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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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序各年度成果

進行簡述。 

第一年(106 年)開始蒐集各單位過往所辦理的砂石品質相關文獻，並

依河川砂石、陸上砂石及海域砂石分類掃描電子化建檔，彙整出其中的

砂石品質調查數據，建置砂石品質地圖資料庫。針對蘭陽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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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入品質地圖系統中，結合 TGOS 圖資，圖像化顯示各點砂石品質數據，

再依國家標準、規範及過往對砂石品質研究文獻，將砂石依適用用途分

成三級。系統建置部分，重新建置砂石產銷填報系統，包含購入及賣出

之量價、產銷流向、廠內庫存等資訊，提供廠商更簡潔易操作的填報介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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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量及場交價格等資訊，供使用者更直觀的查詢。而政府積極

推動的廢棄物資源再利用作為再生粒料，評估電弧爐氧化碴、焚化底渣

及轉爐石，其用途僅能用於道路工程及回填材料，對於用量最大的結構

混凝土用粒料幫助有限。 

第二年(107 年)針對淡水河、林邊溪、東港溪、立霧溪共取樣 40 點

進行砂石性質試驗，納入品質地圖系統中，結合 TGOS 圖資，圖像化顯

示各點砂石品質數據，並將砂石依適用用途分成三級，並開始研擬砂石

品質履歷制度，作為推動自願性砂石品質履歷之準備。系統建置部分，

依礦務局業務需求、使用者回饋進行系統優化及功能更新，並新增介接

砂石例行業務調查內容納入本資料庫，以及蒐集與整合土石相關業務資

訊，為後續大數據整合加值做準備。展望未來砂石供需市場，因應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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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砂石及營建剩餘土石方的減少，供應缺口雖可自中國大陸補充，然

中國大陸砂石存在政治風險，而菲律賓砂石可供應量少，其餘東南亞國

家則受限當地禁止出口政策及運費問題，無法提供足額供應量。 

第三年(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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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相關試驗成果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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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

置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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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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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預估年度砂石需求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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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初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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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今年推動砂石履歷制度，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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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年(109 年)持續蒐集各單位過往所辦理的砂石品質相關文獻，並

依河川砂石、陸上砂石及海域砂石分類掃描電子化建檔，彙整出其中的

砂石品質調查數據。由於 107 年度已提出砂石品質分級建議，將砂石依

適用用途分為三類，本年度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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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材質不佳之土石，僅適用於回填、

農用，無法作為營建材料，歸為 S 類，故配合調整各河川砂石品質分類

之結果。系統建置部分，介接經濟部商業司砂石場商業登記資料，以確

保兩個單位資料之一致性，以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相關地質圖資，

提供資源評估之使用，並建立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資料及成果校核統

計分析查詢功能，另外為讓砂石流向更透明，以產業鏈結集流向為主軸，

建置混凝土端至工地端產銷履歷查詢介面，提供預拌廠自願性申報功能，

以串聯起砂石從河川疏濬、砂石場、預拌廠及工地端的完整生產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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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品質履歷部分，對於相關法令配套、組織架構、制度文件、證書樣

式及與履歷廠商之約束方式等提出精進之建議，除完成上年度 4 家試辦

場家之評鑑訪查及樣品抽驗，本年度共接受 7 家砂石場申請產銷履歷評

鑑作業。陸上土石採取專區部分，延續去年研究資料，以宜蘭粗坑設立

陸上土採取專區為評估對象，建置宜蘭粗坑採區現況電腦 3D 模型，進

一步規劃開採階段地形及上山之運輸專用道路方案，並研擬宜蘭縣粗坑

地區土石採取專區之新興中程個案計畫(草案)、土石採取專區相關法令

增修及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法令之增修建議。 

本計畫四年期成果重點有 1.完成所有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共

計取樣 205 處；2.建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完成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

砂石產銷鏈資料庫及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等；3.輔導 11 家砂石場參加

「砂石產銷履歷試辦」；4.提出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先期規劃暨中程個案計

畫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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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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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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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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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sufficient part. After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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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year achievement of this plan is to collect relevant aggregate 

quality literatures handled by each unit, scan to get electronic fi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gregates of river, land and ocean, integrate the 

aggregate quality investigation data among them, and establish the aggregate 

quality map database. In addition, take the samples from 150 places at Lanyang 

River, Toucian River, Jhonggang River, Houlong River, Hualien River, and 

Shiewgnluang River to carry on the aggregate quality test. The results are 

brought into the quality map system. The TGOS is combined to show the 

aggregate quality at every point in graph. Then, the aggregate is divided into 3 

grad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regulation and historical 

aggregate quality research literatures. This plan reestablishes the reporting 

system for the production &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including the quantity 

and price of buy and sell, production & marketing trend, and in-house 

inventory etc., and provides more simple and operatable reporting interfa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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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ufacture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ed aggregates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data of production & marketing quantity and price, establish the 

statistical graph inquiry function. As for the renewable aggregates from waste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such as the arc furnace oxidizing slag, 

incinerating bottom dreg and converter stone, their use is only limited in road 

works and backfill materials. The consumption to the largest structure concrete 

only has a little assistance. 

This plan (2018 year) is continu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2017 year (first 

year)achievement, taking the samples from 40 places at Tamsui River, Linbian 

Creek, Donggang Creek, and Liwu Creek to carry on the aggregate quality test. 

The results are brought into the quality map system. The TGOS is combined 

to show the aggregate quality at every point in graph. Then, the aggregate is 

divided into 3 grad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regulation and 

historical aggregate quality research literatures. This plan (2017 year) 

establishes an aggregate quality database, production &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and knowledge base, which system optimizes and function updates 

by Bureau of Mines business needs and user feedback. Increase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face aggregates business survey into the database, and collect 

aggregates business information to prepare for big data integration and 

database is easier for Analytics. It assists Taiwan's aggregates resources in 

efficient u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gregates industry and also 

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public and the industry and implements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aggregates supply 

and demand market, responding the reduction of river dredging aggregates and 

surplus earth of construction works, although the supply gap can be 

supplemented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aggregate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the politic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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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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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el survey this year. The results have been imported into the aggregates 

resources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mplete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system can integration sand and gravel plant operation, land, 

pro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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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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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4th year (2020), we will continue to collect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aggregates generated by other departments and units and scanned 

them based on the categories namely known as “river aggregates”, “land 

aggregates” and “marine aggregates” to produce electronic files which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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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urther compiled for sorting out the survey data of aggregates quality. In 

2018 the proposal of grading for the quality of aggregates had been submitted, 

which categorized the aggregates into three type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In 

this year, by referring to “Guidelines for Free Use of Dredged Mud and Rocks 

from Rivers and Reservoirs Managed and Monitor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of MOEA”, we categorize the aggregates with rather poor quality 

which could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refilling and agriculture (not for 

materials for construction) as “Type S” in order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adjusted categorization of qualities of river aggregates.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we connect such System with the quarry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OEA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ata from the two unit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geological 

map data from the Central Geological Survey, MOEA to enable the functions 

of resource assessment, the information filling by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entitie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addition, to allow more transparency of the 

circulation of aggregates, we have, based on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s, 

established an interface for inquiry of traceable products from the supply ends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s, and provide the option for a voluntary report by 

factories producing ready-mixed concrete products to cover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ycle from aggregates from river dredging, quarries, 

factories producing ready-mixed concrete products to construction sites. As 

for the traceability of products, we have offer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to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system documents, 

certificate formats and restrictions to traced manufacturers. In addition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visits and sample inspections of 4 pilot sites in the last year, 

the applications of assessment to traceable products from a total of 7 quarries 

are accepted. For the quarry of land aggregates, we adopt the research data of 

the last year and use the designated quarry site at Cukeng of Yilan to establish 

a computerized 3D model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rea to plan the 

transportation solutions for accessing and draft the emerging mid-term case 

plan for such site, the addit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quarries,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addition and amendment to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quarry operation funds. The key result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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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year plan are: (1) Complet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e of aggregates 

from 205 samples from all rivers manag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of MOEA; (2) Establish the “Aggregates Resources Service 

Platform” to complete the database of the quality of aggregates resources, the 

databas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the map for aggregates resources 

quality assessment, etc.; (3) Complete the assistance to 11 quarries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Pilot Program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Traceable Products of Aggregates”; and (4) Propose the draft of preliminary 

planning and mid-term case plan for designated land aggregates quarry sites. 

Our goal is to establish the database of aggregates quality, the databas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products, and the categorization and 

traceability of aggregates quality. We also expect to introduce more 

transparency to the qual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aggregates and stabiliz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By doing so, Taiwanese aggregates resources could be properly and efficiently 

utilized to achieve a mor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a more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and concer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ndust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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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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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礦務局數據統計，近 5 年(104~108 年)砂石產量平均約 6,800 萬公噸，

供應部分以河川疏濬產出比例最高約占 6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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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八八風災的大量砂石淤積及大陸地區禁止天然砂出口事件，導致國內的砂石

供應落差起伏變化劇烈，衝擊營建工程產業。在品質方面，部分進口砂石及國

內砂石業者陸續遭揭露或舉報摻用淡化海砂，引起媒體及民意代表關注，進而

促使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制定細粒料貝殼含量檢測法及更嚴格的水溶性氯離子

含量標準，礦務局也因此持續定期抽驗進口砂的氯離子含量，防杜氯離子含量

超標之砂流入市面。在業者經營方面，陸續發生高屏溪疏濬砂石斷料事件、老

舊大貨車淘汰造成砂石運輸能量不足事件、大陸進口砂石價格高漲使得國內砂

石市場波動劇烈事件，甚至今年(109 年)起大陸發生新冠肺炎，受疫情況區停

工影響而造成進口砂石短缺事件，墊高了預拌業者的購料成本，轉而要求政府

增加砂石供給量。 

上述之種種顯示在市場快速變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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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掌握土石資源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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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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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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辦理本項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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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市場供需穩定。 

三、推動砂石品質履歷：建立各地砂石品質及流向履歷資訊機制供各界查

詢，並建立砂石資源的分類標準，以確保使用者信心，維護建物安全。 

1.3 工作項目對照表  

本計畫 109 年度工作項目，如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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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勢觀測： 

1.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通報。 
第 3 章 

（二）資料建置： 

1.外單位資料實際接入或匯入 

2.本計畫研究與調查資料建入 

3.砂石資源相關文獻及專業研究報告建入 

 

4.1 章節 

4.2 章節 

4.3 章節 

（三）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1.系統公眾網站介面： 

(1)系統網站提出 AA 等級以上之無障礙認證標章申請，

配合審查意見進行修改，並取得認證標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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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導入網站流量監控程式，建立熱門流覽、指標觀察及

 

5.1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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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對應章節 

調整機制，提出系統修正建議。 

(4)配合各類系統功能模組發展，優化首頁及各分頁網頁

內容、建立或調整分眾使用之帳號管理模組及系統功

能操作指引內容。 

(5)開發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及礦務局資料庫介接。 

2.基本業務管理模組： 

(1)產銷調查資料庫： 

(2)用地管理資料庫： 

(3)知識庫： 

3.情境運用模組： 

(1)土石業務關鍵報表展示模組： 

(2)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 

(3)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4)砂石資源品質地圖：參考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

調查參考手冊內容，優化砂石資源品質地圖點位資訊

及河川品質分段圖層。 

(5)以產業鏈結及流向為主軸，建置混凝土端至工地端產

銷履歷查詢介面。 

 

 

 

 

 

5.2 章節 

 

 

5.3 章節 

 

 

 

 

（四）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精進砂石品質履歷執行方案。 

(1)完成法令配套、組織架構、制度文件、證書樣式及

與履歷廠商之約束方式。 

(2)提供砂石品質履歷執行範例。 

 

 

6.1 章節 

 

6.2 章節 

（五）專業研究： 

1.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先期規劃暨研擬中程個案計畫草案 

(1)現有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資料盤點彙整。 

(2)協助研擬土石採取專區相關法令之增修與說明。 

(3)研擬「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法令、設置法源依據

及修法條文增修建議。 

(4)依 108年度宜蘭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開發先期評

估成果，擬定營運管理及維護計畫，其中應包含專區

基金回饋機制及細部項目。 

(5)規劃粗坑土石採取專區運輸專用道路方案，研析粗坑

土石採取專區專用道之路線位址及可行性評估，並預

估經費需求。 

(6)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研

擬宜蘭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之新興中程個案計

畫(草案)，並協助機關辦理相關提報準備作業。計畫

執行期間，機關得視需要召開至少 1次專家諮詢會議，

 

 

7.1 章節 

7.2 章節 

7.3 章節 

 

7.4 章節 

 

 

7.5 章節 

 

 

7.6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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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對應章節 

會議所需費用由廠商支應。 

（六）計畫推廣： 

1.應於期初提出 109 年度行銷推廣計畫（活動類），內容述

及下列項目，經礦務局核可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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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 

4.推廣頻次與時間：依上述推廣內容及對象規劃訂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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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章節 

 

 

8.2 章節 

（七）「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維護服務： 

1.維護範圍： 

2.系統功能中斷及故障修復方式： 

3.配合事項：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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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整體工作規劃 

本計畫為「環境資源資料庫整合計畫」之一部份，為四年期計畫，目標在

於建立砂石資料品質資料庫、砂石產銷鏈資料庫、砂石品質分級履歷，在於砂

石品質及產銷流向之透明化，並藉由市場力量穩定產業發展，因此整體工作說

明如下。 

2.1  106 年度計畫成果  

一、建置砂石資源品質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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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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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砂石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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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砂石品質與臺灣所產砂石粒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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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石及批註土石資料、歷年出國報告、研究資料、

土石採取管理資料、砂石場檢查管理資料，整合土石相關業務資訊，為以

後大數據整合加值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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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整合已建置的砂石品質分布及產銷析統所統計的各區砂石使用及需求

資訊，規劃砂石資源評估地圖，作為礦務局評估各區砂石資源及設廠可行

性檢意評估，以回應工程及使用者需求。 

四、規劃砂石品質履歷 

研擬砂石品質履歷制度，如組織、作業程序、分級標準、評鑑標準、

履歷流向管理、法令依據等，並取得機關及業者之共識，作為後續推動自

願性砂石品質履歷之準備。 

五、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就 106 年已建置的砂石品質資料庫及產銷填報系統，持續優化各項功

能，如行動版網頁、分眾使用介面、各種圖層介接、關鍵字搜尋、場商管

理功能擴充、資料分析、報表自動匯出、知識庫內容擴充，方便業務統計，

讓資料庫內容更便於分析使用。 

六、系統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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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辦理卑南溪及磺溪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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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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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經濟部工業局砂石場商業登記資料定期自動介接至本系統，持續更

新疏濬砂石品質檢測資料、工程砂石材料施工檢測品質資料及地質資料及

圖資以及建、執照核發資料。亦持續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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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後大數據整合加

值做準備。 

三、規劃砂石品質履歷 

就 107 年度所研擬之砂石履歷執行方案，擇 4 家意願之砂石場進行試

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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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延續 107 年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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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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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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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專業研究 

因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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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各類砂石需求預測模型，重新檢討適

用性，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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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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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9 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及目標 

（一）情勢觀測： 

1.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通報。 

（二）資料建置： 

1.外單位資料實際接入或匯入︰ 

(1)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工廠登記、營運動態等資訊。 

(2)地質資料及地質圖資。 

(3)建、執照核發資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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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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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1. 系統公眾網站介面： 

(1)系統網站提出 AA 等級以上之無障礙認證標章申請，配合審查

意見進行修改，並取得認證標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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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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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配合各類系統功能模組發展，優化首頁及各分頁網頁內容、建

立或調整分眾使用之帳號管理模組及系統功能操作指引內容。 

(5)開發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及本局資料庫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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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業務管理模組： 

(1) 產銷調查資料庫： 

a. 整合水利署河川疏濬資訊、營建署營建土方資訊，建立自動

化料源校核模組，需具備篩選、查詢及匯出功能。 

b. 整合營建署建、執照核發資料、工程會決標金額，建立預測

模組，需具備篩選、查詢及匯出功能。 

c. 建立單場產銷存資訊查詢模組，需具備篩選匯出功能。 

d. 建立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資料及成果校核統計分析查詢

功能。 

(2)用地管理資料庫： 

a. 整合經濟部中辦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工廠登記資料，優化

砂石場興辦事業計畫管理介面並建立相應之篩選、查詢及

匯出功能。 

b. 其他地理資訊成果之進階運用。 

(3) 知識庫： 

a. 配合前台功能開發，持續優化及建置各項功能上稿介面。 

b. 知識庫至少新增內容如下：各河川砂石品質分類結果。 

3. 情境運用模組： 

(1)土石業務關鍵報表展示模組： 

a. 持續規劃並建置用地管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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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關鍵報表需依政策、管理、基礎 3 類分層建置。 

(2)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 

a. 優化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圖台查詢及展示功能。 

b. 優化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樣態分類管理介面，需具備管理介

面及報表匯出功能。 

(3)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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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優化及擴充下列產業經營參考圖資或資訊： 

(a)土地地籍資訊。 

(b)砂石產業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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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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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砂石資源品質地圖：參考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參考

手冊內容，優化砂石資源品質地圖點位資訊及河川品質分段圖

層。 

(5)以產業鏈結及流向為主軸，建置混凝土端至工地端產銷履歷查

詢介面。 

（四）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精進砂石品質履歷執行方案。 

(1)完成法令配套、組織架構、制度文件、證書樣式及與履歷廠商

之約束方式。 

(2)提供砂石品質履歷執行範例。 

a. 完成 108 年度試辦場家之驗證作業，包含授證、後續品質抽

驗及履歷資訊登錄。 

b. 109 年完成 2 家砂石場新申請案評鑑作業。 

（五）專業研究： 

1.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先期規劃暨研擬中程個案計畫草案 

(1)現有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資料盤點彙整 

a. 至少擇 3 區進行土地使用現況及砂石開採適宜性等現地調

查工作，分析各區域資源開發潛能，以作為後續專區推動之

參考依據。 

b. 依前項所擇之計畫區範圍，進行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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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土地地籍資料蒐查。 

(b)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調查。 

(c)土地徵收經費調查分析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總經費評估。 

(d)現地地形、地質及運輸路線調查。 

c. 依宜蘭粗坑採區之設定範圍，規劃電腦 3D 模式： 

(a)建置宜蘭粗坑採區現況電腦 3D 模型。 

(b)預估以電腦 3D 模擬開採階段地形及上山道路規劃之費

用。 

d. 就宜蘭縣粗坑土石採取專區開發效益，協助草擬地方「社區

創生提案」規劃報告。 

(2)協助研擬土石採取專區相關法令之增修與說明，項目包括: 

a. 土石採取保證金作業及管理辦法。 

b. 政府機關專土專用案件環境維護費分配及運用辦法。 

c.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建檔登記及公開作業

要點。 

d. 研擬未來中央委託或委辦地方政府進行土石專區開發之法

源依據或法規修正。 

(3)研擬「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法令、設置法源依據及修法條

文增修建議。 

(4)依 108 年度宜蘭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開發先期評估成果，

擬定營運管理及維護計畫，其中應包含專區基金回饋機制及細

部項目。 

(5)規劃粗坑土石採取專區運輸專用道路方案，研析粗坑土石採取

專區專用道之路線位址及可行性評估，並預估經費需求。 

(6)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研擬宜蘭縣

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之新興中程個案計畫(草案)，並協助機

關辦理相關提報準備作業。計畫執行期間，機關得視需要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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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 1 次專家諮詢會議，會議所需費用由廠商支應。 

（六）計畫推廣： 

1. 應於期初提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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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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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維護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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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系統功能中斷及故障修復方式： 

(1)電話報修：系統功能中斷或故障發生後，經本局通知 6 小時內，

廠商應以電話回復並排除相關問題。 

(2)現場維修：若電話報修無法排除時，經本局通知 6 小時內，廠

商需派員至本局確認問題，並經本局同意後 24 小時內提出解

決方案及恢復系統運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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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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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廠商維護期間如需使用本局之硬∕軟體或管理上之配合，應先提

出申請，由本局同意後進行。 

(3)所有維護工作均須製作維護紀錄及相關文件報本局備查。 

4. 其他： 

(1)「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理系統」備援：資料備份頻率：每個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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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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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通報  

國內砂石市場因諸多因素而有震盪，如老舊大貨車報廢造成之運輸量能不

足、大陸進口砂石價漲量縮、甚至 109 年大陸新冠肺炎造成礦山停工而影響砂

石進口等，以至於砂石使用端有成本提升、品質變動甚至無料可用之情況。近

年國內砂石市場，以中部、南部及東部供需相對穩定，故北部將為重點觀察地

區。本計畫持續蒐集分析產銷統計資訊，並定期由各方面聯繫砂石生產端及使

用端，彙整數據及實際回報之情形，必要時提出政策建議。 

108 年度臺灣砂石銷售狀況方面，全國共計產 6,150 萬公噸，以河川疏濬

為大宗佔 65%；營建剩餘土石方為 21%；進口砂石為 10%；礦區碎石 4%，除

北區及澎湖、金門、馬祖外，中區、南區及東區均可自給自足充分供應，故北

區需以多元調節機制補充，外島部分則須仰賴大陸進口砂石。 

砂石市場調查將延續 108 年度之調查內容，包含：市場混凝土需求量調

查、河川疏濬砂石供給量調查、大陸進口砂石量調查及混凝土成品市場價格調

查，調查內容詳述如下，另外，每月將隨工作會議紀錄檢附當月調查表。 

 

一、 混凝土成品市場價格調查 

本年度將持續訪談國內預拌混凝土公司產能銷售狀況，了解市場供需情

形。而 109 年度之訪談結果如表 3.1 所示，109 年初混凝土價格已較 108 年有

調漲過，而原物料單價無明顯變動，故混凝土價格大致趨穩，另因公平會自去

年起持續密切觀察價格趨勢，亦調查近年混凝土漲價因素，故預拌業者報價多

維持平穩。今年混凝土用量在各大公共工程、科技廠房及民間工程開始進入高

峰期之情形下，混凝土用量會比去年增加，年底為傳統建築旺季，混凝土用量

提高，預拌業者表示今年單價會維持平穩，但因為原物料成本上漲、司機及品

管人力不足、市場需求旺盛等因素，預計明年新年度時與營造廠簽訂新合約時，

將反應成本提高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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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109 年混凝土市價行情調查 

地

區

別 

強度規格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北

區 

210kgf/cm2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5kgf/cm2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80kgf/cm2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中

區 

210kgf/cm2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45kgf/cm2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80kgf/cm2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南

區 

210kgf/cm2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45kgf/cm2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280kgf/cm2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東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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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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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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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電話洽詢相關業者                 單位：元/立方公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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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訪談方式不定期了解國內主要預拌混凝土公司

營運產能狀況，並以工程會標案管理系統的混凝土預估量做比對。有關

近期重大公共工程列舉如表 3.2。民間工程案則以科技廠房投資興建為

主，以台積電在竹科及南科新建廠房為代表，其具工期短、混凝土需求

龐大、訂單集中在固定幾家預拌混凝土廠，茲列舉台積電今年廠房投資

計畫及混凝土預估量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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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重大公共工程混凝土需求量調查 

 
工程名稱 

計畫期程

(年) 
預算(億) 

混凝土 

用量(m3) 

交通

工程 

C212 標臺南車站地下化工程 108-115 41.7 211,604 

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

統交流道工程 
109-111 6 105,220 

水環

工程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

湖區工程 
108-112 81.3 552,953 

港務

工程 

臺北港物流倉儲區第三、四期

圍堤新建工程 
109-114 6.8 610,325 

電力

工程 

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

計畫冷卻循環系統工程 
109-115 73.9 165,087 

建築

工程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第 205 廠光復營區暨大樹北

營區新建工程 

109-111 6.1 110,864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基地公

共住宅新建工程 
108-112 2.2 100,000 

臺北市北投區機一基地公共

住宅統包工程 
108-111 1.9 100,000 

資料來源：政府電子採購網 

表 3.3 台積電 109 年新建廠房規劃 

工程名稱 混凝土用量(m3) 備註 

新竹辦公大樓 O 棟 150,000 已開工 

新竹廠房基樁工程 90,000 已開工 

新竹 FAB CUD廠房(1) 270,000 已開工 

新竹 FAB CUD廠房(2) 280,000 已開工 

竹南廠房 100,000 詢價中 

臺南 P5 FAB 廠房 230,000 已開工 

臺南 P6 FAB 廠房 230,000 已開工 

臺南 CUD 大樓 3,5000 詢價中 

       資料來源：預拌廠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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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川疏濬砂石供給量調查 

定期掌握水利署河川疏濬規劃量與執行量之情形。表 3.4 為 109 年度經

濟部水利署清疏辦理情形，年度目標為 3,832 萬立方公尺，土石來源分別為河

川疏濬 2,359 萬立方公尺；水庫清淤 1,133 萬立方公尺；河川上游野溪清疏 340

萬立方公尺。其中，以河川疏濬方式之料源，多屬於有價值之河川砂石，可作

為營建工程之原料使用，其 109 年河川疏濬之主辦機關分別為經濟部水利署及

各縣市政府，其疏濬量分別為 1,364 萬立方公尺及 995 萬立方公尺。 

而圖 3.1 為 109 年度河川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每月執行情形，由

圖可知上半年執行量大多高於規劃之數量，惟接近汛期之關係執行量有降低之

情形。表 3.5 則統計清疏執行情形，截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實際完成 4,683 萬

立方公尺，已超過 109 年之目標值(3,832 萬立方公尺)，距離年度的規劃量

(5495.31 萬立方公尺)尚差 811 萬立方公尺，由於今年無颱風侵襲，將於剩下之

時間積極辦理疏濬。 

表 3.4 109 年度河川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規劃情形 

年度 

目標

量 

河川疏濬 

2,359 萬立方公尺 

水庫清淤 

1,133 萬立方公尺 

河川上游野溪清疏

340 萬立方公尺 
合計 

河川局 

自辦 

地方 

政府 

共同參

與 

水資 

源局 

自辦 

其他 

水庫 

管理單

位 

林務局 水保局 3,832 萬 

立方公尺 
1,364 萬 995 萬 833 萬 301 萬 100 萬 240 萬 

主辦 

機關 

經濟部 

水利署 

縣市 

政府 

經濟部水利署、

台電公司、自來水

公司、農田水利會 

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林務局 
- 

資料來源: 109 年度河川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辦理情形速報單(109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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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統計日期:109 年 10 月 31 日 

圖 3.1 109 年度河川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每月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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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109 年度河川疏濬、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執行情形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統計日期:109 年 10 月 31 日 

 

四、 大陸砂石市場動態 

今年度持續與福建砂石業者及臺灣進口砂石業者維持連繫管道，定期掌

握中國大陸市場銷售情形。而大陸砂石部分 108 年營建產業快速發展下，年消

費量預計達 208 億噸，中國大陸砂石均價整體呈上漲趨勢，其中以天然砂漲幅

最大，其次是碎石，機製砂則較平緩。隨著天然砂石資源短缺和環境保護意識

提高，砂石採取和礦山數量大幅減少，砂石供應略顯緊張。 

名稱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單位: 

萬立方

公尺 

河川局 
規劃量 188.99  172.14  191.09  184.59  205.79  161.77  

執行量 255.51  318.58  349.97  312.23  149.58  164.45  

水資 

源局 

規劃量 61.20  80.16  89.57  100.86  114.15  80.46  

執行量 91.70  117.79  143.27  133.44  175.67  91.55  

縣市 

政府 

規劃量 67.33  71.21  57.26  62.33  111.15  153.68  

執行量 81.56  94.73  82.95  87.18  95.11  214.28  

其他 

水庫 

規劃量 6.37  16.92  26.32  27.34  27.64  30.10  

執行量 13.10  32.08  25.52  36.70  26.20  31.31  

農委會

單位 

規劃量 30.25  32.47  41.15  45.86  32.78  24.37  

執行量 27.46  31.45  52.20  42.50  46.74  33.27  

小計 
規劃量 354.13  372.89  405.39  420.98  491.50  450.37  

執行量 469.33  594.63  653.91  612.05  493.30  534.86  

名稱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總計 

河川局 
規劃量 175.25  181.74  164.68  163.94  166.11  165.48  2118.85  

執行量 151.74  91.89  91.54  70.83  - - 1959.98  

水資 

源局 

規劃量 119.58  159.38  172.36  90.07  74.09  58.49  1200.37  

執行量 80.08  99.19  60.52  51.34  - - 1044.85  

縣市 

政府 

規劃量 155.27  143.38  131.76  141.17  143.78  145.34  1383.65  

執行量 173.73  85.76 116.62  80.41 - - 1116.33  

其他 

水庫 

規劃量 64.30  80.90  68.30  28.50  37.50  38.25  452.44  

執行量 37.76  11.08  27.92  14.28  - - 255.95  

農委會

單位 

規劃量 20.05  20.06  20.90  24.57  23.78  23.76  340.00  

執行量 26.40  22.61  16.34  15.75  - - 314.72  

總計 
規劃量 534.45  585.46  557.70  448.25  445.26  430.32  5495.31  

執行量 469.71  310.53 312.93  232.61  - - 46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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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部分 109 年上半年大陸碎石、機製砂、天然砂均價因新冠肺炎影響，

工地多處於停工狀態，幾乎無市場需求，因此價格呈下跌之趨勢，如圖 3.2。

109 年全國碎石、機製砂均價比 108 年上半年分別下降 4%及 7%。天然砂均價

雖上漲 4%，但截至 6 月份天然砂均價已低於去年同期水準。 

產量部分 109 年上半年砂石產量為 62.36 億噸，同比 108 年上半年下降

22.3%。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建築市場啟動晚於往年 30~40 天，因此對砂石粒

料需求量偏少，9 月份起中國大陸建築工程進入趕工期階段，對於材料需求持

續回升，部分地區砂石出現供不應求現象，因此 10 月份起中國大陸砂石行情

將開始小幅成長。 

 

     資料來源: http://www.100njz.com/ 

圖 3.2 109 年中國大陸砂石均價(市場價)走勢圖 

五、 特殊狀況調查與進口現況 

由於今年初發生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大陸各行業也均受到重大影

響，我國進口大陸砂石來源以福建為主，雖離武漢有一段距離，但 2 月起各項

工程仍停工，砂石場也大多停止生產，因此進口到臺灣的砂石量也大幅減少，

多以各地的庫存量支應，3 月開始福建的各砂石場陸續解封而恢復生產，因此

http://www.100nj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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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出口量也慢慢回升，4 月以後大陸各砂石場已恢復營運，北部的砂石進口

量(含臺北港及基隆港)約介於 36 萬噸至 48 萬噸間(如圖 3.3)，總計 109 年上半

年約進口約 232 萬噸，其中 212 萬噸從大陸進口，菲律賓則為 20 萬噸，而中

部(臺中港)、南部(安平港及高雄港)及外島(馬公港、料羅港及福澳港)今年度的

砂石進口量單月皆未超過 5 萬噸。而福建當地的機製砂及碎石單價仍高，進口

至臺灣後的港口價約為 580 元，較臺灣當地的砂石單價高出不少，僅只有部分

預拌廠使用。 

 

圖 3.3 109 年進口砂石統計 

中國大陸因持續推動許多重大公共工程，砂石需求量龐大，雖今年初受新

冠肺炎影響，需求量下降而使得砂石單價略有滑落，但砂石市場需求仍在，因

此是否能穩定出口供臺灣使用，存有不確定性。 

砂石為工程建設之基礎，屬核心戰略物資，為確保臺灣砂石自主性，實有

必要提高臺灣砂石生產量以填補中國進口砂石的不足。疫情期間，經濟部水利

署依政策指示，2 月間即超前部署，以中砂北運及東砂北運備增疏濬能量等措

施因應。第四河川局增加 110 萬立方公尺砂石料源，第十河川局則增加 50 萬

立方公尺砂石料源，以緩和短期進口砂石不能得到及時補充的影響。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北部 343929 219138 428796 457464 440746 434261 365403 486675 370352

中部 717 433 670 992 25793 15378 211 557 425

南部 2753 1973 2488 1820 1868 2710 3004 2107 1476

外島 61786 54900 74740 57236 72802 56843 79125 70854 4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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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域砂石處理技術評估 

臺灣四周環海，海域砂石資源豐富，為能妥善利用臺灣天然砂石資源，特

就過往海砂研究及大陸對於海砂之應用現況，概述如下。 

(1) 臺灣的海砂資源研究 

臺灣河川多呈東西向，上游的邊坡土石在風化崩塌後，會形成顆粒

大小不等的砂石，在水流或其它外力的作用下匯入河流或陸域而沉積，

在河川水流的帶動下，砂石顆粒會因滾動磨損而逐漸變小，愈往下游含

砂比例愈高，砂的粒徑也會愈來愈細。因重力而沉積在河川中的的砂稱

河砂，屬淡水砂，河川中的砂子經洪水或外力的作用下最後遷移到海洋

沉積後的砂則稱為海砂。 

 

圖 3.4 砂石遷徙示意圖 

海砂資源利用規畫包括探勘、利用、開採、環保等工作。海砂資源

探勘目的，在了解海砂的特性及其在空間上的分布情形，針對其特性的

不同有各種最佳化利用技術的發展；而因海象、地象條件不同，有必要

採取不同的開採方式；然而不管採用何種開發行為，都必須能兼顧到環

保的目的，才能在資源開發與環保之間取得平衡。 

海砂使用已成世界的趨勢。英國自十六世紀開始就已開採海砂使用，

而日本、美國等國亦有三十多年的開採使用經驗，其他如法國、加拿大、

澳洲、古巴等國，亦都相繼投入海砂開採利用的行列。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內此時進行臺灣西部海域海砂探勘及利用研

究工作，一方面可參考國外的經驗和技術，另一方面可整合國內現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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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能力，積極投入海洋資源開發的事業中。 

臺灣四周海底地形可略分成臺灣海峽和東部外海。從地形上來看，

臺灣海峽地形平緩，深度一般不超過 100 公尺；臺灣東部海域屬菲律賓

海，水深變化急遽，1000 公尺等深線緊臨海岸。地質上區分西部海岸平

原一帶，大多為第四紀沖積層海岸大多為砂質海岸，而東部海岸山脈則

為新第三紀地槽沈積岩層，海岸多屬岩質海岸。 

臺灣海域海底沈積物調查研究早在民國 50 年就已開始，經過三十

多年陸續研究，基本上對於臺灣附近海域沈積物分布帶與特性巳有粗略

的認識。海峽中海砂來源有二：一為本島陸上岩層受到風化、侵蝕後由

河川攜載入海；另一則為更新世（15000 年前）海水面下降時，由中國

大陸河川帶來的沈積物與古海岸地帶的濱海相、淺海相之殘餘沈積物。

影響海砂分布的因素除了海流、波浪、潮汐等海象條件及海底殘留地形

外，河川的輸砂量、人工設施布置、人類開發行為等，亦會左右海砂分

布的情形(如圖 3.5)。 

 

圖 3.5 臺灣附近海域沈積物分布、海砂取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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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濟部地調所 88 年之調查成果，蘊藏量採用乾密度 1.57 為計

算之基礎厚度之估計，並參照省住都局、地調所及台大海洋研究所之鑽

探資料計算範圍劃定則以水深 20 公尺至 60 公尺為界，考慮抽砂船之經

濟性活動深度在 4 公尺左右，再參酌臺灣西部海域之海底地形，最深不

宜超過在 60 公尺。基於此原則估計可探面積，北部為 715 平方公里;中

西部為 7,830 平方公里;南部為 2,400 平方公里。臺灣附近海域海砂之蘊

藏量估計在 48.4×109噸〜243×109噸間。 

表 3.6 臺灣海域海砂資源蘊藏量估算表 

估算項目 

 

分區 

乾密度 

(g/cm3) 

厚度 

(m) 

可採面積

(km2) 

含砂量

(%) 

蘊藏量 

A×B×C×D 

1.北部 

1.57 

6~30 715 70% 4.7~23.6×109噸 

2.中西部 3~15 7830 90% 33~166×109噸 

3.南部 3~15 2400 90% 10~50×109噸 

4.北部 6~30 715 80% 5.4~27×109噸 

合計  -  10,945  48.4~243×109噸 

備註: 

1.估算面積範圍為水深 20~60 公尺之區域，礦輛合計為 2、3、4 分區之總和。 

2.厚度之估計各分區根據鑽探資料分別取其最小及最大值。 

臺灣海砂之比重、吸水率等均與河砂性質近似，而氣離子則須經由

除鹽過程清除，因此海砂之開探條件應就砂質含量、細度模數、鈣質或

貝殻含量、賦存地之海底地形等主要條件加以評估。開採潛力部分，綜

合砂質含量(90%以上)、細度模數(FM2.3~3.1)、貝殼含量(10%以下)及海

底地形(水深小於 100 公尺)等條件考量，臺灣附近海域海砂具有開採潛

力之區域有 1.蘭陽溪河口至蘇澳間沿海；2.新竹客雅溪河口至苗栗後龍

溪河口間沿海；3.濁水溪河口至外傘頂洲間沿海；4.布袋泊地至臺南安平

間沿海；5.二仁溪河口至左營間沿海；6.屏東林邊溪河口至士文溪河口沿

海，均為可開採之範圍，若以開探厚度一公尺計算，六區總可採量為 11.23

億噸，其中並未排除漁場、保護礁區、及廢彈堆置區等。經濟部礦業司

於 86 年至 88 年間分別委託臺灣大學及工研院，針對淡水外海、竹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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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頭前溪至後龍溪外海、臺灣南部及濁水溪出海口北岸外海等進行相

關海域砂石先期環境評估報告，如表 3.7。 

另外，近年因中國宣布沿海限制採砂，澎湖海域之臺灣灘發現有中

國抽（運）砂船侵入盜採海砂的情形，造成環境及海洋生態破壞，其臺

灣灘位在澎湖七美西南約 30 海浬，面積 8800 平方公里，約臺灣本島面

積 1/4 大，由多個高低淺丘組成，早在 6 億年以前古生代晚期造山運動

開始時，在臺灣海峽地區出現「臺灣灘」，這是臺灣海峽中的最淺處，深

度僅 20 公尺。海底地形主要由珊瑚礁岩所形成，此處的水深多在 100m

以内，平均水深約為 25〜30m，為一廣大的沙波(sandwave)區域，在淺灘

南部有一陡坡使深度驟增。沙波的高度在 3~25m 間，主要海底地質類型

則為中値中 0.90~4.65m 之砂類，並含有少量珊瑚砂及貝殼碎屑，主要殘

留沉積物質則為晚更新世低海面時期的河口濱海沉積物，而由於處於開

放的海洋環境，至今並沒有接受到現代沉積。 

表 3.7 臺灣海域海砂資源研究成果 

位置 研究成果 

淡水外海 

整體而言，大部分探樣站的海砂被評定為 C 級，比較細度模

數、貝殼含量及砂質含量三個參數可發現研究區南部海砂等

級優於研究區北部。本調查區中北半部海砂之可開探量約為

1.0×108 公噸，南半部海砂之可開探量約為 1.88×108 公噸，總

計全區海砂之可開探量約為 2.89×108公噸。 

竹苗外海 

再現有法令考量下，可開發面積約有 117 平方公里，開挖深

度約 5 公尺，北區砂含量及統體密度分別為 63%及 2.0 公噸/

立方公尺，而南區砂含量統體密度分別為 62%及 1.77 公噸/立

方公尺，可開始量計算結果北區為 2.4 億公噸，南區為 2.2 億

公噸，全區海砂可採量為 4.6 億噸。 

頭前溪至後

龍溪外海 

本區由岩心取樣分析結果得知，海底沈積物的平均含砂率為

66.32%，海底沈積物的平均統體密度為 1.62g/cm3，計算結果

顯示海砂資源量為 9.5 億公噸，海砂可採量為 3.4 億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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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溪出海

口北岸外海 

由於探測區域內海砂之細度模數大部份被列為 C級(F.M.2.1)，

但若考慮混凝土實驗結果，將細度模數 0.8 以上之海砂皆列為

可使用之海砂，則調查區域内大部份海砂都符合要求。在可開

探量估算方面，以 3 公尺的開探深度計算，本調査區海砂可探

量可達 8.63×108 噸，若開採深度訂為 5 公尺，則海砂可採量

約為 14.75×108噸。 

臺灣南部 

高雄縣灣裡至文安外海海砂的資源量達 329 億公噸(可採量約

33 億公噸)，本區海砂的品質普遍不佳，雖然局部地區海砂的

細度模數達到 1.2，符合「特細砂」的粒度規範，但其含泥量

均超過 10%，以建築骨材為目的開發價值低。 

屏東縣林邊溪至士文溪外海海砂的資源量為17.4億公噸(可採

量約 17 億公噸)，然而本區海砂的品質很差，其細度模數均小

於 0.1，平均含泥量則高達 74.4%，不能當建築細骨材使用。 

 

若以混凝土用細粒料規格作為開發潛力評估條件，倘能妥善清除氯

離子及貝殼含量，則蘭陽溪河口至蘇澳沿海、新竹客雅溪至苗栗後龍溪

河口間沿海、濁水溪河口至海傘頂洲間沿海、布袋泊地至台南安平間沿

海、二仁溪海口至左營間沿海、屏東林邊溪河口至士文溪海口間沿海等

六個區域具開發潛力，初步估計以開發厚度為一公尺計算，總可採量高

達 11.23 億噸。 

雖然海砂經評估可做為臺灣砂石供應多元化供給來源之一，惟過往

臺灣因歷經「海砂屋」事件，許多房屋因鋼筋腐蝕而造成混凝土崩塌情

形，嚴重危害結構安全而須拆除重建，使得建設公司及預拌混凝土廠對

海砂避之唯恐不及，內政部營建署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亦制定相關檢測

辦法及國家標準來管制混凝土中的氯離子含量，加上河川疏濬所得砂石

尚可供應，故海砂再利用議題一直未被重視，直到近年來大陸禁止河砂

開採，轉而改用機製砂石，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砂石價格大幅上漲，海

砂淡化技術又開始在中國大陸發展起來。 

 



28 

(2) 大陸海砂應用發展歷程 

大陸砂石市場供應來源，過往多以河川採取為主，但隨著河川砂石

資源日漸匱乏、當地政府取締非法砂石場、以及對合法砂石場環保措施

趨於嚴格，河川砂石之供應逐漸減少，在市場供不應求之情形下，部分

不肖業者就動起海砂的主意，將抽取之海砂經簡單清洗後，混入一般天

然砂中使用。 

為保障混凝土的品質與安全，在國內專家學者及砂石業者的共商對

策下，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對於細粒料是否含海砂之管控，

也很快地做出了修訂因應，例如 CNS 3090 將混凝土的水溶性氯離子合

格標準將 0.3kg/m3降到 0.15kg/m3，CNS 1240 將細粒料的水溶性氯離子

合格標準從 0.024%降到 0.012%，並新增 CNS 15706[貝殼含量測定法]，

在 CNS1240 規定細粒料中貝殼及土塊易碎顆粒總含量不得超過 3.0%。 

 

圖 3.6 大陸進口砂含貝殼 

陸雖然也面臨盜採海砂問題，但是政府機關及專家學者卻開始重視

海砂淡化技術的研發。海水的組成除水分外，約有 2.7%的氯化鈉、0.72%

的硫酸鎂、0.32%的氯化鎂、0.11%的硫酸鈣、0.05%的氯化鈣以及其他的

有機物(如魚的分泌物)及微生物，長期泡在海水中的砂粒，其有害物質

大致可分成兩類，一種是雜質或附著於砂表面的物質，例如貝殼、氯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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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泥塊、硫酸鹽、硫化物、雲母、有機物、藻類、微生物等，此可以

通過洗選設備技術去除；另一種屬砂粒料本身的性質，例如放射性及鹼

活性，這就難以透過洗選淨化技術去除，須以通過料源調查來避免。海

砂所含的氯離子會破壞鋼筋表面鈍化膜，當達到一定程度時開始使鋼筋

銹蝕，銹蝕後的鋼筋體積膨脹，導致混凝土開裂，影響建築的壽命，因

此海砂不能直接用於結構混凝土中。 

早期大陸使用海砂，多採自然洗選法，例如將海砂撈起後搬運堆置

於淡水中(淡水湖或溪水)，放置 1~2 週，或者是將海砂堆置於露天場地

上，讓其自然風吹雨淋日曬(如圖 3.7)，放置 1~6 個月，以人工檢查無鹹

味後就被拿來使用。民國 85 年浙江寧波市政府根據海砂開採區的砂源

氯鹽含量較低的情況，設計一套多道洗砂設備來進行海砂淡化(如圖 3.8)，

這技術隨設備製造商推廣而傳開，一時間沿海城市均使用這種方式淨化

海砂，並將其用於建築工程。由寧波地區所發展的洗選設備主要是清除

砂表面的泥和氯離子，對於存在於內在氯離子清除能力有限，然而因為

導入機械設備生產，增加了產品品質的穩定性，減少了自然堆置法因天

氣所造成的影響，因此還是受到市場的歡迎，這也意味著大陸的海砂淡

化技術已進入規模化工業生產和使用的階段，海砂之使用已逐漸為市場

所接受，也為後續政府機關編定海砂相關技術規範提供許多的數據資料。

99 年後，隨著河砂的禁採與淡化海砂的擴大使用，大陸學者們進一步研

究海砂中的有害物質對混凝土、砂漿和鋼筋的品質影響，如何分離海砂

中的有害物質，達到更安全、更耐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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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自然堆置除鹽法           圖 3.8 寧波洗選法設備 

