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年度彰化縣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實施計畫 

1. 主    旨：為推動彰化縣民認識綠建築，鼓勵興建符合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之綠建築，建立舒適、健康及環保之居住環境。 

2.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3. 執行單位：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4. 收件單位：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5. 報名交件時間：民國 103年 10月 22日~103 年 11月 5日。 

6. 交件地點：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63之 9號 6樓(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7. 作品講評及頒獎日期：103 年 11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9時 0分起。 

8. 作品講評及頒獎典禮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一行政大樓 1樓視聽簡報室(彰化

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號)。 

9. 作品展覽日期：民國 103年 11月 17日~103 年 11月 21日。 

10. 作品展覽地點：彰化縣政府中庭。 

11. 比賽辦法： 

(1).參加資格：限國內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個人）。 

(2).比賽內容：以能提出與綠建築相關之創意概念設計，並能引發縣民

興趣，提升綠建築興建需求之動力。 

     (3).規    格： 

A.將所有設計內容呈現於A1（84.1㎝×59.4㎝）紙張，並裱背於珍 

珠板上（每人最多限8張），如有模型（評審重點10%）應同時送 

達。 

              B.圖面作品裱貼在A1的珍珠板（以不超過8張為限，且不得連頁）， 

若有違此表現之作品，為表公平起見，即視為初審淘汰。 

(5).獎勵辦法：  

獎項 組數 
獎勵內容 

縣府獎勵 彰化縣建築師公會獎勵 

第一名 乙組 
獎金40,000元 

獎狀乙紙 
獎金40,000元 

第二名 二組 
每組獎金20,000元 

獎狀乙紙 
每組獎金15,000元 

第三名 二組 
每組獎金10,000元 

獎狀乙紙 
每組獎金10,000元 

佳  作 二十組 
每組獎金3,000元 

獎狀乙紙 

每組獎金2,000元 

 

其    它：本比賽實施細則如附件一。如有未盡事宜，隨時公布於彰化縣政府

網站及彰化建築師公會臉書。 

 



 

 

附件一     103年度彰化縣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實施細則 

一、實施辦法： 

(一)採自由報名參加，每件作品作者人數限 1人，每人僅限投一件。 

(二)參賽方式： 

1. 參賽者填妥報名表資料(含學生證)簽完名後，連同作品於 103年 10月 22

日~103 年 11月 5日前郵寄（或親自送）至收件單位(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並將報名表之檔案（採 word檔,可不含學生證） e-mail至收件單位（電

子信箱：charch.ch01@msa.hinet.net)，並確認後完成報名。 

2. 作品格式：將所有設計內容呈現於 A1（84.1㎝×59.4㎝）紙張，並裱背

於珍珠板上（每人最多限 8張），且在作品版面右下角以 5㎝ x5㎝直接

印上參賽者姓名及指導老師姓名後在上面加以彌封。圖說上如有出現參

賽者姓名，將失去參賽資格。如有模型（評審重點 10%）應同時送達。 

   特殊規定:為了方便展覽及評審的公平性，A1紙張請勿製成連頁，並請參

賽者於每張 A1之空白處編製頁碼，若非依上述「作品格式」表現之作品，

即視為初審淘汰。 

3. 於評選結果後舉辦頒獎典禮暨推廣說明活動，邀請具有綠建築背景之 

 專家學者進行有關綠建築之宣導說明。 

    (三)報名收件截止日期：民國 103年 10月 22日~103 年 11月 5日前以郵戳為憑

(亦可親送至彰化縣建築師公會(彰化市南郭路一段 63之 9號 6樓) 。 

 (四)評審委員：由承辦單位禮聘委員擔任。 

 (五)評審重點：創意構想（40%）、可行性（30%）、表現法（20%,內含 3D透視圖

10%）、模型（10%）。 

    (六)作品講評及頒獎日期：103年 11月 18日（二）上午 9時 0分起。 

    (七)作品講評及頒獎典禮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一行政大樓 1樓視聽簡報室。 

    (八)成果展示時間及地點：民國 103年 11月 17日~103 年 11月 21日。於彰化

縣政府中庭。  

二、設計題目：詳如後附。 

   

