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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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013 年亞

太城市高峰會

（APCS）

二、大南星填海造陸

計畫產業園區編

訂暨徵求民間參

與興建營運作

業-大林蒲環境

調查及改善方案

三、月世界地區整體

環境景觀規劃設

計

貳、區域發展及審議

業務

一、擬定高雄市區域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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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城市高峰會是國際會議協會（ICCA）認可之國際會議。本府主辦

之2013 APCS已於 102年 9月 11日圓滿完成，共有來自 102個城市，

超過1500人參與。透過 4場主題演講及 15場分組座談，與會者得以

探討及分享城市治理、品牌新思、綠色環保、文創產業等多元議題。另

藉由企業合作夥伴展與商業媒合，促成 27份合作備忘錄，締造 25.1

億商機。此國際會議加強高雄市與14個城市交流合作，拓展城市外交

小港沿海地區長期為台電、中鋼、中油等國公營事業環伺，近年又因市

港合作推動南星自由貿易港區一、二期、洲際貨櫃及海洋遊艇專區，臨

港關連產業聚落成型，但該區民眾生活品質日漸低劣。為提供臨港產

業腹地並兼顧民眾居住權益，本計畫就小港沿海地區環境現況及居民

意向調查分析，瞭解民眾遷移意願並初擬具財務自償性的環境改善與

土地再利用方案，俾供各級政府形成政策、制定相關計畫之依據。

月世界惡地為世界級地質景觀，是本市風景名勝，惟燕巢新養女湖、

雞冠山及內門七星墜地等景點因遊憩環境疏於規劃整頓，品質不良，

故本府爭取經費辦理環境景觀改善規劃設計。可改善上述景點遊憩設

施、環境品質及停車空間，讓民眾舒適、安全地親近惡地生態地質環境

配合大高雄空間未來發展及依循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擬定高雄市區

域計畫，針對全市土地研擬空間發展策略，並劃設環境敏感區、優良

農地區位，提出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分區管制原則，以導引全市土地

合理發展。102年已邀集府內相關單位召開跨部門研商會議，並分區

訪談區長，廣納各界意見，凝聚共識。預定 103年辦理區域計畫法定

程序。

本市都委會102年度共召開74次會議(委員大會11次、專案小組會議

63次)，計完成審議案53案、研議案5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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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

非都市土地開發及審議合理性及實質效益，於 102年 11月建置完

成查詢作業系統。

2.本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102年度共召

開3次會議，完成非都審議案4案。

參酌機關、團體或人民建議，完成本地區通盤檢討規劃及1600公頃計

畫圖重置作業，增列多元開發方式，並擬定細部計畫及降低開發門檻，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一、變更大坪頂特定

區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

二、高雄市（原高雄

縣地區）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規劃

案

三、高雄市(原高雄

市地區)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規

劃案

四、高雄市旗山地區

都市防災空間系

統規劃示範計畫

肆、都市設計業務

一、高雄市立體綠化

推廣示範計畫

二、高雄市熱島地區

環境改善工程-

以鳳山市為示範

伍、社區營造業務

一、社區環境及建築

風貌營造計畫

以加速地區建設開發，繁榮地區發展，已完成規劃草案，預計 103年

度辦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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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公頃通盤檢討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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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甲仙、梓官及大樹等地區已

提本市都委會審議中，鳳山地區已完成規劃草案，預計 103年度辦理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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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通盤檢討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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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鎮及苓雅部分地區已提本市都委會審議中，三民地

區已完成規劃草案，預計103年度辦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

本計畫是「臺灣城鄕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政策引導型第二階段計畫

之ㄧ，已完成都市防災規劃標準作業流程與項目、防災策略及變更都

市計畫內容建議、旗山都市計畫區之都市防災計畫、旗山都市計畫防災

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可作為本市各都市計畫區擬訂都市防災計畫之示

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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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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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工程於102年 4

月 2日完工，完成高雄市杉林區公所立體綠化 500㎡、高雄市裕誠幼兒

園屋頂綠化 160㎡及高雄市楠梓區衛生所屋頂隔熱 244㎡，降低室內

溫度約 1~1.5度。

藉由增加植栽綠化及透水性舖面，改善地區基地保水，工程於 102年

11月完工，增加灌木植栽 324株及綠美化面積 485㎡、透水舖面 450

㎡，達到社區降溫及環境美化。

1.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

繼 100年及101年度社造成果續推動「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

補助社區透過植栽、植草皮、雜物拆除清理等方式整理維護綠美化。

10 2年度計完成103處社造點，提升社區居住品質及景觀，並開辦

4處社區園藝行，提供社區植樹綠化。

2.建築風貌營造計畫

繼 101 年度建築風貌營造計畫成果，持續推動補助 20 年以上公告

地區老舊建物立面外觀改造，102年度計完成33棟建物改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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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特色營造計

