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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艋舺公園願景工作坊暨提案競賽（競圖競賽） 徵件辦法 

壹、 活動緣起及目的 

位在臺北市萬華區的艋舺公園內有很多富含許多文化意涵的設計，公園的廟埕廣場與

龍山寺相接，是臺北市歷史、文化與宗教之重要景點。本次競賽辦理，期望延續艋舺

公園內原有設計元素，同時考量萬華艋舺無圍牆計畫，提出對於艋舺公園內的植栽配

置、設施及夜間照明之景觀規劃未來願景。 

 

貳、 徵件主題 

競賽主題為「穿透的光年」，以艋舺公園作為設計範圍（附件三）。以穿透圍牆、

融合都會城市及人文歷史距離的概念，促使艋舺公園打破固有想法與藩籬，從景觀改

善願景有新的可能性。 

期盼透過本競賽啟動在地居民、景觀相關科系學生及景觀專業者相互激盪，拉近市民

與景觀專業者距離，對於人文歷史與現代都會時光融合進行議題討論發想，以艋舺公

園未來景觀改善願景為主軸，本次競賽重點內容如下： 

 艋舺公園環境改善、光環境與龍山寺之整體結合。 

 整體設施及照明改善設計。 

 強化公園植栽設計。 

 公園內指標系統設計。 

 其他注意項目：規劃構想以不影響商場與捷運的地下結構為前提，同時應保留現

有設施如捷運、商場、停車場等重要出入口及具有歷史文化意涵的廟埕廣場等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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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施。 

參、 參賽對象 

一、全台景觀設計、空間設計及相關專業者、及全國大專院校景觀設計相關科系與研究所

背景的在校學生皆可參與，可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報名。 

二、每組參賽單位至多 2 人。 

三、凡在學學生報名參賽隊伍得有一名設計指導老師帶領參與本競賽活動。 

肆、 競賽執行方式 

一、宣傳徵件及議題討論：辦理第一場願景工作坊(報名連結如 P2)，邀請地方團體、公部

門、相關專家學者與參賽團隊分組討論，針對基地現況說明及議題交流，為鼓勵參賽

隊伍踴躍出席工作坊，凡參與本次願景工作坊之團隊可優先獲得初選資格，資格認定

方式依當日出席簽名表為主。 

二、第一階段初選：採評選委員書面審查作業，並選出 15 組進行第二階段複選。 

三、第二階段複選：由參賽者進行簡報，公開評選出前三名於第二場願景工作坊進行頒獎

及成果發表。 

 

伍、 競賽時程 

一、競賽徵件時程： 

（一）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3 月 25 日(四)，以寄件時間為憑。 

（二）第一場願景工作坊： 

1.時間：110 年 3 月 4 日(四)，13：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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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點：龍山文創基地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45 號 B2)多功能展演廳。 

3.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3re7q，至 110 年 3 月 3 日中午 12:00 前截止。 

二、第一階段初審結果公告時程：110 年 4 月 1 日(四)，信件通知並通知複審時間地點。 

三、第二階段複選結果公告及第二場願景工作坊時程： 

（一）複選公開評選：暫定 110 年 4 月 6~9 日間進行簡報，另行公告時間及地點。 

（二）評選結果公告：110 年 4 月 15 日(四)，信件通知得獎單位，並於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官網公布。 

（三）第二場願景工作坊(頒獎及得獎作品發表)： 

1.時間：110 年 4 月 29 日(四)，13：00-16：00。 

2.地點：龍山文創基地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45 號 B2)多功能展演廳。 

陸、 評選及獎勵辦法 

一、評選委員：評選委員會由 7 人組成，其中主辦單位 2 人，外聘之專家學者 5 人，評選

委員為國內外具景觀專業資歷之專家學者。 

二、複選標準：評選標準與評分比重如下 

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子項 評分比例 備註 

一 創意與創新  

1. 切合主題。 

2. 規劃設計作品之創意表現：包括設計

之意涵表達、構造物之造型表現，使

用空間之靈活運用，歷史文化表達與

自然環境融合與協調。 

20% 

 

 

二 設計理念和思考  

1. 規劃設計作品之設計理念說明。 

2. 規劃設計作品反映對機關需求及背景

資料之瞭解程度。 

3. 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兼顧使

用者需求之友善設計。 

30% 

三 
基地環境分析和落

實手法 

1. 基地環境分析。 

2. 規劃設計方案之配置圖，包含平面設

計圖、植栽配置圖、設施、照明配置

30% 

https://reurl.cc/Q3re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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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標系統等之創意表現。 

