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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 1 屆第 4 次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103 年 9 月 30 日(星期二) 14 時 

貳、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行政大樓 2 樓會議室 

參、 主 持 人：吳金洌召集人 

肆、 出列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議程及簡報資料：(如後附簡報資料) 

一、 前次(103 年 6 月 20 日第 1 屆第 3 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二、 工區外施工動線規劃 

三、 環評承諾重要事項近期辦理情形 

四、 現況滯洪池移棲作業 

五、 近期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執行成果 

六、 細部設計成果-生態保育及復育措施 

七、 施工中生態監測計畫辦理情形 

八、 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辦理情形 

九、 臨時動議 

陸、 發言重點： 

一、 陳宗憲委員(發言重點)： 

依據統包工程採購契約規定，園區植栽須於栽植前 1 年驗苗

並選定苗木，於種植前 6 個月移入栽植容器，並全數移至育

苗苗圃統一培育管理。若統包商欲於 104 年 4 月栽植適期前

種植栽植，進度顯已落後，請統包團隊及早辦理驗苗工作。 

二、 張曉風委員(發言重點)： 

(一) 採用玻璃帷幕之建築，多以空調調節室內溫度，致產生廢熱、

CO2 等污染，不但耗能且陽台將無法綠化，另易使鳥類誤擊

死亡，落地玻璃窗亦同，應避免設置。請確實說明園區建築

是否規劃設置玻璃惟幕。 

(二) 有關建築自然通風議題，應考慮臺北市盛行東風的情況。 

(三) 簡報內提及施工機具、車輛使用高品質燃料以降低空氣污染

程度，請具體說明使用之機具及燃料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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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工濕地復育區細設成果口頭簡報提及牛踏層，請加以說明。 

(五) 人工濕地復育區建議考量讓人工濕地內之淤泥自然淤積，暫

不設置浮島。 

(六) 應採取措施降低園區新建建築對地區生態環境之危害，本次

簡報仍未解決鳥類撞擊玻璃之課題。 

(七) 配合建築牆面綠化課題，建築立面應考量使用利於植物攀爬

之材質，避免像臺北科技大學樹枝牆有綠意不足的問題。 

(八) 103 年 1 月 14 日說明會，民眾所提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請加

以說明。 

(九) 簡報p3-6監測結果，鳥叫聲超過噪音標準值之原因值得探究。 

三、 王立委員(發言重點)： 

(一) 103 年 8 月 6 日召開之施工動線說明會未有相關結論，中南

里居民並未同意施工車輛通行 130 巷。統包團隊會中口頭簡

報表示未取得中南里居民同意前，施工車輛不會行駛 130

巷。故施工動線應非簡報 P.1-1 所述「由研究院路一段 130

巷(週一至週三早上8：00至晚上20：00)及中研院院區道路(週

一至週三晚上 20：00 至晚上 24：00 及週四至週日早上 8：

00 至晚上 24：00)」，請修正書面簡報之辦理情形。 

(二) 統包團隊迄今未有敦親睦鄰相關作為，希望中央研究院督導

辦理。 

(三) 統包團隊之環境保護措施大多為原則性說明，應明確說明實

際使用之機具及環境保護作為，簡報提及之新型機具、低頻

機具為何? 

(四) 有關動線說明，應提及 103 年 1 月 14 日說明會之內容及結

論。 

(五) 園區相關動物及植物調查均為近幾年進行，建議應訪談地方

耆老，描述民國 50、60 年代軍方徵用該處前，尚未遭破壞之

生態環境情形。 

四、 曾晴賢委員： 

書面意見： 

(一) 申請綠建築宜考慮以在地的條件、植物物種來考量，勿種植

南部植物。生態復育物種宜請中研院同仁協助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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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滯洪池如無排水機制則恐失滯洪功能。 

(三) 環境監測之滯洪沉澱池之懸浮固體量偏高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為何? 

(四) 空污防治措施建議工區機具考慮使用生質柴油，以配合環保

署即將推動之環保標章。 

(五) 玻璃窗(帷幕)之景觀、防撞設施等等設計，可再諮詢專家。 

(六) P.7-18 水生生物物種之螺貝類恐不足，物種鑑定可再請專家

協助。 

發言重點： 

(一) 榮工公司對於已辦理事項之陳述，應更加具體。 

(二) 臺北樹蛙所需棲地非流水型環境，若以其為棲地復育之目標

物種，簡報 p6-25 之復育區平面圖應配置蓄水小水潭即可。 

(三) 簡報 p6-32 提及退縮窗台設計可供小型鳥類停留空間，惟應

考量維護管理，避免鳥類築巢造成後續使用困擾。 

五、 李培芬委員： 

書面意見： 

(一) 人工濕地復育之設計請注意原環說書審查結論(三)之要求，必

需符合滯洪調節功能，並考量此濕地之永續性，注意其水之

來源。另外，若過度淤積時，是否需有清淤之可能性。至於

在生態上之功能處理，仍需依據環說書內圓蚌和高體鰟鮍之

復育承諾。 

(二) 有關台北樹蛙棲境復育區之設計，請注意此種設計是否會因

為溫度過高而無法吸引台北樹蛙出現。 

(三) 柏新科技所辦理之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其監測位置是否有

少於原環說書之承諾? 

