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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D Student Award
後疫情設計．創新人才培育
建立大學室內設計學生重要的競賽與交流平台
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aiwan Society of Interior Designers，簡稱TSID)，「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
設計系學生競圖及展覽活動」(Taiwan Student Interior Design Award, 簡稱TSID Award)

壹、 活動緣起
全台灣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校際競圖，係由學術界與台灣室內空間設
計學會所共同發起之活動。2007年第一屆校際競圖活動由台中技術學院(台中科技大學)室內
設計系承辦，於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台灣建築設計與藝術展演中心」盛大舉行，歷經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第二屆，台北華山文化園區)、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第三屆，高雄
駁二藝術特區)、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四屆，桃園多功能展演中心)、大葉大學空間設計
系及台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第五屆，台中創意文化園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第六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設計大樓)、華夏技術學院室內設計系（第七屆，松山文化創意
園區）、中原大學創新整合設計研究中心（第八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崑山科技大學空
間設計系（第九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亞州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十屆，松山文化創意
園區）、東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十一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東方大學室內設計系
（第十二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第十三屆，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以及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第十四屆，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回顧歷屆盛況，參賽作品
也由第一屆約150組作品、300多位師生參加，至最近幾屆參與科系達到26個單位，作品數量
達到600件以上，約1500名師生參加此一盛會。
2021年為本活動邁向第十五年，今年仍由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主辦，並由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協助承辦，活動秉持年輕世代勇於接受挑戰，將以社會時代議題出發，透過創新設計
關懷社會公益，並培育具國際觀的新世代設計人才為活動精神，期望本競賽可以成為全台灣
學生與國際室內空間設計交流的重要平台，讓台灣室內設計激發創意及能量，在國際舞台上
呈現耀眼的光芒，希望藉由本競圖活動能夠串連台灣設計產業達到傳承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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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目的
一、 導入後疫情設計議題，關懷青年創業與社會公益，鼓勵學生發揮設計創意，塑造友善
空間生活環境。
二、 建立大專院校室內空間相關科系師生互相觀摩、學習、競爭與交流的平台。
三、 促進產官學交流，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大專院校室內設計系及空間設計系科的瞭解。

參、 參賽資格
全台灣包括公私立大學院校、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含專科）之室內/空間/建築等相關
系、科、組、學程在學學生組隊(1-2人)參加 (不限年級但不含研究所及學士後)。

肆、 評審作業
一、 評審團
主辦單位將聘請國內外室內設計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5~7人之評審小組，進行公
平、公正與公開的評選，評選階段包括初選、複選與決選共三階段。

二、 參賽評審流程
1. 資格審查：對參賽作品之提交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2. 第一階段 – 初選：
1).

初選參賽者提交設計作品呈現方式為 A0 直式圖檔(約寬 84cm ×高 178cm)，
以 JPG 電子檔繳交初審(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0MB，必須確認可以開啟)，選取
參賽作品總數之 10~15%進入第二階段複選(實際組數百分比由初選評審團會
議決議)。

2).

進入複選作品評定為佳作。

3).

學校參賽作品超過 20 件(含)且該校所有參賽作品中未能進入第二階段複選者，
得經主辦單位通知後，由學校推薦一組參與複選。

3. 第二階段 – 複選：
1).

進入複選之作品，由執行單位通知作者於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9:00
~ 12：00 提交 A0 直式圖檔(約寬 84cm ×高 178cm)作品大圖輸出(300 dpi，
JPG 及 PDF 格式，以及複選階段需繳交的光碟檔案。如以手繪方式繪製者，
可以直接張貼版面原稿)，並將作品大圖張貼於會場規定之展板位置。大圖輸
出之圖面由初選入選作者自行輸出，輸出之圖面必須與報名時繳交之圖面內
容相同，不得進行任何修改及變更，第二階段複審時如經核對與初審作品有修
改及變更，主辦單位將取消複選資格。

2).

2021 年 5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3:00~17:00 複選評審小組將進行第二階段評
3

2021 第十五屆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大賽

辦法

審，複選評審團將由複選作品中選出入圍決選之作品 20 件(視實際情況由複選
評審團決議調整)進入決選。決選名單公告時間為 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
上午 8:00，地點於展場門口及官網。(時間會視實際情況調整)
3).

進入決選作品評定為優選。

4. 第三階段 – 決選：
1).

入圍決選作品，將於 5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9:00 於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簡報，
再由複選評審團評選出各設計獎項。簡報順序將於 8:30 報到抽籤，依序上台
簡報，簡報時間每組 10 分鐘及接受提問與回答 5 分鐘。

2).

5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18:30 舉行「頒獎典禮」。

三、 評審內容
評審項目原則上包括概念詮釋、創意思考、空間規劃、設計細部、表達能力、應用價
值等，實際評審項目與分數配比將以各初選、複選及決選評審會議決議定之。

伍、 繳費與報名
一、 繳交報名費
以 1~2 人為一組，每人僅限參加 1 組，報名費每人 600 元(非會員)。台灣室內空
間設計學會團體會員學校每人 300 元(會員)優惠，團體會員需繳交本年度團體會費
5,000 元。凡本會之團體會員學校僅接受團體報名，由各學系負責統一收件及寄送。
1.

團體報名：報名費及團體會員年費，各校收齊後，載明人數與學校，郵撥至主辦
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請將匯款存根 Email至學會秘書信箱。

2.

