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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话为宗旨、联合了多方面有建筑设计经验和业绩的建筑师成立了「设计对话」合伙人制公司，这个团队中成员不仅有在日

本及亚洲的经验和业绩，还拥有在欧美的经验和业绩；不仅有商业建筑方面的经验和业绩，更拥有从美术馆到住宅等范围广阔

的经验和业绩。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客户不仅限于与一名建筑家的对话，而是会有多名拥有不同经验和视点的建筑家来共同

参与对话，深信通过围绕客户的要求所进行深入的对话，必定会有使客户得到高度满意的建筑成果诞生。

与客户充分的对话交流是做出令客户满意设计的充分必要条件。

要实现客户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建筑设计技术和理念，同时还要考虑自然·环境·文明·美学·传统等各种要素；与客户共

同享有这一过程并提高客户的满足度，要实现真正的共同享有，持续的对话是前提。通过充分的对话来得到正确的理念，建筑

师作为对话的一方通过各种体验而获得自信是很重要的，从与客户不同的专业的视角去充分体验从而拥有有力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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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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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剧场 高层住宅 住宅综合体 办公楼 商业设施 博物馆
Urban planning Theater High rise condo. Residential complex Tower office Commercial Museum

皇宫 枢纽机场 住宅 会议大堂 艺术文化综合体 综合体 商业综合体
Palace Hub airport Residential Conference hall Cultural complex Hybrid Shopping mall

INTERNATIONAL PROJECTS国际化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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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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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香　　港 CLP 黄大仙中心

1986 马来西亚 NDK工厂

 马来西亚 吉隆坡日本人学校

 马来西亚 JUSCO Maluri 及 Kelang Jaya 店

 印　　尼 雅加达Green View Condominium

 塞　　班 Purumenia Resort Hotel

 马来西亚  吉隆坡 Valencia Country Club

1997 台　　湾 马偕医院淡水院

 台　　湾 老爷礁溪温泉大酒店

2002 重    庆 龙湖水晶郦城 住宅小区项目

 上    海 越洋广场

 成    都 高新置业 ICON第一二三期 住宅小区项目

 杭    州 万通时尚置业 万通中心

 重    庆 融汇温泉城南区 住宅小区项目

 上    海 顶新集团国际商务中心

 重    庆 江北嘴置业金融城 3号 办公楼项目

WATANABE Hidehiko

渡部 英彦

执行代表

建筑家 

合伙人

1976 武藏工业大学 工学部 建筑学科 工学士 

1977  武藏工业大学 大学院 硕士课程 建筑规划专攻 工学硕士

1978 注册一级建筑士（东京都 第 124846 号）

职业经历

学历

1978  株式会社 COPLAN

1979 株式会社 平泽建筑事务所 香港派驻员

1982 株式会社 久米建筑事务所 海外室

1983 株式会社 久米建筑事务所 吉隆坡代表处 代表

1986 久米咨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1997 株式会社 久米设计 台北代表处 代表

2002 株式会社 久米设计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项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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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马来西亚 Meiki（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办公及厂房项目

1992 印　　尼 耶加达 Green View Condominium

1994 日　　本 新泻县 田中角荣纪念馆项目

 马来西亚 JUSCO Kelang Jaya 店

1995 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际机场 (KLIA) 主楼 (MTB) 及候机楼 (CP) 项目

1998 马来西亚 Cyber Jaya 日本电话电信 (NTT)

  通讯研发中心 一及二期项目

2002 马来西亚 KOVAX（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空调全自动高架仓库项目

2003 重　　庆 龙湖水晶郦城 住宅小区项目

 成　　都 高新置业 ICON第一二三期 住宅小区项目

 常　　州 天润园 住宅小区项目

 杭　　州 万通时尚置业 万通中心

 重　　庆 融汇温泉城中央B区及南区 住宅小区项目

 上　　海 顶新集团国际商务中心

 重　　庆 江北嘴置业金融城 3号 办公楼项目

WONG Tzong Chyang

黄 宗强

建筑家

合伙人

1988 日本大分大学 工学部 建筑工学科　  工学士

1990 日本筑波大学 艺术研究科 设计专攻  建筑设计 艺术硕士

职业经历

1991 久米咨询（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1993 株式会社 久米设计 设计部

1995 大成建设（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设计主管

1998 竹中工务店（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设计主管

1999 Atelier One 建筑设计事务所 自雇

2004 株式会社 久米设计 北京代表处 一般代表

项目（摘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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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NO Ko

大野 幸

建筑家

合伙人

1987 早稻田大学 理工学部 建筑学科 工学士

1989 早稻田大学 大学院 硕士课程 建筑史专攻 硕士

2000 注册一级建筑士（东京都 第 290599 号）

1990 东　京 有时庵（茶室）  

1991 全　球 磯崎新 1960/1990 建筑展  世界巡回展

 冈　山 奈义町现代美术馆／奈义町公立图书馆

1993 静　冈 静冈会议艺术中心 (Granship)

