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尚串聯─功能時裝展 

活動章程 

 
 
 
 



 

 

 
 

 第 1 / 8 頁 

 

 
目錄 

一、 合辦單位 ...................................... 1 

二、 目的 .......................................... 1 

三、 基本資料 ...................................... 1 

四、 參加資格 ...................................... 2 

五、 活動申請及作品提交 ............................ 5 

六、 作品要求 ...................................... 2 

七、 表現形式 ...................................... 3 

八、 評選要求及準則 ................................ 3 

九、 活動日程 ...................................... 4 

十、 服裝製作期、交件及津貼 ........................ 5 

十一、活動條款及細則 ............................... 6 



 

 

 
 

 第 1 / 6 頁 

 

時尚串聯─功能時裝展 

活動章程 

 

一、 合辦單位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CPTTM) 

紡拓會(TTF) 

 

二、 目的 

為使本澳時裝設計邁向更多元發展，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與紡拓會合作

推出“時尚串聯─功能時裝展”，展示本澳時裝設計師運用功能性紡織布料  

融合時裝設計與流行時尚元素的創意，把時尚與科技結合展現嶄新的穿著風格，

同時透過各種功能布料帶出紡織核心技術，融貫時尚的溫度，推動時尚、功能與

創新同步發展的趨勢。 

 

三、 基本資料 

3.1 合辦單位：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紡拓會 

3.2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1年 6月 18日(星期五)晚上 8時止 

3.3 報名地點：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成衣技術匯點（澳門漁翁街海洋

工業中心(第二期)10樓） 

3.4 辦理時間：星期一至六（早上 9時至晚上 9時 30分）； 

          星期日（早上 9時至下午 4時 30分） 

3.5 報名表格須於上述截止日期及時間前遞交至報名上述地點，逾期概不受理； 

3.6 查詢方式：請於辦公時間內通過以下方式聯絡鄧小姐或羅小姐： 

      電話：（853）2835 3341或（853）8898 0721 

        電郵：mfg@cpttm.org.mo 

       網頁查詢：www.cpttm.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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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資格 

凡年滿 18 歲，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人士均可參加。適合時裝品牌設計師、服裝從

業員或時裝設計愛好者參加，須以個人名義報名，報名時須提交身份證明文件。

備註︰是次活動合辦單位之職員不得參加。 

 

五、 作品要求 

5.1 參加者須按照抽籤後取得之功能布料作為設計藍本（根據布料的特質進行

設計），自定主題設計出兩套具實用性時尚服裝（男、女裝不限，設計必須

具完整性，包括服裝、配飾及鞋等），並須使用抽籤所得的功能布料作為每

套服裝的主布料（至少占每套服裝整體的 70%）； 

5.2 作品必須為遞交報名表格日前尚未公開發表之原創時裝設計作品，不得  

侵犯他人知識產權及著作權； 

5.3 設計須以充分考慮布料的特質及以實用性為主； 

5.4 設計必須具完整性，包括服裝、配飾及鞋等。 

 

六、 舉辦功能布料分享會 

合辦單位將於 6月 16日晚上 7時(暫定)在成衣技術匯點舉辦分享會，有意參加

人士請瀏覽以下網址報名參加：https://events.cpttm.org.mo/。 

 

分享會將由紡拓會代表向本澳設計師介紹功能布料的發展趨勢及在服裝製作時

的注意事項，讓參加者增加有關方面的知識，懂得如何為產品增值，提升競爭力。 

 

https://events.cpttm.org.mo/


 

 

 
 

 第 3 / 6 頁 

 

七、 表現形式 

7.1 效果圖：尺寸為 A3 (29.7cm x 42cm)，須在效果圖上清楚

顯示服裝的款式且須裝裱在 38cm x 52cm 的黑色厚卡紙

上﹔在正面右下方標示作品名稱及約 100 字的主題及作品

介紹﹔ 

7.2 生產圖：尺寸為 A3 (29.7cm x 42cm)，須在生產圖上清楚

說明服裝製作方式及於生產圖的下方黏貼 8cm x 8cm的布

料小樣，並須註明布料之成份及來源，且裝裱在 38cm x 

52cm的黑色厚卡紙上； 

7.3 參加者可以手繪或電腦繪畫方式提交作品，如使用電腦   

繪畫，請同時把電子檔電郵到 mfg@cpttm.org.mo； 

7.4 參加者不得在作品中加上任何外置裝飾以提高視覺效果； 

7.5 作品中不論正面或背面均不可加上任何帶有作者訊息之  

文字或標示。 

 

 

八、 評選要求及準則 

評選成員由合辦單位的代表組成，評選準則如下； 

⚫ 設計理念及創意………………20% 

⚫ 用料符合設計主題……………20% 

⚫ 服裝設計的實用性……………30% 

⚫ 整體美感及效果………………30% 

 

 

 

 

 

 

 

 



 

 

 
 

 第 4 / 6 頁 

 

九、 活動日程 

 日期 內容 地點 備註 

1.  
6月 16日 

晚上 7時(暫定) 
舉辦分享會 

CPTTM 

成衣技術

匯點 

合辦單位將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三) 晚上 7 時舉辦

“布料新趨勢 6：功能布料發展

及   應用”分享會，歡迎有興

趣人士瀏覽以下連結報名參加。 

https://events.cpttm.org.mo 

2.  
由即日起至 6月 18日 

(暫定) 
活動接受報名及查詢 / 

3.  
6月 18日 

晚上 8時(暫定) 
截止報名 / 

4.  
6月 21日 

晚上 7時(暫定) 
抽籤選取布料 / 

5.  
7月 23日 

晚上 8時(暫定) 

