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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卓越建設獎」歷年得獎名單（2006-2015) 
 

2006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商用建築類 京站-臺北車站特定區交九用地 BOT 開發案(日勝生活科技)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下水道系統展示館(高雄市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住宅類 人文觀邸(皇苑建設) 

住宅類 福安紀念館(富邦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宏盛帝寶(宏盛建設)  

住宅類 永恆天詩(富立建設) 

住宅類 太子元亨利貞(太子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元利榮耀世紀(元利建設)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三峽老街(臺北縣政府城鄉局) 

文化設施類 忠義國小整建工程(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帝寶(宏盛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商用建築類 臺北 101 大樓電梯工程(崇友實業) 

住宅類 青山鎮環山特區別墅住宅工程(大陸工程)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天母富邦(富邦建設) 

住宅類 國家世紀館(大馨建設) 

住宅類 馥華巴黎 16 區(馥御建設) 

住宅類 天母公園(宏盛建設股)  

住宅類 臺北官邸(皇勝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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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 集順夢奇地(日勝生活科技) 

住宅類 遠雄紫京城(遠雄建設) 

住宅類 長虹凌雲(長虹建設) 

住宅類 太子國際村(太子建設) 

住宅類 富立晶鄉村(富立建設) 

住宅類 鼎宇美術園邸(鼎宇建設) 

住宅類 太子文化(太子建設)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前金行政中心北側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陳志靖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港濱歷史公園(臺南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臺南億載國小新建工程(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公共建設類 
麗湖國小校舍新建暨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 

(謝欽宗建築師事務所)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昇捷水芭蕾(昇捷建設) 

住宅類 榮耀世紀(元利建設) 

住宅類 昇陽國艷(昇陽建設) 

住宅類 拾穗臻邸(龍寶建設) 

住宅類 鄉林雅典(鄉林建設) 

住宅類 太子西雅圖(太子建設) 

住宅類 皇苑人文臻藏(皇苑建設) 

住宅類 國家美術館(京城建設) 

住宅類 太子文化(太子建設) 

住宅類 北國輕井澤(友友建設) 

公共建設類 新武界隧道及栗栖溪引水工程(太平洋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統一國際大樓(大成工程)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佳茂地中海大樓(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住宅類 大直國家社區(太平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臺北市關渡自然公園(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高雄 12 號碼頭旅客服務中心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大學路景觀改造一、二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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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巴克禮紀念公園(臺南市政府建設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安平樹屋工程(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建築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社區營造空間類 海安路藝術造街(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慶澤園(聯翔興業) 

住宅類 圓山官邸(將捷建設) 

住宅類 輝煌世紀(元利建設) 

住宅類 海涵(大隱開發建設) 

住宅類 潤泰敦仁(潤泰建設) 

住宅類 捷運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日勝生活科技) 

住宅類 未來市(遠雄建設) 

住宅類 大學劍橋(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爵士(遠雄建設) 

住宅類 久樘逢甲金財神(旺庭建設) 

住宅類 帝國雙星(鄉林建設) 

住宅類 百達翡儷(友友建設) 

住宅類 獨道(福懋建設) 

住宅類 夢翔(福懋建設) 

住宅類 鼎宇美術館(鼎宇建設) 

住宅類 友友廣場(友友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年豐涵碧(年豐建設) 

住宅類 涵碧館(三瓦建設) 

住宅類 新業帝門(新業建設) 

住宅類 夢世代(福懋建設) 

住宅類 棋琴六重奏(崑庭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海誓山盟社區(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住宅類 遠東 ABC(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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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竹子湖整治工程(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小巨蛋(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旗津風車公園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高雄海洋之星環境改善工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金華社區築巢引鳳(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興達港(高雄縣政府農業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更新類 西瀛虹橋(澎湖縣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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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2009 世運會主場館新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休閒建築類 陶瓷公園(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住宅類 世界花園橋峰(厚生公司、大陸工程)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iF 國際經貿中心（昇捷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長虹 Nasdak （長虹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商用建築類 環球購物中心（根基營造） 

住宅類 太子種福（太子建設） 

住宅類 百達翡儷（友友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龍寶拾穗臻邸（龍寶建設） 

別墅類 晶鄉村（富立建設） 

商用建築類 環球購物中心（環球購物中心） 

優良環境文化類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公會堂(含吳園)」修復工程（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更新類 
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新建工程（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文化設施類 百年校園活化創新（臺北縣深坑國民小學）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其他類 香格里拉記憶典藏館（基泰建設、國統環保工程） 

特殊建築類 新板特區建設-Super Hopsca 計畫案（臺北縣政府城鄉局）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更新類 

信義計畫區設置立體人行設施銜接基地建物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樞建築師事務所）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禮讚王城-臺南市西門國小校舍暨景觀工程（臺南市西門國小） 

公共建設類 南瀛天文教育園區天文觀測館（臺南縣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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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建築類 國礎富裔山（國礎建設機構） 

休閒建築類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歷史水景公園第一期工程（臺南市政府建設局） 

商用建築類 麗寶新板 5 地號住商大樓（麗寶建設） 

商用建築類 史丹佛（勝華建設） 

住宅類 漢皇極品（漢永建設） 

住宅類 遠雄大學哈佛（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 U 未來（遠雄建設） 

住宅類 天皇別墅（匯成建設） 

住宅類 新巨蛋（三圓建設） 

住宅類 佑晟綠築（佑晟開發建設） 

住宅類 久樘崇德巴黎（久樘開發） 

住宅類 富立席悅（富立建設） 

住宅類 植村樹（宇成建築） 

住宅類 太子南科經典（太子建設） 

住宅類 御花園（御盟建設） 

住宅類 皇苑人文首璽（皇苑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板信商業銀行總部大樓（板信商業銀行）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曼哈頓金融大樓（愛板新紀公司）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將捷巴菲特（將捷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堅山大世紀（堅山建設） 

