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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班牙位於伊比利亞半島，擁有極具潛力的富礦帶地質，以及過去成功

的探採礦經驗，加上具有完善之基礎建設、技術礦工與金融稅制獎勵措施等，

使該國成為國際礦業投資重要的目的地。該國主要礦產資源，包括能源礦物

之煤礦，油氣礦；金屬礦物之銅礦、鉛礦、鋅礦、鎳礦、金礦；非金屬礦物

有石灰石、花崗石、黏土、長石。西班牙為全球重要之石材生產地及輸出國，

尤其是大理石及花崗石，其生產之原石、加工製品、機器設備、技術在全球

具有極其重要之地位，為西班牙經濟提供重要支柱與貢獻。2014 年我國自該

國分別進口約 2,000 公噸的大理石及花崗石。由於西班牙擁有重要之火成塊

狀硫化物礦床帶，來自國際之金屬探勘開發活動仍相當活躍。另煤炭生產隨

著政府財政補助終止後，產量預期將逐年減少。 

西班牙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具有悠久之採礦歷史，留下很多時代之文

明史蹟，更見證了礦業在各歷史階段的發展與影響。此等遺產對西班牙舉辦

本次全球礦業活動頗有助益，大大提升該國在全球礦業之歷史傳承地位。 

本次大會主題為礦業的歷史及對社區之產業與社會發展的影響，並就礦

業的消長，礦業歷史對古今未來人類、產業與景觀的影響，礦業資產與文化、

經濟社會發展之關聯，礦業發展與產業及科技的關係等進行探討與經驗分

享。參與本次大會除可瞭解礦業演進所伴隨之技術創新發展之情形外，並可

借鏡各國如何結合各界力量保存運用礦業文化及產業資產，發展在地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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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之經驗，當有助於我國在此方面的工作獲得進一步開展。 

礦場遺產保存往往面臨諸多挑戰，對現在仍在開發中的礦場而言，將面

臨保存遺產功能與礦業開發的競合；對過往已開發的礦場而言，想要保存過

去礦業活動的各類實體設施需面臨土地及環保單位現地整復的要求。所以如

何平衡遺產保存與環境管理，卻是一大考驗。此有賴政府政策規劃與支持，

更需國人對礦業歷史興趣及礦業文化觀光價值認知的提升。 

本次會議由一個非營利民間組織主辦，會員全為志願者。因該地區礦

業開發歷史悠久，為保護並推廣該地區之礦業遺產及礦業景觀而成立該組

織。目前的工作主要在於提升保護水平及加強遺產管理。由於該組織之努

力，礦業遺產漸漸獲得當地政府及國家的重視，民眾也逐漸確信保護礦業遺

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該組織此種由志願者發起，先期投入，有組織的

發展，再獲政府認同與支持的模式，進而辦理世界文化遺產申遺，此種產官

協同合作，建立夥伴關係，成就永續發展之模式，值得民間與政府思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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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西班牙位於伊比利亞半島，擁有極具潛力的富礦帶地質，以及過去成功

的探採礦經驗，加上具有完善之基礎建設、技術礦工與金融稅制獎勵措施等，

使該國成為國際礦業投資重要的目的地。該國主要礦產資源，包括能源礦物

之煤礦，油氣礦；金屬礦物之銅礦、鉛礦、鋅礦、鎳礦、金礦；非金屬礦物

有石灰石、花崗石、黏土、長石。西班牙為全球重要之石材生產地及輸出國，

尤其是大理石及花崗石，其生產之原石、加工製品、機器設備、技術在全球

具有極其重要之地位，為西班牙經濟提供重要支柱與貢獻。2014 年我國自該

國分別進口約 2,000 公噸的大理石及花崗石。由於西班牙擁有重要之火成塊

狀硫化物礦床帶，來自國際之金屬探勘開發活動仍相當活躍。另煤炭生產隨

著政府財政補助終止後，產量預期將逐年減少。 

西班牙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具有悠久之採礦歷史，留下很多時代之文

明史蹟，更見證了礦業在各歷史階段的發展與影響。此等遺產對西班牙舉辦

本次全球礦業活動頗有助益，大大提升該國在全球礦業之歷史傳承地位。 

本次大會主題為礦業的歷史及對社區之產業與社會發展的影響，並就礦

業的消長，礦業歷史對古今未來人類、產業與景觀的影響，礦業資產與文化、

經濟社會發展之關聯，礦業發展與產業及科技的關係等議題進行探討與經驗

分享。參與本次大會除可瞭解礦業演進所伴隨之技術創新發展之情形外，並

可借鏡各國如何結合各界力量保存運用礦業文化及產業資產，發展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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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光之經驗，當有助於我國在此方面的工作獲得進一步開展。同時藉此亦

