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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兩岸交流活動（參加會議）報告 

壹、 交流活動基本資料 

一、活動名稱：第 4 屆中國國際砂石骨料大會 

二、活動日期：106 年 12 月 8 日至 106 年 12 月 11 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中國砂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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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 

二、 活動內容： 

    砂石骨材為基礎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料之一，舉凡公

共工程、民生工程及一般建築工程皆需大量使用砂石骨材。

台灣地區砂石供應長年以河川砂石為主，惟經常年大量採

掘，復有水庫及攔砂壩興建，河川砂石資源供應量漸次減

少，形成供應缺口，在其他供應源未能穩定供應開發前，進

口砂石為砂石料源供應調節措施，此亦列為我國多元化供應

砂石重要政策之一。爰此，為穩定砂石供需，本局依據經濟

部「砂石開發供應方案」、「砂石長期穩定供應策略」及「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易許可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於 1997 年 6 月 10 日公告自當日起開放中國大陸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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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進口。因地緣及成本等市場機制關係，台灣地區進口砂石

以中國大陸為主，佔進口量之 98%，另統計近 3 年大陸砂

石年均進口量為 1,360 萬公噸，約已占國內年均需求量 20

％，再以地區而論，佔北部地區供給量更高達 40%，顯示

大陸砂石對調節砂石供需平穩價格，具有重要功能及意義。 

    為了解中國大陸目前砂石政策，砂石骨材產製技術應

用，並及時掌握國際砂石供需概況，此行受中國砂石協會續

邀參加第四屆中國國際砂石骨料大會暨第三屆中國國際再

生骨料大會。本次會議以“綠色、智造、融合 分享、綠水青

山新畫卷、一帶一路新樂章”為主題。受邀單位代表計有中

國國土部儲量司司長鞠建華；工信部原材料司巡視員呂桂

新；國土資源部原總工程師、中國礦業聯合會黨委書記、會

長彭齊鳴、中國砂石協會會長胡幼奕、中國-東盟商務理事

會執行理事長許甯甯、徐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李鋼、徐工集

團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理楊東升、亞洲混凝土協會秘

書長陳維德、新加坡沙石工會會長陳來發、英國礦業學會(香

港分會)秘書長吳金滿、陳海波博士、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

究院張俊鴻、馬來西亞柔佛巴魯國際研究員拉美斯、西班牙

加泰羅尼亞砂石協會主任 Puig i Canal, Jaume、英國安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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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有限公司總監 Rob Shore、南非聯盟總秘書長尼科皮納

爾、中國砂石協會綠色礦山分會會長林源、福建省砂石協會

秘書長陳永禎、廣東省砂石協會秘書長趙淩、上海市砂石協

會秘書長魏鈺、陝西省砂石協會秘書長郭德選、遼寧省砂石

協會秘書長夏祝林、河北省砂石協會薑欣河、青島市砂石協

會會長任興令、中國礦業報主任王瓊傑等，來自英國、南非、

西班牙、新加坡、印度、和“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代表、

專家、學者和砂石骨料行業企業代表共計 700 餘人出席本次

大會。 

本次會議行程如下： 

12 月 8 日：啟程報到，中國砂石協會第 7 屆第 6 次常務

理事會 

12 月 9 日：第 4 屆中國國際砂石骨料大會 

12 月 10 日：第 4 屆中國國際砂石骨料大會 

12 月 11 日：返程 

(一) 研討會開幕：大會開幕式由中國砂石協會副會長缑海荣

主持開幕式，熱烈歡迎行業同仁的到來特

別是國外友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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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與會代表致詞 

