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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委員會簡介及委員介紹 14 00 14 05壹 委員會簡介及委員介紹 14:00~14:05

中央研究院貳 推選副召集人 14:05~14:10

叄 修正設置及作業要點 14:10~14:15

肆 報告事項 14:15~15:15肆 報告事項 14:15 15:15

1 辦理進度概要 14:15~14:20 中央研究院

2 106.12.08（第2屆第8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14:20~14:25
專案管理單位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階段生態及環保措施

3

施工階段生態及環保措施

3-1.生態池未完成工項趕進方案、進度說明及深水
域高程查驗結果

3-2.補償苗種植進度
14:25~14:45

統包團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劉培森建
築師事務所

3-3.傳統溝渠動物逃生坡道施工進度

3-4.外來入侵種移除及斑腿樹蛙防治作業

築師事務所

4
4-1.施工中生態監測106年9月~11月秋季成果報告
4 2 106年12月迄今生態異常情形

14:45~14:55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4-2.106年12月迄今生態異常情形

5
5-1.施工中環境監測106年12月~107年2月成果報告
5-2.107年3月迄今環境異常情形

14:55~15:05 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監督管理
6

施工監督管理
6-1.生態池進度及出工數檢討
6-2.生態及環境異常情形監督管理

15:05~15:10
監造單位
林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7
專案管理工作
7 1 議題4執行建議 15 10 15 15

專案管理單位
7 7-1.議題4執行建議

7-2.議題7監督管理建議
15:10~15:15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伍 綜合討論
15:15~16:30

陸 臨時動議



壹、委員會簡介及委員介紹

中央研究院

107年4月11日



委員會簡介

一、依「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100.6.29環
署綜字第1000054762號公告審查結論及「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二、

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設置。

依前開要點，本委員會任務包含以下事項：
(一)環評書件及審查結論執行情形之監督。(一)環評書件及審查結論執行情形之監督

(二)施工及營運期間環境監測成果之監督。

(三)營運期間生態保育成果之監督。

三三、會議資料、會議紀錄屬公開資訊，均公布於園區工程網頁

http://nbrp.sinica.edu.tw/Public5.aspx

四、本屆委員聘期2年，自107 1 13-108 12 31。四 本屆委員聘期2年 自107.1.13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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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

一、 本案經綜合考量環評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見及開發單位之答復及採取之減輕予預防措施
後，本案有條件通過環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亦即本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發單位於施工
及營運階段應履行下列負擔，如未切實執行，則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規定，應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23條規定予以處分：響評估法第23條規定予以處分：

(一)區內建築物應至少取得5項指標之銀級綠建築標章。

(二)園區所規劃人工溼地復育區、生態保留區應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認 證，並提供民
眾作為環境教育之用。

(三)區內所規劃恢復古三重埔埤之舊貌，應持續維持溼地生態及滯洪調節功能。

(四)應依據所提之生態保育及復育計畫，持續維護生態環境品質，全區營運後之環境監測應執(四)應依據所提之生態保育及復育計畫 持續維護生態環境品質 全區營運後之環境監測應執
行6年以上，所得成果，亦應公布於網站。

(五)開發單位應設置本案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委員總數不得少於15位，且一定比例之委員須
由當地居民及民間保育團體推薦之代表擔任。監督委員會之運作，至少應於計畫施工前至
全區營運6年後，每季監督環境影響說明書及審查結論之執行情形。

(六)應協調國防部完成火工部搬遷及本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經本屬備查後始可動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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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訂施工日期；採分段(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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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訂施工日期；採分段
（分期）開發者，以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行為預定施工日期為原則。

二、 本案開發單位未來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時，確實履行所提各項污染物對環境影響預防及減輕之措
施及上述所附負擔後，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8條及施行細則第19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施及上述所附負擔後 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8條及施行細則第19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
虞，無須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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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103.1.13

第一條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為維護環境品質、確保開發計畫推動期間能兼顧環境、生態保育與國家之生
技發展，特成立「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監督委員會）」。

第二條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期間自本計畫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 實際施工前成立 至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完全啟用營運第二條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期間自本計畫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實際施工前成立，至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完全啟用營運
後六年止。

第三條 本監督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計畫園區環評書件及審查結論執行情形之監督。

二、計畫園區施工及營運期間環境監測成果之監督。

三、計畫園區營運期間生態保育成果之監督。

第四條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委員16人，均為無給職，6人由「園區管理委員會」推薦人員擔任之、5人由相關單位（含
主管機關 有關機關及附近居民等）推薦代表擔任之 5人由民間保育團體推薦代表擔任之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及附近居民等）推薦代表擔任之、5人由民間保育團體推薦代表擔任之。

第五條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召集人1人，綜理本監督委員會事務，由「園區管理委員會」推薦；設置副召集人1人，襄
助召集人綜理相關事務，由本監督委員會成員互選兼任之。本監督委員會處理公務所需工作人員，由中央研
究院派員兼辦。

第六條 本監督委員會委員聘期二年，期滿重新辦理聘用程序。委員如在任出國超過一年或因故無法擔任委員之責，
則循本要點第四條程序另行遴聘人員遞補。

第七條 本監督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專案會議及現場勘查。本監督委員會會議主持人
由召集人擔任之 召集人不克出席時 由副召集人代理主席 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 團體或專家學由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不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主席。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團體或專家學
者出列席。

第八條 本監督委員會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始得議決。正反意見人
數相同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九條 本要點未定事宜，依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備註：「園區管理委員會」未成立前由「進駐單位」推薦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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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三）屆委員名單

序號 姓名 服務機關或推薦單位／現職
（6人）

序號 姓名 服務機關或推薦單位／現職

園區聯合會（6人）

1 范毅軍 中央研究院院本部總務處／處長（召集人）

2 陳宗憲 中央研究院／技術諮詢專家2 陳宗憲 中央研究院／技術諮詢專家

3 王惠鈞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中心／代執行長

4 余俊強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5 黃勝仁 行政院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秘書室／主任5 黃勝仁 行政院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秘書室／主任

6 郭肇中 經濟部技術處／簡任技正

相關單位（含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及附近居民）（5人）

7 李培芬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7 李培芬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8 李壽先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教授

9 黃順昌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理處／簡任技正代理副處長

10 林忠 臺北市南港區中研里辦公處／里民10 林忠 臺北市南港區中研里辦公處／里民

11 王立 臺北市南港區中南里辦公處／里民

民間保育團體（5人）

12 楊國禎 臺灣生態學會／理事長12 楊國禎 臺灣生態學會／理事長

13 徐貴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榮譽理事長

14 陳德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理事

15 吳俊忠 國立陽明大學醫工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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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吳俊忠 國立陽明大學醫工學院／教授

16 陳世揚 台灣原生植物保育協會／常務監事

依行政院107.3.2意見及107.4.9園區聯合委員會第6次會議，修正園區管理組織名稱為「園區聯合會」



貳、推選副召集人

107年4月11日



叄、修正設置及作業要點

107年4月11日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修正

一、依委員會全銜修正原要點名稱。

二、園區已於106.4.20成立「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聯合委員會」，107.4.9修正名稱為「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聯
合會」。配合前開園區管理組織修正原要點相關內容。

三、原要點條次修正為點次。

四、建議配合園區管理組織，刪除原要點備註事項【「園區管理委員會」未成立前由「進駐單位」推薦
代表】

107.4.11修正內容 103.1.13原內容 說明

設置及作業要點名稱 設置及作業要點名稱
依委員會全銜修正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設置及

作業要點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監督委員會設置及作業
要點作業要點 要點

第四點 第四條

配合前開園區管理組織修正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委員16人，均為無給職，6
人由「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聯合會」推薦人員擔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委員16人，均為無給職
6人由「園區管理委員會」推薦人員擔任

配合前開園區管理組織修正
任之、5人由相關單位（含主管機關、有關機
關及附近居民等）推薦代表擔任之、5人由民
間保育團體推薦代表擔任之

之、5人由相關單位（含主管機關、有關
機關及附近居民等）推薦代表擔任之、5
人由民間保育團體推薦代表擔任之。

第五點 第五條第五點 第五條

配合前開園區管理組織修正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召集人1人，綜理本監督委
員會事務，由「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聯合會」推
薦；設置副召集人1人，襄助召集人綜理相關
事務，由本監督委員會成員互選兼任之。本監

本監督委員會設置召集人1人，綜理本監
督委員會事務，由「園區管理委員會」推
薦；設置副召集人1人，襄助召集人綜理
相關事務，由本監督委員會成員互選兼任事務，由本監督委員會成員互選兼任之。本監

督委員會處理公務所需工作人員，由中央研究
院派員兼辦。

相關事務，由本監督委員會成員互選兼任
之。本監督委員會處理公務所需工作人員
由中央研究院派員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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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聯合委員會」名稱依行政院107.3.2意見及107.4.9園區聯合委員會第6次會議，修正為「聯合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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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1案、辦理進度概要

中央研究院

107年4月11日



計畫概要計畫概要

區位及範圍

國防部第202廠
160公頃範圍

A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

位於台北市南港區，北臨忠孝東
路，東與中央研究院連接。計畫160公頃範圍

中
央
研
究

路 東與中央研究院連接 計畫
範圍包括「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及「生態研究區」兩部分，土地
使用均為「機關用地究

院
生態
研究區

使用均為「機關用地」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用地原為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廠」火工區部分範圍（202廠
已開發之區域）

99年衛星照片(施工前)

三重埔埤A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計畫
( 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25.31公頃
（二）生態研究區 11.94公頃

「生態研究區」將提供生態研究
及作為設施緩衝使用，不作任何
設施開發

國防部第202廠160公頃範圍

中央研究院院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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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概要計畫概要

開發構想

 國內第一個由跨部會組成的生技新藥研發環境，若能順利營運 國內第一個由跨部會組成的生技新藥研發環境 若能順利營運
，未來各進駐單位將可接力完成困難的新藥研發工作，再到其
他地方從事產品之製造，期許這樣的群聚機制能夠為國內帶來
生技新藥發展的新希望

 試驗成功之藥品，可交由其他科學園區進行產品之進一步開發
及量產，兩者有互補之功用，且發展主軸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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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內容規劃設計內容

 99.4 配合「台灣生技起飛鑽石行動方案」，結合國內生技研究單位形成群聚效應

100 6參採各方建議 以環境再生理念 兼籌並顧環境生態復育與國家產業發展

建築量體縮減歷程

 100.6參採各方建議，以環境再生理念，兼籌並顧環境生態復育與國家產業發展

 104.11統包工程設計方案，施工中

生物資
訊中心

育成中心(一)

