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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122 次會議
暨建造執照預審小組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7 月 31 日（星期二）14 時 00 分整
二、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王主任委員啓川 蘇副主任委員俊傑代
黃主任委員志明（預審主席）

盧浩業
涂哲豪
羅椉元
記錄： 靳錫嫚
葉怡嘉
侯佩錡

出席委員：蘇俊傑副主任委員、陳志宏委員（請假）
、黃恩宇委員（請假）、
黃欣璟委員、林碩彥委員（請假）
、施邦興委員、李佩芬委員、
賴文泰委員、盧正義委員、陳啟仁委員（請假）
、麥仁華委員、
張永義委員（請假）
、卓永富委員、許玲齡委員、黃吉村委員
（請假）
、許錦春委員 （林明峰代）
、曾品杰委員（盧浩業代）、
孫嘉良委員（林永慶代）
、陳志鶴委員、林尚瑛委員、沈秀珍委
員
出席聯席委員：陳信村委員、朱安凱委員、張貴財委員、羅仲廷委員
出席幹事：陳玉媛執行秘書、羅椉元幹事、鄭志敏幹事（請假）、張舜華
幹事（請假）
、賴祈延幹事、顏維谷幹事、洪瑋澤幹事（請假）、
李惟義幹事（請假）
、許豪修幹事（請假）、盧浩業幹事(預審
幹事）
列席設計人：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許毓哲、梁慶源/沈鈺峰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 梁慶源 沈鈺峰、許乃元建築師事務所 許乃元、林
子森林伯諭建築師事務所 林子森林伯諭
列席申請人：郭泰吟－陳錫斌代、丁友鴻君－林瑞學代、
蔡天贊君－林近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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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案：
第一案：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左營區新庄段七小段 989 地號
等 6 筆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案
(聯席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核
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權工務局審
定，本案預審原則通過。
（一）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部分：
1. 本案設置有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突出於應退縮 2.5 公尺建築
範圍內，其與境界線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者，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 本案於地下二層設置自行車停車位，尚鄰近梯間設置並由昇降機
出入，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3. 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547.56 平方公尺）核定函。
4. 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預審小組部分：無
（三）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四）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朱安凱委員（預審小組）
（一） P5-5-1 地下三層結構平面圖，地樑深度不足，請釐清。
（二） P5-5-3 地下一層結構平面圖，備註標示混凝土抗壓強度 fc'=315
略小，另備註標示鋼筋降伏強度 fy=4200(#4 號以上)與圖框標示
鋼筋降伏強度 fy=4200(#6 號以上)標示不一致，請釐清。
（三） P5-5-3 地下一層結構平面圖，C11 柱尺寸 90x60 公分，與地上一
層 C11 柱尺寸 90x90 公分斷面尺寸不一致是否有誤，請釐清。
（四） P5-5-4 地上一層結構平面圖，戶外版厚設計為 18 公分，建議採
25 公分為宜。
陳信村委員（預審小組）
（五） P5-5-1 地下一層至地下三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 Line-5 及
Line-F 交點處之樓板開孔連續壁局部位移及應力。
（六） 2.P5-5-4 一樓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 EB5、EB2、B1a 之短樑軸
差應變應力。
（七） 3.P5-5-7 標準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室外梯 Cb3 懸臂樑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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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過大。
（八） 4.P5-5-7 標準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上部結構 C1 及 C11 單
垮度柱其與連續壁共構之結構設計。
羅仲廷委員（預審小組）
（九） P5-4-2，依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設計之景觀陽台應
依高雄市建造執照預審圖件須知以比例尺 1/50 繪製相關平面圖
說，敬請修正。
（十） P5-4-2，景觀陽台覆土區與主樑重疊部分覆土深度不足，敬請修
正。
張貴財委員（預審小組）
（十一） P2-9 一層綠化平面圖，十七米華欣路側青楓建議調整位置，以
改善停車場出入口視距。
賴文泰委員
（十二） 道路容量如何計算？另請增設車輛管制設施，以維停車場出入上
下之安全。
卓永富委員
（十三） 請說明 LED 光源裝設的位置。
（十四） 東門路與本案基地間之國有土地是否有畸零地問題？建議整併
為本案基地或租來綠美化環境。
許玲齡委員
（十五） 本案規劃於 17 米計畫道路及 6 米東門路 57 巷栽植共計六株之青
楓覆土深度僅 120cm，青楓為大喬木，建議六株覆土深度應修改
為 150cm。
（十六） 地下室開挖層庭園規劃一株青楓，建議改植中小喬木。
蘇副主任委員俊傑
（十七） 建議可承租相鄰之國產署空地綠美化，或申請調整地形。
（十八） 車道出口喬木請調整位置，避免影響視線。
黃委員欣璟
（十九） 請補充人工植穴的排水設計資料。
工務局建管處（書面意見）
（二十） P5-4-2，通用化浴廁及景觀陽台位置示意圖請上色，俾利核判。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一） 考量本案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尚未完備，建請實設機車位達一戶
