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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本案環境監測結果摘要表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空氣品質 

a. 總懸浮微粒(TSP) 

b. 懸浮微粒(PM10) 

c. 細懸浮微粒(PM2.5) 

d. 一氧化碳(CO) 

e. 臭氧(O3) 

f. 二氧化硫(SO2) 

g. 二氧化氮(NO2) 

h. 風向 

i. 風速 

a. PM10：各測站測值介於15~22μg/m3之間，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125μg/m3)。 

b. PM2.5：各測站測值介於 5~9μg/m3之間，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35μg/m3)。 

c. TSP：各測站測值介於 29~89μg/m3之間，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250μg/m3)。 

d. CO：各測站最大小時平均值介於0.3~0.6 ppm之間，均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35 ppm)；各測站最大8小時平均值介於0.2~0.4 ppm之間，均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9 ppm)。 

e. O3：各測站最大小時平均值介於0.018~0.020 ppm之間，均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0.12 ppm)；各測站最大8小時平均值介於0.013~0.017 ppm之

間，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0.06 ppm)。 

f. SO2：各測站最大小時平均值介於0.001~0.002 ppm之間，均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0.25 ppm)；各測站日平均值介於<0.001~0.002 ppm之間，

均符合空氣品質標準(<0.1 ppm)。 

g. NO2：各測站最大小時平均值介於0.003~0.022 ppm之間，均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0.25 ppm)。 

h. 風向：本季各測站最頻風向分別為十八王公廟舊址為東北風、五龍宮

為西南西風、草里活動中心為東南東風。 

i. 風速：各測站風速介於0.9~2.3 m/s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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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噪音振動 

a. 噪音：L日、L晚、L

夜、Lx、Lmax 

b. 振動：LV日、LV夜、

LVmax、LVx。 

c. 低頻噪音： Leq,LF

日、Leq,LF晚、Leq,LF夜 

a. 噪音：各測站L日測值介於60.4 dB(A)~68.1 dB(A)之間、L晚測值介於

56.7 dB(A)~63.8 dB(A)之間、L夜測值介於56.4 dB(A)~62.4 dB(A)之

間，均符合第三類道路緊鄰8公尺(含)以上道路地區管制之環境音量標

準。 

b. 振動：各測站LV10日測值介於30.3 dB~32.8 dB之間、LV10夜測值介於30.0 

dB~30.1 dB之間，均符合日本振動規則法施行規則之參考規定。 

b. 低頻噪音：各測站Leq,LF日測值介於41.5 dB(A)~46.3 dB(A)之間、Leq,LF晚

測值介於41.5 dB(A)~45.8 dB(A)之間、Leq,LF夜測值介於38.6 dB(A)~40.8 

dB(A)之間，目前法規尚無道路邊地區低頻噪音管制標準。 

－ 

營建噪音 

a. 營建噪音：  Lx、

Leq、Lmax 

b. 營建低頻：Leq,LF 

a. 營建噪音：Leq測值為57.3 dB(A)、Lmax測值67.7 dB(A)，符合營建噪音

管制標準72及100 dB(A)。 

b. 營建低頻：Leq,LF測值為36.4 dB(A)，符合營建低頻噪音管制標準46 

dB(A)。 

－ 

交通流量 

a. 道路現況說明 

b. 車輛類型、數目及

流量 

c. 道路服務水準 

a. 道路現況說明： 

 五龍宮：位於台2線旁，計畫場址通往石門之方向，為四車道，路

寬18公尺。 

 台2線與小坑路路口：位於台2線與小坑路路口旁，鄰近計畫場址

大門，台二線路段為四車道，路寬18公尺，小坑路為二車道，路

寬約7公尺。 

 草里活動中心：位於台2線旁，計畫場址通往金山之方向，為四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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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道，路寬18公尺。 

b. 車輛類型、數目及流量： 

 五龍宮：車輛總數總計為4562~4650輛/日，其中主要為小型車

(71.4~74.8%)，其次為機車(21.2~24.6%)。 

 台2線與小坑路路口：車輛總數總計為3178~3341輛/日，其中主要

為小型車(77.5~80.6%)，其次為機車(12.7~17.2%)。 

 草里活動中心：車輛總數總計為4076~4703輛/日，其中主要為小

型車(73.6~80.8%)，其次為機車(15.1~22.6%)。 

c. 道路服務水準： 

 五龍宮：晨峰－A級、昏峰－A級。 

 台2線與小坑路路口：晨峰－A級、昏峰－A級。 

 草里活動中心：：晨峰－A級、昏峰－A級。 

河川水質 

a. 水溫 

b. pH值 

c. 溶氧量 

d. 生化需氧量 

e. 懸浮固體 

f. 比導電度 

g. 大腸桿菌群 

h 化學需氧量 

i. 流量 

j. 底泥(銅、汞、鉛、

a. 水溫：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水溫測值分別為30.4及33℃。 

b. pH值：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pH值分別為8.0及8.4，符合乙類水體水

