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全國創意調香競賽 簡章 

一、 活動主旨：為促進香水產業驅動創新創意能量，激發學生創新與創意發想，鼓勵學生研 

發有潛力的作品，並將此作品與企業連結，將創意的成果落實至社會中，開

發臺灣亮點新創事業。 

二、 指導單位：教育部技職司 

三、 主辦單位：教育部 

四、 承辦單位：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SCST 臺灣化妝品科技學會(Society of Cosmetic Scientists of Taiwan) 

IFSCC 國際化妝品化學家學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Cosmetic Chemists (Zone II)) 

五、 參賽資格： 

(一) 參賽對象：全國化妝品相關系科之在校學生。 

(二) 參賽組別：A.香水組；B.包裝佈置組。各隊伍只能擇一組競賽。 

(三) 參賽方法： 

1. 團隊參加，每隊人數至多6人，且須為同校學生，不可混合他校學生組隊。 

2. 每隊須有指導老師1名，指導老師可指導多隊，競賽結束後頒予指導證明。 

3. 每校不限定報名隊數，惟同校同系科之學生不可重複跨隊報名。 

4. 報名日期截止後，成員不得異動。 

5. 作品須為參賽團隊親自創作，且該作品尚未獲得公開徵件或競賽之獎勵。 

六、 競賽方式： 

A.香水組： 

1. 每隊依據自選主題，調配出一款創意香水，製作足夠份量提供現場展示。嚴禁使

用現成或市售香水參賽。 

2. 將5 mL 以上的競賽作品裝入透明玻璃製的香水瓶內，須準備2組相同樣品，現場

提供給評審嗅香觀色。 

3. 佈置與否由各隊自行決定，各隊可製作50cm  50cm (高度不拘) 的展示板輔助介

紹作品，注意不可有任何可辨識出團隊所屬學校、指導老師及隊員的文字或記

號，以示公平。 

4. 競賽時，隊員集合於作品前接受評審提問。 

B.包裝佈置組： 

1. 每隊依據自選主題，調配出一款創意香水，製作足夠份量提供現場展示。嚴禁使

用現成或市售香水參賽。 

2. 依據香水的特殊性，自選瓶器，發想獨特創意，並創意設計包裝與會場佈置。但

不可有任何可辨識出團隊所屬學校、指導老師及隊員的文字或記號，以示公平。 

3. 作品展示面積為50cm X 50cm (± 5cm)，高度不拘。 

4. 競賽時，隊員須於作品前接受評審提問。 



 

 

七、 注意事項： 

(一) 香水組與包裝佈置組皆含有男香、女香或中性香，個別競賽評分，請於報名表清楚

註明參加男香、女香或中性香競賽。 

(二) 作品資料表字數不拘，欄位大小可依需求變動，以一頁為主。 

(三) 競賽作品不得使用薰香、蒸氣、燃燒、噴霧等手法呈現作品，禁止將香水噴灑於競

賽現場空氣中。若有違規行為將取消參賽資格。 

(四) 參賽作品及展示板皆不得含有可識別出參賽隊伍所屬學校單位、指導老師、參賽者

姓名等個人資訊，以維護競賽之公平性。 

(五) 請自行準備相關文具用品，並以容易清除之膠帶進行黏貼。不得使用圖釘或釘槍等

破壞性固定裝置。競賽結束後請將作品攜回，並將展示桌面恢復原狀。 

(六) 香水組所需聞香紙請自行準備。 

(七) 競賽最後由全體參賽同學投票，分別自A、B 組別中各選出「最佳人氣獎」乙名。 

八、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2019年05月31日(星期五)止。 

(二) 競賽日期：2019年06月11日(星期二)。 

(三) 競賽時間：09：30 - 14：30 (報到時間：09：30 - 10：00)。 

(四) 報到及競賽地點：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弘景樓4樓(學生活動中心)。 

(五) 報名方式：統一網路報名。 

1.請參賽者自行至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網站(https://www.ntin.edu.tw/ )新聞中心

專區中，下載競賽簡章及報名表格或公文附件之附表。 

2.文件填妥後，以e-mail 寄至：ching0810@ntin.edu.tw 信箱，標題請註明參加

「2019 全國創意調香競賽、參賽學校及組別(例如香水組-男香)」，內文請寫

出隊長姓名與聯絡電話，附件回傳報名表及其他表格。 

3.報名截止日期為2019年05月31日(星期五)截止收件，主辦單位將於2019年6月5

日以電子郵件發文告知報名成功與否，請各組自行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4.報名費：免費。 

