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六
歷次審查意見回覆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東
北區
承辦人：唐彩惠
電話：02-27208889轉1764
傳真：02-27278058
電子信箱：la-huei9402@mail.taipei.gov.
tw
裝

受文者：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綜字第11130018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公司提送「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訂

說明：
一、依據本府都市發展局111年3月22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11611
9743號函及111年3月14日北市都建字第1113000542號函轉
貴公司111年3月2日國壽字第1110030112號函辦理。
二、案經本局程序審查意見如下 :
(一)查貴公司前於105年申請變更「將45層露台綠化空間調
整至44層露台」，本局105年12月29日北市環綜字第1053

線

8234600號函予以備查在案，請確實檢討歷次環評變更
情形，並納入旨揭環差報告。
(二)第四章4.2.2本次變更污水處理計畫各使用類別使用人
數及日污水量，及平均日用水量與最大日用水量推估，
請詳列計算內容。
(三)第四章4.2.3本次變更廢棄物處理計畫「1.一般垃圾量

第1頁， 共2頁

9

」每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誤植，應為0.299公斤，
另本計畫垃圾量推估考量使用人數及使用時間，其計算
結果應表示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由2.8公噸變
更為2.2公噸」，而非「每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
....」，「2.資源垃圾量」及表4.2.3-1「變更差異」
裝

項目亦同，請修正。
三、請按前開意見修正旨揭環差報告內容，並依「環境影響評
估書件審查收費辦法」第2條及第4條規定，於文到15日內
向本局繳交審查費新臺幣11萬元整，請以匯款方式繳納（
戶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審查費；帳號：16-13300-0
461012；金融機構及代號：台北富邦銀行公庫處（012-21
02）），並提供旨揭報告20份及檔案光碟片1份（含塗銷

訂

相關個人資料版分章節及全文PDF檔及未塗銷相關個人資料
版分章節及全文PDF檔及Word檔），俾憑辦理後續事宜。
正本：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2/03/25
08:31:48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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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程序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年3月24日北市環綜字第1113001833號函
審查意見
一、查貴公司前於 105 年申請變更
「將 45 層露台綠化空間調整
至 44 層露台」，本局 105 年
12 月 29 日北市環綜字第 1053
8234600 號函予以備查在案，
請確實檢討歷次環評變更情
形，並納入旨揭環差報告。
二、第四章 4.2.2 本次變更污水處
理計畫各使用類別使用人數
及日污水量，及平均日用水量
與最大日用水量推估，請詳列
計算內容。
三、第四章 4.2.3 本次變更廢棄物
處理計畫「1.一般垃圾量」每
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
誤植，應為 0.299 公斤，另本
計畫垃圾量推估考量使用人
數及使用時間，其計算結果應
表示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
生量由 2.8 公噸變更為 2.2 公
噸」，而非「每人每日平均一
般垃圾產生量......」，「2.資源
垃圾量」及表 4.2.3-1「變更差
異」項目亦同，請修正。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3-2
謝謝指正，本案已將 105 年申請變更之「將 3.1
~3-5
45 層露台綠化空間調整至 44 層露台」申
3.2.2
3-31
請備查內容納入環差報告檢討。
附錄三 附 3-6
答覆說明

謝謝指正，已詳列本次變更污水處理計畫
各使用類別使用人數及日污水量推估公
式，以及平均日用水量與最大日用水量推
估參數，詳 4.2.2 節。

4.2.2

4-3

謝謝指正，已重新檢視及修正每日平均一
般垃圾產生量為 0.299 公斤，計算結果已
修正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及資源
垃圾量」，並同步修正表 4.2.3-1「變更差
異」項目，詳 4.2.3 節。

4.2.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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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東
北區
承辦人：唐彩惠
電話：02-27208889轉1764
傳真：02-27278058
電子信箱：la-huei9402@mail.taipei.gov.
tw
裝

受文者：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綜字第111303115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書面審查意見1份(20529067_1113031151_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初稿）」書面審查意見資料1份，請貴公司
訂

