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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生·艾德赛



 

汤姆生 ·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成立于1971年，是一家澳大利亚
和东南亚的国际建筑设计公司。 在布里斯班、凯恩斯、香港、雅加
达、墨尔本、洛坎普顿和悉尼均设有办事处。

汤姆生 ·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已经营超过47年。我们是互联建
筑解决方案 (Connected Architecture Solutions) 的领先者和设计
者。我们不仅为客户提供商业模式的建议，且会在项目开始时考虑诸
如选址和成本可行性等因素。明智的计划不仅可以使项目在运行时
节约成本，还会确保它在未来运行良好。

我们逐渐看到，近期的建筑项目具有多用途功能的趋势。 商业空间
更多地与住宅或休闲建筑结合在一起，教育功能也更多地与保健功
能或养老社区相结合。 因我们对每个领域当前趋势和需求的深刻
理解,使我们能够理解及深入探讨功能与功能之间融合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出色的团队，我们需要不断地摄取新知识和适应急速变化
的未来。我们的团队致力于出色的设计，我们的目标是迅速的反应和
百分之百的灵活，因此我们的客户才会在现在和未来持续受益。

总经理Chris St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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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与您一路相伴，共同努力实现您的
愿景，满足您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具备在全球承担
重大的医疗、老年护理、养老、教育和社区公共建
筑，零售和商业以及度假和休闲项目的能力。凭借
我们跨领域的设计经验，我们拥有国际与业界上的
最佳实践的知识并创建了为项目量身定做的先进方
法，使我们可以设计出复杂的建筑项目。

在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我们有一支由
养老和医疗运营商，投资者、服务提供商和咨询顾
问组成的广泛的国际商业网络。我们通过提供互联
管理服务来协助连接企业，并且这个互联管理服务
帮助人们抓住机遇，创造成功的商业成果。

在将有关养老及医疗设计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新型
建筑的方面，我们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我们相信，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的
建筑设计响应客户的要求，并切合我们设计的设
施或服务使用者的要求。我们在海外市场所体
现出的知识和经验也体现了我们的设计针对性
地充分满足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所产生的个别需
求。 

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中国、香港的个人和政府的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
服务，并于最近也服务新西兰和阿联酋迪拜的客
户。

为何选择我们？
我们不仅仅是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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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
在面临医院，老年护理设施和养老社区的不同选择
下，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设施规划者需要对此巨大
的变化和趋势作出对应才可在现今快速变化的市
场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医疗保健成本的增加，
疾病模式的不断变化和对高素质医疗保健服务的
重视是影响现今规划工作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以
及科技的进步导致医疗保健和养老社区设施方面
环境的快速变化。  

许多企业希望他们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业务高
效、经济，且其中设计和功能互相影响并产生最大
的生产率和最小的风险。您的业务是提供护理服
务，我们的业务则是寻找最相关的发展选择和服务
成果，然后在允许有效率、有效果并有效益地提供
这些服务的基础上设计建筑外围。护理服务设施的
发展过程应当适应不断变化的趋势，并为适当的解
决方案提供多种可能。当决定通过建造新的建筑群
或改造现有区域来扩建设施时，应该制定一个有序
的计划，以满足当前和未来亟待解决的需求。

我们首要的设计理 念是基于对老年人需求的承
诺——对老龄化的理解，他们的欢乐和恐惧，以及
周边物质在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对于医护
人员和退休相关人士每日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围绕
他们在各层面所需的护理和生活方式选择的个中
复杂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正是这种承诺使得汤姆
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在澳大利亚和国外的
医疗保健、老年护理和退休生活这些行业具有丰富
的经验。 

在执行这过程，我们具备在医疗规划、总体规划、
建筑管理、国际和本地进行项目采购的备选方案和
预算管理方面的全球本土化经验，并充分了解本地
市场、本地条件和环境。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在澳大利亚以外
的地方工作并不与任何特定的当地合作伙伴有联
系。我们与建筑和护理服务行业及客户推荐所选择
的最佳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客户获得
最满意的结果。



2018年全球老龄化影响者老龄化亚洲私人投资有限公司

David Lane先生

2017年澳大利亚建筑师学会新南威尔士建筑教育建筑
奖，可持续建筑奖，及入围钢铁建筑COLORBOND奖  

查尔斯特大学工程大楼  

2017年第五届亚太老年保健创新奖入围-最佳银色建筑 

Streeton公园，Astana Duta住宅和发展养老社区

2016年澳大利亚房地产委员会零售大奖优秀设计奖(社区
和沿街购物中心)获得者  

SkygateDFO，Cornubia购物中心(入围) 

2016年澳大利亚学习环境A4LE革新表彰/现代化事物价
值超过200万美元 

 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CSU工程大楼  

2016年澳大利亚建筑师学会昆士兰州地区表彰 

拉默莫尔海滩渔民圣詹姆斯圣公会  

2016年入围第四届亚太地区老年保健创新奖——最佳银
色建筑

圣保罗养老院&双桥恭和苑养老社区

2015年昆士兰州零售房地产奖决赛入围者  

10000平方米以下的社区和沿街购物中心&大型货物
仓库中心：布里斯班服务中心，Marsden on Fifth & 
Woolworths Meadowbrook

奖项殊荣

新加坡共和国环境和水资源部及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授予汤姆生艾德赛的David Lane以2018年全球老
龄化领军人物奖，以表彰他作为推动创新和改变老龄化未来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卫生局
 -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  阿松大医院
 -  Azzura公司
 -  南太平洋银行
 -  Booroongen Djugun 公司
 -  北京前景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  正大集团 
 -  金色年代
 -  金诗投资公司  
 -  香港医院管理局

 -  香港建筑署
 -  香港房屋协会
 -  Lamana 发展公司
 -  Lascorp 发展集团
 -  新加坡卫生部
 -  新加坡卫生控股公司
 -  莫尔斯比港总医院
 -  Prime Constructions for 
Crystalbrook  Collections 公司 

 -  浦东医院
 -  新加坡政府

 -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香港）有限公
司

 -  新加坡政府
 -  香港圣保罗医院
 -  香港圣特蕾莎医院
 -  Star Gardens 中心
 -  Sunway 医疗
 -  荃湾港安医院 
 -  东华三院 
 -  裕丰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  澳大利亚政府教育和培训部
 -  巴利纳郡议会
 -  拜伦郡议会
 -  卡利俄珀郡议会
 -  昆士兰中央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
克拉伦斯山谷议会

 -  昆士兰卫生部
 -  昆士兰住房和公共工程部
 -  昆士兰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和规
划部 

 -  昆士兰交通和主要公路部
 -  昆士兰教育厅
 -  弗雷泽海岸区政府
 -  格莱斯顿 区议会
 -  新南威尔斯卫生基础设施
 -  国际卫生项目

 -  昆士兰卫生服务
 -  健康视野 (Healthscope)
 -  香港医院管理局
 -  香港房屋协会
 -  新南威尔士住房部
 -  利斯莫尔市议会
 -  昆士兰州地铁北医院与卫生服
务 

 -  新加坡卫生部
 -  新南威尔士北部地区卫生区
 -  新南威尔士政府
 -  新南威尔斯紧急事务处
 -  本利瑟市议会
 -  莫尔斯比港综合医院
 -  昆士兰政府
 -  罗克汉普顿区委员会

 -  新加坡政府
 -  辛格尔顿议会
 -  南伯奈特区政府

 - 马来西亚卫生部
 - 吉隆坡城市议会

总经理Chris Straw在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于中国举办的2016澳大利亚周

