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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 

徵圖須知 
2015/04/30 

樹花園-宜居城市的建築典範 

  日本建築大師伊東豊雄曾說：「20世紀的建築是作為獨立的機能體存在的，就

像一部機器，它幾乎與自然脫離，獨立發揮著功能，而不考慮與周圍環境的協調；

但到了 21世紀，人、建築都需要與自然環境建立一種連續性，不僅是節能的，

還是生態的、能與社會相協調的。」，高雄面對未來 21 世紀的宜居城市其環境塑

造過程，如何由人、建築與環境三向度共同存在，是下一個重要的議題，因此我

們從高雄厝計畫出發，以塑造亞熱帶地區建築樣貌為目標，讓高雄城市中的建

築，如同與土地共同生長的自然萬物，生生不息的共生共存，並朝向永續宜居的

目標邁進。 

競賽目的： 

本競圖活動邀請大專院校相關學系之學生與相關專業人士參與，透過參賽者

創意設計之展現，打破傳統建築設計框架，且邀集專業人員整併實務與理想的設

計作品，以嶄新之建築設計概念結合綠建築思維與高雄地域特色，創造高雄地區

特有之綠建築風貌。競賽結果將於高雄市進行巡迴展示。 

相關承辦單位 

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協辦單位： 

          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徵選流程： 

一、徵選規則說明 

因應內政部以「都市海綿化」觀念研訂「都市總合治水綱要計畫」、台灣「高

http://www.hcd.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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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少子化」社會之「通用化設計」推動趨勢，另基於本市氣候高溫炎熱、能源耗

損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之問題，推廣高雄厝計畫之環境永續、反映在地自明

性、居住健康三大核心理念，藉由規範高雄市建築物配合高雄厝設計，達節能減

碳及防災節水之目的，促進高雄轉型為健康永續及幸福宜居之生態城市。爰此，

訂定「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以符合本市特殊環境需求及發展在

地建築文化特色。 

本次徵圖以「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條文規定為設計操作內

容，結合創意象發想回應至實體建築型態，徵圖成果並得回饋本辦法未來參考資

料。競賽基地為高雄地區有意願配合高雄厝設計之地主所提供，期望經由競賽評

選過程，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對於未來規劃設計基地有對於高雄厝設計理念之構思

與想像。本案競賽規則以地理環境條件之因應「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

法」設計規劃為主，整合高雄厝十大設計準則、三大核心項目「符合環境永續精

神」、「反映在地自明性」、「居住健康」，並且提出「創新議題」，本次並依「高雄

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 14 條內容實質規劃具體性的操作項目，以高

雄市之最適宜住宅形式為規劃設計目標。以下針對各項需求內容進行說明： 

（一）符合環境永續精神 

為推廣高雄厝核心理念之環境永續觀念，本項包含「會呼吸的透水基

盤」、「有效的深遮陽」、「綠能屋頂的設計」設計準則，並可增加創意生態項

目。「有效的深遮陽」、「綠能屋頂的設計」建議依「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

勵回饋辦法」之深陽臺、建築物最頂層設置服務管理空間、地面層設置綠能

設施頂蓋空間等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 

（二）反映在地自明性 

高雄厝需求亦需因應其在地地理環境條件及氣候特色，本項包含「在地

材料與技術的導入」、「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埕空間的創造」設計，讓使

用者更貼近建築物展現環境自明性之意象，因應區域特色進行設計。「埕空

間的創造」設計建議依「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之地面層設置

綠能設施頂蓋空間、室內天井上方設置太陽光電設施等之相關規定進行設

計。 

（三）居住健康 

為使高雄厝之設置能提供居住健康，透過通用設計之觀念、提供使用者

更多舒適環境與生活多樣和諧以及環保健康之觀念，設計內容包含「人性化

的空間通用設計」、「合宜的使用空間機能」、「環保健康建材的應用」、「創造

有效通風的開口」。建議依「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之通用化

設計概念、高齡者設施、室內天井上方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建築物過梁設置

導風板等之相關規定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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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議題 

