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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依據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苗栗縣政

府(109.04.06)府環綜字第 1090017721 號函公告審查結論在案。本監測報告依原

核定環評書件之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執行。 

2、監測執行期間 

本案於 110 年 9 月 10 日開始施工，並已於 110 年 8 月 31 日書面告知苗栗縣

工商發展處及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預定施工日期，本季監測期間為施工期間之

環境監測(110 年 09~11 月)。 

3、執行監測單位 

本監測計畫之空氣品質、噪音振動、營建噪音、地面水質、地下水質、土壤

等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交通量由星孙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生態由民翔生態環境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執行，並由銓品國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

責環境監測資料彙整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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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監測內容概述 

1.1 工程進度 

本案於 110 年 9 月 10 日開始施工，並已於 110 年 8 月 31 日書面告知

苗栗縣工商發展處及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預定施工日期，本季監測為 110

年 9~11 月工程施工為整地工程，施工進度及內容如表 1.1-1。 

表 1.1-1 工程進度 

工程名稱 
各項工程項

目 

累計預定進度

（％） 

累計實際進度

（％） 

整地工程 
樹木清除、臨

時設施設置 
12% 8% 

拆除部分 

既有設施 
- 18% 0% 

滯洪沉砂池 - 10% 0% 

排水工程 - 0% 0% 

開挖工程 - 5% 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1.1-2 監測作業時施工內容 

工程名稱 日期 施工內容 

整地工程 

110.09.14~15 整地工程 

110.09.27~30 整地工程 

110.11.01~20 整地工程 

110.11.23~26 整地工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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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監測情形概述 

本季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執行期間為 110 年 9 月~11 月，執行項目

為空氣品質、噪音、振動、營建噪音、地面水質、地下水、交通及生態，

監測結果摘要與因應對策簡述於表 1.2-1。 

表 1.2-1 監測結果摘要概述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空氣品質 

TSP、PM10、PM2.5、SO2、

NO2、O3、CO、Pb、風速、

風向 

本次監測共三測站，監

測結果除通霄國小之 O3

最大八小時帄均值超標

外，其餘皆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 

持續監測，依檢測紀錄

通霄國小 O3最大八小

時值超標時段風向多

為西南風，位處於基地

上風處，研判超標原因

非受本基地影響。 

噪音 Leq、Lmax、Lx 

本次監測結果共兩測

站，除基地周界 Leq 晚、

Leq 夜超標外，其餘皆符

合環境音量標準。 

持續監測，超標原因經

查原環評調查結果，基

地開發前之環境噪音

亦有超標情形，本次監

測結果皆低於原環評

調查，推測受鄰近社區

居民活動及蟲鳴聲影

響所致。 

振動 Lveq、Lvmax、Lvx 

本次監測結果共兩測

站，皆符合日本振動法

規則第一種區域規制基

準。 

持續監測 

營建噪音 Leq、Lmax 

本次監測結果共兩測

站，皆符合營建工程噪

音管制標準。 

持續監測 

地面水質 

水溫、pH、BOD、COD、SS、

氨氮、大腸桿菌群、油脂、

重金屬(鎘、鉛、六價鉻、砷、

汞、硒、銅、鋅、錳、銀) 

本次監測共三測站，監

測結果除位於基地下游

之既有排水路中游之氨

氮、大腸桿菌及錳外，

其餘皆符合地面水體分

類及水質標準。 

本次監測既有排水路

上游及放流口無水可

採，因基地無排放水，

推測氨氮、大腸桿菌及

錳超標原因非受本案

影響，將持續進行監

測。 

地下水 

水溫、pH 值、生化需氧量、

硫酸鹽、硝酸鹽、氨氮、鐵、

錳、懸浮固體、比導電度、

氯鹽、大腸桿菌群密度、總

菌落數、總有機碳、重金屬

(鎘、鉛、六價鉻、砷、汞、

硒、銅、鋅、錳、銀) 

本次監測結果除氨氮及

鐵超標外，其餘皆符合

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

標準。 

氨氮及鐵超標原因，經

查原環評調查結果亦

有超標情形，本次監測

結果略低於原環評調

查，研判超標原因為受

原地下水體影響，將持

續進行監測。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第一章、監測內容概述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 1-3 

 

表 1.2-1 監測結果摘要概述(續 1)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交通 
車輛種類與數量、道路服務

水準 

本季各路段交通服務水

準皆為 A 級。 
持續監測 

生態 

陸域動物:鳥類、兩生類、爬

蟲類、哺乳類、蝶類之種類、

數量、歧異度、保育類分佈

座標 

保育措施(飲水台、巢箱、柴

堆)中，動物利用情形 

陸域動物調查共記錄鳥

類 10 目 25 科 41 種，哺

乳類 3 目 5 科 7 種，兩

生類 1 目 3 科 3 種，爬

蟲類 1 目 1 科 2 種，蝶

類 1 目 3 科 11 種。其中

共發現大冠鷲、黑翅鳶

及紅尾伯勞等 3 種保育

類動物。自動照相機則

有拍攝到白鼻心、鼬

獾、赤腹松鼠、鼠類、

貓等 5 種。 

本季調查結果計畫區區

內鳥類種類較過去環評

階段調查少，推測因本

季已經開始施工，對計

畫區環境造成擾動，鳥

類轉至鄰近區棲息活

動；哺乳類及兩生類種

類與過去環評階段調查

結果相似，未發現異常

現象；爬蟲類種類，因

本季天氣較濕冷，故種

類較少；蝶類種類較

少，推測與本季計畫區

中原有之草生地、灌叢

等植被遭移除，蝶類棲

地與食草減少有關。 

因本季基地內各項保育

措施設置地點尚未完成

整地，無法設置相關設

施，故本季無動物利用

情形之調查結果。 

持續監測，施工採以低

噪音機具施作，設置施

工圍籬並於基地入口

架設告示牌提醒施工

人員或民眾車輛禁止

鳴按喇叭，以減少對野

生動物的干擾。 

於計畫區內陸續栽種

誘鳥誘蝶植物食物

源，並設置柴堆、綠地

與灌叢之圍籬等補償

措施。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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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監測計畫概述 

環境監測計畫之類別、項目、地點、頻率、方法、執行單位及執行時間，如

表 1.3-1。 

表 1.3-1 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 

頻率 

監測方法 

(儀器) 

執行監 

測單位 

本次執行 

監測時間 

空氣 

品質 

1. TSP 

2. PM10 

3. SO2 

4. NO2 

5. CO 

6. O3 

7. 風速、風向 

8. Pb  

9. PM2.5 

1.新埔國小

(上風) 

2.通霄國小

(下風) 

3.基地周界 

每 季 一

次，每次

連續 24

小時 

1. NIEA A102 

2. NIEA A206 

3. NIEA A416 

4. NIEA A417 

5. NIEA A421 

6. NIEA A420 

7. 氣象計  

8. NIEA A306 

9. NIEA A205 

台灣檢

驗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110.09.27 

~ 

110.09.30 

噪音 

振動 

1. Leq、Lmax、Lx 

2. Lveq、Lvmax、Lvx 

1.基地周界 

2.台 1 線民宅 

每 季 一

次，每次

連續 24

小時 

1. NIEA P201 

2. NIEA P204 

110.09.14 

~ 

110.09.15 

營建

噪音 
Leq、Lmax 

1.基地周界 

2.台 1 線民宅 

每季一

次 
NIEA P201 110.09.15 

地面 

水質 

1. 水溫 

2. pH(氫離子濃度) 

3. 生化需氧量 

4. 化學需氧量 

5. 懸浮固體 

6. 油脂 

7. 氨氮 

8. 大腸桿菌群 

9. 銅 

10. 鉛 

11. 鋅 

12. 錳 

13. 鎘 

14. 硒 

15. 銀 

16. 砷 

17. 六價鉻 

18. 汞 

1.既有排水路

上游 

2.基地放流口 

3.既有排水路

中游 

每季 

一次 

1. NIEA W217 

2. NIEA W424 

3. NIEA W510 

4. NIEA W517 

5. NIEA W210 

6. NIEA W506 

7. NIEA W437 

8. NIEA E202 

9. NIEA W311 

10. NIEA W311 

11. NIEA W311 

12. NIEA W311 

13. NIEA W311 

14. NIEA W341 

15. NIEA W311 

16. NIEA W434 

17. NIEA W320 

18. NIEA W330 

110.09.14 

~ 

110.09.1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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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環境監測計畫(續 1)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

點 

監測 

頻率 

監測方法 

(儀器) 

執行監 

測單位 

本次執行 

監測時間 

地下 

水 

1. 水溫 

2. pH(氫離子濃度) 

3. 生化需氧量 

4. 硫酸鹽 

5. 硝酸鹽 

6. 氨氮 

7. 比導電度 

8. 鐵、錳 

9. 懸浮固體 

10. 氯鹽 

11. 大腸桿菌群密度 

12. 總菌落數 

13. 總有機碳 

14. 銅 

15. 鉛 

16. 鋅 

17. 鎘 

18. 硒 

19. 銀 

20. 砷 

21. 六價鉻 

22. 汞 

基地內 
每半年 

一次 

1. NIEA W217 

2. NIEA W424 

3. NIEA W510 

4. NIEA W415 

5. NIEAW436 

6. NIEA W437 

7. NIEA W203 

8. NIEA W311 

9. NIEA W210 

10. NIEA W415 

11. NIEA E202 

12. NIEA E203 

13. NIEA W532 

14. NIEA W311 

15. NIEA W311 

16. NIEA W311 

17. NIEA W311 

18. NIEA W341 

19. NIEA W311 

20. NIEA W434 

21. NIEA W320 

22. NIEA W330 

 

110.09.14 

~ 

110.09.15 

土壤 

1. pH 

2. 鎘 

3. 鉻 

4. 銅 

5. 鎳 

6. 鉛 

7. 鋅 

8. 砷 

9. 汞 

基地內 
每年 

一次 

1. NIEA S410 

2. NIEA S321/M104 

3. NIEA S321/M104 

4. NIEA S321/M104 

5. NIEA S321/M104 

6. NIEA S321/M104 

7. NIEA S321/M104 

8. NIEA S310 

9. NIEA S317 

台灣檢

驗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本 季 無 監

測，預計於

110 年 12 月

~111 年 2 月

執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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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環境監測計畫(續 2) 

監測 

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地點 

監測 

頻率 

監測方法 

(儀器) 

執行監 

測單位 

本次執行 

監測時間 

交通 
車輛種類與數

量、道路服務水準 

1.台 1 線基地

出入口 

2.縣道 128 與

台 1 線交叉

路口 

每季 

一次 

臺灣公路 

容量手冊 

星孙達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110.09.14 

生態 

陸域動物:鳥類、兩

生類、爬蟲類、哺

乳類、蝶類之種

類、數量、歧異

度、保育類分佈座

標；保育措施(飲水

台、巢箱、柴堆)

中，動物利用情形 

基地及其鄰近

區域 500 公尺

內 

每季 

一次 

樣線調查法 

捕捉器捕捉法 

超音波偵測儀 

訪問調查 

繁殖地調查法 

聽音調查法 

逢機調查法 

定點觀察法 

紅外線自動相機 

民翔生

態環境

研究股

份有限

公司 

110.11.01 

~ 

110.11.20 

 

110.11.23 

~ 

110.11.26 

水土 

保持 

擋土牆與邊坡安

全監測設施 
基地內 

每季 

一次 

地下水位觀測管、構

造物傾斜計、傾斜儀 
- 

因本季基地

各監測點尚

未 完 成 整

地，無法設置

相關監測設

施，故本季無

監測數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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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監測位址 

監測地點如圖 1.4-1、圖 1.4-2。 

 
資料來源：「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圖 1.4-1 環境監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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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 

圖 1.4-2 邊坡安全監測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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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1.5.1 現場採樣之品保∕品管 

一、採樣前準備工作 

實驗室受理的環境檢體來源種類殊異，所以若每一件採樣工作進行前

訂有週詳的規畫，對分析所得數據之研判將有莫大助益。 

採樣前工作規畫與準備包括： 

(1) 瞭解計畫目的。 

(2) 現場資料蒐集。 

(3) 現場初勘。 

(4) 擬定採樣計畫。 

〃工作名稱 

〃採樣日期與工作時程 

〃採樣地區與採樣點分佈位置 

〃樣品種類與分析項目 

〃採樣器具及保存詴劑 

〃樣品前處理步驟 

〃樣品保存容器與樣品保存時限 

〃人員調派 

〃交通工具 

〃聯絡工作（人員、實驗室、交通） 

〃記錄 

〃其他 

二、樣品採樣作業 

本計畫採樣共分為空氣品質、噪音及振動、地面水質、地下水、土壤，

而水質採樣部分係利用表面水或不銹鋼採樣器，採取，以供分析。水質分

析中之 pH，噪音、振動及及空氣品質之 PM10、SO2、NO2、CO 等需在採

樣現場使用各分析儀器，依規定之標準操作程式即刻分析，以免性質起化

學或物性變化影響正確之檢測值。其他檢驗項目所需保存之塑膠、玻璃瓶

或容器，在實驗室內須事先清洗乾淨並晾乾備用，樣品之保存及保存詴劑

添加規定，表 1.5-1~1.5-3 有更詳細說明。 

表 1.5-1 空氣檢測樣品保存規定 

檢測項目 
採樣
介質 

樣品保存容器 保存方法註 最長保存期限 

空氣中粒狀物 濾紙 塑膠袋 置於塑膠袋保持乾燥 30天 

懸浮微粒PM10 濾紙 塑膠袋 置於塑膠袋保持低溫 48小時 

細懸浮微粒PM2.5 濾紙 塑膠袋 置於塑膠袋保持低溫 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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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水質檢測樣品保存規定 

檢測項目 

水樣 

需要量
(mL) 

容器 保存方法
註2

 
最長 

保存期限 

pH值 300 玻璃或塑膠瓶 無特殊規定，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溫度 1000 玻璃或塑膠瓶 無特殊規定，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比導電度 500 --- 無特殊規定，現場測定。 立刻分析 

化學需氧量 100 玻璃或塑膠瓶 
加硫酸使水樣之pH<2,暗處，4℃冷
藏。 

7天 

大腸桿菌
群 

120 
無菌瓶或無菌
袋 

4℃冷藏保存 24小時 

生化需氧量 1000 玻璃或塑膠瓶 暗處，4
o
C冷藏 48小時 

懸浮固體 500 
抗酸性之玻璃
或塑膠瓶 

暗處，4℃冷藏 7天 

硫酸鹽 500 玻璃或塑膠瓶 4
o
C冷藏 7天 

硝酸鹽 500 玻璃或塑膠瓶 暗處，4
o
C冷藏 48小時 

氨氮 500 玻璃或塑膠瓶 

加硫酸使水樣之pH<2,暗處，4℃冷
藏。水樣中含有餘氯，則應於採樣
現場加入去氯詴劑 

7天 

油脂 1000 
廣口玻璃瓶採
集 

以1＋1鹽酸或1＋1硫酸酸化水樣至
pH < 2，4℃，不可水樣預洗 

28天 

總菌落數 120 無菌瓶或無菌袋 4℃冷藏保存 24小時 

總有機碳 100 褐色玻璃瓶 

不得以擬採之水樣預洗，加磷酸使
水樣之pH<2，裝樣後不得含有氣
泡，暗處，4

o
C冷藏 

14天 

氯鹽 500 
玻璃或塑膠
瓶 

4
o
C 冷藏 7 天 

一般金屬
(水質) 

200ml 
以1+1硝酸洗
淨之塑膠瓶 

加硝酸使水樣之pH<2(若測定溶解
性金屬，須採樣後立刻以0.45μm之
薄膜濾紙過濾，並加硝酸使濾液之
pH<2)。加酸後之水樣應貯藏於 

4±2℃下 

180天 

六價鉻 300 塑膠瓶 暗處，4±2℃冷藏 24小時 

汞 200 
以1+1硝酸洗
淨之塑膠瓶 

加硝酸使水樣之pH <2 

35天(若汞濃
度 僅
0.001mg/L，
採樣後儘速
分析) 

