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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理石及白雲石為台灣目前最主要且產量最高的原料石。主要供

應水泥業、煉鋼及其他產業。國土計畫法之公布及相關土地使用規範

限制勢必對以露天開採為主之礦場造成嚴重影響。另由於近年來環保

意識高漲益使開採用地之取得更加困難。在礦業永續開發前題下，原

料石以露天開採遭遇到瓶頸時，地下開採實為另一重要選項。 

為有效推動原料石地下開採所應研究探討的工作可分為法規面

及實務面。法規問題研析包含上位之國土計畫、土地分區等，以及相

關地下開採之法律規範之探討。實務面上則包含適合中大型地下礦場

資源調查與規劃，地下開採之可行性與機制，地下開採技術探討，生

產效益評估，原料石礦地下開採國內外規範研擬，地下坑道礦場採掘

跡二次利用相關案例及法規。 

本計畫完成之工作包括國內外石礦地下開採設計規範及作業準

則之相關資料蒐集；針對現有礦場分別於宜蘭地區以及花蓮地區花業

者訪查及礦場現地調查(共計66礦)。依調查資料選定花蓮新城(亞泥)、

和仁(中和礦場及欣欣一礦)及宜蘭澳花(潤億礦場)進行岩心採樣、岩

力試驗、細部規劃及經濟效益評估。法規部分本計畫已完成有關開採、

設計及安全等共計10規範及作業準則。針對坑道二次利用，已完成相

關設置安全及消防法規蒐集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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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ble and dolomite are the highest production and most important 

industrial minerals in Taiwan. They are mainly used for cement 

manufacturing, steel making and many othe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However, the recent mandated Spatial Planning Act and related l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 will cause serious impact on marble quarr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are also considered as another major 

influence on land acquisition and quarry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for quarry development, underground mining is 

considered to be a necessary alternativ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mining 

industry in Taiwa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marble and dolomite underground 

mining, major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explored are law (regulations) and 

practical (technical) issues. In this study, master spatial Act, land 

classification and mining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were 

collected, studied and discussed. For practical mining aspect, tasks 

include investigation of middle to large scale marble and dolomite mines, 

feasibility of converting quarry to underground mining, underground 

mining 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and reuse of 

abandoned underground mines after mine closure and related legal issues. 

The tasks conducted and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mid-term report 

include collection of underground mining design and operation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domestic and overseas. For site investigation, 

a total of 66 mines were visited at I-Lan and Hua-Lian counti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all visited mines, four mines located 

at Xin-cheng (Asia cement), He-ren (Chung-He mine and Shin-Shin 

mmine) and Ao-hua (Run-Yi mine) were selected for core drilling, rock 

mechanics tests, detail room and pillar design and cost-profit analysis. 

There are also 10 regulations were drafted regarding to underground 

mining operation, design and safety. For mined out tunnel reutilization, 

this study also collected and reorganized related subsurface construction 

and fire protection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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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臺灣每年需消耗大量之礦物原物料與石材以滿足各級工業及營

建業等需求。其中國內自行開採部分除石灰石(含大理石)屬蘊藏量及

生產量最大的礦產資源外，亦有蛇紋石、白雲石…等其他礦物。在礦

產資源如此有限之情況下，如欲有效的進行礦產資源開發以獲得最大

之礦源利用，就必需配合外在環境的變化，審慎的做妥礦山開發規劃、

高效率的礦場經營及謹慎的環境管理。而國土計畫法已於105年1月6

日公布，未來隨者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國土功

能分區等之施行將會對於不同區位土地設置對應的開發限制，因此礦

物原物料的開發利用勢必將受到該法案影響，而要如何妥善處理，宜

未雨綢繆。因此在以對環境影響最小化且反映礦產資源之稀缺性的條

件下，礦業產業需如何配合調整，必須進行妥善的調查與評估，透過

相關資料的調查與分析，參考國內外現有地下礦產資源開採技術之可

行性與運轉機制，並呼應當前社會對於環境保護訴求、資源永續及環

境保育之考量，來研擬提升國內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對策，俾使經濟發

展與資源運用得以兼顧，引領礦業技術逐步升級，以期達到資源開發

與環境共存的目標。 

二、研究目的 

一般公認露天開採與地下開採之利弊得失比較如表1-1；由表中

可知，雖然不論從作業安全性、作業成本、困難程度等條件之比較下，

露天採礦均優於地下採礦，相對於地下開採露天開採造成之環境影響

及對景觀之影響較大，且地下開採對地表破壞非常小，對環境的影響

相對亦少。而另一方面，目前台灣東部之原料石礦大都為露天開採，

招致相當大的環保阻力，直接影響台灣基礎產業之發展及競爭性。在

租地及礦業用地取得愈來愈困難，環保意識高漲，剝岩及廢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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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露天開採與地下開採優缺點比較表 

露天開採的利弊是： 地下採礦的利弊是： 

✔最常見的採礦方法 

✔95~100％的礦石回收 

✔自由使用重型設備 

✔低成本 

✔減少勞動需要 

✔礦石可以在現場處理 

✗大規模的土地破壞 

✗大規模的生態破壞 

✗爆炸物造成噪音污染 

✔對環境的影響很小 

✔最小的表面破壞 

✔採礦不受不利天氣的影響 

✗生產率低 

✗成本和能源需求更高 

✗輻射和有毒氣體的危險 

✗像隧道洞穴的事故 

✗更高的傷害潛在因素 

✗地下坑洞引起地表沉降 

✗需要更多的勞動和精密的設備 

資料出處：https:// www.buzzle.com/articles/difference-between-surface-and- 

underground-mining.html 

 

處理成本也愈來愈高之今日，若考慮用地下方式進行開採，即可大幅

降低上述之阻力，而本案研究成果亦可提供主管機關開採技術及政策

研擬參考。因此推廣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的開發，有其必要性與急迫

性，惟我國過往多為煤礦資源之開採，對中大型地下石礦資源的開發

尚缺少經驗，無論在技術上或規範上均有不足，所以須對此類型之開

發方式的經濟效益與適法性等問題作全面性的調查研究，以配合國土

計畫的施行及符合國內環境保育訴求情形下，提升國內礦產資源地下

開採技術，提升產值與競爭力，達到資源開發與環境共存的目標。 

三、研究範圍 

由於資源地下開採涉及法令規章、資源條件與開採技術等層面，故研

究之範圍包括以下四大項目： 

(一)法規問題研析 

由於國土計畫法已經明訂國土功能分區為：1.國土保育地區；

2.海洋資源地區；3.農業發展地區；4.城鄉發展地區等四大區，因

此爾後礦產資源之開發，僅能以特定區域申請(依國土計畫法第三

條第五款定義之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

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 因此現行有關礦業申請規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difference-between-surface-and-%20underground-mining.html
http://www.buzzle.com/articles/difference-between-surface-and-%20underground-m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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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能會與國土計畫法或其子法有扞格之處。 