(3) 海砂淡化流程及品質管制 

在微觀下，長期在海中堆積的海砂，表面有一層多分子膜(如圖 3.9)，

一般的洗選設備僅能清洗表面雜質，而無法將內含的氯鹽清除，因此為

徹底清除有害物質，就必須破壞清除多分子膜層，把海砂還原成河砂的

狀態，來確保工程品質與耐久性。多分子膜的組成包含微生物、藻類、

有機物、魚類分泌物及無機鹽，不同地區環境條件差異造就了不同的去

除技術，例如曝曬法、加熱法、蒸氣法、化學法、紫外線法、機械法等。 

 

圖 3.9 海砂多分子膜示意圖 

臺灣營建研究院曾於 108 年 6 月下旬邀集國內產官學專家組團赴大

陸進行混凝土及砂石技術交流，參觀大陸的海砂淡化工廠萬翔同公司，

萬翔同公司係廈門住宅建設集團、廈門市翔發集團、廈門同安城市建設

公司合資成立特許經營砂場的國有企業，因應 106 年起廈門禁用非法河

砂造成之砂石短缺，由萬翔同公司承攬廈門市政府淡化砂處理專區，負



31 

責海砂開採、淡化加工及營運作業。萬翔同淡化砂產業園區位於翔安蓮

荷片區，占地約 300 公畝，目前所啟動的一期建設約 100 公畝，設計生

產能力為 500 萬噸/年，已完成 5 條海砂淡化生產線(如圖 3.10)，砂源來

自廈門灣口海域，離岸約 58km，萬翔同抽砂船抽砂能力每小時約 2000

噸，抽取深度約 38 公尺深，鑽頭到海地後再往下挖 10 幾公尺方進行抽

砂作業，以避免摻雜表層雜質及貝殼，深層之海砂其細度模數(FM)約 2.5，

級配適合作為混凝土細粒料。 

   

圖 3.10 萬翔同海砂淡化廠 

 

萬翔同公司抽取之海砂處理重點說明如下： 

一、生產流程 

1. 原砂先經滾筒篩去除貝殼及大顆粒雜質，再以洗砂機及多道清

洗池洗選除表面的氯鹽及硫酸鹽類， 

2. 添加脫膜劑及催化劑，活化砂表面的生物膜，再用高壓水流將

高分子膜清洗掉。脫膜劑藥效時間短，時間過了後將會相容於

一般水，不會造成化學汙染。 

3. 以洗砂機再次清洗砂子，將顆粒內含的氯離子洗出，以成品砂

輸送帶輸送至成品堆置區，經檢測合格即可對外運輸販賣。 

二、回收水處理 

海砂淡化過程需使用大量淡水清洗，每生產 1 立方公尺淡

化砂需水 1 噸，因此廢水的回收處理相當重要。生產過程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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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之廢水因含較高濃度之氯鹽及雜質，經過水處理系統進行

細砂分離與多層級絮凝沉澱後，處理的水經檢測達標後排放，

剩餘的海泥通過壓濾機壓製成泥餅後外運填埋。生產過程後段

的廢水較為乾淨，回收後可作為前段之沖洗水用。 

三、品質檢驗 

為確保成品淡化砂的品質，萬翔同的品管部門每條生產線

每 4 小時即抽檢一次氯離子含量，每天抽檢篩分析、含泥量、

泥塊含量、雲母含量、貝殼含量、氯離子含量、鬆方單位重等

7 項指標試驗，並留樣 10 天。每個月另委託第三檢驗機構進行

取樣試驗，項目同樣為前項 7 項指標試驗，每半年則辦理一次

國標全項目檢測(共 16 項指標試驗)，凡是遇到生產線安裝、檢

修、停止運行等情況，於再次恢復生產時，會再進行一次全面

抽驗檢測。 

 

(4) 海砂使用相關規範與研究 

由於淡化砂的使用日漸普遍，亦累積了許多的試驗數據，中國大陸

於 2016 年發布了「建築及市政工程用淨化海砂 JG/T 494-2016」行業標

準，作為工程使用淡化海砂之規範。規範中對於淡化海砂的規格皆比照

一般建築用砂規定，例如級配篩分析、含泥量、土塊含量等，但在有害

物質部分就有比較多的限制。茲比較兩者標準差異如表 3.8，可知海砂標

準在氯離子、貝殼、含泥量部分比一般河砂及陸上機製砂更加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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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建築用砂與淡化海砂有害物質標準規格比較 

名稱 
建築用砂 

(國標)GB/T14684 

淨化海砂 

(行標)JG/T494 

氯離子含量 

I 類≦0.01% 

II 類≦0.02% 

III 類≦0.06% 

I 類≦0.003% 

II 類≦0.005% 

貝殼 NA 
I 類≦3% 

II 類≦5% 

泥塊 

I 類=0.0% 

II 類≦1.0% 

III 類≦2.0% 

I 類=0.0% 

II 類≦0.5% 

泥 

I 類≦1.0% 

II 類≦3.0% 

III 類≦5.0% 

I 類≦1.0% 

II 類≦2.0% 

硫化物及硫酸鹽含

量 
≦0.5% ≦0.5% 

雲母含量 
I 類≦1.0% 

II、III 類≦2.0% 

I 類≦1.0% 

II 類≦2.0% 

輕物質 ≦1.0% ≦1.0% 

有機物含量 合格 合格 

註：GB/T 14684 的分類係作為購買單位規格參考。而 JG/T 494 的分類則

規定 I 類用於混凝土及製品，II 類用於建築砂漿 

 

另集美大學附屬的科研公司，利用其所發展的海砂淡化技術，試驗

與河砂製成混凝土強度不同齡期之差異性，如圖 3.11，其試驗樣品基本

性質如表 3.9，結果顯示淡化海砂混凝土的抗壓強度與河砂相近。但是要

提醒注意，混凝土之品質要求不只是抗壓強度而已，尚有耐久性及體積

穩定性等其它要求，非能由抗壓強度反應。 

表 3.9 試驗用砂基本性質 

 氯離子含量 貝殼含量 細度模數 

九龍江河砂 0.0005% 0 2.8 

1 號淨化砂 0.001% 0.5% 2.9 

2 號淨化砂 0.003% 0.5%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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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使用河砂與淡化砂之混凝土不同齡期強度比較 

雖然淡化海砂之使用已有規範可依循，且研究結果淡化砂品質較機

製砂石穩定，長期強度也不受影響，諸如萬翔同公司生產的淡化砂銷售

價格甚至略高於一般的機製砂，然而因福建仍存有非法盜採海砂情形，

預拌廠端難以辨別砂裡面的氯離子是否徹底清潔，因此對淡化海砂的使

用信心度仍然不足。而且海砂處理過程需耗用大量的清水，往後尚須提

升水的再利用技術，以降低水資源需求，此也拉高了淡化海砂的處理成

本，影響該產業的發展。 

(5) 後續建議 

隨著世界經濟之發展，砂石已經被各國視為重要戰略物資，據統計

砂石已成為人類僅次於水耗用最大的天然資源。依經濟部礦務局之統計

數據，108年全臺灣砂石總用量為 6,154萬公噸，其中河川砂石約佔61%，

營建剩餘土石方約佔 24%，進口砂石約 10%，其餘為礦區礦石。河川砂

石佔比非常大，惟河川砂石係水利署辦理疏濬所得，若無颱風沖刷，河

川淤積量將隨著疏濬作業完成而減少，營建剩餘土石方乃是工程建設開

挖所得，來源亦不穩定，而進口砂石量則深受大陸當地的砂石市場需求

及價格所影響，例如福建河砂一禁採，進口砂價格馬上上漲，今年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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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山開採又因新冠肺炎而全面停工，導致臺灣進口砂石銳減。礦務局為

維持砂石市場供需，正積極評估宜蘭粗坑陸上土石資源開採的可行性，

作為後續開放陸上礦山開採機製砂石之準備。因此為多元化砂石來源管

道，重新審慎評估海砂開採有其必要性。 

海砂使用的契機，除有成熟技術支援外，更需要相關單位的重視和

配合。目前政府主管機關如經濟部、營建署、礦務局、交通部、農委會

等，已開始重視此一問題，並積極深入研究中。然而業者正確的觀念和

負責的態度更是必要的。臺灣四周環海，若能借鏡國外發展海砂淡化的

技術與經驗，建置配套之規範與管制措施，妥善運用海砂資源，使海砂

的利用兼顧到技術、實用、經濟、環保等層面的要求，則有助於舒緩河

川疏濬及陸上砂石開採供應之負擔，為工程及民間建設提供長期而穩定

的砂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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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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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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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單位資料實際接入或匯入 

109 年度本計畫已蒐集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包含工廠登記、營

運動態等)、地質資料及地質圖資、建、執照核發資料，並與外單位資料介接取

得共識，並彙整前一年度研擬之內容建入系統。 

一、砂石場商業登記資料 

系統後台包含礦務局內同仁管理砂石場之功能模組，現行砂石場營

運情形均為人工修改，須耗費人力維護，故本年度將經濟部商業司砂石場

商業登記資料定期自動介接至本系統，以確保兩個單位資料之一致性。 

經查經濟部商業司「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內之工廠資料可提供介

接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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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承辦單位研討後，了解目前系統中砂石場中的資訊與工業局之工

廠資料並沒有唯一對應值，而本計畫於砂石場基本資料中加入統一編號，

此方式可用於對應工業局之工廠資料中對應值，故經請礦務局函文工業

局提供統一編號對應之砂石場工商資料，目前已將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

介接至本平台中，並可將介接後的資料直接取代原資料庫中的資料，其畫

面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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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經濟部商業司介接資料 

二、地質資料及圖資 

砂石粒料之品質除了與砂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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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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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介接地質圖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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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

將該圖層放置資源評估地圖內供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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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土石資源平台介接地質圖層情形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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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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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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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規劃以檔案上傳方式匯入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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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已建置後台上傳的功能以及資料呈現畫面供使用者查詢，其畫面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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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後台匯入建、執照核發資料 

4.2  本計畫研究與調查資料建入 

一、河川品質調查資料 

有關河川砂石品質數據將持續蒐集與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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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所示。 

 

圖 4.4 河川砂石品質分段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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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研究成果資料 

本計畫建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之砂石知識庫中，已建立近百份河

川砂石、陸上砂石及海域砂石等品質相關文獻，並納入礦務局出國報告、

砂土石產銷調查報告、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過往需求預估報告

等，可供查詢下載之電子化文獻已相當豐富，如圖 4.5 所示。本年度已蒐

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近 20 篇，並已匯入系統建檔中，相關主要蒐集清

單如表 4.1 所示，將持續蒐集研究文獻擴大知識庫。 

 

圖 4.5 電子化文獻顯示畫面 

表 4.1 本年度文獻蒐集成果 

項次 作者/單位 名稱 單位/刊物 

1 
陳育聖/財團法人

臺灣營建研究院 
大陸進口砂石品質查驗計畫 國產建材實業 

2 
張俊鴻/財團法人

臺灣營建研究院 

大陸機製砂石品質標準與管制

規定 
營建知訊 

3 高向漢 
山坡地整治暨供應砂土石料源--

以桃園龜山土石專業區為例 

臺北科技大學/

碩士論文 

4 
朱建東、邱瑞昌、

黃榮波 

臺灣北部河川粒料適用範疇之

研究 
臺灣公路工程 

5 林德清 蘭陽溪砂石管理及疏濬策略之 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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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碩士論文 

6 貢彬彬 高品質骨料粒形級配優化系統 
中國砂石協會

2019 年論文集 

7 楊安民 
年產 1500 萬噸砂石骨料生產線

簡介 

中國砂石協會

2019 年論文集 

8 
蔡園園、房懷英、

余文 

採用數字圖像處理的機製砂粒

度級配檢測方法 

中國砂石協會

2019 年論文集 

9 盧寧 
水泥企業使用石灰石廢石生產

機製砂的應用 

中國砂石協會

2019 年論文集 

10 
殷素紅、郭文昊、

鄧旭華 

廣東省採石場廢石屑現況及生

展機製砂工藝探討 

中國砂石協會

2019 年論文集 

11 王天送 
台灣地區土石資源開發利用策

略之研究 
經濟部礦務局 

12 黃賜鵬 
台灣地區砂石船產業經營環境

之探究 

國立高雄大學/

碩士論文 

13 賴武德 
台灣西部河川及北部地區安山

岩之鹼-骨材反應潛能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碩士論文 

14 謝沛玲 
我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交換策略

之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碩士論文 

15 陳建瑋 
卑南溪 UAV 航測影像之裸露地

砂石辨識與加值應用 

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碩士

論文 

16 陳名輪 河川土石採取方式之研究 
中華大學/碩士

論文 

17 彭柏翰 
花蓮溪安山岩含量之悲極效應

研究 

國立中央大學/

碩士論文 

18 章光明 
砂石採售管理之政府職能與腳

色分析 

行政院研考會/

委託研究報告 

19 白智榮 

營建剩餘土石方拌製控制性低

強度材料應用於道路管溝回填

與傳統回填工法比較之研究 

國立中興大學/

碩士論文 

20 石朝理 
營建工程土石方資源回收再利

用之研究 

東海大學/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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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砂石資源相關文獻及專業研究報告建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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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充本系統砂石品質資料庫，本年度延續去年成果，蒐集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 109 年度混凝土供應商相關粒料試驗報告，相關數據截錄

如表 4.2，並已建檔及匯入系統，精進網站文獻資料完整性，如圖 4.6 所

示。 

另鑑於砂石場常因公共工程要求而須採樣辦理砂石品質檢測，本院所

辦理「優質混凝土驗證(GRMC)」目前驗證合格預拌廠近 60 家，分布於北

中南各地，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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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標示砂石來源及生產之砂石場，建入資料庫中，相關成果數據節錄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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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數據資料整合加值 

本年度計畫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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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砂石依適用用途分為四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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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類(材質不佳之土石，僅適用於回填、農用，無法作為營建材料)。 

參考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參考手冊內容，於資料庫中新增

砂石含量數據，藉此優化砂石資源品質地圖點為資訊及河川品質分段圖層，

並持續收集相關數據資料並納入系統圖台上，進行數據資料整合加值分析，

如圖 4.7 所示，以提升圖台資料的完整性。 

 

圖 4.7 砂石資源分及統計分析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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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5.1 系統公眾網站介面 

前台資訊服務網（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經 106 年、107 年以及 108 年度之

建置，針對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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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計畫將延續成果透過網站流量監控以及申請網站無障礙認證持續

優化網站介面，俾利其功能與服務更趨完整，以下針對工作規劃內容進行說明。 

5.1.1 無障礙認證標章申請 

網路開發中的無障礙網頁，是指令所有人都能使用網站，其主要是要

讓「視覺障礙者」或「聽覺障礙者」可以使用其它替代方式獲得網頁的資

訊內容，由於他們無法像一般人瀏覽網頁的方式來取得相關資訊，必需透

過閱讀機、點字顯示器等各種特殊輸出裝置來「瀏覽」網頁，透過這些輔

助設備，可以將符合無障礙網頁的資訊，「唸」出來或用點字方式顯示，

來讓視障朋友們了解網頁的內容。 

因此，無障礙網頁的製作方式將比一般網頁來的複雜，除了必需在網

頁中的所有元素（如圖片、表格、表單…等）加上註解說明及一些無障礙

網頁設計規範需特別注意的事項外，還應該在網頁的重要資訊上避免使

用炫光、快速動態影像等媒體效果，來造成輕度視覺障礙者閱讀的不便。 

無障礙網頁分級制度，國內特別參考 WAI 組織在相關無障礙網頁標

準的設計，以三個優先等級來規範無障礙網頁的可及性設計，分別為第一

優先等級(A)等級、第二優先等級(AA)、第三優先等級(AAA)。 

本年度已於 109 年 10 月 14 日獲得無障礙認證標章 AA 級，並持續

維護標章有效性，詳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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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無障礙標章資訊 

5.1.2 新增或優化各類公開資料產出 

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政策及因應資訊平台、載具多元化趨勢，便利民

眾於網站下載政府資訊及政府機關間、政府與企業之資料交換，行政院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希各界共

同推動 ODF 文書格式，並響應政府開放文件標準格式，提升我國軟實力。 

108 年度計畫已將前台民眾專區之所有匯出檔案格式皆改為 ODF-

CN1521251 格式，本年度計畫已針對後台主管機關專區所匯出檔案進行

格式的調整，完備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內中的對外流通文件統一改採 ODF

格式，使全站匯出檔案皆符合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其完成功能如圖 5.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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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後台報表產出 ods 格式功能  

 

5.1.3 導入網站流量監控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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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

畫已於 107 年 10 月開始採用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功能於前台資訊服務

網中，記錄每日來訪之使用者人次、瀏覽行為等數據（如圖 5.3 所示），

本年度針對使用者「瀏覽器(電腦)」、「螢幕解析度(行動裝置)」、「瀏覽頁

面」與「瀏覽行為流程」進行統計(2020/3/1~10/31)，並依據統計分析數據

結果完成優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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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Google Analytics 監測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使用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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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執行上，依本機關網站的營運目的及分析需求，分為三個軸向

檢視數據及回饋網站優化設計，說明如下： 

一、 網站可用性確認：常用瀏覽器(電腦)及螢幕解析度(行動裝置) 

因本公務服務的機關網站，首先應確保民眾使用不同資訊設備

瀏覽網站的使用權利、可用性及正常性，茲採用「目標對象/總覽」

功能（如圖 5.4 所示），檢視一般電腦及行動裝置常用瀏覽器及螢幕

解析度，確認是否有使用者使用本網站技術設計上未納入考慮的新

型裝置，並確認本系統於使用者常用瀏覽器及螢幕解析度上都可以

正常瀏覽。根據統計結果(2020/3/1~10/31)，電腦使用者的瀏覽器前三

大宗分別為 Chrome(69.47%)、IE(11.07%)與 Safari(10.88%)；行動裝

置使用者的螢幕解析度前五大宗分別為 375*667(14.1%) 、

375*812(13.32%) 、 414*896(11.77%) 、 360*640(10.35%) 與

414*736(9.44%)。本計畫團隊已針對上述各瀏覽器及解析度，完成優

化工作。 

瀏覽器(電腦) 螢幕解析度(行動裝置) 

  

圖 5.4 Google Analytics 常用瀏覽設備及螢幕解析度統計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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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站常用功能分析：首頁快速連結項目及順序優化調整 

接續透過分析各網頁的點閱率，掌握使用者常用功能，若發現有

首頁快速連結未納入之常用功能，則應將其納入，若有局內業務需求

上需加強推廣但點閱落後之功能，則考慮將快速連結往首頁「左上角」

移動，並於次月觀察其點閱排行變化，並持續優化檢討。 

實作上，採用「行為/總覽」功能（如圖 5.5 所示），分析各網頁

瀏覽排行及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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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結果(2020/3/1~10/31)，排除首頁統計結果，網

頁瀏覽量前四大宗分別為砂石產業資訊查詢(10.64%)、砂石產銷資訊

公開(7.9%)、第一類砂石場資訊圖台(5.39%)與砂石產銷資訊查詢圖

台(4.21%)。本計畫團隊已針對上述統計結果，完成首頁版面調整工

作。 

 

圖 5.5 Google Analytics「行為/總覽」統計數據 

三、 使用者行為軌跡分析  

最後以「行為/行為流程」功能（上方篩選器選擇「來源」模式，

如圖 5.6 所示），細化追蹤使用者連結來源及其於各區連續性瀏覽行

為的軌跡並加以分析，以確認本網站之使用者，其常用的到達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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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及其中間常用的功能路徑關係，據此研析本網站使用者在使用

各功能時的前後延續關係，以持續優化網站各功能的配置關係，針對

使用者最常連結使用的功能，將其群集為一區或提供快速連結，並可

作為後續整合功能規劃參考。 

 

圖 5.6 Google Analytics「行為/行為流程」統計數據 

在細化分析上，可細化檢視及掌握來自臺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

會（www.t-aggregate.org.tw）網站的使用者（如圖 5.7），可推測其應為公

會相關從業人員，並分析其瀏覽路徑（如進入首頁後，常用功能為砂石產

銷資訊公開及砂石場資訊），並可檢視各離開頁的來源路徑以檢討及確認

目前網站導覽功能是否完整及便利其快速切換至其他服務。 

 

圖 5.7 Google Analytics「行為/行為流程」來源細化統計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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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優化首頁及各分頁網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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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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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頁現階段完成的

六大區塊主題式呈現上隨著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及功能增加，有部分功能

無法由首頁直接查詢，本年度計畫已針對新增功能及 Google Analytics 每

半年產出使用者行為之統計分析數據，微調首頁與各分頁內容及使用者

權限。 

 

圖 5.8 系統分眾以登錄帳號密碼區分 

5.1.5 開發 API 

在各項產銷資訊持續完善下，目前已公開之 API 服務與前台網頁之

公開產銷資訊部分，包含「各河川砂石品質數據」、「砂石場座標位置」、

「現存土石採取範圍」、「砂石生產量」、「砂石需求量」、「砂石庫存量」、

「進口砂石量」、「砂與石價格」，如圖 5.9。 

本計畫持續與水利署接洽並協助開發 API 經由會議討論後由本計畫

產出原料庫存量的 API 提供水利署疏濬系統作使用，其中包含砂石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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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選場名、統編以及原料庫存量等資訊，已於 109 年 5 月 25 日將網址以

及相關介接文件提供水利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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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9 API 服務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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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於 108 年度計畫中已建置其系統之分眾規劃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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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就本年度初步規劃之工作項目分節進行說明。 

5.2.1 產銷調查資料庫 

一、 整合水利署河川疏濬資訊、營建署營建土方資訊 

前期計畫已於 107 年度拜訪營建署研議剩餘土石方相關數據介接方

式，因該數據無 API 供介接且為公開資料，故目前以爬蟲程式定期於「營

建署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蒐集數據，其資料管理頁面設置於「土石

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介接資料查詢」底下「營建署剩餘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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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統計資訊」中，詳圖 5.10。另已於 108 年度獲得水利署同意介接三項

API 服務(「取得疏濬量統計資料-依計畫統計」、「取得疏濬量統計資料-依

廠商統計」與「取得廠商資料清單」)，而本項工作會使用「取得疏濬量統

計資料-依計畫統計」資料，其資料內容包含機關名稱、計畫名稱、河川

名稱、處理方式、每月河川疏濬量。 

 

圖 5.10 「營建署剩餘土石方統計資訊」功能頁面 

本年度為使礦務局進一步管控全國、北區、中區、南區與東區之砂石

場填報資料的真實性，本項工作透過上述介接水利署、營建署資料、「料

源係數」(此數據由礦務局同仁維護，其數據管理頁面設置於「土石資源

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資料填報」底下「混凝土單價維護」中的「料

源校正係數」分頁，詳圖 5.11)與各砂石場填報資料，於「土石資源及產

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下「砂土石產銷月報查詢」中新增

「表 18 砂石料源校核表」功能，其報表呈現全國、北區、中區、南區與

東區之砂石場填報資料校核結果，其中「校核範圍」為介接數據「營建」

與「河川」總和(「合計」)的 ±10%，若「砂石場填報數據」超出「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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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以紅字顯示，提醒礦務局注意，另外還具備篩選、查詢與匯出功能，

詳圖 5.12。 

 

圖 5.11 「料源校正係數」功能頁面 

 

圖 5.12 砂石料源校核表功能畫面 

二、 整合營建署建、執照核發資料、工程會決標金額，建立預測模組 

能準確預測每年砂石需求量並做出相應措施，對於穩定砂石價格有

很大的作用，本年度為使礦務局能預判砂石需求量趨勢進而穩定砂石價

格，本項工作透過介接政府工程採購金額及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

數據(其數據管理頁面設置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年

度砂石需求量預測」底下「預測模組參數維護」，詳圖 5.13)，於「土石資

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年度砂石需求量預測」底下新增「年度砂

石需求量預測圖」功能，並具備篩選、查詢與匯出功能，詳圖 5.14。本砂

石需求量預測模組參數設計，由真實情況進行發想，因砂石需求量與預拌

混凝土需求量相關，而預拌混凝土需求量與政府工程採購金額及核發建

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有正相關，因此假設每年砂石需求量與政府工程採

購金額及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有對應關係，故將 96~108 年砂石需



57 

求量、政府工程採購金額與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表 5.1)以二元方

程式進行曲線迴歸，所推得以下公式： 

年砂石需求量(萬噸) = 0.489288A2 + 0.000672B2 - 0.01543AB - 34.8226A - 

2.2598B + 10,317.26…………………………………………………… (5.9) 

*註：A：前三年政府工程採購金額(百億元) 

B：前一年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總面積(萬平方公尺) 

 

圖 5.13 「預測模組參數維護」功能頁面 

 

圖 5.14 「年度砂石需求量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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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96~108 年砂石需求量、政府工程採購金額、核定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 

年度 
砂石需求量

(萬噸) 

政府工程採購金額

(億元) 

核定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

積(萬 M2) 

96 年 8,790.5 3,775 3,473.25 

97 年 8,431.0 4,862 2,616.64 

98 年 8,326.2 5,782 1,991.60 

99 年 9,220.1 4,629 3,117.40 

100 年 8,488.1 4,154 3,414.84 

101 年 8,111.7 4,235 3,288.29 

102 年 7,453.9 4,205 3,976.05 

103 年 7,605.4 3,571 3,863.49 

104 年 7,268.5 3,184 3,259.57 

105 年 6,765.4 3,114 2,623.53 

106 年 6,501.2 3,255 2,988.39 

107 年 6,401.3 3,866 3,398.42 

108 年 6,135.1 3,981 3,692.78 

*註：104~108 年以一般公共建設預算*執行率+前瞻基礎建設預算

*執行率計算 

將「前三年公共工程年度決標金額(百億元)」與「前一年核發之建造

樓地板總面積(萬平方公尺)」帶入二元方程式預估公式與實際調查之砂石

需求量相比，如表 5.2，其平均偏差為 117.54 萬噸，平均偏差率為 1.59%，

最大偏差為 108 年的偏差 458 萬噸，最大偏差率為 108 年的偏差率 7.5%，

表示本砂石需求量預測模組的預測準確度極為精準。 

表 5.2 驗證砂石需求量預測模組的預測準確度 

年度 
調查砂石需求量 

(萬噸) 

模型一預估值 

(萬噸) 

偏差 

(萬噸) 

偏差率 

(%) 

99 年 9,220.1 9,202.7 17.4 0.2% 

100 年 8,488.1 8,551.5 63.4 0.7% 

101 年 8,111.7 8,070.1 41.6 0.5% 

102 年 7,453.9 7,306.2 147.7 2.0% 

103 年 7,605.4 7,604.3 1.1 0.0% 

104 年 7,268.5 7,333.1 64.6 0.9% 

105 年 6,765.4 6,639.6 125.8 1.9% 

106 年 6,501.2 6,347.7 153.5 2.4% 

107 年 6,401.3 6,299.0 102.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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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調查砂石需求量 

(萬噸) 

模型一預估值 

(萬噸) 

偏差 

(萬噸) 

偏差率 

(%) 

108 年 6,135.1 6,593.1 458 7.5% 

平均(偏差/偏差率) 117.54 1.59% 

註：偏差(萬噸) = │調查砂石需求量 – 模型預估值│ 

偏差率(%) = 
│調查砂石需求量 − 模型預估值│

調查砂石需求量
 

平均偏差 = 
│調查砂石需求量 − 模型預估值│

n
 

平均偏差率(%) = 
Σ│調查砂石需求量 − 模型預估值│

Σ 調查砂石需求量
 

已建立之預測公式預估 109 年砂石總需求量為 6976 萬噸，參考 108

年度各月份的砂石供應比率，預估 109 年每月砂石需求量及累計量如表

5.3，累計供應量預估如圖 5.15，到 6 月為止，累計誤差值約 12 萬噸，預

估值與實際值相近。但到 9 月，實際供應量較預估值約多 168 萬噸，累計

誤差約 3.3%，實際值較預估值逐漸增加，代表今年下半年度砂石需求量

明顯較預期為多，應與台商回流及科技廠房趕工擴建有關。 

表 5.3 109 年砂石總需求量預估 

109 年 每月預估量 預估累計量 實際供應量 實際累計量 累計誤差 

1 月 661 661 507 507 154 

2 月 406 1067 530 1037 30 

3 月 633 1700 603 1640 59 

4 月 584 2284 622 2263 21 

5 月 611 2894 591 2854 41 

6 月 522 3417 586 3440 -23 

7 月 556 3972 583 4023 -51 

8 月 498 4470 561 4584 -114 

9 月 532 5002 585 5170 -168 

10 月 617 5619 - - - 

11 月 659 6278 - - - 

12 月 698 6976 - - - 

註：累計誤差為預計累計量減實際累進量 

單位：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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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109 年每月砂石需求量預估 

三、 建立單場產銷存資訊查詢模組 

前期計畫僅針對分區以及縣市建立砂土石產銷存一覽表以及砂土石

產銷月報，本年度為精進資訊詳細程度至各家砂石場，因此本項工作於

「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下「碎解洗選場產

銷資料查詢」中新增可查詢、篩選、匯出各砂石場產銷存資訊模組，共有

7 張報表，各報表名稱、業務目的與資料來源詳表 5.4 所示，功能畫面詳

圖 5.16。 

表 5.4 砂石場產銷存資訊模組各報表名稱、業務目的與資料來源 

名稱 業務目的 資料來源 

表 1 生產量表 
查詢各砂石場每月生產量與
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表 2 原料庫存量表 
查詢各砂石場每月原料庫存
量與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表 3 場交價格 
查詢各砂石場各產品每月場

交價格與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表 4 原料進貨量表 
查詢各砂石場每月原料進出
廠情況與河川疏濬量情況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介接資
料 

表 5 成品庫存量表 
查詢各砂石場每月成品庫存
量與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表 6 到場進貨成本表 
查詢各砂石場各進貨管道每
月到場進貨成本與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表 7 銷售量表 
查詢各砂石場各產品每月本
縣市/外縣市銷售量與變化 

依各砂石場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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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報表 1~7 畫面 

四、 建立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資訊及成果校核統計分析查詢功能 

107 年計畫及 108 年計畫針對砂土石產銷存業者填報資訊作成果校

核功能，希望可以透過指標檢核各廠填報資訊的準確性，並將數值異常的

資訊標註為不同顏色方便承辦人近一步追查該廠，以利後續提高填報資

訊之正確性。 

本年度為使礦務局進一步掌握全國、北區、中區、南區與東區之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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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與石價格變化趨勢，本項工作透過統計各砂石場填報資料，於「土石資

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下新增「成果校核統計分析

查詢」報表，其報表呈現全國、北、中、南與東區之銷售砂或石的砂石場

場數、漲價場數、漲價場數佔轄內銷售場數比例、降價場數、降價場數佔

轄內銷售場數比例，詳圖 5.17。該報表觀察重點在於各地區「漲價場數佔

轄內銷售場數比例」與「降價場數佔轄內銷售場數比例」欄位，若「漲價

場數佔轄內銷售場數比例」大於「降價場數佔轄內銷售場數比例」表示該

區該月產品漲價；若為等於表示該區該月產品價格穩定；若為小於表示該

區該月產品降價。 

 

圖 5.17 「成果校核統計分析查詢」功能畫面 

5.2.2 用地管理資料庫 

前期計畫已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廠商資料維護」

底下「碎解洗選場資料」中建置各砂石場基本資料，本年度為使礦務局能

即時掌握各砂石場基本資料與營運狀態，本項工作新增內容如下： 

1. 新增「碎解洗選場資料」中各砂石場基本資料欄位：為與介接外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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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一致，已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廠商資料維護」

底下「碎解洗選場資料」之各砂石場基本資料欄位中，新增「開業時間」、

「工廠變更設立核准日期」、「工廠變更登記核准日期」、「工廠停工核准

日期」、「工廠註銷設立許可核准日期」、「工廠登記核准日期」、「工廠登

記歇業核准日期」、「登記廢止核准日期」、「登記公告廢止核准日期」等

9 個欄位，詳圖 5.18。 

 

圖 5.18 「碎解洗選場資料」之各砂石場基本資料欄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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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商工登記介接資料」功能：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

統」後台「廠商資料維護」底下建置「商工登記介接資料」功能，其

功能可透過「取代」按鈕，介接經濟部中辦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工廠

登記資料，來取代「碎解洗選場資料」中各砂石場基本資料，並具備

篩選、查詢與匯出功能，詳圖 5.19。 

 

圖 5.19 「商工登記介接資料」功能畫面  

5.2.3 知識庫 

前期計畫已將知識庫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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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所

示。今年將配合前台功能開發，持續優化及建置各項功能上稿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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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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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 

圖 5.21 知識庫內容後台上稿編輯管理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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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配合水

利署砂石品質分類新增一 S 類，故本年度於砂石知識庫將配合調整各河

川砂石品質分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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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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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不同使用者於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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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各項情境模組功能之規劃。 

5.3.1 土石業務關鍵報表展示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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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用地管理、產銷調查以及砂石場

履歷等，其中「產銷調查」方面，已完成全國、北區、中區、南區、東區

與金馬地區之「庫存量趨勢」、「砂石價格趨勢」及「供需管制」近期趨勢

圖表。 

本年度為精進「庫存量趨勢」、「砂石價格趨勢」及「供需管制」圖表，

經與礦務局討論，本項工作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首頁

新增「全國及各區」選項，可呈現全國與各地區之「庫存量趨勢」、「砂石

價格趨勢」及「供需管制」的相互關係與趨勢變化圖表，供礦務局參考，

詳圖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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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庫存量趨勢」、「砂石價格趨勢」及「供需管制」圖表精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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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 

前期計畫已建置完成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圖台，透過帳號分眾功能

主管機關在登入後，可以於第一類砂石場圖台中查詢各場之履歷現況，如

圖 5.23 所示。 

 

圖 5.23 砂石履歷圖台畫面 

本計畫已完成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圖台，並於後台建置砂石碎解洗

選場履歷供承辦人員查詢，如圖 5.24 所示，其履歷內容包含各砂石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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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備樣態分類管理介面與匯出功能。 



70 

 

圖 5.24 砂石場履歷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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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砂石資源品質評估地圖 

一、優化或擴充土地地籍資訊與砂石產業鏈資訊 

前期計畫已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前台「資源互動地圖」

底下建置「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其內容包含空間定位查詢功能(包含座標

查詢、地址查詢與滑鼠點擊定位)、查詢目標土地地籍資料(包含座標、鄰

近地址、地號、面積)、砂石品質與檢測資料圖資(包含河川砂石、陸上砂

石、海域砂石、河川砂石品質分段)、環境敏感區範圍圖資(包含第一、二

級環境敏感區範圍)、砂石場點位圖資(包含第一類砂石場點位、預拌廠資

料、瀝青廠資料、土資場資料)、介接資料查詢圖資(包含水利署疏濬統計

資訊)，其用意為提供砂石場業者針對設廠條件所需之相關資訊。 

本年度持續擴充「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相關資料與圖資，本項工作新

增內容如下：  

1. 土地地籍資訊：已介接內政部地籍相關資料，於「砂石資源評估地

圖」顯示查詢目標土地地籍資料中新增「使用分區」、「用地編定」、

「公告地價」、「公告現值」，詳圖 5.25。 

 

圖 5.25 土地地籍資訊畫面 

2. 砂石產業鏈資訊：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底

下新增「標案管理系統」圖資，其圖資可呈現 104~109 年各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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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及詳細資料，詳圖 5.26。 

 

圖 5.26 「標案管理系統」圖資功能畫面 

3. 其他資訊與圖資： 

A. 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底下「品質區」中

新增「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資，其圖資可呈現「八掌溪」、「北港

溪」、「朴子溪」、「後龍溪」、「濁水溪」、「鹽水溪」、「大甲溪」、「大

安溪」、「烏溪」、「高屏溪」、「曾文溪」、「蘭陽溪」與「花蓮溪」等

中央管河川之砂石品質分布，詳圖 5.27。 

 

圖 5.27 「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資功能畫面 

B. 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底下「介接資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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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中新增「水庫堰壩點為資訊」與「防砂設施資訊」圖資，其圖

資可呈現各類水利設施位置及詳細資料，詳圖 5.28。 

 

圖 5.28 「水庫堰壩點為資訊」與「防砂設施資訊」圖資功能畫面 

A. 介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騰雲網」API，於「砂石資源評估

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底下新增「地質圖資」圖資，其圖資可

呈現「5 萬分之 1-斷層」、「5 萬分之 1-褶皺」、「5 萬分之 1-煤層」、

「25 萬分之 1-地層」、「全台順向坡分布圖」、「土石流扇狀地」、「土

石流堆積區」、「土石流流動區」分布及詳細資料，詳圖 5.29。 

 

 

圖 5.29 「地質圖資」圖資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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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分眾使用功能與帳號管理模組 

「砂石資源評估地圖」設置本意為提供砂石場業者針對設廠條件所

需之相關資訊，為顧及機關業務資訊之公開程度，故本年度針對「砂石資

源評估地圖」圖台使用權限進行區分，本項工作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

資訊系統」後台設置為登入本平台帳號的使用者(帳號類別包含礦務局同

仁、各砂石場業者、工程機關、各縣市政府承辦等)，方有「砂石資源評估

地圖」圖台使用權限。 

於今年 8 月時亦於網站公告開放砂石資源互動地圖查詢功能的申請，

中央及縣市政府、工程機關、或其他公務單位有使用本砂石資源地圖查詢

功能者，可填具系統帳號申請書，以函文方式向礦務局提出申請。申請資

訊如圖 5.30。 

 

圖 5.30 「砂石資源互動地圖」功能申請畫面 

 

5.3.4 砂石資源品質地圖 

前期計畫已針對「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前台「品質探索」

底下「砂石資源品質地圖」進行蒐集文獻及計畫採樣資訊，並將採樣資訊

建入資料庫後於前台圖台顯示，108 年度將砂石品質分為 H、C、F 及無

分類，而本年度新增 S 類，其砂石品質分類指標詳表 5.5。 

 



75 

表 5.5 水利署砂石品質分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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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依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參考手冊內容，優化砂石

資訊品質地圖點位資訊及河川品質分段圖層，本項工作新增內容如下： 

1. 優化砂石資源品質地圖點位：於「砂石資源品質地圖」中新增砂石品

質 S 類圖資與詳細資料，詳圖 5.31。 

 

圖 5.31 砂石品質 S 類圖資與詳細資料畫面 

2. 新增河川品質分段圖層：於「砂石資源品質地圖」右側「圖層清單」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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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砂石品質與檢測資料」中新增「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資，其圖資

可呈現「八掌溪」、「北港溪」、「朴子溪」、「後龍溪」、「濁水溪」、「鹽水

溪」、「大甲溪」、「大安溪」、「烏溪」、「高屏溪」、「曾文溪」、「蘭陽溪」

與「花蓮溪」等中央管河川之砂石品質分布，詳圖 5.32。 

 

圖 5.32 「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資功能畫面 

5.3.5 建置產銷履歷查詢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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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天然砂石日漸稀少，為促使資源能妥

善利用，將砂石分類進行精準的再利用實有必要，前期計畫已於「土石資

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前後台，建立產源到預拌混凝廠之砂石產銷履歷

追蹤功能(產源>砂石場>預拌混凝廠)，其功能包含建立各砂石場填報砂石

流向功能(填報資料包含原料來源與產品銷售之對象、種類、數量)、審核

砂石場填報資料功能、前台顯示。 

為讓砂石流向更透明，本年度針對砂石產銷履歷追蹤功能進行延伸，

由原本產源到預拌混凝廠(產源>砂石場>預拌混凝廠)，延伸到最終使用工

地(產源>砂石場>預拌混凝廠>營建公司>使用工地)，本項工作新增內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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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後台功能： 

A. 修改砂石履歷業者填報功能：修改砂石履歷業者填報頁面中的「銷

售對象」欄位，由原本自由填寫方式，修改為下拉式選單，以利系

統抓取對應資料。 

B. 新增預拌混凝土廠帳號類別與設定帳號權限。 

C. 新增預拌混凝土廠填報功能：新增預拌混凝土廠填報頁面，欄位包含

銷售對象之「營建公司名稱」與「工地名稱」，「砂」、「碎石」、「級配」、

「其他」之銷售量，詳圖 5.33。 

 

圖 5.33 預拌混凝土廠填報功能畫面 

D. 新增審核預拌混凝土廠填報功能：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

後台「廠商資料維護」新增「混凝土業者填報」功能，其功能用於審

核預拌混凝土廠填報資料，審核通過後數據才會於前台顯示，詳圖

5.34。 

 

圖 5.34 預拌混凝土廠填報資料審核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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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台功能：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前台「砂石產銷履歷試

辦」底下「砂石產銷履歷」中「砂石產銷履歷查詢」之列表，點入個別

砂石場流向及品質查詢之「詳細」按鈕，選擇「流向查詢」分頁中表格，

新增「X 年 X 月成品銷售流向_預拌廠至工地」表格，其表格呈現預拌

混凝土廠銷售對象之「營建公司名稱」與「工地名稱」，「砂」、「碎石」、

「級配」、「其他」之銷售量，詳圖 5.35。 

 

圖 5.35 前台砂石產銷履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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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本團隊就 108 年度砂石履歷執行成果及精進建議，對於相關法令配套、

組織架構、制度文件、證書樣式及與履歷廠商之約束方式等方面，進行砂石履

歷精進執行方案，並完成 108 年度試辦場家之驗證作業，包含授證、後續品質

抽驗及履歷資訊登錄，以及於本年度完成 2 家砂石場新申請案評鑑作業。 

6.1 砂石產銷履歷執行方案 

砂石為營建業最基本且重要的原料，建立砂石產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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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就 108 年度執行 4 場次砂

石履歷評鑑之成果及精進建議優化砂石履歷執行方案，建立相關法令配套措施、

組織架構、制度文件、證書樣式及與履歷廠商之約束方式，並完成於 108 年度

執行 4 場次砂石履歷評鑑之授證、品質抽驗及履歷資訊登錄。此外於今年度規

劃完成 2 場次砂石場新申請案評鑑作業。 

一、砂石產銷履歷制度 

(一)組織架構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規劃以礦務局作為指導單位，協助制度之審核與督

導，評選專業的第三單位為執行單位，負責整體驗證作業，委辦之執行單

位須建置驗證組織及權責，例如總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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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之組織架構如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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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主辦單位

驗證機構

總召集人
負責驗證推動

秘書組
負責行政庶務

評鑑委員會
負責評鑑追查

評選   監督

 

圖 6.1 驗證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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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之回饋作討論，並研議是

否修改評鑑作業程序及標準等相關事項。 

(二)建立制度文件 

108 年度試行之砂石履歷制度本團隊已研擬「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

作為評鑑執行依據，為因應履歷評鑑制度常規化，建議驗證單位應參考

TAF 產品認證機構認證作業，建立起相關驗證文件，其內容至少包含「驗

證組織及職掌說明書」、「驗證作業管理審查程序」、「驗證作業內部品質稽

核程序」、「評鑑專家會相關人員資格審查及評估作業程序」、「驗證文件管

理作業程序」、「驗證紀錄管理作業程序」、「驗證作業不符合事項處理作業

程序」、「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驗證證書及認可登錄管

理作業程序」、「複審小組作業說明書」、「申請作業程序」、「評鑑作業程序」、

「驗證廠商重大事件應變處理作業程序」、「追查作業程序」、「重評作業程

序」等，以確保評鑑制度之品質與公正性，與國際標準接軌。 

驗證制度之作業流程依 ISO 17065 國際產品機構認證標準之規定，

分成申請書提送與審查、赴廠訪談、現場評鑑、赴廠複評、樣品抽驗、驗

證決定、追查等作業程序，以確保驗證資格的維持與材料供應之品質。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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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相關作業說明如下，並整理如圖 6.2 所示。 

