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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臺南市政府 黃偉哲  市長 

臺中市政府 黃崇典  秘書長 

中國文化大學 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 
郭瓊瑩 教授/ 

系主任兼所長 

年度建築人物獎 

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政勇  董事長 

綜合成就獎 
單位 作品 

新竹市政府 新竹漁人碼頭國際風箏廣場暨親子沙灘工程 

將捷股份有限公司 將捷國際商業大樓 

鉅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鉅虹閱上景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潭子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和興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文華一品 住宅類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臺南市新化果菜市場遷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臺北氣象站(板橋站區)及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合署辦

公廳舍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川青 住宅類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立美術館 公共建設類 

麗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麗晨 山  溜滴 住宅類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拆除重建暨

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流行音樂露天劇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春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觀自若 住宅類 

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余曉嵐建築師事務所 中臺灣電影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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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忠明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和群室內裝修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休閒建築類 

力信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力信擎天 住宅類 

中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質子暨放射治療中心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新市政 住宅類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新店區中央新村北側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

份有限公司 
遠雄國都 住宅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竹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生態湖河段計畫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花蓮分局 
光復馬太鞍吉利潭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永續發展類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 公共藝術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北分局 
台9甲10.2K大崩塌災害復建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公園與動物園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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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南市中西區 河樂廣場 重建類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 
軟園尊邸(原中興國宅921震災更新重建案) 重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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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社會住宅統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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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

二區工程處 
臺北捷運萬大線LG05車站 公共建設類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新生北路商辦大樓 商用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汀甫圳周邊環境及汀甫圳通學步道與交通大學(博

愛校區)周邊環境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中興國小老舊校舍改建暨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機場捷運A7站地區水資源回收

中心第一期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新建工程(第一期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南轉運站 臺南市公共運輸處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半畝塘建設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半畝塘建設－若山III 社區營造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崙坪文化地景園區 公共藝術類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雄市鳳山溪放流水回收再利用之興建、移轉、

營運(BTO)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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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柏實業有限公司 中菱大樓 整建維護類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南區長春國民運動中心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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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豐原區育英路多目標立體停車場暨豐南地區消防

分隊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花蓮縣政府 鳳林鎮箭瑛大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友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友駿建設-百達卓悅 住宅類 

友駿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友駿建設-百達名人集 住宅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八里區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青年安心成家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期)統包工

程案 
公共建設類 

鉅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鉅虹閱上景 住宅類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新北市三重區光榮國民小學老舊校舍整建統包工

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成德高中校園整體規劃暨老舊校舍拆除重

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龍山國小校園整體規劃暨老舊校舍拆除重

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桃園市遊戲場統包工程(埔頂公園、橫山書法藝術

公園) 
休閒建築類 

泰嘉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水雲川 住宅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龍潭體育園區 休閒建築類 

晨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晨禎營造 總部企業大樓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香山濕地生態公園 休閒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步行城市(第二階段)環境改善工程品項名

稱 :  

第五分項(火車站前廣場步行空間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 健康醫療服務園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漢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漢寶天滙 住宅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北區客家會館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南陽國小仁愛、信義樓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國民小學新設學校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中正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第一期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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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臺南市中國城暨運河星鑽地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

(運河星鑽區)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漁港直銷中心攤商整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老街溪斷面44至斷面46-1堤防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政府 柴橋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總太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織築 住宅類 

皇普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皇普莊園 住宅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友善環境營造隆恩圳與護城河人行空間串

聯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高雄市岡山魚市場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泰舍至善元 住宅類 

嘉磐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嘉磐樸樹 住宅類 

德旺建設企業有限公司 濱湖晶采 住宅類 

楊瑞禎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交通大學博愛校區前瞻跨領域生醫工程大樓

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市中西區公97公園闢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營造有故事的綠色校園—南寧高中實踐樓等5棟老

舊危險校舍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停車管理處 臺南市中西區體3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臺中市自由車場整建計畫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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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青年安心成家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期)統包工

程案A棟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都會果園。頭重溪柚子公園 休閒建築類 

鉅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鉅虹閱上景 住宅類 

忠明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將捷La Mer集合住宅大樓 住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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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永建國民小學遷校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桃園市巴陵綜合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O2 住宅類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大臺北都會公園景觀橋統包工程(辰光橋) 公共建設類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昇陽文薈 住宅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園道工程-優先施作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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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滙社區 住宅類 

德禎建設企業有限公司 幸福學府 住宅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新北投車站第二期工程

(月台、鋼棚架、軌道區

復原工程)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松山療養所所長宿舍修復

再利用工程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小港森林公園(少康營區)

開闢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三峽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園

區部落聚會所興建工程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文化設施類 

新竹市關埔地區新設國小

建校工程(一期工程B區) 
新竹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桃園市八角店生態埤塘公

園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港南運河公園 新竹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煤源二號橋上游野溪治理

二期工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十三行博物館休閒教育園

區新建工程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 文化設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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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營區長勝營區市

地重劃工程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雙溪區牡丹溪五分橋上游

災害防治工程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環境復育保育類 

桃園市大溪國民小學運動

中心 
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 社區營造空間類 

池上圳幹1給灌排系統改

善工程 
臺灣臺東農田水利會 環境復育保育類 

市定古蹟原台南合同廳舍

修復工程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再生

利用類 

106年佳里國小老舊校舍

拆除重建工程 
臺南市佳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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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卓閱 重建類 

漢寶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 
漢寶天滙 重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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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一號基地(東寮段 325-4地號)新建

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八德區三號基地(興仁段621地號)新建公營

住宅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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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7年度月世界多功能服務設施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永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青水居 住宅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辦公大樓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公62及公65公園闢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綠驛草妍道-蘆竹區山外路休憩環境營造計畫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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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蘆竹區桃49-1中興路(0k+000-0k+950)道路品質

改善計畫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桃園區人本道路-大興路(興一街-大有路)道

路多目標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中壢區公15公園天幕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第二期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金華市民活動中心及公托中心

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臺北市忠孝東路等東西軸線路段及周邊人行環境

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竹圍漁港上架場(修船碼頭)興建計畫-第二期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桃園市八德區舊大湳圳排水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幼獅分隊拆除重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中壢區中央公園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雄市岡山橋頭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風雨球場新建及人行步道整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北二高茄苳交流道連絡道向東延伸新建工

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八里十三行文化公園增設兒童遊憩設施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汐止星座公園兒童遊戲場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理處 
108年度新北大都會公園溜滑梯主題樂園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二仁溪跨越港尾溝溪防汛橋樑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最佳施工品質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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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及其他類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

程處 
小港森林公園(少康營區)開闢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公園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桃園市竹圍漁港薄膜天幕 公共建設類 

春福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大觀自若 住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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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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建設類 

 最佳管理維護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桃園市經國轉運站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大臺南智慧交通中心 公共建設類 

 最佳環境文化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臺中市第13期市地重劃區內橋梁暨西川二路下方

回流溝改建為生態景觀渠道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7年度壽山風景區整建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新竹市政府 
府後街地下停車場行人出入口及護城河公廁建築

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桃園市中壢區公15公園天幕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竹圍漁港上架場(修船碼頭)興建計畫-第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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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里區龜吼漁港水環境營造改善工程 公共藝術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北分局 
福德坑溪上游野溪治理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木

柵垃圾焚化廠 
木柵廠廢氣處理及其他設施整修更新統包工程 永續發展類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臺南市永康區西灣里滯洪池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高中透水保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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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泰舍至善元 重建類 

 最佳社會住宅類 

單位 作品 建築類別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青年安心成家住宅新建工程(第一期)統包工

程案 
政府直接興建社會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