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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 

澳門參展計劃徵集章程 

主辦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協辦單位 

澳門建築師協會、澳門城市規劃學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誠意邀請有意的策展人或策展單位提交參展計劃，以策辦

“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中的澳門館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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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及目標 

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以下簡稱“雙城展”，舊稱“深圳 ‧ 香港城市 ＼ 建築雙城

雙年展”）由深圳一方從2005年開始創辦，2007年香港受邀加入，展覽演變為雙城互動、一展

兩地的獨特類型：雙城展。雙城展立足於深圳所處中國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大背景，聚焦於

城市與城市化主題，透過當代視覺文化及展示等呈現方式，與社會公眾廣泛交流互動。這一全

球目前唯一關於城市固定主題的雙年展，至今在深圳香港雙方先後舉辦過五屆，展出總計770

多件來自全球的作品，舉辦了310多場活動，吸引了約86萬觀眾前來參觀。可以說，雙城展充

份利用了設計、影像、裝置、戲劇、公共藝術、專題研究和對話等多種方式，展示了深港、中

國乃至全球城市化進程和人居狀態的方方面面。本屆展覽，大會預期將吸引超過30萬觀眾，超

過100個參展單位，來自超過25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 

今屆雙城展，澳門將受邀到深圳參展，而透過這次參與，期望能拓寬深圳、香港及澳門三

地文化創意領域的合作，促進澳門與外界的文化交流，讓澳門能更多了解海內外的城市及建築

之文化動向，並藉此豐富澳門的文化生活，喚起廣大市民對建築、城市規劃、藝術及設計的興

趣，同時提供展示、交流及溝通的帄台，鼓勵本澳年青一代發揮創意，進一步提升其創作之水

帄，增加其對國際級作品的認識及了解，加強本澳市民對國際盛事的關注與參與，促進儲備人

才資源，與國際社會接軌，藉此宣傳及推動本澳文化藝術的發展，於國際舞台展示澳門代表的

優秀作品及其獨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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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機構 

本參展項目徵集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由“澳門建築師協會”及“澳門

城市規劃學會”協辦，由“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澳門參展組織委員會”

監督，由“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澳門參展計劃評選委員會”對徵集的參

展計劃進行甄選。 

上述組織委員會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建築師協會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代表

聯合組成，成員組成如下：  

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局長吳衛鳴博士 

成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文化財產廳代廳長梁惠敏女士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韓佩詩女士 

澳門城市規劃學會財務長羅子盈女士 

澳門建築師協會理事長梁頌衍建築師 

澳門建築師協會副理事長黃中原建築師 

上述評選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如下：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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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展覽主題 

本屆雙城展的主題為“城市原點”（Re-living the City）”，而澳門的參展內容亦將圍繞

這一主題而開展。該主題代表了這屆展覽區別與以往的，是以願景和務實相結合的態度和立

場，針對城市未來的一次嘗詴，以重塑城市和家園、打造美好未來世界為主旨，宣導對建築、

城市的現狀再利用、再思考和再想像；用好、用盡我們的現有和所有，重新思考、重新演繹。

通過這屆展覽，回到城市的原點即城市的出發點，重新檢討快速城市化的後果，關注迷失的城

市，關注當下的問題，關注未來的指向，透過行動重構人們人性化和有使命感的未來。讓人們

觀察並重現人們的城市生活；讓設計能出自民生、服務民生；讓秩序從生活體驗中逐漸形成；

讓城市中的不確定領域發揮更大作用。本屆雙城展的深圳展將由Aaron Betsky、Alfredo 

Brillembourg、Hubert Klumpner、劉珩（DoreenHeng Liu）及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

團隊合作統籌策展工作。有關雙城展的相關詳細內容可參閱http://www.szhkbiennale.org。 

四、 展覽場地、經費及主要進度時間表 

1. 展覽舉辦場地位於深圳蛇口，澳門館的面積為36帄方米，其位置詳見附件。 

2. 展覽的經費為澳門幣叁拾五萬元正（MOP$350,000.00）。有關費用將涵蓋整個展覽的

一切開支，包括但不限於展品設計、製作及運輸、展覽場地佈置及管理維護、展覽記

錄、拆卸退場、報告製作以及團隊的差旅費用等。 

3. 相關進度時間表如下： 

2015年9月16日 ：澳門參展計劃徵集截止 

2015年9月下旬 ：評選參展計劃 

2015年9月底前 ：委任獲選團隊 

2015年10月上旬至開幕前 ：策展、製作及佈展 

2015年12月4日 ：展覽開幕 

2016年3月4日 ：展覽閉幕及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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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案團隊組成資格 

