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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設單位說明簡報：略。 

六、都發局審查意見報告：略（詳后附錄） 

七、討論： 

（一）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補充意見 

1. 建築計畫資料表基準容積請依法定容積填寫，有關容積移

轉相關資料亦請補充說明。 

2. 容積移入環境補償開放空間沿街面過於零碎，且南側空間

過窄無法使用，留設範圍請再檢討。 

3. 基地臨開放空間及鄰地之花臺與高程差以 45公分為原則，

請檢討。 

4. 車道出入口應延續開放空間鋪面型式。 

5. 機房請集中設置，另依建管處通案規定機房避免鄰近專有

空間，倘鄰近專有空間則牆壁厚度應達 30公分，避免二次

施工。 

6. 屋頂框架高度請調降。 

八、結論： 

（一） 法令檢討部分： 

1. 本案都市計畫之法定開挖率為 65%為原則，本案開挖率目前

為 70%，除申請公設容移外又自設車位達 71車位，請調降

自設車位使開挖率符合法令規定。 

2. 容積移入環境補償開放空間東南側狹窄處之可及性及友善

性較不足，另沿街面環境補償開放空間過於零碎，請再調

整。 

（二） 開放空間及建築設計部分： 

1. 標準層機電設備空間請依通案規範集中設置於 1處並避免

由專有空間進出，公共空間與專有部分應設置 30公分厚牆

面，以避免二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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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屋頂框架高度請再調降。 

（三） 請申設單位依前述結論、幹事及都發局審查意見修正後，

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 30日內檢送 5份報告書及 2份光

碟，送請委員會審議。 

九、散會(下午 2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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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 年 7月 15日「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內

湖區西湖段四小段 241地號等土地）」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案幹事會議審查意見 

本案位於「變更『臺北市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

計畫案」指定都審地區，需提送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 

本案申請公共設施容積移入：15%(1503.38㎡) 

壹、都市發展局審查意見如下： 

一、 法令檢討部分： 

（一） 公共設施容積移入： 

1. 環境影響分析，請補充分析本案容積移入後量體及高

度(含屋突及框架)與周邊街廓既有建物之比較分

析，並檢討本案基地可移入條件。(P.60) 

2. 補償開放空間：(P.61) 

(1) 北側補償空間僅利用建物 1.5公尺雨遮及量體下方

空間配置，其公益性不足。 

(2) 東側補償空間配置為倒三角形，其寬度為 9.5~1公

尺不等，內部可及性及公益性不足。 

(3) 綜上，目前規劃設計空間品質，未符環境補償開放

空間之原意，建議本案減少東側量體(78號及 AF柱

所圍範圍)，與原有東側補償空間整併為淨寬較大之

補償空間。 

(4) 補償開放空間請補充相關範圍尺寸標註；補償空間

上方有頂蓋者，請依綜合設計頂蓋型開放空間折減

係數計算有效面積，並確認是面積否充足。 

（二） 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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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案屬科技工業(A區)依第三種工業區檢討，不允許

作為銀行使用，有關廣告招牌示意內容，請釐清以免

後續使用爭議。(P.43) 

2. 建築物南側部分量體超出後院深度比。(附錄 P.8~14) 

（三） 都市設計準則： 

1. 地下開挖之法定建蔽率加百分之十為原則；本案實際

開挖率 70%擬突破 5%部分，修正意見如下：(P.37) 

(1) 本案申請容積移入，倘突破開挖率則代表容移量已

超出基地負荷；經檢視地下層空間、停車位數量及

配置，建議調整北側(14號及 A住以北所圍範圍)或

東側(78號及 AF柱所圍範圍)開挖範圍，其法定車位

不足者可由地下三樓自車車位補充。 

(2) 承上，倘未調整地下開挖範圍，則考量地北側 66公

尺為捷運西湖站及周邊有公車站，尚具大眾運輸潛

力，且地下三樓停車空間為自設車位，建議減少一

層地下開挖，以鼓勵大眾運輸使用及符合地下開挖

及停車配置之效率，再提會討論突破開挖率事宜。 

2. 公共開放空間： 

(1) 景觀剖面圖請補充樹冠底淨高、基地內外高程、花

臺座椅高度、指定退縮範圍、綠化、人行及自行車

淨寬，並應符合準則、土管及範例等規定。(P.30) 

