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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 98 年度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勘誤表 

頁數 原內容 更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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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8 年 12 月底止，台灣地區砂

石碎解洗選場總計共 477 場，依…

高雄縣 56 場、屏東縣 89 場、花蓮 

截至 98 年 12 月底止，台灣地區砂

石碎解洗選場總計共 478 場，依…

高雄縣 56 場、屏東縣 90 場、花蓮 

 
其次為南部地區（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屏東縣）159 家次之 

其次為南部地區（嘉義縣、台南縣、

高雄縣、屏東縣）160 家次之 

 

表 3-1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分布情形表 

屏東縣：89 

南部地區：159 

總計：477 

表 3-1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分布情形表 

屏東縣：90 

南部地區：160 

總計：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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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台灣地區各縣市砂石碎解洗

選場家數統計 

屏東縣：89 

圖 3-1 台灣地區各縣市砂石碎解洗

選場家數統計 

屏東縣：90 

 

圖 3-2 台灣地區砂石碎解洗選場分

區場家統計 

南部地區：159 

圖 3-2 台灣地區砂石碎解洗選場分

區場家統計 

南部地區：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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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分布情形表 

屏東縣其他：36 

屏東縣小計：159 

合計：477 

表 3-1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分布情形表 

屏東縣其他：37 

屏東縣小計：160 

合計：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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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縣市以屏東縣 89 場為最多，

尚待合法之家數有74家比率亦最高

（如表 3-3）。 

全國各縣市以屏東縣 90 場為最多，

尚待合法之家數有68家比率亦最高

（如表 3-3）。 

 

表 3-3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合法及尚待合法統計表 

屏東縣總家數：89 

礦業用地：3 

尚待合法：74 

合計總家數：477 

礦業用地：130 

尚待合法：210 

表 3-3 98 年全國各縣市砂石碎解

洗選場合法及尚待合法統計表 

屏東縣總家數：90 

礦業用地：10 

尚待合法：68 

合計總家數：477 

礦業用地：137 

尚待合法：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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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砂石碎解洗選場477場中，其…

容許於礦業用地設置砂石碎解洗選

場者計 130 場（佔 27.25％）（其中

68 場已領有工廠登記證），合計 267

場，即合法設置者約佔 55.97％，尚

待合法者佔 44.09％。 

全國砂石碎解洗選場478場中，其…

容許於礦業用地設置砂石碎解洗選

場者計 137 場（佔 28.66％）（其中

68 場已領有工廠登記證），合計 274

場，即合法設置者約佔 57.32％，尚

待合法者佔 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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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全國合法砂石碎解洗選場

分布情形 

屏東縣礦業用地：3 

南部地區礦業用地小計：11 

總計：267 

表 3-4 全國合法砂石碎解洗選場

分布情形 

屏東縣礦業用地：10 

南部地區礦業用地小計：18 

總計：274 

14 

表 3-5 全國合法及尚待合法砂石

碎解洗選場分布情形及百分比 

屏東縣合法家數：15 

百分比：17% 

屏東縣尚待合法家數：74 

百分比：83% 

屏東縣總家數：89 

區域別小計：159 

合計合法家數：267 

百分比：56% 

尚待合法家數：210 

百分比：44% 

合計總家數：477 

表 3-5 全國合法及尚待合法砂石

碎解洗選場分布情形及百分比 

屏東縣合法家數：22 

百分比：24% 

屏東縣尚待合法家數：68 

百分比：76% 

屏東縣總家數：90 

區域別小計：160 

合計合法家數：274 

百分比：57% 

尚待合法家數：204 

百分比：43% 

合計總家數：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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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本局調查統計 98 年 12 月

底，全國砂石碎解洗選場共計有從

業員 3,305 人（如圖 3-2），從業員

工人數超過 300 名之 4 個縣市分別

為：屏東縣 514 人… 

(四)依據本局調查統計 98 年 12 月

底，全國砂石碎解洗選場共計有從

業員 3,311 人（如圖 3-2），從業員

工人數超過 300 名之 4 個縣市分別

為：屏東縣 520 人… 

 

圖 3-3 98 年 12 月底各縣市砂石碎

解洗選場從業員工人數 

屏東縣：514 

總人數：3,305 

圖 3-3 98 年 12 月底各縣市砂石碎

解洗選場從業員工人數 

屏東縣：520 

總人數：3,311 

75 
表 4-13-1 屏東縣…售量統計表 

從業員工人數：514 

表 4-13-1 屏東縣…售量統計表 

從業員工人數：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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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年統計砂石碎解洗選場場數為56

場，至 98 年底增加為 89 家，其中

領有工廠登記證或已取得礦業用地

之合法場共計 21 家，尚未取得工廠

登記證有 63 家。 

95年統計砂石碎解洗選場場數為56

場，至 98 年底增加為 90 家，其中

領有工廠登記證或已取得礦業用地

之合法場共計 22 家，尚未取得工廠

登記證有 68 家。 

78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從業員工數

有 514 人，如表 4-13-1，職員…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從業員工數

有 520 人，如表 4-13-1，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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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2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

基本資料表 

1.元宙機械有限公司，類別：為其

他或用地類別不詳者。 

表 4-13-2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

基本資料表 

1.元宙機械有限公司，類別：更正

為已核准變更編定為礦業用地。 

2.新增順揚砂石有限公司。 

3. 各項目合計數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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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3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

機具設備概況表 

表 4-13-3 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

機具設備概況表 

1.新增順揚砂石有限公司。 

2.各項目合計數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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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砂石碎解洗選場已辦妥變更

礦業用地場數僅有 5 處，且該縣里

港與高樹地區部分碎解場劃入漁業

養殖專業區範圍內，亦影響該縣之

砂石碎解洗選場合法化，縣府土石

採取及漁業主管機關等應儘速將該

等地區之碎解場劃出養殖漁業區之

範圍。 

 

整段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