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史丹福設計競賽亞洲區大賽 
2019-20 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 Asia 

社會組競賽辦法 
壹、競賽說明與主旨 

    史丹福設計競賽 (Stanford Design Challenge)，由美國史丹福長壽中心

(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 從 2013 年秋季首度舉辦。此一競賽主要因應全

球高齡化社會來臨，希望藉由創意和對新科技的掌握，替長者和銀髮產業提供更多

創新解方。 

    社會企業 「銀享全球」負責籌劃舉辦設計競賽亞洲區大賽，即將邁入第五屆。

本年度競賽加入社會組，旨在鼓勵社會各界以創新眼光看待高齡社會之到來，透過

創新科技和服務模式等，發展可負擔的優質服務、技術或產品，帶動國內創新之風

氣。 

貳、 2019-20 競賽主題與說明 

2019-20 年史丹福設計競賽大賽主題為：「Reducing the Inequity Gap: Designing for 

Affordability」 (中譯為「弭平不公：設計人人都可負擔的長壽方案」) 

長壽人生是現代人必經的旅程。從 0 歲至 100 歲，從健康生活到照顧創新，每一個

人生節點都應該為精彩的長壽生活準備。然而近年來，隨著安老養老醫療科技及服

務方案的快速發展，我們也注意到：因為能夠接觸到的資源不同，每個人能負擔得

起的長壽人生，已經有越來越大的分歧。 

2019 年史丹福設計競賽亞洲區大賽主題為「弭平不公：設計人人都可負擔的

長壽人生」，不再僅僅針對老後人生提出高齡創新的解方，更期待從更宏觀的角度

探索在人生各階段中，如何結合成本效益，創造更普及，打造精彩長壽人生的各式

方案？如何回應不同世代的需求，看見長壽人生新可能？ 



也因此今年大賽不再強調「銀髮設計」，解決方案不必針對高齡者，而是鼓勵

大家從出生到死亡，更全面更宏觀地去檢視每個人生階段都可能遇到，影響長壽人

生的挑戰或機會，並據此提出人人都可負擔的解決方案。 

更多介紹，詳見：http://www.silverliningsglobal.com/tw/design_2019.html 

參、 辦理單位  

一、 美國主辦單位：史丹福長壽中心 (Stanford Center on Longevity)  

史丹福長壽中心為美國史丹福大學下一研究單位，為了鼓勵所有人「重新設計

長壽人生（Redesign Long Life）」的目的而設立，希望透過創新的科技、知識等

應用，提升中高齡長輩的生活品質；中心並設有三個部門關注「心智」、「行動」

和「財務」三個方向，因為：只有在一個長者都能維持「心智敏銳」(mentally sharp)、

「身體健康」(physically fit) 和「財務無虞」(financially secure) 的情況下，步入

老化的過程才會得到個人和社會正面的期待。 

二、 主辦單位：銀享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Silver Linings Global 

三、 共同策劃：台灣人壽 Taiwan Life Insurance Co., Ltd. 

四、 協力夥伴：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五、 其他贊助單位與支持夥伴：陸續邀約中。 
 

肆、 社會組參賽資格 

一、 凡對透過高齡創新產生影響力的產品和服務設計有熱情之正式團體與非正

式社群均可參與。 

二、 需組隊參賽，每隊人數至少 1 人，至多 5 人。 

三、 同一作品不得參加學生組。 
 

伍、 創作作品需求 

自行研發之創新性產品、技術、流程或服務 



陸、 報名時間與方式 

一、 本比賽採線上報名及數位投件參賽制，開放時間為即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11 日 23:59 分止。 

二、 第一步，有興趣參賽之團隊請先透過連結完成線上報名，以利互動：
https://forms.gle/JtJb6chTuSnzEszH9 

三、 第二步，填寫完報名表，並將書面資料電子檔 

(請見「柒、作品須知 與規格」說明) 於 2019 年 9 月 11 日 23:59 分前寄至

AsiaDC.SLG@gmail.com，信件主旨請註明：「2019 競賽社會組-ooo(團隊名稱)」 

即完成初選投件。 

四、 亞洲區大賽社區組相關時程及繳交資料請見下方表格： 
 

 時間 繳交資料及提交方式 

線上報名 即日起至

2019/9/11(三)23:59前 

#提交線上報名表格：
https://forms.gle/JtJb6chTuSnzEszH9 

報名截止 2019/9/11(三)23:59前 #提交書面資料電子檔（請見「柒、

作品須知與規格」說明），一律將

word 檔和 PDF 檔均寄至以下信

箱：AsiaDC.SLG@gmail.com，信件

主旨請註明：「2019競賽社會組-

ooo(團隊名稱)」 

評選結果

公告 

2019/9/24(二) #優勝團隊將於銀享全球官網公告： 

http://silverliningsglobal.com/tw/ 

競賽典禮

發表資料

提交 

2019/10/18(五) #優勝團隊需於2019/10/18(五)23:59

前提交競賽典禮發表簡報電子檔、展

覽用A0展板中英文資料至

AsiaDC.SLG@gmail.com  

#詳細規劃另行透過信件通知 



決賽暨頒

獎典禮及

會後交流 

2019/11/2(六)  #優勝團隊將有團隊發表時間，並將

有機會和產、官、學界、創投圈人士

進行提案，另現場開放觀眾入場參

與，詳細地點另行公布。  

註：如有任何異動，請依照官方網站 新公布資料為主 http://silverliningsglobal.com/ 

 