(一)驗證目的：驗證制度建構宗旨係確認砂石場產製能力、品質管制能力及流

向申報，以保障產品品質規格需求。 

(二)申請作業：驗證之申請、審查、缺件補件等。 

(三)現場評鑑：由總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於現場採取與廠商

負責人員訪談、程序作業及紀錄審查、現況作業觀察、相關人

員操作及答詢等方式進行瞭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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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檢驗項目為粗細粒料的

比重、吸水率、含泥量、水溶性氯離子、健度、磨損率(粗粒料)，

合格標準為 CNS1240「混凝土用粒料」。 

(五)缺失改善：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後，將

改善結果通知評鑑小組，並由評鑑小組派代表赴廠辦理複評，

以確認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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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資料提送複審小組進行審核。經複審完成後，核定符合驗

證標準者，送礦務局核定，頒發驗證證書、登錄及公告。 

(七)定期追查：為監督已取得驗證合格之廠商，以維持其驗證資格之有效性，

證機構應辦理後續追查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年度追查。有關

樣品抽項目及標準比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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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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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供驗證合格砂石場履歷證明或證書，將視砂石履歷制度之

推動與驗證單位委辦模式，再評估合適之證書內容。目前參考農委會所辦

理有機農產品標章驗證制度，若由礦務局擔任主管機關，授權第三單位執

行驗證業務，則驗證證書將由第三單位負責發證，故通過產品履歷之砂石

業者，建議證書範例如圖 6.3 所示。 

 

圖 6.3 砂石產銷履歷證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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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砂石履歷廠商之約束方式 

倘由第三單位負責驗證執行單位，則驗證砂石場應於驗證合格後，與

驗證單位辦理簽約手續，合約內容須律定砂石場獲得驗整單位及礦務局授

予砂石履歷證書後，應確實遵守「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及其相關規定；

同意隨時接受驗證單位及礦務局之查驗(含重大事件或外界抱怨之調查)，

不得以任何理由絕。如發現砂石場有不符制度之各項規定，經驗證單位以

書面通知限期改善無效或赴廠複評不合格後，驗證單位得立即取消砂石場

之驗證資格及砂石履歷證書之權利，用以約束砂石履歷合格廠商之行為。 

二、履歷流向及品質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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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機構於年度追查時，亦將現場確認砂石原料及成品庫存情形，並與

礦務局砂石產銷系統資料核對，以確認廠商填報是否符實。追查時所辦理之砂

石粒料成品抽驗，其抽驗檢驗結果亦應公告於履歷網頁上供外界查詢，若有不

符合查驗標準時應要求廠商改進，並再次抽驗以確保品質。 

三、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成本概算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後續砂石產銷履歷之推動，應朝向由申請之砂石場

繳交評鑑費用，以維持履歷之運作，評鑑費用之分析，主要分為現場評鑑及成

品取樣部分兩大部分，故相關成本費用以人事(專家審查)及砂石粒料的試驗費

用為主，其成本概算如表 6.1 所示，當砂石廠商第一次申請驗證時，建議申辦

費用為 9 萬 5 千元整，後續年度追查費用可依實際審查人力及委外試驗項目進

行費用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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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成本概算 

項目 單價 數量 單位 說明 

1.人事費 35,000 1 式 書面審查、行政作業等 

2.委外試驗費 28,000 1 式 依 CNS 1240 標準進行試驗 

3.專家審查費 20,000 1 式 
現場評鑑、樣品抽樣，缺失改

善、審查核定 

4.營運管銷費 12,000 1 式 以 15%計 

總計 95,000 元 

四、砂石產銷履歷作業要點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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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然為推動此驗證作業，第三方執行單位依要點要求提出申請書(詳

如附錄五所示)，礦務局則進行審核，並核准適合第三方專業單位執行驗證業

務及證書發放。 

表 6.2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理作業要點(草案) 

經濟部礦務局 V1.0 10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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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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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且人員資歷應具備一年以上行政事務工作經驗。 

(四)自有固定辦公場所，供本局、機關、廠商作為聯繫。其中設有能夠進行

評定作業之會議場所一處以上。 

(五)設有能使評定作業資訊公開化之電子(網路)化環境。 

(六)邀集專家學者一十七人以上組成評鑑委員會。名單需經本局認可。 

(七)能辦理後市場追蹤查核作業。 

(八)辦理或經營之他項業務不影響評定作業之公正性。 

驗證機構喪失執行驗證業務能力、提供不實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驗

證資格者，由本局廢止驗證執行資格。 

驗證機構之執行資格有效期間為三年，驗證機構應於期限屆滿前四個月向本

局申請重新審查。 

四、本驗證受理對象為已依法辦妥工廠登記、使用地已取得同意變更編定為礦業

用地者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已依法辦妥臨時工廠登記等

之砂石碎解洗選場，有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者。 

五、申請驗證之文件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申請單位名稱商號、電話、統一編號、住址、廠區面積、負責人、聯絡

人、通訊方式等基本資料。 

(二)營運狀況，近期購料來源、購料量、生產量、出貨量、原料(可)堆置量、

成品(可)堆置量 

(三)場內人員組織職掌 

(四)場內主要生產設備及效能 

(五)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六)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六、驗證機構應提出驗證查核項目及產品取樣及檢驗計畫，經本局認可後實施，

查核項目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場內設備、建物、通道應堅固安全，應有各勞工安全衛生及消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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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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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塊及易碎顆粒、輕質物質

含量等；細粒料篩分析、氯離子含量等；粗粒料洛杉磯磨損率、扁平率

等，合格標準依 CNS 1240 混凝土粒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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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核發產本證書。 

八、為確保取得本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符合標準之要求，驗證機構應辦理後續追

查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其中產品抽樣追查每六個月至少一次，

專家追查每年至少一次，為查核各項程序之執行狀況及紀錄。原則上抽樣追

查與半年追查可合併同時辦理。 

九、本驗證證書之有效期間為自驗證決定之日起三年。證書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

前，廠商申請重新評鑑；逾期申請者，應重新申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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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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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試辦規劃執行情形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於 108 年度開始試行，已有立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景裕砂石有限公司、富晟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砂石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砂石業者。於本年度將持續推動後續作業如下列內容，以提供完整的砂石品

質履歷執行範例。 

契約要求本年度至少完成 2 家砂石場評鑑訪查及樣品抽驗，規劃在 4 月

~5 月徵詢有意願參與試辦之廠商提出申請，並於 8 月~9 月完成試辦廠商之評

鑑及抽樣作業， 10 月底前改善完成及授證並開始填報流向。而 108 年度所辦

理的 4 家砂石場，則在 5~9 月完成抽樣及專家追查，砂石品質履歷作業流程推

動情形如圖 6.4 所示。 

 

圖 6.4 本年度砂石品質履歷作業流程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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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 108 年度試辦場家之驗證後續作業： 

(一)本計畫於 108 年度已完成立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景裕砂石有限公司、

富晟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誠信砂石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砂石業者

的評鑑作業，於今年度計畫將完成這 4 家砂石場的授證作業，目的除

可提升砂石業者之榮譽感之外，以可作為業者業務推廣之證明文件。 

(二)今年度計畫持續對這 4 家砂石業者實施年度追查，如圖 6.5 及圖 6.7，

其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兩部分；執行抽樣追查時，評鑑委員赴

廠執行抽樣追查(即樣品抽驗)，應進行目視檢測，觀察是否有雜質、

土塊、磚瓦、樹枝、雜草、垃圾、刨除料、廢棄物等情況，並取足量

試驗之樣品送至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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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試驗結果登錄於產銷履歷資料庫

如圖 6.6 及圖 6.8 所示，供外界查詢；執行專家追查時，查核項目除

查核紀錄表之外，尚包含之前評鑑的缺失項目。年度追查作業係用以

監督已取得驗證合格之廠商，以維持其驗證資格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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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20 景裕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5.20 立光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5.08 誠信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5.15 富晟砂石場樣品抽驗 

圖 6.5 109 年年度追查砂石樣品抽驗情形(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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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109 年年度追查砂石樣品抽驗試驗結果(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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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10 誠信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8.13 富晟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8.17 景裕砂石場樣品抽驗 109.08.17 立光砂石場樣品抽驗 

  

景裕洛杉磯磨損試驗 立光篩分析試驗 

圖 6.7 109 年年度追查砂石樣品抽驗情形(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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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109 年年度追查砂石樣品抽驗試驗結果(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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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 7 家砂石場產銷履歷評鑑作業： 

本計畫延續去年 4 家砂石業者申請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成果，除持續精

進評鑑內容之外，於今年計畫至少再執行 2 家砂石場產銷履歷評鑑作業。 

開放今年度履歷試辦作業之受理名額資訊公告於平台資訊網站中，砂

石業者可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中建置砂石履歷之公開頁面，下載砂石產銷

履歷試辦申請書，填寫公司基本資料、場區配置圖及生產設備概況，並簽

具申請驗證同意書。然後依評鑑程序進行評鑑訪查等作業、砂石樣品抽驗

作業及後續業者填報等流程。 

截至 109 年 10 月 31 日止已有 7 家砂石業者提出申請書，申請書經本

院初審合格後，排定現場評鑑與樣品抽驗作業時間，評鑑時間安排如表 6.3，

評鑑時將依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推動及管理作業要點(草案)之規定，邀請外

部專家學者共同辦理評鑑作業，若現場發現有不符合事項，將請廠商進行

改善回覆，現場評鑑其情形詳如圖 6.9 所示，樣品試驗結果及評鑑缺失則

如表 6.4 及表 6.5 所示。 

表 6.3 109 年新受理砂石產銷履歷廠商評鑑時程 

廠商名稱 地點 外聘專家 單位 時間 

統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卓蘭 顏志欽副理 中興顧問公司 8 月 10 日 

伸太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神岡 顏志欽副理 中興顧問公司 8 月 10 日 

瑞昇砂石行 屏東里港 王和源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 8 月 13 日 

屏里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里港 王和源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 8 月 13 日 

益昌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集集 沈進發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8 月 20 日 

金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竹山 沈進發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8 月 20 日 

宜興預拌混凝土(股)公司 宜蘭蘇澳 廖肇昌主秘 高速公路局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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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10 統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0 伸太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9.08.13 瑞昇砂石行 109.08.13 屏里企業有限公司 

  

109.08.20 益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109.08.20 金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圖 6.9 新受理砂石產銷履歷廠商評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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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2 宜興預拌混凝土(股)公司 

圖 6.9 新受理砂石產銷履歷廠商評鑑情形(續) 

表 6.4 109 年新受理砂石產銷履歷廠商樣品試驗結果 

類型 
比重 

(SSD) 

吸水率 

(%) 

洛杉磯磨

損率(%) 

含泥量 

(%) 
氯離子(%) 

細度模數

(F.M.) 

統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粗粒料 2.65 0.75 19.32 - - - 

細粒料 2.60 1.16 - 3.19 0.0019 2.61 

伸太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粗粒料 2.63 1.13 20.18 - - - 

細粒料 2.60 1.35 - 2.79 0.0014 2.91 

瑞昇砂石行 

粗粒料 2.64 0.94 15.59 - - - 

細粒料 2.66 1.21 - 0.3 0.0014 2.66 

屏里企業有限公司 

粗粒料 2.63 0.93 17.16 - - - 

細粒料 2.65 1.12 - 3.7 0.0016 2.65 

益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粗粒料 2.65 0.7 19.22 - - - 

細粒料 2.63 1.33 - 2.75 0.0014 3.03 

金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粗粒料 2.66 0.99 16.91 - - - 

細粒料 2.63 2.01 - 2.74 0.0013 3.09 

宜興預拌混凝土(股)公司 

粗粒料 2.65 1.15 28.25 - - - 

細粒料 2.62 2.75 - 2.26 0.001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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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109 年新受理砂石產銷履歷廠商評鑑缺失情形 

 

廠商名稱 缺失項目 

統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應建立試驗手冊、爐渣快篩建議備有磁吸及 pH

值計。 

2. 應備有成品試驗報告。 

3. 建議建立地磅校正紀錄。 

伸太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缺失 

瑞昇砂石行 

1. 應建立粒料試驗手冊。建議備有磁鐵及 pH 值計

等爐碴快篩檢驗儀器。 

2. 應有完整砂石成品檢驗報告。 

3. 加強品管人員目視判斷能力。 

屏里企業有限公司 

1. 應建立粒料試驗手冊。建議備有磁鐵及 pH 值計等

爐碴快篩檢驗儀器。 

2. 應有完整砂石成品檢驗報告。 

3. 加強品管人員目視判斷能力。 

益昌砂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缺失 

金永豐股份有限公司 

1. 地磅已超過一年未校正。上次校正日期為 108.2.27

迄今未再校正。 

2. 未按規定每月進行自主成品試驗，應改善並建立

紀錄。 

宜興預拌混凝土(股)公司 1. 待建立災害通報系統 

 

待申請之廠商缺失全數矯正後，將登錄於砂石產銷履歷網站上，並定期

填報產銷流向資訊供外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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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專業研究 

行政院於「砂石開發供應方案」中闡明，因應臺灣地區砂石需求及河川

砂石可採量漸趨枯竭，應加速推動開採陸上砂石，促使其取代河川砂石成為中

長期主要供應來源。又因 108 年度中國大陸砂石市場之震盪、國內河川砂石疏

濬量不足等因素，以致砂石供應不穩定，今年又因疫情問題減少進口砂石數量，

顯示多元砂石料源的推動更迫在眉睫，故預計於本計畫中延續去年研究資料，

以宜蘭粗坑設立陸上土採專區為示範對象，並展望其餘地區設立的可行性。 

7.1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資料盤點彙整 

本計畫以宜蘭粗坑為對象，評估土採專區實行之可行性，並展望周邊可

作為新的土採專區之區位可行性。以交通便利，人煙罕至，地質優良為優良條

件下作為高潛力土採專區之選擇區位。 

7.1.1 高潛力土採專區基本資料 

宜蘭粗坑地區蘊藏四稜砂岩帶，四稜砂岩以塊狀或厚層中至粗粒的石

英質砂岩為主，外觀顏色呈現淺灰至灰白色，砂岩常具有中至大型交錯層

及漣痕等沉積構造，由於本層含薄煤層，綜合岩層的特性以及沉積現象的

特徵，四稜砂岩應屬於濱海三角洲或淺海相沉積環境下的產物，質地堅硬，

有著良好的混凝土特性，適合做為砂石原料開採地區。 

為提升土採專區之地質條件，本年度計畫將108年所規劃之土採範圍，

做區位上的移動，將其位置能大部分符合四稜砂岩帶位置上，並往西南方

向評估新的高潛力開採區地帶。區位地質圖如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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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高潛力土採專區區位地質圖 

為增加粗坑土採專區之開採效益，108 年度研究之粗坑開採區，略為

將位置南移，並減小土地面積，將區位集中在四稜砂岩之位置，以確保能

開採土石之優良行及深度，新舊採區地層面積詳表 7.1 所示，粗坑土採專

區區位地質圖，詳圖 7.2 所示。 

 

圖 7.2 粗坑土採專區區位地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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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粗坑新舊土採專區地質比例表 

 舊採區面積 

(總面積 222 公頃) 

新採區面積 

(總面積 177 公頃) 

西村層 113.22 公頃 53.1 公頃 

四稜砂岩層 102.12 117.89 公頃 

沖積層 6.66 公頃 6.01 公頃 

 

7.1.2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粗坑土採專區因位置及範圍上之變動，須對新區位須對土地利用現

況重新調查，西南方高潛力土採區中，選擇經濟效益最大化之位置畫分中

華及崙埤兩區，也進行詳盡的土地利用現況進行調查，以利後續土石採取

區之規劃。 

一、 粗坑土採專區土地概敘 

本計畫畫定區域其土地面積約為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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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所示。 

 

圖 7.3 宜蘭粗坑土石資源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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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地籍資料蒐查 

調查區域共 82 筆土地，包含長嶺段、下粗坑段、粗坑段、再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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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地段比例表。 

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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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784.00  1.96% 

下粗坑段 7 266,867.30  15.03% 

粗坑段 67 1,334,123.54  75.13% 

再連段 7 139,864.56  7.88% 

總計 82 1,775,6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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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筆，面積比例達 85.39%，約 151.6 公頃，使用分區比例詳表 7.3 使用

分區比例表。 

表 7.3 粗坑土採區使用分區比例表 

地段 筆數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一般農業區 12 66,449.87  3.74% 

山坡地保育區 24 192,994.57  10.87% 

森林區 46 1,516,194.96  85.39% 

總計 82 1,775,639.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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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採取之土地、是否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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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變更，本區域共有五種：農牧用地、林業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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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筆，面積達 151.6 公頃，占總面積 8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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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使用

地類別比例表及圖 7.4 使用地類別比例圖。 

表 7.4 粗坑土採區使用地類別比例表 

使用地類別 筆數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水利用地 2 4,357.00  0.25% 

甲種建築用地 1 1,403.04  0.08% 

交通用地 1 6,340.00  0.36% 

林業用地 47 1,516,896.75  85.43% 

農牧用地 31 246,642.61  13.89% 

總計 82 1,775,639.40  100.00% 

 

 

圖 7.4 粗坑土採區使用地類別比例圖  

水利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甲種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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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清冊及公告現值調查 

土地使用清冊及公告現值詳附錄六粗坑土採專區地籍清冊。 

(三)土地徵收經費調查分析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總經費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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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筆，總面積為 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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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1%，其餘私有地為 11.5 公頃，占總面積 6.49%，多數集中在平地

及山溝側。詳圖 7.5 公私地別圖、表 7.5 公私地別比例表。 

表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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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1,660,446.38  93.51% 

私有地 24 115,193.02  6.49% 

總計 82 1,775,639.40  100.00% 

 

 

圖 7.5 粗坑土採區公私地別圖 

 

長嶺段 
下粗坑段 

粗坑段 

再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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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計畫用地之市價調查，茲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易實價查詢服務

網(https://lvr.land.moi.gov.tw)，經查宜蘭縣員山鄉粗坑段在 108 年 1 月至

109 年 5 月間共有 10 筆土地交易，交易時間、面積及單價如圖 7.6。土採

專區範圍內於 108 年 5 月共有一筆土地交易紀錄，交易單價為 595 元/坪，

其次於台 7 線省道旁土地交易價格為 1 萬元/坪，雖兩者差異大，但考量民

眾之觀感，在財務評估許可之情形下，擬以 1 萬元/坪之行情編列購地預

算，換算約為 3,300 元/ m2。本計畫預計土地範圍計私有土地為 115,193.02

平方公尺，因此私人地共計須徵收費用為 3億 8,013萬元(3300x115193.02)。 

 

圖 7.6 土地實際交易單價比較圖 

(四)現地地形、地質及運輸路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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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土地皆為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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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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8 年)針對本路

段之公路交通量調查統計表如表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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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台 7 線公路平均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

表。本路段統計之車輛數及流量如表 7.7。 

表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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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7,426 

表 7.7 台 7 線牛鬥~再連每日交通量調查統計表 

 
小型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全聯 

結車 

半聯

結車 
機車 合計 

總流量

(PCU) 

尖鋒交通

量(PCU) 
時段 

北向 2,188 81 38 0 1 269 2,577 4,153 
693 10~11 

南向 1,631 60 58 0 2 222 1,973 3,273 

單位：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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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2011 年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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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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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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路段 108 年整日北向 PCU=4153，南向 PCU=3273；若以 24 小時

計，換算成每小時 V/C 為： 

北向=4153/24=173，再除以 1700=0.10 

南向=3273/24=136，再除以 1700=0.08 

若保守以 10 小時計，則每小時 V/C 為： 

北向=4153/10=415，再除以 1700=0.24 

南向=3273/10=327，再除以 1700=0.19 

即便以 10 小時計，本路段服務水準平均可達 A 級(0~0.37)，而尖峰

時段(10~11 時)流量 693 換算成 V/C=693/1700=0.41，屬 B 級。 

由於砂石車外運是雙向來回，故以北向總流量 4153 來控制，其每小

時 V/C=0.24，離 A 級上限 0.37 尚有 0.37-0.24=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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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221，換算成

大貨車數量為=22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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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容許大貨車允載

車次為 73 台，一日可達 24*73*10=17,520 公噸/天，一年假設工作天 200

天，年運量至少可達 17,520*200=350 萬 4 千公噸。 

進一步評估尖峰時間(10~11 時)，因大貨車所增加每小時的 PCU 為

221，因此尖峰時段的流量為=693+221=917，換算成 V/C=917/1700 =0.53，

仍然在 B 級上限的 0.63 以下，不影響道路服務水準。 

因此在本計畫規劃年開採量 300 萬噸砂石之條件下，交通路線台 7

線尚能維持原道路服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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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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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市相鄰詳圖 7.7 地理位置圖。 

 

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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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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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圖詳圖 7.2 所示。 

二、 崙埤陸上砂石開採區概述 

另勘查其餘高潛力土採區位於員山鄉及大同鄉之交界處，因處於評

估階段，暫時命名為崙埤及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區域南側有台 7

線經過，中間由頂粗坑溪流經，海拔大約由 800 公尺到 100 公尺，靠南

側地勢較低，有許多的私人土地聚集，大部分作為農作居多。在此高潛

力區，將選擇作為新的陸上開採專區做評估，以靠山谷為主，方便聯外

道路及消防通道之建立，配合避開私人土地，以不影響當地居民之生活

為目標，並集中在四稜砂岩帶，採取最優良之砂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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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地籍資料調查 

崙埤區選址位置詳圖 7.8，最有效益的選址方式為盡量選擇有既有道

路經過以及盡量以公有土地為主，圖中綠色區域為選址預定地，紅色部

分即為公有土地，本區全區位於公有土地上共 9 筆土地，避開私人土地

徵收，詳表 7.8 地籍資料表，地籍資料細目皆相同，詳表 7.9 地籍資料細

目表。 

 

圖 7.8 崙埤陸上砂石開採區位置圖 

表 7.8  崙埤陸上砂石開採區地籍資料表 

地段 筆數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紫林段 1 285,444.34  16.03% 

古力比老段 8 1,495,271.19  83.97% 

總計 9 1,780,715.53  100.00% 

(二)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調查 

詳細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參考附錄五崙埤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土

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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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崙埤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地籍資料細目表 

地籍資料細目 

使用地類別 森林區 

使用地類別 林業用地 

所有權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三)土地徵收經費調查分析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總經費評估 

本區位皆位於公有地範圍內，僅需依法辦理撥用，無須辦理徵收。 

(四)現地地形、地質及運輸路線調查 

區域面積約為 170 公頃，開採高度由約 850 公尺至 500 公尺，粗估蘊

藏量達 1.9 億左右。因本區域大部分位於四稜砂岩位置上，故實際可開採

量大約就等於蘊藏量，產量豐富，適合作為陸上開採專區。 

專區預定地，勢必要有既有道路可供進出，才有利專區的開發及後續

的營運，包含拓寬既有道路及增加開發消防通道，皆需要使用，選址區位

剛好符合條件，詳如圖 7.9 所示。崙埤區域距離台 7 線較遠，由台 7 線右

轉後，穿過小型村落，沿著溪邊往上游走約 2.5~3 公里後即可抵達採區。，

實際開發前需要拓寬道路及新建一條消防通道。 

 

圖 7.9 崙埤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現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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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 

(一)土地地籍資料調查 

中華區選址位置詳圖 7.10，本區段距離台 7 線較近，土地面積也較

大，圖中綠色區域為選址預定地，紅色部分即為公有土地，本區全區位

於公有土地上共 18 筆土地，依然可避開私人土地徵收，詳表 7.10 地籍資

料表。地籍資料細目皆相同，詳表 7.11 地籍資料細目表。 

 

圖 7.10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位置圖 

表 7.10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地籍資料表 

地段 筆數 界內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長嶺段 4 631,262.25  30.99% 

頂粗坑段 14 1,405,725.92  69.01% 

總計 18 2,036,988.16  100.00% 

(二)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調查 

詳細土地清冊及公告現值參考附錄五粗坑 2 號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

區土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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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地籍資料細目表 

地籍資料細目 

使用地類別 森林區 

使用地類別 林業用地 

所有權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三)土地徵收經費調查分析專區規劃推動所需總經費評估 

本區位皆位於公有地範圍內，僅需依法辦理撥用，無須辦理徵收。 

(四)現地地形、地質及運輸路線調查 

中華區域較大，約 200 公頃，開採高度由約 550 公尺至 300 公尺，粗

估蘊藏量達 1.6 億左右，本區域大部分位於四稜砂岩位置上，故實際可開

採量大約就等於蘊藏量，產量豐富，適合作為陸上開採專區。 

中華區域由台 7 線右轉後不久，大約 1 公里後即可抵達採區。距離主

要幹線較近，實際開發前需要拓寬道路及新建一條消防通道。 

 

圖 7.11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現勘照片 

崙埤及中華陸上砂石開採區經調查，地質條件優良，無私人土地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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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且皆有既有道路可供進出，開採區潛力高，未來開發新的陸上開採

區時，可優先選擇規劃崙埤及中華陸上砂石開採區。 

7.1.3 宜蘭粗坑現況 3D 模擬分析 

現今科技發達之影響下，3D 空間建模可不用依照座標數位化以達到

建模之目的，可由空拍機配合軟體操作，將特定空間範圍之地形狀況描繪

出來，並分析未來計畫開挖後之情形。宜蘭粗坑土石採取區將與相關單位

合作預計使用這項技術，研究開採後所造成的影響，本年度預定估作項目

如下。 

一、 建置宜蘭粗坑採區現況地形 3D 模型 

空拍機它快速處理的能力能夠用航拍資料創建 2D 及 3D 模型，簡化

了數據分析和決策，配合相關軟體，可適用於重建事故現場、跟進建築項

目進度，以及橋樑、道路等大型基建工程的巡檢，相關空拍已於 109 年 6

月 10 號拍攝完成，並建立好立體 3D 模型，詳圖 7.12、圖 7.13。 

預定以這項技術建置宜蘭土採專區之現況地形的 3D 地形數位模型，

可觀察本區的地形走向，地形高低差，聯外交通位置等，以利本區之細部

規劃。3D 地形數位模型圖詳圖 7.14。 

 

圖 7.12 宜蘭粗坑空拍 3D 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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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宜蘭粗坑 3D 模型體積及距離運算 

 

圖 7.14 宜蘭粗坑空拍 3D 數值地表地形圖 

二、 預估以電腦 3D 模擬開採階段地形及上山道路規劃之費用 

建置完現況地形模型後，可再搭配其他軟體，模擬開採後之狀況，例

如向下開採一階段後的地形狀況，並可做安全性分析評估，針對可能危險

性之地方做邊坡穩定設施規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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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挖規劃 

本專區基地設定範圍為 177 頃，鄰近台 7 線與粗坑溪，高程從平地的

120m 到西側山區最高點約 450m，圖 4.1 所示。以中間山溝處既有產業道路

分為東西兩側開採區，四周保留一定範圍作為綠帶，東側開採區地勢較低，

最高高程約 300m，規劃以 160m 為開挖高程，由最高處逐圈開採到開挖高

程後，再逐圈往下開挖，最終高程為 120m；西側開採區地勢較高，最高高

程約 450m，規劃以 200m 為開挖高程，由最高處逐圈開採到開挖高程後，

再逐圈往下開挖，最終高程為 160m。 

有關開挖區最終殘壁之設定，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193 條「採取土石

之最終殘壁應設平台階段，每階段高度 5 公尺以下，平台寬度 1.5 公尺以上，

每 5 個平台中至少有 1 平台寬度不得小於 3 公尺，邊坡應緩於 1 比 1.5；非

土質階段之邊坡應緩於 1 比 1。」，由於本區地質屬四稜砂岩非為土質，故

邊坡坡度規劃為 1 比 1，每階段平台寬度 6.5 公尺，高度為 5 公尺，且每五

階段平台需一階段寬度為 8 公尺。依此設定模擬開挖成果圖如圖 4.2，經 3D

像素素質計算東側開挖區總開挖量為 2995 萬立方公尺，西側總開挖量為

2544 萬立方公尺，以岩層破碎成砂石原料後以單位重 2 計算，土壤雜質及

開瓦破碎之損耗以 20%計，換算後東側開挖區可得總開挖量為 4792萬公噸，

西側開挖區可得總開挖量為 4070 萬公噸，兩區合計為 8638 萬噸，若以年規

劃產量 300 萬噸計，則本專區預計可開採 2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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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 粗坑土採區開採範圍圖 

 

圖 7.16 粗坑土採區開挖預估示意圖 

(二)道路規劃 

預估新增道路如圖 7.17 所示，計畫區域中間有一條既有道路，以開

採區規模來說，進出大型機具需拓寬既有道路(藍色)，才足以讓大型車輛

通過，並為求緊急危難使用，於東側開闢一條消防通道，由採區中央開始

往下走，避免北方高處一開始為開採區而浪費不必要地開闢道路費用，銜

接至員山路三段 220 巷，避開國小由後方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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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既有道路無須開挖整地，以 1 公尺 1.6 萬元為計，共 1310 公尺；

開發新的消防通道連接至員山路三段 220 巷，因新開闢需開挖整地費用

粗估約需提高 40%作為開挖整地費用，以 1 公尺 2.24 萬元為計，共 670

公尺左右，2096 萬為拓寬道路費用，1501 萬為開闢消防通道費用，共計

約 3597 萬元。 

 

圖 7.17 宜蘭粗坑消防通道預定位置圖 

7.1.4 宜蘭粗坑開發社區創生計畫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協助地方政府挖掘在地文化底蘊，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

策略，刻正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藉由盤點各地「地、產、人」

的特色資源，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拓地方深具特色

的產業資源。 

為與當地居民和諧發展，擬以砂石產業帶動鄉村發展提升為主軸，建議宜

蘭縣員山鄉公所向國發會提案創生計畫。擬定提請規劃之議題如下，期望能轉

化二次公害為共榮，縫合砂石礦業與居民生活的鴻溝。 

(一) 員山鄉砂石採礦加工產業提升創造優質工作環境 

河川砂石日趨減少，新興的陸上砂石來源漸漸增加，宜蘭地區的砂石

產業對於河川砂石有歷史悠久的經驗及技術，但是陸上砂石的加工方式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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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與河川砂石有些許的不同，雖然陸上砂石可提供穩定的產量，但產業上

的更新無可避免，相較於傳統的產製方式，新的料源將會帶來技術，不僅

提升整體主體產業的進步，相關產業的興起，例如機製砂設備等配合陸上

砂石料源的設備提供及維修，直接與間接提供新的工作機會，相應帶動周

邊的市鎮發展，且可達到人口回流，鄉村再生的效果。 

藉由本次新技術的革新，希望能同時檢討提升整體砂石碎解場地工作

環境，以乾淨環保，保護工作人員地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快速生產，而廠區

內最大的汙染源為粉塵，降低粉塵產生為主要工作項目，可分為兩大方向：

源頭抑塵以及粉塵捕捉及收集。源頭抑塵可採用生物藥劑或水噴霧使粉塵

沉積不揚起，主要是針對無組織粉塵排放，如原料入料倉卸料點、半成品

料堆場、成品料堆場下料點、鏟車裝車時產生的無組織粉塵排放均採用此

措施，並可採用混凝土路面抑制粉塵。粉塵捕捉及收集可通過優化設計，

減少製程中的揚塵環節，如設備加密封罩、溜管間用法蘭連接、卸料用階

梯溜管等，並儘量減少物料的轉運點和落差。近年來中國砂石產製過程中

採用 V7 系列乾式制砂設備具有出色的環保性能。該設備採用全封閉式設

計，空氣篩為負壓狀態，粉塵不外溢，以實現粉塵零排放。同時該機配置

進口防振橡膠墊，減振與降噪效果明顯。V7 機製砂生產的砂粒具有出色

的圓粒度，甚至可以與天然砂相媲美，顆粒的級配連續穩定，且實積率高。

可做為未來設備選用的參考。 

 

圖 7.18 混凝土路面及濕式抑制粉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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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 V7 乾式制砂設備圖 

(二) 砂石採礦運輸動線分流規劃，提升民眾對於砂石產業之觀感 

本計畫為砂石業界的重大創新，藉由本次的機會可吸引人民的關注，

改善整體砂石業的工作環境以及一般民眾對砂石業的不良觀感。規劃階段

便妥善的遵循法規層面設計，並依法辦理公聽會宣導，將人民的疑慮帶回

並合理合法解決問題；以運輸路線為台 7 線重要幹道，宣導安全駕駛不喝

酒，不隨意超車，以達到改善人民對於砂石業的整體改觀。 

因採區營運後將有大量砂石車進出，粉塵產生與噪音過大，甚至產生

人車爭道的情形，威脅當地居民地安全生存空間，故可參考高樹鄉地方創

生的提案，爭取開闢砂石專用道，用剛性路面鋪設，遠離台 7 線主幹道，

沿河岸行走規劃，不至影響一般道路使用。 

 

圖 7.20 高樹鄉砂石專用道範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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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導當地砂石業者參與砂石產銷履歷，豎立工程界高品質之品牌形象 

配合礦務局所推行的砂石產銷履歷，將碎解洗選場的來源與產製過程

符合規範，建立砂石品牌形象，包含砂石強度穩定且高、內含無爐渣等廢

棄物及能穩定供應料源等，審查合格者，給予合格標章。 

根據圖 7.21 之砂石產銷履歷的流程圖，以固定時間內辦理查核評鑑，

並提供專業意見給予廠商藉此提升生產技術能力，提高競爭力，降低市場

區隔，並抽樣檢驗砂石產品是否符合國家標準之品質、砂石強度穩定且高，

確保產品流向是否正常，無爐渣等廢棄物，並將檢驗結果與定期回報產銷

資訊至礦務局之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供消費者查詢適用產品規格。為與一

般廠商做區別可參考 GRMC 之標章，給予通過履歷之廠商彩印至自己的

產品或廠區設備或車輛等，提高產品辨識度。 

 

圖 7.21 砂石產銷履歷流程(左)與網站(右)示意圖 

 

圖 7.22 標章範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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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合土採基金之回饋金成為地方創生基金 

土石採取的基金回饋機制透過修法確立規則後，可成立土採基金回饋

宜蘭縣政府，土石採取專區營運的收入將有部分比例可回饋至地方政府，

協助地方的發展，保護地方環境，提高居民對專區運作之認同，並不定期

舉辦鄉里回饋活動，舉凡免費健康檢查、守望相助、環境保護等活動。 

以免費健康檢查活動為例，圖 7.23 為廠商自主回饋居民之免費健康檢

查活動，彰化縣北斗扶輪社、田中扶輪社特別與華新醫材集團、童綜合醫

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中華民國泌尿腫瘤關懷協會、臺中市泌尿腫瘤關

懷協會等單位，於 28 日上午在彰化縣田中鎮華新 MASK 創意生活館，聯

合盛大舉辦免費健檢活動，一同推動 PSA 篩檢，免費為彰化鄉親檢查攝護

腺，希望喚起國人對攝護腺癌的重視。 

員山鄉公所可依以上例子，關心當地居民，每年可固定巡迴健康檢查，

回饋當地，並定時介紹砂石產業，加深對產業的認同感，進一步共同努力

提升整體產業為地方文化之特色，成為砂石產業首善之區。 

 

圖 7.23 免費健康檢查活動 

(五) 教育下一代成立生態教育館 

土石採取作業並不是破壞環境，而是在發展在地產業之同時，宣導維

護國土資源之重要性，基於對環境教育之重視，並讓專區之運作透公開，

將研擬設置土石採取生態教育館之可行性。本教育館在營運階段可展示開

挖的原理及順序、及生成後的砂石使用方法及目前臺灣生產方式，以及開

發途中的生態變化及保護工法，甚至於展館區展現小型開發及生態區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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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範例，證明開發與保育為可行的實證。 

有關教育館之示範案例，可參考中鋼集團及台泥集團，中鋼集團為宣

導煉鋼廢棄物之再利用，由子公司中聯資源公司建置「轉爐石應用展示館」，

增進大眾對煉鋼轉爐石的認識，從轉爐石的誕生、加工生產，到國內外多

元應用，展示區展示轉爐石應用成品，並設置生態水缸，證明轉爐石是環

境有善產品，展示館相關照片如圖 7.24。台泥集團則是將和平水泥廠申請

為觀光工廠，設置再生資源利用中心，並開放預約導覽，讓外界了解台泥

在採礦及水泥生產過程中，對減少環境衝擊所作的努力。台泥 DAKA 園區

開放專業導覽之照片如圖 7.25。 

  

圖 7.24 中鋼轉爐石教育展示館 

  

  

圖 7.25 台泥 DAKA 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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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陸上砂石示範區有助於提高陸上砂石採取曝光度，且示範區應至

少有一定數量之碎解洗選場加入，故可配合鄉公所之推廣，建立完善的開

採制度，輔導當地碎解洗選場建立維護生態之開採環境，以不影響居民原

來之生活品質前提下開採，提供當地青年就業之機會，減少當地鄉村人口

流失，並深入研究在地文化，將砂石開採作為生活之一環融入生活圈，快

速改善當地居民對於砂石開採之不良印象，達成生活、就業、環保三項之

平衡，並作為其他鄉鎮開發陸上砂石專區推廣之參考。 

建立陸上砂石示範區有助於提高陸上砂石採取曝光度，且示範區應至

少有一定數量之碎解洗選場加入，故可配合鄉公所之推廣，建立完善的開

採制度，輔導當地碎解洗選場建立維護生態之開採環境，以不影響居民原

來之生活品質前提下開採，提供當地青年就業之機會，減少當地鄉村人口

流失，並深入研究在地文化，將砂石開採作為生活之一環融入生活圈，快

速改善當地居民對於砂石開採之不良印象，達成生活、就業、環保三項之

平衡，並作為其他鄉鎮開發陸上砂石專區推廣之參考。 

7.2 研擬土石採取專區相關法令之增修與說明 

108 年度計畫中，已就宜蘭粗坑土採專區作粗略的規劃及可能遇到之未

來的問題，相關法令可就預期的規劃進程以及現有之法規參考訂定及修正法令。

相關修訂內容確認修訂方向後，於未來參考當時之法令政策及市場需求作雙向

檢討。目前依土石採取法之修法方向，預計執行之工作包含如下。 

7.2.1 土石採取保證金作業及管理辦法 

參考現行之水土保持保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作為參考。可先由土石

採取法中增列條文，於適當面積中開採時須繳交之保證金，並依據新增列條文

設立土石採取保證金作業及管理辦法。 

(一) 依據：因土石採取法施行細則無訂定定保證金之法條，須修正第 3-1

條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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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內容：土石採取人依本法第七條之一第七項規定，同意土石採取

專區內被徵收土地之私有土地所有人，以徵收補償費為出資，作為

土石採取人之合夥人時，土石採取人應出具其同意書，並檢具合夥

契約，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土石採取許可證。 

修訂內容：土石採取人依本法第七條之一第七項規定，同意土石採

取專區內被徵收土地之私有土地所有人，以徵收補償費為出資，作

為土石採取人之合夥人時，土石採取人應出具其同意書，並檢具合

夥契約，繳交保證金後，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土石採取許可證，保

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配合保證金計算，土石採取法第 11 條需增修內容如下： 

 

原內容：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土石採取計畫書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採取計畫。 

二、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三、土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之整復維護措施。 

四、運輸計畫。 

五、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六、土石採取計畫圖。 

七、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 

八、土石採取區位置交通圖。 

九、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或文件。 

修正內容：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土石採取計畫書圖，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採取計畫。 

二、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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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之整復維護措施。 

四、運輸計畫。 

五、公共設施維護計畫。 

六、土石採取計畫圖。 

七、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 

八、土石採取區位置交通圖。 

九、年度土石採取營運成本估算。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或文件。 

 

(二) 土石採取保證金作業及管理辦法草案： 

(依據)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土石採取實行細則 (以下簡稱本法) 第 3-1 條規定訂定

之。 

(適用範圍及額度) 

第 2 條 

土石採取保證金 (以下簡稱保證金) 依主管機關核定之土石採取計

畫之年度土石採取營運成本之一定比例額度計算；其應每年繳納之

比例為年度土石採取營運成本之百分之三十。 

前項討石採取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分期施工者，其保證金，依核定

之各期土石採取計畫年度土石採取營運成本估算，由分期開採知各

土地面積比例計算額度。 

前二項應繳保證金之數額，計算至新臺幣萬元為止，未滿萬元部分

不計。 

(保證金之繳納) 

第 3 條 

保證金由土石採取人於申領土石採取許可證時，向土石採取計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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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主管機關一次繳納；分期施工者，保證金於申領各期土石採取

許可證時繳納。 

(保證金之繳納方式) 

第 4 條 

保證金得以現金、或等值之無記名政府公債、定期存款單、銀行開

立之本行支票繳納或取具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金融機構之書面保

證。但書面保證應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為限。 

土石採取人提供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或辦理質權設定之定期存款

單，應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 

(政府機關保證金之繳納) 

第 5 條 

由各級政府機關、國營事業機構或公立學校興辦者，免繳納保證

金。 

(保證金之保管) 

第 6 條 

保證金之保管，應依公庫法及其有關規定辦理。 

(保證金之動用及折扣) 

第 7 條 

土石採取人違反土石採取法第 36 至 46 條之規定，由主管機關會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屆期仍不改正或實施仍不合土石採

取法，或令其停工、強制拆除、清除工作物而不為，經主管機關認

為有必要代為履行者，其費用，應以其繳納之保證金中扣抵。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代為履行完成後，應將動用保證金之收據，，

交付土石採取人。如保證金不敷扣抵時，並應限期補繳。 

第 8 條 

如土石採取人無因前條事項，保證金未被代為履行者，下一年度保

證金將降為原先之二分之一，如該年度保證金被代為履行者，則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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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為第 2 條之繳交金額。 

(代為履行之程序) 

第 9 條 

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代為履行時，應通知土石採取

人，並於各該主管機關公告處公告之。 

前項通知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代為履行事由。 

二、代為履行計畫之摘要。 

三、預定實施日期。 

四、代為履行計畫之經費概估。 

五、其他。 

前項代為履行計畫，得委託或指定相關機關 (構) 或團體代為調

查、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其費用由水土保持義務人負擔。 

第二項第四款代為履行計畫之經費，包括調查、規劃、設計、施

工、監造、管理及依前項委託所增加之費用。 

(保證金之發還) 

第 10 條 

保證金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一次無息發還： 

一、依第 7 條執行代為履行完成後，其保證金經扣抵尚有餘額者。 

二、經主管機關撤銷土石採取許可證，並認定無必要代為履行者。 

三、土石採取計畫廢止，經主管機關認定無必要代為履行，且由土

石採取人人繳還土石採取許可證者。 

(施行日) 

第 11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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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政府機關專用案件環境維護費分配及運用辦法 

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乃依土石採取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規費法第十條

第 1 項規定訂定之，採分年收取方式，收費標準依核定之土石採取計畫之分年

採取數量核計，以每 1 立方公尺新臺幣 11 元計收，除首年於核發土石採取許

可證時收取外，其餘年度於每年 1 月收取。但土石採取人於次年一月尚未取得

土石採取場登記證時，得於領登記證時，再依規定繳納當年度之環境維護費。 

本法條無訂定環境維護費分配及運用辦法，將參考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環境維護費分配及運用辦法。修正如下： 

第一條 

本法乃依土石採取法第 48 條第 2 項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法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礦務局統一收取及管理。 

第三條 

本法收取之環境維護費由環境維護費收費標準辦理。 

第四條 

收取之維護費，將用於該區範圍外 25 公尺(以下簡稱採區環境)的環

境維護使用，包含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及道路交通等公共設施(以下

簡稱公共設施)建設經費之財源。 

第五條 

採區環境的既有公共設施毀損時，確認是自然使用的損壞，或開採

行為造成之損害，如自然因素，得以維護費維護，如為開採行為因

素，得按事實根據向開採人索取維護費。 

第六條 

維護費須遵照第 48 條第 2 項，僅用在採取環境之公共設施維護使

用，不得挪用其他用途。 

第七條 

保管及運用應注重收益性及安全性，其存儲並應依公庫法及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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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有關預算編製及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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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會計事務之處理，應依規定訂定會計制度。 

第十條 

年度決算如有賸餘，應依規定辦理分配。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7.2.3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建檔登記及公開作業要點 

依據土石採取法第 10 條內容，申請土石採取許可者，應檢具土石

採取計畫書圖，內容應包含 1.採取計畫 2.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3.土

石採罄或無繼續經營意願之整復維護措施 4.運輸計畫 5.公共設施維護計

畫 6.土石採取計畫圖 7.土石採取區實測平面圖 8.土石採取區位置交通圖

9.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行記載事項或文件。 

為求公開透明原則，應研擬以上內容建檔及公開作業要點原則，以

利民眾監督，共同達到區域內環境保護及發展平衡之效果。參考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建物測量與建築管理聯繫作業要點後要點擬定中央主管機關