註：1、表中所列水樣需要量僅足夠使用一種檢測方法分析一次樣品之用，若欲配合執行品管要

求時，則應依需要酌增樣品量。 

2、表中冷藏溫度4℃係指4±2℃之變動範圍。 

3、有關詳細之採樣及保存，請參閱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各種檢測方法，若其規定與本表不

相符時，請依公告檢測方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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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3 土壤檢測樣品保存規定 

檢測項目 最少樣品量 容器 保存方法 最長保存期限 

汞 100 
直(廣)口玻璃瓶

附鐵氟龍墊片 
4±2 ℃冷藏 28 天 

鎘、鉻、銅、鎳、

鉛、鋅、砷 
500 

塑膠(袋)瓶或直

(廣)口玻璃瓶附

鐵氟龍墊片 

4±2 ℃冷藏 
48小時內冷凍乾

燥可保存 180 天 

 

三、輸送樣品時注意事項 

樣品採集、輸送的過程當中，應使傳遞人員減至最少，由一採樣負責

人詳實填寫採樣記錄表(請參見附錄三)，並負責管理整批樣品之點收、包

裝以及傳送，樣品瓶應保存於保溫冰筒中，整批攜回檢驗室，採樣記錄表

亦隨此批樣品同時送回，由樣品管理員接收，並於交接時簽名負責。詳細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請參表 1.5-4~1.5.7。 

 

表 1.5-4 空氣樣品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應注意事項 

採樣

程式 
目的 注意事項 

現場

記錄 

瞭解採樣當天現場一些可能造

成之干擾。 

必須將氣象資料，環境異常因數詳加

記載。 

穩定/

校正 

確保分析所得之數據十分具有

代表性。 

使用儀器前必須先經標準氣體校

正，及零點校正使正確值至±3%。 

採樣 
採樣時必須先行開機運轉，避免

本身機件之誤差。 

使用測定前預先開機運轉至基線穩

定，並測定24小時之值。 

過濾/

保存 

使測定物質之干擾減至最低，並

注意現場收集之採樣介質之完

整性，避免造成分析上之誤差。 

例如使用Tedlar採氣袋收集時，必須

防止洩漏及落塵筒之水份補充。 

現場

測定 

樣品在運送時容易變質之項

目，應盡量在現場測定。 

現場測定項目包括：TSP、PM10、

SO2、NO2、CO、溫度、溼度、風速、

風向。 

空白

樣品 

為確保分析結果之正確性，攜回

實驗分析者，應有備品，且每次

均有一組空白樣品。 

可分為野外空白及實驗室空白兩種。 

儲存/

運送 

避免樣品因儲存時間過久或是

運送不當，造成品質變化。 

依照環保署所公告規定項目保存方

式加以運送和保存，並注意密封時之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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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5 噪音、振動樣品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應注意事項 

採樣程式  目的  注意事項  

器材清點  確保器材設備之完整性  填寫儀器採樣清單  

確定音位  

校正有效期  

保證監測數據標準可追溯

性  
檢查儀器校正資料  

現場架設  完成設備組裝  

1.依現勘選定之測點進行監測，並

以噪音及振動管制規定之原則

來架設  

2.接上電源將噪音計調整高度至

1.2～1.7M 

電子式校正  確保器材之穩定性  

利用 NL-32 及 VM-52 內設電子訊

號，由內部資料蒐集系統讀取反應

值 ， 讀 值 應 在 94±0.7dB(A) 及

80.0±0.5dB 

儀器設定  
依計畫需求設定資料輸出

模式  

噪音採用Ａ加權，動特性為Fast，

每秒讀取一筆資料，振動採用Lv，

每秒讀取一筆資料  

現場測定  確定資料正常運作蒐集  24小時監測應自零時開始  

 
表 1.5-6 水質樣品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應注意事項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水量記錄 
量度採樣當天之水道流速、

水深水道。 

流 速 測 定 值 必 須 準 確 至

±0.01m/sec。 

清洗採樣設備 
洗淨採水器以便採取足夠代

表該水層之水樣。 
用蒸餾水清洗採樣器。 

採樣 

自水道採取水樣時，應確保

水樣化學性質受干擾的程度

至最低。 

在採取對氣體敏感性較高之項目

時，如：溶氧，宜避免有氣泡殘存。 

過濾/保存 

欲測定水中溶解物質必須先

經過濾，且應儘速於採樣後

進行，此步驟可視為樣品保

存方式之一。而樣品保存則

是為避免水樣在分析前變質

（如揮發、反應、吸附、光

解等）。 

依各分析項目添加適當之保存詴劑

及使用清淨之容器保存樣品。 

現場測定 

為確保取出樣品為原樣

(integrity)一些指標於取樣後

應分析。儘速分析，如：pH.

電導度.水溫。 

電導度、pH及水溫應於現場立即進

行。 

儲存/運送 

樣品分析前應依樣品保存方

式，予以保存，裨使化學性

質變化減至最小。 

需遵照環保署所公告之樣品保存方

法與時間，在限定時間內將樣品送

達實驗室進行分析，並詳載實際樣

品保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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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7 土壤樣品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應注意事項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採樣計畫

的擬定 

依據採樣目的、場址現勘之狀

況、可疑污染物之種類與查證、

後續監測或整治工作之不同分別

研擬採樣計畫,據以執行。 

需事先蒐集環境背景資料。 

採樣 

土壤採樣之執行，係以土壤採樣

器及採樣原則為基礎，地質特性

與待檢測項目為分類依據 

採樣時應注意現場環境之干擾及採

集工具之交互污染。 

設備空白 
為確保採樣設備無受汙染，每次

均有一組設備空白樣品。 

以採樣空白，瞭解採樣設備是否無

受汙染。 

儲存/運送 
避免樣品因儲存時間過久或是運

送不當，造成品質變化。 

依照環保署所公告規定項目保存方

式加以運送保存，並注意密封時之

完整性。 

 

1.5.2 分析工作品保/品管 

實驗室的分析流程，均依照或參考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而從樣品

收樣開始至報告之訂定完成，每一步驟都參照品保/品管作業流程（圖 1.5-1)，

以確保實驗室中品保/品管正確無誤。 

檢驗室之品管措施分為七大類 

1. 空白分析 

(1)檢驗室空白 

每十個樣品或同一批次需作一個空白分析，使用檢驗室之詴劑水或

吸收液依分析步驟檢驗。此檢驗室空白分析值之可接受標準應不大於方

法偵測極限之兩倍或管制標準。若超出標準，則立即採取必要措施，並

將分析數值視為不可靠值。 

(2)野外空白 

將檢驗室之詴劑水或吸收液充填於適當的採樣瓶中，旋緊瓶蓋，攜

至採樣地點，再隨樣品帶回檢驗室。此野外空白應依分析步驟檢驗，空

白分析值可接受標準應不大於方法偵測極限之兩倍或管制標準。若超出

標準，則立即採取必要措施，並將分析數值視為不可靠值。 

2. 偵測極限 

本檢驗室原則上每一年重新製作一次，但若因實驗分析上需要，可

重新校正製作。 

(1)儀器偵測極限(Instrument detection limit,IDL): 

以儀器商建議儀器偵測極限值為依據。 

(2)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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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7 個相同的添加標準品濃度，經完整分析步驟，所得標準偏差

為 Sa，配置 7 個 3 倍 Sa 濃度的添加標準品，經過完整的分析步驟，所

得標準偏差 Sb，若 Sa/Sb2<3.05，以公式計算共同標準偏差，最後方法

極限值為共同標準偏差的 2.681 倍。 

3. 檢量線製備 

檢量線必須以檢驗方法上所規定之方法製備，必註明日期、標示方

式、分析對象及標準溶液濃度，依此繪出座標曲線、直線之最小帄方式

及相關係數；可接受之相關係數應≧0.995，儀器對樣品之反應強度需小

於最高濃度之標準溶液，最低濃度之標準溶液需接近但稍高於偵測極限

值。每次配置檢量線，至少必須為一個空白加上五個或五個以上不同濃

度值。 

4. 重覆分析 

通常每一批次(少於 10 個樣品)或 10 個基質相同之樣品，至少有一

樣品執行重覆分析。 

5. 添加標準品分析 

將樣品等分為二，一部分直接依步驟分析之，另一部份添加適當濃

度之標準品後再行分析，除另有規定外，通常每一批次(少於 10 個樣品)

或 10 個基值相同之樣品，應同時分析一添加標準品之樣品，樣品伴隨添

加標準品於樣品分析時，應紀錄並報告日期、樣品批次號碼、添加濃度

及回收率。 

6. 查核樣品分析 

將適當濃度之標準品，添加於詴劑水或及他適當之物質中配製而成，

除另有規定外，通常每一批次(少於 10 個樣品)或 10 個基質相同之樣品，

應同時分析一參考樣品，樣品伴隨查核樣品分析時，應紀錄並報告日期、

樣品批次號碼、查核濃度及回收率。 

7. 標準添加法 

將待測樣品當作溶劑(solvent)，依序添加不同濃度之標準品及一瓶未

加標準品之樣品當作 Blank，至少配置成三種以上濃度，將以上所有樣

品稀釋至等體積，繪出一條檢量線，並以外插法由檢量線圖中求得樣品

濃度。檢量線之 r≧0.995 方可成立，若不在此範圍內，則必須另尋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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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品保/品管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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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儀器執行校正項目及頻率 

監測系統之品質管制包括多點校正"零點/全幅校正。校正目的在建立一

種介於污染物濃度真值和監測分析儀測量之間的關係；爾後，則利用此關係

來量測污染物的濃度。 

 

1. 多點校正 

即零點及 3 點至 5 點高幅濃度校正。零點校正為純空氣校正；而高

幅濃度校正則由全幅濃度之氣體加入適當的純空氣來稀釋，以達到欲採

用之濃度以作校正。多點校正之實施必須始於監測分析儀安裝之初。 

2. 零點/全幅校正 

即零點及 1 點高幅濃度（通常為全幅濃度的 70～90%)校正。此校

正的目的在於評估儀器的偏移性、資料數據的真實可靠性、以及儀器是

否需要做評估。零點/全幅校正必須每日實施。 

本計畫執行監測之儀器，均定期之維修校正，維修校正之項目頻率，如

表 1.5-8 所示。 

表 1.5-8 相關檢測儀器維護保養日程表 

儀器名稱 
校正 

類別 
校正維護週期 校正維護項目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容許誤差 

記錄 

情形 

精密/分析天帄 

外校 每年 重複性/線性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參照 OIML 砝

碼規範等級

(允許誤差)表

之 Class F1 

記錄 

查驗 

每半年 重複性 
依據 PA108附件電子天帄

內部校正參考程序 
每月 刻度校正 

每次稱量前 零點檢查 

維護 

每日 水帄/清潔 水帄調整/稱盤清理 

－ － 
每月 清潔/乾燥 

稱盤內部清理/乾燥劑更

換 

參考砝碼 外校 每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參照 OIML 砝

碼規範等級

(允許誤差)表

之 Class E2 

記錄 

工作砝碼 外校 每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參照 OIML 砝

碼規範等級

(允許誤差)表

之 Class F1 

記錄 

參考溫度計 

外校 每年 溫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0-50℃<0.3 ℃ 

50-100℃<1 ℃ 

100-150℃<2 

℃ 

記錄 

查驗 每半年 溫度 冰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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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相關檢測儀器維護保養日程表(續 1) 

儀器名稱 
校正 

類別 
校正維護週期 校正維護項目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容許誤差 

記錄 

情形 

工作溫度計 查驗 

初次使用 
溫度(多點溫

度校正) 
多點溫度校正  

 

每半年 
溫度(冰點/單

點溫度) 

以參考溫度計進行冰點

及單點檢查 
±1℃ 

自動滴定管 查驗 

初次使用 

體積 
檢查器示最大值與其他 2

個設定之移取體積 
0.5~2.5％ 記錄 每半年及內管或

外筒(barrel / 

plunger)換新時 

自動移液器 查驗 
初次使用 

體積 
檢查器示最大值與其他 2

個設定之移取體積 
0.5~2.5％ 記錄 

每季 

分液器 查驗 
初次使用 

體積 
檢查器示最大值與其他 2

個設定之移取體積 
0.5~2.5％ 記錄 

每季 

pH 計 
查驗 使用前後 準確度 

以涵蓋待測樣品 pH 值之

兩種標準緩衝溶液進行

校正。 

±0.05 pH 記錄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清洗玻璃電極 － － 

導電度計 
查驗 

使用前 單點檢查 以 0.01N KCl 校正 ±10 μmho/cm 記錄 

每年 

全刻度檢查

(0.1、0.01、

0.001N) 

ASTM D1125 

0.1、

0.01(±2%)；

0.001N(±5%) 

記錄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清洗電極 － － 

濁度計 查驗 

使用前 單點檢查 

使用適合預估樣品濁度

的濁度標準品檢查其準

確度 
QC 回收率

80~120％ 
記錄 

每年 

全刻度 
以適當的濁度標準品於

各濁度範圍進行校正 

標準品檢查 
每年以 Formazin 標準品

與市售標準品比對 
－ 

溶氧度計 

查驗 

使用前每月 

準確度 

單點檢查 3% 

 

電極檢查 － 

確認：大氣壓

力值 
與標準大氣壓力計比對 < 1% 

飽和溶氧值 
使用飽和水蒸氣空氣進

行滿點校正 

斜率 WTW：

0.7~1.25、

YSI:5.9~12.6%/

uA；％飽和度介

於 100±3%之

間 

確認：零溶氧

值 

以零溶氧溶液進行零點

校正/確認 
< 0.1 mg/L 

每三個月 

準確度 
以經碘定量法測定溶氧

之飽和曝氣水確認 
<0.2 mg/L 

確認：溫度 與標準溫度計比對 0-50℃<0.2℃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清洗電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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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相關檢測儀器維護保養日程表(續 2) 

  

儀器名稱 
校正 

類別 
校正維護週期 校正維護項目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容許誤差 

記錄 

情形 

氧化還原計 
查驗 使用前後 單點檢查 

以 220 或 468mV 標準液

比對 
±5％mV 記錄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清洗電極 － － 

純水製造器 維護 

每日 導電度 測詴導電度值 <1 μmho/cm 

記錄 
每月/年 清潔 

依設備需求更換濾心/樹

酯 
－ 

烘箱 

外校 初次使用 

溫度 

檢查溫度變化(委認可實

驗室校正) 
±2 ℃ 

記錄 查驗 每二年 
檢查烘箱內使用位置之

溫度變化 
±5 ℃ 

維護 每次使用 記錄溫度 － 

高溫爐 
查驗 每二年 

溫度 

檢查烘箱內使用位置之

溫度變化 
±5 ℃ 

記錄 

維護 每次使用 記錄溫度 － 

BOD 培養箱 維護 使用期間 溫度 

記錄開始測詴及五天培

養期間之最高與最低溫

度 

±1 ℃ 記錄 

微生物培養箱 維護 使用期間 溫度 
將溫度計浸於水浴讀取

溫度 
±1 ℃ 記錄 

冰箱/冷藏庫 維護 每日 溫度 
將溫度計浸於水浴讀取

溫度 
±2 ℃ 記錄 

無菌操作檯 維護 

400 小時 

清潔 

更換預濾網 － 

記錄 4000 小時 更換 HEPA 濾網 － 

每季 落菌量測詴 <5 菌落數 

高溫高壓滅菌

釜 
維護 

每次使用 溫度 
以經流點溫度計、滅菌指

示帶確認滅菌溫度 
±2 ℃ 

記錄 

每季 滅菌功能 
以孢子懸浮液確認滅菌

效果 
－ 

菌落計數器 維護 使用前 效能確認 測詴感應效果 － － 

不鏽鋼六孔過

濾器 
查驗 

初次使用 
體積 

以校正之量筒校正，校正

過濾漏斗之容量刻度 
±2.5% 記錄 

每年 

離子層析儀 維護 

使用前 比對 記錄儀器導電度及壓力 

－ 

記錄 

使用前後 清潔 
分析三個純水樣品，清洗

內部。 
－ 

顆粒計數器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使用前後都需以純水充

份清洗管徑 
－ － 

分光光度計 查驗 

使用前 檢量線/查核 
檢量線製備(參考標準品

測詴) 

