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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 送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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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
竹縣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光育樂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經濟
部能源局、臺南市政府、交通部觀光局、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新竹市
政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交通部、高雄市政府、交通部公路總局、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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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視訊會議（Avaya Scopia 系統）
參、主席：張主任委員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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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422 次會議紀錄確認。

柒、討論事項
第一案

寶山高爾夫球場範圍變更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一、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5 月 6 日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結論如下：
1.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見，已承諾納入辦理，請
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依下列事項補充、修正，並提送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修訂本至本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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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規劃球場全面性蟲害管理措施，承諾於 10 年內農藥
用量減少 50%，並補充說明逐年調降比率；補充說明使
用農藥之性質、使用方式、數量等，及就農藥減量議題諮
詢相關學術機構之研究方向。
（2） 補充說明球場灌溉用水隨雨季調整之水量及範圍，並評
估調降用水量之可能性。
（3） 補充說明地下水抽水井、新設標準監測井之位置及抽水
量，標準監測井位置應考量地下水流向，於基地上、下游
分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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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應西元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補充具體節能減碳規劃，
再評估於適當地點增加設置太陽光電設施之可能性（含
地點、面積、時程及規模等）。
（5） 補充說明基地內野生動、植物生態監測內容。
（6） 完整說明農牧用地變更相關土地使用變更程序及變更後
2 筆裡地後續維護管理權責劃分。
（7） 補充增加保育區面積之相關說明。
（8）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
（9）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始得實
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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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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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李委員培芬、
陳委員裕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
等有修正意見如後附。
二、開發單位簡報。
三、討論情形
（一）李委員培芬說明略以：「本案歷經 3 次專案小組初審，討論重
點包含：釐清土地使用變更內容及面積，如土地配置、山坡地
保育區、不可開發區、國土保安用地及農牧用地等，本案已開
發營運很久了，使用人數未增加，本次變更增加停車場面積及
污水處理廠面積；降低地下水引水量或灌溉用水量及增加保育
區面積之可能性；為達到西元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加強節
能減碳相關作為；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減少使用農藥政策，
開發單位承諾每年減量比率，以達到 10 年內農藥使用量減半
之目標；加強地面水、地下水及動、植物生態等環境監測計畫
內容。開發單位均已提出相關具體承諾，故專案小組建議審核
修正通過，並提請本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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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見，教育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發
言略以：
「本部已於 109 年核准本案面積變更為 72.0879 公頃，
與開發單位所提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內容一致，無其他意
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代表發言略以：「無意見。」
（三）陳委員裕文發言略以：「開發單位已針對陶斯松、加保扶等即
將禁止使用之農藥進行調整，惟更換使用農藥後承諾以第 1 年
施行結果作為之後減量計算基準，似有疑義，開發單位是否會
故意增加第 1 年之使用量？建議應至少低於現行之使用量為
宜。」開發單位回覆如附件 1。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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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二）李委員培芬、陳委員裕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署環境衛生
及毒物管理處等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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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9 年農藥使用總量作為計算未來農藥使用總量減半之計
算基準。
2. 環境監測計畫「土壤」之農藥監測項目應至少包含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之項目。
3. 環境監測計畫「地下水」之農藥監測項目應至少包含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之項目。
第二案

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王委員雅玢及闕委員蓓德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進行迴避。
二、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4 月 18 日專案小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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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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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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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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本署環評審查委員會討論：
（1） 再評估鹵水再利用之可能性，及檢討鹵水排放口位置之
適宜性。
（2） 就本案水處理工程分兩期建置，補充說明豐水期及枯水
期產水量之管控方式。
（3） 確認本案用電契約容量、年總用電量、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施及要求廠商取得等量之綠電憑證等具體數據。
（4） 依本案施工期程規劃，如土石方需求有白河水庫清淤之
外其他來源，應訂定土石方允收標準、檢測計畫及相關污
染防制措施。
（5） 補充海水淡化廠相關建築、設施配備、停車空間及景觀配
置初步規劃原則。
（6） 再評估與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單位）配合規劃鹽田相關
環境教育，補充說明具體規劃方向或初步規劃內容。
（7） 加強節能減碳規劃，承諾未來新設建築物綠建築標章等
級。
（8）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其他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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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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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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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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李委員培芬、
簡委員連貴、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等有修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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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專案小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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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重大水資源規劃作業計畫（109～114
年）」、「臺灣各區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計畫」、「臺灣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國
家發展計畫」、「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全國國土
計畫」、「臺南市國土計畫」、「臺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等；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現階段海
水淡化推動計畫(1/2)」、「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2/2)」、
「建設新臺南十大旗艦計畫」
、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
、
「凱田工業區開發案」、「將軍港漁船加油站增設計畫」、「馬
沙溝漁船加油站增設計畫」、「變更將軍漁港（中心漁港）開
發計畫」、「青山漁港漁港計畫」、「台江國家公園計畫」、
「北門沿海保護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七股鹽
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臺南海淡廠下游輸
水管線設置計畫」等，本計畫為解決南部區域民生及產業公共
用水問題，滿足區域供水穩定，符合多元開發水資源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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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檢核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且與周圍相關計畫並無
顯著不利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地形地質與
土壤」、「地面水及水質」、「地下水及水質」、「海域水質
及底質」、「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廢棄物與剩餘土
方」、「陸域生態」、「海域生態」、「景觀遊憩」、「社會
經濟」、「漁業經濟」、「交通運輸」及「文化資產」等環境
項目進行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
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施工及營運期間評估結果影響
輕微，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3. 本計畫基地及周邊現況多為水域環境、道路及小面積野生荒地；
排水管線鋪設路徑涉及七股鹽田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未位於野
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及「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進行陸
域及海域生態調查，並蒐集鄰近區域生態調查文獻，結果如下，
本案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本案開發對稀有植物及
保育類動物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1） 陸域植物：基地內未發現有「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珍貴稀有
植物；另於基地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2017 臺灣維
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含瀕危等
級 1 種（苦藍盤）、易危等級 2 種（土沉香、光梗闊苞
菊）、接近受脅等級 2 種（欖李、臺灣虎尾草），其中廠
區內之土沉香及欖李將全數移植，另取排水管線鋪設路
線可能受影響之土沉香將予移植，其餘稀有植物不受本
計畫開發影響，經評估後對於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微。
（2） 陸域動物：基地內無發現保育類鳥類，基地周圍 1 公里
及取排水管線沿線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告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1 種（黑面琵鷺）、珍貴
稀有野生動物 2 種（小燕鷗、黑翅鳶）及其他應予保育 1
種（紅尾伯勞）。本計畫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且於
黑面琵鷺過境高峰期（10 月至隔年 4 月），暫停基地填
土工程，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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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域生態：本計畫海域未位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
棲地環境範圍，亦非為海洋爬蟲類之主要活動區域。取排
水管線施工時於潮間帶及穿越海堤段採用免開挖工法，
降低海底擾動；營運期間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以降低海洋生物汲入或撞擊影響，經評估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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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敏感受體之懸浮微
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背景值已超過或接近空氣
品質標準，以致施工及營運期間加成值超過空氣品質標
準，其餘項目均可符合標準，開發單位採行相關空氣污染
防制及減輕對策，降低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之影響。
（2） 依據噪音振動模擬結果顯示，經採行相關噪音、振動減輕
對策後，施工及營運期間各敏感受體均可符合環境音量
標準，噪音增量影響等級屬「無或可忽略影響」至「輕微
影響」。
（3） 營運期間鹵水經混合後排放，依據擴散模擬結果顯示，距
離排放口 100 公尺處之鹽度變化約 3～4%，對鄰近海域
水質影響屬輕微。
5. 本計畫基地位於臺南市，非屬於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傳統領
域，土地使用分區屬一般農業區及森林區，均為國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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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作或衍生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經
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臺南市，影響範圍僅侷限於計畫基地附近，對
於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顯著不
利之影響。
三、開發單位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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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情形
（一）李委員育明說明略以：「本案與第 3 案新竹海水淡化廠之差異
在於產水規模，臺南海水淡化廠之產水量較大，為每日 20 萬
立方公尺，開發單位承諾分 2 期開發，每期開產水量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本案歷經專案小組 3 次初審，討論重點包含『豐
枯水期調整產水量之可能性』
、
『鹵水排放對海域水質之影響』
及『鹵水再利用』等，另因計畫區位鄰近具有文化價值之扇形
鹽田，與當地文化地景環境與社會等融合規劃亦是專案小組討
論重點，開發單位已有積極因應處理審查意見及具體承諾，如
設置契約容量 10%之再生能源，不足時將取得等量之綠電憑證
等，故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提請本委員會
討論。」
（二）本署綜合計畫處代表宣讀南縣區漁會吳助理幹事瑋智意見如
附件 2。
（三）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見，經濟部代表發言略以：「全球氣候變
遷情況下，極端氣候發生之機率增加，臺灣於前年及去年均有
發生百年大旱情形，且最近新聞報導美國西部、義大利等國家
亦有發生破紀錄之旱象情形，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個百年旱象何
時發生，惟仍須提早做好因應準備，臺灣四面環海，海水淡化
具有不受天然降雨影響之優點，為強化區域供水穩定，提高因
應氣候變遷韌性，經濟部評估優先於新竹及臺南興建海水淡化
廠，爰提出本案及下一案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感謝委員
於審查過程提出許多指導意見，如分期開發、夏季降載、設置
太陽能光電系統或取得綠電、取得綠建築標章等節能減碳作為，
以降低本案開發對環境之影響，請委員支持。」交通部觀光局
代表發言略以：「就環境影響評估部分本局無意見，惟提醒開
發單位加強與地方民眾溝通。」臺南市政府代表發言略以：
「本
府原則支持本案，請開發單位加強與地方漁民溝通，另本府會
協助執行相關文化遺址保護工作。」本署環境督察總隊代表發
言略以：「開發單位承諾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惟未明確敘明
取得時程，應補充明確取得時點，如取得使用執照後半年內取
得綠建築標章，以利監督。」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代表發言略以：「開發單位承諾施工期間 1/5 以上柴油施工機
具及 4/5 以上運輸車輛取得自主管理標章及未來運輸車輛至少
20%屬五期以上標準，惟回覆本處意見提及本計畫整地填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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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來自白河水庫，除白河水庫清淤土方依該案環境影響評估承
諾事項辦理（須符合四期標準），故請確認白河水庫之清淤車
輛是否符合上述排除條款，並修正環境影響說明書相關內容。」
（四）張委員學文發言略以：「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八章，關於營運階
段陸域植物之保護對策(3)提及『避免引進』任何外來物種作為
植栽，開發單位已承諾以原生種植栽為限，故應修正為『不引
進』外來物種；陸域動物亦同，應禁止使用化學藥劑，如農藥、
除草劑、老鼠藥等，而非『避免』使用，請開發單位修正相關
文字。」李委員培芬發言略以：「海洋爬蟲類調查時間之季節
區分，應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規定為準，另 6 月～8 月
亦可能會有海洋爬蟲類出沒，應考慮納入監測範圍。」
（五）開發單位回覆如附件 3。劉執行秘書宗勇說明略以：「關於開
發單位承諾於使用執照取得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前已有案
例，開發單位提出申請後，是否可取得綠建築標章，須經過主
管機關審查，故申請時間點是開發單位可掌控，惟准駁非開發
單位能決定，倘審查機關延宕審查，將導致開發單位取得標章
時間延後，致後續監督上可能會有疑義。」本署環境督察總隊
代表發言略以：「補充說明綠建築標章相關申請程序，開發單
位於施工階段會先提出候選綠建築證書，候選綠建築證書經審
查通過後若無變更，之後應可順利取得綠建築標章。以高速鐵
路開發案為例，其開發單位係承諾於取得使用執照後半年內取
得綠建築標章，之後查核才有明確依據。」孫委員振義說明略
以：「建築完成設計後，於申請建照、執照時可提送候選綠建
築證書，如有確實按圖施工，之後於取得執照後申請綠建築標
章應不會有太大問題，倘中間過程開發單位有變更設計，實務
上仍有充裕時間可變更候選綠建築證書，並不會影響之後申請
綠建築標章，故所擔心醒審查機關延宕之情形，實務上較不可
能發生。再者，倘日後開發單位確有不可抗力因素，致申請綠
建築標章延宕或等級無法符合承諾，仍可敘明原因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相關規定提出變更。」張委員學文發言略以：「開發單
位是否一併承諾施工期間亦不使用化學藥劑，如農藥、除草劑、
老鼠藥等？」開發單位補充說明如附件 3。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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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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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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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重大水資源規劃作業計畫（109
～114 年）」、「臺灣各區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國
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臺灣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國家發展計畫」、「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
動方案」、「全國國土計畫」、「臺南市國土計畫」、「臺
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等；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里範圍
內之相關計畫包括「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1/2)」
、
「現
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2/2)」、「建設新臺南十大旗艦計
畫」、「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凱田工業區開
發案」、「將軍港漁船加油站增設計畫」、「馬沙溝漁船
加油站增設計畫」、「變更將軍漁港（中心漁港）開發計
畫」、「青山漁港漁港計畫」、「台江國家公園計畫」、
「北門沿海保護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七
股鹽田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臺南海淡
廠下游輸水管線設置計畫」等，本計畫為解決南部區域民
生及產業公共用水問題，滿足區域供水穩定，符合多元開
發水資源政策目標。經檢核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
畫，且與周圍相關計畫並無顯著不利衝突且不相容之情
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地形
地質與土壤」、「地面水及水質」、「地下水及水質」、
「海域水質及底質」、「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廢
棄物與剩餘土方」、「陸域生態」、「海域生態」、「景
觀遊憩」、「社會經濟」、「漁業經濟」、「交通運輸」
及「文化資產」等環境項目進行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
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
施工及營運期間評估結果影響輕微，對環境資源及環境
特性無顯著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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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基地及周邊現況多為水域環境、道路及小面積野
生荒地；排水管線鋪設路徑涉及七股鹽田國家重要濕地
範圍，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海洋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進行陸域及海域生態調查，並蒐
集鄰近區域生態調查文獻，結果如下，本案已採行相關生
態保護對策，經評估本案開發對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
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
1 陸域植物：基地內未發現有「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珍貴
稀有植物；另於基地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
含瀕危等級 1 種（苦藍盤）、易危等級 2 種（土沉香、
光梗闊苞菊）、接近受脅等級 2 種（欖李、臺灣虎尾
草），其中廠區內之土沉香及欖李將全數移植，另取排
水管線鋪設路線可能受影響之土沉香將予移植，其餘
稀有植物不受本計畫開發影響，經評估後對於陸域植
物生態影響輕微。
○
2 陸域動物：基地內無發現保育類鳥類，基地周圍 1 公
里及取排水管線沿線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公告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1 種（黑面琵鷺）
、
珍貴稀有野生動物 2 種（小燕鷗、黑翅鳶）及其他應予
保育 1 種（紅尾伯勞）。本計畫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
策，且於黑面琵鷺過境高峰期（10 月至隔年 4 月），
暫停基地填土工程，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
微。
○
3 水域生態：本計畫海域未位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
要棲地環境範圍，亦非為海洋爬蟲類之主要活動區域。
取排水管線施工時於潮間帶及穿越海堤段採用免開挖
工法，降低海底擾動；營運期間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超
過 0.15 公尺／秒，以降低海洋生物汲入或撞擊影響，
經評估對於海域生態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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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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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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敏感受體之懸浮
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背景值已超過或接近
空氣品質標準，以致施工及營運期間加成值超過空氣
品質標準，其餘項目均可符合標準，開發單位採行相關
空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降低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
之影響。
○
2 依據噪音振動模擬結果顯示，經採行相關噪音、振動減
輕對策後，施工及營運期間各敏感受體均可符合環境
音量標準，噪音增量影響等級屬「無或可忽略影響」至
「輕微影響」。
○
3 營運期間鹵水經混合後排放，依據擴散模擬結果顯示，
距離排放口 100 公尺處之鹽度變化約 3～4%，對鄰近
海域水質影響屬輕微。
（5） 本計畫基地位於臺南市，非屬於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
傳統領域，土地使用分區屬一般農業區及森林區，均為國
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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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作或
衍生「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性化
學物質，經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
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臺南市，影響範圍僅侷限於計畫基地附
近，對於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顯著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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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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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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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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培芬、簡委員連貴、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
區管理處、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
處等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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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2. 海洋爬蟲類之生態調查季節應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
季節為準；另每年夏季執行 1 次海洋爬蟲類之調查。
3. 本計畫植栽以原生種為限，且施工及營運期間不得使用除草劑、
殺蟲劑、老鼠藥等化學毒性藥劑。
4. 施工期間應有 4/5 以上運輸車輛及 1/5 以上施工機具取得自主
管理標章，且運輸車輛至少 20%為五期以上排放標準之車輛。
第三案

