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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寶建設晴臻邸
開發單位：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營造單位：名傑營造有限公司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龍寶建設設計規劃小組

景觀設計：龍寶建設設計規劃小組、
 惟薪景觀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室內設計：龍寶建設設計規劃小組、
 圓境設計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照明設計：誠繹國際有限公司
公共藝術：臻品藝術文化有限公司
結構設計：大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
臺中市西屯區美滿東三巷 88 號
基地面積：5103m2

建築面積：2382.25m2

樓地板面積：30005.2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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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觀點

建築量體由基地邊界向中心集中配置，退縮的外部開放空

間以環狀濃密的複層式景觀綠帶延展周邊街道與鄰里公

園的空間，吐納基地周邊多樣的現況。喬木與灌木的安

排配合綠帶腹地寬窄伸縮的韻律，時而線性，時而錯落，

時而群聚，創造了蜿蜒而連續的舒適公共人行空間。建築

與綠地實虛的空間錯位將外部綠意借位為建築內部空間

的視景；大型公共藝術彰顯入口的明亮，街道傢俱與雕塑

品輕巧融入環境，抬頭仰望，建物外牆的藝術造型面飾與

綠意盎然的各層陽臺垂直綠化相映藍天；多孔隙的水道與

各式的植栽營造了多樣化的生物棲地與生氣盎然的景色；

開發與設計者對環境的友善氣度與持續維護管理的正向

態度，是本案成功展現永續都市空間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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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住宅

近年來，全球環境的變遷，「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之健康住宅已是全球人類共同努力的目標，所以我

們思考建築是融入當地環境的地域型建築，建立和環境之間

的聯繫與互動，並利用陽光、空氣、水的永續設計，將每項

細節融入大自然的環境中。

坐落於城市中的一棵樹

晴臻邸入口門廳設計為種子造型，猶如孕育生命的想像，二

旁矗立的建築如大樹般擁抱環繞著幸福的生活。種子形狀的

外觀相當引人注目，它的設計發想源自於二十多年來臻邸社

區的固定元素－銅屋頂。此次有了嶄新的意義，入口門廳作

成種子的形狀，除了與「樹」的設計主題相扣，更具有充滿

希望的意義。

友善環境的共生建築

謙讓，已成為臻邸建築的另一特色，只是簡單的退了一步，

綠帶空間變成為區塊最美麗的一隅。除了沿街面退縮開放的

空間外，特將主入口面向公園，延續景觀融入公園的意象，

讓公園與晴臻邸景觀綠意相互連結。相覷的兒童公園，鄰近

的環河步道，未來的水湳經貿園區，形成了一塊綠帶樞紐。

因為這片美麗的綠意，晴臻邸也成為鄰近人們白天相聚交誼，

晚上飯後散步的生活空間。

未來建築觀點

引進 infobox 概念，讓公設空間成為獨立的盒子，而這些獨

立的公設空間盒子從邊緣嵌進平台，俱有彼此相關又各自獨

立的意義。同時天花板與二樓底板完全脫開的設計，讓新鮮

的空氣可以透過脫開的空隙進到室內，達到省電節能的目的。

設計概念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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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環境及都市景觀之配合

本案基地附近鄰水湳經貿園區，周圍過往受舊水湳機場航高

限制，樓高多為三至四層樓的低矮連棟式店鋪住宅，因此基

地退縮 6.3M 以上，規劃出一片綠意空間並設置公共藝術於

其中，希望能與周邊環境形成良善的融合。而就周邊生活環

境便利性，則有新光三越、遠東百貨、等百貨商場林立，也

靠近逢甲大學。周邊比鄰朗闊綠意與精品生活圈作完美的結

合，讓晴臻邸與環境間互為優質相襯鄰地。

開放空間延續性

地面層除於沿街面退縮開放空間外，特將主入口面向公園，

延續景觀企圖融入公園，擴大公園視覺，讓公園與晴臻邸為

了環街綠意相互融合。降低新建物在舊聚落中造成的壓迫

感，社區完全不設置圍牆，原為三面臨路的基地，在規劃後

成了四面臨路；在建築物周圍留設了一圈 2.5 米寬的人行道，

除了保護行人安全，也讓巷弄兩側建築物間的實際寬度達到

12.2 米寬，其次建築物再從人行道內縮至少 1 米的深度，在

這內縮的範圍內種上以臺灣原生種為主，不同種類、高度層

次的植物，再放上與環境相符的公共藝術與街道傢俱。

設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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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設計意象

