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彙 總 表  

                                                                                             建商專用 

第 23屆「國家建築金獎」甄選活動報名彙總表 

  

    參選公司：                                                                

              ● 茲檢附本彙總表暨以下各項之資料文件，提請貴單位審閱  

    1.參選者基本資料表 

2.經濟部公司設立核准(或變更)函以及登記表影印本各一份  

3.參加產業公會、協會之最近年度會員證明書影印本一份 

4.最近 5年內業績紀錄暨相關資料(個案使用執照)影印本一份 

5.參選建案基本資料表；並確認該案現況如下(1)~(3)   

  (1)本案是否位於優質環境：–是(    )  –否(    )  

  (2)本案周遭有無嫌惡設施：–有(    )  –無(    )  

  (3)本案有無二次施工情形：–有(    )  –無(    )  

6.參選建案之相關類別資料表(如附件 6)     

7.報名審查費以及預繳活動分攤費之支票或匯款收據  

8.向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申請之消費者申訴紀錄影印本一份 

 

台灣永續關懷協會‧國家建築金獎甄選委員會 

郵寄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315號 5樓 

聯絡人電話：(02)2951-7387轉分機 81楊經理 



附件 1 

                

第 23屆「國家建築金獎」甄選活動參選者基本資料表 

參加類別：金獅獎 (   )規劃設計類  (   )施工品質類 

                                    (   )優質建築類  (   )管理維護類 

 

1. 公司名稱:    

2. 統一編號:  

3. 負責人:   

4. 通訊地址:□□□ 

5. 聯絡人:                         手機：  

6. 公司電話:                       傳真:   

7. 公司網站:(    ) 如右 http://                             

                     (    ) 目前尚未設置 

8. 聯絡電子信箱:  

9. 參選者簽章: 

              公司印章                    負責人簽名或蓋章處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4

公司名稱：                                                                                                             .

序號 建案(工程)名稱 戶數(金額) 完工日期 行政區域(地址) 是否有管委會 建案(或管委會)聯絡電話

1

2

3

4

5

累積開發總戶數                 (戶) or 銷售或工程總金額新台幣                       億元

◎審查結果(請勿勾填)： 合格                  . 不合格                 .

初審簽章：        複審簽章： 律師：

業績記錄表：最近年度(依序往下填)開發興建住宅社區或工程記錄資料(附完工之使照或證明影本一份)



附件 8 向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申請「消費者申訴記錄」，傳真回函提供審查。本

申請書及工本費郵寄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0 樓之 3 之 4 

消基會申訴部收。聯絡電話：02-27001234 分機 304 聯絡人：申訴部林小姐  

消費者申訴記錄申請書 

本公司今(111)年將參加台灣永續關懷協會主辦之「國家建築金獎」

甄選暨「台灣誠信品牌」認證活動，惠請  貴單位提供有關本公司最

近五年內之消費者申訴案件記錄備查   

此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申請者─ 

 

公司名稱：                                        (印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人：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8 向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申請「消費者申訴記錄」，傳真回函提供審查。本

申請書及工本費郵寄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390 號 10 樓之 3 之 4 

消基會申訴部收。聯絡電話：02-27001234 分機 304 聯絡人：申訴部林小姐  

 

消基會受理查核有無申訴案件申請處理辦法 
 

主旨: 本會為提供企業經營者參與政府機關、民間組織等辦理評選、

標誌認證、上市櫃之消費爭議或申訴查詢及其他有關消費者保

護相關法規等之證明文件，特訂定本辦法。 

 

辦法: 

一、本會係非營利之公益團體，因經費、人力有限，申請查證申訴

案件，採收取工本費方式提供。 

二、 收費方式為:  

企業經營者查詢時，請填寫消費者申訴紀錄申請書(如附件)，

向本會申請，每一案酌收工本費新台幣陸仟元整。 

不提供其他民間單位辦理活動之委託查核。 

但可由參選業者直接以書面方式敘明查核目的向本會申請，業

者申請查核時，每一業者酌收工本費新台幣陸千元整。 

三、 查核範圍為: 

申請時起回溯近五年內資料。 

四、 申請查核時，請同時以匯票、支票或現金袋繳寄皆可，受款人：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惠付工本費。 

