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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108年4月29日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9次會議紀錄1份，如有修正意見，請於文到7日內通知
本局，請查照。
說明：依本局108年4月22日北市環綜字第1083025958號開會通知
單賡續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劉主任委員銘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盧副主任委員
世昌、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王委員三中、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張委員郁慧、臺北
市政府交通局 鄭委員佳良、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委員玉芬、臺北市政府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 周委員德威、陳委員起鳳、吳委員孟玲、李委員培芬、黃委員台
生、董委員娟鳴、歐陽委員嶠暉、鄭委員福田、楊委員之遠、康委員世芳、張委
員添晉、駱委員尚廉、王委員根樹、顏委員秀慧、李委員育明、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臺北市公共運輸處、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南港
區公所(討論案一)、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討論案一)、南榮開發建築股份有限公
司(討論案一)、文化部(討論案二)、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討論案二)、臺北市立美術
館(討論案二)
副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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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09 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市政大樓 2 樓北區 N202 會議室
參、 主席：盧副主任委員世昌代(討論案一)
吳委員孟玲(討論案二)
記錄：唐彩惠、王姿羡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7 年 4 月 11 日公告修正「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
中第 26 條修正為「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爰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第 37 條第 4 款規定變更原審查結論。
案名：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
更審查結論)
一、 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李委員育明：
1. 本案基地現況為空地，原設計經變更後樓高雖未超過 120
公尺，但高度已達 118 公尺，變更審查結論之理由仍請再
行釐清。
2. 請補充說明建築高度變更設計之提出時間點，以釐清其與
「認定標準」修正時間點之關聯。該項變更設計之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程序亦請一併說明之。
康委員世芳：
本案因「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之修正，設計樓高由 109.7~134.9 公尺降低為 100.9~118.1 公
尺，低於 120 公尺認定標準，致不適用認定標準。惟建議請開
發單位敘明變更高度理由及原審查結論、承諾事項辦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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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台生：
1. 依其變更內容對照表 P.4-2 表 4-1 所示，雖然其總樓地板面
積減少 4,026.02 平方公尺，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實設容
積率均不變，只是棟數由原 7 棟增加為 8 棟，致樓高降為
100.9~118.1 公尺，確有為避環評而作之改變。
2. 建議仍依原審查結論執行，但不須經環評追蹤。
駱委員尚廉：
同意變更。
陳委員起鳳：
本案 98 年原環評 4 棟建築，104 年提出環差改為 7 棟，並通
過審查。但 108 年都審變更設計，降低高度為 118 公尺，符合
107 年的認定標準條件小於 120 公尺，所以提出本次變更結
論，不需環評。整個案件的時程會有規避環評之虞，開發單位
應詳細說明變更理由，並針對歷次環評結論與承諾事項的因應
作為進行說明而非如報告內容，未來再依相關法令辦理。
楊委員之遠：
1. 本案原樓高超過 120 公尺要做環評，但經環保署 107 年度
修正樓高低於 120 公尺者免做環評。
2. 開發單位應詳細說明降低高度為 115~118 公尺是否為規避
環評。
王委員根樹：
本案雖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認定標準，在法令修正
後非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項目，考量開發行為尚未啟
動，未來在安全(含施工及建築物)、景觀綠化及水文、生態(含
透水鋪面)等應有所注意，以維持大型開發案件之環保要求。
現有變更內容均以「依相關法令執行」回應，宜補充說明。
盧副主任委員世昌：
依據上次審查結論共五點，目前各項執行情形為何？請詳細補
充說明。
李委員培芬(書面意見)：
無意見。但 P.4-24 提及之辦公大樓是 2 棟(本次簡報)或 3 棟？
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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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委員嶠暉(書面意見)：
沒有特別意見。
吳委員孟玲(書面意見)：
建議仍以環境生態為開發之最重要考量。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停車空間配置及停車格位數皆無變更，爰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書面意見)：
本案為變更審查結論，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二、 決議：
(一)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通過。
(二)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
照表(變更審查結論)」審查結論修正如下：
1.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前經本局
審查通過，並於98年12月14日府環四字第09838415302
號公告審查結論。
2. 開發單位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26條，經本府都市發展局108年4月10日北市都建
字第1083021390號函送「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至本局，
案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9次會議決議修
正通過，修正審查結論為：「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免依
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98年12月14日府環四字第
09838415302號公告審查結論執行。」
(三) 請開發單位於一個月內依下列意見補充修正，經本會確認
後，再依本會程序進行定稿及公告修正審查結論：
1. 應逐項檢討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與開發單位承諾