除了種子狀的入口門廳，晴臻邸社區的公設空間也以仿生大自

然有機元素作為共同語彙，樹形門把、葉形開窗、樹枝狀欄杆

等仿生設計，在真實綠意之間虛實融合。

社區的風、光、水、綠

風：一樓以曲線空間、虛實配置，搭配上百頁下開窗的立面方

式以導引氣流達到通風節能之效果。 地下室更設置 open cut，

可導入自然的陽光、空氣、水。

光：建物以一幢兩棟方式配置，其棟距超過 4.6M 以上，各戶

中每個空間皆可自然採光一樓公共空間部分，利用梯間及二樓

版挑空自然採光；開放空間設置天窗，引進自然光源，開窗的

角度與弧度都經過詳細的計算，讓陽光可以肆意的照射在這片

區域中。

水：在建築物周圍規劃大片生態水池，並於兩棟建築中兼設立

一處景觀水池，在夏季炎熱之環 境中，達到調節環境之微氣候。 

綠：依照座向和功能空間性不同，搭配以臺灣原生種為主的植

物，結合景觀植栽的規劃創造出四季鮮明的花園，吸引各物種

居住於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圈，而整體建築也有如富有生命

力的大樹一般。

立體化森林

配合臺中市低碳城市的目標與呼應都市之肺的水楠經貿園區，

從一樓的開放空間規劃一圈環繞建築的綠意步道；到各戶不同

的深淺與位置變化，並種植大量綠化植栽的陽台，最後延伸到

屋頂花園，各層交錯間就如同梯田般的豐富。引進陽光、空氣、

水、綠意於生活之中，無論從那個面像觀賞都充滿綠意，也能

有效降低環境氣溫 2° C。

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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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社區公共空間 - 鄰里的生態公園：基地約 1543 坪，留設約 760 坪的空間

作綠化及開放空間；大量綠化、複層式植栽及植物多樣性七百多坪的綠意空間

宛如社區鄰里間的一座自然生態公園。

各戶的陽台綠化 - 各家的自然園圃：各層各戶皆有一處 3.6 ～ 6 坪不等的景觀

陽台，住戶可依各家喜好種植喜愛的植物，或是容易生長的農作物及香草植

物。成為每家每戶的自然園圃空間。

屋頂的空中花園 - 新形態的社交空間：在頂樓規劃 TeaHouse 與空中花園，不

論是坐在室外優閒的喝著下午茶，或是在室內舉辦分享課程，都是讓住戶能夠

彼此交流的一個的空間。

造型藝術欄杆 - 各家的自然園圃：呼應森林意象，本案於陽台及空調格柵皆設

計樹林意象藝術欄杆；可讓森林意象由地面層一直延續到屋頂層。

63

辦公住宅類 -綜合設計獎 龍寶建設晴臻邸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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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育澤建築師畢業於

