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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 

第一学期获胜者已揭晓 

 

>> 来自 49 个国家及地区近 5,300 件的概念作品参与了本次 iF 设计

新秀奖的角逐，所有作品旨在提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解决方案。 

 

>> 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86项具有创新性的概念作品获得了2021

年 iF设计新秀奖，其中六项最杰出的作品更额外获得了总计25,000

欧元的奖金。 

 

>> 全新的 iF Design App 以令人振奋的方式呈现了所有获奖概念，

并与全球共享。 

 

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杜绝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是重要的、是可改变世界的，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决策者正共同努力实现

这些目标。从去年起，iF 设计新秀奖依「可持续发展目标」（1 至 15 项）作为参

赛类别，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科系学生及毕业生以惊人的乐观态度和巨大的创造

力让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一全新改变的反馈：本学期共收到了来自 49 个国家及地区

近 5,300 个令人兴奋的解决方案。 

 

目前，来自 13 个国家及地区的 43 名国际专家评委已对提交的作品进行了评判，

将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授予了 86 个最佳概念作品，其中六件最杰出的作品更分

得总额为 25,000 欧元的奖金。 

 

评选标准 

如欲获得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的肯定，概念作品的表现须在以下问题中达到平

均以上： 

⚫ 是否改善或解决了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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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符合道德标准？ 

⚫ 是否强化或促进高度相关的群体关系？ 

⚫ 是否创造了积极正面的体验？ 

⚫ 付出与使用价值是否达到平衡？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第一学期数据一览： 

_ 共提交 5,259 件概念作品 

_ 来自 49 个国家及地区 

_ 来自 13 个国家及地区的 43 位设计专家组成的评审团 

_ 来自 16 个国家及地区的 86 个获奖概念作品 

_ 六件杰出概念作品被授予总计 25,000 欧元的奖金 

 

获奖者来自以下国家及地区： 

奥地利、巴西、德国、英国、印度、意大利、荷兰、挪威、中国、波兰、韩国、

瑞典、西班牙、中国台湾、土耳其、美国 

 

 

查看所有专家评委： 

https://ifworlddesignguide.com/awards/participate/if-design-talent-award-2021-01 

 

 

获奖概念作品将以多种形式展出： 

 

iF 世界设计指南 

所有获奖概念作品将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项目分类，在全球

最大的数字设计展览——iF 世界设计指南中无限期展示。 

 

iF Design App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第一学期所有获奖概念作品都将在全新的 iF Design 应用程

序中以各种不同的过滤器选项呈现。「摇一摇」功能展现了令人惊讶的洞察力，

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述说设计故事。极具表现力的对比鲜明图像和立方体导航

界面，鼓励用户深入探究，踏上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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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设计展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所有获奖概念作品将以海报及数位形式在 iF 成都设计中心

展出。 

 

 

六件获得总计欧元 25,000 元奖金作品：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第一学期 

六件获得总计欧元 25,000 元奖金作品： 

 

6,0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Jumpforlight | 教育用品  

 

SDG: 01 消除贫困 

 

设计者： Yantao Chen, Chen Zhang, Yubin Zhong 

                                 

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在非洲，某些农村地区的供电不稳，导致许多学生无法在夜间学习。 Jumpforlight 是一款可作为跳绳

使用，也可发光照明的产品，其原理是贮存跳绳旋转动能所产生的电力，只要将产品底部的两块磁铁吸

附在一起，就能启动照明。这项产品不仅适合一人使用，更可由三人或三人以上共同合作，故可借此教

导学生与人分享及携手共同成长的道理。 

 

评委评语：“新颖的动能用途，可谓别出心裁，融合了设计者投注的心力、可行性、实用性与群体性。

” 

 
 

6,0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Time To Eat | 未来校园愿景  

 

SDG:  04 优质教育 

 

设计者： Johanna Bramersson, Kristin Brudeseth, 

  Tina Mee Johnsen, Aase Lilly Salamonsen 
  Kamilla Bedin 
 

学校：    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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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Eat 刻画的是 2030 年的挪威校园未来愿景。在未来，学校将比现在更注重学生的日常饮食，专门

设置独立午餐室、供应热食团膳以及温室，同时也强化与当地社区的密切关系。Time to Eat 旨在灌输对

食物的永续、包容、有意识的态度，重新建构校园与教育环境，确保学童能在学校获得良好的餐饮体验

。Time to Eat 包含了三大要素：硬体设备、数位平台、完整营养教育。 

 

评委评语： “设计者同时考察食物在社会永续、经济永续、环境永续等层面的意涵，详细地阐述计划，

形成概念化的设计佳作。“ 

 