為符合高雄厝宜居住宅之目標，除建築設計之基本需求內容外，更需匯

集各方創意與思維，賦予高雄宜居住宅嶄新議題及推廣行銷契機。 

二、基地選定： 

以去年及今年度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基地徵求為軸向，篩選首要條件以

地主意願及適用「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建築物型態為主，歸

納選出 3 處基地提供設計規劃，請依地塊大小思考設計獨棟透天厝（5 層樓

以下）或大樓集合住宅（6層樓以上）。分類如表 1，詳細之基地資訊請參考

附件一。 

表 1 競賽基地類別 

編號 地形 轄區 
基地面積 
（㎡） 

地號 使用分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設計規劃建
議 

1 平地 鳥松區 715.096 
神農段 90-1
地號等 1 筆
土地 

住宅區 60 120 
獨棟透天厝
（5層樓以
下） 

2 平地 楠梓區 2421.89 

芎蕉段
255、256 地
號等 2筆土
地 

住宅區 50 225 
大樓集合住
宅（6 層樓以
上） 

3 平地 岡山區 4778.98 
和平段 1228
地號等 1 筆
土地 

住宅區 60 180 
大樓集合住
宅（6 層樓以
上） 

三、徵圖辦法 

(一)參與資格： 

國內外各大專院校之相關系所學生（含研究生）及業界相關專業人員，與

相關設計、藝術、工程、建築、景觀等有興趣之人士，依競圖辦法皆可參

與。 

(二)設計規範： 

1. 得以「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條文規定之內容作為高

雄厝設計準則之呈現，並自行擇其條文規定進行設計操作，另請依

上開條文第 14 條提出建築物防災、節能、通用化及智慧化設計具

體設計手法，詳表 2及表 3。 

2. 以景觀陽台（深陽台）為本次設計主軸，亦可提出現行法令外的創

新作法，並提出具體細部手法圖面及操作圖說。 

3. 為因應全台三、四月乾旱缺水現況及氣候變遷下每年七、八月面臨

豪大雨季，故請必須提出相關綠能設計措施（包括太陽光電設計、

智慧化、節水防洪等規劃）。 

就基地風格之整體性，繪製高雄厝住宅願景圖，包含基地位置與特色區

塊，另應有可充分表達之圖面，如平面、立面、配置、模擬透視或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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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造系統及簡易工法說明等。作品應加以描述基地環境配合「高

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設計之內涵、形式、尺寸、應用功能、

創意或藝術性表現，並確實標註正確尺度、比例尺及方位標示，以及創

新設計項目及整體效益評估。 

 
圖 1 綠化陽台示意圖 

圖片來源:http://jetsongreen.typepad.com/jetson_green/2007/08/pursuing-a-ken-.html 

 

圖 2 綠化陽台示意圖 
圖片來源: http://www.tierradesign.com.sg/project-pan-pacific-hotel.php 

表 2 高雄厝十大設計準則 

 設計準則 內容 

1 會呼吸的透水基盤 透過草坪與透水性的設計，讓建築物與土地連結與觸動。 

2 有效的深遮陽 

經由挑簷或遮陽或陽台等設計，對應出四個區域不同的方位

與特性，能帶來涼爽的庇蔭，使其凸顯出高雄市氣候環境的

性格。 

3 綠能屋頂的設計 

將目前高雄地區屋頂層的現況，重新整合為具有自然生態風

貌的特色，並搭配間接減低直達熱負荷，與塑造出開放性的

逃生平台。 

4 在地材料與技術導入 
高雄市的歷史與地域特色，最直接的敘事方式，便是經由材

料與技術手法，來呈現設計元素上，讓使用者更貼近建築物。 

5 融入場域的意象設計 
不同地理場域，可產生不同的對話，而要傳遞出獨有的關係

與地域性味道，需由基地內外的調和，來展現出意象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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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性。 

6 埕空間的創造 

多元的族群文化建構了高雄市不同的聚落風貌，而河洛、客

家、原住民族等所共通的集會場所氛圍，更是在地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象徵，故由天井、露臺、陽台等小空間來重新詮釋。 

