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德88 基本資料
➢基地位置：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88號

➢基地面積：約227坪

➢投資興建：玉承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全案規劃：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工程營造：中欣實業

➢規劃戶數：52戶/38車

➢可售坪數：18/20/26/27/30/36坪

➢建築規劃：14F/B3

➢樓層高度：1F:4.2米 2F以上:3.45M

➢建築設計：郭秋利建築師

➢空間美學：王文亞設計總監

➢景觀設計：方極景觀解子建主持設計師

➢燈光設計：原長企業照明

➢結構設計：築遠工程張盈智結構技師

➢結構強度：耐震六級

➢付款方式：自備25%貸款75%

➢完工日期：預計112年年底

➢廣告企劃：華磐國際開發



台灣名片
信義5.0進行式

信義計劃區為一極具全球城市表

徵的新興都會核心，被視為台灣

的「國際名片」，企業總部、金

融中心、時尚百貨、頂級飯店、

會議會展中心匯聚，世界一線品

牌爭相進駐。自八零年代開始蓬

勃發展，直至台北101開幕，奠

定「世界看見信義」形象後，目

前仍有富邦集團總部、Taipei 

Sky Tower、瑰麗酒店、四季酒

店、信義區行政中心改建等大型

開發計畫正在進行，持續擴大信

義計劃的影響力，改寫台北天際

線。

信義領御



台灣名片
信義5.0進行式
信義計畫區新天空
建築天際線

信義領御



頂尖豪邸
單坪262萬到一
戶18億
信義區的政治金融地位，是孕育

豪宅的沃土。高質感且警衛森嚴

的頂級名宅群聚。豪宅數傲視全

台。一戶18億的「陶朱隱園」、

紐約白派建築師理查麥爾設計的

「琢白」、澳洲DBI的建築師規

劃的冠德信義、百大建築師之一

設計的文心信義，以及信義富

邦、寶徠花園廣場、國家藝術

館、國家美術館等，每坪約落在

127-260萬，商賈名紳持續看漲

的99.9%純金釀鑄的富貴寶地。

信義風雲

陶朱隱園 冠德信義 國家藝術館

國家美術館琢白 皇翔御琚



松德大道
信義層峰林蔭
與信義計畫區相鄰、鬧中取靜的

松德路，具有動靜皆宜的特性。

松德大道兩側綠蔭濃密、氛圍悠

閒，豪宅國美國家藝術館、國美

國家美術館、信義富邦皆以松德

路為門牌。此區生活機能也較計

畫區中心更為便利，食有頂好超

市、愛買、虎林市場，步行皆於

6分鐘內；步行8分鐘內的公園綠

地就有中全公園、國泰公園、念

儒公園、松德公園；許多名門之

後就讀的博愛國小、興雅國中也

緊鄰松德大道，是不可多得的優

質學區。

信義風雲



完美機能
生活機能圖

信義風雲



危老首選
地主利益極大化

郭秋利建築團隊為響應『危老重

建政策』成立「玉承欣國際」，

堅守誠信、專業、利益極大化的

理念。結合各領域翹楚，建構從

地主整合、建築規劃、資金信託

保障、營造施工、完善交屋等一

條龍服務體系，讓地主安心擁有

全新的家，並為土地創造最大的

價值。時間珍貴，不該浪費在等

待，能提早和家人享受全能進化

的美好生活，安心託付「玉承欣

國際」，輕鬆迎向新環境、新生

活、新價值。

玉承欣國際



建築人理想
永遠為居住者著想
從選地眼光、建築設計到營造監

督，郭秋利建築團隊一路兢兢業

業、努力不懈，20餘年的積累，

成為今日備受肯定、全能型的建

築界專家。團隊長期與大型知名

建商、代銷和營造大廠密切合

作，戮力打造兼具高端高規格、

優質機能與蘊涵美學的建築作

品，每年並持續設計市值金額約

200-300億之建案。設計上匠心

獨具，首重居住者的空間機能與

人性尺度，旨在創建最完美宜居

的理想居所。

玉承欣國際



大師團隊

1995年成立至今，名列北台灣十

大建築師之一，率領資深專業團

隊，整合結構、機電及各項專業

技師，尊重土地，呼應環境，重

視機能與空間的關係，以期發揮

最大特色，致力打造歷久彌新的

雋永建築。

近年擴大經營，成立玉承欣國

際，跨足都更領域，跳脫業界傳

統思維，以建築師視角出發，投

入建築開發產業，在城市vs個

人、美學vs商業之間取得平衡，

創建更優雅的城市天際線、創見

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極致建築

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郭秋利 建築師

經歷

2017 當選母校淡江大學建築系系友會會長~迄今

2016 獲頒母校淡江大學建築系傑出校友獎

2015 淡江大學 50週年建築學系104年度傑出系友獎

2013 國家建築金獅獎

2012 榮登北台灣十大建築師 (推出戶數排行第三名)