創業服務與
行政中心

生醫轉譯
研究中心

P3實驗室

食品藥物

國家實驗
動物中心

生技中心 核心主題
研究中心

育成中心(二)

管理局

專題研究中心
預定地

99.4 99.4 經建會審議方案經建會審議方案 100.6100.6環評說明書方案環評說明書方案
16

104.11104.11統包工程設計方案統包工程設計方案
16



規劃設計內容規劃設計內容

 量體減少原則量體減少原則

 遵循「最小開發、維護最大生態」之目標，檢討調降建築需求，並

規劃原則

 遵循 最小開發、維護最大生態」之目標，檢討調降建築需求，並
以最少量體開發、兼顧生態環境為基本原則

 綠地保留原則綠地保留原則

 大部分之園區及滯洪池西側不配置建築量體 由生態考量保留或增 大部分之園區及滯洪池西側不配置建築量體，由生態考量保留或增
加綠地面積

 蓄洪增加原則蓄洪增加原則

移除滯洪池西側填土堆高草地 與現有滯洪池結合 可大幅增加蓄 移除滯洪池西側填土堆高草地，與現有滯洪池結合，可大幅增加蓄
洪調節能力

 綠廊復育原則綠廊復育原則

在人工濕地北側草地復育低海拔原生樹林 作為生物棲息 覓食 在人工濕地北側草地復育低海拔原生樹林，作為生物棲息、覓食、
繁殖及遷移之廊道

 濕地復育原則濕地復育原則

 移除滯洪池西側部份填土堆高草地，以人工濕地方式復育早期三重
埔埤之濕地功能

 社區友善原則社區友善原則

 園區完成後將依循中研院區對社區居民開放之原則，取得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之認證，提供民眾環境教育之用

17



規劃設計內容規劃設計內容

使用項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使用配置
( ) ( )

研究專區 7.12 27.99

人工濕地復育區 4 00 15 72人工濕地復育區 4.00 15.72 

生態保留區 14.19 56.29 

合 計 25.31 100

18



辦理辦理進度進度概要概要

(一)先期規劃作業
 環境影響評估
 100 6 10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6次會議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 ， 100.6.10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6次會議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

101.6.25備查

 103.1.27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55次會議決議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照

表」，103.5.14備查

 104.9.3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核修正通過「環境影響說明書第二次變更內容對照表」，104.10.1備查

 105.4.27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說明書」第1次變更備查案（保留楓香因災害進行移植）

 106.5.9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說明書」第2次變更備查案（自來水外管線及其取水點調整）

 106 11 6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說明書 第3次變更備查案（填土區位調整） 106.11.6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環境影響說明書」第3次變更備查案（填土區位調整）

 開發計畫
 96.12.04行政院核定；101.05.30第1次修正（配合環評）；102.09.27第2次修正（市價徵收）；105.7.22第

3次修正（計畫期程展延）；106.1.18行政院函聯外道路經費，請本院辦理需求評估作業另案函送審議（ ）

 都市設計審議
 102.1.17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352次委員會議原則通過「第1階段開發許可」，

102.07.10准予核備

 103.6.12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396次委員會議同意本案「第2階段–建築配置及

申請雜項執照內容(雜項工程部分)」，103.08.26准予核定

 103.9.4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402次委員會議通過本案「第2階段–建造執照部

分(建築工程部分) ，103 10 28准予核定分(建築工程部分)」，103.10.28准予核定

 105.3.31臺北市政府核定本案「第1次變更設計」（建築物立面型式調整）

 106.11.14臺北市政府核定本案「第2次變更設計」（北側入口車道調整、G棟南側新增填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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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辦理進度進度概要概要

 水土保持計畫
 102.01.18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原則同意「水土保持計畫」，102.04.08核定

 103 02 19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1次變更，103 05 02核定 103.02.19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1次變更 103.05.02核定

 104.06.17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2次變更，104.10.12核定

 105.09.09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3次變更，105.11.22核定

 106.06.2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審查會議通過第4次變更（分二期施工），106.07.12核定

(二)許可執照申請作業
 103.2.18臺北市政府核發拆除執照103拆字第0012號

 103.5.20臺北市政府核發雜項執照103雜字第0006號

 103.11.13臺北市政府核發建造執照103建字第0265號；104.05.21臺北市政府同意建造
執照第1次變更設計(雜項執照書圖併入建造執照)；106.3.10臺北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
第2次變更設計；106.5.16臺北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報備變更（配合消防審查）；臺北
市政府同意建造執照報備變更（汙水池變更）

 104.05.01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104年度綠建築標章北區第24次評定會議評定，
104.07.30內政部核發候選綠建築證書(黃金級)

(三)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103.1.13成立，每3個月開會1次

20

 第1屆委員任期自103.1.13至105.1.12，共召開8次會議，2次現勘
 第2屆委員任期自105.1.13至107.1.12，前已召開8次會議（含1次臨時會），2次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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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辦理進度進度概要概要

(四)環境生態保育專案小組
 本案自環評階段至今，持續由生態專家提供生態議題諮詢及處理建議

 為建立創新研發與生態保育兼籌並顧之典範並落實環評承諾，成立專案小組負責施工及營運期間為建立創新研發與生態保育兼籌並顧之典範並落實環評承諾 成立專案小組負責施工及營運期間
生態保育復育措施擬定及議題諮詢

 委員含吳政上先生、陳宗憲先生、陳章波先生及謝蕙蓮女士

(五)工程進度
 園區統包工程於102.8.9發包，工程團隊組織詳附圖

 本案因國防部搬遷釋地、天候因素及其它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迄106.11底，展延工期215日

 依統包工程契約，統包商應於105.11取得使用執照，106.5竣工及完成機電、實驗室試運轉

 目前進度落後持續擴大，統包商表示竣工時間將延宕至106.2（已逾前開契約期限）。為配合各

棟進駐需求，統包商於105.8.8提出趕進計畫，因持續落後續於106.9.14依趕工現況提出趕進計

畫（第一次修正）

 截至107.4.9園區實際工程進度99.909 %
較統包契約(106.5.18全部完工)及趕進計畫第1次修正(106.2.14全部完工)預定進度100%，落

後0.091%
其中生態滯洪池分項工程佔全案權重約1 903% 統包契約預定進度100% 實際進度99 99% 落其中生態滯洪池分項工程佔全案權重約1.903%，統包契約預定進度100%，實際進度99.99%，落

後0.01%。

 106.7.27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水土保持計畫（第一期）完工證明書；107.1.29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核發水土保持計畫（第二期）完工證明書

21

會核發水土保持計畫（第二期）完工證明書

 106.10.3臺北市政府核發D、E棟部分使用執照106使字第0167號；107.2.14臺北市政府核發使用

執照107使字第0041號
21



辦理辦理進度進度概要概要

工程團隊組織及工作內容
 專案管理服務工作(代表本院)
1.製作招標文件，以及招標、決標事
項諮詢及審查。

2.審查統包商設計及監造等廠商相關
資料諮詢及審查。

3 督導施工以及履約管理。3.督導施工以及履約管理。
4.代表本院協調、整合、管理，推動
計畫。

 監造服務工作(進度及品質管理) 監造服務工作(進度及品質管理)
1.審查及管制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
定進度、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施工圖
及器材樣品、趕工計畫。

2 監督及查驗統包商辦理材料及設備之2.監督及查驗統包商辦理材料及設備之
品質管理工作。

3.監督統包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
維持及環境保護工作。維持及環境保護工作

4.查證履約進度及審查履約估驗計價。

 統包團隊
1 設計

2222

1.設計
2.施工



辦理進度概要辦理進度概要

(六)生態監測工作

 環評階段：已執行97年冬季、98年春季及99 年秋季，共3季生態監測

 施工前：已執行101年秋季、102年冬季至秋季，共5季生態監測

 施工中：已執行103年初冬季至107年初冬季，共17季生態監測，將按季持續監測至
工程完工(約107年夏季)

 營運期間：預計執行營運第1~6年之生態監測。

(七)環境監測工作

 環評階段 已執行97年11月至98年2月期間環境監測 環評階段：已執行97年11月至98年2月期間環境監測

 施工前：已執行102年5月至103年2月，執行共3季之環境監測

 施工中：已執行103年3月至107年1月，共16季環境監測，將按季持續監測至完工

 營運期間：預計執行營運第1~6年之環境監測。

(八)環境教育

 園區環境教育場所規劃中，將依環評承諾取得認證。 園區環境教育場所規劃中，將依環評承諾取得認證。

 環境教育中心位於F棟1樓，設計中。

(九)營運管理工作

 業依管理機制成立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聯合會。

 業成立營運中心處理園區營運期間事宜。
2323



二階段使照 三階段竣工期程

辦理進度概要辦理進度概要

二階段使照，三階段竣工期程--依統包商提報趕進計畫 (遲延履約213天)

(契約里程碑106/05/18竣工)

A
D

E

B C
F

E

G中研院

A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

B 核心主題研究中心
中研院

C 創服育成中心

D 生物資訊中心

經濟部 E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一、進駐時間依使用執照取得及正式接水接電情形同時進行
二、竣工：包含空調系統測試調整平衡（TAB）及性能確認（Cx）

經濟部 E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衛福部 F 食品藥物管理署

科技部 G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24



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變更內容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變更內容

原環境影響說明書內容 第1次變更內容對照表
第2次變更內容對照

表
第3次變更內容對

照表

1 1小汽車停車位455席 1 依統包團隊設計方案調整配置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填土區位調整1-1小汽車停車位455席
1-2無警衛亭規劃
1-3多數地下室開挖2層
1 4滯洪池設計蓄洪量

1. 依統包團隊設計方案調整配置
2. 小汽車停車位525席
3. 新增警衛亭2處
4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及創業服務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之污水管採壓力排
放

填土區位調整

1-4滯洪池設計蓄洪量
約19,662m3，設計
出口流量約
32 58cms

4.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及創業服務
中心地下室開挖2層，其餘地
下室開挖1層

