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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及回覆說明

交通部公路總局

前次會議紀錄確認(吳委員森雄)
回覆說明
前次會議意見答覆(…第一次環差調查 感謝委員，後續於淡水端施工時，將留意工區水土保持與自然環境綠
時亦曾紀錄到一對黃鸝繁殖紀錄，顯示 化，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措施執行保護措施。
此區為黃鸝重要繁殖棲地)與事實有差
距，幸好對目前工作不影響，但仍盼施
工時特別留意水土保持與自然環境綠化
等工作。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二、審查會議結論及後續辦理情形
二、
審查會議結論及後續辦理情形(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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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會議結論
(一) 防風林補植設計視需要邀請專家
學者會勘，以調整設計內容。

後續辦理情形
工程處於設計之初，即邀集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及專家學者辦理多
場現勘，並參採該處及專家學者提供建議，臨海第一線以林投或草海
桐，再依序種植黃槿及木麻黃。目前刻正辦理樹種育苗，預定於108
年年中進場種植，並視後續植栽狀況(樹種存活率)調整種植內容。
(二)委員意見辦理情形(如辦理會勘、相 委員意見辦理情形已彙整於附-1表中。另歷次監督小組委員意見回覆
關教育訓練、函請相關單位處理 表及後續辦理情形均上傳至淡江大橋全球資訊網
等)，請說明後續辦理情形，以供 (http://dj.sinotech.com.tw/)，供民眾閱覽。
民眾閱覽時知道完整辦理情況。
(三) 請西濱北工處與顧問公司評估環 本監測計畫源自於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之要求
境監測項目、作業流程(含取樣地 規定，已新增文化資產調查及生態環境陸域動物調查等項目。
點及流程等)是否有需要增加或調 在符合上述環評書件要求監測或調查作業之上，檢視本計畫工程施作
整，以符合相關規定與後續背景 與環境保護之間相關性，目前監測點位置及採樣頻率，已可足夠反應
值資料建置需求。
目前工程施作對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已將各季監測及調查資料建置電子檔案及妥善保存計畫相關文
本，供以監測資料庫建置需求。
(四) 目前調查資料及環境監測數據蒐 檢視本計畫監測項目、監測點位及採樣頻率，已可足夠反應目前工程
集彙整，為主橋施工前環境背景 施作對環境之影響。若後續發生異常情形時，亦能比對相關數據(如
值資料，請西濱北工處與顧問公 環保署測站數據等)，以釐清是否為工程影響。
司研議是否需加強或調整，以備
未來主橋段施工期間魚類大量死
亡情況發生時，俾利據以釐清發
生原因。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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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會議結論及後續辦理情形
二、
審查會議結論及後續辦理情形(2/2)
(2/2)

交通部公路總局

會議結論
後續辦理情形
(五)未來淡江大橋通車後周邊道路 1.工程處已於107年12月20日邀集內政部營建署、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及淡
交通順暢與否，涉及淡海新市
水區崁頂里辦公室現勘，有關淡海新市鎮聯外交通，已責成內政部營
鎮開闢進度，此為新北市政府
建署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妥適研議。
及營建署權責範圍，本局依據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及內政部營建署已分別於108年1月4日、7日函復崁
委員要求，主動追蹤107年12月 頂里辦公室，相關議題回復內容重點節錄如下：
20日「研議淡江大橋完工通車 (1).經新北市政府評估新市一路2段道路尚無開闢急迫性，後續將視實際
後淡海新市鎮地方交通因應作
交通需求再行研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後開闢。
為」現勘結論，有關新北市政 (2).沙崙路與濱海路口已配合淡海輕軌營運調整號誌，輕軌通行方向與道
府及營建署後續處理情形。另
路車流無交織衝突，後續將觀察輕軌營運情況及淡江大橋通車後當地
請西濱北工處瞭解113年淡江大
車流適時調整號誌運作方式，並透過義交協助引導及增設黃色舖面提
橋通車後淡海新市鎮開發進度
醒用路人避讓，確保交通安全。
及交通量成長並做相關分析， (3).台2乙線23K以後路段狹小1節，未來將納入淡海新市鎮後期發展區開
並請新北市政府及營建署預為
發時一併檢討。
擬妥因應對策。
2.另查環評書件得知，目標年(民國120年)行經淡江大橋交通旅次推估，
往淡水方向尖峰小時交通量計3,227PCU、往八里方向尖峰小時交通量
計3,255PCU。(推估已考量淡海新市鎮、台北商港及區域開發之交通衍
生量)。
(六)各委員意見請納入會議紀錄， 遵照辦理。
並 依紀錄辦理後續工作。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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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環境監測相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審查意見

