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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為國內瀝青產業的最主要代表團體，本會會員透過備置瀝青混凝土產製設備

、專業人力以及全套鋪裝機具，提供國內高品質之瀝青混凝土鋪面，積極使我國瀝青鋪面與先進國家並駕

齊驅，除供應持續的新建工程外，亦供應累積總面積超過 5億平方公尺道路之養護需求及近年政府積極推
動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瀝青需求。本會會員長年來對於天然粒料之挖（刨）除料的處理和去化原就存在

諸多困境，近年又需配合政府推動之循環經濟政策，將多種工業副產品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循環再生材

料（如爐碴、焚化爐灰渣、廢輪胎等），用於瀝青鋪面或作為基底層級配粒料原料，由於循環再生材料之

物理及化學性質差異極大，不難窺見其後端衍生的問題更為複雜。本會期望透過此文讓民眾及政府各界對

瀝青材料的特性、瀝青產業面對循環經濟政策的困境有更深入的瞭解，期望政府協助確保前端業者對於這

些循環再生材料製程的落實管制、中間再利用業者的再處理責任，俾便後端瀝青業者在每日工期壓力下、

大量且正常施工過程中能放心使用，讓循環再生材料真正在道路工程內循環再利用。

前言

綜觀所有公共工程中，具有與民生經濟活動息息

相關、分佈面積最廣、線型不規則、極易受環境與人

為因素破壞、養護與管理不易等特性者，非道路鋪面

工程莫屬。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 [1] 顯示，臺灣土地面

積自民國 64年的 35,971平方公里成長至民國 107年

的 36,179平方公里，過去 43年間僅增加了 208平方

公里（成長約 0.58%），然而道路長度、面積、道路密

度卻有顯著增長：依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2] 顯示民國

87年至民國 109年共 22年間：臺灣道路長度由 34,916

公里成長至 42,138公里（成長約 20.68%）；道路面積

由 349,957千平方公尺成長至 532,827千平方公尺（成

長約 52.25%）；道路密度由 970公尺 /平方公里成長至

1,170公尺 /平方公里（成長約 20.62%）。

道路鋪面面層材料中，瀝青混凝土（asphalt 

concrete, AC）為臺灣地區鋪面主流材料，隨著道路

路網的拓建，如前數據顯示臺灣道路面積已超過 5億

平方公尺，瀝青業者除了因應持續的新建工程外，仍

需供應已累積總面積超過 5億平方公尺道路之養護需

求；再者，政府自民國 106 ~ 109年起積極推動第一階

段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目前刻正執行民國 110 ~ 113

年的第二階段 2.0計畫。民國 106 ~ 109年第一階段期

間，內政部營建署負責推動「提升道路品質計畫（以

市區道路為對象）」 [3] 改善道路品質長度超過 500公

里；交通部公路總局負責推動「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工

程（以都市計畫區外公路系統為對象）」[4] 共改善路面

1,451公里，計畫內涵主要工作項目皆包含既有道路養

護整建，由此可見瀝青業者在公共工程推動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不言可喻。

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

早年台灣地區瀝青混凝土業者及乳化瀝青業者鑒

於各行各業組成同業公會者雖不多，但透過公會居中

協調建請機關研討產業相關情事、約束業者自己不當

之搶標歪風、並能持續重視改進瀝青材料品質，緣經

發起人等認同籌組台灣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歷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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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72年 11月 5日發起人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民國

