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1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境保護局第 1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紀錄：孫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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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和區灰磘段 179 地號等 18 筆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新建工程案

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

再送委員會審查，因本案前次審查結論第 4.6.7.9.12.13.14.15.16 及 18

項未詳實回覆，故仍應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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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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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並建議包含生物多樣性指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基地屬山坡地且為風景區，應就本案開發之合理性、必要性，詳加說

明。 

5 
生態保育之保護及補償措施，應有詳實具體作法，而非一般性泛泛敘

述，請補充。 

6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響，且

分析尺度應一致。 

7 滯洪沉砂池採地下化，其理由、覆蓋方式與清淤方式，應補充。 

8 鑽挖報告 N 值為 16 其依據為何？並補充土層下陷之因應方式。 

9 區內土方建議採挖填平衡，若無法達成，亦應詳實計算說明。 

10 
公園綠地是否提供附近居民使用，應再詳述，且應符合風景區劃定之意

義。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1 
中和斷層雖非為活動斷層，惟為安全考量，仍應避免於斷層附近配置建

物。 

12 引進人口數估算應再詳述。 

13 區內道路及第二聯外道路之可行性，應詳實說明。 

14 
綠色城市審議規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0%之計算不甚合理，應修正；另

綠覆率計算應提供開發前後之數據，以為比較，且應符合審議規範 60%

之規定。 

 
案二、「合康溫泉別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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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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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基地為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開發作為住宅使用，其開發之合理

性、必要性，應詳加說明。 

5 生態保育之保護及補償措施，應有詳實具體作法，請補充。 

6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響，且

分析尺度應一致。 

7 
本案為山坡地開發，建議採土方挖填平衡原則，並補充區內土方暫存區

及防制措施。 

8 
沉砂滯洪池是否規劃為景觀生態池，其管理維護及對下游住戶安全等，

應詳實補充。 

9 
本案用水由農田水利會調用供水，其為臨時性或永久性？對農業使用影

響為何？又如何確保本基地生態及住戶供水無虞，應再補充說明，並應

檢附陽管處所轄之溪流取水同意函。 

10 
溫泉廢水排放量大，應補充處理措施；另環境監測施工期間頻率應為每

月一次，並納入安全監測計畫。 

11 
交通評估宜增加平均旅行速率，並建議假日不施工，以避免影響遊客；

交通監測以假日或重大節慶日實施為原則。 

12 
應補充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並補附是否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

之文件及完整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13 機車及自行車位停放方式仍應規劃，請補充。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4 
本基地表土層鬆軟，應評估承載力與沉陷量；另地層剖面圖內之「點」

意義為何？應標示建物位置。 

15 
應補充本基地原始地形坡度圖示，並分析比對填方區建物配置，以確保

基地安全性。 

16 本案應詳實確認是否使用溫泉，並據以修正環說書內容。 

 

案三、「達觀鎮 B2 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書面 2 次確認不同意案第 1 次

審查會，結論：本案經委員會確認完成，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內容

並將會議記錄納入定稿本中。 

 

肆、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新北市中和區灰磘段 179 地號等 18 筆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新建工

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7 樓環境保護局第 1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紀錄：孫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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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本案前次審查結論第 4.6.7.9.12.13.14.15.16 及 18項未詳實回

覆，故仍應依下列正面表列要求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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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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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並建議包含生物多樣性指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基地屬山坡地且為風景區，應就本案開發之合理性、必要性，詳加說

明。 

5 
生態保育之保護及補償措施，應有詳實具體作法，而非一般性泛泛敘

述，請補充。 

6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響，且

分析尺度應一致。 

7 滯洪沉砂池採地下化，其理由、覆蓋方式與清淤方式，應補充。 

8 鑽挖報告 N 值為 16 其依據為何？並補充土層下陷之因應方式。 

9 區內土方建議採挖填平衡，若無法達成，亦應詳實計算說明。 

10 
公園綠地是否提供附近居民使用，應再詳述，且應符合風景區劃定之意

義。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1 
中和斷層雖非為活動斷層，惟為安全考量，仍應避免於斷層附近配置建

物。 

12 引進人口數估算應再詳述。 

13 區內道路及第二聯外道路之可行性，應詳實說明。 

14 
綠色城市審議規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0%之計算不甚合理，應修正；另

綠覆率計算應提供開發前後之數據，以為比較，且應符合審議規範 60%

之規定。 

 

