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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台博会” 

定位 来源 
基本
情况 

工作
情况 

东莞台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

主，要转型做内销，资金与

人员有限，内销市场又结构

复杂，困难重重。东莞台协

在叶会长带领会务团队的努

力下，促成外贸协会到东莞

举办首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

会。希望通过东莞台湾名品

博览会的推介，帮助东莞台

商企业建立自有品牌，布建

内销通路，使参展商与采购

商之间进行商业对接，通过

对台湾商品集体品牌宣传，

推动东莞台商加快在全国建

立联营大卖场的步伐。  

东莞“台博会”将利用目前大

陆消费市场对台湾产品印象良

好契机，以台湾名品为号召，

透过展会及各项活动宣传协助

台商建立自有品牌，布建行销

通路，帮助台商企业实现转型

升级。 

“2010年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

作为首届“台博会”的基石，

未来将继续举办以东莞为核心，

赴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巡回展，

既有利于推动台湾产品进一步

走向庞大的内需市场，又有利

于东莞形象的整体推广。  

首届台博会由东莞市政府

和台北世界贸易中心联合

主办，是两岸互惠互利，

共谋发展的好平台，是广

大台商开拓大陆市场，两

岸企业深度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此次展会规模盛

大，展出净面积达2.8万

余平方米，共有400多家

来自台湾和东莞的台商参

加展会，并聚集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6000多位专业采

购商到场参观采购。 

东莞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台博会作

为台商转型升级的战略契机。本次

台博会从筹备工作开始，市政府就

对协会的组展及参展工作予以高度

的重视，安排专人负责招展，参展

等工作。为组织办好此次台博会，

在东莞台协的组织安排下，多次组

织召开工作会议，扩大招展层面，

提高参展档次，并做好招展等工作

的宣传，在展前的各个环节上进行

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主题 亮点 照明 

本届“台博会”策划 

今年台博会的主题是“创新创业促
发展，转型升级拓市场”。共设置
1000个国际标准展位，规划的展区
包括：名品形象展示区、流行时尚
展示区、创新创意展示区、现代居
家生活展区、特色食品展区、特色
美食展区六个部分。其中，名品形
象展区里除了有台商精品馆、镇街
展区，还比往年增加了青创区、照
明公会展区。采取“动静结合”的
方式，除了展出静态的台商精品，
也会更注重互动性。 

今年在台商精品馆内，规划了静态展
示区和动态互动区。静态展示区将展
出包括智能家具用品、文创商品、创
意家具及照明、创新玩具、医疗保健、
生物科技等等十余种类别的产品。动
态互动区设置有今年最火热的VR体验
区，市民可以戴上VR眼镜现场玩游戏；
3D打印机体验区，会有现场打印制作
的小礼物送给市民；智能休闲健康体
验区上，戴上生物手环体验跑步机，
能监测你的血压、心跳等健康指数；
现场也有专业人员为市民用无人机拍
摄照片。 

台博会的名品形象展示区内，设置了
照明公会区，60个展位用于展出10家
优质照明企业的产品。东莞台协常务
副会长陈宏钦表示，目前东莞台商协
会在会务推动上面，已经朝着专业的
方向去走，打造成“会中有会”的模
式。未来计划成立各种行业公会，将
东莞属于相同产业的台商企业都集中
起来，成立一个产业公会，以协助该
产业的发展，为他们在专业的交流和
发展上创造一个平台。“台博会开幕
当天，将会举办东莞台协照明产业委
员会的成立仪式，这也是我们第一个
成立的产业公会。未来还将成立电子、
鞋业、服装、精品工会等行业公会。” 



面对“互联网

+“的照明产业发

展，如何提出新

的商业平台 

面对“工业4.0”

的照明产业未来，

如何提出结合文

化艺术内涵的产

品设计 

面对“新常态经济”