成大建築研究所，執

業二十年由青澀走向

成熟，以其堅持的態

度， 國 際 的 視 野， 高

度的執行力，展現了

高品質的設計創意，

其作品：

在建築類型上多元，

以其一貫對建築的熱

情，於公私領域展現

其高度的企圖心，從

北 到 南， 舉 凡 住 宅、

工 業 建 築、 辦 公 室、

宗 教 建 築、 飯 店 … 等

多所著墨。在美學風

格上反應其豐沛創造

的多樣能力，融合古典、現代、數位，有著獨特的造型藝術性。尤其最

近每年均有一至二個設計刊登於建築師雜誌、臺灣建築等專業媒體，呈

現設計品質一致的穩定性。

近來，戴建築師並與多位國際建築師合作，如安藤忠雄、原廣司等，其

間積極參與臺灣各項國際比圖，合作團隊包含英國、法國、西班牙等知

名建築師，如 Peter Cook 等，屢次獲得獎項的肯定。

在此同時亦創立臺灣大方廣人文美學協會，舉辦講座、教育，尤其福德

祠比圖，造成廣大迴響，致力於社會關懷及環境美學的提昇。

戴育澤
建築師簡介



大毅樹幸福
開發單位：大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景觀設計：賓史華龍設計有限公司
室內設計：賓史華龍設計有限公司
照明設計：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藝術：林金昌老師

結構設計：大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
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育德路 163 號
基地面積：5969.11m2

建築面積：3402.11m2

樓地板面積：37031.57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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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觀點

本案對環境釋出善意，從通行不便到整條馬路的拓寬，從量體的配置到景觀的整合，都是自

發性的去改善整個環境。本案開放空間全面開放，讓都市空間扮演主動的角色，讓人群停留、

分享，並邀請左鄰右舍來參加社區活動。本案除了大量的綠化植栽外，也創造全齡化的開放

空間，從行動不便者、年長者、婦女到學步幼兒，都可以安心的使用。建築物在貳樓的廊道

空間，運用了大量的格柵與玻璃，產生了光影效果，也弱化了光線的直射，創造出空間的舒

適性。

建築設計部分，建築物的退縮來降低大樓的壓迫感，建築外觀上運用圓角處理，材質深淺配

色也降低量體感，來減少建築物對環境的視覺衝擊。本案開發前與開發後，對周遭環境更加

友善，在陽臺與露臺上大量的植栽，也帶動了鄰里氣氛，周圍的房子也慢慢的綠了起來。

Award-Winning Projects

66



１. 本案基地四面臨路，四周均為傳統形式的透天厝。

２. 現場勘查時，發現缺乏綠化與開放空間，使環境看起來

非常乾燥。

３. 夜晚時基地附近照明不佳，造成居民夜間出門時都缺乏

安全感。

４. 本案希望能規劃出公園型態的社區建築。

５. 提供更多開放空間，並利用景觀、燈光及街道家具來創

造友善社區。

６. 住戶及附近居民可以安心在開放空間活動，也是小朋友

下課後的活動空間。

設計概念

6767

辦公住宅類 -綜合設計獎 大毅樹幸福



Award-Winning Projects

68



１. 基地四周大量留設開放空間，避免讓建築物造

成行人太大壓迫感，退縮開放的部分栽種大型

喬木，行走其間，像身處在樹林中。

２. 頂蓋型開放空間提供駐足空間，搭配夜間照

明，提供給附近居民來此休憩，達到開放空間

真正效益。

３. 沿街步道的植栽計畫，配置雙排大型喬木，下

層複層配置密植灌木及花草，選用草花及灌木

均以誘鳥誘蝶植栽為主。

４. 本案設置兩處公共藝術品，提高社區的人文藝

術氣息。

設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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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案建築規模為地下 2 層，地上 14 層，在設計上配合退縮內凹的規劃，在色彩部

份用冷灰色系，配合外觀水平陽台線條設計，豐富建築物在視覺上多樣變化。

２. 本案將基座採用低彩度的色彩計畫，讓建築融合於環境中而不特別凸顯，讓開放空

間在視覺上產生延續感

３. 基座層利用金屬隔柵包覆，深灰、淺灰色系交錯的色彩融合於環境作為綠化樹木的

背景，結合樹影及廊道的造型讓綠意交織，塑造簡潔富變化的外觀造型。

４. 利用特殊燈具造型及色彩設計，結合建築物及綠化，讓這個造型在白天像樹木，晚

上則配合燈光計畫，讓整體環境更像是一個社區公園，提供更多元性的用途及加

強鄰里間的互動性。

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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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發天廈 (38F)

聚合發榮耀 (28F)

順天夏朶 (30F)