2012 榮登北台灣十大建築師 (總銷案量排行第六名)

2008 第一屆全國都市設計大獎『整體都市設計地區類』

優選－淡海新市鎮祝園實業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2004 台北縣政府『公共空間美展』用心精工

2004 北台灣十大建築師 總銷案量排行 第三名

2003 台北縣政府『公共空間美展』新好居家



大師團隊

業績照片 –

信義一品、水立方…等。

極致建築

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海上皇宮

江南大宅 水立方信義一品



大師團隊

業績照片 –

海上皇宮、天藝、江南大宅、

帝景...等。

極致建築

郭秋利建築師事務所

海上皇宮

江南大宅 帝景

天藝



大師團隊

以異國作為本公司之名，乃源自

公司英文名Exotic即「異國風情」

之意涵；擷取各國多樣性元素，

融入我們的專業與用心，創造出

異國設計獨樹一幟的風格。公司

在設計之初，即秉持對設計的執

著，針對每一個案均投入專業團

隊，充分展現出異國設計的多樣

化、變化性、包容力及不受侷限

的設計理念。

極致建築

異國設計
王文亞 設計總監

學歷

台北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第一屆畢業，從事室內

及建築規劃逾二十年經驗，並於世界多國從事旅

遊、考察的工作，以期作品的豐富性及世界觀。

經歷

1992年創立異國設計有限公司

2000年創立華凱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2006年創立上海奇高建築工程設計有限公司

現任

華凱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大師團隊

業績照片 –

極致建築

異國設計



大師團隊

方極景觀設計成立於民國八十二

年，在不斷地努立與磨練中，本

著「四方無極」設計無邊界之哲

學處理周遭的景觀空間，並盼能

盡專業力量創造舒適優美的生活

環境。

自然與地景的連結，一直是方極

探索的目標，相信透過認真的態

度與設計的巧思，地景藝術能喚

醒感官覺知，提升內在能量，讓

人瞭解與自然的關係實為一體。

極致建築

方極景觀
解子建 主持設計師

學歷

紐約州立大學學城分校 景觀建築碩士

東海大學 景觀學士

經歷

1991年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兼任講師

1996年 銘傳大學空間設計系 兼任講師

2006年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理監事

2011年 台北市景觀工程工會 理事

現任

方極景觀設計 主持設計師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認證景觀師



大師團隊

極致建築

方極景觀設計

業績照片 –

NTC國家商貿中心、國家一號院、

柏悅府…等。

NTC國家商貿中心 柏悅府

國家一號院



大師團隊

「結構不只是生硬的方格，也不

是創意的桎梏，而是生命力的躍

動音符。」張盈智認為每個結構

都是藝術，是建構在科學上的美

學，更是建築師創意最大的支撐

者。他領導築遠工程縱橫住宅、

公共工程、商業建築等領域，與

國際團隊合作，不僅台灣各大都

會都有築遠的地標級作品，觸角

更擴及海外的首都高層建築。

極致建築

築遠工程
張盈智 結構技師

學歷

美國康乃爾大學 結構工程碩士

現任

築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兼總工程師

大合先進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兼任副教授

專業證照:

結構工程技師 /  土木工程技師

亞太工程師 APEC Engineer    ( 結構 / 土木 )

國際工程師 IntPE (結構 / 土木 )



大師團隊

業績照片 –

亞昕天地昕、雲門舞集、高雄

市立圖書館…等。

極致建築

築遠工程

亞昕天地昕

雲門舞集

高雄市立圖書館



精品建築

極致建築

建築外觀示意圖 –

日景

建築外觀示意參考圖



精品建築

極致建築

建築外觀示意圖 –

夜景

建築外觀示意參考圖



精品建築

極致建築

建築外觀示意圖 –

仰角透視

建築外觀示意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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