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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 送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421次會議紀錄1
份，請查照。
說明：旨 述 會 議 紀 錄 請 至 本 署 環 評 書 件 查 詢 系 統
訂

線

(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下載參閱。
正本：張主任委員子敬、蔡副主任委員鴻德、游委員建華、張委員雍敏、范委員美
玲、許委員增如、陳委員繼鳴、王委員雅玢、朱信委員、李委員育明、李委員
俊福、李委員培芬、李委員錫堤、官委員文惠、孫委員振義、陳委員美蓮、陳
委員裕文、張委員學文、程委員淑芬、簡委員連貴、闕委員蓓德、經濟部、基
隆市政府、經濟部礦務局、新實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工業局、彰化縣政
府、內政部營建署、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執行秘書宗勇、本署綜合
計畫處、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水質保護處、廢棄物管理處、環境衛生
及毒物管理處、環境督察總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法規委員
會、環境檢驗所、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副本：

第1頁，共1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421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Avaya Scopia 系統）
參、主席：蔡副主任委員鴻德代

紀錄：劉彥均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會議簽名單。
伍、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會第 420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420 次會議紀錄確認。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

北台科技產業園區（替代方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4 月 28 日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及各方意見，
專案小組認為本案開發基地與舊礦坑垂直空間重疊，開發單位
對於本基地與舊礦坑相關設施（含主坑道、通風口及煤渣堆等）
相對空間調查資料，以及基地與周遭地質安全、山坡地穩定性
等評估資料不足，且所提針對本案位於煤坑坑道上方之保護及
因應對策仍不具體，建議認定本案與本署 93 年 2 月 3 日公告
「北台綜合科技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認定
不應開發之理由「本案位於煤坑坑道上方、山坡地及都市計畫
保護區等多項敏感區，未有具體之保護及因應對策」牴觸。
2.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前已先進行整地工程，請本署環境督
察總隊確認本案是否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2 條之適用。
3. 本案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二）經濟部礦務局於 111 年 6 月 8 日以礦局行一字第 11100050500
號函表示意見略以：
1. 本案非屬礦業開發行為，非本局所轄礦業法之管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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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大署 111 年 4 月 1 日環署綜字第 1110031362 號書函檢附
書件，查本案書件內容，計畫範圍重複舊煤礦坑道，礦業法對
於重複舊煤礦坑道之其他事業開發行為尚無相關限制或規定，
相關管制請依開發行為所涉各目的事業法規規定辦理，爰請逕
依貴管權責妥處。
3. 本局尊重大署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意見。
二、開發單位簡報。
三、討論情形
（一）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略以：「本案規劃於基隆市七堵區及安樂
區設置產業園區，面積約 35.34 公頃，歷經 1 次專案小組討論，
討論重點包括『開發基地位於煤坑坑道上方之保護及因應措
施』、『部分基地已進行整地之適法性』、『空氣污染物及溫
室氣體減輕對策』、『引進產業類別規劃』等議題，因開發單
位未能釐清相關疑義及提出具體影響減輕措施，專案小組建議
認定本案與本署 93 年 2 月 3 日公告『北台綜合科技園區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本案位
於煤坑坑道上方、山坡地及都市計畫保護區等多項敏感區，未
有具體之保護及因應對策』牴觸，並提請委員會討論。」
（二）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見，經濟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表
示「無意見」；基隆市政府代表表示「本案對本市產業發展有
助益，且因應基隆港營運轉型，本府樂觀其成」；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本署廢棄物管理處代表發
言略以：「開發單位已有針對書面意見回覆，本處認同專案小
組初審會議委員建議結論，無進一步意見。」本署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本署環境
督察總隊代表發言略以：「本案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二），
請本總隊安排現勘確認是否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2 條之適用，
本總隊於 111 年 5 月 24 日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勘，發現目前
已整地區域包括停車場及部分基地土地，停車場係於 81 年依
『都市計畫法』經前臺灣省政府核准的，另已整地部分面積約
36.7 公頃，係經基隆市政府核准的，經查無環境影響評估法 22
條之適用情形。」本署環境檢驗所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
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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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委員俊福發言略以：「本人意見與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一
致，惟就結論文字略以『本案與 93 年公告審查結論認定不應
開發之理由牴觸』，牴觸有衝突、矛盾之意，故本句口語讀起
來似有負負得正，意即同意開發之意，建議宜酌修文字，避免
誤解。」李委員錫堤發言略以：「開發單位針對基地位於礦坑
坑道上方已有深入解釋，惟就地質方面，本基地於 80 年間進
行整地填土作為停車場使用，填土之前是有山有谷的，把山削
平，把谷填起來。臺灣於 80 年後有很多這類型老舊丙種建築
用地開發案之問題，如 86 年林肯大郡發生順向坡滑動事件，
該地區就是山谷填起來的。此外，84 年三峽白雞山莊地層滑
動事件，當時於未發生地震，也無下雨之情況下，整個山谷之
填土，連帶上面蓋的房子，全部都滑動流到河谷裡。一般這種
山坡地開發，谷地填土前，原地之草木、鬆土都沒有先移除，
山脊開挖後填土就直接往下堆，若堆土未確實分層夯實，時間
久了接觸面之草木就會變成一層腐植土，形成一個結構弱面，
再者，上游山溝水也會蓄積於整個河谷裡成飽和狀態，形成一
個地質很不穩定區域，因此，本案如作為停車場使用，風險比
較小一點，惟若要開發為社區或工業區，作為產業用地與住宅
用地使用，必須先確實調查清楚整個基地填土狀況，如是山脊
開挖，此部分仍是實地，反之若為山溝填土，則其上面不宜有
任何建築物開發，開發單位本次簡報並未針對填土部分詳實調
查說明，故本人仍維持專案小組之意見，建議不開發。」
（四）開發單位回覆略以：
「本基地當初整地是順應原來之地形地勢，
全部依照挖方方式處理，順著挖方再施作平台，故整個區域 34
公頃內有多處不同高程之平台，如同委員所述，如果是填方，
其地質條件確實不適宜開發建築，之後將配合原有地形地貌綜
整相關資料後予以釐清，惟經初步確認本基地大概都是採挖方
處理，而非大挖大填方式。」
（五）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
述。
四、決議
（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開發單位依前項提
出之替代方案，如就原地點重新規劃時，不得與主管機關原審
查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牴觸。」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答覆，認定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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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基地與舊礦坑垂直空間重疊，開發單位對於本基地與舊礦
坑相關設施（含主坑道、通風口及煤渣堆等）相對空間調查資
料，以及基地與周遭地質安全、山坡地穩定性等評估資料不足，
且所提針對本案位於煤坑坑道上方之保護及因應對策仍不具
體，認定本案（即開發單位所提替代方案）牴觸本署 93 年 2
月 3 日公告「北台綜合科技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查結論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本案位於煤坑坑道上方、山坡地
及都市計畫保護區等多項敏感區，未有具體之保護及因應對
策」。
（二）開發單位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4 條規定，得另提替代方案送
審。
第二案

