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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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次幹
事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7 年 12 月 6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00 分
二、地點：都市發展局 6 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持人：陳玉媛
記錄：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附冊）
羅椉元 (都發局)
鄭志敏 (都發局)
張舜華（環保局）
賴祈延（交通局）
李冠儒（建管處）
洪瑋澤（養工處）
李惟義（地政局）
許豪修（經濟發展局）

王亮文 靳錫嫚
涂哲豪 吳介彰

羅椉元
鄭志敏
請假
賴祈延
李冠儒
洪瑋澤
李惟義
許豪修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附冊）
薛嵐璟、林元元、張景興、陳立儒、林政亨、鄭玲如、陳泓
甫、陳炳宏、張雪梅、蔡明達、林耿永、李明益、郭瑞麟、
鄭弘文、林育瑞、簡嘉君、游高杰、邱于倫、李家玲
六、審議案：
第一案：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委託申請「高雄市區鐵
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左營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審議意見修正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程序部分：
（一） 請製作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二） 本案涉及各權責機關意見，請申請單位確實檢討並納入修正。
（三）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設計單
位確實逐條檢討詳列提請同意事項，並製作討論圖說置於報告
書末頁，提請委員會同意。例如以下各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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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都市設計基準規定本計畫區範圍內應設置節點廣場，區
位檢討。
2. 動線系統採步道與自行車道共構設計，不符合都市設計基
準應避免人行與自行車共用之規定。
3. 植栽設計不符合都市計畫書中都市設計基準有關選用原生
種、馴化種與誘鳥、誘蝶之原則，及未選用植栽選種原則
表列選種建議之樹種。
4. 其他不符都市計畫規定之項目。
（四） 承上，倘設計內容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關單位會議決議，
而致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一併提出書圖文件置
於附錄佐證之。
（五） 涉及現有喬木移植（除）
，請先洽主管機關意見。
都市設計部分：
（六） 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書應檢附圖件內容請參考鳳山計畫編排
方式依續（植栽計畫、剖面圖、動線系統、照明計畫、街道
家具…等）完整說明後，再說明其他分區；因本基地狹長，
圖說請以對開續接方式呈現，以利讀圖。
（七） 報告書編碼以章節-頁碼方式(如 2-10-1)編排，並修正相關
條文對照頁次，避免修正圖件重新調整頁碼。
（八） 本計畫區採分段設計檢討，請參照鳳山計畫區考量園道整體
計畫方位一致性，本案整體構想圖說方位應統一，且圖說表
達方式請由北向南。
（九） 請於報告書 1-5 補充說明公共腳踏車租賃站設置原則，並逕
洽本府環保局確認規劃設置位置，納入設計圖說標明區位。
（十） 本案都市計畫法令檢討，請核實檢討各計畫條文及依實際設
計內容對應說明並加註對應之圖說頁次。
（十一） 請清楚標示「都市計畫範圍線」與「施工範圍線」
，並請補
充說明位於崇德路北側計畫範圍未納入本次設計緣由。
（十二） 園道規劃整體構想，請補充打通道路、路型變更或陸橋拆除、
地下道填平等資訊。
（十三） P11 補充本計畫區分區藝文景觀、舊城文史漫活及永續自然
生態區等構想，落實至實際空間設計說明內容，另請補充共
有幾處道路打通、節點空間位置、喬木、灌木等植栽分區設
計理念與主軸(包括帶狀空間植栽、人行道植栽、節點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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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等)及自行車動線系統規劃原則(包括專用道或與人行道
共用等)。
