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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拉丁美洲的平民非正式居住点是其社会灾难的震中所
在地。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地区发展最不平
等的地区，有1.04亿人居住在非正式居住点。在这里，
每4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人生活在窝房，棚户区，贫民
窟或营地中。虽然一直被人视而不见，但这些人口必
须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他们的权利不断遭受侵犯，也
不断证明着自己顽强的生存能力。

每个这样的居住点由至少8个家庭组成，他们或为一
组，或为临近，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没有土地所有
权，也无法定期获得至少两种基本服务：自来水，家
庭电力和/或通过常规污水管网的排泄物处理系统。

非正式居住点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地方和地区政府缺乏力量解决土地规划问题，通常
无法为低收入人口和移民提供有效的住房解决方案，
这些人口不断从农村涌来，扩大着城市的边缘。该区
域的特点是发展非常迅速，无序性和缺乏规划。

仅在墨西哥城，就有超过859个平民非正式居住点，代
表存在着4万个形式不正规的住宅。这事关墨西哥首都
的241,853名居民，和他们所占有的2,700公顷土地。
他们需要紧急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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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比赛中，Archstorming将与TECHO墨西哥合
作。 TECHO是一个由年轻人领导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地区开展活动的非营利组织。

TECHO始于1997年，一群年轻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梦
想：消除贫困而聚集在一起。边缘社区存在的紧迫性
使他们大量动员起来，与这些生活在糟糕条件下的家
庭一起建造临时住所。这群年轻人将精力集中在寻找
这些社区日常生存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上。

这项倡议成为了对整个拉美大陆当今体制的一种挑
战。TECHO起步于智利，在15年的时间里已经扩展至
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并不断在这些地方开展活动。

TECHO追求三个战略目标：

 -促进边缘社区的社区发展，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
领导力的建设，推动生活在贫民窟的数千户家庭建立
社区组织并亲自参与，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促进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特别强调培养关键和坚定
的志愿者队伍，与居住在边缘社区并涉及不同社会实
体的家庭一起工作。

 -影响那些促进必要结构变革的政策，以保证贫困不会
继续繁殖，并尽快开始减少。

TE
C

H
O

是
谁

？



4

TECHO目前的紧急住宅模型是解决贫困地区社区脆
弱性的临时解决方案。它是基于18平方米的模块化设
计，可拆卸，可移动，木质结构，由纤维水泥覆盖。

住宅总费用包括各种费用，如材料，运输，志愿者用
品等。 按项目细分的完整预算将在注册后发送。

您可以查看此视频以获取有关施工过程的更多信息: 点
击此处

当
前

的
模

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j4MbH7fh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j4MbH7f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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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storming呼吁参赛者寻找解决方案，重新设计当
前TECHO的紧急房屋模型。
获胜的提案将用作种子模型，并将围绕整个国家实施
建造。

本次比赛的主要目标是：

•减少当前模型提出的施工时间和后勤困难。
•降低制造过程中的装配复杂性。
•延长地基和结构的使用寿命，并改善目前几乎不存在
的隔热性能。
•促进住房单元的未来发展（模块化）。
•增加放置房屋门窗的灵活性。
•可以在房屋中添加额外的模块（厕所，厨房或其他）
•使用可持续且易于获取的材料。
•拥有更人性化的居住空间。

有关以上内容和比赛其他目标的所有详细信息，请参
阅以下页面：

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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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BASIC MODULE

1.000 - 1.600 USD

BASIC MODULE AND BUDGET

EXTRA MODULES

每个单元必须由至少一个基本模块组成。这是房子的
主要空间，是家庭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这个空间
将包括一个用于睡觉的夜间区域以及一个日间起居
室。空间可以有内部划分，这取决于您的设计。

它的大小应该约为18平方米，但如果是较大的家庭，
设计应该可扩展到40平方米。您可以认为一个人需要
3到3.5平方米的空间，18平方米的房子最多可容纳5
人，而40平方米的房子可容纳11人。它的设计应考虑
模块化系统，以便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满足每个家庭空
间需求的房屋。

每个基本模块的预算在1,000到1,600美元之间（包括
所有材料和运输）。此限制适用于最小的模块：18平
方米。随着房屋扩大规模，预算按比例增加。此限制
不包括任何其他模块。

