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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康寧創星家 - 創新應用競賽 

競賽簡章 

為提升台灣學生實際創新及材料應用能力、降低學用落差，台灣康寧自 2015年起

針對台灣大專院校以上青年舉辦「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秉持「由發明到

創新」的哲學，將創新與教育結合，旨在鼓勵台灣青年，應用特殊材料如玻璃、

陶瓷、光纖（不侷限康寧現有產品與材料），發想解決生活問題的創新產品或方

案，將康寧百年創新精神與材料科學的專業知識注入競賽中、協助鍛鍊台灣學子

的創新肌肉，養成自身無可取代之競爭力。 

 

此競賽不需產出實際成品，亦不需購買任何材料，僅需隨賽程遞進，分別繳交書

面文件、並參加口頭簡報評選；競賽活動包括網路報名、網路繳交初賽提案書、

初賽評選階段、業師創星工作坊、決賽口頭簡報評選、以及頒獎典禮。 

 

 競賽主題：智慧生活 創新未來 

 

說明：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致力於打造一個發揮創新潛能與實作能力的平台，邀請

台灣學子探索如何運用玻璃、光纖或陶瓷材料（不侷限康寧現有產品與材料）來

替代其他材料，想像未來生活，聯結多元創意，改變人類生活。參賽者請在三大

範疇 - 智慧城市、人工智慧、物聯網發揮，思考人類未來生活所需，不須限制於

現有科技才能發揮之創意。 

 
(*)有關康寧材料介紹，歡迎至康寧官網查詢： 

http://www.corning.com/tw/zh_tw.html 

 

 獎項 （得獎者不重複） 

 第一名：獎學金 30萬元、獎狀乙張（每位組員）、獎盃乙只 

 第二名：獎學金 15萬元、獎狀乙張（每位組員）、獎盃乙只 

 第三名：獎學金 10萬元、獎狀乙張（每位組員）、獎盃乙只 

 優等獎十七名：獎學金各 1萬元、獎狀乙張（每位組員） 

 所有獲獎團隊指導教授，亦將頒發獎狀乙張 

http://www.corning.com/tw/zh_tw.html
http://www.corning.com/tw/zh_t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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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中華民國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者如為外籍人士，於課稅年度在

台居住未滿 183天者（非居住者），則該競技競賽所得將按給付額扣取 20%

所得稅。滿 183天者，則比照本國人（居住者）扣繳率標準。本競賽執行單

位將提供稅後獎金予參賽得獎者。 

 

※得獎同學及該組指導教授名單，將公布於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 

https://corninginnovator.bhuntr.com/ 

 

 參賽資格及規定 

 參賽者需為國內各大學院校或研究所在學生，年齡 35歲（含）以下，不限國

籍，報名期間須具備台灣在學學生身分。 

 每隊成員以 6名為上限，其成員可包含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並鼓勵跨

系所或跨校組隊參與。 

 參賽者不可同時投遞一件以上作品，也不可投遞曾參加其他競賽之作品（不

論得獎與否），若參賽者報名投遞超過一份參賽作品，該參賽者所有列名的團

隊作品皆會失去參賽資格。 

 參賽作品需依照主辦方所提供之初賽提案範本撰寫，並以 PDF格式上傳繳交

至參賽網站，參賽者可自行美化排版，唯需遵守規定的範本架構與格式。本

文字體大小不可低於 16級，行距不得低於 16級字的單行間距，中文字型建

議使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建議使用 Arial，檔案大小 10MB、20頁為限（不

含封面封底）。  

 參賽者須符合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資格及規定，參賽作品亦須符合範本

的格式，否則將失去參賽資格。 

 

 參賽方式 

 步驟一：請上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報名 （2018年 10月 11日 16:00 報名截

止）。 

 步驟二：報名成功者將於其註冊之電子郵箱中收到報名確認信，待參賽資格

審查（無重覆報名或身分不符）無誤後收到資格確認信，信中將一併提供初

賽提案範本，請運用此範本之格式準備您的參賽提案，並遵照信中提供之檔

案命名規則為您的參賽提案建立檔名。 

 步驟三：將參賽檔案上傳至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 （2018年 11月 2日 16:00 

截止），如需修改已上傳之檔案，可於收件截止日前，登入活動網站重新上

傳。遲交者將喪失參賽資格。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mailtrack.io_trace_link_e65834f194b7c812a6b7f2c7056dcef3a23b5bf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corninginnovator.bhuntr.com-252F-26userId-3D958294-26signature-3Db7d8822077b5bed1&d=DwMFaQ&c=4JOzdpIlQcN5fHQL_PMhCQ&r=sqJ6EHGXySr0UUk6wuCs_WP_tZb2csHRnM8uP3zTxdQ&m=12sPlDq5uTl3Jsi1BFOQWVdUtz19ZtBe9hpw6YzxO7M&s=_U-DhH4HiZZc3bmSP1-cKlcV6NcCvIiwH_4kV8pUO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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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https://corninginnovator.bhuntr.com/ 

 

搜尋請打「2018康寧創星家」 

 

 籌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奧美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康寧創星家活動小組」 

 

 比賽時程：相關日程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主辦單位保留日期調整之權利。 

 

