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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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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砂石長期穩定供應政策：

1.行政院於民國84年11月21日核定「砂石開發供應方案」，方案中闡明：因應台灣地區砂

石需求及河川砂石可採量漸趨枯竭，應加速推動由開採河川砂石轉向開採陸上砂石，促

使陸上砂石成為未來中長期砂石主要供應來源。

2.民國96年因為中國大陸禁止天然砂出口，造成國內天然砂短缺，本部爰訂「砂石長期穩

定供應策略」，並於民國96年2月27日經行政院同意備查。

(二)砂石是國家基礎建設的基本材料，無論造橋、鋪路、蓋房子，砂石都是必需品。

(三)並非所有砂石都可以作為營建骨材。大部分國家不出口砂石，各國砂石多是自給自足，

日本進口砂石只占0.8%，我國進口砂石為20.7%。

(四)砂石使用量：美國10.2公噸/人·年、日本5.8公噸/人·年、台灣3.1公噸/人·年。

建築工程道路工程橋樑工程

二、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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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95年4月11日公告礦業開發政策中的「砂石開發供應

」應實施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二)民國104年2月13日環保署針對本案召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政策評估說明

書專案小組意見徵詢會議」，其結論要求補正政策評估書後，再送環保署徵詢

意見。

(三)本部依前開會議結論，於民國104年10月26日召開「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說

明書範疇界定會議」，又於同年10月29日及105年2月17日分別召開「砂石開發

供應政策評估說明書公聽會」，以徵詢及蒐集各方意見。

(四)為依法完成「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說明書」，爰辦理本政策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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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砂石供應來源及供應量

台灣地區砂石來源之供應趨勢

單位：千公噸

項次
年別

河川砂
石

營建剩餘
土石方

進口砂
石

土石採取(陸
上及海域)

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

總供應
量

95 44,824 33,166 31,263 3,574 0 112,827

96 33,995 29,157 19,242 532 4,698 87,624

97 32,425 30,387 18,686 250 2,484 84,232

98 34,773 19,833 24,216 1,399 3,043 83,264

99 60,197 12,877 14,756 740 4,013 92,583

100 55,773 11,757 13,633 518 2,735 84,416

101 53,715 11,802 12,452 1,168 2,087 81,224

102 48,501 11,238 13,793 403 1,635 75,570

103 48,076 12,884 14,292 405 2,542 78,199

104 44,457 12,320 13,944 362 2,201 73,284

合計 456,736 185,421 176,277 9,351 25,438 853,223

平均 45,674 18,542 17,628 935 2,544 85,322 

比例
(%)

53.5 21.7 20.7 1.1 3.0 100

三、歷年砂石供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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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川砂石

並非所有砂石(土石)都可

以作為營建用骨材

北、中、南、東區民國95年至104年中央管河川、
水庫及地方管河川之年平均砂石疏濬量

95年~104年：年平均供應量4,567萬公噸

• 無河川土石採取

• 來源為河川疏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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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建剩餘土石方

營建剩餘土石方日益減少

95年~104年：年平均供應量1,854萬公噸

我國公共工程與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量趨勢圖

8

 國內陸上砂石，以開採坡地礫石層為主，以開採碎石母岩為輔。

 已規劃適合開採的陸上砂石資源區共有11區，可開採砂石量合計為16億5986萬

公噸。

 礦區內與礦床共生的圍岩，可開採做為砂石原料。

 礦業用地申請不易，可供應量難以增加。

3.陸上砂石

95年~104年：年平均供應量93萬公噸

4.海域砂石

民國104年海域砂石核准3個採區，其產量僅11,195公噸

 爾後採取海域砂石受海岸管理法、濕地法、地政法規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管制，

經濟部礦務局估計，海域砂石之開採不易推動。

5.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95年~104年：年平均供應量254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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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進口砂石高比例(占98%)依賴中國大陸，另2%由菲律賓進口。

 遠距離由其他國家運送大量砂石到我國，不符合我國節能減碳政策。

 民國96年中國大陸禁止天然砂出口，導致我國天然砂短缺，砂石價格一路攀升

，北區的天然砂價格漲至590元/公噸，粉光砂價格飆漲至1,100元/公噸。

 日本國外進口骨材占總供給量0.8%。日本砂石供應政策，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進口只是調節。

6.進口砂石

95年~104年：年平均供應量1,763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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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

項目

中國大陸 菲律賓 越南 朝鮮

廈門 馬尾 寧德 聖費爾南多 鴻基 南浦 金策

距離(KM)

台北港 360 239 235 1013 1685 1626 2046

台中港 254 252 288 863 1495 1708 2097

高雄港 307 445 487 721 1436 1914 2301

碳排放量

台北港
41,951

(0.005/噸)
27,851

(0.003/噸)
27,384

(0.003/噸)
118,044

(0.015/噸)
196,352

(0.025/噸)
189,477

(0.024/噸)
238,419

(0.030/噸)

台中港
6,388

(0.004/噸)
6,362

(0.004/噸)
7,243

(0.005/噸)
21,702

(0.015/噸)
37,596

(0.027/噸)
42,952

(0.031/噸)
52,735

(0.038/噸)

高雄港
2,392

(0.030/噸)
3,468

(0.044/噸)
3,795

(0.048/噸)
5,618

(0.071/噸)
11,190

(0.143/噸)
14,914

(0.190/噸)
17,930

(0.229/噸)

砂石品質 佳 佳 佳 中 佳 佳 佳
運輸成本 低 低 低 中 高 高 高

缺點
進口比例過高，易受出口國政策影
響

碼頭及裝卸設
備不足

運輸成本高 運輸成本高 運輸成本高

各國進口砂石之條件比較表

註：1.碳排放量單位：tonne CO2e/year。
2.陸上砂石開採1公噸碳排放量：0.001 tonne CO2e/year
3.表中()為船運砂石每公噸產生之碳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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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穩定供需及安全庫存量，我國砂石供需比達到120%，才可以穩定供應砂

石。

1.北區砂石供需

• 北區長期自有產能不足，自產供給率約50%。

• 營建剩餘土石方供應量逐年遞減。

• 進口砂石多由中國大陸進口，有過度依賴單一國家之虞。

民國95年至104北區自產砂石供需統計 民國95年至104及民國100年至104年供應比較

(二)各分區砂石供需分析

12民國95年至104中區自產砂石供需統計 民國95年至104及民國100年至104年供應比較

2.中區砂石供需

• 砂石呈穩定供應。

• 水利署已恢復常態疏濬，河川砂石供應量，預計將恢復至莫拉克風災前

水準。



13民國95年至104南區自產砂石供需統計 民國95年至104及民國100年至104年供應比較

3.南區砂石供需

• 莫拉克風災前砂石供應不足，主要需仰賴進口砂石補充，一旦風災後庫

存去化，砂石會短缺。

• 料源過度集中於河川砂石，應增加其他供應來源。

14民國95年至104東區自產砂石供需統計 民國95年至104及民國100年至104年供應比較

4.東區砂石供需

• 使用量遠低於生產量，供應不虞匱乏。

• 長年大量提供東砂西運，現在運距遠，運輸成本提高，供應量降低。



15民國95年至104離島自產砂石供需統計 民國95年至104及民國100年至104年供應比較

5.離島砂石供需

• 自產砂石量極少，供需比接近0%。

• 由進口砂石供給。

四、砂石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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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81年至104年之砂石需求量統計資料建立趨勢線對數迴歸模型

，並以三種不同年份分別進行迴歸：(1)民國81年至104年、(2)民國90年

至104年及(3)民國95年至104年，而後選出R2較高，符合實際砂石需求之

迴歸模型，再以此迴歸模型推估未來5年(民國106年至110年)砂石需求量

。

民國81年至104年 民國90年至104年 民國95年至1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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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得未來5年年平均砂石需求量為7,185.5萬公噸，進行四捨五入，

