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創新設計獎 
 
參賽報名範例�



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1  鍵入ifworlddesignguide.com 進入 
iF網站首頁，點選右方頭像圖示進
入my iF登入頁面。�

�

參賽資訊: ifworlddesignguide.com/computex  �

�



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2  如您尚未申請 iF帳號，請點選 
CREATE NEW ACCOUNT；如已
申請帳號，請以既有的帳號資料
來登入 my iF 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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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3  進入 my iF 後，以英文填寫個人
資料。 

 請務必保管您自行編輯的my iF帳號
密碼。�

 

�

�

您可以此my iF帳號 
 
•  參與獎項 
•  於iF設計指南建立專屬頁面 
 
如已申請my iF帳號，請直接（至
上一頁）登入。 

自行設定 – 登入帳號資料 

             聯絡人名字                              聯絡人姓氏  

電子郵件信箱 (這個是您日後登入的帳號) 

密碼 

再次輸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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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4  進入 my iF 後，點選ACCOUNT
／MY USER ACCOUNT 輸入完
整帳號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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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5  進入 my iF 後，請填寫個人資料，
所有欄位需以英文填寫。 

�

提示 
 
您的聯絡地址將自動地被用為發
票地址。�
�
如欲輸入不同的地址為發票地址
與/或顧客地址，您可以以下方適
當的區域完成。 
 
請留意發票地址在提交報名表後
即無法修改，且適用於整個競賽
年度。�

公司英文名全稱�

部門 

                                  聯絡人稱謂 

           聯絡人名字                   聯絡人姓氏 

完整聯絡地址 （請儘量填寫至同一行） 
 

 
      郵遞區號         城市 

                       國別（請選擇） 

專線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公司網站 參賽資訊: ifworlddesignguide.com/comput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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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5  進入 my iF 後，請填寫個人資料，
所有欄位需以英文填寫。 

 �

發票收受  
 
 
 
     
     有別於您的聯絡地址請勾選 
 

媒體聯絡  
 
 
 
      
     有別於您的聯絡地址請勾選 

 完成後請點選SAVE儲存變更�

行銷窗口  
 
 
 
      
     有別於您的聯絡地址請勾選 

獎項發票  
您可在INVOICES/MY 
INVOICES找到近期發票資訊 
 
請注意： 
上方說明僅適用iF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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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6  點選 ACCOUNT／MY ADDRESS 
BOOK 建立製造商
(MANUFACTURER)／設計公司
(DESIGN)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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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個別參賽帳號�

1-6  點選 ACCOUNT／MY ADDRESS 
BOOK 分別製造商
(MANUFACTURER)／設計公司
(DESIGN)地址 

 每件作品都至少需要一個製造商
(MANUFACTURER)地址與一個
設計公司(DESIGN)地址�

  �

公司英文名       部門                               聯絡人稱謂（下拉選擇）   聯絡人名字    聯絡人姓氏   完整聯絡地址（請儘量寫下同一行）       郵遞區號    城市                     國別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信箱    網站 

提示 
 
您可於下拉式選單指定該地址之性質(製
造商、設計公司或大學)，往後系統將自
動帶入該地址於您新增的參賽作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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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報名參賽�

2-1  完成註冊進入my iF後，即可選擇
目前開放參賽的獎項。如欲報名
請點選 COMPUTEX d&i awards 
2018 下方之 PARTICIPATE填寫
報名表；更多訊息請點選 LEARN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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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報名參賽�

2-2  請填寫參賽作品基本信息，並詳
閱參賽條款勾選同意後，按下儲
存鍵。打星號 * 為必填欄位。�

我們是2018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參展商 
我們是2013年1月1日後成立的新創企業 
展覽攤位編號或統編 (台灣企業必填)      

參賽作品資訊 
 
您可於現在或稍後儲存圖片、敘述內
文以及相關地址等。但請注意唯有提
供完整圖片以及敘述內文後，作品方
可進入評選。�

                    產品信息       
產品名 (25個英文字母為限)          
  
  
  
產品類型、方向/英文 (30個字母為限) ；如：機器手臂、智慧穿戴裝置、居家監控
產品、隨身碟、遊戲內容、虛擬實境 ／ 擴增實境產品等。  
 
  
 
      
  
                                               參賽類別 
 
                  
  
 
  

補充訊息    
                     產品大小 (長x高x寬) 
 