彰濱工業區線西西三區環保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2 月 9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
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圍，經專業判斷，本
專案小組認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
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
審查判斷所需資訊，建議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2. 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
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切實執行。
3.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諾納入辦理，並
應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據以補充、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經
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提本署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委員會討論：
（1） 確認掩埋容量之正確性，應以養生前（成型後）重量容積
比值進行說明；敘明收受對象來源之比率及掩埋上限管
控（含進場固化物重量及掩埋最終高度）。
（2） 說明中間覆土 3 種來源（天然土壤、低污染土壤及再生
粒料）之定義、使用比例、上限及混合操作方式，並具體
界定最終覆土及中間覆土低污染土壤之污染物種類與濃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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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更積極之空氣污染物增量抵換措施，評估營運期間
所有運輸車輛應有一定比率取得自主管理標章，並訂定
進出場管制措施。
（4） 應以基地地質特性，檢核地表沉陷監測之安全警示值適
宜性，具體提出停止掩埋作業之程序及應變措施。
（5） 檢討環境監測計畫之項目及期程，應納入生態調查（含鳥
類、爬蟲類、哺乳類），以及營運期間增列掩埋物之法規
監測項目（含戴奧辛等）。
（6） 本次會議承諾於 111 年 3 月至 5 月進行鳥類繁殖季調查，
評估於 111 年 4 月中旬後執行。
（7） 增加認養綠帶面積及延長認養期程，並考量增加植栽樹
種多樣性。
（8） 補充滲出水委外處理之作業方式及管理計畫。
（9） 本次會議承諾掩埋場之環境監測期程至少 20 年，補充環
境復育美化計畫，並加強與周遭環境縫合。
（10）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4.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署備查後始得動工，並應於開發行
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署預定
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
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
5. 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 年未施工者，審查結論失其效力；開發
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
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5 年。
6.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評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補正情形
者，主管機關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正。
開發單位未於期限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機關規定者，主管機
關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並副知
開發單位。」
（二）開發單位於 111 年 5 月 26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署，業經本署
轉送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其中張委員學文、
江教授康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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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環境督察總隊
等有修正意見如後附。
（三）開發單位所提本案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響摘要如後附。
（四）茲初擬本案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綜合論述如下，併
111 年 2 月 9 日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結論及前述修正意見
提委員會討論：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
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圍，經專業判斷，認
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
需資訊，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評述理由如下：
1. 本案開發行為上位計畫包含「全國整體特殊性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彰化縣國土計畫」、「修正全
國區域計畫」、「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彰
化濱海工業區開發計畫」、「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等；開發行
為半徑10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
理中心興建工程」、「彰濱工業區線西西三區填海造地計畫－
新增填地料源」、「彰濱工業區環保設施用地興建資源回收處
理中心」、「彰濱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星元天然氣發
電廠興建計畫」、「彰濱工業區設置風力發電機開發計畫」、
「彰化濱海工業區開發計畫部分防風林用地變更設置風力發
電機計畫」、「彰濱崙尾東綠能專區」、「離岸風力彰工升壓
站新設及彰濱變電所增設工程計畫」、「彰濱玻璃藝術園區及
健康園區」、「台泥綠能彰濱廠區風力發電計畫」、「彰化漁
港建設計畫」、「西部濱海快速公路計畫」、「伸港（全興地
區）都市計畫」、「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線西都
市計畫」、「和美都市計畫」、「鹿港福興都市計畫」等。本
計畫協助解決國內特殊性事業廢棄物去化之困境，提供最終處
置場所，落實國土安全（環境保護）之空間發展目標，經檢核
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與周圍之相關計畫無顯著不利
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2.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就施工及營運期間「地形地質」、「土
壤」、「空氣品質」、「噪音及振動」、「水文水質」、「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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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生態環境」、「景觀遊憩」、「社會經濟」、「交
通運輸」、「文化資產」、「環境衛生」等環境項目進行調查、
預測、分析或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
包含訂定空氣污染物增量抵換措施，以及地表沉陷監測及預警
與應變措施等。經評估本計畫開發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無顯
著不利之影響。
3. 本案開發行為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環保用地，非屬野生動物保
