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審定本)

申請⼈：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曾繼慶
地址：新⽵市⾼峰⾥⾼翠路203號1樓
電話：03-5784836
開發單位：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陳世榮建築師
使⽤分區：第⼆種住宅區
地點：新⽵市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地
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地
興建層數：16F~28F
⽤途：店鋪/集合住宅
⽇期 : 106.05.23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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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復「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01 次委員會修正報告書審查意見二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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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編號

1.
(交通處)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編號

已依審查意見檢附區內道路平
面配置圖及各道路縱斷面圖，詳
前次意見 2 辦理情形於附件七
附件七。另有關道路與交通工程
未見各道路斷面配置圖，請確
附件七
細部圖說，將於大都審核定後，
認。
辦理本案細部設計作業，再予提
送細部設計書圖辦理審查。

已依審查意見更正報告書相
關內容。
另本案水土保持計畫(P2-2-2)
已由產業發展處核可在案，水
保計畫書內相關細部計畫仍
為「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依據 106 年 02 月 07 日府都發字第 1060027719 號函辦理。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建築計畫資料表之「送審類別」欄位，
3.
已依審查意見更正報告書相關內容。
(都市發展處) 請增選「D：備查」。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本案於 104 年 1 月 14 日發布實
施「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 1.
里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
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
2.
製檢討)(第一階段)」案內土地
使用分區仍為工業區。(暫予保
留案變 9 案：工業區變更為住
宅區(附帶條件))，後於 105 年
2.
(都市發展處) 2 月 16 日發布實施「變更新竹
科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
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案內將工業區變更為住宅
區(附帶條件)及機關用地變更
為住宅區。請更正報告書相關
內容
(如 P2-1-4、P2-2-2、P2-2-6)。

修正依據

1-3、
2-1、
定區(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
2-1-4、
里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
2-2-5
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
製檢討)(第一階段)」
，固為維持
計畫書之一致性，P2-2-2 水保
計畫內之細部計畫將維持原案
不變。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建築師用印：

0-2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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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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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編號

1. 現況介壽路與本案 D 區間開闢
之 8 米通路係提供介壽路右轉

1.
(交通處)

報告書 3-6-2 頁，考量 8 米
車道開通後介壽路與
1-148-20M 道路口將產生較
複雜車流動線，建議評估 8
米車道改為人行徒步區之可
2. 本計畫於 8 米通路兩側均配合
行性。

本案於 104 年 1 月 14 日發布
實施「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新竹市部分)(不
含「高峰里保護區檢討變更
保留案」範圍)細部計畫(含
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第一
階段)」案內土地使用分區仍
為工業區。(暫予保留案變 9
案：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附
已依審查意見更正報告書相關內
3.
帶條件))，後於 105 年 2 月
(都市發展處)
容。
16 日發布實施「變更新竹科
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
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二階段)」案內將工業區變更
為住宅區(附帶條件)及機關
用地變更為住宅區。請更正
報告書相關內容(如 P1-3、
P2-1)。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區內道路用地若有一併開
依審查意見檢附區內道路平面配置
闢，請補附各道路斷面配置
附件七
圖及各道路縱斷面圖，詳附件七。
區，以利檢視。

依據 106 年 02 月 07 日府都發字第 1060027719 號函辦理。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92 地號為新竹市科園小段，其為科
學園區管理局管理之土地，在都市計
P1-3 介壽段 92 地號應非屬本案範
4.
畫中屬道路、廣一、綠 19 等公設用
(都市發展處) 圍，請釐清更正
地，屬本案協助開闢之範圍，詳
P1-3。

1-148-20M 道路之專用通路，希望
將右轉 1-148-20M 道路之車流動線
提前分流至 8 米通路，以避免和
1-148-20M 道路往介壽路口下坡左 第三章、
轉之車流在介壽路口直接交會產 附件六
生較複雜車流動線。

住宅區開放空間退縮與介壽路
既有人行道區域，設置人行徒步
區。
2.
(交通處)

修正依據

基地臨世界高中與介壽段路口處之整
地高程未明，請補充基地及 8 米路面
5.
橫縱兩項剖面詳圖，並請檢核相關
(都市發展處)
人、車行動線，檢核相關高程介面以
維安全。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1-3、
2-1

設計建築師用印：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0-4

1-3

已補充基地臨世界高中與介壽段路
口處之整地及基地與 8 米道路路面
附件七
橫縱兩項剖面圖，並檢核相關人行、
車行動線及相關道路詳圖。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01 次委員會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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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案件編號
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土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依據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編號

(1)
本案廣 1-1 設置活動式車擋係依 104 年 1 月 13
日公告之「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
計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
通盤檢討)」及「細部計畫」規定，廣 1-1 用地
為保留緊急時得維持緊急通道使用之功能，故
廣場之車擋將使用活動式車擋，P3-2-2。

1.

5. 公 1-25 與 1-22 公園綠地間高差為 5M，因
綠地空間有限，僅於公 1-25 步道以無障礙動
線方式規劃；連間公 1-22 動線則以階梯方式
連接。
6. 綠 1-32 與 20M 道路相差 3 米左右且因受限
於空間狹小無法設置階梯連接綠 1-32，故通往
綠 1-32 則利用 C 區建築開放空間之人行道通
往綠 1-32。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5)
以依審查意見補充與建案介面之剖面詳
圖，詳附件七~附件七-3。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

本案依下列委員及相
(2)
關單位意見修正後通 本案基地臨世界高中及介壽路路口處之處理
過：
方式，均配合介壽路及世界高中校門口之現況
(1) 請補充「廣
高程平順銜接處理，其中，通路及步道區域以
1-1」設置活動是 平整動線方式銜接。而部份收邊界面有高低差
區域，則採用景觀及綠帶設施區域收邊處理，
車檔之緣由。
詳 P3-6-2、附件六-3。
(2) 基地臨世界高
中與介壽路路口 (3)
處圖面所示現況 以依審查意見增加南北向動線步道串聯，詳 (1)
P3-2-2
未明，請確實檢 P3-1-8。
(2)
核該處高程，並
(4)
P3-6-2、
補充相關規劃詳 已依審查意見加強本案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及
附件六-3
圖。
建案之間之串聯性，以利周邊民眾使用。
(3)
(3) 有關「公 1-25」1.綠 8 人行道與介壽路高差為 2M，利用現有
P3-1-8、
及「公 1-22」用 地形整地，將高差較大之處以綠帶處理，調整
P3-1-9
地與「綠 8」併同 現場高差。
2.綠 8 步道則以順坡方式設置步道，步道坡度 (4)
整合興闢，請增 則以 1:12 設置為原則。步道兩旁綠帶則以階梯 第三章
加南北向動線步 式花台設置。
道串聯，以利其 3. 介壽高中與公園綠地高差四米，因腹地有限
無法設置無障礙坡道供通行，故設置階梯串聯
公益性。
(4) 本案公共設施 公園綠地與介壽高中。
用地較屬邊緣， 4. 公 22 開放空間與協助開闢之綠 8 因高差較
大且腹地有限，因此以棧道階梯方式串聯綠
請加強串聯性， 8，綠 8 開放空間內再以棧道方式連接至基地
以利民眾使用。 外。

審議意見

依據 105 年 12 月 06 日府都發字第 1050175994 號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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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已依審查意見於公共設施用地財務計算
(5)本案範圍高程差較大，請補 ○
充與建案界面間之剖面詳圖。 書標記屬於「都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所定
負擔及費用」之認列項目，詳 P4-3。
2 已依審查意見於圖面標記屬於「新竹市都
○
(6)都市發展處意見：
1 請於圖面標記，屬/不屬於 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F5：協助開闢或管
○
理維護 更新單元內或周邊公共設施」之
「都市更新條例第 30 條所定
申請項目，詳 P2-1-3、P3-6、附錄六、附 (5)
負擔及費用」之認列向目。
附件七~
錄六-1、附錄六 3-2。
2 請於圖面標記，屬/不屬於 3
○
附件七-3
○
「新竹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 1. 本案原申請△F4 提供經政府指定額外
獎勵△F5：協助開闢或管理
提供之公益設施獎勵；惟依內政部台 (6)
維護更新單元內或周邊公共
1 P4-3
內營字第 1050810088 號函示△F4 應具 ○
設施」之申請項目。
2
備得經登記之不動產物權。
○
3 請於圖面標記，屬/不屬於 2.依據「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P2-1-3、
○
許可審議委員會」第198次會議紀錄， P3-6、
「新竹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
建議實施者併同整合「綠8」
；實施者 附錄六、
獎勵△F4：供社區使用，或
為配合審查意見，現正盡力收購「綠8」附錄
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益
土地。
六-1、
設施」之申請項目。
3. 另依據105年12月2日府都更字第
附錄
4 有關屬於「都市更新條例
○
1050175321號檢送105年11月17日召 六 3-2
第 30 條所定負擔及費用」
、
開「第八屆都市更新幹事會」會議結
「新竹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
論，請實施者依據實質申請之容積獎
獎勵△F5、△F4」項目者，
勵修正容積獎勵項目。
未來仍以新竹市都市更新及 4. 綜上，實施者為配合審查意見而取得
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通過之
的綠8產權，將依「新竹市都市更新建
築容積核算標準」第十四條規定優先
決意為準。
申請第七條(△F5)協助開闢更新單元
或周邊公共設施之容積獎勵，將取得
之公共設施土地權屬登記為公有並進
行簡易綠美化。
4 遵照辦理。
○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編號