三、相關事項： 

 (一) 作品一經遞交於比賽頒獎後 1個月內得向彰化縣建築師公會索回(除第一名

至第三名作品除外)，如超過期限一概不發還，參賽者必須自行保存比賽作

品之副本，且必須遵守辦理單位及評審的決定，不得有異議。 

 (二) 參加者必需同意所有遞交作品之版權，屬於主辦單位所有。 

 (三) 比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不得抄襲、模仿、剽竊他人作品；比賽作品被發 現

有侵權成分將被取消資格。 

 (四) 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修訂比賽規則的權利，並對比賽結果擁有最終決定權。 

 (五)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比賽作品以任何形式公開展示，無須繳付任何費用給予

參賽者。



著作財產讓與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同意遵守「彰化縣綠建築情境創意設

計比賽實施細則」各項規定。保證本人提供之作品為未曾得獎之作

品，且無抄襲之情事。若有抄襲不實者，如遭受檢舉或產生糾紛爭議，

經查證屬實，本人自負法律責任。主辦單位並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金及獎狀。 

 本人同意作品若獲錄取，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主辦

單位所有，並承諾對於主辦單位及其所授權者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且

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推廣利用，包括以任何形式行使重製、編輯、

改作及公開陳列、展示、印製、光碟、宣傳品設計、量產、上載網路

及建置於網際網路公開傳輸等方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利用本著

作。本主辦單位並得再授權他人為上開方式之推廣利用。 

 

 

 

立書人簽名：                     （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連絡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03 年度彰化縣綠建築情境創意設計比賽報名表  
       作品編號（報名者勿填）：             

報名方式： 

◎參賽者填妥報名表資料後（含學生證）簽完名後，連同作品郵寄（或親自送）到收件單位，並

將下方表格 e-mail（採 word檔,可不含學生證）至收件單位(彰化縣建築師公會,電子信箱：

charch.ch01@msa.hinet.net)，並確認後完成報名。 

◎參賽者在作品版面右下角以 5㎝ x5㎝直接印上參賽者姓名及指導老師姓名後在上面加

以彌封，圖說上如有出現參賽者姓名，將失去參賽資格。如有模型（評審重點 10%）應

同時送達。 

◎參賽者應繳交著作財產讓與同意書一份。 

◎郵寄或親送作品與著作財產讓與同意書： 

學生證正 

反面影印 

本浮貼處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 

學    校  科      系  

生    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作品格式 

作品張數（勿製成連頁）-------- Ａ1共    張並裱背於珍珠板上 

模型----------------------------□有        □無 

透視圖--------------------------□有        □無 



 

 

 

 

收件單位：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電子信箱：charch.ch01@msa.hinet.net   

洽辦人員：梁祕書 

   

 

設計題名 （請務必填寫） 

設 

計 

概 

念 

簡 

述 

（500字以內，中、英文擇一，勿中英文夾雜） 

（請務必填寫，並以 Word檔建立） 

 

 

 

 

 

 

 

 

 

 

 

 

 

 

 

 

 

確 

認 

本人親自填寫上述資料，並無不實之記載，參賽之作品為獨立製作，並無抄
襲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若經檢舉查證屬實，願意放棄參賽資格，若已領
獎將退還獎金及獎狀，並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請親自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mailto:charch.ch01@msa.hinet.net