以7,200萬公噸做為我國未來5年(民國106年至110年)每年砂石需求量。

年度 106 107 108 109 110 平均

砂石需求量
(萬公噸)

民國81年至104年
7,393.4 7,285.6 7,181.8 7,081.6 6,984.9 7,185.5

砂石需求量
(萬公噸)

民國90年至104年
8,239.7 8,195.7 8,154.2 8,115.0 8,077.8 8,156.5

砂石需求量
(萬公噸)

民國95年至104年
7,146.9 7,035.7 6,932.8 6,836.9 6,747.3 6,939.9

砂石需求推估值

五、砂石開發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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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砂石來自河川疏濬，營建剩餘土石方由營建工程產出，礦區礦石

及批註土石來自大理石加工下腳料及開採圍岩，前開砂石來源都難再增量

，剩餘可調整的砂石來源只有陸上砂石及進口砂石。

預估未來5年(民國106年~110年)我國每年砂石需求量為7,200萬公噸，

供應來源如下：

(一)河川砂石3,650萬公噸：

莫拉克風災清淤產生的砂石未來會順利去化，河川砂石供給量會回到莫拉克風

災前水準，可供應量約3,650萬公噸，因此本政策環評預估未來5年每年河川供應量

為3,650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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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建剩餘土石方1,200萬公噸：

營建剩餘土石方受建築景氣影響及公共工程多已完成，預估未來砂石

供給會持續減少，本政策環評預估未來每年砂石供給量會等同近5年之年平

均供應量1,200萬公噸。

(三)陸上砂石600萬公噸：

為因應地方需求及區域間相互支援，建議於我國北區、中區及南區各設置2場

陸上砂石採區，合計設置6個砂石採區，每個採區每年開採砂石100萬公噸，6個採

區每年合計開採砂石600萬公噸。

東部河川疏濬的砂石量豐，故不設置砂石採區，離島所需砂石由進口砂石或台

灣供給，不設置砂石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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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224萬公噸：

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產出的砂石來自大理石加工之下腳料及開採圍岩

，預估其未來每年砂石供給量會等同近5年之年平均供應量224萬公噸。

(五)進口砂石1526萬公噸：

中國大陸現前有直航證的船隻大約有10艘，預估每年正常進口量可達1,800萬

公噸，加上菲律賓每年進口量約30萬公噸，合計為1,830萬公噸，此為目前進口砂

石最大供應量，若扣除船隻維修及颱風天候影響，年載運量大約為1,500萬公噸。

本政策環評進口砂石供應量＝7,200萬公噸3,650萬公噸1,200萬公噸600萬公

噸224萬公噸＝1,526萬公噸。



(六)自產砂石缺口及供應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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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地區未來5年自產砂石缺口及供應來源

單位：千公噸

縣市別
土石採取

(陸上、海域)
河川水庫疏

濬
營建剩餘土

石方
自產砂石供

應量
需求量 砂石缺口

砂石缺口
供應來源

北
部

宜蘭縣

2,000

2,861 467

11,825 27,956 -16,131

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

河川砂石(東砂西運)
庫存砂石
進口砂石

基隆市 0 27
新北市 6 4,141
台北市 0 659

桃園市 141 416

新竹縣市 1,042 65

中
部

苗栗縣

2,000

2,632 36

20,911 22,708 -1,797
庫存砂石
進口砂石

台中市 3,940 3,580

彰化縣 515 29

南投縣 4,973 1,239

雲林縣 1,958 9

南
部

嘉義縣市

2,000

137 52

15,363 17,748 -2,385
庫存砂石
進口砂石

台南市 200 122

高雄市 3,033 659

屏東縣 9,087 73

東
部

花蓮縣
0

4,941 412
6,399 2,768 3,631 －

台東縣 1,032 14

離
島

澎湖縣
0

0 0 
2 820 -818 進口砂石金門縣 2 0 

連江縣 0 0 

合計 6,000 36,500 12,000 54,500 72,000 -1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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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環評「主方案」：「砂石以自主供應為原則，進口調

節為輔」

河川砂石3,650萬公噸(50.7％)；營建剩餘土石方1,200萬公噸(16.7％)；礦區

礦石及批註土石224公噸(3.1％)；陸上土石採取600萬公噸(8.3％)；進口砂石

1,526萬公噸(21.2％) 。



• 替代方案一：低度增加陸上砂石供應量

當砂石出口國減少砂石出口量時，陸上砂石增加300萬公噸，成為900萬公噸，進口砂石

減少300萬公噸，成為1,226萬公噸。

• 替代方案二：高度增加陸上砂石供應量

當砂石出口國不同意出口砂石時，陸上砂石增加1,526萬公噸，成為2,126萬公噸，不進口

任何砂石。

• 替代方案三：零方案

原生產的陸上砂石93.5萬公噸繼續生產，不另增加陸上砂石採取量，不足的2,032.5萬公

噸，全部由進口補足。

六、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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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方案及替代方案比較表

來源
方案

河川砂石
營建剩餘土

石方
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

進口砂石
陸上土石採

取

主方案 3,650 1,200 224 1,526 600

替代方案一 3,650 1,200 224 1,226 900

替代方案二 3,650 1,200 224 - 2,126

替代方案三 3,650 1,200 224 2,032.5 93.5

單位：萬公噸

七、政策可能造成環境影響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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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環評以「政府政策評估

說明書作業規範」建議的評估項目

為基礎，另再參考國內砂石開發之

個案環評報告、民國104年2月13日

環保署審查本案之結論、範疇界定

會議決議內容及兩場次公聽會意見

，擬定砂石開發供應政策環評評估

的項目、內容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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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案衝擊分數表

政策評估項目、內容 主方案
替代方案

一
替代方案

二
替代方案

三

一、環境之涵容能力

(一)空氣 63 68 72 75
(二)水體 64 66 70 62
(三)土壤 50 50 62 48
(四)廢棄物處理 50 55 61 48
(五)噪音 62 66 70 61
(六)振動 61 65 68 60

二、自然生態及景觀

(一)陸域生態(動物、植物) 76 83 86 76

(二)水域生態(動物、植物、
底棲生物)

70 81 84 68

(三)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78 90 93 77

三、國民健康及安全

(一)有毒或有害物質經由空氣
水或土壤傳輸

50 50 50 50

(二)游離輻射外洩或化學物質
洩漏之風險

50 50 50 50

四、土地資源之利用

(一)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數量 65 68 73 58

(二)礦產及土石資源 21 15 12 40

(三)土地利用(方式與活動) 22 21 12 42

(四)地理景觀 78 90 95 76

五、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

(一)地表水質與水量 62 65 68 60
(二)河川清淤 22 22 22 22
(三)地下水流向與補注 50 50 50 50

六、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 45 53 58 43

七、國際環境規範

(一)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53 55 60 80
(二)生物多樣性公約 55 58 60 52
(三)世界濕地公約 50 50 50 50

八、社會經濟

(一)人口及產業 23 15 12 25
(二)交通運輸 79 88 95 92
(三)經濟效益 21 16 12 42
(四)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48 60 63 47

(五)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 70 80 85 59

(六)農業影響 50 50 50 50

九、其他
(二)氣候變遷 51 53 55 49
(三)安全管理監控 48 50 53 47

合 計 1587 1683 1751 1659

綜合評估結果

本計畫利用「衝擊分數

」進行評分，再依「政府政

策評估說明書作業規範」所

建議的矩陣表進行評定，評

分結果詳右表所示。

衝擊分數 矩陣表評定

>80 －－ 顯著負面影響

60~80 － 負面影響

40~60 ○ 對環境無影響

20~40 ＋ 正面影響

<20 ＋＋ 顯著正面影響

衝擊分數與矩陣表評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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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矩陣表

政策評估項目、內容 主方案
替代方案

一
替代方案

二
替代方案

三

一、環境之涵容能力

(一)空氣 － － － －

(二)水體 － － － －

(三)土壤 ○ ○ － ○

(四)廢棄物處理 ○ ○ － ○

(五)噪音 － － － －

(六)振動 － － － －

二、自然生態及景觀

(一)陸域生態(動物、植物) － －－ －－ －

(二)水域生態(動物、植物、
底棲生物)