可促進國際間交流。 

貳、會議經過 

本次國際礦業歷史大會議程主要包含理那雷斯與卡萊羅納地區舊礦場

設施遺產參訪，主題演講及與礦業有關各類議題之歷史演進報告，同時間兩

個論壇分別由各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報告討論。本次大會計有來自礦業曾經

或現在為主要產業之西班牙、英國、德國、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

等 14 個國家，約 140 人與會。本次會議及參訪皆由當地以保存採礦與冶金

遺產之民間社團協會主辦及說明。 

參、會議研討內容  

一、礦場遺跡參訪 

本次行程安排參訪理那雷斯與卡萊羅納地區多個礦場採選煉

設施。該地區礦場東西橫亙約 30 公里，南北綿延約 35 公里，整個地

區富含諸多礦業文化，此反映在該地區具有許多礦業遺產、考古活動

及礦業歷史社團。此等礦業文化的重要性於 1970 年代即被認可。此

地區現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西班牙礦業歷史遺產暫訂清單

內。 

該地區具有數千年的採礦歷史，可遠溯至銅器時代，主要生產之

礦產品為銅及鉛。此等金屬主要賦存於花崗岩及其蓋層板岩之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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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此段歷史見證了人類如何與所處的環境產生關聯互動。19 世紀

時，除西班牙礦業公司外，尚有來自英國、法國、德國及比利時之礦

業公司申請鉛礦採礦權。當時礦業權取得時效長達 30 年，屆期還可

展延，鼎盛時期該地區有高達上千個礦區。據考古顯示，羅馬時期遺

留下來之遺址與遺物，如當時使用之水車及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機於

1911 年時即被發現並被保存下來。另該地區於 1849 年開始引進英國

蒸汽技術，用於採礦及抽水，例如，運用康寧蒸汽抽水幫浦抽取地下

水，保持礦場的乾燥。該地區礦場都已在上世紀 1990 年代關閉了，

目前仍保留下來之設施主要為上兩個世紀之建築物，例如直井及捲揚

房、抽水引擎房、水池、礦料卸斗、煙囪、煙道、宿舍、辦公室等以

就地取材的石砌或磚砌之構造物，除煙囪較為完整外，其餘構造物歷

經多年大都已毀損，屋頂不復存在，成為斷垣殘壁，留供後人憑弔，

追念古人和舊事。礦業活動結束後，該地區因屬緩坡地形，氣候適宜

種植橄欖樹，滿山遍野，一望無際，盡是遍植橄欖樹，形成另一個以

生產橄欖油為中心的橄欖業。一眼望去，這些構造物正好點綴錯置在

此橄欖田野，尤其煙囪高聳矗立，隔外醒目。另其他鐵路設施變成步

道，原開發地區草木不生之地都已植樹復整成林地，關礦後之員工宿

舍則予以出售，並保留原有社區之樣貌。另參訪模擬坑道，如鑽孔、

爆破、卸礦、直井操作等皆有模擬實境，聲光俱全，皆由專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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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一座礦場的直井架被移至理那雷斯市區，矗立在道路

圓環中央，成為礦業城市映象的指標。類似之指標還有礦工手提工具

的雕像，座落在其他道路的圓環處，在在顯示該市力圖維持建城的歷

史榮耀。 

二、戰略礦物儲備的重要性 

人類利用礦物長達數千年，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體認到戰略

礦物的重要性。加拿大艾伯塔大學教授研究表示，早在 1916 年澳洲

總理即告訴當年之皇家議會協會會員，現代戰爭係建立在金屬的基礎

上。渠發現德國金屬貿易商控制了澳洲及英國大部分之的鋅礦，為補

救此情勢經眾人艱辛的努力，最終政府取消了德國的合約，並鼓勵於

澳洲與英國建立鋅礦精煉廠。另加拿大也面臨類似爭議的情況，如何

自行處理當地生產的鋅礦砂及鎳礦砂，礦業公司所有權的規定，以及

戰時德國持續取得金屬等問題與爭議。此等爭議之所以重要在於鋅及

鎳皆屬戰略礦物，且為彈藥武器的重要組成。戰爭期間，社會各界人

士不斷指責並視此為德國章魚的普遍存在，同時也探討如何終止德國

涉入金屬產業，其後，甚至影響到戰後金屬貿易的發展，但大部分歷

史學家都忽略了此段歷程。 

三、礦業資產再利用 

西班牙卡司提拉大學教授指出，歷經 200 年的汞礦採礦，阿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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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礦場在歐盟的限制下於 21 世紀初關閉礦場作業。因此，該礦之經