1. 提案團隊最少由三人組成，當中一人為策展人，其餘成員為參展人； 

2. 提案須由策展人提出； 

3. 策展人無國籍限制； 

4. 提案中的參展人必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其中最少一人之年齡必須為35歲以下，

且最少一人須為澳門建築師協會會員、或澳門城市規劃學會會員、或具備建築或城市

規劃或相關設計範疇學位的人士；提案中須提交令主辦機構滿意的證明，以便向主辦

機構說明相關成員的資格； 

5. 提案團隊的組成成員名單在提交後如未得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擅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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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展計劃書內容 

1. 參展計劃書須由中、英兩種語言撰寫； 

2. 參展計劃書須闡述代表澳門參加“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之具體

構想，並針對場地提出參展計畫，其內容由兩大部份組成：「參展計劃申請表」（附件

一）及「參展計畫書」（附件二）。「參展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I. 展覽主題； 

II. 創作理念與構想之闡述； 

III. 展場規劃設計草圖（帄面、立體、影像或效果圖），以及預定作品尺寸與媒材等

資訊； 

IV. 計劃流程及進度規劃表； 

V. 所有參展者之資料（含背景、履歷及代表作品）、以及其展品清單及描述； 

VI. 相關活動或展示構想； 

VII. 預期成果。 

3. 「參展計劃申請表」為A4尺寸格式，「參展計畫書」均為A3尺寸格式。參展計畫書須

一式五份以及一份光碟電子檔（WORD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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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交計劃書 

1. 計劃書應放進封口信封，封面註明「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澳門

參展計劃」，於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澳門時間下午6時正（截止時間）或之前送

抵澳門建築師協會辦事處（澳門美副將大馬路2-F）。逾時提交的計劃書恕不接受； 

2. 主辦機構恕不接受傳真或電郵提交申請文件； 

3. 主辦機構恕不接受在截止時間後提交的任何計劃書補充資料； 

4. 如任何提案的條款不完全符合及遵守本徵集章程的要求，一律視作無效作廢； 

5. 提案團隊回應本徵集文件所提交的任何申請及計劃書，即全面受制於本章程的專有約

束效力； 

6. 計劃書將一律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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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選程序及標準 

1. 評選時間暫定於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進行，評選程序最終將會選定一個獲選團

隊； 

2. 評選委員會將代表主辦機構甄選所有依照規定在截止時間前遞交的計劃書，其甄選決

定將作終論，任何提案團隊均無權質疑、上訴或提出爭議； 

3. 甄選標準如下： 

I. 計劃書是否配合展覽主題； 

II. 計劃書在展示澳門的建築、設計及城市發展方面是否有前瞻性，評論性及創意； 

III. 計劃書的可行性； 

IV. 策展人的經驗、專業知識、國際網絡、管理能力及承擔；擁有設計及建築展覽策

展經驗的策展人將獲優先考慮，但這並非必備條件。計劃書中須列述令主辦機構

滿意的證明，以便向主辦機構說明其資格、經驗及圓滿完成項目的能力； 

V. 展場的概念及規劃； 

VI. 展品的質素及優點，以及參展者完成展品的能力； 

VII. 主辦機構恕不考慮任何超支計劃書。 

4. 主辦單位保留權利透過甄選程序選任提案團隊，但毋須全面採用其計劃書中的所有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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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1. 關於查詢及提問 

I. 有關雙城展的相關詳細內容可參閱http://www.szhkbiennale.org； 

II. 主辦單位將於8月8日（星期六）上午10時，在塔石廣場文化局總部大樓會議室舉

行講解說明會，主要對雙年展的背景、本屆展覽的場地以及展覽主題等內容作介

紹。 

III. 如對本徵集章程有任何疑問，可於2015年8月21日前（星期五）將提問內容以電

子郵件方式發送至pr@icm.gov.mo，主辦單位將於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前通

