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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臺中市政府 林佳龍 市長 

張瑪龍陳玉霖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張瑪龍 主持建築師 

桃園市政府 鄭文燦 市長 

年度建築人物獎 

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林清波 總裁 

綜合卓越成就獎 

單位 作品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巴克禮紀念公園擴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鳳山區五甲公園整建工程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將捷文創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公共建設類 

寶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寶鯨─清翫 住宅類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青年社會住宅 住宅類 

首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三悉風昀 住宅類 

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網球中心 特殊建築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中正忠孝橋引橋拆除及周邊平面道路路型改善工

程 
公共建設類 

銘登營造有限公司 
高雄市立苓雅國民中學第二期校舍改建工程─建

築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太子雲世紀─莫內花園 住宅類 

美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企業總部園區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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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和鄉曲 住宅類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太子 學舍-臺大水源舍區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陽明公園一期更新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市平實營區中央公園新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金山區重和里磺溪頭清水園區下游護岸改善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最佳都市更新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將捷股份有限公司 將捷家和案 重建類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停車

管理處) 
臺中市大肚區兒─(原公兒三)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屏東縣政府 屏東青年創業聚落 I/O STUDIO 特殊建築類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城上城 住宅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林口區下福市民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永德言葉 商用建築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臺南市海安路地下停車場 ROT 案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柳川污染整治及環境改善工程(中正柳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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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柳橋)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太康國小好望角計畫─綠廊優境 社區營造空間類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立圖書館 臺中市北區圖書館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停車場多功能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北門廣場景觀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公 24 公園暨多目標使用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臺鐵保安站前公車轉運站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華德福實驗分校第一期校舍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轉運站 公共建設類 

向度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 公共建設類 

余曉嵐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高中部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北市中正橋派出所及青年社會住宅 住宅類 

友友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友友開發建設─新生案 住宅類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太子建設八里區中庄段 222 地號住宅開發案 住宅類 

力翰建設 圓山硯 住宅類 

川睦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川睦叡極 住宅類 

甲山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甲山林天藝 住宅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北區(中正)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三峽北大安置住宅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海安路三段(成功路至和緯路)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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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林口國宅暨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新建統包

工程第 1 標 
公共建設類 

友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友友高雄大學城─哈佛 住宅類 

久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久樘童畫世界 住宅類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青峰錦 住宅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仙樹公園周邊邊坡整體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將捷國際商業大樓管理負

責人 
將捷國際商業大樓 商用建築類 

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尚順購物廣場 商用建築類 

長安慕廈社區管理委員會 長安慕廈社區 住宅類 

群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 
日升月恆社區 住宅類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東光路地下停車場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文化設施類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虎頭山生態探索無障礙步道工程 永續發展類 

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 市定古蹟原臺南廳長官邸修復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臺東縣政府 寶桑國小新建教學大樓 公共工程及都市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鰲峰山公園整體發展建設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護城河再造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火車站後站地下道延伸及 Y-7 道路拓寬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都市發展局 
當東方遇上西方─生態藝術美學步道及亮點串連

景觀整合計畫 
公共工程及都市建設類 

最佳都市更新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永德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永德言葉 商用建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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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板橋府中 456 暨臺藝大周邊環境改造規劃設計案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白海豚海洋生態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水湳 40M-11 號道路與中科東向道路銜接

工程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民小

學 
雲林縣虎尾鎮立仁國小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善化轉運站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臺鐵新市站站前轉程環境優化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關廟轉運站設施整建及空間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官田區環保公園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臺南市新營區長勝營區市地重劃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大橋國中第四期校舍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崗山之眼園區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國道 1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改善─國 10 東向銜接國

1 北上匝道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太子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太子峰雲 住宅類 

和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水舞紀 住宅類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長虹新莊中原段集合住宅 住宅類 

萬隆建設有限公司 萬隆青田 住宅類 

海山大地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樂陶陶 住宅類 

永德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永德言葉 商用建築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彌陀公園開闢工程 休閒建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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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東山區南 102 線田尾路段(河田高幹 46)道路拓寬

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4 年 9 月杜鵑颱風楠西區 174 線楠西隧道口道

路災害復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市道 173 甲線 3~7K 等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後壁區南 74 線(6.8K~8.9K)道路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工程管理處 
中正 23 號(交六)景觀綠美化工程 公共建設類 

啟赫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新(擴)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川睦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川睦叡極 住宅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阿公店水庫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前鎮中山四路跨越凱旋四路自行車道工程 休閒建築類 

怡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 
遠雄富都 住宅類 

高雄市殯葬管理處 旗津生命紀念館 特殊建築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新營美術園區綠川廊道環境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臺南市永康區 CF 幹線生態雨水調節池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竹市政府 中央公園兒童遊憩再生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竹市政府 青青草原奔 FUN 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促進民間參與桃園市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興

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

程處 

105 年度「風景區設施改善及維護工程」 

(內雙溪自然中心) 
永續發展類 

臺南市六甲區公所 105 年度營造城鄉環境拔尖級計畫 永續發展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