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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緣起及目的 

1.1 計畫背景 

砂石是營建工程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廣泛應用於預拌混凝土、水泥製

品、道路鋪面、回填級配等，用量龐大，且因主要用於公共工程及建築工

程，故亦跟國內經濟建設發展息息相關。 

從近年的砂石來源分析，砂石每年總需求量約 7,200 萬公噸，其中河川

砂石供應約佔 62%、陸上砂石(含土石採取、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礦區碎

石等)約佔 20%、進口砂石約佔 18%。礦務局為國內礦業資源之主管機關，

定期調查各縣市砂石供需情形，確立各項砂石骨材成品產銷、供需、量價

等各項資訊，長期累積大量資料，除作為穩定砂石供應、平穩砂石物價之

政策擬定參考，亦可提供產官學界實質利用與參考，惟因資料量複雜、龐

大，故需委託專業單位研究整合方法及建立相關資料庫，故成立本計畫。 

近年來砂石市場出現了劇烈變化，在供給量方面，因砂石產業具有區

域性，跨區供應常會衍生龐大的運輸成本，而造成各區砂石資源平準調度

之困難。在業者經營方面，因國內工程市場萎縮，砂石業者競爭激烈，部

分業者喊出進口砂石應總量管制，並明確標示來源之訴求，且預拌業者亦

因購料成本因素，要求政府增加砂石供給量。上述之種種顯示在市場快速

變化下，礦務局除了定期的砂石產銷調查外，更需要整合既有的歷史砂石

賦存量、品質資料並補足缺漏不足的部分，加以研究後建置更及時、更全

面、更深入到各使用階層的資訊系統，以因應各單位對砂石資源動態、品

質管制及流向產銷現狀之需求，有助於掌握土石資源調配，另揭露各項砂

石品質資訊，可強化業界對砂石品質自律，並滿足使用者及民眾知的權利，

落實居住正義。 

綜上，為整合國內砂石資源質量、了解產銷流向並建立砂石品質分級

履歷，上開各項相關資料有必要予以整合並強化補充、更新及加以研究，

本計畫特自 106 年起分四年度依進度分別進行，本年度(107 年)係依續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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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成果，於建立砂石品質資料庫、產銷鏈資料庫及知識庫基本功能後，

持續依礦務局業務需求、使用者回饋及資料庫持續擴充等，進行系統優化

及功能更新，健全資料庫系統，協助國內砂石資源做妥善、有效率之運用，

促使砂石產業穩定發展，並呼應社會大眾及業界訴求，落實有感施政效能。 

 

1.2 計畫目標 

一、 建置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整合砂石資源相關資訊，建立完整砂石品

質資料庫，以建構砂石資源品質地圖。 

二、 建置砂石產銷鏈資料庫：提供透明的砂石產品流向，以期妥善分配砂

石資源。 

三、 建置砂石品質分級履歷：提供砂石品質資訊供各界查詢，並建立砂石

資源的分級標準，以確保使用者信心，維護建物安全。 

 

1.3 預期效益 

一、可整合砂石資源質與量資訊，包含陸上砂石、海域砂石、河川砂石、

進口砂石等，以因應砂石市場的劇烈變化，迅速提出配套政策。 

二、了解砂石品質，讓台灣有限的砂石資源得以適才適所運用到合適的用

途中，妥善而有效率的運用砂石資源。 

三、因砂石運用最後之呈現仍為工程品質，本計畫將建立砂石品質分級履

歷及相關產銷調查統計方式，以提供透明的產品流向及品質資訊，並

教育民眾了解砂石品質的重要性，確保使用者的信心，彰顯政府對砂

石品質之重視。 

四、透過各項砂石資訊之公布，有助於喚醒砂石產業對品質之重視，再經

由市場機制及消費者之選購，形成砂石同業的良性競爭與市場區隔，

健全產業秩序。 

 



3 

1.4 計畫工作項目及內容 

本計畫 107 年度工作項目，如下表所列，並將各工作項目與本服務建

議書中各章節對應於右欄，方便對照。 

表 1.1 工作項目章節對照表 

工作項目 對應章節 頁碼 

一、 資源品質調查： 

(一) 現地調查及取樣施作河川砂石資源品質相關試驗： 

1. 採樣範圍(河川流域列表)：淡水河、林邊溪、東港溪、

立霧溪。 

2. 採樣方法：每一採樣點開挖面積至少 1 平方公尺，深

度約 2 至 3 公尺。 

3. 採樣點位：4 河川至少 40 處，且須包含主流及主(重)

要支流。 

4. 廠商需於服務建議書提出規劃取樣數量及位置；實際

執行前應先行擬具採樣計畫報請本局同意後憑辦。 

5. 試驗項目： 

(1) 取樣地點狀況概述(概估土砂比例及現場環境描

述等)。 

(2) 粗粒料試驗項目包含比重、吸水率、級配篩分析

及洛杉機磨損率試驗。 

(3) 細粒料試驗項目包含比重、吸水率、級配篩分

析、細度模數、小於試驗篩 75μm 材料含量及水

溶性氯離子試驗。 

(4) 混合粒料試驗項目包含實方單位重、鬆方單位

重、級配篩分析試驗。 

(5) 4 河川流域共至少取樣 10 處，施作健度、鹼骨材

反應。 

(6) 現地採樣若遇屬於小型攔河堰、攔砂壩、橋樑基

礎、固床工可能影響小區域河床分布特性之範圍

者，應依現場觀察另擇最近合適點位辦理，避免

於影響區域進行採樣。 

(7) 採樣及試驗工作應逐點按實做成文字及影像紀

錄。 

 

 

 

 

 

 

 

 

 

 

 

 

 

第 3 章 

 

 

 

 

 

 

 

 

 

 

 

 

 

 

 

P19-P31 

二、資料建置： 

(一) 針對下列外單位資料，研擬自動介接納入本資料庫之推

動機制，並配合本局需要，協調聯繫相關機關共識：營

建剩餘土石方產量動態數據、水利署河川水庫疏濬動態

 

第 4.5.1節 

 

 

 

 

P87-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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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管理資訊、財政部關務署進口

砂石數據、工程機關辦理砂石品質檢驗報告。 

(二) 研擬局內資料自動介接納入本資料庫機制及建議，如礦

區礦石及批註土石資料、網路傳輸盜濫採航照及衛星影

像與資料即時通報系統等。 

(三) 持續蒐集彙入相關資源文獻及專業研究報告並電子化： 

1. 礦業司及礦務局歷年出國報告資料。 

2. 研究單位、政府機關、學術單位、工程單位、材料試

驗室及相關業者有關砂石資源品質相關研究及檢驗

報告等資料。 

3. 文獻數據資料整合加值。 

(四) 資料匯入：土石採取管理資料(含基本資料、計畫書圖、

生產數據)、砂石碎解洗選場檢查管理資料(含監督檢查

資料)。 

 

 

第 4.5.2節 

 

 

 

第 4.5.3節 

 

 

 

 

 

第 4.5.4節 

 

 

P98-P99 

 

 
 

P99-P100 

 

 

 

 

 
P100-P101 

 

三、初步建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一) 依砂石資源品質資料，並介接相關機關資料(如敏感區

位及土地資料等)，建構初版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二) 初步建構分眾使用功能(至少須含砂石碎解洗選加工業

者、礦務局等 2 類使用者)。 

 

第 4.2.1節 

 

第 4.2.2節 

 

P36-P39 

 

P39-P40 

 

四、砂石品質履歷： 

(一) 研擬砂石品質履歷制度，如組織、作業程序、分級標準、

評鑑標準、履歷流向管理、法令依據等。 

(二) 建構砂石品質履歷推動機制，初擬砂石履歷執行方案：

需協調相關機關及產業，取得支持共識。 

(三) 研擬砂石品質履歷網站及公告事項。 

 

第 5.1.4節 

 

第 5.1.2節 

 

第 5.1.5節 

 
P134-P142 

 
P127-P129 

 
P142-P144 

五、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一) 系統網頁整體介面設計優化。 

(二) 建構本系統行動版網頁，需具圖台展示功能。 

(三) 建置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1. 設計並建立土石採取區管理模組： 

(1) 建立管理模組，至少需具備多樣化條件查詢、

基本資料及計畫書圖管理、生產量資料登錄、大

事記登載頁面。 

(2) 生產量資料、開採進度、統計資料圖像化呈現。 

2. 圖台呈現土石採取區資料。 

(四) 規劃分眾使用介面，至少須含一般民眾、砂石碎解洗選

加工業者、工程單位、礦務局等使用對象。 

(五) 首頁優化：以直覺式便民使用為原則，輔以亮點圖形介

面及動畫設計優化首頁版面編排。 

 

第 4.4.1節 

第 4.1 節 

第 4.3 節 

 

 

 

 

 

 

 

第 4.4.2節 

 

第 4.4.1節 

 

 

 

P44-P47 

P32-P35 

P40-P43 

 

 

 

 

 

 

 

P47-P50 

 

P44-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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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圖層介接及功能開發：持續介接相關圖層及資料服務；

建置透明度功能；顯示圖層或服務最後更新時間、外單

位介接資料顯示參考資訊；產製本計畫相關圖資提供國

土礦業資料倉儲平台介接。 

(七) 優化系統網頁及資料庫查詢邏輯：建立常用關鍵字推薦

功能、優化關鍵字搜尋。 

(八) 砂石碎解洗選場產銷填報系統優化：建立引導式填報系

統、優化偵錯及數據勾稽功能、顯示最後填報者及最後

更新時間。 

(九) 砂石碎解洗選場家管理功能擴充： 

1. 優化砂石碎解洗選場圖台展示功能。 

2. 建立砂石碎解洗選場檢查管理模組：結合行動版設計

並建立管理模組，至少具備樣態分類管理、缺失樣態

樞紐分析、現場查核系統等功能。 

3. 砂石碎解洗選場營運情形動態查詢功能。 

(十) 砂石品質地圖優化：河川品質分段並建立直覺查詢。 

(十一) 優化產銷圖台指標，研擬綜合指標，建立供需量價

波動警示。 

(十二) 使用者需求意見調查：實施問卷調查，並分析使用

者意見調查並給予建議。問卷調查方式、問卷形態

與內容應於執行前報經本局同意。 

(十三) 優化資料分析及資料產出功能： 

1. 產銷數據資料加值運用功能：包括圖像化呈現、彈性

查詢功能。 

2. 產銷統計分析功能擴充，資料截取分析單位(地理或

行政區域範圍)細緻化。 

3. 產銷統計增加單位轉換查詢功能(公噸、千公噸、萬

公噸、立方公尺、千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 

4. 各式報表自動化產出及自動上傳功能。 

(十四) 知識庫內容新增： 

1. 各類砂石來源類別介紹：河川、陸上、海域、人工、

進口砂石等，並分項提供使用者查詢。 

2. 本計畫 106 及 107 年度調查現地調查之河川主、支流

之流域概述、河川特性探討、地質土壤等基本資料。 

3. 法令規範區：含砂石碎解洗選場及土石採取行政管理

資訊並建立法令規範電子化管理功能。 

4. 其他與本年度計畫研究成果有關之資料知識呈現。 

第 4.4.3節 

 

 

 

 

第 4.4.4節 

 

第 4.4.5節 

 

 

第 4.4.6節 

 

 

 

 

 
第 4.4.7節 

第 4.4.8節 

 

第 4.4.9節 

 

 

 
第 4.4.10 節 

 

 

 

 

 

 

 

 
第4.4.11節 

P50-P51 

 

 

 

 

P51-P54 

 
P54-P58 

 

 

P58-P65 

 

 

 

 

 
 

P65-P67 

P67-P73 

 

P73-P78 

 

 

 

P78-P81 

 

 

 

 

 

 

 

 

P81-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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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理系統」之維護服務： 

(一) 維護範圍：  

1. 維護系統功能不中斷、中斷後之恢復及故障修復。 

2. 資安漏洞之修補。 

3. 監督及偵測本系統，以確保本系統正常運轉。 

4. 每季派專任工程師檢查系統之操作運轉紀錄、程式與

檔案，保持本系統正常執行效能。 

(二) 系統功能中斷及故障修復方式： 

1. 電話報修：系統功能中斷或故障發生後，經本局通知

6 小時內，廠商應以電話回復並排除相關問題。 

2. 現場維修：若電話報修無法排除時，經本局通知 6 小

時內，廠商需派員至本局確認問題，並經本局同意後

24小時內提出解決方案及恢復系統運作。 

(三) 配合事項： 

1. 廠商進行維護服務(含停機維護)，由本局同意後執

行。 

2. 廠商維護期間如需使用本局之硬∕軟體或管理上之

配合，應先提出申請，由本局同意後進行。 

3. 所有維護工作均須製作維護紀錄及文件報本局備查。 

第 4.6 節 

 

第 4.6.3節 

第 4.6.4節 

 

 

 

 

第 4.6.3節 

 

 

 

 

 

第 4.6.3節 

P101-P111 

 

P105-P108 

P108-P110 

 

 
 

 

P105-P108 
 

 

 

 

 
P105-P108 

 

七、建立資料庫備援機制(資料備份頻率：1 個月/次)。 第 4.6.4節 P108-P110 

八、「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理系統」網頁各項功能上線前執行

弱點掃描，並完成弱點修補。運行中之系統，依政府機關

(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每季執行網站弱點

掃描(辦理時間以本局通知為準)，完成弱點修補後製作報

告送本局備查。 

第 4.6.5節 P110-P111 

九、專業研究： 

(一) 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報告：需協調相關機關及產業，整合

品質分級之認定，取得支持共識。 

(二) 進口砂石資源調查專業研究： 

1. 更新 106 年度研究數據及情勢。 

2. 持續掌握大陸砂石質、量及出口政策，作為因應措施

之參考。 

3. 持續調查東南亞各國家出口砂石狀況。 

 

第 5.2 節 

 

第 5.3 節 

 
P144-P152 

 
P152-P163 

 

 

十、提供相關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介接。 第 4.7 節 P112 

十一、辦理本局交辦事項(本計畫為機關列管之計畫，廠商需依

照機關之管制考核規定，填送管制考核表件、簡報、記者

會資料、新聞稿及檔案等資料)、相關教育訓練及成果展

示。 

第 4.6.6節 P111-P112 

十二、其他創新及加值服務事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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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進度 

本計畫工作進行期間，礦務局不定期派員參與本計畫之相關籌劃工作，

並召開工作會議，掌握計畫辦理情形。本計畫規劃進度共設四階段查核點，

本計畫每月召開工作會議並將會議紀錄及工作進度於每月 15日前函報礦務

局備查，工作進度如表 6.1 所示，其中紅線標記為各以下四查核點： 

第 1 查核點：期中簡報前 2 週內辦理。彙整工作進度及資通安全管理

情形報礦務局召開工作會議檢視 

第 2 查核點：即為期中簡報，需於進度達 50％，為礦務局進行期中簡

報，簡報前提送期中報告書 15 份。 

第 3 查核點：期末簡報前 2 週內辦理。彙整工作進度及資通安全管理

情形報礦務局召開工作會議檢視。 

第 4 查核點：107 年 11 月 5 日(含)以前，送達期末報告書初稿 15 份，

經礦務局擇期進行期末簡報。 

表 1.1 工作進度表 

業務

類型 
工作項目(功能模組) 

107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產銷

調查 

研擬資料自動介接機制                   

砂石場填報模組                   

砂石產銷月報          

前台統計圖表          

砂石產銷統計圖台綜合指標          

圖台優化與波動警示功能                   

進口砂石專業研究                   

用地

管理 

砂石場管理模組          

砂石場檢查管理模組                   

砂石

履歷 

砂石品質履歷制度研擬與推動                   

河川砂石現地取樣                   

砂石粒料試驗                   

試驗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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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品質數據並電子化文獻         
  

    
  

  

初步建構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砂石品質地圖優化                   

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報告                   

土石

採取 

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土石採取圖台          

砂石

知識 

分項查詢功能                   

專業報告蒐集匯入          

法令規範電子化查詢          

資訊

系統 

建構行動版網頁                   

首頁與網頁設計優化          

規劃分眾使用介面                   

無障礙網頁檢測                   

提供 API 介接          

系統維護及資料庫備援機制                   

 完成工作累計百分比(%) 4 16 28 40 52 64 76 88 100 

 

配合契約要求、工作項目以及表 1.1 之預定進度表，整理各階段文件提

送之日期於表 1.2，以利工作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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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階段文件函送日程 

日期 交付文件 

5 月 15 日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6 月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系統備份文件 

 

 

7 月 

5 日 砂石履歷、砂石分級標準、使用者需求訪談會議時程與計畫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第一次弱點掃描報告 

3. 系統備份文件 

 

8 月 

5 日 期中報告書 15 本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系統備份文件 

期中簡報 

 

9 月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第二次弱點掃描報告 

3. 系統備份文件 

10 月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系統備份文件 

 

11 月 

5 日 期末報告書初稿 15 本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系統備份文件 

期末簡報 

 

 

 

 

12 月 

 

 

 

 

15 日 

1. 成果報告書 20 本、光碟 5 片 

2.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3. 第三次弱點掃描報告 

4. 系統備份文件 

5. 系統文件(含使用者/維護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書面與光碟各 10 份 

6. 軟體維護建議書(含光碟)2 份 

7. 系統測試報告書 5 份、光碟 5 片 

7. 系統程式碼光碟 5 片 

8. 資安檢測報告書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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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工作規劃 

本計畫為「環境資源資料庫整合計畫」之一部份，為四年期計畫，目

標在於建立砂石資料品質資料庫、砂石產銷鏈資料庫、砂石品質分級履歷，

在於砂石品質及產銷流向之透明化，並藉由市場力量穩定產業發展，因此

整體工作說明如下。 

2.1 106 年度計畫成果 

一、建置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 

1. 團隊已蒐集礦務局、水利署、中央地質調查所、工研院等單位之過往

所辦理之砂石品質相關文獻，並依河川砂石、陸上砂石及海域砂石分

類掃描電子化建檔。 

2. 辦理蘭陽溪、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花蓮溪、秀姑巒溪共取樣 150

處進行砂石性質試驗，整體而言六條河川之砂石品質，用作一般工程

用途品質均佳，而蘭陽溪砂石為其中品質最平均者，且適合用於高強

度混凝土或其他特殊工程。 

3. 已建置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並彙整匯入過往文獻砂石品質調查數據

及本年度河川砂石品質試驗成果，結合 TGOS 圖資以圖像化顯示各點

砂石品質數據。 

二、建置砂石產銷鏈資料庫 

1. 已重新建置砂石產銷鏈填報系統，包含購入及賣出之量價、產銷流向、

廠內庫存等資訊，提供廠商更簡潔易操作的填報介面。 

2. 就所填報砂石來源及產銷量價分布數據，建置統計圖表查詢功能，查

詢分析項目包含各區不同時間的砂石生產量、銷售量(含銷售流向)、

供應量、庫存量、場交價格、進口砂石、東砂西運等資訊，以直條圖、

曲線圖、圓餅圖等方式呈現產銷資訊。 

3. 第一類砂石場(即包含已依法辦妥工廠登記、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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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礦業用地者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已依法辦妥臨

時工廠登記等三類合法砂石場，以下所稱第一類砂石場同本定義)地理

位置已結合 TGOS 圖資顯示於地圖上，可以縣市別查詢廠商及連絡電

話。 

三、砂石知識庫 

1. 已編寫砂石相關專業知識，包含砂石的形成、台灣砂石來源、砂石產

業介紹、砂石相關法規、砂石性質、砂石適用用途、替代資源與循環

再利用，並建置於知識庫系統中供外界參考。 

2. 各砂石文獻之品質調查數據資料，均可條列式查詢及下載。 

四、專業研究 

1. 已蒐集可能進口砂石之國家其砂石品質，並調查進口量、價格、現況

及未來可能政策發展。 

2. 中國大陸的砂石產業已從河砂開採轉向機製砂石，且逐漸重視環保，

其製砂技術已逐漸發展，達到細度模數、石粉含量與粒形皆可掌控之

技術。其砂石品質與台灣所產砂石粒料品質相同。 

3. 菲律賓每月約有 5 萬噸的砂石進口量，運距雖比越南短，但仍比中國

大陸長，砂石主要來自呂宋島西邊港口，然而因其碼頭裝卸設備不足，

且易受天災破壞，故進口量不易增加。且菲律賓砂石以火成岩為主，

粒形不佳，含鐵量偏高，台灣國內預拌廠使用意願較低。 

4. 其餘東南亞國家運距更長，費用更高，而且因應國內建設發展及環保

考量，多數國家皆禁止天然砂石出口，因此國外砂石來源開發不易。 

5. 已蒐集替代資源相關文獻，由再利用法規、產量、粒料性質與政策趨

勢歸納出優先作為砂石替代粒料者為電弧爐氧化碴、焚化底渣、轉爐

石，惟大宗廢棄物做為砂石替代資源之用途，皆僅能作為道路材料、

土方回填、CLSM 等低階用途，若用於結構混凝土上仍有技術面及法

規面的問題，在評估替代資源供給量時需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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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7 年度工作項目及目標 

延續 106 年計畫成果，在所建置之資料庫系統架構下，持續依使用者回

饋及功能需求進行優化。 

一、持續河川砂石品質調查 

持續擴充砂石品質資料庫，今年辦理淡水河、林邊溪、東港溪、立

霧溪等四條溪共 40 處砂石品質採樣，進行粗細粒料的比重、吸水率、

級配篩分析及洛杉機磨損率等相關試驗，並將試驗結果納入資料庫中。 

二、系統資料持續建置 

為簡化人員作業，針對砂石來源之例行業務調查，如剩餘土石方、

河川疏濬量、進口砂石量等，研擬自動介接納入本資料庫之機制。亦持

續納入局內其他單位之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資料、歷年出國報告、研究

資料、土石採取管理資料、砂石場檢查管理資料，整合土石相關業務資

訊，為以後大數據整合加值做準備。 

三、建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整合已建置的砂石品質分布及產銷析統所統計的各區砂石使用及

需求資訊，規劃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作為礦務局評估各區砂石資源及設

廠可行性檢意評估，以回應工程及使用者需求。 

四、規劃砂石品質履歷 

研擬砂石品質履歷制度，如組織、作業程序、分級標準、評鑑標準、

履歷流向管理、法令依據等，並取得機關及業者之共識，作為後續推動

自願性砂石品質履歷之準備。 

五、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就 106 年已建置的砂石品質資料庫及產銷填報系統，持續優化各項

功能，如行動版網頁、分眾使用介面、各種圖層介接、關鍵字搜尋、場

商管理功能擴充、資料分析、報表自動匯出、知識庫內容擴充，方便業

務統計，讓資料庫內容更便於分析使用。 

六、系統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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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系統維護機制，包含系統功能中斷及故障修復、資料庫備援機

制，確保系統得正常運轉。 

七、專業研究 

研擬砂石品質分級，以便砂石資源能適材適所的妥善運用。另外持

續調查進口砂石最新動態，掌握大陸砂石品質、數量及出口政策，作為

因應措施準備之參考。 

2.3 後續年度簡要展望 

後續將從機關承辦人之需求，逐漸導向以工程界及社會大眾對系統資訊

之需求，開發便民查詢之功能，並擴展試辦砂石履歷分級制度，因此，針

對 108 年及 109 年之工作構想簡述如下。 

一、108 年工作規劃 

1. 優化並擴充本系統網頁及行動版網頁、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砂石產

銷鏈資料庫、砂石知識庫、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內容及功能。 

2. 持續調查現地河川及陸上砂石資源品質資料。 

3. 研擬砂石品質履歷執行方案，以碎解洗加工業者為提出申請對象，加

強推廣並至少試行 3 實例後，提出試行成果報告。 

4. 架構砂石品質履歷系統網站並加強推廣。 

二、109 年工作規劃 

1. 優化並擴充本系統網頁及行動版網頁、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砂石產

銷鏈資料庫及砂石知識庫、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砂石品質履歷系統網

站內容及功能。 

2. 持續調查現地河川及陸上砂石資源品質資料。 

3. 精進砂石品質履歷執行方案，並再試行 3 實例，提供砂石品質履歷執

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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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系統業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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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為配合本計畫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建置，本年度亦持續河川現地採樣

工作，以取得最新之河川砂石品質數據並匯入系統。3.1 節說明團隊之採樣

試驗規劃，3.2 至 3.5 節規劃本年度 4 標的水系之採樣點位。 

3.1 採樣與試驗規劃 

一、選點原則 

本年度採樣水系包含淡水河、東港溪、林邊溪、立霧溪，共 40 點，

並包含主流與重要支流。開挖面積至少 1 平方公尺、深度 2 至 3 公尺，

避開上層覆土以確保樣品代表性，並避免於土石品質可能受影響之區域開

採，相關現場採樣作業已制定標準作業程序供現場人員依循。規劃各河

川水系之採樣點位時，主要依循以下原則，製成點位地圖及採樣計畫提

報礦務局核可，並轉請各主管河川局同意，方可前往取樣。 

A. 流域主流與重要支流平均設點，並於曾疏濬河段較密集設點。 

B. 徵詢主管河川局以及當地業者之意見，參酌設定點位。 

C. 採樣當時若有交通不便或颱風因素無法下溪底則依現地條件偏

移或調整。 

二、現地作業流程 

現地採樣作業已制訂一標準作業流程，供採樣人員依循，如圖 3.1

所示，由於採樣深度達 2 米，需重機具開挖，故採樣前將會同河川局進

行現地勘查，確認車行動線，務必於各環節確認滿足本計畫工作項目之

要求，如座標定位、深度確認、環境描述、篩分概估土石比例等，並拍

攝足量照片以便採樣記錄整理。為確保採樣作業之一致性，本計畫已制

定河川砂石採樣作業標準程序，詳附錄二，以作為採樣人員知參考。 

現地採樣若遇屬於小型攔河堰、攔砂壩、橋樑基礎、固床工可能影

響小區域河床分布特性之範圍者，將依現場觀察另擇最近合適點位辦理，

避免於影響區域進行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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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現地調查項目 

1. 土砂比例概估 

將土石原料依其粒徑大小，於現地篩分為卵礫石(大於 50 mm)、粗

粒料(介於 50 mm 與 4.75 mm 之間)、細粒料(小於 4.75 mm)三種，

並記錄總重、卵礫石與粗粒料重，後續鍵入設計之試算表，可自動

扣除篩重並計算各粒徑所佔總重之比例。 

2. 現場環境描述 

於現地取樣時，簡單記錄四周環境，如採樣位置、周圍景觀、水流

情形、土石大小與色澤等，並以照片補充文字不足處，亦供不同點

位辨識用。 

四、實驗室施作項目 

河川現地採樣時，每點約取 100 公斤土石原料，運至實驗室施作各

項粗細粒料試驗，淡水河、立霧溪試驗由台灣大學土木系施作，東港溪、

林邊溪則由高雄科技大學土木系施作。試驗項目依據計畫工作項目包含

比重及吸水率、級配篩分析、單位重、洛杉磯磨損率、含泥量等，另

40 處樣品中至少擇 10 處施作健度、鹼骨材反應試驗，所有試驗項目與

對應數量彙整於表 3.1。為確保試驗作業之一致性，亦制定各試驗詳細

步驟與試驗內容說明書，以作為試驗人員遵循之依據，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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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現地採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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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試驗項目與數量 

試驗項目 試驗標準 樣品種類 點位 

篩分析 

 

CNS 486 粗細粒料篩析法 

細粒料 

粗粒料 

混合粒料 

40 

40 

40 

單位重 
CNS1163 粒料容積密度與空隙率試

驗法 
混合粒料 40 

比重 

吸水率 

CNS 487 細粒料密度、相對密度(比

重)及吸水率試驗法 

CNS 488 粗粒料密度、相對密度(比

重)及吸水率試驗法 

細粒料 

 

粗粒料 

40 

 

40 

洛杉機磨損 
CNS 3408 粗粒料(粒徑 19mm 以上)

磨損試驗法 
粗粒料 40 

含泥量 
CNS 491 粒料內小於試驗篩 75μm 

CNS 386 材料含量試驗法(水洗法) 
細粒料 40 

氯離子 
CNS 13407 細粒料中水溶性氯離子

含量試驗法 
細粒料 40 

健度 
CNS 1167 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

粒料健度試驗法 
粗粒料 10 

鹼骨材反應 
CNS 13618 粒料之潛在鹼質與二氧

化矽反應性試驗法(化學法) 
粗粒料 10 

 

五、行前教育訓練 

已規劃如前述完整的作業流程與工具清單，於河川採樣行前將發放

予前往採樣人員，並進行簡易教育訓練，務必確保所有人員了解現地情

況以及應辦事項，以維持採樣試驗結果之準確性以及過程之安全性，現

地採樣教育訓練已於 107 年 6 月 8 日併工作會議舉行。 

六、試驗結果檢核 

本計畫產出之砂石粒料試驗數據，將以二種方式進行檢核，一為與

同河段過往文獻調查數據之範圍比對；二為本次試驗結果與同河段上下

點為之試驗結果相比較，若差異過大則可能有試驗誤差處，則同批料重

新試驗，若經檢核試驗過程無誤，則照實填寫，但需加註備註。 

3.2 淡水河水系 

淡水河水系屬中央管河川，為全台第三大水系，由三大支流大漢溪、

新店溪、基隆河匯流而成，本年度共計採樣 17 處，涵蓋主支流與過往疏濬

清淤之河段，採樣點位圖如圖 3.2，地質圖例對照詳附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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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淡水河水系點位圖 

圖中橘色之點位為加作健度、鹼骨材反應之點位，詳細點位資訊如表

3.2，於淡水河主流取 2 點、幹流大漢溪自石門水庫上游義興電廠起取 7 點、

支流基隆河取 2 點、新店溪與上游南勢溪自烏來攬勝大橋起共取 4 點，其

餘佈點支流仍有三峽河、景美溪。採樣前已與第十河川局研議佈點適切性，

並參酌其建議，擬定採樣計畫書並提報予礦務局，如附錄四。因淡水河水

系分屬較多單位管轄，故採樣作業執行前亦提報台北市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新北市水利局、桃園市水務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等單位，並於

行前預先勘查現地交通情況，製作機具動線等相關規劃予高灘地工程管理

處以申請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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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淡水河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TS01 淡水河 出海口  TS10 三峽河 長福橋上游 

TS02 淡水河 中興橋下游  TS11 基隆河 社子大橋下游 

TS03 大漢溪 浮洲  TS12 基隆河 彩虹橋下游 

TS04 大漢溪 柑園大橋上游  TS13 新店溪 中正橋上游 

TS05 大漢溪 中溪洲  TS14 新店溪 碧潭大橋下游 

TS06 大漢溪 大溪橋下游  TS15 南勢溪 上龜山橋上游 

TS07 大漢溪 後池堰下游  TS16 南勢溪 攬勝大橋上游 

TS08 大漢溪 羅浮橋上游  TS17 景美溪 北新橋上游 

TS09 大漢溪 義興電廠上游     

 

淡水河水系自於 5 月底起至 9 月初完成完成所有點位採樣。表 3.3 為淡

水河現地調查項目，如座標以及土石組成比例之估算結果，詳細現地採樣

記錄表與影像記錄，請參閱附錄五。淡水河、基隆河下游土砂比例較高，

多為結塊之泥土，而大漢溪上游、新店溪、三峽河等處則有較多大粒徑粗

粒料與卵礫石。另因下游部份點位可供試驗之粗粒料不足，故加做試驗之

點位調整如表 3.2 灰底部份。 

 

 

 

 

 

 

 

 

 

 

 

 

 

 

 

 

 

圖 3.3 淡水河現地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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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淡水河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石

(%) 

粗粒料

(%) 

砂與土 

(%) 

淡水 TS01 293555 2783221 25.1 10.6 64.2 

TS02 294696 2767569 16.9 13.3 69.8 

 

 

 

大漢 

TS03 294765 2767736 33.6 26.1 40.3 

TS04 287650  2761095 33.3 47.6 19.0 

TS05 280919 2756889 26.7 20.8 52.5 

TS06 278542 2753070 20.3 37.5 42.2 

TS07 275860 2746480 36.5 43.5 20.0 

TS08 286620 2744289 6.6 65.9 27.5 

TS09 286266 2740042 8.6 69.3 22.1 

三峽 TS10 287291 2757571 37.3 42.9 19.8 

基隆 
TS11 299902 2778235 0.0 6.1 93.9 

TS12 307810 2771749 16.4 30.3 53.3 

新店 
TS13 302212 2768089 40.1 28.9 31.0 

TS14 302619 2763611 36.6 14.2 49.2 

南勢 TS15 305478 2754689 39.3 42.1 18.7 

TS16 305690 2750937 28.2 36.3 35.5 

景美 TS17 304506 2764542 61.5 25.9 12.6 

 

淡水河水系粒料試驗數據整理如表 3.4。淡水河支流多，試點試驗結果

落差大，整體來說品質不穩定，其中以大漢溪上游品質較佳，而新店溪、

南勢溪、三峽河、景美溪品質尚可，可作一般預拌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之

粗粒料。支流基隆河幾乎無粗粒料，且吸水率不穩定，大漢溪下游至淡水

河品質也不佳，有比重較低情形。 

表 3.4 淡水河水系粒料試驗數據 

河川 樣品

編號 

單位重(kg/m3) 比重 吸水率(%) 含泥

量(%) 

細度

模數 

氯離子

含量(%) 

洛杉磯

磨損(%) 

健度

(%) 

鹼骨材

反應 

分

類 實方 鬆方 粗 細 粗 細 

淡水河 TS01 1483  1264  2.43 2.41 5.82 2.48 11.8  4.40  0.3269  28.5  - - F 

TS02 1615  1458  2.40 2.41 1.39 1.04 6.5  3.98  0.0445  17.3  - - F 

 

 

 

大漢溪 

TS03 1674  1420  2.44 2.49 0.72 1.32 8.8  3.86  0.0657  22.7  0.5 無 F 

TS04 1653  1347  2.45 2.45 0.68 0.93 9.2  3.56  0.0027  25.9  - - F 

TS05 1906  1753  2.61 2.60 2.82 2.55 11.7  3.61  0.0039  27.8 - - C 

TS06 1812  1623  2.56 2.51 0.75 1.26 8.6  3.37  0.0012  21.7  - - C 

TS07 1867  1610  2.66 2.64 2.28 0.92 6.6  3.17  0.0022  24.9  - - C 

TS08 1821 1693  2.61 2.62 1.53 1.35 0.9 3.20  0.0001  29.0  1.8 無 C 

TS09 1904 1712  2.63 2.64 1.23 1.69 0.6 3.00  0.0001  27.0  - - C 

三峽河 TS10 1984  1742  2.69 2.65 1.62 1.56 4.3  3.00  0.0013  24.2  - - H 

基隆河 
TS11 1570  1387  - 2.43 - 2.12 10.7  4.44  0.0351  - - - - 

TS12 1713  1503  2.65 2.55 8.57 0.88 8.6  4.43  0.0256  28.4 - - C 

新店溪 
TS13 1844  1672  2.68 2.60 1.05 1.13 6.7  3.23  0.0183  23.1  - - H 

TS14 1817  1680  2.52 2.57 0.90 2.02 4.2  3.53  0.0030  17.9  1.3 無 C 

南勢溪 TS15 1770  1546  2.55 2.60 2.12 3.72 15.1  3.92  0.0006  23.7  - - C 

TS16 1891  1623  2.61 2.61 2.55 1.67 3.4  2.59  0.0033  22.4  3.4 無 C 

景美溪 TS17 1776  1529  2.57 2.55 1.00 2.79 6.5  3.59  0.0066  28.5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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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淡水河主流至大漢溪上游之砂石比重、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趨

勢，如圖 3.4 至圖 3.6 所示，比重以位於出海口八里之 TS01 到板橋 TS04

偏低，出現低於混凝土標準 2.5 之情況，而越到上游則越穩定，吸水率則於

TS01 有 5.8%之超標情超標情況。而洛杉磯磨損相對穩定，多在 20%至 30%

之範圍，僅 TS02 稍低，加做健度之 4 點位皆可符合 CNS 要求。氯離子含

量因淡水河下游近出海口，且部分於都會區點位恐有家庭污水排放汙染情

形，有 5 處有超標情形，其餘多無疑慮，尤其 TS08、TS09 位於石門水庫集

水區內，水質較佳，幾乎無驗出氯離子，而鹼質粒料反應亦無點位驗出。 

 

 

圖 3.4 淡水河主流粗細粒料比重趨勢 

 

圖 3.5 淡水河主流粗細粒料吸水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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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淡水河主流粗粒料洛杉磯磨損率趨勢 

3.3 東港溪水系 

東港溪位於屏東縣，為一中央管河川，主流上游為萬安溪。本年度砂

石品質調查採樣 10 處，涵蓋過往疏濬之河段，星形標記點為過往疏濬處，

橘色點為加做健度及鹼骨材反應之點位，規劃之點位圖如圖 3.7 所示，地質

圖例對照詳附錄十六。 

點位詳細資訊列於表 3.5，採樣點最上游自萬安大橋起，而過往疏濬河

段多在隴東橋上下游以及成德大橋上下游，亦皆有佈點，另外參酌第七河

川局建議微調點位，將原萬安溪一點移至牛角灣溪涼山橋下游，並提報採

樣計畫如附錄四。東港溪水系於 8 月期間完成採樣，採樣記錄詳附錄六。 

 

表 3.5 東港溪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DG01 東港溪 東港大橋上游  DG06 東港溪 隴東橋上游 

DG02 東港溪 港西攔河堰  DG07 東港溪 義亭 

DG03 東港溪 興社大橋上游  DG08 東港溪 牛角灣溪匯流口 

DG04 東港溪 潮州大橋上游  DG09 萬安溪 萬安大橋上游 

DG05 東港溪 萬巒大橋上游  DG10 牛角灣溪 涼山橋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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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東港溪水系點位圖 

表 3.6 為東港溪現地調查項目，如座標以及土石組成比例之估算結果，

由表可知全溪粒徑偏細，卵礫石比例皆低於 15%，以粗粒料和砂為主。圖

3.8 為東港溪現地採樣照片，分別為土石開挖與開挖後回填之記錄，詳細現

地採樣記錄表與影像，請參閱附錄六。 

表 3.6 東港溪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石

(%) 

粗粒料

(%) 

砂與土 

(%) 

 

 

 

 

東港溪 

DG01 194318  2486799  0  70.5  29.5  

DG02 194991  2489955  0  49.4  50.6  

DG03 198638  2493639  0  80.0  20.0  

DG04 203013  2496238  0  33.3  66.7  

DG05 205114  2497898  3.3  68.3  28.3  

DG06 207268  2500506  6.4  62.1  31.4  

DG07 207814  2501719  6.9  80.0  13.1  

DG08 209588  2503089  6.2  49.2  44.6  

DG09 211680  2502652  11.7  72.3  16.0  

牛角灣溪 DG10 212684  2509539  12.5  61.6  25.9  

 

 

DG01 

DG02 

DG03 

DG04 

DG05 DG06 

DG07 

DG08 

DG09 

DG10 

一般取樣處 

試驗加做處 

曾疏濬處 

試驗加作且曾疏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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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整理如表3.7，東港溪普遍有吸水率稍高情況，

下游無粗粒料，含泥量高，出海口處的氯離子濃度剛好達國家標準限制，

若要作混凝土細粒料需經過洗選作業，中上游粗粒料岩質強度較低，主流

之洛杉磯磨損率多在 30%至 40%間，可作為預拌混凝土用，支流牛角灣溪

則高於 40%，建議做為級配回填料。 

表 3.7 東港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 

河川 樣品

編號 

單位重(kg/m3) 比重 吸水率(%) 含泥

量(%) 

細度

模數 

氯離子

含量(%) 

洛杉磯

磨損(%) 

健度

(%) 

鹼骨材

反應 

分

類 實方 鬆方 粗 細 粗 細 

 

 

 

 

東港溪 

DG01 1528 1438 - 2.65  - 2.02  18.95  1.26 0.0025 - - - - 

DG02 1422 1383 - 2.59  - 2.99  13.53  2.35 0.0020 - - - - 

DG03 1426 1352 - 2.66  - 2.12  19.21  1.03 0.0015 - - - - 

DG04 1788 1577 2.60  2.62  2.78  2.63  6.70  4.97 0.0001 38.32  - - C 

DG05 1778 1580 2.59  2.63  2.75  2.86  17.12  4.52 0.0001 37.82  - - C 

DG06 1967 1796 2.57  2.64  2.62  2.29  7.58  5.87 0.0001 39.38  0.42 無 C 

DG07 1819 1753 2.60  2.62  2.80  2.88  7.00  5.52 0.0001 36.43  - - C 

DG08 1965 1825 2.61  2.62  2.68  2.78  4.97  5.74 0.0001 30.00  - - C 

DG09 1903 1786 2.61  2.71  2.75  2.23  7.03  6.66 0.0002 33.84  0.40 無 C 

牛角灣溪 DG10 1779 1554 2.52  2.55  2.56  2.65  4.48 5.72 0.0001 45.54  - - F 

統計東港溪水系砂石之比重、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趨勢如圖 3.9 至圖

3.11，其中比重以主流上游及支流牛角灣溪較不穩定，吸水率則全溪均保持

在 2.0%至 3.0%，洛杉磯磨損則如前段所述，穩定偏高，若要作預拌混凝土

則需特別挑選，且不使用於瀝青混凝土，加做二點健度之數據低。在氯離

子及鹼骨材反應上，也未檢測出有害疑慮。 

圖 3.8 東港溪現地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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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東港溪粗細粒料比重趨勢 

 

圖 3.10 東港溪粗細粒料吸水率趨勢 

 

圖 3.11 東港溪粗粒料洛杉磯磨損率趨勢 

3.4 林邊溪水系 

林邊溪為屏東縣管河川，主要支流為力力溪、瓦魯斯溪與來社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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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採樣規劃點位如圖 3.12 所示，星形標記點為過往疏濬處，橘色點為加

做健度及鹼骨材反應之點位，共計 11 點，地質圖例對照詳附錄十六。 

點位詳細資訊列於表3.6，林邊溪主流自出海口起至丹林吊橋共取5點、

上游瓦魯斯溪取 1 點、來社溪與內社溪匯流前後共取 3 點、另一較大支流

力力溪亦取 2 點代表。以此規劃點位為基礎，已與第七河川局研議採樣點

之適切性，擬定採樣計畫書如附錄四提報礦務局，並轉七河局備查，林邊

溪水系 11 點已於 8 月上旬完成採樣。 

 

圖 3.12 林邊溪水系點位圖 

表 3.8 林邊溪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LB01 林邊溪 出海口  LB07 來社溪 義林大橋上游 

LB02 林邊溪 林邊大橋上游  LB08 來社溪 來義部落聯絡道路 

LB03 林邊溪 力力溪匯流口  LB09 內社溪 來義村東部落 

LB04 林邊溪 餉潭大橋下游  LB10 力力溪 力力溪大橋上游 

LB05 林邊溪 丹林吊橋下游  
LB11 力力溪 

舊白鷺聯絡道路橋

上游 LB06 瓦魯斯溪 泰義連絡橋上游  

表 3.9 為林邊溪現地調查項目，灰色欄位為增加健度及鹼股材試驗，包

含座標以及土石組成比例之估算結果，林邊溪除下游近出海口粒徑偏細外，

LB01 

LB02 

LB03 

LB04 

LB05 

LB06 

LB07 

LB08 

LB09 

LB10 
LB11 

一般取樣處 

試驗加做處 

曾疏濬處 

試驗加作且曾疏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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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03 至 LB11 數點皆有 50%以上之高比例粗粒料，砂土相對較少。圖 3.13

為現地採樣之照片，分別為土石開挖以及土石裝袋之過程，詳細現地採樣

記錄表與影像記錄請見附錄七。 

表 3.9 林邊溪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石

(%) 

粗粒料

(%) 

砂與土 

(%) 

林邊溪 LB01 199978  2479876  0.0  21.3  78.8  

LB02 201930  2483231  0.0  30.0  70.0  

LB03 205183  2484766  0.0  56.0  44.0  

LB04 208958  2489089  12.7  71.2  16.1  

LB05 211723  2491133  21.1  67.4  11.6  

瓦魯斯溪 LB06 214686  2493901  17.8  70.0  12.2  

來社溪 
LB07 214979  2492091  25.0  63.5  11.5  

LB08 217938  2492047  26.2  54.3  19.5  

內社溪 LB09 217599  2491901  20.0  61.4  18.6  

力力溪 
LB10 209969  2482863  28.8  50.6  20.6  

LB11 215790  2482378  0.0  64.1  35.9  

 

 

 

 

 

 

 

 

 

林邊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整理如表 3.10，林邊溪鄰近東港溪，但比重

相對較高、吸水率也較低，在抗磨損能力上表現也稍優於東港溪，約落在

25%至 35%。另外主流林邊溪與支流力力溪為過往較常疏濬處，全水系品

質均相近，無淡水河各支流差異大之情況。適用用於預拌混凝土，但因磨

損偏大，較不適用於瀝青混凝土。中上游細粒料的細度模數偏大，需於砂

石場內加工調配後方得供應給預拌混凝土廠。 

 

 

 

 

圖 3.13 林邊溪現地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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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林邊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 

河川 樣品

編號 

單位重(kg/m3) 比重 吸水率(%) 含泥

量(%) 

細度

模數 

氯離子

含量(%) 

洛杉磯

磨損(%) 

健度

(%) 

鹼骨材

反應 

分

類 實方 鬆方 粗 細 粗 細 

林邊溪 LB01 1531 1354  - 2.69  - 1.81  17.62 1.73 0.0182 - - - - 

LB02 1639 1490  - 2.69  - 1.90  16.81 1.86 0.0005 - - - - 

LB03 2049 1806  2.64  2.67  1.59  1.73  4.96 5.32 0.0002 27.81  0.28 無 C 

LB04 2026 1825  2.66  2.70  1.35  1.85  9.56 5.73 0.0000 32.20  - - C 

LB05 2028 1867  2.68  2.64  1.37  1.44  8.35 6.56 0.0001 28.26  - - C 

瓦魯斯溪 LB06 2081 1927  2.65  2.64  1.42  1.34  3.33 6.55 0.0000 30.59  - - C 

來社溪 
LB07 2009 1868  2.68  2.66  1.48  1.56  9.96 6.08 0.0001 34.61  - - C 

LB08 1909 1714  2.66  2.69  1.56  1.85  6.09 6.48 0.0000 34.78  - - C 

內社溪 LB09 1951 1792  2.65  2.66  1.46  1.98  6.44 6.56 0.0003 35.84    - C 

力力溪 
LB10 2125 1976  2.70  2.69  1.55  1.98  8.65 6.75 0.0002 26.59  0.54 無 C 

LB11 1984 1785  2.68  2.68  1.31  1.50  3.69 6.38 0.0001 30.59  -  C 

統計林邊溪水系砂石之比重、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趨勢如圖 3.14 至

圖 3.16，由圖可證，無論在比重、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變異性均較低，

健度同東港溪亦低於1%。在氯離子及鹼骨材反應上，也未檢測出有害疑慮，

僅近出海口之 LB01 氯離子含量超過標準。 

 

圖 3.14 林邊溪粗細粒料比重趨勢 

 

圖 3.15 林邊溪粗細粒料吸水率趨勢 

2.5

2.55

2.6

2.65

2.7

2.75

LB11 LB10 LB09 LB08 LB07 LB06 LB05 LB04 LB03 LB02 LB01

粗粒料

細粒料

下游上游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LB11 LB10 LB09 LB08 LB07 LB06 LB05 LB04 LB03 LB02 LB01

粗粒料

細粒料

下游上游



29 

 

圖 3.16 林邊溪粗粒料洛杉磯磨損率趨勢 

3.5 立霧溪水系 

立霧溪為花蓮縣管河川，以切割出太魯閣峽谷聞名，僅下游可供疏濬，

本年度採樣點位如圖 3.17 與表 3.11 所示，共計 2 點，分別位於太魯閣橋上

游及下游，疏濬處以星形標記、加作健度、鹼骨材反應試驗以橘色標記，

採樣計畫書如附錄四，地質圖例對照詳附錄十六。與花蓮縣政府建設處水

利科確認採樣點之適切性後，已於 7 月下旬辦理完成。 

 

圖 3.17 立霧溪水系點位圖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LB11 LB10 LB09 LB08 LB07 LB06 LB05 LB04 LB03 LB02 LB01

下游上游

LW01 

LW02 

一般取樣處 

試驗加做處 

曾疏濬處 

試驗加作且曾疏濬處 



30 

表 3.11 立霧溪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LＷ01 立霧溪 太魯閣大橋下游 

LＷ02 立霧溪 太魯閣大橋上游 

 

表3.12為立霧溪現地調查項目，如座標以及土石組成比例之估算結果，

以卵礫石及粗粒料比例居多。圖 3.18 為現地採樣之照片，分別為土石開挖

以及土石裝袋之過程，詳細現地採樣記錄表與影像記錄請見附錄八。 

表 3.12 立霧溪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石

(%) 

粗粒料

(%) 

砂與土 

(%) 

立霧 LW01 316401 2670696 39.3 42.1 18.7 

LW02 305690 2750937 28.2 36.3 35.5 

 

 

 

 

 

 

 

 

 

 

比對過往河川砂石品質調查結果，立霧溪砂石與花蓮溪之性質相近，

皆有高比重、低吸水率之優點，而洛杉機磨損率也同樣介於 30%至 35%間，

適作預拌混凝土及瀝青鋪面粒料，細粒料細度模數介於 3~4 之間，代表只

要在砂石廠內稍作洗選及可用於預拌混凝土，細粒料含泥量略高於國家標

準規定，在砂石場內需先經過適當洗選，降低含泥量。部分業者較關心之

東部砂石鹼骨材議題，本計畫加做項目中也未驗出鹼質粒料反應。 

 

 

 

圖 3.18 立霧溪現地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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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立霧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 

河川 樣品

編號 

單位重(kg/m3) 比重 吸水率(%) 含泥

量(%) 

細度

模數 

氯離子

含量(%) 

洛杉磯

磨損(%) 

健度

(%) 

鹼骨材

反應 

分

類 實方 鬆方 粗 細 粗 細 

立霧溪 LW01 2183  1987 2.71 2.69 0.34 1.70 4.97 3.29 0.0019 34.4 - - C 

LW02 2415  2209 2.67 2.66 0.36 1.68 8.42 3.52 0.0012 33.2 0.16 無 C 

 

3.6 試驗綜合分析 

統整本計畫四水系試驗結果，分析各河川之砂石性質與試驗數據間之關聯，如圖

3.19 及圖 3.20。107 年度調查成果中，淡水河水系因支流多，下游砂石性質較差不適作

營建粒料，整體差異相當大，故散佈範圍較廣；其餘東港溪、林邊溪及立霧溪水系內差

異則較小。另於 106 年度計畫中六水系之分析結果可看出比重及吸水率有明顯之反向相

關，因淡水河品質差異過大，且調查總點數較少，故較無明顯相關性，若扣除淡水河來

觀察仍可發現立霧溪比重較高、吸水率低，而東港溪比重稍低、吸水率偏高之趨勢。在

抗磨損能力方面，各水系間落差多在 10%以內，其中又以立霧溪及林邊溪落差較小，品

質相對穩定。 

 

圖 3.19 本計畫比重及吸水率散佈圖 

 

圖 3.20 本計畫比重及洛杉磯磨損率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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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4.1 建構行動版網頁 

微軟數位廣告研究在 2013 年發表的消費者跨螢幕使用習慣調查中，指

出目前除了電子書閱讀硬體的市占率不到 50% 以外，其他各種不同螢幕尺

寸的載具都已滲透超過 5 成的市場，意即至少一半以上的消費者擁有超過 1

種以上，不同螢幕尺寸的資訊載具，並會在不同的使用情境裡，切換不同

的螢幕載具以閱覽、蒐集或分享資訊。 

 

 

 

 

 

圖片來源：微軟數位廣告(2013) 

國內有 1,053 萬的民眾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其中更有 393 萬的

民眾同時持有以上兩種裝置(資策會，2013)，且國內民眾高度依賴智慧型行

動裝置，幾乎已是『機不離身』的情況。 

 
圖 4.2 台灣民眾一日生活的多螢運用情境 

圖片來源：Yahoo 奇摩 (2013) 

 

圖 4.1 使用者擁有不同螢幕尺寸設備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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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螢幕策略是當前要務，對此，目前國際間提出的 3 種解決方案，分別

是：行動專用網站、回應式設計 (Responsive Web Design)、動態放送

(Responsive Design and Server Side Components)。為達到最佳的服務能力與

水平，本系統將使用回應式設計，在原本 PC Web 版的電腦網站之外，針對

不同螢幕尺寸的載具，自動判斷並輸出包含手機及平版專用的網頁版本，

並充分利用各載具的特性，提供最佳化的資訊，滿足不同載具使用者的全

時使用需求。 

然而伴隨行動載具的普及與手機瀏覽需求，最新主流趨勢是採用 

HTML 5 的技術，直接以原生的方式，在網頁上提供高效能與豐富、互動

的圖表。以「砂石品質地圖」網頁為例，網站首先偵測民眾的使用環境，

如果是使用桌機設備，則會以正常網頁版型輸出，如偵測到民眾為手機使

用則會依大小調整版面輸出的大小如圖 4.3 所示。  

 
圖 4.3  RWD 響應式設計網頁示意圖 

在前期 106 年度之計畫中，已有在網頁瀏覽中實作完成響應式的頁面設

計技術，可以偵測民眾在使用本網站頁面時使用的載具尺寸，並依照不同

螢幕寬度自動調整版面之最佳化輸出。 

在 107 年度計畫當中，以前期計畫成果為基礎，進一步細緻化使用者體

驗(UX)，除了前述規劃的響應式設計外，針對原本首頁頁面中不易點擊至

較深層次功能頁面之問題，經與礦務局土石組討論需求意見後，決新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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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之行動版專用首頁。在行動版專用首頁上，考慮使用者螢幕觸控

行為之便利性，各分項功能使用圖形介面的方式來進行呈現，在點擊各項

功能圖示之後，直接連結至網站內部的各項功能頁面如圖 4.4 所示。 

舉例而言，在點擊土石資源服務網行動版首頁功能列後，其頁面之瀏覽

依照其響應式設計會自動配合手機調整輸出頁面，而內頁功能的瀏覽，網

站列表的部分則縮合至左上角，當使用者需要選取時則可點開功能選單作

頁面的切換，而圖台查詢的部分因為手機螢幕較小，因此在功能欄設置開

關，可讓使用者在選定查詢條件後將功能欄關閉，進而能看到較完整的地

圖方便使用者作細部資料的瀏覽，其土石資源服務網手機瀏覽畫面如圖 4.5

所示。 

圖 4.4 行動版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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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手機瀏覽畫面 

4.2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在前期 106 年度計畫中，已將完成砂石品質資源資料建置工作，並設置

砂石品質列表及地理資訊圖台之整合性查詢功能，本年度計畫則延續其成

果，在既有之砂石品質地圖之基礎上，納入更豐富的數據與圖資服務，並

延伸規劃及建置完成「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其設置目的主要在於將目

前土石資源系統既有之產銷、品質數據以及碎解洗選場位址與環境敏感區

之圖資服務，整合在同一地理資訊圖台展示，讓使用者可綜合比較與分析

繁雜多樣之數據及圖資，以幫助決策者針對區域內砂石開採與碎解洗選場

選址作更全面性之決策輔助。本計畫與礦務局土石組及相關潛在使用者訪

談討論，經規劃提案及確認後，已依提案內容完成砂石品質評估地圖建置

工作，以下就本計畫建置成果，以跨領域資源整合及分眾使用規劃二部分

分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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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介接與地圖建構 

一、圖資介接整合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建置重點首要在於跨域資源的整合，砂石資

源之規劃研析、開發利用，牽涉到礦業、水利、環境、工程與國土規劃

等諸多領域，雖各機關均針對相關議題產出不少數據或圖資，但目前仍

缺乏一專門之資訊系統有效率整合各領域資源。106 年完成之砂石品質

地圖中，已由「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TGOS」中蒐集與砂石相關圖

資，納入「基本地形圖」、「一級環境敏感區」與「二級環境敏感區」，

實際套疊之範例如圖 4.6，此功能為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之雛形。 

二、標的問題設定與功能建置 

本年度建置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設定之查詢問題為「評估土

石資源開發之可行性」，因此建構功能包含擬開發處之位置定位、檢視

鄰近砂石品質、產銷與供需數據、環境相關圖層等功能設計，並提供使

用者空間座標輸入定位服務，完成定位後，再透過各項圖層的套疊展示，

於地圖檢視其位置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範圍內、鄰近之砂石場位置與鄰

近之砂石品質採樣點數值。另於右方功能列中，可以同步檢視其所在空

間範圍之各項產銷統計數據(其操作流程如圖 4.7)，以做為砂石產業開發

與設場之參考，並可判斷區域內砂石供需與品質之實際情況。 

圖 4.6 砂石品質地圖圖層套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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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各個步驟分項說明： 