營必須思考如何再造，將採礦活動轉型為其他經濟活動，如保存地面

上及坑內主要的採礦歷史及礦業遺跡，將既有之工業空間轉為文化空

間，運用舊倉庫轉置為博物館。幸運的是，該礦在阿爾馬丁市產業觀

光策略計畫下，成功的將汞提煉金技術、文化與社會面等之礦業資產

轉型為文化資產，並在 2012 年最終被提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世

界遺產。此計畫之成果也因此改變了該市之城市發展。因為原主要之

礦業相關之經濟活動結束後，不僅影響到礦業公司的經營，同時也深

深地影響到該市居民的工作機會。由於前述計畫改變了經濟活動模

式，當地居民在心態上勢必隨之調整，並認知該地區產業已由礦業發

展轉變為資產文化觀光發展。 

西班牙西維拉大學教授表示，理歐汀投礦場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

且為開採歷史最悠久之礦區，始於公元前 1000 年直至 21 世紀初。在

19 世紀末，該礦生產達到高峰，成為全球最主要之銅生產者。該礦曾

歷經迦太基人開採銀礦，羅馬人、英國人及西班牙人開採銅礦。因具

長遠之採礦歷史，故擁有豐富的人類文化自然資產。目前該地區已建

成理歐汀投礦業公園，除了保留礦場、火車及各式歷史建築外，更將

原醫院改建為博物館，展示了各階段採礦歷史及鼎盛時期的生活情

形。2004 年該採礦區被指定為景觀保護區，2005 年被指定為歷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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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2012 年被指定為此類型的文化景觀世界遺產。 

波蘭洛克勞大學教授說明該國磷礦場關礦後之再利用指出，此礦

始於 1926 年，並因經濟因素於 1971 年結束開採。該礦起初為露天開

採，之後改以坑道開採，坑道長度長達 100 公里以上。就在該礦關礦

後，當地坑洞俱樂部協會尋寶者發現，該礦尚有開工當時留下的材料

與設施，如支撐木材、尾礦壩、鐵路設施及捲揚機等。經過 40 年的

人為及自然破壞，對該礦本身及環境已造成嚴重的威脅。在與波蘭科

學院的合作下，啟動了該礦的第二生命再造計畫。經調查發現主要之

坑道工作面仍完好如初，只要投入極少費用即可將之轉型為有趣的觀

光步道。而且該礦屬地質公園的一部份，應可成為重要且有意義的教

育中心，展示文化及物質的礦業資產。 

西班牙哈恩新技術中心研究員簡報投入礦業遺產觀光價值技術

可行性個案分析中指出，由於卡萊羅市的阿奇士瓜納公園擁有豐富之

礦業遺產且鄰近另一個自然公園，二者之基礎建設仍保持完整，且建

築在岩盤上，有利旅遊交通。經該研究調查歷史、管理法規、建築、

設施、觀光及自然環境、地質及資源之分析結果建議，該地區應建立

一個區域博物館，同時在最大限度降低風險情形下，恢復部分遺產並

強化其功能，以及重建往昔的步道網絡，以作為永續旅遊之資源，並

由相關部門產官學加強推動此項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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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資產之再利用不只是有形資產，也包含無形資產。加拿大科

