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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項次 議題 時間 簡報單位

一 報告案 14:00~14:00

1. 辦理進度概要 14:00~14:05 中央研究院

2.
前次(108.10.01第3屆第7次)會議結論辦理情
形

14:05~14:10 中央研究院

3.
工程後續植栽養護、F棟楓香補植、動物通
道、噪音、鳥擊、攔汙柵辦理情形

14:10~14:20 中央研究院

4. 營運中生態監測108年6月~8月夏季成果報告 14:20~14:40 福爾摩莎自然史資訊有限公司

5. 營運中環境監測108年6月~8月成果報告 14:40~15:00 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綜合討論

四 臨時動議

五 散會



第1案

辦理進度概要

中央研究院

108年12月30日



(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103.1.1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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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屆委員任期自107.1.13至108.12.31，前已召開7次會議、2次現勘

(二)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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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工期225日，契約期限為106

年5月28日。

 統包案主體工程於107.6.30有條件竣工，工程進度99.97%，部分驗收作業業於108年7月完成，其

中A、B、C、D、E、F、G、H、I棟及地下停車場驗收合格。其中公共工程有部分工項驗收不合格

（含植栽未補植及植草存活率不足等），後續將依約計罰及減作。

 統包工程驗收合格後植栽養護費用業通知統包商減作，由本院另案採購（養護期間1年），採購

金額約1,090萬元, 預計109年初上網招標。

(三)監測作業

 施工中監測項目已於107年11月執行完畢，並自107年12月起執行營運中監測項目。

 目前已完成營運中第1-3季環境及生態監測報告，第4季現場監測已完成，廠商辦理資料彙整中。

園區營運中辦理進度概要



第2案

前次(108.10.01第3屆第7次)

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前次會議結論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回覆說明

一
生醫轉譯研究中心已成立，園區工程已完成驗收進
入工程保固階段，本次會議中委員所提意見，涉及
各單位部分會後將納入分析與處理。

針對委員所提意見，回覆辦理情形如意見回覆
表回覆說明內容，已於12/26寄送給委員參閱。

二
各項議題如工程後續植栽養護、F棟楓香補植、動物
通道、噪音、鳥擊請各單位持續性進行改善，本次
新增攔汙柵議題納入後續處理。

詳簡報。

三
會中所提環境教育議題，請參考各委員意見納入評
估續處。

詳簡報。

四

有關生態監測調查結果，請監測單位（福爾摩莎）
從監測調查數據累積變化綜整檢討相關課題與對策，
提供園區研擬訂定未來生態願景及目標，再納入本
委員會報告。

已請監測單位（福爾摩莎）依照資料及監測結
果提出相關課題與對策，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共
同討論，後續於環境監督委員會說明。



第3案

工程後續植栽養護、F棟楓香補植、動物通道
、攔汙柵、鳥擊辦理情形



植栽養護、F棟前楓香補植及攔污柵

 植栽養護案：於108年11/13及12/9與本會委員及本院專家討論
需求，預計明年1月初上網公告。

 F棟前楓香補植：填土改善該處積水情形，並種植青楓、臺灣
烏心石等14株喬木及原生種地被。

 攔污柵：本院於108/11/28邀集水利技師及本會委員現勘，將參
考案例檢討於防爆牆下出水口處設置攔污 設施之可行性。



動物通道

 動物通道

14株喬木沿9米道路2側種植毛胡枝子等灌木及 動物通道南出口凹地東邊整出3處較平緩地
形，種植杜虹花等灌木供動物利用

動物通道內部單側填高，保持乾燥動線
供動物利用



鳥擊-各棟鳥擊事件數量變化圖(彙整期間為107年5月至108年12月)

中研院

中研院

中研院

食藥署

國動中心

 A棟10月份有3件，
經張貼猛禽貼紙
後迄今無發生。

 C棟西側今年度發
生2件鳥擊，較去
年少2件。

 B棟今年度9~12
月無發生。

 E棟於1張貼窗貼後，從6月
迄今無發生。

 F棟西側於10月完成窗貼後迄今
無發生。

 北側於12月初冬候鳥過境時發生
2件，加強降下窗簾迄今無發生。

生技中心

中研院

 D棟11月份有1件。

 G棟東北側從10月迄今有2
件。

食藥署



各棟鳥擊事件

 以總體鳥擊發生總數，今年較去年減少23.5%。

 就108年度9月實行窗簾降下及撞擊熱點張貼窗貼措施下，鳥擊

發生率較未實行前降低47%。

 綜上結論

1.監測單位持續監測並彙整數據，以作為爾後改善鳥擊參考。

2.請各進駐單位配合確實實行窗簾降下措施。(每日18:00-翌日8:00)



環境教育辦理事項

 環境教育中心目前有廠商派駐具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的人員，並搭配志
工進展場管理。(開放時間：每週星期二至星期六 上午9點至12點及下午1點
30分至4點30分 *如遇選舉日、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則不開放)

 每年預計辦理30場次環境教育課程及30場次生態導覽，其中環境教育
課程及生態導覽都有安排場次開放給志工培訓。

 目前已有3套環境教育課程在執行，今(108)年會新增一套課程作為園區
環境教育課程使用。

 環境教中心今(108)年進行的環境教育課程場次(課程已執行29場、導覽
已執行21場)，已有針對園區各進駐單位實際需求，調整環境教育課程
並安排場次，未來每年都會持續與園區進駐單位媒合環教課程場次。
國家實驗動物中心環教1場次及導覽1場次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環教3場次及導覽4場次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環教1場次及導覽2場次