辦理情形

請檢送依決議 1 修正之報告書
(雙面印刷，並含歷次會議紀錄
影本及審議意見修正對照表)
依審查意見辦理。
乙份與業務單位審核，再依規
辦理備查(報告書五份、電子檔
光碟片二份)。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

編號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2.

審議意見

3.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審
查通過日起 3 個月內提送備查資料，
依審查意見辦理。
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並
應重新申請。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建築師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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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預審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四)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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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土地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修正依據

依據 105 年 10 月 24 日府都發字第 1050153551 號函辦理。

編號

審議意見

都市
發展處 部分主要圖面請標註比例。
1.

修
正
辦
理
情
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辦理情形

依審查意見標註主要圖面比例，詳報告書各頁圖面。

第三章

3-2-4、3-3-4
3-4-4、3-5-3
3-6-4、3-7-3

都市 P.3-2-4 植栽圖例相似不易辨
發展處 別，請加註至圖面或變更圖 依審查意見增加圖面圖例顏色，以利於樹種辨識。
例。
2.

都市 P.3-3-10 請標示地界圍欄高
發展處 度、補充剖面圖說，是否有安 依審查意見標示地界圍欄高度，圍欄為高度 1.2 公尺，無安全之疑慮。
全疑慮。
.

3-2-10
3-3-10
3-6-10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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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198 次委員會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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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興闢綠 8 乙案，關係土地所有權取得問題，
查綠 8 地籍零碎且破散，產權皆為私有，且
地上物有寺廟；為求興闢之完整性，應於取
得全部產權後再行興闢。
建議將「公 1-25」及「公
惟實施者目前已盡力收購，於都市更新審議
1-22」用地與「綠 8」併
時，若未能取得全數產權，則依「新竹市都
同整合興闢。
市更新建築容積核算標準」第十四條規定優
先申請第七條(△F5)協助開闢更新單元或周
邊公共設施之容積獎勵，將取得之公共設施
土地權屬登記為公有並進行簡易綠美化。

附件六
六-1

2.

請將「機 5」用地納入整
已將「機 5」用地納入整體規劃範圍，並
體規劃，予以現況調查作
予以簡易綠美化。
簡易綠美化。

附件
六-2

3.

該區域土地為為世界高中與科管局所有
基地臨世界高中與介壽路
及管理，目前已與學校和科管局協調溝通
路口處，請一併完成水保
用地同意事宜，並將其需求納入水保計畫
設施妥適規劃通路至公
與公園規劃一併考量，妥適規劃綠地步道
園。
動線及相關水保設施，詳附件六-3。

1.

5.

依審查意見未來建築基地提送都審之開
放空間規劃內容，將配合捐贈公共設施用
地內容規劃，並擬定相關設計準則，詳附
件五。

經實施者委託專業園藝專家進行現況調
查，在剔除構樹、桐樹及米徑較小之相思
樹等雜木之外，基地現況樹幹米徑 30 公
分以上之樹木，經查區內約有：山麻黃
10 棵、相思樹 3 棵、木棉樹 3 棵、榕樹 2
有關植栽保育計畫部分， 棵、苦楝 2 棵、茄苳 2 棵、蓮霧、樟樹及
請補充僅保留 25 棵樹木 大王椰子等各 1 棵，共計有 25 棵樹木，
之原因。
其樹齡約在 10 年~15 年左右。調查後，
亦請園藝專家針對工區施工動線、整地範
圍及植生移植措施等因素，進行評估及提
出建議措施，針對園藝專家針對各樹種之
基本資料及評估建議，詳附件四、既有樹
木調查與移植計畫書。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編號

6.
(工務處)

附件
六-3

附件五

依據 105 年 08 月 03 日府都發字第 1050114790 號函辦理。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有關本案道路設計、人行道、道路 遵照辦理，本案道路設計、人行道、
排水設計、無障礙設施、道路照明 道路排水設計、無障礙設施、道路照
等，請依內政部頒布之「市區道路 明等，請依內政部頒布之「市區道路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進行設計。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進行設計。

-

本案都市更新內容獎勵額度數據資
請於建築計畫(P1-3)資料表載明：
料與本次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無
7.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額度，未來仍
(1)
關(審查意見 7(6))，故予已刪除以避
(都市發展處) 以新竹市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都 免混淆。未來仍以新竹市都市更新審
市更新事業計畫為準。」
。
議會核准之內容為準。
請於地籍預分割清冊(P1-5)載明

1-3

已依審查意見於地籍預分割清冊

7.
「地籍整理計畫，未來仍以新竹市 (P1-5)載明「地籍整理計畫，未來仍
(2)
(都市發展處) 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權利變換計 以新竹市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權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4.

未來建築基地提送都審之
開放空間規劃內容，應配
合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內容
規劃，並請擬定相關設計
準則。

修正依據

畫為準。」

利變換計畫為準。」

請於開發內容及都市設計管制圖

已依審查意見於開發內容及都市設

7.
(P2-2-6)載明：
「未來仍以新竹市都 計管制圖(P2-2-6)載明：「未來仍以
(3)
(都市發展處) 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都市更新事業 新竹市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都市

計畫為準。」。

1-5

2-2-6

更新事業計畫為準。」。

1.本次五、附錄(一)~(三)之章節內容

請於五、附錄(一)~(三)「逐頁」載 未涉及本案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之
明：
「本案實際開發規模、量體、相 圖說(審查意見 7(7))，故無須檢附，已
7.
(4)
關都市更新容積獎勵額度，未來仍 將相關章節資料刪除。
(都市發展處) 以新竹市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內 2.本案實際開發規模、量體、相關都
市更新容積獎勵額度，未來仍以新竹市
容為準。」
。

-

都市更新審議會核准之內容為準。

4-2
附件四

依本次審查意見 7(7)未涉及本案捐贈

請修正各區面積法規檢討表
回饋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圖說數據無
7.
(5)
5-1-13，△F4 公益設施折繳都市更 須檢附，已將相關數據資料刪除。未來
(都市發展處) 新基金，應更正為△F5-3。
相關檢討資料將依審查意見更正為
△F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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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編號

辦理情形

建築計畫資料表內請依各區公
共設施用地載明，未涉及本次
捐贈回饋相關建物數據(如：樓 已依審查意見將建築計畫資料表內未
地板面積、停車位、獎勵樓地 涉及本次捐贈回饋相關數據資料刪除。
板面積…)，請予刪除以避免造
成混淆。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

編號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7.
(6)
(都市
發展
處)

審議意見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7.
有關涉及本案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 已依審查意見將本報告書內未涉及
(7)
本次捐贈回饋相關數據資料刪除。
(都市發展處) 地之圖說無須檢附。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建築師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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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預審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三)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修正依據

依據 105 年 06 月 13 日府都發字第 1050093451 號函辦理。

編號
修
正
辦
理
情
形

1.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旨揭案所提送報
告書內容，經查所
附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已依意見更新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詳第
1-5-2~1-5-5
證明書有誤，請儘 一章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速補正資料，再依
規提送審議。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0-13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預審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二)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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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捐贈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修正部分
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編號
參照頁碼

