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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英文摘要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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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提供環保局噪音管制業務人員能更直覺並有效率地查詢航空噪音防

制區及相關補助經費資訊，提升稽核管理之成效，規劃建置一地理資訊平臺，以

提供資訊展示、查詢、管理及背景噪音修正等應用，另針對航空噪音管制作業，

開發建置「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自動化檢查桃園市內兩座

機場提交的航空噪音監測報告，除資訊系統開發外針對目前現行公告各類噪音管

制區之實際狀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進行檢討，

強化轄內各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 

為符合桃園市環保局噪音管制科及稽查科不同的業務需求，本計畫「開發噪

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網站系統」、「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

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噪音管制區查詢分析 API」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

錄查核工具」等四個資訊系統，以網站提供噪音管制標準及航空噪音補助範圍資

訊，以 APP 及 API 管制標準快速查詢及背景噪音修正功能，以「航空噪音自動監

測紀錄查核工具」提供跨平台自動化查核工具，提升環保局航空噪音監測資料查

核作業效率，除資訊系統外，本計畫分析桃園市升格後各年度噪音監測資料並蒐

集國外相關文獻資料及經驗，研擬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建議，期望透過

資訊系統建置及策略建議協助提升桃園市噪音管制成效，提高政府施政滿意度，

帶給桃園市民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十六、 英文摘要： 

The Project is to provide the EPB's noise control business staff with more intuitive 

and efficient access to the aviation noise prevention zone and related subsidy 

inform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management, and develop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platform has func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display, query, 

management and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Equipment Monitoring Record 

Checking Program" to automatically check aviation noise monitoring report. In additio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oise control, conduct data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velop futur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oise control business needs of the EPB, we have develop 4 

systems, include “Noise Control Information GIS Website”, “Noise Control Information 

GIS Mobile APP”, “Noise Control Zone Query Web API”, “Aircraft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ing Program”. Website system queries for noise control standards and 

aviation noise assistance information. Mobile APP and Web API provide noise control 

standards query and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Aircraft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ing Program” was cross-platform automated check too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PB's aviation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 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annual noise monitoring data after the 

upgrade of Taoyuan City and collects relevant foreign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 and 

develop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 expect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trategic advice will help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oise control in 

Taoyu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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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本專案計畫報告係依據專案合約中對於專案工作報告撰寫要求及紙本印製格

式規範所編撰之，而專案計畫報告內文應包含緣起、目的、執行方法、執行內容

進度及成果、結論與建議；因此，本專案工作報告書各章節安排內容如下所示。 

專案報告第一章為背景，主要為本計畫之緣起、願景、工作重點及各項業務

之相關法規內容等。 

專案報告第二章為工作項目及履約範圍，本章節旨在提供閱讀者了解本計畫

工作目標，以利閱讀者了解本計畫執行的方向。其中，「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

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之專案計畫目的可分為三大項。 

專案報告第三章為工作進度查核，本章節旨在方便相關人員能有效掌握本計

畫各項工作之執行成果與查核重點，以利檢視本專案執行成果。 

專案報告第四章為工作方法與成果，主要包含各項工作重點如開發航空噪音

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

系統、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及針對目前現行公告各

類噪音管制區之實際狀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

進行檢討，強化轄內各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等各項工作執行方

法與成果，讓閱讀者詳細了解專案成果。 

專案報告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本章節條列本計畫工作之結論，並依據工作

執行內容提出未來工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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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

建置計畫 

計畫編號：107070789 

計畫執行單位：振興發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包括共同主持人)：周羚翔 

計畫期程：自 107 年 07 月 17 日起至 108 年 05 月 16 日止 

計畫經費：7,835 仟元整 

 

摘要 

本計畫為提供環保局噪音管制業務人員能更直覺並有效率地查詢

航空噪音防制區及相關補助經費資訊，提升稽核管理之成效，規劃建

置一地理資訊平臺，以提供資訊展示、查詢、管理及背景噪音修正等

應用，另針對航空噪音管制作業，開發建置「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

監測紀錄查核工具」自動化檢查桃園市內兩座機場提交的航空噪音監

測報告，除資訊系統開發外針對目前現行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實際

狀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進行檢討，

強化轄內各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 

為符合桃園市環保局噪音管制科及稽查科不同的業務需求，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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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II 

畫「開發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網站系統」、「噪音管

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噪音管制區查詢分

析 API」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等四個資訊系統，以網

站提供噪音管制標準及航空噪音補助範圍資訊，以 APP 及 API 管制標

準快速查詢及背景噪音修正功能，以「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

具」提供跨平台自動化查核工具，提升環保局航空噪音監測資料查核

作業效率，除資訊系統外，本計畫分析桃園市升格後各年度噪音監測

資料並蒐集國外相關文獻資料及經驗，研擬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

策略建議，期望透過資訊系統建置及策略建議協助提升桃園市噪音管

制成效，提高政府施政滿意度，帶給桃園市民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ABSTRACT 

The Project is to provide the EPB's noise control business staff with 

more intuitive and efficient access to the aviation noise prevention zone 

and related subsidy informat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management, and develop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latform. The platform 

has func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display, query, management and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For aircraft noise control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Equipment 

Monitoring Record Checking Program" to automatically check aviation 

noise monitoring report. In addition,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oise 

control, conduct data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develop futur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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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III 

To meet the different noise control business needs of the EPB, we 

have develop 4 systems, include “Noise Control Information GIS Website”, 

“Noise Control Information GIS Mobile APP”, “Noise Control Zone Query 

Web API”, “Aircraft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ing Program”. Website 

system queries for noise control standards and aviation noise assistance 

information. Mobile APP and Web API provide noise control standards 

query and background noise correction. “Aircraft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ing Program” was cross-platform automated check too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EPB's aviation noise monitoring data check op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annual noise 

monitoring data after the upgrade of Taoyuan City and collects relevant 

foreign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 and develop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 expecte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trategic 

advice will help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oise control in Taoyuan City. 

 

前言 

為防制機場周圍地區的航空噪音，「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所在

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並作成紀錄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目前

桃園市轄境內有兩座機場，其中桃園國際機場方面，環保署係民國 79

年即公告須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系統，而陸軍龍潭基地則於民國 92 年公

告為須申報資料之機場。桃園國際機場之航空噪音監測網於民國 81 年

由環保署設置完成，同年轉交給民航局執行操作維護工作，龍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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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IV 

則於 93 年起運作。依噪音管制法及「機場周圍航空噪音防制辦法」之

相關規定，環保局在參考機場申報資料之等噪音線圖、實際監測紀錄、

附近地形及土地使用情形後，劃定公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並應每

二年檢討乙次。現行桃園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於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

公告，而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則為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公告。 

而在一般噪音管制區方面，由於不同的土地使用區分如住宅區、

商業區、住商混合區等，會有不同的生活型態，其所能容許的噪音值

上限隨之不同，即使同一種土地使用分區，在不同時段（如白天、夜

間）所能容許的噪音值亦不同，故必須考量時間及空間的因素來劃分

適當的管制區類別，以與民眾的生活型態相配合。故各縣市政府依「噪

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應參照土地使用現況、行政區域、地

形地物、人口分布等因素，將轄境土地劃分為四類噪音管制區，且亦

須每二年檢討乙次。現行桃園市轄境內各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噪音

管制區分類範圍，已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完成公告。 

環保局所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及各類噪音管制區，係以紙本或

圖面發行，當民眾想要知道自己位處何類噪音管制區或稽查人員執行

稽查作業時，查詢上較為不便。隨著行動裝置已普及化，衛星定位功

能及解析度已大大提昇，故若可開發可供民眾及稽查人員使用之查詢

系統及應用程式 APP，將可提昇民眾對於政府施政滿意度及稽查人員

的作業效率。而在稽查人員現場噪音稽查作業方面，依噪音管制標準

第三條規定，若整體音量與背景音量相差之數值未達 10 分貝，必須進

行背景修正，若以現場查表或計算方式較不便利，因此本計畫研擬開

發計算系統，讓稽查人員現場輸入，提供更快速及準確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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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V 

使稽查作業更有效率並免除計算錯誤之可能性。 

另由於桃園機場的監測站數量達 18 站，龍潭基地亦有 8 站，其機

場管理單位所申報之季報、年報資料量龐大，若以人力逐一比對所費

時間甚鉅，故本計畫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以查核機場提交之各項資料。同時本計畫也將彙整近三年各類噪音監

測以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以掌握航空噪音污染之變化及各級防制區

之異動情形，針對現行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實際狀況、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進行檢討，強化轄內各類噪

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 

 

執行方法 

一、 開發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提

供民眾查詢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及各類噪

音管制區相關資訊，藉由便民資訊服務，提高政府施政滿意度。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系統，藉由數位化資訊管理方式，

提供稽查人員更快速及準確判斷相關噪音管制標準，提高稽查效

率，以提升行政處理效能。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掌握各機場

航空噪音污染之變化及各級防制區之異動情形，針對目前現行公

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實際狀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

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進行檢討，強化轄內各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

及管制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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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本計畫執行成果摘要整理如下： 

一、 開發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

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 

(一) 圖台基本功能 

1. 具備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圖、顯示任意範圍等功能。 

2. 可顯示圖例以及提供圖層設定開關。 

3. 可顯示電子地圖、噪音線及建築物等實際地理位置之功能。 

4. 提供列印功能，可將噪音圖資與電子地圖列印於同一圖紙

上。 

5. 提供指定線段進行距離長度量測。 

6. 提供定位功能如下： 

(1)   座標定位 

(2)   重要地標定位 

(3)   地址定位 

(4)   地籍定位 

(5)   行政區定位 

(6)   地圖定位 

(7)   GPS 定位 

(二) 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1. 提供等噪音線圖層套疊、查詢及圖資下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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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版網頁功能（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1. 網站定位查詢功能均具備 RWD 設計，可於行動裝置中使

用。 

(四)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1. 提供線上帳號與使用者功能權限控管機制。 

2. 可分層分權提供不同帳號之系統操作及資料瀏覽權限。 

3.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與功能權限設定。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一)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功能 

1. 提供透過 7 種定位查詢功能查詢噪音管制標準。 

2. 提供透過行動裝置 GPS 查詢噪音管制標準並可手動調整。 

(二) 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1. 提供使用者輸入測定音源音量及背景音量，自動執行背景音

量修正並判斷是否超標。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一) 提供下拉選單選擇稽（查）核機場名稱。 

(二) 可設定｢總計均能音量、事件均能音量、背景均能音量、總

計日夜音量、事件日夜音量、背景日夜音量｣計算可接受誤

差範圍，合理性範圍為 0.5~1.0dB。 

(三) 可設定｢噪音事件數｣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四) 可設定｢總持續時間｣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五) 資料庫：提供匯入欲稽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噪音監測資料

（*.dbf），至微軟 MSSQL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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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可刪除資料庫的歷史資料。 

(七) 稽（查）核功能： 

1. 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2.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3.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4.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格式。 

5. 飛航作業資料格式。 

6. 欄位名稱、型式及欄位寬度是否符合定義。 

四、 軟硬體環境建置 

採購兩台伺服器主機提供網站及資料庫使用，並安裝不線人

數 Windows Server 及 SQL Server 連線授權，以供網站系統提供

服務。 

五、 噪音地圖繪製 

繪製桃園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防制區地圖共計 50

張，並建置地圖數值資料庫，提供資訊系統開發噪音管制區及

航空噪音防制區查詢功能，並可與系統其他圖層進行套疊分

析。 

六、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彙研我國現有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航空噪音環保面之相關

法規、策略與作法，並研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管制策

略、環保政策與目標。 

七、 系統資安服務 

本計畫執行之相關系統資安作業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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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站採用 HTTPS（透過 SSL 或 TLS 等加密協定） 

(二)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 

針對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其作業系統、資料庫

之安全漏洞，進行主機弱點掃描服務，委請第三方單位利用

Nessus 軟體產出報告，並依據檢測結果修正系統弱點。 

(三)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服務 

針對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網頁服務安全漏洞，

進行網頁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服務，委請第三方單位利用

Acunetix 軟體產出報告，檢測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

客攻擊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新版前 10 大安全問題種類，並依據檢測結果修

正系統弱點，以確保應用程式安全。 

(四)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 

導入 VMS 資安弱點管理軟體，針對上述之主機弱點掃

描服務、網頁弱點掃描服務、以及滲透測試服務的弱掃結果，

匯入上述弱掃結果而產出弱點案件管理報告以供後續資安

管理使用。 

(五) 源碼檢測服務 

針對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程式原始碼網頁安

全漏洞，進行源碼檢測服務，委請第三方單位利用 Fortify 

Audit Workbench 軟體產出報告，檢測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

布易遭駭客攻擊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最新版前 10 大安全問題種類，並依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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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修正系統弱點，確保應用程式安全。 

 

結論與建議 

結論 

完成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噪音管制及航

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APP)、噪音管制區查詢分析 API 及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等資訊工具開發，提供服務說明如

下： 

一、 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一） 提供噪管科及稽查科相關業務人員可透過地圖、地址或地

籍圖…等資訊快速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及噪音管制標準，

應用於稽查或現勘等業務。 

（二） 提供辦理噪音補助業務人員可透過坐標、地址、地籍、直

接透過地圖或在現場透過行動裝置 GPS 等方式定位查詢髓

在位置的航空噪音防制區或等噪音線分級，協助判定是否

應納入補助範圍。 

（三） 提供地圖範圍戶數及人口數計算，協助估計航空噪音補助

對象。 

（四） 提供民眾透過地圖快速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及航空噪音防

制區分級等參考資訊，透過便民服務提升施政滿意度。 

二、  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APP) 

（一） 提供稽查員或噪管科會勘人員可透過行動裝置快速定位查

詢所在位置噪音管制區分類及噪音管制標準。 

（二） 提供稽查員依現場實際判斷修正定位點更新噪音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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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三） 提供稽查員可於稽查現場輸入噪音測值及背景音量測值直

接計算背景噪音修正值並判斷是否超標等稽查案件紀錄功

能。 

（四） 提供陳情案件及噪音音源等圖層資料，供稽查員執行稽查

作業時參考。 

三、 噪音管制區查詢分析 API 

結合環保局現行稽查電子化系統，提供依稽查平板 GPS 坐

標即時判斷噪音管制區分類功能，並提供距離管制區邊界最近距

離及地圖截圖供稽查員於做參考判斷，提升稽查效率並確保稽查

結果之有效性。 

四、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開發跨平台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提供環保局查

核人員或機場噪音監測操作維護廠商上傳每季監測報告進行格

式及數值合理性查核，根據合約要求提供 8 項查核項目可設定誤

差值，並可以季為單位產出每月數據查核報表，方便查核人員核

對數據，確保機場提報之航空噪音監測數據均符合規定，可供機

場噪音管制政策推動做參考。 

在資訊系統之外，本計畫分析自桃園市升格直轄市以來之各項噪

音監測資料，並彙研我國現有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航空噪音環保面之

相關法規、策略與作法，及蒐集國外相關機場噪音管制作法，研提桃

園市各類噪音及航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策與目標建議方案。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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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計畫執行成果及實際遇到的問題提出未來建議執行方向如

下： 

一、 持續更新各類噪音管制區圖層 

各類噪音管制區圖為判斷噪音管制標準之基礎，因此圖資的

正確性至關重要，由於各類噪音管制區須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及非都市計畫區之地籍土地使用分區等內容劃設，而此兩項

資訊將依據主管機關實際作業或民眾申請土地開發整因素持續

變動，因此建議應持續更新各類噪音管制區圖層，以確保相關查

詢資訊的正確性。 

二、 介接主管機關資料庫，研發各類噪音管制區圖自動更新功能 

各類噪音管制區公告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非都市地

區地籍使用分區及道路、軌道及醫院、學校等建物範圍資訊，若

主管機關已建立圖資資料庫，則建議環保局可直接介接主管機關

之圖資資料庫，如地政單位的地提資料庫、國土測繪中心的通用

版電子地圖資料庫或都市計畫土地資料庫等，透過主管機關即時

更新之圖層資料庫不僅可即時更新噪音管制區圖層，當管制區重

新公告時也可依公告草案內容即時預覽各類噪音管制區範圍，提

升資料即時性，增進決策品質。 

三、 推動噪音補助案件圖資化 

環保局長年辦理航空噪音補助業務，已累積大量補助戶資料，

為判定補助標準或是否可納入補助，也已投入大量資源調查補助

戶位置與等噪音線關係，建議相關資料都可以圖資化，納入本計

畫圖層資料庫中，未來當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重新公告時即可依

據過去的補助資料快速得出補助戶概況，協助政策制定。 

 



目錄 

I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

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 

目錄 
第 1 章 計畫背景 ................................................................................................... 1-1 
第 2 章 工作項目及履約範圍 ............................................................................... 2-1 

2.1 計畫目標 ................................................................................................... 2-1 
2.2 計畫工作項目 ........................................................................................... 2-1 
2.3 計畫工作對應章節 ................................................................................. 2-15 

第 3 章 工作進度查核 ........................................................................................... 3-1 
3.1 計畫執行時程 ........................................................................................... 3-1 
3.2 執行進度甘特圖 ....................................................................................... 3-9 
3.3 執行成果與查核重點 ............................................................................. 3-16 

第 4 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 4-1 
4.1 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

詢系統建置 ............................................................................................... 4-1 
4.1.1 圖台基本功能 ............................................................................... 4-1 
4.1.2 等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 4-12 
4.1.3 行動版網頁 ................................................................................. 4-16 
4.1.4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 4-18 

4.2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背景音量計算工具建置 ............................. 4-23 
4.2.1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 ............................................................. 4-23 
4.2.2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 4-30 
4.2.3 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 4-31 

4.3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建置 ................................. 4-33 
4.3.1 執行環境與查詢功能 ................................................................. 4-33 
4.3.2 參數設定及計算功能 ................................................................. 4-34 
4.3.3 資料庫管理功能 ......................................................................... 4-42 
4.3.4 稽（查）核功能 ......................................................................... 4-44 
4.3.5 查核程式需求確認會議討論內容 ............................................. 4-49 

4.4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 建置............................................ 4-52 
4.4.1 定位查詢及地圖套疊 ................................................................. 4-53 
4.4.2 噪音測值紀錄及背景音量修正 ................................................. 4-58 
4.4.3 權限管控功能 ............................................................................. 4-59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II 

4.4.4 座標查詢噪音管制區 API .......................................................... 4-61 
4.5 噪音地圖繪製及查詢功能 ..................................................................... 4-63 

4.5.1 噪音管制區圖資數化建置 ......................................................... 4-64 
4.5.2 噪音管制區圖層瀏覽及查詢功能 ............................................. 4-78 

4.6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 4-79 
4.6.1 現況分析與探討 ......................................................................... 4-79 
4.6.2 航空噪音相關法規 ................................................................... 4-107 
4.6.3 主管機關航空噪音政策功能及範疇界定 ............................... 4-117 
4.6.4 近三年航空噪音監測作業分析 ............................................... 4-120 
4.6.5 國外航空噪音相關文獻 ........................................................... 4-140 
4.6.6 研擬機場航空管制策略 ........................................................... 4-170 

4.7 軟硬體環境建置與維護 ....................................................................... 4-180 
4.8 資安服務 ............................................................................................... 4-183 
4.9 技術轉移與教育訓練 ........................................................................... 4-194 
4.10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 4-203 

第 5 章 結論與建議 ............................................................................................... 5-1 
5.1 結論 ........................................................................................................... 5-1 
5.2 建議 ........................................................................................................... 5-2 

 
附件一 評選會議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二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表 
附件三 公文收發清單 
附件四 需求訪談會議記錄 
附件五 噪音管制標準 
附件六 108 年桃園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公告 
附件七 伺服器主機設備點交紀錄 
附件八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附件九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規劃書 
附件十 資訊機房弱點掃描服務報告書 
附件十一 期末審查意見回覆表 
 
 
 
 
 
 
 



目錄 

III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

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 

圖目錄 
圖 4.1-1 桃園市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圖台功能介面4-2 
圖 4.1-2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定位查詢.................................................................. 4-4 
圖 4.1-3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噪音監測站.............................................................. 4-5 
圖 4.1-4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氣象資訊................................................................... 4-5 
圖 4.1-5 地理資訊平台圖層套疊功能示意畫面 ....................................................... 4-6 
圖 4.1-6 地理資訊平台航照影像來源及更新時間浮水印標示 ............................... 4-7 
圖 4.1-7 標準噪音地圖列印輸出成果示意圖 ........................................................... 4-8 
圖 4.1-8 地理資訊平台套疊航空噪音防制區圖層示意圖 ....................................... 4-9 
圖 4.1-9 地理資訊平台距離測量功能示意畫面 ..................................................... 4-10 
圖 4.1-10 地理資訊平台面積測量功能示意畫面 ................................................... 4-10 
圖 4.1-11 座標定位查詢功能示意圖 ....................................................................... 4-12 
圖 4.1-12 桃園機場等噪音線及航空噪音防制區地圖呈現示意圖 ....................... 4-13 
圖 4.1-13 下載噪音圖資功能示意圖 ....................................................................... 4-14 
圖 4.1-14 以複合條件查詢人口統計資料示意圖 ................................................... 4-15 
圖 4.1-15 於地圖上查詢範圍內人口數資訊功能示意圖 ....................................... 4-16 
圖 4.1-16 地圖查詢平台 RWD 網頁設計示意圖 .................................................... 4-17 
圖 4.1-17 權限管理架構圖 ....................................................................................... 4-19 
圖 4.1-18 存取動作紀錄 ........................................................................................... 4-20 
圖 4.1-19 群組功能設定 ........................................................................................... 4-21 
圖 4.1-20 帳號管理功能介面示意圖 ....................................................................... 4-21 
圖 4.1-21 系統維護統計資訊示意圖 ....................................................................... 4-22 
圖 4.2-1 TGOS 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 4-24 
圖 4.3-1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機場名稱選擇功能示意圖 ......................... 4-34 
圖 4.3-2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設定查核誤差範圍示意圖 ......................... 4-41 
圖 4.3-3 資料轉匯 ETL 作業示意圖 ....................................................................... 4-43 
圖 4.3-4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歷史資料查詢刪除功能示意圖 ................. 4-43 
圖 4.3-5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70313 試車台測站事件資料比對計算結果表(摘錄)
 ..................................................................................................................................... 4-51 
圖 4.3-6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70313 試車台測站每小時資料比對計算結果表 .. 4-51 
圖 4.4-1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GPS 定位功能流程圖 ................... 4-54 
圖 4.4-2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點調整操作介面示意圖 ....... 4-54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IV 

圖 4.4-3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查詢功能流程圖 ................... 4-55 
圖 4.4-4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查詢操作介面示意圖 ........... 4-56 
圖 4.4-5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圖層套疊功能流程圖 ................... 4-57 
圖 4.4-6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圖層套疊操作介面示意圖 ........... 4-57 
圖 4.4-7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案件紀錄表單功能流程圖 ........... 4-58 
圖 4.4-8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案件紀錄表單功能操作介面示意圖

 ..................................................................................................................................... 4-59 
圖 4.4-9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權限管控功能流程圖 ................... 4-60 
圖 4.4-10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權限管控操作介面示意圖 ......... 4-60 
圖 4.4-11 查詢 API 示意圖....................................................................................... 4-62 
圖 4.4-12 查詢 API 示意圖-查詢位置位於桃園市外 ............................................. 4-62 
圖 4.4-13 稽查科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查詢 API 測試成功畫面 .......................... 4-63 
圖 4.5-1 圖資數化專案工作流程圖 ......................................................................... 4-65 
圖 4.5-2 道路圖層維護更新流程圖 ......................................................................... 4-68 
圖 4.5-3 數化參考圖層套疊參照示意圖 ................................................................. 4-69 
圖 4.5-4 參考圖層座標校正示意圖 ......................................................................... 4-70 
圖 4.5-5 土地使用分區圖 CAD 檔範例 .................................................................. 4-71 
圖 4.5-6 數化成果檢核作業流程圖 ......................................................................... 4-72 
圖 4.5-7 桃園市都發局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統 ..................................................... 4-73 
圖 4.5-8 桃園市都發局數值地形圖查詢及申請系統 ............................................. 4-74 
圖 4.5-9 通用版電子地圖圖資示意圖 ..................................................................... 4-74 
圖 4.5-10 噪音地圖數化製作流程圖 ....................................................................... 4-75 
圖 4.5-11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數化成果 ............................................... 4-76 
圖 4.5-12 陸軍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數化成果 ....................................... 4-76 
圖 4.5-13 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楊梅區 ................................................................ 4-77 
圖 4.5-14 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 4-77 
圖 4.5-15 噪音管制區圖層套疊電子地圖示意圖 ................................................... 4-78 
圖 4.6-1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及監測站分布情形 ..................................... 4-80 
圖 4.6-2 107 年公告之桃園機場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 4-80 
圖 4.6-3 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監測站分布情形 ......................................................... 4-81 
圖 4.6-4 第三類管制區交通音量測站-龍潭運動公園現場照片例......................... 4-85 
圖 4.6-5 第二類管制區環境音量測站-山豐國小現場照片例................................. 4-85 
圖 4.6-6 環境噪音監測站林務局復興站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2 
圖 4.6-7 環境噪音監測站林務局復興站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3 
圖 4.6-8 環境噪音監測站溪洲公園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3 



目錄 

V 

圖 4.6-9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勇國小附近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4 
圖 4.6-10 環境噪音監測站山豐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4 
圖 4.6-11 環境噪音監測站笨港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5 
圖 4.6-12 環境噪音監測站龍潭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5 
圖 4.6-13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溪中正公園(第三類噪音管制區)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

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6 
圖 4.6-14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溪中正公園(第二類噪音管制區)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

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6 
圖 4.6-15 環境噪音監測站五權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7 
圖 4.6-16 環境噪音監測站虎頭山公園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4-97 
圖 4.6-17 環境噪音監測站黃帝廟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98 
圖 4.6-18 環境噪音監測站中壢工業區服務中心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 4-98 
圖 4.6-19 環境噪音監測站龜山工業區服務中心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 4-99 
圖 4.6-20 交通噪音監測站石門水庫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0 
圖 4.6-21 交通噪音監測站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0 
圖 4.6-22 交通噪音監測站水美國小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1 
圖 4.6-23 交通噪音監測站北湖國小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1 
圖 4.6-24 交通噪音監測站忠義街社區(第一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2 
圖 4.6-25 交通噪音監測站忠義街社區(第二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2 
圖 4.6-26 交通噪音監測站草漯國小前新生路(第三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 4-103 
圖 4.6-27 交通噪音監測站草漯國小前新生路(第二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 4-103 
圖 4.6-28 交通噪音監測站中平國小前民族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4 
圖 4.6-29 交通噪音監測站南崁路南崁橋附近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4 
圖 4.6-30 交通噪音監測站桃園火車站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5 
圖 4.6-31 交通噪音監測站龍潭運動公園前北龍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5 
圖 4.6-32 交通噪音監測站啟英工家前中園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VI 

 ................................................................................................................................... 4-106 
圖 4.6-33 交通噪音監測站華亞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 4-106 
圖 4.6-34 航空噪音環保相關法令 .......................................................................... 4-115 
圖 4.6-35 航空噪音交通相關法令 .......................................................................... 4-116 
圖 4.6-36 航空噪音相關單位相互關係圖 .............................................................. 4-119 
圖 4.6-37 桃園國際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圖 .............................................. 4-122 
圖 4.6-38 龍潭基地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圖 ...................................................... 4-123 
圖 4.6-3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5 
圖 4.6-40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6 
圖 4.6-41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6 
圖 4.6-42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7 
圖 4.6-43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各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7 
圖 4.6-44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J1M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8 
圖 4.6-4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NP1K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9 
圖 4.6-46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TG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29 
圖 4.6-47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BK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30 
圖 4.6-48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N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 4-130 
圖 4.6-4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航空器起降時段比較圖 ...................................... 4-134 
圖 4.6-50 平衡方法(BA)的四大主軸 ...................................................................... 4-142 
圖 4.6-51 各機場 BA 措施雷達圖 .......................................................................... 4-143 
圖 4.6-52 各機場運輸量與人口噪音暴露指標 ...................................................... 4-144 
圖 4.6-53 BA 實施百分比與噪音暴露量 ............................................................... 4-145 
圖 4.6-54 環境問題調查結果比較 .......................................................................... 4-162 
圖 4.6-55 航空課題調查結果比較 .......................................................................... 4-163 
圖 4.6-56 航空噪音音源及管理措施 ...................................................................... 4-175 
圖 4.7-1 主機環境架構圖 ....................................................................................... 4-180 
圖 4.8-1 主機弱點掃描監測報告 ........................................................................... 4-184 
圖 4.8-2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報告 ............................................... 4-186 
圖 4.8-3 源碼檢測服務報告 ................................................................................... 4-189 
圖 4.8-4 資安弱點案件管理示意圖 ....................................................................... 4-190 
圖 4.8-5 資安弱點案件管控報表示意圖 ............................................................... 4-191 
圖 4.8-6 VMS 資安弱點管理工具軟體授權書 ...................................................... 4-192 
圖 4.8-7 資訊股主機弱掃弱點修復畫面 ............................................................... 4-193 
圖 4.9-1 108 年 4 月 30 日教育訓練 ....................................................................... 4-195 
圖 4.9-2 108 年 4 月 30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 4-196 
圖 4.9-3 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訓練 ......................................................................... 4-197 



目錄 

VII 

圖 4.9-4 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 4-197 
圖 4.9-5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 ......................................................................... 4-198 
圖 4.9-6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 4-199 
圖 4.9-7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 ......................................................................... 4-200 
圖 4.9-8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 4-200 
圖 4.9-9 108 年 5 月 13 日技術移轉會議 ............................................................... 4-201 
圖 4.9-10 108 年 5 月 13 日技術移轉會議簽到表 ................................................. 4-202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VIII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

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 

表目錄 
表 3.1-1 計畫工作時程及辦理情形 ........................................................................... 3-1 
表 3.2-1 執行進度甘特圖 ........................................................................................... 3-9 
表 3.3-1 計畫工作查核表 ......................................................................................... 3-16 
表 4.3-1 各季噪音監測紀錄檔案格式查核結果 ..................................................... 4-40 
表 4.3-2 資料庫比較表 ............................................................................................. 4-42 
表 4.3-3 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小時均能音量資料格式一覽表 ................................. 4-45 
表 4.3-4 航空噪音監測資料事件音量資料格式一覽表 ......................................... 4-45 
表 4.3-5 合理性查核內容一覽表 ............................................................................. 4-46 
表 4.3-6 107 年第二季兩機場提送資料比對一覽表 ............................................... 4-48 
表 4.5-1 噪音地圖製作參考圖資及供應單位 ......................................................... 4-73 
表 4.6-1 桃園市境內機場監測站數量及名稱一覽表 .............................................. 4-82 
表 4.6-2 桃園市環境及交通音量監測站一覽表 ...................................................... 4-84 
表 4.6-3 104 至 108 年第一季監測結果確認一覽表 ............................................... 4-86 
表 4.6-4 測站設置位置分類及影響測值因素表 ...................................................... 4-87 
表 4.6-5 近三年一般環境測站各季不合格監測結果 .............................................. 4-88 
表 4.6-6 近三年道路交通測站各季不合格監測結果 .............................................. 4-90 
表 4.6-7 近三年桃園市環境及交通音量監測不合格率 .......................................... 4-91 
表 4.6-8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 4-114 
表 4.6-9 桃園國際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 .................................................... 4-122 
表 4.6-10 龍潭基地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 .................................................. 4-123 
表 4.6-11 桃園國際機場跑道使用次數統計表 ...................................................... 4-124 
表 4.6-12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5 
表 4.6-13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5 
表 4.6-14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6 
表 4.6-1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7 
表 4.6-16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J1M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8 
表 4.6-17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NP1K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8 
表 4.6-18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TG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29 
表 4.6-1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BK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30 
表 4.6-20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N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 4-130 
表 4.6-21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器起降次數統計表 .................................................. 4-131 



目錄 

IX 

表 4.6-22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器起降時段統計表 .................................................. 4-133 
表 4.6-23 龍潭基地航空器起降次數統計表 .......................................................... 4-134 
表 4.6-24 104 年至 107 年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等噪音線面積比較 ............... 4-135 
表 4.6-2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各級等噪音線通過里別比較表 .......................... 4-136 
表 4.6-26 104 年至 107 年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等噪音線面積比較 ....................... 4-137 
表 4.6-27 龍潭基地近三年各級等噪音線通過里別比較表 .................................. 4-137 
表 4.6-28 桃園機場量測值與模擬值比較 .............................................................. 4-139 
表 4.6-29 龍潭基地量測值與模擬值比較 .............................................................. 4-139 
表 4.6-30 各機場基本資料 ...................................................................................... 4-141 
表 4.6-31 各機場等噪音線歷史變化 ...................................................................... 4-148 
表 4.6-32 受訪者的組織類型 .................................................................................. 4-159 
表 4.6-33 社區參與工作項目 .................................................................................. 4-164 
表 4.6-34 社區參與工作所學到的經驗 .................................................................. 4-165 
表 4.7-1 計畫購置軟硬體產品型號 ....................................................................... 4-181 
表 4.7-2 計畫主機資訊 ........................................................................................... 4-182 
表 4.8-1 VMS 資安弱點管理工具採購產品規格表 .............................................. 4-191 
 
 





 
 
 
 
 
 
 
 

第 1 章 

計畫背景 

 
 
 
 
 
 
 
  





第 1 章 計畫背景 

1-1 

第1章  計畫背景 

 

為防制機場周圍地區的航空噪音，「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所在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

狀況，並作成紀錄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目前桃園市轄境內有兩座機場，其中桃

園國際機場方面，環保署係民國 79 年即公告須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系統，而陸軍龍

潭基地則於民國 92 年公告為須申報資料之機場。桃園國際機場之航空噪音監測網

於民國 81 年由環保署設置完成，同年轉交給民航局執行操作維護工作，龍潭基地

則於 93 年起運作。依噪音管制法及「機場周圍航空噪音防制辦法」之相關規定，

環保局在參考機場申報資料之等噪音線圖、實際監測紀錄、附近地形及土地使用

情形後，劃定公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並應每二年檢討乙次。現行桃園機場航

空噪音防制區於民國 107 年 5 月 23 日公告，而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則為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公告。 

而在一般噪音管制區方面，由於不同的土地使用區分如住宅區、商業區、住

商混合區等，會有不同的生活型態，其所能容許的噪音值上限隨之不同，即使同

一種土地使用分區，在不同時段（如白天、夜間）所能容許的噪音值亦不同，故

必須考量時間及空間的因素來劃分適當的管制區類別，以與民眾的生活型態相配

合。故各縣市政府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規定，應參照土地使用現況、

行政區域、地形地物、人口分布等因素，將轄境土地劃分為四類噪音管制區，且

亦須每二年檢討乙次。現行桃園市轄境內各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噪音管制區分

類範圍，已於 108 年 1 月 18 日完成公告。 

環保局所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及各類噪音管制區，係以紙本或圖面發行，

當民眾想要知道自己位處何類噪音管制區或稽查人員執行稽查作業時，查詢上較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1-2 

為不便。隨著行動裝置已普及化，衛星定位功能及解析度已大大提昇，故若可開

發可供民眾及稽查人員使用之查詢系統及應用程式 APP，將可提昇民眾對於政府

施政滿意度及稽查人員的作業效率。而在稽查人員現場噪音稽查作業方面，依噪

音管制標準第三條規定，若整體音量與背景音量相差之數值未達 10 分貝，必須進

行背景修正，若以現場查表或計算方式較不便利，因此本計畫研擬開發計算系統，

讓稽查人員現場輸入，提供更快速及準確的作業程序，使稽查作業更有效率並免

除計算錯誤之可能性。 

另由於桃園機場的監測站數量達 18 站，龍潭基地亦有 8 站，其機場管理單位

所申報之季報、年報資料量龐大，若以人力逐一比對所費時間甚鉅，故本計畫擬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以查核機場提交之各項資料。

同時本計畫也將彙整近三年各類噪音監測以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以掌握航空噪

音污染之變化及各級防制區之異動情形，針對現行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實際狀

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資料進行檢討，強化轄內各

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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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工作項目及履約範圍 

2.1 計畫目標 

依據投標須知補充規定附件一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 開發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提供民

眾查詢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及各類噪音管制區

相關資訊，藉由便民資訊服務，提高政府施政滿意度。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系統，藉由數位化資訊管理方式，提

供稽查人員更快速及準確判斷相關噪音管制標準，提高稽查效率，以

提升行政處理效能。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掌握各機場航空噪

音污染之變化及各級防制區之異動情形，針對目前現行公告各類噪音

管制區之實際狀況、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及歷年噪音監測結果等最新

資料進行檢討，強化轄內各類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 

 

2.2 計畫工作項目 

一、 開發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

音查詢系統及 APP： 

為能提供環保局稽查人員能更直覺並有效率地查詢航空噪音防制

區及相關補助經費資訊，提升稽核管理之成效，因此需建置一地理資

訊平臺，以提供資訊展示、查詢、管理等應用。 

網站採適應性網站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使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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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不同裝置瀏覽網站皆有最佳版面效果及最

適操作流程。網頁系統需可於 Internet Explorer 11.0 以上、Firefox、

Google Chrome 等瀏覽器正常運作。 

(一) 圖台基本功能 

1. 功能需達以下需求：地圖畫面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圖、

顯示任意範圍等功能。 

2. 需可以文查圖、圖查文方式於地圖內各圖層內容進行查詢、

定位。 

3. 可顯示圖例以及提供圖層設定開關。 

4. 可顯示電子地圖、噪音線及建築物等實際地理位置之功能。 

5. 列印功能： 

提供列印功能，可將噪音圖資與電子地圖列印於同一圖

紙上。列印出圖結果需符合現行的標準格式圖框，將版次修

改功能列入標準格式圖框中。 

6. 圖台可任意切換本案建置之噪音地圖。 

7. 提供指定線段進行距離長度量測。 

8. 提供測量特定區域範圍之面積計算。 

9. 提供空間快速定位功能至少需有以下： 

座標定位、重要地標定位、地址定位等功能。 

(二) 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1. 提供各級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以綜合條件查詢方式，查詢

結果需可圖文互動查照，並以不同顏色呈現不同噪音級距之

等噪音圖展示。 

2. 噪音圖資查詢結果可依據權限進行下載匯出成 Shapefiles、

CSV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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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使用者可透過地址、行政區及噪音線等級等複合查詢條

件後，統計噪音線及影響戶數等統計資訊。 

4. 上述統計資訊展示之結果與地理圖資需連動對應。 

5. 使用者亦可於地圖上自行選取空間範圍進行空間查詢取得

噪音線與地址及戶數之統計資訊。 

(三) 行動版網頁功能（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1. 提供調閱「噪音音源」資訊，至少需包內含噪音線、地址定

位與相關照片資料建立等功能。 

2. 提供現勘資料加註功能，以利在現勘時註記資料。 

(四)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1. 提供線上帳號與使用者功能權限控管機制。 

2. 可分層分權提供不同帳號之系統操作及資料瀏覽權限。 

3. 使用者基本資料維護與功能權限設定。 

(五) 系統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機關所有，並至少辦理

1 場次技術移轉會議及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一)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功能 

提供使用者可透過地址查詢，呈現該位址各類噪音管制標

準資訊。 

(二) 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提供使用者輸入測定音源音量，自動判定是否需執行背景

音量修正。 

(三)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提供使用者輸入測定音源音量，自動計算背景音量修正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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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提供測定音源音量、背景音量修正計算結果及內容說明等，

以供稽查資料填寫之參考。 

(五) 計算工具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機關所有，並至少

辦理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一) 作業系統：可執行在微軟視窗 XP 以上作業系統。 

(二) 可輸入欲稽（查）核機場名稱。 

(三) 可設定｢總計均能音量、事件均能音量、背景均能音量、總計日

夜音量、事件日夜音量、背景日夜音量｣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合理性範圍為 0.5~1.0dB。 

(四) 可設定｢噪音事件數｣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五) 可設定｢總持續時間｣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六) 資料庫：可匯入欲稽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噪音監測資料（*.dbf

或*.csv），至微軟 Acess 或 MSSQL 或 MYSQL 等資料庫。 

(七) 可刪除資料庫的歷史資料。 

(八) 稽（查）核功能： 

1. 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2.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3.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4.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格式。 

5. 飛航作業資料格式。 

6. 欄位名稱、型式及欄位寬度是否符合定義。 

四、 軟硬體需求 

(一) web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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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業系統為 Windows Server 中文最新版作業系統。 

2.  web 主機以具有環保標章產品為優先。 

3. 主機硬體規格至少如下： 

(1)  須符合標準 19 吋 2U 之機架規格，並須提供上機架的

套件及本機最大可擴充 8 顆（含）以上 2.5 吋熱抽取

（Hot Plug）硬碟。 

(2)  提供 2 顆 Intel Xeon E5-2620v4 8 core（含）以上 

2.1GHz（含）以上處理器。 

(3)  提供伺服器記憶體 24×DIMM sockets（含）以上，提

供 16GB（含）以上 （8GB x 2 條）（含）以上系統記

憶體，最高可擴充至 768GB（含）以上，提供每條 8GB

（含）以上 DDR4-2400 MHz（含）以上。 

(4)  提供記憶體模組能更正多位元的資料錯誤（ECC）。 

(5)  提供原廠 SAS 磁碟控制介面 12Gbps （含）以上，內

建 1GB（含）以上快取記憶體，支援 RAID0、1、5、

6、10、50。 

(6)  提供原廠硬碟 4 顆（含）以上 1,0000 RPM SAS 300GB

（含）以上 2.5 吋硬碟。 

(7)  提供 I/O 介面：提供 4 個（含）以上 USB 埠，1 個（含）

以上序列埠，1 個（含）以上視訊埠，提供一組（含）

以上 DVD-RW。 

(8)  提供擴充槽（slot）: PCIe Slot 7 個（含）以上。 

(9)  提供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路介面 4 個（含）

以上。 

(10)  提供原廠 2 個（含）以上電源供應器，每個可達 7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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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 

(11)  提供該主機原廠伺服器管理軟體。 

(12)  支援內部二個（含）以上 SD Flash Card 模組用於安

裝虛擬化及伺服器管理使用。 

(13)  支援中央處理器、記憶體、硬碟等損壞警示功能。 

(14)  提供內建一個 vFlash 插槽，可安裝 SD Card，用於儲

存系統映像檔或驅動程式等。  

(15)  提供互動式 LCD 功能，方便監控系統狀況、警示或控

制基本管理組態（如主機名稱，錯誤訊息或自訂字串

等辨識）。 

(16)  伺服器之電源線須提供可安插於機櫃電源插座使用。 

(二) 資料庫主機 

1. 作業系統為 Windows Server 中文最新版作業系統。 

2. 資料庫為 Microsoft SQL Server，用戶端存取授權至少 50 個

使用者(能讓 50 個使用者同時存取)。 

3. 資料庫主機以具有環保標章產品為優先。 

4. 資料庫主機做為 web 主機的備援，web 主機維修期間，資料

庫主機需替代 web 主機持續提供服務。  

5. 資料庫主機需定期做備份，倘資料庫主機故障或毀損導致資

料遺失，後續需能將資料庫主機資料復原。 

6. 主機硬體規格至少如下： 

(1)  須符合標準 19 吋 2U 之機架規格，並須提供上機架的

套件及本機最大可擴充 8 顆（含）以上 2.5 吋熱抽取

（Hot Plug）硬碟。 

(2)  提供 2 顆 Intel Xeon E5-2620v4 8 core（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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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GHz（含）以上處理器。 

(3)  提供伺服器記憶體 24×DIMM sockets（含）以上，提

供 16GB（含）以上 （8GB x 2 條）（含）以上系統記

憶體，最高可擴充至 768GB（含）以上，提供每條 8GB

（含）以上 DDR4-2400 MHz（含）以上。 

(4)  提供記憶體模組能更正多位元的資料錯誤（ECC）。 

(5)  提供原廠 SAS 磁碟控制介面 12Gbps （含）以上，內

建 1GB（含）以上快取記憶體，支援 RAID0、1、5、

6、10、50。 

(6)  提供原廠硬碟 4 顆（含）以上 1,0000 RPM SAS 300GB

（含）以上 2.5 吋硬碟。 

(7)  提供 I/O 介面：提供 4 個（含）以上 USB 埠，1 個（含）

以上序列埠，1 個（含）以上視訊埠，提供一組（含）

以上 DVD-RW。 

(8)  提供擴充槽（slot）: PCIe Slot 7 個（含）以上。 

(9)  提供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路介面 4 個（含）

以上。 

(10)  提供原廠 2 個（含）以上電源供應器，每個可達 750W

（含）以上。 

(11)  提供該主機原廠伺服器管理軟體。 

(12)  支援內部二個（含）以上 SD Flash Card 模組用於安

裝虛擬化及伺服器管理使用。 

(13)  支援中央處理器、記憶體、硬碟等損壞警示功能。 

(14)  提供內建一個 vFlash 插槽，可安裝 SD Card，用於儲

存系統映像檔或驅動程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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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提供互動式 LCD 功能，方便監控系統狀況、警示或控

制基本管理組態（如主機名稱，錯誤訊息或自訂字串

等辨識）。 

(16)  伺服器之電源線須提供可安插於機櫃電源插座使用。 

得標廠商交付設備須為 2017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廠之產品，交

貨時需檢附原廠出廠證明，並隨同產品提供中文操作手冊及提供至少

3 年(含)以上之原廠保固保證書，計畫結束後財產歸本機關所有。 

上述設備須於履約開始日起 14 日內提報規格、廠牌、型號經本機

關核可後14日內交付，倘廠商於屆期前申請展延，並經本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設備之功能及特性須符合本機關需求，若有不符，廠商須

依本機關要求於 7 日內更換。 

五、 噪音地圖繪製 

繪製本局所提供噪音地圖（數量 50 張）並與本局所提供之桃園市

政府電子地圖及人口資料套疊，建立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

管制區圖所需之基本圖資及本局所提供之桃園市政府電子地圖相關屬

性資料（包括：行政區、道路、地址、噪音線及管制分區等資料），以

瞭解桃園市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的噪音管制情況。 

六、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彙研我國現有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航空噪音環保面之相關法規、

策略與作法，並初步研提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

政策與目標。主要工作包括： 

(一) 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環保法規、策略、

目標與現有作法：探討我國環保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航空相

關之噪音管理法令、措施與管制方式。 

(二) 研析我國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和環保主管機關對於航空噪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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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功能與範疇界定。 

(三) 分析近三年各類噪音監測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監測作

業，包括：營運狀況、航空噪音監測站概況及分佈、航空噪音

監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飛航動態資料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

跑道使用次數統計分析、航線使用次數統計分析與比較、航空

器起降架次次數統計分析、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圖及年等噪音線

之變異情形、航空噪音量測值與模擬值。 

(四) 參考國內外相關單位之發展與現況，初步研擬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民航航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策與策略。 

七、 設備與系統維護 

(一) 本案所需設備均由委辦廠商採購，且必須發文經機關核備後執

行。 

(二) 系統建置及維護包含硬體上架、安裝、硬體調校設定、作業環

境部屬服務、硬體 3 年保固及軟體保固 1 年。 

(三)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月

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關工作。 

八、 委辦廠商依機關需求提規劃書，須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九、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包含辦理成果發表、教育訓練、擴充軟硬體設備、設備維護修理

及其他配合噪音資訊業務相關事項等。執行內容須經機關核定後始得

辦理，本項作業費用總額不得少於 70 萬元。 

十、 後台管理介面應有日誌可供事後查詢，包括任何管理者對後台所有操

作，都應要有歷史記錄。 

十一、系統資安服務 

依據行政院之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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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需針對系統加強其系統資安，本計畫需涵蓋之相關系統資安服

務至少包括如下： 

(一) 網站採用加密協定 

本計畫之系統需採用 HTTPS（透過 SSL 或 TLS 等加密協

定）協定，以確保機敏資料以密文方式傳輸。 

(二) 資訊設備(平版及手機等)使用本計畫建置之網頁及 APP 等，倘

因該設備遺失等狀況，應能確保公務資訊及個資不外洩。 

(三)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 

需協助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針對其作業系統、資料

庫之安全漏洞，進行主機弱點掃描服務，可利用市場上商用軟

體產出報告 （所使用之工具、服務方式以及檢測頻率次數，應

於建議書中提出），並提出相關報告以瞭解各種可能存在的資訊

安全弱點，進而提供具體的改善建議，降低發生資安事件的風

險。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至少支援下列系統、設備及弱點類型的

掃描功能： 

1.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Solaris、Linux、Cisco IOS、

IBM iSeries 等。 

2. 資料庫：MySQL、Oracle、MS SQL 及 DB2 等。 

3. 虛擬平台：VMware ESXi、ESXi、vSphere、vCenter 等。 

4. 網路設備：交換器、路由器、防火牆 及 網路印表機。 

(四)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服務 

需協助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針對網頁服務安全漏

洞，進行網頁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服務，可利用市場上商用軟

體產出報告 （所使用之工具、服務方式、以及 檢測頻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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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建議書中提出），檢測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客攻擊

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

新版前 10 大安全問題種類，以確保應用程式安全。並提出相關

報告以瞭解各種可能存在的資訊安全弱點，進而提供具體的改

善建議，降低發生資安事件的風險。 

(五)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 

需協助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針對上述之主機弱點

掃描服務、網頁弱點掃描服務、以及 滲透測試服務 的弱掃結

果，整體評估弱點嚴重性、資產價值與組織職掌分工，利用市

場上商用軟體匯入上述弱掃結果而產出弱點案件管理報告 （所

使用之工具以及服務方式，應於建議書中提出），根據弱掃檢測

結果，對應資產價值與管理同仁或者委外廠商，根據風險高低

自動分案通報，限定修補期限，助於輕重緩急分配修補資源、

提升通報追蹤修補效率以及即時統計分析修補進度。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至少包含下列功能與報表： 

1. 可支援 Tenable Nessus、Rapid 7 Nexpose、McAfee Foundscan 

等弱點掃描工具之結果匯入。 

2. 可支援 Acunetix WVS、HP WebInspect、IBM Security 

AppScan 等黑箱網頁弱點掃描工具之結果匯入。 

3. 弱點掃描結果匯入本系統後，可立即自動依資訊資產為單位，

建立弱點修補案件。 

4. 弱點案件建立時應判斷前次相同弱點之處理狀態，若為「接

受」或「誤判過濾」之弱點，應自動將新案件之弱點處理狀

態直接標記為原來的「接受」或「誤判過濾」。 

5. 弱點案件確定建立後，應立即以電子郵件通知主要負責人，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2-12 

通知內容應包含：資產、弱點數量統計、登入連結及修補期

限。 

6. 資產管理者可以回報其弱點之處理狀態（已修補、延後修補、

接受、誤判過濾）及弱點修補說明，並可以依據弱點名稱查

詢弱點說明及其修補建議。 

7. 資產管理者可以將整個弱點處理案件移轉案件給其他人員

負責處理，轉件時一併發出案件通知給被轉件的人員。案件

處理紀錄中應登錄轉件的來源、目的與時間。 

8. 資產管理者完成弱點處理回報後可以輸入簽核說明並送交

其直屬部門主管進行簽核，送出後應發出電子郵件通知簽核

主管。 

9. 部門主管可審查弱點案件之內容，審查完成後可以輸入簽核

說明後決定「結案」或者「退回」，然後以電子郵件通知資

產管理者。 

10. 弱點案件修補期限可設定於系統組態中，起算日為建案日，

系統於修補期限前 7 天（可自定）每日寄送案件即將到期或

逾期通知，給未結案案件簽核人。 

11. 查詢功能：可依主機名稱、IP、主機管理人、日期、接受風

險、風險等級、或混合以上為查詢條件。 

12. 針對特定共同的弱點所記錄的修補方式，提供「弱點修補方

式知識分享區」，助於累積與傳承修補經驗與最佳實務。 

13. 至少提供弱點案件處理統計報表、弱點案件差異與趨勢分析

報表、未結案弱點案件清單、弱點案件逾期清單、資訊資產

之歷史弱點案件明細表 等報表，報表可以線上產出，並可

支援另存為 PDF 及 HTML 或 CS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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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源碼檢測服務 

需協助本計畫開發之 Web 應用系統針對程式原始碼網頁

安全漏洞，進行源碼檢測服務，可利用市場上商用軟體產出報

告 （所使用之工具與檢測頻率次數，應於建議書中提出），檢

測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客攻擊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新版前 10 大安全

