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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3/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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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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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砂石來源以河川疏濬為主，其次為營建剩餘土石

方，其餘由進口砂石供應，少量為礦區土石。礦務局為砂石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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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政策對土石資源調配，因此推動四年期「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

料庫計畫」。 

今年係第三年度計畫，延續去年度計畫成果，今年完成卑南溪水系及磺

溪水系之砂石性質調查，連同水利署共同辦理之和平溪、鳳山溪、二仁溪、

阿公店溪、四重溪水系砂石性質調查成果，已完成所有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

調查，相關試驗成果鈞已建入土石資源平台砂石品質資料庫中，得提供使用

者完整查詢。 

本系統為整合各機關相關土石統計資訊，以 API 自動化介接功能，併

入水利署疏濬資訊、營建署剩餘土石方產量、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營建材料

用量、工程主辦機關砂石品質檢驗數據等等，節省人工填報時間。為方便砂

石場管理與資料查詢，系統特彙整砂石場營運、用地、產銷資訊、風險管理

等資料成履歷頁面。另建置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能，依合理的砂石及混

凝土產業原料成本及營運成本，使用者輸入不同的設定條件即可瞭解砂石

及混凝土目前合理價格。本系統今年建置了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資訊，方

便機關承辦人多樣化篩選與查詢；除此之外，本系統針對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用地查核、關鍵字查詢、管理介面、統計圖表、資料匯出、圖台展示、偵錯

及數據勾稽等功能今年度亦進行優化，提升砂石業務處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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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估年度砂石需求量，本計畫參考公共工程發包採購金額及建造樓

地板總面積，推導預估模型，然因應國內砂石之需求，大陸進口砂石原為重

要供應來源，近兩年卻受到當地建設增加及河砂禁採影響，使得進口砂石數

量大幅下降，為擴大國內砂石來源，本計畫特評估宜蘭縣粗坑地區陸上土石

資源區開採可行性，包含土地地籍資料蒐查、土地利用現況調查、土地徵收

經費調查，研擬基金制度模型、各類計畫書審查時程及所需經費，初步評估

結果宜蘭粗坑陸上土石資源區應具開發可行性，於後續計畫進行持續研究。 

此外，為了讓有限的砂石資源得到更妥善的運用，今年持續推動砂石履

歷制度，完成四家砂石場試辦作業，並獲得砂石業者的肯定，後續將依試辦

回饋之改善建議與推廣方式，讓砂石履歷制度正式執行。 

本計畫將延續往年辦理成果，持續強化系統功能，加值資料庫數據，

使國內砂石資源做妥善、有效率之運用，以期國內砂石產業更加穩定發

展，並呼應社會大眾及業界訴求，落實有感施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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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Plan for Establishing Aggregates Resources and Production 

& Marketing Chain Database(3/4) 

ABSTRACT 

The aggregat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aw materials of construction 

works, which is widely applied to premixed concrete, cement products, road 

pavement, and backfill material etc. The consumption is very huge. It is mainly 

used in public works and construction works, so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ome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ggregate source of 

Taiwan is mainly come from the dredging of rivers. The secondary source is the 

surplus earth of construction works. The other source is the imported aggregate, 

and a small quantity is the aggregate of mining area. The Bureau of Mine i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aggregates. Except regular survey for the production &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aggregate storage amount, quality information and supplement of the insufficient 

part. After study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 time for 

use level in all-round and much more deeply in order to respond the requirement 

of every unit to aggregates resources dynamics, quality control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duction & marketing, for facilitating the allocation policy of 

aggregates resources. So a 4-year “Plan for Establishing Aggregates Resources 

and Production & Marketing Chain Database” is promoted. 

This plan (2019 year) is continu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2018 year (second 

year) achievement. The quality survey of sand and gravel resources in Beinan 

River and Northern Sulfur creek is completed. Meanwhile, the project team also 

assist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OEA) to complete Hoping River, Fengshan 

River, Erren River, Agongdian River and Sihchong River’s sand and gravel survey 

this year. The results have been imported into the aggregates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mplete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has developed a data automation interface function. This 

system can integration sand and gravel plant operation, land, production and 



iv 

marketing inform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data on the web. Users can easily 

query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This system builds the function of sand and gravel 

life cycle cost analysis this year, which can evaluate the price of sand and gravel 

in the market and the concrete industry. This system establishes a land 

management database and information on early stolen soil and stone pits this year. 

The system builds a land management database and information on early illegal 

mining this year, which can make government agency to manage business easier 

than before for searching the name and location of sand and gravel plant and the 

electronic management of the illegally stolen soil and stone pits. This system 

database includes keyword query, management interface, statistical charts, data 

export, chart display, error detection, data checking, and other functions, that will 

be optimized this year, which makes improvement of sand and gravel business 

and better service efficiency to provide citizens use. 

This plan derives the estimated formula for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based on the procurement amount of public works outsourcing and the 

floor area of the building.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 of aggregates from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ocal construction demand and reduction 

of supply,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amount of aggregates 

imported from China compared with previous years, so this plan evaluates the 

aggregates resource area in the rough pit area of Yilan County, including land 

cadastral data search, land use status survey, and land acquisition fund survey 

analysis, development of fund system model and application process survey , and 

evaluate the total required funding and develop a driving schedule. After the 

evalu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gregates resource area is 

a feasible solution, and continuous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in subsequent plan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make better use of aggregates, this year is continued 

to the previous year's plan to promote the aggregate resume system and four 

aggregate disposal plant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have been affirmed by the 

aggregate industry, and proposed subsequent improvements and promotion 

methods, so that the resume can promote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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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tinue the result in previous years, the project team continues to assist 

the Bureau of Mines in promoting the resum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so that assists Taiwan's aggregates resources in efficient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gregate industry and also 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public and the industry and implem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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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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係依續 106 及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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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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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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也著手推動砂石產銷履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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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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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計數據，以期

妥善分配砂石資源。 

三、 推動砂石品質履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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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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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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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項目對照表 

本計畫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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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川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A、現地調查及取樣施作河川砂石資源品質相關試驗：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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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章 

 

 

（2）資料建置： 

A、外單位資料介接︰ 

a、初步開發規劃：研擬自動介接機制並協調聯繫相關機關 

b、實際接入或匯入系統 

B、本局資料整入︰ 

a、其他系統資料自動接入：礦區碎石及批註土石資料。 

b、業務資料建入 

c、本計畫研究與調查資料建入 

C、砂石資源相關文獻及專業研究報告建入︰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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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文獻數據資料整合加值。 

 

 

第 4.1.1 節 

第 4.1.2 節 

第 4.2.1 節 

 

 

 

第 4.2.2 節 

 

 

 

（3）專業研究與情勢觀測： 

A、專業研究︰未來砂石需求及價格預估模型建置研究。 

B、情勢觀測︰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通報。 

C、研究評估：陸上土石資源區評估：以宜蘭粗坑為對象，進行

土石採取專區之初步調查，調查項目包含土地地籍資料、土

地利用現況、土地清冊、公告現值、土地徵收經費，並初步

規劃設置專區基金執行架構以及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經費與

時程。 

 

第 5.1 節 

第 5.2 節 

第 5.3 節 

 

（4）建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A、優化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擴充下列產業經營參考圖資或

資訊： 

B、配合本系統各分眾使用者之使用情境模組開發規劃，建構分

眾使用功能。 

 

第 6.1.1 節 

 

第 6.1.2 節 

 



4 

（5）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A、發展基本業務管理模組： 

a、土石業務關鍵報表規劃與建置 

b、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 

c、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管理系統規劃與建置 

d、建置土石採取相關業務圖層 

e、106、107 年度已建置之管理系統持續優化 

B、發展情境運用模組： 

a、建置砂石品質履歷資訊系統。 

b、建立分眾使用之帳號管理模組：對象至少包括本局人員、

砂石碎解洗選場、工程機關及縣市政府。 

c、外單位接入資料實質整合運用：至少包括水利署河川疏

濬資訊、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工程會工程標案

管理資訊等。 

d、研擬疏濬土方媒合功能建置機制。 

e、開發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及本局資料庫介接。 

C、系統公眾網站介面開發： 

a、系統網站通過 Freego 檢測。 

b、導入網站流量監控程式，建立熱門瀏覽、指標觀察及調

整機制，提出系統修正建議。 

 
 

 

第 6.2.1 節 

第 6.2.2 節 

第 6.2.3 節 

第 6.4.1 節 

第 6.4 節 

 

第 6.3.1 節 

第 6.3.3 節 

 

第 6.3.4 節 

 

 

第 6.3.6 節 

第 6.3.7 節 

第 6.4.6 節 

 

 
 

（6）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A、依據 107 年度初擬砂石履歷執行方案至少試行 3 實例場家。 

B、依據試行成果檢討調修執行方案。 

第 7.1 節 

 

（7）計畫推廣： 

A、推廣計畫： 

a、應於期初提出 108 年度行銷推廣計畫（活動類），內容述

及下列項目，經本局核可後執行。 

b、推廣內容應至少包括：本系統應用(對應推廣對象使用情

境)、砂石履歷制度暨網站介紹。 

c、推廣對象應至少包括：工程機關、縣市政府、工程顧問

公司、砂石產業公會及業者、本局。 

d、推廣頻次與時間：依上述推廣內容及對象規劃訂定。 

B、實施問卷調查：針對本系統各分眾蒐集使用回饋意見並進行

分析與調整(調整方案因影響幅度或辦理時程關係，經主辦

單位核可後，依核可辦理）。 

 

第 7.2.1 節 

 

 

 

 

 

 

 

 

第 7.2.2 節 

 

（8）「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理系統」之維護服務 第 6.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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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進度 

計畫工作進行期間，甲方得派員參與本團隊之相關籌劃工作，並得召開

工作會議，俾瞭解計畫辦理情形。本計畫規劃進度共設四階段查核點，本團

隊每月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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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所示，各查核點以紅線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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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前應提送期中報告書 15 份。執行時間點為 108

年 8 月。 

第 3 查核點：期末簡報前 2 週內辦理。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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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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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計畫預訂進度表 

業務

類型 
工作項目(功能模組) 

108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產銷

調查 

砂石需求預估模型建置                   

砂石市場情勢觀測                   

產銷報表自動化輸出          

產銷調查資料庫優化                   

用地

管理 
用地管理系統優化          

砂石

履歷 

河川現地採樣                   

砂石粒料試驗                   

建置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砂石產銷履歷網站規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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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試辦               
  

  

砂石產銷履歷方案修訂                   

土石

採取 

土石採取專區開發評估                   

早期盜採坑洞管理系統建置          

土石採取管理資料庫          

砂石

知識 

法規函釋及知識庫優化                   

砂石產業鏈成本分析系統          

資料

建置 

外單位資料介接研擬          

外單位資料實際接入          

局內資料整入          

資料建入與加值          

建置砂石業務管理資料          

計畫

推廣 

行銷推廣          

問卷調查          

資訊

系統 

土石業務關鍵報表                   

砂石場管理履歷          

分眾使用帳號管理模組          

研擬疏濬土方媒合機制          

無障礙網頁檢測                   

導入網站流量監控                   

提供 API 介接          

系統維護及資料庫備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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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工作累計百分比(%) 4 16 28 40 52 64 76 8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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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以上預定進度表，各階段提送文件如表 1.3。  

表 1.3 本計畫契約文件交付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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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弱點掃描報告 

3. 系統備份文件 

7 月 15 日 1. 工作進度月報及工作會議紀錄 

2. 系統備份文件 

 

 

8 月 

上旬 提送工作進度及資通安全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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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期中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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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旬 提送工作進度及資通安全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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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旬 期末審查會議 

 

 

 

 

 

12 月 

上旬 提送年度執行成果及資通安全管理情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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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維護管理人員操作手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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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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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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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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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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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置砂石產銷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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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更簡潔易操作的填報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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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類砂石場地理位置已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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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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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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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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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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要進口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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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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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07 年度計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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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及批註土石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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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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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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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可行性建議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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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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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08 年度工作項目及目標 

一、河川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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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溪、磺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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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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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3、採樣點位： 2 河川至少 15 處，須包含主流及主（重）要支流。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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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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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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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川流域共至少取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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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料建置： 

(一)、外單位資料介接︰ 

1、初步開發規劃：研擬自動介接機制並協調相關機關取得作業共識。 

(1)、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工廠登記、營運動態檢查。 

(2)、疏濬砂石品質檢測資料登錄。 

(3)、工程砂石材料施工檢測品質資料登錄。 

(4)、地質資料及地質圖資。 

(5)、建、執照核發資料。 

2、實際接入或匯入系統： 

(1)、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動態數據。 

(2)、水利署河川水庫疏濬動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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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標案資訊。 

(4)、財政部關務署進口砂石數據。 

(5)、工程機關辦理砂石品質檢驗報告：至少須包含一個工程機關。 

(二)、本局資料整入︰ 

1、其他系統資料自動接入：礦區碎石及批註土石資料。 

2、業務資料建入： 

(1)、早期盜採遺留坑洞資料。 

(2)、砂石場區配置圖等用地檢查資料。 

3、本計畫研究與調查資料建入： 

(1)、河川品質調查資料（含現場採樣照片）。 

(2)、專業研究成果資料。 

(三)、砂石資源相關文獻及專業研究報告建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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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獻數據資料整合加值。 

三、專業研究與情勢觀測： 

(一)、專業研究︰未來砂石需求及價格預估模型建置研究。 

(二)、情勢觀測︰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通報。 

(三)、研究評估：陸上土石資源區評估：以宜蘭粗坑為對象，進行土石採取

專區之初步調查，調查項目包含土地地籍資料、土地利用現況、土地清

冊、公告現值、土地徵收經費，並初步規劃設置專區基金執行架構以及

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經費與時程。 

四、建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一)、優化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擴充下列產業經營參考圖資或資訊： 

1、土地地籍資訊：應包括土地區位編定資訊。 

2、優化及擴充砂石成品產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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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石料源資訊：河川疏濬量價資訊、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 

4、土資場分布資訊。 

5、預拌廠分布資訊（配合本年度規劃研擬建入方式）。 

6、瀝青廠分布資訊（配合本年度規劃研擬建入方式）。 

(二)、配合本系統各分眾使用者之使用情境模組開發規劃，建構分眾使用功

能。 

五、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一)、發展基本業務管理模組： 

1、土石業務關鍵報表規劃與建置： 

(1)、規劃並建置土石採取、用地管理、產銷調查、砂石場履歷等各式

業務關鍵報表，需具備管理介面及報表匯出功能。 

(2)、關鍵報表需依政策、管理、基礎 3 類分層建置。 

(3)、產銷月報等文件需具備查詢及一鍵式匯出功能。 

2、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  

(1)、開發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圖台展示功能。 

(2)、規劃並建置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須包含各場營運資訊、預

警管理、用地管理、大事紀、產銷資訊等內容，並具備管理介面

及報表匯出功能。 

3、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管理系統規劃與建置： 

(1)、建置基本資料管理模組，包含： 

A、案件資本資料管理介面，至少須有基本資料編輯、照片上傳、

匯出等功能。 

B、案件處理歷程填報介面，至少須有案件編輯、照片上傳、檔案

上傳、匯出功能。 

(2)、開發多樣化查詢功能（含關鍵字查詢及篩選功能），查詢之列表

需有匯出功能，檔案格式至少應包含 excel 及 cs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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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計並建立執行進度呈現介面，內容需呈現各縣市達成率、96 年

迄今坑洞績效，另須有提醒功能。 

(4)、建立分眾使用之帳號管理模組，須包含本局及縣市政府業務承辦

人 2 類。 

4、建置土石採取相關業務圖層，內容應包含： 

(1)、盜採案件點位地圖（須包含點位資訊）。 

(2)、早期盜採遺留坑洞點位地圖（須包含點位資訊）。 

5、106、107 年度已建置之管理系統持續優化： 

(1)、配合「經濟部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

畫」新增或優化各類公開資料產出功能。 

(2)、土石採取資料庫： 

A、優化土石採取場列表，增加排序功能、筆數統計。 

B、優化關鍵字查詢及篩選功能。 

C、優化基本資料管理介面、大事記介面、計畫書圖介面功能。 

D、新增統計功能（統計項目至少須包含全國/分區/分縣市/分年度

之區數、生產量、核定總面積、核定總採取量） 

E、優化資料匯出，檔案格式至少應包含 excel 及 csv 等 2 類。 

F、優化現存土石採取區域圖層。 

(3)、用地管理資料庫： 

A、建置砂石場興辦事業計畫管理介面。 

B、優化砂石碎解洗選場圖台展示功能。 

C、優化砂石場管理介面及功能。 

D、優化樣態分類管理介面（含統計圖表）。 

E、優化資料匯出功能。 

(4)、產銷調查資料庫： 

A、優化產銷統計介面及報表自動化產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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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優化偵錯及數據勾稽功能。 

C、優化報表自動化產出功能。 

D、優化產銷圖台指標，並建立相應波動偵測警示功能。 

(5)、法規函釋及知識庫管理系統:優化及建置各項功能上稿介面。 

(6)、知識庫至少新增內容如下： 

A、砂石品質分類制度之介紹。 

B、砂石履歷推動事務之介紹。 

C、砂石市場警示燈號制定之介紹。 

D、專業研究介紹（至少包含本計畫專業研究成果）。 

E、砂石於營建工程物料以外用途之介紹：以石材產業與文化工藝

創作為例。 

(7)、配合各類系統功能模組發展，建立並調整系統功能操作指引。 

(二)、發展情境運用模組： 

1、建置砂石品質履歷資訊系統。 

2、建立分眾使用之帳號管理模組：對象至少包括本局人員、砂石碎解

洗選場、工程機關及縣市政府。 

3、外單位接入資料實質整合運用：至少包括水利署河川疏濬資訊、營

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工程會工程標案管理資訊等。 

4、研擬疏濬土方媒合功能建置機制。 

5、開發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及本局資料庫介接。 

(三)、系統公眾網站介面開發： 

1、系統網站通過 Freego 檢測。 

2、導入網站流量監控程式，建立熱門流覽、指標觀察及調整機制，提

出系統修正建議。 

六、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一)、依據 107 年度初擬砂石履歷執行方案至少試行 3 實例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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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試行成果檢討調修執行方案。 

七、計畫推廣： 

(一)、推廣計畫： 

1、應於期初提出 108 年度行銷推廣計畫（活動類），內容述及下列項

目，經本局核可後執行。 

2、推廣內容應至少包括：本系統應用(對應推廣對象使用情境)、砂石履

歷制度暨網站介紹。 

3、推廣對象應至少包括：工程機關、縣市政府、工程顧問公司、砂石

產業公會及業者、本局。 

4、推廣頻次與時間：依上述推廣內容及對象規劃訂定。 

(二)、實施問卷調查：針對本系統各分眾蒐集使用回饋意見並進行分析與調

整(調整方案因影響幅度或辦理時程關係，經主辦單位核可後，依核可辦

理）。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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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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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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維護工作須製作維護紀錄及相關文件報本局備查。 

(四)、其他： 

1、「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理系統」備援：資料備份頻率：1 個月/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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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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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其他創新及加值服務事項。 

 

2.4 後續年度簡要展望 

後續本系統將從礦務局及砂石產業之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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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產銷數據之分析，建立未

來砂石需求及價格預估模式，以因應日亦嚴峻之砂石供應壓力，亦作為國內

砂石資源調配之參考。後續也將擴展試辦砂石產銷履歷制度，推廣成為常態

性之驗證制度，作為輔導砂石產業提升之平台，尋求工程機關、建設公司及

預拌業者之支持與採用，提供合格砂石場申請之誘因。因此 109 年之工作

構想簡述如下。 

1. 優化並擴充本系統網頁、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砂石產銷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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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知識庫、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砂石產銷履歷系統等網站內容及業

務管理功能。 

2. 持續建置整合外單位、局內資料，建立自動化介接機制。 

3. 基於本年度計畫成果，進一步評估陸上土石資源區開發可行性與營運

模式。 

4. 持續關注國內及進口砂石市場資訊，建立未來砂石需求預估模式，進

而提出供需策略。 

5. 精進砂石品質履歷執行方案，針對有意願之業者辦理試辦作業，而已

合格之業者則持續辦理追查及抽樣作業，確保品管作業之落實及砂石

成品品質。 

6. 就履歷制度執行成果向各工程主辦機關、建設公司及預拌業者進行推

廣，提出效益說明，並推動砂石品質履歷制度作業要點草案，以期成

為常態性之驗證制度，作為輔導砂石產業提升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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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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節規劃本年度 2 標的水系之採樣點位，3.4 節為試驗成

果綜合分析。 

3.1 採樣與試驗規劃 

一、選點原則 

本年度採樣水系包含卑南溪及磺溪水系，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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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縣市政府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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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溪主管機關為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磺溪主管機關為水利署第十

河川局及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初步規劃完點位後，已於 4 月 19 日前往

經濟部水利署，與第八河川局、第十河川局研議點位之適切性，並依河

川局承辦人員之建議點位，完成卑南溪及磺溪現勘作業，依現勘之結果，

已於五月底前提送二水系之採樣計畫，如附錄二，並獲相關河川的主管

機關同意後，作為後續河川砂石採樣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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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河川局點位訪談會議 

二、現地作業流程 

為確保採樣作業之一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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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所示，詳細採樣步驟詳附錄三。由於採樣深

度達 2 米，需重機具開挖，故採樣前將進行現地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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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量用

水準標準作深度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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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作業從挖土機就定位後開始開挖至坑洞回填

完畢約需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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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 現地採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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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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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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點約取至少 100 公斤土石原料，運至實驗室施

作各項粗細粒料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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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處樣品中至少

擇 4 處施作健度、鹼質粒料反應試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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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依 CNS 國家標準制定各試驗詳細

步驟與試驗內容說明書，詳附錄四，以作為試驗人員遵循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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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15 

單位重 CNS1163 粒料容積密度與空隙率試驗法 混合粒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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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5 

洛杉機磨損 CNS 3408 粗粒料(粒徑 19mm 以上)磨損試驗法 粗粒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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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氯離子 CNS 13407 細粒料中水溶性氯離子含量試驗法 細粒料 15 

健度 CNS 1167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粒料健度試驗法 粗粒料 4 

鹼質粒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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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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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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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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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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適用用途分類 

「107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2/4)」已研擬之砂石分

類標準，依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訂定之國家標準 CNS 1240 混凝土粒

料、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已廢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制定之施

工綱要規範施工綱要規範第 02743 章-石膠泥瀝青混凝土鋪面、第 02797

章-排水性改質瀝青混凝土舖面、第 02798 章-多孔隙瀝青混凝土鋪面，以

及國內預拌混凝土廠對砂石粒料之驗收標準及國外對粒料性質對高強度

混凝土影響之相關文獻，可知不同工程用途所需之砂石粒料之性質各不相

同，迄因台灣天然資源有限，為使砂石資源妥善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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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粒料性質，無論是用於混凝土、瀝青鋪面、回填材料等，皆須有

一定比例之粗粒料用量，以作為工程材料填充與支撐強度，故分類標準係

以粗粒料之各項性質指標而定。粗粒料之比重與緻密性相關，比重高則成

份較緻密，耐久性亦較高，而吸水率取決於粒料之風化狀態、裂縫與孔隙

多寡，而健度代表粒料耐風化、凍融之能力，將粒料重複浸泡硫酸鈉或硫

酸鎂溶液，可測出其抵抗分解之能力，健度低則代表品質較優不易風化，

一般而言台灣之河川砂石均可達到 CNS 所規範之 12%以下，且多低於 8%。

粗粒料之洛杉磯磨損率，與粒料強度直接相關，並影響混凝土成品之強度，

相同條件下磨損率越低，則混凝土之強度與耐久性一般越高。 

基於前述粗粒料性質之影響，與定義之各類砂石用途，推導較適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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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標準。C 類為一般工程皆可使用之砂石原料，為最大宗之用途，國內

砂石用途以預拌混凝土為主，引用 CNS 6299 混凝土用碎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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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類。 

而 H 類標準為滿足高強度混凝土之需求，故粒料強度為關鍵指標。

可推斷欲達更高之混凝土抗壓強度，選用粗粒料之洛杉磯磨損率則需要更

低。依 Kılıc et al. (2008)研究[11]粒料種類對高強度混凝土的影響文獻，推

導岩石之抗壓強度與混凝土強度之關聯，若超高強度混凝土，強度要求

100 MPa，所需之洛杉磯磨損率約在 26%，經由此數據推導可知，對於高

強度混凝土用粗粒料之洛杉磯磨損率標準，宜訂為 25%為佳。 

F 類砂石則是無法達前項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用粒料品質要求者，或

者該河段砂石無足量粗粒料比例，僅能用於非結構性之更低品質要求用途，

非屬 H 類及 C 類砂石者，皆歸類於 F 類。 

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及水庫疏濬土石無償提供使用作業

要點」，其中其中針對材質不佳之土石定義為「未通過四號篩（4.75 mm 篩）

之重量百分比低於 20%，且通過 200 號篩（75μm 篩）之重量百分比超過

50%者。」，此類砂石砂少土多，僅適用於回填、農用，無法作為營建材料，

故劃為 S 類。 

綜整以上，本手冊建議砂石分類標準，主要以粗粒料之四大指標：比

重、吸水率、洛杉磯磨損、健度，並搭配砂石含量來鑑別適用用途，並參

考國家標準、不同用途之粒料要求，確立本手冊之性質分類標準，詳列於

表 3.2。規劃將砂石分為適用用途分為四類： 

H 類：可達高強度混凝土及特殊工程需求 

C 類：適用一般預拌混凝土及瀝青鋪面 

F 類：適用工程級配回填及道路基底層等 

S 類：適合農業用途及花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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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砂石性質分類標準 

級別 

指標 
H 類 C 類 F 類 S 類 

比重 ≧2.6 2.6～2.5 <2.5 <2.5 

吸水率(%) ≦2.0 2.0～3.0 >3.0 >3.0 

洛杉磯磨損(%) ≦25 25～40 >40 >40 

健度(%) ≦8 8～12 >12 >12 

砂石含量(%) ≧50 ≧50 ≧50 <50 

註 1：以河川現地採樣之粗粒料為試驗樣品 

註 2：砂石含量係指通過 200 號篩（75μm 篩）之重量百分比 

3.2 卑南溪水系 

卑南溪水系屬中央管河川，為台東最大河川，支流包括鹿野溪、鹿寮溪、

崁頂溪等，為灌溉台東平原的主要河川，也是主要砂石來源，其上游地質已

更新世台地堆積之礫石土砂、利吉層泥岩，更上游為中生代的片岩、板岩、

夾砂岩。本年度規劃採樣 13 處，涵蓋主支流過往疏濬清淤之河段，採樣點

位圖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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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卑南溪水系點位圖 

詳細點位資訊如表 3.3。卑南溪主流出海口起，往上游佈 8 點、支流鹿

野溪、鹿寮溪、加典溪、加鹿溪及崁頂溪各取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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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卑南溪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編號 河川 說明 

BN01 卑南溪 出海口  BN08 卑南溪 初來橋上游 

BN02 卑南溪 利吉大橋上游  BN09 鹿野溪 鹿鳴橋下游 

BN03 卑南溪 山里  BN10 鹿寮溪 鹿寮大橋上游 

BN04 卑南溪 鸞山大橋下游  BN11 加典溪 卑南溪匯流口 

BN05 卑南溪 寶華大橋下游  BN12 加鹿溪 卑南溪匯流口 

BN06 卑南溪 電光大橋下游  BN13 崁頂溪 卑南溪匯流口 

BN07 卑南溪 池上大橋下游     

 

卑南溪水系自於 7 月底起至 8 月初完成所有點位採樣，採樣照片如圖

3.4。表 3.4 為卑南溪現地調查項目，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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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溪主流僅出海口

及池光大橋下游土砂比例較高，其於皆大約為 50%左右，而除鹿野溪、崁頂

溪外，其於支流粗粒料比粒皆屬高比例，但全支流之土砂含量也大約為 50%

左右。 

 

圖 3.4 卑南溪現地採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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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卑南溪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

石(%) 

粗粒

料(%) 

細粒

料(%) 

土 

(%) 

砂石

含量

(%) 

砂與

土 

(%) 

卑南 BN01 268131 2519072 2.8 12.1 83.65 1.45 98.55 85.1 

BN02 264905 2521497 7.2 42.7 44.55 5.45 94.45 50.0 

BN03 263582 2523144 3.6 41.2 47.31 7.89 92.11 55.2 

BN04 263628 2528299 7.3 49.1 41.68 1.92 98.08 43.6 

BN05 264967 2535890 3.7 48.2 46.51 1.59 98.41 48.1 

BN06 267870 2538420 12.8 42.2 44.20 0.90 99.20 45.1 

BN07 267535 2541797 4.2 25.5 67.91 2.39 97.61 70.3 

BN08 269218 2549942 14.5 40.5 44.20 0.90 99.20 45.1 

鹿野 BN09 266762 2558739 5.1 36.0 57.78 1.12 98.88 58.9 

鹿寮 BN10 260282 2533002 8.5 46.4 44.11 0.99 99.01 45.1 

加典 BN11 265211 2537781 13.2 48.2 37.17 1.43 98.57 38.6 

加鹿 BN12 266124 2544154 11.2 52.7 35.27 0.83 99.17 36.1 

崁頂 BN13 265495 2544398 6.0 38.1 52.95 2.85 97.05 55.8 

卑南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整理如表 3.5。試驗結果落差不大，整體來說

品質很穩定，比重穩定於 2.62~2.66 區間，吸水率也大約為 1.4%以下，皆可

作為一般混凝土材料使用，其中以越靠近上游及支流可為高強度混凝土使

用，是砂石品質良好的溪流。 

表 3.5 卑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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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南 BN01 1879 1747 2.65 2.65 0.58 1.10 1.7 2.59 0.1049 28.60 - - C 

BN02 2150 1946 2.64 2.65 0.42 0.78 10.9 1.59 0.0093 26.31 - - C 

BN03 2052 1849 2.64 2.63 0.45 0.84 14.3 1.51 0.0024 32.37 - - C 

BN04 2121 1933 2.65 2.63 0.50 0.88 4.4 2.91 0.0006 28.31 0.08 無 C 

BN05 2115 1902 2.66 2.64 0.49 0.75 3.3 2.95 0.0001 21.00 - - H 

BN06 2130 1984 2.64 2.65 0.66 0.75 2.0 2.55 0.0003 25.78 - - C 

BN07 1913 1780 2.64 2.64 0.58 0.87 3.4 2.46 0.0001 23.17 - - H 

BN08 2208 2003 2.65 2.64 0.54 1.12 2.0 3.21 0.0001 24.16 0.06 無 H 

鹿野 BN09 2081 1898 2.62 2.65 0.45 0.89 1.9 2.65 0.0001 20.30 - - H 

鹿寮 BN10 2167 1930 2.63 2.66 0.45 0.87 2.2 2.75 0.0000 21.73 0.09 無 H 

加典 BN11 2215 1948 2.65 2.62 0.63 0.80 3.7 2.72 0.0001 29.72 - - C 

加鹿 BN12 2096 1767 2.63 2.63 0.65 0.82 2.3 3.08 0.0000 24.92 - - H 

崁頂 BN13 2029 1799 2.64 2.65 0.62 1.32 5.1 2.85 0.0000 22.70 - - H 

 

