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1 年第 46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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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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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案件： 

第 1 案、「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31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修訂本 
第 2 次確認同意認可。 

第 2 案、「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444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修訂

本第 1 次確認不同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見補正及製作補充說明

書，俾供辦理第 2 次確認。 
 
 
肆、審查案件： 

第 1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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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審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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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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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基地位屬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為不影響環境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並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開

發單位應嚴謹審慎應就地質安全、景觀及環境規範等議題,詳實補正說明： 

 

地質安全、景觀議題： 
(1)本案緊臨海埔新生地，考量基地安全，棄土方量仍以區內挖填平衡

規劃；若土方外運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體作為過程紀

錄且確實執行，以減輕環境衝擊。 

(2)本基地土層厚薄不均，其沉陷應再詳述。 
(3)本基地面側靠海規劃 10 層建築，對視覺景觀恐有影響，建議對建物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規劃配置應再檢視。另可考量東西兩基地規劃天橋設施，以提供行

人安全。 
(4)景觀美質評估分析應補充專業單位評估書件。 
 
 

環境規範議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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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3)溫室氣體減碳應符合綠色城市審議規範達到 50%。（如增加能設計及

綠建材使用等）。 
(4)污水三級處理及再利用方案應完整詳實說明納入。（含生態池、次系

統處理單元及放流口設置等）。另地下水井監測計畫應再詳述。 
(5)基地內建物拆除其噪音、揚塵防制措施應具體說明。各施工階段，

使用機具種類及數量其噪音、空氣、振動等之影響其評估應具體說

明。 
(6)本案規劃機械式停車位 86 席，應改以平面式停車位規劃。詳實修正

停車位配置規劃。並補充人車分流規劃。 
3 本案環說書撰寫應重新檢視完整。 

4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 2 案、「鵬程建設板橋市新板段一小段 25、25-1 地號商業大樓新建工程第三次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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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變更增加餐飲業，其油煙、噪音及污水去油脂設施等，應具體補充配

置圖說及具體設備設施規劃內容。並補充廚餘處理規劃方案。 
2 本案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故應補充其因應措施。 
3 本案規劃電影院其安全、消防措施應更詳實納入。 

4 
本案變更應重新檢視引進人口數、交通衝擊等評估內容，並具體修正綠建

築指標相關規劃設計等。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第 3 案、「新北市土城區員和段及學林段住宅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4 次審

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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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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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承諾取得黃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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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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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達上限 50%，應再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又本市綠色

城市審議規範即應取得銀級綠建築指標，故本案綠建築申請獎勵應予以刪

除 6%（即保留 2%黃金級綠建築標章獎勵），並依城鄉局內政部之版本修正

開挖率獎勵容積且獎勵容積不得再由其他獎勵容積增加。 

5 
土壤污染調查檢測、地下水監測，仍應補充完整詳實規劃內容，含測點、

項目頻率等。另噪音監測應加入「人人醫院」測點。 

6 
污水處理設施相關規劃應補充各單元、面積、處理流程等具體內容。且不

得設於筏基，未來納管後該區域規劃用途應說明。 
7 地下停車場進出路線圖示應明確。 

8 
施工安全監測之規劃應繪製各項監測測點之位置圖。另施工期間交通之振

動影響應納入。 

9 
行人風場評估建議補充納入。又本次規劃增加 3 戶，但引進人口數減少

2,624 人，其原因之詳述。 

10 
餘土計畫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體作為過程紀錄且確實執

行，另捐贈土地及非本次開發範圍可能衍生之餘土量亦應納入規劃。 

11 
本案有關土地取得應由開發單位補充說明並經主管機關城鄉局依規定辦

理。 
12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伍、散會：中午 1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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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次審查會 

時間：101 年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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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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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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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基地位屬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為不影響環境生態特色及自然景觀，並維持現有之資源利用型態，開

發單位應嚴謹審慎應就地質安全、景觀及環境規範等議題,詳實補正說明： 

 

地質安全、景觀議題： 
(1)本案緊臨海埔新生地，考量基地安全，棄土方量仍以區內挖填平衡

規劃；若土方外運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體作為過程紀

錄且確實執行，以減輕環境衝擊。 

(2)本基地土層厚薄不均，其沉陷應再詳述。 
(3)本基地面側靠海規劃 10 層建築，對視覺景觀恐有影響，建議對建物

規劃配置應再檢視。另可考量東西兩基地規劃天橋設施，以提供行

人安全。 
(4)景觀美質評估分析應補充專業單位評估書件。 
 
 

