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15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保局第 2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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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台北大學社區特定區樹林區大學段二小段94地號新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申請停止環境監測計畫」定

稿本暫緩核定案，洽悉。 

肆、審議案件： 

案一、「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 97、133 等 2 筆地號新建工程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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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2 月 23 日第 1 次審查會議結論第 8、9、11、

13 項次，未能詳實回覆，仍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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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補充綠建築規劃初步評估表，且節能減碳指標應重新檢視與

原規劃內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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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樓高達 36 層，開發量體過大，應再檢討降低，以減輕對環境衝擊。又

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為評估本案環境容受力之重要指標，故相關之各項名

詞，應依法令明確定義。 

5 

本案應就超出法定容積率之實設面積、停車位等，加以評估對環境之衝擊，

不應以其他委員會已審查通過一詞帶過。另開放空間獎勵面積高達 5,369

㎡，其開放空間之位置、用途、對象及未來營運時管理措施等，是否符合開

放空間法定之意義，應詳述。又容積移轉來自學校用地，其學校未來是否可

開發？有何補償機制？應再詳述。 

6 
棄土場址多達 8 家，應考量節能效益並檢討降低。又交通監測應增加中山路

測點之監測。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7 
本案汽車停車位 484 席，遠大於法定停車位 346 席，增加自設停車位達 137

席，其必要性及對環境之衝擊，應補充；且應檢討降低停車位數，以減輕對

環境衝擊。 

8 
綠化面積計算應再詳述，可綠化面積應明確定義（含屋頂），並說明與開放

空間之關聯性。 

9 
開挖之卵礫石層應可回收再利用。又本案地質含砂土，其可能造成沉陷、湧

水等現象，應再補充具體可行之防制措施。 

10 
污水處理廠設於地下 5 層，應考量節能效益；又未來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後，該污水廠用地規劃用途為何，應再說明。 

11 
應補充附近居民民意調查，並承諾開放空間使用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且應

詳實告知購屋民眾並於銷售及管理規約等資料中載明。 

12 本案不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之內容、位置應詳實補充，並說明其合理性。 

13 游泳池有無加熱設施，廢水處理方式為何，均應詳述。 

 
案二、「汐止創新研發科技中心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五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 1 次審查會，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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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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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補充本次變更規劃內容，如樣品屋、工務所之尺寸大小，工作人員之垃

圾、污水處理及停車位設置等。且設置期程及拆除後廢棄物處理措施，亦

應說明。 

3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案三、「厚生大陸工程板橋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7 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申請停止環境監測」第 2 次審查會，結論：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

容對照表審查，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臨時提案：「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433 及 434 地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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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發單位將修正內容及會議紀錄納入定稿本中。 

 

伍、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 97、133 等 2 筆地號新建工程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保局第 2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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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2 月 23 日第 1 次審查會議結論第 8、9、11、13

項次，未能詳實回覆，仍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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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補充綠建築規劃初步評估表，且節能減碳指標應重新檢視與

原規劃內容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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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樓高達 36 層，開發量體過大，應再檢討降低，以減輕對環境衝擊。又

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為評估本案環境容受力之重要指標，故相關之各項名

詞，應依法令明確定義。 

5 

本案應就超出法定容積率之實設面積、停車位等，加以評估對環境之衝擊，

不應以其他委員會已審查通過一詞帶過。另開放空間獎勵面積高達 5,369

㎡，其開放空間之位置、用途、對象及未來營運時管理措施等，是否符合開

放空間法定之意義，應詳述。又容積移轉來自學校用地，其學校未來是否可

開發？有何補償機制？應再詳述。 

6 
棄土場址多達 8 家，應考量節能效益並檢討降低。又交通監測應增加中山路

測點之監測。 

7 
本案汽車停車位 484 席，遠大於法定停車位 346 席，增加自設停車位達 137

席，其必要性及對環境之衝擊，應補充；且應檢討降低停車位數，以減輕對

環境衝擊。 

8 
綠化面積計算應再詳述，可綠化面積應明確定義（含屋頂），並說明與開放

空間之關聯性。 

9 開挖之卵礫石層應可回收再利用。又本案地質含砂土，其可能造成沉陷、湧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水等現象，應再補充具體可行之防制措施。 