質標準(6.0~9.0)。 

c. 溶氧量：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溶氧量測值分別為8及8.6 mg/L，符合

乙類水體水質標準(≧5.5  mg/L)。 

d. 生化需氧量：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生之化需氧量測值皆為ND，符合

乙類水體水質標準(≦2.0  mg/L)。 

e. 懸浮固體：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生化需氧量測值分別為3.7及6 

mg/L，符合乙類水體水質標準(≦25  mg/L)。 

f. 比導電度：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比導電度測值分別為130及170 

µmho/cm。 

g. 大腸桿菌群：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之大腸桿菌群測值分別為9.0×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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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鋅、砷、鎘、鎳、 

鉻) 

及5.0× 102 CFU/100mL，符合乙類水體水質標準(≦5000  ) 

h 化學需氧量：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兩測站化學需氧量皆為< 2.0 mg/L。 

i. 流量：茂林橋及乾華溪下游兩測站流量分別為0.035 m3/sec及＜0.001 

m/s。 

j. 底泥： 

檢測項目 茂林橋 乾華溪下游 
底泥品質指標 

上限值 下限值 

銅 (mg/kg) 39.1 37.8 157 50 

鎘 (mg/kg) ND<0.0654 ND<0.0654 2.49 0.65 

鉛 (mg/kg) 8.5 9.12 161 48 

鋅 (mg/kg) 67.4 91.2 384 140 

鉻 (mg/kg) 11.8 13.9 233 76 

鎳 (mg/kg) 13 14.l 80 24 

砷 (mg/kg) 8.28 9.05 33 11 

汞 (mg/kg) <QDL(0.067) <QDL(0 .096) 0.87 0.23 
 

陸域生態 

a. 哺乳類 

b. 鳥類 

c. 兩棲類 

d. 爬蟲類 

e. 蝶類 

a. 哺乳類：共記錄5目7科7種21隻次；歧異度指數為1.68，均勻度指數為

0.86。記錄臺灣小蹄鼻蝠、臺灣刺鼠及臺灣獼猴等3種為特有種，白鼻

心及臺灣鼴鼠等2種為特有亞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b. 鳥類：共記錄8目19科32種428隻次；歧異度指數為2.98，均勻度指數

為0.86。記錄小彎嘴、臺灣藍鵲、繡眼畫眉、五色鳥及臺灣竹雞等5種

特有種，記錄黑枕藍鶲、大卷尾、山紅頭、樹鵲、白頭翁、紅嘴黑

鵯、領角鴞、金背鳩及大冠鷲等9為特有亞種；保育類則記錄領角

鴞、大冠鷲、東方蜂鷹及黑鳶等4種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臺

灣藍鵲1種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c. 兩棲類：共記錄1目4科9種99隻次；歧異度指數為1.84，均勻度指數

0.84。記錄斯文豪氏赤蛙、面天樹蛙及褐樹蛙3種特有種；未記錄保育

－ 



 

 

1
-6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類。 

d. 爬蟲類：共記錄1目4科5種18隻次；歧異度指數為1.42，均勻度指數為

0.88。記錄斯文豪氏攀蜥1種特有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e. 蝶類：共記錄1目5科32種115隻次；歧異度指數為3.21，均勻度指數為

0.93。未記錄特有性物種及保育類。 

 

水域生態 

a. 魚類 

b. 底棲生物 

c. 水棲昆蟲 

d. 浮游性藻類 

e. 附著性藻類 

a. 魚類：記錄3目6科9種127尾；歧異度指數分別為1.54及0.75，均勻度

指數為0.86及0.54。記錄粗首馬口鱲、臺灣石魚賓、臺灣鬚鱲及明潭

吻鰕虎等4種特有種；另記錄口孵非鯽雜交魚1種外來種。調查結果未

發現保育類，均為一般種類。 

b. 底棲生物：共記錄2目6科7種78個個體數；歧異度指數分別為1.20及

0.99，均勻度指數為0.87及0.91。未記錄特有性物種。未發現保育類，

均為一般種類。 

c. 水棲昆蟲：共記錄7目13科265隻次；歧異度指數分別為2.32及0.49，

均勻度指數為0.91及0.71。 

d. 浮游性藻類：共記錄3門15屬31種。樣站單位細胞密度介於1~2 

cells/mL；歧異度指數分別為3.20及2.74，均勻度指數為0.98及0.99。 

e. 附著性藻類：共記錄4門13屬31種，樣站單位細胞密度介於179~387 

cells/cm2；歧異度指數分別為2.24及2.49，均勻度指數為0.74及0.92。 

 