於111年5月3日（星期二）前提供書面審查意見答覆說明對
照表與審查簡報各35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局111年4月12日北市環綜字第1113002297號函賡續辦
理。
正本：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2/04/26
10:50:22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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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書面意見答覆說明對照表
(111.04.26 北市環綜字第 1113031151 號函)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壹、委員意見
顏委員 秀慧
一、本案主要為 24 F 使用
由一般事務所及金融
保險業變更為一般事
務所、餐飲業、日常
用品零售業及醫療保
健服務業，在計畫書
有說明並無新增衍生
人旅次。但營業項次
不同，所產生之廢棄
物與垃圾內容（可回
收與否？垃圾質與
量？）應有不同，其
中餐飲業、日常用品
零售業及醫療保健服
務業主要營運內容請
補充說明，其服務對
象人次預估量，以及
可能衍生垃圾（包括
不可回收醫療廢棄物
與增加用水等等）
，亦
請補充說明，並提出
因應對策。

遵照辦理，有關變更後 24 樓之服務對象、引進業別、 4.2.1
廢棄物產生量及因應對策，說明如下：
4.2.3
(一)變更後 24 樓餐飲業、日常用品零售業及醫療保 6.3
健服務業之服務對象
本次變更後新增之餐飲業、日常用品零售業、醫
療保健服務業，其服務對象均為大樓內部員工，
並無外部服務對象，且大樓地面層進出人員均受
門禁控管，因此該樓層亦為管制區域，故無新增
衍生人旅次。
(二)變更後 24 樓新增之引進行業
1.餐飲業
本大樓 24 樓餐飲業空間主要作為員工用餐、食
品微波加熱及交誼休憩等場所，並視需求引進
飲料店、麵包店、咖啡店等無明火烹飪之餐飲
行業，讓員工休息時選購。
2.日常用品零售業
本大樓 24 樓日常用品零售業主要引進便利商
店，讓員工就近滿足日常生活用品購買需求。
3.醫療保健服務業
本大樓 24 樓醫療保健服務業主要引進為藥局、
藥妝店(如屈臣氏、康是美)，提供員工日常藥
品、個人衛生用品購買及健康諮詢服務，其進
駐人員僅有藥師，並無執業醫師，故無一般醫
療院所之醫療行為(如注射、傷口清創縫合等)
或醫學檢驗服務(如血液分析、X 光檢驗等)，不
會產生物醫療及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三)變更後廢棄物產生量
本次 24 樓變更新增餐飲業、日常用品零售業、
醫療保健服務業，其中醫療保健服務業為主要引
進藥局、藥妝店等，並不會產生醫療廢棄物（有
害事業廢棄物）
，其餘樓層主要為辦公室、商場、
餐廳、附屬設施及地下停車場，大樓所有產生之
廢棄物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變更後一般垃圾量
及資源回收推估量說明如下：
1.推估依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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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本次變更依據原環說推估內容，參考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臺北市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之垃
圾處理工作 109 年統計結果進行一般垃圾量及
資源回收量推估，臺北市 109 年每人每日平均
一般垃圾產生量為 0.299 公斤，資源垃圾產生量
每人每日平均為 0.517 公斤。
另依據「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所述之各類別使用人數進行推估，本次變更推
估使用人數由 8,943 人變更為 9,010 人，增加 67
人。
2.一般垃圾量
本次變更以每人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為
0.299 公斤乘上使用人數乘上使用時間(0.8)推
估，每日平均一般垃圾產生量由 2.8 公噸變更為
2.2 公噸，減少 0.6 公噸。
3.資源垃圾量
本次變更以每人每日平均資源垃圾產生量為
0.517 公斤乘上使用人數乘上使用時間(0.8)推
估，每日平均資源垃圾產生量由 3.5 公噸變更為
3.7 公噸，增加 0.2 公噸。
綜上所述，本次變更每日一般垃圾量及資源垃圾
量合計由 6.3 公噸變更為 5.9 公噸，減少 0.4 公噸。
(四)因應對策
1.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將採回收方式處理，
統一收集至地下 3 層垃圾貯存空間，非資源之
廢棄物將委託臺北市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清運處理。
2.大樓垃圾收集系統及貯存空間應定期清洗與消
毒，避免滋生蚊蠅等病媒蟲。
李委員 培芬
一、請考慮於第三章中適
當位置補充一張地
圖，呈現本案基地之
地理位置和周遭之土
利用狀態，圖 3.2.1-1
的內容較為精細了
些，或可將圖 4.3.1-1
移到第三章中。
二、植栽計畫之植種應以
原生種為限，而非是
「為主」
。雖然本案已