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一、王委員雅玢及闕委員蓓德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進行迴避。
二、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4 月 18 日專案小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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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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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本署環評審查委員會討論：
（1） 再評估鹵水再利用之可能性。另補充說明不同季節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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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情境下鹵水排放對近岸海水水質之影響模擬分析，
強化減輕對策（如降低排放總量或流量等）。
（2） 確認本案用電契約容量、年總用電量、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施及要求廠商取得等量之綠電憑證等具體數據。
（3） 補充海水淡化廠相關建築、設施配備、停車空間及景觀配
置初步規劃原則。
（4） 加強節能減碳規劃，承諾未來新設建築物綠建築標章等
級。
（5） 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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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4 日函送補正資料至本署，業經本署
轉送有關委員及相關機關確認，其中李委員培芬、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及本署廢棄物管理處有修正意見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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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8 日專案小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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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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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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含「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臺灣各
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產業
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及「新竹市國土計畫」等；開發行為
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
畫(1/2)」、「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2/2)」、「新竹海水淡
化廠環境監測廠址背景資料調查」、「新竹海水淡化廠模組試
驗計畫」、「105 年度新竹海淡模組廠後續操作試驗」、「新
竹市都市計畫」、「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工程二期－環境
再生」、「新竹海水淡化廠緊急供水計畫」、「17 公里海岸整
體水環境改善計畫」、「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新
竹左岸整體景觀改造計畫」
、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
、
「新竹市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湳雅擴
院計畫」、「新竹大車站計畫」、「新竹市棒球場拆除重建計
畫」、「新竹兒童探索館及國際展演中心」、「新竹公園再生
跨域亮點計畫」、「竹北（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新豐
（山崎地區）都市計畫」、「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
「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理設施投資 BOO 案」
、
「新竹市垃圾資源回收廠興建計畫」及「新竹第二淨水場」等，
本計畫為解決新竹地區民生及產業公共用水問題，強化區域供
水穩定，符合多元開發水資源政策目標。經檢核評估本計畫開
發符合上位計畫，且與周圍相關計畫並無顯著不利衝突且不相
容之情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品質」
、
「噪音振動」、「地下水文及水質」、「海域水文水質及底質」、
「地形地質與土壤」、「廢棄物與剩餘土方」、「陸域生態」、
「海域生態」、「景觀遊憩」、「社會經濟」、「交通運輸」
及「文化資產」等環境項目進行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並
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施工及營
運期間評估結果影響輕微，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無顯著不利
影響。
3. 本計畫基地現況多為自然度低之草地及裸露地，周圍環境為海
域、防風林、人造林、耕地及漁港等，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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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及「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進行陸域及海域生態
調查，並蒐集鄰近區域生態調查文獻，結果如下，本案已採行
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本案開發對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
無顯著不利影響：
（1） 陸域植物：基地內未發現有「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珍貴稀有
植物；基地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所列之第三級稀特有植物 1 種
（臺灣蒺藜），及「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含瀕危等級 1 種（粗穗馬唐）及
接近受脅等級 2 種（臺灣蒺藜、鐵毛蕨）。粗穗馬唐位於
基地外南側沿海步道旁，臺灣蒺藜位於基地外北側海堤
道路旁，鐵毛蕨位於基地外南側之人工林及廢耕地，不受
本計畫開發影響，經評估後對於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微。
（2） 陸域動物：於基地及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公告之保育類鳥類 5 種（彩鷸、黑翅鳶、紅尾伯
勞、遊隼及鳳頭蒼鷹）
。本計畫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
且取排水管線於潮間帶施工時避開黑腹濱鷸渡冬高峰期
（1 月）及鐵嘴鴴過境高峰期（4 月、7 月），經評估對
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
（3） 水域生態：本計畫海域未位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
棲地環境範圍，亦非為海洋爬蟲類之主要活動區域。營運
期間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以降低海
洋生物汲入或撞擊影響，經評估對於海域生態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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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NO2)最大增量合
成濃度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開發單位採行相關空氣污
染防制及減輕對策，包括縮小施工範圍、不同工程不同時
施作及分區施工等，降低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之影響。
（2） 依據噪音振動模擬結果顯示，除部分敏感受體之噪音背
景值已超過或非常接近環境標準，以致施工及營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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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敏感受體之合成音量超過環境標準，開發單位採行相
關噪音、振動減輕對策，施工及營運期間各敏感受體之噪
音增量之影響等級屬「無或可忽略影響」。
（3） 營運期間鹵水經混合後排放，依據擴散模擬結果顯示，距
離排放口 100 公尺處之鹽度變化約 3～4%，對鄰近海域
水質影響屬輕微。
5. 本計畫基地位於新竹市，非屬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傳統領域，
土地使用分區屬都市計畫保護區及水資源專用區，均為國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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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作或衍生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經
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新竹市，影響範圍僅侷限於計畫基地附近，對
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顯著不
利之影響。
三、開發單位簡報。
四、討論情形
（一）李委員育明說明略以：「本案設計產水規模較臺南海水淡化廠
小，為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歷經專案小組 3 次初審，討論重
點包含因配合新竹市政府『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工程』將清
除土石方堆置於本基地範圍形成 2 處明顯之土丘，爰調整海水
淡化處理設施配置至南側土丘下方，其他重點如鹵水再利用、
再生能源等議題，開發單位已具體承諾設置契約容量 10%太陽
能光電系統或不足時取得等量之綠電憑證，及承諾會持續關注
鹵水再利用相關技術，倘未來有應用空間將配合調整。專案小
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提請本委員會討論。」
（二）在地民眾黃福鎮先生發言如附件 4。
（三）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見，經濟部代表發言略以：「政策性意見
同前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案，感謝委員指導，並請委員支
持。」經濟部能源局代表發言略以：「開發單位已針對本案用
電需求及未來如何籌措再生能源部分回覆說明，無補充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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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發言略以：「保護區需辦理都市計
畫變更後才能使用，後續請依本府都市計畫變更相關規定辦
理。」本署環境督察總隊發言略以：「開發單位承諾取得銅級
綠建築標章，惟未明確敘明取得時程，建議比照前案承諾，於
取得使用執照後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四）張委員學文發言略以：「施工期間陸域動物之保護對策(3)提及
『避免』使用除蟲劑、除草劑、老鼠藥等化學藥劑，請承諾修
正為『不使用』。」李委員培芬意見略以：「海洋爬蟲類之生
態調查季節應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季節為準；另每
年夏季執行 1 次海洋爬蟲類之調查。」
（五）開發單位回覆如附件 5。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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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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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臺
灣各區域水資源經理基本計畫」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
「產業穩定供水策略行動方案」及「新竹市國土計畫」等；
開發行為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現階段海
水淡化推動計畫(1/2)」
、
「現階段海水淡化推動計畫(2/2)」
、
「新竹海水淡化廠環境監測廠址背景資料調查」、「新竹
海水淡化廠模組試驗計畫」、「105 年度新竹海淡模組廠
後續操作試驗」、「新竹市都市計畫」、「17 公里沿線
景觀改善計畫工程二期－環境再生」、「新竹海水淡化廠
緊急供水計畫」、「17 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
「竹風電力離岸風力發電計畫」、「新竹左岸整體景觀改
造計畫」、「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新竹市
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湳雅擴院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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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新竹大車站計畫」、「新竹市棒球場拆除重建計
畫」、「新竹兒童探索館及國際展演中心」、「新竹公園
再生跨域亮點計畫」、「竹北（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新豐（山崎地區）都市計畫」、「新豐（新庄子地區）
都市計畫」、「新竹縣促進民間參與高效能垃圾熱處理設
施投資 BOO 案」、「新竹市垃圾資源回收廠興建計畫」
及「新竹第二淨水場」等，本計畫為解決新竹地區民生及
產業公共用水問題，強化區域供水穩定，符合多元開發水
資源政策目標。經檢核評估本計畫開發符合上位計畫，且
與周圍相關計畫並無顯著不利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之「空氣
品質」、「噪音振動」、「地下水文及水質」、「海域水
文水質及底質」、「地形地質與土壤」、「廢棄物與剩餘
土方」、「陸域生態」、「海域生態」、「景觀遊憩」、
「社會經濟」、「交通運輸」及「文化資產」等環境項目
進行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
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後本案施工及營運期間評估結果
影響輕微，對環境資源及環境特性無顯著不利影響。
（3） 本計畫基地現況多為自然度低之草地及裸露地，周圍環
境為海域、防風林、人造林、耕地及漁港等，未位於野生
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開發單位依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
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
查方法進行陸域及海域生態調查，並蒐集鄰近區域生態
調查文獻，結果如下，本計畫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
經評估本計畫開發對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無顯著不利
影響：
○
1 陸域植物：基地內未發現有「文化資產保存法」及「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珍貴
稀有植物；基地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第三級稀特
有植物 1 種（臺灣蒺藜），及「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
紅皮書名錄」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含瀕危等級 1 種
（粗穗馬唐）及接近受脅等級 2 種（臺灣蒺藜、鐵毛
蕨）。粗穗馬唐位於基地外南側沿海步道旁，臺灣蒺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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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基地外北側海堤道路旁，鐵毛蕨位於基地外南側
之人工林及廢耕地，不受本計畫開發影響，經評估後對
於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
○
2 陸域動物：於基地及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公告之保育類鳥類 5 種（彩鷸、黑翅鳶、紅
尾伯勞、遊隼及鳳頭蒼鷹）。本計畫已採行相關生態保
護對策，且取排水管線於潮間帶施工時避開黑腹濱鷸
渡冬高峰期（1 月）及鐵嘴鴴過境高峰期（4 月、7 月）
，
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
○
3 水域生態：本計畫海域未位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
要棲地環境範圍，亦非為海洋爬蟲類之主要活動區域。
營運期間控制取水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以
降低海洋生物汲入或撞擊影響，經評估對於海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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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氮(NO2)最大增量
合成濃度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開發單位採行相關空
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包括縮小施工範圍、不同工程
不同時施作及分區施工等，降低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
之影響。
○
2 依據噪音振動模擬結果顯示，除部分敏感受體之噪音
背景值已超過或非常接近環境標準，以致施工及營運
期間該敏感受體之合成音量超過環境標準，開發單位
採行相關噪音、振動減輕對策，施工及營運期間各敏感
受體之噪音增量之影響等級屬「無或可忽略影響」。
○
3 營運期間鹵水經混合後排放，依據擴散模擬結果顯示，
距離排放口 100 公尺處之鹽度變化約 3～4%，對鄰近
海域水質影響屬輕微。
（5） 本計畫基地位於新竹市，非屬原住民保留地及原住民傳
統領域，土地使用分區屬都市計畫保護區及水資源專用
區，均為國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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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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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作或
衍生「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性化
學物質，經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
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新竹市，影響範圍僅侷限於計畫基地附
近，對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海水淡化廠之興建，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顯著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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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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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培芬、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本署廢棄物管理處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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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及以下事項納入定稿：
1. 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2. 海洋爬蟲類之生態調查季節應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
季節為準；另每年夏季執行 1 次海洋爬蟲類之調查。
3. 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不得使用除草劑、殺蟲劑、老鼠藥等化
學毒性藥劑。
第四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B 階段）環
境影響說明書

