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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10668台北市大安路二段141巷21號2樓之１

T：02-27548176｜ F：02-27076711

E：argoislandvilla.competition@gmail.com

青灣山城VILLA國際競圖參賽辦法

壹、競圖緣起

澎湖位居自然與人文資源兼具、海陸景觀交織之風櫃半島核心，正著手開發青灣旅遊資源的亞果遊艇集團，透過

島嶼循環的觀點，先是號召產官學界舉辦一系列島嶼國際論壇，是為全力投入澎湖青灣開發的起手勢，與此同

時所舉辦的青灣國際建築競圖，更是希望藉著度假建築與海洋共生共息的正向示範，為澎湖建構永續產業生態

盡一分心力。本次競圖廣邀國內外建築專業者以及在校學生，共同打造友善環境的典範建築園區，響應國際循環

經濟的潮流與台灣經濟部推動澎湖縣成為「國際觀光低碳島」的政策，此外，其開發與營運也將呼應聯合國所訂

定的永續發展目標：使用再生能源、促進在地綠色經濟、減緩氣候變遷以及創造生物多樣性。未來的澎湖，將成

為國際觀光核心的啟動點，也是循環發展的實踐平台。此次，世界將會看到，台灣絕無僅有的自然資源，以及對

地球永續所盡的一份心力。

基地位置：

基地座落於澎湖縣馬公市嵵裡新段，地號包括：1547、1547-3、1557、1558、1559、1560、1561、1591、1592、

1595、1596、1597、1598、1599。

基地位置圖（詳細基地資料、現地照片以及釋出之競圖地塊請至青灣山城國際競圖官網下載）

https://argoislandvilla.ta-mag.net/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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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說明：

基地位於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半島青灣地區，原規劃為青灣仙人掌公園，北側緊臨201縣道及馬公內海，南側臨台

灣海峽，包含澎湖縣馬公市嵵裡新段1547地號14筆土地，面積11.6公頃，屬非都市土地遊憩用地。本案係澎湖

縣政府結合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開發，為澎南地區縣府重要推動之國際觀光魅力據點。基地三面環海，具無敵海景

及親水近海特性，並擁有特殊玄武岩地形、豐富多樣的植被自然景觀及日據時期遺留下之大小山砲台歷史古蹟，

期望透過引入餐飲、住宿、休閒娛樂等多元活動機能，打造青灣成為國際級觀光特區。

貳、設計準則、獎項說明

設計準則

1. 回應澎湖特殊之氣候環境，例如冬季東北季風、夏季高溫溼熱、含鹽份的風……

2. 開啟島嶼永續循環系統，例如再生能源、水資源與廢棄物管理、地方材料、循環設計與構造工法。

3. 思考青灣未來之生活想像，個體及簇群生活的場域生態景觀。

4. 連結澎湖歷史文化的地域性，構建在地化與全球化的對話。

空間需求

參賽者可自行選擇任一地塊作為設計基地，詳細基地分區地塊請見附圖。設計方向以度假空間為主，包棟或複合

式個別出入建築皆可。

1. 主體建築：空間單層面積約30～45坪，內有起居間、餐廳、廚房（或吧檯），一至兩間套房（比照飯店），乾溼分

離（以4件式處理）。主入口及服務入口分離。以不超過地上二層為限。

2. 庭園景觀（在地植栽為主，需有水池空間）可與建築一併設計。

3. 總體規劃設計已將停車空間集中劃設納入開發計畫，並以共同接駁方式規劃交通動線，故參賽設計案無需

留設停車空間。

法規

此案基地非山坡地。土地使用管制組別：土地使用編定為遊憩用地，內住宿區之設施為休閒度假別墅和再生能源

設施，其建蔽率不得超過40%，容積率不得超過120%。其他請依照「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一章第九條及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建築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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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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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灣全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5

VILLA規劃
面積11.6公頃
約可興建40～50Vi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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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灣全區配置索引圖（含高程測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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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灣全區配置索引圖（地塊種類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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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割A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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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分割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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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對象：

專業組 國內外執業建築師；都市、景觀、室內設計相關之專業人士

學生組 台灣與海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含碩士班）之建築、都市、景觀、室內設計等相關系所在校學生（限