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單位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等調查方法，於開發基地及其周圍1公里範圍內進行生態調查，
並引用「彰化濱海工業區開發計畫辦理情形暨環境監測」調查
資料，調查結果分述如下；本計畫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
評估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影
響：
（1） 陸域植物：本計畫區調查並未發現列名文化資產保存法
的稀有植物；於基地外則發現有「2017臺灣維管束植物紅
皮書名錄」所列極危等級之蘭嶼羅漢松，屬人為種植做為
園藝景觀之用，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影響輕微。
（2） 陸域動物：本計畫未發現保育類之哺乳類、兩棲爬蟲類及
蝴蝶類，鳥類則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3種（小燕
鷗、黑翅鳶、紅隼）及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育類3種
（燕鴴、紅尾伯勞、黑頭文鳥），僅於基地內草生灌叢停
棲與覓食，未發現利用基地內作為繁殖場所，經評估對陸
域動物影響輕微。
（3） 水域生態：基地及北崙尾水道海域未發現有保育類及珍
貴稀有種生物，本計畫產生之廢（污）水須依規定納入彰
濱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由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處理，且
施工及營運期間採行相關廢（污）水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態
保護對策，經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水域及海域生態影
響輕微。
4. 綜整評估本計畫對當地環境品質或涵容能力之影響結果如下，
顯示本計畫開發未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
當地環境涵容能力：
（1） 依據空氣品質模擬結果顯示，部分敏感受體之細懸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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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背景值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開發單位已採行相關空
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且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採行空氣
污染物排放增量抵換措施。
（2） 營運期間場內生活污水採納管處理，將納管排入彰濱工
業區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後放流，而滲出水經收集後由
槽車送回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妥善處理，或由
其他合格處理機構進一步處理，未直接排放至承受水體
或鄰近海域。
5. 本案開發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環保用地，經評估對當地眾多居
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無顯著不利之影
響。
6. 本計畫係設置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開發單位於施工期間
及營運期間無釋放危害性化學物質，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年2月7日環署綜字第1020011809號令函示「無關聯認定原
則」之「開發行為屬附表『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性化學物質
之類別』，但無危害性化學物質釋放」情形，經評估對國民健
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本案開行為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內，經評估對於其他國家之環
境無顯著不利影響。
8. 本案為環境保護工程興建計畫，並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
影響情形。
二、開發單位簡報。
三、討論情形
（一）朱信委員說明略以：「本案經過 2 次專案小組初審討論，經開
發單位進行相關調整後，掩埋場高度最高限制為 10.3 公尺，
最大容積為 24 萬 5,000 立方公尺，所規劃之固化物比重採 2.5，
整體總重量大約 61 萬 2,500 公噸，同時也承諾於施工及營運
期間執行每季 1 次之生態調查，調查項目包括鳥類、爬蟲類及
哺乳類等，且針對張委員學文於確認意見中提出建議新增兩棲
類，開發單位簡報時也承諾辦理；另承諾營運期間地下水監測
項目增加每年 1 次戴奧辛監測，及整體環境監測期程至少 20
年；承諾增加認養綠帶面積，由原規劃 2.55 公頃增加至 3.38
公頃等，故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小組審查，並提請
委員會討論。另就專案小組專家學者江教授康鈺提出之確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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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提及一般事業廢棄物固化物比重大約 1.5，此與開發單位
採用 2.5 有一段差距，惟開發單位已承諾掩埋重量或高度任一
指標達到後即停止掩埋，故比重採 2.5 或 1.5 是否還是那麼重
要，一併提請委員會討論。」
（二）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見，經濟部工業局代表發言略以：「本局
針對國內掩埋設施缺乏之問題已釋出用地，本案原則上是以掩
埋設施為申請主體，希望各位委員支持。至於朱信委員所提本
案已承諾掩埋高度或容積上限值，是否固化物比重即隨廢棄物
種類變更，本局無意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代表發言
略以：「無新增意見。」彰化縣政府代表發言略以：「開發單
位回覆本府意見第 1 項第 3 點，於原焚化廠及物化處理中心提
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抵減方案，應要有具體執行規劃，包含
執行項目、預計時程及成果。本縣溪州焚化廠再生粒料每年約
產出 3 萬 5,000 公噸，本案預估使用量約 1 萬 2,700 公噸～1
萬 6,300 公噸，尚未達本縣溪州焚化廠產生量之一半，請開發
單位應優先使用本縣焚化底渣再生粒料。」本署毒物及化學物
質局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
制處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本署廢棄物管理處代表發言
略以：「簡報 p.14 提及再生粒料之適用法規『垃圾焚化廠焚化
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該法本署已於 111 年 5 月 19 日公告
修正，後續請開發單位修正相關內容，並依修正後之公告執行；
請開發單位除依本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簡報所述承諾事項辦
理外，其他於施工過程或處理過程，請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辦理。」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基金
管理會代表發言略以：「無意見。」本署環境督察總隊代表發
言略以：
「開發單位承諾只能使用彰化溪州焚化爐之再生粒料，
建議調整為可使用中區相關縣市之焚化再生粒料，原則優先使
用溪州焚化爐；本案規劃之分期期程較多，請開發單位於各期
轉換時函報本總隊知悉；另環境監測計畫停止執行之時點，請
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本署環境檢驗所代表發
言略以：「無意見。」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代表發言略
以：「無意見。」本署綜合計畫處代表發言略以：「簡報 p.17
所載生態調查項目只有列鳥類、爬蟲類、哺乳類，惟簡報 p.22
回覆張學文委員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確認意見新增兩
棲類，請確認；另後續停止營運階段環境監測計畫，仍應依照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理變更後始得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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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委員培芬發言略以：「植栽計畫之監測計畫應納入樹木存活
