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組別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科系

1 城鄉規劃組 FROM LEPROSARIUM TO VIVARIUM A CHRONOGRAPHIC BLUEPRINT: REINSTATING THE VALLEY OF HOPE SUNGAI BULOHChai Yi Yang University of Malay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2 城鄉規劃組 1949. - 二元視角的戰爭故事 張譽瀚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3 城鄉規劃組 随宜过街巷，漫步享乐居 秦思怡/和悦/杨红叶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

4 城鄉規劃組 城市之心/Between the city and train 鄭蓓鈺 國立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5 城鄉規劃組 re-emerge of Street lives 顏侑葳 逢甲大學建築系

6 城鄉規劃組 邊陲衍異；Recombination of Parking Tower 吳岱霖/陳昭穎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建築系

7 城鄉規劃組 PPP 模式下基于韧性发展理念的老旧小区有机更新城市设计与项目管理方案集成吕虎臣/康北/裴智超 北京建筑大学/城乡规划系

8 城鄉規劃組 入世山水 趙立衡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9 城鄉規劃組 未到之間/Before Arrived 黃靖崴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10 城鄉規劃組 日常修復所•邊界之間的日常 洪薈昕/ 郭博渝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11 城鄉規劃組 滲透未來-感覺統合藝術教育實驗小學規劃設計 高芷嫻/李晨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2 城鄉規劃組 市「帶 ｣交替的火花----- 線形公共生活空間的新生 謝慈芯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系

13 城鄉規劃組 《双面城市》 刘诗茹/刘小琳/罗欣霖/潘雅琴/潘映月/潘紫薇/王嘉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和风景园林系

14 城鄉規劃組 中心與中心碑公廁改建 謝丞昱 東海大學/建築系

15 城鄉規劃組 溫度境界 - 新型態浴場空間體驗 吳佩書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16 城鄉規劃組 未來舞台。南方澳 呂胤賢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17 城鄉規劃組 後軍事化的異托邦再現—金門E-033 寒舍花當代美術館；E-033 Hanshehua Museum of Modern Art, Kinmen王子怡Wang,Tzu-I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

18 城鄉規劃組 錫口 | 重組 - 饒河街觀光夜市改造計畫 吳宛璇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19 城鄉規劃組 城市脈絡下的共享文創空間 重塑都市民眾、歷史建物、護城河之間的關係林庭暄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建築組

20 城鄉規劃組 2024 空間典當 梁子達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21 城鄉規劃組 广州高密度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设计 汤雪儿/何璐琳/黎瀚霜/向思钰/袁卓铭/吴艺涵/周煊祥/陈伟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22 城鄉規劃組 云栈采薇·古道祈福——秦岭北麓大都市近郊村村庄规划 王雪妃/徐灿/陈孔炎/罗凯中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3 城鄉規劃組 同根⽣—深圳市沙头角滨海都市区综合发展与城市设计—定位策划研究及重要地块城市设计官芸仟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

24 城鄉規劃組 “骊北渭南文兴临潼”——文化导向的西安市临潼区中心城区有机更新规划设计倪欣然/邓林娜/刘玮琰/陈雅琪/黄雨欢/费韵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25 城鄉規劃組 多维系脉•脉动山城 李营堃/张文鑫 重庆大学/城乡规划 

26 城鄉規劃組 活态博物馆·唤醒新临潼——文化空间引领下的骊山北麓中心城区有机更新规划设计余青钱/刘天韵/刘青青/杨沛然/陈冰红/张钰山/陈家好/黄雨悦/梁佳宁/鄢雨晨东南大学/城乡规划系

27 城鄉規劃組 阅读信箱,传承城记——基于可阅读城市记忆视角的成都八二信箱社区更新设计
The Renewal Design of Chengdu Eight-Two Xinxiang Commu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adable City Memory曲俊翰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8 城鄉規劃組 共生视角下的南京八卦洲生产性景观改造设计 周金雨 南京大学建筑系

29 城鄉規劃組 基于时空数据关联的南京老城革命史迹保护与利用 张勇/杨叶晴/武淳雅/孙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30 城鄉規劃組 Back alley filter-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s in Hong Kong 紀翔 香港大學建築系

