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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樹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 80年畢業

現　　職⸻
1. 晨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 麗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重要經歷⸻
1.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助理規劃師
2.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傑出表現⸻
2013【晨禎營造】第 15屆國家建築金質獎施工品質類 -金質獎
　　【晨禎營造】第 15屆國家建築金質獎施工品質類 -全國首獎
　　【麗晨建設】麗晨朗朗榮獲 2013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施工品質類住宅獎（低層）

金質獎
　　【麗晨建設】麗晨朗朗榮獲 2013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住宅獎（低層）

卓越獎
2014【晨禎營造】2014國家優良建商 -營造商認證標章
　　【麗晨建設】麗晨朗朗榮獲 2014全球卓越建設獎 -低層住宅銀獎
2015【晨禎營造】第 24屆經濟部全國中小企業國家磐石獎
　　【麗晨建設】麗晨朵也榮獲 2015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住宅類（低層）

金質獎
2016【晨禎營造】第 39屆青年創業楷模
　　【麗晨建設】麗晨卓爾榮獲 2016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規劃設計類住宅類卓越獎
2017【晨禎營造】2017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企業認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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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晨禎營造】TCSA企業永續報告單項績效類（不動產及營造業）銅獎
2019【晨禎營造】2019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企業認證標章 
2020【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美國 LEED綠建築「白金級」認證（候選）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智慧建築「鑽石級」認證（候選）
2021【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全球卓越建設獎 FIABCI World Prix d’Excellence 

Awards 2021 辦公室建築類 - 金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美國繆思設計大獎 MUSE-金獎
　　【麗晨建設】麗晨山溜滴榮獲 -美國繆思設計大獎 MUSE-銀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2021柏林設計大獎 -金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 2021建築類 -

銀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義大利 A' Design Award and Competition 2021室內類 -

銀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2021法國創新獎 - NOVUM Design Award-建築設計類 -

金獎
　　【麗晨建設】麗晨語山簷榮獲 -2021法國創新獎 - NOVUM Design Award-建築設

計類 -銀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2021全球卓越建設獎 -辦公建築類金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2021國家卓越建設獎 -最佳施工品質類卓越獎
　　【晨禎營造】丰二三榮獲 -德國 ICONIC Awards：Innovative Architecture 標誌性設

計獎 -辦公室建築類優勝獎
　　【麗晨建設】麗晨山溜滴榮獲 -德國 ICONIC Awards：Innovative Architecture 標誌

性設計獎 -住宅建築 (概念類 )精選獎

青創楷模 國家磐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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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謝謝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的肯定，非常
榮幸獲選中興大學第 25屆傑出校友，感謝
昔日母校的栽培，提供豐沛的教育資源，
為我們奠定良好的學習基礎，讓我們往後
能更堅持信念、築夢踏實。

熱愛營造ㄟ農家囝仔

　水樹出身務農人家，家住台中龍井，自
幼跟著父母到田裡幫忙農事，對鄉村及土
地特別有感情。大學畢業後選擇攻讀中興
大學土木研究所，當時的個人研究報告也
很榮幸獲得國科會獎學金，以優異成績順
利畢業。畢業後隨即入伍服役，進入海軍
陸戰隊擔任排長，依個人專業被安排至工
兵營負責修繕工程，獨立帶領三十多名阿
兵哥，入伍兩年，對於領導統御的能力養
成以及待人處事的觀念上都有相當大的助
益，並深刻體悟承上啟下的重要性。民國
82年退伍後，進入台北市政府捷運局任職
四年，參與百億元捷運工程：中永和線頂
溪站的監造工作，期間不斷與國外經驗豐
富的技術團隊鑽研工程，積極參與相關技
能教育訓練，奠定深厚的營造工程技術，
使各項工程標準皆提昇至國際水準，並建
立正確完善的合約觀念。

　民國 86年，由於父親身體不適，毅然決
定放棄留學計畫並離開台北市捷運局，回
到台中定居工作，就近照顧父親。回台中
後，進入「瑞助營造」任職 11年，不懈的
努力受到高層賞識重用，一路從工地二級
監工，升職到工地主任、業務專員、業務
部協理。認真努力除了想證明個人能力，

更因對營造業一直抱持熱忱，從不將自己
當作受薪階級的員工，站在公司經營者的
角度去做事，事事自我要求，以身作則，
付出超乎他人的時間心力，讓工班與同仁
信服，並讓每一件建築成品獲得高層主管
超乎預期的肯定！升為業務協理後，每年
獨當一面為瑞助營造爭得幾十億的案子，
不拿回扣、不圖私利，光明正直做人，因
此受到新舊客戶的肯定與信賴。