参与行业 

政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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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医养建筑设计团队，专注于养老项目，并为您的项目
带来近50年的本地和全球经验。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的设计包括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养老设施，从小型独立
居住生活住宅到临终关怀之家。我们与您一起合作制定有利于所有业务模式的策略，并
考虑您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我们的设计巧妙地反映了对行业和客户需求的独特领悟，以及物质环境对老年人和弱势
群体生活的影响。 

我们利用公司内部具有相关专业的工作小组综合意见，并把零售，教育和医疗设计融入
社区，使之融合。 

我们通过“研究和推进全球老年人(SAGE)巡回”，并走访了全球400多个养老社区组织。我
们对养老的专业能为您的项目迈进现代化的设施和产品，并提供的最新资讯以配合时代
的需要。 

我们的员工积极参与主要的国内和国际行业协会，并在多个协会中有兼任董事会的代表
员。我们对行业的和了解更生一筹。 

我们的团队开发出政策驱动的解决方案，在澳大利亚多个州属以及国际市场都行之有
效。在每一个项目中，我们都热衷于把公司核心设计概念反映在各个长者住宅项目中，并
为未来的人口趋势，打造成多样化住宅群的综合项目。 





Jin Wellbeing 小区
Rangsit养老社区和医院是一项养老社区总体规划，区内有
4000个独立居住单位，设置了200张老年护理病床和一家具
备200张急症病床和200张可降式病床的急症医院。  

Rangsit医院老年护理和退休村项目位于一个具挑战性的项
目开发用地，仅其长度已将近2公里，最大宽度仅为200米。
此外，设计还必须应对潜在洪水的威胁。该方案的服务和运
输路线必须兼作雨水的排洪系统，再沿建筑工地的低处排
列。另外利用较高的观景台作为架空人行平台以解决项目的
难题。

医院场地在东端占据了200米长的地方，与道路前方的商业
设施毗邻。

该养老社区内主要由联排和独立住宅组成，透过提供社区配
套设施和公用休息空间在有限和狭小的范围内营造出开阔
和舒适的居住环境。  

顾客

Thonburi保健集团上市公司

位置

泰国曼谷巴吞他尼，Klong Luang
区，Klong Nheung分区，Phahonyothin 
路（Rangsit）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6年，在开发中



阿斯塔纳小区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目前正在为金诗投资公司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提供概念设计，其项目对象是一个大
型的新综合住宅和老人公寓的开发。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137，000平方米，项目包括高层住宅，独立
公寓等。坐落于零售，医疗以及社区设施，提供屋顶花园，景
观庭院和度假村式的游泳池。  

顾客

金诗投资公司

位置

马来西亚吉隆坡武吉勒当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5年，概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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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 Seraya 住宅 
本项目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安邦市中心， 独特之处是将以居
家老年护理间式与独立居住间式结合，每栋住宅都有独立的
大门和入口。包括老年护理区域在内配有90张低高度床和
120张长期护理床。，区内共有156套独立居住公寓，配有共
享的生活设施。  

设计将以居民为中心，与世界上的最前端的设计同步，为马
来西亚的老年人提供住宿。这里由10间带浴室套间的单人
间组成。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加设护板的厨房，生活和用
餐区，尽可能像用户的家一样，以重新定义老年护理居住生
活。  

独立居住公寓以社区为中心。方案规划针对社区整体问题，
如社会隔绝，安全保障和便利性等，营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
的居住环境。 本项目的公寓是专为老年人而设计的，无论何
时需要，都可以在公寓内提供护理服务。 

顾客

Pelaburan Hartanah Berhad (PHB)

位置

马来西亚吉隆坡安邦市安邦路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进行中



本扎拉河住宅 
本项目的是互联解决方案的一个极佳例子。项目用地毗邻一
家急症医院，它将一个医疗商场、老年护理服务区域、独立
生活公寓和各种社区空间融合在一起。   

其老年护理区域包括210张长期护理床和60套护理公寓，上
述都是围绕小房子模型设计的，与国际著名设计蓝图为标准
同步。  

其210间独立居住公寓拥有面积较大的公共区域，旨在满足
那些习惯于外围郊区生活方式的居民。 另外，各层住户可享
受到周围森林和远眺高地的景色，提升住宅区的奢华体验。 
独立居住公寓以社区为中心。方案规划针对社区整体问题，
如社会隔绝，安全保障和便利性等，营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
的居住环境。 本项目的公寓是专为老年人而设计的，无论何
时需要，都可以在公寓内提供护理服务。

顾客

Pelaburan Hartanah Berhad (PHB)

位置

马来西亚吉隆坡taman tun Dr Ismail
本扎拉河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进行中



彩颐居 
彩颐居是香港政府的试点项目，位于一座混合用途的老年公
寓大楼内，由333个单元组成。该建筑裙楼配备有社交和娱
乐设施；并提供医疗及零售等配套服务。项目中汤姆生艾德
赛公司提供专业老年护理顾问服务，为建筑师和运营商提供
设计和管理方面的建议。

户型的设计是坐卧两用的一居室公寓。电梯和楼梯中心系统
分为三组，以优化居民和员工的使用体验同时方便维护。平
台层和“空中花园”上建有景观花园，用作安全的娱乐场所与
静谧的疗养空间。精心的规划和设计使得社交、娱乐和治疗
服务能够完美融合在同一栋大楼中。重点区域包括餐厅、图
书馆、综合诊所、休息中心、游戏和活动空间、会议空间和游
泳池/水疗中心。该设施的设计旨在整合日间服务，与社区 紧
密联系，促进社区意识。

委托方

香港房屋协会

地址

香港佐敦谷

服务

老年护理顾问

进度规划

2004年完成



北京双桥恭和苑养老社区 
双桥恭和苑位于北京四环路附近，由350套独立公寓组成，
包括多间工作室以及一居室和两居室公寓。

毗邻一家60张病床的老年医院，区内提供以“节日”为主题的
便利设施，方便老年人独立生活。期间将举行各种庆祝活
动，这将加强居民对社会的归属感，致力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的老龄化社区圈子。

委托方

乐成集团

地址

中国北京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完成



雷德蒙公园 
这维多利亚皇家共济会的项目位于墨尔本，对现有场地作
全面翻新，该场地最初建于20世纪60年代，现有一座即将
废弃的疗养院。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与市场分析师、理财规
划师以及营销和品牌顾问合作研究之后，“雷德蒙公园”诞
生了。与业界预期相反，这些公寓是按期房出售的，其中
一处计划建设的社区位于一所大学附近。这个项目大获成
功，成为 业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本项目底层设计为专用共享区域，旨在促进融合和社交联
系，另外还设有户外餐厅、酒吧和书房、商业中心、美发沙
龙、工作室和体育馆。

委托方

皇家共济会有限公司

地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卡尔顿北部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09年完成



孟席斯 
孟席斯是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五星级退休养老发展项
目，位于马尔文市中心，属于专属购物区，与当地市政区相
邻。这是退休养老生活方式选择的一个早期优秀例证。

项目场地位于市区黄金地段，利用建筑分层连接住宅外的
社区，建筑其中4层位于格伦费里路前，6层于现场用地的
中心。其外观看上去像一个豪华酒店，它与周围建筑外观相
连，却能让住户一眼识别出来。

124套高档公寓均配有公共设施，其中包括孟席斯俱乐部
（Club Menzies）、健身房和游泳池，以及一个医疗中心。所
有公寓都旨在为55岁以上的客户提供更好的生活，而精巧的
设计让有眼光的居民能够在此安心养老。

委托方

Multiplex

地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马尔文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1999年完成



Streeton 公园 
这座退休村位于滕街的无尾巷，俯瞰亚拉河畔茂密的树
叶。从海蒂墨尔本现代艺术博物馆走一小段路，便到了历
史悠久的墨尔本精英艺术团体中心。此项目对具有文化背
景的赞助人来说，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愿景。

