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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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推動多功能經貿

園區國營事業土

地開發

二、高雄煉油廠土地

轉型規劃

三、合組港區土地開

發公司

四、推動國防部 205

廠遷廠計畫
 

貳、區域發展及審議

一、都市計畫審議業

務

二、非都市土地開發

許可審議業務

1.1.整合台電特貿三土地開發

本案為多功能經貿園區首件市府與國營事業合作招商案，業獲台電

董事會107年 12月 26日同意招商，預計108年上半年公告招商。

2.2.整合國公營事業土地合作開發

本府於107年 8月 2日、8月15日邀集台電、中油、台糖、台銀等國公

營事業地主召開聯盟交流會議，共同推動、整合國營事業地主開發條

件及媒合潛在廠商，持續招商引資。

3.3.強化多功能經貿園區行銷宣傳

(1)107年 8月印製多功能經貿園區中英日行銷宣傳手冊。

(2)107年 12月製作多功能經貿園區地景微型積木宣傳品。

行政院已於107年 12月 4日核定「循環經濟推動方案」，將由經濟部、

中油公司及本府共同推動廠區非污染土地轉型為「循環技術暨材料創

新研發專區」；污染土地刻由中油公司分期分區污染整治，預計 122

年完成整治，屆時將配合周邊發展及地方需求規劃。

本府與港務公司於 106年 3月 29日合資成立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並於 107年 3月 31日完成舊港區 2號碼頭棧貳庫活化營

運。

國防部第205廠係採「先建後拆、代拆代建」原則及以區段徵收開發原

廠址土地，內政部 107年 5月核定區段徵收計畫、行政院工程會 107

年 6月核定大樹新營區工程基本設計，預計112年完成遷建。

本市都委會107年度共召開20次會議(委員會5次、專案小組會議15

次)完成審議 14案，包括：地方發展類 10案（如鳳山細部計畫（三

通）（第四階段）等案）、健全交通建設類1案(配合交通部「高雄鐵

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案)、公共設施多元使用 1案(社會

局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設置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機構臨時使用案)、公

地活化類2案（如七賢國中變更產業專業區等案）。

本市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專責審議小組 107年度召開 7

次會議(大會3次、專案小組4次)完成審議11案，包括：新申請開發

計畫1案(大樹區觀音菩薩紀念公園擴充案)、變更開發計畫4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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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研擬本市國土計

畫業務

參、都市規劃

一、閒置土地活化，

鳳山文教區變

更為商業區
   

二、辦理本市開放空

間容積獎勵制度

檢討

三、辦理輕軌車站周

邊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檢討
    

四、增加投資停車場

誘因訂定停 13

及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

五、規劃仁武產業園

區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

六、七賢國中舊校地

再利用都市計畫

鈿、震南產業園區變更、華巍住宅社區變更、南科高雄園區變更等

案）、滯洪池使用分區變更 3案（典寶溪D區滯洪池、前鋒子滯洪池、

五甲尾滯洪池等案）、地政局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第一次劃定或檢討更

正 3案。

爭取內政部經費補助 450萬元，本府自籌配合款 500萬元，合計950

萬元辦理「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案」，以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

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

整合管理機制，追求環境永續發展。規劃過程中為本市未登記工廠處

理、原住民族土地劃設、未來重大建設推動等，已召開 9場機關協調

會議、2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將閒置非公用土地活化再利用、增加土地使用效率及滿足捷運建設基

金自償性，變更文教區為商業區，主要計畫於 107年 1月 9日發布實

施。

適度檢討本市開放空間容積獎勵，以鼓勵建築基地留設開放空間供公

眾通行或休憩使用，並提升都市景觀，於107年 1月 26日發布實施。

以「增額容積」方式提高土地使用強度，型塑以輕軌捷運車站為中心

之大眾運輸生活圈，解決市區交通擁塞與空氣污染等問題。同時將申

請增額容積所繳納價金納入輕軌捷運建設之財務挹注範圍，提高財務

自償率，於107年 3月 15日發布實施。

為提升立體停車場營運自主性、可行性與擴大財務效益，增加民間資

金投資停車場誘因，解決凹子底地區停車問題，訂定停 13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於107年 3月 19日發布實施。

