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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6 日 



一、競賽名稱：第二屆崑山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空間設計競賽 

「寵愛一生」─鐵馬客與寵物一生裡面最悠閒的一天 

二、活動目的：  

    創意是設計的基本也是激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有效方法。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

計系本著務實致用之教學理念，祈望將務實致用之空間設計理念能推廣至全國高

中職，使創意教學上下連貫，形成一脈相承之教育鏈，因此舉辦第二屆崑山盃全

國高中職學生創意空間設計競賽作為空間設計之專題方向，並以環境關懷之觀點

投入高中職之空間設計教育深耕，鼓勵學生參與在地連結，對在地區域發展能有

更多貢獻，藉由對區域發展的認同感，展現實踐行動。祈能為全國青年學子啟迪

智慧、開發潛能、貢獻乙份心力。本比賽主要目的： 

(1) 加深學生對空間設計產業面之認識。 

(2) 激發學生對於生活空間之設計創意。 

(3) 提供學生設計創作的舞台與連結發展專題的機會。 

(4) 連結高中職與大學端空間設計之教學能量，鼓勵學生共同組隊參賽。 

三、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 USR 

2. 主辦單位：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3. 協辦單位：臺南市歸仁區公所、臺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4. 贊助廠商：愛菲爾系統傢俱、通業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四、活動日期：110 年 9 月 6 日(一)~ 110 年 1 月 31 日(一) 

五、活動地點：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  

六、活動執行聯絡方式： 

1. 聯絡人：張從怡助理教授 

2. 聯絡電話：06-2050630 

3. 聯絡信箱：ksusp2019@gmail.com 

七、活動方式： 

1.參加對象 

    本競賽限定全國高中職空間設計相關之建築土木、設計群在學學生參加。鼓

勵參賽隊伍之高中職在學學生與本系大學生共同組隊，不會因有無與大學端組隊

而影響競賽評比，高中職與大學組隊之建議乃推廣學生端之正向連結與學習互

動。參賽隊伍之高中職在學學生最多以 3人為限。每組參賽者作品以壹件為限，

跨組別參賽不受此限。 



2.競賽內容 

(1)主題 

「寵愛一生」─鐵馬客與寵物一生裡面最悠閒的一天。 

    近幾年來，自行車休閒運動然已成為全民運動蔚為風潮。自行車，台灣人口

中的鐵馬，除了是各縣市政府極力推廣減碳的共乘交通工具外，亦是特定族群(鐵

馬客)假日休閒運用的舒壓運動工具。近兩年，隨著肺炎疫情升溫，自行車亦成

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的最佳代步工具，全球自行車休閒市場需求不斷擴大。然

而，對一般人來說，飼養寵物亦是休閒的一部份，可以增加生活的樂趣、舒解壓

力、培養責任感等。欣賞水族缸中的魚兒，可讓人心情平靜，貓狗則給予人們接

觸、關心、運動以及拓展人際關係的機會。寵物，甚至對於疾病有治療的效果。

研究証實將寵物運用在治療時，對特殊的病患有明顯的效果。在生理上一個人和

寵物產生互動時，例如在對寵物說話和輕撫寵物的時候，血壓會顯著的降低。寵

物可以帶給人們生活的動機、運動的刺激，打破冷漠拉近距離帶來歡笑。近年來，

由於高齡少子化與單身不婚族增加的原因，越來越多人選擇飼養寵物陪伴自己，

其中又以貓狗為大宗，其相對親近人類與溫馴的天性，也難怪有句話說狗是人類

最忠實的朋友。在繁忙的工作節奏與生活腳步加快下，有寵物家人的陪伴，是現

代人選擇渡過美好人生的方式。 

(2)範圍 

南關線自行車道為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整合原有的仁德、歸仁、關廟、龍

崎，以及南區等縣市區域，規劃出新的南關線休閒廊道，新南關線為大台南的最

南端，山海並存，台南都會公園、關廟森林公園、虎形山公園、奇美博物館、十

鼓文化村、七甲花卉區、保安車站等，各類型景點豐富，是值得推廣的旅遊動線。

其中歸仁自行車道(圖 1)在台南高鐵站通車以來，站區寬闊的馬路以及規劃良善

的自行車道，已經吸引許多鐵馬客將它視為單車行的起點與中繼休息站，假日經

常可見車友們呼朋引伴，聚集於高鐵站，準備往規劃好的路線出發。然而，這些

自行車道欠缺一個可以讓鐵馬客、寵物愛好者與在地民眾可以好好休息、再出發

的交流空間。因此，本設計競賽以寵愛動物的鐵馬客住宅空間設計及具備與寵物

共同休憩機能的自行車驛站空間，包括周邊環境相關寵物主題視覺彩繪為主題。 



 

