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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厅采用的是半圆形的皮质座椅，既节省空间又增加舒适度
5.橱柜精致的大理石台面，与石材地面交相辉映
6.书房铺置米白色毛毡地毯，呼应了整个空间的白色主笔
7.米白色的羊毛毛毯平摊在床上，美感与温暖兼备，可以帮助主人快速进入甜美梦乡

5

Designer黄书恒
黄书恒建筑师事务所、玄武室内装修有限公司主持建筑师，国立成功大学建筑学士、英国伦敦大学建筑硕
士，服务项目包括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及工程、家具及装饰设计等。曾担任担任铭传大学建筑系专任讲师、淡江
大学建筑系兼任讲师、实践大学空间设计系兼任讲师等。
6

114

7

Interior Public Space

室内公共空间

115

Design Giants
名

Xuanwe Music,
Phoenix Dance

类发展过程，东西方文明以反差的方式演变，当西方文明处于鼎盛，东方文
明则行至低谷，而现在西方处于没落，东方文明自然步上了复兴之路。前一
次，东方兴盛的顶点约莫为大唐时期，对应着西方的黑暗时代；而前一次西
方文明的顶点为工业革命之后，彼时我们正好处于明末清初的封建时期。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观念，是希望提醒同辈，或者更年轻的设计师朋友理
解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抱负及责任，而非将享受成果当作优先考虑。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Huang Shuheng

Q：记者：很多优秀的设计师都在寻求属于自己的风格，这里面是否有很
多设计师独立思考的成分在其中？另一方面，很多设计师在采用一种

玄武之乐，丹凤之舞
黄书恒建筑师事务所/玄武室内装修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黄书恒专访

黄书恒建筑师事务所成立于1998年，以设计为核心本业，外延整合建
筑、室内设计、博物馆展示、家具家饰设计及专业开发管理等业务，提供业
主全方位的服务和高效的执行力，并于2004年扩大整编，以更坚强的专业菁
英团队为“玄武设计”。
玄武，为中国远古神话四灵（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之
一， 传说为北方之神，一种龟蛇合体的神兽。具先知先觉之性，恒久不息之
意，又引申为一种佑护万民的精神能量。以玄武设计为名，意味着新事业体
背后的双重期许—一则追溯中国古老文化的源头，建立“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的设计表述，二则期许事业体的设计创意如灵蛇般活跃、随机应变；工
程执行则如祥龟般脚踏实地，兼具耐心与毅力。“玄武设计”，强调透过不
同产业的趋势观察，与风水勘舆学之导入，将设计范畴，从建筑规划扩充到
环境景观、室内设计、多媒体展示、家具五金等面向，整合为一个更紧密、
资源相互应用的设计链。
照片中的黄书恒容易让人想起一些电影、电视剧或者书中呈现的老派
知识分子。短而精神的头发，眉宇间流露和蔼可亲的气质，一副眼镜透出睿
智。
出生于中国台湾的黄书恒先生，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文化氛围产
生的深刻影响，引领他通过设计展现东方的专属情怀；与此同时，黄书恒先
生也善于从西方文明中吸取东方精神的遗珠，构成设计的独特乐章，对他而
言，灵感不受边界阻绝，也没有领域限制，任何可以产生共鸣的事物都能成
为设计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正显示了一个设计人对于设计的爱与执着。
从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到家具设计，不同的设计经验在黄书恒的生命里
留下一个个设计音符，构成“有别于主流的音乐”，这些以“科技感”以及
“机械美学”等主轴的设计作品，内在显示了超越时代的审美意义。
黄书恒先生试图藉由改变形式，探讨人在空间中的崭新感受，这个概
念，在他的作品里烙下了深刻的迹印。在室内设计领域，黄书恒先生强调当
代科技与设计的完美结合，相较一般人只探讨设计的艺术层面，这无疑是带
来内在革命的崭新概念，“机械的美感强烈使我震撼，我发现通过简单的机
械原理，可以达到运动和空间变化的目的，完全颠覆了传统对于空间的定
义。一般人认为空间是固定不动的，但是新时代的空间概念却变化无穷。”
他说。
虽然热衷于现代科技和机械美学，但是他不愿将自己固定在同一个套
路上，而更近似于一个通晓各派的武侠高手。黄书恒认为真正的高手，除独
门绝技之外，也应该擅长各种门派的技法，他说：“因为业主的类型太多，
假如设计者只有一招半式，不容易将每个细节表达清楚，如此是无法闯荡江
湖的。近年来，样板房和售楼处的设计机会发展蓬勃，也逼着我们学习更多
招数，比方样板房风格必须经常变换，新中国风、巴洛克、维多利亚风的调
度，必须因地、因时制宜，这同时也训练我们的设计师熟悉各种风格，从中
找到变化的可能，进而搭配出平衡的化学关系” 。

