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住都盃挑戰賽-競賽辦法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2021 住都盃挑戰賽
2021 HURC Challenge

競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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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國競賽目的與核心價值-L.I.F.E
秉持推動都市人居核心價值、社會住宅興辦良善政策向下紮根之初衷，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於 2020 年開始舉辦「住都盃挑戰賽」全國
競賽系列，透過青年跳脫框架的創意注入，提供臺灣城市再生、居住與住宅議題，
各種不同的思維角度，以及更多元創新的選項。
透過當代與未來城市發展議題設定，全國競賽系列希望能引領新世代，對城市再
生趨勢及居住議題，有更為深入的觀察和想法，並且在真實的都市情境，提出對於
未來城市生活及居住品質和樣態的勾勒，亦藉由提案實作過程，讓住都、建築、不
動產以及更多不同領域專業的青年，能夠跨域合作，共創新型態城市「居住」及「生
活」文化，也支持未來人才的生涯發展，擴大專業連結。

2

2021 住都盃挑戰賽-競賽辦法

二、

本次競賽主題-「高齡社會下的共好生活提案」
近年來，臺灣的人口高齡化速度明顯飆升，已經進入全球前段班。2018 年，臺灣成

為了高齡社會，更即將在五年後的 2025 年，追上日本，邁入超高齡社會1，每 5 人即
有 1 位成為長輩，面對都市社區中的人口快速老化的趨勢，每個人都不得不思考未來
「居住」的問題: 人生的後半段，如何安心生活、幸福居老?
臺灣與許多已開發國家類似，生活便利、社會照護資源較充足的城市區域，是高齡
人口集中居住之所在，也是年長者移居的主要選擇地，因此許多人口高齡化相關議題
和挑戰，在城市中更為顯著，包括硬體環境、健康照護、社會資源、公共服務等等，
而不同世代的生活型態，亦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衍生出更多元的需求。
若從積極與正面的角度切入，高齡化的趨勢與挑戰，正是城市邁向永續宜居之轉型
進程上的新契機與動力，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期透過全國競賽提案，讓青年創新
思維與跨域整合解決方案有一個發揮的舞台，也有機會為傳統的都市和住宅規劃，帶
來新的啟發。
Call for Ideas! 在本次的競賽中，我們期以「高齡社會下的共好生活提案」為題，
邀請青年世代，以「社會住宅」為規劃主體，在實際的都市場域，思考未來都市社區
和居住樣態，及高齡共好生活實踐的可能模式。

三、

參賽資格及組隊辦法
(一) 每隊由 3 至 6 名全國各大專院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在學學生組成；
(二) 鼓勵跨學制、跨系所、跨校方式組隊參賽；
(三) 每隊至多 2 名指導老師，1 名指導老師最多指導 5 隊競賽團隊。

1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 2070 年）」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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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五、

重要時程

注意事項：如有任何異動，請依據主辦單位官網或臉書最新公布資料為主。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截止日: 即日起至 2021/03/08(一)23:59 前，逾期不予受理。
(二) 全面線上報名：請至此 https://www.surveycake.com/s/gM79L 填寫線上
報名表單。本次僅接受線上報名，附件下載的書面報名表僅作為參考用。
(三) 完整競賽辦法及附件下載： https://reurl.cc/3Ly5LL ，建議盡早報名以進行
提案準備。
(四) 注意事項: 報名所填隊員名單，至初選提案截止前(2021/05/03)，皆可來信更
換隊員並補上新隊員資料(詳十、常見問題 Q&A 之 Q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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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案須知及收件內容

(一)整合型提案:
以「高齡社會下的共好生活提案」主題，從實際的都市基地出發，提出主題與課
題、預期目標或效益等論述，並模擬規劃未來社會住宅與都市社區共好生活情境，
提案內容請包括以下二大構面，提出整合提案作品:
構面

參考內容 (舉例)

1. 高齡友善



空間單元: 機能、房型、混居或集居配置方案等

空間規劃



公共設施與開放空間: 多元公共空間類型、附屬設施項目

設計

等


永續設計: 無障礙、全齡通用、智慧、循環經濟、韌性等
設計方法應用；都市紋理及氣候環境調適等

2. 高齡服務



與共好社
區經營

高齡生活支持: 社區生活支援系統、照護與健康服務、智
慧應用、居住福利系統與設施、高齡者租屋友善方案等



共好社區經營: 異業結盟及資源整合模式(如高齡或樂齡產
業鏈導入)、活化社區經濟和促進產業(就業)策略、公私協
力機制、社區參與式管理或自治機制、專案出租方案等

(二)模擬基地
1.

基地位置: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段 3 地號 (基本資料詳附件一)

2.

