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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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5 月 5（星期四）14 時 

二、 地點：視訊會議(府四會議室) 

三、 主席：蘇副主任委員俊傑 

    

 

                                                 紀錄： 

 

 

  

 

 

 

  

 

 

 

 

 

 

四、本次會議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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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延任委員、楊欣潔委員、林廖嘉宏委員 

2.預審小組  ：黃秀文委員、謝煥昇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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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哲豪 

葉怡嘉 

賴俊凱 

出席委員：黃炯輝委員(請假)、陳延任委員、楊欣潔委員、林廖嘉宏委

員 

出席幹事：胡怡鴦幹事、邵月鳳幹事、蕭智乾幹事、劉力銘幹事(請假)、

余俊民幹事、林意翔幹事(請假)、高文宗幹事(請假)、李惟義

幹事 

列席申請人：鑫龍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蔡政雄；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吳芸芳、苗敬美、鍾青霖 

列席設計人：弘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羅仲廷、許凱翔；元宏聯合建築師

事務所－歐汪森、歐汪森、黃富祥、王勝輝；任陞建築師事

務所－蔡惠任、鐘志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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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案 

第 1案：弘憲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岡山區信義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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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予核發容積移入量（1242.87 平方公尺）核定函。 

二、 本案承諾自行車租賃站捐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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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一) 植栽規格表所列光臘樹徑為 15~20 公分，樹寬原則會超過 2 公尺以

上，請調整或修正。 

(二) 臨計畫道路側建議改植樹寬 2.5公尺以上喬木，另建議楓香一併加大

規格，整體景觀較佳。 

(三) 位於水池之端景喬木緬梔，建議樹徑加大 15~20公分樹型較美觀。 

(四) 地面層灌木，每平方株樹可調整到 25~36棵種植密度，屋頂灌木層可

調整至 25棵以上較佳。  

(五) 植栽 B、C 剖面圖覆土層之建物結構表層，應增加防水保護層，另 B

剖面圖覆土層與自然土層設置擋土結構易產生阻隔，建議應適度增加

孔洞讓樹根可穿透、土壤與排水能互為流動。 

(六) 屋頂綠化部分，灌木規格可再調小，灌木選用木麻黃，該樹種生長快

速，日後維管頻率增加，建議更換其他樹種；另可補植小喬木增加景

觀豐富度。 

(七) 建議適度增加西側及臨路側投樹燈，提高景觀光影效果。 

(八) 救災動線應是進入建物，圖說標示為往外動線，請確認。 

(九) 本案梯廳有規劃自行車停車動線，卻無相關停車位，請補充。 

(十) 屋頂太陽能光電板有兩扇門與太陽能光電板重疊，請確認。 

(十一) 本棟建物目前為岡山區最高建物，建議建物外觀設計須考量光及風

環境設計，景觀上應更有公益性。 
都發局(都設科) 

(十二) P3、P附錄 5 申請書建蔽率數值與面積計算表數值不一致，請確認。 

(十三) P13 地坪鋪面材質，鋪設透水鋪面為原則，以減少不透水面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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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本案採灰色系貼磚是否符合前開原則。 

(十四) P13 請補標示路口轉角處扇形斜坡高程。 

(十五) P16 一樓綠化平面示意圖，請補標示圍牆位置。 

(十六) 地面層設置有店鋪單元，請詳細說明店鋪及透天住宅至地下室取車

動線，並請合理考量店鋪專用停車位（機車）配置位置。 

(十七) P30 請標示車道頂蓋上方空間用途，如做為露台使用，為確保鄰地

隱私，請設置「實體透空欄杆」保持地界淨距離≧2 公尺，各向立

面圖並請一併調整修正。 

建管意見(書面意見) 

(十八) 1樓防災中心防火門開啟方向不符建築技術規則第 76條規定。 

交通局(書面意見) 

(十九) 本案交評報告書免提送交評審議大會，依規定由本局書面審查。目

前申請人尚在修正中，本局主要意見為：請妥善安排店鋪裝卸貨及

臨時停車空間。 

環保局(書面意見) 

(二十)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 層、地上 23 層之店鋪、集合住宅，樓高 79.3

公尺，基地面積為 2,959.23平方公尺。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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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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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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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人回覆： 
(一) 景觀配置及照明，將依委員意見適度調整修正。 