技博物館助理館長報告該館與加拿大礦油冶金學會合作正進行一項

礦業冶金遺產計畫，該計畫為該國第一個且最為重要的礦冶史研究計

畫。該計畫包含一系列口述歷史，訪談礦油冶產官學研界及原住民與

勞工的耆老，1900 年後之冶金發展歷史評估，以及未來資源展廊轉型

的內容。內容主要在突顯該國礦冶界的許多重大事件，發明和自然資

源部門的進步。 

此外，舊礦場甚至因礦業資產保留而有再開發的機會。澳洲塔斯

馬尼亞大學教授報告老金礦從未沈睡之報告中指出，雖然黃金市場價

格波動起伏，惟其引人魅力卻不減。因此，無論金價之變動，仍有許

多舊金礦區以新技術重新處理尾礦，或小公司以低管理成本採取容易

到達的富礦脈，或是初期營運需要證實礦體而以小規模方式從事採

金。塔斯馬尼亞的比肯斯菲得的金礦就是一例。該礦坑道開採曾歷經

二個階段，分別為 1877-1914 年及 1999-2011 年，二個階段期間之 85

年仍有其他經營者小規模的採金。事實上，該礦於 1914 年停止抽水

後，整個礦場就被水淹沒了，欲重新開礦將是一件極困難且昂貴的事

情，因此，得等待適時的經濟條件。幸運的是，在 20 世紀末期，新

的技術及上揚的金價提供了該礦重新開礦的機會。在此之前，整個城

鎮的礦業文化已逐漸沒落，甚至在 1940 年代尚有提出將該礦場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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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予以拆除之建議。幸好 1950 年代在該礦老礦工呼籲下得以保留，

也才有重新開礦的機會及現今的黃金城礦業文化。 

四、礦業政策及技術改變經濟及社會發展 

維爾西礦業協會代表在其南西班牙英國礦業社區報告中指出，除

了威爾瓦省理歐汀投市外，安德魯西亞省哈恩市也有英國人大型社區

─理那雷斯，當年甚至設立有英國領事館。英國人 1849 年成立了理

那雷斯鉛礦公司開始鉛礦之生產，並引進康寧式抽水設備，開採更深

部的礦產。該研究分析認為，英國人之所以到西班牙開礦係因當時西

班牙礦業法規之修正，鼓勵礦業開發，除歡迎外國人投資礦業外，同

時降低進口國外礦業設備技術之關稅。此後，因開礦可以在地下水位

以下進行，大幅提升生產效率及產量。但生產量大增後卻也造成無法

有效率的將礦產品運送到出口港，直到大約 10 年後完成連結至出口

港之鐵路建設及冶煉廠之設立，才解決了生產過剩的問題。 

此外，卡司提拉大學教授回顧阿瑪丹礦的幾個技術里程碑，該礦

於 1785 至 1805 年間引進設置第一個蒸氣引擎作為能源的來源，用於

採礦、通風、排水、工廠等，取代傳統以動物作為動力的來源。然而，

當時此技術轉移卻忽略了水源的短缺及不可或缺的蒸汽，因此，延遲

了礦業的發展。直至 20 世紀礦業引進了電能作為動力來源，很快地

蒸汽動能就被取代而失去了市場。礦業也因此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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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快速拓展的採礦與冶金活動對於城市及鄰近地區也造成重大的影

響。不只城市生活及社會結構快速改變，包含人口的成長，中產階級

的興起，社會秩序的重建，同時人們也必須讓自己快速適應工業化後

的社會。 

日本東洋大學教授在探討二戰後日本煤礦業現代化簡報中時指

出，日本政府為因應煤礦業走下坡，於 1960 年與業界聯合成立煤炭

研究所，鼓勵技術創新。另於 1963 年提出煤業合理化政策，提供貸

款補助煤礦業投資機器設備。1960 年代初期由蘇聯引進採煤技術，到

了末期時，太平洋煤礦公司即成功地研發出日本式的產煤機器，稱為

SD 系統滾筒採煤機，在開採煤炭的同時，煤巷也能獲得潛盾自動支

撐。此本土化之採煤機於 1970 年代在日本煤業界廣為使用。同時開

始輸出至澳洲、中國大陸、美國及北韓。由於歐美各國隨後也開始輸

出類似機器，日本政府於是提出一個五年計畫將技術轉移至亞洲煤炭

生產國家，包括中國大陸、越南及印尼。此項計畫不但大幅改善受援

國的煤礦業，同時也提升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渠結論中更強調為維持

日本煤炭開採技術，技術轉移是必要的，成為該計畫何以仍持續進行

的最佳註解。 

英國杜蘭大學教授報告後礦業社區歷史教育舉例指出，隨著 2015

年底英國最後一個深部煤田克菱利煤礦的關礦，曾經是英國重要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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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產業從此進入了新的階段。由於礦場場址已完成清除，土地也已進