注意事項:
(1) 請以本次提供單一基地進行提案，無自選基地。
(2) 為避免過度擾動社區、鄰里長並造成溝通爭議，請參賽團隊盡量採被動式
觀察或書面研析，若有需現地勘查及調訪，請以最少侵擾當地居民方式，
審慎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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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件須知與內容
本次評選分初、決選二階段，並以初選所繳交提案資料為二階段主要評選內容；
減少參賽團隊決選備負擔。
1.

初選提案繳交:

(1) 收件截止日期: 2021/05/03(一)23:59 前，逾時不予受理。
(2) 初選繳交資料:
請繳交電子檔(A、B、C)及紙本郵寄(D、E)，並請注意繳交方式。D、E 書面
資料若提早準備好建議可先行郵寄；C 項為自選加分題。
◆

電子檔: A+B(+C)



請寄至: 2021.HURC.challenge@gmail.com



信件主旨:「2021 住都盃-(作品名稱)」



注意事項: 作品名稱「請勿」標註校名、指導老師、個人姓名。

提交項目
A.

提案規劃

繳交注意事項


書圖

提交格式

頁數限制: 提案文字以 A4 直式橫書為

☐word 檔 x1

主，若有希望以 A3 呈現圖說之外不在此

☐PDF 檔 x1

限，但整體提案總頁數請勿超過 20 頁(不
含封面、封底、目錄及參考書目) 。
請注意提案易讀性也是表現性的一環喔!

 參與作品照片或影像之電子檔應有
300dpi 以上之解析度，以利製作出版物
之需要。
B.

提案海報



直式 A1 尺寸(594mm*841mm)x 1 張

☐PDF 檔 x1



解析度 300dpi／RGB 模式。

☐AI 檔 x1



AI 檔請保留所有原始圖層，並將文字建
立外框，並提供所有相關圖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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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選加

若有其他輔助作品說明之資料，如影片、

作為表現與可

分項】表

簡報(自動撥放型)或其他素材等，以電子

行性加分依據

現性輔助

檔形式寄至:

資料

2021.HURC.challenge@gmail.com



以影像或自動撥放型簡報資料為例：建議



3 分鐘內，影片輸出尺寸比例為 16:9，
檔 案 類 型 可為 MPEG4/ .MOV/ .AVI
/ .WMV，解析度 1920*1080（1080p）
以上，內容參考: 主題概念、欲解決的議
題、目標對象、規劃設計與策略等。

◆

紙本郵寄: D+E



請先下載書面文件: https://reurl.cc/3Ly5LL



請寄至: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 21 號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注意事項: 請二份於同一個信封袋寄出，勿分開寄送

提交項目

繳交注意事項

D. 聲明書



團隊所有組員及指導老師簽名後，請掃描

提交格式
☐聲明書 x1

副本自行留存，並將正本寄至主辦單位。
E.

證明文件



黏貼團隊所有成員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或

☐證明文件 x1

在學證明書。

2.

決選繳交資料
本次決選將以初選繳交資料為主要評選內容；決選評選及頒獎方式，預計於初選

提案繳交截止日同步公告。
3.

注意事項:
(1) 作品名稱

A.

繳交檔案名稱請皆以「作品名稱」命名；作品名稱不可
標註「校名、指導老師、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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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繳交事宜

B.

逾繳交期限、文件不全，與作品規格、競賽資格或其他
不符競圖規定者將無法取得評選資格，逾期缺件不另通
知。

C.

建議提早於截止日前至少 3-5 個工作日繳交，以利主辦
單位提前進行形式書審後通知補件。

D.

各項繳交檔案、文件資料請自行留存副本，主辦單位不
另寄回。

(3) 其他

E.

參與作品照片或影像之電子檔應有 300dpi 以上之解析
度，以利製作出版物及後續剪輯宣傳之需要。

F.

如檔案太大無法以 EMAIL 附件寄出，改以雲端連結寄送
至收件信箱，請確認該雲端連結可檢視以及下載，若主
辦單位無法下載提案作品，將會影響參賽資格。

七、

評選方法及標準

(一)評選方式
本次競賽分初、決選二階段評選，並以初選所繳交提案為二階段主要評選內容。
1.

初選: 採書面審查作業，評選結果視最後件數而定，取最多 8 隊入圍決選；入
圍決選者，預計於 2021/05/20(四)於主辦單位官網及臉書公布，同步以
Email 通知各隊隊長及第二聯絡人；未入圍者不另行通知。

2.