 

－ 

海域生態 

a. 植物性浮游生物 

(豐富度、葉綠素a

濃  度、基礎生產

一、海域生態 

a. 植物性浮游生物 (豐富度、葉綠素a濃 度、基礎生產力) ：共記錄3門27

屬53種，記錄物種數介於13~25種，豐度介於10,040~21,720 cells/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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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力) 

b.  動物性浮游生物 

c.  底棲生物 

d. 魚類 (成魚、仔稚

魚) 

其中以S2表層之豐度最高，而S1底層豐度不高。 

(1) 葉綠素a：各樣站、各水層葉綠素a濃度介於0.24~1.35 μg/L之間，

平均葉綠素a濃度則介於0.36~0.99 μg/L之間，總平均0.64 μg/L。結

果顯示以S1樣站的平均葉綠素a濃度最高，S2樣站的平均葉綠素a濃

度不高。 

(2) 基礎生產力：各樣站、各水層基礎生產力介於11.24〜100.06 μg 

C/L/d之間，平均基礎生產力介於19.44~69.87 μg C/L/d之間，總平

均40.14 μg C/L/d。結果顯示以以S1樣站的平均基礎生產力最高，

S2樣站的平均基礎生產力不高。 

b. 動物性浮游生物：共記錄6門25大類及其他(1類)之動物性浮游生物，

記錄物種介於6~16大類，豐度介於71,480 ~ 418,890 ind./1000m3。 

c. 底棲生物：共記錄4目9科10種，記錄物種包括海綿、軟珊瑚、腦紋珊

瑚、菊珊瑚、細枝鹿角珊瑚、表孔珊瑚、活額寄居蟹科、乳斑掃帚

蝦、蝦蛄科及敖氏長臂蝦。各樣站共記錄物種介於2~6種。出現頻度

以海綿最高。 

d. 魚類 (成魚、仔稚魚) ： 

(1) 成魚：共記錄4目7科10種，各樣站記錄介於8~23尾。出現頻度以

霓紅雀鯛最高。 

(2) 魚卵及仔稚魚：共記錄魚卵6科10種2,064粒，各樣站豐度介於

243~757粒/1000 m3，出現頻度以鸚哥魚科一種為最高。共記錄仔

稚魚9科14種21尾，各樣站豐度介於3~33尾/1000 m3，出現頻度以

絲背冠鱗單棘魨為最高。 

二、潮間帶生態 

a. 植物性浮游生物 (豐富度、葉綠素a濃 度、基礎生產力) ：共記錄4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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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屬83種，各樣站之物種數介於57~60，豐度介於6,966~24,967 cells/L。 

(1) 葉綠素a：各樣站葉綠素a濃度介於0.40~2.53 μg/L之間，總平均

1.34 μg/L。結果顯示以T4樣站的平均葉綠素a濃度最低，以T3樣

站的平均葉綠素a濃度最高。 

(2) 基礎生產力：各樣站基礎生產力介於22.07~234.25 μg C/L/d之間，

總平均109.02 μg C/L/d。結果顯示以T4樣站的平均基礎生產力最

低，以T3樣站的平均基礎生產力最高。 

b. 動物性浮游生物：共記錄計5門11大類及其他(1類)之動物性浮游生

物，記錄物種介於2~10大類，豐度介於160,000~1,890,000 ind./ 1000 

m3。出現頻度以有孔蟲及猛水蚤等2大類最高。 

c. 底棲生物：共記錄17目38科67種，各樣站介於236~469個個體數。其

中以奇異海蟑螂記錄314隻次最多，相對豐度為16.56%，其次為黑潮

笠藤壺(241顆；12.72%)。 

d. 魚類 (成魚、仔稚魚) ： 

(1) 成魚：共記錄2目9科23種，各樣站介於64~192尾。出現頻度以孟

加拉豆娘魚、條紋豆娘魚及梭地豆娘魚等3種最高。其中以條紋豆

娘魚記錄194尾最多，相對豐度為31.09%，其次為梭地豆娘魚(171

尾；27.40%)。 

(2) 魚卵及仔稚魚：未採集到魚卵及仔稚魚，故無相關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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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本案環境監測工作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執行監測時間 

空氣品質 

a. 總懸浮微粒(TSP) 

b. 懸浮微粒(PM10) 

c. 細懸浮微粒(PM2.5) 

d. 一氧化碳(CO) 

e. 臭氧(O3) 

f. 二氧化硫(SO2) 

g. 二氧化氮(NO2) 

h. 風向 

i. 風速 

1.五龍宮 

2.十八王公廟舊址 

3.草里活動中心 

(詳圖1-2) 

