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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造執照預審小組第 257 次會議 

（暨都市設計第 226 次幹事會聯席會議） 

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9年 11 月 24 日（二）上午 9 時 0分 

貳、 會議地點：建築管理處 1樓會議室 

參、 主    席：黃主任委員榮慶（江俊昌委員代） 

紀錄：林煒程 

出席委員：江哲銘委員 

李明聰委員 

張貴財委員 

許堅倚委員 

林怡君委員 

謝煥昇委員 

黃國忠委員 

楊孚仁委員（交通局）（李啟源代） 

羅椉元委員（都發局） 

江俊昌委員（工務局） 

謝秋分委員（工務局） 

出席幹事：葉怡嘉幹事（都發局） 

邱于倫幹事（養工處） 

林煒程幹事（工務局） 

列席申請人：太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歐揚建設有限公司 

永信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列席設計人：張文明建築師事務所 

鄭純茂/邱士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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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議紀錄： 

審議案： 

第一案：張文明建築師事務所於本市鳳山區埤頂段 2073-3、2074、

2074-30、2075地號等 4筆土地（第三之一種住宅區），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5 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及「本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規劃設計

地上 15層及地下 3層之集合住宅，申請建造執照預審。（一般

案）（掛件時間：109/10/15） 

本案林怡君委員申請迴避。 

決議： 

一、 本案請依預審小組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建管處審定，

准予核發建造執照預審核定本。 

二、 請製作預審小組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三、 本案預審會議紀錄發文日起應完成報告書核定之修正期間，該修正

期間不宜超過為 6個月。 

四、 開放空間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社區安全管理與開放空間之界線

應明確交代，以兼顧社區私密性與開放空間公益性，並請載明於公

寓大廈規約。（通案決議） 

五、 結構部份請依結構委員意見修正。 

六、 請依預審小組所提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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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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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預審審議原則及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不符

者，請設計人檢討修正。 

委員意見： 

林怡君 委員（本案申請迴避） 

許堅倚 委員 

（一） P15-2，B-B剖面有相對高程大於 60公分之花台，請調整。 

（二） 景觀設計形成多處很長的狹窄通道，請增加穿越性，以維持開放空

間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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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財 委員 

（三） 本案申請開放空間獎勵達 20％，請增加屋頂綠化面積，提高環境友

善之貢獻。 

江哲銘 委員 

（四） P15-1至 15-3，植栽圖示不清楚，請改進。 

（五） P19，圖例標示有誤。 

（六） P22-1至 22-3，通用化浴廁（高雄厝）建議考慮預留因應高齡照護

及加設輔具之人因工程適用空間。 

李明聰委員 

（七） 停車場出入口警示燈須保持視線通透，不被建物植栽遮蔽。 

謝煥昇 委員（結構委員） 

（一） 筏基層梁柱接頭處之地梁斜角補強，請交代配筋詳圖。 

（二） 二樓結構平面圖之剖圖 A、B、C，標頭請註明清楚。且挑空處邊牆

亦請再評估是否應加梁加勁之。 

黃國忠 委員（結構委員） 

（三） 本案無結構外審，擋土壁長度是否採用 21公尺？請確認。 

（四） P37-4，壹層結構平面圖，線 X4至線 Y1及 Y2之柱 Ca（70×70）為

梁上柱，由於梁上起柱產生集中荷載，請檢討托住梁應具有較大剛

度，使梁上柱端受到較強的彈性固定約束。 

建管意見 

（一） P33-4，壹層平面圖左側臨路請依建築線確實著色及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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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張文明建築師事務所於本市楠梓區後勁段三小段 140地號 1筆

土地（第四種住宅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5

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及「本市高雄厝設

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規劃設計地上 15 層及地下 3 層之集合住

宅，申請建造執照預審。（聯席案）（掛件時間：109/10/20） 

本案林怡君委員申請迴避。 

決議： 

一、 本案請依預審小組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建管處審定，

准予核發建造執照預審核定本，另都市設計審議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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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提請委員會備查。 