統計卑南溪主支流砂石比重、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趨勢，如圖 3.5 至

圖 3.7 所示，比重相當穩定，全試驗體位於 2.62~2.66 之間，無低於混凝土

標準 2.5 之情況，吸水率則於 0.75%~1.32%之間，無超標情況。而洛杉磯磨

損相對穩定，多在 20%至 30%之範圍，氯離子含量除 BN01 下游近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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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標情形，其餘越接近上游及支流，氯離子趨近於零，甚至無檢出，顯示

卑南溪水質乾淨。 

 

圖 3.5 卑南溪粗細粒料比重趨勢 

 

 

圖 3.6 卑南溪粗細粒料吸水率趨勢 

 

下游 上游 

下游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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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卑南溪洛杉磯磨損率趨勢 

3.3 磺溪水系 

磺溪又稱北磺溪，為中央管河川，發源於七星山北麓並由新北市金山區

出海，依中央地調所之地質資料，黃溪上游地質屬更新世凝灰角礫岩及火成

岩流兩輝石安山岩。因水系流域較小且非主要疏濬河川，本年度砂石品質調

查預計採樣 2 處，規劃之點位圖如圖 3.8。 

 

圖 3.8 磺溪水系點位圖 

詳細點位資訊如表 3.6，於磺溪近台 2 線 40K 處設 H01、橫溪中橋下游

設 H02 共 2 點。 

下游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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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磺溪水系點位列表 

編號 河川 說明 

H01 磺溪 近台 2線 40K處 

H02 磺溪 橫溪中橋下游 

 

磺溪於 108 年 6 月 6 號完成所有點位採樣，照片如圖 3.9。表 3.7 為磺

溪現地調查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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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1 點位，粗粒料較多，尤其卵粒石超過一

成，H02 點位靠近上游粗粒料含量較少，有六成的材料為砂與土。 

 

圖 3.9 磺溪現地採樣照片 

 

表 3.7 磺溪現地調查數據 

河川 編號 
X 

(TWD97) 

Y 

(TWD97) 

卵礫石

(%) 

粗粒料

(%) 

細粒料

(%) 

土 

(%) 

砂石含

量(%) 

砂與土 

(%) 

磺溪 
H01 0313366 2790055 10.8 41.0 41.78 6.52 93.58 48.3 

H02 0314172 2790547 6.7 26.9 58.50 7.90 92.10 66.4 

 

磺溪水系粒料試驗數據整理如表 3.8。試驗結果落差不大，整體來說品

質較低，比重僅於 2.4 左右，吸水率也大約偏高為 4.0~10%左右，應為含泥

量太高所致，含泥量皆有一成以上，砂石品質僅適合回填級配或道路基地層

等，不適用ㄧ般混凝土以上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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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磺溪粒料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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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磺溪 
H01 1937 1588 2.47 2.35 4.00 11.14 13.5 2.13 0.0062 65.3 - - F 

H02 1913 1639 2.43 2.35 4.89 14.47 11.9 2.08 0.0054 74.4 0.43 無害 F 

 

因磺溪河流短，僅採兩點，尚無法呈現砂石性質趨勢，然由砂石比重、

吸水率及洛杉磯磨損率試驗結果(如圖 3.10 至圖 3.12 所示)，比重兩者都低

於標準的 2.5，無法適用混凝土，吸水率雖然粗粒料位於 5%之標準值以下，

但細粒料皆超過 10%以上，不符合標準混凝土規定。而洛杉磯磨損也相當

高，在 60%至 80%之範圍，加做健度之點位皆可符合 CNS 要求。氯離子含

量無超標情形而鹼質粒料反應亦無點位驗出。 

 

圖 3.10 磺溪粗細粒料比重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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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磺溪粗細粒料吸水率試驗結果 

 

圖 3.12 磺溪洛杉磯磨損率試驗結果 

3.4 綜合試驗成果綜合分析 

統整磺溪及卑南溪之砂石性質與試驗數據間之關聯，如圖 3.13~圖 3.15。

本年度調查成果中，卑南溪水系不論主支流，河道砂石性質適合作營建混凝

土材料，整體差異不大，比重穩定於 2.6~2.7 之內的情況下，吸水率粗粒料

皆在 1%以內，細粒料位於 2%以內，洛杉磯磨損率位於 20~40%內，散佈範

圍較集中；磺溪砂石材質低於混凝土用粒料標準，僅適合作級配使用，粗粒

料比重 2.4~2.5 之內，細粒料比重 2.3~2.4 之間，吸水率粗粒料在 5%左右，

細粒料較大，超過 10%，洛杉磯磨損率大，超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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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本計畫粗粒料比重及吸水率散佈圖 

 

 

圖 3.14 本計畫細粒料比重及吸水率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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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本計畫比重及洛杉磯磨損率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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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建置 

本計畫已於 106 年建置完成砂石基本之系統架構與資料庫，而於 107

年度工作中逐步建置各類型資料，發展更完整、實用之功能模組，今年度持

續進行資料庫內容擴充。本章 4.1 節規劃外單位資料建置作業，4.2 節則為

礦務局內資料及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之整合規劃。 

4.1 外單位資料 

107 年度本計畫已研擬水利署河川疏濬動態數據、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

方產量、工程會重大公共建設標案資訊、關務署進口砂石數據等資料之介接

方式，本節分別於 4.1.1 中說明外單位資料介接之研擬並取得共識，4.1.2 節

則規劃將前一年度研擬之內容實際鍵入系統。 

 資料介接研擬 

一、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 

系統後台包含礦務局內同仁管理砂石碎解洗選場之功能模組，現

行砂石場營運情形均為人工修改，須耗費人力維護，故本年度研擬將

經濟部工業局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定期自動介接至本系統，

以確保兩單位資料之一致性。 

經查經濟部工業局「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內之工廠資料可開

放大眾查詢，內容包含工廠基本資料，如廠名、地址、負責人、核准

設立日期、資本額、營運狀態、產業類別及產品種類等，應可涵蓋本

系統所需資訊，查詢中區某砂石場之資料內容如圖 4.1。 

與承辦單位研討後了解目前系統中碎解洗選場中的資訊與工業局

之工廠資料並沒有唯一對應值，而本團隊於 108 年 7 月 15 日與礦務局

及水利署之工作會議時，討論資料介接因應措施，水利署提出以統一編

號作為對應值，此方式可用於對應工業局之工廠資料中作為唯一對應

值，故已函文請工業局提供統一編號對應之碎解洗選場工商資料，待工

業局提供相關資訊中，本年度已將統一編號之欄位加入碎解洗選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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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中。 

 

圖 4.1 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 

二、疏濬砂石品質檢測資料登錄 

目前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已建置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蒐羅全

台各地河川、陸上及海域砂石之品質試驗數據，而在經濟部水利署疏濬

管理系統中，亦有相關之檢測資料，包含採樣點位基本資訊、換算係數、

土石組成比例(卵礫石、砂、土壤、石組成百分比)，以及試驗數據(如比

重、吸水率、洛杉磯磨損率等)，與本系統砂石品質資料庫登載項目相

似。 

經與水利署共同議定砂石品質規格項目後，已以 API 方式，介接

疏濬管理系統中砂石性質檢測數據，如圖 4.2。 



37 

 

圖 4.2 水利署砂石採樣性質介接成果 

三、工程砂石材料施工檢測品質資料登錄 

部分工程機關及預拌廠在其工程進行時會對其供應之砂石粒料抽

樣，送請 TAF 認證實驗室辦理試驗，以管控其品質。若能蒐集工程機

關及預拌廠辦理之砂石品質檢驗數據，可有助於砂石品質料庫之擴充。

107 年度本計畫訪談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時，已就提供捷運工程砂石

檢驗結果達成共識。今年台北市政府捷運局已提供 107 年其主辦工程

之預拌混凝土廠辦理之砂石試驗報告，有完整之粗細粒料各試驗數據，

來源包含蘭陽溪、大安溪、烏溪、花蓮溪，已將數據電子化登錄至本系

統中，如圖 4.3。另高速公路局因辦理全省高速公路之興建與維護，亦

辦理許多砂石品質檢驗，已發函高速公路局請其提供近二年砂石品質

檢測數據，該局已於 10 月回覆所主辦各工程砂石粒料檢測數據，已納

入本系統中，如圖 4.4。 

 

圖 4.3 工程機關砂石檢驗資訊介接成果(台北捷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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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工程機關砂石檢驗資訊介接成果(高速公路局) 

四、地質資料及圖資 

砂石粒料之品質除了與砂石碎解洗選場之加工技術有關外，與土

石原料產出地之地質亦有高度關聯，因此若於砂石品質地圖中結合地

質資料，從源頭探討砂石性質，則更具應用空間。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騰雲網」中包含多份地質圖資供大眾

點選查詢，如地質圖、地層圖、褶皺、斷層帶等，如圖 4.5，目前土石

資源服務平台系統中僅有基本地形圖，如土石資源、地下水補注圖、河

川流域圖、段籍圖、環境敏感區等，地質圖資有限，經與礦務局討論後，

後續規劃介接之地質圖資包含「5 萬分之一數值地質圖」、「數值地形圖」、

「5 萬分之一斷層」、「5 萬分之一摺皺」、「順向坡」、「土石流(包括扇狀

地、堆積區、流動區)」，經洽地調所後，後續將已發文方式，正式提出

地質圖資介接需求，由地調所彙整圖資供本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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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地質騰雲網地質圖層展示 

五、建、執照核發資料 

目前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資料庫已建置砂石生產端之產銷資料，

本年度將持續由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彙整公共工程標案數量及決標金

額，以及營建署統計的建築物建造執照核發資料，依此推估未來砂石需

求預估模式(詳 5.1 章)，以有助於礦務局對砂石之調配掌握。 

內政部營建署為國內主管建築物建造執照核發之機關，每月之建照

統計資訊為公開資訊，皆會彙整為月報、年報公開於網頁上，故已有制

式之 Excel 表單內容。建照核發統計月報數據主要包含核發件數、棟數、

總樓地板面積及工程造價四項資料，並將建築物類型依用途區分有公共

集會類、商業類、工業倉儲類、休閒文教類、宗教殯葬類、衛生福利類、

辦公服務類及住宿類等數種；亦可依構造區分則有磚構造、木構造、鋼

構造、鋼筋混凝土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等共 7 種。若以對預估砂

石需求而言，應以構造別區分之數據較有直接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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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營建署網站每月會定期發佈建築物建造執照統計之 xls 檔及 ods

檔，已規劃以檔案抓取方式直接匯入資料庫方式，介接各地建照件數、

棟數、總樓地板面積、工程造價等資訊，由其中篩選所需數據，呈現於

後台統計資訊。 

 資料匯入系統 

經去年計畫就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需求，訪談各機關後，針對剩餘土石

方、河川疏濬、公共工程標案、進口砂石量、工程辦理砂石品質檢驗資訊等

匯入土石資源服務平台資料庫部分，說明如下。 

一、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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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質代碼 B1、B2-1、B2-2、B2-3 再扣除其中土壤含量後，皆為良

好之營建材料。原本礦務局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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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介接後可省卻人工填列之麻煩，經

107 年拜訪營建署研議資料介接方式，營建署表示，因目前所需資料多

為公開資料，如圖 4.6，故可自行以爬蟲程式定期蒐集資料。 

本團隊已取得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數據，並匯入土石資源後台資料

中，如圖 4.7。 

 

圖 4.6 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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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土量介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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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之問卷調

查，砂石業者最關心之資訊多為河川疏濬資訊。目前水利署已建置疏濬

管理系統蒐集彙整相關河川疏濬資訊，如圖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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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已以系統定期自動傳輸資料之方式，提升作業效率。 

 

圖 4.8 水利署疏濬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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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經 107 年度與水利署洽談後，本年度已將疏濬地點及名

稱、執行單位、疏濬規劃量、疏濬執行量等資訊，自動匯入本系統，

如圖 4.9。 

 

圖 4.9 河川疏濬資訊介接成果 

三、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標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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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工程標案大宗材料需求應填欄位如圖

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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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單價分析表材料數量填寫)等數據。依工程會標案

管理系所建置之標案資材需求量數據清單，經介接後本系統後台呈現結

果如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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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大宗材料需求填列項目 

 

 

圖 4.11 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大宗材料介接成果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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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亦已研擬介接財政部關

務署統計資料庫之進口砂石量數據，以維持本計畫系統中產銷資料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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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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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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人工索取時間差及繕打

時間。 

 

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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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洽詢關務署由於其「商品資料倉儲系統」需有高度安全性，需為

以獨立電腦方式作為資料介接服務，故今年仍維持原介接方式。 

五、工程機關辦理砂石品質檢驗報告 

為擴充本系統砂石品質資料庫，107 年度本計畫訪談台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及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時，已同意提供工程機關砂石品質檢驗

報告供本系統加值運用，然因工程機關並無資訊系統管理相關品質數

據，僅能以人工方式提供資料，故目前提供各工程機關本系統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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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格式，請工程機關各承辦人填寫後，回覆本系統承辦人，再由系

統維護人員上傳資料。有關本年度工程機關砂石性質檢驗數據之介接

成果，如圖 4.3、圖 4.4。 

另為擴充砂石品質資訊，另由營建院辦理的「優質混凝土驗證」預

拌廠提供委外砂石品質檢驗報告，並依台北捷運局及高速公路局模式，

將砂石品質檢測數據納入資料庫中。 

4.2 局內資料及相關文獻 

除外單位之整合資訊外，本年度亦研擬局內土石相關資料匯入及自動

介接方式，以整合資料並減少額外作業。 

 局內資料整入 

礦區碎石及批註土石部分，由礦務局目前礦業簿管理系統規劃介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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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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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研擬礦業簿管理系統介接內容，包含各礦區

礦產品之庫存量、生產量、自用量、銷售量、價格及銷售用途。因本年度礦

業簿管理系統仍在建置中，待建置完成後將再與該系統研析後續介接事宜。 



46 

 

圖 4.13 礦業簿系統介接欄位示意 

一、早期盜採坑洞資料建入 

目前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部分等相關業務，於礦務局內並無一專

屬系統可進行電子化管理與資訊畫面之產出，故在本年度開始規劃進行

系統之建置，並配合建置進度，將原本於紙本作業之資料進行電子化作

業並匯入新建置之系統中，可供後續彙整輸出功能使用，建入成果詳

6.2.3 節。 

二、砂石場配置圖建入 

除以上新建立之資料，本年度亦於用地查核管理系統中，匯入砂石場區

配置圖資料，可查看砂石碎解洗選場區內結構物、生產設備之設置位置，將

更便於現地查核作業。目前已於碎解洗選場基本資料功能中加入場區配置

圖資料上傳功能，後續於現場查核時可方便查核人員更了解砂石場配置。後

台廠商資訊上傳功能如圖 4.14 所示，砂石場場區配置圖如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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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砂石場場區配置圖檔上傳功能 

 

 

圖 4.15 砂石場場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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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相關文獻建入 

本計畫建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之砂石知識庫中，106 年度已建立近百

份砂石品質相關文獻，並涵蓋河川砂石、陸上砂石及海域砂石，另外於 107

年度亦逐漸納入礦務局出國報告及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可供查詢下載之

電子化文獻已相當豐富。本年度於知識庫中所新增電子化文獻，礦務局自辦

報告部分包含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過往需求預估報告及最新之

年度產銷調查報告、出國報告等，其他所搜尋有完整報告可供下載之砂石相

關文獻如表 4.1。 

表 4.1 108 年度新增砂石文獻一覽表 

年度 文獻名稱 單位 姓名 

80 海砂用於生產混凝土耐久性研究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彭耀南 

93 Aggregate and the Environment American Geological 

Institute 
 

95 台灣地區土石資源區開發可行性評估 經濟部礦務局  

96 國土永續發展與河川治理研究-以大甲溪治理為例 東海大學 郭秋梅 

98 台灣地區砂石之調查資料分析探討 中華大學 黃慶源 

98 水庫淤泥資源再利用與市場評估-以石門水庫為例 立德大學 高憲彰 

100 河川疏濬土石堆(暫)置後續問題及因應對策研究 經濟部水利署 逢甲大學 

100 石門水庫淤泥利用處理規劃及設計成果報告 水利署北水局 中興顧問公司 

100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策略之研究 國立宜蘭大學 簡倉梁 

101 野溪清疏作業方法之四 野溪土石資源化現地利用研究 水保技師公會 姜燁秀 

101 宜蘭縣員山鄉粗坑地區土石資源區劃設土石採取專區

先期評估規劃計畫 

經濟部礦務局 台北科技大學 

102 爐碴再利用方案可行性評估及推廣策略計畫 鋼鐵公會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3 機制砂應用於混凝土的使用現況與發展趨勢 國產建材公司 楊志強 

103 資源化產品推廣使用及驗證機制之探討專案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3 現行中央管河川疏濬管理策略檢討與專案管理知識導

入之研究 

經濟部水利署 逢甲大學 

104 綠色材料應用於快速道路橋梁結構可行性與效益分析 交通部公路總局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4 推動廢棄物資源再生料使用工程及驗證制度專案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5 濁水溪水系砂石性質調查分析與經濟面議題評估研究 經濟部水利署 逢甲大學 

106 建置資源化產品之工程應用技術及通路制度專案計畫 行政院環保署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6 高屏溪、曾文溪、大安溪、大甲溪及烏溪水系砂石性

質調查分析 

經濟部水利署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7 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及鹽水溪水系砂石

性質調查分析 

經濟部水利署 臺灣營建研究院 

107 Marine Aggregates Capability & Portfolio 2018 The CROWN ESTATE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cjCWV/record?r1=36&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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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實驗室砂石品質檢測報告蒐集部分，本院所辦理「優質混凝土驗證

(GRMC)」目前驗證合格預拌廠達 50 家，分布於北中南各地，已透過預拌

廠驗證機制取得各預拌廠之砂石年度檢驗報告，標示砂石來源及生產之砂

石場，建入資料庫中。 

砂石品質數據也將持續蒐集與加值，新增過往文獻部分無座標之點位

於圖台上，並將數據建立砂石品質分段圖層的方式，直接以不同顏色區分不

同砂石性質及適用用途，讓砂石品質有更直觀的應用方式，畫面如圖 4.16。 

 

圖 4.16 河川砂石品質分段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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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研究及情勢觀測 

5.1 砂石需求及價格預測模型 

砂石供需常因疏濬執行量、重大工程計畫及進口砂石政策等因素有劇

烈變化，為穩定砂石市場，發展一需求預測模型並定期依據市場現況修正，

有助於砂石供應政策之擬定，本節中 5.1.1 將彙整過往砂石需求預測之相關

研究成果，而 5.1.2 節規劃後續預測模型之建立方式。 

 預測模型回顧 

本節回顧過往相關文獻，整理各類砂石需求預測模型，重新檢討適用性，

以作為後續建立新預測模型之參考。 

一、台灣綜合研究院(2005)－土石需求量預估及總量管制供應策略研究 

以最終砂石需求量做為推估對象，利用建造執照件數(LICENSE)、

核發總樓地板面積(CONSTRUCTION.AREA)、件數及樓地板面積之成

長率(LICENSE.G.R.、CONSTRUCTION.AREA.G.R.)等參數推估國內砂

石需求量，建立 8 個迴歸模型，討論後發現分別以建照核發件數、總樓

地板面積二種變數之線性迴歸歸，並加入一虛擬變數(DUMMY)，模型

有較高之解釋能力，亦具良好之配適性，二種迴歸模型條列如下。 

 𝐷&𝑆𝑡 = 8539 + 0.0436 × 𝐶𝑂𝑁𝑆𝑇𝑅𝑈𝐶𝑇𝐼𝑂𝑁. 𝐴𝑅𝐸𝐴𝑡−1 − 3297 × 𝐷𝑈𝑀𝑀𝑌 

…………………………………...…………………………………….. (5.1) 

 𝐷&𝑆𝑡 = 8524 + 0.0376 × 𝐿𝐼𝐶𝐸𝑁𝑆𝐸𝑡−1 − 3057 × 𝐷𝑈𝑀𝑀𝑌…………….. (5.2) 

 

二、屏東科技大學(2009)－砂石供應調查暨未來砂石需求預估模式研究 

檢討過往預測模型，屏東科技大學 (2009)以總樓地板面積

(Con_Area)、建造執照件數(License)、人口(POPG)、實質 GDP(GDP)、

砂石平均價格(Price_Ave)5 變數，建立迴歸模型。經一連串統計與討論，

最終提出第一類砂石需求量(D&St)預估模型如下式。 

 𝐷&𝑆𝑡 = 69745207.97 + 0.32 × 𝐶𝑜𝑛𝐴𝑟𝑒𝑎𝑡−1
− 41621.38 × 𝑃𝑟𝑖𝑐𝑒𝐴𝑣𝑒𝑡−1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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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經非線性迴歸後，取前一年度樓地板總面積及當年度砂石均價格

之對數，建立第二類預估模型如下。 

 𝐷&𝑆𝑡 = 135980213.37 + 0.27 × 𝐶𝑜𝑛_𝐴𝑟𝑒𝑎𝑡−1 − 30786783.21 × 𝑙𝑜𝑔𝑃𝑟𝑖𝑐𝑒_𝐴𝑣𝑒𝑡 

………………………………………………………………………….. (5.4) 

三、王偉光(2016)－台灣地區砂石供需調節措施之現況探討評估 

由於台灣經濟發展及砂石需求量已歷經成長期，進入成熟期，砂石需求趨

近穩定收斂，故中長期可以歷年之砂石需求量對數迴歸預測，得需求量

𝑄𝑆 = −2874.9𝑙𝑛𝑌𝑛 + 16706，其中 Yn 為年份，迴歸曲線如圖片來源：王偉光 

台灣地區砂石供需調節措施之現況探討評估(2016)[24] 

圖 5.1，可看出國內砂石市場相較於 80 年代之高耗用量，至今已逐

漸進入平穩之趨勢。 

 

圖片來源：王偉光 台灣地區砂石供需調節措施之現況探討評估(2016)[24] 

圖 5.1 歷年砂石需求量迴歸模型 

在 2016 年的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中，砂石需求的預測依

王偉光(2016)所研提之模式，分別以三種時間區間進行迴歸分析：(1)民

國 81 年至 104 年、(2)民國 90 年至 104 年、(3)民國 95 年至 104 年，根

據迴歸結果，以民國 81 年至 104 年模型之判定係數為 0.81 最高，故採

用此模型，並藉此估計未來五年(106 年至 110 年)之年均砂石需求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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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200 萬噸。 

四、國外相關研究 

Sivertson and Carson (1974)探討加拿大卑詩省砂石需求量與實質所

得之關聯，導出迴歸方程式C = −77.74 + 11.62𝑙𝑜𝑔𝑌/𝑃… (5.5)，此關係

顯示初期砂石需求量隨所得增加而大幅上升，而後逐漸趨緩。數年後

British Columbia Model (1980)亦使用實質人均所得迴歸，得到判定係數

較高之預估模型C = −99910.7 + 13355.33𝑙𝑛𝑌/𝑃………………... (5.6)。 

Ortario Model (1992)則使用數個總體經濟指標以及人口指標為自變

數，推導預測砂石需求量預測模型，其中判定係數最高之迴歸模型為

AGG=21010+0.548RGDP+0.450STRTT-4388UR，其中 RGDP 為實質國

內生產總額、STRTT 為新屋開工數、UR 為失業率，該模型判定係數達

0.952，顯示該模型應具有一定之預測能力。 

Cambridge Ecometrics (2004)利用建築及土木工程相關指標作變數，

建 立 預 測 模 式 Total Aggregates = −142.56 + 0.01378 × Intensive +

0.00553 × LessIntensive − 4.318 × Trend − 58.105 × Levy + ε …(5.7)，

其中 Intensive 為新屋及公共工程產出總和、LessIntensive 為新工商業工

程及一般維護及改善工程、Trend 表建築業砂石使用密集度之下降趨勢，

並加入虛擬變數 Levy 來區隔政策施行前後之變化。 

 評估推估模式 

一、砂石需求量預測 

砂石求量來自於公共工程及民間建築，目前砂石供應情形尚不致於

影響工程推動，故本報告中需求量係等同實際成交量。回顧國內之砂石

預測模式，大多以線性迴歸來分析，惟現今日砂石市場變化快速，且部

分設定變數之適用下降，如砂石價格可能因國內疏濬量、進口砂石政策

銷售量與砂石價格之關係、預期心理等複雜因素有較大變動，進而影響

預測值。整理過往三預測模型套入近年數據得到之砂石需求預測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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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實際需求量比對，得圖 5.2，其中較早期之二迴歸模型如屏科大文

獻及台綜院文獻之推估結果，明顯已偏離實際情況，而王偉光(2016)建

立之模型尚能符合趨勢。 

 

圖 5.2 過往預測模型與實際需求量比較 

另彙整經濟部統計處統計 10 年來砂石與其他大宗營建材料之用量

之關係，如圖 5.3，砂石、水泥、瀝青混凝土的用量逐年下降，有正比

關係，然而預拌混凝土維持於 3,000 萬~4,000 萬立方公尺之間，無明顯

下降。故可知對水泥使用量之預測值可適用於砂石預估。 

 

圖 5.3 砂石與其他大宗材料用量比較 

砂石需求量主要來自預拌混凝土、瀝青混凝土及其他工程項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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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製品、砂漿、回填、基底層級配等，以混凝土為最大使用量，若以

主辦機關來，預拌混凝土又可區分為公共工程與民間建築工程，因此若

可推導需求端工程量與砂石需求量之關係，並藉此關係來推算後續砂石

需求，理論上應較可靠且合理。 

砂石用量與混凝土用量相關，而公共工程之預拌混凝土用量與工程

類採購金額成正比，而民間建築工程之混凝土用量與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有正比關係，因此，本計畫為簡化砂石需求量推估模型，故僅以政府工

程採購金額及建築樓地板面積為變數，進行預測公式推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每年發佈政府採購執行情形報告，包含年度

案件決標件數與總金額之統計，又機關辦理採購標的分為工程、財物、

勞務三類，其中僅以工程類與砂石用量較相關，蒐集歷年決標總金額詳

列表 5.1。另內政部營建署定期公告建築物建造執照核發情況，其中及

公告樓地板總面積、件數及類別，故蒐集每年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總

面積數據詳列表 5.1。分析方案分成兩種，一是以過往數據作二次元之

迴歸分析，二是以預估混凝土用量作分析。假設公共工程的平均施工時

間為三年，故以前三年之工程決標金額總額為變數，另假設民間建築施

工時間為一年，故以前一年之所核發建照之樓地板總面積為變數，茲說

明如下。 

表 5.1 歷年公共工程及建築工程量 

年度 砂石需求量(萬噸) 工程採購總金額(億元) 核定樓地板面積(萬 M2) 

96 年 8790.5 3775 3473.25 

97 年 8431.0 4862 2616.64 

98 年 8326.2 5782 1991.60 

99 年 9220.1 4629 3117.40 

100 年 8488.1 4154 3414.84 

101 年 8112.0 4235 3288.29 

102 年 7453.9 4205 3976.05 

103 年 7605.4 3571 3863.49 

104 年 7268.5 3148 3259.57 

105 年 6765.4 3934 2623.53 

106 年 6582.8 4464 2988.39 

107 年 6501.0 6305* 33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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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7 年工程採購因前瞻計畫之推動，較 106 年度成長許多，

惟考量執行率及計劃期程，本計畫以 4500 億元來計算 

模型一：歷時迴歸分析 

假設公共工程量、樓地板面積量與砂石需求量為對應關係，故

以二元方程式進行曲線迴歸，所推得公式： 

年需求量=0.489289A2+0.0006721B2-0.01543AB-34.8226A-2.25986B+10317.26 

…………………………………………………………………… (5.9) 

年需求量：萬噸 

A：前三年公共工程年度決標金額(百億元) 

B：前一年核發之建造樓地板總面積(萬平方米) 

 

以二元方程式推估公式與實際調查之砂石需求量相比，如表 5.2，

最大誤差範圍為 3.7%，平均誤差幾乎為 0%。但若以 107 年公共工

程採購金額 6305 億元推估，108 年度砂石需求量達 8,147 萬噸，惟

去年之採購金額超量係因前瞻計畫之推動，前瞻計畫中有關交通運

輸類工程的施工時間多超過 3 年，且第 1 年尚未大範圍動工施作，

因此 108 年對砂石之需求量並非等比例爆增，依業者反應實際執行

量僅較去年略為增加，考量前瞻計畫工程執行量的遞延，若 107 年

度採購金額改以 4500 億元推估，則今年砂石預估需求量為 7,285 萬

噸。有關模式一公式計算曲線與實際砂石需求量比較圖如圖 5.4。 

表 5.2 年度砂石需求量推估模式一 

年度 
調查砂石需求量 

(萬噸) 

模型一預估值 

(萬噸) 

差值 

(萬噸) 

誤差率 

(%) 

99 年 9220.1 9203.0 -17.1  -0.20% 

100 年 8488.1 8552.3 64.2  0.80% 

101 年 8112.0 8071.0 -41.0  -0.50% 

102 年 7453.9 7307.1 -146.8  -2.00% 

103 年 7605.4 7605.7 0.3  0.00% 

104 年 7268.5 7334.4 65.9  0.90% 

105 年 6765.4 6632.6 -132.8  -2.00% 

106 年 6582.8 6545.1 -37.7  -0.60% 

107 年 6501.0 6744.2 243.2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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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誤差率(%)=(調查砂石需求量-模型預估值)/調查砂石需求量 

 

 

圖 5.4 年度砂石需求量推估關係式(模式一) 

模型二：混凝土用量分析 

本模式係先推估混凝土用量，再由混凝土量去推估砂石用量。

由統計處統計之歷年瀝青混凝土用量及預拌混凝土用量之平均比

例，可知瀝青混凝土砂石用量約為混凝土砂石用量的 6%，而其他工

項用砂石假設約為混凝土砂石用量的 4%，每立方米混凝土砂石用

量約 1.8 噸。 

公式計算如下： 

 

年需求量=混凝土用砂石+瀝青用砂石+其他工項砂石(如水泥製品、砂漿、級配回填等) 

        =混凝土用砂石 x1.1 

        =(混凝土用量 x1.8)x1.1 

        =((公共工程混凝土用量+民間建築混凝土用量)x1.8)x1.1 

        =((Ax 前三年工程決標金額平均+Bx 前一年樓地板面積 x0.94)x1.8)x1.1 

………………………………………….………………………... (5.10) 

前三年公共工程年度決標金額 單位：億元 

前一年核發之建造樓地板總面積 單位：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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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決標金額 A 係數算法： 

統計重大工程決標金額與混凝土用量之比例進行推估，不同工

程類別其比值會有差異，捷運工程因含有機電系統所以比值會偏低，

但橋梁工程的混凝土占比較會比較高，所蒐集近年重大工程決標金

額與混凝土用量關係如表 5.3，本案取 0.4 為工程決標金額係數。 

表 5.3 重大工程混凝土用量分析 

主辦機關 工程名稱 
決標金額 

(億元) 

混凝土量 

(萬立方) 
比值 

公路總局 淡江大橋新建工程 124 30 0.24 

桃園捷運局 桃園捷運綠線 GC01標 128 30 0.23 

桃園捷運局 桃園捷運綠線 GC02標 141 50 0.35 

桃園捷運局 桃園捷運綠線 GC03標 160 50 0.31 

水利署中水局 鳥嘴潭人工湖引水工程 81 55 0.68 

中油公司 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工程 220 160 0.73 

高速公路局 國道四號豐原潭子段 711標 25 14 0.56 

高速公路局 國道四號豐原潭子段 712標 31 17 0.55 

高速公路局 國道四號豐原潭子段 713標 29 16 0.55 

高速公路局 國道四號豐原潭子段 714標 51 32 0.63 

高速公路局 國道四號豐原潭子段 715標 20 15 0.75 

 

