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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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3 月 24（星期四）14 時 

二、 地點：本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暨視訊會議 

三、 主席：全員委員會 吳主任委員文彥  蘇副主任委員俊傑代 

    簡化委員會 蘇副主任委員俊傑 

 

                                                 紀錄： 

 

 

  

 

 

 

  

 

 

 

 

 

 

 

 

 

 

 

四、 審議程序 

（一）全員委員會，全體委員出席 

（二）簡化委員會，由 5名委員（含主席）審議＋幹事審議 

葉怡嘉 

賴俊凱 

王亮文 

涂哲豪 

邱毓權

ˊˊˊ

ˊ 

 

出席委員：王屯電副主任委員（請假）、蘇俊傑副主任委員、黃烱輝委員

（請假）、林詠盛委員（請假）、張榮成委員（請假）、張貴

財委員、陳延任委員（請假）、劉美秀委員（請假）、蘇瑛敏

委員（視訊）、張桂鳳委員（視訊）、賴文泰委員（視訊）、

張學聖委員（視訊）、林熺俊委員、楊欣潔委員（視訊）、李

明聰委員（視訊）、陳奎宏委員、許錦春委員（視訊）、林廖

嘉宏委員（林宜俊代）、陳榮輝委員（劉力銘幹事代）、林尚

瑛委員（請假）、沈秀珍委員（李惟義幹事代）、柯佩鳳委員 

出席幹事：郭進宗執行秘書(請假)、胡怡鴦幹事、邵月鳳幹事、蕭智乾幹

事(請假)、劉力銘幹事（視訊）、余俊民幹事(請假)、林意翔

幹事（視訊）、高文宗幹事(請假)、李惟義幹事（視訊） 

列席申請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鄭慶豐；清景麟資產有限公司－

沈明芳；福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江子超；三發地產股份有

限公司－劉書宏 

列席設計人：恩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吳昌成、張志瑞、王宏成；陳鵬宇、

呂秩姍建築師事務所－陳鵬宇、呂秩姍、柳碧貞；弘憲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羅仲廷；許堅倚、陳致吉建築師事務－陳致

吉；林子森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林子森；群旺建築師

事務所－謝慶旺、蔡純玉、蔡秉勳、林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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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設委員會：蘇副主任委員俊傑、陳奎宏委員、陳延任委員、林熺俊委員、

沈秀珍委員 

2.聯席小組  ：黃秀文委員、阮明坤委員、謝秋分委員、林煒程幹事 

3.都設幹事會：郭進宗執行秘書＋全體幹事 

 

四、報告案 

第 1案：申請容積增量開發案件以開挖地下六層為限 

決議：洽悉，依報告內容辦理(詳附件一)。 

委員建議事項： 

(一) 開挖至地下七層已有前例，為了簡化審議程序，考量已規範請申請人

說明其必要性及對環境公益性等內容，原則認同授權由專案委員會審

議。 

(二) 本案已參採其他縣市有關開挖地下樓層數之規定，且結構安全部分亦

有結構外審把關，原則認同授權由專案委員會審議，惟建議針對基地

條件特殊性應有明確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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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案（全員委員會） 

第 2案：恩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鳳山區鳳翔段 276地號等 6筆土

地社會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 

一、同意托嬰中心側（鳳翔街）退縮範圍內設置避車彎，並請增加機車臨
停空間，另考量退縮範圍整體景觀延續性，請將主入口側（鳳翔一街）
避車彎取消並改為喬木植栽。 

二、本案提供之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空間應無償提供市府設置，並於建物開
工前洽交通局會勘設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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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為山坡地建築，有關建築高度部分，請確認是否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定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第 268條規定限制。 

(二) 退縮開放空間範圍內建議配置雙排喬木，並確保人行通道空間。 

(三) 建議將主入口避車彎整併於托嬰中心外設置，原主入口避車彎位置可

增加喬木植栽延伸綠意。 

(四) 本案開放空間是否已將風向及微氣候設計納入考量? 