一車位。
（二十二）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三十八)回復說明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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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計算方式，惟道路容量係指該道路可供服務之車流量，請
說明同一道路為何有多種容量。
（二十三）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三十九)回復說明頁碼
有誤，請修正。
（二十四） 另 P2-3-5 請將表 5 各道路實際容量調整係數詳列(如：東門路
東向左轉實際容量為 1393、東向直進容量為 1396 等)，請補
充說明各道路調整係數及其依據。
（二十五）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四十)回復說明道路容
量計算方式，惟僅說明步驟而未將實際道路帶入，請依回復所
述五步驟詳述 P2-3-5 表 5 各道路相關數據，包含 1.交叉路口
幾何型態與流量狀況、2.各道路流動衝突交通量、3.臨界間
距、4.各道路潛在容量(請帶入各參數實際數字)5.實際容量
(請帶入各參數實際數字)。
（二十六）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四十三)回復本案客源
車位以路邊臨停為主，惟該種方式將造成停車成本外部化，請
提供足夠店鋪衍生停車位，並提出裝卸貨停車規劃。
（二十七）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四十四)回復動線已補
充於 P2-5，惟自行車與汽機車使用同一出入口易生動線交
織，請一併補充當地道路標誌標線，以檢視動線合宜性。
（二十八） 本案依第 169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四十五)回復說明本案
取消設置雙黃線，請修正。
（二十九）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
基地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
車輛，務必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動線
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三十） 請確實依本局 169 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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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梁慶源/沈鈺峰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仁武區澄合段
113-3、114 地號等 2 筆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
轉都市設計審議案 (聯席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核
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權工務局審
定，本案預審原則通過。
（一） 都市設計部分及容積移轉部分：
1.本案設置於地下二層自行車停車位，尚鄰近梯間設置並由昇降機出
入，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基地內白流蘇樹樹種及西南側原土層範圍綠化設計，請參酌委員意
見妥適調整設計。
3.圍牆請調整設計適當透視性。
4.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515.45 平方公尺）核定函。
5.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預審小組部分：無
（三）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四）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羅仲廷委員（預審小組）
（一） P2-8-2 開放空間標示牌請詳標尺寸並修正 P5-2-1 圖說。
（二） P2-9-1 與 P2-9-2 植栽計畫表應載明覆土深度，敬請修正。
（三） P5-4-3 依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設計之景觀陽台應依
高雄市建造執照預審圖件須知以比例尺 1/50 繪製相關平面圖說，
敬請修正。
張貴財委員（預審小組）
（四） 建議加強屋頂綠化，以增進本案公益性。
陳信村委員（預審小組結構委員）
（五） P4-3-2 之 D 向立面圖，上層左右兩側非結構外牆至一層開放，請
補充檢討上層牆體不連續對一層 C1、C7 柱之影響。
（六） P4-4-4 地下一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 B1、B10、B17 短樑之軸
差應變剪力。
（七） P4-4-1 筏基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檢討 S4 筏基版厚僅 60 公分，
惟長寬為 8.35 公尺及 7 公尺，是否有最小版厚問題。
朱安凱委員（預審小組結構委員）
（八） 本案為地上十五層，柱斷面尺寸 90x90 公分是否太小，另 fc'=280
較一般 fc'=310 為小，請補充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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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P4-4-1 筏基層結構平面圖，設置機械停車位之基礎版厚 60 公分厚
度是否不足，建議放大。
（十） P4-4-2 地下二層及地下一層結構平面圖，邊樑設計尺寸寬度為 35
公分，建議放大寬度為 40 至 60 公分為宜。
（十一） P4-4-3 地下一層結構平面圖， Line-Y1、Line-Y2 下方設置有機
械停車，主樑位置應調整。
黃欣璟委員
（十二） 人工植穴缺乏排水設計，請補充。
（十三） 屋頂綠化之植栽計畫表於規格及覆土深度等資料不足，請修正。
（十四） 屋頂綠化的植栽圖例與平面圖的標示有所差異，請修正。
許玲齡委員
（十五） 庭院中所規劃的白流蘇樹在台南以南開花情況通常未如理想，檸
檬桉種於開挖層上，未來的成長情況恐不能如預期良好，建議是
否重新考量庭院樹種之規劃，能有生長健康的大喬木也有花開燦
爛的美麗庭園。
陳志鶴委員
（十六） 建議考量地下ㄧ層下坡車道是否有機會拉長，降低車道坡度比以
利地下室機車出入使用。
（十七） 地面ㄧ層住宅單元 A10，其廚房沒有設置可對外排煙設施位置，
請說明如何排煙?
