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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善後處理模式經驗分
享－以宜蘭縣政府為例

簡 報

宜蘭縣政府



2

簡 報 大 綱
壹、緣由。

貳、坑洞回填困境分析。

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伍、坑洞回填方式評析。

陸、解釋函及相關法規



3

壹、緣由

一、個案背景及問題描述

於1970年代開始，所需砂石原料持續增
加。由於長期大量採取致使河川砂石已日
漸枯竭，水利單位為維護河防橋樑安全及
河川生態環境，降低河川砂石供應量。致
砂石原料短缺，價格上揚，部分不肖業者
覬覦暴利，轉向以陸上砂石為其主要來源
用。在合法不易獲准又因社會有此需求，
造成供需失調，極易發生盜濫採砂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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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肇致盜濫採土石的原因：

(一)土地使用價值差異。

(二)合法來源供應不足。

(三)陸上土石採取許可不易。

(四)管理機關未瑧明確。

(五)法令欠缺完備有機可乘。

(六)執行單位人力不足無法有效監督。

(七)盜濫採土石取締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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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盜濫採土石獲利模式

(一)向銀行貸款。

(二)盜採土石販賣。

(三)回填低質土石或廢棄物獲利。

(四)將土地販售不知情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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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描述

(一)傾倒廢棄物影響公共環境。

(二)高低落差、危害公安。

(三)坑洞積水產生公共危險。

(四)回填土質攸關國土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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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坑洞回填困境分析。

ㄧ、魚骨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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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回填困境分析

(一)行為人與所有權人不同。

(二)拍賣取得。

(三)法規無法整合。

(四)權責單位不明、橫向聯繫不足。

(五)缺乏回填土方。

(六)中央機關未積極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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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一)區域計畫法。(§21條)

(二)民法。 (§148 、§765條)

(二)行政程序法。(§7、 §68、§76、§92-97、

§105、§110、§136-139)

(三)行政執行法。(§3、§27、§29、§34)

(四)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交換利用作業要點。

(五)其他。(函釋及相關法規)

一、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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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一)訂定行政規則。

(二)行政程序。

(三)回填應具備文件

(四)回填土方種類。

(五)回填時管制措施。

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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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農地土石採區開採後可否回填剩餘土石方？

內政部營建署(89.5.2)

主旨：為於農地土石採區開採後，可否收受公共工程或營
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作為回填方使用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經本部於89.2.4台89內營字第8982010號函請縣、市政府
速依地方制度法自行訂定有關營建廢棄土之處理法規或另
訂行政規定有案。

如經貴府依據上開規定實際情形核准處理，自得於核准之
農地土石採區之凹洞回填或收受營建（公共、建築）工程
剩餘土石方資源，作為回填方使用。

(一)訂定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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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法規依據及執行原因須明確。(維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

辦理方式。

權責、義務。

具備文件。

土方來源、種類。

費用。 (回饋金、土方費、行政管理費等)

備註：一般土資場處理費用每立方公尺約80－200元間，場地

暫存容量約25,000立方公尺。

其他。

(一)訂定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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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通知－行政規則、區域計畫法(21條) 、行政程序

法105條。

協商－行政程序法第137條、行政執行法29條。

管制－農業發展條例及相關規定。(課徵地

價稅、土地徵值稅、禁止申請農業使

用證明書、容許設施使用等。

管理－安全設施。(警告標誌、圍籬、阻絕設施)

(二)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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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申請書。

計畫書(申請人、所有權人、地籍資料、位置圖、

地形、運輸路線、土方種類、施工方式等)

技師簽證。(依監察院92年調查報告)

行政契約書。

(三)回填應具備文件。



15

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B1－岩塊、礫石、碎石或沙。

B2-1－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少於30%) 。

B2-2－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介於30%至50%) 。

B2-3－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例大於50%) 。

B3－粉土質土壤(沉泥) 。

B4－黏土質土壤。

B5－磚塊或混凝土塊。

B6－淤泥或含水量大於30%之土壤。

B7－連續壁產生之皂土。

B8－施工或拆除工程產生之營建混合廢棄物(磚、混凝土塊、沙、
木材、金屬、玻璃、塑膠等混合物) 。

(四)回填土方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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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坑洞回填應注意事項

車輛檢查。(聯單勾稽、土方檢查)

現場管制。(管制站、監控設施)

定期或不定期、定量檢查。

其他。 (委外監造)

(五)回填時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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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一、辦理研擬（修訂）情形：
(一)鑑於濫採土石已獲取不法利益、回填時再收取處理餘土之利益及

回填後農地回復原地價之利益等疑義，有違公平正義原則。
(二)依據監察院92年對本府所提出應檢討事項暨95年經濟部函頒「陸

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
(三)經相關單位彙整意見後，訂定「宜蘭縣政府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

遺留坑洞回填作業原則 」，於100年6月3日以府地權字第
1000098719A號令發布，土方來源以公共工程土石方為主。為加速
坑洞回填於102年間研討修正上開作業原則第6點中增訂由本府代
尋縣內民間自辦工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數量達3萬立方公尺以上者
為來源之回填物質，於102年10月29日以府地權字第1020175192號
修正發布。

