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udly Presenting 
 

19 - 180 Sheerwater Court 

 本座荣获 TOMMIE 完美建筑奖项，坐落于至尊

独上的 SHEERWATER 富人封闭社区 

 光线与建筑完美结合之当代风格豪宅 

 混凝土，独具超大自然采光的玻璃幕墙和上等

木质梁的完美结合，塑造一万多平方尺精品居

住空间, 完善的游艇停靠和提升配置，尽情享受

奥肯那根湖畔的最佳生活体验                     

 本座囊括最佳室内设计、独立屋设计奖项 

 2013 年 PINNACLE豪华泳池设计奖殊荣 



 

配置一览： 

占地面积：2.15亩（93,654平方尺），129.7 尺 x 254.3 尺 

房屋交付年限：2011 

室内使用面积：11,444 平方尺   

车库底层面积:  1,545平方尺  

车库上层面积:  1,440 平方尺  

外墙建材:  石材，砖和粉刷材料现浇混凝土 

暖通空调：节能地热设备、7个中央空调、地水热装备 

壁炉:  3 个煤气壁炉 

水源:  市政府 

排水系统:  连接 

卧室:  4 

卫生间:  7个, 5 个完整卫生间和2个无浴卫生间 

船停泊号:  No. 8 

 

房屋附属： 36寸American 牌烧烤炉，Wolf 牌2点感应炉灶，60寸Wolf 牌6个煤气灶并带法式炉 和2 个全

体积的煤气烤箱，Miele 牌的时速烤箱（可做微波炉或烤炉），Miele 牌蒸器，并排式Sub Zero 牌700 系

列的冰箱带2个冰箱抽屉2个冷藏抽屉，和自制冰块功能，同一牌Sub Zero 的冰箱位于豪华酒吧区，2 个

Miele Inspira 系列的洗碗机，2 个Broan 牌垃圾压实机，2 个Sub Zero 牌700 系列的冰箱 抽屉位于厨房

岛，Miele 牌卡步其诺咖啡机带保暖柜 

Maytag 9000 系列洗衣机/干衣机，家庭房内Miele 牌洗碗机，和Sub Zero 牌冰箱 

 

不包含：进门处独木舟 



 

第一层 - 2,224 平方尺 

底层车库：1545平方尺 

电梯机械房：108平方尺 

玄关进门：501平方尺 

电梯房：70 平方尺 
 
 

第二层 - 7,387 平方尺 

二层车库：1,440平方尺   

走廊：375平方尺 

储藏室：108平方尺 

 