住宅類 太子文化（太子建設） 

住宅類 太子西雅圖（太子建設） 

住宅類 戀戀英國（江城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正隆廣場（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更

新類 

青塘園-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公 12 坡塘公園新建工程 

（桃園縣政府城鄉局）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更新類 
臺南縣政府「縣民廣場暨南瀛綠都心」景觀工程案（臺南縣政府城鄉局） 

文化設施類 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國民小學遷校校園工程（臺北縣瑞芳鎮猴硐國民小學） 

生態工法類 洲仔溼地生態復育暨景觀改善計畫（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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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美孚仁愛一品住宅大樓（美孚建設） 

住宅類 萊爾登（金和裕開發） 

住宅類 太子地球村（太子建設） 

住宅類 鳳翔（崑庭建設） 

住宅類 戀戀愛情海（巴巴開發建設） 

住宅類 高雄理想國-松竹皇墅（匯成建設、吉隆建設） 

住宅類 高雄理想國大橘鎮（吉隆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巴巴大富（江城建設） 

住宅類 國雄聖山莊（國雄國際） 

商用建築類 逢甲金財神（旺庭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華爾道夫大廈管理維護（歐艾斯太平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別墅類 橘鄉（祥傑建設）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更新類 

臺南驛站之環狀人行廣場-府城入口意象改善計畫第一、二、三期工程 

（臺南市政府都發局） 

佳作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棋琴七重奏（崑庭建設） 

住宅類 La Crystal（金和裕開發） 

住宅類 長虹虹頂（長虹建設） 

住宅類 画世紀（大馨建設） 

住宅類 新店光榮時代（漢皇開發） 

住宅類 久樘興大翡儷（久樘開發） 

住宅類 權世界（樺輝建設） 

優良環境文化類 

生態工法類 臺北市南港區四分溪上游溪溝整治工程（臺北市政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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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特別貢獻獎 

桃園縣政府 朱立倫縣長 

臺南市政府 許添財市長 

臺南縣政府 蘇煥智縣長 

年度建築人物獎 

遠雄企業團 趙藤雄董事長 

綜合成就獎 

住宅類 龍寶拾穗臻邸 (龍寶建設)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謙謙太子(太子建設) 

住宅類 澄峰(寶家建設) 

住宅類 人文首馥(皇苑建設) 

住宅類 拾穗臻邸 [第二期](龍寶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美孚建設全球人壽辦公大樓(美孚建設) 

休閒建築類 新板萬坪公園規劃設計(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人文首璽(皇苑建設) 

住宅類 太子地球村(太子建設) 

住宅類 御花園(御盟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昇捷高第社區（昇捷高第社區管委會） 

優良環境文化類 

文化設施類 臺中市仁美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愛河之心（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綠川下游公地周邊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北縣瑠公圳圳道空間再造計畫（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遠雄未來之丘 No.10-大未來（遠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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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知安根（富立建設） 

優良環境文化類 

新故鄉營造類 一場空間與專業的寧靜革命－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培力計畫（臺東縣政府）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宏綺花園廣場(宏綺建設) 

住宅類 太子作新民(太子建設) 

住宅類 長昇采居(昇遠建設) 

住宅類 捷寶新世紀(捷寶建設) 

住宅類 龍寶拾穗臻邸(龍寶建設) 

住宅類 冠德新世界(冠德建設) 

住宅類 和平世紀(元利建設) 

住宅類 遠雄大學之城 No.10-耶魯(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上林苑(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大學之城 No.12-翡冷翠(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首府(遠雄建設) 

住宅類 新業大觀(新業建設) 

別墅類 東京都系列第 3 期-久誠中城(翊泰建設) 

特殊建築類 太平洋森之丘(太平洋建設)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龍崗國小地區一等六號道路人行天橋工程 

(臺南市政府、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國道末端銜接國際機場國際海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休閒建築類 鶯歌人行藝文徒步區規劃設計（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澄峰（寶家建設） 

住宅類 長昇采居（昇遠建設） 

住宅類 南科金典（太子建設） 

住宅類 植村樹（宇成建築） 

住宅類 久樘崇德巴黎（久樘開發） 

住宅類 鼎峰（華馥建設） 

住宅類 水世紀（元興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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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別墅類 彫刻家（僑昱建築）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遠揚新站（歐艾斯遠企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住宅類 正隆天第社區（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類 
臺南公園整修工程第ㄧ、二期（臺南市政）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市定古蹟原臺南武德殿修復工程（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類 
三百九十八分之一．文化城中城（臺中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 

都市空間類 
高雄捷運 R9 車站(中央公園站)建築與景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文化設施類 
臺北縣金山鄉金山國民小學老舊危險校舍整建第一期工程 

（臺北縣金山鄉金山國民小學、呂欽文建築師事務所） 

文化設施類 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沈芷蓀建築師事務所） 

文化設施類 樹與牆的故事－臺南市忠孝國中校舍新建工程（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生態工法類 鹿角溪人工溼地自然淨化系統（臺北縣政府水利局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崇明綠邑（家億建設、億群營造） 

住宅類 太子綠世界（太子建設） 

住宅類 高雄縣鳥松鄉育才段 333 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友友建設） 

住宅類 遠雄富都（遠雄建設）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鹽水溪人行步道橋工程（臺南市政府、黎明工程顧問） 

公共建設類 高坪特定區公 5 開闢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青埔市（宜誠建設） 

商用建築類 左營大富（聯協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第 1 人稱社區（偉康保全） 

優良環境文化類 

文化設施類 臺江新境－臺南市海東國小老舊危險校舍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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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朱益民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南區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文化設施類 歡雅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臺南縣政府、臺南縣歡雅國民小學）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新故鄉營造類 三峽-遠雄藝術大道（遠雄建設） 

其他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者類 

95 年度本市象山步道臺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支線步道改善工程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文化設施類 
臺北縣瑞芳鎮瑞芳國民小學 

