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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基本資料表 

甲、委託機關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乙、執行廠商 毅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丙、年  度 107 契約編號 107030142 

丁、全程期間 107 年 3 月 26 日 ～ 107 年 11 月 25 日 

戊、本期期間 107 年 3 月 26 日 ～ 107 年 11 月 25 日 

己、本期經費 3,045 千元    (總經費：4,350 千元) 

庚、摘要關鍵詞（中英文各三則） 

桃園航空城、環保政策、電子地圖平台、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 

Taoyuan aerotropoli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the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參與計畫人力資料：（如僅代表簽約而未參與實際專案工作計畫者則免填以下資

料） 

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工作要項 

或撰稿章節 

現職與 

簡要學經歷 

參與時間 

(人月) 
聯絡電話及 e-mail 帳號 

李毓偉 

統籌計畫管理及各

項資源，並督導計

畫執行狀況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5 
02-2953-3590#611 

waynelee.eti@gmail.com 

王家祥 

協助計畫主持人統

籌計畫管理及各項

資源，並督導計畫

執行狀況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5 
02-2953-3590#611 

jackie.w27@gmail.com 

黃玉盛 

作為聯繫窗口，並

管理計畫各工作狀

況與控管各工作項

目進度，同時進行

環評申請案件進度

管控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8 
02-2953-3590#602 

a0936060820@gmail.com 

陳綺萱 

白皮書、航空城永

續指標與綜合性業

務相關工作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8 
03-3386021#1120 

csyn.ch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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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 

人員姓名 

工作要項 

或撰稿章節 

現職與 

簡要學經歷 

參與時間 

(人月) 
聯絡電話及 e-mail 帳號 

林清濤 
環境審議規範與環

評相關工作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8 
03-3386021#1120 

b8824626@yahoo.com.tw 

林芷薇 
績效考核追蹤與環

評相關工作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碩士 

8 
03-3386021#1120 

e_987654@hotmail.com 

蔡其祝 

性平、環評案件資

料建檔、協助會議

進行等相關工作 

毅泰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

公司/專士 

8 
03-3386021#1623 

joehool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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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摘要內容 
 

計畫名稱：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契約編號：107030142 

委託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執行廠商：毅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李毓偉               聯絡人：李毓偉 

聯絡電話：(02)9533590#611      傳真號碼：(02)29533591 

期    程：107 年 3 月 26 日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 

本期期程：107 年 3 月 26 日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 

經   費：(全程)：4,350 千元      (年度)：4,350 仟元 

執行情形：期末報告 

1.執行進度：預定(％)       實際(％)          比較(％) 

      年度  100.0%         100.0%              0% 

    總進度  100.0%         100.0%              0% 

2.經費支用：預定(千元)     實際(千元)       支用比率(％) 

 年度經費   4,350           4,350              100% 

  總經費    4,350           4,350              100% 

3.主要執行內容： 

為了確實掌握桃園市環境現況、變動與管制成果，同時建立永續的

環境管理作為，特延續「106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

畫」，辦理「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透過研

擬與執行環保施政策略、規劃推動航空城環保政策、建置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機制、修編並更新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評估並規劃環

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確定航空城永續指標之權責分工、進行航

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

範及環境負荷狀況、及更新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環評案件資料

與圖資，完成本年度各項計畫內容。 

本計畫已完成下列工作項目如下： 

(1) 完成收集與更新桃園市現況與基本資料，並協助召開施政計畫

檢討會議。 



基本摘要內容-2 

(2) 辦理 2 場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

研商會議。 

(3) 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修編初稿，同時更新環

境負荷內容，數據呈現以 100 年至 106 年為主，並召開 1 場次

局內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容。 

(4) 賡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修改

與規劃內容，於本(107)年度辦理 1 場次權責分工研商會議，進

行全面向、系統性之整合諮詢，以確認各項目權責分工，另針

對本(107)年度修正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完成填

表說明並協請桃園市撰寫環評顧問機構進行試填作業。 

(5) 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協助環境影響評估相關

書件程序審查 47 案。 

(6) 完成擬定「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及完成配合

制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7) 完成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表」、「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程序審

查表」內容，並更新建置「環評列管案件清冊」及「可辦理審

查結論變更清冊」。 

(8) 完成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與「環評案件審查作業

管控表」。 

(9) 完成建置於「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桃園市

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新作業，環評案件之

屬性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 

(10) 完成未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擴充建議，及

與既有「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整合之方案。 

(11) 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與效益評估，包括相關環保

法規、判釋現況、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運作流程、雛形介面設

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軟硬體規格等項目。 

(12)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包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

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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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協助審查都市設計審議書件，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前止已協助

審查 59 件。 

4.計畫變更說明：無 

5.落後原因分析：無 

6.解決辦法：無 

7.主管機關管考建議：無 



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簡要版) 

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簡要版)-1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簡要版） 

一、中文計畫名稱：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二、英文計畫名稱： 

2018 Planning and Promotion Progra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aoyuan Aerotropolis Environmental Policy  

三、契約編號： 

107030142 

四、執行廠商： 

毅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五、計畫主持人（包括共同主持人）： 

李毓偉 

六、執行開始時間： 

107/03/26 

七、執行結束時間： 

107/11/25 

八、報告完成日期： 

107/11/25 

九、報告總頁數： 

225 

十、使用語文： 

中文，英文 

十一、報告電子檔名稱： 

航空城期末報告初稿.docx 

十二、報告電子檔格式： 

WORD 

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桃園航空城、環保政策、電子地圖平台、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 

十四、英文摘要關鍵詞： 

Taoyuan aerotropoli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the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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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文摘要 

為了確實掌握桃園市環境現況、變動與管制成果，同時建立永續

的環境管理作為，特延續「106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

動計畫」，辦理「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透過研擬與執行環保施政策略、規劃推動航空城環保政策、建置開發

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修編並更新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評

估並規劃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確定航空城永續指標之權責

分工、進行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研修桃園市環境

影響評估審議規範及環境負荷狀況、及更新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

台之環評案件資料與圖資，完成本年度各項計畫內容。 

本計畫已完成下列工作項目如下： 

(一) 完成收集與更新桃園市現況與基本資料，並協助召開施政計畫檢

討會議。 

(二) 辦理 2 場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研

商會議。 

(三) 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修編初稿，同時更新環境

負荷內容，數據呈現以 100 年至 106 年為主，並召開 1 場次局內

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容。 

(四) 賡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修改與

規劃內容，於本(107)年度辦理 1 場次權責分工研商會議，進行全

面向、系統性之整合諮詢，以確認各項目權責分工，另針對本(107)

年度修正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完成填表說明並協

請桃園市撰寫環評顧問機構進行試填作業。 

(五) 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協助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

件程序審查 47 案。 

(六) 完成擬定「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及完成配合制

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七) 完成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程序審查表」

內容，並更新建置「環評列管案件清冊」及「可辦理審查結論變

更清冊」。 

(八) 完成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與「環評案件審查作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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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表」。 

(九) 完成建置於「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桃園市環

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新作業，環評案件之屬性

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 

(十) 完成未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擴充建議，及與

既有「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整合之方案。 

(十一) 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與效益評估，包括相關環

保法規、判釋現況、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運作流程、雛形介面設

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軟硬體規格等項目。 

(十二)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包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

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十三) 協助審查都市設計審議書件，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前止已協助

審查 59 件。 

 

十六、英文摘要：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rasp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changes, and 

management results of Taoyuan C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2018 Planning and Promotion Progra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aoyuan Aerotropolis Environmental Policy” 

was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2017 program results.  

Through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or strategy, planning the Aerotropolis environmental policy, builting the 

reviewing mechanism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fo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revising and updating the white book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essing and plann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completing the responsibility 

defining of the Taoyuan City authorities of the sustainable indicators, filling in 

and revising the checklist of EIA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developed in 2017, researching and revising the EIA deliberation 

standards of Taoyuan City (draft) and the status of the environmental load, 

and updating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formation and map of the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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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map platform, the program completed all items. The program has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items: 

1. Completed collecting and updating the statu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Taoyuan City, and assisted to hold the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 

2. Held 2 conference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plan of special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city)”. 

3. Completed the white book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aoyuan City revising and updated the environmental load data in 

the white book. The duration of the statistic data of the white book 

was from 2011 to 2017. The program also held a discussing 

conference about the framework and chapters reviewing. 

4. Continued the resul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the 

checklist of EIA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in 

2017, the program held a discussing confere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defining of the Taoyuan City authorities about the implement of the 

indicators and the checklist. And invited the EIA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Taoyuan to fill in and revise the checklist and then 

revised it feasibly.  

5. Assisted to review 47 the EIA cases till November 25th, 2018.  

6. Draft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deliberation standards of 

Taoyuan City (draft) and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7. Revised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EIA case”,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report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development activity environments”, and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the original and 

revised content”, and updated the list of EIA cases in Taoyuan City and 

the lists of the cases those can be changed the reviewing conclusion.   

8. Built “the management form of the EIA cases in reviewing” and “the 

controlling form of the EIA cases reviewing operation”.   

9. Maintained and updated the EIA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of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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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including 132 cases for the attributes updating and 9 cases for space 

information updating. 

10. Submitted the suggestions of EIA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of Taoyuan 

City extending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 EIA cases database system., 

11. Completed the feasibility and benefit assessment of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including the related 

environmental laws, judging criteria, system requirement, system 

operation procedure, interface design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specs of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12. Assisted the gender equity activities, including holding the activities with 

the Office for Gender Equity and the Department for Social Welfare and 

assisting the committee.  

13. Assisted to review 59 urban design review cases till November 25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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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研究及專案工作計畫 

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 

 

計畫名稱：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契約編號：107030142 

計畫執行單位：毅泰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主持人：李毓偉 

協同計畫主持人：王家祥 

計畫期程：107 年 3 月 26 日起 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 
計畫經費：新台幣肆佰参拾伍萬元整 

 

摘要 

為了確實掌握桃園市環境現況、變動與管制成果，同時建立永續的

環境管理作為，特延續「106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

畫」，辦理「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透過研

擬與執行環保施政策略、規劃推動航空城環保政策、建置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機制、修編並更新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評估並規劃環

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確定航空城永續指標之權責分工、進行航

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

範及環境負荷狀況、及更新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環評案件資料

與圖資，完成本年度各項計畫內容。 

本計畫已完成下列工作項目如下： 

(一) 完成收集與更新桃園市現況與基本資料，並協助召開施政計畫

檢討會議。 

(二) 辦理 2 場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

研商會議。 

(三) 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修編初稿，同時更新環境

負荷內容，數據呈現以 100 年至 106 年為主，並召開 1 場次局

內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容。 

(四) 賡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修改

與規劃內容，於本(107)年度辦理 1 場次權責分工研商會議(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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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進行全面向、系統性之整合諮詢，以確認各項目權責分

工，另針對本(107)年度修正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

表」，完成填表說明並協請桃園市撰寫環評顧問機構進行試填作

業。 

(五) 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協助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

件程序審查 47 案。 

(六) 完成擬定「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及完成配合

制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七) 完成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表」、「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程序審

查表」內容，並更新建置「環評列管案件清冊」及「可辦理審

查結論變更清冊」。 

(八) 完成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與「環評案件審查作業

管控表」。 

(九) 完成建置於「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桃園市

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新作業，環評案件之

屬性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 

(十) 完成未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擴充建議，及

與既有「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整合之方案。 

(十一) 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與效益評估，包括相關

環保法規、判釋現況、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運作流程、雛形介

面設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軟硬體規格等項目。 

(十二)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

施，包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

活動、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十三) 協助審查都市設計審議書件，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前止已協

助審查 59 件。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rasp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changes, and 

management results of Taoyuan C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2018 Planning and Promo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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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aoyuan Aerotropolis Environmental 

Policy” was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2017 program results.  

Through draf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or strategy, planning the Aerotropolis environmental policy, builting 

the reviewing mechanism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for development activities, revising and updating the white book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essing and plann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completing the responsibility 

defining of the Taoyuan City authorities of the sustainable indicators, 

filling in and revising the checklist of EIA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developed in 2017, researching and revising the EIA 

deliberation standards of Taoyuan City (draft) and the status of the 

environmental load, and updating th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information 

and map of the EIA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the program completed all 

items. The program has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items: 

1. Completed collecting and updating the status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Taoyuan City, and assisted to hold the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 

2. Held 2 conference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plan of special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city)”. 

3. Completed the white book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aoyuan City revising and updated the environmental load data in 

the white book. The duration of the statistic data of the white 

book was from 2011 to 2017. The program also held a discussing 

conference about the framework and chapters reviewing. 

4. Continued the resul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the 

checklist of EIA development activities of the Taoyuan Aerotropolis in 

2017, the program held a discussing confere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defining of the Taoyuan City authorities about the implement of 

the indicators and the checklist. And invited the EIA consulting 

companies in Taoyuan to fill in and revise the checklist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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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it feasibly.  

5. Assisted to review 47 the EIA cases till November 25
th
, 2018.  

6. Drafted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deliberation standards of 

Taoyuan City (draft) and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7. Revised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EIA case”,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report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development activity environments”, and 

“the procedure reviewing form of the comparison chart of the 

original and revised content”, and updated the list of EIA cases in 

Taoyuan City and the lists of the cases those can be changed the 

reviewing conclusion.   

8. Built “the management form of the EIA cases in reviewing” and 

“the controlling form of the EIA cases reviewing operation”.   

9. Maintained and updated the EIA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of Taoyuan 

City, including 132 cases for the attributes updating and 9 cases for 

space information updating. 

10. Submitted the suggestions of EIA electronic map platform of Taoyuan 

City extending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 EIA cases database system., 

11. Completed the feasibility and benefit assessment of the searching 

system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s, including the related 

environmental laws, judging criteria, system requirement, system 

operation procedure, interface design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specs of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12. Assisted the gender equity activities, including holding the activities 

with the Office for Gender Equity and the Department for Social 

Welfare and assisting the committee.  

13. Assisted to review 59 urban design review cases till November 25t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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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桃園市為國內工商大城，市內更有多達 20 多處工業區，亦為

國家重大建設航空城之所在地，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直轄市後，

逐步發展低碳生活圈與具智慧化城市，為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展，環保局透過落實推動環境教育、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提升

空氣品質、河川全流域污染整治及生態保護、廢棄物資源循環、焚

化底渣再利用、加強市容整頓、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廚餘回收多元

再利用、清潔隊員提升職業安全衛生訓練，減少職災案件發生等行

動措施作為環保施政重點，以本局秉持「藍天綠地、青山淨水、全

民環保、永續家園」為施政願景，與國際接軌並實現「綠色桃園新

生活」市政願景。 

桃園市環保局在歷年評比中皆獲得優等，顯示環保局推動環境

保護成效卓著，故為了確實掌握桃園市環境現況、變動與管制成

果，同時建立永續的環境管理作為，辦理「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

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透過協助環保施政策略研擬與執行、

規劃推動航空城環保政策、建置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機制、

修編並更新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評估並規劃環保法令查詢資訊

系統可行性，且延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擬定之權責分工和航空

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成果進行試填作業，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及環境負荷狀況，更新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

環評案件資料、圖資等，供各界參閱。期藉由協辦環保綜合規劃相

關事務，建立環境品質現況與環評規範之基礎資料，並協助相關綜

合事務之執行，使後續推動工作有所依循，進而提升環境管理業務

之執行成效。 

綜合上述環境保護局政策任務及執行方式，本計畫將達到：(一)

研擬與執行環保施政策略，呈現環境保護成果；(二)推動與執行航

空城環保政策，建構環境永續之航空城；(三)建置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機制，以確保環境保護成效；(四)評估並規劃環保法令

查詢電腦資訊系統之可行性相關作業；(五)協助綜合規劃相關事

宜，提升環保行政成效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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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 

本計畫主要工作方法包括(一)研擬環保施政策略，以提供環保

局推動相關環保政策之參考；(二)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與執

行，以建立永續航空城相關環境保護制度；(三) 環境影響評估審核

機制建置，以達航空城永續發展之目標等；(四)評估並規劃環保法

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以利可有效提高整體作業流程之效

率。 

結 果 

一、完成收集與更新桃園市現況與基本資料，包含桃園市地理位置、

行政區、土地面積、地形、氣候、水文、空氣污染指標、水質檢

測指標、噪音監測情況、廢棄物申報量、焚化爐處理量、掩埋場

數量，並協助施政計畫檢討會議(6 月 29 日)。 

二、依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內容製作

管控表，針對各業務科推動狀況進行彙整、追蹤及統計，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召開 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及環境保護績效考

核第 1 次檢討會議，檢討並追蹤 1 至 5 月執行進度未達 90%之項

目；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召開 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及環境

保護績效考核第 2 次檢討會議，檢討並追蹤 1 至 10 月執行進度

未達 90%之項目。 

三、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修編初稿，同時更新環境

負荷內容，數據呈現以 100 年至 106 年為主，並召開 1 場次局內

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容。 

四、完成航空城環境永續指標政策規劃與執行，以建立永續航空城相

關環境保護制度，相關結果如下： 

(一) 賡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修改與

規劃內容，於本(107)年度辦理 1 場次權責分工研商會議(5 月 14

日)，進行全面向、系統性之整合諮詢，確認各項目權責分工。 

(二) 完成「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填表說明，以利爾後填寫

方向，並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發文邀請桃園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

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 

五、完成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核相關作業，以達環境永續發展之

目標，相關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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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評書件相關技術規範專業審查及環評書件程序審查，並辦理桃

園市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案件控管，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止，共協助開發案件程序審查為 47 件。 

(二) 因應環保署修正發布「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

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表」、「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

照表程序審查表」內容，並更新建置「環評列管案件清冊」及「可

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清冊」。為能精準掌握各階段審查情形與審查

天數控管，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與「環評案件審查

作業管控表」。 

(三) 程序審查之常見缺失，主要為：未檢附開發基地範圍電腦檔案、

撰寫者實務經歷與證明文件不符、現況資料呈現未更新至最近 2

年、相關圖檔比例不正確、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

查表填寫錯誤(或未檢附證明資料文件)、製作撰寫未依「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範等。 

六、完成執行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以簡

化承辦人員及民眾了解工廠設立或開發行為所牽涉的法令，並獲

得下列結果： 

(一) 完成「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新作業，

環評案件之屬性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同時於計

畫執行期間確保系統正常運作及已介接服務自動化更新。 

(二) 完成未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擴充建議，以及

與既有「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整合之方案，規劃於後

續先透過取得資料庫系統之資料結構，透過雙邊 WebAPI 開發之

協商完成資料介接，以達到跨系統資料同步及自動化更新之目

的。 

(三) 已透過跨科室會議招開及資訊室訪談等方式確立工作需求與限

制，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針對目前環保

法令之相關法規、判釋現況、系統需求分析、系統運作流程、雛

形介面設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軟硬體規格等項

目提出發展方向與效益。 

七、協助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包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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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協助審查都市設計審議書件，至 107 年 10 月 31 日前止已協助審

查 5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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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已協助環保局推動航空城永續發展及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作業，並獲得下列結論： 

一、透過辦理施政計畫與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進度檢討會議，可使環保局

各業務科有效掌握各項業務內容之推動進度及檢討推動成效，並進

行相關精進措施，有助於提升環境保護工作績效。 

二、本年度完成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之權責分工作

業，有助於各局處了解航空城開發之永續面向，並可使未來的開發

單位於開發設計規劃時，預先考量環境永續相關措施，使航空城計

畫區之開發與營運更為永續。同時透過邀請環評相關顧問公司試填

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掌握各項永續措施與檢核表填寫之困難

點，並進行釋疑，以使檢核表推動順利。 

三、本計畫於環評書件之程序審查過程中發現書件缺失主要在於現況資

料未更新及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範撰寫（如

模擬方法未說明清楚、環境敏感區位及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錯誤、圖檔比例錯誤、…等），相關缺失皆撰寫成意見並納入相關

說明會文宣內，有助於提升環評書件品質。另透過建置各環評案件

審查作業管控程序與表格，有效掌握環評案件作業進度，提升環評

審查效率。 

四、本計畫持續更新與維護「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包括

系統正常運作與圖資更新，本平台以圖形化介面呈現各環評開發行

為之位置、範圍及基本內容，現階段有助於政府單位了解本市的環

評開發行為與現況，作為相關規劃評估資訊的參考平台。 

五、由於環保法令判定作業需耗費相關業務科的人力與時間，本年度就

環保法令判定作業電子化進行評估，並蒐集五都推動方法。評估結

果顯示本資訊系統能有效簡化承辦人員及民眾判斷與申辦環保相

關業務之作業程序與時間，同時降低相關執行成本，預期為具有明

顯績效的便民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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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機制建置，以達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 

(一)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擴充建置「環

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表」線上表單功能，透過 E 化管理自動計

算各階段審查天數，降低人工計算之錯誤率，新增統計表單功

能，藉由系統自動產出每月申請環評案件最新狀態等資訊。 

(二) 為有效提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品質，並有利加速環境影響評

估相關審查進度，針對程序審查常見主要缺失項目，建議未來

可透過召開說明會，或公布於環保局網站上等方式，供開發單

位及受委辦環評作業機構等作為借鏡。 

(三) 為有效推行「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可透過

辦理法規說明會之方式，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環境影響評

估委辦機構或其他有關單位，進行說明。 

二、擴充及增設電子地圖平台之功能，以利業務整合推動 

(一)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建置環評基本

資料內容，但目前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環評基本資料

屬另外建置，無法及時更新，故建議後續可規劃擴充電子地圖

平台結合環評基本資料資料庫之功能，使資訊同步。 

(二) 目前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功能多屬資訊查詢，對

環保局內較為進階之使用需求稍嫌不足，故建議後續可增設權限

管控機制，加入機關版進階功能，並提供圖資管理後台、文件管

理平台及線上手繪環評案件空間範圍等功能，以利業務整合與推

動。 

(三) 現行環保法令查詢皆為人工收件及判釋，每年超過兩千件的申請

案件導致審查作業需要許多人力與時間，若能利用資訊科技技術

將環保法令規則數位化，搭配完善的軟硬體環境、資料更新機制

與友善地使用者介面，由電腦進行自動判釋，除可減少行政作業

之時間與人力外，更可提高服務品質及民眾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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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工作內容 

一、環保施政策略研擬與執行 

(一) 賡續辦理本市環境現況與基本資料收集與更新、針對本市現有

環境與自然生態議題進行分析與探討，檢討並研提施政計畫、

中長程施政計畫修訂，依機關需求定期召開施政績效檢討會議，

撰寫績效報告。 

(二)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環境保護績

效考核計畫」所定項目及內容，進行彙整、追蹤及統計，每季

執行進度稽核，依機關需求定期召開地方績效檢討會議，掌握

環保署考評報表正確性及工作進度。 

(三) 修編並更新環境負荷及桃園市環境白皮書。依機關指定需求，

必要時召開專家諮詢會議或聘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 

二、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與執行 

(一) 延續 106 年擬訂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成果，邀請本

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

並協助說明及輔導。 

(二) 延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擬定之權責分工，召開相關研商會

議，並協助連繫各單位等相關庶務作業。 

三、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一) 環評書件相關技術規範專業審查，協助環評書件程序審查。辦

理本市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案件管控(包含審查時限、退補件及

審查結果之登錄)。 

(二) 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研擬審議規範相

關配套措施及相關查核表單。 

(三)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維護並更新

本市轄內之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包含環境保護署審查

案件），結合環境敏感區位資料（包含山坡地、都市計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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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

區…等資料），以供各界參閱。本項工作執行應至少每兩個月

更新維護 1 次電子地圖平台資料。 

(四) 研擬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後續結合資料庫系統之擴充

功能(含軟硬體規劃評估)。 

四、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 

(一)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研擬受理工廠登記(或變更登記)申請環保法

令查詢(環境影響評估、空氣污染防制、營建工程、毒性化學

物質、水污染防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廢棄物清理等相

關環保法規)使用電腦資訊系統之可行性評估。 

(二) 應包含申請案件查詢歷次申請環保法令查詢結果、環保稽查處

分紀錄、土地敏感區位(如山坡地、重要濕地、水庫集水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留區)等查詢檢核功能評估、申請案

件登錄、報表統計、查詢結果及表單匯出等功能。 

(三) 本項工作執行內容涉及相關環保法規，應與機關各單位進行討

論研商，並於機關每月工作檢討會議提出評估內容及執行進度，

併同評估所需電腦設備(含軟硬體)之作業規格，提供機關據以

推動後續作業參考。 

五、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採樣分析或污染檢測（本項工作按實際執行

數量計價，未完成部分不予罰款） 

(一) 針對位於「地質敏感區」之環境影響評估案件，進行地質敏感

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審查，提供「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報告」之協助審查並提出相關審查意見，供本府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進行審酌判斷之參考。機關得視實際

需求召開專家諮詢委員會。 

(二) 依機關指定案件，本項工作內容及經費應提報機關同意後執行，

並依案件調查、採樣或檢測實際執行數量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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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項目執行進度與撰寫章節對照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 107 年 3 月 26 日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本計畫

依據契約書內容完成各項作業，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累積執行進度

已達 100%。各工作項目執行成果摘要彙整於表 1.2-1，詳細成果如第二章

至第六章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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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本計畫執行成果與進度狀況彙整表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一、環保施政策略研擬與執行      

(一) 賡續辦理本市環境現況與基本

資料收集與更新、針對本市現

有環境與自然生態議題進行分

析與探討，檢討並研提施政計

畫、中長程施政計畫修訂，依

機關需求定期召開施政績效檢

討會議，撰寫績效報告。 

收集並更新桃園市地理位置、行政

區、土地面積、地形、氣候、水文、

空氣污染指標、水質檢測指標、噪

音監測情況、廢棄物申報量、焚化

爐處理量、掩埋場數量等現況與基

本資料，呈現於 107 年桃園市環境

保護白皮書第一章節內容中，同時

於 6 月 29 日協助召開施政績效檢討

會議。 
CH 2.1 

CH 2.2 
100% 100% 符合 P.2-1~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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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二)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直轄市

及縣 （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

考核計畫」所定項目及內容，

進行彙整、追蹤及統計，每季

執行進度稽核，依機關需求定

期召開地方績效檢討會議，掌

握環保署考評報表正確性及工

作進度。 

已依據「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環

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內容製作管

控表，針對各業務科推動狀況進行

彙整、追蹤及統計，並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召開第 1 場次環境保護績效

考核研商會議，針對 1 月至 5 月執

行率未達九成或者 90%之項目進行

說明，探討因應作為或者進行後

續；第二場次會議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召開，針對 1 月至 10 月執行進度

未達九成或者 90%項目進行檢討。 

CH 2.3 100% 100% 符合 P.2-16~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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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三) 修編並更新環境負荷及桃園市

環境白皮書。依機關指定需

求，必要時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或聘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

查。 

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

書」修編，成果數據呈現以 100 年

至 106 年度為主，同時更新「1.4 環

境負荷」章節內容。於 10 月 9 日召

開局內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

容，修正後內容呈現於附件 2.4-3。 

CH 2.4 100% 100% 符合 P.2-20~P.2-26 

二、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與執行      

(一) 延續 106 年擬訂之航空城環評

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成果，邀請

本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航空城

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

業，並協助說明及輔導。 

已邀請本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航空

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

業，共有 4 間顧問公司回覆，其中

提供意見回覆表之單位為黎明興技

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中泱工程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意見呈現於表

3.1-8。 

CH 3.1 100% 100% 符合 P.3-1~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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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二) 延續 106 年航空城永續指標擬

定之權責分工，召開相關研商

會議，並協助連繫各單位等相

關庶務作業。 

本計畫於 107 年 5 月 14 日完成辦理

一場次局內諮詢會議，邀請市府各

相關局處，進行全面向、系統性之

整合諮詢，進行權責分工定稿，與

會科室與局處均回覆無意見。 

CH 3.2 

CH 3.3 
100% 100% 符合 P.3-55~P.3-79 

三、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一) 環評書件相關技術規範專業審

查，協助環評書件程序審查。

辦理本市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案

件管控(包含審查時限、退補件

及審查結果之登錄)。 

1. 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

止，共協助開發案件程序審查 47

案、94 件次，共計新增案件 4 件、

廢止案件 3 件，列管開發案件數

總計為 130 件。 

2. 程序審查之常見缺失，主要「內

容不一致或闕漏、誤植」為最多，

約佔 25%；其次為「報告書形式

錯誤或未檢附電子檔案」及「圖

件形式錯誤」，各約佔 22.5%；上

述 3 類缺失類別，已約佔整體

70%。 

CH 4.1 

CH 4.2 
100% 100% 符合 P.4-1~P.4-29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1-8 

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3. 列管開發案件 130 件中，以「新

市區建設」開發行為類別最多，

共計 29 件；其次為環境保護工程

之興建，共 26 件；再次者為工廠

之設立，共 18 件。若以本市各行

政區來看，開發案件以龜山區為

最多，共計 22 件；其次為楊梅

區，共計為 14 件；再次者為桃園

區及龍潭區，均為 13 件。 

4. 完成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

序審查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

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程序審查

表」等三項表單；建置「環評列

管案件清冊」及「可辦理審查結

論變更清冊」。為能精準掌握各階

段審查情形與審查天數控管，建

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

與「環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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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等錄審查時限、退補件日程登錄

與審查結果等資訊。 

(二) 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

規範(草案)」，研擬審議規範相

關配套措施及相關查核表單。 

1. 完成擬定「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

審議規範(草案)」。 

2. 配合制定相關配套措施：「施工機

具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承諾書、

「施工期間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

統」連線設置及操作維護承諾

書、「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承諾

書、「低污染車輛及自行車優先車

位設置」承諾書。 

CH 4.3 100% 100% 符合 P.4-29~P.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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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三)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

理系統」主機上，維護並更新

本市轄內之環境影響評估電子

地圖平台（包含環境保護署審

查案件），結合環境敏感區位資

料（包含山坡地、都市計畫、

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護區…等資料），以供各界參

閱。本項工作執行應至少每兩

個月更新維護 1 次電子地圖平

台資料。 

完成建置於「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

管理系統」主機上「桃園市環境影

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

新作業，環評案件之屬性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 

CH 4.4 100% 100% 符合 P.4-37~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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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四) 研擬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

台後續結合資料庫系統之擴充

功能(含軟硬體規劃評估)。 

1. 針對後續「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

電子地圖平台」之擴充建議有進

行跨系統資料整合、增設機關版

及後台系統、開發進階數化功

能、細部功能擴充與調整等。 

2. 透過開發 Web API 或是介接資料

庫兩種方式，在開發 Web API 部

分需要兩個系統事先約定好資料

傳輸之方式、介面，並由資料提

供端(亦即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

管理系統)開發 API，由資料取用

端(亦即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

子地圖平台)開發資料取用及轉

換資料庫機制，詳如 4.5.3 章節。 

CH 4.5 100% 100% 符合 P.4-60~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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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四、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      

(一)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研擬受理工

廠登記(或變更登記)申請環保

法令查詢(環境影響評估、空氣

污染防制、營建工程、毒性化

學物質、水污染防治、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廢棄物清理

等相關環保法規)使用電腦資訊

系統之可行性評估。 

透過跨科室會議及訪談確立工作需

求與限制，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

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針對目前環

保法令之相關法規、判釋現況、系

統需求分析、系統運作流程、雛形

介面設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

管理與系統軟硬體規格等項目提出

發展方向與效益。 
CH 5 100% 100% 符合 P.5-1~P.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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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二) 應包含申請案件查詢歷次申請

環保法令查詢結果、環保稽查

處分紀錄、土地敏感區位(如山

坡地、重要濕地、水庫集水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留區)

等查詢檢核功能評估、申請案

件登錄、報表統計、查詢結果

及表單匯出等功能。 

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

規劃包含「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線上申

請作業、比對「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三條」所規範之敏感區域交集情

形、產製「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證明文件、提供依案

號/地籍查詢歷史案件之「變更申請」

功能、提供系統操作手冊電子檔及

線上教材、人工審查分辨流程機

制、文件上傳機制、介接環評案件

電子圖台地籍圖資及相關匯入功能

等。 

CH 5.3 

CH 5.4 
100% 100% 符合 P.5-5~P.5-17 

(三) 本項工作執行內容涉及相關環

保法規，應與機關各單位進行

討論研商，並於機關每月工作

檢討會議提出評估內容及執行

進度，併同評估所需電腦設備

於每月工檢會中進行進度說明，同

時於 107 年 9 月 3 日提送「建置環

保法令自動化判釋系統可行性評估

報告」，評估報告包含系統需求分

析、系統運作流程、雛形介面設計、

CH 5 100% 100% 符合 P.5-1~P.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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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成果說明 
章節 

