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建設計畫北部路段－觀音至鳳岡段主
線工程（竹 1 匝道以南路段）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專
案小組第 2 次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點：本署 4 樓第 5 會議室
三、主席：李委員育明

記錄：林欣怡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本署綜合計畫處背景說明：略。
七、開發單位簡報：簡報資料如附件 1，書面意見答覆如附件 2。
八、綜合討論：詳附件 3。
九、結論：
請開發單位依下列意見補充、修正後，送本專案小組再審：
（一）加強說明本案規劃方式與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第 205 次會議決議（三）：「竹 1 匝道以南路段應考量提
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不同之考量理由。
（二）補充說明鳳鼻隧道變更內容及與主線道銜接規劃方式。
（三）蒐集新豐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資料，並考量補充夏候鳥調查
資料，並納入生態監測規劃。
（四）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十、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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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後續資料列表說明）
一、李委員育明
（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5 次會議決議「考量提早由
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之處理情形，請再行補充說明未
能因應辦理之考量重點。
（二）鳳鼻隧道之拓寬規劃，請補充說明明隧道拓寬之規劃考量，
並釐清車道數由 4 車道擴增為 8 車道之銜接方式。
二、游委員繁結
（一）本開發增加洪峰流量每秒 0.6 立方公尺(cms)，應檢討對側
溝排水容量是否足以承容，及其對道路兩側土地有無造成
淹水之虞。
（二）鳳鼻隧道西側原已有自行車道，何需在明隧道西側再增設
自行車道？其車輛排氣對自行車可能反而不利。請說明其
必要性。
（三）既有鳳鼻隧道是因應軍方靶場之安全考量而設，本次在原
隧道西側再以明隧道施設，有無必要，亦請再檢討。
三、張委員學文（書面意見）
本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生態資料現況資料，有 98 年資料，100
年 2 次紅毛港新豐濕地鳥類資料，又有 97 年至 99 年監測報
告，資料太過陳舊老舊，不能反應生態環境現況，開發單位
應就計畫及影響範圍，依環境影響評估技術規劃提供陸海域、
海域動物、植物現況資料。
四、劉委員希平
本案為拓寬原 4 線道至 8 線道之道路案，在鳳鼻隧道拓寬後，
車輛數和車速均可能顯著提升，在隧道南口又與竹 73 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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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作複雜銜接。在車速提高和車輛出隧道後明亮變化下，
請說明行車轉彎和警示狀況，如何避免行車危險，增進行車
安全。
五、馬委員小康
（一）宜說明土方暫置於橋墩間之空餘土地位置。
（二）建議比較附件 2 變更前後施工機具耗能之差異性。
六、李教授培芬
（一）請向內政部營建署取得新豐濕地之保育利用計畫，檢視其
使用分區之內容，請針對使用分區中核心保育區和生態復
育區之分布情形，並評估開發行為對於該分區之可能影
響。
（二）生態調查之位置有避重就輕之問題，在位置上應針對主要
敏感區新豐濕地為重點，且應以冬候鳥為主要對象，評估
衝擊也以這些內容為探討對象。另外，朴樹林之生態調查
內容，也不完整，現有報告內並未有相關之內容，本次意
見回覆表內，僅用少數之文字描述，非常不合理，請再多
加補充。
（三）監測之位置應著重各種敏感區，以本區為例，新豐濕地應
為重點，請重新修正生態相關之項目（位置、時程），尤
其是朴樹林，另外，海洋之監測是否有需要，可再作評估。
七、洪教授振發
（一）對於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05 次會議決議「竹 1 匝
道以南路段應考量提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議題，
宜說明：
1. 量體有無改變，如有改變多少？
2. 平面車道高架改變與否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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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條件的說明。
（二）挖填方暫置土方除了高度之管制外，其量體與區位的分布
也應有說明，避免局部區域暫置土方過大衍生之問題。
（三）鳳鼻隧道北口與南口之分區域道路的銜接應有具體說
明。
八、馮教授正民（書面意見）
（一）由路堤形式改為高架形式，工區內土方將採挖填平衡方式，
減少運輸車次，對施工期間之當地交通影響有限。
（二）請補強說明增設 2 處匝道對竹 1 鄉道及台 15 線之交通影
響。
九、宋教授裕祺
（一）本案開發單位所提橋梁設置方式為目前國內橋梁工程所
慣為採用，在工程技術上應無窐礙難行之處。
（二）規劃橋梁案因位處西部濱海地質，離海岸距離頗短，空氣
含鹽量高，未來設計時應考量鹽害等耐久性問題。
（三）開發單位應補充本段高架改為平面之問題所在點為何？
在設計規範、環境衝擊、施工可行性與民意反應等多所著
墨。
（四）鳳鼻隧道（長達 2.25 公里）之抽風與排風以及消防設置規
劃為何？宜再補充說明。
十、徐委員啟銘（書面意見）
（一）鄰近承受水體污染較嚴重，本次變更增加施工機具之廢水
處理，值得讚許。
（二）細懸浮微粒(PM2.5)、臭氧濃度皆超過空氣品質標準，應有
更具體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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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音問題可能對附近居民造成影響，應建立日後申訴及溝
通管道。
十一、李委員堅明（書面意見）
（一）P.6-103 之表 6.2.1-3 土壤沖蝕量推估，請敘明表內數值之
意義，例如對土壤沖蝕的嚴重度等。另，P.6-104 表 6.2.1-5
最後 1 列，混合後之污染物平均濃度之意義為何？生化需
氧量(BOD)、化學需氧量(COD)及懸浮固體(SS)值與上 1
列承受水體污染物平均濃度一樣，請敘明原因。
（二）P.7-1 有關樹木移植計畫，請開發單位盤點及敘明擬移植
樹木之數量與種類，以利後續監督作業。同時，應列明移
植產生死亡之補償方案。
十二、李委員公哲（書面意見）
（一）P.6-104 表 6.2.1-5 本次變更施工期間水質分析表中，晴天
承受水體平均流量係採每秒 11.80 立方公尺(cms)，惟依
「環
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其流量規定為
枯水期間之實測流量，而上述值之補充調查值是否於枯水
期，宜釐清之。
（二）P.6-135 表 6.2.6-1 變更後，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
土方外運，惟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尚需借土，2 者差異
甚大，為避免外界疑慮，宜補充變化之相關估算資料，再
者，如可土方平衡，顯示需有暫時土方貯存區設置之規劃，
並防止逕流廢水及空氣污染，宜併補充說明之。
十三、高委員志明（書面意見）
（一）請說明針對營運期間之地表逕流造成之非點源污染之控
制方式及監測規劃。
（二）施工階段應定期評估工區內土壤沖蝕及地表逕流管控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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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交通部
「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目前僅剩本標案（觀音至鳳
岡段主線工程竹 1 匝道以南路段）尚未施工，其餘標案皆已
發包施工中，「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期程至 108 年
底，如本標案無法於 108 年底前完工，將循行政程序辦理修
正計畫。
十五、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
本案本所無進一步意見。
十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書面意見）
本案本局無意見。
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書面意見）
（一）植物調查草本樣區在內文中共有 H1 至 H3 3 個樣區
(P.6-34)，但在範圍、植物樣區及水域點位分布圖僅出現
H1 與 H2 2 處（圖 6.1.8-1，P.6-36），請補充修正。
（二）魚類名錄及調查結果表（表 6.1.8-7，P.6-59）中「浪人鰺
(Caranx ignobilis)」在表內並無分布點位及數量，文內亦
無提及，請刪除。底棲生物名錄及調查結果表（表 6.1.8-8，
P.6-60）中「澳洲沼蝦(Macrobrachium australe)」並非常
用中文名，請修正為常用之「南海沼蝦」。
（三）候鳥調查章節中，陸地候鳥調查以定點在紅毛港臨海面林
地（海岸木麻黃防風林）的歷次調查皆未記錄到任何候鳥
(P.6-71)，其理由推論為自行車道穿越及遊客遊憩造成。
防風林候鳥有可能為小型鳥類，並不見得都是中大型鷺科
鳥類為主。因後續規劃之監測計畫在施工中與施工後皆有
規劃以候鳥作為監測標的（P.7-8 及 P.7-9）。建議修改調
查方法，以點圓圈法加上穿越線方式（利用自行車道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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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提高小型森林性候鳥之目擊。
（四）環境保護對策中提及樹林移植計畫(P.7-1)。請確認目前施
工範圍內是否有調查到潛在或是必要需要移植之樹木，特
別是胸高直徑大於 30 公分以上者，若有則請建立名錄清
單與位置圖，以作為後續環境保育對策實施計畫之參考依
據。
（五）環境保育對策中施工階段之（一）水文水質維護措施（P.7-2
及 P.7-3）及（五）廢棄物處理中提及之各項內容，在水
質保全與廢棄物部分，很容易因為工地管理未落實而疏漏，
建請開發單位將各項內容納入與承包商訂立之制式合約
中，並訂立未設置之處罰或補救條款，以落實保護對策之
實施。
十八、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本案涉及本署部分，無補充意見。
十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書面意見）
本案本所無新增審查意見。
二十、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本案本局無意見。
二十一、本署綜合計畫處
（一）本案書面意見及辦理情形回覆資料、簡報內容及本次會議
回覆意見應納入報告書。
（二）請於下次檢送補充、修正資料 45 份至本署時，並附電子
檔光碟（補正資料本文及附錄如有個人資料，請塗銷）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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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書面意見）
本案本處無意見。
二十三、本署水質保護處（書面意見）
建請將回覆內容中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理技術(BMPs)
措施之採行，納入計畫 P.7-5 營運階段水質防治措施辦理。
二十四、本署廢棄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本案本處無意見。
二十五、本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書面意見）
本案本處無意見。
二十六、本署環境督察總隊（書面意見）
（三）P.6-135，本次變更雖於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外運，惟
是否設置土方臨時堆置場，請說明；另亦請具體說明堆置
攤平之數量及方式。
（四）P.7-2，所提之相關交通維持措施與計畫，係由何機關審
定？
（五）P.7-6，營運期間橋面之垃圾將委由當地鄉鎮公所清潔隊定
期清運處理，請檢具同意函。
（六）P.7-8，施工階段建議增列低頻噪音之監測。
二十七、本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本案本會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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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

簡報大綱
一、計畫概述
二、開發行為變更內容
三、未符合「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
各款檢核表
四、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說明

西濱快速公路北部路段

3

觀音

61

66
114 新屋

鳳岡

觀音～鳳岡段環差(竹1以北路段)
4

變更範圍：竹1以南～竹4鄉道，約 5.6 公里

觀音

請開發單位依下列意見補充、修正後，送本專案小組
再審：
114

（一）修正呈現「竹1匝道以南路段」為主要變更標的之報
告格式及相關內容。
（二）說明就本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05次會議決
議（三）：「竹1匝道以南路段應考量提早由高架降
為平面之可行性，並補充紅毛港動物（候鳥）監測、

鳳岡

噪音之減輕對策及景觀分析，送專案小組再審」之後
續申請辦理緣由及歷程，且納入前述決議所述應補正
事項之回應說明。
（三）更新相關環境監測資料。
（四）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

竹1以南路段
5

簡報大綱
一、計畫概述
二、開發行為變更內容
三、未符合「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
各款檢核表
四、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說明

 〝觀音～竹1匝道〞以北主線工程施工中，與本案貫通後，預期
可達效益：
促進交通運輸網絡發展
舒解國道飽和現況，吸納西濱貨運車
流，發揮客貨分流目的。

維持一定速率及服務功能
主線高架速限80公里/小時～90公里/
小時，若為平面將降為70公里/小時。

提供行車順暢性及安全性
除提高行車順暢性，亦可避免於平交
路口車禍發生，提升行車安全。

減少對區域排水的影響
採高架型式興建後，地面空間穿透性
佳，可增加區域排水之效益。

保障行車安全
隧道東側緊鄰陸軍演習用基地114靶場，於鳳鼻隧道西側拓寬採明隧道
設計，以保護車輛及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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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於設計階段，數次與當地居民溝通，瞭解民意：
日期

會議主題

99/12/03

「西濱快速公路WH09、WH10標觀音至鳳岡段主線新建工程」鳳
鼻隧道西側增設車行箱涵致排水、自行車道、用地及管

線佈設相關事宜
100/03/10
100/04/14

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觀音至鳳岡段主線新建工程計畫公

聽會
「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觀音至鳳岡段WH10-C標主線新建
工程」封閉鳳鼻隧道南口竹73道路後民眾通往海側之替

代方案設計說明會
103/03/27
105/3/31
105/4/7
105/4/9

預定 105/4/21

「西濱快速公路WH10-C標主線新建工程」鳳鼻隧道寬度及其

南、北洞口主線規劃方案說明會議
「西濱快速公路WH09、WH10標觀音鳳岡主線新建工程」計畫之

WH10C標第1次公聽會(竹北市)。
「西濱快速公路WH09、WH10標觀音鳳岡主線新建工程」計畫之

WH10C標第1次公聽會(新豐鄉)。
「西濱快速公路WH09、WH10標觀音鳳岡主線新建工程」計畫之

WH10C標第2次公聽會(竹北市)。
「西濱快速公路WH09、WH10標觀音鳳岡主線新建工程」計畫之

WH10C標第2次公聽會(新豐鄉)。

 問題摘要
經數次溝通後，於103.3.27竹北市尚義里里長回應：
道路徵地，減少拆遷民房
隧道南口動線以立交方式跨越竹73路口，橋下淨
鳳鼻隧道南口將封閉，造成不便
高4.6公尺，較先前研議方案更臻完備。
西濱拓寬後東、西側互通須繞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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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一

二

變更項目

原環說方案

本變更案

結構型式改變 路堤結構

增設匝道

3處以高架型式構築，長度約1,738公尺
與竹1鄉道上、下匝道銜接以及不影響橫交
道路通行，增設2處匝道：

─

•64k+140～64k+360
•65k+900～66k+410

三

長約2.25公里之鳳
鳳鼻隧道往西
岡隧道二座佈設至
側拓寬
下鳳鼻尾

考量鳳鼻隧道東側陸軍靶場，將南下線主
線及側車道均佈設於拓寬後明隧道內，於
隧道西側拓寬24.4～28.4公尺

四

新豐平交路口
變更為立交路
口，里程樁號
修正

計畫路段與台15線
交會處之新豐平交
路口，樁號為
「67k+020」

1. 主線道路變更為高架型式，故原「平交
路口」變更為「立交路口」
2. 經比對里程樁號修正為「65k+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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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1
竹1匝道以南至新豐溪橋北側
2
新豐溪橋南側～隧道北口
3
「竹73」鄉道
總長度（公尺）

里程
64k+005～64k+310
65k+237～66k+520
69k+070～69k+220

長度(公尺)
305
1,283
150
約1,738
庄尾

陸軍114基地

魚池

竹73

頂鳳鼻尾

下鳳鼻尾

下外湖

計畫終點：
69k+600

姜厝

竹1

竹1匝道

圖例
紅毛港
500

竹1匝道以南：
64k+005

1000公尺

已完工路段
已完工路堤
未完工路段
新建路堤
新建高架
計畫終點

竹1匝道以南

高架段

1

竹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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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位置

1

竹1匝道以南

2

鳳鼻隧道北口前

增設種類型式

里程

南下線匝道
北上線匝道
南下線匝道
北上線匝道

64k+140～64k+270
64k+230～64k+360
65k+900～66k+175
66k+180～66k+410
庄尾

陸軍114基地

魚池

竹73

頂鳳鼻尾

下鳳鼻尾

下外湖
姜厝

竹1

竹1匝道

圖例
紅毛港

竹1匝道以南：
64k+005

竹4

500

1000公尺

計畫終點：
69k+600

已完工路段
已完工路堤
未完工路段
新建路堤
新建高架
計畫終點

竹1匝道以南

上、下匝道

11

鳳鼻隧道

既有鳳鼻隧道斷面

拓寬鳳鼻隧道斷面

既有鳳鼻隧道及本變更標準斷面示意圖
12

65K
64K

64K

64K
65K

65K

65K
66K

66K

67K
67K

經建第二版地圖（80.8測繪)

66K
67K

『說明書』（定稿本）
經建第三版地形圖（88.1測繪）
13
計畫路線平面圖（85.4）

簡報大綱
一、計畫概述
二、開發行為變更內容
三、未符合「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
各款檢核表
四、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說明

款次

條 文

說 明

一

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 本次為變更道路結構形式、新增明隧道及平
伸百分之十以上者。
交路口里程修正，未有計畫產能、規模擴增
或路線延伸百分之十以上之情形。

二

土地使用之變更涉及原規劃之
保護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
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
破壞之區域者。

三

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未涉及降低環保設施之處
率者。
理等級或效率。

四

計畫變更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其影響與「說明書」方案
自 然 、 社 會 環 境 或 保 護 對 象 相較並無明顯差異，故整體而言並無加重影
，有加重影響之虞者。
響或不利環境品質維護之虞。

五
六

本案屬道路工程之開發行為，非土地開發計
畫，土地使用不涉及原規劃之保護區、綠帶
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易使環境嚴重變化
或破壞之情況。

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
響者。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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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計畫概述
二、開發行為變更內容
三、未符合「施行細則」第38條第1項
各款檢核表
四、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意見說明

意見說明項目
結論(一)考量提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
結論(二)補充紅毛港動物（候鳥）監測
結論(三)補充噪音之減輕對策
結論(四)補充景觀分析
(五)樹木移植種類及棵數
結論(六)更新相關環境監測資料
(七)空氣品質模擬及監測計畫
(八)挖填土方量
(九)廢水處理方式
(十)文化資產的環境保護對策

(一)考量提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含社區阻隔)

新豐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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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提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含社區阻隔)
路段一

竹1匝道

19

 變更後橫交路口影響
 本路段共16處橫交道路，完工後可保有9處。
 橫交路口交通量(50~385 pcu/h)遠小於計畫路段 (4860~5030pcu/h)。
 解決往來鄉道或農路之車輛，增設主線入口匝道及迴轉道：
 匝道南下線：65k+900～66k+175、北上線：66k+180～66k+410
 橋下迴轉道：65k+755、66k+382、69k+110
路段二
出鳳鼻隧道南口

竹1

61

65k+755
橋下迴轉道

65k+970
66k+180
66k+382
橋下迴轉道

65k+755

66k+382

66k+600

66k+600

往西側

69k+110

設置淨高4.6公尺之迴轉道
20

(一)考量提早由高架降為平面之可行性(含社區阻隔)

高約15公尺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公司自行拍攝

台61線新豐溪橋空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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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充紅毛港動物（候鳥）監測
 自104年起共執行5次調查，包括夏季、秋季、冬季及春季。
104 年
6 月

夏季
7 月

8 月

9 月

105 年
秋季
10 月

候鳥

候鳥

夏滯留

初抵達

11 月

12 月

冬季
1 月

候鳥

候鳥

最大滯留期

2 月

春季
3 月 4 月
候鳥

北返初期

 調查鳥種共13種。
 其中東方環頸鴴、
小白鷺、大白鷺、
磯鷸為終年可見。
東方環頸鴴

小白鷺

大白鷺

磯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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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鳥觀查地點
候鳥觀測範圍