問題種類，以確保應用程式安全。 

十二、系統擴充需求 

保固期間內提供 10%免費擴充功能服務，其比例計算以本案建置

驗收時所有程式總數量為計算基礎，超過部份另案辦理。 

十三、保固與維護 

(一) 驗收完成後，提供 1 年免費保固維護服務，保固事項如下： 

1. 配合機關資安政策，協助更新資訊系統相關資安設定，建置

相關資安防護措施（如作業系統更新、漏洞修補機制、病毒

碼更新等）。並提供可降低機關遭受資安攻擊之預防措施，

以增進機關業務資訊之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2. 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及「資訊系統分級

與資安防護基準作業規定」，本機關等級為 C+級，廠商應配

合辦理相關資安作業。 

3. 廠商應於系統建置完及每半年，針對系統進行主機弱點掃描、

資料庫系統之穩定性、SQL Injection 漏洞存取，有無被植入

木馬程式、後門程式或任何有違害機關資訊安全之程式碼等

品質之驗證與修正相關漏洞。 

4. 廠商於保固期間內如發現足以影響系統主機及資料安全之

程式漏洞，應無條件配合修改所開發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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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經本機關書面同意，廠商對於執行作業或作業過程中獲悉

之任何資料，不得提供任何人或機關，且不得公開作業結果

或過程中所獲得之建議事項，若違反規定，廠商應負一切損

害賠償責任。 

6. 保固期間內增加或更換硬體設備或應用軟體，因而涉及原系

統設定時，應無條件免費提供技術服務。 

7. 資安檢測與程式修正相關費用，均含在契約價金總額內。 

(二) 保固期間內，對於系統異常經通知後應於 12 個工作小時內協助

排除或提供不中斷服務之替代措施，以確保系統正常運作，提

供替代措施方案時，至遲應於 7 天內完成障礙排除及修復。 

(三) 網站安全如遭入侵，經本機關通知起算 3 日內，需提供追踪記

錄，並協助軟體升級、修補漏洞及其他必要處置，以維護系統

安全。 

(四) 保固期間內系統回應速度如低於驗收標準時，經本機關通知後

須於 2 週內改善，以確保系統效能。 

(五) 對正式網站於保固期間內須以遠端連線方式進行維護時，須經

本機關同意後，方可進行。 

(六) 如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者（除另敘明規定外），每逾 1 日曆天〈不

滿 1 日以 1 日計算〉，應以契約總價款之千分之 1 計算懲罰性違

約金，並自保固保證金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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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計畫工作對應章節 

工作內容項目 對應章節 

一、開發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

及 APP 

（一）圖台基本功能 4.1.1、4.4.1 

（二）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4.1.2 

（三）行動版網頁功能（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4.1.3 

（四）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4.1.4、4.4.3 

（五）系統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機關所有，並至少辦

理 1 場次技術移轉會議及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4.9 

二、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一）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功能 4.2.1、4.4.1、4.4.4 

（二）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4.2.2、4.4.2 

（三）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4.2.2、4.4.2 

（四）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4.2.3、4.4.2 

（五）計算工具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機關所有，並至

少辦理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4.9 

三、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一）作業系統：可執行在微軟視窗 XP 以上作業系統。 4.3.1 

（二）可輸入欲稽（查）核機場名稱。 4.3.1 

（三）可設定｢總計均能音量、事件均能音量、背景均能音量、總計

日夜音量、事件日夜音量、背景日夜音量｣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合

理性範圍為 0.5~1.0dB。 

4.3.2 

（四）可設定｢噪音事件數｣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4.3.2 

（五）可設定｢總持續時間｣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4.3.2 

（六）資料庫：可匯入欲稽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噪音監測資料（*.dbf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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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項目 對應章節 

或 *.csv），至微軟 Acess 或 MS SQL 或 MY SQL 等資料庫。 

（七）可刪除資料庫的歷史資料。 4.3.3 

（八）稽（查）核功能： 4.3.4 

四、軟硬體需求 4.7 

五、噪音地圖繪製 4.5 

六、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一）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環保法規、策

略、目標與現有作法：探討我國環保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航空相

關之噪音管理法令、措施與管制方式。 

4.6.1 

（二）研析我國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和環保主管機關對於航空噪音

之政策功能與範疇界定。 

4.6.2 

（三）分析近三年各類噪音監測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監測

作業，包括：營運狀況、航空噪音監測站概況及分佈、航空噪音監

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飛航動態資料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跑道使

用次數統計分析、航線使用次數統計分析與比較、航空器起降架次

次數統計分析、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圖及年等噪音線之變異情形、航

空噪音量測值與模擬值。 

4.6.3 

（四）參考國內外相關單位之發展與現況，初步研擬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民航航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策與策略。 

4.6.4 

七、設備與系統維護 4.7、4.1.4 

八、委辦廠商依機關需求提規劃書，須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4.10 

九、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4.10 

十、後台管理介面應有日誌可供事後查詢，包括任何管理者對後台

所有操作，都應要有歷史記錄。 

4.1.4 

十一、系統資安服務 4.8 

十二、 系統擴充需求 4.11 

十三、 保固與維護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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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工作進度查核 

 

本章說明本計畫執行進度，依照投標須知本計畫須於 108 年 5 月 16 日前提報期末報告。 

 

3.1 計畫執行時程 

表 3.1-1 計畫工作時程及辦理情形 

#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1 2018/6/25 2018/6/18 2018/6/25 8  0  評選會議   
2 2018/7/13 2018/7/9 2018/7/13 5  0  議價會議 完成議價作業 

3 2018/7/16 2018/7/16 2018/7/16 1  0  簽約日期 
履約期限自簽約次日起算 10個月止

(107.7.17~108.5.16) 
4 2018/7/24 2018/7/18 2018/7/24 7  0  範疇界定會議   

5 2018/7/30 2018/7/17 2018/7/26 10  4  
提交工作團隊名冊與保密切結

書/同意書 
7/26 已發文提報 

6 2018/7/30 2018/7/17 2018/7/30 14  0  提交軟硬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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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7 2018/8/10 2018/8/1 2018/8/2 2  8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8 2018/8/10 2018/7/13 2018/8/3 22  7  提交 8 月工作報告   

9 2018/9/16 2018/7/17 2018/8/3 18  44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執行在微

軟視窗 XP 以上作業系統 
  

10 2018/8/6 2018/7/27 2018/8/6 11  0  8 月工作檢討會 會議時間 14:30 
11 2018/8/10 2018/7/13 2018/8/10 29  0  提交工作計畫書   
12 2018/9/14 2018/7/30 2018/8/14 16  31  軟硬體下單   

13 2018/8/20 2018/8/6 2018/8/15 10  5  取得噪音地圖公告(草案)資料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已公告完

成，其餘為草案 
14 2018/9/14 2018/8/21 2018/8/21 1  24  稽查科需求訪談 至稽查科會議室訪談需求 
15 2018/9/14 2018/8/14 2018/8/22 9  23  投保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已投保，保險單已提交 (9/12 掛號) 

16 2018/9/10 2018/8/28 2018/9/3 7  7  取得航空噪音監測季報資料 
已取得 104 年至 107 年第二季監測

報告書(缺部分龍潭季報) 
17 2018/9/10 2018/8/29 2018/9/6 9  4  9 月工作檢討會   
18 2018/9/14 2018/7/30 2018/9/7 40  7  軟硬體採購交付 9/7 至機房安裝，安裝後須發文 

19 2018/9/14 2018/7/30 2018/9/7 40  7  
軟硬體採購交付_軟硬體出貨

證明 
9/1 電子公文與附件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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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20 2018/9/10 2018/7/13 2018/9/7 57  3  提交第一次期中報告 初稿 5 份送達機關查核 
21 2018/9/10 2018/8/10 2018/9/7 29  3  提交 9 月工作報告   
22 2018/9/14 2018/7/30 2018/9/11 44  3  軟硬體採購交付_保險單 保險單提交(9/12 掛號) 

23 2018/9/19 2018/8/21 2018/9/19 30  0  噪管科需求訪談 
針對圖資、航空噪音分析及系統功

能做訪談 
24 2018/10/10 2018/9/10 2018/10/5 26  5  提交 10 月工作報告   

25 2018/10/15 2018/9/19 2018/10/8 20  7  都市及非都市計畫區圖資申請 
10/16 已取得都市計畫區圖資，非都

市計畫土地利用正在申請中 
26 2018/10/14 2018/10/5 2018/10/11 7  3  提交第一次期中報告修正稿   
27 2018/10/15 2018/9/19 2018/10/12 24  3  桃園市基礎圖資申請 10/12 已經請承辦協助申請圖資 
28 2018/10/31 2018/9/19 2018/10/18 30  13  桃園市戶政資料申請 10/18 與民政局詢問 

29 2018/10/19 2018/9/7 2018/10/12 36  7  伺服器主機設定完成 
完成 IP 及虛擬機設定，需處理遠端

連線權限申請 

30 2018/10/15 2018/10/1 2018/10/12 12  3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

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工作

進度雙週報 

 

31 2018/10/22 2018/9/19 2018/10/15 27  7  系統開發會議 內部系統開發會議(10/15+10/22) 
32 2018/10/31 2018/10/16 2018/10/16 1  15  取得都市計畫區圖資   
33 2018/10/31 2018/10/12 2018/10/16 5  15  主機伺服器 IP 設定   
34 2018/10/31 2018/10/19 2018/10/24 6  7  VMS 資安管理軟體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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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35 2018/10/28 2018/10/19 2018/10/24 6  4  提交第一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股長已提出定稿本修正意見。第一

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後，交定稿本 5
份(含光碟) 

36 2018/10/31 2018/9/19 2018/10/26 38  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提供查核規

則 

提供噪音監測記錄詳細查核規則，

10/23 說明 

37 2018/11/10 2018/10/10 2018/11/8 30  2  提交 11 月工作報告   

38 2018/11/16 2018/9/17 2018/11/1 46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設定計算

可接受誤差範圍，合理性範圍

為 0.5~1.0dB 

航空站監測報告查核誤差設定功能 

39 2018/11/20 2018/10/11 2018/11/19 40  1  提交第二次期中報告 初稿 5 份送達機關查核 

40 2018/11/16 2018/9/17 2018/11/1 46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輸入欲稽

（查）核機場名稱 
航空站基本資料及查詢功能建立 

41 2018/11/16 2018/10/17 2018/11/1 16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設定｢噪音

事件數｣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航空站監測報告查核誤差設定功能 

42 2018/11/16 2018/10/17 2018/11/1 16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設定｢總持

續時間｣計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航空站監測報告查核誤差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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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43 2018/12/16 2018/9/19 2018/11/6 49  40  
航空噪音防制區圖數化成果提

交 
  

44 2018/11/16 2018/11/6 2018/11/9 4  7  伺服器虛擬機設定 完成虛擬機及備援設定 

45 2018/12/10 2018/12/1 2018/12/3 3  7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46 2018/12/16 2018/9/17 2018/11/30 75  16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含後臺管理介面 
47 2018/12/16 2018/9/17 2018/11/30 75  16  網站採用加密協定 申請 GCA 憑證並導入網站主機 
48 2018/12/16 2018/7/17 2018/11/30 137  16  噪音地圖繪製   
49 2018/12/10 2018/11/10 2018/12/1 22  9  提交 12 月工作報告   
50 2019/1/16 2018/7/17 2018/12/7 144  40  圖台基本功能   
51 2019/1/16 2018/10/17 2018/12/17 62  30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功能   

52 2018/12/31 2018/11/30 2018/12/16 17  15  提交第二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第二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後，交定

稿本 5 份(含光碟) 

53 2019/1/10 2019/1/1 2018/12/31 0  10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54 2019/1/16 2018/11/17 2019/1/1 46  15  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55 2019/1/10 2018/12/10 2019/1/2 24  8  提交 1 月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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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56 2019/2/16 2018/9/17 2019/1/17 123  30  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57 2019/2/16 2018/9/17 2019/1/17 123  30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匯入欲稽

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噪音監測

資料（*.dbf 或*.csv）至資料庫 

可匯入欲稽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噪

音監測資料（*.dbf 或*.csv），至微

軟 Acess 或 MSSQL或 MYSQL等資

料庫 

58 2019/2/10 2019/2/1 2019/2/1 1  9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59 2019/2/10 2019/1/10 2019/1/30 21  11  提交 2 月工作報告  

60 2019/2/16 2018/12/17 2019/2/1 47  15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61 2019/3/16 2018/11/17 2019/2/14 90  30  
行動版網頁功能（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62 2019/3/16 2018/12/17 2019/3/1 75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可刪除資料

庫的歷史資料 
  

63 2019/3/16 2018/12/17 2019/3/1 75  15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

紀錄查核工具」：稽（查）核

功能 
  

64 2019/3/16 2018/7/17 2019/3/1 228  15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

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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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65 2019/3/10 2019/3/1 2019/3/4 4  6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66 2019/3/10 2019/2/10 2019/3/5 24  5  提交 3 月工作報告   
67 2019/3/16 2019/2/17 2019/3/12 24  4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 弱點管理軟體採購 
68 2019/4/16 2019/2/17 2019/3/15 27  32  背景噪音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69 2019/4/16 2018/10/17 2019/1/16 92  90  
噪音管制區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 
  

70 2019/3/16 2018/11/2 2019/1/16 76  59  噪音管制區查詢 Web API 
108 年 1 月提供稽查電子化系統介

接測試 

71 2019/4/16 2019/1/17 2019/3/15 58  32  

資訊設備(平版及手機等)使用

本計畫建置之網頁及 APP 等，

倘因該設備遺失等狀況，應能

確保公務資訊及個資不外洩 

行動裝置資安確保功能 

72 2019/5/9 2019/3/16 2019/3/30 15  40  辦理 APP 教育訓練會議 
與"網站系統技術移轉會議及教育

訓練會議"合併辦理 
73 2019/4/16 2019/2/17 2019/4/1 44  15  主機弱點掃描   

74 2019/4/16 2019/2/17 2019/4/1 44  15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與滲透

測試 
  

75 2019/4/16 2019/2/17 2019/4/1 44  15  源碼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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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完成日 開始日期 預計完成日 
工期 
(天) 

緩衝期 
(天) 

工作項目 備註 

76 2019/4/10 2019/4/1 2019/4/4 4  6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77 2019/4/10 2019/3/10 2019/4/5 27  5  提交 4 月工作報告   
78 2019/5/16 2019/4/10 2019/4/24 15  22  提交期末報告 期末報告初稿 5 份送達機關查核 

79 2019/5/9 2019/3/16 2019/4/30 46  9  
辦理網站系統技術移轉會議及

教育訓練會議 
針對網站系統辦理至少 1 場次技術

移轉會議及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80 2019/5/10 2019/5/1 2019/5/4 4  6  

持續監控系統及次系統之使用

流量分析，每月 10 日前辦理前

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

關工作 

系統上線後，分析報告合併於每月

工作報告中提出 

81 2019/5/10 2019/4/10 2019/5/5 26  5  提交 5 月工作報告   

82 2019/6/30 2019/6/1 2019/6/16 16  14  提交期末報告定稿本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後，交定稿本 5
份(含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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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執行進度甘特圖 

 

表 3.2-1 執行進度甘特圖 

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一、 開發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 

(一) 圖台基本功能 
            

            

(二) 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三) 行動版網頁功能 
（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四)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五) 
系統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

機關所有，並至少辦理 1 場次技術移轉會

議及 1 場次教育訓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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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六) 噪音管制區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一)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功能 
             

             

(二) 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三)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四) 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五) 
計算工具完成建置後之所有權智慧財產

權歸機關所有，並至少辦理 1 場次教育訓

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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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一) 作業系統：可執行在微軟視窗 XP 以上作

業系統。 

      
     

 

      

(二) 可輸入欲稽（查）核機場名稱。 
       

     
 

       

(三) 

可設定｢總計均能音量、事件均能音量、

背景均能音量、總計日夜音量、事件日夜

音量、背景日夜音量｣計算可接受誤差範

圍，合理性範圍為 0.5~1.0dB。 

               

              
 

(四) 可設定｢噪音事件數｣計算可接受誤差範

圍。  
       

    
 

       

(五) 可設定｢總持續時間｣計算可接受誤差範

圍。  
       

    
 

       

(六) 
資料庫：可匯入欲稽核的各航空基地航空

噪音監測資料（*.dbf 或 *.csv），至微軟

Acess 或 MS SQL 或 MY SQL 等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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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七) 可刪除資料庫的歷史資料。 
             

             

(八) 稽（查）核功能 
             

             

四、 軟硬體需求 
            

            

五、 噪音地圖繪製 
            

            

六、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一) 

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各類噪音監測及航

空噪音環保法規、策略、目標與現有作

法：探討我國環保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

航空相關之噪音管理法令、措施與管制方

式。 

           
 

           
 

(二) 
研析我國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和環保主

管機關對於航空噪音之政策功能與範疇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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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三) 

分析近三年各類噪音監測及臺灣桃園國

際機場航空噪音監測作業，包括：營運狀

況、航空噪音監測站概況及分佈、航空噪

音監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飛航動態資料

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跑道使用次數統計

分析、航線使用次數統計分析與比較、航

空器起降架次次數統計分析、航空噪音等

噪音線圖及年等噪音線之變異情形、航空

噪音量測值與模擬值。 

            

 

            

 

(四) 
參考國內外相關單位之發展與現況，初步

研擬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民航航空噪音管

制策略、環保政策與策略。 

             

             

七、 設備與系統維護 
           

           

八、 委辦廠商依機關需求提規劃書，須經機關審

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九、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十、 
後台管理介面應有日誌可供事後查詢，包

括任何管理者對後台所有操作，都應要有

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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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十一、 系統資安服務 

(一) 網站採用加密協定 
             

             

(二) 
資訊設備(平版及手機等)使用本計畫建置

之網頁及 APP 等，倘因該設備遺失等狀

況，應能確保公務資訊及個資不外洩。 

             

             

(三)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 
                

                

(四)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與滲透測試服務 
              

              

(五)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 
              

              

(六) 源碼檢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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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第一次期中報告 107/9 依據合約預定進度 8 月前須完成工作項目 

第二次期中報告 107/11 依據合約預定進度 10 月前須完成工作項目 

期末報告 108/5 本計畫執行成果 

 

* 「          」表示實際執行進度，箭號表示仍在執行中；「          」表示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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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執行成果與查核重點 

 

表 3.3-1 計畫工作查核表 

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一、 開發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及 APP 

(一) 圖台基本功能 
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結果

完成圖台基本操作功能開發，參閱

報告 4.1.1 節。 
     100 100 3 3 108 年 1 月 

(二) 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結果

完成各項功能開發，參閱報告 4.1.2
節。 

     100 100 5 5 108 年 2 月 

(三) 
行動版網頁功能 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結果

完成各項功能開發，參閱報告 4.1.3
節。 

     100 100 5 5 108 年 3 月 （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四)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結果

完成各項功能開發，參閱設計報告

4.1.4 節。 
     100 100 2 2 107 年 12 月 

(五) 
系統完成建置後之所有

權智慧財產權歸機關所

有，並至少辦理 1 場次技

本計畫針對不同業務執行對象，共

辦理 4 場教育訓練與 1 場技術移轉

會議，參閱報告 4.9 節。 
     100 100 2 2 1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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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術移轉會議及 1 場次教育

訓練會議。 

(六) 
噪音管制區查詢及稽查

輔助 APP 

依據兩次需求訪談內容已完成 APP
功能設計開發，參閱報告 4.4.1~4.4.3
節；另針對稽查科需求，已與稽查

電子化系統廠商可全公司確認 API
規格，並於 108 年 1 月提供 API 程
式供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測試，參

閱報告 4.4.4 節。 

     100 100 12 12 108 年 4 月 

二、 開發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一)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

功能 

已完成需求訪談作業及功能開發，

參閱報告 4.2.1；另針對稽查科需

求，已與稽查電子化系統廠商可全

公司確認 API 規格， 並於 108 年 1
月提供 API 程式供稽查電子化系統

介接測試，參閱報告 4.4.4 節。 

      100 100 2.5 2.5 108 年 1 月 

(二) 背景音量修正判定 
已依噪音管制標準規定研訂修正判

定方式完成功能開發，參閱報告

4.2.2 節。 
     100 100 0.5 0.5 1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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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三)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已依噪音管制標準規定及需求訪談

作業完成功能開發，參閱報告 4.2.2
節。 

     100 100 0.5 0.5 108 年 2 月 

(四) 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已依噪音管制標準測定結果樣態研

訂測定結果呈現方式及說明文字，

參閱報告 4.2.3 節。 
     100 100 0.5 0.5 108 年 4 月 

(五) 

計算工具完成建置後之

所有權智慧財產權歸機

關所有，並至少辦理 1 場

次教育訓練會議。 

本計畫針對不同業務執行對象，共

辦理 4 場教育訓練，參閱報告 4.9
節。 

     100 100 2 2 108 年 5 月 

三、 建立「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一) 
作業系統：可執行在微軟

視窗 XP 以上作業系統。 

本計畫依據合約規範建置查核工

具，可執行於微軟 XP 以上之作業

系統，惟目前微軟 XP 以上之作業

系統中包括 XP、VISTA 等作業系

統版本原廠已不再支援安全性更

新，如非與微軟有簽訂特殊維護合

約之單位持續使用這些作業系統將

有資訊安全的疑慮，因此本項工具

雖可執行於 XP 環境，但將不建議

使用者於 XP 環境下使用，避免衍

     100 100 0.5 0.50 1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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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生資訊安全問題。 

(二) 
可輸入欲稽（查）核機場

名稱。 

經 10 月工作檢討會決議，以環保署

98 年 6 月 4 日公告內容為準，機場

名稱如下： 
     100 100 0.5 0.50 107 年 12 月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二、陸軍航空六○一旅(桃園龍潭基

地)，請參閱報告 4.3.1 節。 

(三) 

可設定｢總計均能音量、

事件均能音量、背景均能

音量、總計日夜音量、事

件日夜音量、背景日夜音

量｣計算可接受誤差範

圍，合理性範圍為

0.5~1.0dB。 

已就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
一年噪音監測資料及噪音事件監測

資料之關係進行資料檢核及跨檔檢

核程式編寫，參閱報告 4.3.2 節。 

     100 100 1 1 107 年 11 月 

(四) 
可設定｢噪音事件數｣計

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已確認噪音事件數之跨檔案資料來

源，並統計各監測站歷史資料以作

為合理範圍之設定基礎，參閱報告

4.3.2 節。 

     100 100 1 1 10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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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五) 
可設定｢總持續時間｣計

算可接受誤差範圍。 

已確認總持續時間之跨檔案資料來

源，後續將統計各監測站歷史資料

以作為合理範圍之設定基礎，參閱

報告 4.3.2 節。 

     100 100 1 1 108 年 1 月 

(六) 

資料庫：可匯入欲稽核的

各航空基地航空噪音監

測資料（*.dbf 或 
*.csv），至微軟 Acess 或
MS SQL或 MY SQL等資

料庫。 

已確認兩座機場之監測資料格式均

為 DBF 格式，將作為後續程式撰寫

之匯入格式及資料庫編寫基礎，參

閱報告 4.3.2 節。 

     100 100 2 2 108 年 2 月 

(七) 
可刪除資料庫的歷史資

料。 

具備有刪除歷史資料的功能，但資

料之刪除屬於敏感操作，因此結合

系統管理功能，需具備權限之使用

者方可刪除歷史資料，而每項刪除

作業均將以記錄於系統資料庫中，

包含刪除人員、時間等以利日後資

料之查核作業，參閱報告 4.3.3 節。 

     100 100 1 1 108 年 2 月 

(八) 稽（查）核功能 

已就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
一年噪音監測資料及噪音事件監測

資料之連動關係進行資料檢核及跨

檔檢核程式編寫方式之釐清，作為

     100 100 3 3 10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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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程式撰寫基礎，參閱報告 4.3.4 節。 

四、 軟硬體需求 

1.          已完成採購作業，並於

107 年 9 月 7 日至環保局機房安裝

上架。      100 100 9 9 107 年 9 月 
2.          資訊設備綜合險已完成

投保。 

五、 噪音地圖繪製 

1.          已取得桃園機場航空噪

音防制區、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

區公告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公告，並

完成兩處航空噪音防制區地圖數

化。 
      100 100 7.5 7.5 107 年 12 月 

2.       數化內容依據今(107)年度

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公告內容與

地圖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公告內容，

共產置全市 48 張一般噪音管制區

地圖。 
六、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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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一) 

瞭解我國目前相關之各

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

環保法規、策略、目標與

現有作法：探討我國環保

署、民航局與機場針對航

空相關之噪音管理法

令、措施與管制方式。 

已蒐集關注最新民航相關法令及國

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之最新修正進

度。 
     100 100 3 3 107 年 10 月 

(二) 

研析我國各類噪音監測

及民航和環保主管機關

對於航空噪音之政策功

能與範疇界定。 

整理相關法令及監測結果並提出相

關成果。 
     100 100 3 3 107 年 12 月 

(三) 

分析近三年各類噪音監

測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航空噪音監測作業，包

括：營運狀況、航空噪音

監測站概況及分佈、航空

噪音監數據統計分析與

比較、飛航動態資料數據

統計分析與比較、跑道使

用次數統計分析、航線使

用次數統計分析與比

由環保局取得 104 年至 107 年第四

季監測報告書，兩座機場蒐集率均

符合法規規定，並確認各音量關係

式作為查核程式所需，並整理統計

相關變化情形。針對環境及交通噪

音監測結果進行研析，提出部分監

測結果之確認建議。 

     100 100 3 3 1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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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較、航空器起降架次次數

統計分析、航空噪音等噪

音線圖及年等噪音線之

變異情形、航空噪音量測

值與模擬值。 

(四) 

參考國內外相關單位之

發展與現況，初步研擬臺

灣桃園國際機場民航航

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

策與策略。 

已蒐集國外資料如國際機場協會

Managing the Impacts of Aviation 
Noise 報告，以及桃園機場目前補助

金及回饋金發放情況。 

     100 100 3 3 108 年 3 月 

七、 設備與系統維護 

1.          已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完

成伺服器主機 IP 設定。 

     100 100 0.5 0.5 108 年 5 月 
2.          已於 107 年 11 月 6~9 日

完成虛擬機及備援設定。 
3.         於 12 月起於每月 10 日工

作月報中提交上月份系統維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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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報告。 

八、 
委辦廠商依機關需求提

規劃書，須經機關審核通

過後據以執行。 

已於 107 年 8 月 10 日提交工作計畫

書並於 107 年 8 月 15 日獲主辦單位

准予備查。 
     100 100 1.5 1.5 107 年 8 月 

九、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

事項 

將配合主辦單位實際需求執行相關

事項，相關經費動支均需經主辦單

位核可。參閱報告 4.10 節。 
     100 100 9 9 108 年 5 月 

十、 

後台管理介面應有日誌

可供事後查詢，包括任何

管理者對後台所有操

作，都應要有歷史記錄。 

1.          已完成需求訪談作業及

功能開發，參閱報告 4.1.4 節。 
     100 100 1 1 107 年 12 月 2.          於 12 月起於每月 10 日工

作月報中提交上月份系統維護分析

報告。 
十一、 系統資安服務 

(一) 網站採用加密協定 已完成 GCA SSL 憑證申請及設定。       100 100 1.5 1.5 107 年 12 月 

(二) 

資訊設備(平版及手機等)
使用本計畫建置之網頁

及 APP 等，倘因該設備遺

失等狀況，應能確保公務

資訊及個資不外洩。 

本計畫網站及 APP 均奢既有權限管

控機制，如有設備遺失將可透過管

理後台修改密碼或關閉行動裝置登

入權限。 

     100 100 0.5 0.5 10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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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 
執行進度 進度百分比 工作 執行 

完成期程 
規劃中 執行中 已完成 預定 實際 權重 總進度 

(三)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 
系統功能上線後依據合約進行主機

弱點掃描，使用 Nessus 軟體。 
     100 100 1.5 1.5 108 年 4 月 

(四)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

與滲透測試服務 

系統功能上線後依據合約要求進行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與滲透測

試，使用 IBM AppScan 軟體。 
     100 100 2 2 108 年 4 月 

(五) 弱點案件管理服務 
依據合約規範採購 VMS 資安弱點/
通報管理系統提供弱點案件管理。 

     100 100 7.5 7.5 108 年 3 月 

(六) 源碼檢測服務 
系統功能上線後依據合約要求進行

源碼檢測，使用 HP Fortify Static 
Code Analyzer (簡稱 SCA)軟體。 

      100 100 1.5 1.5 108 年 4 月 

總計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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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4.1 桃園國際機場、龍潭 601 旅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

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建置 
 

為能提供環保局人員能更直覺並有效率地查詢航空噪音防制區及一般噪音管

制區範圍與管制標準，提升稽核管理之成效，因此需建置一地理資訊平台，以提

供資訊展示、查詢、管理等應用。 

針對環保局的地圖平台需求，本團隊採用TGOS MAP API建置地圖查詢平台，

TGOS MAP API 為內政部資訊中心建置之國家級圖台介面，整合包括通用版電子

地圖在內各級政府單位所產製之圖資，提供完整的圖層資源與開發文件，並可依

介接單位實際需求動態調整主機資源，提供順暢的地圖瀏覽體驗，本團隊將依據

合約需求以 TGOS MAP API 為基礎整合噪音管制區、等噪音線及桃園市相關電子

地圖等資源建置整合性的地圖查詢平台。 

 

4.1.1  圖台基本功能 

依據合約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圖台基本功能包含以下需求： 

1. 功能需達以下需求：地圖畫面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圖、顯示任意

範圍等功能。 

2. 需可以文查圖、圖查文方式於地圖內各圖層內容進行查詢、定位。 

3. 可顯示圖例以及提供圖層設定開關。 

4. 可顯示電子地圖、等噪音線及建築物等實際地理位置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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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印功能： 

提供列印功能，可將噪音圖資與電子地圖列印於同一圖紙上。列印

出圖結果需符合現行的標準格式圖框，將版次修改功能列入標準格式圖

框中。 

6. 圖台可任意切換本案建置之噪音地圖。 

7. 提供指定線段進行距離長度量測。 

8. 提供測量特定區域範圍之面積計算。 

9. 提供空間快速定位功能至少需有以下： 

座標定位、重要地標定位、地址定位等功能。 

現已完成圖台功能，如下圖： 

 

圖 4.1-1 桃園市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噪音查詢系統圖台功能介面 

 

針對圖台基本功能各項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 功能需達以下需求：地圖畫面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圖、顯示任

意範圍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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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放大(zoom in) 

直接應用圖台介面中的放大鍵 或滑鼠滾輪向上的操

作來達成地圖放大(zoom in)的功能。 

(二) 縮小(zoom out) 

與放大相同，圖台介面中的縮小鍵 或滑鼠滾輪向下的

操作來達成地圖縮小(zoom out)的功能。 

(三) 平移(pan) 

平移可透過圖台中的平移鍵進行操作，或以滑鼠左鍵在地

圖上任何一處點擊後按住不放，即可對地圖進行平移。 

(四) 顯示全圖(Full Extent) 

圖台操作介面具有顯示全圖(Full Extent)鍵 ，按下後可

將地圖設定至預設的全圖範圍，在本案中，全範圍設定為桃園

市全區。 

(五) 顯示任意範圍 

除了放大、縮小、平移、顯示全圖等操作外，當使用者想

要針對地圖上某一處進行瀏覽時就會需要顯示任意範圍功能，

使用者可透過組合滑鼠左鍵及滾輪功能對欲查閱的區域進行顯

示任意範圍操作。 

 

二、 需可以文查圖、圖查文方式於地圖內各圖層內容進行查詢、定位。 

本系統圖層資料依資料格式不同匯入本系統資料庫中，建立具備

文查圖、圖查文的查詢定位功能。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及 108 年 1

月 29 日需求訪談及需求確認會議紀錄，圖資查詢時需有土地使用分區

及更新時間資訊。圖 4.1-2 為噪音地圖查詢功能示意圖，系統可透過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4-4 

定位功能，於桃園市地圖選定一地點查詢其位置資訊，顯示其所屬之

噪音管制區；並依據噪音源類型，以下拉式選單顯示其管制標準分類；

資料視窗亦顯示噪音管制區劃定依據，包含劃定依據(土地使用分區)、

噪音地圖圖資更新時間、劃定來源依據圖資、公告文號、公告日期。 

圖 4.1-3 為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系統可透過開啟噪音監測站圖

層，點擊地圖上的噪音監測站圖示並顯示該測站詳細資訊，提供圖文

互查之功能。 

依據第 2 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回覆表，系統應納入氣象

條件資訊功能。圖 4.1-4 為氣象資訊功能示意圖。本系統於定位查詢

時，將顯示查詢位置之噪音管制區資訊，並介接中央氣象局 opendata

資料，顯示該位置之及時氣象資訊如天氣狀況(晴、陰、雨)、降雨機

率、溫度、風向、風速等資訊。 

 

圖 4.1-2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定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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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噪音監測站 

 
圖 4.1-4 圖文查詢功能示意圖-氣象資訊 

三、 可顯示圖例以及提供圖層設定開關。 

本系統地圖平台具備圖層套疊功能，目前已納入一般噪音管制區、

航空噪音防制區、噪音監測站、噪音陳情案件、噪音音源查詢、航道

下敏感點、等噪音線等噪音管制相關圖層，每項圖層均具備獨立開關

與圖例顯示功能，如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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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地理資訊平台圖層套疊功能示意畫面 

 

四、 可顯示電子地圖、等噪音線及建築物等實際地理位置之功能。 

本系統圖台具備底圖切換功能，可提供使用者自行切換電子地圖

與航照影像，若使用者對於電子地圖之資訊有疑慮想做進一步確認，

可透過底圖切換確認現場之航照影像內容，等噪音線資料以圖層方式

建置於圖台系統中，使用者可透過圖層套疊功能將等噪音線套疊於電

子地圖或航照影像上，確認等噪音線涵蓋範圍內之地物地貌內容，建

物資料部分可透過電子地圖資訊或航照影像資訊加以確認。航照影像

透過 TGOS 平台介接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正射影像圖，該中心規劃每

兩年分區更新航照影像，各區更新時間不同，圖層上均以浮水印顯示

該影像來源及拍攝時間(如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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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地理資訊平台航照影像來源及更新時間浮水印標示 

 

五、 列印功能：提供列印功能，可將噪音圖資與電子地圖列印於同一圖紙

上。列印出圖結果需符合現行的標準格式圖框，將版次修改功能列入

標準格式圖框中。 

本系統建置標準地圖輸出功能，地圖設計參考現行 1/5000 像片基

本圖或 1/25000 地形圖等標準地圖格式，具備圖名、圖例、比例尺、

製圖日期、投影及版次等資訊，圖面內容系統直接擷取電子地圖套疊

噪音圖資(如桃園機場噪音防制區)之成果(如圖 4.1-7)，底圖部分可選

用圖台系統中各底圖，提供 TGOS 地圖、通用版電子地圖與通用版電

子地圖航照影像、福衛影像等，若系統上線後使用者有其他底圖需求

可再評估擴充，圖例部分依據電子地圖畫面產生，噪音圖層可依使用

者需求自行切換調整，輸出成果可直接列印或轉換成電子檔(視使用者

電腦支援之轉換方式而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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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標準噪音地圖列印輸出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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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台可任意切換本案建置之噪音地圖。 

本系統圖台具備圖層套疊功能，圖層套疊功能提供使用者自行勾

選切換系統中的圖層(如圖 4.1-8)，本案所建置之噪音地圖(包括航空

噪音防制區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圖)將以圖層方式納入圖層套疊功能中，

使用者將可任意切換圖層內容。 

 

圖 4.1-8 地理資訊平台套疊航空噪音防制區圖層示意圖 

 

七、 提供指定線段進行距離長度量測。 

本系統距離測量之功能運作方式如圖 4.1-9，使用者在地圖介面上

於欲測量的兩點間畫上線段，系統即可幫使用者算出該線段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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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地理資訊平台距離測量功能示意畫面 

 

八、 面積計算功能 

本系統面積測量之功能運作方式如圖 4.1-10，使用者在地圖介面

上於框選測量範圍，系統即可幫使用者算出該範圍之面積。 

 

圖 4.1-10 地理資訊平台面積測量功能示意畫面 

九、 提供空間快速定位功能：地址定位、座標定位、行政區定位、重要地

標定位、地籍定位、點擊查詢定位、GPS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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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址定位 

使用者在定位功能視窗中於地址欄位直接輸入欲查詢的地

址，按下定位後即可定位至該地址的位置。 

(二) 座標定位 

使用者可在定位功能視窗中自行輸入經緯度座標或TWD97

座標進行定位，按下定位鍵後地圖會定位至該座標。 

(三) 行政區定位 

使用者可在定位功能視窗中以下拉選單方式，選擇行政區

村里進行定位，按下定位後即可定位至該村里之位置與範圍。 

(四) 重要地標定位 

使用者可在定位功能視窗中以下拉選單方式，選擇系統已

建置入資料庫中的地標資料進行定位，按下定位後即可定位至

該地標位置。 

(五) 地籍定位 

依照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內容(參見附件四)，系統提

供地籍定位功能，使用者可在定位功能視窗中以下拉選單方式，

選擇行政區地段地號進行定位，按下定位後即可定位至該地籍

之位置與範圍。 

(六) 點擊查詢定位 

於功能介面開啟此功能，使用者可於地圖圖面任意點擊欲

查詢之位置，查詢該點擊位置所屬之一般噪音管制區管制資

訊。 

(七) GPS 定位 

使用者點擊 圖示開啟功能，允許「noisegis.tydep.gov.tw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4-12 

要求使用裝置的位置資訊」存取權限，系統將定位至裝置所在

GPS 定位位置。 

 

圖 4.1-11 座標定位查詢功能示意圖 

4.1.2  等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 

依據投標須知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等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包含以下需

求： 

1. 提供各級等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以綜合條件查詢方式，查詢結果需可

圖文互動查照，並以不同顏色呈現不同噪音級距之等噪音線圖展示。 

2. 噪音圖資查詢結果可依據權限進行下載匯出成 Shapefiles、CSV 檔案。 

3. 提供使用者可透過地址、行政區及等噪音線等級等複合查詢條件後，統

計等噪音線及影響戶數等統計資訊。 

4. 上述統計資訊展示之結果與地理圖資需連動對應。 

5. 使用者亦可於地圖上自行選取空間範圍進行空間查詢取得等噪音線與

地址及戶數之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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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 5 項內容，功能分別說明如下： 

一、 提供各級等噪音線圖資查詢功能，以綜合條件查詢方式，查詢結果需

可圖文互動查照，並以不同顏色呈現不同噪音級距之等噪音圖展示。 

本計畫蒐集桃園市內各航空噪音防制區資料數化為航空噪音防制

區圖層，另將依據各航空站提報之等噪音線資料，數化為等噪音線圖

層，匯入系統資料庫中，在圖台上提供圖層套疊功能(示意圖如圖 

4.1-12)。 

 

圖 4.1-12 桃園機場等噪音線及航空噪音防制區地圖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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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噪音圖資查詢結果可依據權限進行下載匯出成 Shapefiles、CSV 檔案。 

承一，查詢出之噪音圖資，提供下載功能，下載功能分為屬性資

料下載及圖資下載，依據不同使用者之權限，提供不同下載功能，具

備權限之使用者方可下載噪音圖資。等噪音線屬性資料內容包含噪音

分貝數，及該等噪音線範圍內涵括面積等資訊並以 csv 檔格式提供下

載。而等噪音線地圖圖資將以 Shapefiles 檔案格式提供，方便使用者

圖資加值應用。 

 

圖 4.1-13 下載噪音圖資功能示意圖 

 

三、 提供使用者可透過地址、行政區及等噪音線等級等複合查詢條件後，

統計等噪音線及影響戶數等統計資訊。 

本系統具備地址定位查詢功能及噪音圖層套疊查詢功能，亦建置

有行政區定位查詢功能，為提供政策擬定之參考，本系統結合內政部

最小統計區人口統計資料提供查詢匯算分析功能，透過複合條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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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行政區、等噪音線範圍等，查詢出指定區域後計算該區域內之

戶數、人口數，提供統計資訊供使用者參考，並註記人口統計資料最

新更新日期。 

 

圖 4.1-14 以複合條件查詢人口統計資料示意圖 

四、 上述統計資訊展示之結果與地理圖資需連動對應。 

承三、各項匯算資料均基於系統建置之噪音或其他圖層資料庫，

可直接對應圖資內容，相關查詢結果可與地圖平台內容連動對應，提

供圖文互查之效果。 

五、 使用者亦可於地圖上自行選取空間範圍進行空間查詢取得等噪音線與

地址及戶數之統計資訊。 

除屬性查詢後分析影響戶數外，本系統亦建置於電子地圖上繪製

範圍查詢噪音圖資與戶口統計資料功能，使用者可使用圖台提供之繪

圖工具，在地圖上框選任意範圍，系統即會依據使用者指定要查詢的

圖層計算範圍內之等噪音線及戶數等資訊，戶政資料部分採用內政部

最小統計區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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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5 於地圖上查詢範圍內人口數資訊功能示意圖 

4.1.3  行動版網頁 

依據投標須知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行動版網頁功能包含以下需求： 

1. 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2. 提供調閱「噪音音源」資訊，至少需包內含等噪音線、地址定位與相關

照片資料建立等功能。 

3. 提供現勘資料加註功能，以利在現勘時註記資料。 

針對以上 3 項內容，本團隊執行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 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RWD) 

本系統網站地圖平台採用響應式網站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RWD)，所謂響應式網站設計表示網站將會依瀏覽的裝置自動調整版

面配置，以提供最適合該裝置的瀏覽介面，方便使用者在不同的設備

上瀏覽網站內容及使用各項功能，這種設計在行動裝置(手機、平板)

普及的今天是相當重要的功能。 

在響應式網頁設計的行動版網頁中將具有與網站版網頁相同的地

圖介面，並可依行動裝置特性加入 GPS 定位功能，但因行動裝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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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行動裝置以手機為例)畫面範圍有限，因此網站功能將作隱藏，畫面

以地圖呈現界面為主，需要操作地圖功能時再行展開(如圖 4.1-16)。 

 
圖 4.1-16 地圖查詢平台 RWD 網頁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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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調閱「噪音音源」資訊，至少需包內含等噪音線、地址定位與相

關照片資料建立等功能。 

本系統行動版網頁為電腦版網頁採 RWD 設計後依據行動裝置畫

面大小自行調整呈現，在程式面具備與電腦版網站完全相同的功能內

容，惟因行動裝置畫面大小限制，部分功能不易在行動裝置上操作使

用，因此會有一些限制，在網站端建置完成之圖層如噪音音源、等噪

音線、噪音管制區圖層…等，屬於基本圖層套疊之部分可完整納入行

動版網站中，而地址與座標定位查詢等功能亦包含於行動版網頁中。 

 

三、 提供現勘資料加註功能，以利在現勘時註記資料。 

本系統之稽查輔助功能於行動版網站亦能使用，使用者可透過行

動版網站之管理端使用噪音稽查功能，進行案件查詢、新增、測值登

載與案件紀錄，相關資料透過網頁紀錄至系統資料庫，但資料登載功

能於 APP 中操作較為穩定，且 APP 方可進行離線操作，因此雖然行

動版網頁可進行稽查/現勘紀錄的登載註記，但本團隊仍建議使用 APP

中的對應功能(參照 4.4.2 節)。 

4.1.4 系統維護管理功能 

本系統在權限管理的架構中最主要可以區分為三個部份，使用者、群組與功

能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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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7 權限管理架構圖 

 

使用者為經身份驗證通過具有使用權限之人員，每個使用者可以擁有各自的

帳號。群組即同性質的群體集合，一個使用者可以同時隸屬多個群組。功能權限

即系統的操作功能，一個群組可以同時擁有多個功能權限。舉例來說，我們可以

把使用者 1、使用者 2，都歸屬於群組 A 下，而當我們設定群組 A 擁有功能權限 b

和功能權限 c 的話，這樣使用者 1 和使用者 2 同時都會有功能權限 b 和 c 的權限，

若是我們想要使用者 2, 3, 4 擁有功能權限 a 和 b 的話，如圖 4.1-17 所示，我們可

以把他們都劃為群組 B 的一員。另外我們也可以給特定的使用者(如使用者 1)，直

接擁有功能權限 d 的權限。 

除上述架構外，不同使用者可處理或檢視之資料範圍亦不同，如總管理者可

看到所有單位資料，而單位人員僅能看到本單位資料，故在架構中，於指定群組

可使用之功能時，同時可設定於此功能中可處理之資料範圍，增強系統彈性。 

另外，也可透過使用者權限設定的管理介面進行不同功能勾選與權限開放，

進行批次管理與群組設定，並將修改或變更之紀錄設計安全控制模組，詳實紀錄

權限設定與管理存取動作；依照不同使用者（群組）權限規劃合適之使用者介面，

 

群組 A 

群組 B 
 

使用者 1 使用者 2 使用者 3 使用者 4 

功能權限 a 

功能權限 b 

功能權限 c 

功能權限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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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系統整合後對使用者造成過多的不便。 

 

一、 安全控制模組 

本功能模組將針對特定組有權限管理的使用者帳號登入系統後，

於權限管理與設定中，所進行資料的更新與變更加以詳實紀錄並存取

該動作，如圖 4.1-18 所示。 

 

圖 4.1-18 存取動作紀錄 

 

二、 系統功能管理 

在系統功能管理上，除定義功能項目外，還可針對更細微的作業

或畫面訂定管理，並分為基本權限（新增、修改、查詢、刪除）及依

功能需求各別規劃之其他權限，並可設定此功能所處理之資料範圍。 

三、 群組功能管理 

於建立系統功能後，接下來依使用者之職務建立群組，並設定群

組所使用之功能及權限（如圖 4.1-19），可依據系統功能管理所設定

之基本權限、其他權限及管轄範圍提供選擇設定，另可以批次管理方

式，一次性的進行整批次修正與變更其內容，有效減少權限設定上的

作業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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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9 群組功能設定 

  

四、 使用者帳號管理 

本系統提供權限控管功能，可透過使用者權限設定的管理介面進

行不同功能勾選與權限開放，並逐一與主辦單位進行討論比對，以減

少系統整合後對使用者造成過多的不便。相關使用者族群至少包含系

統管理者、稽查人員及委辦單位等，另外，也將於系統設計時提出權

限控管機制與設計，權限開設完成後將個別發布系統異動通知與注意

事項。系統權限設定畫面請參考圖 4.1-20。待群組設定完成後，即可

進行使用者帳號設定，除使用者基本資料外，尚需依使用者所負責之

職務或單位，選擇具有權限之群組，做為系統中各功能之權限檢查之

依據。相關使用者基本資料亦可由具備權限的使用者進行編修，維護

基本資料的正確性。 

 
圖 4.1-20 帳號管理功能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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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統維護記錄管理 

本系統維護管理功能除帳號權限管控外，亦具備系統使用紀錄功

能，可針對系統之使用紀錄、流量等資訊加以記錄監控，使用者的所

有行為包括任何管理者對後台所有操作均將於系統後台紀錄並提供管

理介面，方便系統管理者及具權限的使用者可查詢相關日誌紀錄，待

系統上線後，工作團隊於每月 10 日提交工作報告時將依據後台紀錄整

理相關系統維護統計資訊，提交主辦單位檢閱。 

 

圖 4.1-21 系統維護統計資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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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背景音量計算工具建置 

 

依據投標須知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建置各類噪音管制標準稽查計算工具，

本項工具旨在提供環保局噪音稽查人員於稽查現場查詢噪音管制區類別與標準，

並提供現場監測值輸入及背景音量判定修正等功能。本工具建置於網站伺服器中，

使用者可於網站介面操作測試，並可透過 API 方式提供 APP 端及稽查科稽查電子

化系統查詢應用，稽查人員於現場可透過 APP 或稽查電子化系統查詢噪音管制區

類別與管制標準，並於測量後現場輸入噪音測值與背景音量，APP 即可提供背景

音量相關修正與是否符合標準之判定結果。 

 

4.2.1  各類噪音管制標準查詢 

噪音管制標準係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主要內容在於規範各

類場所包括工廠（場）、娛樂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其他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場所及設施等場所或工程所發出之噪音。現行噪音管制標準於民國 102 年 8

月 5 日修正公布。 

由於人在不同時間及不同環境下對於噪音的忍受度不同，所以噪音管制標準

值會依所測量對象、所處時段及所在管制區類別而不同。管制時段分日、晚、夜

三時段。而噪音管制區分為四類，由轄境縣（市）環保局依土地使用現況、行政

區域、地形地物、人口分布劃分，並每兩年須重新檢討一次。另在航空噪音防制

區方面，係分成三級，主要係參考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地形地物及土地使用情形

等予以劃分。 

在環保局人員執行噪音稽查作業時，稽查人員需要清楚知道噪音音源所在的

位置、所處時段及對象別，才能得知對應的管制標準，再據以判定測量結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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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管制標準。本項功能提供使用者可在網站系統上及 APP 中透過輸入地址的方

式查詢所在噪音管制區分類及管制標準，地址查詢部分本計畫採用 TGOS 門牌地

址定位服務圖 4.2-1，該服務為內政部整合全國門牌資料建置的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只要是該服務能查到的門牌地址，均可對應一個實際的門牌位置座標，該座標均

為各地方政府戶政單位實際查訪維護，精確度較一般常用的 google maps 地址定位

要高，且更具有可信度。 

 

圖 4.2-1 TGOS 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另本計畫亦提供座標查詢噪音管制區功能，使用者除透過輸入地址外也可輸

入座標進行查詢，本項功能在 APP 中可結合行動裝置 GPS 功能，由行動裝置 GPS

取得之現場座標，回傳至系統後台與噪音管制區圖層進行套疊比對，再根據比對

結果查詢對應管制區的管制標準，於操作介面上提供給使用者參考(APP 應用參閱

4.4.1 節)。 

針對功能需求已分別於 107 年 8 月 21 日及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中分別確認稽

查科及業務科需求。依稽查科需求訪談結果，簡化輸入內容，不將校正、儀器序

號等項目列為必填，另針對稽查科稽查電子化系統提供噪音管制區查詢程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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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供該系統介接使用(功能詳如 4.4.4 節)。選單項目則納入桃園市依噪音管制

法第九條公告事項內容，該公告內容如下： 

(一)各類噪音管制區內，非屬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及營建工程範圍內，

所使用之下列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 8 條第 1 項規定： 

  (1)空調(通風)系統  (2)冷氣機  (3)冷卻水塔  (4)馬達(含抽水泵浦)  (5)抽(排)

風機  (6)冷凍(冷藏)櫃  (7)發電機(含固定及移動式)  (8)變壓器 

(二)各類噪音管制區內，非屬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或營建工程範圍內，

以手持工具、手持機械或逕以機械等方式，從事敲擊、鑽孔、鋸切、釘合、打磨

或其它施工等工程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 8 條規定第 2 項規定。 

    配合環保局需求，本工具查詢標準功能除了噪音管制標準外，也納入其它噪

音管制相關之各類標準，可讓使用者在查詢各式標準時更迅速便捷，不須再透過

瀏覽環保署或環保局之法規網頁查詢。本計畫整理目前噪音管制法規所包含之各

類標準，列舉如下，納入系統查詢選單供使用者查詢，功能設計為使用者點選所

欲查詢之標準後，系統即顯示出該表格供瀏覽，APP 版為選擇噪音管制標準條件(時

段/發聲源)後顯示對應的噪音管制分貝數： 

一、噪音管制標準(現行版本：102.8.5)： 

管制標準整合於稽查工具計算功能，標準值參考噪音管制標準(如附件五)

第四條至第八條。 

二、環境音量標準(現行版本：99.1.21)： 

第四條 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時  段 
  管制區 

均能音量(Leq)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路 71 69 63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74 70 67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內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路 74 73 69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內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75 7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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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地區音量標準(現行版本：98.9.4)： 

本音量標準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六條規定： 

                 時段            
管制區             音量 

均能音量(Leq)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55 50 45 
第二類 60 55 50 
第三類 65 60 55 
第四類 75 70 65 

 

四、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現行版本：107.1.22) 

列出各期別使用中車輛原地噪音管制標準供查詢。從民國 80 年第一期標

準以來，最新一期為第六期，於 107 年 1 月修正發布，其中與環保局較相關

者是使用中原地噪音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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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現行版本：98.7.20) 

違反噪音管制法之案件，應依該基準附表一所列規定裁處，其中違反噪

音管制標準者，依超出管制標準之嚴重程度訂有級距，如該基準附表二，如

下所示；違反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者，則如該基準附表三所示，此兩表將

納入本工具以方便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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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之附表二 

項次 類別 
超出值(單位：分貝)及其裁處金額(新臺幣) 