(2) 車道穿越開放空間應延續開放空間鋪面。(P.25) 

(3) 地坪鋪面頇為透水鋪面；請於鋪面計畫標示透水鋪

面範圍(含鋪面示意圖)。(P.25) 

(4) 照明設施平均照度不得低於 6勒克斯；請補充燈具

照度說明，並取消容移補償開放空間投樹燈。(P.24) 

(5) 通風口不得面對人行步道設置；請於開放空間計畫



 6 

標示風口方向。(P.12) 

3. 本區建築物應遵循綠建築評估指標系統設計；請補充

相關檢討內容。 

（四） 建管法令部分： 

1. 地面層陽臺需設置欄杆，請補充陽臺範圍標註。(附

錄 P.6) 

2. 屋頂框架請補充透空率檢討。(P.42) 

（五） 有關都審規範檢核表未符規定事項(詳附件)，請補充檢

討及修正： 

1. 地面層喬木樹間距應 5~8 公尺；基地南側部分喬木樹

間距未達 5公尺，請調整並補充說明各喬木大小種

類。(P.19) 

2. 車道出入口寬度以 5.5公尺為原則；請縮減車道出入

口寬度。(P.16) 

3. 策略型產業各樓層機電設備空間應集中配置，且由公

領域進出不得約定專用；本案各層機房未集中配置，

雖可由公領域進出，惟於私領域亦設置出入口，後續

恐有專用之嫌，請調整配置。(P.39、40) 

4. 招牌廣告物應與建物立面整體規劃；本案目前採外掛

式，建議與建物立面整併設置。(P.42、43) 

5. 請釐清本案是否設置建築物名稱，倘有則以 1處為原

則並標示位置。 

二、 其他： 

（一） 現況實測圖應包含周邊 30公尺，跨越道路部分由對側

街廓請算，各配置圖說請套繪現況實測圖。 

（二） 都審報告書本文請補充四向彩色立面圖。(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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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單位書面審查意見如下： 

一、都市發展局 葉幹事家源 

（一） 有關報告書中 P.5之基準容積率有誤，應為 300%，請修

正。 

（二） 有關 P.5 公共設施移入之樓地板面積有誤(本案涉容積

移入)，請修正。 

（三） 有關本案法定汽車與法定機車之數值有誤，查「策略性

產業」之「產品展示服務業」應屬「第 27組：一般服

務業」，請依前開組別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 86條之 1規定修正。 

（四） 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41條之規定，工

業區內建築物之側面牆壁設有門窗者，頇設置側院，其

寬度不得小於 3公尺，經檢視本案東側側院寬度不符規

定，請重新檢討。 

（五） 有關本案地下層開挖規模一節，依本府 91年 7月 26日

府都二字第 09116768500號公告「變更臺北市『臺北內

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內之規定，地

下層開挖規模應依各用地及分區之法定建蔽率各加 10%

為原則(55%+10%=65%)，如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則不在此限，請提請委員

會討論。 

（六） 另依前揭細部計畫規定得附條件允許策略性產業(產品

展示服務業)使用(其允許使用條件：產品展示服務業，

設置地點應臨寬度 10公尺以上道路)，惟策略性產業(產

品展示服務業)係指從事展覽之籌辦、宣傳或管理之行

業，如僅於其營業處所展示其商品，但無販賣之行為，

非屬產品展示服務業範疇，請確認實際營業樣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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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發展局綜合企劃科 

（一） 經查本案由段聿華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 108 年 6月 24日申請容積移轉書面審查，目前書審