例如，如果想要在一定區域範圍土地內進行探礦或採礦，依

礦業法須取得礦業權後，再取得礦業用地之核定，最後向土地所

有人取得土地使用權之後，方得進行探礦與採礦。礦業用地核定

前，其他法律規定非經該管機關核准不得核定礦業用地者，主管

機關應徵求該管機關之「同意」，並視情況決定是否依水土保持

法或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造送水土保持計畫或環境影響說明書

送審，待審查通過後，方得為礦業用地之核定。礦業用地核定後，

礦業權者仍須自行取得土地使用權，之後便可進行探、採礦等相

關開發行為。 

依照現行礦業法第27條規定對於在環境敏感地區申請設定

礦業權均需經該管機關同意之規定，但在國土計畫法施行及全國

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後，顯然礦產資源開發，

須配合新的相關規定(國土計畫法之相關子法，如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始能進行。 

雖然依內政部於106年9月12日召開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相關事宜第2次研商會議」有：「一、申請礦業相關設施之

規範原則如下，並據以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計畫相關子法規

定：(一)現況已依目的事業法核准使用者，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

內依其合法現況使用。(二)後續擬新申請礦業使用者:1.擬申請礦

石開採及其設施、採取土石者:得於「國土保育地區第2 類」、「農

業發展地區第3類」申請使用。」之決議，惟本此會議決議又與

106年03月20日召開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部會研

商會議決議內容略有出入，該會議文件顯示容許依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規定編定為礦業用地者，有「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及「城

鄉發展地區第2類及第3類」。另國土功能分區，是由於不同分類

將有不同的開發限制與容許使用項目，尤其是一旦劃設後就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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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因此有關礦業之開發如何在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前確認未來

可能開發之「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之區

位，顯然與礦業開發之特殊性有所衝突，因此本研究從法律面與

管理實務面進行探討。 

另有關石礦地下開採之法律規範，目前經查僅有礦場安全法

施行細則有對地下礦場之安全性規定，其內容雖包含坑內氣體、

通風、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煤塵控制、坑內防火、防水、爆

炸物及爆破、坑內道路、搬運、機械器具、電機設備等項，但這

些規定基本上源於早期煤礦地下開採之經驗與需求，而對石材與

原料石地下開採相關之規定，則尚有不足，如防止地下坑洞引起

地表沉降之限制，礦產資源採掘後地下坑道採掘跡(坑洞)二次利

用之規定等，都尚待研擬適當規範。以上諸多問題均經由收集資

料、諮詢相關學者專家及邀請產官學討論研擬，提出解決建議。 

(二)中大型地下礦場資源調查與規劃 

在國外各類石材或原料石之地下開採相當普遍，例如在美國

2015年開採作業中的地下石礦場，就高達116個，且集中在人口

較密集的東部及中部地區(見圖1-1)，檢視台灣地區之礦業開發現

況，至今石礦地下開採之研究，受整體礦業環境及經費等影響，

各界投入非常有限，而礦業屬初級原料業，為工業之母，在面對

國土計畫法之實施及對於環境保護訴求嚴格情形下，礦產資源能

否合理開發充分利用，將影響工業民生之發展，更是凸顯本研究

計畫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本研究針對台灣本土之採礦現況及礦床地質特性，摒棄以往

露天開發規畫之方式，改以適合地下開採的角度，進行深入調查

及細部設計規劃，期能發展出適合之地下開採模式，供業界作為

資源開發之規劃評估之依據，並供政府主管機關作為管理督導資

源開發之監督檢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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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cdc.gov/NIOSH/Mining/statistics/SSGIndustrySector.html 

圖 1-1 美國 2015 年開採作業中的地下石礦場分布圖 

由於各種地下開採之設計必須考慮礦區地質條件與岩體之

力學行為，列如以坑室礦柱法進行地下開採時，礦柱及坑室設計

亦須根據礦床現地之特性，針對礦柱與坑室進行力學分析。所須

分析之項目包括現地地質調查、現地應力分析、礦柱應力計算、

礦柱強度、坑室頂磐的安全寬度與岩磐支撐系統及礦柱底磐之耐

壓能力等等。各種之地下開採法之規格設計則均需考慮這些現地

應力，岩石強度及坑道大小等相關配合條件。因此針對地下開採，

需先規劃所須評估之項目，然後分別進行調查與分析及開採設計。

故調查之工作包含現地地質調查、礦床樣態調查，岩心取樣、岩

力實驗、現地應力分析及安全因素分析等。 

(三)地下開採技術探討 

為能有效地推行石礦地下開採，首先需對於石礦地下開採設

計方法及規劃之安全原則有一深入之瞭解，如此所分析評估之結

果在實際應用時才能配合現地礦場之作業成為切實可行之設計

規劃流程。故本研究在擬訂各類礦種與具有中大型地下礦場潛勢

區域之地下開採方法與規範前，需先行全面探討有關石礦地下開

採規劃時，相關設計之準則、方法與影響安全與穩定之因素、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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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以評估各類礦種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與機制，同時同步

蒐集國內外相關開採技術與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用資料

文獻，並調查合於國內現有法規之地下開採技術與成本分析，檢

討投入與產出績效做為成本分析依據。 

(四)各類礦種地下開採規範研擬 

台灣地區以往因石礦實施地下開採之礦場少、規模亦小，所

以有關之研究甚少，石礦地下開採設計基本上仍引用一、二十年

前之國外經驗公式為主，但如何規劃石礦之地下開採及相關適用

之準則則未見定論。一般評估地下開採採掘區域穩定之方法取決

於所使用之分析技術。決定開挖面應力及變形之分析法有：物理

模式、近似模擬法、數值分析法…等。早期之觀察法係依現地因

開挖產生之岩體互動關係及現象等分析，屬經驗判斷。經驗法則

係對地下、地表作觀測統計分析，估計礦場之穩定性，進而發展

出岩體分類、經驗公式來估算。近年來則因電腦快速發展及各項

科技之進步，經由對岩體物理性質之精密量測，配合力學原理、

電腦之快速計算、分析之能力，而有模擬分析。 

本研究以近年來國外發展出之電腦軟體程式，利用岩石力學

性質之各項參數值在不同的採掘布置情形下，加以模擬計算相關

支撐礦柱強度，採掘坑洞跨度與縱深(大小)，來探討台灣地區石

礦地下開採之方法與設計問題，進行整體礦山規劃設計，以期對

各類礦種地下開採規範提出建議。 

四、預期目標 

本研究預期達成目標有： 

(一)經由對目前國內(第一年：大理石/白雲石礦)礦場之業界訪談

及地質條件及礦床分布及生產條件之詳細調查及資料分析，

可以全面瞭解具備地下開採潛力之礦場。此一全面性之調查

及分析資料可作為未來主管機關及業者評估地下開採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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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二)蒐集及分析國內(第一年：大理石/白雲石礦)礦場資料，對具