（十四） 計畫範圍內各向剖示圖應清楚標示各段面空間高程及洩水
坡度等相關資訊。
（十五） P15 本計畫區以水廊為設計主軸，請補充說明計畫區水系，
如水源、水流向…等相關資訊。
（十六） 各分段平面配置圖請套繪永久軌範圍標示範圍線，並檢視位
於該範圍內喬木覆土深度是否符合規定。
（十七） 請以文字補充說明計畫區內現地移植喬木方式及移植最大
宗樹種，並補植栽表圖例，應與平面配置圖一致。
（十八） P148 園道景觀設計中植栽計畫表圖例，請與平面配置圖一
致以利對照檢視，請將本表置放植栽計畫頁首，另本表請取
消學名欄位。
（十九） P93~95 植栽計畫-新植灌木種類數量表無圖例，且無法與平
面配置圖對應檢視，請將本表置放灌木植栽計畫頁首，另本
表請取消學名欄位。
（二十） 計畫區內配置多項街道家具、設施及設備如親水平台、水園
廣場，請於平面配置圖中予以編號，對應細部設計圖說及搭
配透視圖檢視。
（二十一） 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2 點水資源管理：
「（2）園道沿線中
央分隔島綠帶應視腹地大小於適當地點設置雨水貯留設
施，…其設計降雨強度以採 5 年發生一次之降雨頻率為原
則。」本計畫區內並無相關設計內容及說明，倘本案不符上
開原則，應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
（二十二） 分段 A-1 崇德路現有自行車立體聯通道乙座，請補充相關
細部設計並搭配 3D 模擬及現況照片輔助說明。
（二十三） P166~169 左營車站及內惟站，與原核定內容不符，應以
變更設計方式製作報告書（包括平面配置、剖面、建物立
面…等變更部分標示）變更內容應以雲朵方式特別標明，
另請補充現況照片。
（二十四） 站區內涉及變更原核准道安審查內容者，請補充變更前後
內容及補標示車道與步道等必要尺寸、車行方向、相關設
計高程等資訊及變更之理由。
（二十五） 另各通勤車站站區檢討都市設計基準第 14 點(1)公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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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綠建築標章規定，請補充說明現在設計與原核准設計
之差異。
（二十六） P98~105 照明設計部分，僅以簡圖呈現，且各分段照明配
置僅設置景觀高燈 1 種樣式，請再補充完整的照明設計
(包括燈具設計、示意照片等)。
（二十七） 本計畫區倘完成本府道安會報審議，請補附相關審竣圖件
並套疊於各平面配置圖說中，車專區轉乘設施配置請補標
示車道與步道等必要尺寸、車行方向、相關設計高程及變
更設計方式（含原核准轉乘設施數量表及差異分析），另
請清楚說明道安會報審議時間與結論，以利委員會審議討
論。
（二十八） 請於附錄 2 補充納入本府 106 年 3 月 10 日高市府工工字
第 10631294800 號函，以茲佐證各計畫區委辦分工之責任
範圍。
地政部分：
（二十九） 本計畫區規劃水廊，考量地下永久軌結構安全，請檢視水
廊段面是否位於永久軌範圍內，應避開該範圍。
交通部分（書面意見）：
（三十） 查本計畫書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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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第 11 次委員會原
則審查通過，請於核定前確認本案內容與道路安全督導會
報核定報告書相同。
（三十一） 請配合道路路型檢視補充跨越道路(如新莊一路、崇德路、
華榮路至明誠四路等)之自行車及行人動線。
（三十二） P22 自行車景觀橋並未連接至主要自行車道，請說明規劃
構想。
（三十三） P119 請檢討自行車架可否設置於自行車道旁邊，以減少
行人與自行車動線交織。
環保部分（書面意見）：
（三十四） 本案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開發場址內。
（三十五） 相關審查通過書件為：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
境影響說明書、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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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2 次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
規劃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
化綜合規劃第五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臨時土方暫置
場暫存量變更）、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六次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再生粒料使用及中博地下道取
消）。