5 滯洪池設計蓄洪量約32.58cms
2-1污水收集管線原則

採重力方式排放方
式配置

5. 滯洪池設計蓄洪量約
28,761m3，設計出口流量約
34cms

6. 空氣品質承諾增加PM2.5項目式配置 6. 空氣品質承諾增加PM2.5項目

25



統包工程施工現況統包工程施工現況
F棟C棟B棟E棟

107 1

照片1、生態滯洪池
台北樹蛙
棲境復育區 東北角溼地

107.1

G棟

低海拔原生林帶
出入口

DE
B A

人工濕地暨
生態滯洪池

低海拔原生林帶
復育區

出入口F
C

A

2

1

G

26照片2、生態滯洪池106年衛星影像

107.3

26



統包工程施工現況統包工程施工現況
107.3

G棟

F棟B棟E棟
C棟

A棟E棟

園區全景照片

2727



統包工程施工現況統包工程施工現況
107.3

照片 臺北樹蛙復育區 照片 東北角濕地照片1、臺北樹蛙復育區 照片2、東北角濕地

1 2

3

28
照片3、樹木銀行

28



統包工程施工現況統包工程施工現況

3
2

4 1

3

照片 南入口意象 照片 園區北側大門照片1、南入口意象 照片2、園區北側大門

29照片3、AC 棟入口 照片4、F棟及環教中心入口 29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2案

106.12.08（第2屆第8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2.1 2.1 前次會議(106/12/08)結論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回覆說明

請各單位於107年01月26日前 依與會 遵照辦理 回覆說明已於107年01月26日 E一 請各單位於107年01月26日前，依與會
人員意見提出書面回覆說明。

遵照辦理，回覆說明已於107年01月26日 E-
mail予院方。

1 生態池已完成晶化、微棲境及水生植物等
請專管及監造單位督導統包商辦理以下
事項，並於下次會議說明：
1. 生態池施工進度及深水域高程查驗

1. 生態池已完成晶化 微棲境及水生植物等
工項；深水域已達設計高程並查驗合格，
預定107年4月15日前蓄水完成。

2. 補償苗已開始種植，預定107年4月15日
二

1. 生態池施工進度及深水域高程查驗
結果。

2. 補償苗種植進度。
3. 動物逃生坡道施工進度。

2. 補償苗已開始種植 預定107年4月15日
前完成補植作業。

3. 動物逃生坡道預定107年4月30日前完成。
4. 除每季辦理外來入侵種(植物)，預定107

4. 外來入侵種移除作業辦理情形。
( )

年4月30日前於生態池蓄水階段放養青魚
及土鯽魚以抑制福壽螺。

三 請統包商加速趕進生態池進度。 同前，各項工作辦理情形，詳第3案統包商
簡報。

2-1
（各委員之意見回覆，詳附件-會議紀錄與意見回覆表）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3案、施工階段生態及環保措施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簡報大

1 生態池未完成工項趕.1 生態池未完成工項趕
深水域高程查驗結果深水域高程查驗結果

.2 補償苗種植進度

.3 傳統溝渠動物逃生坡
4 外來入侵種移除及斑.4 外來入侵種移除及斑

大綱

趕進方案 進度說明及趕進方案、進度說明及
果果

坡道施工進度
斑腿樹蛙防治作業斑腿樹蛙防治作業



生態池未完成工項趕進方案、4.1 進度說明及深水域高程查驗結果



月份 主要工項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水陸域動物通道修坡及植生
06年12月

3.水陸域動物通道修坡及植生
4.生態池W-3池底晶化
5.生態池東側、南側喬木種植
6.生態池南側給水管線埋設作業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 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07年1月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生態池W-4、W-5池底挖整
4.生態池邊坡水保植生作業

07年2月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 生態池W-4、W-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07年2月 3.生態池W 4、W 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
4.陸島植栽種植
5.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

07年3月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生態池W-4、W-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07年3月 3.生態池W 4 W 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
4.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
5.溢流堰水位調控管及操作平台施作

出工人數
(不含機具)

機具出工(日
(不含機具)

80工
晴(陰)天 日

挖土機50台
晴(陰)天21日

雨天10日
(晴天平均4~5人)

挖土機50台
堆土機10台
土車5台

80工
晴(陰)天21日

挖土機50台
晴(陰)天21日

雨天10日
(晴天平均4~5人)

堆土機10台
土車5台

地景塑造

45工
晴(陰)天16日 挖土機35台

地景塑造
雨天12日

(晴天平均6~7人)
堆土機5台

地景塑造

80工
晴(陰)天29日

雨天2日
挖土機50台
堆土機15台

地景塑造 雨天2日
(晴天平均6~7人)

堆土機15台



近自然式溪流

近自然式溪流

塊石微棲境

浮島

喬木、灌木、水生植栽
種植及養護作業

浮島

礫石微棲境

綠資材微棲境

W-3、W-4、W-5
水域基質改良、水域基質改良
池底晶化及微地景塑造

水生植物種植

生態池南
土壤基質

水生植物種植

清砂便道

生態池西南陸域
土壤基質改良及
水保植草作業

土壤基質
水保植草

設計
數量

完成數
量

植栽種植
完成率

喬木 317 294 92 74%喬木 317 294 92.74%

補充苗 612 377 61.60%

灌木/地被/
攀藤

8408 7500 89.20%

境

攀藤

水生植栽 28169 28169 100.00

生態池東側、南側
喬木(含補充苗)灌
木種植

季節性水文
調控系統 溢流堰攔污柵調控系統

水域基改、晶化及微地景塑造(已
生態池陸域植草(已完成)
種子庫表土回鋪及綠資材拌土(已

造

動物通道
植生及補
充苗種植

種子庫表土回鋪及綠資材拌土(已
生態池喬木種植(已完成)
生態池灌木種植(東側南側施作中
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已完成)
生態浮島(已完成)

南側陸域
質改良及

生態浮島(已完成)
礫石、塊石多孔隙微棲境(已完成
綠資材多孔隙微棲境(已完成)
碎石維修步道(已完成)

質改良及
草作業



生態池西南陸域
土壤基質改良及
水保植草作業

清砂便道
及維修便道 水保植草作業及維修便道

水下微地景塑造

W-3、W-4、W-5
水域基質改良及池底晶化

生態池南側陸域
土壤基質改良及
水保植草作業

節性水文調控系統

溪流環境維護
生態池植栽
養護作業

喬木、灌木、水生植栽
種植及養護作業養護作業 種植及養護作業

水生植物種植

化
生態池東側、南側喬

拍攝日期：107年04月10

生態池東側 南側喬
(含補充苗)及灌木種

拍攝日期：107年04月10



拍攝日期：106年12月04日





















項目
契約核定
開始日期

契約核定
完成日期

前次提報
完成日期

（106 05 25）

本次
完成

（106.05.25）

坡回填 103/11/19 104/7/21 106/12/15 已完

底微整地
範圍清運)

106/12/15
已完成 已完範圍清運)

土方清運)
104/2/15 104/7/21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

底晶化 104/2/26 104/9/1 107/2/28 已完底晶化 104/2/26 104/9/1 107/2/28 已完

觀塑型
及微棲地)

- - 已完成 已完

水系統及
循環系統

105/2/24 105/4/4 106/12/31 已完

栽綠化
域喬木)

104/2/15 104/8/18 107/1/31 107/

栽綠化
木及地被)

104/2/15 104/8/18 107/1/31 107/

保植生 104/2/15 105/4/19 106/12/15 已完

浮島浮島
其它雜項

104/7/22 104/8/18 107/3/31 107/

次調整
成日期

說明

完成 生態池邊坡回填已施作完成。

完成
生態池深水域已開挖完成，經測量收方已達水保
及滯洪需求 池底基質改良 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完成 及滯洪需求，池底基質改良、池底晶化及水下微
塑造亦施作完成。

完成
池底晶化防滲作業施作完成，並經單筒試驗無滲
形

完成
形。

完成
3條溪流已完成，礫石、塊石、綠資材等微棲境
完成，持續維護作業。

完成 生態池水循環系統施作完成；給水管線已埋設完

/4/30
生態池東側及南側陸域喬木缺23株尚未種植(缺
另東側及南側種植補充苗喬木數量110株；合約
補充苗預計107/4/30前完成。
生態池西側北側灌木種植完成 東側及南側於

/4/15
生態池西側北側灌木種植完成；東側及南側於1
月底進場後開始種植，目前完成1210株，餘148
計107/4/15前種植完成。

完成 生態池邊坡水保植生施作完成，持續養護中。

浮島、微棲境、動物廊道、維修步道、攔污柵等
作完成；動物誘導網立柱施作完成，浪網及單向

/4/15
作完成；動物誘導網立柱施作完成，浪網及單向
門接續施作，管制柵門已進場施作中，未完成工
計107/4/15前完成，並進入試運轉階段。



W-5深水域
(EL 9 05)(EL 9.05)

W-3深水域
(EL=9.15)



10.38

9.2110.44

9.38

9.53

9.60

9.22

9.35

9.29

9.22

9.35

9 159.15

9 309.30



9.57

9.15

9.
9.61

9.92

10.11

.05
9 609.60

10.85



補償苗種植進度3.2



人工溼地復育區補償苗種植進度

補償苗
數量

已種植 種植

155 155 生態池西

97 97 生態池西97 97 生態池西

100 93 生態池東100 93 生態池東

35 生態池東- 35 生態池東

260 0

合計

612 377 約完成612 377 約完成

植位置 備註

西側北側 105年4月進場種植

西側北側 106年12月進場種植西側北側 106年12月進場種植

東側南側
107年2月選苗，3月開始

種植
東側南側

種植

東側南側
研究專區選苗多餘數量，

東側南側
107年3月開始種植

107/4/2選苗，4/9進場
4/11進場查驗後開始種植

成61 60%成61.60%



傳統溝渠動物逃生3.3 生坡道施工進度



依工程釋疑單107生技釋字第A1386號內容
針對G棟南側新增填土區增設水保溝之

動物逃生設施及集水井BJ025、BJ027之動動物逃生設施及集水井BJ025、BJ027之動
物防護網。
水保溝F009、F009-1、F009-2及DI001

之動物逃生坡道型式及坡度依環說書5.2
節相關規定調整坡度。
溢流堰之麻繩網以7公分麻繩設置1處溢流堰之麻繩網以7公分麻繩設置1處。











外來入侵種移除及斑3.4 斑腿樹蛙防治作業



本案施工期間，外來入侵種移除
.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
主要針對全工區定期巡檢並進主要針對全工區定期巡檢並進
關資料至監造單位備查(小花蔓
馬櫻丹、象草、巴拉草…等)馬櫻丹、象草、巴拉草 等)
.生態池/台北樹蛙棲境復育區/
生態池邊坡配合植生作業 進生態池邊坡配合植生作業，進
羞草、大花咸豐草…等)。
以人工或機械方式移除 避免.以人工或機械方式移除，避免
除法。
.斑腿樹蛙移除作業，由「南港
月一次。月一次