31 城鄉規劃組 錨定台北－朝向以自然為⽣活座標的城市 Anchoring Taipei – Towards A Nature Coordinated City曾薏安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32 城鄉規劃組 水樂之島 — 鼓浪嶼的音樂與地下水系統重塑 戴立堯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33 城鄉規劃組 浮⽣半日 Dusk till dawn of lofty wrinkles 詹凱婷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34 城鄉規劃組 點陣與向量 | THE TERMINAL OF MEGA FLOW 黃品睿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編號 組別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科系

35 城鄉規劃組 三團演義：少城風雲曲（Shaocheng Symphony：A Story About Urban Renewal）黃龍顏/劉國傲 湖南大學城鄉規劃系

36 城鄉規劃組 絕美之城 沈昕牧 成功大學建築系

37 城鄉規劃組 田园束环——新型城乡一体化试验 曾干/黄有萍 重庆大学/城乡规划系 

38 城鄉規劃組 精明收缩,渔火相传——浙江省大陈岛乡村规划设计 孙叶/张耀元/刘郭越/张晨玥/陈伯安/王秀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39 城鄉規劃組 文化导向下平遥古城更新规划设计 周吴优 同济大学/城乡规划

40 城鄉規劃組 聚焦山景城 家国共增荣: 骊山北麓中心城区有机更新规划设计 涂文颖/谢金丰/吴昌琦/宿佳境/韩雨/赵嘉祥/安珺/余建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

41 城鄉規劃組 多维折叠 城市剧场——旅居空间提升背景下重庆李子坝片区山地城市设计邵小纯/田澄/张娅/邓颖升/项芳辉/胡廷/肖思宇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

42 城鄉規劃組 在路上：不在地方但任何地方 陳怡蓁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43 城鄉規劃組 ⽣活在RCA：工業後廠景轉譯 廖于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44 城鄉規劃組 巨集 Max Civic Space 楊姿芳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5 城鄉規劃組 超级聚落——广东省佛山市三龙湾会展北区城市设计 尚小钰/梅婕/黄振锋/徐钲砚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

46 城鄉規劃組 798南区城市更新计划——以产业为名义的新规划 刘迪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方向

47 城鄉規劃組 畔坊引埠 循泉绘城——济南市大明湖周边地区城市更新设计 熊静仪/戴宜顺/李懿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城乡规划

48 城鄉規劃組 花蓮日常－20分鐘的山海之間 吳英睿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49 城鄉規劃組 Wakaf | Kampong Bharu Chor Zhao Gen / Lau Chi Ying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50 城鄉規劃組 超大室內：論經濟代謝過渡下之都市空間重組 林享元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51 城鄉規劃組 與疫共⽣ 倪李瑤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

52 城鄉規劃組 無常的邊界 - 重新與海相遇的常民⽣活 吳昱寬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53 城鄉規劃組 隱沒與浮現 Subsidence and Emergence 李佳音/翁品蓁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54 城鄉規劃組 the LANSKAP Chai Zhi Zhong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55 城鄉規劃組 疫後重⽣ - 疫情之後，未來機場設計藍圖。After the Epidemic, the Blueprint for Future Airport Design.周家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 建築系

56 城鄉規劃組 浮·游——电子城 26 号地城市设计 彭芸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57 城鄉規劃組 "慢游记 营新城"——合肥市十五里河金寨路东部地块城市设计 任戈/温泓淼/王慧琳/王英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58 城鄉規劃組 樂閑子午道·悠享終南山 崔琳琳/王雪怡/樊希瑋/王雅麗/楊晨露/李博宇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學院/城鄉規劃系

59 城鄉規劃組 悠然寻味·心泊璜山——基于内生发展理念的新型乡村康养社区规划设计戚俏蓉/李玉珊/王文博/张倩雯/卢宇辉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

60 城鄉規劃組 微型社区——乡村小住宅集合多样化住居 张凯莉 南京大学/建筑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1 城鄉規劃組 引宫连城 ——昭应古城复兴计划 蔡 臻 / 张增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 城乡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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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築設計組 海平面下的異托邦-重塑海陸邊界的新形態 梁景雯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2 建築設計組 The Intermediate Art Depot 石穎天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榮譽)理學士

