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寧創星家
Corning「 uture｜ nnUvator

2U1了 康寧創星家 一創新應用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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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康寧秉持 「由發

明到創新」的哲學 ,結合教育與創新 ,針對大專院校以上青年舉辦 「康寧創星家

一創新應用競賽」,旨 在鼓勵 台灣青年 ,應 用康寧特殊材料如玻璃 、陶瓷 、光纖 ,

發想解決生活問題的創新產品或方案 ,將康寧創新五步驟注入競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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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繳交初賽書面資

料 、初賽書面資料評選階段 、業師創星工作坊 、決賽口頭簡報評選 、以及頒獎典

禮 。

競奏題 目:想像無所不在 探索生活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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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學子探索生活中人類的各種需要 ,運用康寧玻璃 、光纖或陶瓷材料 ,發揮各

種想像 ,聯結多元創意 ,帶給人類更美好的生活 。
(l)康

寧特殊材料說明文件請至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下載 :

https://cUntest.bhuntr/tvv/CUrning｜ nnUvatUr

獎項 (得其者不重校｝
. 第一名 :獎學金 3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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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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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獲獎團隊才旨導教授 ,亦將頒發獎狀乙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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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課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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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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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旦:↙/CUnte重工:bhuntr/iw/Corning︳ nnUv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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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奏資格及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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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格式範本撰寫 ,並以 PDΓ 格式上

傳繳交至參賽網站 ,參賽者可自行美化排版 ,唯需遵守範本架構 ,本文字娃

大小不可低於 16級 ,行距不得低於 16級字的單行問距 ,中文字型建議使用

新細明娃 ,英文字型建議使用 A日al,檔案大小 1UⅢ B、 2U頁為限｛不合封面

封底｝,不得任意更改母片格式 。
. 未按照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規則提交作品者 ,將失去參賽資格 。

參菸方式

步驟一 :請上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報名 (2U17年 1U月 13日 16: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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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信中將一併

提供提案書格式範本檔案 ,請運用此範本之格式準備您的參賽提案 ,不得任意更

改母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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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φU17年 11月 9日 16:U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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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寧創星家活動網站 :https〃cUntest.bhuntrΛw/Cornin獄｜nnUVatUr︳ 搜尋請打
「2U17康 寧創星家」

年辨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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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U17Co「 ninglncorpUrated.AⅡ R︳ghtsReseⅣ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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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U日

起∼ 1U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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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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