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an Harbour
伊凡在过去25年的时间一直是
发展事务所设计独特语汇的关键
人物，并实现了极多样化建筑项
目，如玛吉癌症中心、Y立方体预
制住宅和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

专业证书

布朗加鲁总体规划；坐落于华盛顿特区纽泽西大街300号的办公大
楼; Y立方体：给刚出社会年轻人的具有完整居住功能实惠住房；

建筑学硕士学位，建筑学荣誉学士学位

卡迪夫郡的威尔士议会大厦；在安特卫普的法院，在日本京都的
南山城学院，以及在意大利斯堪第奇包含地面电车站、文化中心、
写字楼与住宅街区的综合使用项目。以上这些项目无论在英国国

教育背景

内， 欧洲还是国际上， 都被广泛地认可，并且获得众多的奖项。

1985

UCL 巴特莱特建筑与规划学院(Bartlett)硕士学位

他目前正在进行面积达22公顷的澳大利亚悉尼布朗加鲁总体规

1980 - 83

UCL 巴特莱特建筑与规划学院(Bartlett)学士学位

划，以及其中三栋位于新城市区的大楼。其他项目包括伦敦经济学
院新教学大楼， 一栋在蒙特卡洛的住宅项目， 和在伦敦斯特拉特

从业经历

福国际区内的总体规划与两栋建筑。伊凡也正在主导Homeshell
的开发项目，创新异地预制建设工法，可以用于保障性住房和其他

2011 -

罗杰斯•史达克• 哈伯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资深合伙人

2007

罗杰斯•史达克• 哈伯及合伙人资深董事

1993

理查德•罗杰斯及合伙人资深董事

1985 - 93

理查德•罗杰斯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

1984 - 85

伦敦哈克尼区政府实习

1983

YRM建筑事务所实习

建筑类型。

主要项目
2015 -

桃园机场三号航站楼，台湾
国际间谍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美国

经历简介

2015 -

国际区：总体规划和综合体建筑，伦敦，英国
临时住宅， Ladywell，Lewisham，英国

伊凡•哈伯从加入伦敦劳埃德大厦项目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

2013 - 15

Y:Cube, 米切姆，伦敦

领导了欧洲人权法庭和波尔多法院的设计项目。 他于1993年担任

2013 -

中心建筑重建, 伦敦, 英国

董事，之后在1998年及2011年分别升任为资深董事与资深合伙人。

经济学院，伦敦，英国

为了表彰出伊凡和格雷姆•史达克对公司的重大贡献，2007年事务

Homeshell, 皇家艺术学院，伦敦，英国

所的名称由理查德•罗杰斯合伙人公司更改为罗杰斯•史达克•哈伯

2012 -

敦化, 台北，台湾 成都综合体, 中国

及合伙人建筑事务所。他们与理查德一起带领整个以设计为本的

2012

安纳西文化中心设计竞标, 法国

事务所走向未来。

2011

长风住宅项目，上海，中国
M街1900号，华盛顿，美国

伊凡在设计和领导团队参与各种不同类型及规模的设计项目上都
有丰富的经验。对每个项目，他都是精益求精，不断对设计任务作

瓦兹格罗夫项目，伦敦，英国
2010 -

C4塔楼，悉尼，澳大利亚

出深入的探究来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每个方案的设计语言都体

远雄总体规划项目，台北，台湾

现出对地块周边环境，公共空间，可读性，灵活性，可持续性发展

盖，圣汤玛斯医院癌症治疗中心，伦敦，英国 东方日

的考虑和团队合作精神。

报，贝鲁特，黎巴嫩
珀瑟兰诺萨厨卫洁具公司项目

伊凡主导的两个项目 - 伦敦玛吉癌症患者医疗中心项目和马德里

圣罗伦斯市场，安大略，加拿大

国际机场4号航站楼 - 分别获得2009年与2006年英国建筑最高

落禾沙项目，香港

荣誉斯特林奖。由伊凡设计和领导下完成的项目有：澳大利亚悉尼

2009 -

2009
2008 -

阿布哈科技谷，尼日利亚 大剧院，贝鲁特，黎巴嫩 布

特拉维夫半岛总体规划,以色列

朗加鲁总体规划，悉尼，澳大利亚 士林项目，台北，

1996

日本电视台总部，东京，日本

台湾

1995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多哈，卡塔尔，波斯湾

布里德波特住宅，伦敦，英国

1995 - 03

南山城学校，京都府，日本

