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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參加第 7 屆國際礦業科技會議 

二、活動日期：104年 4 月 26 日至 4月 29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中國礦業大學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經濟部礦務局 

貳、 活動（會議）重點 

一、 活動性質：會議 

二、 活動內容 

中國大陸地大物博，礦產資源豐富，擁有全球主要礦產資

源，且各類礦產品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極大部分地區

尚待探勘開發，這些潛在之礦產資源仍是全球甚具吸引力的探

勘與開發目的地。另隨著全球礦產需求增加，尤其是大陸地區

對各類礦產之需求量，更為礦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再加上

永續、健康和安全等議題，使技術創新之需求變得更加迫切，

加速促進礦產資源開採技術的進步與創新。中國大陸藉此會議

之召開，除可提供中國大陸展示研究成果外，並將有助於國際

礦業與科技之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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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主題為現代礦山的生態安全與永續發展，將從

綠色礦業、安全衛生、環境地工、智慧採礦、資源利用、淨煤

技術等次子題，探討分享如何運用新的開採技術與生產工具，

避免開採沈陷破壞土地與地表建物、減少煤層瓦斯災害與排放

措施。參與會議除可瞭解全球與中國大陸礦業發展趨勢、煤層

氣與地下煤炭氣化發展、綠色與智慧礦業創新發展之情形外，

並可借鏡各國先進的研發經驗，供我國礦業發展之參考。本次會

議計有 14個國家，約 250餘位代表與會。 

礦產開發與利用為人類帶來經濟與社會的正面效益，但在

開發與生產過程中需開挖地表或地下，也因此造成地表裸露與

生態變化，以及棄置廢土石與地表沈陷占用大量土地等環境的

負面效益。由於土地資源有限，正本清源，治本之道為減少地

表裸露及土地占用，並採用減輕土地與環境損壞的開採方法與

技術，綠色礦業遂因運而生。因此，從整個礦場生命週期來看，

近代綠色礦業所訴求者即是減量化、資源化與再利用。 

全球經濟走緩，礦產品價格疲軟，進而影響礦業公司獲利

下跌，導致探勘活動及礦山開發的放緩或中止。在當前經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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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緩步復甦的時代，礦業經營必須設法增加能源效率及降低生

產成本。因此，提升生產效率、生產力與生產量為即成為不二

法門。其中影響生產力最重要之變因莫過於基礎建設、通訊設

施及自動化。 

（一）會議開幕 

本屆會議由徐州中國礦業大學校長致開幕辭，渠表示，國

際礦業發展正面臨清潔能源、高效利用與永續發展等三大挑

戰，並提出未來礦業發展三大趨勢：從重視開採轉向綜合利用，

促進採掘與復墾利用相結合；採煤技術呈現區域性移轉，非洲

地區的煤炭市場正在崛起；煤炭利用由粗放型向精細型轉變，

清潔高效成為主要議題，這與本屆大會主題「現代礦山的生態

安全與永續發展」密切相關。渠另指出中國大陸是世界煤炭生

產與消費大國，所面臨的問題極其複雜，因此對於能源與環境

保護極為重視，並積極推動煤炭高效清潔利用技術，以利煤炭

業之轉型發展，提升煤炭工業現代化水平。 

（二）全球礦業現況與展望 

波蘭中央礦業研究所所長表示，礦業不是生活的一切，但

沒有礦業這一切則不復存在。渠並以全球每人每天消耗礦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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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數據加以說明，美洲 102公噸、拉丁美洲 24公噸，歐洲 55