超出值≦3
分貝 

3 分貝＜超出

值≦5 分貝 
5 分貝＜超出

值≦10 分貝 
10 分貝＜超出

值≦15 分貝 
超出值＞

15 分貝 

1 工廠(場)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四千元 四萬二千元 六萬元 

2 娛樂或營業場所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3 營建工程 一萬八千元 三萬六千元 七萬二千元 十二萬六千元 十八萬元 

4 擴音設施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5 
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 
三千元 六千元 一萬二千元 二萬一千元 三萬元 

 

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之附表三 

違反法條 裁罰依據 違反行為 
超出值(單位：分貝)及其裁處金額(新臺幣) 

超出值≦5
分貝 

5 分貝＜超出值

≦10 分貝 
超出值＞10

分貝 
第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二十六

條 
機動車輛噪音量測值超過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 
一千八百元 二千七百元 三千六百元 

 

六、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標準： 

分級標準出自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現行版本：98.6.8) 

 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

降航空站 
直昇機起降航空站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

制區 
60 分貝以上未達 65 分貝

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52 分貝以上未達 57 分貝二等噪音

線間之區域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

制區 
65 分貝以上未達 75 分貝

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57 分貝以上未達 67 分貝二等噪音

線間之區域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

制區 
75 分貝以上等噪音線內之

區域 
67 分貝以上等噪音線內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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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另航空器雖訂有噪音管制標準，但依法為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檢具符合航

空噪音管制標準之證明文件，向民航局申請登記或許可，經審查合格後取得

登記證書(我國籍航空器所有人)或航線證書(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故

稽查人員並不會應用到該管制標準，建議不須納入本工具供查詢。 

 

4.2.2  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依噪音管制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測量場所之背景音量，至少與欲

測量音源之音量相差十分貝以上，如相差之數值未達十分貝，則必須以公式計算

或以附表修正之。以下公式及附表適用於全頻噪音及低頻噪音之修正： 

L = 10 log�100.1L1 − 100.1L2� 

其中， 

L：指欲測量音源之測量值。 

L1：指整體音量之測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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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指欲測量音源之測量值。 

L1：指整體音量之測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L：指欲測量音源測量值受背景噪音影響之修正值。 

最終結果：L = L1-△L 

本功能可藉由使用者輸入測定音源音量後，即自動判定是否須計算背景音量，

若判定為「是」則依上述計算公式計算，並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一位。若「否」則

於畫面中顯示與背景相差 10 分貝以上，不須背景修正之提示。 

以下為背景音量是否需修正之三種樣態： 

(一)當整體音量減背景音量之值小於 3.0，系統應顯示「因整體音量大於背景

音量不足 3 分貝，建議停止測量，另尋其他適合地點或排除、減低其他噪

音源之音量，再重新測量之。」 

(二)當整體音量減背景音量之值位於 3.0 至 10.0，系統應顯示「因整體音量減

背景音量值為[輸入值相減結果]分貝，依噪音管制標準第三條修正後之欲

測量音源音量如下：[依公式計算]。 

(三)當整體音量減背景音量之值大於 10.0 分貝，應顯示「整體音量大於背景

音量 10 分貝以上，不須修正。」 

 

4.2.3  測定結果判定說明 

經背景音量修正後，即可修正後之結果與所測量對象之噪音管制標準自動比

較，系統可由測量時間、測量地點所在管制區別自動判斷應供比對之全頻或低頻

噪音管制標準。而若測量對象為營建工程，應均能音量/最大音量兩者均紀錄才符

合噪音管制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第二目之規定。管制標準中有關全頻/低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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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情形說明如下： 

(一)工廠(場) 

(二)娛樂場所、營業場所 

(三)營建工程 

(四)擴音設施 

(五)其它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或設施 

1.場所及風力發電機組以外之設施 

2.風力發電機組 

上述(一)(二)(三)(五)之 1 及(五)之 2 均包含全頻及低頻管制值，而(四)僅有全

頻管制值；另(五)之 2 之全頻管制為增量管制而非標準值管制。其規定為當整體音

量日間或晚間超過 50 分貝或夜間超過 40 分貝時，採噪音增量管制，風力發電機

組運轉時其噪音增量不得超過背景音量 5 分貝。 

舉例若背景修正後之測值顯示為 60 分貝，而使用者選取測量對象為營業場所，

當時測量時間為下午 3 點 50 分，計算工具依定位點比對管制區屬第二類時，則會

將背景修正後之值(即 60 分貝)與第二類日間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 57 分貝相比較，

因修正後值超過 57 分貝，故判定為超過標準，並顯示供使用者確認。顯示資訊包

含：管制區類別、測量時段、管制類別、整體音量、背景音量、是否須背景修正、

經背景修正之結果值、是否超過管制標準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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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查核工具建置 

 

本項作業旨在建立一自動查核工具，提供使用者可匯入桃園機場及龍潭基地

所轄航空噪音監測站每季定期申報之監測記錄電子檔案，進行自動查核作業。以

往的監測報告主要係以人工方式查核，對於主辦單位的負擔相當大，本計畫結合

資訊系統功能，建置自動化查核工具，減輕主辦單位人工查核之負擔。 

依據實際資料內容，本工具提供使用者匯入的檔案格式為 dbf 格式，工具提供

使用者自行輸入參數，包括｢總計均能音量、事件均能音量、背景均能音量、總計

日夜音量、事件日夜音量、背景日夜音量｣、｢噪音事件數｣、｢總持續時間｣等項目，

並計算可接受誤差值，自動根據輸入參數及查核規則進行數據查核作業，並提供

稽核結果供作業人員參考。 

 

4.3.1  執行環境與查詢功能 

本項工作所建立之查核工具依據投標須知委託服務說明書，需可執行在微軟

視窗 XP 以上作業系統，本計畫依據合約規範建置查核工具，可執行於微軟 XP 以

上之作業系統，惟目前微軟 XP 以上之作業系統中包括 XP、VISTA 等作業系統版

本原廠已不再支援安全性更新，如非與微軟有簽訂特殊維護合約之單位持續使用

這些作業系統將有資訊安全的疑慮，因此本項工具雖可執行於 XP 環境，但將不建

議使用者於 XP 環境下使用，避免衍生資訊安全問題。 

本項工具提供桃園機場及龍潭基地兩機場之監測報告稽（查）核功能，因此

在介面上提供兩機場查詢功能，方便使用者指定欲查核的對象，由於桃園市轄境

內共兩座機場，因此本計畫本工具以下拉式選單的方式提供選定查核機場，避免

不同操作人員輸入錯字或以簡稱方式輸入造成紀錄上出現差異，影響後續查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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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調閱與應用。本計畫由環保局取得桃園機場及龍潭基地噪音監測報告書及電

子檔，期間為 104 年第一季至 107 年第四季。經 10 月工作檢討會決議，查核工具

內建機場名稱以環保署 98 年 6 月 4 日環署空字第 0980046860 號公告內容為準，

故依該公告之機場名稱如下：  

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二、陸軍航空六○一旅(桃園龍潭基地) 

查核工具以下拉選單的方式提供查核機場選定，避免不同操作人員輸入錯字

或以簡稱方式輸入造成紀錄上出現差異，影響後續查核資料的調閱與應用(如圖 

4.3-1)。 

 
圖 4.3-1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機場名稱選擇功能示意圖 

 

4.3.2  參數設定及計算功能 

桃園機場及龍潭基地均屬環保署依噪音管制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於民國

98 年 6 月 1 日環署空字第 0980046860 號所公告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機場

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該兩機場應依民國 98 年 6 月 8 日修正發布之機

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七條，每季提報自動監測設備之監測內容及監測

紀錄，其應申報資料如該辦法附錄二所示，內容如下： 

一、 自動監測設備監測內容應包含下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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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實際飛航動態資料，包括航空器型式、起降時間及使用航線。(涉

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二) 每季及全年等噪音線圖： 

1. 包括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航空噪音

日夜音量六十分貝、六十五分貝及七十五分貝之等噪音線與

行政區界（鄉、鎮、村、里）標示之地形圖。 

2. 包括具有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五

十二分貝、五十七分貝及六十七分貝之等噪音線與行政區界

（鄉、鎮、村、里）標示之地形圖。 

(三) 實際監測紀錄： 

1. 每秒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Secondly Report) 

2. 每小時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Hourly Report) 

3. 每日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Daily Report) 

4. 每月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Monthly Report) 

5. 每季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Seasonly Report) 

6. 一年平均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Yearly Report) 

7.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Extended Noise Event Report) 

8.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Run-up Noise Report) 

9.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Extended Weather Hourly Report) 

10. 飛航作業資料(Flight Operational Data)  

(四) 整合噪音模式( Integrated Noise Model, INM) 輸入檔：包括該機

場專案( Study )及該季方案( Case )。 

(五) 蒐集率須達 98%。 

蒐集率= (A×B×86400)−(A×B×C)−𝐷𝐷−𝐸𝐸
(A×B×86400)−(A×B×C)−𝐷𝐷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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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各參數說明如下： 

A：監測站總數量 

B：當季天數(單位：日) 

C：每站每天自動校正時間(單位：秒) 

D：因執行噪音與風速計之外部校正、送檢定作業，或因天然

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非可歸責於機場營運或管理機關，經

機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者而監測站未執行

監測之總時間(單位：秒) 

E：當季該機場監測站故障時間之總計(單位：秒) 

 

二、 由於前述辦法對於細項內容並未詳細規定，故經 108 年 4 月 26 日需求會議討

論結果，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格式應包含下列內容，以供查核程式讀取。 

(一) 飛航動態： 

依照 START_TIME 排序 
飛航作業資料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ACFT_ID 文數字 8 - 
OPERATION 文數字 3 - 

RUNWAY 文數字 8 - 
FLIGHT_ROUTE 文數字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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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依照 NMT_NUMBER 排序 
每秒噪音監測資料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AIRPORT_ID 文數字 80 -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NMT_NAME 文數字 80 -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END_DATE yyyy/mm/dd 10 - 

END_TIME 00:00:59 10 - 

SL0~SL121 純數字 5 1 

 

依照 NMT_NUMBER 排序 
每小時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NMT_NAME 文數字 80 -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ACTIVITY 純數字 8 - 
TOTAL_EVEN 純數字 8 1 

TOTAL_Leq 純數字 5 1 

EVENT_Leq 純數字 5 1 
BACK_Leq 純數字 5 1 

TOTAL_Ldn 純數字 5 1 
EVENT_Ldn 純數字 5 1 
BACK_Ldn 純數字 5 1 

L5 純數字 5 1 
L10 純數字 5 1 
L50 純數字 5 1 
L90 純數字 5 1 
L95 純數字 5 1 
L99 純數字 5 1 

NUM_OF_EVENT 純數字 5 - 
DURATION 純數字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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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依照 NMT_NUMBER 排序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NMT_NAME 文數字 80 -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DURATION_TIME 純數字 4 - 
SETL 純數字 5 1 

MIN_DUR_TIME 純數字 5 - 

EVENT_Leq 純數字 5 1 

EVENT_SEL 純數字 5 1 
EVENT_MAX_LEVEL 純數字 5 1 
EVENT_MAX_TIME 00:00:00 10 - 

SL0~SL121 純數字 5 1 

 

(四)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依照 NMT_NUMBER 排序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NMT_NAME 文數字 80 -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DURATION 純數字 8 - 
RUNUP_LAmax 純數字 8 1 

RUNUP_Leq 純數字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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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格式： 

依照 NMT_NUMBER 排序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 

欄位名稱 形式 欄位寬度 小數點以下位數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NMT_NAME 文數字 80 - 
START_DATE yyyy/mm/dd 10 - 
START_TIME 00:00:00 10 - 

END_TIME 00:00:59 10 - 
MEEN_WINDSPEED 純數字 5 1 

MAX_WINDSPEED 純數字 5 1 

經蒐集該兩機場所提報的 104 年至 107 年監測季報資料，確認兩座機場所提

報之噪音監測紀錄檔案格式，絕大多數為 DBF 格式，兩座機場檔案格式結果如表 

4.3-1。故本項工作依該上述欄位格式內容及參數設定，完成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

錄查核工具，藉由軟體工具標準化作業判讀資料，輔助人工判讀時可能出現的遺

漏、誤判及完整性不足等狀況，以節省時間及人力，提昇判讀人員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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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各季噪音監測紀錄檔案格式查核結果 
 陸軍龍潭直升機基地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檔案格式 
每秒噪

音監測

資料 

每小時

噪音監

測資料 

每日噪

音監測

資料 

每月噪

音監測

資料 

每季噪

音監測

資料 

一年噪

音監測

資料 

噪音事

件監測

資料 

試車事

件監測

資料 

每小時

氣象噪

音監測

資料 

每日飛

監測資

料 

每秒噪

音監測

資料 

每小時

噪音監

測資料 

每日噪

音監測

資料 

每月噪

音監測

資料 

每季噪

音監測

資料 

一年噪

音監測

資料 

噪音事

件監測

資料 

試車噪

音監測

資料 

每小時

氣象噪

音監測

資料 

飛航動

態資料 

104 年 
第一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4 年 
第二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4 年 
第三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4 年 
第四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5 年 
第一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5 年 
第二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5 年 
第三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5 年 
第四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6 年 
第一季 CSV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6 年 
第二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6 年 
第三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6 年 
第四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缺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7 年 
第一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7 年 
第二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空白 DBF DBF 

107 年 
第三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107 年 
第四季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DBF 

 

執行期間已就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及噪音事件

監測資料格式之關係進行資料檢核方式確認。各項功能主要以考量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理性三個目標，內容如下： 

一、 匯入機場申報之資料：將機場提供之電子檔匯入本系統。匯入時確認是否包

含前述各項應申報資料，確認其完整性。 

二、 檢查資料：匯入後程式可確認資料格式及欄位是否有所缺漏，並顯示所缺漏

之項目。 



第 4 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4-41 

三、 查詢及瀏覽：將匯入系統之資料顯示於畫面，並可依使用者需求選擇想瀏覽

之季別及年別。 

四、 合理性查核：篩選零值或過高值等不合理數值，以及設定各式「均能音量」、

「日夜音量」、「噪音事件數」及「總持續時間」並計算合理性的可接受誤差

範圍。 

五、 報表輸出：輸出查核結果報告。 

本項工作依該上述欄位格式內容及參數設定，協助環保局完成自動監測設備

監測紀錄查核工具，同時細項工作如檢視電子檔案確認需查核之內容等工作亦已

完成。107 年 10 月份及 11 月份已就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

料格式及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之關係進行資料檢核方式及與程式編寫人員進行

討論。108 年 1 月份已完成查核工具編寫，2 月及 3 月持續針對界面及功能進行匯

入輸出、計算結果確認及錯誤排除。4 月已邀請兩座機場出席，完成兩場需求確認

會議，5 月份完成教育訓練會議。 

 

 

圖 4.3-2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設定查核誤差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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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資料庫管理功能 

本查核工具具備資料檔匯入功能，可直接匯入機場監測站提交監測報告格式

化檔案，檔案格式包括*.dbf 或 *.csv(或主辦單位指定之格式)，工具將透過 ETL(萃

取（extract）、轉置（transform）、載入（load）)機制(如圖 4.3-3)，將不同來源格式

的資料轉匯進資料庫中，本計畫於查核工具中建置轉換引擎，將指定格式之監測

數據資料，匯入工具所使用的資料庫中，本項工具使用的資料庫依據投標須知委

託服務說明書為微軟 Acess 或 MS SQL 或 MY SQL 等資料庫，三種資料庫比較表

整理如表 4.3-2，MS SQL 功能完整且效能較佳，因此本計畫以 MS SQL 作為本查

核工具資料庫環境。 

表 4.3-2 資料庫比較表 

 微軟 Access MS SQL MY SQL 
架構 檔案式資料庫 關聯式資料庫系統 關聯式資料庫系統 
優點  友善的 UI 介面  管理功能完整 

 穩定性高 
 開放原始碼 
 免費 

缺點  無法同時多人寫

入 
 大量資料時效能

較差 

 費用較高  功能相對於 MS 
SQL 較少 

 對 SQL 標準的

相容性較差 
備註  MS SQL為本計畫軟硬

體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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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資料轉匯 ETL 作業示意圖 

針對已利用本項工具完成查核之歷史資料，工具具備有刪除歷史資料的功能，

但資料之刪除屬於敏感操作，因此結合系統管理功能，需具備權限之使用者方可

刪除歷史資料，而每項刪除作業均將以記錄於系統資料庫中，包含刪除人員、時

間等以利日後資料之查核作業，相關資料庫也將進行定期備份作業，如有誤刪情

況發生時，還可以還原一定時間內之資料。 

 

圖 4.3-4 航空噪音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歷史資料查詢刪除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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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稽（查）核功能 

機場周圍自動連續噪音監測儀器，係連續不間斷蒐集噪音紀錄，並依各監測

站所在位置的航空噪音特性，分別設定航空器臨近時造成航空噪音事件的噪音量

觸發位準(Trigger Level) 及最短持續時間(Duration)，當有符合該條件的噪音事件發

生時，監測儀器即將其記錄為航空噪音事件。而航空噪音日夜音量（EVENT Ldn）

則由事件擷取的均能音量計算而得，與事件數量及事件的最大音量有關。若監測

系統運作效率不佳，或事件觸發位準（SETL）設定太高，擷取不到噪音事件，則

無法確保噪音監測值的正確性。在設置噪音監測站之初，即已顧及若市電斷電或

發生其它特殊狀況時，可由蓄電池供應一定時間內的電力；一旦通訊中斷，亦可

以利用人工方式將監測資料下載至筆記型電腦內，以確保資料蒐集率能達到法規

要求。而部分噪音監測儀器設計當電源供應中止，或遇閃電、電壓變化過大時電

源開關將自動跳開，且會將記憶體的數據清除，但若資料蒐集率為 100 %，而

EVENTLdn 為 0，且出現頻率甚多，則可能是系統有問題，或噪音觸發位準（SETL）

設定太高，或者飛行航線變更等因素所造成，均可能造成監測紀錄出現不合理值。 

環保局針對兩機場各季之申報資料的例行審核，主要是針對各機場所提報之

航空噪音監測資料，進行資料內容完整性的審查作業。之後再進一步就申報資料

以人工進行較深入的資料分析工作。本計畫針對查核功能之設計，係針對兩機場

申報之航空噪音監測資料進行內容查核，並整理查核結果，分析航空噪音變化情

形，以提供環保局進行必要的管制與監督工作之所需。查核工具具備查核以下格

式之功能： 

1. 每秒/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2. 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3.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4.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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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飛航作業資料格式。 

本查核工具將確認欄位名稱、型式及欄位寬度是否符合定義，並結合資料內

容合理性判讀功能。由於上述監測資料彼此間均具有關連性，本計畫針對各季內

容抽樣確認其蒐集結果，並整理相關數據，監測結果紀錄檔小時監測紀錄、事件

監測紀錄等均能音量、曝露位準等關係式確認。茲列舉如表 4.3-3 及表 4.3-4。 

表 4.3-3 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小時均能音量資料格式一覽表 

ITEM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A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B 測站名稱 NMT_NAME 
C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D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E 有效蒐集秒數 ACTIVITY 
F 事件曝露音量 TOTAL_EVENT_SEL 
G 總計均能音量 TOTAL_Leq 
H 事件均能音量 EVENT_ Leq 
I 背景均能音量 BACK_ Leq 
J 總計日夜音量 TOTAL_Ldn 
K 事件日夜音量 EVENT_Ldn 
L 背景日夜音量 BACK_Ldn 
M 統計音量（L5） L5 
N 統計音量（L10） L10 
O 統計音量（L50） L50 
P 統計音量（L90） L90 
Q 統計音量（L95） L95 
R 統計音量（L99） L99 
S 噪音事件數 NUM_OF_EVENT 
T 總持續時間 DURATION 

 

表 4.3-4 航空噪音監測資料事件音量資料格式一覽表 

ITEM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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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V 測站名稱 NMT_NAME 

W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X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Y 事件持續時間 DURATION_TIME 

Z 噪音事件觸發位準 SETL 

AA 最小持續時間 MIN_DUR_TIME 

AB 事件均能音量 EVENT_Leq 

AC 事件曝露位準 EVENT_SEL 

AD 事件最大音量 EVENT_MAX_LEVEL 

AE 事件最大音量 
發生時間 

EVENT_ MAX_TIME 

AF 歷史紀錄（121 筆） SL0~SL121 

 

合理性查核規則如下表 4.3-5，程式將查核各監測站跨檔案之監測紀錄，以確

認資料合理性及完整性。 

表 4.3-5 合理性查核內容一覽表 

項次 查核關係式 說明 關連檔案 

1 
F=SUM of 

AC 
小時曝露音量=該站該小時曝露音量的和 

小時監測資料檔 

事件監測資料檔 

2 F=H+10logE 小時曝露音量=小時均能音量+10*log(有效蒐集秒數) 小時監測資料檔 

3 H=F/E 小時事件均能音量=事件曝露位準/有效蒐集秒數(能量形式) 小時監測資料檔 

4 
H=SUM of 

AC /E 
小時事件均能音量=該站該小時曝露音量的和/有效蒐集秒數 

小時監測資料檔 

事件監測資料檔 

5 G=H+I 小時總計均能音量=小時事件均能音量+小時背景均能音量 小時監測資料檔 

6 日=該站 24 小時合計 
每日監測資料檔 

小時監測資料檔 

7 月=該站該月之每日合計 
每日監測資料檔 

每月監測資料檔 

8 季=該站三個月合計 
每月監測資料檔 

每季監測資料檔 

9 年=該站當年季累計 
每季監測資料檔 

年監測資料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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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 1 月 1 日起

算) 

    

除了不同檔案間彼此關連性外，在「均能音量」「日夜音量」「噪音事件數」「總

持續時間」均有相關合理範圍，說明如下，在程式中將會加以篩選以確認是否有

不合理數值。 

一、 均能音量：小時資料中，除了事件均能音量可能出現零值外，總計/

背景均能不可能出現零值，除非紀錄有缺漏。執行期間將利用查核程

式計算出各站歷史值進行比較，做為合理性判讀數據的輸入資料。 

二、 日夜音量：小時資料中，除了事件日夜音量可能出現零值外，總計/

背景日夜音量不可能出現零值，除非紀錄有缺漏。執行期間將利用查

核程式計算出各站歷史值進行比較，做為合理性判讀數據的輸入資

料。 

三、 噪音事件數：小時資料會有出現零值的可能，在桃園機場大部分的測

站日/月/季/年不會出現零值。但龍潭基地因每月均會有數日無飛行訓

練，故可依飛航紀錄交互確認噪音事件數是否為零值。另在事件資料

中可以區分出次數，該次數會出現在小時資料的

NUMBER_OF_EVENT，會有小時/日/月/季/年累加關係。執行期間將

利用查核程式計算出各站歷史值進行比較，做為合理性判讀數據的輸

入資料。 

四、 總持續時間：代表該測站在小時/日/月/季/年「事件持續時間

(DURATION_TIME)的總和。因此由小時內的事件持續時間開始加總

會一直累加到年且應相等。此處年紀錄是從當年 1 月 1 日開始。 

五、 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桃園機場試車台監測站(11 號站)資料與其它監測

站格式相同，在前述查核時即以納入，不須另外再行查核。而龍潭基

地之試車噪音監測資料內容與事件噪音資料相同，亦不須另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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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由於氣象監測資料係提供每小時平均風速及該

小時內最大風速，因此查核時須確認其資料是否連續及完整。 

七、 飛航動態資料：此資料為每日起降機型、使用航線及跑道的紀錄。 

八、 以原環保署稽核軟體測試各機場近三年之資料：針對兩機場提送資料

欄位、格式、程式計算結果進行查核。尤其在匯入資料檔時必須特別

留意，因檔案格式有誤則造成結果無法匯入稽查軟體。資料格式及報

表結果比對，提供本計畫查核程式編寫時對於 input 檔之處理，以及要

求機場提報格式正確的資料，解決目前既有軟體尚未解決的問題。針

對 107 年第二季前兩機場檔案之差異缺少比對如表所示，執行期間在

需求會議上已將相關格式確認一致。 

表 4.3-6 107 年第二季兩機場提送資料比對一覽表 

 資料檔類型 桃機 龍潭 備註 

1 事件 

第 95 格 應 為

「 SL83 」，誤植成

「SSL83」 

第 134-138 格多出： 
MAX_WINDSP 
AVG_WINDSP 
ACFT_ID 
AIRCOMPANY 
OPERATION 

01-133 欄位相同 龍潭符合辦法規定，桃機

有誤植及多出額外欄位 

2 小時/日/月/季/年 欄位相同 欄位相同 均符合辦法規定 

3 月/季 檔名取月、季的最後

一天 
檔名取月、季的第一

天 兩者取名方式相異 

4 年 由當年 1/1 起算 回推一年 統計期相異 

5 秒 兩機場資料所含的欄位內容及順序不一致 因辦法未針對秒資料制定

格式 

6 氣象資料 

每小時氣象噪音監

測資料及每秒風速

監測資料 
排序方式已同站次

為主 

每小時氣象噪音監

測資料 
以當下每分鐘所有

測站測值一起顯示 

龍潭僅提供小時氣象 

7 
提供檔案檔案名

稱比對 飛航動態資料 每日飛監測資料 兩者取名方式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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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動校正  

早上八點以後有事

件，晚上八點以後無

事件 
 
測試為儀器本身內

部自我測試。通常

00:00:00 開始測試約

40 秒與操作維護手

冊寫每日可經由噪

音儀器本身每日四

次自動定時測試檢

查儀器正常不符 

 

 

4.3.5 查核程式需求確認會議討論內容 

依據 4 月 26 日查核程式會議，及 4 月 30 日拜訪兩機場之操維廠商，針對新

版查核軟體之意見及討論結果如下： 

一、 稽核軟體稽核資料：每秒、小時、日、月、年、噪音監測資料、噪音事件監

測資料 

二、 稽核項目： 

(一) TOTAL_Leq 總計均能音量。 

(二) EVENT_ Leq 事件均能音量。 

(三) BACK_ Leq 背景均能音量。 

(四) TOTAL_Ldn 總計日夜音量。 

(五) EVENT_Ldn 事件日夜音量。 

(六) BACK_Ldn 背景日夜音量。 

(七) NUM_OF_EVENT 噪音事件數。 

(八) DURATION 總持續時間。 

稽核說明： 

1. 稽核 Total_Leq 值是以每秒鐘資料夾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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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稽核 Event_SEL、Event_Leq、噪音事件數、總持續時間是從噪音事件

監測資料夾計算得出。 

三、 報表結果確認 

(一) 由人工計算與查核程式及機場提報資料進行比對。從噪音事件監測資料

夾之 Event_SEL 計算，與每小時之監測結果進行比對，除非機場提送資

料有誤，結果誤差應在 0.2 以內。 

四、 本計畫查核程式結果確認：由人工計算與現行查核程式、機場提報資料及查

核程式計算結果進行比對。 

並針對查核程式與兩機場進行如下討論： 

(一) 各測站校正值是否有標準範圍？ 

1. 桃機操維公司：各測站因應機器其電壓訊號並不相同故每台機器校正位

準也不盡相同沒有標準值。 

2. 龍潭操維公司：各測站因應機器其電壓訊號並不相同故每台機器校正位

準也不盡相同沒有標準值。 

(二) 外部校正與內部校正之時間點？各測站是否同步進行內校？校正所需秒

數是否固定？ 

1. 桃機操維公司：確認目前每日定時執行自動校正為 03:00:00，原則所有

測站均應同時校正，經數據查核。若無外力因素所有測站均應會進行校

正。校正時間大多為 30S。查核歷史數據電壓噪音位準大約 88 dB-97 dB

之間。 

2. 龍潭操維公司：確認目前每日定時執行自動校正，執行方式是以 CIC(注

入式電荷)，包含麥克風的整個測量鏈儀器。校正時間為 00:00:00，原則

所有測站均應同時校正，經數據查核，偶有因外部影響(背景噪音過高、

校正時瞬間風速過高)等可能因素造成影響。若無外力因素所有測站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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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會進行校正。校正時間大多為 18S-23S。正常電壓噪音位準在 102 

dB~104 dB 之間。查核歷史數據電壓噪音位準大約 97 dB-103 dB 之間。 

(三) 當試車噪音事件跨過兩個整點如何運算？ 

1. 桃機操維公司：當試車噪音事件跨過兩個整點會將事件採切開運算，事

件資料會歸於發生之該小時，而小時資料於跨小時那一個欄位會產生

event_leq 但事件資料夾無事件。當試車台於測試時的確有超過一小時以

上之事件產生。例如下圖 21:00-23:00。在事件資料夾中 21:33:18 事件

DURATION 為 6745，查無 22:00 事件資料。小時監測結果顯示 22:00

之 TOTAL_EVEN 產生錯誤的測值。 

 

圖 4.3-5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70313 試車台測站事件資料比對計算結果表(摘錄) 

 
圖 4.3-6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1070313 試車台測站每小時資料比對計算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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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龍潭操維公司：當試車噪音事件跨過兩個整點會將事件採切開運算，事

件資料會歸於發生之最後該小時。由於每次訓練時飛行科目不同，有可

能一小時產生 30 筆以上之短時間事件。 

(四) 是否會將校正事件剔除計算？ 

1. 桃機操維公司：季報會將校正事件剔除，TOTAL_LEQ 及 TOTAL_LDN

會重新計算。 

2. 龍潭操維公司：季報會將校正事件剔除，僅 TOTAL_LEQ 會重新計算。 

五、 機場操作維護公司提出建議事項： 

(一) 龍潭操維公司：由於兩個操作維護公司對於校正紀錄之方式並不相同，

建議新版查核系統是否可以自動將校正數據於報表中標記並記錄不列入

計算避免造成數據誤差、或者於固定校正之時間點 00:00:00-00:00:59 之

監測資料剔除不列入計算。 

六、 查核程式會議結論： 

(一) 當噪音事件跨過兩個整點則以發生事件第一小時為主。 

(二) 當噪音事件跨過日則以發生當日為主。 

(三) 查核格式以新版報表格式重新修正。 

(四) 若因校正造成小時事件產生誤差值建議機場於報告中敘明。 

 

 

4.4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 建置 

 

本計畫整合噪音管制區圖資、管制標準、地圖平台功能及噪音稽查管制標準

計算工具等，建置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提供環保局相關人員可透過行動裝置定

位功能，快速查詢所在地點噪音管制區分類及管制標準，並提供噪音測值紀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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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音量修正功能，方便稽查人員使用行動裝置於稽查地點即時記錄測量值，APP

具備背景音量修正及測定結果判定等功能，輔助稽查人員快速判定測量結果是否

超標，提升稽查作業效率。 

根據需求訪談結果(詳如附件四)， 貴局稽查科人員表示針對噪音稽查作業主

要需求在於能快速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取得噪音管制標準資訊，至於其他稽查所

需資訊均可透過目前稽查科的稽查電子化系統處理，因此本計畫另外開發坐標查

詢噪音管制區分類 API 程式，提供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使用，APP 部分依合約要

求開發對應功能，提供貴局 噪管科及稽查科使用。 

4.4.1 定位查詢及地圖套疊 

查詢 APP 具備定位查詢及地圖套疊功能，可透過 GPS、地址或坐標…等方式

查詢該地所在噪音管制區分類及標準 

一、GPS 定位查詢 

透過手機或平板 GPS 取得所在位置座標，查詢該地坐落之噪音管制區分

類並依據對象、時段、頻率等條件查詢管制標準(參見附件五)，如使用者認為

GPS 定位不符合現場實際狀況，查詢 APP 提供定位調整功能，使用者可手動

調整定位點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功能操作流程及操作介面示意圖如下： 

(一) 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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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GPS 定位功能流程圖 

 

(二) 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 4.4-2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點調整操作介面示意圖 

 

二、定位查詢 

使用者除利用行動裝置 GPS 自動取得所在位置座標查詢外，亦可自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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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坐標、地址、行政區等資訊進行定位查詢，其中行政區(村里)不同於其他定

位查詢方式，為一個範圍(面圖層)，在行政區(村里)範圍內可能包含多個噪音

管區分級，因此系統呈現時會將該範圍內涵蓋的所有噪音管制區分級全部切

出來，再由使用者自行點選透過圖文互動方式，顯示噪音管制標準。 

另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結果，APP 也納入地籍定位功能，使用

者也可透過地籍資訊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功能操作流程及操作介面示意圖

如下： 

(一) 功能流程圖 

 

圖 4.4-3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查詢功能流程圖 

 

(二) 操作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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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定位查詢操作介面示意圖 

三、圖層套疊 

查詢 APP 除具備定位查詢功能外，進一步整合網站圖台系統資料庫提供

一般噪音管制區、航空噪音防制區、噪音音源、公害陳情噪音案件歷史紀錄

等圖層資訊，以圖層套疊方式提供使用者掌握該地噪音資訊，功能操作流程

及操作介面示意圖如下： 

(一) 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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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圖層套疊功能流程圖 

(二) 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 4.4-6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圖層套疊操作介面示意圖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4-58 

4.4.2  噪音測值紀錄及背景音量修正 

除定位查詢及圖層套疊等地圖功能外，查詢 APP 亦整合 4.2 節背景噪音計算

工具，提供噪音測值紀錄、背景音量修正及是否超標判定等案件紀錄表單功能，

相關資料於查詢 APP 中紀錄後均可上傳至本計畫網站資料庫中，方便後續調閱相

關紀錄，功能操作流程及操作介面示意圖如下： 

(一) 功能流程圖 

 

圖 4.4-7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案件紀錄表單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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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 4.4-8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案件紀錄表單功能操作介面示意圖 

 

4.4.3  權限管控功能 

查詢 APP 設計之使用對象為環保局稽查及相關業務人員，僅開放授權人員使

用，使用者需透過帳號密碼登入，環保局人員可透過在網站系統設定的帳密登入

查詢 APP 使用，相關稽查紀錄可透過網路自動同步至網站資料庫中，透過帳密登

入，APP 亦可將相關紀錄與人員帳號整合，方便資料紀錄與規檔整理作業。 

另查詢 APP 亦提供裝置綁定功能，使用者可透過將帳號與裝置綁定，日後透

過該裝置使用查詢 APP 時即不用輸入帳號密碼，簡化操作流程，若使用者於查詢

APP 按下登出或解除綁定，即可解除裝置綁定，操作流程及操作介面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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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功能流程圖 

 
圖 4.4-9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權限管控功能流程圖 

 

(二) 操作介面示意圖 

 

圖 4.4-10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助 APP-權限管控操作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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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座標查詢噪音管制區 API 

依據 107 年 8 月 21 日與稽查科人員的訪談結果(參閱附件四)，因目前稽查科

所使用的稽查電子化系統已可滿足大部分稽查所需作業，因此對於本計畫查詢

APP 的稽查表單功能需求不高，但仍希望本計畫能提供噪音管制區查詢功能，提

供稽查電子化系統整合進現有噪音稽查作業中，方便稽查人員快速查詢稽查地點

的噪音管制區分類，因此提供由本計畫提供噪音管制區查詢 API 程式介面，供稽

查電子化系統介接。 

本團隊經與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溝通後定出以下 API 程式規格

需求： 

1. 由稽查電子化系統平板裝置提供現地座標(經緯度) 

2. 本計畫 API 程式依接收座標判定坐落噪音管制區分類，回傳文字結果及

距離該噪音管制區邊界最近距離(單位公尺)。 

3. 噪音管制區分類對應之管制標準由稽查電子化系統自行帶出供稽查人員

選擇。 

4. 本計畫 API 程式回傳定位結果地圖圖片檔(JPG 或 PNG 格式)。 

5. 圖片標註查詢結果僅供參考，如有疑義以稽查人員現場認定為主。 

6. API 程式介面資料傳輸規格 

(1)  POST 方式 

(2)  JSON 格式提供文字內容 

(3)  地圖圖片檔以 URL 提供 

目前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已完成 API 介接測試，介接測試畫面

如圖 4.4-13，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表示預計於 10 月將 API 功能納入

稽查電子化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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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1 查詢 API 示意圖 

 
圖 4.4-12 查詢 API 示意圖-查詢位置位於桃園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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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3 稽查科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查詢 API 測試成功畫面 

4.5 噪音地圖繪製及查詢功能 

 
為提供本計畫網站資訊系統及 APP 進行噪音管制區及管制標準查詢之基礎，

本項工作針對 貴局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地圖進行數化作業，

依據委託服務說明書數化數量為 50 張，數化內容依據今(107)年度公告之航空噪音

防制區公告內容與地圖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公告內容，確保數化圖資內容與實際公

告文字相符，以利民眾及 貴局人員運用，另數化成果與本計畫建置之地理資訊圖

台功能結合，套疊於電子地圖並與人口資料整合運用提供圖文查詢比對功能，方

便 貴局相關業務人員瞭解桃園市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的噪音

管制情況。 

本計畫已完成桃園市全市噪音管制區與兩處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數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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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噪音管制區圖資數化建置 

在本計畫中噪音管制區圖資為所有資訊應用的基礎，有正確的噪音管制區圖

資才能提供民眾與稽查人員最準確的資訊，因此本計畫將以最嚴謹的方式執行圖

資數化作業，數化作業之基礎將以 貴局提供之桃園市政府電子地圖相關屬性資料

(包括：行政區、道路、地址、等噪音線及管制分區等資料)為準，建立各級航空噪

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圖。 

其完整工作執行計畫以及各分項作業之標準執行流程以及人力時程分配，整

體執行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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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規劃

啟動會議

擬定專案工作計畫

作業流程
及檢核構想

圖資申請

圖資前處理

各類型資料試作

數化作業

產出成果檢核

成果交付

作業方式調整

修正

 

圖 4.5-1 圖資數化專案工作流程圖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4-66 

一、 作業小組 

數化工作之執行團隊分為「計畫推動與品質管理小組」、「地圖數

化作業小組」、「檢核作業小組」三組專業技術人員合作進行，並接受 貴

局提供之行政協助與作業指導，完成專案工作項目。此一架構可充分

發揮專業分工之優點。以下分述各工作小組之執掌與主要工作內容。 

(一) 計畫推動與品質管理小組 

為本項工作推動執行核心，負責事項包括： 

1. 數化參考圖資之取得與處理： 

作業過程所應用之基礎圖資，以 貴局所提供桃園市政

府電子地圖相關屬性資料(包括：行政區、道路、地址、等噪

音線及管制分區等資料)為主。本小組主要負責將取得圖資進

行必要之格式轉換、坐標統一、圖層整合、以及資料分析判

讀等，作為數化小組進行數化作業之具體依據。 

2. 數化作業之協調分工： 

如前所述，本小組彙整 貴局提供之資訊後，會先與最

新參考底圖進行比對，比對相符者，將直接交付地圖數化作

業小組進行數化；比對不符者，則將主動詢問通報單位，或

進行資料前處理再進行數化作業。 

(二) 地圖數化作業小組 

1. 建立地圖數化標準作業流程： 

本團隊擁有全台灣各地區以及各都會區之地圖數化作

業經驗，以此豐富經驗為基礎，進行包括數化更新作業、資

料異動處理、品質檢覈等程序之技術規範。 

2. 執行數化作業： 

本項工作之數化作業執行，是由具有長期性全台地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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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製作經驗人員所組成之專業團隊，應用既有之完整軟硬體

設備，完成地圖數化編修作業。 

(三) 檢核作業小組 

1. 建立檢核標準作業流程： 

配合計畫所需之建置之屬性欄位及數化標準，訂定檢核

作業標準流程。 

2. 數化成果彙整與品管檢核： 

由地圖數化作業小組交付之數值地圖成果，必須通過本

組之品質檢核管制後，再進行坐標與格式轉換處理，最後連

同相關文件等交付  貴局。 

二、 資料處理 

(一) 數化作業流程 

數化人員作業如下圖所示。數化人員依其負責區域進行資

料確認、整理與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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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單位確認

以桃園市電子地圖為第
一優先參考圖層，若資
料不足，再參考其他相
關圖層，再進行比對

搜
尋
或
套
疊

1.套疊相關資料，並逐區塊檢
視，並進行數化及屬性資料輸
入
2.依提供之資料進行比對及異
動數化

是

紀錄圖資與現行資
料有疑議之處

進行數化與資料
修正

各組彙整負責分區數
化道路有疑議之處，
規劃調查確認資料

完成該路段數化

通報資料與參考圖
層資料是否相符

貴局提供之資料資料前處理

否

 
圖 4.5-2 道路圖層維護更新流程圖 

(二) 各類型資料處理 

資料型態包括 kml、影像檔、紙本文字說明及 CAD 檔等；

數化過程中，參考桃園市通用版電子地圖、桃園市資訊科技局

電子地圖、數值地形圖、航照圖及其他相關圖資，進行數化；

由於單一參考圖層內，不同區塊，取得圖資之年份亦會有差異，

故無法明確說明以何圖層為最主要之參考數化內容，故數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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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須先了解參考圖資之製作時間及精度，以最新與精度較高之

資料為基礎進行更新，並參照法規內容進行航空噪音防制區暨

各類噪音管制區圖之數化作業。 

 

參考各類紙圖
或文件說明

數值地形圖

農林航測所五千
分之ㄧ航空照片

(影像檔)

套
疊

其他參考圖層

可同時套疊或關閉

桃園市
電子地圖

套
疊

最上層各縣市提供之資料

套
疊

最底層

其他影像資
料

 

圖 4.5-3 數化參考圖層套疊參照示意圖 

 

若為紙本文字說明內容(如附件六107年桃園市一般噪音管

制區公告內容)，需人工比對桃園市電子地圖之相對應空間，並

由公文說明或所附之紙圖做為參考，進行新增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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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 CAD 格式之圖檔或影像檔，無論圖資呈現內容是否具

備坐標系統者，均仍需透過坐標校正後，再與數化圖資疊合作

為圖資數化之底圖參考；若圖面原始坐標資訊不足，則同樣需

以人工目視方式尋找 CAD 圖層(或影像檔)與既有圖資共同明顯

地面控制點，作為校正依據。 

 

 
圖 4.5-4 參考圖層座標校正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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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套疊取得之 CAD 檔，內容為該區之使用分區圖，

即可依 CAD 檔進行範圍數化。 

 
圖 4.5-5 土地使用分區圖 CAD 檔範例 

 

(三) 檢核作業流程 

本計畫之數化成果需將製成 GIS 圖層資料，即由數化作業

人員，依據相關底圖進行數化後，透過檢核程式，由檢核人員

進行完整檢查及抽樣檢驗，並將問題回報給數化作業人員進行

修正並重新檢核直到通過檢測，其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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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6 數化成果檢核作業流程圖 

  

數化成果

檢核程式

檢核報告

抽樣檢驗

交付成果

無誤

有誤

數化小組

檢核小組

檢核小組

交付修正

無誤

交付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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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資料蒐集 

本案噪音地圖包括一般噪音管制區及兩處航空噪音防制區，

其中航空噪音防制區主要依據公告圖說及村里界製作，一般噪

音管制區主要依據公告內容，公告內容中針對噪音管制區範圍

的界定基準則包括都市及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村里界、

醫院、學校、捷運…等各種參考資料，因此本計畫將依據地圖

製作需求取得相關參考圖資，圖資來源如表 4.5-1 及圖 4.5-7~

圖 4.5-8，已於 11 月 15 日完成參考圖資申請核發，以實際取得

圖資進行一般噪音管制區地圖數化作業。 

表 4.5-1 噪音地圖製作參考圖資及供應單位 

# 參考圖資 供應單位 

1 都市及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桃園市政府都發局 

2 桃園市數值地形圖 桃園市政府都發局 

3 通用版電子地圖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 4.5-7 桃園市都發局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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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 桃園市都發局數值地形圖查詢及申請系統 

 

圖 4.5-9 通用版電子地圖圖資示意圖 

(五) 數化成果 

本計畫依據前述作業流程，產置出 Shapefile 檔案格式之空

間應用圖層及影像圖片檔作為交付成果。  

本計畫圖資數化作業流程如圖 4.5-10，將依據兩處航空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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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防制區公告圖說及一般噪音管制區公告內容，配合參考圖資

如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桃園市 1/1000 地形圖及桃園

都市及非都市計畫圖等進行數化，數化成果將產出 ESRI 

Shapefile 檔及 JPG 圖檔，前者為 GIS 圖檔格式，用於系統開發

應用，後者為一般圖片檔格式，主要用於公告圖說印製或文件

製作參考，現已完成桃園機場與龍潭基地的航空噪音防制區地

圖製作，成果如圖 4.5-11、圖 4.5-12，一般噪音管制區部分成

果如圖 4.5-13、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圖 4.5-14。  

 

圖 4.5-10 噪音地圖數化製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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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1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數化成果 

 

 

圖 4.5-12 陸軍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數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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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3 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楊梅區 

 

圖 4.5-14 噪音管制區分類範圍─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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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噪音管制區圖層瀏覽及查詢功能 

本計畫數化完成之噪音管制區圖層，結合本計畫之網站圖台系統，提供圖層

套疊與查詢功能，在圖台系統中可套疊展示桃園市噪音管制區圖層(如圖 4.5-15)，

本團隊並依據合約要求整合桃園市政府電子地圖相關屬性資料（包括：行政區、

道路、地址、等噪音線及管制分區等資料），提供行政區、道路、地址定位功能，

並根據定位結果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另外也整合桃園機場與龍潭基地等噪音線

圖層，方便使用者套疊比對，針對人口資料部分，本團隊採用內政部統計處社會

經濟資料服務平台統計區人口資料查詢服務，該平台提供基於統計區加總的人口

資料查詢服務，並可以透過指定空間範圍進行人口資料查詢，本團隊結合該平台

提供的人口資料查詢服務與本計畫產製的噪音地圖，分析各噪音管制區範圍內的

人口數，提供主辦單位擬定政策參考。 

 

圖 4.5-15 噪音管制區圖層套疊電子地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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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 

本工作項目彙整我國現有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之相關法規、策略與作法，

並研提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策與目標。 

4.6.1  現況分析與探討 

航空噪音係指因航空器起飛、降落、滑行、維修、引擎試車與其相關設備之

運作所產生之噪音。其中尤以起飛及降落所產生之噪音對於機場周圍地區之居民

影響最大，會造成民眾生理及心理不同程度的不適。因此各國均規定在機場跑道

兩端、航道下方或敏感受體處，設置航空噪音監測站，長期連續蒐集飛航噪音，

測得實際噪音量，藉以瞭解航空噪音對居民的影響程度；同時可藉由實測值修正

整合噪音模式（Integrated Noise Model, INM）所得到之模擬結果，使模擬的等噪

音線圖更為精確，進一步作為土地利用相容性之運用，如噪音防制措施補助或禁

限建之規定等。茲將桃園市境內兩座機場監測站概述如下： 

一、 桃園國際機場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系統為 Bruel & Kjaer 系統，共設有固

定式噪音監測站 18 站。圖 4.6-1 為該機場等噪音線及監測站分布情

形。表 4.6-1 為兩座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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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市環保局噪音專屬網站。 

圖 4.6-1 桃園機場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及監測站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桃園市環保局噪音專屬網站 

圖 4.6-2 107 年公告之桃園機場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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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陸軍龍潭基地(陸軍 601 旅) 

陸軍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監測系統硬體為 01dB 系統，共有固定式

噪音監測站 8 站。圖 4.6-3 圖 4.6-3 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監測站分布情

形為該基地監測站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新版桃園市環保局噪音專屬網站。 

圖 4.6-3 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監測站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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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桃園市境內機場監測站數量及名稱一覽表 

項

次 
機場 
名稱 

監測站名稱 站數 
監測儀器 
廠牌 

107年度 
操作維護

單位 
1  桃 園 國

際機場  
R/W05L、R/W05R、R/W23R、坑口活

動中心、菓林活動中心、觀音幼兒園、

大園區公所、藍埔里長家、山東國小、

新奇屋幼兒園、試車台、海湖國小、

R/W23L、大園國小、溪海國小、新坡

國小、廣福里民宅、竹圍國小 

18 B&K 台灣思百

吉股份有

限公司 

2  龍 潭 基

地（陸軍

601旅） 

會客室、五號棚、武漢國中、龍潭高中、

凌雲國中、龍源國小、大平里集會所、

瑞祥國小  

8 01dB 佳利得有

限公司 

另在各類噪音管制區方面，目前環境噪音監測點其監測方式地點及監測頻率

係依據「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所轄

各類管制區內選定適當地點，指定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點，其指定及監測，依下

列規定辦理」： 

1. 指定位置： 

(一) 環境噪音監測點：在寬度 8 公尺以上道路，應距離道路邊緣 30 公尺以

上；在寬度 6 公尺以上未滿 8 公尺之道路，應距離道路邊緣 15 公尺以

上。監測高度應離地面 1.2 公尺至 1.5 公尺。 

(二) 交通噪音監測站：在道路邊有建築物者，應距離建物牆面一公尺以上。

監測高度應離地面 1. 2 公尺至 1.5 公尺。 

2. 指定原則： 

(一) 直轄市第一類及第四類管制區內應指定各二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

點；縣(市)第一類及第四類管制區內，應指定各一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音

監測點。 

(二) 直轄市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內，應指定各四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音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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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點；縣(市)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內，應指定各二以上之環境及交通噪

音監測點。 

因此桃園市環境及交通噪音監測站應各指定 12 站。 

3. 監測方式： 

(一) 環境噪音監測站：指不受交通噪音影響且無明顯特定噪音源之地區。經

本計畫比對，12 個監測站中，設在各級學校校園內共有 5 站，公園綠地

共 3 站，各級公務機關 3 站，地方信仰中心 1 站。為維護儀器安全性防

止遭破壞或失竊，設置地點大多位於公務機關及學校範圍內。 

(二) 交通噪音監測站：交通測站具代表性之測站，第一類需位於主要聯絡道

或進出道路，第二類管制區及第三類管制區應以位於人口密集區之主要

道路或次要道路，第四類管制區別以工業區主要聯外道路為測站，才能

具備交通測點之代表性。經本計畫比對，12 個監測站中，各級學校附近

共有 5 站，各級公務機附近 2 站，公園綠地共 1 站，活動中心 1 站，公

共運輸站附近 1 站，社區附近道路 1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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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桃園市環境及交通音量監測站一覽表 

項次 編號 測站 音源別 地址 管制區 設置日期 

1 0604420EN004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大溪鎮復興里環湖路 1 號 第 1 類 93.05.01 

2 0604420TN002 石門水庫 道路交通 大溪鎮康莊路五段 第 1 類 92.05.01 

3 0605420EN002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復興鄉忠孝路 12 號 第 1 類 95.09.18 

4 0605420TN001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道路交通 復興鄉中正路 2 號 第 1 類 95.09.18 

5 0604520TN006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楊梅鎮楊新路 2 段 2 號 第 2 類 92.05.01 

6 0604720TN001 北湖國小 道路交通 新屋鄉東興路二段 765 號旁 第 2 類 93.05.01 

7 0604920EN001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八德市自強街 60 號 第 2 類 95.09.18 

8 0604920TN004 忠義街社區 道路交通 八德市忠義街 103 號 第 2 類 93.05.01 

9 0605020EN001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龍潭鄉南龍路 13 號 第 2 類 92.05.01 

10 0605120EN001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平鎮市中豐路山頂段 375 巷

45 號 
第 2 類 93.05.01 

11 0605220EN003 笨港國小 一般環境 新屋鄉笨港村二鄰 1-1 號 第 2 類 92.05.01 

12 0605320TN002 草漯國小前新生路 道路交通 觀音鄉草漯村 195 號 第 2 類 93.05.01 

13 0604220EN005 虎頭山公園 一般環境 桃園市公園路 42 號 第 3 類 95.09.18 

14 0604220TN004 桃園火車站 道路交通 
桃園縣桃園市中正路 1 號 

(桃園火車站前圓環內) 
第 3 類 95.09.18 

15 0604420EN002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大溪鎮普濟路中正公園 第 3 類 93.05.01 

16 0604620EN002 黃帝廟 一般環境 蘆竹鄉山腳村 5 鄰 51 號 第 3 類 92.05.01 

17 0604620TN001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蘆竹鄉南崁路一段 381 號 第 3 類 92.05.01 

18 0604720EN001 五權國小 一般環境 大園鄉中正東路 2 段 539 號 第 3 類 92.05.01 

19 0605020TN001 龍潭運動公園前北龍路 道路交通 龍潭鄉北龍路 第 3 類 95.09.18 

20 0605120TN003 中平國小前民族路 道路交通 
平鎮市民族路雙連三段 37 

號 
第 3 類 93.05.01 

21 0604220EN002 龜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一般環境 桃園市大誠路 9 號 第 4 類 95.09.18 

