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在经历25年的严格训练后，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傅水星先生回到了他的
祖国新加坡，创造了一家专注于建筑性景观的设计公司—

TierraPOD。
名称起源于Terra，在西班牙文里是大地的意思；POD，则寓意孵化孕育的种子。
二者的联合代表了萌芽，也意味着TierraPOD专注于整体且优美，功能齐全且简洁
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在这一原则下，TierraPOD将大自然的韵律，大地的色调
有机的引入到生活的环境中。自然的元素、色彩、乃至声音都被融入到立体空间
里。TierraPOD设计的核心是人文、社区。优雅的凹凸线条的搭配将居民和谐的与

周围环境联系起来。
TierraPOD吸引了来自12个国家的才华横溢的建造师、设计师，工程师和科学家
他们将绘制超凡脱俗的艺术作品，点缀在建筑、景观、城市规划领域中。



樟宜机场T3航站楼
面对来自全世界的竞争，樟宜机场的设计理念围绕新加坡国家“花园中的城市”的主
题而展开。设计的重点是保留地板面积，将花园移到墙面。这一技巧使得整个机场

别出一格。

新加坡
政府项目
13,000,000 平方米
2008



T3航站楼的整体设计引进了大量的绿植，暖色和柔和色调，将它们融入到一座超现代的，天
空照明的，综合运用了石头，玻璃，钢结构的超大建筑物里。这是一个将花园无缝融入到楼

体，景观融入建筑的代表作。



五层楼高的满园吊藤和附生植物从高空垂下，覆盖了三个足球场大小的面积。在植物之间，水雾

从20米高的由碎玻璃和不锈钢构成的薄薄的墙面优雅的滑下。超过一万种热带植被分布在这面

绿毯上。便道巧妙的隐秘其间，方便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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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乌节路对于新加坡相当于邦德路对于伦敦，第五大道对于纽约，是城市的高档购物地
带。IONOrchard是一座获得城市设计大奖的综合建筑体。设计成功之处在于它整体将城
市中心艺术性的巧妙的转化成为一座商业、购物、娱乐和住宅中心。此项目是城市整体
规划在此进行的刺激现有消费活动，促进区域商业生态升级换代的重点项目。

新加坡
多功能综合体
18,652 平方米
2012



在新加坡最繁忙的一条步行商场进行景观设计是最大的
挑战。它意味着要将便利、功能性和美丽而融合。干
净，开放的便道，坡道和优雅的台阶邀请着客人-甚至
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行动不便的老人们，也能到此处

体验商场的魅力。



葱翠的绿植点缀在帕德森路和乌节路的林荫路上。一面60米长，3米高的翠绿的
墙体沿着乌节路将建筑物所环绕。为了突出这面垂直的花园，采用的不锈钢槽不

规则的将墙体分割成若干块，并且在灯光的韵律下将夜晚点缀。



9层高的住宅庭院的景观设计中和了外界城市的熙攘和院内的宁静。花树将气味散发到水和
空气中，它和波光粼粼的池塘相互呼应。独特的池塘设计使得整个庭院都能听到潺潺的流水
声。自然景观例如植被，斜坡，露台等被安排在水系周边，给整个环境营造出温暖、亲近的

气息。





滨海堤坝
这片有标志性的绿茵是工程和建筑的奇迹。5英亩的项目现场被设计来容纳7台巨大的水泵，作为城
市防洪综合水利设施的一部分。最初的设计是有金属和玻璃构成一座长方形的工业变电站，巨大的
泵房不允许公众的进入。最终的设计却是在简单的螺旋形结构上建造巨大的绿茵场地来环绕，构成
了一座屋顶上的花园。这里有多个出入口，在螺旋结构上行走，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它已成为新加坡先进排水系统的一个展示。

新加坡
公共建设
20,234 平方米
2008





堤坝的设计特点是一个螺旋形的绿色屋顶。屋顶掩盖了泵房并且可以从各处进入建
筑。在螺旋屋顶内外还拥有多处入口使得到访者无需折返便可欣赏360度的景色。





青奥运公园
青奥运公园的被设计成一个可以展示从学生到职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公园。公园的
设计完美的结合了各家的艺术作品，并且使游客可以浏览多功能多平台的地面景观。