 有關增加環境教育的解說素材(生態盆)，因放置位置、容器及物種及安
全性等因素，會與生態老師討論如何增加在地性的水生植物解說素材
，以增進環境教育的豐富度。



園區噪音問題改善的時程

屋頂吸音牆辦理情形

 吸音牆工程設計案已於108/12/4完成議價。

 建築師預定108/12/31提供隔音牆圖面及辦理都審變更進度表。

夜間降頻辦理情形

 A棟風機夜間降頻作業已於108/11/27設定完成(時間:下午5點

~隔日上午9點。)

 B棟風機夜間降頻作業預計於108/12/31前設定完成。



生態保留區強勢外來種植物清除

已完成

１.生態池南側及東側

（鬼針草、紫花藿香薊、含羞草）

２.生態池北側
（小花蔓澤蘭）

３.樹蛙區南側
（小花蔓澤蘭）

４.東北角濕地
（小花蔓澤蘭、鬼針草、紫花藿香薊、含羞草）

①
施作中

５.Ｇ棟西側及彈藥庫上方

（預計１０９年１月中完成）

６ .東北角濕地東北面山坡
（預計１０９年１月中完成）

②

③

④

⑤

⑥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
第3屆第8次會議

營運期間(108年6月~108年8月)

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單位：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單位：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日期：108年12月30日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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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三、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



一、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類別 監測位置 監測頻率 監測日期

1.空氣品質

中研公園

國家文官培訓所

四分溪河濱公園

每季一次，每次連續24小時。 108.06.23~26

2.噪音振動

東樺園

防汛道路

研究院路12巷

每季一次，每次連續24小時。 108.06.25~2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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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24

4.地面水質

家驊橋

南深橋

防爆牆下排水涵洞

每季一次。 108.06.24

5.地下水質 地下水流向上、下游各1處 每季一次。 108.06.26

16



一、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類別 監測位置 監測頻率 監測日期

6.交通

路口交通量(4點)

忠孝東路/新闢道路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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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

弘道街/民權街交叉路口

路段行駛速率(6段)

忠孝東路(新闢道路～研究院路)

忠孝東路(向陽路～新闢道路)

研究院路(忠孝東路～四分溪防汛道路)

研究院路(四分溪防汛道路～民權街)

弘道街

民權街

每季一次。「假日」及

「非假日」各連續監測

16小時。

108.06.23~24

平日:108.06.28

假日:108.06.29

7.園區污水納管水質 污水下水道採樣口 每季一次。 108.06.26

8.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
園區各建築物〝實驗室廢水〞匯入園

區污水管線處之採樣井。
每季1次。

108.06.26

108.08.12(複測)

17



營運期間環境監測位置示意圖

家驊橋

生醫轉譯中心預定地南側空地

18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家驊橋

19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噪音振動 噪音振動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家驊橋

20

土壤 土壤 土壤

地面水質 地面水質 地面水質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家驊橋

21

地下水質 地下水質 園區污水納管水質

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A) 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B) 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C)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家驊橋

22

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E) 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G) 交通

交通 交通 交通



二、營運期間環境採樣照片

家驊橋

23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交通-路段行駛速率



三、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

24 24

監測類別 監測結果摘要 建議對策

1.噪音振動

東樺園Leq日、Leq夜稍微超出標準外，其餘

各時段之均能音量均符合一般地區第二

類管制區之標準。

(1)東樺園測點位置被歸類為第二類管制

區，第二類管制區之日間時段區分為上

午六時至晚上八時、夜間時段區分為晚

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超標原因可能

為公園民眾活動聲音導致。後續將持續

進行監測。

2.實驗室廢水納管水質
B棟 -核心主題研究中心之總餘氯 (1.61

mg/L)超過標準(0.5 mg/L)。

建議B棟-核心主題研究中心應加強自我

管理，確實執行實驗室廢水處理程序，

後續也應再進行複測，持續進行監測與

追蹤。

(1)B棟-核心主題研究中心超標追蹤說明：

B棟於108年8月12日進行總餘氯複測，複

測結果為0.47 mg/L，符合園區環說書特

定納管標準，後續監測廠商會持續追蹤。



三、本季異常情形及建議對策

25 25

監測類別 監測結果摘要 建議對策

3.地下水質

地下水流向上游之氨氮、鐵、錳、總有

機碳及地下水流向下游之氨氮超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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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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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也均超出「背景與指標水

質項目」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之情況。

(2)另參照本計畫環評階段及施工前的監

測結果也可發現在氨氮、總有機碳、鐵

及錳均有超出「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

之第二類監測標準值之情形。

(3)本季監測結果鋅、銅、鉻、鎘、鉛等

重金屬皆在標準內，其中氨氮、鐵、錳

及總有機碳可能因檢測的地下水環境多

處於還原態，應屬地層礦物中溶出，並

不表示為人為汙染。

(4)故研判氨氮、鐵、錳、總有機碳可能

是受區域水文地質條件及環境背景因素

影響，非本工程之影響，後續將持續進

行監測觀察，追蹤是否有惡化之情形。



簡報結束
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