p.2-5，工區周界「八里端」空氣品質TSP較其他測站高，首先嘉許很務實進行監測工作及工
程處的支持，也提醒確實辦理工區抑制揚塵作業。
p.2-25表2.2-4註2.，複雜的敘述建議採用標點符號清楚區段，另提及「第二標工區周界」及
「淡水端工區周界」，建議與「八里端工區」及「淡水端工區」清楚對應，才知道所屬噪音
陳重吉
管制標準為何?
委員
p.2-37，逕流廢水與工區廢水似乎合流在同一系統，但工區放流水應符合「放流水標準」，逕
流廢水是否有參考之標準或於「逕流廢水削減計畫」有所承諾?提醒依「水污染防制措施及檢
測申報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逕流廢水：指因雨水沖刷戶外設施、建築物表面或戶外
作業環境之地面、原料及物料，而產生之廢水。」

後續辦理情形

1.
2.

3.

感謝委員，未來若有數據異常之情形，將提醒監造單位督促廠商加強工區出入口鄰近道
路灑水頻率。
備註2中的第一標工區因已完工且無關第一標工程，因此類別等文字描述已刪除。測站名
稱已統一修正為「八里端工區」及「淡水端工區」，並以標點符號分段敘述其所對應之
噪音管制區。修正如下；註2：自105年11月14日起測站為八里端工區，噪音管制區為第
四類；並於106年11月14日起增加淡水端工區監測，噪音管制區為第二類。
經檢視「逕流廢水削減計畫」得知，逕流廢水與工區放流水為分開處置，報告文字誤植
已修正為「因工區放流水至沉澱池後未達放流液位高度」。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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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交通部公路總局

環境監測相關
審查意見
有鑑於監測資料累積增多，建議公路總局要求環評執行單位建立資料庫，以利後續之追蹤、
考核和分析。
李培芬 本案在環評過程中，曾承諾執行3項長達10年(或11年)的研究計畫，其內容和成果亦應回饋到
委員 環境品質之維護和工程施作之改善，這是當初環評審查中的原意。建議請這三項計畫執行團
隊可於適當時機，向本委員進行報告，讓委員了解其進展與成果。
本案之監測成果與這三項研究計畫之成果是否有進行比較?其變化趨勢是否一致?

後續辦理情形
1.
2.
3.

本計畫已將各季監測及調查資料建置電子檔案及妥善保存計畫相關文本，供以監測資料
庫建置需求。
後續將請三項研究計畫於監督小組會議列席，並依序進行專題報告。
三項研究計畫所執行之調查頻度(每月1次或2次)比本計畫(每季2次或1次)高，因此累積數
據資料量不同，且本計畫必須參照停復工機制執行判准，如於研究計畫有達到停復工機
制時才以個別事件進行比對。
後續可於研究計畫於監督小組會議中報告後，進一步討論資料比對方式。
另針對東方環頸鴴巢位監測部份，屬於巢位計數監測工作，已與研究執行團隊保持資訊
交流與資料分享，目前資料顯示繁殖高峰期與熱點位置與研究團隊結果一致。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7

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工程相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審查意見

在海岸地區進行植栽並不容易，更需注意區域之特性與限制，針對前次委員意見所提議
李培芬
之植物種類，可多加思考。建議開發單位與林務局的林管處做溝通和請益，以提出合理
委員
的植栽類型與樹種。
盧春安 淡江大橋連絡道路分流計畫看不出淡江大橋主幹線如何銜接台2線，未來淡江大橋完工
委員 後車流會塞在新市鎮內，造成交通相當大的衝擊，建議要用專案處理的模式來處理。

後續辦理情形
1.

2.

工程處於設計之初，即邀集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及專家學者辦理多場現勘，並參採該處及專
家學者提供建議，臨海第一線以林投或草海桐，再依序種植黃槿及木麻黃。目前刻正辦理樹種
育苗，預定於108年年中進場種植，並視後續植栽狀況(樹種存活率)調整種植內容。
工程處已於107年12月20日邀集內政部營建署、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及淡水區崁頂里辦公室現
勘，有關淡海新市鎮聯外交通，已責成內政部營建署及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妥適研議。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及內政部營建署已分別於108年1月4日、7日函復崁頂里辦公室，相關議題
回復內容重點節錄如下：
(1)經新北市政府評估新市一路2段道路尚無開闢急迫性，後續將視實際交通需求再行研議辦理
都市計畫變更後開闢。
(2)沙崙路與濱海路口已配合淡海輕軌營運調整號誌，輕軌通行方向與道路車流無交織衝突，
後續將觀察輕軌營運情況及淡江大橋通車後當地車流適時調整號誌運作方式，並透過義交
協助引導及增設黃色舖面提醒用路人避讓，確保交通安全。
(3)台2乙線23K以後路段狹小1節，未來將納入淡海新市鎮後期發展區開發時一併檢討。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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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工程相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審查意見