一、本署綜合計畫處說明
（一）111 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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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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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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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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說明挖填土石方量（含鬆方量、實方量）及估算方式，
補充土石方臨時堆置之具體內容（含堆置量體大小及設
置數量）及規劃時程，並以最壞情境（土石方最大運作時
期）評估對環境之衍生增量影響（含空氣污染、交通、廢
棄物、噪音振動等），並提出相關環境保護對策及具體空
氣污染抵換措施（含洗掃街規劃內容）。
（2） 補充車站站體之出入口及連通道之具體規劃，評估其施
工及營運期間對環境可能之衝擊及影響，研提相關環境
保護對策。
（3） 補充台 1 線拓寬之施工期程與本計畫之相關性，評估施
工期間對周遭環境可能疊加之影響，研提相關環境保護
對策。
（4） 因應淨零排放政策，補充施工及營運期間具體減碳作為
及查核機制，強化說明本案與周邊大眾運輸轉乘之相關
整合規劃、車站綠建築標章之取得規劃，另植栽及補植之
樹種應考量當地景觀融合及適合性，並以原生種為限。
（5） 加強模擬分析本案行經路線造成之噪音增量及振動影響，
考量鄰近之噪音敏感受體，加強規劃行經路線之減噪、減
振措施。
（6） 承諾 1/5 施工機具與 4/5 施工車輛取得本署公告之自主管
理標章，並採用五期以上排放標準之運輸車輛比率達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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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圖示說明施工及營運期間放流水排放規劃，並考量加
嚴放流水之排放標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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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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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朱信委員、簡
委員連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本署環
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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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專案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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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全國國土計畫」
、
「高雄市國土計畫」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
內之相關計畫包括「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長期路網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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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 階段）」
、
「台 1 線 346K+600～350K+300 路基路面拓寬工程」及「台 1
線 350K+300～354K+000 高雄市路竹區路段拓寬工程」等，經
檢核本案開發均可符合上位計畫之指導，並可配合各計畫及符
合其規劃目標或功能，本案與周圍之相關計畫均無顯著不利之
衝突且不相容之情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空氣品質」、「噪音振動」、
「廢棄物及土石方資源」、「水文水質」、「地質地形」、「土
壤」、「生態」、「景觀遊憩」、「文化」、「交通」、「社
會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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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後各項目評估結果影
響輕微，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無顯著不利之影響。另本案已
針對 RK7 至 RK8 段沿線噪音振動、景觀等進行更進一步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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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對沿線住戶之噪音振動、景觀等環境無顯著不利影
響。
3. 本計畫範圍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針對計畫區域
與其路線周圍 1 公里範圍進行調查，結果如下，並就鄰近保育
類動物及稀有植物採行預防及減輕對策與相關生態保護對策，
經評估後本案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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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沿線 1 公里範圍內未發現「文化資產
保存法」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發現有「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所列之第三級稀特有植物 1 種
（臺灣蒺藜），及「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
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含極危等級 1 種（蘭嶼羅漢松）
、
瀕危等級 1 種（菲島福木）、易危等級 5 種（象牙柿、蒲
葵、鐵色、蘭嶼肉豆蔻、水茄苳）及接近受脅等級 2 種
（紅雞油、臺灣蒺藜、毛柿）
。臺灣蒺藜距計畫路線約 437
公尺，不受本計畫施工直接影響；菲島福木及象牙柿為人
為栽植於台 1 線道路之私人土地，非位於施工範圍內，
其餘植株均距離施工範圍 200 公尺以上，經評估後對於
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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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域動物：計畫沿線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 3 種（八哥、環頸雉及
黑翅鳶），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鳥類 2 種（紅尾伯勞、燕
鴴)，均未於計畫路線發現有築巢紀錄，本計畫已採行相
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
（3） 水域生態：計畫路線可能影響水體之上、下游調查記錄物
種組成均不豐富，本計畫於施工期間採行廢（污）水污染
防治措施及生態保護對策，對現有水域生物之棲息影響
應屬有限。計畫捷運路線完工通車後對水域環境無產生
直接之干擾，營運期間對水域生態屬非直接關聯性影響，
經評估對於水域生態影響輕微。
4. 本計畫為捷運之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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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施工期間空氣品質模擬結果，除細懸浮微粒(PM2.5)
於背景值已超標外，其餘污染物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且施工影響係屬暫時性，其增量影響將於施工完成後終
止。開發單位已採行相關空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抵減
措施及落實方式依「環保署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增量抵換處理原則」，以街道揚塵洗掃抵減施工產生之細
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影響程度經評估應屬輕微。
（2） 本計畫已採行相關噪音影響減輕對策，施工期間規劃設
置 2.4 公尺或 3 公尺施工圍籬（包括防溢座高度），敏感
受體之影響等級可降至「輕微影響」以下等級。計畫捷運
路線完工通車後，於設置隔音牆情形下，各敏感受體代表
點均可符合所屬噪音管制區大眾捷運系統交通噪音管制
標準，且噪音影響等級均可降至「輕微（含）」影響等級
以下。
5. 本計畫路線及站體布設均位於現有省道台 1 線路權範圍內，僅
出入口及必要之附屬設施規劃於省道台 1 線路權外，捷運設施
私有地取得發生於 RK7、RK8 車站出入口用地，面積各約 0.2
公頃，現況並無住戶居住，且用地均非屬原住民保留地，後續
俟綜合規劃核定後，將依相關規定辦理用地取得作業。綜上，
本案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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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6. 本計畫為大眾捷運系統延伸工程，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作或衍
生「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性化學物質，
經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及湖內區，影響範圍侷限於場址
附近，對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大眾捷運系統延伸工程，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顯
著不利之影響。
二、開發單位簡報。
三、討論情形
（一）孫委員振義說明略以：「本計畫開發基地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及
湖內區，計畫起點為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南路竹車站，延伸長度約 3.79 公里，並設置 RK7、RK8 等 2
座高架車站。歷經 1 次專案小組初審，討論重點包括『挖填土
石方量估算方式』、『臨時堆置規劃及對環境影響』、『車站
出入口與連通道具體規劃及對環境可能之衝擊』、『與周邊大
眾運輸整合規劃及植栽與當地景觀融合』、『加強鄰近噪音敏
感受體減噪、減振措施』等議題，經開發單位評估挖填土石方
對空氣品質、噪音振動、交通、廢棄物處理等影響及提出環境
保護對策；承諾空氣污染物排放增量抵換措施；說明車站出入
口及連通道之具體規劃及相關環境保護對策；承諾節能減碳具
體措施、種植原生樹種植栽、設置直立式及雙弧型隔音牆等，
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提請本委員會討論。」
（二）高雄市湖內區公所陳區長祐瑞發言摘要如附件 6；高雄市路竹
區公所薛區長茂竹發言摘要如附件 7。
（三）主席詢問與會機關意見，交通部代表發言略以：「無意見。」
高雄市政府代表發言略以：「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是北高
雄重要之綠色運具，前 6 站已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目前
已施工中，今日審議之餘 2 站及路線是完成整體路網非常重要
之一環，也是連結臺南與高雄之重要建設，開發單位已依據專
案小組委員之指導及意見修正相關內容，敬請委員支持。」高
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表發言略以：「無意見。」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代表發言略以：「無意見。」本署環境督察總隊代表發
言略以：「開發單位承諾高架車站取得合格及綠建築標章，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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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敘明取得期限，建議修正為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另
取得期限為於取得使用執照後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開發
單位回覆略以：「遵照辦理，開發單位承諾會於取得使用執照
後半年內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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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開發單位進入視訊會議後補充說明略以：「無意見，惟捷運建
設屬於特種建築執照，建議結論文字酌修為於取得『特種建築
執照』半年內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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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上位計畫包括「全國國土計畫」、「高雄市國土
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等；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包括「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長期路網計畫」、「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
延伸線（第二 A 階段）」
、
「台 1 線 346K+600～350K+300
路基路面拓寬工程」及「台 1 線 350K+300～354K+000 高
雄市路竹區路段拓寬工程」等，經檢核本案開發均可符合
上位計畫之指導，並可配合各計畫及符合其規劃目標或
功能，本案與周圍之相關計畫均無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
相容之情形。
（2） 本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已針對「空氣品質」
、
「噪音振動」
、
「廢棄物及土石方資源」、「水文水質」、「地質地形」、
「土壤」、「生態」、「景觀遊憩」、「文化」、「交通」、
「社會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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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後各項
目評估結果影響輕微，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無顯著不
利之影響。本案已針對 RK7 至 RK8 段沿線噪音振動、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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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等進行更進一步之調查、預測、分析或評定，並就可能
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輕對策，經評估對沿線住戶之噪
音振動、景觀等環境無顯著不利影響。
（3） 本計畫範圍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
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等調查方法，
針對計畫區域與其路線周圍 1 公里範圍進行調查，結果
如下，並就鄰近保育類動物及稀有植物採行預防及減輕
對策與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後本案開發對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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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沿線 1 公里範圍內未發現「文化資
產保存法」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發現有「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所列之第三級稀特有
植物 1 種（臺灣蒺藜)，及「2017 臺灣維管束植物紅皮
書名錄」所列之珍貴稀有植物，包含極危等級 1 種（蘭
嶼羅漢松）、瀕危等級 1 種（菲島福木）、易危等級 5
種（象牙柿、蒲葵、鐵色、蘭嶼肉豆蔻、水茄苳）及接
近受脅等級 2 種（紅雞油、臺灣蒺藜、毛柿）。臺灣蒺
藜距計畫路線約 437 公尺，不受本計畫施工直接影響；
菲島福木及象牙柿為人為栽植於台 1 線道路之私人土
地，非位於施工範圍內，其餘植株均距離施工範圍 200
公尺以上，經評估後對於陸域植物生態影響輕微。
○
2 陸域動物：計畫沿線 1 公里範圍內發現有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公告之珍貴稀有保育類鳥類 3 種（八哥、環頸
雉及黑翅鳶），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鳥類 2 種（紅尾伯
勞、燕鴴)，均未於計畫路線發現有築巢紀錄，本計畫
已採行相關生態保護對策，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
影響輕微。
○
3 水域生態：計畫路線可能影響水體之上、下游調查記錄
物種組成均不豐富，本計畫於施工期間採行廢（污）水
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態保護對策，對現有水域生物之棲
息影響應屬有限。計畫捷運路線完工通車後對水域環
境無產生直接之干擾，營運期間對水域生態屬非直接
關聯性影響，經評估對於水域生態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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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計畫為捷運之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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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施工期間空氣品質模擬結果，除細懸浮微粒(PM2.5)
於背景值已超標外，其餘污染物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且施工影響係屬暫時性，其增量影響將於施工完成
後終止。開發單位已採行相關空氣污染防制及減輕對
策，抵減措施及落實方式依「環保署開發行為空氣污染
物排放量增量抵換處理原則」，以街道揚塵洗掃抵減施
工產生之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影響程度經評
估應屬輕微。
○
2 本計畫已採行相關噪音影響減輕對策，施工期間規劃
設置 2.4 公尺或 3 公尺施工圍籬（包括防溢座高度），
敏感受體之影響等級可降至「輕微影響」以下等級。計
畫捷運路線完工通車後，於設置隔音牆情形下，各敏感
受體代表點均可符合所屬噪音管制區大眾捷運系統交
通噪音管制標準，且噪音影響等級均可降至「輕微（含）」
影響等級以下。
（5） 本計畫路線及站體布設均位於現有省道台 1 線路權範圍
內，僅出入口及必要之附屬設施規劃於省道台 1 線路權
外，捷運設施私有地取得發生於 RK7、RK8 車站出入口
用地，面積各約 0.2 公頃，現況並無住戶居住，且用地均
非屬原住民保留地，後續俟綜合規劃核定後，將依相關規
定辦理用地取得作業。綜上，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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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為大眾捷運系統延伸工程，開發及營運過程未運
作或衍生「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 3 條定義之危害
性化學物質，經評估後本計畫對國民健康或安全無顯著
不利之影響。
（7） 本計畫基地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及湖內區，影響範圍侷限
於場址附近，對其他國家之環境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8） 本計畫為大眾捷運系統延伸工程，無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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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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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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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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信委員、簡委員連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水
利署、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等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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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架車
站於取得特種建築執照半年內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納
入定稿。