依照標準作業

程序之要求 
 

每三個月 

波長準確度、

吸光度、線性

(Linearity)、迷

光(Stray 

light)、樣品吸

光槽配對

(Matching of 

cells)之校正 

以重鉻酸鉀溶液、標準濾

光片及儀器內部功能測

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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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相關檢測儀器維護保養日程表(續 3) 

  

儀器名稱 
校正 

類別 
校正維護週期 校正維護項目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容許誤差 

記錄 

情形 

分光光度計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清理槽內積垢 － － 

原子吸收光譜

儀 

查驗 使用前 穩定度 

檢量線製備，以 As 1μg/L

及 Hg 1μg/L 元素之檢量

線濃度確認其訊號值 

±3SD 記錄 

維護 
每季 穩定度 

儀器以 5mg/L Cu 標準溶

液確認其吸光值 

吸光值≧

0.55ABS 
記錄 

經常 清潔 清洗燃燒頭 － － 

感應耦合電漿

原子發射光譜

儀 

查驗 

使用前 

檢量線/查核 
檢量線製備(參考標準品

測詴) 
依 PA103 規範 

記錄 

電漿最佳化 

以濃度 10ppm Pb 及 Se 標

準溶液確認其訊號強度比

值 

±2SD 

每月 

波長校正 
依廠商建議 Tuning 

solution 調校 

Calibration lines 

used 範圍需在

100% 

電漿最佳化 

重複測定 10mg/L Pb 及 Se

溶液十次，記錄訊號比值

求得標準差 

±2SD 

維護 
更換 Torch 波長校正 

依廠商建議 Tuning 

solution 調校 

Calibration lines 

used 範圍需在

100% 

經常 清潔 清洗 Torch/冷錐 － － 

音位校正器 外校 每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0.3dB 記錄 

噪音計 

外校 每二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0.7dB 記錄 

查驗 使用前後 以音位校正器校正 

±0.7dB,且兩次

呈現值差±0.3 

dB 

記錄 

標準振動源 外校 每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1.0dB 記錄 

振動計 
外校 每二年 

準確度 

委由 ISO17025 合格校正

實驗室執行校正 
±1.0dB 記錄 

查驗 使用前後 以標準振動源校正 ±1.0dB 記錄 

簡易型氣象分

析儀(工作件)溫

度、溼度、風

速、風向 

查驗 每半年 準確度 使用標準件執行 
風速<±1.0ms；

風向<±5.0；溫

度<±2℃；濕度

<±5％ 

記錄 

外校 每二年 準確度 送氣象局校正 

小孔流量計 外校 每年 流量 

至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羅斯德錶(Rootsmeter)

校正流量 

R > 0.999 記錄 

參考大氣壓力

計 
外校 每五年 壓力 送氣象局校正 

500~800mmHg

誤差±2.5 

mmHg 

記錄 

工作大氣壓力

計 

查驗 半年 壓力 以標準大氣壓力計校正 － 記錄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固定於高處時，避免落

下，造成損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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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8 相關檢測儀器維護保養日程表(續 4) 

儀器名稱 
校正 

類別 
校正維護週期 

校正維護項

目 
注意事項與相關規定 容許誤差 

記錄 

情形 

參考大氣壓力

計 
外校 每五年 壓力 送氣象局校正 

500~800mmH

g 

誤差

±2.5mmHg 

記錄 

工作大氣壓力

計 

查驗 半年 壓力 以標準大氣壓力計校正 － 記錄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固定於高處時，避免落下，

造成損傷 
－ － 

高量採樣器(浮

子流量計) 

查驗 

使用前後 

流量 

執行單點校正 7% 

記錄 每季 
實施多點校正 

R > 0.999 ；斜

率=1.0 更換碳刷 

維護 使用前後 清潔 
使用前後，將採樣器以毛刷

或布清除粉塵 
－ － 

零點氣體產生

器 

查驗 每季 效能 
利用 99.9995%高純度氮氣

確認效能 
±5ppb － 

維護 每年 保養 送請儀器商測詴 － － 

真空幫浦 維護 使用前 抽換真空油 
油量過少，需添加油，油呈

乳化狀，則需換油 
－ － 

採氣幫浦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避免酸性氣體腐蝕，需有保

護裝置 
－ － 

紅外線流量校

正器 

查驗 每年 流量 

紅外線流量校正器每年至

南區校正中心執行比對測

詴 

R > 0.995 記錄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倒出管內剩餘之皂泡液，清

洗濕式測定槽 
－ － 

定量幫浦 

查驗 使用前後 流量 以紅外線流量校正器校正 ＜5% 記錄 

外校 每二年 － 送校正實驗室校正 － － 

維護 使用前 清潔 
避免酸性氣體腐蝕，需有保

護裝置 
－ － 

參考 O3自動分

析儀 
查驗 每年 準確度 

O3 自動分析儀每年至南區

校正中心執行比對測詴 
R > 0.999 記錄 

NO×、SO2、CO、

O3 自動分析儀 

查驗 

使用前 

準確度 

做零點及全幅之校正 － 記錄 

每半年 

實驗室內部進行儀器多點

線性確認 
R > 0.995 記錄 

流量校正 ±7% 記錄 

外校 每年 

以參考 O3自動分析儀執行

比對測詴 
R > 0.999 記錄 

請儀器商測詴儀器之運轉

功能 
－ 記錄 

(空氣品質監測

車) 

請儀器商測詴 NOx/NO 轉

換率 
>96% 記錄 

維護 

30 工作日 濾紙更換 視監測環境決定更換頻率 － 記錄 

每季 清潔/保養 

保持內部及散熱風扇濾網

清潔，並注意各接頭是否鬆

脫或請儀器商執行 

－ 記錄 

每年 
限流器、濾紙

更換 
請儀器商執行 －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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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本計畫檢測之分析項目、分析方法及儀器之偵測極限，如下所示。 

表 1.5-9 本監測工作之品保目標 

序

號 

管制項目 

檢驗方法 單位 

MDL 

或 

IDL 

重複分析 

差異百分

比 

(精密

度)(%) 

查核標準

品 

分析回收

率 

(準確

度)(%) 

樣品添加 

分析回收

率 

(準確

度)(%) 

中文名稱 

一、空氣品質 

1 TSP NIEA A102 μg/m
3
 --- --- --- --- 

2 PM10 NIEA A206 μg/m
3
 --- --- --- --- 

3 SO2 NIEA A416 ppm 0.43ppb --- --- --- 

4 NO2 NIEA A417 ppm 0.21ppb --- --- --- 

5 O3 NIEA A420 ppm 0.79ppb --- --- --- 

6 CO NIEA A421 ppm 0.04ppm --- --- --- 

7 PM2.5 NIEA A205 μg/m
3
 2 --- --- --- 

8 Pb NIEA A306 μg/m
3
 1.92 --- --- --- 

二、噪音振動及營建噪音 

1 Leq、Lmax、L10 NIEA P201 dB(A) --- --- --- --- 

2 
Lveq、Lvmax、
Lv10 

NIEA P204 dB(A) --- --- --- --- 

三、地面水及地下水質 

1 pH 值 NIEA W424 --- --- 
±0.1pH 單

位 
--- --- 

2 水溫 NIEA W217 ℃ --- --- --- --- 

3 比導電度 NIEA W203 μmho/cm --- --- --- --- 

4 化學需氧量 NIEA W517 mg/L 2.8 0-20 85-115 - 

5 大腸桿菌群 NIEA E202 
CFU/100

mL 
<10 --- --- --- 

6 生化需氧量 NIEA W510 mg/L <1.0 ≦20 --- --- 

7 懸浮固體 NIEA W210 mg/L <1.0 

10(濃度≦
25mg/L 為
20) 

--- --- 

8 硫酸鹽 NIEA W415 mg/L 0.04 0-20 85-115 80-120 

9 硝酸鹽 NIEA W436 mg/L 0.04 ≦10 85-115 85-115 

10 氨氮 NIEA W437 mg/L 0.01 0-15 85-115 85-115 

11 油脂 NIEA W506 mg/L <1.0 --- 78-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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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9 本監測工作之品保目標(續 1) 

序

號 

管制項目 

檢驗方法 單位 

MDL 

或 

IDL 

重複分析 

差異百分比 

(精密

度)(%) 

查核標準

品 

分析回收

率 

(準確

度)(%) 

樣品添加 

分析回收

率 

(準確

度)(%) 

中文名稱 

12 總菌落數 NIEA E203 mg/L     

13 總有機碳 NIEA W532 mg/L 0.05 0-15 85-115 75-125 

14 氯鹽 NIEA W415 mg/L 0.04 ≦20 85~115 80~120 

15 鐵 NIEA W311 mg/L 0.009 ≦20 80~120 80~120 

16 錳 NIEA W311 mg/L 0.003 ≦20 80~120 80~120 

17 銅 NIEA W311 mg/L 0.004 ≦20 80~120 80~120 

18 鉛 NIEA W311 μg/L 0.003 ≦20 80~120 80~120 

19 鋅 NIEA W311 μg/L 0.006 ≦20 80~120 80~120 

20 鎘 NIEA W311 μg/L 0.001 ≦20 80~120 80~120 

21 硒 NIEA W341 μg/L 0.0004 20 80-120 75-125 

22 銀 NIEA W311 mg/L 0.003 20 80-120 80-120 

23 砷 NIEA W434 mg/L 0.0003 0-20 80-120 75-125 

24 六價鉻 NIEA W320 mg/L 0.01 20 80-120 75-125 

25 汞 NIEA W330 μg/L 0.00013 0-20 80-120 75-125 

四、土壤 

1 pH 值 NIEA S410 --- --- 
±0.2pH 單

位 
--- --- 

2 鎘 
NIEA 

S321/M104 
mg/Kg 0.08 ≦20 80-120 75-125 

3 鉻 
NIEA 

S321/M104 
mg/Kg 2.02 ≦20 80-120 75-125 

4 銅 
NIEA 

S321/M104 
mg/Kg 1.60 ≦20 80-120 75-125 

5 鎳 
NIEA 

S321/M104 
mg/Kg 1.10 ≦20 80-120 75-125 

6 鉛 
NIEA 

S321/M104 
mg/Kg 0.81 ≦20 80-120 75-125 

7 鋅 
NIEA 

S321/M104 
mg/Kg 1.94 ≦20 80-120 75-125 

8 砷 NIEA S310 mg/Kg 0.112 ≦20 70-130 75-125 

9 汞 NIEA M317 mg/Kg 0.029 ≦20 80-120 7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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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數據處理原則 

1.數據表示 

實驗室出報告時需考慮到數據對報告表示位數應具的意義。採樣監

測人員、檢驗分析人員及行政人員在分析數據或計算結果時，所有原始

數據的運算結果都需以有效數字表示，並依歸整法進位。 

 

有效數字之定義： 

在物理、化學測量中，測定值與真實值間多少有不同，此差異即為

誤差，而觀測值所得之最大誤差即為此量測之不準確度或絕對不準確度，

通常為便於計算，將不準確度略去，而以正確數字後加一位未確定數字

之組成來表示觀測值，此種表示法稱為有效數字法。 

實驗室一般是採用四則運算計算，舉例說明如下： 

 

1.1 進位：四捨六入五成雙 

例：當檢測方法規定最多有效位數為三位，而最小表示位數為小

數點下三位時： 

12.34 12.3        12.36 12.4 

12.3500 12.4      12.2500 12.2 

12.3501 12.4      12.2501 12.3 

0.0345 0.034      0.0335 0.034 

0.034499 0.034    0.034500 0.034    0.034501 0.035 

0.035499 0.035    0.035500 0.036    0.033501 0.034 

123500 124000    124500  124000 

123499 123000    124501 125000 

原則上四捨六入五成雙的定義是在規定的位數中，原始數據最接

近的數值。 

 

1.2 估計值視為有效數字 

例：0.0025 二位        13.02四位 

0.0100三位        10.20四位 

 

1.3 以指數符號克服“0”的困擾 

例：130000 ？位   1.30×105三位  1.3 ×105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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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作加減時，以最小位數為準 

例：120.05 + 10.1 + 56.323 = 186.473 以 186.5 表示 

 

1.5 作乘除時，以最小位數之有效位數表示 

例：2.4×0.452÷100.0 = 0.0108 = 0.011 二位 

 

1.6 作加乘時，以最小位數之有效位數表示 

例：(1256×12.2)+125 = 1.53×104 + 125 = 1.54×104 

 

2.數據處理及確認 

當檢驗分析人員在依據實驗室標準作業程序執行樣品檢測及相關

品保品管程序後(空白、重複、查核及添加標準品分析等)，必須將檢測

時之相關原始數據記錄於工作日誌，再以檢驗記錄表計算出檢測結果。

在完成工作日誌及檢驗記錄表後，檢驗分析人員應將檢驗記錄表中重複

差異值，查核回收率及添加回收率登錄至管制圖表中，並確認品保品管

數據是否符合標準，同時檢驗分析人員必須將儀器測定之原始數據資料

(書面或電子檔案)歸檔，以利日後查詢及追溯。 

而當所有檢測資料都完成時，檢驗分析人員需先將原始數據、工作

日誌及檢驗記錄表交由驗算人員查驗數據登錄是否正確，待驗算人員檢

查相關數據無誤後，檢驗分析人員則將檢測結果登錄至 LIMS 實驗室資

訊管理系統中，並將檢驗記錄表及工作日誌送交品保品管人員審查。 

品保品管人員審查的重點除了在於工作日誌填寫是否詳實、檢驗記

錄表有效數字是否正確以及相關品保品管數據是否符合標準外，最重要

的是列印樣品化驗記錄表，並確認及評估實驗室各檢測項目檢驗分析結

果之相關合理性以及與採樣監測人員現場測項之測定值彼此間的關聯性。

若發現品保品管數據有問題、檢測項目彼此關聯性不合理或有所懷疑時，

品保品管人員必須與技術主管及檢驗分析人員或採樣監測人員討論，並

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重新採樣監測或檢驗分析，以及執行後續相關矯正

措失等動作。 

若所有檢測結果經各項評估及確認均完全無誤，品保品管人員則在

檢驗記錄表、工作日誌及樣品化驗記錄表上簽名或蓋章，併入 L 資料夾

後交由行政人員撰打報告初稿，而報告初稿完成時再交由品保品管人員

審查整體報告內容是否正確後，最後則交由實驗室主任/報告簽署人作最

終階段的專業判斷及審核，待無誤後簽名並交由行政人員影印後，加裝

封套或裝訂後交由業務人員或執行寄予客戶。 



第一章、監測內容概述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 1-25 

 

3.檢測數據報告表示 

實驗室的檢測數據使用之單位應儘可能與管制標準之單位一致。同

時實驗室應以環保署公告之「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為原則，以遵循

最小表示位數及最多有效位數的表示方式，於修整檢測數據位數後，出

具報告。檢測值如小於最低表示位數之單位值而高於方法偵測極限時，

以小於最低位數單位值表示，並應註明方法偵測極限值，且可於檢測報

告備註欄中加註實際位數之測值。惟檢測方法或環保法規另有規定時，

從其要求或規定出具檢測報告。而當所使用的檢測方法於環保署公告之

「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未規定時，實驗室最小表示位數是以環保署

所公告之各法規標準為依據，而最多有效位數則是以三位數表示。 

當實驗室的檢測值如低於方法偵測極限，則以小於方法偵測極限

(ND<MDL)表示，並註明方法偵測極限值；而部分檢測項目如實驗室沒

有認證時，不一定會製作方法偵測極限，此時當檢測值如小於檢量線第

一點時，則以小於定量極限(<QL)表示，並註明定量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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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本季監測時間為民國 110 年 9 月~11 月，監測項目包含空氣品質、噪音振動、

營建噪音、地面水質、地下水、交通、生態及水土保持，茲就各項監測結果分述

如下，各項調查之品保/品管紀錄請參閱附錄三，原始數據請參閱附錄四，現場

採樣照片請參閱附錄五。 

2.1 空氣品質 

計畫區位於苗栗縣通霄鎮，依原核定之環評書件內容執行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計畫，空氣品質測站位置選擇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本

