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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手冊 

壹、 簡介 

一、 手冊目的： 

使用者使用系統的參考之用。 

二、 手冊使用範圍： 

https://smmdb.epa.gov.tw/smm/webpage/index.aspx 

三、 開機作業： 

使用瀏覽器來開啟系統，再登入帳號，即可使用。 

四、 關機作業： 

離開系統，請先登出帳號，再關閉瀏覽器。 

五、 Client端的系統安裝與設定： 

本系統使用瀏覽器，連上網址，即可使用，使用者端無須安裝特定軟

體。 

 

貳、 系統概述 

一、 系統目標： 

為輔助永續物料管理制度之建立及物質流指標計算，從 OECD 永續物料管理

報告可知，推動資源循環需注意資源效率最大化與環境衝擊（廢棄資源產出）

最小化，因而資源效率與環境衝擊的量化資訊，對於永續物料管理頗為重要。

故本團隊以評估：（一）資源使用效率；（二）環境衝擊，作為我國整體資源

循環資料庫資訊蒐集目標，而 102年建立之「國家資源型產業關聯表」即為

此資料庫發展基礎。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資料庫建置，主要透過建立基礎物料資料，持續擴

增國家級指標與趨勢分析資訊展示系統功能，強化或延伸國家資源型產業關

聯表量測或診斷之功能，以協助決策者透過指標資訊或統計數據的呈現，了



2 

解國內資源管理現況。 

是故，本系統主要目標有二： 

(一)資源管理相關資訊整合與結構化：將散佈在各部會與相關網站之統計表

中資料，進行收集整合再將其結構化，並採取類似「資料倉儲」之設計概念，

進行資訊彙整，以作為後續資源物質流分析的基礎。由於各部會資訊經常變

動，且有回饋更新之可能性，系統亦將以介接方式，針對不同來源之相關資

料庫系統或資訊，進行轉檔、匯入方式更新資料，作為本應用系統的後端基

礎資訊支援。 

(二)資源管理相關資訊統計與加值化：示範如何應用上述之匯集資訊，以不

同資源管理角度及分析態樣，進行物質流分析，如：國家層級資源耗用統計、

物質流於原料與再利用需求觀點分析，以及國家資源型產業關聯表之產業連

動分析。以期達到資訊通透性最大化，與協助國家在對資源管理作重大決策

時之參考依據。 

 

二、 系統架構： 

系統架構如下表所示： 

模組 管理功能 統計功能 

原料 

  四大類進/出口歷年趨勢 

 四大類物料投入 

 產業個別分布 

 循環經濟重點項目基線資料 

 資源面物質流產業分析 

 我國物料進口量累計前 95%統計    

 我國物料國產量累計前 95%統計    

 我國物料候選清單 

產業 

  產業進料情形 

 產業廢棄資源產出情形 

 產業 GDP、外銷比 

 與四大類物質相關之產業分布 

廢棄資源 
  廢棄資源歷年產量 

 廢棄資源產出產業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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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 管理功能 統計功能 

 廢棄資源於特定產業的相關廢棄

資源 

 廢棄資源產量部門單位需求帶動 

 廢棄資源產業別再利用統計 

 廢棄資源再利用用途相關統計 

 廢棄資源物質流產業分析 

 廢棄資源-現況診斷 

 再利用-現況診斷  

國家層級物

質流指標 

  資源生產力(RP) 統計 

 循環利用率(CUR) 統計 

 直接物質投入(DMI)統計 

 國內物質消費(DMC) 統計 

 污染排放(DPO) 統計 

 直接物質輸出(DMO) 統計 

 環境負荷密度統計 

關鍵物料篩

選分析 

  關鍵物料供給風險 

 經濟衝擊 

 環境衝擊 

 前十大關鍵物料排行 

 世界生產資源地圖 GIS 

 關鍵物料主要進口國家 

 關鍵物料歷年進出口統計 

 關鍵物料運作現況 

 關鍵物料使用率 

 關鍵物料資源生產力 

整體資源循

環資料庫 

  擴充產品/副產品資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一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功能架構圖 