二、 請製作預審小組（幹事會）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

表。 

三、 都市設計及容積移轉，同意核發容積移入量（1601.1平方公尺）。 

四、 本案預審會議紀錄發文日起應完成報告書核定之修正期間，該修

正期間不宜超過為 6個月。 

五、 開放空間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社區安全管理與開放空間之界

線應明確交代，以兼顧社區私密性與開放空間公益性，並請載明

於公寓大廈規約。（通案決議） 

六、 結構部份請依結構委員意見修正。 

七、 請依預審小組（幹事會）所提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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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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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預審審議原則及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不符

者，請設計人檢討修正。 

委員意見： 

林怡君 委員（本案申請迴避） 

許堅倚 委員 

（一） 無意見。 

張貴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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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申請開放空間獎勵達 20％且亦申請 15％之容積移轉，惟開放空

間沿街步道式集中在北側未開發之 6米計畫道路，其供公眾使用之

效益略顯不足，臨 12米錦屏街留設之沿街式開放空間則較為單調。 

江哲銘 委員 

（三） P2-13-1至 2-13-3，（公共衛生）地下室之末端（三角形區塊部分）

易生空氣滯留之死角，請檢討送風回風是否足夠。 

（四） P2-17-5，（智慧生活科技應用）地下室二層光籤寬頻電信室，檢討

垂直管道之設置。 

（五） P5-9-1至 5-9-3，通用化浴廁（高雄厝）建議考慮預留因應高齡照

護及加設輔具之人因工程適用空間。 

李明聰委員 

（六） 建議停車場車道寬在可行範圍內酌增。 

謝煥昇 委員（結構委員） 

（一） 筏基坑於高樓區範圍內應無需回填低強度混擬土，請確認並修正。 

（二） B2F至 1F之 G35大梁跨度接近 14公尺，梁深僅設計 70公分，明顯

不合理，建議至少為 85或 90公分。 

（三） 地下室連續壁依據是否緊臨機械車坑應區分為兩種型式，並標註清

楚其對應之厚度。 

（四） 屋突層機械室設計活載重請採用 500kgf/㎡。 

黃國忠 委員（結構委員） 

（五） P5-20，依全區剖面圖，建議檢討因開挖深度（14.3公尺與 15.05

公尺）變化交界面（梯廳、排煙室、樓梯間）之差異沉陷影響。 

（六） 地下二層結構平面圖，考量角隅效應建議放大柱 C45（50×95），而

與梁 BIA（60×70）連接。 

都發局意見 

（一） P1-1-1，請釐清地下室開挖率數值與 P2-17-1檢討不一致，請更正。 

（二） P1-7，請逐條檢討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授權範圍層級。 

（三） P2-5-2-5法定停車及實際停車位數量與申請書不一致。 

（四） 本案基地對側為文中 11，路口轉角無障礙扇形斜坡道建議加大涵蓋

至對側基地可能之人行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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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2-7臨 6M計畫道路側留設 1.5M人行步道與 P2-8及 P2-12剖面圖

2M人行步道不一致，請修正；另該側設置 2處各 1.5M人行步道，

建議考量行走舒適性，整併為 1處較為寬闊之人行步道。 

（六） P2-8與 P2-12剖面圖(B、C)建請整併，P2-8剖面線方向請調整與沿

街方向垂直，另建請調整報告書文字大小，並控制在 10 號字以上。 

（七） P2-8、P2-12，剖面圖應清楚標示法定退縮範圍、開放空間範圍及寬

度、人行步道寬度、高程與斜率(洩水坡度 1/40 以下)、植穴淨寬、

緣石尺寸、植栽覆土深度；另請補充街道家具(座椅)立面圖、材質，

及圍牆立面圖。 

（八） P2-11，綠覆率檢討有誤，請核實計算，喬木間距若小於 4 公尺者，

請以實際間距之平方面積計算。 

（九） P2-14，立面圖材質色彩與 PANTON色標號不一致，請更正。 

（十） 請補充建築物 3D現況模擬圖及景觀模擬圖。 

（十一） 報告書 P2-8~P-13請補充標題。 

建管意見 

（一） 壹樓平面圖地下室車道下降起始點應至少距離建築線 6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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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鄭純茂/邱士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本市楠梓區和平段六小段

