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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開展新的研究和合作項目，Design Trust for Public 
Space 致力於發掘紐約市的共享市民空間潛力。這項工作旨
在改善整個城市居民的福祉。我們的任務和計畫的核心是提
案申請 (request for proposals, RFP)，旨在徵集各界意見，落
實解決紐約市主要公共空間問題的專案。 

每個 RFP 週期都圍繞著一個
中心主題組織，以廣泛的社區
宣傳和參與為基礎，確保與社
區的需求和利益保持一致。在 
Design Trust 的指導和支援
下，聯合市內機構、利益相關者
團體和民營部門專家在內的一
系列合作夥伴共同實踐最終提案。在過去的 25 年中，Design 
Trust 已在五個行政區中完成了 32 個專案，影響了成千上萬
的紐約人。

在此週期中，Design Trust RFP「The Restorative City」致力
於探索如何將公共空間和建築環境用作促進健康平等的工
具，這一概念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盡可能健康的公平和公正的
機會。 

我們邀請紐約市社區團體、非營利組織、設計公司、倡導者、活
動家、公共機構和五個行政區的人士提交研究、設計和規劃專
案的提案，發掘紐約市共享空間的潛力，進而改善所有人的健
康狀況，特別是歷史上較不受重視或資源匱乏的社區。

簡介

您或您的組織最熱切關注的 
問題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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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們獨特的問題查明和專案交付的權力共享模型， 
Restorative City 將為試圖影響公共政策、設計實踐或開發決策
以及為整個城市帶來顯著變化的專案提供支援。雖然這些專案
可能針對的是特定地點，但是也必須有可能改變我們開發和管
理全市公共空間的方式，或是影響我們實施設計的方式。獨立評
審團將遴選 2 至 4 個提案，獲選者將成為 Design Trust 專案。 

您為什麼想與 Design Trust for 
Public Space 合作？

公開徵求專案創意，透過公共空間打造社區健康。

在衛生部門有個眾所周知的
事實，即一個人健康的最大預
測指標是其身處的社區，而不
是遺傳因素或生活方式。僅有 
20% 的健康結果取決於醫療
照護的便利性和品質。80% 的
健康狀況取決於我們的生活
環境和社會經濟因素，換句話說，我們的健康與周圍的人事物
息息相關。儘管就醫的便利性很重要，但是生活在擁有公園、
大眾運輸、資源豐富的學校、充足的住房社區中的居民會更加
健康。



4

您的專案將如何利用公共空 
間來解決社區中的健康平等 
問題？

在紐約市，South Bronx 居民的預期壽命為 69.5 歲；Upper East 
Side 居民的預期壽命為 89.5 歲，相差達到 20 歲。居住地點非常
重要，而居住地點往往受到排擠、種族主義和歧視等問題的深遠
影響。 

此次活動向城市規劃、設計和公共政策專業人士，以及所有參
與塑造我們生活、工作和娛樂環境的人們徵求創意。在此週期
中，Design Trust 希望尋找能夠塑造紐約共享空間和環境的專
案， 使人們變得更加健康。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尋找能夠在有

需要的社區中提高硬體設施、
投資和創新能力的專案，識別
居民的需求，並將資源導向到
有需要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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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rust 鼓勵申請人考慮以下內容：

如何設計紐約才能為所有社
區帶來健康和福祉？

如何重新構思街道和人行道
以幫助社區蓬勃發展？

如何減輕影響邊緣社區的環
境不公正因素？

如何因應城市規劃和政策中
存在的系統種族主義，以建立
更加公平的社區？

社區鄰里的設計如何改善心
理健康？ 

如何將氣候調適定義為社區
鄰里中的緊急健康危機？

如何利用藝術、文化和文化 
遺產提升各項健康指標？

公共空間如何支援健康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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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rust 邀請潛在的專案合作夥伴（就是
您！）在5 月 24 日下午 5:00 之前填寫意向書 
(statement of interest, SOI)。提交此意向書的
準則請參閱以下網址： restorativecity.com。 
此簡短的意向書包含以下問題（在右側）。

我們將會為所有潛在申請人舉行免費的線上研
討會，日期為 5 月 3 日、5 月 7 日和 5 月 14 日。
這些研討會將幫助您開發專案創意，並將您的
專案與更大範圍的健康平等主題串聯起來。 
您可以在以下網站找到更多資訊，並且登記參
加研討會：restorativecity.com。

如果希望您提交完整的專案提案，Design Trust 
將與您聯繫。這些完整的提案將由獨立的評審
團進行內部評估。Design Trust 將選擇有限數
量的專案來實施。

您或您的組織最熱切關注的 
問題有哪些？

您的專案將如何利用公共空 
間來解決社區中的健康平等 
問題？

您為什麼想與 Design Trust for 
Public Space 合作？

概述

http://www.therestorativecity.com
http://www.therestorative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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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提案內容必須解決公開徵求專案 (The 
Restorative City:Building Community 
Wellness through Public Space) 所提出的
問題，並且與紐約市公共空間的設計或使用
相關。以下對象可提交項目提案：