 調查結果
 紅毛港臨海面林地
 7 月(夏季)～3 月(冬季)未觀察到
任何候鳥。

紅毛港臨海面林地

紅毛港觀測點
24˚54’43.5”N, 120˚58’00.1”E

距離 > 500公尺
紅毛港北岸

 海岸灘地

24˚54’36.8”N, 120˚58’03.3”E

 7 月候鳥種類與數量均不多，僅記
錄到 4 種鳥，夏天台灣較少候鳥。
 10 月候鳥種類數增多，共記錄到 9
種，新增的種為金斑鴴、鐵嘴鴴、
中杓鷸、黃足鷸與青足鷸等，均屬
候鳥，顯示季節性候鳥遷徙已開始

嵌頭溪口北岸
24˚54’18.5”N, 120˚57’58.6”E

崁頭溪口（上游為新豐
溪）與紅毛港（已廢棄
）間海岸灘地間（面積
約0.15 Km2）

 12 月候鳥種類維持為 9 種。
 3 月調查到 10 種，已屬春季，多
數候鳥已北返，隻次數明顯減少許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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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結果
單位：Mean(隻/時間序/日)±SD
104.7(夏)

104.10(秋)

104.12(冬)

數量(隻/時間序/日)

250
200
150
100
50
0

鳥種名稱

105.1(冬)

105.3(春)

種類
磯鷸
黑腹濱鷸
中杓鷸
黃足鷸
青足鷸
黑尾鷗
大白鷺
蒼鷺
小白鷺
東方環頸鴴
鐵嘴鴴
金斑鴴
灰斑鴴

104.7
(夏)

104.10
(秋)

0.1±0.1

0.8±0.8

104.12
(冬)

105.1
(冬)

105.3
(春)

0.4±0.3

0.5±0.3

0.8±0.4

66.3±53.8 161±58.9 9.8±15.5
0.4±0.3
0.1±0.1
0.6±0.5

0.1±0.2

0.3±1.2
0.0±0.2

1.9±1.5
6.2±1.9

1.1±0.2
7.7±2.0

1.1±0.5

1.0±0.3

0.1±0.1

0.3±0.1

1.7±0.7

2.0±0.5

1.3±0.7
2.1±1.1

18.5±5.8 44.5±15.7 51.6±30.8 127.8±25 78.5±73
5.7±5.3

3.0±2.4

9.4±11.7

44.6±31.9 53.7±48.9
77.3±81.9 4.8±7.2

 影響分析
 因本計畫新豐溪橋已通車，開發內容並未變更，亦無工程落於新
豐溼地內。
 本計畫調查發現候鳥主要活動區域距台61線已達 500 公尺以上
，推測候鳥活動區受本計畫路線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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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範圍附近有紅樹林
 本案橋墩及基礎已避開紅樹林範圍
 保護措施
 橋梁上部結構施工將以懸臂工法施作，
於溼地區域內不架設支撐。
 依環評書件進行空氣品質及水質監測。

 影響分析
 本案變更內容未於新豐濕地內，不會掩埋或伐除現有的植株，對濕
地內現有植被並無影響。

 新增減輕對策
 針對路面與道路旁植被進行灑水，以降低沙塵飛揚遮蔽植株。
 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設置全隔離型式之施工圍籬。
 施工圍籬確實與防溢座密接，以防動物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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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充噪音之減輕對策
 除『說明書』所載對策外，本變更案新增減輕對策：
 限制機具及車輛等超載行駛或做不必要之空轉。
 機具設備暫緩使用時，即關閉引擎、熄火。
 確實控制施工期程及工程進度，避免因長時間作業之振動影響
附近環境品質。
羊寮港聚落
 依營運期間交通噪音預測結
果，於鳳鼻隧道南口附近聚
落之高架橋兩側預留加設
民宅三 竹73
1.5公尺高隔音牆荷重。
民宅二
里程

方向

68k+963
雙側
~69k+200 (南下及北上)

長(ｍ) 高(m)
237

1.5

型式
直立
隔音牆

側車道

民宅四

台61
主線道

側車道

直立式隔音牆
直立式隔音牆

防制後(1.5公尺高隔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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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充景觀分析
 計畫沿線以旱田與荒地、綠地為主
 主要環境色彩：綠、藍色

A

B

 視覺影響：高架量體造成局部路段
天際線改變、視覺空間分割與阻隔

C
圖例
計畫路線
交流道位置
A 主要視點

 改善方向
D

 運用植栽，弱化高架橋量體，形
成視覺焦點，遮蔽高架橋

主要視點位置圖

視點C：鳳坑村坑子口

視點A：竹1交流道以南 視點B：新豐溪橋

視點D：竹74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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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樹木移植種類及棵數
 種類共 17 種，數量 163 棵，包括：大葉山欖、白千層等
 本計畫於施工並未砍伐朴樹。
移植範圍：
65k+500～69k+600

B區行道樹

A區鳳鼻隧道西側

北口東側‐既有路樹

自鳳鼻隧道既有邊界往西31M

B區
南口西側‐
既有樹叢

計畫路段
既有路樹
既有樹叢

A、B區移植數量統計
分區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總計

A區

22

10

2

2

0

2

0

38

B區

80

24

9

9

2

1

0

125

總數

102

34

11

11

2

3

0

163

註：本喬木移植2015年5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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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更新相關環境監測資料
 本變更案於104年7月起執行環境現況補充調查，符合作業準則
1

魚池

1

頂鳳鼻尾

1

下鳳鼻尾

羊寮港
2
聚落
5

竹73
竹4

2
2

4

姜厝

2

鳳坑聚落

2

紅毛港

3

2

1

1

1

3

500

1000公尺

STA.69+600

下外湖
竹1
竹1匝道
1

STA.64+005

陸軍114基地

3
2

1

本計畫路段里程：64K+005～69K+600

空氣品質：1.鳳坑聚落、2.羊寮港聚落。

已完工高架
已完工路堤
未完工路段
新建路堤
新建高架

噪音振動：1.新豐溪出海口、2.紅樹林區、3.鳳坑漁港、4.鳳坑聚落、
5.羊寮港聚落。
河川水質及水域生態：1.池和橋、2.紅毛港遊憩區、3.新豐溪出海口。
地下水質：1.下外湖聚落、2.羊寮港聚落。
海域水質、底質及生態：1.新豐溪出海口右側、2.新豐溪出海口、
3.新豐溪出海口左側。
土壤：1.鳳坑聚落。
交通流量：1.台15線與台61線交會處、2.台15線與竹73鄉道交會處。

陸域生態：計畫路段及其周界兩側各1000公尺
候鳥調查：1.紅毛港臨海面林地、2崁頭
溪口與紅毛港（已廢棄）間海岸灘地
（面積約0.15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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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氣品質模擬及監測計畫
1.已補充環境現況調查、更新模擬結果
營運期間計畫道路邊最大增量
道路名稱

PM10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ppm)
(ppm)
(ppm)
(μg/m3)
計畫路線
0.17
0.11
0.00
11.54
背景值
0.3~0.9 0.007~0.024 0.003~0.007
24~37
總計
0.47~1.07 0.117~0.134 0.003~0.007 35.54~48.54
空氣品質標準
35
0.250
0.250
125

PM2.5
(μg/m3)
8.4
11
19.4
35

2.已補充施工階段空氣品質監測內容
項目

監測內容

頻率

監測地點

TSP、PM10、風向、 每月一次，每次 羊寮港
空氣 風速、溫度、濕度、連續監測24小時
SOx、NOx、CO、
品質
PM2.5

變更說明
增加SOx、NOx、
CO、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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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挖填土方量
 標內土方平衡，無土方外運。
 近運利用土方約8000m3，可於高架橋下攤平。
挖方(m3)

260,000

填方(m3)

252,000

近運利用方(m3)

8,000

最終土方(m3)

0

項目

原環說內容
本變更案
差異內容說明
․ 依『說明書』所載內容 ․可於標內工區土方 ․ 『說明書』內容相較
土
北部路段尚需借土。
平 衡 ， 無 土 方 外 運 ，本案可土方平衡。
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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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廢水處理方式
1.施工期間水質評估
(1)預估工區單場暴雨逕流導入沉砂設施後，懸浮固體可削減至 354.6
mg/L以下；整地後即覆蓋或植生，可再減輕對承受水體之影響。
(2)預估施工人員生活污水量約 11.2 m3/day，將設置套裝污水處理設
備或臨時流動廁所。
單位：mg/L
項目 環境現況
水質項目
新豐溪

懸浮固體

29.3

逕流量
承受水體水質 水質濃度
逕流水質
評估結果
增量
(cms)
5.62

354.6

30.6

1.3

承受 承受水體
水體 水質標準
丙類

40

2. 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新增施工階段之減輕對策：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第10條規定，辦理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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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化資產的環境保護對策
 將於計畫道路路權距離「樹林子遺址」及「紅崎頂遺址」
500 公尺範圍內，進行結構基礎開挖期間隨行監看。
監看路段
500公尺

紅崎頂遺址

 64k+900~65k+110
魚池
 65k+237~66k+100
頂鳳鼻尾

下外湖
姜
厝

竹1
竹1匝道

樹林子遺址
圖例

500公尺

文化遺址位置

紅毛港
竹1匝道以南：
64k+005
500

1000公尺

監看路段
已完工路段
已完工路堤
未完工路段
新建路堤
新建橋梁
33

 本變更開發範圍、工程規模及施工強度與原工程相較僅小
幅改變。
 已遵照歷次委員意見補充紅毛港動物（候鳥）監測、噪
音減輕對策及景觀分析，更新相關環境監測資料，亦符
合作業準則要求。
 除PM2.5外施工期間空污、振動符合相關標準；新增水文水
質、噪音、動植物生態及交通運輸等減輕對策。
 本變更可於營運階段提升道路安全。
 營運期間提升道路運輸功能，各評估項目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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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濱海快速公路建設計畫北部路段─觀音至鳳岡段主線
工程（竹 1 匝道以南路段）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
專案小組第 2 次審查會議書面意見回覆表
審查意見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一、李委員育明
1. 鳳鼻隧道之變更內容宜再行 1. 『說明書』中鳳鼻隧道段方案設置 2 孔隧道，海
釐清，以明確說明新建隧道斷
側另建 9 公尺側車道，本次變更係考量軍方演習
面之工程內容及其對應量體。
期間提供行車安全保障，故除既有寬 25.8 公尺之
2 孔明隧道，其西側拓寬增建寬度 24.4 公尺～28.4
公尺之 2 孔明隧道，長度同既有隧道，約 2.25 公
里。
2. 另由於拓寬隧道將影響既有隧道西側部分自行車
道及排水溝，本次變更亦配合復原。
2. 有關「土石方」之差異分析， 1. 依『說明書』所載內容北部路段尚需借土，惟未
請補充說明原以「路堤」方式
說明路段借土量，僅說明借土區。
施作之借方量，並概估本次變 2.本次變更挖方約為 26 萬 m3，經回填至路堤、橋下
更之挖填方量，以佐證本次變
空間等區域，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
更卻可達到土方平衡，土石方
外運。
暫置之管理計畫，請於區分權 3. 橋梁段橋墩基礎開挖土方規畫暫置於橋墩間之空
責並行修訂後確實納入環境
餘土地，俟路堤段擋土牆完成後近運填築。
管理計畫之修正內容。
4. 於「施工說明書」及「施工補充條款」內規定土
方暫時堆置高度每層低於 2 公尺，層間設置平台，
土方暫存區需灑水或覆蓋防塵網，四周設置雨水
截流溝，並於工區排水出口前設置沈澱池，經沈
澱處理之放流水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始予放流。
3. 請補充說明高架路段橋下空 1. 計畫道路屬高架型式，橋下空間日照及雨水接受
間之運用規劃及其對應之綠
有限，故橋下空間之中央分隔帶以簡易綠美化及
美化計畫內容。
減少土壤裸露為主，於分隔帶外側種植灌木、地
被，增加美化效果，分隔帶中央區域因日照及雨
水均不足，利用鋪設卵石或級配料以減少土壤裸
露。
2. 新植植栽以對海風、鹽分耐受度較高，且耐陰性
較佳的原生、適生灌木及地被為主。
二、游委員繁結
1. p.4-10，原環說方案之內文說 本計畫路段於『說明書』皆為路堤型式，圖 4.2.1-1
明為平面道路，但圖 4.2.1-1 主要是將『說明書』所載之標準斷面圖均列出，因
卻示出有高架橋梁，且有林口 此有「林口高架橋」之斷面，為避免造成誤會，將
段之示意圖，似不相符。
刪除該林口高架橋段之標準斷面示意圖。
2. p.6-99~p.6-100，施工前後增加 估算施工期間重現期距 25 年所可能增加之洪峰逕
洪峰逕流量 0.6cms，應檢討其 流量約 0.6 cms，本計畫將於工區範圍兩側設置臨時
下游連接排水路是否足以承 排水溝，並於出口處設置臨時滯洪沉砂池截留及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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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容。

三、馮委員正民
1. 由路堤形式改為高架型式，工
區內土方將採挖填平衡方
式，減少運輸車次，對施工期
間之當地交通影響有限。
2. 請補強說明增設兩處匝道對
竹 1 鄉道及台 15 線之交通影
響。

四、張委員學文
1.本次環差分析生態資料現況資
料，有 98 年資料，100 年兩次
紅毛港新豐溼地鳥類資料，又
有 97-99 年監測報告，資料太
過陳舊老舊，不能反映生態環
境現況，開發單位應就計畫及
影響範圍，依環評技術規劃提
供陸海域、海域動物、植物現
況資料。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澱泥水後，導入側車道邊溝再排入下游排水路，於
〝計畫路段起點～鳳鼻隧道北口前〞排入新豐溪，
〝鳳鼻隧道北口以南～計畫路段終點〞則排入海
洋，增加之逕流量相對新豐溪重現期距 25 年洪峰流
量之 972 cms 及海洋均甚小，初步研判應不致造成
下游排水路之影響。
『說明書』方案於施工階段平均運土車次約 28 車次
/小時，本變更案因工區內挖填平衡，無土方外運，
僅工區範圍附近運送挖填土方及施工材料之零星車
次，大幅減少運輸車次，對當地交通影響較小。
1. 增設 2 處主線出、入口匝道，以不影響橫交道路
為原則，且均布設於台 61 線路權範圍內，2 處新
增匝道預期可為「竹 1」鄉道及台 15 線等道路增
加道路使用率與交通量。
(1)竹 1 匝道以南匝道：提供新豐鄉市區，透過「竹
1」鄉道及台 61 線主線直接往來新竹市；
(2)鳳鼻隧道北口匝道：可提供台 15 線車流直接連
結台 61 線往南。
2.「竹 1」鄉道及台 15 線現況道路服務水準分別為
〝C〞級、
〝B〞級；增設 2 處主線出入口匝道後，
「竹 1」鄉道及台 15 線道路服務水準分別為〝D〞
級、〝C〞級，道路服務狀況尚可。
本次「環差報告（修訂本）」業已依 103.12.19 專案
小組第一次審查會議結論(三)「更新相關環境監測資
料」
，重新辦理生態現況調查，本計畫所使用為最新
現況資料：
1. 水、陸域植物及動物：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
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
，於 104 年 7 月 13 日～16 日（夏季）
、
104 年 9 月 30 日～10 月 3 日（秋季）及 104 年 12
月 18 日～21 日（冬季）執行 3 季次本次變更路線
及其周界 1 公里範圍之環境現況補充調查。
2.海域生態：依據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海域生
態評估技術規範」於 104 年 8 月 19 日（夏季）、
10 月 29 日（秋季）及 12 月 2 日（冬季）進行 3
次海域生態調查（包括浮游動植物、地棲生物、
固著性生物、魚類）及漁業資源等，執行範圍為
為新竹縣西濱快速公路附近海域 3 個測站。
3. 侯鳥：於 104 年 7 月 12 日～15 日（夏季）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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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6 日～9 日（秋季）
、12 月 5 日～8 日（冬季）
、105
年 1 月 19 日～22 日（冬季）及 105 年 3 月 3 日～
6 日（春季）進行。

五、馬委員小康
1. 本案差異分析採標內工區土 1.本次變更挖方約為 26 萬 m3，經回填至路堤、橋下
方平衡，並無土方外運。建議
空間等區域，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
說明工區內土方臨時堆置場
外運。
可 能 地 點 及 堆 置 方 式 。 表 2. 橋梁段橋墩基礎開挖土方規畫暫置於橋墩間之空
6.1.6-1 易誤導土石方為委外
餘土地，俟路堤段擋土牆完成後近運填築。
收容處理，亦請釐清。
3. 表 6.1.6-1 為依「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
則」
，要求「既有棄土場、廢棄物處理及處置設施
調查，含設計容量、目前使用量及可擴充之容
量」
，其係說明新竹縣現有土石方收容處理場，本
次變更採標內工區土方平衡，無土方外運。
2. 表 6.2.2-6 空氣品質於施工階 1. 本案施工階段係以「ISC 3.0 空氣品質擴散模式」
段，曾說〝敏感受體除細懸浮
進行各項污染物之濃度增量推估，其模擬氣象資
微粒濃度將接近法規值或超
料則採用新竹測站地面氣象資料及板橋站高空氣
出法規值〞，建議進一步說明
象資料（2011 年、2012 年及 2013 年共計 26,820
及分析其改善方式及相關敏
筆逐時資料）
，附近之敏感點為羊寮港聚落及鳳坑
感點。
聚落，並取模擬結果之第 8 大值保守評估，本計
畫施工階段細懸浮微粒濃度當背景值原即過高，
當與最大增量值同時發生時，則有接近或超出「空
氣品質標準」值之可能，其餘項目則皆可符合標
準。
項目

敏感受體

TSP

羊寮港聚落
鳳坑聚落
空氣品質標準

項目

敏感受體

PM10

羊寮港聚落
鳳坑聚落
空氣品質標準

(μg/m3)

3

(μg/m )

項目

敏感受體

PM2.5

羊寮港聚落
鳳坑聚落
空氣品質標準

(μg/m3)

增 量
21.4
25.1

年平均值
背 景[2]
－

130
年平均值
增 量
背 景[2]
12.4
41.3
16.4
65
年平均值
增 量
背 景[2]
8.1
23.6
10.0
15

24 小時值
增 量
背 景[2]
66.8
64
87.1
41
250
24 小時值或日平均值
增 量
背 景[2]
38.5
37
56.9
24
125
24 小時值
增 量
背 景[2]
25.4
11
24.7
35

2.計畫道路施工期間將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管理辦法」第一級營建工程規定辦理空氣污染
防制，並配合新竹縣環保局所訂「空氣污染防制
計畫書」之空氣污染管制對策、避免空氣品質惡
化及緊急應變措施辦理，以維護當地空氣品質。
(1)各項抑制粉塵防制設施或措施。具體量化內容
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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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施工作業
土方開挖作
業
土方及建材
堆置
工地內裸露
地面
結構體施工

車輛裝卸運
送作業

3. 雖然表 6.1.1-3 顯示新豐溪整
治成效其水質已有改善，但在
生化需氧量、氨氮及總磷仍高
於水體水質標準，建議工區內
宜避免施工污水外洩並採暫
存及定期委託清運處理方式
進行。
4. 本案差異分析宜補充施工期
間路口服務水準為〝D〞級之
減緩方式與可能替代道路之
說明。
5. 本案差異分析欠缺施工運具

可採行措施
圍籬
與地密接之圍籬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舖面或壓實 瀝青、混凝土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洗車
具專用洗滌措施
掃洗路面
每日至少 2 次
塑膠布或尼龍布覆蓋
車輛覆蓋
邊緣延伸車斗下拉 15
公分