退休村建有85套高级独立公寓，还设有各种各样的社区服
务。包括几个休息室、一个商务中心、一家高级餐厅、咖啡
馆、健身吧、沙龙和健康中心，每套公寓有一个停车位。整
个退休村共有20多种公寓布局，从一居室公寓到三居室公
寓，售价从58.5万美元到125万美元不等。市场研究称该退
休村吸引到的关注可能主要来自创新者。它的概念、内部
和许多小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设计审查，以确保产品完美
地投放到目标市场。

委托方

Royal Freemason Ltd

地址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6年完成

奖项

2017年第五届亚太老年保健创新奖
入围-最佳银色建筑





龙柏花园 
TriCare在龙柏花园的新建筑项目时特别与黄金海岸的度假
村和酒店保持一致的外观，形象与风格。

项目主要重设主入口，扩张新翼和增设社区设施。无论是住
宿套房还是公共活动范围都设备齐全， TriCare都可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让用户能够在此安心养老。提该设施的规划重
点是提供以人为本的护理。人员配置主要分为几个集中区
域，并将有关主要配套设置于基础架构以解决技术难题。

TriCare龙柏花园可提供高素质的住宿护理和舒适的服务。

委托方

TriCare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清除岛海域

服务

建筑与室内设计

进度规划

2017年完成



Aveo Durack老年护理 
Aveo Durack是一家拥有123张床位的住宅型老年护理机
构，是一所楼高三层的当代建筑。它建在一个现有的退休村
的边缘，这个建筑是场地扩建的一部分。透过这次扩建工
程，Aveo可为客户提供各级服务。

此项目以两个内庭院为中心，居住空间则围绕在外。为了提
供适合住户的居住环境，Aveo可根据个人需求选出房间大小
以及室内装修风格。本项目设计巧妙地利用高层的中央位置
为公用活动空间，以便让一切市容可尽收眼底。

委托方

Aveo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杜拉克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



汉中兴汉中澳颐康国际护理院 

本项目位于汉中市兴汉新区西翼的核心区域，是片区发展
的领航者。项目以4H理念为核心，融入中国传统的规划手
法，引入核心水景，展现水湖特色，创造开放式的融合社
区，建筑风格融合汉文化特点，打造西北地区标杆性的国
际养老护理院。

委托方

汉中市政府

地址

中国，汉中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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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
我们在医疗建筑设计方面有超过40年的经验，从小型的社
康中心至国际化的三级医院均曾参与设计。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曾设计的医疗建筑项目，大部分属于对现有棕地的扩建与
重新规划。因此对于在项目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阶段性影响与运营策略，我们具有非常丰
富的经验。

我们能够提供世界一流的，包括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医疗设施，以此来促进与提升项目甲方的
参与度与满意度。同时我们将医疗建筑设计的规范与实践经验融入到各个项目的整体策略
中，来延长项目的使用寿命。

无论是扩建一处设施，改造现有区域或新建综合设施，合理的功能分区都能保证每个设施
的高效运行。我们充分了解周边环境对于人们感受的影响，并能提供满足每个病人需求的设
施。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凭借澳大利亚和国际
的经验，结合对当地市场的条件和了解，制定出最优
化的解决方案。

作为决策者，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有特殊需要的群体、
当地社区的利益以及法律框架。

我们与当地顾问和医生合作，包括临床医学专家、工
程师、医生、注册护士和医疗管理人员等，通过我们
的专业度赢得了国际声誉。通过这些合作累积的经
验，我们可以确保设计方案能够适当地解决个人客户
的资源问题，完善个人社会背景资料，并产生功能性
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成果。

除新兴市场的趋势和疾病模式的多变性以外，医疗设
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也使得医疗建筑设计过程变得
极其精细与复杂。

虽然政府的准则和标准有助于设计者解决特定的准则
性问题，但这些信息远远不足以帮助设计者创造一套
灵活而精细的医疗建筑设计方案。

我们的设计方案使每个医疗项目具有灵活性和前瞻
性。我们功能分区规划的成果是极具针对性和适应性
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遍的设施规划。这种多学科性
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决定是否扩建一处设施，改造现有
区域或新建综合设施。

方案设计的过程是由一组专家通力合作的，他们相信
成功的建筑方案是以一致同意的概念设计为前提的，
同时满足所有运营条件、业务驱动因素和监管要求。
我们有能力理解客户的功能需求并解决至关重要的运
营问题，因此我们有信心在澳大利亚与海外其他国家
的为公立与私营机构提供最优化的医疗设计方案。





广华医院 

广华医院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拥有50年多历史的医院。此项目项目
的重建计划包含两个主要阶段。

整个医院重建计划的周期为十年，在施工期间医院所有的设施都保
持正常运行。

三级医院的所有现有设施将被替换。

新建设施包括一个中医门诊诊所；中西医结合住院病房；临床实验室
(包括一个中医实验室)和放射设施；设有紧急医疗病房的急诊科；非
住院护理服务；住院病房，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

第一阶段工程正在施工中，计划于2020年竣工

委托方

香港医院管理局

地址

香港，九龙

服务

建筑、医疗规划

进度规划

在建

工程价值

140亿港币/25亿澳元

“这次重建将使广华医
院成为香港最大的现代
化医院之一，重建后的
广华医院将拥有1200多
张住院病床和400多张
日间病床。”





圣保罗医院 

委托方

香港建筑署

地址

香港，天水围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第1阶段 2009年完成

第2阶段 2017年完成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与香港P&T建筑设计公司合
作，共同重建圣保罗医院。其间，我司在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
之后，进一步提供了全面的建筑与医疗规划服务。

其设计难点在于，其重建基地是一个狭小的岛状区域，同时
在施工期间仍需维持医院现有的医疗服务。此外，该基地周
边还有教堂、修道院和小学等建筑。因此，重建工程亦不能
影响周边建筑的正常使用。最终的总体规划方案是医院重建
工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在基地东北处建造一
座26层、8万平方米的临时医疗大楼。其设计遵循“持久、兼
容”的原则。该医疗大楼含450张床位，待其建设完毕，将具备
所有齐全的医疗功能。在第二阶段完成时，整个医院的所有
服务都将就绪，而临时医疗大楼将改为行政设施、培训设施
及私人咨询套房。



荃湾港安医院的扩建部分位于一块倾斜的狭长地带，其设
计、建造存在一定难度。扩建前的医院包括一座20世纪60年
代的建成的内含130张床位的医院大楼、一所护理学校、一座
10层行政大楼和员工宿舍。

公司将拆除护理学校和行政大楼，并新建一座医院大楼，以
容纳新的病房、门诊、专科医院、日间手术中心、手术室、各
种医疗服务、礼堂和停车场。重建计划将分两个阶段执行，
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作。

委托方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荃湾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4年完成

荃湾港安医院



油麻地专科门诊大楼
油麻地专科门诊大楼的设计致力于实现真正的医疗保健服
务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诊所不仅立面设计美观，并且内部空
间功能实用，利于患者康复。

油麻地专科门诊大楼是一座11层的建筑，内含全新的直线加
速器设备、扩建的五个非住院护理服务部门、附属设施、新
的景观区与廊桥，属于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新建筑群的一部
分。设计理念充分考虑到了自然光照、噪音和接触自然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该设计利于家属探望与患者的管理、安全和
便利。宽敞的观景露台可供患者避暑、观景，助其康复。