72年 12月 10日第二次籌備會議、民國 72年 12月 27

日第三次籌備會議，於民國 73年元月 6日召開「台灣

區瀝青工業同業公會」 [5] 成立大會（立案證書內政部台

七十三社字第 203638號），會議中通過公會章程、瀝

青混凝土及乳化瀝青兩委員會組織簡則，並選舉第一

屆理監事。

依據本會章程（民國 111年 5月 5日台內團字第

1110023615號函修正備查），本會為公益社團法人，以

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謀劃瀝青混凝土及乳

化瀝青工業之改良，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以台灣地

區為組織區域，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地事業主管機

關依章程所訂宗旨及任務主要為經濟部，其目的事業

受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及監督。本會目前第十三屆

理事會理事長為顏寬恒先生，組織服務如圖 1，本會在

歷任理事長及理監事會帶領下積極經營及服務，歷年

來獲獎無數如圖 2，已成為國內瀝青產業的唯一代表，

並為國家公共工程建設持續貢獻力量： 圖 1   本會組織服務

內政部評鑑為 110年度甲等
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109年度甲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108年度甲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102年度特優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101年度優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100年度優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99年度優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98年度優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97年度優等團體獎 內政部評鑑為 95年度優良團體

圖 2   本會獲獎紀錄

「鋪面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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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選派之會員代表組成，每

年召開定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理事會：由理事長、常務理事四人、理事十人及

候補理事五人組成，每三個月由理事長召集會議

至少一次，會議時理事應親自出席，候補理事得

予列席。

  監事會：由常務監事、監事四人及候補監事一人

組成，每三個月由常務監事召集會議至少一次，

會議時監事應親自出席，候補監事得予列席。

截至民國 111年 5月，本會會員總數共 144家分

佈如圖 3，會員經營產品分為乳化瀝青及瀝青混凝土，

兩者關連密切，均為完成柔性鋪面－瀝青鋪面不可或

缺之材料。目前經營乳化瀝青之會員約 12家，然因國

內整體工程量無法滿足需求偶有營運壓力，本會期望

加強與政府機關、工程單位持續合作，面對新建道路

已屆飽和的現況仍能增加道路鋪面養護之需求量。至

於瀝青混凝土，由 132家會員經營製造，每年營業額

（產值）約新臺幣數十億元為數頗為可觀，加之近年

政府積極推動瀝青刨除料再生利用政策、以及民國 92

年時立法院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中特別撥

出約 20億元專供鋪設再生瀝青混凝土之用，以及近年

積極推動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使得瀝青混凝土之使

用前景應屬樂觀。展望未來，本會持續以瀝青鋪面工

程能「工、料合一」為目標，透過備置瀝青混凝土產

製設備、專業人力、以及全套鋪裝機具之專業會員，

提供高品質之瀝青混凝土鋪面，俾使我國瀝青鋪面持

續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小鬱亂入─瀝青的黑不是黑

由於地球暖化嚴重，天候異常，近年常連日豪雨

轟炸全台，水淹各地，許多縣市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部

分媒體認為此係瀝青業者偷工減料以致大雨過後道路就

出現千瘡百孔，甚至五千個以上的坑洞如圖 4，類似聳

動的議題也成為各類選舉中候選人的論戰話題。然而，

直接將道路在大雨後出現坑洞不平之情形單純歸咎於瀝

青業者實為不公，由瀝青材料的物理性質及化學性質來

說，現今的瀝青膠泥係為煉油石化業的副產品，為油性

基底原本就與水不相容，瀝青材料主要為防潑水而非真

正防水，若將整條瀝青鋪面浸泡於水裡，瀝青和水會發

生乳化反應降低瀝青黏度，一旦持續有水侵入甚至加之

人車使用的外力即會讓料粒脫開，短期看不出立即損

壞，但連續數天甚至一個星期的豪雨即會產生剝脫、坑

洞、裂縫等損壞，此情各國皆然。

此外，蔡英文總統於民國 105年 520就職演說中

擘劃施政五大主軸，對於「經濟結構的轉型」提到，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對環境的責任 ⋯