（三十六） 本案建請開發單位(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自行確認
是否涉及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如涉及變更請開
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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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委託申請「高雄市區鐵
路地下化園道開闢工程-高雄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審議意見修正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程序部分：
（一） 本案申請範圍自明誠路起至大順路止，報告書內容尚有未依本
府都發局 107 年 11 月 16 日高市都發設字第 10734260800 號函
製作書圖，請參照第三案鳳山計畫區書圖排版模式完整檢附，
以利審議。
（二） 園道範圍土地所有權屬未徵收或私有土地部分，請於清冊欄位
備註併同預為設計，於未取得所有權同意書前，不得開闢。
（三） 請製作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四） 本案涉及各權責機關意見，請申請單位確實檢討並納入修正。
（五） 涉及現有喬木移植（除）
，請先洽主管機關意見。
（六）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設計單
位確實逐條檢討詳列提請同意事項，並製作討論圖說置於報告
書末頁，提請委員會同意。例如以下各項等：
1. 依都市設計基準規定本計畫區範圍內應設置節點廣場，區
位檢討。
2. 動線系統採步道與自行車道共構設計，不符合都市設計基
準應避免人行與自行車共用之規定。
3. 植栽設計不符合都市計畫書中都市設計基準有關選用原生
種、馴化種與誘鳥、誘蝶之原則，及未選用植栽選種原則
表列選種建議之樹種。
4. 其他不符都市計畫規定之項目。
（七） 承上，倘設計內容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關單位會議決議，
而致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一併提出書圖文件置
於附錄佐證之。
都市設計部分：
（八） P1-5 總論部分，請整合廊道三計畫案分區設計構想，例如廊
道總長共有幾處道路打通、節點空間位置、喬木、灌木等植栽
分區設計理念與主軸(包括帶狀空間植栽、人行道植栽、節點
處植栽等)及自行車動線系統規劃原則(包括專用道或與人行
道共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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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承上，補充說明公共腳踏車租賃站設置原則，並逕洽本府環
保局確認規劃設置位置，納入設計圖說標明區位。
（十） 園道規劃整體構想，請補充打通道路、路型變更或陸橋拆除、
地下道填平等資訊。
（十一） P1-5-2 園道公共藝術計畫，屬園道整體設計應有的內容，
公共藝術造型、設置位置及有待調整之事項等，請將鐵道局
徵選後作品，補充完整的設計與設置說明及目前各執行進
度。
（十二） P1-5-2 園道植栽移植構想，內文提到植栽處理需配合農業
局景觀處及公園用地轄屬單位機關協調結果…，及既有植栽
處理原則-五大評估移植原則，倘已經協商或會勘，請補附
相關紀錄文件置於附錄。另是否為三計畫案全面適用原則?
亦請說明。
（十三） 本計畫與輕軌重疊段部分，請整合本府捷運局輕軌設計，完
整套繪設計內容。
（十四） 針對輕軌與綠園道介面銜接情形，如美術館站與輕軌介面結
合，請放大圖示及標示高程處理，或鼓山站至愛河中間自行
車動線穿越輕軌的斷面處理與安全號誌，軌道與車站間(美
術館站、鼓山站)有無綠籬或圍籬或人行步道，其鋪面設計
為何?行人與自行車可否通行?完整的行人、自行車動線及高
程差等事項，請補充相關設計圖說。
（十五） 園道範圍內設施物部分(包括街道家具、指標、導覽標示牌、
標誌、標號、自行車架等)，請補充設計平、立面彩圖及標
示設計尺寸、高程、材質、色彩等資訊。
（十六） 剖面示意圖請參照鳳山計畫區剖面圖示修正，需標明喬木樹
名、喬木覆土深度、地坪高程等資訊(包括園道範圍線與施
工範圍線)。
（十七） 不同鋪面顏色、材質或鐵軌意象材質、色彩等，請以不同設
計圖例或顏色予以區分，並圖例與配置圖面能以對應，以利
審視。
（十八） P1-5-2 園道照明景觀規劃構想與各分段照明配置說明，無
法對應，且各分段照明配置僅設置景觀高燈 1 種樣式，請補
充完整的照明設計(包括燈具設計、示意照片等)。
（十九） 依高雄計畫區與鳳山計畫區報告書之分區界線所示，大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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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幅範圍未在審議範圍內，請釐清後補正及補充相關設