Q：事您也会尝试做一些别的，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样的转变？

记者：您在学校的时候主修的是建筑，后来作品偏向于室内设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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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余京

黄书恒：这种转变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毋宁说是“随缘”吧，因应环境
改变，从而引起自身的转变。
台湾的设计领域发展较早，在我们这一代进入建筑设计领域的时候，很
多大型建筑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对于年轻设计师而言，拿到大型建案的机会
比较少，因此，室内设计的比例相对来说也多了一点。另外一个原因是，台
湾的建筑法规限制比较严格，导致限缩了创意的挥洒空间，在中国内地，设
计师反而有机会做极具特色的建筑。也因这个现象，我们在台湾设计不同风
格的样板房，不仅在专业领域极受瞩目，也受到了市场的广大回响，这个良
性循环吸引许多新业主找上门来。可以说，客观环境形势促成我们逐渐偏向
室内设计的领域，这算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Q：种怎样的考虑？

记者：您在台湾念完建筑学后又选择了去英国读书深造，这是出于一

黄书恒：留学英国的理由，现在看来有点“年少轻狂”。在大学时期，我很
喜欢英国的音乐，比如 安德鲁·洛伊·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
歌舞剧。这在当时属于较具实验性、有别于主流的音乐，激发了我对这个国
家的好奇心，促成了我去这个国家深造的动力。

更加速成的方法，而忽视思考的成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书恒：一般来说，开创一个专属风格并不容易，如同武侠小说写的那般，
创建门派与独门绝技不是三、两天的轻松工夫，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是“勤
学”，先熟知各门派的精髓、汲取经验，才可能激发不同的思考面向，这才
是设计的本质：先有学习，才有独立思考。
现在设计师共同面临的难题是案子太多，但是时间压力的迫使，让设计
必须尽快完成，这种急就章的情况，压迫了原创和独立思考的空间，最终可
能变成翻开杂志，看到一个不算太差的案例，稍微变化便交差了，这种速成
的方式没有“根”，无法真正发展出艺术或文化的影响力，如何让设计完整
呈现文化的根源，这是我们这一代设计师和知识分子亟需努力之处。

【东方人长期丧失自信，处心积虑学习西方事物，却将老祖宗的东
西丢失许多，这些古老的宝贝放在家里布满了灰尘，而没有人注
意。】

Q：亚洲设计师，或者一位中国设计师，您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
记者：相比较设计风格，在其中有一个文化的成分在其中，作为一位

“东方文明复兴”的问题？
黄书恒：经济地位的崛起，让中国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然而经济
实力的雄厚，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力量的强盛，中国的软实力与西方发达国
家仍有显着差距，科技、文化领域的奖项评审，亚洲人、或说中国人尚未取
得发言权，即便获奖成果颇丰，然而等到真的登上国际舞台，和全球高手竞
技的时候，就会清楚感觉自己的匮乏。
由于西方的游戏规则目前仍是审美主流，也是设计者不可忽视的面向，
所以我们藉由参与国际性竞赛，提升自己的视野，比如近期获得的日本JCD
的商业空间国际大赏，就是一个例子。确实，我个人感觉竞赛不一定客观，

【东西方文明是以反差的方式演变，当西方文明处于鼎盛，东方文
明则行至低谷，而现在西方处于没落，东方文明自然步上了复兴之
路。】

【没有不好的材料，每个材料都有自己的特性，只有不好的组合或
者不好的设计。】

Q：记者：在英国读书期间的见闻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黄书恒：我认为伦敦是一个极富趣味的都市，“矛盾”是她最重要的
特色。留学时期，我时常被那些流行前卫、同时又传统古典的印象所震撼，
对一个东方人而言，无疑造成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参观经验，里面摆置着工业革命
时期的古老发明，每件产品的背景以编年史的方式陈列，让参观者了解当时
的社会状况，引发深入探索的动机。那些反复浏览的过程，让我彻底明白西
方文明发展的脉络，出国之前，我不懂西方文化的强势从何而来，为什么它
们能够领先亚洲？直到我参访过伦敦的博物馆之后才明白，这些文化的累积
是西方发展的厚实基础。
反观中国处于封建的明清时期，思想与社会风气相对保守，难以激发同
样的发展机会，藉由这段留学时期的见闻，我一方面反思自身之不足，同时
也见贤思齐，了解西方国家进步的缘由，不但增广自身见识，更激发了我对
机械美学的想象，开始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流变，并将成果纳入我的设
计作品当中。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多次提出所谓“东方文明复兴”的趋势。众所周
知，西方文明曾经强盛，但是正逐渐步向衰落；反观亚洲，特别是以中国为
代表的东方国家，似乎正以经济力量带动文化一并崛起。
“文艺复兴”算是东西方文明交错的关键时期，以历史学观点而言，
文明的更迭通常会呈现为上下波动的曲线，而非以直线的方式行进。回首人