率調查，如有死亡，應進行補植。」
（四）開發單位回覆如附件。
（五）主席確認與會委員無其他意見，宣布進行委員審議，決議如後
述。
四、決議
（一）本案審查結論如下：
1. 本案經綜合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
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度及範圍，經專業判斷，認
定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各目情形之虞，環境影響說明書已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
需資訊，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評述理由如下：
（1） 本案開發行為上位計畫包含「全國整體特殊性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彰化縣國土計畫」、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彰化濱海工業區開發計畫」、「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等；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
「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建工程」、「彰濱工業
區線西西三區填海造地計畫－新增填地料源」、「彰濱工
業區環保設施用地興建資源回收處理中心」、「彰濱天然
氣發電廠興建計畫」、「星元天然氣發電廠興建計畫」、
「彰濱工業區設置風力發電機開發計畫」、「彰化濱海工
業區開發計畫部分防風林用地變更設置風力發電機計
畫」、「彰濱崙尾東綠能專區」、「離岸風力彰工升壓站
新設及彰濱變電所增設工程計畫」、「彰濱玻璃藝術園區
及健康園區」、「台泥綠能彰濱廠區風力發電計畫」、「彰
化漁港建設計畫」、「西部濱海快速公路計畫」、「伸港
（全興地區）都市計畫」
、
「伸港（水尾地區）都市計畫」
、
「線西都市計畫」、「和美都市計畫」、「鹿港福興都市
計畫」等。本計畫協助解決國內特殊性事業廢棄物去化之
困境，提供最終處置場所，落實國土安全（環境保護）之
空間發展目標，經檢核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與
周圍之相關計畫無顯著不利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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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就施工及營運期間「地形地質」、
「土壤」、「空氣品質」、「噪音及振動」、「水文水質」、
「廢棄物」、「生態環境」、「景觀遊憩」、「社會經濟」、
「交通運輸」、「文化資產」、「環境衛生」等環境項目
進行調查、預測、分析或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
防及減輕對策，包含訂定空氣污染物增量抵換措施，以及
地表沉陷監測及預警與應變措施等。經評估本計畫開發
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3） 本案開發行為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環保用地，非屬野生
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單位依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動物
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於開發基地及其周圍 1
公里範圍內進行生態調查，並引用「彰化濱海工業區開發
計畫辦理情形暨環境監測」調查資料，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本計畫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對保育類或珍貴
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
1 陸域植物：本計畫區調查並未發現列名文化資產保存
法的稀有植物；於基地外則發現有「2017 臺灣維管束
植物紅皮書名錄」所列極危等級之蘭嶼羅漢松，屬人為
種植做為園藝景觀之用，經評估對於陸域植物影響輕
微。
○
2 陸域動物：本計畫未發現保育類之哺乳類、兩棲爬蟲類
及蝴蝶類，鳥類則發現珍貴稀有之第二級保育類 3 種
（小燕鷗、黑翅鳶、紅隼）及其他應予保育之第三級保
育類 3 種（燕鴴、紅尾伯勞、黑頭文鳥），僅於基地內
草生灌叢停棲與覓食，未發現利用基地內作為繁殖場
所，經評估對陸域動物影響輕微。
○
3 水域生態：基地及北崙尾水道海域未發現有保育類及
珍貴稀有種生物，本計畫產生之廢（污）水須依規定納
入彰濱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由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處理，且施工及營運期間採行相關廢（污）水污染防治
措施及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對水域
及海域生態影響輕微。
（4） 綜整評估本計畫對當地環境品質或涵容能力之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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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顯示本計畫開發未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
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
○
1 依據空氣品質模擬結果顯示，部分敏感受體之細懸浮
微粒背景值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開發單位已採行相
關空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且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採
行空氣污染物排放增量抵換措施。
○
2 營運期間場內生活污水採納管處理，將納管排入彰濱
工業區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後放流，而滲出水經收集
後由槽車送回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妥善處理，
或由其他合格處理機構進一步處理，未直接排放至承
受水體或鄰近海域。
（5） 本案開發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環保用地，經評估對當地
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無顯
著不利之影響。
（6） 本計畫係設置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開發單位於施
工期間及營運期間無釋放危害性化學物質，符合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102 年 2 月 7 日環署綜字第 1020011809 號令
函示「無關聯認定原則」之「開發行為屬附表『營運階段
可能釋放危害性化學物質之類別』，但無危害性化學物質
釋放」情形，經評估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本案開行為基地位於彰濱工業區內，經評估對於其他國
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影響。
（8） 本案為環境保護工程興建計畫，並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
有重大影響情形。
（9） 其餘審查過程未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之各方主張及
證據經審酌後，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2. 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
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切實執行。
3.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署備查後始得動工，並應於開發行
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署預定
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
第 1 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
4. 本案自公告日起逾 10 年未施工者，審查結論失其效力；開發
12