7 人性化的空間通用設計 
經由通用設計的觀念，可讓每個空間環境的使用性，提升至

無論年齡、身心機能等差異，皆能享有舒適自在的使用。 

8 合宜的使用空間機能 

由使用者的空間機能為出發點，尋找合宜的空間使用量，不

僅可免除不必要的空間，更可創造更多舒適環境與生活多樣

和諧與互動性。 

9 環保健康建材的應用 

一般民眾在室內空間的時間約佔每天的 90%以上，因此居

「住」空間的健康生活是必要性，故納入環保健康的觀念，

來提升優質的環境。 

10 創造有效通風的開口 
經由開口部之設計，使空氣自然對流，達成室內自然通風之

均勻性，降低室內二氧化碳，並改善室內空氣溫溼度。 

表 3 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條文 內容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72 條之一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一、景觀陽臺：指依第四條規定設置直上方有遮蓋 物

之休憩平臺。二、通用化設計空間：指依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設 置之浴廁、

交誼室、昇降設備等設施或設備之空間。三、綠能設施：指依第十條規定設

置對環境友善之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綠化、雨水貯集功能、綠色交通、智

慧生活科技與其他綠能相關設施 或其維修、支架、頂蓋等必要附屬設施。 

第四條 

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一、設置於建築物正北向左

右各 15 度角範圍外。二、設置之建築物為五層樓以下者，應面臨道路、 基

地內通路、私設通路或現有巷道。三、景觀陽臺外牆構造應以玻璃或欄杆為

之或兩者 結合施作之。四、景觀陽臺應採用懸臂系統或斜撐系統施作；其 採

斜撐系統施作者，應經建築技術諮詢小組或 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議通過。

五、景觀陽臺應以植栽及覆土方式設置綠化設施， 且面積應達三分之一以

上；其植栽栽種面積基準及覆土深度等設計並應符合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

規範規定。六、景觀陽臺寬度不得逾 3 公尺；其設置所在之居室面積不得小

於 10 平方公尺，且深度不得小於 3 公尺。七、每層景觀陽臺面積之和，不

得逾建築面積八分之一；其面積未達 10 平方公尺者，得建築 1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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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內容 

第五條 

建築物外牆面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者，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突出外牆面不得

逾 2 公尺。二、太陽光電板水平投影面積占太陽光電設施水平投影面積百分

之 70 以上。 

第六條 

建築物設置通用化設計之浴廁，其浴廁門寬度應達 90 公分以上，且出入動

線順平。前項建築物為 6 層樓以上集合住宅者，其設置通用化設計之浴廁，

並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每處樓地板面積應達 4 平方公尺以上。二、每戶逾

4 平方公尺部分不計入通用化設計空間。 

第七條 

6 層樓以上集合住宅於共用部分設置通用化設計之交誼室者，應符合下列規

定：一、設置於頂樓：(一)高度應在 3.6 公尺以下，並以一層樓為限。(二)

水平投影面積之和不得逾依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規定設置屋頂綠化面積

四分之一。(三)與屋頂突出物、立體透空框架等水平投影面積之和不得逾建

築面積百分之五十。(四)應依前條規定設置通用化設計之浴廁。二、設置於

其他樓層：(一)每超過十樓層得增設置一處。(二)不得設置於一樓或一樓夾

層。(三)應依前條規定設置通用化設計之浴廁。(四)每處樓地板面積應達 200

平方公尺以上。但逾 200 平方公尺部分不計入通用化設計空間。 

第八條 
依前二條規定設置通用化設計之浴廁及交誼室，其合計之樓地板面積不得逾

該建築物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 

第九條 

住宅區及商業區 5 層樓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一宗基地內每棟建築物

建築面積為 70 平方公尺以上 100 平方公尺以下者，已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

設計規 範設置昇降設備及依第六條規定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之樓層，其 14

平方公尺之樓地板面積得計入通用化設計空間；未設置通用化設計浴廁之樓

層，其 10 平方公尺之 樓地板面積得計入通用化設計空間。 

第十條 

五層樓以下建築物屋頂、屋頂突出物或露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或綠化設

施面積合計達法定建築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得設置兼具雨水貯集功能之

綠能設施。前項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應依高雄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