次監測結果如表 2.1-1~2.1-3 所示，歷次監測結果如圖 2.1-1~2.1-12 所示。 

1. 總懸浮微粒(TSP)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總懸浮微粒濃度分別

為 57、39、48µg/m
3。 

2. 懸浮微粒(PM10)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懸浮微粒(PM10)濃度分

別為 38、25、36µg/m
3，所有測值均低於空氣品質標準 100 µg/m

3 之限值。 

3. 細懸浮微粒(PM2.5)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懸浮微粒(PM2.5)濃度

分別為 14、10、20µg/m
3，所有測值均低於空氣品質標準 35 µg/m

3 之限值。 

4. 二氧化硫(SO2)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二氧化硫日帄均值分

別為 3.6、2.8、2.3 ppb，最大小時帄均值分別為 4.6、5.6、4.0ppb，所有

測值均低於空氣品質標準小時帄均值 75 ppb 之限值。 

5. 二氧化氮(NO2)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二氧化氮日帄均值分

別為 7.6、6.7、8.2ppb，最大小時帄均值分別為 14.9、12.5、13.8ppb，所

有測值均低於空氣品質標準小時帄均值 100 ppb 之限值。 

6. 氮氧化物 (NOX)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氮氧化物日帄均值分

別為 8.8、8.6、14.9 ppb，最大小時帄均值分別為 15.7、21.1、49.9p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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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氧化碳(CO)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一氧化碳最大八小時

帄均值分別為 0.23、0.19、0.48ppm，最大小時帄均值分別為 0.27、0.23、

0.57ppm，所有測值均低於空氣品質標準之八小時帄均值 9.0 ppm 及小時

帄均值 35.0 ppm 之限值。 

8. 臭氧(O3)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臭氧最大八小時帄均

值分別為 33.9、31.8、66.1ppb，最大小時帄均值分別為 61.1、38.6、85.1ppb，

本次監測結果除通霄國小(下風)之最大八小時帄均值外，其餘皆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之最大八小時帄均值 60ppb，最大小時帄均值皆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之小時帄均值 120 ppb 之限值。依檢測紀錄通霄國小 O3 最大八小時值

超標時段風向多為西南風，位處於基地上風處，研判超標原因非受本基地

影響，將持續進行監測。 

9. 鉛(Pb) 

基地周界、新埔國小(上風)、通霄國小(下風)之鉛日帄均值分別為

0.00858、0.00596、0.00994µg/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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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基地周界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基地周界 

測站 
TSP 

(μg/m
3
) 

PM10 

(μg/m
3
) 

PM2.5 

(μg/m
3
) 

SO2 

(ppb) 

NO2 

(ppb) 

NOX 

(ppb) 

CO 

(ppm) 

O3 

(ppb) 

Pb 

(μg/m
3
) 
風向 

風速 

(m/s) 

溫

度 
o
C 

濕

度 

% 

監測日期 
24小 

時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原

環

評

調

查 

106.04.17 77 36 13 2.3 4.3 10.8 19 14.2 23.3 0.31 0.46 19.9 33.1 0.0051 SSW 1.0 27.0 85 

106.05.21 68 44 17 1.4 2.5 7.9 16.5 11.6 25.7 0.4 0.46 28.3 50.4 0.0114 SSW 0.8 27.6 83 

106.06.27 56 20 8 1.7 2.3 5.8 10.7 8.6 16.5 0.33 0.36 25.4 30.8 ND WNW 1.7 30.1 75 

施

工

期

間 

110.09.28 57 38 14 3.6 4.6 7.6 14.9 8.8 15.7 0.23 0.27 33.9 61.1 0.00858 NNE 1.2 27.8 70 

空氣品質

標準
(109.09.18

發布)
1
 

─ 100 35 ─ 75 ─ 100 ─ ─ 9 35 60 120 ─ ─ ─ ─ ─ 

註：1.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令修正。 

2.“─”表示無標準值或無資料。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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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新埔國小(上風)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新埔國小 

(上風)測站 
TSP 

(μg/m
3
) 

PM10 

(μg/m
3
) 

PM2.5 

(μg/m
3
) 

SO2 

(ppb) 

NO2 

(ppb) 

NOX 

(ppb) 

CO 

(ppm) 

O3 

(ppb) 

Pb 

(μg/m
3
) 
風向 

風速 

(m/s) 

溫度 
o
C 

濕

度 

% 

監測日期 
24小 

時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原

環

評

調

查 

106.04.16 89 47 22 2.7 4.2 10.3 19.5 16.1 41.6 0.52 0.69 40.2 54.9 0.0051 SSW 0.6 26.7 79 

106.05.21 63 45 9 1.3 2.4 7.9 13.8 12 20.2 0.36 0.47 41.5 45.1 0.0051 NW 1.9 25.9 83 

106.06.26 63 28 8 2.2 3.9 6.8 13.2 9.2 15.6 0.33 0.39 29.1 34.7 0.0251 SSE 2.3 30.5 76 

施

工

期

間 

110.09.27 39 25 10 2.8 5.6 6.7 12.5 8.6 21.1 0.19 0.23 31.8 38.6 0.00596 NNW 0.5 28.8 71 

空氣品質

標準
(109.09.18

發布)
2
 

─ 100 35 ─ 75 ─ 100 ─ ─ 9 35 60 120 ─ ─ ─ ─ ─ 

註：1.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令修正。 

2.“─”表示無標準值或無資料。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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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通霄國小(下風)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通霄國小 

(下風)測站 
TSP 

(μg/m
3
) 

PM10 

(μg/m
3
) 

PM2.5 

(μg/m
3
) 

SO2 

(ppb) 

NO2 

(ppb) 

NOX 

(ppb) 

CO 

(ppm) 

O3 

(ppb) 

Pb 

(μg/m
3
) 
風向 

風速 

(m/s) 

溫

度 
o
C 

濕度 

% 

監測日期 
24小 

時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

值 

日帄 

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八小時 

帄均值 

最大 

小時 

帄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日帄 

均值 

原

環

評

調

查 

106.04.17 68 36 15 3.2 3.4 9.2 16.1 13.5 21.3 0.33 0.4 30.4 50.5 0.00594 WSW 1.8 28.9 82 

106.05.22 65 37 19 1.5 2.5 10.4 13.8 14.9 20.6 0.41 0.48 45.6 57.4 0.0316 NW 1.0 27.7 80 

106.06.26 89 31 10 1.9 2.3 9.8 13.2 12.6 17.1 0.37 0.43 17.3 33.5 0.0108 SSW 2.4 30.1 75 

施

工

期

間 

110.09.29 48 36 20 2.3 4.0 8.2 13.8 14.9 49.9 0.48 0.57 66.1* 85.1 0.00994 E 0.6 27.8 76 

空氣品質

標準
(109.09.18

發布)
2
 

─ 100 35 ─ 75 ─ 100 ─ ─ 9 35 60 120 ─ ─ ─ ─ ─ 

註：1.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令修正。 

2.“─”表示無標準值或無資料。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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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歷次 TPS24 小時值監測結果 

 

  



第二章、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 2-7 2-7 

圖 2.1-2 歷次 PM10日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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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歷次 PM2.5日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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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歷次 SO2日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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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歷次 SO2最大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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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歷次 NO2日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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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歷次 NO2最大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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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歷次 CO 最大八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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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歷次 CO 最大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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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 歷次 O3最大八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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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1 歷次 O3最大小時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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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2 歷次 Pb 日帄均值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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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噪音振動 

一、噪音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擬定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噪音測站位置選

擇基地周界、台 1 線民宅，本次監測結果如表 2.2-1 所示，本次監測結果除

基地周界之 Leq 晚、Leq 夜外其餘皆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歷次監測結果如圖

2.2-1~2.2-3 所示。 

表 2.2-1 噪音監測結果 

測站 監測日期 Leq 日 Leq 晚 Leq 夜 Lmax 

基地周界 
原環評調查 

106.04.17 51 53.9 50.2* 72.5 

106.05.22 56.5 52.7 55.5* 79.8 

106.06.25 73.9* 67.2* 66.9* 99.1* 

施工期間 110.09.14 59.2 61.7* 59.1* 85.8 

第二類一般地區音量標準 60 55 50 ─ 

台 1 線民宅 
原環評調查 

106.04.17 73.2 68.3 65 97.7 

106.05.22 73.1 69.3 66.6 99.3 

106.06.25 73.9 69.9 66.2 102 

施工期間 110.09.14 70.4 65.2 63.2 99.5 

第二類管制區內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74 70 67 ─ 
註：1.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標準係採 109.08.5 行政院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090057114A 號令修正。 

2.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係採 99.01.21 行政院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0990085001 號修訂。 

3.“─”表示無數據或無標準。 

4.“*”表示超過標準。 

 

二、振動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擬定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振動測站位置選

擇基地周界、台 1 線民宅。本次監測結果如表 2.2-2 所示，各測站均可符合

日本振動法規則第一種區域規制基準，歷次監測結果如圖 2.2-4~2.2-5 所示。 

表 2.2-2 振動監測結果 

測站 監測日期 Lv10 日 Lv10 夜 

基地周界 
原環評調查 

106.04.17 35 32.4 

106.05.22 43.1 30.5 

106.06.25 30 30 

施工期間 110.09.14 36.2 36.5 

台 1 線民宅 
原環評調查 

106.04.17 40.7 32 

106.05.22 40.8 31 

106.06.25 34.5 30.6 

施工期間 110.09.14 36.5 36.7 

第一種區域管制標準 65 60 

註：1.振動標準係乃參考日本振動規則法第一種區域規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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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歷次噪音 Leq 日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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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歷次噪音 Leq 晚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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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歷次噪音 Leq 夜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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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歷次振動 LV10 日監測結果 

  



第二章、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 2-23 2-23 

 

 
圖 2.2-5 歷次振動 LV10 夜監測結果 

三、營建噪音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擬定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營建噪音位置選擇於

基地周界及台 1 線民宅，本次監測結果如表 2.2-3 所示，本次營建噪音監測結果

皆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表 2.2-3 基地周界營建噪音監測結果 

測站 日期 

監測日期 

Leq 日 Lmax 

基地周界 110.09.14 58.9 69.5 

台 1 線民宅 110.09.14 65.0 80.3 

第二類管制區內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67 100 

註：1.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係 102.08.0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20065143 號修正

發布。 

2.“*”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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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面水質 

依原核定之環評書件所擬定之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執行，地面水質監

測位置於既有排水路上游、基地放流口及既有排水路中游，監測結果如表

2.3-1~2.3-3 所示，本次地面水質監測除既有排水路中游之氨氮、大腸桿菌及錳除

外，其它結果均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歷次監測結果如圖 2.3-1~2.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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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既有排水路上游監測結果 

時間 

 

監測項目 

原環評調查 施工期間 

丙類水體標準 
107.08.20 110.09.14 

水溫(℃) 29.4 

無水可採 

－ 

氫離子 

濃度指標 
8.0 6.5~9.0 

生化需氧量 

(mg/L) 
2.1 ≦4 

化學需氧量 

(mg/L) 
－  

懸浮固體 

(mg/L) 
1.3 ≦40 

氨氮 

(mg/L) 
0.15 ≦0.3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5.1E+05* ≦1×10

4
 

油脂 

(mg/L) 
－ － 

鎘 

(mg/L) 
－ ≦1×10

4
 

鉛 

(mg/L) 
－ － 

六價鉻 

(mg/L) 
－ － 

砷 

(mg/L) 
－ － 

汞 

(mg/L) 
－ － 

硒 

(mg/L) 
－ － 

銅 

(mg/L) 
－ － 

鋅 

(mg/L) 
－ － 

錳 

(mg/L) 
－ － 

銀 

(mg/L) 
－ － 

註：1.水質標準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6 年 09 月 13 日修正「地面水體分類及水

質標準」。 

2.”─”表示無數據或無標準。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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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基地排放口監測結果 

時間 

 

監測項目 

施工期間 
丙類水體標準 

110.09.14 

水溫(℃) 

無水可採 

－ 

氫離子 

濃度指標 
6.5~9.0 

生化需氧量 

(mg/L) 
≦4 

化學需氧量 

(mg/L) 
－ 

懸浮固體 

(mg/L) 
≦40 

氨氮 

(mg/L) 
≦0.3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1×10

4
 

油脂 

(mg/L) 
－ 

鎘 

(mg/L) 
≦0.005 

鉛 

(mg/L) 
≦0.01 

六價鉻 

(mg/L) 
≦0.05 

砷 

(mg/L) 
≦0.05 

汞 

(mg/L) 
≦0.001 

硒 

(mg/L) 
≦0.01 

銅 

(mg/L) 
≦0.03 

鋅 

(mg/L) 
≦0.5 

錳 

(mg/L) 
≦0.05 

銀 

(mg/L) 
≦0.05 

註：1.水質標準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6 年 09 月 13 日修正「地面水體分類及水

質標準」。 

2.”─”表示無數據或無標準。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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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既有排水路中游監測結果 

時間 

 

監測項目 

原環評調查 施工期間 

丙類水體標準 
107.08.20 110.09.14 

水溫(℃) 31.5 30.0 － 

氫離子 

濃度指標 
7.4 7.7 6.5~9.0 

生化需氧量 

(mg/L) 
1.5 3.5 ≦4 

化學需氧量 

(mg/L) 
－ 13.9 － 

懸浮固體 

(mg/L) 
2.8 2.3 ≦40 

氨氮 

(mg/L) 
3.47* 4.45* ≦0.3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1.4E+05* 3.0E+05* ≦1×10
4
 

油脂 

(mg/L) 
0.287 <1.0 － 

鎘 

(μg/L) 
－ ND ≦0.005 

鉛 

(μg/L) 
－ ND ≦0.01 

六價鉻 

(mg/L) 
－ ND ≦0.05 

砷 

(mg/L) 
－ ND ≦0.05 

汞 

(μg/L) 
－ ND ≦0.001 

硒 

(μg/L) 
－ ND ≦0.01 

銅 

(mg/L) 
－ ND ≦0.03 

鋅 

(μg/L) 
－ 0.027 ≦0.5 

錳 

(mg/L) 
－ 0.162* ≦0.05 

銀 

(mg/L) 
－ ND ≦0.05 

註：1.水質標準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6 年 09 月 13 日修正「地面水體分類及水

質標準」。 

  2.”─”表示無數據或無標準。 

3.“*”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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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歷次地面水質水溫監測結果 

 
圖 2.3-2 歷次地面水質 pH 監測結果 

 
圖 2.3-3 歷次地面水質生化需氧量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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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歷次地面水質懸浮固體監測結果 

 
圖 2.3-5 歷次地面水質氨氮監測結果 

 
圖 2.3-6 歷次地面水質大腸桿菌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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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歷次地面水質油脂監測結果 

 

2.4 地下水 
依原核定之環評書件所擬定之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執行，地下水監測位置

於基地內，監測結果如表 2.4-1 所示，本次基地內地下水監測結果除氨氮及鐵外，

其餘皆符合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歷次監測結果如圖 2.4-1~2.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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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基地內地下水質監測結果 

時間 

 

 

監測項目 

原環評調查 施工期間 
第二類地下水 

污染監測標準 
106.05.22 106.11.17 110.09.14 

水溫(℃) 28.2 26.3 27.8 ─ 

pH 7.4 7.3 7.6 ─ 

總有機碳(mg/L) ─ ─ 0.2 10 

硫酸鹽(mg/L) 26.7 29.1 32.3 625 

硝酸鹽氮(mg/L) 0.18 0.4 ─ ─ 

氨氮(mg/L) 0.77* 0.1 0.60* 0.25 

比導電度(μmho/cm) 716 710 1390 ─ 

懸浮固體(mg/L) 1.9 6.3 28.3 ─ 

氯鹽(mg/L) 52.3 54.5 56.1 625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500 ﹤10 1.3E+03 ─ 

總菌落數(CFU/mL) 2000 ﹤5 8.0E+02  ─ 

鎘(μg/L) ─ ─ ND ─ 

銅(mg/L) ─ ─ ND ─ 

鐵(mg/L) 0.696 1.7* 2.40* 1.5 

錳(mg/L) 0.116 0.16 0.136 0.25 

鉛(μg/L) ─ ─ ND ─ 

鋅(μg/L) ─ ─ ﹤0.020 ─ 

汞(μg/L) ─ ─ ND ─ 

砷(mg/L) ─ ─ ND ─ 

銀(mg/L) ─ ─ ND ─ 

六價鉻(mg/L) ─ ─ ND ─ 

硒(μg/L) ─ ─ ND ─ 

硝酸鹽(mg/L) ─ ─ ﹤0.22 ─ 

生化需氧量(mg/L) ─ ─ ﹤1.0 ─ 

註：1.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係依據民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土字第