坐落其中的艺术品和迷宫，小丘等相映成趣。

新加坡
公共公园
4,962 平方米
2010







悦榕庄
丽江.中国 
酒店
137,592 平方米
2008

这座五星级豪华度假胜地位于历史古城丽江附近。它的设计完美的契合了这里的生态系统，
使得这座拥有着900年历史的古迹让中国对全世界散发着她的文化魅力，让世人拥有独特的体
验。从入口广场处的潺潺水流和花岗岩喷泉，到令人怀旧的精致的原始城市所特有的家庭式别
墅院落，整个建筑群用丽江独有的建筑语言，保存着历史的平静，勾勒出人与天地共融的和

谐一幕。





16世纪的丽江建筑元素，纳西民居灵活多变的建筑精神，将
生活空间与天地景色融合为一，从而构筑起人与自然最真切

的联系。



水系沿岸的婀娜的柳树将人带回去以前的
贸易时代的丽江，那时城市里繁忙的运河
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对称格局的庭院
展开在天地怀抱之下，充满民族气息的建
筑元素，完全敞开在自然之中，让人感受
不到任何建筑带来的禁锢。仔细呵护的植
物和绿茵烘托着这片花园，客人们漫步其
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PARKROYAL
在中央商务区旁边坐落着新加坡第一座私人花园-芳林公园。Park Royal-on-Pickering 彰显了绿
植如何精妙的与酒店办公环境的灵动空间、使用体验和谐相处。热带景观设计分布在大楼的若

干层，占据了两倍大的大楼的空间。

新加坡
酒店
6,960 平方米
2012



客人的体验始于街道。热带植被在那里迎接客人，模糊了社区和酒店的界限。精巧的布置掩盖了所有的棱角，
边缘，向大堂和酒店公共区域的深处延伸。



酒店客人可以慵懒的在一个时尚的热带空中花园休息。
花园里面有美丽的热带花木和棕榈树。如此繁荣茂盛的
绿色与周边临近公园连成一气，形成连续的绿色景观。
每四层都有波浪形的空中花园，挺拔的棕榈树，连同硕
大的绿叶向下垂成的一道道的绿色屏障，使整个建筑从
上到下延续着景观的绿色魅力——处处绿荫，漫漫流
水，潺潺响。



综合运用的太阳能自动灌溉系统和雨水、循环水的设计，代表了环境可持续性的设计前沿，并且获
得了新加坡“绿色建筑标志白金奖”证书。这个全新的开放酒店用恰当的体量和无处不在的绿色，

对错综复杂的新加坡城市做出了优雅的回应，成为周围环境中的一个耀眼存在。







VIDEOCON
覆盖100英亩，靠近海得拉巴德国际机场的Videocon被展望成为首屈一指的花园式豪华别墅群。整
体的景观设计意在模糊公共场地、道路和私有场地之间的界限。花园从别墅群无缝的延伸到公共区

域，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感觉上都营造一种动态的、多层的场地景观。

印度
住宅区
377,694平方米
2012





景观的概念来自于蜿蜒在这一地带的有机森林带，利用它们将整个院落包
围，相互呼应。印度传统文化里的集水井和风景墙元素被完美的表现。它

们存在于不经意间的一瞥，带给人别墅的轻灵和幽远的古意。



大观无忌
四个角落里的花园使得整个院落都生气勃勃。葱绿的草皮和精心点缀的小树
增加了院落的开拓度。植物挂毯构成了住宅区的边界，将它从繁忙的城市中
分隔开来。内部装饰则被静音调色板的柔和所引导。简洁优雅的家具传递

了”大道至简，少即是多”的精髓。

台湾
住宅区
5,675 平方米
est. 2014





威斯汀酒店
为了将嘈杂的城市声音剥离，也让女士们能够在相对隐秘的环境下进行户外活
动，设计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内部景观——它既功能实用，又照顾了客人的隐

私，让客人安闲而肆意的享有清净、私密的环境。

古尔岗，印度
酒店
46,170平方米
2010



与酒店大堂一个平面的水系成为了人们经常谈到的景观，吸引着客人的目光。人工做糙的喷
泉将潺潺水流带入到波光粼粼的水池中，其间点缀的漂浮绿植摇曳多姿。闪耀的太阳光的白