1、中國國土部儲量司司長鞠建華： 

    大會以“綠色智造融合分享，綠水青山新畫卷，一帶一

路新樂章”為主題，為砂石骨料行業搭建一個廣泛交流、分

享與合作的平臺，深入交流新理念、新經驗、新技術、新

模式、新裝備，探討發展新趨勢，是推動資源節約與高效

利用，促進礦業綠色發展，加快技術創新體系建設、提升

產業核心競爭力的主動作為實際行動。砂石行業在技術進

步、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等方面都取

得了長足的進步和顯著成效。一是產業集中度得到提升，

礦山規模結構不斷優化，三年來礦山數減少了上萬個，大

中型礦山比例提高到 7.2%以上，逐步開始進入砂石行業

“大”時代。二是技術工藝裝備水準不斷提升，創新成為行

業企業發展的動力源泉。三是礦業綠色發展成為共識，綠

色礦山建設正在蓬勃開展。四是資源節約與高效利用成為

新的利潤增長點，砂石資源深度開發綜合利用，多種高附

加值系列產品展現出深度加工的大好前景。五是“理念新、

技術強、高環保、智慧化、低耗能、運營好”成為發展新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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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加坡沙石工會會長陳來發： 

    很榮幸能來到中國參加這次國際會議。相信通過這樣

的會議能讓大家互相交流、分享經驗、從而鞏固雙方的友

誼以合作關係。打從幾年前開始新加坡沙石工會的會員便

開始從中國採購花崗岩、因此，雙方的合作會一直堅持下

去、且會越來越好。 

3、英國礦業學會(香港分會)秘書長吳金滿： 

    首先预祝中國砂石協會第四届中國國際砂石骨料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石礦業在香港有很長的歷史，石礦業是香

港開埠初期時的重要產業之一。到了八、九十年代，石礦

業的發展有新的政策，就是開採和美化修復並行，以改善

礦場的環境和減低對周邊居民的影響。為免過度依靠進口

石材，香港有實質需要開發新的石礦場，以維持本地石料

供應，支持香港長遠發展。有鑒於此，香港政府現在正研

究開發新的石礦場，包括露天採礦和地下採礦等不同方

案，希望在未來二至三年有具體方案。 

(三) 各項議程摘錄簡述 

1、砂石骨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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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砂石協會會長胡幼奕講題為《砂石骨料 4.0》的演

講。報告介紹了近年來中國砂石骨料行業在轉型升級和綠

色發展取得之成就，新建的綠色環保現代化砂石骨料典型

企業，高性能砂石骨料在中國重點工程中的應用案例，以

及固體廢棄物資源綜合利用和廢棄石礦生態環境修復等內

容。報告首次提出了砂石骨料的科學發展，建立砂石骨料

材料工程學，從材料科學角度對砂石骨料的物化性以及工

程性質等進行深入研究，具體提出未來砂石骨料及相關產

業的發展方向是： 

砂石骨料 1.0-建設綠色環保砂石骨料工廠 

砂石骨料 2.0-延伸砂石骨料產業鏈 

砂石骨料 3.0-建設綠色建材產業園 

砂石骨料 4.0-建設以石礦開採為源頭到 PC建築等混凝土部

品部件製造為一體的工業園區，並在工業園區附加教育、

休閒度假、生態農業、生態林業以及相關公共事業等社會

功能的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模式。最終實現轉

型發展、綠色發展、創新發展、合作發展、融合發展、共

享發展、和諧發展。 

2、採用優質骨料建設高速鐵路的重大意義及工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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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主任研究員謝永江講題為《採用

優質骨料建設高速鐵路的重大意義及工程實踐》的演講。

本報告謝教授回顧中國高鐵建設的巨大成績和高鐵走出去

戰略在國家”一帶一路”工程建設中的重要意義，著重介紹

高鐵相關建設用混凝土骨料的基本要求，整理如表 1、表 2，

以及優質骨料在高鐵工程中所起的作用，結合具體工程實

例闡述科學，合理使用混凝土骨料給高鐵混凝土工程設設

所帶來的重要社會與經濟價值。 

表 1 中國鐵路標準與國家標準粗骨料技術要求對比 

技術要求 檢驗項目 標準對比 

I II III 

國家標準 ≦5% ≦10% ≦15% 針片狀顆粒

總含量 鐵路標準 ≦5% ≦8% ≦10% 

國家標準 ≦0.5% ≦1.0% ≦1.5% 含泥量 

鐵路標準 ≦0.5% ≦1.0% ≦1.0% 

鬆散孔隙率 國家標準 ≦43% ≦45% ≦47% 

緻密孔隙率 鐵路標準  ≦40% ≦40% 

硫化物及硫 國家標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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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鹽含量 鐵路標準   ≦0.5% 