樓地板面積 B 係數算法： 

蒐集過往針對建築結構體材料用量與樓地板面積比例文獻，如

表 5.4，其推估方式係收集建築施工案例進行計算，本案取 0.6 為樓

地板面積係數。建築樓地板面積有少部分為政府發包工程，未避免

重複計算，應扣除。統計營建署公告 100 年~107 年各類別之建築類

別，公共集會類、休閒文教類及衛生福利類之建築樓地板面積所占

比例約為 6%，此類可視為公共工程而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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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建築結構體材料用量與樓地板面積比例文獻 

文獻 時間 來源 
混凝土用量與樓地

板面積比值(m3/m2) 

鋼筋混凝土構造樓層單價預測與結構體

工期推估 
100年 碩士論文 0.67 

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 90年 工程會 0.4~0.52 

新建建築工程大宗材料用量分析之研究 101年 碩士論文 0.38~0.74 

建築工程結構材料用量之統計與分析,以

新竹為例 
97年 碩士論文 0.6 

 

因此，年需求量推估公式為： 

 

年需求量=((0.4x 前三年工程決標金額平均+0.6x 前一年樓地板面積 x0.94)x1.8)x1.1 

=0.792x 前三年工程決標金額平均+1.117x 前一年樓地板面積 

……………………………………………………………………(5.11) 

年需求量 單位：萬噸 

前三年公共工程年度決標金額 單位：億元 

前一年核發之建造樓地板總面積 單位：萬平方米 

 

以混凝土用量推估公式與實際調查之砂石需求量相比，如表 5.5，

最大誤差範圍為 11.5%，平均誤差為 4.3%。故依此推估 108 年度砂

石需求量應為 7,919 萬噸，惟同樣考量 107 年度前瞻計畫之執行率，

將工程採購金額調整為 4500 億元，則今年度(108 年)砂石預估需求

量為 7200 萬噸。有關模式二公式計算曲線與實際砂石需求量比較

圖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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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年度砂石需求量推估模式二 

年度 
調查砂石需求量 

(萬噸) 

模型二預估值 

(萬噸) 

差值 

(萬噸) 

誤差率 

(%) 

100 年 8488.1 7513.3 -974.8  -11.5% 

101 年 8112.0 7658.6 -453.4  -5.6% 

102 年 7453.9 7108.9 -345.0  -4.6% 

103 年 7605.4 7765.0 159.6  2.1% 

104 年 7268.5 7485.3 216.8  3.0% 

105 年 6765.4 6524.0 -241.4  -3.6% 

106 年 6582.8 5742.1 -840.7  -12.8% 

107 年 6501.0 6385.3 -115.7  -1.8% 

註：誤差率(%)= (調查砂石需求量-模型預估值)/調查砂石需求量 

 

圖 5.5 年度砂石需求量推估曲線(模式二) 

前二項推估模型皆有相當程度之準確性，惟 107 年因前瞻計畫之推

動與執行率差異，可能會造成預估公式與實際執行之差異，但依預拌業

者之回饋，今年(108 年)混凝土量會較去年(107 年)提高 6~10%，因此尚

符合目前砂石統計結果。預估模型仍具一定之參考性。 

二、砂石價格預測 

相較於需求預測，砂石價格預測之不確定性又更高，影響價格波動

之因素相當多，其中包含難以量化或取得資料之因子，如運輸車輛調度、

市場預期心理等。價格波動取決於市場供需，本計畫擬將市場供需因素

歸納水利署河川疏濬標售價格、砂石場銷售量、砂石場庫存量分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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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水利署河川疏濬標售資訊，每條河川及每個河段之標售價格皆不相

同，標售時間及數量亦不一樣，非固定單價。北部地區砂石來源多元，

以花蓮、宜蘭、桃園、苗栗及進口砂石相互調配，與砂石場產銷關聯性

低，圖 5.6 為 108 年度 1 月至 10 月進口砂石量與北區砂石單價關係圖，

雖然自 8 月以後略呈現進口砂石量減少、而砂石價格上升，惟尚不足用

以迴歸預測公式；而中部砂石場尚受到剩餘土石方影響，非完全來自河

川疏濬砂石，故本計畫係分析南部砂石銷售量及砂石庫存量與砂石價格

之關聯性。 

 
圖 5.6 進口砂石量與北區砂石單價關係圖 

蒐集 106 年 1 月至 108 年 9 月南部砂石銷售量及砂石庫存量與砂

石價格之統計數據，分析如圖 5.7、圖 5.8，砂石價格之比較值為前一個

月的砂石銷售量及砂石庫存量。由圖 5.7 可知，砂石銷售量與砂石價格

並無明顯關聯性，106 年砂石價格相對穩定，107 年銷售量及銷售價格

差異變大，而 108 年價格又比 107 年高出不少，另由圖 5.8，各年度的

砂石價格與砂石場庫存量皆成反比關係，庫存量愈高、砂石價格愈低，

符合市場機制，可由趨勢線中庫存量去推估砂石價格，惟今年砂石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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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提高不少，但因兩年的趨勢線的斜率類似，推測可能是因為場內

營運的成本，而墊高了砂石價格，例如 108 年 1 月 14 日工程會舉辦「南

部地區砂石供需座談會」中，營造公會提出空污法修改造成老舊大貨車

淘汰增加運輸成本、一例一休增加勞工成本等因素。砂石單價之上漲為

反應市場機制。砂石價格雖仍與庫存量成反比關係，但後續將持續累積

數據以作為驗證。惟近期南部砂石場庫存量持續下降，可能衍生砂石漲

價之風險。 

 

107 年南區砂石價格與庫存關係公式： 

砂石價格(元/噸)=323.8-0.04865*砂石庫存(萬噸)……….. (5.12) 

 

若為推估 108 年南區砂石價格，則應再加上約 25 元成本。 

 

圖 5.7 南部砂石銷售量與砂石價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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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南部砂石庫存量與砂石價格關係 

由銷售量與砂石價格之關係可知，因預拌廠內砂石庫存極有限，因

此砂石需求預估量即可視為成交量，雖然一般市場供需機制原則中，價

格會影響消費者採購意願，惟砂石成本在公共工程或民間建設所占比例

極小，故不致因砂石價格而影響公共工程之發包，砂石是工程推動之必

需品，再生粒料用途有限，故暫無替代資源。砂石價格對需求影響可忽

略。因次本節提出之需求量預估模型砂石需求的價格彈性極小，對價格

幾乎完全不敏感，故不納入預估公式中。 

5.2 砂石市場資訊觀測 

近期國內砂石市場因諸多因素而有震盪，如北部進口砂石量縮、中南區

供給及供應量震動變化等，造成砂石使用端有成本提升、品質變動甚至無料

可用之情況，為能掌握國內砂石產銷情勢及中國大陸砂石市場資訊，就所調

查之砂石市場資訊彙整如下。 

 國內市場資訊 

由土石資源產銷管理系統所統計一年來國內砂石市場供給量之變化，如

圖 5.9，可知國內的砂石市場的供給量持續下降中，無論是從砂石場內的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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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還是進口砂石量，皆較去年同時期約下降 10~20%不等，由於砂石是重

要之營建材料，砂石供應量之減少勢必影響公共工程及民間建設之執行，因

此，為確實掌握砂石供需之發展趨勢，特針對不同影響因素及相關業者進行

分析及訪談，以期能事先提出因應措施，穩定砂石市場之供需情形。 

 

圖 5.9 國內砂石供應量統計 

一、混凝土需求量調查 

砂石主要用途為混凝土，除每年穩定的混凝土需求量外，應特別注

意近期所發包之重大混凝土工程，估算所需砂石量，以作為額外砂石需

求因應之準備。 

本團隊因應混凝土需求之趨勢，特於 5 月份時訪談國內混凝土兩大

業者、台灣水泥公司及亞東預拌混凝土公司(亞洲水泥集團)，依預拌業

者對近期混凝土工程所作之需求量預估如表 5.6，預拌業者表示，今年

(108 年)混凝土量會較去年(107 年)提高 6~10%，因此對砂石粒料之需求

量亦會提高 6~10%，去年全國砂石需求量約 6500 萬噸，亦及今年的砂

石需求量會較去年增加 390 萬噸至 650 萬噸之間，然在國內砂石供給量

持續下降之情形下，可能造成各地砂石價格上漲之壓力。 

台泥及亞東預拌業者認為，中國大陸砂石已漸無法穩定供應，菲律

賓砂石吸水率高、含鐵量高，品質較不為業者接受，故難以依賴進口砂

石。台灣砂石資源豐富，若政府適度的規劃與管理，調節砂石料源，市

場應不至缺料，為應注意各地區之瞬間需求量，另水利署所公告之河川

疏濬量雖大於砂石需求量，然部分卻為無法用於工程之土石，且加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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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損耗量，在統計時應特別注意。有關預拌業者之訪談紀錄詳附錄六。 

 

表 5.6 近期重大混凝土工程列表 

 工程名稱 混凝土數量(m3) 進度 完工時間 

北

部

地

區 

觀塘天然氣接收站 160萬 施工中 114年 

桃園捷運綠線 130萬 剛決標 115年 

淡江大橋 30萬 剛動工 114年 

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67萬 今年發包 113年 

台北港北提擴建 50萬 今年發包 114年 

中

部

地

區 

美光后里廠新建工程 24萬 施工中 109年 

水湳國際會展中心 11萬 施工中 111年 

台中社會住宅 15萬 今年發包 111年 

鳥嘴潭人工湖 50萬 今年發包 113年 

南

部

地

區 

台積電 P2P3 廠房 25萬 施工中 108年 

華邦電廠房 20萬 施工中 108年 

鐵路地下化工程 90萬 施工中 113年 

左營軍港擴建工程 100萬 今年發包 114年 

 

二、河川疏濬砂石供給量調查 

河川疏濬雖為重要砂石來源，然水利署辦理河川疏濬係以河防安全

為主，並非為了土石採取，茲統計 98 年至 107 年侵台颱風數(有發布颱

風警報)與河川疏濬執行量如圖 5.10，兩者無明顯直接關聯。 

統計歷年河川疏濬之規劃量與執行量如表 5.7，今年的疏濬規劃量

雖較往年(104~106 年)為高，但上不及去年(107 年)規劃量。另統計今年

逐月疏濬量，詳表 5.8 及圖 5.11，因應砂石缺料及部分營造業者的陳情，

水利署 1~4 月的疏濬執行量皆超過規劃值，5 月之後因適逢梅雨季及迅

期，疏濬執行量略少於規劃量，但整年度仍可達執行量，且為維持國內

砂石市場供給穩定，水利署視河道沖淤變遷情形，持續滾動檢討，並提

前辦理 109 年度河川疏濬案之行政作業。本年度經檢討增加疏濬量，總

計可增加約 729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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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侵台颱風數與河川疏濬關係圖 

表 5.7 水利署歷年河川疏濬規劃量與執行量 

年度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規劃量 6626.65 6700.65 6112.62 7754.09 7334.22 

執行量 7042.17 6174.32 6591.64 7282.58 6347.87 

註：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統計                                    單位：萬噸 

 

表 5.8 水利署 108 年河川疏濬規劃量與執行量 

名稱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小計  

河川局  
規劃量  2 0 7 . 0 0  1 7 1 . 2 4  3 0 7 . 9 1  3 4 8 . 0 4  3 6 4 . 1 1  2 7 8 . 0 3  2 8 3 . 0 1  2 6 5 . 6 4  2 5 2 . 4 8  3 0 4 . 4 9  2 9 2 . 1 6  2 9 2 . 0 3  3 3 6 6 . 1 3  

執行量  2 6 3 . 4 7  1 8 4 . 2 5  4 8 1 . 9 7  5 5 0 . 7 0  2 4 7 . 6 3  1 2 6 . 2 1  2 3 9 . 0 1  7 2 . 7 5  1 2 4 . 1 6  3 9 5 . 1 4  1 6 . 7 3  -  2 7 0 2 . 0 2  

水資源

局  

規劃量  7 0 . 7 8  9 6 . 8 9  1 2 7 . 1 9  1 2 2 . 3 9  1 2 0 . 7 5  1 0 1 . 0 4  5 1 . 9 5  6 7 . 9 3  6 4 . 7 3  4 3 . 8 7  2 8 . 4 0  1 0 . 1 8  9 0 6 . 0 9  

執行量  8 0 . 7 2  1 1 7 . 9 6  1 6 5 . 1 6  1 3 2 . 5 1  1 0 2 . 4 9  7 7 . 7 3  5 8 . 2 9  4 7 . 2 0  3 5 . 8 6  8 3 . 0 9  0 . 4 3  -  9 0 1 . 4 4  

縣市政

府  

規劃量  2 5 7 . 4 5  2 1 2 . 3 7  3 3 1 . 4 4  3 2 6 . 5 9  2 9 7 . 7 2  2 1 1 . 3 0  1 2 4 . 9 0  1 0 1 . 9 3  1 4 3 . 2 6  2 1 2 . 7 3  1 2 4 . 9 7  1 2 2 . 1 0  2 4 6 6 . 7 6  

執行量  2 9 7 . 8 9  2 4 2 . 1 2  3 9 0 . 8 4  3 4 6 . 6 2  2 0 5 . 5 0  1 1 6 . 0 1  1 7 2 . 7 9  6 1 . 6 8  1 3 8 . 2 0  1 3 5 . 1 0  2 . 2 9  -  2 1 0 9 . 0 4  

其它水

庫  

規劃量  0  0  1 8  3 2  3 6  3 6 . 5  2 0 . 7  2 9 . 2  3 0 . 2  2 0 . 3 1  9 . 2 3  3 . 1 1  2 3 5 . 2 5  

執行量  8 . 4 6  1 4 . 3 9  1 7 . 4 9  2 3 . 3 8  5 4 . 2 5  5 7 . 2 8  2 9 . 0 9  9 . 7 2  8 2 . 8 3  1 9 . 9 8  0 . 0 0  -  3 1 6 . 8 7  

農委會

單位  

規劃量  3 0 . 6 6  3 2 . 1 6  4 0 . 9 2  4 8 . 0 0  3 6 . 5 7  3 0 . 9 6  2 7 . 5 0  2 5 . 5 1  2 4 . 6 3  2 3 . 6 0  2 0 . 6 6  1 8 . 8 4  3 6 0  

執行量  3 9 . 1 0  3 6 . 2 6  3 6 . 2 7  4 0 . 1 6  3 0 . 7 6  3 7 . 3 9  2 4 . 9 6  2 3 . 3 0  2 8 . 9 0  2 1 . 4 0  0 . 0 0  -  3 1 8 . 5 0  

小計  
規劃量  5 6 5 . 8 9  5 1 2 . 6 5  8 2 5 . 4 7  8 7 7 . 0 1  8 5 5 . 1 5  6 5 7 . 8 3  5 0 8 . 0 6  4 9 0 . 2 1  5 1 5 . 3 0  6 0 4 . 9 9  4 7 5 . 4 1  4 4 6 . 2 7  7 3 3 4 . 2 2  

執行量  6 8 9 . 6 4  5 9 4 . 9 8  1 0 9 1 . 7  1 0 9 3 . 4  6 4 0 . 6 3  4 1 4 . 6 2  5 2 4 . 1 4  2 1 4 . 6 5  4 0 9 . 9 5  6 5 4 . 7 1  1 9 . 4 5  -  6 3 4 7 . 8 7  

註：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統計                                    單位：萬噸 



66 

 

 

圖 5.11 水利署 108 年河川疏濬規劃量與執行量 

三、進口砂石量調查 

進口砂石多年來為國內重要的供應來源之一，其中 96%以上皆為中

國大陸砂石，以北部地區依賴最甚，因此中國大陸的砂石市場供需狀況

及價格因素都會對北部地區砂石市場產生明顯衝擊。 

圖 5.12 可看出目前進口砂石量之趨勢，其中藍色折線為北區部分，

自 107 年 9 月進口砂石供應量驟降後，即維持在每月 50 萬噸左右之水

平，較先前減少了近 30%，北部預拌混凝土業者多以東砂西運支應，108

年 3 月之進口量雖有回升，但主要是補 2 月份過年效應之遞延，4 月份

及 5 月份進口量又逐漸下降，5 月份北部進口量 44.8 萬噸甚至比去年同

期 77.3 萬噸少 30 萬噸以上，至 9 月份北部砂石進口量僅約 35 萬噸。

可見進口砂石量之下降已成為常態。 

本團隊於 7 月初特訪談進口砂石協會蕭勝祺理事長關於進口砂石

未來趨勢，蕭理事長表示大陸砂石內需持續擴大，對機制砂需求量大，

造成價格上漲，因大陸當地的砂石價格超過台灣砂石價格，因此進口砂

石商沒有利潤，就沒有意願出口到台灣。蕭理事長認為台灣北部對進口

砂石之需求量，將轉移至中部、宜蘭、花蓮等地區供應，而不致於面臨

供料短缺，但因運輸成本增加，故北部砂石價格會持續上漲。觀察往後

幾年之大陸市場變化，仍是供不應求，因此預估北部砂石價格應還會上

漲。有關進口砂石協會之訪談紀錄，詳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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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進口砂石變化趨勢 

四、混凝土成品市場價格調查 

訪談北中南東各區預拌業者，有關於混凝土各強度規格之市場行情

如表 5.9，因上半年度已調漲過，故下半年度混凝土價格大致平穩，惟

混凝土業者表示北部地區因仍存在砂石缺料風險，故價格有上漲壓力。 

表 5.9 108 年混凝土市價行情調查 

地區別 強度規格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北區 

210kgf/cm2 2,300 2,320 2,320 2,320 2,320 

245kgf/cm2 2,350 2,380 2,380 2,380 2,380 

280kgf/cm2 2,450 2,480 2,500 2,500 2,500 

中區 

210kgf/cm2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45kgf/cm2 2,050 2,050 2,050 2,050 2,050 

280kgf/cm2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南區 

210kgf/cm2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245kgf/cm2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80kgf/cm2 2,050 2,050 2,050 2,050 2,050 

東區 

210kgf/cm2 1,850 1,850 1,850 1,850 1,850 

245kgf/cm2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280kgf/cm2 1,950 1,950 1,950 1,950 1,950 

註：北區中台北、桃園及新竹各地差異較大，取平均顯示 

 中國大陸市場資訊 

自 107 年夏季開始中國因整治砂石業以及非法開採之行動後，因許多

砂石場停產導致各省砂石供需失衡，河川砂石之禁止開採造成砂石缺料與



68 

價格飆漲等情況，因大陸當地砂石價格的上漲，加上海運及港口費用後，進

口至台灣的價格已超過花蓮及宜蘭地區的價格，在市場機制下，進口砂石量

逐漸下降。 

本團隊為瞭解大陸砂石市場現況，特於今年 6 月拜訪福建當地砂石業

者及砂石協會，有關重要之砂石市場資訊歸納如下，訪談會議紀錄如附錄六。 

一、福建砂石市場供需現況及發展方向 

依福建省砂石協會陳永貞顧問表示，福建砂來源原本包含河砂、淡

化海砂及機制砂。但河砂已禁採，淡化海砂目前只有廈門允許使用，其

他地方都不允許，故產量有限。機制砂為目前砂石供應主要來源，惟市

場需求量大，缺砂成為各省普遍現象，市場機制下造成價格持續上漲。 

福建省於 107 年 10 月發佈「機製砂項目建設五年推進計畫」，目標

在 2020 年達到全省 5,000 萬立方公尺之年產量，其中部分台灣進口砂

石之主要料源城市，規劃年產量分別為：福州 750 萬立方公尺、寧德

1,600 萬立方公尺、泉州市 850 萬立方公尺、漳州市 1,100 萬立方公尺。

鑑此，福建省國土資源廳、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

級國土資源部門和住建部門加快推動設置機製砂專案配套礦山採礦權

出讓工作，以有效解決福建省砂石供需矛盾。但設場及審批需要時間，

故目前砂石產量仍供不應求。 

二、福建機制砂石產業發展的政策與措施 

有鑑於砂石對工程品質之影響，為解決建設工程用砂量問題，同時

為加強機制砂生產和應用過程品質管控，2014 年，福建省政府六部門聯

合發出《關於在全省推廣應用機制砂的通知》，並開展機制砂生產企業

名錄登記與公佈工作。其配套措施包含：加快機制砂礦山選址；加快機

制砂專案基地建設；堅持高標準開採和高品質生產；規範機制砂生產企

業管理。 

除天然砂石資源外，亦拓展多元砂石來源，例如鼓勵砂原料資源回

收利用、合理利用建設工地內部砂料、積極利用廢棄礦山生產機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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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建築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在政府主導下，砂石部門與工程部門、環

境部門分工負責及合作，來降低對天然砂石資源之依賴。 

三、福建砂石出口的政策發展 

福建已從原來的砂石出口大省，變成如今的砂石進口之省。國家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為滿足臺灣地區需求，自 2018 年

3 月 10 日起起恢復天然砂對台出口，同時實行出口授權管理。由於自

身河砂料源已匱乏，福建自 2016 年 4 月下旬至今基本上停止了天然砂

對台出口，機制砂全面替代了天然砂對台出口。 

原則上，中國政府並無限制砂石出口至台灣，然由於福建自身建設

工程用砂已短缺，目前除臺灣地區外，基本上不再外銷。為保證首先滿

足本地區建設工程用砂，福建政府管理部門或許會出臺禁止機制砂外流

的管理規定。 

目前在廈門當地，淡化海砂賣價每立方米 110 人民幣，機制砂行情

價約 90~100 人民幣，精品砂每立方米賣價更高達 130 人民幣，且價格

上看 160 人民幣。此價格若再加上垂運費及靠港費，已超過花蓮及宜蘭

地區的價格，在利潤減少之情形下，進口砂石量勢必下降。 

四、淡化海砂資源開發 

2017 年起廈門禁用非法河砂，造成砂石短缺，為解決此問題，廈門

市政府規劃淡化砂處理專區及開採權發包，由萬翔同公司以最低價得標。 

本團隊於 6 月底訪拜萬翔同公司(如圖 5.13)，萬翔同公司表示，其

所抽取之海砂為 38 米深海底，抽砂船再往下挖 10 幾米深抽海砂，據萬

翔同公司之研究及檢驗，抽出來的砂細度模數約 2.5，級配良好，在篩

選過貝殼及雜質後，以高壓活性水沖洗法，去除沙粒表面之生物膜，將

內含之氯離子清洗掉，成品的氯離子僅 0.002%，可作為混凝土使用。萬

翔同公司目前共有五條生產線，規劃產量為每年 300 萬立方米淡化砂，

每日定期檢測級配、細度模數、含泥量、氯離子等性質，政府亦有制訂

相關建築用淡化海砂之標準供機關及業者依循(GB/T 14684 建築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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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T 494 建築及市政工程用淨化海砂)。由於品質穩定，且為官方主辦，

故銷售價額略高於一般的機制砂，在廈門市的砂石市占率約 20 幾%，

皆用於公共工程。 

台灣亦有豐富之海砂資源，在國外海砂開採技術已日漸成熟，後續

建議可評估淡化海砂開採之可行性。 

 

圖 5.13 淡化砂工廠參訪 

5.3 陸上土石資源區評估 

依行政院於 108 年 3 月核定「砂石穩定供應推動方案」，為提升國內砂

石自主供應能力，落實供需平衡發展及砂石資源有效運用，陸上土石資源開

採有期必要性。依 95 年礦務局辦理「台灣地區土石資源開發可行性評估」

結果，針對桃園龜山、桃園龍潭、新竹芎林、台中大肚、南投竹山及宜蘭粗

坑，依其相關資料特性(地方人口結構、社會、經濟、環境、交通運輸路線

規劃等)，地方政府及民意取向、法令及實務層面研擬各種可能之開發模式。

該報告指出土石資源區之開發可行性均取決於地方首長之各方考量、民意

取向及部分環保人士之非理性抗爭。如欲突破土石資源區開發之困境，必須

依各地方特性及土地使用及未來土地開發願景進行不同開發模式之評估以

選取最適之開發模式。 

宜蘭縣為北部地區主要之砂石生產地，因蘭陽溪疏濬量日漸減少，砂石

業者亟待開發新的料源，且粗坑地區岩層屬西村層與四稜砂岩，質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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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最高高程 450m 採至 160m，共計可採量約為 102,625,478 立方公尺，蘊藏

量豐富，縣政府可比照其以公共造產進行蘭陽溪疏濬成功模式進行粗坑土

石資源區之土石採取，法令配套較簡便，當地業者接受度高。若能推動此區

陸上砂石開採，則可彌補北部因進口砂石不足之缺口，故今年以宜蘭粗坑為

優先評估對象。 

 計劃區土地地籍資料蒐查 

本計畫調查之土石資源區位於宜蘭縣員山鄉山區，區域位於宜蘭市西

方，員山鄉粗坑地方之三針後山與粗坑之間，距宜蘭市中心約 8 公里，鄰近

蘭陽溪，對外交通以台 7 線為主要幹道。經調閱計劃區內所有土地地籍資

料後，分析彙整資訊如下。 

一、土地資料彙整明細 

本計畫畫定區域其土地面積約為 222 公頃，且多為國有地，區域周

遭居民較稀少、土地利用程度低，區位上相當適合推動開採，粗坑土石

資源區之位置圖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宜蘭粗坑土石資源區位置圖 

調查區域共 78 筆土地，包含長嶺段、下粗坑段、粗坑段，其中以

粗坑段為主要地段，比數高達 67 筆，面積比例達 70.16%，地段比例詳

表 5.10 地段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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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粗坑土採區地段比例表 

地段 筆數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長嶺段 2 55,048.93  2.47% 

下粗坑段 9 609,677.48  27.37% 

粗坑段 67 1,563,197.18  70.16% 

總計 78 2,227,923.59 100.00% 

 

非都市土地一般都會先劃定使用分區，再編定用地，其「劃定使用

分區」分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村、森林、山坡地保育、風

景、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本計畫區域涵蓋三類：一

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森林區為主，土地筆數為 42 筆，

面積比例達 87.64%，約 195.2 公頃，使用分區比例詳表 5.11 使用分區

比例表。 

表 5.11 粗坑土採區使用分區比例表 

使用分區 筆數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一般農業區 12 72,372.69 3.25% 

山坡地保育區 24 202,980.30  9.11% 

森林區 42 1,952,570.60  87.64% 

總計 78  2,227,923.59 100.00% 

 

二、土地使用權屬調查 

調查土石資源區地籍資料，彙整土地之國有地及私有地比例，並配

合前述現地勘查，了解該區域目前之土地使用現況，進一步評估開發可

行性，本區域之國有地土地筆數為 50 筆，總面積為 210.5 公頃，分別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占總面積 94.48%，

其餘私有地為 12.29 公頃，占總面積 5.52%，多數集中在平地及山溝側。

詳圖 5.15 公私地別圖、表 5.12 公私地別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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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粗坑土採區公私地別比例表 

公私地別 筆數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公有地 50 2,105,007.83  94.48% 

私有地 28 122,915.76 5.52% 

總計 78  2,227,923.59 100.00% 

 

 

圖 5.15 粗坑土採區公私地別圖 

三、土地使用編定表 

目前非都市土地使用依性質劃分為：農牧用地、林業用地、水利用

地、交通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甲種建築用地等 19 類，並依其分

區編定各種使用地加以管制，故需初步調查各土石資源區所屬之土地分

區，評估該資源區目前是否屬於可進行土石採取之土地、是否須進行用

地變更，本區域共有六種：農牧用地、林業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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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甲種建築用地，土地筆數最多且面積最大的是林業

用地，共有 43 筆，面積達 195.3 公頃，占總面積 87.67%，其他交通用

地、甲種建築用地、水利用地各只有 1 筆，面積占比不到 1%。各自比

例詳表 5.13 使用地類別比例表及圖 5.16 使用地類別比例圖。 

 

圖 5.16 粗坑土採區使用地類別比例圖 

表 5.13 粗坑土採區使用地類別比例表 

使用地類別 筆數 面積(平方公尺) 百分比(%) 

林業用地 43 1,953,272.39  87.67% 

農牧用地 32 258,289.75  11.59% 

交通用地 1 6,625.59 0.30% 

水利用地 1 8,608.57  0.39% 

甲種建築用地 1 1,127.29 0.05% 

總計 78 2,227,923.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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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區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一、交通運輸概況調查 

本計畫區域地處山區、住戶少，由台七線省公路(沿蘭陽溪北側，

又稱北部橫貫公路)往太平山方向(約 111 公里里程標號處)，經下深溝、

再連、下粗坑、粗坑即可到達。對外交通以台七線最為重要，向東可達

宜蘭市，向西可達宜蘭縣大同鄉及三星鄉。台七線省公路本即為蘭陽溪

疏濬砂石主要運輸道路，沿線砂石場林立。 

運輸量評估部分，根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近五年(107~103 年)針對本

路段之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表如表 5.14，統計出近五年雙向車流量之每

日 PCU，PCU 為將道路上各車種數量以小客車當量換算成相當於小客

車之數量，稱之為小客車當量數，機車換算為 0.5 台小客車+大型車為

2.0 台小客車+大貨車為 3.0 台小客車，詳表 5.14 台 7 線公路平均每日交

通量調查統計表。本路段道路服務水準評定可達 A 級。 

表 5.14 台 7 線公路平均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年份 PCU(小客車當量)/日 

103 7,685 

104 8,190 

105 8,533 

106 7,469 

107 10,873 

 

本團隊進一步評估，粗坑段設置土石資源採區後，本路段在不改

變道路服務水準之前提下，評估可以增加最多若干台大貨車，藉以推

估本採區產能。本路段自由速率採本路段時速上限=50km/hr，則道路

容量=1700(PCU/小時/車道)，V/C 為評定道路服務水準的比值，其值=

每小時容量/道路容量比，本路段去年整日北向 PCU=5818，南向

PCU=5055；換算成每小時 V/C 為 

北向=5818/24=242，再除以 17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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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5055/24=211，再處以 1700=0.12 

參考 2011 年台灣公路容量手冊之規定，本路段為多車道郊區公路，

非阻斷性車流路段之服務水準劃分標準中，A 級標準為 0.00~0.37，代表

屬自由車流，個別車輛不受其他車輛之影響，可自由地選擇其速率及駕

駛方式。A 級對駕駛人最舒適和方便。B 級標準為 0.38~0.62，代表屬穩

定車流。個別車輛開始受其他車輛影響，其選擇速率及駕駛方式的自由

程度較 A 級稍差，已開始逐漸喪失自主性。舒適及方便性亦不若 A 級。 

依前項道路服務水準評定可達 A 級(0~0.37)，不改變道路服務水

準之下維持最高 V/C=0.37 之前提下一小時之 PCU=1700*0.37=629，則 

北向=(629-242)=387,換算成大貨車數量=387/3=129 台 

南向=(629-211)=418 換算成大貨車數量=418/3=139.3，取 139 台 

換算每日八小時之工作時數，北向最多每日可增 129*8=1032 台，

南向最多每日可增 139*8=1112 台。 

如考慮尖峰時間之道路服務水準，根據公路總局之統計，本路段

尖峰時刻為早上 8~9 時，雙向 PCU=920，920/1700=0.54，服務水準可

達 B 級(0.38~0.62)，不改變道路服務水準之下維持最高 V/C=0.62 之前

提下一小時之 PCU=1700*0.62=1054，則(1054-920)=134，換算成大貨

車數量=134/3=44.6，取 44 台，即尖峰時刻最多可以增加 44/2=22 台。 

假設一車次可運送 16 立方公尺，一立方公尺約等於 1.5 公噸，一

車次可運 16*1.5=24 公噸，每日假設以 10 小時工時計算，並採用保守

值 22 台/小時計，一日可達 24*22*10=5,280 公噸/天，一年假設工作天

200 天，年運量至少可達 5,280*200=105.6 萬公噸。若放寬非尖峰時間

之大貨車型車數量達 34 台(仍遠低於 1032 台)，在維持原工作時間下，

年運量可達約 150 萬公噸。 

二、地形及地理環境概況 

宜蘭縣員山鄉位於宜蘭縣西半部，蘭陽溪中游大灣道的北側；全

鄉約四分之三 以上為雪山山脈的東向山坡地，主要的平地位於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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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宜蘭市相鄰詳圖 5.17 地理位置圖。 