環境規範議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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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3)溫室氣體減碳應符合綠色城市審議規範達到 50%。（如增加能設計及

綠建材使用等）。 
(4)污水三級處理及再利用方案應完整詳實說明納入。（含生態池、次系

統處理單元及放流口設置等）。另地下水井監測計畫應再詳述。 
(5)基地內建物拆除其噪音、揚塵防制措施應具體說明。各施工階段，

使用機具種類及數量其噪音、空氣、振動等之影響其評估應具體說

明。 
(6)本案規劃機械式停車位 86 席，應改以平面式停車位規劃。詳實修正

停車位配置規劃。並補充人車分流規劃。 
3 本案環說書撰寫應重新檢視完整。 

4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結束：上午 11 時 2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新北市環評審議規範第 5 項之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只有減量 30%，應可再增加綠

建築之節能設計及選用綠建材等減碳措施，提高減量率。 

二、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為達到水再利用之水質要求，增設活性碳吸附之高級處

理，請評估活性碳之操作費用，澆灌用水量為何？每天 291CMD 之放流水量之

再利用率為何？ 

三、 本案剩餘土方量為 4.6 萬方，規劃運往林口後坑土石方處置場作掩埋處置，

但此場無土方分類再利用之相關措施，建議先評估這些土方是否再利用之資

源土方，可運往其他有分類再利用措施之土石資源場。 

四、 地下水調  查共有 5 處？為現有監測井或簡易監測井或民井，此 5 處之監測

水質項目為何不同，其中基地內監測點○1 及基地外點○2 監測一般水質項目，

但基地內○3 、○1 點，及基地外○4 點則監測 VOC，理由？ 

五、 監測計畫營運期間只 1 年，且部分項目頻率只 1 年二季，宜修正營運期監測

至少 2 年，檢測頻率每季 1 次。 

六、 溫室氣體檢討表單位宜再確認，用水節能日常耗水 10 度/年，計算之修正。 

七、 連續 7 日 BOD<10 mg/L，濁度<5 NTU，檢測頻率如何，是否納入監測計畫。 

八、 建物拆除之噪音、揚塵防止、營建廢棄物處置有關措施宜說明，建議勿在現

地破碎回收鋼筋。 

九、 沉陷問題雖已回覆，但問題非指分層沉陷問題，而是疏鬆土層厚薄不均而產

生之不均勻沉陷問題，請再說明。 

十、 P.答覆-3，項次 6 之回覆說明，敘述「粉土質砂土夾安山岩塊層，N:10~19 屬

良好之承載層」並不恰當。 

十一、 水回收再利用已有較佳之規劃，後端（再利用端）仍應注意風險之控管，

以避免民眾接觸。 

十二、 廢棄土方數量大，仍應思索優先土方交換再利用為優先。 

十三、 西側基地為海埔新生地延伸，本開發案預計興建樓高 10 層建築物，是否評

估建物完成後之可能沉陷？另是否考量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問題？ 

十四、 本案餘土與營建拆除廢棄物僅規劃一處收容場所，請再考量。 

十五、 溫室氣體減量僅 33%  50%，仍有加強的空間。 

十六、 西側基地臨海，有地層下陷及景觀衝擊顧慮，建議以配置低樓層建築為規

劃考量。 

十七、 如東西兩基地為兩獨立建照，建議應分開獨立申請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十八、 公園綠地臨道路邊界應留進出公園通路，不宜以植栽隔絕公共出入公園通