案件編號

附件二
-2~3

已依審查意見將交通影響評估依前
述檢討修正(原為筆誤)，汽車為 1348
輛(修正後減少 1 輛)，機車為 1463 輛
附件二
交通處 P5-3-7 交通影響評估
(修正後減少 76 輛)，總戶數為 1232
-6~8
請依前述檢討修正。
2.
戶，依目標年基地已開發路段服務水
準評估並不影響交通影響評估
(詳附件五評估表)。
公 1-22 及綠 1-19 陽光
城市 草坪，建議不要採用
已取消下凹式草坪。詳圖公 1-22 及綠 3-3~3-3-10
行銷處 下凹地形方式設計，
1-19 陽光草坪。
3-4~3-4-10
不利於後續維護管
1.
理。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依據 105 年 05 月 17 日府都發字第 1050079203 號函辦理。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1. 本案位於「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暨「擬
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
分)(不含「高峰里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
案」範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
討)(第二階段)」範圍內，經 103 年 10 月
28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38 次會
議審查通過並於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計
字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在案。
2. 本案區內公設用地及住宅區之配置，係由
上開細部計畫所劃設，細計規定應全區辦
城市
綠 1-31 及綠 1-32 開放性
理開發並同時一併負擔周邊計畫道路、廣 2-1-3
行銷處
低，是否能交由社區養護。
場及綠地之興闢；實施者係依上述規定辦
2.
理，並非自行規劃決定。
3. 綜上，綠 1-31、綠 1-32 為細計所劃設之
公共設施，惟實施者因開放空間規定需留
設之空間洽與綠 1-31、綠 1-32 結合，為
維持開放空間之整體及與綠地之一體
性，初步規劃將由社區養護綠 1-31 及綠
1-32。綠 1-32 為重建區段 C 東南之綠地，
綠 1-31 為重建區段 D 東北方綠地，社區
規約將承諾日後由重建區段 C 管理委員會
認養綠 1-32、重建區段 D 管理委員會認養
綠 1-31。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已依審查意見將所載戶數、汽機車停
車修正。
P1-3 與 P5-3-3~P5-3-4
住宅 1204 戶、店鋪 28 戶，
交通處
所載戶數、汽機車停
總戶數共 1232 戶。
1.
車位不同，請修正。
實設汽車停車位共 1348 輛，
實設機車停車位共 1463 輛。

修正依據

公園內鋪面大多採用 t:8cm 高壓混凝土磚
城市
公園內之設施盡量採用易
(RC 底)、座椅採用原石及 RC 結構面貼石
行銷處
維護及大眾之材質。
材座椅，為大眾材料及低維護管理材料。
3.

C 區 A4、A5 沿街步道式
開放空間，依據建築技術
工務處
規則第 283 條規定，需鄰
1.
接道路全長留設，請依規
辦理。
0-15

3-2-7
3-3-7
3-4-7
3-5-6
3-6-7
3-7-6

本案建築基地 C 區內容並未涉及本次捐贈回
饋公共設施用地之圖說(詳見「新竹市都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198
次委員會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 7(7))，故無須
檢附，已將相關章節資料刪除。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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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依 105.04.19 審議 1. 本案原提供 7000 萬元，係屬申請「△
報告書編號：財政 F4 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益設施獎
處 1.辦理情形：
勵（以折算經費方式提供）」；依據內
以容積獎勵提供
政部台內營字第 1050810088 號函示△
公益設施折算約
F4 應具備得經登記之不動產物權，惟
7000 萬元經費用
本案未提供公益設施不動產物權，依
以推動都市更新
法放棄申請△F4。
業務，採部分指定 2. 依據「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財政處
用途提供區內公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198 次會議紀
2.
共設施用地 5 年維 錄，建議實施者併同整合「綠 8」；實
護管理經費，惟本 施者為配合審查意見，現正盡力收購
處前係建議廠商
「綠 8」土地。
基於社會責任及 3. 另依 105 年 12 月 2 日府都更字第
社會公益實際認
1050175321 號檢送 105 年 11 月 17 日
養，本案仍建請鼓 召開「第八屆都市更新幹事會」會議
勵廠商實際認養
結論，請實施者依據實質申請之容積
為宜。
獎勵修正容積獎勵項目。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編號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 本案位於「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暨「擬
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
分)(不含「高峰里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
案」範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
討)(第二階段)」範圍內，經 103 年 10
月 28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38 次
本案以環繞該建
會議審查通過並於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
案周圍地回饋為
計字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在
公設用地，本處係 案。
財政處
考量市民觀感及 2. 本案區內公設用地及住宅區之配置，係由
1.
內政部都委會核定之細部計畫所劃設，並
後續維護保養成
本，爰建議建商認 非實施者自行決定。
3. 實施者已依據細部計畫辦理全區開發，且
養。
義務負擔周邊細部計畫道路、廣 1-1 及綠
1-19 之興闢；惟未規定認養為開發者之
責任，建請 貴府依公有綠地認養相關規
定辦理。
4. 且實施者因開放空間規定需留設之空間
洽與綠 1-31、綠 1-32 結合，為維持開放
空間之整體及與綠地之一體性，將由社區
養護綠 1-31 及綠 1-32。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財政處
2.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5. 綜上，實施者依法放棄申請△F4，改為配合審
查意見而取得的綠 8 產權，將依「新竹市都市
更新建築容積核算標準」第十四條規定優先申
請第七條(△F5)協助開闢更新單元或周邊公
共設施之容積獎勵，將取得之公共設施土地權
屬登記為公有並進行簡易綠美化。
6. 實施者雖已依照審查意見，將未取得不動產物
權而無法提供之 7000 萬元，改以協助開闢綠 8
產權，並捐贈予新竹市政府；惟考量都市更新
公益性，仍依照審議意見，依「新竹市都市更
新建築容積核算標準」第七條(△F5-3)捐贈本
府都市更新基金 500 萬元(以實際核定經費為
準)，並指定用途為「都市更新單元範圍內公
共設施用地維護管理經費」
，於取得建造執照
前一次繳清予新竹市政府，維護費用分析詳下
表所列。

有關本案部分經費指
定用途提供區內公共 1. 本案係依據「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設施用地 5 年維護管
五條及「新竹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
主計處 理經費一節，恐影響
準」第七條規定辦理。
1. 預算執行之彈性，建
2. 公共設施管理單位城市行銷處，亦表示希望實
請仍以統一解繳市庫
施者將捐贈之經費作為公園維護之費用。
循預算程序辦理方式
為宜。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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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

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都市 本案土地以完成逕為分割，有關捐 已依審查意見將本案土地有關捐
發展處 贈之公設面積，請依完整分割之土 贈之公設面積，依逕為分割之土地
3. 地地號為準。
地號為準詳。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1-5

已依審查意見將公園規劃適當增
加其通視性，減少大喬木改植小喬
都市 公園規劃請考量其通視性，建物配
3-1-11
木及灌木並舖設鋪面避免陰暗死
發展處 置請妥善配合調整，以避免肇致治
角，且將建物配置妥善配合調整， 3-1-13
4. 安問題且符其公益性。
並已設置照明設備、維護安全以避
免肇致治安問題且符其公益性。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本案將依 貴府訂定之
都市更新：
(1)本案都市更新容積勵、容 「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
積移轉許可量，尚未核定， 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及
「都市更新條例」辦理都市設
請釐清。
都市
(2)本案應俟權利變換核定 計審議及都市更新程序。
發展處
發布實施後，始得以實施者 (2)敬悉。
1.
(3)本案已符合都市更新條例
名義興闢。
(3)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尚未 第 27 條之法定門檻，實施者
100%簽署都市更新同意書， 尚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協
調，以期取得更高同意比例。
請釐清。
本基地係屬「變更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
竹市部分)(計劃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保留案第 9 案，依上開
都市計畫書規定，得依都市更
新條例以都市更新方式辦理
開發將乙種工業區變更為住
本案範圍土地位於 105 年 2 宅區；於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
月 15 日公告實施之「變更新 會審定後，先依審定之都市計
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 畫書、圖及都市更新條例有關
計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 規定，由實施者擬具都市更新
事業計畫草案並辦理公開展
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
都市
討)(第二階段)」案暨「擬定 覽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
發展處
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2.
(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 實施，新竹市政府並已於
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 105.02.15 公告(公告函:府都
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 計字第 1050031051)，並
重製檢討)(第二階段)」範圍 105.03.16 公告完成期滿。
內，請於報告書內增列說明。 本基地依新竹市政府於中
華民國 104 年 1 月 13 日府都
計字第 1030225013 號函公告
發布實施「變更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市
部分)(計劃圖重製檢討暨第
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將土地使用分區由乙種工業
區變更為住宅區。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2-1

都市
公園規劃請配合燈光計畫，以避免 公園內已設置高燈照明配置，詳景
發展處
邊界部分變為都市死角。
觀照明配置圖圖，第 3-1-12 頁
5.

