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15 年台灣景觀大賞」徵選辦法 

一、 緣起 

為表揚傑出景觀作品對國家社會所作之貢獻，並提升景觀師榮譽感，特執行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015 年台灣景觀大賞」之評選工作。 

二、 申請類別 

徵選作品分為環境規劃類、公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及私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 

(一) 環境規劃類：內容包含城鄉、農村、社區、校園規劃、風景遊憩區、文化資產、 

 自然保育等。 

(二) 公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為有具體地點的景觀設計作品，且需已完工三年內之實際 

案例。內容包含所有的公園及廣場、建築物之外部開放空間、帶狀空間 (如水岸、徒步

區、園林道、自行車道)、特殊園區 (如校園、花園、遊樂園區、科學園區)等。 

(三) 私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為有具體地點的景觀設計作品，且需已完工三年內之實際 

案例。內容包含所有的住宅及社區、建築物之外部開放空間、帶狀空間 (如水岸、徒步

區、園林道、自行車道)、特殊園區 (如校園、花園、遊樂園區、科學園區)等。 

三、 評選方式 

(一) 評審委員組成：由景觀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 

(二) 將採二階段方式審查：初選及複選、決選；評選委員得依複選入圍名單按實際需要進行

實地勘評。 

四、 獎勵 

各類別獎勵名額以三名為原則，頒贈 2015 台灣景觀大賞獎座與獎狀。獎項得予從缺。 

五、 參選資格 

(一) 從事景觀相關行業達五年以上之個人、公司、團體或單位。 

(二) 持續致力於景觀專業，對景觀理論、專業及環境具持續性影響者。 

(三) 與景觀、城鄉、建築相關之政府單位。 

六、 作品送件內容 

(一) 環境規劃類： 

(1) 版面：作品請排版於 A0(841*1189mm)圖版上，限定直式，並以二張為限，以能完

整呈現其規劃內容為主。每一案例請繳交輸出之圖面 1 份。 

(2) 報告書：紙本 1 份。另可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如剪報、文章、書籍、獲獎、展覽、演

講等紀錄及其他資料)。 

(3) 電子檔：請燒錄資料光碟一份，需含所有繳交圖面及資料電子檔，並請另附上 PDF 

格式檔案，以利進行評選作業。    

(二) 公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私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 

(1) 版面：作品請排版於 A0(841*1189mm)圖版上，限定直式，並以二張為限。 

       版面內容請包含以下圖說：區位圖、基地環境關係圖、全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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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配置圖、各項立、剖面圖、重要細部圖或施工詳圖、透視或模擬圖、 

5-10 處重要設施或設計物之照片、完工照片。每一案例請繳交輸出之圖面 1 份。 

(2) 作品資料集：文件為 A3 格式大小，以能展現案例作品之內容為主，每件作品 

總頁數以 20 頁為限，每一案例請繳交 1 份。另可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如剪報、文章、

書籍、獲獎、展覽、演講等紀錄及其他資料。 

(3) 電子檔：請燒錄資料光碟一份，需含所有繳交圖面及資料電子檔，並請附上 PDF 

格式檔案，以利進行評選作業。  

七、 報名文件 

(一) 請填寫「2015 年臺灣景觀大賞」參選報名表，一件作品填寫一份報名表， 

各單位參選作品以三件為上限，詳附件一、二、三。 

(二) 請填寫著作權同意書詳附件四。 

八、 注意事項 

(一) 所有參選作品送件資料，請自留備份，概不退還。 

(二) 作品送件內容之版面、報告書及作品資料集上請勿標示參選者之個人或團體單位名稱。 

(三) 報名文件請獨立裝訂。 

(四) 參選景觀作品檢送之申請文件及資料不合規定者，逾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五) 主辦單位基於本活動推廣宣傳之需要，得逕行發表參選作品之圖文資料，不另致稿酬。 

(六) 徵選得獎作品之送件資料，本會有使用之權利，以供後續出版物及相關之宣傳活動。 

(七) 參與作品照片或影像之電子檔應有 350dpi 以上之解析度，以利製作出版物之需要。 

(八) 本項大獎評審委員名單將於舉辦初選前在本會網站上公布。 

(九) 本徵選辦法如有增刪修定，不另行通知，請隨時上網站查詢 

(http://www.landscape.org.tw/)或電洽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查詢。 

九、 報名方式  

(一) 報名相關訊息請詳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網站(http://www.landscape.org.tw/) 

(二) 請在作品最後送達時間前將作品送件內容及報名文件(報名表及著作權同意書) 

送達以下指定地址即完成報名手續，作品最後送達時間為： 

103 年 10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 

(三) 若您採親送及郵寄方式，作品收件地址：10574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14 號 3 樓 

(請註明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015 台灣景觀大賞-徵件報名收) 

