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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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規定，立體連通系統穿越

道路上方處離地面淨高宜大於 4.6 公尺，若該路段需供特

種車種通行者，其淨高需再加 0.5 公尺，請再釐清確認。 

2. 民間企業申請都市更新一併興建設置穿越計畫道路並供公

眾通行之人行地下道或人行陸橋，倘符合全天候 24 小時供

不特定人士通行且經本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核通過者，俟民間企業完成興建後，需將計畫

道路範圍內之人行地下道或人行陸橋設施所有權移轉予本

處並與本處辦理管理維護行政契約書簽訂事宜。 

（二）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補充意見 

1. C2基地之 B棟室內及 AB棟連通之立體連通檢討面積非屬都

市計畫指定留設之立體連通系統，欲以土管第 80條之 1爭

取獎勵，惟該通道主要係 C2 基地內部連通使用，其公益性

有疑義，建請刪除該範圍之立體連通獎勵。 

2. 請補充橋體間銜接之介面處理關係說明，以確保後續銜接

點無漏水疑慮。 

3. 目前南港展覽館 3 樓鄰空橋銜接口處尚有餐廳經營，請補

充說明空橋與南港展覽館銜接口至南港展覽館捷運站後續

如何連通（含館內及館外動線），是否有 24小時供公眾通

行，以確保空橋系統及動線得以完整串聯。 

4. 為維持景觀視覺軸線，C2與經貿廣場介面之景觀配置，請

延續原核定方案。 

5. 經貿廣場請確實套繪周邊設施物、植栽、行穿線、鋪面計

畫及其與南港展覽館建物之關係，並請加強景觀視覺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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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劃，另剖面圖與平面圖不一致，請修正。 

 

八、結論： 

（一） 有關立體連通部分： 

1. 請依都市計畫指定留設之立體連通系統規定檢討獎勵，

另都市計畫未指定但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通過之立體連通設施（含建築物內部銜接公共開放空

間部分），其容積獎勵額度得依本市土管第 80 條之 1

規定核算，有關 C2 內部空橋銜接部分，請補充公益性

及 24 小時供公眾通行之動線說明後，提委員會討論。 

2. C3 基地檢討說明有誤，請確實檢討獎勵面積並修正相

關說明。 

3. 獎勵上限不得大於該基地基準容積之 20%，且不得與其

他性質相同之獎勵規定重複申請；請 C2及 C3基地補

充檢討本次變更設計是否符合前述規範。 

4. 請 C2 及 C3基地補充橋體間、及其與建物銜接之介面

處理關係說明，並補充高程檢討，相關設施應順平處

理。 

5. 相關權利義務(含維管)、24 小時開放供公眾通行之動

線(含垂直動線)及施作範圍等內容亦請於報告書中詳

細載明。 

6. 後續請南港展覽館說明空橋銜接至南港展覽館3樓後，

再銜接連通至南港展覽館捷運站之動線。 

7. 目前經貿二路 105 巷空橋淨高為 4.8 公尺，該計畫道

路是否有特殊車輛使用需求，而須設置5.1公尺淨高，

請 C3 設計單位先行評估，並先向本府交通局確認。 

8. 請說明各空橋路段之人行流量，以利檢視空橋人行淨

寬設計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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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放空間設計部分： 

1. 經貿廣場應設置草坪或灌木植床，其面積不得少於開

放空間總面積之 20%。灌木樹種應以具花期、色彩鮮明

之灌木花卉為主，且以集中配置為原則，以形塑端點

視覺景觀意象，請補充相關檢討。 

2. 經貿廣場圖說不全，請依都審報告書標準版補充相關

資訊，並確實套繪周邊設施物、植栽、行穿線、鋪面

計畫及其與南港展覽館建物之關係；另平剖面圖無法

對應部分請一併修正。 

3. 經貿廣場請再加強夜間照明設計。 

4. C2 與經貿廣場介面之景觀配置，請延續原核定方案。 

（三） 本案涉 3 宗基地立體連通設施規劃設計，書圖內容應將自

身基地與周遭都市環境之關係納入繪製，並應考量一致

性。 

（四） 請申設單位依前述結論、幹事與都市發展局審查意見修正，

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 30日內檢送 5份修正後報告書及 2

份光碟，提送委員會審議。 

九、散會(上午 11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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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 年 6月 17日「南港 C3基地接至南港展覽館之立體連通設

施新建工程暨經貿廣場景觀變更工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案幹事會議審查意見 

壹、都市發展局審查意見如下： 

一、 法令檢討部分： 

（一） 都市計畫部分： 

1. 經貿廣場應設置草坪或灌木植床，其面積不得少於

開放空間總面積之 20%。灌木樹種應以具花期、色

彩鮮明之灌木花卉為主，且以集中配置為原則，以

形塑端點視覺景觀意象；請補充相關檢討，另植栽

設計圖說與圖示不一致(詳 P24、28)，請修正。 

2. 有關立體連通獎勵部分： 

(1)C3 基地檢討說明有誤，請確實檢討獎勵面積並

修正相關說明。(詳 P40) 

