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1 野性的呼喚:谷關狩獵假期 張峻加 淡江大學建築系
2 於世之後 - New Bazaar in Second Market 廖婕苓 中原大學建築系
3 赤砖风潮-基于工业遗产的红砖文化中心设计 陈思成 华侨大学/建筑学
4 未完劇場_戲中人散後的獨白劇本 林育德 銘傳大學/建築系
5 印源刻恆 INK SOURCE, CRAVE ETERNITY 陳映竹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建築學士學位學程
6 觸霧 - 弱物質性之構造系統與感知 楊承諭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建築系
7 更迭細道 游彬/陳宜德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
8 構架下的心聚·離 謝玉娟/林莉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9 末日城鎮之重生-極製變異廠的試驗Restoration Experimen       林煒翔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10 港中勢-紋理擾動下渡口的演繹 吳婉慈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11 空間領域的重構 _ 公共與私密間的他種可能 錡立馨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12 Street Bombing 陳朝洋 中原大學/陳朝洋
13 環境聚場再造-活化失落的都市市場 張硯崴/陳凱柔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14 自然材料教學園區－以木頭、竹子為主，夯土、稻草稈為輔 曹育溱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15 山城喧囂過濾場域 王暄喜/張嚴勇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16 韌性 中介 - 新店灣潭水岸生活與生態的場域設計 張育誠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17 平疫近人 林羿廷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18 多元宇宙-解构姑苏城之神秘面纱：苏州葑门横街更新之混沌朱攀静 厦门大学/建筑系
19 传承与进化——工业4.0智能制造博物馆设计 伍叶子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
20 城野之间——基于空间体验的度假社区设计 丁由森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
21 斯琴塔娜博物馆设计 吴家升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22 突围--老公交厂房改造：数字化技术驱动街区共生 史祚政/崔涵/王诗涵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3 片区联动，双线并行——黄山市黟县西递镇度假区规划暨单梅亚岚/左琪/杨凯中/裴安奇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建筑系
24 工业纪念性与生活日常性的交织：从塞德里克·普莱斯欢乐宫杨昕璇 清华大学/建筑系
25 到灯塔去——岱嵩岛东岸计划 张佳昕/王泽 厦门大学/建筑系
26 社区活力起搏器-理工东门社区综合体设计 王成飞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学
27 水沒想像-記憶中古都的闡述 陳沛詅/羅鵬昌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28 編織森林_線系統的生長與構成 Growing Wiresystem 魏子鈺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29 未來的遺址 黃敬家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建筑设计组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30 內燃機滅絕倒數。/? 彭翊軒 銘傳大學/建築系
31 厚話日常 羅浩文/葉盈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32 Getting Old建筑的历时性 徐晔 浙江大学/建筑系
33 折叠 · 渔村：石塘古镇石屋人居环境保护利用方案研究—— 胡铃儿 浙江大学/建筑学
34 同志經驗日常化-台灣博物館增建計畫 Buy One Gay One Fr李和庠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35 忙裡偷閒/Mr.Do Nothing 蘇郁誠 淡江大學/建築系
36 坦白 Confession-城市鬱言 Whisper of the City Blues 蔡宜恩 Yi-En,Tsai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37 文化工廠 - 工業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毛賀誼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38 京城倒影：北京中轴线万宁桥两侧滨河空间及节点建筑设计 施鸿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39 生息速递Rooftop Express Life—物流与社区生活共生系统设包彦琨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
40 漲退之間 Time Between Ebb and Flow 張晉維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1 孤獨的總和 鍾喬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42 观●十四相 刘珊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系
43 上载新生UPLOAD 应宇煊 浙江大学建筑学
44 山谷漫游—东瓜山社区活动中心设计 邓珺 湖南大学/建筑系
