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设计师请注意：
全新的改变及 2022 年世界设计之都
- 西班牙瓦伦西亚颁奖典礼！

从现在起，���� 年�L) 设计新秀奖将由原来的一年举办两次改为一年一次。

■ 采用两阶段评审方式：
阶段�：线上初选
阶段�：决选将于������年���月����日在德国柏林进行

■ �����年� ��月� 15 日至�16 日将在 2022 年世界设计之都 - 西班牙瓦伦西亚为年轻设计
新秀举行颁奖典礼。

■ 您的概念作品将依实际设计作品之相同标准进行评分－无须负担任何费用。
■ 其中更杰出的设计作品更有机会额外获得由奖项赞助商提供总计��������欧 元的奖金。
■ 由国际设计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将授奖给予最优秀的作品，并进一步分配奖金。

���� 年�L)�设计新秀奖参赛概览

您是否认为设计应该关注全球面临的紧迫问题与难题？
您的学习经历是否让您了解设计实践的第一步？
您是否愿意向杰出的专家评委与全球观众展示您的创意想法？也许还能额外得到奖金的支持？�

即刻起至������年���月����日，免费报名参与������年�L)�设计新秀奖！

提交您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远见卓识，抓住令您职业生涯飞跃的机会。相信自己的能
力，成为设计社群中一名有创意的成员。
我们期待着你的想法！

参赛资格
我们欢迎设计相关科系与课程的学生及毕业未满两年者提交其概念参赛。

如何参赛？
参赛者提交之作品数量没有限制，惟每件作品在竞赛中仅能注册一次，单一作品不得针对不同主题
重复提交。您可提交产品、应用程式、计划、传达或服务概念作品参赛。参赛者可提交个人作品，
而团队报名人数不得超过 ��人。

请以英文提交所有参赛资料以利国际评委审阅。
本奖项为免费报名参赛！

更多资讯 

https://ifdesign.com/en/if-design-talent-award


获奖者福利

参赛主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至��项）
奖项依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参赛主题，以表�L)�对于这项任务的敬重，因为毋庸置疑地 — 只有大家同心
协力，才能克服世界上许多尚未解决的任务。

更多资讯：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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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标志
线上下载获奖标志

作品展示
您的获奖作品将在 L)�'HVLJQ 网站
无限期展示

获奖证书
线上下载获奖证书

L)�设计展
获奖作品将以海报或数位形式在 
L)�成都设计中心展出。

L)�'HVLJQ�$SS
所有获奖作品将刊登在 L)�'HVLJQ�
$SS。

L)�评委反馈表
评委将为每件获奖作品依评分标准进
行审查，获奖者将收到获奖作品个别
反馈表。

颁奖典礼
在 2022 年世界设计之都 - 西班牙瓦伦
西亚共同参与庆祝为期两天的获奖者
活动（�����年���月�15�日至�16�日）。

新闻公关宣传
我们的新闻与公关团队将协助获奖者
广为宣传其获奖成就。

消除贫困

净水及卫生

永续城市

消除饥饿

可负担能源

优质教育 

海洋生态 陆地生态

性别平等

减少不平等

健康及福祉

气候行动

就业与经济
增长

责任消费
及生产

产业、创新
与基础建设



问题解决 
作品是否解决相关问题?

– 创新程度
– 精致程度
– 独特性
– 使用价值与可用性

道德标准
作品是否反映或促进高道德伦理标准?

– 人性尊严
– 尊重个人与公平性
– 考量环境标准
– 社会价值

团结互助
作品是否强化群体关系?

– 具有对文化传统与权力关系的
敏锐度

– 关注共同目标与群体
– 以对话方式处理社会冲突

有益经验
作品是否创造正向经验?

– 尊重个人、正义 + 公平、
正向经验和乐趣

– 具美学潜质、空间氛围
– 具社会责任感、舒适感和愉悦感

经济考量
作品是否符合经济效益?