黄书恒：“玄武”在神话里是北方之神，中国人讲究“左青龙，右白虎，南
朱雀，北玄武”。“玄武”代表以台北为发源地的总公司，当我们在开始在
上海发展的时候，希望上海公司成为台北玄武的翅膀，意义上就是“南朱
雀”。
然而当我们准备登记的时候，赫然发现这个名字已被他人捷足先登，无
法使用了。我们转念一想，“朱雀”在东西方文化里各有描述，于东方文化
中，朱雀即指鸟类里最漂亮的凤凰，在现实生活中，最像的就是孔雀；而西
方神话里，所指涉的是phoenix（火凤凰），但是phoenix 这个单词已经过度
泛滥，并不特别。
后来便辗转想到了“丹凤”，而丹凤还有另外一层含意，佛教文献
中记载，丹凤即所谓“大同金翅鸟”，它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张翅可以飞
十万八千里，英文是”Garuda”，中文也叫做丹凤，所以我们便以“丹凤”
为名，希望“玄武”在装上了翅膀后能够展翅翱翔。

Q：喜好？

记者：您对设计材料的要求会不会特别严格，或者是否有自己独特的

评审或许未曾实际看过作品，而透过照片所产生的理解与实际上的空间景况
也未必相符。某个程度而言，一般认为“很好”的作品不必然具有得奖相，
就像人生总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这些竞赛确实督
促我们思考，想和全球菁英一较高下，非得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可－就
是“东方精神”。
东方人长期丧失自信，处心积虑学习西方事物，却将老祖宗的东西丢失
许多，这些古老的宝贝放在家里布满了灰尘，而没有人注意。这个现实让我
感触良多，希望藉由作品里更多“东方哲学”的呈现，让更多人重新拾掇对
于中国传统的兴趣。

Q：常有意思的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么？

记者：您的公司名称很特别，一个“玄武”，一个“丹凤”，这是非

黄书恒：我们的设计着重使用天然材料，我认为每个材料都有专属的特性，
所以没有不好的材料，而只有不好的组合与不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应该熟
悉不同材料的独特用法，彻底发挥材料特性，才能产生最佳效果；反之，若
无法灵活运用素材，则会产生许多感官冲突，削减材料的力度。
目前我们对于材料没有特别爱好，也没有特别设定风格，而更强调我们
的设计师对各种风格都可以信手拈来，在不同案例上自由驰骋。要说我们有
什么独门绝技，大概是我们钟情于带有科技感以及机械美学等材料吧，然而
机械美学的语汇比较前卫，带点冰冷的色调，并不是每个业主都能接受。另
外，这种方向的预算也比较昂贵，倘若情况许可，我们会在作品里多少参入
一些相关概念。

Q：黄书恒：近期希望多能做一些内地的案子和国外的案子。我发现内地
记者：作为公司负责人，近期您有怎样的期望？

的上海、北京其实希望能多做一些内地的案子和国外的案子。我发现上海、
北京其实已经变成了国际化都市，可以让设计者遇到世界各国的高手，和他
们过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有句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这些竞
技提升自己的水平，对于设计者而言，是永远不可停止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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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六感·潜建筑
远雄海德公园接待中心

A Six Senses · Potential Building
Farglory Hyde Park Reception Center  
采 编：黄胜群 编 辑：余京

家

设计团队：黄书恒、欧阳毅、陈新强、詹皓婷、蔡明宪
软装设计：胡春惠、胡春梅
设计单位：玄武设计
项目地点：中国台湾新北市
项目面积：约3 960平方米
主要材料：马赛克、中空板、密底板雷射切割、手工地毯、
木作喷漆、铝塑板等
项目摄影：王基守

