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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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次會議及第 253 次幹事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10 月 28（星期四）14 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本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三、 主      席：蘇俊傑副主任委員 

         郭進宗執行秘書(幹事會) 

  

                                                 紀錄： 

 

 

  

 

 

 

  

 

 

 

 

 

四、 審議程序 

（一）簡化委員會，由 5名委員（含主席）審議＋幹事審議 

1.都設委員會：黃清和委員、張桂鳳委員、麥仁華委員、顏杏鈺委員 

2.都設幹事會：郭進宗執行秘書＋全體幹事 

（二）幹事會，全體幹事審議 

王亮文 

邱毓權 

涂哲豪 

謝瑞婷 

出席委員：黃清和委員、張桂鳳委員、麥仁華委員、顏杏鈺委員 

出席幹事：羅椉元幹事（王亮文代）、邵月鳳幹事、蕭智乾幹事、劉力銘

幹事、謝秋分幹事、林意翔幹事(請假) 、林奕傑幹事、李惟

義幹事 

列席申請人：隆大營建股份有限公司－謝贏賢；大魯閣股份有限公司－滑

盈如 

列席設計人：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許毓哲；元宏聯合建築師事務－謝樹

榮、董建成、李祖智；梁慶源/沈鈺峰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沈

鈺峰；弘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李朝煜；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李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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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議案   

（一）簡化委員會 

第 1案：原東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三民區新都段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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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案) 

決議： 

一、 同意本案地面以上各樓層與基地境界線之淨距離，因設置陽台、雨遮、

花台及其他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得突出 2.5 公尺退縮建築範圍，但

不得小於 2 公尺，且突出 2.5 公尺退縮建築範圍之景觀陽台部分應予綠

化。 

二、 考量喬木較佳生長環境及增加街道景觀綠意，且植穴間留有適當開口，

同意本案於 15 公尺德旺街側設置連續性植栽穴。 

三、 考量人行步道與鄰地順平銜接，同意本案於 25 公尺十全三路側退縮地

範圍內植栽穴得臨建築線設置。 

四、 本案經申請單位同意依會議決議修正，全案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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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收受委員會會議

紀錄後依高雄市都市設計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核定作業事宜。 

委員建議事項： 

(一) 請補充說明景觀陽台喬木樹種。 

(二) 建議屋頂光電設施型鋼底座調整於梁柱軸線上，避免造成樓板穿孔破

壞。 

(三) 建議景觀陽台深度超出 2公尺部分應予綠化。 

(四) 請調整放寬入口大廳二側設置灌木區之人行步道寬度，並檢核人行道

之高程。 

(五) 請補充說明垃圾暫存區之住戶動線，另建議管理室、環保室與裝卸空

間位置互換。 

(六) 為鼓勵綠色運具，建議再酌予增設自行車位。 

(七) P24 入口門廳上方未設置頂蓋，不利雨天進出，且與 3D 模擬框架不一

致。 

(八) 請釐清入口門廳大門是否朝避難方向開啟，應否酌予退縮? 

(九) 考量人行步道與鄰地順平銜接，建議十全三路側之植栽穴依鄰地現況

位置留設。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環保局(含書面意見) 

(十)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層、地上 15層之辦公廳舍、餐廳，樓高 49.95公

尺，基地面積 2,642.8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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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後續開發行為涉變更，致符合該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相關公告等規定標準者，仍請開發

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開發及規劃過程如涉及空污、噪音、廢棄物清除處理、逕流廢水處理

等相關環保業務，請洽環保局相關科室辦理。 

(十三) 另為改善本市空氣品質並推廣潔淨燃料及綠色運具，鼓勵於開發基地

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與車位。 

設計單位回覆： 

(一) 屋頂光電設施型鋼底座依委員意見調整。 

(二) 景觀陽台深度超出 2公尺部分，依委員意見調整綠化。 

(三) 臨德旺街側入口大廳二側設置灌木區之人行步道寬度，依委員意見調

整放寬，並檢核高程順平。 

(四) 本案自行車規劃，原則由住戶依需求自行停放於居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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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元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金區前金段 395地號等 3 筆土地商

場、辦公室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經申請單位同意依會議決議修正，全案修正後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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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收受委員會

會議紀錄後依高雄市都市設計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核定作業事宜。 

委員建議事項： 

(一) 建議屋頂層太陽能板型鋼底座配置於樑柱上，避免剪力穿孔破壞結構。 

(二) 垃圾儲藏室緊鄰坡道設置，請評估是否適當。 

(三) 進排氣設施建請設置於民生二路 76巷側。 

(四) 主入口處建請加強植栽綠化設置及休憩空間，另請考量上下班通勤交

通流量，加大廣場開闊性以增強企業形象。 

(五) 建請再評估民生路 76巷自行車設置位置或設置於較明顯處。 

(六) 請規劃機車臨停區域，以免造成日後廣場空間機車停車混亂。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一) P33，有關廣告招牌檢討請依高雄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檢討。 

(二) P41，法規檢討有誤，請更正。 

(三) 建請洽建管釐清民生路側退縮騎樓地範圍應否留設淨寬 2.5 公尺通行

空間。 

環保局(含書面意見) 

