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 簡章 
 

一、競賽目的: 

    國際化妝品結合科技與藝術，成為民生必用品。台灣需要專業的領導品牌與研發實

驗室，並搭配現階段國內大專校院化妝品相關科系所培育出的人才協助領航，建構一個

可以發展的良好環境以協助國內業者茁壯與快速擁有競爭力。 

         國內學生接受教師的專業指導所獲取的知識，在公平的競賽場地，鼓勵參與的學生

們能有更多創新設計的想法，融入作品中，以提升就業能力與實務技能發展。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三、協辦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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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承辦單位：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五、 參賽資格： 

(一)參賽對象：全國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在校生及教師。 

(二)競賽時間: 106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8:00 至下午 16:00。 

(三)競賽地點 : 台北市北投區聖景路 92 號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學校 (關渡校區) 

六、參賽項目組別：本次作品以靜態展(完成品)競賽  

(一) 大專校院學生組 : 

    1.創新手工皂組。 

    2.創新香氛調製組。 

    3.創新乳液乳霜調製組。 

    4.創新複方效能精油調配組。 

(二) 教師組: 

   1.創新化妝品包裝設計組 

七、參賽方法: 

(一)學生組每隊人數 1 至 6 人，另需有指導老師一名，教師組不在此限。 

(二)每校不限定報名隊數，每隊需為同校參加，不可混合他校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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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導老師可指導多隊亦可跨校指導，指導老師於賽後頒贈指導證明及得獎證明。 

(四)報名日期截止後，成員不得異動。 

(五)作品必須完成品，需於比賽前將作品擺放至規定位置評分，請多準備一份給評審試用評分

參考，參賽作品必須由團隊親自創作，且該作品尚未獲得公開徵件或競賽之獎勵。 

八、競賽規定請參閱附件所示。 

九、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或網路下載報名表格，填妥後傳真、電郵、郵寄擇一即可。 

(一) 電子信箱：報名表格需以檔案附件，並寄至 t132@mail.mkc.edu.tw 

              檔案名稱及信件標題請按照以下方式註明－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報名表- (參賽者姓名)。 

              報名截止日為 106 年 12 月 13 日，以郵戳為憑。  

(二) 郵寄地址：台北市北投區聖景路 92 號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學校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收 

    並於寄件者處註記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報名表。 

(三) 聯絡電話：02-2858-4180 轉 2285 李佩靜     

 

十、獎勵 :  

    ※獎 勵：各組均設冠軍、亞軍、季軍、佳作。前三名頒發獎品、獎狀，佳作頒發獎狀。 

    ※榮獲前三名之各組指導老師可獲得，最佳指導老師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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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競賽流程：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 流程 (如有更改另行通知) 

 

106年12月15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 地點 

8:00-9:30 報到 (工作人員及參賽選手) 大禮堂 

9:30 -9:50 主持人開場與介紹 大禮堂 

10:00-11:20 化妝品調製產業發展趨勢  大禮堂 

11:30-12:00 競賽組別佈置 大禮堂 

13:00-14:00 
評分：創新手工皂組 

評分：創新複方效能精油調配組 
大禮堂 

14:00-15:00 
評分：創新香氛調製組 

評分：創新乳液乳霜調製組 
大禮堂 

15:00-15:30 創意化妝品包裝設計組 (教師組) 大禮堂 

16:00-16:30 頒獎 大禮堂 

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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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各項競賽項目評分方式評選作業：評選委員審查，評選委員依下列比例評分。 

競賽項目 競賽規定 評分 

創新手工皂組 

 

1. 原料(油脂或脂肪酸、鹼、香精、色料）等成分，

請標示清楚。參賽作品為完成品，請於事前完

成。 

2. 參賽者請將配方與設計理念說明海報 (A4 大

小)，與成品共同展示。 

3. 本次比賽評分項目為「色彩美學」、「香味」、「設

計理念」、「銷售包裝」及「市場性」。 

4.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作品請避免抄襲，若經發

現，將取消資格。 

5. 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色彩美學  20% 

  香味      20% 

  銷售包裝  20%   

  設計理念  20%  

  市場性    20%  

創新香氛調製組 

1. 香精原料(單方香料或萃取液等)、成品瓶器請自

行準備。參賽作品為完成品，請於事前完成。 

2. 禁止使用市售香水參賽或進行改質。 

3. 參賽者必須將創作理念或故事情境說明海報 

(A4大小)，與成品共同展示。 

4. 本次比賽評分項目為「香水協調性」、「香水家

族」「創意理念」、「整體布置」。 

5.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作品請避免抄襲，若經發

現，將取消資格。 

6. 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香水協調性   30% 

香水家族     10% 

創意理念     30% 

整體布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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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乳液乳霜 

