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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20 建築與規劃新人獎 

 
聚焦於畢業設計作品，傾聽二十代青年的聲音，探討建築、城鄉發展、環

境規劃以及人與土地的想像與實踐。 
畢業設計是建築與相關領域學子多年學習成果的累積，從發現議題、選擇

基地、調查分析、提出解決方案到完成設計，學生克服眾多挑戰，以自己的觀

點闡述意見，使得畢業設計在建築人的心中多了一份難以忘懷的意義。本活動

促進建築與規劃領域交流，支持青年展現自我，自 2013 年至今已進行至第八

屆。今年因應疫情與全球趨勢，將活動轉為線上競圖，並擴大邀請範圍，以促

進建築圈的全方位交流，盡力推廣優秀作品並為青年創建更好的舞台。 
 

『用畢業設計與世界對話，畢業不是終點，是新的啟程』 
 
 

一、競賽時程 

6 月 01 日，徵件開始 
6 月 30 日，報名截止 
7 月 06 日，公告自行報名作品收取名單 
7 月 10 日，初賽分組評審抽籤 
7 月 期間，初賽審查 
8 月 07 日，公布決賽入圍名單 
8 月 期間，評審最終審查 
8 月 15 日，第八屆 TEAM20 建築規劃新人獎（線上）開展 
8 月 31 日，公布獲獎名單 
★ 以上日程，皆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MT+8 時區為準。 
 

二、競賽方式 

考量建築與規劃領域的廣泛性與尺度、內容的差異，為了能更深度探

討並公平進行評選，本競賽特別設立「建築設計」及「城鄉規劃」兩組，

分組評選。 
參賽學生得依作品設計內容、尺度與特色自行評估選擇報名參賽組

別，不以畢業系所為限定，亦不得同時選報兩組參賽，於報名時填寫選定

組別，報名後不得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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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內容說明 
˙建築設計組 
  以建築個體及群體之內外空間、結構、構造、形體等為主體的設計作品 
˙城鄉規劃組 
  處理街區、小區、鄰里至整體城鄉之空間或組織關係的設計作品 

 

三、參加對象與資格 

1. 建築與規劃領域相關科系大專應屆畢業生。以校為單位，每校限制參

賽作品數，建築組 2 件作品，規劃組 2 件作品。 
2. 當年度畢業設計作品，不限個人創作或團體創作（如為團體創作需推

派一人代表填繳報名資料），同作品不得重複提報參賽。 
3. 參賽報名時依創作內容選取參賽組別（建築設計、城鄉規劃），報名選

定後即不得更改。 
★ 收取參賽作品以院校教師推派優先（推派作品請由院校取得推薦連結

報名）。如未接獲邀請，仍歡迎同學自行透過官網連結，報名參加。 
★ 如各校報名作品件數超過規範名額（建築組 2 件，規劃組 2 件），則以

院校推派優先，其次依同學報名時間順序為判定。建議同學盡早報名以獲

取參賽資格。 
 

四、報名及繳件方式 

執行兩步驟提交作品，報名參賽 
1.電子檔案提繳 
a.封面圖，橫式長方形 jpg 圖檔，做為顯示圖，解析度 1920x768。 
b.作品代表圖 1 張，方形 jpg 圖檔，解析度 1920x1920。 
c.內容圖說 20 張，方形 jpg 圖檔，解析度 1920x1920，圖面內容不得露出

學校及作者姓名相關資訊，圖檔命名標示【競賽組別_學校_姓名_圖片順

序】（務必清楚標示圖序，以確保評審能正確閱讀作品） 
d.作品集 pdf 檔案，A4 尺寸，直橫式不拘，解析度 350dpi，封面需清楚標

明學校、作品名稱及作者姓名（用於會後出版與推廣應用） 
e.著作權聲明書（請於官網下載），創作者親筆簽名授權，簽署後掃描為

pdf 檔案上傳（如為團體創作，所有成員皆須簽名） 
★ 以上檔案（a、b、c、d、e，5 項必需內容），檔案請勿壓縮，上傳

個人雲端空間，資料夾命名【競賽組別_學校_姓名】，並開啟下載

權限，於報名表內填寫下載連結，提供主辦方下載收取（雲端檔案

須提供下載至 9 月 01 日後方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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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寫網路報名單（院校推薦代表請與推薦單位聯繫，取得推薦報名連

結；自行報名同學，請至官網進入報名連結）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聯絡方式，作品內容。 

於報名單內填上電子檔案提繳下載連結。 
 

五、注意事項提醒 

(1) 競賽統一採取線上報名，繳交作品電子檔案。 
(2) 活動邀請海外評審參與，並安排優秀作品透過社群媒體向外推薦，建

議同學作品資訊欄以雙語填寫，以利評審審查。 
(3) 本次比賽評選皆為線上審查，全部資料以線上呈現，請考量評委線上

查閱觀看為出發點。建議編排順序，清晰說明作品與思考脈絡，讓評

審們在瀏覽作品時，能順著同學呈現圖面，充分理解設計意圖。 
(4) 建議考量圖片呈現於電腦及手機的效果，可測試自己的說明圖，在手

機屏幕的尺度上，說明內容（文字與圖）是否仍然易於閱讀。 
(5) 封面圖以及代表圖，為展現自己的第一步，建議設計一個具有作品特

色的代表圖，給評審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封面圖橫式長方形 jpg 檔，

解析度 1920x768；代表圖為方形 jpg 檔，1920x1920 解析度。 
(6) 敬請參賽者遵守繳件格式和時間，逾期或內容缺漏、格式不符者，主

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請詳閱繳件方式及注意事項。 
如收件中有任何內容缺漏，主辦單位得以信件聯繫告知，如無法及時