－ －－ －－ －

(三)自然生態景觀及棲地 － －－ －－ －

三、國民健康及安全

(一)有毒或有害物質經由空氣
水或土壤傳輸

○ ○ ○ ○

(二)游離輻射外洩或化學物質
洩漏之風險

○ ○ ○ ○

四、土地資源之利用

(一)土地資源特性之面積數量 － － － ○

(二)礦產及土石資源 ＋ ＋＋ ＋＋ ○

(三)土地利用(方式與活動) ＋ ＋ ＋＋ ○

(四)地理景觀 － －－ －－ －

五、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

(一)地表水質與水量 － － － －

(二)河川清淤 ＋ ＋ ＋ ＋

(三)地下水流向與補注 ○ ○ ○ ○

六、文化資產 文化資產 ○ ○ ○ ○

七、國際環境規範

(一)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 － －－

(二)生物多樣性公約 ○ ○ － ○

(三)世界濕地公約 ○ ○ ○ ○

八、社會經濟

(一)人口及產業 ＋ ＋＋ ＋＋ ＋

(二)交通運輸 － －－ －－ －－

(三)經濟效益 ＋ ＋＋ ＋＋ ○

(四)公共設施與社區發展 ○ － － ○

(五)民眾意見與社會接受度 － －－ －－ ○

(六)農業影響 ○ ○ ○ ○

九、其他
(二)氣候變遷 ○ ○ ○ ○

(三)安全管理監控 ○ ○ ○ ○

綜合考量環境生態、景

觀、棲地、土地資源利用、

社會經濟、國民就業、排碳

量及穩定供應砂石等因素，

主方案為優選方案。



評估項目及內容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環境之
涵容能
力

空氣

裸露地風蝕、未舖

面道路揚塵、裝載及卸

載礦石、礦石堆積風

蝕、開採機具柴油燃燒

等。

前述由ISCST3模擬

求得計畫區最大24小時

增 量 等 濃 度 TSP 為

159.80μg/m3 、 PM10 為

53.46μg/m3 、 PM2.5 為

8.84μg/m3。

1.分期分區開採，採掘裸露面保持2公頃以下，

非即將採掘區域要保留地表植被，採掘殘壁

儘速植生綠化。

2.採掘面及施工便道於上、下午各灑水一次。

3.採區設置洗車台，駛出採區之車輛均需清洗

輪胎及車身。

4.卡車行經鄰近村落路線定期清掃以防塵土飛

揚。

5.施工便道施以碎石鋪面，以減少風揚塵土。

6.使用性能較佳之施工機具及車輛，並定期維

修保養，以減少廢氣排放量。

7.使用收塵設備鑽挖機，以防粉塵逸散。

8.定期檢測計畫場址及敏感點之空氣品質，瞭

解計畫場址及敏感點之空氣品質變化情形。 27

八、減輕或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

28

評估項目及內容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環境之
涵容能
力

水體

砂石開發對水質的

影響主要來自採區內逕

流水、排放水、聯外道

路逕流水。

前述由Basins/HSPF

模擬結果求得營運期間

承受水體SS全年平均濃

度為24.2mg/L、豐水期

平均濃度為24.3mg/L及

枯 水 期 平 均 濃 度 為

24.4mg/L，符合甲類水

體標準限值。

1.開採作業進行前，先設置滯洪沉砂池，用以

收集開發區及上游集水區的地表逕流水。滯

洪沉砂池沉澱的淤泥定期清除，或於暴雨來

臨前後清除，以確保放流水質。

2.開發區內不設置洗選場，無洗選作業廢水問

題。

3.施工便道施作排水及截流系統，以減少道路

土壤流失致而污染溪流。

4.採掘階段完成後，應立即植生，以提高土壤

涵水、淨化水質，防止水土流失。

5.依相關規定定期檢測河川水質，以了解其變

化情形。



評估項目及內容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自然生
態及景
觀

生態

植物可提供動物食

物與棲息空間，開採過

程會對野生動物造成驅

離，減少其棲息地，場

區周邊地區森林資源豐

富，可提供動物多樣的

棲息環境，但對整體棲

息地仍會分割碎化。

動物

1.開採過程中，採取分期分區方式開發，未開

發區保留植被，讓動物能有充分時間遷徙。

2.開採作業於白天背景音量較大之時段進行，

降低野生動物對噪音及振動之感受。

3.場區入口處設置管制哨，嚴格控管人員進

出，嚴禁工作人員有干擾生態行為。

植物

1.開採產生的落塵，可能會落在葉面，阻礙陽

光和堵塞氣孔，影響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及

蒸散作用。於採掘面及施工便道灑水，降低

揚塵。

2.場址內若調查或發現稀有植物，必須給予保

育，並提出移植計畫或補償措施。 29

評估項目及內容 影響說明 預防及減輕對策

自然生
態及景
觀

棲地

陸上土石資源區應

避開位在環境敏感地

區，若已避開位在環境

敏感區，其對於生態景

觀之影響較小。砂石開

發會剝除表土，會產生

階段開採面，此會破壞

生態棲地。

避開位在生態敏感區及環境敏感地區採石

(包括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飲用水水源水質

保護區、特定水土保持區、水庫集水區、地下

水管制區、國家公園、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

區、海岸保護區、保安林地及其他特殊之生態

敏感區等)。

砂石開發區採取分期分區方式開發，採掘

裸露面保持2公頃以下，非即將採掘的區域，

要保留地表植被，採掘殘壁會儘速植生綠化，

並使用原生樹草種進行植生，加快植被復舊。

30



31

圖1：現況地形圖 圖2：開採中景觀模擬圖 圖3：植生復育完成景觀模擬圖

32

開採程序及植生示意圖

高雄半屏山石灰石舊礦區復育成果



• 結論

(一)本政策環評預估未來5年(106年~110年)我國每年砂石需求量為7,200萬公噸，未來5年砂石

供給應以河川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以及陸上土石採取為主，

另以進口砂石調節為輔。

(二)本政策環評完成砂石供應主方案、替代方案一、替代方案二及替代方案三。

主方案：砂石以自主供應為原則，進口調節為輔

河川砂石(50.7％)；營建剩餘土石方(16.7％)；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3.1％)；陸上土石採取

(8.3％)；進口砂石(21.2％) 。

替代方案一：低度增加陸上砂石供應量

河川砂石(50.7％)；營建剩餘土石方(16.7％)；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3.1％)；陸上土石採取

(12.5％)；進口砂石(17.0％) 。

替代方案二：高度增加陸上砂石供應量

河川砂石(50.7％)；營建剩餘土石方(16.7％)；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3.1％)；陸上土石採取

(29.5％)。

替代方案三：零方案

河川砂石(50.7％)；營建剩餘土石方(16.7％)；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3.1％)；原有土石採取

生產的砂石繼續生產(1.3％)，但不另外增產砂石；進口砂石(28.2％) 。
33

九、結論與建議

(三)本政策環評採用質化、量化工具進行環評，並就環境之涵容能力、自然生態及景觀、國民

健康及安全、土地資源之利用、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文化資產、國際環境規範、社會經

濟、其他等層面，評選出主方案為優選方案。

(四)執行主方案時，對於環境之涵容能力、自然生態及景觀，會產生負面影響(包括空氣、水

體、噪音、振動、陸域生態、水域生態、自然生態景觀、棲地及交通)，本政策環評已研

提減輕對策，詳第六章之說明。

(五)避免民眾對土石採取疑慮，建立政府部門及民眾團體共同參與及監督機制。

34



• 建議

(一)砂石需求會隨著國家上位計畫不同而有所變動，砂石開發供應政策每5年將通盤檢討一次，

以確保政策內容能被有效執行。。

(二)砂石是國家基礎建設的基本材料，無論造橋、鋪路、蓋房子，砂石都是必需品，為長期穩

定供應砂石，各縣市政府應加速推動開採陸上砂石。

(三)國土計畫法於民國105年1月6日公布，同年5月1日施行。國土計畫法施行後2年內應公告實

施全國國土計畫，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年內，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年內，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建議直轄市、縣(市)

