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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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地號地主林先生 

1. 本人土地面積約 396平方公尺，現況有合法建築物 2層樓，

是否得自行重建。 

2. 申請單位未與我洽談參與本案開發。 

（二） 235地號地主洪先生 

希望我的土地可參與本案開發。 

（三） 臺北市北投區林泉里辦公處 

3. 請說明 235、237地號是否可自行重建，考量都市景觀請申

設單位評估 235、237地號與本案一同開發之可行性。 

4. 請說明本案施工機具車輛及開發後停車進出動線，尤以周

邊道路寬度較窄，請說明周邊道路開闢情形及寬度，施工

時應避免佔用道路影響交通動線。 

5. 請說明地下層結構工法，應採用施工噪音小且維持周邊地

質安全之工法，另因鄰近溫泉水源，應補充調查本案是否

影響地下溫泉水脈。 

（四）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補充意見 

1. 坵塊分析平均坡度 30%以上範圍，僅可配置依山開規定正面

列舉之水保設施。 

2. 依山開規定基地臨接之計畫道路未開闢部分，應協助開闢

完成。 

3. 請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斜屋頂，倘有設置困難則請補充說

明提會討論。 

4. 請說明提送文資審議之開發方案是否為目前提送都審版

本。 

5. 部分擋土牆與外牆覆土淨寬及喬木覆土深度皆未達 1.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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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6. 建議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整地原則檢討內容經建管處確認

再提會討論。 

7. 擋土牆與建築物請分構處理。 

8. 請調查地區主要喬木樹種，本案沿街喬木應配合地區整體

性。 

9. 坵塊分析套疊之景觀配置圖，請採用彩色圖說，另目前套

繪景觀配置圖前後不一。 

八、結論： 

（一） 法令檢討部分： 

1. 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1) 依 80~84年政府公告及現況地形圖平均坡度 30%以上坵

塊，除指定水保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建築；經套疊後

前述坵塊範圍仍有開挖整地及非水保設施構造物(圍

牆、樓梯、通風設施、牆板及人工鋪面等)，請重新檢

討挖填範圍及建築配置。 

(2) 可計入建蔽容積之面積應以 80~84 年政府公告地形圖

以坵塊 10x10公尺檢討；本案係採 8x8公尺檢討未符規

定，請重新檢討以釐清可開發規模。 

(3) 基地臨接未開闢都市計畫道路部分，申請者應自行開闢

完成並供公眾通行，請申設單位補充檢討基地周邊所臨

計畫道路開闢情形。 

2. 都市計畫規定部分： 

(1) 鄰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基地，建物底層部應採木磚石等自

然材質為原則，另應配合山水景色採中低明度中低彩

度；考量本案鄰近地熱谷，建議依上開規定檢討，並補

充建材 Munsell色號。 

(2) 住宅區建築以斜屋頂為原則並設置夜間照明，本案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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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設置斜屋頂並補充夜間照明模擬圖，倘斜屋頂設置有

困難則請加強說明後提會討論。 

3. 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1) 沿基地境界線應留設 3公尺災害緩衝空間，並維持原地

形及綠覆 80%其中喬木需 70%為原則；請於景觀剖面圖

補充原地形線，目前 3公尺災害緩衝空間似未維持原地

形且有構造物，亦未檢討相關綠化規定，請修正。 

(2) 立面依山景變化調和且長度超過 30公尺應轉折變化，

惟主立面長度達 50公尺，仍請依規定轉折變化處理。 

4. 本市山坡地地形申請建築整地原則檢討內容，臨建築線外

牆與擋土牆應覆土淨寬 1.5公尺且擋土牆不得高於 3公

尺；本案部分外牆覆土未達 1.5公尺，請修正，並於提會

前先經建管處確認。 

（二） 有關植栽覆土、停車位數量及低衝擊開發檢討圖說，請依

審議參考範例修正。 

（三） 基地沿街喬木應考量周邊環境景觀延續性，另平剖立面圖

說無法對應部分請一併修正。 

（四） 考量都市景觀完整性，建請申請單位再與 235、237地號等

地主協調整體開發之可行性，並請檢附相關協調紀錄後再

提會討論。 

（五） 本案鄰近溫泉露頭保護範圍，建請釐清對溫泉水脈之影響。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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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請幹事會審查。 