地下開採潛力之礦場進行開採技術之可行性分析。透過對實

際礦場(第一年：大理石：於和平、和仁、新城地區；白雲石：

澳花地區)之的地下開採細部規劃及設計，供主管機關及業者

可依規劃設計成果作為未來輔導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的案例。 

(三)對國內外地下開採技術之蒐集與分析可作為國內進行地下開

採規劃、設計、作業及安全的重要依據。可大幅提昇並推廣

未來國內石礦之地下開採。 

(四)國外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用相關資料之蒐集、調查與

分析可作為未來國內地下開採後採掘跡二次利用可能涉及之

相關法規、規劃與設計、安全規範及相關管理監督之重要依

據。 

(五)對於地下開採成本與投入及產出績效之調查分析可使地下開

採的各細項之作業成本及其他各項附加成本有更深入及清楚

的瞭解。對於整體之投作與產出分析亦可使主管機關及業者

對其礦場採地下開採方式的實質效益有進一步的認識。 

(六)通過現有法規於地下開採之適用性進行探討分析，可瞭解現

行法規所列各項條文的適用與不適用及針對石礦地下開採所

需進行之變更與修正。作為推廣地下開採之重要法規依據以

及未來在國土計畫法、國土復育條例及其他主管機相關法規

下地下開採之定位。並可研擬說帖交由行政與立法間協調修

正相關條文並預先提出預警與對策。 

(七)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廣納國內外地下開採與涉及法

規、技術、作業、安全及經濟效益各領域之專家、學者及實

務工程人員對國內地下開採提出建議。對於目前所欠缺的相

關採掘作業規範及準則，諮詢團隊亦可以借鏡國外經驗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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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研擬適合國內地下開採所需之規範。如此可確實從法規面

完善整體之地下開採系統。 

五、工作項目與本年執行成果 

本研究依研究內容與研究目標，將進行資料蒐集、現地調查、開

採技術之可行性分析及機制探討、國內地下開採技術與成本分析、相

關法規適用性檢討及分析、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與研擬採掘作

業規範草案等等項工作，本年對針對大理石與白雲石礦礦場進行研究，

相關工作項目與本年度執行情形彙整如下表(表 1-2)。 

 

表 1-2 106 年度工作項目與執行成果表 

項

次 
工作執行成果 

對應 

頁數 

(一) 

針對國內賦存之(106年度：大理石/白雲石)礦場進行調查 

調查範圍 

國內賦存之大理石/白雲石礦場，共 78 礦，經

調查結果正常生產礦場有 17 礦、無生產作業

有 10 礦(仍列入調查範圍)、道路中斷礦場有

26 礦、轉石礦 11 礦、未動工 1 礦、僅開採蛇

紋石(列入明年工作範圍)1 礦，已核准地下開

採共 12 礦。 

P19、P.24 

調

查

項

目 

基本

資料 

開採方式、月產量、礦區用地大小、土地全

數、運輸方式、地下開採相關設施、水電供

應、道路及廢棄物處理、其他 

P22~P47 

附件二 

地質

資料 

地質構造、礦床分布(連續性、走向與傾角)、

覆蓋岩層厚度及變化、礦床品位分布、地下

水有無情況、現地量測 RMR 

P48~P75 

附件二 

成本

項目 
月產量、員工數、運輸方式、生產力分析 P76~P82 

(二) 

分析研究上揭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與機制 

可行性分

析 

針對 78 礦進行初步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扣

除轉石礦場 11 礦、道路中斷 26 礦、有礦權

未動工 1 礦、僅開採蛇紋石(列入明年工作範

圍)1 礦、無意願 13 礦；剩已核准地下開採

12 礦及待評估 14 礦，共 26 礦大理石/白雲石

礦具地下開採可行性。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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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作執行成果 

對應 

頁數 

(二) 

代表性礦

場細部規

劃 

挑選 1 白雲石礦場(潤億)及 3 大理石礦場(欣

欣和仁一礦、中和、亞泥)進行細部地下開採

規劃，包含現地勘查、圖資數化、岩心採樣、

岩心力學試驗、礦柱規劃模擬、整體坑室模

擬及經濟效益分析。 

P120~P167 

附件三 

(三) 

蒐集國內外相關開採技術與地下坑室二次利用資料文獻，並調查

合於國內現有法規之地下開採技術與成本分析 

開採技

術文獻 

國外

文獻 

岩層落盤控制 12 篇、礦柱及跨距設計 8

篇、通風作業 5 篇、爆破作業 3 篇、柴

油排放 2 篇、通訊系統 2 篇、鏟裝運輸

作業 1 篇、環境健康與安全 1 篇、監測

系統 1 篇、水管理 1 篇，共計 36 篇。 

P175~P178 

國內

文獻 

礦柱及跨距設計 6 篇、礦柱應力模擬 4

篇、通風作業 3 篇、礦業經濟 3 篇、岩

盤穩定 1 篇、通訊系統 1 篇、緊急避難

系統 1 篇，共 19 篇。 

P179~P180 

地下坑

室二次

利用文

獻 

空間規劃利用 7 篇、法規規範 7 篇、經濟效益

1 篇，共 15 篇。 
P180~P182 

(四) 

評估目前現有法規在於採用地下開採之適用性，並提出需對應更

新之法令條文建議 

礦 業 主

管 機 關

主 管 之

法規 

包含礦業法、礦場安全法及事業用爆炸物管理

條例 
P208~P224 

其 他 法

規 

包含環境影響評估法、原住民法及土地管理機

關(林務局)主管法規 
P224~P238 

國 土 計

畫 法 與

國 土 復

育條例 

僅限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

區第 3 類」申請使用。 

對於山地地區依海拔設保護地帶，限制(/有條

件)開發。 

P238~P249 

(五) 

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與研擬採掘作業規範草案 

地 下 開

採 技 術

諮 詢 團

隊 

共邀請地質、地下開採規劃、鑽鑿、爆破、鏟

裝及運搬作業、岩層控制、通風作業、礦業經

濟、環境影響、土地政策及管理等專業之專家

學者共約 16 人組成。 

P250~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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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作執行成果 

對應 

頁數 

(五) 

研擬採

掘作業

規範草

案 

提出礦業法與礦場安全法修正案 2 案。 附件四之一 

附件四之二 

研訂共 7 篇規範內容：  

「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 附件五之一 

「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附件五之二 

「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附件五之三 

「石礦地下開採柴油發動機排放微粒準則」 附件五之四 

「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附件五之五 

「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 附件五之六 

「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附件五之七 

(六) 

舉辦相關座談會及成果展示 
 

業 者 訪

談 

106.04.19(宜蘭)、106.05.03(花蓮)、106.05.04(和

平)共 3 場次 
P275~P282 

座談會 
106.05.04 法規研適用性(花蓮)、106.11.01 地下

開採技術(臺北)，共 2 場次 

P283~P290 

附件六、七 

成 果 發

表會 
106.11.16(礦務局)，1 場次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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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架構及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整體架構如圖1-3所示；工作流程如圖1-4所示。 

  

和平、和仁及蘇澳各

一大理石礦場，澳花

一白雲石礦場地下開

採細部規劃設計 

業 界 訪 談 ( 生

產、成本、營運

產銷、用地、開

發問題) 

礦場現地調查(地

形、地質、賦存、

岩體、環境) 

國內大理石/白雲石

礦場調查(概況、礦

床、地質條件) 

