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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建筑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areers

 



学科概要
景观建筑是利用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来

设计和塑造户外空间。这包括城市和

乡村，住宅和商业、公共和私人，以及

开放、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

人们聚集、生活、工作和玩耍的地方，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影响。理解人们与周围空间的不同关系会影响到这些

空间的设计方式，进而对人们的体验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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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和世界范围的行业发展前
景

林肯大学的景观建筑学学位是国际知名的。

在几个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毕业生们

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工作。从小型发展项

目到整个城镇和城市的建设，全球对景观

设计师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参与场地规划

和设计。

新西兰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和城市建设项

目仍在进行，这是基督城重建的一部分，为

景观设计师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在这一领

域寻求就业的从业者前景依然良好。从小型

项目如花园到更大的规模发展，如城市设

计项目等一系列的工作机会，可以确保在新

西兰工作的从业人员可以参与跨领域的各

种项目。

世界范围内对环境和可持续设计的关注使

林肯大学的毕业生能够将自己推销给雇主。

基于紧密结合社区的特点，使得林肯大学与

相关部门建立密切的关系，如生态、水资源、

技术和环境管理。跨学科合作，聚焦高度技

术性和实践性，并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这正是林肯大学的景观建筑学位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之一。

景观学位中的实习工作部分为毕业生提供

了与相关行业机构的真实世界行业经验。这

些联系对于学生了解专业的工作环境，以

及学生与未来的专业同事建立联系是非常

宝贵的。 

通过学习景观建筑，学生需要发展的
职业技能和行业知识技能和知识

景观建筑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备了实

用的技术技能，和很强的关于人们和人们

使用的景观之间关系的理论理解能力。雇

主寻求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全面发展的毕

业生。与其他行业一样，雇主通常重视对工

作有专业态度的职员。这包括良好的沟通（

包括与团队沟通的能力，以及有效的人际

交往和书面沟通能力），诚实，尊重，自我

激励，主动性，时间管理，以及人际关系技

巧。这些基础技能不应该被低估，这些技能

除了在学习期间培养、很多甚至可以在志愿

服务或者实习工作中能得以发展。今后的工

作机会来源于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人脉。 

1 www.truity.com/career-profile/landscape-architect
2 www.careers.govt.nz/jobs-database/construction-
and-infrastructure/architectural-technical-design/
landscape-architect/
3 wwww.victoria.ac.nz/vbs/about/news/news-
archives/2015-news/survey-reveals-employers-
wish-list-of-skills/2015-employability-skills-survey-
executive-summary.pdf

在景观建筑职位中被认为有
价值的技能和知识:

能够在公司和施工现场情况工作

对人与社会的理解              

客户关系管理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设

计软件（Adobe Suite）

创造性，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态度              

有效的书面、书面和口头沟通技巧              

环境知识（如植物、地形、土壤），              

天气和气候              

对毛利文化与本土设计

的知识和灵敏度

了解施工方法和材料             

设计原理知识              

规划和政策知识              

谈判，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能力              

观察技能和观察细节              

问题解决和主动技能              

项目计划与成本核算              

报告的写作              

监督领导技能              

技术制图技巧（从素描到电脑建模）              

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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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构

景观设计师既可以在私人也可以在公共部

门工作。涉及工程、建筑、景观、教育、交

通、采矿、设计、土地规划和开发的公司，以

及iwi等团体，以及文化和社区团体聘请景

观设计师为景观设计和管理提供技术解决

方案。毕业生通常为一个已建立的机构工

作，以获得行业经验和注册新西兰景观建

筑师协会。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在世界范围

内的类似机构工作，要么扩大或进一步专

业化他们的经验，要么开创自己的事业。

那些热衷于质疑、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学生，

可能会考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作为进入

景观建筑学术生涯的一步。除此之外，政

策和规划部门需要专业知识，景观建筑学

的毕业生可以通过研究生学习和/或研究

获得。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可以通过这种方

式来建立自己的设计公司，并获得成功。

•  景观建筑事务所 (e.g., Rough & 

Milne Landscape Architects, 

Isthmus, Boffa Miskell)

•  城市或区域委员会  

(e.g., Auckland Council)

•  多学科的咨询 (e.g., BECA, Opus 

International Consultants Ltd.)

