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火設計獎 

參賽指南 



 

 

什麼是星火設計獎？ 

星火設計獎是第一個由設計師們和創意人士組成的社群，他們聚在一起因為有著一個共同的信念

- 設計能為世界創造正向的改變。 
 

歡迎來到設計的星火世界！ 
 

歡迎來到世界最現代的設計競賽-星火獎， 我們邀請所有設計師參加。 星火設計獎是一個激動人

心的競賽，旨在發揚優秀的設計與推廣才華橫溢的設計師， 這些活動主要聚焦於當代的設計和

專業。 因此，加入吧，加入我們的社群並提交您最好的作品，讓世界上最偉大的設計在星火佔

有一席之地。 

 

為什麼參加星火設計獎？ 

 

星火設計獎幫助參賽者建立公眾形象，並為設計師們宣傳他們的作品。這有助於設計師們建立厚

實的簡歷並能獲得更多的生意機會。星火設計獎的獲獎者將被發佈在星火獎的網站上，作品將在

許多國際設計展覽中展出且被發佈於網路。獲獎者的權益包括：展覽、徽標使用權、獲獎者證書

PDF、宣傳和頒獎典禮，在專屬的線上展廳將會有完整的設計師介紹、相關鏈結、視頻和圖片。 

從報名開始至比賽結束，所有完成付費的參賽者都會擁有自己的線上展廳頁面。 多年以來，獲



 

 

獎者作品被免費展示於 「Grand Winners Index」中。 星火設計獎活躍於全世界的社群平台

上，我們在這些平台積極發佈相關素材和參賽者信息，以及我們的得獎者！  

 

 

2022 年星火獎參賽類別 
 

產品設計；空間設計; 學生設計（春季＆秋季/冬季）; 交通運輸設計; 健康、醫療＆共通性設計; 

使用者經驗＆服務設計; 平面設計; 數位設計（包括 UX, UI, IXO & HCII）; 綠能設計; 包裝設計; 

概念專業設計 

 

如果您個人或您的團體創造了出色的設計，請不要錯過參加這些重要比賽的機會。 設計師，藝

術總監，建築師，工程師，教師，設計公司，製造商，機構，廣告公司和企業家可以進入星火設

計獎。 註冊並參加比賽，只需在星火獎網站頁面頂部點擊「註冊」按鈕即可。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spark-product/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spark-spaces/
http://www.sparkawards.com/entry-types/spark-student/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spark-transport/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spark-health/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spark-experience/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graphic-print/
http://www.sparkawards.com/design-categories/digital/
http://www.sparkawards.com/entry-types/cleantech/
https://www.sparkawards.com/entry-types/package/
https://www.sparkawards.com/entry-types/concept-pro/


 

 

評審標準 
 

星火設計獎有兩個主要的評審標準 

-創意：設計是否產生火花？是否有新的突破？想法夠創新嗎？這是個創意產物或僅有精美外

表？設計本身成功傳遞訊息了嗎？視覺清楚且奪人眼目嗎？ 

-可持續性：這個設計是否幫助生活品質的進步？能幫助人們更有智慧、更有效率、更快樂、更

長壽、更進步嗎？設計本身有助於維護地球現有的有限資源嗎？ 

 

參加辦法 
 

1. 首先： 於 www.sparkawards.com 註冊 

2. 選擇你要參賽的類別。你可以選擇參加多個類別，他們會被分別收取報名費用。 

3. 登入「我的提交(My Submissions) 」頁面，上傳作品照片、描述及視頻。 

4. 報名費付款 

5.關於每個類別的詳細資訊請參考星火獎的參賽類別頁面。 

 

-特別提醒韓國的參賽者們：請注意，由於星火獎的郵箱時常受 Naver、Daum、Nate 和

Hanmail 阻擋，請不要使用這些郵箱地址註冊，以避免我們無法與您聯繫。請使用其他郵箱- 

Gmail 或 Hotmail。 

-問題？ 請從 https://www.sparkawards.com/about/contact/ 發送給我們 

   注意請明確注明：您的名字、您的學校或組織、您的設計名稱及您的問題。 

https://competitions.sparkawards.com/
http://www.sparkawards.com/entry-types/
https://www.sparkawards.com/about/contact/