 

 

4,5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Umbrella Badge | 儿童性侵案件定位 

报警装置 

 

SDG:  03 健康及福祉 

 

设计者： Hu Die, Huang Baiqi, Chen Yuling, 

  Wei Peng 
   

学校：   安徽大学 

 
   

这是防止儿童遭受性侵害的警报装置。研究显示，许多性侵加害人会在犯罪前对儿童口头性骚扰；这颗

徽章会在儿童遭到骚扰时侦测敏感用语，发出警报声吸引路人注意，同时提醒孩童可能面临危险。警报

一旦触发，徽章就会自动将孩童的位置传送给指定联络人。 

 

评委评语： “ 利用徽章专门侦测言语骚扰，可以说是非常新颖的设计。尤其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进步

，徽章上所应用的科技还能进一步改良；此外徽章式的外观设计也是很棒的构想，方便儿童配戴使用。

我认为这是能帮助儿童免于骚扰或剥削的理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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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Fireproof ecological vertical tower | 

  防火生态塔 

 

SDG:  13 气候行动 

 

设计者：  Han-Yu Lai 

 

学校：   台湾科技大学 

 
  

发生森林大火时，现场温度往往极高，很难一下子就扑灭火势，所以我们设计了森林地专用的防火设施

。这套设施利用织造技术来强化整体结构，并结合防火复合材质，打造出高耸的防火塔。它主要利用外

层结构，对抗火势蔓延，并且在雨季期间收集雨水作能源，亦可阻挡热辐射。万一火灾发生，野生动物

就可以进场避难，为人类争取更多救援时间。 

 

评委评语： “ 恭喜！展示图片很好看，不过也请留意留意，别把最重要的内容遮住了。“ 

 

 

3,0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Mind without borders | 儿童专用程序 

 

SDG:  03 健康及福祉 

 

设计者： Fang-Ping Hsu, Lai Chien-Chen 

 

学校：   明志科技大学 

  

Mind without Borders 是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关照孩童身心的应用程序，可让不同国家的孩童互相匿名分享

资讯、追踪健康状态、联络亲人和朋友，以及连络心理治疗师和志愿者，缓解疫情期间儿童心理健康状

态下降的问题。儿童或照顾者均可连网 Mind without Borders 上传健康资讯，让线上的志愿者和心理治

疗师即时提供协助，从而分担医护工作人员的负担。 

 

评委评语： “ 使用者的研究工作做得很透彻，成功构思出以使用者为中心的优秀解决方案。设计概念的

视觉呈现效果相当理想。从平台和主题着手，就能轻松扩大概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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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欧元奖金得主： 

 

 

作品名称： Elves Camping Accessories | 露营照明概念 

 

SDG:  07 可负担能源 

 

设计者： Qing Yan 

 

学校：   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依当前的习惯，人类恐怕很难真正展开有利于永续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但 Elves Camping Accessories 不

轻言妥协，依然朝向这个目标迈进，提升了我们的体验。Elves 的设计对象是喜欢到户外享受简单快乐的

人士，希望帮助他们通过休闲时光，逐步培养起有益环境永续的各种好习惯。Elves 可以用来烤棉花糖、

煮咖啡、料理食物，还能当作露营照明器具。以烤棉花糖的火坑来取代传统营火，不需燃烧木材，降低

了森林大火的发生机率，而且另外三项都是太阳能产品，提供了干净能源的理想方式。 

 

评委评语： “ 设计传达了露营活动的情感元素。“ 

 

 

赞助商 

因以下公司的赞助与支持，使得 iF 设计新秀奖的成功办理成为可能： 

 

• 海尔 / 青岛 

• 三星电子 / 首尔 

• 高仪 / 海默 

• 名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 

• 仁宝电脑 / 台北 

• 东莞华南设计创新设计院 / 东莞 

 

 

请留意： 

2021 年 iF 设计新秀奖第二学期已经开跑！ 欢迎在 2021 年 7 月 14 日前免费注册参与。 

 

 

如需更多讯息，请洽： 

 

Annegret Wulf-Pip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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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首席新闻官 

 

iF DESIGN TALENTS GmbH, Bahnhofstrasse 8, 30159 Hannover, Germany 

Phone: +49.511.54224-218 

annegret.wulf-pippig@ifdesign.de 

 

Nara Zhao | 赵夏楠 

iF 成都 

iF DESIGN CHENGDU Ltd. Floor 1-2, Zone C, Bldg 1, Jingrong Inno-Hub, No.200,5th Tianfu Street, High-

tech Zone, Chengdu, China. 

Phone: +86.028.6130.0770  

nara.zhao@ifdesig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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