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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Theatre Architecture Competition，簡稱 TAC）為一國際

性建築概念競圖，由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建築委員會（Architecture 

Commission）舉辦，邀請學生及新銳建築師參賽。 

 

第 11 屆 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將與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World Stage 

Design）同時舉行，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入圍和得獎作品將於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16 日在加拿大的卡加利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展出。本競圖的報

名費為 60 美元，獎金內容詳情請見競賽規則與條件 4.1。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為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旗下專案，是以劇場設計、劇場技

術以及劇場建築為主軸的全球性活動，採奧運模式—每四年一次，每屆均於不

同國家與城市舉辦。WSD 鼓勵全球劇場設計師以個人名義提交作品，為國際劇

場界的盛事。由於疫情緣故，原定於 2021 年舉行的 WSD 延至 2022 年。 

 

競賽主題—靈活的戶外表演空間 

本屆 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的基地位在加拿大班夫藝術與創意中心（Banff 

Centre for Arts and Creativity）。班夫藝術與創意中心位在班夫國家公園內，距離

卡加利市約 100 公里處。班夫中心成立於 1933 年，是一個培育藝術家的藝術

教育中心。從戲劇課程起家，逐漸發展為一個全球性的組織，在藝術學科、文

化和創造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位處加拿大洛磯山脈，班夫藝術與創意中心旨

在激勵校園裡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藝術家、領導者和思想家，釋放人們的創造

潛力。該中心目前有一座戶外劇場，用於夏季活動。本屆 TAC 競圖主題「靈活

的戶外表演空間（Adaptable outdoor performance space）」，邀請參賽者設計出

能夠適應不同氣候條件的戶外劇場，該設計必須能在夏季過後仍能滿足各種大

小和類型的表演需求。競圖基地班夫藝術與創意中心位於加拿大中部，夏季相

當短且冬季嚴寒，因此，設計上須考量如何能順利於季節轉換之時，仍能成功

讓演出進行。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鼓勵建築師與其他領域的人才合作（如導

演、設計師、技術人員、演員、舞者、音樂家等）共同報名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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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圖說明 

關於競圖簡介，如基地的照片及設計圖，請至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官方網站。

這將是一個設計概念競圖，我們並不會將作品建造出來。但獲獎作品將於 2022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中得到曝光機會，獲獎者也能同時參加 WSD 世界劇場設

計展系列活動。 

 

相關圖檔、照片及文件皆於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官方網站提供下載。 

 

特別須知 

成功的表演空間有許多特定的需求，你的設計必須打造一個環境，讓現場表演

的要素－觀眾、表演者、劇場技術能起繁盛的交互作用。為達到上述目的，分

別有幾個要點提供思考： 

 

觀眾凝聚力 

觀眾席的座位分布為劇場建築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好的設計能夠製造出讓觀眾

身歷其境的氛圍，進而淡化台上與台下的界線。 

 

視線安排 

整體上，觀眾所在的位置要能夠清楚的欣賞整齣表演。觀眾視線不能被遮蔽，

演員的肢體與表情動作與場景設計也要可能的讓觀眾一覽無遺。 

 

劇場聲學 

在觀賞一齣表演時，除了視覺享受外，聽覺也是一不可或缺的感官體驗。在決

定您的劇場設計時，請思考您設計的空間將上演的表演節目類型，以及怎樣能

夠提供視覺與聽覺同時都兼顧的巧妙組合。 

 

 

https://wsd2021.ca/tac/
https://wsd2021.ca/tac/
https://wsd2021.ca/tac/
https://wsd2021.ca/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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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需求 

劇場技術是表演節目中至關重大的環節，包括舞台、燈光、投影或是機關設

置。再精采演出皆仰賴背後的技術支持才得以完成。發想設計劇場空間時，也

別忘了將技術層面一併考慮進去，同時須兼顧安全與實務上的可行性。 

 

可容納不同表演類型的彈性 

您的設計必須可以容納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表演，請在您設計的作品中標明

何種表演適合在此演出。 

 

競圖規則與條件 

1.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建築委員會致力於推動國際性概念競圖，鼓勵建築師

與建築系學生發揮想像力，凡任何與劇場工作者如導演、設計師、編劇、

技術師、演員、舞者、音樂家之間的跨界合作均歡迎投件。若您是評審團

成員的學生或是其事務所團隊的一員，恕無法報名參加。作品之報名費用

為每件 60 美元，獲獎作品的獎金請詳競圖規則與條件第 4.1 項。 

  

2.  繳交資料 

2.1  建築製圖標準 

a. 設計圖平面圖，應包括每一層樓及至少兩個角度，例如立面圖、剖面

圖與透視圖等（比例須大於 1：200）。 

b. 建築物及劇場空間的 3D 圖。 

c. 觀眾席圖示，並說明它如何適用於不同規模和不同類型的演出節目。 

d. 平面圖，比例為 1 ：1000。 

e. 提供一段簡短的影片，說明建築設計從冬天至夏天如何轉換不同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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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恕不接受模型，可接受模型的照片。入圍的作品將受邀繳交 CAD 模型