(2)要求工地派員定期查核施工及運輸車輛之檢驗
報告，不定期查核工地空污防制措施。
(3)要求承商確實配合施工計畫，儘量減少同時操
作之施工機具數量，以減少廢氣排放量；此
外，亦將嚴禁運輸卡車超載、超速，以免廢氣
排放量超出正常值。
(4)慎選低污染性之施工機具，落實保養維護工
作，使引擎保持正常減少排放廢氣中之空氣污
染物。避免施工機具及運輸車輛處於空轉狀
態，減少不必要廢氣排放。
(5)營建工程進行期間，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
油應符合車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及符合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並納入工
程契約書中規定，以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預估本計畫生活污水排放量約 11.2 立方公尺/日，將
於工區設置施工所時，設置套裝污水處理設備處理
生活污水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再行排放，經評
估後水質增量 BOD 為 0.002 mg/L、COD 為 0.005
mg/L 及 SS 為 0.001 mg/L，對承受水體水質影響極
微，請參見「附件 1」；若因工區空間受限，無法設
置污水處理設備而以設置臨時流動廁所替代時，則
委託清除機構定期清運。
施工期間尖峰期雙向僅增加約 12 車次/時，影響範
圍僅限於工區兩側，增加車次不至於對周邊路口造
成影響，路口服務水準仍可維持〝D〞級，路口服務
狀況尚可。
本案施工階段施工機具之耗能分析，就路基填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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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及相關器具之耗能/電之差異 瀝青混凝土、基樁工程、橋梁基礎工程、橋梁上部
分析。
結構工程、明隧道車型箱涵等工程之可能之施工機
具、數量及操作時數，概算本案施工機具總耗柴油
約 32,712 公升，請參見「附件 2」。
六、劉委員希平
1. 本案以高架橋梁和鳳鼻明隧 由於噪音增量係依據目標年民國 130 年之交通量保
道西側拓寬工程，提升西濱快 守評估，評估結果未來可能需要設置隔音牆之地點
速道路之便捷性，其中以本工 為 68k+963～69k+200，1.5 公尺高。目前高架橋結
程和台 15 交接處之 1km 橋梁 構已先考量隔音牆設置載重，未來視居民意見或俟
作立體交叉時，應注意噪音對 交通噪音不符『陸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時，
附近鳳坑聚落之影響。P.6-127 即可配合增設隔音牆，設置位置將以圖說標示於「環
提及噪音增量達 10.5dB 僅在 差報告」。
69K 處，隔音牆之施作範圍，
亦請在設計平面圖上標示。

2. 西濱道路近年來已成為單車 1.鳳鼻隧道西側部分既有自行車道將受隧道拓寬影
環台路線之重要通道，以避開
響，故於拓寬後隧道外側設置專用自行車道，以
台 1 線車潮。本案中鳳鼻明隧
復原其功能並提供安全行車空間。
道緊鄰濱海溼地，未來是潛在 2.由於明隧道段屬陸軍靶場射擊影響範圍，故於自行
熱門旅遊路線，p.4-15 顯示本
車道上方加設屋簷板，且為避免墜落危險，於自
次變更路線鳳鼻隧道斷面示
行車道西側亦設置欄杆圍籬，以增加安全性，請
意圖，其中自行車道為西側懸
參見「環差報告（修訂本）」p.4-15 圖 4.2.3-1。
臂設計，亦無護欄，建議在細 3.自行車道既有路線均未改變，鳳鼻隧道路段亦保留
設過程中，標註此設計何未來
隧道南、北及新豐垃圾掩埋場進出出入口，因此
可發展之親水可能。
若自行車用路人仍可運用鄰近道路前往濱海處。
七、徐委員啟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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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1. 鄰近承受水體污染較嚴重，本 敬悉。
次變更增加施工機具之廢水
處理，值得讚許。
2. PM2.5、臭氧濃度皆超過空氣品 1. 本案為道路工程開發案，本次變更路段位於「西
質標準，應有更具體之改善措
部濱海快速公路建設計畫北部路段─觀音至鳳岡
施。
段主線工程(竹 1 匝道以南路段)」範圍內，其變更
項目之開發範圍、工程規模及施工強度等與『說
明書』方案工程規模相較僅小幅改變，且依本變
更案之規劃功能而言，營運通車階段除道路安全
再升級外，並未改變道路運輸功能。新竹地區根
據 103 年及 104 年之長期空氣品質監測現況資料
顯示：PM2.5 日平均值超出標準值(35μg/m3)之機
率全年約有 7%，臭氧最大小時值超出標準值(120
ppb)之機率全年則約有約 0.02%，由於臭氧之前驅
物為 NOx 及 NMHC 反應過程複雜，PM2.5 之前趨
物為包括有 PM2.5、SOX、NOX、NMHC 及 NH3
等，反應過程更為複雜，須大區域及整體性管制，
才能有顯著之改善。
2. 未來計畫道路施工期間之空氣污染防制將遵依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第一級
規定辦理，同時亦會配合新竹縣環保局所訂「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書」之空氣污染管制對策、避免
空氣品質惡化及緊急應變措施辦理，以維護當地
空氣品質。
(1) 各項抑制粉塵防制設施或措施。具體量化內容
摘述如下：
施工作業
土方開挖作
業
土方及建材
堆置
工地內裸露
地面
結構體施工

車輛裝卸運
送作業

可採行措施
圍籬
與地密接之圍籬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舖面或壓實 瀝青、混凝土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洗車
具專用洗滌措施
掃洗路面
每日至少 2 次
塑膠布或尼龍布覆蓋
車輛覆蓋
邊緣延伸車斗下拉 15
公分

(2) 要求工地派員定期查核施工及運輸車輛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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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驗報告，不定期查核工地空污防制措施。
(3) 要求承商確實配合施工計畫，儘量減少同時操
作之施工機具數量，以減少廢氣排放量；此
外，亦將嚴禁運輸卡車超載、超速，以免廢氣
排放量超出正常值。
(4) 慎選低污染性之施工機具，落實保養維護工
作，使引擎保持正常減少排放廢氣中之空氣污
染物。避免施工機具及運輸車輛處於空轉狀
態，減少不必要廢氣排放。
(5) 營建工程進行期間，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
油應符合車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及符合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並納入工
程契約書中規定，以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3. 噪音問題可能對附近居民造 1.施工前：已於當地居民進行數次說明會，已參考民
成影響，應建立日後申訴及溝
眾意見。
通管道。
2.施工期間：設置施工告示牌，若有噪音、擾鄰問題
均可第一時間與主辦單位、工地主任或勞安人員
反映，以利盡速處理；倘若未能獲致解決，亦可
經由該告示牌洽全民督工、環保主管機關等反映。
3.營運期間：若超出『陸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
，
可洽請交通部公路總局反映，或依噪音管制法向
地方環保局陳情。

4. 無其他意見
八、李委員公哲
1. p.6-104 表 6.2.1-5 本次變更施
工期間水質分析表中，晴天承
受 水 體 平 均 流 量 係 採
11.80cms，惟依「環境影響評
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
範」，其流量規定為枯水期間

略
遵照辦理。晴天時施工期間對承受水體水質影響評
估已依「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
之規定辦理，承受水體水量採用本計畫 104 年 12 月
（枯水期）於新豐大橋補充調查之平均值 9.14 cms，
經評估後水質增量為 BOD：0.002 mg/L、COD：0.005
mg/L、SS：0.001 mg/L，對承受水體水質之影響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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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測流量，而上述值之補充
調查值是否為枯水期，宜釐清
之。
2. p.6-135 表 6.2.6-1 變更後，可
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
方外運，與原環說內容尚需借
土，二者差異甚大，為免外界
疑慮，宜補充變化之相關估算
資料，再者，如可土方平衡，
顯示需有暫時土方貯存區設
置之規劃，並防止逕流廢水及
空氣污染，宜併補充說明之。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微。修正結果請參見「附件 1」。

1.本次變更挖方約為 26 萬 m3，經回填至路堤、橋下
空間等區域，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
外運。
2. 橋梁段橋墩基礎開挖土方規畫暫置於橋墩間之空
餘土地，俟路堤段擋土牆完成後近運填築。
3. 於「施工說明書」及「施工補充條款」內規定土
方暫時堆置高度每層低於 2 公尺，層間設置平台，
土方暫存區需灑水或覆蓋防塵網，四周設置雨水
截流溝，並於工區排水出口前設置沈澱池，經沈
澱處理之放流水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始予放流。

九、高委員志明
1. 請說明針對營運期間之地表 本計畫考量高架道路收集路面逕流後，在無礙區域
逕流造成之非點源污染之控 排水前提下，可於橋下空間設置入滲溝，增加該地
制方式及監測規劃。
區入滲，再匯入鄰近既有排水路；營運期間一年內
每季進行一次下雨時水質監測，採樣地點選擇集水
井及匯入鄰近既有排水路出口前，已納入環境監測
計畫，請參見「附件 3」。
2. 施工階段應定期評估工區內 為評估工區內土壤沖蝕及地表逕流管控成效，於施
土壤沖蝕及地表逕流管控成 工階段每季進行 1 次下雨時水質監測，採樣地點則
效。
選擇降雨逕流進入臨時滯洪沉砂設施前以及臨時滯
洪沉砂設施排水出口。已修訂表 7.2-1，請參見「附
件 3」。
十、李委員堅明
1. 第 6-103 頁之表 6.2.1-3 有關土 1. 採 用 MUSLE (Modified Universal Soil Loss
壤沖蝕量推估，請敘明表內數
Equation) 公式估算土壤沖蝕量，其公式為：
值之意義，例如對土壤沖蝕的
嚴重度等。另，第 6-104 頁表
式中，Vs 為單場暴雨產生之土砂量、Veff 為有效
6.2.1-5 最後一列，混合後之污
降雨量、Qp 為集水區洪峰流量、Km 為土壤沖蝕指
染物平均濃度之意義為
數、C 為作物管理因子、P 為水土保持處理因子、
何?BOD、COD 及 SS 值與上
L 為坡長因子、S 為坡度因子；前述參數數值愈
一列承受水體污染物平均濃
大，暴雨產生之土砂量愈高、造成土壤沖蝕程度
度一樣，請敘明原因。
增加。
2. 表 6.2.1-5「混合後之污染物平均濃度」係本計畫
預估之放流水量、水質及承受水體流量、污染物
濃度以質量平衡公式評估，呈現本次變更施工期
間對承受水體水質之增量；其中，因點源污染（人
員生活污水）排放水量甚小且經妥善處理至符合
「放流水標準」
，經評估後對承受水體水質增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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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7-1 頁有關樹木移植計畫，
請開發單位盤點及敘明擬移
植樹木之數量與種類，以利後
續監督作業。同時，應明名移
植產生死亡之補償方案。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BOD：0.002 mg/L、COD：0.005 mg/L、SS：0.001
mg/L，對承受水體水質之影響極微，請參見「附
件 1」。
1.本案已於設計階段（2015.5.17～18）進行全區植栽
調查，初步評估將移植樹木 163 株，樹種共 17 種
包括大葉山欖、大葉桉、大葉雀榕、小葉桑、小
葉欖仁、水黃皮、朴樹、江某、烏桕、楝樹、賊
仔樹、榕、樟、錫蘭饅頭果、龍柏、黃金榕、白
千層等。
2.有關移植產生死亡之補償方案，目前以公路總局規
範之內容，養護期滿進行驗收，若未符合移植實
作清冊數量及種類之存活率（規範 60 %存活率）
，
進行移植規範之罰扣款（每株無付給契約單價，
再加扣 1 倍契約單價）辦理。以期承商能於養護
期間妥善照護，符合移植之精神，避免承商以補
償方案替代，而疏於照護移植樹木。

十一、李教授培芬
1. 有關稀有植物之認定，除了依 1.遵照辦理，「環差報告」之稀有植物認定除依環保
據技術規劃之內容外，也應依
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內容執行外，亦將
據較新之研究(生物特生中心
依生物特生中心出版之植物紅皮書內提到相關稀
出版之植物紅皮書)辦理。
有植物之認定，將補充至修正報告附錄五。
2.本案屬於「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初評名錄」之受
威脅植物種類計有 16 種，記錄於計畫路線兩側，
多為人工栽植，生長狀況皆屬良好，其中
(1)接近威脅（NT）：鐵毛蕨、紅雞油、水筆仔為
(2)瀕臨滅絕（EN）：竹柏、大葉羅漢松、菲島福
木、長葉毛膏菜、繖楊為
(3)無適當資料（DD-P）：厚葉榕、宜梧、平原菟
絲子、御谷為
(4)易受害（VU）：金錢草、鵝掌藤、蘄艾、蒲葵
為。
2. 有關生態調查之位置，僅說明 1. 生態調查位置請參見「環差報告」圖 6.1.8-1 及附
部份之內容，請補充其他物種
錄五。陸域生態調查範圍涵蓋新豐濕地範圍，水
之調查位置，尤其是在新豐溼
域生態則於含新豐濕地在內之新豐溪 3 處進行調
地內之調查項目。並請說明候
查。
鳥的調查方法和努力量，請問
7 月是調查候鳥的重要時間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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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2. 候鳥
(1) 顏重威教授劃分台灣候鳥為夏候鳥、過境鳥及
冬候鳥，並列舉這三類鳥種，7 月為夏候鳥開
始遷移時間，本研究於計畫區附近海岸灘地自
104 年 7 月（夏季）起記錄之候鳥有 4 種，包
括 東 方 環 頸 鴴 （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Linnaeus, 1758 ）、 小 白 鷺 （ Egretta garzetta
（ Linnaeus, 1766 ））、 大 白 鷺 （ Ardea alba
Linnaeus, 1758）及磯鷸（Actitis hypoleucos
Linnaeus, 1758），符合候鳥遷徙行為模式。
(2) 本計畫侯鳥調查部份分為陸地侯鳥及海岸灘
地侯鳥，調查地點與目標為紅毛港周遭海岸林
地及海岸灘地候鳥群聚
A.陸地候鳥：觀察與記錄出現於紅毛港臨海面
林地之所有候鳥鳥種與各種數量。此林地為
海岸木麻黃防風林，面積約 0.02 km2，林地
樹木茂密，不易進入，觀察時為於林外海岸
堤 防 上 設 立 觀 察 點 （ 24˚54’43.5”N,
120˚58’00.1”E）進行，每次觀察 30 分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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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6-36 中圖 6.1.8-1 內有朴樹
林，依據鄉公所的資料，其內
有「106 株百年巨木」
，是全台
朴樹林最多之區域，屬於極特
殊的植物資源。本報告內並無
詳細之調查，只在自然度分布
圖和土地利用分布圖內之分
布位置，也與 p.6-36 之圖之內
容有出入，請釐清，並補充相
關之調查。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連續 4 日。
B.海岸灘地候鳥：觀察與記錄出現於崁頭溪口
（上游為新豐溪）及紅毛港間海岸灘地，
面積約 0.15 km2 之所有候鳥鳥種及數量。
為避免西南與東北季風所造成不利觀察影
響，夏天觀察地點選為紅毛港北岸邊之觀
察點（24˚54’18.5”N, 120˚57’58.6”E）
；秋、
冬及春季時，觀察點為崁頭溪口北岸灘地
（24˚54’36.8”N, 120˚58’03.3”E）
。調查時以
8 及 60 倍望遠鏡對目標灘地進行觀察，每
次觀察間隔 30 分鐘，連續觀察 6 次至潮水
退停時，如是連續觀察 4 日，請參見「環
差報告」附錄五。
於鳳坑村姜厝朴樹林調查時發現其朴樹林群保留完
整，但與計畫路線間隔 80 公尺～300 公尺，不受計
畫路線影響。調查期間進入朴樹林保護區記錄朴樹
分布狀況，另朴樹林木多單株分布於聚落民宅旁或
成群分布於綠地。因此鳳坑村姜厝朴樹林土地利用
情形包括有聚落之人造設施（自然度 0）及次生林
（自
然度 4）。

4. 請在評估本案之開發對新豐 1. 台 61 線新豐橋已雙向通車中，雖南下線尚未施
溼地之潛在衝擊，尤其是對朴
築，惟新豐溪橋施作內容仍與『說明書』相同。
樹林、底棲動物和候鳥之影
本案於施工期間不會掩埋或伐除濕地內現有植
響。現有之內容太簡略，且忽
株，高架道路不致完全遮蔽其光源，對紅樹林植
視新豐溼地之存在。
被影響小。另本案進行主線高架橋施工，兩側側
車道已完工，因此於工區設置小型滯洪沉砂池及
現有側車道排水攔截可能之工程廢水，不致污染
新豐溪下游水體，對底棲動物影響輕微。
2. 於鳳坑村姜厝朴樹林調查時發現其朴樹林群保留
完整，但與計畫路線間隔 80 公尺～300 公尺，不
受計畫路線影響。
3. 候鳥之調查地點及目標為紅毛港周遭海岸林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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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海岸灘地之候鳥群聚，本調查區綜合 4 季所觀察
鳥種共 13 種，包括東方環頸鴴、小白鷺、大白鷺、
磯鷸、金斑鴴、鐵嘴鴴、中杓鷸、黃足鷸、青足
鷸、鐵嘴鴴、灰斑鴴、黑腹濱鷸及與黑尾鷗，除
東方環頸鴴、小白鷺、大白鷺及磯鷸 4 種鳥類終
年可見外，其餘 9 種鳥類只於秋、冬南飛或春季
北飛過境時方能觀察到。於鳥種季節性優勢，僅
東方環頸鴴屬全年優勢種，另金斑鴴、灰斑鴴及
黑腹濱鷸屬冬季優勢種，其餘鳥種出現於調查區
個體數均低或非常低。本調查區因灘地面積過
小，所提供食物量及休憩空間，應無法支持大量
候鳥利用此灘地；全年觀察之數據亦反映上述看
法。而台 61 線臨新豐溼地之新豐溪橋業已完工通
車，且此新豐溪橋離該濕地海岸有數百公尺，仍
有數百隻冬候鳥於遷移期連續數日出現該溼地覓
食或休憩，顯示新豐溪橋對冬候鳥族群於該溼地
活動行為影響並不明顯，較大之影響為退潮後，
民眾至溼地內採集或嬉戲，均迫使鳥群飛離。