決選: 決選評選及頒獎進行方式，預計於初選提案繳交截止日(2021/05/03)
前公告。

(二)評審委員組成
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專業評審團。評審名單將於初選評選前於主辦單位官網及臉
書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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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指標

(經評審委員會議得修正評分內容與比重)

前瞻創新力: 30%
提案展現對高齡社會居住環境的創新思維與前瞻策略
引導問題ￜ提案是否符合本次競賽主題?提出哪些人本創新思維與永續前瞻策略，回應都市人
口高齡化挑戰及未來居住議題?

跨域整合力: 30%
提案連結異業資源，提出跨域加值與經營模式
引導問題ￜ 提案連結或規劃哪些(高齡或全齡)相關產業、社會服務與社區資源? 透過什麼樣
的平台、機制與模式進行異業結盟或多元跨域合作?

表現&可行性: 20%
提案論述清楚具體，具有在地落實性
引導問題ￜ 提案整體論述與表現性是否完整、具體? 是否符合社會住宅政策需求與概念? 策
略方案、工具與操作方法是否可落實或複製，符合現行規範?

共好兼容性: 20%
提案促進共好的宜居環境，活化社區共同體
引導問題ￜ此項提案的目標對象與生活情境為何? 規劃內容是否能夠兼容目標對象需求(含租
金規劃合宜度及機會平等)? 是否有潛力活化社區與周邊鄰里發展，擴大互助與支援體系?

八、

競賽獎勵

(一)獎項及獎金
決選將選出最多 8 組優勝團隊，若作品未達該獎項標準得予從缺，依名次給
予獎金、獎盃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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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與獎項名稱

團隊獎金(新臺幣)

其他獎勵

第1名

卓越獎

8 萬元

獎盃乙座、獎狀數幀 (依團隊人數)

第2名

特優獎

6 萬元

獎盃乙座、獎狀數幀 (依團隊人數)

第3名

優選獎

4 萬元

獎盃乙座、獎狀數幀 (依團隊人數)

第4名

佳作獎

2 萬元

獎盃乙座、獎狀數幀 (依團隊人數)

第 5-8 名 入選獎

1 萬元

獎狀數幀 (依團隊人數)

備註 所得獎金將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各類所得之規定「預扣」所得稅
所有獲獎及入圍作品將於頒獎典禮接受頒獎，如無法出席得委由他人代為領
獎。獲獎相關作品資料與版面將於主辦單位網站發表宣傳。

(二)宣傳及推廣
1.

主辦單位保有參賽作品之宣傳及行銷推廣權利。

2.

主辦單位將舉辦頒獎典禮，公開表揚得獎團隊與作品。

3.

主辦單位將決選作品，引薦至協力單位平台展覽展示。

九、

參賽注意事項及聲明

(一)參賽注意事項
1.

參與作品文字以中文為主，若以其他國家語言撰寫者，需提供中文翻譯。

2.

本次競賽主要期提供學子青年實地練習並發揮創意之舞台，其規劃設計成果不
會納入主辦單位實際社宅規劃與興建採用，以避免相關利害關係爭議。

3.

為避免過度擾動社區、鄰里長並造成溝通爭議，請參賽團隊盡量採被動式觀察
或書面研析，若有需現地勘查及調訪，請以最少侵擾當地居民方式，審慎進
行。

4.

作品內容需為原創，不得抄襲、剽竊或未經同意使用他人作品或圖片，若發現
或經檢舉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等違法行為即取消其競賽資格，相關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若為入圍決選者 需歸還補助；若為得獎者，除取消其得
獎資格，另需歸還得獎之獎金及獎狀等相關報酬，同時主辦單位將予以公告說
明。

5.

為確保比賽的公正性，不得在作品內透露個人姓名、指導老師姓名或學校名
稱，違反規定之競賽團隊，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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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報名之競賽團隊必須依據本辦法於時間內繳交作品，未能於指定時間內繳交
作品者，視同放棄競賽資格。競賽資格及作品若有不符規定或不齊全者，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其競賽資格。

7.

得獎人不得要求獎項更換或轉讓，所得獎金依所得稅法第 88 條各類所得之
規定預扣所得稅。

8.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競賽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
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於主辦單位網站
(https://www.hurc.org.tw/)，其公告內容以主辦單位網站為主。

(二)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
1.

參賽者所檢附的報名資料：姓名、地址、行動電話、電子信箱、系所及轉帳帳
戶等個人資料，將供主辦單位、本活動合作之單位及本活動之委外廠商辦理活
動使用，含報名、聯絡、確認參選資格、評審、撥款、進行活動宣傳規劃等相
關事宜。非經本人同意，競賽所蒐集的個資不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
外之用途。

2.

