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DA

AISA Young Designer Award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
2017 台灣區競賽說明

主辦單位：香港商立邦塗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協辦媒體：dSpace 台灣室內設計雜誌
執行單位：琦珞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場地協力：台北設計建材中心
全球活動官網：http://www.asiayoungdesigneraward.com/
台灣區活動官網：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
聯絡人：邱羿瑄
email：andrea@keyrole.com.tw
tel：(02)2543-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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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DA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簡介
一、

關於 AYDA

2008 年，國際知名環保塗料專業品牌立邦漆（Nippon Paint）母公司——立時集團（NIPSEA
Group）
，於馬來西亞首度舉辦青年設計師大獎賽（Nippon Paint Young Designer Award，簡稱
NPYDA）
，NPYDA 每年舉辦一次，旨在激發亞洲青年室內設計和建築設計力量的創新能力。短短
幾年內，NPYDA 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具讚譽的設計盛事，吸引了近萬名傑出的亞洲青年設計師參
賽。本賽事旨在為亞洲青年室內設計和建築師提供公正權威的設計平台，選拔亞洲區域未來的優
秀建築和設計師群體。2013 年，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賽更提出賽後遊學之旅，帶領獲獎者拜訪
亞洲頂級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接受專業指導，進一步為學生提供溝通和展示技巧的鍛鍊機會。
2016 年青年設計師大獎賽 NPYDA 正式擴大升級更名為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 AYDA（AISA
Young Designer Award），亞洲各地共計有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孟加拉、泰國、巴基斯
坦、印尼、巴布亞紐幾內亞、越南、中國、日本、香港、斯里蘭卡、台灣、印度等 15 國同步展
開。為鼓勵台灣設計新銳向國際發聲，立邦塗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首度舉辦台灣區 AYDA 徵件
比賽，評審將選出金、銀、銅獎三名，立邦將提供金獎團隊機票與食宿，參加於海外舉辦之亞洲
白金獎總選拔。
AYDA 不只是平台 更是台灣新銳設計的未來！
**AYDA 全球活動官網：http://www.asiayoungdesigneraward.com/

二、

白金大獎見習之旅

2015 AYDA 白金大獎見習之旅於 2016 年 3 月 16 日舉辦，本次總決賽於泰國曼谷舉辦。立時集
團 CEO/首席執行官黃守金（Mr. Wee Siew Kim）和丹下憲孝等多位世界知名建築師與設計師出
席盛會並分享交流，來自亞洲各國設計新銳分別展示闡述了作品創意理念。
2016 年立邦塗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首度舉辦台灣區 AYDA 徵件比賽，台灣金獎得主羅子洋首
度代表台灣，參與 AYDA 於印尼日惹舉辦之白金大獎見習之旅暨總決賽。第十屆 NIPPON PAINT
AYDA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由立時集團 CEO/首席執行官黃守金與馬來西亞生態建築師楊
經文等多位國際知名設計師出席盛會並分享交流。共有 16 個亞洲國家地區參加，設計新銳經過 9
個小時馬拉松式的上台展示闡述自己的作品創意理念後，室內設計類白金獎由馬來西亞的蔡敏麗
奪下、建築類白金獎則由來自日本的上田滿盛摘冠。
**相關報導請見：http://www.nippon-paint.com.tw/event_content.php?id=36 、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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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主題說明 Theme
2017 AYDA 主題為：