事項，並確實依各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 委員與相關機關所提意見。
討論案二：臺北當代藝術園區—臺北市立美術館擴建環境影響說明
書(初稿)
一、 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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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起鳳：
1. 書面審查意見的回覆未見確實的說明，幾乎都提後續作業
階段辦理，但現在沒有回覆要如何續審？
2. 建議基地保水計畫善用整個平面的公園綠地，利用 CID 設
施進行保水，以及 BMP 的要求，而非用筏基空間儲水帶過。
李委員培芬：
1. 從相關內容而言，本案的生態調查中，植物生態部分並未
符合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之要求，其內容不僅簡略，且
未能呈現應有的資訊。在自然度的內容更是草率！稀有植
物之內容應呈現其分布位置。
2. 本案不進行水域生態調查之理由並不合理！
3. 本案之植栽言明採「誘鳥誘蝶」
，但查現有之規劃，似乎言
過其實，請再重新檢討植栽之規劃內容。
4. 請重繪自然度圖，並利用基地之自然度變化圖作為第七章
中生態之評估內容。
黃委員台生：
1. 請補充尖峰時間容留人數及進(出)車流量。
2. 請增加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之考量與作為。
3. 請分析民族東路車輛入口，於尖峰時間車輛進出對民族東
路車流之影響，並請經交通局審核。
4. 原美術館旁應有公車上下客區，如何在設計上給予參訪者
一個友善之環境，並與整體景觀融合、確實達成鼓勵使用
之作用。
歐陽委員嶠暉：
1. 原書面意見 1：
請再檢討景觀滯洪池之設置，不應設置 4,850 立方公尺之
滯洪池於筏基，因其抽排耗損大，不易管理，且美術館的
展演貯藏安全風險也應加考量。仍考量於既有的地面景觀
池檢討若為適合之位置空間，則可以挖深達到景觀滯洪功
能，並能以重力流排水為考量，並做為澆灌利用。
2. 原書面意見 4：
這是美術館，應為一友善環境的建築設計，在綠建築標章
考量不應只是銀級，請再加檢討，至少應以能達到黃金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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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
3. 原書面意見 6：
美術館應為友善環境綠美化之園區，應有全園區之植栽計
畫，且為多層次植栽並呈帶狀內凹式，以增滲透、蒸發、
調節微氣候。
4. 原書面意見 7：
雨水回收規劃 80CMD，其收集及貯存若量不明宜與滯洪池
結合，以達滯洪及利用。
5. 適當空間設置自行車停車位及車位數。
楊委員之遠：
1. 藝術園區鄰近基隆河，地下水位高，施工技術如挖土方過
量，要小心。
2. 防洪還是考慮污水閘門，設計落後。
3. 防火的設計是藝術園區的重要考量。
駱委員尚廉：
1. 本基地挖方之計算，僅以面積×開挖深度所得，未考量挖出
土方之體積膨脹的問題，即鬆方土方量。
2. 若採用筏基空間貯留水，則抽水上來所需之高程與能源為
何，請計算之。
3. 銀級綠建築標章，對市立美術館而言，仍然太保守！
康委員世芳：
1. 剩餘土石方高達 24 萬立方公尺外運，建議優先再利用於公
共工程，其次再考量民間土資場。
2. 綠建築標章等級與特色指標項目，建議於規劃設計納入考
量。
王委員根樹：
1. 考量開挖深度 12.2~17.8 公尺，地下水位 4.2~4.45 公尺，是
否有地質鑽探資料說明含水層深度(不透水層位置)？考量
大面積開挖，本工程完工後之地下量體對地下水流及周邊
水文之影響宜有所說明，並避免未來完工後建築量體周邊
之沖刷問題。
2. 本案為地下建築量體，露出地表之排風散熱系統除排風工
程設計外，應注意景觀綠化之協調，並考慮排氣對植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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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3. 除地表覆土深度足供喬木生長外，應特別注意大面積開挖
量體頂層結構是否足以支撐地表土壤、喬木、降水之重量，
此結構考量會否影響展覽區之設計？配套宜注意，特別是
表層排水系統。
李委員育明：
1. 有關再生能源發展之相關承諾事項，請避免使用「儘量設
置」等字眼，並釐清「綠電購買」之執行方式。
2. 開發單位強調本計畫屬「覆土式建築」
，請補充挖填土方估
算內容，並說明土方暫存規劃內容。
3. 基地內現有喬木之移植、補植計畫仍請再行明確規劃。
4. 基地內地下水位調查內容，請再行確認並適時更新之，基
地緊鄰基隆河，地下水位調查結果為地表下 4 公尺，似有
再行確認之空間。另未來基地開挖時之排水及地下水資源
維護方案亦請一併說明之。
吳委員孟玲：
1. 現地樹木調查，不單單是樹種生物多樣性調查。應是現地
樹木健康評估(包括樹木外觀健康、活力及結構)以及基地
生育地調查評估(包括土壤、透氣性、排水性及肥力)，進
而進行植栽整體規劃。
2. 植栽整體規劃，應從植栽選擇、土壤配方、人工基盤、結
構土、地下水位偵測等，以及大、小型喬木等詳細進行規
劃，才能發揮生態服務價值。
顏委員秀慧(書面意見)：
1. 由第三章(p.3-1~3-5)呈現之資料，可得知進行本說明書評估
及撰寫者中，並無任何一人任職於受委辦環評作業機構，
請說明原因，以及受委辦公司於本說明書之製作過程中擔
任之角色。
2. 本開發計畫擬採用地下室建築，大部分量體已埋入地下為
規劃方向，亦即在完工後，參觀民眾之活動區域大多在地
下層。第 8.3 節(p.8-18 以下)之防災計畫僅說明施工期間而
未及於營運期間，應予補充。
3. 民眾意見(p.6-67~6-69)及停車供需調查(p.6-83 以下)，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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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增加本區域之停車位確有需要；且依 p.6-1 所述，美術館
本館即將利用停車場空間範圍進行新建典藏庫房之工程，
是否意味美術館原有之停車位數量將縮減？在表
5.3-4(P.5-25)停車位供需分析表中，全區檢討部分所列典藏
庫房停車位數，係指庫房新建前或新建後之車位數？本案
規劃停車位數量時，應將典藏庫房新建前後車位數之差異
納入考量。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有關本案開發後之交通影響相關章節內容應係環說書必備項
目之一，衍生交通量整體推估過程及對周邊道路影響及因應措
施均應全部揭露及呈現，故有關開發單位對本局所提意見之回
復對照表所述略以「後續將提送交通影響評估供審」回應似有
不妥，仍請依本局前次意見補充推估及釐清。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1. 本案車位數超過 150 輛，請於附錄章節中補充交通影響評
估報告。
2. 停車供需調查資料部分，請參酌本處最新公告內容（｢107
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已公告於本處官網）。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書面意見)：
1. 供消防車輛通行及操作之範圍不可有植栽、雜項設施等，
且應保持 4.5 公尺以上之淨高，並確保地面能承重本市消
防水庫車總重量（26 噸以上）。
2. 規劃之救災空間應可供消防車輛迴車，以順向駛離園區。
3. 規劃之救災空間應可直接通往本案建築物，且坡度須小於
5%。
劉在石君(於環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提供書面意見如後附)。
二、 決議：
請開發單位依各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充修正後，再送本
委員會審查。
柒、散會：下午4時30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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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變更審查結論)
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9 次會議
審查意見回覆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一、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李委員育明
一、本案基地現況為空地，原設計
經變更後樓高雖未超過 120 公
尺，但高度已達 118 公尺，變
更審查結論之理由仍請再行釐
清。