委托方

伊丽莎白女王医院

地址

香港，九龙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规划中



汤斯维尔医院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HPI (TAHPI)公司和Cox 
Rayner公司受聘于制定汤斯维尔医院的园区总体规划。该
规划评估了医院园区的备选方案，同时考虑了临床服务计划
中的服务、人口统计资料、未来趋势和现有设施。在后期的
建造过程中，总体规划的主要原则得到了印证，该原则要求
考虑现有和日后新基础设施的寿命及其改装、扩建和重建的
情况。

在总体规划设计完成后，TAHPI公司和Cox Rayner公司受委
托为第一阶段重建工作提供全面的建筑和医疗规划服务。该
阶段包括重建急诊部、新建含34张床位的住院病房和扩建
现有医学成像部门。

 

委托方

昆士兰政府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汤斯维尔

服务

建筑、医疗规划

进度规划 

2016年完成第4阶段



新加坡综合医院 

P&T咨询公司和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受邀进
行“SGH园区社区医院场地综合开发的可行性研究”。该项目
包括新建一所拥有500张床位的社区医院、SGH园区配套运
营设施、SGH园区门诊康复中心、SGH行政办公室和停车场
设施。

新加坡卫生部要求建设一个独特、高度合作、吸引力强的综
合医院，其员工工作邻近病患，以更好地为病患提供临床服
务。在委托方、顾问和用户组进行会议后，决定将主要部门
间的衔接及流线从SGH园区移至社区医院。最终，这些更改
无论在宏观与微观的尺度上，都成为了影响整个医院的功能
的关键因素。通过这些工作，一个更佳的方案随之形成，即
建设一座17层高的台塔式建筑，包括3层地下室、6层平台和
11层塔楼。此外，建设工作充分考虑到了临床学上的垂直衔
接和高效流线，以及该建筑是否符合非临床运营的要求，是
否与通往现有及未来SGH园区的通道、桥梁和隧道相兼容，
是否符合各种权限要求。该工程被视作对OCMP未来园区的
合理扩展。

委托方

新加坡卫生部

地址

新加坡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2年设计完成



义顺社区医院 
该建筑为一所含428张床位的急诊医院，其设计与施工具有
高度适应性以支持日后扩建。其主要目标为，通过世界顶级
医疗设施，促进医疗服务创新，并提升医疗教育和培训质
量。

根据计划，医院将分模块建设，并通过中央绿色中庭大厅相
连。中央大街堪称社交、互动与协作空间的典范。新医院还
将与Khoo Teck Puat医院的其他活动和特色密切联系。

中央大厅既是对现有医院的补充，又独具特色。该地点具有
特殊意义，可提供高质量的开放空间，让病人、员工和来访
者得以消遣、休息和放松并远离临床环境。中央大厅以“绿色
治疗”为原则，被亲切地称为“雨林小径”，周围高度绿化。

委托方

MOHH/新加坡卫生部

地址

新加坡

服务

建筑、医疗规划

进度规划

规划中







槟城港安医院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受聘制定槟城港安医院的
战略规划。公司多项该医院的建筑项目，其中包括新建透析
中心、专科诊所、肠胃病中心和港安医护学院。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和HPI (TAHPI )公司最近共
同完成了槟城港安医院的2038年战略总体规划。目前正在执
行该工程的第一阶段工程，其中包括一个综合肿瘤中心的建
设。该项目的后续阶段包括新建一个平台层，其中包含酒店
式大厅及医患配套设施、扩建手术套房、扩建医学成像设施、
新建日间手术室、扩建肿瘤部门、新建一座拥有300张床位的
住院楼。

槟城港安医院的设计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将成为马
来西亚各地医疗建筑设计的新模范。

委托方

槟城港安医院

地址

马来西亚，槟城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6年设计完成



双威医疗中心 
双威医疗中心成立于1995年，并迅速成为吉隆坡一流的的私
立医院。该医院聘请汤姆森艾德赛公司进行医疗服务研究和
总体规划。随后，医院根据该规划于2009年完成扩建。

医院在扩建施工过程中仍需要保持正常运营，因此在设计
和分期建设方面需要预先进行精密的筹划。医院新建了40
多个专科诊室，其中包括耳鼻喉专科、显微外科和体外受孕
专科。此外，医院新建了一座重症护理翼楼，扩建了手术室套
房，新建了日间就医套间和配套设施。另外，医院增加了一
个住院病房翼楼，病床总数由180张增至240张。医院的其中
一个特色为五星级酒店品质的会议中心，该中心可容纳600
名会议代表。该扩建工程还包含一个含500车位的多层停车
场。

委托方

双威医疗中心

地址

马来西亚，森加洛尔，八打灵再也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09年完成



委托方

泰康医院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5年设计完成

同济泰康医院大楼

本项目位于武汉市汉阳四新地区，紧临连通港城市生态生
活廊道。配合周边环境，此方案以河岸梯田为总体设计理
念，将自

然生态景观有机渗透到建筑中，给医护人员和患者创造出
有利于临床护理和康复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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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懂得不
断变动的商业形势所带来的挑战，并致力
于为日新月异的业务和客户需求创造灵活
的空间。我们的建筑能够为客户带来最大
的经济效益。

我们已完成众多项目，包括“未开发地区”的建设以及大型中心的相
继重建。

我们采用流动的设计方法，以适应不同的需求和环境。例如，我们
了解到，中心市区的居民希望重建“街角商店”，以满足其购买杂货
的需求。这是一种便捷、友好、舒适的一站式商店。我们明白，这些
地方的零售商希望其设计能实现人流量高，购物门槛低，光顾次数
多。

运营年数

完成项目

零售

招待

产业





本项目是一个包括全产品线的超级市场、商店、医疗中心、
办公场所和停车场的综合商业社区中心。

这个被专家预测将成为加速里普利发展的催化剂的项目占
地9400平方米，未来十年内将在昆士兰州持续快速发展。

由于其可持续的设计和建设，本项目获得了五星级绿星评
级。汤姆生艾德赛的客户Sekisui House将可持续发展的特
点视为里普利城市中心的主要目标。

汤姆生艾德赛将继续与Sekisui House合作进行项目二期设
计，包括与里普利城市中心的发展相关的老年人居住和康养
区。

里普利城市中心一期

委托方

Sekisui House

地址

伊普斯威奇，昆士兰州，澳大利亚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8年设计完成



本项目是澳大利亚购物中心重建工程，在黄金海岸传统CBD
的核心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和当代零售经验的多层次区域
中心。它已经成为更广阔的南港地区恢复活力与复兴2018联
邦运动会的催化剂。

汤姆生艾德赛的工作包含购物中心斯卡伯勒街外立面及入
口的升级改造。它还包括G入口连接轻轨与唐人街的界面，
这是对科尔斯的一次重要扩建，以及对内部设施、美食广场
与购物中心的改造。

我们精选的设计元素反映了由已建立的澳大利亚fair metro
购物中心的重大改造到斯卡伯勒街的西侧。澳大利亚fair 
metro购物中心此前早已不堪重负，大多空置。我们对商场
和入口的设计进行重新调整，以创造更好的客户流量。

澳大利亚购物中心和澳大利亚fair 
metro购物中心

委托方

YFG购物中心

地址

黄金海岸，昆士兰州，澳大利亚

服务

建筑及室内设计

进度规划

2017年完成



浠水三角山风景区商业街设计 

项目位于中国湖北浠水三角山风景区入口服务区，作为商业
组团核心。建筑布局结合水势和道路，弯曲多变，灵活布
局。在高度上建筑依山势形成多个层级，并层层变高。公司
从项目拿地阶段开始参与，负责项目全程规划、设计深化、
建筑设计、景观设计、项目施工图、项目建设等各阶段工
作。

