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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綠建築得獎作品(第一屆~第十屆)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第
一
屆 

優良綠

建築設

計獎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吳明修建築師事務所 

東方高爾夫球俱樂部會館 
大硯設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袁嘯虎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市二二八紀念館 卓建光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厝 008 號-黃瑞疆透天住宅 林志成建築師事務所 

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行政暨研究大樓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首璽集合住宅 大凱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映興實業廠辦大樓 郭隆德建築師事務所 

東勢鎮名流藝術世家重建社區 王瑞男建築師事務所 

信義富邦國際館集合住宅 華業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縣南屏國民中學 黃○興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縣政府辦公大樓 
株式會社象設計集團 
高而潘建築師事務所 

海洋科技博物館養殖工作站 
大硯設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鶯寶建築師事務所 

節能類

特殊貢

獻獎 
台灣電力公司新營區營業處辦公大樓 台灣電力公司營業處建築課 

第
二
屆 

優良綠

建築設

計獎 

昇陽國豔 上圓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南投縣內湖國小九二一震災校園重建工程 郭俊沛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縣路竹鄉蔡文國小第一、二期校舍新建工程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潤泰綠邑 張福明建築師事務所 

天母富邦集合住宅 大元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台中縣桐林國民小學援建工程 黃○興建築師事務所 

行政院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畜產種原多樣化資源中

心及畜產資訊服務中心 
曾永信建築師事務所 

震大長玉集合住宅 
震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江錦財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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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新竹市建功國民小學向陽樓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南市日新國民小學九二一震災校園重建工程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第
三
屆 

優良綠

建築設

計獎 

台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新建工程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富邦福安紀念館新建工程 華業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傳統藝術中心（第四期）-藝師、學員宿舍及

招待所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 

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 姜○靜建築師事務所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乳山遊客中心（戰役史蹟館） 黃正銅建築師事務所 

國立屏北高級中學校舍新建工程及設施工程 原相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國民小學 張瑪龍建築師事務所 

震大杭玉集合住宅 
震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杜希聖建築師事務所 

國立新化高級中學教學暨行政大樓改建工程 黃○興建築師事務所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 

大地莊園社區開發新建工程 林子森建築師事務所 

第
四
屆 

優良綠

建築設

計獎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科廠 
林憲德教授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臺南市忠孝國中第二期校舍工程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行政、圖資、研究大樓及

能源中心 
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 

彰化縣信義國民中小學第一期校舍 戴嘉惠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臺北縣中和市中和國民小學和平樓改建工程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桃園縣客家文化館新建工程 吳成榮建築師事務所 

臺北縣瑞芳鎮猴硐國民小學 吳源盛建築師事務所 

居富開發  人本自然集合住宅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財團法人臺東縣私立柏林老人養護中心 陳傳彥建築師事務所 

第
五屆 優良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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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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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建築設

計獎 
紅瓦厝國民小學第二學期校舍及行政辦公大樓新

建工程 
徐岩奇建築師事務所 

楊士芳紀念林園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縣政中心凱旋國民中學校園新建工程 黃○興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臺北市萬華區市民運動中心新建統包工程 葉世宗建築師事務所 

福懋建設-獨道 
歐新通建築師事務所 
楊瑞昌建築師事務所 

富邦南京大樓 華業建築師事務所 

淡江大學蘭陽校園整體開發學院一、二之第一期建

築工程 
游顯德建築師事務所 
一代建築師事務所 

宜蘭縣政府環保局設置 
空氣污染防治宣導及研究規劃計畫成果展示室 

大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第
六
屆 

優良綠

建築設

計獎 

國立成功大學運璿綠建築科技大樓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工研院六甲院區二期宿舍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震大 菩方田 黃宏輝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立前峰國民中學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國立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台積電十二廠四期辦公大樓 潘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綠建築 
貢獻獎 

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計畫觀音鄉新行政園區 薛晉屏建築師事務所 

嘉義縣溪口鄉文化生活館 大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淡水藝術工坊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臺灣建築科技中心 陳章安建築師事務所 

