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層一境界│一巷藏風範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the nature can lead you to the true happiness in life.

大安森林公園旁   靜巷紳隱聚落    豪宅大師吳非士 2011年感性獻禮





豪宅故事  都有公園
大安首善之域   從不平凡的地址談起⋯

綠地而築，是世界豪宅共同的 DNA。紐約中央公園，倫敦海德公園，

親近綠意成為豪宅的共同特色。

在全世界不同公園，都匯聚同一極緻人居的夢想。生活可以親近公園，

讓豪宅的角色滿足自然的奢望。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s of Human Bings  
To write down a remarkable autobiography by 

building up a classic valuable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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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森林公園實景 大安森林公園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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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善美  靜巷藏馥
生活愈是精髓  愈要化繁華為簡單

佔據市中心，就是佔據城市的精華！

立足「信義；復興」黃金軸地，引領城市的律動，演繹上風上位的超凡器度。

一迴身；穿越大安璀璨繁華，隱身純粹低調、寧謐、蘊含、慢活的靜巷之築。

大安森林公園實景

Take a wise vision to the splendidly world and  
You will find a brand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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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頃城  八方吐納
都會的慾望出口  一級綠境  一世珍藏

為了 78650坪大安森林公園，我們打造一棟建築。

能夠奢侈的享受微氣候身心洗禮，更能夠將生命浪費在健康的綠洲上。

不必炫耀，它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份，這是都會生活的慾望出口。

穿越瑞安靜巷，三五步瞥見一座座社區公園，直到看見門牌才知道到家。

綠意生活是多數人仰望，但只有少數人能夠珍藏，讓心靈沈澱下來。

隨處可見的綠意饗宴，就在公園與公園之間⋯

Take a smart attitude in Lohas lifestyles and 
qualify to the base of your health.

圖片皆為大安森林公園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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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水景  藝文饗宴  
一座公園  萬種風情

在大安森林公園，您應該把生活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難能可貴的在城市的湖畔，享受波光粼粼的浪漫風情。

音樂廣場  多元樂活

許多音樂活動在大安公園上演，這是親近的藝文饗宴。

花廊、步道、草地、遊戲場，成為家人最多歡笑的地方。

圖片皆為大安森林公園實景

台北人  就該住在台北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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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雙線  輻射八方
全球置產熱潮，瞄準都會交通核心位置

只要捷運地段，就佔盡地利優勢；

「雙捷運交會站」價值更上一級。

「館藏」近鄰大安站；「淡水信義線」與「文山內湖線」雙捷交會，

幅射半徑，全城精華任您；悠、迴、轉！

■淡水信義線：

  直通信義計劃、台北 101國際商圈，並串連捷運淡水線、新店線

與中和南勢角 ，串起台北永不熄燈的繁華世界。

■文山內湖線：

  文山內湖線：串連松山機場、南港展覽館、忠孝復興、南京東路、

木柵貓空，自然一線牽，只有時間沒有距離，盡掌自然之道。

台北市捷運—文湖線

台北市捷運—淡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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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捷運—文湖線大安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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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圖書館 台北市立圖書館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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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教育  金牌首選
明星學區，讓孩子競爭力從就小領先

■ 金華國中 ■ 師大附中 ■ 大安高工

明星學區住宅在房地產市場上一直是非常搶手產品，

平均房價就是比非學區內的住宅高出一成五到兩成，

是房價保值增值絕對保證，也為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即將十二年國教，您的孩子沒有理由錯過這樣機會！

大安高工

建安國小

台北市立圖書館實景

師大附中

金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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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風景都是大師的傑作
讓建築  為城市之美下註解

拓展了城市全方位生活眼界，廣意化生活容器概念 ----不只是住宅。

吳非士建築師，賦予了建築藝術的生命，讓美學呈現與價值永恆。

資歷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所碩士 /淡江大學建築系講師 /華夏工專建築科講師 /

 吳非士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業績作品 

 ■宏普建設 南港向陽  ■鴻愷建設 文山再興  ■創築建設 士林創築

 ■宏普建設 新莊 NEW ONE  ■璞永建設 高過岸  ■皇翔建設 皇翔帝國  ■夆典建設 克里翁

士林創築皇翔帝國夆典克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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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首傅建設．首德開發
代表作—洪園

收藏建築藝術品
建築的品味  因時光而醇厚

深釀美學

 外觀以簡約線條，揚棄傳統住宅的繁瑣細碎，

 運用幾何元素的律動，大方表現建築的俐落，

 在垂直與水平交錯中，展現低調內斂的美學。

建築理念

 環保是世界潮流，綠建築已成當代建築顯學，

 以環保概念，做低臺度開窗，戶戶大面採光，

 深凹窗設計，讓穿透雨庇的光線儘光影流動。

3D建築外觀示意

吳非士建築大師  
首傅建設‧首德開發  2011年攜手擘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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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一戶的尊崇  三米六挑高的器度 
流暢空間動線，公私領域分明，大器中的簡約主義