3 建築設計組 戲曲村x漫步戲埕劇場 陳耘峰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4 建築設計組 拼圖圖拼: 青草城市工廠； PUzzleUP: Herbal Urban Factory 賀昭恩 淡江大學/建築系

5 建築設計組 孤島游牧-共⽣便利店 Lonely Nomad Planet 黃浩 淡江大學/建築系

6 建築設計組 廈門城中村“曾厝垵”創客公社 林穎 台灣金門大學/建築系

7 建築設計組 Reimagine the Forgotten Dynasty Fong Yam W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8 建築設計組 ⽣活劇場 - 城市建構下變臉後的產物 王毓綺/陳麒宇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9 建築設計組 THE ISLAND OF GRIEF 賴于雅 香港理工大學/ 環境及室內設計學

10 建築設計組 辯證的整體 - 中正 / 圖書紀念園區 傅鈺崴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學士後組

11 建築設計組 捉迷藏：藝術的編碼 廖紫羽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2 建築設計組 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游客中心设计 杨睿涵/侯瑞琪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3 建築設計組 History of a New Bridge 王笙 逢甲大學建築系

14 建築設計組 明日嘉年華/Carnival of Tomorrow 李孟晉/廖絜昀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建築系

15 建築設計組 成都牧马山古蜀蚕丛文化纪念馆建筑方案设计 周佳 华南理工大学

16 建築設計組 HOLE 院 邱冠維/周明慧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

17 建築設計組 城市憶像 – 重構淡水記憶的隔離旅館 蔡承昀 私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8 建築設計組 憂鬱的山丘 Melancholy hill 陳嘉紜 中原大學/建築系

19 建築設計組 Home Less Home 洪祥瑀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

20 建築設計組 茶文化背景下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磻溪村老茶号新干预 王逸茹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建筑学

21 建築設計組 Sound Awakening Lee Chia Lo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2 建築設計組 記憶 · 文本；來自城市的記憶載體 蘇怡臻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23 建築設計組 Dis-a-pier | Re-a-pier : Reconstruct Queen's Pier, Reflect on Hong Kong's Culture of DisappearanceNesia Cheung Pak Y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4 建築設計組 茄萣濕地公園遊客暨⽣態教育中心 陳少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25 建築設計組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IAL UNDER THE REVIVAL : ARGENTINE SHIPYARD LOCAL HISTORY EXHIBITION FACILITY勤薇馨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26 建築設計組 南橫山屋 Pine valley hut 林品樺 國立成功大學 / 規劃與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

27 建築設計組 再見的權利 徐佳得 銘傳大學建築系

28 建築設計組 空間，無常，尊嚴與演變——香港吉慶瞭望塔圍村的想象與重構Space, Contingency, Dignity, & Change——The Reimagination of Watchtower in Kat Hing Wai Village, Hong Kong王渊致/Lesimo Wa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isty

29 建築設計組 赤坎之争-基于关氏与司徒氏家族竞争合作背景下的历史环境与建筑的更新保护设计笪曼婕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30 建築設計組 2021 大健康建築聯合畢設——生之“享”往——多元享老康養綜合體設計李凱/林奕薇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學院

31 建築設計組 無界博覽 劉憬辰 成功大學建築系

32 建築設計組 你知道嗎？安平有座「島」，我們喚它作「五期」。 朱敏菁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33 建築設計組 彼一暝 - 失落之城 施杏函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建築組

34 建築設計組 御力于形- 拉張整體之動力學結構找型與演算 彭茜 淡江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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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築設計組 療疫，聊癒 解博安/黃培瑜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36 建築設計組 可自主发展的村庄——以成都市崇州义乡-兄弟林盘保护与更新设计为例韩依琪  四川大学建筑系

37 建築設計組 共享生活村落——成都崇州市义乡-兄弟林盘保护与更新设计 李紫嫣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建筑系

38 建築設計組 市井西仓·古今记忆——西安明城区永丰仓集市改造 李静娴/顾渫非/林芳萍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系

