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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十屆 

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大賽 

TSID Student Award 競賽說明  

學生活力新創意．放眼世界邁向國際．以設計提升的生活 

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SID） 

學會官網：http://www.tsid-ac.org/ 

共同主辦：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協辦單位：全國大學院校 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 

執行單位：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地址：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活動官網： http://www.tsid-ac.org/tsid.2016 

Facebook：大學院校室內/空間設計系競圖大賽 

https://www.facebook.com/tsid.2015/ 

聯 絡 人：劉姿(艸)韓 老師 

email：tzhanliu@gmail.com 

tel：(04)2332-3456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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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D Student Award 

立足台灣．放眼中華．邁向國際 

建立大學室內設計學生重要的競賽與交流平台  

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aiwan Society of Interior Designers，簡稱TSID)，「大學院校室內設

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及展覽活動」(Taiwan Student Interior Design Award, 簡稱TSID 

Award) 

壹、 活動緣起 

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校際競圖，係由學術界與台灣室內空間 

設計學會所共同發起之活動。2007年第一屆校際競圖活動由台中技術學院（台中科技 

大學）室內設計系承辦，於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台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 

（TADA）盛大舉行。歷經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第二屆，台北華山文化園區）、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第三屆，高雄駁二藝術特區）、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四屆， 

桃園多功能展演中心）、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及台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第五屆，台中創 

意文化園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六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設計大樓）、 

華夏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第七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八屆，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崑山科大空間設計系(第九屆臺南市公園北路「321巷藝術聚落」)。

回顧歷屆盛況，參賽作品由第一屆約150組作品，300多位師生；至第七屆，參與科系

院校已超過30所，作品達800組，千餘位師生參加此一盛會。 

2016年適逢活動的第十年，正好也回到第一屆承辦的中部地區，由成立甫三年的

亞洲大學室內設計學系承辦，活動除了為過去的十年寫下一個階段性的成果，更重要的

是要為將來的十年開啟新的一頁。 

因此本屆活動將擴大舉辦，TSID結合台中市政府的資源，共同舉辦第十屆之競圖活

動，此次活動除了讓學生能夠有發揮創意的平台外，更希望學生的創意能夠藉由平台而

得以實現化做真實。所以本次活動特別挑選台灣大道上的地下道，作為設計的基地，配

合台中市政計畫，共同為地下道的存廢提出解決的可能的方向。同時承辦單位也爭取到

台中市政府的同意，讓具創意且可行的方案，有機會落實。這可說是學生競圖與市政建

設結合的創舉，也可成為世界教育與市政建設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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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目的 

1. 激發學生創意思考，讓設計與世界共構。 

2. 建立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互相溝通、學習、競爭與交流的平台。 

3. 促進社會大眾、產業界與政府機關對於大專院校室內設計系及空間設計系科所研發

創意推動的瞭解。 

參、 參賽資格 

公私立大學院校、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含專科）之室內/空間/建築等相關系、科、

組在學學生組隊(1-2人)參加(不限年級但不含研究所及學士後)。 

肆、 評審作業 

一、 評審團 

主辦單位將禮聘國內外室內設計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5~10人之初、複選評

審小組及5~10人之決選評審小組。大會特別獎由主辦單位與台中市政府另行評定之。 

二、 參賽評審流程 

1. 資格審查：對參賽作品之提交資料進行資格審查。初審： 

1). 初選參賽者提交設計作品呈現方式為 A0(約寬 84cm × 高 119cm)圖面直式

一張(檔案大小以不超過 50MB 為限)，以 PPT 或 PPTX 電子檔上傳指定雲瑞

繳交初審，並將電子檔燒錄光碟，光碟封面須註明學校、作者姓名、作品名

稱、聯絡人電話，由各校收齊後並列表編號提供紙本一份（作品名稱、學生

姓名、指導老師–核對各校繳費用），於 2016 年 4 月 21 日前 寄達(以郵戳為

憑)執行單位。選取參賽作品 10~15%進入第二階段複選。實際組數百分比由

初選評審團會議決議，但以不低於 10%為原則。 

2). 進入複選作品評定為佳作。 

3). 學校參賽作品超過 20 件(含)且該校所有參賽作品中未能入圍複選者，得經主

辦單位通知後，由學校推薦一組參與複選。 

4). 通過初審需於規定 2016.5.19 17:00 提交並完成布展。 

2. 大會特別獎： 

1). 大會特別獎將於台中舉行，所有通過初審之作品，由執行單位通知作者於會

展前一日(2016/5/11)17:00 前提交 A0 規格作品大圖輸出，並同時將作品大

圖張貼於會場準備之展板規定位置(大會特別獎不展出模型)。作品圖面佈置於

展示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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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展當天上午 09:30-11:00 由主辦單位及台中市政府共同頒發大會特別獎 7