除作業主要措施說明如下：

進行例行性移除作業，並提報相進行例行性移除作業 並提報相
蔓澤蘭、合果芋、南美蟛蜞菊、
。。
/東北角溼地：

進行外來種雜草拔除(龍爪茅 含進行外來種雜草拔除(龍爪茅、含

免使用對環境造成影響的藥劑移免使用對環境造成影響的藥劑移

港可樂蛙」團隊執行，頻率為每



來入侵種植栽分佈區域及監測點：

本季移除外來入侵種植栽如下本季移除外來入侵種植栽如下
1.全區各監測點：
小花蔓澤蘭、合果芋、南美蟛小花蔓澤蘭、合果芋、南美蟛
蜞菊、馬櫻丹、象草及巴拉草
。

2.生態池區：
含羞草 小花蔓澤蘭含羞草、小花蔓澤蘭。

3.樹木銀行區及樹蛙棲境復育區
小花蔓澤蘭。













一、執行單位：
針對本案斑腿樹蛙防治作業 由針對本案斑腿樹蛙防治作業，由
進行斑腿樹蛙監測及控制事宜，
陷阱 院方進行督促陷阱，院方進行督促。

二、執行頻率：
為每月一次進入園區進行監測及為每月一次進入園區進行監測及
及生態池北側樣區(台北樹蛙棲境
暫不納入監測控制範圍)暫不納入監測控制範圍)

三、移除方式：
主要以徒手捕捉、卵泡移除及水主要以徒手捕捉、卵泡移除及水
進場日期及移除成果如下。

四、移除成果：四、移除成果：
106/12/10移除斑腿樹蛙雄蛙1隻
107/01/14移除斑腿樹蛙雄蛙4隻107/01/14移除斑腿樹蛙雄蛙4隻
107/03/11移除斑腿樹蛙雄蛙1隻
107/04/08移除斑腿樹蛙雄蛙8隻107/04/08移除斑腿樹蛙雄蛙8隻
合計：雄蛙14隻、雌蛙2隻、幼蛙

由楊懿如老師團隊(南港可樂蛙)長期由楊懿如老師團隊(南港可樂蛙)長期
由統包商負責協助工地安全及布置

及控制 作業範圍主要為東北角溼地及控制，作業範圍主要為東北角溼地
境復育區因植生及樹蛙環境因素，

水桶陷阱法共三種方式進行控制，本水桶陷阱法共三種方式進行控制，本

隻、雌蛙0隻、幼蛙0隻、卵泡0坨。
隻、雌蛙0隻、幼蛙2隻、卵泡0坨。隻、雌蛙0隻、幼蛙2隻、卵泡0坨。
隻、雌蛙1隻、幼蛙4隻、卵泡0坨。
隻、雌蛙1隻、幼蛙3隻、卵泡0坨。隻 雌蛙1隻 幼蛙3隻 卵泡0坨
蛙8隻、卵泡0坨。





017.12.10 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

今天到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做外來種斑腿
.2度C，濕度79%，天氣多雲到小雨。終於.2度C 濕度79% 天氣多雲到小雨 終於

蛙鳴叫宣告冬天正式來到，當然啦其他蛙況

東北角濕地樣區東北角濕地樣區；
東北角角落相較於比較避風的位置，尚有發
分以下。水域岸邊只剩拉都希氏赤蛙鳴叫，分以下。水域岸邊只剩拉都希氏赤蛙鳴叫，
流水，福建大頭蛙就跟著回來了。
今天紀錄到的有澤蛙、福建大頭蛙、拉都希
蛙 (台灣特有種)、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

保育類)，共9種。移除外來入侵種斑腿樹

生態池樣區；為避免干擾植栽復育依舊只在
鳴叫約十幾隻，其他池子倒還沒聽到有鳴叫鳴叫約十幾隻 其他池子倒還沒聽到有鳴叫
有種)、澤蛙、小雨蛙及聽音的拉都希氏赤蛙

區斑腿樹蛙控制及蛙調

腿樹蛙監測及蛙調；氣溫16.4度C，水溫
於有比較像冬天的寒冷的天氣，就由台北樹於有比較像冬天的寒冷的天氣 就由台北樹
況也是跟著冷起來。

發現零星斑腿樹蛙活動，位置不高都在30公
，牆外則有台北樹蛙2~3隻鳴叫。水源處恢，牆外則有台北樹蛙2~3隻鳴叫。水源處恢

希氏赤蛙、貢德氏赤蛙、中國樹蟾、面天樹
、黑眶蟾蜍及聽音的台北樹蛙(台灣特有種
樹蛙雄蛙1隻，共1隻(在逃2隻)。

在步道周邊調查，緩流域區岸邊有台北樹蛙
叫，紀錄到的有黑眶蟾蜍、盤古蟾蜍(台灣叫 紀錄到的有黑眶蟾蜍 盤古蟾蜍(台灣
蛙、台北樹蛙(台灣特有種，保育類)共6種





018.01.14 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

今天到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做外來種斑腿
.8度C，濕度72%，天氣晴。整周的低溫在.8度C 濕度72% 天氣晴 整周的低溫在

樣區好。溫度12度斑腿樹蛙竟然還是出現了
現的。

東北角濕地樣區；
草地除有流水區域外都還蠻乾躁的，草也長草地除有流水區域外都還蠻乾躁的，草也長
聲都在牆外菜園，樣區內到沒發現。有隻拉
著洞簫之類的奇怪叫聲。
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蟾蜍 (台灣特有種)、澤
台灣特有種)、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及聽音
種 移除外來入侵種斑腿樹蛙雄蛙3隻 幼蛙種。移除外來入侵種斑腿樹蛙雄蛙3隻、幼蛙

生態池樣區；進樣區時正好遇到生態造景公生態池樣區；進樣區時正好遇到生態造景公
開始鋪草皮等工程，想必下個月來樣區應該
蟾蜍(台灣特有種)、腹斑蛙、澤蛙、長腳赤
希氏赤蛙、面天樹蛙(台灣特有種)、台北樹
來入侵種斑腿樹蛙雄蛙1隻，共1隻。

區斑腿樹蛙控制及蛙調

腿樹蛙監測及蛙調；氣溫12.7度C，水溫
在今天回暖，難得今天生態池蛙況比東北角在今天回暖 難得今天生態池蛙況比東北角
了，不過除了幼蛙外，其餘都是在竹筒內發

長了不少，需邊走邊開路一下，台北樹蛙叫長了不少，需邊走邊開路一下，台北樹蛙叫
拉都希氏赤蛙躲在水桶的水管裡鳴叫發出帶

澤蛙、拉都希氏赤蛙、腹斑蛙、面天樹蛙
音的台北樹蛙(台灣特有種，保育類)，共
蛙2隻 共5隻蛙2隻，共5隻。

公司開怪手施工中，一問之下原來明後天要公司開怪手施工中 一問之下原來明後天要
該又會變得不一樣了，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
赤蛙、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及聽音的拉都
樹蛙(台灣特有種，保育類)。共8種。移除





018.02.11 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

今天到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做外來種斑腿
.1度C，濕度73%，天氣小雨。整周的低溫.1度C 濕度73% 天氣小雨 整周的低溫

區裡還蠻安靜的竟然連台北叫聲都不多。

東北角濕地樣區東北角濕地樣區；
這次連牆外菜園都沒聽到台北樹蛙叫聲，倒
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蟾蜍 (台灣特有種)、拉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蟾蜍 (台灣特有種)、拉
有種)、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共5種。

生態池樣區；
今天只紀錄到的盤古蟾蜍(台灣特有種)及聽
保育類) 共3種保育類)。共3種。

區斑腿樹蛙控制及蛙調

腿樹蛙監測及蛙調；氣溫10.5度C，水溫
溫今晚又開始下起雨來，蛙況特別冷清，樣溫今晚又開始下起雨來 蛙況特別冷清 樣

倒是還發現斑腿蝌蚪，應該是過冬型態。
拉都希氏赤蛙、腹斑蛙、面天樹蛙 (台灣拉都希氏赤蛙、腹斑蛙、面天樹蛙 (台灣

聽音的拉都希氏赤蛙、台北樹蛙(台灣特有





018.03.11 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

今天到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做外來種斑腿
.5度C，濕度66%，天氣晴。低溫加上起風.5度C 濕度66% 天氣晴 低溫加上起風

蛙叫聲，但已有一些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

東北角濕地樣區東北角濕地樣區；
樣區裡除部分區域有水源流出外，大多很乾
牆外菜園也沒聽到台北樹蛙叫聲，只有面天牆外菜園也沒聽到台北樹蛙叫聲，只有面天
蛙、澤蛙、面天樹蛙 (台灣特有種)、艾氏樹
拉都希氏赤蛙，共7種。共移除斑腿樹蛙雌蛙

生態池樣區；生態池樣區；
車道及兩旁短草地都呈現乾燥無水狀況，水
植水生植物的水盆也都移走了。連滯洪池都植水生植物的水盆也都移走了 連滯洪池都
今天只紀錄到的盤古蟾蜍(台灣特有種)、小
樹蛙(台灣特有種)。共5種。

區斑腿樹蛙控制及蛙調

腿樹蛙監測及蛙調；氣溫14.3度C，水溫
風的天氣，蛙況冷清，已經沒有聽到台北樹風的天氣 蛙況冷清 已經沒有聽到台北樹
)出現，幼蛙較多。

乾燥，生態池水位下降許多(可見底了)這次
天跟拉都叫。今天紀錄到的有小雨蛙、腹斑天跟拉都叫。今天紀錄到的有小雨蛙、腹斑
樹蛙(卵)、斑腿樹蛙(外來入侵種)及聽音
蛙1隻、雄蛙1隻、幼蛙4隻，共6隻。

水池水位都相當低，部分水池都乾掉了，種
都因施工排水，只剩部分積水而已。都因施工排水 只剩部分積水而已
小雨蛙、澤蛙及聽音的拉都希氏赤蛙、面天





018.04.08 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區

明節連假最後一天來園區東北角&生態池樣
氣候變化相當的大，從一開始炎熱到後3天
況比受風面積較大的生態池區好些；今晚
多雲。降溫加上刮風的天氣，蛙況普普，
邊拉都希氏赤蛙的零星叫聲 斑腿樹蛙(外邊拉都希氏赤蛙的零星叫聲，斑腿樹蛙(外
以下較多。
北角濕地樣區；北角濕地樣區；
區裡除部分區域有水源流出外，大多很乾
天叫聲及現身最多，水邊有拉都跟斑腿零
有種 小雨蛙 澤蛙 貢德氏赤蛙 面天有種)、小雨蛙、澤蛙、貢德氏赤蛙、面天
)及聽音的拉都希氏赤蛙，共7種。共移除
隻。隻。
態池樣區；
道及兩旁短草地都呈現乾燥無水狀況，水
，種植水生植物的水盆也都移走了。滯洪
，後段生態池有再挖長(但水仍不多)。今
蟾蜍 小雨蛙 澤蛙及聽音的面天樹蛙蟾蜍、小雨蛙、澤蛙及聽音的面天樹蛙
來入侵種)。共7種。