22 0604320EN001 中壢工業區服務中心 一般環境 中壢市東園路 57 號 第 4 類 95.09.18 

23 0604320TN004 啟英工家前中園路 道路交通 中壢市中園路 447 號 第 4 類 95.09.18 

24 0604820TN001 華亞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道路交通 
龜山鄉文化村文化二路 176-1

號 
第 4 類 9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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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噪音管制資訊網 108 年第一季 

圖 4.6-4 第三類管制區交通音量測站-龍潭運動公園現場照片例 

 
資料來源：環保署噪音管制資訊網 108 年第一季 

圖 4.6-5 第二類管制區環境音量測站-山豐國小現場照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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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近三年監測結果，本計畫針對歷年交通環境音量監測站測值確認，發

現自 104 年至 107 年第二季之監測結果，有部分測站監測數據相同，各測點結果

重覆情形列如下表。後續追蹤至 107 年第三、四季及 108 年第一季監測資料，則

未再出現數據重複之情形。 

表 4.6-3 104 至 108 年第一季監測結果確認一覽表 

項次 狀況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第一季 

1 
不同測點全日監

測結果相同 

龍潭國小(5/3)與

笨港國小(5/10) 

黃帝廟(7/30)與五

權國小(7/30) 
無 無 無 

2 
不同測點部分時

段監測結果相同 

黃帝廟(3/21)與五

權國小(7/4) 
無 無 無 無 

3 
同測點不同天監

測結果相同 

中壢工業區服務

中心(5/12)與

(8/11) 

無 

 黃帝廟(8/3)與

(8/24) 

 龜山工業區服

務中心(7/18)

與(10/17) 

 中壢工業區服

務中心(8/17)

與(10/19) 

 五權國小

(4/12)與(4/13) 

 北湖國小附近

(4/12)與(4/13) 

 南崁路南崁橋

附近(4/12)與

(4/13) 

無 

4 
不同測點不同天

監測結果相同 
無 無 無 

 笨港國小

(4/12)與(4/13) 

 草漯國小前新

生路(4/12)與

(4/13)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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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測站位置進行分類，並將可能影響因素列如表： 

表 4.6-4 測站設置位置分類及影響測值因素表 

設置位置

分類 
說明 可能影響測值因素 

各級學校

校園內 
如國中、國小、高中或

大學等校園範圍內 
1. 校園內學生活動所產生之噪音。 
2. 由於學校鐘聲與廣播影響由各圖面可發現影

響時間大多聚集在早上七點到晚上八點民眾

運動過後時段。 
3. 路過學童對儀器產生好奇而叫喊等。 

公園綠地 一般民眾休閒活動之公

園、國家公園或名勝古

蹟所在地、農地 

1. 由於公園民眾健身或跳舞所致聲響，在此類

測點大多在早上6點到八點及傍晚時段有明

顯的音量。 
2. 昆蟲或蛙鳴等自然聲響，如每年自4月起至10

月都有可能聽到蟬叫聲。 
各級公務

機關範圍

內 

如工業區服務中心或污

水處理廠等 
1. 若醫院或警察局或消防隊附近，偶爾會有警

報器聲響。 
2. 若離停車場停車格太近，汽機車引擎發動聲

會影響數值。 
地方信仰

中心 
如土地公廟等 1. 量測時應注意是否有民俗節慶所造成音量變

化。 
民眾活動

中心 
如里民活動中心、集會

所等 
1. 量測時間若逢活動中心舉辦活動或集會將有

影響。 
道路邊地

區 
道路之寬度影響 1. 道路之寬度影響交通流量及噪音量 

2. 人口密集度高之區域交通影響越大 

如表 4.6-5 近三年一般環境測站各季不合格監測結果所示，歷年環境測站出現

較多不合格時段者第一類管制區為溪洲公園及林務局復興站，第二類管制區為大

溪中正公園、大勇國小附近、龍潭國小、山豐國小、笨港國小。 

依據測站現場照片可發現，林務局復興站雖然測點位於公園綠地，但由於該

處為觀光景點，鄰近民眾及車輛均可行經之道路邊，因此日間時段可能受到人車

音量影響大，建議將此測點移至較不受人為噪音影響地點。溪州公園之測點位於

一般草地上，係屬昆蟲或蛙鳴等自然聲響造成音量偏高情形。 

大勇國小附近、龍潭國小、山豐國小、笨港國小、五權國小等不合格時段大

多為日間時段。由測站現場照片可發現，架設位置均位於校內操場邊緣、圍牆邊

緣或員工停車場等，雖然已盡量避開學生活動影響區域，但仍會收到鐘聲及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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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下課時間玩耍音量。若離停車場停車格太近，汽機車引擎發動聲會影響數值。

當初選擇學校作為測點可能因為考量儀器之安全，建議未來選點時應避免附近有

擴音設施、學生活動範圍、停車場等場所。 

表 4.6-5 近三年一般環境測站各季不合格監測結果 

測站編號 監測日期 測站名稱 音源別 管制區 日 晚 夜 
0604420EN004 1050304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1.9 46.7 48.7 
0604420EN004 1050323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3.1 51.9 50.1 
0604420EN004 1050427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4.6 65.2 65.2 
0604420EN004 1050728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3.0 54.2 52.3 
0604420EN004 1050804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2.8 50.3 48 
0604420EN004 1051202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4.6 51.5 51.4 
0604420EN004 1060210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1.0 50.8 47.3 
0604420EN004 1060523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1.3 56.6 56.7 
0604420EN004 1060613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1.8 55.7 56.6 
0604420EN004 1060801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4.2 50.5 49.3 
0604420EN004 1060822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1.5 48.5 46.6 
0604420EN004 1061116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47.8 44.8 45.9 
0604420EN004 1070123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7.3 44.6 41.5 
0604420EN004 1070409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49.8 46.1 50.8 
0604420EN004 1070724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61.4 52.3 52.8 
0604420EN004 1071127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4.8 51.2 55.7 
0604420EN004 1080226 溪洲公園 一般環境 1 50.3 49.3 46.2 
0605420EN002 1060801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7.5 45.9 44.7 
0605420EN002 1060822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5.3 45 50 
0605420EN002 1061021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3.0 44.7 41.8 
0605420EN002 1061116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6.5 46 45.9 
0605420EN002 1070123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2.5 39.9 35 
0605420EN002 1070206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3.9 47.6 41.1 
0605420EN002 1070409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4.0 40.4 43 
0605420EN002 1070410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2.1 41.6 40.9 
0605420EN002 1070724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70.6 44.3 46.8 
0605420EN002 1070828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73.0 66.1 47.9 
0605420EN002 1071127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62.3 36.9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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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編號 監測日期 測站名稱 音源別 管制區 日 晚 夜 
0605420EN002 1080129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58.2 43.8 38.8 
0605420EN002 1080226 林務局復興站 一般環境 1 58.3 35.7 33 
0604420EN001 1050307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2 59.3 55.5 57 
0604420EN001 1050317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2 57.6 51.2 51.9 
0604420EN001 1050520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2 54.0 48.2 52.7 
0604420EN001 1050723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2 56.9 53.7 54.3 
0604420EN001 1051129 大溪中正公園 一般環境 2 62.3 46.8 48.3 
0604920EN001 1050226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0.1 51.9 47.4 
0604920EN001 1050309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57.6 52.6 53.2 
0604920EN001 1050427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58.1 52.4 52.6 
0604920EN001 1070402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4.8 50.1 43.9 
0604920EN001 1070403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3.9 51.3 43.6 
0604920EN001 1070717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8.4 54.9 52.6 
0604920EN001 1071016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1.4 47.7 42.2 
0604920EN001 1071120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5.5 54.6 47.9 
0604920EN001 1080219 大勇國小附近 一般環境 2 68.1 54.9 45.9 
0605020EN001 1050304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65.1 50.5 46.9 
0605020EN001 1050317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61.2 52.3 51.5 
0605020EN001 1050421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63.3 48.3 46.4 
0605020EN001 1050625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57.1 44.6 50.9 
0605020EN001 1061116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70.6 48.2 56.2 
0605020EN001 1070123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62.1 50.4 46.6 
0605020EN001 1070206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62.0 50.4 45.3 
0605020EN001 1070724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59.7 47.4 53.8 
0605020EN001 1071023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74.1 44.1 49.4 
0605020EN001 1071127 龍潭國小 一般環境 2 72.4 46 45.1 
0605120EN001 1050303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3.3 45.6 38.8 
0605120EN001 1050315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6.1 53 53.6 
0605120EN001 1050421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4.0 44.8 41.7 
0605120EN001 1050526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3.5 49.1 44.2 
0605120EN001 1061019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9.4 44.4 49.3 
0605120EN001 1061116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1.0 41.1 43 
0605120EN001 1071018 山豐國小 一般環境 2 61.9 48.7 43.8 
0605220EN003 1060803 笨港國小 一般環境 2 63.5 58.2 47.6 
0605220EN003 1070412 笨港國小 一般環境 2 66.0 61.2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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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編號 監測日期 測站名稱 音源別 管制區 日 晚 夜 
0605220EN003 1070413 笨港國小 一般環境 2 66.0 61.2 55.4 
0605220EN003 1080131 笨港國小 一般環境 2 57.9 66.1 59.1 
0605420EN001 1050324 林務局復興站附近 一般環境 2 49.1 45.3 51.7 
0605420EN001 1050425 林務局復興站附近 一般環境 2 60.7 58.7 53.8 
0604220EN005 1050407 虎頭山公園 一般環境 3 55.7 44.3 55.1 
0604220EN005 1061017 虎頭山公園 一般環境 3 64.9 59.8 60.9 
0604720EN001 1061023 五權國小 一般環境 3 70.5 51.4 51.3 
0604720EN001 1070830 五權國小 一般環境 3 69.7 57.9 47.6 
0604720EN001 1071129 五權國小 一般環境 3 68.5 50.2 48.3 
0604320EN001 1080221 中壢工業區服務中心 一般環境 4 72.9 69.7 67.4 

如表 4.6-6 所示，歷年交通測站不合格則為第一類管制區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第二類管制區水美國小、北湖國小，第三類管制區南崁路南崁橋附近、中平國小

前民族路第四類管制區啟英工家前中園路。除第一類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為觀光景

點旁之道路外，水美國小、南崁路南崁橋附近、中平國小前民族路、啟英工家前

中園路大多位於交通要道上。車流量大故某些時段有超出標準之情形，建議未來

若有民眾反應交通噪音，則可採限速等方式降低車輛噪音。 

表 4.6-6 近三年道路交通測站各季不合格監測結果 

測站編號 監測日期 測站名稱 音源別 管制區 日 晚 夜 
0605420TN001 1070123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道路交通 1 71.5 56.7 55 
0605420TN001 1070724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 道路交通 1 73.0 47.9 46.7 
0604520TN006 1050304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2 73.6 72.1 67.7 
0604520TN006 1050314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2 74.0 71.7 67.8 
0604520TN006 1071018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2 72.9 71.7 66.8 
0604520TN006 1071122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2 73.9 72.1 66.8 
0604520TN006 1080124 水美國小 道路交通 2 73.5 70.7 66.8 
0604720TN001 1080131 北湖國小 道路交通 2 73.1 76.9 71.5 
0604620TN001 1050226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3 76.3 75 72.9 
0604620TN001 1050313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3 78.0 76.5 73.2 
0604620TN001 1050414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3 76.2 74 72.6 
0604620TN001 1050519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3 74.4 73.6 72.2 
0604620TN001 1070125 南崁路南崁橋附近 道路交通 3 75.3 74.7 72.3 
0605120TN003 1070719 中平國小前民族路 道路交通 3 79.5 79.1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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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編號 監測日期 測站名稱 音源別 管制區 日 晚 夜 
0605120TN003 1070823 中平國小前民族路 道路交通 3 75.8 77.9 71.5 
0605120TN003 1071122 中平國小前民族路 道路交通 3 78.4 76.7 71.9 
0604320TN004 1050302 啟英工家前中園路 道路交通 4 75.7 75.1 71.6 
0604320TN004 1050309 啟英工家前中園路 道路交通 4 79.0 76.4 74.4 
0604320TN004 1050418 啟英工家前中園路 道路交通 4 75.3 72.9 72.1 
0604320TN004 1080221 啟英工家前中園路 道路交通 4 81.7 79.4 75.9 

茲將桃園市環境及交通音量監測結果之不合格時段比率與全國相比較如表 4.6-7。 

表 4.6-7 近三年桃園市環境及交通音量監測不合格率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 

不合格時段比率 
道路交通音量監測 
不合格時段比率 

105 年 
全國 2.63% 1.45% 
桃園市 13.89% 5.56% 

106 年 
全國 2.43% 0.63% 
桃園市 16.67% 0% 

107 年 
全國 7.28% 0.63% 
桃園市 25% 5.56% 

108 年第 1 季 
全國 5.08% 2.52% 
桃園市 13.89% 16.67% 

將近三年之監測結果，繪出歷時變化圖，以瞭解各監測站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另部分測點雖然測站名稱相同但所載管制區測點類別有所異動會有兩張圖

呈現，茲將各環境及交通噪音測點近三年每季監測資料繪如下。由圖可觀察出環

境音量監測站易受周圍環境的各種活動所影響，因此不同季節或日期所量得的監

測結果有較大的變化，而交通音量測站的主要音源即為所面臨的道路，因此音源

相對穩定，各季所得結果差異相對較小。 

此外，歷年測站異動情形如下： 

(一) 林務局復興站附近：104 管制區類別 1；105 年為 2；106 年後為 1。 

(二) 大溪中正公園 104 管制區類別 3；105 年為 2；106 年後為 3。 

道路交通測點所載管制區類別有所異動測站如下： 

(一) 忠義街社區 104 管制區類別 2；105 年為 1；106 年後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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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草漯國小前新生路 104 管制區類別 2；105 年為 3；106 年後為 2。 

(一) 環境噪音監測站： 

 

圖 4.6-6 環境噪音監測站林務局復興站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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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環境噪音監測站林務局復興站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8 環境噪音監測站溪洲公園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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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勇國小附近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0 環境噪音監測站山豐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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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1 環境噪音監測站笨港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2 環境噪音監測站龍潭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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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3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溪中正公園(第三類噪音管制區)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

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4 環境噪音監測站大溪中正公園(第二類噪音管制區)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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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5 環境噪音監測站五權國小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6 環境噪音監測站虎頭山公園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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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7 環境噪音監測站黃帝廟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18 環境噪音監測站中壢工業區服務中心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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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9 環境噪音監測站龜山工業區服務中心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二) 交通噪音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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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0 交通噪音監測站石門水庫近三年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21 交通噪音監測站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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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2 交通噪音監測站水美國小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23 交通噪音監測站北湖國小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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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4 交通噪音監測站忠義街社區(第一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25 交通噪音監測站忠義街社區(第二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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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6 交通噪音監測站草漯國小前新生路(第三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情形 

 

圖 4.6-27 交通噪音監測站草漯國小前新生路(第二類)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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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圖 4.6-28 交通噪音監測站中平國小前民族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29 交通噪音監測站南崁路南崁橋附近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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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0 交通噪音監測站桃園火車站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31 交通噪音監測站龍潭運動公園前北龍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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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2 交通噪音監測站啟英工家前中園路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圖 4.6-33 交通噪音監測站華亞科技園區管理中心監測結果小時均能音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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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航空噪音相關法規 

我國現行與航空噪音相關的法令有「噪音管制法」、「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

「環境音量標準」、「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

法」、「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民用航空法」、「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國

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施行細則」、「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分配及使用辦法」。以中

央主管機關區分，前述法令大致上可分成兩種，一是環保署針對航空噪音制定標

準等相關事宜，另一是交通部按照相關標準負責航空噪音防制及補助工作。直轄

市、（縣）市政府再依母法授權訂定相關辦法。依其發布單位將各法規列出如下，

法規名稱後括弧內為最初頒布及最新修訂公布日期： 

一、 立法院通過，總統令頒布： 

 民用航空法（42.05.30 / 107.04.25） 

 噪音管制法（72.05.03 / 97.12.03）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98.01.23 / 108.01.16） 

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73.12.20 / 99.03.11）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83.08.31 / 98.06.08） 

三、 交通部發布： 

 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分配及使用辦法（89.06.23 / 104.11.23） 

 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89.06.25 / 已於 104.03.10 廢止）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施行細則（99.05.20 / 107.11.29） 

四、 環保署與交通部會銜發布：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76.06.10 / 98.07.09）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77.05.04 / 98.07.16） 

 環境音量標準（85.01.31 / 99.01.21） 

五、 桃園市政府發布： 

桃園市政府依園區發展條例第 13 條及第 14 條規定所訂定之法規如下：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104.03.05 / 10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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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04.09.21）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105.05.24）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105.07.12） 

 桃園市政府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補助查核作業規範（107.07.10） 

以下為環保法規及交通法規與航空噪音有關之主要條文： 

 噪音管制法 

第 11 條 
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噪音管

制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機動車輛供國內使用者，應符合前項噪音管制標準，始得進口、製造及使用。 
使用中機動車輛、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項目、程序、限制、檢驗人員之資格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15 條 
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產生之航空噪音及其他交通產生之噪

音，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監測，超過環境音量標準者，營運或管理機

關（構）應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訂定該區

域或路段噪音改善計畫，其無法改善者得訂定補助計畫，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並據以執行。但補助計畫以改善噪音防制設施並以一次為限。 
軍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之航空噪音，其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應會商民用航空

營運或管理機關（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

區之航空噪音影響程度，訂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軍用航空主管機關及民用航

空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應採取適當之防制措施。 
第一項環境音量之數值及測定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定之 
第 16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其所在機場周

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 
前項監測結果，應作成紀錄，並依規定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第一項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措施、防制區劃定原則、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測定條件、申報資料、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專供軍用航空器起降

之航空站，對於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航空噪音影響程度，訂定航空噪音改善

計畫，採取適當之防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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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下列原則，檢討、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

既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一、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 
三、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及不

得劃定為住宅區。 
前項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採用之防音建材，於新建完成後可使室內航空噪

音日夜音量低於五十五分貝，並經地方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受前項不得新建規

定之限制，且不得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第 26 條 
違反依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標準者，除民用航空器依民用航空法有關規定處罰

外，處機動車輛所有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 29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檢送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或未

依噪音改善或補助計畫執行，經通知限期檢送或改善、補助，屆期仍未檢送或

未依改善、補助計畫執行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處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0 條 
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設置自動監測設備者，處航空站新臺幣十五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設置；屆期仍未設置者，按次處罰。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

音防制或航空噪音測定、申報之管理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次處罰。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 

第 9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計

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應執行改善之營運或管理機關（構）。 
二、噪音發生源狀況說明及其構造、位置（含陳情戶位置或量測點）。 
三、改善前噪音量測結果（含頻譜分析）及其成因分析、影響程度。 
四、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說明。其中有關之噪音防制設施，應記載其

位置、規模及功能等設計圖說。 
五、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能評估。 
六、計畫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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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善可行性分析。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採取之噪音防制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 
二、降低機場噪音。 
三、調整操作程序及管制試車時段。 
四、應有環保專職人員。 
五、協商有關機關擬訂航空站周圍土地之使用對策。 
六、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航空噪音改善計畫之相關程序、期限及辦理方

式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營運或管理機關（構）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補正者，視為未依本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檢送噪音改善計畫。 
第 10 條 
前條噪音改善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無法於其營運或管理範圍

內改善航空噪音者，營運或管理機關（構）應自核定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依

據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訂定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航空噪音補

助計畫，送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補助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補助學校、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 
二、所補助相關噪音防制設施內容說明，並應記載其位置、規模及功能等設計

圖說。 
三、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改善功能評估。 
四、計畫執行期程。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補助計畫核定之相關程序、期限及辦理方式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營運或管理機關（構）逾期未依前項規定完成補正者，視為未依本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檢送噪音補助計畫。 
第 11 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軍用塔台所轄軍民合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計畫及本法第

十七條之專供軍用航空器起降航空站之航空噪音改善計畫，在不影響國防、飛

航安全或涉及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之事項或限制、禁止

公開之情形下，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應執行改善之營運或管理機關（構）。 
二、噪音發生源狀況說明及其構造、位置（含陳情戶位置或量測點）。 
三、改善前噪音量測結果（含頻譜分析）及其成因分析、影響程度。 
四、所採取相關噪音防制措施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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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採取噪音防制措施之改善功能評估。 
六、計畫執行期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無涉機密事項之文件。 
前項第四款所採取之噪音防制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 
二、降低機場噪音。 
三、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之補助事項。 
四、調整操作程序，訂定環保航線。 
五、管制試車時段或訓練飛行時段。 
六、建置環保陳情專線及應有環保專職人員。 
七、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 
第 12 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量，其計算方法及測定條件如下： 
一、計算方法：依美國聯邦飛航規則第一百五十號規定，並於監測時噪音計設

定為「A 加權」。 
二、測定時間：連續蒐集二十四小時之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三、測量儀器：符合國際電工協會標準一型（Class1）之噪音計，頻帶範圍 20 Hz

至 20 kHz。 
四、動特性：慢特性（SLOW）。 
五、測定地點：建築物外牆面內緣向內一公尺處，選定門窗密閉具代表性之適

當地點。 
六、測定高度：離地面或樓板一．二至一．五公尺處。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第 13 條 
機場公司經營機場專用區及相關設施，應向使用人收取使用費、服務費或噪音

防制費；其收費基準，由機場公司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 14 條 
機場公司應提撥下列費用予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工作： 
一、每年提撥前條使用費中之降落費一定比率作為回饋金，辦理機場六十分貝

噪音線內之回饋作業，回饋金並得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前條噪音防制費，得以現金發放作為機場六十分貝噪音線內航空噪音防制

工作及相關居民健康維護、電費、房屋稅、地價稅等使用。 
前項第一款之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機場六十分貝噪音線內回饋金及噪音防制費之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由

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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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施行細則 

第 5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提撥降落費之一定比率為十五分之二。 
第 6 條 
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接受機場公司提撥

回饋金及噪音防制費，辦理回饋作業及噪音防制工作時，應依預算程序配合編

列相關預算，經由各該直轄市議會及縣（市）議會通過後動支。 

 民用航空法 

第 35 條 
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訂定噪音防制工作

計畫。 
前項航空站，屬於國營者，其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辦理，並得由民航局委

辦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屬國營之航空站，其噪音防制工作，由

經營人辦理。 
第 37 條 
使用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應依規定繳納使用費、服務費或

噪音補償金；使用國營航空站、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之收費標準，由交通部定

之。非屬國營之航空站、飛行場之收費費率，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

交通部核定；變更時，亦同。 
民航局為顧及國內航線永續經營及保障旅客權益，經報請交通部同意後，得免

徵、減徵或停徵國營航空站國內航線使用費。 
第一項噪音補償金，得以現金發放之方式辦理航空站附近地區噪音補償作業。 
第一項各項費用中，場站降落費應按各航空站徵收之比率，每年提撥百分之八

做為該航空站回饋金，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航空站回饋作業，航空

站回饋金並得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三項之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國營航空站由交通部定之。非屬國營之航空站

之經費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定。 
第四項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飛行場之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

核轉交通部核定。 

將現行環保及交通法令其包含之措施及管制方式整理如圖 4.6-34、圖 4.6-35。 

針對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案第 13 條及第 14 條，有鑑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

正公布「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已將原有之噪音防制費修正為「噪音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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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刪除「六十分貝噪音線內」等文字，為使法規條文規範一致，另酌收費基準係

屬與人民權益有關之重要事項，須明確規範以符法制，故立院於 107 年 9 月提案

修正「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其說明如下： 

一、配合民用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之修正，將噪音防制費修正為噪音補償金，使

法規條文規範一致。 

二、噪音防制補助經費之性質為航空站（桃機）對受補助戶所為之受益行政處分，

但實際上是包含「補償作用」以及「成本內部化作用」，並非單純的噪音補償

費性質，另一面是希望誘導汙染者改善其污染的情況，透入相關資源改善汙染

源已達產業與環境永續目標，但是實務上飛機噪音，現行科技技術難以突破，

改以補償金形式較為妥適。 

三、另收費基準，是屬與人民權益有關之重要事項，惟現行條文僅為概括授權對

民眾權利保障不足，應具體明確規範，以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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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8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機場公司經營

機場專用區及相關設

施，應依規定向使用人收

取使用費、服務費或噪音

補償金；其收費之作業程

序、收費基準、繳納程序

及欠費追繳作業等事項

之基準，由機場公司擬

訂，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三條 機場公司經營

機場專用區及相關設

施，應向使用人收取使用

費、服務費或噪音防制

費；其收費基準，由機場

公司擬訂，報主管機關核

定。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配合民用用航空法第三

十七條之修正，將噪音防

制費修正為噪音補償

金，使法規條文規範一

致。 
三、另收費基準，是屬與人

民權益有關之重要事

項，惟現行條文僅為概括

授權對民眾權利保障不

足，應具體明確規範，以

符法制。 

第十四條 機場公司應提

撥下列費用予園區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相關工作： 
一、每年提撥前條使用費

中之降落費一定比率

作為回饋金，辦理機場

附近地區之回饋作

業，回饋金並得以現金

方式發放。 
二、前條噪音補償金，得

以現金發放之方式辦

理機場附近地區噪音

補償作業。 
前項第一款之一定

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機場附近地

區回饋金及噪音補償金

之發放作業與使用辦

法，由園區所在地之直轄

市、縣（市）政府定之。 

第十四條 機場公司應提

撥下列費用予園區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相關工作： 
一、每年提撥前條使用費

中之降落費一定比率

作為回饋金，辦理機場

六十分貝噪音線內之

回饋作業，回饋金並得

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前條噪音防制費，得

以現金發放作為機場

六十分貝噪音線內航

空噪音防制工作及相

關居民健康維護、電

費、房屋稅、地價稅等

使用。 
前項第一款之一定

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機場六十分

貝噪音線內回饋金及噪

音防制費之發放作業與

使用辦法，由園區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定之。 

一、本條條文修正。 
二、配合民用用航空法第三

十七條之修正，將噪音防

制費修正為噪音補償

金，使法規條文規範一

致。 
三、配合民用航空法第三十

七條之修正業刪除機場

「六十分貝噪音線內」等

文字，爰將第一項及第三

項相關文字修正為機場

「附近地區」。有關機場

「附近地區」之定義，由

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第三項規定

之回饋金及噪音補償金

之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

定之。 

本修正草案已於 108 年 4 月 15 日經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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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
音
管
制
法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及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
定之。

民用、民用塔台軍民合用機場航
空噪音，經地方主管機關監測，
超過環境音量標準者，營運或管
理機關（構）應訂定該區域噪音
改善計畫，其無法改善者得訂定
補助計畫，但補助計畫一次為
限。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航空站，
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
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並
向當地主管機關申報。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不
同級別原則檢討、規劃各級航空
噪音防制區內既有土地使用及開
發計畫。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11條

第15條

第16條

第18條

第36條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
（環保署、交通部會銜）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
（環保署、交通部會銜）

環境音量標準
（環保署、交通部會銜）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
防制辦法（環保署）

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
（環保署）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
民用機場、民用塔台所
轄軍民合用機場航空噪
音改善計畫之應包括事
項。

第9條

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之計算方法及測定條件

第12條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
為三級之劃定原則

第4條

軍用航空主管機關應會商地方主
管機關，就專供軍用航空器起降
航空站，採取適當防制措施。

第17條

違反第11條所定標準依民航法處
罰

第26條

經通知後仍未檢送或未執行改善
計畫，報請中央處10萬至50萬元
罰鍰。

第29條

未設置自動監測設備，處15萬至
30萬罰鍰，未申報處2萬至10萬罰
鍰。

第30條 依第9條規定檢送改善
計畫，經核定無法改善
者，採用補助計畫。

第10條

 
圖 4.6-34 航空噪音環保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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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用
航
空
法

第35條

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共同訂定噪音防制工作計畫。

第37條

使用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應依規定
繳納使用費、服務費或噪音補償金。國營航空站由交通
部訂之，非屬國營之航空站、飛行場之收費費率，由經
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定。
第一項噪音補償金得以現金發放之方式辦理航空站附近
地區噪音補償作業。
場站降落費應按各航空站徵收之比率，每年提撥百分之
八做為該航空站回饋金，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航空站回饋作業，航空站回饋金並得以現金方式發
放。
第三項之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國營航空站由交通部定
之。非屬國營之航空站之經費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
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定。
第四項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由航空站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飛行場之回饋金經
費分配及使用計畫，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
通部核定。

國
際
機
場
園
區
發
展
條
例

第14條第3項

機場公司應提撥下列費用予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相關工作：
一、每年提撥前條使用費中之降落費一定比率作為回饋
金，辦理機場六十分貝噪音線內之回饋作業，回饋金並得
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前條噪音防制費，得以現金發放作為機場六十分貝噪
音線內航空噪音防制工作及相關居民健康維護、電費、房
屋稅、地價稅等使用。
前項第一款之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機場六十分貝噪音線內回饋金及噪音防制費之發放
作業與使用辦法，由園區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定之。

國營航空站噪音補償金
分配及使用辦法（交通
部）

國營航空站機場回饋金
分配及使用辦法（交通
部104.03.10廢止，改由各
地方政府定之）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
空噪音防制費發放作業
與使用辦法（桃園市政
府）

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回
饋金發放作業與使用辦
法（桃園市政府）

第13條

機場公司經營機場專用區及相關設施，應向使用人收取使
用費、服務費或噪音防制費；其收費基準，由機場公司擬
訂，報主管機關核定。

第46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施行細則（交通部）

第5條

第14條所稱提
撥降落費之一
定比率為十五
分之二

第6條

辦理回饋作業
及噪音防制工
作，應依預算
程序編列

 
圖 4.6-35 航空噪音交通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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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主管機關航空噪音政策功能及範疇界定 

桃園機場及稱中正國際機場，其行政單位為中正國際航空站，隸屬於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民國 95 年 9 月經行政院第 3005 次會議決議，將「中正國際機場」

更名為「桃園國際機場」，行政單位改稱桃園國際航空站，是國內唯一年出入旅客

達 1,000 萬人次以上的特等航空站。基於桃園機場為我國主要對外國際機場，為提

升國家競爭力，並促進國際機場園區及航空城發展，進而帶動區域產業及經濟繁

榮，「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以下簡稱發展條例）於民國 98 年公告施行，主管

機關為交通部。依據此發展條例，將桃園國際航空站由行政機關轉型為事業機構，

並在民國 99 年 11 月正式公司化，改制為交通部國營事業「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

限公司」。 

桃園機場自民國 68 年啟用，初期每年起降約 3 萬架次，至 106 年已逾 24 萬

架次，其間隨著起降架次及運量不斷成長，帶來的航空噪音污染問題亦困擾著機

場周圍住戶。因此在民國 80 年代常有陳情及抗爭事件，為解決民怨，相應的噪音

監測網設置及後續的防制補助及回饋工作也在當時陸續開展。 

環保署於 81 年依噪音管制法公告「應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備監測機場周圍地

區飛航狀況之航空站」納管桃園等 6 處機場，並於 82 年設置完成，83 年移交予民

航局。 

有關對受體（受污染者）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的工作，最早係規定在環

保署邀集交通部、國防部而於民國 83 年發布之「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中第 9 條及第 10 條，但因辦法當時僅屬環保署發布之行政命令，造成民航局在無

母法法源依據的狀況下，向航空公司以「特別降落費」的名義收取噪音防制費，

之後隨著民用航空法修正第 37 條相關內容，才有收取噪音防制費的法源依據。 

而桃園機場自 99 年起改制，故有關航空噪音防制事宜改依「國際機場園區發

展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桃園市依該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分別於民國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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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24 日發布「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防制費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

及 105 年 7 月 12 日發布「桃園市桃園國際機場回饋金發放作業與使用辦法」。 

軍用機場方面，噪音防制費來源係編列預算支應，早期純軍用機場係由各縣

市負責執行防制工作，而軍民合用機場則將經費撥交各航空站負責執行，但自民

國 100 年起已改由國軍自行辦理補助工作。 

以環保法規與航空法規而言，依噪音管制法第 15 條規定，航空噪音經地方主

管機關監測後，超過「環境音量標準」，營運或管理機關（構）須訂定改善計畫，

無法改善者則採補助計畫。有關航空噪音改善之防制措施係規定在噪音管制法施

行細則第 9 條至 12 條，第 9 條為噪音防制措施，包括： 

一、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 

二、降低機場噪音。 

三、調整操作程序及管制試車時段。 

四、應有環保專職人員。 

五、協商有關機關擬訂航空站周圍土地之使用對策。 

六、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 

施行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補助學校、公共設施、住戶放置防音設施。及

第 11 條亦有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之補助事項。 

防制措施基本上採音源－路徑－受音者這三個方面來著手，基本上由音源處

改善為最有效的方式，故必須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其次降低機場噪音，係考量

噪音傳遞路徑，再來即為受體改善。須由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將受體的位置妥

為規劃，避免不相容情形，再其次補助學校、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 

環保署負責國內噪音的政策、法規、監測等，航空噪音屬於噪音的一環，可

供參考的標準為「噪音管制法」第 18 條規定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新建完成

後室內航空噪音日夜音量須低於 55 分貝。 

因此，依噪音管制法、民用航空法、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現行航空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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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的權責區分是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劃定航空噪音防制區，機場公司

收取噪音防制費後提撥予桃園市政府負責發放作業及使用，並辦理航空噪音補助

工作。 

目前機場航空噪音防制除了補償金以及回饋金外，必須以航空噪音防制區的

公告以及機場土地使用及開發計畫為本，其中航空噪音防制區的公告必須能反應

民眾感受以及真正影響範圍；同時機場周圍土地使用和噪音的相容性才是最有效

的控制機場周圍的噪音品質。如圖 4.6-36 為與航空噪音有關之相關單位關係圖。 

 

圖 4.6-36 航空噪音相關單位相互關係圖 

就環境保護單位、交通部民航局、機場公司及航空公司功能及範疇界定，探

討如下： 

一、 航空公司：依現行法令，航空公司的航空器符合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且繳

交補償金、降落費等相關費用，即符合相關規定，且已盡其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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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國外有針對未依規定航線飛行之航空器訂有罰則，可針對違規的航空

公司加以處罰。 

二、 機場公司：機場公司負責辦理監測作業，收取各項規費，受民航局監督，

依發展條例及相關辦法執行業務。 

三、 交通部：為國內民用航空主管機關，依「噪音管制法」及「民用航空法」，

必須負起噪音防制之責。 

四、 軍用機場：軍方維護國防安全，平時從事基本戰力與應變作戰能力訓練，

並基於任務或演訓亦有不特定之戰機飛航需求，對於產生噪音造成對周圍

環境之影響，則依「國軍所屬軍用機場航空噪音改善經費處理原則」辦理。 

五、 環保單位：建立各項管制標準供製造污染者遵循。若就現行法令而言，提

供目前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區的劃定標準及劃定公告防制區，作為

土地利用規劃的參考。並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以辦理補償金及回

饋金發放工作。 

4.6.4  近三年航空噪音監測作業分析 

本計畫由環保局取得桃園國際機場及陸軍龍潭基地自 104 年第一季至 107 年

第四季之季監測報告資料。茲就資料整理說明： 

一、 營運狀況： 

桃園國際機場 

(一) 起降架次：104 年至 106 年航機起降架次呈遞增趨勢，107 年略有

下降，總架次分別為 221,191 架次、244,464 架次、246,104 架次及

233,801 架次。 

(二) 旅運人次：近四年入境、出境及過境人次變化趨勢如同架次變化，

107 年略降，104 年至 107 年總人次分別為 3,847 萬人次、4,230 萬

人次、4,488 萬人次及 4,249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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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龍潭基地 

(一) 龍潭直昇機基地為一軍事單位，每日依環保航線執行作戰訓(操)

練，除國慶或特別假日敦親睦鄰外，基地平時不對外開放。 

二、 航空噪音監測站概況及分布： 

(一)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監測系統為 Bruel & Kjaer 系統，共設有固

定式噪音監測站 18 站。105 年起新坡里觀音幼兒園變更為樹林里觀

音幼兒園；山東里山東里活動中心變更為山東里山東國小；新增果

林里試車台。以 107 年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而言，位於第三級有

2 站、第二級有 7 站、第一級有 7 站，另有 2 站未在防制區範圍。 

(二) 陸軍航空六○一旅(桃園龍潭基地)：陸軍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監測系統

硬體為 01dB 系統，共有固定式噪音監測站 8 站。陸軍龍潭直升機

基地 104 年第三季開始，龍潭農工變更為龍潭高中；武漢國小變更

為武漢國中；新增三個測點龍源國小、大平里集會所、瑞祥國小。

以 107 年公告之航空噪音防制區而言，位於第三級有 2 站、其餘 6

站均位於第一級外範圍。 

三、 航空噪音監測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 

(一) 桃園國際機場：隨季風、機場當地天候、運量等影響，各季使

用的主要跑道不同。有可能造成各季測值產生較大差異。依照

表 4.6-9 及圖 4.6-37 比較各監測站 105 年第 1 季至 107 年第 4 季

季噪音平均值，所有測值中最大差異 9.9 dB(A)為觀音幼兒園。

兩季落差3 dB(A)以上測站主要為坑口活動中心、菓林活動中心、

觀音幼兒園、藍埔里長家 、新奇屋幼兒園、海湖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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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9 桃園國際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 

  R/W0
5L 

R/W0
5R 

R/W2
3R 

坑口

活動

中心 

菓林

活動

中心 

觀音

幼兒

園 

大園

區公

所 

藍埔

里長

家 

山東

里活

動中

心 

山東

國小 

新奇

屋幼

兒園 

試車

台 
海湖

國小 
R/W2

3L 
大園

國小 
溪海

國小 
新坡

國小 

廣福

里民

宅 

竹圍

國小 

105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72.5 69.7 75.4 63 59.6 58.7 61.4 61.5 61.8 - 57.8   64 71 74.4 67.4 62.5 64.3 65.4 

105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74.3 70.2 74.9 62.1 56.1 51.8 63.2 58.8 59.6 - 55 79.7 62 72.2 72.9 66.4 59.9 64.1 62 

105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74.4 70.5 74.7 61 55.6 51.3 63.9 59.2 60.1 - 54.4   61.3 71.3 73.7 66.8 60.9 65 61.6 

105 年第四季分析資料 72.8 69.6 74.6 66 63.6 61.2 64.1 65 64.2 - 61.7 79 65.2 70.6 74.5 67.3 64.8 67.9 65.7 

106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72.7 69.7 74.6 65.2 60.6 56.7 62.1 62 - 61.8 57.9 80.3 64.6 72.3 74.4 67.8 62.9 65.2 64.4 

106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74.4 71.4 74.7 64.1 58.1 56.8 63.9 59.9 - 60.6 56.6 80.4 62.2 71.5 73.7 67.1 61.3 65.6 61.7 

106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74.2 71.8 73.1 61 56.7 56.9 65.4 59.2 - 60.3 54.5 80 60.8 68.5 73.3 66.7 61.3 65.1 58.7 

106 年第四季分析資料 71.6 68.7 73.8 63.7 60.9 50.9 61.6 63.1 - 61.9 58.9 80.7 63.9 71.4 75 68.4 63.8 67.5 63.9 

107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71.8 70.7 73.4 65.2 62 56.2 64.3 63.8 - 61.9 58.4 80.3 64.9 72.9 74.5 67.6 63.1 66.9 63.8 

107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72.2 70.9 73.7 63.1 57.7 52.8 61.8 59.9 - 60.4 55.2 79.5 61.9 73 72.9 65.8 60.9 64 61.9 

107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71.6 73.5 74.7 54 54.4 52.6 61.2 55.7 - 62.5 53.4 80.1 59.3 73.8 70.4 64.8 59.1 62.4 62.9 

107 年第 4 季分析資料 71.3 69.9 74.1 62.4 59.1 52.3 60 61.2 - 63.7 57.9 79.7 63.9 71.4 74 67.4 62 64.5 64.6 

 

 

圖 4.6-37 桃園國際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圖 

(一) 陸軍航空六○一旅(桃園龍潭基地)：比較各監測站 105 年第 1 季至

107 年第 4 季季噪音平均值，各季測值比較後差異最大 6.3dB(A)為

105 年第二季與第三季會客室測點。如表 4.6-10 及圖 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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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0 龍潭基地機場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 

  會客室 五號棚 武漢國中 龍潭高中 凌雲國中 龍源國小 
大平里集

會所 
瑞祥國小 

105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57.3 69.1 49.2 45.3 44.5 49.7 47.2 51.4 

105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57.0 69.0 48.0 46.1 44.0 50.5 47.4 52.2 

105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63.3 68.1 49.2 47.1 47.7 51.1 51.1 51.2 

105 年第四季分析資料 58.0 67.7 47.5 50.6 46.8 50.9 49.4 51.4 

106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61.0 65.1 49.3 47.4 43.2 49.9 46.2 52.4 

106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57.0 61.8 43.6 48.1 44.0 48.4 45.3 51.4 

106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58.2 60.9 49.0 46.5 48.2 49.7 51.2 53.2 

106 年第四季分析資料 59.5 61.8 46.7 50.1 46.7 52.8 53.1 50.8 

107 年第一季分析資料 60.1 65.4 49.3 47.9 46.2 52.2 53.1 51.5 

107 年第二季分析資料 60.1 63.1 48.9 47.9 46.0 48.6 49.4 51.8 

107 年第三季分析資料 57.3 64.7 48.4 48.7 46.6 51.7 51.4 51.2 

107 年第四季分析資料 61.8 65.4 49.6 48.6 45.2 52.6 51.4 48.6 

 

圖 4.6-38 龍潭基地各季航空數據分析比較圖 

四、 飛航動態資料數據統計分析與比較 

    飛航動態資料指航空器所使用的跑道、航線及機型等資料。本點採綜

合說明，以下幾點將作詳細分析比較。 

(一)104 年架次較 103 年增加 12,138 架次；其中 05L-23R 跑道使用次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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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69,153 架次，05R-23L 跑道使用次數增加 181,291 架次。 

(二)105 年航空器架次較 104 年增加 233,62 架次；其中 05L-23R 跑道使用

次數增加 97,372 架次，05R-23L 跑道使用次數減少 74,010 架次。 

(三)106 年航空器架次較 105 年增加 1,571 架次；其中 05L-23R 跑道使用

次數增加 3,546 架次，05R-23L 跑道使用次數減少 1,975 架次。 

(四)107 年航空器架次較 106 年增加 9,655 架次；其中 05L-23R 跑道使用

次數減少 1,593 架次，05R-23L 跑道使用次數增加 11,248 架次。 

龍潭基地飛航動態資料資料涉及軍事機密無法提供。 

五、 跑道使用次數統計分析 

桃園機場跑道編號分別為 05 及 23，受季風影響，第一季及第四季與第

二季及第三季使用的主要跑道不同。其中 05R 跑道近三年的使用率最高，

達 32 萬架次，其次則為 05L，計有 22 萬架次。107 航空器架次較 106 增加

9,655 架次；其中 05L-23R 跑道使用次數減少 1,593 架次，05R-23L 跑道使

用次數增加 11,248 架次。近三年跑道次數統計如表 4.6-11 至表 4.6-20 及圖

4.6-39 至圖 4.6-43。 

龍潭基地跑道資料涉及軍事機密無法提供。 

表 4.6-11 桃園國際機場跑道使用次數統計表 

跑  道  
103.01 104.01 105.01 106.01 107.01 
103.12 104.12 105.12 106.12 107.12 

05L  126,978 21,665 85,113 87,143 91,146 
23R 66,140 2,300 36,224 37,740 32,144 
05R 12,858 124,375 84,467 83,487 91,416 
23L  1,164 70,938 36,836 35,841 39,160 

總  計 207,140 219,278 242,640 244,211 25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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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2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05L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2,331 0 0 2,331 4,662 
105 28,587 14,175 16,064 26,287 85,113 
106 27,287 16,051 13,282 30,523 87,143 
107 28,043 16,996 16,361 29,746 91,146 

 

圖 4.6-3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表 4.6-13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05R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47,513 20,325 0 47,513 115,351 
105 26,540 14,914 16,120 26,893 84,467 
106 26,841 14,969 12,232 29,445 83,487 
107 28,773 16,852  15,312 2,555  6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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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0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05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表 4.6-14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23L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6,096 34,342 25,819 6,096 72,353 
105 2,468 16,401 14,243 3,724 36,836 
106 2,597 14,591 17,187 1,466 35,841 
107 3,178 14,889 18,538 30,479 67,084 

 
圖 4.6-41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L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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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表 

23R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73 8 29,383 73 29,537 
105 2,115 15,318 15,201 3,590 36,224 
106 2,822 14,907 18,625 1,386 37,740 
107 2,763 14,208 13,021 2,152  32,144 

 
圖 4.6-42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23R 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圖 4.6-43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各跑道使用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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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航線使用次數統計分析與比較 

統計近三年來航空器曾使用的航線原共有 49 條，107 年第四季起增為

72 條，將其中使用次數前 5 位製圖如圖 4.6-44 至圖 4.6-48。龍潭基地航線

統計圖表涉及軍事機密並未提供。 

表 4.6-16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J1M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AJ1M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13,273 12,959 13,202 12,117 51,551 
105 13,083 13,121 11,543 11,095 48,842 
106 11,203 11,829 12,386 12,069 47,487 
107 11,882 11,899 12,740 6,730 43,251 

 
圖 4.6-44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J1M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表 4.6-17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NP1K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NP1K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4,889 2,331 3,352 6,331 16,903 
105 6,962 3,884 - 7,013 17,859 
106 6,336 3,864 3,176 8,046 21,422 
107 7,143 4,480 3,751 7,751 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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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NP1K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表 4.6-18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TG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TG1A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6,342 2,790 3,958 6,708 19,798 
105 - 3,647 3,929 6,527 14,103 
106 6,685 3,938 3,221 7,423 21,267 
107 7,026 4,191 4,001 7,302 22,520 

 

 
圖 4.6-46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TG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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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BK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BK1A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5,511 2,486 3,373 5,640 17,010 
105 6,418 3,263 3,583 5,800 19,064 
106 6,254 3,385 2,816 6,424 18,879 
107 6,322 3,603 3,549 6,629 20,103 

 
圖 4.6-47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BK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表 4.6-20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N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表 

AN1A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計 
104 7,176 3,081 4,727 7,923 22,907 
105 9,222 4,990 2,996 3,818 21,026 
106 3,819 2,329 1,822 4,389 12,359 
107 3,953 2,447 2,287 5,743 14,430 

 
圖 4.6-48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 AN1A 航線使用次數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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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航空器起降架次次數統計分析 

經整理近三年於桃園機場起降之各式航空器如表 4.6-21，起降架次最多的前五

位分別是 757PW、747400、A330、777300 及 MD11GE。而航空器起降時段如圖

4.6-49。主要起降時段以 13-14 及 15-18 時段為主。 

表 4.6-21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器起降次數統計表 

機    型 105 106 107 
737300 0 0 24 
7373B2 34 18 5 
737400 2,568 2,705 3,051 
737700 5,968 6,212 6,266 
737800 11,636 6,584 6,966 
737900 0 0 16 
747200 6,192 7,630 8,561 
74720A 29 16 75 
74720B 971 948 796 
747400 33,569 33,656 30,059 
747800 0 0 20 
747SP 883 1,199 1,205 
757PW 31,792 33,127 33,541 
757RR 115 18 18 
767300 419 439 419 
767400 3,545 3,173 3,002 
767CF6 806 889 539 
767JT9 328 440 240 
777200 1,344 745 773 
7772LR 0 0 35 
777300 24,205 29,090 32,393 
7773ER 0 0 545 
787800 0 0 32 
787900 0 0 47 
A300 5,978 4,117 4,173 

A30062 584 969 681 
A310 61 78 63 
A319 647 838 808 
A320 2,777 3,505 5,287 

A32021 0 2 0 
A32023 6,634 767 337 
A321 1,045 1,717 2,350 

A32123 14,431 13,741 1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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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型 105 106 107 
A330 30,036 30,645 33,018 

A33034 4,533 6,566 7,162 
A340 9,737 8,519 10,919 
A341 0 10 10 
A359 0 0 162 
A35K 0 0 14 
A388 0 0 12 

BD700 0 0 1 
BAE125 2 0 0 
BEC100 21 8 0 
BEC200 0 0 3 
BEC99 6 392 611 
BK117 1,339 2,668 3,547 
BK118 40 74 50 
C130 4 2 0 
C20 53 24 47 

CL600 0 0 3 
CL610 4,147 4,627 4,654 
CL611 10 89 112 

CNA550 6 1 2 
CNA560 0 1 1 
DALPHA 4 584 1,008 

DHC7 3 2 2 
E50P 1 0 0 

F10062 272 389 1,044 
F10065 3 1 90 
FA7X 0 2 0 

FAL20A 6 0 212 
FAL900 125 56 0 
FAL902 5 0 0 
FAL903 4 2 0 
FAL905 6 0 0 
FAL906 26 30 0 

G200 498 434 385 
G550 61 64 84 
GIV 313 181 0 

GLEX 76 80 69 
GLF5 2 0 2 
GV 235 204 151 

H25B 0 0 4 
LEAR45 0 2 0 
MD11GE 22,182 23,895 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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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型 105 106 107 
MD11PW 1,094 820 735 

MD82 361 171 201 
MD83 546 1,077 1,123 

MD9025 10,283 9,940 9,570 
PC12 1 0 0 
UH1H 38 28 21 
總 計 242,745 244,317 253,973 

 

 

 

表 4.6-22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器起降時段統計表 

航空器 

起降時段統計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00-01 2,017 2,305 2,340 2,465 2,588 2,371 2,369 2,277 2,255 2,409 2,260 2,399 2,461 2,408 2,360 2,630 

01-02 427 646 660 613 830 841 763 636 681 754 740 680 679 521 574 638 

02-03 124 17 100 25 493 603 627 587 633 575 494 653 747 690 590 774 

03-04 654 732 749 787 666 529 575 572 540 565 575 574 550 619 640 683 

04-05 619 800 838 716 633 883 960 607 625 753 1,037 687 741 940 1,114 756 

05-06 1,391 1,512 1,580 1,586 1,496 1,665 1,674 1,695 1,692 1,850 1,718 1,803 1,776 1,915 1,691 1,895 

06-07 1,045 1,158 1,300 1,380 1,349 1,382 1,462 1,925 1,808 1,800 1,839 2,062 1,999 1,769 1,853 1,930 

07-08 2,078 2,141 2,140 2,294 2,492 2,572 2,553 2,445 2,309 2,389 2,373 2,422 2,379 2,386 2,271 2,421 

08-09 2,393 2,383 2,420 2,606 2,631 2,834 2,840 2,631 2,582 2,489 2,464 2,593 2,578 2,570 2,531 2,556 

09-10 2,726 2,622 2,663 2,718 3,186 3,282 3,213 3,283 3,185 3,290 3,279 3,354 3,372 3,420 3,491 3,566 

10-11 2,641 2,894 2,896 2,927 3,121 3,327 3,486 3,238 3,013 3,132 3,108 3,176 3,221 3,519 3,796 3,476 

11-12 3,016 2,901 2,961 3,069 3,406 3,138 3,287 3,393 3,435 3,297 3,523 3,516 3,537 3,653 3,497 3,913 

12-13 3,115 2,864 2,803 3,002 3,157 2,961 3,035 3,289 3,297 3,072 3,095 3,446 3,495 3,315 3,301 3,563 

13-14 3,014 3,081 2,989 3,054 3,426 3,561 3,523 3,457 3,468 3,510 3,733 3,657 3,652 3,594 3,703 3,708 

14-15 3,137 2,876 2,927 2,893 3,277 3,183 3,237 3,234 3,305 3,099 3,009 3,132 3,278 3,170 3,103 3,260 

15-16 3,063 3,180 3,145 3,144 3,321 3,659 3,550 3,241 3,221 3,594 3,690 3,761 3,670 3,703 3,778 3,748 

16-17 3,083 3,048 3,064 3,112 3,362 3,343 3,589 3,432 3,277 3,166 3,351 3,375 3,307 3,435 3,511 3,484 

17-18 3,124 3,045 3,002 3,099 3,522 3,565 3,580 3,550 3,474 3,591 3,663 3,885 3,813 3,850 3,804 3,847 

18-19 2,851 2,953 2,877 2,953 2,984 3,023 2,973 2,931 2,790 3,063 3,131 3,218 3,224 3,234 3,385 3,465 

19-20 3,096 2,961 2,947 3,044 2,949 3,016 2,962 3,118 3,105 3,006 2,996 3,326 3,233 3,268 3,212 3,544 

20-21 2,807 2,957 2,959 2,852 2,920 3,123 3,166 3,135 3,101 3,372 3,447 3,211 3,242 3,250 3,329 3,206 

