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屆黃文川木質產品設計競賽 

競賽簡章 

一、活動宗旨 

     木材，始終是最貼近人的建築家具材料，不僅使用的歷史悠久，也是唯一

可以循環再造、生生不息的材料。根植於生活中，結合創意設計與精美工法的木

材產品，更是美學的體現與品味的象徵。 

    黃文川先生為「佳佳線條」品牌之創辦人，從事木業已逾四十年，畢生致力

於推廣實木線條、製材，對於優良木材的引進更是不遺餘力。 

    其子黃世孟先生於民國 104 年創立椽磊興業有限公司，亦以推廣優良木材為

己任，期許實木建材、家具能深入生活；並嘗試透過教育的力量，使相關設計科

系的學子們學習使用實木融入設計，進而蓄積能量，薄發而出。 

    故椽磊持續舉辦此一設計競賽，為學生的創意發想提供平台，期望藉由競賽

模式，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創作，激發學生之無限創意；且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協

助學生實踐創意，朝向商品化發展，提升產業的創意價值！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椽磊興業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宏庚興業有限公司 

              正佳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佳木業有限公司 

              佳昕木業有限公司 

               

三、參賽資格 

    1.全國公私立各高中職、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含研究生)，及應屆畢業生(106

年畢業者)皆可參加。 

    2.可以個人或團隊報名參賽。 

    3.以團隊報名參賽者，其成員需全體符合資格，並授權其中一人為代表人。 

    4.以個人報名參賽者，不得再以團隊名義參賽；相對以團隊名義報名參賽，

也不得再以個人報名參賽。 

    5.可同時報名家具設計組與玩具設計組。 



 

四、競賽時程 

項目 日期 說明 

初賽 

收件 
即日起 至 2017/12/29 

請繳交 

1.報名表 

2.同意書 

3.裱板及其內容物 

4.作品 1:5 之模型(家具組) 

評選 

公佈 
2017/1/15 

公佈各組五名入圍者。 

(依實際情況或有增減) 

決選 

交件 
2018/01/22 至 2018/3/30 

請入圍者繳交 1:1 實體物件、 

簡報檔、影音檔至主辦單位。 

※簡報檔內容為介紹作品，並於決賽評

選之使用。 

※影音檔於決賽展示實品期間之使用。 

決賽 

評選 

暨 

頒獎 

2018.四月 

(暫定) 

決賽評選： 

請入圍者簡報介紹作品，評審依照

作品內容及表現狀況選出前三名。 

並於頒獎活動現場公布前三名。 

※簡報檔、影音檔：於決賽評選暨頒獎典禮使用，請實體繳交期間內一同寄出。 

 

 

 

 

 

 

 

 



五、比賽主題及作品規格 

 家具設計組 玩具設計組 

產品類別 兒童家具 兒童玩具 

設計主題 

在孩童階段，每個孩子都期待擁

有專屬於自己的家具，無論是

桌、是床、還是一個小櫥櫃，都

是孩子們的小小天地，總是能承

載滿滿的童年夢想…. 

 

本次主題，請針對兒童不同階段

的成長，設計專屬該階段年齡使

用之家具。 

除以孩子的角度創新設計之

外，亦請針對實用性，兼具收

納、省空間之功能。 

每個孩子手中的玩具，不只是孩

子心中的寶貝，無論是芭比娃

娃、還是尪仔標，無一不代表了

某段年代、某個文化，甚至，某

群人的共同記憶…. 

 

本次主題，請針對兒童不同階段

的成長，設計專屬該階段年齡使

用之玩具。 

除以孩子的角度創新設計之

外，亦請針對代表性，結合地方

文化之特色。 

適用對象 
0-12 歲 

(須註明作品適用年齡) 

0-12 歲 

(須註明作品適用年齡) 

作品尺寸 不拘 不拘 

作品材料 
桌椅面須採用實木， 

桌椅腳材料不拘。 

以實木為主，可搭配其他材料， 

惟實木比例須高於 50%。 

木材種類 北美木材 北美木材 

作品數量 一組(件數不限) 一組(件數不限) 

初選裱板 

規格： 

  A3 設計圖(420mm*297mm)，限橫式，貼於四開黑色裱板紙

(540mm*390mm*2mm)上，一張圖面貼一張裱板，請勿浮貼多張。 

內容： 

1.請詳述呈現作品設計圖、三視圖、3D示意圖、文字說明等輔助

作品表現。 

初賽模型 

規格： 

1.請依照作品設計圖，1:5 比例完成。 

2.材料不限定，盡量以貼近原始設計材料為佳。 

決賽 

實體作品 

1.由入圍決賽之參賽者自行製作，製作實體作品所需北美木材，

由主辦單位無償提供。 

(※公布入圍後，請在期限內填寫木材申請表，逾期將不提供木材)。 

【木材】本競賽提供之木材，皆以自然風貌為主，不提供挑選。 

2.尺寸請依設計圖 1:1 製作，惟經主辦單位同意，得變更其尺寸。 

打樣補助 八千元整(家具組) 二千元整(玩具組) 

