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 TJDMA 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  
TJDMA World’s Jewelry & Metal Design Awards 2016 

簡章 

競賽宗旨 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致力提倡金屬工藝的延續與傳承，期望能提供青年學子與珠寶業界一個交

流的平台與管道，鼓勵金工珠寶人才投入原創設計與手工製作，提升藝術價值與創作能量，故舉

辦第一屆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廣邀各界設計師、青年學子、學校老師共襄盛舉。 

設計主題  風 
 
「風」字帶給你的感受是什麼呢? 

如音律，彈奏著四季交響曲，時而優美寧靜、時而慷慨激昂 

如流行，無既定的型態、格調，或流動、或飄忽 

請運用金工珠寶的技法結合本協會提供之寶石作創作，設計出含有「風」性質的作品，創作出屬

於你的設計故事。 
 

寶石設定 運用協辦單位提供之寶石(請參考附件二、寶石尺寸表)，搭配主題作創作，提升作品完整度。 

參賽資格 學生組(以學生證為憑)、社會組(不限)。 

參賽方式 一、 本設計競賽純屬公益性質，參賽者基本上不需繳費。 

二、 於本協會網站進行線上報名，初選入圍名單將公布於本協會網站並寄送所需寶石。決選繳交

作品實體，獲獎人將以 E-mail、電話的方式告知，並公告於協會 facebook 及網站，擇日頒獎。 
 

報名日期 一、 報名：即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18 日(五) 23：59 前進入協會網站完成線上報名，並於期限內

上傳作品設計圖及填寫相關參賽資料，系統將於 11 月 18 日 23：59 關閉，如線上報名後未

完成提交資料者視同放棄參賽。 

二、 初選：於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一)於協會網站及 facebook 公告入圍名單，並依設計者所選定

之寶石材料以郵寄方式或親領的方式做配送，提供參賽者製作成品。 

三、 決選：於 2017 年 01 月 20 日(五) 23：59 前登入協會網站，上傳作品圖檔及決選所需之相關

參賽資料至報名系統，並將「初選所繪之設計原稿」、「作品實體」、「創作理念表」、「切結書

正本(附件一)」，於 2017 年 01 月 20 日(五)前以郵戳為憑，郵寄或親送至本協會，未完成實

體送件與系統登錄者視同放棄參賽，決選結果於 2017 年 02 月 17 日(五)公告。 

  【協會地址】70444 台南市北區臨安路二段 250 號，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收 

  【連絡電話】06-222-8606 【協會網址】http://www.tjdma.org 
 

作品格式 一、 設計圖需以 1：1 尺寸呈現，繪製於 A4 紙上(210mm X 297mm )，上傳檔案格式為 jpg，務必

留意圖檔解析度，應以清晰度佳為主。 

二、 設計圖手工繪製或電腦繪圖方式不限。 

三、 設計圖面須標註物件尺寸，不得出現參賽者自身相關資料。  

四、 作品須以本協會提供之寶石種類、尺寸為主要設計元素，務必切合主題作創作。 

五、 決選實體送件時，為避免送件過程中設計圖、作品實體受損，設計圖請黏貼於八開黑色裱版

郵寄，作品實體請自行妥善包裝，確認緩衝材是否足夠、妥當，若因包裝不妥造成郵寄過程

中物件受損本協會不負相關責任。 

http://www.tjdma.org/


六、 不符規定格式之作品將無法參與評選，後續將通知參賽者自行取回，本協會不主動郵寄退件。 
 

評選方式 一、 決選評審團由珠寶金工創作協會中多位富有珠寶經歷之教授、業界人士組成，進行公平公正

之評選，另將舉辦網路人氣票選活動提供額外獎項。 

二、 進入決賽之作品賽後可自由參加作品網路人氣票選活動，詳情將於協會網站公告(活動內容由

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一同規劃執行)。 

三、 參賽作品須為原創設計，並保證作品為參賽者自行設計、製作不假他人之手，無抄襲仿冒之

處，若經查證有違反規定者將取消參賽與得獎資格。※可接受代工鑄造及代工電鍍，如成品進

入評選階段有疑異時，將由評審提出，主辦單位有權要求設計者提出相關證明資料，以資證

明此設計及製作為設計者所創作。 
 

獎項內容 學生組獎項 

金創獎  1 名 獎金 NT$25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銀創獎  1 名 獎金 NT$15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銅創獎  1 名 獎金 NT$10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佳作獎 10 名 價值 NT$1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社會組獎項 

金創獎  1 名 獎金 NT$25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銀創獎  1 名 獎金 NT$15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銅創獎  1 名 獎金 NT$10000，價值 NT$5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佳作獎 10 名 價值 NT$1000 寶石材料，獎狀乙幀 

※前三名作品可享有於各類新聞媒體、雜誌等公開曝光之機會。 

獎金、獎品由尚虎有限公司贊助提供，並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金額在新台幣 2 萬元（含）以上

者，扣繳相關稅務（外國國籍者扣 20%，中華民國國籍者扣 10%）。 

作品網路人氣獎等相關規範及獎項詳見協會網站公告。 
 
頒獎時間 

 
2017 年 3 月舉行，確切日期及地點擇日公告。 
 

作品所有

權 

一、 本協會擁有收錄並曝光參賽作品之權限，有權收錄得獎作品之設計圖文，含攝影照片、創作

理念等相關資訊，以應用於推廣教學、工藝展示、競賽活動之宣傳、展覽、刊物出版等用途。 

二、 設計作品之創作人，擁有全部著作權及所有權，其設計如有其他智慧財產權及衍生權利，亦

歸創作者所有，若有抄襲仿冒之事宜本協會不負法律責任。 

三、 得獎與未入選之作品於賽後可親至協會取回，保留期限三個月，恕不協助郵寄方式退件。 

四、 為求公平起見，競賽審查期間作品不得於其他管道曝光，亦不得擅自散佈、分享於網路、社

群等公開場合，作品一經曝光經查證視同違反競賽規則，取消參賽、獎項資格。 
 

注意事項 參賽者務必確實填寫表格，若個人資料有誤或無法辨識以致無法聯繫本人將視同放棄參賽。 

策劃人員 楊彩玲  謝俊龍   許妤嬿 

主辦單位 
 
 
 