 

圖 5.17 粗坑土採區地理位置圖 

本計畫區域之地形崎嶇不平，小山頭林立、表面植被密佈，表土

約 1-3 公尺。規劃區域外之西側為粗坑溪；南側為蘭陽溪。區域大部

分為雜木林，部分為廢棄果園。規劃區地勢北高南低，詳圖 5.18、圖

5.20 區域地形圖。主要地質構造為中嶺背斜，本背斜軸呈東北東走

向，由員山鄉西側向西南西方向延伸至北部橫貫公路明池附近，通過

本規劃區北方，此背斜軸向西南西方向傾沒。背斜軸部所出露者為中

嶺層，兩側地層由老至新依次為西村層、四稜砂岩層及乾溝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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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粗坑土採區鳥瞰圖 

 
圖 5.19 粗坑土採區地形圖 

在本規劃區內的岩層為西村層與四稜砂岩。西村層以粉砂岩質硬

頁岩為主偶夾薄層變質砂岩。四稜砂岩層在規劃區內的岩性，以中粒

至粗粒之厚層石英砂岩為主，偶夾薄層之硬頁岩或砂頁互層，地質詳

圖 5.19 本團隊已於 7 月 15 日進行現地現勘，現況照片如圖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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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粗坑土採區區域地形圖 

  
○1 平地區現況 ○2 後方山麓現況 

  
○3 山溝處小路 ○4 鄰近的晉城砂石場 

圖 5.21 粗坑土採區現勘照片 

○1  

○2

○1  

○3

○1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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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地砂石場意見訪談 

晉城砂石場即位於粗坑採區旁邊，訪談當場負責人表示，宜蘭地

區所產砂石主要銷往台北，但台北對砂石品質要求較高，除蘭陽溪

外，對和平溪或其他野溪疏濬所製之砂石品質接受度不高，因蘭陽溪

疏濬量日漸減少，陸上採區可適度彌補砂石料源，故其對陸上採區樂

觀其成，砂石業者建議比照河川疏濬採採售分離模式，或宜蘭的公共

造產模式，由政府主辦開挖，砂石原料讓在地砂石業者去標購。不建

議全部包給一家業者去開採、生產並販售，其可能會與當地砂石場有

商業衝突。 

開挖模式可從山頂平台開始挖，由中間山溝處開路出去，外運路

線一樣走台七線，連接砂石專用道運至台北，交通運輸並無問題，其

流量分析詳前述。 

 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查詢 

經清查本區域之地籍資料，共 78 筆土地，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詳表

5.15 至表 5.18 土地清冊。全 78 筆土地中，除了一筆一般農業區，使用地

類別為水利用地，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土地現值皆為 180 元/平方公

尺，共 67 筆為 180 元/平方公尺，剩餘皆為一般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最低

價格為 870 元/平方公尺(所屬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國有地)，至最高為

4,986 元/平方公尺不等，且除最低價之土地為公有地 1 筆，其餘皆為私人

土地 12 筆。 

由以上公告現值配合表 5.15 至表 5.18 可得知，本計畫區域易取得之公

有土地價格大部分皆為 180 元/平方公尺之最低價格，也就是大約 9 成左右

易於取得土地皆屬於 180 元/平方公尺之最低價格，做為砂石陸上採區土地

成本可為最低限度。由地籍資料調查當期申告地價，國有地申告地價除一

筆為 110 元/平方公尺，其於皆為 22 元/平方公尺，私人地之申告地價則為

96~486 元/平方公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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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宜蘭粗坑規劃區地籍清冊(1/4) 

編號 縣市 鄉鎮 段名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平方公尺) 

界內面積 

(平方公尺) 

公告土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地價 

(元/m2) 

1 宜蘭縣 員山鄉 長嶺段 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1,473,237.13 51,222.82  180 22 

2 宜蘭縣 員山鄉 長嶺段 1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7,900.35 3,826.11  180 22 

3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4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246,749.08 7,388.73  180 22 

4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47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211,821.77 133,400.42  180 22 

5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49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10,946.77 187,877.05  180 22 

6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86,049.72 245,223.51  180 22 

7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5,105.79 3,407.96  180 22 

8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20,230.66 20,230.66 180 22 

9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713.78 713.78 180 22 

10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5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5,768.52 5,768.52 180 22 

11 宜蘭縣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6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7,460.19 5,666.85  180 22 

1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6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98,322.57 114,021.79  180 22 

1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46,573.01 46,573.01 180 22 

1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5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吳 XX 3,087.33  3,087.33  180 18 

1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6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吳 XX 3,087.23 3,087.23 180 18 

1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7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4,332.50 4,332.50  180 18 

1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8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游 XX 1,730.58 1,730.58 180 18 

1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29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國有財產署 13,913.45 8,758.39  180 22 

1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245,686.59 45,492.96  180 22 

2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1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施 XX 12,940.10 12,940.10 180 18 

2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8,328.12 8,328.12  180 22 

2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48,947.12 48,947.12  18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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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宜蘭粗坑規劃區地籍清冊(2/4) 

編號 縣市 鄉鎮 段名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平方公尺) 

界內面積 

(平方公尺) 

公告土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地價 

(元/m2) 

2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5,971.08 5,971.08  180 23 

2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5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5,734.83 5,734.83  180 24 

2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6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8,845.65 38,845.65  180 25 

2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7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9,620.37 8,069.16  180 26 

2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8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11,743.76 9,055.82  180 27 

2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39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200,942.45 177,133.07  180 28 

2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0 山坡地保育區 交通用地 國有財產署 7,351.27 6,625.59  180 29 

3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76,395.12 76,395.12  180 30 

3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29,049.12 29,049.12 180 31 

3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5,958.58 5,958.58  180 32 

3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89,833.07 89,833.07  180 33 

3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5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王 XX 784.64 784.64  180 34 

3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6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4,749.76 4,749.76  180 35 

3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7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6,050.44 6,050.44  180 36 

3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8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黃 XX 11,574.97 11,574.97  180 37 

3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49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國有財產署 694.86 694.86  180 38 

3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0 山坡地保育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701.79 701.79  180 39 

4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1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黃 XX 2,651.98 2,651.98  180 40 

4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2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7,561.76 7,561.76  180 41 

4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93,893.06 93,893.06  18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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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宜蘭粗坑規劃區地籍清冊(3/4) 

編號 縣市 鄉鎮 段名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平方公尺) 

界內面積 

(平方公尺) 

公告土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地價 

(元/m2) 

4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5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90,380.59 90,380.59  180 43 

4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6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6,066.99 6,066.99  180 44 

4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7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王 XX 2,566.55 2,566.55  180 45 

4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8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350.24 350.24  180 46 

4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59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2,170.54 2,170.54  180 47 

4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9,716.23 38,977.72  180 48 

4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1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游 XX 2,224.17 2,224.17  180 49 

5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2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賴 XX 3,790.72 3,790.72  180 50 

5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1,212.59 1,212.59  180 51 

5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557.46 3,557.46  180 52 

5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5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1,280.20 1,280.20  180 53 

5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6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805.38 805.38  180 54 

5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7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17,838.50 17,838.50  180 55 

5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8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35,756.34 34,033.55  180 56 

5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69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95,676.07 1,383.69  180 57 

5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73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16,141.44 2,554.56  180 58 

5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74 森林區 林業用地 林務局 50,475.28 49,404.36  180 59 

6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15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國有財產署 889.95 889.95 180 60 

6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18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吳 XX 3,335.98 3,335.98  900 61 

6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19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吳 XX 5,615.05 5,615.05  90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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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宜蘭粗坑規劃區地籍清冊(4/4) 

編號 縣市 鄉鎮 段名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平方公尺) 

界內面積 

(平方公尺) 

公告土地現值 

(元/m
2
) 

當期申告地價 

(元/m
2
) 

6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12.13 2,612.13  900 63 

6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阮 XX 4,818.02 4,818.02  900 64 

6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29.18 2,629.18  900 65 

6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30.01 2,630.01  900 66 

6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阮 XX 2,651.19 2,651.19  900 67 

6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阮 XX 2,579.05 2,579.05  900 68 

69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朱 XX 19,665.99 19,665.99  924 69 

70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7 一般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林 XX 1,403.04 1,127.29  4986 70 

71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8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90,334.88 84,447.08  180 71 

72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29 山坡地保育區 農牧用地 國有財產署 110,057.85 110,057.85  180 72 

73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3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60,821.79 60,821.79  180 73 

74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3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57,767.91 57,767.91  180 74 

75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39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39,464.49 39,464.49  180 75 

76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4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財產署 16,100.23 16,100.23  870 76 

77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41 森林區 林業用地 國有財產署 144.13 144.13  180 77 

78 宜蘭縣 員山鄉 粗坑段 142 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財產署 8,608.57 8,608.57  18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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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徵收經費調查分析 

本計畫選定之陸上採區土地範圍約 222 公頃，其中公有地 50 筆，約

210 公頃，私有地 28 筆，約 12.3 公頃，配合陸上土石資源採區政策推動之

必要，私有地為陸上土石資源採區範圍內無法避免部分，故依「土地徵收條

例」辦理土地徵收。 

徵收土地一般知行政流程大致分為以下之圖 5.22 地徵收行政流程圖 12

大項流程，有關土地徵收行政程序及補償經費預估，說明如下。 

 

圖 5.22 土地徵收行政流程圖 

另因本用地屬宜蘭縣政府所轄管，於辦理土地徵收時應一併考量「宜

蘭縣政府土地徵收標準作業流程」。 

 一、勘選用地 

徵收之土地範圍需按事業目的之性質與實際需要，勘選訂定位置及土

地面積大小，且不妨礙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損失最少的地方選定，徵

收範圍為優先考慮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地及國營事業土地，如涉及原住民土

地，須徵得中央原住民機關之書面同意。 

如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徵收私有土地，須再檢視徵收土地之位置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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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必要性，如屬非都市計畫範圍者，應盡量避免耕地、建築密集地、文

化保存區位土地、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或是已供公共事業使

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以提出徵收之土地。 

二、舉辦公聽會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取得公私利益間的平衡，

促進決策透明化，聽取民眾的意見並改進，達到區域間平衡發展之目標，

須於當地舉辦公聽會。 

公聽會須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以及與所有權人

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辦理至少兩場。 

會議舉行七日前須於土地所在地之公共地方、當地縣政府、鄉(鎮、市、

區)公所、村(里)辦公處公告處所、村(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以及需用土

地人之網站公告舉行日期，並特別登報(未規定刊登日數)與書面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通之對象假如遺漏須補辦兩場。 

會中需說明(1)興辦事業概況(2)展示相關書籍(3)事業計畫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4)聽取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5)後場需說明

前場意見之回覆及辦理情形。如為非都市計畫之範圍需再揭示說明(1)地

界之範圍(2)公私有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總用地面積之百分比(3)土地使用

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比例(4)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

適當範圍之理由(5)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6)其他評估必要

性理由。 

正式會議記錄中，須有拍照或錄影存檔，並說明興辦事業概況（有興

辦事業說明文件者，為紀錄之附件以及事業計畫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

及合法性，及民眾的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辦理情形(後場應記載前場

之意見與回應及處理情形)。記錄完成後於開會公告之地點公告周知；檢

附舉辦公聽會之公告（網站公告、處所公告）、書面通知登政府公報或新

聞紙之文件影本紀錄文件以及相關意見回應及辦理情形並郵寄給予陳述

意見之人，以上皆於後場舉行前完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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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聽會舉行後新增用地範圍，要重新舉行至少兩場針對事業計畫範

圍進行說明，並對全範圍內知土地所有權人書面通知。 

惟特定五項條件免附公聽會紀錄： 

(一) 舉辦具有軍事機密與國防秘密種類範圍等級劃分準則規定之機 

密性國防事業。 

(二) 興辦事業計畫於規劃階段已舉行 2 次以上公聽會，且最近一次公

聽會之舉行距申請徵收 3 年內。 

(三) 興辦事業計畫已依都市計畫法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並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且最近一次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舉行距申請徵收 3

年內。 

(四) 原事業計畫已舉行公聽會，於申請徵收後發現範圍內土地有遺漏

須補辦徵收。 

(五) 原興辦事業為配合其他事業需遷移或共構，而於該其他事業計畫

舉辦公聽會或說明會時，已就原興辦事業之遷移或共構，聽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者。 

三、都計變更、非都使用變更 

根據內政部 97.09.10.台內地字第 0970109280 號函，徵收非都市土地，

應一併申請變更編定，如因故未能一併申請變更編定者，應敘明原因事由。

惟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2 條

有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應將開發計畫書圖及有關文件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審議同意（取得開發許可）後，再報請徵收。，且應於徵收計畫

書內敘明已踐行規定「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 3 點第 2、 3 項

規定辦理。 

相關變更須由主管機關同意。 

(一) 農地變更非農用，需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行政院農委會

93.05.04 農企字第 0930010450 號函）（內政部 93.03.04 內授中辦地

字第 0930072384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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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業用地或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暫未

編定用地，變更為非林業用途使用者，應先徵得林業主管機關之

同意。另土地屬保安林者，應附保安林解除公告文件。 

四、協議取得及土地及改良物之補償市價查估 

事業計畫確定後，為取得所需用地，期能先選擇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

少之方法為之，故需用土地人對於所需用地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以協議價

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例如租用、設定他項權利…..) ，如協議不成，為免

影響公共建設之進行，始得依法申請徵收。以比例原則而言，如有其他同

樣可達相同目的之方法可供選擇時，自應以傷害較輕之方式為之。 

鑒於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所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

所有權人協議，故需用土地人應參考政府公開資訊、不動產仲介業相關資

訊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市價資訊等資料，取得各項市價資訊，並綜

合評估後，確實與所有權人進行協議，以下以土地徵收條例之收購價作為

協議購得之參考。 

根據土地徵收條例地 30 條「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

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

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

地價動態，每六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

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 17 條「…，前項估價基準日為每年九

月一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當年三月二日至九月一日為原則。估價基準日

為三月一日者，案例蒐集期間以前一年九月二日至當年三月一日為。原則

前項案例蒐集期間內無適當實例時，得放寬至估價基準日前一年內。」，

故不動產實價為查詢近六個月之交易價。 

有關本計畫用地及建物之市價調查，茲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

詢服務網(https://lvr.land.moi.gov.tw)，經查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在 107 年 9 月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117
https://lvr.land.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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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8 年 3 月間非都市土地共有一棟透天厝交易，交易價格為 13.9 萬/坪。

另粗坑段共有兩筆非都市土地的交易，其平均交易價格為 1 萬/坪。 

本次土地計畫範圍皆為山區，另彙整地籍資料，無登記地上建物，惟

現場勘查發現，疑似有一棟透天房屋位於本計畫範圍區內，粗估總樓地板

面積為 100 坪，依前述當區交易價約為 13.9 萬/坪，按建築改良物徵收補

償費查估基準採市價計，市價*坪數=13.9*100=1,390 萬，故本次建物改良

物之徵收所需經費為 1,390 萬元。 

本計畫預計土地範圍內，私有土地=122,915.76 平方公尺。按前述當

區平均交易市價為 1 萬/坪，122,915.76 平方公尺=37182.0174 坪，故私人

地總市價為 1*37182.0174=37182.0174 萬，亦即約為 3 億 7182 萬元。 

因此本計畫徵收私人土地與地上建物之徵收補償費用為

37,182+1,390=38,572 萬元，為 3 億 8182 萬元。 

若因徵收涉及民眾居住遷徙，另有應訂定安置計畫之情形者，應載明

計畫範圍內符合之人數及安置情形，無需安置計畫者，也需依實際情形敘

明。達以下兩者其一方需安置計畫：(1)徵收公告 1 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經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2)因其所有

建築改良物被徵收且(合法建物且為所有權人)，致無屋可居住者。 

五、陳述意見 

根據「行政程序法」§102，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

之行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意即土地徵收之情

事。故據「土地徵收條例實行細則」之 13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前， 應以書面通知被徵收所有人陳述意見。 

書面通知的方法應合法(細則§25)，提出陳述意見之期限不得少於 7 日

（會議通知送達次日起或最後一次會議之日起），並期限內不可提出陳述之

效果等事項，且土地所有權人有沒有陳述意見皆須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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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者之言詞應作成書面，並由本人簽名及蓋章，無簽章者需述明理

由，陳述的意見均須個別以書面函送回應給陳述人，當填載土地所有權人

之陳述意見之回應及辦理情形時，需函覆文號。 

六、用地徵收之徵收價格粗估 

協議不成時，該需地機關應擬具徵收土地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內政

部申請徵收，徵收核准後，由內政部通知土地所在地的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 

現行之土地徵收條例地 30 條已修正為由市價補償徵收費用(同前一章

節土地議價之價格參考)，應屬最高價格，免除早起之徵收價格太低所引發

的爭議，惟徵收地上建物時，可能為直接拆除，非購得並使用，徵收時按

宜蘭縣政府之「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給予

拆遷補償費。 

依條例第二條規定：凡本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位於本縣轄區內

公共工程用地內之建物拆遷補償，除土地徵收條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依據上開條例之第七條提及之附表一及二粗估，總樓地板面積為 100

坪之透天房屋為鋼筋混凝土造，21017 元/坪，21017*100=2101700 元，裝

潢加權評定為中級加成 10%，2101700*1.1=2311870 元，約為 230 萬元。 

七、製作土地徵收計畫書 

以上步驟完成後方可製作土地徵收計畫書提會審查。徵收計畫書 1 式

4 份，封面應由下至上加蓋需用土地人、核轉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縣市政府之關防印信計畫書及其附件應由需用土地人加蓋騎縫章，並自行

編流水號，附件應依序黏貼標籤加註說明附件內容。 

至土地徵收管理系統登載相關資訊並取得案件編號「申請徵收提會審查單」。 

計畫書內容應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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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收土地原因 

(二)徵收土地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五)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六)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七)土地改良物情形 

(八)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 

(九)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十)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

護措施 

(十一)舉行公聽會、說明會、聽證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 

(十二)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

得之經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姓名住所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十五)有無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 

(十六)安置計畫 

(十七)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十八)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計畫書附件內容如下(若不適用可無需納入)。 

(一)奉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影本或抄件 

(二)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三)舉辦公聽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

站證明等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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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公聽會之紀錄影本或抄件、會議紀錄公告及其張貼於需用土地人

網站證明、通知陳述意見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等證明文件影

本 

(五)舉辦聽證會之公告與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及張貼於需用土地人網

站證明等文件影本 

(六)舉辦聽證會之紀錄影本或抄件 

(七)通知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文件

影本 

(八)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不成之證

明文件或協議紀錄之影本或抄件 

(九)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見書面通知影本 

(十)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一覽表 

(十一)徵收土地清冊 

(十二)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 

(十三)有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書（或有無妨礙國家公園計畫證明書） 

(十四)變更編定相關證明文件 

(十五)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影本或抄件 

(十六)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件 

(十七)安置計畫相關文件 

(十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徵收補償市價文件 

 研擬專區基金執行架構 

順利推動並求永續經營土石採取專區，其相關之規劃、開發營運、回

饋措施等均需有充足之經費方能支撐。因此，需成立「專款專用」之獨立

會計個體的「作業基金」來運作，有關基金制度規劃與架構說明如下。 

一、設置基金制度 

(一)設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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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會計所稱之基金，為政府為特定目的或執行特定義務而

獨立劃分管理的一項資源或款項，並設置一個單獨會計個體，各個

基金各有其資產、負債、收入、支出與餘絀，基金之資產應與其他

資產分開。 

土石採取法第 7-1 條第 1 款規定「主管機關應公共工程進行及

經濟發展需要，得選定地點會同水利、漁業、水土保持、交通、環

境保護、土地使用與管理及其他相關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劃設土

石採取專區。」條文中有設置土石採取專區之法源，但並無明文設

置基金之相關規定，因此土採專區作業基金之設置，應依據中央政

府特種基金管理規則規定。目前各類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方法的制

定主要依據我國預算法第二十一條：「政府設立之特種基金，除其預

算編製程序依本法規定辦理外，其收支保管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並送立法院。」 

政府對特種基金的設立，皆應符合預算理論與法律條件二者。

前述包括收入的穩定、資金的充足及收支的對償，專區之經濟可行

性分析詳後所述。後者則指的是現行我國預算法的規定以及中央政

府特種基金管理規則第 8條至第 10條的內容，其設置條件如圖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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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特種基金的設置條件 

 

茲蒐集國內各項非營業基金種類 8 類，主管機關涵蓋經濟部、

環保署、交通部與農委會等各機關。其中，水資源作業基金、石油

基金、空氣污染防治基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以及能源研

究發展基金等 5種乃基於法源依據而設立。其他如資源回收管理(非

營業)基金、交通作業基金（包括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國道公路建設

管理基金、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觀光發展基金）與農業作業基

金（包括種苗改良繁殖作業基金、畜產改良作業基金）等 3 種並無

相關法源設立依據而乃採詳述設立目的、基金來源與應用範圍呈請

行政院核准方式申請設置。如下表 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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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國內各類非營業基金相關法源依據整理 

 基金種類 收入來源 用途 依據法源 主管機關 

1 水資源作業基金 出售疏濬砂石 疏濬、災害搶修、
水庫更新 

水利法 
經濟部 

2 石油基金 輸入石油、石
化工業業者 

偏遠石油補貼、能
源政策 

石油管理法 
經濟部 

3 空氣污染防治基金 空污防制費 空污防制、稽核、
獎勵改善 

空氣汙染防制
法 

環保署 

4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基金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收入 

土水汙染防制、稽
核、獎勵改善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 

環保署 

5 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電業、煉油、石
油輸入提撥 

節約技術、替代能
源研究 

能源管理法 
經濟部 

6 資源回收管理(非營

業)基金 

資源回收清除

費 

資源回收獎勵補

助、稽核、宣導 
--- 環保署 

7 

交 通 作
業基金 

民航事業作
業基金 

航站收入 航站維持、設備改
建、開發 

--- 交通部 

國道公路建
設管理基金 

車輛通行費 國道建設擴充、維
護管理 

高速鐵路相
關建設基金 

高 鐵 收 入 回
饋、土地開發 

高鐵開發、設備改
建維護 

觀光發展基
金 

政府預算、門
票收入、 

觀光設施、宣傳活
動 

8 農 業 作
業基金 

種苗改良繁
殖作業基金 

出售種苗收入 種苗繁殖、供應、
改良試驗 

--- 農委會 
畜產改良作

業基金 

銷售畜牧試驗

產品 

畜牧試驗、改良經

營管理、獎勵 
 

(二)基金類型模式 

由「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之特性知道，基金成立時應為經濟

部發展基金之分基金，故其管理機構理應為經濟部，其下設置基金

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作。 

參考礦務局「設置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可行性及財務分析計

畫」，規劃四種基金運作模式，分別為 1.行政機關內部執行的「行

政組織型態」、2.成立獨立的事業單位的「公營企業組織型態」、3.

導入部分民間資金的「公民合營之企業組織型態」，4.成立財團法人

進行管理的「財團法人型態」，茲就不同類型說明如下。 

1.行政組織型態 

此乃以普通行政機關的一個單位來執行土石採取專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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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工作。其基金必須經由立法程序成立政府基金，由主管機

構於政府內設立基金管理委員會來管理運作。政府組織型態的

事業，通常是基於「福利政策」的立場，所從事經營的行業，其

費率與價格的決定，乃以公益為前提。同時，其一切活動較能藉

行政力量來做有效的控制，而達到服務的目標。 

優點：因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工作具專業性(如土石採取區的規

劃)，也是政治敏感性高的業務(如牽涉地方政治勢力)。而行

政組織與其他不同行政組織協調較容易，對推動土石採取專

區作業基金工作的目標具有比較優勢。而行政體系具有長期

穩定性，對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工作之長期性需求而言，

亦具有其比較優勢。 

缺點：由於行政體系中層級節制分明，受上級之指揮及監督甚多，

其組織章程一經立法通過核准即難以更動，故組織缺乏自主

性，又受政治因素干擾太多，組織運作欠缺彈性，導致組織

的效率不佳，又往往因業務繁重，難進一步從事研究發展業

務，這些因素對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工作需要組織的效率

及專門研究素養而言，是為其缺點所在。 

2.公營企業組織型態 

此模式乃將事業的財產與會計，從政府的一般財產與會計中

劃分出來，而作為獨立的事業單位，即從普通的行政系統獨立

出來以能獨立的經營，政府首長和議會不加以直接干涉和限制，

使其能效率化地經營。但公用事業因具「公共性」之特性，仍會

受到政府及民意組織的監督。 

優點：公營企業具有廣義行政機構的性質，行政組織間協調的效能

佳，此對推動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工作需有良好組織間的

協調，是個優點。且公營事業亦具有長期穩定性，又從政府

的一般財政分離出來，可保持較高的經營彈性。這些因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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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工作而言，具正面意義。 

缺點：基於公用事業的特殊性質，政府與民意機構必須加監督，注

意其是否為求效率化經營而違背福利的目標，故雖具公司組

織型態，但不能具有民營企業的「高效率」。一般民眾對以往

公營事業的形象及其與民間的溝通不甚滿意，導致公信力不

佳，此乃缺點所在。 

3.公民合營之企業組織型態 

此模式即公用事業或公營事業採取公民合營之企業組織型

態。其屬於公營企業的各種型態之一種。惟不論政府資本多少，

民股部分通常難於發揮作用。 

優點：兼具公營事業及民營事業之彈性經營特點。 

缺點：其民股部分是否發生作用，經營目標往往較不明確，常導致

組織結構不當，策略不清楚之管理問題。 

4.財團法人型態(接受政府基金委託事業) 

財團法人係為促進與實現特定目的，以捐助財產為基礎而具

有權力能力之組織。構成財團法人之主要條件有，特定目的、一

定財產、執行機構。且對其捐助財產，按照捐助章程之規定，由

執行機構依特定目的管理該項特定財產。財團法人的分類若考

量理論及實際狀況，可分 

(1)依公法成立的財團法人，如日本的特殊法人制度。 

(2)依民法成立的財團法人，如工研院、中華經濟研究院。 

(3)依民法成立之公私混合法人。 

(4)依民法成立之私立財團法人，為最普通常見之財團法人。 

優點：一般而言，依民法成立財團法人具民營企業之效率，若其為

半官方型態者，較易達成特定公益目標。對土石採取專區作

業基金工作需具備「公」的形象與「民」的效率而言，具半

官方色彩之財團法人型態，為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專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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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適當的模式。 

缺點：組織不一定具有長期穩定性。 

 

圖 5.24 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制度之理想模型 

(三)申設流程 

本研究特舉目前已經成功設置之「資源回收管理(非營業)基金」

為案例，該基金乃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規則規定，詳述基金

設置目的、基金來源及運用範圍，呈請行政院核准所設置之基金，

本案背景只該案例相似。 

依據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規則規定，基金設置之法定流程共

需下列 5 個步驟，包括：各機關發起設置基金、呈請行政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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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編入年度預算、行政院核定以及立法院核准。本申請書之實

施步驟如下。 

步驟 1.礦務局發起設置基金 

礦務局就其欲成立之基金探討其必要性、設置目的、運用範圍

及收支保管辦法等撰寫成計畫書。 

步驟 2.呈請行政院核准 

呈送計畫書，呈請行政院核准，行政院主計處將召開會議予以

審查，審查通過後核發同意函。 

步驟 3.各機關編入年度預算 

待行政院核准後，每年依預算法、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含中央政府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

共同項目編列標準等）編制作業基金之預算。 

步驟 4.行政院核定 

將預算送行政院核定，由主計處召開之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審

查會議，會後由主計處將審查結果提報行政院年度計畫及預算

審核會議。 

步驟 5.立法院核准 

行政院核定通過後，併同單位其他預算案彙整分送立法院預算

及決算委員會、各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交由立法院審查核准。 

二、擬訂基金營運結構 

(一)基金組織架構 

有關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管

理委員會，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茲參考「水資源作業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劃設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

集人，由本部部長或派員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部派員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部就礦務局、行政院主計處、或其他有關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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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與學者、專家聘兼之。委員會每四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事不能召集時，由副召

集人代理；召集人、副召集人均因事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

員一人代理。 

委員會另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人及幹事若干人，均

由經濟部現有員額派兼之。委員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職。 

相關組織架構、權責及任務，均納入「土石採取區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規範之。 

(二)基金營運模式 

土石採取專區運作分成規劃階段、興建階段、營運階段，本計畫

規劃之宜蘭粗坑土石採取專區由經濟部礦務局辦理，待核定後，後

續之興建階段及營運階段，因工作項目繁瑣、權責介面複雜，考量

機關人力物力有限、審計規定嚴格、行政作業限制，擬將專區營運

模式方案分成三類，依自辦、委辦、導入促參、賣成品、賣原料等

不同營運模式，分述如下。 

1.自行興建及營運，僅發包開挖打料，自行標售砂石原料 

由機關自行興建土採專區，並成立專責單位負責營運事務，

包含建造物檢查、安全評估、維護管理、土石堆置、出場管控及

歲修養護等事項。礦山開挖及初步打碎則以發包工程標案辦理，

所得之砂石原料則對外以市價標售，申購對象限合法砂石碎解

場。 

優點為營運模式類似水利署河川疏濬採售分離制度，砂石碎

解洗選場可依自行需求進行申購，礦務局亦可依市場供需狀況調

整碎石開採量，透過土石原料標售價格之調整可作為平準砂石市

場之工具。 

2.自行興建及營運，發包開挖打料及生產加工，自行標售砂石成品 

機關辦理事項與前項相同，但在專區內增設土石破碎、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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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分設備，將砂石原料直接加工生產為產品，申購對象擴大為

預拌混凝土廠、瀝青廠、營造廠等，以砂石成品市價對外標售。 

優點為一條龍式生產，可引進先進生產製程，提高砂石成品

品質，讓專區產品與當地市場有所區隔，彌補機制砂石較河川

砂石粒型不佳處。成品直接賣予預拌廠或瀝青廠，減少運費及

轉手價差，有助於提高機制砂石的競爭力。 

惟一條龍式的生產會與宜蘭當地砂石場產生市場競爭，恐影

響砂石產業生計，需有配套方案。 

3.自行興建，委外業者營運、開挖打料及標售砂石原料 

由機關進行專區的規劃與興建，其後發包委託給一家(或多

家)民間業者營運，由民間業者依經營考量進行開挖、打料，並

負責後續砂石原料販賣事宜，砂石原料販售對象及單價由承攬

業者自行訂定，機關依生產量收取權益金。擇商方式以權益金

最高者得標，營運期間為一到三年不等，相關權利義務另以契

約規範之。 

優點為專區之營運維護販賣皆委由業者辦理，可簡化機關人

員作業，得標業者可依其專業判斷發揮較佳營運效益。惟若發

包兩家以上恐有市場競合問題，可建議當地砂石業者聯合成立

公司來承攬。 

4.自行興建，委外業者營運、開挖打料、生產加工及標售砂石成品 

與前項相同，由機關進行專區的規劃與興建，其後發包委託

給一家(或多家)民間業者營運，但在專區內增設土石破碎、洗

選、篩分設備，讓營運業者將砂石原料直接加工生產為產品進

行販售，機關同樣依生產量收取權益金。擇商方式以權益金最

高者得標，營運期間為一到三年不等，相關權利義務另以契約

規範之。 

特點是等同在專區內開放給業者設置砂石碎解洗選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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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開採及加工作業，因此可吸引或鼓勵當地砂石業者將工廠