（臺北縣瑞芳鎮瑞芳國民小學、謝偉杰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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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臺北縣政府 周錫瑋 縣長 

臺中市政府 胡志強 市長 

高雄市政府 陳菊 市長 

潘冀建築師事務所 潘冀 主持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太子建設開發(股)公司 莊南田 董事長 

綜合成就獎 

住宅類 拾穗臻邸【第二期】(龍寶建設)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商用建築類 勤美 誠品綠園道(璞真建設) 

住宅類 皇苑國際館(皇苑建設)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勞工育樂中心新建工程(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公共建設類 高雄縣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新建工程(高雄縣政府)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圓山官邸(將捷建設) 

住宅類 興大翡儷(久樘開發) 

住宅 人文首馥(皇苑建設) 

公共建設類 太子學舍及成大會館(太子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綜合服務個案：住宅類 拾穗臻邸【第二期】(龍寶建設)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陽光電城-臺北縣淡水河兩岸「北臺光電遊憩城」設置計畫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遊憩碼頭工程計畫(臺南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捷運 O5R10 車站(美麗島站)建築景觀與環境藝術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文化設施類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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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銀髮養生村 林口長庚養生文化村(劉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2009 世運會主場館新建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最佳管理維護類 

綜合服務個案：辦公類 新光人壽摩天大樓(新壽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大碧潭再造計畫(臺北縣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交通部綜合辦公大樓含中華電信仁愛綜合大樓 

(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住宅類 遠雄新都－香堤苑(遠雄建設) 

住宅類 昇陽九樂(昇陽建設) 

住宅類 太子文化(太子建設) 

住宅類 久樘香堤(久樘開發) 

住宅類 太子鎮(太子建設)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北港鎮朝陽國民小學 96 年度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雲林縣政府) 

公共建設類 淡水藝術工作坊新建工程(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公共建設類 亞洲大學校園規劃設計(財團法人亞洲大學) 

公共建設類 國立臺灣博物館周邊景觀改善工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太子學舍 臺大水源舍區(太子建設) 

住宅類 昇陽麗緹(新東陽營造) 

住宅類 富邦大衛營(富邦建設) 

住宅類 大塊先生(新業建設) 

住宅類 拾穗臻邸【第二期】(龍寶建設) 

住宅類 鉅虹 MIHO(鉅虹建設) 

休閒建築類 尊爵天際大飯店(長欣營造) 

最佳管理維護類 

綜合服務個案：住宅類 江陵春社區(千翔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江陵春社區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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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北縣八里渡船頭聚落(大眾爺廟周邊)景觀風貌改善工程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安平國中－印象安平（臺南市立安平國民中學）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月津港風華再現-橋南老街暨親水公園周邊景觀改善工程案 

（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凹仔底森林公園（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湖光水色蓮池潭（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捷運 R17 站(世運站)建築景觀與環境藝術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生態工法類 桃園縣八德市埤塘自然生態公園新建工程（桃園縣政府）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安平古運鹽碼頭觀景橋（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太子學院（太子建設） 

住宅類 鉅虹 MIHO（鉅虹建設） 

住宅類 久樘經貿巴黎（久樘開發） 

住宅類 太子文元 II（太子建設） 

住宅類 友友建設-百達翡翠（友友建設） 

公共建設類 歷史水景公園景觀步道橋工程（臺南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運河星鑽跨河橋樑新建工程（臺南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楠梓益群橋及益群路開闢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莿桐鄉大美國民小學 94 年度老舊校舍整建工程（雲林縣政府） 

公共建設類 西螺東市場觀光歷史街區再造工程委託規劃與細部設計（雲林縣政府）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太子天廈（太子建設） 

公共建設類 逢甲大學科研大樓新建工程（德昌營造） 

住宅：別墅類 佑晟綠築（佑晟開發建設） 

住宅類 久誠中城（翊泰建設） 

住宅類 太子綠世紀（太子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中華置地興建中華賓士與中華機械高雄旗艦中心工程（隆大營造） 

最佳管理維護類 

綜合服務個案：住宅類 慕夏四季（歐艾斯遠企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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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服務個案： 

主題公園 
大碧潭再造計畫（臺北縣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暨市政派出所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中清路入口意象及人行徒步環境改善工程（臺中市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湖濱水鳥公園（臺南市建設及產業管理處、公共工程處） 

文化設施類 臺中市文小 61(惠來國小)校舍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文化設施類 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 

文化設施類 臺南縣新營國小育英樓、化育樓興建工程（臺南縣政府、新營國民小學） 

生態工法類 高雄市援中港濕地公園開闢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者 
96 年度金面山親山步道更新改善工程（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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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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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龍斌 市長 

高雄縣政府 楊秋興 縣長 

李祖原聯合建築師 李祖原 主持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鼎宇建設（股）公司 張調 董事長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美術公園區展館及展場新建工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新生公園區展館及展場新建工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桃園縣機場捷運 A16 站區周邊土地生態規劃案(桃園縣政府)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左營區跨越崇德路、翠華路自行車道橋梁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住宅類 震大菩方田(震一建設) 

住宅類 美術之星(鼎宇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新板萬坪都會公園(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住宅類 遠雄京都(遠雄建設) 

住宅類 富立席悅(富立建設) 

住宅類 皇苑國際館(皇苑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遠雄安禾(怡盛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南崁溪河岸綠美化工程暨點睛計劃等二案工程(桃園縣政府)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臺中市文心森林公園暨圓滿戶外劇場舞臺(臺中市政府) 

文化設施類 永仁高中教學大樓興建工程(臺南縣政府)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檨仔林埤濕地公園(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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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前後慈湖祕境閒置空間整體規劃活化利用一、二期工程(桃園縣政府)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宏碁渴望園區-安居計畫(林福群建築師事務所) 

住宅類 遠雄金華苑(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御之邸(遠雄建設) 

住宅類 悅讀水世紀(泰毅建設、泰嘉建設) 

