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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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SID） 

共同主辦：松山文創園區 

協辦單位：全國大學院校 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 

執行單位：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學會網頁： http://www.tsid-ac.org/ tsid.2017 

執行單位網頁： http://web.tnu.edu.tw/tnuid/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sid.2017 

聯 絡 人：李家宇 老師 

email：tsidaward2017@gmail.com 

tel：(02)8662-5992轉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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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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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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室創新整合設計研究中心（第八屆， 松山文化

創意園區）、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第九屆，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及亞州大學室

內設計學系（第十屆，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回顧歷屆盛況，參賽作品也由第一屆約

150組作品，300多位師生參加持續地成長至第十屆參與科系院校已超過30所，作品最

多達865組，近二千位師生參加此一盛會。 

2017年適逢活動的第十一年，由成立六年的東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承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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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項競賽活動十年來的成長，即將邁進一個新的階段。今後將秉持著新一代勇於接受挑

戰，立足台灣、放眼中華、邁向世界的精神，希望可以成為除了台灣之外，包括中國大

陸與全世界室內與空間設計學生最為重要的交流與競賽平台，成為全世界室內設計學生

最高的榮譽獎項。讓台灣室內設計大獎的創意及能量，在國際的舞台上綻放耀眼光芒。 

期待TSID Award室內空間學生設計競圖，永續培養新一代的設計人才，改變世界生

活，永續地球生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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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在學學生組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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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人之初、複選評審

小組及5~7人之決選評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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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一階段： 

1). 初選參賽者提交設計作品呈現方式為 A0(約寬 84cm × 高 119cm)直式圖面一

張，以 PPT 或 PPTX 電子檔繳交初審(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0M byte，必須確認

可以開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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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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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第二階段複選者，

得經主辦單位通知後，由學校推薦一組參與複選。 

3. 第二階段： 

1). 通過初審之作品，由執行單位通知作者於會展前一天下午 1:30~4：30 前提交

A0 直式規格作品大圖輸出(300 dpi，JPG 格式)，並同時將作品大圖張貼於會

場準備之展板規定位置。大圖輸出之圖面由初選入選作者自行輸出，輸出之

圖面必須與報名時繳交之圖面內容相同，不得進行任何修改及變更，第二階

段複審時如經核對與初審作品有修改及變更，主辦單位將取消複選資格。 

2). 會展當天上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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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件(視實際情況調整)進入決選。決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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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時間為當天 12:45 前，地點於展場門口及官網。(時間會視實際情況調整) 

3). 進入決選作品評定為優選。 

4. 第三階段： 

1). 入圍決選作品，將於會展當天 13:30 於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簡報，再由複選評

審團選出各設計獎項。簡報順序將於 13:00 報到抽籤，依序上台簡報，簡報

時間每組 5 分鐘及接受提問與回答 5 分鐘。 

2). 18:30 頒獎典禮與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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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評審項目與分數配比將以各初選、複選及決選評審會議決議定之。 

伍、 繳費與報名 

一、 繳交報名費 

以 1~2 人為一組，每人僅限參加 1 組，報名費每人 600 元(非會員)。台灣室內空

間設計學會團體會員學校每人 300 元(會員)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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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確認)。 

1. 團體報名：報名費及團體會員本年會費，各校收齊後，載明人數與學校，郵撥至主

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請將匯款存根 Email 至學會秘書信箱。 

2. 個別報名：載明姓名與學校，報名費郵撥至主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請

將匯款存根 Email 至學會秘書信箱。 

郵撥帳號：19920150，郵撥戶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聯絡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秘書處 張巧穎小姐 

Email：tsid0001@gmail.com 

tel：(03)2656222 

二、 報名步驟 

1. 僅接受網路電子報名，請先至學會活動官網 http://www.tsid-ac.org/ tsid.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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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競圖專用電子信箱報名： 

聯 絡 人：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李家宇老師 

email：tsidaward2017@gmail.com 

tel：(02)8662-5992轉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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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單位之活動官網會每天按報名學校每天更新報名狀況，請上活動官網

http://web.tnu.edu.tw/tnuid/ 確認報名成功。 

3. 繳交報名費與報名表登錄繳交截止時間至2017年4月11日(二)下午五時止(逾時不

受理)，敬請各校配合。 

三、 作品繳交與佈展 

1. 初選作品以PPT或PPTX電子檔繳交(檔案大小不得超過20M byte)，請將作品海報檔

燒錄光碟，光碟封面須註明學校、作者姓名、作品名稱於2017年4月18日(二)下午

五時前寄達(以郵戳為憑)執行單位：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2017 全國室內/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小組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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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無法被開啟者恕不另行通知。 

3. 請各校入圍複選代表於2017年5月11日(四) 下午1:30~4:30至展覽場地「松山文化

創意園區」，報到與繳交作品，並進行佈展。 

4. 參賽作品圖面佈置於展示板上，上緣請留10cm往下黏貼。 

5. 請確實遵守圖面、檔案光碟與佈置之規定。 

6. 活動地點：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詳附圖1：位置圖。 

7. 活動日期：2017年5月12至15日 

陸、 頒獎與展覽 

一、 頒獎 

1. 2017年5月12日(五)於「松山文化創意園區」進行決選評選與頒獎。由評審委員小

組評選出設計大獎、金獎、銀獎、銅獎、優選獎、佳作之作品，並給予以上參賽得

獎者予以獎勵。獎項內容如下： 

1). 設計大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5萬元。 

2). 金  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2萬元。 

3). 銀  獎：取2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1萬元。 

4). 銅  獎：取5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5仟元。 

5). 優  選：進入決選者，發給優選獎狀。 

6). 佳  作：進入複選者，發給佳作獎狀。 

7). 每組獲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頒發指導感謝狀給予排序前二名之指導老師。 

(獎金須扣除必要之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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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入圍複選者皆得申請成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SID)學生會員。 