對照 

預定累積

進度百分

比(%) 

實際執行

進度百分

比(%) 

執行進

度：符合、

落後、超前 

對應 

頁碼 

(含軟硬體)之作業規格，提供機

關據以推動後續作業參考。 

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

軟硬體規格等。 

五、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採樣分析或

污染檢測（本項工作按實際執行

數量計價，未完成部分不予罰

款）。 

本年度機關無辦理需求。 

-- 0% 0% -- -- 

六、其他工作配合事項 

1. 協助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包

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

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協

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2. 協助審查 59 件都市設計審議書

件。 

CH 6 100% 100% 符合 P.6-1~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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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環保施政策略研擬與執行成果 

2.1 桃園市環境背景與現況 

桃園市為國門之都，擁有山、海、埤塘等豐富自然人文景觀，亦是多

達 20 多處的工業區的國內工商重鎮，更是國家重大建設航空城所在地。

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升格成直轄市以來，逐步發展為北部低碳生活圈核心

及智慧化城市，為未來最具發展潛力之都市，因此提升與維護環境品質於

現今重要的課題。 

桃園市行政區包含桃園區、中壢區、平鎮區、八德區、大溪區、楊梅

區、蘆竹區、大園區、龜山區、龍潭區、新屋區、觀音區及復興區等 13

區，總土地面積約 1,182.11 平方公里，其中面積最大的行政區為復興區，

約 330.41 平方公里，占約桃園市面積的 28%；最小的行政區為八德區，面

積僅 33.22 平方公里1。 

桃園市境內主要河川有南崁溪、老街溪、社子溪等流域河川，桃園市

政府除了透過發布總量管制自治條例方式(桃園市新街溪與埔心溪流域廢

(污)水排放總量管制方式、桃園市南崁溪流域廢(污)水銅排放總量管制方

式)，強力要求水體水質的安全外，並積極興建污水下水道，且於污水下水

道建設尚未普及之過渡時期，積極於南崁溪、老街溪等流域人口密集河段，

推動設置現地水質淨化設施，以降低生活污水污染負荷。包含老街溪中游

河道旁新勢公園內之新勢礫間，南崁溪上游設置山尾礫間、中游段朝陽公

園中設置礫間處理設施、下游設置南崁溪人工濕地，改善河川水體水質，

給桃園市民一個更優質的水環境。此外，位於大漢溪中游之石門水庫，亦

位於桃園市，為臺灣第三大水庫，為一多目標水利工程，具有灌溉、發電、

給水、防洪、觀光等效益，對北部農工業區域發展、防止水旱災害以及環

境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於桃園市境內設有桃園區、大園

區、平鎮區、龍潭區等空氣品質監測測站，106 年空氣品質指標(Air Quality 

                                                   
1
 桃園市政府網站，https://www.tycg.gov.tw/ch/home.jsp?id=59&parentpath=0,6,58 

2
 石門水庫主題網，https://www.wranb.gov.tw/3517/4697/4698/22701/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2-2 

Index, AQI)平均值為 59.81，而桃園、大園、平鎮、龍潭等測站 AQI 平均

值分別為 59.91、59.93、56.55、62.78，皆屬於「普通」等級，AQI 大於

150(對所有族群不健康、非常不健康、危害)之比率僅 0.82 至 2.47 之間，

桃園市空氣品質多為良好、普通等級3。 

桃園市設籍人口數持續上升，且為工商大城，工廠登記家數僅次於新

北市與臺中市，因此，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產生量皆逐年上升，為達

「垃圾零廢棄」之目標，推動落實源頭減量(限塑政策、包裝減量、垃圾破

袋查核)、資源回收管道多元化、設置巨大廢棄物衍生燃料技術(Refuse 

Derived Fuel, RDF)廠、推動生質能源中心等政策，同時推動封閉復育掩埋

場整建為環保公園、棒球場、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等遊憩設施供市民使用，

以持續發揮環境保護設施之環境效益。 

依據 107 年度施政計畫，桃園市市政願景為「綠色城市-綠色桃園新

生活」，環保施政願景則為「藍天綠地、青山綠水、全民環保、永續家園」，

並以環保專業創新服務、打造綠色城市作為施政目標。105 年 7 月 1 日更

完成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之制定，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作為推

動低碳綠色城市之重要基礎。107 年施政重點包括推動環境教育法、低碳

綠色城市自治條例、提升空氣品質、河川全流域污染整治及生態保護、廢

棄物資源循環、焚化底渣再利用、加強市容整頓、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廚

餘回收多元再利用、清潔隊員權益保障並提升職業安全衛生執行，減少職

災案件發生等行動措施，逐步發展為國際城市並提供市民永續的綠色桃園

新生活。 

桃園市政府每年皆訂定環境保護施政計畫，作為當年度環境保護施政

議題與重點，包含： 

一、推動環境永續，落實低碳生活 

(一) 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新增及展延數量。 

(二) 本市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三) 通過認證環境教育場所設施數量。 

二、落實污染減量工作，改善空氣品質 

(一) 加強各項管制工作，逐步降低本市 PM2.5 濃度。 

(二) 推廣低污染運具，逐年提升使用率。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統計查詢網，https://stat.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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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定污染源採行連線管理，24 小時有效監控。 

(四) 進行室內空氣品質列管場所查核追蹤及輔導，提升列管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 

三、水質保護及土壤整治 

(一) 辦理全流域污染整治及生態保護：以『4 年內出現吳郭魚蹤跡；

8 年內河川棲息魚類由目前吳郭魚轉變成出現鯉魚、鯽魚等魚

種』為目標。逐步推動河川污染改善，綜合評估優先進行南崁

溪、老街溪、社子溪、新街溪流域之污染整治。 

(二) 推動本市重點河川重金屬總量管制或加嚴標準，保護優質農地

與糧食安全，落實健康流域管理。 

(三)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查核輔導：縮短許可簽證時間、輔導

完成資訊公開、設立許可申請諮詢專線，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四) 擴大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視)系統之對象，即時監控本市事業放

流水水質。 

(五) 水環境巡守隊永續經營推動輔導：促進民間、企業、環保團體

及一般民眾投入參與水環境保護及教育。 

(六) 辦理「桃園市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改善計畫」。 

四、資源回收再利用，市容環境再提升 

(一) 推動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 

(二) 辦理街道揚塵洗掃作業，提升市容環境整潔。 

(三) 辦理道路側溝清淤，避免積水孳生病媒蚊造成環境衛生問題。 

(四) 辦理占用道路廢機動車輛移置作業。 

五、提升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成效 

(一) 以稽查管制、輔導改善等策略，加強事業廢棄物源頭管理與流

向追蹤。 

(二) 提升各類許可審查及行政管理的品質與效能。 

六、落實環境影響評估，減輕環境負荷 

(一) 縮短環評審查時效。 

(二) 加速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監督查核。 

七、打造快速稽查圈，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  E 化派遣快速稽查、縮短稽查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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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污染預警科技監控、提升 4 小時到場稽查比例。 

八、推動桃園市生質能中心 

(一) 完成桃園市生質能中心 BOT 案之前置評估作業計畫(包含合約

擬定與完成招商)。 

(二) 推動有機廢棄物多元處理及回收再利用，達資源循環與零廢棄

等目標。 

(三) 成立「桃園市生質能中心」，成為國內首座生質能中心示範案，

其中包含廚餘等有機廢棄物之多元化再利用工作。 

九、清潔隊員權益保障與職業安全衛生再提升 

(一) 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 

(二) 辦理員工健康檢查。 

(三) 完成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十、搖籃到搖籃事業廢棄物循環資源化 

推廣廢棄物資源再利用，落實廢棄物循環經濟理念，以減少資源

耗損及環境污染。 

 

2.2 107 年施政計畫檢討與研提 

107 年度桃園市政府之施政任務與目標，包括十大策略項目及具體推

動內容，如(一) 環境永續推動，落實低碳生活；(二) 落實污染減量工作，

改善空氣品質；(三) 水質保護及土壤整治；(四) 資源回收再利用，市容環

境再提升；(五) 提升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成效；(六) 落實環境影響評估，

減輕環境負荷；(七) 打造快速稽查圈，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八) 推動桃園

市生質能中心；(九) 清潔隊員權益保障與職業安全衛生再提升；(十) 搖籃

到搖籃事業廢棄物循環資源化等，於 105-108 年中程施政計畫(滾動修訂後

目標值如表 2.2-1)及各年度施政計畫(107 年度目標值如表 2.2-2)設置推動

目標，做為推動依據。 

105-108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之「推動環境永續，落實低碳生活」策略

目標，於本(107)年度進行微幅調整，原績效指標「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累

計數量」調整成「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新增及展延數量」，因此，前者

107-108 年度無目標值，而後者 107-108 年度設定目標值；另原「公用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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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累計裝置容量」，因後續推動權責單位為桃園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故此項指標於 107-108 年度不設定推動目標值。 

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新增項目包含環保署低碳社區認證新增及

展延數量、桃園市溫室氣體盤查、通過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數量、室內

空氣品質列管場所查核追蹤及輔導執行率、職安系統目標管理方案達成率、

廢棄物資源循環率等，如表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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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07 年度 105-108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各策略目標及指標值彙整表 

策略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5 106 107 108 

一 

推 動 環 境

永續，落實

低碳生活 

一 

環保署低碳社區

認證累計數量 

取得環保署低碳

社區評等認證里

累計數量(處) 

45 65 - - 

環保署低碳社區

認證新增及展延

數量 

取得環保署低碳

社區評等認證里

新增及展延數量

(處) 

- - 20 20 

二 

公用房舍屋頂設

置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累計裝置容

量 

向能源局報備同

意備案核准總累

計 裝 置 容 量

(MW) 

8 10 - - 

二 

落 實 污 染

減 量 工

作，改善空

氣品質 

一 PM2.5 濃度 
本市 PM2.5 濃度

逐年下降(μg/m
3
) 

20 19.5 19 18.5 

二 
提升低污染運具

數量 

當年度新增之電

動二輪車 
4,200 輛 4,500 輛 4,800 輛 5,000 輛 

三 

污染源之排放管

道或防制設備與

本局自動連線監

控數 

經由 CEMS 或防

制設備操作參數

連線的污染源累

計數量(根次) 

30 62 84 100 

三 

水 質 保 護

及 土 壤 整

治 

一 
河川重金屬改善

率 

河川重金屬改善

率(%)=檢測合格

率次數/檢測總次

數 

89% 90% 91%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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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5 106 107 108 

二 
列管污染農地改

善完成面積 

改善完成面積(公

頃數)＝當年度預

估改善完成面積 

28 32 40 40 

四 

資 源 回 收

再利用，市

容 維 護 再

提升 

一 
平均每人每日垃

圾產生量(公斤) 

垃圾產生量/（月

日數 × 指定清除

地 區 期 中 人 口

數） 

1.07 1.05 1.03 1.01 

二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率=資

源回收量/垃圾產

生量 

45.2% 48.3% 55.0% 45.2% 

三 洗掃作業里程數 統計數據 
218,160 

公里 

254,520 

公里 

254,520 

公里 

254,520 

公里 

四 
道路側溝清淤長

度 
清淤長度統計 

77 

公里 

100 

公里 

110 

公里 

120 

公里 

五 

提 升 事 業

廢 棄 物 流

向 管 制 成

效 

一 

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審查 1 次

通過率 

統計數據(%) 70% 73% 76% 80% 

二 
事業廢棄物網路

申報率 
統計數據(%) 98.1% 98.1% 98.2%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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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5 106 107 108 

三 
處理機構評鑑績

優指標 

[(A 級家數*5+ B

級家數*4+ C 級

家數*3)/(總家數

*5)]*100% 

75% 78% 80% 82% 

六 

落 實 環 境

影 響 評

估，減輕環

境負荷 

一 
縮短程序審查 1

次告知比率 

計算方法=(1 次

告知件數/年收件

數)*100% 

50% 55% 60% 65% 

二 監督查核符合率 

計算方法=(監督

符合場次/每年總

查核場次)*100% 

70% 75% 80% 85% 

七 

打 造 快 速

稽查圈，提

升 為 民 服

務品質 

一 
縮短稽查處理時

間 

環保報案系統受

理錄案起至到場

稽查時間 

0.23 天/件 0.2 天/件 
0.19 天/

件 

0.19 天/

件 

二 
提升四小時到場

稽查比率 

環保報案系統受

理錄案起，於 4

小時內到場稽查

案件佔總受理案

件之比率 

85% 87% 8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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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107 年度施政計畫各策略目標及指標 

策略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107 年度

目標值 

一、環境永

續推動，落

實低碳生活

(6%) 

(一)環保署低碳社區認

證 新 增 及展 延 數 量

(2%) 

取得環保署低碳社區評等

認證里新增及展延數量

(處) 

20 處 

(二)桃園市溫室氣體盤

查(2%) 

完成桃園市行政轄區溫室

氣體盤查作業(%) 
100% 

(三)通過認證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數量(2%) 

通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

證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數

量(處) 

11 處 

二、落實污

染 減 量 工

作，改善空

氣品質(7%) 

(一)PM2.5 濃度(2%) 
本市 PM2.5 濃度逐年下降

(µg/m
3
) 

19µg/m
3
 

(二)提升低污染運具數

量(2%) 

當年度新增之電動二輪車

(輛) 
4,800 輛 

(三)污染源之排放管道

或防制設備與本局自

動連線監控數(2%) 

經由 CEMS 或防制設備操

作參數連線的污染源累計

數量(根次) 

100 根次 

(四)室內空氣品質列管

場所查核追蹤及輔導

執行率(1%) 

完成本市當年度室內空氣

品質列管場所之查核追蹤

及輔導改善家數之比率，計

算方法=(完成家數/列管家

數)*100% 

100% 

三、水質保

護及土壤整

治(4%) 

(一)河川重金屬銅達成

率(2%) 

河川重金屬銅達成率(%)=

檢測合格率次數/檢測總次

數 

83%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2-10 

策略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107 年度

目標值 

( 二 ) 列 管 污 染 農 地

167.54 公頃改善完成

率(2%) 

改善率(%)=107 年度改善

完成面積/106 年底以前列

管污染農地總面積 

(統計至 106 年底列管污染

農地面積為 167.54 公頃) 

23% 

四、資源回

收再利用，

市容環境再

提升(10%) 

(一)平均每人每日垃圾

產生量(公斤)(2%) 

垃圾產生量/(月日數×指定

清除地區期中人口數) 
1.03 

(二)資源回收率(2%) 
資源回收率=資源回收量/

垃圾產生量 
49% 

(三 )洗掃作業里程數

(2%) 
統計數據(公里) 

270,000

公里 

(四)道路側溝清淤長度

(2%) 
清淤長度統計(公里) 90 公里 

(五)移置占用道路廢機

動車輛(2%) 
移置數量(輛) 3,000 輛 

五、提升事

業廢棄物流

向管制成效

(6%) 

(一)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審查 1 次通過率

(2%) 

統計數據(%) 76% 

(二)事業廢棄物網路申

報率(2%) 
統計數據(%) 98.2% 

(三)處理機構評鑑績優

指標(2%) 

計算方法=[(A 級家數*5+ B

級家數*4+ C 級家數*3)/(總

家數*5)]*100% 

80% 

六、落實環

境 影 響 評

估，減輕環

(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通過比率(2%) 

計算方法=(3 次會議內審查

通過之案件數/當年審查通

過案件數)*1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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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107 年度

目標值 

境負荷(4%) (二 )監督查核符合率

(2%) 

計算方法=(監督符合場次/

每年總查核場次)*100% 
80% 

七、打造快

速稽查圈，

提升為民服

務品質(4%) 

(一)縮短稽查處理時間

(2%) 

環保報案系統受理錄案起

至到場稽查時間(天/件) 

0.19 天/

件 

(二)提升四小時到場稽

查比例(2%) 

環保報案系統受理錄案

起，於 4 小時內到場稽查案

件佔總受理案件之比率(%) 

87% 

八、推動桃

園市生質能

中心(2%) 

生質能中心可行性評

估與先期規劃、整體招

商作業(包含甄審、評

決與議約)及簽約事宜

(2%) 

計畫完成率(%) 100% 

九、清潔隊

員權益保障

與職業安全

衛生再提升

(6%) 

(一)實施勞工安全衛生

相關教育訓練(2%) 

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

練平均每年 2 小時 
2 小時 

(二)辦理員工健康檢查

(2%) 
員工健康檢查率(%) 90% 

(三)職安系統目標管理

方案達成率(2%) 

依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之要

求，建立目標制定方式與管

理方案實施方法，以達改善

之效 [1-( 逾期件數 / 總件

數)]*100% 

80% 

十、搖籃到

搖籃事業廢

棄物循環資

源化(1%) 

事業廢棄物資源循環

率(1%) 

[事業廢棄物資源化處理量

(不含焚化、掩埋)/廢棄物產

出量]*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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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107 年度施政計畫新增績效指標 

106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107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一、環境永續

推動，落實低

碳生活(4%) 

(一 ) 環保署

低碳社區認

證累計數量 

(2%) 

取得環保署

低碳社區評

等認證里累

計數量(處) 

一、推動環境

永續，落實低

碳生活(6%) 

(一 ) 環保署

低碳社區認

證新增及展

延數量(2%) 

取得環保署

低碳社區評

等認證里新

增及展延數

量(處) 

(二 ) 公用房

舍屋頂設置

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累計

裝 置 容 量

(2%) 

向能源局報

備同意備案

核准總累計

裝 置 容 量

(MW) 

(二 ) 桃園市

溫室氣體盤

查(2%) 

完成桃園市

行政轄區溫

室氣體盤查

作業 

- - 

(三 ) 通過認

證環境教育

設施場所數

量(2%) 

通過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認證之環境

教育設施場

所數量 

二、落實污染

減量工作，改

善空氣品質

(6%) 

(一 )PM2.5 濃

度(2%) 

本市 PM2.5濃

度逐年下降

(µg/m
3
) 

二、落實污染

減量工作，改

善空氣品質

(7%) 

(一 )PM2.5 濃

度(2%) 

本市PM2.5濃

度逐年下降

(µg/m
3
) 

(二 ) 提升低

污染運具數

量(2%) 

當年度新增

之電動二輪

車 

(二 ) 提升低

污染運具數

量(2%) 

當年度新增

之電動二輪

車 

(三 ) 污染源

之排放管道

或防制設備

與本局自動

連線監控數

(2%) 

經由 CEMS

或防制設備

操作參數連

線的污染源

累計數量 

(三 ) 污染源

之排放管道

或防制設備

與本局自動

連線監控數

(2%) 

經由 CEMS

或防制設備

操作參數連

線的污染源

累計數量 

- - (四 ) 室內空完成本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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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107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氣品質列管

場所查核追

蹤及輔導執

行率(1%) 

年度室內空

氣品質列管

場所之查核

追蹤及輔導

改善家數之

比率，計算方

法 =(完成家

數 / 列 管 家

數)*100%。 

三、水質保護

及土壤整治

(4%) 

(一 ) 河川重

金屬改善率

(2%) 

河川重金屬

改善率 (%)=

檢測合格率

次數/檢測總

次數 

三、水質保護

及土壤整治

(4%) 

(一 ) 河川重

金屬銅達成

率(2%) 

河川重金屬

銅 達 成 率

(%)=檢測合

格率次數/檢

測總次數 

(二 ) 列管污

染 農 地

135.56 公頃

改善完成率 

(2%) 

改 善 率

(%)=106 年

度改善完成

面積 /105 年

底以前列管

污染農地總

面積 

(統計至 105

年底列管污

染農地面積

為 135.56 公

頃) 

(二 ) 列管污

染 農 地

167.54 公頃

改善完成率

(2%) 

改 善 率

(%)=107 年

度改善完成

面積 /106 年

底以前列管

污染農地總

面積 

(統計至 106

年底列管污

染農地面積

為 167.54 公

頃) 

四、資源回收

再利用，市容

環境再提升

(12%) 

(一 ) 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

產 生 量 ( 公

斤) (2%) 

垃圾產生量

/(月日數×指

定清除地區

期中人口數) 

四、資源回收

再利用，市容

環境再提升

(10%) 

(一 ) 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

產 生 量 ( 公

斤)(2%) 

垃圾產生量

/(月日數×指

定清除地區

期中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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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107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二 ) 資源回

收率(2%) 

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

垃圾產生量 

(二 ) 資源回

收率(2%) 

資源回收率

= 資 源 回 收

量/垃圾產生

量 

(三 ) 洗掃作

業 里 程 數

(3%) 

統計數據 (三 ) 洗掃作

業 里 程 數

(2%) 

統計數據 

(四 ) 道路側

溝清淤長度

(3%) 

清淤長度統

計 

(四 ) 道路側

溝清淤長度

(2%) 

清淤長度統

計 

(五 ) 移置占

用道路廢機

動車輛(2%) 

移置數量 (五 ) 移置占

用道路廢機

動車輛(2%) 

移置數量 

五、提升事業

廢棄物流向

管 制 成 效

(6%) 

(一 ) 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

畫書審查一

次 通 過 率

(2%) 

統計數據(%) 五、提升事業

廢棄物流向

管 制 成 效

(6%) 

(一 ) 事業廢

棄物清理計

畫書審查一

次 通 過 率

(2%) 

統計數據(%) 

(二 ) 事業廢

棄物網路申

報率(2%) 

統計數據(%) (二 ) 事業廢

棄物網路申

報率(2%) 

統計數據(%) 

(三 ) 處理機

構評鑑績優

指標(2%) 

計 算 方 法

=[(A 級家數

*5+ B 級家

數*4+ C 級

家數 *3)/( 總

家 數

*5)]*100% 

(三 ) 處理機

構評鑑績優

指標(2%) 

計 算 方 法

=[(A 級家數

*5+ B 級家

數*4+ C 級

家數 *3)/( 總

家 數

*5)]*100% 

六、落實環境

影響評估，減

(一 ) 縮短程

序審查 1 次

以 1 次告知

件數佔年收

六、落實環境

影響評估，減

(一 ) 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

計算方法=(3

次會議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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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107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輕環境負荷

(6%) 

告 知 比 率

(3%) 

件數之比率

計算 

輕環境負荷

(4%) 

通 過 比 率

(2%) 

查通過之案

件數/當年審

查通過案件

數)*100% 

(二 ) 監督查

核 符 合 率

(3%) 

計 算 方 法

=(監督符合

場次/每年總

查 核 場

次)*100% 

(二 ) 監督查

核 符 合 率

(2%) 

計 算 方 法

=(監督符合

場次/每年總

查 核 場

次)*100% 

七、打造快速

稽查圈，提升

為民服務品

質(4%) 

(一 ) 縮短稽

查處理時間

(2%) 

環保報案系

統受理錄案

起至到場稽

查時間 

七、打造快速

稽查圈，提升

為民服務品

質(4%) 

(一 ) 縮短稽

查處理時間

(2%) 

環保報案系

統受理錄案

起至到場稽

查時間 

(二 ) 提升四

小時完成稽

查比例(2%) 

環保報案系

統受理錄案

起，於 4 小時

內到場稽查

案件佔總受

理案件之比

率 

(二 ) 提升四

小時完成稽

查比例(2%) 

環保報案系

統受理錄案

起，於 4 小時

內到場稽查

案件佔總受

理案件之比

率 

八、推動桃園

市生質能中

心(2%) 

生質能中心

可行性評估

與 先 期 規

劃、整體招商

作業(包含甄

審、評決與議

約)及簽約事

宜(2%) 

計畫完成率 八、推動桃園

市生質能中

心(2%) 

生質能中心

可行性評估

與 先 期 規

劃、整體招商

作業(包含甄

審、評決與議

約)及簽約事

宜(2%) 

計畫完成率 

九、清潔隊員

權益保障與

(一 ) 實施勞

工安全衛生

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教育

九、清潔隊員

權益保障與

(一 ) 實施勞

工安全衛生

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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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107 年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施政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職業安全衛

生 再 提 升

(6%) 

相關教育訓

練(2%) 

訓練平均每

年 2 小時 

職業安全衛

生 再 提 升

(6%) 

相關教育訓

練(2%) 

訓練平均每

年 2 小時 

(二 ) 辦理員

工健康檢查

(2%) 

員工健康檢

查率(%) 

(二 ) 辦理員

工健康檢查

(2%) 

員工健康檢

查率(%) 

(三 ) 完成作

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

制(2%) 

依職業安全

衛生政策之

要求，建立目

標制定方式

與管理方案

實施方法，以

達改善之效

[1-(逾期件數

/ 總 件

數)]*100% 

(三 ) 職安系

統目標管理

方案達成率

(2%) 

依職業安全

衛生政策之

要求，建立目

標制定方式

與管理方案

實施方法，以

達改善之效

[1-(逾期件數

/ 總 件

數)]*100% 

- - - 

十、搖籃到搖

籃事業廢棄

物循環資源

化(1%) 

事業廢棄物

資源循環率

(1%) 

[事業廢棄物

資源化處理

量 ( 不 含 焚

化、掩埋)/廢

棄 物 產 出

量]*100% 

 

2.3 協助環保署考核相關作業成果 

本計畫協助環保局進行環保署環境保護績效考核相關作業，以掌握及

呈現桃園市之環境保護績效，並盡力促成環保局取得優等之考核成果。環

保署考核內容分為污染防治類(80 分)、綜合業務類(20 分)及其他「重大環

保事務之因應、處理及創新作為」(加減 10 分)等三類 14 項指標(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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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本市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核項目自訂權重與權責單位表 

類別 考核項目 
桃園市環保局

自訂權重 
權責單位 

一、污 染 

防 治 (權

重 合 計

80%) 

1.空氣污染、噪音及室內空

氣品質管制(12%~20%) 
14% 

空保科、噪管科、稽

查科 

2.水污染防治(12%~20%) 12% 水保科 

3.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9%~17%) 
9% 

水保科 

4.廢棄物資源循環零廢棄

(15%~23%) 
15% 

廢管科、事廢科、環

境清潔稽查大隊 

5.環境衛生管理(8%~14%) 8% 
水保科、環境清潔稽

查大隊 

6. 毒物及化學物質管理

(4%~8%) 
5% 

事廢科、空保科 

7. 公害陳情及糾紛處理

(6%~8%) 
8% 

稽查科 

8.重大污染管制複查績效

(6%~12%) 
9% 

稽查科 

二、綜 合 

業 務 (權

重 合 計

20%) 

9.環境教育(7%~11%) 7% 永續科 

10.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監

督(3%~6%) 
6% 

規劃科 

11. 資 源 回 收 工 作 績 效

(4%~8%) 
4% 

廢管科、環境清潔稽

查大隊 

12.綠色生活推廣(2%~6%) 3% 永續科 

13.訴願業務辦理績效 
採減分方式評

分(0~-1 分) 

秘書室 

三、其他 
14.重大環保事務之因應、處

理及創新作為 

採加減分方式

評分 (-10~+10

分) 

稽查科 

權 重 總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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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工作成果說明如下： 

一、建立考核相關資料： 

本計畫已取得 107 年度環保署各項地方績效考核計畫之考核項目

及權重、考核對象、考核指標、評分方式、各科室分工、幕僚單位與

業務單位聯繫窗口等內容，完成推動內容與承辦人員之掌握。 

二、建立進度追蹤管制表，並每季進行進度稽核： 

依據考核項目內容及環保署之規定，訂定進度管制表，本計畫配

合環保局要求，體依績較考核呈現方式，以利後續進度追蹤與成效呈

現，並將成果呈現方式歸納為 5 種類別，說明如下： 

(一) 以文字說明「由環保署查核計算」：無法以分數呈現者(如環保

署評分項目)。 

(二) 以文字說明 「每年 1 月 10 日前將前年具體事證提報督察總 

隊」：無法以分數呈現者(如隔年度才會知道本年度執行成效項

目)。 

(三) 分數呈現：為每季辦理之活動，故分 4 季進行進度追蹤。 

(四) 分數呈現(加減分)：如目標為得滿分，則以滿分在一開始執行

時，未達到再扣分方式呈現。 

(五) 分數呈現(12 個月平均)：平均 12 個月，每月預定達成目標。 

本計畫亦針對各考核項目設計自評表，提供業務科自我評核。本

計畫每季進行進度稽核，於 107 年 5 月 31 日請各業務科及大隊填報

自評表，進行第一次進度稽核。本計畫於彙整各業務科及大隊自評表

內容後，提報「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及環境保護績效考核執行

進度第 1 次檢討會議」(107 年 6 月 29 日)進行研商。 

三、建立持續改善機制： 

本計畫協助於 107 年 6 月 29 日辦理「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

標及環境保護績效考核執行進度第 1 次檢討會議」；於 107 年度 11 月

19 日辦理「107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執行進度

第 2 次檢討會議」。將執行率於 90%以下之考核項目呈現於「績效考

核項目執行落後率說明表」(如表 2.3-2)，以了解執行率落後之原因，

並進一步探討改善措施，以達到績效考核項目皆可達成執行率 90%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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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項目執行率落後說明表(範例) 

權責 

科室 
考核項目 考核指標 

107 年

1~10 月預

計達成率 

107 年

1~10 月實

際達成率 

說明 

事廢科 

毒物及化

學物質管

理 

環境用藥查

核 
100% 10% 

因販賣環境用藥業者

自主檢查確實，故查

獲過期環境用藥情況

較少。 

大隊 
環境衛生

管理 

登革熱、環保

設施場所臺

灣鋏蠓、居家

周圍紅火蟻

防治 

100% 50% 

1.預計 12 月底完成下

半年成果。 

2.本案每月紅火蟻監

測均已執行完成。 

…
      

 

四、召開 2 場次績效考核執行進度研商會議： 

本計畫協助辦理 2 場次(107 年第一季及第三季)績效考核執行進

度研商會議，主要目的為追蹤及檢討各考核項目之執行狀況與改善情

形。 

第 1 場次已於 107 年 6 月 29 日辦理完畢，對象為環保局各業務

科承辦人，共計 20 餘人與會。本次研商會議部分單位因資料彙整無

法提報資料及少部分無規劃執行項目外，其餘項目於第 2 次執行進度

研商會議前即可達標。根據主席之裁示，各單位應達成執行率 90%之

目標，並於 11 月辦理之第 2 次執行進度研商會議。 

第 2 場次已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辦理完畢，針對 107 年 1 至 10

月之執行進度未達 90%考核項目，請各權責科室進行說明，詳見附件

2.3-4 及附件 2.3-5。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2-20 

2.4環境保護白皮書與環境負荷編修與更新成果 

2.4.1 白皮書編審委員會 

本計畫賡續 106 年環境保護白皮書委員(表 2.4-1)，係考量桃園市在地

性及擔任桃園市環境保護相關委員會委員，可提供跨領域與桃園在地環境

保護相關支援，提供各章節撰寫內容之修訂建議。 

 

表 2.4-1、環境保護白皮書編審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名單 

序號 姓名 現職 

1 曾迪華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榮譽教授 

2 李崇德 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 

3 周錦東 黎明技術學院校長 

4 王俊淵 前環保署處長 

5 張育傑 臺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教授 

 

2.4.2 研商會議推動成果 

本計畫於 7 月份於各科室進行訪談，將章節從 12 章節整併調整為 10

個章節，同時進行內容更新與修正，與 107 年 10 月 9 日進行局內諮詢會

議(議程表如表 2.4-2 所示，開會通知單如附件 2.4-1)，除了說明本(107)年

度之環境保護白皮書章節調整、數據統計區間外，亦說明 107 年度環境保

護白皮書(初稿)內容與還需各業務科補充之內容。而根據會議中主席裁示

與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如圖 2.4-1 所示)，請各業務科補充內容、數據更新、

補充照片，會議紀錄如附件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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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初稿)研商會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單位 

13:30~13:35 主席致詞 環保局 

13:35~13:40 業務科報告 規劃科 

13:40~14:00 環境保護白皮書(初稿)撰寫內容說明 毅泰公司 

14:00~14:15 環境保護白皮書(初稿)各科需補充內容說明 
規劃科 

毅泰公司 

14:15~15:00 綜合討論 各科室 

15:00~15:05 臨時動議 各科室 

15:05~ 散會 - 

 

 

圖 2.4-1、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初稿)研商會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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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環境保護白皮書章節架構與內容 