大理石/白雲石礦場地下

開採可行性與機制(依現

況、地質地形、賦存、礦

床、經濟效益) 

國內現有法規(礦業

主管機關及其他該

管機關)競合分析與

建議 

地下開採相關法規 

國內外坑室二次利用

蒐集與分析(政策、相

關法規、規劃設計、

安全規範及監督管

理) 

符合國內法規開採技

術及成本效益(投入

與產出)分析(固定、

作業成本，運輸，稅

及環境維護等) 

1.國內外地下開採技

術蒐集與分析(礦柱

坑室設計、開採作

業、通訊、礦場作業

安全及成本效益) 

2.法令、規範及準則 

3.輔助規劃設計軟體 

本計畫技術諮詢顧問團

隊(地質、開採規劃、作

業、岩層控制、通風、

成本分析)協助計畫執

行並建議延攬相關專

家、學者及實務經理人

組成術諮詢顧問團隊 

座談會(針對國內

現有與地下開採相

關之法規研討) 

座談會 (針對

國內現有與地

下開採相關之

技術研討) 

圖 1-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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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計畫目的與內容 

資料蒐集與工作項目建立 

建置諮詢團隊 

地下開採技術 

與條件研析 

辦理開採 

技術座談會 

地下開採 

方法評估 

地下開採採掘

跡利用與成本

分析 

資料蒐集 

業界訪談 

岩體及地

質參數蒐

實驗室力

學分析 

技術層面 

地下開採 

法規評估 

辦理法規 

研議座談會 

研擬修法說帖 

資料蒐集 

諮詢與 

意見蒐集 

法規層面 

地下開採規範研擬 

辦理成果發表會 

結案(擬訂下年度工作計畫) 

期末報告及修正 

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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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計畫執行進度甘特圖 

本計畫執行進度詳如甘特圖，截至本(106年)年度11月下旬，計

畫執行進度已達預期目標。 

 

106 年 

計畫工作項目及計畫進度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針對國內賦存之大理石/白雲石礦場進行業界訪談暨調查地質條件及其現況生產方式◆ 

業界訪談及其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           

國內賦存之大理石/白雲石礦地質條件

調查 

          

◆分析研究上揭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與機制◆ 

分析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           

挑選代表性礦場進行細部地下開採規

劃 

          

◆蒐集國內外相關開採技術與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用資料文獻，並調查合於國內現

有法規之地下開採技術與成本分析，檢討投入與產出績效做為成本分析依據◆ 

蒐集國內文獻與相關開採技術           

蒐集國外文獻與相關開採技術           

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用情形           

調查合於國內現有法規之地下開採技

術分析 

          

開採技術成本及投入與產出績效分析           

◆評估目前現有法規在於採用地下開採之適用性，並提出需對應更新之法令條文建議◆ 

礦業主管機關修訂之礦業法及石礦地

下開採相關法規 

          

其他主管機關擬定之涉及地下開採之

法令條文 

          

國土計畫法與國土育條例等草案對大

理石/白雲石之開發影響範圍與程度 

          

◆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與採掘作業規範草案◆ 

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           

研擬採掘作業規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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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來工作重點 

(一)107 年度 

1. 由於蛇紋石(原料石及石材)為目前國內僅次於大理石之

重要礦產，107 年度將針對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場進行業

界訪談暨調查地質條件及其現況生產方式。 

2. 對於蛇紋石原料石之地下開採，分析研究地下開採技術

相關之單元操作及開採效益。蒐集國外蛇紋石石材地下

開採技術及相關開採及運搬機械設備，並探討於國內蛇

紋石礦推展應用之可行性。 

3. 依目前蛇紋石礦業界訪談、地質條件、礦床分布及生產

條件之詳細調查及資料分析，選出二個蛇紋石原料石及

一個石材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設計及投入產出

之效益評估。 

4. 因應礦業法之修正及環評法對地下開採有關用地及環評

面積可能採取之修正。蒐集國外有關地下閞採環境影響

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進行研析，以作為未來國內地下

106 年 

計畫工作項目及計畫進度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舉辦相關座談會及成果展示◆ 

辦理法規適用性研究座談會           

辦理地下開採技術座談會           

成果發表會           

★提交報告書★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初稿           

成果報告書           

★工作完成比例(%)★ 

累積工作完成比例(%) 10 20 30 40 50 60 70 90 10

0 

10

0 

★查核點★ 

1.初步提出背景資料蒐集成果及舉辦第

一次座談會 

          

2.期中簡報           

3.期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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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應實施環評之具體作法及依據標準。 

5.  深入分析 106 年度所蒐集彙整之國外地下開採相關規劃、

設計準則及作業規定，研擬適合國內地下開採特性之採

掘作業規範草案，並建置蛇紋石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

隊。 

6. 蒐集國內外相關開採技術與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

用資料文獻，並調查合於國內現有法規之地下開採技術

與成本分析，檢討投入與產出績效做為成本分析依據。 

7. 舉辦相關座談會及成果展示。 

(二)108 年度 

由於矽砂礦亦為國內重要工業原料礦產，建議 108 年度執行

矽砂礦之地下開採相關工作，並延續前兩年研究成果進行深入研

析修正。 

(三)109 年度 

1.建議執行國內台灣玉及石英礦之地下開採相關工作。 

2.地下開採之成果展示建議可由兩面進行 

(1)發表有關本研究計畫執行成果之地下開採技術及其與

環境保育共存之報告及論文於國內期刊。可刊登之期

刊如下列。 

期刊名 發行單位 發行地點 主題 
出版 

類型 

創刊 

時間 
附註 

環 保 政 策 月 刊

Environmental Policy 

Monthly 

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 
臺北市 

環 境 政

策；環保 

一般期

刊 
民 90- 

月刊 

，電子

版 

環保之聲 

The Voi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高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高雄市 

環保；環

境污染 

一般期

刊 
民 75- 月刊 

臺灣環境管理研究 

Journal of Taiw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search 

臺灣環境管

理學會 
臺中市 

環保；環

境污染 

學術期

刊 
民 94- 

不 定

期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A1%8C%E6%94%BF%E9%99%A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7%BD%B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A1%8C%E6%94%BF%E9%99%A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7%BD%B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5%8C%97%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94%BF%E7%AD%96$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94%BF%E7%AD%96$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AB%98%E9%9B%84%E5%B8%82%E6%94%BF%E5%BA%9C%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5%B1%8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AB%98%E9%9B%84%E5%B8%82%E6%94%BF%E5%BA%9C%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5%B1%8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9%AB%98%E9%9B%84%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B1%A1%E6%9F%9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B1%A1%E6%9F%9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2%B0%E5%A2%83%E7%AE%A1%E7%90%86%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2%B0%E5%A2%83%E7%AE%A1%E7%90%86%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4%B8%AD%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B1%A1%E6%9F%9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E6%B1%A1%E6%9F%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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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 發行單位 發行地點 主題 
出版 

