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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4 年第 4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2 月 13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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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曾委員四恭(第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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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報告 

提案：修正「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表」，提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如表一。 

 

表一、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表 

 
□ 審查結論 
□ 討論結論 

日 
期   年  月  日 

主席簽名 委  員  簽  名 

  

審

查

結

論 

□本次會議因委員出席人數未達法定人數，故以討論會方式辦理。委員(單位)意見提供
開發單位參考修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重點如下： 

□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變更內容對照表 審查。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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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定不應開發，理由如下： 
□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理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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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經檢核□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37 條第1項但書規定，同意以變更內

容對照表審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38條第1項各款就變更內容需重新
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行細則第19條各款應進行第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說明書審
核。 

二、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請依下列方式辦理：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通過。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承辦單位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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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冠德建設捷運新莊線菜寮站(捷四)聯合開發案(4、5 樓變更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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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各款應進行第 2 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核。 

2 

相關法令部分：。 
1. 本案仍應依本市綠色城市審議規範各項內容進行檢討。並應積極與管

委會共同協商，以取得綠建築標章為目標。 
2. 本案若經本府城鄉局確認屬原容許使用範圍內，則無須辦理使用執照

變更，應向本府工務局報請備查。 
3. 開發量體內容應更詳實完整說明（含停車位規劃）。 
4. 應檢討本案開發內容與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核定內容之一致性，若涉

及變更應依規定辦理。 

3 

消防及安全部分： 
1. 應補充完整之緊急疏散計畫，且經消防單位確認確實可行。 
2. 本案為 4、5 樓規劃作為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及松年大學使用，其

無障礙空間規劃配置、高齡及友善設施規劃等，應更完整納入（含廁

所、樓梯等）。 

4 

交通評估部分： 
1. 施工期間應加強施工動線與環境減輕規劃（含噪音、振動等），以減少

對住戶及捷運用路人影響。 
2. 停車位規劃應再詳實說明。其對週遭交通停車衝擊，應補充說明。 
3. 為落實 TOD 理念，應加強員工及民眾之綠色運輸策略。並考量整合無

障礙計程車及復康巴士等資源。 

5 

其他： 
1. 出入口狹窄，使用前應加強設計規劃。 
2. 應加強民眾意見之溝通。 
3. 本案規劃應確實達到節能減碳、省水等效益。 

6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第 2 案、「新北市特二號道路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2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土城一交流道增設匝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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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就變更內容需

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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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2 

交通評估部分： 
1. 本案交通維持計畫，應由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審查通過後，始得施

作。 
2. 交通號誌、指標標示等，均應詳實明確並確實執行。 

3 

其他： 
1. 填土來源及土方暫存區應標示，並說明其污染防制及管理計畫。 
2. 本案緊鄰學校，應加強敦親睦鄰事宜。其對出口處附近民宅之影響亦

應納入。 
3. 施工機具與運輸車輛之種類、數量及其影響分析（含空品、噪音、振

動及交通等），應補充納入。 

4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伍、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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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特二號道路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2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土城一交流道增設匝道工程」第 1 次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2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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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就變更內容需

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 

2 

交通評估部分： 
1. 本案交通維持計畫，應由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審查通過後，始得

施作。 
2. 交通號誌、指標標示等，均應詳實明確並確實執行。 

3 

其他： 
1. 填土來源及土方暫存區應標示，並說明其污染防制及管理計畫。 
2. 本案緊鄰學校，應加強敦親睦鄰事宜。其對出口處附近民宅之影響亦

應納入。 
3. 施工機具與運輸車輛之種類、數量及其影響分析（含空品、噪音、振

動及交通等），應補充納入。 

4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肆、散會：上午 10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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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增加二匝道，土方挖填宜進一步說明。 
二、 施工期間之暴雨逕流削減、揚塵及噪音之防止或減量應有妥善規劃。 
三、 施工預定時程及進度宜考慮將環境衝擊減至最小。 
四、 本案有利於交通，有分散車流之效應，故可同意此差異分析，但施工階段必

須提出交通維持計畫，經審查通過後，才可施工。 
五、 對出口附近民宅之影響？ 
六、 請依施工方法各階段交通維持計畫，評估對當地交通之影響。 
七、 環說書請補充需土來源及其對交通環境衝擊。 
八、 應於施工期間妥善做好交通維持，避免對區域交通過大衝擊。 
九、 本案緊鄰中華中學，請加強溝通配合學校作息，避免噪音、粉塵與交通等衝