悉尼地铁设计竞标，澳大利亚

1994

雷诺/塞甘岛总体规划，巴黎，法国

台北大安馆住宅设计，台北，台湾 Sporting

BIT公园规划，马略卡岛，西班牙

d’hiver会议中心，蒙蒂卡罗，摩纳哥

南岸中心总体规划设计，伦敦，英国

2008 - 10

纽约港务局客运站办公楼，纽约，美国

2008

奥斯陆机场2号航站楼竞标设计，挪威

1992 - 98

波尔多法院，法国

虚拟现实技术广场，岐阜县，日本

综合开发项目，克拉斯诺达尔，俄罗斯

1992

劳埃德船运注册公司总部，利普胡克，英国

2007 - 10

为批量生产而设计“的设计竞赛，欧克雷伍兹住宅项

1991

尼斯总体规划设计，法国

目，英国

1998 - 05

欧洲人权法庭，斯特拉斯堡，法国

2007

奇夫利广场8号节能办公室大楼，悉尼，澳大利亚

1987

路透社数据中心，伦敦，英国

2007 - 08

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纽约，美国

1986

皇家船坞购物中心，伦敦，英国

港湾枢纽大楼和码头的设计竞标，旧金山，美国

1985 - 86

劳埃德总部大楼，伦敦，英国

2006 -

1201 K 街办公楼，华盛顿特区，美国
Les 3 Frontiere项目，米卢斯，法国

2005 - 08

伯克利酒店，伦敦，英国
庆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大楼，台湾

2005 - 06

参与评审经历
2014

“机场，过去，现在，未来” 评审委员，英国皇家建筑

2013

简德鲁奖：女性在建筑，评审委员，伦敦 “建设学校

东达林港规划设计竞赛，悉尼，澳大利亚
布雷西亚总体规划设计竞标，意大利

师学会，伦敦

2005

义守图书馆，台湾

的未来”， 评审委员 ZUNZ讲座：“重塑我们城市的码

2004 -

Sewoonsangga，综合开发项目，首尔，南韩

头” 评审委员，奥雅纳，悉尼

360，住宅项目，伦敦，英国

2012

市政与社区评审委员，世界建筑博览会，新加坡

曼图亚总体规划设计，意大利

2011

规划和绿化计划，CABE设计协会，伦敦

2004 - 09

纽泽西大街300号办公大楼，华盛顿特区，美国

2010

2003 - 08

玛吉癌症患者医疗中心项目，查林十字医院，伦敦，

2003 - 07

高雄 R9 捷运车站，台湾

英国
2003

厄尔斯科特CABE设计奖评审委员
斯特林建筑奖评审
罗斯林高地研究委员，华盛顿年度青年建筑师评审

2009

穆罗特拉区总体规划，罗马，意大利

皇家肯辛顿和切尔西区的2009年的建筑咨询小组
（AAP）会员 曼瑟奖章评审 苏格兰设计奖评审

Anglia Ruskin大学校址设计（前身为剑桥大学艺术
学院），切姆斯福德，英国

近期演讲

银杯工作室（纽约最大的影视制作中心），纽约，美
国 “第一基础”平价住宅研究项目，英国
2003 -

2015

Parc1，首尔，南韩
维罗纳总体规划设计，意大利

2002 - 04

摩斯伯纳社区学院，伦敦，英国

2001

前田门楼，日本神奈川县

CTBUH- 高楼建筑， 悉尼，澳大利亚
2014

Département酒店，里尔，法国

2013

Commerzbank商业银行，法兰克福，德国

“玛吉中心景观”， 花园博物馆，伦敦“成为一名建筑
师/ 窗口看建筑”RA，伦敦

2012

“夺回城市的海滨”，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伦敦
“窗口看建筑”，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伦敦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斯图加特，德国
1999 - 01

设计的重要性， RIBA会议， 伦敦“建筑专业”，帝国
学院设计集体，伦敦

管理学研究协会，东京，日本
2000

欧洲法院人权大厦20周年，斯特拉斯堡，法国

2011

“从房子到城市”RR+ A展览，新加坡与香港

新风馆购物中心，京都市，日本

1999

格林威治千禧年穹顶，伦敦，英国

1998 - 06

安特卫普的法院，比利时
4号航站楼, 巴拉哈斯机场, 马德里, 西班牙
安特卫普总体规划设计，比利时

1998 - 05

威尔士国民大会，卡迪夫，威尔士

1997

天野研究实验室，日本岐阜县
La Maremma饭店，东京，日本
电子艺术公司总部, 萨里, 英国
Ivan Harb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