捌、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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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高爾夫球場範圍變更案第一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確認修
正意見
一、 李委員培芬
p.7-5 所述量測胸徑≧1cm 之木本植物？一般為 10 公分以上才量。
同頁陸域動物：包括鳥類、哺乳類、兩生，類…請修正。數量（二
樣本）是何意義？
二、 陳委員裕文
（一）陶斯松已於 111 年 4 月 15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115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而表 7-1-1 仍列出 10 年後使用陶斯
松達 28,200ml，明顯不符法規，請修訂之。
（二）表 7-1-1 另一使用中之殺蟲劑 3%加保扶粒劑，亦為劇毒性農
藥，請檢討本案使用之殺蟲劑品項，應以低毒性為主，降低對
人員與生態之衝擊。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關於開發單位承諾「未來將委託國內相關產、學機關進行實施
全面性蟲害管理最佳管理程序，目標為 10 年內降低 50%農藥
使用量，平均每年需達成 7%以上削減量」，並臚列農藥減量
規劃（表 7-1-1）一節，符合「化學農藥十年減半」重要政策，
建議補充納入報告書相關章節並落實執行。
（二）另針對前揭農藥減量規劃表，建議補充藥劑之防治對象（用途）
，
以符使用農藥者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使用方法及其範圍之規定，
並對應研擬整合性管理模式(IPM)或替代防治方法，俾利相關
期程規劃及後續追蹤查核。
（三）所提配合 115 年禁用陶斯松政策，球場即起不再進貨陶斯松及
加 保 扶 使 用 ， 改 用 百 滅 寧 (permethrin) 及 因 滅 汀 (Emamectin
Benzoate)作為球場草皮防治使用一節，經查該 2 項藥劑未核准
使用作為草皮用藥。
（四）經
查
農
藥
資
訊
服
務
網
(https://pesticide.baphiq.gov.tw/information)，目前可核准用於草
皮作物（多於高爾夫球場使用）病蟲草害之藥劑，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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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分類
殺蟲劑

殺菌劑

除草劑

使用範圍

農藥名稱

農藥種類
小計

百慕達草夜蛾類

三氯松(1)、加保利(5)、加福松(1)

7

百慕達草蠐螬害蟲

陶斯松(1)

1

百慕達草黑斑病

保米黴素(1)、保粒黴素甲(2)

3

百慕達草褐斑病

甲基多保淨(2)、多得淨(1)、亞托敏
(4)、賓克隆(3)

10

百慕達草黃葉病

依普同(1)

1

結縷草銹病

賽福座(1)

1

結縷草褐斑病

福多寧(1)

1

草皮（百慕達草或地
毯草）雜草

汰硫草(1)、滅落脫(1)、伏速隆(1)、
合速隆(1)、百速隆(2)、快克草(1)、
依速隆(1)