(一) 查詢位置設定：本年度實作成果提供規劃使用者多樣的方式來進行空

間查詢與定位，舉例而言，除直接輸入 TWD97 之 XY 座標外，使用

者也可透過地址名稱查詢，透過使用 TGOS 所提供之門牌地址對位

服務，自動反向解析輸出對應之 TWD97 的 XY 座標，另也開放使用

者透過滑鼠移動瀏覽並直接點擊地圖，獲取滑鼠點擊之空間座標數值，

並進行查詢來執行砂石品質資源評估地圖的功能。 

(二) 所在位置環境敏感區圖層套疊與查詢：環境敏感區圖層，除原於砂石

品質資源地圖展示平台中已有建立之各項環境敏感區範圍圖層可供

進行開關外，本年度進一步將本部分的環境敏感區查詢，其各項圖層

之套疊簡化為兩類，分別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區範圍及第二級環境敏感

區圖層，使用者在完成空間定位後，會預設直接套疊兩層級之圖層，

使用者可初步檢視所欲查詢之位置點位，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範圍內。

另在圖層之套疊中，若查詢之位址坐落於環境敏感區範圍內，亦可透

過滑鼠點擊，觀看其是位於何項環境敏感區範圍內，透過此項功能可

以初步檢視其選址位置開發之可行性，如圖 4.8。 

圖 4.7 砂石品質評估地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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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鄰近砂石品質查詢：可觀看包含河川砂石、陸地砂石及海域

砂石等三個類型的砂石品質採樣點，以及新建置之河川砂石品質

分段之圖層套疊，透過圖層開關可一次開合展示查詢定位點周邊之砂

石品質資訊。 

(四) 鄰近砂石碎解洗選場點位：可透過圖層開關檢視查詢點周邊之砂石碎

解洗選場位置分布，並允許以滑鼠點擊觀看其砂石場之基本資料，除

前期計畫原建置之功能外，對於不同營運狀態之砂石碎解洗選場場家，

可進一步透過不同圖示快速檢視並掌握周邊砂石場之營運概略狀況。

另由於砂石品質資源評估地圖功能圖層項目眾多，為使使用者能在操

作本地圖展示平台時，更快速的理解其操作流程，使用者可透過點擊

網頁之操作指引圖示，下載操作說明手冊。 

(五) 查詢點所在位置之區域產銷狀況：使用者完成定位後，可根據所查詢

之點位定位，快速獲取其所在行政區之產銷統計結果，並顯示於右方

功能欄中圖表以供檢視。(圖 4.9) 

圖 4.8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功能畫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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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介接部分，本年度將原本由地理資訊雲圖資源服務平台 TGOS

介接之相關圖資服務，改由與「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進行整合，

透過單一窗口進行圖層服務之申請，減少其行政作業流程，而本系統所產

出之圖資資訊，亦將透過「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對外提供介接服

務，介接資訊詳本報告 4.7 節。後續亦將持續介接各相關外部單位資料(如

工程機關)以及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之礦業相關圖層，以使砂石資源

品質評估地圖之功能得以符合不同使用者之需求，俾利其功能與服務更趨

完整。 

  分眾使用功能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由於各項功能圖層及目標使用者眾多，遂配套

規劃網頁分眾服務架構，經與礦務局相關業務單位討論後，規劃設定目標

分眾架構包含有礦務局及一般民眾，以其登錄之帳號密碼做功能與分眾權

限的管控。其中礦務局為權限最大者，可使用所有功能，如顯示砂石品質

分級、個別場家之產銷存數據等，並可整合系統內建之砂石場圖層，配合

品質分佈交叉查閱圖台中砂石業者之資訊，可提供業者在營運與投資時有

豐富的參考資訊；而一般民眾及砂石碎解洗選場業者則僅可使用公開資源，

圖 4.9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功能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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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層套疊與砂石品質試驗數據(無分級)，初步判定擬設廠位置是否位於環

境敏感區，作為設廠可行與否之初步判別。使用者身份登錄權限說明結果

詳表 4.1，而本系統完整之網頁分眾架構規劃，請參照 4.4.2 節說明。 

表 4.1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分眾權限 

功能查詢 礦務局 一般民眾 

查詢位置設定 可查詢 可查詢 

環境敏感區 可查詢 可查詢 

鄰近砂石品質 可查詢鄰近各類別砂石分佈 僅呈現鄰近砂石過往調查結

果，無分類 

鄰近砂石場 可查詢鄰近砂石場營運狀態

及產銷申報情形 

僅呈現鄰近砂石場名稱 

當地砂石產銷資訊 可查詢當地產銷供需量及價

格資訊 

可查詢當地產銷供需量及價

格資訊 

 

 

圖 4.10 砂石品質查詢差異 

 

4.3 建置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礦務局原已建置有「土石採取建置管理系統」，如圖 4.11，然因使用年

期較長、版本過舊，以及部分欄位經審視後須修改或新增、缺乏圖表輸出

功能、無法有效於系統中呈現所收集之數據效果等問題，業已不符合現行

業務需求，故由本計畫將原礦務局內網中有之系統功能及資料，轉移至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並強化圖台資料與服務，將本計畫已完成土石採取區範

圍圖資匯入工作，與 TGOS 地圖圖台進行結合，目前土石採取相關資料數

據已皆可透過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管理平台存取管理。 

一般民眾 

砂石業者 

礦務局 

工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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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礦務局土石採取系統現況 

針對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建置工作，除原有之基本資料管理、公文資訊

整合及上述圖資、圖台功能強化工作外，在操作介面與功能架構的安排上，

經與礦務局內部需求訪談，決議分為單場資訊之基本資料、公文資訊、計

劃書圖、大事紀以及生產量統計資料等功能項目，新版系統的系統架構如

圖 4.12 所示，本項工作項目已完成建置與測試，後續配合礦務局內部網站

單一登入機制完成整合後，提供業務承辦人員使用。 

以下就本年度計畫建置之土石採取管理功能條列彙整說明： 

1. 基本資料：增加採取類別、區域類別等欄位並符合目前業務辦理

需求，實例畫面如圖 4.13 左上部分，並完成礦務局內部網站原建

圖 4.12 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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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之土石採取區資料移轉作業，轉移之資料並已遵循新系統之欄

位設計完成對應調整。 

2. 公文資訊：本功能將原有分散於不同頁面之土石採取場之新場申

請、登記許可、展延期限、公告廢止等不同類別公文資訊結合在

同一頁面呈現。公文資訊的部分可新增單筆公文紀錄上傳，並可

上傳 PDF 之掃描檔案可供存取，所上傳之公文列表亦同步於大事

紀的頁面內容呈現。 

3. 計畫書圖：本功能可依土石採取申請之計畫書中之章節將檔案上

傳至系統進行存取及下載。 

4. 大事紀：本功能結合公文紀錄整合呈現，針對公文資訊上傳資料

所設定之類別，同步於列表中以時間軸型式呈現。在資料管理面

上，除提供公文文號登載砂石採取區之事件外，亦可新增每一土

石採取區之其他重大事件及資訊，其基本資料之填寫示意圖，如

4.13 右上部分所示。 

5. 生產量統計圖：本功能可將輸入數據彙整輸出為高參考價值之統

計資料，並進一步將生產量資料以及統計資料圖像化呈現以有效

輔助決策，另可自動彙整填報資料後產生單場統計結果供礦務局

查詢，如圖 4.13 右下部分所示。 

6. 土石採取區清單查詢：針對各土石採取區之基本資料，新系統除

提供列表清單查詢外，亦可透過各項類別之下拉式選單及多項欄

位之關鍵字查詢等功能進行進階篩選，使查詢條件之設定更加靈

活，系統列表查詢頁面建置成果如圖 4.13 左下部分所示。 

 

 

 

 

 



43 

 

 

 

 

 

 

 

 

 

 

 

 

 

 

 

本計畫除建置土石採取管理平台外，亦將現存之土石採取區座標範圍，

建立一專用之圖層資料，並整合於砂石品質地圖圖台中建立提供給礦務局、

砂石業者以及一般民眾查詢，並提供給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以落實

礦務局資料整合目標。 

4.4 網頁及資料庫優化 

基於妥善管控砂石資源動態與流向產銷現狀及掌握全國土石資源分配

之目的，本計畫已於 106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並將系統整體架構

規劃為前台資訊公開網及業務單位填報管理系統兩部分。 

前台資訊公開網中除了提供砂石相關知識以供檢視外，亦可透過圖台與

圖表等視覺化技術呈現統計數據，並連結後台資料庫提供全國砂石相關資

訊的查詢服務，後台業務單位填報管理系統則是針對砂石相關業者及礦務

局的業務管理需求所規劃設置，提供砂石產銷業者以及礦務局同仁進行申

報、查詢及管控等功能，透過強化使用者之互動及參與，提升政府機關整

基本資料填寫 大事紀登載 

土石採取清單列表 生產量統計 

圖 4.13 土石採取管理平台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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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服務品質及民眾滿意度。本年度本計畫將持續優化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提供更便利且多元的服務，以下對應計畫工作項目，分節說明 107 年度系

統各項功能優化之規劃及建置成果。 

  首頁與整體頁面優化 

前一年計畫完成之土石資源產銷管理資訊系統首頁設計如圖 4.14 所示，

係以產銷即時統計之圖台資訊及最新消息為主，但若要進一步查詢砂石專

業資訊、文獻、各河川砂石品質資訊或廠商產銷填報與統計等，則需再點

選各功能分頁，對初次使用者而言較不易上手。參考期中審查會議意見，

並經與局內歷次工作會議討論後決議，本計畫為進一步提高使用者直覺性，

參考本年度行動版網頁設計之概念，將首頁主導覽頁採圖形化介面風格設

計規劃，將主要功能分門別類，簡化原先首頁呈現之資訊量與加快載入速

度，並美化原有網頁之樣式風格，以直覺式的圖形瀏覽、現代化的頁面設

計風格，並納入第 4.1 節所述之響應式網頁設計技術，其新版首頁建置成果

如圖 4.15 所示。 

圖 4.14 原土石資源服務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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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新版土石資源服務平台首頁 

因本年度整體頁面規劃有大幅度更新，茲將由首頁起連結至各功能之關

係，以新版網站地圖方式呈現，如下頁圖 4.16。除持續與礦務局業務單位

持續進行溝通討論，確保系統及資料庫得以符合業務需求，以及使用便利

外，為蒐集更完整之前台網頁使用者行為分析，本年度亦開始運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紀錄來訪前台網頁之使用者行為，記錄其使用者之偏好供後

續網頁介面優化之依據使用，詳細分析請參見 4.4.9 節。 

本年度配合政府無障礙網頁認證之制度，本系統前台公開網頁部分，已

通過 freego 2.0 之機器檢測，待接續計畫網頁功能更齊全後，將依政策規定

正式提出無障礙認證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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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本系統網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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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眾使用規劃 

隨著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及功能增加，為因應不同使用者需求，且兼顧業

務資訊之公開程度，將以使用者登入之帳號密碼區分不同身份，針對各身

分群組的使用者需求與特性，提供不同的資訊服務，並利於後續作更精準

的大數據分析。 

回顧前期計畫完成之階段性成果，其系統之資訊架構，可以分為主要提

供資訊展示與查詢的土石資源服務網站，以及供礦務局一般業務管理之產

銷管理平台。本年度計畫進一步將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系統的使用者身份

區分為礦務局、工程機關、砂石相關廠商與一般民眾，其權限分述如下，

分眾權限管理規劃如表 4.2。 

一、礦務局 

礦務局登入帳號擁有最大的資料可視範圍，可於前後台瀏覽所有資

訊，包含砂石品質分級、砂石產銷填報內容及全國砂石業者之詳細資料

等，並可於後台登打礦務局業務，管理砂石碎解洗選場之填報資訊以及

基本資料修改，礦務局管理員除上述之可見範圍權限外，並可管理全系

統各項資訊及業務資料的上下架。另外砂石知識庫中文獻下載功能，因

版權問題目前也限制僅礦務局可使用。 

 

圖 4.17 主管機關可透過後台管理整個網頁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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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機關 

工程機關之登入帳號後，除公開資訊外，另可於前台瀏覽與工程相

關之內容，如砂石品質分級以及砂石供應狀況，進而將系統中的資訊實

務運用於工程作業中，可依據工程鄰近砂石特性設計混凝土強度，並檢

核混凝土供應商之砂石品質是否符實。 

三、砂石業者 

砂石業者登入帳號可於後台填報每月產銷資訊及查詢該廠商之申

報資料，然相較前述之礦務局帳號，本帳號於前台可瀏覽之資訊較侷限，

以砂石品質地圖為例，僅可顯示試驗數據，無法得知品質分級結果。 

四、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的部分則僅開放基本資訊查閱，如砂石試驗數據(因目前業

界對分類尚有其他建議，待達成共識後再顯示分類)、產銷統計公開資

訊、砂石碎解洗選之基本資料(廠名及地址)，及砂石知識與法規等。 

總結本系統平台針對各使用者身份所定義的「資料可視範圍」如圖

4.18 所示，表 4.2 則為未來各頁面功能詳細之分眾規劃架構。 

 

 

 

 

 

 

 

 

 

 

 

圖 4.18 資料可視範圍差異示意圖 

  

礦務局 

工程機關 砂石業者 一般 
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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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前台分眾規劃架構 

編號 
第一層 

(業務) 

第二層 

(功能分類) 

第三層 

(細部功能) 
管理員 礦務局          砂石業者 工程單位 未登入 

1 

砂石 

知識庫 

砂石相關知識 

砂石形成與來源 U R R R R 

2 砂石用途 U R R R R 

3 台灣砂石供應情況 U R R R R 

4 台灣砂石產業 U R R R R 

5 砂石性質 U R R R R 

6 砂石試驗方法 U R R R R 

7 

河川基本資料 

北區河川 U R R R R 

8 中區河川 U R R R R 

9 南區河川 U R R R R 

10 東區河川 U R R R R 

11 
法規資料庫 

法規查詢 U R R R R 

12 函釋查詢 U R R R R 

13 

砂石文獻庫 

文獻搜尋 U E E E R 

14 礦務局出國報告 U R R R R 

15 產銷調查報告 U R R R R 

16 陸上基本資料   U R R R R 

17 海域基本資料   U R R R R 

18 

砂石資

源品質

地圖 

砂石資源品質

地圖 

河川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19 陸上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20 海域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21 砂石品質分類查詢 U E Q E Q 

22 工程實用品質查詢 U E Q E Q 

23 
砂石資源品質

地圖資料 

河川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24 陸上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25 海域砂石品質查詢 U E R E R 

26 砂石產銷履歷  U E R E R 

27 

場家 

專區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查詢  U E R R R 

28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查詢(MAP)  U E R R R 

29 河川疏濬標售資訊  U R R R R 

30 工程需求概況查詢  U R R R R 

31 

砂石產

銷資訊 

砂石產銷資訊查詢(MAP) U E R R R 

32 砂石產銷資訊查詢 U E R R R 

33 河川疏濬供應情形  U R R R R 

34 營建土方供應情形  U R R R R 

35 陸上採取供應情形  U R R R R 

36 API 服務  U R R R R 

37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U E R E R 

38 站務 

公告 

最新消息公告  U R R R R 

39 優質場家廣告  U R R R R 
        

備 

註 

 已建置功能 U：管理員權限   E：具進階功能 

R：基本功能檢視  Q：無法查看 
 

 未來建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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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層介接及功能開發 

由於土石資源之品質分佈與產銷情形均具區域性，在本計畫建置之資

訊系統中，大量運用到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

技術，如砂石品質地圖、砂石場圖台、砂石產銷統計圖台與本年度建置之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因此相關圖層之蒐集與介接為系統功能加值的關

鍵，若具備充足圖資則可滿足使用者更多元的操作需求。 

已建立與本計畫相關且欲納入本系統之圖資清單，如圖 4.18，主要分

為第一級環境敏感區、第二級環境敏感區，以及其他地質圖、礦產分佈圖

等圖層，而目前蒐集並建立於系統中可使用的已有 25 份圖資。並將圖資介

接工作，將原本由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 TGOS 介接之相關圖資服務，

改由礦務局「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進行整合，並介接平台上已有

之礦業相關圖層，以使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更趨完整，自該平台取得之

圖資清單詳如附錄十五。除持續介接相關圖層及資料服務外，本年度於土

石資源地圖圖台中新增「圖層透明度功能」、「圖層最後更新時間」、「外單

位介接資料參考資訊」以及「地圖操作指引」之品質地圖優化項目。考量

當多個圖層同時套疊時，圖台易流於複雜且不易觀看，因此本年度新增透

明度調整功能，使用者可依據其需求，調整各圖層之透明度，將較重要之

圖層以較明顯之色彩呈現，反之則可淡化處理，圖 4.19 為土石資源地圖之

透明度調整示意。 

 

圖 4.19 土石資源地圖之透明度調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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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目前為局內整合 GIS 圖資的管理系統，因此

本計畫資料蒐集產出之圖資，如河川、陸上、海域砂石之品質點位圖以及

砂石碎解洗選場地圖等，於今年起輸出圖層供「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

台」使用，如砂石碎解洗選場及 106 年度本計畫砂石資源品質調查等，另

本計畫所需圖層也將自前述平台對外提供介接服務，達資源分享之效益。 

由於本年度各項圖資已與國土礦業倉儲整合平台完成資料之介接整合，

因此如「圖層與服務之最後更新時間」、「外單位介接資料顯示參考資訊」

等相關資訊，一併整合至「地圖操作指引」中顯示說明，彙整於說明檔中

放置於網頁上供使用者下載參考，詳圖 4.20。 

 

圖 4.20 操作指引放置處 

 資料查詢邏輯 

本計畫截至 107 年底已累積許多資料包含計畫採樣、過往文獻蒐集以及

砂石相關知識，至今本系統前台已彙整各項資料並分別呈現於網站各區，

為提升使用者瀏覽網頁時方便性，本計畫進一步完成前台頁面查詢功能設

計及查詢邏輯的檢討及優化工作，包含知識庫文獻查詢、第一類砂石廠商

資訊查詢、砂石品質地圖以及砂石產銷統計等功能。 

上述工作除前台民眾專區外，針對礦務局業務管理所使用之後台管理專

區，本年度計畫也已完成資料查詢功能及操作邏輯的優化，包含砂石碎解

洗選場管理模組之場家查詢以及產銷填報模組中產銷存資料與申報記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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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本年度建置更完善之查詢功能，可再藉由建立下拉式選單、條件勾選、

關鍵字優化等進行複合式查詢，俾利本系統更貼近使用者需求，本計畫完

成優化之功能清單列表如表 4.3 所示。就關鍵字查詢之主要用途應用，分述

如下。 

表 4.3 查詢邏輯優化項目 

系統模組 優化項目 

 

砂石碎解洗選場管理 

基本資料、營運情況等業者相關資訊

管理查詢 

已登記砂石場圖台查詢 

砂石業者產銷填報 
各場砂石產銷存資料查詢 

砂石場申報記錄查詢 

砂石產銷統計 彈性圖表查詢 

砂石品質地圖 砂石品質資訊進階查詢，包含類別、

河域、各砂石性質顯示、分級、河段

砂石品質及環境敏感區圖層。 

砂石知識庫內容管理 砂石文獻可輸入當位、時間、關鍵字

等查詢 

 

一、砂石知識庫文獻關鍵字查詢 

以砂石知識庫之文獻搜尋介面為例，目前畫面如圖 4.21，於知識庫

之文獻搜尋，使用者可利用年度、文獻蒐集來源單位、砂石來源類別進

行查詢，或直接搜尋關鍵字，系統透過關鍵字搜尋資料庫中各文獻的標

題、摘要、作者，將搜尋結果以表列方式呈現，透過篩選條件的設定進

而提升使用者查詢資訊的品質。而關鍵字的建立，主要依各文獻之研究

對象、研究範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重點來規劃，並思考使用者感

興趣之議題，如河川砂石、砂石品質、砂石蘊藏量、氯離子、地質圖、

震波探測、地質鑽探等，符合各文獻所包含之研究主題與成果。另配合

4.4.3 節建置之分眾架構設計，建置常用關鍵字推薦服務，提供使用者

在搜尋時顯示常用關鍵字以作參考，以提高搜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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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文獻查詢頁面 

二、砂石碎解洗選場基本資料關鍵字查詢 

在砂石碎解洗選場管理中本年度除了完成於基本查詢加入分區外，

也新增進階查詢的功能，在進階查詢中分為基本資料查詢、公文查詢以

及土地使用情形，如圖 4.22 所示，在每一個規劃項目中都有再細部的

查詢條件，例如水系、廠址以及文號，使用者可以透過基本查詢以及進

階查詢的功能設定多樣化條件，在眾多砂石碎解洗選場中找到使用者所

需要的資訊。 

 

圖 4.22 砂石碎解洗選場進階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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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查詢 

在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中，本年度加入分區以及縣市別之篩選功能，

同時改善原本載入時間的問題，減少一開始進入頁面所需載入的資料筆數

將初始設定為北區，如圖 4.23 所示，各區承辦人可進而透過篩選條件找到

所負責區域並完成每月填報工作，並迅速判別本月是否申報及申報數據的

合理性，也可藉由直接輸入場名，瞭解該場之申報成果，詳圖 4.23。 

 

圖 4.23 砂石場填報管理介面 

  填報系統優化 

全國超過 300 家砂石碎解洗選場每月需填報產銷資料，其中僅有兩成使

用網路申報大部分的場家仍使用傳真方式進行申報，礦務局再將收到傳真

內容登打至申報系統中， 106 年度將填報流程拆解為分為廠商營運狀況申

報、廠商原料量價申報、外縣市銷售申報及加工成品量價申報四個階段申

報。本年度將持續優化填報流程，原建置之系統中業者可任意切換四階段

表單填報，目前將提報流程改為固定流程以確保填報內容更明確且降低漏

填率，如圖 4.24、圖 4.25 所示，四階段填報完成後，將再展示本月完整之

填報結果，供業者最後審視填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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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廠商每月申報流程 

為能提升砂石業者網路申報使用率，本年度持續建立完整而友善的填報

架構，建置填報導覽功能以友善導引使用者依步驟完成填報流程，並新增

顯示填報人以及最後更新時間，確保砂石產銷業者正確填報提高資料正確

性。另由於在後續的應用分析時，資料的正確性極為重要，除填報流程最

後之成果檢視總表外，透過填報中系統的主動驗證機制可以減少廠商的人

為誤填或漏報，如圖 4.26。 

圖 4.24 優化砂土石產銷存填報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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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廠商漏填警示畫面 

在資料校核方面，研擬設計有效的數據驗證的方法，進而審核廠商填報

資料的合理性，避免因人為因素導致廠商填入錯誤的產銷數據，經與礦務

局討論後，已建置廢土比、砂石場交價格單月增減率、石場交價格單月增

減率以及成品耗損率，填報廠商可透過申報紀錄查詢檢視系統針對這四個

校核項目之數據並驗證所填數據之正確性，計算方式如下所列。 

1. 原料耗損率(廢土比)＝原料耗損量/(本月原料進貨量＋上月底原料庫存量－本月

底原料庫存量) 

原料耗損量＝本月原料進貨量＋上月底原料庫存量－本月底原料庫存量－本月

自產量 

2. 砂場交價格單月增減率＝(本月砂場交價－上月砂場交價)/上月砂場交價 

3. 石場交價格單月增減率＝(本月石場交價－上月石場交價)/上月石場交價 

4. 砂場交價格與縣市均價比＝(本月砂場交價－本月縣市平均砂場交價)/本月縣市

平均砂場交價 

5. 石場交價格與縣市均價比＝(本月石場交價－本月縣市平均石場交價)/本月縣市

平均石場交價 

6. 成品耗損率＝成品耗損量/(本月成品自產量＋上月底成品庫存量－本月底成品庫

存量) 

7. 成品耗損量＝本月成品自產量＋上月底成品庫存量－本月底成品庫存量－本月

成品銷售量－本月成品自用量 

除了提供廠商自我檢視外，本年度於礦務局權限建置成果校核查詢專區，

如圖 4.27 所示，提供礦務局查詢砂石碎解洗選場所檢核數據列表，並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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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檢視成果校核部分新增砂場交價格與縣市均價比較、石場交價格與縣市

均價比較兩項數值，透過列表呈現各區承辦人可針對負責區域檢核廠商所

提供之數據是否有誤，礦務局內部測試之使用者意見回饋後，校核部分可

針對廠商所填報之生產狀態、異常數字之解釋，新增說明的字樣，如發現

數據誤差過大，負責同仁可與廠商聯繫了解狀況，提升數據填報的正確性

以利改善後續產銷統計資料。 

 

圖 4.27 成果校核查詢專區 

在礦務局填報的部分本年度持續優化功能，已完成列表紀錄填報者以及

最後更新時間，可以管控資料的正確性，也能避免各區承辦人誤植到其他

區域的資料，透過記錄填報者可於系統上計算網報率以及本月已完成填報

的廠家，如圖 4.29 所示，並於填報頁面加入廠商的基本資料，讓承辦人在

填報每月資料時可對應廠家的名稱，減少資料的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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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1) 

 

圖 4.29 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2) 

  場家管理功能擴充 

承 106 年度已完成蒐集各砂石碎解洗選業者之基本資料，本年度持續

建置砂石碎解洗選場地圖，以 GIS 技術呈現資料，亦包含廠商搜尋功能，

由網頁前台可查詢各區域業者之場名、場址等資訊。 

一、砂石場基本資料管理 

本年度加入分區查詢的功能，而礦務局可結合後台上傳之資料綜合

查詢，直接於前台地圖上檢閱或匯出廠商資料，並將已登記、未登記砂

石場以顏色區分(同砂石品質地圖之方式)，可迅速於圖台上區別不同類

別之砂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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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砂石碎解洗選場地圖 

原礦務局後台管理頁面中之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維護功能，可供使

用者修改基本資料、營運情況、機具規格與數量並上傳場區配置圖等資

料，在後台營運情況部分本年度改為生產中、停工中、公告廢止以及興

建中四個樣態，如是選擇生產中以及停工中的砂石碎解洗選場才會顯示

於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方便礦務局統一維護業者名單，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維護功能 

本年度同時於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號新增上傳 pdf 的功能，日後礦

務局如有收到相關公文可將紙本掃描成電子檔上傳至後台留存，如圖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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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號 pdf 上傳功能 

此外並於後台提供一區域可針對砂石碎解洗選場之查核報告進行

填寫並記錄歷次查核結果，土地使用情形的部分本年度加入是否為國有

地之選項，可在碎解洗選場的土地使用情形中註明是否為國有地，方便

承辦人辨識，如圖 4.33 所示。 

 

圖 4.33 土地使用情形新增國有地選項功能 

二、礦業用地查核管理系統 

此針對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本年度規劃發展現場查核功能，

建立電子化之查核表單供現場查核人員使用，並建置缺失樣態樞紐分析

功能，將查核表單輸入之數據作有效之分析彙整，透過下拉選單的方式

選擇，讓稽查人員可在現場選擇符合選項不需要再填寫，提升現場查核

人員的方便性，目前規劃現場查核項目為基本資料、用地使用範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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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行為以及興辦事業計畫設置情形，功能示意圖如圖 4.34 所示。  

 

圖 4.34 礦業用地查核功能示意圖 

本計畫另新建缺失樣態分析功能，將原有之用地查核缺失處置建議，由

紙本資料填寫模式變更為於本系統電子化填報，管理單位可就各次查核結

果進行處理原則勾選，並依據各次查核得分的不同，提供不同的處理原則

建議，便利查核人員執行登打填報作業，的建置成果如圖 4.35 所示。 

可勾選查核結果處理原則，並依

查核分數提供不同處理原則建議 

圖 4.35 用地查核樣態分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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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計圖表部分，本計畫完成建置用地使用範圍、用地使用行為以及興

辦事業計畫設置情形等三項統計圖的新建工作，提供管理單位更全面而完

整的業務資訊統計圖表，建置成果如圖 4.36 所示。 

三、砂石場履歷查詢功能 

前期計畫(106 年度)已逐步完整產銷管理系統之建構工作，完成砂石

填報模組與砂石場管理模組的建立，於此基礎上，今年持續發展砂石場

管理模組，持續健全各砂石場家的各項生產及管理資訊，經與礦務局內

部討論後決議，規劃將目前已建構各項模組，統合為砂石場單場履歷功

能，以將原本散落在各模組中的各項資料合於單一網頁整合呈現。 

本計畫完成砂石場履歷功能之規劃與設計工作，資訊包含各砂石場

的營運資訊、風險管理、場家大事紀、用地管理、產銷統計與背景資訊

與警示通報等項目，其規劃成果的功能展示頁面如圖 4.37 所示，該功

能主要整合之資訊說明如下： 

(一) 營運資訊：該業者所在地區、水系、砂石場類別及土地資訊等業者

基本資料，供查詢者辨識該場背景。 

(二) 大事紀：該場自核准起包含變更、處分及民意代表關注等重大事件

登載，並以動態流程圖方式呈現。 

圖 4.36 用地查核統計圖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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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地管理：總結該場礦業用地查核之缺失，並加入前次缺失比對以

及與該縣市及全國業者比較之資訊。 

(四) 產銷資訊：總結該場近期之產銷資訊，且未來將建立單場之產銷指

標，如生產月數、生產量、銷售價格等，並以統計圖表方式呈現，

來評估該場營運情形，另也包含分區及全國之產銷背景資訊供使用

者比對。 



64 

 

圖 4.37 砂石場履歷設計內容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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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品質地圖優化 

106 年以依系統架構圖建置完成砂石品質地圖，將本計畫所有採樣點為

以及文獻資料共上千個點位資料建置完成，至本年度已與專家學者、產業

代表與工程機關討論，研擬一砂石品質分類標準，並利用顏色作為分類讓

使用者能更直觀的分辨各點位之砂石品質，如圖 4.38 所示。另基於 4.4.2 節

分眾使用之規劃，僅有礦務局與工程機關檢視砂石品質地圖時，會有品質

分類之顏色呈現。 

 

圖 4.38 砂石品質地圖現況 

一、建立品質分段 

本年度除了持續增加採樣點位資料外，並研擬將系統內建置之砂石

品質地圖，由 106 年度所蒐集之歷年河川砂石品質調查數據，30 年來

各河川之砂石性質並無太大差異，故由原僅有點位呈現之河川砂石品質，

配合本計畫所研擬之砂石品質分類標準，將整條河川的砂石品質分段，

以連續區段方式呈現，如圖 4.39 所示，於圖台上亦可控制不同圖層、

不同河川顯示，方便使用者點選所需資訊作進一步分析。此一方式可讓

使用者更直觀目視河川砂石品質分佈，而不需再逐點視察判斷，為砂石

品質地圖的功能加值。 

品質分段係利用過往文獻之數據、106 年礦務局及水利署之砂石品

質調查數據之單點品質分類，以及各點於品質地圖上之分佈情況加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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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若某河段砂石品質數據均為 C 類粒料，則推測全段屬 C 類，若河

段中 80%(含)以上數據屬 C 類，但 20%以下之數據屬 F 類，則不將少數

數據計入，若前後點砂石品質數具有明顯差異，則為分段點，而單點之

分類標準詳 5.2.1 節。 

 

圖 4.39 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及分點選項功能 

二、查詢功能優化 

目前品質地圖平台已可依使用者需求自訂各點位所呈現的檢測項

目欄位，使用者可依需求選擇看河川砂石、陸上砂石或海域砂石資訊，

或者依其所欲查詢之砂石性質，如比重、洛杉磯磨損、健性等，以開關

方式自由選取。107 年度計畫將持續強化彈性的搜尋設定，可篩選顯示

特定分類(如僅顯示第 C 類)的檢測點位資訊，如圖 4.40。此外品質地圖

右側查詢欄位中之用詞亦將重新討論調整，以讓初次操作之使用者一目

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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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河川砂石品質分類篩選功能 

  產銷圖台指標 

延續 106 年計畫所建置完成砂石產銷查詢系統，持續優化含圖台查詢以

及列表式查詢功能，其中圖台查詢每一項指標依其資料特質而設有不同的

級距區分標準，透過各級距的顏色的區分可快速辨識全國砂石產銷變動情

形，如圖 4.41 所示 

 

圖 4.41 產銷圖台查詢畫面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H 類 

F 類 

C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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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銷指標建立與優化 

本計劃至今完成 10 項指標查詢，項目如表 4.4 所示，目前已可於砂

石產銷統計圖台運用這些指標，同時結合產銷數據與地理資訊來檢閱波

動情形，對砂石市場變動做初步之情勢判定。 

表 4.4 砂石產銷圖台指標列表 

項次 項目 計算方式 單位 備註 

1 總供應量 資料庫原始資料 千噸 𝑆1=本月供應量 

𝑆2=前一月供應量 

𝑆3=前二月供應量 

𝑆4=前三月供應量 

𝐷1=本月需求量 

𝐷2=前一月需求量 

𝐷3=前二月需求量 

𝐷4=前三月需求量 

𝑃𝑆1=前月砂價格 

𝑃𝑆2=本月砂價格 

𝑃𝐺1=前月石價格 

𝑃𝐺2=本月石價格 

 

2 總需求量 資料庫原始資料 千噸 

3 砂場交價格 資料庫原始資料 元 

4 石場交價格 資料庫原始資料 元 

5 供應量波動(單月) =(𝑆1 − 𝑆2)/𝑆2 × 100% % 

6 供應量波動(雙月) =(𝑆1 + 𝑆2) − (𝑆3 + 𝑆4)/
(𝑆3 + 𝑆4) × 100% 

% 

7 需求量波動(單月) =(𝐷1 − 𝐷2)/𝐷2 × 100% % 

8 需求量波動(雙月) =(𝐷1 + 𝐷2) − (𝐷3 + 𝐷4)/
(𝐷3 + 𝐷4) × 100% 

% 

9 砂價格波動 =(𝑃𝑆2 − 𝑃𝑆1)/𝑃𝑆1 × 100% % 

10 石價格波動 =(𝑃𝐺2 − 𝑃𝐺1)/𝑃𝐺1 × 100% % 

 

本年度計劃以去年建置產銷圖台為基礎，新增多項指標，以呈現更

多元之產銷供需情況，後續將建立之指標如表 4.5 所列。供需比可顯示

砂石市場的供需平衡情況，數值偏高則代表供過於求，反之則為供不應

求；供需動能為表 4.5 中需求量波動與供應量波動率相減，差值大表示

需求成長快於供應，或出現缺料或價格上漲等情形；自主供應比例顯示

該月之砂石需求有多少比例為該區自產量滿足，非自主供應的部分則為

區外供應比例，而進口砂石比例原理亦同。 

表 4.5 本年度新增之指標 

項次 項目 計算方式 單位 備註 

1 供需比 = 𝑆1/𝐷1 無 S=供應量 

D=需求量 

𝑄𝑆𝑖𝑛=自產砂石銷售至

區內量 

𝑄𝑆𝑜𝑢𝑡=區外砂石銷售至

區內量 

𝑄𝑖𝑚𝑝=進口砂石量 

2 供需動能 
=[(

𝐷1−𝐷2

𝐷2
) − (

𝑆1−𝑆2

𝑆2
)] × 100% 

% 

3 自主供應比例 =𝑄𝑆𝑖𝑛/𝐷1 % 

4 區外供應比例 =𝑄𝑆𝑜𝑢𝑡/𝐷1 % 

5 進口砂石比例 =𝑄𝑖𝑚𝑝/𝐷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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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型指標研擬 

除建立各類指標於砂石產銷圖台，研擬一砂石市場景氣燈號來輔助

政策預警，供礦務局研擬砂石供應策略之參考，工程機關或相關業者亦

可根據燈號變化，規劃其投資計畫或經營方針。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修訂最新版景氣對策信號，組成指標

包含(1)貨幣總計數 M1B、(2)股價指數、(3)工業生產指數、(4)非農業部

門就業人數、(5)海關出口值、(6)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7)製造業銷

售量指數、(8)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9)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驗點，

共九大項目。由個別指標對應之分數，加總得一綜合判斷分數，據以作

為景氣燈號，如圖所示，以綠燈表當前景氣穩定，紅燈表景氣熱絡、藍

燈表景氣低迷。 

 

圖 4.42 國發會景氣對策信號指標組成 

以此概念進一步研擬設計綜合性指標，相較於景氣對策信號，砂石

市場為一較小且單純之範圍，規劃綜合指標以價格、供需、庫存三面向

來評估。本節以三步驟來研擬指標，首先選擇組成項目，須包含量價因

子以綜合表現砂石市場情況；再來由資料庫中撈取 104 年 1 月至 107 年

6 月，共 42 個月之產銷資料，由各類統計結果來擬定各指標之得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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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最後劃分組成綜合指標之總分區間，並以未來資料驗證綜合指標之

合宜性，以下分述各指標之選取原則與方式。 

1. 價格波動 

在市場中價、量均為重要的評估面向，根據統計，砂與碎石之價格

在各區之相關性都極高，因此以砂價與石價月增率之平均數作為價

格指標。此指標數值越高代表市場價格漲幅大，反之則為價格下挫。

全國價格波動資料之平均數在北、中、南、東四區皆約等於 0%，而

價格波動率之標準差取整數為 2%，故以一個標準差±2%之漲跌幅作

為第一區間上限，二個標準差±4%作為第二區間上限，超過二個標準

差之漲跌幅則視為嚴重異常。 

2. 供需動能 

除價格變動外，亦須納入供需平衡情形來衡量市場情勢，本指標為

需求量波動率與供應量波動率之差，公式見表 4.3，供需動能可表達

需求與供應變動間的相對關係，若值越大則表示供應量成長無法跟

上需求增長，未來砂石供應之缺口可能擴大。以前述方法劃分區間，

計算供需差在四區之平均數均約等於 0%、標準差取整數為 10%，故

以一個標準差±10%之供需差值作為第一區間上限，二個標準差±20%

作為第二區間上限，超過二個標準差之供需差則視為嚴重失衡。 

3. 存貨需求比 

前兩項分別展現了市場中價格變動與供需動態，而僅有價格與供需

並不能完整反映市場現況，例如：假設某期砂石供需失衡程度雖低，

但庫存水準過低，後續亦可能無法調節因應，而產生缺料情形。故

擬以存貨需求比滿足庫存量評估方面之不足，該指標為期末各區總

庫存量(原料、成品)與本期需求量的比值，可解釋為現有庫存量可供

應多少月的砂石需求。由於砂石庫存情形台灣南北部差異極大，如

南部在 107 年 6 月底仍有近 2 千萬噸庫存可消化，存貨需求比 17.7；

北部僅 1 百萬噸，存貨需求比僅 1.7，資料差異極端，因此本項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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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供需之主觀判定取代資料統計，用以訂定指標得分之區間。將標

準值訂為可供應半年需求之庫存量，意即存貨需求比為 6，而小於 2

即有供應吃緊風險，超過 10 為庫存過剩供應無虞。 

表 4.6 組成指標說明 

組成指標 計算公式 意義 穩定範圍 級距 

價格波動 (𝑃2 − 𝑃1)/𝑃1 × 100% 價格上漲或下跌幅度 
-2%~2% 

標準差

2% 

供需動能 =[(
𝐷1−𝐷2

𝐷2
) − (

𝑆1−𝑆2

𝑆2
)] × 100% 需求及供應量之變化

速度差 
-10%~10% 

標準差

10% 

存貨需求比 𝐼

𝐷1
 

區內當月庫存量可供

應區內多少月需求 
4~8 2 

註 𝑆1=本月供應量 

𝑆2=前一月供應量 

𝐷1=本月需求量 

𝐷2=前一月需求量 

𝑃1=前月砂石價格平均 

𝑃2=本月砂石價格平均 

𝐼 =本月庫存量 

 

由以上三組成指標，建構綜合型指標「砂石市場景氣燈號」，以價

格、供需平衡、庫存水位三因子綜合研判目前市場情勢，並執行對應之

政策與行動。總結以上指標之選取與資料統計結果，初擬綜合指標之配

分方式如表 4.7，價格波動、供需動能、存貨需求比三項指標各佔 5 分，

當市場居於穩定時期，價格穩定、供需變動相近且有足夠備用庫存，總

分落在 8 至 10 分，燈號為綠燈；黃、藍屬過渡燈號，須加以關注；而

分數過高或過低則代表市場愈需警戒或採取平穩措施，以紅燈與紫燈表

示。 

表 4.7 砂石市場景氣燈號對照表 

單項得分 5  4  3  2  1 

價格波動(%)  +4  +2  -2  -4  

供需動能(%)  -20  10  -10  -20  

存貨需求比  2  4  8  10  

加總得分 

對應燈號 15-14  13-11  10-8  7-5  4-3 

         

 

建立各指標及燈號後，依據其代表之市場現象，規劃相關之因應對

策如表 4.8，燈號越往紅色端表需求大於供應，可能造成價格飆漲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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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供應不足之情況，故需及早安排備援機制，並加速河川疏濬；往紫色

端則代表需求疲弱，供應過剩，為避免影響市場秩序可規劃暫時堆置區，

並減緩砂石場生產以消化產量及庫存，然此燈號僅具反映市場之功能，

具體對策仍需因應當時政策、環境及外界因素研判。 

表 4.8 景氣燈號因應對策表 

燈號 代表現象 因應對策 

 市場過熱、供應不足 加強河川疏濬、區外料源供應 

 價格轉升、供需不平衡 需開始注意平穩價格或規劃備用料源 

 市場穩定 無須行動 

 價格轉跌、供需不平衡 需開始注意失衡原因並減緩生產 

 市場過冷、供應過剩 規劃暫時堆置區以穩定過剩情況 

 

初步建立砂石市場景氣燈號後，以目前砂石產銷資料庫中 104 年 1

月至 107 年 6 月共 42 期之資料，試算每月之燈號變化，結果如圖 4.43。

根據計算結果，北區近 2 年半多處於黃燈，主因為其砂石多仰賴外界供

應，如東砂北運及進口砂石，自身庫存水準常態性過低，故需密切注意

區外料源之穩定；中區為近 2 年半中全台最穩定之區域，供需平衡且有

足量庫存，多為綠燈；南區因尚有大量庫存，且為全台價格最低之區域，

市場偏冷，多維持藍燈；而東區區內需求低，供應無虞，然而因價格、

庫存量浮動較他區大，後續可檢視東區資料並探討變動原因。大致上此

燈號可反映各區市場情況，未來將建立運算機制，依各期資料於資料庫

中自動判別燈號，並以未來累積之資料持續驗證指標之合宜性。 

透過多樣化指標，提供礦務局更多決策輔助工具，即時掌握全國砂

石產銷供應狀況，當產銷供需量價波動過大時，也能透過系統產生彈出

式警示訊息，如圖 4.44 所示。而景氣燈號綜合指標，除供礦務局於後

台報表查看外，後續也將程式化建立於圖台上分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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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各區景氣燈號變化 

 

 

圖 4.44 產銷供需量價波動過大警示示意圖 

  使用者意見調查 

建置資訊系統時，最重要的即是使該系統符合使用者需求，本計畫建

置之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分為產銷管理資訊系統與前台公開資訊服務網部

分，所服務之網站使用者並不盡相同，以下就本年度計畫針對使用者意見

調查成果分項說明。 

一、產銷填報系統說明會 

本年度於砂石業者分布較多的中部、南部與東部各召開一場系統說

明會，並設計一問卷蒐集參與業者之意見，問卷內容主要包含場內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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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與建議(如目前填報方式、填報之重視事項、舊版填報系統之改善

意見)，以及使用者期望未來於系統中獲取之資訊調查，共回收 76 份有

效問卷，以下分三部份整理問卷結果。 

(一)  系統功能重要次序 

本部分共分五項供使用者排序重要程度，並依項目之重要性加

入權重分析，最重要者 5 分、次之 4 分，以此類推。由彙整之結果

可知，砂石業者認為填報表單與項目明確，為砂石產銷填報系統中

最重要的部分；第二重要者為個資確實保密，各場填報內容不宜公

開予外界；第三則為網頁流暢性、第四為填報偵錯之機制，而操作

介面的美觀為多數業者皆認為不重要之項目。未來年度產銷填報系

統優化，可以循此排序規劃工作。 

 

圖 4.45 填報系統重要次序累積分數 

(二)  網站中期望之資訊或服務 

疏濬土石為砂石場最主要原料來源，因此河川疏濬資訊與砂石

業者直接相關，而根據調查有高達 75%的業者皆對此資訊有興趣，

故規劃與水利署介接疏濬資料亦為本年度系統工作之重點。其次，

近半業者希望於本系統獲取砂石供需資訊與重大公共工程資訊，重

大公共工程影響區域內砂石需求量甚大，故也與砂石業者營運策略

有密切關聯，本年度亦研擬介接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之營建資材需

求量至本系統，資料介接相關規劃請參閱 4.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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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使用者期望網站中可取得之資訊 

(三)  砂石品質履歷參與意願 

推動砂石品質履歷為本計畫最終目標之一，砂石履歷亦將成為

未來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之一部分，因此本次問卷也將業者參與意

願納入調查。據統計，其中有 15%業者表示非常願意參與砂石履歷

制度、45%業者願意參與、36%業者對此尚無想法，而有 4%業者仍

有疑慮而暫不願加入。整體來說有 6 成業者均樂見砂石履歷促使品

質透明化，後續工作將持續徵詢業界想法，讓砂石履歷制度可滿足

業者需求，並製造吸引業界之誘因，讓未來砂石履歷步上軌道後，

可吸引近 4 成仍觀望中的業者加入。 

 

圖 4.47 業者對砂石履歷之參與意願 

二、使用者行為分析 

前台資訊服務網最主要的客群除礦務局及砂石業者外為一般民眾，

為能更加掌握使用者使用前台資訊服務網站的使用者行為，本年度開始

採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功能於前台資訊服務網中，記錄每日來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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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人次、瀏覽行為等數據，藉以觀察並分析網頁使用者的網站使用

行為，及所感興趣之公開資訊。 

(一) 總覽 

本系統之使用者流量分析(GA)自 107 年 10 月開始統計，目前

已有近兩個月的流量資料可做參考，惟本年度計畫所新建置之網站

網頁功能調整部分並未完全轉移至正式網站公開使用，目前部分可

作為新舊網站間之使用者體驗之比較說明。 

目前統計兩個月之使用者流量(統計至 11 月 26 日止)，平均每

月 121 名訪客到訪、產生 795 次瀏覽次數，且每名訪客停留時間平

均約為 3 分 54 秒。另分析訪客所使用之瀏覽裝置(表 1)，大多為使

用電腦裝置瀏覽(78%)，其餘為行動裝置瀏覽(21%)與平板裝置瀏覽

(1%)。 

 
圖 4.48 本系於 Google Analytics 之總覽 

(二) 來訪時段 

1. 一週內時段 

本系統主要造訪的訪客多為平日(週一至週五)前來造訪，各

日間差距不大。從瀏覽量觀察，則可以發現週三到訪的訪客的瀏

覽頁數明顯較其它天高，而週一的瀏覽頁數則較少，並轉換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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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停留時間來也有相似的現象出現，而週末的狀況，除到訪人數

較少外，所瀏覽的頁數與停留時間也相對較少，可能與平日到訪

的訪客類別及來訪目的有所差別。 

表 4.9 一週內來訪時間分佈 

排名 日期 入站人數 瀏覽

量 

工作階段時間長

度 

1 星期四 80(23.39%) 323 03:54:33(17.61%) 

2 星期二 62(18.13%) 295 03:37:07(16.30%) 

3 星期三 60(17.54%) 481 05:24:57(24.40%) 

4 星期五 57(16.67%) 287 05:53:01(26.50%) 

5 星期一 51(14.91%) 150 02:22:07(10.67%) 

6 星期天 19 (5.56%) 33 00:55:51 (4.19%) 

7 星期六 13 (3.80%) 20 00:04:24 (0.33%) 

2. 一日內時段 

以每日逐時的時間序列來看，可以現主要到訪的訪客多集中

於平日的上班時間，分為上午與下午兩個高峰，上午主要集中於

十點前後的到訪人數，同時也是網站平均每日最多人來訪的時刻，

而下午的高峰則持續較久，並緩慢的下降，推測主要到訪網站的

訪客，與本系統提供服務相關之機關與砂石業者使用為主。 

 

圖 4.49 一日內來訪時間分佈 

(三) 造訪網頁 

統計目前各網頁之瀏覽狀況，列表如表 4.10，可以發現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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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的各項功能中，較常被使用的為產銷資訊的查詢，造成較多的

瀏覽量，但若相比不重複之瀏覽量來說，則可發現該兩項網頁瀏覽

量較多之原因，主要為單次使用瀏覽多次頁面，應為訪客在進行各

項產銷統計之查詢時，所產生之瀏覽數目為主。而另以網頁停留時

間來看，可發現砂石品質地圖此一頁面平均停留之時間較其他頁面

為高，應為該功能為地圖展示平台頁面瀏覽。 

表 4.10 前台各頁面瀏覽量統計 

排

名 
網頁名稱 瀏覽量 

不重複 

瀏覽量 
平均停

留時間 
入站 跳出率 

離開 

百分比 

1 砂石產銷資訊查詢 349(21.96%) 48(7.32%) 00:32 28(8.19%) 17.86% 8.88% 
2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 231(14.54%) 49(7.47%) 01:29 32(9.36%) 50.00% 16.45% 
3 砂石產銷指標圖台 132(8.31%) 56(8.54%) 00:44 22(6.43%) 45.45% 15.91% 
4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地圖 128(8.06%) 52(7.93%) 00:39 27(7.89%) 25.93% 16.41% 
5 砂石品質地圖 123(7.74%) 68(10.37%) 03:12 32(9.36%) 43.75% 27.64% 
6 砂石相關試驗方法 72(4.53%) 64(9.76%) 01:56 48(14.04%) 89.58% 69.44% 
7 台灣砂石產業 67(4.22%) 42(6.40%) 01:10 30(8.77%) 60.00% 37.31% 
8 砂石性質 59(3.71%) 42(6.40%) 01:57 26(7.60%) 65.38% 49.15% 
9 砂石適用用途 54(3.40%) 46(7.01%) 01:28 32(9.36%) 84.38% 57.41% 
10 砂石形成與來源 53(3.34%) 37(5.64%) 01:26 14(4.09%) 50.00% 16.98% 
總計 1,589(100%) 656(100%) 01:04 342(100%) 53.22% 21.52% 

 

透過以上方式蒐集、彙整系統使用者之意見與喜好後，本計畫加強規

劃外單位資料運用，如疏濬數據分析、公共工程砂石需求量推估等，提供

多樣方式呈現加值之資料，除提供統計圖表供使用者查詢，於圖台上亦可

整合砂石品質數據來交互比對參考，於 108 年度亦可持續整合其他資料。 

 資料分析產出功能 

產銷統計資料查詢功能已於 106 年度完成 8 項查詢圖表，列於表 4.11，

而網頁中之圖表查詢匯出畫面如圖 4.50 所示，圖表具靈活性，使用者可自

由選取想要之資訊，本年度將持續優化統計之彈性，增加部分圖表之輸出

種類(如原僅有圓餅圖，新增直條圖顯示)與雙軸圖表(結合量價數據)，滿足

不同業務辦人對各種報表製作需求，產出之各式報表增列自動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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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產銷統計資料查詢列表 

項次 統計項目 項次 統計項目 

1 原料-砂石原料供應統計 5 產銷-庫存統計 

2 產銷-砂石生產量統計 6 供需-砂石成品供應結構 

3 產銷-砂石銷售量統計 7 供需-砂石成品需求結構 

4 產銷-砂石銷售流向 8 進口-進口砂石統計 

 

 

圖 4.50 統計資料查詢介面 

 

各類局內所需之業務報表，目前可於礦務局後台管理中，自動產出並下

載，本年度將進一步持續設計並新增相關表單，如全國之產銷月報表，以

提升礦務局對於砂石產銷統計量的掌握，提供圖表輸出及 Excel 格式資料匯

出功能，以利後續整理分析，閱報產出畫面如圖 4.51 所示。 

除圖表種類與操作擴充優化外，並新增單位轉換(公噸、千公噸、萬公

噸、立方公尺、千立方公尺、萬立方公尺)功能、地理或行政區域調整功能，

配合不同單位之需求產出相對應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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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砂石產銷月報表產出 

另本年度在資料分析產出部分，針對礦務局內使用者設計關鍵報表功

能，並討論各類使用者需要之報表內容，如各階層主管優先查閱政策分析

及整體性統計數據等資訊、各業務承辦人則需看到較細節之基礎報表，關

鍵報表之設定為客製化，依帳戶作不同設定，各使用者以其帳戶密碼登入

後即轉往專屬之關鍵報表頁面，點選即可自動產出所需資訊，此功能已完

成規劃與試行，後續將統整各單位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所關注之報表，持續

進行正式建置。 

 

圖 4.52 礦務局登入後關鍵報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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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系統後台分眾架構表 

編

號 

第一層

結構 
第二層結構 

所屬 

身分別 

管理

員 
局長 組長 科長 技正 一科 

二科      二科       砂石

廠商 

工程

單位 

未登

入 產銷 用地 

1 關鍵 

報表 

管理層報表 礦務局 E R R R R E E E Q Q Q 

2 基本層報表 礦務局 E R R R R E E E Q Q Q 

3 

廠商資

料維護  

碎解洗選場資料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4 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E Q Q Q 

5 成果校核查詢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6 砂石場履歷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E Q Q Q 

7 廠商基

本資料  

基本資料修改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8 區域偵錯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9 

資料 

填報  

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10 進口砂石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1 礦區批註土石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2 東砂西運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3 砂石品質數據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4 料源統計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5 報表 

查詢  

砂土石產銷月報查詢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E Q Q Q 

18 砂土石產銷存一覽表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19 

砂土石

產銷存

資料填

報  

廠商營運狀態申報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20 廠商原料量價申報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21 外縣市銷售申報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23 加工成品量價申報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24 廠商申報紀錄查詢 廠商填報 Q Q Q Q Q Q Q Q E Q Q 

25 

用地查

核管理  

現場查核填報 礦務局 E R R R R Q Q E Q Q Q 

26 模式分類管理 礦務局 E R R R R Q Q E Q Q Q 

27 用地查核統計圖表 礦務局 E R R R R Q Q E Q Q Q 

28 

介接資

料查詢  

疏濬統計資訊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29 土石標售資訊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30 水利署砂石性質資訊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31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 礦務局 E R R R R Q E Q Q Q Q 

32 
土石採

取管理  
土石採取區資料 礦務局 E R R R R E Q Q Q Q Q 

     

備 

註 

U：管理員權限   E：具進階功能 

R：基本功能檢視  Q：無法查看 
 

 

 知識庫內容擴充 

前一年度已初步建立砂石知識庫，對民眾希望能加強社會對砂石產業

的認識，消弭對砂石的誤解與偏見，並了解其作為營建原料的重要性；對

業者與工程機關則希望透過知識庫，能彙整砂石相關法令規章，並透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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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有效宣導。今年持續蒐集砂石專業知識及台灣各河川性質，納入本知識

庫中，並加強文獻及法規之搜尋功能，提升知識庫之實用性。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砂石形成與來源   

   砂石用途   

砂石相關知識   台灣砂石供應情況   

   台灣砂石產業   

   砂石性質   

   砂石試驗方法   

      

   北區  淡水河、蘭陽溪、頭前溪… 

河川基本資料   中區  大安溪、大甲溪、濁水溪… 

   南區  高屏溪、曾文溪、北港溪… 

   東區  花蓮溪、秀姑巒溪、立霧溪… 

      

   文獻搜尋 (查詢系統)  

砂石文獻庫   砂石產銷調查報告 (靜態列表)  

   礦務局出國報告 (靜態列表)  

      

法規資料庫   法規查詢   

   函釋查詢   

 

