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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設單位簡報：略（詳後附錄）。 

六、都發局審查意見報告：略（詳後附錄）。 

七、討論： 

（一）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補充意見： 

1. 本案因基地條件限制，機車停車位留設於地面層，依審議參

考範例該停車空間應透空處理，不得設置實牆。 

2. 請補充說明地面層汽車等候空間之使用說明。 

3. 車道出入口地坪應延續人行道鋪面型式並以不同顏色區隔。 

4. 空調設備設置位置於正立面部分，請再考量並以隔柵美化處

理，與立面整體考量設置。 

（二） 吳執行秘書金龍： 

圖面名稱標示錯誤部分請修正。 

（三） 劉委員明滄： 

1. 建議同意本案機車位設置於地面層及留設汽車等候空間。 

2. 車道出入口應設置警示設施，以維安全。 

（四） 劉委員惠雯： 

1. 請再考量本案地面層停等空間設置之妥適性，應有相關車流

分析。 

2. 車道出入口地坪應順平處理並以延續人行道鋪面型式並以不

同顏色區隔。 

3. 請再考量本案基地綠化後續維管方式。 

4. 請再考量本案戶數坪數大小妥適性，建議參考內政部通案性

規定檢討。 

（五） 黃委員世孟： 

1. 原則尊重建築師提出目前小坪數設計方案，建議後續空調設

備系統應一次到位。 

2. 請再考量本案之景觀設計配置。 

3. 社區電梯設置於戶外空間，請再考量相關防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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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面層樓梯出路口建議增加管制門，以維安全。 

5. 景觀綠帶後續維管問題應一併考量。 

6. 住宅東北側入口處為大面積硬鋪面，請再考量本案入口設

計。 

（六） 董委員娟鳴： 

1. 基地排水之合理性請再考量。 

2. 請補充本案與北側擋土牆介面處理方式。 

3. 景觀喬木配置位置請再考量，建議於基地西側以群植方式設

計。 

4. 機車停車動線同意請調整至法定空地進出，惟進出空間應符

合相關規定。 

八、決議： 

1. 本案因基地條件限制，同意機車停車位留設於地面層，後續

依審議參考範例於核定函列管該停車空間應透空處理，不得

設置實牆。 

2. 機車停車動線同意請調整至法定空地進出，惟進出空間應符

合相關規定。 

3. 同意本案地面層設置停車等候空間，後續列入管理規約。 

4. 一戶一車位部分請依審議參考範例規定檢討。 

5. 空調設備設置位置於正立面部分，請留設於工作陽台或以隔

柵美化處理，應與立面整體考量設置。 

6. 請加強本案大門及社區門禁合理性，及社區電梯設置於戶外

空間應考量防水處理。 

7. 植栽種類及配置位置請再調整。 

8. 車道出入口地坪應延續人行道鋪面型式並以不同顏色區隔。 

9. 基地排水之合理性請再考量。 

10. 本案屬第二種住宅區建築開發案，尚涉及水土保持規劃書

審查，應於大地工程處通過後始得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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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申設單位依前述結論及審查意見修正後，於收受委員會

會議紀錄之日起 30日內，檢送 4份修正後報告書與 2份光

碟送請本府核定。 

九、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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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08.05「大邑開發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文山區華興段二小段 928

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簡化審議會

議 

壹、都市發展局承辦科審查意見： 

一、 有關法令檢討部分： 

（一）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部分： 

1. 基地應自建築線退縮設置1.5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請確

實標註。 

2. 基地與毗鄰建築基地間之災害緩衝空間，請補充檢討說

明，並確實標示。 

3. 請釐正本案圍牆透空率之計算方式。 

（二） 請補充臺北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檢討，本案

涉及整地原則檢討，後續請建管處協助複核，應於符合整

地原則前提下作為核定之依據。 

（三） 「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臺北市山坡地

地形申請建築之整地原則」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部分，請確實逐項檢討，並補充相

關說明及圖說，以利檢視。 

（四） 後續請依「108年度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參考範例」檢討。 

（五） 有關都審審議規範仍應逐項檢核修正(詳審查檢核表)。 

二、 建築及景觀設計部分： 

（一） 本案臨開放空間有設置花臺，其花臺高度以不超過 45公分

為原則，請確實檢討並於圖中標註相關尺寸。(P23) 