臺灣工業技術學院畢業

民國 72 年進入國泰建設、三

井 工 程 公 司 服 務 , 由 工 地 監

工、主任至設計部專員；於民

國 80 年成立事務所至今

本所滿懷著改變建築文化之抱

負，希望能夠為建築設計界盡

一份心力；然而建築界的文化

已跟深柢固，只為追求最大利

益而設計，對於週遭環境、人

性尺度、合理的空間均被摒棄

於第二順位。

建築的品質往往不能達到設計初衷，但經過多年的經營，逐漸的本所有了業務基

礎、有了可發揮的舞台，漸漸地我們可以配合四周環境，可以用人性的尺度作合理

的空間規劃。除此之外，本所以為要造就一棟完美的建築，不只是投入資金而已，

更須結合社會型態、人文科學、現代科技及美學藝術，以最經濟、最人性化的方式

融合各種不同的因素及條件，進而規劃出一個合理適切的途徑及方案。

因此本所以建築專業者的立場，配合各方之優勢且集合各有關單位之專家，提供適

切的建議來配合業主之需求與意願，予以合理化、實質化、人性化，進而將二十一

世紀的人文、科技、藝術注入現代建築中；是為本所經營之目標。

本所從成立至今 , 均以商業建築為主要服務項目：集合住宅、辦公大樓、透天住宅等；

公共工程為輔。

業績

理念

呂永豐
建築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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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聚國圖 1號會
開發單位：國聚建設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景觀設計：伯特利建築空間研究室
室內設計：伯特利建築空間研究室
照明設計：永豐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藝術：郭一樵老師

結構設計：長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臺中市南區福平里復興路二段 155-5 號
基地面積：3518m2

建築面積：1603.53m2

樓地板面積：19425.4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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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觀點

都市設計的最終目的在於對都

市開放空間的公共化有積極設

計營造，促成公共性在公共空

間中可以得到體現，並且成為

都市的資產。透過市民的參與

和公私部門在合理的都市治理

政策中，得到最好的設計營造

的方案決策。

國聚國圖 1 號會在首要的配置

策略就已是公共正確，把自己

基地的開放空間和後方的鄰里

公園共構親近，創造出更優質

的公園周邊環境，更是設計者

和開發部門的責任與用心。

適宜的植栽和有質感的園藝景

觀，創造基地園區水景和都市

閒逛小空間，實在有益於市民

的親近、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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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住宅類 -綜合設計獎 國聚國圖 1號會



１. 基地緊鄰復興路與文林公

園，前繁榮，後幽靜。

２. 都市中建築大樓林起，城市

中的綠地逐漸減少，本案緊

鄰公園綠地，從設計面開始

便將大量綠化帶進設計中。

３. 夜晚時基地附近照明不佳，

造成居民夜間出門時都缺乏

安全感。

４. 本案希望能規劃出公園型態

的社區建築。

５. 提供更多開放空間，並利用

景觀、燈光及街道家具來創

造友善社區

６. 住戶及附近居民可以安心在

開放空間活動，並且與附近

公園成為綠帶的延續。

設計概念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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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住宅類 -綜合設計獎 國聚國圖 1號會



１. 基地四周留設開放空間，避免讓

建築物造成行人太大壓迫感。

２. 開放空間大量綠化，營造出社區

小公園，而被建築物覆蓋的地盤

上，也在屋頂植栽大量綠地。

３. 利用陽台的錯落設計，變成了兩

層高度的陽台，讓綠意更容易突

顯，也更容易感受到光影效果。

４. 本案的植栽計畫，沿街步道配置

雙排較大型喬木植栽，讓行人有

置身大自然的感受，大樹下方配

置複層式植栽。

５. 本案設置公共藝術品，提高社區

的人文藝術氣息。

設計重點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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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入口設計在兩棟建築物中間，試圖帶給住戶不同的意境，由繁榮轉入，利用厚重穩固的石材牆面延伸，轉

