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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第 3 次建築執照審查作業及法令討論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5年 3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時 40分 

貳、開會地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圖室 2樓 

參、主 持 人：陳副總工程司煒壬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局臺中原素建築行動方案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相關期程表內容如後附件一。 

二、 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提出本次進度說明。 

1. 請確認擬邀請演講人名單。 

2. 請公會提供資料及協助製作專案工作報告。 

3. 本案專案名稱之討論： 

(1) 臺中特色建築。 

(2) 臺中元素或臺中原素。 

(3) 臺中厝或大墩厝。(比照高雄厝取名) 

(4) 臺中風或臺中豐。(參考研究內容之臺中物理環境特色之風道、園

道、川道等特色之諧音) 

(5) 臺中 housing、臺中 framework。 

(6) 其它公會建議名稱。 

決議：有關本案之專案名稱，原則以下列名稱專案送局長簽定： 

(1) 臺中特色建築。 

(2) 臺中原素。 

(3) 臺中厝。 

 

提案二：有關本市特色建築之元素及不計入容積率之設計方式(如景觀陽臺、通用化

設計空間等…)及除可免計之建築物高度、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外，尚

有那部分可放寬，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有關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擬修定原 50條內容為： 

「建築基地於空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廊或地下通道連接供公眾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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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或場所並提供公眾通行，經本府核准者，得計入法定空地。但該部分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且與實設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

分之八十。 

建築物設置下列設施，經本府核准者，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建築

面積及建築高度，且該部分得不計入容積率。但該部分不得超過法定容積

率百分之十： 

一.依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及臺中特色建築風格設計

規定設置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陽臺、通用化設計空間、綠能設施、

導風板、中繼層避難平台等相關設施設備。 

二.建築物一樓或設置人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通道之樓層，開放提供民

眾使用之廁所、休憩設施等公用設施。」。 

二、另有關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擬修定內容，為變更原第 63條條文內容為：「為

規範臺中特有之建築風格、臺中特色建築物，主管機關得訂定相關設計及鼓

勵回饋辦法；其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三、本案請本市建築師公會就上開內容提出建議，並提出臺中特有地方性之建築

設計原素及其設計上所遭遇之困難。 

決議： 

一、 有關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50條擬修定內容如下： 

「建築基地於空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廊或地下通道連接供公眾使用之道路或場

所並提供公眾通行，經本府核准者，得計入法定空地。但該部分不得超過基

地面積百分之二十，且與實設建蔽率合計不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八十。 

建築物設置下列設施，經本府核准者，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建築面積及建

築高度，且該部分得不計入容積率。但該部分不得超過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一)依臺中市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辦法及臺中○○設計規定設置之太

陽光電設施、景觀陽臺、通用化設計空間、綠能設施、遮陽設施、導風板、

中繼層避難平台公共空間等相關設施設備。 

(二)建築物一樓或設置人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通道之樓層，開放提供民眾使

用之廁所、休憩設施等公用設施。」。 

二、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擬修正內容：「為規範臺中特有之建築風格、臺中

○○特色建築物，主管機關得訂定相關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其設計及鼓勵回

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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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開 2法規內之○○位置俟本案專案名稱確定後，再予以填寫。 

 

提案三：有關臺中市臺中特色建築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草案)之法條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就本草案第13條規定之回饋金計算公式說明內容及計算依

據。 

二、 請本市建築師公會就中繼層避難平台及景觀陽台等特殊用詞提出圖說說明，並

敘明設計內容及相關設計規範。 

三、 逐條討論。 

決議： 

一、 有關本案第 4條景觀陽臺之定義修正如下： 

20160307公會版本 本次修改內容 備註 

第四條 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者，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設置於建築物正北向左右各十

五度角範圍外。 

二、設置之建築物為五層樓以下

者，應面臨道路、基地內通路、

私設通路或現有巷道。 

三、景觀陽臺外牆構造應具備一定

之視野，以玻璃或透空金屬欄杆

為之或兩者結合施作之。 

四、景觀陽臺應採用懸臂系統或斜

撐系統施作。 

五、景觀陽臺應以植栽及覆土方式

設置綠化設施，且面積應達三

分之一以上；其植栽栽種覆土

深度至少一點二公尺。 

六、景觀陽臺寬度與深度不

得逾三公尺；其設置所在之居

室面積不得小於十坪方公

第四條 建築物設置景觀陽臺者，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陽臺正面及側面外緣應分別距

離其它建築構造物、地界線、道

路、基地內通路、私設通路或永

久性空地之淨距離達六公尺及

三公尺公上。(基地內空地與其

它永久性空地可合併計算深度) 

二、景觀陽臺外牆構造，其正立面

不得設置翼牆，且側牆不得超過

一公尺。 

三、每處景觀陽臺面積應設置達三

分之一以上之綠化設施，且其中

應有面積達六分之一以上之綠

化設施採用覆土面不高於樓板

面上 十公分之降板設計，其覆

土深度等設計應符合建築基地

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規定。 

四、每處深度逾三公尺部分不計入

一、刪除北向無日照

之範圍限制。 

二、規範景觀陽台面

前需有六公尺之淨空

間、側面需有三公尺

淨空間之規定。 

三、為結構安全及使

用上隱私，規範可設

置一公尺側牆，並刪

除一定要用懸臂系統

或斜撐系統施作之規

定。 

四、規範景觀陽台上

綠化面積及其構造設

置。 

五、規範景觀陽台高

度需錯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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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且深度不得小於三公尺。