 柒、作品須知及規格 

一、 書面資料電子檔：請見「報名表檔案」，繳交格式為 word 檔、PDF 

檔各乙份，檔案載點：https://pse.is/HW42V。 

二、 若有其他輔助作品說明之資料，如圖片、影像或其他素材等，請以附件 

形式同樣寄至 AsiaDC.SLG@gmail.com。 以影像資料為例:建議 3 分鐘內， 

影片格式為 avi/mov/mpg，若無則免附。 
 
捌、評審方式 

一、評審委員會組成 

評審名單將陸續在銀享全球官方網站上公布。 
 
 
 
 
 
 
 
 
 
 
 
 
 
 
 



二、評審標準 

 

 

玖、競賽獎勵 

本次競賽設社會組目的在邀請台灣各界人士以多元思維和可負擔的手法積極參與高

齡社會的創新；或是讓已經在努力中的團隊有更多被大眾看到的機會和空間，因為

每個團隊所在的階段和需求不盡相同，獎勵內容將在了解其需求後進行 大化的相

關客製化輔導與媒合，以利團隊邁向下一個階段。 

社會組優勝獎勵包括三個部分： 

項目 內容 

影響力(35%) – 設計是否會改善長壽生活質量？ 1.整體計畫的完整性 

2.發揮的改變效益與影響程度 

目標族群的可負擔性(35%) - 團隊必須界定其設計

的目標族群及其可負擔性 

1.整體計畫的目標族群論述 

2.整體計畫的成本預估 

3.整體計畫的資源來源 

4.整體計畫的財務收支 

可行性(30%) - 設計是否可實踐？可否被規模化的

生產？ 

1.目前的實踐情形 

2.在市面上的發展情形 

3.與市面上的服務異同 



一、 三組優勝團隊將在史丹福設計競賽亞洲區大賽決賽典禮中接受公開表

揚並進行現場演示。當天在座將有 200 位嘉賓，是來自不同領域但深

具熱情且同樣關心如何為台灣打造有意義長壽生活的專家學者、社會

人士、青年學子和媒體。 

二、 三組優勝團隊將獲得銀享無國界等媒體的採訪機會，讓其作品透過該

關心該議題的內容合作夥伴向目標社群和社會人士進行有效傳播。 

三、 三組優勝團隊除獲得獎勵金 1 萬元整外，也將獲得客製化的後續輔

導，包含業師媒合輔導、創投等資源媒合，以及場域驗證機會媒合

等。輔導及合作細節再由銀享全球與優勝團隊共同議定。 

 

壹拾、常見問答 

一、 問：如何界定參賽團體? 

答：為鼓勵更多團體和社群投入高齡設計、服務與產品的研發與實踐，因此在

亞洲區大賽設立社會組，社會組的參加者可以是正式團體，也歡迎非正式成立

組織的社群，一起加入。為更加了解參賽團體的組成，請在填寫報名表時，說

明參賽團隊的相關資料，以利主辦單位更加理解團隊。 

二、 問：人數不足是否影響參賽資格? 

答： 是，為鼓勵個人與團體投入設計研發，營造友善高齡設計的氛圍，本次社

會組的組隊人數為至少 1 人，至多 5 人。 



三、  問：作品若未開始實行，可以參賽嗎? 

答： 若作品或計畫尚未開展，仍然可以報名參賽，但在評選比重上之「實踐

性」分數將可能受到影響。 

四、 問：對參賽作品的標準限制? 

答： 只要是符合主題之服務模式、服務流程、技術、商品的設計研發，都歡迎

報名參加! 

五、 問：若獲獎未出席頒獎典禮，是否影響得獎資格? 

答： 為鼓勵參賽隊伍彼此間交流，社會組得獎團體須參加總決賽典禮，若無法

所有團隊參與，仍須有代表出席領獎與分享。 

 

六、 問: 2019 年亞洲區大賽新增社會組，同一作品可同時投學生組與社會組嗎？ 

答:為確報競賽公平性，若報名參加亞洲區大賽社會組，將不得以同一作品報名學

生組賽制，反之亦然。 

 
 

壹拾壹、參賽注意事項及聲明 

一、 主辦單位銀享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將於活動辦理期間因應活動需要，將進行

參賽作品之宣傳及行銷推廣。 

二、 團隊參賽作品若涉及智慧財產相關疑慮，主辦單位將有權利撤回獎項與獎

金。 



三、 參賽者同意配合競賽參與相關活動，以及接受獎金或獎品、宣傳及公益推

廣 。 

 

壹拾貳、主辦單位聯絡方式 

l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三段 130 號 417 室 

l 聯絡電話：+886-906-170-209 王小姐 （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至晚間七

點）  

l E-mail：AsiaDC.SLG@gmail.com 

l 官方網站：http://silverliningsgloba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