遷到專區內生產，便於統一管理。惟若開放數家砂石碎解洗選

場同時生產，對環境有較大負擔，需有足夠數量配套之空污、水

污、噪音等環境污染防制設備。 

5.委外一家業者興建、營運、開挖打料及標售砂石原料 

在機關完成估劃階段後，即委由民間業者進行專區的興建，

並負責後續的營運，開挖作業由民間經營，產出土石原料屬民

間業者所有，由其進行販售。機關按生產量收取回饋金，大幅簡

化管理作業。引進民間投資作業模式可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以為法源依據，以促參為推動方式。 

特點是促參法有放寬土地、籌資等法令限制，提供融資優惠、

租稅減免等諸多誘因，並合理規範政府與民間機構間投資契約

之權利義務。促參通常簽約時間長，對業者較有保障，但促參前

期作業時間長，且本模式無前例可循，即便財務評估結果具高

報酬率，但因不確定性高，須更深入之評估探討。 

6.委外一家業者興建、營運、開挖打料、生產加工及標售砂石成品 

與前項相同，以促參方式導入民間投資，但在專區內允許增

設土石破碎、洗選、篩分設備，讓營運業者將砂石原料直接加工

生產為產品進行販售，機關同樣依生產量收取權益金。 

優點為投資規模大，營運年限長，承攬業者較願意投資先進

生產設備，來提高砂石誠品品質，對國內大的預拌公司較具誘

因，可取得長期穩定砂石來源。以國產建材公司為例，該公司在

大陸有機製砂石場，具礦山開採經驗，又為國內最大的混凝土

廠，砂石需求量大，應有投資專區生產營運之意願。惟將衝擊當

地砂石產業，需注意。 

綜合前六項營運模式，若興建及營運皆由機關自辦，雖管理單

純，發包簡便，但耗費公務人力，不符組織精簡趨勢；若委外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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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須定期辦理招標作業，且有承商介面問題待克服，但發包次數較

少，交由民間業者營運較有效率；若以促參方式完全委由業者處理，

雖然往後管理方便，但無前例可循，且易有招商問題。建議營運初

期先以自辦營運辦理為主，等運作一段時間待商務模式成熟後，再

考量以發包委外方式或促參 OT方式委由民間業者經營管理。 

此外，考量當地砂石產業生計，建議專區內不設砂石生產設備，

參照水利署河川疏濬的採售分離制度，產出之土石原料由當地砂石

場進行申購，加工後再各自賣給預拌廠或瀝青廠使用。 

 

(三)經濟分析 

財務計畫將依據本案開發內容，建立各項財務基本假設，預估

開發經費、營運收入與支出，進行作業基金設置財務可行性評估，

並試算本研究財務效益，作為未來本研究於研擬方案之決策參考。 

1.規劃階段支出(不可攤提) 

(1)土地徵收作業費用：專區土地範圍約 222 公頃，以 8 萬元/公

頃計，共計 1,776萬元 

(2)開發影響費：依法規規定檢討計算，共計 1,125 萬元 

(3)水土保持工程設施：共計 4 億 8,772 萬元 

以上為不可攤提成本共計 5 億 1,673萬元。 

計算投資報酬率以 10 年進行攤提 

2.興建階段支出(可攤提) 

(1)土地徵收費用：按當區土地平均交易市價為 3.3 萬元/m2計，

計畫土地內私有地共 122,915.76 平方公尺，共計 4 億 562 萬

元。 

(2)地上建物之徵收補償：建築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採市價

計，當區市價為 13.9 萬/坪，初估本計劃區內共有一棟約 100

坪建物，故本次建物改良物之徵收所需經費為 1,3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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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石開採設備：包含挖土機(PC400)數台、砂石車數台、鏟土

機數台、鑽孔破碎機及相關機電設備，估 5,000 萬元。 

(4)土石破碎設備：僅就太大顆的石塊進行破碎，包含飼料口、鄂

碎機、輸送帶，估 4,000萬元。不設置錐碎機、洗選機、震動

篩等設備，後端由砂石場申購土石原料後自行加工。 

(5)土建及場房：包含整地、便道、堆置區、地磅、辦公室、水電

設施等，估 1 億元。 

以上為可攤提成本共計 6 億 952 萬元。 

計算投資報酬率以 10 年進行攤提。 

3.營運階段支出 

參考各砂石公會提供之土石加工費及管銷費用調查結果，營

運成本包含環境維護稅捐、水電費、機械設備修繕、場內堆置小

搬運、油料、污水污泥回收處理費、人事、設備折舊、管理費、

利潤、稅捐等，參考礦務局於 108 年調查砂石碎解洗選場加工

成本，估每噸砂石平均營運成本約 125 元/噸，以單位重 1.635

噸/立方米計，平均成本為 204 元/立方米。預估年產量為

1,500,000 立方公尺。 

因此年度營運支出為 3 億 600 萬元。 

4.營運階段收入 

專區以土石原料販售為營運收入，販售單價比照蘭陽溪 107

年疏濬標平均標售單價 230 元/噸，以單位重 1.635 噸/立方米

計，平均標售單價為 376 元/立方米。預估年產量為 1,500,000

立方公尺。 

因此年度營運收入為 5 億 6,400 萬元。 

5.年度利潤 

年度利潤=年度總銷售收入－年度總生產成本 

=5 億 6,400萬元 – 3 億 600 萬元=2 億 5,8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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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年度生產稅前利潤約為 2 億 5,800 萬元 

6.稅後盈餘 

稅後盈餘=(年度生產利潤-可攤提固定成本攤提 10 年)×(1

－稅率) 

= 〔 258,000,000 － (609,520,000/10) 〕 × (1 －

0.17)=163,549,840 

※課稅所得額 181,818 元以上，稅率以 17%計 

本案年度稅後盈餘約為 1 億 6,355 萬元 

7.現金流量(實際利潤) 

現金流量(實際利潤)＝稅後盈餘+可攤提固定成本攤提 10

年 

=163,549,840+(609,520,000/10)=224,501,840 

本案年度現金流量約為 2 億 2,450 萬元。 

8.投資報酬率 

投資報酬率定義為投資獲利相對投入資金的比例，亦即總投

資報酬率(%)=投資淨損益/總投入資金。而年化報酬率係為計算

投資期間的平均複利年報酬率，其精確地考慮金錢時間價值，

常用於評估投資效益好壞。 

本案可攤提之資本年限以 10 年進行，即保守評估視所有開

採設備及土地在十年後價值皆為 0 的情況下進行本案之投資報

酬率評估。 

當以下等式成立，投資年化報酬率為 X 

不可攤提固定成本＝利潤/(1＋X)0+利潤/(1＋X)1＋利潤/(1

＋X)2＋…+利潤/(1＋X)8＋利潤/(1＋X)9 

5 億 1,673 萬＝2 億 2,450 萬/(1＋X)0＋2 億 2,45 萬/(1＋

X)1+2 億 2,45 萬/(1＋X)2+…+2 億 2,45 萬/(1＋X)8+2 億

2,45萬/(1＋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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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可攤提固定成本為規劃階段支出，包含土地徵收作業

費用、開發影響費、水土保持工程設施，共 5 億 1,673 萬。利

潤為年度現金流量，約為 2 億 2,450 萬元。經計算後，本案年化

投資報酬率為 76.3% 

9.可行性綜合評估 

綜合上述評估，本案初期需投入之資本約 11 億元，年度稅

後盈餘約為 1億 6,355萬元(將開採設備及土地費用攤提於前十

年)；現金流量約為2億2,450萬元(每年實際收入之現金盈餘)。 

於尚不考慮本案採磬後土地二次利用帶來的經濟效益情況

下，已為一具經濟效益之開發案。 

 

三、研擬基金辦法及回饋機制 

(一)基金管理辦法 

為有效推動「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後續經營與管理績效，擬

定「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計十三條，

相關條文如下。 

「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第 一 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土石採取專區之規劃、設

施管理、災害搶修搶險、相關人才培訓及回饋措施，特依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規則規定，設置土石採取專區作業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依預算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

製附屬單位預算，以本部為主管機關，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之分預算。 

第 三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本部辦理土石採取專區之開採，所得砂石之規定費用收入。 

三、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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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土石採取專區之規劃、設施管理之支出。 

二、辦理土石採取專區之災害搶修搶險之支出。 

三、相關土石採取專區人才培訓之支出。 

四、辦理相關環境保護程序審查、地方開發回饋措施之支出。 

五、管理及總務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出。 

第 五 條  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五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部長或派員兼任；一人為副召

集人，由本部派員兼任；其餘委員，由本部就礦務局、行

政院主計處、或其他有關機關（構）代表與學者、專家聘

兼之。本會每四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均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事不能召集時，由副召集人

代理；召集人、副召集人均因事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

定委員一人代理。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二、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三、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 七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副執行秘書一人及幹事若干人，均

由本部現有員額派兼之。本會委員及派兼人員均為無給

職。 

第 八 條  本基金之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

依國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編製與執行及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

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基金會計事務之處理，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 十一條  本基金年度決算如有賸餘，除依規定解繳國庫外，得 

循預算程序撥充基金、提列公積或以未分配賸餘處 

理。 

第 十二條  本基金結束時，應予結算，其餘存權益應解繳國庫。 

第 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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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機制 

專區之設立雖為穩定砂石供需及維持國家建設之必需，然仍會

對當地居民造成一定影響，故有關草擬「辦法」第四條，即於基金

用途中納入地方回饋措施，而有關回饋措施具體運用對象、項目、

額度、執行時間及方式，應另制定管理要點規範之。 

參考水利署「水資源作業基金公益支出經費編列及執行管考要

點」，規劃回饋機制如下。 

1.運用對象：因專區作業受顯著影響範圍內之受補助機關、公立學

校、原住民族部落、公益法人或團體。 

2.運用項目：以礦業教育、愛護環境宣導、社區福利、社區道路與

生活環境改善、綠能發電及宣導、各類宗教及其他里民活動、急

難救助及其他經本機關認定符合公益活動之項目為限。 

3.額度：前年營業收入總額百分之七或稅後盈餘百分之十額度內編

列。 

4.管理：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核定時個別訂定經費撥付時程，再

依經費撥付時程檢具納入預算證明及收據及其他相關資料向本

機關請撥計畫經費。若需變更應經本機關同意。 

 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總經費及時程評估 

本計畫案依照相關法規辦理開發申請(以面積約 222公頃來評估成本)

之相關計畫書，包含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劃書、水土保持計畫、

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之計畫

書圖與申請書及土石採取計畫書。 

就各計畫書之製作內容及經費分述如下。 

一、評估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 

環境影響說明書計畫之執行方法，先彙整基地及鄰近地區環境品

質調查結果及資料收集，進行環境現況之整合。此外，依計畫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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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未來施工及開採期間可能產生之環境影響進行預測、分析及評估，並

研擬減輕影響之對策，最後再配合開發構想之定案計畫提出環境影響

說明書。環境影響說明書提出後，配合環保主管機關之審查，出席審查

會暨提出審查時相關技術服務，使本計畫儘速完成環評審查。 

計畫之前置作業收集資料將以鄰近相關公共建設為重點，在作業

過程中若發現可能限制本計畫開發之因素，或足以影響規劃之訊息，將

即時反應，必要時可提早進行各種協調作業，並將其協調成果納入說明

書中，以減少審查期間之困擾， 

本環節費用分為兩大部分，分別為環境品質監測調查及環境影響

說明書製作與審查，以下將分敘說明。 

(一)環境品質監測調查 

前置環境調查作業項目，係依各項環境因子之敏感程度，以環

保署公告的各技術規範或其他適當的監測與評估方法，分別評估開

發行為在施工階段及開採階段所可能造成之影響，俾評估其對環境

之衝擊程度，並持續監測該範圍內的環境品質，項目及頻率如表5.20。 

環境影響監測與調查項目如下，： 

1.空氣品質監測：依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監測與調查。 

2.噪音監測：依營建工程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道路交通噪音評

估模式技術規範監測與調查。 

3.振動監測：依環境振動評估模式技術規範監測與調查。 

4.水質監測：依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技術規範，包含地

表水、地下水及水質模擬率定驗證資料(SS及流量)等。 

5.土壤監測：依土壤污染監測標準監測與調查。 

6.生態：依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監測與

調查。 

7.交通量調查：該區之交通流量特性調查 

8.文化調查：該區之遺址與相關當地文化資產調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1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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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環境監測數量及頻率預估表 

監測項目 
測站 

數量 

調查 

頻率 
現行法令規定之調查條件 

空氣品質 3 3 
6個月內測 3次，每次間隔 1個月為原則，各測 1日

（連續 24小時，不含下雨天及雨後 4 小時內） 

噪音、振動 2 2 測 2次，每次連續 24小時 

地表水 3 3 
6個月內測 3次，每次間隔 1個月為原則；於雨季(5

月~10月)及旱季(11月~4月)各至少一次流量調查。 

水質模擬率定

驗證資料 
1 10 檢測 SS及流量 

地下水 2 2 
6個月內測 2次，每次間隔 1個月為原則，含枯水

季。 

土壤 2 1 
送件日前 3 個月內測定一次，表土(0~15 公分)、裏土

(15~30公分)分別測定。 

交通量 1 2 平日假日各一次，每次連續 24小時。 

動植物生態 1 4 每季調查一次，連續 4季共 4次。 

遺址與相關文

化資產調查 
1 1   

備註 
前開監測、調查的日期，必須在環境影響評估書送件前的一年內完

成，超過一年，此監測調查的資料無效用，必須重新監測調查。 
 

註：1.本表為現時法令規定之環境品質應監測調查內容，倘環境影響評估書交件時法

令改變或審查委員要求或審查機關要求須增加調查項目，所需費用及時間不同。 

2.環境影響評估進入二階環評時，評估書中的環境現況調查，係由範疇界定會議

決定調查的項目、內容及方法，本表調查內容僅列出環評書應調查之基本項目，

其他未列項目之費用，依範疇界定會議結論而有所不同。 

 

(二)環境影響說明書撰寫及審查 

根據前置調查的內容以及監測的資料依照環境影響評估法撰

寫環境影響說明書並送交主管機關進行審查，其內容應包含： 

1.環境保護對策 

在後續執行本計畫之情況下各環境因子監測與調查結果相

較如有不利之影響，且影響範圍深遠或影響程度顯著，或是不可

逆或短期間內無法恢復者，即研擬最佳而能實施之減輕或避免

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2.替代方案研擬 

替代方案一般可分為零方案、技術替代方案及環保措施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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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案，就各替代方案，說明其環境影響特性，並與建議方案比

較其優劣。 

3.綜合環境管理計畫 

為落實前述避免不利影響之因應對策，委辦單位配合研擬

土採專區之環境管理計畫，就施工期間及開採期間提出環境管

理重點，以降低土採專區開發對環境之衝擊。本計畫環境管理計

畫重點工作列舉如下。 

(1)成立專案組織：由開發單位、工程承造工作團隊、設計監造

工作團隊及環保顧問工作團隊分層負責全區工程管理、水土

保持設施及環境維護工作之執行。 

(2)環境保護措施：執行長期環境監測計畫與研擬環境維護計畫。 

(3)工程管理措施：訂定施工規範與工程施工計畫。 

(4)水土保持維護措施：水土保持設施檢查及研擬施工安全防災

計畫。 

(5)緊急應變措施：確實督導工程承包商定期檢查維修，以確保

場區安全及工作人員安全，並依可能發生的緊急事故研擬應

變作業措施及流程。 

(三)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委辦經費評估 

有關環境品質監測調查與環境影響說明書撰寫及審查委辦所

需經費詳表 5.21 所示，約 850 萬元。 

表 5.21 環境影響說明書委辦經費評估表 

項次 項 目 名 稱 總價(元) 

一 環境品質監測調查 2,500,000 

二 環境影響說明書撰寫及審查 6,000,000 

 合計 8,500,000 

備註：說明書中的環境現況調查及影響評估，為法律規定之基本項目，其他

未列項目，依範疇界定會議結論另行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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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影響說明書時程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可於計畫初始之際開始準備與審查，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施行細則附表二第七點規定，工程面積達 50 公頃以上，應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本申請案面積約 222 公頃，須進行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正常由前置作業開始至核定，順利進行的時

間為 1~2年，如遇到特殊情況，委員要求增列事項，當地居民知陳

情與抗議等，將會延長環境影響評估之時程。 

二、評估製作水土保持相關說明書經費 

(一)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前置作業內容 

為製作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規畫書，需辦理之前置作業包含：施

作立界樁之測量作業、土石採取地質鑽探調查報告、地質法規定製

作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雖非規劃書及計畫書之主要

內容，但為規劃設計所需之資料，且土石採取地質鑽探調查報告、

地質法規定製作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依規範也須當

附件附於計畫書中。 

(二)製作水土保持設施規劃書 

水土保持規劃書應依照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敘明本計畫之計畫目

的、計畫範圍、目的事業開發或利用計畫內容概要、基本資料、開

挖整地規劃、水土保持設施規劃、開發期間之防災措施等項目。 

(三)製作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計畫書應依照前者之規劃書內容，詳實的依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敘明本計畫之採掘後整地系統設計、排水系統設計及分析，

如截排水溝、滯洪沉砂池等、開採後邊坡穩定設施及分析如擋土坡

面工等相關設施、水土保持暨景觀維護相關配置設計、礦場施工中

各分區臨時防災措施檢討配置、附屬工程設施設計等項目。 

採礦容易使地形上作變動而須辦理變更，且礦區一旦開始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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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水土保持計畫始動，到結束為止皆需要有監造技師以及最後停

用時的完工檢查皆須由水土保持計師處理，年限上會因使用後會有

所變動，建議由使用單位自行雇用水土保持技師依法辦理變更及監

造事宜。 

(四)水土保持規劃相關作業經費評估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基地面積在 0.5 公頃以下者，鑽孔

數量至少 3 孔。基地面積每增加 1.5公頃，應增加 1 孔；未滿 1.5

公頃者，以 1.5 公頃計。基地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者，每增加 5 公

頃，應至少增加鑽孔 1 孔；不滿 5 公頃者以 5 公頃計。本案面積

222 公頃需鑽 55 孔，預計 35孔深度 20m，另 20 孔深度 30m，合計

總深度 1300m。有關地質鑽探調查報告詳細內容如下表 5.22： 

表 5.22 地質鑽探調查報告相關經費評估表 

項次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一. 鑽孔費用 
1 土層及卵礫石層鑽探費 公尺 1,300 3,500 4,550,000 
2 標準貫入試驗 次 110 100 11,000 
3 劈管取樣 組 30 250 7,500 
4 薄管取樣 支 20 1,500 30,000 
5 機具搬運及損耗費 式 1 150,000 150,000 
6 移孔費 孔 55 5,000 275,000 
7 給水設備費 孔 55 5,000 275,000 
8 孔口測量座標高程 孔 55 1,000 55,000 
9 水位觀測井 支 55 4,000 220,000 
10 水壓計 支 55 3,000 165,000 
11 土樣運送費 式 1 30,000 30,000 

  小計       5,768,500 
二. 實驗室試驗         

1 土壤物理性試驗 組 30 500 15,000 
2 土壤無圍壓縮試驗 組 10 1,000 10,000 
3 岩石物理性質試驗 組 15 1,000 15,000 
4 岩石直接剪力試驗 組 20 6,000 120,000 
5 岩石單軸抗壓試驗 組 20 1,200 24,000 
6 岩石抗張強度試驗 組 15 900 13,500 
7 岩石動彈性試驗 組 15 800 12,000 

  小計       209,500 
三 報告分析及建議 式 1 20,000 20,000 
四 技師簽證費 式 1 30,000 30,000 
五 報告書編製費 份 6 1,000 6,000 
六 營業稅(5%) 式 1 301,700 301,700 
七 管理費(5%) 式 1 301,700 301,700 

合計(一～七)       6,637,400 

備註: 
移孔費視現場狀況需以挖土機開路時,則開路費另計 
上述費用除乙式計價外，鑽探工程項目之數量均按實作數量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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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和前置調查作業、水保計畫書、水保規畫書之經費評估費用

為1955萬元，分項詳表5.23所示。 

表 5.23 水土保持工程相關經費評估表 

項次 項 目 名 稱 總價(元) 

ㄧ 申請區測量(測量範圍約 250公頃)，插立木界樁 3,750,000 

二 土石採取地質鑽探調查報告 6,600,000 

三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報告 800,000 

四 水土保持規劃書 3,600,000 

五 水土保持計畫 4,800,000 

 總價 19,550,000 

備註：1.區界豎立木界樁綁旗子每公頃約 1.5萬 

      2.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規定，本申請案面積約 222公頃，需鑽 55孔。 

 

(五)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水土保持計畫相關作業時程評估 

兩者前置作業時間相同，惟水土保持規劃書核定完成後，方可

審核水土保持計畫，前者時程約三個月至半年，後者時程約半年至

一年，惟水土保持計畫需有環評核定正式公文，等待環評核定後即

可核定。 

三、預估申請土地及用地變更或編定經費 

依據108年9月19日修正後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11條

規定，因開發面積已超過十公頃，無論變更成何種特定專用區，皆應辦

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第15條第2項規定：『申請開發…土石採取場等

設施，應先就開發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並於區域計

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檢具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申請許可。』故本計

畫申請用地變更必須分兩階段辦理。 

第27條『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三章規定辦理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者外，應在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更編定。』依使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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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之規定，因本區為特定專用區，故除

不能變更為建築用地外，其餘皆可變更為礦業用地。 

因本區使用分區包含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若要變

更為專用特地區，需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本區使用地類別包含林業用

地、農牧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甲種建築用地，除甲種建築用地

無法變更為礦業用地，應予以排除外，其餘皆應變為礦業用地。 

(一)使用分區變更申請計畫與用地變更申請計畫內容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

圖及報告書，使用分區變更申請計畫與用地變更申請計畫內容相同，

但兩者須分別申請。其報告書分為申請計畫書及開發計畫書二部分，

其內容說明如下。 

1.土地變更申請計畫書 

(1)申請開發單位清冊  

(2)規劃設計單位清冊 

(3)申請用地變更之土地清冊  

(4)相關技師簽證或簽名資料 

(5)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6)相關主管機關與事業機構之同意文件 

(7)委託書  

(8)土地作為『申請開發許可』使用者同意書、圖 

(9)進出基地之通行權證明  

(10)說明是否位於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查詢表 

(11)審議規範條文規定查核表  

2.開發計畫書 

(1)開發內容分析：包含申請開發目的、計畫位置及範圍、土地使

用、權屬及使用地編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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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地環境資料分析：包含地形、水文、地質、人文景觀、土地

適宜性分析。 

(3)實質發展計畫：包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綜合發展計畫、土

地使用計畫、交通系統計畫、公用設備計畫、觀光遊憩計畫、

景觀計畫、工業區開發計畫、污染防治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

畫、防災計畫、其他相關建設計畫等。 

(4)土地使用適宜性：包含配合相關計畫分析暨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書或報告書，綜合說明自然環境、人為環境、景觀調查等分析

所指認出之開發限制因素及不可開發之區位。 

(二)使用分區變更申請計畫與用地變更申請計畫委辦經費評估 

本計畫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書委辦經費評估為540萬元。 

(三)使用分區變更申請計畫與用地變更申請計畫委辦時程評估 

本階段審查時程上約需要半年至一年左右，可於計畫開始之初

一起並行。 

四、預估製作土石採取計畫書圖經費 

依照土石採取法第10條，申請土石採取許可者，應檢具下列書件：

1.申請書及申請區域圖 2.規費繳納收據 3.土石採取計畫書圖 4.申

請土石採取區域之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或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准許使用或同意規劃之證明文件，其申請採取海域土石者免

附 5.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有關文件。有關土石採取計畫書內容

說明如下。 

(一)土石採取計畫內容 

土石採取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規定，土石採取計畫書圖應包括：

採取計畫、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土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

之整復維護措施、運輸計畫、公共設施維護計畫、土石採取計畫圖、

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土石採取區位置交通圖、其他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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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或文件。 

依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填寫須知，土採專區內土石之蘊藏量計算

方式如下： 

1.建立數位化地形：依現地地形測量資料(1m等高線)，以專業地形

測繪軟體進行數值地行建立。 

2.數值地質、地層模型建立：以地質鑽探及現地取樣及試驗資料結

合數值地形建立土採專區礫石層分佈位態資料。 

3.依等高線為基準以礦山開發軟體(Surpac)依數值地形、地層資料

計算土採專區範圍內之土石蘊藏量。 

由於本土石專區之料源屬於坡地礫石層，因此其開採方式可參

考土石採取技術參考規範之坡地土石採取方法。本土石採取專區屬

坡地土石採取且為礫石層，應以露天階段方式由上往下開採。 

另由於土地二次利用規劃為本土石採取專區規劃作業中非常重

要之考量，因此在進行土石採取規劃之初即應考慮開採後之地形及

最適當之土地二次利用方向。是以本土石採取專區之可採量必須依

預先設計之分期分區開採順序、開採方向、開採期程等因素進行總

可採量及各期各區可採量之計算。以使土地復整及二次利用能緊密

銜接。 

土石採取專區土石採取作業之採掘面布置原則如下： 

1.分期分區原則由上向下開採土石。 

2.採掘中階段高保持 5m以下，採掘殘壁傾角保持 45°以下，作業平

台寬保持 10m 以上。 

3.採掘後階段高保持 5m以下，採掘殘傾角保持 45°以下，殘留平台

寬保持 5m 以上。 

(二)土石採取計畫書委辦經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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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土石採取計畫書委辦經費評估總價費用為 120萬元。 

(三)土石採取計畫書委辦時程評估 

土石採取計畫書雖可同時並行之審查，但因其內容受限於其他

三者(使用分區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計畫等)，設計原則

上以其他三者核定後開始製作才不會有審查中內容更正之問題，時

程原則約為半年至一年。 

五、評估專區規畫辦理之總經費及總時程 

綜合前項評估結果，環境影響說明書委辦事項(含環境品質監測、

環境影響說明書)作業費用約 850 萬元，水土保持規劃書與水土保持計

畫委辦事項(包含申請區測量、地質鑽探、水土保持規劃書與水土保持

計畫)作業費用約 1,955 萬元，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委辦事項(包含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計畫書圖與申請書、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之計畫書圖與

申請書)作業費共 540萬元，土石採取計畫書委辦作業費用約 120萬元，

四部分委辦經費預估總和為 3,465 萬元，各計劃書經費如表 5.24，建

議分為四個委辦案分別辦理，以求各技師能以最大效率分別設計，未來

各方一起合作也能以最大效益分別或聯合會議。 

 

表 5.24 評估專區規畫辦理經費預估 

 委辦事項 預估經費 

1 環境影響說明書 850 萬元 

2 水土保持規劃書與水土保持計畫 1,955 萬元 

3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540 萬元 

4 土石採取計畫 120 萬元 

 總計 3,46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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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理上的方便以及後續開工後的相關問題，水土保持規劃書、水

土保持計畫(水保部分)以及土石採取計畫書(採礦部分)，在開發前須

聯合詳擬分區計畫，以達礦區最大效益申請與使用，這時可能因切割而

多ㄧ些行政人士費用。 

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劃書、水土保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以上三項可同時並行規畫及審查作業，以環

境影響說明書所需時程最長，待完成後水土保持計畫再完成核定，同時

進行下，所需時間大約為一至兩年；土石採取計畫書待以上三項完成後

始可規畫內容及審查，時程約為半年至一年，整段時程最長約為三年。

以上評估時程為正常的情形下，計畫作業至審查核定結束為評估原則，

如遇到特殊狀況，民眾陳情，環團抗議等，時程將因此研後的狀況不考

慮在內。 

規劃階段之各項計畫書送審核定後，後續即進入興建階段，其工作

項目包含土地徵收、土建工程、廠房建置、機具設備建設等，預計時間

為1年；之後及營運階段，進行礦石開採及標售，營運時間至少10年，

直至專區礦石開採完畢。有關各階段所時間如表5.25。 

 

表 5.25 土石採取專區開發階段時程表 

階段 工作內容 預估時程 

規劃階段 ˙各計畫書製作及送審 

˙水土保持工程 

3年 

興建階段 ˙用地徵收 

˙土建廠房興建 

˙設置機具設備 

1年 

營運階段 ˙土石開採及標售 

˙機具設備維護 

10年以上至開採

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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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估送交各該相關權屬機關進行審查 

本計畫係依據土石採取法第 7 條之 1 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劃設

土石採取專區，並委託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畫書、水土保

持計畫書、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圖、申請使用地

變更編訂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土石採取計畫書等，依相關法令規定，

循程序送交各該相關權屬機關進行審查。以上工作之主管機關審查作

業流程如圖 5.25 示。 

(一)環境影響說明書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7條第1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

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本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地方政府－宜蘭縣政府，應由該機關轉送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辦理有關環境說明書之審查事宜。 

(二)水土保持規畫書 

本計畫符合水土保持計畫法第12條第3項規定：「…應先提具

水土保持規畫書，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送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

級之主管機關審核。…」，本計畫區域計畫委定機關為中央機關區

域計畫委員會，故水土保持規畫書應由經濟部礦務局轉送農委會水

土保持局辦理審查。 

(三)水土保持計畫 

本計畫之事業興辦係由經濟部礦務局依土石採取法第7條之1

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劃設土石採取專區，符合「水土保持計畫書

審核監督辦法」第5條之規定：「水土保持計畫及簡易水土保持申

報書審查核定之分工如下：…三、中央機關自行興辦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審查核定。第三款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核定，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託中央各目的事業…」。本計畫之水土保持計畫將由經濟部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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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委託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審核。 

(四)使用分區變更申請計畫書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13條：「非都市土地開發須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者，其申請人應依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製作

開發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並依下列程序向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

府申請辦理…」；又依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1規定：「區域計畫完

成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符合非都市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依左列規定，辦理分區變更︰…申請人擬

具開發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更。區域計畫擬定機關為前項

第二款計畫之許可前，應先將申請開發案提報各該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之。」故本計畫須依上述規定擬具開發計畫，提報提報各該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再向宜蘭縣政府申請開發許可，並由縣府呈轉

中央機關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經獲准開發許可後，於核准期限內

辦理用地變更編定事宜。 

(五)使用地變更編定申請計畫書 

本計畫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15條第2項規定，分兩階

段辦理用地變更事宜，其中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同意後，應

於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准期限內辦理用地變更編定計畫申請。又依

該規則第16條規定，本計畫用地變更編定計畫應向宜蘭縣政府申請，

並經查核資料後報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後核發開發許可。由於本

計畫面積240公頃，不符面積30公頃以下之案件可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用地變更編定審查，故本案仍由中央機關區域計畫委員