公噸、亞洲 15公噸、非洲 11公噸、大洋洲 79公噸。另以美國

而言，每個美國人終其一生將需要 3百萬磅的礦物、金屬及燃

料。另渠就全球金屬礦物生產國家之趨勢變化（1850年迄 2009

年），每年各主要國家所有金屬礦物產值占全球比例，予以分析

比較說明，歐洲於 1860年達到高峰，占全球 62%後，迄 2009

年僅占約 2%，美國於 1940年達到高峰，占全球 39%後，迄 2009

年僅占約 6%，前蘇聯於 1990年達高峰，占全球 23%後，迄 2009

年僅占約 11%，中國大陸自 1930年起持續成長迄 2009年占全

球 12％，顯示中國大陸未來金屬礦物產出仍具有相當能力。至

於能源方面，渠列舉出全球前三大主要原油、煤炭及天然氣生

產國。原油為沙烏地阿拉伯、俄國、美國；煤炭為中國大陸、

美國、印度；天然氣為俄國、美國、加拿大，顯示美國及俄國

在能源礦物方面具有得天獨厚之優勢。最後，渠表示當今全球

礦業之挑戰包含資源之取得性及礦業之永續發展。其中，當代

礦業永續發展主要內涵包括合理利用礦產資源，改善礦場安全

與衛生，降低環境衝擊，提升礦產價值及經濟利用，最終必須

要能做到經濟具可行性、環境具承載性、社會具公平性。 

（三）中國大陸煤層氣開發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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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煤礦瓦斯治理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指出，中國

大陸煤炭資源豐富，探明資源量高達 5.9萬億公噸，同時為全

球煤炭生產首要國家，但因煤礦地質條件極為複雜，生產方式

90%為地下開採，其中 70%更屬高煤層氣礦床，因此，煤層氣開

發對於保障煤炭安全開採具有極其重要作用。早期煤層氣被視

為危害採煤安全之禍害，直接排放至大氣環境，加劇全球溫室

氣體效應，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如今煤層氣已被視為一種清

潔能源，其中蘊藏著鉅大的經濟利益與不可忽視的環境效益。

渠表示，2014年中國大陸煤炭產量高達 38.7億公噸，煤層氣

產量也達到 170億立方米，其中井下煤層氣抽採量為 133億立

方米，地面煤層氣產量為 37億立方米，惟總利用率不到一半，

僅 77億立方米。根據預測，2015年中國大陸煤層氣產量將達

300億公噸，2020年將達 500億公噸，2030年將生產 900億公

噸。渠表示，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煤層氣產業及產量獲得快速

發展，主要歸功於鑽井技術、壓裂技術、排採技術及地面工程

技術獲得突破。此項技術突破不但促進了煤層氣利用大幅提

升，同時也改善了煤礦安全，使煤層氣事故得到有效控制。以

2014年之死亡人數 266人與 2005年之 2,171人相比，降幅達

87.7%。另換算成百萬公噸死亡率，則從 2005年的 2.76降至



 6 

2014年的 0.257。 

渠並指出，中國大陸煤層氣開發策略係以安全、能源、環

保為考量，將產業發展規劃分為規模奠基階段、擴張階段及形

成階段等三階段，結合地面與井下採收為開發模式。渠認為在

煤礦區煤層氣抽採方面，政府應鼓勵煤層氣開發企業與煤炭企

業合作，推動煤炭與煤層氣資源協調開發，按照先抽煤層氣再

採煤之原則，採煤前應儘快降低煤層和圍岩中煤層氣含量，以

利防治煤層氣事故，亦有利於煤炭與煤層氣資源安全高效開

採，減少資源浪費。渠表示中國大陸煤層氣主要分布於九大盆

地，包括伊利、準格爾、塔里木、吐哈、鄂爾多斯、沁水、海

拉爾、二連、東雲南及西貴州。目前已初步建成鄂東沁水兩大

煤層氣開發利用示範區。 

徐州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報告煤炭與煤層氣共採之研究案例

指出，煤層氣雖是高熱值、無污染之能源，但也是污染大氣的

主要溫室氣體。因此，為同時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煤層氣之

開採利用至為重要，煤炭與煤層氣共採即為最佳之技術。渠表

示澳洲與美國煤層較淺且滲透性佳，主要係在地面預先抽取煤

層氣為主；中國大陸煤層較深且滲透性差，主要係以井下抽取

煤層氣為主。渠另指出煤炭開採過程，煤層及上盤應力隨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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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導致鄰接煤層變形，形成層面龜裂及岩盤垂直裂隙，進而

