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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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次會議
暨建造執照預審小組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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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俊傑副主任委員代
黃主任委員志明（預審主席）

盧浩業
記錄： 王亮文
葉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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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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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永富委員、許玲齡委員、黃吉村委員(請
假)、許錦春委員（林明峯代）、曾品杰委員（趙慶昇代）、孫
嘉良委員(請假)、陳志鶴委員（洪嘉亨代）、林尚瑛委員、沈
秀珍委員
出席聯席委員：陳信村委員（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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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
、鄭志敏幹事（請假）、
張舜華幹事（請假）
、賴祈延幹事（請假）
、李冠儒幹事（請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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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申請人：京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羅桂葉；新總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王雅琪；交通部鐵道局－陳義明、林庭毅；交通部鐵道局
南部工程處－林耿永、陳忠成
列席設計人：張文明建築師事務所－張文明；群旺建築師事務所－謝慶旺；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江明珊、許以奇；九典聯
合建築師事務所－張清華、史可蘋、黃旗峯、黃意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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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案：
第一案：群旺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愛群段 2738-2 地號等 10 筆土
地店舖、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第一次變更設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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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本
案變更設計部分核備；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權工務局審定，准予
核發本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案預審核定本。
（一） 都市設計部分及容積移轉部分：
1. 地下一層機車停車區出入口請整併於北側一處。
2. 地下三~六層請調整編號 28、94、159、224 汽車停車位水平往前挪，
以提供足夠倒車空間。
3. 綠覆率請依委員意見至少增加至變更前綠覆率，植栽選擇請依委員意
見修正。
4. 廣場式開放空間請調整植栽配置，加強南北兩側人行動線串聯，並請
適度增加休憩座椅。
5. 本案建築物各向立面設置陽台、雨遮、花台及其他不計入建築面積構
造物，突出√H/2(5 公尺)退縮距離範圍，其與境界線距離仍大於 2 公
尺以上部分，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6. 本案於地下一~二層設置自行車停車位，鄰近梯間並藉由升降機出入
動線合理，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二） 預審小組部分：
本案曬衣改採洗烘脫洗衣機設備，同意陽台未設置遮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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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平面圖左下方之連續壁有四個凸角轉折，連續壁易失敗，請注
意壁體施工坍孔問題。
(二)一樓平面圖右上方 C30 柱在主體外，建議壁體規劃在此柱下方，若無
法改善，請多加注意結構系統分析及加強。
(三)一樓夾層平面圖左下方有造型牆配置，建議補懸臂小樑。
羅仲廷委員（預審小組）
(四)P2-10，屋頂綠化圖未設置曬衣區，建議設置結合太陽能設施之曬衣
架以利住戶使用，另剖面圖 B 之紫薇與上方太陽能光電板衝突建議避
免重疊。
(五)P2-18-4，雨水回收平面圖所示水池位置是否與基礎回填區重疊，敬
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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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4-1-1，開放空間標示牌請依新法設計並重新考慮設置位置。