–资源的有效使用
–可行性和实施简易度
–长期展望
–具获利性

315/500

50/100

25/100

55/100

评分标准

L)�评分卡将作为奖项评审评选的依据，评审将使用这些标准为参赛作品的各面向进行评分。

参赛概览 第 ��页

315/500

问题解决
50/100

有益经验 道德标准
25/100

团结互助
55/100

经济考量
������

平均值

评分卡范本

�������



报名期限

线上初选

决选, 德国柏林

获奖通知

颁奖典礼,  2022 年世界设计之都 
- 西班牙瓦伦西亚

作品发布

�����年���月����日

�����年���月

�����年���月����日

�����年���月����日起

�����年���月�15�日至�16�日

�����年���月�17�日

重要日期一览

1 使用者账号

2 基本资料

3 多媒体资讯 

4 参赛作品描述

5 参赛者证明文件

6 提交报名

报名六步骤

登入或注册账号

■ 作品名称
■ 参赛主题
■ 参赛类型
■ 增加标签（选填）

■ 每件作品至多上传���张图
■ 上传���至���页的展示海报�（储存为单一�3')�档案）
■ 增加作品视频连结（选填）

请阐述提交之参赛作品说明，最多�����字符

■ 编辑参赛设计师资料
（如果您曾就读于不止一所大学，请填写参赛作品主要发展时期就读学校）

■ 增加参赛作品相关的指导教授 / 导师的资讯（选填）
■ 为所有团队成员添加在读 / 就学证明

重新检查您的资料并提交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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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if.ifdesign.com/login


Your Entry
345-306373
12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 Production

Concept
Pecu

Student
Stacey Yip

University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 Delft)
Delft / Netherlands
Industrial Design Engineering

Pecu.
stuffed with meaning

Once an unwanted material, stuffed animals 
are given a new life by the stories that they 
hold. Every Pecu toy is unique, a patchwork of 
parts that makes it a one-of-a-kind item.

1: Consumption of Waste
Unable to discern plastic from food, they 
unintentionally ingest plastic bits, over 
time leading to their deaths.

2: Foie Gras (France)
A delicary for their liver, they 
are often force-fed in farms.

3: Gassing (Netherlands)
They are seen as pests espe-
cially near airports as they 
hinder airplanes from land-
ing and takeoff.

Story of Mr. Goose

Stories are intentionally left vague for 
parents to have the freedom to adjust the 
narrative to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Overtime, they can add more complexity to 
the story so that the stuffed animal grows 
together with the child which allows them to 
gain better awareness of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animal.

SOLUTION: A DIY Kit that renews the life of a stuffed 
animal in a way that enhances its value through the 
stories it can tell. Through a fun activity of modifying 
the stuffed animal, both parent and child will be in-
volved in deeper discussions about human’s impact 
on animals.

PROBLEM: Stuffed animals does not embody the 
issues faced by the animals they represent, moreover, 
they end up as wastes which ends up affecting the 
habitat of the very animals they represent. How might 
we close this ironic loop?

Children are able to personalise the 
character in the e-book to become more 
involved with the story of the animal.

Your entry
Entry-ID
Category

Concept
Name of entry

Student/s
First name / Last name

University
Name of university
City / Country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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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海报规定

$�大小横式海报�������[�����PP��，格式分配如下：

区域一�������[�����PP���
可自由安排，但须以图文并陈的方式简要地展示您的设计。

区域二�������[����PP���字体大小为���SW

■ <RXU�HQWU\���(QWU\�,'、参赛主题
■ &RQFHSW���作品名称
■ 6WXGHQW�V���名���姓
■ 8QLYHUVLW\���学校名称、学校所在城

市 / 国家及地区、就读系所

区域三�������[����PP�������

上下请保留空白，用于印刷与装订。

海报编排细节

■ 海报尺寸及格式���$��大小，横式海报�������[�����PP）
■
■

说明文字与文案字体大小�����SW
字型���)UXWLJHU�或其他无衬线字体���VDQV�VHULI�
IRQWV��，如$ULDO��)UDQNOLQ��*RWKLF��)XWXUD��+HOYHWLFD��
8QLYHUV�等字体

■ 图片解析度�������GSL���须符合图片大小需
求��

■ 海报须以单独的�3')�;��档案来上传
■ 档案大小限制为��0%
■ 色彩格式���5*%

区域三

����[����PP

区域三

����[����PP

区域一

����[�����PP

区域二

����[����PP



���� 年赞助商

联络我们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iF 德国总部
Andrea van Velzen
phone +49.511.54224-217 
andrea.van-velzen@ifdesign.de

Heike Meier
phone +49.511.54224-203 
heike.meier@ifdesign.de

www.ifdesign.com

参赛概览 第 � 页

iF 成都
1DUD�=KDR | 赵夏楠
phone +86.�2�.������������� 
nara.zhao@ifdesign.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