調製組 

1. 原料(油脂或脂肪酸、界面活性劑、功能性原

料、香精等)請調配完成，裝入瓶器，參賽作品

為完成品，請於事前完成。 

2. 嚴禁止使用市售乳液參賽或進行改質。 

3. 參賽者必須先行準備乳液乳霜配方創作理念說

明海報 (A4大小)，與成品共同展示。 

4. 本次比賽評分項目為 「劑型介紹」「膚感」、「配

方創作理念」、「包裝容器」及「整體設計」。 

5.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作品請避免抄襲，若經發

現，將取消資格。   

6. 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劑型介紹     20％ 

膚感         20% 

配方創作理念 20% 

包裝容器     20% 

整體設計     20% 

創新複方效能精

油調配組 

1. 原料 (媒介植物油、植物精油…等)成品瓶器請

自行準備，參賽作品為完成品，請於事前完成。 

2. 嚴禁止使用市售複方精油參賽或進行改質。 

3. 參賽者必須先行準備精油創作理念或意境說明

海報(A4大小)，與成品共同展示。 

4. 本次比賽評分項目為「植物精油介紹」「媒介植

物油」「香味協調性」、「功能特色」、「整體設計」。 

5.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作品請避免抄襲，若經發

現，將取消資格。   

6. 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植物精油    20％ 

媒介植物油  20％ 

香味協調性  20% 

效能特色    20% 

整體設計    20% 

 

附件二  教師組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競賽規定 評分 

創新化妝品包裝

設計組 

 

1. 原料、模型、香精、色料、有效成分請自行準

備。參賽作品為完成品，請於事前完成。 

2. 作品原材料不限制。 

3. 參賽者必須將創作理念或意境說明海報 (A4大

小)，與成品共同展示。 

4. 本次比賽評分項目為「樣式創新」、「色彩或包

材多樣式」及「行銷包裝」。 

5.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作品請避免抄襲，若經發

現，將取消資格。 

6. 曾參加其他競賽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樣式創新       30%  

色彩或包材多樣式 30%  

行銷包裝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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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報名表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報名表 

 調製組 編號（免填） 

參賽項目 

類別 

□ A. 創新手工皂組 

□ B. 創新香氛調製組 

□ C. 創新乳液乳霜調製組 

□ D. 創新複方效能精油調配組 

□ E. 創新化妝品包裝設計組 (教師組)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參賽者姓名  

參賽代表 

姓名 
 

□男性 

□女性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通訊處 

（請詳填） 

□□□      縣市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子信箱  

指導老師  連絡電話  

※其他注意事項： 

1. 承辦單位有權收錄參賽作品之照片、影像及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作為攝影、宣傳、展

覽、製作及出版特輯等，並保有各種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之權利，

均不另通知及致酬。 

2. 參賽作品智慧財產權等各項權利歸參賽者所有。 

3. 報名參選者，視為認同本辦法一切規定，對本活動評審結果、文宣出版等無任何異議。 

4. 請簽名以示同意。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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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7 全國創新化妝品調製競賽 主題填寫表 

 

設計主題  

創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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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競賽地點：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關渡校區 

(台北市北投區聖景路 92 號，捷運關渡站步行約 15 分鐘) 

 
停車場 : 校門口有學生引導至本校旁邊神學院停車場 ~ 請勿開進校園。 

 
交通指南 

自行開車： 

請由 1 號國道→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

士林北投方向→上百齡橋→左轉往承德

路接大度路→左轉聖景路→上山方向→

左轉→關渡校區 

捷運： 

淡水線關渡捷運站 1號出口步行約 10-15

分鐘。 

請由 1號出口→右轉順著路走約 5-8分鐘

→經過大度路橋下後→右轉上樓梯後

→(左手看見派出所)直走公車站牌前約

50 公尺左方樓梯→上山方向後→走 3 分

鐘即達→關渡校區 

 
校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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