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32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9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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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案、「新北市林口區建林段 381、381-1、382、383 等 4 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說明書」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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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停車場規劃鄰近住宅大樓，宜具體說明營運時車輛進出動線彈性調撥

規劃、尖峰、非尖峰停等、活動期間交通維持(開幕日、週年慶等)及屋頂

層停車場之管理措施。 

2 
上述管理措施應以大眾利益及不影響鄰近住戶為優先考量，並確實評估與

鄰近住戶車輛出、入口競合之影響。 

3 
施工期間對遠雄未來城住戶所造成之噪音、空氣污染、安全及溫泉井等影

響，除應有具體妥善之防範措施外，並應訂定異常處理流程。 

4 

基礎開挖應避免造成損鄰，並請開發單位確實遵守：(一)施工前做好安全

鑑定作業。(二)施工中做好各項安全監測。(三)每月召開之工程會報，針對

住戶之疑義，應立即處理。(四)未來倘有損鄰，應依建築施工損鄰程序辦

理。 

5 
救災車輛之動線宜具體明確規劃；並說明文化二路 241巷是否足以負荷作

為遊覽車及接駁車主要出入動線。另為避免其造成外部交通衝擊，應預先

研擬相關應變措施。 

6 
停車場及安全通道之照明系統，應提出兼顧法規、安全與節能之效能；另

停車場之規劃(含屋頂及牆面)宜檢討視覺衝擊並避免反光。 

7 
接駁車站點之安排應與地方公共運輸整合，營運後各人車出入口、鄰接巷

道，應有交指人員協勤指揮，提升行人安全。 

8 各項承諾事項，應列表敘明。 

9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臨時提案 

提案 1、「青境休閒農場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第 1 次審查會，結論：

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 

伍、散會：上午 12 時 15 分。 



「新北市林口區建林段 381、381-1、382、383 等 4 筆地號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說明書」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9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45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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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停車場規劃鄰近住宅大樓，宜具體說明營運時車輛進出動線彈性調撥

規劃、尖峰、非尖峰停等、活動期間交通維持(開幕日、週年慶等)及屋頂

層停車場之管理措施。 

2 
上述管理措施應以大眾利益及不影響鄰近住戶為優先考量，並確實評估與

鄰近住戶車輛出、入口競合之影響。 

3 
施工期間對遠雄未來城住戶所造成之噪音、空氣污染、安全及溫泉井等影

響，除應有具體妥善之防範措施外，並應訂定異常處理流程。 

4 

基礎開挖應避免造成損鄰，並請開發單位確實遵守：(一)施工前做好安全

鑑定作業。(二)施工中做好各項安全監測。(三)每月召開之工程會報，針對

住戶之疑義，應立即處理。(四)未來倘有損鄰，應依建築施工損鄰程序辦

理。 

5 
救災車輛之動線宜具體明確規劃；並說明文化二路 241巷是否足以負荷作

為遊覽車及接駁車主要出入動線。另為避免其造成外部交通衝擊，應預先

研擬相關應變措施。 

6 
停車場及安全通道之照明系統，應提出兼顧法規、安全與節能之效能；另

停車場之規劃(含屋頂及牆面)宜檢討視覺衝擊並避免反光。 

7 
接駁車站點之安排應與地方公共運輸整合，營運後各人車出入口、鄰接巷

道，應有交指人員協勤指揮，提升行人安全。 

8 各項承諾事項，應列表敘明。 

9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散會：上午 12 時 15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商場樓層 5 層是否已確定，回應意見似不明確。 
二、 超市樓地板面積多少，性質如何？是否屬大賣場？請補充說明是否影響廢

水、廢棄物之產生量。 
三、 餐廳小吃有油煙、惡臭及噪音問題，應有規劃預防之措施。 
四、 綠化可考慮複層植栽，喬木之下可加植灌木。 
五、 施工噪音可能達 85 分貝以上，應加強施工管理，居民溝通及防止設施。 
六、 污水處理廠廢氣抽至戶外，宜考慮對室外環境之影響。 
七、 書面審查意見 42 未作適當之回覆，基礎型式應敘明。 
八、 鑽探報告顯示基礎下方土層之 SPT-N 變化甚大，由 8 變至 58 等等，土層中

含有礫石 SPT-N 值是否受其影響？基礎之支承力與可能發生之沉陷請再評

估。 
九、 基礎開挖時請注意避免損鄰問題，請說明開挖時之擋土措施。 
十、 簡報中所提施工安全監測資料請納入說明書中。 
十一、 請標示遊覽車進出動線。 
十二、 本案既已設有立體停車場，是否仍有必要開挖地下室一層，產生 17 萬餘

方之餘土，請再考量！ 
十三、 環說書中規劃 7 處餘土收容場所，但多處營運期限已屆，請確認更正。 
十四、 本案實設汽車停車位較法定高出甚多（3 倍多），請明確補充鄰近類似商