1020109443 號令修正發布。 

2.”─”表示無數據或無標準。 

3. “*”表示超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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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歷次地下水水溫監測結果 

 
圖 2.4-2 歷次地下水 pH 監測結果 

 
圖 2.4-3 歷次地下水硫酸鹽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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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歷次地下水氨氮監測結果 

 
圖 2.4-5 歷次地下水比導電度監測結果 

 
圖 2.4-6 歷次地下水懸浮固體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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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歷次地下水氯鹽監測結果 

 
圖 2.4-8 歷次地下水大腸桿菌群監測結果 

 
圖 2.4-9 歷次地下水總菌落數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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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0 歷次地下水鐵監測結果 

 
圖 2.4-11 歷次地下水錳監測結果 

 

2.5 土壤 

本案土壤監測執行頻率為每年一次。本季無監測，預計於 110 年 12 月~111

年 2 月執行。 

  



第二章、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苗栗通霄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 2-36 2-36 

2.6 交通量 

依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擬定之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內容，於台 1 線基地出入

口、縣道 128 與台 1 線交叉路口，交通量監測結果如表 2.6-1。依據調查結果顯

示，主要車輛類種為小型車及機踏車。 

參考「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計算一般區段雙車道道路服務水準，依

「多車道郊區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表」(詳表 2.6-2 多車道標準)及「雙車道郊

區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表」(詳表 2.6-3 雙車道標準)為判斷依據，本月台 1 線

基地出入口、縣道 128 與台 1 線交叉路口皆為 A 級。 

 

表 2.6-1 本次交通量監測結果 

日期 監測位置 路段 
交通量 

機踏車 小型車 大型車 特種車 合計 

110.09.14 

台 1 線基

地出入口 

台 1 線往北 1027 1798 71 6 2902 

台 1 線往南 1123 1750 46 8 2927 

往基地 55 51 4 0 110 

縣道 128

與台 1 線

交叉路口 

縣道 128 以北 409 2097 253 0 3124 

縣道 128 以南 257 3005 104 0 3459 

台 1 線以東 1748 6311 352 0 8873 

台 1 線以西 1283 2435 40 0 3760 

註：本計畫小客車當量，機車 0.7PCU、小客車 1PCU、大型車 1.5PCU 及特種車 3PCU。 

 

表 2.6-2 多車道郊區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表 

服務水準 
需求流率/容量比 

(V/C) 

A 0.00～0.37 

B 0.38～0.62 

C 0.63～0.79 

D 0.80～0.91 

E 0.92～1.00 

F  1.00 
註：參考「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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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3 雙車道郊區公路服務水準劃分標準表 

服務水準 

延滯時

間百分

比 

帄原區 

帄均行

駛速率 

禁止超車區段百分比 

0 20 40 60 80 100 

A ≦30 ≧65 0.15 0.12 0.09 0.07 0.05 0.04 

B ≦45 ≧57 0.27 0.24 0.21 0.19 0.17 0.16 

C ≦60 ≧48 0.43 0.39 0.36 0.34 0.33 0.32 

D ≦75 ≧40 0.64 0.62 0.6 0.59 0.58 0.27 

E ≦75 ≧31 1 1 1 1 1 1 

F 100 <31 ─ ─ ─ ─ ─ ─ 

註：參考「2011 年臺灣公路容量手冊」。 

表 2.6-4 本次尖峰時段交通量服務水準分析 

日期 監測位置 路段 
容量

(C) 

流量

(V) 
V/C 

服務

水準 
發生時段 

110.09.14 

基地與台 

1 線交岔口 

台 1 線往北 5,301 298.6 0.06 A 07:00-08:00 

台 1 線往南 5,301 290.1 0.05 A 07:00-08:00 

往基地 2,239 20.7 0.009 A 07:00-08:00 

縣道 128 與台 1

線交叉路口 

縣道 128 以北 3,534 373.7 0.104 A 07:00-08:00 

縣道 128 以南 3,534 344 0.064 A 17:00-18:00 

台 1 線以東 5,301 878.6 0.16 A 07:00-08:00 

台 1 線以西 5,301 361.5 0.07 A 07:00-08:00 
 

2.7 生態 

本季陸域動物調查共記錄鳥類 10 目 25 科 41 種，哺乳類 3 目 5 科 7 種，兩

生類 1 目 3 科 3 種，爬蟲類 1 目 1 科 2 種，蝶類 1 目 3 科 11 種。其中共發現大

冠鷲、黑翅鳶及紅尾伯勞等 3 種保育類動物。自動照相機則有拍攝到白鼻心、鼬

獾、赤腹松鼠、鼠類、貓等 5 種。 

本季調查結果計畫區區內鳥類種類較過去環評階段調查少，推測因本季已經

開始施工，對計畫區環境造成擾動，鳥類轉至鄰近區棲息活動；哺乳類及兩生類

種類與過去環評階段調查結果相似，未發現異常現象；爬蟲類種類，因本季天氣

較濕冷，故種類較少；蝶類種類較少，推測與本季計畫區中原有之草生地、灌叢

等植被減少，蝶類棲地與食草減少有關。 

因本季基地內各項保育措施設置地點尚未完成整地，無法設置相關設施，故

本季無動物利用情形之調查結果。 

2.8 水土保持 

因本季基地各監測點尚未完成整地，無法設置相關監測設施，故本季無監測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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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3.1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3.1.1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針對本計畫本季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結果提出檢討分析。 

一、空氣品質 

本次監測共三測站，監測結果除通霄國小之 O3 最大八小時帄均值超

標外，其餘皆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依檢測紀錄通霄國小 O3 最大八小時值

超標時段風向多為西南風，位處於基地上風處，研判超標原因非受本基地

影響致，將持續進行監測。 

二、噪音振動 

本次監測共兩測站，監測結果除基地周界 Leq 晚、Leq 夜超標外，其餘皆

符合環境音量標準，將持續進行監測。基地周界噪音 Leq 晚、Leq 夜超標原因，

經查原環評調查結果，基地開發前之環境噪音亦有超標情形，本次監測結

果皆低於原環評調查，推測受鄰近社區居民活動及蟲鳴聲影響所致。 

本次之振動監測結果各測站皆符合日本振動法規則第一種區域規制基

準，故本月之振動監測無異常。 

本次之營建噪音各測站皆符合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故本月之營建

噪音監測無異常。 

三、地面水質 

本次監測共三測站，地面水質除位於基地下游之既有排水路中游之氨

氮、大腸桿菌及錳超標外，其餘皆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本次監

測上游及放流口無水可採，因基地無排放水，推測氨氮、大腸桿菌及錳超

標原因非受本案影響，將持續進行監測觀察。 

四、地下水 

地下水結果除氨氮及鐵超標外，其餘皆符合第二類地下水污染監測標

準。氨氮及鐵超標原因，經查原環評調查結果亦有超標情形，本次監測結

果略低於原環評調查，研判超標原因為受原地下水體影響，將持續進行監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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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壤 

本案土壤監測執行頻率為每年一次。本季無監測，預計於 110 年 12 月

~111 年 2 月執行。 

六、交通 

本次監測結果，台 1 線基地出入口、台 1 線及縣道 128 之車種組成主

要為小型車及機踏車。 

台 1 線基地出入口、縣道 128 與台 1 線交叉路口皆為 A 級。 

七、生態 

本季調查結果計畫區區內鳥類種類較過去環評階段調查少，推測因本

季已經開始施工，對計畫區環境造成擾動，鳥類轉至鄰近區棲息活動；哺

乳類及兩生類種類與過去環評階段調查結果相似，未發現異常現象；爬蟲

類種類，因本季天氣較濕冷，故種類較少；蝶類種類較少，推測與本季計

畫區中原有之草生地、灌叢等植被減少，蝶類棲地與食草減少有關。 

八、水土保持 

因本季基地各監測點尚未完成整地，無法設置相關監測設施，故本季

無監測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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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各環境監測項目本次環境監測各項目異常情形及因應對策彙整如表

3.1-1。 

表 3.1-1 本次監測之異常狀況及處理情形 

監測項目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與效果  

空氣品質  
通霄國小之O3最大八小時帄均值未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 

依檢測紀錄通霄國小 O3最大八

小時值超標時段風向多為西南

風，位處於基地上風處，研判超

標原因非受本基地影響，將持續

進行監測。 

噪音振動  

基地周界之噪音 Leq 晚、Leq 夜未符合環境

音量標準。 

超標原因經查原環評調查結果，基地開

發前之環境噪音亦有超標情形，本次監

測結果皆低於原環評調查，推測受鄰近

社區居民活動及蟲鳴聲影響所致。 

持續監測，施工階段之車輛禁止

超載，行經敏感點時要求行車速

率降低，並禁止鳴按喇叭，以減

低噪音之產生。 

營建噪音  無異常 持續監測 

地面水質  

既有排水路中游之氨氮、大腸桿菌及錳

未符合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本次

監測上游及放流口無水可採，因基地無

排放水，推測氨氮、大腸桿菌及錳超標

原因非受本案影響，將持續進行監測

觀。 

持續監測並觀察水質變化。 

地下水  

地下水結果除氨氮及鐵外，其餘皆符合

第二類地下水監測標準。氨氮及鐵濃度

超標原因，經查原環評調查結果亦有超

標情形，本次監測結果略低於原環評調

查，研判超標原因為受原地下水體影

響。 

持續監測並觀察水質變化。 

土壤  

本案土壤監測執行頻率為每年一次。本

季無監測，預計於預計於 110 年 12 月

~111 年 2 月執行。 

- 

交通  無異常 持續監測 

生態  

本季調查結果計畫區區內鳥類種類較

過去環評階段調查少，推測因本季已經

開始施工，對計畫區環境造成擾動，鳥

類轉至鄰近區棲息活動；哺乳類及兩生

類種類與過去環評階段調查結果相

似，未發現異常現象；爬蟲類種類，因

本季天氣較濕冷，故種類較少；蝶類種

類較少，推測與本季計畫區中原有之草

生地、灌叢等植被減少，蝶類棲地與食

草減少有關。 

持續監測，施工採以低噪音機具

施作，設置施工圍籬並於基地入

口架設告示牌提醒施工人員或

民眾車輛禁止鳴按喇叭，以減少

最野生動物的干擾。 

於計畫區內陸續栽種誘鳥誘蝶

植物食物源，並設置柴堆、綠地

與灌叢之圍籬等補償措施。 

水土保持  

因本季基地各監測點尚未完成整地，無

法設置相關監測設施，故本季無監測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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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議事項 

本季各類監測項目，除空氣品質通霄國小之 O3 值，基地周界噪音 Leq 晚、

Leq夜、地面水質及地下水部分項目監測值偏高外，其他測項皆符合法規標準；

本季為初次執行環境監測作業，檢測結果超標項目經查多為原環評調查結果

即有超標情形，為了維護良好之環境品質，將持續做好相關環境保護措施並

持續追蹤。 



                 

 

 

 

 

 

 

 

附錄一：檢測執行單位之認證資料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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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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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採樣與分析方法 



檢測方法之選擇 

實驗室所有認證之檢測項目均是依照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執行測試，當同一檢測

項目有兩種以上之公告方法時，則由實驗室主任依據方法的適用性或委託單位之要求而選

定。例如水中氯鹽的檢測方法有硝酸銀滴定法及硝酸汞滴定法，水中油脂有索式萃取重量

法及萃取重量法，水中重金屬有火焰室原子吸收光譜法及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等，

實驗室主任均應依照樣品的基質特性、方法適用範圍、實驗室認證與否等因素來決定適當

的檢測方法以供實驗室檢驗分析人員執行檢測。當然檢驗分析人員在遇到樣品基質較為特

殊時，亦頇有足夠的能力立即判斷及選擇適當的檢測方法執行分析，例如水中化學需氧量

的測試，當樣品中鹵離子濃度大於 2,000 mg/L 以上無法使用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重

鉻酸鉀迴流法檢測時，則應改為含高濃度鹵離子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重鉻酸鉀迴流

法分析。 

若委託單位要求的檢測項目為實驗室未認證之檢測項目或環保署未公告檢測方法時，

則由相關業務人員、品保品管人員或技術主管依照樣品基質特性及委託單位目的，先行搜

尋相關之檢測方法，並初步判斷實驗室是否有足夠能力或適當儀器可利用此方法分析樣品，

再由實驗室主任決定適當之檢測方法；若實驗室無足夠能力或適當儀器時，則告知客戶無

法符合需求或採用委外的方式外包樣品。 

實驗室選定檢測方法之通則如下：實驗室一般會先依據委託單位所指定方法進行評

估，若委託單位並未特別指定檢測方法，實驗室會依照委託單位之檢測目的及檢測項目選

擇適當之檢測方法，檢測方法選擇順序如下： 

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方法(NIEA) 

 

美國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方法(U.S.EPA) 

 

各單位所訂定之標準方法 

中國國家標準CNS、行政院勞委會標準分析方法、APHA標準方法、日本規格協會標準方法JIS、

ASTM、AOAC、DIN、OHSA、NIOSH等 

 

文獻及期刊 

 

 

 

 

 



空氣品質監測 

一、粒狀污染物 (TSP) 

分析方法：高量採樣法 NIEA A102 

分析原理：經由高量空氣採樣器(High-Volume Air Sampler)配合適當之玻璃纖維濾紙，以

1.1~1.7 m3/min 之吸引量，於連續 24 小時採集空氣之粒狀污染物，由採集前

後濾紙重量差除以採集之空氣體積，即可測得總懸浮微粒濃度。 

二、粒狀污染物 (PM10) 

分析方法：懸浮微粒(PM10)自動法 NIEA A206 

分析原理：本法利用空氣採樣器以定流量抽引大氣經一特定形狀之採樣入口，在此採樣

入口依微粒之慣性將其分選為一或多個落於PM10粒徑範圍內之分徑樣品。

再以貝他射線照射捕集微粒之濾紙，量測採樣前後貝他射線通過濾紙之衰

減量，再根據其微粒濃度與輻射強度衰減比率關係由儀器讀出空氣中粒狀

污染物的濃度。 

三、粒狀污染物 (PM2.5) 

分析方法：懸浮微粒(PM2.5)手動法 NIEA A205 

分析原理：以定流量抽引空氣進入特定形狀之採樣器進氣口，經慣性微粒分徑器，將氣

動粒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μm)之細懸浮微粒(PM2.5)收集於濾紙上。而此濾

紙於採樣前、後均於特定溫度與濕度環境中調理後秤重，以決定所收集之

PM2.5 微粒之淨重，再除以 24 小時之採樣總體積即得微粒 24 小時之質量濃

度。 

四、二氧化硫(SO2) 

分析方法：紫外光螢光法 NIEA A416  

分析原理：利用 190nm〜230nm 的紫外光照射 SO2 氣體，使其成為激發態，待 SO2 氣體

從激發態回到基態所放出 350nm 螢光的強度，其濃度與所放出螢光的強度

成正比。 

基態 SO2＋紫外光(ｈν1)→激發態 SO2 

激發態 SO2→基態 SO2＋螢光(ｈν2) 

五、氮氧化物(NOx) 



分析方法：化學發光法 NIEA A417  

分析原理：利用 NO 氣體與臭氧反應會放出能量，偵測能量的強度即可換算成 NO 的濃

度。而 NO2 則先與 Mo 在 315℃反應產生 NO，再與臭氧反應即可得到原 NO

與NO2轉換後的NO的濃度，此偵測值與上一個偵測質之差值為NO2濃度。 

NO＋O3→NO2＋O2＋能量(ｈν1) 

NO2＋Mo→NO＋MoO 

NO＋O3→NO2＋O2＋能量(ｈν2) 

則 NO＝ｈν1 對應濃度 

  NO2＝ｈν2 對應濃度－ｈν1 對應濃度 

六、一氧化碳(CO) 