類型 

創刊 

時間 
附註 

臺灣環境保護 
臺灣省政府

環境保護處 
臺中市 環保 

一般期

刊 
民 74- 

雙 月

刊 

臺灣環保產業雙月刊 

Taiwan 

Environmental 

Industry 

財團法人臺

灣綠色生產

力基金會 

臺北市 環保 
一般期

刊 
民 89- 

雙 月

刊 

荒野快報 
荒野保護協

會臺北總會 
臺北市 環保 

一般期

刊 
 

荒 野

電 子

報 

看守臺灣 

Taiwan Watch  

看守臺灣雜

誌社 
臺北市 

環保；生

態環境 

一般期

刊 
民 88- 季刊 

東臺灣永續發展論壇 

Foru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Taiwan 

臺東縣永續

發展學會 
臺東市 

文化；環

境；環保 

一般期

刊 
民 87- 季刊 

生態臺灣 
臺灣生態學

會 
臺中縣 

環保；生

態 

一般期

刊 
民 92- 

雙 月

刊 

永續產業發展 
經濟部工業

局 
臺北市 

環保；企

業；產業 

專業期

刊 
民 91- 

雙 月

刊 

(2)辦理國內地下開採實例之廠礦參觀，邀請產官學及

NGO 團體參與以使各界更深入瞭解地下開採對環境

保之正面影響並逹到宣傳及推廣之目的。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C%81%E6%94%BF%E5%BA%9C%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99%95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C%81%E6%94%BF%E5%BA%9C%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8%99%95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4%B8%AD%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7%BA%E7%81%A3%E7%B6%A0%E8%89%B2%E7%94%9F%E7%94%A2%E5%8A%9B%E5%9F%BA%E9%87%91%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7%BA%E7%81%A3%E7%B6%A0%E8%89%B2%E7%94%9F%E7%94%A2%E5%8A%9B%E5%9F%BA%E9%87%91%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8%87%BA%E7%81%A3%E7%B6%A0%E8%89%B2%E7%94%9F%E7%94%A2%E5%8A%9B%E5%9F%BA%E9%87%91%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5%8C%97%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D%92%E9%87%8E%E4%BF%9D%E8%AD%B7%E5%8D%94%E6%9C%83%E8%87%BA%E5%8C%97%E7%B8%BD%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D%92%E9%87%8E%E4%BF%9D%E8%AD%B7%E5%8D%94%E6%9C%83%E8%87%BA%E5%8C%97%E7%B8%BD%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5%8C%97%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9C%8B%E5%AE%88%E8%87%BA%E7%81%A3%E9%9B%9C%E8%AA%8C%E7%A4%BE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9C%8B%E5%AE%88%E8%87%BA%E7%81%A3%E9%9B%9C%E8%AA%8C%E7%A4%BE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5%8C%97%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4%9F%E6%85%8B%E7%92%B0%E5%A2%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4%9F%E6%85%8B%E7%92%B0%E5%A2%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6%9D%B1%E7%B8%A3%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6%9D%B1%E7%B8%A3%E6%B0%B8%E7%BA%8C%E7%99%BC%E5%B1%95%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6%9D%B1%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6%96%87%E5%8C%96$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5%A2%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4%9F%E6%85%8B%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7%81%A3%E7%94%9F%E6%85%8B%E5%AD%B8%E6%9C%8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4%B8%AD%E7%B8%A3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4%9F%E6%85%8B$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4%9F%E6%85%8B$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B6%93%E6%BF%9F%E9%83%A8%E5%B7%A5%E6%A5%AD%E5%B1%8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N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7%B6%93%E6%BF%9F%E9%83%A8%E5%B7%A5%E6%A5%AD%E5%B1%80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search_type=adv&dtdId=000075&search_index=PP&search_mode=&search_value=%E8%87%BA%E5%8C%97%E5%B8%82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2%B0%E4%BF%9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4%BC%81%E6%A5%A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4%BC%81%E6%A5%AD$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clr=1&la=ch&dtdId=000075&sort_index=KW&sort_type=1&search_index=KW&search_value=%E7%94%A2%E6%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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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大理石/白雲石礦場調查 

一、國內大理石/白雲石礦生產概況 

目前臺灣地區礦產具有開發經濟價值者，不論是蘊藏量或現有開

採量，都以大理石為最大宗，但近年來因受環境及各種因素影響，臺

灣地區地礦業開發都逐漸減少，其中佔台灣礦產最大量之大理石也是

逐年降低，有關近五年來之大理石(原料石)、大理石(石材用)與白雲

石之產量如表2-1，其產量變化趨勢如圖2-1~2-3。 

表 2-1 近五年大理石與白雲石產量統計表   (單位：公噸/年) 

年別 101 102 103 104 105 

大理石(原料石) 22,679,566 22,183,031 20,570,784 18,021,016 15,909,172 

大理石(石材用) 15,882 14,362 20,385 14,326 8,975 

白雲石 47,489 37,752 22,196 22,350 22,00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5 年礦業統計年報 

 

 

圖 2-1 近五年大理石(原料石)產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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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近五年大理石(石材用)產量變化趨勢圖 

 
圖 2-3 近五年白雲石產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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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價格卻也逐年降地，呈現產量與價格均降低之不合理情形，而大理

石(石材用)與白雲石之平均價格則逐年提高，呈現產量減少，價格上

升之合理趨勢。有關近五年來之大理石(原料石)、大理石(石材用)與

白雲石之平均價格如表2-2。 

表 2-2 近五年大理石與白雲石平均價格統計表 (單位：元/噸) 

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大理石(原料石) 129.02 124.56 134.83 109.46 93.94 

大理石(石材用) 786.33 643.01 856.67 972.04 1,114.07 

白雲石 906.85 1,114.49 1,230.25 1,243.11 1,299.98 

目前國內現有(106 年 3 月經濟部礦務局登錄資料)之大理石及白

雲石礦場共有 78 礦(見表 2-3)，其中大理石計 76 礦區，白雲石 2 礦

區；以礦區所在縣市區分則，宜蘭縣有大理石 23 礦，白雲石 1 礦，

花蓮縣有大理石 48 礦，白雲石 1 礦；以開工情形區分則：大理石未

開工 1 礦(花蓮)，已開工者有 71 礦，停工礦場有 4 礦。白雲石則 2

礦均為開工礦場。 

表 2-3 國內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石礦彙整表(至 106 年 3 月底) 

編號 礦區字號 礦種 礦場名稱 礦區所在地 
目前是否 

正常生產 

1 A00724 大理石 滑石礦 蘇澳石礦公司蘇澳礦場 宜蘭縣蘇澳鎮 X 

2 A00925 大理石 白雲石 大松礦業第二採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3 A01009 大理石 扶昇礦場 宜蘭縣蘇澳鎮 X 

4 A01045 大理石 海南實業烏岩第一礦場 宜蘭縣蘇澳鎮 X 

5 
A01056 大理石 

台泥蘇澳廠太白山大理石

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O 

6 A01291 大理石 富益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7 A01359 大理石 白雲石 溪口五礦 花蓮縣壽豐鄉 X 

8 A01404 大理石 白雲石 台灣水泥和平石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9 A01415 大理石 白雲石 和仁白雲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10 A01434 大理石 白雲石 溪口七礦 花蓮縣壽豐鄉 X 