辦理土石採取計畫書圖建檔登記及公開作業要點內容如下。 

 

第 1 點 

為提升政府服務效能，達簡政便民之目的，並建立中央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主管機關）執行土石採取管理相關事項之橫向聯繫作業

與配合事項，並公開資訊供民眾閱讀參考，特訂定本要點。 

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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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理土石採取申請案件，相關審查機關與主管機關應相互協助查

證業管資料，如以機關提供之網路服務或系統查詢後仍有需要，得

參依下列方式辦理： 

（一）受理申請案件之承辦人員得填具電子聯繫單併同相關附件電

子檔或電子郵件傳送至資料管轄機關進行查證，並以電話聯繫。 

（二）資料管轄機關接獲前款電子聯繫單，承辦人員應於三日內查

明並填載查證結果，傳真或電子郵件回復受理申請案件機關。但以

電話聯繫說明因案情複雜未能於期限內回復者，不在此限。 

第 3 點 

主管機關核發採取許可應載明首次掛號日期，並將執照字號、採取

坐落地號與地籍套繪圖、現況圖及專業圖說電子檔檢送至相關審查

機關建檔運用。 

前項專業圖說，指土石採取法第 10 條內容所提及內容之詳細圖

說。 

第 4 點 

相關審查機關審查土石採取登記案件，發現下列情形時，應通知申

請人補正： 

（一）發現相關設計平面圖上記載之尺寸、文字或計算有誤，記載

設施項目用詞適用土石採取法規疑義或土地坐落位置不符者。 

（二）專業圖說內容不符、錯誤或疑義者。 

前項如有變更、更正或備查之必要，相關審查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相關

審查機關應以書面敘明理由及法令依據，駁回案件之申請。 

第 5 點 

本要點規定配合提供資料事項，得採建立資訊系統，以資料交換或

介接方式為之。 

第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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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發採取許可應載明首次掛號日期，並將執照字號、採取

坐落地號與地籍套繪圖、現況圖及專業圖說電子檔公開至專屬網

站，供民眾閱讀參考。 

第 7 點 

專屬網站將於成立運行後公告之。 

7.2.4 中央主管機關請地方政府委辦土石採取作業要點 

當主管機關辦理陸上土石採取時，因地利之便請地方政府委辦相關

作業時，可參考條文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 直轄市政府、縣 (市) 政府、鄉 

(鎮、市) 公所為辦理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

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

其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 

針對所稱陸上土石，包括平地土石及坡地土石採取之權責管理，可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辦理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疏濬工程作業要點，由地方

政府依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訂定土石採取作業委辦規則。內容如下。 

 

第一條 

經濟部礦務局（以下簡稱當局）為依地方制度法第 29 條，由當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委辦土石採取作業，

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地方政府就轄管境內陸上土石採取區者，得與當局合作營運及管理

該區之土石採取作業。 

第三條 

地方政府依當局所制定的營運管理計畫，做資源上的調配及管理。

一併負責該河段盜濫採砂石、廢棄物傾倒與其他違規設施使用行為

之巡防、取締及舉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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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落實土石採取之執行，地方政府應就執行方式、土石運輸規劃、

環境維護、環評規定、山林巡防管制、違法行為舉發取締、建造物

安全、機具管理、人力配置、經費運用等措施及執行期程，一併研

提土石採取實施計畫。 

第五條 

當局受理地方政府所送土石採取實施計畫，應依下列規定辦理審

查： 

審查資料：包括土石採取實施計畫書、本要點規定之其他書件 

審查事項及標準：針對疏濬計畫所涉各項技術層面問題，進行實質

審查 

審查組織：應邀請計畫所涉之建造物管理機關（構）、當地礦業、

環保、水保、農林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召開審查會議審議之，必

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加。 

實施計畫作業應基於當局之營運管理計畫訂定，審查於一個月內完

成。 

第六條 

當局應就土石採取區申請辦理現勘會測及拍照存證並於現勘會測無

誤後，核發營運許可書。 

第七條 

地方政府就計畫執行所需機械與勞力資金等全部設備，應由當局公

務預算或土石採取基金支出。 

第八條 

地方政府對土石採取所得土石方料源應自行依相關規定處理。惟不

得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行為。其土石所得收益，應交回土石採取基

金，再由基金中提撥回饋金給與地方政府，回饋金比例由地方政府

與當局協調取得雙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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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標示牌、標示圖、機械設備等必要開採設施，倘有遺失、毀損，地

方政府應立即補正，並向當局出具相關證明取得許可後，由當局撥

款處理。 

第十條 

地方政府執行計畫採取兼供土石施工及進出料時間，為每日上午七

時至下午六時止，其餘時間禁止施工及進出運輸，如有特殊原因應

報經當局同意調整工作時間。 

第十一條 

地方政府應遴選有經驗之管理人員常駐開採區工地，按照核定計畫

及許可使用之範圍、高程等相關規定疏濬，並負責工地安全、開採

機具材料保管及開採人員之管理，並約束工人遵守紀律。 

第十二條 

地方政府應於開採區設置管制站、監視器及或派駐保全人員負責管

制進出、登記開採土石數量、管理交運砂石車載重、環保公害處理

事項。前項開採土石外運採用重量法管制作業者，應設置地磅。地

方政府於開採土石外運時，應開具出貨聯單交運送人隨車攜帶，以

備查核。 

第十三條 

進入本計畫範圍內執行開採兼供土石作業之施工機具，均應噴上明

顯標誌、編號，以資識別，交運砂石之運輸車輛須張貼通行證，施

工及相關管理工作人員應配帶識別證及安全帽，並由地方政府負責

管制。 

第十四條 

地方政府應成立身臨巡防取締小組，負責管理採區之盜濫採砂石、

垃圾回填、廢棄物（土）傾倒與其他違法違規行為之巡防、舉發任

務。一經查獲相關違規行為時，應即通知當局並配合派員前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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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 

第十五條 

地方政府應將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規定相關工作人員及施工機具清

冊、施工機具標誌、通行證及識別證等相關資料於營運前送當局備

查。當局認相關工作人員有不稱職時，得通知地方政府立即更換

之。 

第十六條 

地方政府應於開採兼供土石前、中、後將疏濬區自各方位全面拍照

製冊或錄影錄製存檔，以備記錄開採區邊坡變遷狀況，並提供當局

一份備查。 

第十七條 

地方政府應詳細記載每日疏濬土石量於實施管理日報表中，並於次

月五日以前將本月開採土石數量及累計開採土石數量統計表送當局

備查。 

第十八條 

地方政府應於開採兼供土石期間，依相關環保法規事項採取各項規

定措施及繳納各項環保規費。 

第十九條 

地方政府應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等有關規定辦理相關安全措施，並應擬訂開採區防洪人員、機

具安全疏散管制措施，送交當局備查。前項措施應於開採區出入口

或管制站豎立明顯安全疏散路線圖及「工地危險，閒人勿進」等警

示標誌。 

第二十條 

計畫核定後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必需於計畫範圍內

辦理緊急治理工程，而地方政府無法依轄管當局指示配合辦理者，

本署得暫停或中止地方政府執行計畫，由當局逕行處理緊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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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地方政府執行計畫遇有紛爭、抗爭、開採運人員遇有傷亡或其他意

外情事，應由地方政府自行處理，必要時應配合河川局指示停止疏

濬行為，其有任何糾紛或違法行為，並由地方政府負完全責任。 

地方政府執行計畫對於鄰近環境、道路、溝渠、管線及其他公共設

施有污染損壞時，應負回復原狀之責任，其有違反相關規定或毀損

相關設施或妨礙鄰近土地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與其他權益，致發生

國家賠償責任或民事賠償責任時，地方政府應負賠償責任。 

7.3「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法令、設置法源依據及修法條文增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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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去年度計

畫中概述，本年度預定工作內容將根據去年度所進行的草案及相關設立

內容作研擬，並另增修應制定管理要點規範如基金之回饋機制，說明如下。 

一、 設置基金制度 

(一) 設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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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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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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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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 所示。 

 

圖 7.26 特種基金的設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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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可根據四種型態的優缺點來研擬何種最適合土石採取作業基金

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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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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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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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138 

政府權責及收支保管辦法等撰寫成計畫書。計劃書內容須與地方政府

詳實商談內容及權責問題並經雙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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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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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會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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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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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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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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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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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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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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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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人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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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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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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宜蘭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營運管理計畫 

108 年度計畫中，已針對宜蘭縣粗坑地區選取之土石採取專區作初步之

規劃，包含土石採取預定地位置、土地利用現況、當地交通文化、計畫實行之

前置審查相關石城與預算、土石採取維護基金設立規則等：本年度計畫預定探

討土石採取實行中的營運管理及維護計畫，包含區域管理，各砂石廠商權責與

義務擬定，與當地居民之協調溝通，帶動整體鄉鎮經濟發展等；，預估實行後

可能預期之成果，計畫大綱說明事項如下，計畫內容詳附件六。 

(一)營運目標：得標廠商將依照規劃之開採之方式達成每年生產 300 萬噸之目

標。 

(二)現況調查：包含現況地形，周邊交通道路及既有居民或公共設施調查。 

(三)開採量預估：以 3D 模型分析可得總開挖量約 9912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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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分析：宜蘭當地目前的砂石情形，以及分析陸上開採開放後所形成的

產值。 

(五)客戶調查：宜蘭當地的碎解洗選場狀況分析。 

(六)生產流程規劃：從開挖到運送到山腳儲存料倉之流程規劃。 

(七)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具體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概述。 

(八)運輸路線：進入開採區之交通須審慎規劃，以影響居民生活最小之路線為

目標，考慮安全性及交通運輸量，並根據各區之評估結果配合原

先交通要道之運輸量安全性，擬定闢砂石開採道路，並運出採區。 

(九)人員設置：現場開挖人員的配置情形。 

(十)經營模式：本計畫營運階段仍規劃由機關自行興建，委託廠商進行營運作

業，再由機關辦理碎石原料申購作業。但若有業者對專區設置營

運有興趣，不排除採促參模式進行評估。 

(十一)行銷策略：根據產品優點與政府合作獎勵措施並積極推廣。 

(十二)財務計畫：整體營運的財務計畫可行性分析。 

(十三)回饋機制：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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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整復規劃：開採結束或停工時對於土地的保育及恢復方式探討。 

(十五)風險評估：分為環境、生產、產品品質作分析。 

7.5 規劃粗坑土石採取專區運輸專用道路方案 

交通運輸將為首當其衝影響居民最甚之項目，根據 108 年度計畫調查交

通運輸量，已有初步之計算，包含當地原有之車流量及預估一年之土砂採量，

在盡可能增加之情形下預估增加之運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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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員山鄉方向，經粗坑、下粗坑、再連、下深溝即可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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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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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 7.28。 

本區對外道路僅有一條上山道路，需考慮安全性及交通運輸量，可根據

各區之評估結果配合原先交通要道之運輸量安全性，研擬是否需新闢砂石開採

產業道路，並接至台七線，運往蘭陽溪沿途砂石場。 

圖 7.28 採區路線圖 

7.6 宜蘭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專區之新興中程個案計畫 

本年度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預定研擬宜蘭

縣粗坑地區土石採取專區之新興中程個案計畫(草案) ，並協助主管機關辦理

相關提報準備作業。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謂，各機關之中長

程個案計畫，指期程 2 年以上，並依據行政院施政方針、國家發展長期展望、

中程國家發展計畫、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及其他重要施政事項所擬訂者。各機

關擬訂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應衡酌其業務性質、財務需求及重要程度，其涉及

重大政策及跨機關性質者，應函報行政院核定。本土採專區期程超過兩年，且

佔地廣闊，規劃 177 公頃，需提請中長程個案計畫。計畫內容大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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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一) 依據：108 年 3 月 20 日擬定「砂石穩定供應推動方案」內容設立陸

上開採區，並依照土石採取法辦理土石採取計畫。 

(二) 未來環境預測：未來砂石因公共建設上的需求，砂石日益增加的情

形下，臺灣砂石來源之河川砂石供應已日趨減少、造成砂石供應量

日漸短缺，並因為政府政策的配合下，大陸砂石進口日漸減少，新

的砂石來源開發將成為重要的議題，陸上砂石開採區將成為未來主

要砂石來源。 

(三) 問題評析：是以陸上土石採取無法像河川疏濬立即量測淤積範圍立

即疏濬，短時間內即可獲取砂石量。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之設置須經

詳細的評估與規劃，且涉及當地居民的居住品質及環境衝擊，更需

長時間的溝通與規劃，謀求雙贏的契機。在可見未來砂石缺料的風

險下，陸上土石採取專區愈早規劃，愈早啟動，即可研擬愈完整的

配套措施，愈有時間與當地居民做溝通，降低對生活環境的衝擊，

因此及早提出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計畫有其必要性。 

二、 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根據評估程序，選定宜蘭粗坑山區做為開採專區。 

(二) 達成目標的限制：為達此目標，係依 SWOT 分析法評估陸上土石

採取專區之競爭力態勢，釐清本專區自身內外部資訊及限制，以制

定施行政策與方案。 

(三)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以預估年開採量 300，專區營運總

產值為 6 億 3 仟萬元為目標。 

三、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循政策環評影響評估的政策，因 108 年進口砂石量已降至 618 萬

噸，依政策評估說明書即應增加陸上砂石供應量。而 108 年 3 月核

定之「砂石穩定供應推動方案」，因應政府近年積極投入重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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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前瞻計畫，帶動砂石需求量增加，但在各項砂石資源評估方

面，產量短缺，應朝新的砂石資源供應做評估，參考國外砂石供應

資源之趨勢，陸上土石採取應為優先及必要之方案。 

四、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之開發，確立開挖及

製程的粗略方式，便可確立整體計畫通盤規劃，分階段於下一節。  

(二) 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前置作業：包含相關審查、土地變更統一由礦務局委託發包辦理。 

規劃內容的內容如下：交通計畫、土地地質資訊、現地使用狀況，

準備環評計劃書、土採計劃書、水保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等

計畫書及送審。 

土地徵收階段：辦理用地徵收 

興建階段：進行整地、廠房及辦公室興建、開闢聯外道路 

營運階段：招商規則為統一一家廠商開採原料，砂石場可來購買原

料自行載運，如遇水保變更或環差部分統一由礦務局委託開採廠商

依法辦理。  

(三) 分期(年)執行策略： 

前置作業設計審查到核定之時程，營運招商開始到開採(以十五年

計)之時程。 

五、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根據分期(年)執行策略，排定計畫預計從 110 年開始至

129 年止，是否延長年限看到時候的狀況辦理。 

(二) 所需資源說明：人力部分由礦務局主辦，經費由公務預算支出，及

土地部分依法辦理撥用或徵收。 

(三)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經費來源為公務預算之情形下，計算基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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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規定編列。  

(四)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分年度計

算上開經費年使用情形。 

六、 財務計畫： 

(一)  基本假設 

基本假設與參數設定 

1. 評估基礎年與期間：從審查規劃開始到正式完工至隔一年為試

營運年，並以此年為評估基礎年。 

2. 物價上漲率：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及年度消費者物

價評估上漲率。 

3. 營運成長率： 

4. 資金成本率與折現率 

(二) 基本規畫資料 

財務成本項目(現金流出部分) 

1. 前期規畫成本預估 

2. 土地徵收階段成本預估 

3. 興建成本相關設備及環境維護設施成本預估。 

4. 營運成本及償債支出：設備運轉維護費、機電設備重置成本、

人事行政費，還必須配合支應償債支出(以政府支應公債利息利

率計算等。 

財務收益項目(現金流入部分) 

1. 主要事業及附屬事業收益：砂石販售的直接收益。 

(三) 財務效益評估 

1. 自償能力：依據財政部於 105 年 10 月 4 日修正通過之「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實行細則」中有關自償能力定義，係指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除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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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現金流出部分不

包含折舊與利息支出。 

2. 財務淨現值 

3. 內部報酬率 

4. 財務分析綜合評估：具以上財務綜合評估，自償能力缺乏的情

形下，不具採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故建議由中央特

別預算辦理。 

七、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直接效益：營運前後增加自主砂石產量以及增加的當地就業人口探

討，並直接提升搭地砂石產業的總產值分析。 

(二) 間接效益：產生無形的產業技術進步以及土地再利用的可能性，並

使得當地河川能休養生息。 

八、 附則： 

(一) 風險管理：分為政策、環境、營運作探討。 

(二)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或民眾參與情形：地方政府權責及相關主管機關

維管事項記述。 

(三) 搭配宜蘭粗坑開發社區創生計畫 

(四) 網路監督 

(五) 生態教育館 

(六) 符合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之內容。 

(七) 其他有關事項。 

 

有關宜蘭粗坑地區陸上土石採取中長程個案計畫，詳另冊附件。另已於

8 月 19 日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內政部營建署、行

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召開座談會，出席給予寶貴的建議，

並將建議參照至計畫內容中。座談會議程規劃如表 7.12。 



148 

與會及不克出席的單位均有提供寶貴意見，後續將依照意見內容做修正，

如增加教育館的規劃，原住民相關參與之方式及精簡化報告內容等。有關單位

也將依法全力配合本計畫的推進。會議記錄及相關單位公文回覆如附件七所示。 

 

表 7.12 陸上土採專區中長程計畫座談會議程 

時間 議題 
主持人 / 

主講人  

14：00〜

14：10 
主管機關引言  

礦務局代表 

14：10〜

14：40 

專題報告  

宜蘭粗坑地區陸上土石採取專區  

中長程個案計畫  

臺灣營建 

研究院 

14：40〜

16：00 

討論議題  

1. 中長程計畫內容編寫及送審注意事項  

2. 用地徵收及國土計畫分類類別  

3. 礦區水土保持注意事項  

4. 財務可行性評估指標  

5. 原地地區開發注意事項  

礦務局代表 

 

 

  



149 

第八章 計畫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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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推廣成果 

一、 函文宣導與網站介紹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本年度精進調整後功能將趨於完整，本年度將

規劃發文至砂石相關使用單位說明系統功能之效益及使用方式，鼓勵

各界多加利用，增加本系統之使用率。 

二、 網站連結 

與砂石相關使用單位或產業公會洽談其官方網站建立「土石資源

服務平台」連結之可行性，方便查詢土石相關產銷資訊。 

目前砂石商業同業公會、瀝青工業同業公會、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

公會已於其官方網站建立「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連結，如圖 8.1、8.2、

8.3 所示。 

 

圖 8.1 砂石公會網站連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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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瀝青公會網站連結情形 

 

圖 8.3 預拌公會網站連結情形 

 

三、 使用單位洽談推廣 

砂石主要用途以預拌混凝土為主，經加工後廣泛應用於公共工程

及民間建築，因此預拌混凝土廠為砂石之直接購買客戶，而營造廠、工

程主辦機關、建設公司等為砂石之間接客戶。因此擬拜訪國內大型預拌

混凝土公司，例如國產建材公司及臺灣水泥公司，洽談鼓勵其砂石供應

商申請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之可行作法，共同提升企業形象。如有必要，

可配合該公司之需求，協助舉辦砂石供應商說明會，以讓砂石商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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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辦理砂石履歷制度情形，期望藉由與履歷制度之合作，提升該公

司之砂石品質，進而擴大砂石履歷制度之參與廠家。 

並已於 109 年 6 月 16 日拜訪國產建材實業公司，該公司吳總經理

於洽談前，介紹公司產品一條龍整合作業之流程，包含自有礦場、船舶

運輸管控、臺北港倉儲及砂石車隊運能管理等，以及國產安心建材履歷

的執行狀況，相關過程如圖 8.4 所示，洽談紀錄則如表 8.1 所示。 

  

  

圖 8.4 國產建材實業公司拜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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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國產建材實業公司 洽談記錄 

109 年度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4/4) 

拜訪國產建材實業公司 洽談記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國產實業公司 會議室 

參、與會代表：國產建材實業公司：吳志仁 總經理 

經濟部礦務局：土石組王偉光科長、陳韻竹技士 

臺灣營建研究院：張俊鴻經理、鄒思宇博士 

肆、訪談紀錄： 

1. 有關特殊性混凝土產業鏈成本分析，為貼近於實際之成本價格，應考

量計入設備製程的費用分析。 

2. 國產年中於新竹地區陸續增加數個廠房建案，推測未來該區域砂石料

源恐較吃緊，且價格可能有上漲之可能性。 

3. 部分科技廠之混凝土驗收規格，會比設計規格還高約 2 個等級，故價

格易會造成外界誤解混凝土有上漲情形。 

4. 國產對於礦務局辦理砂石履歷制度表示肯定，且國產自身已有「安心

建材履歷」，以手機掃描 QR code 方式顯示砂石礦源、混凝土強度與

灌漿日期、氯離子檢測等相關資訊。 

5. 國產建議礦務局辦理砂石履歷制度時，應有相關法制化或申請誘因，

以利砂石場積極參與。 

6. 請國產協助提供花蓮港砂石價格分析情形。 

伍、散會：下午 5 時 00 分 

 

四、 教育訓練 

本年度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理系統將持續優化，並建置新功能，

例如系統公眾網站介面、基本業務管理模組及情境預運用模組等功能。

故於本年度計畫結案前，就系統開發成果，對礦務局同仁介紹做整體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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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並針對本年度建置成果一併做說明，也會針對平台設定以及其他功

能進行說明，以利後續局內針對平台功能持續作為，並發放操作手冊以

利後續業務執行順暢。另外配合本計畫對於使用單位之推廣，於說明會

時，針對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理系統進行相關教育訓練，藉此提高系

統使用率及填報率。 

本年度 7 月 24 日於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辦理第一場次

的教育訓練，主要針對砂石產銷履歷制度進行說明，並針對土石資源平

台產銷申報進行介紹，台泥預拌廠代表共計 14 位出席(包含 7 位廠長)，

業者部分共計出席 19 家業者，本次說明會總計出席 43 人，其議程如

表 8.2 所示，辦理情形則如圖 8.5 所示。 

 

表 8.2 推動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說明會議程表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9:30~10:00 報    到 

10:00~10:10 

               歡迎詞 許進忠組長/經濟部礦務局 

                      吳雲德廠長/臺灣水泥公司高雄廠 

10:10~10:40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介紹 張俊鴻經理/臺灣營建研究院 

10:40~11:10 

土石資源平台產銷申報注意

事項 
沈宗佑工程師/信諾科技公司 

11:00~12:00 

綜合討論： 

1. 台泥公司後續砂石流向規定 

2. 申請砂石履歷之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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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務局長官代表致詞 

 

台泥高雄廠廠長代表致詞 

 

營建研究院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介紹 

 

業者代表提問問題 

圖 8.5 推動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說明會現場情形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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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 年度系統開發成果辦理一場教育訓練，議程如表 8.3，並於

10 月 28 日於礦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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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過程如圖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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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教育訓練議程表 

時間 主題 

9:30~9:40 報到 

9:40~10:40 

⚫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109 年度計畫執行前台成果展示 

⚫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 109 年度計畫後台修改成果展示 

⚫ DISP 後台功能說明 

⚫ 數據判讀及分析說明 

10:40~11:00 綜合討論 

 

  

圖 8.6 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理系統教育訓練情形 

 

五、 砂石技術發展與履歷推動研討會 

砂石是營建工程最重要的原料之一，然而臺灣河川砂石資源有限，

如何讓砂石能適材適所的作最有效之利用，為未來砂石政策推動之重

點，為促進砂石產業提升，推廣最新砂石檢測技術，除建置砂石產銷資

源平台外，同時規劃砂石產銷履歷制度，期能透過流向管制及品質抽驗，

提供消費者安全又安心的砂石選擇，讓砂石產業良性競爭中穩定發展。

本研討會就砂石技術及履歷推動成果提出說明，喚醒外界對砂石品質

之重視。 

故訂於 109 年 9 月 14 日於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舉辦一場砂石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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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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主辦機關參與，共計 110 人參與，研討課題包含五大專業課題，詳如

表 8.4 所示，當日辦理情形如圖 8.7 所示。 

表 8.4 研討會議程表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歡迎詞   徐力平副院長/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09:10~09:40 臺灣砂石供需市場趨勢 
王偉光專門委員/ 

經濟部礦務局 

09:40~10:10 
無人載具應用於高精度地形

產製及土石方量測計算 

王國隆教授/ 

暨南大學土木系 

10:10~10:30 休息 討論 

10:30~11:00 大陸機製砂規範解說 
張俊鴻專案經理/ 

臺灣營建研究院 

11:00~11:30 
混凝土細粒料中含 

電弧爐碴檢測說明 

甘嘉瑋副總廠長/ 

亞東預拌混凝土公司 

11:30~12:00 砂石產銷履歷制度推動說明 
鄒思宇博士/ 

臺灣營建研究院 

12:00~ 結束 

 

 

營建院長官代表致詞 

 

礦務局王偉光專門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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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學王國隆教授報告 

 

臺灣營建研究院張俊鴻專案經理報告 

 

亞東預拌廠甘嘉瑋副總廠長報告 

 

臺灣營建研究院鄒思宇博士報告 

圖 8.7 砂石技術發展與履歷推動研討會現場情形 

六、 情境式懶人包或影片 

本年度為降低各砂石場與預拌混凝土廠業者填報難度，以提升填

報配合度，本項工作如下： 

 

1. 製作業者填報懶人包與教學影片：針對各砂石場與預拌混凝土廠業

者填報製作懶人包與教學影片。懶人包內容為表列出業者填報常見

問題，詳圖 8.8，而影片內容為演示業者填報全過程與注意事項，詳

圖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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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懶人包部分內容畫面 

 

圖 8.9 教學影片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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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教學內容放置於平台：分別於砂石場與預拌混凝土廠填報頁面放

置填報教學之懶人包與影片，供填報業者參考，詳圖 8.10。 

 

圖 8.10 業者填報頁面畫面 

 

七、 成果發表會 

配合出席礦務局 11月 12日所舉辦的 109年委辦計畫聯合研討會。 

 

8.2  問卷調查成果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目前已上線近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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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石業者部分，因包含後台填報部分，權限與其他分眾使用者較有

差異，將製作專用之意見調查問卷，以網路填寫方式，於業者填報產銷

資訊時要求填寫；而工程機關及預拌混凝土廠，將另外以一份前台功能

調查為主之問卷，於宣導推廣作業時一併發放填寫。工程機關調查對象

初步規劃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等；預拌混凝土

廠則由營建研究院以函文方式請各廠提供回饋資訊，多方蒐集意見，以

做後續系統調整與優化之規劃，問卷之設計內容如表 8.5 所示。 

並於 7 月 24 日砂石產銷履歷制度說明會及 9 月 14 日砂石技術發

展與履歷推動研討會進行問卷查，分別收到 21 份問卷及 58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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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79 份(政府機關 10 份、營造廠 5 份、顧問公司 4 份、預拌廠 28

份、砂石產業 29 份、學術單位 1 份及工會 2 份)，並就問卷調查結果進

行統計分析，繪製成圓餅圖及長條圖，以視覺化方式呈現結果如下所示。 

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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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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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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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單位□民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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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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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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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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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針對「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頁可再加強部分 

本部分共分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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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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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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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有 62%的使用者認為非常有幫助，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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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業者建議希望了解相關調

查的頻率以及數量。 

 

圖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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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有 54%使用者

認為非常有幫助，36%認為略有幫助，證明外界對砂石產銷統計之需求與肯定。 

 

圖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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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有 25%使用者認為對公司最有幫助的功能是品質查詢，其次是產銷

訊息有 24%。 

非常有幫助

54%

略有幫助

36%

尚無想法

7%

其他建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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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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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考，

最多使用者對河川疏濬最有期待有 20%，其次是砂石品質 19%，再其次為產

銷統計 17%，其統計結果如圖 8.15。

 

圖 8.15 系統功能擴充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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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使用者

最想知道目前正在執行疏濬的位置，其次為未來執行的規劃量，再來是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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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濬量，代表使用者對河川疏濬非常關心。調查結果如圖 8.16。 

 

圖 8.16 介接河川疏濬標案資料問卷調查結果 

七、推動申請產歷制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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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非常認同，有 47%略有認

同，有 40%尚無想法，整體來說超過半數認同礦務局之砂石產銷履歷，如圖

8.17。 

 

圖 8.17 砂石產銷履歷及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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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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使用者認為砂石來源資訊及抽

驗結果最有幫助，33%%使用者認為砂石來源有幫助，因此可加強各廠砂石來

源資訊之揭露。調查結果如圖 8.18。 

圖 8.18 砂石產銷履歷系統功能建議 

九、砂石產銷履歷及綜合建議 

本次針對砂石產銷履歷制度，相關業者於填寫問卷中，提出其他寶貴意見

如表 8.6，可作為後續系統或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之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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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6 砂石產銷履歷問卷調查其他建議 

項目 建議內容 

對於砂石產銷履歷制度還想

獲得或增加什麼資訊？ 

1. 希望能了解參加砂石產銷履歷預計要支

出多少費用。 

2. 對於業者品牌是否有增加價值之效益? 

3. 颱風豪雨前後之砂石品質變異性? 

4. 砂石來源之蒐集區域可細分至支流、野

溪、村里或採區工程名稱劃分。 

對於砂石產銷履歷制度之後

續推廣建議？ 

1. 納入公共工程採購合約中，有助於推廣。 

2. 提供補助、獎勵金或相關減免，使供應商

更願意參加。 

3. 獎勵與處罰應是提升砂石業者投入的誘

因。 

4. 建議有申請履歷的廠商，可優先參加河

川疏濬之標售，以提升參與誘因。 

5. 應從公共工程開始推廣，優先選擇有

GRMC 標章及使用具砂石履歷的砂石，

並有合理的混凝土價格，提高業者意願。 

6. 應增加類似研討會次數，使砂石供應商

可增加各方面知識以及提高參與意願。 

有其他誘因使供應商提高加

入意願？ 

1. 希望砂石產銷履歷制度可增加砂石廠獲

利，有助於廠商申請意願。 

2. 如何建立規範制度(法理面)及落實執行

實務面的管控，有賴各界共同努力，砂石

業者的配合意願是主因。 

3. 單純的加工販售，沒有甚麼汙染，為何要

收取如此貴的環保費用。 

4. 河川局及縣市政府對於河川疏濬之開標

結果應整合及公開。 

5. 港務局進出口砂石數量應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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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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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系統維護營運 

一、維護時間 

1. 一般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 至下午 06：00 止。 

2. 緊急服務 

承辦單位可以視實際需要訂定延長服務之時間，如有緊急情況

須利用下班時間或節假日時或是業務上的需要，本案將擬定支援人

力，使承辦單位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快速、優良的服務。 

3. 服務回復時間 

本案將按照礦務局之要求在接到承辦單位口頭、電話或傳真通

知後，於規定時候內派員處理排除，並依雙方議定之日期內完成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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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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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場支援 

本計畫服務支援人員如無法在電話上解決問題，將由服務人員

會診，找出問題癥結及解決方案，若仍無法解決，將於通知 6 小時內

派員至現場服務，並於 24 小時內提出解決方案維持系統運作。 

3. 軟體疑難彙報 

對任何因本系統所産生的問題，均可提出要求改善。將會於接獲

問題之後，以最短的時間作必要的處理，並定期向承辦單位告知問題

的處理狀況及結果。 

三、軟體維護與問題管理流程 

本案制訂一套標準之應用系統問題處理作業流程，使用者透過維修熱

線由總機轉接或直撥至本案相關系統人員來解決問題，若屬於一般操作

上之問題，系統人員直接在線解決，若電話中仍無法解決，再由本案系統

人員至現場服務解決問題，並記錄問題及解決方法，經使用者簽名確認後。

若該問題爲程式之瑕庛(BUG)或小的修正需求，使用者填寫問題單，本案

將依約定之日期修改至正確爲止，若問題爲新的需求或新增功能時，本案

將分析影響之範圍及需花費之人力向承辦單位提出簡報，承辦單位在確

認此需求或功能後，本案將依據系統開發之步驟來開發，並依雙方約定之

時程內完成，問題管理之作業流程如圖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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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系統維護與問題管理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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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風險管理及資料備份 

每月工程師遠端/駐點維護及資訊單位配合事項。 

1. 視主機效能、資料庫效能、資料庫自動排程執行紀錄。 

2. 視作業系統及資料庫修補程式更新狀況，防止系統漏洞產生。 

3. 檢視系統運作紀錄及資料庫存取效能。 

4. 紀錄現場狀況、提出調校建議並安排工程師進行系統調校工作。 

5. 備份資料庫及系統檔至信諾科技遠端備份主機(遠端備份服務)。 

6. 每月彙整備份資料及紀錄，必要時燒錄光碟片交付資訊室備查。 

7. 軟體疑難彙報。 

8. 資料備份頻率為每月一次。 

對任何因本計畫建置之網頁與資料庫所産生的問題，均可向本計畫

提出要求改善。團隊將會於接獲問題之後，以最短的時間作必要的處理，

並定期向承辦單位告知問題的處理狀況及結果。 

備份和還原資料作業必須依特定環境自訂，而且也必須使用可用的

資源。因此，為了可靠地使用備份和還原作業進行復原，同時需要擬定備

份和還原策略。設計良好的備份和還原策略可充分提高資料可用性，並使

資料損失降至最少，同時考慮到特定業務需求。備份和還原策略包含備份

部分與還原部分。策略的備份部分定義備份的類型和頻率、所需硬體的本

質和速度、測試備份的方法，以及儲存備份媒體的位置與方法(包括安全

性考量)。策略的還原部分定義誰負責執行還原，以及應該如何執行還原，

以達到資料庫可用性並將資料損失降到最低的目標，備份還原演練計畫

如下述。 

一、狀況預判及復原步驟 

(一) 系統硬體故障 

1. 處理重點：以替代系統硬體還原系統進行運作。 

2. 還原來源：系統檔案硬碟故障：以資料庫檔案前 1 月之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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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運作，還原測試結果詳圖 9.2。 

 

圖 9.2 還原測試結果 

(二) 系統服務停止 

1. 處理重點：由事件檢視器之紀錄及相關資訊中找出服務中止

原因，並還原系統之運作。 

2. 無法找到原因之處理：請依序執行下列每一單獨步驟，至系

統恢復運作為止。 

(1)重啟 IIS 及相關系統服務。 

(2)重啟系統。 

(3)重新安裝 IIS 及設定系統虛擬目錄。 

(4)重新安裝公文管理系統軟體。 

(三) 資料庫損毀或發生錯誤 

1. 處理重點：由事件檢視器之紀錄及相關資訊中找出系統服務

中止原因，排除後還原資料庫系統之資料，以利恢復系統運作。 

2.資料庫發生問題之處理：依序執行下列每一單獨步驟，至系統

恢復運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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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啟 MSSQL 及相關系統服務。 

(2)重啟系統。 

(3)還原資料庫之備份檔。 

(4)仍無法順利啟動資料庫系統時，重新安裝 MSSQL 系統

軟體。 

二、演練步驟 

擬定系統災害復原步驟後，適當的進行演練，有助於本計畫瞭解應執

行的任務及配合的重點，並可發現本計畫是否具有可行性，從而改善執行

不順暢的步驟及缺點。將以「資料庫損毀或發生錯誤」為演練目標，規劃

災害復原演練之步驟。 

9.3 資訊安全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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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injection、XSS 及其他漏洞，快速找出需要修正的 Web

應用，從而免於駭客攻擊於駭客攻擊，並配合礦務局發布資安危機事件時，提

供危機應變處理程序，負責主機障礙、資訊系統錯誤紀錄及系統故障排除，依

相關最新技術消息補正軟體(上 patch 或更新版本)，依業務需要更新整治費相

關網頁、定期備份資料並協助礦務局完成異地備份標準作業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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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別於 109 年 6 月份、9 月份及 12 月份進行 3 次弱點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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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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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 

 

 

 

 

 

 

 

 

 

 

圖 9.3 109 年度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弱點第一次掃描結果 

 

 

 

 

 

 

 

 

 

 

圖 9.3 109 年度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弱點第二次掃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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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109 年度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弱點第三次掃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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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結論與建議 

10.1 結論 

一、情勢觀測： 

1. 今年下半年各大公共工程開始進入高峰期之情形下，例如桃園地區因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廠房、第三航廈及民間工程等，陸續開始進行大

量的混凝土澆置作業，對砂石需求量會提高，推估年底混凝土單價恐

會有調漲之可能性。 

二、資料建置： 

1. 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登記資料介接：就工廠登記、營運動態等資訊與經

濟部工業局聯繫，由礦務局發文申請介接「工廠公示資料查詢系統」相

關資訊，工業局已同意辦理相關介接作業，目前已將工廠以及公司資料

接入系統中。 

2. 地質資料及地質圖資:與地調所資訊系統完成介接「5 萬分之一斷層」、

「5 萬分之一摺皺」、「5 萬分之一煤層」、「5 萬分之一地層」、「全臺順

向坡分布圖」、「土石流流動區」、「土石流扇狀地」、「土石流堆積區」相

關圖資，已建置於本系統資源地圖中。 

3. 砂石資源品質相關研究及檢驗報告:增加 11 個文獻並上傳於系統知識

庫中，供外界參考。 

4. 文獻數據資料整合加值:24 條河川依中央管河川調查結果手冊完成砂

石用途品質 4 種等級分類，並更新於本系統平台知識庫中。 

5. 水利署提供之疏濬 API 資訊僅廠商購料數量及各疏濬計畫產出量，後

續將洽詢合併兩者以彙整完整疏濬資訊之可行性(含水系欄位)，以利

後續作統計使用。 

6. 營建署網站每月定期公告建執照各建築類別件數及樓地板面積，皆定

期介接回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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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 

1. 本年度計畫已於 109 年 10 月 14 日獲得無障礙認證標章 AA 級，並持

續維護標章有效性。 

2. 本年度計畫已針對後台主管機關專區所匯出檔案進行格式的調整，完

備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內中的對外流通文件統一改採 ODF 格式，使全

站匯出檔案皆符合政府文件標準格式。 

3. 本年度計畫已導入 Google Analytics 監控平台流量資訊，並建立熱門瀏

覽、指標觀察及調整機制，定期每半年產出使用者行為之統計分析數據，

並已依統計分析數據完成優化工作。 

4. 本年度計畫已針對新增功能及 Google Analytics 每半年產出使用者行為

之統計分析數據，微調首頁與各分頁內容及使用者權限。 

5. 本年度計畫已於 109 年 5 月 25 日將網址以及相關介接文件提供水利署

作使用，另外配合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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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年度計畫透過上述介接水利署、營建署資料、「料源係數」與各砂石

場填報資料，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

下「砂土石產銷月報查詢」中新增「表 18 砂石料源校核表」功能，其

報表呈現全國、北區、中區、南區與東區之砂石場填報資料校核結果，

其中「校核範圍」為介接數據「營建」與「河川」總和(「合計」)的 ±10%，

若「砂石場填報數據」超出「校核範圍」以紅字顯示，提醒礦務局注意，

另外還具備篩選、查詢與匯出功能。 

7. 本年度計畫透過介接政府工程採購金額及核發建造執照之樓地板面積

數據，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年度砂石需求量預測」

底下新增「年度砂石需求量預測圖」功能，並具備篩選、查詢與匯出功

能。 

8. 本年度計畫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下

「碎解洗選場產銷資料查詢」中新增可查詢、篩選、匯出各砂石場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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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資訊模組，共有 7 張報表。 

9. 本年度計畫透過統計各砂石場填報資料，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

系統」後台「報表查詢」底下新增「成果校核統計分析查詢」報表，其

報表呈現全國、北、中、南與東區之銷售砂或石的砂石場場數、漲價場

數、漲價場數佔轄內銷售場數比例、降價場數、降價場數佔轄內銷售場

數比例。 

10. 本年度計畫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廠商資料維護」

底下建置「商工登記介接資料」功能，其功能可透過「取代」按鈕，介

接經濟部中辦砂石碎解洗選場商業/工廠登記資料，來取代「碎解洗選

場資料」中各砂石場基本資料，並具備篩選、查詢與匯出功能。 

11. 本年度計畫配合水利署砂石品質分類新增一 S 類，於砂石知識庫調整

各河川砂石品質分類之結果。 

12. 本年度計畫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首頁新增「全國及

各區」選項，可呈現全國與各地區之「庫存量趨勢」、「砂石價格趨勢」

及「供需管制」的相互關係與趨勢變化圖表，供礦務局參考。 

13. 本年度計畫已完成砂石碎解洗選場履歷圖台，並於後台建置砂石碎解

洗選場履歷供承辦人員查詢，其履歷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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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備樣態分類管理介面與匯出功能。 

14. 本年度計畫持續擴充「砂石資源評估地圖」相關資料與圖資，新增內容

如下： 

甲、 土地地籍資訊：介接內政部地籍相關資料，於「砂石資源評估地

圖」顯示查詢目標土地地籍資料中新增「使用分區」、「用地編定」、

「公告地價」、「公告現值」 

乙、 砂石產業鏈資訊：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

底下新增「標案管理系統」圖資，其圖資可呈現 104~109 年各公共工

程位置及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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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其他圖資(於「砂石資源評估地圖」頁面右側「圖層清單」底下)：

「品質區」中新增「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資、「介接資料查詢」中

新增「水庫堰壩點為資訊」與「防砂設施資訊」圖資、新增「地質圖

資」圖資。 

丁、 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後台設置為登入本平台帳號

的使用者(帳號類別包含礦務局同仁、各砂石場業者、工程機關、各

縣市政府承辦等)，方有「砂石資源評估地圖」圖台使用權限 

15. 本年度計畫依水利署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參考手冊內容，於「砂石

資源品質地圖」中新增砂石品質 S 類圖資與詳細資料，另外於右側「圖

層清單」底下「砂石品質與檢測資料」中新增「河川砂石品質分段」圖

資。 

16. 本年度計畫針對砂石產銷履歷追蹤功能進行延伸，由原本產源到預拌

混凝廠(產源>砂石場>預拌混凝廠)，延伸到最終使用工地(產源>砂石場

>預拌混凝廠>營建公司>使用工地)，新增內容如下： 

甲、 後台功能：修改砂石履歷業者填報功能、新增預拌混凝土廠帳號

類別與設定帳號權限、新增預拌混凝土廠填報功能、新增審核預拌混

凝土廠填報功能 

乙、 前台功能：於「土石資源及產銷管理資訊系統」前台「砂石產銷履

歷試辦」底下「砂石產銷履歷」中「砂石產銷履歷查詢」之列表，點

入個別砂石場流向及品質查詢之「詳細」按鈕，選擇「流向查詢」分

頁中表格，新增「X 年 X 月成品銷售流向_預拌廠至工地」表格。 

四、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 辦理去年完成試辦之四家砂石場砂石性質 2 次抽驗作業：誠信(5/8 及

8/10)、富晟(5/15 及 8/13)、立光(5/20 及 8/17)及景裕(5/20、8/17)，其砂

石性質抽驗結果均已登錄於網站中。 

2. 截至 109 年 10 月已有 7 家砂石業者提出申請書，並已完成現場評鑑與

樣品抽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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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業研究： 

1. 完成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先期規劃暨研擬中程個案計畫草案。 

2. 就粗坑土石採取專區，草擬地方「社區創生提案」規劃報告。 

3. 完成宜蘭粗坑土採專區範圍空拍遙測作業，並已建立 3D 模型、地形正

射投影數值。 

4. 完成粗坑土石採取專區運輸專用道路方案，規劃粗坑土石採取專區專

用道之路線位址及可行性評估。 

5. 擬訂土石採取專區之「土石採取保證金作業及管理辦法」、「政府機關專

土專用案件環境維護費分配及運用辦法」、「中央主管機關辦理土石採

取計畫書圖建檔登記及公開作業要點」及「土石採取專區作業基金」等

相關土石專區開發法源內容。 

六、計畫推廣： 

1. 完成 109 年度行銷推廣計畫書，並規劃推廣對象及推廣方式，包含使

用者拜訪、函文宣導、外單位網站連結、教育訓練、說明會及問卷調

查。 

2. 砂石商業同業公會、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瀝青工業同業公會已

於其官方網站建立「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連結。 

3. 於 109 年 6 月 16 日拜訪國產建材實業公司吳總經理，洽談礦務局辦

理砂石履歷制度事宜。 

4. 於 109 年 7 月 24 日假台泥高雄預拌廠辦理砂石產銷履歷及資訊平台

教育訓練。 

5. 於 109 年 9 月 14 日假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舉辦砂石技術發展與履

歷推動研討會。 

6. 於 109 年 10 月 28 日假礦務局辦理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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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建議 

