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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利利心靈莊園景觀教堂形象提案競圖 徵件辦法 

壹、 活動緣起及目的 

位於臺南市玉井區三埔里的「加利利宣教中心」，創立於 1988 年，設址於早期揚名南

臺灣的「竹頭崎」石油探勘礦區的絕好環境，其創建目的為提供一處現代人靈修之環

境，舒緩緊張情緒。 

其中，加利利心靈莊園於 2020 年由玉井區出身的當地人李君，在歷經 70 年旅外奮鬥

的歲月，臨老之際為思念故鄉之情，回鄉與加利利宣教中心陳牧師夫婦合作闢建。 

該莊園由李君獨自捐建，其目的在於提供一處對故鄉的孺慕之情，並為家鄉建造一座

視覺享受與心靈沈澱雙全之所。除了提供老友聚集之地，亦供現代人緊張生活之外，

一處可放鬆身心之場域。 

 

貳、 徵件主題 

競賽主題為 「永恆之愛」 ，以加利利心靈莊園園區之景觀教堂形象作為設計項

目。以回應自然地景、減少生態衝擊的手法為基礎外，考慮通用性材料工法進行設計，

融入地方人文的故事、形體顏色質感…等，促使加利利心靈莊園景觀教堂形象能夠突

破宗教框架，並利用建築形體及景觀營造，塑造一處婚紗拍攝夢幻景緻及在地觀光打

卡熱點外，更讓大眾一年四季觀賞花卉及提供身、心、靈休閒的場所，成為能夠觸動

及療癒人心的空間場域。 

本次競賽重點內容如下： 

 景觀教堂與加利利心靈莊園整體園區的景觀設計協調性。 

 教堂量體及花卉景觀美質性。 

 整體園區 logo 形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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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參賽對象 

一、全台建築、景觀、空間設計、美術藝術、平面設計相關專業者及全國大專院校在校學

生皆可參與，可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報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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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識說明會：採網路報名方式，於基地現場進行本莊園設計概念解說與營造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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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評選出前三名進行頒獎。 

伍、 競賽時程 

一、競賽徵件時間：即日起至 110 年 4 月 16 日(五)，以寄件時間為憑。 

二、共識說明會時間：即日起至 110 年 3 月 9 日（二）採網路表單報名。 

              於 110 年 3 月 13 日（六）加利利心靈莊園現場進行共識說明會。 

（網路表單報名連結位置：https://forms.gle/vFv5Tce8mR6j2LoQ8） 

三、第一階段初審結果公告時程：110 年 4 月 29 日(四)，信件通知並通知複審時間地點。 

四、、第二階段複選結果公告： 

（一）複選公開評選：暫定 110 年 5 月 15-16 日間進行簡報，另行公告時間及地點。 

（二）評選結果公告：110 年 5 月 28 日(五)，信件通知得獎單位，並於加利利宣教中心官

網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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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為國內外具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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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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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子項 評分比例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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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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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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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名共計一名，頒發獎狀與新台幣 十萬元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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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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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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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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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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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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lilimanor@gmail.com，寄信主旨請註明

設計者與作品名稱（如：加利利心靈莊園教堂景觀形象提案競賽-姓名-作品名稱），

以利上傳建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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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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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之營造發展概念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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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利利宣教中心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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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隨時上加利利宣教中心網站 。（http:// 
https://galilee.tw/）或電洽加利利心靈莊園，Email： jialilimano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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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利利心靈莊園景觀教堂形象提案競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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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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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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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利利心靈莊園景觀教堂形象提案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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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與子股份有限公司（被授權人）作下述性質之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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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作為後續營造工程之概念發展草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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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與本園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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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與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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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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區位 

本案基地位於臺南市玉井區三埔里 88 號，整體加利利心靈莊園全區

範圍約為 2.4 公頃。內部分區包含鳳凰木造林區、藍花楹造林區、花旗

木暨風鈴木造林區、景觀菜園食育區及景觀教堂營造區（本提案競賽基

地空間）等五大分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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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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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木造林區 

本區為整體加利利心靈莊園中緊鄰南 178 線道，其現況因既有擋

土牆設施，故與既有南 178 線道高低落差達到 2 公尺。鳳凰木造林區

未來主要採用建置漫步小徑，搭配鳳凰木大型喬木，設置休憩座椅空

間，整體鳳凰木造林區營造面積為 1.1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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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木暨風鈴木造林區 

本區位於加利利心靈莊園的東南側山坡空間，亦是整體裝園地景

的最高眺望點位，以整體坡面高程分隔種植花旗木以及風鈴木，型塑

粉色花卉喬木的山坡景觀，並且配合導入爬坡路徑，成為綠廊步道的

運動觀景空間。花旗木暨風鈴木造林區營造面積為 0.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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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花楹造林區 

本區為加利利心靈莊園的重要核心場所，預計導入較為精緻的人

行廣場透水鋪面，攀藤花架以及休憩座椅，並將既有加工室空間重新

整修，配合藍花楹喬木植栽，型塑優質的休憩場域。藍花楹造林區營

造面積為 0.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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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菜園食育區 

本區為整體加利利心靈莊園既有小木屋建築的空間，結合木屋空

間以及外部草地區域，打造木屋立面花卉植栽繽紛美景，更在草地區

域打造景觀菜箱食育空間。景觀菜園食育區營造面積為 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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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教堂營造區 

本區位於加利利心靈莊園的東北側，背景山坡環繞風鈴木植栽，

圍塑出較為內凹的環境場域，該區未來為景觀教堂主要座落之處。整

體景觀教堂營造區面積為 0.07 公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