(六) 報名應繳資料： 

1. 一件作品請使用一份報名表件(附表1~3)。 

2. 請詳填競賽所須表格，須檢附學生證影本，請參閱附表1~3。 

3. 報名資料如須保存請自行備份留存，主辦單位不辦理退件作業。 

4. 本次競賽為公開賽，作品肖像權須同意供大會及相關單位使用，參賽者請簽

屬「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書，個資一律保密，僅供此次競賽期間使

用。(每位參賽同學皆須各自簽一份授權書)。 

  



 

 

 

九、評選基準： 

(一) A.香水組 

評 

選 

項 

目 

項目 說明 配分 

製作技巧 製作之難度，原料與技術創新等技術 30 

創意性 包括香味變化、香味發想理念等 20 

特 色 蘊含特有文化、宗教、生活傳統等特色 20 

市場性 
周邊加值創意、民眾接受度及喜好度、能

否量產等 
10 

整體性 產品整體概念、展品說明資料完整度等 10 

合作性 
參賽隊伍團隊精神及現場表達力、反應力

等 
10 

 

(二) B.包裝布置組 

評 

選 

項 

目 

項目 說明 配分 

製作技巧 
含包裝製作之難易度，展示說明之獨特性

等  
30 

創意性 
包括瓶器設計、包裝設計及展示現場情境

布置等  
30 

市場性 民眾接受度及喜好度、能否量產等  10 

整體性 
展示內容整體概念、展品說明資料完整度

等  
10 

合作性 
參賽隊伍團隊精神及現場表達力、反應力

等  
20 

 

(三) 作品限制： 

1. 作品須為獨創性且不具侵權(智慧財產權)行為。 

2. 作品須完整且無危險性。 

3. 作品請自行負責保管作業，主辦單位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 

4. 作品中如有物品為現成品，請於表單中加以註記(參賽香水作品一律為自創品)。 

  



 

 

 

十、獎勵： 

(一) 獎項視各組報名隊數多寡而定： 

報名隊數 1-5 隊：取前 2 名； 報名隊數 6-10 隊：取前 3 名及佳作 2 名； 

報名隊數 11-15 隊：取前 4 名及佳作 3 名； 

報名隊數 16 隊以上：取前 4 名及佳作 4 名(或以上) 

(二) 各獎項參賽同學皆有個人獎狀一幀及禮品一份。指導老師頒發得獎證明一幀。 

(三) 除「最佳人氣獎」外，其餘獎項皆由大會評審公平審理，依作品品質給予適當排

序。 

十一、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70043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8 號 化妝品應用科 

聯絡人員：劉靜圜助理 / 蔡育驊小姐 

e-mail：ching0810@ntin.edu.tw / sandra3290@hotmail.com 

電話：（06）211-2335 



 

   



 

   



 

   



 

 

*編號： 【附表1】 

「2019 全國創意調香競賽」報名表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作品名稱  

參賽項目 □ A.香水組   □ B.包裝佈置組 

參賽組別 □ 男香組     □ 女香組       □ 中性香組 

指導老師  職 稱  

聯絡電話  E-mail  

隊 長  

年 

級 
聯絡電話  

 E-mail  

隊員1   聯絡電話  

隊員2   聯絡電話  

隊員3   聯絡電話  

隊員4   聯絡電話  

 

– 請接續下頁 – 

  



 

 

學生證影本(請按照成員順序) 

隊 長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指導老師簽名：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此表格打*號者，由主辦單位填寫。 

2.此競賽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僅用於此次競賽活動紀錄之用，特此聲明。 



 

 

*編號： 【附表2】 

作品資料表 

作品名稱  

創作理念： 

 

特色說明： 

 

香味來源及作品製作方法、特殊技術之敘述： 

 

 

佈置情境之描述(僅包裝佈置組須填答)： 

 

 

作品中有參考或引用他人作品部分之說明（請詳細填寫，無者免填）： 

 

 

 

非團隊自創之現成品說明： 

 

 

 

註：打*號者由主辦單位填寫。 



 

 

*編號： 【附表3】 

2019全國創意調香競賽 

『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書 

本人同意將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供大會及相關單位使用，不限地域、時間

與次數，以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檔案重製，並得以將之上載網路、其他公開

展示方式以及出版成冊，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閱覽、線上檢索、下

載或列印，以提升學術交流。 

立授權書人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人所自行創作，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

產權、隱私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權者，悉由授權人自

負法律上之責任。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

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此致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立授權書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