肆、結束：上午 11 時。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既有道路列為第二聯外道路，其坡度是否容許進入新設置之社區仍有疑

慮。 

二、 土方外運宜更積極規劃降低，土方計算請確認。 

三、 地下滯洪池的設計及維護宜說明。 

四、 第二聯外道路的路權及維護宜說明。 

五、 排放承受水體的水質影響宜說明。 

六、 建物區位是否均在三級坡以下，請再予確認？ 

七、 建築規劃設置 7 棟地上 7 層、地下 2 層及 1 層，在山坡地規劃低密度開發，

此 7 層建築，請再評估在景觀及建物安全之影響。 

八、 兩座沉砂滯洪池採地下水，在維護除砂之規劃為何？上層覆土植生內容請

再說明。 

九、 挖填土方，仍有土方外運，請說明無法挖填平衡之原因？ 

十、 基地回填土層大之區位，未來若有下陷，如何處置？ 

十一、 利用建築物屋頂收集之雨水作為澆灌綠地用水是否足夠？ 

十二、 有關年減碳量計算中雨水回收 2,050 T/年，減碳量應為 2,050 T/年＊

0.1002 kg/度＊ 1/1000=0.2054 T/年，請修正減碳 50%之計算。 

十三、 資源回收來自廢棄物，但廢棄物相當之排放量有無納入在用電項目內，

請說明。 

十四、 簡報 P.7 敘述崩積層 N 值 16，但鑽孔 BH-12 的 N 值幾乎都是個位數字，

並非堅實土層，恐有誤導之虞。 

十五、 本案建物基礎擬採樁基，建物可能不致沉陷，但周圍地層之沉陷量請預

先檢討。 

十六、 綠色城市檢核表第十四點之「檢核情形」第 5 行，「…可由基地通往南

勢角捷運站及或永安捷運站。…」，其中「及或」所指為何？ 

十七、 附錄 11 應補各剖面之位置圖；圖號 5-4-8~5-4-12 各圖中繪有 3~4 條地

界線，請具體標示區內及區外。 

十八、 附錄 11，圖號 5-4-9 及 5-4-13，A-A 剖面中回填土未設擋土牆，直接以

大樓牆面擋土亦不恰當。 

十九、 減碳措施宜再檢討以達減量 50%以上之目標。 

二十、 綠建材標章產品，不宜以面積比及僅用水性漆及（矽酸鈣板），宜以實

質對環境友善為優先，宜再檢討。 

二十一、 附錄 7 公開說明會議資料中，里民提問是否有相關回饋鄉里之設施，

答覆為建築有規劃綠化及廣場設施的 18,575 ㎡，以提供居民休憩之

場所。綠色城市審查項目十五提及供居民休憩，第一審查會議審查結

論 7 提及…區內公園將不主動對外開放，如附近民眾…換證後進入…



與公開說明會答覆不一致，宜再檢討。 

二十二、 本案位於山坡地風景區，自然生態豐富，第一次審查結論 12 保育類

動物之因應措施，不是禁止獵捕野生動物為主，宜再檢討；並說明

7.7 生態中，提及計畫完工後，將擁有較施工前豐富的植物生態…使

動物生態更為豐富之承諾的量化敘述，以作為環評追踪之依據。樹木

移植內容宜說明清楚樹種、分布（移植前、後），存活率納入環評承

諾。  

二十三、 6.6 社會經濟內容，宜以基地為中心，如六、土地利用（一）計畫內

容，計畫人口 3,399,000 人。6.4 生態二、調查結果…進行 2 次採樣…，

2 植物物種，提及三季次…宜一致。 

二十四、 本案屬都市計畫之風景區，又為山坡地，因此，必須特別慎重。本案

開發之需要性、重要性及合理性目前皆不足，請予以補強。 

二十五、 相關用詞請必須精準，使用法律用詞（P.5-2，土地使用計畫部份）。 

二十六、 請問「中和都市計畫」之實際居住人口數為多少（P.6-5，計畫人口

為 400,000 人）？ 

二十七、 廢棄物要由誰來清運？（P.6-31）如果為新北市，這會給新北市政府

增加多少運送成本？ 

二十八、 生態環境部份要如何來保育？6.4 節生態部分有許多描述，但 7.7 節

生態部分，都是非常的不足。 

二十九、 6-6 社會經濟部分之分析尺度請下降至中和及社區尺度。尤其是公共

設施部份，會帶來什麼衝擊？其成本要由誰來負擔？ 

三十、 接駁車是社區的接駁車，還是中和市接駁車？請釐清。 