遵照辦理，遵照委員意見將圖 4.3.1-1 補充至 3.2.1 節 3.2.1
作為基地位置圖(詳圖 3.2.1-1)，以利說明基地之地理
位置和周遭之土利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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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辦理，依據「國泰置地廣場信義計畫區 A3 基地 3.2.1 3-14~
商業大樓新建工程(信義區信義段 4 小段 2、2-1 地號
3-17
等 2 筆土地)」都審案第 3 次變更設計報告及本案第

2

審查意見
完成多時，但就環評
書件和現場實際狀態
而言，目前的配置看
不出第三章所提到的
多層次植栽內容，請
補充說明。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所載內容，本案植栽計畫
之種植種類為台灣欒樹、茄苳、金毛杜鵑、假儉草及
四季草花等，均以原生種為主，植栽配置詳圖
3.2.1-6~8，說明如下：
(一)地面層 1 樓
地面 1 層北側開放空間為留設足夠寬度之人行通
道、公車等候空間及自行車道，因此調整植栽間
距，並於北側地下室開挖範圍外栽種雙排植栽，
植栽種類為台灣欒樹及假儉草。另考量於西側雨
遮下植栽不易存活，故選擇種植假儉草進行綠
化。
(二)4 樓露台
本大樓 4 樓以上進行退縮，退縮平台提供部分公
眾使用，其景觀植栽之種植種類為茄苳、金毛杜
鵑及四季草花，利用地被植物、灌木、喬木營造
多層次變化氣氛。
(三)44 樓、46 樓露台及綠屋頂
本案為增加立體綠化面積，於 44 樓、46 樓露台
及屋突設置植栽空間，且因高樓層喬木生存不
易，因此採用地被植物進行綠化，其種植種類為
四季草花。

李委員 育明
一、本次變更主要為變更
地上 24 層（24 樓）
之使用用途，且增加
用水量及污水量，建
議概述該樓層潛在之
引進業別。

遵照辦理，本案開發目的除提供優良的辦公環境外， 4.2.1
將進一步改善相關的員工福利設施，故申請變更大樓
中間樓層之 24 樓使用用途，由一般事務所及金融保
險業變更為一般事務所、餐飲業、日常用品零售業、
醫療保健服務業，新增用途之引進行業別，說明如下：
(一)餐飲業
本大樓 24 樓餐飲業空間主要作為員工用餐、食
品微波加熱及交誼休憩等場所，並視需求引進飲
料店、麵包店、咖啡店等無明火烹飪之餐飲行
業，讓員工休息時選購。
(二)日常用品零售業
本大樓 24 樓日常用品零售業主要引進便利商
店，讓員工就近滿足日常生活用品購買需求。
(三)醫療保健服務業
本大樓 24 樓醫療保健服務業主要引進為藥局、
藥妝店(如屈臣氏、康是美)，提供員工日常藥品、
個人衛生用品購買及健康諮詢服務，其進駐人員
僅有藥師，並無執業醫師，故無一般醫療院所之
醫療行為(如注射、傷口清創縫合等)或醫學檢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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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服務(如血液分析、X 光檢驗等)，不會產生物醫
療及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張委員 添晉
一、P.3-4，有關歷次變更
內容對照表，歷年最
大 用 水 量 為 1,545.4
CMD 而每年持續增
加為 2,221.4 CMD，
建議宜說明歷年調升
幅度使用量之調升，
以利相關單位查核。

遵照辦理，本計畫歷次變更之最大日用水量均依原環 4.2.2
說依據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進行推估，並由平均日污水量反推平均日用水量及最
大日用水量，由於歷次變更均涉及各樓層使用用途，
故造成最大日用水量有所增長。本次變更最大日用水
量推估及近兩年本大樓用水情況，說明如下：
(一)最大日用水量推估
本次配合建築物 24 樓使用用途調整，重新檢討
大樓內部辦公室、商場及餐飲業面積，並推估衍
生之污水量及用水量，推估結果如下：
1.辦公室
居室面積由 73,848.38 m2 變更為 73,268.38 m2，
減少 580.00 m2，使推估使用人數較原計畫減少
約 29 人，平均日污水量由 369.3 CMD 變更為
366.4 CMD，減少 2.9 CMD。
2.商場
營業面積由 26,034 m2 變更為 26,207.77 m2，增
加 173.77 m2，使推估使用人數較原計畫增加 28
人，平均日污水量由 624.8 CMD 變更為 629.1
CMD，增加 4.3 CMD。
3.餐飲業
營業面積由 6,503 m2 變更為 6,909.23 m2，增加
406.23 m2，使推估使用人數較原計畫增加 68
人，平均日污水量由 108.4 CMD 變更為 115.2
CMD，增加 6.8 CMD。
4.最大日用水量
由平均日污水量反推平均日用水量(取污水量/
用水量=0.7)，平均日用水量由 1,575 CMD 變更
為 1,586.7 CMD，增加 11.7 CMD；安全係數取
1.4，最大日用水量由 2,205 CMD 變更為 2,221.4
CMD，增加 16.4 CMD。
(二)109~111 年實際用水情形檢核
依據本大樓 109 年 7 月~111 年 2 月之實際自來水
繳費紀錄，商場、辦公室及公共空間每月用水度
數介於 8,746~20,284 度之間，最大平均日用水量
約 676 CMD，並無超過原計畫所規定之平均日用
水量 1,586CMD 及最大日用水量 2,205CMD 之情
形。