場之停車需求數據，並考慮鄰近捷運 A9 站停車需求，有較明確計算依

據。 
十五、 本案基地面積 6.7 公頃，汽車停車位多達 2000 個，但僅有一、兩處停車

場進出口，尖峰時段勢必造成擁塞，並影響臨近住戶噪音、空氣等污染，

請考量多處汽車進出口之可行方案。 
十六、 立體停車場臨遠雄未來城面之噪音與空氣污染防治，請妥善規劃設計。 
十七、 未來本商場開幕及週年慶等活動期間，應有妥善交通維持計畫。 
十八、 綠建築標章建議能申請生物多樣性指標。並考量儘可能保留現有基地內

之成樹。 
十九、 本案停車場規劃鄰近住宅大樓，宜具體說明營運時之管理措施，如何分

隔影城午夜場之流量及環境影響，尖峰時期入場之停等空間。 
二十、 屋頂層設置停車場，宜檢討視覺衝擊及若使用於收集雨水則宜考量水質

之確保。 
二十一、 規劃中之大型巴士停車位恐不足，宜彈性規劃大型車隊。 
二十二、 本案鄰近行政中心，宜整體規劃是否有可能整合交通系統，除 8-7 所提

之接駁車系統外。 
二十三、 停車場及安全通道之照明系統宜提出兼顧法規，安全與節能之規劃。 
二十四、 救災車輛之動線宜規劃，並採彈性管理。 
二十五、 若進場之車輛能有多出入口，則宜配置電子指示看板。 
二十六、 施工中之各項環境監測資料宜訂定管理及異常情況下之處理流程。 



二十七、 本案公共空間及設施規模大，應針對能源使用之高效率做最佳規劃，

如冷凍空調系統與熱水需求之互補及其它自然通風規劃。 
二十八、 停車場棟與商場棟之間建議有多層連通以減少電梯負載需求。 
二十九、 停車場進出口建議規劃兩個以上出入口，以分散車流，避免壅塞及公

共逃生考量。 
三十、  室外商場區地下可考量開設地下停車場，以增加停車空間，及進出停

車場動線規劃彈性，並減少停車入場等車廢氣與噪音對鄰近遠雄未來

城住宅的影響。且可增加廣場綠地面積。 
三十一、 應補充裝卸物流進出動線與使用空間、時段規劃。 
三十二、 本開發基地鄰近捷運林口 A9 站，建議將未來可能衍生之轉乘停車一併