五、 本會於收到繳款後將依查核內容，即刻安排工作人員進行查 

核，原則上作業時間約需 7~10 個工作天。 

六、 本會將於完成後，將結果及工本費收據（捐款收據）以掛號方

式寄送申請查核單位。 

七、 查核結果僅為申請查核目的使用，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者請勿 

外公開，亦不得作為廣告背書之用，若有違反者，本會將依法 

處理，並停止協助。 

◎如有申請上之問題，請電：02-27001234 分機 304申訴部林小姐 

 

 



名稱 統編

電話 傳真

案名 構造別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容積率                                %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

樓高                   層，地下            層 停車位：平面               個，機械              個

現場電話

基地位置

規劃者                      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者                      營造、工程公司

(           )公寓大樓型住宅社區─                    戶，(            )大樓透天綜合類共                 戶

(           )透天別墅型住宅社區─                    戶，(            ) 其他類                                       .

決選評比項目 綠建築指標、整體規劃、景觀設計、空間機能、建築造型

※參選報名書表，請自行影印留存※

1. 請提供本建案之建造執照影本。

2.請檢附以下資料，供大會編印的台灣優質建築雜誌(活動專刊)以及活動官網宣傳曝光

   ＊ 參選個案介紹300~500字(請參閱活動官網連結之歷屆活動專刊電子書)

   ＊ 總配置圖、平面配置圖  

   ＊參選建案之高解析度圖檔(實景或3D透視：建物外觀、室內空間、公共設施等圖檔)

     備註 : 以上文字、圖表及照片資料(每個圖檔均需要300dpi)請email至 formosa8421@gmail.com信箱。

3. 決選時由評審委員，進行個案實地評比；入選者於決選評比日，應會同本案規劃建築師出席

    現場說明及備詢(請提供個案之基地平面圖、建築物立面圖、 平面圖及剖面圖各一份 或準備

    附有各圖說之銷售說明書一式十份)，請提前一周提供簡報電子檔。

    簡報範例：請參閱活動官網內之「預約報名」→「報名須知」→「提案報名」前屆首獎案

    或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alpywa9s3dYl3vhHRnAYVln3gIwnjt

4. 決選實地評比時間：每案55分鐘─案場導覽15分鐘、簡報補充20分鐘、提問答覆20分鐘。

5. 決選實地評比成績：由評審委員就所提供資料、簡報、答詢、導覽狀況綜合評比，區分等級。

第23屆國家建築金獎-金獅獎參選案資料表(附件6)

類別：規劃設計類(已取得建照、已開工之完工進度在50%以內)

興建類型及戶數

(請勾填其一)

公司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請詳加填寫)

規劃及施工



名稱 統編

電話 傳真

案名 構造別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容積率                                %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

樓高                 層，地下            層 停車位：平面               個，機械              個

現場電話

地址：

規劃者                      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者                      營造、工程公司

(           )公寓大樓型住宅社區─                    戶，(            )大樓透天綜合類共                 戶

(           )透天別墅型住宅社區─                    戶，(            ) 其他類                                  .

決選評比項目 工程品質、品管制度、建築履歷、施工紀錄、環安管理

※參選報名書表，請自行影印留存※

1. 請準備本建案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

2.請檢附以下資料，供大會編印的台灣優質建築雜誌(活動專刊)以及活動官網宣傳曝光

   ＊ 參選個案介紹300~500字(請參閱活動官網連結之歷屆活動專刊電子書)

   ＊ 總配置圖、平面配置圖

   ＊參選建案之高解析度圖檔(實景或3D透視：建物外觀、室內空間、公共設施等圖檔)

     備註 : 以上文字、圖表及照片資料(每個圖檔均需要300dpi)請email至 formosa8421@gmail.com信箱。

3. 決選時由評審委員，進行個案實地評比；入選者於決選評比日，應會同本案規劃建築師以及

    工程主管簡報說明及備詢(請提供有附個案基地平面圖、建築物立面圖、 平面圖及剖面圖之

    書面簡報或準備附有各圖說之銷售說明書一式十份)，請提前一周提供簡報電子檔。

    簡報範例：請參閱活動官網內之「預約報名」→「報名須知」→「提案報名」前屆首獎案

    或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alpywa9s3dYl3vhHRnAYVln3gIwnjt

4. 決選實地評比時間：每案60分鐘─案場導覽20分鐘、簡報補充20分鐘、提問答覆20分鐘。

5. 決選實地評比成績：由評審委員就所提供資料、簡報、答詢、導覽狀況綜合評比，區分等級。

規劃及施工

興建類型及戶數

(請勾填其一)

第23屆國家建築金獎-金獅獎參選案資料表(附件6)