圖 4.53 砂石知識庫分項架構 

本年度將持續優化砂石知識庫之設計與內容，首先重建知識庫架構如

圖 4.53，本年度擴充的部分包含河川基本資料、砂石文獻庫中產銷調查報

告與礦務局出國報告、法規資料庫等功能，以及部分項目之補充，以下分

述各區塊優化擴充之內容。 

ㄧ、砂石相關知識 

土石原料依產出來源，可分為河川(水域)砂石、陸上砂石、海域砂

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圖 4.54 為砂石賦存區域

之示意圖，以下分別介紹各類砂石來源，並納入知識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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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 砂石來源示意圖 

圖片來源：工研院能資所(2001) 

(一) 河川砂石 

指賦存於河川區域、水庫蓄水範圍及港泊之土石，包含經濟部

水利署及地方政府等水利主管機關辦理河川疏濬、水庫輸砂及放淤、

野溪清疏等產出之砂石原料。 

台灣目前無核准之河川土石採取，故河川砂石主要依賴河川疏

濬，歷年水利署常疏濬，且適作工程用砂石粒料的河川，北部地區

為蘭陽溪；中部地區為後龍溪、大安溪、大甲溪、烏溪及濁水溪；

南部地區為高屏溪；東部地區則為花蓮溪、秀姑巒溪及卑南溪。 

(二) 陸上砂石 

依據「土石採取法施行細則」，陸上砂石一般分為平地土石、

坡地土石二大類，其中坡地土石包含坡地礫石層、坡地砂土層、碎

石母岩(以岩盤或岩體型態賦存，可經開採碎解為骨材)三類，陸上

砂石資源相關之研究大都依此分類原則分區調查。 

1. 平地砂石：指賦存在平地地表以下之土石，包括河川區域外沖積

扇、沖積平原、舊河床、臺地及盆地等賦存之砂石。 

2. 坡地砂石：坡地礫石層指原沉積膠結之礫石層，經造山作用隆起

而成者；坡地砂土層指原沉積之矽砂、黏土及一般土層，經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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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隆起而成者 

3. 碎石母岩： 碎石母岩指以岩盤或岩體型態賦存，經開採碎解做

為骨材者。 

(三) 海域砂石 

指賦存於海濱及海濱以外海域之土石(主要為海岸沙灘、沙丘、

沙洲、河口砂及海底砂石)。依據「台灣地區海域砂石開發實施要點」，

海域砂石是指距離平均低潮線及低潮高地之低潮線 1.5 海浬及水深

超過 20 公尺以外之海域、距已公告之人工魚礁區、保護礁區、漁

業資源保育區周圍在 1500 公尺以上所能採取之砂石。 

(四) 營建剩餘土石方 

顧名思義為因營建工程開挖而產出的土石料，經加工篩選後可

用於混凝土等用途，然而非所有開挖出之土石皆可作為粒料，表 4.13

為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土質代碼表，僅 B1、B2-1、B2-2、B2-3 可用，

且仍需扣除土壤含量。 

表 4.13 營建剩餘土石方土質代碼表 

土質代碼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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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立中央大學(2016) 

(四) 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礦區內與礦床共生之圍岩，可開採作為砂石原料，主要來源為

大理石加工之下腳料及開採圍岩，可穩定供應，然而因礦業用地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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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易，供應量難以增加，近 10 年平均僅佔全國總供應量之 3%。 

(五) 進口砂石 

由於台灣砂石產量主要來自基於河防安全之河川疏濬，無法任

意開採，因此供應常受天然因素限制而有缺口，而此缺口多由進口

砂石來補足。目前台灣進口砂石有將近 98%以上來自中國大陸，中

國目前已鮮有天然河川砂石出口，多為係經由礦山開採、機械加工

產製而成之砂石粒料。 

二、河川基本資料 

在砂石知識庫中將新增河川水系之基本介紹，如主支流之流域概述，

如長度、流量與坡降，以及地質情況等基本資訊，以利業者或工程機關了

解在地水系，民眾及學術單位亦可由此蒐集河川相關知識。 

彙整 106 年度礦務局與水利署採樣調查的 11 水系，如蘭陽溪、大安

溪、大甲溪、濁水溪、高屏溪、花蓮溪等，以及 107 年度進行中的河川水

系，包含淡水河、八掌溪、朴子溪、東港溪、林邊溪等，分成北、中、南、

東四區，將各河川特性建入知識庫中，供使用者參考，如圖 4.55 所示。 

 

圖 4.55 河川基本資料示意 

 

 



86 

三、文獻查詢 

106 年度計畫中，已調查過往各單位對河川、陸上、海域砂石品質

相關文獻約 190 份，其中約 95 份現存資料已轉成電子檔保存，其餘皆

僅有書名，未搜集到紙本資料。文獻部份皆可於該網頁以單位、年度、

或關鍵字查詢，如圖 4.56，若由礦務局帳號可由現上下載該文獻已作為

參考，外部單位僅能查詢到文獻名，若需全文則需洽原出版單位。本年

度持續蒐集研究報告，並納入知識庫當中供使用者搜尋。 

 

圖 4.56 砂石知識庫文獻查詢 

四、法令規範 

在前期(106 年度)計畫中，砂石知識庫中已整理土石採取法、水利法、

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並以單頁書籤方式呈現，然因砂石牽涉到之

法令與規章資料量繁雜，與環保、工業、土地使用等領域息息相關，本

年度(107 年度)計畫將知識庫之砂石相關法規分為前台之法令規範檢索

功能，與後台法規管理系統來建置，納入已登記及未登記砂石碎解洗選

場現地認定基準等重要法規及礦務局行政函釋結果，考慮使用者瀏覽便

利性與整體頁面簡潔考量，經與礦務局土石組討論需求意見後，在法規

檢索功能中，分為法規查詢與函釋查詢兩項功能，並採用分頁式列表查

詢呈現，以下就本計畫建置成果分項說明如下。 

(一)  法規查詢：本年度計畫規劃使用者除前期(106 年度)已建置之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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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法、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外，納入砂石碎解洗選

場用地管理作業須知彙編內之相關法令規定，為便利使用者可快速

查找，列表清單針對法律類別、分類及相關關鍵字可進行查詢，相

關法條細則可連結至全國法律知識庫中檢視詳細法條資訊。 

(二)  函釋查詢：本年度計畫規劃函釋收錄砂石碎解洗選場管理作業須知

彙編中之解釋函項目，可依分類與關鍵字進行查詢，為便利使用者

理解解釋函其對應法源，於各解釋函可點擊連結函釋法源條目，函

釋查詢功能頁面如圖 4.57 所示。 

 

圖 4.57 函釋查詢列表畫面呈現 

4.5 資料建置 

本年度優化資料庫除系統新功能規劃外，亦須持續建置新資料，方可

達到前述跨域資料整合與資料效益增值之目標，本節將分別說明礦務局各

類內部與外部資料介接至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研擬方向，以及文獻與資料

持續蒐集匯入之成果。 

  外單位資料介接 

針對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系統的資料來源，本年度研擬整合外單位資

料，配合礦務局之業務需求，協調聯繫相關機關共識，探討以下資料自動

介接之可行性，並將資料於系統中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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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動態數據 

營建剩餘土石方為國內重要的砂石來源之一，每年約佔 15%之供應

量，而工程產出之土石一般僅代碼 B1、B2-1、B2-2、B2-3 可用，且仍

需扣除其中土壤含量，詳細土質對應之代碼表可參考前述表 4.13。目前

礦務局每月由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取得資料，人工彙整統計砂

石料源，若可建立完整之資料自動介接機制，可節省資料蒐集之作業時

間，並使資料運用更加靈活且有效益。 

 

圖 4.58 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土量 

本計畫於 107 年 8 月 29 日拜會營建署研議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

務中心資料介接事宜，會議照片如圖 4.59。營建署表示營建剩餘土石方

之統計數據目前多屬公開資訊，故會議決議本系統可直接以爬蟲程式定

期蒐集網頁上數據。部分尚未公開資料，如土資場位置等，營建署亦同

意未來轉為公開，後續將可再以同樣方式取得資料進入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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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料介接會議 

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料介接後，規劃應用方式有三種： 

1. 優化料源統計 

現行礦務局之料源統計方式為承辦人自營建署系統取得營建剩餘

土石方數據後，人工計算可作砂石料源之量，填報入料源統計系統

中。為減少人工作業，預計建立介接機制後將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土

量導入後台料源統計中，規劃各縣市產土數據自動代入系統，承辦

人僅需填入本月廢土比例，即可匯入資料庫中統計該類料源總量。 

2.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亦規劃以地圖方式呈現，將土資場座標圖層建

入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並將對應之產量代入資料庫，呈現邏輯同河

川疏濬量，可直觀顯示上月各地何處產出之剩餘土石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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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圖表輸出 

應用介接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數據，可將各分區、縣市之營建剩餘土

石方量結合本系統內供需資訊比較，並產出圖報表供分析研究；根

據營建署訪談會議結論，將研議納入 B5 中之混凝土塊再利用作為

料源統計，較貼近實際情形。詳細圖表呈現方式將於 108 年度需求

訪談後開始建置。 

二、水利署河川水庫疏濬動態數據 

河川疏濬與砂石業之營運直接且密切相關，根據 4.4.9 節問卷調查

砂石業者之意見，最關心之資訊多為河川疏濬資訊。目前水利署已建置

「河川便利通」定期公布河川疏濬資訊，如圖 4.61，每月皆定期提供各

河川疏濬規劃量與執行量予礦務局，供局內人員手動填報彙整河川砂石

量，此程序未來將轉換為系統定期自動傳輸資料之方式，提升作業效

率。 

點選土資場位置顯示詳細資料與產量 

場名：遠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縣市：新北市 

類型：土資場-加工型 

面積：8439.14 

本月產量： 

B1 B2-1 B2-2 B2-3 

12 85 123 22 

 

0 

圖 4.60 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套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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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中疏濬辦理情形 

檢視疏濬管理系統，大致分三類與本計畫相關之資料：疏濬統計資

訊可協助礦務局砂石料源統計；土石標售趨勢分析資料可結合疏濬量價，

研擬於圖台上呈現。除了供砂石產銷統計分析外，未來亦可視資料特性

建為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當中之評估元素，於圖台呈現各水系疏濬量價等

動態資訊。 

(一)  疏濬統計資訊：疏濬地點及名稱、執行單位、疏濬規劃量、疏濬執

行量。 

(二)  土石標售趨勢分析：疏濬地點及名稱、執行單位、底價、最低銷售

單價、平均銷售單價。 

(三)  砂石採樣性質管理︰採樣點位資訊、換算係數、組成比例(卵礫石、

砂、土壤、石組成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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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2 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資料介接會議 

本計畫於 107 年 7 月 10 日拜會水利署研議疏濬管理系統資料介接

事宜，如圖 4.62，水利署方面相當重視資料開放，目前已有多種資料於

公開平台上共享，因此也將協助本計畫介接所需資料。依據提出的三項

需求，水利署已提供 API 供本系統介接，目前資料已進入系統，而明年

度將持續於系統建置疏濬資料應用相關功能，所規劃水利署疏濬資料應

用方式有三種： 

(一)  優化料源統計 

現行礦務局之料源統計方式為承辦人自水利署取得各河川疏濬標

案資料後，以人工方式歸類至各縣市並乘以單位重、廢土比等數值，

計算出料源量後，進入後台料源統計區塊填報此計算數值，填報畫

面如圖 4.63。 

 

圖 4.63 目前料源統計頁面 



93 

為減少人工作業，預計建立介接機制後將水利署疏濬資料導入後台

料源統計中，示意圖如圖 4.64，列出外運販售標案本月份之疏濬執

行量，並建立規則將標案自動歸類於各縣市，精簡人工分類過程。

而因廢土比與單位重變化可能稍大，仍須經驗判定，在每一疏濬標

案中僅需填報此二項數值，系統即可自動計算並將本月疏濬土石量

匯入資料庫。 

 

 

 

 

圖 3 未來料源統計(疏濬)規劃示意圖 

 

 

(二)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前台加值應用則預計納入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於圖台呈現各地區

土石疏濬供應情形，如圖 4.65 所示，疏濬標案資訊可直接於右側功

能欄由時間、水系等條件篩選，直接呈現於地圖上，並以圓圈或圖

示大小表示選取時間內疏濬量多寡，使用者可直觀看出各地區料源

供應情形，而點選可進一步查詢標售價格、起迄日期等詳細資訊。 

 

圖 4.65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疏濬資訊套疊示意 

單位重 廢土比例 

以圖示大小直觀比較疏濬量多寡 

點選顯示詳細標案資訊 

 

 

水系/河川：大甲溪/大甲溪 

辦理方式：外運販售 

執行量：21 立方公尺 

標售底價：90 元 

開始時間:：2017/12/4 

結束時間：2018/6/30 

 

107 年度石岡壩蓄水範圍清淤挖採作業工程 

圖 4.64 未來疏濬料源統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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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圖表輸出 

應用介接之疏濬資料，可將河川疏濬規劃量、執行量結合本系統內

供需資訊比較，並產出圖報表供分析研究；而疏濬標案之土石標售

底價、平均標售單價等價格資訊，亦可結合砂石業者填報之砂、碎

石場交價來比較。詳細圖表呈現方式將於 108 年度需求訪談後開始

建置。 

三、財政部關務署進口砂石數據 

進口砂石為台灣砂石之重要來源，故本年度亦研擬介接財政部關務

署統計資料庫之數據，以維持本計畫系統中產銷資料之即時性。關務署

之資料庫已可查詢每月天然砂、碎石、碎石砂等進口量，因砂石進口量

與國內砂石供需政策相關，故研擬資料自動介接礦務局之土石資源服務

平台之可行性，每月可直接更新最新進口數據，供礦務局業務統計與供

需政策擬定時使用。 

 

圖 4.66 關務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目前礦務局統計進口砂石總量之數據來源，為關務署統計資料庫中

CCC Code 2505900000、2505900090、2517109000、2517490000 四類商

品之進口量與價值，另一部分為各港口航次與裝卸量，此為人工彙整統

計之數據，於關務署統計系統中並無此類資料，因此需以 Excel 表單方

式，定期匯入本系統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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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務署希望藉由其「商品資料倉儲系統」提供資料，需先經該平台

申請需求，後定期提供資料予本系統，然該平台尚在建置與優化中，預

計 108 年正式上線後，將提供外部資料介接功能，再整合於本系統進口

砂石統計數據。 

資料應用方面，進口砂石則較為單純，目前僅規劃每月接入資料庫

中，取代料源統計之人工填寫。不同於河川疏濬及剩餘土石方，未來將

無須填報介面，可以接入之數據直接統計彙整。 

四、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管理資訊 

砂石之供需與土木、建築工程量息息相關，其中尤以重大公共建設、

基礎建設之砂石需求最大，因此若可掌握重大公共工程之營建資材需求

量，將其轉換為每月砂石需求量，進一步納入砂石資源評估地圖或系統

中其他功能中，對砂石供需之分析將有極大助益。 

參考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本年度規劃介接標案名稱、地區、開工

日期、預定完工日期、決標金額、營建資材需求量(水泥砂漿、機拌混

凝土、預拌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砂、級配等)等數據。本計畫於 107

年 7 月 9 日拜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與其標案管理系統介接資

料之可行性，會議記錄詳附錄五。工程會方面相當贊同相關資料共享之

意義，並將盡力配合本計畫資料介接作業。另鑒於目前標案中營建資材

需求量之填報，並無一檢核機制，資料品質參差，故工程會也建議研擬

一資料管理機制或法源依據，確保數據之可靠性後，於本計畫系統中應

用方可產出準確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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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資料介接會議 

前述疏濬量、剩餘土石方皆屬供應面資訊，而公共工程標案資料反

映未來市場需求，為相當重要資訊之一，因此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亦預計

納入工程會之標案資訊。如圖4.68，將各類工程以不同圖示佈點於地圖，

右側功能欄可依時間、縣市、砂石需求量、工程類型等條件篩選工程，

即可直接呈現附近地區未來需求量，對砂石業者與局內業務統計有相當

助益。 

 

 

圖 4.68 公共工程標案資訊應用規劃 

五、工程機關辦理砂石品質檢驗報告 

國內工程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時，多有針對其原料抽樣檢驗，如欲擴

點選顯示詳細標案資訊 

 

 

主辦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 

縣市：台中市 

工程類型：道路工程 

工程金額：8,655 萬元 

砂石需求量：12,238 噸 

開工時間:：2017/12/4 

預計完工時間：2018/6/30 

 

台３縣道路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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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砂石品質資料庫之豐富度，可尋求機關提供工程過程中所要求承包商

辦理之砂石試驗報告，匯入本系統之資料庫中，增加產品端之數據量。 

目前規劃三種外單位砂石試驗資料擴充，分述如下： 

(一)水利署河川砂石疏濬系統砂石試驗資料 

水利署河川砂石疏濬系統中，其「其他功能/砂石採樣性質管理」

已建有砂石性質資料庫，填列內容如起始斷面、位置描述、土石性

質比例等，以及砂石採樣試驗數據，如鬆實方單位重、吸水率、洛

杉磯磨損率與細度模數等，如圖 4.69。近年隨著水利署對各河川砂

石性質的重視，亦委託專業單位進行各河川砂石之採樣及試驗。經

與水利署洽談協商後，其所調查之砂石性質資訊，亦將提供納入礦

務局土石品質資料庫中，節省採樣資源。 

 

圖 4.69 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品質數據填報 

(二)工程主辦機關混凝土供應商砂石試驗報告 

經訪談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由於所主辦工程混凝土用量大，

預拌廠對砂石品質要求高，其砂石來源涵蓋北部主要砂石供應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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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本系統其主辦工程之砂石試驗報告，並協調於其報告中加入

料源資訊，以供本系統加值運用。後續建議由礦務局發文協請捷運

局提供，供本系統之砂石品質資料庫充實內容。 

(三)優質混凝土驗證制度之預拌廠年度砂石檢驗報告 

台灣營建研究院所推動之優質混凝土驗證制度，全台灣已有超

過 50 間合格廠商，包含北中南各地，每家預拌廠亦均有定期之砂

石委外試驗報告，來源幾乎涵蓋全台主要供應之河川砂石，試驗項

目包含 CNS 1240 之粒料規格，將協調取得其試驗報告，後續可以

Excel 表單上傳建入砂石品質資料庫。 

  局內資料介接 

除水利署、營建署、工程會及關務署等外單位之整合資訊外，本年度

亦研擬局內土石相關資料自動介接，以整合資料並減少額外作業，包含礦

區礦石及批註土石、網路傳輸盜濫採航照及衛星影像等二類資料。礦區礦

石及批註土石部分，規劃介接各礦場字號、名稱、申報日期等基本資料，

每月申報的產銷存數量以及銷售用途，資料欄位如圖 4.70 所示。 

 

圖 4.70 礦業簿系統介接欄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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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介接入本系統後，可取代現行先以人工彙整資料，再手動填報

入系統之統計方式，降低每月產銷承辦人員之工作量，以及人工作業誤填

機率。而網路傳輸盜濫採航照及衛星影像，因本來就有一獨立系統運作，

經局內需求訪談後，決議僅需於後台管理介面中，加入連結轉往該系統即

可。 

  文獻與研究報告匯入 

106 年度計畫中調查各單位所作河川、陸上、海域砂石品質相關文獻約

190 餘份，其中有紙本報告的約 95 份，將以掃描成電子檔納入本系統資料

庫中，本年度持續蒐集研究報告，並納入知識庫當中供使用者搜尋。另今

年所新增來源部份說明如下。 

一、礦務局出國報告 

早期之經濟部礦業司與現今礦務局，皆有不少出國考察之報告，在

陸上砂石方面，美國、日本以及中國大陸等地皆以發展成熟，實有值得

借鏡之處。107 年度度蒐集礦務局歷年之出國報告，於砂石知識庫中供

砂石業者、工程機關或其他相關人士參閱，獲取國際上砂石產業之經驗，

已蒐集報告彙整如表 4.9 所列。 

表 4.14 已蒐集之礦務局出國報告 

年度 報告名稱 國家 

90 年 日本陸上砂石開發技術與砂石骨材再利用狀況 日本 

90 年 研習美國陸上砂石開採、土地二次利用及公害防治與環境維護技術 美國 

93 年 陸上砂石開發防災技術研究 日本 

93 年 研習美國陸上砂石開發、環境整復及防災技術報告 美國 

95 年 水庫、港灣淤砂回收作為土石資源利用之研究 日本 

95 年 日本農地砂石開採回填及整復 日本 

97 年 與臺灣省砂石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投資考察團赴菲律賓考察砂石 菲律賓 

104 年 參加第 2 屆中國國際砂石骨料大會報告 中國 

105 年 參加第三屆中國國際砂石骨料大會暨第一屆中國國際再生骨料大會 中國 

106 年 砂石替代物利用及坡地砂石開採後土地利用之類型及規範 日本 

106 年 參加第 4 屆中國國際砂石骨料大會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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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 

為掌握台灣砂石供需情形，礦務局每年彙集砂石碎解洗選場之產銷

填報數據、河川疏濬、營建剩餘土石方與進口砂石量等砂石相關資訊，

整合並統計各區生產結構、產銷變動與營運情況，提供砂石產業發展及

供需策略訂定一準據。截至目前已蒐集民國 91 年至 105 年之砂土石產

銷調查報告，並以列表方式上架供使用者下載。 

三、品質數據更新 

在砂石品質數據方面，除了本年度採樣新增之 40 點品質數據外，

亦持續由文獻與試驗報告中整理數據以匯入資料庫，如過往省水利局、

水利處之研究報告，多無記載座標，僅標註採樣之河川斷面，本年度利

用圖台套疊河川斷面樁、斷面線之圖層，估計座標位置並建立於砂石品

質資料庫，有座標點位已新增淡水河、中港溪、後龍溪、曾文溪等多水

系共 312 點，讓砂石品質地圖呈現更加豐富。 

目前建立數據量如表 4.10 所示，而部分無法轉換座標之數據，如

預拌廠委外試驗報告等，未來匯入資料庫亦可以列表方式查詢。 

表 4.15 目前資料庫中品質數據量 

 

類別 

品質數據筆數 

有座標 座標 

待釐清 

小計 

河川砂石 654 148 802 

陸上砂石 330 932 1262 

海域砂石 1017 109 1126 

合計 1689 1501 3190 

 

  管理資料匯入 

管理資料匯入分為二部分，ㄧ為本年度即將建置之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之資料匯入，包含基本資料、計畫書圖、生產數據等，如圖 4.71 左側欄位

規劃，將自現有之舊系統中擷取資料匯入 4.3 節所建置之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而另一項資料匯入即為砂石碎解洗選場之檢查管理資料，將現場查核與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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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管理等功能建立後，持續匯入各場之管理資料，利於將局內砂石相關業

務全部統整於本系統。 

 

圖 4.71 土石採取管理基本資料示意 

4.6 系統建置與維護計畫 

本案爲提供簽訂維護合約之系統最完善的系統維護服務，所有本案的

軟體工程師皆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擁有豐富的系統開發經驗；可隨時提

供客戶必要的維護服務。應用軟體維護計畫如3.6.1節，資料備援機制如3.6.2

節。 

  軟體開發 

一、 系統分析及雛形系統製作 

研讀相關作業及現有系統功能、資料蒐集，作業分析，需求訪談，

需求彙總，並依承辦單位相關標準及訪談結果，整理出本計畫之架構、

資料流程圖及螢幕畫面、報表格式，並完成雛型展示。對現有作業進行

細部之調查與分析，並且研擬系統需求及功能規格，實施步驟如圖4.72，

文件內容併入驗收之交付項目之系統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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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 系統分析流程 

二、 系統設計 

依系統分析結果，進行系統設計，定出實體資料庫架構以及人機介

面，撰寫及確認訪談內容。針對確認後之雛型系統的系統功能特性，規

劃出整體系統架構，並完成資料庫設計及資料結構設計，文件內容併入

驗收之交付項目之系統文件中。 

 

 

 

 

 

 

 

 

圖 4.73 系統設計流程 

三、 程式撰寫與測試 

依系統設計規劃之內容開列程式規格，並據以撰寫程式，並將現有

之各系統資料轉入本專案使用之資料庫，撰寫測試報告。撰寫各模組應

用程式，進行程式單元測試，相關文件製作等作業，流程如圖 4.7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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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內容併入驗收之交付項目之系統文件中。 

 

 

 

 

 

 

 

 

 

 

 

 

圖 4.74 系統建置流程 

  系統建置 

一、程式開發環境 

本計畫將建置與承辦單位主機環境相同之網路開發平台，以確保在

開發平台完成之程式，可直接導入至承辦單位主機，程式開發人員並定

期更新兩方主機環境，確保每一項動作均不影響後續維護開發。 

二、軟體設計規格 

本系統採用 Web-Based 規格建置，輸出介面為網頁規格，使用 Html 

4.0、CSS 3.0及 javascript 2.0規格設計，要求其相容於坊間主流瀏覽器，

包含 IE 6.0 以上、FireFox 最新版、Chrome 最新版及 Safari 最新版本瀏

覽器。 

網站考慮排版美觀，採用 960px 為固定欄寬，後台資訊管理系統為

爭取最大化操作畫面，則採用彈性化版面寬度設計，會自動適應視窗寬

度，拉撐畫面至最大寬度，並保持版面正常，版面輸出的編碼規格為

UTF-8 通用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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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程式處理規格 

伺服端程式軟體撰寫規格採用 ASP .Net 3.0 版本及 C#語法設計開

發，伺服端共用元件採用.Net 類別庫預先編譯後置於 bin 資料夾共用。

資料庫操作採用標準 T-SQL 語法及 SQL Server 內建函式，伺服主機採

用 IIS 6.0 以上應用伺服器，程式撰寫形式採用標準後置碼的方式設計，

完全分離 aspx 介面檔及 aspx.cs 程式檔以便於後續管理及簡潔化程式

架構，應用伺服器會於程式第一次啟用時於伺服主機即時編譯並啟動程

式運作，並依其效能及記憶體最佳化考慮，自動釋放或維持程式編譯狀

態與控制資料庫連線池。 

伺服器程式採用 UTF-8 編碼撰寫，網頁輸出規格亦設定為 UTF-8 編

碼，透過伺服端程式的運算，輸出標準 Html 4.0 網頁內容提供使用者

端瀏覽器解譯後呈現網頁內容。 

四、硬體設備需求 

為符合本系統所需之執行效能，配置之硬體規格清單如表 4.11。 

表 4.16 硬體規格清單 

序號 產品說明 數量 

A Dell PowerEdge R730 
 

1 Intel Xeon E5-2650 v4 2.2GHz,30M Cache,9.60GT/s QPI,Turbo,HT,12C/24T (105W) Max 

Mem 2400MHz 
2  

2 Dell Branding Badge, 16MM 1  

3 R730/xd PCIe Riser 2, Center 1  

4 R730 PCIe Riser 3, Left 1  

5 R730/xd PCIe Riser 1, Right 1  

6 Chassis with up to 16, 2.5 Hard Drives 1  

7 16GB RDIMM, 2400MT/s, Dual Rank, x8 Data Width 4  

8 Standard Heatsink for PowerEdge R730/R730xd 2  

9 iDRAC8 Enterprise, integrated Dell Remote Access Controller, Enterprise 1  

10 600GB 10K RPM SAS 2.5in Hot-plug Hard Drive 10  

11 PERC H330 Integrated RAID Controller 1  

12 DVD ROM, SATA, INTERNAL 1  

13 Dual, Hot-plug, Redundant Power Supply (1+1), 750W 1  

14 Broadcom 5720 QP 1Gb Network Daughter Card 1  

15 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16CORE,Factory Installed, No Media,NO CAL,T-Chinese 1  

16 Windows Server 2016 Standard,16CORE,Media Kit,T-Chinese 1 1  

17 MSSQL 2016 Standard Edition, Additional License, 2 CORE,NO MEDIA/KEY 4  

18 3Yr ProSupport & Mission Critical: (7x24) 4-hour Onsite Service 1  

19 WinSvrExtConn 2016 SNGL OLP NL Qlf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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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建置日期 

本計畫資訊系統中各新增與優化之功能與模組之建置完成日期，由

第六章預定進度整理如表 4.12。 

表 4.17 系統建置日期 

業務類別 系統項目與模組 預定完成日期 

產銷調查 

砂石場填報模組  7 月 31 日 

砂石產銷月報 9 月 28 日 

前台統計圖表 10 月 31 日 

砂石產銷統計圖台綜合指標 7 月 31 日 

圖台優化與波動警示功能  10 月 31 日 

用地管理 
砂石場管理模組 7 月 31 日 

砂石場檢查管理模組  10 月 31 日 

砂石履歷 
初步建構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8 月 31 日 

砂石品質地圖優化  9 月 28 日 

土石採取 
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10 月 19 日 

土石採取圖台 10 月 31 日 

砂石知識 
分項查詢功能 6 月 29 日 

法令規範電子化查詢 8 月 31 日 

資訊系統 

建構行動版網頁 7 月 31 日 

首頁與網頁設計優化  10 月 31 日 

規劃分眾使用介面 11 月 30 日 

 

  系統維護營運 

一、維護時間 

1. 一般服務時間 

周一至周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06：00 止。 

2. 緊急服務 

承辦單位可以視實際需要訂定延長服務之時間，如有緊急情況

須利用下班時間或節假日時或是業務上的需要，本案將擬定支援人

力，使承辦單位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快速、優良的服務。 

3. 服務回復時間 

本案將按照礦務局之要求在接到承辦單位口頭、電話或傳真通

知後，於規定時候內派員處理排除，並依雙方議定之日期內完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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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二、軟體維護方式 

1. 熱線支援 

在下列時間內，承辦單位專案指定人員能夠以電話向本案相關

工程師詢問系統使用上的問題，本案將協助客戶使用軟體，找出問

題，同時提供解決方案。除非有特殊狀況，電話服務支援將 6 小時

內回覆各項問題。 

熱線諮詢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06:00 止 

2. 現場支援 

本計畫服務支援人員如無法在電話上解決問題，將由服務人員

會診，找出問題癥結及解決方案，若仍無法解決，將於通知 6 小時

內派員至現場服務，並於 24 小時內提出解決方案維持系統運作。 

3. 軟體疑難彙報 

對任何因本系統所産生的問題，均可提出要求改善。將會於接

獲問題之後，以最短的時間作必要的處理，並定期向承辦單位告知

問題的處理狀況及結果。 

三、軟體維護與問題管理流程 

本案預計制訂一套標準之應用系統問題處理作業流程，使用者透過

維修熱線由總機轉接或直撥至本案相關系統人員來解決問題，若屬於一

般操作上之問題，系統人員直接在線解決，若電話中仍無法解決，再由

本案系統人員至現場服務解決問題，並記錄問題及解決方法，經使用者

簽名確認後。若該問題爲程式之瑕庛(BUG)或小的修正需求，使用者填

寫問題單，本案將依約定之日期修改至正確爲止，若問題爲新的需求或

新增功能時，本案將分析影響之範圍及需花費之人力向承辦單位提出簡

報，承辦單位在確認此需求或功能後，本案將依據系統開發之步驟來開

發，並依雙方約定之時程內完成，問題管理之作業流程如圖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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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 系統維護與問題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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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及資料備援 

每月工程師遠端/駐點維護及資訊單位配合事項。 

1. 視主機效能、資料庫效能、資料庫自動排程執行紀錄。 

2. 視作業系統及資料庫修補程式更新狀況，防止系統漏洞產生。 

3. 檢視系統運作紀錄及資料庫存取效能。 

4. 紀錄現場狀況、提出調校建議並安排工程師進行系統調校工作。 

5. 備份資料庫及系統檔至信諾科技遠端備份主機(遠端備份服務)。 

6. 每月彙整備份資料及紀錄，必要時燒錄光碟片交付資訊室備查。 

7. 軟體疑難彙報。 

8. 資料備份頻率為每月一次。 

對任何因本計畫建置之網頁與資料庫所産生的問題，均可向本計畫提

出要求改善。團隊將會於接獲問題之後，以最短的時間作必要的處理，並

定期向承辦單位告知問題的處理狀況及結果。 

備份和還原資料作業必須依特定環境自訂，而且也必須使用可用的資

源。因此，為了可靠地使用備份和還原作業進行復原，同時需要擬定備份

和還原策略。設計良好的備份和還原策略可充分提高資料可用性，並使資

料損失降至最少，同時考慮到特定業務需求。備份和還原策略包含備份部

分與還原部分。 策略的備份部分定義備份的類型和頻率、所需硬體的本質

和速度、測試備份的方法，以及儲存備份媒體的位置與方法(包括安全性考

量)。策略的還原部分定義誰負責執行還原，以及應該如何執行還原，以達

到資料庫可用性並將資料損失降到最低的目標，備份還原演練計畫如下

述。 

一、狀況預判及復原步驟 

(一) 系統硬體故障 

1. 處理重點：以替代系統硬體還原系統進行運作。 

2. 還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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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統檔案硬碟故障：以資料庫檔案前 1 月之備份還原運作。 

(二) 系統服務停止 

1. 處理重點：由事件檢視器之紀錄及相關資訊中找出服務中止原因，

並還原系統之運作。 

2. 無法找到原因之處理：請依序執行下列每一單獨步驟，至系統恢

復運作為止。 

(1)重啟 IIS 及相關系統服務。 

(2)重啟系統。 

(3)重新安裝 IIS 及設定系統虛擬目錄。 

(4)重新安裝公文管理系統軟體。 

(三) 資料庫損毀或發生錯誤 

1. 處理重點：由事件檢視器之紀錄及相關資訊中找出系統服務中止

原因，排除後還原資料庫系統之資料，以利恢復系統運作。 

2.資料庫發生問題之處理：依序執行下列每一單獨步驟，至系統恢

復運作為止。 

(1)重啟 MSSQL 及相關系統服務。 

(2)重啟系統。 

(3)還原資料庫之備份檔。 

(4)仍無法順利啟動資料庫系統時，重新安裝 MSSQL 系統軟體。 

二、演練步驟 

擬定系統災害復原步驟後，適當的進行演練，有助於本計畫瞭解應

執行的任務及配合的重點，並可發現本計畫是否具有可行性，從而改善

執行不順暢的步驟及缺點。將以「資料庫損毀或發生錯誤」為演練目標，

規劃災害復原演練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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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管理與保密計畫 

本計畫將依循經濟部礦務局資安規定，確保整體申報作業維運正常，定

期執行弱點偵測掃描，透過網頁弱點掃描可得知網頁應用程式相關弱點及

嚴重性高低，瞭解網頁應用程式弱點、威脅及改善，並依嚴重性等級進行

弱點修補，強化網頁應用程式安全性，降低網站受駭的機率。本系統將採

用局內購置之「Nessus pro」掃描軟體進行檢測，皆具備網站弱點掃描和偵

測能力，能自動抓取網站及 Web 應用進行分析，找出 SQLinjection、XSS

及其他漏洞，快速找出需要修正的 Web 應用，從而免於駭客攻擊於駭客攻

擊，並配合礦務局發布資安危機事件時，提供危機應變處理程序，負責主

機障礙、資訊系統錯誤紀錄及系統故障排除，依相關最新技術消息補正軟

體(上 patch 或更新版本)，依業務需要更新整治費相關網頁、定期備份資料

並協助礦務局完成異地備援標準作業流程。本計畫將每季依時程派員至局

內使用 Nessus 軟體執行弱點掃描，並於弱點修補後出具掃描報告，依第 1

章表 1.2 之時程安排提送礦務局。 

參與本計畫之工作人員，均簽署經濟部礦務局之保密切結書，並納入工

作契約中。團隊成員對工作中所持有、知悉之資訊系統作業機密或敏感性

業務資料，均保證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非經機關權責人員之書面核准，

不得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 



111 

 

  教育訓練規劃 

本計畫前一年度於 106年 10月 31日於礦務局對土石相關業務同仁介紹

初步建置之資訊系統功能與操作方式，並製作操作手冊。而今年系統於上

線前一個月，亦另針對將使用填報系統之砂石業者舉辦教育訓練，於 107

年 3 月 13 日辦理台中場、3 月 15 日高雄場、3 月 20 日花蓮場，詳細解說

新版填報系統之操作方式，以及未來於系統中規劃之砂石資源、產銷統計

等相關功能。 

本年度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理系統將進一步優化，並建置新功能，

其中多為針對礦務局土石業務建置之功能模組與分眾設計，故於本年度計

畫結案後，就 107 年度系統開發成果辦理一場教育訓練，對局內同仁介紹

本年度新建系統內容、用途及操作方式，如用地查核系統、砂石場履歷、

關鍵報表設計及前台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等，並發放操作手冊以利後續業務

執行順暢。 

圖 4.76 弱點掃描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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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106 年度局內教育訓練 

4.7 API 介接 

106年度已完成三項砂石產銷類之API，包含全國與分區之砂石生產量、

銷售量與庫存量資料，未來可供外界介接使用，本年度持續更新與精進。

在砂石品質數據持續建置下，107 年度開放之資料有三項： 

1. 本計畫所採樣之河川砂石採樣數據，包含點位座標、各試驗之成果

等。 

2. 第一類砂石場基本資訊，包含砂石場位置、場址、聯絡電話等。 

3. 土石採取區範圍基本資訊，配合土石採取管理系統之建置，建立土

石採取區圖資開放供外界使用。 

另本計畫亦配合環保署CDX資料交換平台以及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

台，上架資料供外界介接使用，達到政府各單位資料開放互通、資源開放

共享之目標。 



113 

 砂石履歷與專業研究 

除調查砂石品質，並持續建置與優化網頁與資料庫外，5.1 節簡述砂石

品質履歷之推動構想，5.2 節研擬砂石分級建議報告之內容，5.3 節說明後

續持續追蹤各國進口砂石資源等相關工作。 

5.1 砂石品質履歷 

砂石為營建業最基本且重要的原料，建立砂石品質履歷可因應礦務局

以及業界對於砂石資源動態、品質管制與產銷流向管理之需求，不僅可輔

導砂石產業向上提升，亦藉由各河川及砂石場之品質揭露，提供工程機關

及消費者於工程採購之參考，並促成國土資源之妥善運用，本節已蒐集國

內其他單位推動產品標章或履歷制度之範例，提出砂石履歷制度規動、推

行內容及方式，詳如本節說明。 

  國內案例蒐集 

砂石履歷制度的推行，核心精神即為「透明」，營建產業供應鏈的透明

化，有助於提升工程品質與消費者對產品之信心，由原料端砂石碎解洗選

場至預拌混凝土廠、瀝青拌合廠，甚至到營造廠與建設公司，若能完整追

溯產銷記錄，則能確保不同品質砂石的完整流向，甚至防止廢棄物再生粒

料非法流入工程中。 

國內推動建材標章或產品履歷成功的案例，包含內政部的綠建材標章、

農委會的農產品履歷驗證制度、工業局的 MIT 微笑標章、台灣營建研究院

推動的預拌混凝土廠驗證等，標章之推動，再於透過一定的規範標準，令

生產者對自己銷售的產品負責，使消費者購買實更加安心。茲就各制度之

說明如下。 

一、綠建材標章 

(一)推動緣由與目的 

由內政部研究所推動之「綠建材標章制度」，自民國 88 年「建

築室內環境保健綜合指標之研究」成果，空氣環境影響因子中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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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要項達一半以上，顯見建材對人體健康影響之鉅。其中，建築

構材在製造過程中為了性能考量，經常添加各種化學物質以達硬化、

膠合及防腐等作用，致房屋裝修完成後，這些化學物質隨著時間和

溫度變化大量地逸散於空氣中影響室內環境品質。因而建立綠建材

標章制度，藉此有效評斷並整合建材之健康、生態、再生、高性能

資訊，以提供民眾選用材料時之依據。 

經規劃研擬，「綠建材標章制度」於民國 93 年 7 月正式上路，

率先針對「健康」綠建材、「再生」綠建材兩類進行審查與標章核

發，而技術部份則有綠建材「通則」以及「健康」、「生態」、「再生」、

「高性能」等四類綠建材評定基準，自民國 94 年起台灣綠建材標

章即全面開放受理申請，陸續推行多項鼓勵綠建材標章申請的措施

與多方進行綠建材觀念之推廣宣導。 

(二)法源依據 

目前「綠建材標章制度」法源依據是由內政部所訂定之要點，

包含：「綠建材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綠建材標章

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定作業要點」以及「綠建材性能試驗機構申請

指定作業要點」作為執行依據。 

其中，於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其評定方式改採「指定評定

專業機構」辦理，標章核發層級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升至「內

政部」，並將「技術許可作業」與「核發標章之行政作業」分階段

處理。 

(三)主管機關指定評定專業機構 

內政部作為主管機關，依據「綠建材標章評定專業機構申請指

定作業要點」指定專業機構辦理綠建材標章評定作業。 

依據申請指定作業要點，欲申請之專業機構應具備作業要點規

定之條件，並向內政部提送申請書、執行計畫書、條件證明文件。

再經由內政部邀集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對申請之專業機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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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審。最後，申請指定為專業機構者，經評審小組評審通過後，

將由內政部指定後公告之。 

具資格之評定專業機構其效期為三年，屆滿前三至六個月向內

政部重新申請。並且每半年評定專業機構應將綠建材標章申請、評

定等情形向內政部彙報。以及內政部作為主管機關，將視實際需求

不定期實施抽查。 

目前僅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具有綠建材標章評定專業機構

之資格。 

(四)綠建材標章評定及認可 

申請綠建材標章者，應具備申請書及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之

性能規格評定書，並向內政部申請認可，經認可通過者由內政部核

發綠建材標章。其中，應具備之性能規格評定書，需向內政部指定

之評定專業機構進行申請及繳交評定費用。目前僅財團法人臺灣建

築中心(以下簡稱建築中心)具有資格。 

整體綠建材標章評定及認可的作業流程包含： 

1. 申請者提送評定申請文件至建築中心。 

2. 評定申請文件補正齊全後由建築中心受理並進行書面評定，且視

需要進行現場查核。 

3. 評定核准通過後，由建築中心出具性能規格評定書。 

4. 申請者再備妥認可申請書及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之性能規格評

定書，向內政部申請認可。 

5. 認可通過之申請者由內政部核發綠建材標章。 

綠建材標章有效期限為三年，期滿前一至四個月內需重新檢具

申請書及三個月內核發之性能規格評定書，向內政部申請認可延續，

認可延續期為三年。並且在有效期限內，將由建築中心進行追蹤查

核作業，追查方式為抽查六分之一家通過認可之標章，且原則上兩

年內不重複、以未追查過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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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綠建材標章申請評定作業流程 

(五)申請標章之配套及誘因 

在建築技術規則中，明定要求建築物應使用經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認可符合之綠建材。依照在建築技術規則第三百二十一條規定：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

面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

討；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

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

達百分之十以上。 

藉由法令之規定強制建築業者使用具綠建材標章之建材，誘使

建材廠家願意主動為產品申請綠建材標章，目前約有 647 件案例，

已屬成熟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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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產品產銷履歷 

(一)推動緣由與目的 

未因應層出不窮的農產品安全問題，以及落實永續農業精神，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自願性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其制度同時

採取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簡稱

TGAP)的實施與驗證，以及建立履歷追溯體系。 

藉由產銷履歷，使民眾在購買具產銷履歷標章之農產品後，能

經由「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查詢到農民的生產紀錄，其已經由

驗證機構確認是否符合規範，並針對產品行抽驗，且每批產品之相

關紀錄也在驗證機構之監控下嚴格審視，因此能有效降低履歷資料

造假之風險，並有效管控生產過程不傷害環境、產品不傷害人體。 

(二)法源依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為母法，

相繼完成相關法規，推動自願性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並且為完備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農委會隨後制定「產銷履歷

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以規範實施產銷履歷制度之特定農產品項目、

範圍、申請條件與程序、產銷作業基準、操作紀錄項目、資訊公開

與保存、驗證基準、標示方式、有效期間等相關管理措施。另依據

「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進行驗證機構之認證，具認證資格之

驗證機構方得對農產品營業者進行驗證、追蹤查驗。 

(三)主管機關管理驗證機構 

農委會作為中央主管機關依據「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認

證並管理產銷履歷驗證機構。作為產銷履歷驗證機構須符合國際

ISO 17065 規範及農委會特定要求，並且通過國際認證機構(於 IAF

有簽署產品驗證機構認證領域多邊相互承認協議者)及農委會兩道

認證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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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產銷履歷驗證機構申請認證 

農產品驗證機構依其驗證業務分為：優良農產品驗證機構、有

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產銷履歷驗證機構，由機構、學校、法人或團

體檢具資料向農委會提出申請，取得認證之有效期間為三年，每年

需接受 TAF 定期查核，效期屆滿六個月前須重新申請認證，以換發

證書。 

目前共有 14 家驗證機構經農委會認可並辦理其驗證範圍之業

務。驗證機構應遵守其認證規範及認證範圍，並辦理相關驗證業務，

另訂定「農產品驗證機構管理辦法」以作為依循。 

(四)農產品產銷履歷申請及驗證 

申請農產品產銷履歷者，將依照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TGAP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向農委

會認證之產銷履歷驗證機構進行申請作業，經驗證機構驗證合格者

由驗證機構核發產銷履歷驗證證書，並且證書應記載認證機構與驗

證機構之名稱。其申請作業流程如下： 

1. 產銷履歷申請者需依照所種植作物之 TGAP 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查核表單，詳實記錄一段時間之生產流程、栽培過程。 

2. 再依據「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之規定，考量未來申

請驗證時的規模與類別，申請組織代碼。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M00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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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申請組織代碼後，需在農產品產銷履歷登入系統中具備三

個月以上的產銷履歷記錄，且進行一次以上自我查核，方可選

擇驗證機構並進行驗證之申請。 

4. 經驗證機構文件稽核、現場稽核、產品抽樣送檢，由驗證機構

判斷申請者是否符合，並由驗證機構核發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

證書予通過驗證者，並且證書應記載認證機構與驗證機構之名

稱。 

5. 驗證通過之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業者，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核

可之產銷履歷管理資訊系統，以網路、通訊等電子形式填報並

公開產銷履歷農產品之生產或流通相關資料。 

6. 產銷履歷驗證通過後，配合產期需由驗證機構實施每年至少一

次之定期或不定期追蹤查驗。並且對驗證通過而未持續符合驗

證基準者，依規定提出限期改正要求、增加追蹤查驗次數或終

止其驗證。 

 

 

圖 5.3 產銷履歷申請驗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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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產銷履歷之配套及誘因 

農產品產銷履歷屬於自願性推動的管制制度，其中依照「有機

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申請有機農產品驗證通

過合格方能使用「有機」文字標示於產品。此外，僅能藉由增加消

費者對於產銷履歷制度之認知與了解，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透過

消費行為肯定產銷履歷農產品，讓更多農民意願加入產銷履歷制度，

共同營造優質的農業生產及安全的消費環境。目前農產品產銷履歷

共有 2208 家、8710 戶參與，相較營建領域之驗證屬相當普及。 

三、MIT 微笑標章 

(一)推動緣由與目的 

有鑑於全球貿易自由化之衝擊，為調整支援國內產業之競爭力，

工業局自民國 99 年起推動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協助國

內傳統產業提升產品品質，形塑臺灣製產品「安全健康、值得信賴」

之形象，並將 MIT 微笑產品進行內外銷市場拓展，運用市場拉力提

升產業競爭力。MIT 微笑產品驗證包含臺灣製原產地認定及品質驗

證，品質驗證包括工廠品質管理及產品品質檢驗。 

(二)法源依據 

依據「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之規定經濟

部為主管機關，由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專責辦理 MIT 微

笑標章之推動、管理及產業輔導等相關事項。並依據工業局制定「臺

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證制度推動及管理要點」之規定，管理由工業

局認證之 MIT 標章驗證機構以及業者申請 MIT 標章驗證之相關事

宜。 

(三)主管機關管理驗證機構 

依據「臺灣製 MIT微笑產品驗證制度推動及管理要點」之規定，

符合條件之政府機關(構)、法人組織、學術研究機構、大專以上院

校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得於工業局公告受理期間內，檢附申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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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工業局申請認證為驗證機構。驗證機構取得認證之有效期間

為自取得認證之日起三年。認證有效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驗證機

構得申請重新認證，經認證審議會審議通過後，配合認證有效期間

之變更，換發認證書。目前共有 12 家驗證機構經工業局認可並辦

理其驗證範圍之業務。 

(四)MIT 微笑標章申請及驗證 

申請使用 MIT 微笑標章之產品須符合「臺灣製 MIT 微笑產品驗

證制度推動及管理要點」所定之產品驗證基準，包含臺灣製原產地

認定條件及產品品質驗證基準。向驗證機構提出驗證申請時，應依

照工業局規範之格式檢附申請文件，並提供樣品予驗證機構進行產

品品質檢驗使用。 

MIT 微笑標章驗證申請流程主要分為兩大階段： 

1. 臺灣製 MIT微笑標章驗證申請階段(視產品檢驗進度約 2 至 3 週) 

(1)廠商提出驗證申請 

(2)驗證機構收取「驗證費用」，確認金額無誤後，將進行申請案

件審查作業，審查項目如下：(如果申請案有缺失者將予以限期

改善或駁回處理) 

A、書面審查 

B、原產地認定 

C、品管系統驗證 

D、產品檢驗 

E、商品標示檢視 

2. 簽約及發證階段 

(1)上述審查皆通過後，將收取「規費與追蹤管理費」 

(2)確認金額無誤後，驗證機構將會與廠商進行下列兩作業： 

A、驗證機構與廠商雙方簽定標章使用合約書(限新廠商) 

B、驗證機構核發「標章證書」(內容含驗證通過之標章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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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產品型號、有效日期) 

 

 

圖 5.4 臺灣製 MIT 微笑標章驗證申請作業流程 

MIT 微笑標章使用期間為二年。業者得於使用期限屆滿前二個

月起，提出展延申請；展延期限為二年，並得多次展延。期限屆滿

未申請展延者，不得繼續使用。但第二類產品依採認之特定產品驗

證制度規定辦理。 

(五)臺灣製 MIT 微笑標章之配套及誘因 

依據「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MIT 微笑標

章屬於自願性的國內特定產品驗證制度，以國家為品牌，塑造台灣

製造品質優良之形象，進而提升知名度與評價，有利於產業外銷於

全球之競爭力。藉由 MIT 微笑標章驗證優質台灣產品，提升國內外

消費者之購買意願，透過消費行為令更多台灣製產品願意加入 MIT

微笑標章制度之一員，目前已有逾 17 萬筆商品登入，因商品基數

大，及有助形象提升，標章成果豐碩。 

四、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 

(一)推動緣由與目的 

自 921 地震鋼筋混凝土結構物之損壞及倒塌原因，雖涉及設計

規劃、興建施工與材料使用等相關問題，但混凝土材料品質不佳之

因素，亦為普遍存在之原因，故有鑑於混凝土品質良莠不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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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影響國內建築與公共工程的安全性，經濟部工業局基於預拌混

凝土廠主管機關之權責，於 90 年起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

辦理「建築材料工業技術輔導與推廣計畫-推動預拌混凝土廠驗證制

度」，邀請國內混凝土界的專家學者，建立驗證體系組織、查驗實

施規章、技術規範，並完成專業人員訓練教材，舉辦研習班，配合

預拌廠驗證制度的推廣，洽詢三家預拌廠辦理驗證。 

該計畫結束後，臺灣營建研究院承襲計畫成果，持續以客觀公

正方式推動自願性之驗證體系。提供第三者稽核證明，經過嚴格的

廠驗機制，協助分辨高品質混凝土預拌廠，以保障消費者使用之安

全性。 

(二)法源依據 

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制度為台灣營建研究院所推動的自

願性的驗證制度，未有相關法源依據，亦未有政府機關之介入管理

及經費補助，完全由台灣營建研究院所自主推動。 

(三)驗證機構 

臺灣營建研究院作為混凝土優標章驗證制度之自辦驗證機構，

為與國際規範接軌，確保驗證之公正性，自 96 年起申請通過財團

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之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與農產品履歷驗

證一樣都需符合 ISO 17065 國際認證規範，並且認證後每年接受至

少一次 TAF 監督評鑑，每三年需辦理展延評鑑，已確保認證之有效

性，所頒發的預拌廠驗證證書都可加註 TAF 的標誌，提供消費者及

工程單位參考辨識。 

混凝土優標章驗證執行架構則係由臺灣營建研究院院長擔任總

召集人，集合產、官、學界共同參集驗證制度之指導委員，再由其

下設秘書組及評鑑委員會。評鑑委員會則由國內混凝土與驗證事務

之專家組成，負責查驗及追查工作，兼顧專業性與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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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凝土優標章申請及驗證 

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之混凝土優標章申請與驗證，由合

法預拌混凝土廠檢具相關文件後提出申請，經評鑑委員赴廠訪談、

現場評鑑、複評，合格後進行樣品之抽驗。經複審核可後由臺灣營

建研究院頒發驗證證書，之後開始執行後續年度追查作業，包含半

年一次的工廠追查及樣品抽樣。 

  

圖 5.5 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圖 

取得混凝土優標章證書之有效期間為三年，再效期屆滿前須重

新向驗證機構臺灣營建研究院申請評鑑，以換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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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驗證作業係制定「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手冊」及 25

份作業程序書作為執行依據，確保作業之一制性，相關作業則依循

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之規定。 

(五)配套及誘因 

「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推動初期，由於工程單位對驗

證制度並不熟悉，建設公司仍多採用上市櫃公司的預拌混凝土，如

台泥國產，而公共工程受限於採購法不得限制廠商條件，一般得標

的營造廠選擇預拌廠多以價格為考量，對通過預拌廠驗證的廠商來

說並無太多競爭優勢，且需負擔比別人更多的經營成本，因此申請

驗證之預拌廠家數寥寥可數。期後在台灣營建研究院的努力推動之

下，開始有些建設公司及工程機關認同「源頭管理」的概念，願意

以驗證制度作為選擇預拌廠的基本條件，並鼓勵預拌廠申請「中華

民國預拌混凝土廠驗證」，各地的驗證合格家數才慢慢增加。 

有鑑於混凝土品質對工程之重要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

97 年 11 月 5 日修訂施工綱要規範「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

施工一般要求(V7.0)」，其中 1.5.2 節已明確訂定拌和廠規模、設備

及品質控制等資料送審規定，內容如下： 

1.廠商應依據 CNS 3090 之規定提送有關混凝土組成材料來源及拌

和計畫書，供工程司審核。該計畫書應說明拌和廠之型式、位置

及所採用之拌和設備與單位產量。 

2.供應單一工程混凝土總量大於 5000m3 之拌和廠，其應檢附經政

府機關、財團法人或學術機構等驗證單位依據 CNS 3090 驗證合格

之證明文件，送交工程司審核通過後方得供料；驗證單位應通過

依標準法授權之產品驗證單位認證機構認證。未經驗證合格廠商

由工程司赴廠並依據 CNS 3090 至少辦理第 8 節「材料計量」、第

9 節「拌和廠」、第 10 節「拌和機及攪拌機」、第 11 節「拌和與輸

送」等查驗並留存驗廠紀錄備查後，始得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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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拌和廠經前(2)外單位驗證或工程司自行查驗合格後辦理品質查驗

之頻率至少每年一次。 

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施工綱要規範第 03050 章中納入驗廠機制，

若工程主辦機關採用通過驗證之預拌廠，得免辦理驗廠。雖然未明

確指出供料之預拌廠要通過預拌廠驗證，但也間接鼓勵預拌廠通過

混凝土標章驗證，讓工程主辦機關有了要求預拌廠的依據。有別於

法令之強制要求，預拌廠驗證係由契約執行面鼓勵廠商申請通過驗

證。同時亦有部分民間建設公司要求參與建案之預拌廠須通過驗證。

當該地區有一半以上預拌廠通過驗證後，則形成群聚效應，進一步

拉攏未申請驗證的預拌廠也提出申請，擴大驗證參與，使驗證變成

基本資格，形成良性競爭。 

相對於前述三例，混凝土優質標章之成果較不顯著，僅約 50 廠

參與，於預拌混凝土業不算相當普及，故欲於營建產業廣泛推動驗

證及標章制度，勢必需強化誘因或提升強制力。 

五、綜合分析 

彙整前述四項標章、履歷之驗證管理機制，詳表 5.1。綠建材標章，

申請者經評定機構評定後仍須向主管機關內政部申請，方可由主管機關

內政部核發證書；而農產品產銷履歷、MIT 微笑標章則僅需經由其主管

機關農委會、工業局認證之驗證機構驗證合格後，即可由驗證機構核發

證書予申請者；混凝土優標章則是由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自辦，作

為驗證機構須通過國際認證機構 TAF 之認證，申請者通過優標章驗證

後由驗證機構發證，並在證書上記載 TAF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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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標章、履歷之驗證管理機制彙整 

