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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第三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 

招募簡章 

「金點設計獎」（Golden Pin Design Award）自 1981 年創立於台

灣，定位為「全球華人市場最頂尖設計獎項」，由台灣設計研究院（以

下簡稱「本院」）辦理獎項評選與頒獎典禮等活動。金點設計獎旨在

褒揚傑出的創新設計產品與作品，並針對不同目標族群分設「金點設

計獎」、「金點概念設計獎」及「金點新秀設計獎」等三大獎賽。 

為發掘創新傑出的設計作品，金點設計獎每年邀集海內外設計與

跨領域頂尖專家，共同籌組專業公正的評審陣容，透過評審團的專業

眼光與公正評選制度，遴選傑出優秀的設計作品。過去金點設計獎評

選會議為非公開的獎項活動，然而評選會議實為珍貴的學習機會，海

內外設計菁英與跨領域專家齊聚一堂，匯集當年度最新設計作品，透

過評審視角與反覆討論，遴選當年度最具代表性與意義的獲獎者。 

因此自 2020 年起，金點設計獎決定將評選會議轉化為學習場域，

辦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活動，提供對獎項有興趣與學習

熱忱的學子全程參與從未公開的評選過程，近距離觀察評審遴選與討

論，學習以「大師視角」解讀設計內涵與意義。 

前二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皆獲得熱烈回響。今年，

我們持續邀請對設計領域有興趣的同學加入第三屆「2022 金點設計

獎」評選研習實作營，一起體驗「設計大師的視角」。 

 

 

金點設計獎官網： 

https://www.goldenpin.org.tw/ 

金點設計獎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oldenPinDesign/ 

 

指導 | 經濟部   主辦 | 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 | 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https://www.goldenpin.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GoldenPin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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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募對象： 

（一） 招募名額：6 名正取+3 名備取。 

（二） 招募資格：不限科系，大學二年級（含）以上之大學

部、研究所或以上之在學學生（含當屆畢業生），對設

計與金點設計獎有興趣及學習熱忱者。 

（三） 非本國者，須具備工作許可證明文件，且中文聽說讀寫

流利。 

（四） 具語言專長者並具證明文件者，得優先錄取： 

1. 英文：新制多益 945 分以上或全民英檢高級或同等

級語言證明。 

2. 日文：JLPT 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或同等級語言證

明。 

3. 其他語言：由報名者出示相關證明文件，本院得依

據本年度評選需求另行認定。 

二、報名方式： 

（一） 採自主報名，檢附報名表（如附件 1）、活動協議書（附

件 2） 與自傳（形式不拘，如有其它證明文件請一併檢

附），於 2022 年 8 月 12 日（五）下午 5 點前寄至信箱 

gpaward@tdri.org.tw，信件標題請註明「ＸＸ學校ＸＸ

系○○○—報名 2022 第三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

營」，逾期恕不接受報名。（例：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王小明—報名 2022 第三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

營） 

（二） 報名者請詳讀本簡章內容，確認參與意願及是否能全程

參與研習實作，以確保活動之出席狀況。 

（三） 本院工作小組於收到報名資料後，將通知資料齊全之報

名者參與面談，瞭解參與動機與期望。面談將依疫情狀

mailto:yiju_shen@t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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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採實體（本院院址）或線上舉辦，場次與時間另行通

知。 

三、研習實作時程與規劃： 

（一） 研習營時程：2022 年 9 月 19 日（一）至 2022 年 9 月 26

日（一），研習期間建議自行攜帶筆電。 

（二） 實作階段： 2022 年 9 月 21 日（三）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五）止，每日 10：00~18：00（午休 1 小時）註，參

與金點設計獎、金點概念設計獎決審完整流程。 

註：配合國際評審及會議時間，部分日期將依實際需求，彈性調

整上下班時間，惟每日工作時數不超過 8 小時為原則。 

（三） 準備課程與心得分享： 

1. 準備課程：2022 年 9 月 19 日（一）、2022 年 9 月

20 日（二）下午，內容包含研習實作活動介紹、評

選流程與採訪說明、本院與金點設計獎介紹、設計講

座。 

2. 分享小聚：2022 年 9 月 26 日（一）下午 1 時至 5

時，內容包含金點工作坊、研習證書頒發、研習心得

分享等。 

（四） 進階活動：採自由報名參加制，時間另行通知，內容包含

參與金點設計展社群活動宣傳規劃、金點設計展開幕當天

（2022 年 11 月 21 日）現場學習觀摩、金點設計獎頒獎

典禮當天（2022 年 12 月 2 日）現場學習觀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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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課程  實作階段  分享小聚 進階活動 

日期 9/19（一）  9/20（二） 
9/21（三）-9/23

（五） 
9/26（一） 

10/11（二）-12/2（五） 

時間 14:00-16 :30 14:00-16:00 
10:00-18:00  

（午休 1 小時） 
13:00-17:10 另行通知 

內容 

(1) 行前研習課程 

 

(2) 設計講座 

(1) 工作準備會議 

 

(2) 台灣設計館導

覽課程 

(1) 金點設計獎、 

金點概念設計獎 

決審期間 

 

評選全程參與記錄 
 

(1) 金點工作坊 

 

(2) 心得交流分享

會 

＊採自由報名參加 

(1) 金點設計展社群宣傳 

(2) 11/21（一）13:30-

15:00 開幕典禮與記者會

現場觀摩 

(3) 12/2（五）15:00-22:00

金點設計獎頒獎典禮現

場觀摩 

（以上時間以通知為準） 

（五） 研習實作內容：  

2022 年金點設計獎因應疫情全面改為線上評選，研習實

作內容如下： 

1. 評選與訪談記錄：每位研習實作依據分配到的組別，

全程記錄評審評語，於評選後彙整各作品評語資料與

會後訪談提供獎項執行單位。 

2. 研習者須配合評選過程之其它臨時支援事項。 

四、研習實作地點： 

台灣設計研究院（台北市光復南路 133 號 2 樓，松山文創園區內） 

五、獎項評選時程： 

（一） 金點設計獎決審：2022 年 9 月 21 日（三）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四）全日。 