政府編列預算進行轄區內土石資源調查，並於劃定國土功能分區圖時將調查結果納入國土

功能分區圖中。

35

(一)陸上砂石開採區的區位選擇

• 本政策環評非個案環評，並無訂定6處場址的確切位置。

• 經濟部礦務局會與各縣市政府溝通選擇合適採區，該採區會避開環境及生態敏感

區。

(二)砂石需求預測模式說明

國內砂石需求大致已呈穩定，本政策環評檢視多種預估模式，並比對各種迴歸

模式，評估結果以趨勢線迴歸模型最能符合預測希求。

(三)主方案及替代方案之砂石供應量說明

• 河川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其供應量難再增量。

• 自主供應砂石來源可調整的僅剩陸上砂石。

• 為長期穩定供應國內砂石需求，有必要規劃增加開採陸上砂石，以補充河川砂石

及營建剩餘土石方減少之供給量，另並以進口砂石調節供給。

36

十、委員、學者專家及有關機關審查意見綜合回覆



(四)陸上砂石開發之必要性

• 我國進口砂石占國內砂石總供應量20.7%，只有2%由菲律賓進口，98%由中國大

陸進口。

• 現前中國大陸砂石僅同意賣給香港、澳門及台灣，其政治意圖明顯。基於風險管

理，不宜高比例進口砂石。

• 民國96年中國大陸天然砂禁止賣予我國，造成我國砂石價格飆漲，公共工程及營

建工程成本大幅提高。

• 為長期穩定供應砂石，在河川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以及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無法補足國內砂石缺口的情況下，有必要開發陸上砂石。

(五)植生復育及土地二次利用

• 早期採區多為大面積開採完畢後才進行植生，此況花費的成本高，而且成效不

彰。

• 每開採完成一個階段立即進行植生復育，有利於環境生態保育。

• 加拿大溫哥華伊莉莎白女王公園原來是玄武岩採礦場，其採完經整體規劃及植生

復育後，目前為溫哥華第二大公園。

• 高雄半屏山石灰石舊礦區，經植生綠化後，由高雄市政府設置為自然公園，其沉

砂池規劃為半屏湖濕地公園。 37

(六)水質模擬說明

• 本案非個案環評，個案環評時應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

採用Basins/HSPF水質評估模式進行評估。

• 背景資料應有長時間水文、水質、氣象觀測數據，以及土地利用SHP電子檔，也

須匯入地形數值檔(DEM)。

• 採區滯洪沉砂池在雨日蓄存水位未達放流口高度，不會放流，屬於非點源汙染。

將Basins/HSPF模擬結果與計畫滯洪沉砂池之設計放流量及水質，以質量平衡公式

估算出承受水體營運期間SS水質濃度。

• 未來開發單位進行個案環評時，應依個案水質進行影響評估，並依據陸上土石採

區承受水體公告之水體分類等級管制標準進行監測。

38



(七)不在我國採石與地球村減碳

1.不在我國採石：

• 不在我國採石，砂石缺口僅能以進口砂石補足。

• 出口國有可能因出口政策影響，無法銷售砂石給我國。

• 進口砂石若無法補足國內砂石缺口，我國砂石價格會飆漲，公共工程及營建工程

成本會大幅提高，工程進度會延宕。

2.地球村減碳：

• 砂石出口國多為較落後國家，其採石技術及機具設備較舊，碳排放量較大。

• 由其他國家採石後，須從產出端運至碼頭，再由船運運至我國碼頭，而後再由我

國碼頭運至使用端，多次裝卸，增加環境污染。

• 由其他國家進口砂石，運輸距離增長，碳排量增加。

• 以地球村角度看，在地採石，就近供應當地，減少長途運輸，有助於全球節能減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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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意見徵詢回覆對照表 

1 

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李委員育明 

1.本政策評估說明書修訂本應為

「95 年版」、「104 年版」版之

修訂內容，相關修訂歷程與意見

回覆情形宜詳加彙整並納入最

新修訂內容。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部於民國 99 年檢送「砂石開

發供應方案政策評估說明書」至

環保署，環保署於同年 10 月 11

日召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政策

評估說明書公聽會」，並於民國

104 年 2 月 13 日召開「『砂石開

發供應方案』政策評估說明書專

案小組意見徵詢會議」。有關委

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意

見，本政策環評皆已彙整並納入

最新修訂內容。 

2.砂石需求之預測模式過於簡

化，建議增加考量年期以外自變

數，並比對多種迴歸模式以強化

砂石需求預測模式之學理依據。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本政策環評已檢視多

種預估模式，並比對各種迴歸模

式，評估結果以趨勢線迴歸模型

最能符合預測希求。本政策環評

每 5 年檢討一次，尚可符合實際

需求。 

3.未來砂石需求量在修訂增補預

測模式後，建議至少考量低、中

高三種需求情境，並就區域需求

比例及來源占比，以矩陣表提列

供需平衡配比，並進一步評估各

項供需配比之可能環境影響。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已研提主方案、替代

方案一、替代方案二及替代方案

三各種需求情境，並就各區域供

應及需求進行評估。本政策環評

已評估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並

提出減輕或避免對環境影響之

因應對策。 

 

4.以類似個案環評之「砂石採區」

評估砂石開發供應政策之環境

影響，其作法不甚妥適，建議修

訂為影響評估矩陣表，以確立砂

石供需平衡政策規劃之「定性」

環境影響。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境影響評估除了以定

性的方式描述砂石開發對環境

的影響，也以各區最大開採量之

示例進行模擬，此況可以模擬得

到定量數據。如此對於環境衝擊

之評估將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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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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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張委員學文 

1.主方案及替代方案應可表列，利

於比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主方案及替代方案已

表列呈現。 

2.請提供已調查台灣地區陸上砂

石資源區 21 區的所在位置及範

圍地圖，本政策環評是否將陸上

砂石採集範圍設定為此 21 區?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經濟部礦務局的陸上砂石資源

區，是指目前已完成調查的資源

區，除上開已調查的資源區外，

未來會持續評估，並與各縣市政

府溝通選擇合適開採區。 

本案舉例係屬示例，目的是模擬

一個採區最大開採量時對環境

的影響，其並非已確定在陸上砂

石資源區中的某一區開採。 

3.106 年砂石需求推估係根據 40

頁的迴歸公式，然帶入 106 於公

式中 Yn，則得到需求量為 3,299

公頃，不是文中所述的 7,339 公

噸，107 年也應為 3,272 公頃，

不是 7,231 公噸，請解釋。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是以民國 81 年至

104 年統計資料進行迴歸，迴歸

圖表之水平軸為迴歸統計年

度，民國 81 年為第 1 年度；82

年為第 2 年度；106 年為第 26

年度，將 26 帶入公式中 Yn 即

可得 106 年砂石需求量。 

4.第七章 7.2 建議中提出「各縣市

政府應加速推動開採陸上砂

石」，然而主方案評估矩陣對多

項評估項目如環境之涵容能

力、自然生態景觀等仍屬負面居

多，此加速推動之建議似乎不

妥。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申請陸上土石採取需通過環境

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劃書、

興辦事業計畫書及水土保持計

畫，為長期穩定供應國內所需砂

石，必需預先因應，提早規劃。 

5.各方案衝擊分數如何得之，應有

詳細說明。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依據主方案評估結

果進行衝擊分數評分，再以主方

案為基準，進行其他方案衝擊分

數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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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6.陸上土石採取與採礦相同，對陸