10 
污水處理廠設於地下 5 層，應考量節能效益；又未來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後，該污水廠用地規劃用途為何，應再說明。 

11 
應補充附近居民民意調查，並承諾開放空間使用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且應

詳實告知購屋民眾並於銷售及管理規約等資料中載明。 

12 本案不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之內容、位置應詳實補充，並說明其合理性。 

13 游泳池有無加熱設施，廢水處理方式為何，均應詳述。 

 

肆、結束：上午 11 時。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開發量體及停車位設置數量仍嫌過大，宜再斟酌。 

二、 容積移轉學校用地 5000 多㎡，何以未能全量移轉，剩下學校用地將來利

用會否增加困難。 

三、 雨水、泳池廢水處理請補充說明。 

四、 挖方中礫石應可資源回收利用，宜送適當之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五、 雨水收集之集流面積計入建築物之立面不合理，請修正。 

六、 地下室開挖時，H 型鋼間嵌入橫板條並無法安全止水，可能增加抽水量，

因而導致周圍較大範圍之地下水位變化（開挖面以下對止水而言是一不設

防地帶）。 

七、 書面及口頭說明並未回覆開挖時側面湧水問題。 

八、 基礎開挖挖至卵礫石時仍應注意地層之變形及其影響。 

九、 減碳率未達綠色城市審議規範之要求。 

十、 開發量體過大，停車位量大，建議減少。 

十一、 廢水排放對承受水體之影響過於簡略，處理廠放置地下五層恐維修不易

且耗費能源，建議檢討。 

十二、 A.3-11 圖示請說明雨水回收槽與停車位為何重疊？ 

十三、 綠色城市檢核表第五項不符合規範，請檢討。 

十四、 名詞之使用請回歸至法律層級，如法定建蔽率及法定容積率，而不是使

用基準二字。 

十五、 未來之說明請著重於實設總容積扣除法定容積率之後，說明增加之部分

為何不會對環境產生衝擊？ 

十六、 舉證之責任應是在於開發單位。 

十七、 是否思考環境補償措施？ 

十八、 社區及居住環境（6.5.10 節）是否請再豐富其內容。 

十九、 本案應取得自來水公司同意供水之所需水量確認函。 

二十、 停車位增加並未提供公共使用，應回歸法定停車位數，以降低交通衝擊。 

二十一、 請補充游泳池之池水加熱系統規劃及相關能源效率提升之設計。 

二十二、 本案申請開放空間容積獎勵 17.37%，但一樓平面配置圖（P.5-6）仍

可見“入口大廳”、“公共大廳”、“各棟門廳”等密閉空間規劃，

請補充說明開放空間區位，未來如何確保實際開放？開發單位有何權

利替未來住戶決定開放社區空間？是否造成建商單位享受容積獎勵

之利益，但卻要住戶與環境承擔後果之現象？ 

二十三、 P.5-3 本案總樓地板面積 73,471.66 ㎡，比實設總容積 43,272.69 ㎡

多出近 70%之未計入容積面積，合理乎？ 

二十四、 本案法定汽車停車位 345 席（依一戶一車位應僅 282 席），但實設多



達 484 席停車位，請補充具體資料說明“實際市場需求”之計算依

據。 

二十五、 餘土收容場所規劃宜以大台北區域為限，不應捨近求遠，以達運輸節

能減碳。 

二十六、 綠建築規劃應提供各標章初步評估表，例如本案將不設垃圾集中場？ 

二十七、 請補充各項監測資料蒐集點與本案監測點，其與基地相對位置總圖，

有些點似乎與本基地位置相去太遠。 

二十八、 本案容積高達 700%，因此建成高樓建築 36F，並須挖地下室 5 層，有

檢討空間。 

二十九、 綠化面積檢討數據均不一致，且無法綠化面積為建商自行設計，面積

與植栽說明與實際選用樹種不相符，有檢討必要。 

三十、 溫室氣體減量之計算方式有檢討必要，因增加開挖面積增設電動停車

位，又因有增加電動停車位而能增加「電動汽機車運輸減碳效益」，此

顯然未扣除開挖地下室之碳排放。又拆除解體廢鋼回收之減碳效益亦同

此原理，增建高樓後拆解反而可計入減碳，而未計算增蓋高樓之增碳效

益，計算十分不合理。 

三十一、 停車位設置過多，又說明有捷運及接駁車，顯然互相矛盾。 

三十二、 有無其他回饋環境措施，可補充說明。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交通流量監測點部分，建議增加文化二路與中山路路口轉向交通量，並

增加中山路路段交通量監測，且相關交通監測資料請依 2011 公路容量手

冊及交通工程手冊內容製作。 

二、 有關停車場出入口設置位置，本局原則無意見，建請委員會審議。 

三、 查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尚未定稿，請依環評審查內容修正後送審，並確認

各報告書內容一致。 

四、 有關本局前次審查意見 2.規劃單位回復部分（報告書審 3-19）第（5）

項，因每個案子均有其不同條件，故建請刪除此點回復。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基地無位屬文化景觀保存區、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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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 仍未依最新格式修正。 