第三层 - 7,387 平方尺 

西卧室：600平方尺 

东卧室：645平方尺 

办公室：120平方尺 

卧室：250平方尺 

走廊：455平方尺 

酒吧：1,970平方尺 

洗衣房：310平方尺 
 

第四层 - 4,416 平方尺 

进口：357平方尺 

餐厅/客厅：2,075平方尺 

厨房：415 平方尺 

上层进门处：118平方尺 

客人更衣室：135 平方尺 

主人房过道：150平方尺 

主人房：316平方尺 

主人房卫生间：316平方尺 

主人房更衣室：450平方尺 

须知： 

本资料中所有信息来源真实可靠，所涉

及的内容均以实际状况为准，买家须自

行考核其精准性。所有面积均为粗略测

量。 



















 “Sheerwater” 是至尊至上的住宅小区，小区由22个独立屋组成，每个物业占地都在1亩之上，均配备

私人船泊停靠和提升装置 

 专业为阁下量身设计的本座单位，面积为 11,444 平方尺，配有 4间卧房，7个卫生间。多层式住宅，

其起居室连通后花园 

 配有标志性门卫出入 

 本座占地 2.15 亩，尽享无与伦比之湖光山色 

 私人的船泊停靠和提升 

 特邀著名建筑设计师 David Tyrell 的量身设计，独具匠心的将亚洲元素完美的融入室内外的整体创

作，堪称完美佳作 

 部分砖墙和灰泥墙装饰巧妙运用于室内和室外，相辅相成 

 由知名 MGC 建筑公司承接建造 

 混凝土建筑 

 Fast & Epp 结构设计顾问公司担当屋顶设计，并获得奖项 

 4000 平方尺的结构屋顶设计，横枞交错的杉树木屋梁，由 7个承重点以木柱和钢柱支撑 

 铜质雨水下落管道，杉树木屋檐 

 2011 年 Tommie金奖之年度豪宅，卓越的当代设计，充分的自然光线与宏伟宁静格局之完美结合 

 2013 年Pinnacle 奢华泳池设计奖 - 泳池和房屋的完美承接，从视觉上恍如一体的错觉的设计精品。 

 20000 加仑混凝土泳池，恢宏无边 

 若干倒影池与门廊交相辉映创造最佳聚会场所 

 泳池边上的柱子配有光钎灯 

 天台配置 3 个室外煤气壁炉- 泳池边上 6尺宽壁炉，按摩池后边 6尺宽壁炉，和 4 个圆型煤气照明灯

为阁下从主人房通向按摩池提供特别氛围 

 煤气篝火炉位于室外餐桌旁，为阁下室外晚餐提供温馨气氛 

 室外屋顶天台备有室外厨房和餐厅，, 表面铺设 24 x 24 寸的上等石材 

 屋顶吊扇由单片页组合的现代设计 

 高级橡实木地板 

 主要生活区位于第四层 – 高级青石砖铺设，高雅古典又具现代时尚，并镶嵌不同石砖以反衬 

 青石砖于门槛，及三到四层楼梯和角落的精心设计和运用，在细节处理卓越不凡 

 所有室内的门均为一种罕有的非洲实木 ”Sepele” 制成 

 踢脚线板内有不锈钢层 

 门窗均达商业标准 

 主人房和家庭房配置自动加暗层的窗帘调控，让阁下随心所欲不受阳光干扰 

 客房配置手动加暗层的窗帘 

 衣帽间灯光带自动时控配置 

 灯光和安保系统由知名 Lutron, HAI 品牌提供 

 

 

尽善完美的配套设施 



 安保系统由 6 个摄像监控，且第七个摄像监控与门铃启动连接 

 后花园由木栏隔离 

 

机械装备 

 节能地热设备，并外加空调设备 

 7个中央空调 

 Viessmann 控制 

 2 个空气加湿器 

 所有地热管道埋制均紧扎隔离 

 地水热装备 

 灌溉绿化由铜管配置，并有3个开关控制单位 

 
 

电梯 

 全球技术领先的知名品牌 Thyssen Krupp 提供 

 宽敞，商业标准的 3 停电梯 

 电梯内部由不锈钢装饰 

 
 

车库 

 可容纳 4 个车位的叠式升降令阁下于车库一和二层之间轻松运输车辆 

 车库第一层占 1,692 平方尺 

 车库第二层占 1,447 平方尺 

 车库一和二层均备置轮胎打气机 

 中央吸尘装置 
 
 

房屋各层介绍 

第一层 

 车库第一层由屋顶暖风设备提供加热，宽敞的客人衣帽间，和废物储藏间 

 2 件套卫生间带大理石台面，科勒牌马桶 

 汽车升降电梯可直达2楼 

 大厅处 
 



第二层 

 车库第二层，可由汽车升降电梯直接到达，由宽敞的大门打开，可欣赏到一缆无遗的湖景，不锈钢钻石

状的壁板，大型的不锈钢洗池，宽敞的储物间且配置电源板，地暖加热，24 x 24 寸青石装饰铺设为阁

下提供清爽环境 

 棋盘式地面用料，明亮的灯光照射 

 宽敞的客人衣帽间 

 储藏间内部由两层挑高设计，充足的搁板方便储藏 

 机械房 

 机械房内有商业不锈钢狗洗盆，可轻松给阁下宠物洗澡 
 
 