每季一次連續

24小時 

a. 總懸浮微粒(TSP)： 

高量採樣法 

b. 懸浮微粒(PM10) ： 

貝他射線衰減法 

c. 細懸浮微粒(PM2.5) ： 

手動採樣法 

d. 一氧化碳(CO) ： 

紅外線法 

e. 臭氧(O3) ： 

紫外光吸收法 

f. 二氧化硫(SO2) ： 

紫外光螢光法 

g. 二氧化氮(NO2) ： 

化學發光法 

h. 風向： 

氣象監測設備自動測定法 

i. 風速： 

氣象監測設備自動測定法 

衛宇公司 

上準公司(PM2.5

分析) 

1.五龍宮： 

108.08.06~07 

2.十八王公廟舊址： 

108.08.05~06 

3.草里活動中心： 

108.08.06~07 

噪音振動 

a. 噪音：L日、L晚、L

夜、Lx、Lmax 

b. 振動：LV日、LV夜、

LVmax、LVx。 

c. 低頻噪音：Leq,LF日、

Leq,LF晚、Leq,LF夜 

1.五龍宮 

2.十八王公廟舊址 

3.草里活動中心 

(詳圖 1-2) 

每季一次連續

24小時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標

準噪音、振動測量方法。 
衛宇公司 

1.五龍宮： 

108.08.06~07 

2.十八王公廟舊址： 

108.08.05~06 

3.草里活動中心： 

108.08.06~07 

營建噪音 

a. 營建噪音：  Lx 、

Leq、Lmax 

b. 營建低頻：Leq,LF 

1.核一廠乾華區(詳

圖1-2) 

2.核一廠小坑區(自

廠房拆除工程開始

監測) 

每季一次連續

8分鐘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標

準噪音測量方法。 
衛宇公司 10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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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執行監測時間 

交通流量 

a. 道路現況說明 

b.車輛類型、數目及流

量 

c. 道路服務水準 

1.五龍宮 

2.台2線與小坑路口 

3.草里活動中心 

(詳圖1-2) 

每季一次 

連續24小時 
台灣區公路容量手冊 衛宇公司 

1.五龍宮： 

108.08.06~07 

2.台2線/小坑路口： 

108.08.05~06 

3.草里活動中心： 

108.08.06~07 

河川水質 

a. 水溫 

b. pH值 

c. 溶氧量 

d. 生化需氧量 

e. 懸浮固體 

f. 比導電度 

g. 大腸桿菌群 

h 化學需氧量 

i. 流量 

j. 底泥(銅、汞、鉛、

鋅、砷、鎘、鎳、 

鉻) 

 

1.茂林橋 

2.乾華溪下游 

(詳圖1-2) 

每季一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標

準水質檢驗方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標

準底泥檢驗方法。 

河川水質： 

衛宇公司 

底泥監測： 

財團法人農業

工程研究中心 

河川水質監測： 

1.茂林橋： 

108.09.03 

2. 乾華溪下游： 

108.09.03 

底泥監測： 

1.茂林橋： 

108.08.05 

2. 乾華溪下游： 

108.08.05 

 

陸域生態 

a. 哺乳類 

b. 鳥類 

c. 兩棲類 

d. 爬蟲類 

e. 蝶類 

計畫場址周界外500 

公尺範圍(詳圖1-3) 
每季一次 

依環保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要求之調查方法

辦理。 

弘益公司 108.07.30~108.08.02 

水域生態 

a. 魚類 

b. 底棲生物 

c. 水棲昆蟲 

d. 浮游性藻類 

e. 附著性藻類 

 

1.茂林橋上游 

2.茂林橋下游 

(詳圖1-2) 

每季一次 

依環保署公告之動物、植物

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要求之調

查方法辦理。 

弘益公司 108.07.30~108.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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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頻率 監測方法 執行監測單位 執行監測時間 

海域生態 

a. 植物性浮游生物 (豐

富度、葉綠素 a 濃

度、基礎生產力) 

b. 動物性浮游生物 

c. 底棲生物 

d.魚類 (成魚、仔稚魚) 

1.核一廠入水口東

側(S1) 

2.核一廠入水口西

側(S2) 

3.乾華溪下游出海

口東側 (S3) 

4.乾華溪下游出海

口西側(S4)5. 

5. 石 門 洞 聖 安 宮

(S5)。 

另外，潮間帶調查

測站則位於與各海

域調查測站相對之

潮間帶處，分別為

T1、T2、T3、T4及

T5。(詳圖1-2) 

每季一次 

依環保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

估技術規範要求之調查方法

辦理。 

科海公司 

海域生態調查： 

108.08.06 

潮間帶生態調查： 

108.07.30~108.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