十二、洪教授振發
1. 第四章 環評 205 次會議決議 1.本計畫於 99 年 12 月～105 年 4 月已多次與地方政
「竹 1 匝道以南路段應考量提
府、相關機關、當地市公所及里民溝通、協調及
會勘，已公告之相關會議紀錄請參見「附件 4」。
早由高架降為平面之可行性」
議題，在上次小組會議之意見 2.當地居民提出意見大多數係針對用地徵收，希望避
回覆表附件略有說明，只從道
免拆除民宅，依設計成果，僅拆遷隧道西側 3 處
路使用功能做說明，略有不
墳墓及鳳鼻隧道南口住家車棚 2 處，無拆除民宅
之疑慮；而針對鳳鼻隧道北口、南口「竹 73」鄉
足，宜在用路功能外在綜合環
保及民眾意見做一整體說明。
道路口等可能受封閉之擔憂，本計畫於北口前增
設上下匝道，
「竹 73」鄉道處設置橋下迴轉道，供
當地居民通行；另居民希望於施工期間能提供交
通維持、設置圍籬以防噪音干擾等意見，本案規
劃動線、徵收用地及其他相關問題處理情形請參
見「附件 4」。
2. P.6-144，表 6.2.7-5：原環評目 1. 『說明書』以民國 78 年為基年，規劃目標年民國
標年 100 年觀音到南寮之尖峰
100 年台 61 線全線通車，推估目標年各車種旅次
小時車輛介於 2922~3359 輛，
起迄分佈資料及路網，以進行交通指派規劃。
本次變更目標年(130 年)觀音 2.「環差報告」以民國 102 年為基年，連同本計畫路
到南寮之尖峰小時車輛介於
段，台 61 線仍有約 75 km 之路段尚未完工通車，
1850~2475PCU/hr，兩者有明
佔台 61 線（12k+000～298k+000）逾 1/4。
顯差距，宜有所說明。
3. 依『說明書』，民國 79 年桃、新地區人口 172.9
萬人，預測至目標年民國 100 年時將成長為 250.5
萬人，年平均成長率約 1.8 %。惟依民國 79 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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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6-109 施工機具空污排放推
估採用之機具數量與 p.6-121
施工機具造因推估之機具數
量不一致，請確認。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102 年之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100 年桃、新地區實
際人口為 253.1 萬人，高於『說明書』之預測。其
中 79 年～90 年人口年平均成長率達 2.3 %以上，
90 年～100 年降為 1.4 %，人口成長已呈略為減緩
之趨勢。另依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民國 2012 年至
2060 年人口推計，台灣地區人口中推計情境，於
民國 114 年開始負成長，預期本計畫目標年民國
130 年人口將低於現況人口。
4. 依公路總局於民國 102 年之交通流量調查資料顯
示，台 61 線〝沙崙～永安〞段道路服務水準均維
持〝A〞級以上，主要係因公路路網中斷導致使用
率不高，因此道路服務狀況不如預期。
5. 桃、新地區公路路網與『說明書』已有不同，本
計畫經由運輸供、需檢討分析，以民國 102 年桃
園及新竹生活圈道路之現況旅次需求為基礎，透
過相關資料之蒐集，周界線、屏柵線交通量檢核
修正後，考量桃、新地區濱海各區、鄉、鎮間旅
次需求及鄰近工業區開發產生之交通量，由於本
次「環差報告」社經條件、重大建設開發及公路
路網條件均與『說明書』不同，故交通量預測結
果有明顯差異。
施工機具空污「ISC3.0 空氣品質擴散模式」及噪音
德國「CadnaA 噪音預測模式」評估方法及範圍皆不
同，空污擴散範圍較大，模擬係以計畫路段沿線施
工尖峰期最大作業面為範圍，故以最大施工機具數
量進行推估；而噪音影響範圍較為限縮，因此係以
計畫路段鄰近敏感受位置為評估範圍，並以單一施
工作業面同時操作之機具進行評估。所以空污及噪
音評估採用之施工機具數量有所不同。
遵照辦理，於表 6.2.3-5 增加備註〝於工區周界設置
2.4 公尺高施工圍籬〞。

4. p.6-120 與 p.6-121 兩表中施工
噪音之噪音防制措施，請增加
附註說明。
5. 本案土方平衡，仍應有施工過 1.本次變更挖方約為 26 萬 m3，經回填至路堤、橋下
程挖方與填方區位、土方量與
空間等區域，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
有無土方暫置以及必要的環
外運。
保之說明。
2. 橋梁段橋墩基礎開挖土方規畫暫置於橋墩間之空
餘土地，俟路堤段擋土牆完成後近運填築。
3. 於「施工說明書」及「施工補充條款」內規定土
方暫時堆置高度每層低於 2 公尺，層間設置平台，
土方暫存區需灑水或覆蓋防塵網，四周設置雨水
截流溝，並於工區排水出口前設置沈澱池，經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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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澱處理之放流水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始予放流。
6. p.4-2 圖 4.1.1-1 之台 66 與 遵照辦理，經檢視後，「環差報告」圖 6.1.7-1 原台
p.6-23 圖 6.1.7-1 位置不一致， 68 線誤標為台 66 線，已修正圖 6.1.7-1。
請確認。

7. 本案說明會中民眾頗多疑慮 1.本計畫於 99 年 12 月～105 年 4 月已多次與地方政
之鳳鼻隧道南口與北口之動
府、相關機關、當地市公所及里民溝通、協調及
線疑慮應有說明。
會勘，已公告之相關會議紀錄請參見「附件 4」。
2.當地居民提出意見大多數係針對用地徵收，希望避
免拆除民宅，依設計成果，僅拆遷隧道西側 3 處
墳墓及鳳鼻隧道南口住家車棚 2 處，無拆除民宅
之疑慮；而針對鳳鼻隧道北口、南口「竹 73」鄉
道路口等可能受封閉之擔憂，本計畫於北口前增
設上下匝道，
「竹 73」鄉道處設置橋下迴轉道，供
當地居民通行；另居民希望於施工期間能提供交
通維持、設置圍籬以防噪音干擾等意見，本案規
劃動線、徵收用地及其他相關問題處理情形請參
見「附件 4」。
十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
研究保育中心
1. 植物調查草本樣區在內文中 已於報告中補充 H3 修正，請參見「附件 5」。
共 有 H1 ～ H3 三 個 樣 區
（p.6-34）
，但在範圍、植物樣
區及水域點位分布圖僅出現
H1 與 H2 兩處（圖 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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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6）
，請補充修正。
2. 魚類名錄及調查結果表（表
6.1.8-7，p.6-59）中「浪人鰺
(Caranx ignobilis)」在表內並
無分布點位及數量，文內亦無
提及，請刪除。底棲生物名錄
及調查結果表（表 6.1.8-8，
p.6-60 ） 中 「 澳 洲 沼 蝦
（Macrobrachium austral）」並
非常用中文名，請修正為常用
之「南海沼蝦」。
3. 候鳥調查章節中，陸地候鳥調
查以定點在紅毛港臨海面林
地（海岸木麻黃防風林）的歷
次調查皆未紀錄到任何候鳥
（p.6-71）
，其理由推論為自行
車道穿越及遊客遊憩造成。防
風林候鳥有可能為小型鳥
類，並不見得都是中大型鷺科
鳥類為主。因後續規劃之監測
計畫在施工中與施工後皆有
規劃以候鳥作為監測標的
（p.7-8 及 p.7-9）
。建議修改調
查方法，以點圓圈法加上穿越
線方式（利用自行車道穿越）
應可提供小型森林性候鳥之
目擊。
4. 環境保護對策中提及之樹木
移植計畫（p.7-1）。請確認目
前施工範圍內是否有調查到
潛在或是必要需要移植之樹
木，特別是 DBH>30cm 以上
者，若有則請建立名錄清單與
位置圖，以作為後續環境保育
對策實施計畫之參考依據。
5. 環境保育對策中施工階段之
(一)水文水質維護措施（p7-2
及 p7-3）及(五)廢棄物處理中
提及之各項內容，在水質保全
與廢棄物部分，很容易因為工
地管理未落實而疏漏，建請開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浪人鰺（Caranx ignobilis）為 98 年度福興溪調查資
料；因本次調查為新豐溪，已將此筆資料刪除。底
棲生物已修正為南海沼蝦。

1. 執行候鳥調查計畫時是以 8 及 60 倍望遠鏡對目標
灘地進行觀察，每次間隔 30 分鐘，連續觀察 6 次
至潮水退停時，如是連續觀察 4 日。海岸防風林
部份只要觀察到陸候鳥，均予以紀錄，不因體型
或鳥類種群而有區別。該區多數為林鳥，以白頭
翁為優勢鳥，並未出現任何陸候鳥。
2. 環境監測計畫中候鳥監測將依建議採用點圓圈法
及穿越線法辦理，請參見「附件 3」。

本案計畫範圍內植栽已完成 DBH≧30 公分以上之
喬木調查，並已建立調查清冊及圖面套繪，扣除先
驅樹種及原地保留後，全區需移植樹木 163 株，考
量其原有生長環境，將優先以鄰近區域為主要定植
地點，以增加存活率及適應性。

有關環境保護之相關規定已於「施工說明書」技術
規定第 01572 章完整規範，並明列缺失罰則。

-15-

審查意見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發單位將各項內容納入與承
包商訂立之制式合約中，並訂
立為設置之處罰或是補救條
款，以落實保護對策之實施。
十四、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1. 第 6-135 頁，本次變更雖於工 1.本次變更挖方約為 26 萬 m3，經回填至路堤、橋下
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外運，
空間等區域，可於標內工區土方平衡，並無土方
惟是否設置土方臨時堆置
外運。
場，請說明；另亦請具體說明 2. 橋梁段橋墩基礎開挖土方規畫暫置於橋墩間之空
堆置攤平之數量及方式。
餘土地，俟路堤段擋土牆完成後近運填築。
3. 於「施工說明書」及「施工補充條款」內規定土
方暫時堆置高度每層低於 2 公尺，層間設置平台，
土方暫存區需灑水或覆蓋防塵網，四周設置雨水
截流溝，並於工區排水出口前設置沈澱池，經沈
澱處理之放流水符合「放流水標準」後始予放流。
2. 第 7-2 頁，所提之相關交通維 本計畫交通維持計畫將由新竹縣政府交通旅遊處道
持措施與計畫，係由何機關審 安會報審定。
定。
3. 第 7-6 頁，營運期間橋面之垃 由於橋面隸屬交通部公路總局管轄範圍，故未來「營
圾將委由當地鄉鎮公所清潔 運期間橋面垃圾將由交通部公路總局養護單位進行
隊定期清運處理，請檢具同意 清運處理」
，將修正至「監測報告」第七章營運期間
函。
(五)廢棄物。
4. 第 7-8 頁，施工階段建議增列 遵照辦理，已於表 7.2-1 環境監測計畫表中新增施工
低頻噪音之監測。
階段工區低頻噪音監測，監測地點為工區外室內。
修訂後之表 7.2-1 請參見「附件 3」。
十五、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1. 建請將回覆內容中降雨逕流 「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BMPs）」係
非 點 源 污 染 最 佳 管 理 技 術 於工程評估及設計階段即將降雨逕流污染管理納入
（BMPs）措施之採行，納入 規畫，本計畫考量〝高架道路收集路面逕流後，於
計畫 P.7-5 營運階段水質防治 無礙區域排水前提下，於橋下空間設置入滲溝，增
措施辦理。
加該地區之入滲，再匯入鄰近既有排水路〞
，另亦增
加監測已了解其成效，新增監測納於表 7.2-1，請參
見「附件 3」。
十六、環保署綜合計畫處
1. 中央地調所巳公告新竹縣市 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
之「活動斷層及山崩與地滑」 統查詢結果，本路段使用土地無座落於已公告之地
地質敏感區，本段路線所使用 質敏感區。
之土地，是否有座落於上述敏
感區，請補充相關文件說明，
如有在上述地質敏感區，應檢
附相關地質安全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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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調高架路段及鳳鼻隧道
拓寬，是否有進行補充地質調
查？
3. 依據「作業準則」附表八環境
影響預測及評估方式，P.6-101
施工中單場降雨產生土壤沖
蝕量僅 12.6 公噸，惟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要求為年沖蝕量，且
每公頃最少沖蝕量不少於
250m3，本路段施工面積 10.4
公頃，僅以單場降雨核計沉砂
量，顯有偏低，應再檢討，並
設置足量之沉砂池。
(二) 水文及水質
1. 依據「作業準則」附表六開發
行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河
川水文調查應於雨季（五月～
十月）及旱季（十一月～四月）
各至少一次流量調查，調查期
間應為送審前二年內，請補充
之。
2. 河川水文調查應包含集水區
範圍特性、地文因子、流域逕
流體積、流量、流速、水位、
河川輸砂量及泥砂來源、感潮
界限、潮位、水庫放水狀況，
請補充之。

(三) 氣象與空氣品質：依據「作
業準則」附表八環境影響預測
及評估方式
1. P.6-11，本次變更案之結構形
式、隧道工程與原環說有所變
更，且現況背景調查結果亦與
原環說有所差異，建議仍應估
算施工期間各污染源之空氣
污染排放量，並將污染量推估
結果與現況背景調查結果加
成後提出污染影響差異分析。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本路段長約 5.6 公里，已進行補充地質調查 35 孔，
總進尺深度約 1,005 公尺。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92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臨時性沉砂設施之泥砂生產量估算，依通用土壤
流失公式估算值之二分之一。但開挖整地部分，每
公頃不得小於二百五十立方公尺；……」
，其主要係
規範臨時性沉砂設施之量體。本次變更主要係評估
實際單場暴雨土壤沖蝕量對承受水體水質之影響，
以作為環境保護對策擬定之參考；有關工區沉砂池
設施則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
第 9 條規定，營建工地應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舖
設遮雨、擋雨、導雨及沉砂設施並定期清理、清理
淤砂工作。
本計畫分別於 104 年 7 月、10 月及 12 月進行河川水
文及水質補充調查，其中流量調查已包含雨季 2 次
及旱季 1 次，調查期間並符合送審前 2 年內，請參
見「監測報告」p.6-4 及附錄二。

計畫路段跨越新竹縣縣管河川新豐溪，參考民國 99
年新竹縣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
實施計畫縣管河川新豐溪水系治理規劃」蒐集水文
相關資料，另本計畫分別於 104 年 7 月、10 月及 12
月進行河川水文及水質之補充調查，其中水文調查
包括流速、流量及水位（漲潮、退潮）
，請參見「環
差報告」p.6-1、p.6-4 及附錄二。另新豐溪上游及鄰
近河川均無水庫，故無水庫放水狀況。

有關空氣品質環境現況調查為 104 年 7 月～104 年
12 月，請參見「環差報告」p.6-11～p.6-12。施工期
間空氣污染排放影響分析，請參見「環差報告」
p.6-106～p.6-112。空氣污染物擴散模擬請參見「環
差報告」「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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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7-3，環境保護對策中空氣污 1. 計畫道路施工期間將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染防治內容過於簡單，建議填
設施管理辦法」第一級營建工程規定辦理空氣污
寫明確之空氣品質防制對策
染防制，並配合新竹縣環保局所訂「空氣污染防
內容。
制計畫書」之空氣污染管制對策、避免空氣品質
惡化及緊急應變措施辦理，以維護當地空氣品質。
(1) 各項抑制粉塵防制設施或措施。具體量化內容
摘述如下：
施工作業
土方開挖作
業
土方及建材
堆置
工地內裸露
地面
結構體施工

車輛裝卸運
送作業

可採行措施
圍籬
與地密接之圍籬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舖面或壓實 瀝青、混凝土材質
灑水
每日至少 2 次
覆蓋
防塵網材質
洗車
具專用洗滌措施
掃洗路面
每日至少 2 次
塑膠布或尼龍布覆蓋
車輛覆蓋
邊緣延伸車斗下拉 15
公分

(2) 要求工地派員定期查核施工及運輸車輛之檢
驗報告，不定期查核工地空污防制措施。
(3) 要求承商確實配合施工計畫，儘量減少同時操
作之施工機具數量，以減少廢氣排放量；此
外，亦將嚴禁運輸卡車超載、超速，以免廢氣
排放量超出正常值。
(4) 慎選低污染性之施工機具，落實保養維護工
作，使引擎保持正常減少排放廢氣中之空氣污
染物。避免施工機具及運輸車輛處於空轉狀
態，減少不必要廢氣排放。
(5) 營建工程進行期間，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
油應符合車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及符合營
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並納入工
程契約書中規定，以減少空氣污染物之排放。
(四) 噪音與振動
1. 依據「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
技術規範」、
(1) 請補充施工機具之操作時 已補充施工機具之操作時間、位置與地形請參見「附
間、位置與地形。
件 6」。
(2) 請 補 充 工 程 車 輛 進 出 路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之噪音及振動源主要來自施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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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車速。

施工機具之操作，施工機具所產生之噪音及振動將
自作業面向工區外傳播，屬〝點源〞污染，影響範
圍多侷限於工區附近。由於工區內挖填土方量可達
平衡，土方量將不外運，故於工區外無運輸車輛行
駛時所產生之噪音及振動。因此，本次變更將評估
施工期間工區營建噪音振動對附近敏感受體代表點
造成影響。
(3) 請確認噪音模式是否有輸 本計畫進行噪音補充調查均有進行風向監測，依
入風向等資料，若有請列 ISO9613-2 戶外聲音傳播衰減計算方法第二部分，在
出；若無，亦請說明。
不同音源及敏感受體加總高度下，至少高度須在 5
公尺且音源與敏感受體距離須大於約 60 公尺，聲音
傳播才須考量氣象條件（風向、風速及溫度）
。相關
說明請參見「附件 6」。
2. 依據「道路交通噪音評估模式
技術規範」
(1) 請補充相關路線路廊預測 已補充相關資訊請參見「附件 6」。
點線形橫斷面、地形地物
及路廊影響範圍內敏感受
體位置。
(2) 無車種組成（重車比）
、車 車種組成（重車比）
、車速、鋪面種類及其他規設資
速、鋪面種類及其他規設 料請參見「環差報告」附錄四 p.附 4-4～p.附 4-5。
資料，請補充說明。
(3) 請補充計畫路線施工期間 由於工區內挖填土方量可達平衡，無土方外運，故
運輸道路交通噪音模擬結 工區外無運輸車輛產生之噪音。
果摘要表。
3. 依據「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 遵照辦理，補充請參見「附件 6」。
規範」，請補充振動源周界地
形及地物分布、敏感受體與施
工地區之距離。
(五) 廢棄物：依據「作業準則」 1. 遵照辦理，
「環差報告」p.6-17 已載有新竹縣廢棄
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請補充說
物清除處理機構家數，將更新機構家數及許可
明「廢棄物」委託合格之代清
量。新竹縣現有清除機構共 76 家，每月許可量共
除處理業者，計畫區內合格機
約 157,821 公噸，處理機構共 7 家每月許可量共約
構之家數，其處理能力、可能
15,840 公噸。
容納數量，並承諾未完成委託 2. 本計畫承諾「施工或營運期間應先完成委託合格
前不得施工或營運。
之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或當地鄉鎮區公所清潔
隊代為清運廢棄物」
，將納入「環差報告」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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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1 新竹縣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一覽
項目

甲級

清 除
乙級

機 構
丙級

合計

甲級

處 理
乙級

清除或處理機構
15
47
14
76
4
3
（家）
許可量（噸/月） 80,991 72,562 6,268 159,821 4,230 11,610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清除處理機構服務管理資訊系統」
（http://wcds.epa.gov.tw/WCDS/），民國 105 年 4 月查詢。