畫

三、杉林區城鄉風貌

整體發展綱要計

畫

四、高雄市仁武區文

小四、文小九學

校預定地環境綠

美化工程

五、二仁溪下游段綠

道網絡規劃設計

六、後勁溪流域地景

生態環境改造示

範計畫

陸、住宅發展業務

一、都市更新機制相

關業務

二、住宅政策業務

又以大東文化園區旁鳳山區光遠路上聯合 9棟改造案成果顯著，藉

由整合性改造模式整體提昇都市景觀品質。

為結合地區生態文化及產業資源，營造區域特色亮點，選定阿蓮區如

意公園、運動公園、鳥松區家具街、大樹區九曲堂車站旁台鐵舊宿舍及

舊鐵橋旁遊客中心整修、大寮區鐵道水圳自行車道及翁園國小農村文

化館等，辦理規劃設計及工程施作，除大樹區九曲堂火車站旁台鐵舊

宿舍整修預計103年 5月完工外，餘均於102年 12月底前完工。

於102年 6月完成杉林區飛行運動推廣計畫之評估規劃，善用杉林區

獨特的地形環境優勢，發展南部地區唯二的無動力飛行運動場地，協

助災區產業重建，帶動地方發展。 

仁武區文小四、文小九學校預定地位於愛河上游，本案改善閒置校地

之環境景觀，提供居民平時休憩運動綠地，並利用地形調整，因應未

來極端氣候暴雨時地面逕流之暫時貯留，減緩地區淹水風險及降低下

游愛河之排洪負荷，面積約 3.4公頃，工程已於102年 4月完工。 

為推動二仁溪生態復育及生態導覽，宣導二仁溪污染整治成果及帶動

地方產業經濟，102年 6月完成規劃設計，並爭取營建署補助辦理紅

樹林復育及設置簡易渡頭工程，擴大紅樹林復育面積約 4公頃，預定

103年 3月完工。

改善後勁溪流域德民路與高楠公路口之閒置空地生態環境景觀，提供

雨水入滲及居民休憩空間，面積約 3.8公頃，本工程業於 102年 2月

完工。

1.都市更新案件審議

(1)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1案(博愛社區)。

(2)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1案（前金區文東段）。

(3)審查並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共3案（康詩丹庭大樓、北國大地

社區、苓雅區苓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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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社區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

(1)前鎮區獅甲段 160-2地號等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2)新興區新興段四小段 1346地號等1筆土地整建維護都市更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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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更新「高雄住宅生活網」網頁及「高雄住宅資訊地圖 APP」功能擴充，

提供市民最新之住宅查詢資訊。

2.研析「前鎮區獅甲段國宅土地活化案」，擬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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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宅服務業務

四、國宅管理維護業

務

五、住宅工程業務

業經本市議會審議通過，刻送請行政院核定。

1.辦理「促進在地就業青年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方案」

(1)為吸引優質青年返鄉就業，購置住宅安居立業成家，並促進產

業發展，本府自101年起分2年辦理「高雄市促進在地就業青年

首次購屋優惠利息補貼計畫」（計畫辦理 2,400戶），提供 20

至 45歲於本市就業、無自有住宅之市民購置住宅，享有前 5年

最高500萬元、貸款利率減少年息 0.5％之利息補貼。

(2)101 及 102 年度計有 1,373戶及 1,268戶取得貸款證明，計有

1,333戶青年順利於本市購屋受惠。

2.辦理「整合住宅補貼方案」

為協助弱勢家庭住宅需求，辦理整合住宅補貼（即租屋租金補貼、

購屋及修繕貸款利息補貼），102年度整合住宅補貼於 102年 7月

22 日起至 8月 30日止受理申請，核定戶數分別為租金補貼 3,593

戶、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572戶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98戶，

102年度總計協助 4,263戶弱勢家庭滿足居住需求。

1.辦理國宅社區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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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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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案施工驗收及請領補助款程