委托方

浠水政府

地址

中国，湖北，浠水

服务

建筑，规划

进度规划

2016年设计完成



洪湖商业街建筑设计

项目位于洪湖老城区核心商圈，紧邻内荆河，景观条件
优越。作为洪湖市滨河形象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设计阶
段考虑洪湖本地文化、建筑特色为其设计了独特的整体
风格；结合整体风格，设计每一栋建筑，使每栋建筑各
不相同又和谐统一；景观配合整体风格设计；并将建筑
设计与场地建设条件相结合，提供可实施的建筑施工图
和景观施工图。

委托方

钰程

地址

中国，洪湖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汉阳齿轮厂地块设计 

本项目位于汉阳区汉阳大道以南、五麟路以西。功能规
划有商务办公、沿街商业和高品质住宅，设计采取首层
商业及内街的空间组合模式。高品质的超高层住宅，不
仅极大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形成丰富的内庭景观花
园，与现有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公司从前期策划开始参
与，负责项目规划、深化设计、建筑设计。

委托方

洪江地产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6年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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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万隆城市广场 2014

该项目是建筑改造项目，改造后是一个综合的购物中
心。一层为超市，二三层为休闲零售，四五层为餐饮娱
乐，六层是屋顶运动区。整个建筑室内动线清晰，空间
灵活。建筑外立面采用复合铝板玻璃幕墙，高档大气。
公司从前期策划开始参与，负责项目规划、深化设计、
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项目已建成并投入
使用。

委托方

万隆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4年设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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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通过甲方的协作参与，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营
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可激励员工并促进其工作、业务、健康与
幸福。
 
效率和灵活性是任何成功工作场所的标志。从概念发展与总体空规划，到装饰、配件、颜色和装
饰的选择，都确保设计在功能和美学上保持平衡。

我们也常在任务书的要求和预算与功能及美学需求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倾听客户的需求并让他
们参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制定出最符合他们所要求的设计。对于室内设计的客户，我
们也能为其完成符合他们的室内设计。

智能、可持续的设计就是高效的设计，我们在节省运营费用的设计实践上拥有丰富经验。我们充
分了解国内与国际行业形势，以确保设计始终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在工作场所设计方面的经验包括许多优质的高级办公室内设
计，例如格里菲斯大学、迪肯大学，查尔特大学和昆士兰大学的室内设计。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所设计的港口中央1号港务局办公楼（澳大利亚五星绿色建筑
评级），荣获美国建筑师协会Beatrice Hutton奖。同时也荣获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区域表彰。

获奖:布里斯班港务局 (五星绿色建筑设计)





环境保护局 
本项目是昆士兰州最大的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局对环保
工作高度重视。设计目标是为建设成环境保护局的完美和标
志性建筑。新建筑包括底层的公共教育、培训和工作室，以
及高楼层的环境保护局南莫尔顿湾现场工作人员的行政办公
室和操作基地。

建筑位于绝佳的海滨，这为制定一个建筑、环境完美融合的
设计提供了可能。战略性屋顶照明条为80%的工作时间提供
自然光。大型全长窗和宽阔的上层甲板充分利用了周围水
景。甲板还为非正式工作活动及员工社交提供了良好环境。

委托方

布里斯班港口公司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班，曼利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09年完成



港务局 
简单、开放的办公地面使工作人员得以欣赏整个港口及周围
景色。游廊为室内空间遮蔽日晒，并以室外空中花园和阳台
来提供露天空间。设计高度重视舒适感，营造了绝佳的工作
环境，使工作人员舒适自在，便于观景色、透风、呼吸新鲜空
气。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受了挑战，即在针对地方、区域环境的同
时，满足布里斯班港独特的文化、组织与社会要求。最终，我
们设计出了一个灵活、积极、诱人的空间，该空间充分考虑到
人的健康、幸福，以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多个综合系
统，该建筑已荣获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协会的五星绿色设计
评级。

委托方

布里斯班港口公司（Port of Brisbane 
Corporation）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渔夫岛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0年完成

奖项

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布里斯班市地区
表彰（2011年）

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协会为本次设计与施
工授予五星绿色评级



CUA信贷联盟银行卡林代尔分行 

位于卡林代尔（Carindale）的这家信贷银行分行是汤姆生·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客户CUA信贷联盟银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
广的试点。CUA信贷联盟银行想要一个区别于其它银行分行、独
具特色、顾客喜爱、将顾客与社区紧密联系的空间。我们设计的成
果摆脱了传统的交易银行模式，将顾客与社区紧密联系，并促进
人际互动。

该设计源于咖啡厅，而并非银行，其内部特征包括双层窗户、垫脚
软凳、盆栽花园、长凳座位和宝丽来墙，描绘了CUA信贷银行给的
顾客的生活体验。

在客户简报中，客户反馈道，分行和信贷联盟银行十分无聊、乏
味。我们将这一点定为整个设计过程的根本因素，并构想了一个温
暖、有机、友好的空间。除了营造这种温馨的气氛外，我们还刻意
用巧妙的设计手法把常见的安全设施设的外观弱化（但并无弱化
了保安系统）。也通过巧妙的手法把柜台交易设施加以乔装以及
取消了刻板的顾客队列。

委托方

CUA公司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卡林代尔

服务

建筑，室内设计

进度规划

2012年完成

奖项

2013年澳大利亚室内设计零售奖（2013 
Australia Interior Design Retail）候选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布里斯班工作室 2016



湖北上海商会“上海大厦”

该项目坐落于武汉市汉阳区四新组团，设计如同两只击
掌的手，在空间形态上形成特色鲜明的视觉地标，在功
能上依托上海商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构建“在汉沪商
总部首席商务空间”。

委托方

上海商会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北京三间房文化综合体项目

项目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整体规划策略为“新丝绸之
路”，并以两条轴线贯穿整个基地：包括一条结合文化旅
游商业功能的轴线，以及长达500米的巨型屏幕活动展演
空间，来展示丝绸之路的各种特色文化。同时在两条轴
线的尾端设置了高120米的地标性酒店塔楼，该塔楼造型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字“人”，寓意“以人为本来弘扬丝绸
之路上的各种特色文化”。

委托方

钓鱼台美高梅酒店集团

地址

中国，北京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康佳集团B1B2地块

康佳集团联合跨海侠集团共同合作，为满足在武汉区域
的发展需求，拟在汉阳四新片区建设以商务为核心多物
业协同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生态复合综合体”。项目以促进
商贸合作，引领区域发展为发展定位，承载总部办公、
商务办公、商业配套及生活居住等四大功能。在建筑造
型上，项目以“扬帆起航”为设计理念，在空间形态及立面
造型上呈现出雕塑般的即将启航的船帆形象，融入企业
标识，象征着康佳未来转型升级发展的趋势，以及四新
地区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构建 “产业集聚、功能完善、
环境优美的城市综合体”。

委托方

康佳集团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8年设计完成



九江万达项目

项目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周边公园景观资源，规划
采用超大间距花园式围合布局，建筑采用公建化立面设
计，打造现代化，集商业、住宅、高端酒店于一体的高
品质社区标杆。

委托方

万达集团

地址

中国，九江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教育+社区
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可改善教育体验。

汤姆生 · 艾德赛（ThomsonAdsett）与客户一道完成了500多个
教育与社区项目。

这些项目证明了我们非常清楚教育对年轻人的影响。

- 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有幸获得17项教育设计大奖。

- 我们的成绩证明了我们工程的优秀质量。在察尔斯特大学工程大楼的建设中，我们荣 

             获“2017年国际教育项目可持续建筑奖”。

- 我们的建筑师、教育顾问、室内设计师和技术人员经验丰富，对新建筑和旧建加新项目都得   

             心应手。

- 我们的设计倡导互联式建筑，善于利用各部门的技术和优点，为客户带来最佳方案。

- 我们善于使用非传统采购方式交付项目，例如设计和建造以及早期承包商参与。

- 我们保证充足的资源、协调和审查，使项目取得成功。

- 我们具备专业知识，可提供完整服务，包括和教师合作开发教育设计。

- 我们提供高效的技术，提倡人为本的方式来进行用户组协商，促进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在建筑信息建模( BIM )中，我们采取最佳的技术与程序，确保项目的过硬质量。