中。申請移入容積為 1,503.35平方公尺，其中繳納代

金移入容積量為 766.7平方公尺，送出基地移入容積量

為 736.65平方公尺。 

（二） 次查本案幹事會議都審報告書之建築計畫資料表，公共

設施移入容積量為 1,503.38 平方公尺，與容移書審申

請之容積量未一致。 

三、交通局 葉幹事志宏 

（一） 都審報告書： 

1. 基地開發衍生之停車需求及裝卸貨應自行滿足並採

內部化處理。請於相關規約等文件內註明：「本案所

有權人及相關使用人應於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

車需求及完成裝卸貨，未來不得要求開放基地路邊開

放停車或裝卸貨，以免影響外部交通」。 

2. 請說明基地周邊之交通系統(含聯外道路、主、次要

道路之寬度及車道使用情形)，並補充大範圍人車動

線圖(含行人、汽機車)。 

3. 請檢討停車空間於夜間及假日時段提供公眾使用之

可行性，並擬訂相關計畫。 

4. P.16，車道出入口與道路銜接處應順接正交，請補充

汽車進場轉彎軌跡圖，以確保進場動線無虞。 

5. P.16，請確認出入口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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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移除出入口

東側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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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16，圖例「住宅人行動線」，然本案位於科工 A區

不得作住宅使用，請修正。 

7. P.28~30，請於地面層景觀圖明確標示人行通道淨

寬，應確認留設淨寬 2公尺以上人行道；另本案鄰近

捷運站，臨洲子街側請留設淨寬 2公尺以上人行道及

淨寬 2公尺以上自行車道。 

8. 捷運場站周邊 500公尺內，建議於基地內平面層設置

供公眾使用之自行車停車格(架)。 

9. P.37、附錄 3~5，請標示地下 1層垃圾車位尺寸，另

請說明垃圾車車種、尺寸、空間規劃及動線，並確認

淨高是否足夠，以確保進出無虞。 

10. P.37、附錄 6，請於車道轉彎處酌設反射鏡，以維

安全。 

11. 以上意見請併同交評修正，並檢附意見修正對照表

(應同時含都審報告書及交評之修正頁數)於附件。 

12. P.11，UBIKE請修正為 YouBike。 

13. P.11，大眾運輸圖請補充標示 500公尺範圍。 

（二） 交評報告書： 

1. 本案位於科工區，請詳細說明實際使用規劃(如：策

略性產業進駐類型)，並依使用規劃推估衍生之員

工、訪客、顧客、裝卸之停車及臨停需求，以檢討汽、

機車位及裝卸車位數量之合理性。 

2. 請說明裝卸貨車種，並確認操作空間、與貨梯間動線

之合理性，另應避免佔用車道裝卸貨；請檢視停車場

出入口至卸貨車位之淨高是否足夠。未來裝卸貨車輛

應避免尖峰時段進出，請擬定相關計畫。 

3. P.58，圖 3.3-3基地聯外主要進離場動線，請補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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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車行進離場動線圖；並檢討由樂群一路、樂群二