可以在施工时或施工之后将额外的模块添加到房屋
中。这些新空间不包括在预算限制中。

 - 厕所模块：至少包括一个堆肥式厕所。根据您设计
中的水收集解决方案，您还可以将水槽和淋浴包括进
去。请记住，材料必须便宜且易于安装。水的再利用
和再循环将受到重视。
 - 厨房模块：您可以为房子添加一个非常基本的厨房
空间。它可以是燃气灶或柴炉。
 - 其他模块：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模块具有不同的用
途，并且可以为家庭做出积极贡献，您可以自由地向
我们展示。

请记住，这些模块是可选的，可以添加或不添加，具
体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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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房屋须使用干式建筑系统建造，这意味着不允许使用
混凝土或砖块等材料。

目前的房屋是用木材搭建整个结构，纤维水泥板覆盖
外部，波纹纤维水泥板覆盖屋顶。

由于TECHO墨西哥拥有自己的木材车间，我们建议在
您新的结构中保留木材的使用。所有其他非结构材料
可根据您的建议进行更改。请确保所有材料在墨西哥
都可找到，并且不超过既定预算。

目前的窗户没有玻璃，由于玻璃的脆弱性延迟了它的
安装。新房子可以配有玻璃窗或任何其他半透明材
料。
目前的房子没有隔热保温。新提案应该就此开展建
议。

这所房子必须可由5-10名志愿者（非专业人士）自行
建造。他们必须能够在两天内建造完成，这意味着建
造系统必须简单。

由于该解决方案是临时的，因此必须使用干式施工系
统。必要时，房屋需是可拆卸和可移动的。

施工技术方面，不应要求使用任何电动工具（因为志
愿者不一定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房子应该只需使用
机械手动工具，如铲子，锤子，螺丝刀等。

此外，重要的一点是木板或木条能由两人搬运，因此
它们不应太大或太重。房屋的所有元素必须通过陆路
运输到难以进入的地方（请记住，居住区的道路通常
很窄，条件很差）。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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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ONSIDERATIONS

水收集系统：每个参赛者都可以设计一个收集雨水的
系统。通过这种方式，家庭可以用水来烹饪，洗衣或
洗澡。请记住，墨西哥一年分为干湿两季。该国大部
分地区从6月到10月中旬都处在雨季，其余时间降雨量
明显减少。

可持续建筑：您需要记住，由于很难获得能源，因此
必须采用生态方法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物的效率。
例如它的通风，隔热或自然采光。太阳能电池板的安
装尚未规划，因为它需要维护，目前还无法提供。

可转换性：如果房屋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家庭
的最终住房，那么将会很有意思（但不是强制性的）
。由于将来不需要移动房屋，该系统应当能接受诸如
砖块或混凝土之类的材料。

气候适应：如前所述，墨西哥的气候非常多样。虽然
北方冬季的气温较低，但在南方，气温在一年中相当
稳定，而且只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此外，该国
北部的降雨量通常低于南部。由于TECHO在全国各地
开展工作，请记住，房屋必须能够适应北方的沙漠气
候，且能适应墨西哥城的冬季或南方的雨季。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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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任何建筑师或建筑系学生都可以参加墨西哥紧急住所
项目，无论国籍。同样，来自其他学科的人员，如工
程师，社会学家，摄影师等也可以参加，不是必须要
有建筑师在团队中。
团队最多可由四（4）名成员组成，最少一（1）名成
员。
所有团队成员必须达到法定年龄（18岁或以上）。
注册价格是按照团队计费，无论团队人数多少。
如果团队或参赛者希望参与多个提案，则需要注册两
次（或根据您的意愿提交提案的个数），为每条提案
支付相应的价格。
在任何情况下，评委会成员，与评委会直接相关的组
织或个人都不得参加本次比赛。

奖金
当比赛达到500个参赛队时，注册将立即关闭，获胜奖金将为
20,000欧元:

一等奖
10.000 欧元 + 项目建设

二等奖
5.000 欧元

三等奖
3.000 欧元

四等奖
1.500 欧元

五等奖
500 欧元

+10 荣誉奖

奖金将取决于比赛结束时有多少队正确注册。如果在
该日期之后，参赛队伍没有达到500个，那么奖金将
是：

001-100 个注册团队:    1| 2.000欧元    2| 1.000欧元    3| 500欧元
101-201 个注册团队:    1| 3.000欧元    2| 1.500欧元    3| 500欧元
201-300 个注册团队:    1| 4.000欧元    2| 2.500欧元    3| 1.000欧元
301-350 个注册团队:    1| 5.000欧元    2| 3.500欧元    3| 1.500欧元
351-400 个注册团队:    1| 6.000欧元    2| 3.500欧元    3| 1.500欧元 
             4| 1.000欧元    5| 500欧元
401-450 个注册团队:    1| 8.000欧元    2| 4.000欧元    3| 1.500欧元  
             4| 1.000欧元    5| 500欧元
451-475 个注册团队:    1| 9.000欧元    2| 4.500欧元    3| 2.000欧元  
                           4| 1.500欧元    5| 500欧元
476-500 个注册团队:    1| 10.000欧元  2| 5.000欧元   3| 3.000欧元  
             4| 1.500欧元    5| 500欧元

*根据获奖者的居住国家/地区，奖金可能需要根据该国法律扣缴或缴纳
税款。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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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程

2019年3月6日注册开放

2019年7月3日注册关闭

2019年7月3日提交方案截止

2019年7月18日获奖者公告

*如果比赛达到500人，则可以关闭注册。 在这种情况
下，提交截止日期不会改变。
*下列时间后不接受递送，包括提交方案截止日期：洛
杉矶时间23:59:59（UCT / GMT-8）或中央夏令时。

费用
注册价格取决于注册时已注册的团队数量，具体分配
如下：

001-100 个注册团队: 50欧元+增值税
101-201 个注册团队: 65欧元+增值税
201-300 个注册团队: 80欧元+增值税
301-350 个注册团队: 100欧元+增值税
351-400 个注册团队: 110欧元+增值税
301-450 个注册团队: 120欧元+增值税
451-475 个注册团队: 135欧元+增值税
476-500 个注册团队: 150欧元+增值税

增值税：21％

注册必须在Archstorming的官方网站上进行。为了成
功进行注册，团队必须在注册期间支付相应的费用。
注册和付款流程完成后，将不予退款。 

付款方式
可通过支付宝支付。 可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
Visa，Mastercard，Discover和American Express。 
Archstorming团队不会取得信用卡的详细信息。 请正
确提供以上所示银行卡的卡面信息。
同样，您也可通过Paypal平台付款。

注册
完成付款后，Archstorming团队将立即发送一封确认
电子邮件，其中包含预算信息或图片信息等材料，以
及注册号。这个号码必须放置在参赛者提交嵌板上的
可见位置，最好是在右下角。

在发送方案时，还需要注册号来识别您的团队。

http://www.archstorming.com/regi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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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storming.com/regi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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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内容
参赛者必须提交一（1）个A1格式的嵌板（841x594
毫米或33.1x23.4英寸），横版竖版均可，注册号要位
于右下角。

嵌板的内容自由决定，只要把参赛者想要传输的想
法清楚地表达出来即可。该嵌板须以JPEG或JPG格
式提交，其名称必须仅为参赛者的注册号（例如
460418125.jpg）

此外，须提交一（1）个项目描述，不超过400字。描
述须以PDF格式提交，其名称必须仅为参与者的注册
号（例如460418125.pdf）

如果参赛者提交了多个嵌板，则以第一个为准。

以上材料的交付必须在Archstorming网站的“提交”
部分完成。

http://www.archstorming.com/submit.html

评审过程
评委会将根据对拟议目标的遵守情况对项目进行评
估，主要是为非政府组织TECHO墨西哥建立新的紧急
住房模式，该模式不应超过既定预算且要易于建造。

评委会可以自由地添加他们认为对创建房屋很重要的
其他标准。

将选出总共50个项目提案进入最后一轮。在50名决赛
参赛者中，评审团将选出获胜者，第一名和第二名，
以及10名荣誉奖。所述选择将基于对目标和评估标准
的实现程度。

常见问题
您可以在Archstorming网站的相应部分查阅最常见的
问题：

http://www.archstorming.com/faq.html

此外，在比赛期间，所有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问题都
将单独回答并上传到上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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