改善煤層及岩盤內煤層氣之滲透性，為解壓後之煤層氣提供大

量的通道。同時因煤層卸壓，瓦斯壓力降低，致使吸附煤層氣

解吸附速度加快。因此倘能充分利用此煤面盤壓效應採取煤層

氣即可實現煤炭與煤層氣共採。渠並說明煤炭與煤層氣共採之

方式大致上可分為 3個階段，亦即採礦前先進行煤層內煤層氣

抽取；利用解壓與滲透性增加之效應，同時開採煤炭與煤層氣；

採礦後進行廢石區煤層氣抽取。如此，即可改善煤層氣抽取率、

減低溫室氣體排放、降低煤層氣災害、利用煤層氣資源，實現

安全、高效、環保之協調共採。 

（四）中國大陸地下煤炭氣化開發利用情形 

徐州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報告中國大陸地下煤炭氣化技術發

展情形表示，此技術不僅可以回收舊坑未採出的煤炭，亦可應

用於開採採掘性、經濟性、安全性較差之薄煤層、深部煤層，

或高硫、高灰、高煤層氣的煤層。地下氣化後之煤氣成分包含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氫氣、甲烷等氣體，可作為家用、發電

之燃氣，或可將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及氫氣分離儲存利用，氫

氣為最理想之潔淨能源。渠強調此技術係將物理採煤變為化學

採煤，因而具有安全性高、投資少、效率高、污染少之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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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指出受制於煤層和地質影響，以及地下水湧出、頂盤崩落、

氣化劑成分、氣化機壓力等因素，地下氣化過程中之種種反應

並不易控制，合成氣成分波動相當大，影響產出，技術難度高。 

渠舉其參與之一項地質複雜、殘留難採、資源尚豐之計畫

案例說明，倘以傳統機械採煤實難以達到高產高效再回收利用

之成效，但在改以地下煤炭氣化生產，採用新型的窄帶狀開採、

多重氣化爐運作、地面導控注氣、充填減沈固汙，並結合高氫

燃氣發電，終能實現燃燒過程可導可控、產氣穩定質優、生產

過程安全清潔、污染物近零排放，不但大大提高煤炭資源回採

率，企業亦因此得以永續發展。 

（五）非傳統油氣氣裂展望/資源利用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報告非傳統油氣氣裂展望，首先說明全

球主要頁岩氣蘊藏之地區與國家，在歐洲地區之國家有法國與

波蘭，北美洲地區涵蓋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亞洲地區主要

為中國大陸，南美洲地區則有巴西及阿根廷，非洲地區有南非、

利比亞及阿爾及利亞。依前五大儲存量排序為中國大陸、美國、

巴西、墨西哥、南非。同時說明美國在 1990年前以生產傳統天

然氣為主，至 2009年，非傳統天然氣產量已超過傳統天然氣產

量，並預估到 2035年，非傳統天然氣將占總天然氣產量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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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另指出，眾人皆認為天然氣比起煤炭、石油排放較少之

溫室氣體，但眾所不知的是，以氣井之生命週期來看，生產頁

岩氣所排放之溫室氣體足跡遠大於煤層氣及傳統天然氣，大約

分別高於 20%G及 30%以上，甚或兩倍以上，主要係來自生產過

程中鑽孔裂解後之井漏及回流水所排放出。頁岩氣生產過程中

需使用大量高壓水壓裂頁岩，同時循環利用回收之水資源。此

大量的回流水往往伴隨著大量的甲烷，並排放至大氣。 

如前所述，目前生產頁岩氣需使用大量水，造成水資源浪

費及甲烷排放之環境問題，爰有以氣裂方式取代液裂之研究。

渠表示，氣裂法具有不少優點，包含減少水之使用、溫室氣體

之封存、產生複合裂隙。倘使用二氧化碳，除可增進頁岩氣回

收率，還能避免使用水所造成之孔隙填塞、黏土膨脹等問題。 

 （六）智慧採煤技術 

中國煤炭協會副會長在報告中國大陸智慧採煤技術發展

時，首先說明中國大陸煤炭蘊藏分布情形，北部占 49.3%，西

部占 30.4%，西南部占 8.6%，中部占 11.7%，東北部占 3%，並

強調中國大陸將構建 14個煤炭能源基地，形成 10個 1億公噸

級及 10個 5千萬公噸級之大型煤炭企業體。另渠亦說明中國大

陸採煤機械化程度，大型煤炭企業從 2000年的 73.3%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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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之 95%。生產率也從 5.5公噸/工提升至 12公噸/工。百

