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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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次會議 

暨建造執照預審小組聯席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12月 28日（星期一）14時 

二、 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楊主任委員欽富（蘇副主任委員俊傑代） 

           黃主任委員榮慶（預審主席）（許堅倚代） 

                                                 紀錄： 

                                           

 

 

  

 

 

 

 

 

 

 

 

  

 

 

 

 

 

 

 

 

涂哲豪 

賴俊凱 

謝瑞婷 

邱毓權 

出席委員：蘇副主任委員俊傑、黃秀文委員、周伯丞委員（請假）、廖硃

岑委員（請假）、胡學彥委員（請假）、薛怡珍委員（請假）、

陳信雄委員 、陳念祖委員（請假） 、麥仁華委員、黃祺峯委

員、顏杏砡委員（請假）、黃烱輝委員、林詠盛委員（請假） 、

鄭純茂委員（請假） 、洪曙輝委員 、許錦春委員（陳茂雄代）、

曾品杰委員 、吳佳慧委員、林弘慎委員 、林尚瑛委員、沈秀

珍委員 

出席聯席委員：謝煥昇委員、黃國忠委員（請假）、林怡君委員、許堅倚

委員 

出席幹事：羅椉元執行秘書、葉怡嘉幹事、翁薇謹幹事（請假）、蕭智乾

幹事（陳茂雄代）、張庭懿幹事（請假）、李冠儒幹事、邱于倫

幹事（請假）、李惟義幹事（請假）、林品吟幹事（請假）、林

煒程預審幹事 

列席申請人：翁玉珠君－黃進忠代；楊振宗君－謝金蓮代；京成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莊佳菊；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鄭尊仁 

 

列席設計人：梁慶源沈鈺峰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梁慶源、沈鈺峰；林子森

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林子森；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

關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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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議案（聯席案） 

第一案：梁慶源沈鈺峰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鼓山區青海段 75-1地

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聯席案) 

決議： 

一、 本案依本次聯席委員會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本府都市發展

局審定，准予核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

權本府工務局審定，本案預審原則通過。 

二、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同意核發容積移入量（3765.70平方公尺）。 

三、 同意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範圍內設置雕塑。 

四、 同意設置公共服務空間。 
五、 同意防災設計其他手法採地下式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碳警報

器。 

委員意見： 

謝煥昇委員（預審小組結構委員） 

(一) 請補充混凝土及鋼筋等材料強度說明。 
(二) 當相鄰地梁深度不同，且再加上柱偏位時，請交代地梁主筋應如何錨

定。 
(三) 請補充建築各棟剖面圖。 
林怡君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四) P2-7 開放空間告示牌建議移至臨近道路側人行步道、休憩空間附近。 
(五) P4-3-2 B向立面有大量格柵裝飾，平面並無顯示，平面應有相對應立

面之圖說。 
(六) P5-4-3 景觀陽台建議設置自動給水設備。 
(七) P5-5 遮蔽設施檢討說明圖說與立面似有不符。 
(八) P7-1-2 一氧化碳警報，手動開啟排風建議為自動開啟。 
許堅倚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九) P5-2-1 開放空間告示牌請結合植栽景觀合併設計。 
(十) P5-6 建築物遮蔽設施請於立面圖中補充繪製。 
陳信雄委員 
(十一) 報告書第 2-4-3頁共三張圖的內容非常不清楚，請於定稿報告書時

改善。 
(十二) P2-5請確認出入車道前方美術東四路中央分隔線型式，若已有部分

進入雙黃線區域，請確認要採取(1)右進右出方式或者(2)向交通局
申請適度縮減雙黃線長度，以避免未來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
例之虞。 

(十三) P2-5地面層出車警示燈請設置於離場車道鄰接人行通廊之右側。 
(十四) P2-6地面層出入車道前方退縮人行通廊與公有人行道路緣線型應

整併修飾至圓順，適度縮小喇叭口半徑，以提昇行人與車輛通行之
安全性。 

(十五) P2-7地面層離場車道與右側門廳前廣場之間，建議由雞蛋花植栽槽
再向外延伸 2m長度之隔離綠帶，以提昇安全性。 

(十六) P2-12-1~4地下停車場各樓層坡道之來車警示燈請設置於坡道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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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方或右側，圓凸鏡位置建議請交通工程技師通盤檢視。 
(十七) P2-12-1~4本案#162、258、287、383、412、473、490小車位鄰接