39 建築設計組 Survive with Survived Shoreline 陳怡妤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40 建築設計組 残云-“汉口记忆”文化体验区设计 丁千寻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41 建築設計組 虛妄嵌合體敘言--非正式再構成；Ballad Of The Hidden Chimera 婁柏彥 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

42 建築設計組 逆城鎮中記憶碎片之複刻 陳昕吾 東海建築系

43 建築設計組 擺盪在時間上的鐘島 林靜洋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44 建築設計組 BACK FOR LIVING 許佑平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45 建築設計組 水霧之後—觀看自然的方式 黃媛郁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建築組

46 建築設計組 彼岸 Limbotopia 鄭鈞聯 逢甲大學/建築系

47 建築設計組 第0號抽水站-邊界泳池 陳厚任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48 建築設計組 遺覺之廟——以大稻埕氛圍六感及參數形態重構之信仰空間 伍永瑜 淡江大學/建築系

49 建築設計組 公共且私密的建築_圖書館的第二自然 秦誌廷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學系

50 建築設計組 天文館園區設計 吳筱琳/張簡博升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建築組

51 建築設計組 重構信仰邊緣中的⽣活 賴賢駿 銘傳大學/建築系

52 建築設計組 Urban Archive: Rethinking Time and Weathering in the Design ProcessSubin Park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3 建築設計組 屋檐之下——乡村客厅设计 范梦凡/秦若楠/吴佳雯/王思涵/张佳昕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54 建築設計組 REJUVENATION / 构筑 (n./ v.)新生 陈宇/郎颖晨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5 建築設計組 囚徒 / 圖 / 途 >>> 末路。狂花 ESCAPE PLAN:as free as mankind 梁郁培 中原大學/建築系

56 建築設計組 失真:以金屬樂作為序曲的不平之鳴 曾允澧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57 建築設計組 野⽣_Nikaurip 曾子毅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58 建築設計組 水敏基建：公平、多元、包容的城市水岸开发
Wet INFRA-URBANISM For An ED&I Waterfront in Beijing    郭佳玉/史珊珊/齐超杰/冯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9 建築設計組 街巷织补，变厂为园——际华三五三九制鞋厂保护与重生与建筑单体设计（破壳新坊）吴梅蕊/崔潇方/邬玉珊/曾清娴重庆大学/建筑学

60 建築設計組 登高望远，倚树听泉 张豪杰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61 建築設計組 中大院更新改造设计——走廊模式研究 刘静娴 东南大学/建筑系

62 建築設計組 以剩余空间激活为触媒的酒仙桥社区复兴计划——“拆迁飞地”筒子楼上的即时“插件”陈轶男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63 建築設計組 啟動台北的流動性 / MOBILIZING THE MOBILITY 李沛駿/LEE, PEI-CHUN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64 建築設計組 山水契阔：校园之道的回归 孙凡清/邱子倍 湖南大学/建筑系

65 建築設計組 旭川再現 蘇月伶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

66 建築設計組 重啟，想像! Re-imagine. Perceive. Feel . 李東盈 中原大學建築系

67 建築設計組 寄⽣、附⽣、共⽣ ── 新舊空間的纏繞性 莊捷閔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68 建築設計組 F-AIRY 林家贊 淡江大學/建築系



編號 組別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科系

69 建築設計組 以 718 之名 幸周澜屹/杨靖颖/徐嘉程重庆大学/建筑系

70 建築設計組 庭山馆——北京三山五园艺术中心 王梓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71 建築設計組 馬場散記 Towards Sentience: A Monumental Horse Ranch 謝博宇 Po-Yu, Hsieh 成功大學/建築系

72 建築設計組 選擇儀式-晶華酒店自由路徑計畫 曹永勳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學系

73 建築設計組 復育南機場富裕的⽣活 陳潔榆 淡江大學/建築系

74 建築設計組 墓園/花園/樂園-八仙殯葬示範計畫 蔡宇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75 建築設計組 Exterior of Ordinary | 例外度假村 陳怡婷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76 建築設計組 时间·事件·漫游——南京老山汽车文化展示中心方案设计 何李梨/薛逸帆 苏州科技大学/建筑系

