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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未來台中市地區將陸續推動著許多重大工程建設，營建

產業剩餘資源需求數量相當龐大，為了有效管理本市營建剩餘資

源之流向，本自行研究發展案之計畫目的是為了建構一套完整的

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機制，使營建剩餘資源流向管理更加透明

化、清楚化、便利化、效益化，使工程單位、本府相關管理單位、

收容處理場所三方皆能透過此一系統，架構起本市營建剩餘資源

流向及管理機制。 

工程單位與收容處理場所申請裝設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

管理系統」刷卡系統設備後，工程單位及收容處理場所需逐筆每

日申報流向，由運土過程中的刷卡，每一車輛運土流向皆能清楚

紀錄於系統中，工程單位、管理單位與收容處理場所皆能至本府

「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查詢工程及收容處理場所相

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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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壹、前言 

為了改善目前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之流向管理，研擬一

套管理機制，營建剩餘資源從產出到收容、利用的每一階段

程序都透過網路管理系統申報、管理，每一筆營建剩餘資源

流向都能清楚、透明化。工程單位及收容處理場所透過此管

理系統申報資源流向，並能迅速查詢、得知相關流向訊息，

管理單位經由管理系統掌握、監督資源流向。 

貳、現況執行及系統建置分析 

一、臺中市土資場監視系統 

本市現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監視系統建置說

明如下： 

（一）建置緣起 

為強化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自我管理，台中市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針對所屬土資場會

員經理事監事會議商討後，同意以先進科技設備(監視系

統)，作為土石方管理之措施，期望使以最有效人力管控方

式達到剩餘土方管理最大成效。 

（二）設備概要 

監視系統設置所需設備包括網路連線 ( ADSL速率須達

2M / 256 以上 )、攝影機兩台 (其中一台為可調整式焦距

攝影機)、硬碟主機 ( 約可貯存 180G 容量)。 

（三）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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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中市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均在公會要求下自

律於 94年 12月完成安裝監視系統架設工程，如下圖。 

 

 

 

 

統發土資場監視畫面             寶仁土資場監視畫面 

（四）現行措施係由業者自行建置，尚無全面達成本市土方

總量之控管、分析或建立資料庫系統。 

二、系統建置 

本案係參酌目前臺北縣營建剩餘物資訊管理系統試辦

情形，建議加強目前本市既有之土資場監視系統，經由臺中

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系統之設置，達到更加良好之管理效

果。 

使用資訊設備輔助可降低人力管理的負荷，且透過網路

運用，透過此資訊管理系統，工程單位可查詢距離較近的收

容處理場所或是工地來安排收容處理剩餘資源，可查詢收容

處理場所的剩餘容量，也可查詢運送的進度。工程單位與收

容處理場所申請裝設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刷

卡系統設備後，工程單位及收容處理場所需逐筆每日申報流

向，由運土過程中的刷卡，每一車輛運土流向皆能清楚紀錄

於系統中，管理單位可透過運送流程的監督來管理剩餘資源

的流向。 

建立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來取代以往無法有效



 5 

追蹤管理營建剩餘資源的流向、數量，為有效管理本市龐大

數量營建剩餘資源，需建立完整資料庫，以利管理單位、工

程單位及收容處理場所三方做申報、查詢、管理。 

（一）工程單位: 

需上網登錄工程基本資料、填報「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

計畫」或「工程混合物處理計畫」、申報工程上個月營建剩

餘資源處理情形、查詢工程已申報過之月報表、填報運送車

輛車籍基本資料及卡片使用狀況、流向管制載運表。 

（二）收容處理場所: 

需上網登錄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 、填報「收容處理

場所同意量申報」、每日上網填報各工程當日進場數量、每

日至網站查詢前日刷卡記錄資料、填報開立收容處理場所完

工證明書。 

（三）查詢資料: 

可查詢當日之前該工程營建剩餘資源於工程與收容處

理場所運送情況、可查詢台中市所有工程營建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及工程資料、可查詢已申請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之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可查詢有收容該工程營建剩餘資