圖 1、歸仁自行車鐵馬道範圍圖 

 

(3)組別 

    本次競賽以「寵愛一生」為設計主題。除了人(鐵馬客)與寵物關係親密提升

與生活品質兼顧外，進一步探討空間設計與在地關懷議題結合的可能性，創造出

更多元的設計價值。本設計競賽特色為一全面性設計考量，須通盤考量並規劃。

請嘗試發想一對鐵馬客夫妻居住於市中心的小住宅，膝下無子，僅飼有領養的兩

隻現年三歲的活潑米克斯犬。夫妻倆習慣周末例假日開車陪伴兩隻寵物，載著自

行車至歸仁自行車道與同是鐵馬客的寵物好友會合相聚休閒輕騎。目前的自行車

道需要一處人與寵物共用的自行車驛站。除了驛站本身的空間機能與需求外，設

計者亦應思考是否能運用在地特色、文化歷史、自然景觀等元素，結合「環保永

續、互助共享」的概念，在建築與室內設計上規劃出多樣化及彈性的空間利用，

並延續再利用的理念，運用再生、環保建材，結合再生美學的創意思考，設計出

一間鐵馬客寵物住宅，以及一個受大家喜愛，人與寵物悠閒共存的自行車驛站。

同時亦期待藉此創意空間設計競賽提倡生命平權共融，族群互助共享之理念。 

競賽組別分成三組如下： 

 

基地位置 



1)建築設計組 

    驛站建築部分請著重於以下之設計核心，請在驛站建議範圍位置(圖 2)內擇

一處規劃： 

A. 空間構造(築)系統： 

需考量材料的在地連結與永續利用。可強調施工快速低成本的特性誘因，可

多次利用並減少營建過程廢棄物為佳，並聚焦於建築構造的方法與落實。 

B. 生態永續與節能：對應基地環境、氣候、生態等條件，並思考節能環保、再

生能源利用的可能性。 

C. 在地特色：運用歸仁在地特色、文化歷史、產業、自然景觀等元素於設計中。 

D. 空間實用機能：驛站空間機能應滿足自行車停放空間、歇腳停留空間、飲水、

簡易維修、打氣、廁所等服務性空間。 

E. 人寵友善空間：以建築土木規劃設計的角度思考，設計吸引寵物鐵馬客與在

地居民日常休閒的生活交流空間，如寵物交流活動空間、居民聚會場所等、

小農商店空間等，設計者可自由發揮。 

 

圖 2、建議設置範圍位置圖(台南市歸仁區信義南路 127巷) 



  

  

圖 3、構造(築)系統參考案例 

2)室內設計組 

    設計一戶鐵馬客夫妻小住宅(圖 4)。請考量夫妻兩人膝下無子有兩隻寵物

(貓或狗可自行設定)的狀況下，量身設計其住宅的機能需求與特色收納。除基本

生活機能需求空間外，包含自行車展示放置處、寵物活動空間等。有別於一般家

庭的制式規劃設計，鼓勵創造兼顧實用收納、生命平權共融、機能友善的鐵馬客

專屬寵物共居住宅。 



 

 圖 4、住宅平面圖 

 

3)視覺彩繪組 

    以可愛寵物形象為主，貓狗為大宗，輔以其他種類寵物。可以擬人化想像或

在地吉祥物創意思考付諸視覺彩繪。同時利用設計發展的圖樣形象，型塑自行車

道的指示標誌、告示說明牌等歸仁鐵馬道整體 CIS設計。彩繪創作範圍以社區涼

亭、住宅牆面或自行車道地面為主(圖 5)，選擇總面積大約 5M*5M以上之區域，

設計強調在地連結、寵物陪伴與環境永續的彩繪作品，可以互動方式或 3D 借位

拍攝成有趣畫面，不限表現手法，合理條件下允許半立體彩繪創作，營造當地特

色打卡熱點。視覺 CIS 設計方面，請於範圍內自訂指標說明牌，進行歸仁鐵馬道

整體 CIS設計呈現。形式數量不限，以推廣宣導在地特色與環境永續為主要考量。 



 

 

圖 5、彩繪建議位置圖(確切位置可自訂) 

 

3.組別獎金與獎勵品： 

建築設計組 

1).  愛菲爾設計大獎：取 1 人/組，發給獎座、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15,000 元。 

2).  金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10,000 元。 

3).  銀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8,000 元。 

4).  銅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5,000 元。 

5).  優 選：進入決選者(取 10~12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2,000 元。 

6).  入 選：進入複審者，發給入選獎狀。 

室內設計組 

1).  愛菲爾設計大獎：取 1 人/組，發給獎座、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15,000 元。 