（二） 沿道路側應退縮1.5公尺淨寬之人行空間，與鄰地順平銜

接，請補充基地與西南角空地之剖面圖說，並交代相關高

程，以利檢視。 

（三） 請補充說明本案擋土牆及北側鄰房擋土牆之介面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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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模擬圖面。 

（四） 剖面圖說請套繪現況地形、基地與鄰地高程、基地內及外

高程、整地前及後高程及相關尺寸、擋土設施及擋土牆型

式及尺寸、整地範圍與情形等相關資訊。 

（五） 本案圍牆透空率檢討方式請依審議參考範例規定檢討。其

基地內圍牆高度不得高於 2公尺，且臨道路側之圍牆基座

不得超過 45公分。(P24) 

（六） 剖面圖說請清楚標示擋土牆高度、人行道斷面及淨寬、花

臺高度等資訊。(P23) 

（七） 本案之水保審查資料應於大地工程處通過後始得核定。 

三、 交通及停車空間： 

（一） 本案地面層設有機車停車位，不符審議參考範例集中設置

於地下一層之規定，請申設單位說明理由，提會討論。倘

經委員會決議得設置於地面層，則該車位周邊應以透空處

理，不得設置圍牆，請釐正。(P21) 

（二） 另地面層設置汽車等候空間，其妥適性提會討論。(P21) 

（三） 本案車道出入口寬度已大於審議參考範例規定之 3.5公

尺，提會討論。(P21) 

（四） 為配合本府交通政策，住宅使用至少應滿足 1戶 1汽車位

為原則，請申設單位補充檢討，提會討論。 

（五） 車道出入口應於指定退縮人行空間後留設 4.5公尺之緩衝

空間為原則，倘基地狹小仍應至少留設 2公尺之緩衝空

間，提會討論。 

（六） 車道出入口地坪與相鄰之人行空間應順平處理，鋪面系統

應延續人行道鋪面型式，請釐正。 

（七） 基地位置及周邊環境說明部分，應清楚標註 500公尺半徑

範圍內之周鄰公共設施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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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府其他單位書面意見 

一、 都市發展局 葉幹事家源 

無意見。 

二、 環境保護局 黃幹事莉琳 

（一） 空氣部份：開發單位於開工前應申報空氣污染防制費；施

工階段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辦理，並請營建業主編列足夠之

環保經費，俾利後續執行。 

（二） 水污染部分：本案如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

建築工程(施工規模達 4,600(平方公尺*月)以上)，開發單

位於開工前，應提報營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畫至局審

核。 

（三） 廢棄物處理部分：本案施工期間所產出之廢棄物應委託合

法之清除、處理機構進行清除、處理，另本案工程若屬環

保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則應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檢具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送本局審查核准後，營建廢棄物始得清

除、處理。 

三、 交通局 葉幹事志宏 

都審報告書: 

（一） 基地臨木柵路一段 191巷(5公尺)及試院路 4巷(5公尺)計

畫道路分別留設 1.5公尺及 1.84公尺人行道部分，請與鄰

地順平銜接。 

（二） 請標示基地位置 500公尺半徑內大眾運輸系統及公共設

施。(公車、YouBike 及未來南環線 Y4站等) 

（三） 請於平面一層圖面標示機車車行動線。 

（四） 請補充標示停車場出入口緩衝空間尺寸及警示設施，並確

認出入口中心線上下任一點至道路中間線上下任一點至道

路中間線垂直左右 60度以上範圍無礙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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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鼓勵綠色運具使用，平面層建議增設自行車格位並標示

尺寸。 

四、 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工程處 莫幹事華榕 

（一） P21.樟樹單株綠覆面積應為 25m2，請重新計算綠覆總面

積。 

（二） P22.建築基地內車道、人行步道或廣場等舖面應設置百分

之五十以上面積之透水性材料，並與臨接道路之人行道順

平。 

（三） P23.剖面圖請標註植栽覆土深度。 

（四） P31.請補充屋頂綠化剖面圖，並標註植栽覆土深度。 

（五） 請補充建築基地之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檢討表。 

五、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梁幹事成兆 

（一） 水土保持規劃書之格式撰寫本文及圖說請以 30頁內為原

則。 

（二） 請檢討基地及週遭邊坡已檢討安全性，並考量施工之影

響。 

（三） 水土保持設施請考量生態、透水、景觀及維護便利性。 

（四） 建築物本體請標註非屬水土保持設施。 

（五） 請評估開發過程各階段，對於開發範圍及鄰近地區可能衍

生之各種災害，並提出具體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