45 鹽景別後輓歌 Sayonara, Salina! 劉岱恩 Liu, Dai-En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6 金門縱深防禦－後戰地地景公園 謝呈佑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47 交界地 THE LAND BETWEEN 张成智/孙雯瑄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48 台中第二市場 市場再造-Taichung Second Mark recoverye蘇鼎翔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49 The Japan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in Ho Chi Minh CityHuynh Nguyen Thuy Vy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of Ho Chi Minh city
50 集體記憶-工業遺構再轉譯 蔡翊暉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51 記憶拼•途的路上 張少俞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52 觀天計畫:新紀念公園 鍾詠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53 淡水河岸的雙向登陸 邱紹倫 成功大學/建築系
54 新繫天地 鄭鈺騰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55 時空褶皺 -場域意識的共存與延展- 陳宥豪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
56 東歐的當代文藝復興-布加勒斯特登博維察音樂中心 應杰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57 滬西復興計劃—同濟大學醫學院（滬西校區）健康型校園更尹澤誠/湯振豪/史清源/郭力娜/王孟同濟大學/建築系
58 那個屬於「他們」的充電站 黃翊瑛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59 都市 「米倉」 : 社區性米食推廣中心 劉俊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60 西安西仓集市旧屋更新计划 彭玉婷/王嘉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61 叠径漫步 孙智霖/兰子千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建筑系
62 花园中的时尚秀场:上海淮海中路乐安坊片区里弄更新 赵珺然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3 喀什奇境工坊-文化传承的正循环开关 王一萌 天津大学/建筑系
64 废墟复兴——产业融合目标下的未来立体乡村社区设计 范悦铭/谢捷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65 森海灵境——厦门翔安机场T2T3航站楼中央地块GTC及陆侧徐楚涵/杨逸宸/梁凌龙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
66 基于弹性模板技术的大跨度壳体数字化建筑设计与建造研究 黄浩明/高肖帆/陈建铭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
67 延续·新生·乐活 张艺文/聂甜玉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68 山，废墟，身体与机器——湖北赤壁“三线建设”蒲纺工业张亦弛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
69 原野商集——洪江古商城活动中心设计 李杼欣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70 CYBERTRON_電影電競商場 丁世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71 舊城再塑-未來市場空間實驗解構 黃茗宏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72 Dream a dream 黃筠淇 黃筠淇
73 擴張公共建築開放空間 台北城市展覽館 郭庭維/黃琇媛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74 失土計畫 王振豪 銘傳大學/建築系
75 Lifestyle-Contemporary Market 當代生活模式市場 龍華市洪季婈/阮紅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76 疫限下邊界-空間漫延場域 巫佳玲 大葉大學/空間漫延場域
77 運動感知發散所 曾威銍 銘傳大學建築系
78 異地 曾沁雅 銘傳大學/建築系
79 擾動邊界：馬六甲新體育場 侯秉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80 時空載體 : 建築與攝影再譯 李乙謙 淡江大學/建築系
81 當不再只是經過 洪碩良 銘傳大學/建築系
82 重生的巨人 eg. Make Kaohsiung Great Again 許致遠 成功大學/建築系
83 小馬天主堂增設餐廳 / Auxiliary Dining Room and Kitchen    謝瑞恒 Hsieh, Jui-Heng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84 信仰場域再製 林鴻銘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85 Back to the Street 莊博霖/張乃文 逢甲大學/建築系
86 鐫刻大地 陳怡融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87 Ridiculous Harmony:　重慶南路一段４８號 劉和宣 東海大學／建築系
88 二次自然 - 金龜頭 歐晉豪 文化大學/建築系
89 歡迎光臨，台北！ 