區斑腿樹蛙控制及蛙調

樣區做外來種斑腿樹蛙監測及蛙調，整個
天的溫度忽降加上颳風，果然避風的東北
晚氣溫16.9度C，水溫22.3度C，濕度77%，
樣區裡就屬面天樹蛙最活耀了，也有聽到
外來入侵種)出現開始增多 大多出現在膝外來入侵種)出現開始增多，大多出現在膝

乾燥，生態池水位下降(可見底)尚未恢復
零星叫聲。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蟾蜍 (台灣
天樹蛙 台灣特有種 斑腿樹蛙 外來入天樹蛙 (台灣特有種)、斑腿樹蛙(外來入
除斑腿樹蛙雌蛙1隻、雄蛙8隻、幼蛙3隻，

水池水位都相當低，前段部分水池幾乎乾掉
洪池上個月因施工水幾乎排空狀況目前已恢
今天紀錄到的有盤古蟾蜍 (台灣特有種)、
(台灣特有種) 拉都希氏赤蛙 斑腿樹蛙(台灣特有種)、拉都希氏赤蛙、斑腿樹蛙





有關斑腿樹蛙之控制，已要求園藝廠
並於進場後進行斑腿樹蛙自主檢查。並於進場後進行斑腿樹蛙自主檢查。

廠商在植栽進入園區前作必要的清理



簡報簡報報完畢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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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案

施工中生態監測106年9月 11月秋季成果報告施工中生態監測106年9月~11月秋季成果報告

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野聲環境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第16季（秋季）工作時間表
項目 頻率 日期( 2017年) 工作內容與方法

鳥類 每月1次

9 / 18-22
沿線調查、相機陷阱10 / 25-27、31

陸域動物調查分析

11 / 13-17、21-22

其他類群
每季1次，

繁殖季(3 8月)
9 / 18-22
10 / 16 20、25 28、31

哺乳類：沿線調查、相機陷阱、鼠籠誘
捕、超音波偵測器
兩棲爬蟲類：沿線調查、導板集井陷阱

其他類群 繁殖季(3~8月)
增做1次

10 / 16-20、25-28、31
11 / 13-17、20-23 蝶、蜻蛉、螢火蟲：沿線調查、網捕、

吊網陷阱

原生種陸龜 每季1次 11 / 13-17 松鼠籠捕捉法

陸域植物
移植樹木物及原生樹苗

物候調查
每月1次 9 / 14、10 / 2、11 / 16 物候調查

水域調查分析
動物每季1次
植物每年1次 11/13-16

水域動物:蝦籠誘捕、電魚、手拋網、蘇
柏氏網、手抄網、浮游生物網

水域調查分析
植物每年1次 11/13 16

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及分析 每季1次 9/1~11/30 相機陷阱

9 / 18-22 大赤鼯鼠：沿線調查法
指標物種族群分佈監測及分析 每季1次 10 / 25-27、31

11 / 13-17、22

大赤鼯鼠 沿線調查法
領角鴞：回播法
穿山甲、白鼻心：相機陷阱法

施工中目標物種生存狀況評估及水體評估監測 每季1次 11 / 2、13-16 水質取樣調查、蝦籠誘捕法施工中目標物種生存狀況評估及水體評估監測 每季1次 11 / 2 13 16 水質取樣調查 蝦籠誘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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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鳥類調查結果

 共計34科65種1,693隻次(2017年9-11月)
 9月-38種、10月-43種、11月-54種
 自動相機 10科15種 自動相機 -10科15種
 新紀錄種6種 (鴛鴦、黃小鷺、水雉、褐色柳鶯、茅斑蝗鶯及田鵐)

 保育類、特有種及稀有種

Ⅱ級保育類 6種88隻次 (鴛鴦 水雉 大冠鷲 鳳頭蒼鷹 黃嘴角鴞 領角鴞) Ⅱ級保育類 - 6種88隻次 (鴛鴦、水雉、大冠鷲、鳳頭蒼鷹、黃嘴角鴞、領角鴞)
 Ⅲ級保育類 - 3種65隻次 (台灣山鷓鴣、台灣藍鵲及紅尾伯勞)
 特有種 – 8種127隻次 (台灣山鷓鴣、台灣竹雞、五色鳥、台灣藍鵲、小彎嘴、大彎嘴、

繡眼畫眉 台灣紫嘯鶇)繡眼畫眉、台灣紫嘯鶇)
 特有亞種 - 14種440隻次 (大冠鷲、鳳頭蒼鷹、灰腳秧雞、黃嘴角鴞、領角鴞、大卷尾、

黑枕藍鶲、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褐頭鷦鶯、山紅頭、頭烏線、綠啄花)
 稀有冬候鳥或過境鳥 4種(鴛鴦、水雉、田鵐、褐色柳鶯)、不普遍冬候鳥或過境鳥 5種 稀有冬候鳥或過境鳥 - 4種(鴛鴦、水雉、田鵐、褐色柳鶯)、不普遍冬候鳥或過境鳥 - 5種

不普遍留鳥 - 4種
 遷移屬性

 冬候鳥或過境鳥20種、留鳥或過境鳥4種 冬候鳥或過境鳥20種、留鳥或過境鳥4種
 外來種4種(綠頭鴨、野鴿、白尾八哥、家八哥)
 留鳥37種

34-3



第16季（秋季）優勢鳥類

4「其他」指調查數量比例低於3%的其他60種鳥類的數量比例總和 4-4



歷年鳥種數及數量變化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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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鳥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鳥類分布圖

鴛鴦 水雉 大冠鷲 鳳頭蒼鷹
6

鴛鴦、水雉 大冠鷲、鳳頭蒼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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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鳥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鳥類分布圖

領角鴞 黃嘴角鴞
7

領角鴞 黃嘴角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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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鳥類及外來種鳥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鳥類及外來種鳥類分布圖

台灣山鷓鴣 台灣藍鵲 外來種 綠頭鴨 野鴿
8

台灣山鷓鴣、台灣藍鵲、
紅尾伯勞

外來種-綠頭鴨、野鴿、
白尾八哥、家八哥 4-8



第16季（秋季）哺乳類調查結果

 共計12科20種 (2017年9-11月)
 相機陷阱法 -10科11種，OI值以鼬獾12.38最高、麝鼩屬0.05最低。

 沿線調查法- 8科9種
 蝙蝠超音波- 3科8種
 小獸類捕捉-未捕獲；陸龜調查-捕獲赤腹松鼠4隻次 小獸類捕捉 未捕獲；陸龜調查 捕獲赤腹松鼠4隻次

 保育類、特有種及稀有種

 Ⅱ級保育類 -3種(穿山甲、麝香貓與食蟹獴)
Ⅲ級保育類 2種(白鼻心 山羌) Ⅲ級保育類 -2種(白鼻心、山羌)

 特有種- 4種(臺灣大蹄鼻蝠、臺灣小蹄鼻蝠、臺灣管鼻蝠、長趾鼠耳蝠與臺灣
刺鼠)

 特有亞種- 8種(鼬獾、白鼻心、麝香貓、食蟹獴、臺灣鼴鼠、穿山甲、山羌與
大赤鼯鼠)

 空間分布

 A區17種、B區15種、C區13種
 食蟹獴、東亞摺翅蝠、麝鼩屬僅記錄於B區；台灣葉鼻蝠、台灣管鼻蝠僅記錄

於A區；赤黑鼠耳蝠及山羌僅記錄於C區於A區；赤黑鼠耳蝠及山羌僅記錄於C區
 臺灣大蹄鼻蝠、臺灣小蹄鼻蝠及穿山甲紀錄於A區及B區；家貓、東亞家蝠紀

錄於A區及C區 94-9



歷年哺乳類種數變化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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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哺乳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哺乳類分布圖

麝香貓 食蟹獴、穿山甲麝香貓 食蟹獴、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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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哺乳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哺乳類分布圖

山羌 白鼻心山羌 白鼻心

4-12



第16季犬、貓分布圖第 季犬 貓分布圖

家犬 家貓家犬 家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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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兩棲類調查結果

 共計5科14種 (2017年9-11月)
 目視遇測法 - 4科10種75隻次，以澤蛙最多

 鳴叫等級法 - 5科12種，以面天樹蛙最高，拉都希氏赤蛙、小雨蛙次之

 導板集井式陷阱及鼠籠陷阱 - 3科4種
 保育類、特有種保育類 特有種

 Ⅲ級保育類1種 (台北樹蛙)
 特有種4種 (盤古蟾蜍、褐樹蛙、面天樹蛙、台北樹蛙)
外來種斑腿樹蛙 外來種斑腿樹蛙

 鳴叫等級以A區最高(9月，2.14±0.38)，C區次之(9月，1.50±0.71)。
 本季移除26隻成蛙(10雌、16雄)、幼蛙9隻(含生態志工移除成果)

 空間分布

 A區6科12種、B區3科10種、C區6科12種
 全區分布：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澤蛙、腹斑蛙、拉都希氏赤蛙、面天樹蛙、 全區分布：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澤蛙、腹斑蛙、拉都希氏赤蛙、面天樹蛙、

布氏樹蛙及斑腿樹蛙等8種
 本季小雨蛙僅A區；斯文豪氏赤蛙僅B區；褐樹蛙僅C區；貢德氏赤蛙僅A、C

區；福建大頭蛙、台北樹蛙僅B、C區記錄區；福建大頭蛙、台北樹蛙僅B、C區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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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兩棲類種數變化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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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保育兩棲類分布圖第 季保育兩棲類分布圖

台北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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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外來種兩棲類分布圖第 季外來種兩棲類分布圖

斑腿樹蛙斑腿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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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爬蟲類調查結果
 共計7科17種 109隻次(2017年9-11月)

 目視遇測法 -7科15種99隻次(含生態志工之蛇類記錄)，以斯文豪氏攀蜥最多

 導板集井陷阱 –無捕獲 導板集井陷阱 無捕獲

 陸龜松鼠籠陷阱 -食蛇龜3隻(B區)
 自動相機-南蛇1隻次、古氏草蜥5隻次及印度蜓蜥1隻次

保育類 特有種 保育類、特有種

 Ⅱ級保育類- 2種(食蛇龜、柴棺龜)
 Ⅲ級保育類- 1種(龜殼花)( )
 特有種- 2種(斯文豪氏攀蜥、台灣滑蜥)
 特有亞種- 3種(黃口攀蜥、白梅花蛇、茶斑蛇)

