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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簡介 

臺灣地區礦區總計有 182個，其中開工中礦場有 158個、停工中

2個、未開工 22個，以礦業權分布而言以花蓮縣計 75個礦區佔全臺

約 41%為最高、其次為宜蘭縣的 37個礦區約佔 20%，而礦業生產值

近 5 年約 25~85 億之間、銷售值約 18 億~72 億，生產值與銷售值呈

現逐年降低狀態，依礦業法規定礦產乃國家資源，其立法宗旨「有效

利用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增進社會福祉」，於國家經濟發

展佔有重要發展地位，然近年因民眾對於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議題漸

趨重視，如何在礦產資源取得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乃重要課題之

一，亦突顯礦業資訊整合與管理之重要性。 

年度施工計畫書與礦場安全申報為礦業權者每年均須面對的事

項，今年度礦業開發生命週期資料庫管理系統協助完成功能開發作業，

並由礦業權者協助進行線上申報作業，以利達成資料留存與知識共享

之目的。 

系統網址： 

https://mlcm.mine.gov.tw/MLCMAPP/Default.aspx 

系統客服人員：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邱怡禎 專案副理 04-24516669#660 racho@gis.tw  

施淳齡 規劃師 04-24516669#619 jennyshih@gis.tw  

 

https://mlcm.mine.gov.tw/MLCMAPP/Default.aspx
mailto:racho@gis.tw
mailto:jennyshih@gi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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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介面 

帳號申請與登入：礦務局同仁登入 

【使用對象】：礦務局內部人員。 

【使用時機】：欲使用礦業開發生命週期資料庫管理系統進行申報時。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務局同仁登入，系統將連結至礦務局內部網站。 

 

2、連結至礦務局內部網站，輸入帳號密碼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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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申請與登入：礦權業者登入 

【使用對象】：所有礦業權業者、技師等。 

【使用時機】：欲使用礦業開發生命週期資料庫管理系統進行申報時。 

【操作說明】： 

1、點選礦權業者登入，本系統將透過 E政府帳號進行登入，

若尚未完成 E 政府帳號申請，系統將連結至我的 E 政府

網站。 

 

2、首次使用憑證登入時，須先安裝最新版本 HiCOS 元件。 

3、插入憑證並輸入 PIN，點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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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使用工商憑證登入，登入成功將出現以下畫面。 

 

 

5、若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則須輸入個人身分證以確認是

否曾經完成會員註冊。 

 

A. 未註冊會員之憑證用戶，因憑證尚未上傳到帳號，使用

憑證登入時皆須輸入身分證號碼，以確認身分。 

B. 曾註冊會員之憑證用戶，需確認列出的帳號您所註冊帳

號，選取帳號，完成憑證上傳，若僅有一組帳號，則無

需選取帳號，略過此步驟，則同未註冊會員之憑證用

戶，登入時皆須輸入身分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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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 

【使用時機】：於帳號登入後之系統介面，可查看各項資訊。 

【操作說明】： 

1、可由公告訊息查看目前系統公告相關資訊。 

2、礦場資訊，顯示各個礦場期限、待辦事項等。 

3、審閱狀態可查看年度施工計畫、礦場人員、訓練課程各項

審閱進度及其相關資訊。 

4、介接目前礦務相關資訊系統，點選後可連結至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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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料管理 

【使用時機】：礦場管理者，欲設定及新增系統登入使用者時。  

【功能路徑】：系統資料管理設定＞礦場登入人員 

【操作說明】： 

1、點選設定礦場登入人員，進入登入人員管理頁面。 

2、若欲新增登入人員，則先選擇欲新增人員礦場名稱。 

3、並輸入其姓名、身份證字號、職稱、聯絡電話、聯絡地址

等資訊。 

4、點選儲存新增按鈕，完成登入人員新增。 

5、若欲修改已新增完成之登入人員資料，則點選編輯按鈕

進行人員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人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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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施工計畫申報 

【使用時機】：每年 11月至 2月，欲進行礦場年度施工計畫申請時。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 