擊。 
【書面意見】 
十、 建議補充景觀影響之差異分析內容。 
十一、 施工機具與運輸車輛之種類及數量似乎低估？建議修正之；並據以修正空

品、噪音、振動、交通等影響之差異分析內容。 

貳、 民眾參與意見 

新北市土城區員仁里辦公處  洪永富里長(摘錄) 
一、趕快做好，改善地方交通。 
二、交通維持應做好。 
三、工程進度應明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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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城一交流道增設匝道工程如係屬統包或單獨承攬之道路工程、隧道工

程、橋樑工程及管線開挖工程者，得免依規定辦理列管（提送廢棄物清理

計畫書及以網路申報廢棄物流向）事宜。 

二、 本次變更計畫增設銜接城林橋及擺接堡路，提前分流原有匝道交通，達成

紓解匝道車流回堵現象及改善路口延滯情形。 

三、 施工階段應落實噪音防制措施，並應於工地明顯處(儘可能接近敏感點)，

設置噪音連續監測顯示看板。 

四、 本案核可後開發單位承諾於施工期間所委託/使用之運輸柴油車輛，應取得

本局柴油車動力計站一年內自動到檢 A4(馬力比 45%以上，煙度值 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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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合格標章。 

五、 未來進行營建工程施作前，請於開工前向本局申繳營建工程空污費。 

六、 營建工程施作期間應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相關規

定。 

七、 施工期間須符合營建工程各類噪音管制標準。本市亦有訂定「禁止營建工

程施工致妨礙安寧」之公告相關規定。 

八、 另本案營建期間仍需符合各類噪音管制標準。 

九、 增加路堤填土方 2,350 立方公尺，應補充其來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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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德建設捷運新莊線菜寮站(捷四)聯合開發案(4、5 樓變更使用)環
境影響說明書」第 1 次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104 年 2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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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各款應進行第 2 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核。 

2 

相關法令部分：。 
1. 本案仍應依本市綠色城市審議規範各項內容進行檢討。並應積極與管

委會共同協商，以取得綠建築標章為目標。 
2. 本案若經本府城鄉局確認屬原容許使用範圍內，則無須辦理使用執照

變更，應向本府工務局報請備查。 
3. 開發量體內容應更詳實完整說明（含停車位規劃）。 
4. 應檢討本案開發內容與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核定內容之一致性，若涉

及變更應依規定辦理。 

3 

消防及安全部分： 
1. 應補充完整之緊急疏散計畫，且經消防單位確認確實可行。 
2. 本案為 4、5 樓規劃作為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及松年大學使用，其

無障礙空間規劃配置、高齡及友善設施規劃等，應更完整納入（含廁

所、樓梯等）。 

4 

交通評估部分： 
1. 施工期間應加強施工動線與環境減輕規劃（含噪音、振動等），以減少

對住戶及捷運用路人影響。 
2. 停車位規劃應再詳實說明。其對週遭交通停車衝擊，應補充說明。 
3. 為落實 TOD 理念，應加強員工及民眾之綠色運輸策略。並考量整合無

障礙計程車及復康巴士等資源。 

5 

其他： 
1. 出入口狹窄，使用前應加強設計規劃。 
2. 應加強民眾意見之溝通。 
3. 本案規劃應確實達到節能減碳、省水等效益。 

6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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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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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本案仍宜以聯開之整個大樓作為環評之標的物，情況雖有特殊性，可加強說

明。 
二、 總樓地板面積／基地面積之比值 1,700 大於審議規範，應予說明。 
三、 加強防災、疏散之考慮，說明目前之設施是否足夠或如何因應。 
四、 加強民眾意見之溝通。 
五、 所謂專用下水道無相關說明，未來污水應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六、 目前仍在施工階段，裝修期間之噪音振動等宜予評估，評估模式所用之參數