序。

2.依住宅法 51條、52條規定已納入國民住宅售價並登記為公有之管理

站、地下室、巷道、兒童遊戲場、綠地與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設

施，及以社區管理維護基金價購之管理站、活動中心及其他設施，

應由地方政府造冊囑託轄區地政機關辦理，將該設施更名登記為社

區區分所有權人所有。經本府清查本市 65個國民住宅社區後，其中

君毅正勤、鼓山、中崙一、二、三標、建國新城、中山新城、興達及岡山

和平等 9處國民住宅社區，業於 102年底前完成土地及建物 29筆

共7790戶數更名登記完妥。

1.「六龜區龍興段新開社區集會所工程」於101年 9月開工，於102年

11月 7日完工後，於 102年 12月 24日取得使用執照，刻辦理驗收

及移交六龜區公所等作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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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提供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資源轉介、健康促進、親職教育等

服務，另結合社區發展，提供優良場所，推動社區營造等各項活動。

2.執行大愛園區閒置住宅用地環境整理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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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經本府

莫拉克風災善款委員會補助，於102年 1月執行迄今。

與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合作辦理空中影片拍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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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都市開發業務

一、高雄市重要發展

地區空中攝影案

二、高雄市產業發展

用地儲備暨都市

計畫圖資建置計

畫

三、高雄市大樹區竹

寮取水站暨周邊

環境景觀營造計

畫

四、西臨港線鐵道範

圍興隆路以北周

邊景觀美綠化工

程

五、下淡水溪鐵橋高

雄端環境改善工

程

六、高雄市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測製暨

三維資料建置

七、高雄港站公園路

橋橋體保存活化

與周邊環境改善

工程

八、都市開發許可執

102年 8月22日完成影片初稿，並作為亞太城市高峰會(APCS)開幕影

片，受到與會各界好評，有效提升本市國際形象，並提供各機關、學

校、媒體公開播放，知名網站youtube點閱已超過19萬人次，有助行

銷高雄城鄉發展。

自 101年起分 3年完成建置鳳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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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2年已完成鳳山、大寮

燕巢、仁武、林園、大樹、鳥松、大社、岡山等9個行政區分區資料庫，

102年 11月 1日與鳳山區公所聯合跨區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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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護大樹舊鐵橋旁日治時期興建的三級古蹟竹寮取水站，並擴大觀

光休憩價值，經協調自來水公司同意對外開放及爭取中央補助綠美化

工程經費 900萬元，已完工開放，增加近 1公頃的綠地及一條與古蹟

親近的單車道，民眾可以近距離與百年古蹟留影。

本案為西臨港線景觀全線改造最後一段，辦理興隆路以北至縱貫線分

支口人行徒步空間與環境綠美化，未來鐵路地下化後，綠廊帶將與縱

貫線綠廊串接，向北延伸至左營，向東連接愛河。

為規劃百年國定古蹟閒置空間，開放橋體天空步道，活化古蹟教育功

能，塑造高屏溪區域文化休閒空間主題，串連在地周邊文化觀光休閒

活動，102年 8月獲內政部營建署城鎮風貌經費補助。102年 10月完

成細部設計，12月經文化部審查通過，並同步完成工程發包作業，

預計103年 8月完工。

賡續辦理高精度數值地形圖測製，102年底已完成本市前金區、新興區

苓雅區、三民區、鹽埕區、前鎮區等 6區地形圖測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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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公園陸橋兩側引道拆除後，同步就公園陸橋橋體保存活化暨周邊

環境進行改善，改造後公園陸橋將成為新的景觀眺望平台，在平台上

可遠眺山海景觀、85大樓及高雄港站獨特的 38股扇形鐵道，橋下也將

串連公園路綠八自行車道銜接西臨港線自行車道，現有公園路端引道

下方也將改善成綠地空間。本工程於 102年 8月獲內政部營建署經費

補助，9月完成細部設計核定，12月完成工程發包作業，預計 103年

8月完工。

本府完成多功能經貿園區中鋼集團住宅大樓（50億）、統一集團夢時

代二期觀光旅館、商場（84億）及東和鋼鐵與嘉新水泥公司提出的辦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行業務

九、分區管制執行業

務

十、配合公共工程開

闢、市地重劃、

地籍分割測量樁

位測設作業

十一、都市開發後續

維護作業

公暨觀光旅館等開發計畫投資案審查作業，開發總樓地板合計

193,238 坪，開發完成後預計可提供 7,000 個工作機會，增加稅收及

帶動地方發展。

執行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件，裁罰案件計 38 件，共計裁罰 423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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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案。

辦理前鎮區獅甲段 518地號（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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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雄港站繼 102年 6月獲得第五屆政府

服務品質獎後，並於 102年 12月獲得國際城市宜居城市金牌獎，獲

選為文史與發展兼顧的的全球典範。並於102年底在場域內裝置燈飾

公共藝術，農曆年期間將有花海及新的變色龍綠雕供遊客觀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