(2)C2 基地空橋獎勵部分，B棟室內及 AB 棟連通之

立體連通檢討面積非屬都市計畫指定留設之立

體連通系統，惟依都市計畫規定，未指定但經本

市都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立體連通設施（含建築

物內部銜接公共開放空間部分），其容積獎勵額

度依本市土管第 80 條之 1規定核算，請依該規

範檢討後提委員會討論。 

(3)獎勵上限不得大於該基地基準容積之 20%，且不

得與其他性質相同之獎勵規定重複申請；請 C2

及 C3 基地補充檢討本次變更設計是否符合前述

規範。 

(4)請 C2及 C3基地補充空橋與室內銜接之介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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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說明，並補充高程檢討，相關設施應順平處

理。 

(5)相關權利義務及施作範圍等內容亦請於報告書

中詳細載明。 

（二） 未符審議參考範例部分： 

1. 覆土深度應達 1.5 公尺以上，樹間距維持 5至 8公

尺，花臺及座椅高度以不超過 45公分為原則，經貿

廣場變更部分請補充相關檢討說明。(詳 P14) 

2. 開放空間避免使用投樹燈，以免產生炫光影響人行

舒適性，經貿廣場變更部分請補充燈具檢討及相關

圖示。(詳 P20) 

3. 基地整地後高程應與鄰地順平為原則，請 C2基地補

充與經貿廣場介面處理與相關高程說明。(詳 P72) 

4. C2 基地無障礙坡道設置(詳 P45)應與無障礙動線

(詳 P23)一致，相關動線應順平處理且正確導引至

行穿線方向，請再檢討。 

二、 綜合設計獎勵部分： 

（一） C3 基地請補充檢討本次變更設計是否涉及綜合設計獎

面積，並確實檢討獎勵面積及修正相關說明。 

（二） C2 基地請補充自行車停車空間及高層緩衝空間設置區

位，相關範圍及聯外動線應扣除；且經檢視開放空間座

椅檢討，部分座椅非位於有效面積範圍，不符規定，請

修正。(詳 P49) 

（三） 本案綜合設計獎勵部分請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書

面意見，並俟符合規定後，再予辦理都審核定事宜。 

三、 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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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3 基地都審報告書請釐清本案送審範圍，並刪除非本次

申請之空橋檢討圖說；建築計畫資料表請標註本次變更

部分，另請補充報告書 P35~37索引圖。 

（二） C2 基地都審報告書請確實標註本次變更部分；另報告書

P93 等頁面之圖示及文字編排重疊，請一併修正。 

（三） 經貿廣場本次變更設計是否涉及環評及特照變更程序

請釐清；都審報告書請確實標註本次變更部分，另報告

書 P14剖面圖說有誤，請修正並補充相關尺寸標註。 

貳、本府其他單位書面審查意見如下： 

一、 都市發展局 葉幹事家源 

（一） C3 基地：查本案跨越經貿二路 105 巷及經貿一路之空橋

係屬南港經貿園區 97年都市計畫公告之立體連通設施，

依本府 107年 7月 30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經貿園

區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都市設計管制要點案」都市設計

管制要點規定(略以)：「本府 97年 11 月 20日府都規字

第 09707298100號公告之立體連通設施（不含建築物內

部銜接公共開放空間部分），獎勵額度依本項設施空間

供通道投影面積 3倍核計。」，惟經檢視報告書第 40頁，

該立體連通設施核算 3倍容積獎勵之範圍，A部分似涉

及建築物內部銜接公共開放空間，尚請釐清及配合修正

相關圖面或計算式。 

（二） C2 基地：經檢視報告書第 94 頁，B01、B02 公共開放空

間臨窗戶側似有障礙物，究該空間實際供通道使用之範

圍為何？請釐清並於圖面標示。 

（三） 經貿廣場：無意見。 

二、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 

 8 



請確認增設之立體連通設施不影響雲梯消防車之通行及操

作。 

三、 交通局 葉幹事志宏 

C2 基地報告書 P89，請補充說明基地立體聯通設施淨高。 

四、 環境保護局 黃幹事莉琳 

（一） 「台灣人壽商辦大樓新建工程（南港區經貿段 15地號

土地）」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第 1次變更

設計案：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 15地號土地地上權案環境影響

說明書」於 107年 10 月 11日經本局公告通過審查，請

開發單位（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自行檢討是

否涉及前開環說書內容變更。 

（二） 「經濟部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南港區經貿段 12-1 地

號等土地）」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第 1次變更

設計案： 

1. 「經濟部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於

93 年 12 月 20 日經環保署公告有條件通過審查，開

發單位為經濟部，本案於 93年 12 月 20 日經環保署

公告有條件通過審查。 

2. 本次變更針對經貿廣場景觀設計、照明設計等調整

變更，已涉及環評書件內容變更，請開發單位(經濟

部)於都審審議通過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36-38 條規定，辦理環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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