4 

參、 作業概述 

一、 系統導讀與指引 

1. 根據「資源永續利用推動計畫」，需「建構永續物料管理系統」，厚

實永續物料資訊基礎，計算相關物質流指標資訊，以促進資源循環再

利用。 

2. 為評估全國尺度的物質流分析結果，需跨部會所有資料之整合及良好

的溝通管道與合作機制。 

3. 依 102年度「永續物料管理制度與相關運作機制規劃及推動專案工作

計畫」初步規劃成果，針對原物料四大類物質，結合主計處、關務

署、農委會、能源局、礦務局、農委會、營建署、工業局相關資訊，

整合本署現有事業廢棄物相關管理系統，規劃我國整體資源循環資料

庫雛型，功能至少需含全國性物料統計需求、全國性廢棄物統計需求

與縣市別統計需求，並保留後續年度功能擴充彈性。 

4. 規劃及建置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具有整合分析報表介面及圖表

查詢展示功能。 

針對不同使用者角度，本系統作業流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二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作業流程圖 

  

自然人憑證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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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操作說明 

(1) 使用者輸入網址： 

http://smmdb.epa.gov.tw/smm/webpage/index.aspx，進入系統首頁。 

 

圖三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首頁 

 

(2) 國家層級物質流指標公開成果： 

1. 點選頁面右上方功能『 』圖示進入此

功能。 

2. 為提升使用者閱讀頁面資料，可點選頁面右上方之『隱藏選

單』，或左上方之『說明展開』/『說明收合』功能，將各項指標

說明內容顯示與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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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國家層級物質流指標公開成果 

3. 頁面最上方將顯示指標狀態並於每一指標名稱旁顯示該指標年度

狀態。 

4. 為了解 DMI等指標上升或下降影響最大之原物料，點選可點選問

號後方之連結，開啟原料統計清單。 

 

圖五 單一指標影響物料統計 

 

5. DMI、DMC、DMO與 DPO等指標亦提供人均指標計算結果，點選

「數據展開」，即可檢視指標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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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人均指標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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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面物質流產業分析說明： 

1. 使用者點首頁上的資源面物質流產業分析圖片，系統將顯示

Sankey Chart。 

 

圖七 資源面物質流產業分析入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八 資源面物質流產業分析 Sankey Chart 

2. 使用者可挑選分析的資源物料，系統將自動依據挑選項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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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圖形重新繪製動作。 

3. 使用者亦可針對四大類物質(生物質、金屬、非金屬與化石燃料)

進行分析，系統將自動依據挑選項目，進行分析圖形重新繪製動

作。 

 

圖九 資源面四大類物質流產業分析 Sankey Chart 

 

(4) 廢棄物物質流產業分析說明： 

1. 使用者點首頁上的廢棄物物質流產業分析圖片，系統將顯示

Sankey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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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廢棄物物質流產業分析入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十一 廢棄物物質流產業分析 Sankey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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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可挑選分析的年度及廢棄物，系統將自動依據挑選項目，

進行分析圖形重新繪製動作。 

 

(5) 使用者登入： 

若需進一步使用分析功能需進行『公務登入』。登入後首頁上自動呈現三

張統計圖表：十大廢棄資源、廢棄資源前十大產業、及四大類進口物質概

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十二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登入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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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鍵物料篩選分析 

1. 使用者可調整各指標排行之關鍵物料數目，系統將依據調整之圖

型數目，重新繪製分析圖及關鍵物料篩選結果圖 

2. 使用者可再挑選物料類別，點選『檢視物料分析』按鈕，系統將

針對挑選之物料進一步繪製個別物料資源地圖、主要進出口國家

分析、次物料歷年進出口及各項生產力分析圖。 

 

圖十三 關鍵物料篩選分析-三大指標分析 

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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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入系統第二層功能： 

使用者可依據下列方式，按照不同作業需求進入第二層，使用其他分析功

能。 

路徑 1：點選畫面右上方功能選單； 

路徑 2：點選統計圖表； 

路徑 3：點選畫面中間功能選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十四 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首頁功能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