有關「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鏈資料庫計畫」已完成 4 年期計畫內容，故針

對該計畫未來後續計畫構想，提供 8 大項建議內容，如下所述。 

一、情勢觀測： 

(1) 建立砂石產業鏈調查名單與機制，並拜訪砂石、預拌混凝土公會及混

凝土學會等相關團體及業者，了解市場混凝土之供需情形，以及市場

之趨勢變化，並持續進行觀測通報。 

二、資料建置： 

(1) 建議擴大進口砂石檢驗機制，於港口抽驗中國大陸及菲律賓各來源

進口砂石性質，依產地擴充砂石品質地圖。 

(2) 可建立其他工程主辦機關砂石品質檢驗數據填報欄位，並鼓勵工程

主辦機關主動協助填報，藉此擴充砂石品質資料庫。 

三、產銷資料庫 

(1) 建議可整合水利署疏濬資訊、營建署剩餘土石方產出資訊、進口砂石

量等資訊，持續優化查詢功能。 

(2) 將砂石產出(包含河川疏濬及剩餘土石方)及耗用熱點以圖資套疊，建

立產出及耗用熱點線上圖台查詢。 

(3) 可彙整產銷關鍵數據，依使用者登入權責建立關鍵面板，提供決策依

據。 

(4) 持續進行 GA 分析追蹤使用者行為，調整網站介面設計，增加網站使

用量。 

(5) 依外單位之需求，開發 API 供其他機關單位及礦務局資料庫介接。 

(6) 蒐集影響砂石市場價格因素，並彙整消費市場之需求量資訊，加值整

合於資料庫中，包含各區當月(或歷年)公共工程招標資訊、景氣預測

指標、民間建築建照核發量等與砂石需求量相關因素，以人工智慧演

算法，建立未來砂石市場需求量預測模型。 

四、陸上土石採取專區 

(1) 就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規劃範圍，採樣調查砂石性質。 

(2) 評估粗坑地區陸上土石開採設備及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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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蒐集機製砂石技術及設備投資成本等資訊，進一步評估宜蘭砂石業

者之改裝成本分析。 

(4) 繼續辦理陸上砂石開發前置準備作業，依審查進度協助中長程個案

計畫修訂與資料補充。 

五、產業服務 

(1) 可彙整水利署疏濬案、營建署剩餘土石方產量、關務署進口砂石之資

訊，經加值後主動於砂石申報網頁提供給各廠，並各廠可依實際需求

調整呈現所需資訊。 

(2) 將外單位砂石品質檢測數據回饋給當地砂石業者機制，經加值後主

動於砂石申報網頁提供給各廠，各廠可依實際需求調整呈現所需資

訊。 

(3) 依砂石場之營運條件(包含產銷申報狀況、庫存情形、當地砂石價格

行情)及砂石廠訪談結果，建立砂石場營運管理指標及風險管理機制，

提高業者使用效益。 

六、砂石產銷履歷推動 

(1) 持續推動砂石產銷履歷驗證，受理新增申請案，以及已合格廠家之追

查。 

(2) 持續辦理砂石產銷履歷之宣傳活動，以及精進履歷系統資訊之透明

化功能，並培養使用者對於履歷之認同，藉此提升砂石業者正面形象。 

七、專業研究 

(1) 彙整砂石資源跨區域運輸買賣資訊，分析各區砂石供應結構。 

(2) 可評估再生粒料應用現況及市場供需，提出可適用用途及管理配套

措施，以提升再生粒料之使用，減少天然砂石資源耗用。 

(3) 評估臺灣海域砂石資源，提出海砂開採對砂石市場供需影響及可行

性，中長期個案計畫。 

(4) 調查水庫淤積物砂石性質，盤點可做為建材用砂石原料之賦存量，辦

理防災型疏濬等可行性評估。 

(5) 評估空拍機量測砂石場內原料堆置量量測技術，並於砂石場查核時

導入試行。 

(6) 調查臺灣砂石成品品質狀況，研擬高品質砂石成品分級標準。 

(7) 蒐集國外文獻，研擬機製砂石相對應的檢測標準，評估申請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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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行性。 

八、推廣計畫 

(1) 研擬砂石履歷制度導入工程採購鏈中，提高砂石業者申請效益之措

施。 

(2) 持續宣傳砂石數位服務模式，讓更多人訂閱。 

(3) 設計線上問卷調查範本，藉此提升問卷統計及分析效率。 

10.3 遭遇困難及解決方式 

本計畫共分為四年期間進行，主要工作項目有:河川砂石資源品質調

查、砂石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建立與優化、砂石產銷履歷推動、陸上砂石規

劃專業研究及行銷推廣計畫等，計畫期間曾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如下所

述: 

砂石資源品質調查部分，其調查結果為 105 年至 108 年河川調查的結

果彙整而成，惟近年極端氣候發生頻繁，高強度降雨等若干自然因素隨著

時間推移，河川之砂石性質可能會逐年改變，須注意該河段之自然因素是

否有劇烈之變化。本計畫須於多條河川之上中下游進行採樣，惟因遍部臺

灣各地，故對於河川周遭環境較不熟悉，故初期採樣過程會遇到機具無法

下河床，而導致砂石粒料取樣進度緩慢，經調整後，後續取樣前則預先提

前一日進行現場勘查及安排路線，並協請在地廠商提出建議的路線，則可

提升採樣之效率及品質。而河川採樣原則為深度 2~3 公尺深，惟各地區河

川條件不一，宜針對現況需求調整開挖深度，以便瞭解各河段不同深度砂

土分佈情形，倘若有河川地質岩相分布之需求，則可以鑽探方式進行調查。

而試驗過程雖力求採樣作業一致性，並依國家標準進行各項粒料試驗，然

仍可能受採樣現場交通條件、採樣深度、樣品數量等影響，導致試驗結果

有落差。 

在砂石品質履歷推動部分，於 108 年開始進行場家試辦之驗證作業，

雖已辦過數場說明會，但砂石場對於驗證流程較不熟悉，且砂石場期望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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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砂石品質履歷能有多點誘因，故評鑑期間本團隊仍須持續輔導及說明，

以強化驗證作業流程之順利。 

在陸上土石採取專區部分，因本開採專區為臺灣的首創項目，雖然外

國實行陸上開採多年，但因臺灣地狹人稠且地形崎嶇，實屬不易，且也因

人民的環境保育概念提升，法規及計畫審查也因此越趨嚴謹，整體規劃需

涵蓋保育，開發，人民兼顧的情形下，唯有不斷的查詢國外的規劃範例及

配合國內的礦區開採範例及法規上的查詢，仔細分析規劃，才可確保後續

的動作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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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附錄一 服務建議書審查意見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張委員佳榮 

1. 導入網站流量分析對未來網站

修正改版等皆屬重要，尤其對

改善消費者體驗網站之分析更

為首要之目的。因此須明確列

出多久產出報表之時間與修正

之程序為何。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規劃每半年

提供一次網站流量分析報告，並與

礦務局討論修正方向，修正程序的

部分於後續報告補上相關內容，詳

5.1.3 章節說明。 

2. P.79~P.82 數據分析未來須強

化應用意涵與改善策略，且列

出圖形就須針對圖形內容加以

說明，此外，未來須提出使用

對象是否有逐年增加等分析。

另外，建議可依據已收集之數

據去做出因應，例如受訪者認

為「產銷統計」是重要的，使

可針對此點提出季度報表供人

民瞭解，提高未來使用率。 

感謝委員指導，後續針對砂石問卷

圖表增加分析後之應用意涵及改

善策略，並將追蹤改善後的效益，

提出因應建議。 

3. 推廣方式有包含所有民眾之網

站連結推廣，然 P.9(六)計畫推

廣之第三點並無包含，建議可

修改一致。包括問卷調查身分

也需修正，目前並沒有學術單

位與民眾之身分。 

感謝委員指導，推廣方式以契約要

求的對象為優先，並會修改一致。

問卷調查對象已補充增列學術單

位與民眾身分，如表 8.3 所述。 

4. 經費說明部分可更詳細列出，

可讓評估預算合理與否較為容

易。 

感謝委員指導，工作經費係配合礦

務局計畫分項進行編列，已納入契

約中。 

5. P.79 圖 8.3 及 8.4 應為圖 8.4 及

8.5。 

感謝委員指導，已於期中報告書修

正。 

邱委員俊榮 

1. 產銷調查資料庫的建置與運作

目的在求更準確預測未來供需

狀況，先前也透過統計回歸模

型來精進。建議可對特殊個案

事件進行質化分析，一來避免

感謝委員指導，目前砂石預估模式

採用回歸方式推估未來每月砂石

需求，因特殊個案事件確實會影像

公共工程預算執行率，故已將公共

工程預算分成一般工程及前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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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特殊個案數據影響趨勢評估與

預測的正確性，二來可針對特

殊情境預做評估及預擬因應做

法，達到超前部署的目標。 

畫，分別納入預算執行率，提升預

測之準確性。 

2. 有關砂石品質履歷的推動，或

可考慮由各項公共工程開始規

範，以達到藉公部門公信力推

廣的效果。 

感謝委員指導，108 年度已就履歷

推廣拜訪高公局及臺北捷運局，今

年將於砂石品質履歷推動計畫中，

納入研擬公共工程推廣之相關項

目，經提送礦務局核可後據以執

行。 

張委員大鵬 

1. 「系統網頁及資料庫」截至目

前為止，已具有相當完整與實

用應用的使用規模與靈活性，

本計畫在四年研究期程完畢

後，日後的延續使用及維護是

否已有長期規劃？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每年結束後

都會將程式、資料庫以及相關操作

手冊打包作為結案資訊，以利後續

之維護，本團隊亦有提供後續維護

作業的經費以及相關維護項目，供

礦務局做為參考。 

2. 本計畫之「土石資源及產銷資

訊管理系統」教育訓練對象

(P89.9.4 節)目前僅規畫為礦務

局同仁，考慮到未來的推廣應

用，是否有規劃擴大教育訓練

之對象(如公共工程委員會)。 

感謝委員指導，教育訓練除了內部

教育訓練外，亦會針對外部單位辦

理研討會，期中階段已針對砂石業

者及預拌廠完成一場教育訓練進

行相關推廣與宣傳。 

3. 研究計畫中是否有規劃編列

「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管理系

統」之使用手冊？或類似

youtube 般之影像教授影片？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於結案文件

中皆會附上土石資源及產銷資訊

管理系統的操作手冊，其內容針對

平台使用以及後台管理的部分，未

來如礦務局需要也將會針對較為

重要的功能錄製成影片提供參考。 

4. P.49 表 6.1「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推動及管理作業要點(草案)」，

宜有設立日期及主管機構之資

訊。(其他如 P.41 之申請表等) 

感謝委員指導，本案相關要點及申

請表，已補充設立日期及主管機關

資訊，如表 6.1 及圖 5.22 所示。 

周委員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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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1. P.3(第 1 章)1.4：請於各對應章

節，增加各項工作流程圖，本

年度為第 4 年，建議增加一章，

對未來 5-10 年的供需預測及

提出因應策略。 

感謝委員指導，已繪製各工項之進

度管控圖供業主掌握工作流程狀

況。供需預測及因應策略將於計畫

執行期間擬訂，並於期末報告中提

出。 

2. P.1(第 2 章)頁碼請接續前頁，

針對前 3 年的計畫成果，請於

期中或期末報告時，增加專章

說明前 3 年的具體成果，服務

建議書請簡要說明具體成果。 

感謝委員指導，頁碼已修正完成。

並於期末報告書中專章節詳列本

案前 3 年具體成果。簡要說明成果

已補充於第 2 章節中。 

3. P.23 第 5 章，依據工作經費表

(表 10.2)，經費比重估 50％以

上(含 5％管理費)，資本支出占

約 30％，請針對資本門的內容

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資本門內容主要包

含土石資源服務平台軟體之相關

執行檔、原始碼及環境安裝程式

等，工作經費表已納入契約中。 

4. 第 6 章砂石品質履歷推動，建

議增加一節「未來推動方案」

建議或構想。 

感謝委員指導，砂石品質履歷尚於

試辦階段，正持續爭取大型預拌混

凝土公司採購部門支持，已有部分

其供應之砂石場家提出申請，後續

將待今年推動成果，於期末報告中

提出未來推動方案之建議。 

5. P.56 第 7.1 節，請補充說明高

潛力區選擇芎林、炭窯及白冷

三區的理由，1.新竹芎林及南

投炭窯，礦務局早年皆已詳細

規劃，請引用資料作較具體說

明(服務建議書)，並於期中報

告時詳細說明。2.白冷地區，早

年礦業司委工研院辦理，亦請

詳細說明。 

感謝委員指導，有關三區陸上砂石

高潛力區範圍設定，後續依礦務局

指示調整以宜蘭粗科鄧區為主，並

依此辦理地形、地質、環境、交通、

地籍等相關資訊之調查。詳期中報

告 7.1 節。 

6. P.93-95，請註明各項工作的金

額百分比，並增加一欄，針對

資本門加以註明。 

感謝委員指導，資本門項目主要為

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項下

之內容，修正後之金額已納入契約

中。 

7. P.95(表 10.3)資本支出金額與

表 10.2 不符，請修正。P.96 請

說明信諾公司在本案的費用比

感謝委員指導，資本支出金額已修

正統一。信諾公司於本案主要負責

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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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例。 惟該工項與營建研究院共同執行，

故信諾公司費用比重約佔 38%。 

8. 計畫書中，圖表內的文字，有

些字太小，請改善以利辨識，

圖的顏色(如圖 7.4、圖 7.7)，請

調整改善。 

感謝委員指導，已提升相關圖資的

辨識性。 

9. 附錄 5-1 工作實績，建議分成

二類，一為與本案相關，二為

其他。 

感謝委員指導，服務建議書配合修

正分成兩類型。 

10. 附錄 5-5，請增加計畫期間欄。 
感謝委員指導，服務建議書配合增

加計畫期間欄位。 

周委員立德 

1. 本計畫為四年期計畫之最後一

年，委辦廠商具有執行前三年

計畫之經驗與實績 

感謝委員的指導與肯定。 

2. 本計畫已於前一年度導入

Google Analytics，建議宜定期

提供改善建議方案，以利後續

行銷推廣。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規劃每半年

提供一次網站流量分析報告，並於

局內討論修正的方向，修正程序的

部分會於之後的報告補上相關內

容，如 5.1.3 章節。 

3. 建議持續監控及分析新冠肺炎

對大陸進口砂石及市場供需之

影響，並於期中/期末報告中以

專章呈現。 

感謝委員指導，持續關注新冠肺炎

對於臺灣砂石料源之影響情形，並

就目前觀察結果於期中報告書第

三章 五、特殊狀況調查中說明。 

4. 第 85 頁圖 9.1 之流程圖中，建

議於程式修改後宜進行源碼檢

測後再行上線。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於上線前皆

會進行弱點掃描，並修改中、高風

險的弱點後才上線，以提高系統安

全性。 

葉委員禮旭 

1. 請補充說明如何即時掌握大陸

砂石產量及進口狀況，以利經

濟部礦務局掌握及調節參考。 

感謝委員指導，已建立福建砂石業

者及臺灣進口砂石業者連絡管道，

並期掌握中國大陸市場銷售情形

及進口砂石狀況，後續將於每月工

作會議時納入市場通報提出。 

2. 請說明使用何種指標以核對各

砂石廠填報資訊正確性。 

感謝委員指導，本系統針對砂石場

填報資訊建立成果校核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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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其中針對廢土比、砂場交單月增減

率、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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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與縣市均價比較以及成品耗損

六項指標，針對每家廠商每月所填

的資訊進行檢核，其系統計算出較

為異常的廠家會將其順序排至列

表較前面方便承辦人作查核。 

3. 如何推廣預拌廠申報砂石產銷

履歷具體措施。 

感謝委員指導，為提升產履歷制度

的誘因，擬針對預拌廠、營造廠、

工程機關、建設公司等以網站函文

宣導、拜訪、研討會、說明會等方

式進行推廣，並研擬針對一般民眾

可了解之宣傳方式。 

4.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建議新增今

日瀏覽人次及累積人次，以了

解使用情形。 

感謝委員指導，本計畫規劃每半年

提供一次網站流量分析報告，將於

其中統計瀏覽人次，至於網站顯示

上會再於局內討論顯示內容。 

5. P.31 圖 5.7 名稱有誤繕，請檢

視服務建議書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該圖名稱，

如圖 5.12 所示。 

6. 報告中使用專有名詞應統一

(砂石場、砂石廠、碎解洗選

廠)，另使用圖表應加註資料來

源。 

感謝委員指導，已統一相關用詞

(如砂石場)，圖表加註資料來源部

分，後續依最新資料配合增加。 

7. 針對不同使用者建立懶人包，

以利推廣使用。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計畫結束前

會針對不同使用者設計情境說明，

以利後續推廣使用。 

杜副召集人政達 

1. P.57 有關新竹芎林土石資源區

引用地調所(1989)年結果，以

該報告大多是明坑試驗，確實

表層砂石品質差，僅適用於填

方料；但礦務局在 100 年及 101

年在芎林曾施作 72 公頃的土

採專區規劃，但因環評審查未

通過而撤案。該次規畫施作鑽

孔試驗(3 個樣品)，顯示芎林地

感謝委員指導，與礦務局討論後，

本案將著重於宜蘭粗坑相關資料

的盤點彙整，有關陸上土採專區調

查標的及說明詳期中報告 7.1 節，

後續將持續補充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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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風化礫石層厚達0.7至5.2公

尺，但樣品試驗符合佳級標準，

希望服務建議書增加該次規劃

的試驗結果。 

2. P.61 二、以電腦 3D 模擬開採

階段地形及上山道路規劃，有

關開採階段之規劃，請針對該

區地質情況(順向坡)及迴避景

觀衝擊規劃合適之階段布置。

又上山道路規劃部分，依「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總編

第 26 點，基地聯絡道路，應至

少有獨立 2 條通往聯外道路，

其中一條其路寬至少 8 公尺以

上，另一條可為僅及通路且寬

度需能容納消防車之通行，且

注意地質情形，並評估道路施

作及維護經費，本點意見適用

P.73 規劃第三段(本區對外道

路僅有一條上山道路)。 

感謝委員指導，將使用空拍機建置

宜蘭粗坑採區 3D 模型，地質情況

及迴避景觀衝擊規劃，將再與空拍

機廠商探討可行方案。專區對外聯

絡道路部分則將依地形地貌規劃

第二條路線，如圖 7.14 所示。 

3. P.74 7.6 中程個案計畫希望藉

由研究本計畫協助本局依照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

畫編審要點」規定內容編寫粗

坑土石採取專區中程個案計

畫，經檢視建議書所整理計畫

內容，在執行策略及方法部分

要大幅調整，應結合去年取得

的基本資料及依法應辦理之相

關計畫(環評、水土保持規畫、

水土保持計畫、土地同意使用、

土地徵收計畫、土地撥用計畫、

用水、用電、垃圾清運等)，進

入開發時之上山道路施設、土

石採取及營運相關設施等辦理

的期程及各階段需要之經費預

估，因此該章節希望藉由營建

院之實務經驗，提供專區規劃

感謝委員指導，已完成陸上土採專

區中長程計畫初稿，詳附件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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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行政院爭取設置之合理開

發期程及經費預估。去年已提

供相關單位之中長期計畫範

本，請參考該些計畫內容調整，

牽涉未來向行政院爭取經費及

實際推動時經費支應。 

許召集人進忠 

1. P.1 近年砂石來源分析，每年總

需求量約 7200 萬公噸，…進口

砂石約占 18％，請明確分析近

5 年資料及修正各種來源比

例，避免誤導外界。 

感謝委員指導，已依礦務局資料調

整砂石供需資訊，後續將統整近 5

年資料及來源比例。 

2. 服務建議書內容，引述之各項

名稱、數據資料，宜請註明資

料來源，提供讀者深入探索。

如 P.11 表 3.1 108 年混凝土市

價行情調查，P.12 表 3.2 前瞻

計畫重大混凝土工程列舉等。 

感謝委員指導，已補充資料來源。

本案後續報告引用相關數據或文

獻時，將會引述資料來源，並確保

數據的準確及適宜性，如表 3.1 及

3.2 所述。 

3. P44 砂石品質履歷推動，已有

執行方案及作業要點草案，未

來如何推動執行，應進一步探

討，提出有效方式。 

感謝委員指導，本年度擬對於去年

完成評鑑作業的廠商進行授證作

業及年度追查，以提升驗證廠商之

榮譽感及維持其驗證資格之有效

性；此外擬再執行 2 家砂石場產銷

履歷評鑑作業(今年受理家數已達

7 家)，並將相關資料登錄於產銷履

歷資料庫中。並將砂石品質履歷相

關成果及效益向使用者如工程主

辦機關及預拌廠等推廣。 

4. P.74 研擬宜蘭粗坑地區土石採

取專區新興中程個案計畫，請

研討將創生計畫構想融入，初

稿期程進度請提前於期中報告

前完成，讓各委員有時間審視

及修正，期計畫內容更完整。 

感謝委員指導，與地方鄉公所之創

生計畫規劃議題如期中報告 7.1.4

節，並納入中長程計畫中，實際推

動方式將持續與礦務局討論。 

5. 研擬中程個案計畫過程中，請

研討計畫辦理可能遭遇問題及

待協助事項，以利於相關會議

感謝委員指導，撰寫中長期計畫所

遭遇到的問題及待協助事項將隨

時與礦務局聯繫，盡速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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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檢討解決。 

6. P.9 計畫推廣中，期初提出 109

年度行銷推廣計畫(活動類)，

請說明活動類具體內涵及作

法？ 

感謝委員指導，砂石履歷制度之行

銷推廣計畫已於 6 月函送礦務局，

相關內容詳期中報告 8.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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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需求訪談會議決議事項對照表 

決議事項 辦理情形 

1.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優化：有關

土石業務關鍵報表展示模組請配合

本局需要再做調整，其他模組請依

服務建議書規劃辦理。 

遵照辦理，模組功能後續依業務需求

配合調整。 

2.工作計畫書表 10.1 計畫預定進度表

之甘特圖所示日期期間與進度表預

定時間不一致，請修正。 

遵照辦理，進度表已修正為一致。 

3.計畫推廣:情境式懶人包、影片工作

進度請提前 1 個月完成，以利期末

報告會議中展示。 

遵照辦理，該工項將提前至 11 月 1 日

前完成。 

4.土石資源服務平台之維護服務:系統

維護營運、系統功能中斷及故障修

復方式之工作項目完成日期，請配

合契約期程到 109 年 12 月 31 日。 

遵照辦理，該工項配合契約期程修正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5.系統公眾網站介面:有關開發API供

其他機關單位及礦務局資料庫介

接，近日水利署擬介接本局產銷資

料，將擇期召開會議討論細節。 

遵照辦理，可配合出席會議討論。 

6.陸上盜濫採土石坑洞善後處理計畫

模組請依業務單位需求，增加統計

及分析功能。 

遵照辦理，後續依業務需求配合建置

功能。 

7.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先期規劃暨研擬

中程個案計畫草案:工作計畫書內容

部分，請調整章節及文字敘述，以利

閱讀及符合契約規定。 

遵照辦理，已配合修正相關內容。 

8.工作計畫書第 1 章 1.1 計畫背景，

文字敘述近 10年平均砂石需求量約

8,046 萬公噸，請修正為近 5年平均，

避免需求量偏高造成外界誤解。 

遵照辦理，砂石需求量修正為 104~108

年的平均統計資料。 

9.本次會議審查意見請納入工作計畫

書，並依契約規定於決標日之次日

(4 月 10 日)起一個月內提出工作計

畫書報局審定。 

遵照辦理，相關意見納入工作計畫書

修正，並於規定時間內提出工作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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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對照表 

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張委員佳榮 

(一) 如先前審查意見已有提及導入

網站流量分析之目的須重視

之。然報告書內容 5.1.3 章並無

詳細說明未來網站修正、改版、

導流、提高互動率等消費者導

向之實際機制。尤其是數據使

用建議以模組概念分析，而非

僅根據單一指標（如表 5-1）進

行後續評估。並強化針對數據

所做出之因應策略，而非僅是

敘述性描述。最後建議強化平

台之 SEO 與 SEM、SMO 之優

化。如 P.114 提及之懶人包等

概念則為很好之方式。 

1.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說明後續網站修

正、改版、導流及提高互動率等消費者

導向之實際機制於 5.1.3 章節中。 

 

2.感謝委員建議，針對 SEO/SEM/SMO 的

優化，已強化網頁表頭 Meta 標籤的關

鍵字（Keyword）標註，對於機關網頁

是否同意嵌入 FB 的「讚」按鈕及社群

分享功能（SMO），並會提出示意畫面

請局內參酌經同意後辦理。 

(二) 問卷已有新增學術單位與民眾

之欄位，然目前尚未有相關數

據之參考，建議未來可強化此

處之數據收集。 

感謝委員建議，因本次問卷調查是配合砂

石產銷履歷制度說明會進行，而該說明會

主要參與對象為預拌廠及砂石業者，故尚

未收集到學術單位或民眾之問卷。並已於

辦理研討會時，強化問卷發放之多元性。 

(三) 教育訓練建議須加上數據分析

之部分，可提升未來礦務局人

員後續修正之能力與掌握度。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數據分析之部分，已

納入教育訓練之議程，如表 8.3 所示。 

(四) 計畫推廣部分（P.133）建議可

增加邀請學術單位人員前來參

加，深入瞭解可能未來還有哪

些相關數據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將納入後續建議事項，邀

請相關專家學者參與，協助指導本案可精

進之內容。 

(五)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 

1.計畫書內容之 SWOT 分析建

議加入後續的配對策略

（Matching Strategies），SO、

ST、WO、WT 等分析。 

2.預算規劃建議加入推廣等費

用。 

3.教育館之體驗規劃可強化環

1.感謝委員建議，並配合礦務局指示進行

調整並於個案計畫定稿本中提出。 

 

2.感謝委員建議，並配合礦務局指示進行

調整並於個案計畫定稿本中提出。 

 

3.感謝委員建議，經與礦務局討論後，提

出教育館之體驗規劃方案，藉此提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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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偏鄉教育等連結，提

升體驗深度，並建議採取全

民監督之機制，降低抗拒。 

眾認同，並於個案計畫定稿本中補充。 

邱委員俊榮 

(一) 有關砂石市場資訊 

1.「混凝土成品市場價格」先

行，再調查「需求量」。也許

可釐清是「需求量決定供給

量」？抑或「供需共同決定

價格」？ 

2.混凝土需求量調查僅呈現特

定個案，是否可依據經驗推

估實際整體需求？ 

3.P.19 圖 3.1，8-12 月執行量為

0，呈現方式可以調整。 

4.P.21 圖 3.2，年制採民國或西

元請統一。 

5.P.22 圖 3.3，進口砂石統計之

北部、中部、南部、外島所

呈現之意義？請再補充說

明。 

1.感謝委員建議，需求量未與供給量有密

切之關聯性，而砂石價格則與供給量之

多寡較有直接關聯性。 

 

2.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依據砂石需求量

推估關係式，推估 109 年每月砂石供應

量及累計量，詳如表 5.4 所示。 

 

3.感謝委員建議，已將圖 3.1 的 8~12 月

之執行量線型進行調整。 

 

4.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本文年制均統一採

用民國方式呈現。 

 

5.感謝委員建議，主要說明各區域港口目

前進口砂石狀況，其中以北部對於進口

砂石依賴度較高，並會再強化相關論

述，詳如 P.22。 

(二) 有關砂石需求量 

1.P.40 可說明(5.9)式是否依據

2019 年度資料加入後之新

曲線迴歸式。 

2.由於經濟情勢變化快速，砂

石需求之推估或宜加入重大

衝擊考量，如台商回台與外

國投資，或長期產業結構由

大量集中製造業逐漸快速轉

向智慧應用（軟體）的發展

趨勢。 

1.感謝委員建議，該公式已加入 108 年度

(2019 年)資料。 

 

2.感謝委員建議，目前砂石需求之推估採

用公共工程量、樓地板面積量與砂石需

求量進行曲線迴歸，尚可推估砂石需

求，本團隊建議可納入後續計畫執行，

採用人工智慧演算法，建立砂石市場需

求量預測模型。 

(三) 有關陸上土石採取專區 

1.宜蘭粗坑段既然是「示範」，

可能必須要有擇取適當區段

的標準，以作為未來進一步

推動的基準。 

1.感謝委員建議，本專區並非示範區，僅

為國內首座大型陸上土石採取專區，選

取原因已於該報告第貳章第一節說明

選定區位之標準(位置、地質及交通等)，

後續新的開採專區將以此為經驗，並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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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 SWOT 分析，較具體、

量化的成本效益分析應是重

點，若未來要推廣至其他個

案，也才能作為一致性的評

估標準。 

視目前所觀察到之劣勢加以補足。 

 

2.感謝委員建議，已依照中長程個案計畫

要點，將相關的成本效益於該報告第陸

章中做財務分析，以及評估本計畫之可

行性。 

周委員立德 

(一) 本計畫期中報告書之內容與預

期進度大致相符。 
感謝委員肯定。 

(二) 期中報告書 P.116 顯示網頁可

再增加強部分之問卷調查結

果。惟此問卷調查僅 20 份，建

議亦可從 Google Analytics 之

所有使用者的使用行為統計

中，分析出網頁可再加強的部

分（P.35）。問卷調查結果與 GA

統計分析結果兩者可相互印

證。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已於研討會落實問

卷調查並增加回覆數量，以及配合 GA 分

析結果檢討其對應關係，進一步找出「土

石資源服務平台」能即時改善或未來需加

強與優化之方向，並於期末報告中提出具

體改進事項。 

(三) 期中報告書 P.114-121 已針對

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統計，

建議進一步進行細部規劃，以

便落實於系統中。 

感謝委員建議，依問卷調查及 GA 分析結

果，針對系統進行細部調整規劃，並將結

果呈現於本期末報告中，如 5.1.3 節。 

(四) 期中報告書 P.132 未來工作規

劃中，有關系統網頁及資料庫

功能優化的部分，擬優化用地

管理資料庫，優化土石業務關

鍵報表展示模組，及優化碎解

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建議具

體說明優化的內涵。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具體說明優化的內

容於 10.2「三、產銷資料庫」中。 

(五) 中長程計畫可以考慮地方回

饋。 

感謝委員建議，地方回饋機制將交由土石

採取法之母法修訂後，增列基金的回饋機

制相關法規，可詳期末報告中的 7.3 節。 

張委員大鵬 

(一) 期中報告書 P.137 參考文獻引

用網路資料時，請加註引用時

間。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引用網路文獻部分，

將加註時間。 

(二) 中長程個案計畫 P.31 圖 4-7 宜

搬至 P.30。 

感謝委員建議，頁面編排問題將予以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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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簡報 P.7每月完成％計算有誤，

請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因小數點四捨五入關係而

導致加總誤差，將予以調整。 

(四) 期中報告書 P.9，109 年度主要

工作項目與目標，P.10 情境運

用模組列有(1)土石業務關鍵

報表展示模組及(2)砂石碎解

洗選場履歷資訊系統，是否為

新的工作項目，或是綜合前三

年之研究成果？ 

感謝委員建議，P.10 情境運用模組的

(1)(2)工項，為本年度(109)的工作項目，

主要是依據過往開發成果，進行相關模組

功能優化。 

(五) 同上 P.10(3)砂石資源品質評估

地圖與 P.11(4)砂石品質地圖之

功能與目標是否結合以往研究

成果或是為新的工作項目？ 

感謝委員建議，情境運用模組的(3)(4)工

項，為本年度(109)之工作項目，主要是依

據過往開發成果，進行相關模組功能優

化。 

(六)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中長程個案

計畫(112 至 115 年)，但 P.57 表

5.4 則編列年度支出表至 117

年，是否宜在第壹章略加說明，

同時本計畫中僅規劃在宜蘭粗

坑地區優先推動，陸上土石採

取區是否亦宜在封面或第壹章

中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別冊封面已更新為「宜蘭

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做為區別。 

(七) 期中報告內容豐富詳實，達到

預期目標。 
感謝委員肯定。 

黃委員其彥 

(一) 針對資料備援，有以下 3 個問

題： 

1.是備份或備援：報告、簡報上

都是提及「備援」，但看來似

乎只有備份。都可以，確定

清楚，正名即可。 

2.沒有做還原：資料可以備份，

不一定可以還原；可以還原，

不一定正確。所以還是要找

個機會做還原演練及檢測。 

3.光碟交付：一片光碟儲存空

間有限(5G 左右)，以光碟交

付有時片數會很多，也不環

1.感謝委員建議，因備援涉及局內機房資

訊設備的整體配套支援，目前實際完成

的措施為「備份」工作，相關內容統一

正名。 

 

2.感謝委員建議，於結案前安排辦理資料

還原測試工作並將其過程與測試結果

納入結案報告書內容。 

 

3.感謝委員建議，前系統資料庫已建立本

機端維護及定期自動備份，光碟定期備

份其目的為異地備份檔案，配合局內機

房管理人員，若可提供雲端備份空間，

則配合定期上傳雲端落實異地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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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是否考慮建立維護計畫，

以自動排程，定期備份，如

欲交付，再以程式傳至雲端。 

(二) 系統維運數據：已開始使用

Google Analytics，這很好！但

報告中可否多加列些系統運作

情形之監控數據。例如：CPU

使用率、記憶體使用率、網路

流量、查詢回應時間、故障率、

平均修復時間、使用者行為…

等。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例行性機房維護

作業時，皆有檢視伺服器事件中心重要事

件記錄資料，並針對異常警示進行確認工

作，後續將配合委員意見，下載事件紀錄，

納入光碟備份檔中提交局內備查，若有重

要異常事件，亦會通報給礦務局。 

周委員順安 

(一) 期中報告內容已根據計畫內容

完成，成果豐碩，值得肯定。

下列意見，請改善或補充說明。 

1.報告中之圖表，有些文字太

小，無法辨識(如 P.38、39、

44、45 圖案)，請改善。 

2.P.21 圖 3.2 砂石價格，請註明

場交價或市場價。 

3.P.74(1)圖 7.1 高潛力區如何

劃定，請說明。(2)圖 7.2 圖

例請依地質圖作圖規範，地

層依老→新(下方→上方)排

列。(3)請列表說明舊採區與

新採區的總面積、西村層、

四稜砂及沖積層的分布面

積。 

4.P.82-83(1)圖 7.7 及 7.8，圖名

請加上「粗坑」西南方…圖，

圖的範圍應包含規劃區，以

顯示相關位置，圖應加上圖

例、比例尺規。(2)開採蘊含

量，名稱建議採用一般資源

評估使用名稱，如「蘊藏量」

或「可採量」。請說明蘊藏量

如何計算，是否有考量水土

保持法的規定。 

1.感謝委員建議，將調整相關圖表內容。 

 

2.感謝委員建議，圖 3.2 補充說明砂石均

價為市場價。 

 

3. 

(1)感謝委員建議，圖 7.1 為以堅硬的四稜

砂岩層帶作為初步的選擇區位，後續

劃定再配以交通、土地權屬等做完細

選參考，詳別冊第貳章。 

 

(2)感謝委員建議，圖 7.2 之圖資及圖例為

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雲加值應用平

臺網站所查詢，並已加註圖例、比例尺

及指北針。 

 

(3)感謝委員建議，已詳列舊採區與新採

區的總面積、西村層、四稜砂及沖積層

的分布面積，詳 7.1.1 章節。 

 

4. 

(1)感謝委員建議，為避免混淆，已改名為

粗坑、崙埤及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

採區，位置圖已增加圖例、比例尺規。 

 

(2)感謝委員建議，開採蘊「含」量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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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案今年為 4 年計畫最後一

年，期末報告建議另撰寫 4

年的長摘要，含重要圖表等

(如砂石資源品質圖等)。 

為蘊「藏」量。相關蘊藏量計算會再與

局內討論開採方式，並於後續定案後

提出定稿。 

 

5.感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已補充撰寫長

摘要。 

 

(二) 附冊「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中長

程個案計畫」，本計畫書就一

般開發計畫書而言，僅屬初步

的計畫，建議再加強下列： 

1.P.12 目標說明，應明確說明，

本計畫開採的岩層，以碎石

母岩為主，是否含沖積層土

石？ 

2.P.14 最下一段第 3 行提到「借

鏡大陸…技術」，建議也引導

日本的規劃與開採技術列入

參考。 

3.P.30 圖 4.6 請將規劃開採區

範圍標示於圖上。 

4.圖 4.7 土採區地質圖，圖例請

參考地質調查所製圖規範，

另應補充剖面圖(與估算可

採量有關)，另請列表說明土

採區內各岩層的面積。 

5.本土採區的可採量未詳細說

明如何估算，對後續開發計

畫與可採年限有密切關係。 

6.P.31，面積 177 公頃，是否分

期開發計畫，每期的實際開

採面積與可採量，應提出初

步規劃圖，包含開採後最終

地形，才可能估算可採量。 

7.P.56 圖 5.1 土地實際交易單

價，請註明使用地類別。 

8.P.69 第(二)項，有關土地再利

用，請將土地二次利用規劃

1.感謝委員建議，已明確說明本計畫開採

的岩層為四稜砂岩的碎石母岩為主，詳

第貳章第一節。 

 

2.感謝委員建議，已導入可參考日本的規

劃與開採技術列入參考，詳第貳章第二

節。 

 

3.感謝委員建議，圖 4.6 已與局內討論後

調整刪除。 

 

4.感謝委員建議，因內容篇幅，地質圖僅

精簡介紹，圖 4.7 改為圖 2.2，圖資及圖

例為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雲加值應

用平臺網站所查詢，並以圖例比例尺指

北針加註，詳別冊第貳章。 

 

5.感謝委員建議，相關蘊藏量計算已與局

內再次討論開採方式，已定案並加入定

稿本中，詳別冊第肆章。 

 

6.感謝委員建議，相關蘊藏量計算及初步

規劃地形圖等，與局內再次討論開採方

式，將在定案後提送定稿本，詳別冊第

肆章。 

 

7.感謝委員建議，圖 5.1 已註明為農牧用

地。 

 

8.感謝委員建議，土地再利用或二次利用

之構想已加入定稿本中，詳別冊第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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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構想列入本計畫主要工作

項目之一。 

杜副召集人政達 

(一) 關於中長期計畫書之內容建議

精簡，相關作業之流程說明則

在本計畫報告書中保留呈現。

其次本專區係政府推動設置，

若能投入生產，該經驗可運用

到其他縣市，但並非示範區。 

感謝委員建議，計劃書將與局內討論後，

精簡後留下重點內容。 

本計畫並非示範區，僅作為首座陸上土石

開採專區，可提供相關的規劃及開發營運

經驗，於未來給予其他地區開發陸上砂石

開採專區參考指標。 

(二) 關於運輸道路規劃，由於專區

產出之砂石可能係遞補蘭陽溪

疏濬減少之砂石量，建議描述

蘭陽溪周邊碎解洗選場之情

況，諸如廠家位置、作業能量、

目前生產狀況，以原料產出運

送之區域做描述；至於塊石則

可維持現有規劃 。 

感謝委員建議，運輸道路規劃及分析已納

入蘭陽溪周邊碎解洗選場之位置情況，將

其進出車輛納入分析中，並於定稿本提

出，詳別冊第貳章。 

(三) 土石採取區之區內道路設計，

請考量車輛係單向或雙向行

駛、道路路寬、坡度等因素，

可參考農路設計規範或徵詢具

礦山規畫之專家意見，初步規

畫專區內道路。至於辦理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要求區內要有

兩條道，應是著眼區內救災時

車輛能有替代道路，請工作團

隊檢視原道路規畫是否適當 。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預定於原有道路做

道路拓寬，以及依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規

定，另行規劃救災時替代道路，並於開採

區位確定後，規劃進入採區之開採道路，

相關道路條件如走向、單或雙向行駛、道

路路寬等將初步規劃，並於定稿本提出，

詳別冊第貳章。 

(四) 建議納入模擬採掘過程中之作

業階段平台及採掘後之最終殘

壁及平台，於計畫書中呈現原

始地形、採掘中及採掘後之地

形變化，俾於中長期計畫送審

時，委員能了解本案之開發情

況。 

感謝委員建議，經與局內討論方案後，於

計畫書中採掘過程中之作業階段平台及

採掘後之最終殘壁及平台，呈現原始地

形、採掘中及採掘後之地形變化，並於定

稿本提出。 

許召集人進忠 

(一) 第 3 章 P.20 第 5 行「同比其增

長 6.4%」之文字敘述請修正。

感謝召集人建議，已刪除該句文字敘述。

另外，本報告機「制」砂均已修正為機「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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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砂請修正為「製」。 砂。 

(二) P.22有關第十河川局增加50萬

立方公尺砂石料源，據瞭解第

十河川局沒有增量計畫，是否

為第九河川局，請再查證。另

倒數第 2 行營建料源剩餘

1,612 萬公噸，數據來源及文字

表達，請再檢視修正。 

感謝召集人建議，經查第十河川局增加

50 萬立方公尺砂石料源為十河局於 109

年 2 月 27 日網頁公開訊息。營建料源剩

餘 1,612 萬公噸則參考 109 年 4 月 3 日水

利署電子報訊息。另外，相關文字表達已

配合調整。 

(三)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中長程個案

計畫請加以描述政策宣示，以

利計畫推動。 

感謝召集人建議，已於別冊第壹章加以描

述政策宣示，並於定稿本提出。 

(四) 有關中國大陸對採用海砂之政

策與管理，請加以蒐集分析，

作為計畫補充列入專業研究項

目。 

感謝召集人建議，有關海砂之政策與管理

已於期末報告補充說明相關成果，詳如

P.23~P.35。 

(五) 簡報 P.17、18，請說明爐渣檢

測機制。 

感謝召集人建議，目前業界常使用磁鐵、

酚酞或 pH 值方式進行砂石粒料檢測，藉

此判斷粒料是否含有爐渣之可能性，該檢

測方法已納入砂石品質履歷的查核項目

內。 

(六) 中長程計畫未來土地使用涉及

國土計畫法，是否須依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製作書圖

件申請，請納入評估。 

感謝召集人建議，於局內討論後在定稿本

提出，詳別冊第參章。 

工作小組意見 

(一) 第 3 章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

通報 

1.報告書 P.22 提及「水利署本

年度國內生產量預計可達

5,192 萬公噸，加上既有營建

料源剩餘 1,612 萬公噸…高

於 108 年實際銷售量 6,150

萬公噸，應可滿足今年營建

業砂石需求供應無虞」，建請

依下列說明修正內容： 

(1)依本計畫歷時迴歸分析模

型預估，109 年全年度需

1. 