源之收容處理場所收容狀況、可查詢已申請營建剩餘資源資

訊管理系統之收容處理場所可收土量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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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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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功能 

一、系統申報程序 

 

 工程單位 收容處理場所 

申

請

營

建

剩

餘

資

源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一、 領有建築執照之建築工

程剩餘資源運送前向本

府申請裝設刷卡系統設

備，於放樣勘驗階段前

皆可申請設置，工地需

事先備妥電源線及電話

線，裝設位置則必需設

有防雨淋、防日曬之遮

蔽物。 

1.上網至本府「營建剩餘

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填妥「台中市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作業申請表」。 

一、 各公家單位核准設立之

收容處理場所，如需收

容本市工程剩餘資源，

則於收容剩餘資源前向

本府申請裝設刷卡系統

設備，收容處理場所則

需事先備妥電源線及電

話線，裝設位置則必需

設有防雨淋、防日曬之

遮蔽物。 

1. 上網至本府「營建剩餘

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填妥「台中市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作業申請表」 

2.填完後至本府都發局

(建造管理課)申請裝設

刷卡系統設備。 

2. 填完後至本府都發局

(建造管理課)申請裝設

刷卡系統設備。 

3.本府審查完成後，給予

資訊管理系統帳號密碼

及安排工地安裝刷卡

機。 

3. 本府審查完成後，給予

資訊管理系統帳號密

碼，無申請裝設刷卡機

者，於申請後安排收容

處理場所裝設刷卡系統

設備。 

二、 工程單位上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登錄工程資料。 

二、 收容處理場所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

統」網站登錄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 

 三、 收容處理場所的基本資料若有更動或錯誤，則至本

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進行修改。 

申

報

營

建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計

畫

階

段 

一、 本府備查工程剩餘資源

處理計畫書後，工程單

位至本府「營建剩餘資

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填入該工程剩餘資源處

理計畫資料，並列印該

剩餘資源資料，於申報

放樣勘驗時檢附相關資

料報本府備查。 

1. 工程實際產出剩餘資源

前，送工程剩餘資源處

理計畫書至本府備查。 

  

2. 工程單位於本府備

查「工程剩餘資源處理

計畫書」後，至本府「營

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

系統」網站填妥該「工

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

畫」或「工程混合物處

理計畫」。 

3. 網上列印該「工程剩餘

土石方處理計畫」或「工

程混合物處理計畫」資

料，於申報放樣勘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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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報本府審查。 

申

報

放

樣

勘

驗

階

段 

一、 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

服務中心」申報登錄工程

資料後，並檢附下列文件

於本府申報放樣堪驗

時，報本府備查： 

(一).工程申報剩餘資源流向

證明文件 

(二).刷卡系統工程剩餘資源

處理計畫 

(三).二階段申報系統工程

基本資料 

 

1. 檢附「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訊服務中心」二階段

申報系統工程基本資料

及工程申報剩餘資源流

向證明文件及刷卡系統

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

(向本府營建剩餘資源

資訊管理系統網站申報

登錄工程資料)，於放樣

堪驗階段報本府備查。 

  

2. 於放樣勘驗前裝設完成

刷卡機，才可始得核准

勘驗。 

3. 於放樣勘驗核准後核發

卡片及聯單。 

實

際

產

出

運

送

剩

餘

資

源

階

段 

一、 承、監造人應督促清運

業者將剩餘資源運至指

定之處理場所，並於運

送剩餘資源時，依規定

辦理刷卡及簽證聯單。 

 

1. 放樣勘驗核准後領取卡

片及流向證明文件，在

實際產出剩餘資源運送

過程中，於出土工地內

刷卡機讀卡。 

一、 收容處理場所應按時

核對流向證明文件，於

進場時確實刷卡管制。 

二、 營運中之收容處理場

所應按時申報相關剩

餘資源處理資料，包

含： 

(一).收容處理場所同意量 

(二).收容處理場所日報表 

(三).收容處理場所完工證

明書(收容處理場所完

成收受工程剩餘資源) 