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
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1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5 年。
（二）張委員學文、江教授康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彰化縣政府、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環境督察總隊等意見，經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業經本會確認，
請開發單位將補充說明資料以及以下事項納入定稿：
1. 施工期間、營運階段一及營運階段二之生態調查監測項目為
「鳥類、爬蟲類、哺乳類、兩棲類、蝴蝶」（調查頻率至少每
季 1 次），各營運階段停止環境監測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
辦理。
2. 環境監測計畫納入植栽計畫存活率調查（監測頻率每半年 1
次），植栽樹木如有死亡，應以 1:1 進行補植。
3. 本計畫掩埋場中間覆土材料之焚化再生粒料使用中部各縣市
之焚化再生粒料，並優先使用彰化縣焚化底渣再生粒料。
4. 本計畫施工階段施工機具及車輛（不分承包商及開發單位自有）
應至少 50%取得自主管理標章；營運期間進出本計畫區之固
化物運輸卡車採用 5 期以上排放標準之車輛，其餘車輛及施工
機具（不分承包商及開發單位自有）至少 50%取得自主管理標
章。

捌、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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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工業區線西西三區環保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修
正意見
一、張委員學文
（一）生態調查應有兩棲類調查。
（二）請確認認養綠帶面積為 2.55 公頃加上 0.83 公頃。
二、江教授康鈺
有關本案採總量上限或掩埋高度上限雙指標作為管控機制，然就
重量上限之推估，係以固化物比重 2.5ton/m3 為依據，並不合理，
若就一般焚化飛灰穩定化物之經驗值而言，應介於 1.5ton/m3 左
右，請合理修正總量上限之管制值。
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依表 6.6.2-2 道路服務水準換算表所示，表 6.6.2.-6、表 7.5-1 及表
7.5-2 之線工路服務水準仍有誤植情形，請檢視修正表格及內文相
關說明。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本局前次意見（一）部分：
1. 查本次環境影響說明書內文仍未見鄰近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
護區相關評估及因應措施，建請考量開發行為產生之噪音、廢
氣等外部性影響，擬定適當保育措施，如於候鳥季降低施工強
度等。
2. 查 p.6-111 及圖 6.3.1-8，基地範圍及鄰近區域有黑翅鳶、燕鴴
及紅尾伯勞等保育類鳥類紀錄，與開發單位回覆內容顯有矛盾，
建請修正並補充說明，並將相關影響預測及保育措施完整納入
環境影響說明書內文。
（二）本局前次意見（二），物種之影響預測應考量其長期及潛在之
完整棲地需求，僅考量調查期間所記錄之行為似有不妥，又查
附錄生態調查報告書之調查方法、調查結果皆未見行為紀錄相
關內容，建請修正並補充說明。
（三）查 7.2 節保育類鳥類之影響預測僅以繁殖期調查結果為論述依
據，建請一併評估其長期及潛在之完整棲地需求，並據以擬定
保育對策；另請補充說明「陸鳥及其他陸域動物多活動於開發
區外的草生地及防風林環境，亦即開發區內目前非鳥類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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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區域」相關論述依據。
（四）有關環境監測計畫，建請以圖面補充說明生態調查之調查路線、
調查方法等資訊並納入第八章內文，建議與開發前生態調查相
同，以增加可比較性。
五、彰化縣政府
（一）本縣彰濱工業區 PM10 及 PM2.5 現況已超過環境空氣品質標準，
本案將增加本縣環境負荷，請貴公司提出於原焚化廠及物化處
理中心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抵減方案。
（二）本案開發計畫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預估為 47.13 公噸 CO2/年，惟
僅針對柴油運輸車輛及日常用電、用水及生活廢棄物進行估算，
請確認掩埋場是否不會排放溫室氣體，並因應西元 2050 年淨
零碳排目標，提出相對應之抵減措施。
六、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一）p.26 本處意見（二），因營運期間 PM2.5、PM10、NO2 模擬結
果超過空品標準(p.7-20)，且本案預計興建完工後可營運 5～10
年，故所有傾卸卡車（不分自有、包商）皆應為最新 2 期內排
放標準之車輛（按開發單位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所載，營運期間
之傾卸卡車為 3 輛），其餘車輛及施工機具至少 50%取得自主
標章。
（二）承上，施工期間亦有 PM10、PM2.5、NO2 超過空品標準，施工