(四) 華梵大學所辦理之施工中生態監測計畫，物種之調查結果應

有密度或數量之內容。簡報資料並無這些資料。 

(五) 植栽之作為仍請多考量誘鳥、誘蝶(蜜源和食草)之設計。 

(六) 生物之調查建議有物種加座標之內容，往後環保署可能將會

有要求。 

發言重點： 

鳥鳴聲致噪音監測值超標，確實為可能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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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陳世揚委員 

書面意見： 

(一) 玻璃是否可以改成裡面可以看出去，外面看到的是有顏色

的，以避免鳥衝擊。另外牆面應作成綠牆，且不應以一種攀

牆植物為設計。 

(二) 原調查 102 年 5 月至 103 年 1 月不是完整的年度，新的調查

是否可以每一個月都有資料。還有資料中缺少蝴蝶的資料，

調查中鳥類的種類不應只有 5 種。 

(三) 魚類移入辦公室保存，應注意嚴格的監控，不能讓它們死掉。 

(四) 淨化池應要有深淺的設計，要有一片泥灘地。 

(五) 植物的規劃設計應要考慮跟動物的互動，比如：它的寄主、

蜜源或誘鳥植物。 

(六) 監測的次數應增加，一個月或一季太少。 

(七) 位於溢流堰要作水位調控管，讓泥灘地能露出來，非常重要。 

發言重點： 

(一) 植栽設計應配合植栽區面積，使植栽種類儘量多樣化。 

(二) 建築配置未見綠牆、綠屋頂之設計。建築立面應有綠牆之設

計，綠化之攀牆植物應避免採用單一物種。建築牆面綠化，

兼具節能減碳、生態及減輕室內光源向外漫射產生之光害等

多重功能。生態上能吸引蝶類及鳥類前來利用植物，如薜荔、

細梗絡石均為不錯的選擇。綠牆應採用多樣化的植物，從牆

角(將植物栽植於地面土壤)種植植物，將有助植物生長。 

(三) 人工濕地復育區請注意泥灘地對水鳥之重要性，以關渡自然

公園為例，往往安排在每年 5-6 月後清淤，而 8-9 月水鳥即

陸續遷移至台灣，兩者往往產生衝突。建議未來園區清淤工

作應避開冬候鳥來台期間。 

(四) 請說明如何維持每月或每季監測工作之客觀性，以噪音、放

流水為例，如何避免監測單位挑選對施工廠商有利之時間點

(如機具未運作時量測噪音、工地未開挖時採取放流水樣)進行

監測。若監測單位在監測前均預先通知施工廠商，監測結果

如何取信於一般大眾。監測次數應增加，1 個月或 1 季之頻

率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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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徐貴新委員 

書面意見： 

(一) 簡報 p3-6， 8 月 4-5 日在中研公園有噪音監測結果不符合規 

定，當天是星期一及二。依監測單位研判為鳥叫所致，請補

充說明監測時間及相片，原因研判應更謹慎。 

(二) 簡報 p4-5 生態池之水質監測點數目前只有 1 個，建議在入流

口及放流口再增設檢測點。另本案未檢測生化需氧量

(BOD5)，如何利用 RPI(河川污染程度指標)來評斷水質狀況?

建議增加檢測 BOD5。 

(三) 簡報 p6-12 及 p6-13 在埤塘區，將放置 5 座人工浮島。在浮

島上種植那種植物?灌木是那種?單一種適合嗎?除了 PVC

管，建議也可以用木頭或竹子。另可舉辦工作假期活動，由

院內員工及附近居民共同施作 5 座浮島，會更有意義。 

發言重點： 

(一) 綠建築應真正達到對生態環境有益之效用，而非僅滿足指標

之規定。 

(二) 環境監測執行單位應對各項結果之數值加以研判，如總有機

碳(TOC)超標原因，應加以探究說明。有關氨氮、鐵、錳等項

目，因臺北盆地各處測值普遍偏高，此部分無特別意見。 

八、 曾雲龍委員(書面意見)： 

(一) 環境監測之執行，是否有業主之查核及第三方查核系統可提

供品質保證。 

(二) 生態池有沉砂功能，淤積問題如何處理。 

(三) 生態多樣性之環境規劃已納入考量，但永續經營及自然演化

之規劃並未提出規劃。 

(四) 防止鳥撞擊，需避免使用透明及半透明玻璃，並考量鳥類防

撞貼紙或設施之使用。 

(五) 請儘早具體提出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及場所認證之規劃及如何

提供民眾環境教育之具體規劃。 

(六) 園區春季及夏季均已監測到八色鶇，此為重要指標，請持續

關注。 

(七) 特有鳥類物種已更新，請參考中華鳥會之資訊，如繡眼畫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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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列為特有種。 

(八) 東北池經調查確認生態豐富及有保育類物種及特有種存在，

應考慮 D 棟生物資訊中心設立之適當性。 

柒、 列席單位說明及意見： 

一、統包團隊(發言重點)： 

有關玻璃帷幕議題，園區內未配置實驗室之建築，均儘量採

自然通風。因此建築採南北向設計，北向為引入自然光，因

此窗戶面積較大，其餘座向之立面均非帷幕(劉培森建築師事

務所)。 

二、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書面意見： 

人工濕地復育區，未兼顧動物通行道路，儼然是一座孤島。

車輛通行造成動物傷害。南側道路通行車輛多，多長距離設

置一處動物通道。軍方防爆牆處大型動物通道。 

發言重點： 

園區規劃有人工濕地來復育生態，我們樂觀其成，惟請考量

規劃設置動物通道，以確保動物對人工濕地之利用。 

捌、 會議結論： 

一、 請統包團隊整理與過去與鄰近居民之溝通紀錄，並規劃後續溝通

期程。請確實辦理以善盡敦親睦鄰作為，爭取地方民眾支持，並

請中央研究院加以督導。 

二、 本次簡報多為原則性說明，應再補充園區實際規劃、使用機具及

相關環境保護作為，以利委員瞭解。請各參與團隊就本次會議委

員意見依權責回復說明，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玖、 散會(下午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