(四)本案採公辦代執行方式，所有權人與本府訂定行政契約、提出回
填計畫書、圖申請，再移請本府民政處(公共造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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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一)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回填計畫書、並與本府簽訂行政契約書。
(二)經農業、工務、建設、環保、警察局等權責單位審查。

(三)審查完竣後，移請民政處(公共造產)辦理坑洞回填。

(四)土方交換。(以公共工程剩餘土方為主)。

(五)由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整地工程，並由權責機關檢查。
(六)由民政處派員進駐管控。

(七)請土地所有權人繳交行政管理費(每立方公尺10元)。

(八)請公共工程主辦機關繳交土方費每立方公尺40元、民間建築工程每立

方公尺60元及宜蘭縣營剩餘土石方特別稅每立方公尺20元。

(九)回填後由權責機關會同實地進行檢查。

二、坑洞回填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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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三、坑洞回填權責單位工作項目

執 行 單 位 工 作 項 目

地政處 1.受理回填計畫書及簽訂行政契約書。
2.督導執行計畫。

農業處
1.督導回填作業方式。

2.檢查回填後是否可供作農作使用。

工務處

1.督導回填期間作業方式及方法 。

2.審查回填區實測圖應含回填區及鄰近地區地形等

高線、縱橫斷面剖面圖、搬運道路、排水溝、護

坡、擋土牆及其他相關設施之配置。

警察局 1.審查運輸路線及運輸車輛種類。
2.配合計畫執行稽查及人員安全維護工作。

環境保護局 1.查核並防止廢棄物回填坑洞。
2.依回填計畫查核污染防治作業。

建設處 1.審查回填土方種類。
2.督核運輸車輛通行路線及運輸時間。

民政處 1.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搓合機制。通行證核發業務
2.核發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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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本縣列管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共計10處，已簽定行政
契約及完成計畫書審核移請本府民政處(公共造產)辦理坑
洞回填作業計9處，需回填土方量46萬8185立方公尺，而
未簽訂行政契約1處坑洞預計需回填土方量3萬5000立方公
尺，合計需回填土方量50萬3185立方公尺。

 所有權人須繳納行政管理費每立方公尺10元，工程主辦機
關餘土處理費每立方公尺40元，宜蘭縣營建工程剩餘土方
稅每立方公尺20元(計算式503,185*(10+40+20)＝
35,222,950)，其所產生經濟價值合計3522萬2950元納入
公庫，間接將盜採土石、坑洞回填利益歸屬全民所有，符
合公平正義原則。

 目前有3處坑洞正辦理回填中。另已完成回填坑洞計有3處，
其中2處於103年6月解除列管，1處正依善後處理程序辦理
解除列管。

四、經濟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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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伍、回填過程(坑洞回填前現況開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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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伍、回填過程(坑洞回填整復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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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伍、回填過程(檢查站：車輛及土方管制)

錄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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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宜蘭縣政府坑洞處理模式
伍、回填過程(回填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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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優點：
發揮公權力，提升行政效率。
公私協力消除不確定因素。
合法土方來源，避免二次污染。
全程監控，確保品質。
竊取國土不法利益回歸公益。
缺點
土地所有權人配合意願低。
人力執行不足。
單位執行分工整合不易。
土方來源不易取得。

一、公辦代履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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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宜蘭縣政府處理早期遭盜濫採土石作業流程圖

一、公辦代履行模式

宜_蘭_縣_政_府_處_理_早_期_盜_濫_採_土_石_遺_留_坑_洞_回_填_作_業_流_程_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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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優點：
 發揮公權力，降低民眾顧忌。
 公辦民營可減少抗爭問題。
 採取公開招標方式，不法利益回歸公益。
 公辦民營可加快回填執行速率，減少人力負擔。
 委外監照，權責分工。
缺點：
 因有利可圖，土地所有權人反對。
 回饋金及保證金計算標準須研擬。
 無法全程監督廠商執行坑洞回填，廢棄物進入回填坑洞的

可能風險較高。
 廠商考量成本利潤，可能在回填作業方式及回填料源上未

依契約施工。

二、以BOT模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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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以BOT方式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作業流程圖.doc

二、以BOT模式處理

以BOT方式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作業流程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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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優點：

 減少抗爭問題。

 可加快坑洞回填，減少人力負擔。

缺點：

 所有權人欠缺法規知識、工法及財務因素意願較低。

 欠缺環保意識，廢棄物進入回填坑洞的可能風險較高。

 因有利可圖，轉包可能性高。

 無法全程監督執行坑洞回填。

 回填作業方式不確實。

 回饋金及保證金計算須研擬。

 其他。

三、由所有權人申請回填處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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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回填方式評析

由所有權人申請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作業
流程圖.doc

三、由所有權人申請回填處理模式

由所有權人申請處理早期盜濫採土石遺留坑洞作業流程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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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函釋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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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