21-22 2,676 2,674 2,672 2,610 2,742 2,760 2,943 2,844 2,916 2,942 3,048 2,957 2,901 2,884 2,835 3,004 

22-23 2,351 2,544 2,690 2,623 2,752 2,711 2,844 2,735 2,580 2,625 2,643 2,741 2,793 2,624 2,608 2,701 

23-24 1,940 2,381 2,480 2,441 2,407 2,476 2,417 2,239 2,255 2,175 2,110 2,192 2,109 2,208 2,255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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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9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航空器起降時段比較圖 

經整理近三年於龍潭軍機場起降之各式航空器如表 4.6-23，起降架次最多的前

三位分別是 S-70、B-212、SA-341G。該基地於 21:00 後，便無任何飛航活動，因

此在計算 DNL 時，會將晚上 21:00 至 07:00 之噪音事件剔除。星期例假日及國定

假日及雨天不飛航。 

表 4.6-23 龍潭基地航空器起降次數統計表 

INM 
機型 10501-10512 10601-10612 10701-10712 

使用機型 
SA-330J AH-1W 0 219 570 
SA-341G OH-58D 1248 1219 1611 

B-212 UH-1H 1486 8.33 1 
CH-47D CH-47SD 80 219 175 

S-70 AH-64E 3614 4002 2577 
S-70 UH-60M 37 224 1302 
S-70 S-70C 62 0 0 
S-70 EC-225 11 0 0 

SA-365N AS-65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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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圖及年等噪音線之變異情形 

比較近3年的桃園國際機場三級等噪音線所圍面積顯示如表4.6-24，105

年至 107 年全年 60 dB 內總面積變化不大，均約 69 至 70 平方公里。其中

60、65、75 三條等噪音線所圍區域面積之比率，也大致相同，均約為 9:6:1。

近三年三條等噪音線通過所圍里別比較表如表 4.6-25。 

表 4.6-24 104 年至 107 年桃園國際機場航空噪音等噪音線面積比較 
單位：平方公里 

範圍 104.01-104.12 105.01-105.12 106.01-106.12 107.01-107.12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60 dB 內總面積  64.673  69.387  69.604  70.276  

60dB-65dB 38.058 58.85% 39.199 56.49% 38.699 55.60% 39.375 56.03% 

65dB-75dB 22.81 35.27% 26.014 37.49% 26.661 38.30% 26.612 37.87% 
>75dB 3.805 5.88% 4.174 6.02% 4.244 6.10% 4.289 6.10% 

(一)107.01-107.12 年 60 dB等噪音線面積較 106.01-106.12 增加 0.672 平公

里，約增加 1 %。 

(二)106.01-106.12 年 60 dB等噪音線面積較 105.01-105.12 增加 0.217 平公

里，約增加 0.3 %。 

(三)105.01-105.12 年 60 dB等噪音線面積較 104.01-104.12 增加 4.714 平公

里，約增加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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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5 桃園國際機場近三年各級等噪音線通過里別比較表 

 

 

60-
65dB(A)

65-
75dB(A)

>75dB(
A)

60-

65dB(A)

65-

75dB(A)

≧

75dB(A)

60-

65dB(A)

65-

75dB(A)

≧

75dB(A)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三石里

上大里 下福里 大海里 下福里 下福里 大海里 上大里 下福里 大海里

下福里 大海里 竹圍里 上大里 大海里 竹圍里 下福里 大海里 竹圍里

大同里 大園里 果林里 大同里 大園里 菓林里 大同里 大園里 埔心里

大海里 山東里 後厝里 大海里 山東里 後厝里 大海里 山東里 橫峰里

大堀里 月眉里 埔心里 大堀里 月眉里 埔心里 大堀里 月眉里

大園里 田心里 海口里 大園里 田心里 海口里 大園里 田心里

山東里 圳頭里 橫峰里 山東里 圳頭里 橫峰里 山東里 圳頭里

內海里 竹圍里 山腳里 竹圍里 內海里 竹圍里

月眉里 坑口里 內海里 坑口里 月眉里 坑口里

田心里 沙崙里 月眉里 沙崙里 田心里 沙崙里

圳頭里 和平里 田心里 和平里 圳頭里 和平里

竹圍里 果林里 圳頭里 菓林里 竹圍里 後厝里

坑口里 後厝里 竹圍里 後厝里 坑口里 埔心里

沙崙里 埔心里 坑口里 埔心里 沙崙里 海口里

和平里 海口里 沙崙里 海口里 和平里 海湖里

果林里 海湖里 和平里 海湖里 南港里 菓林里

南港里 溪海里 菓林里 塔腳里 後厝里 溪海里

後厝里 廣福里 南港里 溪海里 埔心里 廣福里

埔心里 橫峰里 後厝里 廣福里 海口里 橫峰里

海口里 埔心里 橫峰里 海湖里 濱海里

海湖里 海口里 崙坪里

崙坪里 海湖里 富源里

塔腳里 崙坪里 菓林里

新坡里 塔腳里 塔腳里

溪海里 新坡里 新坡里

廣福里 溪海里 溪海里

橫峰里 廣福里 廣福里

藍埔里 橫峰里 橫峰里

藍埔里 濱海里

107.01～107.12105.01～105.12 106.0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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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近 3 年龍潭基地的三級等噪音線所圍面積顯示如表 4.6-26，106 年

等噪音線面積較 105 減少 1.438 平方公里。107 年等噪音線面積因飛行高

度較低比 106 增加 11.703 平方公里。近三年三條等噪音線通過所圍里別比

較表如表 4.6-27。 

表 4.6-26 104 年至 107 年龍潭基地航空噪音等噪音線面積比較 
單位：平方公里 

等噪音線 年等噪音線面積(Km2) 

範圍 10501-10512 10601-10612 10701-10712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面積 百分比 
52dB 內總面積 16.47 100.00% 15.032 100.00% 26.735 100.00% 

52dB-57dB 14.369 87.24% 12.86 85.55% 24.051 89.96% 

57dB-67dB 1.558 9.46% 1.602 10.66% 2.114 7.91% 

>67dB 0.543 3.30% 0.57 3.79% 0.57 2.13% 

表 4.6-27 龍潭基地近三年各級等噪音線通過里別比較表 

105.01-105.12 106.01-106.12 107.01-107.12 
52 

dB(A)面
積 

57 
dB(A)面

積 

67 
dB(A)面

積 

52 
dB(A)面

積 

57 
dB(A)面

積 

67 
dB(A)面

積 

52 
dB(A)面

積 

57 
dB(A)面

積 

67 
dB(A)面

積 
瑞源里 富林里 九龍里 康安里 九龍里 九龍里 康安里 九龍里 九龍里 
康安里 建林里 富林里 義和里 佳安里 富林里 義和里 富林里 富林里 
三坑里 佳安里   南興里 建林里   南興里 佳安里   
義和里 九龍里   瑞源里 富林里   瑞源里 建林里   
大平里     黃唐里     黃唐里     
三林里     中山里     中山里     
高平里     高平里     高平里     
高原里     上林里     上林里     
上林里     中正里     高原里     
富林里     高原里     九龍里     
建林里     九龍里     中興里     
佳安里     中興里     佳安里     
九龍里     佳安里     三坑里     
中正里     三坑里     大平里     
龍興里     大平里     永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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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105.12 106.01-106.12 107.01-107.12 
龍潭里     三林里     龍星里     
中山里     永興里     上華里     
永興里     龍興里     武漢里     
東興里     上華里     東興里     
中興里     武漢里     北興里     
北興里     東興里     建林里     
武漢里     北興里     富林里     
黃唐里     建林里     東勢里     
東勢里     富林里     祥和里     
      東勢里     瑞興里     
      龍潭里     三和里     
            三林里     
            龍潭里     
            中正里     
            三元里     

 

九、 航空噪音量測值與模擬值 

近三年桃園機場量測值與模擬值之比較如表 4.6-28 龍潭基地量測值與

模擬值之比較如表 4.6-29。量測值係該測站全年平均，而模擬值亦以年資料

輸入所得結果。各測站兩者差值多在 3 分貝之內。 

 

 

 

 

 

 

 

 

 



第 4 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4-139 

表 4.6-28 桃園機場量測值與模擬值比較 

 

表 4.6-29 龍潭基地量測值與模擬值比較 

測站所在

村里位置 
測站名稱 

105 
測站所在

村里位置 
測站名稱 

106 年 

測站所在

村里位置 
測站名稱 

監測站所

在村里航

空噪音防

制區級別 

監測站位

置航空噪

音防制區

級別 

107 年 

單位：DNL─dB(A) 單位：DNL─dB(A) 單位：DNL─dB(A) 

模擬 實測 差異 模擬 實測 差異 模擬 實測 差異 

富林

里 
會客

室 60.0 59.8 0.2 
富林

里 
會客

室 57.6 59.0 -1.4 
富林

里 
會客

室 
一、

二、三 三 60.1 60.1 0 

九龍

里 
五號

棚 65.7 68.5 -2.8 
九龍

里 
五號

棚 63.6 65.6 -2.0 
九龍

里 
五號

棚 
一、

二、三 三 63.2 64.7 1.5 

黃唐

里 
武漢

國中 46.5 48.5 -2.1 
黃唐

里 
武漢

國中 46.2 47.8 -1.6 
黃唐

里 
武漢

國中 一 一級

外 47.9 49.1 1.2 

上林

里 
龍潭

高中 48.6 47.8 0.8 
上林

里 
龍潭

高中 49.0 48.8 0.2 
上林

里 
龍潭

高中 
一 一級

外 50.4 48.3 -2.1 

上林

里 
凌雲

國中 45.7 46.0 -0.3 
上林

里 
凌雲

國中 45.5 45.7 -0.3 
上林

里 
凌雲

國中 一 
一級

外 47.0 46.0 -1 

高平

里 
龍源

國小 50.0 50.6 -0.6 
高平

里 
龍源

國小 49.8 50.6 -0.8 
高平

里 
龍源

國小 一 一級

外 51.7 51.5 -0.2 

大平

里 

大平

里集

會所 
50.8 49.1 1.7 

大平

里 

大平

里集

會所 
51.1 48.7 2.4 

大平

里 

大平

里集

會所 
一 一級

外 53.6 51.5 -2.1 

瑞原

里 
瑞祥

國小 49.9 51.6 -1.7 
瑞原

里 
瑞祥

國小 50.2 52.4 -2.2 
瑞原

里 
瑞祥

國小 一 一級

外 50.8 50.9 0.1 

 

測站

名稱

模擬 實測 差異 模擬 實測 差異

大海里 R/W05L 一、二、三 三 72.1 72.3 -0.2 R/W05L 一、二、三 三 72.6 73.4 -0.8 R/W05L 二、三 三 73.3 71.7 1.6
大海里 R/W05R 一、二、三 二 70.4 70.8 -0.4 R/W05R 一、二、三 二 71.5 70.6 0.9 R/W05R 二、三 三 72.5 71.5 1
竹圍里 R/W23R 一、二、三 二 72.9 73.5 -0.6 R/W23R 一、二、三 二 73.2 74.1 -0.9 R/W23R 二、三 二 74.5 74 0.5

坑口里
坑口活動

中心
一、二、三 二 66.8 65.7 1.1 坑口活動

中心
一、二、三 二 66.6 63.7 2.9 坑口活動

中心
二、三 二 65.5 62.6 2.9

果林里
果林活動

中心
一、二、三 一 64 63.2 0.8 菓林活動

中心
一、二 一 64.3 59.4 4.9 菓林活動

中心
二 二 60.9 59.1 1.8

樹林里
觀音幼兒

園
一 無 49.6 54.5 -4.9 觀音幼兒

園
無 無 54.8 55.9 -1.1 觀音幼兒

園
未在防制區內 未在防制區內 54.1 53.8 0.3

田心里
大園區公

所
二、三 二 59.8 61.5 -1.7 大園區公

所
一、二 二 61.6 63.5 -1.9 大園區公

所
二 二 60.4 62.1 -1.7

藍埔里
藍埔里長

家
一 一 61.9 60.5 1.4 藍埔里長

家
一 一 61 61.3 -0.3 藍埔里長

家
一 一 59.4 61 -1.6

山東里
山東里活

動中心
一、二 一 62.9 62.5 0.4 山東國小 一、二 一 61.3 61.2 0.1 山東國小 二 二 62.7 62.3 0.4

新生里
新奇屋幼

兒園
一 無 59.2 57.9 1.3 新奇屋幼

兒園
無 無 58.2 57.3 0.9 新奇屋幼

兒園
未在防制區內 未在防制區內 56.8 56.7 0.1

果林里 試車台 三 三 68.5 67.9 0.6 試車台 三 三 － 80.4 -12 試車台 二、三 二 － 79.9 －

海湖里 海湖國小 一、二 一 64.5 63.5 1 海湖國小 一、二 一 63.8 63.1 0.7 海湖國小 二 二 64 63 1
果林里 R/W23L 一、二、三 二 71.5 70.9 0.6 R/W23L 一、二、三 二 72.1 71.1 1 R/W23L 二、三 二 72 72.9 -0.9
橫峰里 大園國小 一、二、三 二 78.6 77.4 1.2 大園國小 一、二、三 二 77.9 74.1 3.8 大園國小 二、三 二 73.3 73.2 0.1
溪海里 溪海國小 一、二 二 69.4 68.6 0.8 溪海國小 一、二 二 69.1 67.5 1.6 溪海國小 二 二 67.3 66.5 0.8
新坡里 新坡國小 一 一 64.2 62.9 1.3 新坡國小 一 一 63.5 62.5 1 新坡國小 一 一 61.4 61.5 -0.1

廣福里
廣福里民

宅
一、二 一 68.3 67.3 1 廣福里民

宅
一、二 一 67.9 66 1.9 廣福里民

宅
二 二 65.1 64.8 0.3

竹圍里 竹圍國小 一、二、三 一 65.1 64.7 0.4 竹圍國小 一、二、三 一 64 62.7 1.3 竹圍國小 二、三 二 64.7 63.4 1.3

107年
單位：DNL─

105年
單位：DNL─

監測站所在村

里航空噪音防

制區級別

測站名稱

監測站位置航

空噪音防制區

級別

測站名稱

監測站所在村

里航空噪音防

制區級別

監測站位置航

空噪音防制區

級別

106年
單位：DNL─

測站所在村里

位置

監測站所在村

里航空噪音防

制區級別

監測站位置航

空噪音防制區

級別 模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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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國外航空噪音相關文獻 

一、航空噪音管理及策略研究 

(一) Willingness to pay in the Rhine-Main region according to aircraft noise, 

railway noise and road traffic noise，德國 

Kerstin Giering 等人，針對德國關於機場附近交通噪音影響的研究，9,244

名參與者（噪音相關的煩惱、感受和健康）的調查數據，在萊茵 - 美因

(Rhine-Main)地區開展了一項關於減少噪音的支付意願研究（Willingness 

To Pay，WTP），工作包括“煩惱和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通過“除了每月

住房成本之外，您願意在未來五年內為減少噪音支付什麼費用？”這一問

題分析了支付意願。在分析中，6,700 個有效答覆，對於每個受訪者而言，

支付意願與飛機、鐵路和道路交通噪音暴露的個別音量及其能量總和有關

指標 LAeq、LT 和 LN 相關的 WTP（線性模型及邏輯回歸）的暴露 – 反應

曲線。此外，還研究了支付意願與煩惱之間的聯繫（Highly Annoyed -％

HA）：在願意支付減噪費用的參與者群體中，與拒絕支付任何噪音消除費

用的人群相比，HA 降低了。這項調查是在 2011 年進行，在該地區由於新

降落跑道的啟用以及飛行宵禁措施而對噪音有高度意識。 

(二) Airport Noise Management: Benchmarking of 12 International Airports，比利

時 

比利時 Jean-Pierre Clairbois 和 Nico van Oosten 針對 12 個國際機場機場噪

音管理進行研究。研究總結了 12 個國際機場應用的不同機場噪音策略：

阿蘭達(Arlanda)、布魯塞爾 (Brussels)、沙勒羅瓦-布魯塞爾南部(Charleroi 

(Brussels-South))、列日(Liège)、曼徹斯特(Manchester)、慕尼黑(Munich)、

波特蘭(Portland)、雪梨(Sydney)、圖盧茲(Toulouse)、維也納(Vienne)、溫

哥華(Vancouver) 及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Schiphol)，各機場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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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6-30。 

表 4.6-30 各機場基本資料 

機場代碼 鄰近城市 國家 年起降次數 年旅客數 年貨機噸數 
ARN Arlanda 阿蘭達 Sweden 220 000 20 700 000 130 000 
BRU Brussels 布魯塞爾 Belgium 232 000 21 900 000 454 000 
CRL Charleroi 沙勒羅瓦 Belgium 76 000 6 400 000 24 
LGG Liège 列日 Belgium 42 000 300 000 591 000 
MAN Manchester 曼徹斯特 UK 163 000 22 000 000 96 000 
MUC Munich 慕尼黑 Germany 382 000 38 700 000 288 000 
PDX Portland 波特蘭 USA 210 000   15 000 000 212 000 
SYD Sydney 雪梨 Australia 322 000 36 900 000 806 000 
TLS Toulouse 圖盧茲 France 96 000 7 600 000 61 000 
VIE Vienne 維也納 Austria 247 000 22 000 000 256 000 
YVR Vancouver 溫哥華 Canada 251 000 17 600 000 228 000 
AMS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Netherlands 438 000 54 900 000 1 633 000 

基準測試問題以 5 個主要領域為主，分別為一般數據、土地利用規劃、減噪

措施、營運限制和噪音管理策略。這些機場採用“平衡方法”（BA，Balanced Approach

由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定義）和陳情數量的不同方式之間存在的相關性。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定義，BA 可以幫助機場更好地管理地面噪音影響，並根

據不同機場的需求，其內容有所不同。圖 4.6-50 為“平衡方法”的四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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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irport Noise Management: Benchmarking of 12 International Airports，2016，

Jean-Pierre Clairbois 及 Nico van Oosten 

圖 4.6-50 平衡方法(BA)的四大主軸 

 

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定義，“由源頭減少噪音”僅限於飛機的結構而不是飛機的

飛行方式：“源頭噪音減少”只涉及飛機製造商而非機場管理人員，所以這次調查只

涉及其他三個主軸：土地使用規劃和管理、噪音消減操作程序和操作限制。 

BA 工具可以幫助機場管理地面噪音影響，地面噪音暴露量越高，BA 工具的

實施百分比就越高。關於 BA 實施，圖 4.6-51 以雷達圖形式重新組合了所有結果：

既不應用土地使用規劃，也不應用隔音方案，布魯塞爾必須實施營運限制（營運

限制是 BA 最少建議的工具）。 

file://192.168.0.25/oe/18.%20%C3%A5%C2%9C%C2%8B%C3%A5%C2%85%C2%A7%C3%A5%C2%A4%C2%96%C3%A7%C2%A0%C2%94%C3%A8%C2%A8%C2%8E%C3%A6%C2%9C%C2%83%C3%A8%C2%B3%C2%87%C3%A6%C2%96%C2%99/Internoise/Internoise2016/data/articles/000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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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irport Noise Management: Benchmarking of 12 International Airports，2016，

Jean-Pierre Clairbois 及 Nico van Oosten 

圖 4.6-51 各機場 BA 措施雷達圖 

 

所有 12 個機場的所有結果的數據庫都很龐大，圖 4.6-52 為各機場之交通數據

（起降次數、乘客數和貨物容積量）以及人口噪音暴露指標(Population noise 

exposure indicator ) L den，pop結果，由圖 4.6-51結果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機場（AMS）、

雪梨（SYD）和慕尼黑（MUC）機場其交通數據與 L den，pop 無直接相關性。同樣

地，雖然列日機場（LGG）為起降數最少的機場，但貨運量卻是僅次於雪梨機場(SYD)

為第二大的機場（排除 AMS 的情況下）：此外，列日機場（LGG）是一個夜間貨

運樞紐，大幅增加其 L den，pop。最後，第三大噪音暴露的機場為沙勒羅瓦機場（CRL）

是一個在鄰近居住區，僅限白天運作且只以乘客為主的機場。L den，pop 並不是良好

管理的唯一重要指標，人們還必須看看 BA 是如何得到有效實施的：暴露量最大的

機場甚至可能是管理最好的機場，幾乎沒有陳情，這是機場永續發展的未來關鍵。 

人們將直接注意到阿姆斯特丹機場（Schiphol / AMS）以及雪梨（SYD）和慕

尼黑（MUC）機場的交通的重要性，而他們的 L den，pop 與這些交通沒有（直接）

file://192.168.0.25/oe/18.%20%C3%A5%C2%9C%C2%8B%C3%A5%C2%85%C2%A7%C3%A5%C2%A4%C2%96%C3%A7%C2%A0%C2%94%C3%A8%C2%A8%C2%8E%C3%A6%C2%9C%C2%83%C3%A8%C2%B3%C2%87%C3%A6%C2%96%C2%99/Internoise/Internoise2016/data/articles/000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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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同樣地，雖然列日機場（LGG）在運輸總數方面是“最小”的機場，但在 SYD

之後它擁有第二重要的貨運量（除了 AMS 之外）： 

 
資料來源：Airport Noise Management: Benchmarking of 12 International Airports，2016，

Jean-Pierre Clairbois 及 Nico van Oosten 

圖 4.6-52 各機場運輸量與人口噪音暴露指標 

地面噪音暴露量越高，越需要越高的 BA 實施百分比。暴露的機場（如 ARN、

MUC、VIE、PDX），比其他機場需要較少的措施。圖 4.6-52 顯示了 BA 如何在那

些暴露量較低的機場實施，大約只有 50 %到 60 %沒有太大問題。曼徹斯特機場

(MAN)是 BA 管理實施率最高的機場之一（87 %），同時每年仍有 838 起陳情。LGG

和 CRL（均由同一機場管理局管理）與 MAN 一樣好，因其良好的管理（BA 實施

率為 86 %），因此即便具有第二和第三高的地面噪音暴露量，他們的陳情數量每年

都很低（LGG 為 26 件陳情，CRL 為 87 件陳情）。  

file://192.168.0.25/oe/18.%20%C3%A5%C2%9C%C2%8B%C3%A5%C2%85%C2%A7%C3%A5%C2%A4%C2%96%C3%A7%C2%A0%C2%94%C3%A8%C2%A8%C2%8E%C3%A6%C2%9C%C2%83%C3%A8%C2%B3%C2%87%C3%A6%C2%96%C2%99/Internoise/Internoise2016/data/articles/000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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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3 BA 實施百分比與噪音暴露量 

最後，圖 4.6-53 還顯示了 BA 實施的百分比對於噪音暴露最多的機場的重要

性：作為本調查中暴露最多的機場，BRU 應該必須應用所有 BA 管理方法，但 BRU

是採用 BA 管理最少的機場，所以每年約有 10,000 件陳情發生。 

(一) Noise respite at Frankfurt Airport，德國 

Dirk Schreckenberg 等人研究法蘭克福機場的新噪音緩減措施，法蘭克

福機場是德國最大的機場，有一條降落跑道，一條起飛跑道，兩條起降兩

用跑道。 2011 年 10 月/ 11 月，隨著法蘭克福機場新的第 4 條跑道的開通，

從晚上 11 點到凌晨 5 點實施了 6 小時的宵禁，2015 年開始為期一年的減

噪項目，將宵禁時間延長至 7 小時，以晚上 10 至 11 點之間以及從早上 5

點到早上 6 點都由另一條跑道起降的方式。這導致在晚上和早上其他區域

的某些區域降低噪音，但在某些其他區域也會增加航空噪音。已經監測了

減噪項目（1）在操作上，（2）在聲學上和（3）在感知上。感知監測包括

電話調查，電訪居民來自受到飛機噪音的區域或完全沒有受專用跑道操作

影響的區域。這種減噪的概念係將噪音分布，即會導致夜間某些區域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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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其他區域的航空噪音量局部減少，但某些其他區域的航空噪音也相對增

加。該概念所依據的減噪標準被定義為 6 * NA 58-航空器噪音等值線（六

個或更多飛機噪音事件，其中 L pAmax≥58 dB）。根據 Brown 和 van Kamp

對環境噪音干預的分類，運行模式的實施時間為晚上 10 點到 11 點，早上

5 點到 6 點以及宵禁從晚上 11 點到早上 5 點屬於干預措施類型 A（噪音源

干預，噪音源操作的時間限制）。試點項目伴隨著三種不同的監測：（i）監

測運行，（ii）監測聲學影響和（iii）“感知監測”，共有 1,533 名居民通過

電話接受了他們對噪音暫緩試驗的看法。結果顯示減噪計畫僅對受其影響

的居民的感知和評估產生邊際效應。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在早上和晚上離

峰的空中交通/飛機噪音有任何差異。只有少數參與者回應了減噪計畫，並

且能夠詳細說明其計畫方法，儘管模糊和部分不正確。 

(二)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health effects of aircraft noise for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vicinity of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Part-1 Background and summary，

日本 

日本 Saburo Ogata 等人，以居住在成田國際機場(NAA)附近的居民進

行了關於飛機噪音健康影響的問卷調查。調查根據成田機場和社區委員會

會議有條件放寬宵禁協議（23：00-6：00）之實施，為了提高成田國際機

場的競爭力，提高客戶的便利性，三年前（自 2013 年起）根據協議有條

件地放寬了宵禁。結果顯示無法發現機場周圍夜間宵禁的條件放寬和各種

健康影響所引起的噪音暴露之間存在相關性。健康影響調查的結果顯示，

在目前機場周圍的飛機噪音暴露情況下，夜間噪音影響並不顯著。未來計

劃進一步加強成田機場擴建機場容量的功能性手段：[1]將跑道 B 重新擴建

至 3,500 米，[2]建設另外的第三條跑道，[3]進一步放寬夜間的營運限制。

實施這種進一步的宵禁放寬無疑會增加夜間噪音。在日本沒有立法或指導

方針來控制夜間噪音暴露量及其健康影響的情況下，NAA 被要求計劃和



第 4 章 工作方法與成果 

4-147 

解釋如何防止或盡量減少在機場附近的噪音對機場營運商的影響。 

(三) The effect of historic noise policy interventions in England，英國 

英國 Stuart Michael Dryden 及 Rupert Thornely-Taylor 回顧英國噪音政

策的方向，其噪音暴露量的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噪音政策的影響在英

格蘭過去 50 年，旨在通過使用排放限值、法規和規劃控制來管理噪音影

響或減少噪音暴露量。運輸部(DfT，The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研究考慮

了影響道路車輛和飛機噪音限制的政策、住宅之間隔音標準、控制各種噪

音源的立法、以及控制施工活動噪音的具體措施，而這些政策解決了來自

運輸源、近鄰噪音、工業、商業和娛樂的噪音。在航空噪音方面，DfT 每

年公佈幾個機場的數據，顯示噪音等級（Leq 超過 16 小時）為 57 dBA 的

噪音等值區域和/或人口以及 ATM (Air Traffic Movements)的數量。該信息

用於檢查從可獲得數據的第一年起的下列六個機場的 57 dBA 等值區域內

的變化（顯示在每個機場的括號內）：倫敦希思羅機場（1972 年）、倫敦蓋

特威克機場（1972 年）、曼徹斯特機場（1990）、倫敦斯坦斯特德（1988

年）、倫敦盧頓（1976 年）和伯明罕（1993 年）。 DfT 數據顯示，由於國

際民航組織噪音限制的減少，將飛機改為更安靜的飛機，每年 ATMs (Air 

Traffic Movements，航空起降數)的變化（主要是增加）以及其他因素，如

當地的營運措施。為了估計政策的影響，有必要修正 57 dBA 等值線內的

區域，以考慮到空中交通流量（ATMs）的數量，各機場等噪音線歷史變

化如表 1 所示。就倫敦蓋特威克機場而言，可以看出，在 1972 年到 2009

年之間，雖然每年的 ATMs 數量增加了三倍以上（73,000 到 245,000），但

是 LAeq,16-hr 57 dB 的面積實際上減少到其初始值的 1/5 到 1/4 之間（0.22）。

蓋特威克機場政策的影響有兩種，一為在政策影響且 ATMs 沒有增加的情

況下，57 dB 等噪音線減少到小於其初始值的 10 %（0.08）。其次，如果沒

有訂定政策，但基於實際發生的 ATMs 增加，57 dB 的等噪音線區域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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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超過 2.5 倍（2.77）。在所研究的其他機場，政策估計的影響相似。 

表 4.6-31 各機場等噪音線歷史變化 

年 ATMs 
每年隨政策 ATMs
增加的實際面積 

每年隨政ATMs不
變的實際面積 

不因政策影響所

導致 ATMs 增加 
希斯洛機場

Heathrow 
1972 

 
 
257 

 
 
1.00 

 
 
1.00 

 
 
1.00 

2007 476 0.14 0.09 1.67 
2009 460 0.13 0.08 1.65 
蓋特威克機場

Gatwick 
1972 

 
 
73 

 
 
1.00 

 
 
1.00 

 
 
1.00 

1985 150 1.62 0.74 2.20 
2007 259 0.26 0.10 2.73 
2009 245 0.22 0.08 2.77 
曼徹斯特機場

Manchester 
1990 

 
 
123 

 
 
1.00 

 
 
1.00 

 
 
1.00 

2005 218 0.44 0.29 1.53 
2010  149 0.32 0.28 1.17 
斯坦斯特德機

場 Stansted 
1988 

 
 
24 

 
 
1.00 

 
 
1.00 

 
 
1.00 

1993 48 1.16 0.71 1.63 
1998 102 2.11 0.69 3.07 
2006 190 0.96 0.14 6.32 
2009 156 0.79 0.14 5.50 
盧頓機場 
Luton 
1976 

 
 
19 

 
 
1.00 

 
 
1.00 

 
 
1.00 

1989 38 0.56 0.29 1.96 
2005 75 0.20 0.06 3.19 
2008 86 0.24 0.06 3.86 
2010 69 0.19 0.07 2.81 
伯明翰機場

Birmingham 
1993 

 
 
69 

 
 
1.00 

 
 
1.00 

 
 
1.00 

2002 112 0.35 0.23 1.54 
2010 85 0.31 0.2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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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Noise measure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airport function at Narita International 

Airport，日本 

Saburo Ogata 等人，介紹日本成田國際機場公司（NAA）和政府因應

機場擴建所提出的噪音改善措施。機場擴建內容包括延長現有的平行跑

道、建設新的第三跑道以及放寬夜航限制，預期未來將機場起降規模擴

展至每年 50 萬架次，以提高成田國際機場在東亞的國際競爭力及旅客便

利性。其中在放寬夜航限制方面，最初研議將宵禁時間從目前的 7 小時

（23:00-06:00）減少到 4 小時（01：00-05：00），但因周圍居民的強烈反

對，遂將宵禁時間修改為 4 小時 30 分鐘（0：30-05：00）。此外，NAA

還建議分別訂定不同跑道的營運時間，以及在必要時安裝周圍居民臥室

防音窗，以便使跑道附近地區能維持 7 小時的安靜夜間。最後，機場與

周圍居民達成協議。 

(五) Effectiveness of noise abatement measures by using restriction of reverse 

thrust and noise embankment on the side of runway，日本 

Naoaki Shinohara 等人，在機場跑道附近區域經常可以聽到各種飛機

噪音，例如起飛滾行或著陸後反向推力發出的噪音。因此，對跑道附近

區域的飛機噪音採取減噪措施相當重要。其中一個對策是限制著陸後反

向推力的使用。成田機場正在研究反推力限制的有效性，作為進一步提

高機場功能的減噪對策。以大阪國際機場（伊丹）為例，其在晚上 7 點

之後限制使用反向推力而以怠速取代。此外，在伊丹機場的跑道一側設

置了一個結合了公園設施的路堤)。在跑道附近區域（包括路堤和住宅區）

進行短期噪音測量，以瞭解減噪措施的成效。本文介紹利用分析短期噪

音測量數據來檢驗減噪對策的有效性。 

(六) Noise-related charges and the aircrafts’ noise performance of the major 

airports，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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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u Takahashi 等人，研究指出很多主要機場收取與噪音有關（起飛

和降落）費用，以鼓勵航空公司使用更安靜的飛機或作為採行減噪措施

之用。本文回顧了主要機場噪音相關費用，並比較了幾種飛機的噪音指

標。用於訂定費用的公式和噪音指標因機場而異，其中噪音指標可分為

兩類。一種依國際標準第 3 章噪音認證標準的累積邊際值，另一種是噪

音值的絕對大小。收費形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依據累積邊際值調

整基本費用，另一種是除了基本費用之外再外加噪音費用。為了調查與

噪聲相關的費用是否會使航空公司引入更安靜的機種，本文比較了歐洲

和日本代表機場現役飛機的幾個噪聲指標值。利用從 Flightrader 24 獲得

的機場航班記錄和國際民航組織噪音數據庫的航空器噪音性能數據，本

文比較了機場間的飛機噪音指標。在指標方面本文使用了第 3 章標準、

法蘭克福噪音指標和日本噪音指標的累積邊際值。羽田機場的國際航班

在每次航班的累積邊際值最高。成田機場的國際航班位居第二，希斯羅

機場位居第三。羽田機場的國際航班在降落費未納入噪音量，但每次航

班的累積邊際值卻最高。這些機場的小型飛機的運營率排名處於低位。

第 3 章之後的噪音認證標準和累積邊際值是在考慮到飛機最大起飛重所

確定的。此結果顯示尺寸愈大的飛機往往具有更高的邊際值。這些機場

在每個航班的 FNC 指數和 JNC 指標中排名也很低。史基浦機場、戴高樂

機場和法蘭克福機場的 FNC 指標相比，小型飛機的運營率幾乎相等，指

標值沒有顯著差異。 

(七) Air Traffic Management and Noise，瑞典 

Mats Abom 等人，研究空中交通管理與噪音，結果顯示隨著空中交通

量的穩定增加，發展永續性航空的需求也隨之成長。為了滿足這一需求，

瑞典運輸管理局和 KTH 皇家理工學院建立了永續航空中心。從全球的角

度視之，航空研究的重點是既滿足未來旅次增加的需求，同時又兼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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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對環境的影響及永續發展並提高航空安全性。本文描述了四個正在進

行的項目，作為可能在短期和長期以及本地和國際視角下促進永續社會

的各種研究的案例。首先該中心將應用並將現有知識引導至航空中的減

噪倡議。長遠而言本研究將有助於了解更廣泛的航空永續發展方面的知

識。 

二、航空噪音感受與指標研究 

(一) Toward Reduced Aircraft Community Noise Impact via a 

Perception-Influenced Design Approach，美國 

Stephen Rizzi 研究指出，目前在飛機設計使用的噪音指標，如 A 加

權聲壓 (Sound Pressure Level， SPL)和有效察覺噪音位準 (Effective 

Perceived Noise Level，EPNL，單一飛機經頭上時，評估其噪音情形之基

本數值，以分貝表示。理論上，依飛機飛過地面噪音達到最高之瞬間，

依歷經時段調整計算而得之噪音響度，亦即顯示時間積分所得響度之一

種。)通常不反映這些特性，因此可能與人類反應較無相關性。此外，隨

著噪音問題不再只以機場為中心，例如，與移動性或包裹遞送相關聯的

那些，車輛可以在更接近人口的地方營運。研究以一套新的工具，可用

於在設計過程中測量人類感受，便以積極的方式防制噪音。 

(二) The NORAH-Sleep Study: Effects of the Night Flight Ban at Frankfurt 

Airport，德國 

Uwe Mueller等人，以德國航太中心（German Aerospace Center，DLR）

在實施宵禁（晚上 11 點至凌晨 5 點）之前和之後，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三個測量期間對法蘭克福機場周圍的“飛機噪音對睡眠的影響”進行了調

查，共有 202 名年齡在 18 至 78 歲之間的健康成人機場居民在家中接受

調查。 2011 年的 49 名受試者和 2012 年的 83 名受試者的多導睡眠圖

(Polysomnograms)記錄了三個晚上。 2013 年，共有 187 名志願者用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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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方法調查 3 晚，測量心率和身體運動，以評估對噪音的

awakening/vegetative-motoric 反應。結果顯示實施宵禁對早睡的居民特別

受益，降低睡眠時噪音導致的覺醒頻率。但從單個噪音事件中喚醒的頻

率沒有改變。然而儘管實施宵禁，嚴重的夜間短暫航空噪音的煩惱，自

2011 年至 2013 年疲勞和困倦的主觀感受顯著惡化分別為 5％和 11％。  

(三) The WHO evidence review on noise annoyance 2000-2014，德國 

德國 Rainer Guski 等人，回顧歐洲 WHO 2000 年至 2014 年環境噪音

對居民長期煩惱的影響，考慮的主要噪音源是飛機、道路交通、鐵路交

通、複合運輸音源和風力渦輪機。一般來說，噪音對民眾的煩擾有一致

的影響，匯總相關係數介於 0.442（複合噪音源）和 0.278（風力渦輪機）

之間。根據觀測數據，基於觀測數據增加 10 dB 的未調整勝算比 (the Odds 

Ratio，OR)範圍在 OR = 3.405（飛機）和 2.738（道路）之間。基於模擬

數據，增加 10 dB 的 OR 範圍在 OR = 6.633（複合噪音源）和 3.033（道

路）之間。風力渦輪機聲音增加 5 dB 與 OR = 3.125（室外/家庭）相關。

對於三種運輸噪音源，研究發表 2000 年至 2014 年的暫定暴露 - 反應關

係。關於飛機噪音的暴露 - 反應關係，收集了國家和國際機場周圍 15 次

飛機噪音干擾調查的數據，調查數據為 2001 年至 2014 年的研究報告，

自每天有 34 個定期航班的小型機場，到超過每天 1.200 次起降的大型國

際機場，共有 18.947 名受訪者，噪音量 LAeq,24h介於 22 至 74dB 之間。所

有研究都通過響應量表的上限 27％來定義“高度煩惱” (HA，Highly 

Annoyed)即 HA≥ 73％。  

(四) Aircraft Noise Annoyance around Military Airfields in Japan，日本 

日本 Makoto Morinaga 等人，研究軍用機場周圍的飛機噪音煩惱，有

研究指出軍用飛機噪音的煩惱反應率高於民用飛機噪音，因軍用機場的

飛行運行次數的日常波動是相當大的，且噪音量的變化大於民用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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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軍用機場周圍的居民的噪音量遠高於年平均值 Lden，因為每天的飛

機總數變化不規則。研究指出 2014 年在日本各地區的 7 個軍用機場附近

獲得了 4,624 個微觀數據之劑量 - 反應關係，並與日本社會聲學調查數

據，包含的民用飛機噪音數據集的分析結果進行了比較。結果顯示軍用

飛機噪音的 Lden 比同樣的煩惱反應率的民用飛機噪音高 3-6 dB。對此，

日本國防部在噪音區實施了噪音緩解措施，例如隔音補助。因為生活在

軍用機場附近的居民可能會暴露於比年平均值更高的噪音量，所以噪音

區 Lden 是根據參考每日數量的航班（N 10）計算的，而不是年平均數。為

此，N 10 被定義為全年每日飛行運動的頻率分佈的 80％範圍內的上限值。

該方法允許估計比年平均噪音量更高的噪音暴露量，並且對民用機場使

用與噪音緩解措施相同的噪音限制值（Lden = 62 dB）。調整到噪音暴露量

（Lden_N10）的軍用飛機噪音與從 J-SASDA 得到的民用飛機噪音之間的暴

露 – 反應關係的比較，雖然在軍用飛機噪音和民用飛機噪音低於 57 dB

之間可以看出％HA 的差異，但超過 57 dB 的％HA 值幾乎相同。 

(五)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he air craft noise pollution on the noise environment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of Okinawa due to the U.S. military Bases，日本 

Takeshi Tokashiki 研究美國軍事基地對沖繩學校航空噪音對環境影

響。沖繩軍事基地設施佔全縣總面積 2274.6 平方公里的 10.4％，這對軍

事基地周邊城市及鄉鎮的有效城市規劃有很大的問題，問題是起飛、著

陸等過程中的航空噪音污染，嚴重影響了基地周圍居民的基本日常生活

品質。位於空軍基地旁邊的小學教室，基地產生的噪音超過 100 dB。 

(六) A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of Aircraft Noise Using the Stress Index，韓國 

韓國 H.S. Kim 等人探討多數國家，包括美國、歐洲和日本，除韓國

和 中 國 外 ， 使 用 Ldn 或 Lden 作 為 飛 機 噪 音 評 估 單 位 而 非

WECPNL-Weighted Equivalent Continuous Perceived Noise Leve 加權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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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感覺音壓位準。最近，韓國正在進行將 WECPNL 改為 Lden 的噪音

評估單元的研究。WECPNL 因為噪音評估基於 7 天的測量原理，難以提

取代表性噪音而不可能進行聲學評估。相比之下，在 Lden 的情況下，可

以使用代表性噪音進行聲學評估，並且通過與諸如鐵路和道路噪音之類

的其他類型的環境噪音相比較，易於設定飛機噪音的標準。  

(七) The Potential of Event-based Aircraft Noise Modelling and Web Mapping in 

Communicating and Researching Effects，英國 

英國 James Trow 及 Andrew Knowles 研究航空噪音影響時，表示現

有平均噪音暴露等量線和指標被認為是不合適的，作者使用與事件相關

的方法來模擬飛機噪音，使用與統計分析技術相結合的“基本事件”方法和

交互式網絡地圖等創新方式，可能有助於研究的新一代航空噪音指標。 

(八) Aircraft noise annoy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number of aircraft movements，

挪威 

挪威T. Gjestland及 F.B. Gelderblom研究飛機噪音煩擾和飛機起降次

數的影響，大多數具有噪音法規以控制機場噪音對環境影響的國家依賴

於基於劑量的噪音指數，如 Leq、Ldn 或 Lden 等，唯一的決定性參數是總噪

音量。對過去 40 年進行的調查，煩惱與飛機起降次數之間存在明顯的關

係。在所謂的低變化率機場，在任何特定噪音量下，高度困擾的居民隨

著起降次數的增加而增加，但在高變化率機場無法找到相同的模式。在

每年 100,000 次起降（對數= 5.0）時，兩種類型機場之間的煩惱反應差異

相當於噪音的變化為 7.9 dB，但每年有 1,000,000 次起降（對數= 6.0）差

異已降至 5.2 dB。 

越來越多起降次數意味著每個噪音事件之間的間隔變短。在英國和澳

大利亞的各個機場，嘗試了交通管理以增加休息時間長度的實驗，實驗

結果顯示，增加每次事件間距時間，可以減少特定噪音引起的煩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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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的機場，則可以使用替代跑道。 

(九) Long term follow-up study of community response to step-change in aircraft 

noise exposure around Noi 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日本 

Thu Lan Nguyen 等人，分析對 2014 年 12 月新航站樓開通後河內內

排國際機場（HNBIA）航班數量增加引起噪音影響的調查進行了追踪調

查。後續調查是 2017 年 11 月進行，在改變發生後的兩年零 11 個月。以

訪談方式從 HNBIA 周圍的 13 個站點獲得了約 623 個回復。並通過現場

測量和使用噪音圖模型獲得噪音暴露等級。除了主要調查項目的受訪者

的生活條件、噪音煩擾和活動干擾外，還通過自我報告的方法獲取居民

健康狀況的數據，如體重指數和血壓。發現噪音和失眠嚴重不足的百分

比變化在各地之間差異很大。儘管如此，在這項後續研究中確定的暴露 - 

反應關係與歐盟立場文件中的關係更為平行。換句話說，雖然由於階躍

變化(step-change)引起的過度響應似乎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但仍然保

持高於在相同噪音暴露等級下的穩態的響應。 

(十) A Study on Aircraft Noise Compensation Criteria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Vicinity of the Airports，韓國 

Jun Hyuk Woo 等人，研究機場附近環境影響評估之飛機噪音補償

標準。韓國環境部雖已經公告制定了飛機噪音測試方法，但是並不容易

在許多測點進行噪音測試。因此，通常以採用模擬軟體 INM（整合噪音

模式）繪製出飛機噪音圖以估算飛機噪音。利用 INM 的估算結果，採用

WECPNL 的補償標準值以確定因飛機噪音所造成的受影響區域，該補償

僅適用於指定的 WECPNL 等音線所包圍的區域。然而未獲得賠償的居

民經常抱怨該賠償標準。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三個新標準，並與現有標

準進行比較。第一種是沿地形邊界確定補償區域。第二種是提出了設定

100 m 寬度的 WECPNL 線的方法。第三種是在 INM 噪音預測考量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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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PNL 的建模誤差。 

(十一) Relevance of buildings in aircraft noise predictions，瑞士 

Felix Schlatter 等人，地面噪音源（例如道路或鐵路線）的通常做法

是在噪音傳播計算中考慮屏障效應和建築物的反射。然而，對於位居空

中的飛機噪音，這種影響通常不太重要，因此被忽略。惟，它們可以在

局部影響聲音暴露等級以及飛越事件的特徵。在該研究中，研究了瑞士

蘇黎世市區的建築物的影響。為此目的，使用最近開發的飛機噪音模擬

工具 sonAIR 模擬從蘇黎世機場起飛的兩架單機，考慮屏障效應以及反

射並將結果與沒有這些影響的計算進行比較。研究結果顯示，在直接飛

越的情況下，建築物會產生輕微影響，但在飛掠聲的情況下則不會。在

這種情況下，屏障效應可以大大降低聲音暴露等級。相反，反射會引起

放大，但主要是在屏蔽的接收者位置。因此，建築物會導致較低的聲音

暴露等級。因此，至少出於噪音反射的目的，支持在不考慮建築物的情

況下計算飛機噪音的一般做法。 

(十二) Aircraft noise exposure and objective sleep quality in the 

populationliving near airports in France，法國 

Ali-Mohamed NASSUR 等人，調查飛機噪音暴露和居住在法國機場

附近居民的客觀睡眠質量，在 8 個晚上進行光度計測量，以總睡眠時間

（TST）、睡眠開始潛伏期（SOL）、睡眠後起床喚醒（WASO）和睡眠效

率（SE）評估 112 名參與者的睡眠質量。同時，在參與者臥室的內部和

外部（在立面處）進行聲學測量，以估計綜合指標以及噪音事件的數量。

使用邏輯回歸模型並調整潛在的因素。結果顯示，綜合指標以及噪音事

件的數量與客觀睡眠質量顯著相關：飛機噪音事件的等級或數量增加，

SOL 和總 WASO 增加，SE 減少。出乎意料的是也與 TST 增加有關。 

(十三) Environmental noise guidelin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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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 2018 年 11 月發表研究報告，提出對航空噪音的三項新建

議且建議等級為「強」，以及非聲學因素的影響。因為除了聲學參數，有

越來越多的研究已經確定了所謂的“非聲學因素”如何對人們感知噪音的

方式產生強烈影響。 

三、航空組織環境管理相關官方文件 

(一) 國際民航組織第 351 號通告-航空環境管理之社區參與工作 

1944 年，52 個國家在芝加哥簽署「國際民航公約」，成立「國際民

航組織」（ICAO）。其總部設於加拿大蒙特婁，是隸屬聯合國的專門機構，

旨在發展國際飛航的原則與技術，並促進國際航空運輸的規劃和發展。 

國際民航組織於 2017 年出版了第 351 號通告「航空環境管理之社

區參與」(Circular351, Community Engagement for Avi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該通告目的在提供包括各國航空營運相關單位，如機場營

運者、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航空公司、環境保護機關和其他有關政府

機構等，有關航空相關單位與機場附近社區參與的當前及最新的做法。

該通告由國際民航組織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所制定，內容係

以問卷調查的答覆為基礎，描述了由機場提交的案例，並總結了一些經

驗和良好的做法。大多數案例都是由機場運營單位提交的。大多數的參

與活動解決了社區對環境問題的擔憂，尤其是機場附近的噪音。 

該通告共有 5 章及 3 個附錄，首先第 1 章概述了社區參與的目的、背景，以

及如何使用調查問卷蒐集案例以制定通告。第 2 章描述了不同的社區和航空利益

相關者，並提供了有關調查問卷答覆的一些訊息。第 3 章描述了社區參與活動的

類型以及關注的主要議題。第 4 章和第 5 章討論了從案例中集結的經驗和良好做

法。附錄 1 包含收集的案例的完整列表，以及每個案例的簡短描述，如網站或報

告書的網址超連接。附錄 2 總結了所蒐集資料的主要統計數據。附錄 3 簡要概述

了 15 個案例研究的選擇，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有關提報內容的更多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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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摘錄並整理該通告重要內容說明如下： 

1. 第 351 號通告目的： 

有許多航空組織已經有成功的社區參與工作經驗，包括提供有關發展項

目的訊息和諮詢，但由於公開的訊息有限，因此該通告旨在分享經驗和做法，

以協助各國和航空業，特別是機場、航空公司和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Air 

Navigation Service Provider, ANSP）參與社區活動解決環境問題。 

2. 第 351 號通告發展背景： 

機場附近的社區通常主要關注噪音和當地空氣品質問題。空氣品質、水

質、廢棄物管理、土壤污染和野生動植物管理等某些環境因素可能受當地法

規的約束。另有一些地區，航空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亦愈來愈受關注。 

社區可能提出陳情並影響政策決策者和主管機關、反對現有的航空活動

以及機場和空域改進建議。這種壓力有可能會限制航空發展。然而，社區中

也有意見認知航空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同意在符合環境法規下，支持

航空業的發展。為了能永續發展航空，減輕對環境影響，航空相關單位必須

與社區接觸以解決這些問題。社區參與工作可以主動進行，最好是在航空相

關單位的企業社會責任計畫內，而不僅只在當接到陳情、批評和其他壓力下

才作出反應。 

藉由公開透明的對話，社區參與可以建立信任和合作意願。使機場、航

空公司、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其他利益攸關方和周邊社區能夠確定和實施

改善航空業環境績效的合作方式，以努力實現永續發展。 

3. 第 351 號通告之制定： 

在第九次會議上，國際民航組織航空環境保護委員會（CAEP）認知到

社區參與的重要性，決定調查該議題並制訂一份案例研究通告。這項工作旨

在涵蓋「最佳作法案例研究和經驗，以協助各國和航空業，特別是機場、航

空公司和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與當地社區接觸，解決他們對航空噪音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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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及航空營運的關切」。為蒐集這些資訊，進行了一項調查，以蒐集全球航

空組織的社區參與案例研究，包括機場營運單位、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航

空公司和其他利益相關單位。調查期間為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總共

回收 48 份回覆，主要是國際機場，共 30 份，占 63 %，其次為空中航行服務

提供者，占 8 %。受訪者的組織類型如表 4.6-32。 

表 4.6-32 受訪者的組織類型 

組織 回覆數量 占受訪者百分比 
國際機場 30 63% 
飛機運營商 3 6% 
機身製造商 1 2% 
引擎製造商 1 2% 

ANSP 4 8% 
民航當局 1 2% 

部門/運輸部/航空部 2 4% 
區域或市議會 1 2% 
非政府組織 1 2% 

其他 4 8% 

資料來源：ICAO CIR 351, 2017 

4. 各相關單位： 

(1)社區 

A. 當地社區(Local Community)：當地社區指鄰近機場之地區。在許多國

家，隨著城市不斷擴張及開發，會有愈來愈接近機場邊界的情形。一

般而言，當地社區主要的環境問題是航空噪音及班機飛越問題，通常

範圍為位於機場等噪音線範圍內或附近地區。 

B. 廣域社區(Broader Community)。廣域社區指較較遠離機場的地區，亦

可包括對與航空相關的環境主題感興趣的民眾。這些社區關注的環境

問題有增加情形，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 

C. 行動團體：此類別包括有組織的團體，例如為減少特定航空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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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的非政府組織（NGOs）; 例如，噪音問題。這些團體可能會