從理想藍圖到幸福企業

　一直對建築營造有更高的願景，在公司
經營與員工管理上亦具有全盤構想，檢視
自己十多年的受薪經驗，讓我對於公司經
營產生更遠大的憧憬，希望建立一個善待
人才、同仁樂在工作，一起打造理想建築
的幸福企業。同時讓更多人能享受到高品
質的廠辦空間與住宅生活，更期許提供業
主不一樣的選擇，提升營造業的品質和形
象，讓市場產生良性競爭，而非不斷比價
砍價，最後犧牲工程品質，種種初衷讓創
業的藍圖逐漸在心中描繪成形。

　「晨禎營造」於民國 97年 10月正式轉
移經營權，由我的營造團隊正式接手營運。
初期只有我與另一位擁有相同理念的創業
夥伴共同經營，當時為感念瑞助營造過往
的栽培與厚愛，創業初期決定先暫別台灣
土地，避開前東家的客戶資源，與夥伴前
往陌生的澎湖開創新局，十個月後由我先
回台灣籌備辦公室，創業夥伴在澎湖完成
後續營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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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台灣後，先後從租賃到購買 70

多坪的小型辦公室拓展至現今的丰二三
總部大樓，人數也從 2人創業到目前約
有 250名員工。創業初期，我們從業務拓
展到工程監督樣樣親自把關，為了理想奮
鬥，絲毫不敢懈怠，也曾經歷完工收不到
款項、客戶信任度不足、人才缺乏等困境，
但是家人的支持以及不被外在環境打倒的
毅力，堅定我前進的信心與動力！秉持「誠
真踏實、精鑄所託」的經營理念，由我先
真心付出，讓客戶感受到晨禎營造是誠懇
負責的團隊，並達到超乎客戶期待的品質，
漸漸奠定營造口碑，夢想之路越走越寬廣。

　晨禎以「讀書、運動、做公益」作為企
業文化底蘊，更成立晨露文化藝術基金會
推廣藝文相關業務，並於丰二三總部大樓
建置晨露廳（展演廳）、健身中心、律動
教室以及享讀天地等，推動藝文、運動、
公益的相關活動。透過讀書會期許晨禎員
工皆能持續進修，增進知識涵養；舉辦晨

禎五鐵以及晨禎盃羽球公開賽，培養員工
運動習慣、維持身體健康；自民國 100年
創立「社會服務社」，持續參與及推廣公
益活動；亦於 102年成立「晨繕團」至今，
無償為弱勢團體改善居所空間，翻修陳舊
的建築物與水電管線，以企業專長回饋社
會，改善弱勢團體的生活品質，自主承擔
起社會責任，期盼為社會傳遞更多溫暖，
透過實際行動回饋社會，也提升營造產業
的正面形象。

丰二三總部大樓

晨禎五鐵－自行車環島

晨禎盃羽球公開賽－報名費全數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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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禎踏實 ‧ 精鑄所託

　晨禎營造透過「立業、創新、服務」三
項核心價值，使業績穩定成長，並在各相
關領域與時俱進，結合環保意識，使用創
新工法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致力於環境
綠化，同時研發可重覆使用的夢想工務所
等，將工務結合現代化管理工具，如：
BIM、VR、中程營建系統、雲端系統等軟
硬體設備，運用於工程管理，提升整體工
程品質，期許呈現最精良的工程質量，讓
工程更加安全並有效率地完成，回饋客戶
加值的服務與超越期待的成果，並為建築
帶來更智慧的營造思維。

　員工是企業的核心資產，公司致力於培
育人才，除定期的教育訓練及 BIM的培訓
課程外，也深耕至大學院校，提供實習及
獎助學金，延攬優秀新血。有別於一般營
造公司，我們擁有專業的總經理室、規劃
部及工程處，由技師、建築師及資深工程
師成立工程技術研發部門。從施工技術分

晨禎盃羽球公開賽

類、制定各工項 SOP、工法評估到工程稽
核並追蹤缺失改善，協同各部門提供我們
的業主在工程進行的前、中、後各階段，
皆能全盤理解掌握，以最佳的服務讓業主
放心。

　「誠真踏實•精鑄所託」不只是企業理
念，更是對業主與社會的承諾，也期勉同
仁對人對事要真誠踏實，對崗位職責要負
起完全責任，不爭功不諉過，建立正確的
做事態度，同時給予客戶超出期待的品質
與服務，公司同仁也都能奉行無違。如今
公司內人才濟濟，員工穩定度高，離職率
低，辦公氣氛和樂進取，我更自許要給每
位員工穩定豐沃的收入，讓他們的家庭經
濟無後顧之憂，能夠全心奉獻專才，和我
一起樂在建築業的理想。晨禎營造將持續
承擔社會責任，並以工程技術的領導者，
創新服務的實踐者以及永續成長的企業體
為目標持續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