路。另建議留設幾席地面停車位，以供公園使用民眾或訪客使用。 

十九、 就西側設置十樓易遮擋景觀，建議可調整。 

二十、 東側停車場設置機械停車位，以海邊塩份高容易損壞，建議調整為平面，



以免日後維持不易。 

二十一、 污水處理廠之書寫方式應改進，並補充說明下列 

1. 西側污水如何進場？ 

2. 生態景觀池之設置內容未詳細說明，應補充。 

3. 放流口設置點？ 

4. 沉砂池與基地以植栽相隔，但與污水處理廠相隔甚遠，其規劃很怪異。 

二十二、 東西側相隔之淡金公路，有穿越式交通，對行人安全應補提有無天橋計

劃。 

二十三、 本案放流水監測點設置宜明確，承受水體之水質衝擊宜說明，亦即說明

污水處理系統的功能及操作如何確保。答覆說明-6 宜補充於定稿本中。

答覆說明 6 所提之承受水體水量相對於本案放流水小，應補充說明放流

水量是否進行管理。 

二十四、 地下水監測井中有幾座是標準監測井？各井監測項目是否符合規定？ 

二十五、 P.A-22 圖 5.2-10 中接觸曝氣槽至終沈池與消毒池間 SS 去除率是否合

理？另外，中間水池至回收水池間 SS 去除率合理性亦應檢視。何謂次級

用水？是否可以如此做？景觀生態水池是處理流程中之處理單元，如此

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規定？ 

二十六、 各觀景點應分別評估，再進行整體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定）。 

二十七、 各施工階段施工機具與運輸車輛之種類及數量推估似乎仍未完整及呈

現？建議補充；並針對噪音、振動、空品及交通影響評估內容加以修正

與補充。 

二十八、 東西側基地整體規劃階段，是否需符合申請建照階段時分二宗基地之規

定，請補充相關法令規定。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 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則篇 26 款「基地應有二條通往聯

外道路部份」仍請釐清。 
二、 基地內非直接面向道路設置之直通樓梯 2 層以上，需設基地內通路，寬度請

依技則第 163 條檢討。（PA-8 圖 5.2-1） 
三、 區域內通路仍請考量，人車分道方式規劃，臨住宅側可一併考量，目前規劃

6 道路性質請釐清。 
四、 停車部份是否考量機車專用車道及部份空間出入口受停車位阻擋，請自行修

正。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一、 土方應朝挖填平衡方向規劃，餘土計畫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

體作為過程紀錄且確實執行，以減低環境衝擊。 
二、 餘土及拆除營建廢棄物收容場所應具體明確，不得於施工時任意改變。 



「鵬程建設板橋市新板段一小段 25、25-1 地號商業大樓新建工程

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 

時間：10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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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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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分析報告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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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變更增加餐飲業，其油煙、噪音及污水去油脂設施等，應具體補充配

置圖說及具體設備設施規劃內容。並補充廚餘處理規劃方案。 
2 本案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故應補充其因應措施。 
3 本案規劃電影院其安全、消防措施應更詳實納入。 

4 
本案變更應重新檢視引進人口數、交通衝擊等評估內容，並具體修正綠建

築指標相關規劃設計等。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結束：中午 12 時 0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差異分析內容為增設餐飲業，故污水必先設置油水分離措施，將油污分離

後，才可納入公共下水道，且排煙必須裝設空氣污染防治措施。 
二、 用水污水大幅增加，綠建築評估內容需檢視配合修正。 

三、 引進視廳遊藝等商業使用，影響噪音振動廢棄物，餐飲油脂宜有有效之前處

理設施，異味控制應妥善考慮。 

四、 增設電影院等，進出人數多，消防、逃生、室內空調及交通等相關問題應妥

善評估與規劃。 

五、 P.3-1 污水量計算時，單位污水量 0.25 l/人.日應為 250 l /人.日，宜修正。 

六、 油煙之完整去除為本案應充分考量之問題。 

七、 本案各樓層使用用途變化不小，建議能依各用途確實推估引進人數，並詳實

評估其對污水、噪音、交通等之衝擊影響。 

八、 地下一樓規劃設置辦公設施，應有配套室內環境品質的規劃，以符合未來法

規要求。 

九、 設置廚房後，該廢棄物應會增加，用水量、停車需求均同，但 3-3 卻稱無變

化，與常情有違。 

十、 請增加廚餘處理方案。 

十一、 因應開發行為變更宜補充人口、交通量及環保設施之變更項目。 

十二、 營業項目及種類差異頗大，建議仍應推估各種可能衍生的環境負荷量及可

能的環境影響。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三、 有關用途變更部份請依「建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辦理。 
四、 高層建築原則不得使用燃氣設備，倘設有燃氣設備時應集中設置，請檢核。 
五、 本案 B-2 使用類組是否涉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請釐清。 
六、 有關使用類組變更，相關防避難措施仍請逐修檢核。 
七、 樓地板污載重之要求，因類組不同而有不同標準本案已領使照，是否檢討評

