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环境展　作品清单

1 札幌市 莫埃来沼公园 野口勇
Architect 5 Partnership

2 稚内市 稚内港北防波堤圆顶 土谷实

3 虻田郡洞爷湖町 洞爷湖有珠山地质公园

4 函馆市 太刀川古宅兼店铺 山本佐之吉

5
青森县

弘前市 弘前市殡仪场 前川國男

6 盛冈市 米内净水场 盛冈市

7 盛冈市 小岩井农场

8 仙台市 仙台媒体中心 伊东丰雄

9 女川町 JR女川站・女川温泉Yupopo 坂茂

10 角馆町 仙北市立角馆桦细工传承馆 大江宏

11 大泻村 八郎潟围垦地

12
山形县

酒田市 山居仓库 高桥兼吉

13
福岛县

猪苗代町 起点美术馆 竹原义二/无有建筑工房

14
茨城县

筑波市 筑波中心大楼 矶崎新

15 栃木市藤冈町 渡良濑滞洪库

16 宇都宫市 大谷石地下采掘场遗址

17
群马县

高崎市 群马音乐中心 安东尼・雷蒙

18 春日部市 首都圈外围排水系统

19 秩父市 武甲山的石灰石矿山

20
千叶县

千叶市美滨区 幕张新都心

21 中央区、江东区、台东区、墨田区 隅田川震灾复兴桥梁群 太田圓三、田中丰

22 中央区 中银胶囊塔大楼 黒川纪章

23 八王子市 大学研讨基地 吉坂隆正

24 墨田区 都营白须东公寓

25
神奈川县

横滨市 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旧横滨正金银行总行） 妻木赖黄

26  神奈川县
东京都

川崎市、横滨市、大田区 京滨工业区 浅野总一郎

27 长冈市 长冈市政厅 （AORE长冈） 隈研吾

28 佐渡市 北泽浮游选矿场

29 富山市、立山町 立山破火山口的防沙工程 赤木正雄

30 中新川郡立山町 立山酒店・室堂终端 村田政真

31
石川县

金泽市 金泽21世纪美术馆 SANAA

32
福井县

坂井市 三国港突堤 埃舍尔、迪･瑞克

33
山梨县

山梨市 山梨县笛吹川水果公园 长谷川逸子

34 松本市 旧开智学校

35 伊那市 圆筒分水设施

36 大野郡白川村 白川乡・五箇山

37 中津川市 藤村纪念馆 谷口吉郎

38 三岛市 源兵卫川 Ground work三岛

39 茶草场农法

都道府県 都市 名称

北海道

秋田县

栃木县

岐阜县

静冈县

埼玉县

設計者

东京都

新泻县

富山县

长野县

岩手县

宫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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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道府県 都市 名称 設計者

40 名古屋市 名古屋市政府总部・爱知县县政府总部 平林金吾 等

41 名古屋市 八胜馆 堀口舍己 等

42
三重县

志摩市贤岛 志摩观光酒店 村野藤吾

43
滋贺县

近江八幡市 La Collina近江八幡 藤森照信

44  滋贺县
京都府

大津市、京都市 琵琶湖引水道 田邉朔郎

45 京都市 本愿寺传道院(旧真宗信徒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总公司) 伊东忠太

46 京都市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 大谷幸夫

47 京都市 TIME'S 安藤忠雄

48 大坂市中央区 地铁御堂筋线地下站台

49 大坂市北区 造币局 托马斯·沃特尔斯

50 神户市 大阪商船三井大楼 渡边节

51 芦屋市 淀川制钢所迎宾馆（旧山邑家住宅） 兰克·劳埃德·赖特

52
奈良县

生驹市 宝山寺狮子阁 吉村松太郎

53
和歌山县

桥本市高野口町 高野口小学

54 米子市 东光园 菊竹清训

55 益田市 岛根县艺术文化中心 Grand Toit 内藤廣

56 苫田郡镜野町 苫田水坝 筱原修、内藤廣、冈田一天

57 津山市 津山文化中心 川岛甲士

58
兵库县 徳岛县 冈山县
 香川县 广岛县 爱媛县

本州四国联络桥工程

59 广岛市 市营基町·县营长寿园高层公寓 大高正人

60 广岛市 广岛市环境局中工场 谷口吉生

61
山口县

宇部市 渡边翁纪念会馆 村野藤吾

62
徳岛县

鸣门市 鸣门市文化会馆 増田友也

63 高松市 濑户内海历史民俗资料馆 山本忠司

64 香川郡直岛町 直岛町公所 石井和纮

65
爱媛县

今治市 今治市政厅・公会堂・市民会馆 丹下健三

66
高知县

四万十市、梼原町、 四万十町、津
野町、中土佐町

四万十川沉下桥群

67
福冈县

北九州市 河内蓄水池 沼田尚徳

68 唐津市 旧高取家住宅

69 有田町 有田

70 长崎市 旧哥拉巴住宅

71 佐世保市、西海市 西海桥 吉田岩

72
熊本县

阿苏郡阿苏町 孤风院（旧熊本高等工业学校礼堂） 木岛安史

73 福冈县
熊本县

荒尾市、大牟田市 三池煤矿・三池港

74 竹田市 白水溜池堰堤（白水水坝） 小野安夫

75 大分市 艺术广场（旧大分县立中央图书馆） 矶崎新

76 中津市 风之丘殡仪场 槇文彦

77
宫崎县

日向市 日向市车站 内藤廣

78 伊佐市 曾木瀑布排水渠

79 肝属郡肝付町 东京大学鹿儿岛宇宙空间观测所（内之浦宇宙空间观测所） 池边阳＋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

80
冲绳县

名护市 名护市政厅 象设计集团

兵库县

京都府

大坂府

爱知县

鸟取县

鹿儿岛县

广岛县

香川县

佐贺县

长崎县

大分县

冈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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