二、請補充說明建築高度變更設計
之提出時間點，以釐清其與「認
定標準」修正時間點之關聯。
該項變更設計之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程序亦請一併說明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感謝指教，高鐵南港站通車啟用、北 第 2 章
部流行音樂中心及國家生技研究院等
南港務大建設逐步完成，市府遂辦理
東區門戶計畫以改善南港地區環境，
配合產業發展於「臺北市南港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107
年 12 月 17 日公告)檢討各土地使用原
則，其目的能提供住宅及供宅比例，
而本計畫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內
容，調整本計畫住宅比例，故提出本
計畫都市設計審議第一次變更。在維
持既有公共設施使用面積下，提高住
宅空間之比例情形下，使得本計畫最
高樓層之建築高度(不含屋突)降低至
118.1 公尺。而環保署 107 年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令修正
公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將原第二十六
條修正為：
「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
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故
依前述法令辦理變更審查結論。
感謝指教，
「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 第 2 章
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公告，該都市計畫檢討目
的之一，係檢討土地利用提供住宅或
公宅等，以因應未來產業所引入之人
口，故本計畫配合該「臺北市南港區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進行都市設計審議第一次變更。而環
保署 107 年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令修正公告「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將原第二十六條修正為：「高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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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康委員世芳
一、本案因「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感謝指教，本次變更高度理由及原審 第 5 章
影 響 評 估 細 目 及 範 圍 認 定 標 查結論、承諾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準 」 之 修 正 ， 設 計 樓 高 由 (一) 本次變更高度理由
109.7~134.9 公 尺 降 低 為
高鐵南港站通車啟用、北部流行
100.9~118.1 公 尺 ， 低 於 120
音樂中心及國家生技研究院等南
公尺認定標準，致不適用認定
港務大建設逐步完成，市府遂辦
標準。惟建議請開發單位敘明
理東區門戶計畫以改善南港地區
變更高度理由及原審查結論、
環境，配合產業發展於「臺北市
承諾事項辦理情況。
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107 年 12 月 17 日
公告)檢討各土地使用原則，其目
的能提供住宅及供宅比例，而本
計畫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
內容，調整本計畫住宅比例，故
提出本計畫都市設計審議第一次
變更。在維持既有公共設施使用
面積下，提高住宅空間之比例情
形下，使得本計畫最高樓層之建
築高度(不含屋突)降低至 118.1 公
尺。
(二)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辦理
情形
1.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
畫送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
執行：本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
計畫(交通維持計畫)，未來將
對棄土及混凝土等工程車輛
之進出動線及運輸路線做最
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市政府
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2.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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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秘
(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3.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
礎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
仍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之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
及開挖安全監測。
4.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
處規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
工期間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
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改善方案」第二點規定，執行
施工圍籬綠美化。
5.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
工務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
不符北投士林客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需求
後，使得委託其他土資場處
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結
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
府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
適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之需
求，若無法滿足北投士林科技
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之需
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處
理。
(三)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承諾事項辦理
情形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免依環境影響
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
行，但仍會遵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
黃委員台生
一、依其變更內容對照表 P.4-2 表
4-1 所示，雖然其總樓地板面
積減少 4,026.02 平方公尺，但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實設容積
率均不變，只是棟數由原 7 棟