截止遞交效果圖 

及生產圖 
/ 

6.  7月下旬(日期待定) 
進行甄選 

評選出 6份作品 
/ / 

7.  7月下旬(日期待定) 公佈獲選名單 / 
CPTTM將於網頁上公佈結果，並

另行通知獲選者。 

8.  
8月 9日至 10月 7日 

(約 60日) 
服裝製作期 / 1.服裝製作期間，CPTTM將提供

人型模特兒尺寸予參加者。 

2.提交服裝成品（包括服裝、配

飾及鞋等）時須用衣架及衣袋裝

好，並於衣袋外註明參加者   

姓名。 

9.  
10月 8日 

晚上 8時(暫定) 
遞交服裝成品 

CPTTM 

成衣技術 

匯點 

10.  
10月下旬  

(日期及時間待定) 
澳門地區展示(暫定) 待定 

備註：日程或會因應實際情況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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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活動申請及作品提交 

10.1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8 時，參加者可先透過

CPTTM比賽報名系統進行網上登記：https://events.cpttm.org.mo/或可到

本章程第 3.3項之地點索取或於網頁下載報名表：www.cpttm.org.mo；參加

者須於活動截止報名日期前把已填妥及簽署之報名表以親臨或郵寄方式遞

交至本章程第 3.3項之地點； 

10.2 參加者必須出席或派員出席 2021 年 6月 21日（星期一）晚上 7時於成衣技

術匯點進行布料抽籤程序（每名參加者按當日抽籤次序先後自選布料）； 

10.3 參加者須於 2021 年 7月 23日（星期五）晚上 8時前遞交效果圖及生產圖至

本章程第 3.3項之地點； 

10.4 服裝製作期為 2021年 8月上旬至 10月上旬，每名獲選人士必須按照原設計

圖進行兩套服裝之製作及配飾搭配，並須在 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晚上 8時前遞交兩套成品（包括服裝、配飾及鞋等）至第 3.3項之地點，並

須用衣袋裝好及註明獲選者姓名。 

 

十一、 服裝製作津貼 

11.1. 活動將選出 6 名獲選人士，完成製作及遞交服裝和完整配飾(例如：配飾及

鞋等)之每名獲選人士在活動結束後將獲澳門元柒仟元整(MOP7,000)的服裝

製作津貼費用。實物服裝須與設計圖一致，若有異同，CPTTM 將保留發放    

津貼的權利； 

11.2. 每名獲選人士製作服裝期間，CPTTM可提供創意技術上的支援及服務（包括：

激光切割、數碼印布、電腦繡花及工場設施）。 

備註： 

a) 提供每名獲選人士四項服務之總豁免收費上限為澳門元貳仟元整

MOP2,000，如超出上限之費用須自行支付； 

b) 如使用上述服務，獲選人士必須預先向 CPTTM工作人員申請及遵守相關

服務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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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活動條款及細則： 

12.1 報名表一經遞交，即表示參加者同意並接受是次活動條款及細則； 

12.2 活動中收集的個人資料僅用作“時尚串聯─功能時裝展”使用； 

12.3 所有申請文件一經遞交後恕不退回； 

12.4 每份作品只限 1人登記報名； 

12.5 每位參加者投稿數量不限，但最多只獲 1份作品入選； 

12.6 提交作品須平整，倘作品尺寸及裝裱不符合要求，設計圖/布料小樣/生產圖

不齊備之作品將不予評選； 

12.7 參加作品必須為個人創作，不得抄襲他人作品，且參加作品不能重覆參加其

他公開比賽、展覽或曾於媒體上發表，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的著作權、商標

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否則合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並保留追究及

索償權利，而一切法律責任則由有關參加者自行負責； 

12.8 參加作品嚴禁渲染色情和暴力訊息，且不得涉及宗教成份； 

12.9 本活動合辦單位可因應任何時間及地點把獲選服裝成品及設計圖公開展示

或作其他用途，且無須額外支付費用予有關參加者； 

12.10 本活動合辦單位有權對獲選服裝成品進行拍攝、錄影、展示、推廣及出版。

有關照片及影像之版權屬本活動合辦單位所有，且無須付予任何版權費用給

予參加者； 

12.11 完成澳門地區展示後，每名獲選人士之作品其中一套(共 6 款/套)交由該獲

選人士自行保管及使用；餘下(共 6 款/套)則交由紡拓會作展示用途或回饋

贊助布料之廠家，該 6套實物服裝之使用版權均屬合辦單位擁有； 

12.12 完成澳門地區展示後，CPTTM將向每名獲選人士發放服裝製作津貼；實物服

裝須與設計圖一致，若有異同 CPTTM保留發放津貼的權利； 

12.13 入選結果以評審團的決定為依歸，參加者不得異議，活動亦不設上訴機制； 

12.14 不遵守活動規則之參加者，將有可能被取消資格； 

12.15 本活動合辦單位對本活動具有最終的解釋權及決定權，並有權修改活動條款

及細則而無須事前通知參加者，參加者不得異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