【操作說明】： 

1、點選施工計畫申報，進入年度施工計畫填報頁面。 

2、選擇欲填報計畫之年度及礦區字號。 

3、點選查詢按鈕，顯示所需填報的礦區資料。 

4、選擇欲填報礦區，點選編輯進入編輯頁面，或點選下載按

鈕，下載年度施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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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簽證頁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施工計畫簽證頁 

【操作說明】： 

1、點選施工計畫簽證頁，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申請義

務人、礦場負責人。 

2、填寫申報義務人電子郵件。 

3、選擇簽證技師，由系統帶入技師資訊。 

4、填寫簽證意見。 

5、填寫測繪人姓名、電話、公司或事務所、住所等測繪人資

訊。 

6、點選儲存完成該項目填報或點選儲存並至下一步。 

 

 

 

 

 

 

 

 

 

 

 

 

 

 

 申報義務人為礦務局礦務行政資料庫資料，如資料有誤植可與

客服人員聯繫。 

 簽證技師基本資料為礦務局提供，如有誤植可與客服人員聯繫。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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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概況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業權概況 

【操作說明】： 

1、點選礦業權概況，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礦業權基本

資料。 

2、選擇礦區沿革項目、日期，並填寫核准文號、備註等資訊。 

3、點選新增按鈕完成礦區沿革新增。 

4、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沿革項目，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

沿革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5、填寫其他說明。 

6、點選儲存完成該項目填報或點選儲存並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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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基本資料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施工基本資料 

【操作說明】： 

1、點選施工基本資料，進入頁面。 

2、填寫本年度施工計畫 

3、點選新增按鈕新增施工項目，或點選取消按鈕取消輸入。 

4、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施工項目，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

施工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5、填寫採礦場名稱、礦種、採礦場說明、本年度計畫預定進

度(工程進度)、本年度計畫進度與原計畫進度增加或減少

原因、階段佈置說明、其他說明等採礦場基本資料。 

6、點選新增按鈕完成採礦場基本資料新增。 

7、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礦場資料，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

礦廠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8、填寫使用之採掘方式及採掘作業情形。 

9、點選儲存完成該項目填報或點選儲存並至下一步。 

 

 

 

 

 

 

 

 

 

 施工基本資料必須填寫探、採礦場名稱，工區基本資料才能帶入

礦場名稱，以利新增工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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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區基本資料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工區基本資料 

【操作說明】： 

1、點選工區基本資料，進入頁面。 

2、選擇採礦場名稱。 

3、填寫工區編號，並點選新增。 

4、填寫長、寬、高、最終殘壁高、傾斜、傾斜度、其他等基

本工區資料。 

5、若無使用炸藥勾選未計畫使用炸藥。 

6、若使用炸藥則填寫孔數、孔徑、最小抵抗線、每次施炸產

量、本年計畫炸藥用量、深度、間隔、每次裝藥量、施炸

次數、殘壁傾斜度等炸藥使用資訊。 

7、填寫礦種預計產量。 

8、點選儲存完成該項目填報或點選儲存並至下一步。 

9、點選刪除本工區按鈕刪除該工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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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牀概要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牀概要 

【操作說明】： 

1、點選工區基本資料，進入頁面。 

2、填寫礦牀賦存地層名稱及年代、地質構造及露頭情形、礦

牀走向、礦牀傾斜、可採層脈數、厚度及圍岩分佈情形等

礦牀賦存情形。 

3、填寫礦種蘊藏量、可採量等預計產量資訊。 

4、點選儲存完成該項目填報或點選儲存並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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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搬運 