• 個人提案者，視情況可與相關社區團體或
公共機構利益相關者合作。 
提交完整（第二輪）提案時，必須同時提交
利益相關者的支援信。 

• 位於紐約市或在紐約市提供服務的非營
利性公共宣傳團體或社區團體。

• 與紐約市的設計政策、實施或審查相關的
市、州或聯邦機構。

專案規範

我們希望專案內容能夠對我們規劃、設計和
建構公共領域的方式進行檢視。具體來說，我
們尋求的是專注於改善城市中個人和社區的
健康和福祉的創意。若受邀參加設計，完整的
專案提案應該概述有針對性的專業知識和專
案結果會對政策、規劃或設計決策帶來的影響。
在規劃初期，擁有社區大力支援或是城市參與

下的專案將受到優先考慮。儘管 Design Trust 
的工作最終可能會進展到建設工程，但專案首
先應展現廣泛的策略或規劃目標，而非最終目
的，並透過以下方式產生影響：

• 改變制度。
• 產出可複製的模型。
• 成為改變的催化劑。
• 鞏固區域民眾的信任。

Design Trust 專案的最終目的是傳播影響設計
或公共政策的想法。一般的交付成果包含出版
物、設計原型、會議或研討會以及網站或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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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說明

1.意向書 
請於 5 月 24 日前於 restorativecity.com  
填寫意向書。有關 SOI 的資訊已在上面的概
述部分中列出。

2.完整提案
Design Trust 將透過電子郵件通知已被選定
需提交完整提案的團體，並提供需要在提案
中進一步包含哪些內容的更多詳細資訊。完
整的提案需包括專案摘要、專案描述、預算
和資源資訊、專案時間表以及支援信。 
 Design Trust 將為所有受邀提交完整提
案的申請人提供「服務時間」。這段時間將
用於幫助指導申請人準備其提案。

3.提案審查和評審團選擇
Design Trust 理事會和員工將審查所有完整
提案，並選擇一組符合入圍標準的決賽入圍
者。決賽入圍者名單將被提交給獨立的多學
科評審團進行甄選。有關評審員的資訊將公
布我們的網站上。準合作夥伴需要向評審團
簡短介紹他們的提案。 

4.專案啟動
在專案獲選後，Design Trust 將與合作夥伴一
同確定成功完成該專案所需的專業知識，並將
在預算適當且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廣告宣傳和
提供研究資金。Design Trust 將與合作夥伴一
起制定實行專案的確實時間表和預算計畫。 
 Design Trust 工作人員將會擔任專案經
理，在遵守預算計畫和進度的同時，提供最高
品質的交付成果。專案合作夥伴將與 Design 
Trust 工作人員合作，確定和打造專案內容。 
Design Trust 將承擔起溝通合作夥伴與市政府
和政策的責任。我們還將協助與利益相關者的
交流，並為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創新而可行的
解決方案。Design Trust 將協調與專案相關的
計畫和交付成果的生產，並為選定專案的持續
宣傳和公眾意識提供支援。 

http://www.therestorativec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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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資金

Design Trust 不是出資組織。但是，我們會為
選定的專案提供有限的種子資金，以便專案
可以立即啟動。這些資金將由 Design Trust 
管理，可用於支付研究員津貼、合作夥伴津貼

（視情況而定）、專案活動和最終交付成果費
用。我們預計，最終共同商定的專案預算的 
50-100% 開銷將由這些資金支付。我們鼓勵
合作夥伴善用這些資金預算或尋找可能的資
金來源。Design Trust 將與專案合作夥伴一
起制定雙方同意的預算，以確認專案的核心
部分，以及在 Design Trust 和專案合作夥伴
獲得額外資金的情況下可受益的部分。在時
間進程允許的情況下，Design Trust 將在有
限的時間內與專案合作夥伴進行專案籌款。

Design Trust 研究員

Design Trust 將與合作夥伴共同確定每個
專案的廣告和研究獎勵金。我們的研究員與 
Design Trust 員工和專案合作夥伴合作，以期
創造出對紐約市公共空間產生持久影響的創
新、公平和可持續設計解決方案。合作夥伴還
可以選擇擔任研究員或從其組織中提供研究
員。過去的研究員（包括新任專家和資深專家）
包括建築師、景觀建築師、規劃師、經濟學家、
交通運輸專家、記者、保護主義者、生態學家和
藝術家等。 研究獎勵包括津貼，且在大多數情
況下，還包含發表專案成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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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5 月 24 日 
意向書提交截止日期

5 月 25 日
開幕活動和演講者系列發布會

5 月 – 6 月 
研討會和 Design Trust 服務
時間

7 月 12 日      
完整提案提交截止日期

8 月中旬 
評審團甄選

8 月中旬 
公佈獲選者和公開活動

資訊研討會
5 月 3 日星期一
5 月 7 日星期五
5 月 14 日星期五

8 月中旬
公佈 10 名最終入圍者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IpdOusrjMvGNNZ06Uw32_AYLi8FhfIq7sv
https://us02web.zoom.us/meeting/register/tZMsdOGtrToiE9NV44xapY-Ih7uUsSbsLySC


如有任何疑問，請寄送電子郵件至 
programs@designtrust.org 與 
Design Trust for Public Space 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