個別報名：須於匯款存根詳細載明姓名、學校及匯款存根編號，報名費郵撥至主
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請將匯款存根 Email 至學會秘書處信箱。
郵撥帳號：19920150，郵撥戶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聯絡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王伶芳 秘書長
Email：tsid9th@gmail.com
Tel：(04) 2219-6224

Fax：(04) 2219-6221

二、 報名步驟
1.

僅接受網路電子報名，請先至學會官網 http://www.tsid-ac.org 下載報名表及授權
書，填寫報名表完成後請將報名表掃描檔，檔案包括：
1).

團體報名 時需上傳下列檔案：
 團體報名名冊(*.xlsx 檔)；
 團體授權書(*.pdf 或*.jpg 檔)；(親自簽名；系簽名)
 繳款收執聯影本(*.pdf 或*.jp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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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報名 時需上傳下列檔案：
 個人報名表(*.docx 或*.pdf 檔)；(親自簽名)
 個人授權書(*.pdf 或*.jpg 檔)；(親自簽名)
 繳款收執聯影本(*.pdf 或*.jpg 檔)；

2.

準備好上述檔案後請上2021第15屆台灣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大賽報
名系統報名，請由學會官網連結。

3.

注意事項：
1).

檔案中的*為學校名或個人姓名。

2).

活動官網報名開始後每週一，按報名學校更新報名狀況，請上學會官網：
http://www.tsid-ac.org 親自確認報名成功與否。(註1)

3).

繳交報名費與報名登錄繳交截止時間至2021年4月12日(ㄧ)17:00止(以郵戳為
憑，逾時不受理)，敬請各校與參賽者配合。

註 1：為了減少作業量，學會於每週一下午 18:00 公告報名完成之單位或個人於官網，請
參賽者也可以統一於 4/13(二)上午 10:00-12:00 電話(04)2219-6224 台灣室內空間設
計學會秘書處，確認報名成功與否。

三、 作品繳交與佈展
1.

初選作品以A0直式圖檔(約寬84cm ×高178cm) JPG電子檔繳交 (檔案大小不得
超過20MB)，請將作品JPG檔案燒錄成光碟，光碟封面須註明學校、作者姓名、作
品名稱於2021年4月30日(五)17:00前寄達執行單位(以郵戳為憑)：
404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2021台灣室內/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小組收
註：團體報名學校須製作報名學生名冊，名冊格式檔案於學會官網下載。

2.

光碟作品繳交後，概不發還，請自留副本。請自行確認檔案是有效且可以被開啟，
檔案無法被開啟者恕不另行通知。

3.

請入圍複選者之代表於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上午9:00 ~ 12：00至競圖場地「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一樓展區)」報到、繳交作品並進行佈展，參賽者須將參
賽作品圖面張貼於分配的展板位置，展板上緣請留10cm往下黏貼。

4.

請確實遵守圖面、光碟檔案繳交與佈展之規定。

5.

作品未經執行單位許可，不得自行撤展，自行撤展者取消獲獎資格。

6.

競圖活動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一樓展區)
(404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詳附圖1。

7.

競圖活動日期：2021年5月28日至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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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頒獎與展覽
一、 頒獎
1.

2021年5月29日(星期六)於「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進
行決選評審與頒獎。由評審委員小組評選出設計大獎、金獎、銀獎、銅獎、優選
獎和佳作之作品，並給予得獎者獎勵。獎項內容如下：
1).

設計大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五萬元。

2).

金

獎：取1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三萬元。

3).

銀

獎：取2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二萬元。

4).

銅

獎：取8隊，發給獎牌、獎狀及獎金五千元。

5).

優

選：進入決選者，發給優選獎狀。

6).

佳

作：進入複選者，發給佳作獎狀。

每組獲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頒發指導感謝狀給予指導老師 (至多2位)。
(獎金須扣除必要之稅金)
2.

所有入圍複選者皆得申請成為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TSID)學生會員。

二、 公開展覽
1.

參加競圖作品須授權本會於2021年5月28日至30日在「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公開展
覽，開放參觀。

2.

得獎及入圍複選作品由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留存，並交由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
計系/空間設計系所巡迴展覽，2021年6月1日起至2022年5月31日止。

3.

得獎及入圍複選作品受邀參加並授權本會籌備舉辦之「TSID 2021年台灣學生室內
空間優選作品大陸巡迴交流展」，辦法另行公告與通知。入圍複選者棄權時，得
由其他學校同學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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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重要時程與地點
一、 報名期間與截止日期：2021.03.01 (六) ~ 2021.04.12 (一)下午17:00前。
二、 作品繳交截止日期：2021.04.30 (五) 下午17:00前，以郵戳日期時間為憑。
三、 初選評審日期：2021.05.14 (五) 9:00-17:00；地點：另定
四、 複選評審日期：2021.05.28 (五) 13:00-17:00；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五、 決選評審日期：2021.05.29 (六) 9:00-17:00；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六、 頒獎晚會日期：2021.05.29 (六) 18:30-20:00；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七、 作品展覽日期：2021.05.28 (五)~2021.05.30 (日)；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八、 作品撤展日期：2021.05.30 (日) 13:00~17:00；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以上時間如有異動，將於活動官網公佈)
九、 作品收件地點：
404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2021台灣室內/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小組收
Tel：04-2219-6224

 以上規定主辦單位將因實際狀況，在不影響大多數人權益之考量下，保留部分變更之權利，
但會事先公告。

2021 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活動
主辦單位：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
網

頁：http:// www.tsid-ac.org

聯絡人：王伶芳 秘書長
Email：tsid9th@gmail.com
Tel：04-2219-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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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三民校區、中商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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