機 構
丙級

合計

0

7

0

15,840

(六) 生態
1. 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
(1) 報告中未說明調查日期天 遵照辦理，補充說明調查時段天候狀況如下，並納
候狀況，請補充。
入「環差報告」。
1. 第 1 次調查時間為民國 104 年 7 月 13 日～7 月 16
日（夏季，調查時天氣晴朗、無降雨，氣溫約 26.2
℃～33.5 ℃，相對濕度約 58 %～86 %，風速約
0.2 m/s～2.9 m/s）。
2. 第 2 次調查時間為民國 104 年 9 月 30 日～10 月 3
日（秋季，調查時天氣晴朗、無降雨，氣溫約 24.1
℃～32.2 ℃，相對濕度約 68 %～91 %，風速約 0
m/s～4.5 m/s，10 月 2 日風速較大）。
3. 第 3 次調查時間為民國 104 年 12 月 18 日～12 月
21 日（冬季，調查時天氣晴朗、無降雨，氣溫約
12.3 ℃～22.7 ℃，相對濕度約 59 %～91 %，風
速約 0 m/s～4.8 m/s，12 月 18 日風速較大）。
(2) P.6-34 草本樣區 H1~H3， 遵照辦理，已修訂圖 6.1.8-1，請參見「附件 5」。
但圖 6.1.8-1 缺 H3，請補
充。
(3) 圖 6.1.8-1 植物樣區編號及 遵照辦理，已修訂圖 6.1.8-1，請參見「附件 5」。
點位有偏差，請調整。
(4) 附錄 5.1 中提到蝙蝠調查 於黃昏時，以目視觀察蝙蝠出沒狀況。調查人員手
可 使 用 超 音 波 偵 測 ， 但 持超音波偵測器，沿調查路線，緩慢速度步行，記
6.1.8 節哺乳類內文中僅提 錄穿越線附近蝙蝠出沒情形，偵測器以錄音方式記
到記錄到東亞家蝠 98 隻 錄蝙蝠所發出之超音波，並對將錄製之音波進行音
次，請詳細說明蝙蝠使用 波分析。另以現場目視調查輔助判定蝙蝠數量，上
之調查方法及音頻紀錄成 述將納入「環差報告」附錄五。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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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錄 5.2 候鳥調查方法之 1. 候鳥調查係依調查棲地環境特性規畫，海岸溼地
規 劃緣由請進行說明 ( 如
候鳥因涉及潮汐而與林地有明顯不同（請參見「環
陸地及海岸灘地候鳥調查
差報告」附錄五）
。調查時間選擇以避免逆光觀察
方式的差異、調查時間的
為最大考量，故選早上退潮之日期，但不分天氣
選擇…等)。
狀態，如，晴、雨、鋒面日或一般天。
2. 為瞭解計畫區附近 4 季候鳥棲息現況，本研究調
查時間設定於 7 月（夏季）
、10 月（秋季）
、12 月、
隔年 1 月（冬季）及 3 月（春季）
。每次調查日期
視潮水及日間時間而定；一般而言，以潮水開始
退對應早晨時間為起始觀察日，第二天則依潮汐
後移約 1 小時為起始觀察時間，其後 2 天亦然。
3. 每次調查以 8 及 60 倍望遠鏡對目標灘地進行觀
察，每次觀察間隔 30 分鐘，連續觀察 6 次至潮水
退停時，如是連續觀察 4 日。
(6) 各類群均有符合資料分析 調查前先規劃將鳥類群聚分析作為研究方法，其結
要求，惟候鳥調查部分於 果以繪樹狀圖呈現季節性鳥類群聚相似度之差異。
繪出樹狀結構圖，目前報 然實際調查結果顯示，新豐溼地候鳥種類過於單
告中並未呈現。
調，單位觀察時間內數量，亦均以 1 種或 2 種鳥類
呈現優勢狀態，意即該區候鳥多樣性低，改以時間
軸分析之統計圖呈現。
(7) 無生態補償相關內容或說 本計畫主要施工區域位於原計畫道路，植被覆蓋
明。
低，較少野生動物活動。惟施工期間產生之噪音、
光害及揚塵可能對周邊生物產生影響。針對工程進
行期間，採取迴避、減輕影響之措施，工程完成後，
遵循自然演替，讓動植物自行恢復。
(8) 施工前階段無候鳥調查， 本計畫預訂 105 年底前動工，且 104 年 7 月～105
施工中及營運均有，請說 年 3 月，已進行 4 季 5 次候鳥調查，應可為施工前
明施工前為何無候鳥調查 候鳥背景調查之代表，若本案未能於 106 年 6 月前
需求。
動工，則補充進行 1 次/季之施工前候鳥調查，上述
內容將新增至報告第七章施工前階段(二)動植物生
態維護。
(9) 內文未提及復育監測。減 依照交通部公路總局「施工說明書」技術規範第
輕 對 策 中 有 提 及 植 栽 移 02902 章植物種植與移植規定，已針對移植後進入
植，建議針對移植狀況進 養護期植栽進行養護期分期檢查作為監管機制。
行監測。
2. 依據「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
(1) 未說明生態相關之法定或 本計畫調查範圍內開發限制區為新豐濕地、蓮花寺
開發限制區。
濕地，蓮花寺濕地與計畫路線間隔一段距離，並未
直接受到影響。另計畫路線通過新豐濕地，其主要
設計為高架橋，因此應不完全遮蔽其光源，橋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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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於新豐溼地內，對紅樹林植被影響較小。
(2) 無野生種及當地栽植種之 無論野生種或當地栽植種皆受自然氣候、環境或人
季節性變化相關內容。
為干擾狀態所影響，所組成可能有其消長變化，在
短期間觀察時，可能無法掌握當地所有植物種類或
生長週期，而無法將該地植物生態環境描繪完全。
考量計劃區整體環境現況，調查野生種及當地栽植
種之差異可分成種數變化及物候變化兩項：
1. 種數變化
由於西濱鳳岡段位於西海岸，最主要之氣候因子為
夏秋季受到颱風侵襲，冬季受到冷氣團及強烈之
東北季風侵襲，因此無論野生種及當地栽植種均
會受到強烈之氣候變化（強風、豪雨及寒害等）
所影響，使得每種之個體數下降，氣候較平穩之
季節為春夏季，為大多數植物生長及繁殖季節。
2. 物候變化
一般來說木本植物植株本身一般在短期內無消長
之變化，故種類不會因短期時間而有太大之變
化，大多數植物春夏季為生長及繁殖季節。計劃
區內多半為栽植之種類，由於經人為馴化，多不
耐受極端氣候，植物多受強風、豪雨或寒害影響
而會有死亡凋零之現象。野生種類由於已與當地
環境長久之適應及演化，雖受極端氣候之影響，
但植株可快速恢復生長，部分草本植物於冬季則
有生長停滯及休眠之情況發生，但待春夏季天氣
緩和之際即可快速恢復生長。
3. 依據「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
範」
(1) 請說明圖 6.1.10-1 中 S1～ 3 個測站中，以位於出海口附近之 S2 測站較易受直
S3 樣站，何者屬於影響範 接影響，為影響域，位於出海口南、北側之 S1 及
圍內樣站，何者屬於影響 S3 測站所受到影響程度較小，為對照域。
範圍外之對照樣站。
(2) 環境監測計畫未包含海洋 遵照辦理，已將海域生態監測納入環境監測計畫，
生態監測。
將修訂至表 7.2-1，請參見「附件 3」。
(七) 景觀遊憩
1. 請依「作業準則」附表六開發
行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
(1) 未說明調查之時間，無法 1. 已依作業準則附表六之項目補充說明自然景觀元
確認調查評估時間，請補
素、人文景觀及遊憩之調查說明，包括原始景觀、
充說明。
生態景觀、遊憩現況分析等項目，請參見「附件
7」。
2. 已依據景觀美質評估技術規範草案之原則補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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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觀控制點之調查分析表（共計 6 處）
，並敘明各景
觀控制點之位置、調查評估時間、座標、海拔高
度及現況色彩說明，請參見「附件 7」。
(2) 報告未進行道路變更後之 原報告內容已包含道路變更後之景觀模擬及評估，
景觀模擬及評估。
現已依據景觀美質評估技術規範草案之原則補充個
景觀控制點之建議位置及說明，計畫路線現況、施
工中及營運後之景觀模擬及評估說明，請參見「附
件 7」。
2. 請依「作業準則」附表八環境
影響預測及評估方式
(1) 景觀遊憩部分並非均於施 1. 已依作業準則附表六之項目補充說明自然景觀元
工前、中、後提出相關因
素、人文景觀及主要遊憩據點之遊憩資源、設施
應對策，請補充之。
及遊憩形式等調查說明，請參見「附件 7」。
2. 已針對各景觀控制點補充說明施工中、後提出相
關因應之減輕對策包括圍籬色彩、植生圍籬、橋
下空間綠化等對應方案，以期能將施工中之影響
降至最低，請參見「附件 7」。
(八) 交通
1. 請依「作業準則」附表六開發
行為環境品質現況調查表
(1) 未說明交通量調查時間是 本計畫之交通調查均為連續 24 小時監測，原始交通
否已達連續 16 小時測定， 量調查資料參見「環差報告」附錄二。
應檢附調查資料。
(2) 本案採用民國 102 年公路 1.本計畫為瞭解周邊交通特性資料，蒐集交通部運輸
總局交通調查資料，已超
研究所之「公路車輛行駛時間調查（101-102 年）
過 2 年有效期間。
報告」、公路總局之「102 年度公路平均交通量統
計表」
、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
程處之「西濱快速公路 WH09、WH10 標觀音至
鳳岡段主線新建工程之鳳鼻隧道路段運輸需求分
析報告」等相關報告之最新交通量資料，並已於
104 年 10 月進行鄰近周邊道路交通調查。
2.其中，公路總局之「103 年度公路平均交通量統計
表」於 104 年 12 月發布，公路總局交通調查資料
將更新為 103 年資料。
2. 請依「作業準則」附表八環境
影響預測及評估方式
(1) 未預測計畫道路與聯外道 遵照辦理，將於報告書 6.2.7 節補充計畫道路與聯外
路之容量。
道路之容量。
(2) 應分析營運期間之路段運 1. 敬悉，報告書 6.2.7 節表 6.2.7-3 目標年有、無主
輸增加量，此外亦應說明
線工程之道路服務水準評估表，已說明營運期間
二處增設匝道對於周邊道
路段運輸增加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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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
路之影響。

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2. 增設兩處主線出入口匝道，以不影響橫交道路為
原則，兩處匝道均布設於台 61 線路權範圍內。竹
1 匝道以南匝道可提供新豐鄉市區，透過竹 1 鄉
道、台 61 主線直接往來新竹市，鳳鼻隧道北口匝
道則可提供台 15 線車流直接連結台 61 線往南，
兩處新增匝道預期可為竹 1 鄉道及台 15 線等道路
增加道路使用率與交通量。「竹 1」鄉道及台 15
線現況道路服務水準分別為〝C〞級、〝B〞級；
增設 2 處主線出入口匝道後，
「竹 1」鄉道及台 15
線道路服務水準分別為〝D〞級、〝C〞級，道路
服務狀況尚可。

3. 請依「作業準則」附件三說明
書應記載事項與審查要件。
(1) 有關 P.7-4 環境保護對策之 本計畫鳳鼻隧道分為 3 階段施工，分別利用既有隧
交通部分，調整車流方向 道、新設隧道、兩側側車道維持交通，調整車流方
之措施，需具體說明執行 向，具體執行位置與時段將配合本計畫工程施工計
位置與時段；另台 61 線出 畫；另台 61 線沿線各橫交路口處，將佈設施工警示
入口處之相關措施，亦應 措施或閃光號誌，以確保行車安全。
具體說明，以後續追蹤考
核。
(九) 其他
1. 生態，建議補充環境監測計畫 環境監測計畫較『說明書』更為詳盡，包括增加候
執行重點（如目標對象、樣區 鳥及海域生態等，其他生態監測目標對象以新豐濕
樣站的選擇、努力量及方法的 地之紅樹林、鳥類及底棲生物為主，樣區、樣站、
一致性等）。
努力量與方法一致，以利資料比對利用。
2. 建議本環差報告參考景觀美 遵照辦理，雖「景觀美質評估技術規範」尚於草案
質評估技術規範草案（最新 階段，本計畫已補充說明並據以撰寫，景觀調查範
版）之原則進行撰寫，包括景 圍圖、空間視域範圍繪製、6 處觀景點之模擬評估、
觀調查範圍圖、空間視域範圍 施工中模擬、調查時間等項目，請參見「附件 7」。
繪製、6 處觀景點之模擬評
估、施工模擬、調查時間等項
目。
3. 遊憩評估因無參考規範，請補 1. 本計畫已完成 2 側側車道建置，本次工程僅於道
充計畫道路變更後，周邊遊憩
路中央新建高架橋，對周邊遊憩據點而言，可以
據點遊憩環境之改變情形，包
縮短遠程旅客旅行時間，對到達遊憩據點之動
括遊憩體驗、交通可及性及遊
線、遊憩體驗及交通可及性而言，可更為順暢，
客量變化等。
亦可能使停留時間增加。
2. 本計畫路線直接影響之遊憩據點為新豐濕地及竹
北原生林。
(1) 新豐濕地：因新豐溪橋已先行施作北上側橋
梁，後續將以原橋型施作南下橋梁，且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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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答覆及辦理情形
既有遊憩範圍，故對視覺感受及遊憩體驗而
言，變化不大。
(2) 竹北原生林：竹北原生林鄰近計畫路線終點，
區內林相茂密，對周邊環境形成一定的視覺遮
蔽，加上路線於終點前已降為平面道路，故對
遊憩體驗及視覺感受與現況變化不大。
2. 計畫路線設置高架橋後，將使許多穿越性車流改
行駛高架橋，減少鄰近遊憩據點臨時停留之機
會，導致遊客量微幅下降，以台 61 線交通量調查，
現況以通過性大型車比率高，且平日車流量較假
日高等狀況研判，各遊憩據點遊客量變化應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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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次變更施工期間水質影響評估

附表 1-1 本次變更施工期間暴雨時水質影響評估
環境 變更案施 變更案施
現況 工期間逕 工期間逕
水質 [1] 流量 [2]
流水質 [3]
(mg/L) (m3/sec)
(mg/L)

項目
承受水體、
水質項目
變更路段
懸浮
（新豐溪） 固體

29.3

3.95

354.6

施工期
承受 承受水體
施工期間承
間水質
水體 水質標準
受水體水質
濃度增
[4]
[6]
類別
評估結果
量 [5]
[6]
(mg/L)
(mg/L)
(mg/L)
30.6

1.3

丙類

40

註[1]：由於無實際暴雨期間承受水體水質；環境現況水質、水量係以本計畫 104 年 7 月～12 月於
新豐大橋補充調查成果之平均值，環境現況水量係以承受水體重現期 25 年逕流量估算，參
考「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階段實施計畫縣管河川新豐溪水系治理規劃」內容，新豐
溪主流(新豐治理起點)洪峰流量採用 972CMS。
[2]：變更案施工期間之逕流量，採用合理化公式推估而得，合理化公式中降雨強度採用 25 年降
雨頻率。
[3]：為降雨逕流經工區內沉砂設施沉澱後懸浮固體物濃度。
[4]：施工期間承受水體水質採用質量平衡（完全混合）方法評估。
[5]：〝施工期間水質濃度增量〞  〝施工期間承受水體水質評估結果〞  〝環境現況水質〞。
[6]：承受水體水質分類類別及其對應之水質標準。
[7]：〝
〞表示不符所屬之水體分類水質標準。

附表 1-2 本次變更施工期間晴天時水質影響評估
項目
承受水體、
水質項目

環境 變更案施 變更案施
現況 工期間逕 工期間逕
水質 [1] 流量 [2]
流水質 [3]
(mg/L) (CMD)
(mg/L)

施工期
承受 承受水體
施工期間承
間水質
水體 水質標準
受水體水質
濃度增
[4]
[6]
類別
評估結果
量 [5]
[6]
(mg/L)
(mg/L)
(mg/L)

懸浮固
體

34.7

11.2

50

34.701

0.001

丙類

40

變更路段 生化需
（新豐溪） 氧量

2.8

11.2

150

2.802

0.002

丙類

4

化學需
氧量

21.7

11.2

50

21.705

0.005

丙類

－

註[1]：環境現況水質、水量係以本計畫 104 年 12 月於新豐大橋補充調查之平均值。
[2]：變更案施工期間生活污水量以施工標平均每日施工人員約 80 人，每人產生之污水量約 140
公升估算。
[3]：生活污水經套裝污水處理設備處理後之放流水質。
[4]：施工期間承受水體水質採用質量平衡（完全混合）方法評估。
[5]：〝施工期間水質濃度增量〞  〝施工期間承受水體水質評估結果〞  〝環境現況水質〞。
[6]：承受水體水質分類類別及其對應之水質標準。
[7]：〝
〞表示不符所屬之水體分類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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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作面

天數

路基填築

20

瀝青混凝
土

20

基樁工程
（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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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梁基礎
工程工程
（座）

50

橋梁上部
結構工程
（跨）

30

明隧道車
型箱涵工
程（單元）

40

機具
推土機
平路機
壓路機（低噪音型）
震動壓路機（標準型）
瀝青舖面機
傾卸卡車
壓路機（低噪音型）
全套管開挖機組（低噪音型）
履帶式吊車
電焊槍
柴油發電機（標準型）
混凝土泵浦
混凝土預拌車
抽水泵（低噪音型）
柴油發電機
混凝土泵浦
混凝土預拌車
柴油發電機
手提式混凝土震動機
混凝土泵浦
混凝土預拌車
柴油發電機
手提式混凝土震動機

施工機具耗能估算

額定輸出（PS）或規格
20t
8-12
1.2-4t
11t
8-12
140ps 以上，未滿 210ps
140ps 以上，未滿 210ps
65 Kva
60 m3/h
4.5-6.3 m3
65 Kva
60 m3/h
4.5-6.3 m3
65 Kva
60 m3/h
4.5-6.3 m3
65 Kva

數量

運轉時數（hr）

耗能率（L/hr）[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1
2
2
1
6
2
2
1
6

120
120
120
120
140
140
140
6
8
1
3
28
28
360
400
28
28
94
84
60
60
110
180

30.1
7.56
7.56
7.56
7.56
13.63
7.56
14.1
70.35
以柴油發電機估算
8
27.47
27.47
3.5
8
27.47
27.47
8
1
27.47
27.47
8
1

合計
註：耗能率之資料來源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2）交通運輸工程碳排放量推估模式建立與效益分析之研究。

耗能量（L）
3,612
907.2
907.2
907.2
1,058.4
1,908.2
1,058.4
84.6
562.8
0
24
1,538.32
1,538.32
2,520
3,200
1,538.32
1,538.32
752
504
3,296.4
3,296.4
880
1,080
32,712.08

附件 3

環境監測計畫之檢討及修正

施工前階段、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環境監測計畫表
監測項目

植物

動物

空氣品質
施工前階段
噪音振動

地面水質

放流水

監測內容
實地觀測、族群結構、落
葉量、淤泥高度

監測頻率
施工前半
年，族群結
構一次，其
餘項目每月
一次
鷺鷥、底棲動物
施工前半
年，每月一
次
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 施 工 前 半
粒 (PM10) 、 細 懸 浮 微 粒 年，每季進
(PM2.5)、二氧化硫(SO2)、 行一次連續
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 24 小時
(CO)、碳氫化合物(HC)、
臭氧(O3)、風向、風速、
溫度、濕度
1.噪音
施工前半
(1)逐時均能音量(Leq)
年，每季進
(2) 百 分 比 音 量 (LX ， 行二次（一
次為假日，
x=5,10,50,90,95)
(3)最大音量(Lmax)
一次為非假
2.振動
日）連續 24
(1) 逐 時 均 能 振 動 位 準 小時監測
(Leq)
(2) 百 分 比 振 動 位 準
，
(LX
x=5,10,50,90,95)
(3)最大振動位準(Lmax)
pH、溶氧量、懸浮固體、 施 工 前 半
化學需氧量、溫度、導電 年，每季採
度、生化需氧量、油脂及 樣一次
氨氮、流量
生 化 需 氧 量 、 化 學 需 氧 每月一次
量、pH、溫度、懸浮固體、
真色色度及油脂。