你就是未來！──想像今日，照見未來
YOU FOR TOMORROW: Future Living, As Envisioned Today
每個居民、特定社區、以及整個社會的需求──我們要如何設想明日的生活？做為一個有遠見的設
計師，要如何精心打造一個能符合未來需求的結構與空間？並且要如何讓這樣的設計在未來的幾
年仍具有靈活性？透過「見證未來」
，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人們未來幾年生活、工作、玩樂、與環境
相互作用的形式。因此，設計師將這些都納入考量，並將他們自己融入未來居民的社會、經濟和
環境背景下，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每個時空都有屬於當時的奇蹟和偉大的建築，設計師會在構
想的階段中抓住這些時刻。我們還必須認知，在創造具有目的性的實體設計時，應該始終提醒自
己要具體呈現並企圖在未來在計畫裡建構出具有心靈與靈魂的要素。
第十屆亞洲青年設計大獎以「見證未來的設計」為題，貫穿整個「你就是未來」的主題。這個主
題目的在挑戰當今設計師的遠見卓識和技術能力，創造一個與主題相關且別具意義的設計理念，
並能滿足未來居民和社會的需求。大獎將頒給那些能設計出超越當今趨勢，且符合未來關聯性評
測標準的人。
**台灣活動官網：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

貳、競賽辦法 Method
一、
1.

參賽資格

台灣大專院校建築/室內/工業/景觀/都市/空間等設計相關科系，學士/碩士/進修班在學學生
個人或兩人以下團體參賽。

2.

可選擇【建築組】或【室內設計組】參加。

3.

需使用 NIPPON PAINT 立邦色卡作為創作配色依據準。色卡連結
http://www.nippon-paint.com.tw/flash/

二、
1.

競賽時程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一）23:00，請至官網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form.html 填寫線上報名資料。

2.

繳交作品：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17:00 前將作品送達收件處：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
東路一段 120 號 9 樓之 4，「2017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競賽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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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選：2017 年 12 月 8 日（五）23:00 前於立邦網站 http://www.nippon-paint.com.tw 公佈並
通知初選評審入選者。入圍隊伍請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 23:00 前將簡報寄至
info@keyrole.com.tw（逾時不受理）
。

4.

決選暨頒獎：2017 年 12 月 16 日（六）13:00 舉行決選，各組簡報發表。

參、評審作業
一、

評審團

主辦單位將禮聘國內外建築╱室內╱工業╱景觀╱都市╱空間相關領域之產官學專家，組成 3-5 人之
初選評審小組，及 4-6 人之決選評審小組。

二、

參賽評審流程

1.

資格審查：對參賽作品之提交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2.

初選：參賽者提交設計作品，呈現方式為 4 個 A2 尺寸提案裱版（420 × 594 mm），以英
文橫式表現，300 dpi╱JPGE 檔案格式電子檔繳交無須寄送裱版。初選評審團選取參賽作品
10~15%進入決選。實際組數百分比由初選評審團會議決議。

3.

進入決選作品評定為佳作。

4.

決選：入圍決選作品，於 2017 年 12 月 16 日（六）13:00 於台北設計建材中心進行現場簡
報，再由決選評審團選出各獎項。簡報順序將於 12:30 報到抽籤，依序上台簡報，簡報時間
每組 7 分鐘及接受提問與回答 8 分鐘。

三、
1.

頒獎

2017 年 12 月 16 日（六）16:30 舉行頒獎典禮。於「台北設計建材中心」進行決選評選與
頒獎。進入決選作品評定為佳作，決選評審團由佳作中評選出金獎、銀獎、銅獎，並予以得
獎者獎勵。獎項內容如下：

2.

金獎：取一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2 萬元。立邦輔導參加 2018 年在馬來西亞舉
辦之 AYDA 白金大獎賽見習之旅，與來自 15 國的金獎獲獎者一同競逐國際殊榮。

3.

銀獎：取一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1 萬元。

4.

銅獎：取一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新台幣 5 千元。

5.

獲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頒發指導感謝狀給予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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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評分細則

評審項目原則上包括精彩傳達設計概念、綠能環保以及可持續發展的設計概念、創新設計、
色彩概念等四大評審項目進行評分。

2.

【建築組】評分標準詳見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architecture.html

3.

【室內設計組】評分標準詳見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interior.html

肆、繳交內容
一、

設計概念 Design Statement

請用 Word 格式，以中/英文各 1,000 字以內文字，清晰明確地表達設計概念，包括：


您的設計歷程 Your Design Process

1.