 
 
                     產品重量 (KG)  
  
                      產品售價 (US$) 

我們接受競賽一般條款和條件，以及2018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獎參賽規定�

作品提交方式     
*您可以選擇以產品實品參賽或提供連結以數位媒體的方式來
呈現您的參賽作品�
     

完成作品基本資訊填寫後請點選 save and proceed 儲存資訊。�

                           作品演示       
    我要申請參與2018年5月15或16日於台北舉行的作品演示  
                      

作品演示資訊 
 
參與作品演示者需於兩分鐘內以英文
介紹參賽作品，作品演示將在2018年
5月15或16日於台北舉行。iF保留接
受或駁回作品演示申請的權力。�

參賽資訊: ifworlddesignguide.com/computex  �

�



Step 2: 報名參賽�

2-3  您的作品將儲存為「草稿」，基
本信息如右⽅方所⽰示。 
  
 如欲完成報名，您必須勾選確認相
關方格，表示您願意支付報名費
與獲獎服務費，並接受2018年台
北國際電腦展創新設計獎與一般
性參賽條款與條件，再按下 
PARTICIPATE NOW遞交報名表。 
  
 您亦可點選COMPLETE YOUR 
ENTRY，提供完整參賽信息後再
正式提交參賽報名表。�

� > 點選完成資料提交 
 
>點選 CREATE NEW ENTRY 繼續
為其他產品報名（若參賽不只一件）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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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編輯作品信息�

3-1  點選COMPLETE YOUR ENTRY
進入Basic 頁面，開始編輯、更新
作品信息。 

  

 正式提交報名(完成前述動作點選
“PARTICIPSTE NOW“)以前： 

 1. 作品Entry-ID尚不會顯示 

 2. 參賽類別可進行更動；報名後，無
   法更改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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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編輯作品信息�

3-2  進入Images，點選「選擇檔案
(Choose File)」選取欲上傳之作
品圖片1-2張，點選「上傳圖片
(UPLOAD IMAGE)」上傳產品圖；
稍後幾分鐘後即可看到圖片出現
於Image 1及Image 2區塊。 

 請上傳純產品圖，圖片中請勿添加
任何敘述文字。 

 

 �

信息： 
 
圖片格式：JPG檔 
檔案大小：不超過5MB 
圖片大小：邊長不小於
1536畫素 
建議比例：橫式；4:3 
色彩格式：RGB 
 
上傳圖片將依不同展示
目的進行調整，然寬高
比不會受到影響。 

信息：iF線上展覽 
 
圖片將用於： 
 
參賽作品之評選 
- 獲准參賽 
- 評審決策之參考 

獲獎作品展示�
-  iF世界設計指 
-  iF新聞稿 



Step 3: 編輯作品信息�

3-3  請在Description欄位提供含空格
及標點符號650字元內的英、德文
作品敘述內文。 

�

英文作品敘述內文 (字數限制為650個字元，包含標點符號
與空格) 
�

信息：設計要點 
 
作品文字將用於： 
 
參賽作品之評選 
-  獲准參賽 
-  評審決策之參考 
 
獲獎作品展示�
-  iF世界設計指南 
-  新聞稿 

請在此解說您的參賽作品為何生產？解決了什麼問題？為使用者帶來什麼好處？
評審為何需讓它得獎？與其他類似作品相比，其獨到之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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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編輯作品信息�

3-4  請點選下拉式選單、選擇 as 
design address / as manufacturer 
後點選ADD，新增製造商/設計公
司地址各一。請點擊DESIGN下方
的CHANGE，增加設計師姓名。 

  

       您也可選取ADD NEW ADDRESS
新增地址地址（見步驟1-6)；您也
可回到MY iF / MY ADDRESS 
BOOK新增。 

 每件作品都至少需要一個製造商
(MANUFACTURER)地址與一個
設計公司(DESIGN)地址�

 

  

  
請於此處填寫負責設計師姓名/團隊名稱。此處所填之信息
將刊登於iF世界設計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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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編輯作品信息�

3-5  如您於步驟 2-2 的作品提交方式
(Submission mode)選擇「數位媒
體(digital presentation)」的方式，
請於Additional Media提供URL連
結（如：網址、YouTube影片連
結、雲端空間、PDF檔案連結
等）。PDF檔可包含圖片、繪圖
以及說明文字；要求為下： 
 - 語言：英文 
 - 頁數：8頁以內 
 - 檔案大小：小於10MB 
 -  建議比例：橫式、4:3 
 - 螢幕解析度：2560 x 1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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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提交作品資訊�

4.1  當您提供所有必要訊息，請點選
REGISTER NOW鍵以進入提交報
名之預覽畫面。 

4.2  請於勾選同意事項後，按下 
REGISTER NOW 提交報名表。
如需修改資訊，請點選 EDIT 
ENTRY。 

 您必須勾選確認相關方格，表示您
願意支付報名費與獲獎服務費，
並接受2018年台北國際電腦展創
新設計獎與一般性參賽條款與條
件，再按下 REGISTER NOW遞
交報名表。�

�

�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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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提交作品資訊�

4.3  您將收到含有一組參賽編號 entry-
ID 336-xxxxxx 的確認信函，請務
必於4月30日競賽截止日以前完成
參賽資訊的填寫與更新。 

 主辦方完成資料審核後將寄出評審
邀請函。 

 發票將於您提交報名表後開出，預
計發票寄出時間為5月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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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追蹤您的參賽作品�

5-1  您可以在 “my iF” 裡選擇 AWARD 
PARTICIPATION / ENTRY 
OVERVIEW，查看並追蹤參賽作
品訊息，點選COMPLETE 
ENTRY/ENTRY DETAILS 即可更
新作品敘述及上傳圖片。相關訊
息可於3月25日前更新。 

 若未完成提交的作品請務必點選
REGISTER NOW 並參考 step 
4.1 – 4.2 並於4月30日以前完成提
交與資料更新。�

�

參賽作品已提交，參賽者必須�
支付報名費，所有參賽信息已�
完整。�

參賽作品已提交，尚未提交，
無法參與評選。�

參賽作品已提交，參賽者必須�
支付報名費，參賽信息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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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n   如何更新資訊?為何不能改類別? 

  請回到您的 my iF / AWARD PARTICIPATION / ENTRY OVERVIEW進行更新。如遇到 
       資訊無法更新，請來信請求協助。 

n   何時繳款?如何繳款?可以刷卡嗎? 

  收到發票後，請依發票上提供之匯款帳號，進行匯款即可。此獎項目前尚無法接受刷卡
  付款。 匯款時，請務必在匯款單上標註 customer no. 以及 invoice no. 並提供匯款水單 

       影本以協助對帳。發票將於4月30日競賽報名截止日後統一開立並寄出；預計發票寄出 
       時間 為 4月初。 

n   作品寄送時的重要注意事項?可以多項產品一併寄送嗎?  

  產品寄送前，請以完整堅固且可重複使用之包裝進行送運。多項參賽產品可一併寄送，     
       請 於外包裝上標明所有內容物之 entry-ID。 

n   為何收不到信? 

  請確認在my iF / my user account 裡的聯絡資料是否正確無誤。另外，請與  貴公司資 
       訊部門聯繫，檢視本公司信件是否遭受防火牆阻擋。�



參賽提醒�

報名表填寫： 

n  英文內文 (650字元) 僅需強調產品設計特點與創新，以及和其他同質性產品不同之處；無
需加入廣告性之綴飾文字。 

n  若受字數限制無法完整說明產品特色；您可提交數位內容-於Additional Media欄位提供
URL連結，補充相關作品資訊。 

n  英文敘述請勿以線上翻譯軟體進行翻譯。 

 

作品準備： 

n  如您的參賽產品為模型；請注意模型的完整度以及精細程度。 

n  如寄達送的參賽作品為模型請與於作品上額外標註、指示。 

n  參賽作品若為同一設計、不同款式，建議以系列性產品來報名。 

n  於評審會中，如產品有特定之呈現方式，請於寄送產品同時附上產品擺放照片，主辦方
將盡力依照參賽者所希望的方式來呈現產品。如有特製之展架，也請一併附上。�



2018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創新設計獎 
我們期待您的參賽，並預祝  貴公司 
的優良產品成功獲獎！ 
 
 
 
 
 
如對報名作業仍有任何疑問，請洽： 
 
 
 

Tobie Lee│李語婕小姐 
Amber Tung│董晏廷小姐 
 

tobie.lee@ifdesign.tw  
amber.tung@ifdesign.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