 空間分布 棲地利用 空間分布、棲地利用

 A區6科9種、B區5科6種、C區7科11種
 日行性陸龜 2種，食蛇龜(B區)，柴棺龜(A、C區)
 日行性蜥蜴 6 種，麗紋石龍子(C區)、台灣滑蜥(A區)僅記錄於單一分區，黃口

攀蜥、古氏草蜥紀錄於B、C區，其餘全區分布。

 夜行性蜥蜴 2種，鉛山守宮(A、C區)，無疣蠍虎(C區)( ) ( )
 蛇類 7種，大頭蛇、紅斑蛇、茶斑蛇(A區)；赤尾青竹絲 (B區) ；南蛇(C區)；

龜殼花(A、C區) 184-18



歷年爬蟲類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19
4-19



第16季（秋季）原生種陸龜調查結果
 B區捕獲食蛇龜2隻個體(1雄1雌)3隻次

 A、C區各目擊柴棺龜1隻次

中文名 晶片編號
性
別

體重
g

背甲長
mm

背甲寬
mm

腹甲長
mm

腹甲寬
mm 棲地

食蛇龜
FDXB900_138000

804323 雌 515.3 152.24 103.43 139.97 76.07 野薑花草澤近
闊葉次生林

食蛇龜 804323 雌 515.3 152.24 103.43 139.97 76.07 
闊葉次生林

食蛇龜
FDXB900_138000

719586 雄 920.2 192.10 118.93 171.53 91.23 闊葉次生林近
野薑花草澤

食蛇龜
FDXB900_138000

闊竹混生林近食蛇龜
_

804323 雌 512.9 153.70 102.23 134.41 77.96 闊竹混生林近
溪溝

柴棺龜 - 不明 - - - - -
池沼近

闊葉次生林闊葉次生林
柴棺龜 - 不明 - - - - -

埤塘近
闊葉次生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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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原生種陸龜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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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陸域昆蟲調查結果

 蝶類共計5科 61 種 843 隻次(2017年10-11月)
 優勢物種-藍紋鋸眼蝶98隻次(吊網捕捉)，次優勢物種-淡色黃蝶(81隻次)及眉眼蝶(60隻次)
 物種數及數量均比第12季多 物種數及數量均比第12季多。

 特有種-蓬萊環蛺蝶

 蜻蜓類共計5科15種80隻次

優勢物種 褐斑蜻蜓19隻次 次為善變蜻蜓13隻次優勢物種-褐斑蜻蜓19隻次，次為善變蜻蜓13隻次

特有種-白痣珈蟌、短腹幽蟌

物種與數量-較前一季大幅降低，較前年同季的物種數高，數量卻少

螢火蟲有 科 種 隻次 螢火蟲有1科2種16隻次

 特有種-山窗螢

 前案施工中前三年秋季物種皆為台灣窗螢，記錄環境不明，可能有誤判。

22藍紋鋸眼蝶 虎斑蝶 環B區吊網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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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蝶類種數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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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蜻蛉類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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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螢火蟲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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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移植後樹木物候第16季移植後樹木物候

調查方法 執行成果

生長狀況，複查150株，楓
香61株枯死；24株主幹頂端枯
死，為生長狀況不良；其餘64死，為生長狀況不良；其餘64
株狀況尚可，榕樹(G034)已完
全枯死，存活率59.1%。移植
喬木總存活率僅25 96%

移植後樹木
(物候)

喬木總存活率僅25.96%。
本季楓香處於枝葉成熟期，

部分植株具生長較完整的主幹

(1)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樹木銀行移植樹
木栽植區

( )
與分枝，枝葉生長茂密，存活
情形良好，至11月部分植物葉
開始轉為枯黃。但部分植株僅
主幹部分具茂密的翠綠枝葉，
反映此植株生長狀況不佳，是
否能穩定存活尚難判定。否能穩定存活尚難判定

(2)榕樹(G034)已完全枯死，中右側大
分枝開始有真菌生長其上 4-26



第16季原生林復育區物候調查第16季原生林復育區物候調查

調查方法 執行成果調查方法 執行成果

34種新植樹苗中，常綠性樹34種新植樹苗中 常綠性樹
種:樹杞、森氏紅淡比由花期進
入果期；稜果榕開花，10月則
進入花果期；錫蘭饅頭果再次

新植樹苗
物候調查

進入花果期；錫蘭饅頭果再次
的開花，但未見結果；其餘20
種僅處於一般生長期，尚無新
葉 開花或結果之時期

(1)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原生雜木林復育
區新植樹苗滯洪池北側栽植區

物候調查 葉、開花或結果之時期。
落葉性樹種:海州常山、臭娘

子有數株有開花結果；九芎於9
月進入花果並存期 月則月進入花果並存期，10-11月則
為果期；其餘樹種進入枝葉成
熟期。

(2)開花中的海州常山
4-27



第16季（秋季）水域生態調查結果
 魚類3目5科11種1219隻(2017年11月)

 特有種- 3種，台灣縱紋鱲、粗首馬口鱲及台灣石

 外來種- 5種，尼羅口孵魚、吉利慈鯛、巴西珠母麗魚、食蚊魚和劍尾魚 外來種 5種 尼羅口孵魚 吉利慈鯛 巴西珠母麗魚 食蚊魚和劍尾魚

 物種與數量- 較第12季多，但均略低於前一季(夏季)
 兩棲類幼體1科1種200隻(盤古蟾蜍)
 水棲昆蟲5目 5科 5種17 隻次 水棲昆蟲5目 5科 5種17 隻次

 本季較歷年新增1種沙蠶科物種；但物種數與數量均極少，為歷年同期最低。

 蝦蟹類4科4種346隻，螺貝類3目 3科 5種 152 隻
 無保育類與特有種，外來種為克氏原蝲蛄 無保育類與特有種，外來種為克氏原蝲蛄

 蝦蟹類物種無變化，螺貝類較前一季高，與前一年度物種相同，但數量增加

 浮游動物16種，優勢物種為白色大劍水蚤、廣布中劍水蚤

28
粗首馬口鱲 高體鰟鮍 台灣石賓羅漢魚 4-28



歷年魚類種數與隻數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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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蝦蟹類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30
4-30



歷年螺貝類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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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水棲昆蟲種類與數量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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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浮游動物種數變化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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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指標物種密度指標

中文名 保育類 調查方法 族群量特性 密度指標中文名 保育類 調查方法 族群量特性 密度指標

領角鴞 II 回播法
密度

(個體數量/單位面積)
面積

150公頃
6.0 隻/100公頃

出現頻度 長度
大赤鼯鼠 沿線調查

出現頻度
(目擊數量/沿線長度)

長度
9.3公里

0.3~1.0 隻/公里

白鼻心 III 相機陷阱 出現指數(OI值) 1.02
穿山甲 II 相機陷阱 出現指數(OI值) 0 00穿山甲 II 相機陷阱 出現指數(OI值) 0.00

保育類：I -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 II -珍貴稀有保育類野生動物；III -一般保育類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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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角鴞分布與密度指標變化

第16季領角鴞回播平均密度為6.0隻次/1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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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赤鼯鼠分布與密度指標變化

第16季大赤鼯鼠

密度指標為 隻次 密度指標為0.3~1.0隻次/km
 平均值為0.65±0.32隻次/km

4-36



白鼻心分布與OI值變化白鼻心分布與OI值變化

第16季白鼻心平均OI值為1 02，第16季白鼻心平均OI值為1.02
出現樣點比例為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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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分布與歷年出現指數變化

第16季穿山甲平均OI值為0，出現樣點比例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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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季（秋季）移棲水體目標物種調查結果
 調查時間：2017年11/13-16(水域動物調查)，11/2(水質檢測)

 檢測結果:懸浮固體較前一季略高，溶氧量較夏季為高，其餘檢測項目顯示環 檢測結果:懸浮固體較前一季略高，溶氧量較夏季為高，其餘檢測項目顯示環
境尚稱穩定。綜合各類指數，中研院生態池水質屬丁類水體，適用於環境保育

水域動物記錄 目 科 種 隻( 年 月) 水域動物記錄2目3科3種188隻(2017年11月)
 魚類- 2種外來種，食蚊魚95隻與劍尾魚68隻，數量低於前一季

 其他-外來種克氏原喇蛄25隻

 自施工中第9 季記錄到26 隻高體鰟鮍後，未曾再發現，且其伴生生物原蚌等在生態
池中亦未曾再發現池中亦未曾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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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工程干擾趨緩及植被覆蓋漸增 生態緩慢恢復中 棲地維護應

本季陸域生態調查結果討論與綜合分析

1. A區工程干擾趨緩及植被覆蓋漸增，生態緩慢恢復中，棲地維護應
留意夜間光源管制及避免破壞濱岸草澤。

2 新增6種新記錄鳥種 鳥類種類有增加趨勢 但數量仍待恢復2. 新增6種新記錄鳥種，鳥類種類有增加趨勢，但數量仍待恢復。

3. 新增紀錄食蟹獴，但穿山甲出現指數掛零，應留意流浪犬隻管控
及維持各區通道暢通及維持各區通道暢通。

4. 因工程持續干擾水域，池沼性兩棲類數量持續低落； 2017年3季
共移除斑腿樹蛙成蛙149隻 幼蛙22隻及8坨卵泡，後續應持續移共移除斑腿樹蛙成蛙149隻、幼蛙22隻及8坨卵泡，後續應持續移
除，以控制其族群。

5 爬蟲類種數與數量為歷年秋季最高，復育區持續記錄蛇類，功能5. 爬蟲類種數與數量為歷年秋季最高，復育區持續記錄蛇類，功能
漸增。野放之陸龜成功於B區建立族群，A區亦持續記錄柴棺龜，
可進一步營造其棲地。

6. 水域環境長期施工干擾波動，蜻蛉類種類與數量遠低於施工前。A
區夜間光源管制不佳，影響螢火蟲數量恢復。

7. 指標物種大赤鼯鼠受工程影響輕微；穿山甲出現指數依舊低落；
領角鴞及白鼻心有恢復跡象，應持續監測牠們的族群變化。 4-40



本季陸域生態調查結果討論與綜合分析

8.樹木銀行許多楓香植株生長不佳，總存活率較上季下降，存活植株

之生長狀況漸趨穩定，枝葉生長情形較過往繁茂；新植樹苗大多生

長良好 有正常的開花結果期長良好，有正常的開花結果期。

9.樹木銀行中許多植株之生長不佳，可能是因移植時未妥善處理照顧、

或土質狀況不佳 短期間再次移植 填土過高 施工之器械傷害等或土質狀況不佳、短期間再次移植，填土過高、施工之器械傷害等

因素造成，建議後續須注意植物維護，避免施工影響與排水不良等

情形造成移植樹木枯死情形造成移植樹木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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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水域生態調查結果討論與綜合分析