 

1.於本府核准工程剩餘資源

處理計畫後，收容處理場

所應至本府「營建剩餘資

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填

報收受收容處理場所同意

收受數量、市府核准發文

字號、發文日期等資料。 

2. 運至合法收容處理場所

後，於場內刷卡機讀卡。 

2. 應每日至本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填報工程當日進場量

(建照號碼、土質代碼、本

日進場數量、車次、填報

資料日期)。 

3. 一個正常車次應有兩筆

(土頭、土尾)刷卡資

料，才為合法運送資

料，且於工地出土過程

中應保持刷卡機線路及

電源正常、暢通，功能

正常。 

3.於工程剩餘資源完成運送

後，上網至本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開立收容處理場所完

工證明書。 

二、 每日至本府「營建剩餘資

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核

 三、 每日至本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

1. 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

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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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料是否正確，若刷卡

資料異常，請依系統異常

作業程序通報本府，並進

行補登作業。 

統」網站核對資料是

否正確。 

四、 每月底前應至「營建

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

中心」及本府「營建

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

統」網站申報當月份

該工程剩餘資源進場

處理情形。 

五、 若刷卡資料異常，請依

系統異常作業程序通

報本府，並進行補登作

業。 

同意量、日報表、完工證

明書等資料後，可於網站

上查詢資料是否正確。 

三、 於每月五日前至「營建

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

心」及本府「營建剩餘

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申報登錄工程上個月

份剩餘資源處理情形。 

2. 收容處理場所應每日至

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

管理系統」網站查詢前日

之刷卡資料，是否有正確

上傳至管理系統內，若刷

卡系統或資料異常，應依

系統異常程序通報本府。 

申

報

基

礎

勘

驗

階

段 

一、 工地土方完全運送完成

後，應至本 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填報相關資料(車藉資

料、卡片資料)，於填報

完成後列印載運總表，於

申報基礎勘驗階段，檢附

下列資料向本府申報： 

(一).收容廠所出具之處理

完成證明文件 

(二).剩餘資源運送車輛之

行車執照及駕駛人駕照

影本各乙份。 

(三).營建剩餘資源流向管制

報告表及本府營建剩餘

資源資訊管理系統載運

表。 

(四).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

服務中心」二階段系統月

報表及本府「營建剩餘資

源資訊管理系統」月報表

申報資料。 

 

1. 工地土方運送完成

後，始填報本府「營建

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

統」車藉基本資料，需

逐筆填入司機資料存

檔，司機於運送過程需

攜帶卡片，以便控管土

方流向。 

一、 工地土方完全運送完

成後，應於申報基礎

勘驗階段，檢附下列

資料向該主管機關申

報查核： 

(一).剩餘資源處理完成

證明文件 

 

 

2. 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

資訊管理系統」申報卡

片使用狀況，將刷卡系

統卡片資料選擇對應運

送土方之車藉資料，含

卡片卡號、工程名稱、

日期、車號，會列出該

工程於某日期的所有刷

卡記錄。 

3. 將車藉資料及刷卡

系統卡片資料填入後，

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

訊管理系統」則自動產

生載運總表，並列印該

表於申報基礎勘驗階段

報本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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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單位申報流程及系統管理 

工程單位填報「臺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申報

流程 

第一程序: 

工程單位須先找尋收土(土尾)工地或收容處理場所與承運

土方業者，並告知本府管理單位以取得准許執行執照。 

第二程序: 

工程單位需上網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

站填報「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作業申請表」

(附表一)，填妥後至本府管理單位申請裝設資訊管理系統

設備，本府管理單位審查完成後，發給刷卡系統帳號及密

碼，並安排裝設刷卡機。 

第三程序: 

工程單位上網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

登錄工程基本資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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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程序: 

工程單位於實際產出剩餘資源前，送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

畫書至本府管理單位備查後，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

管理系統」網站填妥「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相關資

料，如圖。 

工程剩餘土石方 

 

 

 

 

 

 

 

 