4

4-3~
4-4

審查意見
二、P.3-24，有關本計畫
藉設置雨水貯留設施
於使用水不足時進行
替代，建議可參酌以
再生水來沖廁或噴灑
綠化面積等方式，有
助於提升省水之效
益。
三、P.3-27，有關消防救
災計畫，根據消防法
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
定，已有規劃消防救
災車輛動線圖，建議
應製作位置圖、逃生
避難圖及平面圖，標
示於明顯易見處，以
利相關單位查核。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遵照辦理，本計畫已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標章，本計畫 3.2.1 3-25~
已依據「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及內政部營建署頒
3-28
佈之「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設置雨水
貯留設施。
本大樓已建置管線收集建築物屋頂、立面及露台
雨水，並於地下室機房設置雨水回收處理設施，雨水
經初步處理後貯留於 480 噸之雨水貯留槽，之後以泵
浦動力輸送供應綠地澆灌、開放空間灑水及低樓層商
業空間沖廁使用，已符合原環評承諾事項。
遵照辦理，本案已依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 3.2.1 3-28
指導原則」於大樓周圍設置 3 處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
間，1 處位於南側鄰高層區之 10 米人行道上，1 處位
於北側之 10 米帶狀式公共開放上，另 1 處位於西側
服務道路上，消防救災車輛救災活動空間位置圖詳圖
3.2.1-15。
另本大樓已依據消防法第 13 條規定制訂消防防
護計畫，24 樓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詳如附錄六，後
續待用途變更通過後，場所將依消防法第 7 條委託消
防專技人員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第 13 條規劃設計消防安全設備。

顏委員 秀慧
一、(p.4-1)本次變更使用
用途新增「醫療保健
服務業」
，雖已敘明不
會從事一般醫療院所
之醫療行為，但仍宜
明確說明是否會涉及
醫學檢驗服務等項
目。
貳、相關機關

遵照辦理，本大樓 24 樓醫療保健服務業主要引進為 4.2.1
藥局、藥妝店(如屈臣氏、康是美)，以提供員工日常
藥品、個人衛生用品購買及健康諮詢服務，其進駐人
員僅有藥師，並無執業醫師，故無一般醫療院所之醫
療行為(如注射、傷口清創縫合等)或醫學檢驗服務(如
血液分析、X 光檢驗等)，不會產生物醫療及感染性
事業廢棄物。

4-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查本案前以本府 103
年 5 月 8 日府都設字
第 10331398600 號函
第 3 次變更設計核定
在案，有關本次環差
內容請依「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規則」第
8 條規定檢討是否辦

謝謝指教，本次變更並無涉及大樓量體變更，僅針對
24 樓使用用途進行變更，經檢討符合「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第 8 條規定之免
辦理變更設計項目一覽表之列表事項，故無需辦理都
審變更設計。

5

－

－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理都審變更設計。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一、查本次變更僅針對建 敬悉。
築物 24 樓使用用途
進行變更，變更後之
開發範圍及建築 量
體均無改變，故本處
原則無意見。

－

－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一、本處無相關審查意見 敬悉。
提供。

－

－

－

－

一、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一、本局無審查意見。
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無意見。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一、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一、本局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
工程處
一、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
下水道工程處
一、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公園路燈工
程管理處
一、本處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一、本次變更 24 樓使用 遵照辦理。
用途部分，後續場所
請依消防法第 7 條委
託消防專技人員依

