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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2017 中華民國傑出室內設計作品競賽 

報名表 

參選類別：                                編號：        (本填會寫) 

案    名：                                     

座落位置：                                     

公司：                                 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E-mail：                         

室內裝修業登記證號：                   （請檢附 PDF 檔核對，存在光碟中） 

各縣市公會會員証號：                   （請檢附 PDF 檔核對，存在光碟中） 

公司印信／負責人簽章：         

本案之設計(施工)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簽章： 

聯絡人：                      、手機：                    

聯絡電話：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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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請存在說明檔光碟中) 

        2017 中華民國傑出室內設計作品競賽 

                公司個案資料表 

參選類別：                               編號：          (本會填寫) 

案    名：                             攝影者：           

座落位置：                              

室內面積：          坪 

主要建材：                                                     

                                                 

設計時間：                                    

施工時間：                                    

請檢附以下光碟資料，以供評選委員評選: 

光碟 3 片，內容須依第十條第三項，評審標準所列內容，依次說明參賽作

品內容，其中必須包含平面圖主要立面圖，以及設計/施工照片 20 張，（規

格：350dpi、JPG 檔）。 

 

第 1 張光碟:展板光碟一片:ai 檔 20M-50M 以上(輸出用)、jpg-1M 以上(核對用)。 

第 2 張光碟:說明檔光碟一片:文字資料(設計/工程理念、概述、說明)以 word 格式

儲存；及彩色相片 20 張，平面圖或設計圖，每張圖檔至少在 2Mb 以

上、解析度 350dpi 以上，請以 ai、tif 或 jpg 格式儲存，請註明供印

刷用，另附加參選個案資料表、繳費匯款證明、參選同意書、各地公

會之 2016 年在籍會員證、室內裝修業登記証掃描 PDF 檔。。 

第 3 張光碟:作品介紹簡報光碟一片：需以 power point 檔格式儲存，參賽版面需

含圖片及文字資料，其中包括：彩色圖片 20 張，平面圖及設計或施工

概述。(本張光碟內容設計佔評選 10%) ※為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

原則，PPT 簡報檔中不得介紹公司及設計者資料，出現設計公司及設

計者以自動棄權論，並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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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請存在說明檔光碟中) 

刊載同意書 

茲同意將本人（以下簡稱甲方）的設計作品，作品名：                                

                                                                       授權 

供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乙方）室內設計評選活動 

使用，刊載於乙方之網站，以及出版品、教育訓練、公開展覽，供技術分享交流之用。 

雙方其他合意條件如下： 

 甲方應於雙方商定之時間前交稿。 

一、甲方保證本作品確為甲方親力為之，甲方確有授權刊載之權利。倘有不實，願負一 

切法律責任。若乙方提出要求，甲方有義務提示擁有相關權利之證明文件。 

二、甲方同意乙方得在尊重甲方之署名權和人格權的前提下，乙方對本著作物文稿有編 

輯修改之權利。甲方並同意乙方得自行決定版面編排設計、印刷形式。 

三、於本著作物刊載於乙方網站後，乙方應交付甲方定稿後之紙版文稿二份、並有告知 

甲方文章所刊載網址之義務。 

  

本契約壹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方： 

乙方：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 

身份證號： 代 表 人：理事長  葉博文 

地址：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86 號 8 樓 

E-mail： E-mail：naid.roc@msa.hinet.net  

電話/傳真： 電話/傳真：02-2735-7580/02-2733-8961 

聯絡人： 聯絡人：林似穗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86 號 8 樓 TEL:02-2735-7580 FAX:02-2733-8961 

 
4 

附表四:展板規格(即第一張光碟) ai檔-至少20M~不超過50M(輸出用) 

84 ㎝ 

 

 

 

112 ㎝ 

 

2017 室內設計作品大展 

8
 ㎝

 

                                               

       

 

 

 

 

 

 

 

 

 

 

 

 圖角位置 

  

        

 

上表右下圖角製作樣式（8 ㎝×25 ㎝）                    

作品

名稱 

                       

設計者 

照片 

創作時間 西元    年  月~      年     月 

設計者姓名  

職稱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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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 

2017 傑出室內設計作品競賽 

工程類報告書 

 

1.依 A3 橫式格式裝訂成冊，共三份。其內容依次為: 

    工程文字資料(專案工程、範圍、內容、規模、工期與造價及其特殊專案執行

特點說明) 

    平面圖、主要立面及必要工法大樣等，是以說明專案特點之資料。 

    工程照片。 

    專案組織架構及施工管理計劃。 

    工程進度表。 

    工程合約首頁影本(含甲乙雙方資料及工程金額)。 

    工程完工證明或竣工報告。 

    工程現場管理表單，如日報表、週報表及相關自主檢查資料。 

   2.光碟片 3 張，內容 

      資料光碟:含上述報告書規格與內容 PDF 格式及工程照片或成果照片 20 張(照

片規格 350dpi、jpg 檔) ，另附加參選個案資料表、繳費匯款證明、

參選同意書、各地公會之 2016 年在籍會員證、室內裝修業登記証

掃描 PDF 檔。 

      展板光碟:以主要平、立面圖、特殊工法大樣與照片，編排為 84 ㎝ x112 ㎝(豎

掛)二塊。ai 檔-至少 20M~不超過 50M(輸出用) 

      簡報光碟:作品介紹簡報光碟一片：需以 power point 檔格式儲存，參賽版面

需含圖片及文字資料，其中包括：彩色圖片 20 張，平面圖及設計或

施工概述。(本張光碟內容設計佔評選 10%) ※為符合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PPT 簡報檔中不得介紹公司及設計者資料，出現設計

公司及設計者以自動棄權論，並取消參賽資格，不得申請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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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 

公司: 

地址: 

電話: 

 

 

 

                     收件人: 

                     10663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86 號 8 樓 

                     中華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金創獎委員會    收      02-2735-7580 
 

 

 

 

 

檢附資料核對，請打: 

□ .附表一，報名表正本。 

□ .光碟片三張。 

   .說明檔光碟一張。 

.文字資料/20 張相片/平面圖或設計圖 

.室內裝修業登記登。(PDF 檔)  

.公會會員証書。(PDF 檔)  

.附表二，公司個案資料表。(PDF 檔) 

.繳費匯款單影本(PDF 檔) 

.附表三，刊載同意書。(PDF 檔) 

.展版光碟一張。 

   .作品介紹簡報光碟一張(不得有公司名稱 LOGO 設計者姓名等文字) 

□ .附表五，工程類報告書內容資料齊全。(參賽設計類組不需檢附此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