黃冠復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90 Beyond the Books - 對嘉義市圖書館未來的想像 許文欣 Hsu, Wen-Hsin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91 當廢墟成為一種日常/How to bring Ruins back to life 田叡哲/江承諺 逢甲建築專業學院/建築系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92 Museum of Life/關渡濕地與博物館結合 陳聖亘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93 第七日教堂 吳宗蔚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94 過客旅店-閒置海防據點再利用 陳佩慈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95 Virtual Soundscape 駱維哲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96 牆厚｜牆後 Beyond the Thickness 郭聿煙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97 The Renascence :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Ganja (Cann   Taorem Rahul Singha Bangladesh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98 Livio Vacchini e a Casa Koerfer, Um projecto em Santa C Inês Margaça e Mateu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99 自媒之眼 —天津三岔河口大胡同地块城市更新设计方案 陈炤捷/闫露嘉/祝逸琳 河北工业大学/建筑学

100 津门新市井 —— 城市原点与当代生活 任英辉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
101 启航—城市老工业区绿色创意园区再生设计 王田霖/刘纪源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102 亚太地区“干栏式”建筑研究：以日本列岛为例 罗宇豪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103 巷里巷外——街巷空间在街区商业综合体中的应用初探 梁晨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104 方城農場——西安老城墻下生產性養老綜合體 劉丛/牟子雍/張宇彤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建築系
105 琴岛古韵——青岛市市南区信号山地区城市更新设计及文化穆南硕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
106 牛栏精舍——药山寺禅文化活动中心设计 杨辰放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专业
107 多維坊巷——交互復合型養老社區 李嘉欣/王杰雅/姚凌涵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
108 福建省福安市莲池历史街区后巷片段规划与设计 罗宏杰 福州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
109 《次元洪江》——电商时代的洪江古城更新及建筑设计 蔡雨孜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
110 Dongguashan Linkers东瓜山链接器；菜场与社区服务中心李正刚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111 清云泽径——赛时赛后运动场馆的“可塑性”设计研究 郑雨欣 浙江大学/建筑学
112 基于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文旅建筑创作 曲泓/王正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
113 皮村四重奏 张婉琳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114 隙间游走-湖北蒲圻纺织总厂城市更新设计与热电厂改造设计水思源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系
115 碉堡的空间感知研究与装置设计 包诗贤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116 超级校园2.0——全龄教育综合体设计 潘颖嘉/高瑞阳/陈星汉/陈柳莲/曹睿同济大学/建筑学
117 建微织筑——北京轨道微中心一体化概念方案与城市综合体潘璇/马峥/马雯萱/曹子恒/崔嘉宇/王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系
118 林中木下 Honor to the Phoebe 王轶 浙江大学 / 建筑学系
119 江南营造/龙潭寻山 呼文康 东南大学/建筑系
120 漫漫求索——诸暨一大红色教育基地设计 姚丽霞 浙江大学/建筑学
121 汕尾大剧院 席习风/刘云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122 亦庄亦市；城乡互构语义下未来居所与人的建构 富润炘/邵小满/胡文轩/冷格/秦梧淇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123 都市培育计划 曾南蓝/郭杰宏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
124 RAINBOW LINKS铁大院的再生——青年共享社区的设计探陈欣桐/谢沙桐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
125 新客坊——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与精神枢纽丁任琪 浙江大学/建筑学
126 本源的重塑-苗寨谷仓的扩建 罗洋 浙江大学/建筑系
127 喻地譯站 Metaphorical Ground 曾泓銘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128 消逝的景與斷裂的片段-縫補階級下的生活地景 謝宗翰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129 山海經 The Mark Of Terroir 湯永萱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130 亞房：公共與非公共的反思 廖品維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31 常民纖維構築術 : 數位化纖維纏繞的砌石構造 呂子豪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132 陰翳詩-舊城的空間敘事;The Poetics of Darkness 黃品禎 中原大學/建築系
133 劇場機制：擺盪於觀眾與公眾之間 邵翊庭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34 Transient Boundary 蔣庭萱/羅紫嫺 逢甲大學/建築系
135 BUBBLE BLOWING 陳威全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36 Learning in the Mud 彭楷迪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37 未知實驗場: 數位時代大學場域的重新想像 林崇恩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138 靜止的方舟 施瀚勛 成功大學 / 建築學系