What is your future-proof design concept aiming to solve and how does it benefit the
communities and societies around it?

2.

How would you envision the ec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3.

What is your design'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based on its concept, materials,
maintenance, energy usage, and water and waste management?

4.

In your opinion,what is the one keycomponent thatmust exist in future-proof
designs?



您的研究歷程 Your Research Process

1.

What was your research method like?

2.

Who was your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during research?

3.

What question did you consider during research?

4.

Was the research method you used sound?

5.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your research findings?

二、

提案裱版規格 Presentation Board

提案裱版為 4 個 A2 尺寸（420 × 594 mm）
，以英文橫式表現，300 dpi╱JPGE 檔案格式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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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無須寄送裱版。設計時，請以台灣立邦色票與色號為創作基準
http://www.nippon-paint.com.tw/flash/
1.

提案裱版說明：提案裱版 1 含設計概念及基本介紹。提案裱版 2～4 包含 3D 角度照片與
Nippon Paint 色彩運用計畫。

2.

各組提案裱版細則：
【建築組】詳見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architecture.html
【室內設計組】詳見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interior.html

三、
1.

繳交

請將設計概念 DESIGN STATEMENT、提案裱版 Presentation Board、並填妥報名簡章
Entry Form 檔案存入 CD/DVD 光碟之中。

2.

其中，請為提案裱版建立「Presentation Board」檔案夾，分別將每片裱版命名為：「你的
英文名字-Board 1」，例：AlanShih-Board1，以此類推。

3.

所有 3D 檔案與附加照片必須以 300dpi/JPGE 格式呈現，並新開「Perspective」檔案夾存
入，各別照片以「區域」命名，例如 Living room/Lobby 等。

4.

您的個人照片也要以 JPGE 格式存入。

5.

CD/DVD 光碟封面須註明學校、作者姓名。

6.

作品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17:00 前送達（郵戳為憑）執行單位：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120 號 9 樓之 4
2017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競賽組收

7.

光碟請自行確認檔案是有效且可以被開啟，檔案無法被開啟者恕不另行通知。

伍、注意事項
1.

得奬者得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觀摩發表、出版及研討會中公開其作品，主辦單位並得使用
其參賽所附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2.

所有參賽者所提交之參賽資料及作品，恕不退還，參賽者請自行保留作品副本，並必須遵守
主辦單位及評審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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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未經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得奬者事後若經人檢舉並查證屬實，有違反本
奬評審作業程序之規定，或有抄襲、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事實者，主辦單位除取消其
獲奬資格外，並追回已頒發之奬金，因此所產生之民、刑事責任有參賽者自行負擔。

4.

得獎者須配合繳交作品相關資料，以提供大會製作相關作品集或文宣品。

5.

參賽作品於寄送時請妥善包裝，若因運送過程造成損傷，致影響評審成績，參賽者不得異議。

6.

奬金發放均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7.

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本次活動及後續評審作業。

8.

本辦法始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公佈於 2017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官網
http://www.nippon-paint.com.tw/2017ayda

陸、相關洽詢
本競賽活動說明若有不清楚之處，歡迎電洽
1.

白先生 0800-051-687

2.

邱羿瑄 02-2543-1359 email：andrea@keyrole.com.tw

柒、重要作業時程與地點
報 名 截 止 日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一）23:00
作 品 繳 交 截 止 日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17:00
初 審 評 審 公 告 日 ：2017 年 12 月 8 日（五）23:00
決

選

日 ：2017 年 12 月 16 日（六）13:00-16:00

頒

獎

日 ：2017 年 12 月 16 日（六）16:30-17:00

報名收件地點：
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 120 號 9 樓之 4
2017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競賽組收
初審地點：香港商立邦塗料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決審地點：台北設計建材中心 7 樓群聚廳
以上如有異動，將於 AYDA 官網 http://www.nippon-paint.com.tw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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