 綠建材標章 農產品產銷履歷 MIT 微笑標章 混凝土優標章 

主管

機關 
內政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 

法源

依據 

「綠建材標章申請

審核認可及使用作

業要點」 

由內政部所訂定。 

「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訂定。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

理辦法」 

由經濟部訂定。 

施工綱要規範「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

本材料及施工一般

要求」 

由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訂定。 

驗證

機關 

1. 由內政部指定

評定專業機構。 

2. 目前僅財團法

人臺灣建築中

心具資格。 

1. 須通過國際認證

機構TAF及農委

會兩道認證。 

2. 目前共有 14 家

驗證機構經農委

會認可。 

1. 由工業局認證

驗證機構。 

2. 目前共有 12 家

驗證機構經工

業局認可。 

1. 財團法人台灣營

建研究院自辦。 

2. 通過國際認證機

構 TAF 認證。 

申請

對象 
建築材料業者 農產品業者 臺灣製產品業者 預拌混凝土廠 

驗證

申請 

1. 向評定機關申

請，取得性能規

格評定書。 

2. 再向主管機關

申請證書。 

向驗證單位申請。 向驗證單位申請。 向驗證單位申請。 

核發

證書

單位 

由主管機關內政部

核發。 

由各驗證單位核

發，證書應記載主

管與驗證機構之名

稱。 

由各驗證單位核

發。 

向驗證單位申請，

證書應記載 TAF 認

證。 

追查

機制 

由評定專業機構執

行。 
由驗證機構執行。 由驗證機構執行。 由驗證機構執行。 

證書

期限 
三年 三年 兩年 三年 

展延

重評

機制 

由評定專業機構執

行、主管機關內政

部發證。 

由驗證機構執行。 由驗證機構執行。 由驗證機構執行。 

合格

家數 
共 647 件 

農產品經營家數

2208 家、8710 戶 
共 176342 筆 共 50 家 

 

  推廣及誘因規劃 

整體而言，若所推動的標章制度具有很高強制力，或是具高度的市場誘

因，吸引廠商來申請，相對的主管機關對於標章制度則需有很強的管理力

道；若所推動的標章制度非對人民有直接影響，或市場誘因不足，難吸引

或要求廠商申請驗證，則對主管機關而言則不需太強的管理力道。以本節

所蒐集國內常見標章制度為例，綠建材標章因有法規要求，由內政部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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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證，其對執行單位及申請廠商管理最嚴格，亦成立評審小組來評定專業

執行機構。農產品產銷履歷雖涉及食品安全，但仍屬自願性驗證，無強制

性，故農委會會委託 TAF 代為執行認證工作。而由台灣營建研究院所辦理

的預拌廠驗證，因法規無強制性故目前合格家數僅 50 家，數量最少。因此，

若欲建立砂石履歷，將應優先思考是否有無強制性或對廠商有極大誘因，

再決定主管機關之管理強度。 

砂石履歷制度之後續推廣措施可分成礦務局可自辦達成因素及需商請

外單位協助達成因素，規劃如下： 

一、可自辦達成因素 

(一) 網站宣傳與資訊揭露：建構透明公開之資訊平台，提昇使用端信

心。 

(二) 納入核可砂石碎解洗選場稽核業務：將砂石履歷之評鑑標準納入碎

解洗選場審查標準中，提高門檻，若有取得砂石履歷者，可簡化查

驗流程。另取者標章業者，亦得於驗證有效期間內，免除場內查核，

提高廠商申請誘因。 

(三) 減輕業者經營成本：評估是否得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

點第 13 點規定，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使用者，出具中央或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定期查核及控管之佐證資料者，其履約保證金得

予減收。 

(四) 廣告文宣：定期發廣告文宣、新聞稿，推廣砂石履歷制度，增加驗

證合格砂石場的曝光度，或藉由公開表揚及媒體宣傳，提昇業者形

象，吸引廠商參與。 

(五)研討會及說明會：邀請專家學者、建設公司、工程單位、預拌廠、

產業公會等舉辦研討會及說明會，說明砂石履歷的效益，鼓勵其多

採用。 

二、需外單位協助達成因素 

(一) 施工綱要規範納入驗證制度：因通過砂石履歷驗證的砂石場需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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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查驗，試驗結果皆可查詢，可作為現場工程司判別之參考，故

建議工程會於施工綱要規範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

般要求中納入，「2.2.3(4)前述粒料試驗，廠商若提出砂石場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認可之產品履歷或標章合格證明文件，經工程司審核

後得免送認證實驗室檢驗。」減輕砂石商送檢費用之負擔。 

(二) 鼓勵重大公共工程採用驗證制度：砂石粒料雖在工程中用量龐大，

但屬最基礎材料，砂石商亦是最末端產業，營造廠鮮少重視砂石場

的選擇，然依台灣各地河川砂石品質調查結果，各地仍有許多差異

性，而足以影響工程品質，因此要求承包商穩定砂石料源有其必要

性。建議工程會將砂石履歷納入重大工共工程最有利標，請投標廠

商註明擬選用的砂石場，若有通過砂石履歷驗證者得予加分，提高

承包商採用優良砂石場的誘因。 

(三) 提昇標章業者經營優勢：合格業者代表廠內有較佳的品質管理制度、

良好的生產設備、確實的流向申報、砂石品質也經過檢驗，砂石場

的最大原料來源來自河川疏濬，故建議水利署研修多數平均價決標

標售土石處理原則，基於提升驗證合格業者的經營優勢，建議修改

處如下： 

1. 如驗證合格業者參與砂石標售者，得予減免押標金。 

2. 具有參與決標資格之業者如投標價相同時，得由驗證合格業者

優先決標。 

3. 砂石標售 3 次流標或或標售底價低於許可採取土石使用費者，

得由驗證合格業者，以歷次標售最低之「最低決標價」辦理決

標。 

  配套法令研擬評估 

依前項分析，現階段砂石履歷之推廣僅能藉由增加行銷宣傳、提升砂石

履歷辨識度等方式，鼓勵機關、建設公司及預拌廠優先使用，其餘較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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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仍需賴工程會及水利署之支持，且後續法令修訂尚待時間，對砂石場

而言申請砂石履歷之誘因以及強制性有限。因此本計畫綜合國內其他單位

推動標章履歷情形，提出配套法令方案如下。 

方案一：農委會農產品履歷模式 

砂石產銷履歷由礦務局主辦，並制定「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

理作業要點」作為執行依據，評選一機關或法人單位作為驗證執行機構，

由該機構依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提出驗證組織、評鑑標準、產品檢驗項目、

行政作業程序、收費標準、證書樣式、後續追查機制等文件，經礦務局

認可後執行。 

礦務局每年定期對驗證機構作業務查核，三年後重新審查驗證資格。

廠商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證書由驗證機構頒發，但可加註礦務局核可

字號，後續由驗證機構負責廠商追查。礦務局、驗證機構與砂石場之關

係詳圖 5.6。 

礦務局主辦
制定作業要點

驗證機構執行
砂石場品檢
及流向申報

申請認可

審查

申請驗證

評鑑 發證
 

圖 5.6 參考農產品履歷規劃砂石履歷推動模式 

方案二：營建院預拌廠驗證模式 

砂石履歷由驗證單位主辦，無需訂定作業要點，由驗證單位依照 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並申請 TAF 的認證，

受 TAF 查核監督。礦務局派員參與驗證機構的委員會審查，提出推廣

及管理建議。礦務局、驗證機構與砂石場之關係詳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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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無需制定
作業要點

驗證機構主辦與
執行

砂石場品檢
及流向申報

參與
申請驗證

評鑑 發證

TAF
產品機構認證

申請認證評鑑稽核

 

圖 5.7 參考預拌廠驗證規劃砂石履歷推動模式 

方案三：內政部綠建材標章模式 

砂石履歷由礦務局主辦，並制定作業要點作為執行依據，評選一機

關或法人單位作為評定執行機構，由該機構依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提出驗

證組織、評鑑標準、產品檢驗項目、行政作業程序、後續追查機制等文

件，經礦務局認可後執行。證書樣式由礦務局訂定。申請證書審查費用

及申請評定報告費用由礦務局訂定。 

礦務局每年定期對評定執行機構作業務查核，三年後重新審查驗證

資格。廠商向評定執行機構提出申請評定申請，合格後再拿評定合格報

告書連同申請書向礦務局申請發證。後續仍由評定執行機構依比例進行

廠商追查。礦務局、驗證機構與砂石場之關係詳圖 5.8。 

礦務局主辦
制定作業要點

評定機構執行
砂石場品檢
及流向申報

申請認可

審查

申請評定

評鑑

拿評定報告書申請發證
 

圖 5.8 參考綠建材標章規劃砂石履歷推動模式 

依據表 5.1 之案例整理以及本年度召開之專家諮詢會，建議採方案一農

委會農產品產銷履歷之推行模式，由經濟部礦務局作為砂石履歷主辦機關，

制訂「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理作業要點」為法源依據，選取一執行

單位受理驗證申請、評鑑發證、抽樣檢驗等作業，而執行單位需受主辦機

關之定期審查，以維持制度之公正性，而本計畫所擬之「砂石產銷履歷驗

證推動及管理作業要點」草案如表 5.2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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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理作業要點(草案) 

一、為落實砂石碎解洗選場產銷管理，品質透明化以提供工程單位及消費者選擇優質

建材之參考，並促進國土資源之有效利用，特制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礦務局，砂石產銷履歷驗證(以下簡稱本驗證)推動

及管理作業得由經本局審查合格之驗證機構代為執行。 

三、驗證機構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法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以上學校。 

(二)置有建築、土木、材料、礦物、地質及相關科系大學以上畢業之專任技術人

員三人以上，且人員資歷應具備三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三)置有大專以上畢業之專任行政人員一人以上，協助行政文書作業之彙整，且

人員資歷應具備一年以上行政事務工作經驗。 

(四)自有固定辦公場所，供本局、機關、廠商作為聯繫。其中設有能夠進行評定

作業之會議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能使評定作業資訊公開化之電子(網路)化環境。 

(六)邀集專家學者一十七人以上組成評鑑委員會。名單需經本局認可。 

(七)能辦理後市場追蹤查核作業。 

(八)辦理或經營之他項業務不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 

驗證機構喪失執行驗證業務能力、提供不實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驗證資

格者，由本局廢止驗證執行資格。 

驗證機構之執行資格有效期間為三年，驗證機構應於期限屆滿前四個月向本局申

請重新審查。 

四、本驗證受理對象為已依法辦妥工廠登記、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

者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已依法辦妥臨時工廠登記等之砂石碎解

洗選場，有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者。 

五、申請驗證之文件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申請單位名稱商號、電話、統一編號、住址、廠區面積、負責人、聯絡人、

通訊方式等基本資料。 

(二)營運狀況，近期購料來源、購料量、生產量、出貨量、原料(可)堆置量、成品

(可)堆置量 

(三)場內人員組織職掌 

(四)場內主要生產設備及效能 

(五)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六)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六、驗證機構應提出驗證查核項目及產品取樣及檢驗計畫，經本局認可後實施，查核

項目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場內設備、建物、通道應堅固安全，應有各勞工安全衛生及消防措施 

(二)場內應有環保汙染防制措施 

(三)場內重要出入口及堆置區應設有監視器 

(四)不得收受事業廢棄物，不同尺寸成品應分開堆放 

(五)場內具有破碎機、篩選機、洗砂機等各式生產設備，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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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場內設有地磅，有進出量管控紀錄 

(七)場內有建立產品品質檢驗紀錄，並落實執行。 

(八)有簽訂原料採購合約及顧客買賣合約以供流向備查。 

七、驗證機構應檢視驗證申請書之內容及所附文件完備，始受理申請，若缺件則通知

申請廠商補件，至補件完備後依下列程序辦理驗證作業： 

(一)評鑑小組組成：依申請案內容指派評鑑小組成員。 

(二)赴廠訪談：由評鑑小組指派一名成員先辦理赴廠訪談，以確保本驗證要求已

被了解及雙方之認知差異已解決。 

(三)現場評鑑：赴廠訪談後，由評鑑小組安排現場稽核，確認各項作業是否符合

評鑑查核標準。 

(四)矯正與複評：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後，將

改善結果通知評鑑小組複評，以確認改善成效。 

(五)產品抽樣及送檢：於驗證決定前，應至少進行一次砂石粒料產品檢驗，檢測

項目為粗細粒料比重、吸水率、健度、土塊及易碎顆粒、輕質物質含量等；

細粒料篩分析、氯離子含量等；粗粒料洛杉磯磨損率、扁平率等，合格標準

依 CNS 1240 混凝土粒料及 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規定。 

(六)驗證決定：由驗證機構組成審議小組，依據評鑑報告及產品檢驗報告內容判

斷申請者符合各項驗證基準者，得予通過驗證，並核發產本證書。 

八、為確保取得本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符合標準之要求，驗證機構應辦理後續追查作

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其中產品抽樣追查每六個月至少一次，專家追查

每年至少一次，為查核各項程序之執行狀況及紀錄。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半年追查

可合併同時辦理。 

九、本驗證證書之有效期間為自驗證決定之日起三年。證書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

廠商申請重新評鑑；逾期申請者，應重新申請驗證。 

十、驗證機構應依所制定之作業程序及檢驗項目訂定收費基準，經本局同意後實施。 

十一、驗證證書應記載項目如下： 

(一)申請廠商場名及地址 

(二)登錄範圍。 

(三)原始登錄日期。 

(四)發證日期。 

(五)有效期限 

(六)驗證編號。 

(七)發證驗證機構 

本驗證證書之格式，經本局同意後加註本局認可編號。 

十二、本要點若有未完整之處，以本局釋義為主或另訂作業要點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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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履歷制度研擬 

計畫團隊在營建產業相關之驗證制度上已有豐富經驗，參考 ISO 17065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中華民國預拌混凝廠驗

證制度等，本計畫所規劃砂石履歷制度建置概念主要由驗證作業程序、組

織架構、評鑑標準、履歷管理、法規執行配套五大項目所構成。由驗證作

業程序規劃評鑑整體實行流程及標準作業，以供執行人員依循；由組織架

構明確各單位與相關權責，確保評鑑制度能確實執行；評鑑標準則為本評

鑑制度之核心，標準的嚴格與否將體現廠商現況能力，亦影響業者申請意

願；履歷管理在於結合現有砂石產銷申報系統，讓砂石場能落實申報場內

砂石來源、堆置量及賣到哪裡，以讓消費者有選購參考；驗證作業制度之

實行仰賴業者參與，為此，制定法規執行配套為上位階作為，藉以提升業

者配合與工程機關執行之依據，已於前節說明。 

一、驗證組織 

砂石品質履歷制度以礦務局為主管機關，作為指導單位，協助制度

之審核與督導，評選合格之驗證機構應設置總召集人，負責統籌評鑑程

序文件標準核定與評鑑制度之執行，另設立秘書組及建立砂石專家資料

庫，納入國內熟悉砂石及工程之學者專家。各單位人員資格及主要權責

與權限說明如下： 

(一)主管機關-礦務局 

負責評選驗證機構，審查驗證機構所提評鑑制度的作業程序、

專家人選、評鑑標準，並督導驗證作業之執行，協調驗證過程所發

生之問題，以確保驗證制度之公正性。 

(二)驗證機構 

1.總召集人 

由驗證機構推派資深土木及砂石專家學者或最高負責人擔任，

為驗證作業之規劃、督導、執行、核准及授權之負責人，對驗證各

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並協調各單位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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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秘書組 

由驗證機構指派專責人員，負責評鑑制度行政業務推動，協助

處理申請、技術文件審閱、評鑑追查作業進度管控、報告整理、成

果報告複審、函文發送、與宣導等管理事務。若有業者對評鑑過程

提出抱怨或申訴時，祕書組應查核有關事宜，並將處理方式及情形

提請營建署知悉。 

3.砂石專家評鑑委員會 

邀請國內土木、建築、砂石、地質之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委員會，

其資格要求如表，負責現場評鑑評鑑執行作業及追查作業，受聘之

委員則應於評鑑前請其填寫「評鑑人員行為準則聲明書」，保證在

評鑑期間，不得與所評鑑的砂石場有商務行為之往來，亦不得接受

砂石場任何形式之餽贈。 

另評鑑委員會中將邀請資深專家組成審議小組，負責評鑑作業

程序及標準修訂、爭議事件處理、抱怨或申訴事件之討論。當該期

評鑑作業結束時，亦辦理檢討會議，針對評鑑過程中各專家或廠商

之回饋作討論，並研議是否修改評鑑作業程序及標準等相關事項。 

表 5.3 砂石評鑑委員資格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曾任或現任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且具土木、建築、地質材料相關教

學經驗三年以上。 

□具有從事與土木、建築、地質檢驗、產製或施工相關實務經驗十年以上。 

□具博士學位，且具土木、建築、地質相關實務或研究經驗三年以上。 

□具碩士學位，且具土木、建築、地質相關實務或研究經驗六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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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主辦單位

驗證機構

總召集人
負責驗證推動

秘書組
負責行政庶務

評鑑委員會
負責評鑑追查

評選   監督

 

圖 5.9 驗證組織圖 

二、評鑑標準 

本計畫彙整砂石類 CNS 國家標準、混凝土施工規範、礦務局第一

級砂石碎解場規範及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要求，研擬合格砂石場的

評鑑標準，標準說明如下，第一部分為生產管制，包含廠區安全整潔、

污染防制設備、原料及成品堆置區、各式破碎生產設備、運輸管制及實

驗室品管設備，主要是要求廠區環境及硬體設備應具有一定水準；第二

部分為自主品質管制制度，其項目包含組織職掌、品質檢驗、流向管制、

合約管制及設備維護管理制度，廠內應建立作業程序及相關標準以供品

質追溯。 

另為方便評鑑查核人員之使用，且維持評鑑時查對過程之一致性，

另制定「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作為現場查核用，各項評鑑標

準說明如下述，完整詳見附錄十四之作業手冊。 

(一)生產管制 

1.一般規定 

□ 廠內建物、設備及階梯通道應堅固安全且保持環境整潔。 

□ 廠內應有適當之安全設備及防範措施以確保從業人員之安全。 

□ 廠內應裝設監視器以掌握廠內運作狀況。 

2.污染防制設備 

□ 工廠出口處應設置洗車設備，避免車輛輪胎污染路面。 

□ 工廠內處應設置污水沉澱池，避免未經處理之污水流出污染環



137 

境。 

3.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避免混雜 

□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等 

□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置，避免混雜。 

4.製程設備 

□ 廠內應具備不同型式破碎機，可滿足各式原料飼料處理需求。 

□ 廠內應具備篩選機，可篩分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料。 

□ 廠內應具備洗砂機，可洗選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料。 

5.運輸管制 

□ 運輸車輛應裝設活動式防塵紗網，外觀應整潔，無鏽蝕或油漆

嚴重剝落情形 

□ 廠內應設置地磅作為運送車輛之秤重。 

□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6.實驗室設備 

□ 砂石場內應設置品管實驗室，至少具有粗細粒料搖篩機、篩網、

水洗篩、電子秤 

(二)品質管制 

1.組織職掌 

□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表並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 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品質檢驗 

□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且至少應

包含比重、吸水率、及篩分析級配。 

□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應進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至少包

含比重、吸水率、磨損率、健度、細長比及級配。 

3.流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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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續編號，且應記載公司名稱、顧客

名稱(或送貨地點)、裝貨日期與時間、車號、裝載貨車之空重、

裝載淨重、總重、送貨時間、簽收欄等。 

□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4.合約管制 

□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確訂定其品質規格 

□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殊需求 

三、驗證作業程序 

本驗證制度之研擬，參考農產品履歷制度之前例，為確保驗證制度

之嚴謹客觀，驗證制度之作業流程依 ISO 17065 國際產品機構認證標

準之規定，分成申請書提送與審查、赴廠訪談、現場評鑑、赴廠複評、

樣品抽驗、驗證決定、追查等作業程序，以確保驗證資格的維持與材料

供應之品質。簡述相關作業說明如下，並整理如圖所示。 

(一)驗證目的：驗證制度建構宗旨係確認砂石場產製能力、品質管制能

力及流向申報，以保障產品品質規格需求。 

(二)申請作業：驗證之申請、審查、缺件補件等。 

(三)赴廠訪談：由評鑑委員赴廠執行訪談，主要目的在釐清廠商及評鑑

委員間對於查核項目及標準之認知差異。 

(四)現場評鑑：由總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於現場採

取與廠商負責人員訪談、程序作業及紀錄審查、現況作

業觀察、相關人員操作及答詢等方式進行瞭解現況。 

(五)樣品抽驗：樣品抽驗係由評鑑委員評鑑時會同廠內人員進行，在於

確認產品品質是否符合國家標準之規定。 

(六)缺失改善：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

後，將改善結果通知評鑑小組，並由評鑑小組派代表赴

廠辦理複評，以確認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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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驗證決定：驗證結果之核定，以評鑑過程中蒐集之資料、抽驗結果

及評鑑報告作為依據，並將相關資料提送複審小組會進

行審核。經複審完成後，最後核定符合驗證標準者，頒

發驗證證書、登錄及公告。 

(八)追  查：為監督已取得驗證合格之廠商，以維持其驗證資格之有

效性，驗證機構應辦理後續追查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

半年追查。 

 

 

 

 

 

 

 

 

 

 

 

 

 

 

 

 

 

 

 

 

 

 

 

 

 

 

圖 5.10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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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 108 年度試行砂石履歷制度能使作業有一致性，本計畫參考

「優質混凝土驗證制度」驗證申請手冊，研擬「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

詳附錄十四，內容包含制度的執行作業與流程，規範了「申請作業」、「評

鑑作業」、「追查作業」、「砂石粒料抽驗作業」、「申訴抱怨作業」，並納

入相對應所需之表單，供使用者使用。 

後續將依試辦結果及使用者回饋，另參考 TAF 產品認證機構認證

作業，後續所規劃之程序包含「驗證組織及職掌說明書」、「驗證作業管

理審查程序」、「驗證作業內部品質稽核程序」、「評鑑專家會相關人員資

格審查及評估作業程序」、「驗證文件管理作業程序」、「驗證紀錄管理作

業程序」、「驗證作業不符合事項處理作業程序」、「驗證抱怨、申訴及爭

議處理作業程序」、「驗證證書及認可登錄管理作業程序」、「複審小組作

業說明書」、「申請作業程序」、「評鑑作業程序」、「驗證廠商重大事件應

變處理作業程序」、「追查作業程序」、「重評作業程序」等，以確保評鑑

制度之品質與公正性，與國際標準接軌。 

四、履歷流向管理 

砂石場內應保存一年內之疏濬得標紀錄或土石原料來源購入證明

文件(包含疏濬工程名稱、土石來源、標售日期、數量等)，及一年內之

產品售出證明文件(包含產品數量、購買單位與日期等)，原料及成品應

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每月應定期將砂石成品銷售對象及銷售量

填報於履歷流向管理網站，供外界查詢。砂石場內餘重要出入口、堆置

區等處應架設錄影監視器，以作為砂石進出料流向之追溯。相關標準將

併入評鑑查核標準中要求。 

驗證機構於年度追查時，亦將現場確認砂石原料及成品庫存情形，

並與礦務局砂石產銷系統資料核對，以確認廠商填報是否符實。 

五、砂石成品抽驗項目與標準 

國內砂石使用以混凝土為最大宗，且預拌混凝土普遍用於各公共工

程及民間建築，其品質對結構安全有重大影響，故砂石抽樣以混凝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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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規格為標準，查國家標準中，共有 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及 CNS 

1240 混凝土用粒料，其中 CNS 6299 明確指出粗粒料比重、吸水率、洛

杉磯磨損率、健度之合格標準，而 CNS 1240 粗粒料中僅要求級配及有

害物質(如土塊及易碎顆粒、燧石、小於 75μm 物質、煤及褐炭、磨損

率、健度)，兩個國家標準之規格如表，綜合兩個標準取保守值，故擬

以 CNS 6299 作為合格依據，申請廠商受評時也將一併取樣廠內砂石產

品，送實驗室試驗，分級標準詳本報告書 5.2 節，取樣砂石之試驗項目

除了比重、吸水率、洛杉磯磨損率及健度外，尚包含粗粒料篩分析、細

度模數、土塊及易碎顆粒、扁平率等，以確認砂石場所生產之砂石粒料

成品符合 CNS 之要求。 

表 5.4  CNS 國家標準對碎石合格標準 

標準 

指標 

CNS 6299 CNS 1240 

比重 ≧2.5 - 

吸水率(%) ≦3.0 - 

洛杉磯磨損(%) ≦40 ≦50 

健度(%) ≦12 ≦18 

 

六、砂石履歷驗證成本 

依據本計畫產業訪談結果，驗證成本為砂石業者考慮的重點之一，

本節依據規劃之查核項目，初步估計業者通過驗證之額外成本。 

108 年度試辦期間暫不考慮申請驗證之作業費用，一次性投資之品

管設備包含搖篩機、電子秤等，初估約 10 萬元即可具備基礎試驗能力；

經常性支出包含每日額外增加約一小時人時執行砂石成品試驗及產銷

填報，若以時薪 150 元、每月工作 22 日計則需支出 3300 元。 

綜合資本支出及經常支出，取得砂石產銷履歷驗證首年需額外增加

之成本約為 13 萬 9600 元，後續僅須維持基本作業費用即可，故對業者

應不屬沉重負擔。後續試辦期間將再進一步分析抽樣試驗費用、驗證作

業費用等支出，以評估正式推動後之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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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8 年度推動規劃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制度預計將於 108 年度開始試行，基於本計畫目

前之工作成果，將推動步驟簡單分為以下三環節。 

(一) 草案審議：以 107 年度規劃之執行方式、作業流程、組織架構、試

驗項目、作業要點及網頁公告事項等內容，與局內做進一步討論，

並召開草案審議，定案後作為試辦之依據。 

(二) 推動說明會：舉辦砂石產銷履歷推動說明會，宣導該制度之執行方

式與預期效益，以及系統操作說明，吸引砂石業者參與試辦，並透

過實際參與來提供對該制度之實質建議。 

(三) 砂石產銷履歷試辦：以至少三家砂石業者為試辦對象，由申請、赴

場訪談、現場查核評鑑、抽樣試驗及後續業者填報等流程均實際執

行，並依據試辦情況酌修相關作業規定。 

  網頁及公告事項 

砂石履歷的推動，初步預計以業者自願性參與為主，未來土石資源服

務平台中，將設置「砂石產銷履歷」專區，作為履歷登錄與推廣用途，108

年度建置後台管理功能並實際試行，規劃該頁面可查詢之資訊如下： 

一、訊息公告：礦務局公告砂石履歷相關資訊，以及最新通過場家宣傳等。 

二、砂石履歷場家查詢：參與砂石履歷之業者，將列於此區供大眾查詢，

而點選砂石履歷查詢，進入頁面中某一受驗證之砂石業者後，即切換

至個別場家之履歷內容，初步規劃主要內容包含流向查詢與品質報告

二大部份。 

三、制度說明：介紹砂石履歷制度之緣起、目的及運作方式等。 

四、驗證作業程序：提供驗證作業流程、驗證標準及查核項目供大眾與欲

申請之業者參考。 

五、驗證手冊下載：完整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包含申請文件、詳細

制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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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砂石履歷場家查詢中，流向查詢功能規劃如圖 5.11，包含砂石場

每月購買之原料量，如本月標得荖濃溪某某斷面之土石，則上傳進料證明

並記錄其進料量；另一方面砂石產品出貨時，也需載明販售至何處，串接

起供應鏈上下游。其中亦將納入分眾概念，因進料證明與進貨、銷售量屬

商業資訊，將僅開放礦務局人員檢視，一般業者與民眾僅可查詢來源與銷

售對象。 

 

圖 5.11 砂石履歷網頁流向管理示意圖 

品質管理部分延續前述驗證流程，業者需定期自主、委外檢測場內產

品，並申報試驗結果，另外執行單位也將定期抽樣送驗，上傳至系統中，

確保該場產品品質無虞，並促使該場產品品質透明化，如圖 5.12 所示。任

何使用者皆可查詢該場品質及其試驗報告，而礦務局將可進一步查看該場

所產出之砂石品質分類等加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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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砂石履歷網頁品質查詢示意圖 

5.2 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報告 

目前建立之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已匯入數千筆砂石試驗數據，砂石為

區域性材料，各地性質皆略有差異，為求發揮資料庫最大效益，應將數據

適當分級以利使用者查詢，而前節所述之砂石品質履歷亦需搭配分級制度，

故建立一適切之分級標準實屬必要。 

  分級方案研擬 

鑑於本計畫旨在砂石資源妥善分配、適材適用，期望區分砂石品質可使

不同性質之砂石資源得以妥善運用至各類用途，而非僅作為單純之材料優劣

評判，依「106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1/4)」成果，考量河川

砂石應更適材適所妥善運用，規劃將砂石依性質分為一級、二級、三級，惟

部分砂石業者針對一級合格標準有不同意見，認為砂石粒料應回歸國家標準

之要求，不另設一級砂石，因此，本計畫進一步提出兩種砂石品質分級方案

與論述方式，經多場專家會議與產業、機關訪談來決議分級方式。 

方案一：依性質區分一、二、三級 

「106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1/4)」已彙整各地自民

國 70 年至今之河川、陸上砂石之品質調查數據，並參考過往文獻、國家

規範與業界需求等標準，研擬砂石分級標準，如表 5.5。二級為一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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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使用之砂石原料，為最大宗之用途，故以粗粒料之國家標準 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為二級標準(CNS 6299 雖已於 107 年 5 月 15 日廢止，併於

CNS 1240 中，惟其指標仍具參考性)，評估指標包含比重、吸水率、健度、

洛杉磯磨損率，需四項皆符合方屬二級，若否則屬三級，僅能用作級配回

填等用途，若含土砂量高則可用於農業用土。 

另隨國內重大工程之發展，國內亦不乏混凝土強度超過 10,000psi 

(700kgf/cm2)之工程案例，而粒料岩種之強度與拌製混凝土之抗壓強度

呈正向相關(Kılıc et al., 2008)，因此在高強度壓力下，對砂石抗磨損能

力將有更高之要求，現階段國家標準所列規格或無法完全滿足高強度混

凝土之需求，而其中粒料強度與耐久性為關鍵指標，經由文獻與業界標

準初步彙整，本計畫訂洛杉磯磨損率 25%為一級砂石標準，健度、比重

與吸水率標準也將提高一層，品質將更穩定且滿足特殊工程對粒料之高

度要求。 

表 5.5 方案一分級方式 

級別 

指標 

一級 二級 三級 

比重 ≧2.6 2.6～2.5 <2.5 

吸水率(%) ≦2.0 2.0～3.0 >3.0 

洛杉磯磨損(%) ≦25 25～40 >40 

健度(%) ≦8 8～12 >12 

擬訂品質分級標準後，為驗證該標準於實際使用時是否合理，故套用

此標準於過往文獻與本計畫現地採樣之調查結果，分析各主要河川水系之

品質數據於該標準下之分佈狀況，初步套入 106 年度礦務局與水利署所調

查之河川砂石品質數據如表 5.6。若各級別之數量而言，除東部少數為三

級之外，其他主要疏濬河川均在一、二級，若以此二級砂石為普遍之採購

規格，不存在限制競爭，或是因品質區分而導致部分地區無法購得適合之

砂石料，故此一分佈情形可初步佐證所訂之分級標準尚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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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各水系砂石品質數據於各級別之比例 

水系 一級 二級 三級 

蘭陽溪 84% 16% 0% 

中港溪 86% 14% 0% 

後龍溪 73% 27% 0% 

大安溪 86% 14% 0% 

大甲溪 96% 4% 0% 

烏溪 78% 22% 0% 

濁水溪 42% 46% 12% 

高屏溪 62% 38% 0% 

花蓮溪 8% 50% 42% 

秀姑巒溪 0% 87% 13% 

 

方案二：依用途分 H、C、F 三類 

分級標準之區分恐影響部分砂石業者的經營競爭，故另規劃以用途

作為分類，由各類砂石主要用途出發，對應各自適當之標準，並以英文

字母區分各類別，將市場區隔以達適材適用之效，茲依據用量整理以下

砂石工程用途。 

一、預拌混凝土 

國內最主要的砂石用途，根據統計近年平均年產量約 3800 萬立方

米，若以單位重每立方米 2.4 公噸計算，相當於 9120 萬噸，用量相

當龐大。預拌混凝土中砂石相關標準包含 CNS 1240 混凝土粒料及

過往針對粗粒料規範之 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彙整該類用途之

粒料標準，選取比重、吸水率、洛杉磯磨損及健度四指標，其中比

重應不小於 2.5、吸水率不大於 3.0%、洛杉磯磨損率不大於 40%、

健度不大於 12%。 

二、瀝青混凝土 

砂石使用量第二大之用途，近年平均年產量約 670 萬噸，相關標準

包含 CNS 15308 瀝青鋪面混合料用粗粒料、施工綱要規範第 2743、

2797、2798 等三章。彙整相關標準，一般瀝青混凝土之面層，其粗

粒料應至少滿足洛杉磯磨損不高於 40%及健度不大於 12%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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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填級配 

一般工程有以砂石級配或其他材料作為回填材料之需求，然此類別

砂石品質要求較低，無特定標準。 

四、高強度混凝土 

定為抗壓強度可達 100 MPa 以上之混凝土，雖目前該類混凝土實際

仍無大量使用，但國內應將漸有市場，故於預拌混凝土中特別區分

出此類用途，標準依前述彙整之預拌廠驗收標準及國外相關研究文

獻而訂，以提供工程機關及預拌廠於有高強度需求時，選購適用粗

粒料之參考。 

因砂石粒料以預拌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用途為最大宗，而此二用途

國家標準基本相近，因此規劃將其分為同一類別，並以英文代碼C標示、

適用回填級配以 F 標示、高強度混凝土則以 H 標示，彙整方案二之分

類方式匯整如表 5.7。 

表 5.7 砂石用途分類方式 

級別 

項目 

 

H 類粒料 
 

C 類粒料 
 

F 類粒料 

用途 高強度混凝土 一般預拌/ 

瀝青混凝土 

路面基底層 

回填級配 

比重  

參考預拌業 

驗收標準 

 

符合 

CNS 1240 

以及 

CNS 6299 

標準 

 

未達 

CNS 1240 及 

CNS 6299 

標準 

吸水率 

健度 

洛杉磯 

磨損率 

參考文獻設定

高強度需求 

≦25% 

 

經訪談各方專家學者及產業代表之意見，建議以方案二為分級標準，

以避免造成市場排擠及砂石業者反彈，並兼顧使用者清楚辨識，另彙整

各專家學者、工程機關及產業意見，詳 5.2.2 節。 

  意見蒐集與整合 

本計畫無論在砂石履歷制度之推行，以及砂石分類標準的制訂，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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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砂石產業鏈息息相關，期望從砂石業者、預拌業者、建設公司、工程

主辦機關到一般民眾均得以在受惠。因此在試行前必須廣納各界意見，了

解需求與困難，將其加以整合、融入規劃方案與推動機制中 

一、專家諮詢會議 

延續前一年度之工作成果，本計畫在今年 8 月 13 日再次召開「砂

石品質履歷與分級標準專家諮詢會」，邀請砂石、混凝土、鋪面領域之

專家學者，以及主要之砂石使用者，探討砂石履歷制度推行方式以及分

級標準的適切性。 

會中專家多支持分級標準改以用途分類，較可符合業界需求，也減

少使用者誤解並避免造成。在砂石履歷制度規劃方面，與會專家也建議

應完善誘因規劃，以便實務上成功推動，會議記錄詳見附錄十。 

 

圖 5.13 專家諮詢會議 

二、產業訪談 

(一) 台灣區土石採取業同業公會 

本計畫於 107 年 9 月 6 日訪談台灣區土石採取業同業公會以及

台中當地砂石業者，會中各業者皆認為推動砂石履歷與分級立意良

好，對產業有正向幫助，而針對砂石履歷與分級標準，亦分享許多

實務經驗與可能遇到之困難。建議砂石品質分級可使用英文代碼，

避免一、二、三級可能之爭議，詳細會議記錄請參照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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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土石採取公會訪談 

(二) 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全聯會一直以來致力於砂石產業升級，鍾理事長萬福相當樂見

砂石履歷制度成功實施，也希望可以加大推動力度，未來達到砂石

品質全面透明化之目標。而部分業者除有誘因不足之顧慮外，亦建

議將申請門檻放低，讓較多業者參與後經輔導得以提升其品質，會

議記錄詳附錄十一。 

 

圖 5.15 砂石商業公會全聯會訪談 

(三) 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 

本計畫於 107 年 9 月 11 日拜訪砂石碎解加工工會，鑑於砂石業

目前多無制度化之生產與品質管控，故業者提出希望建立輔導機制，

協助砂石場提升品管能力並取得砂石履歷驗證。因砂石履歷之驗證

作業對業者來說將增加額外人力與費用，因此仍須規劃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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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水利署之河川疏濬僅開放參與砂石履歷之廠商標售土石，詳細

會議記錄見附錄十一。 

 

圖 5.16 砂石碎解加工公會訪談 

三、工程機關訪談 

(一)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本計畫於 107 年 9 月 11 日拜會高公局，徵詢工程主辦機關之建

議，以研議砂石履歷推動之誘因，會中廖副總工程司肇昌提出可於

施工綱要規範中融入砂石履歷概念，並讓通過砂石履歷驗證之砂石

供應商，於公共工程最有利標評選中有加分機會，藉以提升業者參

與意願，另外也認為砂石分類標準應以用途出發，且應避免資源浪

費情形，會議記錄詳附錄十二。 

 

圖 5.17 高速公路局訪談 

(二)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本計畫於 107 年 9 月 18 日拜會台北市捷運局材料試驗課，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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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課長道明建議可於施工綱要規範中增修砂石粒料標準，研議經砂

石履歷驗證之砂石業者可免除公共工程繁雜之年度檢驗，減少參與

業者負擔。針對砂石分類標準，建議高強度混凝土中洛杉機磨損率

標準可再研議，依據部分瀝青混凝土之規範調整至 30%或有較強論

述基礎，亦可減少爭議，會議記錄詳附錄十二。 

 

圖 5.18 台北捷運局訪談 

四、產官學座談會 

鑑於 108 年度砂石履歷即將展開試行，經過歷次會議及訪談，特召

開產官學座談會，將最後制定之砂石履歷制度、推動模式及分類標準論

述方式說明予各專家學者、機關、砂石業者、預拌及瀝青業者。各與會

人員均贊同砂石履歷推行，經濟部水利署表示若需河川疏濬端相關資料

與作業，亦將協助礦務局；而交通部公路總局、桃園市政府工務局建議

因應多元料源與循環經濟之發展，於砂石履歷及分類中，納入再生粒料

及進口砂石等料源。而砂石分類標準方面，多數專家、砂石業者與工程

機關均認同提出之規劃，惟部分砂石業者雖支持砂石品質分類，然而對

制訂之洛杉磯磨損率標準有異議，於 108 年度將持續與業者溝通並修訂

本分類方式，會議記錄詳附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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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產官學座談會議 

總結歷次會議與訪談內容，本計畫之砂石品質分級，建議改以「用途

分類」取代原「性質分級」，採用 5.2.1 節中方案二作為初步試行之砂石分

類標準。而許多業者關心的配套誘因方面，將積極推動 5.1.2 節所述，施工

綱要規範中融入砂石品質標準，減少重複之砂石粒料試驗，降低業者負擔，

另外於重大公共工程最有利標評選時，可將採用經砂石履歷驗證之供應商

列為一加分項目，如此便可提升業者競爭力，吸引業者加入並對產品品質

有更高要求。 

5.3 進口砂石資源調查 

前一年度計畫中，已分別評估各鄰近國家進口砂石之可行性，並初步

蒐集當地砂石品質資訊，本年度仍將持續調查進口砂石之品質、數量與政

策，作為因應措施參考。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為台灣砂石進口的最大宗來源，所佔比例超過 98%，因此確

實掌握其砂石質、量與出口政策對國內營建產業至關重要。蔡炳煌等(2017)

分析湖南省砂石業之現況，湖南多數區域皆有豐富河川砂石資源，然而河

床採砂破壞河道、湖床採砂難度大且含泥量高，故逐步減少河川天然砂石

採取已是政策趨勢。在中國機製砂石之市場趨勢下，大量進口大陸砂石的

台灣，勢必需掌握機械製砂礦源岩種及砂石成品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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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情勢 

福建省砂石協會於 9 月 27 日召開第四屆會員大會並更換新任理監

事，由林辰當選新任秘書長，會中會長劉秋明指出未來的工作要點為推

動機製砂產業綠色發展，並鼓勵當地業者向外開拓市場，協助福建砂石

對台出口。因此從政策面來看，若福建省市場若供需情況穩定，且無其

他環保政策影響，台灣仍可維持一定的進口量。 

然而中國水利部今年中發佈《關於開展全國河湖采砂專項整治行動

的通知》，宣告展開為期一年內之砂石產業清理整治行動，對全國河川

範圍內佔用土地、盜濫採砂石、任意堆置、違法建設等牽涉河湖管理保

護問題之砂石場，以及東南沿海之非法採砂船，執行積極且嚴格之打擊。

在法規日趨嚴格，與政府大規模查核整治行動下，許多省份之砂石供應

已緊縮，如河南、河北皆有超過 60 家砂石場停產，全國天然砂飆漲數

倍，目前進口之福建省機製砂亦有明顯漲幅，中國大陸之建築用砂已是

供不應求。 

二、價量資訊 

自今年中開始中國因整治砂石業以及非法開採之行動後，因大量砂

石廠關閉導致各省砂石供需失衡，甚至有無料可購與價格飆漲等情況。

彙整中國砂石協會調查福建省當地近期砂石價格如表 5.8，目前台灣進

口砂石最主要料源來自福州之凝灰岩礦山，而由表中數據可見，近期凝

灰岩礦源之砂石價漲幅高達 43%。 

表 5.8 福建省近期砂石漲跌幅 

母岩 產品規格 均價(元人民幣/噸) 漲幅 

(%) 10 月 9 月 8 月 7 月 

 

花崗岩 

機製砂 52 52 52 52 0 

碎石 58 58 69 72 -19.4 

 

凝灰岩 

機製砂 50 50 50 35 42.8 

細砂 70 70 70 49 42.8 

碎石 55 55 42 42 30.9 

資料來源：中國砂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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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應目前進口砂石情勢轉變，訪談國內經營進口砂石之欣蘭企

業，分析 9 月份進口砂石量劇減原因：一為前述之中國砂石供需失衡，

但因福建省本身砂石資源相對他省較豐，且多為機製砂，故雖有影響但

非主要因素，主因為中國大陸在 8 月底至 9 月禁止天然資源出口，僅剩

開採礦山與產製過程中產生之下腳料可供出口，無法如先前大量穩定供

應。價格方面，除當地價格波動外，今年國際油價持續上漲也影響了海

運成本，經整理近期中國大陸進口砂石價格漲幅高達 20%，幾乎已失去

原本在國內市場價格較低之競爭力。 

表 5.9 中國大陸進口砂石成本變化估算 

時間 砂價格 

(元新台幣) 

運費 

(元新台幣) 

裝卸等作業

費(元新台幣) 
合計成本 

(元新台幣) 

漲幅 
(%) 

目前 370 90 
70 

530 
20.5 

去年 295 75 440 

資料來源：欣蘭企業訪談、本計畫整理 

由財政部關務署進口砂石數據觀察，中國之砂石政策與市場已逐漸

影響到國內進口砂石市場，圖 5.20 統計 106 年 1 月起至 107 年 9 月之

進口砂石量，台北港與基隆港一般每月進口之砂石量合計約介於 60 至

100 萬噸，而中南部皆仍有充足料源故進口量少，東部地區因自產供應

充足、需求量低，均無進口砂石，未列入此圖中統計。由進口砂石量變

化可知，在 107 年 9 月之全國進口量突從原來約 80 萬噸之水平，劇減

至 57 萬噸，國內市場顯然已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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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砂石協會 10 月份之調查，砂石風暴進展至今，廣東省珠

三角地區之砂石價格已有明顯回落現象，每噸約 160 元人民幣降至約

95 元人民幣，中國砂石協會分析原因如下： 

(一) 廣東省水利廳規劃 9 個河砂開採區，共計可採取約 700 萬噸，並可

舒緩供應緊繃情形。 

(二)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發佈《關於開展砂石、水泥、混

凝土等建材價格形勢調研的通知》，要求各省分析砂石價格上漲原

因並加強市場控管。 

(三) 持續推廣機製砂取代天然河砂。 

廣東為目前砂石風暴中第一個暫時平穩砂石市場之地區，後續福建

砂石供需及價量之變動，仍有待持續觀察追蹤。 

三、砂石品質 

本年度持續更新中國大陸進口砂石之品質數據，本節彙整節錄相關

研究報告，探討進口砂石之品質情況。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2017)

受國產建材實業委託，對其進口之大陸砂石作了由源頭至銷售末端的完

整檢驗與分析，包含源頭礦區之品質檢驗、船舶抵港之品質檢驗、持續

抽驗三階段。第一階段源頭礦區檢驗，主要為岩心抗壓強度、彈性模數、

圖 5.20 近兩年進口砂石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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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相分析，由岩礦的力學性能與組成成份來分析砂石來源之品質。第二

階段為船舶抵港後，於台北港對入港之砂石成品進行抽樣送驗，試驗項

目包含：篩分析、比重及吸水率、有害物質檢驗、健度、鹼骨材反應、

單位重、洛杉磯磨損率、扁平率與狹長率等項目。 

表 5.10 為礦源之岩心抗壓強度，單位為 MPa，106 年 3 月 21 日及

9 月 21 日於福州閩侯礦區、106 年 3 月 20 日及 9 月 20 日於漳州南台大

武山礦區，二礦場各抽樣兩次，由表內數據可得知，福州與漳州二礦源

之岩性堅硬。福州抽樣礦源岩種根據分析為石英斑岩，平均抗壓強度達

191.6 MPa，相當於 1954 kgf/cm2；而漳州屬花崗岩，平均強度為 173.6 

MPa，相當於 1771 kgf/cm2。 

表 5.10 礦區抽樣岩心抗壓強度 

試體編號 福州 

閩侯礦區 

漳州南台 

太武山礦區 

中部 南部 東部 

大安溪 荖濃溪 花蓮溪 

第

一

次

抽

樣 

1 222.0 139.2    
2 187.0 208.5 

3 150.0 165.6 

4 179.2 147.8 

5 169.3 174.7 

平均值 181.5 167.1 

第

二

次

抽

樣 

1 230.9 200.2 

2 155.9 153.9 

3 252.5 198.0 

4 199.8 187.2 

5 168.7 160.6 

平均值 201.6 180.0 

平均值 191.6 173.6 159.5 134.7 101.0 

單位：MPa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2017)、楊志強(2014) 

除了礦源的抽驗分析外，砂石成品到港後亦將定期追蹤品質情況，

確保生產與運輸流程中無品質異常，表 5.11 為廈門、福州二地進口砂

之抽驗，由數據可知二地細粒料成品在比重及吸水率方面均有良好表現，

對於社會疑慮之氯離子與其他有害物質方面，皆顯示無害。另外因機製

砂中小於 75μm 之材料主要為石粉，故含泥量相較台灣天然砂稍高，

皆約在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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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中國大陸進口砂抽驗結果 

試驗項目 廈門砂 福州砂 規範值 

抽驗日期 106.2.17 106.6.30 105.12.14 106.7.7  

細度模數 2.79 2.97 2.95 2.87 2.3~3.1 

含泥量(%) 5.0 4.9 5.0 5.0 ≦7.0 

比重 2.61 2.60 2.62 2.63 - 

吸水率(%) 1.0 1.3 1.5 1.2 - 

健度(%) 2.2 1.1 0.8 0.6 ≦10 

氯離子含量(%) 0.005 0.001 0.001 0.001 ≦0.012 

粒料單位重

(kg/m3) 

實方 1679 1639 1699 1723 - 

鬆方 1454 1316 1440 1384 - 

鹼質反應粒料試驗 無害 無害 無害 無害 無害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2017) 

對於碎石成品亦加以抽驗分析，如表 5.12，由前述岩心抗壓強度之

良好表現可推測礦源岩石堅硬耐磨，製成砂石粒料後之洛杉磯磨損率值

可能較低，而試驗將三分與六分石混合試驗，磨損率落在 14.5%與 16.9%，

優於大多數國內自產砂石。由近二年之品質數據顯示中國大陸之進口砂

石基本上品質無虞，滿足規範所需，且強度較高，惟料源的穩定供應實

為須確實掌握之重點。 

表 5.12 中國大陸進口碎石抽驗結果 

試驗項目 福州三分石 福州六分石 規範值 

抽驗日期 105.12.14 106.7.14 105.12.14 106.7.14  

含泥量(%) 1.0 1.0 1.0 0.6 ≦7.0 

比重 2.63 2.63 2.64 2.64 - 

吸水率(%) 1.1 1.1 0.9 0.9 - 

健度(%) 1.2 0.2 1.5 0.1 ≦10 

洛杉磯磨損(%) 

(三分六分混合) 

14.5 16.9 14.5 16.9 ≦50 

粒料單位重

(kg/m3) 

實方 1579 1591 1552 1591 - 

鬆方 1375 1402 1341 1402 - 

鹼質反應粒料試驗 無害 無害 無害 無害 無害 

扁平粒料(寬:厚≧5:1)(%) 0.0 0.0 0.0 0.0 ≦10 

細長粒料(長:寬≧5:1)(%) 0.0 0.0 0.0 0.0 ≦10 

扁長粒料(長:厚≧5:1)(%) 4.4 0.8 0.5 0.0 ≦1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2017) 

在進口砂石使用端方面，已蒐集數間預拌混凝土廠針對其大陸砂石

所做之篩分析數據，會整如表 5.13，其中來自福州松下、松門之細粒料

明顯有較粗粒徑，而來自泉州之砂則相對較細。一般預拌廠均每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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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分析、氯離子等試驗，而也會定期委外施作比重、吸水率、健度、洛

杉磯磨損率、扁平率等全套粒料試驗，後續團隊亦將持續追蹤中國大陸

進口砂石之品質，是否有明顯之變異。 

表 5.13 預拌廠提供大陸砂篩分析數據 

篩號 廣東 廈門 泉州 寧德 福州 

#4 0 0 0 0 0 0 

#8 0.6 0.2 12.5 14.5 5.7 0.1 

#16 7.6 13.6 22.6 22.5 22.6 6.2 

#30 28.9 31.0 19.6 18.4 19.8 40.8 

#50 23.9 22.2 15.9 19.5 13.5 25.5 

#100 19.9 16.7 15.2 13.9 18.2 15.2 

#200 13.0 11.5 8.4 7.0 15.0 8.5 

底盤 6.0 5.0 5.8 4.1 5.1 3.7 

FM 2.73 2.89 2.59 2.70 3.10 3.0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四、 機械製砂技術 

中國大陸機製砂石技術在政府政策推廣下，已發展相當成熟，並於

許多省份成為主流之砂石料源，蒐集南方路機公司 V7 乾式製砂設備及

S3 乾式整形製砂設備之設備參數，整理如表 5.14。根據實驗顯示其設

備採用之立軸衝擊式破碎可有效改善粒形，較傳統圓錐破碎之細長、扁

平顆粒比例降低逾 30%，然台灣目前進口之砂石，因成本考量多無採用

整形後之砂石，因此粒形方面較國內河川砂石稍差。 

表 5.14 機械製砂設備規格與效能 

型號 尺寸 

(m) 

最大入料 

粒徑(mm) 

最大投入

量(T/h) 

設備主體

功率(kW) 

V7-60 28×9×20 13 60 430 

V7-100 35×10×23 13 100 780 

V7-150 35×10×28 13 150 870 

S3-615 製砂 
30.5×9.5×22.5 40 

60 
450 

整形 150 

S3-1030 製砂 
34×10×28 40 

100 
780 

整形 300 

S3-1545 製砂 
34×10×30 40 

150 
1080 

整形 450 

資料來源：福建南方路面機械有限公司 

在河川保護之考量下，天然砂石資源量有限，因此機製砂石現於世

界各國多受普遍運用，台灣則較無此方面發展，後續研究中擬持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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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成本等資訊，並評估投資效益與報酬，作為未來國內砂石產業發展

之參考。 

  東南亞國家 

根據 106 年度進口砂石調查結果，並交互分析以擬定未來砂石供應政

策，表 5.14 整理各地砂石進口相關數據。鄰近之東南亞國家僅菲律賓可望

出口砂石資源，運輸距離亦在可接受範圍，然而現階段菲律賓受限於天然

環境與碼頭裝卸設備等因素，無法成為一穩定供應之料源。其他東南亞國

家因國內經濟發展，也相繼宣布禁止天然砂石出口，後續亦將持續調查菲

律賓及東南亞國家之砂石出口發展。 

表 5.15 各國進口砂石條件比較 

來源 

項目 

中國大陸 菲律賓 越南 

廈門 馬尾 寧德 聖費爾南多 鴻基 

 

運距 

(km) 

台北港 360 239 235 1,013 1,685 

台中港 254 252 288 863 1,495 

高雄港 307 445 487 721 1,436 

運輸成本(元/T) 90 160 300 以上 

航行天數 8~24 小時 1.5~2 日 3 日 

估計單價(NTD) 530 475 580 以上 

可進口量(萬噸) 目前僅下腳料可供應 

逐漸回復出口中 

15~20 0 

主要岩種 凝灰岩為主、少量花崗岩 火成岩 石灰岩 

砂石品質 佳 中 佳 

缺點 進口比例過高，出口國政策變

動易衝擊國內市場 

碼頭及裝卸

設備不足 

運輸成本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備援機制研擬 

經統計近期中國大陸進口砂石量已減少約 30%，在價格上漲競爭力下

降，且供應量不如以往的情況下，經查訪許多北部預拌業者可知部分廠家

已斷料，並轉往國內尋求料源。而在中國供需仍未平穩，以及後續可能之

台海軍事演習亦有影響出口量之疑慮，因此需及早規劃備援機制，以因應

任何市場衝擊。圖 5.21 統計民國 95 年至 106 年各類砂石料源之比例，數據

顯示近五年進口砂石量平均約 1300 萬噸；而單獨彙整 106 年度砂土石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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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中，各料源之供應量如表 5.15，最主要料源河川砂石約佔總供應

來源的 60%，進口砂石則佔了 15%，約 1000 萬噸之供應量，推測若中國砂

石市場失衡未改善之情形下，延續至明年或將降低 50%進口砂石量，亦即

可能將有 500 萬噸以上之料源缺口待補足。 

 

圖 5.21 近年砂石料源統計 

表 5.16  106 年度砂石供應量統計 

 河川砂石 營建剩餘

土石方 

土石採取 礦區礦石及

批註土石 

進口砂石 前期庫存 合計 

北區 4697 6140 0 0 9648 222 20707 

中區 14383 5313 3 0 515 925 21139 

南區  17979 613 0 0 337 965 19894 

東區 4345 436 0 2237 0 555 7573 

合計 41404 12502 3 2237 10500 2667 69313 

單位：千噸 

短期而言，因菲律賓砂石品質在業界仍有疑慮，且尚無法大量進口，

無法做為穩定之備用料源，故分析現階段可同時採取以下三種方式互相搭

配來因應，但仍須水利署配合加強疏濬規劃與執行，維持各區供應穩定。 

一、由宜蘭、桃園供應 

北區主要砂石料源僅有蘭陽溪、大漢溪上游，以及部分營建剩餘土

石方，目前市場已開始由宜蘭、桃園地區之砂石因應調配，宜蘭地區砂

石主要來源為蘭陽溪疏濬，桃園地區砂石主要來源為地下室開挖，然產

量仍有限。依產銷系統顯示北區區內砂石場庫存水位低，宜蘭縣、桃園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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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砂石 剩餘土方 進口砂石 土石採取 礦區與批註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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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砂石庫存量僅共約 200 萬噸，可填補缺口量很小，且桃園市為來因

