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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則 
 

自 1996 年以來，World Monuments Watch 每兩年一次號召國際社會關注全球由於自然災害或由於社會、政治和經
濟變化的影響而受到威脅的歷史遺產。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將繼承這個傳統，繼續尋找鑑定具有重大
機會進行積極改善的臨危建築史蹟。 
 
World Monuments Watch 是 WMF 致力於激勵歷史遺產管理，建立合作關係，並提倡建築史蹟保護的旗艦倡導項目。
自成立以來，這個項目涵括了全世界 133 個國家和地區的 740 處建築史蹟。 World Monuments Watch 通過三方面
的活動來推動遺產工作 
 
• 支持和推廣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發布是影響到全球範圍廣大擁護者的重大新聞事件。WMF 通過不同的新聞媒介、
專門網站、社交媒體以及編撰推廣資料來提升國際社會對建築史蹟的認知度。推廣資料包括 World Monuments 
Watch 出版物、可下載的 World Monuments Watch 展示圖和為每個列入名單的建築史蹟定制的宣傳海報。 

 
• 社區參與 

吸引國際社會對建築史蹟的關注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持續性的保護只有靠當地的工作來完成。 WMF 旨在通
過“Watch Day”來把群眾和建築史蹟關聯起來。“Watch Day”為社區提供機會來呼籲列入觀察名單的建築史蹟之
重要性，同時也增強了對遺產保護的支持。 
 

• 項目合作及支持 
對列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建築史蹟引起的關注，將為地方機構提供一個重要的契機，可以用來從不
同來源尋求項目支持，包括國家、地區和市政府、基金會、企業贊助、國際援助組織，以及私人捐贈。從 1996
年以來，WMF 為其選定的建築史蹟項目提供了超過 9 千萬美金的資金，而其它來源又提供了超過 1 億 9 千萬
美金的資金。 World Monuments Watch 還協助支持立法工作，鼓勵機構之間的互相合作，改善監控工作，並
促進開發利益和遺產保護之間的平衡。 

 
World Monuments Watch 週期 
選定的建築史蹟在 World Monuments Watch 上列出的週期為兩年。作為 World Monuments Watch 全面審閱工作
的一部分，建築史蹟可以被重新提名並考慮再次列入名單。 World Monuments Watch 不授予任何建築史蹟歷史地
標身份或永久命名。列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也不代表該建築史蹟的管理或其它工作進行地不充分。通過每
兩年一次的更新，World Monuments Watch 將把注意力集中在來自於各類不同建築史蹟的問題、意見以及它們在
保護工作中面臨的挑戰和機會。 
 
建築史蹟提名資格 
所有時代的歷史遺產建築史蹟，無論古代或是現代的，都有資格被納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建築史蹟性質
可以包括住宅、政治、商業、軍事或宗教建築；工程及工業廠房；文化景觀；考古建築史蹟；以及小城鎮的鎮際風
景線和歷史城市中心。私有和公有的建築史蹟都可以被納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但是 WMF 不向私有的建築
史蹟項目提供經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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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標準 
提名先由 WMF 工作人員和其他遺產專家進行首輪評審。合格的提名隨後由一個歷史遺產界專家小組做進一步評審。
這些專家包括學者、專業人員以及重要文化組織的代表。對於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的評估基於下列標準： 
• 建築史蹟的重要性 
• 情況或改善機會的緊迫性 
• 行動計劃的可行性 

 
合作要求 
任何人都可以向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包括熟悉某個建築史蹟的個人或政府機關、教育機構、非盈利組
織或其它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提名人不一定必須是建築史蹟的法定所有人，但是如果獲得提名，建築史蹟的所有人
會收到通知。 
 
在提名和選拔的過程中和獲選之後，建築史蹟提名人和 WMF 之間必需進行緊密合作，確保推廣工作和溝通的一致
性。提名人必須隨時準備與 WMF 直接溝通提名事宜，提名人並將作為該建築史蹟在 World Monuments Watch 的
法定主辦人。我們期望提名人向 WMF 提供有關該建築史蹟的更新信息，協助媒體採訪和社區參與，並利用 World 
Monuments Watch 身份向地方和其他資金來源尋求支持。如果建築史蹟項目受到 WMF 撥款，我們期望提名人與
所有相關權力機構合作監督項目的運行。 
 
提名程序 
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表的語言為英文，可以從安全網站上下載。不能以電子文件形式或以英語提
交的提名人請通過 watch@wmf.org 與 WMF 聯絡。 
 
提名表和提名程序包括以下內容： 
 

A –背景資料 
有關該建築史蹟及提名人的基本信息。 
 
B –建築史蹟資料 
有關該建築史蹟歷史及使用情形的基本信息。 
 
C –建築史蹟潛力 
對該建築史蹟的獨特顯著價值、利益相關者所關注的事宜、該建築史蹟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以及 
採取有效行動的可能性之描述。 
 