主題公園 臺南都會公園興建工程（臺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公共建設類 三鶯新生地整體景觀規劃及相關設計(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圓形戶外劇場舞臺頂蓋及附屬設施工程（楊瑞禎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大墩國小暨大墩國中（臺中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斗六市立故事繪本主題圖書館工程（雲林縣政府） 

公共建設類 中都濕地開闢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綜合大樓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正式備援中心合建共構

新建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2010 旗后觀光市場暨旗津海岸景觀改善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最佳施工品質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臺元科技園區第三期新建工程（文生開發）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友霖生技醫藥股份公限公司-中科雲林廠（忠明營造工程） 

住宅類 中央公園（展悅建設） 

住宅類 久樘天鵝堡（久樘開發） 

住宅類 新業大觀(新業建設) 

住宅類 新業大器（新業建設） 

住宅類 文化會館(太子建設) 

休閒建築類 choo a 樹舍(久樘開發) 

公共建設類 安億橋下河底觀景步道工程(臺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後勁溪景觀生態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喜樹抽水站新建工程（臺南市政府） 

優良環境文化類 

新故鄉營造類 新屋鄉街道巷弄空間及埤圳文化再造工程（桃園縣政府） 

文化設施類 臺南市公園國小校舍拆除暨新建工程（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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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歷史水景公園第三期工程 

（臺南市政府建設及產業管理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鼓山區跨越一號船渠景觀橋梁（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熱帶植物園(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虎尾第一街觀光意象整合建置工程（雲林縣政府）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臺南市安平舊聚落安平古堡路口廣場區-包含天后宮廟埕)景觀整建更新計劃

統包工程（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社區營造空間類 雲林縣斗南火車站周邊環境景觀改善計畫(雲林縣政府) 

都市更新類 

重建類 「梵帝崗 SRC」都市更新新建大樓(臺峰建設) 

整建維護類 雲林縣政府辦公大樓親民空間改善工程(雲林縣政府)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遠雄朝日(遠雄建設) 

住宅類 遠雄富仕苑(遠雄建設) 

住宅類 新業大居(新業建設) 

住宅類 惠丞.大撰(惠丞建設) 

住宅類 水工坊(泰嘉建設) 

公共建設類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大樓(啟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臺西鄉新興國小 98 年度老舊校舍新建工程 

(雲林縣政府)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竹溪悠遊綠網計畫(臺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德元埤酪農產銷中心工程(臺南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公共建設類 
高雄西子灣景觀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圍堤造地及後線土地綠美化工程暨舊

英國領事館人行步道改善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公共建設類 
六合站下水道展示館暨立德棒球場週邊景觀改善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西子灣海水浴場岬灣景觀改善工程(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愛河沿岸景觀工程-博愛路至自由路(高雄市政府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右昌森林公園整體規劃(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第 44 期重劃區美術東二路銜接中都園道願景橋興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最佳施工品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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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 詠恒(友友建設) 

住宅類 百達翡翠(友友建設) 

公共建設類 鹿耳門抽水站新建工程(臺南市政府)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鹽水溪人行步道橋工程(臺南市政府公共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2010 左營新部落社區圖書館暨左營國中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高雄公園管理維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公共建設類 中央公園管理維護(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中和市錦和公園露天音樂臺暨咖啡廣場工程(臺北縣中和市公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板橋浮洲親民公園(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紅樹林生態公園(臺南市政府建設及產業管理處)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鹽埕 01 綠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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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興仁公園(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文化設施類 臺中市福科國中第一期校舍新建工程(臺中市政府) 

文化設施類 臺中縣立屯區藝文中心(臺中縣文化局) 

文化設施類 臺南市復興國小增班新建教室(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小學) 

都市更新類 

整建維護類 
臺南市安平舊聚落東興洋行北側原臺塩日式宿舍區建築修復更新計劃統包工

程(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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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新北市政府 李四川 副市長 

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姚仁喜 創始人．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皇苑建設（股）公司 郭敏能 董事長 

綜合卓越成就獎 

住宅類 似水年華 Crystal House(生產力建設、鼎富力建設)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德杰 Flora(濟盟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遠雄人壽信義計畫區辦公大樓(遠雄人壽)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美孚建設臺北內湖企業總部園區(美孚建設) 

休閒建築類 
新北市政府興建新莊運動休閒中心工程 

(統包商：忠明營造工程、規劃設計：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公共建設類 鶯歌陶博館前空間改造案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住宅類 似水年華 Crystal House(生產力建設、鼎富力建設)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統一開發市政府轉運站(大成工程) 

公共建設類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宜蘭縣政府) 

住宅類 似水年華 Crystal House(生產力建設、鼎富力建設)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iF 國際經貿中心(昇捷建設)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似水年華 Crystal House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三鶯新生地整體景觀工程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市定古蹟總爺糖廠修復暨環境景觀工程 

生態工法煩 中都濕地公園開闢工程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虎尾鐵橋與虎尾驛-以歷史遺跡做為發展地方產業空間的實踐計畫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公館水岸總體發展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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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類 

整建維護類 剝皮寮老街整建維護案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市議會大樓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建築科技中心新建工程 

生態工法類 大漢溪浮洲橋下游右岸人工溼地工程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松江南京站開發區(捷)九聯合開發大樓 

住宅類 大安森林公園站開發區捷二聯合開發大樓 

商用建築類 新店機廠聯合開發案 

公共建設類 遠雄藝術大道 

住宅類 中央公園 

住宅類 世紀長虹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站前廣場-鐵道文化休閒園區規劃 

住宅類 龍寶心臻邸 

住宅類 親家雲硯 

住宅類 銳豐四季花園 

公共建設類 巴克禮紀念公園擴建工程規劃設計 

住宅類 北元段 729 地號 

住宅類 新福段五小段 20 地號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新生公園區夢想館、未來館與生活館展館新建工程 

