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1年度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綜合企劃業務

一、國道 7號產業園

區可行性規劃報

告

二、大南星填海造陸

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暨開發計畫

書

三、推動設置南星自

由貿易港區

四、完成月世界風景

特定區都市計畫

調整

五、籌備2013年亞太

城 市 高 峰 會

（APCS）

貳、區域發展及審議

業務

一、高雄市區域計畫

規劃案

完成130公頃仁武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及委託公民營事業開發招

商甄選文件，預計引入 154億元民間資金投入園區建設，105年開發

完成後，新增產業用地 80公頃，創造750億年產值及8700個就業機

會。

完成753公頃填海造陸開發計畫及環境影響說明書，預計 114年開發

完成後，新生產業用地 549公頃，並協助解決高屏溪流域每年 300至

600萬立方公尺疏浚土石去化問題。

本府與國營臺灣港務公司合作，開發南星計畫區106公頃土地為自由

貿易港區，將引進綠能及倫敦金屬交易中心(LME)等臨港產業進駐。

其中第 1期 62.7 公頃之環評說明書業經 101年 7月 6日環保署專案

小組審議通過。依臺灣港務公司估算，103年全區開發完成後每年可

創造10.6萬 TEU貨櫃量與520億元產值。

為啟動月世界惡地形升格為國家風景區，本府都發局採復育自然地景

人為設施減量、集中觀光發展之原則，辦理「月世界風景特定區」通盤

檢討作業，調整後的泥岩地景區達120公頃，佔全體計畫區62％。已

於 101年 8月 31日函報計畫予內政部核定，預計102年發布實施。

本市訂於 2013年 9月 9日至11日假高雄巨蛋舉行APCS，會議主題為

「城市經濟新創能—城市挑戰，城市行動」，議程涵蓋國際知名講者

主題演講、市長與青年論壇、企業展覽與商談會，以及城市企業參訪。

本府已籌設「高雄市 2013年亞太城市高峰會執行會」，期藉由 2013

APCS強化國際與兩岸城市交流。為擴大 APCS效益，市府團隊陸續邀

請波特蘭、舊金山、檀香山、溫哥華、那霸、大阪、釜山、仁川、漢堡等城

市首長與代表參加，並獲得積極回應。101年 10月 23日舉行首波國

際記者會，相關籌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展開中。

配合大高雄空間未來發展整合需要及依循全國區域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之指導，針對全市土地未來發展，研擬空間發展計畫策略、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分區管制原則，擬定高雄市區域計畫，以導引

全市土地合理發展。101年已就農工空間等議題召開4場專家會議，

後續將召開跨部門之研商會議，並辦理專家學者及分區座談，廣納

各界意見，凝聚共識。預訂 102年辦理區域計畫法定程序。

本市都委會101年度共召開66次會議(委員大會12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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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都市計畫審議業

務

三、高雄市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

系統規劃案

參、都市規劃業務

一、變更大坪頂特定

區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

二、地形補測、都市

計畫圖重製及變

更湖內都市計畫

與通盤檢討案

三、莫拉克颱風災後

重建彌陀區都市

計畫圖重製及通

盤檢討

四、高雄市(原高雄市

地區)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規劃案

五、高雄市（原高雄

縣地區）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規劃

案

六、大高雄城鄉發展

特色地域攝影

肆、都市設計業務

一、高雄市愛河水岸

54次)，計完成審議案67案、研議案2案、報告案2案。

1.本案係為整合本市非都市土地開發之適宜性、限制開發條件等資訊

並建立查詢作業系統，以增進本市非都市土地開發及審議之實質

效益。101年度業已完成第2階段工作成果驗收，全案預計102年 9

月完成。

2.本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101年度共召

開4次會議，計完成非都審議案7案。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完成本地區通盤檢討規劃草案及 1600

公頃計畫圖重置作業，補充社區所欠缺之公共設施約 50公頃，增列

多元開發方式，解除現行計畫最小開發面積與整體開發之限制，以

加速地區建設開發，繁榮地區發展。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辦理湖內地區都市計畫檢討，完成