【操作說明】： 

1、點選搬運，進入頁面。 

2、選擇搬運設備及搬運流程項目。 

3、點選新增按鈕完成搬運系統資料新增，或點選取消按鈕

取消資料填寫。 

4、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搬運系統資料，則點選編輯按鈕

進行搬運系統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5、選擇露天礦場搬運設備及填寫其說明。 

6、點選新增按鈕完成露天礦場搬運設備資料新增，或點選

取消按鈕取消資料填寫。 

7、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露天礦場搬運設備，則點選編輯

按鈕進行露天礦場搬運設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

料刪除。 

8、選擇架空索道種類，填寫高低差、水平長度、套數、每小

時搬運量等露天礦場架空索道資訊。 

9、點選新增按鈕完成露天礦場架空索道資料新增，或點選

取消按鈕取消資料填寫。 

10、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露天礦場架空索道資料，則點選

編輯按鈕進行露天礦場架空索道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

按鈕將資料刪除。 

11、點選下一步完成本項目資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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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礦及製煉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選礦及製煉 

【操作說明】： 

1、點選選礦及製煉，進入頁面。 

2、勾選選無選煉計畫，填寫備註，並點選儲存。 

 

2.1未勾選無選煉計畫，則繼續填寫現有設備及本年度擬

增加設備、選礦及製煉計畫、動力等資訊。 

3、填寫設備名稱、馬力、處理能力、規格、台數等現有設備

資訊，並上傳簡易流程圖檔。 

4、填寫設備名稱、馬力、處理能力、規格、台數等擬增設設

備資訊，並上傳簡易流程圖檔。 

5、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現有設備及本年度擬增加設備資料

填寫。 

6、選擇名稱，填寫現有設備處理能力、等級品味、擬增設備

後處理能力等原礦資訊。 

7、點選新增按鈕完成原礦資訊新增，或點選取消按鈕，取消

該筆填寫。 

8、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原礦資料，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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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9、選擇名稱，填寫現有設備處理能力、等級品味、擬增設備

後處理能力、實收綠等洗選(或製煉)精礦資訊。 

10、點選新增按鈕完成洗選(或製煉)精礦資訊新增，或點選

取消按鈕，取消該筆填寫。 

11、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洗選(或製煉)精礦資料，則點選

編輯按鈕進行洗選(或製煉)精礦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

鈕將資料刪除。 

12、填寫變電所名稱、前年度電力使用量、契約馬力數、本

年度預計電力使用量 等台電公司供電部份資訊。 

1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台電公司供電部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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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填寫名稱、馬力、去年使用量、數量、燃料別、本年預

計量等自備動力部分資訊。 

15、點選新增按鈕完成自備動力部分資訊新增，或點選取消

按鈕，取消該筆填寫。 

16、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自備動力部分資訊，則點選編輯

按鈕進行洗自備動力部分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

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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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保安 

【操作說明】： 

1、點選保安，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安全管理人員資訊。 

2、選擇名稱，填寫廠牌、規格、原有數量、本年度計畫增減

數量、合計、備註等保安儀器及器材資訊。 

3、點選新增按鈕，完成保安儀器及器材資訊填寫。 

4、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保安儀器及器材資料，則點選編

輯按鈕進行保安儀器及器材資料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

將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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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害預防及對策處理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

策處理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害預防及對策處理，進入頁面，共可分為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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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1)核定水保計畫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

策處理＞核定水保計畫 

【操作說明】： 

1、點選核定水保計畫，進入頁面。 

2、填寫水土保持計畫名稱、主管機關、核定文號等核定水保

計畫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核定水保計畫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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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2)礦場水土保持設施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礦場水土保持設施 

【操作說明】： 

1、點選核定水保計畫，進入頁面。 

2、填寫水土保持設施規劃及配置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水土保持設施規畫及配置資訊。 

4、填寫水土保持計畫設施項目及數量，並點選新增按鈕，新

增該筆資訊。 

5、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6、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選擇水土保持設施配置詳圖，並按下

上傳按鈕完成圖檔上傳。 

7、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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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3)廢土石處理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廢土石處理 

【操作說明】： 

1、點選廢土石處理，進入頁面。 

2、填寫堆積情形及坡腳穩固設施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完成堆積情形及坡腳穩固設施資訊填寫。 

4、選擇附件名稱，並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選擇水土保持設施

配置詳圖，並按下上傳按鈕完成檔案上傳。 

5、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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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4)植生綠化工程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植生綠化工程 