三十一、 請補充本基地目前民眾是否可自由進出本基地，本基地為風景區，開

發規劃應與區域計畫地目相符，以符合土地使用及社經需求。 

三十二、 本基地為風景區，規劃之綠覆率及雨水回收率應有更大比率的空間，

請考慮提高其比率。 

三十三、 本案基地靠近中和斷層，建議建築物配置儘量規劃於斷層 100 公尺

外，並以低度開發為原則，以降低重大震災之風險。 

三十四、 區內道路中段 90 度轉彎之邊坡開挖土方大，並挖開順向坡，建議按

地形彎化規劃，以減少開挖及土石流風險。 

三十五、 本基地之滯洪池應配合景觀設置，避免地下化，以減少維護作業資源

消耗。 

三十六、 P.5-20 廢棄物處理方式應由住戶初步分類後，再交由專人再分類。 

三十七、 P.7-44 表 7.10-1 是以 476 人為進駐人口，應修正，並就其後附表順

帶檢討相關運量需求。 

三十八、 P.8-24 錯字，遺棄->儀器。 

三十九、 就本案之生物保育計畫，僅有原則宣示，並無具體作法，應補充。對



於兩棲類、爬蟲類，等其他物種之保育及復育原則。 

四十、 引進人口數為何非以中和平均家戶數 2.67 人為基數？尤其本案位屬風

景區，且本案強調休閒觀光，其人數應有檢討必要。 

四十一、 本案為山坡地開發，除特殊理由外應符合區內土方平衡零餘土之原

則。 

四十二、 本案拆除舊有建物之廢棄物約 900 m3，如何將混凝土與其他磚瓦盡量

分離回收再利用？如何清除處理？未見有所規劃。 

四十三、 8.1.6 生態保護對策，應針對 6.4 節本基地調查之動植物生態有具體

保護對策，而非僅是一般性泛泛敘述。 

四十四、 綠建築初步評估計算多所謬誤，如綠化指標之基地面積、廢棄物減量

指標分項得分等，宜全面再深入檢視。 

四十五、 綠建築審議規範，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0%之計算不甚合理，計算邏輯

應再檢討。宜先計算與本案類似基地環境與開發量體之平均基準排放

值（含施工與營運使用階段），再計算透過各項減排措施達成之減碳

量。 

四十六、 本案綠覆率僅 50.21%，未達綠色審議規範 60%之要求。 

四十七、 綠建材 35%以上使用，請補充規劃之樓層位置與數量計算。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一、 建築物量體在山坡地過於顯著，衝擊自然環境景觀，請設計單位思考如何

將建築物與山坡地保持協調。 

二、 建議部分開挖土方移置建築物各樓層，增加喬灌木綠化面積，減輕環境衝

擊。 

三、 有關建築物與道路之夜間照明，應減少對保育區生物干擾。 

四、 建議建築底層可部分透空，增加居民“可及性”開放空間，必要時可採人

工植栽串聯原有植栽，產生生物廊道提升人與環境共存性。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請補充中和區公所接駁巴士路線、停靠站位，另請說明報告書 P8-15 基

地接駁巴士營運年期為多少年或是永久營運。 

二、 報告書8-16頁已評估基地出入道路與圓通路及員山路交叉口設置停車再

開及反射鏡，惟仍請規劃單位再詳細評估未來是否須設置三色或閃光號

誌，如評估無需要設置，則請增設叉路標誌及黃網線等。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按來文附件資料，本案無位屬經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或史

前遺址保存區，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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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書內涉及個人隱私之資料請塗銷。 