環境保護白皮書章節內容以概要與現況分析、管制方式與推動措施、

成果與展望等三部分進行內容撰寫，本(107)年度與各科室訪談後，原 12

章節調整為 10 章節。原第六、七章整併為一個章節，說明桃園市透過 6

個稽查駐點(桃園、中壢、大園、觀音、龍潭、楊梅)提升稽查效率，再透

過成立環境污染監控中心，運用 e 化派遣，縮短陳情案件處理時效，同時

配合科技化稽查行動、罰款催繳，提升桃園市環境品質；原第八章因章節

整併調整為第七章，章節名稱由「環境教育及節能減碳」調整為「環境教

育及低碳綠色城市」，章節內容亦同時進行調整，從原 5 個小章節整併為 4

個小章節，原「8.4 節能減碳」、「8.5 社區營造」調整為「7.4 桃園市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說明桃園市為發展低碳綠色城市，公告「桃園市發展低

碳綠色城市自治條例」並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旗艦計畫」及「桃

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以達成桃園市市政願景「桃園綠色新生活」，而

環境負荷部分，更新於第 1.3 章節，詳細章節撰寫內容如表 2.4-3 所示，

封面意象設計底稿如圖 2.4-2 所示，環境保護白皮書修正稿內容詳見附件

2.4-3。 

表 2.4-3、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章節架構與內容 

章 節 內容 

序言 市長及局長 由市府長官(市長及局長)撰寫展望，並肯定環

境保護工作人員多年來的努力，為滿足市民

追求更好的環境品質，已著手從工業城市逐

步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環境管理措施由消

極的管末管制，朝向整合、低碳及永續的城

市環境管理，以「藍天綠地、青山淨水、全

民環保、永續家園」為願景，積極推動環境

保護工作，以提升環境品質，達成永續發展

之目標。 

目錄 章節目錄 

附錄 
- 

第一章 1.1 地理位置 以桃園市地理位置及行政區分布的敘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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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內容 

桃園市環境現

況 

主。 

1.2 自然環境 以桃園市土地面積、地形、地質、氣候(季風、

雨量、溫度)、河川、埤塘等進行環境的介紹。 

1.3 環境負荷 以設籍人數(設籍人口、外籍移工)、觀光人

數、產業發展、能源耗用、土地開發、設籍

車輛等，會造成環境污染之原因進行數據彙

整。 

1.4 環境品質 以空氣污染指標、水質檢測指標、噪音監測

情況、廢棄物申報量等資料，同時針對環境

保護政策定位與相關計畫進行介紹。 

第二章 

空氣污染防制

與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 

2.1 固定污染源 操作參數連線、中油桃煉廠專案管制、揮發

性有機物一年一行業深度查核、加油站管

制、鍋爐改燒天然氣、協商大廠自主減量、

工業區微型監測器監控、戴奧辛管制、產業

環保技術服務。 

2.2 移動污染源 高污染柴油車淘汰、五星級排煙檢測站、柴

油車補助加裝濾煙器、烏賊車管制、機車定

檢、二行車機車加速淘汰、綠能運具推廣、

電動巴士運行補助、空氣品質維護區。 

2.3 逸散污染源 營建工程、砂石場、露天燃燒、空品淨化區、

裸露地綠化改善。 

2.4 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 

室內空氣品質實施各項管制作為與成果：法

規與推動方法，各類型列管場所管制輔導、

寺廟室內空氣品質監測、敏感族群室內場所

輔導、多元宣導與輔導。 

第三章 

水、土壤污染防

治與飲用水管

理 

3.1 河川污染防

治 

主要河川(南崁溪、老街溪、新街溪、社子溪

及埔心溪)背景、監測數據、總量管制、現地

水質淨化設施、配合水務局推動污水下水道

設施、河川認養、水岸環境活化治理。 

3.2 海洋污染防

治 

海域水質監測、污染事件、海洋污染應變演

練、污染稽查、應變設備地圖、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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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海岸管理工程處。 

3.3 飲用水管理 自來水近年供水普及率、災後飲用水抽驗管

制、自來水水質抽檢成果、飲用水設備維護

稽查成果。 

3.4 土壤與地下

水污染整治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現況、污染場址數量、工

業區分級燈號管制、加油站地下儲油槽自主

分級管理制度。 

第四章 

廢棄物管理 

4.1 一般廢棄物

清理 

一般廢棄物產出及清除現況、一般廢棄物處

理設施(掩埋場、焚化廠、資源回收處理廠)、

巨大廢棄物清運處理、廚餘處理、輔導回收

及處理業者、生質能源中心。 

4.2 資源回收利

用 

資源回收項目、回收量及回收率、源頭減量(包

裝減量、限塑政策、垃圾破袋查核)、資源回

收管道(學校/社區/機關管體/回收業者掌握回

收量、協助個體業者、設置資源回收桶、桃

樂資收站)、宣導活動、評比競賽。 

4.3 事業廢棄物

管制 

事業廢棄物產出量、列管家數、清理處理方

式、許可審查、現場稽巡查、流向勾稽、評

鑑家數及結果、環保科技園區、循環經濟特

展。 

第五章 

建構寧適家園 

5.1 噪音管制 道路與環境噪音、一般噪音、航空噪音、路

上運輸系統、機動車輛噪音、營建工程噪音、

航空噪音防制費及回饋金、噪音陳情案件比

例。 

5.2 非游離輻射

管理 

非游離輻射管制現況、調查及監測成果。 

5.3 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 

列管場所數量、許可制度源頭查核、流向異

常勾稽、輔導查核管理、毒化物災害應變演

練、教育宣導。 

5.4 環境清潔維

護 

環境衛生管理(觀光景點查核、海岸地區清

潔、人口密集地區加強巡檢、加強溝渠清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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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廣告物管理、公廁管理、登革熱防治。 

5.5 環境用藥 環境用藥查核管制內容、環境用藥(製造業

者、販賣業者、病媒蚊防治業者)列管家數、

業者輔導與稽核次數。 

第六章 

環境品質及資

訊公開 

6.1 環境污染監

控 

創立環境污染監控中心、建置天羅地網預警

監控系統、布設空氣品質感知器、設置 CCTV

即時監視系統、設置高污染風險事業即時監

控。 

6.2 稽查行動 污染熱區勤查重罰、分區駐點迅速稽查(4 小

時快速稽查)、分案稽查提升效能、線上即時

指揮辦案、科學儀器輔助破案(UAV 無人機的

空污檢測、貓頭鷹計畫)、資訊 e 化管理、提

高民眾滿意度。 

6.3 罰鍰催繳 建置罰鍰稽催管理資訊系統、公害陳情量/稽

查次數/告發件數/裁罰金額、訂定作業要點、

106 年未繳款案件。 

6.4 環境資訊公

開 

本府環保局官網公開資訊、主題網站、手機

APP。 

第七章 

環境教育及低

碳綠色城市 

7.1 教育宣導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辦理環境講

習、多元化推動(環境教育嘉年華、環境教育

繪本、環教故事說演人員、在地環境體驗活

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體驗活動、環境知識

競賽、環境教育大使形象塑造)、環境教育資

訊系統。 

7.2 環保志工 106 年環境保護志工運用單位類型與人數、志

工(環境保護志工隊、水環境巡守隊、環境教

育志工、海岸巡護隊)服務內容、環保志工精

進計畫。 

7.3 綠色消費 綠色消費定義、民間企業團體綠色家數與採

購金額、綠色消費宣導活動場次。 

7.4 低碳綠色城 透過公告「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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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例」、成立「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推動小

組」，整合並推動「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

旗艦計畫」及「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使桃園市逐步邁向「桃園綠色新生活」之市

政願景。 

第八章 

環境影響評估

及綜合業務 

8.1 環境影響評

估 

環境影響評估列管案件現況、開發型態、監

督查核作業、環評會議審查案件數、法令宣

導說明會。 

8.2 綜合業務 環保法令查詢案件數量與類型 

第九章 

國際參與合作 

氣候變遷因應與低碳城市推動(參與 ICLEI、COP、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發表「航空城-經濟

與環境的衝突」計畫 )、空氣品質保護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

(CAA))、循環經濟推動。 

第十章 

未來展望 

為了實現「藍天綠地、青山淨水、全民環保、永續家園」願景，

環保局目前推動成果之未來推動措施與目標等內容，讓市民可以

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與品質。 

附錄 1. 沿革 

2. 組織與人力 

3. 預算編列與執行 

4. 法令建置 

5. 環保大事紀 

 

圖 2.4-2、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封面意象設計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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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航空城環保政策推動與執行成果 

桃園航空城計畫係經行政院 98 年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80073417

號函核定通過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期透過經濟發展新藍圖，達到活力

經濟、永續台灣之發展願景。又「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案」(以下簡稱航空城)業於 103 年 7 月 29 日經內政部都委會審定通

過，推動旅運及產銷園區、行政及商業服務區、物流經貿園區、綠色創新

產業園區、樂活優質住宅區等五大重點發展區域，納入永續發展之理念，

期建構綠色低碳、生態、永續智慧及韌性等原則之永續發展園區。根據航

空城公司之資料其永續規劃方向概述如下： 

(一) 綠色低碳：包括綠能、低碳指標、綠建築及綠藍帶環境整合、

綠色運輸等。 

(二) 生態：包括監控氣候變化、保育活化埤塘、建構和諧生態環境

等。 

(三) 永續智慧：包括健全環境社會及經濟、智慧城市、宜居宜業。 

(四) 韌性：包括韌性城市體系、韌性基礎建設、韌性建築等。 

有鑑於此永續發展的構想，桃園市政府於 102 年起進行航空城環境永

續指標之研議，因航空城都市相關審定尚進行中且尚無相關廠商類型，故

考量未來仍有環評需求，於 103 年起改為研訂「航空城永續指標評估系統

-開發案類別及自我檢核表」，以政策評估書之環境考量與因應對策訂定較

高標準或額外要求之環境考量，促使業者主動提升環境改善績效，而考量

並非所有的航空城區域內之開發案皆會達到應辦理環評之規模，爰於 103

年研析適合航空城之環境永續評估指標及訂定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

核表，作為航空城區域內未來開發案件之推動依循。 

106 年度參考愛爾蘭都柏林、綠色城市(德國、亞洲、拉丁美洲)、美國

西雅圖永續社區、歐洲議會都市永續指標、聯合國永續指標、瑞典瑪爾摩、

美國芝加哥城市建築永續、新加坡永續指標、香港永續指標、IBM 智慧城

市、高雄市永續發展指標等國內外指標，並檢討先前研析之航空城各項開

發行為之環境永續指標，以經濟、環境、社會、制度等四面向，及市長綠

色經濟版航空城之願景，修正且調整永續指標，並由市府各局處負責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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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狀況；併同檢視原訂定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適用性，以開

發區位、物化環境、生態環境、景觀遊憩、社會經濟、交通運輸、文化資

產等環評面向，提供開發案個案使用，讓航空城開發更為永續。 

本(107)年度除檢討自我檢核表外，考量航空城都市計畫審定即將完成，

將開始進入區段徵收與招商作業，環境相關需求亦須及早納入規劃，以利

預先因應與發展一個具有環境永續概念的航空城。此外，由於航空城為一

區域計畫，其開發規模已是一個小型的市鎮，且產業聚落、住宅區位、基

礎建設、生態保育等規劃完善，因此本計畫將航空城特定區定位為城市層

級，回顧城市層級之國內外永續指標，並考量桃園市需求進行綜整濃縮、

聚焦可用部分，以作為後續應用參考。 

 

3.1 「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修訂與試填作業輔導成果 

為了解國內外對於城市永續發展的願景、推動方式與管考之指標內容，

本計畫蒐集彙整國內外與航空城相關之城市永續發展指標，主要蒐集方向

與城市型態為直接研析航空城永續發展之研究、國家型指標(聯合國永續發

展指標)、願景或目標型城市指標(如歐洲議會都市指標、歐洲綠色首都、

IBM 智慧城市)、工業轉型為低碳綠色城市、具有樞紐航空站之城市等。

蒐集彙整成果可參考下表 3.1-1，各個國內外指標系統之內容說明如下。 

 

表 3.1-1、可供桃園航空城參考之各國內外城市層級永續發展指標彙整表 

國家/ 

城市指標名稱 

城市產業特點 指標

面向

數 

指標

數 

永續指標面

向 
備註 

工業城市轉型

低碳綠色城市 

具樞紐型

國際機場 

經

濟 

環

境 

社

會 

制

度 

1.聯合國永續指標 - - 14 44 Ｖ Ｖ Ｖ Ｖ 國家型指標 

2.歐洲議會都市永

續 
- - 3 14 Ｖ Ｖ Ｖ 

 

願景或目標

型城市指標 

3.IBM 智慧城市 - - 3 9 Ｖ 
 

Ｖ Ｖ 
願景或目標

型城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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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城市指標名稱 

城市產業特點 指標

面向

數 

指標

數 

永續指標面

向 
備註 

工業城市轉型

低碳綠色城市 

具樞紐型

國際機場 

經

濟 

環

境 

社

會 

制

度 

4.綠色城市指標-歐

洲 
- - 8 30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5.綠色城市指標-拉

丁美洲 
- - 8 31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6.綠色城市指標-亞

洲 
- - 8 29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7.歐洲綠色首都 - - - 12 Ｖ Ｖ Ｖ Ｖ 
願景或目標

型城市指標 

7.愛爾蘭都柏林永

續發展指標 
Ｖ Ｖ 10 37 Ｖ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8.瑞典馬爾摩 Ｖ Ｖ 9 
行動

項目 
Ｖ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9.美國西雅圖永續

社區指標 
Ｖ Ｖ 5 40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10.美國芝加哥城市

建築永續 
Ｖ Ｖ 10 33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11.新加坡永續指標 
 

Ｖ 6 23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12.香港永續指標 
 

Ｖ 8 40 Ｖ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13.高雄市永續發展

指標 
Ｖ Ｖ 10 88 Ｖ Ｖ Ｖ Ｖ 城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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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修訂「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 

桃園市政府(時為桃園縣)於 103 年時因應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案於

103 年 7 月 29 日審議通過，計畫範圍內將衍生大量環評案件。為加速環評

審查時效及降低環評變更頻率，縮短整體開發前置作業時程，並納入航空

城發展願景規劃評估與涵蓋區域發展全生命週期之概念，故擬訂「航空城

環評開發案徵詢機制」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

以打造生態永續國際級的航空城市。 

該檢核表將環評評估項目內容區分為（1）氣象、空氣品質；（2）水

文及水質；（3）地形、地質及土壤；（4）廢棄物；（5）噪音與振動；（6）

文化；（7）生態環境；（8）交通；（9）景觀及遊憩；（10）社會經濟等十

面向，103 年檢核表共計 51 項評估項目，本次則以施工期間與營運期間執

行之檢核項目進行規劃，使開發單位以勾選方式填寫、說明。 

考量本表為提供環評開發單位使用，故回歸環評內容進行檢核表之規

劃。另考量溫減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雨水貯留、資源循環、政策說

明書、逕流分擔原則等內容進行，並以先期區位與現況評估、施工期間及

營運期間進行檢核項目分配，彙整如表 3.1-2 至表 3.1-4。 

  



第三章 航空城環保政策推動與執行成果 

 3-5 

表 3.1-2、自我檢核表先期區位評估與現況調查項目 

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有斷層分佈 

 土壤性質 

 地形特質 

-- 都發局 

  土壤  土壤污染列管場址

(如農地重金屬污

染) 

-- 環保局 

  水文水質  河川區域、地下水

管制區、洪水平原

管理制、水道治理

計畫用地、排水設

施或排水集水區範

圍 

 

 本市全境為水污染

管制區 

 有埤塘 

 易淹水區域 

 河川污染程度 

 用水計畫 

 排水計畫(土地

開發面積達 1 公

頃以上，考量逕

流分擔及出流管

制原則) 

 水資源來源 

環保局、水務

局、經發局、

都發局 

  空氣品質  本市全境為 PM2.5三

級防制區，其餘污

染物為二級防制區 

 TSP、PM2.5、

PM10、NOx、

SOx、O3 

環保局 

  噪音振動  位於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 

 位於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 

 位於第四類噪音管

制區 

 位於航空噪音防制

區 

 振動源 

 噪音現況 

 噪音來源、特

性、指標 

民航局、環保

局 

  廢棄物 --  廢棄物處理管道 

 回收與再利用管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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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道 

生態環境 陸域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或珍貴植物 

 陸域生態現況 農業局 

  水域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或珍貴植物 

 水域生態現況 農業局 

景觀遊憩 景觀美質  景觀視野 -- 都發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人口數量與密度 

 聚落分佈 

 住宅與停車場 

-- 民政局、都發

局 

交通運輸 道路  位於大眾捷運系統

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位於公路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高鐵兩側限建地區 

 聯外道路 

 軌道運輸 

-- 捷運工程局、

都發局建管處 

文化資產 文化保護  是否位於文資法第

三條所稱之文化資

產所在地或保存地

或鄰接地 

 如確認所查區域

位於古蹟定著土

地週邊，其建築

量體配置、高

度、造型、色彩

及風格等相關事

項應供審查，以

避免影響古蹟風

貌保存(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8

條、39 條)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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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其他 其他區位  民航法禁止或限制

建築地區或高度管

制範圍 

 飛航管制區 

 林業用地 

 特定農業區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

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 

 其他環境敏感區或

特定區 

-- 民航局、農業

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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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預測開發行為「施工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

我檢核表 

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基地土方挖填方式

或來源，及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法 

 

 挖填後地形變化狀

況 

 提出剩餘土石方先期

規劃構想，並朝區內土

石方挖填平衡方向為

原則 

 挖填數量最小、維持原

有自然地形地貌為原

則 

都發局 

  土壤  受污染農地變更後

之使用 

 土壤品質若有高於土

壤污染監測標準，開發

單位應採適當措施 

環保局 

  水文水質  地表逕流預測 

 

 

 是否屬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一級營建工

地 

 廢污水產生與處理 

 

 用水量及來源 

 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

上，檢送排水計畫書審

查 

 採行逕流廢水削減措

施 

 

 實施員工生活污水妥

善處理措施 

 洗車或灑掃作業可使

用沈砂池收集水、雨水

回收及水資源回收中

心放流水作為用水來

源 

 

水務局 

 

 

環保局 

  氣象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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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空氣品質  預測 TSP、PM2.5、

PM10、NO2、SO2濃

度，且日平均目標

值低於法規規定 

 施工期間採行營建工

程逸散粉塵合成防制

效率達 55％以上或選

用優級以上效率之空

氣污染防制措施 

 施工車具應有清洗及

防塵措施 

 開發單位於施工期間

應優先採用電力施工

機具，如須採用燃油引

擎施工機具，應加裝濾

煙器或排氣處理設

備。禁止 88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廠之一、二期

柴油大客貨車及小貨

車進入工地，且進入工

地之柴油車輛應出具

一年內排氣檢測結果

符合四期以上排放標

準證明 

 

環保局 

  噪音振動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環保局 

  廢棄物  廢棄物產生量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項目與產生量 

 廢棄物清理及再利

用方式 

 考量各種工法在現地

所需之材料、水與廢棄

物之產生量，以現地廢

棄物產生量最少化進

行規劃設計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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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生態環境 陸域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農業局 

  水域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鄰近河段避免直接於

河床施以破壞或改變

性之工程動作 

水務局 

景觀遊憩 景觀美質  整體景觀意象  設置工程綠圍籬 都發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民政局、都發

局 

交通運輸 道路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交通局 

文化資產 文資保護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六」

規定評估預測 

 

--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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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預測開發行為「營運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

我檢核表 

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 -- 都發局 

  土壤  受污染農地變更後

之使用 

 土壤品質若有高於土壤

污染監測標準，開發單

位應辦理定期監測 

 

 

環保局 

  水文水質  地表逕流預測（建議

採用 100 年重現期

距最大時降雨量及

24 小時累積總雨量

進行推估，以達航空

城 100 年不淹水之

目標） 

 

 

 

 

 

 

 用水量及來源（用水

計畫及回收水或再

生水使用措施） 

 

 

 

 

 

 

 

 依據排水計畫書進行相

關防洪排水作業，排水

計畫應考量氣候變遷因

素及航空城 100 年不淹

水政策。於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範圍內之開發

案設置滯洪或貯留設施

分擔逕流量 

 工程考慮土地水份涵養

能力之設計 

 政府應於河川及區域排

水兩側劃設 10M 綠

帶，留設洪患緩衝空間 

 1 公頃以上之開放性公

共設施應留設供具雨水

貯留功能之設施。住宅

區、商業區/車站專用

區、產業專用區設置雨

水貯留比例達 30%；公

共設施用地雨水貯留比

例達 50% 

 除第二種住宅區外，建

築基地開發規模達

水務局 

 

 

 

 

 

 

 

 

 

 

 

 

都發局、水

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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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廢污水產生與處理 

2,000m²者設置充足之雨

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

再利用相關設施 

 

 承諾新闢工業區廢污水

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達

70%。(用水計畫書承諾

產業用水回收循環利用

水回收率達 30%以上) 

 開發案應實施相關節水

措施（如採用符合國家

省水標章認證之省水器

材並監測與改善漏水

率）具廢(污)水回收再利

用等對策，或使用一定

比例之再生水資源 

 使用再生水(系統再生

水) 

 配合規劃下水道建設，

納入污水處理廠進行處

理 

 

 

 

 

水務局、環

保局、經發

局 

 

 

 

  氣象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附

件六、附表六」規定

評估預測 

 

-- -- 

  空氣品質  預測 TSP、PM2.5、

PM10、NO2、SO2、

O3濃度，且日平均

目標值低於法規規

定 

 

 各污染物排放量應符合

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書所訂之各項減量要

求，航空城內開發案至

少包括 PM2.5及 PM10 

 配合未來實施各污染物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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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溫室氣體排放 

之相關抵換措施並符合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

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

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

則」 

 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

源污染物採用最佳可行

控制技術 

 既有生煤鍋爐符合空氣

污染物加嚴排放標準，

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進入計畫區之空氣品質

淨區(cleanzone)，「限制

區」使用符合當期最新

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

輛，或替代燃料、複合

燃料及電動車輛 

 定期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與查證 

 擬定設置充電站及電池

交換站，並規劃低污染

運具專用停車區域 

  噪音振動  納入噪音累加延時

暴露影響評估 

 建物採用防音建材以降

低航空及陸上運輸系統

噪音之影響 

 周邊人行道路旁設置景

觀圍籬避免噪音直接傳

遞至人行道旁 

 路面採用相關低噪音鋪

面與限制行車速率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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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廢棄物  廢棄物產生量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項目與產生量 

 廢棄物清理及再利

用方式 

 廢棄物採行「資源循環

零廢棄」為優先推動方

案，如依據廢清法第 39

條進行再利用 

 廢棄物委託合格之公民

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產

出資源化產品 

 

環保局 

生態環境 陸域  保留綠化空間增加

棲地、廊道等陸域棲

地營造 

 原有現存植被面積予以

保留或預留再綠化空間 

 開發案設計中利用空間

進行生態綠化以創造生

態面積 

 開發案設計中保留埤塘

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空

間 

 各個公園綠地使用本地

種物，取代外來種園藝

植物，並注意鳥、蟲、

魚之食物鏈關係 

 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以喬

木及複層植栽綠化面積

達法定空地之 60％；建

築物屋頂設置屋頂層面

積 50％以上綠化面積；

公園、綠地、廣場等公

共設施用地應留設用地

總面積 50％以上綠化面

積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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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水域  鄰近水域空間之開

發案是否有設置生

態廊道之可能性 

 設置與水域相連之生態

廊道，可使用綠化空間

與水域相連 

水務局、都

發局、農業

局 

景觀 景觀美質  整體景觀意象  依都市計畫規定各分區

法定建蔽率加 10%為上

限，且不超過 80%及臨

建築線至少退縮 4m 為

原則，減少建築基地地

下層開挖規模 

 依都市計畫規定將臨街

計畫道路、基地內指定

位置、指定留設廣場、

鄰接公共設施用地，退

縮建築並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與人行步道，增加

都市開放空間 

 人行出入口有 2 公尺寬

以上人行淨空間 

 堤岸坡度與原河道周圍

自然地形結合 

 

都發局、水

務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建築綠化 

 

 

 

 

 

 

 

 

 

 公有建築物規劃取得銀

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建築基地開發規模達

2,000m²者，規劃建築物

取得銅級以上綠建築標

章。前述規定取得綠建

築標章者，至少審核通

過「綠化量」、「基地

保水」、「水資源」及

「日常節能」等門檻指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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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能源使用與節能 

 

 

 

 

 

 

 

 

 

 

 再生能源使用量 

標 

 在設計時，考慮後續使

用時耗能較低之建材，

並評估工法所需使用之

機具設備，選用耗能較

低之方案 

 製程或服務承諾採用節

能設計、設備，並評估

使用廢熱等能源再利用

的規劃與考量 

 

 

 本市新建、增建或改建

之建築物，鼓勵設置綠

化設施或再生能源，但

須符合下列要求：斜屋

頂及應留設避難平臺以

外之屋頂平臺及露臺部

分，設置二分之一以上

之綠化設施或再生能源

設施者，得不計入屋頂

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

和。其再生能源設施設

置之高度，自屋頂面起

算以四點五公尺為限 

 若為本府公告指定電力

用戶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所訂之用電契

約，其約定最高之用電

需量在一定容量以上

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

當場所，設置一定裝置

 

經發局 

 

 

 

 

 

 

 

 

 

 

都發局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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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容量以上之太陽能、風

能或其他綠能等設備 

 承諾配合本市低碳綠色

城市推動相關措施，配

合或協助進行各項低碳

作為，包括「各機關學

校自行或委託辦理之團

膳廚房，得優先使用本

市生產之食材」(第 10

條)非機關學校之開發

案，若設有團膳廚房，

則建議優先使用本市生

產之食材。「落實綠色

採購，優先採用環境保

護產品」(第 12 條)、重

要節日或重大民俗信仰

活動「應辦理紙錢集中

燃燒」(第 13 條)、「設

置資源回收桶」(第 16

條)等 

 本市市地重劃、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基礎建設之

整體開發地區，其公共

設施之基礎建設內容，

應符合下列規定(航空

城計畫區內開發案建議

以下列規定為開發原

則)：一、於規劃或開發

許可階段，導入生態社

區評估系統之概念。

二、基地環境開發須確

保全區保水性能，以達

 

 

教育局、環

保局、民政

局、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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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水資源循環。三、公共

設施之建設納入雨水貯

留、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利用、太陽能或綠能發

電、低污染車輛之充

（換）電設施之概念，

並優先購置省水、節能

標章之產品。四、學校

用地及機關用地等未設

置前，須廣植樹木，並

優先採用原生樹種 

交通運輸 道路  交通影響評估 

 智慧交通與低碳運

輸措施 

 

 提供開放停車空間資訊

並與 ITS 系統介接 

 設置大眾運輸即時資訊

布告場所。 

 留設足夠自行車停放及

電動車輛充電站設置空

間，並附設車架。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環

保局、經發

局 

文化資產 文資保護  文化資產保存狀況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58 條，政府機關策

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

時，不得妨礙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考古遺址之

保存及維護，開發前應

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及聚落建築群、考古

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

疑似考古遺址，或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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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

建造物、如有發見，應

即通知主管機關 

 計畫區西側邊界外「市

定遺址大園尖山遺

址」，其指定公告範圍

為大園國小校地全區，

鄰近本計畫範圍，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 27 條規定，開發鄰近

地區前，將評估其可能

受開發之影響，鄰近地

區施工整地期間，將委

託專業人員進行監看作

業，並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相關規定辦理 

 於開發階段規劃活化對

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

無形文化資產 

 

 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歷史建築、聚

落、文化景觀、民俗及

其文化等文化資產，進

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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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試填作業說明 

一、自我檢核表先期區位評估與現況調查項目表填表說明如下： 

(一) 案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開發案，開發場所約於 25
。
04、

東經 121
。

13 處，係位於桃園市大園鄉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專用區

內，土地使用分區屬特定專用區，地段屬桃園市大園鄉中正段，包

含地號：257、258、259 共 3 筆土地。於自我檢核先期調查項目中

地形地質、水文水質、空氣品質、噪音振動、生態環境(陸域)及飛

航管制區皆為影響因子，故須進行環評，填寫結果如表 3.1-5。 

(二) 填表說明 

此表為未開發前於開發區域須調查或收集資料之項目，以調查

結果填寫，細項說明如下： 

1. 物化環境 

(1) 地形地質：利用地形圖（平面、剖面）、水深圖、高程、坡

向、坡度以及實地補充調查紀錄進而將開發區域地形區分、

分類，及查詢現地地質探查報告及紀錄、地質報告及地質

圖、地質災害圖、不透水層位置與深度，得知地表、地質

及土壤分布，並評估是否位於斷層帶上。 

(2) 土壤：收集土壤鑽探紀錄、土壤組成、質地分析、漲縮特

性、含水率、透水率、透水性、固化、液化特性及土壤化

學性（含酸鹼值、陽離子交換容量、導電度、有機質、有

機碳、重金屬含量）等資料進而分析土壤性質，並判斷開

發區域是否位於土壤污染列管場址(如農地重金屬污染)。 

(3) 水文水質：開發區域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下水管制區、

洪水平原管理制、水道治理計畫用地、排水設施或排水集

水區範圍、有埤塘及易淹水區域；本市全境為水污染管制

區。可發函至縣(市)政府水利單位詢開發區為使否位於敏感

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 

(4) 空氣品質：全桃園市皆劃定為空氣污染二級防治區，PM2.5

為三級防制區，可收集現地觀測或附近空氣品質測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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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測站位置、設備形式、紀錄時間、現地空氣品質狀況

（鹽分、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粒狀污染物、光化學霧、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硫化氫、臭氧、重金屬及有害污染

物等）作為判定依據。 

(5) 噪音振動：噪音可於現場測定或附近噪音監測站之紀錄，

分別以音源、型式、噪音量、傳播途徑、距離、緩衝設施、

測定地點、量測方式、施工機具種類及數量、航空器種類

及數量、飛航班次時間、陸路交通流量、地形地勢、土地

利用型態，判斷噪音類別；振動於現場測定，而調查研究

資料包括振動源、特性、振動量、量測方式、地點、土壤

種類、距離、土地使用型式及施工方式，判斷振動類別。 

(6) 廢棄物：查詢於開發案地區之人口數、行政區分、區域土

地使用方式，進而判別廢棄物產量以及貯存清除處理方

式。 

2. 生態環境 

(1) 陸域：於開發區域須進行陸域實際勘查，分別為陸域植物

及陸域動物(鳥類、昆蟲、爬蟲類及兩棲類、哺乳類等等)，

陸域植物調查內容為植物種類、數量、植生分布、優勢群

落及種歧異度；陸域動物調查內容為動物種類、數量、種

歧異度、棲息地及習性和通道及屏障；由調查結果得知是

否有珍貴稀有之植物或保育類野生動物於開發區內。 

(2) 水域：於開發區域須進行水域實際勘查，分別為水域植物

及水域動物，水域植物調查內容為植物種類、數量、植生

分布、優勢群落、種歧異度及優氧作用；水域動物調查內

容為動物種類、數量、種歧異度、棲息地及習性和遷移及

繁衍；由調查結果得知是否有珍貴稀有之植物或保育類野

生動物於開發區內。 

3. 景觀遊憩：景觀美質可分為原始景觀、生態景觀、文化美質及

人為景觀，於施工前調查開發區域內擁有之景觀元素，並以

現況景觀美質分布進行評估。 

4. 社會經濟：統計分析開發區域之人口數量與密度、聚落分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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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與停車場數量，評估開發案設計量是否符合地區發展。 

5. 交通運輸：開發區域是否位於道路禁建限建地區，細項如表說

明。 

6. 文化資產：於開發區域內或鄰近區域內是否位於文資法第三條

所稱之文化資產所在地或保存地或鄰接地，若開發區內有有

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及水下文化資產，須得知資產類

別、現況、地點分布、特性、價值、保存方式等，評估開發

對於文化資產之影響程度。 

7. 其他：如表說明。 

 

表 3.1-5、自我檢核表先期區位評估與現況調查項目(填寫案例) 

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有斷層分佈 

 土壤性質 

 地形特質 

-- 都發局 

  土壤  土壤污染列管場址

(如農地重金屬污

染) 