(1).感謝工作小組建議，補充增加圖 3.4砂

石實際需求量與模型預估量比較及圖

3.5 109 年每月砂石需求量預估，藉此

推估本年度砂石用量。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本文所指營建剩

餘土石屬於 B1、B2-1 及 B2-2，並以

加註文字說明。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補充增加每月的

增減圖表，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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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為 6,976 萬公噸，應

以前開數據為基準進行

比較。 

(2)水利署河川疏濬型態僅有

外運販售可作營建骨材

使用，營建剩餘土石方亦

僅部分種類(如：B1、B2-

1…等)可作營建骨材料

源使用，並非全部產出量

均可供應砂石市場，請依

實際情形調整內容。 

2.P.19 圖 3.1 建議增繪每月絕

對增減量圖表。 

(二) 第 5 章系統網頁及資料庫功能

優化 

1.報告書 P.35~36：有關「土石

資源服務平台」首頁優化部

分，於報告書內並未見依

GA 數據提出具體建議，請

補充說明。 

2.報告書 P.44~45：有關砂石場

商業登記資料於用地管理資

料庫中之加值運用情形，報

告書內並未呈現，請補充說

明。 

3.報告書 P.46~47：有關土石業

務關鍵報表展示模組部分，

本局已有就產銷調查部分提

出需求，再請於報告書內就

本局需求部分補充說明。 

4.報告書 P.58~59：研究團隊已

就串聯起砂石從河川疏濬、

砂石場、預拌廠、至工地的

完整生產週期之產銷履歷查

詢介面提出規劃構想，但仍

請就介面查詢規劃、查詢流

程等內容補充說明。 

5.P.41 表 5.3 年度砂石需求量

1.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具體補充說明三

軸向分析建議內容於 5.1.3 章節中。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補充說明本項工

作情形於 5.2.2 章節中，本項工作規劃

於期末前完成實作並納入報告書說明。 

 

3.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補充說明貴局針

對產銷調查之功能需求內容於 5.3.1 章

節中。 

 

4.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補充介面查詢規

劃、查詢流程等內容於 5.3.5 章節中。 

 

5.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修正表 5.3 數據

之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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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差值及誤差率欄位內

之數據相互誤植。  

(三) 第 6 章砂石品質履歷推動 

1.P.63 圖 6.2 砂石產銷履歷驗

證作業流程，有關缺失改善

是否有期限規定？請補充說

明。 

感謝工作小組建議，缺失改善建議要求 1

個月內廠商需改善完成，詳圖 6.2 所示。 

(四) 第 7 章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專案

研究 

1.P.84：3D 模型需增加開採階

段模擬地形變化(參考北科

大)，並據以預估總開採量。 

2.P.85-86：上山道路非以直線

預估，請參考礦山設計實際

案例配合地形地貌規劃上山

道路。 

1.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將與局內討論方案，

於計畫書中採掘過程中之作業階段平台

及採掘後之最終殘壁及平台，呈現原始

地形、採掘中及採掘後之地形變化及預

估開採量，並於定稿本提出，詳別冊第

肆章。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本計畫預定於原有

道路做道路拓寬，以及依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規定，另行規劃救災時替代道路，並

於開採區位確定後，規劃進入採區之開

採道路，相關道路條件如走向、單或雙向

行駛、道路路寬等將大略規劃，並已於定

稿本提出，詳別冊第肆章。 

(五) 第 9 章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維護 

1.P.128 圖 9.2 請更新至 109 年

6 月完成之報告。 

2.P.128 有關 9.4 教育訓練規劃

部分，請調整到第 8 章計畫

推廣。 

1.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將圖 9.3 更新至

109 年 6 月完成之報告。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教育訓練規劃部分

已調整至第 8 章計畫推廣中，並同時調

整第 9 章標題與內容。 

(六) 綜合性建議 

1.報告書內文有部份圖文不清

晰，請再檢視更正。 

2.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頁操

作手冊內容，請依系統實際

開發情形進行調整。 

3.文字誤植部分：P.20-21 機

「制」砂改為機「製」砂。

P.25 上「船」更正為上「傳」。

P.28 建入?鍵入?請統一文

字。 

1.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將重新檢視圖文，

不清晰處予以調整。 

 

2.感謝工作小組建議，由於「土石資源服

務平台」之功能持續開發當中，因此規

劃於本計畫結束前，依系統實際開發情

形修訂網頁操作手冊內容。 

 

3.感謝工作小組建議，文字誤植部分已修

正為機「製」砂及上「傳」並統一「建」

入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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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委員佳榮 

(一) Google Analytics 於今年 10 月

推出 GA4，新版功能強調使用

者行為與事件分析，且整合

Web 與 App 資料，因此可考慮

未來是否要改成 GA4 版本。另

外若有要更換因資料儲存期間

也有修改，因此建議要定期備

份。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團隊將於計畫執行

期間，持續協助局內追蹤及評估 GA4 的

發展進程及其與目前版本的使用差異及

限制，基於本系統最有利原則評估，提出

技術建議，未來若依 Google 規定需強制

更換 GA4，亦會協助局內針對重要瀏覽

紀錄規劃定期匯出及備份程序。 

(二) P.47、P48 的 GA 數據中，瀏覽

器與作業系統之數據（使用人

數總合）不一致，可能需確認。

此外，手機使用者並不算少數，

而網站「砂石產銷資訊公開」

欄位用手機瀏覽時，格式會跑

掉，建議確認。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 5.1.3 章節中更新 GA

數據。另已完成修正手機瀏覽「砂石產銷

資訊公開」版面跑掉的問題。 

(三) P.2 預期效益是否要刪除？因

此已為期末結案書。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預期效益內文已刪

除。 

(四) 建議預算使用情況也應在結案

書中提出。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預算經費使用情形，

已另於月報提送給局內檢視。 

(五) P.21 圖 3 建議用不同類型線圖

呈現。 

感謝委員建議，圖 3 為引用文獻，尚無相

關數據可重新繪製，故以不同顏色方式予

以呈現。 

(六) 宜蘭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

區：P.42 成本分析中，建議

「規劃階段」、「徵收階段」

之年份列出，如此才能對應

相關表格。例如：表 6-4 現

金流量表所提及之期間年

份並無法與 P.42 一致，建議

修正之。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成本分析中四大階段

敘述加註表明年份，表 6-4 階段誤植之期

間年份並已修正，詳中長程計畫第陸章。 

邱委員俊榮 

(一) 資料庫的積極價值在於應用，

現在即可開始構思資料庫之資

料如何做更多的運用已提升效

感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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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二) 量價預期是本計畫的重要目標

之一，先前已建立初步迴歸模

型，可為基礎。惟由今年經驗

可知，各種突發性外在衝擊對

量價有重大影響，因此未來如

何由供、需端之 shock 加入模

型以增強預測能力是可再努力

之處。例如：房地產市場主要

受央行政策主導之市場資金多

寡影響，並非全然不可預期，

公建部分也易於掌握，可思考

如何加入模型預期。 

感謝委員建議，為強化預測模組之預測能

力，本團隊已考慮納入更多影響因子於預

測模組中，並結合人工智慧演算法，建立

砂石價格預測模型，詳 10.2 章節。 

(三) 承上，供給面受到颱風次數、

中國市場狀況、未來陸上土石

開採狀況的影響，也可透過統

計方法加入以增強模型的預估

能力。綜合供、需兩面向，也

許量價預估可有不同情境的呈

現。 

感謝委員建議，可採用人工智慧演算法，

建立未來砂石市場供需預測模型，以期

提升精準度，並已納入後續建議事項中，

詳 10.2 章節。 

(四) 有關產銷履歷之推廣，也許可

由最終使用者（消費者）著手，

例如與消基會合作，要求產品

必須提供產銷履歷資訊，效果

可能更佳。 

感謝委員建議，持續辦理砂石產銷履歷

之宣傳活動，以及精進履歷系統資訊之

透明化功能，並培養使用者對於履歷之

認同，藉此提升砂石業者正面形象，並已

納入 10.2 章節中。 

(五) 有關土石開採專區，對於單位

成本與現有河川砂石成本的比

較，應該是重要資訊，不僅涉

及本計畫的成本效益分析，也

有助於判斷對現有開採係屬於

排擠或不利的情況。 

感謝委員建議，對於單位成本與現有河

川砂石成本的比較，目前蘭陽溪疏濬料

標售價格以每公噸 230 元進行標售，然

專區成品以碎石為主，碎解洗選場須以

製砂機再製成機製砂，每公噸機製砂之

加工成本約 20元，專區碎石之申購價應

為疏濬料售價再減 20 元，以每公噸 210

元開放申購。詳見中長程計畫第貳章。 

周委員順安 

(一) P.3 表 1.1(三)-3-(3)-(4)有關砂

石資源品質地圖，建議能印製

出版品供參考（是否可比照中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本案砂石資源品質地

圖成果，經濟部水利署已於 108 年出版

「中央管河川砂石性質調查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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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質調查所方式販售）。 

(二) P.28 有關海砂開發利用，請補

充說明國內海砂開發可能性

（因西部海岸已成為國內離岸

風電重要地區）。 

感謝委員建議，經文獻蒐集探討後，臺灣

附近海域海砂具有開採潛力之區域尚有

6 處(P.32)，雖然西部離岸現為發展離岸風

電重要地區，但尚有東部及南部地區仍可

繼續評估海砂開發可能性。 

(三) P.113 開挖規劃說明不夠清楚，

請補以圖表再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開挖規劃平面及預估示意

圖詳 7.1.3節之圖 7.15~16。 

(四) P.131 申請流程，因縣府可能是

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請

說明縣府的角色。 

感謝委員建議，於申請流程之步驟一，考

量地方政府角色納入考量，並撰寫進計畫

書中，詳 7.3節。 

(五) P.174 建議增加一項，未來後續

計畫構想。 

感謝委員建議，10.2 章節主要提出 8 大建

議，說明後續計畫之構想。 

附冊： 

(六) 第壹章建議增加一節，完整扼

要論述陸上砂石採取專區的必

要性，需具說服力，包括對國

家、地方、環保團體等。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中長程計畫第壹章

中，綜合前三節的內容作小結，提出開採

區的必要性及兼具國家發展及降低衝擊

的方式提請計畫。 

(七) P.10、11 圖製作請改善，需更

具專業的圖，如圖 2.3 看不出

現況。 

感謝委員建議，圖 2.3 已更新調整，可明

顯看出現地狀況。 

(八) P.27 有關土地二次利用規劃，

請另增一節，說明二次利用構

想方案，含二次利用效益。 

感謝委員建議，已新增目前二次利用之方

向及效益，詳中長程計畫第捌章的土地二

次利用計劃。 

(九) P.28 表 4.1，監測項目，盡量以

自動監測，網路傳輸方式，如

地下水，6 個月 2 次，則無意

義，可採用自記式水位計長期

監測。 

感謝委員建議，與局內討論過後，配合簡

化中長程計畫內容，已刪減表 4.1。 

(十) P.37 圖 5.1 請將「土石採取區」

位置標示於圖上，並加上比例

尺規。 

感謝委員建議，圖 5.1 已將「土石採取區」

位置標示於圖上，並加上比例尺規。 

(十一) P.45 表 6.3 是否需考慮地方

稅（如礦石開採需繳交地方

稅）。 

感謝委員建議，表 6.3 已考慮稅金，包含

權利金及地方稅。 

(十二) P.51 第一段「達砂石自主之

目標」論述是否適當，請再

感謝委員建議，「達砂石自主之目標」改

為「朝砂石自主之目標邁進」，詳中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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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 計畫第柒章。 

(十三) 本計畫書，未來正式提出

前，需再加強，建議找有實

務經驗團隊協助。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將持續加強內容及尋

求實務經驗團隊協助。 

周委員立德 

(一) 計畫期末報告書內容豐富，已

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符合預

期。 

感謝委員肯定。 

(二) 計畫書第 66 頁圖 5.22 之供需

管制，庫存量趨勢及砂石價格

趨勢圖表中，建議儘可能呈現

109 年之趨勢圖。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 5.3.1 章節更新為 109

年之趨勢圖。 

(三) 本年度為最後一年計畫，建議

可簡略分享歷來執行計畫時曾

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式。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遭遇的困難及解決

方式說明，詳如 10.3 節中。 

(四) 計畫書第 143 頁「8.1 推廣作業

規劃」建議修訂為「8.1 推廣成

果」，畢竟這是最後一年的計

畫，不宜僅止於規劃。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為「8.1 推廣成果」。 

(五) 關於宜蘭粗坑中長程個案計

畫，第 56 頁之「網路監督」中，

預計同步開放留言系統回答人

民提問，立意良善。建議未來

落實執行時，宜注意留言是否

會有不當資訊的問題。 

感謝委員建議，網路直播中，參考各種直

播軟體的使用方式，設置留言板管理者，

進行問題的解答或審核屏蔽不當留言及

其發言者。詳別冊第捌章之四。 

黃委員其彥 

(一) 依資料檢視，各工作項目已如

期進行與完成。 

感謝委員肯定。 

(二) 關於系統與資料庫，過往期中

報告所提意見，大致上均有回

應並妥適處理。例如：無障礙

網頁(AA)，監控機制（Google 

Analytics），弱掃，資安，原檢，

備份及還原，安全性管理…等

等。 

感謝委員肯定。 

(三) 關於備份與還原，期末報告中

有多個地方有所敘述，但有些

感謝委員指教，已依合約或專案計畫內

容，統一用字為「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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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P.8 提到備援，P.165 提

到備份與還原，但這是本機備

份還原機制，P.167 提到異地備

份，不知道是何者（因為這三

項意義、作法都不同），建議依

合約或專案計畫（或實際上執

行），將之描述一致化。 

(四) 不知是否有交付 DB schema

（因為這個系統資料須不少且

有圖台）。 

感謝委員建議，本案於提送成果報告時，

一併會提交系統相關資料，如軟體維護建

議書、系統測試報告書、系統程式碼、資

安檢測報告及維護管理人員操作手冊等。 

葉委員禮旭 

(一) 我國混凝土需求調查，建議納

入混凝土公會調查或訪談資

料，以利掌握整體數據。 

感謝委員建議，已規劃拜訪砂石、預拌混

凝土公會及混凝土學會等相關團體及業

者，了解市場混凝土之供需情形，以及市

場之趨勢變化，詳如 10.2 章節中。 

(二) 有關海域砂石處理技術評估，

建議納入過往工研院執行經濟

部水土科專計畫之成果。 

感謝委員建議，已納入工研院等相關研究

成果，如表 3.7 所示。 

(三) 砂石產銷履歷證書設計主體及

LOGO 是否以經濟部礦務局為

主，例如綠建材標章等。 

感謝委員建議，因本計畫之砂石產銷履歷

是參考農委會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故砂

石產銷履歷證書參照該制度，委由第三單

位負責發證，後續依礦務局法制化進度配

合辦理。 

(四) 有關土石採取專區相關法令增

修，建議按照經濟部礦務局法

規修正規範辦理。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理。 

(五) 未來問卷調查建議是否採用線

上辦理方式。 

感謝委員建議，已納入 10.2 章節中。 

(六) 砂石料源預測公式未來研究考

量納入景氣預測指標。 

感謝委員建議，為強化預測模組之預測能

力，本團隊已考慮納入更多影響因子於預

測模組中，並結合人工智慧演算法，建立

砂石價格預測模型，詳 10.2 章節。 

杜副召集人政達 

(一) P.22 針對 109 年各區進口砂石

描述，而在第 5 行「…顯示目

前僅東部砂石可自產自足外，

感謝副召集人建議，已修正該段文字，詳

如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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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回覆內容 

其餘各區砂石仍屬短缺…」，由

於國內砂石是多元供應，不能

僅從有進口就屬短缺的情形，

該段內容請調整。 

(二) P.26 大陸海砂應用發展歷程中

敘述「…有段時間臺灣自大陸

進口砂的天然砂中可見到貝殼

成分……」，該段文字恐有謬

誤，若說早期進口菲律賓砂石

含有貝殼則屬實情，但菲律賓

進口係河砂，亦非海砂。係因

早期有業者為爭取北部砂石供

應市場，誤導視聽所放之消息，

經濟部標檢局亦因此修正預拌

混凝土氯離子含量國家標準。

又該段文字恐造成恐慌，接著

深究該大陸砂何時進口及其流

向，為避免爭議，請將該段文

字刪除。 

感謝副召集人建議，已修正該段文字，詳

如第 3 章。 

(三) 針對海砂的賦存，一年來大陸

抽砂船聚集臺灣灘抽取海砂，

造成環境及海洋生態破壞，海

巡署強力執法，為遏止情況惡

化行政院主導修正「中華民國

專屬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法」

及「土石採取法」，增強未經許

可抽取海砂之罰責。對於國內

海砂論述，倒是可以針對臺灣

灘砂石形成及賦存情況做描

述。 

感謝副召集人建議，已補充臺灣灘相關概

述於 P.34。 

(四) 7.2 節研擬土石採取專區相關

法令之增修與說明： 

1.土石採取法「實」行細則改

為土石採取法，行政規費收

取須有法律規定，請配合修

正。 

2.本節所建議之條文文字，尚

需配合土石採取法檢討，將

感謝委員建議，行政規費收取之法律規

定乃修正自土石採取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其修正內容已列入計畫書中。於 7.2

節中提及相關修訂內容確認修訂方向

後，於未來參考當時之法令政策及市場

需求作雙向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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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未來參考。 

(五) P.113 開挖規劃請依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第 193 條規定，重行

檢視圖 7-16 之開挖預估示意

圖及總開挖量估算是否合宜。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檢視圖 7-16 之開

挖預估示意圖及總開挖量估算，合乎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第 193 條規定，詳 7.1.3 節。 

(六) P.113 開挖規劃分別描述東區

最高高程 300公尺，規劃以 160

公尺為開挖高程，往內挖至預

定坡度後再逐圈往下開挖至

120公尺；西區最高高程 450公

尺，規劃以 200 公尺為開挖高

程，往內挖至預定坡度後再逐

圈往下開挖至 160 公尺。由以

上敘述專區作業類似係採下拔

法之方式，為法規所不允許，

請修正為以階段方式，由上至

下進行採掘作業。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修正敘述，詳 7.1.3

節。 

(七) P.136 7.5 節第 2 段土石採取專

區運輸專用道路，「由台七線省

公路往太平山方向，經下深

溝…..」，該描述之兩地點方向

不同，請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已調整為正確方向「…往

員山鄉方向，經粗坑、下粗坑、再連、下

深溝即可到達」，詳 7.5 節。 

許召集人進忠 

(一) 對於承攬團隊營建研究院對本

計畫的付出與用心先予肯定，

讓計畫內容具有豐富性與可看

性。 

感謝召集人之肯定。 

(二) 第 3 章砂石市場資訊即時觀測

通報 P.20 內容介紹大陸砂石市

場動態及海砂處理與應用，堪

稱豐富值得參考。惟報告出版

即代表本局立場應審慎為之，

如 P.22 國內有進口即屬砂石短

缺區域，P.23 近期常見大陸抽

砂船越界抽砂載回大陸經加工

清洗及作為建材使用等用詞均

與實務有偏差，宜請再斟酌修

感謝召集人建議，已斟酌修正相關文字敘

述，詳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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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避免誤導讀者。 

(三) P.97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專業研

究，其中崙埤及中華土石資源

相關分析似乎較目前研擬粗坑

土採專區為優，應可進一步探

討評估做為未來專區的備案。 

感謝委員建議，崙埤及中華陸上砂石開採

區經調查，地質條件優良，無私人土地不

需徵收，且皆有既有道路可供進出，開採

區潛力高，未來開發新的陸上開採區時，

可優先選擇規劃崙埤及中華陸上砂石開

採區。詳 7.1.2節。 

(四) P.113 描述土石採取開挖規劃，

內容疑為下拔法，惟法規所禁

止，請依階段開採方式以專業

技術用語重擬。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修正敘述，詳 7.1.3

節。 

(五) P.117 研擬相關法規增修，草案

條文內容與目前方向有點偏離

且用詞與實務未能結合，請再

與本組一科研討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理。 

(六) P.60 資料庫新增自動化料源校

核模組 P.74砂石產銷履歷由原

料源到預拌混凝土廠延伸到使

用工地，相關設計有助於提升

砂石供需準確率及資訊流向更

透明化，在執行上有很多困難

待突破，期待能達到預期效果。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砂石產銷履歷延伸至

預拌混凝土廠，有助於產品履歷之完整

性，建議持續辦理砂石產銷履歷之宣傳活

動，提升相關業者對於履歷之認同度，以

達履歷之預期效果，其建議事項詳如 10.2

章節中。 

(七) P.57文字說明與表5.4應為 109

年砂石總需求量預估，請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已改正相關內文及表 5.4。 

工作小組意見 

(一) 報告書 P.38 表 4.1 本年度文獻

蒐集成果之第 2 項及第 11 項

有何不同？另報告書文獻蒐集

11 篇與簡報 P.40 已蒐集文獻

20 篇數量不一致，請再釐清更

正。 

感謝工作小組指教，表 4.1 中第 2 項與第

11 項為相同項目，已於 4.2 章節中完成更

新文獻數量與明細。 

(二) 報告書 P.93 新增 7 家砂石場產

銷履歷評鑑成果資料，請增列

於網站供查詢。 

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新增 7 家砂石場

產銷履歷資料於網站。 

(三) 計畫推廣懶人包及影片完成後

應放置土石資源服務平台提供

參考，及已開發之系統功能應

感謝工作小組指教，已完成懶人包與影片

上傳及系統移轉至正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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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測試站移轉至正式站。 

(四) 報告書文字有錯誤部分，如

P.96 期定期、P.176 等等，及附

錄三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對照表

(附錄 3-8)回覆內容頁碼有誤，

請再檢視報告並更正。 

感謝工作小組建議，已修正相關文字錯誤

部分。並已調整附錄三之回覆內容頁碼。 

(五) 報告書附錄 3-4 黃委員建議之

回復內容，有關於結案前安排

辦理資料還原測試工作一節，

請於本次審查會議後提出測試

報告併同辦理修正期末報告

書。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 9.2 章節中補充資料

還原測試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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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機構認證申請書 

申請驗證 

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地       址  

單位電話 
 

單位傳真  

網      站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申請驗證 

聯絡人 

姓        名: 

公司電話: 

手       機: 

傳       真: 

   Email: 

申請驗證單位其他相關資料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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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機構符合性評鑑承諾書 

       ○ ○ ○ ○ ○ ○      辦理經濟部礦務局「砂

石產銷履歷驗證」評鑑業務，願意接受貴局相關

之審查及監督查核，如有不符，願承擔相關法律

責任。 

 

此致 

經濟部礦務局 

 

立承諾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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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驗證計畫 

一、前言 

本計畫係規範「砂石產銷履歷」  (以下簡稱本驗證 )(Traceable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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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遵循，以符合國際標準，提昇作業品質，建立驗證公信力。 

二、適用範圍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公司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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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一) 第一類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地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二) 第二類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並確認

第二類資格。) 

三、參考文件 

(一) ISO 17065 (CNS 17065) 

(二)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產品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 

(三) ISO 9001 國際標準(CNS 12680) 

(四)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五)相關作業程序(如本手冊參考資料) 

四、設立宗旨及驗證組織 

(一)設立宗旨 

砂石是營建工程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廣泛用於預拌混凝土、水泥製品、道路鋪

面、回填級配等，用量龐大，其品質對混凝土的強度、工作性及耐久性有深遠的影

響，優良的砂石材料是作為豪宅建築、高科技廠房及重大公共工程所必備。臺灣砂

石來源主要是河川疏濬，因來源產地不同，所製成之骨材品質自然有所差異，然而，

骨材需經過預拌混凝土廠的調配生產，方能作為工程所用的混凝土，但預拌混凝土

的採購多以單價為考量，砂石場同業在迫於市場競爭下，只能削價因應，更甚者摻

混劣質骨材售出，不利於混凝土及營建工程的結構安全及耐久強度發展，也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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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經濟部礦務局作為砂石主管機關，為穩定砂石市場、促進工程安全，經審慎規

劃後推動自願性之「砂石產銷履歷」，以砂石品質及產銷流向透明化之方式，盼提

升國內骨材品質。為推動此工作，礦務局評選公正客觀且具砂石專業之第三方驗證

執行單位(以下簡稱執行單位)，結合ISO 9000品質驗證與國家標準(CNS)對砂石粒

料各項品質要求，以查驗各粒料品質符合工程規範產品之能力。 

 (二)驗證組織 

礦務局為驗證指導委員會，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集人，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

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邀請國內熟悉礦務及混凝土工程與驗證事務之

學者、專家組成，由總召集人邀聘之，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

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之。秘書組由執行單位組成，設召集人一位，

由總召集人聘任。 

五、驗證組織之要求 

(一)一般規定 

1. 本驗證作業應以公正無私、無歧視待遇為原則，不因申請者財務情況、規模大

小或為某團體之會員而有所差異，亦不得對特定廠商予以加速或延遲辦理。 

2.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經濟部公司執

照(若公司於90年10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或營利

事業登記證，並為第一類或第二類砂石碎解洗選場。其中第一類廠商需檢附證

明文件；第二類廠商則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其具實際銷售量或生產實績。申請廠

商均需檢附近三個月電費單，以證明廠內有持續生產運作。 

3. 驗證範圍為砂石製程及品質管理能力，以及場內粗粒料產品。 

4. 驗證系統依據 

本驗證系統係依據ISO 17065標準、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產品

驗證機構認證規範(PCC-01)」、ISO 9000標準、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建立，

以書面化之手冊及作業程序等方式展現，據以實施，並確保有效之執行，以

提供外界對本驗證作業之信心及處理驗證作業產生之責任。 

5. 每一案件最後之複審及驗證決定，亦由具有專業能力之權責人員(評鑑常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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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總召集人)協助完成。 

(二)組織 

1. 架構 

本驗證組織架構為指導委員會、總召集人，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院長擔任，

下設有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其中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位，另設評鑑常

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之。秘書

組下設有召集人一位，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組長或其指定代理人擔任。另為

配合驗證管理系統業務推展及持續實施，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上屬主管擔任

驗證管理代表，必要時由總召集人另行指派適當人選擔任之。 

2. 權責與權限 

本驗證組織各單位之主要功能說明如下，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明書」。 

(1)指導委員會 

負責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及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以及公正性的確

認。 

(2)總召集人 

擔任本驗證之政策規劃、督導、核准及授權之最高負責人，對驗證之

核發、維持、增列、廢止及撤銷等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總召集人承諾

致力於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3)評鑑委員會 

a. 評鑑常務委員會負責驗證作業及標準修訂、爭議事件處理、抱怨或申訴

事件之討論、核可驗證執行結果。 

b. 評鑑委員負責評鑑、追查之執行。 

(4)秘書組 

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人員或其指定代理

人擔任，協助處理申請、技術文件審閱、評鑑及追查作業進度管控、相關

人員訓練與登錄、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理事務。若有社會大

眾對本驗證提出抱怨或申訴時，秘書組應查核有關事宜，並將處理方式及

情形提請總召集人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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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立性、保密性及利益迴避原則 

(1)總召集人(院長) 承諾致力於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2)本驗證組織之運作與執行單位各單位、董事、董事所屬之機關、承辦計畫

(案)之業主、承包商、供應商及其他非正式約定之單位相互獨立，不影響本

驗證之機密性、客觀性或公正性。 

(3)參與本驗證作業之相關人員，應不受任何商業、財務及其他壓力而影響驗

證過程或結果。 

(4)參與本驗證作業之相關人員，應絕對保守業務機密。 

(5)參與本驗證作業之評鑑委員在評鑑或追查前，應將有關其本身或所屬機構

與申請驗證廠商間任何現在、過去或可預見之關係，告知秘書組，若遇有

涉及本身或其家族利害相關者，應行迴避。 

(6)本驗證組織及所屬驗證人員不得為廠商已驗證產品之設計者、製造者、安

裝者、經銷者或維護者。 

(7)本驗證組織不受理申請驗證廠商之指導或顧問服務，包含管理系統顧問諮

詢或內部稽核。亦不推薦顧問諮詢機構，驗證文宣、網頁及相關活動亦不

提供顧問諮詢機構之連結。 

4.財務 

(1)本驗證系統運作所需經費來源，係由申請驗證廠商依規定繳交之驗證費用。 

(2)申請驗證廠商所需繳交相關驗證費用詳如「收費說明書」之規定。 

(3)本驗證所有收入及支出行政作業皆依執行單位會計相關程序辦理。 

(4)本驗證由經濟部礦務局主辦並選定執行單位辦理驗證，由執行單位指派總

召集人，驗證運作引起的責任概由執行單位概括承受。 

(三)作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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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國家標準與中央地質調查所、礦務局等對於陸上砂石資源之研究文獻，有關產

品抽樣、測試及檢驗亦依據CNS相關國家標準來辦理。 

 (四)委辦 

1. 委辦單位主要工作是協助執行樣品抽樣檢驗，原則上以各地區學術單位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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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作業標準依據CNS國家標準及本手冊之相關規定來辦理。 

2. 委辦單位執行樣品抽樣檢驗工作之相關人員，應絕對保守業務機密，遇有涉及

本身或其家族利害相關者，應行迴避。 

3. 各委辦單位所屬參與執行樣品抽樣檢驗工作之相關人員及部門應不得提供申

請驗證廠商生產相關之服務。 

 (五)品質系統 

1.政策及目標 

(1) 遵循執行單位品質政策及品質目標，訂定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及目標，並

承諾維持驗證品質。驗證品質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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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驗證品質目標應每年視執行績效及發展情勢，加以檢討以制/修訂之，並

經本驗證之指導委員會核准後據以展開執行。 

(3) 驗證作業之各項目標應為本作業相關人員所瞭解、實施及維持，為讓驗

證相關人員充分瞭解本驗證之品質政策、品質目標及品質相關規定，應由

教育訓練、會議、傳閱、發文通知或網路公告等方式來宣導。 

2.文件管理 

為使本驗證系統之各項作業，均能依循正確、有效且最新版本之文件執行，

本系統相關文件之編訂、審查、核准、發行、分發、修訂及保管/管理等作業規

定，應依據執行單位之規定辦理。 

3.紀錄 

(1)為使本驗證作業之實施均能有效的展現，作業過程所產生之紀錄皆應予鑑

別、管理及適當處理，並確保過程之完整性及資訊之機密性。管制範圍包

含驗證之申請、評鑑、登錄、追查、增列、縮減、廢止及撤銷、申訴、抱

怨、爭議、收費…等作業及驗證人員之相關紀錄或資料均應列入管制。 

 (2)驗證作業相關紀錄由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負責保管，保存期限如下 

a. 評鑑委員會所有人員之個人檔案由秘書組協助建檔，保存至該員不再擔

任評鑑委員會相關職務。 

b. 驗證廠商申請書(駁回申請之案件除外)，秘書組應分別建檔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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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驗證辦理評鑑、追查之相關報告，秘書組應分別建檔，其中評鑑報告

應永久保存。 

d. 驗證合約書、追查及複驗報告至少保存六年。 

e. 其他與本驗證作業相關之紀錄至少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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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驗證作業之不符合事項及矯正 

本驗證作業過程中發生任何不符合事項，應進行處理及矯正。 

5.申訴、抱怨及爭議 

(1)應在提供廠商取閱之「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作業手冊」中明示其

申訴、抱怨及爭議聯繫管道。 

(2)對於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本驗證組織

所提之各項申訴、抱怨及爭議，或因執行單位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

認定等事項處理，應依據「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六)核發、增列、減列、暫時終止、終止及廢止驗證之條件及程序 

1.本驗證證書之核發、使用、換發、補發、繳回、暫時終止、終止、註銷及違規處

理等作業，應依據「證書及認可登錄管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2.已認可登錄驗證廠商之基本資料變更、登錄範圍變更、廠址遷移、暫時終止、廢

止及撤銷之處理，應依據「證書及認可登錄管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3.驗證廠商若發生「異常缺失」或「重大事件經評鑑常務委員會認定異常」者，暫

時終止驗證資格，待複審合格後回復驗證資格，複審作業(含赴廠複評及樣品抽

驗)應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如複審不合格，則終止驗證資格。 

4.廠商得申請終止驗證，執行單位將依「收費說明書」退還尚未執行之相關作業

費用，並終止驗證資格。 

 (七)資訊公告 

1.本驗證系統作業相關資訊公布於執行單位網站，供外界查詢及參考，並依據「資

訊管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2.秘書組應將驗證合格廠商定期所提報之產品流向彙整後登錄於網站上，供外界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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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本驗證規定變更時驗證廠商需配合辦理，相關資訊除了公布於執行單位網站，

並應發文通知，且依據「資訊管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八)保密 

1.執行單位驗證作業所有相關人員，應確保業務機密，對於驗證過程中所獲的某

特定產品配比資料或供應者之資訊，在未取得驗證廠商同意前，不得對外洩露，

若因法律要求需將驗證廠商之資訊交付第三者時，應告知驗證廠商所將交付之

資訊為何。 

2.驗證所有相關人員遇有涉及本身或家族利害相關者，應行迴避。 

3.對不是來自廠商(如抱怨者、主管機關、業主或供應商)所獲得有關廠商的資訊，

應予當作機密處理。 

六、驗證機構之人員 

(一)一般要求 

1.本驗證作業之行政人員應對驗證作業具有基本知識，並熟悉承辦業務之相關作

業程序及說明書，相關人員職掌及責任詳如「驗證組織及職掌說明書」。 

2.本驗證作業之評鑑、追查、樣品抽樣檢驗及複驗工作，由評鑑委員擔任。 

(二)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之資格規範 

1.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應具礦務及混凝土與材料界驗證專長，由總召集人聘任之。 

(三)評鑑委員契約 

為確保驗證作業之保密性及一致性，凡參與本驗證作業之評鑑委員，應簽署

一份「驗證執行人員行為準則聲明書」，聲明符合本驗證作業之各項規定及要求

(包括保密性、不能提供顧問輔導，不能與被稽核者間有任何利益或會影響判斷之

關係，以及於評鑑前應將有關其本身或所屬機構與被評鑑者間任何現在、過去或

可預見之關係，告知本驗證組織等)。 

評鑑委員資格經核定後，由執行單位核發聘書。 

 (四)驗證執行人員檔案 

1.本驗證之評鑑委員應建立個人資歷檔案(以書面或電腦資料之方式)且應維持最

新資料，該檔案至少應包含姓名與地址、在組織之職位及隸屬關係、學歷及專

長、經歷及訓練、最新更新紀錄之日期、教育訓練及績效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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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人員檔案之個人基本資料有異動時，應通知秘書組予以更新。 

(五)驗證執行人員作業指導 

為確保本驗證作業之一致性，執行單位應提供相關作業規定給予驗證執行人員

及行政人員，作為執行驗證業務之依據，有關驗證作業之增修訂將以發文通報、電

子郵件或網路公告等方式辦理。另為確保驗證執行一致性，每年將至少舉辦一次評

鑑委員一致性訓練會議。 

七、驗證規定之變更 

(一) 驗證相關要求及作業方式之變更，應於正式實施日期前之適當期間，以書面通知

或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等方式辦理，並將與廠商之權利及義務變更部份知

會已申請或驗證合格之廠商。 

(二) 驗證合格廠商對變更事項之執行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並於實施後查核及檢討其

執行情況。 

八、驗證作業之要求 

本驗證作業之各項要求，包含申請、評鑑、驗證決定、簽約、授證、追查等，相

關規定如下所述。 

 (一)申請 

1.本驗證作業之各項申請要求，分別於「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作業手冊」

中規定。申請驗證廠商如有其他要求時，執行單位亦應對其提供更多之申請資

訊，若有要求說明這些文件是否適用於特定驗證/登錄方案時，應由執行單位提

出說明，並予公布。 

2.廠商申請驗證時應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先提出「砂石產銷履歷(TAC)驗

證申請書」，並承諾依申請書中「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之規定申請驗證。 

3.執行單位應確保廠商申請驗證時，依規定具備相關證明文件，並了解其權利義

務，秘書組應依規定予以審查，相關作業詳如「申請作業程序」。 

4.執行單位應備妥有關申請驗證作業之各項資訊供廠商使用，包括「砂石產銷履

歷(TAC)驗證申請作業手冊」索取、網路下載等。 

(二)評鑑 

1.申請驗證廠商之申請書審查通過後，由秘書組安排一名主導評鑑委員負責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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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之計畫及執行。 

2.正式評鑑前，由秘書組協助主導評鑑委員安排其他評鑑委員共同組成評鑑小組，

並經與廠商聯繫確認後，由執行單位通知廠商及評鑑小組辦理現場評鑑工作。 

3.評鑑小組應依據「評鑑查核紀錄表」查核項目及標準進行現場評鑑，並完成評

鑑報告書。 

4.現場評鑑完成後具缺點者，申請驗證廠商可於改善完成後，將改善結果通知主

導評鑑委員，並由秘書組協助安排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辦理複評，以確認改善成

效。若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半年內未能申請複評者，視為評鑑不合格，申請驗

證廠商可於三個月後重新辦理申請。 

5.現場評鑑缺失經主導評鑑委員赴廠複評確認缺施改善完成後，由評鑑委員辦理

樣品抽驗及混凝土試驗。 

6.評鑑相關作業應依據「評鑑作業程序」及「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辦理。 

 (三)驗證審查及決定 

1.驗證結果之審查，必須以評鑑過程中所蒐集之資料、其他相關之資訊及評鑑報

告作為依據；負責驗證核定之人員，不得參與該項評鑑作業。 

2.評鑑完成後，秘書組將驗證申請書、評鑑報告書、複評報告書及樣品抽驗相關

紀錄等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進行審核。 

3.複審完成，最後符合驗證標準之廠商，經總召集人核定後，執行單位應發給驗

證證書。 

(四)簽約 

驗證合格廠商應於接到執行單位核定通知函二個月內與執行單位辦理簽約

手續，合約內容範本詳如「評鑑作業程序」所擬訂「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合約

書」。 

(五)授證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核發驗證證書，並由秘書組將驗

證合格廠商資料登錄於本驗證網頁內，供各界查閱。  

(六)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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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確保取得本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符合標準之要求，執行單位應辦理後續追查

作業，包含抽樣追查及專家追查，其中樣品抽樣追查為六個月赴廠辦理樣品抽

驗。而專家追查在驗證合格起每半年執行一次，為查核各項程序之執行狀況及

紀錄。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半年追查可合併同時辦理。   

2. 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結果之報告，應由複審小組協助審查，並依據「複審小組

作業說明書」之規定辦理。 

3. 追查相關作業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及「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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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組織及職掌說明書 

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最高指導單位為經濟部礦務局，並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集人，

總召集人下設立評鑑委員會及秘書組，評鑑委員會下設有召集人一位，另設評鑑常

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之；秘書組下

設有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 

二、權責及職掌  

(一 )本驗證組織如「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 (圖一 )所示，相關成員登錄在

「指導委員會人員名單表」、「評鑑委員會人員名單表」及「秘書組

人員名單表」中，並公佈在本證書網站上。  

(二 )指導委員會  

本指導委員會邀請產、官、學界代表七〜十一位組成，分配比例

原則上各佔三分之一，採三年一聘，得延長之，由執行單位授與證書。

指導委員會之任務為：  

(1)驗證制度建立之認可  

(2)驗證制度推行之督導  

(3)協助本驗證工作之推動  

(4)驗證組織架構之變更決定  

(5)公正性確認  

(6)其他重要相關事宜之督導  

指導委員會原則上每兩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討論。

召開臨時會時，需由委員三位以上之提議，由總召集人召開會議。  

(三 )總召集人  

本驗證組織之總召集人由執行單位派任，總召集人擔任本驗證之

政策規劃、核准及授權、程序實施督導、財務督導之最高負責人，對

驗證之核發、維持、增列、中止及註銷各項作業所作決定負責，與廠

商合約之代表人，回應外界申訴與抱怨，並協調各單位之工作，提供

適當資源，必要時授權委員會或人員代表其從事所界定的活動，總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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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應承諾致力於維持驗證機構的公正性。  

(四 )評鑑委員會  

評鑑委員會設有召集人一位，另設評鑑常務委員會，評鑑委員會

成員包含評鑑委員，皆由總召集人任聘之，原則上三年一聘，由執行

單位授與證書。  

1.評鑑委員會召集人  

評鑑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邀聘具砂石粒料

專長之專家及學者擔任之。召集人之權責為：  

(1)評鑑委員暨複審人員派遣之核定。  

(2)負責申訴案件之審查。  

(3)評鑑委員會執行之督導。  

(4)複審小組之督導。  

(5)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工作之協調。  

2.評鑑常務委員會  

評鑑常務委員由總召集人邀聘評鑑委員會召集人及其他資深評

鑑委員擔任之。評鑑常務委員會之權責為：  

(1)驗證作業、品質標準、評鑑查核項目之制訂。  

(2)評鑑作業之複審。  

(3)抱怨或申訴事件之討論。  

(4)爭議事件之處理。  

(5)審議評鑑委員。  

   3.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之權責為：  

（ 1）  評鑑作業之現場評鑑及複評 (主導評鑑委員 )之執行。  

（ 2）  專家追查、抽樣追查 (粒料試驗及混凝土試驗 )及追查作業複評之

執行。  

(五 )秘書組  

秘書組負責本驗證行政業務推動，由執行單位組織小組，協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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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申請、技術文件審閱、申請案接受之評估、驗證及追查報告之保管、

相關人員訓練、驗證進度之安排及管控、廠商諮詢服務、網站管理、

證書製作、頒發、登錄與宣導等管理事務。  

秘書組設召集人一位，由總召集人派任，權責為：  

(1)行政作業之督導。  

(2)秘書組相關人員負責工作之安排。  

(3)廠商所提書面申請資料之複核。  

(4)審查驗證證書之核發與變更。  

(5)驗證活動之制定。  

 

礦務局主辦單位

驗證機構

總召集人
負責驗證推動

秘書組
負責行政庶務

評鑑委員會
負責評鑑追查

評選   監督

 

附圖一、砂石產銷履歷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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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 

一、申請驗證廠商、利害相關團體、委辦單位或社會大眾等對執行單位執行各項驗證作

業如有抱怨、申訴及爭議，或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認定時，得向執行單位

正式提出，執行單位應依據本作業程序妥善處理，以維護與提昇執行單位之獨立性

及公正性。 

二、定義： 

(一 )抱怨：對於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 (如對執行單位一般行

政作業、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 )提出意見之

案件。一般而言任何人皆可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二 )申訴：對於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評、廢止、撤

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土品

質有意見之案件等。一般而言申訴由廠商主動提出。  

(三 )爭議：對於執行單位處理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之案件等。  

 

三、權責： 

(一)秘書組為受理抱怨、申訴及爭議之窗口。 

(二)秘書組受理抱怨案件後，應就個案內容，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辦理；

受理申訴案件時，由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委員會

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調查小組；受理爭議案件時，由指導

委員組成組成專案工作小組負責辦理。 

(三)抱怨案件處理完畢後，由秘書組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

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申訴案件若由專案工作小組處理完畢，秘書組將相

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並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

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並予以結案：爭議案件若由專案工作小組處理完畢，秘書

組將相關資料陳送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核定，同時將核定結果函覆案件提出者，

並予以結案。 

四、作業內容 

(一)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流程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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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抱怨提出 

1. 抱怨者對執行單位之驗證行政作業或其他相關事宜 (如對執行單

位一般行政作業、驗證作業程序或行政人員、評鑑委員之言行 )有

異議時，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抱怨。  

2. 抱怨案件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同時

並告知姓名、所屬之單位名稱、抱怨對象、抱怨內容。匿名抱怨或

抱怨未附理由或相關證明者，執行單位可不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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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理作業流程。  

(三 )申訴提出  

申訴者對執行單位驗證服務之申請、評鑑、追查、複驗、廢止、

撤銷等驗證決定、不符合之判定、人員操守或驗證廠商混凝土品質有

意見之案件等，得隨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訴。 

申訴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需敘

明申訴理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訴未附理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理。  

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申訴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理作業流程。  

申訴案件受理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申訴者，並由評鑑委員會召

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

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

調查。  

(四) 爭議提出 

爭議提出者對執行單位處理申訴或抱怨之結果不予接受時，得隨

時檢附相關意見或證明文件向執行單位提出。  

爭議提出者應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向執行單位提出，且

需敘明提出理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未附理由或相關證明文件者，

執行單位不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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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組承辦人員於接獲爭議案件時，應填寫「驗證抱怨、申訴及

爭議案件紀錄表」，以掌握及記錄案件處理作業流程。  

爭議案件受理後，秘書組應立即函知爭議提出者，並由總召集人

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五)抱怨處理 

抱怨案件受理後，由秘書組召集人指派承辦人負責辦理，並視個案

內容得組成專案工作小組。為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

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

與專案工作小組。承辦人或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查及處理

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

相關資料轉送總召集人陳核。  

核定後，秘書組應將抱怨處理結果函覆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抱

怨者對執行單位處理抱怨案件之結果不能接受時，得向執行單位提出

申訴。  

(六 ) 申訴處理  

申訴案件受理後，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專案工

作小組，小組長由資深評鑑委員擔任，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

若申訴內容涉及評鑑委員會人員操守問題時，專案工作小組由執行單

位總召集人遴選，小組長由執行單位總召集人或指定代理人擔任。為

確保沒有利益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

在顧問諮詢或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工作小

組應於申訴案受理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

延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申訴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不同

意見時，由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專

案工作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專案工作小組

完成申訴案件之調查及處理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案

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召集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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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專案工作小組召集人審查結果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評時，應依據

「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評鑑常務委員會 (召集人 )審查作業完成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及

處理結果轉送總召集人陳核。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申訴處理結果函覆

提出者並副知相關人員。申訴者對執行單位處理申訴案件之結果不能

接受時，可提出爭議再處理。  

(七 ) 爭議處理  

爭議案件受理後，由總召集人指派指導委員組成專案工作小組，小

組長由小組成員推派，以指揮協調工作小組之運作。為確保沒有利益

衝突，曾為廠商提供顧問諮詢或曾受廠商雇用之人員，在顧問諮詢或

雇用結束兩年內，不得參與專案工作小組。專案工作小組應於爭議案

受理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徵詢申訴者同意後延長期限。  

專案工作小組應針對爭議提出者所提內容進行調查，若組員間有

不同意見時，由總召集人邀請相關人員協商解決。必要時，專案工作

小組可赴廠進行訪談或至委辦單位等進行瞭解。  

專案工作小組完成抱怨案件之調查及處理後，應記錄於「驗證抱怨、

申訴及爭議案件紀錄表」，並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提送總召集人審查。

專案工作小組作業執行結束後，秘書組應將相關資料及處理結果轉送

總召集人陳核。總召集人核定後，秘書組應將爭議處理結果函覆提出

者並副知相關人員，並予以結案。  

因執行驗證所產生之責任歸屬爭議，經專案小組調查後若屬本驗

證制度或人為執行之缺失，則提送公正仲裁單位依中華民國法律之仲

裁方式解決之；若屬驗證廠商本身之缺失，則執行單位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  

若需對於驗證廠商進行複評時，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

理。  

五、矯正與預防措施  

若抱怨、申訴或爭議案件調查結果為執行單位之行政作業疏失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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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關標準及規範時，應列入不符合項目，並依「驗證作業不