8

（五）依據「農藥使用及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辦法」第 3 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使用農藥者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施
藥。爰針對前揭農藥減量規劃表（表 7-1-1），建議補充藥劑
之防治對象（用途），以符使用農藥者應按農藥標示記載之使
用方法及其範圍之規定。
四、 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
（一）確認意見一
1. 本處上次書面意見，仍有待釐清處：
（1） 建議使用最新電力排碳係數計算，惟報告仍未修正，如
p.6-17 變更前間接排放、p.6-18 變更後間接排放及 p.7-1
太陽光電系統等處之計算。
（2） p.6-17，球車之柴油使用量計算有誤，請修正為 43.8 公秉
/年。
（3） p.6-17，變更前直接排放之柴油排放係數部分，柴油球車
請使用移動源柴油係數(2.605kgCO2e/L)計算，柴油鍋爐
請使用固定源柴油係數(2.615kgCO2e/L)計算，並修正合
計數量及分別計算移動源及固定源之柴油溫室氣體排放
量，併修正兩者合計數值。
（4） p.7-1 太陽光電系統之減碳量「214,1027 公噸 CO2e/年」，
單位應為公斤非公噸，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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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補充 p.7-1 變更後球場溫室氣體排放降低 468.127 公噸 CO2e/
年之計算方式。
（二）確認意見二
1. p.6-17 部分：
（1） 一、（一）變更前間接排放之用電度數為 964,476kwh/年
（數字誤植為 964,676）。
（2） 一、（二）變更前直接排放之柴油球車之柴油排放係數請
修正為 2.650kgCO2e/L，排放量修正為 116,070kgCO2e/年。
2. p.6-18 部分：
（1） (3)合計約產生 980,055kgCO2e/年，請修正（三）合計約產
生 982,026kgCO2e/年。
（2） 二、（一）1.(1)60 台球車耗電=1kw/輛×5hr×60 輛=60kw，
請刪除「×5hr」文字。
（3） 二、（一）3.電力鍋爐排放 196.056kgCO2e/年，請修正為
196,056kgCO2e/年；原小計：71.459+196.056=267,571 公
kgCO2e/年，請修正為 71,459+196,056=267,515kgCO2e/年。
3. p.7-1，二、溫室氣體減量內容，請依據修正後數值修正變更前
排放量、降低排放量及合計變更後可削減溫室氣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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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修正意見
一、 李委員培芬
（一）請將取水口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之承諾納入第八章
內容，並以合適之海域生態計畫驗證其可能影響。
（二）表 8.2-2 中鯨豚及海洋爬蟲類目視調查中，提及「依水深 10 公
尺處之平行海岸線規劃穿越線」，請說明此目視調查之位置是
否於海面上？若否，此穿越現有無意義？
（三）海洋爬蟲類潛水調查為 3 處、2 季次。請說明是哪 3 處？有無
對照區與衝擊區之區分？2 季次是哪 2 季次？如何區分月份？
每次調查時間多久？
二、 簡委員連貴
（一）同意確認。
（二）施工期間運輸車輛至少 10%屬五期以上排放標準之車輛，請納
入承諾事項。
三、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p.7-62，圖 7.7-2 景觀設施設置示意圖中「濱海旅遊廊帶量點打造
計畫－扇鹽地景園區」辦理機關應為臺南市政府。
四、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一）本案迄今尚未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規定，進行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請開發單位儘速辦理。
（二）本案應請開發單位依〈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
理辦法〉第 4 條規定，先行向文化部查詢開發、利用行為或計
畫所涉水域之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資訊。
（三）本案雖未涉重要民俗場域，但仍請開發單位注意工程期間是否
影響相關國家重要民俗活動及該市民俗活動場域。
五、 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本案施工期間應有 4／5 運輸車輛及 1／5 施工機具取得自主管理
標章，且運輸車輛應至少 20%為五期排放標準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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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所提「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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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基地坐落臺南市將軍區之口寮段及山子腳段，海淡設備
所需用地為鄰近七股鹽田（青鯤鯓附近）約 17 公頃面積之公
有地，包含主要廠區面積約 11.9 公頃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規定
之保育區面積約 5.1 公頃。
（二）興建海淡廠，最大產水規模每日 20 萬立方公尺，最大取水量
約每日 55.4 萬立方公尺，最大排放水量約每日 35.4 萬立方公
尺。
（三）取水及排水管線規劃自青山漁港防波堤北側延伸至外海，取水
口離岸不少於 0.9 公里，排水口二處分別離岸不少於 1.5 公里
及 2.0 公里，經陸域段約 3 公里管線連接至海淡廠區。
二、 環境影響摘要
（一）地形地質
1. 開挖、整地、建築等工程，將對既有地形及地貌產生局部改變，
而配合良好的施工、植栽景觀綠美化計畫逐步施作，對本區域
地形地質應屬輕微影響。
2. 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完成後，廠址部分區塊地形將有所改變，
原有低窪且由海水覆蓋之閒置廢棄鹽田區域（高程為-0.5 公
尺），將由填土墊高之平整基地（高程為 1.3 公尺），及海水
淡化廠之辦公室、廠房等建築物所取代。
（二）空氣品質
1. 依據空氣品質擴散模式分析，施工期間疊加固定污染源增量及
背景空氣品質濃度，粒狀污染物（TSP、PM10 及 PM2.5）中 PM2.5
測值背景值已高於空氣品質標準，故 PM2.5 合成濃度未符合空
氣品質標準。氣狀污染物（SO2、NO2 及 CO）合成濃度皆能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計畫區外之粒狀污染物及氣狀污染物最大濃
度增量值均發生在基地西南側周界附近。
2. 營運期間主要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電力作為動力來源，
以本計畫承諾 6～9 月降載產水條件分析產水時需用電 2.56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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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年，參考 109 年度電力排放係數 0.502 公斤 CO2e／度，
溫室氣體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28,512 公噸／年。
（三）噪音振動
1. 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鄰近敏感受體之噪音影響等級介於
「無或可忽略影響」至「輕微影響」之間。
2. 施工及營運期間合成振動量均可符合日本振動規制基準，本計
畫對鄰近敏感受體之振動影響輕微。
（四）水文水質
1. 施工期間整地開挖及建築等工程施作，產生之地表逕流量為
0.0044 cms，此水量不大，推論基地旁既有溝渠通洪能力足以
容納周邊不透水鋪面內降雨產生之逕流。
2. 施工期間施工運輸車量清洗污水經沉砂處理後排入計畫廠址
旁之排水溝渠，因流量甚小，主要污染物為懸浮固體，又經沉
砂處理後予以排放，對周遭環境影響程度相當輕微，生活污水
將予以收集後，經污水處理設施處理至放流水標準後始予排放，
故對計畫廠址旁排水溝渠之水質水量影響甚微。
3. 營運期間全期營運人員以 30 人估計，最大生活污水量約為 6
立方公尺/日，經估算後對承受水體影響亦十分輕微。
4. 施工期間海域取排水管線之施工方式，擬於近岸潮間帶及通過
海堤段採用免開挖工法（如推進工法），其餘採拖曳法搭配載
重塊施作，管線事先組裝後再固定於預定位置，避免大幅水下
施工，可減少對海底造成擾動，未來影響範圍主要集中在施工
地點附近，管線固定時擾動底床造成之混濁水體，可藉由海流
快速消散或沉澱，影響應屬可接受範圍。
5. 營運期間海淡廠之鹵水排放入海域後，將明顯受海水漲退之影
響，漲潮時排放鹵水往北傳輸擴散，退潮時則往南傳輸擴散。
鹵水距離排放口 0.67 公尺處時，鹽度增值已由 19.9 psu 降為
3.45 psu，已降低 82%之鹽度，而距離約 14.9 公尺處時，鹽度
增值僅有 2.58 psu。
（五）廢棄物與土石方
1. 施工尖峰每日約產生 57.0 公斤生活垃圾，將集中收集後清運；
營建作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將責成施工廠商妥為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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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期間海水淡化廠土地填方約需 24.2 萬立方公尺土石方（實
方）；而取排水管線工程估計產生 1.8 萬立方公尺土石方（實
方）
，為減少對環境之影響，評估以計畫區內挖填平衡為優先，
故仍須約 22.4 萬立方公尺土石方（實方），所需土方來源則可
優先從臺南市政府土方交換平台及內政部營建署之營建剩餘
土方資訊服務中心取得免費之土方，次之為向鄰近之土資場進
行採購，土方暫以白河水庫清淤為優先來源。
3. 營運期間 30 位行政管理及操作人員，估計每日產生 34.2 公斤
生活垃圾。營運期間之事業廢棄物包含污泥乾重共約 3.6 公噸
／每日，將委由合格之清除、處理業者定期處理；而設備更換
之薄膜、耗材等，產量則視維護狀況而異，將依一般事業廢棄
物規定處理或由設備廠商攜回處理。
（六）生態環境
1. 陸域植物：本計畫調查區域多水域環境，零星穿插道路及小面
積野生荒地，自然度介於 0～2 之間，植被貧乏。本計畫對植
物生態影響屬於輕微。
2. 樹木移植計畫：海水淡化廠衝擊區內之珍稀植物，包括 6 棵土
沉香及 6 棵欖李，取排水管沿線之胸徑 10 公分以上喬木包含
23 棵黃槿、2 棵台灣海桐及 1 棵木麻黃以及距離管線較近（約
1 公尺）之 1 棵珍稀植物土沉香，合計 27 棵，均移植入植栽
計畫預定地點。由於現地環境隨時間改變，故施工前將進行完
整每木調查確定需移植之物種種類、數量及位置。其餘珍貴稀
有植物距離取排水管線較遠，經嚴格管控施工下受影響較低，
故建議原地保留且以指示牌作為標示，於施工期間加強灑水及
裸露挖填地面覆蓋防塵布等減輕措施，並監測其生長情形。
3. 陸域動物：計畫區內環境多為廢棄鹽田及魚塭，且均為半淡鹹
水所覆蓋，基地內調查記錄之物種多屬於人為開發的常見物種，
物種多樣性不高。黑面琵鷺主要棲地十份里距本計畫廠址約
10 公里，個體曾經於計畫區 1 公里外被發現，故不排除飛行
經過計畫廠區之可能。
4. 保育動物：針對黑面琵鷺過境高峰期（10 月至隔年 4 月），暫
停基地填土工程，以避免本計畫工程對該物種之干擾。其餘鳥
類移動力強，鄰近地區尚有適宜棲息地，研判施工期間對其影
響應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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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域生態：本計畫開發範圍距白海豚曾被目擊地點仍有約 4.5
公里以上之距離，海龜於此處海域被目擊的頻率也不高，顯示
開發範圍之鄰近海域並非白海豚或海龜之主要棲息範圍。
6. 本計畫參考國外海淡廠設計經驗及美國 EPA 針對海域取水設
施之進流規劃建議取水入口之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
時對海域生態不會造成影響，此外取水管的管中流速亦控制使
其低於該區海域最大流速（1.29 公尺/秒），且取排水口高於海
床 1.9 公尺以上，且排水口排放是以往上噴射散流，取水是水
平向吸進，使海域生物能不受排水之衝擊亦不會造成底泥擾動
進而影響底棲生物，故評估對海洋生態影響輕微。
（七）景觀及遊憩
1. 景觀影響：本計畫區景觀環境位於臺南市將軍區青鯤鯓台 61
線旁閒置低漥地，景觀特色主要以魚塭及空地自然植生為主，
鄰近青鯤鯓等社區聚落，依據開發前後，觀景點除天空以外之
可見地景之視覺範圍，與觀景點可見的天空範圍的變化程度兩
方面進行評估；施工期間評析結果 5 處觀景點所受到影響屬無
影響～中度負面影響；營運期間有 1 個觀景點評析結果為輕度
負面影響，4 處觀景點所受到影響屬無影響。
2. 遊憩影響：施工期間計畫區附近 1 公里範圍內並無明顯之遊憩
據點，雖七股扇形鹽田與本計畫廠址相比鄰，惟該處自平面上
無法看到其景觀特殊之處，因此較無遊客前來觀光參訪；而 3