二、 本府審議規範檢核表： 

1.第 10 點：仍無太陽能熱水器之規格。 

2.第 14 點：檢核表說明將不規劃接駁巴士，惟 8-15 頁仍敘述將規劃接駁

車，宜再確認。 

三、 環境監測計畫： 

1.營建工程噪音仍未規劃執行當日施工時段之連續監測。 

2.施工安全監測仍未納入環境監測計畫，且 8-18 頁及 8-24 頁無相關說明。 

四、 第五章表 5.1-1 格式仍未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修正版本更新。 

五、 前次正面表列意見回覆情形： 

1.意見 4、第二聯外道路路寬是否足夠，建議可補充照片、或實錄以提供委

員參考。又附錄四、消防局該函所稱之保甲路為何？現有道路狀況（黃

色圖示部分）所指為何？建請標示。 

2.意見 6、回覆稱「基地設有兩座沉砂滯洪池，採埋至地下之沉砂滯洪池，」，

其如何清理維護，應補充。 

3.意見 8、回覆稱「施工期間將規劃每季進行一次噪音及振動監測」其不符

規定，施工期間環境監測應修正為每月一次。 

4.意見 9、回覆表示仍將有 18,000 立方米土方外運，參照近期山坡地建築

開發案，多已要求開發業者應採取區內土方挖填平衡方式規劃，若仍需

棄土外運，應補充安全或必要之理由。 

5.意見 14、回覆稱「本案不可開發區（六級坡以上面積）、、，可開發區共

計 22,826.08 ㎡」，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又參照「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住宅社區興建，其基地內平均坡度在 30％（三級坡）以下之土

地面積應佔全區總面積 30％以上，故建議詳述說明。 

6.意見 15、回覆請參照 7-9 節，是否篇幅簡略，建議參看第 6-6 章節增修。 

六、 污水處理設施回覆稱設於地下層，其為地下幾層？應不得設於筏基。另本

次變更戶數減少人口數減少，為污水設計量增加，原因為何？ 



「合康溫泉別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地點：本府 27 樓環境保護局第 1 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紀錄：孫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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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然本委員會受

限於開發計畫依其他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土管要點或建築法等相

關規定核給之建築規模現況下，就其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

等進行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執行，至於涉及其他

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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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各項指標應具體量化。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本基地為非都市土地山坡地保育區，開發作為住宅使用，其開發之合理

性、必要性，應詳加說明。 

5 生態保育之保護及補償措施，應有詳實具體作法，請補充。 

6 
社會、經濟、人文環境分析尺度應縮小，以評估對環境實際之影響，且

分析尺度應一致。 

7 
本案為山坡地開發，建議採土方挖填平衡原則，並補充區內土方暫存區

及防制措施。 

8 
沉砂滯洪池是否規劃為景觀生態池，其管理維護及對下游住戶安全等，

應詳實補充。 

9 
本案用水由農田水利會調用供水，其為臨時性或永久性？對農業使用影

響為何？又如何確保本基地生態及住戶供水無虞，應再補充說明，並應

檢附陽管處所轄之溪流取水同意函。 

10 
溫泉廢水排放量大，應補充處理措施；另環境監測施工期間頻率應為每

月一次，並納入安全監測計畫。 

11 
交通評估宜增加平均旅行速率，並建議假日不施工，以避免影響遊客；

交通監測以假日或重大節慶日實施為原則。 

12 
應補充本案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並補附是否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

之文件及完整之土地使用同意書。 

13 機車及自行車位停放方式仍應規劃，請補充。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4 
本基地表土層鬆軟，應評估承載力與沉陷量；另地層剖面圖內之「點」

意義為何？應標示建物位置。 

15 
應補充本基地原始地形坡度圖示，並分析比對填方區建物配置，以確保

基地安全性。 

16 本案應詳實確認是否使用溫泉，並據以修正環說書內容。 

 