柱子，乘客上下車不易，建議再評估有無調整之可能性。 
黃秀文委員 
(十八) 本區都市設計準則對於外觀與色彩有要求呼應山景水色，然而本案

色彩計畫可延續起造人這幾年的黑、白、鮮橘三色，如何證明的確
有呼應都市設計需求？請加強論述。 

麥仁華委員 
(十九) P2-7基地沿街步道開放空間到兩棟間中庭的高程，請詳細標示各種

空間及材質的轉換及高程說明。 
(二十) P2-9屋頂太陽能光電板的有效性，請檢討。尤其最東側及西側被屋

頂突出物高度遮蔽，其吸收的有效性是否不足。 
黃祺峯委員 
(二十一) 車道與美術東四路相接處，請評估植栽單純化並整合公有人行道。 
(二十二) 建議增加人可以停留之小廣場。 
(二十三) 注意跳石步道與車道之關係。 
洪曙輝委員 
(二十四) 基地內側轉角處種植金龜樹，考量後續管理維護問題及避免影響

鄰地，建議改種其他樹種。 
(二十五) 退縮地原土層種植大花紫薇非大型喬木，建議改種植大型喬木。 
(二十六) 本案是否有預留空調設備位置及遮蔽隔柵。 
蘇俊傑副主任委員 
(二十七) 提醒卸貨空間建物進出動線開口至少 1.2公尺以上。 
(二十八) 請加強建物立面色彩計畫設計論述。 

工務局建管處（書面意見） 

(二十九) P7-1-2 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碳警報器，建議比照以
往手動啟動改為自動。 

(三十) P5-4-3 景觀陽台平面與剖面之欄杆位置無法對應。 
(三十一) 有關幹事會及預審委員會所提意見，涉及法令規定事項部分請修

正，屬行政指導範疇部分請納入修正參考。 
(三十二) 本案若有涉及其他相關法令之特別規定或專屬規定者，從其規定。 
交通局（書面意見） 
(三十三) 本案變更設計交評報告書業已提送 109年 12月 8日本府 109年第

13次交評審議原則通過，請確認內容是否與交評報告相符。 
(三十四) 卸貨緩衝空間鋪面材質請依實際使用而規劃。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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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 請開發單位續依 227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建築師回覆 

(一) 依委員意見修正車道警示燈位置，反光鏡設置將與技師討論後調整加

設，另車道與人行道區隔會再加強。 

(二) 跳石位置及金龜樹換植，將與景觀師討論後，適度調整跳石位置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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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較適樹種。 

(三) 建築立面色彩計畫，因周邊兩側建物均採灰色系，因此本棟建築物搭

配較亮橘色系妝點。 

(四) 屋頂太陽光電板配置將再與廠商討論後，適度調整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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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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段 61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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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案依本次聯席委員會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本府都市發展

局審定，准予核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

權本府工務局審定，本案預審原則通過。 

二、 同意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範圍內設置水池。  

委員意見： 

謝煥昇委員（預審小組結構委員） 

(一) 通用化廁所降板後又增築處，請標註清楚。又該樓板厚度僅 12公分，

是否恰當，請再行評估。 

(二) R1F層 B5B大梁上有落兩隻梁上柱，惟目前規劃梁斷面尺寸僅 70*70，

明顯不足，請再確認。又梁斷面不宜比柱斷面小，請考慮主從關係。 

林怡君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三) P2-6 澄德路側沿街式開放空間步道鋪面建議應以人行方向規劃，避

免產生店鋪停車空間錯覺。另京吉五路告示牌建議移至 1.5公尺步道

側，且建議開口加大提高開放性。 

(四) P4-4 冬至日照應依 109.07.01實施檢討。 

(五) P4-8 一層平面應更新相關檢討，如宅配室、無障廁所…。 

(六) 提請同意：生態水池之相關設計應詳加敘述，例如水源、如何防治登

革熱，如何維持清潔等。 

許堅倚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七) 請於立面圖將相關建築物遮蔽設施予以繪製。 

陳信雄委員 

(八) P2-11-1~3，地下停車場各樓層坡道之來車警示燈請設置於坡道口車

道上方或右側，圓凸鏡位置建議請交通工程技師通盤檢視。 

(九) P2-6，請確認地面層出入車道與沿街人行步道交會處為順平。 

(十) P2-5，本案出入車道前方京吉五路中央分隔標線為雙黃線，請調整報

告書 2-5頁行車動線為右進右出。 

黃祺峯委員 

(十一) 請注意生態水池之設計及後續維護管理。 

(十二) 門廳北側的桂花擋在通路中央，請評估是否洽當 

黃秀文委員 

(十三) 頁 2-3，相片與引線位置有誤，請修正。 

(十四) 無障礙通路僅通達北棟，而本案主入口在右棟，對行動不便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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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甚便利，建請改善。 

