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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iF設計新秀獎概覽
第一學期

青年設計師的絕佳機會
iF設計新秀獎是全球設計領域中針對年輕設計師所舉辦的獎項中規模最大、最具名望的競賽之一。
這個知名的獎項是傑出設計的象徵，幫助您在人群中展露頭角。把握參與這個特殊挑戰和特別機
會，向國際專家評委證明你的能力！
在2020年1月30日前，註冊參與第一學期的2020年iF設計新秀獎！

本期更新！
獎項將首次依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為參賽主題，以表iF對於這項任務的敬重；因為無庸置疑
地 –– 只有同心協力，才可能克服世界上許多尚未解決的任務。

評審
由國際專家所組成的獨立評審會議會將獎項頒給最優秀的概念，並進一步分配總額高達40,000歐元
的獎金給其中的頂尖作品（每一學期將分配20,000歐元獎金）。

一般信息
我們歡迎設計相關科系與課程的學生及畢業未滿兩年者提交其概念參賽。
n
n
n

本獎項為免費參賽！
註冊報名請至 www.ifworlddesignguide.com
報名截止日期為2020年1月30日。

參賽辦法
參賽者提交之作品數量沒有限制，惟每件作品在競賽中僅能註冊一次，單一作品不得針對不同主題
重複提交。您可提交產品、應用程式、計畫、傳達或服務概念作品參賽。參賽者可提交個人作品，
而團隊報名人數不得超過4人。
請以英文提交參賽資料以利國際評委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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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者福利
我們提供全體獲獎者以下宣傳工具：
獲獎標誌和證書
n 線上下載獲獎標誌
n 獲獎證書之PDF檔

iF design app
所有獲獎作品將刊登在iF design app，此應用程式可免費
下載，目前下載次數已達117,230次。

iF世界設計指南
您的獲獎作品將在iF世界設計指南無限期展示。

新聞公關宣傳
我們的新聞與公關團隊將協助獲獎者廣為宣傳其獲獎成
就。

iF設計展
您的作品將以海報與數位的方式在iF成都設計展中展出。

參賽類別／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第1至15項）

更多資訊：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評選標準
您的參賽作品必須在回答下列問題時有超越平均水準以上的表現，並展現出較其他參賽作品脫穎而出的特質，才能
獲得iF設計新秀獎的肯定：
n
n
n
n
n

是否改善或解決了相關問題？
是否符合道德標準？
是否強化或促進高度相關的群體關係？
是否創造了積極正面的體驗？
付出與使用價值是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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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一覽
報名期限

2020年1月30日

基本資料審核

2020年2月1日至28日

評選會議

2020年3月

獲獎通知

2020年4月初

作品發布

2020年5月初

提交資料未完善、未符合參賽規定
者，將在被通知後擁有補充、修改的
機會。請在資料審核期間，記得留意
報名註冊之電子郵箱。

iF世界設計指南、iF design app和新
聞稿。

2020年iF設計新秀獎（第一學期）報名五步驟
1

登入my iF帳號

現在登錄或註冊帳號
您必須填寫完成所有參賽必填的資料，才能按下”Register now”，正式報名參
賽。

2

基本資料

n
n
n
n

3

圖像

n
n

n

4

地址信息

n

n

5

媒體資訊

作品名稱
選擇主題
作品類型
儲存您的基本資料
每件作品請上傳1至2張圖。
請清楚呈現作品設計或上傳使用情境圖；圖像不可包含文字描述或在此欄位
上傳展示海報。
檔案大小：不可超過５MB／橫式尺寸：4:3

若您就讀過的大學院校超過一個以上，請以設計參賽作品時所就讀的學校名
義來報名。
若您以團隊報名（至多不可超過４個人），請於”University”欄位中
的”responsible designers”部分增加團隊成員資訊。

所有資訊皆須以全英文提供：
n
作品敘述
n
展示海報（展示海報將成為評審決策的基礎；可製作1至2頁海報，
並將其儲存成一份PDF檔案後上傳）
n
學生證明（每位設計成員均需提供：學生證明需清楚顯示學校名稱與
學習年份，並將其合併於一份PDF檔案後上傳）
n
指導老師 /教授（選擇性）
n
影片（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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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海報之規定
A1大小橫式海報（840 x 594 mm），格式分配如下：

海報編排細節

區域一（840 x 430 mm）
可自由安排，但須以圖文並陳的方式簡要地展示您的設計。

n

n

區域二（840 x 64 mm）
字體大小為20pt
n
Your entry : Entry-ID、參賽主題
n
Concept : 作品名稱
n
Student/s : 名 / 姓
n
University : 學校名稱、學校所在城市/ 國家、就讀系所

n

n
n
n
n

海報尺寸和格式：A1大小，橫式海報
（840 x 594 mm）
說明文字與文案字體大小：20pt
字型：Frutiger或其他無襯線字體
（sans serif fonts），如Arial, Franklin, Gothic,
Futura, Helvetica, Univers等字體
圖像解析度：300 dpi（需符合圖片大小需求）
海報須以單獨的PDF-X3檔案來上傳
檔案大小限制為5MB
色彩格式：RGB

區域三（840 x 50 mm）
上下請保留空白，用於印刷與裝訂。

區域 3
840 x 50 mm

MINUS
New scale system

Total Gram

PICK

The - 4’s Gram

The concept of MINUS is literally unraveled with a scale which involves the concept of minus.
"How much gram is this tomato and so how much is it?" Many people have concerned about
purchasing a fixed price of vegetables per gram which is displayed in the Mart. The scale which
is below the box will be subtracted from the total weight as soon as hand-picked vegetables are taken
out from the box. Furthermore, the price after subtraction will show up on the balance. If the price
provided is suitable, the price tag will be attached on a pack for further payment.
This new concept of scale will reduce unnecessary actions to the users.

1Pick up 1 broccoli

The price

2 You can Know The Price

Total Gram - 1 broccoli’s Gram

PROBLEM

KNOW

Up

The - 1 broccoli’s gram’s Price is displayed.

TAKE
Out

3 Touch The button
You can get The price sticker.

區域 1
840 x 430 mm

SOLUTION

I don’t know
How much it is.
!

?

?

In one place & At a time

Most of vegetable in vegetable corner cost
by scale. Customer have no idea how much
is it going to be before customer actually scale
them. So inconvinence situations happen such
as put vegetable more in or take some out.

YourYour
entry
entry
301-1-164198
Entry-ID
1.0 product
Category
1.17 Industry / Skilled Trades

Project
MINUS

MINUS will show you how much weight you picked
out of the box. And the scale will calculate how much
it is going to be.

Concept
Name of entry

Designer
Youngsub/Song
Hyunsub/Shin
JaeHyuk/Lim
Il-Hyun/Kwon

Student/s
First name / Last name

University
Hansung University
Seoul/ South Korea
Product Design

Emall
University
sys910420@naver.com
Name of university
hyunsud@naver.com
City / Country of university
hyuk8915@gmail.com
Department
kih0501@naver.com

區域 2
840 x 64 mm
區域 3
840 x 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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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贊助商

更多資訊

即刻報名

報名窗口
Andrea van Velzen
phone +49.511.54224217
Anne Liu
phone +886.2.27667007
talent@ifdesign.de | www.ifworlddesigngu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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