第三层 

 家庭房/休闲房和 3 个卧房 

 
 

第四层 

 主要生活区和主人房，可通过电梯或楼梯到达 3 层，带灯光照明的台阶 

 穿梭上下楼梯间同时可欣赏美丽的禅式花园 
 
 

大门处/大厅 

 独具匠心之作，豪华气派，各楼面同时贯穿，使本座冉冉生辉 

 玄关式设计灵感来自传统的日本文化，将户外和室内在此衔接 

 4层高的玻璃墙大厅，无窗栏间隙，而由蜘蛛夹式组拼的双层玻璃 

 天台处“Oculus”瀑布设计和 38 尺高的大厅 

 自动灯光调控 

 悬空式楼梯由橡实木铺设 

 由地板向上打制的灯光烘托本座，营造欢迎氛围 

 
 

家庭房连带酒吧- 第三层 

 墙上铺设的特设砖，水泥地板有加热功能 

 青石铺设的墙有专供摆放电视位置，和特别定制的橱柜 

 黑色花岗岩柱子更突显该区域的气派不凡 

 可容坐5人的加高吧台，黑色花岗岩台面，橱柜，可摆放玻璃器皿的展示柜配及灯光，双洗池，Miele 牌 

洗碗机，Sub Zero 700 系列冰箱带2个冷藏柜 

 高级橡实木地板 

 2 个 塑质窗户令阁下可欣赏泳池下的风景 

 自动加暗的窗帘调控 

 落地窗和法式双开门可直通露台 





酒窖- 第三层 

 特别打造的玻璃门，大理石地砖 

 青石铺设的墙 

 特别定制可容纳 200 瓶葡萄酒架 

 
 

洗衣房 / 爱好间 / 缝纫间 –第三层 

 由磨砂玻璃门进入 

 Maytag 9000 系列商业标准的洗衣机 / 干衣机 

 柜子配有深洗池，上层柜子底部配灯光，上层柜子配有磨砂玻璃门 

 缝纫区，Tubello 石材提供的白色花岗石台面 

 橡木地板 

 
 

卧室-第三层 

 落地窗户转角提供一览无遗的湖光美色和宽敞的后花园，实木地板，屋顶吊扇，衣帽间配有组合柜 

 4 件套卫生间，淋浴，深浴缸带手持喷头，科勒马桶，花岗岩台面，石材地砖，全石材铺设的墙面。卧室

内有小憩区且携带柜子，大理石台面，洗盆，卫生间柜子附带灯光，Sub Zero 牌酒柜冰箱 
 

 

卧室-第三层 

 屋顶吊扇，实木地板，法式双门通向私人露台，3 面落地窗呈现无语伦比的湖景，角落设有砖砌的煤气壁

炉，自动灯光调控的衣帽间 

 4 件套卫生间，花岗岩台面，船形洗盆，深浴缸带手持喷头，淋浴，科勒 马桶 
 
 

卧室-第三层 

 独特的带卫生间套房，2个塑质窗户可让阁下欣赏能够泳池下的景观，体验水族馆的奇妙。屋顶吊扇，实

木地板，自动灯光调控的衣帽间并设组合柜，电脑台/工作区，带花岗岩台面的柜子 

 5 件套卫生间，2个洗盆，花岗岩台面，玻璃砖铺设的墙，深浴缸带手持喷头，科勒马桶 

 
 

办公间 

 自然的湖光山景令阁下在此办公备添灵感 

 特别定制的文件柜和办公柜，实木地板 
 



第四层 – 生活主区 

活动房 

 绝对叹为观止的湖景。体验水天一色。 

 16 尺 8寸主梁设计和灯光向上打置的效果，为阁下提供无比宽敞的活动空间，大型落地窗让阁下将户外

美景一览全收 

 杉木材料铺设的拱形天花板，2 个屋顶吊扇 

 由底到顶的砖墙铺设的壁炉墙，6 尺长的煤气壁炉，内由木头燃烧，让阁下视觉充分享受 

 全方位的声控系统和独特设计的天花板音响 

 一览禅式园林的美色，使室内外相映成辉 

 直接进出禅式园林 

 
 