3-1-13

已標明各公共區域高程，詳基地排
都市
請標註各公共設施用地之基地高
水高程配置。
發展處
程，以利相關界面審視。
詳附件一。
6.

附件一

本案部份基地屬山坡地範圍，而本
案水土保持計畫經 貴府審查，業
都市 本案基地是否屬山坡地範圍內，請
於 105 年 4 月 11 日(處產生字第
發展處 向本府產業發產處確認，並補充相
1050001896 號函)及 105 年 4 月 15
7. 關公文。
日(府都更字第 050062887 號函)審
查核定。詳 1-9-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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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1-3

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建築計畫資料表請依各區公 已依審查意見將建築計畫資料
都市
共設施用地載明，並補充載 表依各區公共設施用地載明，
發展處
明各區基地面積之整區面積 並補充載明各區基地面積之整
8.
區面積計算圖。
計算圖。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都市 有關所附修正辦理情形對照
已依審查意見補充有關所附修正辦理情
發展處 表，並未確實依本府初審意見
形對照表，已依初審意見逐項載明。
9
逐項載明。

0-1~
0-14

都市
請補附本府歷次回覆公文，以 已依審查意見補附歷次回覆公文，以利
發展處
利相關檢核。
相關檢核。
10

0-1
0-3
0-4
0-9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設計建築師用印：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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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審紀錄公文及審查意見(一)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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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意見修正辦理情形對照表
案件編號
編號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筆土地捐贈回饋公
共設施用地」都市設計審議案
修正部分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編號
參照頁碼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計字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
計畫（新竹市部分）
（計畫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
本案建築區域都更
暨「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
案件審議尚未完成，
交通處 公共設施用地佈設， 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保護區檢討
變更保留案」範圍）細部計畫（含都
2.
建請考量未來因建
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第二階段）」辦
築區域調整所需之
理。由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並依都
變動。
市計畫規定應全區開發並同時一併負
擔周邊計畫道路、廣場及綠地之興闢。
2. 有關本案各住宅區之建築開放空間配
置，將配合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
佈設及動線規劃，以利公眾使用公設
之便利性。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審議意見

依據 105 年 03 月 29 日府都發字第 1050056594 號函辦理。
辦理情形

公園內將留設之 2m~3m 之維修通路，材
質將儘量採用剛性材料，以利日後公園
城市
公園內 2m 路寬是否能讓維修車
維護及養護之車輛得以行駛。而公 1-22
行銷處
通行做後續維護及養護？
公園之通路動線規劃也將預留連結綠 8
1.
之動線，以提供後續開闢及維護使用。

3-1-9

C 棟建築區域後方之公共區域 C 棟建築後方之綠地區域依 C 棟建築之社區
城市
規約已承諾日後日 C 棟社區認養維護，故 C
未來維護車輛無法進入，是否能
棟建築之法定空地區域與綠地公共區域之
行銷處
交由住宅區養護，請清楚界定 地界將採用綠籬方式佈設，維護開放空間與
2.
公、私土地範圍。
綠地之之一體性。

-

新設喬木除櫻花之外，其餘喬木皆為易

城市
整理維護之樹種。
行銷處 新設之喬木盡量以低維護為主。
北側迎風面植栽，則以耐風植栽為主，
3.
減少喬木維護費用。

3-1-7~
3-1-8

城市 景觀照明燈的設置以公眾燈具 景觀照明設置以利於公眾使用之高燈為
行銷處 為主，盡量避免使用特殊材料，主，燈具型式原則使用常用與利於維護 3-1-12
之燈具，以利日後維護。
4. 以方便後續之維護。
於落葉及葉面小之喬木下陽光較充足
城市
3-2-5、3-3-5、
喬木下的灌木是否陽光充足？
些，可配置一般灌木；於常綠及葉面大 3-4-5、3-5-4、
行銷處
若無，是否可使用較耐陰灌木？
3-6-5、3-7-4
之喬木下，則修正為較耐陰灌木。
5.
有關公共設施、公園及綠地的權責將
城市
公共設施、公園及綠地的權責劃
2-1-3
依 鈞府管理維護之權責單位予以劃
行銷處
分，請詳細劃分。
2-2-4
分。
6.
城市
公園的詳細細部設計圖後續再 公園細部圖將於大都審初審設計定案
行銷處
詳細的研討。
後補足公園細部設計圖說。
7.

3-1-9
附件二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 本案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業經新竹
報告書 5-3-2 頁交通
市環境保護局審核通過(104.12.09
影響評估內容過於
竹市環綜字第 1040031025 號函同意
簡略，無法了解基地
備查)，依據環評報告書之交通分析
開發對周邊交通衝
內容，基地開發後各路段旅行速率
擊，請依 104 年 6 月
減少 0.2~2.3 公里/小時，各路口延
16 日環評第一次初
滯時間僅增 0.2~11.8 秒/車，但其
交通處
審本處意見(七)依
附件二
尖峰時段基地開發完成後之路段及
1.
「建築物交通影響
路口服務水準與目標年基地未開發
評估準則」附經技師
前均維持相同，顯示路段及路口服
簽證之交通影響評
務水準不致因基地開發而降低。
估報告，以本案基地
2. 本計畫已檢附環評報告書相關交通
為依整體範圍進行
影響分析內容於大都審報告書相關
評估。
章節內，以利各相關審查作業。

修正依據

3-1~
3-7-8

城市
公園的剖面圖尺寸不清，無法確 已補充公園剖面尺寸及放大尺寸標 3-2-10、3-3-10
3-4-10、3-5-9、
行銷處
實了解各尺度之關係。
示，詳各剖面圖說。
3-6-10、3-7-9
8.
城市
已依審查意見修正章節編號標題與圖
行銷處 章節編號標題與圖面不符。
面不符部分。
9.
城市
舖面的材料需更詳細的標示，以 已依審查意見補充材料標示，詳各鋪 3-2-7、3-3-7
3-4-7、3-5-6、
行銷處
利後續維管問題。
面配置及街道傢俱計畫。
3-6-7、3-7-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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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本案建築各區立面圖-E 區立面
圖內容並未涉及本次捐贈回饋公
第 5-2-15 各區立面圖 E 區立 共設施用地之圖說(詳見「新竹市
工務處
面圖，請放大圖面至能清楚 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2.
議委員會」第 198 次委員會紀錄
檢閱。
公文及審查意見 7(7))，故無須
檢附，已將相關章節資料刪除。

請補充檢討全區開放空間配
已依審查意見補充檢討全區開
工務處 置之規劃與公共設施之聯結
放空間配置之規劃與公共設施
性說明，並檢討 C 區 A4、A5
3.
之聯結性說明。
開放空間之合理性。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

3-1-9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計字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
施之「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暨「擬定新竹科學工
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
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圍）細部計畫（含
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第二階段）
」辦理。由
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並依都市計畫規定應全
區開發並同時一併負擔周邊計畫道路、廣場及
綠地之興闢。
簽案所述公設用地，係 2. 本案區內公設用地及住宅區之配置，係由內政
部都委會核定之細部計畫所劃設，並非實施者
環繞該建案周圍，本案
1-6~1-9
自行決定。
財政處
倘接受捐贈，建請要求
3. 實施者已依據細部計畫辦理全區開發，且義務
4-3
1.
建商認養負責維護管
負擔周邊細部計畫道路、廣 1-1 及綠 1-19 之
理。
興闢；惟未規定認養為開發者之責任，建請
貴府依公有綠地認養相關規定辦理。
4. 且實施者因開放空間規定需留設之空間洽與
綠 1-31、綠 1-32 結合，為維持開放空間之整
體及與綠地之一體性，將由社區養護綠 1-31
及綠 1-32。
5. 本案為達成都市更新的公益性，擬依「新竹市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核算標準」第七條(△F5-3)
捐贈本府都市更新基金 500 萬元(以實際核定
經費為準)，並指定用途為「都市更新單元範
圍內公共設施用地維護管理經費」
，於取得建
造執照前一次繳清予新竹市政府。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
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計字
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
施之「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
定區主要計畫（新竹市部分）
（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
盤檢討）（第二階段）」案暨「擬
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
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保護
請補充捐贈之公共設施用
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圍）細部
3-1-9
工務處 地，公園部分的無障礙通行
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路線檢討，及全區連動之無
1.
（第二階段）」辦理。由工業區 3-1-10
障礙通行路線檢討。
變更為住宅區，並依都市計畫規
定應全區開發並同時一併負擔
周邊計畫道路、廣場及綠地之興
闢。
2. 有關本案公園部份的無障礙通
行之路線檢討及佈設，均配合各
住宅區之建築開放空間配置，以
全區連動之通行路線規劃，以利
公眾使用公設之便利性。