取得回覆，主辦單位得因比賽時程考量，取消其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7) 為確保競賽公平，及收件作業流程，活動期間報名提交之作品文件，

一律以第一次提交為準，恕不得於中途申請更換或二次提交內容。 
(8) 報名單內填寫的各項聯繫方式、電話、通訊軟體、信箱，將作為活動

聯繫與後續聯絡使用，請注意填寫正確，並定期關注收信。 
(9) 關注 FB 官方粉絲專頁@TaipeiTeam20，活動相關訊息將進行統一公告，

不再個別寄信通知，如有任何簡章未盡完善處，主辦方保留修改資

格。 
(10) 簡章所載競賽時程，皆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MT+8 時區為準，請同學

自行注意報名及收件截止時間。 
 

六、活動洽詢聯繫 

活動官方網站：www.team20.org 
Email：team20@euic.com.tw  
洽詢電話：00-886-2-27825881  
中文請撥打分機：2370（晨安） 
英文請撥打分機：2373（Mag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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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審組成及評圖規範 

評審團組成 
歷年來 TEAM20 邀請兩岸 30 多所頂尖建築規劃院校參賽，並推派由各

校學者專家二位分別出任建築組與規劃組評審，每屆約 50 多位老師及專家

組成評審團。因應今年競賽模式轉變，將評審團陣容擴大，邀請海內外多

所知名建築與規劃院校，及業界建築師，組成產學經驗兼備的專業評審

團。 
評審團名單將於報名徵件截止後公告於活動官網。 
 

評圖規範 
競賽作品分建築設計組與城鄉規劃組，分別評選。由參賽者自行選定

參加組別，各組內進行初賽及決賽二階段線上評選。 
˙各組作品分為數個小組進行初賽，初賽小組與評審分配由抽籤決定。

初賽抽籤於官方 Fb 粉絲專業進行全程直播。（直播時間另於專頁公告） 
˙初賽抽籤： 
報名作品打散學校，隨機抽選作品小組。 
再抽取小組搭配評審。 
依照評審數量與參賽作品數分配，每個小組配給多位評審評判。 

 
1.初賽（7 月 17 日～7 月 31 日） 
評審對小組內每件作品進行評分，各給予 1～10 分，並可給予評語。 
評審評語後續將安排露出於 TEAM20map 資料庫，提供同學參考。 
入選：計算每件作品獲得的平均分數，平均分數高於 7 分，即為入選。 
優選：計算每件作品平均分數，獲得較高的前 30 名即為優選。 
（如遇到同分者，以獲得評判 10 分的總數，量多者優先晉級，依次類推比

評 9 分、8 分…的數量。） 
 

2.決賽（8 月 12 日～8 月 26 日） 
所有評審老師查看進入優選的 30 件作品。 
評審從 30 件作品中選出 3 件優秀作品給分，依序給予 3 分、2 分、1 分。 
計算每件作品獲得分數總合，依次排名，分數高者前 3 名獲得 Team20
獎，分數最高者為首獎。 
（如遇到同分者，以獲得評判 3 分的總數，量多者為勝，依次比較 2 分、1
分的數量。） 
 
 
 



-5- 
 

 
 
 
 
 

八、獲獎權益（建築組、規劃組分別獲得） 

˙ 入選作品 xN 名 
經評選之入選作品將獲得 TEAM20 寄發電子版入選證書。 
如有個別需求，可自行負擔寄送及工本費，申請紙本證書。 

˙ 優選作品 x30 名 
作品收錄出版，並獲贈競賽專刊乙本 
優選獎狀 

˙ Team20 獎 x2 名 
獲贈競賽專刊乙本 
獎狀、獎座 

˙ Team20 首獎 x1 名 
獲贈競賽專刊乙本 
獎狀、獎座 
獨得獎金新台幣 20,000 元 

˙ 作品推廣 
獲獎作品將收錄於本屆競賽專刊，並在社群及網路平台大力推廣。 
 

九、著作權聲明 

本次競圖所有參賽作品，其著作人格權屬於各設計者。所有參與競圖

者應保證該作品為原創作品，且為唯一版本，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

否則須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並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原設計者與參與單位同意主辦單位對於各參賽作品及評選報告內容，

得以各種形式與外部團體合作，公開露出、展覽、宣傳、刊印發行、製作

紀念物品。 

 

十、同意事項 

本人同意所有報名資料以網路報名登錄內容為準，報名時已詳細閱讀

簡章及報名表單內的詳細規範，並同意主辦單位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範，直接或間接對本人個人資料進行合理的處理與利用。 
報名之各項資料均為本人親自填報，各項報名文件若有偽造、變更、

冒用等不實情事，願負法律責任並取消競賽資格，本人已詳閱簡章中各項

權利義務，爾後若因本人未留意導致影響競賽參與或結果時，責任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