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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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次會議及第 264 次幹事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2 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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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欽執行秘書（胡怡鴦幹事代） 

 

                                                 紀錄： 

 
 
  
 
 

 

  

 

 

 

 

 
 

四、 審議程序：  

(一)專案委員會，由 7 名委員（含主席）審議＋幹事列席 

1.都設委員會：黃炯輝委員、張貴財委員、楊欣潔委員、許錦春委員、林廖嘉

宏委員、陳榮輝委員 

2.都設幹事會：張文欽執行秘書＋全體幹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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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炯輝委員、張貴財委員、楊欣潔委員、許錦春委員 

2.預審小組  ：楊傑焜委員、阮明坤委員、謝秋分委員、林煒程幹事 

3.都設幹事會：張文欽執行秘書＋全體幹事 

(三)幹事會，全體幹事會審議 

賴俊凱 

邱毓權 

王亮文 

 
 出席委員：黃烱輝委員、張貴財委員、楊欣潔委員、許錦春委員(蕭智乾

代）、林廖嘉宏委員、陳榮輝委員（劉力銘代） 

出席幹事：張文欽執行秘書、郭進宗執行秘書(請假)、胡怡鴦幹事、邵月

鳳幹事(請假)、蕭智乾幹事、劉力銘幹事、余俊民幹事(請假)、

林意翔幹事(請假)、高文宗幹事、李惟義幹事 

列席申請人：居富股份有限公司－倪淑慧；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林柏勳、

黎俊傑、鄭生芳、郭又瑜；亞洲藏壽司股份有限公司－陳筱

涵、楊順閔 

列席設計人：陳鵬宇、呂秩姍建築師事務所－呂秩姍；林子森林伯諭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林子森、柳碧貞；大山開發建築師事務所－

趙元鴻；杜力新建築師事務所－杜力新；張曉昱建築師事務

所－張曉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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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議案   
(一)簡化委員會 
第 1案：陳鵬宇、呂秩姍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楠梓區援中段一小段 270

地號等 4 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聯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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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停車場之出入口動線過於擁擠，請透過警示設施及鋪面設計加以改

善。 

(二) 本案實設機車停車數大於戶數，建議可刪減部分停車位，加以規劃設

計，讓機車停車場之動線更為順暢、安全。機車停車場種植之喬木，請

增加綠化植栽，加強景觀設計。 

(三) 建議自行車停車位移至地面一層。 

(四) 請增加開放空間範圍內之休憩平台出入口，並將該動線結合街角、三角

窗之意象整體設計。 

(五) P10，請釐清機車停車位設置之樓層數。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六) 基地西側為申請開放空間獎勵範圍，惟該處設置之平台廣場過於封閉，

為避免該空間挪為私用，請基於獎勵範圍之開放性及公益性設計，增加

開口空間以利民眾使用。 

(七) 本案設置圍牆部分，請於相關圖說清楚標示位置並檢附圍牆立面圖說，

比照建築外觀立面色彩計畫補標示色彩及 PANTONE色票號。 

(八) P12，請套繪基地周邊現況地形，並更新退縮地與鄰棟建築間之現況照

片，需清楚辨識鄰地退縮情形，以利檢視與本案之人行道銜接情形。 

(九) P15，灌木圖示相似，無法辨識，請修正。灌木每平方公尺僅種植 2 株，

請修正為合理種植數量。 

(十) P17，A剖面圖及 B剖面圖之圖名誤繕，請修正。 

建管處(書面意見) 

(十一) P12.基地配置圖：17米計畫道路側沿街式開放空間有一內縮小廣場，

內縮小廣場公益性略顯不足，建議內縮廣場增加 2公尺以上步道連通

10米計畫道路側沿街式開放空間，以提高公益性。另 10米計畫道路

開放空間有一咖啡色平台，非住戶無法進入，無公益性可言，建請增

加 2公尺以上步道通達，以提高公益性。10米計畫道路多頁標示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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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請修正。 

(十二) P17.A、B剖線位置標示錯誤。 

(十三) P18.建請增加屋頂綠化面積，以提供居民休憩空間，另請確認 P33光

電位置是否為曬衣空間？似與 P18位置不符。 

地政局(含書面意見) 

(十四) 援中段一小段 275地號所有權人已異動，請更正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及

登記謄本。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五)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層、地上 19層之集合住宅，樓高 65.0公尺，基

地面積為 2,303.78平方公尺。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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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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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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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憩平台將結合街角意象重新設計，並增設南側出入口，將動線優化。 
(二) 自行車停車位改設置至一樓。 
(三) 基地東北角之喬木及機車停車場，會配合景觀植栽及停車動線，重新檢

討規劃。 
(四) 機車停車場出入口部分，配合增設警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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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林子森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楠梓區藍田西段 98 地號

土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聯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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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垃圾車清運動線行經車道，並暫停於道路，建請增設蜂鳴器或警示

設施，另請評估垃圾暫停空間移設至車道後側。 

(二) 建請加強大學二十六街道路側植栽綠化。 

(三) 地面層通風設備建請轉向，以利通行。 

(四) 消防救災活動空間設置位置影響車輛出入，建請改於大學大學十七街。 

(五) 地下一、二層機車停車位較於分散，請調整儘量整併於地下一層。 

(六) 請說明一樓店鋪設置夾層合理性。 

(七) 建請於地面層設置機車臨停空間。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八) 地下室開挖率數值請取自小數點後兩位。 