洪曙輝委員 

(十五) 開放空間動線應留意延續性，主要人行動線寬度至少應保持 2公尺

以上。 

(十六) 夜間照明燈具數量比幹事會前大增，請減少。 

建管處（書面意見） 

(十七) P4-8、P5-2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圖例有誤。 

(十八) 有關幹事會及預審委員會所提意見，涉及法令規定事項部分請修

正，屬行政指導範疇部分請納入修正參考。 

(十九) 本案若有涉及其他相關法令之特別規定或專屬規定者，從其規定。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 出入口緩衝空間鋪面材質請依實際使用而規劃。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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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請開發單位續依 227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建築師回覆 

(一) 車道部分將配合道路標線改成右進右出。 

(二) 警示燈部分將依委員建議調整位置。 

(三) 生態水池設置建議將與申請人討論後確認調整方向。 

(四) 主要人行步道寬度增加至 2公尺以上。 

(五) 大廳出入口移除高差，改為順平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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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林子森林伯諭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左營區左洲段 23 地號等 4

筆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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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案依本次聯席委員會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本府都市發展

局審定，准予本案變更設計部分核備；另建造執照預審部分，授權本

府工務局審定，准予核發本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案預審核定本。 

二、 同意本次變更設計立面色彩，惟應考量與基地環境互相融合。 

三、 同意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範圍內設置水池、雕塑。 

四、 同意設置公共服務空間。 

委員意見： 

謝煥昇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一) 缺屋突各層結構平面圖，請補充。 

(二) 請補充混凝土及鋼筋等材料強度說明，並標註連續壁厚度。 

(三) 地上層 C8及 C14柱斷面長寬比已大於 2.5，不符 RC規範規定，請改

正。 
林怡君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四) P2-5 請補標示開放空間告示牌位置，另開放空間之矮牆名稱請修正。 

(五) P2-10 圍牆 250應自 GL起算，高於 250部分應檢討相關規定。 

(六) P2-11 表格名稱應與圖片相符。 

(七) P2-12 原核准為 R1F空中花園，本次變更應對照說明。 

(八) P4-7~9 應檢討 A/C遮蔽及圖說，請補正。 

(九) P4-10 屋突一層自耕區提供之設施建議補充圖說。 

(十) P2-5 與 P4-6；P2-12 與 P4-11 平面圖不相符，請依公共服務空間提

請同意之平面繪製。 

(十一) P4-14~15 立面若有遮蔽設施應顯示。 
許堅倚委員（預審小組委員） 

(十二) P4-5 地下一層垃圾車暫停後之車道淨寬不足 350公分，請更換位置

並檢討之。 

(十三) P4-6 無障礙通路與 2-10 圖說對應會經過水池，請釐清是否調整檢

討之。 

(十四) P4-6 及 P5-3-1 與提請委員會同意之版本不符，請修正。並以核准

之 235.12平方公尺重新調整儲藏空間不符之部分。 

洪曙輝委員 

(十五) P2-11庭園燈圖例有誤，另請補充景觀燈圖片；若景觀燈為投樹燈，

建請減少設置，避免能源浪費及影響植栽生長。 

黃祺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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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車道與旁邊人行道是否需要阻隔，避免不當的行人穿越發生。 

(十七) 車道另一旁綠帶建議種植喬木，形塑林蔭 

(十八) 植栽計畫缺指北、比例尺，植栽名稱錯誤不少。 

陳信雄委員 

(十九) P2-5地面層離場車道於坡道轉平面之右側，建議設置 2m以上隔離緩

衝帶，以區隔行人與離場車輛。 

(二十) P4-3~5 地下停車場各樓層坡道之來車警示燈請設置於坡道口車道上

方或右側，圓凸鏡位置建議請交通工程技師通盤檢視。 

(二十一) P4-4 地下室停車位應有編號，地下二層有 1 席無障礙車位設置於

環狀車道中間，建議移往他處。 

(二十二) P4-4~5 地下二層與地下一層之安全梯間出口緊鄰坡道口，建議加

強緩衝保護。 

林弘慎委員 

(二十三) P4-4 地下二層平面圖，停車位數量與表格數據沒有配合，請再檢

視停車位數量。 

(二十四) P4-5 地下一層平面圖，綠色圖例(自行車停車位)，請再檢視是否

誤植。 

工務局建管處（含書面意見） 

(二十五) P3-6-1 預審審議原則第 11、12點請確實檢討。 

(二十六) P4-8 按遮蔽設施設置原則第 8點規定，非中央空調設備倘未設置

遮蔽設施，應提請預審小組委員或都市設計委員會同意。 

(二十七) P6-1 公共服務空間請依會上決議，將平面圖左側兩處面積調整至

平面圖之右上角，並標示服務性質為何。 

(二十八) P6-3 請依會上同意內容補檢討水池剖面及設置比例，並補標示雕

塑相關尺寸。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九) 承都設幹事會本局意見，第 4-3 至 4-5 頁之停車數量彙整表中，

