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0 年 11 月 25 日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案一、「新北市三峽區私立莊嚴寶座紀念園」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

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
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本案應依綠色城市環評審議規範進行規劃，並應檢核說明。且應承諾
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取
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
色採購相關資料。 

3 以量化數據說明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需求性。 

4 
規劃內容應考量當地居民之需求與感受，民眾的意見應妥為因應說
明。 

5 
應補充接駁車營運計畫（如車輛數、各種運具分析、接駁點、停車區
等）。另施工期間工程車輛及區內交通動線等評估均應補充。 

6 
邊坡穩定應增加長期監測計畫。坡地分析及開挖對地形地質影響均應
補充。 

7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應補充。生態調查及其影響應依規範調查並補充說
明。又植栽綠化樹種保存、移植應再補充。 

8 
交通評估不確實，清明期間等祭祀人數推估不確實（低估），應再詳
實補充。 

9 
綠地澆灌用水來源、水量，若以景觀水池供應，其配管設施均應補充。
排放水質為何應補充。 



10 
本案開發規劃內容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民政局）相關法令規定，應再
釐清後補正再審。 

11 
本案若有修正開發量體（內容）應再行召開說明會議（與當地民眾溝
通）。 

 

案二、「新北市三芝區錫板段海尾小段 5-1 等 10 筆、16-1 等 4 筆土地丁建變更
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
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
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文，本案基地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中「北海岸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範圍內，應說明如何「在不影響
環境之生態特色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形態」之保護原則？
其規劃內容是否符合上述規定，且建議增加公園、綠地等規劃及設施。 

4 
未有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含施工及營運階段）估算，且未提出 50%減量
以上之目標相對應之減碳措施。 

5 
海嘯防範及核安規劃應有具體內容，如通報系統、避難路線、避難場所
及應變計畫等，均應詳實補充。 

6 應依綠色城市環評審議規劃各項，重新檢核補充說明。 

7 棄土場址、棄土方量推估，應再詳實補充完整棄土計畫。 

8 
本案規劃內容仍應符合非都市土地管理相關規定。後續會議應邀請相關
單位（北觀處、地政局等）。 

9 基地內現有建物其拆除相關廢棄物清理計畫應補充。 

10 
本案為工廠用地變更，應補充工廠製程、產品及原物料等說明。另土壤
及地下水調查是否具有代表性應補充 

 

肆、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新北市三峽區私立莊嚴寶座紀念園」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1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本案應依綠色城市環評審議規範進行規劃，並應檢核說明。且應承諾
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取
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綠
色採購相關資料。 

3 以量化數據說明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需求性。 

4 
規劃內容應考量當地居民之需求與感受，民眾的意見應妥為因應說
明。 

5 
應補充接駁車營運計畫（如車輛數、各種運具分析、接駁點、停車區
等）。另施工期間工程車輛及區內交通動線等評估均應補充。 

6 
邊坡穩定應增加長期監測計畫。坡地分析及開挖對地形地質影響均應
補充。 

7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應補充。生態調查及其影響應依規範調查並補充說
明。又植栽綠化樹種保存、移植應再補充。 

8 
交通評估不確實，清明期間等祭祀人數推估不確實（低估），應再詳
實補充。 

9 
綠地澆灌用水來源、水量，若以景觀水池供應，其配管設施均應補充。
排放水質為何應補充。 



10 
本案開發規劃內容是否符合主管機關（民政局）相關法令規定，應再
釐清後補正再審。 

11 
本案若有修正開發量體（內容）應再行召開說明會議（與當地民眾溝
通）。 

 

肆、結束：上午 11 時 2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基地位於山坡地，坡度 40%以上 80%之土地列為不可開發區，其 20%之土