編號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府都計字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竹
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案暨「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保護區檢討變更 1-6~1-9
保留案」範圍）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
4-3
討）（第二階段）」辦理。由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
並依都市計畫規定應全區開發並同時一併負擔周
邊計畫道路、廣場及綠地之興闢。
依都市計畫相關規定，本案各公共設施用地開闢
後，須依規點交 鈞府。

本府行銷處人力經費處
理現有公園綠地已疲於
奔命，該公設用地非整
塊完整基地，雖對外開
財政處
於，惟恐不易吸引廣大
2.
市民前往休憩，且維護
不易，爾後接受捐贈地
案，建請以整塊完整基
2.
地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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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7)
○
1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 府 都 計 字 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
「變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
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
段）」案暨「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
里保護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圍）
細部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第二階段）」辦理。由工業區變更
為住宅區，並依都市計畫規定應全
區開發並同時一併負擔周邊計畫道
(7)都市更新亦需改善居住環境，
路、廣場及綠地之興闢。
及增進公共利益：
(2) 本 案 各 住 宅 區 之 建 築 開 放 空 間 配
○
1 目前本計畫北側、東北側、東
置，將配合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南側之公園開闢後，開放性低，公
之佈設及動線規劃，以利公眾使用
益性較不足。
公設之便利性。
都市
3-(一)~
2
○
2 北側、東北側、東南側之公園 ○
發展處
開闢後，動線應與外側綠地、機關 (1) 本案北側、東北側、東南側之公園、 3-(二)
1.
綠地開闢，已配合介壽路、安康街
步行動線串連，俾供不特定公眾通
與新闢 20 公尺及 10 公尺之計畫道
行使用。
路動線串連。
○
3 惠請考慮連同綠 8，一併納入 (2) 本案亦將各住宅區之建築開放空間
整體規劃、設計、施工，並申請捐
配置，與本案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贈公益及公共設施獎勵。
地之佈設及動線一併規劃，俾供不
特定公眾通行使用。
○
3
(1) 本案實施者已將協助開闢更新單元
周邊部份綠 8 用地(面積為 577.71
㎡)與介壽路道用地(面積為
2,125.59 ㎡ ) ， 合 計 開 闢 面 積 達
2,703.3 ㎡之公共設施，以串連本案
都更範圍內之公 1-22 與綠 1-31 及基
地南側介壽路區域之動線。
(2) 有關公 1-25 與公 1-22 北側之綠 8
區域，施者將考量土地所有權取得之
可行性，評估將綠 8 用地區域一併納
入本案整體規劃、設計及施工，並申
請損贈公益及公共設施獎勵。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1) 公聽會日期：104/3/22
公展日期
都市更新：
104/7/29~104/8/28
(1)第 2-1 頁事業計畫之公聽 公辦公聽會：104/8/19
會及公展請填入日期。
(2)進度表詳附件 2-2
(2)建請加列預定進度表，俾 (3) A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之開
便說明都市設計審議、都市更 放空間獎勵容積 29.23%，面
新、水保工程、都市計畫回饋 積：2,598.7m2，以公展版為
事項之順序，相互關係及期 主，詳附件 5-1-3，5-1-4。
程。
(4) C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之開
(3)A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之開 放空間獎勵容積 29.48%，面
放空間獎勵容積 29.23%(面 積：4,173.93m2，以公展版為
積：2,598.7m2)與都市更新事 主，詳附件 5-1-3，5-1-6。
業計畫公展版不同，請確認。 (5) D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之開
(4)C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與都 放空間獎勵容積 17.17%，面
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展版不
積：1,286.86m2，以公展版為
都市
2-2、
同，請確認。
主，詳附件 5-1-3，5-1-7。
發展處
2-3-3
1 已補充「實施者」乙
(5)D 區容積獎勵試算表與都 (6) ○
1.
附件一
節，詳 P2-2-3
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展版不
② 進度表詳附件 P2-2-3
同，請確認。
(6)本案係以「都市更新方式」③ 為增進公益安全並維護更
辦理「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新單元基地水土保持功效，預
地取得，請於報告書中敘明： 防災害發生，減少對周邊環境
之影響，本案依「擬定新竹市
○
1 都市更新實施者。
○
2 開闢期程(與都市更新 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20 筆
事業計畫之核定期程關係)。 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11
○
3 有關公共設施之興闢， 筆土地開發辦理原則」(經新
實施者應俟本案「都市更新事 竹市 104 年 6 月 8 日府都更字
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 第 1040088933 號准予備查)
核定發布實施後，據以推動都 於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後辦理
水土保持計畫開工與施工，並
更工作。
於公設大都審完成後一併興
闢應回饋之公共設施。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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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本案封面為開發許可審議報
都市 告書，內容卻又為都市設計 本案已修正為都市設計審議報
發展處 審議報告書，且所涉範圍之 告書，且所涉範圍之土地已完
土地地段號並未詳列清楚， 成預分割地段地號。
3.
請重新審核該報告書內容。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5~
1-5-3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都市 本案樁位成果預計 4 月 6 日公
已依審查意見有關捐贈之公設面積仍依
發展處 告期滿，有關捐贈之公設面積
地所逕割成果為準。
4
仍依地所逕割成果為準。

1-5~
1-5-3

都市
請標註各公共設施用地之基 已補充各區公共設施用地之基地高程與
發展處
地高程，以利相關界面審視。剖面示意圖，以利審視。
5

附件一

1.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係依新竹市政府
105 年 2 月 15 日 府 都 計 字 第
1050031051 號函公告發布實施之
「變
更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
畫（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
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
暨「擬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新竹市部分）（不含「高峰里保護
區檢討變更保留案」範圍）細部計畫
本案捐贈公園請配合鄰地等
都市
高線妥適規劃，非為形塑為私 （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第二階 3-1-1~
發展處
段）」辦理。由工業區變更為住宅區， 3-1-4
人區域或建案內部庭院延
6
並依都市計畫規定應全區開發並同
續，以造就更佳公益性。
時一併負擔周邊計畫道路、廣場及綠
地之興闢。
2. 本案各住宅區之建築法定空地與開
放空間之配置規劃，均配合各區公
園、綠地與計畫道路之動線串連，以
符各公共區域與建築區域之動線平
順，符合大眾使用，造就更佳之公益
性。

修正辦理情形︵續︶

修正辦理情形

經查本案位屬「變更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竹市部分)(計畫圖重製
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1. 本案依細部計畫規定，應捐
二階段)」案暨「擬定新竹科 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
土地面積之合計佔變更工
學工業園區特定區(新竹市
業區土地總面積之比例，不
部分)(不含「高峰理保護區
檢討變更保留案」範圍)細部 得低於 37%。
計畫(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檢 2. 本更新單元面積為
討)(第二階段)」範圍內，土 33,745.45 ㎡應回饋 × 37%
＝12,485.82 ㎡，目前住宅
地使用分區為部分第二種住
2-1-2
都市
區面積合計為 21,259.06
宅區、部分道路用地、部分
1-9-2
發展處
㎡，實際回饋面積為
公園用地、部分廣場用地，
1-9-3
2.
12,486.39 ㎡，大於 37%之
依上開都市計畫書有關開發
應回饋面積比例。
許可之規定，由工業區變更
為住宅區部分，應捐贈公共 3. 環境影響評估經新竹市政
府 104 年 12 月 16 日府授環
設施用地及可建築土地面積
綜字第 1040185379 號函准
之合計佔變更工業區土地總
面積之比例，不得低於 37%， 予備查在案。
前開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 4. 已完成相關環境影響評估，
公文詳 1-9-2~1-9-3。
不得低於變更工業區土地總
面積 30%，並應完成相關環境
影響評估、土壤及地下水汙
染整治等規定。

編號

0-23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新竹市東區介壽段 110 地號等 54 筆(原 20 筆)土地及東橋段 1040 地號等 23 筆(原 11 筆)土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編號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修正辦理情形