11 A01501 大理石 白雲石 台山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O 

12 
A01705 大理石 滑石礦 

亞泥花蓮製造廠新城山礦

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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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礦區字號 礦種 礦場名稱 礦區所在地 
目前是否 

正常生產 

13 A01725 大理石 亞泥花蓮廠加禮苑山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14 A01919 白雲石 大理石 潤億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15 
A01924 大理石 白雲石 

聯峰工礦公司濁水澳花礦

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16 A01925 大理石 白雲石 大發石礦公司扒里份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17 A01947 大理石 白雲石 大濁水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18 A02041 大理石 白雲石 力曄礦場 花蓮縣壽豐鄉 X 

19 A02079 大理石 白雲石 台灣水泥寶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20 A02112 大理石 白雲石 嘉新水泥南澳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21 A02123 大理石 白雲石 利東工礦和仁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22 A02137 大理石 滑石礦 幸福水泥東澳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23 A02190 大理石 白雲石 溪口六礦 花蓮縣壽豐鄉 X 

24 A02201 大理石 白雲石 榮豐礦業大濁水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O 

25 A02280 大理石 白雲石 大松礦業 宜蘭縣南澳鄉 X 

26 A02376 大理石 永建礦業和平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27 A02385 大理石 白雲石 大原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O 

28 A02389 大理石 滑石礦 信大水泥太白山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29 A02406 大理石 白雲石 長興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30 A02412 大理石 宜興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O 

31 A02416 大理石 玉城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32 A02424 大理石 白雲石 喬朗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33 A02428 大理石 白雲石 中和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34 A02434 大理石 白雲石 金昌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35 A02462 大理石 白雲石 元宏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36 A02480 大理石 永豐餘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37 A02494 大理石 富賈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38 A02517 大理石 白雲石 和平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39 A02528 大理石 潤泰蘭崁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O 

40 A02533 大理石 白雲石 幸福水泥和仁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41 A02535 大理石 白雲石 泰昌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X 

42 A02544 大理石 白雲石 玉昌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43 A02552 大理石 白雲石 欣欣和仁一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44 A02581 大理石 意大利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45 A02583 大理石 宜大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X 

46 A02586 大理石 白雲石 利英和仁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47 A02595 大理石 白雲石 鳳林大理石礦 花蓮縣萬榮鄉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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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礦區字號 礦種 礦場名稱 礦區所在地 
目前是否 

正常生產 

48 A02602 大理石 白雲石 愚崛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49 A02610 大理石 白雲石 白玉山礦業 宜蘭縣南澳鄉 X 

50 A02658 大理石 欣欣和仁三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1 A02687 大理石 白雲石 新東台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2 A02700 大理石 合盛原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53 A02701 大理石 白雲石 福安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4 A02719 大理石 華信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5 A02721 大理石 合盛二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6 A02744 大理石 白雲石 信億採礦場 宜蘭縣南澳鄉 X 

57 A02748 大理石 白雲石 龍鳳池大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8 A02756 大理石 金鳳池大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59 A02817 大理石 正章工礦行和平大理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0 A02844 大理石 豐興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61 A02853 大理石 誠一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2 A02860 大理石 白雲石 協進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3 
A02925 

大理石 白雲石 

蛇紋石 
統帥石礦 花蓮縣萬榮鄉 O 

64 A02934 大理石 加裕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5 A02941 大理石 利峰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6 A02951 白雲石 大理石 聯欣石礦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67 A02973 大理石 白雲石 萬昌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68 A02976 大理石 王武塔採礦場 花蓮縣萬榮鄉 X 

69 A03045 大理石 白雲石 東建採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70 A03123 大理石 宏誠石礦和平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71 A03283 大理石 白雲石 順鈺採礦場 花蓮縣萬榮鄉 X 

72 A03335 大理石 安鋼石礦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73 A03343 大理石 白雲石 福安二礦 花蓮縣秀林鄉 O 

74 A03346 大理石 白雲石 和中石礦 花蓮縣秀林鄉 X 

75 A03352 大理石 未設定(世易水泥公司) 花蓮縣秀林鄉 X 

76 A03359 大理石 東大石礦 宜蘭縣南澳鄉 O 

77 A03409 大理石 榮豐三棧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X 

78 A03411 大理石 榮豐和平礦場 花蓮縣秀林鄉 O 

資料來源：經濟部礦務局及本案調查 

由上表可知，許多礦區申請核准之礦種並非單一礦種，其中主管

機關所稱之白雲石礦 2 礦區，均包含第二礦種大理石；而大理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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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礦區中，單一礦種者有 30 礦區，有 45 礦區同時具有第二礦種，

其中第二礦種大多為白雲石(41 礦區)，但有 4 礦區之礦種為滑石礦；

另有一礦除大理石外，尚包括白雲石與蛇紋石共三礦種。 

二、業界訪談與其現況及生產方式調查 

為對國內目前正常作業中之大理石/白雲石礦業者，有比較全面

之瞭解，本研究規劃經由訪談蒐集礦場資訊包括以下項目：  

(一)生產技術：開採方式、人力、使用機械、藥石比與運搬方式。 

(二)成本結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管理成本。  

(三)產銷情形：以月為單位，提供各礦場礦產品之生產量、銷售

量及自用量。 

(四)經營現況：投入產出、經營績效、改地下開採之意願、待解

決之問題與相關建議。詳附件一。 

為便於作業，本次除先函請國內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石礦場，依

設計之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表及礦場地質條件調查表，請業者配合提

供相關資料及建議，另為便於蒐集及彙整相關資料，依礦場分布情形，

辦理下列三場資料蒐集與訪談茶會，邀業者就近參加座談。 

第一場：106年4月19日(星期三)上午10時，於宜大石礦事務所會

議室。 

第二場：106年5月3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於礦務局東區辦事

處二樓會議室。 

第三場：106年5月4日(星期四)下午2時整，於和平礦場保安中心

訓練教室。 

辦理座談會之目的，旨在向各地區大理石及白雲石礦業主說明本

計畫，及為蒐集及彙整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石礦場之現況與生產情形

等資料，另為健全石礦地下開採作業所需之相關法規，所以邀請業界

就其所屬之礦場改為地下開採可行性，提出評估與意見並對：1.與石

礦地下開採作業相關之現行法規修訂。2.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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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法律。3.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命令。等提供寶貴

意見，並彙整業者對推廣地下開採的意見。 

經調查台灣現有大理石/白雲石礦之概況如下表(表 2-4)，亦即本

次調查時，正常生產者僅有 20 礦，約佔全體設權礦數之四分之一，

其它近四分之三的礦場在調查當時是沒有生產作業的，而其中依礦業

法規定申報停工者有 4 礦，受處分而停工礦場有 2 礦，其餘 51 礦無

生產作業，而經了解礦場無生產作業之原因眾多，包括：礦業用地租

約到期辦理續約手續未完成、辦理水保、新礦業用地中、往礦場道路

(如和平林道)因自然災害中斷尚未修復、礦區暫時供作運搬系統用、

受市場景氣影響等等，其中有些礦場因各種原因無生產作業數年以上

者亦有之。 

表 2-4 現有大理石/白雲石礦之概況表 

分類 數量 備註 

正常生產礦場 20礦 以調查當時(106年5月)為基準 

受處分礦場 2礦 1.宏誠石礦(因無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自

102.11.1全礦暫時停止工作) 