計內容。
（二十） P2-4，請明確標示都市計畫園道範圍線與工程施工範圍線
及補充圖例；另動線配置說明部分，各分段圖面均補標示
車行方向，以利審議。
（二十一） 各分段植栽配置說明，均請補充該分段植栽規格表，包括
喬木、灌木等植物之圖例、名稱、規格等資訊(如
P2-4-5)。
（二十二） 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1 點(1)圖 7~圖 11 規定，本區明誠路、
葆禎路、吳鳳路、日昌路、新疆路、鼓山二路 182 巷、青
海路、九如路、鐵路街等，應設置入口節點廣場，請說明
前開區位未設計節點廣場之理由原因，另有設計者請加強
設計說明，並以單元圖示放大圖面。
（二十三） P76 河西一路轉角標示為街角廣場，與 P81 節以圖例示意
為主要入口（含無障礙坡道），前後內容標示有異，請全
面檢視圖說一致性並修正。
（二十四） P76 跨愛河人行路橋，依圖面標示將提供人行或自行車使
用，圖面上路橋坡度設計標示「至少 1/8」，請明確化及
比照無障礙坡度或更為趨緩為宜。
（二十五） P2-5，請參照鳳山計畫區補充植栽數量統計表。
（二十六） P2-6，各通勤車站倘與原核定內容不一致者，請依變更設
計製作書圖文件，包括檢討平面圖、站體景觀-轉乘設施、
立面或剖面示意圖等，以頁面左為原核准、右為現在設計
(站區變更設計)圖說對應排版，並於變更設計圖面以雲朵
標明變更部分。
（二十七） 站區內涉及變更原核准道安審查內容者，請補充變更前後
內容及補標示車道與步道等必要尺寸、車行方向、相關設
計高程等資訊及變更之理由。
（二十八） 另各通勤車站站區檢討都市設計基準第 14 點(1)公有建
築物綠建築標章規定，請補充現在設計與原核准設計有何
差異?倘若有所調整，亦請補附原核准與變更設計對應頁
面。
（二十九） P2-6-1 美術館站區，金川街與龍安街原核准設計為連通
道路，所提變更設計為人行廣場，請加強說明變更理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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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是否影響人、車動線等使用問題。
（三十） P2-6-2 鼓山站區，相較原核准設計內容，所提變更設計
經大幅調整，請加強說明變更理由原因，供委員審議參
酌。
（三十一） P2-6-3 三塊厝站區，因站區設有 6 處通風井設施物突出
地面，原核准設計係採土坡搭配地被以降低視覺景觀影響，
所提變更設計圖面無法辨識設計內容，請補充對應原核准
之景觀 3D 模擬示意圖，以利審議。
（三十二） 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2 點水資源管理：
「（2）園道沿線中央
分隔島綠帶應視腹地大小於適當地點設置雨水貯留設
施，…其設計降雨強度以採 5 年發生一次之降雨頻率為
原則。」本計畫區內並無相關設計內容及說明，倘本案不
符上開原則，應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
（三十三） 請於附錄二，補充納入本府 106 年 3 月 10 日高市府工工
字第 10631294800 號函，以茲佐證各計畫區委辦分工之責
任範圍。
（三十四） 報告書整體圖面解析度有待加強，另圖面示意之線條、標
示等，均請於頁面補充圖例，以利閱讀及審議。
建管部分：
（三十五） 請補充說明原核准道路通行情況與本次變更之情形，另變
更前後設計說明圖說請保持比例一致性。
（三十六） 報告書內容請調整解析度至清晰可供辨識。
地政部分：
（三十七） 地政局辦理之第 71 期公辦市地重劃區，其開發目的之一
係再造車站周邊商業繁榮，而都市計畫在本區除車站坐落
之車站專用區外，其餘可建築用地均劃為商業區或特定商
業區，不論以上何種分區，皆具有極高之容積率，可預期
日後建物將容納甚多之使用人數及車輛進出，更要考量原
有商圈車流及停車需求，以及中山路、博愛路高架橋拆除
施工期間外溢至本區之車流。但在自由路、復興路與民族
路間，重劃區內都市計畫 50 米園道目前僅規劃為兩條 5
米寬單行道，且原先都市計畫設可南北向貫通之青島街、
山東街，在園道處均封閉無法供車輛通行，單行道長度達
500 公尺以上，請設計單位補充說明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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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補充說明民族路至高雄車站間，公車、一般車輛、
自行車、人行等動線及路型設計。
2. 請補充說明高雄車站周邊停車位規劃位置及數量預估，
包含道路沿線臨時停車、集中停車場等；另 71 期重劃
區土地分配已公告，建議參考配地結果規劃人行道植
栽，以免喬木抵觸大樓車道出入口，日後還要移植。
（三十八） 在九如大橋至河邊街之間，自柴山綿延至愛河邊高差甚大，
園道設計請標明高程及動線，並就下列事項釐清：
1. 緊鄰之社區是否能夠順利克服高差進入園道使用，例
如河邊街 81 巷、69 巷、53 巷、37 巷如何進入園道，
坡道是否會太陡。(報告書第 74 頁河邊街巷名標示有
誤)
2. 此段附近有許多老舊社區，巷弄狹小，園道設計僅重
景觀及人行，請考量未來消防車輛緊急進入救災之需
求。