行重新開發，該地區之採煤也僅能留存在記憶裡。目前隨著煤業開發

而興起與發展之社區居民生活雖仍如故，但卻面臨嚴重的後礦業時代

問題，如失業、貧窮化、被剝奪感，年輕一代完全不瞭解社區的歷史。

整個社區社會產生了重大變化。因此，渠研究認為當地學校教師應承

擔起教育學生或社會瞭解當地社區之歷史是極其重要的，讓社區成員

因歷史而產生連結。 

金龍資本公司經理簡報 1970 年代中期墨西哥礦業表示，礦業為

經濟活動的一環，經濟景氣循環深深影響礦業榮枯。另礦業的起起落

落也會受到新礦體的發現、商品價格、政治穩定、法規、社會等因素

影響。渠以墨西哥為例指出，墨西哥礦業可追溯至 1620 年西班牙人

殖民開始。1985 至 1910 年發現很多新礦床。在墨西哥革命時期大部

分礦業活動皆停止，到 1930 年代才有少數的礦業活動。渠以聖荷西

銻礦為例表示，該礦在 1989 年被發現，為西半球最大的銻礦。隨後

英國人在取得礦業權後，建立了總部及冶煉廠，後因政府加諸精鍊銻

的重稅，遂將冶煉廠移至美國德州，礦業權者也隨之變更。不久，中

國大陸銻礦充斥全球市場，該礦便停止生產，此後該礦僅間歇性開採。 

肆、心得及建議 

一、採礦為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產業之一，在各地形成特有之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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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影響人類文明的演進，無論居住、文化、信仰、經濟及社會制度都

深受礦業之影響。因此，倘為長久保存礦業遺產，可考慮將之納入文

化資產保存法予以保存，所有人即無法任意拆除，或將之規劃為主題

公園。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為避免有法但無行動之窘境，唯有教育

政治人物及下一代，重視礦業資產，並透過社區營造，始能落實礦業

資產之保存。如無法規範保留礦業資產，目前仍完整之建築恐輕易被

毀壞。 

二、礦場遺產保存往往面臨諸多挑戰，對現在仍在開發中的礦場而言，將

面臨保存遺產功能與礦業開發的競合；對過往已開發的礦場而言，想

要保存過去礦業活動的各類實體設施需面臨土地及環保單位現地整復

的要求。所以如何平衡遺產保存與環境管理，卻是一大考驗。此有賴

政府政策規劃與支持，更需國人對礦業歷史興趣及礦業文化觀光價值

認知的提升，例如針對後採礦世代的年輕學子，在社區當地的學校教

授當地的礦業歷史。尤其，西班牙礦業遺產與農業活動，在政府與各

方合作下，得以共生並存的特殊文化地景，值得政府與業界重視與參

照。 

三、永續經營礦業文化觀光，除做好地質工程風險與安全健康評估，加強

訓練導覽人員，不斷精進現有資訊，更要持續調查發掘擴充礦業資源，

同時運用 GIS 系統建置可供觀光資源之資料庫，強化網路數化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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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互動將是未來真正發展的策略。此不僅可將區域性的資產連結至全

球網絡，也可以低成本進行地域行銷，提供網民結合其他觀光資源，

於規劃觀光路線時參考。如此展示保留傳承當地文化遺產，開展礦業

觀光旅遊，不只宣傳當地之礦業旅遊文化，更為社區經濟帶來旅遊收

益，實值得業者與政府思考學習。 

四、本次會議由理那雷斯與卡萊羅納地區的一個非營利組織主辦，會員全

為志願者。因該地區礦業開發歷史悠久，故該組織成立之目的在於保

護並推廣該地區之礦業遺產及礦業景觀。目前的工作主要在於提升保

護水平及加強遺產管理。由於該組織之努力，礦業遺產漸漸獲得當地

政府及國家的重視，民眾也逐漸確信保護礦業遺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該組織此種由志願者發起，先期投入，有組織的發展，再獲政

府認同與支持的模式，進而辦理世界文化遺產申遺，此種產官協同合

作，建立夥伴關係，成就永續發展之模式，值得民間與政府思考學習。 

五、雖然日本尚存少數煤礦場，但煤業已式微，國內煤炭生產量有限，然

而，其產業設備技術仍持續發展，究其因即是利用既存之礦場，以及

在技術設備輸出國外的同時，仍不斷因應生產環境變遷，持續改善設

備功能與效率，維持日本設備與技術的領先。此鼓勵技術移轉與再創

新技術升級的作法值得業者與政府重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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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礦業遺產與農業活動共生並存（一） 

 

 

照片 2 礦業遺產與農業活動共生並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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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排煙道與煙囪（一） 

 

 

照片 4 排煙道與煙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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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直井 

 

 
照片 6 直井、煙囪、引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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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煙囪與引擎房 

 

 

 

 

照片 8 宿舍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