2

设计师认为，只有以诉诸五感、甚至超越五感，才能帮助未来建筑增强与
访客/未来居住者的触动与连结。极致的“六感”元素，与人文、社会、科技
脉动对话的“潜建筑”理念，在本案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美术馆般的量体形象
外立面，光彩夺目的夜间光雕效果，趣味性的参访动线，多层次的空间场景，
动线与端景的营造，装置艺术般的旋转梯，更预告了未来建筑之美。
视感：剧场美学的惊艳——外观如同一座大型的雕塑精品，以玻璃、钢
材、镜面喷砂、镂空图腾、电路板造型线条，交织打造而成具强烈现代感，却
又蕴含企业大器精神符号的前/潜建筑。进入光雕彩盒般的建筑中，V型入口大
厅首先打破水平与直角的视觉刻板限制。随着两旁如太阳能板的玻璃马赛克斜
墙，以及空间中焦点的钢板折板楼梯向上延伸，激荡出倾身攀岩的登高趣韵。
一楼彼端另有主题馆，浑圆古典的空间，逐渐柔和了本案外观带来的科技现代
感冲击。天花板的八方天幕挑空造型，缝隙中洒落绚丽天光，让白色镂空装饰
的会馆设计，独享自然风华。
听感：独白、协奏、共鸣——进入V型大厅，悠然四顾，想象攀行于锯齿
折纸状梯阶之间，如同曲折的琶音与和弦，蜿蜒在空间中。继而进入另一方的
白色镂空主题馆，在假日举办各项活动时，乐音如圆舞曲般流畅地在圆形挑高
空间盘旋。此外，镂空壁板的另一面藏设了进口LED灯光，经由计算机控制，
每15分钟变换不同色彩，让主题馆内与外环的走道，都随之精彩起舞。丰富的

1

项目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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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层平面图
1-2. 接待中心建筑外观
3. 大堂设计
4. 入门处
5. 极富现代机械美感的楼梯设计

韵律感，不仅仅让人用眼睛辨别色彩变化，更是运用感官“听见”一曲震撼人心的空间之歌，深刻感受到空间与节奏结
合的多元力量。
触感：色、形、质、光的奇妙互动——钢铁、玻璃帷幕、玻璃马赛克、大理石、木材，不同材质营造出既反差、又
融合的奇特感；古雅的镂空图案、喷砂玻璃的图腾、巧妙的透光雕塑感，运用凹凸光影的互衬创造立体感；白色的纯净
冷冽，LED灯光变换暖色与冷色所暗喻的软硬触感，以及洽谈区天花同样透过LED灯光变换，制造细微晕染与涟漪回旋
的效果，在在都酝酿出令人惊艳的动态触感。

3

嗅感：唤起愉悦的情感记忆——嗅感记忆能仿真某个时刻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感觉，所以人常不自觉会去搜寻气味的
回忆，并且追寻记忆当下的环境。在主题馆中也曾举办芳疗调香活动，透过轻盈、穿透、流动的风，让空间设计与嗅感
巧妙连结。同时，从外观与V型大厅的现代感“前香”，到驻足主题馆活动的“中香”，直到登上二楼洽谈区的远眺与
近观沈淀的“后香”，空间中隐约暗藏的嗅感意符，无所不在的创造了记忆中的故事与链接，终将唤起参访者内心底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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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最愉悦的情感回忆。
味感：创造回味与反刍的原点——参访者的五感一旦被启发之后，便不会轻易停止。本案充满了故事性
的意象与符号，更与人们的生活品味息息相关。从外观仿真远雄企业LOGO与电路板的线条开始，乃至进入大
门后玻璃马赛克斜壁暗示的太阳能光电科技感，六边形苯环分子结构符号的重复出现，都象征着数字智能、稳
定感与共同努力梦想的实践。之后，进入纯白典雅镂空主题馆所营造的神圣宗教感，LED灯光变换映照后方步
道，如同神经系统的传导刺激感官。最后进入洽谈区，从抽象趣味仿烟熏妆容的瞳孔圆窗，远眺未来基地的旅
程——设计师在建筑外型与内在设计上的细腻用心，运用大处与细节，与参访者的感官呼应，产生近乎酸甜苦
辣般的味感化学作用。也因此，与其说是参访，不如说是将旅程中每一个惊喜的邂逅，重复品味、反刍，在记
忆中烙下甜美的滋味，寻找可供回味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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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3

6. 休息交谈区设计
7. 吊顶设计，巨大的花形设计极富震撼力
8. 吊顶设计
9. 墙面上的花纹图案
10-13. 随着灯光的改变，吊顶上的花朵也展现
出不同色彩