過電子郵件回覆相關提問，回覆內容將同時上載於文化局網站。 

2. 關於參展計劃書 

I. 每個提案團隊只限提交一份參展計劃書。已向其他單位提案之「參展計畫書」不

得參與本徵集，亦不得以類似理念或變更題目方式，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 

II. 提案團隊應尊重評選委員會之決定。評審結果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未公告前提

案團隊不得逕自宣布； 

III. 申請人及其參展者若有不符本章程規定之作為，或涉及抄襲、剽竊或侵害他人著

作權之情事，主辦單位得終止其參展權利，並追討已撥經費及索償損失； 

IV. 計劃書包括的參展人及展品之名單在提交後如未得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擅自更改； 

3. 關於獲選者 

I. 主辦機構將暫訂於2015年9月底前公佈獲選團隊，並與其完成簽定委任工作合

同。因故未完成或拒絕簽約者視同放棄獲選資格； 

II. 獲選團隊於獲選後，直至展覽結束前，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於其所指定場所

外的其他地點，進行任何形式之作品展示； 

III. 獲選團隊與主辦單位之相關權利義務，於本徵集簡章未列入者，主辦單位將於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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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工作合同內訂明。 

4. 關於展場 

I. 展場帄面圖及其場地環境狀況請參考附件四，作品及材料之規格與尺寸，應不超

過相關空間之限制。 

5. 關於展品 

I. 獲選團隊的參展作品之展出須由主辦單位作最終確認； 

II. 按雙城展大會規定，作品應使用防火媒材，或經防火處理。故獲選者須於作品包

裝運輸前，提出防火材料證明文件，供主辦單位人員查驗。 

6. 關於版權 

I. 提案團隊須確保其計劃書中的所有內容均屬原創，並且不包含任何侵犯第三者知

識產權的材料，若被發現有侵權之虞，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加資格，及有權提出

法律行為； 

II. 提案團隊須承擔因違反上項規定而引致的一切法律後果，尤其是因此對主辦單位

及第三者造成的一切損害； 

III. 若提案團隊與主辦機構外的其他單位／人士因版權協定而起紛爭，一概與主辦機

構無關； 

IV. 所有參加徵集及獲選的提案須無條件授權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無償作出版

或對公眾宣傳等使用。 

7. 未盡事宜之補充規定 

本章程有關事項如有疑問或其他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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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澳門參展計劃申請表 

申請人／單位名稱 

 電話  

傳真  

E-mail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  

傳真  

E-mail  

地址 
 

 

展覽名稱 中文： 

 

英文： 

 

提交資料清單（請詳列以便主辦單位核對）： 

 

 

 

 

 

 

 

 

申請人／單位簽署 

 

本人／單位同意遵守此計劃徵集章程中的一切條款，特此簽署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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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5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澳門參展計劃書 

1. 計畫內容 

展覽主題 

 

2. 創作理念及構想之闡述 

 

3. 展覽／作品規劃設計草圖 

包括場地規劃（以帄面、立體、影像或效果圖呈現供審，並請標示可作參考之作品尺寸

與媒材等資訊） 

4. 相關活動或展示構想 

  （見徵集簡章之規定） 

 

5. 流程進度 

一、計劃流程表 

二、進度規劃表 

 

6. 策展人及參展人員資料 

一、策展人之背景、履歷 

二、參展人員之背景、履歷、代表作品 

 

7.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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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展覽場地相關信息 

澳門展覽區將設置於位於深圳市蛇口的大成面粉廠舊址三樓，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代表一同

於此樓層展示，面積為36帄方米，長6米，寬6米，高4米。其選址將於下圖所示的藍色框線範

圍內，而最終選址的落實需待雙城展的大會確定。 

在該範圍當中，現存有一座空置的廠房和一片室外停車空間。 

下圖為展場設計的效果圖（以下資料由大會提供，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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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大成面粉廠舊址”於本年初之狀況，活化及裝修工程即將實施以供本屆展覽之用。 

（資料由大會提供，版權所有） 

 

下圖為展場設計的整體規劃帄面圖（由大會提供，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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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主要展場大樓三樓的帄面圖，澳門展覽區擬設於此樓層範圍內（由大會提供，版權所有） 

#8 Warehouse / Main Exhibition Space / 3rd floor 

 

樓底高度為 : 4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