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Chinese Up-and-coming Interior Designer Contest 全球華人新銳室
內設計大賽(簡稱 GCU)是文創設計界每年最關注的話題！是支持文化創意產業，
為產業界發掘優秀人才的設計平台！GCU 大賽舉辦今年邁入第三屆，為落實產官
學合作，本屆只舉辦學生組，特別以大華科技大學觀光系的實習旅館作為本屆室
內設計命題，期許參賽者發揮創意。
第三屆 GCU 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除了評選出優秀的設計作品之外，獲
得 GCU 金獎者，將由承辦單位 Dream Life 夢想誌雜誌，協同大華科技大學觀光
系的實習旅館，並由評審團指導得獎學生完成作品施工圖。讓學生除了有實作的
經驗又能夠發揮他們的實力，和職場接軌，真正達成產官學合作培植未來設計人
才的宗旨。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玄教育基金會
■承辦單位: Dream Life 夢想誌雜誌
■協辦單位：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大華科技大學、皖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動能開啟傳媒、太平洋音樂有限公司、曖維多媒體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質男幫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世界巧克力夢公園、百世創意行銷/百世中國
■指導單位：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無界象國際設計集團
■大陸媒體宣傳:動能開啟傳媒
■支持單位:兩岸大專院校建築室內設計相關科系
評審團
評審總召 張顥瀚(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副理事長)
初選評審
朱謙知 (居然頂層西安設計聯合會執行主席、2017 台灣室內設計周內地營運長)
周紅
(资深媒体人、《中国室内设计年鉴》策划人)
陳昊
陳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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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铭昊室内设计設計總監)
(香港尚策設計顧問公司創辦人及設計總監)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副理事長)
(京璽國際設計總監、2015-2016 中國室內設計年度封面人物)
(大滿室內設計設計總監、2016-2017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伊歐探索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米蘭 I.S.A.D 設計學院、空間設計碩士)

顏毓宏 (騰龘空間設計 設計總監、JCD Design Awards 2017 - Best 100)
蘇炯和 (境觀設計 設計總監、2017 年德國 IF Design Award 設計大獎)
決選評審
何武賢 (山隱建築創辦人、德國 iF 設計大獎、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前理事長)
張清平 (天坊設計、Andrew Martin 設計、紅點大獎、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理
事長)
劉榮祿 (詠義設計 設計總監、Andrew Martin 設計、紅點大獎、台灣室內設計
專技協會副理事長)
周天民 (亞卡默設計總監、德國紅點、iF 設計大獎)
林祺錦 (林祺錦建築事務所建築師、美國 A＋award 特別獎)
吳金鳳 (綵運設計設計總監、德國紅點、iF 設計大獎、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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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評審團指導，進行作品的施

評審團指導

備註

工圖繪製

以上作業時程內容，主辦單位保留因故需要進行必要之修改、變更的權力。
獎項內容
學生組
GCU 金獎:1 名，10 萬元獎金(PS)、獎座 1 只。

GCU 優等獎:4 名，1 萬元獎金、獎牌 1 只。
GCU 入圍獎:10 名，5000 元獎品、獎牌 1 只。個人作品電子書一本。
PS:學生組金獎頒獎時，先頒發 5 萬元，施工圖繪製完成後另頒 5 萬元。
備註:
個人作品電子書一本。得獎者請於獲獎一年內主動與夢想誌聯絡提出作品集以便
製作電子書，逾期視同放棄。
※獎品包含：知名品牌家電、知名品牌鍋具組、高級保養品、飯店住宿券、.....

參賽資格
■學生組(個人或團體最多三人為限，同一學校不限組數)：大專以上建築及設計
學系在學學生日夜間部(須提供學生證證明)
報名費用
每組學生收取報名費 NT$500 或 RMB ¥120
報名方式
請至承辦單位夢想誌官網/最新活動/第三屆 GCU 大賽專區下載申請表
學生組命題(由主辦、承辦單位指定題目)
以大華科技大學觀光系的實習旅館作為命題，引導學生重視實用性的構思，進而
讓學生以務實的設計，作為進入職場的前期成果驗收。
請至承辦單位夢想誌官網/最新活動/第三屆 GCU 專區/下載命題以及平面圖
繳交作品
●申請表單資料 WORD 檔
(作品名稱、參賽者姓名、學校科系)。
●作品簡報檔以及 PDF 檔:
(每件參賽作品必須製成橫式 A1 紙規格大小，合計最少 4 張或最多 6 張圖面，品
質高於解析度 300dpi 的 PDF 檔)
●圖片檔:作品內容使用圖片檔的檔案夾
(品質高於解析度 300dpi，3M 以上的 JPG 檔)
●個人或團隊照片檔:
(最多 2 張為限，品質高於解析度 300dpi 的 PDF 檔及小於 20MB 的 JPG 檔)
●作品文字說明 300 字 WORD 檔，作為專刊印刷使用。
●附繳交報名費憑證掃描檔(如匯款單或轉帳收據之影本)。
郵政劃撥請下載劃撥單(戶名:夢想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帳號:50325803)
國際匯款請下載國際匯款資料訊息(戶名:陳懿茱；帳號 6228480030978988019