宜列表。 
七、 回覆說明中使用 T8、T5 或 LED 燈管文字不一致，宜修正。 
八、 未來用途決定建物設施等之合適性，如廁所（重覆計算）、出入動線，請檢

討。 
九、 部分樓梯無扶手。 
十、 大樓車位之取得係依面積計算，規劃時 4F、5F 之面積是否計入？如計入，

為何未分配給 4F、5F？如未計入同一大樓內，為何沒代為規劃？不符規劃及

使用之精神（有樓地板面積就會有停車需求）。 
十一、 停電時，身（肢）障者如何逃生？尤其是人數眾多時。 
十二、 出入口狹窄門面太小，使用前請加強設計。 
十三、 高齡及無障礙友善設施與設備的建置，請參考 WHO 的 Check list。 
十四、 請考量如何整合無障礙計程車及復康巴士等資源。 
十五、 為實踐 TOD 理念，請加強員工之綠色運輸策略。 
十六、 本案既已達環評門檻，其環評範圍應以整案為宜，不應以施工範疇僅 4、5

樓，排除環評及綠色審議規範要求，例如： 
（一)、 補充出土資料，說明減少餘土的努力。 
（二)、 綠建築標章的申請，室內空氣品質的符合。 
（三)、 容積率／基地面積比值（1700%）的檢討。 
（四)、 雨水回收利用（水資源）的努力。 
（五)、 電動車位的要求。 
（六)、 綠覆率與屋頂綠化的要求等。 

十七、 本案做為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及松年大學的使用用途應再檢討，目前

無障礙空間設置配置與消防安全皆有缺乏不足的疑慮。 
十八、 施工期間應加強施工動線與環境減輕的規劃，避免對住戶及捷運用路人造

成影響。 
十九、 未來營運對週遭交通停車的衝擊，應有謹慎評估。 
二十、 為符合未來使用需求，對於無障礙設施之規定，建議皆應改善。 
二十一、 確實補充防災避難計畫，以符合供公眾使用之安全性。 
二十二、 目前 282 戶，以每戶 0.39 席計算，共需約 109 席，實設為 111 席，多出

2 席建議應提供公益設施空間使用。 
二十三、 捐贈公益設施所得容積獎勵而衍生之車位，建議應歸公益設施空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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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部份可討論可行性。 
二十四、 本案如經城鄉發展局確認，未來進駐使用菜寮站 4、5 樓公益空間為公

益設施容許項目，應報請工務局備查，則毋需辦理變更使用執照。 
二十五、 消防、安檢及室內裝修審查仍需符合相關規定。 
二十六、 捐給新北市政府的公益性設施及捷運設施是否包含在允建容積及總樓

地板面積，請補充說明。 

貳、 民眾參與意見 

李余典議員服務處  劉主任代表 
請開發單位善意的改善及回應。 
 
新北市三重區菜寮里辦公處  梁進益里長(摘錄) 
一、 對於市府單位進駐本地，我們是很歡迎。 
二、 對於周邊可否綠美化。 
三、 敦親睦鄰應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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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87 年 4 月 24 日（87）環署綜字第 0016747 號函示，

說明原無須實施環評之開發案，倘因日後變更使用為辦公、商業或綜合性

大樓，且符合認定標準者，應於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變更時，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其環評之審查效力，僅及於申請變更部分。 
二、 本案已領有使用執照，查其執照加註第 19 點：「依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0 年 4 月 7 日北環規字第 1000042014 號函辦理，第 3 層以上不得為非住

宅使用，且公益設施僅供居民使用，不得做為商業營利性質及辦公用途之

使用。」，已與環評書件內容不符，請確認本案後續應否辦理使照(含加註

事項)之變更。 
三、 地上 4、5 樓規劃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中心及松年大學，惟規劃無汽、機車

停車位之需求，對身心障礙及年長者自行開車前往造成不便，週邊之無障

礙汽、機車位共有幾席？是否足以供身心障礙者使用。 
四、 配置於大門 2 席身障機車位，是否為本案之法停，又表 5.4-1 未將其計入，

請確認。 
五、 變更後之使用用途，其消防安檢是否經消防主管機關核准。 
六、 請就本案依環評法第 8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19 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無須進行第 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理由逐條評述。 
七、 全部總樓地板面積應含免計部分，故全部總樓地板面積不能可等於總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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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積，請詳實核算。 
八、 總樓地板面積是否含捷運設施部分，請說明。 
九、 簡報 P.46 總樓地板面積 22,508.99 平方公尺與使照 22,944.19 平方公尺不一

致，應確認。另建蔽率及容積率亦與報告書表 5.3-1 不一致，請修正。 
十、 4、5 層樓無障礙設施、逃生梯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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