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為配合「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推動，營建署原「創造台灣城鄉
風貌示範計畫」自 92 年度起轉型為「城鎮地貌改造」及「社區風貌營造」二項計
畫，分別設定不同實施機制據以執行。其中「城鎮地貌改造」分為「競爭型」及「政
策引導型」，「競爭型」係「計畫創意」與「團隊陣容」優先，評選優良主題性計畫
據以補助推動，自 92 至 94 年度已連續舉辦 3 年。依據行政院核定「城鎮地貌改造」
第 2 期（94-97 年度）計畫，自 94 年度起改為每 2 年舉辦 1 次，爰 96 年度將辦理
「競爭型」補助計畫評選。至「社區風貌營造」須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
計畫」之環境景觀面向「營造都市社區新風貌計畫」時程受理，接續辦理補助計畫
評選工作。
以前年度評選作業情形，營建署自 92 年度起創辦競爭型評比，經營建署幾度
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學者專家座談建立共識後，各地方政府均積極參
與，且大致能依政策要求，成立跨局處（室）協調組織、動員地方居民及發掘在地
優秀人才與專業團隊參與，從整合地方特色資源著手，研提創意計畫，整體提案過
程及品質已見明顯改進提升，達到部分政策效果。
93、94 年度「城鎮地貌改造」及「社區風貌營造」二項計畫，分別委託專業
單位協助辦理相關審查作業，並策劃觀摩活動事宜，而審查方式係由營建署邀請學
者專家組成中央評審委員會，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其中 93、94 年「城鎮地貌改
造」競爭型評比，並分別邀請 3 及 4 位國外專業人士參與評審。
另營建署前於 94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第 2972 次會議專案報告「城鎮地貌改造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
，建議以行政院名義，策劃建立「全國景觀風貌改造
大獎」制度，業經行政院秘書長以 95 年 1 月 3 日院臺建字第 0950080016 號函送院
長提示：同意辦理。據此，營建署規劃於本（95）年底前舉辦第 1 屆「全國景觀風
貌改造大獎」，爾後並建立制度。

第二節 計畫目的
內政部營建署特委託專業單位協助辦理 96 年度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暨
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相關評選計畫，其計畫目的如下：
一、 協助辦理 96 年度「城鎮地貌改造」補助計畫相關審查作業事宜，從而建構「專
案委託管理執行」制度之進行。
二、 策劃辦理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評選觀摩展覽活動之推廣，具體
展現營建署暨相關縣市積極努力推動之成果，提供各界參考觀摩相互切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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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三、 經由「景觀風貌改造」大獎企劃及舉辦，融合國內外專家學者之意見參與及
必要性之現地評審觀摩之執行，期評選出最具代表性之「城鎮地貌改造」計
畫，促成專業領域之良性競爭，激盪出優質理念之作品，並藉由入選作品彙
編成冊呈現至國內外，形塑此專業獎項之價值。

第三節 計畫內容
一、協助籌辦「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相關補助計畫申
請提案之審查幕僚作業
協助營建署籌辦「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相關補助計畫申請提案之審查
相關事宜，其工作項目至少包括以下事項：

（一）訂定作業計畫
依營建署作業時程要求，訂定整體審查細部作業流程及工作方法，俾利期限內
規劃辦理完成相關工作。

（二）收件彙整地方政府申請提案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營建署申請補助須知規定依限函送申請計畫書到署
後，協助彙整、檢視是否依規定檢齊相關必備文件資料，建立相關計畫件數、經費
統計與檢視結果等資料，提送營建署作為審查依據。

（三）聯繫邀請國外評審及召開評審委員會先期會議
本案之評審委員人選原則由營建署負責邀請，其中「競爭型」計畫考量邀請 2
至 3 位國外專業人士參與審查部分，得協助提供建議人選，經營建署同意後協助進
行聯繫，並於所有委員名單確定後，辦理評審委員會先期會議之召開事宜，以建立
評審原則及共識。

（四）研提申請提案審查參考意見
須協助「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競爭型、政策引導型）」及「台灣健康
社區六星計畫─環境景觀面向─營造都市社區新風貌計畫」研訂相關審查作業規定
草案，送營建署審核同意後函知地方政府據以配合辦理，並就申請計畫書之形式要
件是否符合營建署相關規定，及對計畫內容可行性逐案提供初步分析意見供評審委
員會參考，以利審查作業進行。

（五）籌辦審查會議
依營建署規劃之辦理原則協助進行相關審查會議籌開事宜，並於審查完成後依
營建署需求整理審查意見暨提供含過程紀錄報告之成果實錄及提案專輯。

Ⅰ-2│96 年度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競爭型、政策引導型）成果實錄

（六）策劃辦理「競爭型」評選之相關觀摩展覽
為將「競爭型」相關獲選及參選提案之具體計畫內容及評比過程經驗提供各界
參考，並擴大宣導營建署「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之政策意義及效果，受託
單位應策劃執行北中南東四區各一場次相關觀摩展覽事宜，每場次展期最少 10 天。

二、協助籌辦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幕僚作業
協助營建署籌辦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之相關幕僚作業，其工作項
目至少包括以下事項：