專注於特定的組織、地區或全國，配合他們認為最優先的議題。 

(2)航空相關單位 

A. 航空相關業者： 

a. 空中航行服務提供者：負責管理特定區域空域，包括在必要時改變

和改進空中交通管理服務和飛行程序的責任。這些變化可能造成與

社區直接相關的環境影響（例如，改變噪音暴露量）或其它影響（例

如增加或減少碳排放）。 

b. 機場營運者：機場是乘客、貨物和航空運輸之間的連接點。由於它

們鄰近社區，所以是社區關注航空營運、當地交通相關問題和資源

管理（噪音、水質等）的焦點。 

c.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負責運輸旅客和貨物，因此與大眾互動十分密

切。但是也可能受到當地社區或更廣泛的公眾關注。例如，當地社

區為噪音問題可能會要求限制航空器到離場時間，或者要求改變航

路（可能增加飛行時間和成本）。更廣泛的公眾關注可能包括有關氣

候或燃料效率的問題。 

d. 航空器製造商：製造商設計和製造機身、發動機和其他航空器有關

技術。最新的先進技術概念可提供給包括當地社區團體在內的相關

單位，以有助於向其解釋新科技如何減少對環境的衝擊，讓民眾更

易於理解所涉及的挑戰以及新的設計上該如何取捨。他們還有責任

解決當地社區關注的問題（例如廢棄物、污染物排放等）。 

B. 政府 

a. 主管機關：包括民航當局（CAA）在內的主管機關負責監督航空業。

政府必須權衡所有與航空相關者的事務，包括社區。主管機關通常

負責建立和監督噪音、空氣污染物質排放等管制標準，以及航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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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發展。 

b. 其他政府機關：不同層級的其他政府組織可能與航空管理有關（例

如國際性、國家級、地方政府等）。許多國家會有負責管制水、空氣、

瀕危物種或土地使用等環境問題的機關。地方政府或市政當局也可

能對某些問題擁有管轄權，並可在社區參與工作中發揮作用。 

C. 乘客：乘客主要關注的是搭乘飛機的安全性和效率，而對環境議題的

了解和關注亦有日益增加的情形。 例如，對航空業者的溫室氣體排

放關注的情形日益增加，已有幾家營運商和獨立組織能夠追踪其碳足

跡。 

D. 其他：許多其他組織在航空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從不同的供應商到旅

遊業。雖然他們可能不會在與社區相關的環境問題中發揮直接作用，

但他們通常對航空業的進一步發展感興趣，且亦可以參與社區參與計

畫。 

5. 受訪者所關注的議題： 

(1)環境問題 

該調查要求受訪者指出其社區的主要環境問題，結果顯示，有廣泛的環

境問題並與許多因素有關，這些因素與當地特性有關，如與住宅區的距離遠

近、營運的表現（例如：航空器飛行時段、空中交通量多寡等）或當地既有

資源（例如水、瀕危物種）。圖 4.6-54 為經過該調查所得到的受訪者對環境

問題的結果，依序為噪音、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遷、土地利用、空氣品質以

及人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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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AO CIR 351, 2017 

圖 4.6-54 環境問題調查結果比較 

 (2)航空課題 

社區參與對許多類型的航空活動或項目而言都很重要，調查中的一個問

題要求受訪者指出主要的航空課題。結果以下幾種課題合計有超過 70 %的受

訪者所指出，包括目前的航空活動、擴建或擴增需求、機場基礎設施改善如

新跑道或航廈、以及空域變化等，如圖 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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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AO CIR 351, 2017 

圖 4.6-55 航空課題調查結果比較 

6. 社區參與之類型： 

(1) 該調查詢問受訪者法律是否有社區參與的相關的規定？在 48 份答復中，

只有 14 份（29 %）表示法律有要求，顯示大多數是在自願性的基礎上

進行社區參與。 

(2) 「社區參與」一詞可以涵蓋廣泛的活動，主要包括與社區交換訊息和接

收社區的反饋。該程序通常有公開的會議，讓社區可以討論航空目標、

提出問題、表達對營運或機場發展的意見。此類公開會議是一個解釋機

場發展計畫和設計、如何做出決策以及促進了解規劃和營運的機會。這

種類型的過程 - 向社區提供有關環境管理和發展建議的訊息和諮詢 - 

可被視為傳統的參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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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體的參與活動可隨著社區的情況和研議的行動來調整。表 4.6-33 為社

區參與工作的項目。 

表 4.6-33 社區參與工作項目 

參與活動 回複數量 總受訪者的百分比 
文件出版/公告 39 83 

郵件 18 38 
報紙或印刷媒體廣告 20 43 

社交媒體 13 28 
網站 32 68 

私人會議 23 49 
公開會議 36 77 
調解 5 11 
聽證會 10 21 
仲裁 2 4 

法庭訴訟 5 11 
開放日 9 19 
公共活動 15 32 
公共項目 10 21 
其他 14 30 

7. 案例研究所提供的經驗 

該調查將受訪者所提供的參與活動整理如表 4.6-34，可以提供機場管理單位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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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4 社區參與工作所學到的經驗 

學到的經驗 
良好做法 

(數字為 CIR 351 的章節) 

儘早開始參與，以避

免延誤而造成社區關

注程度提高。 

未及時開始參與將導致整個程序花

費的時間超過預期。在某些情況

下，由於缺乏早期參與，公眾輿論

將是負面的又有待扭轉看法。 

5.2.3 主動 
5.5.2 報紙 
5.5.4 郵件 

積極主動的方法可以

節省時間。 
只在社區需要或法規有要求的情況

下，才進行社區參與工作，這無疑

是錯誤。如果沒有與社區建立一層

關係，社區參與工作將更加困難。 

5.2.3 主動 
5.2.5 建立信任 
5.6 社區關係建設 

良好的計畫和準備可

以減少工作的時間和

成本。 

處理具有許多相互交織和複雜問題

的繁雜過程會很困難，通常需要更

長的時間來解決。但若能透過良好

的規劃和事先準備，可以減少時間

和成本 

5.2.2 系統化 
5.4.2 有目標性的會議和工

作小組 

需要持續參與以發展

和維持關係。 
社區參與不應局限於計畫需要批准

的階段。 
社區關係的發展及溝通應該持續進

行。 

5.2.2 系統化 
5.3.3 技術交流 
5.5.3 簡訊 
5.6 建立社區關係 

包容。 
廣泛與社區和政治領

袖相關合作。 

找社區中具有可信度的人作為監督

執行者。例如，社區和政治領袖皆

廣泛參與和包容以助於製定方法和

建立社區信任。將可避免如果這些

人沒參與時的不良影響。 

5.2.4 合作 

如果流程公開透明，

社區對於結果的信任

度和接受度較高。 

資訊和流程必須透明且易於理解，

以促進社區接受度和信任度。 
5.2.5 建立信任感 
5.4.1 公眾會議 
5.5.4 發送郵件 

社區需要清楚地了解

任何提案的需求、利

益和潛在影響。 

所提供的資訊必須準確、完整和清

晰，以避免混淆和懷疑其必要性。 
對於非專業人士應為可以理解的，

並且有足夠資訊滿足專業人士。 

5.3.2 建模和模擬視覺化 
5.4.1 公開會議 
5.5.4 發送郵件 
5.4.2 會議和工作小組有目

標性的 
5.5.2 報紙 

技術、視聽輔助設

備、計算機圖形學和

建模、模擬和可視化技術對於清晰

有效地傳達項目提案非常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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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可以協助廣

泛的選區進行交流。 
可以提供現況的視覺說明（即顯示

項目前後的比較），以及潛在的環境

影響和緩解措施。 這些技術可以幫

助描述複雜的主題，並有助於避免

誤解。 

管理社區期望是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 
社區參與可能無法達成所有期望，

但可以嘗試盡可能地滿足。雖然社

區不是決策者，但理想的結果是社

區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

者，其意見和需求被考慮在內並在

可行的範圍內得到解決。 

 

8. 建議的良好做法 

(1)概述 

CIR351 第 5 章介紹了社區參與的良好做法。社區參與的每個案例都

有其獨特的變因、相關連者和不同的影響力，所以會因地制宜。雖方案

皆不同，但仍然可以歸納出共同要素，如策略性方法、技術性方法、會

議、印刷品和其他媒體以及社區關係建設等。 

(2) 策略性方法 

A. 此種方式必須充分了解關鍵的環境問題，社區相關的利益、以及系統

地參與社區的長期計畫。 

B. 系統化： 

a. 訂定全面性和系統性的作法：社區參與的系統方法可以包括針對主

要社區問題的一系列活動。 

b. 制定策略：制定明確的策略性參與工作計畫。該計畫應在項目開始

之前確定合適的對象，並且定義採取的參與機制（例如，網站、社

區會議、工作小組等）。 

c. 釐清區分正式參與（即法律要求）和非正式參與（即自發性）。 

d. 在問題出現之前使用數據標記關注的區域：噪音陳情和空氣品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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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等數據，可以提供機場在社區提出抱怨前即找出潛在的問題所在。

監測工作可以幫助航空組織制定積極主動的策略，而非等到社區有

所抱怨才作出反應。 

e. 衡量參與工作的有效性：衡量社區參與工作的有效性非常重要，這

可以透過社區回饋或通過評估航空項目是否按計畫、時程或預算向

前推進。還可以藉由陳情數量或天數的多寡來評估參與工作的有效

性。 

f. 使用既定的方法：組織可以使用基於國家或地區特定要求或指南的

既定方法或 ISO 14001 等國際標準來規劃和開展社區參與。 

C. 保持主動： 

a. 持續參與工作：與社區建立並保持建設性關係，建立信任和信譽。 

b. 儘早開始參與工作：在計劃特定項目時，早期參與至關重要。在規

劃階段早期就確定有關者，使規劃設計團隊能夠根據公眾意見調整

設計原則。 

c. 通知相關公務單位：在開始可能引起社區關注的活動之前應讓相關

政府單位知道。這可以確保他們為社區回饋做好準備，以做出適當

的回應。 

D. 合作： 

a. 政府合作夥伴。 

b. 與社區合作。 

E. 建立信任： 

a. 保持持續對話。 

b. 向社區表明他們的關注點正得到解決。 

(3)技術方法 

A. 新技術是社區參與非常實用的工具，可以藉由清楚地描述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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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處和環境影響來教育社區。 

B. 模擬和視覺化技術，有助於增加社區的理解。 

C. 溝通技術： 

a. 網際網路，如網站、電子郵件、電子調查表單和線上論壇，可以更

有效地與社區聯繫。 

b. 維持雙向溝通，用於公開討論的線上論壇，以及電子郵件、社交媒

體或具有回饋機制的網站。 

c. 社交媒體。 

d. 啟用追蹤和分析，如追蹤噪音陳情可以識別個人和所在地理位置。 

(4)會議： 

A. 面對面會議可以提供表達社區關注焦點的機會，並努力尋求共同的解

決方案。 

B. 公開會議： 

a. 為社區輸入提供論壇，但公開會議通常不會用於解決具體問題，因

為參與者關注的多樣性使得難以達成共識。 

b. 識別未來通信的個人，公共會議可用於徵求參與未來利益相關者參

與工作的請求（例如，可能希望接收新聞通訊或更新的社區成員）。 

C. 有目標性的會議和工作小組： 

a. 工作小組，小型工作組可用於識別和解決從環境問題到確定運營時

間等具體問題。 

b. 常務委員會，可用於解決具體問題和持續問題。 

(5)打印和其他媒體 

A. 印刷媒體仍然是與社區進行溝通的一種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方法。最常

用於單向推送傳出信息，也可以透過問卷調查或帶有社區響應選項的

信件以雙向通信格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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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報紙： 

a. 廣泛的溝通。 報紙是廣泛交流和向公眾通報機場擬議變更或突出積

極變化（如綠化計劃）的有效方法。 

b. 有目標性的溝通。 由特定群體或當地社區具有高讀者群的本地或區

域報紙或雜誌可用於針對特定群體的通信。 

C. 簡訊： 

簡訊。許多組織使用新聞簡訊來維持與社區的持續對話。這些簡

報提供正在進行的項目的更新，並突出重要的更新。但是，新聞通訊

通常只提供從航空組織到社區的單向通信，對雙向通信的效率較低。 

D. 郵件： 

a. 通知社區：例如，ANSP 使用郵件通知社區即將進行的空域試驗和

公開會議。 

b. 有目標性的參與：郵件可以有效地針對社區群體中的特定個人，並

與機場周圍最有可能受航空影響的社區的居民，利益相關者和民選

官員聯繫。 

c. 獲得公眾認可：郵寄可以有效獲得公眾的批准或推進某些項目。 

E. 其他媒體： 

電視或廣播：在識字水平較低或互聯網接入有限的地區，電視或

廣播等其他媒體可能是通知社區的好方法。 

(6)社區關係建設 

並非所有社區參與都與提供有關環境問題或基礎設施擴展的資訊和

諮詢直接相關。 航空組織還使用非傳統的參與方法與社區建立關係。例

如機場，作為社區的一部分而不是與之分離。 

a. 教育計劃。計劃可以為周邊社區的小學提供航空或環境管理方面的

教育或開放日，一些機場正在為中小型企業開發商業輔導，這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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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以為機場提供商品和服務。 

b. 技術計劃。計劃可以利用技術來減輕環境影響，例如家庭和學校的

隔音和通風，或為學校教師安裝語音增強音響系統。 

c. 其他。可以實施各種其他方法和項目 - 例如贊助社區活動、支持學

校教育旅行、資助運動隊和文化團體，以及支持當地公園或遊樂場。 

4.6.6  研擬機場航空管制策略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35條：「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會同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共同訂定噪音防制工作計畫。」又依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噪

音防制措施，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 

（二）降低機場噪音 

（三）調整操作程序及管制試車時段 

（四）應有環保專職人員 

（五）協商有關機關擬訂航空站周圍土地之使用對策 

（六）其他應採之防制措施 

另依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項：補助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補助學校、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 

（二）所補助相關噪音防制設施內容說明，並應記載其位置、規模及功能等

設計圖說。 

（三）補助噪音防制設施之改善功能評估。 

（四）計畫執行期程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有關補助對象及相關事項，國內其他機場係依民用航空法第37條及相關規定

辦理。而桃園機場則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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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考國際民航組織2008年第9829號「Guidance on the Balanced Approach to 

Aircraft Noise Management(航空器噪音管理平衡方法指南)（第二版）」所提供各機

場相關單位有關管理航空噪音的重要訊息。(Balanced Approach, BA)平衡方法提供

了管理機場周圍飛航噪音的指引，以環保和經濟兩個面向來解決各機場的飛航噪

音問題，同時也提供噪音管理方案的經濟分析以及如何確定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

在第4.6.4節也有幾個國外機場採用BA方法的成果比較。國際民航組織平衡方法的

政策方向有四項主要內容： 

一、減少源頭噪音(Reduction of noise at source) 

二、土地利用規劃和管理(Land u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三、減音操作程序(Noise abatement operational procedure) 

四、操作限制(Operating restrictions) (註：此僅在前三項都無法改善噪音時才使

用) 

以下是BA各項目的詳細說明： 

一、減少源頭噪音 

在平衡方法中，「減少源頭噪音」是指ICAO第16號附約環境技術保護

第一冊所列航空器噪音認證標準中的航空器噪音認證程序。此要素說明國

際民航組織具有標準制定之權力，可令飛機製造商設計更安靜的機種。1977

年以前生產之噴射機與螺旋槳機型為Chapter 2噪音認證，1977至2005年間生

產之機型須符合Chapter 3認證，從2006年起機型需通過Chapter 4認證。2013

年，國際民航組織同意對國際民航組織附件16第14章進行新的噪音標準修

正，該修正分兩個階段生效：2017年用於大型飛機，2020年用於小型飛機。 

雖然噪音標準僅適用於在適用日期之後認證的新型飛機，但實務上更安靜

的機型將會在市場機制下取代舊機型，製造商通常會修改不符合要求的飛

機類型或將其停產。若既有機型有不符合標準者，在附件所述的特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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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能繼續使用。 

飛機發動機和飛機製造商不斷改進並採用低噪音技術，而航空公司購

買新的更安靜的機種，使其機隊更加現代化。但由於開發新機種投入市場

機和機隊現代化都要時間，因此引入這些新的、更安靜的飛機可能需要數

年時間的推移，才能在航空噪音的改善發生實質的影響。 

二、土地利用規劃與管理 

土地利用規劃透過既有的和未來的航空營運操作，盡可能避免影響噪

音敏感區域（如住宅、醫院和學校）的一種過程。負責土地分區通常由地

方政府負責，在高噪音區域，不應允許與飛機噪音不相容的新設施或開發。

在中度噪音區域，有些地方政府允許新的開發案必須符合隔音和通風的要

求。 但通常隔音只能解決一部分的問題，因為室外噪音位準及當窗戶打開

時的室內噪音位準仍能會影響民眾。有許多機場在敏感受體（例如住宅、

學校）安裝隔音設施，例如倫敦希斯羅機場、雪梨機場、蓋特威克機場等）。 

在實施新的空域程序之前，飛航服務提供者(ANSP)需要考慮這些土地

利用因素。有時候程序設計中的微小變化就可以避免的影響敏感區域。機

場管理單位可以通過確保ANSP了解當地問題以及每個問題的相對優先順

序來提供幫助。 

即使在受噪音影響的地區，開發商往往也會希望不要限制新建住宅。

機場和其航空單位，尤其是航空公司和飛航服務提供者，必須與地方政府

合作，請求並建議適當的土地利用規則以保護機場的正常營運。有些國家

認知到住宅區擴展對機場的影響，因此訂定了限制機場附近住宅增長的政

策。 

對於高噪音區域，既有的房屋和學校可以進行改裝，以改善隔音和通

風問題。在某些情況下，機場單位甚至會收購非常高噪音區域的住宅。 

土地利用規劃是一項長期策略，該政策不應基於短期或目前的等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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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圖，而應考慮到機場未來的長期發展，尤其雖然機隊現代化可減少機場

噪音的干擾程度，但若外圍住宅持續靠近機場，將會迫使機場營運受到影

響。 

 

三、減音操作程序 

儘管飛機本身噪音已愈來愈低以及土地利用規劃排除不相容區域，噪

音陳情仍時有所聞，且有不少機場有愈來愈多的趨勢，也有些陳情案件來

自於非高噪音區域。社區對飛機噪音越來越敏感，因此必須透過飛機的操

作管理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減音操作程序指對航空器加以限制，以避免或減少人口稠密地區的噪音。包

括： 

 - 噪音優選路線（NPR），使用優先飛行航線或跑道 

 - 集中飛行在人口較不密集的區域或對噪音不太敏感的區域 

 - 在人口稠密地區分散航班或航線分布（某些日子飛越某些地區，其他日子

將航班轉移至其他地區） 

 - 減噪離場程序，例如在起飛期間管制發動機推力 

 - 進場程序，如連續下降操作（CDO）和低功率、低阻力技術 

 - 調整跑道上的標稱起飛或著陸點 

 - 限制發動機啟動和/或地面設備的使用 

應與相關單位協商制定減少噪音影響的操作程序，包括航空公司、飛行員、

飛航行服務提供者、機場營運單位和社區代表。 

 四、操作限制  

操作限制是指限制或減少該航空器進入機場的任何與噪音相關的行為，

此必須作為最後手段使用。限制包括總起降次數、噪音量配額、夜間限制和

宵禁等方式。亦可以適用於特定跑道、特定飛行航線或特定飛機類型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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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例如進場或離場）或特定時段。 

一般而言，航空器的操作限制是由政府依法或法院判決所為之。對一個

地區宵禁可能會造成另一個地區夜間起降需求。雖然時區不同和乘客的需求

可能發揮作用，但宵禁可能被視為將夜間飛機噪音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其他地

區。國際民航組織並不鼓勵其成員國將營運限制作為首要手段，而應該在評

估或應用前述三種平衡方法後的最後手段。 

因此，機場和飛航服務提供者與當地社區進行接觸和合作至關重要，以

確保就可能的減音操作程序討論所有可能選項，讓操作限制只是不得不的選

項。 

許多機場都有與降落費相關的噪音徵收費，降低安靜飛機運行的著陸費可以

勵航空公司使用噪音較低的飛機。或者夜間加成收費。 

大多數收費方案基於飛機的認證噪音位準或實際測量的飛機噪音位準。日本

成田國際機場根據ACI噪音評價指數實施了降落費收取方式。 

可以建立與噪音相關的收費方案，使其對機場公司來說收支平衡- 該方案本身

不會為機場產生淨收入。但低噪音飛機的著陸費的折扣或降低總數等於在給定時

期（例如一年）內高噪音飛機的增加降落費的總和，則可以實現這一點。或者，

所有由噪音收取的費用應用於解決或減輕機場噪音問題，運用於住宅隔音、社區

基金或其他噪音緩解計畫。 

國際民航組織的平衡方法文件討論了在為減噪計畫背景下的降落費。因此，

它被列入土地使用規劃一節。一般而言，機場將與噪音相關的費用視為讓航空公

司使用更安靜的飛機的一種鼓勵。 

除了上述BA的各項內容外，社區參與也是重要的課題，因此對於航空噪音的

管理各項主題如圖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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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6 航空噪音音源及管理措施 

 

綜合前述我國法規及國外相關經驗，由於桃園機場有別於國內其他機場，為

適用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的唯一機場，對於噪音改善或防制的三要素，音源-傳

播路徑、受音者可採行的措施，在符合條例的規定的前提下，可作更彈性有效的

推展。 

軍用機場則負有國防任務及訓練需求，因此其飛行航線或飛行高度可能因為

訓練的需求，而較民用機場更加多變，造成對附近民眾生活環境的干擾。在維護

國防安全及不影響訓練需求的前提下，本計畫分別針對桃園機場及軍用機場提出

噪音管制策略、環保政策及策略方向如下：  

(一)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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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 

(1) 航空器機型：透過收費公式鼓勵航空公司採用符合國際民航

組織噪音量較低的飛機，並參考國際上其他機場作法，引入

起降時段如夜間加成權重。 

(2) 環保航線：依機場附近敏感受體分佈狀況及氣候條件規劃航

線，以降低位於航線下方居民噪音影響程度。 

(3) 雷達軌跡系統：要求航空公司按照設計航線飛行，並參考國

外作法，加強對航空器飛行時的雷達軌跡監控，對於違規航

班採記點制要求改善。 

(4) 要求航空公司建立自主行為守則。 

2. 降低機場噪音 

(1) 跑道及試車區配置：最佳化起降班機安排，減少在跑道待機

時間，以節省燃料及減輕噪音影響。將試車方向調整遠離周

圍敏感區域，減少對附近區域的影響。 

(2) 緩衝綠帶或隔音牆設置：主要目的在於達到噪音因距離或隔

離而衰減，以降低住戶受飛機在地面所產生的噪音影響。 

3. 調整操作程序及管制試車時段 

(1) 1. 進離場操作程序：以不影響飛安之前提，針對新式機型變

更升降的角度，以達到縮小對地面影響範圍。 

(2) 2. 管制試車時段：要求航空公司非必要時，不得於夜間時段

試車。 

4. 機場周圍土地利用對策 

(1) 管制用地：依噪音管制法第18條，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依下列原則，檢討、規劃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之既有土

地使用及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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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應檢討現有土地使用及開發

計畫。 

B.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

療機構。 

C.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醫

療機構及不得劃定為住宅區。 

建議妥為規劃未來航空城土地使用分區，以20年至30年長期規劃可能的運

量，分析噪音影響範圍，避免將不相容土地使用分區納入受噪音影響範圍。 

(2) 訂定土地用途限制，避免新建住宅進入高噪音區域。 

5. 社區參與  

(1) 未來機場官網亦應建立噪音監測公開資訊供民眾瀏覽，內容

可包含噪音監測資料及飛航資訊。  

(2) 推動噪音項目社區參與小組，由專人處理噪音陳情項目，並

與環保局密切聯繫，與陳情人保持溝通。  

(3) 定期提供環保成效供民眾參考，內容包含空氣品質、噪音、

節能、資源回收等，提昇社區參與感。 

6. 噪音防制補助、補償金及回饋金  

(1) 持續辦理機場周圍地區噪音防制補助、補償金及回饋金工

作。 

(2) 配合園區發展條例修正，檢討機場附近地區與60分貝等噪音

線對於補助工作作法之不同，釐清補助範圍、對象及數量。 

(3) 定期檢討補償金及回饋金發收方式及用途。 

(二) 軍用機場 

本計畫針對軍用機場所造成之航空噪音提出管制策略建議如下： 

1. 噪音減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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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飛行員使其瞭解噪音對地面民眾可能帶來的影響。 

(2) 在安全前提下，要求飛行員遵守特定區域最低飛行高度限制

或調整操作程序、規範試車時間。 

(3) 確實遵守夜航或假日飛航限制。 

(4) 飛行路線儘量避免飛越人口稠密的生活區。 

2. 公共關係： 

(1) 若有特定的訓練或演習即將舉行前，在不違反軍事機密的前

提下，透過地方媒體或其它管道讓基地附近可能受到影響地

區之居民得知，讓其感覺受到尊重而減少對演訓產生噪音的

反感。 

(2) 軍用機場應加強提昇飛航安全，讓機場附近居民認知到機場

重視飛航安全，連帶也可降低對於飛航噪音的反感。 

(3) 軍方應設置受理各式陳情的單一窗口，統計民眾所關切的項

目，諸如陳情地點、陳情對象、發生時間及民眾受干擾情形

等，受理後再分派至負責單位，將易遭民眾陳情的事項優先

處理。並在受理民眾陳情後，應將後續處理情形主動回覆給

陳情人，以改善陳情人對於基地的觀感。 

(4) 提昇基地與附近居民互動關係，包括認識或參觀基地、直昇

機活動等。 

3. 土地使用計畫： 

(1) 應與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相關單位共同研議土地使用限制，

避免不適當的土地利用型態或產業或住宅進入受影響區域，

造成後續困擾。 

4. 補助金及回饋金： 

(1) 辦理軍用機場周圍地區噪音防制補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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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更多防制補助經費以照顧更多基地附近民眾。 

(3) 定期檢討經費發收方式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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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軟硬體環境建置與維護 

 

依據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需採購 web 主機及資料庫主機，資料庫主機需

作為 web 主機之備援，當 web 主機異常時可用資料庫主機暫代提供服務，主機均

須包含 Windows Server 作業系統授權，資料庫主機須包含 Microsoft SQL Server

軟體授權，用戶端存取授權至少 50 個使用者，其餘硬體規格參閱 2.2 節 四、軟

硬體需求，本工作團隊依據實際使用情形主機運作環境架構如圖 4.7-1，依此架

構及合約規格要求購置軟硬體型號，採購規格內容已於 107 年 7 月 30 日發文，於

107 年 8 月 8 日獲 貴局核備，於 107 年 8 月 16 日發文展延交付期限及提高採購

規格，主要變更規格為考量網站開放民眾使用，改提供不限人數的連線使用授權，

另針對資料庫主機增加記憶體，以備未來系統上線之使用需求，最終採購規格如

表 4.7-1，已於 107 年 8 月 23 日獲 貴局核備，並於 9 月 7 日完成上伺服器主機

的上架交付作業，裝機記錄參閱附件七。 

 

圖 4.7-1 主機環境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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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計畫購置軟硬體產品型號 

Web 主機 
需求 型號 備註 

web 主機(1) Dell PowerEdge R730 伺服器 
2CPU 8core 
16G ram 

作業系統 WinSvrSTDCore 2016 OLP 2Lic NL Gov CoreLic  

外部連線授權 WinSvrExtConn 2016 OLP NL Gov Qlfd 
提供不限人數

網站連線授權 
資料庫主機 

需求 型號 備註 

資料庫主機(2) Dell PowerEdge R730 伺服器 
2CPU 8core 
32G ram 

作業系統 WinSvrSTDCore 2016 OLP 2Lic NL Gov CoreLic  

資料庫軟體 SQLSvrStdCore 2017 OLP 2Lic NL Gov CoreLic Qlfd 
以核心授權，不

限連線人數 

 

以上產品均為 2017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出廠，經 貴局同意採購後於廠商交

貨時檢附原廠出廠證明，並隨同產品提供中文操作手冊，設備包含 3 年(含)以上

之原廠保固並附有證書，軟體部分則包括 1 年保固，操作手冊及保固證書等文件

已於 107 年 9 月 12 日發文提送 貴局，並於 107 年 9 月 14 日獲 貴局回文同意備

查(桃環噪字第 1070078214 號函)。 

由於機房要求主機 IP 及防火牆開通等作業需另行發文申請，因此本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整理相關需求請主辦單位協助申請，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至機

房網完成網路安裝及 IP 設定，並於 107 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申請遠端連線作業完

成系統相關虛擬主機及備援機制設定，本計畫主機相關資訊如表 4.7-2，於 12 月

起於每月 10 日工作月報中提交上月份系統維護、統計、分析相關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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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計畫主機資訊 

KVM KVM1-08 KVM1-08 
機櫃 
號碼 

環境清潔大隊 2 環境清潔大隊 2 

主機 
類型 

實體 虛擬 實體 虛擬 虛擬 

主機 
名稱 

NoiseGISAP NoiseGISAP-VM NoiseGISDB NoiseGISDB-VM NoiseGISAPBK-VM 

IP 
Address 

內: 
172.16.5.41 
外: 
163.29.143.116 

內:  
172.16.5.42 
外: 
163.29.143.118 

內: 
172.16.5.43 
外: 
163.29.143.119 

內: 172.16.5.44   

網路 DMZ24 DMZ DMZ23 DMZ DMZ 
Mask 255.255.255.0 255.255.255.0 255.255.255.0 255.255.255.0   

Gateway 172.16.5.254 172.16.5.254 172.16.5.254 172.16.5.254   

DNS 
172.16.1.38 
172.16.1.34 

172.16.1.38 
172.16.1.34 

172.16.1.38 
172.16.1.34 

172.16.1.38 
172.16.1.34 

  

備註 遠端桌面連線 對外網站服務 遠端桌面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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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資安服務 

 

本計畫資訊系統依據行政院之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

定提供以下資安服務： 

(一)  網站系統建置完成上線後採強制 HTTPS 連線，使用者須透過 TLS 加

密協定，存取本計畫相關網站內容，確保網站資料封包均以加密方式

傳遞，避免資料外洩。 

(二)  本計畫建置之網站及 APP 均設有逾期登出功能，當使用者一段時間

不使用本計畫相關網站及 APP 時，系統即強制登出，避免因資訊設備

(包括電腦、平板及手機等)遺失造成 機敏資訊外流，另系統帳密部分

亦將強制要求密碼強度及定期更新機制，減低密碼遭破解的機會，強

化資訊安全。 

(三)  本計畫提供資訊安全掃描服務如下： 

1. 主機弱點掃描 

於主機完成安裝設定，並針對作業系統及資料庫等主機環

境掃描安全漏洞，掃描工具依據委託服務說明書要求之功能

(參閱 2.2 節 十一、系統資安服務 (三) 主機弱點掃描服務)，

本團隊採用Nessus軟體，以遠端掃描方式掃描系統資安漏洞，

檢測無高風險弱點，發現一項中風險弱點為 51192 - SSL 

Certificate Cannot Be Trusted，經查為目前網站GCA憑證問題，

主機本身之弱點，已回報政府憑證管理中心處理，產出檢測報

告節錄如下。本計畫於計畫執行期間及保固期內以每半年頻率

執行主機弱點掃描作業，並將視狀況(如系統上線、重大資安

議題發生…等)調整掃描頻率，確保主機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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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主機弱點掃描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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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 

已針對網頁應用程式掃描安全弱點並進行滲透測試，檢測

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客攻擊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最新版前 10 大安全

問題種類，以確保應用程式安全。本團隊採用 IBM AppScan

軟體，以遠端掃描方式進行網頁程式弱點掃描，並依系統環境

需求分析後設計腳本進行滲透測試。檢測無中高風險弱點，產

出檢測報告節錄如下圖。於計畫執行期間及保固期內以每半年

頻率執行網頁程式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作業，並視狀況(如系

統上線、重大資安議題發生…等)調整掃描頻率，確保主機資

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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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2 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及滲透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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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式源碼檢測作業 

已完成源碼檢測作業，檢測已被資訊安全組織公布易遭駭

客攻擊之弱點，如 OWASP （Open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Project） 最新版前 10大安全問題種類，以確保應用程式安全。

使用的工具為 HP Fortify Static Code Analyzer (簡稱 SCA)，檢

測報告節錄如下圖。 

HP Fortify SCA HP Fortify SCA 採用的 X-Tier 資料流程分

析技術，完整分析各種程式語言之執行流程、資料輸入/輸出

及程式語法，即使同一個應用系統中包含了不同語言的程式碼，

也可以完整分析及串接。透過 HP 持續更新的檢查規則

(Rulepack)，讓最新的弱點可以被發現並修補，使用者也可以

自行定義分析規則，針對特殊程 式撰寫規範或要求進行檢

查。 

目前HP Fortify SCA可檢測超過 480種的軟體弱點，包含：

程式安全與品質類型的偵測規則。例如： 

 Input Validation 類型：SQL Injection、Cross-Site 

Scripting、Resource Injection、Open Redirect 等。 

 Security Features 類型：Password Management、

Insecure Randomness、Weak Encryption 等。 

 Error Handling 類型：Poor Error Handling 等。 

 API Abuse 類型：Code  Correctness、Missing Check 

againt Null、Dangerous Method 等。 

 Code Quality 類型：Dead Code、Unrelease Resourse

等。 

 Environment 類型：Misconfiguration 等。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4-188 

上述各種類型中已包含 OWASP 歷年的 Top 10 弱點。 

本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及保固期內，以每半年頻率進行源

碼檢測作業，若有發現弱點則立即修補，於修補完成後進行複

測，確認無弱點後提交報告供 貴局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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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3 源碼檢測服務報告 

(四) 資安弱點管理作業 

針對本計畫所進行的主機弱點掃描服務、網頁弱點掃描服務、以

及滲透測試服務等弱掃結果，以專用資安管理軟體進行管理評估，管

理軟體將可根據弱掃檢測結果，對應資產價值與管理人員，根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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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自動分案通報，限定修補期限，助於輕重緩急分配修補資源、提

升通報追蹤修補效率以及即時統計分析修補進度。依據委託服務說明

書要求之功能(參閱 2.2 節 十一、系統資安服務 (五) 弱點案件管理服

務)，本團隊採購 VMS 資安弱點/通報管理系統，提供資安弱點管理服

務，軟體可直接匯入本計畫主機弱點掃描、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及

滲透測試產生之報表，進行案件管理(如圖 4.8-4)，並可針對報告內容

產製客製化報表(如圖 4.8-5)，方便系統管理者掌握系統弱點，並進行

修復作業之進度管控與修先順序安排，本計畫透過 VMS 資安弱點/通

報管理系統，進行資安弱點管理，安排修復作業進度，並定期提供資

安弱點管理報表供 貴局檢閱，本計畫已完成採購，軟體授權書如圖 

4.8-6，採購產品規格如表 4.8-1。  

 
資料來源：http://www.amxecure.com/index.php/products-solutions/tactics-policy-services/app-security/164-vms-ap 

圖 4.8-4 資安弱點案件管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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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amxecure.com/index.php/products-solutions/tactics-policy-services/app-security/164-vms-ap 

圖 4.8-5 資安弱點案件管控報表示意圖 

 

表 4.8-1 VMS 資安弱點管理工具採購產品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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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6 VMS 資安弱點管理工具軟體授權書 

(五) 其他資安作業 

貴局資訊機房於 5 月針對機房內主機進行弱點掃描，本計畫兩台

主機均在掃瞄範圍內，掃瞄結果顯示本計畫兩台主機各有一個中風險

弱點(詳如附件十)，本計畫已依資訊股主機弱掃報告建議，完成弱點修

復作業，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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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7 資訊股主機弱掃弱點修復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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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技術轉移與教育訓練 

 

本計畫針對不同業務執行對象，辦理 4 場教育訓練，包括針對稽查科辦理噪

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及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系統操作

教育訓練，協助稽查人員熟悉噪音管制區分類及管制標準查詢方式；針對噪管科

委辦廠商、桃園國際機場及陸軍龍潭基地人員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委辦廠商，

辦理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教育訓練，輔導相關人員能夠自行操作查核

工具；針對噪管科辦理本計畫三項資訊系統教育訓練，協助噪管科人員能透過資

訊系統掌握本市噪音管制業務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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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時間與地點 
(一) 第一場次 

1. 時間：108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2. 地點：稽查科中壢辦公室(桃園市中壢區溪洲街 296 號 5 樓) 
3. 對象：各稽查人員 
4. 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持/主講 

9:00～9:10 與會人員報到 

9:10～9:30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9:30～10:00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0:00～10:30 問題討論 

10:30～ 散會 

 

 

圖 4.9-1 108 年 4 月 30 日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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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2 108 年 4 月 30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二) 第二場次 

1. 時間：108 年 5 月 2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 
2.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

三街 19 號 4 樓) 
3. 對象：台灣永續公司、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委辦

公司、陸軍龍潭基地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委辦公司 
4. 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持/主講 

10:30～10:40 與會人員報到 

10:40～11:00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00～11:30 問題討論 

11: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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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3 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訓練 

 

 

圖 4.9-4 108 年 5 月 2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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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場次 
1. 時間：108 年 5 月 8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2.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

三街 19 號 4 樓) 
3. 對象：噪音管制科相關承辦人員 
4. 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持/主講 

10:10～10:20 與會人員報到 

10:20～10:50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0:50～11:05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05～11:20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20～11:30 問題討論 

11:30～ 散會 

 

 

圖 4.9-5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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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6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四) 第四場次 

1. 時間：108 年 5 月 8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 
2.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

三街 19 號 4 樓) 
3. 對象：噪音管制科相關委辦公司人員 
4. 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持/主講 

10:30～10:40 與會人員報到 

10:40～11:10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10～11:25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25～11:40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40～11:50 問題討論 

11:5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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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7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 

 

圖 4.9-8 108 年 5 月 8 日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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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術移轉會議 
5. 時間：108 年 5 月 13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6.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

三街 19 號 4 樓) 
7. 對象：噪音管制科 
8. 議程： 

時   間 議   程 主持/主講 

10:00～10:10 與會人員報到 

10:10～10:40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0:45～11:25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25～11:40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操作說明 
振興發公司 

11:40～11:50 問題討論 

11:50～ 散會 

 

圖 4.9-9 108 年 5 月 13 日技術移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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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10 108 年 5 月 13 日技術移轉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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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 

 

依據委託服務說明書本計畫工作項目包含辦理成果發表、教育訓練、擴充軟

硬體設備、設備維護修理及其他配合噪音資訊業務相關事項等。執行內容須經機

關核定後始得辦理，本項作業費用總額不得少於 70 萬元。實際執行內容將依據主

辦單位指示配合辦理，另本案各項工作項目均將依投標須知委託服務說明書規範，

依機關需求提規劃書，經機關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規劃書內容將依據投標須知、

工作計畫書、評選簡報、委員意見及範疇界定會議等相關會議中與主辦單位所確

認之實際需求撰寫，經主辦單位同意後執行各項工作項目。本案各項採購項目如

下表所示，詳細採購規劃說明請參考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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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核准日期 文號 項目 規格 價格(含稅) 

1 108年 01月 16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04995 號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數值資料檔 桃園市範圍 33,600 

2 108年 04月 09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28017 號 
伺服器防毒軟體 

SOPHOS Central Server Protection Standard 2 年

4 個授權 
19,236 

3 108年 04月 16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0790 號 
智慧型 WAN 鏈路負載平衡器 Fortinet FortiWAN-1000B(含三年保固) 440,671 

4 108年 04月 25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3890 號 
平板電腦(iPad Pro 11 吋 256G 
LTE 版) 

含 鍵盤夾+apple pencil+保護貼+2 年行動網路

吃到飽(中華) 
184,950 

5 108年 05月 13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9215 號 
ASUS 華碩 34 吋桌上型顯示器 

MX34VQ 34 型 Designo Curve 超廣曲面液晶

螢幕 
22,000 

     合計   7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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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完成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

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APP)、噪音管制區查詢分析 API 及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

查核工具等資訊工具開發，提供服務說明如下： 

一、 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 

i. 提供噪管科及稽查科相關業務人員可透過地圖、地址或地籍圖…等資

訊快速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及噪音管制標準，應用於稽查或現勘等業

務。 

ii. 提供辦理噪音補助業務人員可透過坐標、地址、地籍、直接透過地圖

或在現場透過行動裝置 GPS 等方式定位查詢髓在位置的航空噪音防

制區或等噪音線分級，協助判定是否應納入補助範圍。 

iii. 提供地圖範圍戶數及人口數計算，協助估計航空噪音補助對象。 

iv. 提供民眾透過地圖快速查詢噪音管制區分類及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級

等參考資訊，透過便民服務提升施政滿意度。 

二、  噪音管制及航空噪音防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APP) 

（一） 提供稽查員或噪管科會勘人員可透過行動裝置快速定位查詢所在位

置噪音管制區分類及噪音管制標準。 

（二） 提供稽查員依現場實際判斷修正定位點更新噪音管制標準功能。 

（三） 提供稽查員可於稽查現場輸入噪音測值及背景音量測值直接計算背

景噪音修正值並判斷是否超標等稽查案件紀錄功能。 

（四） 提供陳情案件及噪音音源等圖層資料，供稽查員執行稽查作業時參

考。 

三、 噪音管制區查詢分析 API 

結合環保局現行稽查電子化系統，提供依稽查平板 GPS 坐標即時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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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區分類功能，並提供距離管制區邊界最近距離及地圖截圖供稽查

員於做參考判斷，提升稽查效率並確保稽查結果之有效性。 

四、 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 

開發跨平台航空噪音自動監測紀錄查核工具，提供環保局查核人員或

機場噪音監測操作維護廠商上傳每季監測報告進行格式及數值合理性查核，

根據合約要求提供 8 項查核項目可設定誤差值，並可以季為單位產出每月

數據查核報表，方便查核人員核對數據，確保機場提報之航空噪音監測數

據均符合規定，可供機場噪音管制政策推動做參考。 

在資訊系統之外，本計畫分析自桃園市升格直轄市以來之各項噪音監測資料，

並彙研我國現有各類噪音監測及民航航空噪音環保面之相關法規、策略與作法，

及蒐集國外相關機場噪音管制作法，研提桃園市各類噪音及航空噪音管制策略、

環保政策與目標建議方案。 

 

5.2 建議 
 

依據本計畫執行成果及實際遇到的問題提出未來建議執行方向如下： 

一、 持續更新各類噪音管制區圖層 

各類噪音管制區圖為判斷噪音管制標準之基礎，因此圖資的正確性至

關重要，由於各類噪音管制區須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非都市計畫

區之地籍土地使用分區等內容劃設，而此兩項資訊將依據主管機關實際作

業或民眾申請土地開發整因素持續變動，因此建議應持續更新各類噪音管

制區圖層，以確保相關查詢資訊的正確性。 

二、 介接主管機關資料庫，研發各類噪音管制區圖自動更新功能 

各類噪音管制區公告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非都市地區地籍使

用分區及道路、軌道及醫院、學校等建物範圍資訊，若主管機關已建立圖

資資料庫，則建議環保局可直接介接主管機關之圖資資料庫，如地政單位

的地提資料庫、國土測繪中心的通用版電子地圖資料庫或都市計畫土地資

料庫等，透過主管機關即時更新之圖層資料庫不僅可即時更新噪音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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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當管制區重新公告時也可依公告草案內容即時預覽各類噪音管制區

範圍，提升資料即時性，增進決策品質。 

三、 推動噪音補助案件圖資化 

環保局長年辦理航空噪音補助業務，已累積大量補助戶資料，為判定

補助標準或是否可納入補助，也已投入大量資源調查補助戶位置與等噪音

線關係，建議相關資料都可以圖資化，納入本計畫圖層資料庫中，未來當

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重新公告時即可依據過去的補助資料快速得出補助戶

概況，協助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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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評選委員意見回覆表 

附件一-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

建置計畫」 
採購案廠商投標文件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日期：107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00 分 
地點：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11 樓 1102 會議室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一 

團隊中之研鼎公司已有環保署之相

關經驗，請問其合約金額多少?是否

完整驗收?又於本案之佔比多少? 

感謝委員意見，研鼎公司曾於 105 年度

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噪音管制

區圖資數化專案工作計畫」決標金額

800,000 元，已於同年底由環保署督察

總隊臺北辦公室驗收完成，成果圖資已

用於環保署公害陳情系統。 
研鼎公司於本案負責各級航空噪音防

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圖的數化建

置，工作經費約占本案 6.3%。 

二 

經費分析中雜支之比例頗高 (約
12%以上)為何如此?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案經費表為投標

文件指定格式，非屬格式內指定項目之

經費均列入雜支，故雜支除說明所列項

目外還包含管理費(約佔 10%)及營業稅

(約佔 5%)，因此佔計畫經費比例較高，

實際雜支費用為 40,143 元，約佔計畫總

經費 0.5%。 

三 

請說明採用系統架構 RWD、電子地

圖 TGOS 未來擴充性可能優點? 
感謝委員意見，系統採用 RWD 架構將

可方便網頁功能跨裝置使用，未來只需

要更新擴充一個網頁系統即可提供網

站與行動裝置(手機、平板)使用，減少

重複功能開發。 
TGOS 電子地圖為內政部資訊中心建置

的電子地圖平台，提供電子地圖圖磚服

務及圖台開發元件，供國內政府機關免

費使用，該平台整合通用版電子地圖、

航照影像及各級政府機關圖資，圖資更

新頻率及可信度均較一般商業圖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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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google maps)高，可取得由國家級測繪

單位維護的即時電子地圖資訊，且該平

台提供政府機關免費使用，不會對未來

系統擴充及營運造成額外的採購或授

權成本。 

四 

對於建立噪音地圖套圖如何驗證地

料正確性?民眾若有懷疑如何解決?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網站及 APP 系統

電子地圖均可切換為航照影像，方便使

用者與現場實際情況比對，若實際情況

與影像不符系統提供自行調整定位點

功能，開放使用者依現場實際狀況調整

定位點，了解該點的噪音管制標準，如

民眾仍有疑問可透過客服電話向維護

團隊確認。 

五 

軟硬體部分需設置 2 台伺服器及 2
套軟體，以現有編列 35 萬是否足

夠? 