會辦理用地變更編定申請之審議。 

 (六)土石採取計畫書 

依土石採取法第7條之2第1項：「前條土石採取專區為中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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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劃設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審查及核發土石採取許

可…」，故本計畫之土石採取計畫書將由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礦務

局辦理審核事宜。 

(七)其他計畫書 

本案除所列之計劃書外，在審查過程中亦會函詢各權責機關意

見，後續將依機關意見補充所需之計畫書。另於評估開發行為時，

若有達其他法令規定須提計畫書給權責機關審查者，應依該法令規

定辦理。營運階段時，營運單位亦應依實際開發或營運行為，向權

責機關提送各類計畫書。 

 
圖 5.25 主管機關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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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6.1 建構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前期計畫（107 年度）已初步建構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將土石資源及產

銷鏈資料庫系統中既有之產銷、品質數據以及砂石碎解洗選場位址之資訊，

與外單位介接之環境敏感區範圍圖層服務，整合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展

示。透過空間定位、各項圖層資料之套疊與產銷統計資料之呈現，搭配不同

分眾使用者之規劃，幫助決策者對區域內砂石開發及碎解洗選場選址進行

決策輔助。 

本年度計畫將延續成果，繼續執行圖台功能擴充，匯入更多樣的參考資

訊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並配合不同目標使用者規劃分眾使用功能，俾利

其功能與服務更趨完整，其操作程序如圖 6.1 所示。以下針對本年度目前已

完成工作項目以及後續優化項目進行說明。 

 
圖 6.1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操作流程 

 圖台參考資訊擴充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之建置，規劃提供使用者對於砂石碎解洗選場之設廠

位址之各項考量提供決策輔助之相關資訊，前期計畫對於設置砂石碎解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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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場位址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範圍內，已納入第一級與第二級環境敏感圖

層資料共 19 項環境敏感地區圖層於地圖平台中展示，本年度將完成資料擴

充，建置相關環境敏感地區圖層資料，新增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上之各項參考

資訊，並依礦務局內部使用者需求進行資料之建置，目前完成以下資訊納入

呈現，包含： 

1. 土地地籍資訊：已透過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取得地籍圖

資，並於圖層清單中納入，於使用者定位完成後，依需求自由開關

以評估土地資訊如圖 6.2 所示，其地籍資料詳細資訊如表 6.1 所

示。 

表 6.1 土地地籍資訊 

來源 界接類型 介接資料名稱 輸入參數 

國土測繪圖資服

務雲 

API 服務 CAD_005 坐標查地段

號 

 

功能參數(type=2、flag=1)、

縣市代碼、WGS84 坐標 

國土測繪圖資服

務雲 

API 服務 MAP_001 指定地號查

詢地籍圖 

 

/縣市代碼/地段代碼[/地號

(8 碼)/檔案格式(gml, kml, 

shp)/坐標類別代碼(4326、

3826，預設將使用經緯度)] 

 

 

圖 6.2 土地地籍資訊整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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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及擴充砂石成品產銷資訊：目前已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建置

砂石成品產銷資訊，使用者可透過定位查詢設場位址後，於功能欄中

呈現所屬分區及縣市之最新一月申報之成品產銷資訊，本年度持續

優化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區域/縣市產銷統計，透過與上月以及去年同

期的比較，進而了解該縣市以及區域砂石產銷的變化趨勢，可提供使

用者更多資訊作為設置砂石場的依據，其完成功能畫面如圖 6.3 所

示。 

 

圖 6.3 縣市砂石銷售資訊系統整合成果 

3. 土石料源資訊：為協助使用者對於設場位址鄰近之土石料源供給狀

況有能更清楚之掌握，本年度計畫將土石料源資訊納入資源品質評

估地圖之圖層進行展示，其中料源資訊包含營建剩餘土石方產量動

態數據與河川疏濬標售資訊。配合介接水利署資料將河川疏濬量的

部分以圓圈方式呈現，可顯示執行中的疏濬工程，包含規劃量、執

行量及預計結束時間，圓圈大小表示疏濬量多寡，圈圈愈大，代表

規劃執行量愈多。而營建剩餘土石方的部分則將相關資訊顯示於右

側的資訊欄中，其河川疏濬圖層完成如圖 6.4 所示。 

 



126 

 

 

圖 6.4 土石料源疏濬資訊套疊示意圖 

4. 瀝青廠與預拌廠分布資訊：除了土石產銷鏈之料源的供給部分，針

對產銷鏈下游之需求，如瀝青廠與預拌場之分布資訊，目前已收集

預拌廠、瀝青廠以及土資場的相關資訊，包含廠名、地址及座標，

不同廠別以不同圖示顯示，並鍵入砂石評估地圖中供查詢，其畫面

如圖 6.5 所示。 

 

圖 6.5 其他砂石相關業者資料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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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分眾使用功能 

砂石資源品質地圖因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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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包含有主管機關、工程機關、砂石業者與一般民眾，以其登錄之帳號密碼

作為功能與分眾權限的管控。 

其中本處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礦務局，其使用者具備最高權限，可使用所

有功能，如顯示砂石品質分級、個別廠家之產銷存數據等，並可整合系統內

建之砂石場圖層，配合品質分布交叉查閱地圖圖台之砂石業者之資訊，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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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層套疊及砂石品質試驗數據（無分級），判定

擬設場或土石採取位置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範圍內，作為開發可行與否之

初步判別，如圖 6.6 所示。 

 

圖 6.6 砂石品質查詢差異 

本年度優化分眾使用功能，擴充既有分眾權限功能，針對本年度新增之

參考資訊擴充，與礦務局進行討論並納入分眾規劃進行資料之建置，使用者

身分登錄權限規劃說明詳如表 6.2，而本系統完整之網頁分眾架構規劃，請

參照 6.3.2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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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分眾權限 

 主管機關 工程單位 砂石業者 一般民眾 

查詢位置設定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環境敏感區範圍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土地地籍資訊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鄰近砂石品質 

可查詢鄰近各類別

砂石分布及品質分

類 

可查詢鄰近各類別

砂石分布及品質分

類 

僅呈現鄰近砂石

過往調查結果，

無分類 

僅呈現鄰近砂石

過往調查結果，

無分類 

土石料源資訊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顯示全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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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基本資訊 

僅呈現鄰近砂石

場名稱基本資訊 

僅呈現鄰近砂石

場名稱基本資訊 

鄰近預拌廠、瀝

青廠、土資場 

顯示基本資料 顯示基本資料 顯示基本資料 顯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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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詢當地供需

量及價格資訊 

可查詢當地供需

量及價格資訊 

 

6.2 基本業務管理模組 

為健全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系統之完整，並統合已建置之各項功

能之完整性，於 107 年度計畫完成系統之分眾規劃與實作，將網站使用者

進行分類，依據其需求呈現相應頁面，在此階層化架構之基礎下，持續發展

相關業務之管理模組，透過各項業務功能之發展。從各承辦人業務，以至於

礦務局之上級主管間不同層級相應之業務管理模組，使業務管理上更為靈

活，以下就本年度計畫與承辦單位研擬後規劃之工作項目以及本年計畫完

成工作分節進行說明。 

 業務關鍵報表 

在資料分析產出部分，針對礦務局內部使用者設計建置關鍵報表功能，

並討論各類使用者之報表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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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細節之基礎報表，關鍵報表之

設定為客製化導向，依據帳戶作不同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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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可呈現所需之資訊，此功能於前期計畫已完

成初步規劃與介面設計，本計畫將持續與承辦單位討論需求，除規劃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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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數據統計呈現外，該區頁面將再設計提供更多加值資訊，供業務承辦或

主管階層作參考。現況分析係依據本月之資料變化情形，顯示客觀之簡短敘

述，如價格穩定、庫存微增等，並透過顏色的分辨快速得知重要數據的變化

以省去過多圖表判讀時間；未來預警將規劃加入數類對應之預警指標，判定

短期、中期內市場情勢變化，後續仍將持續溝通需求以了解指標建立規則；

因應對策則是加入對應行動之敘述，提供即時建議，如需求大於供應時，可

協請水利署加速辦理疏濬等，其完成功能如圖 6.7 所示。 

 

圖 6.7 業務關鍵報表介面畫面 

 砂石場管理履歷系統 

前期計畫（107 年度）已逐步完備產銷管理系統之建構，建立砂石填報

模組與砂石場管理模組，於此基礎上，本年度將持續發展砂石場管理模組以

健全各砂石場家的各項生產及管理資訊，經與承辦單位討論後，規劃將目前

已建構之各項模組，統合為砂石場管理履歷功能，以將原本散落於各模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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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資料於單一網頁中整合呈現。 

系統之規劃構想已於上一年度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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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資訊與警示通報等項目，功能整合資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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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廠自核准起，包含變更、處分及民意代表關注重大事件登載，並

以流程動態圖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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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該廠營運

情形，另也包含分區及全國之產銷背景資訊供使用者比對。 

五、風險管理 

彙整以上資料預警功能，評估該場用地、產銷及綜合面向表現，計

算其位於區域、全國場家的前百分之幾，A 級為營運狀況良好，C 級具

營運風險，營運風險較高場家以不同方式輔導改善。判斷指標如表 6.3。 

表 6.3 砂石場履歷風險管理指標 

 成品單價 生產月數 平均產量(噸) 每月庫存(噸) 

A 級 利用統計算法分

為四區取各區信

賴度為 95%資訊

作為分類依據 

>18 >15,000 <年銷收量 2 倍 

B 級 8~18 8,000~15,000 年銷收量 2~6 倍 

C 級 <8 <8,000 >年銷收量 6 倍 

本年度計畫已將目前系統中現有的資料呈現於砂石場履歷中，其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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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功能如圖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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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砂石場履歷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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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計畫除了完成砂石場履歷後台的資料串接呈現外，於前台第一

類砂石場資訊查詢中亦完成砂石場履歷的圖台呈現，透過顏色分為包含礦

業用地、丁建、工業用地以及其他用地(尚未合法)，也針對第一類砂石場的

各種樣態以顏色的方式區分，在產銷及用地預警的部分圖台顯示該砂石場

各項的評分分數以及分區的 PR 排名，如該砂石業者用地管理超過兩年未查

核或產銷超過一個月未填報，系統會自動判斷並分別加入警示樣式，以利局

內能快速掌握有哪些砂石業者需要進行查核，其完整的圖例如圖 6.9 所示。 

 

圖 6.9 砂石場履歷圖台圖例 

礦務局可透過地理資訊的方式找尋需被輔導的砂石場，在砂石場履歷

圖台主要呈現該砂石場簡要的資訊，也可先透過圖示快速辨別用地以及產

銷評分較差的廠家，砂石場履歷圖台中以顏色區分各砂石場的評分象限，如

需要看詳細的資料可以透過超連結的方式將使用者導向後台查看完成的砂

石場履歷內容，其功能如圖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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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砂石場履歷圖台功能畫面 

 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管理系統 

伴隨土石關鍵報表之規劃，在土石採取部分，於前期計畫中已建置土石

採取管理系統納入本系統管理，而在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部分等相關業

務，於礦務局內並無一專屬系統可進行電子化管理與資訊畫面之產出，故在

本年度開始規劃進行系統之建置，除將原本於紙本作業之工作進行電子化

系統作業，並透過本年度計畫另行建置對外公開資訊之介面，可供一般社會

大眾查詢。工作團隊已依礦務局業務需求規劃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如圖 6.11，

以下分項說明本年度計畫系統建置之規劃，其各功能完成畫面呈現如下。 

 

圖 6.11 早期盜採土石遺留坑洞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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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資料管理模組 

早期遺留坑洞列管管理，其業務內容根據與礦務局承辦業務人員

進行需求訪談後，於後台資訊管理系統功能部分，主要可包含基本資

料管理與案件處理歷程填報兩部分之資料，基本資料主要為記錄早期

遺留坑洞之所處位置及分區，以及用地所有權人等欄位；處理歷程則

為坑洞之各項處置結果，列管相關處置單位包含縣市政府承辦人員進

行填寫修改，其完成功能頁面呈現如圖 6.12 所示。  

 
圖 6.12 早期坑洞案件管理列表頁面呈現 

二、開發多樣化查詢功能 

除基本資料列表管理模組外，已建立多樣化查詢功能，包含縣市

別、使用地分區別、列管狀態、公私有地別、使用地類別，或可以關

鍵字方式，建入編號、地段、所有權人等方式來查詢。查詢結果資料

之匯出，可選擇檔案格式包含 excel 及 csv。 

三、案件執行進度呈現 

前台資訊公開網頁面呈現部分，以地圖圖層呈現並新增一坑洞填

補結果顯示其坑洞處置結果，功能規劃示意可見圖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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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早期盜採土石坑洞顯示於地圖圖台之示意圖 

今年新增一「陸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理計畫」專區，其主要

分為三大區塊呈現目前系統中資料，包含各縣市坑洞數、達成率以及

歷年列管坑洞數變化，其中各縣市坑洞數的部分主要呈現目前十個縣

市坑洞回補以及處理現況，並呈現各縣市列管中以及詳細列管的詳細

資料，其系統畫面如圖 6.14 所示。 

 

圖 6.14 早期盜採土石坑洞之成果頁面(全國總坑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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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列管坑洞數變化的部分以長條圖的方式呈現自民國 96 年迄今

的列管坑洞數變化，本年度(108 年)的資訊會隨著後台的資料更新作變

化，其畫面如圖 6.15 所示 

 

圖 6.15 早期盜採土石坑洞之成果頁面(歷年列管坑洞數變化) 

達成率的部分呈現各縣市的達成率以及 108 年的達成率，108 年

的達成率主要針對今年度以及去年度的規畫完成進度作計算，其呈現

畫面如圖 6.16 所示 

 

圖 6.16 早期盜採土石坑洞之成果頁面(全國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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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眾使用帳號管理 

坑洞列管系統開放不同使用者進行編修工作，如縣市政府承辦人

員，僅能修改案件之地號變更與善後處理之回報部分，而礦務局擁有

較高權限，如圖 6.17 所示，另可編輯列管狀態與上傳照片等功能。 

 
圖 6.17 案件修改不同權限分眾設定 

6.3 發展情境運用模組 

本年度本計畫將進一步整合現有系統之各項功能，加入不同使用者並整

合於分眾使用功能規劃，發展情境運用之模組，進行相應功能之建置，以下

對應計畫工作項目，分節說明 108 年度各項情境模組功能之規劃。 

 砂石履歷資訊系統 

砂石履歷的研究與規劃於前期計畫（107 年度）規劃完成，本年度規劃

將設置砂石產銷履歷專區，作為履歷登錄及推廣之用途，並建置後台管理系

統功能供砂石業者可進行砂石履歷之登錄工作，其說明如下： 

一、前台資訊 

今年產銷履歷試辦作業之公開資訊，將呈現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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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頁點訊進入，如圖 6.18，其分項說明如下，並附有本團隊之聯絡電

話，若砂石場對申請作業有任何疑義，皆可電話或 e-mail 洽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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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制度說明：介紹砂石履歷制度之緣起、目的及運作方式等。 

3. 驗證作業程序：提供驗證作業程序、作業步驟及流程，供申請砂

石場參考。 

4. 評鑑標準：說明砂石場現場評鑑標準，包含生產管制查核要項及

品質管制查核要項。砂石成品抽樣檢驗項目，包含比重、吸水

率、含泥量、水溶性氯離子、健度、磨損等試驗。 

5. 文件下載：公告砂石產銷履歷試辦作業申請書及評鑑查核表，供

砂石場下載。 

6. 砂石履歷廠家查詢：參與砂石履歷之業者，將於此區供大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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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切換至個別廠家之履歷內容，主要內容包含流向查詢與品

質報告兩大部分。 

 

圖 6.18 砂石履歷網頁前台公開資訊 

其中砂石履歷廠家流向查詢結果中，包含砂石場每月自何處購買之

原料量，例如砂石來源為荖濃溪某某噸土石；另一方面砂石產品出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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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須載明販售至何處，例如某縣市的某某預拌廠，供應砂及碎石多少噸，

串接起供應鏈上下游。有關流向查詢的前台功能畫面如圖 6.19。 

 

圖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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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執行單位將定期抽樣送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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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 所示。任何使用者皆可查詢該場品質檢驗報告。目前規劃之粗

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洛杉磯磨損率、健度、含泥量，

細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氯離子、健度、含泥量。使

用者可依不同日期，查詢該砂石場的砂石成品流向及品質抽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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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砂石履歷網頁品質查詢示意圖 

二、後台資訊 

後台主要提供砂石業者登錄砂石流向，及承辦單位登錄砂石品質檢

驗數據，如圖 6.21，登錄內容說明如下。 

1. 流向申報：針對申請砂石履歷試辦作業之砂石場，在申報欄位增

加流向申報一欄，來源若選擇河川疏濬，則需再進一步填寫哪一

條河川，該河川本月購得多少量疏濬料。至於銷售部分，在原本

的縣市銷售量欄位中，再細分賣給哪家公司、砂或碎石多少量。

因此，消費者即可查詢該砂石場所生產之料源來自哪條河川，所

生產之砂石成品，賣給哪家預拌廠，從而選擇有履歷驗證的混凝

土。 

2. 品質登錄：在後台砂石業者管理欄位中，新增砂石品質抽驗成果



142 

登錄欄位，可登錄之粗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

洛杉磯磨損率、健度、含泥量，細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

率、篩分析、氯離子、健度、含泥量，並可上傳檢驗報告，呈現

在前台供消費者查詢。 

 

圖 6.21 砂石履歷後台品質登錄示意圖 

砂石產銷履歷系統之建置，將配合今年試辦計畫之成果，請砂石場

協助填寫流向，並由本團隊將砂石成品抽驗試驗結果，填報於品質欄位，

作為砂石產銷履歷系統推動之準備。 

 建立砂石產銷公開專區 

近年來民眾意識漸漸抬頭，各級主管機關也更重視民眾溝通的部分，本

年度計畫協助礦務局建立砂石產銷公開專區，民眾以及其他主管機關可由

此查詢砂石相關資訊，並可透過連結找到其他相關資訊如砂石產銷資訊查

詢以及經濟部水利署河川便利通，其畫面如圖 6.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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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砂石產銷資訊公開 

 分眾使用帳號管理 

隨著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及功能增加，因應不同使用者需求，且兼顧業務

資訊之公開程度，進行分眾使用帳號之系統建置，以使用者登入之帳號區分

不同身分(如圖 6.23)，針對各身分群組的使用者需求及特性，提供相應的資

訊服務，並利於後續更精準地進行使用者行為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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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系統分眾以登錄帳號密碼區分 

回顧前期計畫（107 年度）計畫完成之階段性成果，依據系統資訊架構，

可以分為主要提供資訊展示與查詢的土石資源服務網網站，以及供礦務局

一般業務管理之產銷管理平台，並根據帳號密碼區分使用者，於系統中呈現

不同功能。在多層次資料架構定義資料之可視範圍中，以不同職權做為區隔

管理依據，可以進行每一位使用者的資料可視範圍，分眾概念如圖 6.24 所

示，以下說明分眾管理與帳號管理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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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分眾登入架構流程 

1.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 

本年度計畫所建置的分眾可視範圍，並根據原有之分眾規劃，

在網頁擴充下將進行調整，將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使用者分為以

下數項使用者群組，已建置網頁可見範圍可見表 6.4 說明： 

A. 礦務局內部人員。  

B. 工程單位。 

C. 砂石業者。 

D. 縣市政府承辦人員。(本年度規劃新增) 

E. 其他帳號使用者。 

F. 網站管理人員。 

G. 公開網頁部分。 

在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分眾規劃，著重在不同使用者所能獲得

的資料量多寡，以砂石產銷資訊/第一類砂石場資訊查詢為例，礦

務局帳號登入後可查閱所有砂石場之清單與第一類砂石場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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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位置，而砂石場/工程機關帳號登入，僅可查看第一類砂石

場之基本資料，無法直接查詢所有砂石場家資料。 

 

表 6.4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使用者群組分眾規劃現況 

 
 

2. 產銷管理平台分眾帳號管理： 

產銷管理平台主要作為砂石場每月例行進行資料填報與礦務局

相關業務管理，故在分眾規劃，則著重於帳號模組業務相關之功

能頁面呈現，並非所有頁面功能可見，並在既有之砂石場與主管

機關之分眾權限，針對礦務局內各業務職掌之需求，進行網頁可

見之分眾管理，其目前網頁分眾管理可見範圍部分如表 6.5 所示。 

除調整各業務承辦人之可見範圍外，今年度亦規畫建置關鍵報

表，此部分則配合各帳號所對應之業務群組，進行關鍵報表呈

現，詳細規劃見前 6.2.1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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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產銷管理平台分眾帳號權限設定表 

產銷管理平台 
所屬 

身分別 
管理員 

礦務局     

技正 
土一科 

土二科      

產銷 

土二科      

用地查核 
砂石業者 

其他帳號

使用者 
公開 

土石採取區管理 主管機關 E R E Q Q Q Q Q 

介接資料查詢 主管機關 E R Q E Q Q Q Q 

用地查核管理 主管機關 E R Q Q E Q Q Q 

砂土石產銷存資料填報 主管機關 E R Q E Q Q Q Q 

報表查詢 主管機關 E R Q E E Q Q Q 

資料填報 主管機關 E R Q E Q Q Q Q 

廠商基本資料 主管機關 E R Q E Q Q Q Q 

廠商資料維護  主管機關 E R Q E Q Q Q Q 

砂土石產銷存資料查詢 廠商填報 Q Q Q Q Q E Q Q 

資料填報 廠商填報 Q Q Q Q Q E Q Q 

廠商基本資料 廠商填報 Q Q Q Q Q E Q Q 

廠商資料維護 廠商填報 Q Q Q Q Q E Q Q 

砂石關鍵報表 主管機關 E R E E E Q Q Q 

系統平台管理 系統管理員 E Q Q Q Q Q Q Q 

網站內容上稿 主管機關 E E E E E Q Q Q 

說明：表格中英文符號所代表意義，E 表可進行編修；R 表僅唯讀；Q 表無法使用該網頁功能。 

 

3. 各網頁之可見功能權限設定及礦務局內網單一登入 

在系統網站管理後台部分，在多層次架構下，系統管理員可以

設定個帳號所屬之部門群組，如圖 6.25，並設定群組可見之範圍

與單一網頁之不同功能開放權限，如圖 6.26 所示。 

 

圖 6.25 分眾帳號全組設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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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分眾群組設定可見範圍示意圖 

 外單位資料運用 

針對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系統的資料來源，在上年度已研擬整合外單位

資料，配合礦務局之業務需求，協調聯繫相關機關共識，初步探討資料自動

介接之可行性，包含水利署河川疏濬資訊、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工

程會工程標案管理資訊等資料。本年度延續其研究成果，將實際將資料進行

自動介接之功能，並將資料於系統中發揮最大效益，以下說明進度成果。 

一、優化料源統計 

現行本系統之料源統計方式中之河川砂石與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資

料填報，為承辦人自外單位取得相關數據，經人工方式計算與廢土比

例進行相乘後，進入後台料源統計區塊填報數值，填報畫面圖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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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料源統計現況畫面 

為減少人工作業，本年度計畫透過介接機制的建立，並將營建署

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與水利署疏濬資料，導入後台料源統計中，示意圖

如圖 6.28、圖 6.29。以水利署疏濬資料為例，河川砂石之填報來源依

據主要為水利署之外運販售標案，透過其已共享於開放平台之資料

API 服務，將介接資料導入本月份之疏濬執行量，並建立相關歸類於

各縣市中，精簡其分類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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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數值，系統即可自動計

算並將本月疏濬土石量匯入資料庫。 

 

圖 6.28 河川砂石介接於系統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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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剩餘土石方介接於系統中示意圖 

二、工程會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砂石為公共工程最大宗之材料，一般公共工程在發包後，依工程進

度在數月內至數年內都會用砂石，經查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中請主辦機

關承辦人填寫之大宗營建材料，與砂石相關的材料包含預拌混凝土

(M033102)、機拌混凝土(M033101)、瀝青混凝土(M027420)、低密度再

生透水混凝土(M033410)、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M033770)、

水泥砂漿(M040611)、砂(M040610)、級配(M023191)、土石方(M02331)

等。 

為能瞭解未來工程發包情況及對砂石之需求，擬請工程會每月提供

各縣市發包數量、決標總金額及大宗營建材料預估量，介接後台外單位

查詢資訊中，示意圖如圖 6.30，作為預估後續砂石需求之參考。 

 
圖 6.30 公共工程決標資訊介接於系統中示意圖 

三、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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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計畫已初步研擬外單位介接之可行性研究，本年度計畫開始執

行實際之資料介接並於系統相關功能中加值應用，其成果規劃將於砂石

資源評估地圖中進行資料之應用呈現，以擴充該地圖功能之砂石料源估

計（包含水利署之河川疏濬資訊、營建署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與砂

石潛在使用資材需求估計（公共工程標案資料），規劃呈現畫面可見前

6.1.1 節、圖 6.4 所示。 

四、本年度新增圖例說明 

本年度計畫新增之圖例說明如表 6.6 所示。 

表 6.6 新增圖例說明 

項次 圖例 圖例說明 

1 
 

砂石評估地圖/第一類砂石場點位 

2 
 

砂石評估地圖/預拌廠資料 

3 
 

砂石評估地圖/瀝青廠資料 

4 
 

砂石評估地圖/土資廠資料 

5 
 

砂石品質地圖/土石遺留坑洞資料/列管中 

6 
 

砂石品質地圖/土石遺留坑洞資料/解除列管 

7 
 

砂石品質地圖/土石遺留坑洞資料/自行列管 

 

 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 

107 年底南部砂石市場缺料及漲價情形，引起各界對於預拌混凝土及砂

石粒料價格是否合理之關注，鑑此，本年度建置一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

能，包含砂石成品、預拌混凝土等階段之詳細單價組成，提供有關單位作為

客觀之參考依據。 

一、前台資訊 

提供砂石粒料成品、混凝土單價分析及砂石全產業鏈單價分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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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一般使用者可選擇砂石單價分析或混凝土單價分析，而主管機關

承辦人則可多選擇砂石全產業鏈單價分析。 

(一)砂石單價分析 

砂石分析之適用查詢對象為砂石業者及預拌業者，可選擇之試

算條件包含砂石來源河川(如大安溪、烏溪、蘭陽溪)、原料至砂石場

之運距，輸入後由系統計算運輸成本、加工成本、人事成本、折舊

及財務成本後，產出砂石成品之合理售價，並以表列明細及圓餅圖

方式呈現。前台頁面示意圖如圖 6.31。 

 (二)混凝土單價分析 

混凝土分析之適用查詢對象為預拌業者及營造廠、工程機關，

除前項資訊外，輸入砂石成品運距、預拌廠所在地、設計強度、需

求坍度、混凝土至工地運距，即可產出每立方混凝土之合理單價，

同樣也以明細表及圓餅圖呈現混凝土之各項成本。 

 (三)全產業單價分析 

全產業分析之適用查詢對象為主管機關承辦人，與混凝土分析

功能類似，但選擇之試算條件包含了砂石來源、原料運距、砂石成

品運距、預拌廠所在地、設計強度、設計坍度、混凝土運送距離等，

可產出每立方混凝土之合理單價，以明細表及圓餅圖呈現每立方混

凝土完整各項成本。前台頁面示意圖如圖 6.32。 

 

二、後台資訊 

後台為計算單價分析之各項參數填列，茲說明如下。有關後台示意

圖如圖 6.33。 

(一)經常變動參數 

針對較常變動的成本因素，放置於最前列，供承辦人員常調整

用，例如砂石及混凝土之運輸費用基數，混凝土原料(水泥、高爐石

粉、飛灰)的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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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介接數據 

河川疏濬料購料費用為砂石場重要成本，此可由水利署疏濬系

統介接所得。 

(三)砂石成本固定變數 

砂石場內的固定成本，包含河川購料至砂石場內的運費、環境

維護費、水電費、設備維修費、廠內堆置小搬運費用、油料費、汙

水及汙泥回收處理費、原料、成品耗損、人事費用、設備折舊率、

財務管理費、稅務費及利潤，其數據依砂石公會訪談而得。 

(四)混凝土成本固定變數 

預拌廠內的固定成本，包含加工費用及獲利，其數據依訪談預

拌業者而得。不同設計強度的混凝土原料配比用量，則參考工程會

施工綱要規範 03050 章之建議配比用量，倘工地需要較高之坍度，

則需酌予增加費用。 

 
圖 6.31 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前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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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砂石生命週期混凝土成本分析前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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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後台示意圖 

 疏濬土方媒合功能研擬 

107 年度本計畫建置之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持續蒐集各機關之意見，而經

濟部水利署曾提出於本系統建立疏濬土方媒合功能之建議，因目前部分較

無價值之疏濬土石方或有銷路不佳，乏人問津之困擾，又本系統使用者主要

為砂石業者，根據 107 年度對砂石業者施作之問卷調查結果，大多數均關

切河川疏濬資訊，故建立此功能應對雙方皆有助益。 

本年度已由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提供土石標售及各河川砂石品質相關

資訊之 API，匯入本系統中，並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中，可由設定之位置查

詢鄰近正在進行或及即將進行的河川疏濬工程。砂石業者或其他使用者亦

可由本系統連結頁面，連結至水利署「河川變利通」網站，查詢最新土石疏

濬及標售標案資訊，加強疏濬清淤土石標售之參與度及媒合，以協助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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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類型土石料皆可有適當之通路。 

 API 開發 

106 年度已完成三項砂石產銷類之 API 服務建置，包含全國與分區之砂

石生產量、銷售量與庫存量資料，並於 107 年度新增包含本計畫所開採之

河川砂石採樣數據、第一類砂石場範圍、現存土石採取區範圍等資料，本年

度持續更新與精進。在各項產銷資訊持續完善下，將目前已公開之 API 服

務與前台網頁之公開產銷資訊部分，本年度完成進口砂石量、砂價格以及石

價格 3 項 API 服務，提供外界介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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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資訊系統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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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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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 

前台資訊公開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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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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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接續前期計畫成果，納入土石相關業務之系統功能模組，包含建

置土石採取管理系統、擴充場家管理功能與資料分析產出等功能，並規劃分

眾使用功能，透過強化使用者之互動與參與，提升政府機關整體服務品質及

民眾之使用滿意度。 

本年度計畫已完成進行資訊系統之功能介面優化工作，以下分節說明

其規劃。其中建置之功能與資訊系統，將依工作項目要求滿足以下兩點： 

1. 配合「經濟部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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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或優化各類公開資料產出功能，包含 odt 檔、ods 檔等。 

2. 配合各類系統功能模組發展，建立並調整系統功能操作指引。 

 土石採取管理資料庫 

前期計畫於本系統完成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建置工作，其工作重點在於基

本資料自舊系統移轉、公文資訊與計畫書圖之上傳、大事紀與生產量統計資

料之登錄等功能，系統功能架構圖與系統頁面現況如圖 6.34、圖 6.35 所示。 

 

圖 6.34 土石採取管理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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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土石採取管理平台系統現況 

本年度將持續就現有功能之優化與新增統計圖表呈現功能，詳如以下所

述： 

一、優化土石採取場列表查詢 

於前期計畫已建置土石採取管理平台，並匯入相關資料，可供列表

之查詢與關鍵字查詢。本年度持續優化系統功能，根據局內需求，於查

詢列表結果增加排序功能及筆數統計，排序項目包含編號、縣市名稱、

現況及許可開始/結束日期，可提供靈活地展示結果，其完成功能如圖

6.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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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6 優化土石採取場列表查詢 