色瀑布从黑色的抛光石板上流下，供所有它以上的房间的客人欣赏。





158 CECIL ST
不同于坐落在中央商务区主干道的其他建筑，158CECILST摒弃了钢筋混凝土的单调，内部包罗了
一片私有垂直绿洲景观。长满硕大叶子的挂毯沿着中庭的空间向上攀延，布满了背后的布展墙，色
彩浓郁鲜艳。七层楼高的垂直花园给大楼中庭带来生气，能量，视觉享受的同时，也保留并突出了

实用性的地板空间。

新加坡
商业办公,垂直绿化 
1,075 平方米
2012



错列的垂直玻璃幕墙适当的缓和了光线和楼宇的通
风。夜间，人工光源照亮内部所有空间，从室外观
看，就像一座魅力无限的温室。为了可持续性的景
观，专属的灌溉管道与这些13，000多株植被相
连，而中央水泵系统巧妙的隐秘在绿墙之后。维护
保养工作由于有了由现有横梁转变成的通往植物的

天桥和便道的架设而变得简单、安全。







8 NAPIER8Napier的园林设计完全利用了现有地形走势。设计重点意在最大化减少混凝土的可见性，
最大化增加在院内行走时绿植的可见性。

新加坡
住宅
6,774 平方米
2012



宽阔的前庭空间被三棵多年树龄的蒲桃树点缀，使得从门外
的大街上向内探望，可以容易的获得一抹美丽的景色。凹凸
不平的石头以单色水幕为背景，与垂直相交的池塘和建筑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THE 8 BOX HOUSE
新加坡
住宅
2010

坐落在新加坡荷兰公园山丘地带的8BOX住所是Lien别墅群里六个最具
特色的平房建筑之一。每一个房屋都由不同的设计师执笔，致力于打造

极具特色的8BOX。



8BOX在其四个同宗住所和保留下来的古宅里
独树一帜。它是由8个巨大白色屋子构成的平
方集合，所有房间都不同大小和不同朝向。



最终的组合从不同角度给人以独特的视觉享受。它使得内部空间实用性且自相联系，并且与外界环境呼应。8
BOX这个项目给予地澜博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够将新加坡建筑价值和可观赏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最终设计的在老宅入口中轴线上的走廊非常重要。它不仅把各家庭迎
接到共享的花园，其嫩绿的分界概念为设计平添几分新意。设计允许

将庭院进行分割，以便增加第六个平房。



世界最佳屋顶绿化奖，国际屋顶景观协会
ParkroyalonPickering,Singapore,2013

世界最优垂直花园设计金奖，世界屋顶绿化大会（杭州）
158 Cecil Street Singapore, 2012

世界建筑日，入围年度最佳景观
158 Cecil Street Singapore, 2012

空中绿意一等奖，中央商务区的空中花园 – “建筑-自然”的融合
158 Cecil Street Singapore, 2011

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专业奖，荣誉奖，室内景观设计
樟宜机场T3航站楼, 2009

SILA 优异奖（机构类),绿墙
樟宜机场T3航站楼, 2007

SILA 银奖，公园，空地，休闲区类
悦榕庄度假酒店，丽江，中国 China, 2007

SILA 表彰奖，机构类，                                                                     
Mandai Crematorium & Columbarium Complex, 2005

RIBA 全球奖                                                                                         
Lincoln Modern Singapore, 2005

SILA 亚军奖，高密度住宅类                                                               
The Loft Condominium, 2003

SILA 优异奖，私人住宅类，No. 4 Morley Road, 2001

SILA 获奖者，私人住宅类                                                       
Residential House at Bintong Park, 1996/7

SILA 参与奖，私人住宅类                                                           
Camden Road Residence and White House Park Residence, 1996/7

洛杉矶市，杰出历史保护奖                                                                        
Wells-Halliday Mansion, 1994

照片来源: 各种渠道

奖励和荣誉



TierraPOD
1003BukitMerahCentral

Suite 03-13 
Singapore 159836

Tel: +65 6334 2595
Fax: +65 6334 7432

www.tierra.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