灵感：穿越绿地的智慧先如——一般接待中心设计，如同陈列居住形式的贩
卖部。然而，黄书恒设计师所设计的接待中心则大不相同，设计师努力在个案中
探讨理性机能与感性美学，创造丰富的有机建筑，使其在兼顾商业用途之余，更
能不落俗套，成为肩负未来梦想的先知性建筑。或者，更明白地说，一般接待中
心只接待了人的形体，而本案更接待了人的灵魂，触动了人的思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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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雄H85-A3户样品屋

The Simplicity and Innocence in the
Dancing Flower Vines
The showflat of Farglory H85-A3
采 编：黄胜群 编 辑：余京

设计团队：黄书恒、欧阳毅、李宜静、蔡明宪
软装布置：胡春惠、胡春梅
设计单位：玄武设计
项目地点：中国台湾新北市
项目面积：264平方米
主要材料：蛇纹石、银狐石、黄洞石、墨镜、雕刻玻璃、深色木皮等
项目摄影：王基守

2

画龙点睛的日式家徽

1

126

对于本案设计，玄武设计巧妙地运用日式家徽，起了点亮与点化的关键

在新庄H85建案中，玄武设计出了两种家徽，分别用在客厅中的地坪与

作用，以几点巧思，传达出空间精神最深邃之处。曾经是代表日本贵族与武

墙面—从设计角度来看为空间配角的地方，意在言外地表达出东方的性格，

士阶层姓氏的家徽，流传到后世已经成为日本生活文化的一部份，据说连LV

以家徽来开启一段人与空间的对话。地坪上的“藤纹”，源自日本古老的贵

著名的图案，其设计灵感都是来自日本古代的家徽。不同于西方家族徽章通

族世家藤原氏，藤是繁殖力强的植物，象征着家运绵延兴盛不衰，取其“隆

常用狮子、猛龙、雄鹰或其它动物图案，显示家族的权力和威严，日本家纹

盛遗芳”之意；而在客厅的主墙面上，以雕刻着“牡丹纹”的大面玻璃，创

往往用植物、飞鸟、明月或是与信仰有关的符号，都是非常柔和、女性化、

造出光影效果，做为主题性的装饰物，在德川幕府时期，牡丹纹的地位，与

很具有东方写意色彩的纹饰，体现了日本人对自然的热爱、期望带来生活和

代表王室重臣的菊纹、桐纹和葵纹属于同级，表达房屋拥有者有着日本贵族

自然的融合、祈祷神灵给予庇护、以及对家族的重视。

般的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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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日本式”的设计
日式空间设计上，特别重视出色的视觉印象，表现出
色彩和元素完美的结合，而在西方的奢华风格中，强调材
料的变化，喜用装饰细部处理手法来体现贵族本质，玄武
设计反将两种风格并置，甚至和而为一，在西方的华丽外
表下贯彻日本设计的精神，以纤细的心灵在许多细节中，
用不张夸的方式夸耀着财富。像是将手工地毯改为兽皮、
鱼皮纹的壁纸、日式花布的搭配运用，让极简的日式设计
包着奢华的外衣，转化为生活与感受。
日式家居中强调的是沉静和稳重色彩，也透过玄武
设计的巧思，表现出日本设计的简素和平和；“墨绿”与
“深灰”两个冷调的深沉，是大多数室内设计师显少采用
的颜色，更少见于华丽豪宅的室内装修之中；但是玄武却
似乎带有那么一种刻意的味道，想要将西方张扬的空间性
格，透过这种强烈的对比，予以收敛进入东方的宁静，这
种刻意的创造，反而把日本文化中美的一面，提升到了另
一个极致，体现了东方那不拘于形式的自由，简单而高贵
的生活概念，尽管身处在俗世中，仍可通达天道的哲学思
想。
藤的长青与幸福
如同最精彩的生命历程，总是充满了高低起伏；放眼
世界最美的胜景，也多见于险峰惊瀑；玄武设计的日式皇
家风格，每每运用看似反差、相斥、极端差异的语汇，却
能相加相乘出奇特创意与效果。身为观赏者，参访者这玄
机处处的空间佳作，那只“藤纹家徽”，似乎已经将设计
者的思想、空间的思想，都凝聚于那藤蔓之上，和那墨绿
色的浓郁之中。或许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像一株常青的