應桃園國際機場擴建、捷運綠線工程發包、中油天然氣接受站、鐵路地

下化工程、社會住宅等重大工程之推動，有龐大砂石需求，因此仍須規

劃往其他地區尋求料源。 

二、東砂北運 

東部地區一向有供應北區料源，但受限於航運及價格因素，僅佔北

區不到 10%之需求量，因此花蓮縣雖有疏濬潛力與約 200 萬噸之庫存砂

石，但僅二艘輪船可供運輸，短時間要完全支應北區仍有困難。因應中

國大陸砂石價格提昇，花蓮地區砂石已漸具成本優勢，已有業者開始規

劃經營東砂北運之航線，初步擬以權宜輪方式增加花蓮砂石運輸量，故

後續應可逐步增加船次，進而填補北區砂石缺口。 

三、中砂北運 

台灣中部砂石品質優良，且供應量充足，惟因成本考量，無法大量

補充北部缺口，而若進口砂石面臨斷料，中砂北運或為一較佳之替代方

案。根據本年度砂石原料及成品庫存量計算，中部地區庫存量平均約為

1200 萬噸，且相當穩定，而較有可能運往北部的苗栗縣、台中市佔其

中約一半，約 600 萬噸。中部地區雖有充足生產與庫存量，然因其區內

工程需求量也逐步提升，因此仍建議短期仍需持續規劃疏濬，以維持供

應餘裕。 

表 5.17 近三年河川疏濬料源彙整 

  年度 

分區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北區 4697 3802 4322 

中區 14383 16062 17800 

南區 17979 14643 13700 

東區 4345 6097 6864 

                單位：千噸 

近三年河川砂石料源整理如表 5.15，綜合料源數據與上述分析，短期

備援建議提升疏濬執行量，並以各區現有河川砂石庫存支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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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期而言，有陸上砂石開採、海域砂石開採及再生粒料利用等方式

可發展多元料源，其中再生粒料多無法用於結構混凝土，因此替代量有限，

而海域砂石開發又較陸上砂石更為困難，因此仍建議持續推動陸上砂石採

取，開拓國內穩定之料源，減少對進口砂石之依賴度。表 5.18 整理經濟部

(2018)研提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亦建議適度展開陸上砂石開採以補足料源。

過往經濟部礦務局已針對台灣賦存之陸上砂石資源有完整調查及研究，並

規劃陸上砂石資源區，較有潛力開發處需同時具備多項條件，包含基本必

須有較低之環境影響、土地使用及人文因素等，另若砂石品質優良、蘊藏

量豐、交通運輸便利則為更佳之開發區域，於 108 年度計畫中將進一步針

對前述條件，重新評估過往調查之陸上砂石資源區，何處較適推動以作為

因應進口砂石缺口之備用料源。 

表 5.18 砂石開發供應方案規劃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8)  

 

      方案 

 

來源 

方案一 

(維持進口砂石，並以陸

上砂石補足缺口) 

方案二 

(進口量不足時增加陸

上砂石供應量) 

方案三 

(砂石供需缺口均以陸

上砂石補足) 

河川砂石 3,650 (49.3%) 3,650 (49.3%) 3,650 (49.3%) 

營建剩餘土石 1,168 (15.8%) 1,168 (15.8%) 1,168 (15.8%) 

礦區批註土石 221  (3.0%) 221  (3.0%) 221  (3.0%) 

陸上土石採取 1,020 (13.8%) 1,320 (17.8%) 2,361 (31.9%) 

進口砂石 1,341 (18.1%) 1,041 (14.1%)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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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一) 由過去河川砂石品質文獻彙整及近年來疏濬資料，淡水河近年來僅

上游段有在疏濬，有價值之疏濬河段以石門水庫上游(羅浮、義興)、

南勢溪、新店溪及三峽河為主，其餘中下游多為土砂成份，且比重

及吸水率等性質不穩定，整體來說洛杉機磨損率多在20%~30%間，

以 C 類及 F 類粒料較多。 

(二) 林邊溪、東港溪部分河段有持續性疏濬工程，惟品質與南部河川相

比，略較荖濃溪差。林邊溪性質穩定，比重吸水率佳，磨損率約在

25%~35%間，全溪屬 C 類粒料；而東港溪吸水率偏高接近 3%，磨

損率也接近 40%，但整體仍屬 C 類。 

(三) 立霧溪與 106 年度調查成果比較，與花蓮溪品質相近，岩種緻密偏

軟韌，比重接近 2.7、吸水率低於 1%、洛杉磯磨損率約為 30%出頭。 

二、資料建置 

(一) 取得經濟部水利署同意，介接疏濬管理系統之資料，並規劃於料源

統計、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統計圖表輸出三類方式應用。 

(二) 取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同意，介接標案管理系統之資料，並規

劃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應用。 

(三) 取得內政部營建署同意，介接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之資料，

並規劃於料源統計、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統計圖表輸出三類方式應

用。 

(四) 取得財政部關務署同意，介接統計資料庫之資料，並規劃於料源統

計中應用進口其砂石數據。 

(五) 礦務局局內資料整合部分，已規劃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資料介接，

應用於料源統計中，盜濫採航照及衛星影像，則直接以連結方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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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本系統後台。 

(六) 已蒐集過往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礦務局出國報告，並匯入本系統

知識庫中，兵增加關鍵字搜尋功能。 

(七) 持續匯入先前未建立之過往文獻品質數據，目前共建立 312 筆河川

砂石數據。 

三、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一) 重新設計電腦版與行動版首頁，以簡潔圖示方式供使用者點選至所

需之功能，整體頁面亦配合進行優化。 

(二) 建構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以位置查詢、環境敏感區圖層套疊、鄰近

砂石品質狀況、鄰近砂石場分布、當地產銷資料查詢評估砂石場設

置可行性與效益，後續持續建置外單位資料運用功能。 

(三) 完成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建置，包含土石採取區基本資料、計畫書圖

及公文資料上傳、大事紀登載與統計圖表輸出等功能。 

(四) 建立用地查核系統，方便承辦人直接經網頁填報現場查核成果，並

具備缺失樣態分類供使用者管理不同缺失類別業者，同時建置 3 個

樞紐分析圖表供決策判別。 

(五) 完成砂石場填報模組優化，包含引導式填報、產銷存資料查詢邏輯、

偵錯與數據勾稽、申報記錄查詢邏輯等功能。 

(六) 完成砂石場管理模組優化，包含砂石場基本資料查詢、營運動態查

詢等功能，另因應礦務局管理需求，規劃砂石場履歷，於單一頁面

中整合各場營運情形、用地查核、產銷資訊與大事紀等資訊。 

(七) 完成砂石品質地圖優化，增加砂石分類篩選、圖層透明度調整功能

及河川品質分段建立。 

(八) 完成資料分析產出優化，包含後台產銷月報、圖表單位轉換功能，

另規劃礦務局帳號可使用之關鍵報表功能，各類使用者登入後可快

速點選欲查詢之報表並自動產出。 

(九) 新增 5 項產銷圖台指標，並研擬砂石市場景氣燈號供礦務局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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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研判各區市場情勢。 

(十) 擬定新版砂石知識庫分項架構並完成建置，內容新增河川基本資料、

礦務局產銷調查報告及出國報告查詢。 

(十一) 以問卷調查以及 Google Analytics 蒐集使用者意見與喜好，作為

後續建置重點與優化內容之參考。 

四、砂石履歷制度與分類標準 

(一) 彙整國內產品標章與履歷制度之推動方式，建議採用農委會農產品

產銷履歷推動模式，由礦務局主導推動砂石履歷制度，訂定相關作

業辦法作為執行依據，並評選一執行單位辦理驗證相關作業。 

(二) 規劃砂石履歷推廣之方式與誘因，將以推動砂石粒料標準融入施工

綱要規範，減少重複砂石檢驗作業及加入評選加分項目等方式，提

升參與業者之市場競爭力。 

(三) 砂石用途分類規劃分為一般預拌/瀝青混凝土(C 類)、高強度混凝土

(H 類)、回填級配(F 類)，並分別對應各用途適用標準。 

(四)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討論砂石履歷制度及分級標準，會後建議以砂

石用途分類取代性質分級。 

(五) 訪談三大砂石公會及當地業者，業界均支持由官方推動砂石履歷制

度，盼提升誘因吸引較多廠商參與，並提供輔導機制，砂石用途分

類也建議以英文代碼區分。 

(六) 訪談高公局、台北捷運局二工程主辦機關，研議砂石履歷推動機制，

均建議以納入施工綱要規範出發，並讓經砂石履歷驗證之業者得以

免除公共工程中重複之委外粒料試驗。 

(七) 召開產官學座談會說明本年度規劃之砂石履歷制度及分類標準，專

家學者、機關及業界均認同砂石履歷與分類之概念，將於 108 年度

實際試行並依據試行情況修訂制度。 

五、專業研究 

(一) 中國大陸砂石產業已轉向機製砂石，且逐漸重視環保，近期因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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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查核趨嚴，造成全國大量砂石場停產，多省砂石料源已供不應求，

經訪談相關業者得知此效應已逐漸影響台灣進口砂石。 

(二) 福建為台灣主要砂石進口來源，岩種主要為凝灰岩與花崗岩，凝灰

岩硬度較佳，花崗岩則需經碎解篩除部分礦物，方為較佳之砂料。 

(三) 東南亞砂石仍以菲律賓較適進口，但因其供應量與品質疑慮，仍不

足以成為主要之備用料源。 

(四) 建議備援機制與行動為積極規劃河川疏濬，並以東砂北運、中砂北

運二路線同步進行，方足以因應可能發生之進口砂石量銳減情形。 

6.2 建議 

一、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一) 持續進行河川砂石品質調查，增加本系統砂石品質資料庫之豐富

度。 

(二) 建議抽樣調查進口砂石，於港口抽樣中國大陸及菲律賓之砂石，送

至實驗室進行粒料試驗並加以分析。 

(三) 河川砂石採樣作業中，建議挖掘深度可參考各河川規劃最低高程。 

(四) 因應陸上砂石開發之需要，可研議展開陸上砂石品質調查。 

二、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一) 延續規劃之砂石場履歷功能，整合所有相關資訊於單一頁面，並提

供匯出功能與各類管理模組連結。 

(二) 持續建置各場產銷指標與用地管理分析，並整合於風險管理模組。 

(三) 持續優化資料分析及產出功能，完成各使用者關鍵報表之建置，並

增加河川疏濬、營建剩餘土石方等統計圖表查詢。 

(四) 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建置河川疏濬標案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查

詢，提供機關與業者套疊供應量資訊以供參考。 

(五) 利用工程會標案資訊研擬砂石需求量之推估模式，並建置於砂石資

源評估地圖，供使用者查詢區域中未來可能產生之工程砂石需求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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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除公共工程砂石需求量推估外，建議納入民間建築之砂石需求。 

(七) 依據後續業者填報之產銷數據及市場實際情況，持續觀察調整砂石

市場景氣燈號之變動及適用性。 

(八) 建議除短期指標外，研擬反映中長期市場變化之產銷指標，加入系

統中作為政策推行參考。 

(九) 建議砂石品質資料庫中，可納入河川品質調查之現地採樣照片。 

(十) 建議砂石產銷調查納入砂石場河川料源統計，以進一步了解市場上

流通之砂石來源比例。 

(十一) 建議可建立相關辦法強制砂石碎解洗選場每月主動於本系統填

報產銷數據，減少局內人力作業。 

(十二) 砂石知識庫中建議納入再生資源介紹或相關連結，供大眾了解

相關替代粒料之性質與用途。 

(十三) 持續蒐集使用者行為數據，並以訪談、問卷或說明會等方式調

查各類別使用者之意見，藉以優化系統介面及功能。 

(十四) 待系統前台建置妥善後，正式提交無障礙認證申請，並通過 A

級認證。 

三、砂石履歷制度與分類標準 

(一) 108 年度隨砂石履歷實際試行情況，持續修訂並完善砂石履歷制度

與各類文件。 

(二) 持續與砂石業者溝通砂石分類標準。 

(三) 於砂石產銷履歷驗證及管理作業要點草案審議前，詳細規劃機關面

執行及查認驗證機構之作法，俾為推動參據。 

(四) 舉辦砂石履歷試行說明會，邀請砂石業者參與，並宣導砂石履歷對

產業之重要性及驗證作業方式。 

(五) 研議將現行用地查核及產銷調查相關項目，結合砂石履歷之查核表

單，減少局內及業者之作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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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研究 

(一) 持續追蹤中國大陸砂石市場供需，砂石品質變化以及出口政策。 

(二) 蒐集機製砂石技術及設備投資成本等資訊，進一步評估投資效益。 

(三) 針對國內市場供需變化，深入研究彙整各備援料源之成本、品質及

運輸等資訊。 

(四) 評估過往規劃之陸上砂石資源區於現今之開發潛力，並綜合土地二

次利用，提出較適宜現況之方案。 

(五) 參考砂石場實務經驗，研議將混凝土塊等二次物料納入產銷統計與

品質調查中，並評估其再利用成本，於系統中呈現價量數據。 

(五) 建議比照河川砂石之分類，建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分類機制。 

(六) 建議以問卷調查砂石使用者或生產者之市場預測及消費信心展望，

以彌補產銷填報數據不足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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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礦務局107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期末報告審查會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張委員佳榮 

1 

本系統與礦務局網站平台之連結介面呈現方式

為何？相關網站多為以表格形式呈現之內容，如

何轉換成圖形呈現？ 

感謝委員指導，礦務局網站平台下

方已設有本系統(土石資源及產銷

管理資訊系統)的圖像連結。本系統

新規劃以圖形圖形連結呈現各區資

料方式預計於明年 (108 年 )初上

線，如使用者需看更詳細的資料時

可改用列表呈現，提升使用者體驗。 

2 

未來行動版網頁若需建置重要資訊推播功能，請

再評估是否考慮使用外掛程式。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行動版網頁尚

未加入推播功能，局內重要資訊皆

放置於最新消息中，未來如有建置

推播功能會再評估是否使用外掛程

式。 

3 行動版網頁之流暢度、資料匯出方式、按鍵播放

等須更加符合使用者需求，可找使用者做評估或

進行 A/B測試來驗證。 

感謝委員指導，為提升行動版網頁

的使用流暢度，本年度計畫重新建

置行動版專用首頁，當使用行動裝

置瀏覽本網頁時會自動導入行動版

首頁，避免載入過多的 HTML，網

頁內頁的部分也使用 RWD 配合各

式行動裝置尺寸瀏覽。未來移轉至

正式站前會通過局內承辦人的測

試，上線後亦會蒐集使用者及砂石

業者填報意見，持續優化介面。 

4 報告書 P.38（4.4.1 首頁及整體頁面優化）：請

就目前無障礙檢測狀況進行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計畫首頁及

整題頁面優化皆遵循無障礙規範建

置，並通過機器檢測(Freego2.0)，

符合無障礙 A級標準，詳成果報告

4.4.1節說明。 

5 報告書 P.38~40（4.4.2分眾使用規劃）：分眾規

劃請參閱附件。有關帳密登入/非帳密登入之使用

者，未來系統分眾規劃建議思考下列問題，並建

立相應之功能，可更有效蒐集使用者偏好及掌握

未來網頁優化方向： 

i、 是否提供我的最愛模式？ 

ii、 是否提供熱門查詢功能？ 

iii、 不同分眾之知識區內容應如何呈現？ 

iv、 專有名詞之說明是否提供？ 

v、 產銷知識介面之呈現為何？ 

感謝委員指導，感謝委員對於本系

統分眾規劃的意見提供，未來待本

系統資料蒐集更豐沛時會參酌委員

提供之附件規劃後續分眾作業。有

關「我的最愛」以及「熱門查詢」

功能，本系統會持續由 Google  

Analytics了解用戶使用行為，從中

發現不同使用者較在意哪些內容進

而調整網站內容及功能以提升使用

者體驗。「知識區」部份後續擬增

加專有名詞的說明，供民眾對砂石

專業知瞭解，「產銷知識」介面擬



搭配砂石年報以統計圖表方式進行

解說。後續本系統擬持續針對不同

族群蒐集較為科普的知識，將本計

畫中的專業研究成果及產銷分析判

讀轉化成一般民眾瞭解的內容，進

而增加本系統的使用客群。 

二、邱委員俊榮 

1 期末報告大致能依據期中審查意見加強、修改，

尚符合本計畫設定之目標。 

感謝委員指導。 

2 本計畫主題之一為產銷鏈資料庫，內容也強調供

需數據建置，惟多數數據係市場「成交數據」，

受到供應與需求兩方面影響，建議依據過去資料

分析「需求結構」，方能利於分析、判斷未來市

場情況。 

感謝委員指導，系統中數據之定義

係依照礦務局之定義，供應量為區

內砂石場已加工成品、進口砂石及

礦區批註土石之總和；需求量則為

銷售至區內之砂石成品數量總和。

而造成此需求係來自公共工程及民

間建設的推動，此擬於後續計畫進

來源數據轉換及建立，以供主管機

關對市場變化之掌握與因應。 

3 建議可再說明後續專業研究之方向。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專業研究方

向，除中國大陸市場追蹤外，亦將

蒐集機製砂相關投資成本與效益分

析、砂石相關檢測規範、再生粒料

再利用可行性、以及重新檢核陸上

砂石開發可行性等議題，詳成果報

告 6.2節。 

4 報告書 P.91~115（5.1 砂石品質履歷）：砂石履

歷立意良善，但在供給料源多元化發展下，如何

掌握、建立進口砂石的砂石履歷，宜有相關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砂石履歷在國

內產業尚屬新推動之觀念，制度尚

未成熟，建議於未來試辦有初步成

效後，再評估進口砂石履歷方案。 

5 P122~129（5.3 進口砂石資源調查）：第 5 章專

業研究中討論備援機制，實屬必要。報告書中提

到中國砂石進口量近來驟減，且其市場尚未達供

需平穩，明年仍有可能持續下降，面對外在情況

之急遽變化，或有更廣化、深化研究之必要性。 

感謝委員指導，進口砂石確實因大

陸市場需求排擠效應及當地環保法

規因素，使得進口量下降及單價上

揚，故建立備援機制有其必要，例

如「增加河川疏濬量」、「砂石調

配」、「陸上砂石開採」、「海域

砂石開採」、「再生粒料再利用」

等等，詳成果報告 5.3.3節，後續將

朝砂石自主供應作持續研究探討。 

三、張委員大鵬 

1 計畫期末報告書內容豐富且完整，資訊系統建置

亦良好，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指導。 

2 日後如何即時更新本研究案資料庫資料？資料

更新之工作宜即早籌劃如何轉移至礦務局（工作

人員）或其他更新方式。 

感謝委員指導，本系統產銷資料來

源分為砂石業者、外單位資料二部

分，前者已建立填報系統供業者每

月申報產銷數據，後者擬透過自動

介接方式納入資料庫中，詳成果報



告 4.5.1節。 

3 請說明本年度河川砂石採樣規劃開挖面積為1平

方公尺、深度2至3公尺，是否與未來疏濬河床高

程有關？建議日後取樣深度可考慮參考各河川

規劃之最低河床高程。 

感謝委員指導，深度至少 2公尺目

的即為去除表面覆土後取得性質穩

定之原料，此與水利署河川砂石調

查方式為一致性作法。有關取樣深

度參考各河川最低河床高程已納入

後續規劃，詳成果報告 6.2節。 

4 報告書P.29（4.4.8產銷圖台指標）：爬蟲程式定

期取得資料之方式，是否可應用於報告書P.59之

砂石市場警示燈號所需之資訊？ 

感謝委員指導，爬蟲程式係用於定

期於公開網頁中儲存資訊，惟砂石

市場警示燈號所需之資訊係來自每

月業者填報之彙整，兩者有所不同。 

5 報告書P.65（4.4.11知識庫內容擴充）：砂石知

識庫中可考慮與其他市面上使用之工業副產

品，如轉爐石、氧化碴等做為替代砂石粒料之相

關網頁有所連結，同時是否能涵蓋「礦務局出國

報告」以外更多之砂石文獻，豐富砂石知識庫之

內容，亦請考量並進行規劃。 

感謝委員指導，轉爐石、電弧爐碴

等再生資源可再利用於替代砂石，

亦能落實循環經濟之政策，後續將

整理相關文獻納入砂石知識庫中，

詳成果報告 6.2節。 

6 建議取消簡報P.61，H類砂石4項指標之「等號」。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 

7 簡報P.60所提「混凝土」請加註為「混凝土粒料」。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 

四、周委員順安 

1 本計畫執行成果已相當完整，並具專業水準，值

得嘉許。 

感謝委員指導。 

2 簡報P.65及報告書摘要提到中長期建議積極推

動陸上砂石開採，建議可補充說明哪些條件之陸

上砂石較具開發潛能，並綜合土地二次利用，以

提升開發可行性。 

感謝委員指導，就過往已評估之陸

上砂石採區，建議以「砂石品質」、

「儲存量」、「蘊藏區」、「交通

位置」等評估優先開發地區，已補

充說明於研究報告 5.3.3節，後續建

議作進一步分析，詳成果報告 6.2

節。 

3 請說明報告書P.3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分眾僅含主

管機關與砂石業者二類之原因，是否應含一般民

眾或專家學者？ 

感謝委員指導，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大部分功能皆可公開供一般民眾使

用，惟進階之品質分類或個別場產

銷資訊因涉及各場營運狀況，故不

開放查詢。 

4 報告書P.17表3.4、表3.7等試驗數據，建議加上

品質說明欄位。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納入

品質分類結果，詳成果報告 3.2 節

至 3.5節。 

5 報告書P.39（4.4.2分眾使用規劃）：請說明砂石

品質地圖僅顯示試驗數據，無法得知品質分類結

果，考慮之因素為何。 

感謝委員指導，因目前品質分類標

準尚有砂石業者有其他建議，因此

分類結果將待達成共識後方對外公

開，已於成果報告 4.4.2 節補充說

明。 

6 報告書P.59（4.4.8產銷圖台指標）：表4.5中，建

議增加各燈號對應意義之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已加入燈號對應說

明與因應對策，詳成果報告表 4.8。 

7 P122~129（5.3進口砂石資源調查）：鑑於各國

環保意識皆高漲，未來進口砂石量勢必大幅減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成果報告 5.3.3

節評估因應措施之概估量，後續將



少，建議以具體數字加以論述因應措施。 隨市場變動持續修正。 

五、陳委員敬宏 

1 河川砂石品質採樣試驗結果，若上下游點位有較

大異動時，希望能酌予說明異動可能原因，以證

明此試驗結果具準確度。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試驗僅 TS08

點健度結果與鄰近點有較大偏差，

重新檢驗後為試驗步驟疏失，數據

結果已修訂，其餘點位未發現有明

顯不合理情形。有關試驗結果檢核

方式，詳成果報告 3.1節。 

 

2 
有關河川採樣點位圖中，對於曾疏濬點以星號表

示，因本案已介接水利署現行疏濬資料，因此希

望能將曾疏濬點與目前疏濬點以不同標誌標示。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係研擬資料

介接與規劃運用方式，於 108年度

系統圖台上將進一步建置應用功

能，可即時更新水利署疏濬位置並

以不同標誌標示。 

3 本系統中之資料量相當多，建議可評估未來需要

新增之統計圖表，作為108、109年度之計畫參考。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與局內進行

多次需求訪談，已初步研擬各階層

情境之關鍵報表，並於後續年度完

成建置。 

4 依砂石產銷調查資料，應可統計出每月市場上砂

石來源之結構（河川別%）及流向分配（如縣市

別%），建議可於系統規劃相關統計圖表，俾利

瞭解砂石來源結構及銷售流向。 

感謝委員指導，產銷填報數據來自

各砂石場生產銷售之成品，已有調

查產品流向分配(縣市%)，惟尚無原

料來源結構調查(河川別%)，已納入

後續建議事項，詳成果報告 6.2節。 

5 建議可比對外單位介接之資料與局內蒐集之資

料是否有差異，若有差異則準備如何應對。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局內蒐集之相

關資料係向外單位索取彙整而得，

本年度係研擬將原人工蒐集之作業

方式改為自動化介接，以確保資料

一致性。 

6 報告書P.30~34（4.2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有關砂石試驗結果如何在砂石品質評估地圖上

有效呈現其差異，請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本系統設定在地圖

上以顏色區分不同點位砂石試驗結

果之差異，惟部分砂石業者對品質

分類標準商有意見，故目前僅供礦

務局承辦人登入後參考使用，詳成

果報告 4.2.2節。 

7 建議可研擬由過去資料推估重大公共工程、民間

建築使用之砂石量佔總使用量之比例。 

感謝委員指導，已納入後續年度建

議研究事項，詳成果報告6.2節。 

六、葉委員禮旭 

1 文中用詞提到本計畫或本團隊，建議統一。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2 部分圖表編號後有空格、部分無空格，建議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3 格式建議以一、（一）、1、(1)、A、a等順序編

寫。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4 利用Google Analytics統計功能統計資訊，建議增

加使用時段、停留時間、首次使用人數等資訊呈

現。 

感謝委員指導，已增加相關說明，

詳成果報告 4.4.9節，未來將依瀏覽

人次持續分析使用者行為。 

5 簡報P.36中提到關鍵報表已完成規劃，此項是否

為本年度應完成工作項目？ 

感謝委員指導，關鍵報表為今年年

中工作會議之想法，雖非契約工



作，但仍朝此需求目標規劃，擬於

後續年度建置完成。 

6 二次物料（如廢混凝土塊、電弧爐碴、焚化底渣、

轉爐石等），每年約有300至500萬公噸，建議可

於系統中呈現相關數據。 

感謝委員指導，有關二次物料之產

量係環保署及工業局等單位統計，

有關系統介接產量方式已納入後續

年度建議事項，詳成果報告 6.2節。 

7 報告書P.56表4.3指標列表中，供給量、需求量、

砂石價格等均為短期指標，建議考量納入中長期

指標。 

感謝委員指導，產銷指標圖台目的

為即時反映短期市場情況，因此暫

僅列入短期指標。後續年度已建議

研議中長期指標納入關鍵報表中，

以輔助長期政策擬定。詳成果報告

6.2節。 

8 報告書P57.表4.5砂石市場警示燈號初擬，對應燈

號及分數訂定基準建議詳述。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補充

說明，詳成果報告 4.4.8節。 

9 報告書P.60~62（4.4.9使用者意見調查）：針對

目前砂石業者針對產銷填報系統之意見回饋及

處理情形，再請詳加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使用者意見

與處理情形，詳成果報告 4.4.9節。 

10 報告書P.67（4.4.11知識庫內容擴充）：表4.8土

石方土質代碼表，引用來源非內政部處理方案，

請再酌修。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詳成果報告表 4.13及第 7章參考文

獻。 

11 考量營建剩餘土石方作為砂石資源，應有分類機

制，建議於未來規劃相關研究。 

感謝委員指導，有關營建剩餘土石

方品質分類機制研擬已納入後續研

究建議事項，詳成果報告 6.2節。 

七、許召集人進忠 

1 報告內容錯字或誤繕，如報告書P.100「寥寥」

可數，報告書P.102「額需」等請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錯別字

已修正。 

2 報告書P.127表5.14可進口量單位應為萬公噸，附

錄13會議紀錄時間等，請再校核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單位及

會議紀錄時間已修正。 

3 報告書P.10，106年研究成果中國大陸機製砂技

術已逐漸發展，達到細度模數、石粉含量與粒形

皆可掌控之技術，請說明其加工成本結構及可否

不需與其他砂石調配單獨使用。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簡要

蒐集中國大陸機制砂石技術與設

備，無需再搭配其他來源或粒徑砂

石，補充說明於成果報告 5.4 節，

並納入後續年度建議研究事項。 

4 報告書P.10，資源化材料如電弧爐氧化碴、焚化

底渣、轉爐石等，基於循環經濟考量可做為砂石

替代料源使用，為能達到此目標，明年專業研究

計畫請深入評估安定化處理技術與成本分析，讓

本計畫內容更充實。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電弧爐碴、焚

化底渣及轉爐石等替代砂石原料納

入後續年度專業研究事項，詳成果

報告 6.2節。 

5 報告書P.29（4.1建構行動版網頁）：電腦版與行

動版之網頁名稱（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

統、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應再檢討一致；另網頁

設計經過與本局同仁討論後已相當完整，後續宜

請以地方政府、工程單位及業者角度檢視所提供

的網頁介面是否符合需求並適度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網頁名稱將以土石

資源服務平台為主，有關各使用者

之意見回饋，將持續通過訪談、問

卷或說明會之方式徵詢使用者意見

並修正系統，詳成果報告 6.2節。 

6 報告書P.57（4.4.8產銷圖台指標）：產銷指標建

立與優化，已研擬15項波動指標，藉以作為市場

感謝委員指導，規劃之產銷指標及

燈號係針對現有市場資訊進行判



供需警示判斷依據，惟與本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時

曾提出非關產銷、價格波動，而是外部因素如政

治或政策影響供需時宜有適確判斷，如上個月南

部地區示警有斷料危機，似無法透過研擬的指標

反映，可見此議題尚有研討空間。 

別，外部因素係影響消費者信心，

後續擬規劃抽問調查使用者市場預

測及消費信心展望，研擬消費信心

指標，彌補市場資訊不足處，詳成

果報告 6.2節。 

7 報告書P.101（5.1.1國內案例蒐集）：有關砂石

履歷專業研究分析目前國內四項標章、履歷之驗

證管理機制，請進一步說明實施績效及市場對該

等機制之評價。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各驗證制度

實施績效，詳成果報告 5.1.1節及表

5.1。 

8 報告書P.103~105（5.1.3配套法令研擬評估）：

報告書P.105內文提到本研究建議有關砂石產銷

履歷驗證推動及管理可仿照農委會農產品產銷

履歷之推行模式辦理，惟前開模式係以「農產品

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為推動依據，爰具有高度的

市場誘因及管理力道，而砂石履歷推動模式則需

外單位如工程會及水利署協助達成（報告書

P.103~104），其推動成效仍有相當多變數，如

何完成目標亦須考量推動之方式，再請就砂石履

歷未來推動的步驟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 108年度砂

石產銷履歷試辦之推動步驟建議，

詳成果報告 5.1.4節。 

9 報告書P.115，砂石品質分級建議主要在建立砂

石適材適所，讓資源有效應用，雖然已召開多次

會議取得共識，仍請注意不同聲音，妥為說明，

以免影響市場秩序，甚至造成紛爭。 

感謝委員指導，砂石分類標準後續

將持續宣導溝通，以取得砂石業者

共識。 

10 據水利署與會代表表示該署本年度委辦計畫品

質分類似與本計畫不一，請再檢討修正。 

感謝委員指導，砂石分類標準係經

歷次專家學者會議討論而得，兩單

位標準一致，惟分類名詞用語係依

計畫用途目的而有所差異。本計畫

以工程使用為導向規劃分類，故以

英文代碼為分類用語。 

11 報告書P.123（5.3.1中國大陸）：持續蒐集大陸

砂石資訊及可能進口台灣料源品質，且分析中

肯，應于肯定。 

感謝委員指導。 

12 中國大陸進口砂抽驗結果，取樣時間地點為何？

是否屬常態性關注事項，請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成果報告書 5.3.1

節中砂石抽驗非屬常態性抽驗，岩

心取樣於福建之二礦場、砂石成品

則於台北港，取樣時間分別補註於

成果報告表 5.11至表 5.12。 

13 備援機制研擬均有量化的資料客觀分析，對於大

陸進口短缺之備援做法建議提升河川疏濬執行

量及現有砂石庫存支應，應是當砂石供需警示黃

紅燈時須採取的因應措施，值得主管機關參考；

另在長期作法建議推動陸上砂石採取，開拓國內

穩定料源，這是本局砂石政策的目標方向，希望

明年專業研究能進一步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陸上砂石開採

可行性評估納入後續年度工作構

想，詳成果報告 6.2節。 

八、杜副召集人政達 

1 報告書P.12系統架構圖中，土石採取部分僅納入 感謝委員指導，遵照辦理，已與工



土石採取區的管理，無法含括管理土石採取所涉

及的取締盜採或早期盜採砂石遺留坑洞整復等

業務資訊，建議調整架構圖。 

作小組討論將於108年度於架構圖

加入盜濫採取締及整復相關業務。  

2 報告書P.34~36（4.3建置土石採取管理系統）：

建置土石採取管理系統部份，仍請注意執行進

度，並請提供資料庫建置與圖表輸出模版供本局

參考。土石採取管理系統部分，為將舊系統轉換

至新系統，大致上符合需求，惟同仁測試將生產

量資料登錄後欲調整卻無法修正，請再檢視。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生產量資料

登錄後無法修正的錯誤，待其他功

能皆測試正常後，後續系統轉換將

持續協助校統修正。 

3 報告書P.132（6.1結論）：五、專業研究1提及中

國大陸砂石因法規及環保，有大量砂石場停產，

已供不應求，並逐漸影響台灣進口砂石。在4建

議備源機制為積極規劃河川疏濬，以東砂北運及

中砂北運因應，只能適合短期因應措施，簡報已

將陸上砂石列為中長期的來源規劃，建議報告書

參考本局砂石開發政策評估報告書內容調整。 

感謝委員指導，已參考「砂石開發

政策評估報告書」納入陸上砂石作

為中長期來源規劃及備援機制考量

事項，詳成果報告5.3.3節。 

4 報告書P.132一、3因應陸上砂石開發之需要，可

研議展開陸上砂石品質調查的建議。可於下年度

規劃就早期已調查砂石資源區，排除已知不能開

發區位，擇2至3區進行陸上砂石品質調查，及就

市場需求、資源區發展現況評估是否值得推動提

供建議意見。 

感謝委員指導，已將陸上砂石品質

調查及資源區開發可行性評估納入

後續年度建議工作項目中，詳成果

報告6.2節。 

5 報告書P.133二、6建議納入民間建築之砂石需求

推估，是否有初步推估想法取得民間的營造砂石

需求。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將參考「砂石

開發政策評估報告書」對砂石需求

預測方式，推估民間營造砂石需求

量，詳成果報告6.2節。 

6 建議納入砂石開發政策評估報告書。 感謝委員指導，已彙整「砂石開發

政策評估報告書」成果，詳成果報

告 5.3.3節及第 7章參考文獻。 

九、經濟部水利署審查意見 

1 本年度河川採樣作業，非僅限於中央管河川，因

此報告書中「主管河川局」一詞應改為主管單位。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2 本節所提經濟部水利署及地方政府辦理河川疏

濬、水庫輸砂、野溪清淤，以上各作業實際仍有

農田水利會、自來水公司及林務局等單位執行，

建議用詞再更精準。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3 歷年水利署常疏濬之文字，建議改為「水利署為

維護河防安全，配合辦理疏濬」。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4 因東港溪試驗結果品質一般，且疏濬量也不高，

建議報告書P.66中南部主要疏濬河川刪除東港

溪。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5 資訊系統納入重大公共工程管理資訊，功能發想

很好，另本署河川局近年有材質不佳，無法順利

標售之情況，未來是否增加有回填需求之機關或

個人，以提供市場媒合之平台。 

感謝指導，土石互動式媒合功能已

納入後續年度建議事項，詳成果報

告 6.2節。 

6 報告書P.115~122（5.2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報告）： 感謝指導，因試驗數據目前均包含



報告書中規劃砂石以H、C、F分類，與本署本年

度委辦計畫之分級方式不同，未來於系統輸入資

料是否有不一致之情況？ 

於建置之資料庫中，輸入時將不會

有此疑慮，而砂石分類為後端加值

處理，不影響原始資料。 

十、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審查意見 

1 淡水河水系多以擴大斷面方式，於高灘地辦理疏

濬，但本年度多於河床採樣，於系統上展示可能

與實際情況有差異。 

感謝指導，淡水河採樣地點係以高

灘地為主，並紀錄點位座標，與系

統展示一致。 

2 報告書第3章中將現地調查數據分為卵礫石、粗

粒料、砂與土三類，是否將砂與土再分為細粒

料、土二類？ 

感謝指導，因現地篩分僅能篩至 4

號篩（小於 4.75 mm），有關細粒

料及土之含量比例，可參閱實驗室

篩分析結果。 

3 砂石品質地圖上H、C、F類之分類，建議可對用

途與分類標準有更詳盡說明。 

感謝指導，有關砂石品質分類用途

及標準詳「106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

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1/4)」及成果

報告書 5.2.1節。 

4 砂石採樣試驗數據是否可在系統上查詢？ 感謝指導，本系統砂石品質地圖

中，已可查詢所有試驗數據。 

5 TS02開挖過程照片或有誤植，請再修正。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十一、工作小組審查意見 

1 報告書內容提到主管機關（礦務局）、工程單位

（工程機關）、廠商（砂石業者）等多種同義名

詞，請統一。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2 報告書內文有部份圖文不清晰，請再檢視更正。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3 報告書 P.2表 1.1，請加頁碼俾利辨識。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4 報告書 P.18~24各水系試驗趨勢圖，以左側「上

游」－右側「下游」繪製趨勢圖，並請於圖面標

示「上游」、「下游」。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5 報告書 P.15~25各水系點位圖，建議以地質圖為

底圖繪製，俾利讀者瞭解各河系地質特徵與砂石

品質特性之關聯性。 

感謝指導，遵照辦理，已修正。 

6 請參考 106 年成果報告 3.2.8 節（試驗結果分

析），加強探討本計畫 106及 107年河川砂石各

項試驗數據分析。 

感謝指導，已納入相關試驗數據分

析，詳成果報告書3.6節。 

7 報告書 P.27~29（4.1建構行動版網頁）：系統網

站開發部份，行動版網頁之首頁與子頁風格因屬

新舊版規劃而顯落差，請於今年度驗收前統一完

成新版改版作業，並配合調整本頁報告書圖例。 

感謝指導，首頁及內頁風格已統

一，報告書內頁圖例已修改為新版

內頁風格。 

8 4.2.1 小節以「評估設置砂石碎解洗選場之可行

性」做為資源評估地圖之預設查詢，固為便利目

前碎解場業者之理解運用，惟配合本局砂石政策

持續努力在「陸上土石開發」之推動上，以因應

國內其他砂石料源長期後可能供應不穩之情

形，請將資源評估地圖之第一操作預設調整為

「土石資源開發之可行性」運用情境，並以此推

論系統輔助實務方式以及後續所需之發展規

劃，俾令本計畫更為結合本局當前政策，提升實

感謝指導，資源評估地圖之查詢問

題已改為「土石資源開發之可行

性」，詳成果報告4.2.1節。 



質績效。 

9 報告書 P.31圖 4.7，請於圖面補充說明步驟建構

流程順序或以流程圖方式呈現。 

感謝指導，已補充說明建置流程順

序，詳成果報告書4.2.1節中圖4.7。 

10 有關計畫後續規劃部分，請強化各分眾角色之運

用情境功能規劃，並配合規劃開發所需圖資，拓

展本地圖服務廣度以及實用性。 

感謝指導，本年度計畫已建置完成

分眾功能架構，未來可以配合關鍵

報表的建置強化各分眾角色的運

用，隨著計劃的進行蒐集越來越多

的圖層，後續可針對不同使用者所

關心的議題給予不同的圖層。 

11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之分眾使用功能初步分

為「主管機關與一般民眾」等 2 類，與 P.39 系

統網站之分眾規劃包括了「主管機關、工程機

關、砂石業者及一般民眾」等 4類之規劃不同，

對於其中有差異者（工程機關、砂石業者），在

品質評估地圖上之操作權限如何？或後續另為

規劃發展？請補述。 

感謝指導，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之功

能包含鄰近砂石品質分類、砂石場

營運狀態、當地砂石產銷資訊等，

涉及各砂石場營運資訊，故規劃僅

開放主管機關查詢。其餘工程機

關、砂石業者、或一般民眾皆可不

用登錄即可查詢公開資訊。後續依

擴充功能再討論開放不同使用者身

分可查詢之資訊。 

12 4.4.1首頁與整體頁面優化：有關首頁與整體頁面

之連結部份，請以網路地圖等方式補充說明。 

感謝指導，已補充網路地圖於成果

報告書4.4.1。 

13 報告書 P.40 圖 4.18 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

統分眾管理規劃圖，建議結合圖 2.1系統業務架

構圖、圖 4.12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等，

依本局業務需求及使用者角度繪製，並請標示已

發展功能、開發中功能。 

感謝委員指導，關於後續分眾規劃

將結合圖2.1系統業務架構圖，將後

續規畫項目加入使用者角度，並標

註已發展功能已及後續規劃開發功

能。 

14 報告書內未明確主管機關、工程機關、砂石業者

及一般民眾登入之帳號權限管理部份，請補充說

明，並請依不同使用者、系統功能等項目列表呈

現相關內容。 

感謝指導，本年度已規劃完成前後

台各使用者帳號權限管理部分，並

彙整不同身分使用者對應系統功

能，列表於成果報告書表4.2。 

15 系統網頁無障礙認證部份，P.38 提及「先通過

freego 2.0自行檢測，俟網頁功能齊備後再行正式

申請」之做法，目前實體進度及相關規劃時程如

何？請補述。 

感謝指導，本系統頁面皆遵循無障

礙規範建置，已通過機器檢測

(Freego2.0)，符合無障礙A級標準，

詳成果報告4.4.1節說明。並於後續

年度取得無障礙A級標章，詳成果

報告建議事項6.2節。 

16 4.4.3 圖層介接及功能開發：報告書 P.41 圖 4.19

請將目前已蒐集之圖層清單完整表列，俾利業務

參考。 

感謝委員指導，已彙整圖層完整清

單補充於成果報告書4.4.3節。 

17 4.4.5填報系統優化：報告書 P.46圖 4.28填報資

料校核邏輯與系統實際建置之內容稍有不同，再

請修正內容。 

感謝委員指導，已重新修改內容調

整與實際建置內容，詳成果報告書

4.4.5節。 

18 報告書 P.56~57表 4.3、4.4產銷圖台指標列表，

請補充各式指標圖例，俾利辨識。 

感謝指導，系統上已列出指標圖

例，供查詢時了解各顏色對應之數

據及背後意義，詳成果報告書4.4.8

節。 

19 報告書 P.58：請整合表列產銷綜合型指標之定義 感謝指導，已將組成指標之定義及



及計算方式，俾利業務參考。 公式列表整理，詳成果報告4.4.8節。 

20 5.1.3配套法令研擬評估：報告書 P.106「砂石產

銷履歷驗證及管理作業要點草案」係以本局角度

擬訂條文，惟當中有部分文字內容，例如：「三

(七)驗證機構能辦理後續市場追蹤查核作業」，

在機關面之實際查認做法不甚清楚，請在明(108)

年度進行草案審議前，釐訂相關項目之明確做

法，俾為推動參據。 

感謝指導，今年計畫係針對法規建

置可行性探討，有關機關面之實際

查認做法已納入後續年度工作項

目，詳成果報告6.2節。 

21 依據今年度公會訪談情形顯示，參與履歷認證之

費用乃係業者關鍵考量之一，關於每場家加入履

歷制度所需耗費之成本，請提供粗估參考數據。 

感謝指導，有關砂石場申請履歷標

章所需耗費之成本，初估詳成果報

告5.1.4節。 

 



 

 

 
 

河川砂石採樣作業標準程序 

為確保本計畫河川現地砂石採樣之品質與作業一致性，特制訂「河川砂石採

樣作業標準程序」以作為本團隊人員執行之依據，在各河川採樣點位經與河川局

洽談並提報採樣計畫獲核准後，現場採樣流程說明如下： 

1. 依預定日期安排採樣作業相關事宜。 

2. 聯絡管轄河川局承辦人員、巡防小隊長、當地拖板車及怪手司機，依天

候狀況確認採樣時間。 

3. 準備採樣所需物品，包含 GPS、噴漆、鏟子、尺、2英吋篩、磅秤、採

樣紀錄表、相機(含備用電池)、白板及個人隨身物品等。 

4. 若有需要的話可與河川巡防人員先行確認路況及交通條件。 

5. 採樣當天行車至預定採樣點位後，先以 GPS定位確認採樣座標並記錄位

置。 

6. 於現地採樣位置量取長、寬皆1m，並噴漆照相。現地開挖點之選則原

則係避免開挖填築出來的便道、農地、雜草植被處，盡可能採原河川

樣本或河道整理後之灘地。現場作業應聽從河川巡防人員指示辦理。 

7. 以挖土機挖取深度2~3m 土樣，丈量深度是否達到標準，務必避開上層

覆土以確保代表性。 

8. 對挖出之土樣中大於2英吋較不易以人力搬運之礫石，於現場進行粒徑

區分與重量紀錄。 

9. 將挖出之砂石均勻分布堆置，進行太空包裝袋，並以卡車將採樣土砂運

回適當地點暫行堆置，待該河川全數採樣完畢統一送回實驗室進行相關

試驗。 



 

 

 
 

10. 將採樣坑回填整平，出入口恢復原狀。上述過程皆需拍照紀錄，有關現

場採樣紀錄表如附件。 



 

 

 
 

 

 

OO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採樣日期 . 

採樣

點位 

N  現場環境描述： 

 
E  

位置描述  

  

採樣座標定位 挖土機採樣現況 

  

採樣坑深度確認 採樣土石裝袋 

  

大於2”篩砂石量測尺寸與重量 取樣後坑洞填平 

 



 

 

一、 粒料單位體積重量試驗 

(一) 試驗目的： 

1. 了解粒料之組織、空隙等性質。 

2. 可作爲水泥混凝土配合設計之計算數據。 

3. 可用以判斷粒料之品質優劣。 

4. 可用爲以體積驗收粒料之依據。 

 

(二) 試驗儀器： 

1. 量桶：附手柄之金屬製圓柱體，其規格如附表 2-1 所示。 

2. 搗棒：直徑16 mm，長度600 mm之圓柱形鋼棒，其一端呈半球體。 

3. 天平或台秤：靈敏度應達所稱重量之0.1%以內。 

4. 乾布及平板玻璃：校正量器之容積用。 

5. 鏟子。 

6. 刮平尺。 

 

附表 2-1 式樣儀器規格表 

 粒料最大

粒徑(mm) 

容量(l)  內 徑 

(mm ) 

 內高 

(mm ) 

最 小 厚 度 (mm ) 

器 底 器 壁 

12.5 3 155 ± 2 160 ± 2 5.0 2.5 
25 10 205 ± 2 295 ± 2 5.0 2.5 
40 15 255 ± 2 305 ± 2 5.0 3.0 
100 30 355 ± 2 305 ± 2 5.0 3.0 

 

(三) 試樣： 

1. 以四分法或試樣等量分取器取具代表性試樣。 

2. 將試樣烘乾至恆重，並冷却至室溫。 

 

(四) 試驗法： 

1. 搗棒搗實法： 

CNS 規定適用於 5 cm 以下之粒料。試驗步驟： 

(1) 將量器置於平坦而堅實處。 

(2) 試樣分三層置入(每次約三分之一)，每層均先以手敷平，次以搗棒在表面均

勻搗實 25 次，每一次搗實深度應深入下一層。 

(3) 最上一層，應將粒料加滿至溢出量器，搗實後並用直尺刮修平整，稱重得 

W1(kg)。 



 

 

(4) 傾出粒料，稱量器空重爲 W2 (kg)。 

 

2. 鏟塡法： 

CNS 規定適用於粒料粒徑 10 cm 以下者。 

(1) 將量器置於平坦而堅實處。 

(2) 以圓鍬或鏟子將粒料提至容器頂高 5cm 以下處，將粒料投入量器內，並防

止粒料發生分離。 

(3) 塡滿後，以直尺刮平，稱得重 W1 (kg)。 

(4) 傾出粒料，稱取量器空重爲 W2 (kg)。 

 

(五) 注意事項： 

1. 上述無論以何法試驗，均應重複三次以上。 

2. 量器之容積，應先以之清水校正之。 

3. 於最上層之粗粒料刮平時，常有較大粒料凸出一半，另一半在容器內，此時

應另取較小粒料塡平之，以免影響試驗結果。但細粒料的情形不同，要用刮平

尺取除表面多出的試料。 

4. 用搗棒搗實時，應使搗棒垂直落下，不可偏斜，且每次搗實施力應均勻。 

5. 本試驗步驟第 1 法屬壓實重量之測定法，第 2 法屬鬆重量之測定法。 

6. 同一試樣，各次試驗所得結果，其誤差値應在±1%以內。 

 

(六) 計算： 

1. 粒料單位體積重 

=
𝑊1 −𝑊2

量器之容積
    (kg/m3) 

 

2. 空隙體積百分比(%) 

=
乾 燥 骨 材 絕 對 體 積 單 位 重 −  乾 燥 骨 材 單 位 體 積 重

乾燥粒料絕對體積單位重
× 100% 

 

=
乾 燥 骨 漲 比 重 ×  水 單 位 重 － 乾 燥 骨 材 單 位 體 積 重

乾 燥 骨 漲 比 重 ×  水 單 位 重
× 100% 

 

(七) 參考資料： 

 1. CNS 1163。 

  



 

 

二、 粗粒料比重及吸水率試驗 

(一) 試驗目的： 

1. 測定粗粒料在面乾內飽和(S.S.D.)及乾燥狀態之比重。 

2. 測定粗粒料之吸水率。 

3. 提供混凝土配比設計之計算數據。 

4. 研判粒粒料之品質。 

5. 為混凝土品質控制之參數。 

 

(二) 原理： 

阿基米德原理之應用。 

 

(三) 試驗儀器： 

1. 粗粒料比重測定用天平。 

2. 磅稱：容量 10kg，精度 0.5g。 

3. 鐵絲網筐：容量約20cm∅ × 20cmH，網目 5mm。 

4. 金屬鋁盤。 

5. 烘箱。 

6. 篩：4.75mm (CNS 386)篩。 

7. 乾燥器。 

8. 吸水布。 

9. 水桶。 

 

(四) 試樣： 

1. 以 4 分法或等量分取器取具代表性試樣 

2. 將粒徑小於 4.75mm(#4 篩以下)之細粒篩除之，試驗用粒料之最少重量如附

表2-2 所示。 

3. 如粒料為均質粒料時則應取 25.4mm 以上粒徑者 5kg 試驗之。 

 

(五) 試驗步驟： 

1. 將依上述所取試樣以清水洗淨，在 110±5℃之溫度下烘乾至恆重，並於室溫

冷卻 1~3 小時後，浸入 15~25℃之清水中至少 24±4 小時。 

2. 將試料自清水槽中取出，倒在吸水布上滾動或用吸水布將表面水擦乾，使成

面乾內飽和狀態，此項工作應迅速而準確。 

3. 立即稱取面乾內飽和狀態試料約 5000g(A)，並讀至 0.5g。 



 

 

4. 將粗粒料比重測定用天平之圓桶裝水，以能蓋滿掛於天平下之網筐為宜，稱

取網筐於 23±1.7℃水中重，記為 B(g)。 

5. 將 A 試料置入網筐內，稱取網筐與試料在 23±1.7℃水中之總重，於稱重前

應小心搖動之以使粒料內空氣逸出，記為 C(g)。 

6. 取出試料裝於金屬盤中，並置於烘箱內以 110±5℃之溫度烘乾至恒重(至少 4 

小時以上)，冷卻至室溫後稱重，讀至 0.5g，記為 D(g)。 

附表2-2 試驗試驗用粒料尺寸重量對應表 

粒料最大尺寸(mm) 試驗最少重量(kg) 

12.5 2 

19.0 3 

25.0 4 

37.5 5 

50.0 8 

63.0 12 

75.0 18 

90.0 25 

100.0 40 

112.0 50 

125.0 75 

150.0 125 

 

 (六) 計算： 

1. 於 23℃時之面乾內飽和漲比重=
𝐴

𝐴−(𝐶−𝐵)
 

 

2. 於 23℃時之乾燥狀態漲比重=
𝐷

𝐴−(𝐶−𝐵)
 

 

3. 吸水率(%)=
𝐴

𝐴−(𝐶−𝐵)
× 100% (以乾重為底) 

 

4. 於 23℃時之比重=
𝐷

𝐷−(𝐶−𝐵)
 

 

(七) 參考資料： 

 1. CNS 488 

 

 

 

 

 

 

 

 

 

 

 

 



 

 

三、 細粒料比重及吸水率試驗 

(一) 試驗目的： 

同粗粒料者。 

 

(二)原理： 

阿基米德原理之應用。 

 

(三) 試驗儀器： 

1. 圓錐模及搗棒：搗棒重 340±15g，爲一金屬製品，測量砂之面乾內飽和狀態

使用。 

2. 比重瓶：容量 500ml 量瓶，可適用 500g 試料。 

3. 天平：容量 1kg 以上，精度 0.1g。 

4. 烘箱。 

5. 金屬鋁盤。 

6. 吹風機。 

7. 乾燥器。 

8. 漏斗。 

9. 乾布。 

10. 攪拌匙及刮刀。 

11. 容器：有蓋，容量 2公升。 

12. 噴霧瓶。 

 

(四) 試樣： 

以四分法或試樣等量分取器採取具代表性之細粒料 並先置於110 ±5 °C 之 

烘，箱中烘乾至恆重，再浸入水中 24 小時以上，使吸收飽和水分。 

 

(五) 試驗步驟： 

1. 將上述預先準備之試樣約取 1000 g，平舖於金屬盤上，以吹風機吹之，使粒

料表面水分逐漸蒸發，並時時攪動，使乾燥度甚爲均勻，直至細粒料接近能自

由流動時爲止。 

2. 將此細粒料置於圓錐模內，直至滿溢爲止，並以搗棒輕擊 25次(約以搗棒自

身之重量搗實卽可)，刮平表面，並淸除模邊之細砂。 

3. 將模垂直提起，如上端面周邊細料輕微自然坍下，卽表示已達面乾內飽和狀

態，如仍保持其圓錐形，則其內部仍含有游離水分，此時可再繼續風乾及攪



 

 

動，頻作試驗直至粒料達面乾內飽和狀態時爲止。依此法可證實在開始試驗

時，試樣內是否含有游離水分，如一開始卽行坍下，卽表示該粒料已非飽和水

分而爲氣乾狀態，此時應加入少許水，徹底攪拌，並置於一有蓋之容器內 30 

分鐘後再行同前述步驟試驗。 

4. 稱取比重瓶重，記爲 W1(g)。 

5. 立卽稱取 SSD 細粒料 500g(W2)，倒入瓶中，並加入 23±1.7℃之水約達 

500ml之刻度。 

6. 將該瓶在平板上搖動，以逐出其中氣泡，再將瓶浸入 23±1.7℃之恆溫水槽

中，約 1 小時後如液面有低於 500ml 刻劃線，應再加滿至 500ml 處。 

7. 擦乾比重瓶外水分，稱取瓶內試樣加水總重，準確至 0.1g，記爲 W(g)。 

8. 將細粒料自瓶內取出後，置於鋁盤中於 110±5℃之溫度下烘乾到恆重(至少四

小時)，冷卻至室溫後取出稱重得 W3(g)，並稱取盤重 W4(g)。 

 

(六) 注意事項： 

1. 粒料呈 SSD 狀態時，需立刻稱重試驗，以免水分過於蒸發。 

2. 細粒料烘乾完全，冷卻至之過程應放入烘乾器內，以免吸收空氣中之水分。 

3. 重覆再試驗一次，且兩次所得比重値不得相差±0.02，吸水率不得相差±

0.05%以上。 

 

(七) 計算： 

1. 於 23℃時之面乾內飽和漲比重=
500

500−(𝑊−𝑊1−500)
 

 

2. 於 23℃時之乾燥狀態漲比重=
𝑊3−𝑊4

500−(𝑊−𝑊1−500)
 

 

3. 吸水率(%)=
500−(𝑊3−𝑊4)

𝑊3−𝑊4
× 100% (以乾重為底) 

 

4. 於 23℃時之比重=
𝑊3−𝑊4

[500−(𝑊−𝑊1−500)]−[500−(𝑊3−𝑊4)]
 

 

(八) 參考資料： 

 1. CNS 487 

 

 

 

 

 

 

 

 



 

 

四、 粗細粒料篩分析試驗 

(一) 試驗目的： 

1. 分析粗細粒料顆粒大小分佈情形，判定其級配良寙。 

2. 測定粒料細度模數(F.M.)，作為水泥混凝土配合設計之依據。 

3. 判定粗粒料之標稱最大粒徑。 

4. 依粒料篩分析的結果，可調配成所期望之理想級配。 

5. 為粒料品質管理的必要工具之一。 

 

(二) 試驗儀器： 

1. 標準篩組： CNS 386 規格；一般細粒料用#4，#8， 

#16，#30，#50，#100，#200；粗粒料選用1
1

2
"， 1”， 

3

4
"，

1

2
"，

3

8
"，#4。 

2. 搖篩機 

3. 精密天秤或台秤：靈敏度須達所稱試料重量之0.1%以內。 

4. 烘箱。 

5. 試料皿盆或金屬鋁盤。 

6. 細銅刷：刷標準篩用。 

7. 試樣等量分取器。 

 