肆、結束：中午 12 時。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人口引進量之合理性宜說明。 

二、 表土宜規劃再利用。 

三、 整體規模宜減少，部份挖方深度過大。 

四、 補充說明本案非位於國家公園範圍。 

五、 請說明整地無法達到挖填土方平衡理由？ 

六、 本案基地位於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請再說明開發為住宅區之必要性？ 

七、 請再確定取消設置溫泉之申請項目。 

八、 請估算本案基地之綠覆率及綠化率。 

九、 生態調查結果發現 4 種三級保育類及 4 種珍貴稀有二級保育類物種，請評

估本開發案對這些保育類物種生存之影響及減輕之措施。 

十、 雨水貯留槽容量在回覆意見中出現 33m
3
、90m

3
，二數字請確認。 

十一、 溫泉廢水量大，如何排放請說明。 

十二、 環境監測施工階段宜每月一次，營運階段宜包括噪音監測。 

十三、 自行車、機車停車空間應具體劃設。 

十四、 本基地承載層上方土層土質鬆軟，應充分檢討建物基礎之支承力及沉陷

量，並分析建物外土層可能之沉陷量及對環境的衝擊。 

十五、 本案建物基礎是否打樁？噪音、振動分析中詳列打樁機具是否恰當？ 

十六、 地層剖面圖中請標示出建物位置。 

十七、 開發案若刪除溫泉水取用，名稱“合康溫泉別墅”中之溫泉用詞，請再

檢討。 

十八、 位於山坡地，開挖剩餘土方，宜以區內平衡優先考量；營運期間生活污

水，納管至天籟新社區，宜說明污水管線及污水廠功能。 

十九、 自然生態資源豐富，宜說明開發前後，自然度改變，以及針對保育野生

動物，尤其是鳥類，之生態保護因應措施及承諾。 

二十、 宜檢討減碳措施，以達 50%減碳目標。綠建材不宜以面積比宜檢討僅使

用漆及天花板為主，應以對環境友善為主。 

二十一、 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內容及頻率宜再檢討，尤其是生態監測。 

二十二、 農業用水的移撥對當地農業帶來什麼影響，請評估。 

二十三、 本案屬於非都市土地的何種分區？丙種建築用地是「使用地」，非「使

用分區」。 

二十四、 本案開發之重要性、需要性及合理性，都請再補強。 

二十五、 水質部份有「稍受污染」之情況，請敘明該如何來降低污染。 

二十六、 請問垃圾清運計畫為何？ 

二十七、 本案「生態環境」非常豐富，但之後的保護計畫卻是非常缺乏

（P.7-83）；「景觀及遊憩」（P.6-68）部份也是非常重要，但之後的



「景觀」，計畫都是非常缺乏（P.7-87）。 

二十八、 「社會經濟」部分（P.6-73）之分析應再加強而且其分析尺度應下降

至社區、鄰里，尤其是公共設施部分（P.6-77）應再予評估。 

二十九、 本開發案之水源仍未獲自來水公司承諾供應，調自農田水利會之農業

用水屬臨時權宜措施，本案應取得永久水源之自來水公司之確認，並

補充調用農業用水之農作與生態衝擊影響。 

三十、 請補充目前農業用水量之現況及新增提供本案之水源地點及水量與調

用期程。 

三十一、 本案之水源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並有魚路古道之古蹟，水源開發應

取得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同意，並對自然溪流之生態基流之維持補充生

態衝擊之影響說明。 

三十二、 北基農田水利會之水權移轉限定只限於天籟社區，且同意函為民國

94 年，故本水權移轉之合法性與時效性應再以確認，並取得陽管處

所轄之溪流取水同意函。 

三十三、 第 49 筆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應提供土地使用同意書。 

三十四、 水權移轉之合法及適法性，不宜僅以公證代替（附錄八 A.8.4）。 

三十五、 景觀生態水池之挖方量及其對下方住宅之坡度應說明，以免暴雨時滯

洪池無法負荷，危及下方住宅。 

三十六、 P.5-5 表 5.2.1-1 基地坡度>55%之表述應詳盡以免產生錯誤認知。 

三十七、 公共設施部分之敘述應以同一尺規（Scale）描述，教育設施應載明

金山區中小學，醫療設施等亦同。 

三十八、 民眾參與意見中有做民調，應併入公開說明會內容。 

三十九、 P.5-11 倒數第四行應修正「不規劃」，多出「無」字。 

四十、 應詳述保育與復育計畫，不能以原則性宣示帶過。 

四十一、 若開發單位擬取消溫泉申請項目，應將案名中“溫泉”兩字刪除，以

正視聽。 

四十二、 本案為山坡地開發，應符合區內土方平衡零餘土之原則，可朝地下室

不開挖方向考量。 

四十三、 請補充說明本案 A 區及 B 區生態景觀池是否為水土保持計畫之滯洪

池？因皆設於建物區中（P.5-17）能否發揮其滯洪功效？ 

四十四、 8.1.6 節生態環境保護對策應針對 6.3 節本基地調查之動植物生態有

具體保護對策，而非一般性泛泛敘述。 

四十五、 8.1.10 節請再重新編排計算步驟，計算基準（單位），以清楚呈現說

明本案設計如何達成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0%之要求。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報告書 P.7 頁審查意見 5.之修訂處頁次有誤，請再確認修正，另審查意見