分析方法：紅外線法 NIEA A421  

分析原理：利用一氧化碳(CO)吸收紅外光之特性，測定樣品氣體中一氧化碳的濃度。 

七、臭氧(O3) 

分析方法：紫外光吸收法 NIEA A420 

分析原理：利用臭氧紫外光的吸收特性，量測樣品在 254nm 的吸光強度，以計算空氣中

臭氧濃度。 

  



環境噪音及振動 

一、 噪音監測 

分析方法：環境噪音測量方法 NIEA P201  

分析原理：噪音測定之原理是將聲音利用噪音計之麥克風變換為電氣訊號，並藉放大器

放大，通過平坦特性迴路或周波數補正回路，然後藉整流回路成為實效值，

而音量單位是噪音計上Ａ權位置之測定值，以 dB(A)表示。 

噪音測定是利用噪音計將某段時間內變動性之聲音，以快(慢)特性，測定每

一定時間間隔 Lp 值，由累積次數分佈求出其 Lx 等時間比例，並以此一段時

間內測出之數據積分計算出 Leq、L 日、L 夜、L 晚等，作為噪音標準之比對和噪

音管制標準參考。 

 

二、 振動監測 

分析方法：環境振動測量方法 NIEA P204  

分析原理：振動測定之原理是利用振動監測儀，將某段時間內物體變動性振動，以一穩

定態之振動速度(Lv)或振動加速度(Lva)變化值來表示出均能振動值，並於一定

時間間隔測定其振動值，由累積次數分佈求出其 Lx等時間比例，並以此一段

時間內測出之數據積算其小時之 Leq、L 日、L 夜等，作為振動標準之比對和環

境品質管制參考。 

使用合於我國國家標準方法 CNS NO.7129 規定之噪音計、記錄器、分析器、處理

器等儀器測定，振動測定之標準方法是依據 JIS Z8735 方法所制定。 

一、環境噪音：噪音計採用 A 加權位準 dB(A)及動特性 FAST 之方法監測，取樣時距為

1 秒鐘，依監測需求每次連續測定至少 10 分鐘以上至 24 小時。 

二、背景振動：利用振動監測儀，將某段時間內物體變動性振動，以一穩定態之振動速

度(Lv)或振動加速度(Lva)變化值來表示出均能振動值，並於一定時間間隔

測定其振動值，由累積次數分佈求出其 Lx等時間比例，並以此一段時間

內測出之數據積算其小時之 Leq、L 日、L 夜等，作為振動標準之比對和環

境品質管制參考。 

  



地面水水質及地下水水質 

一、溫度 

分析方法：溫度計法 NIEA W217 

方法概要：現場水溫之測定可以經校正之溫度計、倒置式溫度計(Reversing Thermometer)

或其他適用於溫度測量之儀器測量之。 

二、氫離子濃度(pH) 

分析方法：電極法 NIEA W424 

方法概要：利用玻璃電極及參考電極測定樣品之電位，可得知氫離子活性，而以氫離子

濃度指數(pH 值)表示。 

三、氨氮 

分析方法：電極法 NIEA W437 

方法概要：含有氨氮及銨離子之水樣於加入次氯酸鹽（Hypochlorite）及酚溶液反應，生

成深藍色之靛酚（Indophenol），此溶液之顏色於亞硝醯鐵氰化鈉溶液

（Sodium nitroprusside）之催化後會更加強烈。使用分光光度計於波長 640 

nm 處進行比色分析，即可求得水樣中氨氮之濃度。 

四、硝酸鹽 

分析方法：NIEA W436 

方法概要：水樣中之硝酸鹽氮（NO3- - N）流經已銅化之顆粒狀鎘金屬管柱（Copperized 

cadmium granules column），被定量地還原成亞硝酸鹽氮（NO2- - N），此

亞硝酸鹽氮加上原水樣中之亞硝酸鹽氮，其總量被磺胺 （Sulfanilamide）偶

氮化後，接著和 N - 1 -萘基乙烯二氨二鹽酸鹽（N-（1-naphthyl）

ethylenediamine dihydrochloride, NED）偶合形成水溶性紫紅色之染料（dye）

化合物，此紫紅色物質於 540 nm 波長量測其波峰吸收值並定量水樣中硝酸

鹽氮加亞硝酸鹽氮濃度之總量。硝酸鹽氮加亞硝酸鹽氮濃度之總和亦稱之為

總氧化氮 （Total oxidized nitrogen, TON）。若移除流動注入分析（Flow 

injection analysis, FIA）設備組裝架構中之顆粒狀鎘金屬管柱則可單獨

分析亞硝酸鹽氮之濃度，所以總氧化氮（TON）與亞硝酸鹽氮之濃度可於同

一組水樣中檢測得知。在此種 FIA設備組裝架構下，總氧化氮濃度扣除亞硝

酸鹽氮濃度可得水樣中之硝酸鹽氮濃度。 



五、懸浮固體 

分析方法：103℃〜105℃乾燥 NIEA W210 

方法概要：將攪拌均勻之水樣置於已知重量之蒸發皿中，移入 103〜105℃之烘箱蒸乾至

恆重，所增加之重量即為總固體重。另將攪拌均勻之水樣以一已知重量之玻

璃纖維濾片過濾，濾片移入 103〜105℃烘箱中乾燥至恆重，其所增加之重

量即為懸浮固體重。將總固體重減去懸浮固體重或將水樣先經玻璃纖維濾片

過濾後，其濾液再依總固體檢測步驟進行，即得總溶解固體重。 

六、油脂 

分析方法：萃取重量法 NIEA W506 

方法概要：水中油脂經正己烷萃取後，將經無水硫酸鈉去除水之有機層收集至圓底燒瓶

中，減壓濃縮及烘乾後移入乾燥器，冷卻後將餘留物稱重，即得總油脂量；

將總油脂溶於正己烷，以活性矽膠吸附極性物質，過濾減壓濃縮並烘乾稱重，

即得礦物性油脂量；總油脂量與礦物性油脂量之差，即為動植物性油脂量。 

七、生化需氧量(BOD) 

分析方法：NIEA W510 

方法概要：水樣在 20℃恆溫培養箱中暗處培養 5 天後，測定水樣中好氧 

性微生物在此期間氧化水中物質所消耗之溶氧(Dissolved  

Oxygen，簡稱 DO)，即可求得 5 天之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簡稱 BOD5)。 

 

八、硝酸鹽氮、亞硝酸鹽氮 

分析方法：鎘還原流動分析法 NIEA W436 

方法概要：水樣中之硝酸鹽氮 (NO3-N)流經已銅化之顆粒狀鎘金屬管柱 (Copperized 

cadmium granules column)，使水樣中硝酸鹽(NO3
－

)被鎘還原成亞硝酸鹽 

(NO2-N)，此亞硝酸鹽氮加上原水樣中之亞硝酸鹽氮，經磺胺 (Sulfanilamide)

偶氮化後，再與 N-1-萘基乙烯二胺二鹽酸鹽(N-(1-naphthyl) ethylenediamine 

dihydrochloride,NED)偶合形成水溶性紫紅色偶氮化合物，此紫紅色物質於

540 nm 波長量測其波峰吸收值並定量水樣中硝酸鹽氮加亞硝酸鹽氮濃度之

總量，亦稱為總氧化氮(Total oxidized nitrogen, TON)之濃度。若移除分析設

備架構中之顆粒狀鎘金屬管柱則可測得樣品中亞硝酸鹽氮濃度，樣品總氧化

氮濃度扣除水樣亞硝酸鹽氮濃度，可得水樣中硝酸鹽氮之濃度。 



九、大腸桿菌群 

分析方法：濾膜法  NIEA E202 

方法概要：本方法係用濾膜檢測水中好氧或兼性厭氧、革蘭氏染色陰性、不產芽孢之大

腸桿菌群(Coliform group)細菌。該菌群細菌在含有乳糖的 LES Endo agar 或

含有乳糖的 m-Endo broth 培養基吸收襯墊上，於 35±1℃培養 24±2 小時會

產生具金屬光澤菌落。所有缺乏金屬光澤的菌落，均判定為非大腸桿菌群。 

 

十、鐵、錳、銅、鉛、鋅、鎘、硒、銀、六價鉻、汞 

分析方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NIEA 311 

方法概要：對水樣中多元素的分析，係利用高頻電磁感應產生的高溫氰氣電漿，使導入

電漿中的樣品受熱而起一系列的去溶劑、分解、原子化 / 離子化及激發等

反應。 其分析的依據，係利用被激發的待分析元素之原子 / 離子所發射出

的光譜線，經由光譜儀的分光及偵測，即可進行元素之定性及定量。本方法

可利用同時式（Simultaneous）－ 或稱連續式（Sequential），及側向

（Radial/Side-on）－ 或稱軸向（Axial / End - on）觀測之感應耦合電漿原子

發射光譜儀，進行水樣中多種元素的同時分析。本方法具有快速、靈敏及精

密的分析特性。測定時，為補償因光譜背景值之不同所導致的誤差，儀器必

頇具有背景校正的功能。背景校正所選定的波長，需位於待分析元素的譜線

附近。一般依據光譜干擾的程度，可在分析元素譜線的左右任選一方或兩方，

且此選定的位置需不受到光譜的干擾。 

十一、化學需氧量(COD) 

分析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 NIEA W517 

方法概要：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簡稱 COD)是水中有機物污染最常用

的指標之一，本方法之測定程序為是在消化管中依序加入過量之重鉻酸鉀，

硫酸及水樣後，於密閉消化管中在 150 ℃下加熱迴流；待反應完成後，以

硫酸亞鐵銨滴定溶液中殘餘之重鉻酸鉀，由所使用之硫酸亞鐵銨體積，即可

換算求得水樣中之化學需氧量。 

十三、砷 

分析方法：NIEA W434 

方法概要：含砷及砷化物之水樣，經硫酸及過硫酸鉀溶液消化後，使其中之砷先轉變成

為五價砷，續以碘化鉀試劑將其還原為三價砷。經由自動化連續流動式氫化

物產生裝置，使三價砷與鹽酸及硼氫化鈉試劑進行氫化反應，生成砷化氫，



再經由氰氣（或氮氣）載送導入原子吸收光譜儀，於 193.7 nm 波長處測定

其吸光度，進行定量。 

十四、大腸桿菌群 

分析方法：NIEA E202 

方法概要：方法係用濾膜檢測水中好氧或兼性厭氧、革蘭氏染色陰性、不產芽孢之大腸

桿菌群（Coliform group）細菌。該群細菌在含有乳糖的 Endo 培養基上，

於 35 ± 1℃ 培養 24 ± 2 小時會產生紅色色系具金屬光澤菌落。所有缺乏金

屬光澤的菌落，均判定為非大腸桿菌群。 

 

十五、總菌落數 

分析方法：NIEA E203 

方法概要：本方法係用以檢測能在胰化蛋白腖葡萄糖抽出物培養基(Tryptone glucose 

extract agar; TGEA)或在培養皿計數培養基(Plate count agar;PCA)中生長並形

成菌落之水中好氧及兼性厭氧異營菌  



土壤 

一、重金屬–鎘、鉻、銅、鎳、鉛、鋅 

分析方法：王水消化法 NIEA S321 

方法概要：土壤樣品以鹽酸和硝酸混合，在室溫下靜置萃取 16 小時，再加熱至沸騰並

迴流 2 小時，所得消化液稀釋至適當體積後，以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譜儀

（FLAA）、石墨爐式原子吸收光譜儀（GFAA）、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

光譜儀（ICP-AES）、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ICP-MS）或冷蒸氣原子吸收光

譜儀（CVAA）進行分析。 

分析方法：感應耦合電漿原子發射光譜法 NIEA M104 

方法概要：本方法利用同時式（Simultaneous）或連續式（Sequential）感應耦合電漿原

子發射光譜儀（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spectrometer ， 

ICP-AES ），搭配側向（ Radial/Side-on ）或軸向（Axial/End-on）之譜線

觀測，來進行樣品中多元素測定。樣品經霧化後，所形成之氣膠（Aerosol）

藉由載流氣體輸送至電漿焰炬，經由無線電頻（Radio-frequency）感應耦合

電漿加熱，將各待測元素激發。由各激發原子或離子所發射出之光譜線，經

由光柵（Grating）分光，分解出各特定波長之發射譜線。各譜線強度，再由

光檢器（Photosensitivedevices）予以偵測。 

二、汞 

分析方法：蒸氣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M317 

方法概要：取代表性樣品 1 ~ 2 g，經添加王水及硫酸進行消化，最後稀釋至適當體積。

消化後樣品溶液中汞先被還原成元素態汞再經由氣體載送進入冷蒸氣原子吸

收光譜儀進行分析。 

三、砷 

分析方法：砷化氫原子吸收光譜法 NIEA S310 

方法概要：樣品以過氧化氫氧化分解有機質後，以 9.6 M 鹽酸萃取，經碘化鈉或碘化鉀

還原為三價砷，再經氫硼化鈉還原為砷化氫，此砷化氫經由氣體載送至原子

吸收光譜儀，於波長 193.7 nm 處定量之。



四、pH 

分析方法：電極法 NIEA S410 

方法概要：將土壤樣品與試劑水混合後，利用電極測定樣品之酸鹼值（pH 值）。 

 

 



                

 

 

 

 

 

 

 

附錄三：品保/品管查核紀錄 





































































































                 

 

 

 

 

 

 

 

附錄四：原始數據 





















































































                 

 

 

 

 

 

 

 

附錄五：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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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通宵通灣段及北勢窩段產業園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

  

說明：交通 

地點：台 1線基地出入口 

說明:交通 

地點：縣道 128與台 1線交叉路口 

 



                 

 

 

 

 

 

 

 

附錄六：生態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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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地點與環境現況概述 

計畫區位處於苗栗縣通霄鎮，海拔高度約為16-60公尺，主要聯外道路為縱貫公路(台

1 線)，如圖 1-1。計畫區範圍內主要為人工構造物、次生林及草生地；區內植物種類主

要以先驅性陽性植物居多。周邊鄰近區環境主要為次生林、草生地、農耕地、果園、建

地、道路、墓地及魚塭等；農耕地以水稻為主；次生林內木本則多為相思樹、月橘及馬

櫻丹等。 

 
圖 1-1、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計畫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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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時間 

本季陸域調查時間為 110 年 11 月 23 日至 26 日，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之季節劃分屬於秋季。生態調查範圍、方法內容及報告撰寫係

依據『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100.07.12 環署綜字第 1000058655C 號公告)；紅外線

自動相機監測隨工地現場整地情形而進行佈設，於 110 年 11 月 1 日起陸續佈設紅外線

自動相機，區內共佈設 6 台(其中 4 台為針對巢箱、飲水台及柴堆等設施效益進行監測)，

在鄰近區則佈設 3 台，並於 11 月 20 日下載影像，相機拍攝總時數為 1,350 小時。 

三、調查方法 

本計畫依環評承諾調查陸域動物生態(鳥類、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蝶類)、架

設紅外線自動相機以及針對保育設施(巢箱、柴堆、原石鳥浴台)成效進行監測。調查範

圍為計畫區及其周圍半徑約 500 公尺之鄰近區(圖 3-1)。 

 
圖 3-1、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動物調查樣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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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動物 