住宅類 星和王道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住宅類 謙謙太子 

公共建設類 臺南縣二空新村改建新建統包工程 

住宅類 久樘香堤 

公共建設類 宜蘭縣政中心眷村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淡水藝術工坊新建工程 

住宅類 元利世紀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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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管理維護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臺元科技園區 

商用建築類 忠孝復興站聯合開發大樓 

住宅類 快易居 

優良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捷運 R18 車站(油廠國小站) 

生態工法類 北投區竹子湖溪流域環境改善工程 

公共藝術類 水源之心 

文化設施類 麻豆古港文化園區（含倒風內海故事館）景觀工程 

文化設施類 96 年度鹽水國小新建校舍「奎壁樓」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愛河上游段河岸景觀綠美化工程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幸福川景觀改造工程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右昌森林公園開闢工程 

歷史空間保存與更新類 市定古蹟辛志平校長故居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 

住宅類 太平洋盛宴-松露莊園 

住宅類 海德公園 

住宅類 太子中央公園 

休閒建築類 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旅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橋頭國小許厝分校新建工程 

住宅類 仁和段 1278 地號 

住宅類 臺南金城段案 

特殊建築類 北門遊客服務區優質公廁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健康醫療服務園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七賢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旗津新行政中心及新旗津醫院新建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久樘經貿巴黎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市政府大樓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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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歷史水景公園景觀步道橋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文山區市民運動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住宅類 和平世紀 

住宅類 皇翔民生東路新建案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開發案 

住宅類 冠德遠見 

優良環境文化類 

生態工法類 大漢溪鶯歌溪出流口左岸礫間接觸曝氣氧化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價值

類 
98 年度內湖 32 號道路新設工程 

文化設施類 95 年度降低班級學生人數計畫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公 1-1 公園新闢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崗山仔公園改造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庄暨大姑婆串景工程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急水.慢活-南瀛心項鍊工程 

具都市景觀效益及 

價值類 
竹溪悠遊綠網計畫第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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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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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強市長 

新北市政府 許志堅副市長 

臺北市政府 陳威仁副市長 

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 吳明修主持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麗莉董事長 

綜合卓越成就獎 

住宅類 品臻邸 

綜合成就獎 

公共建設類 中都濕地公園暨遊客服務及生態展示中心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前鎮中山四路跨越凱旋四路自行車橋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綠.園.道－都會綠帶再生－臺中市觀光綠園道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 

住宅類 敦南樞苑 

住宅類 The Ellipse 360 

住宅類 將捷朗闊 

住宅類 品臻邸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社子大橋新建工程第一期第一標（跨越基隆河段 1k+265~1k+700) 

住宅類 總太東方帝國 

住宅類 和鄉曲 

住宅類 天母富邦 777 

住宅類 品臻邸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品臻邸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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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人文生態校園 

文化設施類 98 年度依仁國小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文化設施類 雲林縣歷史建築斗南鐵道倉庫再利用為他里霧繪本館 

環境復育保育類 還地於海與大自然共存－澎湖縣山水溼地教育園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水湳經貿生態園區開發願景館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太子潭美段辦公大樓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新市政中心市議會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天母校區第二區新建工程(體育館、綜合體育館、結構體及

外牆工程標）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品臻邸 

最佳環境文化類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霧峰林宅下厝公保第整體修復工程 

最佳都市更新類 

整建維護類 中山創意基地 URS21 整建維護案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烏來區立體停車場增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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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建設類 大內區南瀛天文教育園區星象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善化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雲林好客－詔安客家文化園區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世博台灣館新建及周邊附屬統包工程 

休閒建築類 五甲公園整建工程 

住宅類 捷運松江南京站捷十聯合開發大樓－新東京宅 

住宅類 捷運南勢角站捷六聯合開發大樓－南方之星 

住宅類 久樘香坡 

住宅類 太子建設土庫段忠明南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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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仁和段 1335 地號 

住宅類 一品花園 

住宅類 郁見築 

住宅類 國泰雙璽 

住宅類 國泰璞滙 

住宅類 湯自慢 

住宅類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專案住宅新建工程 

住宅類 捷運港墘站交九聯合開發大樓－文心移動光城 

住宅類 遠雄左岸 

住宅類 銳豐悅觀 

住宅類 
行政院內政部營建署 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A2、A3、A6）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興建新莊運動休閒中心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本市第 44 期重劃區美術東二路銜接中都園道願景橋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茂林區高 132 線多納橋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小校舍更新暨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路二段與新樂路口截彎取直工程 

休閒建築類 巧克力共和國新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中都濕地公園暨遊客服務及生態展示中心 

住宅類 白鷺灣社區 

住宅類 國泰一品 

住宅類 美術觀道 

住宅類 新業遠見 

住宅類 大龍峒公營住宅新建工程 

住宅類 昇陽建設政大田田案新建工程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御盟建國企業大樓 

最佳管理維護類 

休閒建築類 凹仔底森林公園 

住宅類 画世紀公寓大廈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西子灣景觀及人行環境改善計畫－圍堤造地及後線土地綠美化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鹽埕綠廊－鹽埕 01 綠 08 開闢工程（第四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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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歷史水景公園湖港打通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通德迪化街維護事業計劃案 

公共藝術類 海安街道美術館－「海安家+9」 

文化設施類 臺東美術館 

文化設施類 兩蔣文化園區頭寮及慈湖串聯計畫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寶藏巖共生聚落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風景區遊憩設施改善及維護工程(指南風景區) 

永續發展類 大高雄月世界觀光亮點設施整建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高雄市六龜區新開部落(罹難者紀念公園)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內湖白石湖農業環境改善計畫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類 總太居易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旗津區海岸線保護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縣玉井鄉南 189 線中正橋道路復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關渡站交四十聯合開發大樓－北方之星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長安橋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陽光橋 

公共建設類 豐原區瑞穗國小（仁愛樓）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水交社重劃區工程（不含公道五部分） 