⋯ 我們也不能再像過去，無止盡地揮霍自然資源及國

民健康，所以對各種汙染的控制我們會嚴格把關，更

要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

再生資源」。本會正面支持政府推動循環經濟政策配合

使用鋼質粒料，然而伴隨國民的環保意識提高，近年

就出現只要在鋪面上看到疑似鏽漬（斑）就臆測甚至

認定瀝青業者私加有疑慮之廢爐碴（泛指轉爐石、氧

化碴、還原碴等），憂心經雨水沖刷是否會將有毒物質

入滲地下影響土壤及地下水。

經政府機關道路試鋪及學研機構研究顯示，煉鋼

產業副產品─轉爐石具備工程材料需要的健性與耐磨

性，可應用於道路、人工魚礁和消波塊等。轉爐石為

中鋼公司煉鋼之副產品，中鋼公司提供給資源再利用

業者進行確實的安定化處理後方能提供給瀝青業者使

用，國內亦有一段 1.7公里的密級配瀝青混凝土因加入

轉爐石特別堅固耐用，還獲得第十六屆（2016年）公

圖 3   本會 144家會員分佈（截至民國 111年 5月） 圖 4   大雨後鋪面出現的坑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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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程金質獎的肯定如圖 5 [7]。然而，民眾、甚或未瞭

解該材料特性之施工查核委員、政府獎項評獎委員等

一看到疑似鏽漬（斑），常僅透過官感或個人經驗判斷

帶著有毒害的存疑，而此對瀝青業者又產生誤解。對

於鋪面上的鏽漬（斑）是否係業者私加有害粒料，建

議應由該粒料之上游至下游透過學研機構協助判識，

以圖 6為例，圖面上鋪面表面之鏽漬（斑）係本會會

員使用天然砂石鋪築後出現的現象。

以上這些僅是一般民眾的小鬱認為嗎？對於諸多

課題，我們發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存在認知上的

差異，建議政府在推動循環經濟的同時也要衡酌兼顧

產業間之均衡性，避免將某個產業的問題轉由另一個

產業來承擔，衍生諸多問題，若能在政策推動前，盡

可能與產官學研各界進行制度設計和執行過程的通盤

溝通，方能讓政策推動得更為順暢。

現在方程式─循環經濟下，瀝青的重責
大任

如前所述，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循環經濟，要求將

轉爐石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項目包含煤灰、廢陶瓷磚

瓦、廢鑄砂、電弧爐煉鋼爐碴、感應電爐爐碴、化鐵

爐爐碴、廢橡膠、旋轉窯爐碴及廢噴砂、焚化爐底渣

等等 [8] 用於瀝青鋪面、或作為基層底層級配粒料原

料，這些循環再生材料多來自於非主管工程之上位機

關包含經濟部、環保署等，瀝青業者長年來對於天然

粒料之挖（刨）除料的處理和去化原本就存在著諸多

困境，近年又需將上述不同物理性質、化學性質之循

環再生材料加入瀝青中使用，不難窺見其後端衍生的

問題更為複雜，圖 7為不同的爐石（碴）種類 [9]。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政策執行的不一致對瀝

青業者也產生頗大壓力，中央告知是再生資源、地方

環保局告知為廢棄物；此外，按瀝青拌合廠之操作可

許的規定，若增加使用原料時，原操作許可必須變更

或異動，然而在瀝青業者未取得變更或異動之操作許

可前即須配合行政命令使用前述事業廢棄物再生粒

料，進而導致本會業者承擔使用事業廢棄物再生粒料

後端所有責任；此外，由於天然粒料與事業廢棄物之

循環再生粒料的比重不同需分開堆置，也增加瀝青業

者的負擔，導致部份業者需將刨除料暫行堆置於非都

土地而觸法。

圖 5   轉爐石瀝青混凝土道路：高雄市南星路二期鋪設工程 [7]

圖 6   使用天然砂石產生之鋪面鏽漬（斑） 圖 7   爐石（碴）種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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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材料─天然粒料挖（刨）除料

政策歷程

臺灣土地狹窄且砂石資源有限，多年來為促進經

濟建設持續興辦多項重大公共建設，以致作為工程重要

材料之河川砂石資源日漸枯竭，此外更因河川保護政策

禁採砂石、環保意識提昇，因此砂石資源的有效再利用

極其重要，而此完全呼應政府近年積極推動之「循環經

濟」政策。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reclaimed asphalt 

pavement, RAP）（以下簡稱刨除料）資源再利用係指

將老舊路面刨除，除可作為基、底層及施工便道鋪築

材料外，加入新粒料調整級配或添加再生劑與新瀝青

拌合後，使刨除料恢復原有工程性質重新作為道路面

層鋪築之用。刨除料之再利用，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已普遍使用，實際推動執行亦達 30餘年，與刨除料再