辦法設置。第一項雨水貯集之設計容量不得低於下列規定：一、新建建築物

且建築基地內無其他合法建築物者，申請建築基地面積乘以 0.132 公尺。

二、建築基地內已有合法建築物者，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

以法定建蔽率後，再乘以 0.132 公尺。第一項具雨水貯集功能之綠能設施，

其設置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一、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供綠化、太陽光電發

電或其他具有節能減碳效益或對於都市發展、公共安全及公益有貢獻之設施

使用。二、供綠化設施使用者，其設施應包含植栽及覆土，植栽之栽種面積

基準及覆土深度等設計應符合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規定；載重及結構 

安全並應檢附相關簽證文件。三、面積不得大於法定建築面積三分之一，且

水平投影面積不得大於 30 平方公尺。四、應設置於地面層，且高度不得大

於 3.2 公尺，並以一層樓為限。五、每棟建築物以設置一處為限。六、應面

臨道路、基地內通路、私設通路或現有巷道。七、不得設置於騎樓範圍或依



7 

條文 內容 

都市計畫規定不得設置頂蓋或圍牆之退縮地。 

第十一條 

建築物於室內天井上方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一、自建築物

屋頂面起算高度在 3 公尺以上、4.5 公尺以下。二、水平投影面積之和在室

內天井範圍以內。三、天井不得設置側牆或封閉。四、太陽光電板水平投影

面積佔太陽光電設施水平投影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太陽光電板應採透光設

計。 

第十二條 

建築物於過樑處設置導風板，應符合下列規定：一、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

結構或土木技師出具含 風力安全之結構安全簽證文件。二、不得設置於排

煙室外側之過樑。但該排煙室採用機械排煙者，不在此限。三、樑間導風板

之立面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透空面積不得小於 2 平方公尺。不得設

置於都市計畫規定之退縮範圍內。 

第十三條 

建築物依本辦法及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設置之各項

設施設備者，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回饋金，並納入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

營基金統籌 運用。前項回饋金計算公式如下：一、5 層樓以下建築物：回

饋金=[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所設計之容積

總和（平方公尺）×基地公告現值（元/平方公尺）/基地法定容積率]×0.25。

二、6 層樓以上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回饋金=[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

施行細 則第二十二條規定所設計之容積總和（平方公尺）×基地公告現值（元

/平方公尺）/基地法 定容積率]×零點三五。建築物取得高雄厝認證標章者，

第一項回饋金依前項回饋金百分之七十計收之。 

第十四條 

申請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或建築 10 戶透天厝以上者，應先經建造執

照預審通過，始得適用本辦法。前項預審，應提出建築物防災、節能、通用

化及智慧化設計作法。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處理高雄厝推動之有關事務及爭議，得提請高雄市政府建築技術

諮詢小組審議，並應依其收費 標準收取行政規費。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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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收件 

1.領表及報名方式 

詳情請至高雄市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www.kcg.gov.tw/或高雄市

政府工務局建管處網站 http://pwbgis.kcg.gov.tw/greenbuild/，

並下載徵圖須知相關資料，依徵圖須知內容先完成報名表(附件四)

填表，採 E-MAIL方式寄送至 kh.ghouses@gmail.com 或郵寄至「高

雄市政府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地址：80203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

路 2號（註明：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報名），待承辦單位回覆報名成

功資訊，確認完成報名程序，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涂展晟先生，

(07)336-8333轉 2284。 

2.送件方式 

（1）自 104年 7月 3日（星期五）至 104年 7月 10日（星期五）

下午 5 時止，將作品大圖輸出(裱板)、設計檔案光碟 1 份、著作權權

利移轉同意書及簡歷表(彌封於第一張裱板後面)，親送(本單位將給予

收件證明)或寄送至「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一課)」，地址：

80203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註明：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作品

繳交），以郵戳為憑，如有其他相關問題詢問，請洽涂展晟先生，Tel：

（07)336-8333 轉 2284；Fax：（07)330-1009。 

（2）競圖文件一旦收件後，參加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還或增

減任何內容。 

圖 3  A4 信封樣式:檢附 1.設計檔案光碟 1 份 2.附件三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 