機具及車輛（不分包商、自有）應至少 50%取得自主標章。
七、本署環境督察總隊
（一）p.5-2 本案借土來源亦請依據「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
理方式」公告事項第 6 條焚化再生粒料用途如下略以：基地填
築、路堤填築、控制性低強度回填材料、磚品、用於紐澤西護
欄及緣石之，並請具體承諾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數量。
（二）有關「營運期間及封閉階段監測計畫之停止執行原則」，於 8.2
節未見其相關內容，仍請將銜接期程作法明確載明於環境監測
計畫內容；並請具體說明本案施工階段完工（竣工）、進入營
運期、營運階段一（掩埋作業期間）進入營運階段二（僅太陽
能發電系統運轉）、進入封閉期之各時間點認定條件，另請將
前述各環境監測計畫內容轉換時間點函報本署，以利確認環境
監測計畫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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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31-2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應檢具封場復育計畫之處理機構，應依其規
定期限檢具封場復育計畫，送核發機關核准，並納入許可文水
泥製品、衛生掩埋場非與鋼材接觸用工程材料及衛生掩埋場覆
土等，請優先使用中部地區焚化再生粒料件」，提醒注意並確
實辦理。
（四）另「掩埋場封閉階段環境監測計畫表」提及「封閉階段環境監
測…，報請許可文件核發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後，終止執行環境監測作業。」，除報請相關單位核准外，請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環境監測計畫之停止變更申
請，並將相關承諾納入環境監測計畫表內容，以求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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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所提「彰濱工業區線西西三區環保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案開發行為內容及其環境影響摘要
一、 開發行為內容
（一）本計畫規劃於彰濱工業區線西區環保用地興建事業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做為中間處理後之固化物及穩定化產物最終掩埋
場，土地地籍為彰化縣伸港鄉伸海段 56-17 地號，面積約為 3.7
公頃，將規劃掩埋區、廠房區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掩埋區為
設置事業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佔地面積約 23,751 平方公尺，
配置於基地東側。廠房區佔地約 2,184 平方公尺，配置於基地
西側，包含廢棄物暫存庫房、管理室、地磅室及守衛室等。
（二）本計畫主要工程項目包括土木工程、結構工程與其他雜項工程
（含雨水收集系統、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環保設施、排水、
污水）等工程。預計申請每月掩埋處理量約 6,000 公噸（每年
最大處理量 72,000 公噸），來源主要為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
處理中心日友公司彰濱資源回收處理廠之中間處理後之固化
／穩定化物以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之固化／
穩定化物產物。
二、 環境影響摘要
（一）地形地質：本計畫開發場址周邊地形平坦，整地工程以順應現
有地勢進行，整地前後對周圍環境地形影響不大。距離本計畫
區最近之活動斷層為 11.4 公里外之大甲斷層，其距離較遠，
且本計畫建物設計亦將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因此本計畫
應無須考量近斷層效應。
（二）土壤：本計畫基地填築除使用天然土壤外，其他使用之再生粒
料將根據「經濟部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選用依
法辦理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之工廠再利用產品，無有害
化學物質釋出之疑慮，對當地土壤品質無影響。本計畫最終處
置設施之底部設有 2 公厘 HDPE 不透水布及皂土布，可以阻
絕滲出水滲漏，滲出水將由管線進行收集，並進行妥善處理，
對土壤之影響應屬輕微。
（三）空氣品質：本計畫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空氣品質模
式評估技術規範」進行模式模擬，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空氣污
染物排放量對鄰近敏感點之影響均屬輕微。PM2.5 因背景濃度
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導致各敏感點之合成濃度亦有超標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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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外，其餘空氣污染物對鄰近敏感受體之濃度增量與背景疊加