化至輕巧的格柵，在導引至入口。

２. 由幽靜轉入，由文林公園走進社區小公園中，高大的綠樹與建築外觀之幕簾設計，讓綠穿透延伸至室內。

３. 本案將基座採用低彩度的色彩計畫，讓建築融合於環境中而不特別凸顯，讓開放空間在視覺上產生延續

感。

４. 利用特殊燈具造型及色彩設計，結合建築物及綠化，讓這個造型在白天像樹木，晚上則配合燈光計畫，讓

整體環境更像是一個社區公園，提供更多元性的用途及加強鄰里間的互動性。

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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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住宅類 -綜合設計獎 國聚國圖 1號會



本所自成立以來以集合住宅、辦公大樓主要設

計對象。近年來配合都市發展，在臺中市新市

政中心區、及各新興重畫區累積相當多個案及

成績，因此在規畫、設計、施工等方面累積相

當多經驗。我們致力達到優秀的設計，尊重並

融合業主的需求、發揮土地的潛力，並使用創

新的設計及合適的技術，將主客觀條件融合為

一相互認同的設計，而不只是展現建築師的個

人風格。

我們不僅在設計上尋求＂創意＂及＂創新＂的

呈現，在設計的技術上採用 3D 呈現的 BIM 系

統，讓創意得以延伸，設計可以具體化。我們

最大的優勢為各階段的主管在其崗位上均具豐

富的經驗，而且相互支援。因此在垂直及水平

方面整合度極高。每一案件於設計規畫初期即

由建築師、設計師、專案人員及其他專業輔助

主管組成，直至施工完成皆積極參與各項工

作，以維持最佳品質及對業主提供最佳服務。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

李明哲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 修平技術學院遷校及校園規畫

˙ 修平技術學院行政大樓、各學院、圖書館、餐廳、活動中心、男女生宿舍規畫設計

˙ 港洲建設　市政 101 大樓 (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 /15F) －臺中市都市設計大獎

˙ 順天建設　順天夏朵大樓 (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 /31F) －臺中市都市設計大獎

˙ 聚合發建設　獨秀 (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 /34F)

˙ 悅騰建設　　藝博匯 ( 臺中市 /15F)

˙ 大毅建設　　家風景 ( 臺中市 /19F)

˙ 大毅建設　　一　遇 ( 臺中市 /21F)

˙ 國聚建設　　之　丘 ( 臺中市 /15F)

˙ 太子建設　　玉　鼎 ( 臺中市 /23F)

經歷

專案設計 

主要作品 

李明哲
建築師簡介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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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璽高第
開發單位：寶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劉偉彥、許榮江、雅門建築師設計群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劉偉彥、許榮江、雅門建築師設計群
景觀設計：鴻園景觀工程有限公司
室內設計：王子設計有限公司
照明設計：袁宗南照明設計事務所、成易照明有限公司
公共藝術：雅門建築師事務所

結構設計：大彥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松林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臺中市向上南路、大英街、大墩八街
基地面積：2299m2

建築面積：930.84m2

樓地板面積：12744.99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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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觀點

寶 璽 高 第 社 區 是 綠 線 捷 運

G10A 站周邊優質住宅社區，

基地面積 2,299 平方公尺，為

第二種住宅區用地，建築總樓

地板面積超過一萬兩千平方公

尺，為地上二十樓高層住宅建

築，規劃 33 戶住家，社區緊

鄰向上南路及大新國小，兩大

重要公共設施文心森林公園及

萬壽棒球場皆在步行距離內，

建築造型典雅脫俗，垂直綠化

空間頗具巧思。百分之四十低

建蔽率設計有助地面層開放空

間的營造，前後院植栽綠意盎

然，車道口橢圓造型公共藝術

亭相當顯眼，好望角空間若能

適度退縮並增加些許造型街道

家具，呼應捷運時代的來臨，

應該會對周邊社區帶來正面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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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學習，靈感來自于范寬

( 谿山行旅圖 ) 及其對山水畫

論的見解，空間具有高遠、平

遠、深遠、無限延伸的觀念。

向書學習，靈感來自于懷素狂

草的自由意境。

向自然學習，靈感來自于自然

中的山、水、天空、白雲、竹

林、梯田、微風、晨光。

設計概念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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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住宅類 -特色設計獎 寶璽高第