公里外有馬沙溝濱海遊樂區、將軍漁港、七股鹽山及台江國家
公園等觀光遊憩據點，因距離較為遙遠，故無法看見工程進行，
且既有之遊憩型態及景觀，亦不會因本計畫開發而有所改變；
營運期間對本計畫區附近 1 公里範圍內僅有七股鹽田可供參
觀，惟其在平地暸望上景觀並無明顯特殊之處，需自空中俯視
方能見到七股鹽田之美，其餘並無 1 公里內之遊憩據點，因此
營運期間對周遭既有之觀光遊憩發展並無負面影響。
（八）交通運輸
1. 施工期間尖峰小時將增加 82 PCU／小時。在平日部分，各路
段之服務水準多能維持在 A～B 級；在假日部分，各路段之服
務水準亦多能維持在 A～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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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期間尖峰小時將增加 18 PCU／小時。無論在平日或假日
皆仍維持原服務水準，各路段之服務水準維持在 A～B 級，故
對周遭交通環境幾無影響。
（九）社會經濟
1. 施工期間：尖峰施工人員約 50 人，對當地人口、產業結構、
公共設施及產經活動影響輕微。
2. 營運期間：將需要 30 名左右之人力，協助進行輪班及海水淡
化廠之操作管理，因人力需求數量不多，對鄰近區域之產業結
構亦無連帶性之影響。
3. 漁業經濟：本廠附近之蚵棚位於青山漁港儲水池、青山港沙洲
及其右側水道，距本計畫排水口距離約 1.9 公里。本計畫評估
對臺南地區漁業環境影響輕微，未來將與鄰近漁民協商，是否
朝向漁業經濟之損害補償，而非依漁業法第 29 條採變更、撤
銷或停止漁業權方式，以減少對臺南近岸捕魚之漁民的影響。
（十）文化環境
1. 預定管線位置鄰近有形文化資產「七股鹽場減資建物群」第四
生產區 12 號抽水機房、青鯤鯓鹽工宿舍、疑似文化資產之扇
形鹽田。由於本計畫管線屬地下埋設，將分區分段開挖降低工
程影響，施工遮蔽部分景觀外貌均屬短暫影響，故對景觀影響
輕微。
2. 本計畫工程將不會對其餘重要文化資產與民俗活動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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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修正意見
一、 李委員培芬
（一）請依據相關資料規劃鰻魚調查之調查時間，若施工前之時段不
在 11～2 月間，則將看不到鰻魚之成果，且施工及營運期間每
年執行 1 次，請確定執行月份。
（二）請將取水口平均流速不超過 0.15 公尺／秒之承諾納入第八章
內容，並設計相關海域生態計畫以驗證其可能影響。
（三）有關鯨豚及海洋爬蟲類之意見，請參考臺南海水淡化廠案之內
容回覆。
二、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一）本案迄今尚未依《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規定，進行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工作，請開發單位儘速辦理。
（二）本案應請開發單位依〈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
理辦法〉第 4 條規定，先行向文化部查詢開發、利用 行為或
計畫所涉水域之水下文化資產相關資訊。
（三）請開發單位注意後續工程期施作間是否影響相關民俗活動。
三、 本署廢棄物管理處
（一）延續開發單位答覆本計畫無機污泥產生量占新竹地區處理總
收受量 0.5%，或占彰濱工業區資源化處理中心收受量之 0.2%
顯示可受託之處理量能足夠等情，仍請開發單位務實評估處理
／再利用機構可收受廢棄物種類及現況(含營運期程)是否仍
具有餘裕處理能力。
（二）延續開發單位答覆本計畫無機污泥除委託合格處理廠商合法
掩埋或處理外，亦考量再製利用處理等情，請開發單位評估優
先採委託再利用，並儘可能減少掩埋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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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所提「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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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坐落於新竹市北區南寮里及海濱里沿海之交界處，計畫
廠址北側緊鄰新竹漁港，開發面積約 10.115 公頃，土地所有
權人均為中華民國，除 2 筆地號屬水資源專用區，其餘皆為都
市計畫保護區。
（二）興建海淡廠，最大產水規模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最大取水量
約每日 30.4 萬立方公尺，最大排放水量約每日 20.4 萬立方公
尺。
（三）取水方式採用離岸型直接取水設施，排放管與取水管規劃設置
至現況海平面下約 10 公尺處，直至此處之取、排水管長度分
別約 1,350 公尺及 1,500 公尺以上，且為避免排放口與取水口
相互影響，間距採取約 700 公尺以上。規劃排放管之排放口以
向上射流方式進行擴散，採單一排水管設置四個排放孔，各排
放孔間距約 20 公尺，高程設定為底床上約 3 公尺。
二、 環境影響摘要
（一）地形地質
1. 整地順應原地形高程執行，土建工程將對既有地形及地貌產生
局部改變，由於土方採區內挖填平衡，故將配合保水設施及廠
區排水設置開挖，土方回填至地勢較低之區域，各工程經妥善
規劃設計後，對陸域地形應屬輕微影響。
2. 本計畫廠址未涉及海嘯溢淹、淹水及坡地危害等相關潛勢，亦
不屬於地下水補注、地質遺跡、山崩與地滑和活動斷層各地質
敏感區，未有相關地質影響顧慮。另全區屬低液化潛勢區。距
離本計畫廠址最近斷層為相距 5.6 公里之新竹斷層，因此亦無
需考慮近斷層效應之影響。
（二）空氣品質
1. 依據空氣品質擴散模式分析，施工期間疊加固定污染源增量及
背景空氣品質濃度，除 NO2 最大增量合成濃度未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外，其餘最大濃度增量值皆能符合空氣品質標準，開發
單位已擬定相關空氣品質污染防制及減輕對策，包括縮小施工
範圍，避免不同工程同時施作，並採分區施工，以降低施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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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對周圍環境空氣品質之影響以預防及減輕可能影響，故影響
程度應屬輕微。
2. 營運期間主要以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作為動力來源，以
本計畫承諾 6～9 月降載產水條件分析產水時需用電 1.28 億度
/年，參考 109 年度電力排放係數 0.502 公斤 CO2e/度，溫室氣
體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64,256 公噸/年。
（三）噪音振動
1. 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對鄰近敏感受體之噪音均屬無或可忽
略影響，雖南華國中合成音量超出噪音管制標準，惟主要係因
該測站環境背景音量較高。整體而言，本計畫施工期間對周遭
噪音環境影響不大。
2. 施工及營運期間合成振動量均可符合日本振動規制基準，本計
畫對鄰近敏感受體之振動影響輕微。
（四）水文水質
1. 未來施工前，將依法規要求提出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獲核
准後依計畫內容辦理，包括工程期間將設置臨時沉砂池，收集
地表逕流，降低泥砂含量。
2. 工地出入口設置洗車台及沉砂池，並遵照營建工地、土石方堆
（棄）置場放流水標準，將懸浮固體濃度處理至 30 mg/L 以下，
符合營建工地放流水標準後，後予以排放至承受水體，因其流
量甚小，且主要污染物為懸浮固體，經沉砂池處理後再予以排
放，對其周遭環境影響程度輕微。
3. 營運期間全期營運人員以 29 人估計，最大生活污水量約為 5.8
立方公尺/日，經估算後對承受水體影響亦十分輕微。
4. 施工期間海域取排水管線之施工方式，擬採拖曳法搭配載重塊
施作，未來施工廠商亦得評估其他對海域環境影響較小之施工
工法，以拖曳法搭配載重塊施作為例，管線事先組裝後再固定
於預定位置，避免大幅水下施工，可減少對海底造成擾動，未
來影響範圍主要集中在施工地點附近，管線固定時擾動底床造
成之混濁水體，可藉由海流快速消散或沉澱，影響應屬可接受
範圍。
5. 營運期間海淡廠之濃排水排放入海域後，將明顯受海水漲退影
響，漲潮時排放濃排水往 NNE 向傳輸擴散，退潮時則往 S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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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傳輸擴散。在距離排口 100 公尺、200 公尺、300 公尺處之
最大鹽度增值分別為 1.41psu、0.63psu 與 0.50 psu。雖本計畫
之濃排水係連續排放入海，但受濃排水排放區域海流擴散傳輸
稀釋效應之影響，排放口附近的背景鹽度並未持續累積。
（五）廢棄物與土石方
1. 施工尖峰每日約產生 51.0 公斤生活垃圾，將集中收集後清運；
營建作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將責成施工廠商妥為收集。
2. 本廠址開發面積約 10.115 公頃，配合保水設施開挖及廠區設
置進行整地，評估以區內挖填平衡為優先。如有剩餘或不足土
石方，則依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利用
作業要點規定，申報工程資訊辦理撮合交換。
3. 營運期間 29 位行政管理及操作人員，估計每日產生 33.6 公斤
生活垃圾。營運期間之事業廢棄物包含污泥乾重共約 1.8 公噸
／每日，將委由合格之清除、處理業者定期處理；而設備更換
之薄膜、耗材等，產量則視維護狀況而異，將依一般事業廢棄
物規定處理或由設備廠商攜回處理。
（六）生態環境
1. 陸域植物：計畫廠址以自然度 1 為主，環境以裸露地最多。本
計畫配合新竹市政府「17 公里沿線景觀改善計畫工程」將保
留廠址南側土丘，以降低景觀衝擊並作為植栽計畫使用區域，
移植目前計畫區內原生樹種。目前廠址內人工林自然度 3 面積
約 1.3 公頃，開發後將由管理中心、廠房…等建築物取代，降
為自然度 0。故規劃南側土丘（約 3.5 公頃）作為植栽計畫區
進行補償，開發完成後將提升為自然度 2 以上。
2. 樹木移植計畫：配合新竹市政府規劃之景觀或遊憩功能，本計
畫將於南側土丘移植目前位於廠址內 150 棵胸徑 10 公分以上
原生樹種（包含欖仁 100 棵、朴樹 25 棵及水黃皮 25 棵），並
補植具有生態意義及功能的植株 150 棵，若數量無法完全容納
時，北側土丘及廠區道路旁亦作為植栽區使用。
3. 陸域動物：營運期間本廠於陸域主要之干擾為車輛交通及人為
活動，惟車輛及人為活動不多，對當地生態環境影響輕微。計
畫廠址應以原生植物進行綠美化工作，藉以吸引野生動物棲息，
降低對陸域動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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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育動物：鄰近保育類共發現彩鷸、黑翅鳶、紅尾伯勞，遊隼
及鳳頭蒼鷹五種。推測未來施工及營運期間，原本棲息於預定
地內的動物族群將往周邊相似環境移動，另針對保育類動物已
擬訂減輕對策，經評估對於陸域動物生態影響輕微。
5. 海域生態：本計畫開發範圍未位於「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範圍，海龜於此處海域被目擊的頻率
也不高，顯示開發範圍之鄰近海域並非白海豚或海龜之主要棲
息範圍。
6. 本海淡廠將控制取水口取水平均流速（不大於 0.15 m/s），以
降低海域生物汲入或撞擊之影響；另放大取水管管徑，使取水
管管中流速低於鄰近洋流流速（不大於 1.15 m/s），故評估對
海洋生態影響輕微。
（七）景觀及遊憩
1. 景觀影響：廠址內現況多以裸露地表及雜草林地為主，於工程
施作可能有表土裸露造成之揚塵問題，且施工相關工程車輛進
出及原物料堆放，為短期負面影響，待區內各項工程完工後，
即可改善該區域之景觀美質。完工後，規劃最大化的保留廠址
現況之土丘地形，其中南側土丘保留現況地形，而海淡廠房及
泥砂處理機房將融合北側土丘，進行地下化配置。
2. 遊憩影響：廠址內無遊憩資源，鄰近遊憩點主要位於漁港內以
及廠址南側，大致均距離廠址約 1 公里範圍內，視覺景觀可能
多少受工程行為影響而產生輕微之衝擊，施工期間對臨近區域
之觀光遊憩發展並無顯著影響。未來在計畫完成後，可望能進
一步帶動鄰近區域之休閒遊憩相關發展，盼能達到跨域加值之
功效，提升本計畫鄰近區域之遊憩資源。
（八）交通運輸
1. 施工期間尖峰小時將增加 41 PCU／小時。在平日部分，各路
段之服務水準多能維持在 A～C 級；在假日部分，各路段之服
務水準亦多能維持在 A～B 級。
2. 營運期間尖峰小時將增加 20 PCU／小時。在平日部分，各路
段之服務水準多能維持在 A～C 級；在假日部分，各路段之服
務水準亦多能維持在 A～B 級。
（九）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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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期間：尖峰施工人員約 44 人，對當地人口、產業結構、
公共設施及產經活動影響輕微。
2. 營運期間：將需要 29 名左右之人力，進行輪班及海水淡化廠
之操作管理，因人力需求數量不多，對鄰近區域之產業結構亦
無連帶性之影響。