決賽備註 

1. 主辦單位可協助提供材料、加工等相關資訊。 

2. 實體作品之塗裝方式，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3. 影音檔錄製及簡報檔(ppt)內容為作品介紹，請於繳交實體作品

期間內一同寄出 。 



六、報名收件方式 

報

名

 

日

期 

即日起 至 2017/12/29 

報

名

簡

章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chuan.lei.design/ 

痞客邦 

http://chuanlei24764478.pixnet.net/blog 

學校公告 

報

名

表 

載點↓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hdINEujMk6M1c3bU5aRkc3V3M/view?usp=

sharing 

同

意

書 

載點↓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hdINEujMk6aC1wRklqUWwyekE 

完

成

報

名 

線上 e-mail 通知 

收

件

方

式 

請於 2017/12/29 前繳交 

1.報名表、2.同意書、3.裱板及其內容物、4.模型。 

※包裹以當日郵戳為憑，逾時即視為放棄； 

收件成功將 e-mail 通知。 

郵寄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81 號  

(收件者：椽磊興業有限公司 活動小組收) 

親送 

收件時間：平日早上 9:00 至下午 5:00。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81 號  

 

七、評選辦法 

評分項目 比例 說明 

創意性 40% 具獨特原創之設計巧思與美感 

商業性 30% 

具商品化之可行性；需兼具市場接

受度、功用性、生產成本與銷售潛

力。 

主題性 30% 
充分表現作品與天然木材的完美

結合與切合主題之理念表達。 

https://www.facebook.com/chuan.lei.design/
http://chuanlei24764478.pixnet.net/blo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hdINEujMk6M1c3bU5aRkc3V3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whdINEujMk6M1c3bU5aRkc3V3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whdINEujMk6aC1wRklqUWwyekE


八、獎勵辦法 

                獎項                

組別 
家具設計組 玩具設計組 

首獎 
獎金三萬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獎金一萬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貳獎 
獎金二萬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獎金七仟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參獎 
獎金一萬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獎金伍仟元整、獎盃乙

座、獎狀乙張。 

備註： 

1.入圍作品將於2018年公開場合展出，同時舉辦決賽評選暨頒獎典禮。惟主辦

單位得依現場空間、時間等因素，保留產品展示、活動舉辦之權利。 

2.入圍者均須出席舉辦於2018年決賽評選暨頒獎典禮，未參與者視同放棄參賽

資格。 

3.得獎獎金皆須依法代開立年度扣繳憑證，應依稅法規定代扣稅金，外國國籍

者扣繳20%，中華民國國籍者扣繳10%。 

4.若以團體報名參賽者，獎金、獎盃共享，獎狀每人一張，並以代表人開立扣

繳憑單。 

5.得獎名次及獎項依參賽作品內容與表現狀況，獎項名次得有從缺狀況。 

 

九、參賽規則 

(一)參賽作品均須詳實填寫報名表，並簽屬作品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未符合比賽

辦法者，將予以取消參賽資格。 
 

(二)參賽作品與文件須於本簡章規定期限內送達主辦單位指定收件處。若繳交參

賽作品不齊全，或不符規定者，視同放棄參賽，主辦單位有權不予受理，亦

不退回。                                                                                                                                                                                                                                                                                                                                                                                                   

(三)參賽作品若因空間條件之限制或其他原因，主辦單位有權提出作品修正要

求。 

(四)若得獎作品經人檢舉涉及抄襲或違反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經法院

一審判決確定，或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或有其他事證得確

認確屬侵害他人著作權等智慧財產相關權利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並追回已頒發之所有獎項。  

(五)得獎人及其後續行為有損主辦單位名譽或比賽精神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

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所有獎項。  



(六)所有入圍決選者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有權對入圍作

品進行(但不限於)修改、攝影、出版、著作、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媒體宣傳

之權利，且基於版面編排需要，有權斟酌刪減文稿字數，入選者不得提出異

議，且不再另支付酬勞或權利金。 

(七)參賽作品(含作品裱板、模型、實體作品等)均不予退件。除入圍決選之未得獎

實體作品，得由參賽者於賽後至主辦單位指定地點自行領回，若未取回，視

同放棄其所有權，並將交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 

(八)得獎作品著作權，自公布得獎日起即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有不限定

該著作權之所有利用用途、內容與方式使用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若

得獎者對得獎作品有其他用途，需經主辦單位同意。 

(九)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 

 

(十)決賽入圍者人數及得獎名次，依照參賽作品及表現內容，主辦單位有從缺及

增加獎項修改之權利。 

十、聯絡窗口 

    椽磊興業有限公司-設計部 李小姐 (02)2307-6698 

十一、北美木材簡介 

    可參考佳佳線條官網：www.selectwood.com.tw 

 

http://www.selectwood.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