感謝指教，高鐵南港站通車啟用、北 第 2 章
部流行音樂中心及國家生技研究院等
南港務大建設逐步完成，市府遂辦理
東區門戶計畫以改善南港地區環境，
配合產業發展於「臺北市南港區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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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增 加 為 8 棟 ， 致 樓 高 降 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檢討
100.9~118.1 公尺，確有為避環 各土地使用原則，其目的能提供住宅
評而作之改變。
及供宅比例，而本計畫配合「臺北市
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之內容，調整本計畫住宅比
例，故提出本計畫都市設計審議第一
次變更。在維持既有公共設施使用面
積下，提高住宅空間之比例情形下，
使得本計畫最高樓層之建築高度(不
含屋突)降低至 118.1 公尺。而環保署
107 年 4 月 11 日 環 署 綜 字 第
1070026361 號令修正公告「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將原第二十六條修正為：「高
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故依前述法令辦
理變更審查結論。
二、建議仍依原審查結論執行，但 感謝指教，本計畫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5 章
不須經環評追蹤。
審查結論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畫送
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執行：本
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計畫(交通
維持計畫)，未來將對棄土及混凝
土等工程車輛之進出動線及運輸
路線做最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
市政府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二)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
~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環境
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
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
秘(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三)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礎
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仍依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
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及開挖安
全監測。
(四)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處規
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工期間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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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