-- 環保局 

  水文水質  河川區域、地下水

管制區、洪水平原

管理制、水道治理

計畫用地、排水設

施或排水集水區範

圍 

 本市全境為水污染

管制區 

 有埤塘 

 易淹水區域 

 河川污染程度 

 用水計畫 

 排水計畫(土地

開發面積達 1 公

頃以上，考量逕

流分擔及出流管

制原則) 

 水資源來源 

環保局、水務

局、經發局、

都發局 

  空氣品質  本市全境為 PM2.5三

級防制區，其餘污

染物為二級防制區 

 TSP、PM2.5、

PM10、NOx、

SOx、O3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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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噪音振動  位於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 

 位於第三類噪音管

制區 

 位於第四類噪音管

制區 

 位於航空噪音防制

區 

 振動源 

 噪音現況 

 噪音來源、特

性、指標 

民航局、環保

局 

  廢棄物 --  廢棄物處理管道 

 回收與再利用管

道 

環保局 

生態環境 陸域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或珍貴植物 

 陸域生態現況 農業局 

  水域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或珍貴植物 

 水域生態現況 農業局 

景觀遊憩 景觀美質  景觀視野 -- 都發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人口數量與密度 

 聚落分佈 

 住宅與停車場 

-- 民政局、都發

局 

交通運輸 道路  位於大眾捷運系統

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位於公路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高鐵兩側限建地區 

 聯外道路 

 軌道運輸 

-- 捷運工程局、

都發局建管處 

文化資產 文化保護  是否位於文資法第

三條所稱之文化資

產所在地或保存地

或鄰接地 

 如確認所查區域

位於古蹟定著土

地週邊，其建築

量體配置、高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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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因子 
區位檢核(航空城內應

注意區位) 
現況項目檢核重點 主政單位 

度、造型、色彩

及風格等相關事

項應供審查，以

避免影響古蹟風

貌保存(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 38

條、39 條) 

其他 其他區位  民航法禁止或限制

建築地區或高度管

制範圍 

 飛航管制區 

 林業用地 

 特定農業區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特定農業區之農業

用地 

 其他環境敏感區或

特定區 

-- 民航局、農業

局、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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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測開發行為「施工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我

檢核表填表說明如下： 

(一) 案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開發案，開發場所約於 25
。
04、

東經 121
。

13 處，係位於桃園市大園鄉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專用區

內，土地使用分區屬特定專用區，地段屬桃園市大園鄉中正段，包

含地號：257、258、259 共 3 筆土地。於施工過程中地形地質、水

文水質、氣象、空氣品質、噪音震動、廢棄物、陸域生態、景觀美

質、社會經濟及道路皆為影響因子，故需採行環境改善政策或措

施。 

(二) 填表說明 

由表 3.1-5 自我檢核表先期區位評估與現況調查項目得知，開

發區域位於哪些敏感區，可能於施工期間引起環境影響，並以不同

影響內容分別提出改善對策或措施，填寫結果如表 3.1-6。 

1. 物化環境：因不同開發項目及開發區域會有不同物化環境，

故選擇符合開發區之施工期間所可能造成的外在影響環境，

並提出改善對策或措施，細項如表說明。 

2. 生態環境：開發區之施工期間是否有影響周遭生物生存、繁

衍、進化等之因素，並提出改善對策或措施，細項如表說明。 

3. 景觀遊憩：於施工期間配合周遭景觀使整體景觀意象一致，

細項如表說明。 

4. 社會經濟：如表說明。 

5. 交通運輸：如表說明。 

6. 文化資產：如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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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預測開發行為「施工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

我檢核表(填寫案例) 

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基地土方挖填方式

或來源，及剩餘土

石方處理方法 

 

 挖填後地形變化狀

況 

 提出剩餘土石方先期

規劃構想，並朝區內土

石方挖填平衡方向為

原則 

 挖填數量最小、維持原

有自然地形地貌為原

則 

都發局 

  土壤  受污染農地變更後

之使用 

 土壤品質若有高於土

壤污染監測標準，開發

單位應採適當措施 

環保局 

  水文水質  地表逕流預測 

 

 

 是否屬空氣污染防

制法第一級營建工

地 

 廢污水產生與處理 

 

 用水量及來源 

 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

上，檢送排水計畫書審

查 

 採行逕流廢水削減措

施 

 

 實施員工生活污水妥

善處理措施 

 洗車或灑掃作業可使

用沈砂池收集水、雨水

回收及水資源回收中

心放流水作為用水來

源 

水務局 

 

 

環保局 

  氣象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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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空氣品質  預測 TSP、PM2.5、

PM10、NO2、SO2濃

度，且日平均目標

值低於法規規定 

 施工期間採行營建工

程逸散粉塵合成防制

效率達 55％以上或選

用優級以上效率之空

氣污染防制措施 

 施工車具應有清洗及

防塵措施 

 開發單位於施工期間

應優先採用電力施工

機具，如須採用燃油引

擎施工機具，應加裝濾

煙器或排氣處理設

備。禁止 88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廠之一、二期

柴油大客貨車及小貨

車進入工地，且進入工

地之柴油車輛應出具

一年內排氣檢測結果

符合四期以上排放標

準證明 

 

環保局 

  噪音振動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環保局 

  廢棄物  廢棄物產生量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項目與產生量 

 廢棄物清理及再利

用方式 

 考量各種工法在現地

所需之材料、水與廢棄

物之產生量，以現地廢

棄物產生量最少化進

行規劃設計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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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

或措施 
主政單位 

生態環境 陸域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農業局 

  水域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鄰近河段避免直接於

河床施以破壞或改變

性之工程動作 

水務局 

景觀遊憩 景觀美質  整體景觀意象  設置工程綠圍籬 都發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民政局、都發

局 

交通運輸 道路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交通局 

文化資產 文資保護  依「開發行為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附件六、附表七」

規定評估預測 

 

--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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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測開發行為「營運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我

檢核表填表說明如下： 

(一) 案例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開發案，開發場所約於 25
。
04、

東經 121
。

13 處，係位於桃園市大園鄉之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專用區

內，土地使用分區屬特定專用區，地段屬桃園市大園鄉中正段，包

含地號：257、258、259 共 3 筆土地。於營運期間水文水質、氣象、

空氣品質、噪音震動、廢棄物、景觀美質、社會經濟及道路皆為影

響因子，故需採行環境改善政策或措施，填寫結果如表 3.1-7。 

(二) 填表說明 

開發區完工後之營運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影響面向如

下： 

1. 物化環境：因不同開發項目及開發區域會有不同物化環境，

故選擇符合開發區之營運期間所可能造成的外在影響環境，

並提出改善對策或措施，細項如表說明。 

2. 生態環境：開發區之營運期間是否有影響周遭生物生存、繁

衍、進化等之因素，細項如表說明。 

3. 景觀：如表說明。 

4. 社會經濟：如表說明。 

5. 交通運輸：如表說明。 

6. 文化資產：如表說明。 

 

表 3.1-7、預測開發行為「營運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改善對策自

我檢核表(填寫案例) 

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物化環境 地形地質 -- -- 都發局 

  土壤  受污染農地變更後

之使用 

 土壤品質若有高於土壤

污染監測標準，開發單

位應辦理定期監測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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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水文水質  地表逕流預測（建議

採用 100 年重現期

距最大時降雨量及

24 小時累積總雨量

進行推估，以達航空

城 100 年不淹水之

目標） 

 

 

 

 

 

 

 用水量及來源（用水

計畫及回收水或再

生水使用措施） 

 

 

 

 

 

 

 

 

 

 

 

 廢污水產生與處理 

 依據排水計畫書進行相

關防洪排水作業，排水

計畫應考量氣候變遷因

素及航空城 100 年不淹

水政策。於市管河川及

區域排水範圍內之開發

案設置滯洪或貯留設施

分擔逕流量 

 工程考慮土地水份涵養

能力之設計 

 政府應於河川及區域排

水兩側劃設 10M 綠

帶，留設洪患緩衝空間 

 1 公頃以上之開放性公

共設施應留設供具雨水

貯留功能之設施。住宅

區、商業區/車站專用

區、產業專用區設置雨

水貯留比例達 30%；公

共設施用地雨水貯留比

例達 50% 

 除第二種住宅區外，建

築基地開發規模達

2,000m²者設置充足之雨

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

再利用相關設施 

 

 承諾新闢工業區廢污水

處理後回收利用比例達

70%。(用水計畫書承諾

產業用水回收循環利用

水務局 

 

 

 

 

 

 

 

 

 

 

 

 

都發局、水

務局 

 

 

 

 

 

 

 

 

 

 

 

 

水務局、環

保局、經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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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水回收率達 30%以上) 

 開發案應實施相關節水

措施（如採用符合國家

省水標章認證之省水器

材並監測與改善漏水

率）具廢(污)水回收再利

用等對策，或使用一定

比例之再生水資源 

 使用再生水(系統再生

水) 

 配合規劃下水道建設，

納入污水處理廠進行處

理 

 

 

  氣象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附

件六、附表七」規定

評估預測 

 

-- -- 

  空氣品質  預測 TSP、PM2.5、

PM10、NO2、SO2、

O3濃度，且日平均

目標值低於法規規

定 

 

 

 

 

 

 

 

 

 

 各污染物排放量應符合

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書所訂之各項減量要

求，航空城內開發案至

少包括 PM2.5及 PM10 

 配合未來實施各污染物

之相關抵換措施並符合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

查開發行為空氣污染物

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

則」 

 新增或變更之固定污染

源污染物採用最佳可行

控制技術 

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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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溫室氣體排放 

 既有生煤鍋爐符合空氣

污染物加嚴排放標準，

並禁止新設生煤鍋爐 

 進入計畫區之空氣品質

淨區(cleanzone)，「限制

區」使用符合當期最新

排放管制標準法規車

輛，或替代燃料、複合

燃料及電動車輛 

 定期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與查證 

 擬定設置充電站及電池

交換站，並規劃低污染

運具專用停車區域 

  噪音振動  納入噪音累加延時

暴露影響評估 

 建物採用防音建材以降

低航空及陸上運輸系統

噪音之影響 

 周邊人行道路旁設置景

觀圍籬避免噪音直接傳

遞至人行道旁 

 路面採用相關低噪音鋪

面與限制行車速率 

 

環保局 

  廢棄物  廢棄物產生量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項目與產生量 

 廢棄物清理及再利

用方式 

 廢棄物採行「資源循環

零廢棄」為優先推動方

案，如依據廢清法第 39

條進行再利用 

 廢棄物委託合格之公民

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產

出資源化產品 

 

環保局 

生態環境 陸域  保留綠化空間增加  原有現存植被面積予以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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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棲地、廊道等陸域棲

地營造 

保留或預留再綠化空間 

 開發案設計中利用空間

進行生態綠化以創造生

態面積 

 開發案設計中保留埤塘

邊岸最適生態微棲地空

間 

 各個公園綠地使用本地

種物，取代外來種園藝

植物，並注意鳥、蟲、

魚之食物鏈關係 

 建築基地開放空間以喬

木及複層植栽綠化面積

達法定空地之 60％；建

築物屋頂設置屋頂層面

積 50％以上綠化面積；

公園、綠地、廣場等公

共設施用地應留設用地

總面積 50％以上綠化面

積 

 

  水域  鄰近水域空間之開

發案是否有設置生

態廊道之可能性 

 設置與水域相連之生態

廊道，可使用綠化空間

與水域相連 

水務局、都

發局、農業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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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景觀 景觀美質  整體景觀意象  依都市計畫規定各分區

法定建蔽率加 10%為上

限，且不超過 80%及臨

建築線至少退縮 4m 為

原則，減少建築基地地

下層開挖規模 

 依都市計畫規定將臨街

計畫道路、基地內指定

位置、指定留設廣場、

鄰接公共設施用地，退

縮建築並留設公共開放

空間與人行步道，增加

都市開放空間 

 人行出入口有 2 公尺寬

以上人行淨空間 

 堤岸坡度與原河道周圍

自然地形結合 

 

都發局、水

務局 

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

與綠色行

動 

 建築綠化 

 

 

 

 

 

 

 

 

 

 

 能源使用與節能 

 

 

 公有建築物規劃取得銀

級以上綠建築標章 

 建築基地開發規模達

2,000m²者，規劃建築物

取得銅級以上綠建築標

章。前述規定取得綠建

築標章者，至少審核通

過「綠化量」、「基地

保水」、「水資源」及

「日常節能」等門檻指

標 

 在設計時，考慮後續使

用時耗能較低之建材，

並評估工法所需使用之

都發局 

 

 

 

 

 

 

 

 

 

 

經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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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再生能源使用量 

機具設備，選用耗能較

低之方案 

 製程或服務承諾採用節

能設計、設備，並評估

使用廢熱等能源再利用

的規劃與考量 

 

 

 本市新建、增建或改建

之建築物，鼓勵設置綠

化設施或再生能源，但

須符合下列要求：斜屋

頂及應留設避難平臺以

外之屋頂平臺及露臺部

分，設置二分之一以上

之綠化設施或再生能源

設施者，得不計入屋頂

突出物水平投影面積之

和。其再生能源設施設

置之高度，自屋頂面起

算以四點五公尺為限 

 若為本府公告指定電力

用戶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所訂之用電契

約，其約定最高之用電

需量在一定容量以上

者，應於用電場所或適

當場所，設置一定裝置

容量以上之太陽能、風

能或其他綠能等設備 

 承諾配合本市低碳綠色

城市推動相關措施，配

 

 

 

 

 

 

 

 

都發局 

 

 

 

 

 

 

 

 

 

 

 

 

經發局 

 

 

 

 

 

 

 

 

教育局、環

保局、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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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合或協助進行各項低碳

作為，包括「各機關學

校自行或委託辦理之團

膳廚房，得優先使用本

市生產之食材」(第 10

條)非機關學校之開發

案，若設有團膳廚房，

則建議優先使用本市生

產之食材。「落實綠色

採購，優先採用環境保

護產品」(第 12 條)、重

要節日或重大民俗信仰

活動「應辦理紙錢集中

燃燒」(第 13 條)、「設

置資源回收桶」(第 16

條)等 

 本市市地重劃、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基礎建設之

整體開發地區，其公共

設施之基礎建設內容，

應符合下列規定(航空

城計畫區內開發案建議

以下列規定為開發原

則)：一、於規劃或開發

許可階段，導入生態社

區評估系統之概念。

二、基地環境開發須確

保全區保水性能，以達

水資源循環。三、公共

設施之建設納入雨水貯

留、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利用、太陽能或綠能發

局、環境清

潔稽查大隊 

 

 

 

 

 

 

 

 

 

 

 

 

 

 

都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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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電、低污染車輛之充

（換）電設施之概念，

並優先購置省水、節能

標章之產品。四、學校

用地及機關用地等未設

置前，須廣植樹木，並

優先採用原生樹種 

交通運輸 道路  交通影響評估 

 智慧交通與低碳運

輸措施 

 

 提供開放停車空間資訊

並與 ITS 系統介接 

 設置大眾運輸即時資訊

布告場所。 

 留設足夠自行車停放及

電動車輛充電站設置空

間，並附設車架。 

交通局 

交通局 

 

 

 

交通局、環

保局、經發

局 

文化資產 文資保護  文化資產保存狀況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58 條，政府機關策

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

時，不得妨礙古蹟、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

落建築群、考古遺址之

保存及維護，開發前應

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及聚落建築群、考古

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

疑似考古遺址，或具古

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之

建造物、如有發見，應

即通知主管機關 

 計畫區西側邊界外「市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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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面向 影響因子 
環境影響預測建議檢

核項目 

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

措施 
主政單位 

定遺址大園尖山遺

址」，其指定公告範圍

為大園國小校地全區，

鄰近本計畫範圍，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 27 條規定，開發鄰近

地區前，將評估其可能

受開發之影響，鄰近地

區施工整地期間，將委

託專業人員進行監看作

業，並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相關規定辦理 

 於開發階段規劃活化對

策，並考量信仰中心之

無形文化資產 

 

 就計畫範圍內之古蹟、

新訂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及附近地歷史建築、聚

落、文化景觀、民俗及

其文化等文化資產，進

行專業調查並研擬保存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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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試填作業輔導成果 

已於 107 年 10 月 12 日發文至桃園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航空城環評開

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共 20 間，至 107 年 10 月 25 日止有 4 間顧問

公司回覆，有填寫意見之公司分別為：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中

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意見如表 3.1-8，中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因目前無航空城範圍內之環評業務，故先以「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

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書(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9 次會議審定版)」為填

寫依據，填寫成果如附件 3.1-1 所示。 

 

表 3.1-8、顧問公司試填作業意見 

顧問公司 回覆意見 

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 航空城環評開發案於 102 年通過政策環評，請問未

來會航空城全區進行一次實質環評?還是個別開發案

依認定標準判斷是否進行環評? 

2. 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係針對航空城，建議

先確認航空城範圍。 

3. 自我檢核表先期區位評估與現況調查項目大多與

環保署作業準則內容相近，未來執行上應可自我檢

核。至於區位檢核增加項目，建議能確認未來詢問機

關。 

4. 預測開發行為「營運期間」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及

改善對策自我檢核表中水文水質，地表逕流建議採用

100 年重現期，以達航空城 100 年不淹水之目標，建

議航空城全區規劃公共設施排水容量及緩衝空間時

納入通盤考量，個案開發僅能就基地範圍檢討，設置

滯洪或貯留設施等分擔逕流量。 

中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 檢核重點，建議採行環境改善對策或措施等項目。 

2. 建議增加其他項目勾選，供不同狀況可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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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航空城永續指標權責分工成果 

航空城設置五大重點發展區域，包括旅運及產銷園區、行政及商業服

務區、物流經貿園區、綠色創新產業園區、樂活優質住宅區等，並於規劃

原則中納入永續發展之理念，希望建設具有綠色低碳、生態、永續智慧及

韌性等原則的永續發展園區。航空城永續發展曾有初步規劃方向，概述如

下： 

(一) 綠色低碳：包括綠能、低碳指標、綠建築及綠藍帶環境整合、

綠色運輸等。 

(二) 生態：包括監控氣候變化、保育活化埤塘、建構和諧生態環境

等。 

(三) 永續智慧：包括健全環境社會及經濟、智慧城市、宜居宜業。 

(四) 韌性：包括韌性城市體系、韌性基礎建設、韌性建築等。 

有鑑於此永續發展的構想，桃園市政府於 102 年起進行航空城環境永

續指標之研議，因航空城都市相關審定尚進行中且尚無相關廠商類型，故

考量未來仍有環評需求，於 103 年起改為研訂「航空城永續指標評估系統

-開發案類別及自我檢核表」，以政策評估書之環境考量與因應訂定較高標

準或額外要求之環境考量，促使業者主動提升環境改善績效，此外，本計

畫亦將市長對航空城之綠色經濟發展願景納入參考，作為本次指標發展依

據。 

本計畫參考國內航空城相關永續指標、國內外各城市永續發展指標、

政策評估書所提之環境影響項目與願景： 

(一) 發展成為東亞樞紐機場，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 建構國家產業發展轉型重鎮，引領經濟啟航。 

(三) 串連活化捷運廊帶，發揮軌道運輸效能，舒緩北臺人口壓力。 

(四) 打造綠色健康都市，成為北部區域新都心。 

及市長所提之「綠色經濟版航空城計畫」，以「公開透明」、「民主參

與」、「綠色經濟」、「公共利益」、「產業優先」五大推動原則，除擴大國際

機場營運能量外，亦引進機場關聯產業與未來產業，包括：倉儲、物流、

航太維修、生醫、雲端、綠能產業等，讓航空城發展低污染、低耗能、低

耗水、高產值「三低一高」的產業；根據政策評估書所提之環境影響及航

空城規劃原則(綠色低碳、生態、永續智慧、韌性)作為指標篩選原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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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相對適用之航空城環境永續指標，以作為後續評估航空城之環境永續發

展績效使用。目前根據經濟、環境、社會、制度等 4 大面向，及歷次會議

與各局處討論結果，彙整出 63 項航空城永續發展相關參考指標，詳見，

再依據市長所提發展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高產值「三低一高」之綠

色經濟版航空城計畫，篩選出 16 個指標群、31 項建議執行指標，如表 3.2-2

所示，指標 4 大面向概述如下： 

(一) 經濟面：主要為航空城開發後，該區域產業發展、產值及就業

等是否能達到經濟面的永續發展，以符合綠色經濟航空城之

「高產值」願景。 

(二) 環境面：針對航空城開發後，區內各產業的開發、營運行為對

於環境的影響、監控及改善，篩選環境指標，以符合綠色經濟

航空城之「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之願景，使環境能永續

發展。 

(三) 社會面：航空城開發後，區內居民、就業者、公私部門是否能

獲得穩定、安全及高品質的生活與就業環境，故進行社會永續

發展指標之篩選，期望透過衛生、運輸等指標群，推動「低污

染、低耗能、低耗水」相關指標與作為。 

(四) 制度面：航空城開發與相關管理措施及制度是否能提供公、私

部門依循，並促進其他面向朝向永續目標前進，故進行制度面

指標篩選，透過綠色行動、環境影響評估、公共事務等指標群，

推動「低污染、低耗能、低耗水、高產值」相關指標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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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歷次會議各局處機關建議之航空城永續發展指標表 

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一、經濟 產業發展 1 
公司商業與工

廠家數 
觀察型/定量 

公司商業登記家數+工

廠登記家數 
經發局 

掌握航空城內工商與工廠登記家

數，了解工商與工業發展狀況。 
高產值 

    2 
招商績效目標

達成率 
目標型/定量 

針對桃園市政府所分

配產專區土地，於取得

土地 5 年內達成率應

達 100% 

航空城公

司 

為了促進航空城之經濟發展，有必

要積極招商進駐，因此訂定績效達

成率為 100%。 

高產值 

    3 
桃園機場貨運

量 
觀察型/定量 桃園機場年度貨運量 機場公司 

桃園機場為航空城重要核心，亦為

重要經濟與環境負荷來源。航空貨

運亦為本區物流產業之重心，故掌

握貨運量，以了解機場與周圍產業

之發展狀況。 

高產值 

    4 
航空城GDP貢

獻比率 
觀察型/定量 

航空城特定區 GDP 佔

桃園市 GDP 之比率 
經發局 

透過計算航空城產值(GDP)並與桃

園市整體比較，以了解航空城之經

濟發展貢獻。 

高產值 

  觀光 5 
桃園機場客運

量 
觀察型/定量 桃園機場年度客運量 機場公司 

桃園機場為航空城重要核心，亦為

重要經濟與環境負荷來源，故掌握
高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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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客運量，以了解機場之發展狀況。 

    6 
航空城旅遊人

次 
觀察型/定量 

以航空城範圍內旅館

住宿率或特定景點入

園人次為主 

觀旅局 

每年度進入航空城特定區內旅遊之

人次，透過觀光旅遊行銷航空城，

帶動經濟發展。 

高產值 

  就業率 7 就業率 觀察型/定量 
就業人數除以勞動力

總數 
勞動局 

透過本市就業率提供航空城特定區

內產業經營規劃參考。 
高產值 

  失業率 8 失業率 觀察型/定量 
失業人數除以勞動力

總數 
勞動局 

透過本市失業率提供航空城特定區

內產業經營規劃參考。 
- 

二、環境 綠色空間 9 
綠地、公園比

例 
觀察型/定量 

已開闢綠地及公園之

面積占總土地面積比

例 

都發局 
提供航空城內居民優質休憩場所、

提升生活品質。 
低污染 

  土地使用 10 都市設計面積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實施都市設

計之面積總和 
都發局 觀察航空城內都市化的程度。 - 

    11 農業耕地面積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農業耕地面

積 
農業局 

由於航空城內仍有特定農業區或優

良農地，故紀錄耕地面積，以了解

航空城之生產量能。同時農地也有

部分的生態意義或功能，故觀察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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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面積。 

  農業 12 有機農業面積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有機農產種

植面積 
農業局 

由於航空城內仍有特定農業區或優

良農地，且有機農業為降低環境與

健康衝擊之耕作方法，亦具有較高

產值，故觀察此面積。 

- 

  生態 13 埤塘面積 觀察型/定量 埤塘面積 都發局 

由於埤塘具備防洪功能，故應記錄

此數據，並以維持或增加為原則，

使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 

    14 
陸域物種豐富

度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陸域(耕地、

綠地、公園、埤塘、濕

地)之物種數/調查面積

(每公頃物種數) 

農業局 

針對特定區內的非開發區，包括綠

地、耕地、濕地(埤塘)等，進行物

種調查，以了解生態狀況。 

- 

  溫室氣體 15 
二氧化碳排放

量 
觀察型/定量 

行政區(或特定區)溫室

氣體盤查(以二氧化碳

當量 CO2e 表示) 

環保局 

掌握溫室氣體排放狀況，了解行政

區(或特定區)內各部門行業二氧化

碳排放量情形，作為後續減量之依

據。 

低耗能 

  能源消耗 16 能源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用電度數/樓地板面積經發局 掌握能源使用量，以了解能源使用 低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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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EUI） 狀況。 

    17 

再生能源 ( 太

陽能及風力發

電)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計畫區內使用再生能

源(太陽能或風力發電)

之電量 

經發局 
計畫區內使用再生能源(太陽能或

風力發電)之電量。 
低耗能 

  氣候變遷 18 
氣候變遷調適

或減緩計畫 
觀察型/定性 

提出氣候變遷調適或

減緩計畫 
環保局 

針對氣候變遷進行因應，以提出為

依據。 
- 

  水資源 19 再生水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使用再生水

(系統再生水 )使用量 

(CMD) 

水務局 

根據再生水發展條例與用水計畫

書，掌握再生水使用量，降低水資

源耗用。 

低耗水 

    20 
雨水貯留利用

率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所設置之雨

水貯留設施之雨水利

用量與特定區內總用

水量之比例 

都發局 

因政策評估書提出雨水貯留對策，

且雨水貯留除可降低用水量外，亦

可進行逕流分擔作業，故使用本項

指標掌握雨水貯留量。同時，本項

亦與透水鋪面有相同功能，故不採

用透水鋪面相關指標。 

 

低耗水 

    21 總用水量 觀察型/定量 特 定 區 內 總 用 水 量經發局 評估航空城開發營運階段之資源耗 低耗水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3-46 

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CMD) 用，並做為減量或使用再生水之參

考依據。因政策評估書推算計畫區

日用水量為 73,000CMD，考量水資

源調度及氣候變遷因素，故統計計

畫區內當年度總用水量，以不超過

該數量為原則，且以逐年下降為佳。 

 

    22 自來水漏水率 觀察型/定量 
計畫區內當年度自來

水漏水率 

臺灣自來

水公司、

經發局 

因政策評估書提出降低自來水漏水

行動，故納入此指標。 
低耗水 

    23 

主要河川中度

(含 )以下污染

長度比 

觀察型/定量 

主要河川中度(含)以下

污染長度除以河川總

長度 

環保局 

明確掌握河川水質狀況，避免因航

空城開發營運使河川水質受到衝

擊。 

低耗水 

  空污 24 PM10年平均值 觀察型/定量 

環保署一般空氣品質

測站監測結果 PM10 之

年平均法規值 65µg/m
3
 

環保局 

根據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PM10 為減量標的，考量航空城開發

後 PM10 排放也會影響桃園市的總

量故納入作為管制。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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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25 
PM2.5 年平均

值 
觀察型/定量 

環保署一般空氣品質

測站監測結果 PM2.5 之

年平均法規值 15µg/m
3
 

環保局 

根據政策評估書之環境影響，未來

航空城 PM2.5 排放量(1,107 噸/年)佔

桃園市 PM2.5 排放量的 11%，且排

放量將超過桃園市的減量目標

(PM10 193.8 噸/年)，故篩選作為管

制觀察依據。 

低污染 

    26 NOx 年排放量 觀察型/定量 

每年評估上一年度航

空城計畫區內 NOx 排

放量 

環保局 

根據政策評估書之環境影響，未來

航空城 NOx 排放量(4,580 噸/年)佔

桃園市 NOx 排放量的 9%，且排放

量 將 超 過 桃 園 市 的 減 量 目 標

(1,686.5 噸/年)，故篩選作為管制觀

察依據。 

低污染 

    27 SOx 年排放量 觀察型/定量 

每年評估上一年度航

空城計畫區內 SOx 排

放量 

環保局 

根據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SOx 為減量標的，考量航空城開發

後 SOx 排放也會影響桃園市的總量

故納入作為管制。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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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28 AQI 品質指標 觀察型/定量 

環保署一般空氣品質

測 站 監 測 結 果

AQI>100 之比率，以年

計算 

環保局 
以AQI作為計畫區內空氣品質變化

的綜合評估依據。 
低污染 

    29 

計畫區內固定

污染源 NMHC

年排放量 

觀察型/定量 

每年評估上一年度航

空城計畫區內固定污

染源之 NMHC 排放量 

環保局 

根據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針對 NMHC 訂有排放目標(2020 年

排 放 目 標 全 市 固 定 污 染 源 為

190,403.7 噸/年)，但並未針對航空

城固定污染源設定減量目標，故採

觀察型指標。 

低污染 

  廢棄物 30 
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率 
觀察型/定量 

(資源回收量÷垃圾產

生量)×100% 

註:以桃園市平均每人

每日垃圾產生量與計

畫區人口數進行推估 

環保局 

為掌握計畫區內資源回收產生狀況

之基礎數據，可作為後續減量評估

之依據。 

低污染 

    31 
廢棄物總產生

量 
觀察型/定量 

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

棄物之總和 
環保局 

掌握廢棄物產生量，以作為評估減

量或再利用之對策使用。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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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註:以桃園市平均每人

每日垃圾產生量與計

畫區人口數進行推估 

 

    32 
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率 
觀察型/定量 

計畫區內事業之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量/事業

廢棄物產生量*100% 

環保局 

為掌握計畫區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狀況之基礎數據，可作為後續減量

評估之依據。 

低耗能 

  天災 33 
天災導致之生

命財產損失 
觀察型/定量 

廠商受天災導致之災

損金額 

根據「桃

園市各級

災害應變

中心作業

要點」第

四點辦理 

調查廠商因天災導致之生命財產損

失，並作為後續救災與防災之參考。 
- 

    34 
防災宣導教育

場次 
觀察型/定量 

辦理防災教育宣導場

次數 
消防局 進行防災教育，降低災損。 - 

  土壤 35 土壤整治面積 觀察型/定量 
當年度特定區內列管

整治面積 
環保局 

列管土壤整治面積，以掌握整治進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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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噪音 36 
噪音管制區噪

音監測合格數 
觀察型/定量 

噪音管制區標準監測

合格數 
環保局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9 條規定，噪音

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

制標準： 

1. 工廠(場)； 

2. 娛樂場所； 

3. 營業場所； 

4. 營建場所； 

5. 擴音設施； 

6.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低污染 

    37 
環境音量監測

合格率 
觀察型/定量 

環境音量監測合格除

以總監測次數 
環保局 

監測環境音量，並促使合格率提

升，以避免出現不寧適的生活環境。 
低污染 

三、社會 衛生 38 
生活污水下水

道用戶接管普
觀察型/定量 

接管戶數乘以特定區

戶量除以特定區總人
水務局 

於特定區內提供良好的衛生服務，

使計畫區內廢水皆能妥善處理，降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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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及率 口數 (其中，特定區戶

量係指特定區每個月

實際人口數除以每個

月實際戶數) 

地承受水體的衝擊。 

  安全 39 犯罪率 觀察型/定量 

每 10 萬人口刑事案件

發生件數，其公式： 犯

罪率＝(當期刑案發生

數／當期期中人口數) 

×100,000 

警察局 

掌握犯罪率，並進行預防與查緝等

作業，提供安全穩定的生活環境與

居民。 

- 

  運輸 40 

大眾運輸路網

長度 ( 捷運及

公車)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大眾運輸路

網(捷運、公車，不含

Ubike)總里程長度 (公

里) 

交通局、

捷運工程

局 

掌握大眾運輸系統路網長度，提供

抑制小客車成長之基本環境。 
低污染 

    41 自行車道長度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自行車道長

度(公里) 
交通局 了解自行車道長度狀況。 低污染 

    42 
低污染運具設

施數 
觀察型/定量 

電動車充電及電池交

換站數+電動車專用停

交通局、

環保局 

為特定區內提供電動車充電及電池

交換站數、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數，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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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車格數 能有效促進電動運具之使用量，故