公共建設類 98 年度新化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岡山中山公園(公一)改造工程 

住宅類 太子建設大園青山段住宅開發案 

住宅類 太子花漾 

住宅類 新業雅砌 

特殊建築類 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靶場 

商用建築類 捷運徐匯中學站捷一聯合開發大樓－徐匯廣場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遠雄 U-town 雲世代企業總部 

公共建設類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 

休閒建築類 100 年度高雄市鳳山區灣仔頭區段徵收公 28 公園闢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通德迪化街維護事業計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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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建築類 HOLD 住計劃(新世紀、新世界）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二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村紀念公園 

公共建設類 六龜綜合社會福利服務暨災民緊急安置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公共建設類 高雄縣路竹鄉路竹國小 96 年度校舍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三鶯藝術工坊新建工程 

住宅類 富裔山別墅住宅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高 133 線莫拉克颱風區域整合災修重建工程第一標 0K+520 寶來溪橋重建工

程 

最佳管理維護類 

特殊建築類 臺北市抽水站自動化監控系統建置－總管理中心 

住宅類 四季悅公寓大廈 

休閒建築類 熱帶植物園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100 年度旗后觀光市場前公共空間改造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惠來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嘉南大圳新營分支及臺糖舊鐵道路綠活再生自行車車道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100 年度高雄市鳳山區灣仔頭區段徵收公 28 公園闢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北屯區廍子地區區段徵收四座景觀橋梁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北小溪頭親山路網景觀營造 

文化設施類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文化設施類 雲林縣莿桐鄉育仁國民小學 98 年度精緻及老舊校舍整建工程 

永續發展類 100 年度永安溼地整建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雲林縣口湖鄉水井村環境景觀改善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100 年度鳳山區頂庄養生公園整地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臺北市信義區編號北市 DF027 土石流潛勢溪流整治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大直雞南山危險聚落拆遷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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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行政院經建會 黃萬翔副主委 

內政部  蕭家淇政務次長(臺中市政府前副市長) 

高雄市政府  陳菊市長 

年度建築人物獎 

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陳聰徒 總監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蘆洲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苓雅區衛武營自行車橋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秋紅谷景觀生態公園 

住宅類 國泰 TWIN PARK 

住宅類 靜心連雲 

住宅類 惠友原見築 

住宅類 麗晨朗朗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物流共和國新建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前鎮中山四路跨越凱旋四路自行車橋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市 113」公有市場用地促進民間投資開發與經營管理 

住宅類 文心 AIT 

住宅類 久樘好雅 

最佳管理維護類 

休閒建築類 衛武營都會公園 

住宅類 皇翔峇里島 Villa-南區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大湖山莊街調洪沉砂池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高雄市寶業里滯洪池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河．驛—澗仔壢水岸新驛再生計畫」-林澗生活園區」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更新工程類 國揚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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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大墩國中地下停車場 

公共建設類 99 年度永福國小新建校舍(永昕樓)幸福校園工程 

特殊建築類 設置國際級地標環境藝術創作計畫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臺北捷運系統新莊線松江南京站捷九聯合開發大樓 

休閒建築類 鳳山區五甲公園整建工程 

住宅類 森林觀道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民生加壓站暨科技服務共構大樓 

住宅類 長安桂冠 

最佳環境文化類 

文化設施類 99 年度學甲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李長榮集團養水種電展示中心 

最佳都市更新類 

整建維護類 新北市永和青年住宅整建案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公共建設類 彰化藝術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北區(中正)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新店線新店總站聯合開發案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平實營區中央公園新闢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中和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休閒建築類 旗津生命紀念館新建工程 

住宅類 臺中雲世紀 

住宅類 太子馥 II 

住宅類 君泰 

住宅類 泰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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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 亞昕晴空樹 

住宅類 居見築 

住宅類 長虹鶯歌集合住宅 

住宅類 將捷家和 

住宅類 華相八方 

住宅類 直心巷 

住宅類 遠雄龍岡 

住宅類 一峯青 

特殊建築類 馬公機場前中央廊道.機車停車棚 BIPV 型太陽光電示範設置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綜合大樓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正式備援中心合建共構

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 132 線 0k+000~1k+200 道路重建工程(得樂日嘎大橋) 

公共建設類 高 133 線莫拉克災修工程第五標 4k+750 紅水仙橋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化鎮高鐵沙崙站橋下道路第一期工程 

住宅類 南國開發建設 the ellipse 360 新建工程 

住宅類 高雄太子市博 

住宅類 郁見築 

住宅類 國泰賦格 

住宅類 麗晨朗朗 

住宅類 新業博觀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99 年度依仁國小老舊校舍拆除整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中都濕地公園 

休閒建築類 新開罹難者紀念公園 

休閒建築類 大臺北都會公園第二期工程 

住宅類 東方帝國大廈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100 年度大東公園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茄萣濱海遊憩景觀整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布袋戲傳習中心園區景觀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大雙和再造計畫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西區「臺中科博特區」空間釋放行動 PART1 校園社區化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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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設施類 新竹市湖畔料亭修復暨環境景觀再造計畫 

文化設施類 臺東縣豐源國小 99 年度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紅毛港文化園區整建暨展示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鹽埕綠廊第五期-鹽埕 08 開闢工程第五期 

環境復育保育類 臺南市北區臺南公園第四期改善工程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規劃設計類 首泰大方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縣道 193 號道路(七星潭風景特定區段)聯外高架橋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仁武後港巷穿越中山高速公路涵洞拓寬工程 

公共建設類 101 年度茄萣濕地公園(公 12)工程 

公共建設類 雲林縣永光國民小學學生活動中心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大漢溪浮洲新海景觀橋新建暨河岸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大同分隊重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淡水線淡水站前捷運系統用地聯合開發大樓新建工程(名統百貨) 

公共建設類 京華苑 

公共建設類 捷運新莊線臺北橋站聯合開發案 

公共建設類 麻豆排水南 56-1 大溪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麻豆排水溪洲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安平港歷史風貌全區-歷史水景公園南側綠地闢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承天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灣歷史博物館外圍雙向自行車道及人行道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 19 線太平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鹽水國小「奎璧樓」校舍整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區十號公園新闢工程 