3. 漁業經濟：已承諾每年 6 月至 9 月，單月產水量不高於 150 萬
立方公尺，實際最大汲入水量每年影響漁獲價值估算約為
1,067 千元，研判海淡廠營運對漁業資源汲入損失應屬輕微。
（十）文化環境
1. 計畫廠址內發現一件疑似清代末期至日治時期的團鶴紋瓷片，
並未發現其他史前或歷史時期的遺留，且目前土地利用大部分
為裸露地表及草生林地，未有特殊建築，故研判本計畫工程未
有影響鄰近文化資產之疑慮。
2. 本計畫之開發對聚落重要文化活動雖不致產生嚴重影響，但位
於西濱路一段的代天府於每年 11 月底舉行五府千歲諸神出巡
繞境活動，其遶境路線與本計畫調查範圍東北緣部份區域重疊，
施工期間應避開其活動範圍並與當地居民溝通以採取因應措
施，避免影響當地民俗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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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B 階段）環境影
響說明書」確認修正意見
一、 朱信委員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去年頒布環境振動管理指引，振動值於此過
渡期仍採用過去之方法，其值較回覆本人專案小組初審會議書
面意見（四）之未來方法振動值小 20dB，請修正。
（二）請開發單位釐清為何以最大振動標準值 85dB 為比較基準，而
不是以一般之 52dB 至 60dB 標準值為基準。
二、 簡委員連貴
施工期間運輸車輛應選用符合四期以上排放標準，其中 40%符合
五期排放標準，請納入承諾事項。
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開發單位稱「施工前將留意用地範圍內是否有國土綠網關注區
域西南六範圍之生態關注物種分布，必要時研提減輕對策以降
低生態衝擊」部分，建請補充說明目前已規劃必要時之相關減
輕對策。
（二）另開發單位所提「施工範圍主要位於道路，未涉及動植物重要
棲地，因此無須擬定棲地補償相關方案」一節，建請補充評估
本案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噪音振動及空氣品質等對於動
植物棲地之外部影響，如確有影響，建請擬定相關保育對策。
（三）施工期間如有涉及樹木修剪事宜，建議可參酌「高雄市植栽修
剪作業規範」或本局研訂之「景觀樹木修剪作業指引」。
四、 經濟部水利署
（一）本案非屬用水計畫審核管理辦法第二條規定之開發行為，無
須提送用水計畫，惟施工及營運期間所需用水，仍請開發單
位逕行取得合法水源。
（二）p.6-28，本署 110 年水文年報已於網站上提供，故相關資料
請更新至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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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 p.7-5 表 7.1.1-6 及 p.7-6 表 7.1.1-7 之甲烷(CH4)、
一氧化二氮(N2O)排放係數誤植為固定源使用柴油之係數，請修
正為移動源使用柴油之係數，並同步修正相關排碳量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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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所提「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B
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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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起點銜接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
A 階段）南路竹車站(RK6)尾軌起，續沿省道台 1 線（中山路）往
北高架布設，沿線行經路竹市區之中山路、中山路一段，接續進
入湖內區，止於台 1 線（中山路一段）與台 28 線（環球/東方路）
交叉口附近，並留設 150 公尺尾軌，全長約 3.79 公里，沿線共設
置 2 座高架車站。計畫路線位經高雄市路竹區、湖內區等 2 個行
政轄區。
二、 環境影響摘要
（一）空氣品質
施工期間所衍生之各項空氣污染物除細懸浮微粒(PM2.5)背景
值已超過空氣品質標準，以致濃度合成值亦有不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之情形，其餘項目則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施工影響係屬
暫時性，其增量影響將於施工完成後終止。捷運系統以電力驅
動且可改善區域性道路交通擁塞情況、節約行車時間及減少車
輛行駛距離，將間接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因此營運期間
對空氣品質之影響有正面之改善助益。
（二）噪音振動
1. 鄰近敏感受體可感受之營建噪音屬輕微～嚴重影響等級，將視
需要更換或調整施工機具種類及數量、重新安排施工時程或增
設移動式隔音設施，以減輕噪音影響，施工運輸車輛衍生之交
通噪音相對現況環境增量有限，捷運交通噪音於部分敏感路段
有超標情形，在有防音措施情況下（設置直立式或雙弧型隔音
牆），各敏感受體代表點均可符合「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
準」第八條大眾捷運系統交通噪音管制標準，且噪音影響等級
均可降至「輕微（含）」影響等級以下。
2. 施工振動預估傳遞至工區周界時，振動位準已低於「日本東京
都營建工程振動規制」規定及環境保護署公告「環境振動管理
指引」之環境振動建議值，影響輕微，施工運輸所衍生之交通
振動影響不顯著。捷運完工通車後，預估於道路邊 1 公尺處可
感受之振動位準可符合日本東京都道路交通振動規制之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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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文及水質
1. 計畫路線因無新設跨河橋梁，不致對路線所行經之大湖埤排
水（龜山排水）水理造成影響。高架橋面排水採逐墩蒐集，
以重力自然排水方式將橋面逕流水排至原道路排水系統，不
改變沿線既有水路排水分區。
2. 施工期間影響附近地面水質之主要來源為施工活動廢水（包
括運輸車輛清洗廢水及施工人員生活污水）之污染，經評估
承受水體水質濃度增量趨近於零，對鄰近排水系統水質影響
應相當輕微，且施工期間將於工區放流口進行每月 1 次水質
監測，以確保符合放流水標準。另為再降低承受水體之污染
負荷，將於施工規範中規定承包商於工區設置臨時流動廁
所，並定期委託清除機構清運。
3. 營運期間產生之污水主要來自 2 處車站常駐站務人員及旅客
等之生活污水，未來車站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構完成，則
優先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處理為原則；如期程無法配合，將
於車站內設置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自行先處理至符
合「放流水標準」後再行排放。本計畫車站污水經處理至符
合放流水標準排放後，承受水體水質濃度增量近趨於零，對
鄰近排水系統水質影響應相當輕微。
（四）地形地質
利用既有省道台 1 線高架構築，高架車站及高架橋墩基礎進行
少量開挖，不致對地形造成影響。依據鑽探資料，部分地區 20
公尺內有可能產生液化現象，惟 20 公尺內之砂土層厚度不大
且夾有粘土層，產生全面性液化現象之可能性不大，設計階段
將進一步分析工區液化潛能，以考量適當之工法並決定合適之
承載層與地層參數因應。本計畫未通過斷層，距離最近之小崗
山斷層分布於本計畫東側約 6 公里，為第二類活動斷層，因其
距本計畫已有相當距離，研判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不大。旗
山斷層及車瓜林斷層為第一類活動斷層，與計畫捷運路線最近
距離分別超過 12 公里及約 11 公里，研判其近斷層效應分別屬
可忽略及屬輕微，設計毋需考量近斷層效應。
（五）廢棄物與土石方
1. 營建廢棄物將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清除處理或再利用；施
工人員產生之一般廢棄物將於施工場所設置有蓋式垃圾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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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收集，並委由合格之機構代為清運處理或再利用；營運期間
車站設置資源和一般垃圾桶分類收集旅客及工作人員生活垃
圾，並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定期清運處理。
2. 本計畫預估產生挖方量約 23.6 萬立方公尺（自然方），填方量
約 10.3 萬立方公尺（自然方），約 13.3 萬立方公尺（自然方）
需外運，本案將優先利用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交換撮合，若鄰
近公共工程需土工期或土質無法與本計畫配合，將委由施工承
商負責清運至鄰近合法土石資源處理場處理。經查鄰近計畫地
區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場核准處理量可滿足本計畫之棄土方處
理需求，初步評估本計畫之棄土去處無虞。
（六）生態環境
本計畫用地並未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且用地內並未發現珍貴稀有植物及動物，計畫開發不致對
珍稀植物及動物造成直接影響。用地附近發現 3 種珍貴稀有保
育類野生動物及 2 種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皆未於計畫路
線發現有築巢記錄，因其記錄地區距工區較遠，工程對其影響
反應屬輕微；施工噪音振動及燈光影響等可能對計畫區內之野
生動物造成驅離作用，導致其遷移到鄰近之相似環境；以及使
用除草劑或毒鼠餌料來整地或維護環境，導致污染其食物來源。
故後續施工整地及維護環境時，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及
禁止使用老鼠藥或除草劑等有毒化學藥劑，以避免保育類與其
他物種食物來源以及環境受到毒物污染。營運階段列車行駛及
旅客進出等活動，對於已長期處於人類活動干擾下之動物生態
環境，主要影響同現有道路之噪音干擾。
（七）景觀遊憩
1. 施工期間將落實施工管理，妥善維護工區整齊清潔，降低對鄰
近居民之視覺影響，高架橋量體對沿線天際線之改變、視覺空
間之分割及結構量體，對鄰近視覺衝擊接受者產生視覺壓迫及
阻隔。惟計畫捷運路線均位於路幅 24～27 公尺或未來將拓寬
為 40 公尺以上之台 1 線道路，且道路兩側或單側建物多有退
縮，因捷運結構與兩側建物尚有約 10 公尺以上距離，視域較
為開放，對觀景者之視覺景觀、量體壓迫感有限。
2. 施工活動將影響台 1 線道路服務品質，惟台 1 線之施工路段非
主要遊程道路，受影響之遊憩據點不多。計畫完工通車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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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高雄地區大眾捷運系統服務範圍，增加鄰近地區景點的交
通可及性及便利性，提升民眾旅遊意願。
（八）社會環境
計畫捷運路線沿既有道路布設，路線兩側之社區及商家因鄰近
施工區域，將受施工人員、車輛進出及機具操作等工程活動影
響。路線鄰近地區亦有學校及公務機關等公共設施分布，故施
工過程中，需注意配合現地條件，妥擬交通維持及改道措施、
設置適宜之工區圍籬及通道、並儘量避免於夜間施工，以維持
當地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及各既有公共設施之服務功能。
（九）交通運輸
施工期間計畫捷運路線及站體利用省道台 1 線布設，因施工圍
籬占用道路，致施工區域道路容量縮減，在路竹市區段省道尚
未拓寬的情形下，尖峰時段服務水準降至 E 級以下。公路總局
預計 113 年完成湖內區大仁路以北之省道台 1 線拓寬工程，捷
運施工期間可維持 C 級以上之服務水準；計畫完工通車後，僅
高架墩柱占用道路空間，需略為加大中央分隔島寬度，對道路
容量之影響輕微，且未來若省道台 1 線拓寬完成後，道路容量
較現況增加，再加上捷運通車可轉移部分汽機車流，使得交通
量略減，故預估計畫沿線道路服務水準將較現況為佳。
（十）文化資產
本計畫路線範圍及周邊 500 公尺範圍之文化資產評估項目中，
並無已登錄指定之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依據實地調查成果，
計畫路線鄰近地區有一社西遺址緊鄰路線旁，將於橋墩基礎開
挖時委託專業考古學者進行施工中監看作業，確認是否可能影
響史前考古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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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四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
二B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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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專員