 

 

 

需要提交什麼 
 

為幫助參賽者成功申請星火設計獎，我們在此說明您需要提交的資訊及特別注意事項。 請注

意，不同的設計領域和類別有時會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請仔細閱讀這些說明。 

請參賽者遵循以下步驟 

1.首先請在此註冊( https://competitions.sparkawards.com/) ，一個註冊帳號可進行多個報名

申請，請記住您的用戶名及密碼。 

2. 提交您的參賽設計作品，所有項目皆在您的註冊頁面上提交。 您可以提交任意數量之項目，

但每個項目里只能有一項作品或一項系列作品， 您可提交任何於 2000 年以後設計的項目，同

一項目可提交於多個設計類別，但必須支付附加費用。 由於每年星火邀請的評審皆不同，所以

我們接受過去曾提交過之項目。所有的註冊及申請皆於線上作業。 

 

3. 支付報名費用 

如果您有多個參賽項目，可以通過聯絡表格來聯繫我們以存取信用卡信息進行單筆全額付款。我

們接受下列信用卡種類：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JCB, Diners Club 及 

Discover。完成初步註冊之後，登入您的註冊頁面，您將會看到輸入信用卡資訊的選項。參賽

者也可通過 Paypal 或電匯（須支付小額手續費）付款- 請向我們詢問細節。未付款之項目將無

法參加評審。 

 

4. 參賽者需上傳 3～10 張作品圖像（每張小於 1MB），圖像可以為作品的照片、PowerPoint

的幻燈片或圖形、圖表或證書等等- 任何有助於您講述故事的資料。星火獎也鼓勵您添加設計師

或設計團隊的照片- 將其作為最後一張照片。 所有圖像的高度應大於 8 英吋（200 毫米），分辨

https://competitions.sparkawards.com/
https://competitions.sparkawards.com/
https://www.sparkawards.com/about/contact/


 

 

率大於 150 dpi。至少有一張圖為 300 dpi，圖像可以是橫向或是縱向。所有圖像必須是 JPG

檔，RGB 色彩。 至少其中一張圖片必須完全沒有任何文字，標注線，外框，並且在白色背景

上。 

 

5. 參賽者需提供 75 字的簡短說明（摘要），250 字的描述並回答下列有關您設計作品的問題。

所有資訊須為英文，我們建議您針對設計的優劣、適用性及符合我們的評審標準做直接的描述，

而非以行銷為目的。 

 

6. 回答以下部分或全部的問題將會對我們的評審過程十分有幫助，您可以在線上申請表單中找

到這些問題。 請盡可能清楚明瞭地回答，每個回答不超過 50 字。請根據事實回答- 

• 這個設計存在的意義？需求是什麼？ 

• 設計概要、挑戰或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 告訴我們設計策略或流程。 設計是如何發展的？用戶/客戶解決方案是什麼？ 

• 這個設計的創新之處是什麼？ 

• 您的設計背景框架是什麼？ 設計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 您的設計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引響或者利益？ 

• 您的設計為什麼引人注目？它訴說著什麼樣的故事？ 

• 您的設計如何改善生活的質量，或提升人的境況？ 

• 目標市場或用戶？ 

• 目標價格/成本範圍？ 

 

網站 

您是否有一個網站或網頁來講述您的設計故事或有關該設計的更多資訊，照片等？ 請在上傳的

表單中提供 URL。 

 

 

 



 

 

影片 

我們建議您提交一個簡短的影片，以講述您的設計故事。再次，我們建議您針對設計的優劣、適

用性及符合我們的評審標準做直接的描述，而非以銷售、行銷、PR 為目的。您可以在報名表格

中找到一個填寫 Youtube 影片鏈接的位置（我們只接受 Youtube 鏈接，不可為 Vimeo 或其他

平台。），請保持內容簡短及真實，最多不超過三分鐘。要將 YouTube 影片嵌入您的申請，只

需點擊 YouTube 視頻下方的「分享」，然後將 YouTube URL 複製粘貼到您的報名表中即可。

所有數位作品必須包含影片。 

 

不需寄送樣品 

自世界各地寄送實體樣品及寄回並非可持續性的做法，因此我們停止評審實體作品。請勿寄送產

品、模型或人工製品。 

 