陽臺空間高度達二層樓或六

公尺以上得視為露臺，不計入

陽臺面積。 

七、每層景觀陽臺面積之和，不得

逾建築面積八分之一；其面積

未達十五平方公尺者，得建築

十五平方公尺。 

景觀陽臺；其設置所在之居室面

積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且深度

不得小於三公尺。陽臺空間高度

應達二層樓或六公尺以上。 

五、每層景觀陽臺面積之和，不得

逾建築面積八分之一；其面積未

達十五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十五

平方公尺。 

二、 討論其餘法條。 

 

提案四：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0條補充圖例圖 110-(6)適用疑義。 

說明：如圖所示，建築物臨地界開窗如以虛擬地界線(虛線)以符合第 110條圖例圖

110-(6)，即應有該圖例之適用，另本案建築師公會亦提出相關圖說，如後附件。 

決議：此案下次再予討論。 

提案五：有關位於原市轄都市計畫內且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依都市計畫土地分

區使用管制精神及實際需求，似無個別細部計畫 1:1.5建築高度比檢討規定

之適用之執行疑義，呈請釋示。 

說明： 

一、 查市區現有巷道之形成，幾乎係舊有社區建築互為退讓所形朔而成，該個

別建築基地規模並不大且整合不易；另依現行規定現有巷道退讓寬度為四公尺

或六公尺。據此，所揭建築基地尚難左右都市計畫景觀天際線，建築高度另依

建築技術規則 1:3.6高度比等管制應已足夠，合先敘明。 

二、 另查原市轄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用語定義規定略以：「建築物高度比：建築物

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起量至臨接道路對側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

比。」，因此，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基地於審照時偶被要求比照面臨都市計畫道

路之建築基地檢討 1:1.5建築高度比，惟致生實際建築設計容積遠低於法定容

積之情事，影響民眾基本生活空間需求權益甚鉅，倂予敘明。 

三、 綜上所述，建請原市轄面臨現有巷道之建築高度比檢討應確實回歸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辦理，俾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精神及實際。 

決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高度比已述明略為：「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部分

起量至臨接道路境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比。…」，而道路亦包含現有巷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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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陸、臨時動議： 

第一案：為配合 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行銷臺中都市，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建議下列事項： 

一、 已取得建照且尚未實際動工之空地（含已申報開工者）：配合 2018世界花博，

符合基地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其連續臨接長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

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之空地(同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 15章.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第 282條第一項規定)，為配合 2018年臺中世

界花卉博覽會，經報請都發局核可，得設置供公眾使用之花園，自完成日起至

花博展覽結束後 1個月，上開期間公園由開發商負責維護，都發局可進行考核，

供公眾使用期間不計入法定工期。 

二、未領有建照的空地：符合基地臨接寬度在八公尺以上之道路，其連續臨接長

度在二十五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度六分之一以上之空地(同建築技術規則設

計施工篇第 15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第 282條第一項規

定)，為配合 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經報請都發局核可得設置供公眾使

用之花園，自核可日起至停止使用日，上開期間公園由開發商負責維護，都發

局可進行考核。若依上列方式辦理且設置期間滿一年得增加法定基準容積 3%，

超過一年時，每滿 6個月得增加法定基準容積 1.5% ，並以 6%為獎勵上限 (參

考台北市建築空地維護管理辦法第 7條精神)。獎勵容積率經核定後，空地應

於核定後三年內取得建造執照，逾期該獎勵容積失其效力。 

三、經報請都發局核可得設置供公眾使用之花園得減免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前二

項經報請都發局核可得設置供公眾使用之花園，於供公眾使用期間內，得參照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 條、第 8 條精神，免徵收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土地稅

減免規則-第 7 條下列公有土地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一、供公共使用之土地。

第 8 條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十、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及軍事機關、部隊、學校使用之土地，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 

四、建造執照申請階段，基地內種植超過法定喬木數目時，每增加喬木 1棵，得

配合基地景觀需要，自費換植公有行道樹一棵為自選喬木，並於使用執照時檢

查。 

決議： 

一、 有關已取得建照且尚未實際動工之空地（含已申報開工者）設置綠美化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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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使用部分，因涉違反建築法施工管理規定，故暫不予評估。 

二、 有關未領得建造執照之空地如綠美化擬獎勵容積部分，請本局城鄉計畫科評

估於細部計畫土管或自治條例方式訂定空地綠美化容積獎勵事宜，並請於文

到一周內簽報局長裁示。 

三、 空地綠美化供公眾使用得否減免土地地價稅或田賦部分，請洽環保局及財政

局了解辦理之方式。 

四、 惟上開第 2、3項之建議，如同時實施，是否有重復獎勵之疑義，請予以釐

清。 

第二案：有關申請建造執照，是否可免檢附綠建材標章證書，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99條第 12款，檢討綠建材項目，於「綠

建築電子化評估系統各計算評估項目摘要表」須填寫「綠建材有效認可文件編

號」及檢附「綠建材標章證書」。 

二、因符合規定之廠商以不確定是否採購為由，拒提供綠建材標章證書。 

三、按一般案件均為取得建造執照後再辦理發包，施工中亦有可能變更採購同類

型合格之綠建材。其變更採購不需辦理變更設計亦不影響使用執照之取得。 

四、依目前「綠建築電子化評估系統」，不填寫「綠建材有效認可文件編號」，並

不影響其計算之結果。另「綠建材標章證書」於申請使用執照時即為必要之文

件。 

五、因此是否可於申請建造執照，免檢附綠建材標章證書。以解目前執行之困境。 

決議：於下次會議時討論。 

 

柒、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