(三) 試樣： 

1. 以四分法(一般用在粗粒料)或試樣等量分取器(一般用在細粒料)選取具代表性

試樣。 

2. 選取之粒料先置於110 ±5 ℃之烘箱中烘乾至恆重，並冷卻至室溫。 

3. 細粒料： 

(1) 如細粒料有 95%以上通過#8 篩時，至少選取 100g。 

(2) 如細粒料有 90%以上通過#4 篩時，停留#8 篩超過 5%時，至少選取 

500g。 

(3) 細料篩分析完成，停留各號篩之重量不得超過 200g(使用 20.3cm 圓篩

時)，否則須於其間加插較大孔徑篩。 

(4) 通常於細粒料篩分析時，秤取 1kg 以上。 

4. 粗粒料： 

(1) 粗粒料試樣重規格。 

(2) 若粗粒料試樣重大於 5kg 時，篩直徑需大於 40.6cm。 

5. 若試樣為粗細混合料時，先以# 4篩分成粗細粒料，再依上述3、4節方法選

取。 



 

 

(四) 試驗步驟： 

1. 將烘箱中烘乾到恆重之試料，移入乾燥器內，冷卻至室溫。 

2. 將所需之篩組以細銅刷刷淨，再依孔徑大小順序由上至下排列，另加一底盤

及一頂蓋。 

3. 將試料到進最上層之篩內，然後蓋緊蓋頂。 

4. 篩分析時，應將篩左右水平搖動，並輔以衝震，但不可用手幫助粒料過篩。 

5. 篩分析動作須為連續不斷，直至過篩量在1分鐘內小於停留在該篩號數量之 

1%時為止。 

6. 使用電動搖篩機時，至少須搖篩5分鐘，至於篩分析是否已完全，可同上述

手搖篩分析法之方式處理。 

7. 至於停留在#4 篩以上部分之試料篩分析，應使粒料在篩面下成一單層現象

時為止。 

8. 將停留在每一篩上(連底盤內者)之粒料傾出稱重，並記錄之。 

 

(五) 注意事項： 

1. 篩分析時，所取試樣愈多，結果將愈精準。 

2. 篩分析時，對極細之粒料應避免散失，篩分析前及傾倒粒料後均應以細銅刷

刷淨。 

3. 篩分析僅適用於粒料顆粒大於#200 篩者。 

4. 粗粒料在氣乾狀態下篩分析所生誤差不大。 

5. 本試驗所用之篩方孔或圓孔均適用。 

6. 本法不適用於瀝青混凝土抽油後乾燥粒料之篩分析試驗。 

7. 計算 FM 時，粗粒料顆粒在#4 篩以下的篩上之累積遺留百分數，不可忘記

加入。 

 

(六) 計算 

1. 某篩號之個別停留百分比(%)=
遺留在某篩號之重量(𝑔)

試樣總重(𝑔)
× 100% 

2. 某篩號之通過百分比(%)=100-某篩號之累積停留百分比 

 

3. 細度模數(F.M.) =
各特定篩號之累積停留百分比之總和

100
 

4. 篩分析級配曲線：將試樣中各篩號之通過百分比為垂直軸，各篩號孔大小為

水平軸繪得。 

 

(七) 參考資料：1. CNS 486，10989 



 

 

五、 粗粒料洛杉磯磨損試驗 

(一) 試驗目的： 

測定各種岩石、碎石、圓卵石及軋碎爐碴等粗粒料之磨損率，以判定其堅

硬之程度，並作爲粒料品質評定之依據。 

 

(二) 試驗儀器： 

1. 洛杉磯磨損試驗機(LosAngeles Testing Machine)：主要可分爲鋼架基座及迴

轉圓筒。圓筒於迴轉時，毎分鐘迴轉數爲 30〜33 RPM。 

2. 磨球：鋼製，一組共12個；每球直徑 46.8mm(1
27

32
")，重量約爲420~440 g。 

3. 標準篩及底盤：CNS386 規格，粗粒料篩組一套及#12 篩一個。 

4. 磅稱：靈敏度須達所稱重量之±0.1%以內。 

5. 烘箱。 

6. 金屬鋁盤。 

 

(三) 試樣： 

1. 取具代表性試樣,不含雜質而乾淨者，置入 110±5°C 烘箱中烘乾至恆重。 

2. 對烘乾之粗粒料篩分析，並依附表 2-4 的規定，選擇一種級配範圍來混

合，所選之級配須能代表或最接近於實際應用粒料之級配爲宜。 

 

 

附表2-4 不同粒徑粗粒料之洛杉磯磨損試驗級配選擇表 

 CNS 386 標準篩 試樣級配與重量(g) 

通過 停留 A B C D E F G 

80.0 mm 63.0 mm     2500±50   

63.0 mm 50.0 mm     2500±50   

50.0 mm 37.5 mm     5000±50 5000±50  

37.5 mm 25.0 mm 1250±25     5000±50 5000±25 

25.0 mm 19.0 mm 1250±25      5000±25 

19.0 mm 12.5 mm 1250±25 2500±10      

12.5 mm 9.5 mm 1250±25 2500±10      

9.5 mm 6.3 mm   2500±10     

6.3 mm 4.75 mm   2500±10     

4.75 mm 2.36 mm    5000±10    

總質量 5000±10 5000±10 5000±10 5000±10 10000±100 10000±75 10000±50 

所用磨球數 12 11 8 6 12 12 12 

圓筒迴轉數 500轉 1000轉 

 

 

 



 

 

(四) 試驗步驟： 

1. 將試樣及所需磨球數，置入洛杉磯磨損試驗機之圓筒內，並鎖緊入口孔頂蓋

板。 

2. 依試樣所選級配設定圓筒迴轉數，啟動開關使之均勻旋轉。 

3. 至固定轉數後，儀器自動停止，待數分鐘後再啟開頂蓋，小心將試様傾出。 

4. 用 #12 號篩(1.7 mm)，將試樣篩分成兩部分。 

5. 將停留於篩上之部分以淸水洗淨後，置入 110±5°C 烘箱中烘乾至恆重，再

取出稱重，精讀至 1g。 

 

(五) 注意事項： 

1. 試驗前，應先檢查圓筒內有無灰塵，並擦拭乾淨。 

2. A、B、C、D 組細級配廻轉數均爲 500 轉，試料用量 5000g；E、F、G 粗

級配組者則用 1000 轉，試料用量 10000g。 

3. 圓筒在轉動時，應注意其軸必須保持水平與平衡，旋轉速度才會保持均勻。 

4. 若粒料無雜物附著其上，則於試驗前後不必冲洗，試驗後不冲洗，對所計量

之磨損率之減少量很少會多於原試樣重之 0.2%。 

5. 試驗結果應計算至小數點以下 1 位。 

6. CNS 490 規定之 38 mm 以下之粗粒料洛杉磯磨損試驗，卽爲上表中之 A、 

B、 C、D，四組級配；CNS 3408 規定之 19mm 以上之粗粒料洛杉磯磨損試

驗，卽爲上表中之 E、F、G 三組級配。 

 

(六) 計算： 

1. 磨損率(%)=
磨損重量(𝑔)

試驗前試樣重量(𝑔)
× 100% 

 

=
試 驗 前 試 樣 重 量 −試 驗 後 留 於 #12篩 上 部 分 之 重 量

試驗前試樣重量(𝑔)
× 100% 

 

(七) 參考資料： 

1. CNS 490。 

2. CNS 3408。 

 

 

 

 

 

 



 

 

六、 粒料健性試驗(硫酸鈉或硫酸鎂法) 

(一) 試驗目的： 

1. 測定粒料對於飽和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之分解抵抗力，用以研判粒料之抗風

化作用能力。 

2. 本法乃粒料耐久性能的間接性評估法，在缺乏直接性測試條件時，更具價

值。 

 

(二) 試驗儀器： 

1. 標準篩：CNS 386規格 

(1) 細粒料用：#4，#8，#16，#30，#50，#100。 

(2) 粗粒料用： 
3

8
′′ ，

1

2
′′，

3

4
′′，1”，1 

1

2
′′，2”，2

1

2
′′，較大之篩每增 

1

2
′′分列

之。 

2. 網籃：不銹鋼製，對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之侵蝕具抵抗力，開孔應配合粒料

粒徑。 

3. 容器：盛裝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供裝有粒料之網籃浸泡用。所盛溶液體積至

少須為粒料體積五倍以上。容器材料希能抵抗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侵蝕，並以

富有蓋子為最佳。 

4. 恆溫設備：用以調節試樣浸於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內時的溫度。 

5. 烘箱：溫度能維持於110 ±5℃者 。 

6. 天平或磅秤：秤細粒料用者容量至少500 g，精度0.1 g；秤粗粒料用者容量最 

少5kg，精度為1g。 

7. 試驗溶液製備： 

(1) 飽和硫酸鈉溶液 

將化學用級之脫水硫酸鈉(Na2SO4)粉末或硫酸鈉結晶(Na2SO4 ∙10H2O)，溶

解於 25~30℃之水中，時時攪拌至達飽和且有多餘之結晶存留為止。使用前，

此溶液應冷卻至 21±1℃，並至少維持此溫度 48 小時以上，在使用時，若有結

塊，應徹底攪拌溶液，務使其比重在 1.151~1.174。通常在 22℃時，每公升水

宜加 350g之脫水硫酸鈉粉末或750 g之硫酸鈉結晶。 

 

(2) 飽和硫酸鎂溶液 

將化學用級之脫水硫酸鎂(MgSO4)粉末或硫酸鎂結晶(MgSO4 ∙ 7H2O)，溶解

於 25~30℃之水中，時時攪拌至達飽和且有多餘之結晶存留為止。使用前，此

溶液應冷卻至 21±1℃，並至少維持此溫度 48 小時以上，在使用時，若有結

塊，應徹底攪拌溶液，務使其比重在 1.295~1.308。通常在23℃時，每公升水宜



 

 

加450 g之脫水硫酸鎂粉末或1400 g之硫酸鎂結晶。 

8. 溶液比重計：測定範圍 1.515~1.174 及 1.295~1.308。 

9. 量桶。 

10. 氯化鋇。 

 

(三) 試樣： 

1. 將細粒料#50篩以上，粗粒料#4篩以上部分，徹底洗淨，並烘乾至恆重。 

2. 細粒料：依附表 2-5 規定，篩分為五群，每群各取 100 g 以上；但如停留

某篩上之量不及原試樣之 5%以上時，則該群試料不取。 

3. 粗粒料： 

(1) 依附表 2-6 之規定篩分成各群，再從各群一表中規定分別取量；但如停留

在某篩上之量不及原試樣 5%以上時，則該群試料不取。 

(2) 岩石：將該石塊碎成大小形狀均勻，每個約重 100 g，並清洗乾淨，烘乾稱

取 5000 g。 

 

附表 2-5 細粒料試料重規定 

通過篩號 停留篩號 試料最少重(g) 

3/8  #4 100 

 #4  #8 100 

 #8 #16 100 

#16 #30 100 

#30 #50 100 

 

附表 2-6 粗粒料試料重規定 

CNS 386試驗篩之標稱孔寬(mm) 各篩停留量(g) 總停留量(g) 

通過9.5 停留4.75 300±5 300±5 

通過19.0 停留9.5 通過12.5 停留9.5 330±5 1000±10 

通過19.0 停留12.5 670±10 

通過37.5 停留19.0 通過25.0 停留19.0 500±30 1500±50 

通過37.5 停留25.0 1000±50 

通過63.0 停留37.5 通過50.0 停留37.5 2000±200 5000±300 

通過63.0 停留50.0 3000±300 

大於63.0時，以25.0間距倍數遞增 7000±1000 7000±1000 

 

(四) 試驗步驟： 

1. 試樣依上述分組稱重後，將之浸入盛有硫酸鈉或硫酸鎂之飽和溶液容器中，



 

 

並需要高出試樣13 mm以上，容器上應加蓋，且保持 21 ± 1℃之溫度。 

2. 浸泡16~18小時後，將試樣取出，室溫下晾乾，再放入 110 ± 5℃之烘箱內烘

乾至恆重(約需4~8小時)。 

3. 試樣由浸泡於飽和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至取出烘乾為止，謂之一循環。 

4. 烘乾試樣冷卻至室溫，再進入飽和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內，重複上述之步

驟，直至所需之循環次數為止。(一般試驗以五個循環較多) 

5. 在完成最後一個循環試驗，試料冷卻至室溫即用清水洗除硫酸鈉或硫酸鎂， 

並用氯化鋇(BaCl2)溶液與沖洗水做反應試驗以鑑定是否已清洗乾淨(不呈白色混

濁狀表已洗乾淨)。 

6. 將清洗過之試樣，放入110± 5℃烘箱內烘乾至恆重，冷卻至常溫。 

7. 對細粒料試樣，均以試驗前各群停留篩作為損耗篩篩之，並稱取剩餘之重

量。 

8. 對粗粒料試樣則以下附表2-7所列之損耗篩篩之，並稱其停留在篩上之重量。 

9. 粗粒料大於
3 

4
"以上試樣所含顆粒個數應計出，且於每次浸泡後，應觀測並記

錄，由於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作用且發生剝脫、壁裂、粉碎、裂縫及碎片等之

影響程度，同時計算被影響之顆粒數目。 

 

附表 2-7 健性試驗 

試驗前粗粒料之尺度 指定標稱

孔寬(mm) 通過CNS 386 試驗篩

之標稱孔寬(mm) 

停留CNS 386 試驗篩

之標稱孔寬(mm) 

63 37.5 31.5 

37.5 19.0 16.0 

19.0 9.5 8.0 

9.5 4.75 4.0 

 

(五) 注意事項： 

1. 依 ASTM C88 規定，本試驗需做5 個或10個循環。 

2. 粗粒料試樣中小於#4 篩顆粒，應併入細粒料中試驗。 

3. 試驗浸泡時，容器須加蓋，其目的乃在防止溶液之蒸發或灰塵之侵入。 

4. 試樣取出、烘乾等過程，不能有漏失；如為細粒料試樣，任何大於#100 篩

之碎屑不得損失。 

5. 同一試樣採硫酸鈉或硫酸鎂溶液試驗結果差異甚大，且溫度之影響亦不可忽

視，尤其硫酸鈉法為甚。 

6. 每一飽和溶液最多只能使用 10 個循環。 



 

 

7. 粗細粒料各群若佔原試樣重量之 5%以內者，則該群不予試驗，但該群重量

損失百分率則取該群前後兩組之重量損失百分率之平均值代表之。如期前、後

兩組有缺一時，則取與不缺者之重量損失百分比率值相同即可，另小於#50 篩

之損失百分率以零計之。 

8. 粗粒料試樣，在完成分析前，碎屑宜予保留。 

9. 岩石試樣之損失，以原重減去試驗後未經破裂成三塊或以上者之重量計之。 

10. 本試驗凡試樣大於
3 

4
"以上之顆粒，於每次浸泡後均應先做品質檢驗，試驗

完成後再做重量損失檢驗，再做
3 

4
"以上顆粒品質檢驗時，最好亦檢測期較小之

顆粒，以決定其是否有過度開裂之情況。 

11. 浸泡時，如遇極輕質粒料，可用適當重量之鐵絲網置於其上以達浸漬效

果。 

 

(六) 計算： 

1. 各組重量損失百分率(%) 

= [1 −
試驗後停留在規定損耗篩上之重量(𝑔)

試驗前各組試樣重量(𝑔)
] × 100% 

 

2. 試樣全體重量損失百分率(%)=∑各組重量損失百分率(%) ×  各組在原試樣中

所佔重量百分比 

 

(七) 參考資料： 

 1. CNS 1167。 

  



 

 

七、 水溶性氯離子試驗 

(一) 試驗目的： 

本標準規定細粒料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之試驗方法。 

 

(二) 試驗儀器： 

1.1 L之廣口瓶(含蓋)或三角燒瓶(含橡皮塞)。 

2.1 mL、5 mL及50 mL之吸量管。 

3.25 mL之滴定管。 

4.300 mL之三角燒瓶 

5.秤量2 kg之天平(準確至0.1 g) 

 

(三) 試樣： 

化學分析級試藥依下列規定： 

1.鉻酸鉀指示劑(濃度為 5w/v%)  2.硝酸銀溶液(濃度為 0.1 N) 

 

(四) 試驗步驟： 

1.稱取試樣約1,000 g放入廣口瓶或三角燒瓶中，再連瓶置於溫度調控為

(105~110)℃之電熱恆溫烘箱中烘乾至恆重，求出試樣之乾重W (g)。 

2.將廣口瓶或三角燒瓶中加入500 mL之純水後，加蓋或像皮塞封口靜置24小

時，然後大約每隔5分鐘，頂部及底部反轉搖振瓶子一次，共計3次以萃取所含

鹽分。再靜置片刻以吸量管抽取50 mL之上澄液，移至容量為300 mL之三角瓶

中。 

3.加1 mL鉻酸鉀指示劑於三角燒瓶內，再以0.1 N之硝酸銀溶液滴定之，邊滴定

邊搖燒瓶，直至溶液變紅褐色不消失為止，表示已達滴定終點，此時可得0.1 N

硝酸銀滴定溶液之消耗量A (mL)。 

4.另取50 mL之純水，依上述方法進行空白試驗，此時可得0.1 N硝酸銀滴定溶

液之消耗量B (mL)。 

 

(五) 計算： 

水溶性氯離子含量(%)=
𝑓×0.0035×(𝐴−𝐵)×10

𝑊
× 100 

(六) 參考資料： 

 1. CNS 13407。 



 

 

八、 鹼質粒料反應試驗 

(一) 試驗目的： 

本試驗法是以化學方法測定水泥混凝土中矽質粒料與鹼性物質之潛在反應性。

取骨材粒料通過50號篩而停留 100號篩上之部份，在80℃之溫度下，與濃度為 

1N之NaOH溶液經24小時的加速反應過程，以骨材稀出之矽濃度(以Sc表示)及鹼

消耗量(以Rc表示)的相互關係，將所得結果標示在判斷標準圖上，藉兩者間之

相互關係判定骨材之反應性。 

 

(二) 試驗儀器： 

1.秤子 

2.分析天平 

3.打碎及研磨設備 

4.試驗篩 

5.反應容器 

6.恆溫浴槽 

7.分光光度計或光度計 

8.玻璃器皿 

 

(三) 試樣： 

將粗粒料骨材利用小型顎碎機打碎減小骨材粒徑，以通過標稱孔寬為4.75 mm之

試驗篩。之後篩分打碎之粗粒料，截取粒徑在300 µm與150 µm間的部分。為確

保所有粒徑小於150 µm 之細料均已篩除，須將樣品於標稱孔徑為150µm之試

驗篩上沖洗，沖洗後之樣品以105土5°C之溫度烘乾20土4小時。 

 

 

(四) 試驗步驟： 

一、骨材所溶出之矽濃度的量測(Sc) 

1.稱取三份各25±0.05g具代表性之試樣，分置於三只耐鹼、耐熱的反應容器

中，以滴管各加入25ml之l N濃度的氫氧化鈉溶液，而於第四只反應容器中，亦

用滴管注入25ml相同濃度之氫氧化鈉溶液充當空白試驗組。將四只容器封蓋，

並緩緩旋搖容器使溶液中之空氣逸出。容器封蓋後立即將其置於80±1.0℃之恆

溫水槽中。經過24小時後，將反應容器由 80℃恆溫水槽內移出，以流動之自來

水沖浸冷卻15分鐘，使反應容器溫度降低至30℃以下。 

2.反應容器冷卻後立即將其打開，以過濾紙分離粒料殘渣，以試管收集濾液。

過濾之操作至使濾液濾出之速率慢至大約每10秒1滴為止，過濾完成後，應立即

攪拌濾液以確保其均勻性，然後以吸管抽取10 ml之濾液至200 ml之量瓶內，並



 

 

以去離子水將其稀釋至200ml，此溶液稱為甲溶液。 

3.於約含半滿純水之100ml量瓶中加入甲溶液10 m1，分別加入2 ml之鉬酸按溶

液及1 ml之(1:1)濃鹽酸溶液，以圈旋方式搖晃量瓶混溶之。於室溫下將溶液靜

置15分鐘後，加入1.5±0.2ml之草酸溶液，再以去離子水稀釋至100 m1，然後充

分混勻各量瓶中之試液。將試液靜置5分鐘後，放入波長410 nm之分光光度計吸

收槽內，分別測定其吸光度或透光度。 

4.與由已知矽濃度製成的檢量曲線比對，求出試液中的二氧化矽濃度C。 

 

二、溶液消耗之鹼量的量測(Rc)： 

1.將矽酸鈉溶於水中，配製二氧化矽標準溶液 (濃度為10 mmo1/ L)。 

2.溶解10g之鉬酸銨( (NH4)6MO7O24·4H2O) 於100 m1之水中。 

3.溶解10g含兩個結晶水之草酸於100 ml 之水中。 

4.於100 ml 量瓶中，分別加入定量之二氧化矽標準溶液，配製成一系列不同濃

度之二氧化矽溶液，濃度範圍由 0.0-0.5 mmol/L。 

5.在各個量瓶中，分別加入2 ml之鉬酸銨溶液及l ml( l：l )之濃鹽酸溶液，以圈

旋方式搖晃量瓶將試液均勻混溶之。於室溫下將溶液靜置15分鐘後，加入

1.5±0.2ml之草酸溶液，再以蒸餾水稀釋至100 ml，然後充分混合各量瓶中之試

液。靜置5分鐘後，分別置於波長為410 nm之分光光度計吸收槽內，測定其光線

吸收度。 

6.將各已知濃度之矽溶液與其光線吸收度製作成檢量曲線。 

 

三、溶液消耗之鹼量的量測(Rc) 

1. 以吸管吸取甲溶液20 ml，移入一只 125 ml之三角燒瓶內，加入2滴之酚鈦指

示劑(試液顏色為紅色)，以0.05N濃度之鹽酸溶液滴定至終點(紅色消失) 為止。 

 

(五) 計算： 

S c = 20× (100/V) × C 

S c ：欲測濾液中的二氧化矽濃度 

V ：所抽取之稀釋濾液(甲溶液)的量 

C ：由分光光度計所測得試液中的二氧化矽濃度(mmol/L) 

 

溶液消耗鹼量之計算： 

RC = (20× N/V1 )(V3-V2 )× 1000 



 

 

R C =氫氧化鈉溶液所消耗之鹼量(m mol/L) 

N =鹽酸滴定溶液之濃度(0.05N) 

V1 =甲溶液吸取量(20ml) 

V3 =試樣達滴定終點所耗用鹽酸之體積(ml) 

V2 =空白試驗組達滴定終點所耗用鹽酸滴定溶液之體積( ml ) 

 

判斷試驗骨材的反應性： 

將上述試驗所測得之Sc 與Rc 值，繪於所附之化學法判斷標準圖圖1，由 Sc 

與Rc 之交叉座標點之位置，即可判斷骨材是否具鹼反應性。 

 

 

圖1 依鹼度之降低量及溶解之二氧化矽量試驗結果區分無害及有害粒料之圖解 

 

(六) 參考資料： 

 1. CNS 13618。 

 



 

 

九、 小於試驗篩75μm材料含量試驗 

(一) 試驗目的： 

本標準規定以水洗法測定粒料中粒徑小於75μm材料含量，黏土及其他粒料顆

粒以及水溶性材料，可經由淘洗水之分散，在試驗過程中游粒料內移除。 

 

(二) 試驗儀器： 

1.天平：天平或磅秤於使用範圍中可稱讀且準確至0.1g，或試樣重之0.1%，取

兩者之大者。 

2.試驗篩組：兩只成一套之試驗篩組，下層篩為孔寬75μm之試驗篩，上層則為

孔寬1.18 mm之試驗篩，兩者需符合 CNS 386之規定。 

3.容器：盤或盆、桶等，其容量需足夠盛裝試樣並以水淹覆。 

4.烘箱：烘箱須足夠容量且能維持110±5℃之均勻溫度。 

5.濕潤劑：任何分散劑，例如洗碗盤用之液態清潔劑。 

 

(三) 試樣： 

1.依CNS 485採取粒料樣品。若相同試樣依CNS 486進行篩分析試驗時，則取

樣須符合該法適用之規定。 

2.充分混拌待試之粒料樣品，採用CNS 10989中所述適用方法，將樣品減量成

適於試驗之量。 

 

(四) 試驗步驟： 

1.將試樣以110±5℃之溫度烘乾至恆重，定其質量準確至試樣之0.1%止。 

2.若適用之規範要求對小於粒料標稱最大粒徑之某一特定篩號過篩之部份試

樣，進行粒料中粒徑小於75μm材料含量之測定時，則須先以此指定篩號分離

試樣，並測定通過該指定篩號材料之質量準確至該部份試樣質量之0.1%止，且

以此一質量作為原始乾燥質量(B)。 

3.試樣將烘乾並測定期質量後，將試樣置於容器中，加入足量之水予以淹沒，

水中不得添加清潔劑、分散劑或其他物質，充分攪動試，使所有粒徑小於

75μm 之顆粒完全由粗顆粒分離出來，並使這些細粒材料於水中呈懸浮狀態，



 

 

立即將含有懸浮及溶解固體之淘洗水，傾倒於上層選用較粗孔寬之試驗篩組

上，傾倒時應小心。 

4.再次加水於盛有試樣之容器中，如同前述方式攪動並傾倒淘洗後之水，重覆

此一操作直至淘洗水清澈為止。 

5.將所有停留在疊置試驗篩組上之材料，以清水沖洗併入洗淨之試樣中，於烘

箱內以 110±5℃之溫度烘乾至恆重，並稱其質量準確至原始質量之 0.1%止。 

 

(五) 計算： 

A = [
(𝐵 − 𝐶)

𝐵
] ∗ 100 

A：以水洗法求得粒料內粒徑小於75μm材料之百分率(%) 

B：試樣之原始乾燥質量(g) 

C：水洗後試樣之乾燥質量(g) 

 

(六) 參考資料： 

 1. CNS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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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水系砂石採樣計畫 

一、採樣時間 

本計畫預計於 107年 5月 21日至 6 月 29日赴淡水河現地取樣砂石，每

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若因天候因素或現地交通限制影

響，將視情況調整作業時間。 

有關前置現地勘查及實際砂石採樣作業視需要擬請河川管理單位巡查

人員會同協助。 

二、採樣數量 

依本計畫契約規定，每一採樣點開挖面積 1 平方公尺，深度約 2 至 3

公尺。預計採樣土石數量約 100至 200公斤，取樣完成後將坑洞填平復原。

淡水河水系預計共取樣 17點。 

三、作業人員及機具 

本院負責採樣人員名單如下，協力廠商名單於作業前回報，原則上，每

次約 5~6人至河床取樣。 

車輛及機具包含 1輛客車、1輛拖板車、1輛挖土機(PC200)。 

 

採樣工作人員名單 

張俊鴻 陳泰安 

羅元佑 楊韙誠 

游敬枰  

 

四、採樣點位 

規劃淡水河採樣點位如表 1 與圖 1 所示，共 17 點，確切採樣點得依現

地勘查時，現場之地形、地質、交通條件等因素調整位置，並以 GPS 定位

與記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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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淡水河水系採樣點位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TS01 淡水河 出海口  TS10 三峽河 長福橋上游 

TS02 淡水河 中興橋下游  TS11 基隆河 社子大橋下游 

TS03 大漢溪 浮洲  TS12 基隆河 七賢橋上游 

TS04 大漢溪 柑園大橋上游  TS13 新店溪 中正橋上游 

TS05 大漢溪 中溪洲  TS14 新店溪 碧潭大橋下游 

TS06 大漢溪 大溪橋下游  TS15 南勢溪 上龜山橋上游 

TS07 大漢溪 後池堰下游  TS16 南勢溪 攬勝大橋上游 

TS08 大漢溪 羅浮橋上游  TS17 景美溪 北新橋上游 

TS09 大漢溪 義興電廠上游     

 

 
      

 

圖 1淡水河採樣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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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溪水系砂石採樣計畫 

一、採樣時間 

本計畫預計於 107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31 日赴東港溪現地取樣砂石，每

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若因天候因素或現地交通限制影

響，將視情況調整作業時間。 

有關前置現地勘查及實際砂石採樣作業視需要擬請河川管理單位巡查

人員會同協助。 

二、採樣數量 

依本計畫契約規定，每一採樣點開挖面積 1 平方公尺，深度約 2 至 3

公尺。預計採樣土石數量約 100至 200公斤，取樣完成後將坑洞填平復原。

東港溪水系預計共取樣 10點。 

三、作業人員及機具 

本院負責採樣人員名單如下，協力廠商名單於作業前回報，原則上，每

次約 5~6人至河床取樣。 

車輛及機具包含 1輛客車、1輛拖板車、1輛挖土機(PC200)。 

 

採樣工作人員名單 

張俊鴻 陳泰安 

羅元佑 楊韙誠 

游敬枰  

 

四、採樣點位 

規劃東港溪採樣點位如表 1 與圖 1 所示，共 10 點，確切採樣點得依現

地勘查時，現場之地形、地質、交通條件等因素調整位置，並以 GPS 定位

與記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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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東港溪水系採樣點位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DG01 東港溪 東港大橋上游  DG06 東港溪 隴東橋上游 

DG02 東港溪 港西攔河堰  DG07 東港溪 義亭 

DG03 東港溪 興社大橋上游  DG08 東港溪 牛角灣溪匯流口 

DG04 東港溪 潮州大橋上游  DG09 萬安溪 萬安大橋上游 

DG05 東港溪 萬巒大橋上游  DG10 牛角灣溪 涼山橋下游 

 

 

 

      

 

 

 

 

 

 

 

 

 

 

 

 

圖 1東港溪採樣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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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邊溪水系砂石採樣計畫 

一、採樣時間 

本計畫預計於 107年 7月 16日至 8 月 31日赴林邊溪現地取樣砂石，每

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若因天候因素或現地交通限制影

響，將視情況調整作業時間。 

有關前置現地勘查及實際砂石採樣作業視需要擬請河川管理單位巡查

人員會同協助。 

二、採樣數量 

依本計畫契約規定，每一採樣點開挖面積 1 平方公尺，深度約 2 至 3

公尺。預計採樣土石數量約 100至 200公斤，取樣完成後將坑洞填平復原。

林邊溪水系預計共取樣 11點。 

三、作業人員及機具 

本院負責採樣人員名單如下，協力廠商名單於作業前回報，原則上，每

次約 5~6人至河床取樣。 

車輛及機具包含 1輛客車、1輛拖板車、1輛挖土機(PC200)。 

 

採樣工作人員名單 

張俊鴻 陳泰安 

羅元佑 楊韙誠 

游敬枰  

 

四、採樣點位 

規劃林邊溪採樣點位如表 1 與圖 1 所示，共 11 點，確切採樣點得依現

地勘查時，現場之地形、地質、交通條件等因素調整位置，並以 GPS 定位

與記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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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林邊溪水系採樣點位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LB01 林邊溪 出海口  LB07 來社溪 義林大橋上游 

LB02 林邊溪 林邊大橋上游  LB08 來社溪 來義部落聯絡道路 

LB03 林邊溪 力力溪匯流口  LB09 內社溪 來義村東部落 

LB04 林邊溪 餉潭大橋下游  LB10 力力溪 力力溪大橋上游 

LB05 林邊溪 丹林吊橋下游  
LB11 力力溪 

舊白鷺聯絡道路

橋上游 LB06 瓦魯斯溪 泰義連絡橋上游  

 

 

 

      

 

圖 1林邊溪採樣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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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霧溪水系砂石採樣計畫 

一、採樣時間 

本計畫預計於 107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28 日間赴立霧溪現地取樣砂石，

每日工作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若因天候因素或現地交通限制

影響，將視情況調整作業時間。 

有關前置現地勘查及實際砂石採樣作業視需要擬請河川管理單位巡查

人員會同協助。 

二、採樣數量 

依本計畫契約規定，每一採樣點開挖面積 1 平方公尺，深度約 2 至 3

公尺。預計採樣土石數量約 100至 200公斤，取樣完成後將坑洞填平復原。

立霧溪水系預計共取樣 2點。 

三、作業人員及機具 

本院負責採樣人員名單如下，協力廠商名單於作業前回報，原則上，每

次約 5~6人至河床取樣。 

車輛及機具包含 1輛客車、1輛拖板車、1輛挖土機(PC200)。 

 

採樣工作人員名單 

張俊鴻 陳泰安 

羅元佑 楊韙誠 

游敬枰  

 

四、採樣點位 

規劃立霧溪採樣點位如表 1與圖 1 所示，共 2點，確切採樣點得依現地

勘查時，現場之地形、地質、交通條件等因素調整位置，並以 GPS 定位與

記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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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立霧溪水系採樣點位 

 

編號 河川 說明 

DG01 立霧溪 太魯閣橋下游 

DG02 立霧溪 太魯閣橋上游 

 

 

 

  

 

圖 1立霧溪採樣點位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1 採樣日期 107.9.5 

採樣

座標 

X 293555  現場環境描述： 

米倉公園進入，近出海口之寬廣淺灘，

表面卵礫石與垃圾，深處多泥土 

Y 2783221  

位置描述 出海口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2 採樣日期 107.9.4 

採樣

座標 

X 294696  現場環境描述： 

公園外側，岸邊草叢較高，泥多 Y 2767569  

位置描述 中興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3 採樣日期 107.9.4 

採樣

座標 

X 294765  現場環境描述： 

四汴頭停車場外，岸邊雜草高，多土與

卵石，粗細粒料比例較低 

Y 2767736  

位置描述 四汴頭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4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287650  現場環境描述： 

河道整齊，經自行車道通往大漢溪邊，

多卵礫石 

Y 2761095  

位置描述 三鶯二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坑洞開挖過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5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280919  現場環境描述： 

灘地寬廣滿佈雜草，卵礫石大顆、土壤

多，可用之粒料較少 

Y 2756889  

位置描述 中溪洲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6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278542  現場環境描述： 

大溪橋旁原工地通道進入，大石與土多 Y 2753070  

位置描述 大溪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7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275860  現場環境描述： 

溪洲大橋下游北水局工地，水流平穩，

水道雜草多 

Y 2746480  

位置描述 後池堰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8 採樣日期 107.5.30 

採樣

座標 

X 286620  現場環境描述： 

羅浮疏濬工地，粗粒料比例高，大石

少，溪水流緩 

Y 2744289  

位置描述 羅浮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09 採樣日期 107.5.30 

採樣

座標 

X 286266  現場環境描述： 

義興疏濬工地，溪水清澈，挖深坑洞湧

入溪水，粗粒料多 

Y 2740042  

位置描述 義興電廠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0 採樣日期 107.9.4 

採樣

座標 

X 287291  現場環境描述： 

三峽河曾疏濬處，有狹窄便道通行，土

石粒料多，雜草叢生 

Y 2757571  

位置描述 長福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1 採樣日期 107.9.5 

採樣

座標 

X 299902  現場環境描述： 

社子堤防外小碼頭旁雜草路，河道寬

廣，土石較多泥土 

Y 2778235  

位置描述 社子大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2 採樣日期 107.9.5 

採樣

座標 

X 307810  現場環境描述： 

彩虹河濱公園自行車道外，多為泥土，

岸邊雜草高 

Y 2771749  

位置描述 彩虹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3 採樣日期 107.9.5 

採樣

座標 

X 302212  現場環境描述： 

永和中正橫移門進入直行到底之缺口，

溪水較混濁，粒徑平均 

Y 2768089  

位置描述 中正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4 採樣日期 107.9.5 

採樣

座標 

X 302619  現場環境描述： 

陽光橋疏濬工地，溪邊泥濘路，卵礫石

與砂土多 

Y 2763611  

位置描述 碧潭大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5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305478  現場環境描述： 

有混凝土欄杆封鎖，拆卸後進入，兩側

有岩壁，粒徑偏粗砂土較少 

Y 2754689  

位置描述 上龜山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機具拆卸阻擋設施 

  

採樣坑深度確認 坑洞開挖過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6 採樣日期 107.7.24 

採樣

座標 

X 305690  現場環境描述： 

近烏來老街，停車場旁通道進入，溪水

清澈，砂土比例高 

Y 2750937  

位置描述 攬勝大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淡水河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TS17 採樣日期 107.9.4 

採樣

座標 

X 304506  現場環境描述： 

由腳踏車道進入，大石多，河道較狹窄

且水流湍急 

Y 2764542  

位置描述 北新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1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194318  現場環境描述： 

東港大橋旁河濱公園，雜草多，河道寬

廣，河流平緩 

Y 2486799  

位置描述 東港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2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194991  現場環境描述： 

堤防旁越堤路，旁有觀景台，雜草多且

密 

Y 2489955  

位置描述 港西攔河堰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3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198638  現場環境描述： 

興社大橋旁缺口越堤路，雜草多，多土

砂 

Y 2493639  

位置描述 興社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4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203013  現場環境描述： 

潮州大橋旁，有些許細小石頭，雜草茂

密 

Y 2496238  

位置描述 潮州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5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205114  現場環境描述： 

萬巒大橋旁，河流平緩，雜草高且密 Y 2497898  

位置描述 萬巒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6 採樣日期 107.8.3 

採樣

座標 

X 207268  現場環境描述： 

隴東橋旁，河道寬廣，河流平緩，多雜

草 

Y  2500506  

位置描述 隴東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7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07814  現場環境描述： 

堤防越堤路下，多大顆石頭 Y 2501719  

位置描述 義亭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8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09588  現場環境描述： 

堤防越堤路下，河道表面寬廣乾枯，但

挖掘時有水，有雜草生長 

Y 2503089  

位置描述 牛角灣溪匯流口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09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1680  現場環境描述： 

萬安大橋堤防越堤路，多大顆石頭，旁

有雜草 

Y 2502652  

位置描述 萬安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東港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DG10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2684  現場環境描述： 

涼山橋旁道路缺口，河道有整理，粒料

細小，挖掘一米有水 

Y 2509539  

位置描述 涼山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1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199978  現場環境描述： 

林邊溪出海口，旁有港口，些許雜草，

現地表面多砂  

Y 2479876  

位置描述 出海口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2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01930  現場環境描述： 

林邊大橋附近堤防越堤路下，雜草高， 

多砂 

Y 2483231  

位置描述 林邊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3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05183  現場環境描述： 

為疏濬點，旁有料場，小石頭多，現場

挖掘深度一米時有水 

Y 2484766  

位置描述 力力溪匯流口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4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08958  現場環境描述： 

餉潭大橋旁疏濬點，多雜草，河道寬廣

乾枯 

Y 2489089  

位置描述 餉潭大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5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11723  現場環境描述： 

丹林吊橋下疏浚點，粗粒料多，河道寬

廣 

Y  2491133  

位置描述 丹林吊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6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4686  現場環境描述： 

泰義連絡橋旁缺口，岸邊有岩盤，河流

湍急，河道寬 

Y 2493901  

位置描述 泰義連絡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7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4979  現場環境描述： 

義林大橋旁缺口進入，為疏濬點，有河

道整理工程，河流湍急 

Y 2492091  

位置描述 義林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8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7938  現場環境描述： 

來義部落疏濬點，多大顆石頭，河流湍

急  

Y 2492047  

位置描述 來義部落聯絡道路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09 採樣日期 107.8.2 

採樣

座標 

X 217599  現場環境描述： 

疏濬點，多大顆石頭，前方路斷 Y 2491901  

位置描述 來義村東部落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10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09969  現場環境描述： 

力力溪大橋疏濬點，河流湍急，河水清

澈 

Y 2482863  

位置描述 力力溪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林邊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B11 採樣日期 107.8.1 

採樣

座標 

X 215790  現場環境描述： 

舊白鷺聯絡道路橋旁，疏濬點，河道小 

水流湍急，旁有水溝工程 

Y 2482378  

位置描述 舊白鷺聯絡道路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立霧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W01 採樣日期 107.7.26 

採樣

座標 

X 316401  現場環境描述： 

疏濬工地進入，平坦寬廣，粗粒料多 Y 2670697  

位置描述 太魯閣大橋下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立霧溪 砂石現地採樣紀錄表 

點位編號 LW02 採樣日期 107.7.26 

採樣

座標 

X 305690  現場環境描述： 

岸邊有雜草，由通道進入河道平坦寬

廣，土石粒徑平均 

Y 2750937  

位置描述 太魯閣大橋上游 

  

採樣點周遭環境 坑洞開挖過程 

  

採樣坑深度確認 土石樣品裝袋 

  

初步篩分秤重            取樣後坑洞填平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工程會資料介接訪談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7月9日(星期一) 下午2時00分 

貳、會議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管理處會議室 

參、主持人：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組 許組長進忠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理處：何處長育興、周簡任技正

壽榮、黃簡任技正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組：許組長進忠、王技正思琳、陳技士韻

竹、鍾技士兆豐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張經理俊鴻、羅工程師元佑 

信諾科技公司：沈工程師宗佑、陳工程師清瑜 

伍、會議結論： 

(一) 工程會肯定本計畫跨部會資料共享之意義，並同意提供

標案管理系統中資料予礦務局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

系統介接使用。 

(二) 目前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中，各機關填報數據並無經校

核與監督，由系統介接之營建資材需求量與目前提供礦

務局之資料相同，因此建議建立一管理機制介入機關填

報，以確保資料可靠度。 

(三) 管理機制之建立，建議可由礦務局發函協請中央或地方

政府藉標案管理系統提報其在建工程之大宗資材需求量，

並可由各單位自行檢核其填報之數據，非僅由一位承辦

人經手數據，或可提升數據準確性。 

(四) 相關資料介接作業工程會皆可配合，提供 xml或 Excel檔



案供礦務局使用，相關介接方式後續可再討論。 

(五) 可參考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系統，建立相關法源依據與

流向管理機制，規範機關填報大宗營建資材需求。 

(六) 標案管理系統之填報欄位旁可增加法源依據與資料蒐集

目的等相關說明。 

(七) 工程會提供標案管理系統之資料，礦務局可協助作相關

業務分析，亦可進一步建議資料檢核機制。 

(八) 工程會將提供一組標案管理系統之帳號密碼，供礦務局

檢視系統功能與資料欄位，並研擬資料需求。 

陸、散會：下午4時00分。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水利署資料介接訪談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7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時00分 

貳、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 第六會議室 

參、主持人：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組 許組長進忠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經濟部水利署：許科長錫鑫、林克韋、邱婉婷 

經濟部礦務局：王技正思琳、陳技士韻竹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張經理俊鴻、羅工程師元佑 

信諾科技公司：陳工程師清瑜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伍、會議結論： 

(一) 水利署非常支持資料開放，願介接資料予礦務局土石資

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統。 

(二) 目前疏濬統計已有 Open data可直接介接，但廣義疏濬包

含河道整理，對市場分析來說無用處，應先劃分清楚，

只取販售土石之數據。 

(三) 土石標售趨勢分析則僅包含標售土石，亦可提供資料介

接。 

(四) 砂石採樣性質管理部分，因目前兩系統欄位不同，可協

調統一試驗欄位後，水利署與礦務局即可互相分享資料。 

(五) 後續再與維護單位逢甲大學討論資料欄位統一，以及資

料介接之技術問題。 

陸、散會：下午11時00分。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水利署資料介接訪談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8月29日(星期三) 上午9時15分 

貳、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參、主持人：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組 王技正思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望科長熙娟、蔡研究員武岩 

經濟部礦務局：陳技士韻竹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張經理俊鴻、羅工程師元佑 

信諾科技公司：陳工程師清瑜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陳博士屏甫、葉博士禮旭 

伍、會議結論： 

(一) 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統所需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料，包含各縣市出土土質、土量等，均為公開資料，建

議以爬蟲程式直接定期抓取即可。 

(二) 出土工地之座標量一年約有18,000點，其中約8成均會送

至處理場，且其餘土方交換的部分多為土壤，不屬可用

作營建骨材之原料，因此建議若需介接出土地點，追蹤

土資場較佳。 

(三) 現行土資場位置目前公開資料僅有地址、地號等，並無

包含座標資料，若需座標則未來可再議開放。 

(四) B5混凝土塊部分應會進入砂石原料，據砂石碎解洗選業

者評估約可使用3%至5%，後續可再考量如何將此部分

納入系統。 

陸、散會：上午9時45分。 



『台灣砂石品質履歷與分級標準』專家諮詢會 

會議記錄 

        記錄：羅元佑 

壹、會議時間：107年 8月 13日(星期一) 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經濟部礦務局 401會議室(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53號) 

參、主持人：詹穎雯教授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 

肆、專題報告：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張俊鴻專案經理 

伍、專家意見： 

（一）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廖肇昌副總工程司 

1. 砂石品質管控工作在實務上皆為預拌混凝土廠和瀝青廠在執

行，若可回到砂石供應源頭自己管理則效率較高，建議由政

府主導推動砂石業者自主管理砂石品質。 

2. 砂石品質具區域性，主管機關除了關心品質，市場情形也需

要考慮，故建議砂石品質分級時考慮區域供應問題。 

（二） 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陳式毅前所長 

1. 砂石品質可分為原料與加工品質，目前探討之履歷與分級較

取決於原料材質，而加工後有良好粒形也很重要。 

2. CNS為品質之最低標準，然而隨不同使用者之使用需求，應

再區分出更高品質之砂石粒料。 

3. 現行之認證制度多無強制性，若可多考量免檢驗等誘因搭配，

才可提升業者參與意願。 

4. 以國內目前情況來看，若砂石履歷要推動順暢，建議以政府

機關主辦力量較大，且較易取信於大眾。 



（三） 台灣大學高健章教授 

1. 認證制度之落實相當重要，須有完善之追蹤作業來維持品質，

才可建立此認證之公信力。 

2. 目前砂石履歷之規劃在加工方面著墨較少，但對混凝土來說

粒形也是關鍵因素。 

（四） 台灣海洋大學黃然教授 

1. 砂石之生產者與供應者未必相同，須先釐清砂石品質履歷和

分級之對象是針對砂石場還是產品。 

2. 台灣目前混凝土強度大多僅達 4000 psi，粒料符合 CNS1240

即可使用，可參考中國大陸針對各類強度制定標準。 

3. 砂石粒料有多種區分方式，如粗粒料與細粒料、天然砂與機

製砂、卵石與碎石等，對各種粒料應有適宜之標準，如石粉

含量等。 

（五） 台灣科技大學陳君弢教授 

1. 建議先辨識出目前須解決之問題，再來探討砂石分級採用之

項目。 

2. 健度有兩種試驗方式，結果可能會有差異，應考慮本分級標

準是否限定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試驗。 

3. 預拌廠的驗收標準是依據經驗或文獻，可再深入探討。 

4. 目前分級標準僅考慮天然粗粒料，可考慮未來是否納入再生

粒料與細粒料。 

5. 檢驗砂石品質可考慮加入快速檢驗方法，如 XRF等分析。 

6. 砂石品質履歷是否需限定申請單位，應可再討論。 

（六） 南亞技術學院柴希文教授 

1. 實務上細粒料品質亦為關鍵，砂石分級建議考慮細粒料。 



2. CNS6299目前已廢止並由 CNS1240取代，可再討論適用性。 

（七） 中興大學林炳森教授 

1. 砂石履歷制度須有誘因才可吸引業者參與，如再生瀝青混凝

土驗證之推動，即為通過評鑑才可承包相關工程。 

2. 預拌混凝土與瀝青混凝土之品質要求不盡相同，故砂石分級

建議以用途區分，納入各產業之意見會更完善。 

3. 本計畫建立資料庫可供未來學界、業界可在資料庫中查詢河

川各支流與河段之品質，具實質效益。 

（八） 台灣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周順安理事長 

1. 以往各單位進行資源調查之砂石分級多以如方案一之方式，

本計畫提出方案二結合產業實際需求，或較具可行性。 

2. 方案二分級僅有混凝土級與回填級配級過於簡略，可參考國

家標準與產業普遍使用規格再細分如高強度混凝土等級別。 

3. 各種砂石料源納入流向管理相對複雜，應再思考如何管理砂

石場使用各料源之比例與流向。 

4. 長期推廣才可使民眾了解砂石履歷之重要。 

5. 建議使用表格比較砂石履歷各方案之優劣。 

（九） 國產建材實業楊志強副總經理 

1. 若以一、二、三級區分，一般消費者僅會想使用一級，造成

二、三級材料浪費。 

2. 砂石場製程會影響扁平率等項目，若料源品質佳而成品級配

不良也不利於使用者。 

3. 台灣北部砂石來源多為大陸機製砂與花蓮砂，然而其石粉含

量難滿足 CNS1240中小於 75µm材料之要求，中國大陸有亞

甲藍試驗可判別成分為石粉或泥，而台灣尚無相關規範，造



成北部地區業者困擾，請主管機關與專家學者協助思考。 

4. 以綠混凝土為例，綠建築之評分項目當中並無納入綠混凝土

相關項目，導致缺乏實際誘因，至今仍未有實際達成之案例。 

（十） 台灣水泥林尚毅資深經理 

1. 台泥採用的砂石主要為國內河川砂石，若有一認證制度可供

初步篩選好的料源，對預拌業者應有很大幫助。 

2. 砂石品質分級應考慮適才適所，且有可能造成價格波動。 

3. 砂石分級方案或以方案二用途區分較適宜。 

（十一）亞東預拌混凝土甘嘉瑋科長 

1. 一級砂石料源相對較少，若以方案一區分後，二、三級料皆

會無人願意使用，可能造成業者困擾。 

2. 砂石品質履歷之認證目的應使品質一目了然，供消費者選取

合適之砂石，而實際上也可能有一級砂石場生產二級料，因

此制度建立須多考慮此類情況。 

（十二）建中工程陳世涵協理 

1. 三級料實務上或有不同級別砂石混用情況，。 

2. 砂石品質地圖宜呈現比重、吸水率、健度、取樣點、試驗項

目、試驗方法、取樣時間等資訊。 

陸、機關意見 

（一）經濟部礦務局徐景文局長 

1. 整條砂石產業鏈應先確實盤點，確認各環節以何種規範或措

施來管理。 

2. 信度與效度為砂石履歷運作之關鍵，須考量完善之制度以取

信於大眾。 

3. 執行砂石履歷需要足夠預算，礦務局未來歸於環境資源部，



須建立完整資料與論述方可說服部會與立法委員。  

4. 砂石履歷作業流程應先於廠商新申請時就嚴格把關，而通過

之舊廠商持續輔導。 

（二）經濟部水利署許錫鑫科長 

5. 河川砂石多來自疏濬土石標售，目前僅第一類砂石場可購買。 

6. 以減免土石押標金與優先得標等誘因鼓勵業者參與砂石履歷，

水利署相當認同，但實務上執行仍較困難，須有充分且有力

理由才可納入。 

7. 花蓮地區砂石品質數據，請研究單位再確認。 

（三）經濟部礦務局許進忠科長 

1. 目前國內砂石供應量大於需求量，實為推行砂石品質履歷的

好時機，各專家提出砂石履歷與分級相關意見，再請營建研

究院參考並持續探討如何減低分級產生之問題。 

2. 砂石履歷為針對砂石場或是產品認證，須再探討。 

3. 研究團隊已蒐集國內相關履歷案例，請再依據本次會議凝聚

之共識，探討何種推行機制較適合砂石履歷。 

柒、結論 

1. 砂石品質履歷方面，制度建立須先釐清認證對象為砂石場或

其產品，推動時以政府來主導之力度較大，且須搭配完善誘

因，提升業者參與意願。 

2. 砂石分級標準方面，多支持方案二以用途區分品質，後續將

基於此方案持續探討進一步分級與配套。 

3. 感謝各位專家及機關代表提供寶貴意見，將作為本計畫後續

執行之建議事項。 

捌、散會：中午 12時 00分。 



 

 

圖 1 專家諮詢會現場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砂石產業訪談 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9月 6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台灣區土石採取業同業公會 

參、主持人：王技正思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 砂石品質履歷之立意良好，業者也希望政府有相關政策保障

工程品質與優良業者之權益。 

2. 推動砂石履歷一定要有誘因，否則市場皆以單價競爭，作業

費用將成為額外負擔。 

3. 砂石履歷以使用端需求制訂標準，標準僅檢驗最終成品之性

質，部分砂石場可能以品質不同料源混合生產，摻用不適用

材料也通過砂石履歷之認證，則較不公平。 

4. 可於台中辦研討會宣導，並加印砂石專刊發放予業者，宣導

砂石品質履歷。 

(二) 砂石分級標準 

1. 分級標準使用英文代號較可降低爭議，如玻璃分級以 SQ、

GQ、RQ等。 

(三) 系統使用者需求調查 

1. 10月將召開理監事會議，屆時再協助調查系統功能相關意

見，並提供予營建院規劃。 

陸、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砂石產業訪談 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9月 6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參、主持人：王技正思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 砂石履歷要推動首先要取得預拌廠認同，否則消費者以單價

考量，驗證又增加砂石場成本，無法吸引業者參加。 

2. 請營建研究院建議工程會於施工綱要規範中納入砂石履歷，

以增加誘因。 

3. 建議將申請門檻調整較低，先讓所有業者皆可進入此制度後，

逐步輔導業者提升產製與品管能力，品質普遍提升後，即可

回歸市場機制競爭。 

4. 另亦建議礦務局可逐步研擬未來強制所有業者參與砂石履歷

之可行性。 

(二) 砂石分級標準 

1. 本分級標準業者均支持，荖濃溪砂石品質佳，業者願帶頭推

廣此砂石分級。 

2. 鑑於工程品質不時傳出砂石問題，此砂石分級標準也應向預

拌廠、工程機關推廣，要求砂石使用者重視粒料品質。 

陸、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107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訪談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9月 11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新北市泰山區半山雅 70號) 

參、主持人：張經理俊鴻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 砂石履歷與分級標準 

1. 砂石場應能提供較完整品質檢驗紀錄，供採購者參考。 

2. 砂石履歷推動時應避免造成砂石供應商產生有不公平競爭

的現象，以減少爭議。 

3. 砂石履歷推動前，可於現有的相關施工規範，融入砂石履

歷驗證的精神，鼓勵砂石場建立品質履歷。 

4. 建議工程採購評選以最有利標時，納入採用經砂石履歷驗

證之砂石供應商，作為廠商評選加分項目之一。 

5. 建議砂石「分級」標準改為砂石「分類」標準，避免廠商競

爭及造成第三級砂石無人使用之資源浪費。 

(二) 系統使用者需求調查 

1. 礦務局「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統」圖台上可將河川砂

石做分類，供廠商能快速找尋所需品質之砂石，節省廠商時

間，立意甚佳。 

2. 建議主動告知工程顧問公司土石資料庫相關資訊介紹，並提

供工程機關人員試用，可協助提出相關需求。 

陸、散會：下午 4時 00分。 



107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 

工程機關訪談 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9月 18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台北市捷運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 

參、主持人：王技正思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 部分地區砂石料源多樣，追蹤砂石來源可能有困難，若能做

到如 DNA 般可辨別每批砂石來源成份，則對工程機關助益

大。 

2. 通過砂石履歷後，供料之預拌廠之砂石年度檢驗報告予以減

免，業者可龐大的檢驗費用，而公部門亦可節省人力。 

3. 若砂石履歷廠商可減免年度檢驗報告，試驗應委 TAF認證實

驗室執行，且應增加砂石履歷之檢驗項目。 

4. 建議將施工綱要規範增修砂石粒料標準，並加述採用通過砂

石履歷認證之廠商可免除年度檢驗。 

(二) 砂石分級標準 

1. 制定之分級標準為相對標準還是絕對標準，相對標準可考慮

調整適當之級別分佈比例，絕對標準則應有更有力之論述支

持。 

2. 高強度混凝土以 100MPa 為標準似乎太嚴苛，目前國內混凝

土達此強度需求之案例極少，略微放寬至 8000 psi 左右或可

降低爭議。 

3. 健度應說明是採硫酸鈉或硫酸鎂為標準。 



4. 扁平率對砂石品質來說也相當重要，建議納入分級指標。 

(三) 系統使用者需求調查 

1. 砂石品質分類可供工程機關審核料源多一些依據。 

2. 台北市捷運局對混凝土品質要求嚴謹，因此砂石品質資訊揭

露較有幫助，但一般機關應無此需求。 

3. 若須提升機關使用系統之意願，建議說服工程會、交通部等

單位本系統之重要性，由上級往基層要求才容易推動。 

陸、散會：下午 4時 30分。 

  



 