建立此指標進行掌握。 

    43 
道路養護管理

效率 
觀察型/定量 

市區道路維修總天數/

市區道路缺失總案件

數 

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提供高品質的道路服務。 低污染 

    44 
大眾運輸系統

運量 
觀察型/定量 

大眾運輸系統在此包

含公車、捷運、ubike

等公共運輸工具，以年

搭乘人次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

局 

掌握大眾運輸系統運量，以作為推

廣與降低溫室氣體與空氣污染物濃

度之基礎數據。 

低污染 

    45 人行道長度 觀察型/定量 
可行走之人行道路長

度 

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 

提供民眾優質人行步道，作為大眾

運輸、自行車及人行空間優質轉

換，提供抑制小客車成長之基本環

境。 

低污染 

    46 
智慧交通資訊

顯示 
觀察型/定量 

設置公車動態系統之

站牌數 
交通局 

建置公車動態系統之站牌數，為智

慧城市具體行動之一。 
- 

  47 場站可及性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場站數以圓

心為中心向外延伸 400

交通局、

捷運工程

提供特定區內大眾運輸場站所及服

務範圍。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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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公尺所聯集而成之面

積(平方公里) 

局 

  文化 48 
計畫區內古蹟

保存數量 
觀察型/定量 

當 年 度 計 畫 區 內 市

定、歷史建築、市定遺

址、文獻資料紀載遺址

等文化資產保存數量 

文化局 
掌握文化資產保存數量，以作為文

化保存推動工作之績效評估依據。 
- 

    49 
每萬人的文化

場所數量 
觀察型/定量 

每萬人的文化場所數

量 
文化局 

量測特定區內文化場所數量，以提

供較佳的生活環境。 
- 

  健康 50 每萬人病床數 觀察型/定量 每萬人病床數 衛生局 
量測醫療服務量，作為醫療服務水

準的參考。 
- 

  人口特徵 51 人口數量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人口數量 民政局 
量測特定區內人口數量，以了解人

口造成的環境、社會等壓力狀況。 
- 

    52 人口密度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人口密度 民政局 
量測特定區內人口密度，以了解人

口造成的環境、社會等壓力狀況。 
- 

四、制度 綠色行動 53 
綠建築核發件

數 
觀察型/定量 綠建築核發件數 都發局 

鼓勵推動開發案成為綠建築，可降

低資源耗用與溫室氣體排放，有助

於提升永續性。 

低耗能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3-54 

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54 機關綠色採購 觀察型/定量 機關綠色採購數量 環保局 
航空城內機關綠色採購可彰顯綠色

行動的績效。 
低污染 

    55 
餐廳使用在地

食材家數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餐廳使用在

地食材數量 
農業局 

於航空城內餐廳使用當地食材，有

助於推廣桃園農產品走向國際化，

且降低長途運輸對於環境之衝擊，

有助於提升永續性。 

低污染 

  環境影響評估 56 
環境影響評估

監督合格比例 
觀察型/定量 

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合

格比例 
環保局 

開發單位須依據環評承諾執行，進

行監督有助於降低開發或營運的環

境衝擊。 

低污染 

  公共事務 57 
公害陳情案件

受理件數統計 
觀察型/定量 

當年度公害陳情案件

受理件數統計 
環保局 

公害陳情之統計可發現特定區內的

公害情況，並做為檢討改善的依據。 
低污染 

    58 
4 小時內到場

稽查比率 
觀察型/定量 

(4 小時內到達案件數÷

陳情總件數) ×100% 
環保局 

透過天羅地網資訊系統，以智慧監

控、科技辦案、e 化管理為目標，

縮短到場稽核時間，提升環境污染

預警效能。 

低污染 

    59 
陳情案件平均

處理時間 
觀察型/定量 

(陳情案件到場處理總

時數÷陳情總件數 )×
環保局 

透過天羅地網資訊系統，縮短陳情

案件處理時數，提升陳情稽查管理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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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100% 效能。 

  法令 60 

航空城自治相

關條例通過數

量 

觀察型/定量 
航空城自治相關條例

通過數量 
法務局 

掌握航空城相關法規，以作為運作

之制度基礎。 
- 

  
永續發展活動

參與 
61 

永續發展資訊

傳播次數 
觀察型/定量 

航空城永續發展相關

新聞、消息於平面、電

子、網路等媒體露出次

數 

環保局 

透過資訊傳播可使外界了解航空城

之永續發展狀況，並可與各界交

流，持續提升航空城永續發展推動

成效。 

- 

    62 志工人口比例 觀察型/定量 

於航空城特定區內服

務之志工數量佔航空

城居民比例 

社會局 
掌握航空城內志工服務情形，了解

社會參與交流的狀況。 
- 

    63 

招商活動宣傳

綠色經濟航空

城辦理次數 

觀察型/定量 

當年度航空相關招商

活動宣傳綠色經濟航

空城參與或辦理之數

量 

航空城公

司 

此指標係配合引進三低一高產業

(低污染、低耗能、低用水及高附加

價值產業)，發展相關產業以達成綠

色經濟航空城產業發展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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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建議執行之航空城永續發展指標 

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一、經濟 產業發展 1 公司商業與工

廠家數 

觀察型/定量 公司商業登記家數+

工廠登記家數 

經發局 掌握航空城內工商與工廠登記家

數，了解工商與工業發展狀況。 
高產值 

    2 招商績效目標

達成率 

目標型/定量 針對桃園市政府所分

配產專區土地，於取

得土地 5 年內達成率

應達 100% 

航空城公

司 

為了促進航空城之經濟發展，有必

要積極招商進駐，因此訂定績效達

成率為 100%。 
高產值 

  觀光 3 桃園機場客運

量 

觀察型/定量 桃園機場年度客運量 機場公司 桃園機場為航空城重要核心，亦為

重要經濟與環境負荷來源，故掌握

客運量，以了解機場之發展狀況。 

高產值 

  就業率 4 就業率 觀察型/定量 就業人數除以勞動力

總數 

勞動局 透過本市就業率提供航空城特定區

內產業經營規劃參考。 
高產值 

二、環境 綠色空間 5 綠地、公園比

例 

觀察型/定量 已開闢綠地及公園之

面積占總土地面積比

例 

都發局 提供航空城內居民優質休憩場所、

提升生活品質。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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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生態 6 埤塘面積 觀察型/定量 埤塘面積 都發局 由於埤塘具備防洪功能，故應記錄

此數據，並以維持或增加為原則，

使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低污染 

  能源消耗 7 能源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用電度數 /樓地板面

積（EUI） 

經發局 掌握能源使用量，以了解能源使用

狀況。 
低耗能 

    8 再生能源 ( 太

陽能及風力發

電)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計畫區內使用再生能

源 (太陽能或風力發

電)之電量 

經發局 計畫區內使用再生能源(太陽能或

風力發電)之電量。 低耗能 

  水資源 9 再生水使用量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使用再生水

(系統再生水)使用量 

(CMD) 

水務局 根據再生水發展條例與用水計畫

書，掌握再生水使用量，降低水資

源耗用。 

低耗水 

    10 雨水貯留利用

率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所設置之雨

水貯留設施之雨水利

用量與特定區內總用

水量之比例 

都發局 因政策評估書提出雨水貯留對策，

且雨水貯留除可降低用水量外，亦

可進行逕流分擔作業，故使用本項

指標掌握雨水貯留量。同時，本項

亦與透水鋪面有相同功能，故不採

用透水鋪面相關指標。 

低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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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11 總用水量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總用水量

(CMD) 

經發局 評估航空城開發營運階段之資源耗

用，並做為減量或使用再生水之參

考依據。因政策評估書推算計畫區

日用水量為 73,000CMD，考量水資

源調度及氣候變遷因素，故統計計

畫區內當年度總用水量，以不超過

該數量為原則，且以逐年下降為佳。 

低耗水 

    12 自來水漏水率 觀察型/定量 計畫區內當年度自來

水漏水率 

臺灣自來

水公司、經

發局 

因政策評估書提出降低自來水漏水

行動，故納入此指標。 低耗水 

  空污 13 PM10 年平均值 觀察型/定量 環保署一般空氣品質

測站監測結果 PM10

之 年 平 均 法 規 值

65µg/m
3
 

環保局 根據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PM10 為減量標的，考量航空城開發

後 PM10 排放也會影響桃園市的總

量故納入作為管制。 

低污染 

    14 PM2.5 年平均

值 

觀察型/定量 環保署一般空氣品質

測站監測結果 PM2.5

之 年 平 均 法 規 值

環保局 根據政策評估書之環境影響，未來

航空城 PM2.5 排放量(1,107 噸/年)占

桃園市 PM2.5 排放量的 11%，且排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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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15µg/m
3
 放量將超過桃園市的減量目標

(PM10 193.8 噸/年)，故篩選作為管

制觀察依據。 

    15 NOx 年排放量 觀察型/定量 每年評估上一年度航

空城計畫區內 NOx

排放量 

環保局 根據政策評估書之環境影響，未來

航空城 NOx 排放量(4,580 噸/年)占

桃園市 NOx 排放量的 9%，且排放

量 將 超 過 桃 園 市 的 減 量 目 標

(1,686.5 噸/年)，故篩選作為管制觀

察依據。 

低污染 

    16 SOx 年排放量 觀察型/定量 每年評估上一年度航

空城計畫區內 SOx 排

放量 

環保局 根據桃園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SOx 為減量標的，考量航空城開發

後 SOx 排放也會影響桃園市的總量

故納入作為管制。 

低污染 

  廢棄物 17 一般廢棄物資

源回收率 

觀察型/定量 (資源回收量÷垃圾產

生量)×100%  

註：以桃園市平均每

人每日垃圾產生量與

環保局 為掌握計畫區內資源回收產生狀況

之基礎數據，可作為後續減量評估

之依據。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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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計畫區人口數進行推

估 

    18 廢棄物總產生

量 

觀察型/定量 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

棄物之總和 

註：一般廢棄物部分

以桃園市平均每人每

日垃圾產生量與計畫

區人口數進行推估 

環保局 掌握廢棄物產生量，以作為評估減

量或再利用之對策使用。 

低污染 

  土壤  19 土壤整治面積 觀察型/定量 當年度特定區內列管

整治面積 

環保局 列管土壤整治面積，以掌握整治進

度。 
低污染 

  噪音 20 噪音管制區噪

音監測合格數 

觀察型/定量 噪音管制區標準監測

合格數 

環保局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9 條規定，噪音

管制區內之下列場所、工程及設

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出噪音管

制標準： 

1. 工廠(場)； 

2. 娛樂場所；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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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3. 營業場所； 

4. 營建場所； 

5. 擴音設施； 

6.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

程及設施；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1 環境音量監測

合格率 

觀察型/定量 環境音量監測合格除

以總監測次數 

環保局 監測環境音量，並促使合格率提

升，以避免出現不寧適的生活環境。 
低污染 

三、社會 衛生 22 生活污水下水

道用戶接管普

及率 

觀察型/定量 接管戶數乘以特定區

戶量除以特定區總人

口數 (其中，特定區

戶量係指特定區每個

月實際人口數除以每

個月實際戶數) 

水務局 於特定區內提供良好的衛生服務，

使計畫區內廢水皆能妥善處理，降

地承受水體的衝擊。 

低污染 

  運輸 23 大眾運輸路網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大眾運輸路 交通局、捷掌握大眾運輸系統路網長度，提供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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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長度 ( 捷運及

公車) 

網(捷運、公車，不含

Ubike)總里程長度(公

里) 

運工程局 抑制小客車成長之基本環境。 

    24 自行車道長度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自行車道長

度(公里) 

交通局 了解自行車道長度狀況。 
低污染 

    25 低污染運具設

施數 

觀察型/定量 電動車充電及電池交

換站數+電動車專用

停車格數 

交通局、環

保局 

為特定區內提供電動車充電及電池

交換站數、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數，

能有效促進電動運具之使用量，故

建立此指標進行掌握。 

低污染 

  26 場站可及性 觀察型/定量 特定區內場站數以圓

心為中心向外延伸

400 公尺所聯集而成

之面積(平方公里) 

交通局、捷

運工程局 

提供特定區內大眾運輸場站所及服

務範圍 

低污染 

  文化 27 計畫區內古蹟

保存數量 

觀察型/定量 當年度計畫區內市

定、歷史建築、市定

遺址、文獻資料紀載

文化局 掌握文化資產保存數量，以作為文

化保存推動工作之績效評估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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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群 項次 指標名稱 指標類型 指標內容/量測方法 主政單位 篩選原因 

 

遺址等文化資產保存

數量 

四、制度 綠色行動 28 綠建築核發件

數 

觀察型/定量 綠建築核發件數 都發局 鼓勵推動開發案成為綠建築，可降

低資源耗用與溫室氣體排放，有助

於提升永續性。 

低耗能 

    29 機關綠色採購 觀察型/定量 機關綠色採購數量 環保局 航空城內機關綠色採購可彰顯綠色

行動的績效。 
低污染 

  公共事務 30 4 小時內到場

稽查比率 

觀察型/定量 (4 小時內到達案件數

÷ 陳 情 總 件 數 ) ×

100% 

環保局 透過天羅地網資訊系統，以智慧監

控、科技辦案、e 化管理為目標，

縮短到場稽核時間，提升環境污染

預警效能。 

低污染 

    31 陳情案件平均

處理時間 

觀察型/定量 (陳情案件到場處理

總時數÷陳情總件數)

×100% 

環保局 透過天羅地網資訊系統，縮短陳情

案件處理時數，提升陳情稽查管理

效能。 

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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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專家諮詢會辦理成果及工作推動 

本計畫辦理一場次局內諮詢會議，邀請市府各相關局處，進行全面向、

系統性之整合諮詢。 

會議賡續 106 年 12 月 29 日第三次專家諮詢會議及 107 年 5 月 14 日

函請航空城相關推動單位提供書面諮詢之回饋意見辦理，針對「航空城永

續指標及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各項目之權責分工進行最終修正

內容確認。本次會議主要結論(會議記錄如附件 3.3-1)： 

(一) 工務局所提修正簡報 P.16 指標群「水資源」中項次 10「雨水

貯留利用率」主政單位為都發局，請業務單位會後再與都發局

做確認。 

(二) 案依交通部民航局、經發局、交通局、工務局、水務局、衛生

局等單位所提意見納入修正後定稿，餘經各局處確認後已無意

見。 

  

  

  

圖 3.3-1、局內諮詢會議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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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成果 

4.1 協助辦理環評書件程序審查 

環境影響評估係為該開發行為經認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後，應於申

請許可時，檢具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即第 1 階段審查)。主管機關於收件後 50

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倘審

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則應依規定繼續進行第 2 階段環境影

評估，相關運作流程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桃園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流程圖 

辦理說明會及處理民眾意見

提出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委員會

有重大影響之虞
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說明書分送有關機關
舉辦公開說明會

辦理評估範疇界定

撰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辦理現勘及公聽會

轉送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至環境機關

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委員會

得
另
替
代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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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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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刊
登
公
報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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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計畫統計，於 107 年 1 月份起至 11 月份止，本市逐月列管總件

數異動情形，如表 4.1-1 所示；於上述期間內，共計新增案件 4 件、廢止

案件 3 件，截至 107 年 11 月份止，本市列管開發案件數總計為 130 件。 

而依據 107 年 11 月份之最新統計資料顯示，以開發行為類別來看，

其中以新市區建設為最多，共 29 件；其次為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共 26

件；再次者為工廠之設立，共 18 件。若以本市各行政區來看，開發案件

以龜山區為最多，共計 22 件；其次為楊梅區，共計為 14 件；再次者為桃

園區及龍潭區，均為 13 件。相關各行政區域及開發行為類別之統計，彙

整如表 4.1-2 所示。 

 

表 4.1-1、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列管總件數統計 

月份 列管總件數 新增案件 廢止案件 

107/01 129 — — 

107/02 129 — — 

107/03 127 — 

1.小人國擴建計劃環境說明

書 

2.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龍潭廠工廠毗連土地變

更編定擴展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定稿本） 

107/04 128 

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

羅浮校區暨羅浮國小第 3期

校舍興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 

— 

107/05 129 

桃園批發倉庫申請設置倉

儲批發案特定專用區環境

影響說明書 

— 

107/06 129 — — 

107/07 129 — — 

107/08 129 — — 

107/09 129 — — 

107/10 131 1.鍾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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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興建環境影響說明書 

2.中壢生命紀念園區環境影

響說明書 

107/11 130 — 
旭邑企業有限公司廠房設

置環境影響說明書 

 

表 4.1-2、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件類別統計(107 年 11 月份) 

行政區 開發行為類別 件數 小計 

八德區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1 

8 
文教建設之開發 1 

新市區建設 4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2 

大園區 

工廠之設立 2 

9 
天然氣或油品管線、貯存槽之開發 1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5 

大溪區 

工廠之設立 6 

11 

新市區建設 2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1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1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1 

中壢區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5 

11 

高樓建築 1 

新市區建設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2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2 

平鎮區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2 

3 
新市區建設 1 

桃園區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3 

13 高樓建築 8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2 

復興區 

文教建設之開發 1 

4 遊樂、風景區之開發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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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開發行為類別 件數 小計 

新屋區 

文教建設之開發 1 

5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3 

楊梅區 
工廠之設立 3 

14 
新市區建設 11 

龍潭區 

工廠之設立 1 

13 

文教建設之開發 1 

旅館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 1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2 

新市區建設 5 

遊樂、風景區之開發 2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1 

龜山區 

土石採取 1 

22 

工廠之設立 2 

文教建設之開發 1 

旅館或觀光旅館之興建或擴建 1 

能源或輸變電工程之開發 2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3 

新市區建設 4 

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 1 

運動場地或運動公園之開發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1 

醫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之開發 5 

蘆竹區 

工商綜合區及大型購物中心之興建或擴建工程 1 

8 

能源或輸變電工程之開發 1 

新市區建設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4 

殯葬設施之興建或擴建 1 

觀音區 

工廠之設立 3 

9 
園區之興建或擴建 1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建 4 

醫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機構之開發 1 

總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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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主要係負責協助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程序審查作業，並利用制

訂各類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表及案件管控表等，以有效落實程序審查及

管控申請案件期程；詳細作業方式及成果，說明如下。 

一、程序審查作業方式 

本計畫係透過「環境影響說明書程序審查表(附件 4.1-1)」、「環境

影響評估書程序審查表(附件 4.1-2)」、「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程序審

查表(附件 4.1-3)」、「環境影響評估變更內容對照表程序審查表(附件

4.1-4)」、「審查意見回覆情形審查表(附件 4.1-5)」等表單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程序審查，並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控管表(附件 4.1-6)」

進行審查時間管控，並於七個工作天內審查且計畫經理審核確認無誤，

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表、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控管表一併提供

給予承辦人員，程序審查作業流程如圖 4.1-2 所示。 

 

 

圖 4.1-2、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作業流程圖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收件

登錄「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控管表」

確認書件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表類別

提交書件審查意見給予承辦人員
(提交資料包含：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表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控管表)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書
件

程
序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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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環
境
影
響
差
異
分
析
報
告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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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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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查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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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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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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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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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內
容

對
照
表
程
序
審
查
表

審
查
意
見
回
覆
情
形

審
查
表

審查作業：七個工作天(包含計畫經理確核)
 上午收件，當日算第一個工作天
 下午收件，隔日算第一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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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成果 

自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計協助辦理 47 件程序

審查作業(詳列如表 4.1-3)。若以書件類別來看，則最多為「環境影響

說明書」，共計 20 件，佔 43.48%；其次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共

計 11 件，佔 23.91%；再次者為「變更內容對照表」，共計 10 件，佔

27.74%；上述 3 類共計 41 件，已占整體 89.13%。詳細各書件類別之

所佔比例，如 

圖 4.1-3 所示。 

如不計同案申請辦理：變更內容對照表、或備查、或差異分析、

或審查結論等事由下，則共計有 43 件不同之開發案件，若以開發行

為類型來看，最多為「工廠設立」，共計 14 件，佔 32.56%；其次為「高

樓建築」，共計 5 件，佔 11.63%；再次者為「環境保護工程」，共計 4

件，佔 9.3%；上述 4 類，共計 23 件，已約占整體 53.49%。詳細各開

發行為類型之所佔比例，如圖 4.1-4 所示。 

 

表 4.1-3、本年度計畫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件類別統計 

編號 書件類別 案件名稱 開發行為類型 行政區 

1 環境影響說明書 
台灣中油巴陵加油站新建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 
石油製品貯存槽 復興區 

2 環境影響說明書 
喬匯實業有限公司工廠興建環境

影響評估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3 環境影響說明書 
鍾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興建

環境影響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4 環境影響說明書 
良和興業有限公司工廠興建環境

影響評估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5 環境影響說明書 
佳益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興

建環境影響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6 環境影響說明書 

順倉股份有限公司甲級廢棄物處

理機構提升處理量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 
大園區 

7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羅浮校

區暨羅浮國小第 3 期校舍興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文教建設之開發 復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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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件類別 案件名稱 開發行為類型 行政區 

8 環境影響說明書 
緯富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廠房

設置環境影響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9 環境影響說明書 
日榕建材有限公司補臨時工廠登

記環境影響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10 環境影響說明書 
艾克爾龍潭廠增建環境影響說明

書 
工廠之設立 龍潭區 

11 環境影響說明書 
谷釩科技有限公司工廠興建環境

影響說明書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12 環境影響說明書 
中壢生命紀念園區環境影響說明

書 
殯葬設施之興建 中壢區 

13 環境影響說明書 

達清環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音

廠乙級廢棄物處理機構環境影響

說明書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 
觀音區 

14 環境影響說明書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新建研究大樓)

擴建計畫(部分變更重新辦理)環境

影響說明書 

醫療建設、護理機

構、社會福利機構之

開發 

龜山區 

15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生命紀念園區開發案環境影

響說明書 
殯葬設施之興建 桃園區 

16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市大溪區石園段 793-16 地號

等 6 筆土地丁種建築用地開發案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17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會展中心新建工程環境影說

明書 

展覽會、博覽會或展

示會場之興建 
桃園區 

18 環境影響說明書 
亨得麗休閒渡假酒店環境影響說

明書 

旅館或觀光旅館之

興建 
楊梅區 

19 環境影響說明書 
天元國際道場(全區)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宗教之寺廟、教堂之

興建 
楊梅區 

20 環境影響說明書 
楊梅仁美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園區之興建 楊梅區 

21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儲運站二期擴建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 

石油製品貯存槽興

建 
觀音區 

22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 

永安漁港增設圍堤工程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書 
港灣之開發 新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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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件類別 案件名稱 開發行為類型 行政區 

23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頤親園殯葬園區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定稿本) 

殯儀館、骨灰(骸)存

放設施 
中壢區 

24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新屋鄉大洋工業區(大牛欄段)報編

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二

次變更)(定稿本初稿)(修正一版)」 

工廠之設立 新屋區 

25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桃園國際機場四號焚化爐興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一次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變更)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 
大園區 

26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桃園市私立新生高級醫事職業學

校改制專科學校計畫第三次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文教建設之開發 龍潭區 

27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龍潭美語村住宅社區開發計畫環

境差異分析報告 
新市區建設 龍潭區 

28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段 74-3 地號

等五筆土地窯業用地變更丙建案

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新市區建設 龍潭區 

29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廣豐工商綜合專用區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工商綜合區或大型

購物中心之興建 
八德區 

30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大江紡織中壢廠區工商綜合區開

發計畫第三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 

工商綜合區或大型

購物中心之興建 
中壢區 

31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段 74-3 地號

等五筆土地窯業用地變更丙建案

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新市區建設 龍潭區 

32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臺灣科慕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工廠之設立 觀音區 

33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老坑社區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第

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新市區建設 楊梅區 

34 變更內容對照表 

八德區八塊段丁建變更甲建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

更審查結論) 

工廠變更用地作為

非工廠使用 
八德區 

35 變更內容對照表 

成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興建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

容對照表（申請停止營運期間環境

監測）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36 變更內容對照表 
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環境影

響說明書第三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大型購物中心之興

建 
蘆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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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件類別 案件名稱 開發行為類型 行政區 

37 變更內容對照表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觀音二廠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

變更內容對照表 

工廠之設立 觀音區 

38 變更內容對照表 

力綠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廢棄物處

理機構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

對照表 

環境保護工程之興

建 
觀音區 

39 變更內容對照表 

桃園市中壢區青芝段 159-2、159-3

地號住商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說

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

論) 

高樓建築 中壢區 

40 變更內容對照表 

桃園市同德段 42 地號集合住宅暨

一般事務所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

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結

論 

高樓建築 桃園區 

41 變更內容對照表 

桃園市同德段 26、27、28、29、

30、31 及 32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

查結論 

高樓建築 桃園區 

42 變更內容對照表 

祐杰建設國聖段二十一層超級市

場、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

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

結論) 

高樓建築 桃園區 

43 變更內容對照表 

桃園市同德段 58 及 59 地號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

照表(變更審查結論) 

高樓建築 桃園區 

44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報告 

新竹化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

南崁新市鎮都市計劃(部分工業區

為住宅區及商業區)環境現況差異

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其他開發行為 桃園區 

45 備查 

八德區八塊段丁建變更甲建案環

境影響說明書申請變更備查內容

(開發單位、負責人及地號變更申

請) 

工廠變更用地作為

非工廠使用 
八德區 

46 備查 
新台茂環球股份有限公司環境影

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 

大型購物中心之興

建 
蘆竹區 

47 申請備查內容 
溢哲有限公司廠房設置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 
工廠之設立 大溪區 

 

 

  



107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保 
政策規劃推動計畫期末報告 

 4-10 

 

圖 4.1-3、本年度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分布比例(依書件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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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本年度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分布比例(依開發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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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年度各開發案件之常見缺失，主要係以「內容不一致或闕漏、誤

植」為最多，約佔 25%；其次為「報告書形式錯誤或未檢附電子檔案」及

「圖件形式錯誤」，各約佔 22.5%；上述 3 類缺失類別，已約佔整體 70%。

相關常見缺失類別項目，如表 4.1-4 所示；各缺失類別分布比例則如圖 

4.1-5 所示。 

常見缺失建議未來可透過召開說明會，或公布於環保局網站上，供開

發單位及受委辦環評作業機構等作為借鏡，以有效提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之品質，並有利加速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審查進度。 

 

表 4.1-4、本年度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常見缺失一覽表 

項目 缺失項目 缺失類別 

1 封面格式或案名錯誤。 

報告書形式錯誤 

或未檢附電子檔案 

2 

未檢附電腦檔案(或檔案格式不符)。【未付開發摘

要及敏感區位檔案（XML 檔案格式）、開發基地

範圍座標檔案（KML 檔案格式）。】 

3 目錄未列附錄章節，圖表目錄編碼缺漏或錯誤。 

4 
申請變更內容對照表案名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

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不一致。 

5 
定稿本之封面及本文第一頁未加註主管機關審查

結論函之日期及文號 

6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實務經歷與證照未

詳列，具相關實務經驗與證照但無填寫證號或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影印本，或前後資料不一致情形。 

未檢附學經歷資料或

證照等證明文件 

7 
地圖圖示欠缺比例尺及指北針符號，或圖示不清

晰等情形。 

圖件形式錯誤 8 
有列出相關計畫，但未於附圖上註明各相關計畫

之區位。 

9 
地理位置圖需以比例尺五千分之一或一萬分之一

台灣地區照片基本圖或縮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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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缺失項目 缺失類別 

10 

開發場所變更後之現況圖、平面配置圖或分期開

發規劃構想圖，以比例尺一千分之一或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或縮圖標示。 

1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填寫錯

誤，或未附補充證明資料文件。 

內容不一致或闕漏、誤

植。 

12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實務經歷與證照未

詳列，具相關實務經驗與證照但無填寫證號。 

13 
開發行為現況及相關資料內容前後敘述不一致，

或文字、數字等誤值缺漏情形。 

14 
未納入居民所提之相關意見內容，且未詳加擬定

相關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 

15 
土方管理內容不完整，未詳加說明施工階段土方

挖填作業及棄土影響。 

16 環境品質監測項目缺漏或不完整。 

17 
替代方案內容不完整，且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範格式，進行撰寫。 

18 
開發行為各階段環境影響之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

方案，資料內容欠缺或不完整。 

19 

未說明本案係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條、項、款、目；或

其他相關法令(含條、項、款、目或公告字號等)。 

20 

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範

格式，進行「開發場所內」及「開發行為半徑十

公里範圍內或線型式開發行為沿線兩側各五百公 

尺範圍內」等兩項準則判定是否有各種相關計畫

內容與資料(包含規劃中、施工中及已完成之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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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缺失項目 缺失類別 

21 
環境品質調查明細表中，部分項目未調查之原因

未詳細說明。 

22 調查資料與附錄資料不一致。 

23 
相關統計數據資料未更新至最近(2 年內)或指定

期間內之資料。 

24 

各項環境項目及因子之預測評估等方式資料過於

簡略，未依照「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之規範，進行撰寫。 

25 

部分環境保護對策不具體明確，使用「考慮」、「參

考」、「建議」、「儘量」或 「必要時」等不確定文

字。 

26 施工或營運期間之監測點，未以圖示標示。 

27 

未敘明本案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

報告書之下列內容，包括審查結論公告日期或文

號、開始施工日期、目前工程進度（如果尚未施

工或已經營運亦請敘明開發行為現況情形）、開發

行為現況。 

28 引用法令錯誤 

錯引法令或未說明辦

理緣由 
29 申請變更理由及內容不符原則 

30 未清楚說明變更之理由或內容 

31 未列明引用之資料、數據及預測、評估模式等。 參考文獻缺漏 

32 
內文說明所提及之公文或調查資料，未於附錄中

補充。 

未檢附相關公文、調查

資料或其他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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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本年度「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常見缺失類別分布比例 

報告書形式錯誤或未檢

附電子檔案 

22.50% 

未檢附學經歷資料或證

照等證明文件 

10.00% 

圖件形式錯誤 

22.50% 

內容不一致或闕漏、誤

植。 

25.00% 

錯引法令或未

說明辦理緣由 

5.00% 

參考文獻缺漏 

2.50% 

未檢附相關公文、調查

資料或其他證明文件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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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評申請案件管控表辦理成果 

桃園市列管環評案件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計列管 133 件開

發案，其中包含 3 件已廢止案件，扣除已廢止案件後，目前總列管數為 130

件，列管案件每年持續增長，加上原有列管清冊資料內容不足且未能及時

更新，時常在調閱開發案件時清冊資料內容與現況不符情形發生；環保署

於 106 年 12 月 8 日修正發布「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及 107

年 4 月 11 日修正發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的影響下，本年度計畫建置、更新各

項環評申請案件有關各類型管控表，以下就分別建置完成之管控表進行說

明。 

一、環評列管案件清冊 

建置環評案件列管清冊主要是為了能讓環保局管理者方便清楚

閱覽目前桃園市列管環評案件管制情形，除了每月根據環評列管案件

監督巡察結果進行資料更新外，隨時依據列管案件狀況更新資料內

容。 

列管清冊資料欄位(如圖 4.2-1 所示，完整清冊內容詳如附件 4.2-1)

共計有 26 個欄位分別記錄開發案件相關資料包含案件編號、案號、

主管機關、開發行為名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名稱、開發

行為類型、開發行為基地(包含行政區、地段、地號等)、開發面積、

開發區位、敏感區位、開發規模、承辦人員、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old)(發布日期)、列管條件說明(old)、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發布日期：

107.04.11)、列管條件說明(new)、現況、是否持續列管、審查結論公

告日期/廢止日期、審查結論公告文號/廢止文號、權管、監督查核聯

絡人、監督查核單位聯繫電話、近 3 年裁處情形、備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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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環評列管案件清冊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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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 

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表主要是記錄各案件歷程，方便環保局

管理者查詢各階段進度與辦理情形，透過本表清楚瞭解環保局在審查

過程所花費時間與開發單位補正所花費的時間，有效掌握案件時效，

本表每日定期更新並上傳至環保局綜合規劃科共用區資料夾中，隨時

提供案件最新進度。管控表(如圖 4.2-2 至圖 4.2-5，完整內容詳如附

件 4.2-2)共分成四大核心區塊，以下就針對四大區塊欄位說明。 

1. 基本資料： 

包含案件編號、案號、承辦人員、案件最新狀態、案件最新

狀態、開發案名稱/書件名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位置地

號、區位Ａ、區位Ｂ、書件類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開發行為類型、

開發單位、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撰寫單位、聯絡人、電話、審

查費用、通知繳費期限、實際繳費日期、程序審查辦理日數(環保

局審查日數、委辦單位審查日數、業者補正日數、退回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日期)、環評會議辦理日數(環保局審查日數、委辦單位