符合事項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以避免相關事件發生。  

對於上述申訴及爭議案件，秘書組應收集彙整並提供給評鑑委員及

行政人員參考。  

 

 

抱怨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理

承辦人或專案工
作小組調查處理

提送總召集
人核定

函覆抱怨提出者

結案

申訴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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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送評鑑常務委員
會召集人審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申訴提出者

結案

接受

YES

NO

接受

YES 

YES

不接受

抱怨處理流程 申訴處理流程

NO

NO

爭議案件提出

秘書組受理

由指導委員組成專案
工作小組進行調查

提送總召集人
核定

函覆爭議提出者

結案

YES 

YES

爭議處理流程

NO

 

附圖二、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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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證書及認可登錄管理作業程序 

一、為確保執行單位所執行「砂石產銷履歷」之驗證證書認可登錄各項管理作業之品質，

特制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 驗證證書製作與登錄相關作業，由秘書組負責。 

    (二) 驗證證書之核發與變更，由秘書組召集人審查，總召集人核定。 

三、證書之管理 

    (一) 證書核發 

1. 凡經執行單位「砂石產銷履歷」核定認可登錄之廠商，於繳納後續年度追查

費後，由執行單位發給證書，如附件一「砂石產銷履歷 驗證證書」。 

              2. 秘書組應依據廠商申請驗證範圍製作證書，其內容應包含： 

(1)申請廠商名稱及地址。  

(2)登錄範圍。  

(3)原始登錄日期。  

(4)發證日期。  

(5)有效期限  

(6)證書編號。  

3.  每年換發證書之發證日期為前次證書有效期限之延續。 

(二)證書使用 

驗證廠商透過出版品、電子媒體或其他方法，使用證書、證書、

或其所載事項進行宣傳時，不得有不正確引用登錄事項，優證書之使

用說明詳如「砂石產銷履歷使用說明書」。  

(三)證書換發 

1. 一般證書有效期限為一年，有效期限屆滿前一個月，由秘書組發送新證給驗

證廠商，舊證由登錄廠商自行銷毀。 

2. 若驗證廠商之名稱或地址等基本資料有所異動，則應向執行單位提報變更後

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與其他證明文件，經秘書組審查確認後送總

召集人核定，得換發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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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錄廠商如有下列情況者，由執行單位發文通知其換發新證： 

(1) 執行單位主動調整其認可登錄範圍。  

(2) 執行單位主動調整其證書編號。  

(3) 執行單位主動更新證書格式。  

4. 證書換發後，證書有效期限同前一版證書之有效期限。  

(四 ) 廠商如有停工、停業或其他營運重大事件，應來函申請暫時終止，

期限不得超過一年，停工期間暫時終止驗證資格，復工後應立即通

知執行單位辦理追查作業，如超過一年未申請復工，則終止驗證資

格。   

(五 ) 廠商若發生「嚴重異常缺失」或「重大事件經評鑑常務委員會認定

異常」者，暫時終止驗證資格，待複審合格後使回復驗證資格，複審

作業 (含赴廠複評及樣品抽驗 )應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如

複審不合格，則終止驗證資格。  

(六 ) 廠商當有其他顯著影響產品之設計或規格變更時，或當粒料所用之

標準變更時，或若與驗證相關之供應者的所有權、組織架構或管理

人員有所變更時，或當任何其他資訊顯示產品不再符合本驗證系統   

要求之情況時，均應辦理重大事件複評，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

辦理。  

(七 ) 廠商得申請終止驗證，執行單位將依「收費說明書」退還尚未執行

之相關作業費用，並終止驗證資格。  

(八 ) 證書如有遺失或滅失，登錄廠商得向執行單位申請補發。  

(九 ) 證書違規處理  

1. 登錄廠商若違反本程序規定，秘書組應發文通知其改正；經通知

後仍未改正者，執行單位將依個案情況專案處理，最嚴重者得廢

止其認可登錄，求償執行單位造成之損失。  

2. 未依執行單位「砂石產銷履歷」之相關規定程序取得證書，或

已遭執行單位註銷，逕行冒用或偽造者，執行單位將依法請求

民事損害賠償及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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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資訊管理作業程序 

一、為使砂石業者、工程單位及社會大眾瞭解及查詢本驗證系統相關作業資訊，特訂定

本作業程序，作為本驗證資訊公佈之依據。 

二、權責： 

(一)本驗證網址設置於執行單位網站內，由執行單位秘書組負責總管理，並依執行單

位資訊管理程序及權限辦理。 

(二)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資料之登錄與維持，由秘書組負責。 

三、作業內容 

(一)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相關網站 

1. 經濟部礦務局：https://www.mine.gov.tw/ 

2. 執行單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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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驗證廠商之登錄 

1. 申請驗證廠商 

秘書組確認廠商所提送申請資料已完備且繳交相關驗證費用後，

應公佈在本網站「申請廠商執行進度表」中。  

   2. 驗證合格廠商  

驗證合格廠商在取得驗證證書並與執行單位簽訂合約後，秘書組

應將廠商公布在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中，並將廠商名稱、地

址及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

各界查詢。  

   3. 驗證合格廠商取消  

若驗證合格廠商因故取消其驗證資格，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服務

平台網站合格名單中移除。  

(三 ) 驗證作業之公佈  

秘書組應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公佈本驗證作業之申請、評鑑、追查及

攸關廠商權利義務之程序或說明書，並提供「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作

業手冊」之檔案供各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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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驗證作業之程序或說明書等與驗證廠商相關之文件，經增列、修訂、刪

除時，秘書組應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並發文通知相關者。 

(四 ) 其他事件之公告  

1. 關於本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內容及聯絡方式之公

告。  

2. 本驗證所辦理相關規範研擬、技術研討、訓練講習及推廣宣導等

活動，若需驗證廠商配合執行者，秘書組應將相關資訊公佈於土石

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供廠商查詢及參考。  

   3. 若驗證合格廠商有發生重大事件情形，秘書組應視個案性質並

經總召集人核示後，可將處理流程及結果公佈於土石資源服務平

台網站上，供各界查詢。  

   4. 有關驗證相關諮詢聯絡人員及聯絡方式亦公告於土石資源服務

平台網站上。  

   5. 其他與本驗證相關之資訊，經秘書組召集人核可後亦可公佈於

土石資源服務平台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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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申請作業程序 

一、為建立執行單位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申請之標準作業，提供廠商申請作業之依

據，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秘書組負責申請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廠商所提出申請書經秘書組承辦人員審查後，由秘書組召集人複核。 

(三)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如附圖五。 

(二)申請驗證 

1. 廠商資格 

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作業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內領有

經濟部公司執照 (若公司於 90 年 10 月後成立或修改公司資料者，經

濟部將不核發執照 )或營利事業登記證，並具以下資格之一：  

(1) 第一類砂石碎解洗選場(檢附用定證明文件或工廠登記證) 

(2) 第二類砂石碎解洗選場(需經砂石公會認定實際銷量或生產實績，確認為

第二類砂石碎解洗選場者) 

2.申請文件 

廠商申請驗證時，應填寫「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向

執行單位申請。  

(1)  申請書內容  

a.  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封面  

b.  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目錄  

c.  基本資料  

d.  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e.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f.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g.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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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一類砂石場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i . 近三個月電費單  

j . 「自評報告書」  

k.  其他附件  

(2)申請書填寫說明 

  a. 驗證範圍為廠內所生產之粗粒料。 

b. 公司及申請驗證砂石場組織 

公司及申請驗證廠商組織包含公司 (含申請驗證砂石場 )

組織圖、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表，

其中公司組織圖應展現總公司組織與申請驗證廠關係，若申

請驗證廠該公司僅此一家砂石場，則申請書可免附公司組織

圖，另砂石場組織圖需將各部門主管標示出，並於職掌表描

述各部門主要人員權責及工作內容。  

c.  廠內主要生產設備  

列出廠內主要生產設備的種類、廠牌型別、數量等，例

如破碎機、洗砂機、震動篩等。  

d. 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為確保驗證作業能順利進行，申請驗證廠應簽署同意書

且承諾配合辦理相關事項，並於申請單位處蓋章及代表人處

簽章。  

e.  「自評報告書」  

申請驗證廠應依「自評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在提送申

請書前先行自我評鑑，並將自評紀錄併在「自評報告書」中。

廠商透過自評除了可以瞭解本驗證之查核標準外，對於有疑

義或不瞭解之查核內容，可於評鑑時與評鑑委員溝通，使後

續現場評鑑作業能進行更順利。  

f.  其他附件  

申請廠應提送第一類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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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影本、或使用地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或

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容許使用者文件。若為第二類廠商，

需經轉請砂石公會確認具實際銷售量及生產實績。另申請廠

需檢附近三個月之電費單，作為廠內有生產運作之佐證。  

3. 申請資訊  

(1)申請書索取  

驗證申請相關作業之資訊均包含在「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

申請作業手冊」中，可電洽執行單位工程服務組索取或自執行單位

網站下載。  

(2)  申請方式  

申請驗證廠依「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之格式備齊

相關資料後，可函寄或自行送件至執行單位 (地址：       )。  

(三)書面審查 

秘書組應在申請案受理後於二週內完成申請書資料審查，並將「申請書審查結

果通知單」及需繳交之費用發函通知申請驗證廠辦理。秘書組應就驗證範圍，以及

適當時申請者作業地點及其他任何特別要求，如申請者所使用之語文等，評估是否

能辦理該驗證申請作業，經評估無法辦理者應將「申請書審查結果通知單」連同申

請資料退回申請單位。若申請資料有缺件者，廠商應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逕予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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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驗證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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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評鑑作業程序 

一、  為建立與維持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制度之評鑑標準作

業與確保驗證水準，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  權責：  

(一 )秘書組負責評鑑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評鑑、複評、樣品抽驗、試驗、專家追

查及複審。  

(三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

人。  

三、作業內容  

(一 )驗證申請及書面審查  

申請驗證廠商所提送之「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經

秘書組完成書面審查作業及廠商繳交相關費用後，即可進行評鑑作

業，有關申請及書面審查相關作業依據「申請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二 )現場評鑑  

1.評鑑委員指派  

秘書組於接獲申請廠商通知可辦理現場評鑑作業後，由評鑑委

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組成「評鑑小組」執行現場評鑑作業，並指

定其中一位擔任主導評鑑委員，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現場評鑑作業

之計畫及執行。  

「評鑑小組」成員確認後，秘書組應發文通知申請廠商，申請廠

商若有正當理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書組，由

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現場評鑑作業安排  

秘書組協助評鑑小組主導評鑑委員排訂現場評鑑時程及分配

「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項目，原則上現場評鑑作業時間為一工作

天，查核項目依評鑑委員之專長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情況

調整。秘書組並將現場評鑑安排結果通知廠商及「評鑑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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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若有需觀察員、評估人員、TAF 人員等參與時，應告知廠商

對其保有提出異議或不同意之權益。  

3.現場評鑑作業流程  

(1)開始說明會議  

由主導評鑑委員介紹評鑑小組成員及確認現場評鑑依據之

標準及驗證範圍，並由廠商代表介紹廠內主要幹部及工廠簡介。  

(2)廠區環境巡視及現況說明  

由廠商代表帶領巡視廠區並對現場執行概況簡單說明。  

(3)品質評鑑查對表之查核  

「評鑑小組」原則上分成兩組，依現場評鑑作業時程表所排

定行程，執行「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評鑑委員可採取與廠

商負責人員訪談、程序作業及紀錄審查、現況作業觀察、相關人

員操作及答詢等方式進行。  

評鑑委員將觀察內容在「評鑑查核紀錄表」中觀察紀錄欄位

勾選及記錄，並在符合與否欄位記錄查核項目之合格判定結果。  

觀察員僅能觀察及學習評鑑委員查核過程，不得涉入查核

作業。  

(4)評鑑小組會議及報告整理  

「評鑑小組」完成「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作業後，由主

導評鑑委員召開小組內部討論會議，由各評鑑委員對於各自負

責查核項目提出「評鑑查核紀錄表」之查核紀錄，並將缺失項目

及說明記錄在評鑑「缺失報告」中。  

「評鑑小組」應於總結會議前確認評鑑「缺失報告」所列缺

失項目，並完成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砂石場查驗

報告書」內容包含評鑑「綜合報告」、「評鑑缺失一覽表」、評

鑑「缺失報告」及「評鑑查核紀錄表」。  

(5)總結會議  

由「評鑑小組」與廠內人員共同召開，評鑑委員報告查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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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缺失項目說明，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在評

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評鑑「缺失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現場評鑑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驗證

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6) 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及複審通知  

主導評鑑委員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並由秘書組正式發文通知廠商現

場評鑑結果。若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評鑑

作業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缺失項目改善；若廠商現場評鑑結果

無缺失項目且經「複審小組」辦理複審合格者，由秘書組將「赴

廠作業／評鑑樣品抽驗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廠商並辦理後續

樣品抽驗，相關作業程序詳如 (四 )所述。  

4. 樣品抽驗  

(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應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砂石粒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廠內人員不得拒絕。抽樣之產品以封條密

封後送至實驗室，進行粒料試驗及混凝土試驗，粒料試驗項目包

含比重、吸水率、扁平率、洛杉磯磨損率、健度、岩心強度。混

凝土試驗為設計強度 6000psi 之配比試拌，配比由秘書組統一計

算。  

(2) 若 廠 商 有 申 請 高 強 度 混 凝 土 試 驗 ， 則 加 做 10000psi 

(700kgf/cm2)混凝土試驗，配比由秘書組統一計算。  

(3) 檢驗過程應記錄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另樣品抽樣

規定詳「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4) 秘書組應將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紀錄於「砂石場樣品抽

驗紀錄表」，附於評鑑報告中，待檢驗結果出來後再正式發文廠

商。  

(5)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均為「合格」，則秘書組應於複評合格後召開評鑑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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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複審。  

(6)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

定未達申請驗證等級標準，則評鑑不合格。  

(7) 申請廠商於接獲不合格通知起一個月後可重新提出申請。  

5.複評  

(1)複評作業提出  

若申請廠商現場評鑑作業有缺失項目者，應於現場評鑑作

業結束後六個月內以公文或電話方式通知秘書組辦理複評，且

將「矯正報告」提送給主導評鑑委員，並由主導評鑑委員赴廠確

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若廠商於現場評鑑作業結束後超過六個

月未提出辦理複評者，視為評鑑不合格，廠商應於三個月後始可

重新辦理申請。  

(2)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複評作業原則上由主導評鑑委員負責，複評作業時間約為

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主導評鑑委員。  

主導評鑑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

討論溝通後，由廠商代表在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評

鑑「複評觀察報告」簽名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申

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複評結果判定  

a.複評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所有查核項目缺失已改善，樣

品抽樣結果符合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合格。  

b.複評不合格  

「評鑑查核紀錄表」中有所查核項目缺失仍未改善，

或樣品抽樣結果未達等級認定標準，評定為不合格。  

(4) 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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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評鑑委員於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評鑑複評「砂石

場查驗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

內容包含評鑑「複評總結報告」及評鑑「複評觀察報告」。  

(5)現場評鑑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主導評鑑委員所提送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

評鑑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交由評鑑常務委員會來複審。  

(三 )評鑑作業複審  

現場評鑑及樣品抽驗作業完成後，由秘書組彙整廠商提送「砂石產

銷履歷 (TAC)驗證申請書」、評鑑「砂石場查驗報告書」、評鑑複評「砂

石場查驗報告書」、廠商「矯正報告」、「赴廠作業／評鑑樣品抽驗結

果通知書」、「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及樣品抽驗相關報告資料等送

請評鑑常務委員會議複審，並將複審意見及結果記錄在「評鑑常務委員

會複審表」中且需半數 (含 )以上評鑑常務委員簽名確認，由秘書組發文

通知廠商。若評鑑常務委員會複審結果不合格，則廠商於接獲不合格通

知日起一個月後始可重新辦理申請。  

(四 )頒發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證書  

驗證合格廠商經完成簽約手續後由執行單位頒發驗證合格證書，並

授權使用合格證書。  

(五 )登錄與公佈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依據「驗證證書及認可登錄管理作業程

序」之規定辦理登錄與公佈。  

(六 )年度追查  

廠商驗證合格後，秘書組應依據「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年度

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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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 

一、為使執行單位評鑑委員會相關人員在執行砂石粒料樣品抽驗時有依循標準，訂定本

作業程序，並供申請驗證廠商參考。 

二、權責： 

(一) 秘書組協助樣品抽驗之行政作業與聯絡事宜。 

(二) 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由評鑑委員負責執行。 

(三) 樣品抽驗作業之過程若有任何疑義，由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之。 

三、作業內容 

(一)樣品抽驗之頻率及抽驗日期之安排 

1.評鑑作業之樣品抽驗 

(1) 評鑑委員於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生產的粗粒

料產品進行隨機抽樣，包含粒料試驗與混凝土試驗所需之三分

石與六分石，若廠商選擇增做高強度混凝土試驗，則增加一份混

凝土試驗樣品量。  

(2) 先進行目視判定，檢查是否含雜質 (如樹枝、磚瓦、刨除料、廢

棄物等 )，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粒料試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

洛杉磯磨損率、健度，並至原料區認取依適當大小原石送至實

驗室作圓柱試體鑽心，進行抗壓試驗，得取岩心強度。  

2.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 

(1) 秘書組應依「追查作業程序」之規定，自廠商取得驗證證書後辦理抽樣

追查，取適當量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試驗項目為比重、吸水率、

洛杉磯磨損率。抽樣頻率為每六個月執行一次，另辦理時不事先通知

廠商。 

(2)  粒料取樣試驗及專家追查可合併進行。  

(二)樣品抽驗前準備 

評鑑委員於樣品抽驗前應確認實驗室所用儀器與器具均已備妥且

能正常使用。  

         (三)樣品抽驗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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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鑑委員複審通過後，會同廠內人員，針對廠內粗粒料隨機抽驗。 

2. 評鑑委員執行砂石粗粒料抽驗，知會廠內人員取樣時，廠方不得拒絕，否則該

次取樣結果視為「異常缺失」。 

(四)樣品抽驗之執行 

1. 執行樣品抽驗時，由評鑑委員指定取樣點取樣，原則上應至少取四個不同位置，

再加以混拌，裝袋密封，送往實驗室。 

2.評鑑人員應依「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規定之內容，記錄相關資訊。 

3. 砂石粒料樣品檢試驗作業 

(1) 目視檢測  

針對砂石粗粒料進行目視檢測，觀察是否有雜質、土塊、磚瓦、樹

枝、雜草、垃圾、刨除料、廢棄物等情況，並將檢測結果記錄

「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2) 比重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粒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 )

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3) 吸水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88「粗粒料密度、相對密度 (比重 )

及吸水率試驗法」檢測。  

(4) 洛杉磯磨損率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490「粗粒料 (37.5mm 以下 )洛杉磯磨

損試驗法」檢測。  

(5) 健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1167「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粒料健

度試驗法」檢測。  

(6) 岩心強度試驗 

樣品送至實驗室後，依據 CNS 5367「岩石抗壓強度試驗法」檢測。  

(7) 混凝土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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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臺灣地區陸上砂石資源調查與研究報告」，經專家

討論彙整而成。 

a. 目視判斷：潔淨無雜質 

b. 比重：大於 2.5 

c. 吸水率：小於 3% 

d. 洛杉磯磨損率：小於 40% 

e. 健度：小於 12% 

f. 岩心強度：大於 500kgf/cm2。 

(五) 評鑑人員應將試驗結果，填寫於「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中。 

(六) 「砂石場品質觀察紀錄表」查核作業及合格判定標準 

為查核抽驗樣品之品質紀錄，查驗工程師應依「砂石場品質觀察紀錄

表」規定之內容，確認廠內相關品質紀錄，並檢附佐證資料(如照片、購料憑

證等)。若查核結果所有項目均符合規定者，屬「合格」；若查核結果有不符

合規定者，屬「異常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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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砂石場樣品抽驗紀錄表 

廠    名  

抽驗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日 

抽驗 

次別 

評鑑 

第___次 追查 

複評 

證書編號 

(評鑑時填案號) 
 

抽驗地點：□廠內料堆  □車上(車號        ) 

          □廠外：____________ 

抽驗樣品 

基本資料 

1 類別：□3 分石 □6 分石                  

2.驗證範圍：□合格級 □增做高強度混凝土 

現場確認 
1.原料堆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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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同品管人員 □會同      □自願放棄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送驗實驗室  

料堆目視檢測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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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樣項目 本次抽樣結果 合格判定 

粗 

粒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2% 

洛杉磯磨損率  □合格    □異常缺失 <40% 

扁平率  □合格    □異常缺失 <12% 

土塊及 

易碎顆粒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細 

粒 

料 

比重  □合格    □異常缺失 > 2.5 

吸水率  □合格    □異常缺失 <3.0% 

健度  □合格    □異常缺失 <10% 

細度模數  □合格    □異常缺失 2.3~3.1 

氯離子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024 

土塊及 

易碎顆粒  □合格    □異常缺失 <3.0% 

輕質物質含量  □合格    □異常缺失 <0.5% 

其他說明  

 評鑑委員：  會同人員： 



附錄 5-42 

附表九 砂石場追查品質觀察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3 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場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

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等。 
□是 □否 1.場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粒料成品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 1.粒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粒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2 品質檢驗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

應進行一次成品試驗，

項目至少包含比重、吸

水率、磨損率、健度、

細長比及級配。 

□是 □否 1.場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2.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3 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

入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數量相符。 

現場堆置數量說明： 

(1) 原料：堆置數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3)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4)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5)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評鑑委員：________________               會同人員：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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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追查作業程序 

一、執行單位各項追查作業之目的，係監督已取得優質砂石粒證書料 (TAC)

驗證認可登錄之廠商，以維持驗證合格廠商其驗證資格之有效性，並持

續確保驗證廠商產品品質，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權責：  

(一 ) 秘書組負責追查作業之行政規劃、管制及協調。  

(二 ) 評鑑委員會負責執行現場追查、追查評鑑、複評、複審、樣品

抽驗、混凝土試驗。  

(三 ) 本作業之策劃、督導、核准及授權等由總召集人擔任最高負責

人。  

三、作業內容：  

(一)驗證合格有效期間之追查作業 

驗證合格廠商其有效期間自通過驗證後開始，每年需辦理年度追查包

含抽樣追查及半年追查，且證書有效期間為一年，每年辦理換證。若廠商發

生重大事件，經評鑑常務委員會審查「專案工作小組」所提送報告後，

需進行複評者，應依本程序辦理赴廠複評。  

廠商辦理追查相關資訊之公佈應依「驗證資訊管理作業程序」之規

定辦理。  

(二)年度追查 

廠商應於驗證合格起接受執行單位所辦理之年度追查，追查作業可

分為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抽樣追查為每三至六個月付廠辦理樣品抽驗，

依年產量而定，而專家追查為每半年赴廠執行一次品質管理系統查核。

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專家追查可合併同時辦理。  

1. 抽樣追查 

(1)抽樣追查安排及通知 

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通知廠商抽樣頻率。抽樣頻率依廠商提報年

產量而定，年產量超過 40 萬噸其抽樣頻率為每三個月一次，

年產量 40 萬噸至 20 萬噸抽樣頻率為每四個月一次，年產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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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噸以下抽樣頻率為每六個月一次。  

b. 原則上抽樣追查與半年追查可同日期辦理，若於其他日期執

行樣品追查，則不另行通知廠商。  

 (2)抽樣追查執行 

a. 評鑑委員赴廠執行抽樣追查 (即樣品抽驗 )，每次應取足量試驗之

樣品，並查核「砂石粒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所列之項目，依

「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b. 每次樣品抽驗現場作業結束後，經封簽打包後應送至實驗室進行

相關試驗，並彙整試驗成果於「砂石粒料樣品抽驗紀錄表」中。    

 (3)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複審及合格標準 

秘書組應將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相關報告及資料，於樣品抽驗作業

結束後二週內提送「複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追

查結果通知書」中。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合格標準依據「砂石粒

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來判定，若抽驗結果「不合格」，則廠商

需辦理抽樣追查之複評作業。  

秘書組應將「追查結果通知書」、「砂石粒料樣品抽驗紀錄表」及

「砂石粒料樣品品質觀察紀錄表」之抽驗結果發文通知廠商。  

(4)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定

均為「合格」，毋須辦理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複審作業。    

b. 若樣品抽驗結果，依據「砂石粒料抽樣檢驗作業程序」之規定有

發生「異常缺失」，由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於一個月內將「矯正

報告」提送給秘書組，應先由評鑑委員檢核後，再由「複審小組」

辦理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認可」，由秘書組將「追

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

認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赴廠抽樣」，由秘書

組發文通知廠商辦理及依據「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定繳交相

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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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a.赴廠複評辦理時機 

抽樣追查之樣品抽驗結果有「異常缺失」，秘書組應於一

個月內完成赴廠複評作業。  

b.赴廠複評作業安排及執行 

由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評鑑委員赴廠複評。原則上現場作

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並由秘書組通知廠商及評鑑委員。評鑑

委員赴廠確認缺失項目改善成效，並與廠商代表討論溝通後，由

廠商代表在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複評觀察報告」簽名

確認。  

若廠商代表對於赴廠複評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

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c.  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赴廠複評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複評「砂石場查驗

報告書」提送給秘書組，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內容包含「複

評總結報告」及「複評觀察報告」。  

d.赴廠複評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將評鑑委員所提送複評「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廠商

「矯正報告」，交由「複審小組」來複審。  

赴廠複評作業合格者，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

確認其改善成效，若需再辦理一次樣品抽驗者，由秘書組通知廠

商辦理樣品抽驗；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者，由秘書組將相關報

告及資料提送評鑑常務委員會審議。  

若赴廠複評作業不合格廠商經評鑑常務委員會決議取消該

廠驗證資格時，秘書組應依據雙方簽訂「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

證合約書」來辦理。  

2.專家追查 

(1)專家追查安排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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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廠商驗證合格後應於一年內辦理二次專家追查，原則上每半年

辦理一次。  

b. 秘書組應於預定追查月份之二週前，請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指派

評鑑委員組成追查小組執行專家追查，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導

評鑑委員。專家追查現場作業時間約為一個工作天，由秘書組

傳真「專家追查通知單」或其他通訊方式知會廠商，並通知評

鑑委員。  

c. 廠商若有正當理由而不同意派任之評鑑委員時，應事先告知秘

書組，由秘書組改其他評鑑委員。  

 (2)專家追查現場作業執行 

a. 專家追查(不含評鑑合格後第二年度第一次半年追查)之查核項目包含「半年

查核紀錄表」及前次專家追查之缺失項目，若屬驗證合格後辦理第一次專

家追查，其項目應包含評鑑之缺失項目。  

b. 現場追查時程之排定與查核項目之分配由主導評鑑委員依評鑑委員之專長

做分配，主導評鑑委員可視現場情況調整。  

c. 若廠內有上述之變動，評鑑委員得就與評鑑觀察紀錄表相關項目進行查核，

如有不符合項目，則增列欄位紀錄之，且視為缺失項目。 

d. 若評鑑委員現場有發現未列於本次查核紀錄表中之不符合項目，得自行增列

欄位紀錄不符合事項，且視為缺失項目。 

e. 追查小組於半年追查現場作業結束後，應將缺失項目記錄在專家追查「缺

失報告」中，且將查核結果告知廠內相關人員，並請廠商代表在專家追查

「砂石場查驗報告書」及半年追查「缺失報告」簽名確認。 

f. 若廠商代表對於專家追查作業及結果有疑義，可依據「抱怨、申訴及爭議處

理作業程序」之規定提出申訴。 

(3) 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  

評鑑委員於專家追查作業結束後二週內將半年追查「砂石場查驗報

告書」 (包含專家追查「綜合報告」、「半年追查／評鑑追查缺

失一覽表」、「缺失報告」、「專家追查查核紀錄表」送給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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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4) 專家追查現場作業複審及結果通知 

秘書組原則上應於二週內將專家追查「砂石場查驗報告書」提送「複

審小組」複審，並將複審結果記錄在「追查結果通知書」中，由

秘書組發文通知廠商追查結果。若廠商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

目者屬「異常缺失」，追查結果「不合格」，應於現場專家追查

作業結束後一個月內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  

(5)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 

a. 若專家追查結果無缺失項目者，毋須辦理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複審作業。 

b. 若專家追查結果有缺失項目者，廠商提送「矯正報告」給秘書組，應先由評

鑑委員檢核後再辦理複審。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認可」，由秘書

組將「追查複審／複評結果通知書」發文通知廠商，並於下次追查時確認

改善成果；若「複審小組」複審結果為「赴廠複評」，由秘書組發文通知

廠商所提送「矯正報告」複審意見及辦理「赴廠複評」，並依據「驗證收

費說明書」之規定繳交相關費用。 

(6) 專家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  

本項作業可依據本程序第 (5)項抽樣追查不合格之赴廠複評之規定

辦理。  

四、廠商發生重大事件之複評 

(一)複評時機 

若驗證廠商發生重大事件需赴廠進行複評者，經秘書組召集人核可

後應立即辦理。相關費用依據「驗證收費說明書」之規定繳交。  

 (二)複評 

1.複評作業安排及通知 

本項作業依據「評鑑作業程序」之規定辦理。 

2.複評結果判定 

所有缺失項目已改善完成者，評定為合格，若仍有缺失項目未改善完成者，

評定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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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評結果複審及通知 

秘書組將評鑑委員現場複評所提送相關報告及資料，交由評鑑常務委員會

審議後，由秘書組將相關資料及審查結果提送總召集人核定，並發文通知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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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驗證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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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礦務局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 

驗證申請書 

(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 

 

 

              

 

 

 

 

 

 

 

申請廠商名稱：   

申請廠商地址：   

日         期：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_ 

(由驗證單位編號)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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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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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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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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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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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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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附件   

(一)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 (若公司於 90 年 10 月後成立或修改

公司資料者，經濟部將不核發執照，請將經濟部商業司網站查詢

公司資料附上)影本乙份  

(二)第一 /二類砂石碎解洗選場證明、或工廠登記證影本、或使用地

已取得同意便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證明、或使用地經主管機關許可

容許使用者文件。  

(三)自評報告書  

(四)近三個月電費單據  

(五)其他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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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公司資料表  

頁數：     之  2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  

網址  

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  

公司執照  

公司創立日期  

申請驗證廠設廠日期  

營業項目  

登記資本額：新台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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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驗證廠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申請驗證廠 

連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公司) 傳真  

(行動)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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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場區總面積：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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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去年年產量：           噸 

5.目前廠內原料堆置量：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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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砂石場內員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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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組織(一) 
砂石場組織圖及人員配置  

頁數：     之  5   

 

TAC07R0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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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組織(二) 
砂石場主要人員職掌表  

頁數：     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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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砂石場主要生產設備概況 

                                        頁數：     之  10   

設備名稱 規格及功能 廠牌及出廠年份 數量 附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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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驗證配合事項同意書 
頁數：     之  12   

1.申請人：                          ＿       

2.申請驗證廠名：                                     ＿  

3.申請驗證廠地址：                                  ＿  

4.配合事項  

(1)驗證範圍內所需資料之提供與說明  

(2)驗證範圍內使用材料之及樣品取樣同意  

5.承諾事項  

(1)申請人為申請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承諾協調相關單位全

力配合礦務局認定之驗證單位執行各項驗證作業。若因本單

位或受配合單位藉故阻撓或不予配合，而無法完查驗工作，

申請人同意視為驗證不合格。  

(2)申請人充份瞭解本項驗證服務之精神之確保砂石粒料產製之品

質，並不代表免除申請人在承攬合約中對品質、進度、數量、

規格等一切應盡之責任。  

(3)申請人依規定之方式與期限繳納費用，如有遲延，應負法律上

之遲延責任  

(4)申請人同意貴院將申請、評鑑、流向等資訊依驗證作業之規定

公佈。  

申請單位：                                        (印章) 

代  表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TAC07R01A1 

 



附錄 5-57 

 

 

 

 

 

 

 

附錄二 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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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評鑑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1 一般規定 

1.1.1  

廠內建物、設備及階梯通

道應堅固安全且保

持環境整潔。 

□是 □否 1.廠內建物、設備及通道安全穩固。 

□是 □否 2.廠內保持環境整潔。 

其他說明： 

1.1.2  

廠內應有適當之安全設備及

防範措施以確保從業人員之

安全。 

□是 □否 1.轉動之機具設備(如馬達、齒輪、鏈條、滑輪) 都有

安全防護(加蓋)。 

□是 □否 2.已配置消防安全裝置。 

□是 □否 3.已建立災害通報系統。 

其他說明： 

1.1.3  

廠內應裝設監視器以掌握廠

內運作狀況。 
□是 □否 1.廠內已裝設監視器。 

□是 □否 2.監視器可清楚顯示廠內運作情形。 

其他說明： 

1.2 污染防制設備 

1.2.1  

工廠出口處應設置洗車設

備，避免車輛輪胎污染路

面。 

□是 □否 1.工廠出口處已設置洗車設備。 

其他說明： 

 

1.2.2  

工廠內處應設置污水沉澱

池，避免未經處理之污水流

出污染環境。 

□是 □否 1.廠內已設置污水沈澱池。 

其他說明： 

1.3 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砂石料源應依類別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區分河川疏濬料、剩餘

土石方或礦石原料，且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

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

等。 

□是 □否 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

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粒料成品應分開堆

置，避免混雜。 
□是 □否 1.粒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粒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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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4 製程設備 

1.4.1  

廠內應具備不同型式破碎

機，可滿足各式原料飼料處

理需求。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數量之破碎機 

□是 □否 2.廠內破碎機能正常運作，處理所飼之原料。 

3.廠內破碎機型式、數量、處理能量說明如下： 

 

1.4.2  

廠內應具備篩選機，可篩分

不同尺寸粒徑的成品粒料。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數量之篩選機 

□是 □否 2.廠內篩選機能正常運作，篩選不同粒徑成品。 

□是 □否 3.廠內已配置不同尺寸足夠數量之篩選機篩網。 

□是 □否 4.篩網尺寸已能滿足常見粒料粒徑 

5.廠內篩選機型式、數量、處理能量、篩網網目尺寸

說明如下： 

 

1.4.3  

廠內應具備洗砂機，可洗選

不同尺寸粒徑的成品粒料。 
□是 □否 1.廠內已配置足夠數量之洗砂機 

□是 □否 2.廠內洗選機能正常運作，洗選不同粒徑成品 

3.廠內洗砂機型式、數量、處理能量說明如下： 

 

1.5 運輸管制 

1.5.1  

運輸車輛應裝設活動式防

塵紗網，外觀應整

潔，無鏽蝕或油漆嚴

重剝落情形。 

 

□是 □否 1.運輸車輛已裝設活動式防塵紗網， 

□是 □否 2.運輸車輛外觀整潔，無鏽蝕或油漆嚴重剝落情形。 

其他說明： 

 

1.5.2  

廠內應設置地磅作為運送

車輛之秤重。 

□是 □否 1.廠內已設置地磅。 

□是 □否 2.地磅裝置於穩固之基礎上，並隨時維持水平與垂直之

位置。 

□是 □否 3.地磅平台之長度與寬度能滿足運輸車輛之需求。 

其他說明：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

且留存紀錄。 
□是 □否 1.地磅至少每年一次委外校正或與鄰近合格地磅進行比

對校正，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附錄 5-60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6 實驗室設備 

1.6.1  

應設置品管實驗室，至少

具有下列儀器設備： 

1.粗細粒料搖篩機及篩網
2.水洗篩 3.電子秤。 

□是 □否 1.已設有品管實驗室，或與同地區砂石場、預拌廠或瀝

青廠共用左列查核內容所訂之儀器設備。 

其他說明：(若與他場共用品管儀器，則應註明共用之場名) 

 

2.品質管制 

2.1 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

掌表並與實際運作

現況相符。 

□是 □否 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 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數量及配置

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是 □否 1.各部門之人員數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數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 品質檢驗 

2.2.1  

場內應建立試驗手冊，項

目至少應包含比重、

吸水率、篩分析、含

泥量、磨損率、健度、

細長比及煉鋼爐碴

快篩檢驗。 

□是 □否 1.場內應建立試驗手冊，項目包含左列規定。 

2.煉鋼爐碴快篩檢驗項目至少包含磁吸及 pH 值。 

其他說明：建議可採用磁鐵、顯微鏡、pH 計、酚酞指示劑等方

式，於原料近場或成品出場時檢驗，以避免誤用摻有

煉鋼爐碴等工業廢棄物之粒料。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

時，應進行一次成品

試驗，項目至少包含

比重、吸水率、磨損

率、健度、細長比及

級配。 

□是 □否 1.場內已進行左列成品試驗，或可由客戶端回饋試驗報

告。 

2.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理自主成品檢驗，

試驗項目至少包含

粗粒料、細粒料篩分

析、煉鋼爐碴快篩檢

驗。 

□是 □否 1.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2.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 3.場內人員具備砂石成品品質之目視判別能力。指標包

含粒徑、細度模數、含泥量及含水量。 

其他說明：若場內人員具備砂石成品品質之目視判別能力，可以

目視判斷來取代本項成品檢驗，為仍須有目視判別紀

錄。 

 

2.3 流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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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

入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數量相符。 

現場堆置數量說明： 

(1) 原料：堆置數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3)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4)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5)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

標售證明文件，並妥

善保存。 

□是 □否 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1)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2)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3)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

連續編號，且應記載

公司名稱、顧客名稱

(或送貨地點)、裝貨

日期與時間、車號、

裝載貨車之空重、裝

載淨重、總重、送貨

時間、簽收欄等。 

□是 □否 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 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

與實際過磅情形相

符。 

□是 □否 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2.4 合約管制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明確訂定其品質規

格。 

□是 □否 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 2.合約已明確訂定粒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 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

格、產能、運距及顧

客合約之特殊需求。 

 

□是 □否 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

殊需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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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編號：   

 

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合約書 

 

 

 

 

 

 

 

 

 

甲方： 

乙方：○○股份有限公司○○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TAC08R1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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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  合約書  

執行單位(以下簡稱甲方 )，依據「砂石產銷履歷驗證」手冊之相關規定，認可

○○股份有限公司○○廠 (以下簡稱乙方 )申請砂石產銷履歷驗證 (Traceable Aggregate 

Certification，簡稱 TAC)經驗證合格，經雙方同意簽訂本合約書，其條款如下：  

一、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為

期 1 年，期滿依雙方意願自動續約，由甲方辦理證書換發。  

二、  甲方於合約有效期間內，授權乙方使用甲方驗證合格證書 (以下簡稱本證

書 )。  

三、 乙方獲得甲方授予驗證合格後，應確實遵守甲方所訂定之「砂石產銷履歷

驗證手冊」 (以下簡稱本手冊 )及其相關規定。  

四、 乙方同意隨時接受甲方之查驗 (含重大事件或外界抱怨之調查 )，不得以任

何理由拒絕。甲方如發現乙方有不符本手冊之各項規定，經甲方以書面

通知限期改善無效或赴廠複評不合格後，甲方得立即終止本合約，並取

消乙方之驗證資格及繼續使用本證書之權利。  

五、  乙方保證商業廣告有引用本證書圖文時，應以已驗證範圍之廣告為限並

經甲方認可，不得以取得本證書作為其他非甲方驗證範圍宣傳廣告、促

銷、買賣、運輸及其他相關企業之用，否則甲方得依法請求民事損害賠

償及追究刑事責任。  

七、 甲方於執行砂石產銷履歷 (TAC)驗證所公佈之資料中，非屬乙方之查驗結

果，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予以引用或摘錄及使用於乙方之宣傳廣告或促

銷之用。若乙方將甲方提供之驗證文件提供給其他人時，文件應全部複

製。                                       

八、 乙方使用本證書之驗證範圍，於處理客訴案件時，得視需要請求甲方協助

調解，惟乙方如因產品不良或其他因素，而損害任何人權益時，應由乙

方自負法律責任。  

九、 「砂石產銷履歷(TAC)驗證」作業為抽樣性質，所出具之報告僅針對甲方評

鑑委員會相關人員當次執行評鑑作業、追查作業及樣品抽樣之有效性負

責，乙方不得具以作為產品保證之依據，亦不代表免除乙方在顧客承攬

合約中對品質、進度、數量、規格等一切應盡之責任。  

十、 乙方若有意對產品、製造過程，或其相關之品質系統加以變更，而此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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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會影響產品之符合性，應主動告知甲方，由甲方決定此項變更是否需

作進一步研究。如需進一步研究，乙方未得甲方通知，不得將已驗證但

經變更之產品放行出廠。  

十一、甲方於執行追查作業前，所需相關費用應由乙方依甲方規定之收費標準及

繳費期限付費。  

十二、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乙方如有違約行為時，甲方得取消乙方使用本證書之

權利，乙方若對處理結果有疑義，可依本手冊之規定提出申訴。  

十三、乙方被取消驗證資格及本證書使用權後，應自通知文到日起 30 日內，向

甲方繳回本合約書及驗證證書，逾期得由甲方公告註銷。  

十四、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乙方同意提供資料以協助甲方辦理之

有關規範研擬、技術研討及推廣宣導等活動，惟終止驗證時甲方應停止

使用乙方資料。  

十五、乙方廠名變更、遷移廠址或停工時，須事前向甲方報備，並依本手冊之規

定辦理。  

十六、甲乙雙方於合約履行期間，若有任何與合約有關而發生爭議情事，應先依

「驗證抱怨、申訴及爭議處理作業程序」之規定盡力協調解決。若雙方爭

議仍無法解決時，則依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之仲裁規則及中華民國法

律以仲裁方式解決之，由仲裁人所作之判斷乃為最後之確定，並對雙方

當事人均具約束力。                   

十七、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 )與爭議無關或不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書面同意暫停履約

者不在此限。  

(二 )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理結果被認定無理由者，不得就

暫停履約部份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十八、若因法律要求甲方需將乙方之資訊交付第三者時，甲方應告知乙方所將交

付之資訊為何。  

十九、本合約書經甲乙雙方訂立，雙方並應確實遵守，各無反悔或異議。  

二十、本合約書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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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方：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乙方：○○股份有限公司○○廠  

 負責人：○○○ 

 地 址：○○縣○○鄉○○路○○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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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砂石產銷履歷半年查核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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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產銷履歷半年查核紀錄表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1.生產管制 

1.3 原料及成品堆置區 

1.3.1  

不同來源之原料應分開堆置，避

免混雜 

□是 □否 1.原料已按不同來源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其他說明： 

 

 

1.3.2  

廠內不得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

物、廢混凝土塊、廢磚瓦等。 
□是 □否 1.廠內無收受或堆置事業廢棄物、廢混凝土塊、廢磚

瓦等。 

其他說明： 

 

 

1.3.3  

不同尺寸粒料成品應分開堆置，

避免混雜。 

□是 □否 1.粒料成品已按不同尺寸分開堆置，無混雜情形。 

□是 □否 2.現場查看粒料成品料堆無雜質污染情形。 

其他說明： 

 

 

1.5 運輸管制 

1.5.3  

地磅應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

紀錄。 

□是 □否 1.地磅至少每年校正一次且留存紀錄。 

2.最近一次校正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其他說明： 

 

 

2.品質管制 

2.1 組織職掌 

2.1.1  

應建立清楚之組織圖及職掌表並

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是 □否 1.已建立組織圖及職掌表。 

□是 □否 2.組織圖及職掌表與實際運作現況相符。 

其他說明： 

 

 

2.1.2  

各部門之人員數量及配置應能滿

足工作所需。 

□是 □否 1.各部門之人員數量及配置應能滿足工作所需。 

2.廠內員工人數如下： 

(1)廠務人員共     人、(2)品管人員共     人  

(3)業務人員共     人、(4)廠內司機共     人 

其他說明： 

 

 

2.2 品質檢驗 

2.2.1  

廠內應建立成品檢驗項目、

頻率、方法及合格標準，

且至少應包含比重、吸

水率、磨損率、健度、細

長比及級配。 

□是 □否 1.廠內已建立成品檢驗項目、頻率、方法及合格標

準，且包含左列項目。 

□是 □否 2.檢驗方法與 CNS 國家標準相符。 

□是 □否 3.合格標準不低於國家標準要求。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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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2.2  