2.利英和仁礦場(因違反環評規定) 

申請停工礦場 4礦 1.聯峰澳花、2.玉城石礦、3.宜大石礦、

4.東建採礦場 

未開工礦場 1礦 A03352礦權存在未開工 

無生產作業礦場 51礦 以調查當時(106年5月)之情形 

合計 78礦  

上述之大理石與白雲礦場中，歷年來共有 5 件申請聯合開採案，

分別為 1、宜大與宜興公界聯合開採；2、宜興與潤泰公界聯合開採；

3、台泥太白山與信大公界聯合開採；4、台泥和平與寶來聯合開採；

5、金昌、寶來及合盛原石礦三礦聯合開採。 

另依據調查結果發現，歷年來總共有 13 礦核准地下開採，惟調

查時正常生產者僅一礦，詳見表 2-5。 

而歷年來在大理石礦與白雲石礦場中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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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環評案件通過審查者(包括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

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申請增加產量環境影響說明書等等)共有 33 件(如表 2-6)。 

表 2-5 至 106 年 3 月止已核准地下開採之大理石、白雲石礦場彙整表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開採 

礦種 

坑室 

規格 

開採情形 備註 

A00925 
大松礦業第二採礦

場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無作業已久道路中斷 

A01045 
海南實業烏岩第一

礦場 
大理石 5X5 無作業 尚未開坑(坑口整理) 

A01415 和仁白雲石礦 大理石 10X10 暫不開採 
尚未開坑 (露天作業

中) 

A01501 台山石礦 白雲石 6X8 正常生產 
 

A01919 潤億礦場 
大理石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辦理租地中 

A01924 
聯峰工礦濁水澳花

礦場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2016/5/15~2017/4/30

停工登記(道路中斷) 

A01925 
大發石礦扒里份礦

場 

大理石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設置坑內火藥庫) 

A01947 大濁水礦場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無作業已久道路中斷 

A02280 大松礦業 白雲石 6X8 無作業 無作業已久道路中斷 

A02586 利英和仁礦場 大理石 8X8 無作業 受處分停工 

A02951 聯欣石礦礦場 
大理石 

白雲石 
6X8 暫停中  辦理用地續租中 

A03335 安鋼石礦礦場 大理石 8X8 正常生產 
坑內暫時停工整理坑

口及做水保設施 

A03411 榮豐和平礦場 大理石 10X10 尚未開坑 籌備中 

備註：坑室規格為高 X 寬，單位：公尺。 

表 2-6 至民國 106 年 5 月底止大理石礦區環評之案件統計表 

編號 案號 書    件    名    稱 備  註 

1 1001021A 

喬朗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所領臺濟採字第 3787 號

大理石、白雲石礦採礦權礦區申請核定及變更(註

銷)核定礦業用地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 條 件 通

過 

2 1000883A 
蘇澳石礦股份有限公司蘇澳礦場申請變更核定礦

業用地計畫第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100年 12月

審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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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書    件    名    稱 備  註 

通過 

3 0991463A 

宜蘭大理石股份有限公司宜大石礦公界暨毗鄰區

域申請核定開採礦石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 

100 年 5 月

審核修正

通過 

4 0991161A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濟採字第 5454 礦區申請

核定及變更核定礦業用地計畫和平礦場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101 年 6 月

27 日有條

件通過 

5 0991051A 

利東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為所領台濟採字第 4793 號

大理石、白雲石礦採礦權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

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6 0990721A 

華隆大理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領臺濟採字第

5227 號大理石礦採礦權花蓮縣秀林鄉意大利礦場

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101 年 7 月

3 日有條件

通過 

7 0981474A 

欣欣水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仁二礦(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作為碎儲堆石場)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

對照表  

審核通過 

8 0970581A 

欣欣水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領台濟採字第 5517

號(原 5114 號) 大理石、白雲石礦區申請增加產量

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9 0961151A 

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所領台濟採字第 4873 號大

理石礦白雲石礦採礦權申請核定礦業裝卸設施用

地環境影響說明書(替代方案)   

有條件通

過 

10 0951163A 
寶來石礦及合盛原石礦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差

異分析報告  

審核通過 

11 0950413A 
寶來石礦及合盛原石礦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第二次

環境差異分析報告  

審核通過 

12 0950161A 
金昌石礦申請核定暨變更核定礦業用地﹙金昌、寶

來及合盛原石礦三礦聯合開採﹚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13 0940121A 

玉昌工礦股份有限公司所領台濟採字第 5226 號礦

業權大理石白雲石礦採礦權申請核定及變更核定

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14 0930151A 

永建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平礦場花蓮縣秀林鄉和

平礦場申請核定及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

明書  

有條件通

過 

15 0930041A 

大原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核定、變更核定及部分

註銷和平事業區第 85 林班地礦業用地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16 0920491A 

王川和仁白雲石礦場為所領台濟採字第 5238 號大

理石、白雲石礦區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

書  

有條件通

過 

17 0920111A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太白山礦場及信大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礦場礦區公界及毗鄰區域聯合開

有條件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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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書    件    名    稱 備  註 

採暨用地變更編定為特定專用區礦業用地環境影

響說明書  

18 0910381A 

建東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所領台濟採字第 5173 號

大理石礦區申請核定及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

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19 0910311A 

欣欣水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所領台濟採字第

5114 號大理石、白雲石礦區申請核定及變更核定

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0 0890311A 

富山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富益礦場台濟採字第 3269

號礦業區申請核定及註銷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

書  

有條件通

過 

21 0890211A 
友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礦業字第 2428 號)申請核

定及變更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2 0890181A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理石工廠台濟採字第

3524 號礦區申請核定及變更核定礦業用地計畫環

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3 0881201A 
蘇澳石礦股份有限公司蘇澳礦場申請變更核定礦

業用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4 0881171A 
利英工礦股份有限公司（礦業字第 2586 號）礦區

申請核定及註銷礦業用地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5 0881111A 
宜蘭大理石股份有限公司宜大石礦公界暨毗鄰區

域申請核定開採礦石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6 0880331A 
王川和仁白雲石礦場申請核定及註銷核定礦業用

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7 0880301A 
寶來石礦及合盛原石礦申請核定礦業用地環境影

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8 0850751A 
欣欣水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仁二礦)(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做為碎儲堆石場)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條件通

過 

29 

94.2.5 日環

署綜字第
940008509

號 

蘇澳石礦股份有限公司蘇澳礦場申請變更核定礦

業用地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一次） 
通過 

30 

88.02.22.(88)

環 一 字 第

14107 號 

福安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安二礦(和昌石礦)和昌石

礦申請核定礦業用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通過 

31 

86.06.18.(86)

