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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第三屆矽膠創意應用競賽 

競 賽 簡 章 

 

 
一、 活動目的: 本競賽以「環保」、「無毒」、「創新」、「實用」為主題，激勵青年學生從

事創意設計為宗旨；特邀請全國大學院校學生組隊參加，希望發揮團隊的想像力提

出具體的創意設計作品，作品應用層面不限，生活用品、工業用品或其他特殊用品…

等均可包含在內。希望結合產學的合作機制，為產業界發掘優秀新一代矽膠用品設

計人才，帶動國內矽膠產業和鼓勵學生投入矽膠產品創新設計應用之風氣。 

 

二、 材料限制:作品以矽膠材料設計應用為主，可發展異質結合不限矽膠所佔比例。 

 

三、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林鏡釧教育基金會 

 

四、 協辦單位：通用矽酮(股)公司 

 

五、 參賽對象 

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104年6月仍在學者，含研究生），可跨校組隊參加，每隊人

數不得超過4人，指導老師至多1名。 

 

六、 報名方式 

一、 每組須選定一名隊長。 

二、 限網路報名，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04 年10 月 30 日（五）下午5點整，報名 

                請直接email至: gary@gsweb.com.tw。 

               三、 報名表如附件一，或至網站http://www.gsweb.com.tw之財團法人林鏡釧教育 

                    基金會網頁下載 

四、 洽詢專線：03-5372181 分機151 謝貴林先生(手機0938990480) 

                    可安排至學校專題矽膠產業解說與安排工廠參訪製程導覽。 

               或上網站了解http://www.gsweb.com.tw。 

 

七、 初賽 

1. 評審標的：初賽創意應用企劃書 (詳見附件二 ) 

          2. 參賽學生須於104 年 10 月 30日（五）下午5點前，將初賽創意應用企劃書 

             直接email至:gary@gsweb.com.tw。 

3. 洽詢專線：03-5372181 分機151 謝貴林先生(手機0938990480) 

          4. 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擔任評選委員，依評分項目給分。 

          5. 預定挑選10件入圍作品參加決賽，屆時得視參賽作品的品質增減名額。 

          6. 決賽入圍名單於104 年 11 月 20 日（五）公佈於競賽網頁，並以email通知。 

7. 入圍決賽隊伍請於104 年 11 月 27 日（五）前回覆「決賽回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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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決賽 

          1. 評審標的：作品說明書、實作作品（或模型）及現場簡報表現。 

     2. 入圍決賽隊伍均須撰寫決賽作品說明書 (詳見附件三 )，並須於 104 年 12 月 11 

日(五)下午五點前 email 至:  gary@gsweb.com.tw，傳送時請註             

明作品名稱、隊伍名稱及競賽編號。決賽作品說明於上述最後期限前，可再行

email 通知修改後之版本。 

         3.  決賽評審：參賽隊伍須於決賽會場(新竹市香山區南港街 52 巷 9-1 號本公司學習

會議室)展示其作品(模型或成品)，104 年 12 月 26 日(六)上午 10:00 前佈置完

畢，並做 20 分鐘的作品說明，解說創作理念。 

         4.  頒獎典禮: 決賽評審當日即公告得獎名單，得獎隊伍須將作品留置現場，預計將

於當日下午 15:00 在決賽會場舉行頒獎典禮。 

         5.  洽詢專線：03-5372181 分機151謝貴林(手機0938990480) 

 

九、 競賽時程彙整表: 

 

日期 流程 地點 備註 

10 月 30 日（五） 

 
報名截止 

電子郵件寄送報名

表 

17：00 截止；email: 

gary@gsweb.com.tw 

10 月 30 日（五） 

初賽創意應用

企劃書交件截

止 

 

電子郵件寄送 
17：00 截止；email: 

gary@gsweb.com.tw 

11 月 20 日（五） 
公佈決賽入圍

隊伍名單 

公佈於競賽網頁，並

以 email 通知 

11 月 27 日（五）前回覆「決賽

回覆函」。 

12 月 11 日（五） 
決賽作品說明

書交件截止 

 

電子郵件寄送 
17：00 截止；email: 

gary@gsweb.com.tw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25 日 
決賽預評 

 

電子郵件寄送 
寄發決賽隊伍之電子檔給評審

委員進行預評 

 

12 月 26 日（六） 

 

決賽審查暨頒

獎典禮 

新竹市香山區南港

街 52 巷 9-1 號 

1.09：00~10:00 佈置會場(通用

矽酮股份有限公司_學習會議

室) 

2.預計 15:00 頒獎典禮(通用

矽酮股份有限公司_學習會議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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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評分項目與比重: 

初賽： 

評分項目 比重 

創意構思歷程 20% 

創意特色 30% 

可應用性 40% 

企劃書完整性 10% 

總計 100% 

 

決賽： 
評分項目 比重 

創意性 30% 

實用性 20% 

可商品化程度 20% 

作品說明書完整性 20% 

現場簡報(含海報) 10% 

總計 100% 

 

十一、 競賽獎項： 

一、 初賽 

1. 入選決賽者：完成作品、繳交徵選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附件四)並全程參

加決賽者，主辦單位將提供每組 6,000 元入選獎金及獎狀。 

二、 決賽 

1. 第一名：獎金 120,000 元及獎座。 

2. 第二名：獎金 60,000 元及獎座。 

3. 第三名：獎金 30,000 元及獎座。 

※ 各項獎勵名額得視參賽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獎勵名額得以

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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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注意事項: 

1. 參賽團隊應保證其參賽作品為原創作品、無抄襲仿冒情事，曾參加國內外其他

比賽獲獎作品不得投件。 

2. 若因抄襲或以其他類似方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而涉訟者，參賽人應自行解決

與他人間任何智慧財產權之糾紛，並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

律責任。 

3. 參賽作品於競賽或展覽過程中，如有不符辦法之規定或涉及仿冒、抄襲等情事

者，承辦單位得暫停或取消參加競賽及展覽之權利，並召集評審委員會議處，

必要時得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 

4. 承辦單位有權運用參賽獲選作品圖片及設計過程剪輯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參

賽者須配合。 

5. 所有得獎者應放棄對於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且基於宣傳需

要，主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擁有攝影、報導、展出及在其它媒體刊登作品之權

利。 

6. 所有參賽作品均不退件。 

7. 評審過程採匿名方式進行，除報名表外，參賽者不得在作品上簽名或標示記號。 

8. 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之決議，除非能具體證明其他作品違反本辦法相關規

定，不得有異議。 

9. 參賽者可提報一件或一件以上作品參加，但每一件參賽作品均需填寫一份報名

表，有違者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其參賽資格 

10. 參加競賽作品應繳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取消資格。 

11. 參賽過程若有更換隊員或退出、遞補等情事，最晚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五）

前提出書面申請(簽署切結書，請見附件五 )，經主辦單位同意始可進行替換。 

12. 得獎隊伍獲得獎金應配合中華民國稅法繳交相關所得稅。 

13. 如有以上未盡事宜，視當時狀況共同商議之。 

14.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