利用相關之法規、工法、回收及再生設備等皆已相當

完整且成熟。由經濟、環保、資源再利用等各方面觀

之，刨除料再利用不但可減少廢棄料造成的公害污染

問題，更能有效達到減廢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目

的。由於本會會員並非專業工程單位故無法統計刨除

料數量，刨除料數量多由工程會或內政部定期或依特

定目的進行統計，本會曾於民國 107年 1月調查全國

刨除料數量，當時獲得 31家會員（約占 21.4%）的回

覆，依回覆數量約有刨除料 4,439,331噸，若以會員家

數按比例回推概算總量，全臺刨除料估計約有 2,100萬

噸之數量。

臺灣自民國 85年推動再生瀝青混凝土迄今，無

論在學術研究或試鋪道路的成效評估，已證明國內再

生瀝青混凝土廠對於刨除料回收處理再利用之專業能

力，工程會訂定刨除料作為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之部

分材料，其配合設計拌合比例不得超過 40%，惟對於

刨除料品質、刨除料殘餘價值、刨除料由廠商價購機

制、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自主品管能力及施工品質、直

轄市及地方政府使用刨除料意願、民眾對於使用刨除

料之疑慮、刨除料存放管理機制、刨除料去化管道等

等課題，由於牽涉層面甚為廣泛，現階段中央機關、

地方政府以及瀝青業者仍持續由法規、技術、管理、

及執行等層面，努力解決刨除料之再生利用所仍存的

諸多障礙。以下為國內刨除料發展紀事：

  民國 85年本會向經建會「投資障礙排除小組」提

案推動「利用再生瀝青混凝土鋪設路面」。

  歷經工程會多次召開相關研商會及座談會，於民

國 87年 1月訂定「瀝青混凝土資源再利用推動方

案」，並依方案內分工於民國 88年 2月訂頒「各

機關辦理瀝青混凝土再生利用暫行作業要點」，續

於民國 91年 6月修訂為「各機關辦理瀝青混凝土

再生利用作業要點」，該作業要點業已於民國 96

年 7月廢止，刨除料移由內政部主管。

  刨除料管理源起於民國 91年 7月 29日公告之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民國 92年 7

月 4日公告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

理方式」。

  行政院於民國 93 年 11 月 8 日以院臺環字第

0930050212號函裁示，以「內政部」為「瀝青混

凝土挖（刨）除料」再生利用業務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內政部據此裁示、及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第十五條（再生資源項目之公告及相關管理

辦法之訂定）第三項之規定，需辦理公告「瀝青

混凝土挖（刨）除料」為得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

項目。

  民國 94年 10月 31日公告「營建事業再生資源再

生利用管理辦法」。

  民國 96年 4月 23日公告（民國 98年 5月 27日

修正）「營建事業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

範」，該再生資源項目名稱即為「瀝青混凝土挖

（刨）除料」。

  民國 100年 7月 19日及 10月 5日分別發布「再

生瀝青混凝土使用管理機制檢討報告」及其補充

說明。

  民國 102年審計部督促內政部辦理再生瀝青混凝

土廠評鑑，工程會民國 103年 7月 24日以工程管

字第 10300239900號函交監察院就「瀝青混凝土

廠及其生產品質之評鑑或驗廠機制」提亟待再確

實檢討。

  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委外辦理

「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評鑑制度暨試辦計畫」。

於此之後，工程會仍持續針對刨除料價購、預算

編列、多元利用等相關事宜召開會議，茲節錄部分函

文如下：

  民國 107年 1月 23日：「瀝青混凝土挖（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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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要求廠商價購之緣由、遭遇問題及建議對策」