(四) 附件五為參賽送件文件封面，請自行黏貼於報名文件袋上。 

十、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十一、聯絡方式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蘇小姐 

電話：02-2718-8096  傳真：02-2718-8670 

E-Mail：landscape.org@gmail.com 

http://www.landscap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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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15 年臺灣景觀大賞」 環境規劃類 參選報名表 

參選作品類別 

規劃類別： 

□城鄉 

□農村 

□社區 

□校園規劃 

□風景遊憩區 

□文化資產 

□自然保育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____鄉/鎮/區 

______________村里 

案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規劃範圍/面積： 規劃完成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月 

規劃期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年_____月 

參選基本資料 

業主/主管單位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者 

基本資料 

個人/團體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個人參選者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規劃設計成員：(個人參選者免填) 

 

參選資格 

之檢附資料 

請選擇參選資格，並於報名表後檢附相關資料。 

□從事景觀相關行業達五年以上之個人、公司、團體或單位。 

□持續致力於景觀專業，對景觀理論、專業及環境具持續性影響者。 

□與景觀、城鄉、建築相關之政府單位。 

 

參選單位聯絡人資料(個人參選者免填) 

聯絡單位  傳真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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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作品說明 

基地位置及環

境特色描述 

需包括基地區位關係圖（於 500 字內簡要說明） 

景觀規劃理念

及特色 

 

 

規劃理念或作品特色之說明（於 800 字內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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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15 年臺灣景觀大賞」 公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 參選報名表 

參選作品類別 

空間類別： 

□ 公園及廣場  

□ 建築物之外部開放空間  

□ 帶狀空間 (如水岸、徒步區、園林道、自行車道..等) 

□ 特殊園區 (如校園、花園、遊樂園區、科學園區..等)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_鄉/鎮/區 

___________村里 

案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地面積：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完工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月 

參選基本資料 

業主/主管單位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者 

基本資料 

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規劃設計成員： 

 

參選資格 

之檢附資料 

請選擇參選資格，並於報名表後檢附相關資料。 

□從事景觀相關行業達五年以上之個人、公司、團體或單位。 

□持續致力於景觀專業，對景觀理論、專業及環境具持續性影響者。 

□與景觀、城鄉、建築相關之政府單位。 

 
 
 
 
 
 
 
 

參選單位聯絡人資料 

聯絡單位  傳真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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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作品說明 

基地位置及環

境特色描述 

包括基地區位關係或基地未開發時之現況圖等（於 500 字內簡要說明） 

景觀設計理念

及特色 

 

 

設計理念或作品特色之說明（於 800 字內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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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15 年臺灣景觀大賞」私部門主導之景觀設計類 參選報名表 

參選作品類別 

空間類別： 

□ 住宅及社區 

□ 建築物之外部開放空間  

□ 帶狀空間 (如水岸、徒步區、園林道、自行車道..等) 

□ 特殊園區 (如校園、花園、遊樂園區、科學園區..等)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 

_____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_鄉/鎮/區 

___________村里 

案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地面積：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完工日期：___________年_______月 

參選基本資料 

業主/主管單位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者 

基本資料 

個人/團體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個人參選者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規劃設計成員：(個人參選者免填) 

 

 

參選資格 

之檢附資料 

請選擇參選資格，並於報名表後檢附相關資料。 

□從事景觀相關行業達五年以上之個人、公司、團體或單位。 

□持續致力於景觀專業，對景觀理論、專業及環境具持續性影響者。 

□與景觀、城鄉、建築相關之政府單位。 

 
 
 
 
 

參選單位聯絡人資料(個人參選者免填) 

聯絡單位  傳真  

聯絡人  地址  

電話  電子信箱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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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作品說明 

基地位置及環

境特色描述 

包括基地區位關係或基地未開發時之現況圖等（於 500 字內簡要說明） 

景觀設計理念

及特色 

 

 

設計理念或作品特色之說明（於 800 字內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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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15 年台灣景觀大賞」 

-著作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授權標的）： 

一、作者（授權）同意將該作品授權中華民國景觀學會（被授權人）作下述非營利性質之利用： 

1. 以紙本或數位方式出版。 

2. 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公開發表、列印、瀏覽等用。 

3. 配合行銷宣傳將作品納入資料庫或其它通路提供服務。 

4. 將作品以多種形式出版，以廣為宣傳，拓展雙方之知名度。 

二、作者保證該作品為其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作者另應保證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

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若因本作品發生權利糾紛，由作者自行負責，悉與本會無關。 

三、該作品若為二人之共同著作，由全體作者簽署。若由其中一位作者代表簽署時，代表簽署之作者

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 

此致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立同意書人（作者）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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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參賽送件文件封面 

 

參賽類別： 

參賽單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10574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14 號 3 樓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2015 台灣景觀大賞-徵件報名收 

           

       電話 02-2718-8096 

  (請自行黏貼於送件報名資料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