（三十九） 第 55 頁標示木棧道設計，為利日後維護，請標明木棧道
之構造及材質。
（四十） 報告書所附土地清冊尚有私有地，請在施工前取得土地。
（四十一） 請補充說明原核准道路通行情況與本次變更之情形，另變
更前後設計說明圖說請保持比例一致性。
（四十二） 報告書內容請調整解析度至清晰可供辨識。
交通部分（含書面意見）：
（四十三） 本工程全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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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管考小組 107 年第 24 次會
議審議，請依會議決議提送至道安會報審議。另請於核定
前確認本案內容與道路安全督導會報核定報告書相同。
（四十四） P53 未見設置自行車架，請確認圖說正確性。
（四十五） P54、P142 請檢視並補充輕軌美術館站與園道間人行動線
順暢性。
（四十六） P143 請檢視並補充輕軌 C18 站與園道間人行動線，請考
量搭乘輕軌旅客從車站至園道或站區之順暢性。
（四十七） P75 請檢視並補充三民國小校園融合開口與園道間人行
動線順暢性。
（四十八） P146 請補充並檢討旅客自三塊厝站至公車及計程車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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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暢性。
環保部分（含書面意見）：
（四十九） 本案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開發場址內。
（五十） 相關審查通過書件為：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
境影響說明書、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2 次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
規劃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
化綜合規劃第五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臨時土方暫置
場暫存量變更）、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六次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再生粒料使用及中博地下道取
消）。
（五十一） 本案建請開發單位(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自行確認
是否涉及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如涉及變更請開
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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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永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受委託申請「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
園道開闢工程-鳳山計畫」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依下列審議意見修正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程序部分：
（一） 請製作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二） 本案涉及各權責機關意見，請申請單位確實檢討並納入修正。
（三）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設計單
位確實逐條檢討詳列提請同意事項，並製作討論圖說置於報告
書末頁，提請委員會同意。例如以下各項等：
1. 動線系統採步道與自行車道共構設計，不符合都市設計基
準規定應避免人行與自行車共用之原則。
2. 北側文建街及文昌一街設置園道穿越性道路寬度，不符穿
越園道之道路寬度至少應超過 20m 規定。
3. 植栽設計不符合都市計畫書中都市設計基準有關選用原生
種、馴化種與誘鳥、誘蝶之原則，及未選用植栽選種原則
表列選種建議之樹種。
4. 其他不符都市計畫規定項目。
（四） 承上，倘設計內容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有關單位會議決議，
而致與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不符者，請一併提出書圖文件置
於附錄佐證之。
都市設計部分：
（五） 報告書 1-5，P6 本計畫廊道設計整體構想之低衝擊開發(LID)