於2022／10前為學生身分者）。可組隊參加，每隊3人為限，一隊視為一個參加名額。不得重複報
名及借用他人名義參賽，否則取消參賽資格。

參賽獎金： 獎金／獎狀

專業組 初選入圍30名：每名獎金30萬台幣 決選獎金：每名獎金30萬台幣

學生組 初選入圍10名（團體隊伍占一個名額）：

每名（隊）獎金2萬台幣、獎狀一面

決選獎金：每名（隊）10萬台幣、獎狀一面。

實際入圍名額由評審團決定。得獎作品將刊登於台灣建築報導雜誌《青灣山城VILLA國際競圖成果專輯》。

參、競圖時程

1. 第一階段競圖

a. 初選徵件8／1～10／20

b. 初選評審10／28～10／29

c. 初選結果公告10／30

2. 第二階段競圖

a. 說明會與工作坊報名11／2～11／4

b. 第二階段說明會與工作坊11／18～11／19（舉行1～2天工作坊）

c. 決選收件11／20～12／22

d. 決選評審12／27

e. 決選結果公告12／28

f. 頒獎典禮2023年1月

g. 競圖展覽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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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為了讓參與競圖的建築設計者更加理解澎湖島嶼永續循環、青灣基地環境特色以及建築產業發展循環設計的重

要性，本次競圖特別安排在初選公布後、決選評選前，於11/18-19舉辦為期2天的「島嶼循環建築創新工作坊」。

內容包含澎湖砂砱、牡蠣殼等循環材料之礦區導覽與探索、青灣基地現場踏查，搭配零水泥循環漿體調配、構

築等實作體驗。進入決選階段之參賽者/團隊皆為工作坊邀請對象，參賽者/團隊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

對       象：入圍決選者／團隊（團隊以2人為限）

地       點：澎湖

食       宿：主辦單位落地接待，來回機票參加者自理。

肆、作品投件說明

■參賽報名表暨聲明書請至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網站下載列印，以空白信封袋彌封，固定貼於版面

後側，填妥後隨參賽作品送達或寄至以下地址；電子檔上傳雲端後將連結寄至

argoislandvilla.competition@gmail.com ;

資料夾名稱及收件主旨請統一命名為：作品名稱＿「青灣山城VILLA國際競圖」參賽作品。

■ 實體參賽作品繳交期限以收件日為準，而非郵戳日期。郵寄資訊如下：

地 址
106099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141巷21號2樓之1

（註明：青灣山城VILLA國際競圖作品）

收件人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電 話 02-2754-8176

■ 作品格式（繳交之作品中英文皆可）：

1. 設計概念說明。

2. 平面、立面及透視圖等設計圖說 S：1／100。

3. 配置圖 S：1／200。

4. A1〈841mm x 594mm〉兩張，以直式排版，背面裱5mm珍珠板。

A1背面右下角5cmx5cm處註明下列資訊，並需彌封。
專業組：若為公司需填寫參與之公司名稱、負責人姓名；若為個人參與則填寫個人姓名。

學生組：參賽者學校、系別、年級、姓名

5. 作品光碟：作品存為PDF檔，不得小於300dpi。

6. 除上述1～5項外，入選決選後尚需另繳交：

6-1. 實體作品模型S：1／100（總尺寸60cmx35cmx20cm以內）。

mailto:argoislandvilla.competit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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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動畫檔或多媒體檔請存於作品光碟，以wmv或mov格式製作，大小請勿

超過500MB，時間在3分鐘以內。 （選擇性提供）

伍、評審名單及標準（國內評審依姓氏筆畫排序）

・篠原聡子Satoko Shinohara

現    職｜日本女子大学学長

經    歷｜日本女子大學住居學科教授 （2010年迄今）

日本空間研究所主持建築師 （1986年迄今）

榮    譽｜Wood Utilization Contest Wood Utilization Award：GOKAKUKEN （2022）

Wood Utilization Contest Wood Utilization Award：SANKAKU （2018）

SHARE yaraicho, 日本建築學會賞 （2014）

・許清俊

現    職｜許清俊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經    歷｜成功大學建築系規劃組碩士