-

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
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二點規定，執行施工圍籬綠美化。
(五)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工務
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不符北投士
林客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需求後，使得委託其他土
資場處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
結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府
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適合北投士
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之需求，若無法滿足北投
士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
之需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
處理。
駱委員尚廉：
一、同意變更。
陳委員起鳳
一、本案 98 年原環評 4 棟建築，
104 年提出環差改為 7 棟，並
通過審查。但 108 年都審變更
設計，降低高度為 118 公尺，
符合 107 年的認定標準條件
小於 120 公尺，所以提出本次
變更結論，不需環評。整個案
件的時程會有規避環評之虞，
開發單位應詳細說明變更理
由，並針對歷次環評結論與承
諾事項的因應作為進行說明而
非如報告內容，未來再依相關
法令辦理。

感謝指教。

感謝指教，本次變更高度理由及原審 第 5 章
查結論、承諾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本次變更高度理由
高鐵南港站通車啟用、北部流行
音樂中心及國家生技研究院等南
港務大建設逐步完成，市府遂辦
理東區門戶計畫以改善南港地區
環境，配合產業發展於「臺北市
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107 年 12 月 17 日
公告)檢討各土地使用原則，其目
的能提供住宅及供宅比例，而本
計畫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
內容，調整本計畫住宅比例，故
提出本計畫都市設計審議第一次
變更。在維持既有公共設施使用
面積下，提高住宅空間之比例情
形下，使得本計畫最高樓層之建
築高度(不含屋突)降低至 118.1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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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二)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辦理
情形
1.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
畫送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
執行：本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
計畫(交通維持計畫)，未來將
對棄土及混凝土等工程車輛
之進出動線及運輸路線做最
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市政府
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2.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秘
(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3.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
礎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
仍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之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
及開挖安全監測。
4.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
處規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
工期間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
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改善方案」第二點規定，執行
施工圍籬綠美化。
5.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
工務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
不符北投士林客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需求
後，使得委託其他土資場處
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結
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
府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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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

-

適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之需
求，若無法滿足北投士林科技
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之需
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處
理。
(三)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承諾事項辦理
情形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免依環境影響
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
行，但仍會遵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
楊委員之遠
一、本案原樓高超過 120 公尺要做
環評，但經環保署 107 年度修
正樓高低於 120 公尺者免做
環評。
二、開發單位應詳細說明降低高度
為 115~118 公尺是否為規避環
評。

感謝指教。

感謝指教，高鐵南港站通車啟用、北 第 2 章
部流行音樂中心及國家生技研究院等
南港務大建設逐步完成，市府遂辦理
東區門戶計畫以改善南港地區環境，
配合產業發展於「臺北市南港區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107
年 12 月 17 日公告)檢討各土地使用原
則，其目的能提供住宅及供宅比例，
而本計畫配合「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內
容，調整本計畫住宅比例，故提出本
計畫都市設計審議第一次變更。在維
持既有公共設施使用面積下，提高住
宅空間之比例情形下，使得本計畫最
高樓層之建築高度(不含屋突)降低至
118.1 公尺。而環保署 107 年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令修正
公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將原第二十六
條修正為：
「高樓建築，其高度 120 公
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故
依前述法令辦理變更審查結論。