農民銀行上海分行)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簽名彩色掃描檔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簽名彩色掃描檔
報名與繳交作品方式一律以網路方式上傳：
參賽辦法及報名表下載：http://www.twdreamlife.com 活動專區
※所有參賽作品所提交之參賽資料,恕不退還。
※請勿在任何圖片上註明參賽者(單位)之相關資訊。
※參賽者提交電子檔案資料請於收件截止日 107 年 7 月 30 日 24:00 前上傳完畢
評審團評分標準
學生組
創新概念

30%

空間規劃

20%

尺度運用

15%

建材搭配

15%

家飾搭配

15%

綠化設計

5%

計分方式
初選由評審團統一評定入選複賽資格，學生組合計 10 組獲得 GCU 入圍獎
入選作品產生後舉辦網路票選活動，網路票選成績占決賽總分 15%
例:學生組網路得票數÷10 組總得票數×100×15%=各組網路票選分數
決賽當天計分方式
業界貴賓評分成績占決賽總分 10%
例:學生組貴賓評分÷10 組總得分×100×10%=各組貴賓得分數
評審團評分成績占決賽總分 75%
例:學生組評審團評分總和÷10 組總得分×100×75%=各組評審團得分數
決賽總得分=各組網路票選分數+各組貴賓得分數+各組評審團得分數
依照各組得分高低依序產生
學生組 GCU 金獎 1 名，GCU 優等獎 4 名，GCU 入圍獎 10 名

注意事項
◎線上報名時間截止後，不再受理報名。
◎參賽者應尊重主辦單位之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得獎人須於頒獎典禮活動親自到場領取獎項，未能親領獎項，獎金打五折，並
自付相關郵資費。
◎所得獎金依稅法規定，獎金價值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者，主辦單位將依法
代得獎者扣繳 10% 稅額。
◎參賽作品如遭人檢舉有涉及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且依具體事證證明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承辦單位將立即取消該作品之參賽及獲獎資格，並追回已
頒發之獎金、獎品與獎狀。如造成指導單位、主辦單位、承辦單位及第三者之
權益損失，該參賽者應負完全責任，不得異議。競賽後遭檢舉者，亦比照辦理。
※經參賽者書面同意取消其參賽作品之參賽及獲獎資格。
※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
※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智慧財產權受侵害者。
◎基於宣傳推廣之合理需要，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以永久、無償、非專屬
之形式，授權主辦單位、承辦單位，不限時間、地域及次數，以各種形式利用
參賽作品之權利。入選者應配合參與相關活動及提供相關圖片與說明文字資
料。
◎凡參加報名者，視為已充分瞭解本辦法各項條款並同意完全遵守本辦法所定之
各項規定。
◎注意事項倘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承辦單位有隨時調整本辦法內容之權利。
若有糾紛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審理單位。

GCU報名方式(網路上傳)：
GCU 參賽辦法及報名表下載：http://www.twdreamlife.com 活動專區
GCU 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承辦單位
Dream Life 夢想誌雜誌
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201 巷 11 號 1 樓
電話：02-25463288
傳真：02-8712-1827
E-mail：twdreamlife @gmail.com.

Global Chinese Up-and-coming Interior Designer Contest
第三屆 GCU『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參賽作品名稱（授權標的）：
作者____________（授權人）同意將本參賽作品授權本獎項之承辦單位（被授權
人）作下列之利用：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本參賽作品。
將本參賽作品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公開發表、列印、瀏
覽等使用。
配合行銷宣傳將本參賽作品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將本參賽作品以多種形式出版，以廣為宣傳，拓展雙方之知名度。
作者保證本參賽作品為其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作者另應保證
授權本參賽作品之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本參賽作品發生侵權
糾紛，概由作者自行負責，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審理單位。
本參賽作品若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仍需由全體作者簽署。
獲獎者之設計作品須授權給承辦單位變成實品屋之裝潢設計使用。

此致
承辦單位

Dream Life 夢想誌

立同意書人
(設計團隊)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號碼(代表)：
電子郵件信箱(代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Global Chinese Up-and-coming Interior Designer Contest
第三屆 GCU『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作品名稱（授權標的）：
一、第三屆 GCU『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必須取得參賽設計團隊的個人資
料。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承辦單位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
參賽設計團隊的個人資料。
二、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同意書之目的係為保障參賽設計團隊的隱私權益，
參賽設計團隊所提供與本會之個人資料，將轉入本雜誌社資料庫，受本社妥善維
護並僅於本社管理、推廣與執行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承辦單位將保護參賽設
計團隊的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您的權益。
三、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請參賽設計團隊詳讀下列應行告知事項：
1. 機關名稱：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聖玄教育基金會
承辦單位:Dream Life 夢想誌。
2. 蒐集目的：全球華人新銳室內設計大賽運作(包含報名、領獎、及設計大賽相
關事務等需求。)
3. 個人資料類別：含姓名、電話、電子郵件、身分證字號、地址、學校科系及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參賽設計團隊個人之資料。
4.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本雜誌社所在地區會執行業務所需，依中華民國法令得
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
5.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及傳真，包含國際傳輸行為。
此致
承辦單位

Dream Life 夢想誌

立同意書人
參賽設計團隊代表姓名：
電話號碼(代表)：
電子郵件信箱(代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