名，並展覽至 5/16 17:00(展板可由大會協助運送，但運送若有損傷大會不予

負責。 

 

3. 複審： 

1). 複審將於台北松菸舉行，所有通過初審之作品，所有參賽者須於會展前一日

佈展，佈展時間為中午 12:00-下午 17:00，參賽者須自行將作品之大圖輸出

及模型，張貼於會場準備之展板規定位置(大會協助將展板移至台北會場，)

並將模型置於作品展板前方規定位置。 

2). 會展當天上午 09:30-11:00 由複選評審小組進行第二階段評審作業，複選評

審團將由複選作品中選出入圍決選之作品，預計 20 件(視實際情況調整)進入

決選。  

3). 進入決選作品評定為優選。  

4). 複選參賽作品圖面須為初選時所繳交的版面，不可修改，否則取消資格。 

4. 第三階段： 

1). 入圍決選作品，將於會展當天 12:10 於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簡報，再由決選評

審小組選出各設計獎項。簡報順序將依抽籤決定，依序上台簡報，簡報時間 5

分鐘及接受提問與回答 10 分鐘。 

2). 18:30 頒獎典禮、晚會與各校得獎者交流座談會。 

三、 評審內容 

評審項目原則上包括概念詮釋、創意思考、空間規劃、設計細部、表達能力、應用

價值等，評審項目如下 

圖面：10% 

實體模型：10%(如無實體模型此項成績 0 分計算) 

概念創意：20% 

空間設計與細部：20% 

表達能力：20% 

應用價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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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繳費與報名 

 報名費及團體會員本年會費，各校統一收齊後繳交給主辦單位：台灣室

內空間設計學會，郵撥帳號：19920150，戶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

會 劉時泳。 

聯絡方式，聯絡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秘書 魏巧宜小姐  

E-mail：chiaoy012@gmail.com 

TEL： 03-2656222 或 0972603261 

 報名費用：以 1~2 人為一組，每人僅限參加 1 組，非會員學校之參賽

者，報名費每人 800 元。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團體會員學校之個人

參賽者，優惠報名費，每人 400 元。團體會員需繳交本年度團體會費

5,000 元，並需由學校代出具保證書(請蓋學系印章於收據聯，並電話

洽學會秘書長確認) 。 

 團體報名：報名費及團體會員本年度會費，各校收齊後，載明人數與學

校系名，郵撥至主辦單位之郵撥帳號。 

 個別報名：載明姓名與學校系名，報名費郵撥至主辦單位之郵撥帳號。 

郵撥帳號：19920150，郵撥戶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劉時泳」。 

聯絡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秘書 魏巧宜小姐 

E-mail：chiaoy012@gmail.com  

TEL： 03-2656222 或 0972603261 

一、 報名步驟 

 請於3月1日後先至活動官網http://www.id.asia.edu.tw/tsid.2016下

載報名表，填寫報名表完成後請將報名表掃描檔(含簽名+黏貼繳款收執

聯影本)Email至執行單位亞洲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報名。 

執行單位之活動官網將按報名學校不定期更新報名狀況，請上活動官網

http://www.id.asia.edu.tw/tsid.2016確認報名成功。 

 團體報名或個別報名費繳交報名費與報名表登錄繳交截止時間至2016

年4月14日(二)下午五時止(逾時不受理)，敬請各校配合。 

二、 作品繳交與佈展 

1. 本次由於增設大會特別獎，將於因此展覽與頒獎將分成台中與台北兩場舉行。 

2. 初選作品以PPT或PPTX電子檔繳交，請將作品海報檔燒錄光碟，光碟封面須註明學

校、作者姓名、作品名稱郵寄至執行單位。光碟作品繳交後，概不發還，請自留副

本。請自行確認檔案是有效且可以被開啟，檔案無法被開啟者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參

賽者，參賽者須於通知後3日內補交檔案，逾期視為資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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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品於2016年4月21日前繳交，5月1日進行初選，並於5/3日公布複選入選名單。 

4. 請各校入圍代表於2016/5/11)13:0014:00 於第一展覽場地台中市政府大樓 惠中

樓一樓中庭辦理報到，並提交A0規格海報，於17:00前將作品大圖張貼於會場準備

之展板規定位置複審將於台北松菸舉辦請參賽者於會展前一日(5/19)佈展，佈展時

間為中午12:00-下午17:00，參賽者須自行將作品之大圖輸出及模型，張貼於會場

準備之展板規定位置(大會協助將展板移至台北會場，)並將模型置於作品展板前方

規定位置。 

5. 參賽作品圖面佈置於展示板上，上緣請留10cm往下黏貼，模型請置於模型紙箱需

自備(約寬50cm × 深50cm × 高50cm)上。 

6. 請確實遵守圖面、模型、檔案光碟與佈置之規定。 

7.  