103 年度綠建築創意設計比賽 

題目：線西海邊．．．一棟想飛的「民宿」．．． 

題旨： 

線西鄉位於台灣彰化縣西北部，西濱台灣海峽，鄰近伸港工業區及彰濱工

業區。有位常年往返台灣大陸的台商(年近60歲)，對線西海線一帶的風景甚

有感觸，想在靠海的自有建地上（如附圖所示），安排其退休生活，蓋四代

宅並附加民宿經營與大家共享美景（營利非其首要考量），願能結合綠建築

並充份考慮當地的氣候。 

設計要點： 

綠建築設計（除考慮使用風力及太陽能發電，亦要針對其衍生之問題，提

出因應之道）、植栽計劃及敷地計劃。 

空間需求及家庭人員組成： 

１． 孝親房、女傭房（業主父親早亡，由母親一手拉拔長大，事母甚孝，

母親年約 80歲，身體尚稱康健，惟平時由一女傭＿業主稱其阿美姐，

幫忙打理生活起居，並協助處理家務＿如煮飯、洗衣及清掃。） 

２． 主臥室（業主的太太平常在彰濱工業區的工廠協助處理台灣公司業

務） 

３． 小孩房（一男一女，女兒年約 20歲，為在台北就讀的大學生常返家，

男兒年約 30歲，退伍後即隨父親奔走中台兩地，己有一論及婚嫁的

女友，而業主與兒子討論後，兒子希望婚後能與家人同住，但，又

希望能保有其隱私。） 

４． 自家起居室、廚房及餐廳 

５． 卡拉 OK室（可供民宿及自家使用） 

６． 狗屋（一隻台灣土狗＿小黑，一隻秋田犬＿小黃兩隻感情良好） 

７． 觀賞落日的大型景觀平台 

８． 戶外庭園（希望能結合魚塭之利，供民宿客人釣魚；業主也常同朋

友在此垂釣。） 

９． 民宿空間（管理室一間，供一名工作人員生活使用＿含衛浴，雙人

房８間；四人房２間；廚房餐廳各１間） 

 

＊ ＊＊ 空間需求及基地環境若題目說明不足，請合理假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5%B7%E5%B3%BD


基地與環境： 

基地位於線西鄉臨海的建地上，前方有漁塭，北邊為乙種建築用地，下方為

自家之魚塭，臨十二米的計劃道路，西側臨海，距離約一公里，於天氣晴朗

時，可從稍高處看到海邊。（如下圖所示） 

 

 

 

 



作品規格: 

圖面作品裱貼在A1的珍珠板（以不超過8張為限，且不得連頁），若有違此表

現之作品，為表公平起見，即視為初審淘汰。 

1.設計說明如：空間劇本、綠建築手法及風土建築等結合設計想法。 

2.平面、立面、剖面_比例不得小於二百分之一。 

3.透視圖、模型。 

建議參考資料: 

A.書目: 

綠建築84技術/林憲德 

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全球熱溼氣候自然通風綠建築/陳海曙 

綠色魔法學校：傻瓜兵團打造零碳綠建築/林憲德 

B.網站: 

仰山文教基金會（宜蘭厝） 

http://www.youngsun.org.tw/house/ 

宜蘭厝風土綠建築 

http://www.greeninside.com.tw/?p=439 

彰化縣政府電子地圖 

http://www.urban.chcg.gov.tw/A97017R_Index/Contents/A99016U_Bo

okmapMG_new.aspx 

電子地圖便民服務/彰化縣電子地圖(新版) 

Google地圖_街景服務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 

線西鄉公所網頁 

http://town.chcg.gov.tw/xianxi/00home/index8.asp 

台大綠房子 

http://www.ecohouse.org.tw/ 

http://www.youngsun.org.tw/house/
http://www.greeninside.com.tw/?p=439
http://www.urban.chcg.gov.tw/A97017R_Index/Contents/A99016U_BookmapMG_new.aspx
http://www.urban.chcg.gov.tw/A97017R_Index/Contents/A99016U_BookmapMG_new.aspx
https://maps.google.com.tw/maps?hl=zh-TW
http://town.chcg.gov.tw/xianxi/00home/index8.asp
http://www.ecohouse.org.tw/


C.線西海邊的真實相片: 

 

線西海邊_塭仔港 塭仔港附近之寓埔排水道 

  

台 17線之沿海風景 138甲縣道_線西段之 GOOGLE實際街景 

  

線西海邊之魚塭_GOOGLE實際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