顏士哲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師

正修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

榮    譽｜亞果安平遊艇城總規劃設計建築師

安平Banyan Tree Angsana悅樁軒設計建築師

・張清華

現    職｜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經    歷｜美國賓州費城Ewing Cole Cherry Parsky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設計師

榮    譽｜綠建築貢獻獎

中華民國第11屆傑出建築師

台灣建築獎

・黃謙智

現    職｜小智研發MINIWIZ負責人

經    歷｜美國康乃爾大學客座設計研究院 助理教授

台灣國立交通大學 建築研究所 助理教授

台灣東海大學建築學系講師

榮    譽｜世界經濟論壇技術先鋒獎

金融時報地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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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亞洲創新獎

・劉舜仁

現    職｜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C-Cube實驗室主持人

經    歷｜ C-Hub成大創意基地 執行長

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所長

東海大學國際教育合作處國際長

榮    譽｜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創作優良獎

東海大學特優教學獎、教學創新獎

美國建築師學會Henry Adams獎章

・戴育澤

現    職｜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經    歷｜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級兼任專家 (2020 - 迄今)

築生文化協會 理事長 (2017 - 2021)

財團法人成大建築文教基金會董事 (2010 - 迄今)

榮   譽｜第十七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2021)

世界不動產聯盟全球卓越建設獎金獎 (首獎) – 旅館類 – 大毅老爺行旅 (2020)

A&D Trophy Awards –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 最佳住宅類 – 年豐七也 (2018)

・蘇國垚

現    職｜均一國際實驗高級中學駐校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圓山飯店)董事

王品集團外部董事

經    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專案專技教授

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高級顧問

高餐藍帶廚藝中心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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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標準（專業組）

專業組

書面

審查

初選 決選

設計概念 35％ 圖面完整度與表現 30％

環境永續 30％ 設計概念 25％

圖面完整度與表現 25％ 環境永續 20％

成本概算 10％ 成本概算 10％

材料設備 5％

評選標準（學生組）

學生組

書面

審查

初選 決選

設計概念 40％ 圖面完整度與表現 30％

環境永續 35％ 設計概念 25％

圖面完整度與表現 25％ 環境永續 20％

成本概算 10％

材料設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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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所有初選入圍者均同意無條件提供展覽及出版專刊計劃之圖資。

2

獲選決選者，由主辦單位（甲方）另提供作業費60萬 「依據相關建築法令完成申請建照及施工之圖面

（含結構、水電），並執行法定監造人應盡之義務與責任」 。若非中華民國註冊開業之建築師者（乙方）

或中華民國公民者（乙方），則由其自選執行建築師（丙方）或配合主辦單位提供之建築師（丙方）執行

以上之工作，費用由合作雙方（乙方、丙方）自行議定之。

3

參賽者同意亞青海洋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即主辦單位）對於本競圖所制定之所有辦法及規定，且主辦

單位對於參賽作品擁有公開展示、發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後續規劃發

表使用以及授權其他相關單位之權利；並得為推廣目的將參賽作品之全部或一部安排於媒體發表或

其他任何方式利用其作品。對於前述利用，參賽者同意不另計報酬或索取任何費用，並同意本競圖

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不對主辦單位暨其授權利用之人行使著作權（包含著作

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及其他權利。

4 本競圖優勝作品之後續興建事宜將轉交由「亞青海洋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5 相關資訊詳見：競圖官網 argoislandvilla.ta-mag.net

6 郵寄時注意保持作品完整性，作品不予退回，若需留存請自行備份。

7 本競圖所有資訊及文件之英譯內容僅供參考，中英文內容有歧異者，以中文為準。

8

主辦單位保有修正相關競圖辦法與規則之權利，設計準則、空間需求、競圖時程及本競圖相關事項

若有任何變動，一律以網站上公佈之訊息為準，不另行個別通知。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正

及決定之權利。

9

更多競圖訊息隨時同步更新於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官網 www.ta-mag.net

FB: www.facebook.com/TaiwanArchitectureMagazine ；IG: ta_magazine

■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 主辦單位：亞青海洋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 企劃單位：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 大方廣人文美學協會

https://argoislandvilla.ta-mag.net/
http://www.ta-mag.net
http://www.facebook.com/TaiwanArchitecture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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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

■ 協辦單位：許清俊建築師事務所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 C-C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