我们的“一个工作室”的理念汇集了来自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广泛专业知识和经验。我们运用这些经
验的研究、理论和发现来完成您的项目。

 我们相信教育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的
责任即为设计对教育有帮助的空间。





博因 · 坦纳姆纪念公园 
博因·坦纳姆纪念公园位于格莱斯顿（Gladstone）附近，该项
目从探索建筑基地的特点和追悼仪式的过程开始，平衡两者
的关系，形成了能够提供追悼服务的场所。

公园的主要组成是两面景观墙和一座避难教堂，其设计极
具吸引力，而不受宗教信仰的束缚。建筑被灌木丛包围，偏
离了中心轴，朝向河流入口。弯曲折叠的形式巧妙地定义了
这个空间。教堂中有的80至100个座位，给来客自我反省和
思考的空间。

带窗口的两面景观墙方便游客观赏远处的丛林景色。

委托方

卡利俄珀郡议会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博音岛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07年完成

奖项

2008 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协会，昆士
兰州年度建筑奖



厄尔·佩吉爵士图书馆与教育中心  
本项目将一个未充分利用的铁路停车场变为充满活力、有
价值的公共设施。这座建筑包括图书馆、区域图书馆管理
中心和南十字星大学的外联设施，并借此体现理事会的公
共服务电子化的方案。在我们分别提供两个选址的概念方
案后，最终将地址定为格拉夫顿中央商务区。建筑设计满足
该地的防洪要求，通过螺旋式楼梯与地面相连。图书馆中
的人可以透过整座大楼的玻璃幕墙看见公共停车场和大街
上的景色，而而混凝土墙则为内部空间遮蔽刺眼的西方日
照。东北面的摇控门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视野
和光照，同时保护他们免受高架铁路的影响。图书馆内部空
间的设计遵循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原则。大面积开放式地板
将被动监视与互动最大化，带来了一种开放感和参与感。 

委托方

克拉伦斯山谷理事会

地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格拉夫顿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4年完成

奖项

2014美国建筑师协会国家分部——
新公共及商业建筑表彰



昆士兰州立篮网球中心位于内森现有的昆士兰体育中心（昆
士兰澳大利亚南部中心）园区内，是一个新建的室内篮网球中
心，含8个球场。该中心将为昆士兰火鸟（Firebirds）篮网球队
提供训练和比赛场地，并为昆士兰篮网球队提供行政基地，
即昆士兰州篮网球管理机构。该中心还将作为社区篮网球场
地，举办地级至国际级赛。

篮网球中心在昆士兰体育馆的指导下建设，这所体育馆将拥
有该中心的所有权。

篮网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女子参与的体育项目。篮网球中心
吸引着有共同兴趣和志向的运动员、管理人员、教练和观众。
它的氛围和功能鼓舞和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年轻女性。昆士兰
篮网球中心必将成为真正的“篮网球之家“。

昆士兰州立网球中心

委托方

Hansen Yuncken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班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施工中



汤姆生 · 艾德赛（ThomsonAdsett) 受委托为图书馆制定翻
新计划，并办理相关资金申请。这项设计彻底改变了现有图
书馆与工作人员的区域。

该项目包括新建两个中层楼和一个主要的图书馆底层空间
的全面改造。我们的设计提供了各种正式、非正式、技术、协
作和研究性空间。详细的规划已经为客户实现了超出最初预
期的楼层空间。

设计还包括新电梯、改造后的接待区域、多功能空间和安静
的自习区。

该图书馆是学校社交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空间设计、规
划与分区可满足学生学习与其它需要。

项目堪称针对建筑特点设计，最大化利用现有建筑资源的范
例。该设计具有选择空间，且足够灵活，可支持多种学习模
式。

委托方

萨默维尔女校（Somerville House）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班

服务

建筑，室内设计

进度规划

2018年完成

萨默维尔女校西摩图书馆  



度假圣地+休闲
 

我们在澳大利亚和整个亚太地区设计了
美观的项目，为客户创造财富，提供便
利，带来舒适。

无论时尚的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还是总体规划设计与可行性
研究，我们的方案都能够帮助您在项目的每个阶段实现经营目
标。

我们的所有项目都应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系统，以确保您的度
假村或酒店业务能够顺利而高效地进行。我们的综合学科团队
利用全面的专业知识，在住宅、商业和酒店设计中构造美妙的
生活体验。

我们设计的环境能丰富人们在度假村和酒店的生活。我们相
信，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其提供的服务，还取决于员工
和顾客在该企业的体验。这是人类情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可
以影响客户的决策，并给您的企业注入信心。

我们的豪华度假村和酒店项目都是根据这一点设计的。我们会
考虑到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运营规划和工作效率。

我们与建筑师、工程师、酒店运营商和服务部门保持密切联
系，以确保为客人和酒店运营商带来最佳成果。我们运用我们
的知识来营造友好而高成本效益的环境，以服务于用户和员
工。我们通过利用最先进的环境、材料和技术，致力于确保酒
店和企业的可持续性。作为我们服务的一部分，我们的设计采
用整体模式——从项目的初步设计阶段至后期日常运营，都始
终如一地提供优质设计服务。

精选度假胜地&休闲体验

度假&娱乐区，斐济

新南威尔士，堤维德岬(Tweed Heads)，象牙酒店(Ivory Hotel)

萨摩亚，陶美西纳岛度假村（Taumeasina Island Resort）

巴布亚新几内亚，洛奥塔岛度假村（Loloata Island Resort）

龙目岛，塞蒂亚别墅（Setya Villas）

新加坡通用公司（Singapore Mixed Use）

文莱，住宅与零售概念区（Residential and Retail Precinct 
Concept）

巴布亚新几内亚，湾畔公寓（Bayside Apartments）

巴布亚新几内亚，闲置湾庄园（Bootless Bay Estate）

巴布亚新几内亚，昆加酒店（Kiunga Hotel）项目

巴布亚新几内亚，霍恩湾酒店项目（Huon Gulf Hotel 
Development）

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私人休息室（Private Lounge Port 
Moresby）

巴布亚新几内亚，皇家巴布亚游艇俱乐部（Royal Papua Yacht 
Club）

巴布亚新几内亚，ANG房屋（ANG Haus）

巴布亚新几内亚，艾沃斯公寓（Airvos Apartments）

巴布亚新几内亚，瓦伊加尼中央发展公司（Waigani Central 
Development）

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太平洋运动村概念公司（South Pacific 
Games Village Concept）

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波市场重建（Kokopo Market 
Redevelopment）

印度，拉迪森蓝概念公司（Radisson Blu Concept）

昆士兰州,麦凯美居套房（Grand Mercure Suites Mackay）

昆士兰州，道格拉斯港弗拉格斯塔夫展馆（Flagstaff Pavilions 
Port Douglas）

昆士兰州，卡斯特威湾（Castaway Cove）

昆士兰州，坎贝尔街酒店（Campbell Street Hotel）

昆士兰州，袋鼠角（“K.” Kangaroo Point）

新南威尔士，拜伦商场（Mercato on Byron）

昆士兰州，三车道西概念区（Three Lanes West End concept）

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郊多功能概念项目（Brisbane City Fringe 
Mixed Use Development concept）