研商會議。

  民國 107年 2月 6日：有關瀝青混凝土挖（刨）

除料之設計及預算編列作法，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機關。

  民國 107年 12月 20日：重申有關瀝青混凝土挖

（刨）除料之設計及預算編列作法，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機關配合辦理。

  民國 108年 5月 3日：檢送本會 108年 4月 24日

召開「研商落實瀝青混凝土刨除料再利用及道路

工程品質作法」會議紀錄 1份，請查照。

  民國 108年 7月 26日：有關 AC挖（刨）除料加

強多元利用事宜，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

  民國 108年 6月 11日：研商工程契約加註「瀝青

混凝土刨除料為非有害健康物」妥適性。

  民國 108年 11月 25日：檢送工程會民國 108年

11月 12日召開「檢討瀝青混凝土刨除料再利用及

預算編列作法」會議記錄。

  民國 109年 4月 6日：檢送內政部民國 109年 2

月 13日召開「研商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再利

用用途及相關管理規範事宜」會議記錄。

  民國 109年 9月 16日：檢送內政部民國 109年 7

月 22日召開「研商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再利

用用途及相關管理規範事宜」第 2次會議之會議

記錄。

  民國 110年 2月 9日：檢送內政部民國 109年 12

月 17日召開「研商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再利

用用途及相關管理規範事宜」第 3次會議之會議

記錄。

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評鑑制度暨試辦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103年委外辦理「再生瀝青

混凝土廠評鑑制度暨試辦計畫」，廣徵產官學研各界意

見、蒐集資料擬訂評鑑表單文件、研議評鑑架構、建

制評鑑組織等，透過評鑑制度提升再生瀝青混凝土之

生產管理、品質管理、行政管理，有助於整體提升再

生瀝青混凝土之品質。該計畫完成相關工作如下 [10]：

  邀集 110家再生瀝青混凝土廠參與大型評鑑宣導

說明會及輔導參與相關評鑑作為。

  民國 104年 9月 30日評鑑報名截止日前共受理 68

家廠（佔國內再生瀝青混凝土廠 62%）完成報名程

序，並於民國 104年 11月 30日完成報名廠商之試

評鑑現場訪查作業。民國 104年 12月計畫最終確

認 44家（佔國內再生瀝青混凝土廠 40%）再生瀝

青混凝土廠符合評鑑作業規定並公告廠商名單。

  試評鑑作業後營建署已修訂定道路工程施工規範

「再生瀝青混凝土鋪面施工補充說明書」，要求營

建署各工程單位以再生瀝青混凝土供料者，限以

前開計畫公告符合評鑑作業規定之再生瀝青混凝

土廠為供料廠商。

  針對再生瀝青混凝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釐清，該

計畫建議工程會協調確立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評鑑法

源依據，俾便要求全國各級機關工程主辦單位配合

執行；營建署並另函請交通部及縣市政府工程主辦

單位以評鑑成果作為工程供料選商之參考。

未來方程式─刨除料堆置場

長久以來持續困擾瀝青業者的刨除料是最亟待政

府協助解決的課題，刨除料為道路興建與鋪面養護所

衍生的再生資源，是可用的再生資源，目的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營建署，按現行法規規範與政策目標仍無法

達到完全去化循環利用，當前國內刨除料的產出量遠

超過瀝青業者堆置的能量（亦即超過環境負荷量），堆

置場又受環保法規約束隨時接受縣市政府環保單位稽

查，會員常因刨除料堆置問題被連續開罰。原本刨除

料皆請瀝青業者高價買回，雖歷經工程會多年來的努

力協調已降低部份縣市價購金額，然而實情是業者花

錢買回後仍受限於 40%添加上限僅能使用三成，所餘

七成無法使用須自行堆置，而現今又強制要求吸收處

理其他非工程產業去化之事業廢棄物，一旦將這些事

業廢棄物用於瀝青混凝土內立即需面對的問題就是，

很快的，這些包含事業廢棄物之刨除料該何去何從？

如何使用？若予再使用是否對環境造成汙染及傷害？

這些衍生課題皆仍處於學研階段，目前並無任何正式

指引文件能導引業者遵循，有待政府機關及學研機構

提供並協助業者解決。

內政部營建署已於民國 110年 9月 1日通過增訂第

02727章「冷拌再生瀝青混凝土」之道路工程（含共同

性工程）施工規範，透過規範的頒訂讓刨除料多元化

合法使用，達到多贏的局面；此外，營建署也積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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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拌瀝青納入各縣市申請之前瞻基礎建設提升道路品