路、港墘路、瑞光路等路段進出基地之動線；另請確

認車輛是否僅採右進右出方式進/離基地停車場

(P.57)；倘採右進右出方式，請加強說明如何導引車

輛。 

4. 請依圖 3.3-3進離場動線圖補充重要路段(如洲子街

各段、瑞光路、港墘路等)及路口(如洲子/港墘、堤

頂/港墘、堤頂/瑞光 478 巷、堤頂/內湖等)之服務水

準分析(含現況及目標年)。 

5. 請依圖 3.3-3進離場動線圖補充各方向進、離場之指

派比例。 

6. P.17，表 2.2-1洲子街道路寬度誤植，請修正。另

P.21~22請檢視道路容量估算合理性，如洲子街：代

碼 65，910 PCU/H，然該路段 2側皆有停車格，道路

型態以中干擾、較高容量評估恐有高估疑慮，請釐清

修正並請併同修正後續計算與分析。 

7. P.24，表 2.3-3，請檢視晨昏峰流量是否低估，並請

併同修正後續目標年流量推估計算。 

8. P.39，請補充基地周邊 500公尺範圍自行車道寬度於

相關圖說；另 P.42，請補充 500公尺範圍人行道範

圍及各段寬度。 

9. P.43，請更新捷運東環段進度「預計於民國 107年下

半年完成可行性研究，並提報中央審議爭取核定」修

正為「已於 2018年下半年完成可行性研究，並提報

中央審議」；民汐線與本案距離甚遠，建議不需說明。 

10. P.43，請補充周邊開發案或者重大建設計畫(如內科

之心、港墘 106號公園、竹城建設、和聚開發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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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李佳霖辦公大樓等)，俾利將衍生交通量納入

分析。 

11. P.45，員工衍生人旅次分析中，「參考目前臺北市一

般辦公大樓使用情形，平均每位員工辦公使用之面

積約 23.14M2」，請說明參考資料來源；另 P.45~49

衍生交通量推估請調查近 2年內類似基地案例資

料，應注意本案與一般事務所性質不同，請以策略

性產業辦公大樓為調查標的，並考量區位選擇(如

P.46以南軟為參考案例似不適合)。 

12. P.48，依據表 3.1-2各運具乘載率皆為 1，爰表 3.1-4

衍生車旅次推估數據應與表 3.1-3衍生人旅次數據

相同，請修正，另請併同修正後續計算。 

13. P.49，「基地開發所衍生停車、臨時停車與裝卸貨停

車需求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請修正為「本案所有

權人及相關使用人應於基地內部空間自行滿足停車

需求及完成裝卸貨，未來不得要求開放基地路邊開

放停車或裝卸貨，以免影響外部交通」。 

14. P.54，「ｒ：年平均成長率『(0.36%)』」與文中所述

以 1.95%作為目標年年成長率不同，另成長率應考量

周邊重大建設計畫(如內科之心、港墘 106 號公園、

竹城建設、和聚開發辦公大樓、李佳霖辦公大樓

等)，請檢討 1.95%是否低估。 

15. P.64，出入口與人行道銜接處，建議加設警示設施，

以維行人安全；另 P.65~66，請於車道轉彎處酌設反

射鏡。 

16. 請補充說明未來基地使用規劃之計程車臨停需求，

應確認於基地內滿足上下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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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69，表 3.3-6目標年基地變更後服務水準分析

表，請依前述意見併同修正。 

18. P.71，請擬定基地開發後之具體交通改善措施，如

擬具鼓勵員工使用大眾運輸相關計畫；另 P.29~30

顯示該區停車供給足夠，請檢討減設自設車位可行

性，另應訂定停車收費機制，避免提供員工優惠停

車費率，以鼓勵搭乘大眾運輸。 

19. 請評估基地停車場出入口是否需繪設網狀線，倘有

需要請納入規劃，並於工程案一併施作，完成後請

提送施工前、後照片予本市交工處備查。 

20. 有關車道出入口鋪面部分，除了與人行道採順平處

理及採不同材質外，亦請留意加鋪防滑材料。另規

劃於停車場出入口設置聲響警示燈一節，請留意聲

量大小，避免影響周邊住戶。 

21. 後續請依規定程序提送交通維持計畫，相關措施請

以實際提送審竣後之版本為準；另有關施工期間及

施工後需調整周邊停車格與禁止停車黃線或禁止臨

時停車紅線時，請先逕洽當地里辦公處並達成共識

後再予施作。 

22. 勘誤： 

(1) P.10、45、65，裝卸格位數量不應計入汽車格位

數量，「設置汽車位 157席(『法定 86席』及自

設 71席)」請修正法定汽車位數；另表 4.3-1

請釐清各樓層法定汽車位數及實設汽車位數。 

(2) P.45，「本案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請修正。 

(3) P.65，地下一層請另標示裝卸格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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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 2.5-1基地周邊大眾運輸系統路線及站位現

況示意圖，編號 7「堤頂大道口」(往南)公車站

位位置(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