地作為道路及公園綠地之用，請說明此 20%土地使用情形。 

二、 P.5-12、圖 5.2-2 園區配置示意圖字體太小，配置位置不清楚，配置區位

是否均在 30%坡度以下之區位。 

三、 骨灰存放設施區之存放數量，請在本文中加以說明。 

四、 滯洪池兼具生態景觀池共三處，其設計及滯洪功能運作內容，宜加以說

明。 

五、 坡度低之區位是否為原地形，是否經過整地，其填土區及挖土區深度為

何？ 

六、 污水採預鑄式建築污水處理措施設置於服務中心、公共廁所、員工宿舍及

警衛室四處，放流水先排入景觀水池。其污水之收集及排水系統？祭祀尖

峰節日污水最多，如何處理？ 

七、 請說明景觀之影響。 

八、 請說明公墓設置之需求性？ 

九、 替代方案請進一步說明？ 

十、 在本開發區設置莊嚴寶座紀念園請以量化說明其需要性。 

十一、 林木清除數量與植栽數量如何，可否維持平衡。 

十二、 綠地澆灌用水 92CMD，園區景觀水池容量多少，有無足夠水量需作分析。 

十三、 排放之水質對承受水體麻園溪有何影響。 

十四、 請說明道路交通容量 3,807pcu/hr 的依據。 

十五、 請補充清明節期間之背景交通量調查。 

十六、 請說明交通衝擊分析引用參數之依據。 

十七、 請說明接駁公車之營運計畫。 

十八、 98 年 2月及 99 年 12 月分別辦理二次說明會後，民意代表及里長在本次

審查會仍持反對意見，且不同意為說明會。周邊設置的必要性，坡度 40%

以上佔總面積 47.5%，對環境影響可能有重大影響。 

十九、 生態調查應依環保署規定辦理，須有環境景觀模擬。 

二十、 建議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二十一、 強化本案開發必要性之量化分析。 



二十二、 加強與當地民眾溝通，回饋條件宜更具體量化，必要時多召開幾次說

明會。 

二十三、 植栽澆灌用水以園區景觀水池為儲水設施再澆灌如何運作？管線安

排？考慮導入雨水回收再利用？ 

二十四、 舊有建物拆除與施工期間營建廢棄物數量推估與處理方式與去處？

請說明。並請考慮拆除程序，儘量將拆除廢棄物分類回收，減少混合

物產生。 

二十五、 仍應符合新北市綠色審議規範，並提出綠建築標章申請。 

二十六、 用水量推估，平日每人 30 公升，祭祀每人用水 10 公升，合理乎？ 

二十七、 建議補充景觀美質之影響評估內容。 

二十八、 建議民意調查之方法與結果（含民意之處理等）應修正及補充。 

二十九、 坡度分析結果為坡度 40%以上佔總面積之 47.5%，其詳細計算內容應

補充，以兹證明未有 50%面積超出 40%坡度。 

三十、 建議補充地形及地質之影響評估內容。 

三十一、 所有開挖區域或回填區所在之區域有多少是四級坡（含）以上。 

三十二、 建議補充水文（含地下水補注量等）之影響評估內容。 

三十三、 建議生態影響之量化評估內應予以補充。 

三十四、 交通影響評估內容正確性應再予以檢視。 

三十五、 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種類及數量似乎低估？建議修正之；並據以修正

空污、交通、噪音及振動之評估內容。 

三十六、 骨灰樹葬區數量達 64,812 個，雖以無毒及易腐化容器裝填直接與土

壤接觸如何防止污染土壤或地下水，宜有事先宣導減量之措施。 

三十七、 P.5-16 生活用水量之計算請再查核。 

三十八、 宜仔細推估尖峰期間，夏季與冬日資源回收物之性質及數量，以利清

理維持環境衛生。 

三十九、 基地內若有胸徑大於 10 公分以上之植物喬木應設法保留或移植，應

補充植栽之種類及數量。 

四十、 本案規劃存放塔位為 159,300 位，而有三節家祭需求為 20,868 位，惟

檢討每次節日祭拜家屬旅次僅以 5,000 墓作計算，推估出尖峰日祭祀人

數為 7,500 人，其說明以 5,000 墓作為推估數量之緣由？是否有無低

估？ 



四十一、 建議表 6.2.11-4 保留最新平日交通流量調查資料即可，另敘明其尖

峰時段並以旅行速率表示其路段服務水準，以符實際現況。 

四十二、 建議調查本案所臨台 3線假日交通量及其旅行速率服務水準。 

四十三、 有關祭祀尖峰節日交通維持計畫中應將所提停車空間相對位置一併

圖示，以利檢視所規劃之接駁專車動線，另相關入園及聯外交通管制

措施並未予檢討，請再補充說明並詳加圖示。 

四十四、 建議調查並參酌周邊公募祭祀期間營運狀況，俾供了解本案所推估之

尖峰日運具分配比例（民眾：70%大客車、20%小客車及 10%機車）是

否合理。 

四十五、 請將表 7.9-3~5 依上述意見重新檢核。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議會王明麗議員 