【操作說明】： 

1、點選植生綠化工程，進入頁面。 

2、填寫植生綠化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植生綠化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4、選擇配置圖名稱，並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選擇植生綠化工

程配置詳圖，並按下上傳按鈕完成檔案上傳。 

5、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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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5)礦場排水工程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礦場排水工程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排水工程，進入頁面。 

2、填寫礦場排水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排水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4、選擇配置圖名稱，並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選擇礦場排水工

程配置詳圖，並按下上傳按鈕完成檔案上傳。 

5、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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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6)運搬道養護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運搬道養護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排水工程，進入頁面。 

2、填寫礦場運搬道養護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礦場運搬道養護工程設計說明資訊。 

4、選擇配置圖名稱，並點選選擇檔案按鈕，選擇礦場運搬道

養護工程配置詳圖，並按下上傳按鈕完成檔案上傳。 

5、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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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7)環境維護措施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環境維護措施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排水工程，進入頁面，填寫礦場排水工程資料。 

2、上傳排水工程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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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_8)安全檢查結果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害預防及對策

處理＞安全檢查結果 

【操作說明】： 

1、點選安全檢查結果，進入頁面，並由系統帶入前一年度礦

場安全檢查缺失暨改善對策及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暨處

理期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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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產銷 

【操作說明】： 

1、點選產銷，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本年度預計生產量、

去年度生產銷售實績等資訊。 

2、填寫本年度預計產銷銷售量及自用量。 

3、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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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使用情形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業用地使用情

形 

【操作說明】： 

1、點選礦業用地使用情形，進入頁面。 

2、勾選無現存之礦業用地，免填此項，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

鈕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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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勾選無現存之礦業用地，則繼續填寫礦業用地使用情

形資訊。 

4、點選礦業用地測點坐標申報展點，進行礦業用地測點座

標申報，系統將跳至展點頁面。 

5、點 選 按鈕，新增礦業用地測點。          

6、填寫展點相關資訊，並點選存檔按鈕完成展點。 

7、填寫核定日期及核定文號。 

8、點選新增按鈕完成用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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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填寫基本資料說明。 

10、填寫土地座落及地段地號、核定用途、核定用途別、面

積等核定函資料。 

11、填寫土地座落及地段地號、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土

地管理機關或所有權人、是否為原保地、土地使用到期日、

土地使用辦理情形、備註等土地登記謄本資料。 

12、點選新增按鈕完成礦務用地資訊新增，或點選取消按鈕，

取消該筆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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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用地使用情形資訊，則點選編輯

按鈕進行用地使用情形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

料刪除。 

14、點選儲存按鈕完成填寫，點選刪除本核定函資料，刪除

該筆填寫完成資料。 

15、亦可點選儲存並下一步按鈕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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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炸藥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使用炸藥 

【操作說明】： 

1、點選使用炸藥，進入頁面，並由系統帶入爆炸物管理員、

爆破專業人員等資訊。 

  



礦業開發生命週期資料庫管理系統                                     操作手冊 

32 

礦工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礦工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工，進入頁面。 

2、選擇類別、礦工人員，填寫上年度人數、本年度預計最低

人數、本年度人數、本年度預計最高人數等欲新增礦工資

料。 

3、點選新增按鈕完成礦工資料新增，或點選取消按鈕，取消

該筆填寫。 

4、若欲修改已填寫完成之礦工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

礦工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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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及附圖 

【功能路徑】：施工計畫申報＞年度施工計畫填報＞附件及附圖 

【操作說明】： 

1、點選附件及附圖，進入頁面。 

2、點選選擇檔案，選擇欲上傳礦場設施運搬連絡圖附圖，完

成後點選上傳按鈕。 

3、點選選擇檔案，選擇欲上傳施工計畫圖附圖，完成後點選

上傳按鈕。 

4、輸入附件名稱，並點選選擇檔案，選擇欲上傳附件，完成

後點選上傳按鈕。 

5、點選新增按鈕，完成附件及附圖新增。 

6、點選刪除按鈕，刪除該筆資訊。 

7、點選提送審核按鈕，將完成上傳之附件及附圖送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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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礦場安全管理 