九、散會(下午 3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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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年 12月 16日「麗源建設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北投區新民

段四小段 2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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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北投溫泉親水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案都市設計管制要點」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規定」都審範圍，需提送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本案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容積獎勵：36% 

(1425.55㎡) 

壹、都市發展局審查意見如下： 

一、 法令檢討部分： 

（一） 土地使用管制： 

1. 本案送審使用內容為集合住宅，惟平面圖所示房型及

空間配置，其似為旅館使用，請申設單位確實說明本

案使用內容及規劃設計，倘為旅館則請確實修正案

名、圖說標註及依相關規定檢討。(P.4、42) 

2. 休閒旅館住宅專用區(R10)比照第二種住宅區，申請

危老獎勵涉及高度放寬部分，請先釐清本案 GL高

度。(P.11、41) 

（二） 都市設計管制要點： 

1. 鄰北投溫泉親水公園基地，建物底層部應採木磚石等

自然材質為原則，另應配合山水景色採中低明度中低

彩度；考量本案鄰近地熱谷，建議外牆及擋土牆之建

材採用灰綠色石材，並補充建材 Munsell色號。

(P.47~50) 

2. 住宅區建築以斜屋頂為原則並設置夜間照明；考量南

側古蹟為斜屋頂，本案請配合設置斜屋頂並補充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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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模擬圖。(P.51) 

3. 開放空間與鄰地順平；請補充南北側開放空間與鄰地

之景觀剖面圖，應與鄰地高程順平並避免非必要擋土

牆阻隔。 

4. 圍牆高度 2公尺基座 45公分透空率 70%且欄杆綠美

化；請說明本案擋土牆、圍牆及欄杆之分布，非擋土

牆以外之設施應符合相關規定並檢討，另擋土牆身突

出地面部份，建議降低或依圍牆規定檢討。(P.10、

24~29) 

（三） 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1. 80~84年及現況地形圖平均坡度 30%以上坵塊，除指

定水保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建築；經套疊後前述坵

塊範圍仍有開挖整地及非水保設施構造物(圍牆、樓

梯、通風設施、牆板及人工鋪面等)，請重新檢討挖

填範圍及建築配置。(P.91、108) 

2. 可計入建蔽容積之面積應以 80~84 年地形圖以坵塊

10x10公尺檢討；本案係採 8x8公尺檢討未符規定，

請重新檢討以釐清可開發規模。(P.107) 

（四） 山坡地開發建築都市設計準則： 

1. 整地挖填平衡±10%以內為原則；本案挖填方量於水保

規劃書及檢核表之數據前後不一，請釐清並請重新檢

討挖填方案。(P.70、129) 

2. 擋土牆立面應綠美化；臨路側擋土牆建議增設攀爬懸

垂植栽，另部分擋土牆分進處有設置綠化請於彩色立

面圖確實表現。(P.26、47、49) 

3. 延境界線應留設 3公尺災害緩衝空間，並維持原地形

及綠覆 80%其中喬木需 70%為原則；請於景觀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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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原地形線，目前 3公尺災緩空間似未維持原地形

且有構造物，亦未檢討相關綠化規定。(P.24~29、30) 

4. 應調查基地既有植栽並回植至少 1/3；請補充基地植

栽調查結果並依規定回植既有喬木。(P.8) 

5. 應考量綠建築，請補充相關檢討。 

6. 立面依山景變化調和且長度超過 30公尺應轉折變

化；請補充說明從地熱谷望向基地，建物量體與軍艦

岩之關係，另立面雖於左右兩側退縮轉折，惟主立面

長度達 50公尺，仍請依規定轉折變化處理。(P.42、

47~51) 

（五） 山坡地整地原則： 

1. 臨建築線外牆與擋土牆應覆土淨寬 1.5公尺且擋土

牆不得高於 3公尺；南北兩側部分地下室外牆覆土未

達 1.5公尺，且擋土牆高度於景觀剖面及彩色立面不

一致，請釐清並應符合規定。(P.24~29、47~50) 

2. 地下室外牆車道開口以 3.5公尺為限；本案倘因停車

數量較多須配合其他法令調整，則請提會前先洽建管

處確認。(P.44、45) 

3. 請補充檢討剖面圖。 

（六） 建管法令部分：(P.41) 