（一）訂定作業計畫
依營建署作業時程要求，訂定整體受理、評選、頒獎及後續活動等細部作業流
程及工作方法，俾利期限內規劃辦理完成相關工作。

（二）研訂評選辦法
研商確立本項全國大獎之舉辦主旨、評選對象及範圍、報名
資格、評選作業方式、獎項及獎勵內容等，並研擬完成評選辦法，
由營建署（或內政部）發布。

（三）籌組評選委員會及辦理後續評選幕僚作業
依本項大獎之舉辦主旨及評選內容需要，協助營建署邀請有
關學者專家籌組評選委員會，並統籌執行相關受理報名、資料彙
整、各階段評選作業及紀錄等。

（四）籌辦頒獎典禮
協助策劃頒獎方式及相關場地與時程規劃，並依需要協助選
定獎狀、獎座或獎牌型式，由營建署辦理設計製作事宜。

（五）辦理宣導及相關配套活動
依本項大獎舉辦需要，從受理報名開始，全程策劃各不同進
行階段之宣導計畫（含燒製宣導網頁光碟供建置於營建署網站、
記者會、北中南東四區地方性宣導說明會），並應於評選結果確
定後，策劃舉辦北中南東四區各 1 場次展覽，展期最少 10 天，
94 年度城鎮地貌改造─競爭型補助計畫審查會議

及舉辦檢討與展望座談會 1 場，擴大宣導效益。上開四場展覽，

海報及展場

得考量實際情形，經營建署同意後，與競爭型評選之觀摩展覽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併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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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流程及期程
一、計畫流程
案件彙整

審查方向與方法確立

工作內容確認

策劃執行『創造台灣城鄉示範計畫

策劃執行『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環境景觀

協助籌辦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

（競爭型、政策引導型）』審查會

面向-營造都市社區新風貌計畫』審查會

改造大獎」相關幕僚作業

■ 國內、外專家邀請與確認

■ 各場次專家邀請與確認

■ 訂定作業計畫

■ 審查地點、時間確定

■ 審查地點確定通知

■ 研定評選辦法

■ 案件資料收集、整理、寄發

■ 案件資料收集、整理、寄發

■ 籌組評選委員會及辦理後續

■ 場地、器材租借洽商

■ 會場佈置與餐點確認

■ 會場佈置與餐點確認

■ 審查會舉辦

評選幕僚作業
■ 籌辦頒獎典禮

■ 初審、決選審查會舉辦

■ 辦理宣導

期中工作會議
記者會籌辦
審查會議實錄整理
巡迴展覽舉辦
實錄編輯
期末工作會議

意見修正

成果實錄暨提案/成果專輯

圖 1-1 計畫流程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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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之總期程自簽定委託服務建議書後至民國 96 年 3 月 31 日止共九個月之
計畫期程。經營建署復本學會 96 年 2 月 7 日（96）景觀第 96020701 號函，同意本
學會於不增加委託經費原則下，展期 4 個月至 96 年 7 月底，期末簡報並順延至 96
年 5 月提出。
（一）舉辦審查會：95 年 11 月底完成
（二）期中報告提送：95 年 10 月底前提出
（三）期末報告提送：96 年 5 月底前提出
（四）提交成果：96 年 7 月 31 日前提出
第九月

第八月

第七月

第六月

第五月

第四月

第三月

第二月

計畫期程

第一月

表 1-1 原計畫期程進度表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確定
審查方式及流程確定
審查案件資料彙整及格式確認
審查會專家（含國內外）、場地確認
案件資料彙整、寄發
審查會舉辦（競爭型）

◎

審查會舉辦（政策引導型）

◎

會議記錄整理
期中工作會議

◎

「景觀風貌改造」大獎籌辦
「景觀風貌改造」評選會議
觀摩展覽活動協調及辦理
協助巡迴觀摩展覽
籌備及舉辦頒獎典禮
期末報告

◎

成果實錄編輯
成果實錄製作
辦理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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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期成果
（一）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競爭型、政策引導型）」
、
「台灣健康社區六星
計畫-環境景觀面向-營造都市社區新風貌計畫」、「第一屆全國景觀風貌改造
大獎」成果實錄各 50 本：包括相關先期會議紀錄、申請提案之收件彙整情形、
審查討論過程及結果紀錄、頒獎實況及後續觀摩展覽情形等內容，並含 300
字以內之中英雙語摘要。
（二）
「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競爭型）」
、
「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專輯（彩
色中英雙語）各 500 本：至少包括獲選提案之圖文摘要、整體評選作業過程
之簡介與綜合評述及相關建議等內容。其中「競爭型」部分並應將所有參選
提案資料納入。
（三）數量及格式：「成果實錄」各乙式 50 本，「專輯」各乙式 500 本，其格式以
Ａ４尺寸紙張製作及裝訂，內容以中文直式橫書繕打，依內容及頁碼次序外
加封面裝訂；至紙質、彩色、頁數等均應依照本署之規定辦理。另檢附全文
電腦文字及圖檔磁片或光碟片 10 份，格式依本署規定辦理。
（四）製發「競爭型」觀摩展覽及「全國景觀風貌改造大獎」頒獎等相關場合所需
中英雙語宣導摺頁各 2000 份：格式、內容悉依本署規定辦理，結案並檢附其
數位樣稿及其電子檔乙式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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