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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0 建筑与规划新人奖 

 

聚焦于毕业设计作品，倾听二十代青年的声音，探讨建筑、城乡发展、环

境规划以及人与土地的想象与实践。 
毕业设计是建筑与相关领域学子多年学习成果的累积，从发现议题、选择

基地、调查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到完成设计，学生克服众多挑战，以自己的观

点阐述意见，使得毕业设计在建筑人的心中多了一份难以忘怀的意义。本活动

促进建筑与规划领域交流，支持青年展现自我，自 2013 年至今已进行至第八

届。今年因应疫情与全球趋势，将活动转为在线竞图，并扩大邀请范围，以促

进建筑圈的全方位交流，尽力推广优秀作品并为青年创建更好的舞台。 
 

『用毕业设计与世界对话，毕业不是终点，是新的启程』 
 
 

一、竞赛时程 

6 月 01 日，征件开始 
6 月 30 日，报名截止 
7 月 06 日，公告自行报名作品收取名单 
7 月 10 日，初赛分组评审抽签 
7 月 期间，初赛审查 
8 月 07 日，公布决赛入围名单 
8 月 期间，评审最终审查 
8 月 15 日，第八届 TEAM20 建筑规划新人奖（在线）开展 
8 月 31 日，公布获奖名单 
★ 以上日程，皆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8 时区为准。 
 

二、竞赛方式 

考虑建筑与规划领域的广泛性与尺度、内容的差异，为了能更深度探

讨并公平进行评选，本竞赛特别设立「建筑设计」及「城乡规划」两组，

分组评选。 
参赛学生得依作品设计内容、尺度与特色自行评估选择报名参赛组

别，不以毕业系所为限定，亦不得同时选报两组参赛，于报名时填写选定

组别，报名后不得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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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内容说明 
˙建筑设计组 
  以建筑个体及群体之内外空间、结构、构造、形体等为主体的设计作品 
˙城乡规划组 
  处理街区、小区、邻里至整体城乡之空间或组织关系的设计作品 
 

三、参加对象与资格 

1. 建筑与规划领域相关高校本科应届毕业生。以校为单位，每校限制参

赛作品数，建筑组 2 件作品，规划组 2 件作品。 
2. 当年度毕业设计作品，不限个人创作或团体创作（如为团体创作需推

派一人代表填缴报名单），同作品不得重复提报参赛。 
3. 参赛报名时依创作内容选取参赛组别（建筑设计、城乡规划），报名选

定后即不得更改。 
★ 收取参赛作品以院校教师推派优先（推派作品请由院校取得推荐连结

报名）。如未接获邀请，仍欢迎同学自行透过官网连结，报名参加。 
★ 如各校报名作品件数超过规范名额（建筑组 2 件，规划组 2 件），则以

院校推派优先，其次依同学报名时间顺序为判定。建议同学尽早报名以获

取参赛资格。 
 

四、报名及缴件方式 

执行两步骤提交作品，报名参赛 
1.电子档案提缴 
a.封面图，横式长方形 jpg 图，做为显示图，分辨率 1920x768。 
b.作品代表图 1 张，方形 jpg 图，分辨率 1920x1920。 
c.内容图说 20 张，方形 jpg 图，分辨率 1920x1920，图面内容不得露出学

校及作者姓名相关信息，图档命名标示【竞赛组别_学校_姓名_图片顺序】

（务必清楚标示图序，以确保评审能正确阅读作品） 
d.作品集 pdf 档案，A4 尺寸，直横式不拘，分辨率 350dpi，封面需清楚标

明学校、作品名称及作者姓名（用于会后出版与推广应用） 
e.著作权声明书（请于官网下载），创作者亲笔签名授权，签署后扫描为

pdf 档案上传（如为团体创作，所有成员皆须签名） 
★ 以上档案（a、b、c、d、e，5 项必需内容），档案请勿压缩，上传

个人云端空间，文件夹命名【竞赛组别_学校_姓名】，并开启下载

权限，于报名表内填写下载连结，提供主办方下载收取（云端档案

须提供下载至 9 月 01 日后方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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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网络报名单（院校推荐代表请与推荐单位联系，取得推荐报名连