 

 

 

 

 

 

工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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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程序： 

工程單位於開工後每月五日前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

管理系統」網站申報登錄該工程上個月剩餘資源處理情

形，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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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程序： 

工程單位可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查

詢已申報過之月報表，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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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程序: 

工程單位於該工程完工後，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

網站填妥車籍基本資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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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程序： 

工程單位於完工後，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申

報卡片使用狀況，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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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程序: 

工程單位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將車籍基本資

料及卡片資料填報完成後，即完成流向管制載運表，如圖。 



 17 

 

三、 收容處理場所申報流程及系統管理 

收容處理場所填報「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申報流程 

 

第一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如需收容本市工程剩餘資源，則於收容前至本府「營

建剩餘資源資源」網站填妥「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作

業申請表」(附表一)，填完後至本府管理單位申請裝設刷卡系統設

備，本府管理單位審查完後，給予資訊管理系統帳號密碼，收容處

理場所尚無裝設刷卡系統設備者，則予安排裝設。 

 

 



 18 

第二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需先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登錄

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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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程序: 

若收容處理場所基本資料有所錯誤或更動，需至本府「營建剩餘資

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進行修改更正，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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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程序: 

當工程單位與收容處理場所接洽是否可收容土方，並請收容處理場

所開立收容處理場所收土同意量，收容處理場所需至本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填報同意量申報，如圖。 



 21 

第五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應每日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填

報該工程當日進場量，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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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應每日至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查

詢前日的刷卡紀錄資料，若出現異常，應按刷卡系統異常程序處理

及通報本府，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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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於該工程剩餘資源運送完成後，上網至本府「營建剩

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開立收容處理場所完工證明書，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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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程序: 

收容處理場所於本府「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網站填報相關

資料後，可於網站上查詢資料是否正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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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案係參酌目前臺北縣營建剩餘物資訊管理系統

試辦情形，建議加強目前本市既有之土資場監視系統，經由

臺中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系統之設置，達到更加良好之管理

效果。 

建立以資訊管理系統設備降低管理單位人力成本，掌控

營建剩餘資源從產出、再利用、收容等各流程，提高管理營

建剩餘資源流向之效益，透過資料庫系統，以利工程單位、

管理單位及收容處理場所查詢營建剩餘資源、工程、收容處

理場所相關資料。 

監視系統架設完成後，無論業者本身政府主管機關對於

剩餘土石方管理均能以更有效益方式進行管理，惟因目前法

令並未強制規定收容處理場所全面安裝監視器統，往往造成

台中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之合法

業者受到較多之限制，而與其他未裝設監視系統收容處理場

所競爭能力相對薄弱，建議未來研議以修法方式要求收容處

理場所全面安裝監視系統之可行性，以彌補人力不足及達到

管理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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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作業申請表 

台中市營建剩餘資源資訊管理系統作業申請表 

一、 申請情形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第一次申請帳號及密碼 □  申請裝設刷卡機及卡片 

□                                                       (可複選) 

二、申請單位資料(僅承造人及收容處理場所) 

1、名    稱                                (簽章)                         

2、公司地址                                                              

3、聯絡電話                                                              

三、申請人員資料 

1、姓    名                                (簽章) 

2、身分證字號                             

3、聯絡電話                                                              

4、聯絡地址                                                              

四、使用權限類別 

□  承造人 □  收容處理場所 

五、工程基本資料 

1、流向狀態 

□  出土 □  需土 

2、工程名稱 

□  建築工程字號：                  (建、雜)字第                號工

程 

□  收容處理場所名稱：                                          

3、地址：                                                            

4、現場連絡人員            電話：              行動電話：                

六、設備申請安裝 

1、預計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刷卡機連線電話                           

3、卡片種類     每車次以 □ 7立方公尺 □12立方公尺 □    立方公尺 

4、申請卡片數量   共         張 

申請人於以下欄位請勿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刷卡機編號               號 

 卡片序號                 號 至              號，共              張 

 安排裝機日期         年       月       日       時 

 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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