2).  金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10,000 元。 

3).  銀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8,000 元。 

4).  銅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5,000 元。 

5).  優  選：進入決選者(取 10~12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2,000 元。 

6).  入 選：進入複審者，發給入選獎狀。 

 



視覺彩繪組 

1).  金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5,000 元。 

2).  銀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3,000 元。 

3).  銅  獎：取 1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2,000 元。 

4).  優  選：進入決選者(取 2 人/組)，發給獎狀及獎金或禮卷 1,000 元。 

5).  入 選：進入複審者，發給入選獎狀。 

(以上獎金須扣除必要之稅金) 

 

    所有參賽團隊將頒發參賽證明。獲獎作品之指導老師頒發指導感謝狀。本競

賽為鼓勵全國高中職踴躍參加，凡同一學校不限科系，參賽報名單一組別達 10

組作品以上者，建築設計組與室內設計組補助材料影印費 4000元，視覺彩繪組

補助材料影印費 2000元。並且保障入圍決選兩組作品名額。 

    另外，榮獲建築設計組及室內設計組愛菲爾設計大獎之團隊成員，將優先取

得愛菲爾系統傢俱公司之實習或正職工作錄用權。 

 

4.評審委員： 

        主辦單位將聘請國內外空間/室內/建築設計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 5 人

之初選、複選評審暨決選評審小組。報名截止收件後於競賽粉專上公告。 

 

5.評選方式與標準： 

[報名方式] 

採郵寄報名及繳交作品。請至臉書(Facebook)搜尋：「崑山盃全國高中職學生創意

空間設計競賽」粉專，下載報名表及專屬授權同意書，填寫完畢後於 12 月 15

日(三 )前與作品電子檔及模型一同寄到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臺南市永康

區崑大路 195號）。 

[評選規則] 

1.本競賽鼓勵學生從「在地」、「美觀」、「材料」、「技術」等重要發展標的作為創

意發想，設計出兼具實用性、功能性、藝術性等的創意空間設計作品。 

2.參賽作品須為參賽者原創。 

3.所有設計、文字、圖案等內容無仿冒、抄襲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著作

權之情事。 

4.參賽作品必須未曾公開發表展示，亦未獲得任何獎項（惟經主辦單位認定係屬



於非競賽性質者，不在此限）。 

5.建築設計組及室內設計組第一階段(初選)及第二階段(決選)皆以 A1 版面(電子

檔)與 1/30 之自行車驛站模型與小住宅模型進行評選。考量作品完整呈現，繳交

時請謹慎包裝避免運送中損壞。模型尺寸不限，須考量材料及加工等製作與使用

合理性。視覺彩繪組以 A1 版面(電子檔)與 1/30 之視覺彩繪模型(實體)進行評選。 

6.所有參賽作品均不予退件，報名時請參賽者自行留存備份。 

[評選標準] 

1.建築設計組 

創意與美觀(50%)：表達之創意與美感程度 

技術與材料(30%)：材料選用與技術呈現度 

實務與實用(20%)：生活實用與務實性程度 

2.室內設計組 

理念與機能(40%)：理念呈現的實用程度 

配色與材料(30%)：配色方式與材料選用 

平權與共融(30%)：生命平權以及共融性 

3.視覺彩繪組 

主題與理念(60%)：主題呈現的藝術程度 

創意與落實(20%)：創意發想與落實可能 

多元與趣味(20%)：多元呈現以及趣味性 

 

[評選方式] 

1.設計大獎、前三名及優選依組別分開評選： 

參賽者繳交電子檔(包括模型 3D或照片及 A1版面內容)與模型，由評審委員初選

總參賽組數至少 30%進入決選，決選出設計大獎、前三名與優選。 

(1) 模型：比例 1/30。不論參賽組別，材質與表現自訂。 

(2) A1版面(橫式編排)：限一頁，PDF檔案格式，內容包括概念文字說明、平立

面(含尺寸標註)、3D示意圖等，解析度至少 200 dpi。 



[獲獎通知] 

12月 24日(五)公布決選名單，並寄送通知信給各得獎團隊邀請參加 1月 26日(三)

崑山科技大學頒獎典禮現場公布得獎名次。 

八、活動期程表： 

＊以上日期皆為暫訂，主辦單位保留調整之權利，最新消息將公告於活動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ksuSpatialdesigner/ 

 

年份 日期 活動 備註 

110 

9月6日(一) 公布競賽  

10月1日(五)~12月15日(三) 報名開始與截止收件  

12月24日(五) 決選公告  

1月26日(三) 決選暨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上公布
名次 

https://www.facebook.com/ksuSpatialdesig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