施
工
臨時滯洪沈 懸浮固體
階
砂池
段
均能音量(Leq)、最大音量
工
(Lmax)、低頻噪音(Leq,LF)
區
營建工程
噪音

每季一次
每二週就不
同施工作業
於工區周界
各進行一次
測定，每次
須連續測定
2 分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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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地點
南岸新豐紅樹林

變更說明
同「原環說方案」。

南岸新豐紅樹林

同「原環說方案」。

羊寮港

監測內容：增加細懸
浮微粒(PM2.5)

羊寮港

同「原環說方案」。

新豐溪紅樹林橋

1.增加流量監測。
2.監測地點「新豐溪
河口上游 100 公尺
處」修訂為「新豐
溪紅樹林橋」
。
監測內容：依現行
「放流水標準」，監
測項目透視度己由
真色色度取代，故增
加真色色度，刪除透
視度。
本項新增

各工區放流口

臨時滯洪沈砂池排
入口、放流口
1.均能音量(Leq)、最
大音量(Lmax)：於
工區周界外任何
地點測定，並應距
最近之建築物牆
面線 1 公尺以上。
2. 低 頻 噪 音

1.監測內容：依「噪
音管制標準」，新
增低頻噪音(Leq,LF)
2.監測頻率：依「噪
音管制標準」第 3
條辦理。
3.監測地點：依「噪

監測項目

監測內容

監測頻率

隨行監看

結構基礎開
挖期間

實地觀測、族群結構、落
葉量、淤泥高度

族群結構一
次，其餘項
目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次連續監
測 24 小時

文化資產

植物
動物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施
工
階
段
工
區
外

地面水質

鷺鷥、底棲生物
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
粒(PM10)、風向、風速、
溫度、濕度、硫氧化物
(SOx)、氮氧化物(NOx)、
一 氧 化 碳 (CO) 及 細 懸 浮
微粒(PM2.5)
1.噪音
(1)逐時均能音量(Leq)
(2) 百 分 比 音 量 (LX ，
x=5,10,50,90,95)
(3)最大音量(Lmax)
2.振動
(1) 逐 時 均 能 振 動 位 準
(Leq)
(2) 百 分 比 振 動 位 準
，
(LX
x=5,10,50,90,95)
(3)最大振動位準(Lmax)
pH、溶氧量、懸浮固體、
化學需氧量、溫度、電導
度、生化需氧量、油脂及
氨氮、流量

海域生態

南岸新豐紅樹林

變更說明
音管制標準」第 3
條辦理。

本項新增：計畫道路
路權距「樹林子遺
址」及「紅崎頂遺址」
500 公尺範圍內，增
加文化遺址項目
同「原環說方案」。

南岸新豐紅樹林
羊寮港

同「原環說方案」。
監測內容：增加硫氧
化物(SOx)、氮氧化
物(NOx)、一氧化碳
(CO)及細懸浮微粒
(PM2.5)等項目。

每季二次
( 一 次 假
日，一次非
假日)，每次
連續監測 24
小時

羊寮港

同「原環說方案」。

每月採樣一
次

新豐溪「紅樹林橋」 1.增加流量監測。
2.監測地點「新豐溪
河口上游 100 公尺
處」修訂為「新豐
溪紅樹林橋」
。
1.陸地候鳥：紅毛港 本項新增
臨海面林地
2.海岸灘地候鳥：崁
頭溪口與紅毛港間
海岸灘地
3.採用點圓圈法及穿
越線法辦理
1.新豐溪出海口左側 本項新增
2.新豐溪出海口
3.新豐溪出海口右側

陸地候鳥、海岸灘地候鳥

自 9 月至隔
年 2 月，每
月一次，其
餘時間每季
一次。

包含水域及潮間帶：大腸
桿菌、總菌落數、葉綠素
a、基礎生產力、植物性浮
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
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植
物(海藻、海草)、魚類(成
魚、魚卵及仔稚魚)及漁業
資源

每季一次

候鳥調查

監測地點
(Leq,LF)：於居住
生活之室內地點
測量，測點應距離
最近建築物牆面
線一公尺以上
於
64k+900 ～
65k+110 及 65k+237
～66k+100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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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項目

植物

動物

空氣品質

噪音振動
營
運
階
段

地面水質

非點源污
染控制方
式監測

監測內容
實地觀測、族群結構、落
葉量、淤泥高度

監測頻率
完工通車後
一年內，族
群結構一
次，其餘項
目每月一次
鷺鷥、底棲生物
完工通車後
一年內每月
一次
總懸浮微粒(TSP)、懸浮微 完工通車後
粒 (PM10) 、 細 懸 浮 微 粒 一年內，每
(PM2.5)、二氧化硫(SO2)、 季一次，每
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 次連續監測
(CO)、碳氫化合物(HC)、 24 小時
臭氧(O3)、風速、溫度、
濕度
1.噪音
完工通車後
(1)逐時均能音量(Leq)
一年內，每
(2) 百 分 比 音 量 (LX ， 季 二 次 ( 一
次假日，一
x=5,10,50,90,95)
(3)最大音量(Lmax)
次 非 假
2.振動
日)，每次連
(1) 逐 時 均 能 振 動 位 準 續 監 測 24
(Leq)
小時
(2) 百 分 比 振 動 位 準
，
(LX
x=5,10,50,90,95)
(3)最大振動位準(Lmax)
pH、溶氧量、懸浮固體、 完工通車後
化學需氧量、溫度、電導 一年內，每
度、生化需氧量、油脂及 季採樣一次
氨氮、流量
懸浮固體、總磷及硝酸鹽

陸地候鳥、海岸灘地候鳥

候鳥調查

海域生態

包含水域及潮間帶：大腸
桿菌、總菌落數、葉綠素
a、基礎生產力、植物性浮
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
物、底棲動物、固著性植
物(海藻、海草)、魚類(成
魚、魚卵及仔稚魚)及漁業
資源

完工通車後
一年內，每
季採樣一次
完工通車後
一年內，自
9 月至隔年
2 月，每月
一次，其餘
時間每季一
次。
完工通車後
一年內，每
季一次

監測地點
南岸新豐紅樹林

變更說明
同「原環說方案」。

南岸新豐紅樹林

同「原環說方案」。

羊寮港

監測內容：增加細懸
浮微粒(PM2.5)

羊寮港

同「原環說方案」。

新豐溪「紅樹林橋」 1.增加流量監測。
2.監測地點「新豐溪
河口上游 100 公尺
處」修訂為「新豐
溪紅樹林橋」
。
橋墩集水井、匯入既 本項新增
有排水路出口前
1.陸地候鳥：紅毛港
臨海面林地
2.海岸灘地候鳥：崁
頭溪口與紅毛港間
海岸灘地
3.採用點圓圈法及穿
越線法辦理
1.新豐溪出海口左側
2.新豐溪出海口
3.新豐溪出海口右側

本項新增

本項新增

註：本案於營運期間滿 1 年後，若無異常情況，依屆時法規辦理停止環境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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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日期

99/12/03

-31100/03/10

100/04/14

會議主題
「西濱快速公路
WH09、WH10 標
觀音至鳳岡段主
線新建工程」鳳
鼻隧道西側增設
車行箱涵致排
水、自行車道、
用地及管線佈設
相關事宜
西濱快速公路後
續建設計畫觀音
至鳳岡段主線新
建工程計畫公聽
會

「西濱快速公路
後續建設計畫觀
音 至 鳳 岡 段
WH10-C 標主線
新建工程」封閉
鳳鼻隧道南口竹

本案 WH10-C 標地方會勘/說明會居民問題摘要及回應紀錄

參與單位及人員
問題摘要
陸軍裝甲兵訓練指 1. 鳳鼻隧道全段海側既有排水明
揮部暨裝甲兵學
溝移設路權問題。
校、新竹縣政府、 2. 配合鳳鼻隧道南口附近居民及
新竹縣吳寀璇議員
垃圾掩埋場車輛進出，增設雙
向單車道路權問題。
3. 鳳鼻隧道南、北口附近自行車
道影響。
4. 鳳鼻隧道海側管線問題。
5. 鳳鼻隧道口景觀意象問題
台灣省新竹農田水 1. 因地價偏低，請提高地價後，
利會、竹北市尚義
再徵收補償。
里里辦公室、居民 2. 請往西側更改設計路線，以免
24 人、竹北市民代
拆除民宅。
表會、新竹縣議會 3. 為避免竹 73 路口封閉，隧道口
林為洲副議長、吳
高架延伸到鳳山溪橋。
寀璇議員、何淦民 4. 西濱拓寬後東西側互通須繞道
議員服務處主任、
問題。
竹北市公所
竹北市公所、尚義 1. 鳳鼻隧道南口將封閉，造成不
里里長
便。
2. 所提方案一：擬增設繞行鳳鼻
隧道上方之機車聯絡道，因其
將徵收民地且坡度約 10%不利
年長者通行。

1.
2.

3.
4.
5.
1.
2.
3.
4.

回應
考量將施作混凝土溝等排水設施，請西
濱北工處函請軍方同意提供用地。
需配合於新建隧道海側增設雙向單車
道，請新竹縣政府函請軍方同意提供用
地。
配合地方要求維持自行車道功能。
將另邀請相關管線單位辦理會勘。
南北隧道口規劃為具有地方特色之意象
景觀，若經費許可，請納入考量。
意見轉請新竹縣政府於徵收前納入考
量。
隧道用地已徵收，將盡量減少拆除民宅
面積。
因本案終點僅至竹 4 路口，竹 4 至鳳山
溪橋路段俟政府有計畫將納入考量。
將請設計公司妥善研議後提出方案。

1. 隧道南口山側民眾進出安全問題，將於
設計增設可供雙向通行之進出道路。
2. 方案一，若要可供汽車通行，最大坡度
不得超過 6%以及路寬應加寬，勢必增加
徵收鄰地。
3. 方案二，往南方向亦考量行人安全，設

日期

103/03/27

-32105/3/31

會議主題
73 道路後民眾通
往海側之替代方
案設計說明會
「西濱快速公路
WH10-C 標主線
新建工程」鳳鼻
隧道寬度及其
南、北洞口主線
規劃方案說明會
議

參與單位及人員

徐欣瑩立委辦公
室、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議會、竹北
市公所、竹北市民
代表會、新竹縣政
府環保局、國防部
軍備局、陸軍裝甲
542 旅、竹北市尚義
里里長、居民 43 人
「西濱快速公路 竹北市尚義里里辦
WH09、WH10 標 公室、居民 10 人
觀音鳳岡主線新
建工程」計畫之
WH10C 標第 1 次
公聽會(竹北市)。

3.

1.

2.
3.
1.
2.
3.
4.

問題摘要
所提方案二：擬增設繞行鳳鼻
隧道上方之行人穿越道，行走
及安全上多為不便。
隧道南口動線以立交方式跨越
竹 73 路口，橋下淨高 4.6 公
尺，較先前方案更臻完備，惟
仍應將西快側之台 15 沿線居
民出入安全納入設計考量。
減少拆遷，若無法避免應與徵
收戶充分溝通並予合理補償。
施工期間加強交通安全設施及
管理維護，避免交通事故。
補償地價希望能趨近市價。
鳳鼻隧道南口第一戶，請查是
否需拆遷?希望避免拆遷。
施工期間，請施工單位做隔音
牆設備。
車庫最好不要拆到，道路不要
在門口前通過。

註：彙整至 105 年 4 月 14 日以前已公告之會議紀錄內容。

回應
置附屬安全設施。

結論：
1. 與會單位人員均同意本規劃方案。
2. 本處將於設計階段，適時辦理現勘，現
地說明鳳鼻隧道南、北口動現方案，以
利隧道兩側居民了解。

1. 依土地徵收條例第十一條規定，徵收前
應以「市價」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
購。所謂市價，係指市場正常交易價格。
協議不成，得辦理徵收。
2. 鳳鼻隧道南口未拆既有房屋主建物。
3. 施工期間將設置圍籬及採低噪音施工機
具等，避免噪音超出營建工程噪音管制
標準。
4. 考量兩側居民進出，須於路權範圍內設
置約 4 公尺寬服務地區性道路；但既有
車棚(兩處)，因在 4 公尺寬服務地區性
道路界樁範圍內，故須配合局部拆除，
作為進出道路使用。

本案規劃動線、徵收用地及其他相關問題處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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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處理情形
1.鳳鼻隧道北口、南口動線問題 1. 將於鳳鼻隧道北口前增設 1 處主線入口匝道（南下線里程：65k+900～66k+175；北上線里程：
66k+180～66k+410）
，以及 2 處主線高架橋下迴轉道（65k+755、66k+382）
，以提升當地居民交
通便捷性。
2. 為考量鳳鼻隧道南口兩側居民通行，於主線出隧道南口後與竹 73 線路口交會處(69k+070～
69k+220)設置跨越橋，供行人及大型車輛通過及迴轉使用。
2.鳳鼻隧道西側居民以及垃圾
考量本次變更對進出既有新豐垃圾掩埋場車輛影響，於新增隧道南下線側車道 68k+590 開設缺口，
掩埋場車輛進出動線問題
供垃圾場車輛進出使用。
3.徵收用地問題
1.自 82 年完成路權徵收，除本案 WH10C 標有新徵路權以外，目前均已開發完畢。
2.本案 WH10C 標於下述路段有無徵收路權、拆遷墓地及車棚之說明：
(一)徵收路權
里程
徵收目的
面積
66k+117～66k+376
配合設置北上出口匝道及農田水利溝移設
202 平方公尺
66k+617～68k+506
配合串連既有自行車道、設置排水溝及鳳鼻 28,286 平方公尺
隧道加寬
68k+506～68k+641
配合串連既有自行車道及增加掩埋場進出 2,295 平方公尺
車道、設置排水溝及鳳鼻隧道加寬
68k+641～68k+963
配合串連既有自行車道、設置排水溝及鳳鼻 4,186 平方公尺
隧道加寬
68k+963～69k+030
配合串連既有自行車道、設置排水溝
670 平方公尺
69k+030～69k+167
配合鄰房雙向出入道路及既有人行木棧道 距離新中心線 22 公尺～
拆除重建
23.15 公尺，需重新鑑界確
認。
總計需補徵收用地面積（平方公尺）
約 35,639

項目

處理情形
(二)拆遷部分
里程
66k+875
67k+200
68k+615
69k+010
69k+070

4.施工交維問題
5.施工期間噪音改善問題

拆遷對象
墳墓 T1
墳墓 T2
墳墓 T3
鳳鼻隧道南口住家車棚 1 處
鳳鼻隧道南口住家車棚 1 處

本案新增減輕對策：「本工程於施工前階段將補充施工期間交通影響評估與相關交通維持措施與計
畫，開發單位提供承包商提送交通維持計畫之參考。」
本案新增減輕對策：「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施工，設置全隔離型式之施工圍籬，施工圍籬確實埋入
地下，以防動物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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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調查範圍、植物樣區及水域點位分布圖

資料來源：本團隊製作
底圖來源：福衛二號，99 年 5 月

圖 6.1.8-1

調查範圍、植物樣區及水域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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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噪音振動評估模擬說明

6.1 噪音評估
本計畫利用環保署認可之德國「CadnaA 噪音預測模式」進行施工及營
運期間噪音預測評估。由於本計畫路段於施工期間，工區內挖填土方量可達
平衡，土方量將不外運，故於工區外無運輸車輛行駛時所產生之噪音及振動。
因此，將評估施工期間工區營建噪音振動對附近敏感受體代表點造成影響。
在評估施工期間各工程項目施工機具所產生噪音量，係依照環保署公告
之「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執行，本附錄將說明包括施工期間使
用模式輸入相關參數、施工機具之位置（附表 6.1-1～附表 6.1-2）與地形地
貌（附圖 6.1-1）以及本計畫無需輸入風向等氣象條件之相關內容；營運期
間以尖峰小時所衍生之旅次交通噪音預測評估，係根據「道路交通噪音評估
模式技術規範」執行，說明校估結果（附表 6.1-3）
、本計畫路段路廊預測點
線形橫斷面，以及計畫道路噪音影響預測輸入參數（車種組成、車速、鋪面
種類及其他）（附表 6.1-4）等。

(一)施工期間
1.輸入相關參數、施工機具及敏感受體之位置

-36-

附表 6.1-1 營建噪音影響預測輸入參數
點音源設定：相對高度 0.5 公尺
工
區

工
區
一

工
區
二

工
區
一
工
區
二

工
區
一

工
區
二

工
區
一

工

頻率 聲功率
X
(m)
(Hz) dB(A))
一、路基填築工程
推土機【1】(標準型，20t)
500
113 245405
平路機【1】(標準型)
500
113 245393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500
105 245408
震動壓路機【1】(標準型，
500
111 245396
1.2-4t)
推土機【1】(標準型，20t)
500
113 245346
平路機【1】(標準型)
500
113 245333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500
105 245349
震動壓路機【1】(標準型，
500
111 245337
1.2-4t)
二、瀝青混凝土工程
瀝青舖面機【1】(標準型)
500
109 245410
傾卸卡車【1】(11t)
500
109 245393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500
105 245401
瀝青舖面機【1】(標準型)
500
109 245352
傾卸卡車【1】(11t)
500
109 245335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500
105 245343
三、基樁工程
全套管開挖機組【1】(低噪音
500
104 245404
型，140ps 以上，未滿 210ps)
履帶式吊車【1】(140ps 以上，
500
104 245403
未滿 210ps)
電焊槍【1】
500
90
245391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5412
Kva)
全套管開挖機組【1】(低噪音
500
104 245342
型，140ps 以上，未滿 210ps)
履帶式吊車【1】(140ps 以上，
500
104 245341
未滿 210ps)
電焊槍【1】
500
90
245329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5350
Kva)
四、橋梁基礎工程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500
109 245394
m3/h)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
500
108 245380
4.5-6.3 m3)
抽水泵【1】(低噪音型)
500
102 245387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5374
Kva)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500
109 247123
m3/h)
機具名稱 、數量、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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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m)

Z
機具操作時間
(m)

2752187 9.3 08：00~17：00
2752181 9.07 08：00~17：00
2752210 9.16 08：00~17：00
2752199 8.87 08：00~17：00
2751763 9.3 08：00~17：00
2751756 9.07 08：00~17：00
2751786 9.16 08：00~17：00
2751775 8.87 08：00~17：00
2752205
2752186
2752214
2751782
2751763
2751791

8.87
8.87
8.87
8.87
8.87
8.87

08：00~17：00
08：00~17：00
08：00~17：00
08：00~17：00
08：00~17：00
08：00~17：00

2752181 8.87 08：00~17：00
2752204 8.87 08：00~17：00
2752180 8.87 08：00~17：00
2752230 8.87 08：00~17：00
2751731 8.87 08：00~17：00
2751753 8.87 08：00~17：00
2751729 8.87 08：00~17：00
2751780 8.87 08：00~17：00

2752138 8.87 08：00~17：00
2752120 8.87 08：00~17：00
2752096 8.87 08：00~17：00
2752106 8.87 08：00~17：00
2754892 8.87 08：00~17：00

工
頻率 聲功率
X
機具名稱 、數量、型式
(m)
區
(Hz) dB(A))
區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
500
108 247113
二 4.5-6.3 m3)
抽水泵【1】(低噪音型)
500
102 247112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7108
Kva)
五、橋梁上部結構工程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500
109 245392
m3/h)
工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
500
108 245375
區 4.5-6.3 m3)
一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5387
Kva)
手提式混凝土震動機
500
113 245372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500
109 247122
m3/h)
工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
500
108 247105
區 4.5-6.3 m3)
二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500
106 247114
Kva)
手提式混凝土震動機
500
113 247102