3.作品繳交內容 

寄件人姓名： 

地址： 

 

 

「104年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 

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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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品繳交重點：作品設計圖說應包含高雄厝配合「高雄市高雄

厝設計辦法」實質設計內涵、基地分析並依循「符合環境永續精

神」、「反映在地自明性」、「居住健康」、「創新議題」等四項規則

整合之相關圖面，如平面、立面、配置、可表達設計理念之模擬

透視或局部設計、簡易工法說明等（詳見徵選規則)。 

（2）A0 版面圖說二張。以 A0尺寸直式（841mm×1189mm）規格 2 張。 

（3）設計說明書乙式 15份：依設計構想撰寫 2,000字內設計說明，  

               尺寸 A3橫式，側裝訂。 

(4)設計檔案光碟 1份：將版面及設計說明書電子檔燒錄至光碟。 

(5)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附件三) 及簡歷表(附件二) 彌封於第 

一張裱板後面。 

     

圖 4 設計規劃版面正背面示意圖 

4. 評選方法 

評選以二階段評選方式進行，分別為圖面審查及模型作品審查二階

段，評選方式及說明如下： 

 評選方式： 

聘任相關領域之專家、建築師與專業人員進行篩選，採用海報

製作之設計內容與議題訂定為評選重點，篩選 27 組入圍名單，並

繳交入圍模型作品，篩選各優選獎項作品，其獎勵原則及組數得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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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調整。 

 獎勵原則： 

獎項 數量 獎勵 

首獎 2名 新台幣 5萬元（含稅），獎狀乙紙。 

優選 5名 新台幣 2萬元（含稅），獎狀乙紙。 

佳作 10名 新台幣 1萬元（含稅），獎狀乙紙。 

入選 10名 新台幣 2仟元（含稅），獎狀乙紙。 

※獎項、獎金及本活動內容、期程如有更動，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建管處公告為主，本機關保有更動之權利。 

※入圍名單公告後將於 104 年 7月 31日（星期五）以前繳交作品模

型一組（未入圍者不需製作繳交），模型基 (底 )座尺寸

90cm*60cm，不得任意變更尺寸，模型比例自訂，內容物需包含環

境基地模型、設計之建築物模型，模型請標明方位及作品名稱，

依規定繳交模型者得配合相關撥款程序給予每組參賽隊伍 8,000

元模型製作費。 

 創意競圖期程： 

1.創意設計競賽 

海報作品繳交時段：104年 7 月 3日(星期五)至 104 年 7月 10日

(星期五)下午 5 時，親送(本單位將給予收件證明)或寄送以郵戳

為憑。 

模型作品繳交時段：入圍名單公告後至 104年 7月 31 日（星期五）

下午 5時，親送或寄送以郵戳為憑。 

2.評選期間 

1）評選日期:(另定)。 

2）頒獎日期:(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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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競圖基地資訊 

一、鳥松區神農段 90-1地號等 1筆土地(鳥松區江埤路上) 

地形：平原/面積：715.096m2/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建蔽率：60%/  容積率：120% 

建議設計類型：獨棟透天厝（5層樓以下） 

地主興建想法(可參考)：希望藉由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屋頂綠化、太陽

光電等設施設計規畫，讓建築物具有高雄市地方特色之建築物。 

 

 

 

 

 

 

 

 

 

 

 

 

 

 

圖 5 鳥松區設計基地概要圖 

C
A

B

D

E

F

 

圖 6 鳥松區設計基地周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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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A 

 

基地周邊現況 B 

 

基地周邊現況 C 

圖 7鳥松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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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D 

 

基地周邊現況 E 

 

基地周邊現況 F 

圖 8鳥松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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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楠梓區芎蕉段 255、256地號等 2筆土地(楠梓區寶溪北街上) 

地形：平原/  面積：2421.89m2 /  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建蔽率：50%/  容積率：225% 

建議設計類型：大樓集合住宅（6層樓以上） 

地主興建想法(可參考)：希望藉由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等設施設計，並妥

善利用基地前典寶溪，及周邊景觀視野，規畫出動線順暢，並兼顧採光及通風之

高雄厝風格之大樓集合住宅。 

 