的照明绿能环保发

展要求，如何提出

新的产业研发方向 

新常态经济状态下，照明产业面对三个趋势： 



 02 03 

01 新的工作流程，需要结

合资讯发达的“互联网

+“新趋势。 

照明企业需要，自我要

求，内部积累设计经验，

提出自我设计风格。 

照明企业需要在”新常

态经济“下，建立符合

成本控制与积极创新的

内部提升机制。 

目的及意义 
        凸显台商设计能力之优势，打造台博会品牌价值，创造参展商长期品牌价值促进商机 

     为提升台资照明企业迎向新常态举办第一届“ DG TBA照明设计大赛”以“专业，创
意，实践，传承”为主轴，为结合照明产业共同努力发展，一起奋斗。 



专业 
专业是源头 

实践 

实践要紥根 

创意 

创意要向上 

传承 

传承要流长 

大赛主题 



大赛细则 

1、手绘设计：具体的设计及文字说明 

2、效果图设计：具体的设计及文字说明； 

3、图片设计：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要求； 

4、参赛作品要求为参赛者原创作品，如因作品版权问题

产生法律纠纷等问题，参赛者承担法律责任，大赛评委

会有权取消作品参赛及获奖资格； 

5、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要求 

6、本次大赛解释权归大赛评委会所有； 

竞赛要求 

参赛作品应符合国家和建设部门、行业协会颁布的

有关标准、规范要求，突出创新、实用、绿色环保。

注重设计原理及设计方法、在把握设计的基本理念

上形成专业技能、科研实践、创新意识三位一体的

新型设计。倡导新时期对于照明产品绿色环保、科

学消费、以人为本的时代性需求。 

各类别设置奖项： 

 1、一等奖：1名 

 2、二等奖：5名 

 3、优秀奖：10名 

 4.入围奖：若干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会员单位、设计人

员、会员单位与各相关院校单位在职教师和学生合作项目。 

创意设计类别——创意艺术设计。 

精品设计类别——功能技术设计。 

竞赛以提交作品采取分组别评审的办法：评审会对参赛的作品

分类综合评审计分，结果报批大赛评委会主席团核实确认获得

奖项资格。 

组织方式 

采取市台协照委会全区总决赛的方式。会员单位按照大赛

文件要求提出推荐函，送交台协照委会汇整，报批大赛评

委会审查，结果与台博会现场颁奖。 

参赛对象 

具体要求 

大赛奖项 

大赛流程 

1.参赛作品征集：2017年08月24日截止。 

2.参赛作品评选：2017年08月31日完成。 

3.大赛颁奖典礼：2017年09月07日台博会现场 

其它未尽事宜将以书面联系方式通知。 



主办单位：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主管指导单位：          东莞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承办单位：                    华人照明设计师联合会（CLDA） 

中国灯饰报，阿拉丁照明网，联合报系，《阿拉丁 设计》杂志，世界照明时报，
古镇灯饰报，大照明，每日LED全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支持单位：                   台湾照明公会 
                                         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   

支持媒体： 



支持媒体（排名不分先后）                      

阿拉丁照明网 中国灯饰报 联合报系 《阿拉丁 设计》 杂志 

世界照明时报 

大照明 

古镇灯饰报 

每日LED全媒体 



支持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星銳灯饰有限公司 東莞巨漢燈飾有限公司 东莞源礼灯饰有限公司 東莞驊國電子有限公司 东莞三星燈飾有限公司 

經續檢驗技術有限公司 

東莞坤巨燈飾照明有限公司 东莞钜鼎照明有限公司 

東莞市常平蒂斯燈飾有限公司 

漢濱燈飾（東莞）有限公司 

東莞光裕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裕典燈飾有限公司 

東莞市歐亞燈飾有限公司 

東莞市大天藍法律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星锐灯饰有限公司，东莞巨汉灯饰有限公司，东莞骅国电子有限公司，东莞三星灯 饰有限公司，

东莞坤巨灯饰照明有限公司，东莞钜鼎照明有限公司，汉滨灯饰（东莞）有限公司，东莞光裕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裕典灯饰有限公司，东莞市常平蒂斯灯饰有限公司，东莞市欧亚灯饰有
限公司，東莞永晉燈飾有限公司，经续检验技术有限公司，非比科技，桃信商行，傑飛实业（排
名不分先后） 

東莞永晋燈飾有限公司 

非比科技 

桃信商行 

傑飛实业 

井得企业有限公司 



大赛组委会 
  主席团 
      主席：  蔡俊宏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業协会  会长 
  副主席： 谢    春     东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局  处长； 
                     陈宏钦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荣誉会长； 
                     黄明智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荣誉会长； 
                     蔡纯昌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荣誉会长 
                     许添丁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监事长； 
                     康文杰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会长； 
                                          （排名不分先后） 