『寶璽高第』左臨萬壽公園右臨文心森林

公園萬坪綠林，取法自然尊重環境的謙遜

態度，與周遭環境相互融合，以公園綠化

概念著手，庭園植栽大樹花卉，搭配基地

旁的大新國小校園林蔭，沿街成排濃蔭大

樹相互呼應，建築優雅內斂自然融入其中。

建築物量體以簡潔樸素框架造型，以一層

兩戶配置。外觀主要採用石材丁掛磚搭配

臺灣獨有之刷石子工法為主，搭配具有現

代感的垂直金屬格柵、陽台玻璃欄杆及雨

遮鋁格柵欄杆，並將前庭的綠蔭樹海綿延

串連至空中花園 , 藉由立體化的綠化手法 ,

創造一座生態的綠建築。 曲線飄版創造出

建築物立面光影的立體效果，屋頂造型亦

採弧形曲線通風格柵設計，並能減低風對

建物之衝擊，使天際線更富有韻律、更加

美化都市，展現現代都會新國際建築風格。

設計重點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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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路 退 縮 打 造 前 庭

花園廣場，搭配陽臺

垂直綠化植栽，將前

庭 的 綠 蔭 樹 海 綿 延

串連至空中花園 , 藉

由 雨 遮 格 柵 立 體 化

的綠化手法 , 創造一

座 生 態 的 文 化 綠 建

築。

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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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門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人

逢甲建築系講師

臺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理事

黑龍江海林市設計總諮詢顧問

臺灣住宅建築最多的建築師

(2007 2009 2011)

臺灣住宅建築獎最佳集合住宅獎類 

第一名

國家建築金質獎四座首獎榮耀 

2014、2015 年中華民國國家建設卓越獎

上海市優秀住宅勘察設計協會獎 (2006)

廣東東莞是年度最佳設計方案首獎

全球排名百高摩天樓的建築師

( 高 289 米、第 88 名 )

全球最高最大量量體

美國 LEED 綠建築金級認證

現任

經歷

獲獎

劉偉彥
建築師簡介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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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山居
開發單位：惠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技聯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楊龍士建築師事務所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技聯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楊龍士建築師事務所
景觀設計：李原設計事務所
室內設計：李原設計事務所
照明設計：厚德正庫有限公司

公共藝術：林金昌
結構設計：聯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智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臺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 158 號
基地面積：4873.85 m2

建築面積：2295.87 m2

樓地板面積：39022.0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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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觀點

富山居的開放空間配置在建築凹處，在先天條件上即是對外開放的，在設計

上也沒有意圖私有化，這對都市空間而言是基本責任。本案又面對法令條件，

必須設置＂騎樓＂廊道，將條件限制轉化成設計重點。以通透性及鋼構玻璃

創造豐富空間層次，又對應於綠色庭院，及近針葉林景觀的垂直元素，相當

閒適於都市空間。當陽光照上開放空間，因植栽合宜質感細膩，形塑著近樹

林的景觀，是迷人的，卻少見市民使用，值得探索。

樹林深處以水池水景塑造寧靜而廻光的殊勝，由於深處少有公共使用效益，

作為小密景和室內延伸景觀，顯然是主要考量！水景循環設置有特殊設計，

可以持續且重力式運作，讓水景保有清澈見底的品質。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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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尺度：本案西側鄰近臺中生活圈四號線，南側面對祥和公園。量體上本案面對公園立面創造大器穩重

的表情，並在屋頂部分以框架式造型創造出整體性及主從關係和天際線的變化。

2. 街道尺度： 南向臨街建築且釋放出挑高的沿街開放空間，配合喬木與灌木的景觀點景和街道家具遊戲設施，

營造完整舒適且富趣味性的人行活動空間。

3. 量體造型：為求營造出群落的整體性 , 南向面對公園的建築量體以弧形女兒牆及逐漸升高的框架突顯其修

長比例且創造天際線的變化性形成視覺的焦點。並利用陽台板內凹弧線欄杆及抿石子線板雨遮

形成主要的水平帶狀元素，也帶出更豐富的光影變化。

4. 材質色彩：整體色系以米色為主，搭配淺色的抿石子線條及深色鋁製欄杆，基座採深色石材，豐富的立面

的層次與質感，兼顧了機能以及都市視覺的感受。

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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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期望創造一個完整活潑的活動場域，因

