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年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第二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0年3月16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貳、 開會地點：桃園市綜合會議廳(綜305會議室)
參、 主持人：歐委員政一代
肆、 出席委員：各委員
伍、 列席單位及人員：
楊文杉建築師事務所、張建鴻建築師事務所、康文在建築師事務所、林永發陳利
平建築師事務所

陸、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楊文杉建築師事務所受託申請「桃園市龜山區迴龍段 405 地號等 6 筆土地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長期照護機構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提請討
論。
說明：詳附件。
(初次提會)
決議：
一、 本案因沿街未依規定種植喬木、地下一層未留設原土層及避車彎開口
太大等議題，敬請於三個月內依下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修正
後對照圖及對照表，並經業務單位檢視後，依程序重新提會。
(一)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
1. 請依土管退縮 4 公尺建築且直上方不得設置雨遮。
2. 請縮減避車彎尺寸，若有一部以上救護車使用需求建議移置地下停
車空間設置。
3. 請依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專章檢討沿建
築線側設置 1.5 公尺以上樹穴結合植栽槽設計，並留設 2 公尺人行
步道空間。
4. 土管退縮範圍內斜率應符合 2.5%為原則，沿建築線側 2 公尺範圍內
不得開挖地下室，另輔以 1/30 剖面大樣圖說明。
5. 基地左側踏石應考量必要性移除，另景觀配置請考量失能者使用情
形設計。
6. 沉砂池上方不宜種植植栽，請調整植栽位置。
(二)交通動線及停車空間：
1. 車道出入口坡道起降點與人行開放空間應留設 2 公尺以上緩衝空
間。
2. 機電設備空間應考量進排風口設置情形，調整地下室停車空間。
3. 無障礙停車位不得與垃圾停車位共用，請修正。
(三)建築設計：
1. 鄰房佔用空間應列入面積計算表。
2. 冷氣主機請遮蔽美化並輔以設計大樣圖說明。
(四)其他相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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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檢附水保計畫書。
2. 既有擋土牆請檢附合法文件證明。
3. 請檢附現況測量圖及開挖圖說明，並於平面配置圖補充高程及 1/30
剖面大樣圖。
4. 請檢附現有植栽移植計畫。

第二案、 張建鴻建築師事務所受託申請「桃園市桃園區三民段 60 地號 1 筆土地藍倉
豅店鋪、辦公室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附件。
(初次提會)
決議：
一、 請於三個月內依下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
表，並經業務單位檢視後，依程序報府核備。
(一)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
1. 臨春日路植栽槽建議加寬 2 米以上設置，俾利都市景觀綠化及基地
保水。
2. 15 米計畫道路側鄰建築物喬木樹型建議改為高瘦型，以利植栽生
長。
3. P4-3-2-1 法定退縮範圍內植栽槽覆土請順平處理。
4. 請補充景觀鋪面材質說明並補附大樣圖說明其透水性。
5. 2-1-2 及 2-1-4 基地位置標示錯誤，請修正。
二、 有關停車空間、無障礙設施設計、女兒牆框架、裝飾板、露梁、挑空
過梁、排煙室、雨遮、花台、陽台、露台、A/C 專用板、防火避難、
步行距離、面積計算等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併建管程序辦理。