 秘书处  
 秘书长：   许有为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秘书长 
副秘书长：邱瑞坤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副会长； 
                      简大城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副会长； 
                      潘栗玳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监事；  
                      王崇仁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高信恭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黄明宪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郭国裕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奉碧芸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李颖耀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许彭明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理事； 
                      林家娴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 
                      黄麟翔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照明产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 
                       （排名不分先后） 



大赛评委 

评审主席：Lear Hsieh 谢茂堂 
謝茂堂為馬汀設計有限公司主持设计师, 師事於 Mr. Tony 
Corbett 參與 
東南亞,港,澳,台百餘項飯店 與商業空間燈光設計專案, 2001年獨
立主持 
MSDesign ( Taiwan ) 迄今。 
現任 Position： 
華人照明設計師聯合會 會長 President of CLDA 
美國照明學會會員 Member of IESNA 
中華建築技術學會（台湾） 高级顾问 Advisor of NIBT ( Taiwan) 
 
北京中美聖拓建築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 (2002~2016) 
馬汀設計有限公司 主持人 (2001~2016) 
华联照明設計事务所（香港） 董事合伙设计师 (2016) 
光亚照明设计研究院照明設計班講師 (2011-2013) 
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照明设计系 客座教师（2014-2017） 
重庆室内设计企业联合会 学术顾问 （2014-） 
瑞典阿灵索斯灯光设计节主持设计师 (2013) 
广州设计周金堂奖评委 (2013) 
中国装饰设计协会材料委员会专家 (2012-2016) 



大赛评委 

副主席：萧弘清 
台湾科技大学电机系 教授 

副主席：赵榕津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 系主任 



大赛评委团（排名不分先后） 

李文东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教授 

卢家宜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设计艺术系副教授 

庞家知 
珠海市道路照明技术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林丽旋 
阿拉丁 设计 杂志 主编 



大赛评审标准 
设计大赛评选标准 ： 依据 “ 专业 ”“ 创意 ” 实践 “” 传承 “ 为原则区分三大评选评分 

创意设计类别 
计分为百分制加权分数另计 
技术评分 
先进技术 30% 包含制造技术工艺/参数/经济指标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艺术评分 
创意设计 50% 包含艺术体现/文化内涵/协调设计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功能评分 
实用便利 20% 包含创新功能/使用便利/生活必需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精品设计类别 
计分为百分制加权分数另计 
技术评分 
先进技术 50% 包含制造技术工艺/参数/经济指标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艺术评分 
创意设计 20% 包含艺术体现/文化内涵/协调设计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功能评分 
实用便利 30% 包含创新功能/使用便利/生活必需 
专利加权 5% 专利申请中加2分，专利完成加5分 

奖项设置标准 
一等奖 1名 评分达85分最
优前1名 
二等奖 5名 评分达80分以
上最优前5名 
优秀奖 10名 评分达70分
以上最优前10名 
入围奖 若干 评分达60分
以上名额不限 

奖项奖励标准 
一等奖 1名 奖座与奖励证书，市
台协辅导推广 
二等奖 5名 奖座与奖励证书，市
台协辅导推广 
优秀奖 10名 奖励证书，市台协照
委会辅导推广 
入围奖 若干 奖励证书 



报名表 

报名联系人：照委会秘书处  副秘书长  林家娴:13925886609 / 黄翔麟:13580813838     



颁奖典礼流程（如附件）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照明产业委员会 

照明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活动流程（暂定） 
2017年09月07日 上午 

时间 主题内容 负责人 

11:10~11:15 签到 照明产业委员会 

11:15~11:17 开场白并介绍与会嘉宾 许有为 秘书长 

11:17~11:20 会长致辞 康文杰 会长 
11:20~11:25 领导致辞 台协办领导 

11:25~11:28 组委会/评委会 说明 组委会/评委会 

11:28~11:30 
颁发照明设计大赛 

一等奖(1名) 
照委会领导 

11:30~11:33 
颁发照明设计大赛 

二等奖(5名) 
组委会/评委会 

11:33~11:36 
颁发照明设计大赛 

优秀奖(入围奖) 
组委会/评委会 

11:36~11:40 活动结束 参观照明产业委员会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