餐厅 

 开放式设计将活动房和厨房自然连接 

 美妙的湖景，山色和泳池风光巧妙结合 

 环保型的壁炉给你提供安全享受，使用洁净且可循环利用的原料，现代的砖铺壁炉墙 

 

厨房 

 一览无遗的湖光美景 

 专业大厨级别的厨房和宽敞的厨房岛布局，可容纳5人的加高吧台区 

 知名品牌Effetti橱柜的独身定制，给阁下带来品质保证和欧洲风情，白漆 

 玻璃表面，不锈钢点 ，“Azul Aran” 花岗岩 

 宽敞的抽屉柜和拉柜，回收桶，储藏食品柜和展示柜 

 玻璃马赛克的厨房墙面 

 2个油烟抽气机，现代不锈钢设计 

 科勒深不锈钢洗盆带铝合钢的水龙头 

 度身定制的拉柜位于 Miele 卡步其诺的咖啡机下 

 抛光的青石砖地面 

 放置 Ipod 装置 

 直达后花园和禅式 园林 
 

管家式储藏食品间 

 走入储藏食品间，Norelco 定制的柜子，不锈钢马赛克的墙面，‘Azul Aran”花岗岩台面，洗盆，开放式木

柜和隔板，回收垃圾压石机 

 
 

毛巾柜 

 宽敞的毛巾柜，成为生活主区的储藏间，方便进出泳池之需 



主人房 

 无语伦比的山湖美景 

 落地玻璃带转角 

 橡实木地板，地板照明 

 特别定制 Sapeli 床头板和天花板装饰 

 天花板吸顶灯和4页木吊扇 

 自动加暗的窗帘调控 

 法式双开门直通天台和按摩池 

 2 个超豪华男女化妆间，450 平方尺，特别定制的抽屉和组合柜，鞋架，灯光设计挂衣服架 

 两面煤气火焰的壁炉将主人房和卫生间巧妙分开 

 超豪华配置的 5 件套卫生间，磨砂玻璃门，淋浴间由石材铺设，带雨林喷头，全身按摩，且水速调控装

置，分隔的马桶间配以卵石地和特别定制柜子，科勒马桶，“Zebra” 大理石台面，玻璃马赛克墙面，容纳

2 人深浴缸，2 个洗盆，2 个防雾镜子，特别打造的星空光钎顶灯，法式双门可直达禅式 园林 
 
 

7 个卫生间均配置科勒马桶 
 
 

第一层 

 2 件套卫生间在底层车库 
 
 

第三层 

 4 件套卫生间在各自2个客人套房内 

 5 件套卫生间在客人套房内，2个洗盆，深浴缸，淋浴，全玻璃马赛克墙铺设 

 2 件套卫生间，橡实木地板，玻璃马赛克墙 
 
 

第四层 

 4 件套主卫生间，衣柜，花岗石台面，全玻璃马赛克墙铺设至墙顶，地砖，带桑拿的淋浴，2个淋浴头，

椅子，锁柜式的柜子，马桶，小便池 

 5 件套豪华卫生间在主人套房内 

 

结构 

 全现浇混凝土 

 超过2,000立方米现浇混凝土 

 所有楼面都采用商业级别的钢筋水泥注浇 

 全商业标准的玻璃幕墙结构 

 所有室内和室外楼梯扶手都由无缝免碎玻璃组成 

 入口处楼梯是单根旋转钢筋，和橡木铺设楼梯台阶 

 活动房内标志特色的屋顶设计由知名温哥华结构顾问公司Fast & Epp 承担 

 本座是以商业标准来建造的高品质物业且配置完善的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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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jane@janehoff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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