國家標準    氯離子含量 

鐵路標準    

 

表 2 中國鐵路標準與國家標準細骨料技術要求對比 

技術要求 檢驗項目 標準對比 

I II III 

國家標準 ≦1% ≦3% ≦5% 含泥量 

鐵路標準 ≦2% ≦2.5% ≦3% 

國家標準 ≦0% ≦1% ≦2% 泥塊含量 

鐵路標準 ≦0.5% ≦0.5% ≦0.5% 

國家標準 ≦1% ≦2% ≦2% 雲母含量 

鐵路標準 ≦0.5% ≦0.5% ≦0.5% 

國家標準 ≦8% ≦8% ≦10% 堅固性 

鐵路標準 ≦8% ≦8% ≦8% 

國家標準 ≦1.0% 物質含量 

鐵路標準 ≦0.5% 

3、大型水電工程混凝土骨料料源選擇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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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建集團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級高工謝

李新宇講題為《大型水電工程混凝土骨料料源選擇關鍵技

術》的演講。李博士總結了大型水電工程混凝土骨料料源選

擇方式、成功經驗和教訓的基礎。優質混凝土與高性能混凝

土的主要差異為均勻性、長壽命、全生命週期成本。而優質

混凝土需注重原材料配比、拌合方式、施工工法、質量控制

等，選擇強度較高、顆粒形狀和較好級配、吸水率低且質量

穩定的優質骨料是關鍵。 

其次，從骨料強度、有害物質影響和限值、骨料堅固性

和吸水率、級配和顆粒形狀、鹼骨材反應、人工砂石粉含量

等方面提出了混凝土骨料的性能要求，天然骨材中的含泥量

指粒徑小於 0.08 mm 得細屑、淤泥和泥土的總量，

GB/T14684-2011《建築用砂》規定天然用砂的最大含泥量不

得大於 5.0%，對於強度高於 C60 的混凝土，最大含泥量不

得大於 1.0%。 

第三，總結了普查、初查和詳查等三個不同地質勘探階

段對混凝土骨料料源儲量的要求，為論證骨料料源方案可行

性必須進行的專項試驗。提出大型水電工程混凝土骨料料源

選擇的關鍵在於探明產地的原岩質量及其成品骨料質量、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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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性能、開採運輸、移民徵地和工程投資等五個方面，並

以白鶴灘水電站大壩混凝土骨料料源選擇為例進行了分析。 

4、高品質骨料生產的核心課題 

    福建南方路面機械有限公司固廢事業部部長吳正德講

題為《高品質骨料生產的核心課題》的主題報告。吳部長對

機制砂石骨料生產有很深入的研究，表 3 簡單說明河砂與機

制砂差別，2012 年在山西建設了第一套南方路機「V7」製

砂設備，針對過去機器難以取得之斷級配砂，提供良好解決

方案。 

表 3 河砂與機制砂差別說明 

性質 河砂 機制砂 

顆粒形貌 佳 較差 

顆粒級配 佳 1.18-0.3 mm 較缺 

石粉含量 含泥 含石粉量較高 

細度模數 不穩定 較穩定 

中國骨材產製技術面臨的核心問題，包含四個主題： 

首先，介紹過去及未來政府對礦山資源的管理政策，對環

境、骨料產業及裝備業者產生的影響分析和未來建材行業發

展可能整合的模式；其次市場對骨料質量需求及精品骨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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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念，以及未來的發展趨勢；發展精品骨料，需要的現金設