休閒建築類 林園區公 12 海洋濕地公園開闢改造工程 

休閒建築類 嘉義縣東石漁人碼頭-蚵殼屋 

住宅類 國礎富裔山 

特殊建築類 打造楠梓加工區第二園區為綠寶石園區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鶯歌陶博館前空間改造及人行陸橋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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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6 年(98-103)-新化鎮南 172 線鄉道

道路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營區民治路(中正路-民治陸橋)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關廟區中山路(南雄路至旺萊路)路面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旗山區鼓山公園整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100 年度岡山劉厝公園開闢工程 

休閒建築類 101 年度鳳山運動公園再造工程 

住宅類 亞昕首藏 

住宅類 嘉磐千秋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臺元科技園區五期新建工程 

最佳管理維護類 

休閒建築類 南瀛天文教育園區天文展示館、星象館及周邊景觀工程 

休閒建築類 右昌森林公園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國華長昇鴻工商園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住宅類 大謙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馬雅各紀念自行車道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三鶯跨越景觀橋(龍窯橋)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中市民俗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府城米其林觀光路線-赤崁東街文化觀光巷弄 

文化設施類 臺中市沙鹿區電影藝術館戶外空間景觀營造 

文化設施類 99 年度後壁國中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100 年度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工程第三期-白石湖許願步道 

環境復育保育類 101 年度永安溼地整建工程(第二期) 

環境復育保育類 圓山風景區遊憩設施改善及維護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公園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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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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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龍斌 市長 

臺南市政府 賴清德 市長 

大矩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楊逸詠 主持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將捷集團 林長勲 董事長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耘非凡 

住宅類 新象山 

住宅類 仰德 

住宅類 遠雄一品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立向上國民中學老舊校舍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中台灣創新園區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校舍新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阿里山林業村公共藝術創作-森林之歌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久樘香坡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研華林口園區一期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捷運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  

公共建設類 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統包工程 

最佳管理維護類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台元科技園區 

住宅類 遠雄大未來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大光國小南棟教室拆除重建工程 

最佳環境文化類 

文化設施類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 

環境復育保育類 山水綠生態公園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檜意森活村歷史建築修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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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101 年度岡山區中山公園(公一)改造工程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臺中中央公園(清翠園)新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公共建設類 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桃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興建、營運、移轉(BOT)計畫 

公共建設類 馬公市第一漁港 300 瓩 BIPV 太陽光電戶外休憩光廊設置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立鳳翔國民中學校舍新建工程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鶯料理廣場改造工程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類 鼎隆苑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住宅類 太子馥 III 

住宅類 太子玉鼎 

住宅類 嘉磐雍翠 

住宅類 長虹天際 

住宅類 MOMA3 號作品 

住宅類 名人硯 

住宅類 君子硯 

住宅類 美術帝國 

住宅類 大宅天景 

住宅類 國泰層峰 

住宅類 文海硯 

住宅類 敦南觀止 

住宅類 總太雍河 

住宅類 遠雄六家匯 

住宅類 遠雄 海洋之星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紅柴林營區整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101 年度白河國中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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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美濃學園教育藝文館 

公共建設類 中山九如國小遷併校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102 年度路竹公園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捷運信義線象山站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暨戶政事務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 

第三期校舍改建暨圖書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杉林鄉 129 線 13K+600(杉林大橋)道路災修工程 

公共建設類 旗津區海岸線保護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立圖書館大寮中庄分館新建工程 

住宅類 德運官鼎 

住宅類 百達儷景 

住宅類 名人硯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國美貝森朵夫大樓 

住宅類 國家美術館社區 

公共建設類 101 年度鳳山運動公園再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99 年度安定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 

最佳環境文化類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102 年度「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工程(第二期)」-湖山社區防空洞整建工程 

文化設施類 102 年度「指南風景區遊憩設施改善及維護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台中市忠孝國小校園市集街廓景觀規劃設計案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中西區二府口公園闢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南區水交社公 61 公園闢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101 年度永福國小新建校舍「永昕樓」幸福校園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99 年度篤加國小甲仙地震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桃園縣陂塘活化再生計畫-士校大池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愛在三間 WAWA 屋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彰化縣彰北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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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局本部暨各大隊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社子島新舊防潮堤間人工溼地工程規劃案 

公共建設類 102 年度路竹公園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鹽水汙水下水道系統促參計畫汙水處理廠進場道路開闢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假日廣場地下停車場及服務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速鐵路彰化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員林至田中新闢道路工程） 

公共建設類 開山路(民生綠園至樹林街二段)路面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大灣國中八卦校區設校(含其附屬設施溜冰場)工程(第一期) 

公共建設類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道 8 號南科聯絡道延伸省道台 1 線道路工程 

公共建設類 燕巢校區人文社會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住宅類 德運京鼎 

住宅類 夢巴里 3.0 

住宅類 興仁案 

住宅類 名發晶閣 

住宅類 達麗河美 

住宅類 奇岩道 

商用建築 太子雲鼎，佳能企業總部大樓 

商用建築 志嘉水曜 

商用建築類 臺北市大安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地上權案新建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住宅類 鼎隆苑 

住宅類 文化和平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推廣大樓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學甲區中華路(濟生路~華宗路口)道路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那瑪夏區衛生所及醫師宿舍重建工程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六龜分局三

民分駐所辦公廳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健康醫療服務園區行政中心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鳳山行政中心新建大樓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立仁武高中 98 年度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 

特殊建築類 紅柴林營區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馬雅各紀念自行車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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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林園區海洋濕地公園(公 12)開闢工程 

公共建設類 101 年度茄萣濕地公園(公 12)工程 

公共建設類 98 年度新化國小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社子島基隆河側自行車道串連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觀音山步道整體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東區公 E1 闢建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北區 N80 闢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高雄捷運南岡山（R24 車站）新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山上區玉峰大橋改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將軍溪排水華宗橋改建工程  