域生態會造成不可回復的影

響，雖有植栽復育計畫，但是回

復到原有生態環境至今仍未有

案例，主方案及各替代方案都是

增加陸上土石採取，只是量有不

同，宜審慎考量。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高雄壽山石灰石舊礦區及半屏

山石灰石舊礦區，經植生復育

後，2011 年由市政府劃入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半屏山舊礦區之

沉沙池，也規劃為半屏湖溼地公

園，此為植生復育案例。 

我國自主供應的砂石，有河川砂

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礦石

及批註土石及陸上土石採取，目

前河川砂石及營建剩餘土石方

的供應量逐漸減少，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產出的砂石，來自大理

石加工之下腳料及開採圍岩，其

供應量難再增加。自主供應砂石

來源可調整的僅剩陸上砂石。為

長期穩定供應國內砂石需求，有

必要規劃增加開採陸上砂石，以

補充河川砂石及營建剩餘土石

方減少之供給量。 

7.陸上土石採取對河川生態影響

甚大，目前有的砂石或礦區開採

雖都有置滯洪沉砂池，但各下游

河川仍是濁度偏高，因為仍有粉

塵飛逸、雨季及颱風沖刷因開採

而裸露的區域，所以陸上土石採

取對河川生態影響會只有輕微

之陳述應屬不當。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該論述已修正為陸上

土石資源區會依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之規定設置排水溝及滯洪

沉砂池，逕流水經沉砂及滯洪調

節後才予排出，此況可以降低對

河川生態影響。 

游委員繁結 

1.砂石不易從國外進口之理由，除

表 3-6 之比較以外，宜再對國際

政治、外交、經貿及國內開採環

境成本效益詳加分析、檢討，以

突顯國內海、陸砂石開發之必要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我國進口砂石量占國內砂石總

供應量的 20.7%，目前除每年約

2%(30 萬公噸)砂石由菲律賓進

口外，其他 98%均由中國大陸進

口。現前中國大陸砂石僅同意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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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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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性。 給香港、澳門及台灣，其他國家

都不賣，其政治意圖明顯。基於

風險管理，砂石不宜高比例從單

一國家進口，以免重蹈民國 96

年中國大陸天然砂禁止賣予我

國，造成我國砂石價格飆漲，公

共工程及營建工程成本大幅提

高之情事。 

在河川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

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以及進口

砂石無法補足國內砂石缺口的

情況下，為長期穩定供應砂石，

有必要開發陸上砂石以補足砂

石缺口。 

2.政策之環境影響評估，既以河川

砂石採取為主，陸上砂石開採為

替代方案，則應分析河川採砂石

與陸上採砂石對環境之影響差

異，以迴歸環境資源之影響面，

例如河川砂石採取對水資源保

育、河防安全之防災影響、河川

水域生態等影響，及陸上採砂石

之土地利用、水土資源保育、陸

域生態、土砂災害等影響差異比

較，以突顯方案之重要性與環境

之相容性或承受力。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目前河川疏濬為我國砂石供應

的重要來源，但河川疏濬的目的

是河防安全，不是為了採取砂

石，河川疏濬為經濟部水利署權

責，由該署之「加強河川野溪及

水庫疏濬方案」進行疏濬規劃。

本政策環評並不規劃河川採

石，陸上砂石採取對環境的影響

詳 5.4 節。 

3.政策環評勿以一次開採區 25 公

頃，全部 6 區推估環境影響，且

以分散地點方式評定之，宜以總

量之影響與總年間數之長期性

評析之。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係以各區

最大開採量為示例進行模擬，目

的是模擬一個採區最大開採量

時對環境的影響。北中南各設 2

區，此 6 區之間的距離非常遠，

故採石過程中不會對環境影響

產生加乘效應。砂石開發皆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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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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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料賦存地，砂石售價便宜，經不

起長途運輸，因此大部分的砂石

會在當地處理，處理完成的成品

才會對外運銷，運銷範圍也在採

區附近。 

廖委員惠珠 

1.審-第 4頁與審-第 10頁辦理情形

右欄之頁碼皆提及「附件三」，

唯本報告未見附件三，僅有附錄

三，煩查明修正說明。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審查意見頁碼提及

「附件三」為誤繕，已更改為附

錄三。 

2.現有砂石開採區域，仍有開採逾

十年礦區，現在仍光禿禿，顯見

過去植生作業並不恰當，建議應

有更積極有效之作為。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早期採區植生多為大面積開採

完畢後再進行植生，如此花費成

本大且成效不彰，本政策環評建

議每開採完一階段立即進行植

生復育，如此植生復育效果佳，

且能降低景觀及棲地的衝擊。 

3.近年氣候變遷對各地所帶來之

巨型災變日益常見，建議第六章

應對氣候變遷所引發之災害(如

暴雨、土石流等 )擬定因應措

施，以有備無患。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陸上資源區開發時會要求開發

單位成立專案小組，執行工程、

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工作，並進

行安全防災訓練。 

4.砂石的開發一定會帶來負面的

環境衝擊，雖然第六章有許多具

體降低環境衝擊之方法，但無可

避免的仍會有負面影響，建議提

出具體之環境補償措施，以儘可

能抵銷負面影響。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未來個案申請土石採

取時，會視個案情況，要求開發

單位提出具體環境補償措施。 

劉委員小蘭 

1.本政策環評選址在北、中、南三

區開發砂石，北、中、南區各設

2 場，但根據 p.15 表 3-7 經濟部

礦務局統計資料，陸上砂石資源

區集中在北、中、東區(坡地砂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經濟部礦務局的陸上砂石資源

區是指目前已完成調查的資源

區，除上開已調查的資源區外，

未來會持續評估，並與各縣市政

府溝通，選擇合適砂石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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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石資源區)，而南部僅有農地砂

石資源區(而本政策不開採農地

砂石)，請問南部 2 區如何選址? 

2.根據報告，目前國內供需比，均

大於 1，各分區僅北部小於 1，

主要為調配之問題，非生產量之

問題。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北部地區長期皆自產不足，供給

率約 50%，目前北部地區砂石供

給主要仰賴東砂北運、礦區礦石

及批註土石，以及進口砂石補

充，少部分由中部供應砂石。砂

石價格低廉，運輸成本是市場競

爭的主要影響因素，本政策環評

已補充各地區市場價格及運輸

成本分析，詳 3.2.3 節所示。 

中區及南區目前砂石供給穩定

不缺，但目前還是有進口砂石，

長期而言，南部砂石缺口大，中

部砂石缺口較小，是故，其需開

採陸上砂石以補不足。 

3.未來國土計畫實施後，縣市政府

之國土計畫可決定砂石之開

發，請與地方政府溝通以確定本

案之可行性。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未來國土計畫法訂定法規時，會

整合中央及地方意見，將砂石採

區規劃納入國土功能分區圖中。 

劉委員希平 

1.基於本國已調查之五大類砂石

來源，建立本國砂石〝銀行〞，

依據砂石品質、數量、運輸距

離、收取適當之平穩基金，用以

補助土石流砂石移除區域所屬

之鄉鎮優先移除和改善道路之

費用。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國內土方銀行有屏東

里港及高雄旗山土石儲備中

心，目前做為莫拉克風災後疏濬

河川砂石之堆置區，其儲備的砂

石已釋出供調節南部砂石。 

目前我國依據土石採取法第 4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於核發土石採取許可證時，應

收取環境維護費；另多數地方政

府之地方自治法亦有規定收取

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稅，作為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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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之水土保持、環