競賽階段 競賽時間 競賽程序 競賽說明 

報名 6月 4日起

～10月 11

日 16:00 分

截止 

網站正式報名  報名時需填寫真實個人資料（中英

文姓名需同身分證及護照），每人

限報名一隊，不得重複報名。主辦

單位若發現有重覆報名或身分不符

之情事，將取消參賽資格。參賽資

格審查無誤後，將收到資格確認信

與初賽提案範本，請同學運用此範

本準備初賽提案書。 

 賽程約 2個月，請同學於報名前，

務必審慎評估課業負擔或出國計

劃，切勿在確定參加並入圍初賽後

無故棄權。 

 晉級但無故不參加下一輪競賽或業

師創星工作坊者，視為自動棄賽。 

初賽 11月 2日 初賽提案書 

收件截止日 

 於 11月 2日 16:00 分前將初賽提

案書上傳至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 

 初賽提案書繳交格式：PDF檔案，

請務必依照原先提供的初賽提案範

本格式撰寫，並轉成 PDF格式，

本文字體大小不可低於 16級，行

距不得低於 16級字的單行間距，

中文字型建議使用新細明體，英文

字型建議使用 Arial，大小 10MB、

20頁為限（不含封面封底）。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mailtrack.io_trace_link_e65834f194b7c812a6b7f2c7056dcef3a23b5bff-3Furl-3Dhttps-253A-252F-252Fcorninginnovator.bhuntr.com-252F-26userId-3D958294-26signature-3Db7d8822077b5bed1&d=DwMFaQ&c=4JOzdpIlQcN5fHQL_PMhCQ&r=sqJ6EHGXySr0UUk6wuCs_WP_tZb2csHRnM8uP3zTxdQ&m=12sPlDq5uTl3Jsi1BFOQWVdUtz19ZtBe9hpw6YzxO7M&s=_U-DhH4HiZZc3bmSP1-cKlcV6NcCvIiwH_4kV8pUO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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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提案書命名方式：2018康寧

創星家-隊名 OOO.pdf （例如：

2018康寧創星家-Fill Light.pdf）隊

名請勿填寫校名、系所個人資料。 

 初賽提案書中請勿放入任何跟參賽

者個人、學校、系級有關的資訊，

包含文字、照片。 

 初賽提案書內容：可依初賽提案範

本自行美化排版，但需遵守以下架

構內容。 

 概念摘要 

 所欲解決問題為何 

 現況分析：問題調查與分析 

 創意概念：包含應用情境、功

能、如何運用 

 產品設計圖：製圖方式不拘，

手繪亦可，可輔以文字說明，

讓評審了解設計、特殊材料如

何運用於其中。 

 市場價值：價值定位、目標族

群、推廣方案，無需納入成本

考量包括成本分析或售價建

議。 

 預期成果：對社會大眾、目標

族群將帶來的生活影響。 

 

 評審標準： 

項目 佔比 

思考架構及完

整性 

30% 

創新創意 35% 

材料特性掌握

度 
20% 

市場價值& 

影響層面 

15% 

 思考架構及完整性：所設定欲

解決之問題層次、現況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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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推論是否合乎邏輯且表達

完整，是否契合主題。 

 創新創意：提案內容是否具備

跳脫框架或具前瞻性的創意亮

點、創新概念及元素。 

 材料特性掌握度：針對選用之

材料基礎特性的掌握，以及運

用至創意解方時，該材料是否

具備不可替代性。 

 市場價值及影響層面：價值定

位、目標族群、影響層面、如

何推廣，無需納入成本考量，

如成本分析或售價建議。 

11月 22日 公佈初賽結果  通知進入業師創星工作坊及決賽名

單，以 20組為限。 

業師創星

工作坊 

12月 8日 全日業師創星

工作坊活動 

（演講 & 導

師一對一交

流） 

 地點：奧美集團 辦公室 （110台

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 3樓） 

 創星工作坊將由康寧與業界知名人

士共同擔任講師，進行主題演說分

享創新看法與經驗；並邀請到康寧

科學家與奧美行銷導師，就團隊方

案之材料運用面以及簡報技巧，與

各小組進行一對一交流指導，為提

案加分，以利於決賽舞台完美演繹

各組提案。 

 主辦單位另為中南部入圍團隊提供

參加工作坊、及決賽/頒獎典禮之交

通補助費用（詳細資訊將於入圍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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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來信康寧創星家活動小組 corninginnovator@ogilvy.com  

 請遵守競賽規則及作品投遞時程，請勿於收件截止日後繳件，為維持所有參

賽者權益，遲交團隊一律失去參賽資格。 

 請隨時注意您的電子郵箱，康寧創星家活動小組將於賽程中隨時寄出相關通

知及更動資訊。 

 請掌握所選用特殊材料的特性與貴團隊參賽作品的結合性，以獲得較佳成

績。 

 參賽作品不得包含可能損害競賽官網和影響比賽進行的病毒、毀損的檔案、

木馬或其他任何惡意程式。 

決賽暨頒

獎典禮 

12月 21日 

 

決賽 暨 頒獎

典禮 全日活

動 

 

 決賽地點：主辦單位將另行公布 

 決賽形式：口頭簡報提案與評審問

答，每隊簡報與問答共 10分鐘 

 決賽檔案繳交格式：繳交

PPT/PDF簡報檔案（不需沿用初

賽範本及規範）。 

 決賽評分項目： 

項目 佔比 

思考架構及完

整性 

25% 

創新創意 30% 

材料特性掌握

度 
15% 

市場價值& 

影響層面 

15% 

簡報技巧 15% 

• 決賽當日下午，將於頒獎典禮現場

公布結果，並進行頒獎儀式。 

file:///C:/Users/kaowc/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Content.Outlook/8MHXJQ23/corninginnovator@ogilv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