139 重生、再生-南機場整宅再造及空間實驗場 劉民彥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
140 娘惹塔：兩個地方的故事 何秀芬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41 疫質下的過濾城市-大型公共空間再造計畫 楊以倫/楊萱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142 浮動邊界_當異質空間與現實重合 賴佩岑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143 視線所及只剩真實 二十個凝視真實的房間 廖嘉麒 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144 岳野山居-台灣百岳建築形態設計 Generative Mountain Hu         梁心/余其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145 Crazy Box 咸政序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学
146 街区·拉链 张语萱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学
147 长桥行止间-基于行为转换的东大桥地铁枢纽综合体设计（P              何铭逸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1 羅東不是夜市 ! ! ! 賴信宏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2 Urban Creative Incubator Celvin Choong Li Xin Taylor's University
3 Museum Visionary 陳筠禎 逢甲大學/建築專業學院建築組
4 漫步山腳-苑裡工藝創生與遊客服務中心設計 張力中/涂湘翎 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5 半線緣 -「校區融入社區」之歷史空間再生計畫 潘雅軒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6 古凤新凰——基于人地共生理念的凤凰古城周边地区城市更刘诗雨 湖南大学/城乡规划
7 从”拾遗”到”拾趣” ——探索汉阳钢铁厂工业遗产的复兴康怡宁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
8 田园养老模式下的康养综合服务中心规划设计 王新喆 / 朱奇俊 天津大学 / 建筑学
9 易水为城：苏州虎丘片区综合改造提升规划 王可/王纯雪/何金澳 哈尔滨工业大学/城乡规划

10 逍遥避世桃源里，悠然结庐绿野间 辛天洋/韩雨诗/孔雨薇 合肥工业大学/城乡规划系
11 食忆联合场：武汉市工业遗产片区城市更新(Shi Yi in One P        朱予沫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 基隆尋裏 Searching the back side of Keelung 蔡承晉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13 都市疏伐 / Urban Thinning 江柏毅 / Po-Yi, Chiang 淡江大學 / 建築系
14 生存布局：阿里山脈序列感知計畫 黃瀚逸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15 CSC零碳科学家社区计划  Carbonless-SCI-Community 王炳信/李金祚/李思锐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城乡规划系
16 CQ-USmile——重庆有笑 刘祖康/蒋洁茹/马影博/杨镇铭/刘锦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乡规划系
17 逝去的紋理-水陸涵構記憶之復甦 紀愷紘/吳育澤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18 老城自救指南 陈艺含/狄鸥彤/翟涛 北京建筑大学/城乡规划系
19 違章的穿梭日常/舊街區的巷弄空間再生與公共空間整合 蘇晏琳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20 最後一塊田_農業文化的再生_新農會的建立 杜宇倫 東海大學/建築系
21 基因焕活ACE计划——马栏河下游生态修复及滨水区城市更王月炜/王艺潼 大连理工大学城乡规划系
22 水物山行-獅潭新型態的場域體驗 游佳瑜/劉丞智 大葉大學/空間設計學系
23 “黄桷树下”——以地块原真性为核心的重庆九龙半岛更新寇新卓/周梦抒/曾昭瑜/王雨佳/王怡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24 众创再生引擎，遗产复兴寻径——基于人群共享和弹性服务       沈逸菲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25 通感联园·泛维丝路—泉州麻纺织厂更新设计 肖婉凝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26 記，異 - 食憶築行 ；Footopia - wikiMEETia 黃心沂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27 再現西竹圍之丘 林上傑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28 基于攀枝花市盐边县联合村的乡村振兴模式探索及第一期村 万梓琳/陈晨/陈胜/张净/黄煜/张皓量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
29 清凉慢岛——九龙半岛城市设计 姚雨昕/周楚昱/刘泓显/林俊彤/李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城乡规划组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30 旧工厂/新剧院 车唐禄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
31 市集再生·社区活化——西安回坊片区西仓地段更新规划设计李瑾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
32 疗愈环境与“大健康”校园创新设计 沈洁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3 承脉西关，再塑昌华 刘晨瑜/唐琦婧/王嘉颖/聂子仪/徐亦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 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