備及產製技術；以及未來砂石業者共同努力的方向。 

5、礦山環保升級及轉型案例分享 

    本局專門委員黃品中講題為《礦山環保升級及轉型案例

分享》。黃專委提到 30 年前台灣在花蓮勇士山的不同礦區進

行了小規模開採活動，1991 年開始進行礦區整合轉型升級，

其整合開發的三大原則是：1、聯合開採；2、階段平台採掘；

3、直井方式運輸。 2002 年開始進行資源整合，即廠、電、

港三合一，建設礦山、水泥廠、電廠、港口共生園區。所依

據的管理法規為礦業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 

6、台灣固廢資源化再生利用技術與工程應用 

    台灣營建研究院院張經理講題為《台灣固廢資源化再生

利用技術與工程應用》的主題報告。張經理表示台灣正透過

河川及陸上砂石採樣逐步建立砂石質量數據庫，並依不同工

程所需砂石質量製訂分級標準，讓工程單位得以選擇適合自

己工程性質的砂石源料，讓砂石資源適材適所發揮最大效

益，避免優良砂石質量之浪費。其次，研究將廢棄物轉成砂

石替代資源，例如將鋼渣安定化後作為瀝青混凝土鋪面材

料，其抗壓及耐久性均較一般砂石鋪面為佳，使用期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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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化底渣經水泥固化後會降低重金屬的污染，作為控制

性低強度回填材料(CLSM)可用於管線工程的回填，有助於市

區道路開挖之快速回復通車。替代資源之使用不僅可讓固廢

再生利用，促進循環經濟，亦減輕天然砂石資源耗用之壓力。 

7、砂石骨料全產業鏈未來技術發展展望 

    南昌礦山機械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順山講題為《砂石骨料

全產業鏈未來技術發展展望》。開頭提到中國共產黨的十九

大報告，建設美麗中國，為人民創造良好生產生活環境，為

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並強調：「綠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綠水青山就是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金山銀山指的是經濟

水平，從本質講"兩山論"就是中國新時期矛盾在砂石骨料行

業的具體化和形象化，砂石骨料產業發展過程必將隨著中國

經濟和發展理念的改變而改變，目前砂石骨料業的機會與危

機如以下表所示。 

表 4 砂石骨料業的機會與危機 

編號 機會 危機 

1 基礎建設、房地產大投入 超大規模，需求下降 

2 礦山規劃整頓 市場覆蓋 

3 環保嚴格 業者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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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繞砂石骨料供給側，政府、骨料生產企業、裝備製造

企業、骨料用戶、物流企業、金融等未來都將發生巨大的變

化，正確認識這些變化，為這些變化早做準備將有利於企業

的生存和發展。此外，由歐洲和美國經歷經濟快速發展成為

發達國家的過程來看，骨料產業也同業經歷極盛道如今平穩

狀態，中國應向借鏡規避風險。 

對未來中國砂石骨料產業發展之預測： 

(1)產能供過於求將在 3-5 年內實現，規模大的骨料加工業將

經營困難。 

(2)水運或鐵路運輸將成為大型骨料廠競爭力和生存能力。 

(3)中等生產規模(300-500 萬噸/年)最具競爭力。 

(4)上下游產業(骨料、商品混凝土、預製組件等)融合將成為

生存選擇。 

4 品質提高 業務單一 

5 - 材質(岩性)不穩 

6 - 工法與設備方案 

7 - 社區環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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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上市成為將來企業共同選擇。 

(6)併購重組將成為孤島企業的求生選擇。 

(7)骨料銷售將以網路庫存分銷形式出現。 

(8)骨料銷售將維持較高位，但成本將提高，利潤回歸正常水

平，政府公共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骨料需求為主要客戶。 

(9)新的社區矛盾出現將危及骨料加工廠經營。 

(10)企業文化建設將成為經營者的優先重視選項。 

未來中國砂石骨料產業發展關鍵技術有： 

(1)對骨料的品質要求，能從已知骨料等級求得混凝土之理想

配比。 

(2)骨料廠的遠程控制和無人作業。 

(3)濕式生產、乾式和濕式抑塵生產為主體。 

(4)樓塔式布置方式受歡迎。 

(5)快裝快拆模組成骨料加工廠將受工程建設歡迎。 

(6)破碎篩分短流程，垂直輸送將成為首選。 

(7)擠壓類破碎機(顎破、旋回、圓錐)將成為普遍選擇應用。 

(8)篩分析技術將距焦於難篩顆粒和單位面積篩分能力上。 

(9)高性能新的智能散裝輸送車將問世。 

(10)智能製造陷阱與智能製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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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遭遇之問題：無 