質計畫及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鼓勵刨除料之使

用，同時也函請各縣市政府針對使用刨除料有功人員

優予敘獎，期望縣市政府持續支持該項政策，改變對

刨除料的負面看法。

刨除料若採統一堆放，一般瀝青廠不僅無法管理

也無法取得合法的土地，建議可由政府主導，在北、

中、南、東成立刨除料堆置場，其優點在於：

  減少運費成本；

  每個環境區域的刨除料特性不同，分區管理較能

將同質性的刨除料堆放在一起，容易控制品質；

  將不同條道路刨除產生之刨除料分堆堆放，統一

管理，可使材料的變異性降低，對於之後鋪築再

生瀝青混凝土道路品質必定有所提升，待有設計

使用刨除料時，再按工程所需刨除料用量向刨除

料堆置場之管理機構申請，廠商承包工程時無需

向政府買回刨除產生之刨除料，無購買便無堆置

的問題。

同樣推動循環經濟政策，政府積極推動去化煉鋼

產業之爐碴及焚化爐底渣等的同時，對於長久以來存

在於瀝青產業之綠能材料－天然粒料刨除料，建議能

在經過對瀝青業者之生產及施工品質的確實監控後開

放使用。當前縣市政府道路刨鋪工程專案的保固期僅

1 ~ 2年，建議未來可考慮不限制廠商使用的材料（天

然粒料、抑或刨除料），但明訂監督機制的管理規則，

招標單位可提高保固金、拉長保固期，採用「成效制

度」，若道路毀損，在保固期限內由廠商負責修復，

此舉對政府機關並不涉及違法困擾。政府機關可對刨

除料的品質加強要求、要求監造單位做好監控，刨除

料的使用能降低工程成本，政府便能在兼顧高品質與

低成本下，協助瀝青業者解決刨除料堆置和去化的問

題，如同積極推動去化煉鋼產業之爐碴及焚化爐底渣

等，以合乎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瀝青的現在未來方程式

一個國家的偉大必須來自產官學研各界的共同合

作，在原本存在的不同點上求取最大的共同點，本會

對於國家政策一向全力支持，也期望民眾及政府各界

對於瀝青材料的特性、瀝青產業面對循環經濟政策的

困境有更深入的瞭解，同時考量到瀝青業者之立場與

難處，共同面對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機會。

對於循環經濟政策，政府主要先解決前端事業廢

棄物之循環交流，對於後端使用這些循環再生材料的

瀝青業者卻可能承擔民法、刑法及環保罰則，若僅是

將其他產業之事業廢棄物循環至瀝青產業並非是零廢

棄，僅是將問題轉移至瀝青產業，並未完全解決問題

反而衍生長期且更大的問題，遑論瀝青產業早已存在

多年之刨除料問題仍亟待解決。

政策的推動需經過審慎考量而制定，對於不同年

代、不同法規及法條之間存在的扞格更需花時間多所

著墨與審酌，若僅為一時解決特定問題，在全面配套

作為未完備前即行辦理，勢必造成政策無法永續執行

反而喪失了循環經濟的良善美意。對於循環再生材料

包含煉鋼鐵副產品爐碴、焚化爐灰渣、廢輪胎等，期

望政府能協助確保前端業者對於這些材料製程的落實

管制、中間再利用業者的再處理責任，俾便後端瀝青

業者在每日工期壓力下、大量且正常施工過程中能放

心使用，本會也會持續呼籲會員必須嚴格自我要求及

自律，讓循環再生材料真正在道路工程內循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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