(五) 托嬰中心外所設置之避車彎，建議考量機車臨停需求，增加避車彎面

積。 

(六) 避車彎臨停時段應納入社區管理規範，避免出現違規停車之情形。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七) 本案自行車動線與汽機車車道交織，建請考量自行車行車安全，妥適

配置出入動線。 

(八) 請補充中庭開放空間供外部民眾使用之出入動線及管理措施。 

(九) P45檢討內容標示人行步道至少留設 3.42公尺，與 P21剖面圖 B標示

1.89公尺不一致，請釐清並於相關平面圖標示人行步道淨寬。 

(十) P45機車停車位檢討有誤。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一) 本案提供之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空間無償提供市府設置,並請標示在

圖面(含通道至少 3.5M*10M)，於建築完工前洽交通局會勘確認設置

位置。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二)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2層、地上 14層之社會住宅，樓高 49.3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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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面積 7,070.47平方公尺。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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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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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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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人回覆： 

(一) 建築高度會再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 

(二) 本案退縮範圍會考量雙排喬木及加強綠化。 

(三) 會嘗試將避車彎合併一處設置於托嬰中心側，並增加機車臨停空間。 

(四) 本案建築設計已將風向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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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陳鵬宇、呂秩姍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小港區松金段 18地號土

地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 

一、考量本案實設停車數(592輛)遠大於法定停車數(313輛)，請透過設計

手法在符合法定開挖率之情況下，調整實設停車數；若仍須突破開挖

率限制，請再補充增加開挖率之必要性，以及法定開挖率下之停車效

率最大化，與基地衍生停車需求之關係後，續提委員會審議。 

二、依據第 77次委員會會議通案性決議，原則同意本案因應實際需要，建

物各向不計入建築面積構造物突出 4 公尺退縮距離範圍，其與地界距

離仍大於 2公尺以上。 

委員建議事項： 

(一) 停車供需為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應妥予思考增加停車位所帶來的

影響。 

(二) 依本市容積移轉許可要點規定，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 80％，而本區

都市計畫規定之開挖率為 75％，可視實際交通需求及綠覆、保水措

施，有條件同意至不超過 80％。 

(三) 建議屋頂層可增加綠化設計。 

(四) 依照交評分析報告，基地衍生停車需求空間為 380部，應參照分析結

果調整實設停車數量。 

(五) 依簡報補充資料所示，開挖至地下五層的情境模擬，仍有多處空餘空

間，應再優化停車空間規劃，以利比較符合法定開挖率之差異。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六) 請比較同樣開挖地下四層，提會方案及符合開挖率方案(停車效率最

大化)下，兩者車位數之差異，及停車供需之比較。 

(七) 松園六路上規劃之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需透過迎賓車道行駛至

建築物前，進出動線易受到植栽及鋪面影響，且 8*20 空間內有部分

草坪，請修正。 

(八) P13，公有人行道部分，請清楚標示採共構或復原方式辦理。 

(九) P15，本案休憩座椅皆規劃於大樓內部庭園區，基於友善環境考量，

建議於退縮地增設座椅等街道家具。 

(十) P20，圍牆應比照建物外觀立面色彩計畫補標示色彩及 PANTONE色票

號。 

(十一) P36，請釐清本案是否設置迎賓車道，並應依照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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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檢討車道寬度。 

(十二) P45~P46，報告書請補充開挖 79.98%之必要性。請補充本案停車需求

分析，再就開挖率 75％及調整到 79.98％之停車供給數量分析，比

較兩種不同開挖率下的停車供需關係。請針對地下構造物之頂板部

分，檢討降板及未降板情況下之覆土深度及保水功能。 

(十三) P47，請補充地上一層平面圖之檢討情形，並請說明地上層之構造物

係屬造型牆或裝飾版。 

(十四) P61，請依預審審議原則相關規定檢討機車停車位設置標準。 

環保局(含書面意見) 

(十五)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4 層、地上 17 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樓高 55.90

公尺，基地面積 7,20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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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人回覆： 
(一) 若在地下四層，符合開挖率的情況，可提供停車數約為 449輛。 

(二) 本案未規劃機械停車位，係考量平面車位可提供住戶更安全便利的使

用，且主動於各平面車位預留電動車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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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案：弘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鎮區興邦段 119-50 地號土地商場、

餐廳、辦公室新建工程容積移轉暨環狀輕軌增額容積第三次變更設計

都市設計審議案(聯席案) 