參賽者應瞭解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假如經由檢舉或主辦單位發現有不符真實身
分，或有冒用、盜用其他個人資料、資料不實等情事，並經查證屬實，主辦單
位有權取消本團隊獎項及參賽資格。

(三)關於智財權聲明事項
1.

凡報名參與本競賽者，即視為同意本競賽辦法及聲明書之各項內容及規定。詳
細聲明事項請參見【聲明及同意授權書】。

2.

參賽者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如有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如：著作權、商
標權、專利權、智慧財產權等），或違反一切法令之相關情事，主辦單位有權
取消該單位參賽或得獎資格。

3.

主辦單位保有修改、暫停或取消本活動內容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
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本活動相關事項以公布於活
動平台上資料為主，若有更動，則不另行個別通知。

4.

已繳交至主辦單位之競賽作品，概不得要求修改或抽換。報名文件及競賽作品
於活動結束後不予退還，請競賽團隊自行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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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常見問題 Q&A

(一)報名相關
Q1. 如何知道團隊報名成功了?
線上報名投遞後會自動出現報名成功頁面，主辦單位亦會寄送報名成功通知信給
隊長及第二聯絡人。
Q2. 報名成功後，可否更改作品名稱或更換隊員?
至初選提案繳交截止日前仍可以更名，一但進入初選評選就不能更名囉!
關於隊員更換，一樣至初選提案繳交截止日前皆可來信更換隊員並補上新隊員資
料。
Q3. 一個人是否可以同時報名兩組?
不可以，一人限報名一組。
Q4. 外籍生可以報名參賽嗎?
只要是在學學生(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並以中文呈現提案作品，皆可參賽。

(二)初決選相關
Q5. 要如何知道初決選提交內容是否完整? 是否可補件?
若於所載明之初選提案繳交截止日 (2021/5/3) 前提交，主辦單位會先針對提
交內容進行形式審查(主要檢視文件完整性，特別是書面郵寄文件)，並通知是否
需於緩衝期(三個工作日計)內補件；屆時亦會公開查詢用線上表單連結，提供報
名團隊檢視提交作品是否寄達與形式書審結果，您可依據提案作品名稱搜尋形式
審查結果。
但若逾期提交，則視同放棄競賽資格，不另通知補件。
Q6. 請問初選提交資料 A、B、C、D、E 是否有參考格式或書面可下載?
A、B、C 以電子檔提交，請依據繳交辦法及規定頁數，提案架構自行發揮。
D、E 以書面提交，請依據繳交辦法郵寄，檔案請於 https://reurl.cc/3Ly5LL 下
載，寄出前請先透過檢核表自行檢核，並自行掃描副本留存，信封亦可參考下載
附件。D、E 書面建議提早寄送，以免因郵遞問題而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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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關於書面資料寄送，假如於截止日當天寄出，主辦單位隔數天才收到，是否算逾
期?
書面資料繳件截止時間統一以郵戳為憑，仍建議提早寄送，以避免寄送延誤、遺
失而喪失資格。
Q8. 如果電子檔案太大無法以 Email 附件，該怎麼辦?
Gmail 可傳送附件大小上限為 25MB，若超過 25MB，Gmail 會自動在電子郵
件中新增 Google 雲端硬碟連結；主辦單位會直接下載此連結檔案提送評選；
但仍建議團隊提早提交，以避免技術性問題逾期而無法補件。
Q9. 入圍決選後，可以更換跟初選不一樣的提案主題嗎？
不可以，依初選送審提案為基礎，延伸完成自選加分表現檔案。

(三)獎項相關
Q10. 獎狀遺失怎麼辦?
可申請補發，惟須酌工本費 100 元，請來信
(2021.HURC.challenge@gmail.com) 告知作品名稱、姓名、收件人與收件地
址，確認匯款完成後，處理時間約 7 個工作天 (匯款資訊另外提供)。
Q11. 獎盃與獎狀是同組共享嗎? 拿到的獎金需要再扣稅嗎？
獎盃是同組共享一座，獎狀是每位組員及指導老師皆有一張；所得獎金將依所得
稅法第 88 條各類所得之規定預扣所得稅。
Q12. 獎金如何撥付? 何時可以完成撥付?
入圍決選暨得獎隊伍請於主辦單位通知後，提供 1 位代表領款人資訊(戶籍地
址、身份證字號、解款行及分支單位、匯款帳號)，主辦單位確認資訊無誤後，
預計於約 15 個工作日內完成匯款。

十一、 聯絡方式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綜合業務部研訓組/楊小姐、連小姐
電話: (02)2100-6300#224、228
Email: 2021.HURC.challenge@gmail.com
完整競賽辦法及附件下載點: https://reurl.cc/3Ly5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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