780地號 1筆土地（第四種住宅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5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及「本

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規劃設計地上 22 層及地下 3

層之集合住宅，申請建造執照預審（第一次變更）。（一般案）
（掛件時間：109/09/23） 

決議： 

一、 本案請依預審小組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建管處審定，

准予核發建造執照預審變更設計部分核備。 

二、 請製作預審小組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三、 本案預審會議紀錄發文日起應完成報告書核定之修正期間，該修

正期間不宜超過為 6個月。 

四、 開放空間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社區安全管理與開放空間之界

線應明確交代，以兼顧社區私密性與開放空間公益性，並請載明

於公寓大廈規約。（通案決議） 

五、 本案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碳警報器，同意設置。 

六、 結構部份請依結構委員意見修正。 

七、 請依預審小組所提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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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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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預審審議原則規定不符者，請設計人檢討修

正。 

委員意見： 

林怡君 委員 

（一） 無意見。 

許堅倚 委員 

（二） 無意見。 

張貴財 委員 

（三） 本案係第一次變更設計案，擬於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

碳警報器，增加安全設備，敬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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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哲銘 委員 

（四） P5-03，本案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或一氧化碳警報器，建議自動

偵測一氧化碳濃度超標時，考慮採用主動調控啟動新鮮通風換氣系

統。 

李明聰委員 

（五） 無意見。 

謝煥昇 委員（結構委員） 

（一） 結構未變更，無意見。 

黃國忠 委員（結構委員） 

（二） 無意見。 

建管意見 

（一）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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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鄭純茂/邱士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本市三民區有光段 576、

576-1地號等 2筆土地（第三種住宅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15 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及「本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規劃設計地上 19 層及

地下 3層之集合住宅，申請建造執照預審（第一次變更設計）。

（一般案）（掛件時間：109/09/23） 

決議： 

一、 本案請依預審小組意見（如附）修正後通過，並授權建管處審定，

准予核發建造執照預審變更設計部分核備。 

二、 請製作預審小組審議前後設計修正對照圖文說明對照表。 

三、 本案預審會議紀錄發文日起應完成報告書核定之修正期間，該修

正期間不宜超過為 6個月。 

四、 開放空間應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社區安全管理與開放空間之界

線應明確交代，以兼顧社區私密性與開放空間公益性，並請載明

於公寓大廈規約。（通案決議） 

五、 本案公共服務空間位置及面積，同意設置。 

六、 本案取消設施及取消瓦斯遮斷閥格柵，同意設置。 

七、 本案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碳警報器，同意設置。 

八、 結構部份請依結構委員意見修正。 

九、 請依預審小組所提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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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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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本案設計內容若有與預審審議原則規定不符者，請設計人檢討

修正。 

委員意見： 

林怡君 委員 

（一） 無意見。 

許堅倚 委員 

（二） 無意見。 



第 10 頁 

 

張貴財 委員 

（三） 本案係第一次變更設計案，擬於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式一氧化

碳警報器，增加安全設備，敬表同意。 

江哲銘 委員 

（四） P5-03，本案地下室停車空間設置系統或一氧化碳警報器，建議自動

偵測一氧化碳濃度超標時，考慮採用主動調控啟動新鮮通風換氣系

統。 

李明聰委員 

（五） 無意見。 

謝煥昇 委員（結構委員） 

（一） 結構未變更，無意見。 

黃國忠 委員（結構委員） 

（二） 無意見。 

建管意見 

（一） 無意見 

 

 

 

伍、 臨時動議 

陸、 臨時提案 

柒、 散會：上午 12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