6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設置標準」第 13
條規劃設計消防安全
設備。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氣候變遷管理科
一、無意見。

敬悉。

－

－

謝謝指教，本案變更後之餐飲油煙空氣污染防制措施
方面，將預留加裝污染防治設施空間，並依據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110 年 8 月 24 日修正發布之「餐飲業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規定，若有符合以店面型
式經營之燒烤業或排餐館或其他資本額達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且營業面積達 100 m2 以上並以店面型式經
營且產生油煙之餐飲業，將於污染源之爐具上方將裝
設排煙裝置(煙罩、風管及風車)、前處理設備(檔板濾
網)及後處理設備(靜電機或水洗機或活性碳設備)。

7.1

7-1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敬悉。

－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空污噪音防制科
一、本案係變更於 24 樓
新增餐飲業，請依環
保署於 110 年 8 月 24
日修正公告「餐飲業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辦理。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水質病媒管制科
一、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境清潔管理科
一、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廢棄物處理管理科
一、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資源循環管理科
一、無意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環保稽查大隊
一、請開發單位督導未來 遵照辦理。
施工及營運廠商，落
實各項污染防制措施
並符合相關環保法
規，避免衍生公害污
染，影響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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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王姿羡
電話：02-27208889轉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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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la-skies222@mail.taipei.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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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受文者：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討論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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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20859222_1113035381_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111年5月13日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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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說明：依據本局111年5月6日北市環綜字第1113033213號開會通
知單賡續辦理。

線

正本：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劉銘龍主任委員、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盧世昌副主任
委員、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張郁慧委員、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葉梓銓委員、臺北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 王三中委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方定安委員、臺北市政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黃宏光委員、陳起鳳委員、吳孟玲委員、李培芬委員、鍾
慧諭委員、林鎮洋委員、林文印委員、康世芳委員、闕蓓德委員、張添晉委員、
張尊國委員、龍世俊委員、顏秀慧委員、楊之遠委員、李育明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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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雙星股份有限公司(報告案)、元利
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報告案)、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討論案)、臺北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討論案)、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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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251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1年5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貳、 開會地點：視訊會議(CiscoWebex 系統)
參、 主席：劉銘龍主任委員

紀錄：唐彩惠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伍、 報告事項：
報告案：已經本會審查通過案件，開發單位修正書件經委員及
相關機關確認情形。
案名一：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C1/D1（東
半街廓）土地開發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決議：同意確認。
案名二：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五小段29、29-1、29-7、29-8、
29-9等5筆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決議：(一)同意確認。
(二)本案都審變更設計內容與原環評審查通過內容不一
致，請開發單位俟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後，儘
速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
規定，另案檢具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辦理環評變
更。
陸、 討論事項：
討論案：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
一、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摘要：
顏秀慧委員：
有關本次變更使用用途新增之「醫療保健服務業」，已
1

於書面意見答覆中敘明不含一般醫療院所之醫療行為及
醫學檢驗服務等項目，故無生物醫療及感染性事業廢棄
物 產生。相關承諾事項應明確載入環評書件中。
張添晉委員：
請注意變更樓層（24樓）是否因異味而影響樓上樓下之
利害關係人？
陳起鳳委員：
請提供過去實際廢棄物量。以對照變更前後所預估的廢
棄物產生量。
張尊國委員：
1. 請補充說明本大樓在實際營運使用後之用水量只有當
初所規劃的四成左右，如此巨大的差距所造成的原因
何在？
2. 在書面回答給委員的說明中24樓之餐飲及零售、醫療
保健服務業之服務對象僅為大樓之內部員工，餐飲業
無使用明火之行業，但在回覆環保局空污噪音防制科
的說明中卻說要預留裝污染防治設施空間给可能經營
燒烤且產生油煙之餐飲業？
楊之遠委員（發言摘要）：
本案變更後24樓作餐飲和其他商業服務，除空污油煙須
注意外，在過去其他案例，因廚房用電、用火而衍生其
他消防、公共安全問題仍須加強注意。
吳孟玲委員（書面意見）：
同意本案，並請開發單位確切落實。
康世芳委員（書面意見）：
無新增意見。
2