在「館藏」建築空間的設計基礎，

是在功能上要求實用，

使空間之間維持著和諧、平衡的關係，

表現動線的流暢。

二∼七樓空間示意

獨立廚房  方整陽台
大 L型廚房設計，
方整後陽台，

工作更得心應手。

整體造型  陽台規劃
前陽台串聯主臥室，

空間合併利用，

讓您隨心所欲。        

一層一國  一進一景
單純私密的梯間，

二進式專屬的空間，

獨立造景。

空間延展  動線流暢
無走道設計，

開放式客廳、餐廳、

廚房一氣喝成。

衛浴開窗  明亮通風
悉心規劃；

衛浴皆做開窗設計，

室內全處都透氣。

樑柱外露  室內方整
主流豪宅規劃，

樑柱外露設計，

讓室內空間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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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平面配置 地下一樓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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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皆為室內空間示意

每個空間都擁有完美的比例 To write down a remarkable autobiography by 
building up a classic valuable m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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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皆為示意  實際以建材設備表為主

簡約  洗練  時尚的生活風華 W hen there is no sustain in humanity so brings you 
to an enviable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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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
一樓門廳

由知名室內設計師統籌規劃設計，一樓

大廳及門廳等空間採高級石材及高級面

磚混合搭配，配合平頂立體藝術天花板

及典雅照明燈光之建築風格做整體性規

劃。

門廳設服務及安全監控櫃檯。

梯廳

地坪、牆面採用高級石材或木作裝飾及

玻璃，再搭配優雅照明及平頂立體藝術

造型天花板 2~7樓公共樓梯間

地坪貼高級防滑磁磚，內牆及平頂採水

泥漆，再搭配優雅照明燈光。

安全門採經國家安全認證金屬防火門，

搭配高級原木或是金屬扶手，高雅大方。

電梯

電梯採用永大日立、中國菱電、崇友東

芝等品牌高級電梯，採 10人份 (90m/min)

之微電腦交流變頻變壓控制電梯，並具

錯按取消及指定樓梯辨識系統，車廂加

裝負離子設備、光觸媒燈管淨化空氣及

殺菌，地坪鋪設天然石材及整體裝潢。

電梯車廂均設 CCTV監視設備及緊急求

救及對講警鈴，由管理員監視，以維護

住戶安全。

電梯樓層管制控制卡片使用。

  