後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已規劃計畫區鄰近道路洗掃作業與
配合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提高灑水頻率作為減輕影響措施。
（四）溫室氣體：本計畫營運期間碳排放總量估算為 47.13 噸 CO2e/
年，本計畫擬於掩埋場鋼構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預估每
月可產生約 30 萬度綠電，CO2 排放年減量額度經估算約 2,018
噸 CO2e/年，對大環境溫室氣體不額外造成負擔。
（五）噪音與振動：施工及營運期間進行噪音評估，對鄰近敏感點噪
音影響等級為無影響或可忽略影響；施工及營運期間進行振動
評估，對鄰近敏感點合成後振動量均符合「日本振動規制法施
行規則」(70dB)及人體可感受之振動閾值(55dB)之規定。
（六）水文及水質：施工期間規劃於工區內設置活動廁所並定期清運
處理，由於未直接排入承受水體或海域，對於鄰近水體影響有
限；營運期間生活污水規劃納入彰濱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掩埋場滲出水經收集系統集中於貯存槽，由槽車送回中區事業
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妥善處理，或由其他合格處理機構進一步
處理，廠區營運期間之廢（污）水皆無對外排放情形，將不影
響鄰近水體之水質。另施工及營運期間所需用水皆使用自來水，
不抽用地下水，故對於地下水水文無影響。
（七）廢棄物及土石方：施工期間產生之生活廢棄物將妥善收集後，
由清潔隊清運處理，故不致造成環境影響。事業廢棄物將統一
收集後載運至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進行處理；另因本
計畫需進行地盤改良，場內整地所需之填方土壤將優先採用建
物基礎挖方產生之土壤，若屆時仍有不足之土方再進行外購為
原則，其土石方運輸路線規劃以避開市區、城鎮中心等人口密
集處為原則，對鄰近敏感受體影響應屬輕微。
（八）生態環境：本計畫區係填海造陸產生之新生地，計畫區與周邊
範圍均非原生之植被，因而無植被、樹種移植存活之疑慮，另
植物生態環境不具敏感性，計畫之相關工程作業對於植物種類
影響輕微。經本計畫實地生態調查，陸域動物多活動於開發區
外之草生地及防風林環境，本區適合兩爬類及蝴蝶類生長之環
境較少，備受關注的水鳥活動主要集中於開發區外圍之濕地灘
地，陸鳥亦多活動於開發區外之草生地及防風林環境，亦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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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區內目前非鳥類主要棲息區域，開發行為對現地陸域動物生
態干擾有限。
（九）景觀及遊憩：因工業區內已設有其他廠房設施、電塔及風機群
等人為建物量體，由於觀賞距離遠且空間尺度大，對於視覺景
觀及環境色彩改變程度不大。本計畫鄰近之遊憩環境與各遊憩
據點之施工前後評估結果多為輕度負面至輕微或無影響。
（十）社會經濟：本開發行為亦未涉及土地徵收、建物拆遷等問題，
而施工期間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及交通影響應屬輕微，因此
對於計畫區附近的土地利用影響有限。本計畫廠址完工運轉後，
有助於彰濱工業區環保用地土地使用型態落實。
（十一） 交通運輸：施工營運期間所衍生之交通增量，經鄰近道路交
通影響分析，與背景交通量加成後，各道路服務水準均與背
景值相同，未發生服務水準下降之情形，對道路交通影響有
限。
（十二） 文化資產：本計畫經文獻檢索及實地調查結果，在基地內及
其周圍 500 公尺範圍內並未發現任何與文化資產相關的事
項，因此本計畫之開發應不致對文化造成影響。
（十三） 環境衛生：本計畫屬興建最終處置設施，並無規劃掩埋生垃
圾（未經焚化處理之垃圾），營運期間以收受中間處理後之
固化／穩定化物等最終處置物為主，故並無腐敗孳生蚊蠅之
可能，對環境衛生影響有限。
（十四） 健康風險無關連認定：本計畫掩埋物為安定化之物質，須通
過毒性特性溶出程序(TCLP)方法進行試驗，嚴加確認品質
無虞後始得進行最終處置，且掩埋場規劃鋼構屋頂進行雨水
阻隔，底部設有 2 公厘 HDPE 不透水布及皂土布阻絕滲出
水滲漏，不透水布上方埋有滲出水收集系統管線進行收集，
收集之滲出水將由槽車送回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
妥善處理，或由其他合格處理機構進一步處理，故無危害性
化學物質對外排放或逸散情形，得免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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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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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1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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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委員