境保護及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建

設經費之財源。未來於土石採取

法修法時，會將平穩基金納入考

量。 

2.歷年颱風沖刷上游土石到水庫

和不同河段，亦為陸上砂石之主

要來源，表 3-7 統計資料中，似

未提及，請補充之。若需要較高

之抽取和處理運輸費用，亦可用

前述平穩基金因應，以利河川疏

濬和水庫清淤之雙重功效。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本政策環評已將河川

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之砂

石納入河川砂石供應來源。未來

於土石採取法修法時，會將平穩

基金納入考量。 

3.載重過重之砂石車往往是道路

破損和意外事故之原兇，在規劃

砂石開發上位政策之同時，亦對

砂石載重、覆蓋、污染防制作規

範，以增進道路品質和行車安

全。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已提出砂石車造成

交通衝擊之因應對策，砂石車均

須符合「警察機關取締違規砂石

車注意事項」及「空氣污染防治

法」相關規定。 

4.進口砂石為穩定供應量之不得

已手段，其品質、含氯離子(鹽

份 )和來源，均需建立管理機

制。對於國內砂石亦須針對供需

源頭進行抽檢挖量，下游之砂石

使用多已有定期檢測之既有監

督方式，故宜用砂石平穩基金作

相關監督之用。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目前進口砂石是依據

「經濟部礦務局進口砂採樣作

業流程」規定，進行抽樣檢驗。 

目前混凝土廠於購買砂石料源

時，會依二級品管制度，辦理氯

離子及含泥量檢測。 

李委員公哲 

1.本說明書有關砂石需求預測是

依礦務局應用 81 年至 104 年迴

歸模型，而以推算 106~110 年之

平均值加以估計，然後運用各地

區過去十年(95年至 104年)需求

量平均值，進一步估計北、中、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以民國 81年~104年

之砂石需求量統計資料，建立趨

勢線對數迴歸模型，並以三種不

同年份分別進行迴歸：(1)民國

81年~104年、(2)民國 90年~104

年及(3)民國 95 年~104 年，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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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南、東部及離島之未來五年需求

量，就理論而言，估算之時間基

礎不同，是否會影響未來需求量

估算之準確性，宜釐清之。 

顯示，未來砂石需求已趨緩並呈

收斂趨勢。民國 81 年~104 年

R
2較 95 年~104 年高，其所得砂

石量位在三者中間，是故本政策

環評採民國 81年~104年趨勢線

對數迴歸模型所得結果。另國內

各地區需求量雖以過去十年進

行推估，但以區域性需求來看，

已可符合未來需求推估。本政策

環評每 5 年檢討一次，尚可符合

實際需求。 

2.依政府既定政策「循環經濟」為

未來施政重點之一，其核心工作

之一為鼓勵廢棄物資材化，而廢

棄物資材化所產出建材用之再

生級配料，可取代部分天然砂

石，是否在此政策評估已加以考

慮，宜說明之。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國內雖有其他砂石骨材替代材

料(例如水庫淤泥燒結成輕質骨

材)，然因工程使用不普遍且使

用量非常少，故本政策環評不將

其納入為砂石主要供應來源之

一。 

磨成粉的水淬爐石係做為水泥

替代品，其無法供做砂石使用，

水淬爐石以外的其他爐石，若未

適當處理，其體積會膨脹 10 年

以上，且可能含有重金屬，故不

適合作為砂石骨材。 

3.本政策環評有關水體懸浮固體

(SS)之評估，係採 Basins/HSPF

模式，應用鳳山溪上游支流加以

模擬，而營運期間將開採區裸露

地模擬為 5 公頃，然後用質量平

衡方式獲致 P.106 表 5-9 之營運

期間承受水體 SS 之模擬結果，

惟依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河川

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之規

定，非點源汙染之設計逕流量採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Basins/HSPF 水質評估模式非點

源模擬得到的開發後流量及 SS

濃度值均屬於未經過滯洪沉砂

池調節、沉澱之結果。然而未來

申請區內會設置滯洪沉砂池，故

將Basins/HSPF模擬結果與計畫

滯洪沉砂池之設計放流量及水

質，以質量平衡公式估算出承受

水體營運期間 SS 水質濃度。因

此 Qe為設計流量，並採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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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合理化公式時之降雨強度為 25

年頻率，則表 5-9 中之 Co及 Qo

是否有對應上述降雨強度 25 年

頻率之流量。另 Ce設為 25mg/L

其依據為何?有無涉及土壤流失

問題?如涉及水土保持法規，是

否需應用通用土壤流失公式

(USLE)加以估算?再者，Qe估算

為 6.059CMS，則 Qe=CIA 之 C、

I、A 值各為多少?以上各項問題

在報告中均未有說明，均宜將相

關資料附在報告中。 

公式之降雨強度為 25 年頻率計

算。 

甲類及乙類水體 SS 法規限值為

25mg/L，故本模擬 Ce 設為

25mg/L。 

未來申請區內會設置滯洪沉砂

池，滯洪沉砂池之設計尺寸，是

由滯洪及沉砂所需容量設計而

得，其中土壤流失估算為沉砂設

施容量計算之重要依據，而通用

土壤流失公式與Basins/HSPF水

質評估模式模擬結果並無關聯。 

Qe估算公式為 Qe=CIA/360 = 

0.75150.1919.364/360=6.059 

CMS。 

徐委員啟明 

1.風災所帶來之砂石與陸砂之差

異為何?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風災常造成河川淤積砂石，因此

要辦理河川疏濬。河川疏濬的目

的是河防安全，不是為了採取砂

石，有疏濬才會有疏濬砂石，另

河川淤積的砂石並非全數均可

供為營建使用，其強度夠才可供

為營建骨材。為長期穩定供應砂

石，應提早規劃陸上土石採取，

選取合適區域，以區域供給的方

式，穩定供應砂石。 

2.開採完畢，於現地復原方面是否

有所規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土石採取完成後土地須回復原

編定使用，若要進行土地二次利

用，需另提土地二次利用計畫

書，辦理土地變更編定，或依容

許使用相關規定辦理。 

開採後的土地可以進行生態復

育、興建休閒農場、興建公園或

供其他不同型態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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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3.P.44 未來五年砂石需求量計算

依據為何?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各區未來五年砂石需求量計

算，是先以民國 81 年~104 年之

砂石需求量統計資料，建立趨勢

線對數迴歸模型，得到未來 5

年每年砂石需求量後，除以我國

95 年~104 年年砂石需求量之平

均值，再依 95 年~104 年各區砂

石需求量之比例進行分配計算。  

馬委員小康 

1.第四章替代方案分析，建議列表

說明原主方案、替代方案一、替

代方案二及替代方案三 (零方

案)。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主方案及替代方案已

表列呈現。 

2.P.126，表 5-17 宜增加總分之欄

位，並於 P128-P.129 頁概述其主

要差異。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3.P.46，表 3-23 生產成本估算表應

說明估算年。此外，P.47，表 3-24

民國 98 年度僅 15 元/公噸，其正

確性宜再確認。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已補充估算年份。另

民國 98 年北區因疏濬之河川砂

石品質較差，經標售後價格僅為

15 元/公噸。 

高委員志明 

1.請說明六個砂石採區之位置及

選擇依據。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只制定砂石來源方

案、砂石開發標準、限制條件，

以及建議各區開發砂石的總

量，並無訂定 6 處場址的確切位

置。未來會持續評估，並與各縣

市政府溝通選擇合適採區。 

2.由於南部曾討論設置人工湖以

解決水資源問題，請說明砂石採

區與人工湖結合之可行性。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砂石採區與人工湖結合，除了可

以採取砂石外也可蓄水，然其執

行，需與水利單位配合，並取得

地方政府及民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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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3.由於西部僅六個砂石採區，是否