1999 卡达尔 Sheikh Saud Al-Thani Villa

 神奈川 永田 宅

2001 首　尔 Sunsarang Chungman 教堂

2003 静　冈 日本基督教团南豆教堂

2003 希　腊 Megaron Musikis of Thessaloniki（剧场综合设施） 

2004 兵　库 西泽 宅

  安宅 宅

2006 东　京 A-flat（集合住宅）

2007 东　京 关口 宅

2009 东　京 内山 宅

2010 韩　国 羊门教堂   

职业经历

1989 磯崎新设计事务所 东京

2001 创立 大野幸空间研究所

项目（摘录）

1989 日  本 新建筑住宅设计竞赛 一等奖

  （评审员 伯纳·楚米／Bernard Tschumi）

奖项（摘录）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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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RUSHIMA Koichi

鶴島 孝一

景观建筑家

合伙人

1995 千叶大学 园艺学部 绿地·环境学科 学士

1997 千叶大学 大学院园艺学研究科 硕士课程（农业学） 硕士

2000 宾夕法尼亚大学 大学院 硕士课程修毕 (MLA) 硕士

2005 RLA注册景观建筑师 第 00282 号

2001 株式会社 日建设计

2005 创立 株式会社 未来风景舍

职业经历

2005 日　本 国土交通局主办 ［第 22届住宅及街道设计竞赛］ 获特别奖

2007 日　本 Good Design 奖项 获新领域部门奖

奖项（摘录）

2007 庆应大学 临时讲师

2010 关东学院大学 临时讲师

 札幌市立大学 大学院 临时讲师

2011 千叶大学 临时讲师

教职经历

2001 神奈川 青山学院大学相模原校园

2003 东　京 豐田 IHI 总部大厦  

 长　野 蓼科平台酒店

2005 丰田市 丰田汽车总部大厦

 千　叶 八街电车站前公园

2006   宜野湾 洲际酒店规划

2008 上　海 闵行区综合开发规划

 上　海 万科铜山滨江路开发规划

 上　海 古北财富中心二期

2009 三　亚 奥林匹克湾开发规划

2010 重　庆 江北金融城 3号地块项目

项目（摘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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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DA Suguru

古宇田 卓

建筑家

联合人

1987 早稻田大学 理工学部 建筑学科 工学士

1989 早稻田大学 大学院 硕士课程 建筑史专攻 硕士

1995 注册一级建筑士（东京都 第 255737 号）

学历

1989 株式会社 竹中工务店

2005 创立 有限会社 K & FACTORY

职业经历

2006 目白幼儿园，

 东京教育专门学校设计竞赛 获一等奖

2010 目白幼儿园

 东京教育专门学校，

 目白教育大堂项目 获 第 4届 幼儿设计奖

奖项

1990 大阪 哈比斯大阪

1991 大崎 索尼 /Sony 大崎总部大厦

1992 东京 东京歌剧城

1996 东京 东京歌剧城二期

1997 东京 汐留地区再开发规划

1998 东京 Aqua City 台场

2001 东京 迪朴罗总部大厦

2003 台中 住宅小区  

2009 东京 目白幼稚园，东京教育专门学校，目白教育大堂

 东京 深妙寺纳骨堂

2010 东京 北千住N大厦

 东京 I 宅

2011 东京 学校法人 和田实学园二期

 东京 深妙寺本堂策划

 东京 东京大学 先端研究所 太阳光板实验栋

项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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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BA Atsushi

会場 淳

建筑家

联合人

1985 美国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毕业 美术学士

1986 美国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毕业 建筑学士

1987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大学院硕士课程 建筑学科 工学硕士

1999 注册一级建筑士（东京都 第 282466 号）

1987 Steven Holl Architect, New York

1988 磯崎新设计事务所 东京

2002 创立 APE 一级建筑士事务所

 AAS International 的合作伙伴

职业经历

2004 关东学院大学 大学院 建筑学部 讲师

 英国 哥伦比亚大学 东京课程 代表

2007 桑泽设计研究所 临时讲师

 明治大学 工学部 建筑学科 兼任讲师

教职

1987 纽　　约 Madison Square Garden 设计竞赛

 纽　　约 Metropolitan Tower Apartment 改装

1988 九　　州 北九州国际会议中心

1991 东　　京 JR 上野驿站再开发规划

 京　　都 京都市音乐会堂设计竞赛

1992 奈　　良 奈良市民会馆设计竞赛

1993 维 也 纳 Donau City Twin Tower 设计竞赛

 柏　　林 Berlin Potsdamer platz Daimler Benz project

1995 俄 亥 俄 Columbus Ohio Center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1996 山 口 县 秋吉台国际艺术村

1997 德克萨斯 Fort worth 现代美术馆

 东　　京 东京都乐龄人士福利医疗综合专门医院 及 医生等住宅

2004 东　　京 山野学园纪念讲堂

项目（摘录）学历

© DESIGN FORCE LLC Al l  r ights reserved.