估可行性。 
八、 無障礙設施部份 102 年 1 月 1 日執行新規定，請一併考量。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一、 本案業於 99.09.16 申請聯接公共污水下水道核備在案，本次用途變更後如未

涉及預留陰井或人孔外管連接系統變更，則免向本局辦理用戶接管變更審

查。 

二、 有關人數、水量，建請提供面積計算表，以利本局備查。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一、 本次變更增加餐飲業別，請補充說明油煙處理後排煙口設置位置圖。 
二、 排煙處理設備之噪音及排煙氣味，請補充具體防制對策、或敦親睦鄰之回饋

機制等。 
三、 請補充變更前後各樓層使用用途變更對照表。 

 



「新北市土城區員和段及學林段住宅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4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2 時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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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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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力、容受力進行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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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承諾取得黃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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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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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申請容積獎勵達上限 50%，應再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又本市綠色

城市審議規範即應取得銀級綠建築指標，故本案綠建築申請獎勵應予以刪

除 6%（即保留 2%黃金級綠建築標章獎勵），並依城鄉局內政部之版本修正

開挖率獎勵容積且獎勵容積不得再由其他獎勵容積增加。 

5 
土壤污染調查檢測、地下水監測，仍應補充完整詳實規劃內容，含測點、

項目頻率等。另噪音監測應加入「人人醫院」測點。 

6 
污水處理設施相關規劃應補充各單元、面積、處理流程等具體內容。且不

得設於筏基，未來納管後該區域規劃用途應說明。 

7 地下停車場進出路線圖示應明確。 

8 
施工安全監測之規劃應繪製各項監測測點之位置圖。另施工期間交通之振

動影響應納入。 

9 
行人風場評估建議補充納入。又本次規劃增加 3 戶，但引進人口數減少

2,624 人，其原因之詳述。 

10 
餘土計畫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體作為過程紀錄且確實執

行，另捐贈土地及非本次開發範圍可能衍生之餘土量亦應納入規劃。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1 
本案有關土地取得應由開發單位補充說明並經主管機關城鄉局依規定辦

理。 
12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結束：中午 13 時 3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見 