萬公噸死亡率則由 0.5降至 0.2。渠並分析預估中國大陸煤炭

產量於 2013年達到 38.7億公噸之高峰後，將逐年下降，至 2020

年預計生產量將降至 33億公噸。 

其次，渠談到智慧採礦係由機械化演進而來，主要科技包

含自動感知、智慧控制及物聯網，並依感知條件、認知過程及

決策分析，達到自動操作。其中物聯網架構可區分為三層，包

括感知層、網路層及應用層，其主要係運用各種感知器蒐集資

料，透過網路將資料傳送至雲端計算處理，並將礦山整體現象

視覺化、數位化及智慧化。此物聯網結合了感知技術、傳輸技

術、控制技術、資訊處理與管理、採礦與選礦技術等，構成礦

山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相聯之網路，最終將可達成全程控

制礦山之安全生產及營運。如以礦山安全物聯網為例，其核心

內容包括透過感知礦山災害徵兆，將可落實各種災害事故之預

警預報；經由感知礦工周圍安全環境，將可實現主動式安全保

障；通過感知礦山設備工作狀況，將可達成預知維修內容。最

後，礦業界期望藉由自動化與智慧化技術，能達成無人化、高

安全的綠色採礦目標。 

（七）綠色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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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告中國大陸科學採礦之展望時，徐州中國礦業大學教

授指出，中國大陸煤礦正面臨市場面之需求不足、去庫存壓力，

政策面少用煤之能源結構調整，安全面之中小型煤炭企業災變

頻傳，以及環境面之各種環境污染與生態退化等多重面向壓力

下，必須由綠色採煤進化至科學採煤，才是永續發展全生命週

期最佳之採煤方式。渠強調綠色採煤係針對煤礦開採所造成之

地層變動及脈石堆放對環境影響所為之防治。在地層變動方

面，地下水流失與湧水事故係以保水採礦因應；煤層氣外洩污

染與事故則以煤與煤層氣共採因應；地表沈陷、土壤與建物損

害應以條帶開採與充填開採，地層剝離灌注固結因應。至於脈

石堆置所造成農地占用，環境污染，則以煤巷支撐與地下堆放

因應。前述各項因應措施加上地下煤炭氣化技術，共同構築成

為綠色採煤的內涵。推動綠色採煤之主要目的在於充分利用生

產煤炭中所伴隨而生之各項資源如瓦斯、水、脈石等，以達到

對環境擾動最小化，生態影響最小化，進而實現低開採、低排

放、高利用之資源合理利用，使煤炭開發與環境和諧發展。至

於科學採煤內涵則更包含了以人為本，保護礦工身心健康，防

止職災的安全開採；以機械化、數位化、智慧化的生產方式，

減少用人之高效開採；以及煤層氣、地熱利用與地下煤炭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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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低碳開採。為了落實科學採煤，渠建議政

府對於環境污染與事故頻傳之低科學採煤之企業應加諸額外稅

賦與罰鍰，以增加其成本；反之，對於高科學採煤之企業，政

府應提供補助與獎勵，以降低其生產成本。為此，政府尚須建

立一套合理、完善、可行之評估制度，除上述內涵列為一級指

標外，應就各內涵建立二級指標，以增加其可操作性。 

烏克蘭國立採礦大學教授在綠色開採薄層煤技術研究報

告中說明，烏克蘭全國 70％煤層厚度約在 0.5-0.8米，以現在

之量產技術常伴隨大量脈石產出，導致煤炭品質下降，煤灰成

分高達 45-50％，因此，提升薄層煤生產效率一直是煤炭界待

克服之問題。渠研究顯示，採用分離開採技術，即採煤與圍岩

刨除分別進行，煤炭與脈石分開運輸，並將脈石回填至採空區，

除可解決上述問題，維持原煤炭品質外，尚可減省大量堆置脈

石所需之土地。 

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教授認為土地整復與生態恢復應為綠

色礦業之一環，礦場安全除注重生產安全外，應延伸包含生態

安全。渠分析傳統整復問題與失敗案例指出，業界對整復在觀

念與想法上應有所創新，並表示整復不應只是土地議題，也應

是環境議題。採礦後土地復整既要恢復土地資源，亦須恢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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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環境生態系統，亦即人類在開發資源合理利用之同時，更應