77 建築設計組 拓扑互锁的建筑学实验 甘静雯/董一凡/陈雨涵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78 建築設計組 北投的名字 陳映澄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79 建築設計組 當代美術館系統 劉子謙 中原大學建築系

80 建築設計組 张炎纪念馆设计 刘璟彦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

81 建築設計組 What you see is your shadow 蔡妮可 淡江大學/建築系

82 建築設計組 The Incubator: Reimagined by the Analogy of Tanggam Lim Chen Hee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83 建築設計組 自由中的囚禁 Prison in the Freedom 鐘駿業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建築系

84 建築設計組 印象寓所 周宗賢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85 建築設計組 死亡日常-善終計畫 賴欣賢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學系

86 建築設計組 埕中記憶的疊加 - 舊宿舍與新城區事件交織的聚合 李鈞暐 / 翁維彤 大葉大學 / 空間設計學系

87 建築設計組 斷裂的連結 The breaking link 胡惠綺 中原大學/建築系

88 建築設計組 拆、製　Dis/Assemble 林岑翰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89 建築設計組 共融美好年代/SHARE HOUSE 林旻亭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90 建築設計組 春之潮 Tide Of Spring 陳睿申 淡江大學/建築系

91 建築設計組 非典型教育 張語芬 台北科技大學

92 建築設計組 Depth of Field of Architecture - 天外天外天 林冠豪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93 建築設計組 喜劇建築-天母社會現象的文化諷刺 楊喬岳 淡江大學/建築系

94 建築設計組 一體兩面 One and two sides 林靖軒 銘傳大學 / 建築學系

95 建築設計組 #HyperLife #Spatial Hashtags 李宜軒 中原大學 / 建築學系

96 建築設計組 木都保衛戰 謝明勳 中原大學/建築系

97 建築設計組 College in the Forest Ng Tze Way UTAR/LKC FES

98 建築設計組 民主悠樂園-美麗島高雄事件簿 陳馥之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99 建築設計組 Reinforcing Centralities: The Case of the Intermunicipal Multimodal Terminal in the Gradim (Te.Migra)Lilian Silva Costa Universidade Estácio de Sá

100 建築設計組 Center For The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The Paralyzed,Chittagong Nourin Sultana Premier University Chittagong

101 建築設計組 Weaving the heritage of tangail tat Maksudul karim Premier University Chittagong

102 建築設計組 過港的時間記錄器 胡俊睿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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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建築設計組 存在之後 陳映竹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104 建築設計組 情慾水泥 - 感知居住 Not Just Concrete : LIBIDO of Architecture 張庭瑜 中原大學/建築系

105 建築設計組 環俗：SurRounding 施宇真 SophiaShih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106 建築設計組 物·技艺·与地方空间——紫泥村龙舟文化空间挖掘与再造 李雪畅 华侨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

107 建築設計組 基于力学生形的可动数字化设计与建造 张涵筱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108 建築設計組 沽上寻源 River and Band 史翠雅/吴凌菊/张铭扬/洪宇涵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

109 建築設計組 “n 小庭院经济模式下”的历史村落生活共同体——以黄山市休宁县鄣源里村为例孙悦/周杰/王若菂/沈清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学系

110 建築設計組 “失落“的造船厂——”重生“---以造船厂为触点的紫泥村更新计划王态川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

111 建築設計組 重洞——基于角色扮演与类型学的重庆朝天门区域城市更新设计
Chongqing Wormhole—Urban Renewal Design of Chaotianmen District in Chongqing Based on Role Playing and Typology柏玮婕/邵泽敏/罗中乾/张厚裕/张镇霖/张子皓/阎羽洁/石珺然/徐伟强/徐国臻/戚裕川/李雨静/张炜晨/石瑶/安比牙·玉苏甫/夏鑫宇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

112 建築設計組 All Data Are Local-七萬居民的明日航站 張瑋凌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113 建築設計組 桃樟源里 颐晖青绿——大健康生态徽派村落活化传承设计 赵于畅/林琳/张震/陆文昌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