黎俊彬

線上簽到

秘書

楊瀅臻

線上簽到

副秘書長

王啓川

線上簽到

簡任技正

許錦春

線上簽到

股長

張舜華

線上簽到

衛生
稽查員

黃宇伶

線上簽到

股長

黃祖揚

線上簽到

科員

謝文淵

線上簽到

交通部公路總局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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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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四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第
二B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
列席單位及人員：
機關或單位

高雄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職稱

姓名

簽到

副局長

吳嘉昌

線上簽到

科長

林永盛

線上簽到

股長

洪銘揚

線上簽到

股長

周德富

線上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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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團體民眾會議發言順序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3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二案 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發言
出席團體（單位）
順序
1

南縣區漁會

職稱

姓名

備註

助理幹事

吳瑋智

線上發言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團體民眾會議發言順序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3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三案 新竹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發言
出席團體（單位）
順序
1

職稱

在地民眾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

姓名

備註

黃福鎮

線上發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團體民眾會議發言順序單

會議名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3 次會議
時
間：111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討論事項 第四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第二 B 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
發言
出席團體（單位）
順序

職稱

姓名

備註

1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區長

陳祐瑞

Call out

2

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區長

薛茂竹

Call out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423 次會議
列席單位、旁聽民眾或團體
發言單或書面意見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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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單位：東光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葉宇鴻

1. 有關委員提出以 109 年農藥使用總量作為未來十年減半之基
準，本公司遵照辦理。
2. 有關環境監測計畫「土壤」之農藥監測項目應至少包含土壤污

染管制標準之項目，
「地下水」亦至少包含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之項目，本公司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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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423次會議議程- 臺南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南縣區漁會意見
1. 因本計畫仍無相關初步設計資料，故之後廠域興建及營運時，是否誠如說明書內容
回復說對排水和漁撈養殖（魚蝦貝類產卵、仔稚魚、鰻苗和牡蠣）無影響，與本會
了解之訊息實有出入（地方仍多持反對開發立場）。故建請開發單位後續仍應盡速
與地方溝通並取得共識。另於設計發包和營運時，仍應盡力蒐集相關資料和對地方
的溝通，以降低工程施工和後續完工營運時，造成彼此的困擾。
2. 現新竹臨時海水淡化廠在營運時長期產生低頻噪音，影響到附近村落居民之生活，
造成地方的抗爭，因本開發案廠域僅臨青鯤鯓聚落不到2公里，建請開發單位於後
續設計時，應蒐集參考該新竹廠的問題，以避免相關問題重複發生。
3. 因本開發案為地方重大建設，建請後續相關進度，開發單位應明確讓地方重要窗口
知道及溝通，以免造成謠言亂傳，導致不必要的困擾發生。
4. 因本計畫書僅提及施工及營運時對候鳥之監測，建請開發單位應將漁撈養殖（仔稚
魚、鰻苗和牡蠣）納入相關長期監測計畫內容，並將資料提供相關利害單位了解。
5. 因海水淡化是高耗電產業，本計畫僅初步提及以月分來區隔產水量，建請開發單位

仍應前幾次委員會建議，將最低產水量的技術納入後續設計開發條件，後續營運時
是否成立評估小組（例如參考水情燈號）做為產水量需求評估，以降低電力使用、
環境生態衝擊破壞和漁民權益受損。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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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開發單位回應內容如下：
1. 承諾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2. 海洋爬蟲類之生態調查季節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季
節為準，承諾於每年夏季補充執行 1 次海洋爬蟲類之調查。
3. 承諾本計畫植栽以原生種為限，且施工及營運期間不得使用除
草劑、殺蟲劑、老鼠藥等化學毒性藥劑。
4. 承諾施工期間應有 4/5 以上運輸車輛及 1/5 以上施工機具取得自
主管理標章，且運輸車輛至少 20%為五期以上排放標準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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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

新竹海淡廠環評 423 次大會

黃福鎮 111.7.13 有參考文件須納入紀錄

賞析新竹 X 基地監委陳情文 111.6.28(附件)，協尋林市長論文指導教授是哪位？
邪門！X 基地有兩套環評規範；盜洞！有環評都更容積但無都更核定書？
海淡廠歷史審判，開始閱卷！時間展開善惡果報，見證人性化學變化。
環評史官出具海淡廠清單：「就是壁畫」、「無穩定獨立平價電源」！？
病根：缺少良知的專家，遺害千年！？
台積電大量耗水：10 萬噸海淡水剛好補足台積電(寶 1、寶 2)用水。
「後能量不滅」架構：雙缺，大缺電小缺水，「以電謀水」新商機？
新竹海淡廠環評大拼圖：
一、環評尊嚴！環評法定有兩場公開會議：1.第一場，環說書成書前環評公開
論壇(110.4.30)，沒問題，有舉辦有記錄(覆-29)！2.第二場，環評審議前(中)，環
評小組影音檔(111.1.18)有談到此公開會議，有會議就公開紀錄，小組李育明主
席參與勘驗基地？(不要誤導，所談為一階環評，非二階)。
二、再次確認：海淡廠(RO)製造硼水，竹科廠商不會使用(飲用)！勿拿低標「水
質標準」當擋箭牌？營運喝硼水慶功，竹科(台積電)、環委隨意，我乾杯？
三、海淡廠政策即為官方補貼竹科上市公司！？海淡廠高耗能、高電價(關鍵：
電從哪裡來？)，水價差誰負擔？向竹科(廠商)徵收？
四、依都計論法，靜待地目變更為水資用地後再環評！海淡廠地目為保護區(非
水資用地)，都發處說現在也無都計變更，所以，就依保護區規定來環評；環評
會正名：海淡廠環說書更名為可行性研究(前置性參考文件)。
五、南側土丘(3.5 頃)植栽區非海淡廠設施，正確基地面積為(6.6 公頃)；就技術
處理，海淡廠認養 3.5 公頃植栽區，更大大手筆認養 17 公里海岸線。
六、營運廠商內心有底：廠址有誤，蓋在「死海」裡，判斷「廢墟」！？
1.基地：環評小組李育明主席現勘發現基地為人為土丘(111.1.18 影音檔)，來自
於青草湖(位於客雅溪中游)清淤，客雅溪為登記在案受汙染河川；定責任：李已
經知道基地土壤來處，為何無後續指示！？
2.北側：突堤效應！？新竹漁港堤岸不斷向外海延伸！
3.南側：客雅溪出海口旁浸水垃圾掩埋場！？何時將垃圾清除乾淨！？
4.南側：為遭亂排放廢水客雅溪(受汙染河川)之出海口！？
留下委員大名為關鍵字，方便研究生爬梳。
此致 新竹海淡廠環評小組 3 次會(111.4.18)：
李育明(主席)、朱信、李俊福、李培芬、李錫堤、官文惠、陳裕文、張學文、程
淑芬、簡連貴、馮秋霞、孫振義。

郭文東監委、陳景峻監委訪新竹 二次陳情竹科 X 基地 黃福鎮 111.6.28
受文：郭文東陳景峻監委 台大城鄉所 政大地政所 清大社研所 成大都研所
2 附件：110.12.28 陳情監委(院台業貳字第 1110700568 號)及市府回函(111.2.17)
主旨：權力架構下專家無助的臉孔！涉及良心、知識、律法、私慾？顧炎武
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陳情大綱：
竹科 X 基地 3.76 公頃(D6)、行政院核定總費用 182 億(109.7.15)。
試問受文者，誰能夠解答審議過程的錯亂？
一、神奇！為何有兩套環評規範：A.X 基地環說書、B.台肥科商環說書！？
二、奇怪！都更書沒印、都計(環評)還在審，為何都設能過關、招商、開工！？
證物：怪力亂神審議程序！？
一、X 基地有兩個環說書，新竹市環評會如何審：X 基地環評、科商環差 2？
1.竹科管理局負責人王永壯：承擔環評法 20-23 條之責任！
2.X 基地環評大會通過(110.11.12)，環評小組(110.9.14)：
林仲廉(主持人)、吳宗修、呂穎彬、賀力行、黃書偉、陳湘媛、程淑芬。
3.台肥科商環差 2，環評小組(109.1.16)：
劉沛宏(主持人)、張秋萍、黃鈺軫、蘇宏仁、黃書偉、吳宗修、賀力行。
二、看不懂 X 基地流程：都計(110.12.29)、都更(從缺？)、都設(110.8.12)，興建
工程招商(110.9.14 SBIP-109-022)、開工(110.12.25)？
1.都計 280 次(110.12.29)審議過關：
(1).竹科管理局職責：新設科學園區必須劃設 20%公共設施(法定公設)。
(2).都委會審議行政院核定 X 基地(D6)：為何僅劃定都更、不處理 20%公設？
林智堅、陳章賢、許志瑞、葉時青、曾淑英、張力可、倪茂榮、劉世偉、賴美
蓉、劉曜華、謝政穎、蘇昭銘、黃書偉、白仁德、蔡宜穎、賴廷彰、李昌憲、
吳清源、郭嘉昌、呂曜宇。
2.都更審議流程從缺：都更封面印好了沒？都更書到底藏在哪裡？
3.都設 245 次(110.8.12)審議過關：
林智堅(市長)、陳章賢(主持人)、王俊雄、吳宗修、吳清源、李昌憲、林靜娟、
郭嘉昌、陳天佑、潘一如、蕭有志、賴美蓉、曾淑英、倪茂榮、張力可、葉時
青、許志瑞。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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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單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第 3 案開發單位）
開發單位回應內容如下：
1. 承諾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半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
2. 海洋爬蟲類之生態調查季節以「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季
節為準，承諾於每年夏季補充執行 1 次海洋爬蟲類之調查。
3. 承諾本計畫施工及營運期間不使用除草劑、殺蟲劑、老鼠藥等
化學毒性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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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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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單位：高雄市湖內區公所

陳區長祐瑞

本案屬重大建設，在地鄉親期盼可透過捷運建設平衡城鄉差距，
站在區公所之立場，也希望委員可以支持本案，順利通過，讓捷
運延伸到湖內區，對地方建設及運輸需求都有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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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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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次會議
單位：高雄市路竹區公所

薛區長茂竹

本段捷運是連接岡山路竹及湖內之間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是帶
動我們地方發展的關鍵所在，路竹鄉親非常期待，希望捷運系統
能早日施工及完工，讓鄉親及早享受捷運的快捷，並帶動地方建
設及繁榮契機，藉由捷運系統之擴充及連結，促進北高雄產業發
展及永續發展，懇請委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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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