會對各區之交通產生較大的影

響。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砂石開發皆在原料賦存地，砂石

售價便宜，經不起長途運輸，因

此大部分的砂石會在當地處

理，處理完成的成品才會對外運

銷，運銷範圍也在採區附近。本

案已研提交通衝擊之因應對

策，詳 P.138。 

4.替代方案一及二需增加開採

量，請說明如何評估最適當之開

採量。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我國自主供應的砂石，有河川砂

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礦石

及批註土石及陸上土石採取，目

前河川砂石及營建剩餘土石方

的供應量逐漸減少，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產出的砂石，來自大理

石加工之下腳料及開採圍岩，其

供應量難以增加。自主供應砂石

來源可調整的僅剩陸上砂石。 

另進口砂石會受出口國政策影

響，當進口砂石僅能部分進口

時，將陸上砂石各區開採量增加

50%，以調節進口不足，總開採

量增加為 900 萬公噸；若進口砂

石均無法進口，在不得已的情況

下，僅能再增加陸上砂石產能，

以補充砂石缺口。 

本政策環評擬定的砂石開發供

應主方案及替代方案一、二、

三，其砂石供應量詳 P.51 所示。 

5.若未來國內禁止採礦，則礦區之

砂石來源將斷絕。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目前國家政策尚不會全面禁採

礦石。現前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提供的砂石占總供應量 3%，未

來若全面禁採礦石，將啟動應變

機制，協調相關部會釋出料源，

並積極推動陸上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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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6.第五章空氣及水質模式部分，應

評估各採區之涵容力，以決定開

採量。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日本陸上石灰石採

區，其一個大礦一年的產量達

1,400 萬公噸，台灣和平地區大

的石灰石礦區，其年產量 1,000

萬公噸。本政策環評規劃每一個

採區年產量僅 100 萬公噸，其開

採量不算大，其空氣及水能符合

環境涵容能力。 

7.請說明模式部分是否需針對河

川水文模式進行模擬。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案採用之Basins/HSPF水質評

估模式背景資料，除了有長時間

水文、水質、氣象觀測數據及土

地利用 SHP 電子檔外，也須匯

入地形數值檔(DEM)。模式建立

過程中必須透過 Watershed 

Delineation 功能生成申請區座

落之流域水系及各子集水區，而

後以前開生成之圖資進行後續

水質模擬評估，故模式中有水系

生成機制。 

呂委員欣怡 

1.本說明書規劃了六個陸上砂石

採區，是否即從表 3-7 所列之 11

個砂石資源區選取?選擇的原則

為何?如果目前尚無法確定採區

位址，仍請補充更明確的區位適

宜性之評估原則。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只制定砂石來源方

案、砂石開發標準、限制條件，

以及建議各區開發砂石的總

量，並無訂定 6 處場址的確切位

置。未來會持續評估及與各縣市

政府溝通選擇合適區位，並會避

開環境及生態敏感區。 

2.如上，陸砂採區之區位適宜性評

估，除了各縣市政府(P.13)及地

方民代意願(審-第 11 頁)之外，

對政策環評而言，砂石開採之環

境成本應是區位劃設的主要考

量因素。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未來選擇及評估合適區位時，會

避開環境及生態敏感區。進行個

案環評時，會視各地生態狀況，

要求開發單位提出具體環境保

育對策、生態監測及生態補償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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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3.表 5-18 評估矩陣表，於土壤項

目評估為無影響，似乎忽略了砂

石開採造成表土流失的可能性。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砂石開發會剝除表土，原有植物

會遭移除，此況會增加土壤流失

機會。為防止土壤流失，土石採

取產生的表土應先暫置於表土

堆置區，待開採完成一個階段

後，再以此表土回填該階段面，

每個階段面開採完成後，立即以

原生樹草植生復育，此況可以減

少地表裸露時間，可以降低土壤

流失。 

 

4.審-第 6 頁回覆本人書面意見 2，

稱已於 P.59 加入民宅距離規

範，但正文找不到這段字句。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民宅及部落距離參考

「台灣地區礦害預防及處理辦

法」第 20 條，以 60 公尺以上為

原則，詳 5.4.8 節人口及產業環

境影響評定內容。 

 

5.請校對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的

頁碼，有多處修正資料所列之頁

碼，與正文不符。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已重新檢核修正審查意見回覆

對照表之頁碼。 

雲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本案請納入「固定污染源逸散性

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當作準則。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2.如車輛行經市區請減速慢行，及

控制噪音之產生。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本案砂石開採作業中之燃油機

具及 1~-3 期柴油車應加裝濾煙

器，以減少 PM2.5之排放。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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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2.請依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

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辦理。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行政院環保署綜合計畫處 

1.P.62，本案擬以 1 個採區 25 公

頃、1 次開採面積 2 公頃(環保署

慣例要求，1 次開採面積不大於

2 公頃)，本署非土石採取之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主管機關，請確

認。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已將該論述刪除。 

2.建議依「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

業規範」第 9 點規定，強化本案

政策評估說明書第 6 章「減輕或

避免環境影響之因應對策」有關

「總量管制策略」「資源分配」

「資源復育」「開發區位規劃」

「環境管理」「環境監測」及「追

蹤考核」等內容。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詳 P.53~P.140。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1.前次所提意見已參採，本次無其

他新意見。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行政院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1.針對本處前次意見(請就不同水

體(甲、乙、丙、丁)提出減輕或

避免環境影響之對策)，惟回覆

意見及內容尚未具體(P.131)，建

議參考不同水體之適用用途，分

別提出具體減輕或避免影響環

境之對策，如針對甲類水體是否

須審慎評估其開採量體及規

模，避免河川砂石開採而衝擊河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土石採取主要水質污染物為開

採區裸露地逕流中的懸浮固體

(SS)，未來開發單位進行個案環

評時，會要求開發單位依個案水

質進行影響評估，並依據陸上土

石採區承受水體公告之水體分

類等級提出具體減輕措施，亦會

要求依據不同水體之管制標準

進行監測。另本政策環評並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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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川水質及生態環境 劃開採河川砂石。 

內政部 

(一)容許使用部分： 

1.農牧用地：不得位於特定農業

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特定

專用區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區。且限於採取當

地土石 (限於採掘、儲存及搬

運，不包括設置碎解、洗、選作

業場所)，並應依非都市土地農

牧用地容許採取土石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申請山坡地容許

使用面積應在 5 公頃以下)；但

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沿海

一般保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管

機關許可。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2.林業用地：不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且事

業計畫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2 公

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3.礦業用地：不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4.窯業用地：限於自用窯業原料取

土，且位於全國區域計畫規定之

沿海自然保護區者，需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許可。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5.水利用地：不得位於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且限

於經土石採取機關規劃公告整

體砂石資源開發區有案者。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第二次意見徵詢回覆對照表 

16 

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二)變更編定部分：如非屬上開容

許使用適用範疇，應依管制規則

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

點等相關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

為礦業用地，又變更編定面積達

2 公頃以上之規模，應依管制規

則第3章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等相關規定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

適當使用地。另申請基地如屬山

坡地範圍內，依管制規則第 52

條之 1 規定，其興辦事業計畫面

積不得少於 10 公頃。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開挖工程噪音對開發區動物活

動影響甚大，p.132 頁中的減輕

環境影響對策中提到「採用低噪

音或有收塵設備之施工機具，同

時採用低噪音方案，降低對野生

動物之影響」。所謂低噪音機具

及低噪音方案是否有可參考標

準或定義?若未明確說明，未來

實際進行環評時難有一評估指

標。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施工機具所產生的噪音必須符

合營建工程及工廠噪音管制標

準，已於噪音評估補充說明。 

2.建議 6.2 章節中除已提到的稀有

植物外(p.133)，建議增列原生的

珍貴老樹也須給予保護並提出

移植計畫或補償措施。原生老樹

亦可作為後續植生復育的樹木

來源之一。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已於本政策環評中增列原生珍

貴老樹。 

經濟部水利署 

1.第 7 頁，表 3-1 水庫清淤工程之

主協辦機關，請增加臺水公司、

■參採 

□部分參採 

遵照辦理。 



第二次意見徵詢回覆對照表 

17 

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農田水利會。 □不適用 

□其他 

2.第 8 頁，一、河川砂石，前段請

修正為「我國目前尚無公告可採

區供民眾申請土採取，…」。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3.附錄四，D-1 第 2 段，民國 86