本案基地屬山坡地範圍，故本案業
本案基地是否屬山坡地 已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提送 鈞府審
都市
範圍內，請向本府產業 查，經 鈞府 105 年 4 月 11 日處產
發展處
發展處確認，並補充相 生字第 1050001896 號函及 105 年 4
8
月 15 日府都更字第 050062887 號函
關公文。
審查核定在案，詳 1-9-2。

都市
第 1-1 頁申請書所載受 已更正受理單位新竹市政府都市發
發展處
理單位有誤，請更正。 展處都市更新科。
9

1-9-2

1-1

審議意見

辦理情形

修正部分
參照頁碼

都市
請補充建築計畫資料表，其各欄位 已依審查意見補充建築計畫資料
發展處
請依規填載並簽章。
表，其各欄位已依規填載並簽章。
10
修正辦理情形︵續︶

公園規畫請配合燈光計
都市
畫，注意其通視性，並 公園內已設置高燈照明配置，詳景
發展處
3-1-12
應避免邊界部分變為都 觀照明配置圖圖，第 3-1-12 頁。
7
市死角。

編號

已依審查意見第 1-4 頁(原 1-3)書
、
都市 第 1-3 頁書件查核表內之「案名」
件查核表內之「案名」
、
「都市計畫
發展處 「都市計畫名稱」及檢核結果等欄
名稱」及檢核結果等欄位，已依規
11. 位，請依規載明。
載明。

1-4

請依「新竹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已依審查意見依其審議收費標準
都市
開發許可審議收費標準」規定繳納
規定繳納審議費，並檢附其繳費憑
發展處
審議費，並檢附其繳費憑證，俾利
證。
12
排會審議。

1-7

註：本表由設計單位填寫。
設計單位自行檢核結果：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規定
□不符規定

設計建築師用印：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3

0-24

新竹市都市設計審議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











  





  





1&23 !"#$%&' ()*+',-./01234561789:+;)<='->(<=?@A34+8BC
DDDDDDDDDDDDD (EF>(GH>(6!
453
;<=3



  





  

$678

)9:

!"#$%&&&&&&&&&&&&&&&&&&&&&&&&&&&&&&&&&&&&&&&&&&&&&&&&&&&&&&&&&&&&>?=3@AB

/0 C3  D ED EDDEDEDEDEDDEDEDDDED
D D ED ED D ED ED D ED ED D ED EDDEDED
DEDEDEDDEDEDDDEDEDDEDED D D ED
&&&&&&&&&&&&&&&&&&&&& ED ED D ED ED ED
   DE DE DE DE D
ED ED ED ED ED DDDEDDEDDEDD
&&&&&&&&&&&&&&&&&&&&&EDDED
 


F8G3HIJKLDM

8

DNO8

D$P8

/0=3

!"#$%&&&&&&>?=3QRS

&T3UVWUXOYZ[

\]

=3'()*+,-.&&&&&&&&&&>?=3@^_
&T3`abcdebfI

 ]g

h&i3E  &&&&&&&&jk3E 
lmno

3a)poH


E

q&r3
IDJDKDLDDDDDDMDDDDDDDDDNDDDDDDDDO


!"#$% &'()*+,-.



/0





  





  



PQ

ust&&RSTUVWXYZ&&&&&&&&&&&)*+3[\]UVWDD&&&&&&&&&&&&&&&
vwxyz={|&
 (^_`a  b b bbb b bb 
  b  b bbbbb  b b
bbbbb bb   b b
bb bb b bbb 
cd ef B
g^hab bbb b b b b b 
   b  b  b  b  b
cd ef

U#i
/0$67}~,st

st=&3 !"#$%
>?=&3QRS
&T&3&UVWUXOYZ[
h&i&3E  

=&3'()*+,-.
)*+&3@^_
&T&3&`abcdebfI
h&i&3E 

\]

[\\

]g[

IDJDKDLDDDDDDDjklDDDDDDMDDDDDkmDDDDNDDDDDnoDDDDO



!"#$% &'()*+,-.



st







  





  



F8)*y





!"#$% &'()*+,-.



)*



Ĉĉ0
VW

 (^_`ajjk cd e'se+f
uv
>( <

g^hajktk

cd e'sjje+f

PPPP d      ¡ ¢£ ¤¥¦¦¦§¨;*G©
PP| ª « ¬   © W X   ¡ ¢®¯°¦¦? ±²³´

5 * µ    de¶·¸dj
* µ  ¹ 8 º » d  ¡¢¤
; *
] ^ ¹¼
 #1 2 8 G ½ 
 #   
#

*µ¾v

5 & _ p¿ À & _ Á Â >Z©ÃÄ
  PPPPÅ  Æ ¹ 8 * µ  ÇÈ ?@>7
9:¸



É Ê ËÌÍÎÏÐÑÃÄ

[
\

YZ



åæ ç; * · è é ¶Ö? êg§ëì
PPPPPæ ç  .   ¤ 
¡ ¤ í;Cdëì
PPPPP î ï ) ð R ñ ò ó#? Dé;**ôNÃ
PPPPP æ ç

p

#ăĄ>ąĆ()!"
#ćÌ!"

pqr



#(*(+,-
 #./012



#.3412




u;* 

t &_v
wxy
]^ 567/0*89:;*<=
>?@&'()

z

ċ
ċ
ċ

!"

#&'()



á& ' ( ) , - âãäL


qr
!"
sM

*µþà©ÿĀµāĂsM

#$%

Ý& _ Þ  ß à

Å  & _ Ã Ä  ¹ c ÏÐÑÖ×

#





AØY©¸=

5÷/0>,ÜÎøeùÐ
ÏÐj©/0ÅU ;*¡¢§
úûüýYüDsM!"








ċ

*µ¹8õ/0>,ÜsMDö|D



zÙ Ú Û Ü  

Ö×



!MNOef g h ij
=k R=k n o
lm

!Md
 
         
 !"#$%&'
()*+,-





& _ Õ Ï Ð

  

`a\



t& _ Ò Ó Ô ÎÅÆ¹8&_ÍÎÒÓ

PPPPPPPPPPP



V
[\



; * G  d /0d*d



`bc



5} ~ U  1 2  >
 ; C PPPP     T C
]^
      -D
 | D p   o 1 2gh|
pU  s M D|D

  

*µ&_ĀĊUsMD

/ 0   9jP1 G
W X  HHI 
!MNOefghij
[
! M d
\ YZ
=k R=k no
lm
1 2 U



ċ
ċ
ċ
ċ
ċ


ċ

34{
!|
]^

ċ

ABCDE>FGHIJ

>  F G KL!MNOBPPPPQ=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RQPPPPPP>9:STB


!"#$% &'()*+,-.



)*v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地籍預分割清冊(地所版本)、介壽段地籍圖謄本及東橋段地籍圖謄本 完整地籍圖謄本及⼟地登記謄本詳附件六

※地籍整理計畫，未來仍以新竹市都市更新審議會核准之權利變換計畫為準 。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舜威都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5

地籍圖謄本、⼟地登記謄本及⼟地使⽤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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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建築線申請書圖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舜威都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6

指定建築線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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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公共設施開闢彙整表
開闢依據

開闢項目

面積(m2)

接管單位

開發方式

工業區變更
回饋37%
公共設施

公園 1-22
公園 1-25
綠地 1-24
綠地 1-25
綠地 1-31
綠地 1-32
部分20M與10M計畫道路

12,488.59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實施者開闢

保留變9案
增訂事項

廣場 1-1
綠地 1-19
部分20M與10M計畫道路

5,007.70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實施者開闢

實施者協助
開闢

綠8(部分)
人行道(部分)

2,703.3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實施者開闢

※實施者協助開闢之綠8(部分)、⼈⾏道(部分)⾯積，依都市更新
※ 事業計畫書核定版為準。

圖 例 及 說 明
更新地區暨更新單元
保 留 案 變9 案 增 訂 事 項
工 業 區 變 更 回 饋 37% 公 共 設 施
實施者協助開闢
(新 竹 市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F 5：
協 助 開 闢 或 管 理 維 護 更 新 單 元 內 或 周 邊 公 共 設 施)