(九)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檢討表請逐條核實檢討。 

交通局 

(十) 車道出口處請於臨道路側增設反光鏡。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一)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4層、地上 24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樓高 80.10

公尺，基地面積為 1,406.0平方公尺。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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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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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本局相關科室辦理。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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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委員建議車道出入口設置蜂鳴器、反光鏡、增加綠化並設置雙排喬

木、消防救災活動空間改設置於大學十七街。 
(二) 垃圾暫存室與業主討論後調整。 
(三) 機車儘量調整於地下一層，減少設置於地下二層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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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量店鋪銷售坪數，是以採用夾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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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案委員會 
第 3案：大山開發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鼓山區青海段 272地號等 5 筆土地醫

院增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 

一、 同意本案臨美術東四路側退縮地人行道保留既有 PC 鋪面，免以透水

性高壓混凝土磚或花崗岩施築。 
二、 同意本案臨美術東四路側退縮地人行道保留既有植栽樹種(茄冬樹)及

緣石。 
三、 同意本案依醫院實際需求設置 6 處汽車出入口。 
四、 同意本案臨美術東一路側依醫院實際需求設置寬度 10.5 公尺迴車道。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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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基地北側迴車道上之槽化設施改為標線，避免夜間行車危險。 

(二) P17請釐清 A剖面「既有筏基」正確性。 

(三) 建築物立面色彩請依設計 pantone色票號核實呈現。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四) 報告書部分頁面週邊道路寬度有誤。 

(五) P12請參酌 P45完整標示行車動線及行車方向。 

(六) P14西側既有 PC鋪面材質表現法，請參酌 P12標示一致。 

(七) P15與 P19植草面積不一致。 

(八) P17剖面 B請標示既有緣石尺寸。 

(九) P44「10.5M三車道」請修正為「10.5M迴車道」。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 本次申請於既有基地內興建各樓層升降梯間、2樓大廳、增建急診入口、

門診入口，本次未涉及擴建基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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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單位回覆： 

(一) 依委員建議，將槽化設施改為標線。 



第 7頁，共 9頁 

 

第 4案：杜力新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經貿段一小段 3地號餐廳新

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 

一、同意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於時代大道(園道五)，應於取得廣停用地主

管機關同意後，再核發都審許可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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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實設機車停車位只有 9輛，請考量餐廳營運後之停車需求，適度增

加停車數。 

(二) 無障礙機車停車位距離入口過遠，請基於無障礙使用者之友善性，調整

動線。 

(三) 基地東側規劃大面積廣場，可否調整植栽位置或其他規劃方式，避免機

車從中山三路騎乘至餐廳前廣場臨停？ 

(四) 室內逃生動線上，請考量實際顧客人數，評估增加緊急逃生出入口。 

(五) 考量營運後之消費人口，請在基地內檢討設置適當等候空間。 

(六)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於工務局權管之廣停用地上，有關喬木、鋪面、交維

等相關事項，後續請洽主管機關辦理相關程序。 

(七) 請注意廣告塔高度，避免違反規定。 

(八) 廣場區域是否規劃等候空間。 

(九) 室內開窗較小，請注意相關防火構造之安全。 

(十) 建議法定停車數以外，視實際需求增加停車數。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十一) 本案因開發所需，涉及廣停用地部分同意使用事宜，後續請主管機關

提供協助。 

(十二) 報告書部分頁面將中山三路誤繕為中正三路，請修正。 

(十三) 3D模擬圖部分，廣告塔請以修正後之高度模擬。 

(十四) P12，廣停用地非屬計畫道路之一，請修正道路用地之寬度標示。 

(十五) P19，汽機車之車道配置、寬度與 P12不同，請釐清後修正。請釐清

實設機車停車位為 2輛或 9輛。 

(十六) 附錄 P4，意見回覆欄之對照頁碼錯誤，請修正。 

建管處(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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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提醒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檢討綠建築自治條例。 

(十八) 提醒補檢討高雄市廣告物自治條例第第 16條第 2款規定。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九) 本案規劃興建地上 1層之餐廳，樓高 8.7公尺，基地面積 3,444.94

平方公尺。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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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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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單位回覆: 

(一) 基地與廣停用地之間具有高差，且道路旁設置公車灣，應不致有私人運

具會從中山三路騎乘至基地內。 

(二) 基地東側規劃之廣場，係配合人潮從捷運凱旋站進出所使用。 

(三) 配合增設機車停車位及配合消防逃生需求，增加建物出入口。 

(四) 本案針對停車場出入口及停車空間規劃，需向廣停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

相關程序部分，會配合向主管機關申請。 



第 9頁，共 9頁 

(三)幹事會 

第 5 案：張曉昱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中安段 97-4地號土地貨物輸配所

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本案經幹事會審議修正後通過，由都發局審定，准予核發本案都市審

議許可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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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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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場內車道部分請補充剖面圖。 

(五) P26~29 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請逐條核實檢討，並於備註欄補充說

明。 

(六) 附錄 1請補充相關辦理過程證明文件。 

交通部分 
(七) 車道出入口與道路非正交，請補繪車道動線軌跡圖，或加強管制措施，

實施南北向出車時僅維持向左轉。 

地政部分(含書面意見) 
(八) 前鎮區中安段 97-4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為台糖公司，請檢附其同意使用

土地之證明文件。 

環保部分(書面意見) 
(九) 本案規劃興建地上 2 層之貨物輸配所，樓高 8.55 公尺，基地面積

33,493.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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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