（二）金點概念設計獎決審： 

2022 年 9 月 23 日（五）全日。 

六、研習實作福利： 

（一）研習實作津貼： 

1. 完成參與研習營教育訓練、會議及研習實作者，依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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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數補助每小時 170 元研習津貼。 

2. 倘因遲到、請假、早退等未完成當日研習時數者，依

時數扣減當日研習津貼。 

3. 研習實作津貼於活動完成、研習者繳交彙整之評審評

語資料予金點設計獎工作小組後發給。 

4. 全程參與研習營者，可獲得自由報名參加「進階活

動」之機會，參與金點設計展社群行銷、金點設計展

開幕記者會、金點設計獎頒獎典禮。 

（二）研習實作證書： 

完成研習實作並全勤者，頒發 2022 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

實作證書，並頒發感謝狀予推薦教師。 

七、錄取通知： 

預計於面談後 2 週內個別通知錄取者。 

八、候補與出缺勤管理： 

（一） 經通知錄取者若無法參與本次活動，請於活動開始 10

日前（即 9 月 9 日 星期五前）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

本活動窗口沈小姐，以利辦理候補通知事宜。 

（二） 參與者研習實作期間應準時出席，不無故缺席。倘當日

臨時無法參與，最遲於當日 9 點前通知研習活動窗口。 

（三） 本研習活動開始後，倘研習者出席狀況不佳、多次無故

缺席或其他影響評選之事由，經勸導而未改善者，得依

其情況取消研習資格。 

九、保密規範： 

研習者參與本次活動前，須簽署「2022 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

作營活動協議書」（附件 1），遵守各項保密約定，於得獎名單

公布前，不得對外透露評選過程與結果。 

十、個人資料保護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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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本院為辦理 2022 金點

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活動與相關資料提供，必須取得您

的個人資料並事前進行告知。 

（二）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包含姓名、電話、電子郵件、學

校名稱、身分證字號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

之資料，將於評選研習實作活動結束後轉入本院資料

庫，並受妥善維護。 

（三）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可就個人資料，行

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如您欲行使上述權利，請來電洽詢 02-2745-8199。 

（四） 閱讀上述聲明後，仍同意報名本研習活動，則視為您同

意本院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十一、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或變更，本院保留調整及補充之權利，

如有更新或調整，於金點設計獎官方網站與粉絲專頁公布。 

十二、如有疑問，請洽本研習活動承辦人員沈小姐，電話（02）

2745-8199 #334，電子郵件 gpaward@tdri.org.tw   

 

mailto:yiju_shen@t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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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第三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 

活動協議書 

緣本人參與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下稱獎項單位）辦理之「2022 第三屆金

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下稱本研習營），為維護獎項評選過程與結果之機密

性與公正性，本人同意以下事項並確實遵守： 

一、 保密協定： 

（一） 本人理解金點設計獎與金點概念設計獎之評選過程屬非公開活動，

評選結果亦屬獎項單位之重要機密。未經獎項單位公布最終得獎名

單前，洩漏評選結果將嚴重損及獎項單位與金點設計獎之公正與專

業。 

（二） 本人理解因參與本研習營而直接或間接接觸之評選過程、評審評語、

討論意見與評選結果等均屬獎項單位之機密，於獎項單位對外公告

最終得獎名單前，不得對外洩漏、傳遞或散布。 

（三） 本人因參與本研習營而取得之文件、資料、錄音等，僅限於本研習營

與評選過程使用，不得移作他用或翻拍、攝錄、複製、影印、傳輸等。 

二、 爭議處理： 

倘本人違反本協議任一約定或因參與本研習營而生之相關爭議，本人同意秉

持最大誠意與獎項單位協商，並盡力維護各方權益。 

三、 立書人如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法定代理人

於本協議書簽章後，視為同意未成年人參與本研習營及所為之授權行為。 

 

立約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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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第三屆「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報名表 

※報名者及推薦人請詳閱「2022 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招募簡章」，提供以下資料時， 

表示「已知悉及同意」上述簡章規則及個資蒐集告知事項 

 

報名者資料 

學校／系級 

（中+英） 
 

（3 個月內照

片） 

姓名（中+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國籍  

年齡  性別 □女   □男 

特殊語言專長 □無     □有（請說明）：  

參與動機與期望 
 

 

檢附文件勾選 

(1) □活動協議書（簽署後掃描為 pdf 檔） 

(2) □報名者自傳（pdf 檔） 

(3) □（無則免附）特殊語言專長證明文件 

(4) □（非本國者檢附）工作許可證明文件 

備註 

(1) 以上欄位均為必填。 

(2) 為便於感謝狀與證書製作，報名者與推薦人學校、系所（級）、姓名等請提供中英資

料。 

(3) 請將本 1.報名表（pdf 檔）、2.自傳（pdf 檔）及 3.活動協議書（請簽署後掃描 pdf

檔）一併寄至 gpaward@tdri.org.tw，信件標題請註明「ＸＸ學校ＸＸ系○○○ 報

名--2022 金點設計獎評選研習實作營」。 

(4) 至 2022/08/12（五）下午 5 點截止收件，逾期恕不接受報名。 

mailto:yiju_shen@td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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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人資料 （*建議可提供，非強制性*） 

學校／系所（中

+英） 
 教師姓名（中+英）  

電子信箱  

推薦理由簡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