陸、 頒獎與展覽 

一、 頒獎 

1. 大會特別獎於2016年5月12日(四)於「台中市政府大樓 惠中樓一樓中庭」頒獎。 

各基地將取最優秀作品1名，共計7名，除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2萬元外，且有機

會配合台中市政府之建設將其落實建造 

甲、 得獎作品有機會配合台中市政府依據基地現況調整落實。 

乙、 主辦單位與台中市政府保留得獎作品之建造及修改權力。 

 

2. 設計大獎、金獎、銀獎、銅獎、優選獎、佳作之作品，將於2016年5月20日舉辦，

由評審小組評定，並給予參賽得獎者以下獎勵。 

此外本屆特別設立大會特別獎，將由主辦單位另請專家學者針對方案之可執行性、

創意、美感…等條件共同評定之，並於第二階段展覽公告，所有獎項內容如下： 

1). 設計大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8萬元。 

2). 金  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5萬元。 

3). 銀  獎：取2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3萬元。 

4). 銅  獎：取3隊，發給獎牌、獎狀及1萬獎金元。 

5). 優  選：進入決選者，發給獎狀及獎金3,000元。 

6). 佳  作：進入複選者，發給佳作獎狀。 

7). 所有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將由主辦單位頒發指導感謝狀。 

3. 所有入圍複選者皆得申請成為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CSID)學生會員。 

4. 所有參賽者須配合主辦單位之佈展事宜，如無法配合，主辦單位將取消得獎之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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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開展覽 

1. 本次活動成果將舉辦北、中巡迴展 

第一站：2016/5/12-16於台中市政府惠中樓一樓大廳舉辦，同時進行大會特

別獎頒獎儀式。 

第二站：2016/5/20-5/23於台北松菸舉辦，同時舉辦複選決選及頒獎典禮 

第三站：2016/6/01-6/30 於台灣大道舉行之。 

2. 展覽第二站將配合「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畢業設計聯展」，

展覽期時為2016年5月20日(五)至2016年5月23日(一)共四天，開放民眾參觀。 

3. 第三站將移往台灣大道上之展覽地點，預計展一個月。 

4. 得獎及入圍複選作品由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留存，並交由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

系/空間設計系所巡迴展覽。 

柒、 重要作業時程與地點 

報名收件日期 2016.03.01~ 2016.04.21 

初審評審日期 2016.05.01  10:00-18:00(5/3公告複選名單) 

大會特別獎頒獎日期 2016.05.12  9:30-11:00 

複審評審日期 2016.05.20  09:30-11:30(配合演講) 

決選日期時間 2016.05.12  12:10-18:30 

頒獎晚會日期 2016.05.12  18:30-20:00 

得獎作品展覽 2016.05.12~2016.06.30 

 台中展覽日期 2016.05.12 - 2016.05.16   

台北展覽日期 2016.05.20 - 2106.05.23   

巡迴展覽日期 2016.06.01 - 2016.06.30 

(上時間如有異動，將於TSID官網公佈) 

報名收件地點：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初審地點：亞洲大學設計學院 安藤講堂 

大會特別獎頒獎地點：台中市政府大樓 惠中樓一樓中庭 

複、決審地點：台北松菸(地點另行公告) 

「2016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校際競圖與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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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大賽 

TSID Student Award 競賽題目  

學生活力新創意．放眼世界邁向國際．以設計提升的生活 

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 

主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SID） 

學會網頁：http://www.tsid-ac.org/ 

共同主辦：台中市政府建設局 

協辦單位：全國大學院校 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 

執行單位：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學系 

地址：41354,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 

活動官網： http://www.tsid-ac.org/tsid.2016 

Facebook：大學院校室內/空間設計系競圖大賽 

https://www.facebook.com/tsid.2015/ 

聯 絡 人：劉姿(艸)韓 老師 

email：tzhanliu@gmail.com 

tel：(04)2332-3456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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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十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 

 

題目：植。再生---臺中台灣大道都市潮間道概念競圖 

 

 