審查日數、業者補正日數、申請展延)、定稿作業辦理日數(環保

局審查日數、委辦單位審查日數、業者補正日數)等，如圖 4.2-2

所示。 

2. 程序審查各期程辦理日期： 

本區段表格主要內容紀錄環保局收文日期、環保局交付委辦

審查日期、委辦審畢交還日期、環保局審查完成日期、通知第一

次補正日期、通過日期、審查報告提送大會期限日期、現勘日期

等欄位，如圖 4.2-3 所示。 

3. 環評會議各期程辦理日期：                                                         

開發案件正式進入實質審查階段，本區段表格主要內容紀錄

書件初稿收文日期、第一次開會日期、第一次會議紀錄發文日期、

審查結論/決議、初稿(第一次修正)環保局收文日期、初稿(第一次

修正)環保局交付委辦審查日期、初稿(第一次修正)委辦審畢交還

日期、第一次修正本通知補正日期、環評會議通過日期等欄位，

如圖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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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稿作業各期程辦理日期： 

本區段表格主要內容紀錄定稿作業各項審查日期包含定稿

本初稿程序審查(初稿收文日期、初稿環保局交付委辦審查日期、

初稿委辦審畢交還日期、初稿通知補正日期)、定稿本初稿辦理日

期(初稿收文日期、初稿環保局交付委辦審查日期、初稿委辦審畢

交還日期、初稿通知補正日期、初稿請委員確認日期、初稿委員

確認回覆日期)、定稿本(第一次修正本)辦理日期、定稿本(第二次

修正本)辦理日期、簽核公告審查結論，函請提送定稿本日期、公

告審查結論日期、定稿本(開發單位函送定稿本、切結書、承諾書

及光碟)日期、定稿本備查/核准日期等欄位，如圖 4.2-5 所示。 

 

三、環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審查作業管控表共分成四大區，分別為基本資料、程序審查作業、

環評會議、定稿作業。環評案件環保局收件受理後同時將本表單建置

完成，本表將紀錄各階段初審、複審等所花費時間，確保委辦單位與

承辦人員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審查工作，詳實紀錄各項程序與審查作業

時間點，提高調閱、審閱案件的便利性，並可加速審查作業時間，表

單內容如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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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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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表-程序審查各期程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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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環評會議各期程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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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定稿作業各期程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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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審查作業管控表 

 

審查報告提送大會期限：   年  月  日                  現勘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報告提送大會期限(第 2 次)：   年  月  日 

桃 園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審查作業控管表 

基

本

資

料 

開發案名稱/書件名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位置地號：桃園市大溪區大鶯段 941地號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山坡地  □水庫集水區  □重要溼地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書件類別：□說明書 □評估書 □環差 □變更內容對照表 □環現差 □備查 □其他：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條    項    項    款    目 

開發類別：  

開發單位：                        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撰寫單位：                聯絡人：        電話：          

審查費用：      元；通知繳費期限：  年  月  日；實際繳費日期：  年  月  日 

程

序

審

查 

 收文日期 交付日期 審 查 完 成 日 期 
環 保 局 

審查日數 

通 知 

補正日期 

業 者 申

請 日 數 

初稿   

  

   
承 辦 人 簽 章 審 查 人 簽 章 

    

第一次 

補  正 
  

  

   
承 辦 人 簽 章 審 查 人 簽 章 

    

第二次 

補  正 
  

  

   
承 辦 人 簽 章 審 查 人 簽 章 

    

第三次 

補  正 
  

  

   
承 辦 人 簽 章 審 查 人 簽 章 

    

退回目

的事業

主管機

關 

  

  

   
承 辦 人 簽 章 審 查 人 簽 章 

    

通 過 

日 期 
 

其他 

 

 

總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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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評

會

議 

 收文日期 交付日期 
大會名稱/

日期 

審查結論

決議 
審 查 完 成 日 期 

環 保 局 

審查日數 

通 知 

補 正 日 期 

業者申請

日 數 

初稿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初稿 

(第一次

修正)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第一次 

修正本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第一次 

修正本 

(第一次

修正)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第二次 

修正本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第二次 

修正本 

(第一次

修正)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申請 

展延 
         

通 過 

日 期 

 其他 總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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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稿

作

業 

 收文日期 交付日期 審 查 完 成 日 期 
環 保 局 

審 查 日 數 

通 知 

補 正 日 期 

業 者 

申請日數 

初稿 

(程序審查)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初稿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請委員確認發文日期：          ；請委員確認回覆期限：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定稿本 

(修正 1版)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請委員確認發文日期：          ；請委員確認回覆期限：        

定稿本 

(修正 2版)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請委員確認發文日期：          ；請委員確認回覆期限：        

簽核公告審查結論，函請秘

書處張貼公告至少 15 日、

函請開發單位提送定稿本

等(2函 1 稿) 

 

其他： 

   

公告審查結論  
其他： 

   

開發單位函送定稿本、切結

書、承諾書及光碟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承辦人簽章 審查人簽章 

  

定稿本備查 

/核准日期 

 其他： 總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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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作業天數管控 

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各類型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共計審理 47 案，

案件類別詳如附件 4.2-3，在書面審查作業階段各案件皆須在 7 個工作

天內完成並出具書面審查意見提交環保局，其他作業管控點如下說明：

案件受理後將於 0.5 工作天內完成書件審查作業管控表建置，建置完

成後將本案歷次往來公文、審查意見等統一放置卷宗夾，供環保局長

官隨時調閱案件歷程與辦理進度；工程師將利用 6 個工作天完成書面

程序審查工作，逐一檢視書件內容完整性、合理性；程序審查完成後

填寫審查作業管控表後續內容(約 0.5 工作天)，詳細內容如圖 4.2-6 所

示。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收件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收件

填寫書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收件日期、基本資料等)

填寫書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收件日期、基本資料等)

程序審查作業程序審查作業

書面審查意見複核書面審查意見複核

審查作業完成審查作業完成

列印書面審查意見列印書面審查意見

登錄審查中環評案件總表
電子檔

登錄審查中環評案件總表
電子檔

填寫書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審查結果、完成日期）

填寫書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審查結果、完成日期）

修
正
意
見

電子檔上傳規劃科共用區電子檔上傳規劃科共用區

書
面
審
查
作
業
階
段

電
子
化
建
檔
階
段

0.5
天

6
天

0.5
天

作業時間作業時間作業期程作業期程 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每
日
更
新
上
傳

 

圖 4.2-6、審查作業天數管控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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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所受理的 47 案書件(包含退、補件)，共計完成 76 次的案件審

查，平均每案審查次數為 1.6 次，詳細內容如表 4.2-2。 

 

表 4.2-2、本年度審查中案件數與審查次數統計 

報告書形式 案件數(案) 審查次數(件) 每案平均審查次數 

環境影響說明書 21 29 1.4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1 1 1.0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11 22 2.0 

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報告 1 1 1 

變更內容對照表 10 18 1.8 

申請備查內容 3 5 1.7 

小計 47 76 1.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審查所耗用的天數程序審查階段的平均使

用天數為 4.4 天、環評會議階段平均使用天數 6.3 天、定稿作業階段則為

5.0 天，各書件平均審查天數詳如表 4.2-3。 

 

表 4.2-3、本年度各階段環評書件審查天數統計 

單位：天 

報告書形式 程序審查階段 環評會議階段 定稿作業階段 

環境影響說明書 5.0 7 5.5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7.0 0 0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4.7 6 4.2 

變更內容對照表 3.3 0 5.3 

申請備查內容 2.4 0 0 

平均使用天數 4.4 6.3 5.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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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清冊 

(一)清查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案件 

因應 107 年 4 月 11 日修正發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重新檢

視桃園市轄內列管案件，將因本次法規修正而受影響的案件列出造

冊(如圖 4.2-7，完整清冊內容詳如附件 4.2-4)，並將修法前後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進行比對，確認該案

是否符合應繼續執行環境影響評估，詳列未符合應繼續執行環境影

評估之理由後將案件後造冊獨立列管，並通知開發單位辦理後續變

更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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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清冊資料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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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法

規宣導說明會 

因應環保署 107 年 4 月 11 日修正發布「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以下

簡稱認定標準)」，於 107 年 7 月 2 日邀請受法規修正影響之開發單

位與營運管理單位，說明法規修正重點及可進行變更審查結論相關

作業(開會通知函如附件 4.2-5)。 

 

表 4.2-4、「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法規宣導

說明會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14:05 主席致詞 

14:05~14:10 業務單位報告 

14:10~14:25 認定標準法規修正說明 

14:25~14:45 後續處理方式案例(範例)說明 

14:45~15:05 意見討論 

15:05 散會 

 

  

圖 4.2-8、「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法規宣導

說明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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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案件現況 

經重新檢視環境影響評估列管清冊後，133 件列管案件中共計

有 19 件案件受本次修法影響，如附件 4.2-4，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

其辦理方式應以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提出申請，自 107 年 7 月 2 日

法規宣導說明會後共計有 7 件提出申請，另有 1 件因廢止工廠登記

後而辦理廢止審查結論，截止 11 月 25 日止尚有 11 件開發案尚未提

出申請，清冊如表 4.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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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開發案件提出變更申請現況 

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1 52 0940031D 

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變

更乙種工業區、綠帶為住宅

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欣榮建業

股份有限

公司 

工廠變更

用地作為

非工廠開

發使用 

未開發 
公告工廠變更用地開發使用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正後刪

除本條文)  本案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2 123 0890391A 

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原桃園

廠址變更用地開發使用環境

影響說明書 

宏億建設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工廠變更

用地作為

非工廠開

發使用 

未開發 
公告工廠變更用地開發使用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正後刪

除本條文)  本案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3 126 1040201D 

擬定龜山都市計畫(部分工業

區為商業區、住宅 區、公園

用地、道路用地、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綠地;部分住宅區

為道路用地;部分綠地為商業

區、住宅區、道路用地)細部

計畫案 環境影響說明書 

桃園市龜

山區中興

自辦市地

重劃區籌

備會 

工廠變更

用地作為

非工廠開

發使用 

未開發 

第 31條第 1項第 24款第 2目(發

佈日期：102.9.12)工廠變更用地

作為非工廠開發使用，變更用

地面積一公頃以上。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正後刪

除本條文)  本案開發面積 4.5782 公頃

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

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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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4 129 0850151D 

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部分工

業區圍住宅區及商業區)環境

影響說明書 

新竹化工

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工廠變更

用地作為

非工廠開

發使用 

未開發 
公告工廠變更用地開發使用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正後刪

除本條文)  本案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程序審查中 

5 125 0881151A 

桃園縣平鎮市北勢段地號

219-29 等八筆丁種建築用地

申請變更為甲種建築用地案

環境影響說明書 

台麗染整

廠股份有

限公司 

工廠變更

用地作為

非工廠開

發使用 

營運中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及公告工廠變更用地開發使

用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                              

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 目，位於非都

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

正後刪除本條文)  本案開發面積 17,322

平方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

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6 14 1010171D 
旭邑企業有限公司廠房設置

環境影響說明書 

旭邑企業

有限公司 

工廠之設

立 
營運中 

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目(發

布日期：101.01.20)位於水庫集

水區。 

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5 目 

已逾 107 年 11 月 2

日公告廢止審查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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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7 111 0860091D 

潤泰紡織(股)公司桃園平鎮

二廠開發設置倉儲批發業專

用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 

潤泰紡織

股份有限

公司 

工商綜合

區開發、購

物專用

區、大型購

物中心之

興建 

營運中 
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發布日

期：84.10.18) 

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8 目 位於都市

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五公頃

以上。本案開發面積 1.3028 公頃未符合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

論。 

尚未提出申請 

8 54 0870141D 

桃園縣八德市茄苳溪段建築

用地變更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正來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新市區建

設 
未開發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 

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 目，位於非都

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本案開發面積 0.7986 公頃未符

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

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9 56 0820041D 

桃園縣八德鄉八塊段三~十

九地號丁建變更甲建案土地

使用計畫書暨環境說明書 

偉城不銹

鋼股份有

限公司 

新市區建

設 
未開發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 

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 目，位於非都

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本案開發面積 2.243 平方公尺未

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

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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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10 64 0880051D 

楊梅鎮水尾段水尾小段用地

變更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 

亨隆建設

開發有限

公司 

新市區建

設 
營運中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 

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 目，位於非都

市土地，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面積十公

頃以上。本案開發面積 0.8243 公頃未符

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

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11 124 0870871A 
桃園縣八德區八塊段丁建變

更甲建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元大人造

樹脂廠股

份有限公

司 

新市區建

設 
未開發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 

第 31 條第 1 項第 24 款(法規修正後刪除

本條文)，本案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15 日

定稿本初稿(第一

次修正)程序審查

通過 

12 46 0870111D 

敏盛綜合醫院（經國路）擴

院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 

敏盛綜合

醫院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84.10.18)辦公、商業或綜合性

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

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 86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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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13 71 0990291D 

桃園市同德段 42 地號集合住

宅暨一般事務所新建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嘉璟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98.12.02)辦公、商業或綜合

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

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94.35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20 日

定稿本初稿程序

審查通過 

14 72 0910041D 

昇捷桃園中正路辦公大樓新

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 

昇捷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95.02.20)辦公、商業或綜合

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

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84.4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15 73 0970041D 

祐杰建設國聖段二十一層超

級市場，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祐杰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96.12.28)辦公、商業或綜合

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

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72.1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2 日公

告審查結論 

16 74 0970011D 

桃園市同德段 56、57 地號店

鋪、辦公室、集合住宅新建

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 

中森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96.12.28) 辦公、商業或綜

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

或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98.1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尚未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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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清冊 

編號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開發單位

名稱 

開發行為

類型 
現況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發布日

期：102.09.1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日期：107.04.11) 
目前辦理情形 

17 76 1000161D 

桃園縣桃園市同德段 58 及 59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

書(定稿本) 

麗寶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營運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98.12.02)辦公、商業或綜合

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

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112.7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16 日

定稿本初稿程序

審查通過 

18 77 1030161D 

桃園市同德段 26、27、28、

30、31 及 32 地號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福容開發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施工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102.09.12)辦公、商業或綜

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

或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99.8 公尺及 103.4 公尺，未

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

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20 日

初稿程序審查通

過，代排入下次審

查會議 

19 78 1020391D 

桃園市中壢區青芝段 159-2、

159-3 地號住商大樓新建工程

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冠德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高樓建築 施工中 

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發布日

期：102.09.12)辦公、商業或綜

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

或高度七十公尺以上 

第 26 條第 1 項高樓建築，其高度一百二

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案樓高為 99.9 公尺，未符合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 

107 年 11 月 9 日公

告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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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相關配套措施及

查核表單 

桃園市為強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品質，以落實達到預防及減輕開發行

為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並有效提升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效率，使桃園市

發展為低碳綠色城市，特訂定「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以

提供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及開發單位

等，能有更明確之參考依循。 

本計畫係依據上(106)年度初擬之「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

案)」(以下稱：本規範草案)內容，作為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草案)內容訂定之參考主軸，並完成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查核表單，相關

研修工作流程，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研修「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工作流程圖 

 

本規範(草案)，全文共計 23 點，茲分別針對：「空氣污染防制」、「用

水管理」、「逕流量管制」、「雨(污)水分流處理及放流水排放管制」、「水資

源回收再利用」、「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之開發行為禁止或限制規定」、「各

類噪音管制」、「廢棄物清除、處理及應回收廢棄物貯存方式」、「健康風險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推廣綠建築及綠建材」、「景觀綠化管制」、「交

通運輸管制及低污染運具推廣」、「農地利用及維護」、「生態保育」、「濕地

保育利用」、「文化資產保存」、「水土保持」、「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等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重點項目，進行界定，並依據「桃園市政府法制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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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行政規則格式完成訂定，詳如下表 4.3-1 所示。 

在相關配套及查核表單部分，則是針對「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

範(草案)」第四點、第十二點、第十五點之規定，且為目前現行法令未明

令規範之處，完成研擬「施工機具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承諾書、「施工期

間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統」連線設置及操作維護承諾書、「溫室氣體減量

措施」承諾書、「低污染車輛及自行車優先車位設置」承諾書等配套措施(如

附件 4.3-1)，據以要求開發單位配合施行，並透過擬定程序審查之相關表

單作為實務審查之用(如附件 4.3-2、附件 4.3-3)。 

相關上述各承諾書之規範事項，重點說明如下： 

一、「施工機具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承諾書規範重點 

(一) 如使用 5 年以上之燃油引擎機具，將加裝濾煙器或排氣處理設

備。 

(二) 進出工地之柴油車，需符合 4 期排放標準(煙度值為 35%至

50%)。 

(三) 如使用 3 期大型柴油車，將加裝濾煙器。 

二、「施工期間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統」連線設置及操作維護承諾書

規範重點 

於開工前，向環保局完成申辦「營建工程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統」

之連線設置，並確保系統於施工期間內各項功能正常運作。 

三、「施工機具空氣污染防制措施」承諾書規範重點 

(一) 應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含施工及營運階段)，並以減量 50%

以上之目標提出相對應的減碳措施。 

(二) 工業區規劃引進之產業，應有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管制計畫及減

量之因應對策。 

四、「低污染車輛及自行車優先車位設置」承諾書規範重點 

(一) 設置停車場達 50 格以上，需設 1 格以上之低污染車輛優先車

位。 

(二) 自行車停車格，需達汽車停車格數量 1/4 以上。 

(三) 低污染車輛，應包含：電動車、電動機車、油電混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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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 

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 

名     稱 說     明 

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本規範全文共計 23 點，分別針對

有關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重點項

目，進行範疇界定說明。 

規     定 說     明 

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綠色城市，

強化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效率，提升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作業品質，落實預防及減輕開發行

為對環境造成不良之影響，特訂定本規範。 

本規範之訂定目的。 

二、本規範係提供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作為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報告書

及其他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審查基準。 

明定本規範之適用原則。 

三、環境影響評估之區域範圍，包括開發區域及

可能受開發行為影響之區域。 

明定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應涵蓋之

範疇。 

四、開發行為應遵行之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包括

下列內容： 

(一)施工及營運期間內，不同污染源所產生之空氣

污染物排放量，應以「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

範」之空氣品質模式類型，計算擴散稀釋距離、

濃度，或由相關資料推估空氣污染物之稀釋擴散

濃度，並研判其影響之程度、範圍、時間，以及

是否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並訂定因應對策。 

(二)施工期間，營造建築物、鋪設道路、堆置土石、

運送工程材料、清理廢棄物或其他工事應有適當

防制措施，以避免引起塵土飛揚或空氣污染。 

(三)施工期間應優先考量採用電力機具，如須採用

5 年以上之燃油引擎機具，應加裝濾煙器或排氣處

理設備。禁止 88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廠之 1、2 期

柴油大客貨車及小貨車進入工地，且進入工地之

柴油車輛應出具 1 年內排氣檢測結果符合四期以

一、開發單位針對施工及營運期間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模擬推

估，應依據「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

術規範」進行模擬推估，並依據模

擬推估結果辦理相關空氣污染防

制措施及因應對策。 

二、施工期間應設置工地標示牌、

阻隔式圍籬、防溢座及其他防制粉

塵之措施。 

三、5 年以上之燃油機具應加裝濾

煙器或其他排氣處理設備。柴油車

應符合 4 期排放標準(煙度值為

35%至 50%)。如使用 3 期大型柴

油車，應加裝濾煙器。 

四、應設置監視錄影設備，並連線

至環保局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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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放標準證明，如使用三期大型柴油車，應加

裝濾煙器。 

(四)應於工地出入口設置監視錄影設備，並配合連

線環保局路面污染自動辨識系統。 

(五)開發單位如規劃餐飲店面或區域，應設置集氣

設備、油煙、異味污染防制設備及油脂截留器。 

統，確保周邊道路保持整潔，有效

減少路面揚塵。 

五、依據「桃園市餐飲業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設置管理自治條例」之規

定，設置集排氣系統、空氣污染物

去除設施。 

六、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

編」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設置油脂截留器。 

五、開發基地之用水相關管理管制內容，應包括

下列項目： 

(一)申請住宅社區開發，應檢附自來水主管機關同

意供水文件。如該主管機關不能提供供水服務，

而由開發單位自行開發水源者，其環境影響應併

入評估。 

(二)如符合「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之開發行為

類別，且計畫用水量達每日 300 立方公尺以上，

應提送用水計畫予經濟部審核。 

一、如使用自來水，應檢附台灣自

來水公司之同意供水證明文件。倘

屬自行開發水源者，則應評估其影

響。 

二、符合「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

之規範者，應提送用水計畫予經濟

部審核。 

六、開發基地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者，開發單位需

將排水計畫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以不增

加逕流量為原則。 

明定開發基地面積達 1 公頃以上

者，應檢具排水計畫送本府水務局

審查，並以不增加逕流量為原則。 

七、開發單位應規劃採用雨水與廢(污)水分流方式

之處理系統，其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應符合

放流水標準。 

以南崁溪流域、新街溪及埔心溪為廢(污)水排放之

承受水體者，應符合「桃園市南崁溪流域廢(污)

水重金屬銅排放總量管制方式」及「桃園市新街

溪及埔心溪總量管制方式」。 

一、雨水與廢(污)水應採分流處

理，且廢(污)水排放應符合放流水

標準。 

二、以南崁溪流域為承受水體者，

應符合「桃園市南崁溪流域廢(污)

水重金屬銅排放總量管制方式」之

規定。 

三、以新街溪及埔心溪為承受水體

者，應符合「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

溪總量管制方式」之規定。 

八、開發基地之保水與回收水相關管理管制內

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開發基地應以使用透水鋪面為原則，並設置雨

一、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自來水替

代率應大於 4%。生活雜排水回收

再利用系統之回收再利用率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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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貯留利用系統(自來水替代率應大於 4%)，或生

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回收再利用率應大於

40%)。 

(二）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率 (含廠內用水回

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理廠廢水回收等)應

大於 70%。若情形特殊，經本會同意者，不在此

限。 

於 40%。相關設計可參照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

佳管理技術(BMPs)指引」、「建

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二、屬工業區開發者，其全區用水

總回收率應大於 70%。 

九、開發基地之噪音管理管制內容，應包括下列

項目： 

(一)開發基地位於航空噪音防制區內，開發行為應

符合噪音管制法及公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地

區)航空噪音防制區之規定辦理。 

(二)開發基地位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在施工

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噪音不得超過噪音管制標

準，並符合動力機械操作限制之範圍、行為時段

及例外規定及設立施工告示牌。 

一、開發基地位於航空噪音防制區

內，開發行為應符合噪音管制法及

公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桃園地

區)航空噪音防制區之規定辦理。 

二、噪音不得超過各類噪音管制區

之噪音管制標準；另應符合動力機

械操作限制之範圍、行為時段、地

區或場所等。 

十、廢棄物相關管理管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開發行為產生之廢棄物應自行、共同或委託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負責清除、處理

之；或依法進行再利用。如委由政府機關清除、

處理，應取得其同意證明文件。 

(二)開發基地或建築物應設置資源回收空間，全面

回收應回收廢棄物，貯存方式須符合環保、節能

及衛生原則。 

一、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辦理

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若委由政府

機關清除、處理則應取得同意證明

文件。 

二、開發基地或建築物應設置符合

環保、節能及衛生原則的資源回收

空間，全面回收應回收廢棄物。 

十一、開發基地環境現況調查結果，有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潛在影響者，應依該污染項目、特質

與施工計畫、營運後之土地利用，進行風險評估，

以確保受體得以被保護及土地規劃、使用之合理

性，該風險評估應至少包括： 

(一)污染來源之評估； 

(二)建立污染源之評估； 

(三)評估污染源對受體可能引起之潛在傷害； 

(四)風險值及危害程度評估； 

(五)清除計畫或相關整治措施； 

一、現況調查結果，有土壤及地下

水潛在影響之虞，應進行健康風險

評估。 

二、經本會認定應先完成清除、整

治者，於未完成前，不得進行開發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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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風險評估結果，經本會審查認定土壤或地下

水污染應予清除、整治者，於未完成前，不得進

行開發使用。 

十二、溫室氣體相關管理管制內容，包括下列項

目： 

(一)開發單位應計算開發後溫室氣體排放增量(含

施工及營運階段)，並以減量 50%以上之目標提出

相對應的減碳措施，並承諾於開發後落實執行。 

(二)工業區規劃引進之產業，應有二氧化碳排放總

量管制計畫及減量之因應對策。 

一、應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之溫室

氣體排放增量，並承諾落實減碳措

施。 

二、屬工業區開發者，則另需提出

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管制計畫及減

量因應對策。 

十三、建築物之相關管理管制內容，應包括下列

項目： 

(一)開發基地之新建建築物規劃設計，應依綠建築

指標原則規劃，指標包括基地綠化、基地保水護

土、節水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廢(污)水與廢棄物

減量、回收及妥善處理。 

(二)開發單位應就建築外殼、空調、照明、動力等

設備系統，提出節能效益評估，並應優先購置省

水、節能標章之產品。 

(三)開發單位於建築物設計應優先使用綠建材標

章產品，其綠建材使用率應大於總面積比例

45%。若因情形特殊無法使用時，亦應優先選擇對

環境友善及可回收再利用之材料。 

建築物規劃設計應納入綠建築指

標、環保減廢、省水節能、綠色採

購等理念，以減輕環境負荷。 

十四、景觀綠化及空間規劃之相關管理管制內

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開發行為對周遭環境美質與景觀之負面影

響，應提出具體因應對策(景觀評估)，且於施工期

間，裸露地應採取適當管制措施及考量景觀及植

栽綠化需求。 

(二)開發基地之綠覆率應符合「桃園市建築基地綠

化自治條例」之規定。 

(三)應進行基地內珍貴樹木之調查、評估工作，施

工期間若發現珍貴老樹，應即停止該地區工程之

進行，並依「森林法」有關規定辦理。 

一、開發行為應對周遭環境美質與

景觀之影響，提出具體因應對策，

並加強施工期間的基地綠化或減

輕視覺衝擊之措施。 

二、基地綠覆率應符合「桃園市建

築基地綠化自治條例」規定。 

三、開發單位應進行珍貴樹木調

查、評估工作，若發現珍貴老樹，

則依森林法之規定辦理。 

四、樹木修剪、移植，應依「桃園

市樹木修剪維護作業參考原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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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行為涉及樹木修剪或移植，應依「桃園市

樹木修剪維護作業參考原則」及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樹木保育移植作業參考原則」內容規定

辦理。 

(五)開發基地整體開發規劃，應能提供行人徒步

區、綠地休憩等空間。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樹木保育

移植作業參考原則」內容規定辦

理。 

五、基地內應能提供行人徒步區、

綠地休憩等空間等，以營造人本環

境。 

十五、開發基地之交通運輸及停車場設置等相關

管理管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開發行為所產生交通運輸、停車問題，及其衍

生之空氣污染與噪音振動之影響，應訂定具體因

應對策。 

(二)開發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評估及設置停車位: 

1、調查基地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之停車供給狀

況，評估分析汽車、機車及自行車之停車需求。 

2、於建築物設置之停車場達 50 格以上應設 1 格

以上低污染車輛優先車位(低污染車輛為電動車、

電動機車、油電混合車)。另應規劃應設汽車停車

格數量 1/4 以上之自行車停車格。 

3.申請基地開發如符合「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響

評估審議規定」所訂情形且超過其送審基準時，

應依規定辦理並提送交通局審查，其停車供需分

析及評估亦應符合規定內容。 

一、應針對交通運輸及其衍生之空

氣污染、噪音震動及停車需求，訂

定因應對策。 

二、應調查及評估基地半徑 500 公

尺範圍內之汽、機車及自行車停車

供給狀況及停車需求。 

三、每 50 格停車格(不分汽、機

車)，應劃設 1 格低污染車輛優先

車位 

四、自行車停車格之數量，應達應

設汽車停車格總數 1/4 以上。 

五、符合「桃園市基地開發交通影

響評估審議規定」之規定者，應提

送交通影響評估報告書至本府交

通局審查。 

十六、申請開發之基地位於農業用地或耕地，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農地內開發行為，不得影響其周圍農業之生產

環境。 

(二)申請基地範圍內之原有水路、農路功能應儘量

予以維持，如須變更原有水路、農路，應符合對

地形地貌影響最小之規劃方式。 

明定開發基地位處農業用地或耕

地者，不得影響周圍農業之生產環

境，且應盡量維持基地範圍內之原

有水路及農路。 

十七、開發基地屬依法公告之野生動植物重要棲

息環境或特殊生態系，開發單位應於影響地區實

施保育計畫。必要時，得要求開發單位於其他適

當地點執行相關措施營造生態棲息環境。 

明定開發單位應依法維護野生動

植物重要棲息環境或特殊生態

系，並實施保育計畫或於其他適當

地點，營造生態棲息環境。 

十八、開發基地若涵蓋埤塘及水圳等，應依濕地 明定開發基地若涵蓋埤塘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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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法及「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

畫」之相關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

管理之規定或措施辦理。 

圳，則應符合「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及「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

級)保育利用計畫」之相關規定。 

十九、開發單位應於開發前，進行文化資產之調

查、評估工作。若發現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聚落建築價值之建造物、疑似考古遺址、

具古物價值、自然地景或具自然紀念物價值者，

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通報主管機關處

理。 

明定開發單位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對文化資產進行調查評估，

如發現古蹟、遺址或疑似者時，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條、第

57 條、第 77 條、第 88 條之相關

規定辦理，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

為之進行，並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二十、開發基地位於山坡地或森林區，且開發行

為符合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時，應先擬

具水土保持相關內容，以事先規劃水土保持相關

作為。 

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水土保

持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指定之開發

行為者，應先擬具水土保持相關內

容，以事先規劃水土保持相關作

為。 

二十一、開發單位應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準則規定，評估開發行為在施工及營運期間

發生意外災害之風險，以及對周圍環境可能產生

之影響與範圍，完成訂定緊急應變計畫等因應對

策。 

明定開發單位應訂定應訂定緊急

應變計畫，以預防施工及營運期間

之意外災害風險（如火災、風災、

地震、爆炸、化學災害、油污染

等）。 

二十二、本規範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指導原

則，如有未盡事宜，以本會之決議為準。 

明定本規範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之指導原則，如有未盡事宜，以本

會之決議為準。 

二十三、本規範經本會通過後，自公告日施行。 明定本規範之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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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維護與更新「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成果 

4.4.1 電子地圖平台建置現況 

本圖台已於民國 106 年完成建置，並於本年度持續更新、維護。整體

來說，系統設計之初始目標為提供使用者查詢桃園市各行政區內環評案件

地點及環境敏感區位置，相關功能包括底圖建置、量測功能(提供面積及距

離功能)、定位功能(提供行政區、地址、坐標及環評案件等四項查詢)、圖

層套疊功能(提供套疊環境敏感區(第一級、第二級)、基本圖資(行政區、核

川等)、環評案件等圖資套疊)、匯出功能(提供列印圖片及儲存圖片功能)。 

 

 

圖 4.4-1、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架構與功能 

 

平臺中包括全轄區定位功能、底圖切換、圖台量測、定位(環評案件、

行政區、鄉鎮、村里)、圖層套疊、匯出圖片等六大功能模組圖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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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功能與畫面 

 

一、系統功能規劃 

(一) 圖台工具： 

圖台工具如同 Google Map、Bing Map 等地圖使用工具，可針

對地圖進行縮放、平移、量測、坐標顯示、街景服務、輸出地圖等

基本圖台工具，除基本功能外，本系統整合多項底圖服務，並提供

以圖查文的範圍查詢功能，以下分述各項圖台工具開發成果。 

1. 建置基本圖台工具 

基本工具包含縮放、平移、量測及坐標顯示。量測工具分為

距離及面積量測兩種，使用者選擇量測種類後，於圖台上點擊量

測起始點，完成線段繪製後，雙擊滑鼠左鍵結束動作，系統自動

計算後顯示數據於圖台中，使用者可隨需求切換公制單位(公尺、

公里、公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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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量測工具 

 

 

圖 4.4-4、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量測工具-距離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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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量測工具-面積量測 

 