【使用時機】：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安全管理，進入礦場安全業務申辦頁面。 

2、選擇欲申辦業務礦區字號。 

3、點選查詢按鈕，系統將帶入各項礦區資訊。 

4、選擇欲申辦礦區，點選編輯進入編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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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基本資料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基本資料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基本資料，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基本資訊。 

2、填寫聯絡方式-電子信箱、電力契約量及自備動力、僱用

礦場作業人員總人數等資訊。 

3、點選儲存按鈕，儲存礦場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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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負責人(含職務代理)及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異動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負責人(含

職務代理)及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異動申辦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負責人(含職務代理)及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異動

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現職礦場負責人與礦場

安全管理人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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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職務名稱，系統將帶入人員申請資訊。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人員申請頁面。 

3.1. 選擇申辦類別，系統將帶入該項目需填寫項目。 

3.2. 選擇欲申報之職務名稱。 

3.3. 填寫申辦類別所對應資訊。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通過或審核中，可點選查閱或下載按

鈕查看資訊。 

5、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之礦場安全管

理人員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人員資料編輯，或點選

刪除按鈕將該申報案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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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作業人員、礦場救護隊訓練申請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作業人員、

礦場救護隊訓練申請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作業人員、礦場救護隊訓練申請，進入頁面，系

統將自動帶入已申請案件。  

2、選擇查詢年度，系統將自行帶入該年度礦場在職人員及

新任人員資訊。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在職人員訓練申請頁面。 

3.1. 填寫礦場自動安全訓練實施計畫表及基本資料。 

3.2. 填寫受訓人員資訊，或點選刪除按鈕刪除人員。 

3.3. 或點選增加人員名冊，新增人員填寫欄位。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通過或審核中，可點選查閱或下載按

鈕查看資訊。 

5、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之人員訓練資

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人員訓練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

按鈕將該申報案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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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新進人員訓練申請頁面。 

6.1. 填寫礦場自動安全訓練實施計畫表及基本資料。 

6.2. 填寫受訓人員資訊，或點選刪除按鈕刪除人員。 

6.3. 或點選增加人員名冊，新增人員填寫欄位。 

6.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7、若案件申請狀態為通過或審核中，可點選查閱或下載按

鈕查看資訊。 

8、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之人員訓練資

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人員訓練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

按鈕將該申報案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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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礦坑計畫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廢棄礦坑計畫申

辦 

【操作說明】： 

1、點選廢棄礦坑計畫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

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廢棄礦坑計畫申辦申請頁。 

3.1. 填寫廢棄礦坑計畫編制年度。 

3.2. 填寫廢棄礦坑計畫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廢棄礦坑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廢棄礦坑計畫，

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廢棄礦坑計畫編輯，或點選刪除按

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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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開採計畫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安全開採計畫申

辦 

【操作說明】： 

1、點選安全開採計畫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

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安全開採計畫申辦申請頁。 

3.1. 填寫安全開採計畫編制年度。 

3.2. 填寫安全開採計畫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安全開採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安全開採計畫，

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安全開採計畫編輯，或點選刪除按

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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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設置計畫及竣工報告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設備設置計畫及

竣工報告申辦 

【操作說明】： 

1、點選設備設置計畫及竣工報告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

行帶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設備設置計畫及竣工報告申辦申

請頁。 

3.1. 選擇欲填寫內容為設置申請表或竣工報告書。 

3.2. 填寫設備設置計畫及竣工報告編制年度。 

3.3. 填寫設備設置計畫或竣工報告內容說明。 

3.4.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相關附件。 

3.5.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設備設置計畫

及竣工報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設備設置計畫及竣工

報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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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圖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安全組織編

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圖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圖，進入頁面，

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

系統圖申請頁。 

3.1. 填寫礦場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資料。 

3.2.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按

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安全組織

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

安全組織編制表及指揮監督系統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

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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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安全管理人