每半年或購料料源改變時，

應進行一次成品試驗，

項目至少包含比重、吸

水率、磨損率、健度、細

長比及級配，並上網上

傳試驗報告。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 2.試驗報告已上傳至砂石產銷履歷網頁。 

其他說明： 

 

 

2.2.3  

每月辦理自主成品檢驗，試

驗項目至少包含粗粒

料、細粒料篩分析，並上

網填報試驗數據。 

□是 □否 1.廠內已進行自主成品試驗，且包含左列項目。 

  試驗日期為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是 □否 2.近 12 月試驗結果皆已完整填報。 

其他說明： 

 

 

2.3 流向管制 

2.3.1  

原料及成品應具備完整之入

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1.原料及成品已具備完整之入出庫管理紀錄。 

□是 □否 2.庫存量與現場堆置數量相符。 

現場堆置數量說明： 

(2) 原料：堆置數量___________噸 

來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3)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4)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5)種類尺寸：_________，堆置數量_________噸 

2.3.2  

場內應有每批土石料源之標

售證明文件，並妥善保

存。 

□是 □否 1.場內標售土石證明文件已妥善保存。 

查近期進貨土石原料(若無則以 N.A.表示)： 

(4)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5)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6) 來源：_________________ 

數量：___________噸 

 

2.3.3  

場內應有制式送貨單，有連

續編號，且應記載公司

名稱、顧客名稱(或送貨

地點)、裝貨日期與時間、

車號、裝載貨車之空重、

裝載淨重、總重、送貨時

間、簽收欄等。 

□是 □否 1.場內已有制式送貨單。 

□是 □否 2.送貨單符合左列規定。 

其他說明： 

 

 

2.3.4  

送貨單上之重量與時間應與

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是 □否 1.送貨單上總重與時間與實際過磅情形相符。 

其他說明： 

 

 



附錄 5-70 

項目 
符合

與否 
查核內容 查核紀錄 

2.3.5  

已定期上網申報入出庫流

向，並檢附證明。 

□是 □否 1.近 12 月產銷流向均準時上網申報。 

□是 □否 2.證明文件皆已完整上傳。 

其他說明： 

 

 

2.4 合約管制 

2.4.1  

應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明確訂

定其品質規格。 

□是 □否 1.已與顧客簽訂買賣合約 

□是 □否 2.合約已明確訂定粒料成品品質規格。 

□是 □否 3.合約均已妥善保存。 

其他說明： 

 

 

2.4.2  

業務人員應瞭解產品規格、產能、

運距及顧客合約之特殊需求。 

 

□是 □否 1.業務人員瞭解產品規格、產能、運距及顧客合約之

特殊需求。 

其他說明： 

 

 

 

 

 

 

 

 

 

 

 



附錄 6-1 

附錄六 粗坑地籍清冊及土地使用現況 

編號 鄉鎮 段名 地號 
地上建物 

建號(棟)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m2) 

界內面積 

(m2) 

公告土

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

地價 

(元/m2) 

1 員山鄉 粗坑段 142 0 
一般農業

區 
水利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608.57 2,410.00  180 22 

2 員山鄉 粗坑段 72 0 
山坡地保

育區 
水利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888.19 1,947.00  180 22 

3 員山鄉 粗坑段 127 0 
一般農業

區 

甲種建築用

地 
林 XX 1,403.04 1,403.04  4986 486.4 

4 員山鄉 粗坑段 40 0 
山坡地保

育區 
交通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351.27 6,340.00  180 22 

5 員山鄉 粗坑段 50 0 
山坡地保

育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01.79 701.79  180 22 

6 員山鄉 下粗坑段  4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11,821.77 89,900.00  180 22 

7 員山鄉 下粗坑段  4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10,946.77 116,938.00  180 22 

8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86,049.72 47,681.00  180 22 

9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13.78 713.78 180 22 

10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768.52 5,768.52 180 22 

11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460.19 4,000.00  180 22 

12 員山鄉 下粗坑段  5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505.27 1,866.00  180 22 

13 員山鄉 再連段 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0,269.67 644.00  180 22 

14 員山鄉 再連段 24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72.74 1,956.00  180 22 

15 員山鄉 再連段 24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8,184.61 3,244.22  180 22 

16 員山鄉 再連段 24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604.97 4,616.00  180 22 

17 員山鄉 再連段 24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2,915.77 42,915.77 180 22 

18 員山鄉 再連段 24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7,144.57 57,144.57 180 22 

19 員山鄉 長嶺段 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473,237.13 34,784.00  180 22 

20 員山鄉 粗坑段 30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45,686.59 26,527.00  180 22 

21 員山鄉 粗坑段 3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328.12 8,328.12  180 22 

22 員山鄉 粗坑段 3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8,947.12 25,567.00  180 22 

23 員山鄉 粗坑段 3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971.08 5,971.08  180 22 

24 員山鄉 粗坑段 3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734.83 5,734.83  180 22 

25 員山鄉 粗坑段 3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8,845.65 38,845.65  180 22 

26 員山鄉 粗坑段 3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942.45 20,942.45  180 22 

27 員山鄉 粗坑段 4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6,395.12 46,164.00  180 22 

28 員山鄉 粗坑段 4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89,833.07 87,903.07  180 22 

29 員山鄉 粗坑段 4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050.44 6,050.44  180 22 

30 員山鄉 粗坑段 5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3,893.06 93,893.06  180 22 

31 員山鄉 粗坑段 5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0,380.59 90,380.59  180 22 

32 員山鄉 粗坑段 5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066.99 6,066.99  180 22 

33 員山鄉 粗坑段 60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9,716.23 39,716.23  180 22 

34 員山鄉 粗坑段 6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212.59 1,212.59  180 22 

35 員山鄉 粗坑段 6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557.46 3,557.46  180 22 



附錄 6-2 

編號 鄉鎮 段名 地號 
地上建物 

建號(棟)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m2) 

界內面積 

(m2) 

公告土

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

地價 

(元/m2) 

36 員山鄉 粗坑段 6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7,838.50 17,838.50  180 22 

37 員山鄉 粗坑段 68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5,756.34 35,756.34  180 22 

38 員山鄉 粗坑段 7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6,141.44 16,141.44  180 22 

39 員山鄉 粗坑段 7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0,475.28 50,475.28  180 22 

40 員山鄉 粗坑段 7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191.00 10,031.00  180 22 

41 員山鄉 再連段 38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3,376.89 29,344.00  180 22 

42 員山鄉 粗坑段 4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9,049.12 20,230.00 180 22 

43 員山鄉 粗坑段 4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958.58 5,958.58  180 22 

44 員山鄉 粗坑段 5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561.76 7,561.76  180 22 

45 員山鄉 粗坑段 6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5,676.07 95,676.07  180 22 

46 員山鄉 粗坑段 8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0,312.86 60,312.86  180 22 

47 員山鄉 粗坑段 128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0,334.88 90,334.88  180 22 

48 員山鄉 粗坑段 130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0,821.79 60,821.79  180 22 

49 員山鄉 粗坑段 13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7,767.91 57,767.91  180 22 

50 員山鄉 粗坑段 13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9,464.49 38,768.00  180 22 

51 員山鄉 粗坑段 14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44.13 144.13  180 22 

52 員山鄉 粗坑段 45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王 XX 784.64 784.64  180 18 

53 員山鄉 粗坑段 57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王 XX 2,566.55 2,566.55  180 18 

54 員山鄉 粗坑段 126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朱 XX 19,665.99 19,665.99  924 98 

55 員山鄉 粗坑段 118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吳 XX 3,335.98 3,335.98  900 96 

56 員山鄉 粗坑段 119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吳 XX 5,615.05 5,615.05  900 96 

57 員山鄉 粗坑段 120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12.13 2,612.13  900 96 

58 員山鄉 粗坑段 122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29.18 2,629.18  900 96 

59 員山鄉 粗坑段 123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吳 XX 2,630.01 2,630.01  900 96 

60 員山鄉 粗坑段 121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阮 XX 4,818.02 4,818.02  900 96 

61 員山鄉 粗坑段 124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阮 XX 2,651.19 2,651.19  900 96 

62 員山鄉 粗坑段 125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阮 XX 2,579.05 2,579.05  900 96 

63 員山鄉 粗坑段 46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4,749.76 4,749.76  180 18 

64 員山鄉 粗坑段 65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1,280.20 1,280.20  180 18 

65 員山鄉 粗坑段 66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林 XX 805.38 805.38  180 18 

66 員山鄉 粗坑段 31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施 XX 12,940.10 12,940.10 180 18 

67 員山鄉 粗坑段 140 0 
一般農業

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6,100.23 16,100.23  870 110 

68 員山鄉 粗坑段 29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913.45 3,083.00  180 22 

69 員山鄉 粗坑段 49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94.86 694.86  180 22 

70 員山鄉 粗坑段 76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35.48 173.00  180 22 



附錄 6-3 

編號 鄉鎮 段名 地號 
地上建物 

建號(棟)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m2) 

界內面積 

(m2) 

公告土

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

地價 

(元/m2) 

71 員山鄉 粗坑段 81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69.74 269.74  180 22 

72 員山鄉 粗坑段 105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282.45 1,926.00 180 22 

73 員山鄉 粗坑段 115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89.95 547.95 180 22 

74 員山鄉 粗坑段 129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0,057.85 110,057.85  180 22 

75 員山鄉 粗坑段 61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游 XX 2,224.17 2,224.17  180 22 

76 員山鄉 粗坑段 48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黃 XX 11,574.97 11,574.97  180 18 

77 員山鄉 粗坑段 51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黃 XX 2,651.98 2,651.98  180 18 

78 員山鄉 粗坑段 62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賴 XX 3,790.72 3,790.72  180 18 

79 員山鄉 粗坑段 37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9,620.37 9,620.37  180 18 

80 員山鄉 粗坑段 38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11,743.76 11,743.76  180 22 

81 員山鄉 粗坑段 58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350.24 350.24  180 18 

82 員山鄉 粗坑段 59 0 
山坡地保

育區 
農牧用地 藍 XX 2,170.54 2,170.54  180 18 

 

  



附錄 6-4 

崙埤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土地清冊 

編號 鄉鎮 段名 地號 
地上建物 

建號(棟)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m2) 

界內面積 

(m2) 

公告土

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

地價 

(元/m2) 

1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06821.56 306821.56" 
100 12 

2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1,725.25 41,725.25 
100 12 

3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8,582.05 6,836.01 
100 12 

4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19,805.17 217,911.17 
100 12 

5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0,700.62 110,700.62 
100 12 

6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8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95,605.64 476,104.32 
100 12 

7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21,044.56 455,620.91 
100 12 

8 大同鄉 
古力比老

段 
1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88,220.78 12,540.00 
100 12 

9 大同鄉 紫林段 13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82,199.52 173,832.92 100 12 

中華高潛力陸上砂石開採區土地清冊 

編號 鄉鎮 段名 地號 
地上建物 

建號(棟)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所有權人 

面積 

(m2) 

界內面積 

(m2) 

公告土

地現值 

(元/m2) 

當期申告

地價 

(元/m2) 

1 員山鄉 頂粗坑段 3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671.49 7,671.49 180 22 

2 員山鄉 頂粗坑段 3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8,148.44 18,148.44 180 22 

3 員山鄉 頂粗坑段 3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5,684.73 35,684.73 180 22 

4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8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8,210.70 28,210.70 180 22 

5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6,581.15 26,581.15  180 22 

6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833.97 3833.97 180 22 

7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73,581.67 906,865.80 180 22 

8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62,770.11 91,065.25 180 22 

9 員山鄉 頂粗坑段 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52,362.28 94,984.81 180 22 

10 員山鄉 頂粗坑段 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91,641.61 25,900.46 180 22 

11 員山鄉 頂粗坑段 9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53,843.40 118,350.83 180 22 

12 員山鄉 頂粗坑段 10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4976.94  24,988.11 180 22 

13 員山鄉 頂粗坑段 12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3,516.28 19,044.55 180 22 

14 員山鄉 頂粗坑段 11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443.60 4,395.62 180 22 

15 員山鄉 長嶺段 27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599,990.92 177,252.44  180 22 

16 員山鄉 長嶺段 26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50,317.03 199,090.22 180 22 

17 員山鄉 長嶺段 25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31,470.33 28,429.11 180 22 

18 員山鄉 長嶺段 24 0 森林區 林業用地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429,679.18 226,490.49 18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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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營運管理計畫 

一、營運目標 

砂石是國家基礎建設的基本材料，無論造橋、鋪路、蓋房子，所用

的混凝土、瀝青鋪面、級配回填等，砂石都是用量最大、最基本的材料。

我國目前砂石供應來源，主要仰賴河川疏濬產出砂石料源供應，其次為

營建剩餘土石方再利用、少量礦區碎石(含下腳料)與土石採取，不足處

再自國外進口。但無論是河川疏濬砂石或是剩餘土石方再利用皆屬被動

式供應，非為穩定來源，進口砂石則受限於國外當地市場供需現況，可

進口量及單價受制於他國，因此，為維持砂石供應之穩定，經濟部礦務

局依「砂石穩定供應推動方案」推動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以提升主動式

砂石料源供應能力，將對進口砂石之依賴，逐漸轉成陸上土石採取內需

供應，達成砂石自主供應目標，促進砂石在地產業發展及升級，完備砂

石整體供需。 

經評估後，宜蘭縣員山鄉粗坑地區對外交通以台 7 線為主要幹道，

交通便利，供應台北地區砂石方便，且鄰近蘭陽溪，附近碎解洗選場多，

原料可就近處理，縮短原料運輸距離，粗坑地區之地質以四稜砂岩為主，

質地堅硬良好，適用於混凝土及瀝青原料，因此陸上土石採取專區規劃

設置於粗坑地區。 

宜蘭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之營運目標，係每年生產 300 萬噸的碎

石，提供在地碎解洗選場申購，以製成工程用砂石粒料原料，提供給預

拌混凝土廠、瀝青混凝土廠、水泥製品廠及營建工地使用，規劃營運時

間為 15 年，依開挖狀況及砂石市場需求得再延長，最多可到 33 年。 

為確保宜蘭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之營運順利，特研擬本營運計畫，

以作為後續營運單位為專區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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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調查 

專區基地範圍位於宜蘭員山鄉粗坑山區如圖 1 為基地位置圖所示，

位於宜蘭市西方，當地員山鄉人口數約 3.23 萬人，員山鄉以農業為其主

要產業，發展多處成功的觀光果園、農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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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附近砂石碎解洗選場多，原料處理方便。範圍

內 93.51%為公有地，約 6.49%為私有地，將依法辦理徵收。 

劃區地勢北高南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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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狀況

詳圖 2 區域地質圖所示。 

本基地南方山腳的公共設施，內城國小化育分校，採區雖距離較遠，

仍需注意影響學子上下課之權益與安全，基地西北方有一自來水取水口

(緯度：121.640638,24.718845)，位於基地外，惟開採仍須注意水質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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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粗坑土採區開採區位置圖 

 

圖 2 土採區區域地質圖 

 

三、開採量預估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所設定開發之範圍為 177 公頃，表面現為植物被

覆，區域內無開發行為，高程量測結果如圖 3，平面標高約 100m，西側

山區最高高程約 440m，東側山區最高高程約 280m。以中間山溝處既有

產業道路分為東西兩側開採區，四周保留一定範圍作為綠帶，東側開採

區地勢較低，最高高程約 300m，規劃以 160m 為開挖高程，往內挖至預

定坡度後，再逐圈往下開挖，最終高程為 120m；西側開採區地勢較高，

最高高程約 450m，規劃以 200m 為開挖高程，往內挖至預定坡度後，再

逐圈往下開挖，最終高程為 160m。 

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193 條「採取土石之最終殘壁應設平台階段，

每階段高度 5 公尺以下，平台寬度 1.5 公尺以上，每 5 個平台中至少有

1 平台寬度不得小於 3 公尺，邊坡應緩於 1 比 1.5；非土質階段之邊坡

應緩於 1 比 1。」，由於本區地質屬四稜砂岩，故邊坡坡度規劃為 1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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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階段平台及高度分別為 5 公尺。依此設定模擬開挖成果圖如圖 4，

經 3D 像素素質計算東側開挖區總開挖量為 3253 萬立方公尺，西側總

開挖量為 2943 萬立方公尺，以岩層破碎成砂石原料後以單位重 2 計算，

土壤雜質之損耗以 20%計，換算後東側開挖區可得總開挖量為 5204 萬

噸，西側開挖區可得總開挖量為 4708 萬噸，兩區合計為 9912 萬噸，若

以年規劃產量 300 萬噸計，則本專區預計可開採 33 年。 

 

圖 3 宜蘭粗坑陸上土石採取專區等高線 3D 圖 

 

圖 4 粗坑土採區開挖預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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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場分析 

依礦務局土石資源平台統計，宜蘭縣境內共有 19 家碎解洗選場，主

要砂石來源為河川疏濬，108 年總計生產 428 萬噸砂石成品，其中砂 193

萬噸、碎石 207 萬噸，級配 13 萬噸，其餘產品共 15 萬噸，就平均售價

(不含運費)，每噸砂平均 352 元、每噸碎石平均 319 元，每噸級配平均

309 元，其餘產品平均 460 元，加權後總產值為 14 億 5263 萬元。每年

所 428 萬噸砂石成品中，356 萬噸砂石是宜蘭縣內自用，72 萬噸是運至

台北地區使用，所佔總產量的 16%。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所增加每年 300 萬噸的產能，將使得宜蘭地區生

產量達 728 萬噸，在宜蘭縣內需市場有限的情形下，本專區之砂石產量

將以台北地區為主要成品銷售對象。 

依統計，108 年度北區砂石需求量高達 2401 萬公噸，然地區內自產

之砂石僅 1172 萬噸，不足部分需要藉由東砂、中砂北運、礦區碎石等

提供，其餘由進口砂石填補缺口；因此進口砂石一直是北區重要砂石來

源。依近五年北部地區(台北港及基隆港)進口砂石統計數據(如表 1)，104

年北部地區進口砂石量尚有 1146 萬噸， 106 年時降至 965 萬噸，而去

年僅剩 526 萬噸。若北部地區欲達砂石自主，則規劃以進口砂石量的

60%以陸上砂石開採取代，以因應進口砂石的減少。 

彙整 106 年至 109 年宜蘭縣政府所辦理蘭陽溪河川疏濬案如表 2，

疏濬料之平均售價介於每噸 190~231 元之間，因自 108 年起水利署採固

定標售價格制，故廠商標料價格皆維持一致。依「河川水庫疏濬採售分

離土石申購作業規定」，申購單價之訂定，係以在地縣市碎解洗選場成

交之砂石成品一定基期平均售價，扣除合理之加工成本及利潤與運輸費

用，目前蘭陽溪疏濬料標售價格以每噸 230 元進行標售，所引用之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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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成本係以 100 元/m3 為原則，然專區成品以碎石為主，碎解洗選場

須以製砂機再製成機製砂，每噸機製砂之加工成本約 20 元，專區碎石

之申購價應為疏濬料售價再減 20 元，以每噸 210 元開放申購，預估土

石採取專區每年 300 萬噸砂石開採量其直接產值可達 6 億 3 仟萬元。 

表 1 北部地區進口砂石統計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進口量 1146 1061 965 790 526 

單位：萬噸 

表 2 蘭陽溪疏濬平均標售單價 

年度 106 107 108 109 

疏濬案 48 至 53 斷

面 

蘭陽溪疏

濬工程 

45~48 斷面 14 至 22 斷

面(溪北) 

平均標售價 200 231 190 231 

單位：元/噸 

五、客戶調查 

本專區產出之碎石原料，比照河川疏濬購料模式，提供給合法的砂

石碎解洗選場申購，宜蘭縣境內共有 19 家碎解洗選場，其中 8 家位於

三星鄉、8 家位於員山鄉、1 家位於蘇澳、1 家位於羅東、1 家位於冬山，

此 19 家砂石碎解洗選場為本專區碎石原料之銷售客戶，茲表列如下。 

表 3 宜蘭合法砂石碎解洗選場一覽表 

 廠商名稱 地址 

1 地石有限公司 宜蘭縣員山鄉蓁巷村員山路 2 段 432 號 

2 石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員

山廠 

宜蘭縣員山鄉中華村粗坑路 46 之 3 號 

3 宜來建材工業股份有限公 宜蘭縣員山鄉員山路 3 段 161 巷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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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宜蘭廠 

4 富鋒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三星鄉尚武村中興路 70 之 1 號 

5 茂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三星鄉大洲村大洲路 153 號 

6 喬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三星鄉大洲路 350 號 

7 中國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宜

蘭廠 

宜蘭縣三星鄉中興路 1 號 

8 川寶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員山鄉員山路三段 161 巷 1 號 

9 勢鴻有限公司大洲廠 宜蘭縣三星鄉大洲路 152 之 1 號 

10 聯安砂石企業有限公司龍

德土石碎解洗選一廠 

宜蘭縣蘇澳鎮龍德里德興一路 13 號 

11 宜興預拌混凝土有限公司

聖湖土石碎解洗選場 

宜蘭縣冬山鄉大興村德興五路 36 號 3 樓 

12 蘭陽溪砂石商行有限公司 宜蘭縣員山鄉深溝村溪洲路 502 號 

13 泉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員山鄉員山路 3 段 410 號 

14 東來欣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羅東鎮站前南路 162 號 

15 建坤實業社 宜蘭縣員山鄉冷水路 2 之 4 號 

16 晉城建設實業有限公司 宜蘭縣員山鄉粗坑路 155 之 1 

17 宜東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三星鄉貴林村中山路三段 518 號 

18 兆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蘭縣三星鄉貴林路 128 號 

19 耕盈行 宜蘭縣三星鄉貴林村安平路三段 109 巷 20 號 

 

六、生產流程規劃 

開挖方式係於預定高程建置一作業平台，以露天開採平挖至預定坡

度範圍，再逐圈地下開挖。製程設備配置如圖 5，露天開採以剝岩方式，

分成鑽孔、爆破、開挖及搬運，開挖現場以鑽孔機鑽孔爆破後，再以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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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將碎石投入移動式顎碎機做初步破碎，破碎後之小尺寸砂石再以輸

送帶運至山下，出料區規劃 3,000 米碎石暫存倉，以輸送帶直接進料，

約可作為 2 小時產能之緩衝，砂石車直接開到料倉底下裝料，砂石不落

地，專區內也無砂石車的頻繁上下山運送，可減少對環境之影響，相關

設備之示意照片如圖 6。 

為配合輸送帶維修及移動式顎碎機移動與相關維修、人員車輛進出，

會隨著輸送帶開闢區內道路，因不須大型砂石車進出，預計開闢單向道

路足以使用。 

有關生產設備說明如下 

1. 開採設備：包含挖土機(PC400)、砂石車、履帶式與輪式鏟裝機、履

帶式鑿岩鑽孔機及發電機等 

2. 破碎設備：依所需產能規畫 4 台移動式顎碎機(產能規格為 800tph)，

將大顆粒之石塊進行破碎成碎石，以便輸送帶運送。 

3. 運輸設備：為避免砂石車上下山行駛所帶來之粉塵及噪音汙染，本專

區採用管狀輸送帶運送碎石，預估固定式輸送帶長度為 2,260 公尺，

後續將配合開挖作業設置活動式輸送帶，預估東西側開挖區各 200 公

尺，因此輸送帶總長預估達 2,860 公尺，依需求產能 2000tph 計。 

4. 碎石儲存設備：出料區設置 3,000 立方公尺的碎石暫存倉，分 6 個料

倉，下方以閘門控制碎石裝料在砂石車上。 

5. 地磅設備：設置 60 噸地磅。 

除生產設備外，專區之土建及廠房設施包含整地、便道、教育展廳、

辦公室、水電設施、監控設施等，拓寬既有道路及開闢消防通道以供車

輛行走，並應依法規辦理相關之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設施 



附件 7-11 

 

圖 5 製程設備配置圖 

   

移動式顎碎機 管狀輸送帶 砂石料倉 

圖 6 產製設備示意圖 

 

七、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 

本計畫依照所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水土保持規劃書、水土保持計

畫，設計周遭環境水土保持及環境維護措施，說明如下。 

(一)環境維護措施 

在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將會在開發前對於環境上的各種原生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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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與調查，包含空氣、噪音、地表地下水水質水量、土壤、交通量、

生態與遺跡遺產調查，並日後針對開發及營運可能影響的內容作持續性

的監測以利後續的安全及維護，例如傾度盤針對人工擋土牆是否有傾倒

的危險作每月監測，以及傾斜管針對邊坡是否有滑動以及地下水流失與

否進行每個月的觀測等。 

(二)水土保持相關設施 

水土保持設施將依水土保持計畫的內容，詳實遵守依水土保持技術

規範之規定施作整體開發範圍的一切水土保持設施，包含採掘後整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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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為了緊急危難需另闢一條通往採區之消防通道。 

 

八、運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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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碎解洗選場林立，進出路線詳圖 7。 

本區規畫一條上山道路，然考慮安全性及交通運輸量，將新闢砂石

開採產業道路，並接至台七線，運往蘭陽溪沿途碎解洗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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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採區路線圖 

 

九、人員設置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作業人員分為職員與工員兩大類，其中職員一般

包括專區安全管理人員(負責人、安全主管、專區安全督察員等及辦理勞

務、出納、會計、銷售、倉管等事務人員。專區之工員一般依現場作業

單元可分為鑽機操作員、爆破人員(含裝藥、發爆、警戒人員)、鏟裝機

操作員、卡車司機、分級或洗選工，機械維修工、植生綠化工、雜工等

等現場作業人員。  

一般而言由安全管理人員管理現場的開採事務，包含當日預計工項，

人員的進出，現場設備的調配及管控；事務人員規劃管理行政作業，決

定每月每日的預定進度，人員人數的工作項目調配及出勤管理，現場工

進的預算調配及收支出管理，銷售業務的管理等；而工員遵守施工規範，

安全至上各司其職，如遇緊急事件如火災或人員傷亡發生時，由現場最

近的工員通報消防或警務單位後，通知安全管理人員，由其調動現場資

源將傷害控制，並同時回報事務人員隨時掌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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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專區職員 17 人、工員 60 人合計採區工作人員約 77 人，其組

織配置如圖 8。 

 

圖 8 礦區作業人員組織圖 

 

十、經營模式 

規劃由機關自行辦理土採專區所需機具設備及廠房建置，而礦山鑽

孔、開挖、打碎及場區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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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準則，將參考

水利署之中央管河川疏濬採售分離作業要點制訂。 

專區僅標售原料而非成品之優點為河川疏濬採售分離制度以為砂

石業者所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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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專區之營運管理原則由經濟部自營，後續將再評估

參引河川疏濬公共造產之前例，評估由地方政府委辦營運之可行性。 

除機關自辦營運之外，考量砂石生產設備興建、開挖、運送、營運

皆有其專業性，為發揮最大的營運效率，可參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之規定，委外一家業者興建、營運、開挖打料及標售砂石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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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關完成規劃階段後，即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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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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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可選

擇「BOT」或「OT」模式，BOT 方式係由廠方負責設備之投資與興建，

以便營運階段之銜接；而 OT 則是由機關建置好機具設備後，交由廠商

來營運維護，契約營運期滿再將營運權交返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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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營運階段仍規劃由機關自行興建，定期委託廠商進行開挖、

打料、維護、操作等，再由機關辦理碎石原料申購作業。但若有業者對

專區設置營運有興趣，不排除採促參模式進行評估。 

 

 

十一、行銷策略 

本專區產出之碎石原料經當地砂石碎解洗選場加工成成品後，以供

應台北地區的預拌廠、瀝青廠等為主要銷售對象，以期降低對進口砂石

之依賴。因此以陸上土石採取之砂石成品，主打之行銷策略如下。 

(一)供應量穩定 

與臺灣目前最大宗的砂石粒料來源河川疏濬做比較，河川疏濬

料源不穩定因素多，該年的雨水量、政府的政策等，如提前疏濬也

可能對河川生態造成危害，如使用進口料源，也因國際上的局勢造

成量及價格上的不穩定，造成料源上供應不穩定。陸上砂石則因蘊

藏量充足，在產線上持續一定的產值，可穩定提供數十年之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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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業者來說是強力誘因。 

(二)品質優良 

粗坑地區之地質以四稜砂岩為主，來源固定，質地堅硬，洛杉

磯磨損率在 25%以下，適用於高強度混凝土及瀝青原料，較地下室

開挖所得之剩餘土石方更為優良。 

(三)價格優勢  

河川砂石的標售價格常因料量及料源問題，上下波動幅度較大，

陸上開採砂石因穩定產量，而使價格波動幅度較低，且本專區為公

辦性質，不像進口砂石會因大陸當地市場價格而有大幅波動，本專

區係以穩定砂石供需市場為目標，因此價格更具合理性。 

而有關於專區砂石之行銷策略，規劃如下： 

(一)與政府相關機關合作 

因本產品牽涉範圍廣大，不僅為主管所欲推廣的項目，同時也

與國家發展的目標一致，牽涉有關單位眾多，水土保持局、原住民

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等，除了廣邀各機關給予寶貴的意見，

也希望由主管機關為首，共同組織各有關單位一起推廣此項產品或

給予廠商獎勵項目。 

(二)增強產品特色，相關鼓勵措施設立 

因本產品為新興料源，相關推廣措施不可缺少，就料源及價格

上，可施行連續購買獎勵，例如連續幾個月購買超過一定數量可依

規則降價一定的比率；交通方面，可設置北區廠商購買本產品，可

獲取油資補助；而政府單位可提供有興趣使用的廠商，技術上的支

援以及生產線上的補助與更新。 

(三)網路行銷，增加產品曝光率 

網路發達的社會，紙本行銷的手法已不敷使用，增加本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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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率可由與網路專長的行銷公司合作，並以輕鬆詼諧的手法介紹

本產品，寓教於樂，增添本產品的正面印象。 

(四)廣邀相關廠商，興辦說明會及研討會 

與主管機關合作，於地方廣辦說明會以及學術單位舉辦研討會，

說明本產品的各項優勢及特色，提升廠商對於本產品的購買意願，

並實際提出各項優惠及鼓勵專案，實質上幫助購買廠商，加速本產

品的普及化。 

十二、財務計畫 

根據預估的情形計算本計畫的支出成本，包含前期規劃的審查預算

及土地徵收經費、興建階段的建設成本及營運階段開挖的基本成本，並

與收入作比較，本計畫以販售陸上砂石原料為收入來源，做綜合財務評

估分析。 

(一)評估年期 

包含前期規劃經過施工階段後至營運期，計畫評估基期為 110

年審查開始，中間經過施工階段後由開始營運 15 年為評估終年。 

1. 基期：所有收入及支出成本依據 110 年基期年度作幣值估算、投

資成本、營運收入、營運成本與費用，每年依通貨膨脹率作調整。 

2. 興建期間：預計於 114 年興建，約一年左右。共計 1 年。 

3. 營運期間：評估營運期為 15 年，於 115 年開始招標代辦開挖廠

商，所產出砂石原料正式對外標售。 

4. 評估期間：由 114 年至 129 年，共 16 年。 

(二)相關變數假設 

1. 計畫評估基期為 110 年。 

2. 消費者物價指數上漲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資料，

消費者物價指數上漲率 99 年至 108 年平均約為 0.99%，直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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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計算。 

3. 營建物價指數上漲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資料，營

建物價指數上漲率 99 年至 108 年為止平均為 1.23%。 

4. 人事成本年調漲率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資料，軍公教

人員平均調漲比率為 0.6%，本計畫以 1.0%保守計算。 

5. 本計畫地段雖將需要徵收私人農牧土地歸為國有地，故不計算地

價上漲率。 

6. 折現率：因本計畫預計日後成立基金，折現率則假設為物價指數

上漲率。假設 100%使用公務預算，則社會折現率為 0%。 

(三)基本規劃資料 

依據本案開發內容，預估開發經費、營運收入與支出，包含規

劃階段的設計費及規費、徵收階段的土地徵收的相關費用、施工階

段的設施費以及營運階段每年的營運支出等。成本分述如下。 

1.興建階段：1 年 

(1) 變更設計費用：為避免興建階段時遇到不可抗力之問題須作變

更設計，在水土保持計畫編列變更設計分 200 萬元、環境影響

評估變更(或環差)100 萬元、共計 300 萬元。 

(2) 土石產製設備：包含開採、破碎、運輸、儲存、地磅等設施，預

估 8 億 185 萬元。 

(3) 土建及廠房：包含整地、便道、教育展廳、辦公室、水電設施、

監控設施等，一般建設廠房 RC 結構(項目含：主結構+外牆裝修

+內部裝修)造價為 65,000 元/坪，消防及水電造價為$15,000 元/

坪，以 2000 坪大小估算所需廠房建置價格(含主體建築)，預估

為 1 億 6000 萬元。 

(4) 工程設施為開採區正式營運前所需的水保設施，如植生一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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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300 萬，本開採區原先植被茂密，假設以一公頃的範圍而言，

保守估計需 10%做植生即 30 萬，滯洪沉砂池與排水溝 100 萬

元；177 公頃的開採區需 2 億 3,010 萬元。 

(5) 拓寬既有道路及開闢消防通道：拓寬既有道路以 1 公尺 1.6 萬

元為計，共 1,310 公尺，費用為 2,096 萬元；開發新的消防通道

連接至員山路三段 220 巷，因新開闢需開挖整地費用粗估約需

提高 40%作為開挖整地費用，以 1 公尺 2.24 萬元為計，共 670

公尺，費用約需 1,501 萬元；另區內道路約 1,292 公尺，約需

2,894 萬元；道路總計經費約 6,491 萬元。 

2.營運階段：15 年 

每個月營運成本包含水電費、機械設備修繕、油料、污水污

泥回收處理雜支、人事(職員、工員、保安)、監測費用、水土保

持相關設施、稅捐、員工福利金、伙食費、炸藥相關費用等，預

估成本支出為 2,892 萬元/月，年支出為 3 億 4,704 萬元，詳表

4。 

表 4 營運階段開採支出月表 

項目 說明 單價 
數

量 
總價 

工員薪資 

鑽機操作員、爆破人員(含裝藥、發爆、警戒人

員)、鏟裝機操作員、卡車司機、篩選工、機械

維修工、植生綠化工、雜工等等礦場現場作業人

員 

7 60人 420 

職員薪資 
土石採取專區負責人、安全主管、安全督察員及

辦理勞務、出納、會計、銷售、倉管等事務人員 

6 17人 102 

監測費用 維持採區的邊坡安全穩定及環境監測 20 1 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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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費 

依據國際油價及匯率影響近十年桶油價約

1500/桶，一個月約使用 4000 桶，與潤滑油及機

油等保養用油=4195*4250+3400000 

978 1 式 978 

修理費 機具車輛零件消耗品及保養費用 340 1 式 340 

炸藥費 含雷管、導火索、即寄庫費 255 1 式 255 

道路維護

費 
兩條道路及區內臨時道路維護費用 

50 1 式 50 

辦公費 含勞保、福利金 170 1 式 170 

環境維護

費 
植生覆蓋及臨時水保設施施作 

42 1 式 42 

雜支費 員工伙食費及水電費等 230 1 式 230 

稅金 權利金及地方稅 34 1 式 34 

廠商利潤 承攬砂石開採廠商之利潤(10%) 263 1 式 263 

總價   

  

2,892 

單位：新台幣萬元 

(四)收入分析：本計畫收入單純，以土石採取之碎石售出為收入來源，

販售單價比照蘭陽溪 109 年疏濬標平均標售單價扣除機製砂置砂

成本，為 210 元/噸(230-20 元/噸)，預估年產量為 300 萬噸。因此

年度營運收入為 6 億 3,000 萬元。 

(五)財務效益分析指標 

財務分析為依據各項參數及基本假設，以預估營運年期之現金

流量分析為評估基礎，其中資金需求包含前期規劃成本、土地徵收

成本、興建成本、營運階段成本等，收入較為單純、僅以陸上砂石

售出為收入來源。評估指標有自償率、計畫淨現值(NPV)、計畫內部

報酬率(IRR)、營運淨利率法及回收年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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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償率(SLR) 

自償率為營運期間收入之現值總額，除以工期興建期內所

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自償率 SLR

=
營運評估期現金淨流入之現值

工程興建年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營運評估期淨流入=計畫營運收入-營運相關成本(人事、設

備等)費用。 

依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中規定，工程建設經費

為建設期間內一切之相關成本，包含設計成本、工程成本、土

地及建物取得成本等等。 

計算結果 SLR=300.58%，表示本計畫在不考慮利息及稅的

前提下，能回收投資額的 300.58%，越高表示未來收入吸納投入

成本的能力越強，大於 100%才能完全回收投資成本。 

2.計畫淨現值(NPV) 

淨現值乃將營運期間內效益折現之總值減去成本折現之總

值。計算公式如下： 

 

Rt ： 於時間 t 之收益 

Ct ： 於時間 t 之成本 

i  ： 折現率 

T ： 建造與營運期間 

淨現值法是為投資評估使用最廣的一種方法，考慮了貨幣

之時間價值及整體投資計畫年限內的收益和成本。其判斷基準

NPV
R C

i

t t

t
t

T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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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若淨現值為正，則表示計畫具財務可行性。 

計算結果 NPV=3,786,934K，NPV 為正，則計畫具財務可行

性。 

3.計畫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內部報酬率之定義為使計畫各期現金總收入等於現金總成

本的折現率，亦即使淨現值為零的折現率。其求算方法為解下

式之 r 值。其中，r 值為內部投資報酬率。 

 

Rt：於時間 t 之產出收益 

Ct：於時間 t 之投入成本 

r：內部報酬率 

T：建造與營運期間 

計算結果 IRR=24.44%，IRR>10%，代表內部投資報酬率大

於民間機構投資的資金成本，本計畫具穩定之投資報酬率，故

符合設置基金條件。 

4.營運淨利率法 

營收淨利率法是以營收與淨利的比例計算財務合理性。本

次計算結果平均營收淨利率為 46.03%，具足夠報酬，後續可分

配負擔地方政府管理費用。 

5.回收年限法（Payback, PB） 

還本期限或稱為投資回收年限，即投資成本由投資淨收益

中全部回收所需之時間。計算結果 PB 為營運後第 5 年(119 年)，

故本計畫可以完全還本。 

(六)現金流量分析 

( )

( )

R C

r

t t
t

t

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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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基本假設條件、開發成本、營運支出與收入分析，進

行相關財務分析，基於保守原則、本財務分析評估期滿後無資產殘

值產生。相關現金流量總表詳表 5。 

 

表 5 現金流量總表 

規劃年 民國 階段 期初現金 收入 支出 回饋金 當年損益 累積現金狀況 
稅後淨

利率 

1 114 興建 0  0  -1,259,860  - -1,259,860  -1,259,860  - 

2 115 

營運 

-1,259,860  669,710  -365,762   303,947  -955,913  45.38% 

3 116 -955,913  677,947  -369,627  0  308,320  -647,593  45.48% 

4 117 -647,593  686,286  -373,534  0  312,752  -334,840  45.57% 

5 118 -334,840  694,727  -377,482  0  317,246  -17,595  45.66% 

6 119 -17,595  703,273  -381,472  0  321,801  304,206  45.76% 

7 120 304,206  711,923  -385,504  0  326,419  630,625  45.85% 

8 121 630,625  720,679  -389,580  0  331,100  961,725  45.94% 

9 122 961,725  729,544  -393,699  0  335,845  1,297,570  46.03% 

10 123 1,297,570  738,517  -397,862  0  340,656  1,638,225  46.13% 

11 124 1,638,225  747,601  -402,069  0  345,532  1,983,757  46.22% 

12 125 1,983,757  756,796  -406,321  0  350,475  2,334,232  46.31% 

13 126 2,334,232  766,105  -410,619  0  355,486  2,689,719  46.40% 

14 127 2,689,719  775,528  -414,962  0  360,566  3,050,284  46.49% 

15 128 3,050,284  785,067  -419,352  0  365,715  3,415,999  46.58% 

16 129 3,415,999  794,723  -423,789  0  370,935  3,786,934  46.67% 

單位：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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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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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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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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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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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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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整復計畫 

本計畫一旦開採中止或開採結束時，將依照計畫書設計之水土保持

及環境維護設施做最終土地整復，除了定期的環境監測、邊坡穩定的安

全及優良的排水設施之外，將植生依原生狀態復舊為主要課題，但本身

的坡面已因開採而不易植生生長，需進行坡地土質之物性及化性分析，

並運用適當方法改良不良土質，以填加劑拌合和客土改良，藉以建構穩

定生育基盤配合植生物種之選擇及植生工法，以利植生快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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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土壤改良，一般可分為客土及添加土壤改良劑兩種處理。土壤

淺薄、石礫地或嚴重污染地，可用客土處裡。強酸性土、強鹼性土、砂

質土或黏質土等土質不良地區，使用土壤改良劑改良之。 

生態復舊後，可將此地改良為森林遊樂區或教育公園作使用，配合

生態教育館，作為日後當地居民教育及休憩的場所。 

 

十五、風險評估 

本計畫用地廣大，規劃時間長，相對開發風險就會較高，包含環境、

生產及產品品質的影響，分項說明如下。 

(一)環境風險 

本計畫專區開發與營運過程中難免對環境及居民生活產生影

響，可預期居民及環保團體會持反對態度，甚至不排除有抗爭行為，

為專區開發之最大風險，未來的規劃過程應就可能影響居民生活的

部分採行因應對策及加強溝通，搭配其他回饋措施，以尋求當地居

民的認同與支持。而在執行開採階段，亦應落實水土保持及環境維

護之承諾，維護居民生活品質。 

(二)生產風險 

於國內尚無如此大規模的陸上土石採取經驗，所設置之開採機

具設備是否符合當地之地質條件，以及營運階段之施工廠商是否能

順利進行礦山開採，以達到預定之開採量，為可能之風險。而產出

之砂石原料，是否能順利標售，碎解洗選場是否願意改善廠內生產

設備，亦便進行機製砂石生產，而生產出來的品質是否能滿足預拌

廠需求，皆為營運時之風險。因中國大陸早已投入機製砂石生產，

無論是礦山開採技術或機製砂石產製設備均已成熟，國內有業者投

資大陸礦山開採，有技術引進管道，應有助於降低後續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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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品品質風險 

陸上土石採取與河川砂石的不同在於需要開鑿礦山、除去植被，

碎解洗選場購得原料後，所需進行的破碎、洗選、篩分及磨砂設備

較一般河川疏濬料繁瑣，所生產出來的砂石粒型方能媲美天然砂石，

後續擬引進大陸機製砂石生產技術，研發高品質機製砂石，強化成

品的優點，甚至提升混凝土強度。因台北地區的工程業主對品質要

求高，故可透過第三方履歷驗證確保砂石品質穩定，流向來源透明，

且無摻雜事業廢棄物疑慮，將粗坑砂石轉化成品牌效益，來提升產

品之經濟價值，做市場區隔，加強與其他砂石來源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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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陸上土採專區中長程計畫座談會會議紀錄及往返公文 

陸上土石採取專區中長程個案計畫 

座談會會議記錄 

         

壹、會議時間：10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三) 下午 0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礦務局 4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詹教授穎雯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 會議討論 

1. 本會議已就草案內容邀請相關單位出席，與會及不克出席的

單位均有提供寶貴意見，後續將依照意見內容做修正。 

2. 本計畫選址位於宜蘭粗坑區之原因以及不可取代性請加強

論述。 

3. 原則上本區域不牽涉原民法第 21 條，但還是需提請鄉公所

認定是否為第 21 條之「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

參與」開發行為，但無論是否牽涉其內，建議辦理公共工程

公聽會廣邀當地全體居民出席與會，聽取居民意見，並納入

後續細部規劃作為參考。 

4. 本計畫內容豐富，惟本計畫上行至行政院，請精簡扼要說明

整體計畫即可，例如法規及審查細項說明等可簡化內容。 

5. 土石採取計劃書為專區的主要審查項目，應將時程提前至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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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前期規劃階段第一年啟動，同步與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

評估等修正，並涵蓋整個前期規劃階段。 

6. 採取專區營運後，將有多數砂石車進出，為避免影響當地交

通的乘載量，實行之道路服務水準預估，因道路南北雙向上

皆有砂石場、往南也可運至蘇澳港使用海運，計算上應可考

慮南北雙向分流計算，且應考慮進入砂石場後出來的砂石車

車輛計算。 

7. 計畫可納入與開採區旁邊設立教育館，結合偏鄉教育，帶動

人民對於陸上砂石的認知，提高人民對於砂石產業的觀感。 

(二) 後續工作規劃 

1. 感謝各單位寶貴的時間與意見，後續將與局內意見一起整合

修正。 

陸、散會：下午 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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