3. 相關之剖立面圖、透視圖等基本設計

圖說之完整性。 

四 

整體版面設計呈現

效果設計溝通表現

方式 

1. 與周遭環境整體契合度與連結性。 

2. 空間美感、材質運用、尺度感、藝術

性等的合適掌握。 

10% 

五 簡報 簡報內容之完整性與豐富度 10% 

三、獎勵辦法：包括下列獎項，各獎項根據參賽作品實際表現頒贈，若作品未達該獎項標

準得予從缺，獲獎作品將於第二場願景工作坊接受頒獎，如無法出席得委由他人代為

領獎。 

（一）第一名共計一名，頒發獎狀與新台幣 五萬元獎金。 

（二）第二名共計一名，頒發獎狀與新台幣 三萬元獎金。 

（三）第三名共計一名，頒發獎狀與新台幣 兩萬元獎金。 

（四）優選共計七名，頒發獎狀。 

柒、 繳件方式及徵件作品內容 

請依競賽辦法規定期限內繳交相關文件及作品，且為響應環保第一階段初選無須寄送

紙本作品，初選入選單位由主辦機關統一印製紙本進行複選。 

一、第一階段初審需繳交：報名表（附件一）、著作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二）、參賽作品（PDF

檔案）、參賽作品補充資料集（PDF 檔案）。 

（一）報名表詳見附件一，並檢附以下資料： 

1.附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須有學籍者為 109 學年度註冊章）或相關受訓證明。 

2.在職人員或曾參與相關訓練課程，請提供在職證明或相關受訓、畢業證明。 

（二）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詳見附件二。 

（三）參賽作品內容及尺寸說明： 

1.單張 A0 圖面（84.1*118.9 cm）版面以直式為主，文字與圖面配合簡潔有效呈現作

品，語言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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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主題命名。 

3.圖面內容如下，相關圖資可自行準備或參考主辦單位提供（附件三）： 

（1）設計說明與理念（兩百字為限）。 

（2）基地環境分析。 

（3）規劃設計方案之配置圖，包含平面設計圖、植栽配置圖、設施、照明配置及指

標系統等。 

（4）相關之剖立面圖、透視圖等基本設計圖說。 

4.規劃設計應考量可執行性，提供之圖說應以適當比例尺呈現，建議比例如規劃配置

圖（1：1000）、設計配置圖（1：600）、其餘相關細部圖說及剖立面（1：20 至 1：

200）等。 

（四）參賽作品補充資料集：若有需要可製作，相關內容以 A4 呈現，頁數不超過 10 頁，

語言為中文。 

二、第二階段複選：入選團隊由主辦單位印製紙本進行評選，團隊請準備評選簡報依主辦

單位通知時間、地點、及相關簡報規定辦理。 

三、繳件注意事項： 

（一）作品請以 PDF 檔案格式儲存至雲端（手繪圖稿亦請掃瞄轉存 PDF 檔），並於檔案名

稱標註順序，將雲端連結寄送至收件信箱 landscape.org005@gmail.com，寄信

主旨請註明設計者與作品名稱（如：艋舺公園競圖競賽-姓名-作品名稱），以利上傳

景觀學會網站展出與進行作品編輯作業。 

（二）作品上傳後請確定該雲端連結可檢視以及下載，若主辦單位無法下載設計作品，將

視為自動放棄參賽資格。 

（三）參賽作品圖面不得有姓名與學校等與作者相關的資料與註記。 

（四）逾報名期限、文件不全，作品規格、參賽資格或其他不符參賽規定者將無法取得參

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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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著作權說明 

一、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無償擁有參賽作品之重製、改作、節錄、發表、媒體刊載、展覽、

製作相關物品等權利。 

二、所有參賽作品其著作權屬原設計者。 

三、所有參賽者應保證參賽作品為原創作品，且為唯一版本，無侵害他人著作權等智慧財

產權之一切情事，否則需負全部法律責任，並追究其相關責任。 

玖、 注意事項 

一、所有參賽作品與送件資料，請自留備份概不退還。 

二、若於收件期限內未繳交送件資料則視同放棄報名資格。 

三、主辦單位基於本活動推廣宣傳之需要，得逕行發表參賽作品之圖文資料，不另致稿酬。 

四、參賽得獎作品送件資料，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有無償使用之權利，以供後續出版物及

相關之宣傳活動。 

五、參賽作品照片或影像之電子檔應有 300dpi 以上解析度，以利製作出版物之需要。 

六、評審委員名單將於舉辦第一階段評選前於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網站公布。 

七、主辦單位得依作業實際需求，調整各階段辦理時間。 

八、本徵選辦法如有增刪修訂，將不另行通知，請隨時上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網站 

（http://www.landscape.org.tw/）或電洽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余小姐、温小姐 02-

2351-7745，Email：landscape.org005@gmail.com。 

壹拾、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二、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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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艋舺公園景觀改善提案競賽【報名表】 