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無意見。
本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書面意見）：
無其他補充意見。
本市公共運輸處（書面意見）：
本處無意見。
本府消防局（書面意見）：
本局無修正建議事項。
二、決議：
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一) 請開發單位於1個月內依委員與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
充修正，經本會確認後，再請開發單位做成定稿，送
本局核備。
(二) 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核備後，變更部分始
得施工。
柒、 散會：上午10時15分
（以下空白）

3

國泰置地廣場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111.05.18 北市環綜字第 1113035381 號函)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決議：
一、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 敬悉。
修正通過。
二、請開發單位於 1 個月內依委員 遵照辦理。
與相關機關所提意見補充修正，
經本會確認後，再請開發單位做
成定稿，送本局核備。
三、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 遵照辦理。
稿核備後，變更部分始得施工。
壹、委員及相關機關意見

－

－

－

－

－

－

顏委員秀慧
遵照辦理，本次 24 樓變更新增之醫療保 4.2.1
健服務業主要規劃為藥妝店或健康諮詢
服務，並承諾不會引進具一般醫療院所之
醫療行為及醫學檢驗服務之業別。

4-1

一、請注意變更樓層(24 樓)是否因異 謝謝指教，本次 24 樓變更後承諾不會引 4.2.1
味而影響樓上樓下之利害關係 進產生油煙之餐飲業，故不會產生異味而 7.1
人？
影響鄰近樓層。
陳委員起鳳

4-1
7-1

一、請提供過去實際廢棄物量。以對 遵照辦理，依據本案商場及辦公室 110 年 4.2.3
照變更前後所預估的廢棄物產 廢棄物清理合約內容，一般垃圾清運量平
均約 1.8 公噸/日，資源垃圾平均清運量約
生量。
0.9 公噸/日，變更前後一般垃圾量、資源
回收推估量及過去實際廢棄物量詳表
4.2.3-1。本案商場及辦公室一般事業廢
棄物委託清除合約詳如附錄七。

4-5

一、 有關本次變更使用用途新增之
「醫療保健服務業」，已於書面
意見答覆中敘明不含一般醫療
院所之醫療行為及醫學檢驗服
務等項目，故無生物醫療及感染
性事業廢棄物產生。相關承諾事
項應明確載入環評書件中。
張委員添晉

張委員尊國
一、請補充說明本大樓在實際營運
使用後之用水量只有當初所規
劃的四成左右，如此巨大的差距
所造成的原因何在？

謝謝指教，本計畫最大日用水量係依原環
說參考內政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
技術規範」進行推估，並由平均日污水量
反推平均日用水量及最大日用水量。

1

－

－

審查意見

二、在書面回答給委員的說明中 24
樓之餐飲及零售、醫療保健服務
業之服務對象僅為大樓之內部
員工，餐飲業無使用明火之行
業，但在回覆環保局空污噪音防
制科的說明中卻說要預留裝污
染防治設施空間给可能經營燒
烤且產生油煙之餐飲業？
楊委員之遠(發言摘要)
一、本案變更後 24 樓作餐飲和其他
商業服務，除空污油煙須注意
外，在過去其他案例，因廚房用
電、用火而衍生其他消防、公共
安全問題仍須加強注意。

回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另實際用水量則依據本大樓 109 年 7
月~111 年 2 月之自來水繳費紀錄計算，
其中用水較高的月份多集中於 109 年 11
月以前，109 年 12 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商場及辦公室場所停留人數大量減
少，實際用水量也因此下降。由於本大樓
使用型態主要為商場、餐廳及商業辦公
室，容易受經濟環境及消費行為影響，造
成實際營運用水量與規劃推估之用水量
有所差距。
謝謝指教，本次 24 樓變更後承諾不會引 4.2.1
進產生油煙之餐飲業，故不會產生異味而 7.1
影響鄰近樓層，故無預留及裝設污染防制
設施空間之需求，變更後環境保護對策仍
遵照原環說環境保護對策確實執行。

謝謝指教，本次變更 24 樓使用用途部分， －
後續場所將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第 13 條規劃設計消防安全設備；
另本案後續亦依「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
規定，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
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

4-1
7-1

－

吳委員孟玲(書面意見)
一、同意本案，並請開發單位確切落 敬悉。
實。
康委員世芳(書面意見)
一、無新增意見。

－

－

－

－

敬悉。

－

－

敬悉。

－

－

－

－

敬悉。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意見)
一、無意見。
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
一、無其他補充意見。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書面意見)
一、本處無意見。

敬悉。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一、本局無修正建議事項。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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