四、 心得及建議： 

    大陸為全世界砂石骨材生產及需求量最大的國家，年均

需求量約 200 億公噸(臺灣年需求約近 7 千萬公噸)，近年來

大陸砂石行業轉型升級已有明顯的成效，傳統砂石企業生存

空間日漸縮緊，打造大型化、現代化綠色礦山是大陸未來行

業發展的趨勢，此外生產技術精進，以機制砂全面取代天然

(河)砂，已成為必然趨勢，且骨料、機砂、石粉等全部利用，

彩色裝飾砂、園林景觀磚、海綿城市透水磚、高等塗料等砂

石資源再加工利用，開發高附加值系列產品亦為行業發展主

軸。目前臺灣砂石產業亦面臨轉型的關鍵時刻，過度依賴河

砂的現象以及降低利潤殺價競爭的狀況亦需有改變，始能穩

定國內砂石供需及產業之發展。經由雙方資訊的交換、討

論，以及論壇發表有關機製砂石的專業研究成果，嶄獲豐

富，相關措施可作為輔導砂石產業之借鏡。謹將此行活動心

得與建議，臚列如下，資供政府相關權責單位及業界參考，

以期強化國內砂石品質管理制度、穩定砂石供需機制、提升

砂石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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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兩山論已為大陸礦業及砂石業發展主軸，利用礦山碎石

尾礦、工業廢渣、建築垃圾（國內稱之營建剩餘土石方）

供作生產機製砂石原料之技術已成熟，規劃設計製程相當

成熟，產品粒徑級配分布亦有突破性發展，與天然砂品質

相較，不惶多讓，未來台灣砂石骨材之供應，就循環經濟

及資源再利用角度，應可參照大陸發展經驗，予以推廣。 

(二) 由中國砂石協會參與編制大陸各項砂石骨材使用標準規

範，並整合砂石相關產業鏈，發展成政策與技術的專業單

位，顯示該會在輔導砂石企業的作為上、功能上及所扮演

角色，具有廣度及深度，值得國內砂石公會借鏡。 

(三) 砂石市場面對多元、複雜的原料，如何確保最終產品的

品質及如何提昇生產技術與品質水準，是未來市場競爭勝

敗的關鍵。因此，借鏡大陸方面做為，本局推動砂石產銷

履歷制度，應為合宜之推動方向。 

(四) 大陸礦場已朝向綠美化、節能化、生態化綠色礦山之目

標推進，可納入我爭取開發陸上砂石之參考，倘再佐以國

土規劃、防災保育整治為推動措施，應可減少相關環保或

礦山安全問題等之開發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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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陸砂石龐大的市場需求，帶動碎石機製砂機械相關設

備的研發及改良，砂石生產技術與設備可做為未來兩岸交

流研討議題，以期提升雙方的砂石生產技術和品質；大陸

砂石工業已有初步集成化、自動化、規模化、節能環保現

代化的成果，且大量生產機械製砂已有完整的開發體系，

相較於國內砂石業屬中小型企業，使用之營建骨材仍以河

川砂石為主的現況，有值得學習之處。 

(六) 本局代表與陸方砂石產業民間最高層級的中國砂石協會

進行交流，更進一步暸解大陸砂石產業發展現況及未來的

規劃方針，除有助於未來處理兩岸砂石經貿可能面臨的問

題，亦可做為研擬兩岸砂石經貿政策的參考依據，對於釐

清媒體偏差的報導，更能客觀及具體描述。 

五、 相關相片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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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大會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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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本局人員徐主任秘書銘宏(右 3)、黃專門委員品中(左 2)、

王科長偉光(左 1)與胡幼奕會長(右四)等合影 

 

照片 3：本局黃專門委員品中會中宣講「礦山環保升級及轉型案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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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銘宏、黃品中、王偉光 

                                  106 年 12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