不忘促進土地保護、生態平衡與資源開發三者協調發展。渠進

一步強調整復不應為開採後之活動，更應始於開採前及開採

中，因此，礦山之整復活動應與採礦同時進行。另渠以利用黃

河砂回填整復之成功案例，建議地陷土地之整復亦可以河川沈

積物回填。對具自燃性之煤礦廢石堆，渠建議整復前應先被覆

一層隔離層，以隔絕氧氣輸送，再進行一般覆土，並進行植生

綠化。 

徐州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從煤炭物流角度說明綠色運輸對

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渠舉煤炭鐵路運輸為例表示，中國大陸煤

炭運輸路線佈局應根據各生產地與消費地距離，運輸之外部成

本，找出最佳運輸量。如此始能節省煤炭運輸成本，降低運輸

能源消耗，減少對環境之衝擊。渠更呼籲政府應擬定政策，以

引導達成煤炭之綠色運輸目標。 

荷蘭達爾夫特大學教授報告如何經由輸送帶節能達成綠

色採礦目標表示，應從提升能源效率著手。渠說明現代礦業開

發採用大規模輸送帶運輸礦石後，耗費大量電力，有些情況，

甚至占達礦場總能源消耗的 40％。為節約能源，渠表示可從採

用節能之組件，改變操作控制方式及創新理念等著手。有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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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組件方面，如使用低阻橡膠輸送帶及皮帶輪，可減少約 10％

的電力；使用低損耗的輸送帶可節省 40％的用電。在改變操作

控制方面，如轉換操作的速度控制，可調降輸送帶速度，以增

加礦石載重量，預估將減少能耗約 5-20％。在創新理念方面，

可採用新輸送技術、重新設計輸送帶系統、最適化運輸與物流

等。 

中國礦業大學教授研究帶狀回填採礦法之地層變動特性

指出，密集與大量之煤炭開採往往造成嚴重地表陷落、地面龜

裂、地滑等環境地質災害，因此採煤方法之選擇將直接影響採

煤後沈陷之程度。渠說明，一般控制採煤沈陷之技術可分為兩

類：一為煤柱支撐法，另一為回填支撐法。前者有帶狀採煤、

房柱採煤等方法，但回收率甚低，如帶狀採煤之回收率僅約

40%，造成大量煤炭資源之浪費。後者有陷落區回填、地層剝離

回填等，回收率較高達 80%，但成本相對較高。為此渠建議整

合二法擇其優去其劣，稱之為條帶回填採煤法，回收率可達

70%。此法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帶狀採煤後隨即回填，並保留

未採之大煤柱，此時，覆蓋岩層受回填料及煤柱支撐，地表沈

陷有限，再俟回填料壓實後，始回收大煤柱，但仍保留部分煤

柱以支撐回填料，如此即可降低沈陷量。渠另強調此法尚須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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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幾點原則，必需有足夠之回填料來源，並控制開採與回填之