6

藤蔓/我就这样，安心于眼前这些细小的平凡/就这样缓缓
地，靠近了崖上的天空/一种天空之上，缓慢的幸福。

1. 地板上的藤纹装饰设计

4

2. 花卉绿植等元素的点缀让空间更加耐人寻味
3. 电视墙采用了“牡丹纹”的大面玻璃
4-5. 书房
6. 客厅与餐厅
7. 卧室设计借助玻璃来打造另一种格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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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歌舞剧
远雄H86-A3户样品屋

Baroque Musical Drama
The showflat of Farglory H86-A3
采 编：黄胜群 编 辑：余京

1

设计团队：黄书恒、欧阳毅、陈怡君、林佳澐、陈新强、蔡明宪
软装布置：胡春惠、胡春梅
设计单位：玄武设计
项目地点：中国台湾新北市
项目面积：330平方米
主要材料：酸蚀灰镜、黑云石、银狐石、土耳其黄、墨镜、银箔等
项目摄影：王基守

华丽繁复的线条之舞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迈向建筑》一书中曾
说：“建筑是量体在阳光下精巧、正确、壮丽的一幕戏。”
对玄武设计而言，室内设计也是一个由艺术元素、材料质感
和视觉节奏所表达的一门剧场学，设计师们常像个安排空间
的导演，让空间富于戏剧效果，在内隐与外显、收迭与张
放、静止与行动间，塑造戏剧张力，营造令人惊奇的空间奇
趣。
巴洛克风格的特征是华丽、力量、富足，服膺着十七世
纪的欧洲，向外扩张、追求财富的时代氛围。一方面发展科
学，同时也因为不断征战而动荡，故巴洛克风格喜用繁复、
富丽的流动线条表达强烈感情，玄武设计掌握其中艺术精
神，去芜存菁地以黑、灰、白为色彩基调，加上少量金、银
勾边与装饰，辅以亮面材质、水晶、玻璃产生的光影，用视
觉动静的极度反差，激荡出新奇、前卫的巴洛克美学。
嘉年华式的感官欢愉
赏析本案，如同观赏一出以浮华人生为主题的超现实歌
舞剧，提供观者突破框架的想象力、混合梦境与现实的虚幻
效果，以及强烈反差形成的戏剧张力，藉由线条、图腾、装
饰与家具层层开展，传达空间的丰富动感，让每一位参访者
随着空间铺陈而舞在其中。
空间要素如同嘉年华会的狂欢舞者，以造型装扮抢夺目
光，舞出感官欢愉。客厅的银色雕柱与黄金纹饰、雪白圆柱
与绸缎布面，简约与繁复于此并行不悖；玫瑰花形垂下的水
晶吊灯，光影洒落于雕饰之间，营造出现代巴洛克的华丽和
沉静；设计者利用灰镜酸蚀的技术，使墙面浮出花草图饰，
远观流泄一股静谧之气，近看却能让人惊喜再三；凹凸浮雕
背墙、壁炉电视柜、门片与柱廊等处，以黑白两色石材，将
浮华巧妙地转化为优雅气质。

1-3. 巴洛克时期的装饰艺术在空间中巧妙地呈现了出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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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间细节充满巧思，如法式布帘与纱帘的倒置、精雕细琢的鞋
柜把手、金色小孩的灯具、Ghost的经典设计椅与圆柱雕饰的镜面倒
影，让人处处惊喜，犹如嘉年华会中不时出场的诙谐角色，将气氛
炒热到高点；黑白棋盘地坪即是嘉年华会的大舞台，让所有角色轻
盈跳跃、流连忘返，终至醉卧在这场巴洛克盛会中。
浮华人生的细腻沉思
这场“超现实”的巴洛克展演，是设计者对于现况的嘲讽，
在房产的泡沫游戏之中，人们对于住宅形式的夸张演出浑然不察，
设计者有意将空间设计作为舞台，施展对于虚假现实的基础抵抗；
这出“雅俗共赏”的空间大剧，同时也是设计者在艺术性与现实的
商业需求间，企图取得的最大平衡，即便是必须极度夸耀设计手法
的售楼处，也要运用元素持续创造惊叹，让感受突破框架限制，正
如“玄武”兼具蛇的灵动与龟的踏实，玄武设计未来也将秉持强大
的创意以及踏实的执行能力，持续追求心中最崇高、伟大的建筑空
5

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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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厅设计干净而富有贵族气息
5. 玻璃上的装饰花纹
6. 餐厅位置采用高贵华丽的灯饰来渲染出就餐的情境
7-8. 卧室设计将高贵、华丽与舒适充分融合在一起
9. 玻璃构成该卧室的重要元素
10. 地板上的花纹夺人眼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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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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