一、 地方民眾表達反對，且三峽地區已有許多墓園，故不同意申請案。 

二、 設置地點坡度大不適宜設置，除影響交通外，廢水是否影響下游民眾用

水。 

 

新北市議會彭成龍議員主任黃美麗 

地方民眾表達反對，且三峽地區已有許多墓園，故不同意申請案。 

 

新北市三峽區二鬮里里長洪成國 

說明會係民眾表達反對立場，非參加說明會。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一、 「私立莊嚴寶座」申請設置案中規劃有植存區。依「新北市骨灰拋灑植存

實施辦法」第 02 條：「為實施骨灰拋灑或植存，本府得會同相關機關於

公有之公園、綠地、森林或其他陸地，劃定骨灰拋灑或植存專區，並公告

之。」。植存區依該辦法應設於公有地，否則就如法鼓山所設植存區，將

私有地捐給政府後再由政府採委託辦理的方式來管理植存區。 

二、 「私立莊嚴寶座」申請設置案事先必然經過財務預測與分析，認為有利可

圖之下才會進行投資。但面對三峽當地居民強烈的反對，除設法進行抒



通，更應把回饋方案更加具體的向居民展現，例如提撥營業額某一個百分

比作為回饋金，或承諾每年一個固定金額的回饋或建設補助。否則即使技

術性的問題解決了，在居民強烈反對下，將仍無法順利營業。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案基地無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應依「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進行規劃，並將

檢核結果與無法符合之原因以表格方式置於報告書首頁。 

二、 表 5-1 請依「作業準則」附表四(100 年 10 月 7日公告修訂)撰寫。 

三、 民眾意見的處理與回應皆未說明，應予以補充說明。 

四、 基地內既有水土保持設施之重新檢視規劃內容應予以補充說明。 

五、 因應祭祀尖峰節日人數高達 7,500 人，廢棄物清理及交通維持部分應補充

應變計畫。



「新北市三芝區錫板段海尾小段 5-1 等 10 筆、16-1 等 4 筆土地丁建

變更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2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紀錄：李俊毅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
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
前取得，綠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
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文，本案基地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中「北海岸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範圍內，應說明如何「在不影響
環境之生態特色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形態」之保護原則？
其規劃內容是否符合上述規定，且建議增加公園、綠地等規劃及設施。 

4 
未有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含施工及營運階段）估算，且未提出 50%減量
以上之目標相對應之減碳措施。 

5 
海嘯防範及核安規劃應有具體內容，如通報系統、避難路線、避難場所
及應變計畫等，均應詳實補充。 

6 應依綠色城市環評審議規劃各項，重新檢核補充說明。 

7 棄土場址、棄土方量推估，應再詳實補充完整棄土計畫。 



8 
本案規劃內容仍應符合非都市土地管理相關規定。後續會議應邀請相關
單位（北觀處、地政局等）。 

9 基地內現有建物其拆除相關廢棄物清理計畫應補充。 

10 
本案為工廠用地變更，應補充工廠製程、產品及原物料等說明。另土壤
及地下水調查是否具有代表性應補充 

 
肆、結束：上午 12 時 1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基地位於「北海岸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內，其保護原則為「在不