二、 公開展覽 

1. 參加競圖作品於2017年5月12-15日在「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公開展覽；並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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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

12日(五)至 2017年5月15日(一)共四天，開放民眾參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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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 

柒、 重要作業時程與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2017.03.01~ 2014.04.11 下午五時前 

作品繳交截止日期：2017.4.18.(二) 下午五時前 

初審評審日期 2017.05.01  10:00-18:00 

複審評審日期 2017.05.12  10:00-12:00 

決選日期時間 2017.05.12  13:30-18:00 

頒獎晚會日期 2017.05.12  18:30-20:00 

得獎作品展覽 2017.05.12~2017.05.15 

(上時間如有異動，將於TSID官網及執行單位官網公佈) 

報名收件地點： 

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222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 

2017 全國室內/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小組收 

初審地點：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複決審地點：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2樓多功能展演廳 

 以上規定主辦單位將因實際狀況，在不影響多數人權益之考量下，保留部分變更之權利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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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網  頁：http://web.tnu.edu.tw/tnuid/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sid.2017 

聯 絡 人：東南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李家宇 老師 

Email： tsidaward2017@gmail.com 

tel：(02)8662-5992轉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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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五號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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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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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題目：意象啟航 

無論國內或國外機場，地方或國際機場，機場都是每一個人進行旅行，體驗

異地文化所必須進出的空間。所以機場的每一處空間都會是旅人對於當地記憶的

意象。如何讓一處機場內的空間可以呈現出在地或那個國家的特色而在旅人的記

憶中留下永難忘懷與無限回憶的溫馨、熱情，將考驗設計師"您"的創意。 

二、緣由 

根據David Pearson的著作指出，經過500萬年的進化，人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生

存的原型經驗。這經驗就是移動遷徙與創新，並具體呈現在文化上獨特性與差異

性。因此… 

移動是人類自古的習性、 

文化是人類文明的表徵、 

在地本土的智慧是習俗。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都會有自己的獨特文化。機場是最能表現該地方文

化的場域。每一個國家或地區也都會想在機場呈現出自己的文化與創意。所以文

化可以是國家性的，也可以是民族性的，也可以是在地性的。 

建築師Hasan‐Uddin Khan曾說過：「建築根植於文化與傳統，必須延伸以反映

對時代的關懷與期待」他認為不是往回看，而是要將過去的模式轉換成為未來的

刺激因子，這樣的文化呈現，可以讓人們對於空間環境的場域產生新的意義。 

三、 基地設定與條件 

每一個國際機場或地方機場的航站大樓與登機口的連通道上(如下示意圖)，

會有許許多多的免稅賣場、商店、展示與等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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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圖2.  如圖中電動步道一側的空間可以作為國家、地區或NPO組織的展示館 

基地位於某機場  (自行設定，例如台灣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新加坡樟

宜機場、日本大阪關西機場或美國紐約甘迺迪機場…等)  ，航站過海關後通往登

機口過道旁免稅店與商店中的某一處空間。業主為該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機構、

或該國的非營利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希望設置能夠展現出具有這

個國家、地區或NPO組織特色文化與服務的空間(如附圖)。 

基地空間寬度約20公尺，長度約40公尺，高度4.5公尺。基地一側留置有至

少寬度為8.7公尺的人行步道含2公尺的電動步道(如附圖)。 

現在富有理想且身為21世紀最新一代設計師的您，接受委託將負責這一個任

務。業主希望這一個空間能完整呈現代表這一個國家與地區的文化內涵與視覺感

受，讓每一位旅客可以深深地感動而難以忘懷，在其人生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自動地成為這一個國家與地區代言人。 

   

圖3.‐圖4.  如圖中電動步道一側的空間可以作為國家、地區或NPO組織的展示館 

四、注意事項 

1. 請自行設定某一國家、地區或NPO組織後進行展示與體驗議題的設計，現

場無商業銷售行為。 

2. 空間方位與南北座向請依據選定地機場自行設定。 

3. 柱為100x100 cm，大樑為80x100cm，樓層高度4.5公尺，小樑為45x70cm，

樓板及外牆厚為20cm，左右空間隔間牆厚為15 cm。 

4. 空間對外及與相鄰空間之兩側牆面開窗與否自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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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面要求 

初選：   

因採用電腦投影評審，所以請繳交A0直式(約寬84cm  ×  高  119cm)圖檔，限1

張，檔案大小不得超過20M byte(PPT或PPTX格式檔案，必須確認可以開啟)。表

現內容及比例自行決定。 

複選：   

因採用現場輸出圖面進行評審，入圍複選報到時，請繳交輸出版面A0直式(約

寬84cm  ×  高119cm)，限1張，無須模型。 

1. 圖面：A0（約寬 84cm ×  高 119cm），限 1 張，版面須為直式規格且裱

褙於薄裱褙紙上，圖紙背面右下方則須貼上 B 資料表，並以黑紙覆蓋浮

貼。圖面內容的呈現至少須含:  設計概念說明、表現設計構想之平面圖、

立面圖及透視圖。設計者可依需求自行斟酌增加其他圖面以表達設計內

涵，比例可自訂。 

2. 光碟：將作品資料製作成簡報檔案(ppt 格式)，頁數不超過 20 頁。另將

作品海報檔轉成全彩(.jpg 格式)解析度 300dpi，並將以上的簡報檔案(ppt)

與作品海報檔案(jpg)，一併燒錄於光碟片中,  並在光碟封面註明學校、

作者姓名、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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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