王委員根樹
一、本案雖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感謝指教，本計畫雖自公告日起免依 第 5 章
影響評估認定標準，在法令修 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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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正後非屬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執行，但仍會依照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之開發項目，考量開發行為尚 查結論辦理，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未啟動，未來在安全(含施工及 (一)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畫送
建築物)、景觀綠化及水文、生
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執行：本
態(含透水鋪面)等應有所注
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計畫(交通
意，以維持大型開發案件之環
維持計畫)，未來將對棄土及混凝
保要求。現有變更內容均以「依
土等工程車輛之進出動線及運輸
相關法令執行」回應，宜補充
路線做最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
說明。
市政府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二)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
~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環境
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
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
秘(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三)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礎
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仍依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
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及開挖安
全監測。
(四)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處規
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工期間
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
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二點規定，執行施工圍籬綠美化。
(五)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工務
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不符北投士
林客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需求後，使得委託其他土
資場處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
結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府
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適合北投士
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之需求，若無法滿足北投
士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
之需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處理。
盧副主任委員世昌
一、依據上次審查結論共五點，目 感謝指教，本計畫雖自公告日起免依 第 5 章
前各項執行情形為何？請詳細 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
補充說明。
執行，但仍會依照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查結論辦理，相關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一)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畫送
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執行：本
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計畫(交通
維持計畫)，未來將對棄土及混凝
土等工程車輛之進出動線及運輸
路線做最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
市政府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二)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
~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環境
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
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
秘(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三)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礎
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仍依
「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之
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及開挖安
全監測。
(四)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處規
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工期間
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
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二點規定，執行施工圍籬綠美化。
(五)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工務
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不符北投士
林客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需求後，使得委託其他土
資場處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
結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府
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石方之
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適合北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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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填
土使用之需求，若無法滿足北投
士林科技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
之需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
處理。
李委員培芬(書面意見)
一、無意見。但 P.4-24 提及之辦公
大樓是 2 棟(本次簡報)或 3
棟？何者正確？
歐陽委員嶠暉(書面意見)
沒有特別意見。
吳委員孟玲(書面意見)
建議仍以環境生態為開發之最重
要考量。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停車空間配置及停車格位數皆無
變更，爰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書面意見)
本案為變更審查結論，未涉本局權
管，無意見。
決議
一、本次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核修正
通過。
二、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變更審查結論)審查結論修正
如下：
(一)「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前經本局審查
通過，並於 98 年 12 月 14 日府
環四字第 09838415302 號公告
審查結論。
(二)開發單位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
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26
條，經本府都市發展局 108 年
4 月 10 日 北 市 都 建 字 第
1083021390 號函送「南港輪胎
南港廠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謝謝委員指正，本次變更辦公大樓為 第 4 章
2 棟。

感謝指教。

-

感謝指教，本計畫經都市設計審議第 第 4 章
一次變更後，實設建築面積由原
12,244.79 平方公尺變更為 9,921.52 平
方公尺，增加實設空地面積進行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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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指教。

-

-

感謝指教。

-

-

敬悉。

-

-

-

-

敬悉。

-

-

敬悉。

-

-

南港輪胎南港廠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
結論)」至本局，案經本府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9 次
會議決議修正通過，修正審查
結論為：
「自公告日起開發單位
免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
及 98 年 12 月 14 日府環四字第
09838415302 號公告審查結論
執行。」
(三)請開發單位於一個月內依下列 感謝指教，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 第 5 章
意 見 補 充 修 正 ， 經 本 會 確 認 論及承諾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後，再依本會程序進行定稿及 (一)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辦理
公告修正審查結論：
情形
1.應逐項檢討原環說書影響評
1. 應於施工前訂定棄土運輸計
估審查結論與開發單位承
畫送本府交通局審核後據以
諾事項，並確實依各相關
執行：本計畫尚未有棄土運輸
法令規定辦理。
計畫(交通維持計畫)，未來將
2.委員與相關機關所提意見。
對棄土及混凝土等工程車輛
之進出動線及運輸路線做最
妥善之安排，並送台北市政府
交通局核定後據以執行。
2. 應於施工前完成春季(99 年 2
月~4 月)生態調查報告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備查：本計畫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99 年 3 月 1
日完成春季生態調查報告，於
99 年 12 月 30 日函送臺北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南總字第
099256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取得核備函(北市環秘
(一)字第 09939345500 號)。
3. 本基地屬軟弱地層，應加強基
礎工程施作：本計畫施工期間
仍依「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
範」之規定辦理相關安全措施
及開挖安全監測。
4. 施工圍籬應依本市建築管理
處規定進行綠美化：本計畫施
工期間仍應依「臺北市建築物
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
改善方案」第二點規定，執行
施工圍籬綠美化。

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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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5. 剩餘土石方處理應先洽本府
工務局，確認本開發案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確實
不符北投士林客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需求
後，使得委託其他土資場處
理：依據本計畫地質鑽探結
果，開挖土方性質為粉土質黏
土層。棄土前，將與台北市政
府工務局確認本計畫剩餘土
石方之土質及開挖時程是否
適合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及社
子島開發計畫填土使用之需
求，若無法滿足北投士林科技
園區及社子島開發計畫之需
求，則送往合法土資場進行處
理。
(二)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承諾事項辦理
情形
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免依環境影響
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執
行，但仍會遵守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相關法令規定。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