盧正義委員
（十八） 在 12 米路旁沿街步道有 4 棵喬木植栽穴牆高 1.05 公尺，對沿街
步道視覺空間會有突兀，建議請降板到離地面 45 公分以下。
（十九） 游泳池一部分高 85 公分，會讓行人感到視覺不舒服，請降低。
施邦興委員
（二十） 本案地下室開挖率達 79.98%，建議於僅留的原土層能增加綠化
及加強喬木種植環境。
卓永富委員
（二十一） 建議於游泳池與南側鄰地透天住宅邊界增加種植喬木，以強化
隱密性。
（二十二） 建議調整縮短游泳池長度及充分考量泳池防水處理。
工務局建管處(書面意見)
（二十三） P5-1-2，預審原則檢討太陽光電設置詳報告書頁面 P2-11-1
誤植，應為 P2-16-1 請修正。
（二十四） P5-4-3，高雄厝景觀陽台檢討表，請載明本案景觀陽台設置層
數、戶號、總戶數及景觀陽台總面積，俾利核判。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五）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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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
車輛，務必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動線
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二十六） 本次無其他其增意見，請開發單位應依本局 171 次幹事會意見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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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許乃元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苓雅區五塊厝段 1507、1507-1 地
號等 2 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案 (聯
席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
核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權工務
局審定，本案預審原則通過。
（一） 都市設計部分及容積移轉部分：
1. 本案建物東、西、南向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突出 2.5 公尺退縮
距離範圍，其與地界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之部分，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 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1922.4 平方公尺）核定函。
3. 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預審小組部分：
1. 本案公共服務空間位置及面積，同意設置。
（三）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四）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陳信村委員（預審小組）
（一） 本案為局部變更，結構部分 119 次委員會已提供意見。
張貴財委員（預審小組）
（二） P2-8 一層平面圖，開放空間範圍內車道建議調整鋪面材質以示區
別。
陳志鶴委員
（三） 本案車道出入口已依前次委員會意見修正，本次無意見。
賴文泰委員
（四） 交通改善措施有關交管人員僅於尖峰時刻派駐，而尖峰時刻難以定
義，目前很多大樓只要有車輛進出即有人員派駐，建議本案延長交
管人員派駐時間，並請於報告書明確說明派駐時間。
（五） 請說明地面一層車道下坡處旁小樓梯用途。
黃欣璟委員
（六） 基地植栽計畫植栽之規格及覆土深度不符規定，請修正之。C 剖面
圖與平面圖之設計有誤，請修正。
（七） 屋頂綠化之植栽計畫圖例與平面圖有所不符，請修正。人工植穴請
補足排水設計。
盧正義委員
（八） 地下室各層樓有長向停車出入看不到旋轉坡道的上下警示燈，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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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裝同步警示燈。。
工務局建管處（書面意見）
（九） P1-1，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非屬申請書之容積獎勵類型及面
積，請修正△FA3 表格。
（十） P4-2-5，一層平面圖請上色標示開放空間、法定空地及建築面積範
圍，俾利核判。
（十一） 提請委員會同意事項頁面，宅配室牆線繪製疏漏請修正，另請補
充公共服務空間遊戲間西側高差部分設計理念及安全維護說
明。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二）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基
地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車
輛，務必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進場動線
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三） 本次無新增意見，請確實依歷次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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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許乃元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四小段 1613 地
號土地店舖、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核
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一)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部分：
1.本案建物突出應退縮建築 2.5 公尺淨距離，設置有不計入建築面積
構造物部分，其與境界線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沿街面騎樓退縮地綠美化、地坪鋪面及後院景觀等，請加強設計內
容及強化對環境的友善性。
3.沿地界邊之圍牆 A，請調整設計適當透視性。
4.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1179.9 平方公尺）核定函。
5.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三)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黃欣璟委員
（一） 基地植栽設計之灌木規格說明不足，請修正。
（二） 屋頂綠化計畫中圖例與平面圖不符，請修正。
（三） 人工植穴亦請補充排水設計。
賴文泰委員
（四） 地下二層機車停車位建議能調整集中設置於地下ㄧ層。
施邦興委員
（五） 請將 6 米道路邊界之圍牆拆除，或以高透空性之設計處理，以促進
外部環境友善關係。
（六） 後院空間綠化設計建議再予加強，如僅為垃圾清運的硬鋪面設計，
請妥為調整。
李佩芬委員
（七） P2-7、P2-8 南側設有圍牆，人行動線標示可往南側移動，正確否?
