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35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1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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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案件： 

「新北市泰山區中山段商業區開發案環境影響說明書(102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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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再送委員確認。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變更樹林(三多里地區)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宅區)(重新辦

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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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宅 A、B 區開挖深度為 12.4 公尺，該深度以下為鬆軟之粉土質粘土，其

基礎支承力及建物沉陷宜再加強說明，並應有具體的設計參數及計算結果。

2 
捐贈之公園及綠帶因分隔兩地且有道路阻隔，應增設生態廊道，並以實質

生物多樣性指標內容規劃建置。 

3 

應補充本案開發期程與計畫道路開闢時程之對應，以確保未來交通順暢，

另住宅 A 區兩條計畫道路交界處之規劃應考量行車動線安全(如與計畫道

路順平、景觀設計之通透度等)。 

4 相關承諾事項應列表述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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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立長永紀念福園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2 次確認不同意第 2 次審查

會，結論：有條件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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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土葬區及骨灰土葬區部分，開發單位承諾未來因應殯葬政策及社會潮

流逐漸縮小，並朝環保葬方式進行，必要時再辦理變更。 

2 應承諾開放供公眾使用。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伍、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變更樹林(三多里地區)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商業區及住宅區)(重
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1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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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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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宅 A、B 區開挖深度為 12.4 公尺，該深度以下為鬆軟之粉土質粘土，其

基礎支承力及建物沉陷宜再加強說明，並應有具體的設計參數及計算結果。

2 
捐贈之公園及綠帶因分隔兩地且有道路阻隔，應增設生態廊道，並以實質

生物多樣性指標內容規劃建置。 

3 

應補充本案開發期程與計畫道路開闢時程之對應，以確保未來交通順暢，

另住宅 A 區兩條計畫道路交界處之規劃應考量行車動線安全(如與計畫道

路順平、景觀設計之通透度等)。 

4 相關承諾事項應列表述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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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時 1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本案雖減少地下一層，但總樓地板面積仍太高，地上地下建築比例與一般

差異頗大，宜再檢討。 
二、 停車位數量頗多，其需要性如何，供公共使用停車位之需求有無調查，附

近居民之使用意願。 
三、 各區綠地之間宜有生物廊道之適當考慮。 
四、 CO2排放係數宜參考最新資料。 
五、 住 A、B 區開挖深度為 12.4m，該深度以下為鬆軟之粉土質粘土，因此其基

礎支承力及建物沉陷宜再加強說明，應有具體的設計參數及計算結果。 
六、 本案總樓地面積／容積樓地板面積＝2.18，高出審議標準甚多，即使不計捐

贈之公益設施設及公共車位面積，其比值仍高達 2.23，請開發單位再予檢

討，降低量體。 
七、 請考量週遭停車供需情形，進一步檢討 20%公共停車位設置的必要性！ 
八、 本案是否有分期開發？若有應提出分期開發計畫。並利用分期分區開發進

行區內土方平衡使用，減少外運餘土。 
九、 本案基地面積達 3 萬餘平方公尺，綠建築標章應通過生物多樣性指標。 
十、 住宅 A 區旁計畫道路路口夾角過大，建議修改路形與開放空間配置，以利

通行順暢，減低交通事故風險。 
十一、 公益設施與開放空間獎勵變動之範圍應補充相關資料。 
十二、 應補充本案開發期程與計畫道路開闢時程之對應，以確保未來交通順暢。 
十三、 本件原環評面積 32,052m2，現為 32,096 m2，增加 44 m2之土地應補充說

明。 
十四、 商 A、B樓高 15 層，但地下卻設 5層，其比例欠缺合理性。 
十五、 捐贈之公園及綠帶因分隔 2 地，有道路阻隔。應增設生態廊道，否則不

符生態多樣性之要求。 
十六、 本件法停依開發面積算式為 1,889 席！提供公共使用 20%為 379 席，又加

上公益設施停車空間 138 席，其法令依據應再說明。 
十七、 本案為都市計畫乙工變更為商業區及住宅區，部分並已於 101 年 10 月核

准在案，請開發單位釐清執照申請法令時間適用，如屬新案則須依建案

技術規則現行已發布（1020701）設計施工編第 60 條、61 條檢討。 
十八、 各區面臨道路，如屬新闢道路或舊路，有關開闢承諾事項如開闢時間、

道路寬度請明確說明，以能有效改善交通品質。 
十九、 請說明 20%公眾使用公共停車空間法定 379 輛之實際需求依據及法規依

據。 
二十、 公眾使用之公共停車空間是否有置隔離設施，與一般車位區分。 

貳、民眾參與意見 

陳科名議員 



感謝委員及各單位的辛苦，本案分五區，目前城鄉局已通過 A 區、B 區及商業

B 區的第 2 期，另補充法停 20%部分，已跟城鄉局爭取 1 戶 1 車位，且未來公

益設施有環保局、警察局、消防局等 5 局處要進駐本案，故停車位應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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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表 5-6 開發內容之歷次送審資料欄位，請詳列，俾利查閱。 