坐標顯示工具，使用者直接於圖台中點擊欲查詢坐標之點位，

系統即顯示該點位坐標值。目前系統提供 WGS84、TWD97、

TWD67 等三種常用坐標系統。 

2. 提供切換多種底圖之空間資訊圖台 

本計畫介接國土測繪中心及內政部 TGOS 所提供之 WMS 服

務，系統中介接主要以電子地圖、正射影像、地形圖等三大類型，

電子地圖包含通用版電子地圖、內政部 TGOS 電子地圖、通用版

電子地圖(僅道路)等三種，正射影像提供通用版正射影像、福衛

二號混合圖等兩種，地形圖為地形暈渲混合圖。詳細底圖圖資內

容介紹請參如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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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底圖介紹 

底圖類別 底圖名稱 產製單位 圖資說明 

電子地圖 

通用版 

電子地圖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自民國 96

年開始測繪，於 100 年完成製

作，每三年以分年分區局部更

新。地圖套疊包括道路、鐵路、

水系、行政界、區塊、建物、重

要地標、控制點、門牌資料及彩

色正射影像等 10 大類，並依照

圖資內容細分為 23 個圖層。 

內政部 TGOS 

電子地圖 

內政部 

資訊中心 

結合交通部路網數值圖與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

圖區塊、建物圖層，彙整成

TGOS MAP，做為 TGOS MAP 

API 底圖圖磚服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 

(僅道路)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地圖內容與通用版電子地圖相

同，惟去除底色不含建物及區塊

塗色 

正射影像 

通用版 

正射影像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由通用版正射影像係以電子地

圖測繪時所使用之空拍影像，經

過正射校正後之正射影像預切

之圖磚。 

福衛二號 

混合圖 

內政部 

資訊中心 

結合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與交通

部路網數值圖，彙整包裝成福衛

混合地圖，做為 TGOS MAP API

底圖圖磚服務。 

地形圖 
地形暈渲 

混合圖 

內政部 

資訊中心 

結合福衛二號衛星影像與地形

暈渲圖 (由內政部地政司提供

100 米 DTM 檔案)，彙整包裝成

地形暈渲混合地圖，做為 TGOS 

MAP API 底圖圖磚服務。 

資料來源：內政部資訊中心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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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滑鼠滾輪或圖台縮放工具調整底圖顯示比例尺，使用者

可自行切換底圖，或套疊多種底圖，並調整透明度或套疊順序，

檢視地理環境位置關係。 

 

表 4.4-2、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底圖各階層比例尺 

階

層 
比例尺 

電子地圖 正射影像 地形圖 

通用版 

電 子 地

圖 

內政部 

TGOS 

通用版 

電 子 地

圖 

(僅道路) 

通用版 

正 射 地

圖 

福衛二號

混合圖 

地 形 暈

渲 

混合圖 

1 1 : 8735660 ○ ○ ○ ○ ○ ○ 

2 1 : 4367830 ○ ○ ○ ○ ○ ○ 

3 1 : 2183915 ○ ○ ○ ○ ○ ○ 

4 1 : 1091957 ○ ○ ○ ○ ○ ○ 

5 1 : 545978 ○ ○ ○ ○ ○ ○ 

6 1 : 272989 ○ ○ ○ ○ ○ ○ 

7 1 : 136494 ○ ○ ○ ○ ○ ○ 

8 1 : 68247 ○ ○ ○ ○ ○ ○ 

9 1 : 34123 ○ ○ ○ ○ ○ X 

10 1 : 17061 ○ ○ ○ ○ ○ X 

11 1 : 8530 ○ ○ ○ ○ ○ X 

12 1 : 4265 ○ ○ ○ ○ ○ X 

13 1 : 2132 ○ ○ X ○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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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底圖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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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 正射影像(通用版) 

  

內政部 TGOS 電子地圖 福衛二號混合圖 

  

通用版電子地圖(僅道路) 地形暈渲混合圖 

  

圖 4.4-7、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六種底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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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圖面儲存及列印功能 

圖台上執行圖層套疊、空間定位或查詢…等功能後，使用者

可依據需求選擇儲存圖片檔案之尺寸大小，系統中提供640*480、

800*600、1024*768 等三種常用尺寸，使用者另可自型輸入尺寸

來儲存圖片為 jpg 或 png 檔案。列印圖片功能提供使用者輸出簡

易之主題圖，使用者可自訂列印方向為 A4 紙張之直向或橫向，

並輸入圖名，系統將自動產生圖資提供列印。 

 

 

圖 4.4-8、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匯出功能_列印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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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匯出功能_列印圖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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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0、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匯出功能_儲存圖片 

 

4. 介接街景瀏覽功能 

透過街景瀏覽服務，使用者可查看街道、地標或查詢位置之

實景。直接於圖台中點擊欲瀏覽街景之位置，點選「開啟 GOOGLE

街景」，系統將另開視窗展示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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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1、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街景瀏覽 

 

二、空間定位：  

本系統提供基本定位工具包括行政區、坐標、地址、環境評估案

件等四種，使用者自行設定定位條件後，進行區域或點位之定位。 

(一) 行政區定位： 

選擇欲定位之縣市、鄉鎮或村里等條件後，即可進行定位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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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2、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行政區定位 

 

(二) 坐標定位： 

提供 WGS84、TWD97、TWD67 等三種坐標系統之定位服務，

使用者依據需求填入坐標值後，即可進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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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3、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坐標定位 

 

(三) 地址定位： 

介接內政部 TGOS「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使用者輸入地址

後，系統將以模糊比對方式查詢，列出符合條件之地址，經使用者

選擇正確之地址後進行定位。 

(四) 環評案件定位： 

提供依據案件編號及名稱，透過關鍵字提供下拉式選單，於選

擇案件後進行定位，並顯示案件編號、案號、主管機關、開發行為

名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名稱、開發行為類型、開發行

為基地、開發規模與單位、WGS84 參考坐標、TWD97 參考坐標、

基地行政區、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現況與備註等環評案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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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4、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環評案件定位 

 

三、圖層套疊 

本計畫蒐集之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森林、非都

市計畫區…等相關圖資匯入至系統中予以展示，整合行政區域、道

路…等多項基礎圖資。另彙整內政部營建署所公告之第 1、2 級環境

敏感地區查詢項目，目前提供開放圖資者匯入至系統中，期能提供使

用者更多元化的空間資訊展示平台。 

(一) 整合處內內部圖資套疊並介接外部圖資 

將彙整之內部圖資，整合並介接其他政府部門之 opendata資源，

提供使用者於圖台上展示使用。根據敏感區分級分為第一級、第二

級，圖資分類清單如表 4.4-3。使用者選擇類別後，勾選欲套疊圖

層。點擊圖面上的圖徵可檢視該圖徵相關資訊，如名稱、編號、位

址…等。若欲關閉所有開啟圖層，可點擊「清除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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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圖資分類清單 

敏感區分級 圖資名稱 

第 1 級 

特定水土保持區 

河川區域（河川流域範圍圖）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中央管)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縣市管)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活動斷層圖）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護區(重要濕地) 

國家級重要濕地生態復育區(重要濕地) 

古蹟保存區 

遺址 (全國遺址分佈圖)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水庫蓄水範圍 

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等森林地區） 

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圖內） 

第 2 級 

海堤區域  

山坡地 

土石流潛勢溪流  

海域區 

國家級重要溼地核心保護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級重

要溼地核心保護區、生態復育區 

歷史建築  

聚落保存區  

文化景觀保存區  

地質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公共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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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分級 圖資名稱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優良農地 

礦區（場）(101 年現存礦區) 

礦業保留區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 

航空噪音防制區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高速公路） (國道)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省道）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縣道、鄉道）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捷運) 

高速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高鐵) 

 

 

圖 4.4-15、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圖層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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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平台資料維護與更新成果 

本年度配合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結果持續進行圖資平台之

資料更新，截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共計完成 3 次更新作業，共計刪除 2 筆

案件(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工廠毗連土地變更編定擴展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小人國擴建計劃環境說明書，如圖 4.4-16 所示)、新增 4

筆案件(桃園市立(原住民)實驗高中羅浮校區暨羅浮國小第 3 期校舍興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書、桃園批發倉庫申請設置倉儲批發案特定專用區環境影

響說明書、鍾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興建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壢生命紀

念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如圖 4.4-7 至圖 4.4-20 所示)，並依據「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異動調整系統內資料共計

132 筆案件基本資料(案號、主管機關、開發行為名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開發單位名稱、開發行為類型、開發行為基地、開發規模、參考座標、基

地行政區、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法規、現況)，

此外配合案件執行階段成果，更新 9 筆環評案件(如表 4.4-2 所示)之地理

空間範圍資料。 

 

 

圖 4.4-16、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刪除案件(已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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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7、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新增環評案件(桃園市立(原

住民)實驗高中羅浮校區暨羅浮國小第 3 期校舍興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圖 4.4-18、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新增環評案件(桃園批發倉庫

申請設置倉儲批發案特定專用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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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9、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新增環評案件(鍾森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工廠興建環境影響說明書) 

 

 

圖 4.4-20、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新增環評案件(中壢生命紀念

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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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環評案件更新地理空間範圍 

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圖示 

1020161D 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大園擴廠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0920321A 桃園市私立新生

高級醫事職業學

校改制專科學校

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 

 

0880061D 亞洲楊梅社區整

體開發建築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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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圖示 

1030161D 桃 園 市 同 德 段

26、27、28、30、

31 及 32 地號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定稿本) 

 

1000011D 堡富興業股份有

限公司乙級廢棄

物處理機構擴增

處理量 

 

0850131A 桃園國際機場四

號焚化爐興建工

程環境影響說明

書(原為中正國際

機場四號焚化爐

興建工程環境影

響說明書) 

 

0850101D 大江紡織中壢廠

區工商綜合區開

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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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開發行為名稱 圖示 

0990241D 頤親園殯葬園區

環境影響說明書

(定稿本) 

 

1060141D 鍾森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工廠興建

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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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擬「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結合資料庫系統之擴

充功能成果 

4.5.1 現況說明 

由於目前桃園市整府環保局已有建置「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

統」，針對環境影響評估之資料及歷程進行管理，為利於未來系統間資訊

之整合、減少人工資料重複整理之時間成本，針對電子地圖平台之環評資

料應規劃改以介接、連動之方式，確保系統間資料一致性，降低資訊落差

進而提升行政業務之決策品質。 

目前「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內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案件

至少需要以下欄位，包括案件編號、案號、主管機關、開發行為名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名稱、開發行為類型、開發行為基地、開發規

模與單位、WGS84 參考坐標、TWD97 參考坐標、基地行政區、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現況與備註等，惟資料之更新

方式係以「每兩個月人工匯出、整理後並匯入電子圖台」之方式。 

 

 

圖 4.5-1、環評案件資料更新及同步現況 

 

因此，若需將目前「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開放給一般

民眾，提供民眾可自我查詢目標地點環境敏感區位，以及目前桃園市列管

環評案件區位與運作現況。，資料更新的即時性即為重要須待解決的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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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系統整合流程 

為分析兩系統之差異，並進行最有效率之系統整合，本計畫採用

YOURDON 所提出的「企業系統規劃法（Business Systems Planning，BSP）」

方法論為規劃理念，藉由企業運作角度進行規劃，以「由上而下」理念，

進行符合目標之整體規劃，並使用「由下而上」的方法進行，亦即由整體

組織架構及業務運作著手，從組織目標、業務作業及各類資訊的傳送以探

討其資訊需求，並以此資訊的流向制定整體資訊系統架構及實施計畫，以

滿足桃園市環保局業務人員對於系統之需求。在進行實際整體規劃時，以

BSP 理念與原則研擬規劃作業模式之架構，以建構符合使用者之網路化管

考資訊系統。有關該方法論之建構流程概念如下圖示： 

 

 

圖 4.5-2、規劃理論建構圖 

 

在資料整合部分，因桃園市已有既有管理平臺進行資料登打，為避免

重複建置，建議採用資料自動化介接之方式，介接亦可分為兩種管道，分

別為開發 Web API 及直接介接資料庫兩種方式，然而不論何種方式，皆需

先取得正確的資料結構(Data Schema)，所謂 Data Schema 包含既有開發案

資料庫管理系統內全部的資料表(Table)、資料欄位(Attribute)、以及資料之

間的關聯性(Data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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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資料結構整合後，即須透過開發 Web API 或是介接資料庫兩種

方式，在開發 Web API 部分需要兩個系統事先約定好資料傳輸之方式、介

面，並由資料提供端(亦即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開發 API，由資

料取用端(亦即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開發資料取用及轉換資

料庫機制。完成後則僅需約定資料更新頻率及錯誤紀錄方式即可由既有人

工手動更新轉為自動更新。 

 

4.5.3 軟硬體擴充建議 

針對後續「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擴充建議則包括以

下工作： 

(一) 跨系統資料整合：連結「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及未

來建置之「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以空間化作為資料整合

呈現之視覺化方式。 

(二) 增設機關版及後台系統：新增帳號權限管理機制，區分為民眾

版(簡易查詢資訊)及機關版(可進階編輯、維護資料)，提供登

入帳號方式管控後台使用者，並增設後台系統使環保局可自行

進行圖資管理，如圖資新增、更換、刪除等。 

(三) 開發進階數化功能：提供環保局人員透過圖台功能自行繪製環

評案件開發案之空間資料，可數化為面或線資料：將目前點位

之環評開發案改以面或線資料呈現； 

(四) 細部功能擴充與調整： 

1. 匯出圖片右下角新增來源出處為「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並增加「pdf 檔」為儲存格式； 

2. 新增「行政區」篩選案件功能； 

3. 開發響應式(RWD)圖台功能，提供民眾透過不同螢幕解析度之

手機、平板及電腦皆可正常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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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成果 

5.1 環保法令查詢現況 

本計畫已針對現有環保法令查詢(以下簡稱環判)業務系統化之需求分

析暨技術可行性進行評估。依據工廠管理輔導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屬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種類、範圍及規模，其相關環境影

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或污染防治計畫未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

准或同意，不得辦理登記或變更登記。因此，在工廠設立時或提出辦理變

更時，申請案件則須由桃園市環保局各科承辦人員依序檢核是否為空氣污

染防治法、水污染防制法、廢棄物清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環

境影評估法等相關法規所列管之範圍內，判定是否需檢附相關文件(如：固

定污染源設置許可、水污染防制措施計畫、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土壤

及地下水檢測計畫與環境影響說明書)，目前現行環保法令判定流程如圖 

5.1-1 所示。 

經蒐集與桃園市經濟發展類型相似縣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新竹市、新竹縣等，申請方式多為臨櫃辦理，而臺北市、

新竹縣雖有網路申請，但僅限於將相關申請資料上傳至環保局網頁，後續

審查仍採人工判定方式；審查方式部分，除了桃園市外表 5.1-1 所列之縣

市，申請業者皆需先行自行判定是否需環評、是否需檢具相關許可文件等

資料，再將相關資料檢附於申請文件中遞交至地方環保局進行審查，而桃

園市則由環保局進行審查，再將結果提供給予申請單位進行後續相關資料

申請，雖然審查天數新北市只需 3 天、臺中市只需 5 天，而桃園市要 7 天，

但考量申請單位前置作業天數，桃園市相對便利性高，可減少申請單位前

置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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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現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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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縣市環保法令查詢審查方式差異彙整表 

 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竹市 新竹縣 

申請方式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網

路申請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 

臨櫃辦理、線

上申請 

現行審查

流程 

人工判定 

1.業者函送環

保法令查詢

申請書件 

2.安排綜規(環

評)、空、水、

事廢三科會

審 

3.通知業者補

件，補件後 1

工作天完成

審查 

4.查詢結果 

5.函覆業者 

人工判定 

1.收件 

2.會簽相關單

位 

3.意見彙整與

函復申請人 

人工判定 

1.案件受理 

2.審核書件完

整性及聯合

審查 

3.意見彙整與

核發公函 

人工判定 

1.案件受理 

2.安排審查時

間 ， 每 週

一、三、五

聯合審查，

請 於 每 週

二、四中午

前送收件 

3.彙整各科審

查結果 

4.發文 

人工判定 

1.案件受理 

2.每週二、五由

業務科審查

人員進行會

審 

3.呈判 

4.函文業者 

人工判定 

1.案件受理 

2.初審申請文

件是否符合

申請函所規

定相關文件

或份數 

3.每週二由各

業務科審查 

4.彙整各業務

科意見 

5.發文 

無相關資訊 人工判定 

1.提出申請保

法令規定證

明文件 

2.案件受理 

3.分會空污、水

污、事廢、

環發科等單

位審查 

4.意見彙整、陳

核、發文 

5.取得審查結

果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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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竹市 新竹縣 

審查方式

差異 

業者取得判定

結果後，再依

據判定結果向

環保局申請相

關許可。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業者填報申請

資料時須檢附

切結書，自述

是否屬環評、

空、水、事廢、

土壤及地下水

等列管事業。 

1.業者須先自

行判定是否

屬 環 評 、

空、水、事

廢、土壤及

地下水列管

之事業。 

2.送件時須檢

附環保局主

核准之許可

文件。 

審查天數 7 8 3 5 7~10 無資訊 無資訊 無資訊 

便利性 高 低 低 低 低 低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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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國 105 年至 106 年環保局受理之環判案件之統計資料顯示，工

廠設立 1,922 件、工廠變更 790 件，共計 2,712 件，占整體環判案件之 65%，

如圖 5.1-2 所示。且每件案件需通過 4 個科室共約 25 名業務人員完成審查

作業，如表 5.1-2 所示，由此可知，環判業務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及時間成

本。若能依據環保法令之條文準則，將目前案件申請流程導入系統化、自

動化機制，將可有效提高整體作業流程之效率。 

 

圖 5.1-2、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案件統計圖 

 

表 5.1-2、桃園市環保局環保法令查詢審核程序所需業務人員評估表 

業務單位 目前審核人員(名) 

綜合規劃科 5 

空氣品質保護科 5 

水質土壤保護科 12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 3 

合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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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建置評估流程 

系統建置評估過程依據訪談及規劃流程，可概分為三大部分：包含業

務科室會議訪談、綜合規劃科訪談及整體規劃分析設計，如圖 5.2-1 所示。 

 

圖 5.2-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建置評估流程圖 

 

針對現行環保法令查詢之流程與相關法規，透過資料蒐集、會議及面

訪進行瞭解，法規盤點彙整表如表 5.2-1 所示，於 107 年 3 月 30 日召開「環

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會

議討論大綱包含將與各科分組進行討論會議、環判類型、現行環判書面審

查表格之檢討修訂、環判系統欄位需求、特殊案件人工線上簽核等議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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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如圖 5.2-2 所示)，以進行後續系統雛形規劃與建置，後續於 107 年

4 月 16 日、107 年 4 月 17 日、107 年 5 月 21 日分別與水質土壤保護科、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空氣品質保護科、綜合規劃科等召開 4 場次會議。 

於掌握業務流程後，進一步歸納審核過程的經驗法則，包含需留意之

重點行業及特殊案例處理方式等。在確立法規規定分類判斷邏輯與標準，

設計系統可行的分析方案。 

  

圖 5.2-2、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工作小組第一

次會議辦理情形 

 

表 5.2-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相關法規彙整表 

科室 審查項目 適用法規 

空氣品質保

護科 
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 

1.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4 條第 1 項 

2. 公告「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場所應申

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 

水質土壤保

護科 

環保署公告水污染防治

法公告列管對象 

水污染防治法第 2 條第 7 款 

(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及分類定義) 

環保署公告列管事業 

應檢具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資料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8條及第

9 條； 

2.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理

辦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列管

場址 
飲用水管理條例 

石門水庫飲用水水源保

護區及板新鳶山堰取水

口一定範圍內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總量管制區 1. 桃園市南崁區流域廢污水銅排放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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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 審查項目 適用法規 

量管制方式； 

2. 桃園市新街溪及埔心溪流域廢污水

排放總量管制方式。 

事業廢棄物

管理科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之事業機構 

1. 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 

2. 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之事業。 

綜合規劃科 環境影響評估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 3 條 

 

5.3 需求分析設計 

透過歷次需求訪談會議評估，初步彙整以下需求，分為功能性需求及

非功能性需求，共 23 項，如表 5.3-1 及表 5.3-2 所示。其中，非功能性需

求主要為訪談過程中，考量系統管理者、業務單位使用者，甚至一般民眾

之特性，雖然不會開發特定功能，但須在上述功能性需求之開發過程中納

入考量，包括資料更新作業、系統穩定性、安全性、可擴充性、易用性及

跨平台等。 

 

表 5.3-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功能性需求列表 

項目 內容說明 

FR1-1 建置「開發行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自評表」線上申請

作業，提供使用者填寫開發單位、開發行為名稱(依據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基地地號、開發面積、累積

開發面積、基地及週邊環境說明、開發行為內容、法令依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行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自評項目等欄位進行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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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說明 

FR1-2 開發依行政區、開發行為及地段號比對「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三條」所規範之敏感區域交集情形，包

含：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重要濕地、水庫集

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山坡地、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都市/非都市土地、海拔高度等，並依法規要求使用者上傳相應之附

件資料。 

FR1-3 開發申請者預覽案件資訊及產製「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證明文件，並提供依案號、地籍查詢歷史案件功能，針對歷史

案件提供「變更申請」功能，系統須記錄歷次變更時間。 

FR1-4 開發新申請案件依地籍及空間坐標自動偵測歷史環判案件，若為既

有案件變更則需告知使用者選擇變更申請或新案重新申請開發，並

依據設定提供不同填寫流程。 

FR1-5 建立常見問題說明頁面，並提供系統操作手冊電子檔及線上教材，

另盤點相關環保法令資料，以檔案下載或超連結方式彙整於系統中

供申請者參考。 

FR2-1 開發依據綜合規劃科、空氣品質保護科、水質土壤保護科、事業廢

棄物管理科等單位依據本市「環保法令查詢」各主管法規分項自動

化判定輔助功能。 

FR2-2 依據空氣品質保護、水質與土壤、事業廢棄物法規與審查需求，以

及一般廢棄物管理科提供之回收業者地號(地籍)資料，建立列管事

業依據行業別及製程別對應之輔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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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說明 

FR2-3 開發環保署列管廠址公告資訊同步及機關版資料更新機制。 

FR2-4 開發案件人工審查流程比對機制，針對自動化審核結果提供各科人

員線上瀏覽自動並確立最終環判結果及審查意見，系統需紀錄自動

化審查及人工審查結果不一致之案件內容，提供未來系統精進參

考。 

FR2-5 案件人工審查流程比對需提供線上查詢審查進度及結果查詢功

能，並於各階段建立 Email 通知機制。 

FR2-6 案件人工審查分辦流程，系統需自動紀錄各科實際審查完成時間，

並建立管考報表查詢與匯出機制，提供內部管理使用。 

FR2-7 需提供各業務單位不同的審查登入帳號及密碼，並依照科別顯示目

前待辦案件及件數資料。 

FR2-8 案件人工審查流程須提供自後端開、關人工審查流程之機制，以利

未來法規、流程修正時可重複開啟作為法令過渡期間之驗證。 

FR3-1 開發環判申請案件視覺化展示功能，提供歷史環判案件查詢（包含

通過/未通過件數及原因）、依申請單位區域統計、依申請時間統計、

篩選基地範圍查詢、依事業別及製程別查詢、環判/環評案件比對等

資料視覺化模組功能。 

FR3-2 建立行動版環判案件查詢功能，提供帳密管控機制(e 政府帳號登

入)、線上即時同步、歷史案件查詢、疑義案件審查進度掌控、線上

稽催等功能。 

FR3-3 擴充既有環評案件電子圖台功能，開發依地籍、坐標、行政區查詢

線上檢視環判案件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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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非功能性需求列表 

項目 內容說明 

NFR-001 導入 Google Analytics 線上網站流量分析功能，掌握使用者

使用情形及各功能穩定性。 

NFR-002 開發依據列管行業別及製程別自動產生對應確認項目及必/

選證明文件上傳機制，前述機制應包含各項基本使用者防

呆功能（如必填欄位檢核、中英文數字檢核、日期檢核、

字數檢核等） 

NFR-003 提供環評案件電子圖台現有圖資更新維護服務 

NFR-004 持續介接環評案件電子圖台地籍圖資及相關匯入功能 

NFR-005 建置環保法令查詢系統，應考量使用者操作之易用性，設

計系統操作介面。 

NFR-006 為確保資訊系統整體資訊安全，建置環保法令查詢系統，

應於伺服器中加裝 SSL 憑證。 

NFR-007 因應環保法令查詢系統未來可能因法規需求修訂相關判斷

標準，建置系統時需考量後續系統之可擴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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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系統軟體整體規劃 

一、系統運作流程 

系統整體運作流程如圖 5.4-1 所示，申請者可透過系統進行資料

填報，包含工廠基本資料(如圖 5.4-2)、相關問項勾選以及證明文件上

傳等，在法規、製程皆正確對應且證明文件完備情況下，系統將依據

申請者填列之資料進行自動化判釋。 

若尚有資料未上傳齊全，可點選案件暫存，待資料全數上傳完成

才送出案件；若資料皆填列完成，在初期將透過線上分辦機制，將案

件申請資料發送給各科業務人員，提供自動化判釋結果輔助同仁線上

審查。若對項目內容有疑義或文件缺漏情形，則可填列意見後，依案

件複審(退件通知)機制通知申請者進行修改或補件後重送案件。 

 

 

圖 5.4-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流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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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基本資料表 

 

 

二、環保法令查詢系統規則分析 

根據各項環保法規及細項條例標準規範，經訪談會議評估後，彙

整系統自動判釋之準則，如下述： 

(一) 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評估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三

條」規定，需以空間範圍認定是否為於下列敏感區域內，因此，需

評估各項圖資之可取得性，以利確保資料可透過系統自動判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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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敏感區域判釋評估資料盤點狀況 

敏感區位 
自動

判釋 
類型 主管機關 介接來源 備註 

國家公園 是 WMS 

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公園管理

處 

TGOS 
桃園市轄區無國

家公園範圍 

野生動物保護

區 
是 WMS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TGOS 已介接 

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是 WMS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TGOS 已介接 

重要濕地 
半 自

動  
內政部營建署 無 

非屬「非重要濕

地所在鄉鎮市區

地段清冊」須自

行檢附證明文件 

水庫集水區 是 SHP 經濟部水利署 無 可發文取得 

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 
是 SHP 經濟部水利署 

水利署地

理資訊倉

儲中心 

已介接 

海拔高度 是 DEM 內政部地政司 TGOS 已介接 

山坡地 是 SHP 
桃園市政府水

務局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已介接 

國有林事業區 是 SHP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開放資料 

【桃園市國有林

事業區土地相關

地號清冊 (大溪

區與復興區)】 

公私有保安林

地 
是 SHP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開放資料，非即

時更新，可作為

參考用。 

【桃園市公私有

保安林地相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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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區位 
自動

判釋 
類型 主管機關 介接來源 備註 

號清冊 (桃園市

政府農業局及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新竹林區

管理處提供)】 

國家風景區 是 SHP 交通部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開放資料 

臺灣沿海地區

自然環境保護

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 一般保護區 

是 無 內政部營建署 無 

桃園市未屬於任

何公告保護區範

圍內 

都市土地-5 公

頃/非都市計畫

-10 公頃 (特定

農業區之農業

用地-1 公頃) 

是 未定 內政部營建署 無 後續將發文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 否 JPG 
原住民族委員

會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開放資料，格式

為 JPG 檔，無法

套疊，故尚無法

介接並加入圖

台。 

非屬「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第三

條」工廠設立之

敏感區位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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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空氣品質保護-固定污染源軟硬體環境架構規劃 

 

圖 5.4-3、桃園市空氣固定污染源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三) 水質保護-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圖 5.4-4、桃園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表 5.4-2、桃園市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圖資來源 

判斷區位 
是否可自動 

判釋 
類型 主管機關 資料來源 

飲用水水源保護區 是 SHP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政府開放 

資料平台 

 

(四) 水質保護-總量管制區 

 

圖 5.4-5、桃園市水質總量管制區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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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質保護-水污染防治措施 

 

圖 5.4-6、桃園市水污染防制措施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六) 土壤保護-列管事業 

 

圖 5.4-7、桃園市土壤列管事業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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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土壤保護-列管場（廠）址 

 

圖 5.4-8、桃園市土壤列管場（廠）址判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表 5.4-3、桃園市土壤列管場（廠）址圖資來源 

判斷區位 第一批資料 後續更新 

列管場（廠）址 聯繫環保署廠商提供 由桃園市環保局提供 

 

(八) 事業廢棄物管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圖 5.4-9、桃園市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環保法令查詢判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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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功能架構分析 

依據「5.3 需求分析設計」所羅列之系統功能性需求，初步規劃

系統架構如圖 5.4-10 所示，系統主要分為管理人員介面、環保法令

查詢判釋、案件查詢及常見問題說明等四大功能模組。 

管理人員模組主要提供各科業務人員進入系統進行案件審核及

意見回饋；環保法令查詢判釋則提供申請者進行資料填報、勾選及上

傳；另設計案件查詢頁面，供申請者查詢過去歷史案件、暫存案件及

審核中案件相關資料或審核進度；為降低申請者使用系統之門檻，設

計常見問題頁面，供申請者可以更快速的瞭解系統的操作方式。 

 

 

圖 5.4-10、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功能架構規劃圖 

 

四、環保法令查詢系統雛型設計 

針對系統架構進行初步系統雛型設計，含首頁、基本資料填報頁

面、行業類別小幫手及各項法規判釋資料填報流程(以水質保護為例)，

如圖 5.4-11 至圖 5.4-14 所示，提供後續開發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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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首頁雛型規劃 

 

 

圖 5.4-12、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基本資料填報頁面雛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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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3、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行業類別小幫手系統雛型規劃畫面 

 

圖 5.4-14、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水質保護資料填報頁面雛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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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軟硬體環境架構規劃 

環保法令查詢系統主要使用對象為一般民眾(代辦業者及業者工廠、地

主)，故於環境面將搭配市府防火牆規則設置於 DMZ 區，確保網站可對外

亦能保有一定的安全性。在內部使用上將介接市府人事資料庫，提供環保

局內部同仁皆可以單一簽入(Single-Sign on)方式進入系統，並依據權限使

用特定功能。 

資料庫主機因資料來源複雜且多元，建議採用關聯式資料庫並購置微

軟 MS-SQL2016 以上版本，預計將整合來自 TGOS、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水利署地理倉儲、環保署及桃園市政府內部各資訊系統來源，此外針對法

規及業務面資料，亦考量系統未來擴充性，將其結構化設計與處理後納入

資料庫進行管理。 

 

 

圖 5.5-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軟硬體環境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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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資訊安全管理規劃 

系統自開發過程、正式上線、乃至維運階段，都有可能產生一定程度

之安全性風險，因此，建議在各階段的過程中，將相關風險降低，確實謹

慎實行各項必要資訊安全措施，且持續不斷檢討修正實施，以確保隨時間

演進，仍可為維持資訊安全性，建議本系統可針對以下列安全性策略及工

具之方式進行資訊安全管理： 

一、資訊系統作業環境採用 SSL 安全性規格 

為考量資料整體性安全，以確保資料之可用性、正確性，完整地

保護各項交易不被竄改，並杜絕發生系統被入侵之行為，本資訊應用

系統將可支援 SSL 等安全性規格，並申請 GCA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所

提供的伺服器應用軟體憑證，SSL 類伺服應用軟體憑證簽發對象為政

府機關（構）、政府單位所建置的 SSL（或 TLS） Server，例如具有

SSL 功能的 HTTP Server，以強化本系統之安全機制。 

二、程式碼安全與掃描 

本資訊系統將於系統完成、上線佈署前委託第三方公司或法人辦

理資訊安全檢測及相關報告提供，前述第三方資訊安全檢測之公司或

法人須由經認證之資訊安全證照人員進行測試及簽署，依據本資訊系

統開發需求至少須完成原始碼檢測、主機弱點檢測、網站應用程式弱

點掃描、滲透測試成果等，相關報告認證費用視檢測項目而定，每次

費用約為 20 至 50 萬圓整。 

原始碼掃描屬於主動式防禦的一種，採取攻擊發生前，即時修正

所有可能的問題；相較於多數網路安全設備的被動式防禦，原始碼掃

描可作為資訊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且在不影響網路頻寬、反應時間、

及主機效能的情況下，即可達到高安全性的防護，降低系統被惡意攻

擊成功的機率。Fortify 即為原始碼掃描的主流軟體之一，讓企業的網

站應用程式能夠抵擋駭客的攻擊行為，譬如 SQL injection、跨網站腳

本攻擊（Cross Site Scripting）、跨網站請求偽造（Cross-Site Request 

Forgery, CSRF）等，OWASP TOP 10 如圖 5.6-1 所示，而這些攻擊是

防火牆、入侵偵測系統、以及應用層防火牆等傳統資安設備所窮於應

付的。 

依據權威機構 Gartner 組織針對業界知名的靜態應用程式安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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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工具研究報告指出， Fortify 產品不論在工具完整度的願景