參賽者屬性：○在校學生，指導老師                  、○相關專業者/公司 

是否有參與第一場願景工作坊，○無、○有，出席者姓名為                        

作品主題：                                                                  

團隊基本資料 

主要聯絡人  隊員一 

姓名  性別  

（本人照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在學 □畢業 □肄業 

現任服務

單位或學

校科系 

 

次要聯絡人  隊員二 

姓名  性別  

（本人照片）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在學 □畢業 □肄業 

現任服務

單位或學

校科系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作品編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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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證明文件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影本（須有學籍 109 學年度註冊章）、在職證明或相關受訓證明 

隊員一 

隊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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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艋舺公園景觀改善提案競賽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作品名稱（授權標的）： 

一、作者（授權）同意將該作品授權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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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程管理處 

 

立同意書人（作者）姓名： 

電話號碼：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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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艋舺公園景觀改善提案競賽 【基地位置圖】 

範圍：艋舺公園，面積約 13,373 平方公尺 

龍山寺於乾隆 5 年（1740）竣工，為本市北區歷史源

頭，亦為先民精神寄託所在，其所在位置為淡水河灣瀕

臨淡水河邊，惟日據時代河灣淤積成為沖積扇，漸形成

蓮花池，而後期因周邊商場陸續開闢，進而填平水池，

艋舺地區發展逐漸沒落，其中龍山寺於大正 13 年

（1924）重修，並於民國 74 年（1985）經內政部公告

龍山寺為第二級古蹟，其已成為本市著名之觀光景點，

而市府原已向龍山寺徵收土地擬作為公園，但因攤販問

題，遂成為龍山市場，直至民國 81 年市府回復其「民

俗公園」用途。 

 

公園位於廣州街、西園路、和平西路交口，地下一、二層為商場，地下三、四層為停車場，

總工程經費約 22 億元。地面公園面積為 13,618 ㎡，公園工程經費約二億元，其規劃主要

以獨木舟（龍型船雕塑）、水池（美人照鏡池）與龍的意象為要素，並以廣場式開放空間，

提供宗教慶典及民俗技藝表演等活動使用，藉以擴大廟埕之功能並延續其意象，重新連接

龍山寺與早期艋舺的發展史，並也扮演著龍山寺與捷運站間之動線串連角色。 

相關圖資：https://reurl.cc/MdpOMk  

附件三 

https://reurl.cc/MdpO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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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埕廣場：位於公園北緣、臨龍山寺，提供宗教慶典

及民俗技藝表演活動使用，藉以擴大廟埕功能，延伸

龍山寺廟會活動。其廣場舖面以結合中國星宿與西洋

星座之星象地圖手法設計，利用地磚拼貼出天體貌，

意味著佛祖照映大地，眾星雲集之意義。 

 美人照鏡池：為營造早期蓮花池之景象及廟前必有水，

代表地方上財源廣進、代代興旺等風俗考量，運用多

樣的水造景為萬華區帶進活力與商機，並結合中國風

水，依北斗七星方位配置觀景平臺，引入青龍在左、

白虎據右的風水格局，在水池左側以高層變化營造出

青龍盤據的氣勢，在右側虎邊則採抽象寫意手法設計

出自然俊逸之山型，配合水階營造出山林美景，其照

明及噴水設備配合進行水舞表演使用。 

 西三水街廣場：西三水街為本地區早期港灣商家聚居

交易所在處，考量東側及西側現有交易市場之活絡，

以廣場做為動線串連，於廣場內所設置之左鐘右鼓，

代表暮鼓晨鐘之吉祥意義，亦象徵為龍山寺之前庭。 

 龍、船型雕塑：位於龍山寺左側（即公園東側）設置龍

型雕塑，象徵中國風水中左青龍之吉祥意，龍山寺右

側（即公園西側）設置船型雕塑，反映本地區先民早

期多以獨木舟為運輸、渡河、貿易等使用之交通工具，

而艋舺為原住民 Moungar 之音譯，意指獨木舟及獨

木舟聚集之處，本地區遂得「艋舺」之名。 

 文化藝廊：除臨龍山寺側為開放式廣場，其餘三面則

由ㄇ字型廊道組成，與龍山寺三進四院宮殿式建築互

相呼應，迴廊屋頂採結構式薄膜，仿屋瓦型態設計，

除提供通行、休憩、遮陽及遮雨之功能，另因其透光

性強，夜間經由燈光照明，將可營造出明亮之天際線。 

 南側廣場：臨和平西路側，為呈現地方特色及結合捷運站出入口並呼應龍山寺，於廣

場前設一牌樓，以金鎖片作為牌樓樣式，象徵萬華地區之發展，其廣場舖面上設置有

青銅地標更加強化公園入口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