張貴財委員（預審小組）
(七)同意陽台未設置遮避設施，曬衣改採洗烘脫洗衣設備。
麥仁華委員
(八)車道出入口至路口寬度應一致，對行車慣性來說較為容易。
陳志鶴委員（洪嘉亨代）
(九)車道由地面層下至地下一層，由兩個車道併成一個，交匯處應設置警
示設備。
(十)地下一層車道坡道旁機車區出入視線有死角，建議整併於北側一處統
一出入。
盧正義委員
(十一) 地下三~六層編號 229、230 等相同位置之汽車停車位出入需要倒
車，較為不便，請調整。
(十二) 地面層變更後綠覆率減少，請增加植栽至少維持變更前綠覆率。
卓永富委員
(十三) 本案戶數大增，但廣場式開放空間調整後，植栽阻擋南北兩側開放
空間動線，建議調整植栽配置，以串聯人行動線，並請增加休憩座
椅。
黃欣璟委員
(十四) 喬木下設計有數種灌木以提高景觀視覺的層次感，但所應用的灌木
大多屬於好光植物，因此在應用時更應考慮灌木的需光性，避免光
度不足而影響到灌木的正常生長。另光線極不足處宜考慮以觀葉植
物或耐陰性高的地被植物取代部分灌木。
曾品杰委員（趙慶昇代）
(十五) P2-18-6，光電含設備及設施超過屋頂面高 6m，請修正。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六)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業經 107 年第 6 次交評審議原則通過，請依交評
審議結論辦理相關交通改善事宜。
(十七) 請確實依本案回復第 180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四十九)於取得使
用執照前檢附相關網狀線及反射鏡標誌標線圖說向本局申請核可
後並自費設置。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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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請確實依本局 180 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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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張文明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一小段 994 地號等 5
筆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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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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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3638.66 平方公尺）核定函。
2. 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後，始得核發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書。
3. 本案建物立面設有陽台、柱、梁等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部分，突出
√H/2(5.31 米)退縮距離範圍，其與境界線距離仍大於 2 公尺以上部
分，幹事會依第 77 次委員會通案決議之授權，予以同意。
4. 基地出入口臨接公有人行道應納入共構設計，請洽權責機關辦理。
5. 基地出入口請朝人車分道方式調整車道角度。
6. 地下室停車位配置，請依委員意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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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形狀不規則，開挖時支撐皆無法垂直壁體施作，是否考量採逆
打方式施作。
(二) 本案一層及二層樓高為 6 公尺，有無施作結構夾層，須軟層檢討。
(三) 地下六層因機械停車少了 BS 版，連續壁須考量無 BS 版長期分析。
(四) 各層平面圖左下方小樑 gx2 並無背拉小樑，請修正。
(五) 三十三層平面圖造型部分懸臂，結構並無交代，請說明。
(六) 一層及二層樓高 6 公尺，牆厚須滿足牆厚大於 1/30 樓高之規定。
羅仲廷委員（預審小組）
(七) P2-8，出入口緩衝空間範圍不得與進出停車空間之車道範圍重疊，
敬請重新考慮設置位置。
張貴財委員（預審小組）
(八) 本案未申請開放空間獎勵，對於高雄厝設置景觀陽台部分無意見。
陳志鶴委員(洪嘉亨代)
(九) 地下一層東南側機車停車區出入口位於坡道上，請調整位置並增加
警示設施。另基於安全考量，中央機車停車區右側車道出入口鄰近
坡道，請調整從中間車道進出。
(十) 地下二~六層編號 15、50、86、117 及 167 等車位鄰近坡道，不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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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請考量調整。
(十一) 地下六層停等避讓空間建議與編號 185 車位對調。
李佩芬委員
(十二) 車道出入口北側之自行車位，出入動線易與汽車動線衝突，宜有
相關警示設置。
卓永富委員
(十三) 本案人車進出動線交織，基於安全考量，是否將車道坡道左右對
調?
許玲齡委員
(十四) 本案基地南側沿地界種植整排花旗木，因其需強烈日照及全日照
環境開花才會漂亮，且開展型喬木易逾越地界影響鄰地，請一併
考量鄰地開發時程調整植栽。
黃欣璟委員
(十五) 部分植栽圖片與名稱不符，天堂鳥蕉之圖片誤植為黃鶴鳥蕉及彩
虹鳥蕉，請修正。
(十六) 基地東北及西北側沿地界處種植天堂鳥蕉，建議改為黃鶴鳥蕉或
彩虹鳥蕉。另西北側光臘樹植穴太窄不易生長，倘生長良好又有
侵犯鄰地之疑慮，且影響下方之天堂鳥蕉或彩虹鳥蕉等熱帶植物
之生長，建議喬木改為棕梠類(例如中東海藻)搭配，也較適合開
挖面之植栽生長。
盧正義委員
(十七) 夜間燈光納入陽台燈設計，因其為雙切開關，中控室也難以掌握