促進經濟與產業發展、加速產業轉型高值化，於國道 10號仁武交流道

周邊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規劃開發74公頃仁武產業園區，經107年 5

月 3日內政部都委會暨土徵審議聯席專案小組審竣，刻於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中。

本府與科技部共同規劃設立國家級的海洋科學研究專區，執行科研調

查、支援國際尖端學術研究、扶持海洋科技產業發展及培育研究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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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變更

七、大社工業區降編

都市計畫檢討啟

動

八、都市計畫法高雄

市施行細則修法

九、啟動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

十、解決水患重新檢

討草潭埤重劃區
     

十一、配合第二科學

園區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

肆、都市設計

一、都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業務

二、登山35老屋改

造計畫

業人才等任務，利用原七賢國中 3.08公頃校地部分提供海洋科技研

究中心利用，餘土地則研擬活化利用計畫，變更為產業專用區，於

107年 10月 11日發布實施。

辦理大社特種工業區降編為乙種工業區，以加速產業升級及提升環境

品質，已於107年 10月 8日完成草案公展，刻於市都委會審議中。

依行政院核定之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增訂獎勵容積規定；修正老人福

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等之設置條件規

定；增訂「自然保育設施」及「綠能設施」為農業設施種類，並訂定相

關設施之建蔽率，於107年 11月 1日發布實施。

為妥善解決公共設施用地因劃設保留數十年且長期未取得，致影響民

眾權益問題，配合中央政策辦理 18處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第一批(大寮、仁武、岡山、茄萣、湖內、湖內(大湖地區))

於 107年 12月 28日完成公開展覽。

為改善仁武地區淹水情形，配合治水規劃報告劃設河道用地及滯洪池

用地3.67公頃，提供 5.5萬噸滯洪容量，並調整土地使用配置，以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經內政部都委會 107年 10月 16日審竣，並

於107年 12月 21日完成再公開展覽，目前就再公展人民陳情案部分

再提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推動高雄新市鎮後期轉型，中央地方攜手合作規劃科學園區，以群聚

鄰近關聯產業形成產業走廊，計畫面積360公頃，提供 185公頃產業

專用區，於 107年 12月 7日協助內政部辦理都市計畫草案之公開展

覽，刻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107年度都市設計審查案件數共計292件，其中屬委員會層級審議案

件121件、幹事會層級審查案件94件及建築師簽證案件77件。

登山街 35號房屋整修後作為老屋保存示範基地外，並於 106年 9月

開幕，迄今舉辦「磚美於前」、「窗裡有花」、「好鄰．聚」、「高雄古寫真

漫步」、「打狗山漫步」、「登山35非藏日常」、「開門」、「Hamasen．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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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三、出版「打狗公園