(二) 自行車係依法規規定設置，設置於地下一層近梯廳附近。 

(三) 消防救災動線僅標示逃生動線，依委員意見補標示消防救災動線。 

(四) 屋頂太陽能光電底層為 5 公尺透空框架，並無影響進出口動線。 

(五) 針對建物外環境光及風之疑義，因本基地寬度僅 20 多公尺，且面臨 25

公尺介壽路退縮至少 7 公尺，應無風廊問題，另立面採深凹窗設計及

淺灰色系色彩計畫，避免產生視覺壓迫。 

(六) 本案願捐贈 1 座自行車租賃站作為公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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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元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前金區後金段 41 地號等 12 筆土

地捷運設施、店鋪、商場、辦公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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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香寬度達 5公尺，後續運輸時應注意；茄苳、花旗木及鐵冬青之米

高徑達 15至 20公分，其樹高應有 5至 6公尺。 

(二) 中正路側花台部分範圍寬度縮減，植栽穴較小是否適合喬木生長，建

請調整及標示植穴尺寸。 

(三) 北側光線較弱其日照不足，請評估將台北草改為較耐陰之地被或灌木。 

(四) 自強路光線及鄰近中正路設置之排風口是否影響光臘樹生長，請再評

估調整。 

(五) P33~34剖面圖高程及高差標示有誤，請修正。 

(六) P35屋頂綠化之灌木，建議寬度調整為 15至 20公分，密度調整 25棵

以上較佳。 

(七) P37景觀高燈位置與喬木是否衝突，且影響喬木生長，並補充高燈尺寸。 

(八) 請檢視、評估捷運出口廣場之停等空間是否足夠，並加強捷運出入口

至地面層無障礙及動線指標設計。 

(九) 建議地下室開挖與潛盾隧道工序時間應互相搭配，注意地質狀況。 

(十) 請加強生興一巷側綠化空間。 

(十一) 自強路臨店鋪側建議增加適當退縮，提供捷運出入之停等空間。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 

(十二) P28請清楚標示捷運出入口範圍。 

(十三) P28地面層機車道鋪面材質或色彩與人行步道應有所區隔，請補充地

面層機車車道寬度，並請增加警示設施。 

(十四) P31植栽計畫表內請標示喬木實際覆土深度；植栽圖片請補充喬木名

稱；請補公有人行道圖例。 

(十五) P33剖面 B請改以兩處剖面圖標示；剖面圖公有人行道寬度及退縮人

行步道寬度與 P26標示不一致。 

(十六) P36屋頂綠化剖面圖與平面圖不一致，請修正，並請補充喬木覆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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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十七) P38本案人行步道花崗岩鋪面建議採透水性鋪面；景觀座椅請補充詳

圖。 

(十八) P43地下一層垃圾儲存空間請依圖例標示。 

(十九) P44~45立面金屬及玻璃請注意材質反光，避免影響鄰近住戶及周邊

行車視線。 

(二十) P62土管第四條綠色運輸功能，請具體於報告書相關圖說補充設計

內容，並請增加導引至毗鄰之市府 BOT合發立體停車場指標，以

因應本基地停車需求。 

建管處(書面意見) 

(二十一) 請補充說明南面設置遮蔽設施之依據屬第 2點的第幾款？若非屬

遮蔽設施，請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陽台外牆裝飾性構造物

設置原則辦理。 

(二十二) 1樓防災中心防火門開啟方向不符建築技術規則第 76條規定。 

(二十三) 剖面圖人行淨空未達開放空間獎勵之 2.5公尺規定。 

(二十四) 請說明是否取得西側私設通路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交通局(書面意見) 

(二十五) 本案交評已於 111/4/22核備，惟核定小汽車為 202席，與本案相

差 1席，若有調整請依相關程序辦理。另地下停車場出口反射鏡

位置難以有效觀察左側來車，請再往外微調。 
環保局(書面意見) 

(二十六)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 3層、地上 23層之捷運設施、辦公大樓，樓高

111.0公尺，基地面積為 3,497.0平方公尺。 

(二十七) 本案樓高幾近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高度。本局並非建築管理機關，

並無另訂建物高度測量方法之規範，因此建築物高度測量方法仍

應依建築技術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因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並無容許誤差之規定，