感謝委員意見，依據經費表本案軟硬體

設備費編列經費為 60 萬元，經費依據

軟硬體供應商初步報價編列，不至於與

實際採購金額有太大差距，但由於經費

表編列階段尚無法確認完整需求，故若

計畫執後軟硬體採購金額有所變化，本

團隊將依實際需求採購軟硬體。 

六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

分析及管制策略研擬編列經費是否

合理，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未來工作成果將

涵括一般噪音稽查、航空噪音防制、環

境及交通噪音監測等噪音管制業務及

資訊相關內容，因此團隊成員結合了資

訊及噪音領域專業人才。在程式編寫、

噪音公式導入、監測資料定義及其內涵

等工作階段，均安排具有噪音稽查實務

經驗及熟稔法規之成員適時提出建議

及確認其功能。同時在資料分析工作

上，亦必須藉由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

以及分析、比對、研析、解讀近年機場

監測結果，提出軟體系統之功能建議及

確認執行結果是否符合法規。綜合各項

工作以研擬管制策略時，更須彙整軍民

用及環保相關法規，並結合桃園市現況

以符合需求，上述工作均須投入相當的

人力物力，因此所編列之經費係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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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理。 

七 

目前規劃之噪音管制區查詢 APP
定位與現場實際位置點之誤差值

(距離)及穩定性，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預定建置之噪音

管制區查詢 APP 提供一般手機或平板

使用，目前一般手機、平板的定位精準

度視現場環境可抓到多少衛星訊號而

定，誤差最小可達 3~5 公尺，為確保定

位穩定性本團隊於 APP 開發時將導入

以下演算機制，確保定位訊號的精確度

與穩定性。 
1. 衛星數 5 顆以上(視裝置是否支援讀

取衛星數資訊) 
2. 定位時 APP 內部連續定位數點並計

算每連續 5 點的平均誤差值 
3. 當符合 1.且 2.的誤差值小於 30 公尺

時即取最新一筆的坐標作為定位結

果 
4. 持續 90 秒後仍無法滿足 3.則回傳定

位失敗 

八 

是否具備不同時段不同噪音管制標

準值及敏感地區主動提醒功能，請

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建置之噪音管制

區圖層除包括各類噪音管制區範圍圖

界線外，亦將包含法規中不同時段及標

的資訊，系統將透過定位及時間資訊自

動判斷對應管制條件(包括管制區分級

與時段)，並提供使用者透過下拉選單方

式選擇管制標的確認管制標準，以系統

功能簡化查詢作業，提供正確管制標準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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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二-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

建置計畫」 
第 1 次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日期：10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三街 19
號 4 樓) 
 
 李委員鴻祥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表 3-2 甘特圖請補入實際進度。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表 3-2，參閱修

正稿 3.2 節。 

2 
4-1 及 4-64 均見有錯字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錯字，參閱修正

稿 p4-1 及 p4-64。 

3 

請與本局稽查科建立專人之聯絡窗

口。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針對稽查科需求之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 API 將以稽查電子

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薛敦茂總經

理為聯絡人，其餘噪音稽查需求將請主

辦單位協助提供稽查科承辦人員聯絡

窗口。 

4 

需求訪談己辦理兩場，於訪談過程

中也釐清了一些問題，惟隨著建置

到不同階段，雙方可能會發現不同

的問題，故需求訪談請不定期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於系統雛型功能

完成後提供主辦單位及稽查科相關人

員進行測試，並進行需求訪談蒐集回饋

意見，調整系統開發方向，以期各系統

功能符合使用者實際需求。 

5 
4-15 頁之人口統計應以本府戶政單

位之資料為主。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航空噪音防制區

影響人口數及戶數統計資料將以桃園

市戶政單位資料為主。 

6 
4-63 至 4-68 頁應以「國際機場園區

發展條例」為論述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論述依據，參閱

修正稿 4.6.2~4.6.4 節。 

7 
敎育訓練及技術移轉會議建議本科

及稽查科分開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將依指示分別於稽查科

與噪管科辦理教育訓練與技術轉移會

議。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二-2 

 方委員義翔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建議將操作手冊放置於 APP 中，讓

使用者了解如何操作。 
感謝委員意見，將於 APP 中提供操作手

冊，方便使用者查閱參考。 

2 

p.4-28 不建議使用者於 XP 環境下

使用，避免衍生資訊安全問題，是

否有建議之作業系統或解決方案。 

感謝委員意見，微軟已於 2014/4/8 停止

支援 Windows XP 系統之支援(End of 
Support，簡稱 EOS)服務，不再提供安

全性更新，無法有效防止近年新的資安

風險，因此建議使用者使用 Windows 7
以上之作業系統，詳見修正稿 4.3.1 節。 

3 

p.4-38 APP 將提供噪音音源、公害

陳情、噪音案件歷史紀錄等資訊，

請說明相關資訊之揭露程度，並注

意個資相關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本系統 APP 提供之環保

署公害陳情資料僅包含陳情時間、地點

類別、對象、是否成案及處理結果等資

訊，不會介接到陳情人資訊，避免衍生

個資問題。 
 
 徐委員健崧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3-1 頁，章節文字排版應修正為直

向，表格若因版面大小限制可為橫

向。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排版，參

閱修正稿第三章。 

2 
4-6 頁，圖例圖層名稱請修正為法

規用語，例：固定式航空噪音監測

站等。 

感謝委員意見，系統建置時將依法規用

語設定圖層名稱。 

3 

4-7 頁，請補充說明地理資訊平台

圖層套疊功能之圖例、圖層功能鍵

順序；另補充說明航照影像之來源

及年份。 

感謝委員意見，本團隊規劃地理資訊平

平台圖層包括航空噪音防制區、一般噪

音管制區、噪音測站、噪音陳情案件及

噪音音源等，圖例設計及排列順序將依

主辦單位指示調整，另航照影像採用國

土測繪中心提供之正射影像圖，更新時

間依照不同範圍有所差異，最新一批為

106 年拍攝，圖層中均有浮水印顯示該

影像拍攝時間。 

4 

4-10 頁，提供測量特定區域範圍之

面積計算，請說明能否以匯入不規

則封閉曲線（如等噪音線）圖、輸

入對應參考基準點方式計算面積？

4-16 頁圖 4-16 亦請一併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圖台系統原規劃

可針對矩形即時繪圖計算面積，若有不

規則封閉曲線（如等噪音線）圖，可提

供匯入圖檔或輸入對應參考基準點方

式計算面積。 



附件二 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二-3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5 

4-12頁圖文互查功能及圖4-13圖層

建置，建議 2 座機場航空噪音防制

區各自區分航空噪音防制區公告圖

及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圖 2 個圖層，

以便統計。 

感謝委員意見，將依指示將航空噪音防

制區以 2座機場做區分並另外提供噪音

線圖層套疊分析功能。 

6 
4-34 頁，請比較說明微軟 Acess 或
MS SQL 或 MY SQL 等資料庫之優

缺點，俾供本局瞭解選擇。 

感謝委員意見，已補充比較表，參閱修

正稿表 4-1。 

7 
5-1 頁，未來工作重點，缺一、二

項，請補正。 
感謝委員意見，第五章項目編碼錯誤，

第三項應為第一項，其餘項目類推，已

修正項目編碼，參閱修正稿第五章。 

8 

錯別字請修正，4-13 頁〝承〞一；

圖 4-15 一、二級〝航空〞噪音；4-30
頁及 4-55 頁〝航空噪音整合模

式〞；4-33 頁已蒐〝集〞；4-37 頁使

用對象則將〝以〞民眾及稽查科。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錯別字，請參閱

修正稿相關內容。 

 
 廖委員美玲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1.2 計畫工作重點」內容並未全面

述及本計畫重點，過於簡略，請補

充或刪除 1.2 節． 

感謝委員意見，已刪除 1.2 節，參閱修

正稿第一章。 

2 

Page3-2 表 3-1 中序號 15，於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會議提及已取得 2 座

機場相關季報資料，請確認是否仍

有缺漏；若無，請修正表 3-1。 

感謝委員意見，截至 10 月 9 日為止，

除了桃園機場 105 年第 4 季尚未取得

外，其它季報均已取得。 

3 

Page4-2、Page4-11、Page4-24 提供

空間快速定位功能，提醒應依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會議結論，增加地號

定位查詢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p4-2 定位功能基本需求

為合約條文，定位功能規劃已增加地籍

(地號)定位功能，參閱修正稿 4.1.1 節及

4.2.1 節。 

4 

Page4-14 第 3 行戶政統計資料部

分，提醒於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會議

中已說明請使用桃園市政府之資

料。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戶籍資料來源描

述。 

5 
簡報第 9 頁及 Page4-15 圖 4-15，請

問圖中〝一、二級行供噪音管制區〞

何所指？定位查詢資訊結果展示能

感謝委員意見，此報告及簡報內容為誤

植，正確為〝一、二級航空噪音管制

區〞，已修正報告內容。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二-4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否編序排列？ 定位查詢結果可編序排列，排序依據將

於系統雛型完成後再蒐集使用者意見

調整。 

6 

Page4-15 五的內文中提及將採用最

小統計區統計資訊，請問人口戶政

資料使用桃園市政府之資料後，是

否仍可採用最小統計區統計資訊？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桃園市政府公布之

人口戶政資料最細的統計單位為鄰，但

因為鄰沒有對應圖資，因此在系統中只

能提供村里範圍的查詢，無法採用最小

統計區範圍查詢，本計畫將再與戶政單

位洽詢是否可提供戶政點位資料，以利

主辦單位應用。 

7 

Page4-37 第 1 行合理性判讀，前已

於9月19日需求訪談會議中提供各

項監測資料間之格式關係，請確認

規劃查核工具需具備合理性判讀查

核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遵照辦理，後續將於月

工作檢討會持續提供辦理進度。 

 
  



附件二 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二-5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

建置計畫」 
第 2 次期中報告(初稿)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日期：10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三街 19
號 4 樓) 
 
 李委員鴻祥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4.1.2 可否繪出桃園機場及龍潭基

地實際一、二級防制區圖資查詢。 
感謝委員意見，4.1.2 除提供航空噪音防

制區公告範圍查詢功能外，亦可依據機

場提供之噪音線圖範圍進行查詢，可將

兩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劃設依據之噪

音線圖匯入提供查詢及展示。 

2 

4-65 頁檢核小組人員成員為何，是

否有本局人員加入。 
感謝委員意見，4-65 頁檢核小組人員為

本團隊成員，由於本計畫數化圖資涵蓋

內容龐雜，為確保數化成果確實符合公

告內容，因此由數化小組以外的團隊成

員組成內部檢核小組，對產製成果進行

double check 確保資料產製品質，數化

成果均將提交 貴局檢查驗收，經 貴局

承辦人員確認無誤後方可作為最終提

交成果。 

3 

與本局稽查科建立專人之聯絡窗口

是否已建立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在資訊技術部分

均與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

司之薛敦懋總經理進行接洽，稽查科業

務部份則以該計畫承辦人員黃心琦科

員做為聯絡窗口。 

4 

下次需求訪談何時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資訊系統功能需

求訪談作業已初步完成，預計待各系統

功能初步完成後，於 108 年 2 月起提供 
相關業務單位適用，如有需求將以訪談

會議方式向稽查科、噪管科等業務單位

當面說明系統功能並確認是否符合需

求。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二-6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5 
4.6.2 節應以「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

例」為論述依據。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委員意見修正，參

見修正稿 4.6.2 節。 

 
 徐委員健崧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報告封面及目錄名稱應為第 2 次期

中報告（初稿）：圖 4-17 行供錯別

字，4-58 頁上未錯別字；4-72、
4-74、4-75、4-76 頁出現＂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3-7 頁 109 年 1
月有誤；掃瞄錯別字。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中相關誤

植內容，參見修正稿對應頁數。 

2 

表 3-2，預定進度圖示應在上，實

際進度圖示應在下，大部分實際進

度較預定進度之前且執行期間長，

看不出進度是否已達成或落後，建

議應檢討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表 3-2，將實際

進度改到預定進度下方，並以有無箭號

方式區分實際執行進度仍在執行中還

是已執行完成(部分工作分階段執行以

兩段虛線呈現，仍未完成之工作項目均

保留箭號)，另部分工作較預定進度提早

執行，主要因為部分工作本團隊有提前

規劃並進行技術功能研析，因此執行時

間較預定時間早，各項工作執行進度參

閱修正稿 3.3 節。 

3 
表 3-3，各項工作項目之進度百分

比、工作權重、執行總進度如何計

算，請補充說明於報告中。 

感謝委員意見，各項工作進度百分比、

工作權重、執行總進度說明補充於修正

稿 p3-26。 

4 
圖 4-10，應修正為桃園市地圖，而

非以臺北市地圖替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圖 4-10，參見修

正稿內容。 

5 

圖 4-13，請確認是否可採匯入不規

則曲線圖檔進行套疊查詢，並補充

說明於報告中。 

感謝委員意見，圖 4-13 主要說明系統可

提供框選多邊形計算面積。本系統可提

供匯入如噪音線之不規則封閉曲線圖

層檔案進行套疊應用，圖層檔案需預先

產製為 kml 格式，相關內容補充於修正

稿 4.1.2 節 p4-14。 

6 

圖 4-31，本次各類噪音管制區修

正，非都市土地將以區域計畫劃分

噪音管制區，請評估行政區、村里

定位是否仍適用相關查詢。 

感謝委員意見，行政區查詢之功能設計

為選擇行政區或村里範圍定位後，框選

該行政區或村里後將範圍內各級噪音

管制區一併切出，提供使用者透過點選

方式確認範圍內不同噪音管制區分級



附件二 期中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二-7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之管制標準資訊，相關說明已補充於修

正稿 p4-51。 

7 
圖 4-36，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

輔助 APP，應補上稽查當時氣象條

件(晴、陰、雨)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後續將評估 APP 功能如

何納入氣象條件資訊，方便使用者查

閱。 

8 

圖 4-53，請更新 107 年度陸軍龍潭

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圖，另 4-97 頁

陸軍龍潭基地航空噪音固定式噪音

監測站級別站數亦一併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 107 年度陸軍龍

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圖，參見修正稿

p4-74。另已依環保局 107 年 11 月 15
日公告內容修正如下：「固定式噪音監

測站共 8 站。其中位於第三級者 2 站，

第二級者 1 站，第一級者 5 站。」，參

見修正稿 p4-97。 
 
 方委員義翔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在 4.4 噪音管制標準查詢及稽查輔

助 APP 建置中 4.4.1 定位查詢及地

圖套疊的定位查詢方式中，有一項

為行政區定位，藉由勾選行政區及

里別之方式查詢，請說明本項查詢

方式之呈現方式。 

感謝委員意見，4.4.1 節行政區查詢之功

能設計為選擇行政區或村里範圍定位

後，框選該行政區或村里後將範圍內各

級噪音管制區一併切出，提供使用者透

過點選方式確認範圍內不同噪音管制

區分級之管制標準資訊，相關說明已補

充於修正稿 p4-51。 

2 
P.4-72~76 文字內容出現多次「錯

誤！找不到參照來源。」，請確認內

容並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書中相關誤

植內容，參見修正稿對 p4-72~76。 

 
 廖委員美玲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簡報第 43頁預定於 108年 1月提供

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測試，惟報告

Page3-7，第 70 項「預定＂109 年＂

1 月提供稽查電子化系統介接測

試」，其日期是否有誤？ 

感謝委員意見，該處 109 年為誤植，正

確為 108 年，修正稿已修正，參見修正

稿 p3-7。 

2 

Page4-9，提及「底圖部分可選用圖

台系統中各底圖，包括 TGOS 地

圖、通用版電子地圖……」，請詳細

說明圖台系統中究竟含括哪些底

感謝委員意見，系統初步可提供底圖包

括 TGOS 地圖、通用版電子地圖或通用

版電子地圖航照影像、福衛影像等，若

系統上線後使用者有其他底圖需求可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二-8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圖。 再評估擴充，相關內容已補充至修正稿

p4-9。 

3 

Page4-16，請說明圖 4-17 示意圖

中，定位查詢的結果：涵蓋一、二

級＂行供＂噪音管制區為何？前已

於第一次工作進度報告提出審查意

見，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該處為誤植，正確為”
航空”噪音管制區，已於修正稿中修

正，參見修正稿 p4-16 圖 4-17。 

4 

Page4-19 倒數第 8 行及倒數第 4
行，請說明”稽查輔助功能”及”APP
中的對應功能”是那些？ 

感謝委員意見，此處”稽查輔助功能”指
系統提供之稽查案件查詢、新增及測值

紀錄判定功能，已補充說明及示意圖參

照修正稿 p4-19 及圖 4-19；另”APP 中

的對應功能”是指 APP 中的「噪音測值

紀錄及背景音量修正」功能，詳閱修正

稿 4.4.2 節。 

5 

Page4-28，一般地區音量標準值是

用來劃定各類噪音管制區的，非屬

管制標準，請斟酌是否放入系統

中？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本 APP 係提供環保

局人員查詢常用標準之工具，故建議仍

可將該表納入可供查詢的標準之一。 

6 
Page4-32「4.2.2 背景音量修正功

能」，文中僅提及全頻之背景音量修

正，請補充低頻背景音量修正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該修正公式不論是全頻

或低頻之背景音量修正時均適用，已於

本文中加註說明，參見修正稿 p4-32。 

7 
Page4-34 第 8 行，全頻、低頻、標

準管制、增量管制等，此部分系統

未來是否具可選擇功能？ 

感謝委員意見，該部分系統將會依使用

者所選擇的對象種類，自動對應出應有

的管制內容。 

8 
Page4-73 圖 4-53，107 年度陸軍龍

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已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公告，請更新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更新 107 年度陸軍龍

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圖，參見修正稿

p4-74。 
 
 王委員煒平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將「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裁罰基準」

之附表三納入選單。 
感謝委員意見，將納入系統提供使用者

查詢，參見修正稿第 4.2.1 節 p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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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公文收發清單 

附件三-1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公文收發清單 

108/7/5 

一、收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1 108 年 7 月 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54168 號 評選會議會議記錄 評選會會議記錄 
2 108 年 7 月 18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58905 號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表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 
3 108 年 7 月 20 日 桃環秘字第 1070059934 號 決標公告 決標公告 
4 108 年 8 月 1 日 桃環秘字第 1070062715 號 工作團隊成員名冊同意備查   
5 108 年 8 月 3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3507 號 工作範疇界定會議紀錄 工作範疇界定會議紀錄 
6 108 年 8 月 8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3230 號 軟硬體同意備查   
7 108 年 8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5409 號 8 月工作月報同意備查   
8 108 年 8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5271 號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回覆同意備查   
9 108 年 8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6704 號 8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10 108 年 8 月 15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7364 號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11 108 年 8 月 23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9306 號 主機軟硬體規格變更暨交付期限展延同意備查   
12 108 年 9 月 12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6591 號 9 月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13 108 年 9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6255 號 工作計畫定稿同意備查   
14 108 年 9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7226 號 第 1 次期中報告初稿本局收悉   
15 108 年 9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7306 號 9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16 108 年 9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8214 號 軟硬體交付同意備查   
17 108 年 9 月 1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8503 號 主機及資料庫主機綜合保險單正本及繳費收據副本同意備查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三-2 

一、收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18 108 年 10 月 5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84712 號 第 1 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19 108 年 10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85565 號 10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20 108 年 10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86208 號 10 月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21 108 年 10 月 1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87230 號 第 1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同意備查   
22 108 年 10 月 29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91206 號 第 1 次期中報告定稿同意備查   
23 108 年 11 月 8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95179 號 11 月工檢會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24 108 年 11 月 12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96012 號 11 月工作報告備查   
25 108 年 11 月 21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99628 號 第 2 次期中報告初稿收悉   
26 108 年 12 月 7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4973 號 第 2 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 
27 108 年 12 月 11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5501 號 12 月工檢會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28 108 年 12 月 12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6184 號 12 月工作報告同意備查   
29 108 年 12 月 13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7520 號 第 2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同意備查   
31 108 年 12 月 24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10329 號 需提供本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GIS 電子圖資   
30 108 年 12 月 25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10145 號 第 2 次期中報告定稿同意備查   
32 108 年 1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02210 號 108 年 1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33 108 年 1 月 11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03240 號 108 年 1 月工作月報同意備查   
34 108 年 1 月 16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04995 號 通用版電子地圖數值檔及伺服器防毒軟體採購規劃書一案，

同意備查 
  

35 108 年 2 月 11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11115 號 108 年 2 月工作月報同意備查   
36 108 年 2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12687 號 108 年 2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附件三-公文收發清單 

附件三-3 

一、收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37 108 年 3 月 2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19718 號 108 年 3 月工作月報同意備查   
38 108 年 3 月 2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19446 號 108 年 3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39 108 年 4 月 9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28017 號 伺服器主機防毒軟體採購收據及發票一案同意備查   
40 108 年 4 月 1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29604 號 108 年 4 月工作月報同意備查   
41 108 年 4 月 1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0000 號 108 年 4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42 108 年 4 月 16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0790 號 負載平衡器採購規劃書同意備查   
43 108 年 4 月 25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3890 號 平板電腦採購規劃書同意   
44 108 年 4 月 25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3850 號 教育訓練規劃同意備查   
45 108 年 5 月 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6289 號 地籍圖疑義(副本)   
46 108 年 5 月 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6290 號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疑義(副本)   
47 108 年 5 月 8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8674 號 108 年 5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48 108 年 5 月 13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9215 號 螢幕採購同意備查   
49 108 年 5 月 13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9760 號 108 年 5 月份工作報告備查   
50 108 年 5 月 13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9932 號 負載平衡器採購同意備查   
51 108 年 5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0301 號 平板電腦含配件及行動上網方案採購發票同意備查 平板電腦及原廠配件採

購發票影本 
52 108 年 5 月 14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0536 號 技術移轉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53 108 年 5 月 20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1456 號 系統文件及原始碼備查   
54 108 年 5 月 20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1464 號 期末報告初稿收悉   
55 108 年 5 月 21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1324 號 液晶螢幕採購發票同意備查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三-4 

一、收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56 108 年 6 月 17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51017 號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會議紀錄 會議記錄 
57 108 年 7 月 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54458 號 期末報告修正稿同意備查   
 

二、開會通知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附件 
1 108 年 7 月 9 日 桃環秘字第 1070056361 號 108 年 7 月 13 日 議價會議 無 
2 108 年 7 月 18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59106 號 108 年 7 月 24 日 範疇界定會議 無 
3 108 年 7 月 27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62338 號 108 年 8 月 6 日 107 年 8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4 108 年 8 月 30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3783 號 108 年 9 月 6 日 107 年 9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5 108 年 9 月 20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79944 號 108 年 10 月 3 日 第 1 次期中報告初稿審查會議 無 
6 108 年 9 月 26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82172 號 108 年 10 月 5 日 107 年 10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7 108 年 10 月 26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091839 號 108 年 11 月 5 日 107 年 11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8 108 年 11 月 22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0767 號 108 年 12 月 5 日 第 2 次期中報告初稿審查會議 無 
9 108 年 11 月 27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01774 號 108 年 12 月 6 日 107 年 12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0 108 年 12 月 26 日 桃環噪字第 1070111434 號 108 年 1 月 7 日 108 年 1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1 108 年 1 月 28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09010 號 108 年 2 月 12 日 108 年 2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2 108 年 2 月 26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16625 號 108 年 3 月 5 日 108 年 3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3 108 年 3 月 27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25482 號 108 年 4 月 8 日 108 年 4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4 108 年 4 月 25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3983 號 108 年 5 月 6 日 108 年 5 月份工作檢討會議 無 
15 108 年 5 月 3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36838 號 108 年 5 月 3 日 技術轉移會議 無 



 
附件三-公文收發清單 

附件三-5 

二、開會通知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會議時間 會議名稱 附件 
16 108 年 5 月 22 日 桃環噪字第 1080042903 號 108 年 5 月 29 日 期末報告初稿審查會 無 

 
三、發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1 108 年 7 月 26 日 振科環字第 4069 號 
提送服務團隊成員名冊、保密同意書及保

密切結書 
服務團隊成員名冊、保密同意書及保密切結書 

2 108 年 7 月 30 日 振科環字第 4070 號 軟硬體規格提請核可 軟硬體規格對照表 
3 108 年 8 月 6 日 振科環字第 4075 號 檢送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評選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4 108 年 8 月 6 日 振科環字第 4076 號 檢送 8 月工作報告書 8 月工作報告書 
5 108 年 8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080 號 提送工作計畫書 工作計畫書 
6 108 年 8 月 16 日 振科環字第 4082 號 採購規格變更及交付期限展延申請 軟硬體設備採購規格修正對照表 
7 108 年 9 月 6 日 振科環字第 4091 號 檢送工作計畫書定稿本 工作計劃書定稿本 1 式 6 份 
8 108 年 9 月 7 日 振科環字第 4092 號 檢送 9 月工作報告書 9 月工作報告書 
9 108 年 9 月 7 日 振科環字第 4093 號 檢送第 1 次期中報告初稿 第一次期中報告初稿 5 本 

10 108 年 9 月 11 日 振科環字第 4098 號 檢送保險單正本及繳費收據副本 保險單正本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 

11 108 年 9 月 12 日 振科環字第 4099 號 軟硬體採購交付 
軟體出貨證明、主機新品證明書、主機保固證明書、

中文操作手冊、軟硬體點交表 

12 108 年 10 月 2 日 振科環字第 4108 號 檢送需求訪談會議紀錄 
107 年 8 月 21 日需求訪談會議紀錄、107 年 9 月 19
日需求訪談會議紀錄 

13 108 年 10 月 8 日 振科環字第 4113 號 檢送 10 月工作報告書 10 月工作報告書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三-6 

三、發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14 108 年 10 月 11 日 振科環字第 4116 號 檢送第 1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 第 1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 
15 108 年 10 月 24 日 振科環字第 4122 號 檢送第 1 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第 1 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16 108 年 11 月 5 日 振科環字第 4127 號 第 1 期請款 請款發票及存摺影本 
17 108 年 11 月 8 日 振科環字第 4130 號 檢送 11 月工作報告書 11 月工作報告書 
18 108 年 11 月 19 日 振科環字第 4132 號 檢送第 2 次期中報告初稿 第二次期中報告初稿 5 本 
19 108 年 12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147 號 檢送 12 月工作報告書 12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20 108 年 12 月 13 日 振科環字第 4149 號 檢送第 2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 
第 2 次期中報告修正稿、第 2 次期中報告初稿審查

意見回覆表 
21 108 年 12 月 20 日 振科環字第 4154 號 檢送第 2 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第 2 次期中報告定稿本 1 式 5 份(含光碟) 
22 108 年 12 月 25 日 振科環字第 4159 號 第 2 期請款 請款發票及存摺影本 

23 108 年 1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178 號 
1 月工作報告書及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

析報告 
1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24 108 年 1 月 15 日 振科環字第 4182 號 通用版電子地圖及防毒軟體採購申請 
採購規劃書、伺服器主機防毒軟體報價單、通用版

電子地圖數值檔採購估價單 

25 108 年 2 月 1 日 振科環字第 4199 號 
2 月工作報告書及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

析報告 
2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26 108 年 2 月 11 日 振科環字第 4201 號 系統開發成果展示暨需求確認會議記錄 系統開發成果展示暨需求確認會議紀錄 

27 108 年 3 月 8 日 振科環字第 4215 號 
3 月工作報告書及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

析報告 
3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28 108 年 4 月 3 日 振科環字第 4238 號 通用版電子地圖及防毒軟體採購發票 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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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7 

三、發文清單 
# 發文時間 發文字號 公文主旨(摘要) 附件 

29 108 年 4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244 號 
4 月工作報告書及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

析報告 
4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30 108 年 4 月 15 日 振科環字第 4247 號 負載平衡器設備採購申請 採購規劃書、廣域網路負載平衡設備報價單 
31 108 年 4 月 23 日 振科環字第 4251 號 教育訓練規劃 教育訓練會議規劃書 
32 108 年 4 月 23 日 振科環字第 4252 號 平板採購申請 採購規劃書、平板電腦採購估價單 
33 108 年 5 月 9 日 振科環字第 4267 號 螢幕採購申請 採購規劃書 

34 108 年 5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269 號 
5 月工作報告書及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

析報告 
5 月工作報告書(含系統維護及流量統計分析報告) 

35 108 年 5 月 10 日 振科環字第 4270 號 負載平衡器設備採購發票 負載平衡設備採購發票影本、設備點交紀錄 

36 108 年 5 月 13 日 振科環字第 4271 號 iPad Pro 採購發票 
平板電腦及原件採購發票影本、包膜及保護貼發票

影本、中華電信行動上網方案合約影本 
37 108 年 5 月 15 日 振科環字第 4272 號 螢幕採購發票 液晶螢幕採購發票影本、設備點交紀錄 

38 108 年 5 月 16 日 振科環字第 4273 號 系統文件及原始碼交付 
系統分析設計書、系統測試報告書、使用操作及維

護手冊及電子檔光碟各 5 份 

39 108 年 5 月 16 日 振科環字第 4274 號 噪音地圖交付 
噪音地圖圖冊(共 50 張，含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

防制區地圖) 
40 108 年 5 月 16 日 振科環字第 4275 號 檢送期末報告初稿 期末報告初稿 5 本 

41 108 年 6 月 26 日 振科環字第 4300 號 檢送期末報告修正稿 
期末報告修正稿 5 本、期末報告(初稿)審查委員意

見回覆表 
 





 
 
 
 
 
 
 
 

附件四 

需求訪談會議記錄 

 
  





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需求訪談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8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3時 0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科會議室 

主席：徐股長 健崧                               記錄：柯佳妤 

出席：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議簡報（略）。 

參、 綜合討論及意見： 

一、 現行一般噪音管制區範圍圖於都市計畫區範圍外均劃定為單

一區域，未完全符合公告內容，稽查現場認定時除參照噪音

管制區範圍圖外，會依據公告內容，參考用地周邊一定距離、

土地使用分區、地籍圖、鐵路公路用地及其他特定噪音管制

區（如學校、機關、捷運設施）等，建議團隊詳細確認公告內

容蒐集參考圖資製圖。 

二、 由於一般噪音管制區在都市計畫範圍外認定方式實務上較為

複雜，建議系統噪音管制區判定結果應附地圖及距離噪音管

制區邊界最短距離並標註僅供參考作為稽查單附件納入稽查

電子化系統中，現場仍由稽查員依公告內容做判定。 

三、 建議系統定位結果應附上該筆定位誤差範圍為幾公尺之資訊。 

四、 噪音稽查作業有時會在室內進行，建議增加地址定位查詢噪

音管制區功能。 

五、 一般管制區認定需參考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與土地使用分區

等圖層，將依需求納入網站系統圖層套疊功能中，供稽查員

現場參考。 

六、 現行稽查電子化系統會自動生成派案編號與稽查單填報表格，

並已具備欄位填寫提示及限制，可解決大部分 106 年度環保

署抽查所發現的稽查單填報問題，為避免系統互相介接衍生

之資料同步、修改、刪除等問題，並減少稽查員重複操作，建



2 

議由噪管科系統提供噪音管制區判定 API，回傳噪音管制區

判定結果文字及地圖圖檔，供稽查平板系統介接即可，詳細

資訊介接規格請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再與振興

發公司商討界定，背景噪音修正功能將由稽查電子化系統自

行建置。 

七、 噪管科稽查輔助 APP 設計立意良善，但稽查電子化系統委辦

廠商可全公司表示難以整併進目前稽查電子化的作業流程中，

建議以提供噪管科及局內其他相關業務單位使用為主，如欲

納入稽查作業中，建議依照環保署噪音稽查報告標準，將 APP

填報的資料產製為紙本的噪音稽查報告，即可作為稽查單之

附件供稽查作業使用。 

八、 簡報提及於定位查詢噪音管制區時可依定位座標提供氣象資

訊功能可提供稽查作業參考，請協助建置定位查詢氣象資訊

功能，需顯示資訊如風速、溫度、濕度風向與氣壓等，目前稽

查員主要查詢中央大學測站即時資料或氣象局每小時測值。 

九、 因應稽查實務需求，稽查時間可能會在回辦公室之後才登載，

建議網站系統提供手動調整稽查時間功能。 

十、 稽查員帳號可直接介接稽查電子化系統帳號，由稽查電子化

系統認證使用者身分。 

肆、 會議結論： 

一、 噪音管制區判定在非都市土地有很多細節，有些條件可能不

容易數化成圖層，請振興發公司依建議詳細確認公告內容蒐

集參考圖資製圖。 

二、 現行稽查電子化系統已可解決大部分稽查單填報問題，為避

免兩系統互相介接衍生之資料同步、修改、刪除等問題，並減

少稽查員重複操作，請振興發公司依建議提供一般噪音管制

區判定 API 供稽查平板系統介接，詳細資訊介接規格請稽查

電子化系統委辦廠商可全公司再與振興發公司商討界定，判

定結果請標註僅供參考並提供地圖圖片檔案，現場仍由稽查

員依公告內容做最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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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振興發公司依需求開發對應稽查輔助功能，待功能雛型完

成後再邀請稽查科同仁測試，以完善系統功能。 

伍、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附件一 107年 8月 21日需求訪談會議照片 
 

 

 

 



附件二 107年8月21日需求訪談會議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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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需求訪談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9月 1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噪管科會議室 

主席：李技正 鴻祥                               記錄：柯佳妤 

出席：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會議簡報（略）。 

參、 綜合討論及結論： 

 

序號 討論議題 辦理方式 

1-1 圖資檔案交付分幾階段?及交

付時間點? 

圖資產製先依草案公告內容進行數化作業，108年

第一季依正式公告修正。圖資交付依合約辦理。 

1-2 檔案交付之先後順序? 

1-3 交付張數? 48+2 張，包含全桃園市噪音管制區與兩座機場噪

音防制區合計共 50張。範圍比照 104年公告圖說

辦理。 

1-4 交付格式是否為 shp及 jpg格

式 

交付格式為 shp 圖資與 jpg 圖檔，交付圖檔並列

印成冊。 

1-5 圖資欄位內容是否如前述?(縣

市、鄉鎮、噪音管制區類型、

噪音管制區分類、備註) 

刪除縣市欄位，鄉鎮欄位修改為區，新增村里、

都市或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更新時間欄

位。 

1-6 驗收標準及階段時間 依合約規定計畫於結案時驗收。 

1-7 後續圖檔修改範圍及次數 圖資數化完成後一季檢討一次，如有使用者回報

圖資問題則個案修正。 

1-8 噪音地圖製作參考依據 除都市土地計畫使用分區外，其他地物資訊原則

依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為標準。 



2 

序號 討論議題 辦理方式 

2-1 圖層套疊功能除航空噪音防制

區、一般噪音管制區、噪音陳

情案件、噪音音源位置及噪音

監測站位置外是否還需納入其

他圖層? 

建議加入噪音監測站位置資訊(固定式、陸運、交

通、航空)，並由稽查科永續公司提供測站座標資

訊。 

2-2 地圖查詢噪音線及影響戶數統

計資料來源是否可採用內政部

統計處最小統計區人口及戶籍

統計資料? 

預計採用本市戶政機關人口戶籍統計資料，如涉

及個資或其他問題，戶政機關不願提供資訊，則

採用內政部統計處最小統計區人口資料。 

2-3 環保署噪音公害陳情案件資料

須介接那些欄位? 

噪管科無此需求。 

2-4 網站系統底圖是否可採用國土

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 

可採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 

2-5 其他功能需求 增加地址、地號查詢功能。 

地圖查詢時能看到土地使用分區資訊。 

3-1 8/21 與稽查科進行需求訪談

後，稽查科對本計畫 APP 無需

求，請問 APP 是否仍須具備噪

音稽查記錄功能? 

目前一般噪音稽查業務均由稽查科進行。本科並

未進行相關業務。建議仍提供背景噪音修正計算

功能。 

3-2 APP 如需噪音稽查紀錄功能，

應具備那些欄位? 是否需要提

供避填欄位提示功能? 

建議 APP 能提供噪音管制區標準資訊與背景噪音

修正計算功能。其餘稽查紀錄欄位均無需求，建

議刪除。 

3-3 APP 民眾端除開放一般噪音管

制區及航空噪音防制區範圍與

管制標準查詢外，另可開放那

些圖資。 

民眾端開放一般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防制區範

圍與管制標準查詢即可。 

4-1 背景音量之修正規則及修正方

式？ 

依噪音管制標準第三條規定處理，並區分三分貝

以上、三分貝至十分貝區間及十分貝以上之分類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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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討論議題 辦理方式 

4-2 航空噪音監測報告查核程式規

則？ 

請永續公司協助提供航空噪音監測結果相關規

則。 

4-3 噪音政策研擬細部需求及期程 請永續公司協助提供監測報告資料，另有關機場

補助及回饋金部分請傳閔公司協助提供相關資

料。 

 

肆、 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附件一 107年 9月 19日需求訪談會議照片 
 
 

 

 



附件二 107年9月19日需求訪談會議簽到表



 
 
 
 
 
 
 
 

附件五 

噪音管制標準 

 
 
 
 
 
  





噪音管制標準修正總說明  

噪音管制標準自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已歷經五次修

正。隨著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日益殷切，近年來噪音陳情案件持續

增加，但其中約有九成以上合乎噪音管制標準或無法量測，稽查處分

率僅約百分之八，顯示噪音管制標準與民眾感受有落差，實有必要針

對時段區分、評定方式及管制標準值檢討修正。此外，執行稽查初測

及複查作業時，因噪音發生源之操作條件不同所引起之爭議，亦須訂

定相關規定以維護民眾權益。

另為解決風力發電機組目前引用工廠噪音管制標準進行管制所產

生之適用明確性問題，以及因周界不明確造成量測地點之爭議，爰研

訂增列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並擬具本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

下：

1、 修正各管制區時段區分，以符合民眾生活作息時間。增列週期性

變動、間歇性變動、百分率音壓位準、工廠（場）、娛樂場所、

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擴音設施及整體音量之定義。（修正條文

第二條）

2、 增訂欲測量音源之背景音量修正公式，並將修正值細分如附表背

景音量修正表，以提高測量值之精確度。(修正條文第三條)

3、 將非擴音設施音源量測地點改採正面表列方式，並修正部分文字

以明確化測量地點選擇時之優先性。增訂風力發電機組音源 20 

Hz至 20 kHz頻率範圍之量測地點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4、 增列測量時之氣象條件規定，以茲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5、 增列初測時應將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予以記錄，以作為複查時之

依據。（修正條文第三條）

6、 修訂週期性變動噪音、間歇性變動噪音、營建工程及風力發電機

組噪音評定方法之條列方式以茲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7、 因應國人對環境品質的要求，茲以九十九年及一百年臺北市低頻

噪音之實測案件為例，加嚴三分貝（dB(A）)後所有類別之不合

1



格率九十九年提高百分之十四點八，一百年則提高百分之四點五，

因此為兼顧環境保護之立場及減少對相關產業之影響與衝擊，爰

針對第一類到第三類管制區加嚴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

所、營建工程各時段低頻噪音（20 Hz至 200 Hz）噪音管制標準

值三分貝（dB(A）)。而全頻噪音（20 Hz至 20 kHz）除營建工

程針對第一類至第三類加嚴三分貝（dB(A））外，工廠（場）、

娛樂場所及營業場所則將第二類及第三類管制區各時段噪音管制

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六條）

8、 由於擴音設施影響安寧之陳情案件日益增加，而擴音設施可藉由

調整喇叭音量即刻改善。以臺北市噪音之實測案件為例，若將全

頻管制標準值加嚴三分貝（dB(A）），以九十九年為例，擴音設

施不合格率將提高百分之三點七 ，而一百年不合格率將提高百

分之十七點一，且預估對產業衝擊不大。故除第一類夜間時段外，

加嚴其餘各類管制區各時段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三分貝

(dB(A))。（修正條文第七條）

9、 為解決風力發電機組噪音以工廠噪音管制標準進行管制，造成量

測地點妥適性之爭議，新增以增量方式管制風力發電機組之全頻

噪音，並於「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

中，增列風力發電機組噪音管制標準。（修正條文第八條）

10、 考量各類場所、工程及設施之改善需有足夠時間，爰於本標準訂

定緩衝期，除第四條自發布後一年施行、第五條至第八條自發布

後六個月施行外，其餘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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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1、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作

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四類

噪音管制區。

2、 音量：以分貝（dB(A)）為單

位，括號中 A指在噪音計上

A權位置之測量值。

3、 背景音量：指欲測量音源以外

之音量。

4、 周界：指場所或設施所管理或

使用之界線。其有明顯圍牆等

實體分隔時，以之為界；無實

體分隔時，以其財產範圍或公

眾不常接近之範圍為界。

5、 時段區分：

（一）日間：指各類管制區上午七

時至晚上七時。

（二）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

晚上七時至晚上十時；

第三、四類管制區指

晚上七時至晚上十一

時。

（三）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指

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

七時；第三、四類管

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

翌日上午七時。

6、 均能音量：指特定時段內所測

得音量之能量平均值。20 

Hz至 20 kHz之均能音量以 

Leq表示；20 Hz至 200 Hz之

均能音量以 Leq,LF表示；其計

算公式如下：

（一）

 









T t
eq dt

P
P

T
L

0

2

0

1log10

T：測量 時間，單位為秒。

tP：測量音壓，單位為巴

斯噶(Pa)。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1、  管制區：指噪音管制區劃定 

作業準則規定之第一類至第

四類噪音管制區。

2、  音量：以分貝(dB(A))為單位，

括號中 A指在噪音計上 A權

位置之測量值。

3、 背景音量：指除測量音源以

外之音量。

4、  周界：指場所或設施所管理

或使用之界線。其有明顯圍

牆等實體分隔時，以之為界；

無實體分隔時，以其財產範

圍或公眾不常接近之範圍為

界。

5、  時段區分：

（一）日間：第一、二類管制區

指上午六時至晚上

八時；第三、四類

管制區指上午七時

至晚上八時。

（二）晚間：第一、二類管制區

指晚上八時至晚上

十時；第三、四類

管制區指晚上八時

至晚上十一時。

（三）夜間：第一、二類管制區

指晚上十時至翌日

上午六時；第三、

四類管制區指晚上

十一時至翌日上午

七時。

6、 均能音量：指特定時段內所

測得音量之能量平均值。20 

Hz至 20kHz之均能音量以 

Leq表示；20 Hz至 200Hz之

均能音量以 Leq,LF表示；其計

算公式如下：

（一）

一、為符合民眾生活

作息，調整各

類管制區日間

時段之起迄時

間，爰修正第

五款各目。

二、新增第九款週期

性變動、第十

款間歇性變動

及第十一款百

分率音壓位準

之定義，以茲

明確。

三、參考本署九十四

年八月十七日

環署空字第

○九四○○六

二六七四號之

解釋函，增列

第十二款工廠

(場)之定義，

而不以其是否

取得工廠設立

登記證明為限。

四、參考本署八十七

年九月四日環

署空字第

○○五○四八

七號、八十七

年十月十四日

環署空字第

○○六七三四

四號之解釋函

及內政部建築

技術規則總則

編第三條條文，

增列第十三款

娛樂場所、營

業場所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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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P：基準音壓為 20μ㎩。

（二）





Hz  200

Hz  20n

L1.0
LF,eq

neq,10log10L

Leq,n：以 1/3 八音度頻帶

濾波器測得之各 1/3 

八音度頻帶均能音量。

n：20 Hz至 200 Hz 之

1/3 八音度頻帶中心

頻率。

7、 最大音量（Lmax）：測量期間中測

得最大音量之數值。

8、 複合音量：指欲測量地點之音量

由二個以上設施所產生並合成之

音量。

9、 週期性變動：指音量產生之時間

週期大致一定。

10、 間歇性變動：指音量產生之週期

不規則。

11、 百分率音壓位準（Lx）：顯示

測量噪音期間 x 

%比例時間，其噪音值大於或

等於該位準。

12、 工廠(場)：指具有以人工或

機械製造、加工或修理性質

之場所。

13、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指具

有營業行為之商業、休閒、

餐飲或消費之場所。

14、 營建工程：在地面上下新建、

增建、改建、修建、拆除構

造物與其所屬設施及改變自

然環境之施工行為。

15、 擴音設施：具有接收音源音

量裝置（含可外接麥克風、

收音器之功能）及音量擴大

功能之設備或設施。

16、 整體音量：指包含欲測量音源

音量及背景音量之總和。

 









T t
eq dt

P
P

T
L

0

2

0

1log10

T：測量 時間，單位為秒。

tP：測量音壓，單位為巴

斯噶(Pa)。
0P：基準音壓為

20μ㎩。

（二）





Hz  200

Hz  20n

L1.0
LF,eq

neq,10log10L

Leq,n：以 1/3 八音度頻帶

濾波器測得之各 1/3 

八音度頻帶均能音

量。

n：20 Hz至 200 Hz 之

1/3 八音度頻帶中

心頻率。

7、 最大音量（Lmax）：測量期間中

測得最大音量之數值。

8、 複合音量：指欲測量地點之音

量由二個以上設施所產生並合

成之音量。

以茲明確。

五、參考政府採購法

第七條有關公

共工程之定義，

增列第十四款

營建工程之定

義，以茲明確。

六、參考本署九十四

年五月二十五

日環署空字第

○九四○○三

八○三六號之

解釋函，增列

第十五款擴音

設施之定義，

以茲明確。

七、增列第十六款整

體音量之定義，

以茲明確。

第三條　噪音音量測量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測量儀器：

測量 20Hz至 20kHz範圍之噪

音計使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

第三條　噪音音量測量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測量儀器：

測量 20Hz至 20kHz範圍之噪

音計使用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一、第一款測量儀

器與國家標準

相關之文字略

作修正。

二、增訂欲測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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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一型聲度表或國際電工協

會標準 IEC 61672-1 Class 

1噪音計；測量 20 Hz至 200 

Hz範圍之噪音計使用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規定之一型聲度表，

且應符合國際電工協會標準

IEC 61260 Class 1等級。

二、測量高度：

（一）測量地點在室外時，聲音

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測

量樓層之樓板延伸線一．

二至一．五公尺之間。

（二）測量地點為室內時，聲音

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樓

板一．二至一．五公尺之

間。

三、動特性：

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原則

上使用快(Fast)特性。但音源

發出之聲音變動不大時，例如

馬達聲等，可使用慢(Slow)特

性。

四、背景音量之修正：

（一）測量場所之背景音量，

至少與欲測量音源之音

量相差十分貝（dB(A)）

以上，如相差之數值未

達十 分貝（dB(A)），

則欲測量音量以下列公

式計算或以附表修正之。

（二）欲測量音源之背景音量

修正公式：

     

L：指欲測量音源之測量

值。

L1：指整體音量之測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三）各場所與設施負責人或

現場人員應配合進行背

景音量之測量，並應修

正背景音量之影響；進

CNS NO.7129規定之一型聲度

表；測量 20 Hz至 200 Hz範

圍之噪音計使用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 CNS NO.7129規定之一型

聲度表，且應符合國際電工協

會 IEC 61260（1995）Class 

1等級。

二、測量高度：

（一）測量地點在室外時，聲音

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測

量樓層之樓板延伸線一．

二至一．五公尺之間。

（二）測量地點為室內時，聲音

感應器應置於離地面或樓

板一．二至一．五公尺之

間。

三、動特性：

噪音計上動特性之選擇，原則

上使用快(Fast)特性。但音源

發出之聲音變動不大時，例如

馬達聲等，可使用慢(Slow)特

性。

四、背景音量之修正：

（一）測量場所之背景音量，

至少與欲測量音源之音

量相差 10 

dB(A)以上，如相差之數

值小於

10dB(A)，則依下表修正

之。

（二）背景音量之修正：

L1：指包含背景音量之測

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L1-L2 3 4 5 6 7 8 9

修正值 -3 -2
-1

（三）各場所與設施負責人或

現場人員應配合進行背景

音量之測量，並應修正背

景音量之影響；進行背景

音量之測量時，負責人或

源之背景音量

修正公式，並

將修正值細分

如附表背景音

量修正表，以

提高測量值之

精確度。

三、第六款第一目

規定測量地點

係以陳情人所

指定其居住生

活之地點測量

為主，次為主

管機關指定該

工廠(場)、娛

樂場所、營業

場所、營建工

程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

場所、工程或

設施周界外任

何地點測量之，

本次修正係將

量測地點先後

順序明確化。

風力發電機組

測量地點則增

列於第六款第

二目，以茲明

確。

四、增列第七款氣

象條件，明訂

測量時應無雨

狀態，而室內

測量則不受戶

外風速限制。

五、增列第八款噪

音發生源操作

條件之規定，

要求各場所、

工程及設施負

責人或現場人

員應提供操作

運轉狀態供登

載紀錄於稽查

單；當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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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背景音量之測量時，

負責人或現場人員無法

配合者，即不須修正背

景音量，並加以註明。

（四）欲測量場所之整體音量，

與背景音量相差之數值

小於三分貝

dB(A)時，應停止測量

，另尋其他適合測量地

點或排除、減低其他噪

音源之音量，再重新測

量之。

（五）欲測量場所為工廠(場)

且有二十四小時全年運

轉之設備，除歲修外無

法停機配合測量背景音

量者，得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歲

修背景音量監測計畫，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後，於歲修

時測量其周界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地點連續二十四小時以

上七十二小時以下之音

量，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備，

作為核備日起二年內，

測量 20 Hz至 20 

kHz頻率範圍時，該工

廠(場)周界外任何地點

測量之背景音量修正依

據。

五、測量時間：

選擇發生噪音最具代表之時刻

或陳情人指定之時刻測量。

六、測量地點：

（一）測量工廠（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所、營建

工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場所、工程或設

施（不含風力發電機組）

音源 20 Hz至 20 

kHz頻率範圍時，於陳

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

之地點測量。但陳情人

現場人員無法配合者，即

不須修正背景音量，並加

以註明。

（四）欲測量場所之整體音量，

與背景音量相差之數值小

於 3 

dB(A)時，應停止測量，

另尋其他適合測量地點或

排除、減低其他噪音源之

音量，再重新測量之。

（五）欲測量場所為工廠(場)且

有二十四小時全年運轉之

設備，除歲修外無法停機

配合測量背景音量者，得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出歲修背景音量監

測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

於歲修時測量其周界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地點連續二十四小時

以上七十二小時以下之音

量，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備，作為核備

日起二年內，測量 20 

Hz至 20 kHz頻率範圍時，

該工廠（場）周界外任何

地點測量之背景音量修正

依據。

五、測量時間：

選擇發生噪音最具代表之時刻

或陳情人指定之時刻測量。

六、測量地點：

（一）測量非擴音設施音源 20 

Hz至 20 kHz頻率範圍

時，除在陳情人所指定

其居住生活之地點測量

外，以主管機關指定該

工廠（場）、娛樂場所、

營業場所、營建工程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場所或設施周界外任何

地點測量之，並應距離

最近建築物牆面線一公

標準之情形，

複查時其噪音

發生源之運轉

狀態應與初測

時維持相同狀

態，始得進行

複查；但以變

更噪音發生源

操作條件作為

改善措施並承

諾後續以此操

作條件運作者，

不在此限。惟

針對採該改善

措施之業者，

主管機關應在

複查後不定期

查驗至少一次，

若發現有不符

當初承諾之條

件時，即視為

超過管制標準，

採按次處罰，

以避免業者未

依承諾進行操

作。

六、現行第七款變

更為第九款，

並依不同評定

方法需求區分

為四目。第一

目針對工廠

（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

所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

場所、工程或

設施（不含風

力發電機組），

增列週期性或

間歇性變動噪

音之評定方法

說明，並修正

部分文字，以

明確規定不同

評定方法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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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指定於其居住生活之

地點測量者，得由主管

機關指定該工廠（場）、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

營建工程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

或設施（不含風力發電

機組）周界外任何地點

測量之，並應距離最近

建築物牆面線一公尺以

上。

（二）測量風力發電機組音源

20 Hz至 20 kHz頻率

範圍時，於陳情人所指

定其居住生活之室內地

點測量。

測點應距離最近建築

物牆面線一公尺以上，

室內門窗除複查時量測

整體噪音時應關閉外，

其他狀況應開啟，而其

他噪音源若影響測量結

果者，得將其關閉暫停

使用。

（三）測量工廠（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所、營建

工程或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場所、工程或設

施音源 20 Hz 至 200 

Hz頻率範圍時，於陳

情人所指定其居住生活

之室內地點測量。

測點應距離最近建

築物牆面線一公尺以上，

但欲測量音源至聲音感

應器前無遮蔽物，則不

在此限。室內門窗應關

閉，其他噪音源若影響

測量結果者，得將其關

閉暫停使用。

（四）測量擴音設施時，以擴

音設施音源水平投影距

離三公尺以上，主管機

關指定之位置測量之。

若移動性擴音設施前進

時，測量地點以與移動

尺以上。

（二）測量非擴音設施音源 20 

Hz至 200 Hz頻率範圍

時，於陳情人所指定其

居住生活之室內地點測

量，並應距離室內最近

牆面線一公尺以上，但

欲測量音源至聲音感應

器前無遮蔽物，則不在

此限。室內門窗應關閉，

其他噪音源若影響測量

結果者，得將其關閉暫

停使用。

（三）測量擴音設施時，以擴

音設施音源水平投影距

離三公尺以上，主管機

關指定之位置測量之。

若移動性擴音設施前進

時，測量地點以與移動

音源最近距離不少於三

公尺之主管機關指定位

置測量之。

七、評定方法：

（一）屬非擴音設施音源者，

依下列音源發聲特性，計

算均能音量 (Leq 或

Leq,LF)或最大音量

(Lmax)，其結果不得超過

各噪音管制標準值 表中

數值：

1.噪音計指針呈週期性或間歇

性的規則變動，而最大值大

致一定時，則以連續五次變

動之最大值(L

max)平均之。如圖（1）所示

，為規則性變動的聲音，其

變動週期一定。又如圖（2）

所示，為間歇性的規則變動

聲音，其最大值大致一定，

以讀取每次最大值，共五次

平均之。

2.其他情形則以均能音量表示

。其連續測量取樣時間須至

少二分鐘以上，取樣時距不

得多於二秒，如圖（3）所

示，在噪音計指示一定時，

用時機。而營

建工程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工程噪音

分別訂有均能

音量及最大音

量之標準，故

增列為第二目

以茲明確。現

行第二目擴音

設施則變更為

第三目，並修

正部分文字。

風力發電機組

噪音採均能音

量管制，則增

列於第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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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源最近距離不少於三

公尺之主管機關指定位

置測量之。

七、氣象條件：

測量時應無雨且風速不得大於

每秒五公尺。但於室內測量噪

音者，不在此限。

八、噪音發生源操作條件： 

（一）測量時各場所、工程及

設施負責人或現場人員

應提供噪音發生源之運

轉狀態供主管機關查驗

並記錄。

（二）經限期改善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於複查時其

噪音發生源之運轉狀態

與初測不同時，應要求

其恢復至初測時相同之

狀態，始得進行複查。

但以變更噪音發生源操

作條件作為改善措施並

承諾後續以此操作條件

運作者，不在此限。

九、評定方法：

（一） 屬工廠（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所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或設施（不含風力發電

機組）音源者，依下列

音源發聲特性，計算最

大音量(Lmax) 或均能音

量(Leq或 Leq,LF)，其結

果不得超過各噪音管制

標準值表中數值。

1.週期性變動或間歇性變

動之噪音，若與背景音

量相差十分貝

(dB(A))以上且呈現之

最大音量差異不超過五

分貝(dB(A))時，以連

續十次變動之最大值

(Lmax)平均之。如圖（1

）所示，為規則性變動

的聲音，其變動週期一

定。又如圖（2）所示，

為間歇性的規則變動聲

或指針變化僅 1-2 

dB(A)之變動情形，以均能

音量表示。又如圖（4）所

示，聲音的大小及發生的間

隔不一定之情形，亦以均能

音量表示之。

（二）擴音設施音源評定方法，

依下列音源發聲特性，計

算均能音量(L

eq)或最大音量(Lmax)，其結

果不得超過其噪音管制標

準值：

1.移動性擴音設施，以其通過

時測得之最大值(L

max)決定之。

2.固定或停止移動之擴音設施

，則以均能音量(Leq)表示，

其連續測量取樣時間須至少

二分鐘以上，取樣時距不得

多於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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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其最大值大致一定，

以讀取每次最大值，共

十次取算術平均。

2.週期性變動或間歇性變

動之噪音，若與背景音

量相差十分貝

(dB(A))以上且呈現之

最大音量差異逾五分貝

(dB(A))，則取至少二

十個以上之最大值

(Lmax)以計算其百分率

音壓位準 L5。

3.非屬週期性變動或間歇

性變動噪音之情形則以

均能音量表示。其連續

測量取樣時間須至少二

分鐘以上，取樣時距不

得多於二秒，如圖（3）

所示，在噪音計指示一

定時，或指針變化僅一

至二 分貝

(dB(A))之變動情形，

以均能音量表示。又如

圖（4）所示，聲音的

大小及發生的間隔不一

定之情形，亦以均能音

量表示之。

（二）屬營建工程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工程音源

者，其連續測量取樣時

間須至少二分鐘以上，

取樣時距不得多於二秒，

並記錄量測時間內之最

大音量(L

max)及均能音量(Leq及

Leq,LF)，其結果均不得

超過其噪音管制標準值。

（三）擴音設施音源評定方法，

依下列音源發聲特性，

計算最大音量(Lmax) 或

均能音量(Leq)，其結果

不得超過其噪音管制標

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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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動性擴音設施，以其

通過時測得之最大值

(Lmax)決定之。

2.固定或停止移動之擴音

設施，則以均能音量

(Leq)表示，其連續測量

取樣時間須至少二分鐘

以上，取樣時距不得多

於二秒。

（四）風力發電機組噪音評定

方法，以均能音量

(Leq)表示，其連續測量

取樣時間須至少二分鐘

以上，取樣時距不得多

於二秒。

第四條 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一

類
39 39 36 50 45 40

第二

類
39 39 36 57 52 47

第三

類
44 44 41 67 57 52

第

四

類

47 47 44 80 70 65

第四條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一

類
42 42 39 50 45 40

第二

類
42 42 39 60 55 50

第三

類
47 47 44 70 60 55

第

四

類

47 47 44 80 70 65

1、 依本署統計年報

資料顯示，九

十五至一百年

工廠(場)噪音

陳情處理案件，

年平均約五千

四百件，占所

有陳情案件數

之一成二，顯

示此類陳情案

件歷年來皆居

高不下，影響

民眾環境安寧，

實有必要加嚴

管制標準值，

以有效管制。

2、 經分析我國噪音

陳情案件於各

類噪音管制區

之分布情形得

知，噪音陳情

案件於第三類

管制區所占比

例最高，約占

總陳情案件數

之六成，其次

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之陳情

案件，約占三

成七。故為有

效管制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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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將第二類及

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各時段工

廠（場） 低頻

噪音管制標準

值加嚴三分貝

(dB(A))，另因

第一類噪音管

制標準值係與

第二類之標準

相同，故一併

加嚴。

3、 以九十九年及一

百年臺北市噪

音陳情稽查處

分案件案件為

例，若低頻噪

音管制標準值

加嚴後，因不

合格案件數僅

增加數十件，

對臺北市整體

噪音陳情案件

而言增加數量

未達百分之一，

預估對多數業

者並不會造成

衝擊。但低頻

噪音陳情案件

不合格比率於

九十九年由百

分之四十二點

一提高至百分

之五十六點九，

一百年由百分

八十五點一升

至百分之九十

點五。

4、 為維護第二類及

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住宅安寧，

爰將全頻頻率

第二類及第三

類管制區各時

段工廠(場)噪

音管制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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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嚴三分貝