公司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請詳加填寫)

類別：施工品質類(完工程度在50%至結構體完成以上)



名稱 統編

電話 傳真

案名 構造別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容積率                                %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

樓高                   層，地下            層 停車位：平面               個，機械              個

現場電話

地址：

規劃者                      建築師事務所

施工者                      營造、工程公司

(           )公寓大樓型住宅社區─                    戶，(            )大樓透天綜合類共                 戶

(           )透天別墅型住宅社區─                    戶，(            ) 其他類
 

綠建築指標、規劃設計、造型機能、施工紀錄、防水處裡、管理維護

獲環保‧節能‧省水‧綠建材標章或正字標記建材使用率

※參選報名書表，請自行影印留存※

1. 請準備本建案之使用執照影本。

2.請檢附以下資料，供大會編印的台灣優質建築雜誌(活動專刊)以及活動官網宣傳曝光

   ＊ 參選個案介紹300~500字(請參閱活動官網連結之歷屆活動專刊電子書)

   ＊ 總配置圖、平面配置圖

   ＊參選建案之高解析度圖檔(實景或3D透視：建物外觀、室內空間、公共設施等圖檔)

     備註 : 以上文字、圖表及照片資料(每個圖檔均需要300dpi)請email至 formosa8421@gmail.com信箱。

3. 決選時由評審委員，進行個案實地評比；入選者於決選評比日，應會同本案規劃建築師以及

    工程主管簡報說明及備詢(請提供有附個案基地平面圖、建築物立面圖、 平面圖及剖面圖之

    書面簡報或準備附有各圖說之銷售說明書一式十份)。請提前一周提供簡報電子檔。

    簡報範例：請參閱活動官網內之「預約報名」→「報名須知」→「提案報名」前屆首獎案

    或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alpywa9s3dYl3vhHRnAYVln3gIwnjt

4. 決選實地評比時間：每案60分鐘─案場導覽20分鐘、簡報補充20分鐘、提問答覆20分鐘。

5. 決選實地評比成績：由評審委員就所提供資料、簡報、答詢、導覽狀況綜合評比，區分等級。

類別：優質建築類(已取得使用執照)

第23屆國家建築金獎-金獅獎參選案資料表(附件6)

決選評比項目

公司基本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請詳加填寫)

興建類型及戶數

(請勾填其一)

規劃及施工



名稱 統編

電話 傳真

案名 構造別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容積率                                %

建築面積                         平方公尺 建蔽率                                %

樓高                   層，地下            層 停車位：平面               個，機械              個

現場電話

地址：

管理者                     (物管公司)

維護者                      (保全公司)

(         )公寓大樓型住宅社區─                戶；(          )大樓透天綜合型共                 戶

(         )透天別墅型住宅社區─                戶；(          )其他                              。

※參選報名書表，請自行影印留存※

1.請檢附以下資料，供大會編印的台灣優質建築雜誌(活動專刊)以及活動官網宣傳曝光

＊ 參選個案介紹300~500字(請參閱活動官網連結之歷屆活動專刊電子書)

   管理維護相關文案簡介(例如 : 管委會組織運作、環境衛生、公設維護、保全防災、行政管理、

   社區發展...等等)，約500字以內。另請提供建物外觀、公設、社區活動等5~8張照片。


     備註 : 以上文字、圖表及照片資料(每個圖檔均需要300dpi)請email至 formosa8421@gmail.com信箱。

2. 決選時由評審委員，進行個案實地評比；入選者於決選評比日，應會同本案管委會委員及

    保全或物業管理公司人員，出席現場說明及備詢(請提供本案之相關說明一式十份)。

    簡報範例：請參閱活動官網內之「預約報名」→「報名須知」→「提案報名」前屆首獎案

    或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EHalpywa9s3dYl3vhHRnAYVln3gIwnjt

3. 決選實地評比時間：每案55分鐘─案場導覽25分鐘、簡報說明15分鐘、問題答覆15分鐘。

4. 決選實地評比成績：由評審委員就簡報、答詢、導覽狀況綜合評比，區分等級。

社區類型及戶數

(請勾填其一)

類別：管理維護類(管委會成立滿3年以上)

物管及保全

第22屆國家建築金獎-金獅獎參選案資料表(附件6)

管委會組織運作、環境衛生、公設維護、保全防災、行政管理、社區發展決選評比項目

參選單位資料

個案基本資料

(請詳加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