1. 請說明本案管委會空間使用用途，應符合建管處函釋

之項目。 

2. 地面層陽臺應設置欄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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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木覆土深度 1.5公尺；南北兩側景觀平臺喬木覆土

深度僅 60公分，地下層請降版以增加覆土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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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2. 通風設施儘量和建物整併；東側景觀平臺通風設施請

和建築整併設置。(P.21) 

3. 基地與鄰地高程差 45公分為原則；基地與東西兩側

鄰地高程差已達 2~4公尺，請重新檢討本案整地方

式。(P.26~28) 

4. 開放空間坡度以 1/40為原則；請於景觀剖面圖補充

檢討面向道路側坡度。(P.24~29) 

5. 車道出入口穿越開放空間淨寬以 5.5公尺為限並退

縮至少 4.5公尺車道緩衝空間；目前車道出入口淨寬

5.8 公尺且未確實標示緩衝空間範圍。(P.10、45) 

6. 停車位檢討以土管計算並滿足自身需求為原則；因審

議範例已取消 1戶 1車位規定，且依停車供需分析法

停車位即可滿足停車需求，故本案實設停車位請依土

管檢討。(P.12、19、44) 

7. 立體綠化開發者需認養 2年並提為館計畫及經費；請

業者切結認養、補充細部圖說及維管經費，後續提會

確認。(P.46) 

8. 應考慮低衝擊開發以強化韌性城市；建議本案除透水

鋪面及綠屋頂外，考量植栽穴多與地面層順平，亦可

設置生態滯留單元，另請於基地排水計畫標註各設施

位置及排水路徑，並依各項目補充平剖面圖說明工

法。(P.24、33) 

二、 其他： 

（一） 各平、立、剖面圖請確實標註比例尺。 

（二） 水保規劃書部分附圖採現況與設計套疊影響判讀。 

（三） 檢查表各項法命檢討對應頁碼，部分有誤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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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築計畫資料表獎勵額度及函文請確實填寫。(P.4) 

（五） 開放空間計畫請補充各項退縮範圍、圍牆位置、通風設

施及風口方向等，並放大比例尺。(P.10) 

（六） 景觀配置圖應包含基地周邊 30公尺現況測繪圖。(P.21) 

（七） 景觀剖面圖應標註基地外高程及現況地形貌與構造

物。(P.24~29) 

（八） 彩色立面圖樓層高度標註有誤差。(P.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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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單位書面審查意見如下： 

一、消防局 蔡幹事長銘 

（一） 請於圖面標示各棟建物臨路面各樓層各處緊急進口、替

代窗戶或開口位置，並確認前述開口與救災活動空間水

平距離於 11公尺範圍內。 

（二） 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依圖面顯示北側有植栽，

應不可有障礙物、固定設施或植栽等。 

二、環境保護局 黃幹事莉琳 

（一） 空氣污染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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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公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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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屬行政院環保署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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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P.18，表 6，尖峰小時旅次衍生量（人）應有誤，相關

推估結果亦請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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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19，衍生停車需求分析一頁，法定停車數量敘述有

誤，請釐清修正；另住宅使用衍生停車需求，請補充說

明樓地板面積，俾利檢視推估正確性。 

（三） P.44，地下 1層設有裝卸車位 1席，與 P.4建築資料計

畫表不符，請釐清。 

（四） P.41，請補充車道出入口道坡度及警示設施，並將「車

道出入口於指定退縮人行空間後留設 4.5公尺之緩衝空

間」清楚標示。 

四、大地工程處 梁幹事成兆 

（一） 前次審查意見仍有諸多未修改或說明，請逐一檢查確

認，並於「修正說明欄」逐一說明。 

（二） 請使用新版之「臺北市水土保持規劃書查核表」逐項查

核，並於備註欄位簡要說明。 

（三） 水土保規劃與水土保持計畫有別，請著重水土保持規劃

方向及理念之說明，提醒事項如下： 

1. 內文及圖說降至 30頁內，水土保持計畫自主檢查表

等建議刪除。 

2. 是否已力求順應地形挖填平衡?是否符合水保技術規

範 170條挖方規定?如於陡坡配置水保設施請說明其

必要性。 

3. 基地之截流處理，請考量水量調節、沉砂及消能等事

項。 

4. 沉砂空間維管及積水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