D –項目提議（可選項） 
向 WMF 提出在該建築史蹟開展特定項目的資助要求。*  
 
E – 圖像及補充說明材料 
有關圖像資料的具體要求請參考以下的提名資料清單。 
 
F – 提交填寫完整的提名表 

 
* 納入 World Monuments Watch 並不保證從 WMF 獲得項目資助。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某個項目可能有資格

從捐贈者或內部基金獲得經濟資助或者可能有資格得到 Challenge Fund。獲取以上資金的資格由 WMF 根
據該建築史蹟是否有能力來有效地使用這類資金來決定。 
WMF 可以通過資助、技術援助、教育活動（例如研討會、加強設計演習等）和倡導的形式來提供項目援
助。 WMF 資助建築和考古保護，包括規劃、文獻編集、評估和修復項目。 WMF 不資助綜合研究或財產
編錄項目、考古挖掘、可移動物體或藝術品的保護、或新建築項目。 WMF 不向私人擁有的建築史蹟提供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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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提名之前，請完成以下步驟： 
 
1． 閱讀導則並下載以備未來參考。 

 
2． 在 WMF 的網站 http://www.wmf.org/watch/2016-inquiries 上提交基本調查表，三個工作天後可收到用戶名和密

碼，並用它們下載 2016 年 World Monuments Watch 提名表。等待期間請勿重複寄送調查表。 
 
3． 在獲取您的用戶名和密碼以後，請馬上登錄以下鏈接： 

http://wmfwatch.org。請注意：同一用戶名無法供多人同時登錄，也可能會導致傳送資料遺失。 
 
4． 完成提名表（A，B 和 C 的部分必須完成，D 部分可以任選）。 

您可以存下已經填好的內容，過後再繼續完成。您也可以在 WORD 檔案填寫、複製與剪貼至提名表內，但是
請 注意每個項目的字數限制。 
 

5． 上傳支持信、圖像、圖像編錄單，以及說明材料（E 部分）。一旦您提交填寫完整的表格後，您將只能查看您
的提名表，您將不能對提名表進行修改或輸入新信息。 

 
6． 在 F 部分，點擊“Submit Nomination”按鈕提交提名表。 
 
 
提名限期 
完整的提名，包括所有的說明材料，必須於 2015 年 3 月 1 日之前傳送完成。不完整的提名或在規定限期後收到的
提名將不予考慮。 
有關提交資料的要求請參考以下的提名資料清單。 
如果電子提交不可行，請通過 watch@wmf.org 與 WMF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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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資料清單 
 
必需資料：  
 
❑ 提名表 A 部分 – 背景資料   

 
❑ 提名表 B 部分 – 建築史蹟資料 

 
❑ 提名表 C 部分 – 建築史蹟潛力 

 
❑ 提名表 E 部分 – 圖像及補充材料 
 

❑ 支持信 
❑ 建築/建築史蹟的建築圖(若可取得) 
❑ 十（10）到十二（12）份建築史蹟照相圖像。其中至少一部分圖像必須是最近的，顯示該建築史蹟當前的

狀況。圖像應包括：  
• 建築史蹟的構造 
• 建築史蹟總覽圖 （外部和內部） 
• 顯示建築史蹟特徵和對社區重要性的詳細圖像 
• 顯示問題、挑戰以及建築史蹟使用情況的詳細圖像 

 
圖像必須是 JPEG 或 TIFF 格式。最小分辨率為 300 dpi， 最小尺寸必須大約為 5x7 英寸。 
每個圖像必須作為一個單獨文件提交。文件名稱必須包括與圖像編錄單（見下文）對應的圖像編碼數字。
圖像須不包含文字和水印。 
嵌入 PPT，WORD，PDF 或其他文件格式的圖像將不予接受。 
在無法提交電子圖像的特例下，可以提交 35mm 幻燈片、幻燈片，或照片。圖像不得與其他資料用膠水或
膠帶粘貼、或用訂書機或其他方式裝訂在一起。 

  
❑ 圖像編錄單 

每個編碼的圖像請包括以下信息： 
• 圖像編號 
• 國家 
• 建築史蹟名稱 
• 圖像攝取日期 （最好包括月份） 
• 描述圖像內容的簡潔說明（例如：“受火災破壞的三號樓東外牆”） 
• 攝影師名字和/或單位的名稱 

 
任选资料: 
❑ 提名表 D 部分 – 項目提案 
❑ 顯示建築史蹟在其所在地區或國家的位置的地圖 
❑ 說明材料，例如額外的推薦信、記實建築史蹟或記錄建築史蹟現狀的建築圖紙、保護工作匯報文件或與建築史

蹟相關的技術評估資料，與該建築史蹟有關的學術資源目錄（書籍、文章、網站等），或其它資料。 
 

請注意：不完整的提名或用傳真方式提交的提名將不予考慮。不附有支持信、地圖、清晰說明的圖像，和圖像編錄
單的提名將被視為不完整。我們不提倡過度或過於複雜的介紹資料（多重錄像，書籍等）。收到完整提名後我們將
盡量通過電子郵件告知，在必要情況下通過傳真或郵政郵件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