Y
(m)

Z
機具操作時間
(m)

2754875 8.87 08：00~17：00
2754853 8.87 08：00~17：00
2754862 8.87 08：00~17：00

2752119 8.87 08：00~17：00
2752109 8.87 08：00~17：00
2752096 8.87 08：00~17：00
2752096 8.87 08：00~17：00
2754883 8.87 08：00~17：00
2754873 8.87 08：00~17：00
2754857 8.87 08：00~17：00
2754860 8.87 08：00~17：00

附表 6.1-2 敏感受體 CadnaA 輸入參數
相對高度 1.5 公尺
敏感受體代表點
里程

座標
X (m)

Y (m)

Z (m)

方向

名稱

69k+042

南下

羊寮港聚落(二)

305352.54 2777151.62

59.62

路工段 69k+047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一)

305313.69 2777191.44

59.62

69k+455

南下

計畫路線旁民宅

305314.91 2777076.32

38.14

65k+740

南下

鳳坑聚落

305338.91 2777004.73

37.17

高架段 69k+078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三)

305241.08 2776847.64

16.91

69k+104

南下

羊寮港聚落(四)

305263.43 2776782.28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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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地貌(含地形、計畫路線、路段橫斷面圖及敏感受體位置)

附圖 6.1-1

本計畫路段噪音預測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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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需輸入風向等氣象條件之原因
由於本計畫沿線施工機具（音源）距離敏感受體代表點最遠水平距離
為 43 公尺，根據 ISO9613-2 戶外聲音傳播衰減計算方法，當施工機具與敏
感受體代表點間距離較短時，風向幾無影響，故本模擬預測無需輸入風向
等氣象資訊。
根據 CadnaA 手冊提到 ISO9613 在計算噪音時，需考量相關因子（公
式如下），其中包含 Cmet 長時間氣象修正因子（風向、風速及溫度）
。

資料來源：CadnaA(Attributes,Variables,and keywords)手冊。

ISO9613-2 戶外聲音傳播衰減計算方法提到，Cmet 與氣象統計因子、音
源/敏感受體高度、音源/敏感受體水平距離之間相關公式（如左下），可得
到右下結果，顯示在不同音源及敏感受體加總高度下，至少高度須在 5 公
尺且音源與敏感受體距離須大於約 60 公尺，聲音傳播才須考量氣象條件。

資料來源： ISO9613-2 戶外聲音傳播衰減計算方法，公式 22 及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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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期間

1.校估結果
預估營運期間通勤車輛行駛起迄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18 時，
校估交通量為實際非假日調查數據及對應其噪音現況實測值，模式驗證結
果如附表 6.1-3 所示，預估值與實際值均符合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要
求。
附表 6.1-3 Cadna-A 預測模式與實測值比較表（羊寮港聚落-非假日）

時間

大型車數

交通量

大型車比

現況實測值 Canda-A 預

音量差異

dB(A)

估值 dB(A)

dB(A)

7.4%

67.9

69.5

1.6

1253

10.7%

66.6

68.7

2.1

117

1005

11.6%

67.1

67.9

0.8

12:00

122

960

12.7%

66.6

67.9

1.3

12:00

13:00

112

921

12.2%

65.6

67.6

2.0

13:00

14:00

96

832

11.5%

64.9

67.1

2.2

14:00

15:00

122

1032

11.8%

68.6

68.1

-0.5

15:00

16:00

123

1123

11.0%

65.3

68.3

3.0

16:00

17:00

104

1298

8.0%

66.1

68.3

2.2

17:00

18:00

91

1993

4.6%

67.9

69.4

1.5

起

迄

08:00

09:00

129

1744

09:00

10:00

134

10:00

11:00

11:00

均能音量差異絕對值平均

1.7

現況實測值來源：本計畫實地監測，監測日期為 104 年 10 月 6 日。

2.本計畫路段路廊預測點線形橫斷面
有關本計畫路段於台 61 線與台 15 線交會處、鳳鼻隧道南口至竹 73
鄉道之線形橫斷面圖請參見附圖 6.1-1。

3.計畫道路噪音影響預測輸入參數及敏感受體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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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1-4 車種組成(重車比)、車速、舖面材料及其他參數
台 61 線主線工程（觀音～縣界）
車道數/路寬(兩側最外車道中心線間距離)：

4 車道、23.8 公尺

幾何特性(位置、高程、縱向/橫向坡度)：

直線平面、0、0、0

舖面材料：

瀝青混凝土

建築物反射修正值：

0 分貝

交通號誌或交叉路口分佈：

無
小型車 90 公里/小時

平均行駛速率：

大型車 90 公里/小時
小型車 3705 輛/小時

交通量：

大型車 355 輛/小時
7.3%

重車比：
台 61/台 15 線主線工程（鳳鼻隧道）
車道數/路寬(兩側最外車道中心線間距離)：

8 車道、56.8 公尺

幾何特性(位置、高程、縱向/橫向坡度)：

直線平面、0、0、0

舖面材料：

瀝青混凝土

建築物反射修正值：

0 分貝

交通號誌或交叉路口分佈：

無
小型車 90 公里/小時

平均行駛速率：

大型車 90 公里/小時
小型車 3841 輛/小時

交通量：

大型車 263 輛/小時
5.2%

重車比：

附表 6.1-5 敏感受體 CadnaA 輸入參數
相對高度 1.5 公尺
敏感受體代表點
里程

座標
X (m)

Y (m)

Z (m)

方向

名稱

69k+042

南下

羊寮港聚落(二)

305352.54 2777151.62 59.62

路工段 69k+047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一)

305313.69 2777191.44 59.62

69k+455

南下

計畫路線旁民宅

305314.91 2777076.32 38.14

65k+740

南下

鳳坑聚落

305338.91 2777004.73 37.17

高架段 69k+078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三)

305241.08 2776847.64 16.91

69k+104

南下

羊寮港聚落(四)

305263.43 2776782.28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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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振動評估
本計畫依據環保署公告之「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範」進行施工及營
運期間振動預測評估。有關選用環境振動預測模式方面，施工期間振動評估
係採用規範中營建工程系統型態之『工廠及作業場所振動模式』；營運期間
振動評估則是『日本建設省道路振動預測模式』。
以下各表說明施工期間各工程項目使用機具之合成振動量結果（附表
6.2-1）、敏感受體代表點與施工地區距離（附表 6.2-2），以及計畫道路振動
影響預測輸入參數（附表 6.2-3）：

(一)施工期間
1.工區營建振動

附表 6.2-1 各工程項目合成振動量計算結果
工程項目

路
工
段

橋
梁
段

機具名稱
【最大同時操作數量】

推土機【1】(標準型，20t)
平路機【1】(標準型)
路基填築工程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震動壓路機【1】(標準型，1.2-4t)
瀝青舖面機【1】(標準型)
瀝青混凝土工程 傾卸卡車【1】(11t)
壓路機【1】(低噪音型，8-12t)
全套管開挖機組【1】(低噪音型，
140ps 以上，未滿 210ps)
履帶式吊車【1】(140ps 以上，未
基樁工程
滿 210ps)
電焊槍【1】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Kva)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m3/h)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4.5-6.3
橋梁基礎工程
m3)
抽水泵【1】(低噪音型)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Kva)
混凝土泵浦【1】(標準型，60 m3/h)
混凝土預拌車【1】(標準型，4.5-6.3
橋梁上部結構工程 m3)
柴油發電機【1】(標準型，65 Kva)
手提式混凝土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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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單部),10m
處(dB)
66.0
63.0
62.0
65.0
57.0
58.0
62.0

工程項目
合成振動量
(dB)
70.3

64.3

65.0
57.0

65.8

52.4
39.2
60.0
58.0

64.2

60.0
39.2
60.0
58.0
39.2
64.0

66.2

附表 6.2-2 敏感受體代表點與施工地區距離
敏感受體代表點
里程
路工段

高架段

距離

方向

名稱

公尺

69k+042

南下

羊寮港聚落(二)

30.4

69k+047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一)

15.0

69k+455

南下

計畫路線旁民宅

30.5

65k+740

南下

鳳坑聚落

28.3

69k+078

北上

羊寮港聚落(三)

27.1

69k+104

南下

羊寮港聚落(四)

31.1

2.計畫道路振動影響預測輸入參數
附表 6.2-3 車道數、舖面材料及其他參數

台 61 線主線工程（觀音～縣界）
車道數/路寬(兩側最外車道中心線間距離)：
幾何特性(位置、高程、縱向/橫向坡度)：
舖面材料：
路面凹凸標準偏差值(mm)
地質性質
地盤卓越振動頻率(Hz)
自預測基準點至預測地點之距離(m)
平均行駛速率：
交通量：
台 61/台 15 線主線工程（鳳鼻隧道）
車道數/路寬(兩側最外車道中心線間距離)：
幾何特性(位置、高程、縱向/橫向坡度)：
舖面材料：
路面凹凸標準偏差值(mm)
地質性質
地盤卓越振動頻率(Hz)
自預測基準點至預測地點之距離(m)
平均行駛速率：
交通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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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車道、23.8 公尺
直線平面、0、0、0
瀝青混凝土
1
粘土地基
8
5
小型車 90 公里/小時
大型車 90 公里/小時
小型車 3705 輛/小時
大型車 355 輛/小時
8 車道、56.8 公尺
直線平面、0、0、0
瀝青混凝土
1
粘土地基
8
5
小型車 90 公里/小時
大型車 90 公里/小時
小型車 3841 輛/小時
大型車 263 輛/小時

附件 7

景觀遊憩分析

6.1.11 景觀遊憩
一、景觀環境
環境特色為漁港、濕地及夕照。
計畫路線經過新竹縣新豐及竹北，是新竹縣二個濱海的
鄉鎮市，而新豐及竹北亦擁有新竹縣大部分的平原區，地勢
平坦開闊，水源充足（鳳山溪及頭前溪流域）
，是新竹地區最
早開墾的地區之一，現今除了是主要的農業生產基地之外，
也是主要的聚落與工商業生產中心。
沿線經過景觀資源主要包括自然性景觀，如新豐及竹北
海岸線、鳳山崎山、新豐溪及新豐紅樹林生態區，以及生活
性景觀，如休閒農業區等。
(一) 開發行為範圍說明
依據景觀評估技術規範（草案）規定，以向外延伸 1.2 公
里為原則，作為本計畫景觀調查範圍，詳圖 6.1.11‐1 說明。
1. 自然景觀元素
(1).地形地貌：計畫路線主要位於新豐鄉、竹北市的海岸沖
積平原(約沿海 4 公里～5 公里寬度範圍)，地形的發展
除受東側湖口台地礫石層沖刷堆積外，亦與桃園、新竹
沿海沿岸流所帶來的漂沙有關。
(2).動植物生態：計畫路線鄰近數個重要生態敏感地，其中
新豐濕地屬於內政部營建署公告之國家級重要濕地，是
台灣地區唯一水筆仔與海茄苳混合生長的混生林，而竹
北蓮花寺濕地則屬暫定重要濕地，是台灣擁有食蟲植物
種類最多的棲息地。
2. 人文景觀
計畫路線沿線多位於非都市土地使用之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主要經濟活動除農業外，濱海休
閒漁業亦相當發達，包含計畫路線北側的坡頭漁港、新豐橋
附近魚塭及計畫路線南側的拔子窟烏魚養殖場，呈現多樣的
人文景觀。
3. 特殊景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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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經現況調查，在調查範圍內並無發現特殊景觀元
素。
(二)景觀現況分析
1. 可見視域調查與分析
計畫路線起點至里程 66k+720 處地形平坦，周遭土地利
用多為耕田、水域環境及次生林，人工建物零星分布，計畫
路線可見度高。66k+720～68k+120 路段東側緊鄰鳳山崎山，
視域受阻，68k+120 至計畫終點（出鳳鼻隧道後）
，周遭為地
形平坦的地形周遭土地利用亦多為耕田、水域環境及次生林，
視域開闊，可見度高，詳圖 6.1.11‐2 說明。
2. 景觀控制點選取
依據景觀控制點選取原則，於本案開發行為及近、中、
遠景距離範圍內，平均選取 6 處景觀控制點，其位置分布如
圖 6.1.11‐3 所示。

本區除鳳山崎山外，其餘地區近、中、遠景範圍內，其
景觀構成元素大致相同，主要是以農田景觀及集村為主，但
由於地勢平坦、故可見度受限於植栽、房舍，以及開發的量
體、高度等因素，僅在局部地區可見小範圍的開發量體。主
要選取點則位於台 61 線及主要鄰接道路上，景觀控制點的現
況說明詳表 6.1.11-1～表 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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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1

景觀控制點 1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1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竹 1 縣道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
20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3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4 月 23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4'58.30"北，120°58'24.68"東
景觀控制點 1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1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境概要
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計畫路線起點之竹 1
縣道，離開發行為約 200m，位於近景距
離區，屬觀賞者中位，為本區交通主要
動線(銜接台 15 線及台 61 線)。主要景
觀以旱田、次生林及散落的民居為主。

景觀控制點 1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1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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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2 景觀控制點 2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2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紅毛港風景區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
15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2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5 月 17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4'35.55"北，120°58'15.48"東
景觀控制點 2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2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
境概要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紅毛港風景區
停車場，是進入風景區的要道，離
開發行為約 150m，位於近景距離
區，屬觀賞者中位，新豐溪橋為本
區重要視覺焦點。主要景觀以紅樹
林及水域環境為主。

景觀控制點 2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2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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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3 景觀控制點 2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3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振興街跨新豐溪橋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3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
130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5 月 17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4'29.71"北，120°59'13.23"東
景觀控制點 3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3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境概
要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振興街(新豐溪計
畫路線上游)，離開發行為約 1300m，
位於遠景距離區，屬觀賞者中位，為
新豐溪計畫路線上游。主要景觀以農
田及水域環境為主。

景觀控制點 3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3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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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4 景觀控制點 2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4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鳳坑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
12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3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5 月 17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4'2.41"北，120°58'19.93"東
景觀控制點 4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4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境概
要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鳳坑，離開發行為
約 120m，位於近景距離區，屬觀賞者
中位。主要景觀以雜木林及民宅為主。

景觀控制點 4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4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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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5 景觀控制點 5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5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竹 73 縣道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3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60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10 月 23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2'22.74"北，120°57'23.61"東
景觀控制點 5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5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境概
要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竹 73，離開發行為
約 600m，位於中景距離區，為本區交
通主要動線(銜接台 61 線)。主要景
觀以農田及散落的民居為主。

景觀控制點 5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5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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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6 景觀控制點 6 景觀現況分析表
景觀控制點 6 資訊
景觀控制點所在位置：台 61
景觀控制點海拔高度：3 公尺
觀賞者位置：中位

與開發計畫範圍邊界距離(m)：600m
位於 □近景 ■中景 □遠景

現況照片拍攝日期與時間：2015 年 10 月 23 日

景觀控制點經緯度座標值：24°52'4.15"北，120°57'11.80"東
景觀控制點 6 展望方向

景觀控制點 6 選取原因與現況環境概
要說明
本景觀控制點位於計畫終點以南之
台 61 線，離開發行為約 600m，位於
中景距離區，主要景觀以農田及民居
為主。

景觀控制點 6 現況照片

景觀控制點 6 環境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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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來源：GOOGLE EARTH/2015.12.19

圖 6.1.11-1

景觀調查範圍圖

底圖來源：GOOGLE

圖 6.1.11-2

可見視域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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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2015.12.19

底圖來源：GOOGLE

圖 6.1.11-3

EARTH/2015.12.19

景觀控制點位置圖

二、遊憩資源
台 61 線為桃園、新竹地區串接台 66 線及台 68 線之重要
道路，亦為新豐鄉外來遊客進出重要門戶。計畫路線位屬新
竹縣 5 大遊憩區帶之「竹北-新豐-湖口區帶（濱海遊憩系統）
」，
往北銜接「桃園縣海岸遊憩系統（新屋、觀音）」，往南串聯
「新竹市 17 公里海岸觀光帶」
，參見圖 6.1.11-4。
約略可分為(1)風景遊憩區類型：新豐濱海遊憩區、竹北
濱海遊憩區及計畫路線以南的港南濱海風景區，(2)國家公園
及保護區類型：新豐濕地、竹北蓮花寺濕地、竹北原生林及
及計畫路線以南的香山濕地，(3)歷史古蹟類型：池和宮，(4)
產業觀光類型：拔子窟烏魚養殖場、新竹漁港、坡頭漁港等，
以及(5)路線風景遊憩區：新竹縣濱海自行車道、鳳山溪拔子
窟自行車道、豆仔埔溪自行車道。
(一)風景遊憩區類型
計畫路線沿線觀光遊憩景點主要類型為自然景觀及
生態，參見圖 6.1.11-5，其中包含了新竹縣的新豐濱海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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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區及竹北濱海遊憩區。
1.新豐濱海遊憩區
位於鳳鼻隧道以北，主要景點由北而南包括坡頭漁
港、新豐紅樹林及紅毛港遊憩區，之間利用海線自行車
道串連。紅毛港為桃竹地區發展重要據點，具歷史意義
，今港口因淤而廢。但南岸有豐富紅樹林生態，因而規
劃成遊憩區。
2.竹北濱海遊憩區
計畫路線終點鄰近竹北濱海遊憩區，海岸線僅約 4
公里長，但頭前溪及鳳山溪在此匯流入海，河口及潮間
帶蘊涵豐富自然生態景觀，及擁有北臺灣獨一無二之海
岸原生林，再加上美麗鳳霞溪夕照美景、濱海自行車道
及新月沙灣，使此處成為遊客假日訪遊攝影熱門景點。
(二)國家公園及保護區類型
計畫路線周邊保護區說明如表 6.1.11-7。
(三)歷史古蹟類型
新竹縣開發甚早，除許多具歷史的廟宇，如池和宮外，
傳統的民俗慶典活動多，再加上近年科技產業興盛，吸引
了許多外來人口，相關節慶活動愈趨多元，新豐及竹北地
區的重要節慶活動如表 6.1.11-8 說明，其中花鼓藝術節是
新竹縣內最重要且富有在地文化意義的節慶。
(四)產業觀光類型：
計畫路線沿線主要經濟活動除農業外，濱海休閒漁業
亦相當發達，包含計畫路線北側的坡頭漁港、新豐橋附近
魚塭及計畫路線南側的拔子窟烏魚養殖場，呈現多樣的人
文景觀。
(五)路線風景遊憩區
計畫路線提供交通基本需求外，還希望能引進外地遊
客，結合沿線主、次要遊憩景點及極具開發觀光潛力區域，
利用自行車道系統串聯，強化本區生態、海濱、遊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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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軸線。
計畫路線周邊自行車道屬遊憩型自行車道系統，於計
畫路線鳳鼻隧道北口至竹北原生林路段及鳳山溪橋路段
緊鄰海線自行車道，臨計畫沿線自行車道包括新豐紅樹林
自行車道、竹北新豐濱海串聯自行車道及豆子埔溪拔子窟
段自行車道，往南跨越台 15 線頭前溪橋可連接濱海 17
公里自行車道、頭前溪自行車道及新竹市環市自行車道
（天府路段），形成自行車遊憩路網，詳圖 6.1.11-6。
計畫路線提供交通需求外，還希望引進外地遊客，結
合沿線主、次要遊憩景點及具觀光潛力區域，利用自行車
道系統串聯，強化本區生態、海濱、遊憩、文化發展軸線。
周邊自行車道均屬遊憩型自行車道系統，臨計畫沿線
自行車道包括新竹縣濱海自行車道、鳳山溪拔子窟自行車
道及豆子埔溪自行車道。
1.新竹縣濱海自行車道
北起新豐羊寮港橋，途經新豐紅樹林保護區、竹北
原生林、新月沙灣接舊港大橋。為南北向自行車道，串
聯新竹縣濱海遊憩景點，往北可銜接桃園縣濱海自行車
道，往南可銜接新竹市十七公里海岸線自行車道。計畫
路線在鳳鼻隧道口至竹北原生林路段及鳳山溪橋路段緊
鄰新竹縣濱海自行車道。
2.鳳山溪拔子窟自行車道
鳳山溪拔子窟自行車道係沿拔子窟地區鳳山溪右岸
及烏魚養殖場區環狀自行車道，往東可連接天隆紙廠風
力發電示範區。
3.豆仔埔溪自行車道
豆仔埔溪自行車道為東西向自行車道，東起光明十
一街路口，西迄白地橋，銜接新竹縣濱海自行車道。
往南跨越台 15 線頭前溪橋可連接濱海 17 公里自行
車道、頭前溪自行車道及新竹市環市自行車道（天府路
段），形成自行車遊憩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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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憩發展潛力：以計畫路線所在之濱海遊憩系
統而言，周邊主要景點的觀光人口約佔新竹縣整體觀光
人口的 5 %，且亦可藉由台 61 線連結至周邊景點，深具
發展潛力。
以「竹北-新豐-湖口區帶（濱海遊憩系統）」而言，觀光
人口佔新竹縣整體觀光人口 5%，亦可藉由台 61 線連結周邊
景點，深具發展潛力，主要遊憩資源及設施如表 6.1.11-9。
計畫路線沿線遊憩據點除小叮噹科學園區採門票制外，
其餘由據點多為免付費型態，不過以生態旅遊為主的紅樹林
之觀光旅次卻自民國 102 年起逐年下降（詳表 6.1.11-10 及
6.1.11-11），初步探究其可能原因主要應為觀光產品特色仍待
開發、景點可及性較低、遊憩設施及觀光服務不足等因素導
致，而本計畫路線興建後，可縮短本區旅遊行程，若能藉由
建置大眾運輸系統、增加觀光服務及多元行銷等等方式，可
望振興沿海觀光產業。