(dB(A))。

5、 全頻噪音管制標

準值加嚴後所

產生之影響與

衝擊，以九十

九年及一百年

臺北市第三類

管制區噪音陳

情環保稽查處

分案件為例，

工廠（場）不

合格件數將增

加約十件，對

於產業界影響

層面不大。而

不合格率在九

十九年由百分

之二十八六提

高至百分之四

十二點九，一

百年僅一件，

則仍屬不合格。

六、藉由此次加嚴噪

音管制標準，

將使不合格百

分比提高，促

使產生噪音之

業者進行噪音

污染源改善，

提昇國民生活

品質，有效解

決民眾噪音困

擾。
第五條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
制標準值如下：

 頻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第五條　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噪音管
制標準值如下：

 頻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

資料顯示，九

十五至一百年

娛樂營業場所

噪音陳情案件，

年平均約一萬

五千件，占所

有陳情案件數

超過三成，位

居次位，顯示

此類陳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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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32 32 27 55 50 40

第

二

類

37 32 27 57 52 47

第

三

類

37 37 32 67 57 52

第

四

類

40 40 35 80 70 65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35 35 30 55 50 40

第

二

類

40 35 30 60 55 50

第

三

類

40 40 35 70 60 55

第

四

類

40 40 35 80 70 65

影響民眾環境

安寧，實有必

要加嚴管制標

準值。

二、經分析我國噪音

陳情案件於各

類噪音管制區

之分布情形得

知，噪音陳情

案件於第三類

管制區所占比

例最高，約占

總陳情案件數

之六成，其次

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之陳情

案件，約占三

成七。故為有

效管制噪音，

爰將第二類及

三類噪音管制

區各時段娛樂

營業場所低頻

噪音管制標準

值加嚴三分貝

(dB(A))，另因

第一類噪音管

制標準值為比

照第二類之標

準，故一併加

嚴。低頻噪音

管制標準值加

嚴後所產生之

影響與衝擊，

以九十九年及

一百年臺北市

噪音陳情環保

稽查處分之實

測案件為例，

不合格件數增

加不到三十件，

對多數業者並

不會造成衝擊。

而不合格率則

分別由百分之

四十四點四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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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百分之五十

七點五，及百

分八十七點一

升至百分之九

十三點五。

三、為維護第二類及

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安寧，爰

將全頻頻率第

二類及第三類

管制區各時段

娛樂營業噪音

管制標準值加

嚴三分貝

(dB(A))。

四、加嚴後所產生之

影響與衝擊，

以九十九年及

一百年臺北市

第三類管制區

噪音陳情環保

稽查處分之實

測案件為例，

娛樂營業場所

不合格件數分

別增加三百五

十三件及四十

四件，件數占

所有陳情案比

例並不高。對

多數業者並不

會造成衝擊。

而不合格率則

由百分之二十

八六升至百分

之四十二點九，

及百分之八十

點九升至百分

之九十一點四。

五、藉由此次加嚴噪

音管制標準，

將使不合格百

分比提高，促

使產生噪音之

業者進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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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改善，

提昇國民生活

品質，有效解

決民眾噪音困

擾。

第 6條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

下：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44 44 39 67 47 47

第
二
類

44 44 39 67 57 47

第
三
類

46 46 41 72 67 62

均
能
音
量
（
L
e

q

或
L
e

q

,

L

F

）

第
四
類

49 49 44 80 70 65

第
一、
二
類

100 80 70

最
大
音
量
（
L
m

a

x

）

第
三、
四
類

-

100 85 75

第六條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

下：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47 47 42 70 50 50

第
二
類

47 47 42 70 60 50

第
三
類

49 49 44 75 70 65

均
能
音
量
（
L
e

q

）
第
四
類

49 49 44 80 70 65

第
一、
二
類

100 80 70

最
大
音
量
（
L
m

a

x

）

第
三、
四
類

-

100 85 75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

資料顯示，九

十五至一百年

營建工程噪音

陳情案件，年

平均超過一萬

五千件，自九

十九起占所有

陳情案件數首

位。九十九年及

一百年營建工

程噪音陳情案

件分別為一萬

八千多次及二

萬一千多件，

有必要加嚴管

制標準值，以

有效管制。

二、為有效管制噪音，

爰將第二類及

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各時段低

頻營建工程噪

音管制標準值

加嚴三分貝

(dB(A))，另因

第一類噪音管

制標準值大致

比照第二類之

標準，故一併

加嚴。低頻噪

音管制標準值

加嚴後所產生

之影響與衝擊，

以九十九年及

一百年臺北市

噪音陳情環保

稽查處分之實

測案件為例，

營建工程管制

標準若加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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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dB(A))，

則營建工程不

合格件數增加

不到十件，對

多數業者並不

會造成衝擊。

三、為維護第二類及

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住宅安寧，

爰將全頻第二

類及第三類管

制區各時段營

建工程噪音管

制標準值加嚴

三分貝

(dB(A))。另因

第一類噪音管

制標準值係比

照第二類之標

準，故一併加

嚴。

四、加嚴後所產生之

影響與衝擊，

以九十九年及

一百年臺北市

第三類管制區

噪音陳情環保

稽查處分之實

測案件為例，

營建工程不合

格件數分別增

加四百二十七

件及五十三件，

件數占所有陳

情案比例並不

高，對多數業

者並不會造成

衝擊。

五、藉由此次加嚴噪

音管制標準，

將使不合格百

分比提高，促

使產生噪音之

業者進行噪音

污染源改善，

提昇國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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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有效解

決民眾噪音困

擾。

第七條　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如

下：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一類 57 47 40

第二類 72 57 47

第三類 77 62 52

第四類 82 72 62

第七條　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值如

下：

    時段

音量

管制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一類 60 50 40

第二類 75 60 50

第三類 80 65 55

第四類 85 75 65

一、依本署統計年報

資料顯示，九

十五至一百年

擴音設施噪音

陳情案件，年

平均約五千多

件，占所有陳

情案件數一成

二，但數量自

九十四年約三

千七百件攀升

至一百年之七

千五百多件。

二、擴音設施噪音陳

情案件在九十

八年及九十九

年為歷年來最

大幅度之成長，

年增率分別有

四成七及五成

三，顯示民眾

受擴音設施噪

音影響嚴重，

實有必要加嚴

擴音設施噪音

管制標準值。

三、由於其音量可藉

由調整喇叭音

量立即得到改

善，故為有效

管制，除第一

類管制區夜間

時段維持不變

外，其餘各管

制區加嚴三分

貝(dB(A))。以

九十九年及一

百年臺北市擴

音設施全頻噪

音陳情之實測

案件數來看，

擴音設施管制

標準若加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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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貝(dB(A))，

其不合格件數

分別增加一百

五十五件及十

九件，件數占

所有陳情案比

例並不高，對

多數業者並不

會造成衝擊。

四、藉由此次加嚴噪

音管制標準，

將使不合格百

分比提高，促

使產生噪音之

業者進行噪音

污染源改善，

提昇國民生活

品質，有效解

決民眾噪音困

擾。

第八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ㄧ、場所及風力發電機組以外之設施

：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32 32 27 55 50 35

第

二

類

37 32 27 57 52 42

第

三

類

37 37 32 67 57 47

第 40 40 35 80 70 60

第八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及設施之噪音管制標準值如下：

20Hz至

200Hz

20Hz至

20kHz

  頻  

  率

  時

  段

 

音

量

管

制

區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日
間

晚
間

夜
間

第
一
類 35 35 30 55 50 35

第
二
類 40 35 30 60 55 45

第
三
類 40 40 35 70 60 50

第

40 40 35 80 70 60

一、為使稽查標準適

用性之依據更

為明確，爰將

其他經主管機

關公告之場所

及設施區分為

「場所及風力

發電機組以外

之設施」及

「風力發電機

組」兩類。

二、場所及風力發電

機組以外之設

施噪音管制標

準值，係由現

行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之場

所及設施之噪

音管制標準值

移列，並加嚴

第一類至第三

類低頻噪音管

制標準值三分

貝(dB(A))；另

全頻噪音部分，

加嚴第二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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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類

二、風力發電機組：

（ㄧ） 20Hz至 200Hz噪音管制標準

值如下：

20Hz至 200Hz頻率

  

      時段

音

量

管制區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 39 39 36

第二類 39 39 36

第三類 44 44 41

第四類 47 47 44

（二）20 Hz 至 20 kHz噪音管制標準

值如下：

1.當整體音量日間或晚間超過五十

分貝(dB(A))或夜間超過四十分貝

(dB(A))時，採噪音增量管制，風

力發電機組運轉時其噪音增量不

得超過背景音量五分貝(dB(A))。

2.經限期改善之風力發電機組，於

複查時在室內關窗且噪音發生源

運轉時之全頻噪音測量結果，若

未逾開窗且噪音發生源關閉時之

音量，視為完成改善。

3.改善方式應視實際需求採音源改

善、傳播路徑阻隔及受體改善等。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工程，

其噪音管制標準值準用第六條規定。

四
類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工程，

其噪音管制標準值準用第六條規定。

第三類管制區

各時段三分貝

(dB(A))。

三、增列第一項第二

款「風力發電

機組」噪音管

制標準，低頻

噪音之管制標

準比照加嚴後

之工廠(場)管

制標準值。全

頻噪音則參考

義大利、法國、

英國及南澳等

國家現行風力

發電機組噪音

管制方式，採

增量方式進行

管制。

四、藉由此次加嚴噪

音管制標準，

將使不合格百

分比提高，促

使產生噪音之

業者進行噪音

污染源改善，

提昇國民生活

品質，有效解

決民眾噪音困

擾。

第九條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

法人之設施所產生複合音量超過前

條噪音管制標準值時，非屬同一行

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各設施均應

符合依下表修正後之噪音管制標準

值：

非屬同一行 各設施應符

第九條　非屬同一行為人、法人或非

法人之設施所產生複合音量超過前

條噪音管制標準值時，非屬同一行

為人、法人或非法人之各設施均應

符合依下表修正後之噪音管制標準

值：

非屬同一行 各設施應符

本條未修正。

19



為人、法人

或非法人之

音源數

合之噪音管

制標準修正

值

2 -3 

3 -4

4 -6 

5 -7 

6以上 -8 

為人、法人

或非法人之

音源數

合之噪音管

制標準修正

值

2 -3 

3 -4

4 -6 

5 -7 

6以上 -8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所劃定

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特定管制區，

其噪音管制標準值依第四條至第八

條規定之噪音管制標準值降低五分

貝(dB(A))。

　    測量地點為二以上噪音管制區

交界處者，其音量不得超過其中任

何一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所劃定

公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特定管制區，

其噪音管制標準值依第四條至第八

條規定之噪音管制標準值降低五分

貝。

　    測量地點為二以上噪音管制區

交界處者，其音量不得超過其中任

何一區之噪音管制標準值。

音量單位表示方式略

作修正。

第十一條　本標準施行日期，除第四

條自發布後一年施行、第五條至第

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考量各類場所、工程

及設施之改善需有足

夠時間，爰於本標準

訂定緩衝期，除第四

條工廠（場）管制標

準自發布後一年起施

行、第五條至第八條

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外，其餘條文自發布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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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背景音量修正表

L1-L2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ΔL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L1-L2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ΔL 2.2 2.1 2.0 1.9 1.8 1.7

L1-L2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ΔL 1.7 1.6 1.5 1.4 1.3

L1-L2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ΔL 1.3 1.2 1.1 1.0

L1-L2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ΔL 1.0 0.9 0.8

L1-L2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ΔL 0.7 0.6

L1-L2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10.0

ΔL 0.6 0.5

備註：

1.L：指欲測量音源之測量值。

     L1：指整體音量之測量值。

  L2：指背景音量之測量值。

    ΔL：指欲測量音源測量值受背景噪音影響之修正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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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08 年桃園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公告 

 
  

























 
 
 
 
 
 
 
 

附件七 

伺服器主機設備點交紀錄 

 
  





1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伺服器主機設備點交紀錄 

*資料庫主機與 Web主機為相同機型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1) 提供符合標準

19吋 2U之機

架規格，並提

供上機架的套

件且本機最大

可擴充 8顆以

上 2.5吋熱抽

取硬碟  

(2) 提供 2顆

Intel Xeon 

E5-2620v4 8 

core 2.1GHz 

處理器 

 

 



2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3) 提供伺服器記

憶體 24×DIMM 

sockets，提供

16GB 系統記憶

體，最高可擴

充至 768GB，

提供每條 8GB 

DDR4-2400 MHz 

 

(4) 提供記憶體模

組能更正多位

元的資料錯誤

（ECC） 

 

(5) 提供原廠 SAS

磁碟控制介面

12Gbps，內建

1GB快取記憶

體，支援

RAID0、1、5、

6、10、50  



3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6) 提供原廠硬碟

4顆 1,0000 

RPM SAS 300GB 

2.5吋硬碟 

 



4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7) 提供 I/O介

面：提供 4個

USB埠，1個序

列埠，2視訊

埠，提供一組

DVD-RW 

 



5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8) 提供擴充槽

（slot）: 

PCIe Slot 7

個 

 

 

(9) 提供

10/100/1000 

Mbps Ethernet

網路介面 4個 

 



6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10) 提供原廠 2個

電源供應器，

每個可達 750W 

 

(11) 提供該主機原

廠伺服器管理

軟體 

 

(12) 支援內部二個

SD Flash Card 

模組用於安裝

虛擬化及伺服

器管理使用 

 



7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13) 支援中央處理

器、記憶體、

硬碟等損壞警

示功能 

 

(14) 提供內建一個

vFlash插槽，

可安裝 SD 

Card，用於儲

存系統映像檔

或驅動程式等 

 



8 
 

編號 提供規格 點交照片 

(15) 提供互動式

LCD功能，方

便監控系統狀

況、警示或控

制基本管理組

態（如主機名

稱，錯誤訊息

或自訂字串等

辨識）  

(16) 提供之伺服器

電源線可安插

於機櫃電源插

座使用 

 

 

  



9 
 

系統環境架構圖 





 
 
 
 
 
 
 
 

附件八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80047907 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十條

第 1條    本辦法依噪音管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

訂定之。

第 2條　　本辦法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

連續監測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所在機場周圍地區。

第 3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單一航空噪音事件：以噪音計蒐集到單一航空噪音之有效時

間及音量之過程。

二、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DNL)：用於評估航空噪音量之指標，單

位為分貝。

三、最大音量 (LAmax)：單一航空噪音事件所測得音量之最大值，

單位為分貝。

四、航空噪音防制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機場周圍地

區航空噪音干擾情形所劃定之防制區。

五、等噪音線：將全年飛航資料、輸入美國航空總署發展之航空

噪音整合模式(Integrated Noise Model, INM)所繪之封閉

曲線。

第 4條　　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為三級，其劃定原則如下：

一、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一）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

音日夜音量六十分貝以上與未達六十五分貝二等噪音線

間之區域。

（二）具有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五十二分貝以上與未達五十七分貝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

二、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一）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

音日夜音量六十五分貝以上與未達七十五分貝二等噪音

線間之區域。



（二）具有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五十七分貝以上與未達六十七分貝二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

三、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

（一）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

音日夜音量七十五分貝以上之等噪音線內之區域。

（二）具有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且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六十七分貝以上之等噪音線內之區域。

前項等噪音線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之

計算，依美國聯邦飛航規則第一百五十號規定。

第一項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指該航空站前二年直

昇機起降架次，逾其航空器總起降架次百分之五十。

第 5條　　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之測定條件如下：

一、測定時間：機場周圍地區固定式航空噪音監測站，應蒐集

全年之航空噪音日夜音量；非固定式航空噪音監測站，應

蒐集連續十日以上之航空噪音日夜音量。

二、測量儀器：須使用符合國際電工協會標準之噪音計。

三、動特性：須使用慢特性(SLOW)。

四、測定地點：測點周圍三．五公尺範圍內無任何遮蔽物及反

射物，且單一航空噪音事件最大音量與背景音量至少相差

十分貝。

五、氣象條件：風速須在每秒十公尺以下。

第 6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設置自動監測設備，連續監測其所

在機場周圍地區飛航噪音狀況之航空站，應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內完成設置並運作一年後，於每季結束次月十五日前，檢具附

錄一規定之監測報告書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電子網

路傳輸或書面申報。

前項自動監測設備應具有自動且連續蒐集十日以上航空噪

音日夜音量之功能；自動監測設備設置之地點及數量，應包含

跑道兩端起降航線下方各一點及試車區一點；其他設置地點及



數量，應依航空噪音影響範圍及航空噪音敏感地區分布狀況，

由主管機關協商機場營運或管理機關於機場周圍指定位置設置

自動監測設備，並至少有一套備品。

依前項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設備之地點應包含下列位置：

      一、機場跑道頭兩端向外二公里內延伸線兩側。

      二、飛行高度為三千英呎以下之航道下方。

      三、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

      四、航空噪音敏感地區。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位置。

第 7條　　前條自動監測設備之監測內容及監測紀錄格式依附錄二規

定辦理。

第 8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受機場航空噪音影響之地區，

應依航空站申報之等噪音線圖、實際監測紀錄、附近地形及土

地使用情形，劃定公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並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重新劃定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時，亦同。

           前項航空噪音防制區劃定或重新劃定公告前，應公開展覽

一個月徵求修正意見，公告後應每二年檢討一次。

第 9條      航空主管機關應採行下列適當防制措施，以減低航空噪音

影響：

一、要求民用航空器所有人改善或汰換超過民用航空器噪音管

制標準之航空器。

二、加強監測民用航空器進場、橫向、起飛音量。

三、依機場用途、航空器型式，調整航空器起降時間。

四、在不影響飛航安全下，調整操作程序、限制試車或訓練飛

行時間。

五、對機場及其周圍應設置緩衝綠帶或隔音牆，對其設備應加

裝消音裝置等防音設施。

第 10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一 監測報告書之格式內容如下： 

一、前  言(依據、監測執行期間、執行監測單位)

二、第一章 監測內容概述

1.1 航空站(機場)概述

1.2 監測情形概述

1.3 噪音監測站概述

1.4 監測位址(高程、座標)

1.5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1.6 儀器及設備清單(含備品)

1.7陳情電話及聯絡人

三、第二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2.1 等噪音線之變異情形

2.2 飛航動態資料分析(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2.3 連續性航空噪音監測

2.4 非連續性航空噪音監測

2.5 航空噪音陳情案件處理情形

2.6 異常狀況之時間及測站處理情形

2.7 蒐集率說明

2.8 起降統計圖表(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2.9 各機型起降統計圖表(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2.10各機型最大音量排序結果

四、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3.1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與分析

3.2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五、附  錄 

 報告撰寫者(公司)簡介（航空噪音整合模式(Integrated Noise 

Model,INM)受訓證明）



 航空器機型說明

 實測值與模擬值比對表

 噪音監測報告（每日逐時資料，含每日最大音量 ）

 航空器起降及航線統計圖表(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跑道使用統計圖表

 航空噪音等噪音線圖

 噪音監測、分析儀器檢定及校正證書(明)

 氣象校正報告

 維修紀錄

 相關操作手冊或標準作業程序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附錄二 自動監測設備之監測內容及監測紀錄格式

一、自動監測設備監測內容應包含下列資料： 

(一)實際飛航動態資料，包括航空器型式、起降時間及使用航線。

(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二)每季及全年等噪音線圖：

1.包括具有供噴射飛機及螺旋槳飛機起降之航空站，航空噪音

日夜音量六十分貝、六十五分貝及七十五分貝之等噪音線與

行政區界（鄉、鎮、村、里）標示之地形圖。

2.包括具有主要供直昇機起降之航空站，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五

十二分貝、五十七分貝及六十七分貝之等噪音線與行政區界

（鄉、鎮、村、里）標示之地形圖。

(三)實際監測紀錄：

1.每秒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Secondly Report) 

2.每小時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Hourly Report) 

3.每日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Daily Report) 

4.每月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Monthly Report) 

5.每季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Seasonly Report)

6.一年平均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Periodic yearly Report)

7.噪音事件監測資料(Extended Noise Event Report) 

8.試車噪音監測資料(Extended Run-up Noise Report)

9.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Extended Weather Hourly Report) 

10.飛航作業資料(Flight Operational Data) 

(四)航空噪音整合模式(Integrated Noise Model,INM) 輸入檔：

包括該機場專案(Study)及該季方案(Case)。 

(五)蒐集率須達 98%。

          蒐集率計算方式如下：



蒐集率
   
   

100%
C D E
C D

      


     
A B 86400 A B

=
A B 86400 A B

A：監測站總數量。

B：當季天數（單位：日）。

C：每站每天自動校正時間（單位：秒）。

D：因執行噪音與風速計之外部校正、送檢定作業，或因天

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非可歸責於機場營運或管理機關，

經機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備者而監測

站未執行監測之總時間（單位：秒）。

E：當季該機場監測站故障時間之總計（單位：秒）。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二、自動監測設備監測紀錄格式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飛航動態(涉及軍事機密部分，留存軍方備查)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型式
欄位寬度
（位元）

小數點以下位數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文數字 10 －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文數字 8 －

航空器型式 ACFT_ID 文數字 8 －

離（到、衝）場 OPERATION 文數字 3 －

使用跑道號碼 RUNWAY 文數字 8 －

航線 FLIGHT_ROUTE 文數字 20 －

(二)每小時/每日/每月/每季/一年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型式
欄位寬度（位元） 小數點

以下位數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測站名稱 NMT_NAME 文數字 80 －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文數字 10 －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文數字 10 －
有效蒐集秒數 ACTIVITY 純數字 8 －
事件曝露音量 TOTAL_EVENT_SEL 純數字 8 1
總計均能音量 TOTAL_Leq 純數字 5 1
事件均能音量 EVENT_Leq 純數字 5 1
背景均能音量 BACK_Leq 純數字 5 1
總計日夜音量 TOTAL_Ldn 純數字 5 1
事件日夜音量 EVENT_Ldn 純數字 5 1
背景日夜音量 BACK_Ldn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5） L5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10） L10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50） L50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90） L90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95） L95 純數字 5 1
統計音量（L99） L99 純數字 5 1
噪音事件數 NUM_OF_EVENT 純數字 5 －
總持續時間 DURATION 純數字 8 －

(三)噪音事件監測資料格式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型式
欄位寬度
（位元）

小數點
以下位數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測站名稱 NMT_NAME 文數字 80 －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文數字 10 －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文數字 8 －
事件持續時間 DURATION_TIME 純數字 4 －
噪音事件觸發位
準

SETL 純數字 5 1

最小持續時間 MIN_DUR_TIME 純數字 5 －

事件均能音量 EVENT_Leq 純數字 5 1
事件曝露位準 EVENT_SEL 純數字 5 1

事件最大音量 EVENT_ 
MAX_LEVEL 純數字 5 1

事件最大音量
發生時間

EVENT_ 
MAX_TIME 文數字 8 －

歷史紀錄
（121 筆） SL0~SL121 純數字 5 1

(四)試車噪音監測資料格式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型式
欄位寬度
（位元）

小數點
以下位數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測站名稱 NMT_NAME 文數字 80 －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文數字 10 －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文數字 8 －
持續時間 DURATION 文數字 4 －
最大音量 RUNUP_LAmax 純數字 5 1
均能音量 RUNUP_Leq 純數字 5 1

(五)每小時氣象監測資料格式

資料名稱 欄位名稱 型式
欄位寬度
（位元）

小數點
以下位數

測站編號 NMT_NUMBER 文數字 4 －
測站名稱 NMT_NAME 文數字 80 －
開始日期 START_DATE 文數字 10 －
開始時間 START_TIME 文數字 8 －
結束時間 END_TIME 文數字 8 －
平均風速 MEEN_WINDSP

EED 純數字 5 1

最大風速 MAX_WINDSPE
ED 純數字 5 1



 
 
 
 
 
 
 
 

附件九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

規劃書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規劃書 

108年 1月 14日 

一、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採購需求 

 

前言 

本計畫規劃繪製噪音管制區範圍之參考依據中，對於道路寬度、

重要地標建物範圍等資訊原規劃採用市府資科局空間決策平台(以下

簡稱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本團隊於 107年 11月 26日取

得連線資訊後，確認空間決策平台所提供的電子地圖為民間地理資訊

公司所提供之商業圖資，由於不同公司或測製單位製作電子地圖的方

式各有不同，不同方式產製之電子地圖其資訊會有些許落差，如 Apple 

Map和 Google Map對同一條道路的邊界線位置可能略有不同，而由

於噪音管制區範圍牽涉民眾權益，其範圍界定應採具公信力之參考依

據，因此建議應採用更具公信力的參考圖資來源界定各級噪音管制區

邊界範圍。 

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於 107年 5月 17日第 54次委員會議將國土測

繪中心製作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定位為「國家底圖」，該電子地

圖為唯一由我國國家級測繪單位建置之電子地圖，相對於一般商業圖



資更具有政府認可之公信力，故本團隊建議增加「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為噪音管制區範圍界定之參考依據，提升產製之噪音管制區範圍圖精

確度與公信力，期望能減少未來圖資應用上可能產生之爭議。 

差異分析 

比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差異

如圖 2，上圖為資科局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下圖為「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兩張圖均為同一範圍，圖中 A、B、C及 A1、B1、C1是相同

的位置，比較後可以發現 A、C兩點在資科局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

中落於道路外，而 B落於道路上，但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中則完全

相反(對應位置為 A1、C1、B1)，可知不同電子地圖在微尺度會呈現

不同的判別結果，由於各家電子地圖均有差異，因此就政府機關應用

而言，採用國家級測繪單位產製之圖資應為較佳之選擇。 



 

圖 2  資科局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邊

界比較圖 

另比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正

確性如圖 3，中壢區青埔國小與青埔社區活動中心相鄰，透過 google 

maps街景及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高解析衛星影像中可確認兩者間有

一條停車場道路，但在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中將青埔社區活動中心

與青埔國小畫在同一建物範圍中，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則可以有

效區分青埔國小與青埔社區活動中心範圍並呈現兩者間之停車場道

路。 



 

圖 3  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正確性比較-

以中壢區青埔國小為例 

 

再用影像比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

地圖道路圖資內容如圖 4，圖中黃色線為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

圖道路資料(無路寬資訊)，與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高解析度衛星影像

套疊比對可以發現左方道路線與影像上的建物範圍有重疊，而通用版

電子地圖則大致與衛星影像相同，顯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較空間

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之道路資訊更接近實際狀況。 



 

圖 4 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資訊正確

性比較 

 

除圖資差異及正確性問題外，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於授

權說明中即表明圖資僅能作為業務參考，不行作為裁罰依據(如圖 5)，

而本案繪製之各級噪音管制區範圍將提供稽查科人員作為稽查作業

參考與稽查單附件，故不適合以空間決策平台提供之電子地圖作為範

圍界定之依據。 



 

圖 5 空間決策平台電子地圖授權說明 

 

採購經費分析 

國土測繪中心目前供應圖資之方式均為付款採購，政府機關可採

圖資交換方式免付費取得圖資，由於本計畫是首次建立噪音地圖數值

檔案，暫無實體圖資可用以交換資料，因此建議首期以採購方式向國

土測繪中心採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數值檔，作為噪音管制區邊界

界定之依據，待完成噪音管制區範圍圖後，再與國土測繪中心洽談圖

資交換事宜，降低未來噪音管制區圖更新成本。 

國土測繪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數值資料檔供應價格如表1，



以比例尺五千分之一圖幅範圍為資料供應單位，每單位收費 150元，

經與該中心電洽確認，桃園市範圍約佔 230張五千分之一圖幅範圍，

若要購置全桃園市範圍總花費約 35,000元，若 貴局同意採購，本團

隊將向國土測繪中心購買圖資，用於噪音地圖數化作業中，確保數化

成果具有足夠的精確度及公信力。 

 

表 1 國土測繪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數值資料檔收費標準 

提供項目 計費單位 單價(元) 備註 

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數值資料

檔 

首次申請；非加值型 150 

以比例尺五千分

之一圖幅範圍為

資料供應單位 

首次申請；加值型 600 

更新申請；非加值型 75 

更新申請；加值型 300 

 

  



二、伺服器主機防毒軟體採購需求 

 

前言 

本計畫資安相關作業包含主機弱點掃瞄、網頁應用程式弱點掃描

及滲透測試、程式源碼檢測作業及資安弱點管理作業等項目，各檢測

項目分別針對網站程式、主機環境等掃描其有無易遭外部攻擊之安全

漏洞，並可透過資安弱點管理軟體提供弱點修復建議、修復時程管理，

管理軟體也可提供資安風險預警、資安情資蒐集等作業，各項資安作

業合約均有詳細且高標準之規範，確實執行即可將網站或主機遭受外

部攻擊的風險降到最低，本計畫各項資安作業對於外部風險已做到最

高標準，針對主機內部之安全防護卻仍有可精進之處，即缺乏主機防

毒軟體。 

 

需求分析 

不同於本案資安作業要求之各項掃描針對外部資安風險做預警

及防範，防毒軟體主要針對主機內部檔案提供安全防護，可即時檢查

傳入主機之檔案有無資安風險，並可針對主機內部檔案的異常行為做

出防範，雖然本案伺服器均安裝於環保局機房，並受機房防火牆防護，

但機房中仍有其他主機，無法完全避免病毒透過內部網路傳播感染之



風險，因此本團隊認為主機仍有安裝防毒軟體之必要，避免網站系統

因主機感染病毒而造成資產損失。 

本計畫針對資安作業已編列接近 100萬元之經費，但合約要求之

各項目均對應一套商用資安軟體，其中在資安弱點管理作業項目，依

據合約規範對應之商用軟體，經本團隊請軟體公司報價，價格已接近

70萬元，其餘各資安軟體市面上報價亦均為數10萬元之高規格產品，

因此除採購資安管理軟體外，其餘資安檢測本團隊規劃委請外部第三

方單位協助提供掃描服務，各項掃描服務及資安管理軟體採購即對應

本計畫編列之資安作業經費，並未包含防毒軟體購置，因此建議另外

購買防毒軟體，強化伺服器主機安全防護。 

 

經費分析 

針對防毒軟體採購需求，本團隊初步評估將採購 SOPHOS Central 

Server Protection Standard防毒軟體，一套軟體含一年病毒碼更

新廠商報價為 2450元(未稅)，依據本計畫系統架構(如圖 6)，實際

運作環境包含兩台實體主機及兩台虛擬主機，共需安裝 4套防毒軟體，

另考慮到本計畫執行及保固期，建議採購兩年病毒碼更新授權，廠商

提供單套軟體兩年更新授權報價為 4,580元(未稅)，故總採購金額為

19,236元(含稅)(如圖 7)，若 貴局同意本團隊將依據規劃正式向供



應商下單採購，並於系統正式上線前安裝啟用授權，提供系統安全防

護作業。 

 

圖 6 系統架構圖 

 

 

圖 7 防毒軟體(兩年授權)報價單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規劃書 

108 年 4 月 15 日 

智慧型 WAN鏈路負載平衡器採購需求 

 

需求分析 

本計畫共購置兩台實體伺服器主機，並以虛擬機方式建置網站系

統及資料庫運作環境(如圖 1)，主機安裝於 貴局資訊機房，透過 貴

局網路對外提供服務，由於目前機房內部伺服器已接近滿載，各網站

系統均須透過機房網路對外提供服務，網路頻寬資源難免互相影響，

進而影響到網站效能，因此建議購買廣域網路負載平衡設備(WAN 

Load Balancing，WLB)，提升本計畫資料網路傳輸效能。 

 

圖 1 系統架構圖 

 



廣域網路負載平衡設備(WAN Load Balancing，WLB)，是一種負

責提供線路之間負載平衡功能的設備，能夠使得內部的網路在對外連

線時，均勻分布在各條線路上，達到完全使用每條線路的效果，妥善

運用線路資源，提升各主機網站的網路傳輸效能，提供使用者較佳的

網站使用體驗。 

WLB除了提供負載平衡之外，亦可以整併多重對外的線路，並在

負載平衡的同時協助提供線路備援，提升網站服務之穩定性。 

 

經費分析 

針對提升網路傳輸效能及穩定性等需求，本團隊請資訊機房管理

人員提供設備需求，建議採購 Fortinet FortiWAN-1000B智慧型 WAN

鏈路負載平衡器(含三年保固)，該產品為 Fortinet公司(NASDAQ：

FTNT)的中高階負載平衡器產品，足以強化 貴局資訊機房目前的網路

效能，進而改善本計畫資料網路傳輸效能，詳細規格型號及報價如圖

2。 



 

圖 2 智慧型 WAN鏈路負載平衡器報價單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規劃書 

108 年 4 月 22 日 

平板電腦採購需求 

 

需求分析 

本計畫建置之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及噪音管制地理資訊

行動查詢平台 APP 等均可應用於行動裝置(如圖 1~2)，方便稽查人員

或相關業務承辦人隨時查詢各類噪音管制區及管制標準或航空噪音

管制區分級等資訊，並可透過行動裝置進行背景噪音修正計算，因此

本計畫建議購買行動裝置提供相關人員使用，方便隨時查詢相關資訊，

輔助現地作業執行。 

 
圖 1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 RWD 示意圖 



 

圖 2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行動查詢平台 APP 

 

本計畫開發之網站及 APP 可應用之行動裝置包括平板電腦及智

慧手機，考量使用便利性與功能性，建議提供螢幕較大的平板電腦，

以方便稽查人員或相關承辦人於現場操作網站功能及查詢噪音資

訊。 

 

經費分析 

目前市面上 iOS及Android均有對應的平板電腦，但以 iOS的 iPad

性能相對較好、系統穩定度也較高，因此建議購買 iPad，其中又以 iPad 

Pro 是目前較為高階的型號，可提供較佳的使用者體驗。考量攜帶性

與日後的現場使用建議採購規格為 iPad Pro Wi-Fi +行動網路 256G 版，

以提供較大的儲存空間與行動上網功能。另為充分發揮裝置功能並保



護裝置，建議同時採購 Apple 原廠鍵盤保護蓋(鍵盤式聰穎雙面夾)及

Apple Pencil (第二代)，並貼上玻璃保護貼及包膜。行動上網部分則搭

配目前訊號最穩定網路速度最快的中華電信行動上網不限流量方案，

本計畫考量經費可採購三台，各項報價及總價如表 1，共計 206,550

元。 

 

表 1 iPad Pro 含配件及行動上網方案價格分析表 

項次 產品 型號/廠牌 數量 價格(含稅) 總價 備註 
1 iPad Pro 11 吋 銀色 256G LTE 版 3 36,900 110,700 官網價 
2 Apple Pencil (第二代)  3 4,190 12,570 官網價 

3 鍵盤式聰穎雙面夾 適用於 11 吋 iPad Pro 
- 中文 (注音) 3 5,790 17,370 官網價 

4 包膜及玻璃保護貼 包膜廠商：膜斯密碼 3 2,794 8,382   

5 行動上網 中華電信企業方案，2 年

吃到飽(799/月) 3 19,176 57,528   

  總計 206,550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其他配合業務執行相關事項採購規劃書 

108 年 5 月 7 日 

大型廣視域液晶螢幕採購需求 

 

需求分析 

本計畫建置之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雖可透過瀏覽器於電

腦、手機及平板電腦等不同裝置上使用，但由於部分功能牽涉使用者

個資或操作介面較複雜，不適合於手機或平板電腦上提供使用，因此

仍需透過電腦才能使用完整功能(如圖 1)，為提供使用者一個舒適的

使用環境，本計畫建議購買大型廣視域液晶螢幕作為系統操作示範裝

置，體驗網站系統的完整功能。 

 

圖 1 噪音管制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網站電腦端完整介面 



經費分析 

在使用者舒適使用的前提下，本計畫針對網站系統示範裝置螢幕

採購以目前市面上最新的顯示器規格為目標，包括寬螢幕、曲面、無

邊框等設計及不閃爍、低藍光等護眼機制，並以台灣廠商出產的產品

為主，經比較後選定 ASUS 華碩 MX34VQ 34 型 Designo Curve 超廣

曲面液晶螢幕作為採購對象(如圖 2)，比較三家經銷通路後最低價格

為 24,675 元(含稅)，規劃採購一台作為示範用裝置。 

圖 2  ASUS Designo Curve MX34VQ 螢幕規格說明 

表 1 ASUS Designo Curve MX34VQ 螢幕價格比較表 

 經銷通路 報價(含稅) 

1 聯強經銷商專屬網站 24,675 元 

2 PChome24 小時購物 26,900 元 

3 Yahoo 奇摩超級商城(良興購物網) 24,900 元 

 



 

 

 

圖 3  ASUS Designo Curve MX34VQ 螢幕經銷通路報價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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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掃描執行說明 
本次執行「弱點掃描服務」於4/26 (五)於 貴單位針對以下的主機進行掃描，

使用的工具為 Nessus Vunlerability Scanner。掃描所使用的檢查項目，為避免

影響目標主機之正常運作，並未開啟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的檢查。 
 
 

IP Address 系統名稱 科室 

172.16.5.41 NOISEGISAP(航空噪音防制管制區查詢系統 AP) 噪管科 

172.16.5.43 NOISEGISDB(航空噪音防制管制區查詢系統 DB) 噪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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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掃描結果 

弱點統計 
下列為此次掃描的弱點總數統計，依照風險等級分成高、中、低。 

 
高風險事件總數：0 筆 
中風險事件總數：2 筆 
低風險事件總數：2 筆 
 
備註：高風險事件為有立即危險的弱點，建議立即進行修補或是採取其他防護措

施。中風險事件為系統的設定資訊或不具立即危險的弱點，建議必須修補。

低風險事件為一些系統的基本資訊可不必修補。 
 
主機的弱點數如下表所示： 

IP 
弱點數 

IP 
弱點數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172.16.5.41 
NOISEGISAP 

0 1 1 
172.16.5.43 
NOISEGISDB 

0 1 1 

主機弱點清單 

IP Address 172.16.5.41 Host Name NOISEGISAP 

(航空噪音防制管制區查詢系統 AP) 

弱點名稱 — SSL Medium Strength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風險等級 — Medium 分析編號 — 008 
弱點名稱 — SSL RC4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風險等級 — Low 分析編號 — 016 

 

IP Address 172.16.5.43 Host Name NOISEGISDB 

(航空噪音防制管制區查詢系統 DB) 

弱點名稱 — SSL Medium Strength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風險等級 — Medium 分析編號 — 008 
弱點名稱 — SSL RC4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風險等級 — Low 分析編號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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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改善建議 

弱點安全分析 
 

008 

弱點名稱 風險 

 SSL Medium Strength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Medium 
 SSL Weak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Medium 

弱點說明 
伺服器使用弱或中強度(金鑰長度 > 64-bit ，< 112-bit，或者是 3DES)的

加密演算法。 
影響服務： 

IP 服務 
172.16.5.41 
NOISEGISAP 

tcp/3389 

172.16.5.43 
NOISEGISDB 

tcp/3389 

 

建議措施 
避免使用弱或中強度的加密演算法。 
請參考： 
https://richdowling.wordpress.com/2018/03/07/esxi-tls-ssl-cipher-config
uration/ 
https://hynek.me/articles/hardening-your-web-servers-ssl-ciphers/ 
 

影響主機 
172.16.5.41 
NOISEGISAP 

172.16.5.43 
NOISEGISDB 

 
 

 

 
  

https://richdowling.wordpress.com/2018/03/07/esxi-tls-ssl-cipher-configuration/
https://richdowling.wordpress.com/2018/03/07/esxi-tls-ssl-cipher-configuration/
https://hynek.me/articles/hardening-your-web-servers-ssl-ciphers/


                                                     弱點掃描服務報告書 

 
Page  7 

016 

弱點名稱 風險 
 SSL RC4 Cipher Suites Supported Low 

弱點說明 
SSL 使用了 RC4 的加密方式，允許攻擊者透過竊聽取得傳輸中的機敏資

訊。(CVE-2015-2808) 
影響服務： 

IP 服務 
172.16.5.41 
NOISEGISAP 

tcp/3389 

172.16.5.43 
NOISEGISDB 

tcp/3389 

 
 

建議措施 
建議關閉 RC4 的加密方式。 

影響主機 

172.16.5.41 
NOISEGISAP 

172.16.5.43 
NOISEGI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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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期末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十一-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

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日期：1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駐大園辦公室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忠孝三街 19
號 4 樓) 
 
 李委員鴻祥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Page4-12 戶政資料部分採最小統

計區，請說明查詢使用上之限制，

例如選取範圍須佔最小區塊多少比

例以上方納入統計？此一問題有無

其他方式可予以克服？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功能設計是查詢範

圍有包含到的統計區全區就納入人口

數/戶數計算，避免不同統計區內人口分

布之差異性增加統計偏誤，如未來戶政

單位可提供正確度更高的人口座標資

料或環保局已累積足夠的補助辦理現

地調查歷史資料庫時，建議可改用以地

址座標為基礎的人口統計資料提供人

口數及戶數推估功能。 

2 

Page4-21~Page4-26 提及本工具查

詢標準功能除了噪音管制標準外，

也納入其他標準(如機動車輛等)，
請說明置於系統何處？如何查詢？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噪音標準法規查詢

更新於圖台網頁功能中。於圖台首頁點

擊「管制標準」以進入噪音管制標準與

其他標準(如機動車輛等)頁面。 

3 

過去本局已針對各系統實務操作提

出相關修正意見，惟近日測試仍有

多處未見修正，請併同期末意見加

速辦理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使用者及委員回報

意見修正相關功能。圖資查詢時可顯示

土地使用分區及更新時間資訊，並顯示

氣象資訊。統計資料功能除了自選曲欲

查詢外亦可篩選行政區查詢，人口戶數

顯示資料將顯示資料最後更新日期。 

4 
請建立本系統維護保固之聯繫窗

口。 
感謝委員意見，本系統保固期將由計畫

主持人擔任主要聯絡窗口，持續提供服

務。 

5 
報告中仍見有噪音線字眼，請均修

正為法規用語等噪音線。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報告內容修改為法

規用語等噪音線，惟本計畫合約「投標

須知補充規定附件一委託服務說明書」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十一-2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中使用文字為「噪音線」，故報告中提

及合約文字者，為求與合約一致，仍將

使用「噪音線」。 
 
 徐委員健崧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報告封面及書背計畫名稱有誤，沒

有年度；圖目錄，圖 4-54 及 4-55
誤植及空白請修正。4-76 頁倒數第

7 行”原則所有測站均同時校正”重
複，倒數第 3 行”注入是電荷”；4-44
頁”機和軟體”、”城市計算結果”等
錯別字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報告本文中錯別

字。 

2 
請補上技術移轉會議辦理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已將技術移轉會議辦理

情形補充於修正稿 4.9 節。 

3 
請補上本市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

防制區範圍數化繪製 50 張圖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修正稿將以光碟附錄方

式提供噪音管制區及航空噪音防制區

範圍數化繪製成果。 

4 

「各類噪音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

料分析及擬定管制策略」內容應置

於報告本文或專章說明，不應列為

附件。 

感謝委員意見，以依指示將「各類噪音

監測及航空噪音監測資料分析及擬定

管制策略」內容調整至修正稿 4.6 節。 

5 

附件十 -9，關於不合格之環境測

站，請補上建議改善策略。附件十

-40 及附件十-88 中，僅有民航機場

說明，請補上軍用機場相關研析內

容。附件十-42，請補充說明航空噪

音監測數據有影響大多在每年第三

季、第四季之原因。 

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內容已依指示補

充，詳見修正稿 4.6 節。 

6 
請補上本局 108 年 5 月弱點掃描結

果及本計畫漏洞修補情形。 
感謝委員意見，108 年 5 月弱點掃描結

果已補充於修正稿附件十一，修補結果

參見修正稿 4.8 節(五)其他資安作業。 

7 

請補上本計畫提供噪音管制區查詢

API 程式介面，供稽查科電子化系

統介接成果。 

感謝委員意見，稽查科稽查電子化系統

委辦廠商可全公司表示已完成介接測

試，介接成功畫面如圖 4.4-13，可全公

司表示預定於 10 月更新至稽查電子化

系統中。 



附件十一 期末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十一-3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8 

依據 107 年 9 月 19 日及 108 年 1
月 29 日需求訪談及需求確認會議

紀錄，圖資查詢時需有土地使用分

區及更新時間資訊，惟目前系統無

此功能，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土地使用分區及更新時

間資訊於各類噪音管制區圖建置時均

已包含於圖資資料庫中，現已完成資訊

顯示功能，參見修正稿第 4.1.1 節 P4-4。 

9 

依據第 2 次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

意見回覆表，APP 應納入氣象條件

資訊功能，惟目前系統無此功能，

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因中央氣象局並未提供

各地點即時氣象資料，僅有各鄉鎮氣

象”預報”資料及各測站即時天氣資

料，但桃園市僅有兩個測站，若距離測

站具較遠則即時氣象資料的參考性就

會不足，應如何呈現方符合稽查需求尚

在評估中，由於 APP 功能變更需要重新

安裝程式，較不利於因應稽查實際需求

調整內容，因此目前先將天氣資料查詢

功能建置於網站系統中，網站系統有提

供 RWD 設計，可於手機/平板中當作

APP 使用，先提供使用者測試，參見修

正稿第 4.1.1 節 P4-4~P4-6。 

10 

網頁及 APP 查詢結果速度過慢；

Android APP：無法 GPS 定位座標

直接進行查詢、地籍定位查詢無下

拉式選單、缺噪音陳情案件：iOS 
APP：抬頭名稱及桃機航空噪音防

制區名稱與 Android APP 名稱不一

致；無法自行拖曳調整定位點重新

查詢、查詢位置資訊之經緯度座

標、時段、管制區等資訊無法顯示

及選取，請改善，以加快查詢速度

及各項功能完善且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系統查詢速度部分除程

式運作速度外還牽涉到伺服器主機及

使用端網路問題，本團隊將會盡力確保

程式運作順暢，目前系統網站及 APP
功能等於內部測試時均可順暢運作，

APP 因受限各地行動網路訊號不一，發

生運作不順的可能性仍然較高。其他

APP 相關問題均已修改完成，參見修正

稿第 4.4 章 P4-52。 
 

 
 林委員庭儀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網頁系統統計資料功能”點擊開始

繪製”方式不靈活請改善，建議加如

直接可以個別可篩選選取行政區的

方式查詢。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指示新增依行政區

查詢功能，參見修正稿第 4.1.2 節

P4-13~P4-14。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十一-4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2 
人口數及戶數統計之數據是否是即

時更新或查詢結果後是否註記最後

更新日期？ 

感謝委員意見，已依指示新增人口數及

戶數統計資料時間，參見修正稿第 4.1.2
節 P4-14~P4-16。 

3 

建議於網頁增加連結氣象查詢功能

或即時顯示氣象資訊狀態，供參考。 
感謝委員意見，氣象資訊顯示需求於稽

查科需求訪談時即有稽查員提出，本團

隊亦進行相關評估作業，經查中央氣象

局並未提供各地點即時氣象資料，僅有

各鄉鎮氣象”預報”資料及各測站即時

天氣資料，但桃園市僅有兩個測站，若

距離測站具較遠則即時氣象資料的參

考性就會不足，應如何呈現方符合稽查

需求尚在評估中，現階段已於網頁座

標、地址及點擊查詢功能中增加該地點

所在鄉鎮之氣象預報資料供使用者參

考，參見修正稿第 4.1.1 節 P4-4~P4-6。
如後續使用上對於氣象資訊內容或呈

現方式仍有調整需求，本團隊將持續與

使用者溝通，並評估精進方式。 

4 

Page4-11 下載內容分為屬性資料、

圖資下載，屬性資料內容除噪音分

貝數、航空噪音防制區外還包含哪

些項目？若屬性資料內容僅有前述

資料，是否還需有權限制？此外，

圖資下載內容為何，請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等噪音線屬性資料內容

包含噪音分貝數，及該等噪音線範圍內

涵括面積等資訊。 
等噪音線資料現階段規劃須能入後才

能取用，日後系統開放民眾使用後，若 
貴局同意可開放則可透過後台管理功

能開放民眾自由下載使用。 
圖資下載功能依合約提供等噪音線 shp
檔及屬性資料 csv 檔，參見修正稿第

4.1.2 節 P4-14。 

5 

4.3.5 節提及已與各機場協調確認

查核結果問題釐清，請問何時可再

邀請 2 座機場安排查核軟體測試？ 

感謝委員意見，4.3.5 節所述內容均於

108年 4月 30日請機場操維公司完成現

場測試，航空噪音監測報告查核程式亦

已開放機場操維公司帳號，可隨時進行

測試，並由本團隊噪音專業人員持續與

機場操維公司保持聯繫，確認查核結果

與實際資料相符。 

6 
Page4-20 倒數第二行不列校正、儀

器序號等項目，但系統中仍可見，

感謝委員意見，此處不列校正、儀器序

號等文字，意指不強制要求使用者輸入



附件十一 期末報告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附件十一-5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請說明。 資訊，欄位仍保留於系統中，提供使用

者作為選填之備註資訊，相關文字已於

修正，參見修正稿 4.2.1 節。 

7 

請修正更新計畫進度摘要 IV 及

Page1-1 中，龍潭基地航空噪音防制

區及各類噪音管制區之公告日期及

相關文字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文字內容已修正，參見

修正稿進度摘要與第一章 P1-1。 

 
 廖委員美玲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進度摘要 IV 及 Page1-1 中所提龍潭

基地航空噪音防制區及各類噪音管

制區之公告日期有誤，請一併修正

相關文字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文字內容已修正，參見

修正稿計畫成果摘要 IV與第一章P1-1。 

2 

本案建制之各系統經常發生無法登

入、系統發生錯誤等狀況，關於系

統操作使用穩定性應盡快加強修

正？另各項系統尚有諸多問題待解

決，建議第三章進度百分比不宜填

寫 100%。 

感謝委員意見，因本案結案日前系統功

能調整項目較多，且有幾日進行系統資

安相關檢測，因此可能影響系統穩定

性，目前各項調整及檢測作業均已結

束，系統已恢復穩定。另本案主要合約

工項均已執行完畢，資訊系統偶有不穩

定及資訊須更新部分均屬資訊系統持

續維護項目，期末報告第三章進度主要

針對合約工項執行狀況，故以 100%呈

現，結案後本團隊將持續維護各資訊系

統功能，確保功能正常可用。 

3 

報告 Page4-6 圖 4-5 左下角之全國

圖示，因本案所建置之系統僅供桃

園市使用，前於工檢會貴公司亦承

諾修正，但期末報告中仍為錯誤資

料，請修正為桃園市區域圖。 

感謝委員意見，報告初稿 p4-6 圖 4-5 為

誤植，系統列印功能並無全國圖示，另

由於本系統僅供桃園市使用，使用圖示

標示桃園市範圍亦屬非必要資訊，為保

留版面已求圖例資訊顯示更清楚，已移

除圖示，參見修正稿 P4-8 圖 4.1-7。。 

4 

Page4-10 中說明本案已將各航空站

所提報等噪音線資料，數化為噪音

線圖層，並在徒台上提供圖層套疊

功能；由於各機場每季均會提報最

新一季等噪音線圖，請問圖台上是

否有資料上傳功能，供一定權限之

感謝委員意見，目前系統並未提供等噪

音線圖層上傳功能，僅能透過程式更

新，於本計畫保固維護期內本團隊將持

續協助更新，並擴充簡易上傳功能，可

提供具權限之使用者上傳 kml格式之等

噪音線圖層提供套疊閱覽，以利為維護



航空噪音防制區暨各類噪音管制區繪製及查詢系統建置計畫 期末報告(定稿本) 

附件十一-6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操作人員自行更新？亦或需每年辦

理操維新計畫方可更新？ 
期後之資料更新作業，如需提供其他格

式之圖層上傳功能或其他查詢分析功

能，由於功能較複雜，建議納入後續操

作維護計畫工作項目或本計畫合約規

範之保固期擴充功能服務中。 

5 

手機版圖資 APP 使用 GPS 定位後

與實際位置存在有誤差，請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APP 使用 GPS 定位誤

差主要取決於是否收得到足夠之 GPS
訊號，若於室內定位，由於抓不到 GPS
訊號，因此可能會以前一次取得 GPS
訊號位置或網路訊號位置定位造成偏

差，並非 APP 程式有問題，建議使用者

操作 GPS 定位時均在戶外進行，如需在

室內使用建議以座標、地址等其他定位

方式操作。 
 
 王委員煒平 

項次 審查意見 回覆說明 

1 

忘記密碼功能雖有寄送新密碼但是

無法再修改密碼。請檢查這部分功

能是否正確。 

感謝委員意見，忘記密碼功能目前已可

正常運作，於登入頁面點選「忘記密

碼」，輸入帳號、email、驗證碼，系統

將寄出密碼至信箱。詳細操作流程請參

考操作手冊中權限管控章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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