1 .鳥類 

鳥類以樣線調查法為主，沿現有道路路徑，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

前進，以MINOX 10×40 雙筒望遠鏡進行調查，調查估計範圍於小型鳥類約為半

徑 50 公尺之區域，大型鳥類約為半徑 100 公尺之區域，記錄沿途所目擊或聽見

的鳥類及數量，如有發現保育類或特殊稀有種鳥類，以手持GPS進行定位。調

查時段白天為日出後 3 小時內完成為原則，夜間時段則以入夜後開始，調查時

間為 3 個小時。鑑定主要依據蕭木卲(2014)所著「台灣野鳥手繪圖鑑」。樣線位

置如圖 3-1 所示。 

2 .哺乳類 

哺乳類主要以樣線調查法、捕捉器捕捉法、超音波偵測儀調查、訪問調查

為主。樣線調查是配合鳥類調查路線與時段，以每小時 1.5 公里的步行速度，記

錄目擊的哺乳動物，同時記錄道路路死之動物殘骸，以及活動跡相(足印、食痕、

排遺、窩穴等)，輔助判斷物種出現的依據，夜間以探照燈搜尋夜行性動物。捕

捉器捕捉法於計畫區及鄰近地區各佈放 15 個臺製松鼠籠，陷阱內置沾花生醬之

地瓜作為誘餌，每個捕鼠器間隔 5~10 公尺，每次置放 4 天 3 夜，努力量為 90

籠天，於下午 6 點前布設完畢，隔日清晨 7 點檢查籠中捕獲物，佈放時調查人

員戴手套，以免留下氣味。超音波偵測儀調查針對蝙蝠類，黃昏時目視蝙蝠活

動狀況，以超音波偵測儀記錄蝙蝠叫聲，將資料以Batasound Pro軟體進行音頻

分析，比對鑑定種類。訪問調查以大型且辨識度較高的物種為主，訪談計畫區

及鄰近地區居民，配合圖片說明，記錄最近半年內曾出現的物種。鑑定主要依

據祁(1998)所著之「臺灣哺乳動物」。並於植被自然度較為豐富及隱蔽處設置紅

外線自動照相機，輔助哺乳類動物之調查，紅外線自動照相機共擺設 5 具。樣

線與自動照相位置如圖 3-1 所示。 

3 .兩生類 

兩生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繁殖地調查法、聽音調查法為主。樣線調

查法配合鳥類調查路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 公尺寬之範圍，在

調查範圍內以逢機漫步的方式，記錄沿途目擊的兩生類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

白天及夜間等兩時段進行，白天為清晨六點之後，夜間則為太陽下山後一小時

開始調查。繁殖地調查法於蛙類可能聚集繁殖的水漥、水溝等處停留記錄。聽

音調查法配合鳥類夜間調查時段進行，以蛙類的鳴叫聲音記錄種類。鑑定主要

依據呂光洋等(2000)所著之「臺灣兩棲爬行動物圖鑑」。 

4 .爬蟲類 

爬蟲類調查為綜合樣線調查和逢機調查兩種調查方式，配合鳥類調查路

線，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樣線左右各 2.5 公尺寬之範圍，利用目視法，記錄步行

沿途所發現之物種。由於不同種類有其特定的活動時間，為避免遺漏所有可能

物種，調查時間區分成白天及夜間等兩時段進行，白天為清晨六點之後，夜間

則為太陽下山後一小時開始調查。日間調查時在樣區內尋找個體及活動痕跡(蛇

蛻及路死個體)，同時徒手隨機翻找環境中可能提供躲藏隱蔽之掩蓋場所(石塊、

倒木、石縫)。夜間則以手持電筒照射之方式進行調查。鑑定主要依據向（2001）

與呂等（2000）所著之相關兩生爬蟲類書籍 

5 .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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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蝶類調查主要以樣線調查法、定點觀察法為主，調查時間為 10:00至16:00
之間。樣線調查配合鳥類調查路線及時間，標準記錄範圍設定為穿越線左右各
2.5 公尺寬、上方 5 公尺高、目視前方 5 公尺長的範圍內，緩步前進並記錄沿途
所有的蝴蝶的種類及數量，飛行快速或不能目視鑑定之相似種，以捕蟲網捕捉
鑑定，鑑定後原地釋放。沿途於蜜源植物或路邊潮濕、滲水處等蝴蝶聚集處，
以定點觀察法輔助記錄。鑑定主要依據徐堉峰(2013)所著之「臺灣蝴蝶圖鑑」 

6.指數計算 

(1) .歧異度指數 

Shannon-Wiener
，
s diversity index (H

，
) = 




s

i

PiPi
1

log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H’值愈高，表示物

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 

(2) .豐富度指數 

Margalef
，

s index（SR） =  
N

s
log

1  

其中 N 為所有出現物種的數量總和，s 為總物種數。當 SR 值愈高，表示

物種數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Kreb, 1998）。 

(3) .均勻度指數 

Pielou
，
s evenness index (J

，
) =

s

PiPi
s

i

log

log
1






 

其中 Pi 為物種出現的數量百分比，s 為總物種數。當 J
，值愈高，表示物種數

愈多或種間數量分配愈均勻，其多樣性愈高。各項指數之計算公式主要參考

Wu(1999)及 Kreb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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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陸域動物調查共記錄鳥類 10 目 25 科 41 種，哺乳類 3 目 5 科 7 種，兩生

類 1 目 3 科 3 種，爬蟲類 1 目 1 科 2 種，蝶類 1 目 3 科 11 種(表 4-4~4-15)。其

中共發現大冠鷲、黑翅鳶及紅尾伯勞等 3 種保育類動物，保育類動物分布狀況

如圖 4-3，座標如表 4-16。自動照相機則有拍攝到白鼻心、鼬獾、赤腹松鼠、

鼠類、貓等 5 種，自動照相機之位置與拍攝動物次數如表 4-17。 

 
圖4-1、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保育類動物分佈圖 

 

1 .鳥類 

(1)科種組成 

本季鳥類調查結果共記錄 10 目 25 科 41 種 267 隻次(表 4-4、4-5)，包括

鷺科的黃頭鷺、小白鷺、中白鷺、黑冠麻鷺；雉科的竹雞；鷹科的大冠鷲、

黑翅鳶；秧雞科的白腹秧雞、紅冠水雞；三趾鶉科的棕三趾鶉；鳩鴿科的珠

頸斑鳩、紅鳩、野鴿；杜鵑科的番鵑；鬚鴷科的五色鳥；啄木鳥科的小啄木；

雨燕科的小雨燕；八哥科的白尾八哥、家八哥；麻雀科的麻雀；王鶲科的黑

枕藍鶲；卷尾科的大卷尾；伯勞科的紅尾伯勞；梅花雀科的斑文鳥；雀眉科

的繡眼畫眉；畫眉科的小彎嘴、山紅頭；鴉科的樹鵲；燕科的洋燕、家燕、

棕沙燕；繡眼科的綠繡眼；鶯科的粉紅鸚嘴；鵯科的紅嘴黑鵯、白頭翁；扇

尾鶯科的棕扇尾鶯、褐頭鷦鶯、灰頭鷦鶯；鶺鴒科的灰鶺鴒、白鶺鴒等。 

(2)特有性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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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物種中，共記錄 15 種特有性物種，包括竹雞、五色鳥、小彎嘴

等 3 種為臺灣特有種；而大冠鷲、棕三趾鶉、小雨燕、黑枕藍鶲、大卷尾、

繡眼畫眉、山紅頭、樹鵲、粉紅鸚嘴、紅嘴黑鵯、白頭翁、褐頭鷦鶯等 12

種屬於特有亞種，特有性物種佔所有出現種類的 36.6%。 

(3)保育等級 

調查結果共記錄大冠鷲、黑翅鳶與紅尾伯勞等3種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

保育類佔所有種類的 7.3%。大冠鷲出現在鄰近區的樹林天空飛行，黑翅鳶在

鄰近區的電線杆上駐足，紅尾伯勞在鄰近區的草灌叢與樹林邊緣活動(圖

4-2)。 

(4)優勢種群 

調查結果以白頭翁(35 隻次)數量最為優勢，佔出現數量的 13.1%；其次為

麻雀(25 隻次)與紅嘴黑鵯(22 隻次)，佔出現數量的 9.4%與 8.2%。白頭翁、鳥

與麻雀對人為干擾忍受性高，皆常出現在計畫區與鄰近區的空地、農耕地、

灌叢、建物等環境活動，紅嘴黑鵯則常出現在計畫區與鄰近區的樹林活動。 

(5)遷移習性 

調查所記錄的 41 種鳥類中，屬留鳥性質的有 29 種，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60.7%；屬引進種性質的有 3 種(野鴿、白尾八哥、家八哥)，佔全部鳥種組成

的 7.3%；候鳥性質的有 1 種(灰鶺鴒)，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2.4%；兼具留鳥與

候鳥性質的有 1 種(白鶺鴒)，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2.4%；兼具留鳥與過境鳥性

質的有 1 種(大卷尾)，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2.4%；兼具候鳥與過境鳥性質的有

2 種(紅尾伯勞、家燕)，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4.9%；兼具留鳥、候鳥與過境鳥

性質的有 2 種(黃頭鷺、小白鷺)，佔全部鳥種組成的 4.9%。 

(6)與環評比較 

環評階段 106 年(9 月)共記錄鳥類 31 科 50 種，本季共記錄 25 科 41 種，

僅環評出現有 9 種，環評階段與本季皆有記錄的有 41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82.0%。 

(7)計畫區與鄰近區比較 

a.計畫區 

計畫區調查共記錄鳥類 4 目 15 科 19 種 54 隻次，發現物種以白頭翁 

(12隻次)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22.2%。白頭翁常出現於計畫區的灌叢、

喬木與建物上。 

 

b.鄰近區 

鄰近區共記錄鳥類 10 目 25 科 41 種 213 隻次，發現物種以白頭翁(23

隻次)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 10.8%，白頭翁常出現於鄰近區的農耕地、

草生地、灌叢、電線桿與建物上。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鳥種組成，計畫區發現的物種共有 19 種，且在鄰

近區皆有發現，而僅在鄰近區出現的有 22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46.3%。多

樣性指數方面，計畫區的歧異度(H’)、豐富度(SR)與均勻度(J’)分別為 1.11、

10.97 與 0.87，鄰近區則為 1.46、17.61 及 0.90。歧異度、豐富度與均勻度指

數部分，計畫區皆較鄰近區低。計畫區內西側環境為空地、草地、廠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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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度較低，而東側則有草生地與樹林；鄰近區有道路、住家、農耕地、草

灌叢與自然度較高的樹林與竹林等，隱蔽性較高，因此有喜好樹林棲息的鳥

類，另外還有水鳥會在水田、草澤、溪流、池塘與魚塭等水域環境活動，所

以鄰近區鳥類在種類與數量上，明顯較計畫區多。 

 

2 .哺乳類 

(1)科種組成 

本季哺乳類調查共記錄 4 目 7 科 10 種 25 隻次(表 4-6、4-7)，包括鼴鼠科

的臺灣鼴鼠；尖鼠科的臭鼩；蝙蝠科的東亞家蝠；松鼠科的赤腹松鼠；鼠科

的鬼鼠、田鼷鼠、小黃腹鼠、鼠類(自動照相拍攝但無法辨識之鼠類)；靈貓

科的白鼻心；貂科的鼬獾。 

(2)特有性物種 

調查結果記錄臺灣鼴鼠、白鼻心與鼬獾等 3 種臺灣特有亞種，特有性物

種佔所有出現種類的 30%。 

(3)保育等級 

本季未調查到保育類動物。 

(4)優勢種群 

調查結果以東亞家蝠(11 隻次)最為優勢，佔出現數量的 44.0%。東亞家蝠

常於傍晚後成群飛行，會在空地或草生地上空捕食飛行的昆蟲。 

(5)與環評比較 

環評階段 106 年(9 月)共記錄哺乳類 8 科 8 種，本季共記錄 7 科 10 種，

僅環評出現有 1 種，環評階段與本季皆有記錄的有 8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88.9%。 

(6)計畫區與鄰近區比較 

a.計畫區 

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4 目 5 科 5 種 7 隻次，發現物種以東亞家蝠(3 隻

次)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 42.9%。東亞家蝠於傍晚後成群飛行，會在

空地與草生地上空飛行。 

 

b.鄰近區 

調查共記錄哺乳類 4 目 7 科 10 種 19 隻次，發現物種以東亞家蝠(8

隻次)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 42.1%。東亞家蝠於傍晚後成群飛行，會

在道路、空地或草生地上空飛行。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哺乳類組成，計畫區發現的物種共有 5 種，且

在鄰近區皆有發現，而僅在鄰近區出現的有 5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50.0%。

多樣性指數方面，計畫區的歧異度(H’)、豐富度(SR)與均勻度(J’)分別為

0.64、5.92 與 0.92，鄰近區則為 0.84、7.82 及 0.84。歧異度、豐富度與均

勻度指數部分，計畫區的歧異度與豐富度皆較鄰近區低，均勻度則較鄰近

區高。計畫區的西側以空地地、草生地與廠房為主，環境較為單調，以臭

鼩與東亞蝙蝠等喜好在人為活動之物種，但東側的樹林環境，則有發現白

鼻心與鼬獾等隱蔽性物種；鄰近區有道路、住家、農耕地、草灌叢與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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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境為主，在農耕地或住家附近有發現鼠科等物種，而在樹林內則有發

現白鼻心與赤腹松鼠等物種。 

 

3 .兩生類 

(1)科種組成 

兩生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3 科 3 種 22 隻次(表 4-8、4-9)，包括蟾蜍科的黑

眶蟾蜍；樹蛙科的斑腿樹蛙；叉舌蛙科的澤蛙等。 

(2)特有性物種 

調查並未發現任何特有物種。 

(3)保育等級 

調查並未發現任何保育類物種。 

(4)優勢種群 

調查結果以澤蛙(13隻次)最為優勢，佔出現數量的59.1%。澤蛙分布廣泛，

常出現於平地或低海拔之農墾地、溝渠、草生地或水田活動。 

(5)與環評比較 

環評階段 106 年(9 月)共記錄兩生類 2 科 4 種，本季共記錄 3 科 3 種，僅

環評出現有 1 種，環評階段與本季皆有記錄的有 3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75.0%。 

(6)計畫區與鄰近區比較 

a.計畫區 

調查共記錄兩生類 1 目 2 科 2 種 7 隻次，發現物種以澤蛙(5 隻次)最

多，佔出現數量的 71.4%，常於草生地與廠房周邊溝渠活動。 

 

b.鄰近區 

調查共記錄兩生類 1 目 3 科 3 種 15 隻次，發現物種以澤蛙(8 隻次)

最多，佔出現數量 53.3%，常於草生地、草澤、池塘與農耕地。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兩生類組成，計畫區發現的物種共有 2 種，且在

鄰近區皆有發現，而僅在鄰近區出現的有 1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66.7%。

多樣性指數方面，計畫區的歧異度(H’)、豐富度(SR)與均勻度(J’)分別為 0.26、

2.37 與 0.86，鄰近區則為 0.44、2.55 及 0.92。歧異度、豐富度與均勻度指數

部分，計畫區的歧異度、豐富度與均勻度皆較鄰近區低。計畫區目前正在整

地，少了適合兩生類的棲息空間，而鄰近區有不少水田、水塘與溪流等可供

利用的微棲地，因此兩生類的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豐富。 

 

4 .爬蟲類 

(1)科種組成 

爬蟲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2 科 2 種 10 隻次(表 4-10、4-11)，包括壁虎科的

蝎虎、無疣蝎虎。 

(2)特有性物種 

調查並未發現任何特有性物種。 

(3)保育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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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並未發現任何保育類物種。 

(4)優勢種群 

調查結果以無疣蝎虎(7 隻次)最為優勢，佔出現數量的 70.0%，常於住家、

道路電線杆上及燈光附近活動，以昆蟲及其他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 

(5)與環評比較 

環評階段 106 年(9 月)共記錄爬蟲類 6 科 8 種，本季共記錄 1 科 2 種，僅

環評出現有 6 種，環評階段與本季皆有記錄的有 2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25.0%。 

(6)計畫區與鄰近區比較 

a.計畫區 

調查共記錄爬蟲類 1 目 1 科 1 種 2 隻次，僅有無疣蝎虎 1 種。 

 

b.鄰近區 

調查共記錄爬蟲類 1 目 2 科 2 種 8 隻次，發現物種以無疣蝎虎(5 隻

次)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 62.5%，常於鄰近區的住家、道路電線杆上

及燈光附近活動。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爬蟲類組成，計畫區發現的 1 種在鄰近區皆有發

現，而僅在鄰近區有記錄的有蝎虎等 1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50.0%。多樣

性指數方面，計畫區的歧異度(H’)、豐富度(SR)與均勻度(J’)分別為 0、3.32

與無法計算，鄰近區則為 0.29、2.21 及 0.95。歧異度、豐富度與均勻度指數

部分，計畫區的歧異度與均勻度較鄰近區低，豐富度則較鄰近區高。計畫區

雖西側草生地很適合爬蟲類棲息，但因計畫區內大部分區域施工中，植被減

少，因此種類與數量稀少，而鄰近區有農耕地、草澤、草灌叢與樹林等可供

利用的微棲地，因此爬蟲類的種類與數量較計畫區豐富。 

 

