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LNC Home Design 

AiHouse 室內設計競賽 

  
主辦單位：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建國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贊助單位：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家居事業群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灣省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協辦單位：山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簡章 



一、 宗旨 

創想繪/分享你的靈感與想像 

運用 LNC Home Design 室內設計軟體展現夢想、繪出心中藍圖。 

永保初心的堅持與美感前行，規劃實現每個人空間美學的夢想，分享你的靈感與想像。 

促進設計界提升效率，培養新一代青年運用科技多元的設計能力，豐富設計風格。 

 

二、 參加對象 

資格 

(一) 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具學籍及應屆畢業生（報名請檢附學生證影本）。 

(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訓練單位之學員 

（受訓學員報名時請檢附學員證影本，已結訓學員請檢附結訓證書影本）。 

(三) 以上須為 LNC Home Design 正式付費用戶，每一個有效身分限投一件作品。 

 

三、 辦理方式 

(一) 競圖內容 

主題整合設計空間： 住宅空間  

作品規格：從寶元維家網站下載競賽空間檔案， 

以 LNC Home Design 室內設計軟體創作空間。 

  



(二) 作品圖說內容與檢查表，請依照本表說明 

作者姓名  指導老師  

LNC Home 

Design 帳號

名稱 

 聯絡電話 

手   機 

 

作品名稱  

E-mail  

作品圖說內容

與檢查表 

作品圖說內容 確認打勾 

1. 圖檔：SWJ 檔 
 

2. 各空間請提供一張渲染效果圖 
 

3. 3D 720 度全景圖連結網址 
 

身分證明文件 請用照相圖檔張貼  

設計說明 

設計概念、設計元素、材料、照明、色彩等說明。(文限 500 字以內)  

 

 

 

 

 

 

 

 

 

 

 

 

 

 

 



作品聲明意向 

著作權約定聲明、授權及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作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參

加 2021 LNC Home Design AiHouse 室內設計競賽，並遵守及

同意主辦單位比賽之各項相關規定。 

1. 本人謹此擔保並切結本著作為本人所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智

慧財產權之情事。本著作於競賽或展示期間，若被舉發且經評審

團決議後，確有抄襲、仿冒之實，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參賽資格、

取消獲獎資格及追回獎金、獎狀之權利。日後若有涉及著作權或

其糾紛，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與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無關。 

2. 本人同意將本著作(範圍為作品圖檔/影音檔，不含作品本身之設

計概念所有權)授權主辦單位。本著作及所產生的圖片、說明文字

及模型、影片等有關智慧財產權部分，主辦單位有權以單位名

義，進行公開展覽、國際競賽參賽、宣傳、印刷、圖片揭載、無

償重製及播放之權利。 

3. 本人同意作品經得獎後對主辦單位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4. 本人同意注意事項所列之規定辦法。 

5. 本人同意競賽簡章公告之相關規定辦法。 

 

此致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家居事業群 

立書人：            

身份證號碼：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三) 收件截止日 

即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24:00 截止收件, 檢附上述表列內容上傳至連結

https://reg.homeauto.com.tw:8888/sharing/i9nG490Df 

(四) 評審作業 

1. 評審團 由主辦單位邀請學界與產業界專家學者代表組成。 

2. 資格審查 由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之提交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3. 評審作業與流程 

日期：

2021/7/6(二) 

地點：寶元數控 

由 3 位審核委員以所有圖說及全景圖電子檔放映審查方式，選

取參賽作品進入決賽。 

自進入決賽之作品中評定出前 10 名優選佳作作品進行決選，未

進入前三名者即為佳作獎，於頒獎典禮後統一寄發獎狀及指導

老師感謝狀至各單位。 

頒獎及展覽 

2021/7/13(三) 

當日下午 2:00 於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舉辦頒獎典禮 

決審選出金銀銅獎及佳作作品，將於寶元維家網頁進行展覽。 

(五) 評選原則 

包括設計概念、藝術美學、創意創新、使用機能、實務應用價值等。 

決審：創意 40%，美感 30%，完整度 30%。 

(六) 評審時程 

1.  2021 年 7 月 6 日進行第一階段初審及決審作業。 

2.  2021 年 7 月 13 日前於寶元維家官方網站公告得獎名單。 

3.  2021 年 7 月 13 日於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舉行頒獎典禮。 

    以上日期如有變動，將以活動執行單位公告為準。 

https://reg.homeauto.com.tw:8888/sharing/NesyATnI


(七) 獎 項 

由主辦單位於頒獎典禮公布各獎項之參賽名次，總獎金計 8 萬元及 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定價 9000 元共 10 組 

獎項如下： 

金獎 1 名：獎金 5 萬元， 

           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一組、頒發奬狀乙張、獎座乙座。 

銀獎 1 名：獎金 2 萬元， 

           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一組、頒發奬狀乙張、獎座乙座。 

銅獎 1 名：獎金 1 萬元， 

           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一組、頒發奬狀乙張、獎座乙座。 

佳作 6 名：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一組，每名頒發奬狀乙張。 

寶元維家官方 FB 票選第一名：LNC Home Design 三個月帳號一組，頒發奬狀乙張。 

(投票期間: 即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6 日止) 

參加獎：LNC Home Design 一年期帳號定價抵用五千元整。 

(1. 限一次使用，不得累計 2. 限 2021 年 7~12 月底前抵用 3. 抵用後不得退費) 

指導獎：每名感謝狀乙張，對象為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 

主辦單位將於各參賽單位中擇優擔任年度宣傳大使 

 

 

說明： 

1. 指導獎之指導老師以報名表註明為限，報名後不得更動，指導老師 1 位。 

2. 以上獎金將依法辦理所得稅及健保補充保費，需於頒獎當天報到時，繳交身分證正

反面及本人存摺封面影本始得領取。 

3. 得獎者須於頒獎一個月內領取，如無法領取者，視同放棄獎額。 



(八) 權利歸屬 

所有參賽者參與活動之人像照片與作品，其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利均歸主辦單位與創

作者所共有，但主辦單位具有變更設計、出版與網路公開展覽…等(含其他)相關一切權

利。 

(九) 注意事項 

1. 得奬者得配合主辦單位於推廣、觀摩發表、出版及研討會中公開其作品，主辦單

位並得使用其參賽所附之相關資料，作為廣宣表揚用途。 

2. 所有參賽者所提交之參賽資料及作品，得獎後需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展出，參賽者

請自行保留作品副本，並必須遵守主辦單位及評審的決議。 

3.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是原創作品，得奬者事後若經人檢舉並查證屬實，有違反本奬

評審作業程序之規定，或有抄襲、仿冒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事實者，主辦單位

除取消其獲奬資格外，並追回已頒發之奬座及奬金，因此所產生之民、刑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4. 本競圖活動一律採取網路報名，需附上作品及相關說明資料。 

5. 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以隨時修正、補充之，並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

活動之權利。如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 終

止、修改或暫停活動。 

6. 得獎者須配合繳交作品相關資料，以提供製作相關作品集或文宣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