平衡；確保安全且有效的開採；回填方法必須簡單穩定；確保

低成本與回填成效。 

（八）參訪匯中石材公司 

該公司為台資石材加工企業，89年於上海嘉定工業區設廠

投產，擁有金剛砂拉鋸 8台，義大利磨台 2部，燒板機 1台，

年產 40萬平方米花崗石大板。隨者經濟發展，都市化不斷向郊

區拓展，102年該工業區廠房被徵收而遷廠至更外圍之外岡工

業區重新建廠，新增鑽石拉鋸 2台，金剛砂拉鋸則減為 4台，

年產 20萬平方米花崗石大板及 20萬平方米大理石大板，同時

也代工其他廠商之大理石原石之加工切板。為加強環保，該公

司也引進了污水處理循環利用系統。該公司產品線甚為單純，

僅生產一次加工之大板後，即予銷售。產品銷售以中國大陸境

內為主，少數銷售至國外，如韓國、美國等，同時也銷售國外

廠商生產之大板。 

為適應中國大陸當地員工之特性，提升生產力，該公司發

展出特殊之經營模式，將生產線改由員工承包，管理行銷業務

仍由台籍幹部負責，公司經營堪稱穩定。該公司深知石材加工

倘能與礦山開採配合，更有助於該公司之永續經營，因此，亦



 16 

曾經到其他省分找礦源，進行投資合作，但未竟功。肇因於礦

山開採經營，業者除需取得採礦權外，尚須取得土地權，始可

進行開採。中國大陸也與世界各地之礦業開發一樣，業者也面

臨政府政策所加諸之社會責任，除需給予當地農民回饋金外，

另部分地區政府以考量當地經濟發展與就業為由，要求當地所

生產之原石不得外售，並要求或獎勵業者於當地設置加工廠，

以提供當地就業機會。 

另該公司為掌握國外石材原石來源及該原石市場，與印尼

大理石石材礦公司合作，包攬原石銷售，掌握市場通路，更有

助於該產品市場價格之穩定。 

三、 遭遇之問題：無 

四、 心得及建議： 

（一） 企業永續經營一直為台商追求之目標。就資金面而言，

由於業界與國內銀行長期所建立之往來關係，資金來源

無虞。惟就經營環境面而言，由於中國大陸土地屬於國

有，土地使用權具有期限之限制，以及隨著都市化快速

向郊區發展，土地使用型態也隨之產生變動，政府開發

新的工業區取代舊有工業區，迫使廠商遷廠，或結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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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利企業永續經營。另家族企業之經營型態，仍尚

未轉型為專業經理人之經營模式，倘第二代或第三代無

興趣或無經營能力，亦不利企業永續經營目標之達成。 

（二） 由於礦產資源與土地、水、植被等環境要素緊密相聯，

大規模開發礦產資源勢將直接構成對環境的威脅與破

壞，使得環境污染、生態退化及資源競爭與取得等環境

議題成為全球礦業開發爭議最主要的原因，輕者往往導

致生產力損失，嚴重者則造成礦山中止開發，甚而訴諸

訴訟。因此，隨著環境保護的趨嚴，社會社區的關切，

二者儼然已成為礦業獲利的決定因子。礦業界必需認知

所處環境與社會之改變，礦業開發不應仍把經濟利益放

在第一位，一再以犧牲環境與生態為代價。政府與企業

應思考如何恢復建立一個包容礦業的社會生態系統，強

化綠色礦業的理念，以提升礦業整體形象、促進礦業的

永續與健康發展。 

（三） 21世紀是數位人工智慧時代，隨著時代進步，採礦技術、

理念與管理皆應同時進行變革，企業亦應朝機械化、自

動化、智慧化的採礦發展，力行珍惜資源、保護環境、

確保礦工安全，並將永續發展所涵蓋之經濟、環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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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面向之成本內部化，形成良性競爭，減少社會衝突，

才有機會改變採礦掠奪者之形象。為此，產官學界有必

要為礦業重新塑造新的商業文化、環保文化、職場文化、

文明文化與管理文化，始有助於礦業永續經營。 

（四） 由於煤炭地下氣化技術可將採煤變成採氣，運煤變成輸

氣，搬脈石變成無脈石，因此得以降低碳排放與環境污

染。又與傳統燃煤相比，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並有利

於二氧化碳之捕捉、儲存與利用，此技術之節能減排效

果可謂極為顯著。由於中國大陸能源資源屬煤多油少氣

乏，因此對此項技術之投入研發不遺餘力。但據了解日

本在此地下煤炭氣化之技術研發亦相當先進，日本煤礦

地質及成煤條件與我國極為相似，中國大陸亦有薄層

煤，政府或可進一步瞭解借鏡中國大陸與日本對煤炭地

下氣化技術發展現況與成果。 

（五） 由於煤炭地下氣化技術不僅為清潔能源技術，亦是符合

環境友善之綠色技術，相信煤炭蘊藏量豐富的國家，其

政府仍將持續大力支持此技術之研發。有朝一日，地下

煤炭氣化成熟後，煤炭不再以傳統方式開採，而係改以

生產氣體並輸送儲存，或就近發電輸電，未來在新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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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經貿模式形成後，勢必衝擊傳統煤炭開採設備運輸

儲存使用之產業鏈。另新科技降低傳統採煤之礦災，提

升礦場安全，降低職業病害，增進生產效率，亦將降低

從業礦工需求，因此地下煤炭氣化技術未來發展趨勢實

值得觀察。 

（六） 礦業在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中占了相當重要之地位，因

此，推動礦業機械化、綠色化、智慧化即成為政府重要

之政策。推動此三化之目標，最終就是要達成經濟、環

境、社會之永續發展。我國礦業機械化早已完成，綠色

化亦見成效，但智慧化猶待努力，此實有賴產官學研的

協同合作。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備查。 

職 周國棟 

                                  104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