1,000公頃地形補測、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預計102年度依法辦理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辦理彌陀地區都市計畫檢討，完成330

公頃地形補測、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除訂定都市防災計畫外，同步

解除 2.19公頃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並透過市地重劃提供 0.77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完成本市前鎮及苓雅部分地區、三民等

地區面積共約 920.40公頃通盤檢討規劃草案，提供 306公頃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研析都市計畫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都市發展用

地負擔比例或繳交代金之可行性，以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完成本市鳳山、甲仙、梓官及大樹等地區

面積共約 2731.75公頃通盤檢討規劃草案，預計102年度辦理都市計

畫法定程序，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補充社區所欠缺之公共設施，促

進土地有效利用。

完成空中攝影及成果編製，可作為相關規劃、政策擬定之基礎圖資，

展現市政建設成果，增加施政成果宣導廣度。

本計畫主要藉由增設綠蔭及加強地表逕流收集，以減少日射熱吸收

及透過蒸發散熱，改善社區環境溫度。工程於 101年 3月 15日完成，

於明仁路及明吉路共種植 66株喬木，停車場施作東側及西側共新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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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河堤社區生態化

改造工程案(第

一期)

二、高雄市老舊建築

物挽面計畫案

三、高雄市都市設計

審議作業

四、高雄市綠屋頂推

動計畫及示範案

伍、社區營造業務

一、後勁溪(獅龍溪)

流域整體發展暨

城鄉風貌改造規

劃

二、雄鎮北門旁軍哨

所暨周邊環境景

觀改善工程

三、社區環境綠美化

風貌營造計畫

四、旗山火車站周邊

綠美化工程

陸、住宅發展業務

一、高雄市新草衙都

市更新區廣場及

公有土地環境改

造工程規劃設計

18株喬木，灌木種植 1760株及增加綠美化面積 1030㎡。

101年度挽面計畫擴大補助範圍至六大轉運中心，同時對於採用綠建

築及符合地方特色之申請案件給予較高額度補助，引導市民朝向發

展地方特色整建模式，以營造低碳、宜居的高雄厝。截至101年 12月

底已完成31戶挽面整建申請。

為維護都市設計地區建築開發案件與外部環境品質，以營造本市友善

城市，101年完成250件建築開發案件之都市設計審議作業。

為推廣城市立體綠化，減緩都市熱島效應，透過公部門據點的立體綠

化示範操作，並辦理綠化推廣宣導座談會，宣導民眾參與立體綠化行

動。本計畫擇定高雄市裕誠幼稚園、杉林區公所及楠梓衛生所為公部門

示範點，示範工程預定於 102年 3月 31日完工。

完成後勁溪(獅龍溪)流域易淹水地區資料庫及易淹水地區風險地圖之

建置，擬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其它開放空間之水與綠網絡發展策略，並

完成「後勁溪流域地景生態環境改造示範計畫」規劃設計，工程於 101

年 11月 12日開工，預計102年完工。

高雄第一港口航道北端雄鎮北門古蹟旁軍哨所為少數能近距離觀賞船
舶進出港口之制高點，經本府協調國防部同意開放後，已完成周邊環
境整理，並設置觀景平台供市民及遊客駐足遠眺。

補助社區發展協會或社團，改善居家週遭閒置髒亂空地及維護社區

以前年度完成之社造點，以營造清淨家園，101年度共計 80社區參

與動員約 3000位志工完成127處社造成果，綠地面積，約 4.8公頃。

配合本府推動「旗山老街」形象商圈輔導與周邊整體景觀環境改善，

解決旗山火車站周邊土地環境髒亂及淹水問題，本府都發局協同旗

山區公所辦理旗山火車站周邊環境綠美化工程，已於 101年 7月完工，

提供市民休閒使用。

1.再造新草衙市容景觀，縫合新草衙與核心廣場公共設施改造，完

成250m人行步道，整頓市地綠美化空地 600m2，恢復新草衙廣場空

間及鎮中路仁愛路周邊路段景觀新風貌。

2.興建新草衙地區社區閱覽室，本建物為鋼結構建築物，取得 7項標

章之銀級認證綠建築，於 101年 4月完工，提供當地學子書報、雜

誌之閱讀空間，並開辦幼童托育、遊戲等服務，每月平均進館達

4,000人次，服務當地弱勢家庭。

小港區大苓中鋼支線已廢線閒置逾 20年，經本府都發局協調台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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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二、大苓地區中鋼支