斜張橋疑問。
吳森雄
1.可保120年?如何保持?防鏽方式?可否說明。
委員
2.橋柱(主要)防洪沖刷是否有考慮到四川成都都江堰的分流裝置(長達千年不毀)。
里民反應臺北港往64線方向(商港路)慢車道目前封路，建請增設慢車道(便道)供民眾到
汪金傳
臺北港行政大樓洽公出入安全。(因目前臺北港往64線(商港路)方向到61線橋下要左轉，
委員
機慢車和重車爭道)

後續辦理情形
1. (1).為達120年耐久性年限，淡江大橋除依部頒「公路橋梁設計規範」第十二章耐久性設計
進行設計外，參考國外大橋案例及考量現地環境，研擬相關保護及防蝕措施(如：採用抗
硫水泥、橋塔外觀採用圓順流暢造型等)。
(2).經查都江堰之分流裝置主要作用係使「引水建造物」不影響河床，然而，淡江大橋為
「跨河建造物」，其建築物功能定位及特性不甚相同。另淡江大橋經試驗分析，可在200
年重現期距之洪水條件下，主橋塔基礎之基樁不外露，樁群不受水流及漂浮物衝擊。
2. 經與相關單位(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八里區公所等)辦理
會勘後，已於商港路(商港一路至臨港大道間)增設機車
專用道供民眾通行，避免機慢車和重車爭道之狀況。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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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生態相關

交通部公路總局

審查意見

監測報告P2-184內調查方式第三行…「主要受關注類過境」，為何意?
吳森雄
鳥巢(如東方環頸鴴)建議可用空拍方式更不易干擾。
委員
監測報告P2-192內唐白鷺107年有31隻次，應為逢機出現，應再繼續監測。
陳重吉 請密切注意第3標開工後，對過境水鳥之影響。
委員 p.2-205請說明海域調查未採獲仔稚魚之原因，但漁民卻有4種近千尾。

後續辦理情形
1. 本段文字係為說明本計畫各樣區調查方式，會依據棲地特性及關注之目標鳥種進行調查，
以獲得最佳之監測結果。此段文字之主要二字於報告中刪除，避免引起誤解。
2. 感謝委員，後續將依現場環境採用空拍方式進行鳥巢調查。然東方環頸鴴巢保護色與沙灘
相近，且巢位相當隱密，空拍機恐不適用，因此採用穿越線法調查。
3. 唐白鷺為本計畫停工機制指標鳥種，將持續記錄確切出現點位及停棲狀態、數量等資訊。
4. 第三標工程經過北堤濕地東北側沙灘路段能對水鳥繁殖潮位及影響敏感鳥類停棲，為本計
畫後續關注重點區域，將持續密切注意。
5. 本計畫海域生態調查以仔稚魚網利用船隻進行水平拖行調查，受潮汐變動、季節及魚苗密
度等因素影響，故有時未能有效捕獲樣本；因此洽詢當地漁民於淡水河河口區之仔稚魚漁
獲，作為仔稚魚背景補充生態資料。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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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三、
審查委員意見及後續辦理情形
其他意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審查意見

吳森雄 監測報告內P2-190內「表2.7-2本季鳥類調查結果」內，物種名稱文字有缺漏。
委員 監測結果討論寫得很好很公正。
陳重吉
p.2-204載浮游動物測站F紀錄14種，但p.2-207表2.9-2僅有12種，請確認。
委員
本人此次落選，請辭委員一職，好讓環境保護監督小組在里長任內好實行，不再辭比較
鄭月雲
不好意思發言，你們決定，我都尊重你們，望淡江大橋早日完工，呈現完美便利的交通
委員
網(推薦頂罟里里長洪志成)。
盧春安 將透過地方民意代表將意見傳達給新北市政府及營建署，與公路總局建立合作關係，以
委員 期淡江大橋竣工後，車流將很有秩序及順暢。

後續辦理情形

1.

感謝委員。

2.

表2.7-2鳥類物種名稱，缺字部份為金鵐及黑臉鵐，均已修正

3.

誤植已修正為「測站F記錄12種」 。

4.

感謝委員，後續將依「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計畫環境保護監督小組委員遴選原則」進行
遴選委員遞補。(由洪志成委員擔任本屆監督小組委員)

5.

感謝委員。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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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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