無障礙汽車位配置樓層及數量未確實修正，以及自行車位設置樓

層有誤。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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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行進場動線行駛。 
環保局（含書面意見） 

(三十一) 請開發單位續依 223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 

建築師回覆 

(一) 依委員意見調整地下室車位，另標示停車位編號及更正誤繕部分。 

(二) 一樓庭園部分，人行步道與車道間之阻隔設施，將與業主討論是否設

置矮綠籬或欄杆方式做區劃，至少設置緣石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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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面補充指北針，植栽名稱誤植部分在修正，其他依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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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三民區建生段 105地號等 9筆土地

醫院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一般案) 

決議：本案請依本次委員會意見(如附)修正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委員意見： 

陳信雄委員 

(一) P2-27本案十全一路主入口廣場(迎賓車道)需同時承擔停車場進場、臨

停接送、計程車排班、行人出入等多重功能，人車動線交織相當複雜，

建議進行以下調整改善： 

1. 建議將門廳前人行空間加寬，以收容較多候車人潮。 

2. 評估門廳前臨停接送路緣能否適度往東側延伸以擴增路緣長度，計

程車排班使用東側 1/3長度路緣(席位數需需求估算結果決定)，康

復康巴士使用剩餘路緣臨停接送及進停車場使用外側車道。 

3. 門廳前車道均禁止機車進入，另於十全一路路緣退縮設置機車臨停

接送區。 

4. 請強化門廳前廣場之車道標線、指向線、行人穿越標線之劃設，尤

其是西側區域。 

5. 不能假設十全一路西側行人都會經由門廳東側動線出入，請規劃門

廳西側之行人通行廊道，地面層小汽車之出車警示燈，請設置於車

道與西側行人通行廊道交會處。 

(二) P2-27門廳前交通廣場離場車道臨接十全一路應為路口型式，該處需設

置交通號誌(含行人通行管制號誌)。 

(三) P2-43地下二層汽車通道與機車停車區域之間應有實體分隔，地下三層

婦幼車--位與無障礙車位仍應編號，另婦幼車位不宜靠牆。 
黃秀文委員 

(四) 交通停車問題甚多，事務所建請深入思考病患及家屬的行為，作出最

佳設計。 
麥仁華委員 

(五) 請考量壹樓入口外門廊的尺度，以便能滿足進出院區內之各種功能停

留量。 

(六) 請考量機車及汽車的分流，以減少汽機車的衝突打結，造成交通阻礙。 

(七) 請考量本棟銀髮族的功能與醫學院主要診療大樓之間的連結動線的

可能性(含空中走廊或地下通道)。 
洪曙輝委員 

(八) 倘若都市計畫對於開放空間及綠覆率之規劃，無法定要求，則本案開

放空間應優先供交通使用，以解決交通問題；如縮減臨停候車區南側

之景觀花台，以增加候車空間及進場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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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標示復康巴士之停等空間，並標示前往搭乘接駁車之行人動線。 

蘇俊傑副主任委員 

(十) 進出地下四層之車道旁設有兩組機械停車空間，考量車輛等候機械停

車設備操作時，停等於車道會影響車輛通行，故建議調整為平面停車

空間。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一) 本案交評報告書業已提送 109年 12月 1日本府 109年第 12次交評

審議原則通過，請確認內容是否與交評報告相符。 

(十二) 第 2-23頁右下角圖示，汽車停車場車道寬度 5.6公尺及坡度等說明

均與 P.2-24不同，請檢討後修正。 

(十三) 本報告所使用自由路側交通改善後之相關配置請依最新交評審議後

圖說。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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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書面意見） 

(十五) 請開發單位續依 218次幹事會意見辦理，本次無新增意見。(依本府

都發局 109 年 7 月 28 日高市都發設字第 10933701700 號函辦理；

公共腳踏車已移撥至交通局，請洽交通局辦理。)。 

建築師回覆 

(一) 配合加寬門廳前人行空間。 

(二) 原設計係於東側設置停車場出入動線，但會造成臨停車輛需離開基地

再迴轉進入停車場之問題，故將停車場出入動線調整至西側。 

(三) 透過入口號誌燈之調整，汽車與機車動線不至於造成衝突。 

(四) 針對停車場出入動線與及計程車、復康巴士與私人運具之臨停接送空

間，會再依照委員意見檢討修正。 

(五) 高醫權管之停車場，業已提供前 30分鐘免費機制。 

(六) 本棟與他棟之動線連結部分(空中走廊或地下通道)，配合檢討增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