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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CW Group, Inc. (麗曦創景)是具有特殊創造力及專業的景觀規劃、設計公司。三個辦公地點分佈於
美國及中國。我們專長於各類型的室外空間規劃設計。提供客戶創意、可行、解決問題為核心的規劃設
計。
We’re 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Design Firm With Uniquely Talented Professionals In 3 Offices In The US And China. 
We Specialize In All Aspec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To Provide Creative, Solution Based Designs And Plans For Each 
Client.

主創設計師，王立杰先生，為加州註冊景觀建築師。精通於設計、規劃、大尺度整體規劃甚至於小品的
細節處理。二十多年來，王先生利用創意、邏輯，成功的為無數個開發案提供了創新可行的方案。
Our Design Principal, Li C. Wang, a registered landscape architect, fluent in design, planning and delivery of large scale, master 
planned projects to the most detailed single task designs oversees each project.  For almost two decades he has guided  innovative 
and workable solutions that that transform development projects through creative design, methodology and delivery.

我們重視與客戶間的互動關係 - 不論客戶是開發商、建商、建築師、公機關或私人企業，為他們提供無
與倫比、獨樹一幟、值得留念的空間。
We value and honor client relationships — with builders, developers, architect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companies to deliver 
unique, distinct and memorable spaces.
We are large enough to deliver a full range of services—Yet, small enough to know each unique clients needs and names!

服務範圍：景觀規劃設計 │城市規劃設計 │酒店渡假區設計 │住宅區私人莊園設計 │高密混
合使用開發設計 │商業辦公區設計 │養老地產區規劃設計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Urban & Master Planning Hospitality & Resort Residential & Estate Design High Density & Mixed Use Com-
mercial & R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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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與景觀的熔爐! /Where Landscape And Creativity Work Together!

The LCW Group, Inc. (麗曦創景)總部位於人文匯粹的美國南加州橘郡，並於成都、廈門分別設有代表/工
作室。我們關注的焦點相當簡潔：全力提供每一位客戶、每一個項目我們的創意、資源、以及專業知
識，創造記憶永恆的空間。
Based in a cultural, Southern California city, and two international offices, our focus is simple, provide each client and project the creativity, resources and knowl-
edge to produce lasting experiences and memorable places.

每一個設計，均與未來使用者的價值觀、視野匹配。城市空間面臨居住舒適度下降、可持續發展需
求、環境永久保持的國際性挑戰，我們一次又一次驕傲的征服了挑戰。從工作團隊成員到圖紙上字型
的選擇，我們皆追求完美，同時一步一步的塑造成功的景觀。
Every design matches the vision and values of the people it serves. Creating livable, sustainable and enduring environments is an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we 
proudly champion. From the selection of our staff members to the lettering style we use to communicate our plans – we strive to excel in delivering successful 
landscape design every step of the way.

請前往網頁  作品展 / GALLERY 參觀作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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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團隊 / Leadership

王立杰 (Li C. Wang) │總裁

王先生從美國本土到亞太地區，
擁有超過20年的專業景觀建築經
驗。由他領導的The LCW Group
事務所成功的將高品質的設計及
概念，帶進正在迅速發展中的中
國設計市場。因其多元化的背景
與專業素養，他對中美兩地的設
計及工程專業有深刻的了解，流
利的中英語文能力，使他與美方
及中方團隊均能順利的溝通。

身為 The LCW Group事務所的創
辦人，王先生親自參與項目創意
形成，並直接指導各階段深化以
及商業決策。

王先生為南加州大學景觀建築碩
士、加州註冊景觀建築師、美國
景觀學會會員、南加州大學建築
學院職場生涯導師。

陳霨蓁 (Weijen Chen) │總監

陳女士為本公司規劃業務負責
人，專注於大尺度之城鄉規劃。
並且兼職公司之財務、人事、風
險評估管理工作。

加入 The LCW Group事務所
前，陳女士於土地一級開發
投資公司擔任項目運營管理副
總裁一職多年，因此對地產開
發的財務運作、投資回報、市
場變化...等有獨到見解。在她
的指導下，本公司地產開發項
目之規劃、設計，有著更多的
可實施操作性，並且掌握市場
風向，為客戶創造更多利潤空
間。

陳女士為南加州大學城市規劃碩
士、南加州大學政策與城市規劃
學院課程計劃委員、以及南加州
多個華人組織核心成員。

比爾庫克 (Bill Crook) │總監

庫克先生35年的景觀實務操作，
對各類型景觀設計項目：住宅、
商業、城市設計、生態復育...均
有著第一手的經驗。

除了設計的深化落實， 庫克先
生負責項目之標高、排水、施
工圖審查...等技術性工作。因為
其豐富歷練，公司內部之人員
訓練、工作調度、項目管理均
為其工作範圍。

庫克先生為加州州立科技大學
景觀建築學士、 加州註冊景觀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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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景觀需要創意與嚴謹的流程! / Landscape Design Requires 
Both Creativity and Process

設計流程 / PROCESS

每個項目都有獨特的功能、考量、利益，每位客戶的遠景都有特定的目標、要求，我們與客戶
建立堅強的合作關係，尋找創意與成本的最佳平衡。
Each project brings its unique features, concerns and benefits.  Each client has a vision with specific goals and requirements.  We 
partner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costs.

策略 / Strategy
規劃、設計、製圖需要效率、創意與問題
解決，我們將所以的基礎資料、目標、遠
景依序分析整合，提供客戶及項目需要的
成果。

設計 / Design
設計過程為客戶與設計師間的相互磨合。
為尊重自然，設計構思來自創意元素、事
實、以及現場環境。

審核 / Review
我們十分享受與客戶審核設計的過程，能
夠滿足客戶與項目的需求，是一種樂趣。
對於成果，內部亦有嚴謹的審核，確保品
質。

文本 / Document
項目文本的品質非常重要，我們依據客戶
或政府格式要求，提供最新電腦軟件編輯
之清晰完善的文本及電子文檔。

細節 / Details
細節的關注是設計品質與項目效果成功的
關鍵，亦是我們的專長。對細節的執著與
用心，使我們有別且勝出其它設計同行。

成果交付 / Delivery
The LCW Group 瞭解時間節點、進度計劃
的重要性，並且堅信依據時間安排完成設
計，是項目成功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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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 聖胡安 卡皮斯特拉諾 福建 廈門四川 成都

請與我們聯繫
如您希望獲取 The LCW Group 詳細資訊，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繫：

美國加州總部

電話：+1 949 3888588
傳真：+1 949 3881616
手機：+1 949 6367096
自動轉接：+852 81254030
郵箱：lwang@thelcwgroup.com
QQ：LCWRLA / 1392729218
微信：LCWCARLA
Skype：LCWRLA
官網：www.TheLCWGroup.com
地址：31461 Rancho Viejo Road, Suite 203, 

San Juan Capistrano, CA 92675  USA

成都工作室

地址：成都市武侯區武興
二路17號力德時代

廈門工作室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
南路81號光大銀行大廈1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