年起河川辦理疏濬工程時，並一

同辦理土石標售(採售合一)，請

修正為，民國 90 年起…，併同

辦理…。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4.附錄四，D-1 第 4 段，行政院民

國 100 年 1 月 6 日核定修…，請

修正為，行政院 98 年 11 月 30

日核定「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

濬方案」及 100 年 1 月 6 日核定

「加強河川野溪及水庫疏濬方

案(第 1 次修正)」…。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5.第 24 頁，水利署自民國 104 年

起恢復河川常態疏濬，河川砂石

供應量會銳減…，請修正為，水

利署自民國104年起恢復河川常

態疏濬，河川砂石供應量將回歸

至莫拉克風災前水準…。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本政策評估說明書對於砂石開

發供應案可能對河川水質汙染

之衝擊，僅只於懸浮固體(SS)之

評估，建議參考灌溉用水水質標

準，儘可能將砂石開發案對灌溉

用水水質標準所列之水質參數

(如導電度、鹽類)之潛在影響進

行評估。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案為土石採取之政策環評，土

石採取主要水質污染物為開採

區裸露地逕流中的懸浮固體

(SS)。進行個案環評時會要求開

發單位增加導電度及鹽類之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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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2.本政策評估說明書中之水質模

擬。似以未有砂石開發區域進行

模式之率定及驗證；建議以已有

確切之砂石開發場址相關流域

進行模式模擬，以提供更具代表

性之水質分析評估。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並非個案環評，無確

切對象可以進行環境影響量化

評估。未來個案環評時，會要求

開發單位視各地流域狀況進行

模擬，提供具代表性之水質分析

評估，並提出具體保育措施。 

3.說明書 P102，第 2 行，「率定成

果」似為「驗證成果」之誤植，

建議釐清。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已於文中修正。 

4.說明書 P.104，圖 5-26，建議呈

現新埔測站位置及石門圳之位

置。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案已補充相關標示於圖

5-26。另圖中，Basins 率定驗證

點位置即為新埔(2)測站位置、

承受水體模擬結果輸出點即為

石門圳集水區範圍。 

5.說明書 P.106，表 5-9，僅呈現石

門圳於相關流域(似為鳳山溪)有

5 公頃開發條件下之 SS 濃度模

擬結果；建議一併呈現石門圳在

未開發條件下之 SS 濃度模擬結

果，俾作為水質劣化之比較依

據。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民國 100年 11月 29日公告之環

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

技術規範第 8 點規定，河川水質

評估模式模擬結果需採用技術

規範規定之摘要表方式呈現，該

表格式中即規定該列出項目有

開發前環境現況水質、水質評估

結果、開發後承受水體濃度增加

及承受水體類別等資料，因此前

述資料於表 5-9 呈現，未來於個

案環評時會遵照環境影響評估

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規

定之方式辦理。 

6.同上，依據表 5-9，有關之模擬

結果，最大濃度會超過灌溉用水

標準(SS=100mg/L)，係於暴雨情

境下之模擬結果，建議本政策說

明書解釋 SS 濃度變化與水文條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土石採取之水質汙染源屬非點

源，主要水質污染物為開採區裸

露地逕流中的懸浮固體(SS)，故

降雨時若產生地表逕流便易挾

帶泥砂流入溪流中，使河川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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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件的關係(如，每年會 SS 超過

100mg/L 的頻率為何?)；又，滯

洪池之設計，其所能承載之暴雨

條件應有其限制，建議於說明書

中詳細說明。 

中 SS 水質濃度增加。未來個案

土石採取區均會要求設置滯洪

沉砂池，用以收集開採區內逕流

水，防止逕流直接流入溪中，此

況可以減少承受水體之 SS 濃

度。 

此外，暴雨時除計畫土石採取區

外，周邊地區也會因暴雨而產生

大量逕流流入河川水體中，這些

情況會促使河川 SS 水質濃度驟

增。 

本案 SS 水質模擬之預測方式是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

估模式技術規範相關規定辦

理，未來各計畫土石採取區河川

水質 SS 濃度變化與水文條件之

關係，應依據該評估區域之整體

流域水文、水理、氣象、地形及

土地利用等特性綜合評估與分

析後，方可得到該流域與 SS 濃

度變化之相關性，是故，本政策

環評無法由模擬案中合理、準確

的解釋河川 SS 濃度變化與水文

條件的關係。 

 

7.開發場址鄰近之河川下游如有

水利會取水口，建議開發單位需

承諾辦理河川之水質監測(河川

背景水質、圳路取水口等)，以

確定圳路取水水質狀況。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本政策環評建議之河川水質監

測位置是滯洪沉砂池放流口及

放流水匯入承受水體之混合點

處，此況可以了解土石採取區放

流水水質情況。未來個案環評時

若需增加水利會取水口水質監

測，將於個案環評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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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8.承上述，建議開發單位提供放流

水對水利會取水口及河川影響

之全年度水質模擬資料。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民國 100年 11月 29日公告之環

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

技術規範第 7 點規定有環評書

件送審時，需一併檢送水質模式

程式及率定驗證執行檔供比對

結果，未來計畫土石採取區進行

個案環評時，將要求其依環境影

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

規範規定辦理。 

 

內政部營建署 

1.有關報告書第 10 頁所述，營建

剩餘土石方土質種類(B1 及 B2)

本政策砂石供應來源之一，並於

報告書審-第 21 頁表示，1 立方

公尺砂石約等於 1.5 公噸砂石。

惟報告書第 10 頁「表 3-4 我國

公共工程與建築工程營建剩餘

土石方統計量」與本署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統計資料

不同，請再釐清說明。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表中營建剩餘土石方

統計數量是已扣除土及損耗之

加工後骨材成品量，而貴署「營

建剩餘土石資訊服務中心」的統

計資料是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

量，其未扣除土及損耗，故兩者

之統計數據不相同。另公共工程

及建築工程產出量統計數據，已

修正與貴署相同。 

2.針對營建剩餘土石方種類(B1 及

B2)，尚可供應公共工程土方交

換使用，建議應把合法收容處理

場所加工處理後數據再納入評

估。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本政策環評已將合法

收容處理場所加工處理後之骨

材成品量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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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南投縣政府工務處 

1.有關第三章第二節，陸上砂石部

分本處意見如後：一般陸上砂石

開採情形以本府為例，其砂石車

均行駛一般公路，此對環境及交

通衝擊影響甚鉅，惟其該節

(p.13)文中表示未來會持續評

估，並與各縣市政府溝通開發陸

上開採，對此因陸砂開採對本縣

並無其必要性及公益性，故本府

原則避免陸砂開採。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未來方案推動時，會

選擇合適區位。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經查，以往申請土石採取案，均

屬農業用地，按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8 年 3 月 10 日農企字第

0980112566 號函說明該會在健

康安全、永續經營農業等施政目

標下，已確定不開放平地農牧用

地以容許使用方式辦理土石採

取，並回復農作使用，俾使符合

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等

相關法令規範意旨。故基於防治

土石災害，達成保育水土資源及

永續經營農業之目標，加上莫拉

克風災尚餘約 1 億 6500 萬立方

公尺土石待疏濬，故本市目前暫

不開發陸砂土石採取。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感謝指導，本政策環評基於安全

農業的生產環境考量，不將農地

(平地)開採列入方案中，未來方

案推動時，會選擇合適區位。 

宜蘭縣政府及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建議明訂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砂石採取主管機關」編列預算

進行轄區內土石資源調查。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未來將整合相關部會，辦理法規

修正，明訂直轄市、縣(市)政府

「砂石採取主管機關」應編列預

算進行轄區內土石資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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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二次意見徵詢會議 

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2 日 

審查意見 參採與否 辦理情形 

2.本府前次審查意見之回覆如報

告書審-第 35 頁至 37 頁審查意

見回覆對照表，「參採與否」對

應「辦理情形」欄位敘述內容過

於簡略，「辦理情形」請對應「參

採與否」敘述如何處理審查意

見，並呈現頁碼指出報告書內容

位置。 

■參採 

□部分參採 

□不適用 

□其他 

遵照辦理，已重新檢視修正，並

呈現頁碼指出內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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