『台灣砂石履歷制度與品質分類』產官學座談會 

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10月 25日(星期四) 上午 10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台灣科技總部大樓 16樓會議室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 190號 16樓) 

參、主持人：詹穎雯教授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 

肆、專題報告：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伍、議題討論： 

（一） 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周明松常務理事 

1. 花蓮砂石公會最早推動砂石履歷，雖有初步成果，但因誘因

不足，預拌廠仍以單價競爭故無法成功推廣。 

2. 目前混凝土業均耗費心力在砂石品管，實際上砂石品管應為

砂石場之責任，預拌廠只需標示使用何處砂石即可。 

3. 希望政府落實砂石產銷透明化，並積極推動。 

4. 台灣使用強度 8000 psi 以上之混凝土仍少，建議此一用途分

類應再研議。 

（二） 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陳台雄顧問 

1. 本會由 104 年與台灣營建研究院聯合推動台灣優質砂石粒料

標章，擬透過品質標示提升混凝土及工程品質。 

2. 建議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應優先採用通過砂石履歷之供應商，

進而促使民間建設公司跟進採用。 

3. 礦務局推動砂石履歷及品質分類，可落實砂石品質與銷售流

向之揭露，本會全力支持。 

（三） 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曾淑惠 



1. 目前許多廢棄物流入砂石場與瀝青廠，砂石履歷與分類應考

慮此情況。 

2. 砂石履歷通過之廠商較多後，預拌業者將較容易選擇供應商。 

（四） 台灣瀝青工業同業公會林縈婕總幹事 

1. 瀝青混凝土之砂石用量逐年降低，係因瀝青鋪面被強迫使用

轉爐石與電弧爐碴等再生粒料，盼砂石履歷與用途分類推動

後，可提升瀝青廠使用之天然砂石量。 

（五） 台灣科技大學張大鵬教授 

1. 預拌混凝土與瀝青混凝土之砂石需求量請再釐清。 

2. 簡報第 16頁之砂石履歷流向管理表單，未列入詳細河川及河

段，應再修正。 

3. C類標準依據國家標準制訂，然而 H類係參考業界粒料驗收

標準與文獻，建議制訂邏輯可一致。 

4. 認同此分類標準，但比重、吸水率、洛杉磯磨損率及健度大

多取決於天然因素，而非砂石場生產因素，建議可再針對此

情形討論。 

（六）  台灣科技大學沈進發教授 

1. 砂石履歷推動立意良好，樂見主管機關推動此制度，盼工程

品質與資源有效利用有良好效益。 

2. 一般工程已可追溯預拌混凝土來源，建立砂石履歷後將可一

條龍串聯將產銷透明化，並提升工程品質。 

3. 一般工程少用到高強度混凝土，且其強度應明確定義。 

（七） 中國科技大學蔡得時教授 

1. 因砂、石性質可能也略有差異，建議研議是否將粗細粒料分

別分類。 



2. 建議砂石履歷應執行不定期且無預警之抽樣檢驗，以控制場

內砂石品質之穩定。 

3. 建議可強制實施砂石履歷制度。 

（八） 台灣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周順安理事長 

1. 贊同以用途分類取代性質分級，減少使用者誤解。 

2. 目前分三類應屬適當，若分過多類別較難落實。 

3. 花蓮砂石公會曾推動砂石履歷，建議可針對其推動經驗來檢

討並改善本計畫規劃之推動策略。 

4. 砂石履歷目前非強制性，建議研議於河川砂石品質調查時，

將各水系中未申請之砂石業者初步分類建檔。 

（九） 經濟部水利署邱婉婷副工程司 

1. 若需於疏濬提料進貨時須進行管控，水利署願配合於砂石履

歷試辦時協助推行。 

2. 目前砂石分類僅有 C、F、H三類，然而部分河川無法以此標

準分類，建議可透過河川砂石品質調查成果，標示哪些河川

無法分類。 

（十） 交通部公路總局洪宗亨正工程司 

1. 砂石履歷推動誘因中，工程會部分請釐清工程採購是否採最

有利標。 

2. 基於實際市場情況，建議將再生粒料及進口砂石納入砂石履

歷之範疇。 

3. 目前砂石品質調查未納入土石採取與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建議納入調查 

4. 砂石履歷建議考量砂石場是否使用不同河川之料源。 

（十一）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曾子齊副工程司 



1. 減少公共工程砂石粒料重複檢驗一項，誘因似乎不大，建議

可再討論。 

（十二）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1. 公共工程評選最有利標加分項目納入砂石履歷是否適當，可

再與工程會研議。 

（十三）經濟部礦務局王思琳技正 

1. 本年度初步建立砂石履歷制度，並訪談砂石業者與工程機關，

本次會議將綜合各界建議，供砂石履歷推動參考。 

2. 砂石場料源可能包含天然粒料與再生粒料，後續將再研議如

何將再生粒料納入砂石履歷控管。 

3. 另中國大陸砂石因透過貿易商進口，難以納入砂石履歷，後

續仍將再研議相關配套。 

4. 108年度將再邀請各機關進一步確認與討論制度與誘因。 

（十三）經濟部礦務局許進忠組長 

1. 礦務局早期僅管理供需穩定，目前已開始加入品質，仍需個

工程機關之積極參與方有效果。 

2. 砂石分類標準為較難之課題，多料源混合如何分類，後續可

再納入考慮。 

3. 盼砂石履歷與分類之推動可符合社會需求，並促進砂石品質

透明化。 

4. 在循環經濟政策下，再生粒料未來或有流入砂石場之可能性，

須於砂石履歷中有妥善之流向控管。 

陸、結論 

1. 砂石業者、工程機關均樂見砂石履歷之推動，於 108 年度試

行時將再持續完善砂石履歷之制度。 



2. 各界多同意本計畫規劃之分類標準，然而仍有部分業者有異

議，將持續與業者溝通並適度調整標準及論述方式。 

3. 未來計畫團隊可至工程會報告砂石履歷之規劃，並協調相關

誘因之建立。 

4. 感謝各位專家、產業及機關代表提供寶貴意見，將作為本計

畫後續執行之建議事項。 

柒、散會：中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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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 

一、前言 

本手冊係規範「砂石產銷履歷」 (以下簡稱本驗證)(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簡稱 TAC)驗證作業的各項要求，提供申請驗證廠商及辦理驗

證業務人員遵循，以符合國際標準，提昇作業品質，建立驗證公信力。 

二、適用範圍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

公司執照(若公司於 90 年 10 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

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一) 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地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二) 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並

確認第二類資格。) 

 

三、參考文件 

(一) ISO 17065 (CNS 17065) 

(二)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 

(三) ISO 9001 國際標準(CNS 12680) 

(四)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五)相關作業程序(如本手冊參考資料) 

 

四、設立宗旨及驗證組織 

(一)設立宗旨 

砂石是營建工程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廣泛用於預拌混凝土、水泥製品、

道路鋪面、回填級配等，用量龐大，其品質對混凝土的強度、工作性及耐久

性有深遠的影響，優良的砂石材料是作為豪宅建築、高科技廠房及重大公共

工程所必備。台灣砂石來源主要是河川疏濬，因來源產地不同，所製成之骨

材品質自然有所差異，然而，骨材需經過預拌混凝土廠的調配生產，方能作

為工程所用的混凝土，但預拌混凝土的採購多以單價為考量，砂石場同業在

迫於市場競爭下，只能削價因應，更甚者摻混劣質骨材售出，不利於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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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建工程的結構安全及耐久強度發展，也衍生出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經濟部礦務局(以下簡稱本局)作為砂石主管機關，為穩定砂石市場、促

進工程安全，經審慎規劃後推動自願性之「砂石產銷履歷」，以砂石品質及

產銷流向透明化之方式，盼提升國內骨材品質。為推動此工作，本局評選公

正客觀且具砂石專業之第三方驗證執行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位)，結合ISO 

9000品質驗證與國家標準(CNS)對砂石粒料各項品質要求，以查驗各粒料品

質符合工程規範產品之能力。 

 (二)驗證組織 

本局為驗證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會)，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

集人，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邀請國內熟悉

水利、礦物、混凝土工程與驗證事務之學者、專家組成，由總召集人邀聘之

，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委

員擔任之。秘書組由執行單位組成，設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聘任。 

五、驗證組織之要求 

(一)一般規定 

1. 本驗證作業應以公正無私、無歧視待遇為原則，不因申請者財務情況、

規模大小或為某團體之會員而有所差異，亦不得對特定廠商予以加速或

延遲辦理。 

2.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公

司執照(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

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為第一類或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其中第一

類廠商需檢附證明文件；第二類廠商則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其具實際銷售

量或生產實績。申請廠商均需檢附近三個月電費單，以證明廠內有持續

生產運作。 

3. 驗證範圍為砂石製程及品質管理能力，以及場內粗粒料產品。 

4. 驗證系統依據 

本驗證系統係依據ISO 17065標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ISO 9000標準、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CNS)建立，以書面化之手冊及作業程序等方式展現，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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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有效之執行，以提供外界對本驗證作業之信心及處理驗證作

業產生之責任。 

5. 每件申請案於正式評鑑前先行赴廠訪談，以評估案件是否繼續進行。每

一案件最後之複審及驗證決定，亦由具有專業能力之權責人員(評鑑常務

委員會、總召集人)協助完成。 

(二)組織 

1. 架構 

本驗證組織架構為指導委員會、總召集人，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院

長擔任，下設有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

位，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

評鑑委員擔任之。秘書組下設有召集人一位，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組

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另為配合驗證管理系統業務推展及持續實施，

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上屬主管擔任驗證管理代表，必要時由總召集人

另行指派適當人選擔任之。 

2. 權責與權限 

本驗證組織各單位之主要功能說明如下，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

明書」。 

(1)指導委員會 

負責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及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以及公正

性的確認。 

(2)總召集人 

擔任本驗證之政策規劃、督導、核准及授權之最高負責人，對

驗證之核發、維持、增列、廢止及撤銷等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

總召集人承諾致力於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3)評鑑委員會 

a. 評鑑常務委員會負責驗證作業及標準修訂、爭議事件處理、抱怨

或申訴事件之討論、核可驗證執行結果。 

b. 評鑑委員負責評鑑、追查之執行。 

 (4)秘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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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人員或其指

定代理人擔任，協助處理申請、技術文件審閱、評鑑及追查作業進

度管控、相關人員訓練與登錄、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

理事務。若有社會大眾對本驗證提出抱怨或申訴時，秘書組應查核

有關事宜，並將處理方式及情形提請總召集人核定。 

 (三)作業標準 

本驗證標準係依循CNS 1240「混凝土用粒料」、CNS 6299「混凝土用碎

石」等相關國家標準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礦務局等對於陸上砂石資源之研究

文獻，有關產品抽樣、測試及檢驗亦依據CNS相關國家標準來辦理。 

(四)品質系統 

1.政策及目標 

(1) 遵循執行單位品質政策及品質目標，訂定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及目

標，並承諾維持驗證品質。驗證品質政策如下：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驗證制度，以確保驗證品質及公信力」 

(2) 驗證品質目標應每年視執行績效及發展情勢，加以檢討以制/修訂

之，並經本驗證之指導委員會核准後據以展開執行。 

(3) 驗證作業之各項目標應為本作業相關人員所瞭解、實施及維持，為

讓驗證相關人員充分瞭解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品質目標及品質相關

規定，應由教育訓練、會議、傳閱、發文通知或網路公告等方式來

宣導。 

2.文件管理 

為使本驗證系統之各項作業，均能依循正確、有效且最新版本之文

件執行，本系統相關文件之編訂、審查、核准、發行、分發、修訂及保

管/管理等作業規定，應依據執行單位之規定辦理。 

3.紀錄 

(1)為使本驗證作業之實施均能有效的展現，作業過程所產生之紀錄皆

應予鑑別、管理及適當處理，並確保過程之完整性及資訊之機密性

。管制範圍包含驗證之申請、評鑑、登錄、追查、增列、縮減、廢

止及撤銷、申訴、抱怨、爭議、收費…等作業及驗證人員之相關紀



5/75 

錄或資料均應列入管制。 

 (2)驗證作業相關紀錄由執行單位負責保管，保存期限如下： 

a. 評鑑委員會所有人員之個人檔案由秘書組協助建檔，保存至該員

不再擔任評鑑委員會相關職務。 

b. 驗證廠商申請書(駁回申請之案件除外)，秘書組應分別建檔永久

保存。 

c. 本驗證辦理評鑑、追查之相關報告，秘書組應分別建檔，其中評

鑑報告應永久保存。 

d. 驗證合約書、追查及複驗報告至少保存六年。 

e. 其他與本驗證作業相關之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3)本驗證作業於電腦系統之紀錄，由秘書組負責定期更新。 

4.驗證作業之不符合事項及矯正 

本驗證作業過程中發生任何不符合事項，應進行處理及矯正。 

5.申訴、抱怨及爭議 

(1)應在提供廠商取閱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手冊」中

明示其申訴、抱怨及爭議聯繫管道。 

(2)對於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本驗

證組織所提之各項申訴、抱怨及爭議，或因執行單位執行驗證所產

生之責任歸屬認定等事項處理，應依據「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

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五)資訊公告 

1.本驗證系統作業相關資訊公布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供外界查詢及

參考，並依據「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2.秘書組應將驗證合格廠商定期所提報之產品流向彙整後登錄於網站上，

供外界查詢。 

3.若本驗證規定變更時驗證廠商需配合辦理，相關資訊除了公布於執行單

位網站，並應發文通知，且依據「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六、驗證機構之人員 

(一)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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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驗證作業之行政人員應對驗證作業具有基本知識，並熟悉承辦業務之

相關作業程序及說明書，相關人員職掌及責任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

明書」。 

2.本驗證作業之評鑑、追查、樣品抽樣檢驗、複驗及赴廠訪談工作，由評

鑑委員擔任。 

(二)驗證執行人員作業指導 

為確保驗證作業之一致性，執行單位應提供相關作業規定給予驗證執行

人員及行政人員，作為執行驗證業務之依據，有關驗證作業之增修訂將以發

文通報、電子郵件或網路公告等方式辦理。另為確保驗證執行一致性，每年

將至少舉辦一次評鑑委員一致性訓練會議。 

七、驗證規定之變更 

(一) 驗證相關要求及作業方式之變更，應於正式實施日期前之適當期間，以書

面通知或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等方式辦理，並將與廠商之權利及義

務變更部份知會已申請或驗證合格之廠商。 

(二) 驗證合格廠商對變更事項之執行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並於實施後查核及

檢討其執行情況。 

八、驗證作業之要求 

本驗證作業之各項要求，包含申請、評鑑、驗證決定、授證、追查等，相

關規定如下所述。 

 (一)申請 

1.本驗證作業之各項申請要求，分別於「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

手冊」中規定。申請驗證廠商如有其他要求時，執行單位亦應對其提供

更多之申請資訊，若有要求說明這些文件是否適用於特定驗證/登錄方案

時，應由執行單位提出說明，並予公布。 

2.廠商申請驗證時應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先提出「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並承諾依申請書中「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之規定申請驗證。 

3.執行單位應確保廠商申請驗證時，依規定具備相關證明文件，並了解其

權利義務，秘書組應依規定予以審查，相關作業詳「申請作業程序」。 



7/75 

4.執行單位應備妥有關申請驗證作業之各項資訊供廠商使用，包括「砂石

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手冊」索取、網路下載等。 

(二)評鑑 

1.申請驗證廠商之申請書審查通過後，由秘書組安排一名主導評鑑委員負

責評鑑作業之計畫及執行。 

2.由秘書組協助安排主導評鑑委員與執行單位一名評鑑委員先辦理赴廠訪

談，了解廠商之特定要求及相關作業程序/說明書，以確保本驗證要求已

被了解及雙方之認知差異已解決。 

3.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一年內，申請驗證廠商應發文或電話通知秘書組辦

理現場評鑑作業。正式評鑑前，由秘書組協助主導評鑑委員安排其他評

鑑委員共同組成評鑑小組，並經與廠商聯繫確認後，由執行單位通知廠

商及評鑑小組辦理現場評鑑工作。 

4.評鑑小組應依據「評鑑查核紀錄表」查核項目及標準進行現場評鑑，並

完成評鑑報告書。 

5.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後，將改善結果

通知主導評鑑委員，並由秘書組協助安排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辦理複評，

以確認改善成效。若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半年內未能申請複評者，視為

評鑑不合格，申請驗證廠商可於三個月後重新辦理申請。 

6.現場評鑑缺失經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複評確認缺施改善完成後，由評鑑委

員辦理樣品抽驗及混凝土試驗。 

7.評鑑相關作業應依據「評鑑作業程序」及「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之規定辦理。 

 (三)驗證審查及決定 

1.驗證結果之審查，必須以評鑑過程中所蒐集之資料、其他相關之資訊及

評鑑報告作為依據；負責驗證核定之人員，不得參與該項評鑑作業。 

2.評鑑完成後，秘書組將驗證申請書、赴廠訪談報告書、評鑑報告書、複

評報告書及樣品抽驗相關紀錄等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進行審核。 

3.複審完成，最後符合驗證標準之廠商，經總召集人核定後，執行單位應

發給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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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證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核發驗證證書，並由秘書

組將驗證合格廠商資料登錄於本驗證網頁內，供各界查閱。  

(五)追查 

1. 為確保取得本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符合標準之要求，執行單位應辦理後

續追查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其中樣品抽樣追查為六個月赴

廠辦理樣品抽驗。而專家追查在驗證合格起每年執行一次，為查核各項

程序之執行狀況及紀錄。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年度追查可合併同時辦理。   

2. 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結果之報告，應由複審小組協助審查，並依據「複

審小組作業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3. 追查相關作業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及「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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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組織及職掌說明書 

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最高指導單位為經濟部礦務局，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

召集人，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

位，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

委員擔任之；秘書組下設有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 

二、權責及職掌  

(一)本驗證組織如「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圖一)所示，相關成員登錄在

「指導委員會人員名單表」、「評鑑委員會人員名單表」及「秘書

組人員名單表」中，並公佈在本證書網站上。  

(二)指導委員會  

本驗證指導委員會由經濟部礦務局組成，主要任務為：  

(1)驗證制度建立之認可  

(2)驗證制度推行之督導  

(3)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  

(4)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決定  

(5)公正性確認  

(6)其他重要相關事宜之督導  

(三)總召集人  

本驗證組織之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集人擔任本驗證之

政策規劃、核准及授權、程序實施督導之最高負責人，對驗證之核

發、維持、增列、中止及註銷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回應廠商申

訴與抱怨，並協調各單位之工作，提供適當資源，必要時授權評鑑

委員會或秘書組代表其從事所界定的活動，總召集人應承諾致力於

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四)評鑑委員會  

1.評鑑委員會召集人  

評鑑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邀聘具砂石粒料

專長之專家及學者擔任之。召集人之權責為：  

(1)評鑑委員暨複審人員派遣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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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責申訴案件之審查。  

(3)評鑑委員會執行之督導。  

(4)複審小組之督導。  

(5)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工作之協調。  

   2.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之權責為：  

(1) 評鑑作業之赴廠訪談、現場評鑑及複評之執行。  

(2) 專家追查、抽樣追查及追查作業複評之執行。  

(五)秘書組  

秘書組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組織小組，協助處

理申請、技術文件審閱、申請案接受之評估、驗證及追查報告之保

管、相關人員訓練、驗證進度之安排及管控、廠商諮詢服務、網站

管理、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理事務。  

秘書組設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權責為：  

(1)行政作業之督導。  

(2)秘書組相關人員負責工作之安排。  

(3)廠商所提書面申請資料之複核。  

(4)審查驗證證書之核發與變更。  

(5)驗證活動之制定。  

 

 

附圖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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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  

一、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執行單位執行各項

驗證作業如有抱怨、申訴及爭議，或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認定時，

得向執行單位正式提出，執行單位應依據本作業程序妥善處理，以維護與提

昇執行單位之獨立性及公正性。 

二、定義： 

(一)抱怨：對於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如對執行單位一般

行政作業、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提出意見

之案件。一般而言任何人皆可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二 )申訴：對於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評、廢止、

撤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

土品質有意見之案件等。一般而言申訴由廠商主動提出。  

(三)爭議：對於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之案件等。  

 

三、權責： 

(一)秘書組為受理抱怨、申訴及爭議之窗口。 

(二)秘書組受理抱怨案件後，應就個案內容，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

辦理；受理申訴案件時，由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若申訴內容涉

及評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調查小組；受

理爭議案件時，由指導委員組成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負責辦理。 

(三)抱怨案件處理完畢後，由秘書組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

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申訴案件若由專案工作小組處理完

畢，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並陳送執行單位總召

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爭議案件若

由專案工作小組處理完畢，秘書組將相關資料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

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 

四、作業內容 

(一)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如圖一。 

(二)抱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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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抱怨者對執行單位之驗證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如對執行單位

一般行政作業、驗證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有異

議時，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2. 抱怨案件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同時

並告知姓名、所屬之單位名稱、抱怨對象、抱怨內容。匿名抱怨

或抱怨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者，執行單位可不予受理。  

        3.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抱怨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三)申訴提出  

申訴者對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驗、廢止、

撤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土品質有

意見之案件等，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訴

。  

申訴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需敘

明申訴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訴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理。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申訴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申訴案件受理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申訴者，並由評鑑委員會召

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

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

調查。  

(四) 爭議提出 

爭議提出者對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時，得隨

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  

爭議提出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

需敘明提出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理。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爭議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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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爭議案件受理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爭議提出者，並由總召集人

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五)抱怨處理 

抱怨案件受理後，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辦理，並視個

案內容得組成專案工作小組。為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

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

參與專案工作小組。承辦人或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查及處

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

將相關資料轉送總召集人陳核。  

核定後，秘書組應將抱怨處理結果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

抱怨者對執行單位處理抱怨案件之結果不能接受時，得向執行單位提

出申訴。  

(六) 申訴處理  

申訴案件受理後，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

作小組，小組長由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

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專案工作小組由執行單

位總召集人遴選，小組長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或指定代理人擔任。為

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

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工作小

組應於申訴案受理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

延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申訴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不同

意見時，由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專

案工作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專案工作小組

完成申訴案件之調查及處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案

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召集人審查

。若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審查結果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評時，應依

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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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常務委員會 (召集人 )審查作業完成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

及處理結果轉送總召集人陳核。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申訴處理結果函

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申訴者對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案件之結果不

能接受時，可提出爭議再處理。  

(七) 爭議處理  

爭議案件受理後，由總召集人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

小組長由小組成員推派，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為確保沒有利

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諮詢

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工作小組應於爭議

案受理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延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爭議提出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

不同意見時，由總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專案工作

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  

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查及處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

怨、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總召集人

審查。專案工作小組作業執行結束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及處理結

果轉送總召集人陳核。總召集人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爭議處理結果函

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並予以結案。  

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爭議，經專案小組調查後若屬本驗

證制度或人為執行之缺失，則提送公正仲裁單位依中華民國法律之仲

裁方式解決之；若屬驗證廠商本身之缺失，則執行單位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  

若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評時，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

辦理。  

五、矯正與預防措施  

若抱怨、申訴或爭議案件調查結果為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疏失或不

符合相關標準及規範時，應列入不符合項目，並依「驗證作業不符合

事項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以避免相關事件發生。  

對於上述申訴及爭議案件，秘書組應收集彙整並提供給評鑑委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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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員參考。  

 

 

抱怨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承辦人或專案工
作小組調查處理

提送總召集
人核定

函覆抱怨提出者

結案

申訴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一般申訴案件：由評鑑委
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
調查涉及人員操守申訴案
件：由總召集人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提送評鑑常務委員
會召集人審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申訴提出者

結案

接受

YES

NO

接受

YES 

YES

不接受

抱怨處理流程 申訴處理流程

NO

NO

爭議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由指導委員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爭議提出者

結案

YES 

YES

爭議處理流程

NO

 

附圖二、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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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訊管理作業程序 

一、為使砂石業者、工程單位及社會大眾瞭解及查詢本驗證系統相關作業資訊，

特訂定本作業程序，作為本驗證資訊公佈之依據。 

二、權責： 

(一)本驗證網址設置於執行單位網站內，由執行單位秘書組負責總管理，並依

執行單位資訊管理程序及權限辦理。 

(二)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資料之登錄與維持，由秘書組負責。 

三、作業內容 

(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相關網站 

1. 經濟部礦務局：https://www.mine.gov.tw/ 

2. 執行單位網址：  

3.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址：https://amis.mine.gov.tw 

 (二) 驗證廠商之登錄 

1. 申請驗證廠商 

秘書組確認廠商所提送申請資料已完備且繳交相關驗證費用

後，應公佈在本網站「申請廠商執行進度表」中。  

   2. 驗證合格廠商  

驗證合格廠商在取得驗證證書並與執行單位簽訂合約後，秘

書組應將廠商公布在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中，並將廠商名稱、

地址及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

各界查詢。  

   3. 驗證合格廠商取消  

若驗證合格廠商因故取消其驗證資格，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

服務平台網站合格名單中移除。  

(三) 驗證作業之公佈  

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本驗證作業之申請、評鑑、

追查及攸關廠商權利義務之程序或說明書，並提供「砂石產銷履歷驗

證(TAC)申請作業手冊」之檔案供各界下載。 

若驗證作業之程序或說明書等與驗證廠商相關之文件，經增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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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刪除時，秘書組應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並發文通知

相關者。 

(四) 其他事件之公告  

1. 關於本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內容及聯絡方式之公

告。  

2. 本驗證所辦理相關規範研擬、技術研討、訓練講習及推廣宣導等

活動，若需驗證廠商配合執行者，秘書組應將相關資訊公佈於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廠商查詢及參考。  

   3. 若驗證合格廠商有發生重大事件情形，秘書組應視個案性質並經

總召集人核示後，可將處理流程及結果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網站上，供各界查詢。  

   4. 有關驗證相關諮詢聯絡人員及聯絡方式亦公告於土石資源服務平

台網站上。  

   5. 其他與本驗證相關之資訊，經秘書組召集人核可後亦可公佈於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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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作業程序  

一、為建立執行單位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之標準作業，提供廠商申請作

業之依據，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秘書組負責申請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廠商所提出申請書經秘書組承辦人員審查後，由秘書組召集人複核。 

(三)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如附圖五。 

(二)申請驗證 

1. 廠商資格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

有經濟部公司執照(若公司於 90 年 10 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

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1) 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定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2) 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量或生產實績，

確認為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者) 

2.申請文件 

廠商申請驗證時，應填寫「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

向執行單位申請。  

(1) 申請書內容  

a.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書封面  

b.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書目錄  

c. 基本資料  

d. 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e.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f.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g.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乙份  

h. 第一類砂石場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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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近三個月電費單  

j . 「自評報告書」  

k. 其他附件  

(2)申請書填寫說明 

  a. 驗證範圍為廠內所生產之粗粒料。 

b. 公司及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公司及申請驗證廠商組織包含公司(含申請驗證砂石場)

組織圖、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

表，其中公司組織圖應展現總公司組織與申請驗證廠關係

，若申請驗證廠該公司僅此一家砂石場，則申請書可免附

公司組織圖，另砂石場組織圖需將各部門主管標示出，並

於職掌表描述各部門主要人員權責及工作內容。  

c.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  

列出廠內主要生產設備的種類、廠牌型別、數量等，

例如破碎機、洗砂機、震動篩等。  

d.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為確保驗證作業能順利進行，申請驗證廠應簽署同意

書且承諾配合辦理相關事項，並於申請單位處蓋章及代表

人處簽章。  

e. 「自評報告書」  

申請驗證廠應依「自評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在提送

申請書前先行自我評鑑，並將自評紀錄併在「自評報告書

」中。廠商透過自評除了可以瞭解本驗證之查核標準外，

對於有疑義或不瞭解之查核內容，可於赴廠訪談時與評鑑

委員溝通，使後續現場評鑑作業能進行更順利。  

f.  其他附件  

申請廠應提送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

記證影本、或使用地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

、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文件。若為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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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需經轉請砂石公會確認具實際銷售量及生產實績。

另申請廠需檢附近三個月之電費單，作為廠內有生產運作

之佐證。  

3. 申請資訊  

(1)申請書索取  

驗證申請相關作業之資訊均包含在「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申請作業手冊」中，可電洽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索取或自

執行單位網站下載。  

(2) 申請方式  

申請驗證廠依「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申請書」之格式備

齊相關資料後，可函寄或自行送件至執行單位。  

(三)書面審查 

秘書組應在申請案受理後於二週內完成申請書資料審查，並將「申請書

審查結果通知單」及需繳交之費用發函通知申請驗證廠辦理。秘書組應就驗

證範圍，以及適當時申請者作業地點及其他任何特別要求，如申請者所使用

之語文等，評估是否能辦理該驗證申請作業，經評估無法辦理者應將「申請

書審查結果通知單」連同申請資料退回申請單位。若申請資料有缺件者，廠

商應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逕予駁回申請。廠商備齊申請書相關資

料及繳交費用後，秘書組應依「評鑑作業程序」辦理赴廠訪談等相關評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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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

缺件

5.現場評鑑

9.頒發驗證證書

10.登錄與公佈

11.年度追查
(抽樣追查、半年追
查、流向申報)

有

無

6.樣品抽驗

補齊文件

3.赴廠訪談

4.廠商改
善確認

無

行政作業流程 負責執行

1.祕書組

2.祕書組

3.評鑑委員會

4.祕書組

5.評鑑委員

6.查驗工程師

有

複評

無

8.複審

缺失

13.重評 13.祕書組及評鑑委員會

2.書面審查

7.超高強度混凝
土特等料抽驗

12.超高強度混凝
土特等料抽驗

7.查驗工程師

8.評鑑常務委員會

9.祕書組

10.祕書組

11.評鑑委員會

12.查驗工程師

 

附圖三、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圖 

11. 年度換證 

10. 年度追查 

(年度專家追查、

半年抽樣檢驗) 

9. 登錄與公佈 

無 

缺失 

6. 複審 

7. 砂石成品 

   抽樣檢驗 

8

. 

有 

複評 

 

 

 

 

 

6. 評鑑常務委員會 

 

 

 7. 查驗工程師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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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評鑑作業程序 

一、 為建立與維持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制度之評鑑標準作業與確保驗證

水準，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權責：  

(一) 秘書組負責評鑑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評鑑、複評、樣品抽驗、試驗、專家追查

及複審。  

(三)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申請及書面審查  

申請驗證廠商所提送之「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

經秘書組完成書面審查作業及廠商繳交相關費用後，即可進行評鑑

作業，有關申請及書面審查相關作業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

辦理。  

(二)赴廠訪談  

1.赴廠訪談之評鑑委員指派  

申請驗證廠商之書面審查核可後，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

鑑委員赴廠訪談，並指定其中一位擔任主導評鑑委員，由主導評鑑

委員負責赴廠訪談作業之計畫及執行。  

2.赴廠訪談作業安排  

秘書組協助主導評鑑委員安排赴廠訪談行程作業，原則上現場

作業時間為一個工作天，並通知廠商及評鑑委員。秘書組在評鑑委

員赴廠訪談前應準備廠商申請書、書面審查通知書及相關資料，提

送給(主導)評鑑委員，作為該次訪談作業之展開。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

書組，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3.赴廠訪談現場作業  

(1)驗證相關作業說明  

 評鑑委員應介紹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相關作業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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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辦理現場評鑑、樣品抽驗及執行單位所提

供申訴抱怨之管道等，相關作業程序可參考本作業程序、「砂

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

業程序」等。  

(2)驗證範圍確認  

評鑑委員應確認廠商申請驗證範圍，包括認定標準及是否

加做高強度混凝土試驗。  

(3)現場評鑑標準溝通  

評鑑委員應針對「評鑑查核紀錄表」所列查核標準進行初

步診斷，確認雙方對查核項目及標準之認知差異已解決。對訪

談過程中所發現之任何明顯缺失，應明確告知廠商謀求改善對

策；對潛在缺失或覺得制度 /執行面較鬆散之處，亦應提醒廠商

加以檢討考量。  

(4)赴廠訪談報告確認  

評鑑委員完成赴廠訪談之現場作業後，由廠商代表在赴廠

訪談「砂石場查驗報告書」簽名確認，若廠商代表對於現場  評

鑑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

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5)赴廠訪談報告提送  

主導評鑑委員於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赴廠訪談「

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並由秘書組正式發文通知

廠商。赴廠訪談「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包含「赴廠訪談綜合報

告」、「赴廠訪談補充說明報告」及「赴廠訪談查核結果一覽

表」。  

(6)廠商提出辦理現場評鑑時機  

申請驗證廠商應於赴廠訪談現場作業結束後一年內，以公

文或電話方式通知秘書組辦理現場評鑑作業。超過期限未通知

秘書組者視為評鑑不合格，並退回已繳交未辦理作業之相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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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評鑑  

1.評鑑委員指派  

秘書組於接獲申請廠商通知可辦理現場評鑑作業後，由評鑑委

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執行現場評鑑作業，並

指定其中一位擔任主導評鑑委員，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現場評鑑作

業之計畫及執行。原則上「評鑑小組」可由辦理赴廠訪談之評鑑委

員來組成。  

「評鑑小組」成員確認後，秘書組應發文通知申請廠商，申請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書組

，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現場評鑑作業安排  

秘書組協助評鑑小組主導評鑑委員排訂現場評鑑時程及分配「

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原則上現場評鑑作業時間為一工作

天，查核項目依評鑑委員之專長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情

況調整。秘書組並將現場評鑑安排結果通知廠商及「評鑑小組」成

員。  

該案若有需觀察員、評估人員、TAF 人員等參與時，應告知廠

商對其保有提出異議或不同意之權益。  

3.現場評鑑作業流程  

(1)開始說明會議  

由主導評鑑委員介紹評鑑小組成員及確認現場評鑑依據之

標準及驗證範圍，並由廠商代表介紹廠內主要幹部及工廠簡介

。  

(2)廠區環境巡視及現況說明  

由廠商代表帶領巡視廠區並對現場執行概況簡單說明。  

(3)品質評鑑查對表之查核  

「評鑑小組」原則上分成兩組，依現場評鑑作業時程表所

排定行程，執行「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評鑑委員可採取

與廠商負責人員訪談、程序作業及紀錄審查、現況作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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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人員操作及答詢等方式進行。  

評鑑委員將觀察內容在「評鑑查核紀錄表」中觀察紀錄欄

位勾選及記錄，並在符合與否欄位記錄查核項目之合格判定結

果。  

觀察員僅能觀察及學習評鑑委員查核過程，不得涉入查核

作業。  

(4)評鑑小組會議及報告整理  

「評鑑小組」完成「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作業後，由

主導評鑑委員召開小組內部討論會議，由各評鑑委員對於各自

負責查核項目提出「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紀錄，並將缺失

項目及說明記錄在評鑑「缺失報告」中。  

「評鑑小組」應於總結會議前確認評鑑「缺失報告」所列

缺失項目，並完成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砂石場

查驗報告書」內容包含評鑑「綜合報告」、「評鑑缺失一覽表

」、評鑑「缺失報告」及「評鑑查核紀錄表」。  

(5)總結會議  

由「評鑑小組」與廠內人員共同召開，評鑑委員報告查核

結果及缺失項目說明，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

在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評鑑「缺失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現場評鑑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驗

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6) 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及複審通知  

主導評鑑委員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並由秘書組正式發文通知廠商

現場評鑑結果。若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

評鑑作業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缺失項目改善；若廠商現場評鑑

結果無缺失項目且經「複審小組」辦理複審合格者，由秘書組

將「赴廠作業／評鑑樣品抽驗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廠商並辦

理後續樣品抽驗，相關作業程序詳如(四)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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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樣品抽驗  

(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應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砂石粒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廠內人員不得拒絕。抽樣之產品以封條

密封後送至實驗室，進行粒料試驗及混凝土試驗，粒料試驗項

目包含粗細粒料篩分析、比重、吸水率、健度、土塊及易碎顆

粒、輕質物質含量；粗粒料之扁平率、洛杉磯磨損率；細粒料

細度模數、氯離子含量。  

(2) 檢驗過程應記錄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另樣品抽樣

規定詳「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3) 秘書組應將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紀錄於「砂石場樣品抽

驗紀錄表」，附於評鑑報告中，待檢驗結果出來後再正式發文

廠商。  

(4)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均為「合格」，則秘書組應於複評合格後召開評鑑常務委員

會進行複審。  

(5)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未達申請驗證等級標準，則評鑑不合格。  

(6) 申請廠商於接獲不合格通知起一個月後可重新提出申請。  

5.複評  

(1)複評作業提出  

若申請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評鑑作

業結束後六個月內以公文或電話方式通知秘書組辦理複評，且

將「矯正報告」提送給主導評鑑委員，並由主導評鑑委員赴廠

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若廠商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超過六

個月未提出辦理複評者，視為評鑑不合格，廠商應於三個月後

始可重新辦理申請。  

(2)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複評作業原則上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複評作業時間約為

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主導評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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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評鑑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

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在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

評鑑「複評觀察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

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複評結果判定  

a.複評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所有查核項目缺失已改善，

樣品抽樣結果符合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合格。  

b.複評不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有所查核項目缺失仍未改善

，或樣品抽樣結果未達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不合格。  

(4) 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主導評鑑委員於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複評「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

」內容包含評鑑「複評總結報告」及評鑑「複評觀察報告」。  

(5)現場評鑑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主導評鑑委員所提送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

及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交由評鑑常務委員會來複

審。  

(四)評鑑作業複審  

現場評鑑及樣品抽驗作業完成後，由秘書組彙整廠商提送「砂石

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書」、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複評

「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廠商「矯正報告」、「赴廠作業／評鑑樣品

抽驗結果通知書」、「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及樣品抽驗相關報告

資料等送請評鑑常務委員會議複審，並將複審意見及結果記錄在「評

鑑常務委員會複審表」中且需半數(含)以上評鑑常務委員簽名確認，由

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若評鑑常務委員會複審結果不合格，則廠商於

接獲不合格通知日起一個月後始可重新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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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頒發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證書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頒發驗證合格證書，

並授權使用合格證書。  

(六)登錄與公佈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規定辦理登錄與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

平台網站，供大眾查詢。  

(七)年度追查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年

度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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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一、為使執行單位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在執行砂石粒料樣品抽驗時有依循標準，

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供申請驗證廠商參考。 

二、權責： 

(一) 秘書組協助樣品抽驗之行政作業與聯絡事宜。 

(二) 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由評鑑委員負責執行。 

(三) 樣品抽驗作業之過程若有任何疑義，由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之。 

三、作業內容 

(一)樣品抽驗之頻率及抽驗日期之安排 

1.評鑑作業之樣品抽驗 

(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生產的粗粒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包含粒料試驗與混凝土試驗所需之三分

石與六分石，若廠商選擇增做高強度混凝土試驗，則增加一份

混凝土試驗樣品量。  

(2) 先進行目視判定，檢查是否含雜質(如樹枝、磚瓦、刨除料、廢

棄物等 )，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粒料試驗項目為比重、吸水

率、洛杉磯磨損率、健度，並至原料區認取依適當大小原石送

至實驗室作圓柱試體鑽心，進行抗壓試驗，得取岩心強度。  

2.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 

(1) 秘書組應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自廠商取得驗證證書後辦理

抽樣追查，取適當量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試驗項目為比重、

吸水率、洛杉磯磨損率。抽樣頻率為每六個月執行一次，另辦理

時不事先通知廠商。 

(2)  粒料取樣試驗及專家追查可合併進行。  

(二)樣品抽驗前準備 

評鑑委員於樣品抽驗前應確認實驗室所用儀器與器具均已備妥且

能正常使用。  

         (三)樣品抽驗之地點 

1. 評鑑委員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粗粒料隨機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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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鑑委員執行砂石粗粒料抽驗，知會廠內人員取樣時，廠方不得拒絕，

否則該次取樣結果視為「異常缺失」。 

(四)樣品抽驗之執行 

1. 執行樣品抽驗時，由評鑑委員指定取樣點取樣，原則上應至少取四個不

同位置，再加以混拌，裝袋密封，送往實驗室。 

2.評鑑人員應依「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規定之內容，記錄相關資訊。 

3. 砂石粒料樣品檢試驗作業 

(1) 目視檢測  

針對砂石粗粒料進行目視檢測，觀察是否有雜質、土塊、磚

瓦、樹枝、雜草、垃圾、刨除料、廢棄物等情況，並將檢測結果

記錄「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2) 比重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粒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3) 吸水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粒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4) 洛杉磯磨損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90「粗粒料 (37.5mm 以下 )

洛杉磯磨損試驗法」檢測。  

(5) 健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1167「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

之粒料健度試驗法」檢測。  

(6) 岩心強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5367「岩石抗壓強度試驗法

」檢測。  

(7) 混凝土試驗 

。  

4. 砂石粒料樣品檢試驗之合格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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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準參考 CNS 1240「混凝土用粒料」、CNS 6299「混凝土

用碎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台灣地區陸上砂石資源調查與研究

報告」，經專家討論彙整而成。 

a. 目視判斷：潔淨無雜質 

b. 比重：大於 2.5 

c. 吸水率：小於 3% 

d. 洛杉磯磨損率：小於 40% 

e. 健度：小於 12% 

f. 岩心強度：大於 500kgf/cm2。 

(五) 評鑑人員應將試驗結果，填寫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中。 

(六) 「砂石場品質觀察紀錄表」查核作業及合格判定標準 

為查核抽驗樣品之品質紀錄，查驗工程師應依「砂石場品質觀察紀

錄表」規定之內容，確認廠內相關品質紀錄，並檢附佐證資料(如照片、

購料憑證等)。若查核結果所有項目均符合規定者，屬「合格」；若查核

結果有不符合規定者，屬「異常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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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廠    名  
抽驗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抽驗 

次別 

評鑑 

第___次 追查 

複評 

證書編號 

(評鑑時填案號) 
 

抽驗地點：□廠內料堆  □車上(車號        ) 

          □廠外：____________ 

抽驗樣品 

基本資料 

1 類別：□3 分石 □6 分石                  

2.驗證範圍：□合格級 □增做高強度混凝土 

現場確認 
1.原料堆置量： 

2.3 分石堆置量：                             6 分石堆置量： 

會同品管人員 □會同      □自願放棄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送驗實驗室  

料堆目視檢測 

□合格   

□異常缺失：○夾雜廢棄物、○夾雜樹枝雜質、○不同尺寸混料、○夾雜泥塊、○其他

________ 

抽樣項目 本次抽樣結果 合格判定 

粗 

粒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2% 

洛杉磯磨損率  □合格    □異常缺失 <40% 

扁平率  □合格    □異常缺失 <12% 

土塊及 

易碎顆粒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細 

粒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0% 

細度模數  □合格    □異常缺失 2.3~3.1 

氯離子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024 

土塊及 

易碎顆粒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其他說明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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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砂石場追查品質觀察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3 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場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

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等。 

□是 □否 1.場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2 品質檢驗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應

進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至少

包含比重、吸水率、磨損率、

健度、細長比及級配。 

□是 □否 1.場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2.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3 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出

庫管理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1)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評鑑委員：________________                                   會同人員：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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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追查作業程序 

一、執行單位各項追查作業之目的，係監督已取得優質砂石粒證書料(TAC)

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以維持驗證合格廠商其驗證資格之有效性，並

持續確保驗證廠商產品品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 秘書組負責追查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追查、追查評鑑、複評、複審、樣品抽驗

、混凝土試驗。  

(三)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合格有效期間之追查作業 

驗證合格廠商其有效期間自通過驗證後開始，每年需辦理年度追查

包含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且證書有效期間為一年，每年辦理換證。若

廠商發生重大事件，經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專案工作小組」所提送

報告後，需進行複評者，應依本程序辦理赴廠複評。  

廠商辦理追查相關資訊之公佈應依「驗證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

規定辦理。  

(二)年度追查 

廠商應於驗證合格起接受執行單位所辦理之年度追查，追查作業

可分為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抽樣追查為每三至六個月付廠辦理樣品

抽驗，依年產量而定，而專家追查為每半年赴廠執行一次品質管理系

統查核。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可合併同時辦理。  

1. 抽樣追查 

(1)抽樣追查安排及通知 

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通知廠商抽樣頻率，原則每六個月一次。  

b. 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年度追查可同日期辦理，若於其他日期執

行樣品追查，則不另行通知廠商。  

 (2)抽樣追查執行 

a. 評鑑委員赴廠執行抽樣追查(即樣品抽驗)，每次應取足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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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樣品，並查核「砂石粒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所列之項

目，依「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b. 每次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結束後，經封簽打包後應送至實驗室

進行相關試驗，並彙整試驗成果於「砂石粒料樣品抽驗紀錄

表」中。    

 (3)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複審及合格標準 

秘書組應將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於樣品抽驗

作業結束後二週內提送「複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

追查結果通知書」中。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合格標準依據「砂石粒

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來判定，若抽驗結果「不合格」，則廠商需

辦理抽樣追查之複評作業。  

秘書組應將「追查結果通知書」、「砂石粒料樣品抽驗紀錄

表」及「砂石粒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之抽驗結果發文通知廠

商。  

(4)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均為「合格」，毋須辦理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作業。    

b.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有發生「異常缺失」，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於一個月內

將「矯正報告」提送給秘書組，應先由評鑑委員檢核後，再

由「複審小組」辦理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認

可」，由秘書組將「追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

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認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

結果為「赴廠抽樣」，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辦理及依據「

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5)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a.赴廠複評辦理時機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結果有「異常缺失」，秘書組應於一

個月內完成赴廠複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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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赴廠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赴廠複評。原則上現場

作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

後，由廠商代表在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複評觀察報

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赴廠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

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c. 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赴廠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複評「砂石場查

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內容包

含「複評總結報告」及「複評觀察報告」。  

d.赴廠複評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評鑑委員所提送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廠

商「矯正報告」，交由「複審小組」來複審。  

赴廠複評作業合格者，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

時確認其改善成效，若需再辦理一次樣品抽驗者，由秘書組通

知廠商辦理樣品抽驗；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者，由秘書組將

相關報告及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議。  

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廠商經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取消該

廠驗證資格時，秘書組應依據雙方簽訂「砂石產銷履歷 (TAC)

驗證合約書」來辦理。  

2.專家追查 

(1)專家追查安排及通知 

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於一年內辦理二次專家追查，原則上每半

年辦理一次。  

b. 秘書組應於預定追查月份之二週前，請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

派評鑑委員組成追查小組執行專家追查，並指定其中一人為

主導評鑑委員。專家追查現場作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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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組傳真「專家追查通知單」或其他通訊方式知會廠商，

並通知評鑑委員。  

c.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

秘書組，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專家追查現場作業執行 

a. 專家追查(不含評鑑合格後第二年度第一次半年追查)之查核項目包

含「半年查核紀錄表」及前次專家追查之缺失項目，若屬驗證合

格後辦理第一次專家追查，其項目應包含評鑑之缺失項目。  

b. 現場追查時程之排定與查核項目之分配由主導評鑑委員依評鑑委員

之專長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情況調整。  

c. 若廠內有上述之變動，評鑑委員得就與評鑑觀察紀錄表相關項目進

行查核，如有不符合項目，則增列欄位紀錄之，且視為缺失項目

。 

d. 若評鑑委員現場有發現未列於本次查核紀錄表中之不符合項目，得

自行增列欄位紀錄不符合事項，且視為缺失項目。 

e. 追查小組於半年追查現場作業結束後，應將缺失項目記錄在專家追

查「缺失報告」中，且將查核結果告知廠內相關人員，並請廠商

代表在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半年追查「缺失報告」

簽名確認。 

f. 若廠商代表對於專家追查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申訴

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 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專家追查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半年追查「砂石場查

驗報告書」 (包含專家追查「綜合報告」、「半年追查／評鑑追查

缺失一覽表」、「缺失報告」、「專家追查查核紀錄表」送給秘書

組。  

(4) 專家追查現場作業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原則上應於二週內將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

送「複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追查結果通知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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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追查結果。若廠商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

目者屬「異常缺失」，追查結果「不合格」，應於現場專家追查作

業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  

(5)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專家追查結果無缺失項目者，毋須辦理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作業。 

b. 若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目者，廠商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

，應先由評鑑委員檢核後再辦理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

為「認可」，由秘書組將「追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

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認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結

果為「赴廠複評」，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所提送「矯正報告」

複審意見及辦理「赴廠複評」，並依據「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

定繳交相關費用。 

(6)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本項作業可依據本程序第(5)項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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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礦務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 

驗證申請書 

(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 

 

 

              

 

 

 

 

 

 

 

申請廠商名稱：  

申請廠商地址：  

日        期：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 

(由驗證單位編號)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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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驗證申請書 

目 錄 

 

一﹑驗證範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公司及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廠內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辦理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附件  

(一)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若公司於 90 年 10 月後成立或

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請將經濟部商業司

網站查詢公司資料附上)影本乙份 

(二)第一 /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記證影本、或使

用地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或使用地經主管

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文件。 

(三)自評報告書 

(四)近三個月電費單據 

(五)其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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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公司資料表 
頁數：     之  2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  

網址  

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公司執照  

公司創立日期  

申請驗證廠設廠日期  

營業項目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                          元 

申請廠上年度營業額：新台幣                           元 

申請驗證廠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申請驗證廠 

連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公司) 傳真  

(行動) e-mail  

1.砂石場土地及設備：□全部自有 □全部租用 □土地租用設備自有 □設備租用土地自有 

2.場區總面積：          m2 

3.最大日產量：           噸 、平均日產量：           噸 

4.去年年產量：           噸 

5.目前廠內原料堆置量：           噸 

6.目前廠內成品堆置量：細粒料         噸、粗粒料         噸 

7.砂石場內員工人數：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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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組織(一) 

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 
頁數：     之  5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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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組織(二) 

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表 
頁數：     之  6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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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砂石場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頁數：     之  10   

設備名稱 規格及功能 廠牌及出廠年份 數量 附  記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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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頁數：     之  12   

1.申請人：                         ＿      

2.申請驗證廠名：                                    ＿ 

3.申請驗證廠地址：                                 ＿ 

4.配合事項 

(1)驗證範圍內所需資料之提供與說明 

(2)驗證範圍內使用材料之及樣品取樣同意 

5.承諾事項 

(1)申請人為申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承諾協調相關單位

全力配合礦務局認定之驗證單位執行各項驗證作業。若因

本單位或受配合單位藉故阻撓或不予配合，而無法完查驗

工作，申請人同意視為驗證不合格。 

(2)申請人充份瞭解本項驗證服務之精神之確保砂石粒料產製

之品質，並不代表免除申請人在承攬合約中對品質、進度

、數量、規格等一切應盡之責任。 

(3)申請人依規定之方式與期限繳納費用，如有遲延，應負法

律上之遲延責任 

(4)申請人同意將申請、評鑑、流向、試驗報告等資訊依驗證

作業之規定公佈。 

申請單位：                                       (印章) 

代 表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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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1一般規定 

1.1.1  

廠內建物、設備及階梯通道

應堅固安全且保持環境整潔

。 

□是 □否 1.廠內建物、設備及通道安全穩固。 

□是 □否 2.廠內保持環境整潔。 

其他說明： 

 

 

1.1.2  

廠內應有適當之安全設備及

防範措施以確保從業人員之

安全。 

□是 □否 1.轉動之機具設備(如馬達、齒輪、鏈條、滑輪) 都

有安全防護(加蓋)。 

□是 □否 2.已配置消防安全裝置。 

□是 □否 3.已建立災害通報系統。 

其他說明： 

 

 

1.1.3  

廠內應裝設監視器以掌握廠

內運作狀況。 

□是 □否 1.廠內已裝設監視器。 

□是 □否 2.監視器可清楚顯示廠內運作情形。 

其他說明： 

 

 

 

1.2污染防制設備 

1.2.1  

工廠出口處應設置洗車設備

，避免車輛輪胎污染路面。 

□是 □否 1.工廠出口處已設置洗車設備。 

其他說明： 

 

 

1.2.2  

工廠內處應設置污水沉澱池

，避免未經處理之污水流出

污染環境。 

□是 □否 1.廠內已設置污水沈澱池。 

其他說明： 

 

 

1.3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

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

等。 

□是 □否 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

磚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 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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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4製程設備 

1.4.1  

廠內應具備不同型式破碎機

，可滿足各式原料飼料處理

需求。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破碎機 

□是 □否 2.廠內破碎機能正常運作，處理所飼之原料。 

3.廠內破碎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說明如下： 

 

 

 

1.4.2  

廠內應具備篩選機，可篩分

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料。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篩選機 

□是 □否 2.廠內篩選機能正常運作，篩選不同粒徑成品。 

□是 □否 3.廠內已配置不同尺寸足夠數量之篩選機篩網。 

□是 □否 4.篩網尺寸已能滿足常見粒料粒徑 

5.廠內篩選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篩網網目尺

寸說明如下： 

 

 

 

 

 

1.4.3  

廠內應具備洗砂機，可洗選

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料。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洗砂機 

□是 □否 2.廠內洗選機能正常運作，洗選不同粒徑成品 

3.廠內洗砂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說明如下： 

 

 

 

 

 

1.5運輸管制 

1.5.1  

運輸車輛應裝設活動式防塵

紗網，外觀應整潔，無鏽蝕

或油漆嚴重剝落情形。 

 

□是 □否 1.運輸車輛已裝設活動式防塵紗網， 

□是 □否 2.運輸車輛外觀整潔，無鏽蝕或油漆嚴重剝落情形

。 

其他說明： 

 

 

1.5.2  

廠內應設置地磅作為運送車

輛之秤重。 
□是 □否 1.廠內已設置地磅。 

□是 □否 2.地磅裝置於穩固之基礎上，並隨時維持水平與垂

直之位置。 

□是 □否 3.地磅平台之長度與寬度能滿足運輸車輛之需求。 

其他說明：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

留存紀錄。 
□是 □否 1.地磅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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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6實驗室設備 

1.6.1  

同地區砂石場內應設置品管
實驗室，至少具有下列儀器
設備： 
1.粗細粒料搖篩機及篩網 2.
水洗篩 3.電子秤。 

□是 □否 1.同地區砂石場內具有左列查核內容所訂之儀器設
備。 

其他說明：(若與他場共用品管儀器，則應註明共用之場名) 

 

2.品質管制 

2.1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

表並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是 □否 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 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

能滿足工作所需。 

□是 □否 1.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數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品質檢驗 

2.2.1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

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且

至少應包含比重、吸水率、

磨損率、健度、細長比及級

配。 

□是 □否 1.廠內已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

準，且包含左列項目。 

□是 □否 2.檢驗方法與 CNS國家標準相符。 

□是 □否 3.合格標準不低於國家標準要求。 

其他說明：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

應進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

至少包含比重、吸水率、磨

損率、健度、細長比及級配

。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理自主成品檢驗，試

驗項目至少包含粗粒料、細

粒料篩分析。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3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

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1)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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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標

售證明文件，並妥善保存。 

□是 □否 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1)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3)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

續編號，且應記載公司名稱

、顧客名稱(或送貨地點)、

裝貨日期與時間、車號、裝

載貨車之空重、裝載淨重、

總重、送貨時間、簽收欄等

。 

□是 □否 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 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

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是 □否 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2.4合約管制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

確訂定其品質規格。 

□是 □否 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 2.合約已明確訂定粒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 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

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

殊需求。 

 

□是 □否 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

之特殊需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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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年度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3 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避

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

、廢混凝土塊、廢磚瓦等。 

□是 □否 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1.5 運輸管制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

紀錄。 

□是 □否 1.地磅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1 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表並

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是 □否 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 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

足工作所需。 

□是 □否 1.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數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 品質檢驗 

2.2.1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

、方法及合格標準，且至少應包

含比重、吸水率、磨損率、健度

、細長比及級配。 

□是 □否 1.廠內已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

準，且包含左列項目。 

□是 □否 2.檢驗方法與 CNS國家標準相符。 

□是 □否 3.合格標準不低於國家標準要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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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應進

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至少包含

比重、吸水率、磨損率、健度、

細長比及級配，並上網上傳試驗

報告。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 2.試驗報告已上傳至砂石產銷履歷網頁。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理自主成品檢驗，試驗項

目至少包含粗粒料、細粒料篩分

析，並上網填報試驗數據。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 2.近 12月試驗結果皆已完整填報。 

其他說明： 

 

 

2.3 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出庫

管理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2)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

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

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

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

噸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標售證

明文件，並妥善保存。 

□是 □否 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4)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5)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6)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續編

號，且應記載公司名稱、顧客名

稱(或送貨地點)、裝貨日期與時

間、車號、裝載貨車之空重、裝

載淨重、總重、送貨時間、簽收

欄等。 

□是 □否 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 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實際