公共工程及都市空間類      嘉南大圳水岸綠道風貌鏈結再生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102 年度「溪溝改善及設施維護工程」(第一期)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類 延壽健康家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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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國家卓越建設獎得獎名單 

國土建設特別貢獻獎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林憲德 講座教授 

高雄市政府 吳宏謀 副市長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高而潘 建築師 

年度建築人物獎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吳春山 董事長 

綜合卓越成就獎 

龍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誠臻邸  (住宅類) 

卓越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燕巢校區圖書資訊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館與多功能活動中心 

公共建設類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新建工程(北基地)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新南國小遷校校園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都市設計中心 

住宅類 誠臻邸 

住宅類 禾雅內 

商用建築類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公大樓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急重症大樓新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寬工程計畫第C911標中壢楊梅段南下線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第一期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松山線北門站 

住宅類 敦南樞苑 

住宅類 誠臻邸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長安美術觀邸 

商用建築類 大都市國際中心 

最佳環境文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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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沼平公園步道整修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市定古蹟原林百貨修復工程 

社區營造空間類 勤和樂樂生態社區 

特別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國民小學遷校第一期工程 

公共建設類 旗山區鼓山公園整建工程(第三期) 

住宅類 慶仁林境 

最佳施工品質類 

特殊建築類 旗津生命紀念館新建工程 

最佳管理維護類 

住宅類 文心 AIT 社區 

住宅類 誠臻邸 

最佳環境文化類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西本願寺廣場新建工程、古蹟及歷史建築修復再利用工程 

文化資產修復保存類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永續發展類 虎頭山公園節能與環境教育園區-「奧爾森林學堂-虎頭山公園樹屋群」 

最佳都市更新類 

整建維護類 大稻埕都市再生街區 

金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大魯閣草衙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立陽明大學研究生暨國際生宿舍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五股區公民會館暨室內體育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秀朗派出所及青年社會住宅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公共建設類 龍潭鄉綜合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國民小學文九34校區新建校舍工程 

公共建設類 月影潭心 

公共建設類 燕巢動物保護關愛園區新建工程 

住宅類 交響苑 

住宅類 國泰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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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類 拾光 

住宅類 透與璞 

住宅類 太子君峰會 

住宅類 麗晨朵也 

住宅類 中央花園 

住宅類 豐花園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德孚瑞光辦公大樓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捷運松山線南京復興站捷四聯合開發大樓 

辦公與工廠建築類 桃園旗艦現代化物流中心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運河星鑽跨河橋樑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承天橋改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二期新建工程(建築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松山線南京復興站 

公共建設類 仁武後港巷涵洞拓寬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大灣國中八卦校區設校(含其附屬設施溜冰場)工程(第一期) 

公共建設類 新光公園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美濃學園教育藝文館規劃設計暨工程案 

公共建設類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 

住宅類 禾雅內 

住宅類 國泰天母 

住宅類 良茂京都 

住宅類 森林苑 

住宅類 東方之冠 

住宅類 豐花園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102 年度路竹公園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大里運動公園地下停車場 

特殊建築類 臺北市共同管道管理維護案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北港復興鐵橋及周邊景觀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巴克禮紀念公園擴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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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信義區舊埤溪整治及和興炭坑再造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圳仔頭溪自然園區塑造計畫 

文化設施類 新營藝術園區「公園道」藝術環境改善計畫 

文化設施類 99年度竹橋國小甲仙地震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永續發展類 內湖再生家具展示場 

最佳都市更新類 

重建類 漢皇聽河 

優質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 

公共建設類 祝山林道人車分道一、二、三期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土城高中圖書館興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捷運松山線松山站 

公共建設類 103年度臨港線(翠亨南、北路旁)自行車道工程 

公共建設類 那瑪夏區瑪星哈蘭人行景觀橋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臺中市停3-1立體停車場案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大樹區佛陀紀念館跨越台29線自行車與人行景觀天橋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民小學一、二期校舍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新北市板橋府中青年社會住宅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鹽水分隊新建工程 

住宅類 三發國際城 

住宅類 米蘭雙星 

住宅類 新北市青年住宅興建營運移轉案 

住宅類 敦泰本善 

住宅類 太子建設林口區力行段1209地號住宅開發案 

住宅類 鈞藏 

商用建築類 世界之翼 

商用建築類 御博苑 

商用建築類 捷運文湖線內湖站交11聯合開發大樓 

休閒建築類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國民運動中心新建工程 

休閒建築類 103年度鳳山區公29、文中10、過埤公園之開闢及改善工程 

休閒建築類 臺南市第一期九份子市地重劃區工程 

最佳施工品質類 

公共建設類 北門路(成功路至東門圓環)路面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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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類 官田區南118縣(台一線往六甲)道路改善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中市新市政公園暨地下停車場-第二期建築及景觀等工程 

公共建設類 103年度市道178線路面改善工程(一) 

公共建設類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白河區市道172線41K道路復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生態時代館新建工程 

公共建設類 國道8號南科聯絡道延伸省道台1線道路工程 

公共建設類 跨鹿耳門溪橋梁工程(自行車橋工程) 

住宅類 MOMA 3 號作品 

住宅類 三發景榮 

商用建築類 太子內湖潭美辦公大樓 

最佳管理維護類 

公共建設類 101年度岡山區中山公園(公一)改造工程 

公共建設類 臺南市麻豆國民小學開文圖書館 

最佳環境文化類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永康區橋北段兒一及兒二公園新闢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小橋公園設施改善工程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碧山露營場暨心臟血管主題園區景點營造 

公共工程與都市空間類 豐榮國小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102年度美濃中正湖擴區環湖環境設施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信義區松山路650巷豹山溪畔綠地復育工程 

環境復育保育類 北投區大屯社區農業環境改善計畫 

社區營造空間類 文山區茶香環狀步道改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