一、前言 

台中地處台灣中心地帶，過往長年市政重視文化藝術與建築美學，漸漸將

台中打造成一個具有國際觀及高度美學的一個城市。而台灣大道(舊名中港路)更

是見證了台中發展的完整歷史，因此在極具現代化的道路上，亦存在著許多居民

的記憶與歷史的痕跡。地下道早期為溝通道路兩側極為重要的通道，早期藝兼具

防空避難的功能，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從地下通行已不符現代社會的需求，亦無

防空避難的實質功能，該空間反而因為人煙稀少，漸漸成為都市負面空間的主要

代表。 

二、題目 

都市面臨地下道的問題，大都以封存或是閒置做為消極面對的手法，對於

保留及再造是在都市空間中值得探討的一個議題。本次的題目以台中的台灣大道

上的地下道及地下道周邊空間為基地，希望透過空間/功能的再植入，使得封存

的地下道周邊環境可以獲得積極有效的運用，而保留的地下道亦可以有個新的風

貌，讓這個代表都市發展軌跡的空間，轉化成為一個兼具空間美學、歷史記憶、

文化創意的新舊並存空間。 

 

 

 

 

 

 

 

 

 

基地：(參酌附件一，競圖題目地下道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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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火車站前北側 

2. 五權路 

3. 公益路 

4. 忠明路東側 

5. 英才路 

6. 忠明路西側 

7. 美村路  

8. 火車站前南側 

9. 民權路 

10. 東海大學 

基地圖面：(參酌附件二) 

設計要求： 

1. 參賽之團隊須自行 10 個地下道的其中之一做為競賽基地，得自行依據

基地現況條件決定地下道之封存與保留。 

2. 植入一個面積小於 60m2、總高度不超過 8m 之空間、配置不限，可配

合基地現況自由調整，基地需與原本地下道有交集。 

3. 設計須考慮空間的造型、外觀、顏色與都市景觀的關係。 

4. 若選擇封存地下道不予使用，配置需保留寬度至少 2m 人行步道之留

設。 

5. 若選擇保留地下道之使用，須考慮原有入口造型是否需要重新設計或者

保留，另外亦須考量交通動線的順暢，不得影響原本地下道的使用。 

6. 空間計畫由團隊自訂，可以是公共藝術、雕塑、文創空間、商業販售、

都市資訊站、臨時住宅…等。惟須考慮空間設置與周邊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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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發想 

1. 社會關懷：藉由新空間的植入與再生，參賽者可以考慮與社會關懷相

關之議題，如街友、弱勢團體、老人關懷…甚至是在地文化與社區營造

等議題。 

2. 美學提升：藝術是精神的糧食，設計可以是一個創作者美學的表達，

也可能是一個雕塑、畫作展示…。 

3. 新構築：空間設計的突破，仰賴著構築技術的創新，設計團隊的議題

亦可以觸及新構築的嘗試與實驗性的創作，引領城市空間的新發展與

可能性。 

4. 綠色永續：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都市的居民也開始重視永續與環保

的議題，團隊亦可對於都市永續議題提出新的見解與看法，而解決的

方式可以是科技、空間與設計等手法。 

5. 都市風貌：都市的風貌因為過去的發展，各有著不同的樣貌，參賽者

亦可以提出自己對於城市的觀察，並將觀察落實於設計方案中，強化

都市的特色。 

6. 互動：隨著都會生活越來越快速，人與人、人與群體以及人與城市的

關係越顯冷漠，場所的重新建構與設置可促進人與人或人與城市環境

的互動，作品的呈現可能是一個交流中心、資訊站、科技互動作品。 

7. 愉悅生活：設計可以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講述，因此競賽團隊可以設計

滿足都會居民慾望、快樂、與需求之設施，來提升軍民的生活品質。 

三、圖面和模型要求 

5. 圖面：1 張 A0(84cm x119cm)大小版面並裱褙於裱版上，且圖面需於

右下角載明學生姓名（不標明就讀學校、科系及指導老師）。 

6. 平面圖：1/50、立、剖面圖：1/30，其他輔助圖面自訂，且必須明白

標示「指北」及「比例」 

7. 模型：1/50 或 1/30，模型基地尺寸：A1 大小_84cm (寬) x59.5cm (深) 

x 15cm (高_底座)，材料不拘，參賽作品於活動過程中委由主辨位運送

者，主辦單位不帶保固責任，參賽者自行斟酌。 

(附件一) 競圖題目地下道參考 

(附件二) 基地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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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報名表 

(附件四)聲明書 

(附件五)資料表 

(附件六)展示架示意圖、活動地點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