過磅情形相符。 

□是 □否 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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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3.5  

已定期上網申報入出庫流向，並

檢附證明。 

□是 □否 1.近 12月產銷流向均準時上網申報。 

□是 □否 2.證明文件皆已完整上傳。 

其他說明： 

 

 

2.4 合約管制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確訂

定其品質規格。 

□是 □否 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 2.合約已明確訂定粒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 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產能

、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殊需求。 

 

□是 □否 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

特殊需求。 

其他說明： 

 

 

 

 



I 

目 錄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1 

附件一  組織及職掌說明書………………………………………………..…………9 

附件二  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11 

附件三  資訊管理作業程序…………………………………………………………29 

附件四  申請作業程序………………………………………………………………18 

附件五  評鑑作業程序………………………………………………………………22 

附件六  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29 

附件七  追查作業程序………………………………………………………………34 

 

 

 

 

 



II 

附圖目錄 

附圖一  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10 

附圖二  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圖………….……………………..…15 

附圖三  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圖………………………………………………..…….....21 

 

 

附表目錄 

附表一  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32 

附表二  砂石場品質觀察紀錄表..………………………………………………….....33 

 

 

附錄目錄 

附錄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書……………………………………...…….39 

附錄二  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47 

附錄三  砂石產銷履歷年度查核紀錄表………………………………………..…….52 



1/80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 

一、前言 

本手冊係規範「砂石產銷履歷」 (以下簡稱本驗證)(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簡稱 TAC)驗證作業的各項要求，提供申請驗證廠商及辦理驗

證業務人員遵循，以符合國際標準，提昇作業品質，建立驗證公信力。 

二、適用範圍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

公司執照(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

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一) 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地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二) 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並

確認第二類資格。) 

 

三、參考文件 

(一) ISO 17065 (CNS 17065) 

(二)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 

(三) ISO 9001國際標準(CNS 12680) 

(四)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五)相關作業程序(如本手冊參考資料) 

 

四、設立宗旨及驗證組織 

(一)設立宗旨 

砂石是營建工程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廣泛用於預拌混凝土、水泥製品、

道路鋪面、回填級配等，用量龐大，其品質對混凝土的強度、工作性及耐久

性有深遠的影響，優良的砂石材料是作為豪宅建築、高科技廠房及重大公共

工程所必備。台灣砂石來源主要是河川疏濬，因來源產地不同，所製成之骨

材品質自然有所差異，然而，骨材需經過預拌混凝土廠的調配生產，方能作

為工程所用的混凝土，但預拌混凝土的採購多以單價為考量，砂石場同業在

迫於市場競爭下，只能削價因應，更甚者摻混劣質骨材售出，不利於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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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建工程的結構安全及耐久強度發展，也衍生出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經濟部礦務局(以下簡稱本局)作為砂石主管機關，為穩定砂石市場、促

進工程安全，經審慎規劃後推動自願性之「砂石產銷履歷」，以砂石品質及

產銷流向透明化之方式，盼提升國內骨材品質。為推動此工作，本局評選公

正客觀且具砂石專業之第三方驗證執行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位)，結合ISO 

9000品質驗證與國家標準(CNS)對砂石粒料各項品質要求，以查驗各粒料品

質符合工程規範產品之能力。 

 (二)驗證組織 

本局為驗證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指導委員會)，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

集人，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邀請國內熟悉

水利、礦物、混凝土工程與驗證事務之學者、專家組成，由總召集人邀聘之，

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委員

擔任之。秘書組由執行單位組成，設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聘任。 

五、驗證組織之要求 

(一)一般規定 

1. 本驗證作業應以公正無私、無歧視待遇為原則，不因申請者財務情況、

規模大小或為某團體之會員而有所差異，亦不得對特定廠商予以加速或

延遲辦理。 

2.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公

司執照(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

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為第一類或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其中第一

類廠商需檢附證明文件；第二類廠商則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其具實際銷售

量或生產實績。申請廠商均需檢附近三個月電費單，以證明廠內有持續

生產運作。 

3. 驗證範圍為砂石製程及品質管理能力，以及場內粗粒料產品。 

4. 驗證系統依據 

本驗證系統係依據ISO 17065標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

「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ISO 9000標準、中華民國國家

標準(CNS)建立，以書面化之手冊及作業程序等方式展現，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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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保有效之執行，以提供外界對本驗證作業之信心及處理驗證作業

產生之責任。 

5. 每件申請案於正式評鑑前先行赴廠訪談，以評估案件是否繼續進行。每

一案件最後之複審及驗證決定，亦由具有專業能力之權責人員(評鑑常務

委員會、總召集人)協助完成。 

(二)組織 

1. 架構 

本驗證組織架構為指導委員會、總召集人，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院

長擔任，下設有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

位，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

評鑑委員擔任之。秘書組下設有召集人一位，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組

長或其指定代理人擔任。另為配合驗證管理系統業務推展及持續實施，

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上屬主管擔任驗證管理代表，必要時由總召集人

另行指派適當人選擔任之。 

2. 權責與權限 

本驗證組織各單位之主要功能說明如下，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

明書」。 

(1)指導委員會 

負責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及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以及公正

性的確認。 

(2)總召集人 

擔任本驗證之政策規劃、督導、核准及授權之最高負責人，對

驗證之核發、維持、增列、廢止及撤銷等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

總召集人承諾致力於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3)評鑑委員會 

a. 評鑑常務委員會負責驗證作業及標準修訂、爭議事件處理、抱怨

或申訴事件之討論、核可驗證執行結果。 

b. 評鑑委員負責評鑑、追查之執行。 

 (4)秘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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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人員或其指

定代理人擔任，協助處理申請、技術文件審閱、評鑑及追查作業進

度管控、相關人員訓練與登錄、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

理事務。若有社會大眾對本驗證提出抱怨或申訴時，秘書組應查核

有關事宜，並將處理方式及情形提請總召集人核定。 

 (三)作業標準 

本驗證標準係依循CNS 1240「混凝土用粒料」、CNS 6299「混凝土用碎

石」等相關國家標準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礦務局等對於陸上砂石資源之研究

文獻，有關產品抽樣、測試及檢驗亦依據CNS相關國家標準來辦理。 

(四)品質系統 

1.政策及目標 

(1) 遵循執行單位品質政策及品質目標，訂定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及目標，

並承諾維持驗證品質。驗證品質政策如下： 

           「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驗證制度，以確保驗證品質及公信力」 

(2) 驗證品質目標應每年視執行績效及發展情勢，加以檢討以制/修訂

之，並經本驗證之指導委員會核准後據以展開執行。 

(3) 驗證作業之各項目標應為本作業相關人員所瞭解、實施及維持，為

讓驗證相關人員充分瞭解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品質目標及品質相關

規定，應由教育訓練、會議、傳閱、發文通知或網路公告等方式來

宣導。 

2.文件管理 

為使本驗證系統之各項作業，均能依循正確、有效且最新版本之文

件執行，本系統相關文件之編訂、審查、核准、發行、分發、修訂及保

管/管理等作業規定，應依據執行單位之規定辦理。 

3.紀錄 

(1)為使本驗證作業之實施均能有效的展現，作業過程所產生之紀錄皆

應予鑑別、管理及適當處理，並確保過程之完整性及資訊之機密性。

管制範圍包含驗證之申請、評鑑、登錄、追查、增列、縮減、廢止

及撤銷、申訴、抱怨、爭議、收費…等作業及驗證人員之相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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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資料均應列入管制。 

 (2)驗證作業相關紀錄由執行單位負責保管，保存期限如下： 

a. 評鑑委員會所有人員之個人檔案由秘書組協助建檔，保存至該員

不再擔任評鑑委員會相關職務。 

b. 驗證廠商申請書(駁回申請之案件除外)，秘書組應分別建檔永久

保存。 

c. 本驗證辦理評鑑、追查之相關報告，秘書組應分別建檔，其中評

鑑報告應永久保存。 

d. 驗證合約書、追查及複驗報告至少保存六年。 

e. 其他與本驗證作業相關之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3)本驗證作業於電腦系統之紀錄，由秘書組負責定期更新。 

4.驗證作業之不符合事項及矯正 

本驗證作業過程中發生任何不符合事項，應進行處理及矯正。 

5.申訴、抱怨及爭議 

(1)應在提供廠商取閱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手冊」中

明示其申訴、抱怨及爭議聯繫管道。 

(2)對於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本驗

證組織所提之各項申訴、抱怨及爭議，或因執行單位執行驗證所產

生之責任歸屬認定等事項處理，應依據「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

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五)資訊公告 

1.本驗證系統作業相關資訊公布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供外界查詢及

參考，並依據「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2.秘書組應將驗證合格廠商定期所提報之產品流向彙整後登錄於網站上，

供外界查詢。 

3.若本驗證規定變更時驗證廠商需配合辦理，相關資訊除了公布於執行單

位網站，並應發文通知，且依據「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六、驗證機構之人員 

(一)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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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驗證作業之行政人員應對驗證作業具有基本知識，並熟悉承辦業務之

相關作業程序及說明書，相關人員職掌及責任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

明書」。 

2.本驗證作業之評鑑、追查、樣品抽樣檢驗、複驗及赴廠訪談工作，由評

鑑委員擔任。 

(二)驗證執行人員作業指導 

為確保驗證作業之一致性，執行單位應提供相關作業規定給予驗證執行

人員及行政人員，作為執行驗證業務之依據，有關驗證作業之增修訂將以發

文通報、電子郵件或網路公告等方式辦理。另為確保驗證執行一致性，每年

將至少舉辦一次評鑑委員一致性訓練會議。 

七、驗證規定之變更 

(一) 驗證相關要求及作業方式之變更，應於正式實施日期前之適當期間，以書

面通知或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等方式辦理，並將與廠商之權利及義

務變更部份知會已申請或驗證合格之廠商。 

(二) 驗證合格廠商對變更事項之執行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並於實施後查核及

檢討其執行情況。 

八、驗證作業之要求 

本驗證作業之各項要求，包含申請、評鑑、驗證決定、授證、追查等，相

關規定如下所述。 

 (一)申請 

1.本驗證作業之各項申請要求，分別於「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

手冊」中規定。申請驗證廠商如有其他要求時，執行單位亦應對其提供

更多之申請資訊，若有要求說明這些文件是否適用於特定驗證/登錄方案

時，應由執行單位提出說明，並予公布。 

2.廠商申請驗證時應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先提出「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並承諾依申請書中「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之規定申請驗證。 

3.執行單位應確保廠商申請驗證時，依規定具備相關證明文件，並了解其

權利義務，秘書組應依規定予以審查，相關作業詳「申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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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單位應備妥有關申請驗證作業之各項資訊供廠商使用，包括「砂石

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作業手冊」索取、網路下載等。 

(二)評鑑 

1.申請驗證廠商之申請書審查通過後，由秘書組安排一名主導評鑑委員負

責評鑑作業之計畫及執行。 

2.由秘書組協助安排主導評鑑委員與執行單位一名評鑑委員先辦理赴廠訪

談，了解廠商之特定要求及相關作業程序/說明書，以確保本驗證要求已

被了解及雙方之認知差異已解決。 

3.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一年內，申請驗證廠商應發文或電話通知秘書組辦

理現場評鑑作業。正式評鑑前，由秘書組協助主導評鑑委員安排其他評

鑑委員共同組成評鑑小組，並經與廠商聯繫確認後，由執行單位通知廠

商及評鑑小組辦理現場評鑑工作。 

4.評鑑小組應依據「評鑑查核紀錄表」查核項目及標準進行現場評鑑，並

完成評鑑報告書。 

5.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後，將改善結果

通知主導評鑑委員，並由秘書組協助安排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辦理複評，

以確認改善成效。若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半年內未能申請複評者，視為

評鑑不合格，申請驗證廠商可於三個月後重新辦理申請。 

6.現場評鑑缺失經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複評確認缺施改善完成後，由評鑑委

員辦理樣品抽驗及混凝土試驗。 

7.評鑑相關作業應依據「評鑑作業程序」及「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之規定辦理。 

 (三)驗證審查及決定 

1.驗證結果之審查，必須以評鑑過程中所蒐集之資料、其他相關之資訊及

評鑑報告作為依據；負責驗證核定之人員，不得參與該項評鑑作業。 

2.評鑑完成後，秘書組將驗證申請書、赴廠訪談報告書、評鑑報告書、複

評報告書及樣品抽驗相關紀錄等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進行審核。 

3.複審完成，最後符合驗證標準之廠商，經總召集人核定後，執行單位應

發給驗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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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授證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核發驗證證書，並由秘書

組將驗證合格廠商資料登錄於本驗證網頁內，供各界查閱。  

(五)追查 

1. 為確保取得本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符合標準之要求，執行單位應辦理後

續追查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其中樣品抽樣追查為六個月赴

廠辦理樣品抽驗。而專家追查在驗證合格起每年執行一次，為查核各項

程序之執行狀況及紀錄。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年度追查可合併同時辦理。   

2. 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結果之報告，應由複審小組協助審查，並依據「複

審小組作業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3. 追查相關作業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及「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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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組織及職掌說明書 

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最高指導單位為經濟部礦務局，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

召集人，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

位，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

委員擔任之；秘書組下設有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 

二、權責及職掌  

(一)本驗證組織如「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圖一)所示，相關成員登錄在

「指導委員會人員名單表」、「評鑑委員會人員名單表」及「秘書

組人員名單表」中，並公佈在本證書網站上。  

(二)指導委員會  

本驗證指導委員會由經濟部礦務局組成，主要任務為：  

(1)驗證制度建立之認可  

(2)驗證制度推行之督導  

(3)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  

(4)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決定  

(5)公正性確認  

(6)其他重要相關事宜之督導  

(三)總召集人  

本驗證組織之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集人擔任本驗證之

政策規劃、核准及授權、程序實施督導之最高負責人，對驗證之核

發、維持、增列、中止及註銷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回應廠商申

訴與抱怨，並協調各單位之工作，提供適當資源，必要時授權評鑑

委員會或秘書組代表其從事所界定的活動，總召集人應承諾致力於

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四)評鑑委員會  

1.評鑑委員會召集人  

評鑑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邀聘具砂石粒料

專長之專家及學者擔任之。召集人之權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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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鑑委員暨複審人員派遣之核定。  

(2)負責申訴案件之審查。  

(3)評鑑委員會執行之督導。  

(4)複審小組之督導。  

(5)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工作之協調。  

   2.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之權責為：  

(1)  評鑑作業之赴廠訪談、現場評鑑及複評之執行。  

(2)  專家追查、抽樣追查及追查作業複評之執行。  

(五)秘書組  

秘書組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組織小組，協助處

理申請、技術文件審閱、申請案接受之評估、驗證及追查報告之保

管、相關人員訓練、驗證進度之安排及管控、廠商諮詢服務、網站

管理、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理事務。  

秘書組設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權責為：  

(1)行政作業之督導。  

(2)秘書組相關人員負責工作之安排。  

(3)廠商所提書面申請資料之複核。  

(4)審查驗證證書之核發與變更。  

(5)驗證活動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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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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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  

一、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執行單位執行各項

驗證作業如有抱怨、申訴及爭議，或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認定時，

得向執行單位正式提出，執行單位應依據本作業程序妥善處理，以維護與提

昇執行單位之獨立性及公正性。 

二、定義： 

(一)抱怨：對於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 (如對執行單位一般

行政作業、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 )提出意見

之案件。一般而言任何人皆可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二 )申訴：對於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評、廢止、

撤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

土品質有意見之案件等。一般而言申訴由廠商主動提出。  

(三)爭議：對於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之案件等。  

 

三、權責： 

(一)秘書組為受理抱怨、申訴及爭議之窗口。 

(二)秘書組受理抱怨案件後，應就個案內容，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

辦理；受理申訴案件時，由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若申訴內容涉

及評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調查小組；受

理爭議案件時，由指導委員組成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負責辦理。 

(三)抱怨案件處理完畢後，由秘書組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

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申訴案件若由專案工作小組處理完

畢，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並陳送執行單位總召

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爭議案件若

由專案工作小組處理完畢，秘書組將相關資料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

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 

四、作業內容 

(一)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如圖一。 

(二)抱怨提出 



13/56 

1. 抱怨者對執行單位之驗證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 (如對執行單

位一般行政作業、驗證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 )

有異議時，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2. 抱怨案件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同時

並告知姓名、所屬之單位名稱、抱怨對象、抱怨內容。匿名抱怨

或抱怨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者，執行單位可不予受理。  

        3.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抱怨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三)申訴提出  

申訴者對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驗、廢止、

撤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土品質

有意見之案件等，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

申訴。  

申訴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需敘

明申訴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訴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理。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申訴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申訴案件受理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申訴者，並由評鑑委員會召

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若申訴內容涉及評

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專案工作小組

進行調查。  

(四) 爭議提出 

爭議提出者對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時，得隨

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  

爭議提出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

需敘明提出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理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理。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爭議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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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爭議案件受理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爭議提出者，並由總召集人

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五)抱怨處理 

抱怨案件受理後，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辦理，並視個

案內容得組成專案工作小組。為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

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

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承辦人或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

查及處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

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轉送總召集人陳核。  

核定後，秘書組應將抱怨處理結果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

抱怨者對執行單位處理抱怨案件之結果不能接受時，得向執行單位

提出申訴。  

(六) 申訴處理  

申訴案件受理後，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

作小組，小組長由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

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專案工作小組由執行

單位總召集人遴選，小組長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或指定代理人擔任。

為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

員，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

工作小組應於申訴案受理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

者同意後延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申訴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不同

意見時，由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

專案工作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專案工作

小組完成申訴案件之調查及處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召

集人審查。若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審查結果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

評時，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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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常務委員會 (召集人 )審查作業完成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

及處理結果轉送總召集人陳核。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申訴處理結果

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申訴者對執行單位處理申訴案件之結

果不能接受時，可提出爭議再處理。  

(七) 爭議處理  

爭議案件受理後，由總召集人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

小組長由小組成員推派，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為確保沒有

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

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工作小組應

於爭議案受理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延

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爭議提出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

不同意見時，由總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專案工

作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  

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查及處理後，應記錄於「驗證抱

怨、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總召集

人審查。專案工作小組作業執行結束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及處

理結果轉送總召集人陳核。總召集人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爭議處理

結果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並予以結案。  

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爭議，經專案小組調查後若屬本驗

證制度或人為執行之缺失，則提送公正仲裁單位依中華民國法律之

仲裁方式解決之；若屬驗證廠商本身之缺失，則執行單位不負任何

賠償責任。  

若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評時，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

辦理。  

五、矯正與預防措施  

若抱怨、申訴或爭議案件調查結果為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疏失或不

符合相關標準及規範時，應列入不符合項目，並依「驗證作業不符合

事項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以避免相關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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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申訴及爭議案件，秘書組應收集彙整並提供給評鑑委員及

行政人員參考。  

 

 

抱怨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承辦人或專案工
作小組調查處理

提送總召集
人核定

函覆抱怨提出者

結案

申訴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一般申訴案件：由評鑑委
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
調查涉及人員操守申訴案
件：由總召集人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提送評鑑常務委員
會召集人審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申訴提出者

結案

接受

YES

NO

接受

YES 

YES

不接受

抱怨處理流程 申訴處理流程

NO

NO

爭議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理

由指導委員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爭議提出者

結案

YES 

YES

爭議處理流程

NO

 

附圖二、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流程圖  

 

 



17/56 

附件三 資訊管理作業程序 

一、為使砂石業者、工程單位及社會大眾瞭解及查詢本驗證系統相關作業資訊，

特訂定本作業程序，作為本驗證資訊公佈之依據。 

二、權責： 

(一)本驗證網址設置於執行單位網站內，由執行單位秘書組負責總管理，並依

執行單位資訊管理程序及權限辦理。 

(二)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資料之登錄與維持，由秘書組負責。 

三、作業內容 

(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相關網站 

1. 經濟部礦務局：https://www.mine.gov.tw/ 

2. 執行單位網址：  

3.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址：https://amis.mine.gov.tw 

 (二) 驗證廠商之登錄 

1. 申請驗證廠商 

秘書組確認廠商所提送申請資料已完備且繳交相關驗證費用

後，應公佈在本網站「申請廠商執行進度表」中。  

   2. 驗證合格廠商  

驗證合格廠商在取得驗證證書並與執行單位簽訂合約後，秘

書組應將廠商公布在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中，並將廠商名稱、

地址及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

各界查詢。  

   3. 驗證合格廠商取消  

若驗證合格廠商因故取消其驗證資格，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

服務平台網站合格名單中移除。  

(三) 驗證作業之公佈  

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本驗證作業之申請、評鑑、

追查及攸關廠商權利義務之程序或說明書，並提供「砂石產銷履歷驗

證(TAC)申請作業手冊」之檔案供各界下載。 

若驗證作業之程序或說明書等與驗證廠商相關之文件，經增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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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刪除時，秘書組應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並發文通知

相關者。 

(四) 其他事件之公告  

1. 關於本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內容及聯絡方式之公

告。 

2. 本驗證所辦理相關規範研擬、技術研討、訓練講習及推廣宣導等

活動，若需驗證廠商配合執行者，秘書組應將相關資訊公佈於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廠商查詢及參考。 

   3. 若驗證合格廠商有發生重大事件情形，秘書組應視個案性質並經

總召集人核示後，可將處理流程及結果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網站上，供各界查詢。  

   4. 有關驗證相關諮詢聯絡人員及聯絡方式亦公告於土石資源服務平

台網站上。  

   5. 其他與本驗證相關之資訊，經秘書組召集人核可後亦可公佈於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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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申請作業程序 

一、為建立執行單位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之標準作業，提供廠商申請作

業之依據，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秘書組負責申請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廠商所提出申請書經秘書組承辦人員審查後，由秘書組召集人複核。 

(三)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如附圖五。 

(二)申請驗證 

1. 廠商資格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

有經濟部公司執照 (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

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 )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1) 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定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2) 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量或生產實績，

確認為第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者) 

2.申請文件 

廠商申請驗證時，應填寫「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

向執行單位申請。  

(1)  申請書內容  

a.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書封面  

b.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申請書目錄  

c.  基本資料  

d.  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e.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f.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g.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乙份  

h.  第一類砂石場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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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近三個月電費單  

j . 「自評報告書」  

k.  其他附件  

(2)申請書填寫說明 

  a. 驗證範圍為廠內所生產之粗粒料。 

b. 公司及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公司及申請驗證廠商組織包含公司 (含申請驗證砂石場)

組織圖、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

表，其中公司組織圖應展現總公司組織與申請驗證廠關係，

若申請驗證廠該公司僅此一家砂石場，則申請書可免附公

司組織圖，另砂石場組織圖需將各部門主管標示出，並於

職掌表描述各部門主要人員權責及工作內容。  

c.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  

列出廠內主要生產設備的種類、廠牌型別、數量等，

例如破碎機、洗砂機、震動篩等。  

d.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為確保驗證作業能順利進行，申請驗證廠應簽署同意

書且承諾配合辦理相關事項，並於申請單位處蓋章及代表

人處簽章。  

e. 「自評報告書」  

申請驗證廠應依「自評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在提送

申請書前先行自我評鑑，並將自評紀錄併在「自評報告書」

中。廠商透過自評除了可以瞭解本驗證之查核標準外，對

於有疑義或不瞭解之查核內容，可於赴廠訪談時與評鑑委

員溝通，使後續現場評鑑作業能進行更順利。  

f.  其他附件  

申請廠應提送第一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

記證影本、或使用地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

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文件。若為第二類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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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需經轉請砂石公會確認具實際銷售量及生產實績。另

申請廠需檢附近三個月之電費單，作為廠內有生產運作之

佐證。  

3. 申請資訊  

(1)申請書索取  

驗證申請相關作業之資訊均包含在「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

申請作業手冊」中，可電洽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索取或自執行單

位網站下載。  

(2)  申請方式  

申請驗證廠依「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AC)申請書」之格式備

齊相關資料後，可函寄或自行送件至執行單位。  

(三)書面審查 

秘書組應在申請案受理後於二週內完成申請書資料審查，並將「申請書

審查結果通知單」及需繳交之費用發函通知申請驗證廠辦理。秘書組應就驗

證範圍，以及適當時申請者作業地點及其他任何特別要求，如申請者所使用

之語文等，評估是否能辦理該驗證申請作業，經評估無法辦理者應將「申請

書審查結果通知單」連同申請資料退回申請單位。若申請資料有缺件者，廠

商應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逕予駁回申請。廠商備齊申請書相關資

料及繳交費用後，秘書組應依「評鑑作業程序」辦理赴廠訪談等相關評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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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

缺件

5.現場評鑑

9.頒發驗證證書

10.登錄與公佈

11.年度追查
(抽樣追查、半年追
查、流向申報)

有

無

6.樣品抽驗

補齊文件

3.赴廠訪談

4.廠商改
善確認

無

行政作業流程 負責執行

1.祕書組

2.祕書組

3.評鑑委員會

4.祕書組

5.評鑑委員

6.查驗工程師

有

複評

無

8.複審

缺失

13.重評 13.祕書組及評鑑委員會

2.書面審查

7.超高強度混凝
土特等料抽驗

12.超高強度混凝
土特等料抽驗

7.查驗工程師

8.評鑑常務委員會

9.祕書組

10.祕書組

11.評鑑委員會

12.查驗工程師

 

附圖三、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圖 

11. 年度換證 

10. 年度追查 

(年度專家追查、

半年抽樣檢驗) 

9. 登錄與公佈 

無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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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評鑑作業程序 

一、  為建立與維持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制度之評鑑標準作業與確保驗

證水準，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權責：  

(一)  秘書組負責評鑑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評鑑、複評、樣品抽驗、試驗、專家追查

及複審。  

(三)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申請及書面審查  

申請驗證廠商所提送之「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

經秘書組完成書面審查作業及廠商繳交相關費用後，即可進行評鑑

作業，有關申請及書面審查相關作業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

辦理。  

(二)赴廠訪談  

1.赴廠訪談之評鑑委員指派  

申請驗證廠商之書面審查核可後，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

鑑委員赴廠訪談，並指定其中一位擔任主導評鑑委員，由主導評鑑

委員負責赴廠訪談作業之計畫及執行。  

2.赴廠訪談作業安排  

秘書組協助主導評鑑委員安排赴廠訪談行程作業，原則上現場

作業時間為一個工作天，並通知廠商及評鑑委員。秘書組在評鑑委

員赴廠訪談前應準備廠商申請書、書面審查通知書及相關資料，提

送給(主導)評鑑委員，作為該次訪談作業之展開。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

書組，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3.赴廠訪談現場作業  

(1)驗證相關作業說明  

 評鑑委員應介紹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相關作業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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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辦理現場評鑑、樣品抽驗及執行單位所提

供申訴抱怨之管道等，相關作業程序可參考本作業程序、「砂

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

業程序」等。  

(2)驗證範圍確認  

評鑑委員應確認廠商申請驗證範圍，包括認定標準及是否

加做高強度混凝土試驗。  

(3)現場評鑑標準溝通  

評鑑委員應針對「評鑑查核紀錄表」所列查核標準進行初

步診斷，確認雙方對查核項目及標準之認知差異已解決。對訪

談過程中所發現之任何明顯缺失，應明確告知廠商謀求改善對

策；對潛在缺失或覺得制度 /執行面較鬆散之處，亦應提醒廠

商加以檢討考量。  

(4)赴廠訪談報告確認  

評鑑委員完成赴廠訪談之現場作業後，由廠商代表在赴廠

訪談「砂石場查驗報告書」簽名確認，若廠商代表對於現場

 評鑑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

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5)赴廠訪談報告提送  

主導評鑑委員於赴廠訪談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赴廠訪談

「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並由秘書組正式發文通

知廠商。赴廠訪談「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包含「赴廠訪談綜合

報告」、「赴廠訪談補充說明報告」及「赴廠訪談查核結果一

覽表」。  

(6)廠商提出辦理現場評鑑時機  

申請驗證廠商應於赴廠訪談現場作業結束後一年內，以公

文或電話方式通知秘書組辦理現場評鑑作業。超過期限未通知

秘書組者視為評鑑不合格，並退回已繳交未辦理作業之相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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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評鑑  

1.評鑑委員指派  

秘書組於接獲申請廠商通知可辦理現場評鑑作業後，由評鑑委

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執行現場評鑑作業，並

指定其中一位擔任主導評鑑委員，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現場評鑑作

業之計畫及執行。原則上「評鑑小組」可由辦理赴廠訪談之評鑑委

員來組成。  

「評鑑小組」成員確認後，秘書組應發文通知申請廠商，申請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書組，

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現場評鑑作業安排  

秘書組協助評鑑小組主導評鑑委員排訂現場評鑑時程及分配

「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原則上現場評鑑作業時間為一工

作天，查核項目依評鑑委員之專長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

情況調整。秘書組並將現場評鑑安排結果通知廠商及「評鑑小組」

成員。  

該案若有需觀察員、評估人員、TAF 人員等參與時，應告知廠

商對其保有提出異議或不同意之權益。  

3.現場評鑑作業流程  

(1)開始說明會議  

由主導評鑑委員介紹評鑑小組成員及確認現場評鑑依據之

標準及驗證範圍，並由廠商代表介紹廠內主要幹部及工廠簡介。  

(2)廠區環境巡視及現況說明  

由廠商代表帶領巡視廠區並對現場執行概況簡單說明。  

(3)品質評鑑查對表之查核  

「評鑑小組」原則上分成兩組，依現場評鑑作業時程表所

排定行程，執行「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評鑑委員可採取

與廠商負責人員訪談、程序作業及紀錄審查、現況作業觀察、

相關人員操作及答詢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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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將觀察內容在「評鑑查核紀錄表」中觀察紀錄欄

位勾選及記錄，並在符合與否欄位記錄查核項目之合格判定結

果。  

觀察員僅能觀察及學習評鑑委員查核過程，不得涉入查核

作業。  

(4)評鑑小組會議及報告整理  

「評鑑小組」完成「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作業後，由

主導評鑑委員召開小組內部討論會議，由各評鑑委員對於各自

負責查核項目提出「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紀錄，並將缺失

項目及說明記錄在評鑑「缺失報告」中。  

「評鑑小組」應於總結會議前確認評鑑「缺失報告」所列

缺失項目，並完成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砂石場

查驗報告書」內容包含評鑑「綜合報告」、「評鑑缺失一覽

表」、評鑑「缺失報告」及「評鑑查核紀錄表」。  

(5)總結會議  

由「評鑑小組」與廠內人員共同召開，評鑑委員報告查核

結果及缺失項目說明，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

在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評鑑「缺失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現場評鑑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驗

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6) 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及複審通知  

主導評鑑委員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並由秘書組正式發文通知廠商

現場評鑑結果。若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

評鑑作業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缺失項目改善；若廠商現場評鑑

結果無缺失項目且經「複審小組」辦理複審合格者，由秘書組

將「赴廠作業／評鑑樣品抽驗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廠商並辦

理後續樣品抽驗，相關作業程序詳如 (四)所述。  

4. 樣品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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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應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砂石粒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廠內人員不得拒絕。抽樣之產品以封條

密封後送至實驗室，進行粒料試驗及混凝土試驗，粒料試驗項

目包含粗細粒料篩分析、比重、吸水率、健度、土塊及易碎顆

粒、輕質物質含量；粗粒料之扁平率、洛杉磯磨損率；細粒料

細度模數、氯離子含量。  

(2) 檢驗過程應記錄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另樣品抽樣

規定詳「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3) 秘書組應將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紀錄於「砂石場樣品抽

驗紀錄表」，附於評鑑報告中，待檢驗結果出來後再正式發文

廠商。  

(4)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均為「合格」，則秘書組應於複評合格後召開評鑑常務委員

會進行複審。  

(5)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未達申請驗證等級標準，則評鑑不合格。  

(6) 申請廠商於接獲不合格通知起一個月後可重新提出申請。  

5.複評  

(1)複評作業提出  

若申請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評鑑作

業結束後六個月內以公文或電話方式通知秘書組辦理複評，且

將「矯正報告」提送給主導評鑑委員，並由主導評鑑委員赴廠

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若廠商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超過六

個月未提出辦理複評者，視為評鑑不合格，廠商應於三個月後

始可重新辦理申請。  

(2)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複評作業原則上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複評作業時間約為

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主導評鑑委員。  

主導評鑑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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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在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

評鑑「複評觀察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

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複評結果判定  

a.複評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所有查核項目缺失已改善，

樣品抽樣結果符合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合格。  

b.複評不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有所查核項目缺失仍未改

善，或樣品抽樣結果未達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不合

格。  

(4) 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主導評鑑委員於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複評「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

內容包含評鑑「複評總結報告」及評鑑「複評觀察報告」。  

(5)現場評鑑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主導評鑑委員所提送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

及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交由評鑑常務委員會來複

審。  

(四)評鑑作業複審  

現場評鑑及樣品抽驗作業完成後，由秘書組彙整廠商提送「砂石

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書」、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複評

「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廠商「矯正報告」、「赴廠作業／評鑑樣品

抽驗結果通知書」、「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及樣品抽驗相關報告

資料等送請評鑑常務委員會議複審，並將複審意見及結果記錄在「評

鑑常務委員會複審表」中且需半數 (含)以上評鑑常務委員簽名確認，由

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若評鑑常務委員會複審結果不合格，則廠商於

接獲不合格通知日起一個月後始可重新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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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頒發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證書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頒發驗證合格證書，

並授權使用合格證書。  

(六)登錄與公佈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規定辦理登錄與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

平台網站，供大眾查詢。  

(七)年度追查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年

度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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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一、為使執行單位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在執行砂石粒料樣品抽驗時有依循標準，

訂定本作業程序，並供申請驗證廠商參考。 

二、權責： 

(一) 秘書組協助樣品抽驗之行政作業與聯絡事宜。 

(二) 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由評鑑委員負責執行。 

(三) 樣品抽驗作業之過程若有任何疑義，由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之。 

三、作業內容 

(一)樣品抽驗之頻率及抽驗日期之安排 

1.評鑑作業之樣品抽驗 

(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生產的粗粒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包含粒料試驗與混凝土試驗所需之三分

石與六分石，若廠商選擇增做高強度混凝土試驗，則增加一份

混凝土試驗樣品量。  

(2) 先進行目視判定，檢查是否含雜質 (如樹枝、磚瓦、刨除料、

廢棄物等 )，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粒料試驗項目為比重、吸

水率、洛杉磯磨損率、健度，並至原料區認取依適當大小原石

送至實驗室作圓柱試體鑽心，進行抗壓試驗，得取岩心強度。  

2.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 

(1) 秘書組應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自廠商取得驗證證書後辦理

抽樣追查，取適當量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試驗項目為比重、

吸水率、洛杉磯磨損率。抽樣頻率為每六個月執行一次，另辦理

時不事先通知廠商。 

(2)  粒料取樣試驗及專家追查可合併進行。  

(二)樣品抽驗前準備 

評鑑委員於樣品抽驗前應確認實驗室所用儀器與器具均已備妥且

能正常使用。  

         (三)樣品抽驗之地點 

1. 評鑑委員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粗粒料隨機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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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鑑委員執行砂石粗粒料抽驗，知會廠內人員取樣時，廠方不得拒絕，

否則該次取樣結果視為「異常缺失」。 

(四)樣品抽驗之執行 

1. 執行樣品抽驗時，由評鑑委員指定取樣點取樣，原則上應至少取四個不

同位置，再加以混拌，裝袋密封，送往實驗室。 

2.評鑑人員應依「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規定之內容，記錄相關資訊。 

3. 砂石粒料樣品檢試驗作業 

(1) 目視檢測  

針對砂石粗粒料進行目視檢測，觀察是否有雜質、土塊、磚

瓦、樹枝、雜草、垃圾、刨除料、廢棄物等情況，並將檢測結果

記錄「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2) 比重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粒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3) 吸水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粒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4) 洛杉磯磨損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90「粗粒料(37.5mm 以下)洛

杉磯磨損試驗法」檢測。  

(5) 健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1167「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

粒料健度試驗法」檢測。  

(6) 岩心強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5367「岩石抗壓強度試驗法」

檢測。  

(7) 混凝土試驗 

。  

4. 砂石粒料樣品檢試驗之合格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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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標準參考 CNS 1240「混凝土用粒料」、CNS 6299「混凝土用

碎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台灣地區陸上砂石資源調查與研究報

告」，經專家討論彙整而成。 

a. 目視判斷：潔淨無雜質 

b. 比重：大於2.5  

c. 吸水率：小於3% 

d. 洛杉磯磨損率：小於40%  

e. 健度：小於12%  

f. 岩心強度：大於500kgf/cm2。 

(五) 評鑑人員應將試驗結果，填寫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中。 

(六) 「砂石場品質觀察紀錄表」查核作業及合格判定標準 

為查核抽驗樣品之品質紀錄，查驗工程師應依「砂石場品質觀察紀

錄表」規定之內容，確認廠內相關品質紀錄，並檢附佐證資料(如照片、

購料憑證等)。若查核結果所有項目均符合規定者，屬「合格」；若查核

結果有不符合規定者，屬「異常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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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廠    名  
抽驗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抽驗 

次別 

評鑑 

第___次 追查 

複評 

證書編號 

(評鑑時填案號) 
 

抽驗地點：□廠內料堆  □車上(車號        ) 

          □廠外：____________ 

抽驗樣品 

基本資料 

1類別：□3分石 □6分石                  

2.驗證範圍：□合格級 □增做高強度混凝土 

現場確認 
1.原料堆置量： 

2.3分石堆置量：                             6分石堆置量： 

會同品管人員 □會同      □自願放棄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送驗實驗室  

料堆目視檢測 
□合格   

□異常缺失：○夾雜廢棄物、○夾雜樹枝雜質、○不同尺寸混料、○夾雜泥塊、○其他________ 

抽樣項目 本次抽樣結果 合格判定 

粗 

粒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2% 

洛杉磯磨損率  □合格    □異常缺失 <40% 

扁平率  □合格    □異常缺失 <12% 

土塊及 

易碎顆粒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細 

粒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0% 

細度模數  □合格    □異常缺失 2.3~3.1 

氯離子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024 

土塊及 

易碎顆粒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其他說明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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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砂石場追查品質觀察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3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場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

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

等。 

□是 □否1.場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2品質檢驗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應

進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至少

包含比重、吸水率、磨損率、

健度、細長比及級配。 

□是 □否1.場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2.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3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出

庫管理紀錄。 

□是 □否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1)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評鑑委員：________________                                   會同人員：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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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追查作業程序 

一、執行單位各項追查作業之目的，係監督已取得優質砂石粒證書料 (TAC)

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以維持驗證合格廠商其驗證資格之有效性，並

持續確保驗證廠商產品品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 秘書組負責追查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追查、追查評鑑、複評、複審、樣品抽驗、

混凝土試驗。  

(三)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合格有效期間之追查作業 

驗證合格廠商其有效期間自通過驗證後開始，每年需辦理年度追查

包含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且證書有效期間為一年，每年辦理換證。若

廠商發生重大事件，經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專案工作小組」所提送

報告後，需進行複評者，應依本程序辦理赴廠複評。  

廠商辦理追查相關資訊之公佈應依「驗證資訊管理作業程序」之

規定辦理。  

(二)年度追查 

廠商應於驗證合格起接受執行單位所辦理之年度追查，追查作業

可分為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抽樣追查為每三至六個月付廠辦理樣品

抽驗，依年產量而定，而專家追查為每半年赴廠執行一次品質管理系

統查核。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可合併同時辦理。  

1. 抽樣追查 

(1)抽樣追查安排及通知 

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通知廠商抽樣頻率，原則每六個月一次。  

b. 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年度追查可同日期辦理，若於其他日期執

行樣品追查，則不另行通知廠商。  

 (2)抽樣追查執行 

a. 評鑑委員赴廠執行抽樣追查 (即樣品抽驗)，每次應取足量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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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樣品，並查核「砂石粒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所列之項

目，依「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   

b. 每次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結束後，經封簽打包後應送至實驗室

進行相關試驗，並彙整試驗成果於「砂石粒料樣品抽驗紀錄

表」中。    

 (3)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複審及合格標準 

秘書組應將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於樣品抽驗

作業結束後二週內提送「複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

「追查結果通知書」中。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合格標準依據「砂石

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來判定，若抽驗結果「不合格」，則廠商

需辦理抽樣追查之複評作業。  

秘書組應將「追查結果通知書」、「砂石粒料樣品抽驗紀錄

表」及「砂石粒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之抽驗結果發文通知廠

商。  

(4)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均為「合格」，毋須辦理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作業。    

b.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粒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有發生「異常缺失」，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於一個月內

將「矯正報告」提送給秘書組，應先由評鑑委員檢核後，再

由「複審小組」辦理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認

可」，由秘書組將「追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

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認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

結果為「赴廠抽樣」，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辦理及依據

「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5)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a.赴廠複評辦理時機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結果有「異常缺失」，秘書組應於一

個月內完成赴廠複評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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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赴廠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赴廠複評。原則上現場

作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

後，由廠商代表在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複評觀察報

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赴廠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

怨、申訴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c. 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赴廠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複評「砂石場查

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內容包

含「複評總結報告」及「複評觀察報告」。  

d.赴廠複評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評鑑委員所提送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廠

商「矯正報告」，交由「複審小組」來複審。  

赴廠複評作業合格者，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

時確認其改善成效，若需再辦理一次樣品抽驗者，由秘書組通

知廠商辦理樣品抽驗；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者，由秘書組將

相關報告及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議。  

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廠商經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取消該

廠驗證資格時，秘書組應依據雙方簽訂「砂石產銷履歷 (TAC)

驗證合約書」來辦理。  

2.專家追查 

(1)專家追查安排及通知 

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於一年內辦理二次專家追查，原則上每半

年辦理一次。  

b. 秘書組應於預定追查月份之二週前，請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

派評鑑委員組成追查小組執行專家追查，並指定其中一人為

主導評鑑委員。專家追查現場作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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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組傳真「專家追查通知單」或其他通訊方式知會廠商，

並通知評鑑委員。  

c. 廠商若有正當理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

秘書組，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專家追查現場作業執行 

a. 專家追查(不含評鑑合格後第二年度第一次半年追查)之查核項目包

含「半年查核紀錄表」及前次專家追查之缺失項目，若屬驗證合

格後辦理第一次專家追查，其項目應包含評鑑之缺失項目。  

b. 現場追查時程之排定與查核項目之分配由主導評鑑委員依評鑑委員

之專長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情況調整。  

c. 若廠內有上述之變動，評鑑委員得就與評鑑觀察紀錄表相關項目進

行查核，如有不符合項目，則增列欄位紀錄之，且視為缺失項目。 

d. 若評鑑委員現場有發現未列於本次查核紀錄表中之不符合項目，得

自行增列欄位紀錄不符合事項，且視為缺失項目。 

e. 追查小組於半年追查現場作業結束後，應將缺失項目記錄在專家追

查「缺失報告」中，且將查核結果告知廠內相關人員，並請廠商

代表在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半年追查「缺失報告」

簽名確認。 

f. 若廠商代表對於專家追查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申訴

及爭議處理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 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專家追查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半年追查「砂石場查

驗報告書」 (包含專家追查「綜合報告」、「半年追查／評鑑追查

缺失一覽表」、「缺失報告」、「專家追查查核紀錄表」送給秘書

組。  

(4) 專家追查現場作業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原則上應於二週內將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

送「複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追查結果通知書」中，

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追查結果。若廠商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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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屬「異常缺失」，追查結果「不合格」，應於現場專家追查作業

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  

(5)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專家追查結果無缺失項目者，毋須辦理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作業。 

b. 若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目者，廠商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

應先由評鑑委員檢核後再辦理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

「認可」，由秘書組將「追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

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認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

為「赴廠複評」，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所提送「矯正報告」複

審意見及辦理「赴廠複評」，並依據「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定

繳交相關費用。 

(6)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本項作業可依據本程序第 (5)項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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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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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礦務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 

驗證申請書 

(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 

 

 

              

 

 

 

 

 

 

 

申請廠商名稱：  

申請廠商地址：  

日        期：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 

(由驗證單位編號)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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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驗證申請書 

目 錄 

 

一﹑驗證範圍 -----------------------------------(    ) 

二﹑基本資料 ------------------------------------(    ) 

三﹑公司及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 

四﹑廠內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 

五﹑辦理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 (    ) 

六、附件  

(一)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

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請將經濟部商業司網站

查詢公司資料附上)影本乙份 

(二)第一/二類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記證影本、或使用

地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或使用地經主管機

關許可容許使用者文件。 

(三)自評報告書 

(四)近三個月電費單據 

(五)其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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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公司資料表 
頁數：     之  2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  

網址  

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公司執照  

公司創立日期  

申請驗證廠設廠日期  

營業項目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                          元 

申請廠上年度營業額：新台幣                           元 

申請驗證廠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申請驗證廠 

連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公司) 傳真  

(行動) e-mail  

1.砂石場土地及設備：□全部自有 □全部租用 □土地租用設備自有 □設備租用土地自有 

2.場區總面積：          m2 

3.最大日產量：           噸 、平均日產量：           噸 

4.去年年產量：           噸 

5.目前廠內原料堆置量：           噸 

6.目前廠內成品堆置量：細粒料         噸、粗粒料         噸 

7.砂石場內員工人數：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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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組織(一) 

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 

頁數：     之  5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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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組織(二) 

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表 

頁數：     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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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砂石場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頁數：     之  10   

設備名稱 規格及功能 廠牌及出廠年份 數量 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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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頁數：     之  12   

1.申請人：                         ＿      

2.申請驗證廠名：                                    ＿ 

3.申請驗證廠地址：                                 ＿ 

4.配合事項 

(1)驗證範圍內所需資料之提供與說明 

(2)驗證範圍內使用材料之及樣品取樣同意 

5.承諾事項 

(1)申請人為申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TAC)，承諾協調相關單位

全力配合礦務局認定之驗證單位執行各項驗證作業。若因

本單位或受配合單位藉故阻撓或不予配合，而無法完查驗

工作，申請人同意視為驗證不合格。 

(2)申請人充份瞭解本項驗證服務之精神之確保砂石粒料產製之

品質，並不代表免除申請人在承攬合約中對品質、進度、

數量、規格等一切應盡之責任。 

(3)申請人依規定之方式與期限繳納費用，如有遲延，應負法律

上之遲延責任 

(4)申請人同意將申請、評鑑、流向、試驗報告等資訊依驗證作

業之規定公佈。 

申請單位：                                       (印章) 

代 表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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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1一般規定 

1.1.1  

廠內建物、設備及階梯通道

應堅固安全且保持環境整

潔。 

□是 □否1.廠內建物、設備及通道安全穩固。 

□是 □否2.廠內保持環境整潔。 

其他說明： 

 

 

1.1.2  

廠內應有適當之安全設備及

防範措施以確保從業人員

之安全。 

□是 □否1.轉動之機具設備(如馬達、齒輪、鏈條、滑輪) 都

有安全防護(加蓋)。 

□是 □否2.已配置消防安全裝置。 

□是 □否3.已建立災害通報系統。 

其他說明： 

 

 

1.1.3  

廠內應裝設監視器以掌握廠

內運作狀況。 

□是 □否1.廠內已裝設監視器。 

□是 □否2.監視器可清楚顯示廠內運作情形。 

其他說明： 

 

 

 

1.2污染防制設備 

1.2.1  

工廠出口處應設置洗車設

備，避免車輛輪胎污染路

面。 

□是 □否1.工廠出口處已設置洗車設備。 

其他說明： 

 

 

1.2.2  

工廠內處應設置污水沉澱

池，避免未經處理之污水

流出污染環境。 

□是 □否1.廠內已設置污水沈澱池。 
其他說明： 

 

 

1.3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

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是 □否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1.4製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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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4.1  

廠內應具備不同型式破碎

機，可滿足各式原料飼料

處理需求。 

□是 □否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破碎機 

□是 □否2.廠內破碎機能正常運作，處理所飼之原料。 

3.廠內破碎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說明如下： 

 

 

 

1.4.2  

廠內應具備篩選機，可篩分

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

料。 

□是 □否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篩選機 

□是 □否2.廠內篩選機能正常運作，篩選不同粒徑成品。 

□是 □否3.廠內已配置不同尺寸足夠數量之篩選機篩網。 

□是 □否4.篩網尺寸已能滿足常見粒料粒徑 

5.廠內篩選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篩網網目尺

寸說明如下： 

 

 

 

 

 

1.4.3  

廠內應具備洗砂機，可洗選

不同尺寸粒徑的成品粒

料。 

□是 □否1.廠內已配置足夠數量之洗砂機 

□是 □否2.廠內洗選機能正常運作，洗選不同粒徑成品 

3.廠內洗砂機型式、數量、處理能量說明如下： 

 

 

 

 

 

1.5運輸管制 

1.5.1  

運輸車輛應裝設活動式防塵

紗網，外觀應整潔，無鏽蝕

或油漆嚴重剝落情形。 

 

□是 □否1.運輸車輛已裝設活動式防塵紗網， 

□是 □否2.運輸車輛外觀整潔，無鏽蝕或油漆嚴重剝落情形。 

其他說明： 

 

 

1.5.2  

廠內應設置地磅作為運送車

輛之秤重。 
□是 □否1.廠內已設置地磅。 

□是 □否2.地磅裝置於穩固之基礎上，並隨時維持水平與垂直

之位置。 

□是 □否3.地磅平台之長度與寬度能滿足運輸車輛之需求。 

其他說明：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

留存紀錄。 
□是 □否1.地磅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1.6實驗室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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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6.1  

同地區砂石場內應設置品管
實驗室，至少具有下列儀器
設備： 
1.粗細粒料搖篩機及篩網2.
水洗篩3.電子秤。 

□是 □否1.同地區砂石場內具有左列查核內容所訂之儀器設
備。 

其他說明：(若與他場共用品管儀器，則應註明共用之場名) 

 

2.品質管制 

2.1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

表並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是 □否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

能滿足工作所需。 

□是 □否1.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數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品質檢驗 

2.2.1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

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且

至少應包含比重、吸水率、

磨損率、健度、細長比及級

配。 

□是 □否1.廠內已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

準，且包含左列項目。 

□是 □否2.檢驗方法與 CNS國家標準相符。 

□是 □否3.合格標準不低於國家標準要求。 

其他說明：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

應進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

至少包含比重、吸水率、磨

損率、健度、細長比及級

配。 

□是 □否1.廠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理自主成品檢驗，試

驗項目至少包含粗粒料、細

粒料篩分析。 

□是 □否1.廠內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3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

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1)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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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標

售證明文件，並妥善保存。 

□是 □否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1)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3)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

續編號，且應記載公司名

稱、顧客名稱(或送貨地

點)、裝貨日期與時間、車

號、裝載貨車之空重、裝載

淨重、總重、送貨時間、簽

收欄等。 

□是 □否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

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是 □否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2.4合約管制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

確訂定其品質規格。 

□是 □否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2.合約已明確訂定粒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

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

殊需求。 

 

□是 □否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

特殊需求。 

其他說明：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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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年度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3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避

免混雜 

□是 □否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

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

等。 

□是 □否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粒料成品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1.5運輸管制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

紀錄。 

□是 □否1.地磅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1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表並

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是 □否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

足工作所需。 

□是 □否1.各部門之人員數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數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品質檢驗 

2.2.1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

率、方法及合格標準，且至少應

包含比重、吸水率、磨損率、健

度、細長比及級配。 

□是 □否1.廠內已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

準，且包含左列項目。 

□是 □否2.檢驗方法與 CNS國家標準相符。 

□是 □否3.合格標準不低於國家標準要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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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應進

行一次成品試驗，項目至少包含

比重、吸水率、磨損率、健度、

細長比及級配，並上網上傳試驗

報告。 

□是 □否1.廠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2.試驗報告已上傳至砂石產銷履歷網頁。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理自主成品檢驗，試驗項

目至少包含粗粒料、細粒料篩分

析，並上網填報試驗數據。 

□是 □否1.廠內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2.近12月試驗結果皆已完整填報。 

其他說明： 

 

 

2.3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出庫

管理紀錄。 

□是 □否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理紀錄。 

□是 □否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數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2) 原料：堆置數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3)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4)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5)種類尺寸：_________，堆置數量_________噸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標售證

明文件，並妥善保存。 

□是 □否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4)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5)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6)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數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續編

號，且應記載公司名稱、顧客名

稱(或送貨地點)、裝貨日期與時

間、車號、裝載貨車之空重、裝

載淨重、總重、送貨時間、簽收

欄等。 

□是 □否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實際

過磅情形相符。 

□是 □否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2.3.5  

已定期上網申報入出庫流向，並

檢附證明。 

□是 □否1.近12月產銷流向均準時上網申報。 

□是 □否2.證明文件皆已完整上傳。 

其他說明： 

 

 

2.4合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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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確訂

定其品質規格。 
□是 □否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2.合約已明確訂定粒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產

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殊需

求。 

 

□是 □否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

特殊需求。 

其他說明： 

 

 

 

 



項目 領域 類別 圖資名稱 

第一級

環境敏

感地區 

災害敏感 

特定水土保持區 
106 年度 67 區特定水土保持區範圍圖 

全台已公告特定水土保持區合併圖層(TWD97)0531 

河川區域 河川流域範圍圖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臺灣活動斷層分布圖(50 萬分之 1紙圖版更新數值檔) 

生態敏感 

國家公園區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

護區 
國家公園區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沿海自然保護區 20130515-台灣沿海保護區圖 

文化景觀

敏感 
國家公園內史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內史蹟保存區 

資源利用

敏感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全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圖 

水庫集水區 水庫集水區 reservoir 

水庫蓄水範圍 水庫蓄水範圍 ressub 

 森林 
國有林事業區圖 

全省保安林分佈概略圖 

第二級

環境敏

感區 

災害敏感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 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級洪水平原二級

管制區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級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海堤區域 海堤位置圖 coastdik 

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 
106 年度 1705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圖 

106 年度 1705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圖 

地質遺跡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資源利用

敏感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排

水) 
水庫集水區 reservoir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

佈地區 

現存礦區分佈圖 

礦業保留區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其他 

地質 地質圖 

地形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台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經建二版) 

日治時期十萬分之一台灣地形圖原圖 

地籍 段籍圖 

土石資源 
土石資源區 

主要河川土石資源圖 

礦業資源 

能源礦產分佈圖 

礦產資源分佈圖 

礦床分佈圖 

礦種分佈圖 

現存礦區用地範圍 

海域礦區 



 

礦區地籍圖 

採(探)礦場 

選礦場(含儲、碎礦場) 

拾石廠(廢土堆積場) 

道路礦業用地 

其他礦業用地 

煤礦礦坑區 

煤礦坑道 

礦坑坑道 

煤礦坑口 



地質圖圖例對照表 

 

沖積層(6020) 

現代 

 

安山岩及安山岩質碎屑岩(7063) 

更新世 

 

玄武岩(7030) 

更新世 

 

臺地堆積及石灰岩礁(6060) 

更新世 

 

頭嵙山層，卑南山礫岩及其相當地層(0150) 

更新世 

 

卓蘭層，錦水頁岩及其相當地層(0100) 

上新世 

 

利吉層，墾丁層(0090) 

上新世晚期 

 

大港口層(1120) 

上新世－更新世 

 

三峽群及其相當地層(0010) 

中新世晚期－上新世 

 

安山岩及安山岩質碎屑岩(7062) 

中新世－上新世 

 

都巒山層(1530) 

中新世 

 

廬山層，蘇樂層(0170) 

中新世 

 

野柳群及其相當地層(0120) 

中新世早期 

 

瑞芳群及其相當地層(0130) 

中新世中期 

 

澳底層(1660) 

漸新世－中新世 

 

大桶山層，乾溝層，水長流層(0030) 

漸新世 



 

五指山層，蚊子坑層，粗坑層(0050) 

漸新世 

 

四稜砂岩，眉溪砂岩，白冷層(0060) 

漸新世 

 

西村層，佳陽層(0070) 

始新世－漸新世 

 

達見砂岩及十八重溪層(0180) 

始新世 

 

畢祿山層(1510) 

始新世 

 

大南澳片岩(5026) 

古生代晚期－中生代 

 

大南澳片岩(5021) 

古生代晚期－中生代 

 

大南澳片岩(5025) 

古生代晚期－中生代 

 

基性火成岩(7001) 

時代不詳 

 



廉潔、效能、便民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53 號 

網址：http://www.mine.gov.tw 

總機：(02)23113001 

經濟部礦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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