住戶使用情形，建議二樓裙帶樓上方設計往上之投射搭配造型柱
投射燈光設計。
曾品杰委員(趙慶昇代)
(十八) 出入口緩衝空間不得與進出停車空間之車道範圍重疊(依內政部
100 年 6 月 23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00805354 號函釋 )。
(十九) P5-6-13 及-15，通用化浴廁未符合乾濕分離。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 考量民眾實際使用需求，請補充實設機車位達一戶一機車位。
(二十一) 查本案依 182 次幹事會本局意見(46)回復已檢討車道出入口視
距通透性並標於 P4-2-7，惟未見於該頁面，請補充檢討。
(二十二) 請確實依本案回復第 182 次幹事會本局所提意見(51)於取得使
用執照前檢附相關網狀線及反射鏡標誌標線圖說向本局申請核
可後並自費設置。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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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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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
環保局（書面意見）
(二十四) 請確實依本局 182 次斡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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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本市鳳山區文英段 1044-2
地號等 63 筆土地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鳳山車站暨開
發大樓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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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南側突出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9 公尺建築範圍之草坡及平台構造
物，因具公益性，委員會予以同意。
（二） 本案有關路型與交通環境暨轉乘設施規劃部分，請依照道路安全督導
會報核定內容辦理。
（三） 本案建築物已達本市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規定，請洽權責機關辦
理。
（四） 本案鳳山車站特種建築物 1 樓營運區域空間規劃與 104 年 7 月 31 日
核定都審報告書內容不符者，併同本案予以同意變更；另請補充變更
前後對照圖文（包括平面配置、剖面、建物立面…等變更部分標示）。
（五） 請依幹事會、專案小組及委員會所提意見修正。
（六） 如本案另有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者，從其規定。
委員意見
陳志鶴委員(洪嘉亨代)
（一） 本案車站轉乘設施變更應提請道安會報審議，並補充大客車臨停位
置。
（二） 地上開發大樓已達本市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請依規定辦理。
卓永富委員
（三） 五權路現況尚未打通，交通動線如何配合。
麥仁華委員
（四） 本案南側突出退縮建築範圍之構造物，是否退縮有困難，請事務所說
明。倘突出有助於景觀設計及立體綠化，無反對意見。
賴文泰委員
（五） 轉乘設施採挖彎或沿道路側長條設計各有優缺點，實務上，挖彎會有
動線交織問題，另目前規劃計程車停車區不好找，且需穿越車道才能
到達。
（六） 本次僅討論轉乘設施優缺點，預估南側 15 米計畫道路未來不會成為
穿越性道路，建議交通設計要留最大彈性，相關審查仍依道安會報結
論為準。
盧正義委員
（七） 各層平面請依 3D 模擬圖之立體綠化補充植栽，另植栽表請補充立體
綠化之植栽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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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樓拱門下方之植栽設計請搭配拱門之風格調整。
（九） 建議建築物主體之燈光設計，拱門上之部分燈光開啟時間延長至翌日
凌晨 6 點關閉，以成為鳳山當地之地標。
（十） 建議本案審查通過修正後，設計單位可提供短片上傳網路宣傳。
許玲齡委員
（十一） 本案具有新的設計意象，與傳統商業大樓不同，建築師之用心值得
鼓勵。
（十二） 開花植物色彩比較單調，建議於人行動線節點處栽植季節開花鮮明
之喬木(例如台灣欒樹、鳳凰木、大花紫薇等)點綴。
（十三） 北側昇降機降低高度，且不影響立面水平帶狀元素及增加視覺景
觀，予以同意。
交通部鐵道局代表
（十四） 有關委員建議拱門上之部分燈光開啟時間延長至翌日凌晨 6 點關閉
及其他相關建議，本局嗣後將協調臺鐵局儘量核實配合。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五） 本計畫書有關路型與交通環境暨轉乘設施規劃部分，前經本府道路
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2 年 10 月 9 日高市道督字第 1020000235 號函
通過。查本案變更報告書已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提送本局辦理審查。
（十六） 查本案依 181 次幹事會本局意見(43)回復本案將送道安會報審議，
惟本案建築物已達本市交通影響評估送審門檻規定，需提送交通影
響評估審議而非提送本府道安督導會報審議，請另行提送交評報告
至本局辦理後續審議事宜。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七） 請確實依本局 182 次斡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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