野望」專書

四、高雄市鐵路地

下化周邊地區

都市更新整體

計畫案

 伍、社區營造

一、推動清淨家園

及大學生根社

造計畫

二、建築風貌營造

整建裝修及經

營補助實施計

畫

三、燕巢橫山營區

共創基地環境

改善計畫

陸、住宅發展

一、活化公有資產

轉型 「集盒

機懷舊童玩運動會&三輪車市集」、「大智若愚」等以哈瑪星或老屋元素

之主題展覽與講座等，吸引眾多市民參與。

透過「興濱計畫」向文化部申請經費，進行打狗公園研究調查，盤點

考據打狗公園的歷史變遷脈絡，並由高師大李文環教授撰寫成書，於

107年 10月出版「打狗公園野望」新書，廣受外界好評，並由吳瑪悧

教授策劃「打狗魔幻地誌展」展覽，以版畫、廢墟建材再創作、現代照

片復古、畫作、攝影、聲音、地質、燈箱等多元藝術形式及表現手法，展

演百年打狗山歷史樣貌。

本案於篩選出鐵路地下化沿線地區具潛力、可執行都市更新或整建維

護之優先地區，舉辦 3場都市更新及整建維護法令說明會，並輔導社

區居民參與環境改善及申請都市更新或整建維護意願。另舉辦 3場空

間再造研討會及蒐整專家學者意見，指認出三塊厝站、鼓山站及民族

站到科工館站等重點特色發展區域，並進一步研討廊帶周邊地區未來

5~10年空間再造策略或手法，提出短中長期重點區域環境景觀形塑

行動策略與方案建議，擬提都市設計基準檢討及變更建議。另為鼓勵

鐵路廊帶周邊環境改善，以社會局婦女館東南側與園道相鄰角隅之公

共場域環境改造實作示範點，並已於107年 12月 14日完工。

1.補助社區辦理閒置空間維護清理及綠美化，並首度開辦大學生根方

案，鼓勵大學生組隊參加社造行列，107 年總計完成 97件新增社

造點及以前年度之社造成果維護案，以及8件大學生根案。

2.107年計有六龜荖濃溪、仁武中華、岡山程香及楠梓新惠豐等社區之

營造成果獲得 2018建築園冶獎肯定，營造品質可作為其它社區借

鏡；另本府並以「大學生根 深耕社造」榮獲第十屆健康城市暨高齡

友善城市獎。

為促進本市具歷史風貌之傳統街區再造，以帶動社區發展及年輕人回

流創業之機會，107年計完工 2案，另施工中 4案預計於 108年中旬

完工。

該營區長期廢棄閒置，緊鄰面前埔社區，本市於 107年無償取得撥用

作為社區營造辦公室使用，並獲內政部「城鎮之心工程計畫」補助整

修改善經費，未來預計活化作為社區活動空間及設置本市首座社造教

學實驗所，工程預定於108年 3月 26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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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KUBIC」創意聚

落

二、輔導民眾自行

推動都市更新

整建維護

三、危老屋整建維

護保障居住安

全

四、賡續撥付租屋

租金補貼，滿

足弱勢家庭居

住需求

五、協助國宅社區

公設維護，賡

續推動五甲國

宅回歸作業

六、鳳山共合宅－

青年多元服務

住居試辦計畫

七、高雄首座新建

社宅－「凱旋

青樹」實踐共

合宅理念

「集盒．KUBIC」創意聚落 106年 3月 31日開幕，至 107年 12月 31日

來園區人數約 48萬人次。園區貨櫃共33櫃，17櫃公共使用，15櫃供

9家新創廠商進駐，曾辦理過 8檔展覽如「說一個亞灣故事」說明亞灣

區前世今生、「造一個亞灣夢想」，並結合 AVR與光雕技術呈現、與三

餘書店合作「單車失竊記」小說科遊展等。

協助民眾自主推動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由本府委託輔導團隊輔導社區

向營建署爭取事業計畫撰寫補助及工程補助，107年輔導 2社區（博

愛鎮A座、觀海大樓）爭取事業計畫補助 196萬元。

為保障民眾居住安全，協助民眾辦理危老屋重建，已於鳳山、三民、

左營、旗山、岡山、市府、展覽館等舉辦 7場說明會為民眾釋疑，共計

937人次參與。另外，針對建築師、不動產業者，專業領域部分，於

107年舉辦 3場專業說明會，目前核准 5案辦理重建。

為協助經濟或社會弱勢家庭及個人獲得適居之住宅，辦理整合住宅補

貼（即租屋租金補貼、自購及修繕住宅貸款利息補貼），107年度整

合住宅補貼於107年 7月 23日起至 9月 7日止受理申請，核定戶數分

別為租金補貼 10,409戶、自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762 戶及修繕住宅

貸款利息補貼 142戶，107 年度總計協助 11,313戶弱勢家庭獲得補

貼，滿足居住需求。

五甲國宅社區因戶數眾多，社區內另有高層建築及五層公寓之建築形

態，整合住戶意願難度頗高，爰依其使用執照區分為 14區塊，分區

成立管委會，經多次溝通，已於 107 年 4 月輔導完成 4處大樓(336

戶) 、107年底完成 2區五層公寓住戶(共 680戶)，正式成立管理委

員會，其餘 8區公寓住戶將持續溝通，讓住戶自主管理。

「鳳山共合宅」係市府疼惜年輕人想要安心住的迫切需求，推出「青年

多元服務住居試辦計畫」，只要是 20歲至 40歲設籍本市或在本市就

學、就業且無自有住宅、一定收入以下之青年，提出「社區服務創意住

居計畫」，經徵選合格後即可免抽籤直接入住，提案類型包括社會住

宅形象宣導、銀髮樂齡服務、社區營造、專業服務等，讓青年以較低廉

租金取得全新裝修、全套家具、家電的住宅，減輕青年經濟負擔，經

徵選後總計13戶，已於107年 5月 1日入住。

配合中央社會住宅政策及高雄鐵路地下化計畫，在高雄精華核心區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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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八、包租代管試辦