表 6.1.11-7 沿線鄰近保護區
保護區
名稱
類型
濕地保
育法分
級
主要保
育對象
重要性
說明

與計畫
路線之
關聯性

香山重要濕地
海岸自然濕地
國家級重要濕地

保護河口、海岸生
態系及其棲息的
鳥類等野生動物
國際拉姆薩公約
組織會議中正式
列為「東亞水鳥保
護網棲息地」一環
國際鳥盟指名重
要的野鳥保育棲
地
位於計畫路線南
側約 8 公里處

竹北蓮花寺暫
定重要濕地
內陸自然濕地
暫定重要濕地

竹北原生林
保護區
海岸原生林

保護食蟲植物
及瀕危的伴生
植物
台灣擁有食蟲
植物種類最多
的棲息地

保護海岸原
生植物及共
生生物
台灣唯二的
天然海岸
林。
另一為恆春
香蕉灣

位於計畫路線
東側約 1 公里
處

邊緣緊鄰計
畫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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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重要濕地
海岸自然濕地
國家級重要濕
地
保護河口、海岸
生態系及棲息
的野生動物
台灣唯一水筆
仔與海茄苳混
合生長的珍貴
混生林
台灣唯一的百
餘株百年樹齡
的朴樹林
緊鄰計畫路線

表 6.1.11-8 沿線鄉鎮市重要節慶表
節慶名稱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11 月12 月
西瓜節（新豐）
蘭花大展（竹北）
花鼓藝術節（竹
北）
蓮花寺觀音菩薩
聖誕（竹北）
保安宮廣澤尊王
聖誕（竹北）

表 6.1.11-9 沿線主要遊憩據點活動、資源及設施說明
遊憩據點
紅毛港遊憩區

目的
停留時間
資源特性
遊憩設施
觀 賞 、 學 約 15 分鐘~2 優美、稀少之 步 道 、 觀 景
習
小時不等
生態遊憩資源 亭 、 解 說 中
心、自行車道
竹北濱海遊憩區 觀 賞 、 遊 約 15~2 小時 以自然資源為 觀 景 亭 、 步
樂
不等
主
道、自行車道
拔子窟烏魚養殖 觀 賞 、 休 約半日或日以 產業資源
步道、自行車
場、魚塭
閒
上
道
鳳山溪拔子窟自 運 動 、 休 約半日
以自然資源為 自行車道、觀
行車道、新竹縣 閒
背景之人工遊 景亭
濱海自行車道
憩設施

表 6.1.11-10 近年沿線觀光旅次分析表

新竹縣
小叮噹科學遊樂區
年度
旅遊
人數
站新
竹縣
旅遊
人口
比例

新竹市
十七公里海岸觀光帶

紅樹林

100

101

102

103

100

101

102

103

100

101

102

103

175,860

222.943

311.026

209,842

229,433

314,486

280,677

233,535

401,749

504,292

267,768

387,186

2.65%

3.36%

4.34%

2.45%

3.45%

4.73%

3.9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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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1-11 民國 104 年度沿線觀光旅次分析表
遊憩據點
旅遊人數

小叮噹科學遊樂區
238,128

紅樹林
226,520

底圖來源：內政部臺灣行政區域圖

圖 6.1.11-4

新竹縣觀光遊憩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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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1-5

沿線遊憩景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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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圖來源：內政部臺灣行政區域圖

圖 6.1.11-6

新竹縣境自行車道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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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珍貴綠資源
珍貴老樹為新竹縣重要景觀遊憩資源，見證新竹地區百
年屯墾歷史，老樹樹種多元，散生於各鄉鎮市村落，其中以
樟樹為大宗，楓香樹居次。新竹縣境內經公告之珍貴老樹共
計 56 株，分佈如圖 6.1.11-7 所示。本計畫路線並未鄰近珍貴
老樹，此外，新豐濕地主要保護新豐溪出海口的紅樹林，具
有相當之意義和價值，雖計畫路線跨越新豐濕地，但橋墩均
已建置完成，影響不大。

資料來源：底圖為內政部臺灣行政區域圖，由本計畫整理。

圖 6.1.11-7

珍貴老樹資源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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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景觀遊憩
一、原環說方案
(一)施工階段
原環說沿線兩側主要土地利用方式為旱作農地與荒
地，施工期間不致產生太大衝擊。惟部分路段通過聚落密
集之永安漁港及南寮漁港，景觀影響程度較高，此外，相
關遊憩據點如新屋、紅毛港、竹北等濱海遊憩區將因施工
影響其視覺品質。
(二)營運階段
於觀音～竹苗縣界路段對通過或鄰近之遊憩區，如蘆
竹、大園、觀音、新屋、紅毛港、竹北等濱海遊憩區，將
產生視覺阻隔，為較顯著之負面影響，其他路段影響不
大。
二、本變更案
(一)施工階段
計畫路段對沿線施工環境所造成之景觀影響主要源
自工區內狀況對鄰近居民、工作者或用路人等受體產生視
覺上之影響。工區內之狀況大致可歸納說明如下：
1.整地之景觀影響
施工作業初期將進行工區整理，屆時將進行部分設
施物拆除、植生處理等相關工作，造成既有景觀組成改
變。
2.工程進行之景觀影響
工程進行期間，輔助設施物（如：鷹架或模板等）
之構築、施工機具之操作、吊裝作業、材料器具之堆置
作業、施工車輛機具之進出等，將直接或間接對沿線居
民、工作者或用路人產生影響。
3.工程進行之遊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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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道路施工期間，因道路寬度縮減、路面破壞、
施工車輛往來與施工機具操作之影響，將造成鄰近地區
道路服務品質降低，對於原橫交路線用路者與遊客之動
線造成影響，而施工景象及交通服務水準下降亦可能影
響遊憩體驗及遊客滿意度。
透過交通維持、避免於假日運送土方或施工圍籬綠
美化等方式，降低施工衝擊。
(二)營運階段
1. 影響說明
營運期間計畫路線沿線之視覺景觀影響主要來自高
架段量體造成沿線天際線之改變、視覺空間之分割與阻
隔，鄰近居民、工作者與用路人等可明顯發覺高架橋體
之存在，距離越近，視域之分割感受將越強烈；平面段
則以車道旁附屬設施物（如號誌、照明、指示牌、電桿
）等點狀影響物為主，為避免雜亂，宜於設計階段運用
低調、隱藏、共構等整合設計手法，並搭配色彩計畫來
降低景觀視覺影響。
2. 環境保護對策
由於本案現階段設計工作僅針對路線、橋梁等土建
設施進行設計，景觀設計將待後續施工階段再行設計，
故僅說明景觀配置之初步構想。
本計畫路線設置綠帶主要包含橋下空間、路堤段以
及路口重要節點之槽化空間等：
(1)高架橋下空間綠美化構想
A.植栽綠化
橋下空間可植栽區域種植原生喬、灌木，形
成生態跳島及庇護島。強化鄰海岸地區的生態
性。
B.串連生態廊道
橋下空間綠帶作為串連的生態廊道，提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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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棲息停駐利用。
C.配置構想：
(A)橋下空間（中央分隔帶）外側種植灌木、地被，
增加美化效果，中央區域因日照及雨水均不足，
利用鋪設卵石減少土壤裸露
(B)新植植栽以對海風、鹽分耐受度較高，且耐陰
性較佳的原生、適生灌木及地被為主。
(2)交流道及路口重要節點之槽化空間綠美化構想
交流道及路口重要節點之槽化空間綠美化以複
層式植栽搭配景觀植栽形成視覺焦點（環境自明性）
或強化用路人的視覺引導。植栽種類以對海風、鹽分
耐受度較高的原生、適生灌木及地被為主，景觀植栽
則以觀葉及開花植物為優先考量。

3. 景觀影響預測
從各景觀控制點觀之，計畫路線經過之地以旱作農
地與荒地、綠地為主，綠色（農作物及植栽）
、藍色（天
空）等自然色彩是構成沿線環境色彩之主要因子，而人
工構造物之顏色（灰色）點綴其間。計畫高架橋之影響
範圍主要以近景區之受體為主。在與周遭環境融合之前
提下，可於前景端（近景端）運用植栽，弱化高架橋量
體之影響，以植栽多變之色彩及四季變化型態，形成視
覺焦點，並可適時遮蔽量體，形成若隱若現之感覺，茲
就計畫道路沿線各主要視點分析說明如下：
(1)景觀控制點 1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路段視域範圍以廠房、住宅、旱田、雜
木林及荒地為主要景觀組成元素，計畫路線沿線
以旱田、次生林及荒地居多，整體環境以自然元
素為主，並無明顯地標物，獨特性不高。
施工中：因施工車輛及機具進出，材料堆置
及施工圍籬，影響原有以自然元素為主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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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產生不愉悅的視覺感受，主要影響範圍為近
景區之受體如居民、工作者及用路人。
施工中減輕對策：施工圍籬採環境主要色系綠色為主，以弱化工區範圍及施工機具，於路口
附近則可運用植生圍籬，吸引用路人視覺，降低
施工環境對視覺景觀的影響。
營運後：道路結構量體增加，易改變既有空
間的連續性及近、中景的天際線，亦增加原有環
境中人為景觀元素。但連續性的橋梁量體並無法
形成明顯地標物，獨特性與現況環境差異不大。
營運後減輕對策：橋梁色彩以大地色系為主，
以融入周遭自然及人為環境，同時橋下空間外側
運用植栽，串聯高架橋前景及後景，營造綠色植
物連續性，降低橋梁量體對視覺景觀的影響。
B.景觀控制點 2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路段視域範圍以河道、濕地、旱田
及荒地等景觀為主要之景觀組成元素。路段沿線
地景以水域及旱田居多。既有新豐橋北上側橋梁，
因造型特殊且量體龐大，足以吸引遊客目光，具
有獨特性而形成本區地標物。
施工中：施工車輛及機具進出影響近景區之
受體如鄰近遊憩區遊客、工作者及道路用路人，
臨時設施及施工產生的噪音亦會對遊憩區遊客產
生不悅感。而造型突出的施工機具亦會影響遊憩
區遊客的視覺感受。
施工中減輕對策：施工設施及機具整齊堆置，
施工圍籬可以環境色系-綠色為底，以符合紅樹林
特色的彩繪或植生圍籬為主，降低遊客的視覺影
響，同時應避免於假日期間施工，影響遊客。
營運後：因既有路段已完成單側新豐溪橋橋
梁，而本次僅新增南下線橋梁，量體雖有增加，
但橋梁型式、造型及位置與既有橋梁相同，故仍
能維持既有的視覺感受，與現況差異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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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後減輕對策：新建橋梁造型及量體與現
況融合，影響不大。
C.景觀控制點 3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區景觀元素以水域環境、農田及次
生林為主，景觀組成元素與環境色系較為單純，
計畫路線色調與景觀元素相容性高，無法形成視
覺的吸引力及特殊性，且辨識度不高。
施工中：因開發區域位於遠景範圍，對於現
況環境之景觀元素組成改變不大，仍能維持既有
的視覺感受，與現況差異不大。
營運後：計畫路線完成後，量體與遠景範圍
內之景觀元素融合，因此並不會影響本區的視覺
景觀。
D.景觀控制點 4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路段視域範圍以住宅、旱田、保安
林與廠房等景觀為主要之景觀組成元素。沿線土
地利用以旱田及荒地為主，但坑子口道路為進出
紅樹林風景區入口之一，整體環境以人工構造物
為主，並無明顯地標物，獨特性不高。
施工中：施工車輛及機具進出影響近景區之
受體如鄰近工作者及進出遊客。營運期間橋梁量
體影響近景區之工作者及遊客之視覺感受。
施工中減輕對策：施工圍籬採環境主要色系綠色為主，以弱化工區範圍及施工機具，路口則
可運用植生圍籬，吸引用路人視覺，同時降低施
工環境對視覺景觀的影響。
營運後：計畫道路興建後，新建的高架橋量
體將成為天際線分界的主要元素，但連續性的橋
梁量體並無法形成明顯地標物，獨特性與現況環
境差異不大。
營運後減輕對策：橋梁色彩以大地色系為主，
融入周遭自然及人為環境，同時橋下空間外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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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栽，營造綠色植物連續性，降低橋梁量體對
視覺景觀的影響。
E.景觀控制點 5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路段視域範圍以廠房、住宅與農田
平原等為主要之景觀組成元素，鳳山崎山為環境
背景。整體環境以自然元素為主，並無明顯地標
物，獨特性不高。
施工中：計畫路線於本路段僅於竹 73 路口採
高架路堤通過，其餘路段採平面方式，本區為中
景範圍，施工中機具及圍籬對本區影響不大。
營運後：計畫路線於路口採高架路堤形式通
過，量體雖有增加，但已與中景範圍內之人工建
物量體融合，因此不影響本區之視覺景觀。
F.景觀控制點 6 景觀影響預測
現況：本路段視域範圍以廠房、住宅等人工
建物為主要之景觀組成元素，除道路牌面設施形
成視覺吸引力外，並無明顯地標物，環境單一性
高，無獨特性。
施工中：因施工車輛及機具進出，材料堆置
及施工圍籬，影響原有環境，容易產生不愉悅的
視覺感受，主要影響範圍為近景區之受體如居民、
工作者及用路人。
施工中減輕對策：可量周遭住戶較多，施工
圍籬可運用植生圍籬，吸引居民及用路人視覺，
降低施工環境對視覺景觀的影響。
營運後：計畫終點處為平面道路，道路寬度
與現況相符，因此不影響本區之視覺景觀。
(三)本案計畫道路早已完成 2 側側車道建置，本次工程僅在道
路中央新建高架車道。並不會影響及改變既有車道及銜接
道路。故對周邊遊憩據點而言，可以縮短遠程旅客的旅行
時間，但對到達遊憩據點的動線、遊憩體驗及交通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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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變化不大。本計畫路線直接影響到的遊憩據點為新
豐濕地及竹北原生林。
1.新豐濕地：直接影響為跨新豐溪橋梁，但因本路段早已
先行施作北上側橋梁，後續將以原橋型施作南下側橋梁，
視覺感受變化不大，因無影響既有遊憩範圍，故對遊憩
體驗而言，變化不大。
2.竹北原生林：竹北原生林鄰近計畫路線終點，區內林相
茂密，對周邊環境形成一定的視覺遮蔽，加上路線於終
點前已降為平面道路，故對遊憩體驗及視覺感受與現況
變化不大。
計畫路線設置高架車道後，將使得許多穿越性的車流
改行駛高架車道，可能會減少鄰近遊憩據點臨時性停留的
機會，導致遊客量微幅下降，以台 61 交通量調查，現況
以通過性的大型車比率高，且平日車流量較假日高…等結
果研判，各遊憩據點的遊客量變化應不大。

表 6.2.11-1 變更前後景觀影響差異分析表
項目

施
工
景 階
觀 段
遊
憩

營
運
階
段

原環評內容

本變更案

與原環評差異內容說明

․ 原環評沿線兩側主要土 ․ 施工期間，輔助設施物 ․ 本 變 更 案 與 環 說 書
地利用方式為旱作農地 之構築、施工機具之操 評 估 結 果 對 於 鄰 近
與荒地，施工期間不致 作、吊裝作業、材料器 居 民 景 觀 遊 憩 影 響
產生太大衝擊。惟部分 具之堆置、施工車輛機 結果相似，但本變更
路段通過聚落密集之永 具之進出等，對計畫路 為 提 升 視 覺 品 質 及
安漁港及南寮漁港，景 線沿線地區產生之景觀 降 低 遊 憩 車 輛 壅 塞
觀 影 響 程 度 較 高 ， 此 改變或視線阻隔等，將 情形，補充減輕對策
外，相關遊憩據點如新 直 接 或 間 接 對 沿 線 居 (透過交通維持、避
屋、紅毛港、竹北等濱 民、工作者或用路人產 免 於 假 日 運 送 土 方
海遊憩區將因施工影響 生視覺影響。透過交通 或 施 工 圍 籬 綠 美 化
其視覺品質。
維持、避免於假日運送 等方式，降低施工影
土方或施工圍籬綠美化 響等)。
等方式，降低施工影
響。
․ 於觀音～竹苗縣界路段 ․ 營運期間於橋下空間、 ․ 本 變 更 案 與 環 說 書
對 通 過 或 鄰 近 之 遊 憩 橋梁路堤段以及路口重 評估結果相似，本變
區，如蘆竹、大園、觀 要節點之槽化空間等設 更 案 為 減 少 裸 露 地
音、新屋、紅毛港、竹 置綠帶。利用植栽減少 及降低視覺影響，設
北等濱海遊憩區，將產 裸露地及降低視覺景觀 置綠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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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視覺阻隔，為較顯著
之負面影響，其他路段
影響不大。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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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1：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1：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1：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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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2：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2：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2：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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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3：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3：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3：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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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4：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4：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4：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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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5：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5：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5：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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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控制點 6：現況示意

景觀控制點 6：施工中示意

景觀控制點 6：營運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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