一、 部分環境檢測資料太舊如垃圾、噪音等，宜補充較新資料。 

二、 噪音部分文字所述表 7-1-9、7-1-10、7-1-11 等與表之內容不符。 

三、 施工期間交通之振動影響宜補充。 

四、 自來水替代率仍應計算。 

五、 P.7-1-12 施工機具噪音摘要表，周界距離同時呈現 40m，200m 不同之文字，

影響施工噪音之估計，且標準中現已無“工程周界外 15 公尺處”之文字。 

六、 環境監測噪音時段無 L 早，水質監測應加水溫、pH、油脂、大腸桿菌群等檢項，

交通量檢測 16 小時宜改為 24 小時。 

七、 土壤污染調查應了解其製程及潛在污染區，廢水處理地點等有無採樣點。說

明書未見土壤檢測報告應檢附。 

八、 本案為舊有工業區變更為住宅用地，基準容積為 240%，由於申請獎勵容積使

容積樓地板面積增加到 360%，故必須說明此三項獎勵容積之必要性○1 綠建築

容積獎勵，由於銀級綠建築標章之申請為新北市審議規範中已有規定，應不

能再申請容積獎勵○2 容積移轉獎勵，應請明容積移轉之區位及此區位之用

途？○3 低開挖率，是否有必要性。 

九、 設計綠覆率 A 基地為 73.5%，B 基地：78.3%，而 A 基地之建蔽率 25.74%+綠覆

率 73.5%=99.2%，B 基地 22.65%+78.3%=100.1%，綠覆率是否過度，建築面積

外是否沒有無法綠化之空地？ 

十、 污水處理廠設置於地下 3 層，但必須不得設於筏基？說明書 P-1 之前次規劃

與本次修正內容中，前次規劃內容之地下層數為 3 層，是否為 4 層？ 

十一、 這次修正報告書所減少之總樓地板面積均來自無計容積之樓地板面積，總

容積樓地板面積不變，但引進人口數減少 2624 人，其理由請說明。 

十二、 本案公共停車位共有汽車 317 席、機車 478 席，其產權及未來管理方式，

應予說明。 

十三、 棄土方量高達 362,521m3，若能減少獎勵容積便可以降低開挖之土方量，且

開發分三期，請說明此三期是否同時間開發或分期開發。 

十四、 施工安全監測之規劃雖已納入，但應繪製各項監測測點之位置圖。 

十五、 污水處理廠內涵之描述若無相關者，如污泥脫水機等，宜予刪除。 

十六、 土壤資料一般重金屬皆分析八種，惟本附錄中僅述及七種，簡報中亦缺乏

汞之資訊，請予說明。 

十七、 本次規劃總戶數增加 3 戶，但引進人口數反而減少了 2,624 人，請進一步

補充說明。 

十八、 本開發案本就須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但本案規劃取得黃金級級標章，卻

仍取得 8%容積獎勵，不甚合理！ 

十九、 餘土評估應納入捐贈政府機關用地開發之土方量。其他項目評估亦應納入



捐贈用地。 

二十、 生態保育應針對本基地動植物生態調查有具體措施。另未來本案生物多樣

性指標申請，請注意是否因分期開發，個別申請綠建築標章，因基地面積

小於 2 公頃而無法取得生物多樣性指標？ 

二十一、 停車場移置公園地下空間，並捐贈新北市政府管理，對未來地區停車空

間具正面功能。 

二十二、 捐贈建地規劃之內容宜補充。 

二十三、 污水處理廠置於地下三層或四層，宜檢討其操作性及維護。 

二十四、 建議補充污水處理流程各單位之規格、尺寸、數量功能，質量平衡計算

內容。 

二十五、 是否應進行行人風場之影響評估？ 

二十六、 原來工廠製程及使用的原物料為何？區內地下水檢測點位似乎過少？檢

測項目似乎不應只著重於一般項目及重金屬？建議應配合過去曾使用之

原物料及地下水污染相關標準項目，增加檢測點位（含適合深度）檢測

之。本場址過去使用過地下水嗎？若有，建議該井處亦應檢測之。 

二十七、 本件以黃金綠築 8%取得容積獎勵，但未明確具體承諾取得黃金級，屆時

如未達成，如何處理？ 

二十八、 噪音監測部分建議加入「人人醫院」點，因其較另二點為近。 

二十九、 本開發住宅區緊鄰乙種工業區，建議應規劃緩衝帶，避免未來工業區噪

音、空氣污染影響住宅區之環境品質。 

三十、 本基地原大眾電廠房區域應做土壤污染調查，以確認該區開發之適法性。 

 

貳、 民眾參與意見 

黃永昌議員服務處 

一、 基地前身為大同公司板橋廠，主要是冰箱廠及傢俱廠，冰箱、傢俱製造過程

需要電鍍，所以本基地內設有電鍍廠，請問： 

1. 電鍍廠設在哪個位置、電鍍廢水池在哪個位置？ 

2. 電鍍廠重污染如何解決？ 

3. 可否比照海山煤礦變更案，申請人及顧問公司法人、法人代表人個人切結

污染問題？ 

 

 



二、 101 年 4 月 23 日審查會第 16 項(P 審查 7)倒閉公司無法取得其同意書，經查

申請人尚志公司，並無積極聯絡該公司，根據謄本該土地係被銀行代管，該

公司 97 年清算，且有清算管理人與申請人所述不符，另一地主農田水利會亦

表示，若有接到詢文一定會回文，請問有回文嗎？ 

 

參、 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三、 有關地質鑽探部份，本案開發基地面積達 53,944.45 ㎡，建築面積達 3,337.48
㎡，然鑽探數量僅 6 孔，是否足夠請說明評估依據。 

四、 本案建物規劃達 25~28 棟，然基地北側臨接 12 樓左右住宅大樓，南側亦有既

有較低矮建築物，是否已考量日照、高樓風、景觀等影響之評估，請再行釐

清。 
五、 土方數量之泥漿數量是否已納入評估，請釐清。 
六、 區域內基地內通路之規劃請再行釐清。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一、 餘土計畫應以交換土方作業為優先，並應有具體作為過程紀錄且確實執行，

以減低環境衝擊。 
二、 請補充評估捐贈新北市政府住宅區及非本次開發範圍可能衍生的餘土量。 
三、 本案容積獎勵(低開挖率及綠建築)合理性仍應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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