二、優化關鍵字查詢及篩選 

土石採取場列表查詢中，有關篩選功能，包含縣市、時間、營業現

況、區域類別、採取類別等。有關關鍵字查詢功能，則包含採取區域、

土石採取人、代表人、文號、編號、負責人、主管、或可由身分證字號

查詢，讓查詢及篩選更便利。 

三、優化基本資料管理介面 

在系統之管理相關資料登錄，目前系統管理頁面包含公文上傳、基

本資料查詢與大事紀登載畫面皆有連動，於公文登載之公文紀錄部分，

可於大事紀登載介面中呈現其日期結果（見前圖 6.29 右上部分）。本年

度持續優化其介面呈現，可直接於大事記中察看上傳附件，並於小事紀

中增加附件上傳功能，以利承辦單位彙整資料，其功能如圖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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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7 優化基本資料管理介面 

四、新增統計圖表功能 

目前已建置生產量統計功能，包含記錄核定生產量，每月登錄採取

量，剩餘開採量等單場生產統計圖表功能，如前圖 6.31 右下部分。本年

度計畫將擴展其統計圖表之功能，新增其統計圖表功能，規劃可分地區、

年度之統計結果包含採取區總數、生產量、核定總面積與採取量等統計

指標，利於承辦人員能夠精確掌握整體之土石採取狀況。 

五、優化資料匯出功能 

在查詢結果部分，增加列表匯出功能，可匯出 csv 或 excel 等格式

供承辦人員可以進一步利用。 

 

六、優化土石採取區域圖層 

於前台資料展示部分，目前土石採取區域範圍，主要以圖層資料呈

現，如圖 6.38 所示。本年度之優化重點，將調整其地圖呈現方式，已能

清晰展示資料為重點，並可連動於管理後台之資料來進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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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8 現存土石採取區域範圍地圖展示現況 

 用地管理資料庫 

106 年度年度已完成蒐集各砂石碎解洗選業者之基本資料，並建置砂石

碎解洗選場地圖，以 GIS 技術呈現資料，亦包含砂石場搜尋功能，由前台

網頁可查詢各區域業者之場名、場址等資訊；主管機關後臺管理頁面可針對

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進行維護，供使用者修改其基本資料、營運情況、機具

規格與數量並上傳場區配置圖等資料。 

一、建置用地查核管理介面 

用地查核模組已建置之現場查核、樣態分類管理與統計圖表之產出

等功能，可對於歷次之查核紀錄進行管理與資料之產出，而用地檢查業

務主要針對砂石碎解洗選場之興辦事業計畫礦業用地之場家進行查核

工作，為有效管理其場家之用地檢查之管理，經與局內討論後，確認本

年度於碎解洗選場資料中新增用地查核管理功能，承辦人員可透過此功

能檢視、查詢、編輯各應受檢查場的查核狀況與歷次查核結果進行比對，

以利於進行場家之查核及管理，也可於此上傳廠區配置圖當使用用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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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填報功能時可同步顯示，方便稽核同仁於現場可直接對照廠區配置圖

進行查核作業，其完成功能畫面如圖 6.39 所示。 

 

圖 6.39 用地查核管理介面 

二、優化砂石碎解洗選場廠區配置圖上傳展示功能 

107 年度納入分眾規劃，優化原砂石場地圖之功能，針對一般民眾

及不同使用者可見範圍權限，提供不同之頁面呈現；於後台主管機關管

理功能，則增加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之現場查核功能，將原有紙

本之查核表單與缺失處置建議，由紙本資料填寫變更為於系統電子化填

報，並建立缺失樣態樞紐分析與統計圖表功能。 

三、優化砂石場管理介面及功能 

本年度用地管理查核部分將依據礦務局實際用地查核業務需求，持

續進行資料庫優化，在現場查核部分，已建置電子化填答表單可供查核

人員現場查核，為能使查核人員能更為詳實的將實際之勘查結果進行紀

錄，已可上傳現場查核各項場區設施之照片，並可於上傳後，於網頁進

行資料檢視，其功能完成畫面如圖 6.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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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0 現場查核上傳照片功能示意圖 

四、優化樣態分類管理介面 

在統計圖表部分，前期計畫已根據用地查核之結果規劃 3 項統計圖

表，本年度再新增 5 項統計圖表功能，將各項缺失結果分析以完整之方

式進行結果呈現於系統中，供承辦人員更為理解各區域之分析查核缺失

整體狀態，如圖 6.41 所示。 

 

圖 6.41 用地查核結果分項統計缺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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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化資料匯出功能 

在資料產出部分，已建置之用地查核模組包含現場查核填報與模式分

類管理功能，供承辦人員可於系統中檢視、查詢包含分區、查核日期與待查

核之場家列表，本年度持續優化，規劃於用地管理模組列表中，對於查詢之

結果以 odf 等開放格式匯出，供承辦人員進一步分析利用，如圖 6.42 所示。 

前台公開資訊網已完成砂石場相關資訊建置工作，包含砂石場列表與

砂石碎解洗選場地圖，並可於後台主管機關砂石業者資料維護資料中編修。

本年度納入分眾規劃，將土石資源服務網所呈現資料，區分公開之第一類砂

石場資訊與主管機關檢視所有砂石碎解洗選場，可於地圖中查詢各類砂石

碎解洗選場之位址與營運狀態等資料，並將於後台管理系統新增場家管理

介面供承辦人員進行資料分眾之管控。 

 

圖 6.42 用地管理資料匯出清單 

 產銷調查資料庫 

產銷調查之填報與各項統計介面功能已於 106 年度計畫完成建置工作，

107 年持續進行系統相關工作包含優化場家填報流程與填報狀態、建置多樣

化交叉及關鍵字查詢、數據偵錯與數據勾稽功能及校核專區、新增產銷圖台

之產銷指標，並建立相關之波動示警功能。本年度工作計畫中產銷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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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之工作重點，將優化現有各項功能項目並進行資料之擴充，以下就本年度

計畫與承辦單位研擬後之工作成果進行說明。 

一、優化產銷統計介面 

在產銷統計報表部分，目前於主管機關管理介面之報表查詢包含砂

土石產銷月報查詢與砂土石產銷存一覽表兩類報表供礦務局內部承辦

人員進行查詢，並根據統計結果進行產銷月報表之彙整工作，目前已建

置之報表查詢功能，皆可對應網頁之統計表格欄位進行完整對應的資料

輸出，惟其表格欄位與編排並無一固定格式，需各區承辦人匯出報表後，

再以人工進行表格之繪製並進行月報表之製作，本年度計畫與礦務局內

部進行討論，進行報表之呈現樣式之調整，與產銷月報表之格式進行統

一，於統計結果之匯出時，可以減少人工進行加工之作業流程，目前已

完成中區以及南區一鍵式報表產出，可同時將 11 張砂土石產銷月報之

統計圖表以固定格式匯出 word，其畫面如圖 6.43 所示。 

 

圖 6.43 一鍵式產出月報功能 

二、優化偵錯及數據勾稽 

於資料品質部分，107 年已建立數據偵錯及產銷調查成果校核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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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產銷承辦人每月對於各場家產銷申報結果進行檢核，針對各砂石場填

報之量價進行偵錯，並建立包含廢土比與成品耗損等六項指標於成果校

核數據中呈現，並針對數據之呈現提供文字提醒字樣便於查核填報異常

之場家。本年度將已完成成果校核優化功能，新增廢土比、成品耗損、

砂場交價格單月增減率、砂場交價格與縣市均價比較、石場交價格月增

減率以及石場交價格與縣市均價比較排序功能，並於列表中標示顏色作

為區分，使承辦人員可較快找到異常的廠家，本年度也新增匯出功能可

讓承辦人員將資料匯出作後續處理，進而提高使用者於產銷填報之數據

更為精確，其完成功能畫面如圖 6.44 所示。 

 

圖 6.44 優化偵錯與數據勾稽功能 

三、優化資料匯出功能 

於產銷查詢之部分，本年度計畫將強化其資料產出功能，目前已針

對產銷統計報表功能提供資料匯出功能，於查詢各項包含產銷填報狀態，

成果較核狀態等列表僅能於系統中進行查詢，對於資料之進階使用相對

不便，本團隊將針對查詢列表之結果，新增其資料匯出功能，使業務承

辦人於後續資料運用上有更為彈性之利用空間。 

四、優化產銷圖台指標 

於土石資源服務網之產銷地圖平台，前期計畫已建置 14 項產銷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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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指標可供查詢，並對於包含價格波動、供需動能等數據建立波動示警

功能，使用者查詢至有異常之產銷月份，於查詢後將跳出視窗顯示異常

區域提醒使用者異常部分，本年度完成進口砂石累計增減率、進口砂石

比例以及東砂北運累計增減率三個指標，其中進口砂石累計增減率及東

砂北運累計增減率之計算係以當年 1 月至選擇月份相加後與去年 1 月

至選擇月份比較增減率，可了解當年度與去年度的變化量，透過新增此

產銷指標進而靈活計算及掌握全國之進口砂石及東砂北運變化，呈現相

關波動示警功能，讓用戶有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法規函釋及知識庫管理 

前期計畫以將知識庫之內容，由原有之靜態文字網頁展示，擴充其資料

分為四大項目－砂石相關知識、河川基本資料、法規資料庫與文獻資料庫項

目，並針對知識庫內容，建立相對應之後台管理介面，方便網站管理員可以

進行管理。在法規函釋部分，管理者可於後台管理頁面中進行法條更新、編

輯與刪除，或調整頁面是否顯示於公開頁面使用，如圖 6.45 所示。 

 

圖 6.45 法規函釋後台上稿管理介面示意圖 

而知識庫的砂石相關知識與河川資料等知識庫之靜態文字網頁管理，同

樣可於網站後台進行資料上稿，並調整編修內容，如圖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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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知識庫內容後台上稿編輯管理介面示意圖 

 知識庫內容擴充 

今年度知識庫擴充內容說明如下。 

一、 砂石品質分類制度 

本計畫於 107 年度已提出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初步將砂石依適

用用途分為三類：H 類(高強度混凝土及特殊工程)、C 類(一般預拌

混凝土及瀝青鋪面)、F 類(回填級配及道路基底層等)，並於砂石品質

地圖等功能中實際運用，惟分類之緣由及標準尚未廣泛予系統使用

者知悉，故本年度於砂石知識庫將新增砂石品質分類之介紹。 

二、 砂石履歷推動事務 

砂石產銷履歷為本計畫之核心目標之一，108 年度將正式展開試

辦工作，故本系統網頁上將登載砂石產銷履歷驗證制度之推動緣

由、作業流程、申請方式及評鑑標準等，讓相關單位如砂石業者、

工程機關、預拌混凝土業者等，均可了解此制度之運作方式及效

益，以利後續推動，而亦藉此讓社會大眾了解砂石品質之重要性。 

三、 砂石市場警示燈號介紹 

107 年度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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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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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規劃其投資計畫或經營方針。該燈號由砂石價格波動、供需

動能、存貨需求比三項指標組成，藉以展現市場之情勢，各燈號代

表之意義如表 6.7，燈號詳細之建立方式也於本年度將展示於砂石知

識庫中，讓大眾了解其意義。 

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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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專業研究介紹 

為擴充砂石知識庫之面向，讓專業人士及一般民眾皆可獲得有

益資訊，將持續增加專業研究內容，本計畫 106 年度研究替代資源

之基本性質、應用途徑、工程實績等，為現今工程領域及環保領域

高度關注之議題之一，本年度將彙整研究結果，展示於砂石知識庫

中，供大眾查閱參考；107 年度研擬砂石分級建議報告，亦將如前述

於知識庫中介紹。今年度(108 年)持續蒐集國內外與砂石相關之研究

文獻，納入文獻庫中供查詢與下載參考。蒐集之文獻內容詳 4.2.2

節。 

五、石材產業與文化工藝創作推廣 

為協助推廣台灣石材產業之訊息，以及拓展石材工藝產品市場，本

部礦務局規劃於 108 年度「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3/4)」將

石材工藝資訊與土石資源平台網站結合，達到跨域推廣之效，詳細執行

方式如下所述。 

(一) 建立專區登載資訊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預期使用者包含河川主管機關、工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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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砂石業者、預拌混凝土業者、瀝青業者、建設公司、營造業

者及關切砂石資源相關議題之社會大眾，使用者大多與石材產業無

直接相關，故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砂石知識庫」網頁中建立石材

工藝產業推廣專區，蒐集石材產業背景、石礦生產資訊、石材研究

文獻等資訊，呈現於專區中，如圖 6.47，讓社會大眾對石材產業有

基本了解。 

(二) 連結置入提升產品能見度 

於「石材工藝介紹」專區中，置入石材產業相關之連結，如石

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網站、研石造物工作坊網站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有推廣需求之石材加工業者、石材設計品牌官方網站及

所屬網路商店等，並藉由多管道之置入行銷及宣傳，吸引對石材工

藝有興趣者以及潛在客群點選並深入了解品牌概念、產品內容，有

助於提升不同族群中之曝光率。 

 

圖 6.47 石材工藝介紹專區 

 公眾網站介面開發 

前台資訊服務網（土石資源服務網）經 106、107 年度之建置，針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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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使用介面之美觀與各項資料呈現進行優化調整，配合網頁之響應式設計

與無障礙網頁之建置，並針對不同使用者之分眾規劃，提供不同使用者多樣

的資料與視覺呈現。 

一、無障礙檢測及資料匯出規範 

本計畫已於 107 年底將土石資源服務網進行無障礙網頁檢測工具

Freego 2.0 進行無障礙等級 A 級之檢測，本年度將對於計劃所新增之各

項網頁級功能，配合響應式設計及無障礙網頁之規範進行建置與調整，

並於年底通過 Freego 2.0 無障礙檢測軟體之 AA 檢驗，檢測結果如圖

6.48，待明年計畫結束前會提出正式申請無障礙標章。 

於資料產出部分，為配合經濟部推動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之

規範，本團隊將針對今年度所新增之各項公開資料與已建置之各項公開

資料之產出，配合標準格式規範進行功能之建置及優化，期能使本計畫

所產出之各項公開成果，在資料標準格式建立下能有更多應用空間。 

 
圖 6.48 無障礙檢測工具 Freego 2.0 檢測結果報告 

二、網站流量監控 

前台資訊服務網最主要的使用客群除主管機關礦務局及砂石業者

外為一般民眾，為能更加掌握使用者使用前台資訊服務站之使用行為，

本團隊已於 107 年 10 月開始採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功能於前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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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中，記錄每日來訪之使用者人次、瀏覽行為等數據（如圖 6.49 所

示），藉以觀察並分析網頁使用者的網路使用行為與感興趣之資訊，各

項功能瀏覽人次所占來訪比率列表於表 6.8，本年度將持續導入使用者

行為之分析，將各項建置之網站功能納入使用者行為分析，並作為後續

功能介面設計參考使用。 

表 6.8 Google Analytics 統計前台各頁面瀏覽量 

排序 網頁標題 瀏覽量 瀏覽量(%) 

1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首頁 16,709 29.58% 

2 砂石產銷資訊查詢(列表) 10,760 19.05% 

3 砂石產銷資訊查詢(圖台) 4,731 8.37% 

4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圖台) 3,067 5.43% 

5 砂石產銷資訊公開 2,442 4.32% 

6 砂石品質地圖 1,386 2.45% 

7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 1,197 2.12% 

8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列表) 1,129 2.00% 

9 砂石相關知識 999 1.77% 

10 砂石品質地圖(列表) 838 1.48% 

(統計區間自 108 年 01 月至 108 年 10 月間) 

探究表 6.8 結果，砂石產銷資訊查詢(列表)高於圖台的瀏覽量，與

第一類砂石場資訊(圖台)與列表結果剛好相反，其原因為網站首頁節點

導向設定導致其結果，因產銷資訊以列表呈現較為清楚，而其他功能節

點則以圖台連結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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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計畫執行期間，今年規劃於 7 月及 11 月彙整提交礦務局網站

使用者分析結果，透過 Google Analytics 報表，分析網站用戶行為進而

作為改善服務體驗方向之依據。目前規劃提交分析結果內容目前如下： 

1. 總覽（月/週檢視）：該部分包含網站瀏覽總人數、平均週間逐日

瀏覽人數等項目，透過該項目可獲得使用者使用本網站時序上的

狀況。 

2. 分類別總覽：包含依使用裝置類別（桌電／行動裝置）分、使用

瀏覽器分（Chrome、Safari 等瀏覽器）與使用何種螢幕解析度大

小分類別檢視總覽等數據來進行分析。 

3. 使用者行為檢視：導覽列點閱人數排行，可針對網站中不同節點

的瀏覽人次進行檢視作為後續修正的依據。 

 

本計畫已於去年計畫進行首頁以及內頁風格之改版，首頁採以區塊

的方式進行導覽，本年度計畫將持續累積網站內容以及流量資訊，作為

後續網站調整的依據，並提出相關系統修正建議提供局內做為參考，至

期末累積足夠的流量數據後，可將首頁中間之主選單改為較為熱門的前

台功能，方便使用者作為搜尋，並持續監測調整前後各功能的瀏覽人次

並持續滾動修正，詳細資料如附錄七所示。 

在使用者搜尋到本網站管道的部分，其中主要以直接連結(Direct)至

網站為主佔 53.33%，透過 Goolge 的方式連結至本網站為 40.48%，未來

可以透過其他單位的網站連結提高本系統其他使用者的來源網站，進而

提升本網站的瀏覽人次，也可以提升新使用者了解砂石相關知識的一個

管道，其本系統主要的來源/媒介如圖 6.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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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9 Google Analytics 監測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使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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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0 Google Analytics 監測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來源/媒介 

6.5 系統維護及教育訓練計畫 

爲提供簽訂維護合約之系統完善的系統維護服務，所有本案軟體工程

師皆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擁有豐富系統開發經驗，可隨時提供客戶必要的

維護服務。系統開發及建置說明如 6.5.1 節、6.5.2 節，系統之維護及營運計

畫如 6.5.3 節，風險管理及資料備援機制如 6.5.4 節，資安管理及保密計畫

如 6.5.5 節，教育訓練規劃如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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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文件內容併入驗收之交付項目之系統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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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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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如圖 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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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 系統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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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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文

件內容併入驗收之交付項目之系統文件中。 

 
圖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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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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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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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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合本系統建置功能與其所需之執行效能，配置之硬體規格清單

如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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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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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機關配合事項 

本計畫系統建置期間，必要時需請礦務局業務單位配合召開需求訪

談或工作會議，以使系統確實符合機關需求，若需取得局內業務數據或

相關報告時，亦協請業務單位提供。於本系統執行弱點掃描、主機維護

等作業時，則另請局內資訊單位協助安排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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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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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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回覆時間 

本案依礦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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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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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將於通知 6 小時內派員

至現場服務，並於 24 小時內提出解決方案以維持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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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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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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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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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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 

 

圖 6.54 系統維護與問題管理流程圖 

 

貴單位 信諾科技 雙方

一般操作問題

應用系統問題

單位名稱

處理方式

問題分類

填寫程式需求單

電話通知 應用系統負責人員

 視狀況，如果能以
電話方式解決，則馬
上回答協助處理。
 如果不能以電話方
式解決，則親至現場
協助解決。

 簽客戶服務記錄單

應用軟體負責人

程式修改

檢驗修改後之系統
將問題匯總至公司

協調雙方相關單位
開會、討論確認後 

解決方式

公司人員就相關問
題提出解決建議

程式修改

判斷
程式BUG或
者簡單修改

牽涉系統架構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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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向本團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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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表如表

6.10 風險演練計畫表。 

一、演練對象：本計畫所有參與人員 

二、演練頻率：每年執行 1 次，本年度排定於 9 月執行演練 

三、狀況預判及復原步驟 

(一) 系統硬體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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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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料庫檔案前 1 月之資料備份還原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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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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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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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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風險演練計畫表 

項次 工作項目與內容 完成日期 負責單位 

(一)資料備份 

1 使用備份排程 bat 檔，將土石資源及

產銷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完整備份 
每月 5 日 

台灣營建研究院/

信諾科技公司 

(二)資料庫檔案毀損復原演練 

1 將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統實

體檔案，自原路徑搬移至其他路徑 
每月 5 日 

台灣營建研究院/

信諾科技公司 

2 登入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系

統，測試結果應無法登入系統 
108/9/30 

台灣營建研究院/

信諾科技公司 

3 用 MSSQLEnterprise Manager，將

(一)1 之資料庫備份檔進行還原 
108/9/30 

台灣營建研究院/

信諾科技公司 

4 再次使用土石資源及產銷管理資訊

系統，測試結果應可正常登入系統 
108/9/30 

台灣營建研究院/

信諾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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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unet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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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Inje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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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cunetix 軟體執行弱點

掃描，並於弱點修補後出具掃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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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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規劃 

本計畫前一年度已於 107 年 3 月 13 日辦理台中場、3 月 15 日高雄場、

3 月 20 日花蓮場之教育訓練，分別對各地區砂石碎解洗選業者詳細解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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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前，就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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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關鍵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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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已於 11 月 18 日辦理。 

另外配合本計畫推廣作業，除於 10 月辦理砂石產業研討會，對砂石業

者及預拌業者、工程機關、營造公司等有關單位推廣土石資源評台的使用外，

本計劃已於 11 月 29 日假屏東縣高樹鄉公所針對砂石業者辦理專業教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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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品質履歷及系統推廣 

本團隊就 107 年度所研擬之砂石履歷執行方案，擇 3 家以上意願之砂

石場進行試辦，以作為檢討執行方案之參考。7.1 節簡述砂石品質履歷執行

方案，7.2 節研擬履歷制度後續推廣之配套措施。 

7.1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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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基於 107 年度

研擬之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規劃 108 年度試辦方式與期程。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 

一、組織與運作方式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以礦務局作為指導單位，協助制度之審核與督導，

本團隊為執行單位，負責行政作業，計畫主持人負責統籌評鑑程序文件

標準，另邀請國內熟悉混凝土及砂石的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委員會，負責

評鑑事宜。後續若履歷制度成為常態業務，則建議以評選方式擇驗證機

構，規劃之組織架構如圖 7.1。 

 

圖 7.1 驗證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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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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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場之回饋作討論，

並研議是否修改評鑑作業程序及標準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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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生產設備及品管制度查核外，為確保履歷砂石場之砂石成品品質，

評鑑時將一併抽廠內的粗粒料及細粒料成品，送實驗室進行，粗粒料檢

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洛杉磯磨損率、健度、含泥量，細粒

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氯離子、健度、含泥量。合格標

準為 CNS 1240 混凝土用粒料。 

三、驗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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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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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評鑑、樣品抽驗、複評、驗

證決定、年度追查等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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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所示。 

砂石履歷作業受理對象為依法辦妥工廠登記、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

更編定之砂石碎解洗選場或申報系統中以有登錄之砂石場，有意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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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試辦作業之砂石場，應提送「砂石產銷履歷驗證申請書」，內容包

含公司基本資料、廠區配置、生產設備概況、配合事項同意書等，並蓋

公司大小印，承辦單位收到申請書後，應先確認內容是否有疏漏、砂石

場資格是否相符，再安排後續訪查評鑑事宜。 

今年試辦作業係以評鑑階段為主，後續待通過後持續辦理追查及抽

驗作業，以確認合格砂石場之品管能力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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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缺件補件等。 

(三)現場評鑑：邀混凝土或砂石專長之專家組成「評鑑小組」，於現場

採取與砂石場負責人員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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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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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缺失改善：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砂石場可於改善完

成後，將改善結果通知評鑑小組，並由評鑑小組辦理複

評，以確認改善成效。 

(六)驗證決定：以評鑑過程中蒐集之資料、抽驗結果及評鑑報告作為依

據，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小組進行審核。經複審完成後，

核定符合驗證標準者，提報礦務局複審備查，頒發證書、

登錄及公告。 

(七)追  查：為監督已取得驗證合格之砂石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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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追查包含

赴廠查驗及砂石成品抽樣試驗，若追查過程發現有不符

合事項，應要求砂石場於期限內改善完成，否則暫停履

歷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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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驗證作業流程 圖 7.1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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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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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場內於重要出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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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認砂石場填報是否符實。 

四、砂石產銷履歷作業要點草案 

107 年度本計畫已初擬「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理作業要點」之草

案，作為後續持續推動砂石履歷之依據，將依本年度執行成果進行檢討與修

正，草案內容詳表 7.1。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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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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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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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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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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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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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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粒料規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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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年度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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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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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辦作業執行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將於 108 年度開始試行，基於本計畫目前之工作成

果，將推動過程分為以下階段說明。 

一、準備作業：以 107 年度規劃之執行方式、作業流程、組織架構、試驗項

目及網頁公告事項等內容，經與局討論後，公告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供

外界參考。 

二、試辦對象受理：6月起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建置砂石履歷之公開頁面，

並提供申請書下載開放有意願之業者申請，後擇 4 場砂石業者參與 108

年度試辦，受理截止後，共有四家砂石場提出申請，分別為花蓮縣的「立

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景裕石業有限公司」、屏東縣的「富晟開發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及苗栗縣的「誠信砂石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請，經

書面審查後，皆為登錄有案之砂石場，並簽具申請驗證同意書。有關四

廠之申請資料如附錄八。 

三、砂石產銷履歷試辦：已安排 8 月 5 日赴花蓮的立光砂石場及景裕砂石

場、8 月 8 日赴屏東的富晟砂石場、10 月 5 日赴苗栗的誠信砂石場進

行評鑑訪查，現場查核照片詳圖 7.3。訪查重點在於以評鑑查核標準查

核廠內生產設備及品管措施之符合性，說明後續業者需配合填報產品

流向，並與業者溝通其對產銷履歷制度之意見，如查核標準、申請誘因、

對業者之效益、或後續推動配套作業，作為後續產銷履歷制度檢討之參

考。本次評鑑發現不符合項目下，各申請砂石場皆已依委員意見提出回

覆說明。有關本次評鑑報告及回覆報告如附錄九。試評鑑過程摘要如表

7.2。 

(一)立光建設公司： 

1. 輸送帶及人員走道安全設施可再加強。部分設施老舊，應持續保

養維護。(查核項目：1.1.1) 

2. 場內應加裝監視器來顯示運作情形。(查核項目：1.1.3) 

3. 廠內有不同河川原料，但現場受限於環境未能分開堆置。(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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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1.3.1) 

4. 查無廠內地磅定期校磅紀錄。(查核項目：1.5.3) 

5. 廠內無篩網、搖篩機、水洗篩及電子秤。(隔壁預拌廠有設備) 

(查核項目：1.6.1) 

6. 尚未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查核項目：2.1.1) 

7. 尚未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查核項目：

2.2.1) 

8. 查無砂石成品試驗紀錄。(查核項目：2.2.2) 

9. 查無自主成品檢驗。(查核項目：2.3.2) 

10. 查無煉鋼爐碴快篩檢驗紀錄。(查核項目：2.3.4) 

(二)景裕石業公司： 

1. 廠內無篩網、搖篩機、水洗篩及電子秤。(隔壁預拌廠有設備) 

(查核項目：1.6.1) 

2. 尚未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查核項目：

2.2.1) 

3. 查無砂石成品試驗紀錄。(查核項目：2.2.2) 

4. 查無自主成品檢驗。(查核項目：2.3.2) 

5. 查無煉鋼爐碴快篩檢驗紀錄。(查核項目：2.3.4) 

(三)富晟開發公司： 

1. 廠內無篩網、搖篩機、水洗篩及電子秤。(隔壁預拌廠有設備) 

(查核項目：1.6.1) 

2. 尚未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查核項目：

2.2.1) 

3. 查無砂石成品試驗紀錄。(查核項目：2.2.2) 

4. 查無自主成品檢驗。(查核項目：2.3.2) 

5. 查無煉鋼爐碴快篩檢驗紀錄。(查核項目：2.3.4) 

6. 送貨單缺簽收欄。(查核項目：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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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誠信砂石公司： 

1. 現場查看 3 分石堆置區有混到 6 分石情形。(查核項目：1.3.3) 

2. 場內地磅未辦理校正。(查核項目：1.5.3) 

  

立光砂石場評鑑 立光砂石場樣品抽驗 

  

景裕砂石場評鑑 景裕砂石場樣品抽驗 

  

富晟砂石場評鑑 富晟砂石場樣品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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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砂石場評鑑 誠信砂石場樣品抽驗 

圖 7.3 砂石場評鑑訪查及樣品抽驗 

 

表 7.2 砂石產銷履歷試評鑑過程摘要 

 立光 景裕 富晟 誠信 

所在地 花蓮 花蓮 屏東 苗栗 

申請時間 108/6/28 108/6/28 108/6/20 108/9/10 

評鑑時間 108/8/5 108/8/5 108/8/7 108/10/5 

抽驗時間 108/8/5 108/8/5 108/8/7 108/10/5 

外部委員 張大鵬、 

廖同柏 

張大鵬、 

廖同柏 
王和源 黃泰聰 

缺失數 10 5 6 2 

矯正報告

提送時間 
108/11/1 108/8/29 108/9/5 108/10/29 

 

 

四、砂石樣品抽驗：訪查評鑑當天，將一併抽廠內的粗粒料及細粒料成品，

送實驗室進行，粗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洛杉磯磨損

率、健度、含泥量，細粒料檢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篩分析、氯離子、

健度、含泥量。試驗結果如表 7.3，並已登錄於產銷履歷資料庫中供外

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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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砂石履歷樣品抽驗結果 

 粗粒料 細粒料 

廠別 比重 吸水率 磨損率 健度 含泥量 比重 吸水率 細度模數 健度 含泥量 氯離子 

立光 2.68 0.59% 34.4% 1.3% 0.55% 2.68 2.19% 2.56 2.5% 2.26% 0.004% 

景裕 2.68 0.82% 28.13% 0.3% 0.67% 2.65 1.52% 2.12 2.2% 3.78% 0.004% 

富晟 2.66 0.74% 16.37% 0.2% 0.98% 2.62 1.85% 2.78 2.1% 3.07% 0.004% 

誠信 2.64 0.9% 18.6% 0.2% 0.60% 2.61 1.3% 2.77 0.9% 5.0% 0.001% 

註：粗粒料為 3 分石及 6 分石以 50%比例混拌後試驗 

 

五、產銷履歷系統登錄與開放查詢：本年度申請產銷履歷之四家砂石場，於

在申報系統中增加料源來源，若惟河川疏濬則選擇河川別，若為剩餘土

石方則選擇縣市別。至於銷售部分則增列銷售對象，方便消費者查詢。

名單查詢頁面詳圖 7.4，查詢內容詳 6.3.1 節。 

 

圖 7.4 產銷履歷廠商查詢 

  執行方案檢討 

以本次試評鑑結果，訪談各砂石場對砂石履歷制度推動之建議，各砂石

場多肯定履歷制度有助於提升砂石場能力，確保產品品質，並建立品牌形象，

然而，評鑑條文要求或有些窒礙難行處，依本年度砂石履歷執行方案試辦成

果，綜整評鑑專家及砂石業者之意見及後續推動建議，分述如下，將作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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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產銷履歷制度檢討之依據。 