此除了自建築線退縮 5.5 米的人行步道及前

院外，再自設退縮 4.5 米人行活動空間，東

側開放空間延續南側退縮尺度，再增加一處

廣場空間，提供至少深 10 米之沿街人行空

間，廣場更是再退縮 17 米寬達 20 米之尺

度，提供民眾停留休憩場所，並整體設計景

觀、鋪面、植栽綠化及街道家具。

設計重點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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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除了退縮 5.5 米建築，也釋放出挑高的開放

空間供人行使用。東南向的街口轉角廣場作為進

入時視線的焦點，再以鋪面材質和植栽營造開放

空間之開闊性，藉由綠帶及步道的變化和圍塑出

的廣場製造出不同層次的感受，以增加空間場景

的深度及豐富性。北向及西向社區景觀以促群的

喬灌木和木棧道營造出較寧靜的休憩空間，與對

外的開放空間有著不同的表情。

設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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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海洋建築學系工學博士 (1986)

日本大學理工學部海洋建築學系工學碩士 (1983)

日本大學理工學部建築學系工學士 (1981)

臺北工專建築科畢業 (1973)

技聯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立足臺灣中部，為一具前瞻性之地產開發與建築開發技術顧問公司。初期

以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為基礎，1987 年成立「欣祥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1994 年從地方性技術整合

公司轉型為具全球化視野之「技聯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技聯組擁有多名跨領域的建築師、都市計畫技師等經理專才，從都市計劃、都市設計、建築開發，至

商業經營模式的建築群規劃設計發展測試等，進行多元服務；加上與日本設計、HOK、丹下健三、

PINHOLE、CBT、M/G2、周東修平等國際合作經驗，我們所能提供的不只是迎領時代潮流建築之規劃

設計，更可以為國際大型開發商務做整體的服務。

逢甲大學榮譽教授 (2016/08- 迄今 )

逢甲大學資深副校長 (2013/08- 迄今 )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教授 (2002/08-2016/07)

財政部國產局估價小組委員 (2009/01- 迄今 )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2004/07-2008/06，

2013/08-2016/07)

臺中市科學管理學會理事長 (2007/08-2015/12)

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都市更新審

議、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及區域計畫等委員會委員

逢甲大學建設學院院長 (2004/02-2008/07)

逢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1994/08-1997/07)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1988/08-1994/07)

東海大學都市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兼副主任

(1986/08-1987/07)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中區發展

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臺灣地理資訊、中華民國營建

工程等學會理事

學歷

經歷

楊龍士

技聯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師簡介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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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Winning 
Projects

特別獎

9494



惠宇美聚 (益昌三街、益文二街路口 )

開發單位：惠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其他參與單位：
專案設計：惠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景觀設計：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室內設計：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照明設計：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公共藝術：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結構設計：大彥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機電設計：智展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建物位置：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段 8,10 地號等 2 筆

( 臺中市益昌三街、益文二街路口 )
基地面積：2026.08 m2

建築面積：701.44 m2

樓地板面積：10066.1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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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惠宇美聚 (益昌三街、益文二街路口 )



評審觀點

本案基地為都市中等待開發的

私有地，建設公司將「建材糧

倉」的精神注入傳統過渡性養

地觀念中，利用基地自身的土

壤挖填及其他建案土方的調

整，創造水域及山丘的地形空

間變化，再以設計的手法安置

等待被應用的植栽與景石，營

造視覺的焦點．人行動線及眺

望平臺的鋪面，則吞吐消化建

案剩餘的可用材料，以動態物

流的思維，低成本的原則闢建

了都市的休閒小秘境．此外，

基地外部的竹圍籬隨風輕晃，

相互的撞擊與落瀑的共鳴聲，

增添了都市活力與使用者的小

確幸。本案屬暫時性的設計案

卻成功的活絡都市動態的脈

動，獲頒「特別獎」肯定。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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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鄰里，改造荒地