圖 9  楠梓區設計基地概要圖 

C

A
B

D
E

 

圖 10 楠梓區設計基地周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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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A 

 

基地周邊現況 B 

 

基地周邊現況 C 

圖 11楠梓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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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D 

 

基地周邊現況 E 

 

基地周邊現況(空拍圖) 

圖 12楠梓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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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岡山區和平段 1228 地號等 1筆土地(岡山區和平路上) 

地形：平原/面積：4778.98m2/土地使用分區：住宅區 
建蔽率：60%/  容積率：180% 

建議設計類型：大樓集合住宅（6層樓以上） 

地主興建想法(可參考)：希望藉由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及屋頂施作光電

或綠化設施，配合鄰地停車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規畫出優質居住空間，營造出具

特色之高雄厝建築物。 

 
圖 13 岡山區設計基地概要圖 

C
A

B

D

E

F

 
圖 14 岡山區設計基地周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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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A 

 
基地周邊現況 B 

 
基地周邊現況 C 

圖 15 岡山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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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邊現況 D 

 
基地周邊現況 E 

 

基地周邊現況 F 

圖 16 岡山區基地周邊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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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履歷表 
104年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 

參選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無者免填 

團隊中文名稱  報名序號          (免填) 

代表人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男 □女 

服務單位或 

學校名稱 
 最高學歷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住 址  

繳交文件 

確認 

□A0尺寸直式規格 *以 2張為限 

□簡歷表 

□著作權權利移轉同意書 

□設計檔案光碟 1片 

（檔案格式為版面原始檔案-並註明始用那一個軟體版本及圖檔 jpg檔案）   

*請以打ˇ確認 

注意事項: 

1.本表請彌封於第一張裱褙板背面。 

2.報名參賽者，確認以詳閱並同意遵守本次公開徵選簡章之各項規定，同時保證以上資料   

  皆正確。 

立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同上免填)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附註：立同意書人須為作品創作人。團隊集體創作，應推派一人為代表。 
                            

團隊名單表 

NO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服務單位或學校名稱 職稱 e-mail 行動電話 

代表人 

01 
      

02       

03       

04       

05       

06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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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著 作 權 權 利 移 轉 同 意 書 

本人                  應徵 104年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

若取得優等、佳作或入選之資格，其所有有關徵選之各項書

表、報告、圖說資料及有關權利均屬高雄市政府所有，並享

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保證所屬團體於上開徵圖完

成之著作，當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與其約

定，以高雄市政府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本人均無異議，亦不得向主辦機關要求其他任何補償。 

立同意書人 

作者或代表人： 

團體名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22 

附件四 

2015年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 

報名表 
競圖活動邀請大專院校相關學系之學生與相關專業人士參與，透過學生創意

設計之展現，打破傳統建築設計框架，且邀集專業人員整併實務與理想的設計作

品，以嶄新之建築設計概念結合綠建築思維與高雄地域特色，創造高雄地區特有

之綠建築風貌。競賽結果將進行高雄市巡迴展示，於民眾流動量大之場地進行展

覽，透過展覽置入性宣導民眾高雄厝之概念。 

重要資訊： 

 參與資格：國內外各大專院校之相關系所學生及相關專業人員 

 完成填表採 E-MAIL方式寄送至 kh.ghouses@gmail.com ，或郵寄至「高

雄市政府 工務局 建築管理處 1 課」，地址：80203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

三路 2號（註明：高雄厝創意設計競賽報名），待承辦單位回覆報名成

功資訊，以確認完成報名程序，若有相關問題請洽(07)3368-333轉 2284

涂展晟 先生。 

 團隊集體創作，應推派一人為代表。 

 

團隊中文名稱  

代表人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別 □男 □女 

服務單位或 

學校名稱 
 最高學歷  

聯絡方式 
電話: 手機: 傳真: 

E-mail: 身分證字號  

通 訊 住 址  

團隊名單表 

NO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服務單位或學校名稱 職稱 e-mail 行動電話 

代表人 

01 
      

02       

03       

04       

05       

06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