(Completeness of Vision)以及工具的執行力(Ability to Execute)皆大幅

領先同業，為世界領導品牌，故建議採用目前資安界最具認可的原碼

掃描軟體，並提出官方報告。 

 

 

圖 5.6-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 OWASP TOP10 

 

 

圖 5.6-2、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原碼掃描結果範本 

 

三、資料庫備份作業 

為使資料能安全無虞受到保護，將新增系統排程設定，定期進行

「環保法令查詢系統」資料庫備份作業，資料庫備份頻率將於系統開

發期間與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訊室進行確認與執行。 

四、災害復原規劃 

災害復原能力是系統持續營運不可或缺的要素，災害復原包含資

源重置、異地備援、緊急應變處理及營運復原，當發生災害、設備故



第五章 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 
可行性評估規劃成果 

 5-25 

障或惡意破壞等突發事故，以致原資訊系統無法運作時，可透過災害

復原機制，快速回復正常或可接受的服務水準接替運作。 

為避免災害發生而致資訊業務停頓，首要為保存業務資料，其次

為恢復可接受的資訊業務營運，可將此 2 項任務轉換為恢復點目標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及恢復時間目標(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說明如下： 

(一) 恢復點目標(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發生意外災難事件時可能會造成資料損毀，恢復點目標是指能

夠恢復至可以支持業務運作，最大可容忍資料遺失時間。例如，只

能接受遺失 12 小時資料，則 RPO 值為 12 小時；無法接受任何資料

遺失，則 RPO 值為 0。 

(二) 恢復時間目標(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 

是指災難發生後，從資訊系統停機導致業務停頓開始，到資訊

系統恢復可以支持業務恢復營運之時，所需要的時間。RTO值越小，

可更快恢復運作。 

建置異地備援的方向為降低資料損失(RPO)及加快營運復原

(RTO)，惟 RPO 及 RTO 值越小，其建置費用隨之增加，因此，週

期性地分析災害及服務損失、進行備援演練及檢討缺失、預算規劃，

做為調整異地備援原則及應變計畫內容，確保資訊服務受災害影響

降低至可接受等級內。國際標準 SHARE 78 的定義有 7 種不同等級

的異地備援技術方案，詳如表 5.6-1 所示。 

 

建立備援機制，應備有異地備援環境，並透過週期性資料庫備份

設定，定時將資料備份檔經由網路傳送至備援主機，而應用程式更新

則同時部署至應用系統伺服器與備援應用系統伺服器，系統運作如圖 

5.6-3 所示。當系統發生事故無法運作時，於備援資料庫伺服器還原最

近一次資料庫備份檔，並透過切換網域名稱伺服器之網址對應，改由

備援應用系統伺服器接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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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異地備援技術方案 

等級及描述 RPO RTO 建置費用 

0. 資料未異地備份 不明 不明 低 

1. 磁帶異地備份 24-48 小時 48 小時以上 低 

2. 有備援中心的磁帶備份 24-48 小時 24 小時 中 

3. 網路傳送備份資料 4-24 小時 12-24 小時 中 

4. 資料快照 4-24 小時 4-12 小時 高 

5. 資料更動管理 接近 0 小時 4-12 小時 高 

6. 資料不(或少量)遺失 接近 0 小時 4 小時以下 很高 

7. 高可用設計 接近 0 小時 接近 0 小時 很高 

 

 

圖 5.6-3、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系統備援系統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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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系統規格及經濟可行性分析 

系統建置所需要的是軟硬體整合，在硬體部分需要能過運作 WebGIS

的主機系統，且本系統未來希望開放民眾在網路上使用，因此 web 及資料

庫主機也需要購置，目前建議採用兩台主機，一台提供對外服務，另外一

台則作為 GIS 及資料庫運作，且兩者可以互為備援。 

一、硬體規格：2 台中階伺服器約為 60 萬 

(一) 中央處理器： 

1. 提供 2 顆 IntelXeonE5-2600V3 系列 2.4GHz 二顆(含)以上。 

2. 處 理 器 核 心 數 (Cores) 8 個 ( 含 ) 以 上 ， 執 行 緒 技 術

(Hyper-Threading Technology) 24 個(含)以上，提供 Turbo 

Boost(渦輪加速)Technology 功能。 

3. 每顆 CPU 整體快取(cache)記憶體 30MB(含)以上，並具備 CPU

散熱裝置。 

(二)系統記憶體： 

1. 提供 128GB(含)以上之 DDR4 記憶體(最大可擴充至 768GB 以

上)。 

2. 記憶體具備橢圓曲線密碼加密技術 (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on,ECC)功能。 

3. 擴充槽 (Slot) ：內建 PCI Express3.0(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Slot3 個(含)以上。 

(四) 硬碟及控制介面： 

1. 提供 SAS(Serial Attached SCSI)磁碟控制介面(含)以上，支援

RAID0、1、5。 

2. 至少提供 7 顆(含)以上支援熱抽取(Hot Plug)、容量 600GB(含)

以上之 10kRPMSAS 介面磁碟機。 

3. 至少提供 1 顆(含)以上支援熱抽取(Hot Plug)、容量 200GB(含)

以上之 SSD 磁碟。 

(五) 網路介面：提供 10/100/1000Mbps(含)以上 Ethernet 網路介面 2

個(含)以上，傳輸速度 10/100/1000Mbps(含)以上自動切換。 

(六) 電源供應器：提供 2 台以上電源供應器，具備熱抽換及備援容

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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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伺服器採機架式，並提供鍵盤、滑鼠及 DVD-RW。 

 

二、軟體規格：授權費用約為 50 萬圓 

(一) 作業系統： WindowsServer2016 

(二) 資料庫系統：MS-SQL2016 以上或 2017 

1. 資料庫結構化查詢語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須支援

ANSISQL-92 標準。 

2. 須支援開放資料庫互連(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 ODBC)、

Java 資料庫連線(Java Database Connectivity JDBC)、物件連結

嵌入資料庫(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Database, OLEDB)

等存取方式。 

3. 須支援資料庫線上備份(Online backup)。 

 

三、系統開發經費評估 

包含所有系統開發與規劃，參考其他單位的 GIS 結合資訊判斷系

統價格約在 650 萬左右，本系統開發項目說明如表 5.7-1 所示，總計

經費約在650萬內，以650萬計算(含2台中階伺服器與軟體升級費用)。

而經濟可行性主要以所能節省的經費作為評估依據，雖然系統可以減

少辦公室文件(如紙張的使用)，但主要仍以人員的節省為主，目前審

查人力共計 25 人，進行審查作業包含環保法令查詢的工廠設立、變

更與機關會辦，而因工廠設立與變更占整體之 65%，因此本系統開發

主要針對工廠登記與變更之環保法令查詢案件。 

106 年工廠設立與變更之環保法令查詢共計 1,540 件，每件約需 5

天審查作業時間，需花 350 月作業時間，未來透過電腦化導入，審查

作業天數可降低至 2 天，減少至 140 月作業時間，以五職等科員 106

年平均月薪 43,350 計算，約可節省 910.4 萬/年，人力評估如表 5.7-2

所示，因此本系統具經濟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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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開發經費 

項次 計畫內容 金額(仟元) 

1 資料彙整與法規作業流程盤點 600 

2 MIS/GIS 作業系統開發 4,800 

3 資料庫及作業系統軟體授權費用 500 

4 硬體伺服器主機 600 

合計 6,500 

 

表 5.7-2、桃園市環保局環保法查詢系統審查人力評估 

單位 
現有書面審查 

人力(人/月) 

環保法令查詢審查系統 

審查人力(人/月) 

最少可節省 

人力(人/月) 

綜合規劃科 5 2 3 

空氣品質保護科 5 2 3 

水質土壤保護科 12 4 8 

事業廢棄物管理科 3 1 2 

合計 25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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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相關工作事項執行成果 

6.1 協助性別平等推動相關工作 

本計畫已協助桃園市環保局辦理性別平等相關工作，包括配合桃園市

性別平等辦公室、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協助推動性別平等具體行

動措施計畫，相關工作包括辦理相關會議、協辦性平活動(1. 107 年 5 月 4

日配合辦理 107 年度桃園市二行程機車報廢抽獎活動頒獎暨優良機車定檢

站表揚典禮，擺設攤位宣導性別平等；2. 107 年 5 月 9 日協助性別平等宣

導廣播帶錄音；3. 107 年 7 月 27 日辦理 107 年性別電影院影片導讀會《關

鍵少數》課程)、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工作，辦理情形如圖 6.1-1

至圖 6.1-4 所示。 

 

 

圖 6.1-1、107 年 5 月 4 日配合宣導性別平等活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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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107 年 5 月 9 日協助性別平等宣導廣播帶錄音辦理情形 

 

 

  

圖 6.1-3、107 年 7 月 27 日性別電影院影片導讀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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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協助辦理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情形 

 

6.2 其他相關配合事項 

本計畫亦協助辦理其他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一、計畫經理每月配合參與工作檢討會，共計 8 場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6.2-1)，配合出席「桃園市 107 年空氣污染物減量監督查核執行計

畫」工作檢討會，亦為 8 場次。 

二、於 107 年 3 月 26 日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共計審查 59 件都市設計

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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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本計畫依合約完成各項工作進度，現彙整推動結果如下： 

一、完成環境保護計畫策略研擬，以提供環保局推動相關環保政策之

參考 

(一) 完成收集與更新桃園市現況與基本資料，包含桃園市地理位置、

行政區、土地面積、地形、氣候、水文、空氣污染指標、水質

檢測指標、噪音監測情況、廢棄物申報量、焚化爐處理量、掩

埋場數量，並協助施政計畫檢討會議(6 月 29 日)召開。 

(二) 依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環境保護績效考核計畫」內容製

作管控表，針對各業務科推動狀況進行彙整、追蹤及統計，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召開 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及環境保護績

效考核第1次檢討會議，檢討並追蹤1至5月執行進度未達90%

之項目；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召開 107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指標

及環境保護績效考核第 2 次檢討會議，檢討並追蹤 1 至 10 月

執行進度未達 90%之項目。 

(三) 完成「107 年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修編初稿，同時更新環

境負荷內容，數據呈現以 100 年至 106 年為主，並召開 1 場次

局內研商會檢討編修架構與內容。 

二、完成航空城環境永續指標政策規劃與執行，以建立永續航空城相

關環境保護制度 

(一) 延續 106 年擬定之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成果，於 107

年 5 月 14 日召開一次局內諮詢會議，邀請市府各相關局處進

行全面向、系統性之整合諮詢，調整檢核表各項目之權責分工

內容確認。 

(二) 完成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填表說明，以利爾後填寫方

向，並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發文邀請桃園市相關顧問機構進行

航空城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試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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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機制建置，以達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 

(一) 環評書件相關技術規範專業審查及協助環評書件程序審查，並

辦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申請案件控管，本計畫執行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共協助開發案件程序審查為 47 件。 

(二) 因應環保署修正發布「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表」、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程序審查表」及「環境影響評估變更

內容對照表程序審查表」內容，並更新建置「環評列管案件清

冊」及「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清冊」。為能精準掌握各階段審

查情形與審查天數控管，建置「審查中環評案件管控總表」與

「環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表」。 

(三) 於程序審查之常見缺失，主要為：未檢附開發基地範圍電腦檔

案、撰寫者實務經歷與證明文件不符、現況資料呈現未更新至

最近 2 年、相關圖檔比例不正確、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

位限制調查表填寫錯誤(或未檢附證明資料文件)、製作撰寫未

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之規範等。 

四、執行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作業，以簡化承

辦人員及民眾了解工廠設立或開發行為所牽涉的法令 

(一) 本計畫完成建置於「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桃

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維護與更新作業，除計畫

執行期間確保系統正常運作及已介接服務自動化更新外，同時

更新環評案件之屬性共計 132 筆，空間資料更新共計 9 筆。 

(二) 本計畫已透過跨科室會議招開及資訊室訪談等方式確立工作

需求與限制，完成環保法令查詢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規劃，針

對目前環保法令之相關法規、判釋現況、系統需求分析、系統

運作流程、雛形介面設計、軟硬體架構、資訊安全管理與系統

軟硬體規格等項目提出發展方向與效益。 

五、相關工作事項執行成果 

(一) 協助桃園市環保局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包含配合桃園市性別平等辦公室、社會局等單位辦理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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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性別平等委員會相關會議等。 

(二)  協助審查都市設計審議書件，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前止已協助

審查 59 件。 

經由本計畫之執行，已協助環保局推動航空城永續發展及環境影響評

估相關作業，並獲得下列結論： 

一、透過辦理施政計畫與環境保護績效考核進度檢討會議，可使環

保局各業務科有效掌握各項業務內容之推動進度及檢討推動

成效，並進行相關精進措施，有助於提升環境保護工作績效。 

二、本年度完成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之權責分

工作業，有助於各局處了解航空城開發之永續面向，並可使未

來的開發單位於開發設計規劃時，預先考量環境永續相關措施，

使航空城計畫區之開發與營運更為永續。同時透過邀請環評相

關顧問公司試填環評開發案自我檢核表，掌握各項永續措施與

檢核表填寫之困難點，並進行釋疑，以使檢核表推動順利。 

三、本計畫於環評書件之程序審查過程中發現書件缺失主要在於現

況資料未更新及未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規範

撰寫（如模擬方法未說明清楚、環境敏感區位及及特定目的區

位限制調查表錯誤、圖檔比例錯誤、…等），相關缺失皆撰寫

成意見並納入相關說明會文宣內，有助於提升環評書件品質。

另透過建置各環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程序與表格，有效掌握環

評案件作業進度，提升環評審查效率。 

四、本計畫持續更新與維護「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

包括系統正常運作與圖資更新，本平台以圖形化介面呈現各環

評開發行為之位置、範圍及基本內容，現階段有助於政府單位

了解本市的環評開發行為與現況，作為相關規劃評估資訊的參

考平台。 

五、由於環保法令判定作業需耗費相關業務科的人力與時間，本年

度就環保法令判定作業電子化進行評估，並蒐集五都推動方法。

評估結果顯示本資訊系統能有效簡化承辦人員及民眾判斷與

申辦環保相關業務之作業程序與時間，同時降低相關執行成本，

預期為具有明顯績效的便民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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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建議 

一、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機制建置，以達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 

(一)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擴充建置「環

評案件審查作業管控表」線上表單功能，透過 E 化管理自動計

算各階段審查天數，降低人工計算之錯誤率，新增統計表單功

能，藉由系統自動產出每月申請環評案件最新狀態等資訊。 

(二) 為有效提升環境影響評估書件之品質，並有利加速環境影響評

估相關審查進度，針對程序審查常見主要缺失項目，建議未來

可透過召開說明會，或公布於環保局網站上等方式，供開發單

位及受委辦環評作業機構等作為借鏡。 

(三) 為有效推行「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草案)」，可透過辦

理法規說明會之方式，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環境影響評估

委辦機構或其他有關單位，進行說明。 

二、建制並研修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機制，並以達環境永續發展之目標

擴充及增設電子地圖平台之功能，以利業務整合推動 

(一) 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上建置環評基本資

料內容，但目前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環評基本資料屬另

外建置，無法及時更新，故建議後續可規劃擴充電子地圖平台結

合環評基本資料資料庫之功能，使資訊同步。 

(二) 目前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之功能多屬資訊查詢，對

環保局內較為進階之使用需求稍嫌不足，故建議後續可增設權限

管控機制，加入機關版進階功能，並提供圖資管理後台、文件管

理平台及線上手繪環評案件空間範圍等功能，以利業務整合與推

動。 

(三) 由於現行環保法令判釋皆為人工收件與判釋，每年超過兩千件的

申請案件導致審查作業需要許多人力與時間，若能利用資訊科技

技術將環保法令規則數位化，搭配完善的軟硬體環境、資料更新

機制與友善地使用者介面，由電腦進行自動判釋，除可減少行政

作業之時間與人力外，更可提高服務品質及民眾滿意度。 

(四) 本計畫已完成未來「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擴充建

議，以及與既有「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系統」整合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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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於後續先透過取得資料庫系統之資料結構，透過雙邊

WebAPI 開發之協商完成資料介接，以達到跨系統資料同步及自

動化更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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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委員一 

(一) 計畫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與(簡要版)

重覆之內容建議刪除(P.1-4 頁)。 

感謝委員建議，因為摘要詳細版之摘要部分

即為摘要簡要版內容，因此仍保留該部分。 

(二) 計畫成果報告摘要(詳細版)結果與結

論內容重覆，建議刪除結論。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結果與結論內容。 

(三) P.1-8~1-14，表 1.3-1，進度百分比的表

示不易理解，建議修正為每項工作皆為

100%，並非全部加總 100%。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每項工項執行進度百分

比修正為以 100%表示。(P.1-4~P.1-14) 

(四) P.2-12，表 2.2-3，107 年度新增指標與

107 年度刪除指標，建議修改為 106 年

指標與 107 指標比較。 

感謝委員指導，已更新表 2.2-3 內容。

(P.2-12~P.2-16) 

(五) P.4-10，表 4.1-3，常見缺失一覽表，應

進一步分析顧問公司的缺失比例，作為

評鑑依據。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程序審查之主要常見

缺失，係以「內容不一致或闕漏、誤植」為

最多，約佔 25%；其次為「報告書形式錯誤

或未檢附電子檔案」及「圖件形式錯誤」，

各約佔 22.5%；上述 3 類缺失類別，已約佔

整體 70%。(P.4-12~P.4-14) 

(六) P.4-13，圖 4.2-1；P.4-15~ P.4-16，圖

4.2-2~圖 4.2-4，圖檔不清晰。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圖 4.2-1、圖 4.2-2、圖

4.2-3、圖 4.2-4 更新。(P.4-16、P.4-19~P.4-21) 

(七) P.4-21，圖 4.2-6，圖示與文字表述內容

不一致。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四、標題及圖 4.2-6 圖

標題修正為「可辦理變更審查結論清冊」。 

(八) 第四章大部分之圖示，皆不清晰，請修

改。 

感謝委員指導，已完成相關修正，請參閱第

4 章。 

(九) P.4-47，圖 4.4-20，圖示與文字表述內

容不一致(125 件、127 件)。 

感謝委員指正，截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

共計異動 132 筆案件資料，已進行內文修

正。(P.4-54~P.4-59) 

委員二 

(一) 部分圖片不清楚，如圖 4.2-1、圖 4.2-2

等，請確認圖片解析度。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圖 4.2-1、圖 4.2-2 更新。

(P.4-16、P.4-19) 

(二) 請確認文字中代入表格功能參數，部分

出現錯誤，如 P.5-2、P.5-4、P.5-13、

P.5-22、P.-23 等。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代入表格功能參數。 

(P.5-1、P.5-2、P.5-3、P.5-14、P.5-23、P.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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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三) 請確認「表 5.2-1 桃園市環保法令查詢

相關法規彙整表｣內容是否含規劃科之

環評法規。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表 5.2-1 新增綜合規劃

科環保法令查詢工廠登記與變更之法規「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 3 條」。(P.5-4~P.5-5) 

委員三 

(一) P.3-25 及 P.3-29 頁敘述地址時採用桃

園縣大園鄉，本市業已升格改制，請修

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桃園市大園鄉。

(P.3-20、P.3-25、P.3-29) 

委員四 

(一) 本計畫報告請更新數據及完成之工作

項目，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期

末報告應以完成計畫工作項目。 

感謝委員指導，根據合約規定，已統計至 

107 年 11 月 25 日止。 

(二) 基本摘要內容，經費支用請修正確認預

定及實際費用。年度經費應與總經費相

同，實際支用經費，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基本摘要內容」年

度經費與總經費金額。 

(三) 成果報告摘要統計數字與 P.4-47 平台

資料維護與更新成果內文，統計數量不

一致，請重新確認並修正。平台上新增

環評案件，請以地圖平台位置方式展

現，非以 EXCEL 管控表呈現，另平台

新 增 案 件 建 議 以 表 格 彙 整 圖

4.4-16~20。 

感謝委員指導，截至 11 月 25 日止，環評電

子地圖平台環評基本資料異動資料共計 132

筆案件，新增 4 筆案件與更新 9 筆環評案件

地理空間範圍資料，詳如期末報告(修正稿)

圖 4.4-16 至 圖 4.4-20 及 表 4.4-4 。

(P.4-54~P.4-59) 

(四) 計畫摘要建議事項二(二)目前桃園市

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平台….雖可滿

足民眾資訊需求…..，本案電子地圖平

台尚未對民眾開放，請修正內文說明。

另二(三)人工收件與”盼”釋，請修正錯

字。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建議事項二(二)「雖可

滿足民眾資訊需求」文字刪除，亦已修正二

(三)之「盼」釋為「判」釋。(P.7-4) 

(五) 第一章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請勿以環境白皮書之綜整章節內容，做

為本計畫概述。相關空、水、廢….等

等非屬本計畫工作目標，請勿東貼西貼

湊章節內容。 

感謝委員指導，已調整第一章節內容。

(P.1-1~P.1-14) 

(六) 表 1.3-1 本計畫執行成果與進度狀況彙

整表，請更新相關數據。另本報告應為

期末完成工作項目之進度，最右方一欄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表 1.2-1(原表 1.3-1

因第一章節內容調整，故調整為表 1.2-1)欄

位與內容。(P.1-4~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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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改善對策及預計完成日期為多此一舉

之欄位，請刪除，建議可增加一欄位對

應本報告之頁碼，俾利檢核及閱讀。 

(七) 表 1.3-1 本計畫執行成果與進度狀況彙

整表，三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四)P.1-12 研擬環境影響評估電子地圖

平台後續.3….，執行成果說明內容，應

寫出本計畫執行成果，而非建議內容。

期末報告有些出成果，進度表內容卻是

亂貼文字。 

感謝委員指導，表 1.2-1(原表 1.3-1 因第一

章節內容調整，故調整為表 1.2-1)「執行成

果說明」已修正內容。(P.1-4~P.1-14) 

(八) 表 1.3-1 本計畫執行成果與進度狀況彙

整表，P.1-14，環境影響評估調查工作

項目，本機關未有指定，並非無需辦

理，請修正文字內容。另該工作項目預

定進度與實際進度應為 0 才對。 

感謝委員指導，表 1.2-1(原表 1.3-1 因第一

章節內容調整，故調整為表 1.2-1)之「五、

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採樣分析或污染檢測

（本項工作按實際執行數量計價，未完成部

分不予罰款）。」進度已修正為 0。(P.1-14) 

(九) P.1-15，空白頁，請修正排版。 感謝委員指導，已進行修正。 

(十) 第二章環保施政策略研擬與執行，2.1

章節(P.2-1 至 P.2-5)內容請勿以環境白

皮書內文取代，請依工作項目重新確認

期末報告應有之章節內容，切勿東湊西

湊報告章節。 

感謝委員指導，已進行修正。(P.2-1~P.2-4) 

(十一) P.4-1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4.1

之章節，請修正 P4-1 第二段文字，

而自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至 107 年

10 月 25 日止，本市列管開發案件共

計 131 件….，請修正文字敘述。自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至…..文字說明

不恰當，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業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

(P.4-2) 

(十二) 表 4.1-1 歷年桃園市環境影響評估開

發案件統計，本表應以年度或者以區

間(本計畫期間，而非屬歷年統計。

請備註統計時間。 

感謝委員指導，業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目

前係以 107 年 11 月份之案件統計數量作為

呈現。(P.4-3~P.4-4)(表 4.1-2) 

(十三) 表 4.1-2，請修正統計方式，開發案

件、類型、書件類別、行政區。並以

書件類別及開發行為類型量化統計。 

感謝委員指導，業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表

4.1-2，並分別以書件類別及開發行為類型完

成量化統計。(P.4-3~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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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十四) P.4-12，第一段文字敘述，非以桃園

市列管環評案件自78年6月起至107

年 10 月止，……..表達方式不洽當，

請修正，同意見 24 點。另文字敘述

仍有”將”建置…..，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P.4-12 第一段文字已修正完

成。另文中敘述”將”建置…..，部分業已修

正完成。 

(十五) P.4-12，請修正建置環評案件列管清

冊 ….. ， 主 要 是 為 了 讓 ” 使 用

者”……，請修正為環保局管理者…

本列管清冊屬內部管控資料，非屬開

發式。 

感謝委員指導，P.4-12 已將使用者修正為

「環保局管理者」。 

(十六) 圖 4.2-1、4.2-2、4.2-3、4.2-4、4.2-6，

圖樣不清楚，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圖 4.2-1、圖 4.2-2、圖

4.2-3、圖 4.2-4、圖 4.2-6 更新。(P.4-17、

P.4-20~P.4-22、P.4-27) 

(十七) 圖 4.4-16~20，圖解析度不清楚，請

修正呈現方式。 

感謝委員指導，已進行圖片抽換與校正，如

圖 4.4-16 至 20 所示。 

(P.4-55~P.4-57) 

(十八) P.5-2 及 P.5-13、P.5-22、P.5-23，內

文誤植”錯誤!找不到參照來源”。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內文誤植「錯誤!找

不到參照來源」之代入表格功能參數。 

(P.5-1、P.5-2、P.5-3、P.5-13、P.5-22、P.5-23) 

(十九) 本計畫辦理相關會議的成果(議程、

會議照片…)未呈現於報告。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辦理桃園市環境保護白

皮書(初稿)研商會、航空城永續指標及環評

開發案自我檢核表各項目權責分工研商

會、環保法令查詢電腦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

規劃作業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法規宣導說明會、性別平等會議等相關會議

成果呈現於期末報告中。 

(P.2-21、P.3-64、P.5-4、P.6-1~P.6-4) 

(二十) P.6-1 配合出席工作檢討會的時間，

不用一一列出，僅於附件光碟放入工

作檢討會會議紀錄即可。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會議紀錄呈現於附件光

碟中的「附件 6.2-1、本年度歷次工作檢討

會議會議紀錄」。 

(二十一) 請檢視歷次工作檢討會議，計畫應

完成之事項是否均已完成。 

根據歷次工檢會會議紀錄裁示事項追蹤列

管狀態，桃園市環境保護白皮書各科室進行

第二次內容確認，後續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委員五 

(一) 第 4-7 頁，表內 15、16 項次：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完成修正。(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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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台茂案開發行為類別。 

(二) 報告書圖例模糊不清，如圖 4.2-1、

4.2-2、4.2-3、4.4-1、4.4-2 等，請全文

檢視補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圖 4.2-1、圖 4.2-2、圖

4.2-3、圖 4.4-1、圖 4.4-2 進行更新。(P.4-16、

P.4-19~P.4-20、P.4-38) 

(三) 第 5-1 頁，圖 5.1-1 提出環境影響”評

估”說明書送審，書件名稱誤植，請修

正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圖 5.1-1。(P.5-1) 

委員六 

(一) 「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程序審查」項目:

建議適時參閱補正通知公文用詞，斟酌

修正日前提供之審查意見慣用之敘述

方式。 

感謝委員指導，P.4-依據各承辦人所提供之

審查意見慣用之敘述方式修正內容。 

(二) 程序審查過程能發現爭點，有效溝通交

流意見，有助於審查意見完整度，值得

鼓勵。 

感謝委員指導。 

(三) 「可辦理審查結論變更清冊」項目，應

請確實檢視其環說案件內容後，確認應

否繼續執行。(包含確認應符合實施之

理由及修法後符合變更審查結論之條

次)。 

感謝委員指導，已重新比對「可辦理審查結

論變更清冊」相關內容。 

委員七 

(一) 基本摘要內容第 3.（9）項：建請補充

是否於現行「桃園市開發案資料庫管理

系統」主機上之相關維護更新作業。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建置於『桃園市開發

案資料庫管理系統』主機」之文字補充至內

容中。 

(二) 基本摘要內容第 3.（1）項「…召開施

政計畫檢討會議」：是否為施政績效檢

討會議。 

感謝委員指導，基本摘要內容第 3.(1)為施

政績效檢討會議無誤，已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召開。 

(三) 第 1-14 頁（表 1.3-1）： 

1. 是否有針對位於「地質敏感區」之

環境影響評估案件，進行地質敏感

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審

查，提供「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報告」協助審查並提出相關

審查意見：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機關無辦理需求。 

(P.1-14) 

2. 是否有配合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感謝委員建議，惟本年度無參與環保署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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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會議及活動，提

供相關書面意見資料及配合會議：

請說明並另補充於第六章第 6.2 節

內。 

相關會議與活動。 

(四) 第二章： 

1. 第 2-15 頁：請補充目前地方績效考

核項目之達成進度與彙整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至第二次績效考核彙

整及目前(107 年 1 至 10 月)達成進度。

(P.2-16~P.2-20) 

2. 是否有針對本局今年地方績效（環

評成果提報部分）填寫內容正確性

檢討，並掌握本局提報環保署考評

報表正確性（或缺失改進）及工作

進度：請說明 

本計畫配合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

場次績效考核會議，追蹤 1 月至 5 月執行狀

況，並請執行進度未達九成或者 90%科室進

行說明，第二場次於 11 月 19 日召開，追蹤

1 月至 10 月執行狀況，亦請執行進度未達

九成或者 90%科室進行說明。 

(五)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4-45 頁表 4.4-3 內

有關（國家重要濕地）敘述，建請修正

為（重要濕地）。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重要濕地。(P.4-52) 

(六) 第 5-4 頁表 5.2-1「桃園市環保法令查

詢相關法規彙整表」：缺少綜合規劃科

項目（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適用

法規），請補充。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表 5.2-1 新增綜合規劃

科環保法令查詢工廠登記與變更之法規「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 3 條」。(P.5-4) 

(七) 第 5-9 頁表 5.4-1「國有林事業區」：

目前已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

竹林區管理處（107 年 9 月 12 日竹作

字第 1072110840 號函）所提供之本市

國有林事業區土地相關地號清冊（大溪

區與復興區），請參考補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至表 5.4-1「國有林

事業區」備註內容。(P.5-11~P.5-12) 

(八) 第 5-9〜5-10 頁表 5.4-1「公私有保安林

地」：目前已有桃園市政府農業局（107

年 4 月 30 日桃農林字第 1070014749 號

函）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107 年 4 月 26 日竹政字第

1072104827 號函）所提供之桃園市公

私有保安林地相關地號清冊，請參考補

充。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至表 5.4-1「公私有

保安林地」備註內容。(P.5-11~P.5-12) 

委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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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覆內容 

(一) 基本摘要內容-1 之執行情形第 3 項，項

次撰擬之說明文字應刪除。 

感謝委員指導，已刪除撰擬之說明文字。 

(二) 計畫成果摘要： 

1. 頁首之「106 年環境保護暨航空城環

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之年度應進

行更新。 

 

感謝委員指導，已更新為 107 年環境保護暨

航空城環保政策規劃推動計畫。 

2. 結果第 6 項之 3，應為會議「召」開。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錯字更正 

3. 結果第 7 項敘述建請修正，應是協

助本局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活動。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協助桃園市環保局

配合相關單位辦理活動。 

4. 結果及結論相似度高，是否有分開

撰擬之必要？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結果與結論內容。 

5. 另如分項內容過多，建請以條列式

撰擬。 

感謝委員指導，已更正為條列式撰寫。 

6. 建議事項第2項之3，建請修正為「現

行環保法令查詢皆為人工收件及盼

(應為：判)釋」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 

(三) 第 1 章，計畫緣起與目的內容一項，摘

入年度施政計畫（願景及任務、年度策

略目標）為內容是否適宜，請再參酌。 

感謝委員指導，已調整第一章節內容。

(P.1-1~P.1-14) 

(四) 第 2 章，第 2-1 頁，2-1 桃園市環境背

景與現況，復興區面積敘述「占桃園市

面積的 28%左右」建請修正為「占約桃

園市面積的 28%」。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為 28%。 

(五) 第 2 章，第 2-31 頁，請將敘述內人均

油耗量單位加括號區別。 

因章節內容調整，已刪除環境負荷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