•  政府 (e.g., Audit New Zealand,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  景观设计咨询（自雇/创业）

•  景观建设 (e.g., Goom Landscapes, 

Artwork Landscapes)

•  苗圃 (e.g., Southern Woods)

•  高等教育机构 

(e.g., Lincoln University）

•  电子商务网站 (e.g., The PlantStore)

工作职位

学习景观建筑的人通常都想成为一名景观

设计师。然而，在学习中获得的许多技能在

相关行业的职位中都可以应用。

相关领域可能包括进一步培训或经验。例

如，对设计、规划、建筑、建筑、工程或生态

的兴趣可以作为对景观建筑的职业或研究

的补充。          

许多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在每年40,000-

55,000新元。入门级别的工作是今后承担

更多责任和报酬职位的垫脚石。就业能力

的增强，取决于整个的生活经历，不管是

和工作有关的，还是通过融入社区、志愿工

作，或者工作和学习期间所获得可转化的

能力和技能；所有这一切可以帮助提升竞争

力、扩展人脉，以及向未来的雇主展示你的

工作热情。

工作职位

园林顾问

平面设计/插图画家 

园艺组组长

室内景观设计师

园艺经理

景观设计师              

风景园林教育（导师/讲师）              

景观顾问

景观生态学家

景观规划师 

景观研究 

景观/园艺设计师

景观承包商 

项目经理 

城市设计师 

4 www.careers.govt.nz/jobs-database/construction-
and-infrastructure/architectural-technical-design/
landscape-architect/
Deloitte (Organisation). (2012). University Staff 
Academic Salaries and Remuneration. Retrieved 
from www.universitiesnz.ac.nz/files/University%20
Staff%20Academic%20Salaries%20and%20
Remuneration%20-%20Final.pdf
www.payscale.com/research/NZ/Job=Content_
Writer/Salary

薪水指标（全日制）- 年薪（新西兰元）

职位名称 年薪指标

景观设计师（初级） $40,000 – 50,000 以上

景观设计师（2-5年工作经验） $45,000 – 80,000

景观设计师（5年以上工作经验） $75,000 – 100,000

城市设计师 $100,000以上

景观/城市规划师 $60,000以上

景观咨询 $44,000以上

园林咨询 $32,000 – 60,000

平面设计 $35,000 – 72,000

内容作家（风景出版物） (可变)

景观建筑学讲师 $65,000 – 108,000

景观建筑学教授 $120,000 – 140,000以上

项目经理 $70,000 –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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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机构

特定行业机构的成员提高了学生和雇员的

专业地位。通过加入一个专业机构，成员可

以研究职业选择，获得培训和活动，并在各

级与网络和行业同事合作。毕业后林肯大学

景观设计学生有机会注册成为新西兰景观

建筑师协会会员。

行业机构包括：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www.nzila.co.nz

Urban Design Forum
www.urbandesignforum.org.nz

New Zealand Planning Institute (NZPI) 
www.planning.org.nz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NZIA) 
www.nzia.co.nz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NZARM) 
www.nzarm.org.nz

Landscaping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LIANZ)
www.lianz.org.nz

Kess Aleksandrova
Bachel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onours)
Landscape Architect at Rough 
and Milne Landscape Architects 
(RMLA)

Kess was offered a full-time 
position as a landscape 
architect during her final year 
of study at Lincoln University, 
and also won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urban 
design awards. She is currently 
employed as a landscape 
architect at Rough and Milne 
Landscape Architects (RMLA).

“I have had a lifelong passion 
for nature and ecosystems, 
art and social sciences, so 
landscape architecture was a 
perfect match, and Lincoln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for 
producing excellent graduat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ving some very passionate, 
incredibly gifted and globally 
renowned lecturers and tutors 
has definitely made my studies 
more enjoyable, as well as 
adding to the overall ‘homely’ 
atmosphere of the University.

“I would not have come as 
far as I have if it were not for 
the support and enthusiasm 
of the staff of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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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责

建立和理解客户需求              

使用设计软件准备详细的计划和设计

向客户提出设计方案              

准备景观的证据              

进行环境评估              

与行业专家联络（如规划师、工程师，建筑

师、文化遗产官员、测量师、现场管理人员）              

准备申请同意书              

更改计划以满足客户要求

现场参观监测进展情况              

为项目提供成本估算              

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              

协调供应商和制造商              

创造新的商业机会              

管理项目

Michelle Ash
Careers and Employment
Libr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E: michelle.ash@lincoln.ac.nz
P: +64 3 423 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