5、蝶類 

(1)科種組成 

蝶類調查共記錄 1 目 3 科 11 種 64 隻次(表 4-12、4-13)，包括粉蝶科的荷

氏黃蝶、黑點粉蝶、紋白蝶；蛺蝶科的琉球紫蛺蝶、孔雀蛺蝶、琉璃蛺蝶、

琉球三線蝶、小波紋蛇目蝶；灰蝶科的波紋小灰蝶、琉璃波紋小灰蝶、沖繩

小灰蝶。 

(2)特有性物種 

調查發現物種中，共記錄 3 種特有性物種，包括黑點粉蝶、琉璃蛺蝶、

小波紋蛇目蝶等 3 種屬於特有亞種，特有性物種佔所有出現種類的 27.3%。 

(3)保育等級 

調查並未發現任何保育類物種。 

(4)優勢種群 

調查結果以沖繩小灰蝶(22 隻次)數量最為優勢，佔出現數量的 34.4%。沖

繩小灰蝶分布廣泛，常於農耕地、草生地或道路旁，其幼蟲寄主為黃花酢醬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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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環評比較 

環評階段 106 年(9 月)共記錄蝶類 5 科 34 種，本季共記錄 3 科 11 種，僅

環評出現有 23 種，環評階段與本季皆有記錄的有 11 種，物種組成相似度為

32.4%。 

(6)計畫區與鄰近區比較 

a.計畫區 

調查共記錄蝶類 3 科 7 種 20 隻次，發現物種以沖繩小灰蝶(7 隻次)

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 35.0%，其常於草生地活動或溝渠旁的積水處

吸水。 

 

b.鄰近區 

調查共記錄蝶類 3 科 11 種 44 隻次，發現物種以沖繩小灰蝶(15 隻次)

數量最多，佔出現數量的 34.1%，其常於草生地或道路旁活動。 

 

比較計畫區與鄰近區之蝶類組成，計畫區發現的 7種在鄰近區皆有發現，

荷氏黃蝶、黑點粉蝶、琉球紫蛺蝶與小波紋蛇目蝶等 4 種僅在鄰近區出現，

物種組成的相似度為 63.6%。多樣性指數方面，計畫區的歧異度(H’)、豐富度

(SR)與均勻度(J’)分別為 0.73、5.38 與 0.86，鄰近區則為 0.87、6.69 及 0.84。

歧異度、豐富度與均勻度指數部分，計畫區的歧異度與豐富度較鄰近區低，

均勻度則較鄰近區高。鄰近區則有較多的草灌叢、農耕地、樹林等棲地，且

周邊住家常種植些能提供蜜源之觀賞植物，因此能讓蝴蝶利用的資源較多，

因此鄰近區的種類與數量較為豐富。 

 

6、紅外線自動相機 

本計畫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於 110 年 11 月 1 日在鄰近區擺設 3 台紅外線

自動相機，並於 11 月 20 日下載影像，相機拍攝總時數為 1,350 小時。鄰近

區於西北側次生林及西南側竹林分別架設 1 台及 2 台，紅外線自動相機位置

與環境照片如圖 1 與表 1。拍攝之種類共有白鼻心、鼬獾、赤腹松鼠、鼠類、

貓等 5 種(表 2)。未記錄到保育類動物，而特有性生物記錄白鼻心、鼬獾、赤

腹松鼠等 3 種特有亞種。OI 值部分，鄰近區 OI 值最高的為貓(22.22)，貓為

野外常見之哺乳類，常出現有人為活動的地方，各物種拍攝次數及 OI 值如表

3。 

與過去環評階段調查「苗栗縣通霄鎮通霄灣段及北勢窩段山坡地產業園

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行政院環保署，2017)比較，自動相機記錄哺乳

類鼬獾、白鼻心、赤腹松鼠、鼠類、臭鼩、貓、石虎等 7 種，鳥類則記錄竹

雞、台灣畫眉、中國畫眉、小彎嘴及樹鵲等 5 種。其中石虎屬瀕臨絕種一級

保育類分佈在鄰近地區，台灣畫眉為珍貴稀有二級保育類，出現在計畫區;

白鼻心則為其他應予保育三級保育類，於計畫區與鄰近區皆有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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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紅外線自動相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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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鳥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遷移習性 

保

育

等

級 

特有

性 

環評

階段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

區 

鄰近

區 

鵜形目 鷺科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coromandus 

留、不普/夏、

普/冬、普/

過、普 

    *   8 

    小白鷺 Egrettagarzettagarzetta 

留、不普/夏、

普/冬、普/

過、普 

    *   5 

    中白鷺 Ardea intermedia intermedia 夏、稀/冬、普     *   2 

    大白鷺 Ardea alba modesta 
夏、不普/冬、

普 
    *   1 

    夜鷺 Nycticoraxnycticoraxnycticorax 
留、普/冬、稀/

過、稀 
    *     

    黑冠麻鷺 Gorsachiusmelanolophus 留、普     *   1 

鷉形目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poggei 留、普/冬、普     *     

雞形目 雉科 竹雞 Bambusicolathoracica 留、普   E * 1 3 

鷹形目 鷹科 大冠鷲 Spilornischeela hoya 留、普 II Es *   1 

    黑翅鳶 Elanus caeruleus vociferus 留、普 II   *   1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phoenicurus 留、普     *   2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chloropus 留、普     *   3 

鴴形目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留、稀/冬、普     *     

    
東方環頸

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留、不普/冬、

普 
    *     

  鷸科 青足鷸 Tringanebularia 冬、普     *     

  長腳鷸科 高蹺鴴 Himantopus himantopus 
留、不普/冬、

普 
    *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suscitatorrostratus 留、普   Es *   1 

鴞形目 鴟鴞科 領角鴞 Otus lettiaglabripes 留、普 II Es *     

鴿形目 鳩鴿科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chinensis 留、普     *   5 

    紅鳩 Streptopeliatranquebarica humilis 留、普     *   6 

    翠翼鳩 Chalcophaps indica indica 留、不普     
 

    

    野鴿 Columba livia 引進種、普     *   5 

佛法僧目 翡翠科 翠鳥 Alcedoatthis bengalensis 
留、普/過、不

普 
    *     

鵑形目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lignator 留、普     *   1 

鴷形目 鬚鴷科 五色鳥 Megalaimanuchalis 留、普   E * 1 4 

  啄木鳥科 小啄木 Yungipicuscanicapilluskaleensis 留、普     *   1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kuntzi 留、普   Es * 3 7 

雀形目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javanicus 引進種、普     * 3 8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引進種、普     *   3 

  麻雀科 麻雀 Passer montanussaturatus 留、普     * 8 17 

  王鶲科 黑枕藍鶲 Hypothymisazureaoberholseri 留、普   Es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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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遷移習性 

保

育

等

級 

特有

性 

環評

階段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

區 

鄰近

區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macrocercusharterti 留、普/過、稀   Es * 1 5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cristatus 冬、普/過、普 III   *   2 

    棕背伯勞 Laniusschachschach 留、普     *     

  梅花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punctulatatopela 留、普     * 3 7 

  雀眉科 繡眼畫眉 Alcippemorrisonia 留、普   E *   4 

  畫眉科 小彎嘴 Pomatorhinusmusicus 留、普   E * 1 4 

    山紅頭 Stachyridopsisruficeps 留、普   Es * 1 4 

  噪眉科 臺灣畫眉 Garrulaxtaewanus 留、不普 II E 
 

    

    大陸畫眉 Garrulaxcanorus 引進種、不普     
 

    

  鴉科 樹鵲 Dendrocittaformosaeformosae 留、普   Es * 2 9 

  燕科 洋燕 Hirundotahitica 留、普     * 5 11 

  
  

家燕 Hirundo rustica 
夏、普/冬、普

/過、普 
    *   4 

  棕沙燕 Riparia chinensis chinensis 留、普     *   5 

  繡眼科  斯氏繡眼 Zosterops simplex simplex 留、普     * 3 14 

  鶯科  粉紅鸚嘴 Paradoxorniswebbianus 留、普   Es * 1 4 

  鵯科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留、普   Es * 5 17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formosae 留、普   Es * 12 23 

  扇尾鶯科 棕扇尾鶯 Cisticola juncidistinnabulans 留、普     * 1 4 

    
黃頭扇尾

鶯 
Cisticola exilis volitans 留、不普   Es 

 
    

    褐頭鷦鶯 Priniainornataflavirostris 留、普   Es * 1 4 

    灰頭鷦鶯 Priniaflaviventrissonitans 留、普     * 1 2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cinerea 冬、普     *   1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留、普/冬、普     *   1 

13 目 32 科 54 種 5 種 19 種 50 種   

種類合計(種) 19 41 

數量合計(隻次) 54 213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1.11  1.46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SR） 10.97  17.61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87  0.90  

註：1.「E」代表臺灣特有種，「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2.「II」代表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III」代表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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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哺乳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環評階段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區 鄰近區 

食蟲目 鼴鼠科 臺灣鼴鼠 Mogerainsularis Es   *   1 

  尖鼠科 臭鼩 Suncus murinus     * 1 1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 3 8 

囓齒目 松鼠科 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erythraeus     * 1 2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1 

    田鼷鼠 Mus caroli     *   1 

    赤背條鼠 Apodemusagrarius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   1 

    鼠類* unknown     *   1 

食肉目 靈貓科  白鼻心* Pagumalarvatataivana Es   * 1 2 

  貓科 石虎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I *     

  貂科 鼬獾* Melogalemoschatasubaurantiaca Es   * 1 1 

4 目 8 科 12 種 3 種 2 種 9 種   

種類合計(種) 5 10 

數量合計(隻次) 7 19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64  0.84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SR） 5.92  7.82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92  0.84  

註：1.「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2.「I」代表瀕臨絕種之保育類動物。 

    3.鼠類(unkonw)則為紅外線自動照相所拍攝，但無法辨識之鼠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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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兩生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環評等級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區 鄰近區 

無尾目 蟾蜍科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melanosticus     * 2 4 

  樹蛙科 斑腿樹蛙 Polypedatesmegacephalus  Ais   *   3 

    面天樹蛙 Kurixalusidiootocus E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limnocharis     * 5 8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rugulosu     *     

  狹口蛙科 小雨蛙 Microhylafissipes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guentheri     
 

    

1 目 5 科 7 種 1 種 0 種 4 種   

種類合計(種) 2  3  

數量合計(隻次) 7  15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26  0.44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SR） 2.37  2.55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86  0.92  

註：「E」代表臺灣特有種，「Ais」代表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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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爬蟲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環評

等級 

第一季 

110.11 

計畫區 鄰近區 

有鱗目 壁虎科 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   3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 2 5 

  飛蜥科 斯文豪氏攀蜥 Diplodermaswinhonis E   *     

  正蜥科 蓬萊草蜥 Takydromusstejnegeri E   *     

  石龍子科 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     *     

    印度蜓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     

  蝮蛇科 龜殼花 Protobothropsmucrosquamatus     *     

  黃頷蛇科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     

    南蛇 Ptyasmucosus     
 

    

1 目 6 科 9 種 2 種 0 種 8 種   

種類合計(種) 1 2 

數量合計(隻次) 2 8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00  0.29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SR） 3.32  2.21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 0.95  

註：「E」代表臺灣特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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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蝶類名錄及資源表 

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環評

等級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區 鄰近區 

鱗翅目 
鳳 蝶

科 
青帶鳳蝶 Graphiumsarpedonconnectens Es   *     

    烏鴉鳳蝶 Papiliobianorthrasymedes Es   *     

    玉帶鳳蝶 Papiliopolytespolytes     *     

    無尾鳳蝶 Papiliodemoleus     *     

    大鳳蝶 Papiliomemnonheronus Es   *     

    黑鳳蝶 Papilioprotenor     *     

  
粉 蝶

科 
臺灣黃蝶 Euremablandaarsakia     *     

    荷氏黃蝶 Euremahecabe     *   1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pomona      
    

    水青粉蝶 Catopsiliapyranthe      
    

    黑點粉蝶 Leptosianinaniobe Es   *   1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     

    紋白蝶 Pieris rapaecrucivora     * 2 4 

  
蛺 蝶

科 
圓翅紫斑蝶 Euploeaeunicehobsoni Es   *     

    端紫斑蝶 Euploeamulciberbarsine Es   *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agleamaghaba Es   *     

    單帶蛺蝶 Athymaselenophoralaela Es   *     

    黃斑蝶 Cuphaerymanthis     *     

    石墻蝶 Cyrestisthyodamasformosana     *     

    紫蛇目蝶 Elymniashypermnestrahainana     *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bolinakezia     *   1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misippus     *     

    孔雀蛺蝶 Junoniaalmana     * 3 5 

    琉璃蛺蝶 Kaniskacanacedrilon Es   * 1 3 

    玉帶蔭蝶 Lethe europapavida     
 

    

    黑樹蔭蝶 Melanitisphedimapolishana Es   *     

    小蛇目蝶 Mycalesisfranciscaformosana     
 

    

    琉球三線蝶 Neptishylasluculenta     * 1 2 

    切翅單環蝶 Mycalesiszonata     *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lunulata Es   *     

    姬蛇目蝶 Mycalesisgotamananda Es   *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balduszodina Es   *   2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multistriata Es   *     

  
小 灰

蝶科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alectodromicus Es   *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boeticus     * 5 8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bochusformosanus     * 1 2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mahaokinawana     * 7 15 

  弄 蝶 狹翅弄蝶 Isoteinonlamprospilusformosan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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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名 學名 
特有

性 

保育

等級 

環評

等級 

(9 月) 

第一季 

110.11 

計畫區 鄰近區 

科 

    黑弄蝶 Notocryptacurvifascia     
 

    

    單帶弄蝶 Parnara guttata     
 

    

1 目 5 科 40 種 15 種 0 種 34 種   

  7 11 

  20 44 

Shannon-Wiener 歧異度指數(H') 0.73  0.87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SR） 5.38  6.69  

Pielou's evenness index 均勻度指數(J') 0.86  0.84  

註：「Es」代表臺灣特有亞種。 

 

表 4-6、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保育類動物座標 

季別 保育類物種 保育等級 座標(TWD97) 位置 

第一季 

大冠鷲 II 120°41'39.5"  24°30'31.6" 鄰近區的樹林上空飛行 

黑翅鳶 II 120°41'24.4"  24°30'52.2" 鄰近區的電線杆上駐足 

紅尾伯勞 II 120°41'9.5"  24°30'49.8" 鄰近區的草灌叢 

 

表 4-7、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自動照相機拍攝次數 

   物種   
相機編號

 

鄰近區 

no67 no218 no386 

有效次數 OI 值 有效次數 OI 值 有效次數 OI 值 

白鼻心   0.00 1 2.22 1 2.22 

鼬獾 1 2.22   0.00   0.00 

赤腹松鼠   0.00 1 2.22   0.00 

鼠類   0.00   0.00 1 2.22 

貓 7 15.56 5 11.09 10 22.22 

總工作時數 450 451 450 

註:1 相機總拍攝時間為 1,350 小時，OI 值為(有效照片張數/工作小時)x1000。 

 2.半小時內同 1 隻個體的連拍視為 1 張有效照片，以第 1 張照片的時間當作有效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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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異常現象與因應對策 

本季調查結果計畫區區內鳥類種類較過去環評階段調查少，推測因本季已經開始

施工，對計畫區環境造成擾動，鳥類轉至鄰近區棲息活動；哺乳類及兩生類種類與過

去環評階段調查結果相似，未發現異常現象；爬蟲類種類，因本季天氣較濕冷，故種

類較少；蝶類種類較少，推測與本季計畫區中原有之草生地、灌叢等植被減少，蝶類

棲地與食草減少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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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苗栗縣通霄鎮大鴻產業園區環境監測案環境照、工作照及生物照 

  
計畫區環境照 計畫區環境照 

  
鄰近區環境照 鄰近區環境照 

  
巢箱設置工作照 自動相機設置工作照 

  
生物照-家八哥 生物照-黃頭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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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照-赤腹松鼠 生物照-白鼻心 

  
生物照-鼬獾 生物照-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