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受理申請展限之案件

編號 礦業權人 礦場名稱 礦區所在地 礦種
礦區面積

(公頃)

礦業用地面積

(公頃)
有效起始日 有效截止日 申請展限日

1  新平溪煤礦股份有限公司  新平溪煤礦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坑地方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寮石底地方
煤炭礦  417.4475 11.0904  1953/08/24  2014/08/23 2014/2/19

2  天龍礦業有限公司  金山礦場 新北市金山區頂中股地方 瓷土礦 硫磺礦  22.8328 2.9858  1951/12/29  2015/12/28 2015/5/29

3  盧OO  大濁水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大濁水西北部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214.182 4.0280  1959/10/31  2016/10/30 2016/4/28

4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水泥份有限公司寶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克來寶南方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234.6468 76.6828  1967/08/31  2017/08/30 2016/9/10

5  理建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豐田礦場 花蓮縣壽豐鄉木瓜西南部地方 石棉礦 蛇紋石 滑石礦 寶石礦  295.8251 3.0775  1956/08/28  2016/08/27 2015/12/14

6  林OO  鴻鳴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東澳地方 金礦 琉璜礦 銀礦 銅礦  369.6652 2.0850  1971/04/16  2017/04/15 2016/9/12

7  山益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山益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清昌溪東岸地方 蛇紋石 寶石礦  163.2687 2.5541  1972/05/30  2017/05/29 2016/11/18

8  國華大理石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碧山石礦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拉庫拉庫社地方 石棉礦 蛇紋石 滑石礦  181.8207 7.0600  1967/09/20  2017/09/19 2017/2/17

9  華聯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泰昌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和平溪下游地方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溪下游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95.1504 12.2440  1972/11/18  2014/11/17 2014/4/30

10  利英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利英和仁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和仁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31.6336 6.8565  1971/11/07  2016/11/06 2016/3/28

11  信億礦業有限公司  信億採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大濁水溪上游北岸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62.1087 3.3538  1977/03/12  2017/03/11 2016/9/12

12  劉OO  龍鳳池大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大檜山南方地方 大理石 白雲石  245.7403 0.3249  1975/10/17  2015/10/16 2015/4/13

13  鈺鋒礦業有限公司  金面礦場
宜蘭縣頭城鎮金面山西北方地方

新北市坪林區金面山西北方地方
瓷土礦  46.341 0.0000  1976/10/26  2016/10/25 2016/4/22

14  陳OO  春日寶石礦 花蓮縣玉里鎮春日里馬太林山地方 寶石礦  77.0608 0.6720  1977/03/20  2017/03/19 2016/9/19

15  森榮發展石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武塔採礦場 花蓮縣萬榮鄉王武塔山北方地方 大理石  189.8138 0.9142  1978/07/23  2017/07/22 2017/1/21

16  謙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謙益採礦場 宜蘭縣蘇澳鎮粉鳥林地方 長石礦 雲母礦  28.3028 3.1695  1981/09/13  2015/09/12 2015/3/12

17  李OOO  旻昌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南方地方 水晶礦 長石礦  70.8626 2.4316  1981/12/06  2014/12/05 2014/5/30

18  吳OO  中新石灰石礦 台東縣成功鎮成廣澳山東南地方 石灰石  92.9172 1.8096  1984/09/18  2017/09/17 2016/12/30

19  大同瓷土礦業有限公司  大同瓷土礦 新北市萬里區崁腳地方 矽砂 瓷土礦  37.5819 2.1213  1985/07/21  2017/07/20 2017/1/19

20  謝OO  成功石礦 台東縣成功鎮芝田地方 石灰石  32.2386 1.8449  1987/01/21  2017/01/20 2016/5/26

21  佘OO  世華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和平溪中下游地方

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溪中下游地方
金礦  64.7492 1.9937  1986/05/17  2017/05/16 2016/10/28

22  林OO  峻生採礦場
新北市三芝區 二坪頂北方地方

新北市石門區豬槽潭南方地方
火粘土  92.7698 2.3959  1991/02/06  2015/02/05 2014/8/4

23  協昌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海貿礦場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北方地方 鐵礦  5.0322 1.3035  1993/10/22  2016/10/21 2016/4/20

24  通達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鋼石礦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和仁村地方 大理石  78.3695 2.1269  1957/11/23  2017/11/22 2016/11/29

25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白沙屯8號探井 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福寧里、中和里地方 天然氣 石油礦  323.838 0.0000  1997/06/17  2017/06/16 2016/6/20

26  楊OO  德明ㄧ礦矽砂礦場 苗栗縣獅潭鄉八角林地方 矽砂  54.8227 1.7996  2005/08/03  2015/08/02 2015/1/26

27  永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巨礦場 苗栗縣苗栗縣頭屋鄉枋寮坑地方 矽砂  46.0489 1.6474  2005/09/19  2015/09/18 2015/3/17

28  明原矽砂有限公司  明原矽砂礦場 苗栗縣公館鄉芎蕉坪地方 矽砂  37.7037 1.8451  2006/04/06  2016/04/05 2015/10/5

29  溫OO  大山礦場 苗栗縣三灣鄉祭山湖地方 火粘土 矽砂  22.0523 1.9171  2006/07/10  2016/07/09 2015/9/18

30  劉OO 未開工 新竹縣峨眉鄉石硬子地方 火粘土 矽砂  47.0805 0.0000  2007/02/01  2017/01/31 2016/7/22

31  福基矽砂股份有限公司 未開工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地方 火粘土 矽砂  68.1791 0.0000  2007/02/02  2017/02/01 2016/7/28

32  邑明礦業有限公司 未開工 苗栗縣三灣鄉馬麟社西南方、獅潭鄉新莊東南方地方 矽砂  35.8883 0.0000  2007/04/13  2017/04/12 2016/10/5

33  翔翊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紙寮矽砂礦 苗栗縣三灣鄉紙寮下北方地方 矽砂  52.2074 1.4907  2007/04/26  2017/04/25 2016/9/8

34  謝OO 未開工 苗栗縣公館鄉新公館地方 矽砂  56.062 0.0000  2007/05/22  2017/05/21 2016/11/21

35  溫OO 未開工 新竹縣北埔鄉小南坑地方 火粘土 矽砂  126.1084 0.0000  2007/06/22  2017/06/21 2016/12/21

36  桃源興業有限公司  桃源興業有限公司矽砂礦場 苗栗縣南庄鄉都場口地方 矽砂  17.2722 1.2091  2007/07/03  2017/07/02 2016/12/28

37  足層礦業有限公司  足層礦場 苗栗縣大湖鄉耀婆山西北方地方 矽砂  71.6588 1.7740  2007/10/23  2017/10/22 2016/12/26

38  造宣工程有限公司  金山石礦 台東縣成功鎮成廣澳山東南地方 石灰石  10.0457 0.9997  1984/09/18  2017/09/17 2016/12/30

39  矽鑫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矽鑫礦場 苗栗縣公館鄉河排南方地方 矽砂  54.0535 1.4181  2007/11/30  2017/11/29 2016/11/30

40  曾OO  辰邦礦業 苗栗縣獅潭鄉南莊東方地方 矽砂  32.6765 1.7763  2009/05/20  2017/05/19 2016/11/16

41  李OO 未開工 新竹縣新竹縣北埔鄉大南坑地方 火粘土 矽砂  30.6959 0.0000  2005/09/13  2015/09/12 2015/2/24

4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未開工 台南市後壁區菁寮里、墨林里等地方 天然氣 石油礦  241.9207 0.0000  2013/09/30  2017/09/29 2016/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