線鐵道綠廊第二

期工程

三、100 年度高雄市

住宅及不動產資

訊建置

四、都市更新機制相

關業務

五、住宅政策業務

六、住宅服務業務

同意借用及綠美化，延伸已完成第一期沿海路至太祖宮段 400公尺自

行車道，賡續於 101年 7月興闢完成380公尺至大業北路高雄公園段

之自行車道及綠帶，除改善國有土地長期被佔用的問題，亦形成社

區通勤、通學及休憩廊道。

建置APP查詢不動產及住宅資訊，為全國首創開發智慧型手機使用之

iOS及 Android系統之APP，於 101年 8月 31日正式啟用，提供查詢

高雄市各行政區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住宅建案及周邊生活資訊，使

用者可以透過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利用衛星定位即時查詢，讓

市民了解相關都市發展及購屋資訊。

1.都市更新案件審議

(1)審議通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苓雅區和平大樓及

博愛社區等2案，其中和平大樓已核定公告。

(2)審議通過都市更新概要計畫共 1案（苓雅區苓西段）。

(3)審查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共 1案（三民區大港段）。

2.協助社區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辦理都市更新

專案協助輔導社區自行辦理整建維護都市更新，舉辦法令說明會

並協助5個社區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獲准。

(1)三民區大裕段一小段 162地號等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2)三民區獅頭段一小段 1442地號等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3)前鎮區憲德段一小段 813地號等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4)左營區新庄段十小段 1454-55地號等 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

新

(5)鳥松區山水段 812、813地號等2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3.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1案（高雄市三民

區臺鐵站東宿舍更新地區）。

1.研擬「促進在地就業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方案」，協助青年

於本市就業與定居。

2.因應住宅法 101年 12月 30日施行，研訂「高雄市住宅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送請市議會審議中，俾為執行住宅政

策所需。

1.促進在地就業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方案

(1)本方案 101年度計畫戶數為 1,200戶，分別於 3月 29日起至 5

月15日止、6月1日起至6月21日止兩次受理申請 1,433戶。

(2)已於 6 月及 8月核發合格證明合計 1,373戶，超出原訂計畫戶

數，但基於本方案係以協助青年於本市購屋、就業為宗旨，故

在總經費不變之原則下，超出之戶數以增額方式核定，使第 2

次申請合格戶同享這項市府政策。

2.101年度住宅補貼、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共計受理17,853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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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七、國宅管理維護業

務

八、住宅工程業務

(1)為建立公平住宅補貼制度及提昇居住品質，協助市民居住於適

居之住宅，101年度住宅補貼自7月 31日至9月 10日受理申請，

申請戶數租金補貼為 13,369戶、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668戶

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289戶，已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核發

177戶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已於 102年 1月 28日核發

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

(2)為協助新婚或育有子女之青年家庭解決居住問題，提供 2年每

月最高 3,600元租金補貼及前 2年零利率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101年度住宅補貼自7月 16日至8月 27日受理申請，申請

戶數租金補貼為 2,003戶及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1,524戶，

已於 101 年 12 月 21 日核發 1,694戶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

明及12月 28日核發租金補貼核定函 1,222戶。

1.101年國宅社區獎補助

協助民族國宅等19個社區辦理公共設施改善，計有社區公共
消防管路設備、逆止閥、電梯修繕、外牆磁磚脫落、監視系統、
滲水修繕更新等公共設施改善，已完成民族國宅公共設施改
善工程等20案施工驗收及請領補助款程序。