（八） 圍牆之設置，除西側與鄰房有管理上安全考量外，其餘圍牆設置必
要性?請再考量。
交通局（書面意見）
（九）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基地
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車輛，務必
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動線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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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次無其他其增意見，請開發單位應依本局 168 次幹事會意見辦
理。
第五案：林子森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三民區大港段 2810
地號土地店鋪、集合住宅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核
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一)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部分：
1.本案設置有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突出於應退縮 2.5 公尺建築範
圍內，其與境界線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者，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
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本案設置於地下二~三層自行車停車位，尚鄰近梯間設置並由昇降機
出入，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3.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1199.7 平方公尺）核定函。
4.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三)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賴文泰委員
(一) 地面層機車停車區出入口能否調換至南側。
蘇副主任委員俊傑
(二) 南側街廓為路外停車場，爰建議機車出入口維持於北側。
盧正義委員
(三) 6 米道路旁有 4 棵喬木樹床太高，請降版讓凸出地面植栽牆高度不
影響都市視覺空間。
(四) 道路轉角這棵喬木請稍移位以免車輛轉彎視覺障礙。
麥仁華委員
(五) 建議大樓面向大連街 381 巷之一樓主入口，改由左側中庭進入，可
讓大樓住民進出都能享受中庭空間的舒適。
施邦興委員
(六) 本案立面設計雙層外牆，惟未反映於平面圖，請修正。
交通局（書面意見）
(七) 考量本案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尚未完備，建請實設機車位達一戶一
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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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案依第 170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二十一)回復說明，惟查
P2-7-4 僅說明幹道等級並未說明各等級所對應容量，請確認各道
路容量計算方式正確性。
(九) 本案依第 170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二十二)回復已補附路口轉
向量圖說，惟圖說中並未呈現各流向交通量(如東轉北、東轉南、
南轉西、南轉北等)，請補充。
(十)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基
地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車輛，
務必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動線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一) 本次無新增意見，請開發單位確實依本局 170 次幹事會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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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林子森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鼓山區青海段 508、509
地號等 2 筆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
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並授權都市發展局審定，准予核
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一)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部分：
1.本案建物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突出 2.5 公尺退縮距離範圍，其與
地界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之部分，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
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2.本案設置於地下二~三層自行車停車位，尚鄰近梯間設置並由升降機
出入，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3.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875.35 平方公尺）核定函。
4.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二) 請依幹事會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三)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賴文泰委員
(一) 地下一層機車位編號 111、112、113 及 113A 車位，請考量由一層
下至地下一層時車道使用情形，建議將機車位調整至其他位置。
(二) P2-10、P2-12 植栽剖面圖之內容標示，若非屬設計內容請移除。
盧正義委員
(三) 夜間燈光僅局部設計，請增加長向立面牆設計。
交通局（書面意見）
(四) 本案依第 172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十八)回復說明已回復於
P2-5-6，惟該頁僅說明幹道等級並未說明各等級所對應容量，請確
認各道路容量計算方式正確性。
(五) 本案依第 172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十九)回復說明回復於
P2-5-6，惟未見於該頁面，請補充路口轉向交通量圖說。
(六) 考量本案開發內容為店鋪，請補充店鋪停車位需求規劃及管理方
式，並設置足夠停車位以避免停車需求外部化。
(七) 為維護基地停車場進出安全，未來如經審議許可，請業者承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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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後於停車場出入口派駐人員指揮基地進出所有車輛，務必
按照標誌、標線、號誌及所送基地人行、車行動線行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八) 本次無新增意見，請開發單位確實依本局 172 次幹事會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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