二、 有關本案捐贈之回饋設施部分，請具體並製作表格，俾利查閱。 

三、 圖 5-12、圖 5-13 中顯示?，請修正。 

四、 審查意見第 29、30 點，答覆汽機車位數意見部分，建議納入本次修正內容

進行答覆，使答覆內容前後關聯且更趨完整。 

五、 有關二、民眾參與意見中答覆說明當地里民公共設施之需求，供民眾閱覽

及發達意見，是否已確認意見內容。 

  



「私立長永紀念福園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2 次確認不同意第 2 次

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10 月 18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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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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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土葬區及骨灰土葬區部分，開發單位承諾未來因應殯葬政策及社會潮

流逐漸縮小，並朝環保葬方式進行，必要時再辦理變更。 

2 應承諾開放供公眾使用。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掩埋場變更為殯葬用地，與當初設置長永紀念福園之理念是否符合？有無

變更之需要性。 
二、 掩埋場作為殯葬用地，民眾是否會對死者有不敬之感。 
三、 掩埋場有沉陷問題，一般不宜有永久性之建物。 
四、 地上物拆除及地面挖除之廢棄物處理及污染防止宜說明。 
五、 土地利用變更述及地號、位置但缺圖示、掩埋場在何處？其範圍如何地號

如何未明確說明。 
六、 雨水貯存槽容量 120m3，宜估計基地澆灌之用水量，需要蓄水之天數。 
七、 施工監測噪音振動監測點原有三點，但報告中未說明點數。 
八、 剖面 A- A＇之邊坡穩定分析在地震時只有 0.49，請補充打設排樁後之安全

係數。 
九、 根據 A15.1“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三十三條，“前

項掩埋場不做為建築用地或其他工作場所＂，請開發單位確認未違背該規

範。 
十、 本案開發工程挖深幾米？是否涉及挖出以往掩埋場內之垃圾？後續處理？ 
十一、 園區內廢水收集送至既有管線繞道增長運輸水距離，請評估較短的替代

接管路線。 
十二、 金爐焚燒紙錢產生空氣污染排放，建議應朝減少或不燒紙錢之清淨禮儀

規劃。如仍設置金爐應補充集塵程序與設備及位置。 
十三、 本次大幅增加土葬面積，不符合環保葬概念，請再重新規劃墓種之配置。 
十四、 請說明營運對象，並考慮公益墓位之提供。 
十五、 P.3-9 圖 3.1.1-1 非規劃示意圖，請補正。 
十六、 地形坡度認定部分，按報告書表示：依都市計畫變更時地形認定，查本

案 98 年有申請雜照，未領得雜使，再於 101 年 10 月重新申請雜併建迄

今，未變更部分（掩埋垃圾用地外）其認定以原始地形來檢討，請說明

或釐清。 
十七、 骨灰壁、金爐如係固著於 GL 地面且超出 1.2m，請計入建築面積。 
十八、 接駁車給祭典期間行駛，請問祭典期間所指為何，如何讓民眾知曉。 
十九、 山上車位滿以無線電連絡管制，並將車導至接駁車乘車處，惟有老人（行

動不便）需先逕至山上，如何引導，須說明。 

二十、 車位滿時，營運單位會告知前往祭禮民眾，如何告知？ 

二十一、 建議可採智慧型停車導引系統，適時導入，以利行車諮詢提供。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污水處理計畫建請參照建築法相關規定或逕洽建築主管機關。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本次變更內容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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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有關正面表列要求項目及委員意見中，應補充社會衝擊影響分析如民意調

查、社會觀感等，本次仍未見補充。且附錄 A7.2 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係 101

年 2 月間所執行之調查，且場址現況及配置已與問卷不同。 

二、 有關地形認定，答覆「本案原始合法地形之認定係依都計變更時地形認

定」，請補充都計變更之地形認定資料。 

三、 附錄十回饋計畫協商紀錄中，泰山區公所於 100 年 12 月 9 日新北泰民字第

1001002027 號函「本所將俟內部確認後另函回復」，該公所是否已函復？ 

四、 依附錄三 A3.2，臨時建築物展延拆除期限至 102 年 10 月 15 日止，請補充

本案後續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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