圖2-1公共設施位置及範圍圖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1-3

基地位置及開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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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基地位置圖-2
⼀、開發計畫名稱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
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更新事業案。
⼆、基地位置
本基地位於新⽵市仙⽔⾥，位於都市計畫區，
東臨介壽路、北⾯為光復路，路南⾯則臨綠地。
⽽沿介壽路往北約300公尺可銜接光復路⾄中⼭⾼速公路新⽵交流道，
或新⽵科學園區，往北則可銜接快速道路⾄南寮、⽵東，
並可直接通往⽵北，交通⼗分便利。(詳圖2-1、圖2-2)

基地位置

三、開發場所
基地屬「變更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新⽵市部分)
(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階段)」之⼄種⼯業區，
本計畫擬依新⽵市政府105年2⽉15⽇府都計字第1050031051號函公告
及104年4⽉23⽇新⽵市政府審訂之本案都市更新辦理原則，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
本基地為主要計畫變更第9案保留案(介壽路⻄側⼯業區)，
擬由⼯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依都市計劃規定應全區開發
並同時⼀併負擔周邊計畫道路、廣場及綠地之興闢(詳圖2-3)。
基地位置詳圖2-1、圖2-2。

使⽤分區變更圖 2-3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位置圖 2-1

基地位置圖 2-2
2-1-4

基地位置及開發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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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開發辦理說明與都市設計管制-4
⼀、開發⾏為之⽬的:
基地原為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都市計畫之⼯業區⽤地，
於105年2⽉16⽇公告之『變更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
(新⽵市部分)(計畫圖重製檢討暨第三次通盤檢討)(第⼆階段)』，
考量⼯業區已無發展需求，並配合地⽅發展及鄰近分區性質，
將其由⼯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並於細部計畫劃設公園、綠地及道
路等公共設施，附帶條件係以市地重劃⽅式辦理整體開發或依都
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
本案即依據都市計畫指導原則及變更條件，
採⽤都市更新⽅式辦理整體開發。

都市設計管制圖(⼀)

⼆、開發內容：
本案建築內容規劃為A、B、C、D、E等五區，其規劃概要說明如下：
A區：地上27層、地下3層，共208⼾住宅。
B區：地上28層、地下3層，含店鋪8⼾及住宅216⼾。
C區：地上27層、地下3層，含店鋪10⼾及住宅486⼾。
D區：地上19層、地下4層，含店鋪6⼾及住宅204⼾。
E區：地上16層、地下4層，含店鋪4⼾及住宅90⼾。
(1)主要設施：
店鋪、集合住宅建築、⽔電消防、機電、景觀及其他公共設施等。
(2)環保設施：
綠化植栽、污⽔處理設施、廢棄物收集系統。

基地位置

1.本基地屬於住⼆範圍

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
細部計劃-⼟地使⽤分區⽰意圖
(資料來源：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細部計劃⼟地使⽤分區管制要點)

※未來仍以新竹市都市更新審議會核准之都市更新事 業 計 畫 為 準 。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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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及都市設計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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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設計管制圖(⼆)

都市設計管制圖(三)

2.本基地非屬於新⽵科學⼯業園區管理局建築管理轄區範圍。

3. 基地非屬於指定建築退縮範圍內。

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
細部計劃-⽵科管理局管轄範圍⽰意圖

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
細部計劃-建築推縮⽰意圖

(資料來源：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細部計劃⼟地使⽤分區管制要點)

(資料來源：新⽵科學⼯業園區特定區（新⽵市部分）
（不含「⾼峰⾥保護區檢討變更保留案」範圍）細部計劃⼟地使⽤分區管制要點)

※未來仍以新竹市都市更新審議會核准之都市更新事 業 計 畫 為 準 。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2-6

都市設計管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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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地現況及周遭環境說明
本計畫位於新⽵市東區，基地東臨介壽路、北側則為光復路。
基地⽬前四周有建物，臨近世界⾼中及科學園區實驗中學，現況詳本⾴照片。

照片視點位置⽰意圖

現況照片ABCDEF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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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及周遭環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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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地整體環境配置原則
整體環境配置原則
本基地位於新⽵市東區，為新⽵市學術、科技、
商業及居住之重要發展地區，為改善本更新地區居住
環境品質，本案被和都市更新計畫實施及建築設計將
規劃集中留設開放空間，並種植景觀植栽綠化環境，
營造舒適的⼈⾏空間。

設計⽬標
本細部計畫區都市⾃然景觀資源豐富，兼有新⽵
科學園區的技術及豐富⼈文素養的社區定位，並進⼀
步塑造本區成為新⽵市國際性⾨⾯之氣度與⼈文主義
之⾨⼾意向。
本案基地夾雜於已發展區與公共設施⽤地之間，
建物退縮建築並留設⼤量空地營造低建蔽率之優質社
區，以塑造整體性之優質都市景觀與環境。

建築開放空間配置構想
1.壹層沿街⾯規劃為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動線上以
⼈⾞分道⽅式處理。另基地臨20米計畫道路，建物
退縮建築，為地⾯層營造舒適的開放廣場。
2.建物地⾯層採通透式⼤⾯落地窗，⾯對幹道20米計
畫道路，延伸出廣場並讓出街廓⾓。
3.立⾯開窗採深窗、植栽綠化設計,有效阻擋⼤量⽇照，
維持舒適室內環境。

Scale : 1/ 15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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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整體環境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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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地整體環境配置原則與基本資料
整體公園空間配置原則：
1.結合周邊環境及未來之需求，提供⺠眾所需活動空間。
2.以⽣態的⼿法以及不破壞環境為原則，綠化及美化基地。
3.友善的環境—全區以無障礙設計為主，滿⾜各使⽤者需求。
4.草盆設計概念，增加基地透⽔⾯積。
5.順應坡地地形以⾃然重⼒排⽔⽅式為主，於坡度底端設置截
⽔溝，調節⽔量及排⽔，避免步道積⽔影響通⾏。
6.以易維護管理的材料、植栽設計，減少⽇後維護管理費⽤。
公園空間配置構想：
1.空間使⽤界定以植栽(喬⽊及灌⽊)區隔；灌⽊以多層次植栽設計，
增加景觀的豐富性。
2.各活動空間以綠地和植栽為主，再依不同的活動需求，設計適當
的設施及活動空間。
3.整體空間主要入⼝處為動態的活動空間；步道為穿越空間，並且
利⽤環型動線連結各個節點及空間。
4.考慮周邊環境及居⺠活動需求，較⼤型的活動空間以草⽪代替硬
鋪⾯；⼩型活動空間以入⼝處廣場使⽤；散步空間使⽤之步道沿
線設置休閒座椅，可使居⺠有動態及靜態的活動空間。
5.整區動線⽅⾯利⽤⼈⾏道及基地內步道連貫周邊與各公園內部動線。

•鋪⾯及⼈⾏步道

公園設計基本資料：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3-1-2

‧步道

‧活動草坪

‧座椅

‧活動廣場

‧入⼝花園意象

全區整體環境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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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設施⽤地公園平⾯配置圖

公1-25 (2462.12m2)
公1-22 (2813.30m2)
A棟建築區域

廣1-1 (234m2)

綠1-31 (426.11m2)

B棟建築區域

綠8(462.72m2)

綠1-19 (3001m2)

(部分)
D棟建築區域

介壽路道路⽤地
C棟建築區域

(部分)

E棟建築區域

綠1-24 (670.33m2)

綠1-32 (676.66m2)
綠1-25 (24.92m2)
Scale : 1/ 12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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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平⾯配置圖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2擋⼟牆設計形式(⽔保⼯作範圍)

甲式加勁擋⼟牆(H:2~6M)
景觀式擋⼟牆(H:2M)
甲式加勁擋⼟牆

景觀式擋⼟牆(H:2M)

⼄式加勁擋⼟牆

※依105年4⽉11⽇處產字第1050001896號函核定之⽔⼟保持計畫辦理
Scale : 1/ 1500

景觀式擋⼟牆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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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平⾯配置圖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3公共設施⽤地公園植栽設計說明

(⼀) 公園⼈⾏道植栽延續建築物前⼈⾏道之植栽(落雨松、櫻花)，
以求整體⼈⾏道景觀視覺統⼀。
(⼆) ⼈⾏道周圍選⽤直立型的喬⽊，在基地中則選⽤開展型的喬
⽊，輔以灌⽊及草花，讓視覺及空間有層次感，增加豐富性。
(三) 於出入⼝周邊，種植較多喬⽊輔以灌⽊，阻隔周邊較差的景觀
，增加視覺焦點。
(四) 各活動空間及穿越空間設置⽣態過渡帶(灌⽊群)，期望兩者之間
不要互相⼲擾。