設施導入，請補充說明相關設計內容。另請補充廊道設計分區
構想圖頁面，並加以標示左營計畫區、高雄計畫區、鳳山計畫
區之各區界線。另依園道高雄計畫與鳳山計畫報告書之分區界
線所示，大順路路幅範圍未在審議範圍內，請一併釐清後補正
及補充相關設計內容。
（六） 請於報告書 1-5 補充說明公共腳踏車租賃站設置原則，並逕洽
本府環保局確認規劃設置位置，納入設計圖說標明區位。
（七） 報告書 P9 及相關頁面之圖例名稱，請統一修正為「都市計畫
範圍線」及「施工範圍線」。
（八） P9~P14 報告書 1-5-2 各分段構想說明，請依規定之書圖製作
方式編排，並補充分段構想主題落實至實際空間設計內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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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補充共有幾處道路打通、節點空間位置、喬木、灌木等植栽
分區設計理念與主軸(包括帶狀空間植栽、人行道植栽、節點
處植栽等)及自行車動線系統規劃原則(包括專用道或與人行
道共用等)。
（九） P15 請補充說明全段陸橋、平交道等拆除或保留時間；另相關
道路改變之交通相關設計等。
（十） P19 正義車站，請更新站體配置及補充周圍景觀現況照片，
P88~P89 站區設計與原核定內容不符者，應以變更設計方式製
作報告書（包括平面配置、剖面、建物立面…等變更部分標示）
，
變更內容應以雲朵方式特別標明，並請補充現況照片。另 P89
章節名稱請補充「第二次變更設計」字樣。
（十一） 站區內涉及變更原核准道安審查內容者，請補充變更前後內
容及補標示車道與步道等必要尺寸、車行方向、相關設計高
程等資訊及變更之理由。
（十二） 請說明正義車站站體南側植栽設計，能否有效達到站體之遮
陰效果。
（十三） P24~P25 有關取消原規劃公車、國道客運臨停區及調整機車
與自行車位數量等，請補充道安會報變更前後之對照說明圖
說，並於附錄檢附本府道安會報核備相關書圖文件。另「殘
障」字樣建請修正為「無障礙」
。
（十四） P26、P41、P56 與 P77、P78、P79 等頁面重複，請整併精簡
頁面。
（十五） P27 及各分段之植栽計畫，請補充標示本園道計畫範圍內保
留「既有喬木」之樹種及喬木移植(置)計畫內容，並修正標
示方式。
（十六） P33~P38 及各分段之街道家具、指標及導覽標示牌等，請改
為彩色頁面呈現。
（十七） P59 分段 C(經武路以西)標示：
「因應台鐵工務使用以及覆土
不足問題，暫不栽植喬木，僅以巴西地毯草綠化」，因無相
關設計內容，建請修正不列入本次審議範圍，嗣後再依實際
設計需求申請審議。
（十八） 請補充都市計畫說明書規定應設置「節點廣場」位置，並對
照本案設置位置，另請修正 P89 正義路以西轉角及其他頁面
非屬規定應設置「節點廣場」之空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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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P92 及附錄 4 圖面重複，請整併並更新站體相關圖面。
（二十） P93~P114 請補充法規條文公告日期及字號；另請補充變更
鳳山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
計畫」)(廊帶部分）案土管與都市設計基準相關條文檢討，
及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第四次通
盤檢討）（第一階段）案都市設計基準相關條文檢討。
（二十一） P97，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2 點水資源管理：「
（2）園道沿
線中央分隔島綠帶應視腹地大小於適當地點設置雨水貯留
設施，…其設計降雨強度以採 5 年發生一次之降雨頻率為
原則。」
，請一併修正 P101、P105 水資源管理相關條文檢討
內容，倘本案不符上開原則，應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另
請於附錄補充 107 年 9 月 27 日園道開闢工程排水計畫書聯
合審查會議記錄佐證。
（二十二） P98，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3 點綠質量管理：「
（7）園道沿
線綠化植栽種類宜選用適應當地環境潛在植被樹種或原
生種、馴化種植栽為原則，並考慮日後維護之難易。樹種
應多選用誘鳥、誘蝶之植栽，以增加生物物種之多樣性。」
，
本案植栽設計不符上開原則，另 P100、P104 有關本案植
栽未符合植栽設計原則(6)植栽選種原則表列選種建議之
樹種，請修正檢討內容並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
（二十三） P98 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4 點捷運化通勤車站之建築設計：
「(1)本計畫區內各項景觀工程、捷運化通勤車站及相關
設施物之建築開發應依照內政部訂頒「公有建築物綠建築
標章暨候選綠建築證書推動使用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