1. 生態滯洪池施工緩慢，常有劇烈的水位波動，水質
亦均屬β 中腐水等級 本季滯洪池各水域動物類群亦均屬β-中腐水等級，本季滯洪池各水域動物類群
種類及數量均明顯低落。

2 干擾較少的四分溪上 下游與三重埔埤 物種數量2. 干擾較少的四分溪上、下游與三重埔埤，物種數量
與組成差異屬於季節性變動。

3. 水域外來入侵種克氏原喇蛄問題日益嚴重，應加強
移除，以利原生種生存。

4. 生態池自第9季後持續未調查到高體鰟鮍與蚌類，且
水溫偏高，不利於水域生物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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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季（春季）移棲水體目標物種調查結果

 調查時間：2017年5/17-18(水域動物調查)，5/24(水質檢測)44--22、、 20172017年年1111月迄今環境異常事件月迄今環境異常事件
 檢測結果顯示懸浮固體較前一季略高，其餘檢測項目顯示環境尚稱穩定

 水域動物調查記錄到2目3科3種共計226隻次(2017年5月) 水域動物調查記錄到2目3科3種共計226隻次(2017年5月)
 魚類只有2種外來種，食蚊魚102隻與劍尾魚96隻
 其他為外來種克氏原喇蛄28隻

 自施工中第9 季記錄到26 隻高體鰟鮍後，未曾再發現，且其伴生生物原蚌
等在生態池中亦未曾再發現等在生態池中亦未曾再發現



AA區大樓夜間光源散射，影響復育區夜間生態區大樓夜間光源散射，影響復育區夜間生態

地點: A區各復育區

描述:A區各大樓夜間散射光度太強，
不利螢火蟲復育及夜間動物活動，提
高鳥擊玻璃致死發生機率。

處置及建議:
1.建議依照環說書承諾，擬定夜間光害
改善及夜間光源管制計畫，給予夜間改善及夜間光源管制計畫，給予夜間
生物暗黑的舞台，以利牠們求偶繁殖。
2.妥善利用地形及樹木遮蔽，找出光害
最少的地點作為螢火蟲復育熱點最少的地點作為螢火蟲復育熱點。
3.應建立鳥擊電子通報系統，累積相關
資訊，做為夜間光源管制計畫的依據。

4-44



簡報完畢，敬請指正簡報完畢，敬請指正!!簡報完畢，敬請指正簡報完畢，敬請指正!!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5案

施工中環境監測106年12月 107年2月成果報告施工中環境監測106年12月~107年2月成果報告

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柏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簡報大綱

一、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施工中環境監測計畫

二、施工中環境採樣照片二 施工中環境採樣照片

三、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三 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

附件、歷次環境監測數據資料附件 歷次環境監測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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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106年12月至107年2月)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類別 監測位置 監測頻率 106年12月至107年2月監測

1.營建噪音振
動

 工區周界或最近敏感受體外牆1公尺處
 東樺園

每季1次，每次連續測定2分鐘以上。
107.02.22

106 12 15
2.放流水質  工區放流口2處 每月一次。

106.12.15
107.01.08
107.02.02

3空氣品質

 中研公園
 國家文官培訓所

每季一次，每次連續24小時。

107 02 03~107 02 113.空氣品質 國家文官培訓所
 四分溪河濱公園

107.02.03~107.02.11

4.噪音振動

 東樺園
 弘道街
 防汛道路

每季一次，每次連續24小時。

107.02.05~107.02.06

5.土壤
 樹木銀行(園區西北側)
 生物資訊中心旁
 生醫轉譯中心南側空地

每季一次，每處分表土、裏土各一樣品。
107.02.03

6地面水質

 家驊橋
 南深橋 每月一次

106.12.29
107 01 256.地面水質  南深橋

 防爆牆下排水涵洞
每月一次。 107.01.25

107.02.14

7.地下水質  地下水流向上、下游各1處 每季一次 107.02.07

路口交通量(3點)

8.交通

路口交通量(3點)
忠孝東路/研究院路交叉路口
研究院路/四分溪防汛道路交叉口
弘道街/民權街交叉路口
路段行駛速率(4段)
忠孝東路(向陽路 研究院路)

每季一次。「假日」及「非假日」各
連續監測16小時。

107.02.03~107.02.06
忠孝東路(向陽路~研究院路)
研究院路(忠孝東路~民權街口
弘道街
民權街

連續監測16小時

 本院優於環說書環境監測計畫規定，增加空氣品質、放流水質及地面水質監測點位 5-2



施工中環境監測位置示意圖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忠孝東路/研究院路交叉路口

國家文官培訓所忠孝東路(向陽街~研究院路)

噪音振動

地面水質

地下水質
生物資訊中心預定地旁

土壤

交通量

行駛速率

樹木銀行(園區西北側)
生物資訊中心預定地旁

地下水下游
東樺園東樺園

四分溪河濱公園
防汛道路

研究院路/四分溪
防汛道路交叉口
南深橋

弘道街弘道街
弘道街

放流口2
工區周界或最近敏感受體
外牆1公尺處 行駛速率

營建噪音振動

放流水質

生醫轉譯中心預定地南側空地

中研公園

民權街

弘道街/民權街交叉路口
放流口2

放流口1

外牆1公尺處

防爆牆下之排水涵洞

研究院路(忠孝東路
~民權街口)

地下水上游

家驊橋

5-3



施工中環境監測採樣照片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營建噪音振動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低頻噪音

5-4



施工中環境監測現況照片

土壤 地下水 地下水

地面水質 放流水質 交通
5-5



本季異常情形及建議對策（1/3）

異常狀況（地下水質）：

本季監測結果，在地下水質、噪音振動、營建低頻噪音、地面水質有超過管制或監測標準
，其餘均符合標準。

除地下水流向上游各項測值除氨氮、鐵、錳及總有機碳；地下水流向下游各項測值除氨氮及
錳已超過「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其餘均符合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與

建議對策（地下水質）：

錳已超過 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 其餘均符合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與
管制標準。

建議對策（地下水質）

比較本計畫園區附近最近之環保署監測站─「玉成國小」近年之監測結果，可發現氨氮、鐵
和錳均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另於環評階段及施工前所進行之地」
下水分析其結果，顯示在氨氮、鐵、錳及總有機碳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
標準值之情況，故本季各項測值達「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之原因應是
環境背景值，非本工程施工之影響後續將持續進行監測與追蹤。

6

歷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參閱附件資料
5-6



本季異常情形及建議對策（2/3）

異常狀況（放流水質）：

107年1月放流口2懸浮固體超過放流水標準（62.2 ppm）。

建議對策（放流水質）：

因檢測當日下大雨，造成懸浮固體濃度增加，107年2月之懸浮固體測值則符合放流水標準，

故超標之現象非本施工造成，後續仍將持續進行監測。

7 5-7
歷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參閱附件資料



本季異常情形及建議對策（3/3）

異常狀況（噪音振動）：

弘道街：晚間及夜間之均能音量未符合道路地區第二類管制區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路之標準。

建議對策（噪音振動）：

已於監測報告出具時進行噪音分析，弘道街：晚間及夜間因逢過年前車輛經過頻繁導致超
標，皆非本工程導致噪音超標。其餘均符合標準，後續將持續進行監測。

8 5-8

歷季各監測結果及變化請參閱附件資料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6案、施工監督管理

林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林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簡報內容

 6-1 生態池進度及出工數檢討 6 1 生態池進度及出工數檢討

 6-2 生態及環境異常情形監督管理



生態池進度及出工數檢討6-1、生態池進度及出工數檢討6 1



5‐1 5‐2

 人工溼地進度說明

4‐3
4‐2

6W‐2
4‐1

3‐1

3‐2

W‐3

3 1

2‐2
2‐1

土方
W‐11‐3

土方
暫置區

W‐4(1)

W‐5

7‐1

7 2

7‐3
1‐2

1‐1

W‐4(1)

W‐4(2)

水域部份已完成(含溪流)

草坪(地被) 喬木 浮島

流入工 灌木 微棲地

7‐2

8 1
8‐2

流入工 灌木 微棲地

水生植物

8‐1

截至107年04月10日



66--1.11.1 人工溼地復育區進度說明人工溼地復育區進度說明

工 項 設計數量 前次累積 本次 累計 完成率

整地回填

水域 25000 19500 5500 25000 100.00%

陸域 18740 12600 6140 18740 100.00%

基質改良基質改良

水域 12400 12400 12400 100.00%

陸域 18740 12600 6140 18740 100.00%

微整地微整地

水域 25000 19500 5500 25000 100.00%

陸域 18740 12600 6140 18740 100.00%

溪流 450 500 500 100.00%

植栽

喬木 317 205 89 294 92.74%

灌木(攀藤、地被) 8408 5633 1857 7500 89.20%

水生植物 28169 21000 4000 25000 88.75%

小苗(補充苗) 612(暫定) 252 125 377 55 88%小苗(補充苗) 612(暫定) 252 125 377 55.88%

截至107年4月10日



66--1.21.2 人工溼地復育區出工人數說明人工溼地復育區出工人數說明

月份 主要工項
出工人數
(不含機具)

機具出工(日)

106年12月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水陸域動物通道修坡及植生
4.生態池W-3池底晶化
5 生態池東側 南側喬木種植

80工
晴(陰)天21日
雨天10日

(晴天平均4 5人)

挖土機50台
堆土機10台
土車5台

5.生態池東側、南側喬木種植
6.生態池南側給水管線埋設作業

(晴天平均4~5人)
土車5台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 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80工
晴(陰)天21日

挖土機50台
107年1月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生態池W-4、W-5池底挖整
4.生態池邊坡水保植生作業

晴(陰)天21日
雨天10日

(晴天平均4~5人)

挖土機50台
堆土機10台
土車5台

107年2月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生態池W-4、W-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景塑造
4.陸島植栽種植
5 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

45工
晴(陰)天16日
雨天12日

(晴天平均6~7人)

挖土機35台
堆土機5台

5.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

107年3月

1.人工濕地復育區植栽養護
2.外來入侵種植栽移除作業
3 生態池W-4、W-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景塑造