•多層次的植栽搭配，讓整體空間變的豐富

(五) 公園綠地臨住宅側種植灌⽊群植栽及喬⽊，阻隔住家及開放空間
，不⼲擾周邊居⺠。
(六) 主要廣場及軸線，使⽤具有引導視覺之直立型植栽，⽽活動空間
周圍則使⽤開展型植栽，以達遮陰效果‧
(七)儘量以原⽣樹種為主之植栽設計。
(八)迎風⾯植栽以耐風、防風植栽為主。

‧苦楝樹形優美，可創造樹蔭空
間及四季變化之景觀。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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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灌⽊搭配喬⽊，讓空間有
四季的變化。

全區公園植栽設計說明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耐風植栽種類:

(⼀)⼀-3-1公共設施⽤地公園植栽設計說明

耐風植栽區

青剛櫟

蒲葵

苦楝

台灣海桐

茄苳

觀賞遮蔭植栽:

觀賞遮蔭植栽區

台灣欒樹

清楓

櫻花

樟樹

觀賞遮蔭植栽區

Scale : 1/ 15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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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英

落雨松

楓香
全區公園植栽設計說明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3-2 公共設施⽤地區域⼈⾏道植栽設計說明(屬建築⼯程範圍)

圖例
櫻花
青楓
落雨松
銀樺(現有人行道樹)

Scale : 1/ 12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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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開發區域⼈⾏道植栽設計說明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4 公共設施⽤地公園動線說明

圖例：
各區基地範圍
主要動線
次要動線
公共設施與各區開放空間
聯結動線
休憩空間
Scale : 1/ 12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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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空間
全區公園動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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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園設施⽤地通視性及無障礙通⾏動線

圖例：
各區基地範圍
全區無障礙動線
公共設施與各區開放空間
聯結無障礙動線

通視性佳
Scale : 1/ 12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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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動線說明

新⽵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原20筆)⼟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原11筆)⼟地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6串連結點說明

圖例：
串聯節點

Scale : 1/ 12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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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動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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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設施⽤地公園鋪⾯設計說明
舖⾯照片⽰意圖

(⼀)公園步道空間
1.利⽤⾼壓混凝⼟磚以透⽔⼯法施作，增加步道透⽔率。
2.暖灰⾊系搭配米黃⾊系為主

沿街⾯⼈道
( 不透⽔⼯
法)

⽣態⽔溝

⽣態⽔溝

公園內廣場
開放空間
( 不透⽔⼯

(⼆)公園活動廣場
1.使⽤易維護管理⼾外⾯材(⾼壓混凝⼟磚或⽯材)，
以淺暖灰⾊系⼤⾯鋪⾯搭配深⾊(深暖灰⾊系)線條
，突顯廣場特⾊。
2.因廣場使⽤頻率較⾼，為增加鋪⾯使⽤年限減少⽇
後維護管理，設置不透⽔鋪⾯。

法)

公園內 散步
步道
(透⽔⼯法)

(三)沿街⾯⼈⾏道空間
1.沿街⼈⾏道鋪⾯延續延續鄰側基地鋪⾯⾊系及形式，
並選擇易維護管理之⾼壓混凝⼟磚或⽯材。
3.以暖灰⾊系搭配深暖灰⾊系(⽯材或⾼壓混凝⼟磚)，
使其形成⼀連貫⼈⾏道鋪⾯，統⼀都市景觀。
4.沿街⼈⾏道因使⽤不透⽔層鋪⾯，提⾼鋪⾯使⽤年限。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整體鋪⾯⾊
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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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鋪⾯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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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設施⽤地公園照明設計說明
(⼀)、易維護管理燈具(景觀⾼燈及矮柱燈)
為⽅便未來接管之公務部⾨維護管理，
因此全區配置景觀⾼燈做為主要照明。

(四)、照度設計
依CNS照度標準，公園主要場所照度
20~10LUX，其他場所(⼈⾏道)2~10LUXM。

(⼆)、營造安全舒適空間
針對主要⼈⾏動線以及活動廣場地點設
置夜間照明設施，營造出安全適意的空間感。
(三)、防⽌炫光及維護⽣態環境之燈具
1.燈具照明形式為間接照明，燈光柔和舒適。
2.燈具形式選擇簡易流線之造型，不影響整體視覺景觀。

主要照明
1.易維護管理景觀⾼燈
2.集中光源之景觀⾼燈防⽌眩光(參考形式)
易產⽣眩光之燈具 使⽤集中光源之
→不使⽤
燈具防⽌眩光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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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公園鋪⾯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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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1-1)
(⼆)公共設施⽤地公園景觀設計說明
⼆-1 -1 公園位置及景觀設計說明圖

公1-25

設計說明—花園入⼝意象公園
1.花園的入⼝意象
本基地位於社區入⼝，利⽤斜
坡地形的特⾊，於陡坡處種植
開花灌⽊營造百花之入⼝意象。
2.友善的環境
將原本不友善的環境以整地⽅式
創造⼀處無障礙的⼈⾏步道空間。
3.停等空間
入⼝處設置多功能廣場提供⾏⼈
駐⾜等候空間。

廣1-1

好漢坡

觀景台及座椅

無障礙散步步道

百花園

Scale : 1 / 1200

公1-25 廣1-1位置圖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擋土矮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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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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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2景觀配置圖及景觀⽰意圖
公1-25範圍
好漢坡
休憩平台及座椅
林蔭散步步道

無障礙散步步道

觀景台及座椅
入⼝活動廣場
休憩花台座椅
2.5M林蔭⼈⾏道
休憩花台座椅
入⼝活動廣場及休憩座椅景觀⽰意圖

A棟建築區域
活動式⾞阻(係供緊急救護及防災通道使⽤)
廣1-1範圍

林蔭散步步道及休憩座椅景觀⽰意圖

Scale : 1 / 6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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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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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2景觀配置圖及景觀⽰意圖

入⼝活動廣場及休憩座椅景觀⽰意圖

廣1-1景觀⽰意圖

林蔭步道景觀⽰意圖

廣1-1景觀⽰意圖

林蔭步道景觀⽰意圖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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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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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3喬⽊配置平⾯圖

Scale : 1 / 4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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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配置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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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4 灌⽊平⾯圖及綠覆率檢討

Scale : 1 / 4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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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平⾯圖及綠覆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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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5 鋪⾯配置及街道家具計畫

RC座椅(⾯貼⽯材/抿⽯⼦)

⽯板+草⽪鋪⾯

暖灰⾊系+咖啡⾊系
⾼壓混凝⼟磚鋪⾯
暖灰⾊系⾼壓混凝⼟磚鋪⾯

RC座椅(⾯貼⽯材/抿⽯⼦)

RC座椅(⾯貼⽯材/抿⽯⼦)
RC座椅(⾯貼⽯材/抿⽯⼦)
暖灰⾊系⾼壓混凝⼟磚鋪⾯

咖啡⾊系⾼壓混凝⼟磚鋪⾯
活動⾞阻

Scale : 1 / 5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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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配置及街道家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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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 公 1-25、編號 : 廣 1-1)
⼆-1 -8 剖⾯⽰意圖
C

A

B

C
1.2

A
A 棟建築區域

B

A-A剖⾯圖

1.2

剖面索引圖

B-B剖⾯圖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C-C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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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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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地公園景觀設計說明
⼆-2 -1 公園位置及設計說明

─ ⼆-2 (編號 : 公 1-22)
設計說明—鄰⾥公園
本基地位於社區邊緣地帶環境空間較為安全，
適合作為各年齡層之居⺠活動使⽤之公園，因
此定位本公園為鄰⾥公園。
利⽤步道連接綠1-32，使其各公共空間能串連，
提供利的使⽤環境。
草盆設計概念
陽光草坪以下凹地形⽅式設計，除能提供⺠眾
活動使⽤之功能，於雨天能集中雨⽔滲透於地
⾯下，涵養地下⽔源。
鄰⾥公園內設施有:
1.兒童遊戲場及體健活動場
2.多功能活動場(適合⼟風舞、太極拳等運動)
3.環狀散步道(適合散步、慢跑等活動)
4.休憩空間(鄰⾥交流區域)
5.階梯式花台取代擋⼟牆，增加環境友善度。

公1-22

林蔭步道

陽光草坪

休憩座椅空間

Scale : 1 / 1500
立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兒童遊戲場

3-3

階梯式花台擋牆

景觀設計說明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