納入本案之停車場規劃，並考量周邊是否有公車或接駁停車之需求。 
三十三、 施工期間有明顯之噪音污染，請確實提出噪音防制及施工計畫，針對

施工可能對環境造成之各項負面影響提出解決方案。 
三十四、 請詳細評估未來物流、垃圾清運、大客車等交通之動線及時間，遠雄

居民代表所提之文化三路停車入口過近問題，請提出解決方案。 
三十五、 停車場頂層之綠化，應加強除可提供遮蔭並可美化周邊住宅之視覺景

觀。 
三十六、 周邊人行道之設計是否一併納入此案整體規劃，因未來之使用亦多為

outlet 遊客，建議經營者也應負起維護管理之責任。 
三十七、 有關本案所提降低衝擊之各項交通管理對策，應視為日常應辦事項承

諾，針對施工期間、開幕日及週年慶特大假日，開發人應於適當時機

提交交維計劃送交通局審議後，據以施行。 
三十八、 基地四周應提出睦鄰方案，避免汽機車廢氣、噪音、燈光直接衝擊附

近住家，啟用後各人車出入口，鄰接巷道口，均應有交指人員協勤指

揮，提升行人安全並整合基地四周公車站位（含接駁車），提供舒適候

車空間，停車場亦應有部分空間提供林口居民轉乘使用，減少民怨，

並彈性調撥出入口，降低衝擊。 
三十九、 接駁車應與地方公共運輸系統整合分享停車空間，路線接駁點相容規

劃，避免競爭。 
四十、  對於鄰近路口，路段交通管制現況，開發人可提出以大眾利益優先，

安全第一考量之建議，請交通局協助調整之，以為周全。 
四十一、 本案有地下室開挖，請說明泥漿處理。另開放空間之地坪材料應補充

說明，對四周人行道之維管亦應予說明。 
四十二、 排水規劃及民眾關切事項如擋土牆處理等應補充說明。 

貳、民眾參與意見 

遠雄未來城一二期社區居民代表 

一、 三井 outlet 賣場小客車停車塔引道之雙向出入口分別影響： 

(一)、未來城一期住戶車輛往文化二路方向動線易遭出入賣場停車塔的車

流而導致塞車。（賣場出入口處為奇瓦頌社區對面）。 



(二)、未來城二期停車場出入口與三井賣場停車塔引道出入口比鄰不到 10

公尺，其引道且沿者現有圍牆處興建，二期住戶駕駛右轉要進入未

來城二期停車場的車輛與三井賣場顧客駕駛要離場右轉往忠孝路

方向的車輛易產生擦撞事故。 

二、 未來城一二期社區（C-G 棟）面向文化二路 8 樓以下的住戶易受三井 outlet

賣場 5 樓停車塔之污染源如車輛噪音，廢氣與車輛大燈（夜間光害）影響

造成未來城一二期社區住戶生活品質的干擾。 

三、 未來城一二期社區（C-H 棟）的住戶是否會面對停車塔和三井露天 outlet

賣場的空調廢氣，廢水與停車塔排放廢氣孔等嫌設備？ 

四、 對未來城社區俱樂部溫泉井的影響。 

     以上為摘錄詳細請參詳附件 A。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聚落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

存區，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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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見） 
一、 報告書 7-41 頁，基地衍生停車需求一節中敘明本案停車需求預估參考「台

茂購物中心」、「大江購物中心」、「環球購物中心」等案例，請補充相關參

考資料於附錄中，另停車需求推估請詳列計算式，以利檢視。 
二、 報告書 7-50 頁，敘明目標年基地開發後多處路段服務水準下降，請再說明

是否有研擬相關交通改善措施。 
三、 本案鄰近捷運 A9 站及公車轉運站，請再考量鼓勵大眾運輸，並抑制私人運

具使用，並請再說明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四、 車道出入口旁人行道建議採圓弧截角設置，以利車輛進出。 
五、 基地北側文化二路 1 段 241 巷車道出入口規劃為遊覽車及接駁車進出口，

建議禁止小客車進出並安排交管人員協助引導車輛進出，且應避免影響鄰

近地區車輛進出，另後續如有大客車臨停空間不足等突發狀況應預先研擬

相關應變措施，以避免造成外部交通衝擊。 
六、 基地北側及東側車道進出口汽、機車及大客車動線交織部分請再考量，以

避免造成交通瓶頸問題。 
七、 基地西側文化三路 1 段上之小客車臨停及接駁車臨停空間距離號制化路口

及基地車道出入口過近，易有動線交織問題，故請再評估設置位置是否適

當。 
八、 本案基地周邊土地使用情形請再說明，並請將鄰近建案車道進出口位置標

示於圖面上，以利檢視。 



九、 本案基地周邊現況均有規劃汽車停車格，未來基地是否需塗銷汽車停車

格，請補充說明，並請說明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十、 請再考量降低本案基地產生廢氣與噪音對周邊住戶及環境之影響與干擾。 
十一、 本案後續請提送開幕交維計畫到府審查。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營建賸餘土石方推估量達 176,013 立方公尺，初步選定 7 間土資場中

有 3 間營運期限已過期(亞太營建、國際土石方、裕豪土石方)，3 間營運

期限屆滿(德展土石方、世芳開發、長聯富)，僅有林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

置場尚有能力收受餘土，雖說明書內容表示土資場營運期限屆滿者，未完

成展延前，賸餘土石方將不送至該處，惟仍請妥善評估棄土場址，俾容納

本案產生之棄土量。 

二、 圖 5-11 及 5-12 未說明廢棄物處理位置。 

三、 第 5-21 頁 廢 棄 物 貯 存 部 分 ， 說 明 書 內 容 表 示 垃 圾 清 運 量 為

1,391.4kg/day，密度 0.3 公噸/m
3
，經計算垃圾貯存需求應為 4.6m

3
，非

4.6m
2
，另貯存空間以面積表示，是否合適。 

四、 表 7-19 本案對基地旁住宅(遠雄未來城)施工期間合成音量為 85.4dB(A)，

超過環境音量標準 76dB(A)，噪音增量達 9.4dB(A)，屬嚴重影響等級，應

確實採取可行之噪音防制措施。 

五、 第 8-3~8-4 頁噪音防制內容以「儘可能」、「儘量」等文字，應有具體可行

之防制作為。 

六、 答覆說明之簡報資料亦應納入報告書中，未來定稿時應一併收入會議簡報

資料中。 

七、 商場棟應依各樓層使用用途敍明樓地板面積，並以表列明。 

八、 請檢討並重新評估綠建築標章內容，另屋頂綠化檢討部分，屋頂面積

35,723.68 平方公尺，無法綠化面積 22,112.62 平方公尺，兩值相減後乘

以 50%後為 6,805.53 平方公尺，惟簡報第 9頁綠化面積為 5,759.8 平方公

尺，不符審議規範內容。 

九、 法定停車位請再釐清，究為 663 或 492(交評計畫)？ 

十、 針對本次會議之居民意見，應實詳回覆。 

十一、 污水處理廠及雨水貯留槽之位置，請標示清楚。 



附件 A-未來城一二期社區居民代表意見 



「青境休閒農場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9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4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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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散會：上午 9 時 45 分。 
 
 
 



附件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案名請修正為「青境休閒農場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表暨變更審查結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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