(四)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5層、地上 21層之商場、辦公室，樓高 98.4公尺，

基地面積 1,838.0平方公尺。 

(五) 後續開發行為涉變更，致符合該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相關公告等規定標準者，仍請開發

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 開發及規劃過程如涉及空污、噪音、廢棄物清除處理、逕流廢水處理

等相關環保業務，請洽環保局相關科室辦理。 

(七) 另為改善本市空氣品質並推廣潔淨燃料及綠色運具，鼓勵於開發基地

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與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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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幹事會 

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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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地號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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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幹事會審議修正後，續提委員會聯席審議。 

程序部分： 

（一） 為有效掌控建案辦理期程，避免建照效期爭議，請於報告書附錄補充

都市設計、建造執照相關辦理過程資料表，並提供相關公函影本佐證

之。 

（二） 請製作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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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建造執照預審原則規定不

符者，請設計人自行檢討修正，若確有需提請委員會同意事項，應備

齊理由再提請委員會同意。 

都設部分 

（五） P2-8、P2-10 植栽計畫及屋頂綠化，植栽圖例與平面配置圖圖例不一

致，請修正。 

（六） P2-8 依本都市計畫區都市設計規範，退縮地喬木植栽米高徑應大於 11

公分，依所附地面層植栽計畫表未符前開規定。 

（七） P2-11 中庭照明之投射燈標示位置不清楚。 

（八） P3-2-2 都市設計規範條文檢討，附圖一，基地位置標示有誤。 

（九） 本案申請捷運輕軌增額容積，應檢討「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

等 12 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額容

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環保部分(含書面意見) 

（十）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5 層、地上 15 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樓高 49.95 公

尺，基地面積 1,660.88 平方公尺。 

（十一） 後續開發行為涉變更，致符合該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相關公告等規定標準者，仍請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開發及規劃過程如涉及空污、噪音、廢棄物清除處理、逕流廢水處

理等相關環保業務，請洽環保局相關科室辦理。 

（十三） 另為改善本市空氣品質並推廣潔淨燃料及綠色運具，鼓勵於開發基

地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與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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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案：弘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仁愛段 5-7 地號等 7 筆土地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 

一、同意核發容積移入量（1226.70平方公尺）核定函。 

二、本案依授權範圍規定及以下意見修正後通過，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審定，

准予核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提請委員會備查。 

程序部分 

(一) 為有效掌控建案辦理期程，避免建照效期爭議，請於報告書附錄補充都

市設計、建造執照相關辦理過程資料表，並提供相關公函影本佐證之。 

(二) 請製作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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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不符者，請設計人自行檢討

修正。 

都設部分 

(五) P16基地臨接於計畫道路側 5公尺綠帶，請套繪現況綠帶及公有行道

樹，及於平面配置圖說清楚標示採共構或復原方式辦理。另因設置車道

公有人行道須配合調整行道樹部分，請另洽本府工務局養工處辦理。 

(六) P28、P29 請補標示 2公尺及 2.5公尺退縮線圖例，及以色塊清楚標示

突出 2公尺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 

(七) 基地後側臨現有巷道，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考量未來鄰地改建，應

避免於現有巷道設置機車進出口，請改由翠亨北路側進出，並加強相關

動線標示。 

交通部分： 

(八) 汽車出入口的警示燈及反射鏡設置位置被鄰地建物阻擋，建議移設靠近

翠亨北路側，以維護安全。 

環保部分(含書面意見) 
(九)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2層、地上 15層之集合住宅，樓高 49.95公尺，基

地面積 1,363.0平方公尺。 

(十) 後續開發行為涉變更，致符合該環境影響評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相關公告等規定標準者，仍請開發單位

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開發及規劃過程如涉及空污、噪音、廢棄物清除處理、逕流廢水處理

等相關環保業務，請洽環保局相關科室辦理。 

(十二) 另為改善本市空氣品質並推廣潔淨燃料及綠色運具，鼓勵於開發基地

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與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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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案：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台糖段 80地號等 29筆土

地娛樂場所、商場百貨、餐飲場所、室內遊樂場、電影院及辦公

室增改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依授權範圍規定及以下意見修正後通過，由本府都市發展局審

定，准予核發本案都市設計審議許可，提請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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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規定不符者，請設計人自行檢

討修正。 

都設部分 

（四） 本案園區內設置之廣告物及招牌設置，請依規定向本府工務局建築管

理處申請後再予以設置。 

交通部分 

（五） 本次增建工程有關交通影響評估部分，請依相關規定初步檢討設計內

容，函送交通局確認是否需辦理差異分析或交通影響評估等程序。 

（六） 本案後續如預計舉辦開幕等相關大型活動，建議提送交通維持計畫

書，洽本府交通局確認後辦理。 

環保部分（含書面意見) 

（七） 本案涉及「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基本路網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係屬環保署環評列管案件。依據本案附件資料所示，本次擬局

部立面變更、雨庇拆除、連橋拆除、新建雨庇及景觀配置變更等。開

發面積不變。倘本次變更如與前述環評書件內容有所不同，開發單位

(高雄捷運公司)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向環保署辦理變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