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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臺北市政府 彭振聲 副市長 

高雄市政府 楊明州 秘書長 

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郭英釗 主持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正岳 董事長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立圖書館 
臺中市立圖書館上楓分館暨上楓國小活動中心興

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元利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忠順大院Ⅱ 住宅類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中心暨遊客中心 休閒建築類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科技示範場域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大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毅老爺行旅-The Place Taichung 休閒建築類(旅館)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北景雲計畫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沙崙智慧綠能循環集合住宅園區新建工程 住宅類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文府硯 住宅類 

鼎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鼎宇建設森林之星 住宅類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壯圍沙丘 Zhuangwei Dune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林口市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大同莊園 住宅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環狀線 CF640 區段標之 CF643A 子施工標工程 公共建設類 

北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文心日日 住宅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花舞館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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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老街溪河岸公園 公共建設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群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 
遠雄御之邸社區 住宅類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大學路停車場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市定古蹟原臺北北警察署修復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北分局 
大溪溪鐵路橋上游治理二期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

物館 

大溪日式警察宿舍群(四連棟、藝師館、工藝交流

館)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坐設計事務所 2018 臺中花博竹跡館 公共藝術類 

最佳社會住宅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

處 
臺中市豐原區安康段社會住宅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大臺南會展中心 公共建設類 

基隆市文化局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進擊的公園(含綠光、民族、長和、大庄、香山、

南大、頂竹圍、關新公園及朝山社區)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東門圓環人行道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復興區市道 118 線(47K+980~58K+000)道路品

質改善計畫 
公共建設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臺南市永康砲校遷建暨創意設計園區開發區段徵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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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公共工程(第一期)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探索館(遊客中心)、發

現館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五酒桶山公園 休閒建築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湛然新天地社區管理委員

會 
湛然新天地 住宅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大漢溪山豬湖生態親水園區 環境復育保育類 

最佳都市更新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華岡藝術學校–曉峯樓 整建維護類 

最佳社會住宅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劃第 C 標統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和築真邦 
政府與民間合建分屋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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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李科永紀念圖書館室內裝修及周邊景觀工

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杉林區第四公墓暨納骨塔新設工程 公共建設類 

友友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友友開發建設_百達君品 (原案名：友友開發建設_

憲德五案) 
住宅類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文化局 新竹水道取水口公園景觀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行政大樓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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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中原埤塘生態公園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北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文心日日 住宅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樹林藝文綜合行政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臺灣電影文化園區–國家電影中心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市立新屋國民中學改制高中新建校舍及游泳

池工程案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三號基地新建社會住宅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南崁溪經國二號橋上游至大檜溪橋下游護

岸整建暨水域營造(含休憩廊道串連)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動物之家后里園區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十一份觀光文化園區活化計畫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機場捷運緊急停靠站(A9a)至坑口站(A11)橋

下道路及人行空間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樹葬園區工程 特殊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桃園市竹圍漁港薄膜天幕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桃園市觀音區蓮花意象休憩空間興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大坪頂納骨塔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風禾公園水質改善與設施活化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閃耀雙城飛翔–長庚新驛站亮點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楊瑞禎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臺北大學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麻豆國小 106–108 年度國教署老舊校舍拆除整地

與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民小學校舍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民德國中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新竹左岸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蘆竹區老人福利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震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震大建設開眉案 住宅類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東 3 東 4 碼頭旅運設施新建工程設計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行政大樓第 A 標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社福大樓第 B 標 公共建設類 



 

5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更新：2019.07.22 

 

泰嘉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水悅灣 住宅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太旭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太旭建設松菸墨香 住宅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關埔地區新設國小建校工程(一期工程 B 區)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鼓山國小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仁德區南 160 線 4K+010~7K+000 道路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道路植栽空間綠化暨道路改

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南市海安路(府前路--–民族路)暨中正路區域景

觀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應州工程有限公司 國立臺北大學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南崁溪忠孝西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隆大營建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遠奏曲 住宅類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宜雅內 住宅類 

三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三發滙世界 住宅類 

嘉磐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東方嘉磐 商用建築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市南區公 82 公園新闢工程 休閒建築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新竹市政府 新竹漁人碼頭國際風箏廣場暨親子沙灘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花舞霄裡，HAKKA 進行曲 簡易綠美化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桃園市立南崁國中藝文科學專科大樓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 創新智慧綠建築–桃園市立大園國民中學新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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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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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臺中市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復興路至愛國街)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三井倉庫歷史建築保存統包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新竹市政府 香山濕地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含賞蟹步道) 環境復育保育類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石碇區永定里姑娘廟前野溪整治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和南巷野溪(高市 DF071)災害復建四期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內政部營建署 桃園市楊梅水資源回收教育中心 永續發展類 

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南苑．PARK WELL 景觀照明類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桃園市歷史建築「桃園車站舊倉庫」修復及再利用

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龜山苗圃綠環境生態園區建置工程 永續發展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桃園市農博基地景觀綠美化改善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那拔國民小學教學大樓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壢小故事森林(中壢國小日式宿舍)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最佳都市更新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野柳海洋世界 整建維護類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新明市場辦理青年創業基地整修工程 整建維護類 

最佳社會住宅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

處 
臺中市東區東勢子段社會住宅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河濱高中基地公共住宅統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臺北市信義區六張犁營區 A、B 街廓基地公共住宅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土城員和段青年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新北市板橋府中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衛武營都會公園內共融遊戲場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更新：2019.07.22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十三行博物館休閒教育園區新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綜合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民富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基隆市信義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暨地下停車場

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上曜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湖美帝璟 住宅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高雄市濱海聯外道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第一期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臺南市東區立德停車場暨大德社區鄰里公園新建

工程 
公共建設類 

鎧將建設有限公司 鎧將薪享家二期 住宅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臺鐵永康站站前轉乘環境優化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臺鐵隆田站站前轉乘環境優化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茄苳國小附設幼兒園暨里集會所聯合大樓

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港南運河親水再造計畫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

學 

桃園市楊梅區瑞梅國民小學校園整體規劃、新建及

更新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公園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福元公園新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桃園市桃園區東埔市民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龜山區人本示範道路–忠義路二段(頂湖路–

大湖一路)道路多目標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提升道路品質前瞻計畫–人本示範道路多目

標改善工程 C 案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楊梅都市計畫兒(八)遊樂場用地興建親子館兼里民

活動中心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淡水金色水岸河濱公園整體景觀再造工程 休閒建築類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古道風華再現–臺鐵五堵貨場舊隧道景觀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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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東大路地下道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整修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基隆市政府 七賢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友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友駿建設–百達富埕 住宅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國道十號燕巢交流道延伸高 46線銜接 186甲道路

工程(第一期)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中壢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火車站站前廣場及周邊道路景觀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市民活動中心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柳營區南外環(雙營橋至柳營路一段)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新興路(中華西路至西門路)及夏林路(新興路至健

康路)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臺南市榮譽街停車場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屏溪舊鐵橋人工濕地公園 休閒建築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三民區覆鼎金雙湖森林公園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

業管理處 
龜吼漁夫市集景觀設施改善工程 公共藝術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南寮運動公園 社區營造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臺鐵林口線路廊活化優先段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原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甲山林建設天墅景觀照明 景觀照明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溪海社區土地公廟周邊環境營造計畫 社區營造空間類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3 年度仁德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最佳都市更新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桃園市新屋區公所 桃園市新屋區公民會館結構補強及整修工程 整建維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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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最佳社會住宅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四號基地新建社會住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