 

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協會地址】70444 台南市北區臨安路二段 250 號 

【聯 絡 人】許妤嬿 小姐 06-222-8606        【電子信箱】tjdma2015@gmail.com 

【協會網址】http://www.tjdma.org            【協會 facebook】https://goo.gl/hvNvrF 

協辦單位 尚虎有限公司 

此競賽如有未盡事宜，本協會擁有修正調整之權利，並以網站公告內容為準。 

mailto:tjdma2015@gmail.com
http://www.tjdma.org/
https://goo.gl/hvNvrF


《決選用表格、創作理念》 

  

第一屆 TJDMA 國際珠寶金工設計競賽  決選創作理念 
TJDMA World’s Jewelry & Metal Design Awards 2016 

作品名稱  作品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者姓名  飾品種類   

尺寸說明  

材質說明  

初選設計圖  

 

(於附件檢附初選時繪製的設計圖原稿) 

創作理念 (限 300 字以內) 

1. 於 2017 年 01 月 20 日(五) 24：00 前登入協會網站，上傳作品圖檔及決選所需之相關參賽資料至報名系統，

並將「初選所繪之設計原稿」、「作品實體」、「創作理念表」、「切結書正本」，於 2017 年 01 月 20 日(五)前

以郵戳為憑，郵寄或親送至本協會，未完成實體送件與系統登錄者視同放棄參賽，決選結果於 2017 年 02

月 17 日(五)公告。 

3. 上傳報名系統之檔案為 Jpg 檔，務必留意圖檔解析度，應以清晰度佳為主，檔名請以〔2016 設計競賽-參

賽者姓名-作品名稱〕作命名，例如：〔2016 設計競賽-許大明-湧動〕 



《附件一、切結書》 

第一屆 TJDMA 國際珠寶設計競賽 

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____參加台灣金工珠寶創作協會舉辦之競賽，已詳細閱讀簡章，願意確實遵守

主辦單位之規定，若有違反，同意依相關規定處理，絕無異議，並同意遵守下列之規定： 

 

一、 初選入圍者由協辦單位提供所需之寶石作為創作元素，本人保證會確實使用寶石材料，

如有放棄完成作品之情事，將原封不動返還，若有遺失或損壞本人願無異議依照寶石尺

寸表格之金額照價賠償。 

二、 本人所填之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實無訛，願遵守貴單位規定，並接受相關資料之檢閱，

如有違反，同意貴單位取消或認定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三、 本人保證參賽作品皆為原創，無抄襲、仿冒、代工之情事，如經查證有違反規定以致

觸犯法律，得取消參加資格；若為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單位追回獎狀、獎金等獎項，

並自行承擔民、刑及行政法所規定之所有法律責任，絕無異議。※可接受代工鑄造及代

工電鍍，如成品進入評選階段有疑異時，將由評審提出，主辦單位有權要求設計者提出相關

證明資料，以資證明此設計及製作為設計者所創作。 

四、 無條件同意貴單位收錄並曝光參賽作品之權限，有權收錄得獎作品之設計圖文，含攝影

照片、創作理念等相關資訊，以應用於推廣教學、工藝展示、競賽活動之宣傳、展覽、

刊物出版等用途。 

特立此書證明。 
 
        此致     台灣珠寶金工創作協會 

立書人(簽章)： 

立書人身分證號： 

通訊地址： 

連繫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一屆 TJDMA 國際珠寶設計競賽  
 TJDMA World’s Jewelry & Metal Design Awards 2016 



《附件二、寶石尺寸表》 

第一屆 TJDMA 國際珠寶設計競賽 
尚 虎 寶 石 尺 寸 表 

編號 形狀 尺寸 編號 形狀 尺寸 

A 

 

長：16mm 

寬：12mm 

高：6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6mm 

價格：250 元 

B 

 

長：15mm 

寬：10mm 

高：5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6mm 

價格：250 元 

C 

 

長：12mm 

寬：8mm 

高：4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4mm 

價格：200 元 

D 

 

長：9mm 

寬：6mm 

高：3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2mm 

價格：150 元 

E 

 

長：7mm 

寬：5mm 

高：2.5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2mm 

價格：150 元 

F 

 

長：16mm 

寬：12mm 

高：5mm 

備註：雙平 

誤差：長寬高+-0.8mm 

價格：300 元 

G 

 

長：12mm 

寬：10mm 

高：3mm 

備註：雙平 

誤差：長寬高+-0.4mm 

價格：250 元 

H 

 

長：12mm 

寬：12mm 

高：4mm 

備註：雙平 

誤差：長寬高+-0.4mm 

價格：250 元 

I 

 

長：9mm 

寬：9mm 

高：3mm 

備註：雙平 

誤差：長寬高+-0.2mm 

價格：200 元 

J 

 

長：15mm 

寬：15mm 

高：7.5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6mm 

價格：300 元 

K 

 

長：12mm 

寬：12mm 

高：6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4mm 

價格：250 元 

L 

 

長：9mm 

寬：9mm 

高：4.5mm 

備註：平底單凸有弧度 

誤差：長寬高+-0.4mm 

價格：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