委員

陳繼鳴

環評委員

委員

王雅玢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朱

信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育明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俊福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培芬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李錫堤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官文惠

線上簽到

1

線上簽到

劉巧菁代
線上簽到

沈怡伶代
線上簽到

涂君怡代
線上簽到

陳政均代
線上簽到

註：本人擔任本委員會（小組）委員，當公正執行法定職務，絶不接受與本職務有關之請託關說或不當利益，
並保守職務上知悉之機密，如有違反上述規定，願負有關法律責任。

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孫振義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陳美蓮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陳裕文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張學文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程淑芬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簡連貴

線上簽到

環評委員

委員

闕蓓德

執行秘書

執行秘書

劉宗勇

線上簽到

科長

陳彥男

線上簽到

技正

劉彥均

線上簽到

技士

陳冠宇

線上簽到

技士

林品岑

線上簽到

技士

林言致

線上簽到

空氣品質保護
及噪音管制處

簡任技正

蘇意筠

線上簽到

水質保護處

簡任技正

張莉珣

線上簽到

技正

林治宇

線上簽到

簡任技正

陳俊融

線上簽到

本署綜合計畫處

廢棄物管理處

2

出席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廢棄物管理處

技士

黃韋堯

線上簽到

環境衛生
及毒物管理處

科長

郭孟芸

線上簽到

技正

鄭玉琴

線上簽到

環境督察總隊

科長

凃邑靜

線上簽到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管理會

高級環境技術
師

洪豪駿

線上簽到

法規委員會

科長

張晨恩

線上簽到

專員

王冠勛

線上簽到

環境檢驗所

簡任研究員

李如訓

線上簽到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專門委員

周國鼎

線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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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視訊會議簽名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1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北台科技產業園區（替代方案）環境影響說明
書
列席單位及人員：
機關或單位

職稱

姓名

簽到

經濟部

技正

陳志賓

線上簽到

科長

許財生

線上簽到

技士

李雨軒

線上簽到

基隆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基隆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請假

經濟部礦務局

新實運輸股份有限
公司

總經理

1

駱鴻基

線上簽到

舒國榮

線上簽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視訊會議簽名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1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二案 彰濱工業區線西西三區環保用地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列席單位及人員：
姓名

簽到

經濟部工業局

楊葆茜

線上簽到

彰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陳佩怡

線上簽到

黃

翊

線上簽到

蔡于綾

線上簽到

機關或單位

職稱

內政部營建署

日友環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1 次會議
列席單位、旁聽民眾或團體
發言單或書面意見

附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會議意見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1 次會議
單位：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1. 日友公司已承諾執行中間覆土時，優先使用溪州焚化爐底渣，
如有餘裕量的話我們再來考慮評估使用中區其他縣市的焚化粒
料，另外有關使用量要過半的部分，仍須考量掩埋場實際可以
容受的總量為準，因操作覆土的預估使用量仍有所變動，本公
司將依實際可以取用的量來跟環保局溝通怎麼去使用底渣。
2. 承諾將植栽存活率調查列入第八章環境監測計畫內容。
3. 有關監測計畫內容之生態調查項目，承諾加入兩棲類，後續定
稿時將一併確認修正，且將來停止監測作業也會依照環評法規
定申請或提送。
4. 有關簡報及報告書中所提及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
式，將於後續定稿時將一併確認修正採 111 年 5 月 19 日環署循
字第 1111056756 號公告修正內容為準。
5. 針對掩埋場總量上限的部分，考量固化物之源頭不只有焚化爐
的飛灰，還包括重金屬污泥、石綿等各類廢棄物，基本上每批
固化物的比重是變動的，本公司考量未來科技進步，固化物比
重可能會越來越大，所以在設計掩埋場結構安全承載時，採用
較大比重做總量上限推估，另為避免超收之疑慮，本公司已承
諾掩埋高度上限(10.3m)，如高度抵達時即停止堆置，應可有效
管控設施處理量。

註 1：請於會後 1 日內提供本案發言內容或書面意見。
註 2：發言者倘未於期限內提供書面意見，本署將逕摘述發言內容納入會議紀錄。
註 3：意見單本署將納入會議紀錄附件，且公開於本署環評書件查訊系統供大眾下載、閱覽，
請勿書寫個人資料，否則一律視為已同意本署公開個人資料於會議紀錄（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

聯絡人：劉彥均
傳真：
（02）2375-4262

電話：（02）2311-7722 分機 2743
E-mail：yenchun.liu@ep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