6.部分，仍建議開發單位將區內人行空間納入規劃。 

二、 報告書 P.6-82 頁公路運輸系統部分，請補充各主、次道路現況圖供參，

並表格方式補充各條道路之幾何設置及停車管制現況(含道路名稱、路

寬、分隔設施、車道數、停車管制狀況及人行道寬度等)。 

三、 報告書附件 A4.5 交通運輸部分，請標示各監測點位置於地理示意圖中，

另照片說明所檢附之監測點照片，請以彩圖表示。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書面意見） 
本案先請確認是否位屬陽明天籟社區山坡地整體開發案範圍內，若屬前開範

圍，其污水使用人數及水量應依前開核可之污水廠計算方式辦理。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按來文附件，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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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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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審議規範檢核表： 

1.第 5 點：仍無建築物建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減量計算，另本局現勘意見回

覆中敘及「參閱『合康_建築物溫室氣體排放量及減量計算.doc』」，其內

容為何？ 

2.第 9 點：綠建材使用之規劃仍應於本文內摘要說明。 

3.第 10 點：本案是否適宜設置再生能源設施應以實際環境進行評估，檢核

表說明仍將設置，惟未說明評估依據。 

4.第 11 點：未說明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無法符合規範之原因。 

二、 仍無非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之證明文件。 

三、 本案溫泉、用水及廢水均由天籟公司提供或處理，仍未補充可確保營運無

虞之相關文件。 

四、 除 34-5 地號檢附有土地使用同意書外，其餘非屬開發單位之土地均未檢

附。 

五、 交通噪音及振動監測地點均離本基地甚遠，無實質意義，宜再檢討更換。 

六、 本案未來若有使用溫泉之可能時，仍應於本案納入評估，不宜於爾後再行

辦理變更。 

七、 石碇小格頭土資場依規定仍不得收受私人餘土，且運距遙遠，應再檢討更

換或採土方平衡不外運方式辦理。 

八、 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6-52 頁垃圾清運處理現況部份，因本市已全面實

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故請修正垃圾估算量(100 年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

生量為 0.28 公斤)及配合資源回收政策修正貯存設施場所及其管理措施。 

九、 本案便器 75%採用具省水標章產品，請定期統計並納入環境監測報告。 

十、 針對保育類生物之減輕或補償措施仍未具體。 



十一、 社、經、人文之調查分析尚有不足，且尺度應再縮小，以評估對附境環

境之實際影響。 

十二、 請補充施工安全監測計畫並納入環境監測計畫定期提報。 

十三、 報告書載本案用水係由天籟實業提供，惟查當地用水部分設有一「新北

市金山區重和里天籟社區聯合會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事

宜，請說明其關聯性。 



「達觀鎮 B2 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書面 2 次確認不同意案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9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點：本府 27 樓環境保護局第 1會議室 

主席：吳委員瑞賢                                紀錄：孫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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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委員會確認完成，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

內容並將會議記錄納入定稿本中。 

肆、結束：中午 12 時 20 分。 

 



附錄 

委員審查意見： 
一、 溫室氣體計算宜再檢視。 

二、 減碳量評估，宜用喬木＋灌木數量，乘以減碳係數；資源回收減碳 1.0

宜說明來源依據。表 8.6.5-2 評估之年減碳量高估，難以達成 50%目標，

宜再檢討。 

三、 綠建材標章產品，不宜以面積比及僅用內部牆面（水性漆？）及天花板

（矽酸鈣板），宜以實質對環境友善為優先，宜再檢討。 

四、 本基地之 C-1 區靠近新店斷層側建議避免配置建物，以避免重大震災風

險。 

五、 本案之建蔽率是以全區計算或分區計算，請依山坡地開發之相關規定，

具體呈現實際合於法令之建蔽率與容積率。 

六、 自來水事業處僅承諾 86 年之供水計畫書所訂之水量，本次開發屬重大變

動，應再取得自來水事業處認可之戶數、用水量，設備位置之異動同意

函。 

七、 環評概要表第三欄差異性應載明開發基地面積減少 234m？而非載總面

積。 

八、 本案係屬拍賣取得土地，而本次為第五次變更，雖開發量體減少，但以

該地之畸零狀況，就開發之必要性應再說明。 

九、 就本說明書內之基礎監測資料均為舊資料，應引用新資料。 

十、 P.6-4 目前已有新北市之綜合發展計劃，不宜用修訂台北縣綜合發展計

劃。 

十一、 溫室氣體減量 50％計算，建議先計算與本案類似環境與開發量體之平均

基準排放值（含施工與營運始階段，並加入因本案開發所造成碳匯損

失），再計算透過各項減碳設計與措施所能達到之總減量效果，以求得

減量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