昆士兰州，东达林港总体规划（East Darling Harbour Master 
Plan）

昆士兰州，格拉德斯通中央商务区复兴规划（Gladstone CBD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昆士兰州，格拉德斯通娱乐中心（Gladstone Entertainment 
Centre）

昆士兰州，凤凰南布里斯班多功能区（Phoenix South Brisbane 
Mixed Use Precinct）

新南威尔士，悉尼，岩石咖啡屋（Hard Rock Café）

昆士兰州，汉密尔顿港边亭（Hamilton Portside Kiosk）



洛洛塔岛度假村 
洛洛塔岛是一个狭长的小岛，岛上有一条倾斜的山脊线。该
度假村的设计遵循洛洛塔岛的风俗，与周边环境完美融合，
以此减少对当地的影响。

建筑范围已最小化，以减少工程对该岛居民区的影响，同时
控制“无计划”发展中建设基础设施和工程网络的成本。未开
发地区将改建为娱乐区及自然保护区。项目的紧凑设计也使
得酒店套房与中央设施间联系更为紧密。而自给自足的私人
别墅则远离中央设施，以保证别墅宁静的氛围。度假村的设
计为誉为“岛上画廊”，规模宏大，展览空间充足，精致美观，
为顾客带来奇妙而难忘的体验。

委托方

Lamana Developments

地址

巴布亚新几内亚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施工中



陶美西纳岛度假村 
新建的陶美西纳岛度假村的设计旨在尽可能减少对现有岛
屿地形的影响，使建筑与岛上自然景色完美融合。

项目的主要挑战在于尽量减小建筑的占地面积。为此，岛上
居住区的设计亦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同时，为了避免建筑破
坏自然景观，建筑的楼层不得多于两层。

委托方

Lamana Developments

地址

萨摩亚，陶美西纳岛（Taumeasina 
Island）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2016年完成



信风酒店 
该项目为凯恩斯现有酒店群的翻新、提升和扩建。信风酒店
将成为“Crystalbrook酒店（Crystalbrook Hotels）” 系列的第
一家酒店。该设计为运营商考虑了现代奢华风格、环境保护
意识以及对当地环境的回应。

整体工程包括250多个现有房间的翻新，新建一座13层、含55
个房间的塔楼，配有全景屋顶酒吧。信风酒店将重新定位，
以巩固其在昆士兰州北部旅游之都的地位。

委托方

Crystalbrook Collection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施工中（2018年完成）



贝利酒店 
这是一家配有217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充分融合了凯恩
斯丰富的艺术文化及背景。酒店设施中共有五家餐厅和酒
吧，其中包括特色牛排餐厅和烧烤店。Abbott街（Abbott 
Street）为顾客带来了一种富有艺术性和量身订做的体验。
该项目成为了Crystalbrook酒店和度假村系列的又一座基
石。

Abbott街具有活跃的街道空间，其建筑灵感源于丰富的热
带环境，必将带给顾客极富个性、奢华与艺术的难忘体验。

委托方

Prime Constructions for Crystalbrook 
Collection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凯恩斯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施工中



坎贝尔街酒店 
坎贝尔街酒店（Campbell Street Hotel）的设计旨在达到公
共建筑领域的卓越标准，保证环境可持续性和设计质量。

该建筑将地面层空间延伸并增至四层楼高，以创造一个
宽阔的公共区域，该区域被喻为“城市丛林（The Urban 
Jungle）”。

可持续发展顾问Ashburner Francis已制定创新型筹资战略，
以构建最佳工程系统，这将减少建筑70%的一氧化碳排放。

据设计，该建筑将由大规模生产的模块建造，这将使建筑更
加精确，使其隔热水平达到目前BCA规定的两倍。

委托方

Auscom Projects Pty Ltd

地址

澳大利亚，昆士兰，布里斯班

服务

建筑

进度规划

工程已审批



城市设计+总体规划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拥有
卓越的总体规划设计经验，对建筑、景
观、城市设计有着其独特的观念。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对于复杂的项目长期开发策略
十分专业。我们将通以下方式为客户提供创意：

  •   讨论思考并理解客户的想法意图

  •   通过对建筑与景观的分析了解现有资产的剩余价值与潜力

  •   融入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   将客户的设计意图要求纳入总体规划

  •   我们构思长期愿景并制定了短期和中期所需的相关措施

我们提供客户群体咨询的经验技术可以更充分的理解客户的生活
经验及其想法。我们将从这些咨询中提供可量化的结果，使我们的
设计师能后设计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黄家湖地铁小镇城市设计 

黄家湖地铁小镇位于武汉市江夏黄家湖畔，我们围绕“
水湾，学校，国际”为主题，通过分析地形，打造
以“C”状水体为特色的地铁小镇，一方面可以疏通水
体，净化水质；一方面又形成了小镇的活力中心。

委托方

武汉地铁集团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宜昌新城设计 

该项目位于宜昌市点军区。规划整合片区区位交通、自
然生态、政策等禀赋要素，融入第四代产业园、养老
社区和海绵城市建设等创新要素，借由天然水域将项目
分为活力产业园和新型养老社区，拟打造一个“宜居乐
业，产城融合”的综合型产业园区。

委托方

中冶南方

地址

中国，宜昌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4年设计完成



金口新城设计

本项目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紧邻长江边，周边生态环境
优美，资源丰富。包含了百年古镇、养老服务、山水居
住和智慧新城，是多功能、复合化的养老新城。

委托方

江夏人民政府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4年设计完成



武汉未来科技城设计

该项目位于武汉市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紧邻严家
湖。本次设计突出功能融合、充满活力的空间开放等特
点，构建城市绿网、运用海绵城市理论打造全年龄段生
态宜居新城。

委托方

东湖高新管委会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5年设计完成



江夏齐心地块规划设计 

本项目将场地划分为核心公共空间、外圈养老居住的布
局形态，打造一个与主城区交通联系便捷的生态花园式
养老社区。公司不仅负责项目的规划，同时还负责项目
的设计深化和建筑设计。

委托方

地产集团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6年设计完成



嘉鱼产业新城门户区城市设计

项目围绕“水、绿、院、岛、文化、智慧”六大主题进
行设计，打造以自然田园为基地，现代农业为特色产
业，以彰显产业新城形象为目标的门户田园小镇。它将
是嘉鱼文化展示的窗口，菁英艺术创作的天堂，居民乐
享生活的港湾，同时更是一种回归自然的健康生活方
式。

委托方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咸宁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7年设计完成



硚口区汉江湾生态谷总体概念规划 

项目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汉江湾，是武汉市“大湖+”生
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示范区，将打造成为以城市湖泊生
态公园为核心、融合大型商贸、创新产业、体育休闲、
生活居住、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城市亮点区域。

委托方

硚口区园林局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8年设计完成



洪湖市内荆河景观方案设计 

该项目为洪湖内荆河一桥到三桥段的沿线景观设计，旨
在提升规划范围内的整体景观品质，结合沿线建筑风格
布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前期概念策划、景观设计和景
观施工图部分工作，并在施工阶段现场指导施工。该项
目与沿线建筑立面改造同步进行，现已基本完成建设。

委托方

洪湖政府

地址

中国，洪湖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5年设计完成



三阳路街道空间改造 

该项目作为武汉设计之都的重点打造区域，为了完美的
诠释设计之都，我们的道路沿街绿量充沛，形成连续树
荫，并且尊重原有的街道尺度，延续原有的舒适宜人的
步行空间。

委托方

武汉政府

地址

中国，武汉

服务

规划

进度规划

2014年设计完成



Chris先生是汤姆生艾德赛公司的总经理，他积极参与持续教育和未来养老社区
的开发。Chris先生也是CommonAge组织的创始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通
过保健与护理服务，来维护整个英联邦老年人的利益。