以便 3D 列印供展出，前期的繳交資料則無需包括此項。 

g. 繳交之建築製圖及文字除 2.2 (c)中的號碼外，皆不得出現參賽者姓名

或團隊名稱。 

 

2.2 圖片及文字敘述皆須以六位數字作為投件作品的名稱，請自行隨機挑選六     

位數字，並將這六位數字置於每件投稿檔案右上方 10mm 的位置，在您選

定六位數字後，圖片及文字檔案請使用同一組選定的六位數字作為檔案名

稱。除報名表外，投件作品（圖片及文字敘述）皆不得出現參賽者姓名或

團隊名稱，投件作品將以匿名方式進行評選。 

每件於線上投遞的作品須符合以下規定： 

a. 投件作品請以直式 A0 大小呈現（841 x 1189 mm），檔案請存為 pdf

檔，解析度為 300 dpi。檔案名稱請以六位自選隨機阿拉伯數字存檔

（例：123456.pdf）。 

b. 參賽作品的簡短文字敘述，說明作品設計理念以及表演節目類型

（200 字以內）。文字敘述除出現在投件作品中，請於報名表另外附

上。 

c. 提供一段簡短的影片說明投件作品。影片檔名請使用與投件作品相

同的六位數字（例：123456/video.mov）。 

d. 欲報名投件 TAC 劇場建築國際競圖，請建立一個免費的 Submittable

帳號。請至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 Submittable 進入首頁。Submittable

帳號經建立後，投件作品於送出確認繳交之前，皆能登入

Submittable 重複查看並存取檔案。建立 Submittable 帳號教學：

https://submittable.help/en/articles/904856-how-do-i-submit  

e. 投件作品文字須使用英文。 

 

 

https://worldstagedesign.submittable.com/submit
https://submittable.help/en/articles/904856-how-do-i-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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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次競圖為概念競圖，得獎作品不會實際建造。 

 

2.4   投件作品請自行留存或備份底稿，經收件後恕不退還。 

 

3.  競賽時程                     

3.1  收件日期從 2021 年 11 月 30 日開始，所有參賽文件須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 

    前（含當日 23:59 UTC -12）以電子投遞方式投件，逾期恕不接受申請。 

 

3.2  每件作品報名費為 60 美元，透過 PayPal 或信用卡於報名時進行付款。 

 

3.3  所有投遞作品均透過第三方收件，評審成員將不會得知作品投件者。 

 

 

4.  獎項 

4.1  首獎獎金為 5,000 美元，第二名為 2,500 美元，第三名為 1,000 美元。優勝 

    獎為三名，每名分別為獎金 500 美元。同時，特別獎將另外通知。評審將 

    有權在總金額及總獎項不變的情況下，變更獎金的配置。 

4.2  競賽結果將於 2022 年 6 月 1 日在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官方網站公布，頒    

    獎典禮將於 2022 年 8 月 6-16 日在加拿大卡加利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 

    （World Stage Design）舉辦，不克前來的得獎者將於頒獎典禮後透過匯款 

     獲得獎金。 

 

5. 展覽 

5.1  獲獎作品及獲得高分的作品，將於 2022 年 8 月 6-16 日在卡加利的 WSD 世 

    界劇場設計展中展出，最多將有三十件作品可獲曝光機會。作品入圍展覽 

    的參賽者或團隊，將受邀參加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 

 

https://wsd2021.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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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版 

6.1  投遞作品經收件後，即視同授權主辦單位於任何國家發布及展出參賽者作 

    品。 

 

6.2  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權益，歸屬參賽團隊或成員個人所有；惟主辦單位得 

    在標明參賽者姓名後，進行宣傳、登載網頁、報導、出版等推廣目的之使用。 

  

6.3  所有入選的投件作品及評審團評選結果書面報告，將被收錄成專刊。同時 

    將在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官方網站提供下載。 

 

6.4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會將本次競賽結果發布至國際媒體（建築及 

     設計相關媒體為主）。 

  

7. 規則 

7.1  參賽者於投遞作品後，個人或團隊即了解並同意： 

a. 此次競圖之所有相關規則制定。 

b. 參賽作品為原創，無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作品之情事。 

c. 競賽結果經評審團最終決定後不得更改，恕不得異議。 

d. 於競賽結果公布前，不得隨意透露身分；同一作品，不得同時報名其

他比賽。如有上述情況發生，將不符參賽資格。 

 

8. 評審 

8.1  國際評審團將由四位專業劇場建築師與資深劇場工作者組成，評審團主席 

    將由 OISTAT 建築委員會主席出任。前任 OISTAT 建築委員會主席將出任無投 

    票權的評審團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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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評審團如有缺席時，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將指定相關領域的專家替補。 

 

8.3  評審團將就競賽評選結果予以書面報告，就得獎作品及特別獎發表評論。 

 

8.4  評審團評選結果書面報告將公布於 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官方網站及專刊。 

 

8.5  評審團會至少選出 30 件投件作品，於 2022 年 8 月 6-16 日在加拿大卡加 

     利的 WSD 世界劇場設計展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