淡海污水處理廠 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 

2009 世運會主場館 劉培森建築師事務所 

冠軍綠概念館 王銘國建築師事務所 

第
七
屆 

優良綠

建築獎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龍潭鄉銅鑼圈段 48-200
地號廠房新建工程 

廖志鴻建築師事務所 

郭元益楊梅工廠新建工程 陳順惠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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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臺中市北屯區大坑國民小學老舊校舍整建工程 文彬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小二期校舍新建工程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99 年後壁國中老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解構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經濟部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第一期新建工程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新港 77villa 民宿 楊炳國建築師事務所 

3M Taiwan CTC Building 台北國際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II 期 潘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高雄市立圖書館小港分館新建工程 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 

新北市林口區頭湖國民小學校舍新建建築工程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台達電子桃園三廠新建工程 吳瑞榮建築師事務所 

第
八
屆 

優良綠

建築獎 

新北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石昭永建築師 

交通部公路總局辦公大樓 
綠野國際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江之豪建築師 

李長榮集團養水種電教育展示中心 
六生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黃瑜民建築師 

光世代建設-「光點」集合住宅 
邱垂睿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邱垂睿建築師 

台灣積體電路十五廠一期 OFFICE 棟 
潘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潘冀建築師 

國立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及理工學院大樓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劉木賢建築師 

臺鐵苗栗車站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張清華建築師 

綠建築 
榮譽獎 

新北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 新北市淡水區新市國民小學 

交通部公路總局辦公大樓 交通部公路總局 

李長榮集團養水種電教育展示中心 李長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世代建設-「光點」集合住宅 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積體電路十五廠一期 OFFICE 棟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國立臺東大學師範學院及理工學院大樓 國立臺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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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臺鐵苗栗車站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 

第
九
屆 

優良綠

建築獎 

華南銀行總行世貿大樓新建工程 
大元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姚仁喜建築師 

旗津生命紀念館新建工程 
趙建銘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趙建銘建築師 

桃園市立圖書館龍岡分館 
盧俊廷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盧俊廷建築師 

台灣積體電路十四廠五期 OFFICE 棟新建工程 
潘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潘冀建築師 

宜蘭縣內城國民中小學 校園建築 
黃建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黃建興建築師 

馥華原鄉集合住宅新建工程 
三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王宗仲建築師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員林基督教醫院 
大將作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王乙鯨建築師 

台江國家公園行政中心新建工程 
九典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郭英釗建築師 

臺南市新南國小遷校校園新建工程 
劉木賢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劉木賢建築師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教室及運動場擴

建工程 
姜樂靜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姜樂靜建築師 

綠建築

榮譽獎 

華南銀行總行世貿大樓新建工程 華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旗津生命紀念館新建工程 高雄市殯葬管理處 

桃園市立圖書館龍岡分館 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台灣積體電路十四廠五期 OFFICE 棟新建工程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內城國民中小學 校園建築 宜蘭縣內城國民中小學 

馥華原鄉集合住宅新建工程 馥華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基督教醫療財團法人員林基督教醫院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台江國家公園行政中心新建工程 台江國家公園管理處 

臺南市新南國小遷校校園新建工程 臺南市安平區區新南國民小學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教室及運動場擴

建工程 
國立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第

十

屆 

優良綠

建築獎 

寶舖建設青田青集合住宅 
卓培煙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卓培煙建築師 

耘非凡 店鋪、集合住宅 
王東奎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王東奎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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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作品名稱 設計單位 

若山 II、若山 III 
江文淵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江文淵建築師 

福美開發 水美奇岩 
金以容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金以容建築師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石昭永建築師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黃孟偉建築師 

三峽北大特區全齡生活館 
盧俊廷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盧俊廷建築師 

台積電竹科十二廠七期辦公棟 
潘冀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潘冀建築師 

安永心食館 
黃培瑞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黃培瑞建築師 

臺北南山廣場 
瀚亞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徐少游建築師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樓 
石昭永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石昭永建築師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B 廠區生態社區 
大同聯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人：周大同建築師 

綠建築

榮譽獎 

寶舖建設青田青集合住宅 寶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耘非凡 店鋪、集合住宅 富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若山 II、若山 III 
若水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半畝塘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福美開發 水美奇岩 水美奇岩管理委員會 

舊振南漢餅文化館 舊振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文山水資源回收中心 臺中市政府水利局 

三峽北大特區全齡生活館 新北市立圖書館 

台積電竹科十二廠七期辦公棟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心食館 崇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北南山廣場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YunTech 產學研大樓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B 廠區生態社區 群創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