Chris先生致力于开发未来的老年护理模式，关注新兴趋势以及养老项目类别的
文化和市场变化和发展。

Chris先生是总经理，在塑造和定义公司未来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包括
领导当前业务的品牌的重塑，以及提高公司应对快速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Chris Straw 
总经理，合伙人

David先生是澳大利亚养老社区行业最著名的建筑专家之一，过去30年在澳大
利亚和国际上指导了500多个项目。David先生曾在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指导工程，对国际市
场具有深度了解。90年代中期，他负责建立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在东京和香港的工作室，并在建立公司的国际形象及在经营亚洲区域的项目上
发挥关键的作用。David先生致力于本公司的国际项目，最近与无国界保健组织
（Borderless Healthcare Group）合作设计了一套革命性智能家居技术，这将
改变亚洲蓬勃发展的养老社区市场。

发表的国际论文:《全球老龄化问题的创新项目解决方案——从优质住房到优
质生活（Innovative Project Solutions for a Global Aging Problem - From 
Quality Housing to Quality Living）》——香港房屋协会会议（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Conference），2008年；《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吸取的教训，
我们走向何方（Where we’ve come from, Lessons we’ve learnt, Where 
we’ve headed）》——首尔亚洲银业论坛（Asia Silver Industry Forum 
Seoul），韩国。

David Lane 
名誉主席，合伙人，2018年亚洲
及全球老龄化问题领军人物

核心团队

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的成员都是充满热诚的设计师、思想家、教育家、领导者、设
计师和合作伙伴。我们深信设计师和顾问真正能体现的价值首先是没有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捆绑
住。身为专业的设计团队我们经常尝试焕然一新以人为本的设计方式去缔造用户的要求，体验，
灵感和愿景。我们坚信这是我们与客户合作成功的主要因素。此外，我们也非常着重教育，汤姆生 
· 艾德赛 (ThomsonAdsett) 的团队拥有多元化经验和精悍的专业技术，这也是我们团队热诚，认
真和积极的思想和态度的由来。 



Patrick Ong 
国际养老项目设计合伙人

Patrick先生是澳大利亚领先的养老社区设计建筑师，其工作内容包括老年护
理、辅助生活，尤其是老年独立优质生活。Patrick先生对该行业极为了解，经常
带领专业团队，并透过健全的财务和运营模式来设计方案。在澳大利亚各地的座
谈会议上，他一直担任主旨发言人的角色。他最近在亚洲亦有发言。其设计主题
通常涉及将澳大利亚模式应用于特定地区。Patrick先生过去的工作内容包括城
市设计、度假村、商业项目和企业办公室内设计。过去，他曾于一家著名的建筑事
务所实践，且荣获多个澳大利亚国家级以及国际级的设计奖项。

30多年来，Allison女士一直专注在医疗项目上。她曾负责从25万美元到25亿美
元规模的医疗项目。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她曾是澳大利亚BVN公司的业务总监。
在BVN的时候，Allison女士曾领导建筑团队设计并交付了多个澳大利亚国防部
的大型医疗项目。Allison女士将自己的充分和业界最新知识运用于每个医疗项
目的设计和规划上。她热衷于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推进医疗设施的设计，并充
分融入新的工作实践与技术。Allison女士精通项目交付的各个阶段，从早期的
各种设计汇报至施工期间的管理。

主要项目: 澳门离岛医院（Macau Island Hospital）、香港广华医院重建（Kwong 
Wah Hospital Redevelopment）Allison Hopper 

集团医疗项目总监，首席医疗
规划师

Wei或黄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和荣获多个国际奖项建筑师。他曾在几家著名的
澳大利亚和国外的建筑事务所里、领导和参与过多个大小规模的国内外项目，几
乎涵盖所有建筑和规划项目的类别。Wei先生丰富的工作经验与他优秀的设计能
力 展现了他在批判性设计的敏锐度，以及建筑实践的卓越成果。

黄先生在亚洲和澳大利亚成功设计了多项前沿性的项目。近期，Wei先生已完成
在一间在新加坡拥有1800张床位的兀兰综合健康园区（Woodland Integrated 
Health Campus）和圣约瑟夫之家（St Joseph home）的养老项目。这两个项目
也打破了传统新加坡养老社区的设计。目前，Wei先生是布里斯班一项综合体建
筑的设计负责人，该项目包括酒店、学生住宿、教育和医院。

主要项目:新西兰Summerset Parnell项目、马来西亚吉隆坡本扎拉河综合开发
（Sungai Penchala Integrated Mixed-Use）、中国成都成都医院（ChengDu 
Hospital）*、新加坡裕廊湖区总体规划（Jurong Lake District Masterplan）*、

Wei Yap Ooi 
集团设计总监



David Cao 
中国合伙人、城市设计师及规
划师

David或曹先生是汤姆生 ·艾德赛 (ThomsonAdsett)中国合伙人。 他带来
了他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19年的项目经验。 他成功地在中国，加
拿大和澳大利亚交付了多个项目; 从小型场地设计到大型城市设计和规
划。 他的主要兴趣和重点是养老规划和设计，商业设计和住宅规划。

曹先生对中国设计和规划和中国开发机制的深入理解使他能够在融合国
际最佳创意的同时合理化创新解决方案。

曹先生还是中国最大的州立大学之一,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副教授。 
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在该大学教授城市设计和场地设计的课程。

Vui或锺先生是一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的注册建筑师以及城
市设计师，在住宅，商业，轨道，零售和基础设施领域拥有15年的经验。 
曾在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作的他精通中文，英文和日文。

锺先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设计的主要项目包括香港航空培训中心，深圳招
商局水湾C区共享公寓，洛阳启迪科技园和南京紫金红枫枫科技园。

作为一名热衷于教育的人，Vui曾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和惠灵顿维多利
亚大学担任过辅导导师。 他目前担当任香港工作室负责人一职。

他对设计非常感兴趣，并且热衷于通过绘图，虚拟建模和研究来评估和
发展设计理念。Vui Choong 

香港工作室负责人，建筑师及
城市设计师

Tieran先生是本公司养老和老年护理项目的总监。他在设计和推行养老建筑项
目方面有超过18年的经验，热衷于制定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以提高用户生活质
量。Tieran先生为本公司老年人住宿设计的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了丰富的
专业知识。他在大学论文里首次研究该课题，时至如今仍然对此课题热衷。

Tieran先生目前正探索记忆护理设计，这是老年护理业界日益关注的课题。目前
他还致力于推动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精品酒店式生活选择。

主要项目:新西兰Summerset Parnell项目、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藤街独立公寓项
目（Vine Street Independent Living Apartments）、维多利亚州墨尔本The 
Menzies for RIA项目、维多利亚州巴拉腊特卡拉利老年护理项目（Kirralee 
Aged Care），维多利亚，巴拉腊特NazarethCare项目。

Tieran Kimber 
集团养老项目总监



联系方式

Patrick Ong

国际养老项目合伙人

p： +61 3 9685 9100 / +61 418 510 559

e： patrick.ong@thomsonadsett.com

Ooi Wei Yap

集团设计总监

p： +61 3 9685 9100 / +61 400 166 089

e： weiyap.ooi@thomsonadsett.com

墨尔本 奥克兰
悉尼

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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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公司

David Cao

中国合伙人

p： +86 137 0715 8976 / +61 424 338 976

e： david.cao@thomsonadsett.com

Vui Choong

香港工作室负责人

p： +852 2414 5788 / +852 6711 2562

e： vui.choong@thomsonadse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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