80工
晴(陰)天29日 挖土機50台

107年3月 3.生態池W 4、W 5池底晶化及水下微地景塑造
4.生態池水生植栽種植
5.溢流堰水位調控管及操作平台施作

雨天2日
(晴天平均6~7人)

堆土機15台

截至107年03月31日



66--1.31.3 結論結論

 本季生態池進度，水域及陸域部份開挖、整地、回填、微整地等已
完成，統包商逐步種植喬木(含補植苗)、灌木、地被及水生植物，完成 統包商逐步種植喬木(含補植苗) 灌木 地被及水生植物
目前生態池整體進度已達90%以上，目前無待解決之事項持續施作及
維管後續應辦事項。

 現階段仍有後續生態相關事項尚未完成 如植栽植生未全數完成 現階段仍有後續生態相關事項尚未完成，如植栽植生未全數完成、
陸域生物通道細部整飾、水域動物通道、生物逃生坡道、生態池內
外來入侵種(如巴拉草、福壽螺等)未獲得控制、維管作業不足等，外來入侵種(如巴拉草 福壽螺等)未獲得控制 維管作業不足等
故責請統包商積極趕辦後續事宜，並隨時進行操作維護作業並依規
範提送相關計畫，以利後續維管事宜。



生態及環境異常情形監督管理6-2、生態及環境異常情形監督管理6 2、



柏新放流水環境監測辦理情形

106~107年

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

採樣次數 1 1 1 3

不合格次數 0 1 0 1

合格次數 1 0 1 2

※中研院委託之監測廠商柏新採樣頻率為每月一次進行工區二處(工區放流口1、工區放流口2)放
流水採樣。
※本季106年12~107年2月採樣不合格地點為107年1月工放流口2數值為(62.2mg/L)，超標項目為懸
浮固體超出標準值(30mg/L)，不合格部分為該取樣期間連日大雨導致滯洪池及四分溪水量遽增；
另該期間工區外地面水取樣結果亦為超標，經檢討本次超標為天候因素與工區無直接關係。

※監測異常辦理方法:
(1)採樣當時目視如發現有超標疑慮，為求時效立即與統包查明原因並要求先行改善。
(2)採樣數據公佈如有不合格者，專管單位立即召開緊急檢討會檢討原因及預防措施。



柏新環境監測放流水辦理情形

柏新採樣照片 不合格專管召開緊急檢討會



佳美環境監測辦理情形

※統包商委託之監測廠商佳美每月採樣頻率:
＊空氣品質為每月進行一次連續24小時監測(工區內)。
＊噪音振動為每月進行一次，一般地區環境噪音振動連續24小時監測(中研公園)及短時間營建噪音振動監
測(基地周界1公尺、基地外民宅)。

＊工區放流水為每月進行兩次，上旬為工區放流口1、202防爆牆，下旬為工區放流口1、工區放流口2
＊因外勞已於106年7月底搬離工區，故宿舍生活汙水監測點106年8月起停止監測。

※本季106年12~107年2月工區環境監測各項目均符合標準。

※監測異常辦理方法:
(1)採樣當時如發現異常情形，立即與統包查明原因並要求改善。

(2)採樣數據公佈顯示不合格者，立即要求改善並提出預防措施辦法。

空
氣

噪
音

工
區
放氣

品
質

音
振
動

放
流
水



環境監測廠商工區放流水統計

106~107年

月份 監測廠商 合格 不合格

柏新 1
12月

佳美 2

柏新 1
1月

佳美 2

2月
柏新 1

2月
佳美 2

總計 8 1

※佳美106年12~107年2月放流水監測結果皆符合標準。

※柏新採樣為每月一次，佳美為每月二次進行放流水採樣。

※柏新107年1月採樣工區放流口2不合格經會議檢討為天候因素影響與工區無直接關係 另106※柏新107年1月採樣工區放流口2不合格經會議檢討為天候因素影響與工區無直接關係；另106
年12月、107年2月放流水監測結果皆符合標準。



監造不定期巡檢工區監造不定期巡檢工區放流水放流水辦理情形辦理情形

106~107年

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

巡檢次數 8 9 6 23

不合格次數 3 1 2 6

合格次數 5 8 4 17

※106年12~107年2月不合格部份均已改善完成。

※工區放流水巡查如目視發現異常情形時，立即要求查明原因及改善。



監造不定期巡查工區放流水改善辦理情形



監造單位不定期檢視工區監造單位不定期檢視工區空氣品質、噪音空氣品質、噪音

監造單位不定期檢視及要求維護照片

※監造單位於工區發現有路汙情形或揚塵之疑慮，立即要求改善。
※營建工地噪音管制標準日間67dB、晚間57dB、夜間47dB。



環保局稽查辦理情形

106年12~107年2月

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月份 12月 1月 2月 合計

稽查次數 2 3 4 9

開立舉發單次
數

2 3 3 8

要求講習次數 0 1 0 1

※106年12~107年2月環保局至工區稽查開立之缺失分別為泥沙污染路面、側溝及水污染、產出廢
棄物與申報數量不符之缺失，前述缺失均已立即改善完成；107年1月份產出廢棄物與申報數量不
符要求須參加講習，另106年12~107年2月裁處書部份由環保局寄發統包商辦理繳款。

※與統包會同環保局工區稽查，如發現違規情形稽查後與統包查明原因並要求立即依環保局指
示辦理改善。



環保局稽查改善辦理情形

環保局稽查開立舉發單 改善辦理情形



工區環境異常通報機制及矯正預防措施工區環境異常通報機制及矯正預防措施

(

追
溯

現
地

以e-mail回報
處理情形

監測廠商(柏新公司)於採樣點監測之數據確定超出
標準值後於六小時內回報中央研究院及各施工單位
相關單位：1.中央研究院 2.專管單位 3.監造單位

4 統包團隊

中央研究院

專管單位溯
源
頭)

地
現
勘

督導

回報施作狀況

4.統包團隊

現地現勘
中央研究院 監督各單位是否依機制辦理

專管單位

監造單位

中央研究院：監督各單位是否依機制辦理
專管單位：於12小時內召集各單位現地現勘，
並將成果回報予院方
監造單位：督導統包團隊施做緊急處理措施
統包團隊：釐清採樣點位並施做緊急處理措施

統包團隊
(施作緊急處理措施，並紀
錄於監造日報及施工日誌之
重要事項中)

以e-mail回報
處理情形

召開檢討會
中央研究院：監督各單位是否依機制辦理

)

中央研究院

處理情形

回報施作狀況召會

檢
討
會

專管單位：於一日內招集各單位召開檢討會，
並將成果回報予院方
監造單位：督導統包團隊施做矯正及預防措施
統包團隊：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

專管單位

督導紀錄監測異常之情形及處理措施
專管單位：紀錄於專案管理工作月報
監造單位 紀錄於監造日報及月報

各單位負責人
中央研究院：王思凱
專管單位：陳玠穎

監造單位

統包團隊
監造單位：紀錄於監造日報及月報
統包團隊：紀錄於施工日誌及月報

監造單位：蕭坤成/代理人：黃致竣
統包團隊：廖俊隆/代理人：李益壽

統包團隊
(提出矯正及預防措施，並
紀錄於監造日報及施工日誌
之重要事項中)



環境環境防治矯正預防措施防治矯正預防措施

工區放流水:
 統包團隊每日(至少上下午各一次)派員巡檢工區放流水，若有異常立即通報環

保負責人 立即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保負責人，立即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監造單位每週(至少兩次)辦理工區放流水巡檢，如發現異常情形，第一時間通

知統包團隊辦理現勘並告知立即改善並回報。
工區噪音工區噪音:
 統包團隊假日及夜間施工時(每小時)巡檢紀錄，臨近工區3處「噪音監控看板

」，若有異常立即改善。」
 統包團隊不定期與施工廠商宣導。
 監造單位每週不定期巡檢3處「噪音監控看板」如發現異常情形，立即通知統

包團隊改善並回報。包團隊改善並回報
工區空氣品質:
 統包團隊每日定期(上下午各兩次)進行工區內外灑水，如遇天氣晴朗視情況增

加灑水頻率。加灑水頻率。
 加強工區裸露面巡視及覆蓋。
 統包團隊工程師於現場發現揚塵立即通報水車灑水並配合掃路機改善。
 統包團隊每日工作期間加強巡檢如發現有揚塵 路面污染 裸露面未覆蓋立即 統包團隊每日工作期間加強巡檢如發現有揚塵、路面污染、裸露面未覆蓋立即

派員改善。
 監造單位於工區內如發現空氣品質異常，立即通知統包團隊改善。



環境環境防治矯正預防措施防治矯正預防措施

工區內環保措施維護:
 工區內導雨措施清淤增加為一週至少兩次。
 逢大雨(以上)後，沉砂池亦進行清淤一次。
 加派人員協助清洗車胎並檢視車體、車胎無污泥狀態在予以放行。
 監造單位每週定期檢查統包團隊相關環境保護措施執行施作情形，如

發現異常情形立即通知改善。
環境監測異常辦理情形:
 經柏新及佳美監測公司通報，監測異常(空氣、噪音震動、放流水)， 經柏新及佳美監測公司通報 監測異常(空氣 噪音震動 放流水)

統包團隊應依標準作業程序立即辦理改善，如經緊急檢討會議確認為
統包團隊疏失所致，監造單位將依契約規定建議專管單位裁處。



肆、報告事項肆、報告事項

第7案、專案管理工作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7年4月11日



77--11 議題議題44執行建議執行建議

議題 3 執行建議

3-1生態池未完成工項趕進
方案、進度說明及深水
域高程查驗結果

1. 生態池已接近完成，惟請統包商加強植栽養護作業。
2. 生態池西北側有淤積情形，請統包商加強清淤作業。

域高程查驗結果

3-2補償苗種植進度 請統包商於107年4月30日前完成補植計畫審查作業。

3-3傳統溝渠動物逃生坡道
施工進度 逃生坡道共計11處，目前尚未施作，請統包商加速辦理。施工進度

3 4外來入侵種移除及斑腿
1. 請統包商指派專人協助楊懿如老師團隊(南港可樂蛙)辦理

3-4外來入侵種移除及斑腿
樹蛙防治作業

斑腿樹蛙移除作業、佈設陷阱及工區引導事宜。
2. 生態池蓄水階段放養青魚、土鯽魚作業，請依生態保育小

組指導意見續辦。

7-1



77--2 2 議題議題77執行建議執行建議

議題 6 執行建議

6-1生態池進度及出工人數
檢討 請監造單位督導統包商加速完成施工查驗作業。檢討

6-2生態及環境異常情形監
督管理

請監造單位加強督導異常項目（如：外來入侵種移除作業及
放流水超標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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