倘未來該建築物興建完成後，依建築技術相關法令測量高度認定

確實超過 120公尺時，爰本案應認定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

並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條及第 22條規定處理。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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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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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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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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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內設置電動車充電設施與車位。 

設計人回覆： 

(一) 中正路側綠帶縮放係考量沿街面綠化變化，植栽穴寬度均達 1公尺以

上，且皆位於原土層，不會影響喬木生長。 

(二) 綠帶周邊均有設置座椅，以提供捷運出入口停等空間，店鋪也有適度

退縮，提供舒適之人行空間。 

(三) 台北草及光臘樹種植於光線不足之部分，將考量修改為耐陰植栽。 

(四) 剖面圖高程誤植部分將修正。 

(五) 屋頂綠化之灌木寬度將調整為 15至 20公分，密度調整為 25棵以上。 

(六) 景觀高燈與喬木互相衝突部分，將以不影響人行及喬木生長之原則

下，調整景觀高燈位置。 

(七) 自強路側排風口將於確認後調整位置，避免影響喬木生長。 

(八) 本案退縮達 6.5公尺，加上 5公尺之公有人行道，總計有 11.5公尺空

間，應足以提供捷運出入停等使用，至於管委會空間再增加退縮空間

部分，需與業主再討論確認。 

(九) 工序已於捷運影響評估納入考量。 

(十) 生興一巷側綠化空間加大納入考量。 

(十一) 本案已取得西側私設道路土地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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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任陞建築師事務所申請本市仁武區霞海段 948-4地號等 5筆土地

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決議：有關提請放寬建築線退縮部分，建築考量霞海東二街兩側之退縮空

間營造及人行空間一至性，請以現行於基地西側退縮配置量體之方

案，再增加於基地南側退縮配置量體之方案後，比較兩者於建蔽率、

容積率、戶數及標準層平面圖之差異後，續提會審議。 

委員建議事項： 

(一) 欒樹為開張展型之喬木，建議選用竹柏等直立型之樹種，以避免落

葉、採光影響鄰地。 

(二) 基地西側之草坪區，請研析增加喬木或灌木；南側規劃之草坪較為單

調，請適度增加灌木等綠化植栽，以避免車行動線直接從草坪穿越。 

(三) 針對實設汽車停車位無法滿足一戶一停車位部分，是否規劃其他替代

停車場。 

(四) 車位編號 13之停車位難以進出，請改善。 

(五) 請增加停車場進出之警示設施。 

(六) 本案未規劃機車停車位，與實際使用需求不符，請於適當空間留設機

車停車位。 

(七) 基地西側鄰接之計畫道路為既成開發區，考量基地南側(霞海東二街)

沿線為待開發土地，建議基地南側應依規定退縮，以塑造此街道之整

體氛圍，與退縮人行空間一致性。 

與會單位及幹事建議事項： 

都發局(都設科) 

(八) P8，本案基地與鄰地高差部分，請於工程階段妥適處理。 

(九) P14，圖面未標示剖面線之位置，請修正。 

(十) P15，請釐清本案是否適用綠覆率大於 75％之檢討。 

(十一) P2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各項構造物不得突出退縮線」，

而基地西側留設之陽台是否符合前開規定，請釐清後修正。 

(十二) 提 1-1，提會同意理由請簡要說明，並可輔以圖表說明。 

(十三) 附錄 P3，案附文件為掛件後之補正意見，非簡化委員會之會前會，

請修正。 

都發局(都規科) 

(十四) 2-1都市計畫案名欄位請修正為： 

(1)所屬都市計畫區：澄清湖特定區。 

(2)適用土管規定之計畫書：變更澄清湖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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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部分(配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專案通盤檢討

案。 

(十五) P7 都市計畫圖非屬現行都市計畫圖，請更正；聯外道路請完整撰

寫，且東向無法連接國道一號，請修正。 

環保局(書面意見) 

(十六) 本案規劃興建地上 5 層之集合住宅，樓高 16.9 公尺，基地面積為

600.59平方公尺。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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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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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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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人回覆： 
(一) 依委員意見修正植栽計畫。 

(二) 配合增設停車警示設施。 

(三) 可於地面層留設機車停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