影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形態」，但利用規

劃、建蔽用地，高達 70%，引進人口 1,294 人，是否影響到生態特色及自

然景觀，請再檢討分析。 

二、 建議能再降低開發強度，以符合對生態及自然景觀之負面影響，增加綠化

及綠覆率。 

三、 雨水回收系統，請進一步再說明，除收屋頂雨水、及收集公共設施基地之

雨水、水質之控制為何？ 

四、 P.5-23 公園綠地贈與三芝區公所，哪些區位？ 

五、 社區給水系統宜採一共同之水塔，對整體景觀及供水品質較好。 

六、 污水處理有過濾及生態池，放流水質應優於放流水標準明示其水質。 

七、 基地內有無廢置廠房、林木，宜予清查數量及處置方式。 

八、 審議規範符合情形宜在備註欄簡要說明。 

九、 公共設施如何移交給管委會宜說明。 

十、 基地位於「北海岸沿海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範圍內，請詳細評估基

地開發如何「在不影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

用形態」？ 

十一、 請具體提出「海嘯」及「核電廠災變」之緊急應變計畫。 

十二、 請說明「用地變更編定」的審查進度及結果。 

十三、 未有溫室排放增量（含施工及營運階段）估算，且未提出 50%以上之目

標提出相對應的減碳措施。 

十四、 開發區位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共之「自然保

護區」之一般保護區，應說明如何「在不影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自然景

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形態」。 

十五、 請確認目前開發用途規模是否符合「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中「不影響環境之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下，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形態」

之保護原則。 

十六、 針對新北市綠色審議規範之回應過於粗略，應具體有所規劃回應。 

十七、 請補充本案綠建築規劃。 



十八、 本案舊有建築拆除廢棄物數量推估與處理方式？收容去處？採用綠拆除

以減少廢棄物產生？ 

十九、 本案部份基地近海地勢較低，可否利用開挖土方墊高基地，減少餘土外

運？ 

二十、 規劃土資場家數略多。並請補充與土資場之運距。 

二十一、 本案施工有無基樁、擋土等作業？未反應在施工機具。 

二十二、 建議補充場址原先工廠之製程與產品及相關原物料使用情形。相關土

壤及地下水調查點位是否具有代表性？ 

二十三、 建議補充完整及量化（含視覺化）的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內容。 

二十四、 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種類與數量似乎低估？建議修正之，並據以修正

空污、交通、噪音、振動等影響評估內容。 

二十五、 建議補充污水處理之質量平衡計算內容。 

二十六、 請補充地理位置示意圖及標示基地周邊主、次要道路名稱，並列表說

明主、次要道路幾何設計及停車管制現況(含路寬、分隔設施、車道路

及停車管制現況。) 

二十七、 報告書 P.5-14 頁東側基地規劃之停車場設置，請補充更詳細之圖說

(設置於地下幾層、相關停車防護及警示設施數量及設置位置)，另西

側基地並未提供停車系統計畫圖，請一併補充。 

二十八、 報告書 P.5-15 頁~P.5-16 頁東、西側基地道路系統計畫圖及停車系統

計畫圖部分，請以較大比例圖示呈現以供檢視，並補充基地停車場之

內外部進出動線分析。 

二十九、 請補充基地相關內部及外部之車行人行動線。 

三十、 報告書 P.6-60 頁~P.6-63 頁表 6.2.9-5~6.2.9-8 交通量調查表之測點說

明，與 P.6-59 頁圖 6.2.9-2 測點位置示意圖之標示不符，請重新檢視修

正。 

三十一、 報告書 P.6-64 頁大眾運輸系統現況說明，請補充基地周邊公車站牌位

置示意圖以供檢視。 

三十二、 報告書 P.6-55 頁說明”台 2線省道經拓寬後為 20 公尺”，與 P.7-24

頁說明”台 2線省道現為 18M 寬四線道之道路”不一致，請規劃單位

再行檢視修正。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本案因緊鄰錫板溪市管區域排水，請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於排水集水區域

內辦理土地開發利用、變更使用計畫或其他事由，致增加排水之逕流量者，應將

排水計畫書送該排水之管理機關審查同意後始得辦理。」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案土地無未屬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景觀、史前遺址保存區，惟若於施工期間

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

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表 5-1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摘要，環保署指定格式已修正，請配合更

新。 

二、 本府審議規範檢核表除標示「符合」或「不符」外，應說明「符合」之具

體做法（ 至少應於備註欄註明參閱內文何頁？何章節）。 

三、 環境監測計畫中地表水水質應增加油脂項目，地下水水質則應包含重金

屬，並應檢討監測項目；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及交通量均應增加營運期

間之監測，惟可規劃適當之監測項目及頻率。 

四、 小格頭土石方資源堆置場是否可收受營建廢棄土方請釐清？另針對鹽分

是否對建築造成侵蝕應予以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