第三案、 康文在建築師事務所受託申請「桃園市中壢區前寮段 862 地號 1 筆土地程
水寶店鋪、住宅增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附件。
(初次提會)
決議：
一、 請於三個月內依下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表，
並經業務單位檢視後，依程序報府核備。
(一) 本案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則」
申請增建屋頂突出物經委員會討論原則同意，並請依下列意見修正
：
1. 本次增建屋頂突出物部分請依法令規定檢討其構造機能。
2. 增建部分請加強外部美化遮蔽設施規劃。
3. 涉及廣告物設置部分請另依本市廣告物自治條例辦理。
二、 有關停車空間、無障礙設施設計、女兒牆框架、裝飾板、露梁、挑空過
梁、排煙室、雨遮、花台、陽台、露台、A/C 專用板、防火避難、步行
距離、面積計算等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併建管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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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康文在建築師事務所受託申請「桃園市大園區客運一段 257-20 地號等 2 筆
土地高華建設有限公司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
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附件。
(初次提會)
決議：
一、 請於三個月內依下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表，
並經業務單位檢視後，依程序報府核備。
(一)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
1. 有關本案基地正面側臨破舊之公有人行道，建議納入開發認養併沿
街土管退縮人行空間處理。
2. 本案申請沿街式開放空間獎勵及公服空間獎勵，請補充說明有關透
天社區內、外部土地使用及分配情形(私設通路、前後側院、停車
區等)及大樓內公服空間之公益性。
3. 人行無障礙破口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規範設計」建議增加主
入口植栽槽長度併破口整體設計，並輔以 1/30~1/50 設計大樣圖說
明。
4. 圍牆請標示起始點另鼓勵加強透天社區一樓私設通路端景主題並
輔以 1/30~1/50 設計大樣圖說明。
5. 請補充說明如何改善社區大樓一樓後側地坪抬高後對鄰地之壓迫
感並輔以 1/30~1/50 設計大樣圖說明，建議調整高程、車道起降點
併右側法空庭園景觀整體設計。
(二)交通動線及停車空間：
有關本案兩處破口議題，考量透天住宅與公寓大廈市場需求不同，
經討論原則同意依所提送圖說以兩處破口設計。
(三)建築設計：
1. 裝飾柱、板、AC 專用板超出規定部分經討論原則同意其設計併建管
程序辦理。
2. 請補充說明如何改善正立面屋頂層透空遮牆之緊急救災，鋼琴線處
請增加集中式開口並輔以 1/30~1/50 設計大樣圖說明。
3. 請檢附建造執照掛件申請法令適用日。
4. 透天住宅區留設基地內通路請於圖面標示，並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設置寬、長度。
5. 開放空間請適度增加街道傢俱及綠化面積。
6. P6-8 開放空間計算:三角形藍色塊應歸類為廣場式，有效係數為
1(無頂蓋)請修正。
7. 請檢討女兒牆安全高度並輔以 1/30~1/50 設計大樣圖說明。
二、 有關停車空間、無障礙設施設計、女兒牆框架、裝飾板、露梁、挑空過
梁、排煙室、雨遮、花台、陽台、露台、A/C 專用板、防火避難、步行
距離、面積計算等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併建管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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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林永發、陳利平建築師事務所受託申請「桃園市桃園區水汴頭段 118、119、
126 地號等 3 筆土地築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
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案，提請討論。
說明：詳附件。
(第 3 次變更設計)
決議：
一、 請於三個月內依下述意見修正後，製作修正前、修正後對照圖及對照
表，並經業務單位檢視後，依程序報府核備。
(一)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
1. 本案因申請防災獎勵，P4-3-11 圍牆範圍請自建築線退縮至 6 公尺
外，並標示 1/10 防災廣場位置及算式。
2. P0-3-3 景觀水池誤繕，請修正。
3. 請再增加街道家具設置。
4. 臨建築物喬木樹型建議改為高瘦型，以利植栽生長。
5. 沿街綠化量較變更前減少，請再適度增加並以帶狀植栽槽設計。
6. 本案申請防災獎勵，喬木樹種請選擇之下淨高 3 公尺以上樹種。
(二)交通動線及停車空間：
1. 車道起降點請依人行活動介面退縮 2m 或以景觀設計手法處理。
2. 本案地下一層設有機車停車格，車道坡度建議以 1/8 設計為原則。
(三)建築設計：
1. 裝飾柱超出規定部分經討論原則同意其設計併建管程序辦理。
2. 請補附四向建築彩色立面圖說明建築造型色彩及材質。
3. P5-3 南北向立面未檢討格柵面積，另屋頂透空遮牆未扣除格柵面積
檢討透空率，請修正。
4. 立面綠化建議再墊高設計以利後續管理維護。
5. 請再檢視標準層挑空處樓板與樑之結構安全性。
二、 有關停車空間、無障礙設施設計、女兒牆框架、裝飾板、露梁、挑空
過梁、排煙室、雨遮、花台、陽台、露台、A/C 專用板、防火避難、
步行距離、面積計算等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併建管程序辦理。

柒、 散會時間：下午5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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