請補充檢討本案設計內容與申請綠建築標章內容差異對
照。
（二十四） P98 依都市設計基準第 16 點穿越性道路：
「（1）為保持園
道空間完整性與延續性，應儘量避免設置穿越性道路，穿
越園道之道路寬度至少應超過 20m。
（2）穿越園道之道路
規劃設計應送都設會審議。」，本案園道北側文建街及文
昌一街設置寬度小於 20M 之穿越性道路，不符上開規定，
請修正檢討內容並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另 P63，請敘
明道路屬性及補充標誌標線。
（二十五） P101 及 P105 依都市設計基準三（二）人行步道與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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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系統設計原則：「1.自行車通道應為雙向使用淨寬達
2.5 公尺。除基地環境限制外，應避免人行與自行車共用，
清楚標示人行與自行車道範圍，以保障使用者之安全。」
，
本案採步道與自行車道共構型式設計，不符上開原則，請
修正檢討內容並依規定提請委員會同意。
（二十六） P107~P114，部分條文檢討結果及參照頁次有誤，免檢討
項目請補充敘明原因。另本園道計畫除正義車站外，非屬
建築基地，請一併修正 P108~P109 綠化檢討。
（二十七） 請補充說明本案計畫範圍內新植植栽是否為成型喬木?是
否設計景觀主樹?有無現況保留之老樹(米高徑 30cm 以上
或樹齡 20 年以上之喬木)?
（二十八） 附錄 1 土地清冊部份欄位內容未填，及「權利人」改為「所
有權人」，另表列編號 1~193 之使用分區欄位填寫內容與
分區無涉，請一併修正。
（二十九） 請於附錄 2 補充納入本府 106 年 3 月 10 日高市府工工字
第 10631294800 號函，以茲佐證各園道計畫委辦分工之責
任範圍。
（三十） 請於附錄 3 補充本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7 年 11 月
8 日核定報告書內容，並加強圖面解析度。
（三十一） 本案請依鳳山車站設計單位提供之跨越道路上方人行陸
橋設計書圖，配合修正本園道計畫之設計內容，並預留結
構位置。
（三十二） 建議報告書編碼以章節-頁碼方式(如 2-10-1)編排，並修
正相關條文對照頁次，避免內容修改造成整本報告頁碼重
排之困擾。
地政部分：
（三十三） P44 本案動線系統採步道與自行車道共構設計，建議修正
避免共用，以保障使用者安全；另請修正自行車道轉彎角
度。
交通部分（書面意見）：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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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 8 日高市道督字
第 1070000227 號函核備，請於核定前確認本案內容與道
路安全督導會報核定報告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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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請檢討本案自行車架設置地點與行人動線交織情形，並儘
量設置於自行車道旁。
環保部分（書面意見）：
（三十六） 本案位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開發場址內。
（三十七） 相關審查通過書件為：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
境影響說明書、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2 次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
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
規劃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
化綜合規劃第五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臨時土方暫置
場暫存量變更）、高雄都會區鐵路地下化綜合規劃第六次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再生粒料使用及中博地下道取
消）。
（三十八） 本案建請開發單位(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自行確認
是否涉及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內容變更。如涉及變更請開
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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