ZHANG Xin

张 昕

工程师

联合人

1980 清华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环境工程专业　学士

职业经历

1985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第二设计所

1989 日本福岛县会津高等技术专门校建筑设备科学习

1990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第二设计所

1992 东京大东设计顾问下水道部

1994 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第二设计所

1995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部

2003 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建设部

2004 创立 北京雄智双馨科贸有限公司

 日本 株式会社 久米设计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助理

1985 北京通县自来水厂设计及配合施工

1986 山东三十万吨乙烯排海管道工程设计

1987 北京市自来水九厂配水管道设计

 马达加斯加给水工程设计

1988 北京市自来水九厂输水管道工程设计

 斯里兰卡奇劳镇给水工程设计

 深圳市西部引水工程

 营口市给水工程管网设计

1992 日本深谷市公共下水管渠築造工事

 日本千葉市下水道排水施設工事

1997 北京国际网球中心天坛公寓南公寓甲方

1999 国家大剧院舞台设备

2004 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高尔夫练习场

2007 北京后海四合院

项目（摘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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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KI Hiromi

佐々木 弘美

内装设计师

聯合人

1987 武藏野美术大学 造形学部 内装设计专攻  学士

1987 鹿岛建设 株式会社 建筑设计总部 内装设计部

1996 株式会社 ILYA内装设计部 

2002 创立 YELL TEC Co., Ltd.

2008 创立 Sept. JASMIN planning & interior design

职业经历

1999 福  冈 福冈日航酒店 婚礼教堂

2000 东  京 八王子高尔夫球俱乐部

2002 新  瀉 当间高原度假胜地 贝如那迪噢酒店别馆

2004 山  口 油谷湾温泉 杨贵馆酒店 特别客房改装

2005 东  京 千疋屋总店 日本桥新总店（水果店，咖啡店，餐厅）

 福  冈 福冈日航酒店 客房改装　

2007 东  京 东京湾舞滨酒店

2008 福  冈 福冈日航酒店 客房改装

 广  岛 Hotel Regal Royal 美容沙垅

2009 台  北 台北老爷大酒店 客房改装

2009 ~ 中  国 汉庭酒店集团（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

2011 中  国 South Beauty 餐厅 深圳卓越世纪中心店，

  深圳欢乐海岸店，北京环球店，宁波店

2012 福  冈 福冈日航酒店 志贺厅／宴会厅

 中  国 长安烤鸭餐厅

项目（摘录）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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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重庆铁山坪温泉度假酒店及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Chong Qing / Tie Shan Ping Hot Spring Resort Hotel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Project

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 ( 含联排及独栋别院套房，共 288 套客房 )，国际会议中心， 商业及运动设施， 合计约 5.5 万㎡



重庆铁山坪温泉度假酒店及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Chong Qing / Tie Shan Ping Hot Spring Resort Hotel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Project

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 ( 含联排及独栋别院套房，共 288 套客房 )，国际会议中心， 商业及运动设施， 合计约 5.5 万㎡



重庆铁山坪温泉度假酒店及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Chong Qing / Tie Shan Ping Hot Spring Resort Hotel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Project

五星级温泉度假酒店 ( 含联排及独栋别院套房，共 288 套客房 )，国际会议中心， 商业及运动设施， 合计约 5.5 万㎡



成都办公楼项目
Commercial Complex, Cheng Du City

高度 : 130m, 办公楼 , 商务酒店 , 商业综合体 , 合计 : 12 万㎡



成都办公楼项目
Commercial Complex, Cheng Du City

高度 : 130m, 办公楼 , 商务酒店 , 商业综合体 , 合计 : 12 万㎡



成都办公楼项目
Commercial Complex, Cheng Du City

高度 : 130m, 办公楼 , 商务酒店 , 商业综合体 , 合计 : 12 万㎡



大连梭鱼湾住宅小区开发项目
Dalian / Suo Yu Wan Hous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花园洋房，高层住宅， 幼儿园， 中学及商铺， 合计约 58 万㎡



大连梭鱼湾住宅小区开发项目
Dalian / Suo Yu Wan Hous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花园洋房，高层住宅， 幼儿园， 中学及商铺， 合计约 58 万㎡



大连梭鱼湾住宅小区开发项目
Dalian / Suo Yu Wan Housing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花园洋房，高层住宅， 幼儿园， 中学及商铺， 合计约 58 万㎡



成都市人民东路48号商业项目
Cheng Du / Ren Min Dong Lu #48 commercial project

300m 超高层租赁办公楼，星级酒店，大型商业，合计约 18 万㎡



成都市人民东路48号商业项目
Cheng Du / Ren Min Dong Lu #48 commercial project

300m 超高层租赁办公楼，星级酒店，大型商业，合计约 18 万㎡



常州市水上乐园商住项目
Chang Zhou / Water Park residential & commercial project

100m 塔楼公寓，高层板楼住宅，多层商务酒店及商铺，合计约 6 万㎡



常州市水上乐园商住项目
Chang Zhou / Water Park residential & commercial project

100m 塔楼公寓，高层板楼住宅，多层商务酒店及商铺，合计约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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