員職責範圍專冊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進入頁面，系統將

自行帶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

申請頁。 

3.1. 填寫礦場安全管理人基本資料。 

3.2. 點選新增人員按鈕，完成人員新增。 

3.3. 填寫人員編制年度。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安全管理

人員職責範圍專冊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安全

管理人員職責範圍專冊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

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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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救災統一指

揮系統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

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申請頁面。 

3.1. 填先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編制年度。 

3.2. 填寫礦場救災統一指揮系統相關資訊。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救災統一

指揮系統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救災統一指揮

系統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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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救護隊組織及隊員之聯絡體系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救護隊組織

及隊員之聯絡體系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救護隊組織及隊員之聯絡體系，進入頁面，系統

將自行帶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救護隊組織及隊員之聯絡體

系申請頁。 

3.1. 填寫礦場救護隊組織及隊員之聯絡體系編制年度，並

選擇礦場類型。 

3.2. 點選新增救護隊編制，進入救護隊編制設定視窗。 

3.3. 輸入欲新增救護隊數量。 

3.4. 點選建立進入隊員聯絡資訊建立頁面。 

3.5. 可點選變更救護隊編制，修改救護隊編制設定。 

3.6. 輸入救護隊人員聯絡資訊。 

3.7.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救災統一

指揮系統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救災統一指揮

系統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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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救護隊訓練課程表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救護隊訓練

課程表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救護隊訓練課程表，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

已申請資訊。 

2、可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救護隊訓練課程表申請頁。 

3.1輸入編制年度。 

3.2選取訓練課程。 

3.3可點選檢視課程內容，查看該課程項目及時數。 

3.4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

頁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救護隊訓

練課程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救護隊訓練課程

資訊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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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災變善後處

理報告表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

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告表申請頁。 

3.1. 填先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告編制年度。 

3.2. 填寫受災人員、機件、設備損壞、災變分析等相關資

訊。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災變善後處理照片、災變善後處

理報告表紙本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災變善後

處理報告表，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災變善後處理報

告表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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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守則申報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安全守則申

報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安全守則申報，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

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安全守則申報申請頁。 

3.1. 填先礦場安全守則編制年度。 

3.2. 填寫礦場安全守則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礦場安全守則、全體礦廠作業人

員同意書等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安全守則

申報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安全守則申報資訊

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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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檢查計畫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自動檢查計畫申

辦 

【操作說明】： 

1、點選自動檢查計畫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

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自動檢查計畫申辦申請頁。 

3.1. 填先自動檢查計畫編制年度。 

3.2. 填寫自動檢查計畫申辦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自動檢查計畫

申辦資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自動檢查計畫申辦資訊

編輯，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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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作業人員名冊申報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作業人員名

冊申報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作業人員名冊申報，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

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作業人員名冊申報頁面。 

3.1. 填寫礦場作業人員基本資料。 

3.2. 點選新增人員按鈕，完成人員新增。 

3.3. 填先人員編制年度。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作業人員，

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作業人員編輯，或點選刪除按

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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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坑內頂磐栓實施

計畫申辦 

【操作說明】： 

1、點選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

入已申請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申辦頁面。 

3.1. 填先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編制年度。 

3.2. 填寫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坑內頂磐栓實

施計畫，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坑內頂磐栓實施計畫編輯，

或點選刪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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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圖申辦 

【功能路徑】：礦場安全管理＞礦場安全業務申辦＞礦場安全圖申辦 

【操作說明】： 

1、點選礦場安全圖申辦，進入頁面，系統將自行帶入已申請

資訊。 

2、選擇查詢年度。 

3、點選新增申請單，進入礦場安全圖申辦頁面。 

3.1. 填寫安全圖編制年度。 

3.2. 填寫安全圖內容說明。 

3.3. 點選附件按紐，上傳安全圖相關附件。 

3.4. 點選儲存按鈕，儲存所新增之資訊，或點選回上一頁

按鈕至上一頁。 

4、若案件申請狀態為未送審，欲修改已申報礦場安全圖資

訊，則點選編輯按鈕進行礦場安全圖資訊編輯，或點選刪

除按鈕將該筆申報資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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