補助計畫媒合

率六都之冠

 柒、都市開發

一、測設都市計畫

樁位加速都市

建設

二、都市計畫書圖

重製暨整合應

用計畫

三、旗糖創新博覽

園區  

四、登山街 60巷景

觀改善工程 

 

五、大樹舊鐵橋國

定古蹟維護

廊帶及新台鐵民族通勤站旁 0.53公頃機關用地，委託知名國際麥肯

諾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凱旋青樹」共合宅，採大面積綠化空間，

提供社福、社區教室、共享廚房等共享空間，107年底辦理工程招標，

預計108年中開工。

中央補助本市辦理第1期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委託兩家租屋

服務事業公司，自 107 年 1 月開辦媒合成功 395戶，目標達成率

49%，執行成效六都第二。

為促使都市建設順利推動並加速完成，依都市計畫發布、公共工程、

防洪工程等計畫擬定推動之需求，辦理都市計畫樁測設，107年完成

擴大及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等 70

案樁位測定作業。

為提升都市計畫圖精度、解決原紙圖不易保存及伸縮變形，維護民眾

合法權益，辦理都市計畫書圖重製及專案通檢。107年完成大社、阿蓮

大寮及美濃都計圖重製專案通檢發布實施。

為促進高雄城鄉均衡發展，深化旗美 9區地方特色產業並活化百年糖

廠，本府與台糖公司合作，規劃旗山糖廠轉型朝兼具農業展銷售、觀

光、體驗及加工加值等複合機能的創博園區。107年農產加工區環境影

響評估業已審查通過，紅磚倉庫及延平路門面環境改造工程施工中，

並獲經濟部前瞻計畫(特色產業園區)補助 1億元，辦理後續倉庫群與

公共場域改善工程。

繼 106年 9月完成重現哈瑪星百年古道、水道、駁坎、防空壕、機槍堡

等重要歷史遺址，107 年再以時空長廊的設計理念，打造出全長 79

公尺的滑梯，是全臺視野最佳，也是第一個結合歷史場域的長距離滑

梯，如乘坐時光機般隨著滑梯地形起伏，讓民眾以新鮮有趣的方式，

體驗穿越清領、日治、戰後等時代的人文歷史資產並親近歷史場域及

收穫屬於自己的記憶寶藏。滑梯於107年 11月開放啓用，單月滑梯服

務人次達 1萬 6,000人、遊客數超過 3萬人，並經各電視、廣播電台及

旅遊雜誌相繼採訪報導已成為全台民眾打卡、Google查詢及旅遊熱

點。

本府將莫拉克風災後閒置國定古蹟下淡水溪鐵橋 5個跨距成功活化改

造為天空步道，並串聯 120 公頃溼地公園、周邊三合瓦窰等休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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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六、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核證行動

化

七、高雄市八一石

化氣爆地區建

築景觀改善實

施計畫

域，現每年吸引約 35萬人前來踏青賞景。107 年爭取文化部補助

150.5萬元，辦理設施修復，持續提供民眾安全、舒適的休憩空間。

因應民眾買賣不動產、申請建築及申辦各項業務等需求，持續擴充資

訊化自動化服務平台，提升土地使用分區資訊及核發證明書服務之效

率及品質。107 年已可跨區申請即到即發，並新增手機行動支付 E

化，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服務，只要一支手機，就能隨時隨地申

請，付費、核發證明通通一指搞定！

本計畫補助民眾辦理受損及老舊建築立面及騎樓空間改善，納入綠建

築與友善環境的設計概念，實施範圍包含一心一路(凱旋三路口至光

華三路口)、凱旋三路(一心路口至三多路口)、三多一、二路(凱旋路口

至武營路口)、武慶三路(三多路口至武慶三路79巷口)及武嶺街(三多

路口至武智街口)路段。107年完成最後一批 15棟建物(32戶)景觀改

善；總計 4年（103-107年）共完成 397棟計 707戶的住宅改造，讓

街區風貌煥然一新及重振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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