34 共融客厅Co-living Room；广佛金沙洲城市边缘地带的中心林若彤/胡成霖/黄扬峰/杨逸鑫/王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城乡规划
35 新公共空間x巷弄社會 吳婉綺/陳懌宣 逢甲大學/建築學士學位學程
36 擬自然：台北綠色建地的自然化都市結構 梁瀚元 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37 樂園○新序章-旗津共融場域規劃設計 林弘鈞/鄭方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38 城市轉換器 范庭郡 銘傳/建築
39 城市驅動器_中區閒置空間再利用 李可莉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40 地方重構 - 日常轉譯 張家豪 淡江大學 / 建築系
41 城市守衛．抽水站：基礎設施與城市空間的新系統 林哲全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42 墟實城山 葉宗帆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43 應許之地 The Promised Land 劉恩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4 都會人 涂孟綸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5 新街古韻，舊城新聲-北京老城街區更新與劇場設計 劉淳尹 清華大學建築系
46 重返沙洲 王泰祥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
47 De/Re-coding of the μ Port 歐宗翰 東海大學/建築系
48 役使絕境 The Detour of the Errand 林彥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49 森生塾 陳裕群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50 LOOP ARCHITECTURE 張依喬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51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a part of the cog railway Da Lat -  Lê Tấn Chung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Ho Chi Minh City
52 消费奇迹 梁嘉何/李远杭/李潇然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53 废墟的可能性——后疫情时代下的疗愈公园 李逸凡/孙穆群/田靖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54 文沐闽都，承脉赋兴——福州城市文化遗产路径规划设计研            郑艳萍/蔡嘉瑜 福州大学/城乡规划
55 黄金堡村加载中 姜予茜/贾镕洷/屈宣孜/鄂明芳/赵若重庆大学/城乡规划学
56 寻迹觅遇，蓉城新生————基于介质视角下的成都铁半城刘振亚/陈雨萧 四川大学/建筑系
57 九龙新生行动计划——重庆九龙半岛更新城市设计 徐金图/郭楚怡 东南大学/城乡规划系
58 小江储感罐-景德镇西湖乡小江村节点叙事 王祎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
59 折叠洛阳-洛阳洛南天街里坊片区城市设计 刘钰芃/冯宇晴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
60 文化遗产引领的云龙乡村振兴规划设计——基于活态遗产理张笑妍 同济大学/城乡规划



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学校科系
61 枯土逢春四时清， 清居逸旅在市城。——基于恢复性城市理马敬博/董子烨/李姝潼/陈祉蔚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62 往事淬火厂，人间烟火街——城市记忆视角下的汉阳铁厂工黄紫嫣/潘婉滢 湖南大学/城乡规划
63 平行城市:訊息整合與交換機制的建築演算法 舒彥農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
64 丑 ▪ 建築 楊甯淩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65 機械裡的自由 Freedom within Machinery 黃辰傑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66 城市放映場，北門軸線再造 石妮君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系
67 農村生活實驗場 陳宜呈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68 非日常日常 - 小鎮留白旅店 顏廷安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
69 立日拾參-彰化市北區都市設計 & 大肚上的半線-彰化城市展陳建安 國立聯合大學
70 舊城興承─人口減少時代下的都市空間/台中中區第二市場及湯秉豫 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
71 異域邊界-中興橋橋口空間改造 葉誠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
72 木後推手-觀光製材園區 杜其燁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73 The Music School-Village of Vilarinho da Castanheira Nuno Sarmento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74 URBAN DESIGN IN NINH KIEU WHARF AREA; A PART O           LUONG HOANG MINH ANH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Ho Chi Minh City
75 魅力衡复，品质城厢——上海黄浦区衡复历史街区规划设计余谦益/柯楠/张霄宇/刘亦凡/张馨元同济大学/风景园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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