參賽過程 

參賽過程非常簡單：第一輪將對您提交的案件說明、圖片、相關連結及視頻做現場審評。評審團

會選出入圍名單，接著針對入圍的所有案件個別進行深度討論，最後匿名投票選出最終得獎者

們，得獎者們會在兩週之內收到得獎通知。 

 

星火獎評審 
 

每年星火獎都會邀請一群眼光獨到且極具才華的 VIP 評審，所有評審團席位都在我們評審團主

席、顧問和社群成員的一同幫助下招集完成，我們的評審來自各個設計相關領域的媒體，教育人

士和專家。 



 

 

2022 年報名費用 
 

2022 年星火獎改為單一報名費用系統，只需在每次報名繳交一次報名費用（取消了兩種不同階

段的費用）。調整先前繁瑣的繳費方式，2022 年的整體報名費用維持和 2021 年相同。 

星火講取消了其他行政費用- 得獎費用、展覽費用、及出版費用。 

 

星火設計獎分為三種報名費用：學生設計，平面設計，所有其他專業。 

 

1. 學生設計 

A. 學生報名費用- 早鳥：280 美金 \ 一般：300 美金 \ 晚鳥：350 美金 

B. 系列設計或宣傳活動設計報名費用: 多個相關作品（例：廚房用具系列）可通過一個註冊提

交，須額外收取 55 美金附加費用。 

C. 入圍費用：0 

D.  得獎者費用：0 

 

2. 平面設計 

A. 平面設計報名費用- 早鳥：345 美金 \ 一般：420 美金 \ 晚鳥：545 美金 

B. 系列設計或宣傳活動設計報名費用: 多個相關作品（例：廚房用具系列）可通過一個註冊提

交，須額外收取 165 美金附加費用。 

C. 入圍費用：0 

D. 得獎者費用：0 

 

3.其他設計類別，包括：產品; 使用者經驗; 包裝; 專業概念; 健康; 空間; 數位; 運輸; 綠能科技 

A. 報名費用- 早鳥：855 美金 \ 一般：955 美金 \ 晚鳥：1070 美金 

B. 系列設計或宣傳活動設計報名費用: 多個相關作品（例：廚房用具系列）可通過一個註冊提

交，須額外收取 260 美金附加費用。 

https://www.sparkawards.com/entry-fees/student-entry-fees/
https://www.sparkawards.com/entry-fees/graphic-civic-entry-fees/
https://www.sparkawards.com/entry-fees/cat-fees/


 

 

C. 入圍費用：0 

D. 得獎者費用：0 

 

 

報名費用注意事項 

報名費用、報名申請表、作品集附加文件必需於截止日前完成提交。此項要求用於所有報名案

件。 

 

截止日期 
 

星火有幾組截止日期。 請注意您希望參加類別的截止日期。 較早申請的參賽者可以獲得較低的

價格，在星火展覽中擁有較長的曝光和宣傳時間。 

 

專業設計獎（所有專業類別） 

目前已開放申請。此獎項開放給專業設計師及組織（非學生）。 

早鳥截止：2022 年 6 月 1 日（0 點/ 加州時間） 

一般截止：2022 年 10 月 10 日（0 點/ 加州時間） 

晚鳥截止：2022 年 11 月 25 日（0 點/ 加州時間） 

 

學生設計獎 

此獎項開放所有在學的設計領域大學生（或大學以上），須提交在學時期任何時間段的作品參賽

（例如去年的作品）。 

 

春季 

開放申請時間：2022 年 2 月 1 日 

早鳥截止：2022 年 4 月 15 日（0 點/ 加州時間） 



 

 

一般截止：2022 年 5 月 31 日（0 點/ 加州時間） 

晚鳥截止：2022 年 6 月 17 日（0 點/ 加州時間） 

 

秋冬季 

開放申請時間：2022 年 7 月 1 日 

早鳥截止：2022 年 8 月 31 日（0 點/ 加州時間） 

一般截止：2022 年 11 月 7 日（0 點/ 加州時間） 

晚鳥截止：2022 年 11 月 25 日（0 點/ 加州時間） 

 

 

 

 

我們期待看見您超凡的設計！ 

Thanks For Spar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