室內建材 
門窗

玄關  採用具防盜防爆功能之高級防火鋼

木門，搭配義大利進口 SAB或 CISA防盜

門鎖。

室內  採高級實木門附水平把手。

外部窗  外部採 YKK中華或山仁華家、錦

宏等原廠㊣字標記或同等級之隔音窗並

附紗窗，已達阻隔外界噪音之效能。

廚房至陽台  採用中華或山仁華家三合一

通風鋁門或同等級，集採光、通風、換

氣於一體，以利空間運用。

間隔及牆面

分戶牆  15公分及 20公分耐震 R.C牆。

室內隔間  採輕質灌漿隔間牆，具隔熱、

隔音及防火效果。

客餐廳及臥室  高級乳膠漆。

廚房  廚房貼拋光石英磚或高亮釉壁磚。

浴室  拋光石英磚。

地坪

客、餐廳  拋光石英磚。

臥室  海島型木地板。

浴室  主浴室頂級磁磚、次浴室高級止滑

石英磚。

廚房  拋光石英磚。

前後陽台  高級磁磚。

平頂

客、餐廳及臥室  清水模底整平批土刷乳

膠漆。

廚房  暗架矽酸鈣板刷乳膠漆。採用高級

防潮天花板。

浴室  暗架矽酸鈣板刷防霉漆。採用高級

防潮天花板。

陽台  金屬天花。

廚具設備
採用名設計師之進口 LEICHT、SieMatic

及 Poggenpohl等原廠歐化櫥櫃，並含以

下設備 (上述廚具、吊櫃以及配件依各戶

平面圖搭配 )。

設備部分

1) 進口人造石材檯面。

2) 進口不鏽鋼雙水槽。

3) 附近口 T型排油煙機。

4) 進口伸縮龍頭。

5) 不鏽鋼崁入式三口爐。

6) 濾水設備採用進口淨水器。

7) 高級洗碗機。

8) 不鏽鋼崁入式烤箱。

衛浴設備
瓷器

採用進口名瓷，德國 VILLEROY&BOCH、

KOHLER、JACOB、DURAVIT、ARTCE-

RAM、TOTO等五星級飯店同等級設備。

檯面

主臥浴室採天然石材或人造石檯面，搭

配下崁式面盆。

浴缸

採高級進口浴缸。

淋浴間

採五星級飯店豪華安全玻璃淋浴門。

給水銅器

採進口GROHE、HANSGROHE、DAMIXA、

TREEMME、KOHLER、TOTO 或 WICH

等高級銅器。

崁入式四機一體暖乾機

住戶使用浴室時，抽風扇會隨著設定溫

度而調整運轉，若室溫較低時，即可啟

動增溫裝置增溫，已達舒適功能。離開

浴室後，抽風扇可設定持續運轉，達除

濕乾燥功能並除味功能。次臥及公共浴

室則設置抽風扇。

每戶附設備儲筒式瓦斯熱水器及熱水循

環系統。

所有衛浴皆視合約圖面格局大小而有不

同尺寸之配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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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排水系統 
各戶採獨立水錶供水。

各戶設瓦斯熱水器，並設迴水裝置以保

持溫度。

各戶給水設變頻恆壓泵。

各戶給水幹管末端設水錘吸收器，以減

低龍頭關閉時之噪音及避免器具損害。

揚水泵裝置緩啟動器及管路設水錘吸收

器，大幅降低管路之噪音及避免管件損

害。

冷熱水管採保溫被覆不鏽鋼管，以防止

冷水管結露滴水，熱水管減少熱量損失。

污水管採專用桔色 PVC厚管。

安全管理設備 
門禁安全系統

本大樓各戶讀卡片連同悠遊卡。

一樓圍牆之防護系統設置雙軌式紅外線

偵測器及搭配紅外線攝影機。

一樓大門入口、大廳入口設感應讀卡機

管制門禁。

數位監視系統：車道口、庭園周圍、電

梯車廂、屋頂梯間、機械停車場車廂及

地下室停車場重點位置設置攝影機，經

數位監視主機做影像存檔，並由顯示器

監視。

公共水箱蓋及保全弱電箱設置防止入侵

警報設備，並與管理員室連線，以維護

用水及保全設備安全。

HA保全系統
保全影像對講主機  設於客廳具備訪客彩

色顯像功能，並附有防盜、防災警報音

響、指示燈及中文語音導引。

玄關攝影對講機  設於一樓大門口及各戶

門口，供住戶確認訪客身份用。

緊急按鈕  設於主臥室，於緊急狀況可連

線管理員室通知管理員處理。

瓦斯偵漏器  設於廚房偵測瓦斯漏氣，除

連接至管理員室外，並於現場產生警報

聲。

火警感知器  設火警感知器偵測火警。

其他
消防設備

依消防法規設置，停車場及各層設消防

栓箱設備、滅火器、各戶均設置火警感

知器以及火警警報系統、緊急廣播系統。

瓦斯設備

各戶天然瓦斯配管由瓦斯公司統一規劃

設計、施工，費用由客戶負擔；裝錶、

供氣由客戶自行向瓦斯公司申請，申請

費用由各戶自行負擔。

停車 
停車處於適當位置裝設防撞條且加設反

射鏡。

地下機械停車位：淨高度 1.8米，內牆水

泥漆、平頂水泥漆。

車道長距離感應自動開門。

其他 
屋頂 七皮油毛氈瀝青防水層加 PS隔熱

板，PC保護層施作，面貼地磚。

屋頂避雷  採用放電式避雷針系統。

電氣及自來水外管理設費由公司負擔。

工作陽台設昇降式曬衣架。 

機電設備 
電氣設備

供電方式各戶單相三線 220/110V電源。

玄關及梯廳加設自動感應照明。

大型開關面板附夜間指示燈。

景觀、停車場及樓梯間照明採二線式開

關，並連接至管理櫃檯主機按時程自動

啟閉燈光，可節約能源並省人力管理。

緊急發電系統

本大樓採用專業廠牌緊急發電機，停電

時可供應電梯、給排水泵、消防設備、

車道門、安全系統及公共照明等公共設

備，並可提供各戶一個迴路 1500VA容量

之緊急電源。

電話、電視設備

各戶客餐廳、臥室、主浴設電視及電話

出線口。電視線路提昇至可傳輸高畫質

數位電視之防雜訊同軸電纜。

網路設備

各戶設置資訊箱並於客廳及臥室佈設

Cat5e星狀網路線及出口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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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大安  一築善美
《養森苑  公園首席》《名人巷  靜隱里居》

《人文風  明星學區》《限量藏  大師經典》





大安森林公園│雙站捷運交匯│靜巷藏鋒御所

50 坪挑高 3 米 6 │一層一戶│
復興南路二段 148 巷 36 號．2706-9318

投資興建／  首傅建設‧首德開發 建築設計／  吳非士建築師事務所    

建照號碼／（99）建字第 0365號 廣告表現／  沃禾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