城市秘境，街角駐足新地景

設計概念

設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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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惠宇美聚 (益昌三街、益文二街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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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微氣候，生態鳥居
設計特色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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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民國八十年創立於霧峰，

以園藝公司型態承接私人、機關學

校及中庭園藝工程，時值景氣ㄧ片

向榮，以紮實的工程技術及服務，

穩健成長。及至民國八十七年，因

應大環境變遷及經營理念躍進，深

感未來趨勢必朝整體景觀發展，尤

以實務的工程經驗結合設計規劃，

才能引領公司更具未來觀及發展力，

毅然將公司移遷至臺中市區，並更

名景觀工程公司，以更優質的實力

及資源，提供舊雨新知更完善的服

務！

求精不求多，重質勝重量！

自創立以來，為求與工務部能做最

完美的搭配，本公司編制設計部門，

全程掌握設計重點與工程品質 ----

工程實務與設計能力的結合，為客

戶提供ㄧ貫的作業流程，深得客戶

肯定及認同 ---- 而業務部：就交給

客戶，因為口碑及推薦，正是九如

的業績來源！

規劃一個小而美的企業型態，專精、

專才、專屬的菁英部隊，更全方位

的服務！

以整體景觀設計及施作為發展重點，

躍升國際舞台！

公司沿革

公司理念及特色

未來展望

九如園藝景觀工程
簡介

鄒騰增 / 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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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惠宇美聚 (益昌三街、益文二街路口 )



The 5 th Taichung Urban Design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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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介紹

劉曜華

黎淑婷

紀英村

李謁政

蔡岡廷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副教授

逢甲大學
建築專業學院院長

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副局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
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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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介紹

簡  貞

曾文誠

邱浩修

方怡仁

葉水龍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
系副教授

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副總工程司

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

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常務理事

葉水龍建築師事務所
臺中市建築學會理事長
臺中縣建築師公會理事



The 5 th Taichung Urban Design 
Award-Winning Projects Exhibition
建築是城市中最動人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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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5 th Taichung Urban Design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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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於臺中市街， 隨時有著令人動容的宜人空間，  

帶來驚喜又驚艷的城市意象，  這不僅是得獎者個人的榮耀，  

更是整個臺中市的的珍貴資產。 

當您參觀得獎作品，  並為每一位得獎者喝采， 

這些宜居宜遊的空間 ，

同時也在臺中市的各個角落，烙印成最美麗的風景。



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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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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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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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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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

臺中市政府所舉辦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係經財團法人朱銘文教基金會會授權，由朱銘先生作品
「魯班」複製而成。

創作意涵

朱銘先生創作之「魯班」獎座，係淵源於建築工匠始祖—魯班之大砌大擘精神，
堅持建築工程之品質與工藝之極致，以仿木之破雕，期傳承本建築大獎之榮耀，
鼓勵獲獎者本持創意與承傳之精神，為都市空間造就幸福生活之場域。

創作者 / 朱銘

材 質 / 樹脂彩繪金粉漆
木 座 / 松木彩繪黑漆上蠟
尺 寸 / 長 14 cm 寬 18 cm 高 34cm ( 含木座 )

設計單位

創作意涵

以圓為發想，解構圓弧律動出整件作品，引述建築美學如
若城市綠林，有蒸蒸日上，圓融並進之意涵。

創作者 / 史嘉祥  
 ( 臺中漆藝及陶藝家 ) 

專為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創作

材 質 / 樹脂彩繪金粉漆
材質 / 獎身：銅 / 底座：大理石
尺寸 / 長 16cm 寬 5cm 高 42cm ( 含底座 )

獎座介紹

魯班獎座

昂 獎 座

109

第五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獎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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