2.101年國宅社區管理業務轉型之規劃與推動

(1)輔導興達國宅社區管理委員會改選及向茄萣區公所完成報備，

並依國民住宅條例第18條之1規定提撥管理維護基金作為該社

區『公共基金』。

(2)輔導中和國宅社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及向鳳

山區公所完成報備，並依國民住宅條例第 18條之1規定提撥管

理維護基金作為該社區『公共基金』。

1.六龜區龍興段新開社區集會所工程，已於 101年 9月 26日開工，

預計 102年 5月 30日完工，集會所內部設置有活動場所，可做為

社會福利機構業務諮詢及宣導服務之場地與社區照顧關懷服務據

點，以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資源轉介、健康促進、親職教

育等服務，並結合社區發展，提供優良場所，推動社區營造等各

項活動。

2.杉林區日光小林社區營造工程，於 101年 2月開工，101年 5月完

工，該工程於公共區域設置有特色郵筒，門牌與路標，並設立社

區意象設施，提升住宅公共空間品質。

3.執行大愛園區閒置住宅用地環境整理計畫，擬藉由當地社區居民

力量，定期修整該空地上雜草樹木與撿拾垃圾、雜物等作業，以達

改善環境目的，本計畫業經本府莫拉克風災善款委員會 101年 11

月 30日同意補助。

1.西臨港線停駛後，本府積極爭取閒置鐵道路廊空間環境改善與開

放市民休憩，已完成西臨港線高雄港站至興隆路段景觀綠美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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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都市開發業務

一、高雄西臨港線北

斗街至縱貫線分

支口段景觀美綠

化工程

二、高雄市產業發展

用地儲備暨都市

計畫圖資建置計

畫

三、高雄市1/1000地

形圖測製(監審)

暨資料建置

四、都市開發工程

五、分區管制執行業

務

六、配合公共工程開

闢、市地重劃、

地籍分割測量

樁位測設工程

七、都市開發後續維

護工程

造，並成為市民教學、拍婚紗、騎乘自行車及散步運動的優質場域

101年更獲得園冶獎景觀公共工程獎。

2.本計畫為西臨港線景觀全線改造最後一哩路，改善北斗街至興隆

路段徒步空間並辦理興隆路以北至縱貫線分支口人行徒步空間與

環境空間，未來鐵路地下化後，綠廊帶將銜接至美術館及周邊地區

工程經費共 700萬元，於 101年 12月完工。

自101年起分 3年完成建置鳳山、大寮、仁武等21個都市計畫行政區

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庫，並擴充自動化服務平台，101年度已完成鳳

山、大寮、燕巢、仁武4個行政區分區資料庫，預計102年起逐區上線

試辦，屆時民眾可透過網際網路或就近跨區至區公所申辦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率。

賡續辦理高精度數值地形圖測製，101年獲中央對等補助，計畫經費

合計2,110萬元，辦理鳥松、仁美等 10個計畫區共 5,140公頃，101

年底完成建置。數值化地形圖基礎圖資，可廣泛於都市規劃、防災、減

災等加值應用，促進都市開發建設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權益。102年

已爭取到中央補助，預計辦理三民、苓雅、新興等區地形圖測製。

延伸高屏溪舊鐵橋自行車道系統，大樹辦理竹寮取水站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採取高視野穿透性設計，拆除周邊圍牆，並增設近 1公頃的綠

地及親近古蹟的自行車道，工程已於 101年 9月 28日完工。

執行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裁罰案件計46件。

配合原高雄市轄區內年度都市計畫發布、公共工程、防洪工程等計畫擬

定推動之需求，完成測設都市計畫樁位共 91案。

辦理旗津區海岸公園場域、前鎮區獅甲段 518地號（東）、西臨港線

（前鎮街至中山凱旋路口）、高雄港站 ABC區、西臨港線自行車道（高

雄港站至興隆路段以北）、高鐵左營轉運站周邊區域等維護管理區域

之巡檢、既有設施維修、植栽撫育、清潔維護、雜草割除等工作，維持

優質公共開放空間。

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