二、 游泳池是否對外營業？ 



「汐止創新研發科技中心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五次變更內容對

照表」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地點：本府 26 樓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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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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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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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補充本次變更規劃內容，如樣品屋、工務所之尺寸大小，工作人員之垃

圾、污水處理及停車位設置等。且設置期程及拆除後廢棄物處理措施，亦

應說明。 

3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結束：上午 11 時 4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工務所及樣品屋拆除時之廢棄物量之估計、處置方式及污染防止宜說明。 

二、 應具體敘明變更項目之規模。 

三、 是否設置停車位？進出口位置安排如何？ 

四、 請遠雄公司必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作為建設公司之楷模，而不是屢次

的違規，這實在是讓人非常的失望。 

五、 應補充樣品屋之估計進出人數，並說明生活污水的暫時處理方式。 

六、 樣品屋之使用時程應明確界定。 

七、 請補充簡易污水處理設施之斷面圖、型錄材質、位置等資料。 

八、 請補充樣品屋未來之拆除廢棄物數量與回收處理。 

九、 請標明樣品屋尺寸及圍籬修改長度？ 

十、 垃圾清運計劃？日常生活污水清運計劃？ 

十一、 人員增加的交通動線及停車場，應補充說明。 

貳、民眾參與意見 

白議員珮茹（書面意見） 

一、 請開發單位及環保局說明目前本案之歷次環評審查承諾事項及應執行事

項實行狀況。 

二、 該開發案量體巨大及誠信疑慮，應請工務局施工科及交通局運規科、交安

科列席了解開發案之承諾事項，確實執行工地管理。 

汐止區復興里蕭素真里長 

一、 工地與里辦公處聯絡外，希望遠雄公司派員隨時與里長聯絡，如換員也

請通知。 

二、 最近常下大雨，工地須特別防止泥水流入康誥坑溪或馬路排水溝。 

參、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變更前總人數為 100 人，變更後總人數為 185 人，請補充說明增加人數對交通

影響(如停車位、衍生的交通量等)。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案第五次變更內容不涉及文化保存法規定。 



「厚生大陸工程板橋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7 次變更內容對

照表－申請停止環境監測」第 2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4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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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請依委員（單位）

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結束：上午 11 時 55 分。 
 

 

附錄、委員（單位）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本案基地進駐率僅 16%，是否可反映基地進駐率達 7~8 成之交通流量與目的？如

本案經審查停止監測恐無法達原監測目的，建議該基地達進駐率達 7 成時，再

做一次交通監測，以了解交通流量變化或研提相關改善計畫。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433 及 434 地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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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55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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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開發單位將修正內容及會議紀錄納

入定稿本中。 

肆、結束：中午 12 時 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