一、履歷制度及標準檢討改進 

(一)砂石場內因原料堆置區域有限，顧及到作業方便，難以分不同河

川疏濬料堆置，且不能有混雜情形。建議以河川疏濬料及剩餘土

石方來區隔即可，無需再區分河川來源。 

(二)因地磅僅作為買賣數量點收參考，與品質無涉，且允收數量仍以

顧客端(如預拌廠)之地磅為準，建議地磅可放寬與鄰近合格地磅比

對方式進行校正，例如以砂石車裝載不同重量進行比對，並紀錄

查驗結果，不強制送標準檢驗局校磅。 

(三)原規定廠內或同地區砂石場應具備品管實驗室設備，建議放寬可

與同地區的預拌廠或瀝青廠共用品管儀器設備。 

(四)砂石場人員對檢驗項目、方法、合格標準並不熟悉，建議可由執

行單位建立作業程序及表單範例，提供場內參考引用。 

(五)場內砂石料源皆來自於河川局或地方政府的河川疏濬工程，是否

有必要建立爐碴快篩檢測有待商討。 

(六)有關砂石品管儀器及成品檢驗，建議可由當地砂石公會統整需

求，購買相關儀器設備後，協助砂石會員場辦理品管檢驗，提高

對會員的服務。 

(七)砂石成品出廠檢驗之目的在於品質初步把關，因此檢驗速率比精

準度更為重要。故建議應訓練場內人員對砂石成品品質之目視判

別能力，例如粒徑、細度模數、含泥量、含水量等指標，紀錄目

視結果，不定期再由預拌廠回饋數據來比對。以目視判斷來取代

例行品管檢驗。 

二、履歷制度後續推動建議  

因工程機關或建設公司對履歷制度尚不熟悉，亦不瞭解履歷制度對

工程品質之助益，依此建議後續之宣傳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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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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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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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砂石場參與。 

(三)履歷證明：提供驗證合格砂石場履歷證明或證書，草擬範例如

圖，除提升砂石業者之榮譽感，以可作為業者業務推廣之證明文

件。 

(四)研討會及說明會：邀請專家學者、建設公司、工程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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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共工程採用：建議工程會將砂石履歷納入重大工共工程最有利

標之評選項目。請投標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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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設公司採用：申請砂石履歷制度後，需定期登錄砂石來源及流

向用途，建設公司可透過網站瞭解所供料預拌廠使用之砂石來

源，進一步確認品質，並可透過砂石履歷制度來增加房屋銷售對

消費者保障。如此可要求預拌廠選擇有通過履歷制度的砂石場。 

(七)預拌廠採用：除建設公司的要求外，採用履歷制度的砂石場，一

方面可多層保障品質及砂石流向，另一方面可作為自身的行銷宣

傳，爭取客戶之認同。 

(八)外單位稽核簡化：建議通過履歷制度之砂石場，可簡化空污、水

污等環保稽核或水利署核實到廠稽核之作業或頻率。 

(九)法令依據：為使履歷制度能永續推動，建議訂定「砂石產銷履歷

驗證推動及管理作業要點(草案)」，以作為履歷制度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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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砂石產銷履歷證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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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計畫成果推廣 

本計畫由 106 年起至今已有初步成果，目前新版砂石產銷填報系統已

提供業者使用中，礦務局內之填報及報表產出功能亦已於 107 年開始使用，

而前台如砂石品質地圖、產銷統計資訊及圖台等功能皆逐步建立，但因此屬

新功能，無迫切使用需求，故仍須持續宣傳推廣，讓相關潛在使用者理解本

系統所有功能，以發揮最大效益。7.2.1 節規劃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及砂石產

銷履歷的各階段推廣工作，7.2.2 節規劃後續使用者問卷調查。 

 推廣作業 

一、函文宣導與網站介紹 

本計畫團隊辦理優質混凝土驗證多年，與砂石主要使用者－預拌

混凝土業者皆有密切聯繫，於 108 年 2 月已函文至各優質混凝土廠推

廣「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也初步獲得部分廠家之詢問與回饋，業者

反應砂石價格與使用者最密切相關，盼於砂石統計資訊中可查詢各地

區之砂石單價等訊息。 

而本年度在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建置完成，以及納入水利署疏濬資

訊、營建署剩餘土石方產量、公共工程標案資訊後，將再次發文予各

廠家說明功能之效益及使用方式，鼓勵業界多加利用；其他政府機關

已建立網站互相連結部分，包含工程會網站(如圖 7.6)、水利署河川便

利通(如圖 7.7)、疏濬管理系統(如圖 7.8)等，增加各機關對本系統之使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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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工程會網站連結 

 

圖 7.7 河川便利通網站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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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疏濬管理系統網站連結 

二、使用單位推廣 

目前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尚在建置優化中，實際之常用使用者僅有

礦務局內人員以及砂石業者，而本系統提供品質面、市場面、知識面

等多元功能及資訊，涵蓋整個砂石產業鏈，未來使用者將逐步擴大，

推廣至更上位之使用者，應可更有效率達到宣導作用。 

砂石業之直接消費者為預拌混凝土廠，今年 5 月份本團隊訪談國

內混凝土兩大業者(如圖 7.9)，台灣水泥公司及亞東預拌混凝土公司

(亞洲水泥集團)時，已就砂石產銷履歷之試辦規劃及對業者之效益作

說明，由於台泥公司及亞東公司全省的預拌家數超過 30 家，市占率

約 25%，若能將砂石履歷制度納入總公司砂石採購之優先選項，有助

於本制度之推廣。經訪談後兩預拌廠業者皆認同產銷履歷對預拌廠之

助益，也希望能藉由與履歷制度之合作，共同提升企業形象，爭取工

程主辦機關及建設公司的認同，後續將研議評選砂石供應商時納入產

銷履歷制度，也希望礦務局能持續宣傳，增加建設公司對砂石履歷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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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公司拜訪 亞東預拌公司拜訪 

圖 7.9 預拌業者拜訪 

三、砂石產業研討會 

已於 10 月 5 日於礦務局舉辦砂石產業研討會，邀請砂石碎解洗

選業者、預拌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業者、工程主辦機關、專家學者參

與，研討課題包含五大主題： 

(一) 砂石產銷市場現況與趨勢：針對近期砂石市場、供應量、庫存

量、各地區的單價作綜合性說明，讓工程機關能瞭解市場變化，以

便及早因應。 

(二) 砂石品質對混凝土影響之探討：砂石為混凝土之主要材料，其粒

型、級配、含泥量、洛杉磯磨損等性質皆影響混凝土的性質表現，

以理論研究說明砂石品質檢驗方式及其重要性。 

(三) 公共工程砂石供應與品質維護：擬就工程主辦機關之規範規定說

明公共工程對於砂石品質之管制規定，結合三級品管制度，說明工

程機關與預拌廠、砂石場應建立之品管機制。 

(四) 礦務局砂石產銷履歷試辦情況：經本計畫 108 年度實際以三場砂

石碎解洗選場執行砂石產銷履歷試辦之經驗，對砂石業者及混凝土

業者宣導砂石履歷之效益，並蒐集各界意見，確保制度健全完整，

以利於後續年度開放各場家申請時可順利推動。 

(五)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功能介紹：本計畫建立之資訊系統目前已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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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品質及產銷資訊之查詢功能，並持續擴充優化中，108 年度也

將結合河川疏濬、營建剩餘土石方、公共工程等業界關心之資訊，

將藉此機會推廣本系統，讓各相關單位都可以熟悉此多功能之資訊

平台，提升產業知識及競爭力。 

本次研討會報名人數共 100 人，實際出席人數共 88 人，研討會現況如

圖 7.10，報名學員涵蓋產官學各界，對推廣土石資訊服務平台及砂石產銷履

歷制度有相當之助益。 

  

圖 7.10 砂石產業研討會 

 問卷調查規劃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目前已上線近一年，107 年主要使用者為砂石業者及

礦務局同仁，108 年因功能逐漸增加，將拓展使用者至工程機關、民間建設

公司及預拌業者等，並於使用後將針對本系統各分眾以問卷方式蒐集使用

回饋意見。 

砂石業者意見調查部分，係每月填報流向時，彈出問卷視窗，由業者填

寫對產銷系統使用上之意見，惟上網開放填寫後，兩個月內僅不到 10 家業

者填寫，填報率太低，不具參考價值。故以研討會發送問卷，調查參與研討

會學員再聽完產銷履歷制度及土石資訊服務平台之操作後，對本系統之建

議。蒐集多方意見，以做後續系統調整與優化之規劃，問卷之設計內容如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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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砂石產銷履歷及土石資源服務平台需求調查問卷調查 

各位先進： 

您好，有鑒於礦務局於 106 年起建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https://amis.mine.gov.tw/)，

且仍在持續擴充及優化功能，特辦理本問卷調查了解一般民眾及工程單位對於砂石資

訊系統功能之需求，以促進系統之功能更加完善。各工程先進提供之寶貴意見，將作

為精進系統，以及未來政策推行之參考依據，謹致上最深的謝意。 

敬祝 

  萬事如意 

經濟部礦務局、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敬啟 108.10.05 

-------------------------------------------------------------------------------------------------------------- 

一、基本資料 

1.1 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1.2 請問您的年齡？ □30 歲以下□31~40 歲□41~50 歲□51~60 歲□61 歲以上 

1.3 請問您的學歷？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1.4 請問您的單位類別？□政府機關□營造廠□顧問公司□預拌廠□砂石產業 

二、系統使用經驗 

2.1 針對「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頁可再加強部分？(可複選，並請排序，最重要

填 1、次重要填 2、第三重要填 3，以此類推)  

□表單設計明確 

□欄位清楚易懂 

□字句陳述清楚 

□網頁反應速度 

□使用易上手 

□豐富查詢功能 

□文字大小（□加大 □縮小） 

□排版配色 

□資料更新速度 

     □暫無意見      □其他或意見補充(請說明)：           

2.2 本平台建置砂石品質地圖，蒐集整合民國 70 年至今各單位調查之河川、陸上、

海域砂石品質數據，以地圖方式供使用者查詢各地砂石品質狀況，請問您認為

對您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略有幫助 □尚無想法 □無幫助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 

2.3 本平台建置產銷統計資訊查詢，供使用者查詢各區砂石料源供應量、產銷存

量、價格變化及進口砂石量等統計圖表，請問您認為此功能對您是否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略有幫助 □尚無想法 □無幫助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 

2.4 目前系統對外開放之查詢功能有品質探索、市場探索等 6 大類，請問您認為

哪類功能對貴公司最有幫助？(可複選，並請排序，最重要填 1、次重要填 2、

第三重要填 3，以此類推) 

□品質探索          □市場探索         □知識探索      

□砂石產銷履歷試辦  □砂石產銷資訊公開  □廠商專區     

2.5 目前系統功能仍在持續擴充優化中，您希望可在網站上獲得何種資訊或服

務？(可複選，並請排序，最重要填 1、次重要填 2、第三重要填 3，以此類推) 

□河川疏濬資訊   □重大工程資訊   □圖資查詢(如地質圖、土地資訊等) 

□砂石品質履歷資訊  □砂石品質試驗資訊  □營建剩餘土石方統計資訊 

□全國砂石供產銷統計 □產業鏈成本分析  □其他：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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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系統已與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介接河川疏濬標案資料，包含各河川疏濬規

劃量、執行量、標售底價、起迄日期等，請問您尚想查詢何種資訊？(可複選，

並請排序，最重要填 1、次重要填 2、第三重要填 3，以此類推) 

  □過去疏濬處之量價資訊   □目前何處正在執行疏濬  □尚未執行之規劃量 

  □目前疏濬量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砂石產銷履歷及綜合建議 

3.1 礦務局正規劃推動砂石產銷履歷制度，結合每月申報之砂石流向，並委請專

單專業單位進行砂石成品品質抽驗及廠內生產品管作業查核，提供消費者及

工程單位優良砂石場的另一種選擇，結合產銷履歷平台促進砂石場水準之提

升，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意願採用或鼓勵供應商參加？ 

  □很有意願 □略有意願 □無意願 □尚無想法 □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 

3.2 砂石產銷履歷系統中，請問您認為哪類功能對貴單位最有幫助？(可複選，並

請排序，最重要填 1、次重要填 2、第三重要填 3，以此類推) 

□砂石來源 □砂石流向 □砂石抽驗數據 □廠名及聯絡方式 □其他_________ 

3.3 您還想對於砂石產銷履歷制度獲得或增加什麼資訊？ 

＿＿＿＿＿＿＿＿＿＿＿＿＿＿＿＿＿＿＿＿＿＿＿＿＿＿＿＿＿＿＿＿＿ 

3.4 對於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之後續推廣，您有何建議？或有其他誘因使供應商提

高加入意願？ 

＿＿＿＿＿＿＿＿＿＿＿＿＿＿＿＿＿＿＿＿＿＿＿＿＿＿＿＿＿＿＿＿＿ 

3.5 若對以上系統功能，及礦務局砂石相關政策，有任何其他相關問題與建議，敬

請不吝提出，您的意見是進步的動力： 

＿＿＿＿＿＿＿＿＿＿＿＿＿＿＿＿＿＿＿＿＿＿＿＿＿＿＿＿ 

 

砂石產業研討會共回收 51 份有效問卷，其中機關代表 10 份、營造業者

6 份，預拌業者 30 份，砂石業者 5 份，茲就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針對「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頁可再加強部分 

本部分共分十項供使用者選擇重要程度，並依選擇之項目排序其重

要度，由彙整資料可以了解使用者最在意對資料更新速度，其次為豐富

的查詢功能及使用便利性。分析結果如圖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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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網頁可再加強部分問卷調查結果 

二、砂石品質地圖之助益 

本平台建置砂石品質地圖，蒐集整合民國 70 年至今各單位調查之

河川、陸上、海域砂石品質數據，以地圖方式供使用者查詢各地砂石品

質狀況，調查分析結果如圖 7.12。有 58%的使用者認為非常有幫助，34%

的使用者認為略有幫助，證明砂石品質地圖對使用者確實有助益。 

 

圖 7.12 砂石品質地圖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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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砂石產銷統計資訊查詢功能之助益 

本平台提供產銷統計資訊查詢，供使用者查詢各區砂石料源供應量、

產銷存量、價格變化及進口砂石量等統計圖表，調查結果如圖 7.13。有

70%使用者認為非常有幫助，22%認為略有幫助，證明外界對砂石產銷統

計之需求與肯定。另有業者認為區域範圍太粗糙，建議細分各縣市或相

同砂石來源，避免資訊混淆。 

 

圖 7.13 砂石產銷資訊問卷調查結果 

四、系統對外開放之查詢功能 

目前系統對外開放之查詢功能有品質探索、市場探索等六大類，調

查結果如圖 7.14，高達 75%使用者認為對公司最有幫助的功能是市場訊

息，其次是品質查詢及產銷統計資訊，超過 50%的使用者是覺得有幫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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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系統對外開放之查詢功能重要程度調查結果 

五、系統功能持續擴充、優化 

系統功能仍在持續擴充優化中，其中列舉八項資訊及服務供業主參

考，最多使用者對砂石產銷履歷最有期待，其次是產銷履歷統計資訊，

再其次為河川疏濬資訊及砂石品質資訊。統計結果如圖 7.15。 

 

圖 7.15 系統工能擴充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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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河川疏濬標案資料 

本系統已與水利署疏濬管理系統介接河川疏濬標案資料，包含各河

川疏濬規劃量、執行量、標售底價、起迄日期等，其中提供四個選項，

高達 80%使用者最想知道目前正在執行疏濬的位置，其次為目前疏濬之

執行量，再來才是過往疏濬之量價資訊，惟期望度都超過 50%，代表使

用者對河川疏濬非常關心。調查結果如圖 7.16。 

 

圖 7.16 介接河川疏濬標案資料問卷調查結果 

七、推動砂石產銷履歷制度建議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結合每月申報之砂石流向及砂石成品品質抽驗

結果，提供消費者及工程機關優良砂石場的新選擇。依問卷統計(如圖

7.17)，有 42%使用者很有意願採用及鼓勵供應商參加，33%使用者略有

意願，整體來說均樂見促進砂石場水準之提升，進一步確保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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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 砂石產銷履歷及綜合建議 

八、砂石產銷履歷系統功能建議 

對於砂石產銷履歷系統功能之建議，有 80%使用者認為砂石來源資

訊最有幫助，其次 69%使用者認為抽驗結果有幫助，57%使用者認為砂石

流向有幫助，因此可加強各廠砂石來源資訊之揭露。調查結果如圖 7.18。 

 

圖 7.18 砂石產銷履歷系統功能建議 

九、其他對於系統需求 

對於砂石產銷履歷制度，有砂石業者提出想獲得原料價格、加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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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品售價等資訊以及希望能持續更新砂石廠數據，確保品質，增加

砂石場等級劃分，區分好壞之砂石場。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之後續推廣方面，有業者建議若公共工程、工程

會若將履歷制度納入優先參考砂石場，並願意提供相對單價，且肯為有

履歷之砂石場作保證，並可提高意願，再者確保砂石產銷履歷之認證，

使供應商得到保證，增加取樣密度，提高履歷數據可信度，除建設公司

推廣外，應向營造產業多進行推廣，以及政府機關應成立專案單位、機

構，提供加入輔導獎勵及多舉辦說明會等，而產銷透明化，使之可良性

競爭，是很好的制度。 

對系統功能及砂石相關政策，政府機關代表建議可考量於首頁設

置-「意見回饋」，供使用者即時提供回饋，可立即連結到土石組承辦

信箱，砂石業者提出全國整體砂石供需情形太過樂觀，知道有缺口，

卻無解決方案，讓業者自生自滅，中南部有砂石，單光運的車輛及運

費需由誰買單，提高售價被公平會罰款，業者如何生存的疑慮，妥善

分析後，期望有所「措施建議」，價格上，須考量業者成本分析，否則

缺砂石，還是一樣反應成本，資訊整合上都能提到成本運費考量，避

免公平會再一次刁難，以及分級履歷品質後，需於公共工程採購用料

需分級指定適用，替代料議題的可行度，以上為研討會填寫問券之意

見，將綜合這些寶貴意見做參考，作為後續系統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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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一、河川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一)由過去河川砂石品質文獻彙整及近年來疏濬成果，卑南溪為台東地

區最大河川，亦為當地主要砂石來源，107 年之疏濬量約 69 萬立

方公尺，幾乎為縣內自用，未銷至外縣市；磺溪為新北市金山區附

近的河流，流域及長度皆短，雖為中央管河川，但近年來無疏濬紀

錄。 

(二)磺溪卵礫石成份不多，比重較一般砂石為低，僅 2.3~2.4，吸水率

偏高，細粒料達 12%，細度模數低，其材質不適合作為混凝土用粒

料，僅能作為級配回填。 

(三)卑南溪水系主支流砂石性質差異不大，比重於 2.6~2.7之內，吸水

率粗粒料皆在 1%以內，細粒料於 2%以內，洛杉磯磨損率位於 20~40%

內，差異較大，但採樣結果皆適合用於混凝土用粒料。 

(四)河川品質試驗數據已併同採樣照片，建入系統中。 

二、資料建置 

(一)外單位資料介接部分，已洽詢經濟部工業局工廠登記及營運動態檢

查資料介接機制，有鑑於砂石場不一定都有工廠登記證、或公司與

工廠不在同一地址、或公司名稱有疏漏或加分場備註，將以公司統

一編號來作為介接識別。已洽談中央地調所，將依本系統地質圖資

需求提供介接服務。 

(二)訪談經濟部水利署，已介接疏濬砂石品質檢測資料及疏濬資訊，可

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查詢。營建署部分，已介接剩餘土石方產出

量，另規劃匯入建照核發統計及樓地板面積等資訊。已介接工程會

標案管理系統中的各縣市決標件數金額及大宗建築材料預估量。已

規劃填報表單介接台北市捷運局及高速公路局辦理之各預拌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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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廠砂石檢驗報告 

(三)已蒐集過往礦務局計劃報告、年度產銷調查報告、出國報告，以及

國內外砂石相關研究文獻，納入知識庫中供外界查詢引用。 

三、專業研究及情勢觀測 

(一)蒐集過往各類砂石需求預測模型，砂石用量與水泥及混凝土用量相

關，而公共工程之預拌混凝土用量與工程類採購金額成正比，而民

間建築工程之混凝土用量與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有正比關係，因此，

經不同年數計算比較後，以前三年政府工程採購金額及前一年建築

樓地板面積為變數，推估公式該年度砂石預測量。 

(二)若以二元方程式進行曲線迴歸，預測值與實際砂石需求量誤差率非

常相近，以此預估今年(108)砂石需求量應為 7,285 萬噸；若以公

共工程發包金額與混凝土用量關係值，及建築樓地板面積與混凝土

用量關係值兩者去推估公式及係數，其與實際砂石需求量平均誤差

率為 7.1%，以此預估今年(108)砂石需求量應為 7,200噸。兩模型

預估結果接近，後續將依今年實際砂石需求狀況再行檢討。 

(三)分析南部砂石銷售量及砂石庫存量與砂石價格之統計數據，砂石價

格與廠內庫存量有反比關係，庫存量愈高、砂石價格愈低，符合市

場機制，可彙整各月統計結果繪製趨勢線。惟今年(108年)因勞工

一例一休、環保要求、運輸上漲等因素造成砂石營運成本增加，與

前兩年(106 年、107 年)有明顯差異，後續將持續累計數據後檢討

價格預估模式。 

(四)為確實掌握砂石供需之發展趨勢，特訪談預拌業者及進口砂石協會。

預拌業者認為，在國家重大工程之帶動下，今年(108年)混凝土量

會較去年(107年)提高 6~10%，因此對砂石粒料之需求量亦會提高，

尤其是高品質砂石。在大陸進口砂石部分，進口砂石協會表示，雖

大陸政策未禁止機制砂出口至台灣，但因大陸內部需求量大，價格

高漲，在市場機制下，出口到台灣的量自然減少，且大陸砂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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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應求狀況會持續下去。因此在預拌業者之反應下，水利署持續

滾動式檢討砂石需求量，在不影響河防安全之情形下，擴大辦例河

川疏濬，來平穩砂石市場供需。依下半年度所調查之混凝土及原物

料市場行情，各地雖有不同價差，但各單價趨勢尚稱穩定。 

(五)為解決河川砂石供應不穩定之問題，評估宜蘭粗坑陸上土石資源開

採可行性 12.3 公頃為私有地，需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徵收，

依市價估算之結果，私有地連同地上建築物徵收金額約 3 億 8182

萬元。本專區使用地以林業用地為主，占 87.67%，另有少量的水利

用地、建築用地、交通用地，需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使

用分區及用地變更，變更申請書內容應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規定辦理。 

(六)已現場勘查該區之交通條件、地形、地理環境，對外交通順暢，可

開採量豐富。另訪談鄰近砂石業者，其對陸上採區樂觀其成，砂石

業者建議比照河川疏濬採採售分離模式，或宜蘭的公共造產模式，

由政府主辦開挖，砂石原料讓在地砂石場去標購。 

(七)規劃設置「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來管理專區營運，經計算專區

財務效益，本案初期需投入之資本約 11 億元，年度稅後盈餘約為

1 億 6,355 萬元(將開採設備及土地費用攤提於前十年)；現金流量

約為 2 億 2,450萬元(每年實際收入之現金盈餘)。尚不考慮本案採

磬後土地二次利用帶來的經濟效益情況下，已為一具經濟效益之開

發案。建議營運初期先以自辦營運辦理為主，等運作一段時間待商

務模式成熟後，再考量以發包委外方式或促參 OT 方式委由民間業

者經營管理。 

(八)依據土石採取法第 7 條之 1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劃設土石採取專

區，所需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畫書、水土保持計畫書、

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圖、申請使用地變更編

訂之計畫書圖與申請書、土石採取計畫書等，總委辦經費約為 3,4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6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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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時間約為 3年。 

四、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一)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已擴充砂石成品產銷資訊、地籍資訊、土資場、

瀝青廠、預拌廠分布資訊，河川疏濬現況則以圓圈大小來代表規劃

疏濬量，方便使用者瞭解周遭砂石產業鏈及料源供應狀況。 

(二)已針對礦務局內部使用者設計建置關鍵報表功能，並就各類使用者

之業務需求進行報表數據統計。 

(三)已針對砂石場履歷圖台進行優化，含營運資訊、用地管理、大事紀、

產銷資訊等內容，並就各營運狀況進行風險等級評估。 

(四)已建置早期盜採土石宜留坑洞管理系統，方便承辦人多樣化篩選與

查詢。 

(五)已建置砂石履歷制度作業頁面，提供外界查詢申請及評鑑相關流程。 

(六)以帳號密碼來管理不同使用者來查詢之資料及功能，如局內各承辦

人、工程機關、砂石業者或其他帳號使用者。 

(七)已建置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功能，包含砂石成品、混凝土及全產

業鏈等階段之詳細單價組成，並納入業者營建成本及目前原料市場

行情，作為計算合理單價之參考。 

(八)針對現行系統進行功能優化，土石採取資料庫部分包含土石採取場

篩選查詢、關鍵字查詢、基本資料管理介面、新增統計圖表功能、

檔案匯出等。用地管理資料庫則包含建置用地查核管理介面、砂石

碎解洗選場圖台展示、現場查核上傳照片用地查核結果分項統計等。

產銷調查資料庫、一鍵式產出月報、偵錯及數據勾稽功能等。知識

庫部分，則擴充法規函釋、砂石介紹、市場警示燈號介紹、石材產

業介紹、砂石履歷推動效益等內容。 

(九) 為能更加掌握使用者使用前台資訊服務站之使用行為，採用 Google 

Analyrics 分析功能於前台資訊服務網中，記錄每日來訪之使用者

人次、瀏覽行為等數據，最常使用功能為砂石產銷資訊查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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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0 流覽量，顯見外界對砂石市場之關心。 

五、砂石品質履歷及系統推廣 

(一)已規劃砂石產銷履歷作業流程、申請書格式、評鑑訪查標準、砂石

成品抽驗項目，並公告於網站上，本年度共有四家砂石業者申請砂

石履歷試辦作業，皆已針對不符合項目提出矯正說明。 

(二)四家申請砂石履歷試辦之砂石場已申報料源河川及銷售對象，針對

驗砂石成品抽驗結果皆已登錄於網站上供外界查詢。 

(三)外部評鑑專家及受訪砂石業者已提出評鑑標準之修改建議，建議擴

大宣傳，提高砂石場申請履歷制度之誘因。 

(四)持續以預拌業者訪談、網頁連結、舉辦砂石研討會方式推廣砂石履

歷制度。 

(五)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使用者對土石資訊服務平台所提供之產銷資訊

及砂石品質調查結果均認為有相當助益，亦肯定砂石履歷制度推動

成效，後續將依使用者關注議題如砂石品質檢驗及砂石來源等功能

優化，方便使用者查詢。 

8.2 建議 

一、砂石資源品質調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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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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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置 

(一)就今年與外單位洽談資料介接機制之共識，實際接入或匯入系統。

包含經濟部工業局的砂石碎解洗選砂石場業登記資料、地調所地質

圖資、營建署建築執照核發資料、關務署進口砂石資訊等。 

(二)持續接洽其他工程主辦機關提供砂石品質檢驗數據之可行性，擴充

砂石品質資料庫。 

(三)持續就已匯入之外單位資訊中，提出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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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蒐集國內外砂石專業研究文獻，納入資料庫中。 

(五)因應砂石性質分類 S 級之增訂，後續將更新砂石品質資料庫之分類

原則，提供使用者參考。 

三、專業研究及情勢觀測 

(一)持續進行砂石及混凝土市場及單價行情通報，回饋主管機關。 

(二)納入不同產銷變數及進口砂石變化，並考量前瞻計畫之執行工期，

持續檢討砂石需求及價格預估模型，探討預估結果與實際砂石需求

統計數據差異性之原因。另研擬參考其他經濟變數推估未來幾年砂

石需求量預估模型之可行性。 

(三)系統所統計砂石需求量與混凝土實際用量相關，建議後續深入探討

兩者預估結果差異之原因。 

(四)颱風侵台次數事關砂石供應，但氣候變遷導致侵台次數可能減少，

建議持續掌握趨勢。 

(五)蒐集大陸發展機制砂石之技術與設備現況，評估台灣投資效益。因

河川砂石及機制砂石性質略有不同，擬蒐集大陸機制砂石之相關品

質標準，比較與現行國家標準之差異，作為後續台灣推動機制砂石

之準備。 

(六)蒐集大陸發展淡化海砂之技術與設備現況，台灣海域砂石資源豐富，

評估開採淡化海砂之可行性。 

(七)檢討砂石品質分類標準，作為後續公開之準備。 

(八)持續進行宜蘭粗坑推動陸上土石資源開採專區之可行性評估。 

四、資訊系統建置與優化 

(一)持續擴充及整合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有關其功能定位、情境運

用為輔助產業及機關分析土石資源評估及選址之可行性及砂石料

源取得評估工具。後續建議 3 階段評估步驟，從選址、土地開發潛

力評估到產業開發潛力評估，若鄰近料源品質、供給情形及投資效

益評估結果符合需求，則具開發效益，可執行開發作業，若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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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開發效益。 

(二)持續進行各分項系統及資料庫之功能優化，包含砂石場履歷系統、

盜採坑洞管理系統、土石採取資料庫、用地管理資料庫，並擴充資

料庫內容，方便承辦人使用。 

(三)因礦業系統正配合礦業智慧管理專案進行升級，相關資料庫將轉移

至新系統，後續將依統計資料介接需求，配合業務單位及新系統開

發商進行資料整合建置。 

(四)持續砂石生命週期成本分析之前後台登錄及查詢功能，讓價格查詢

結果與市場行情相符。 

(五)將目前已公開之 API 服務與前台網頁之公開產銷資訊部分，持續進

行擴充工作，提供外界介接使用。 

(六)落實系統維護作業，作好風險管理及資料備援服務。 

(七)配合系統功能更新，就系統開發成果辦理一場教育訓練，對局內同

仁及外單位介紹新建系統內容、用途及操作方式。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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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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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持續以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功能於前台資訊服務網中，優化介

面，將各項建置之網站功能納入使用者行為分析，並評估不同模組

方向，針度瀏覽量非常低的網頁探討原因及改善建議，或統計第二

層或第三層頁面之瀏覽量，作為後續功能介面設計參考使用。 

(十一)綜合分析問卷調查結果與 GA 分析結果，已研提不同受眾之推廣

策略。後續評估以 Google 提供之 BigQuery，將 raw data撈出，

以做精準分析。後續評估數據時，除一般統計外，亦將納入內部

流量排除模式(排除局內電腦 IP)，以利分析外部使用者之習慣。 

(十二)有鑑於網站流量 GA 分析結果之重要性，建議後續納入局內承辦



221 

人員 GA 分析之培訓機制。 

(十三)後續規劃研擬平台 SEO 計畫，並與局內討論如何建立平台之 SEO

策略 

(十四)後續如有問卷調查工作事項，研擬針對使用者使用手機介面之調

查，並分析其結果 

五、砂石品質履歷及系統推廣 

(一)已辦理之四家砂石場持續進行追查作業，並將砂石抽驗結果及產銷

流向申報登錄於系統中，供外界查詢。 

(二)依本次試辦結果進行評鑑標準及作業要點草案修訂，研擬合格證明

文件及配套之執行作業程序，作為正式推動之準備。 

(三)持續規劃砂石履歷制度後續推廣措施，包含各工程主辦機關函文宣

導、網站介紹、拜訪連鎖預拌業者及建設公司，鼓勵採用驗證合格

的砂石場，在工程相關期刊發表履歷成果，於工程相關研討會上發 

表專題演講等等，以提高砂石履歷作業後續推動對砂石場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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