结；自行报名同学，请至官网进入报名连结） 
  填写个人基本数据，联络方式，作品内容。 

上传作品代表图 jpg，于报名单内填上电子档案提缴下载连结。 
 

五、注意事项提醒 

(1) 竞赛统一采取在线报名，缴交作品电子档案。 
(2) 活动邀请海外评审参与，并安排优秀作品透过社群媒体向外推荐，建

议同学作品信息栏以双语填写，以利评审审查。 
(3) 本次比赛评选皆为在线审查，全部数据以在线方式呈现，请考虑评委

在线查阅观看为出发点。建议编排顺序，清晰说明作品与思考脉络，

让评审们在浏览作品时，能顺着同学呈现图面充分理解设计意图。 
(4) 建议考虑图片呈现于计算机及手机的效果，可测试自己的说明图，在

手机屏幕的尺度上，说明内容（文字与图）是否仍然易于阅读。 
(5) 封面图以及代表图，为展现自己的第一步，建议设计一个具有作品特

色的代表图，给评审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封面图横式长方形 jpg，分

辨率 1920x768；代表图为方形 jpg，1920x1920 分辨率。 
(6) 敬请参赛者遵守缴件格式和时间，逾期或内容缺漏、格式不符者，主

办单位得取消其参赛资格。请详阅缴件方式及注意事项。 
如收件中有任何内容缺漏，主办单位得以信件联系告知，如无法及时

取得回复，主办单位得因比赛时程考虑，取消其参赛资格不得异议。 
(7) 为确保竞赛公平，及收件作业流程，活动期间报名提交之作品文件，

一律以第一次提交为准，恕不得于中途申请更换或二次提交内容。 
(8) 报名单内填写的各项联系方式、电话、通讯软件、信箱，将作为活动

联系与后续联络使用，请注意填写正确，并定期关注收信。 
(9) 关注 FB 官方粉丝专页@TaipeiTeam20，大陆同学于报名后可参加竞赛微

信群，活动相关讯息将进行统一公告，不再个别寄信通知，如有任何

简章未尽完善处，主办方保留修改资格。 
(10) 简章所载竞赛时程，皆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8 时区为准，请同学

自行注意报名及收件截止时间。 
 

六、活动洽询联系 

活动官方网站：www.team20.org 
Email：team20@euic.com.tw 
洽询电话：00-886-2-27825881  
中文请拨打分机：2370（晨安） 
英文请拨打分机：2373（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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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审组成及评图规范 

评审团组成 
历年来 TEAM20 邀请两岸 30 多所顶尖建筑规划院校参赛，并由各校推

派学者专家二位分别出任建筑组与规划组评审，每届约 50 多位老师及专家

组成评审团。因应今年竞赛模式转变，将评审团阵容扩大，邀请海内外多

所知名建筑与规划院校，及业界建筑师，组成产学经验兼备的专业评审

团。 
评审团名单将于报名征件截止后公告于活动官网。 
 

评图规范 
竞赛作品分建筑设计组与城乡规划组，分别评选。由参赛者自行选定

参加组别，各组内进行初赛及决赛二阶段在线评选。 
˙各组作品分为数个小组进行初赛，初赛小组与评审分配由抽签决定。

初赛抽签于官方 Fb 粉丝专业进行全程直播。（直播时间另于专页公告） 
˙初赛抽签： 
报名作品打散学校，随机抽选作品小组。 
再抽取小组搭配评审。 
依照评审数量与参赛作品数分配，每个小组配给多位评审评判。 

 
1.初赛（7 月 17 日～7 月 31 日） 
评审对小组内每件作品进行评分，各给予 1～10 分，并可给予评语。 
评审评语后续将安排露出于 TEAM20map 资料库，提供同学参考。 
入选：计算每件作品获得的平均分数，平均分数高于 7 分，即为入选。 
优选：计算每件作品平均分数，获得较高的前 30 名即为优选，进入决赛。 
（如遇到同分者，以获得评判 10 分的总数，量多者优先晋级，依次类推比

评 9 分、8 分…的数量。） 
 
2.决赛（8 月 12 日～8 月 26 日） 
所有评审老师查看进入优选的 30 件作品。 
评审从 30 件作品中选出 3 件优秀作品给分，依序给予 3 分、2 分、1 分。 
计算每件作品获得分数总合，依次排名，分数高者前 3 名获得 Team20
奖，分数最高者为首奖。 
（如遇到同分者，以获得评判 3 分的总数，量多者为胜，依次比较 2 分、1
分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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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获奖权益（建築組、規劃組分別獲得） 

˙ 入选作品 xN 名 
经评选之入选作品将获得 TEAM20 寄发电子版入选证书。 
如有个别需求，可自行负担寄送及工本费，申请纸本证书。 

˙ 优选作品 x30 名 
作品收录出版，并获赠竞赛专刊乙本 
优选奖状 

˙ Team20 奖 x2 名 
获赠竞赛专刊乙本 
奖状、奖座 

˙ Team20 首奖 x1 名 
获赠竞赛专刊乙本 
奖状、奖座 
独得奖金新台币 20,000 元 

˙ 作品推广 
获奖作品将收录于本届竞赛专刊，并在社群及网络平台大力推广。 

 

九、著作权声明 

本次竞图所有参赛作品，其著作人格权属于各设计者。所有参与竞图

者应保证该作品为原创作品，且为唯一版本，无侵害他人著作权之情事，

否则须负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原设计者与参与单位同意主办单位对于各参赛作品及评选报告内容，

得以各种形式与外部团体合作，公开露出、展览、宣传、刊印发行、制作

纪念物品。 
 

十、同意事项 

本人同意所有报名数据以网络报名登录内容为准，报名时已详细阅读

简章及报名单内的详细规范，并同意主办单位依据「个人资料保护法」之

规范，直接或间接对本人个人资料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利用。 
报名之各项数据均为本人亲自填报，各项报名文件若有伪造、变更、

冒用等不实情事，愿负法律责任并取消竞赛资格，本人已详阅简章中各项

权利义务，尔后若因本人未留意导致影响竞赛参与或结果时，责任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