決議： 

一、 本案係因結構因素需調整工程施工方式，有增加開挖一層之必要

性，在不增加停車位且經申請單位提出緊急狀態時之電力因應對策

及環境貢獻公益性，同意開挖至地下七層。 

二、 本案承諾自行車租賃站捐贈 2 座部分，請依「高雄市政府辦理開發

案捐贈公共自行車租賃站作業要點」辦理。 

三、 本案請透過設計手法調整符合法定開挖率；倘申請單位仍欲突破法

定開挖率，請再加強補充增加開挖率之必要性、法定與增加開挖率

之差異分析、綠化保水之特殊貢獻性等，再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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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本案變更設計部分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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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為商辦大樓，為滿足法定停車之需求，開挖至地下七層有其必要

性。另本案倘需突破開挖率部分，建議再補充綠化保水的特殊貢獻性。 

(二) 本案因滿足法定停車之需求開挖至地下七層，應反思是否因容積增量

太多所致。 

(三) 本案退縮建築範圍多為硬鋪面，綠化稍嫌不足，建請調整臨路側栽種

雙排喬木。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四) P19~P20剖面部分退縮距離標示與平面不一致，請釐清。 

(五) 附錄 2-4-1請補充回覆第 135次委員會審查意見與本次變更設計之檢

討內容。 

(六) 交評案件提送都設審查時，應充分回應交評審查意見，並納入報告書

內容。另請說明本案應否再重提交評審議。 

(七) 本案規劃內容倘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不一致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環保局（書面意見） 

(八)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7層、地上 32層之商場、餐廳、辦公室，樓高 137.3

公尺，基地面積 3,387.0平方公尺。。 

(九) 「高雄市前鎮區興邦段 119-50 地號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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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目前已進入環評審查程序。 

設計單位回覆： 

(一) 依委員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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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簡化委員會 

第 5案：許堅倚、陳致吉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楠梓區芎焦段 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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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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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縮地地坪鋪面材質計畫較為單一，建議沿街面鋪面適度變化。 

（二） 屋頂綠化僅設置於東向建物側，建議增加屋頂綠化範圍。 

（三） 於退縮地臨計畫道路側，請適度增加喬木數量，除增加綠化且綠蔭

可提供較佳步行空間。 

（四） 退縮地景觀配置造型過多，建議適度局部調整設計。 

（五） 一層大門入口處建議增加雨遮，以利住戶出入可適度擋雨。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六） P10 請補標示建物與鄰地建物，鄰棟間格尺寸。 

（七） P12 地面層設置有店舖單元，請合理考量店鋪專用停車位配置位置。 

（八） P14 請補標示退縮地坡面材質，地下室開挖面外應採透水性材質。 

（九） P14 本案緊鄰地界種植大型喬木，請考量生長環境及後續管理維護

問題，調整喬木種植位置，避免影響鄰地 

（十） P17 考量屋頂綠化喬木生長環境，建議降低喬木高度。 

（十一） P29 本基地依規定退縮建築，本案設計檢討，請詳實補充設計

說明。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二）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樓高 49.9

公尺，基地面積 2,566.62 平方公尺。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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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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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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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縮地鋪面及增加沿街面喬木將依委員意見一併考量調整，喬木的

部分約略可增加 4 至 5 棵喬木。 

（二） 屋頂綠化部分，考量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故目前尚無考量增加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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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面積。 

（三） 雨遮部分，因一樓入口上方可適度擋雨，故無規劃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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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案：林子森林伯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楠梓區翠屏段一小段 33地

號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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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本案變更設計部分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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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街面喬木下的投射燈，可採內凹式的設計。 

（二） 車道出入口上方平台設置的角度，請與車道平行並適度綠美化設計。 

（三） 退縮地內部景觀步道建議適度增加寬度。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四） P19、P20請確認平面配置圖與植栽表喬木數量是否一致。 

（五） P24 考量植栽生長環境，建議投樹燈及草皮燈，請適度減量設置。 

環保局（書面意見） 
（六）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 層、地上 29 層之集合住宅，樓高 97.10 公尺，

基地面積 5,301.53 平方公尺。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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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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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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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案：群旺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三民區新都段 342地號等 3筆店鋪土

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容積移轉第二次變更設計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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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予本案變更設計部分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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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一) 相關法規檢討之參照頁次欄，請修正改填頁碼。 

(二) 本案規劃內容倘與交通影響評估審查不一致者，請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 附錄 1-1請更新辦理過程，併檢附相關書件佐證。 

環保局(含書面意見) 

(四)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 層、地上 24 層之集合住宅，樓高 89.85 公尺，

基地面積 4,08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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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