環 北 字 第

1682 號 

富山石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富益石礦)臺濟採字第

3269 號礦區申請核定及註銷礦業用地(原住民保留

地部份) 環境影響說明書 

通過 

32 

86.12.15.(86)

環 一 字 第

81056 號 

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福安石礦)福安石礦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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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案號 書    件    名    稱 備  註 

33 

84.11.21.(84)

環 北 字 第

69810 號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寶來石礦)申請核定礦業用

地境影響說明書 

通過 

經彙整所有蒐集之資料與訪談茶話會中業者之意見等，目前台灣

地區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之結果，分述如下： 

(一)大理石/白雲石礦之生產技術： 

1.開採方式 

目前大理石與白雲石礦之開採方式可分為露天開採與地

下開採，而現行露天開採方式一般為階段式開採法開採，通

常其採掘面之規劃為：採台高10～15m、平台寬10m以上、傾

斜度75度以下，如圖2-4所示，一般以氣壓式鑽岩機施鑽，鑽

孔模式依各礦之設備、地質條件、作業習慣等有不同布置，

石基本上為：孔徑76㎜ψ~128㎜ψ、最小抵亢線3.2m~5m、孔

距4m~7m、超鑽1m、填塞3m。使用之炸藥以現場拌合硝油爆

劑、乳膠炸藥及硝油炸藥為主，開炸後再以鏟裝機裝載至卡

車進行運搬。 

 

 
圖 2-4 大理石/白雲石礦之階段式開採法布置式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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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白雲石礦之露天開採除上述階段開採外，經查目

前尚有10個轉石礦場不使用階段式開採法，所謂轉石（boulder）

又稱滾石，是指由基岩風化並受重力、水流等外力作用搬動

而分佈於山坡、谷底的大小不一的岩石、礦石碎塊。因此此

類礦場大多為位於河床上，其作業方式均以挖土機 (俗稱怪

手)直接挖取大理石或白雲石轉石(通常為直徑30公分以上，一

般供做石材用)，早期尚訂有「河川內設定轉石類礦區處理要

點」，惟該要點已於民國93年8月13日經濟部經礦字第

09302713430號令廢止。 

除露天開採外，目前已核准地下開採者共有13礦，開採

情形詳如表2-5。這些地下開採均以坑室法開採，相關作業方

法將於第四章說明。 

2.人力 

目前大理石、白雲石礦場之作業已朝向接械化、大型化

發展，因此礦場使用之人力已大幅減少，依礦業統計報表格

式，我國將礦場作業人員分為職員與工員兩大類，其中職員

一般包括礦場安全管理人員(礦場負責人、礦場安全主管、礦

場(坑外、坑內、機電)安全督察員等)及辦理勞務、出納、會

計、銷售、倉管等事務人員，但在規模較小的礦山企業，經

常有一人身兼數職情形，現行礦場安全法相關規定也允許礦

場安全管理人員在特殊情況下兼任兩種職務；礦場之工員一

般依礦場作業單元可分為鑽機操作員、爆破人員(含裝藥、發

爆、警戒人員)、鏟裝機操作員、卡車司機、分級或洗選工，

機械維修工、植生綠化工、雜工等等礦場現場作業人員，但

因各礦大理石之銷售對象與用途不同，因此在作業流程上與

運輸方式上有很大的差異，其中大約可分為兩類，其一為供

作水泥原料用之大理石礦，此類礦場生產量大，但對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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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要求不高，其作業流程為鑽孔、爆破後裝載於場內運

搬卡車至碎礦廠處理後，再經不同運輸系統(見下方第5小節)

運至水泥廠石庫，過程中無分級或洗選作業。而其中運搬(包

括場內與礦場至水泥廠間之運輸)所需人力，佔礦場最大之比

例。而另一種為供做化工或工藝用之大理石礦(或稱精密大理

石礦)，此類礦場所產大理石常需做產品分級，因此通常產量 

較少，而其銷售常以場內為主，因此在生產作業單元中

除鑽孔、爆破與裝載外，運輸則為外包公司處理，其相關之

人力(卡車司機)，不屬礦場人員，這類礦場人力需求甚少，以

調查當時(106年5月)為例，該月中有正常生產之大理石與白雲

石礦共有20礦，而其中有5礦其工人數僅2~3人，僱工人數(工

員)超出20人以上礦8礦，其餘7礦僱工人數(工員)在6~18人之

間。若分析其產量與僱工人數(工員)之關係，以當月產量除以

當月工作天數及僱工人數(工員)，得出每人每日平均產量，可

發現人日均生產量超出100公噸以上者有7礦，其中除東大石

礦是生產化工原料為主(少部分品質不佳者銷售給水泥廠)之

大理石礦外，其餘6礦均為工水泥原料用之礦場。另外一般供

做化工或工藝用之大理石礦(或稱精密大理石礦) 其人日均生

產量則約在50至80公噸之間(詳見表2-7)。 

表 2-7 106 年 5 月正常生產大理石白雲石礦生產情形及生產力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當月產量 

(公噸) 

員工數 當月
工作
天數 

生產力 
噸/人·天 

備註 
職員 工員 

1 A01056 
台泥太白
山礦場 

51,826 5 54 24 40.0 索道 

2 A01291 富益石礦 24,717 6 9 21 130.8 卡車 

3 A01415 
和仁白雲
石礦 

59,448 6 20 21 141.5 卡車 

4 A01501 台山石礦 662 5 21 20 1.6 坑內 

5 A01705 
亞泥新城
山礦場 

460,738 33 71 28 231.8 卡車 

6 A02079 
台泥寶來
石礦 

14,479 2 15 31 31.1 直井 

7 A02201 
榮豐大濁
水礦場 

1,136 4 2 12 47.3 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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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當月產量 

(公噸) 

員工數 當月
工作
天數 

生產力 
噸/人·天 

備註 
職員 工員 

外包 

8 A02376 
永建和平
礦場 

7,148 8 3 
18 132.4 運輸

外包 

9 A02385 大原礦場 2,920 3 3 
13 74.9 運輸

外包 

10 A02389 
信大太白
山礦場 

103,944 
13 119 31 28.2 索道 

11 A02412 宜興石礦 
7,641 

2 6 
20 63.7 運輸

外包 

12 A02428 中和礦場 12,280 7 11 14 79.7 卡車 

13 A02434 金昌石礦 110,517 4 17 31 209.7 直井 

14 A02528 
潤泰蘭崁
石礦 

22,526 
7 32 20 35.2 索道 

15 A02544 玉昌石礦 
1,374 

3 2 
24 28.6 運輸

外包 

16 A02552 
欣欣和仁
一礦 

98,404 
6 54 25 72.9 卡車 

17 A02700 
合盛原石
礦 

196,099 
2 18 31 351.4 卡車 

18 A03335 安鋼石礦 
4,558 

7 3 
18 84.4 運輸

外包 

19 A03343 福安二礦 314,061 9 44 24 297.4 直井 

20 A03359 東大石礦 
33,609 

5 14 
20 120.0 運輸

外包 

表中，信大石礦投保職工人數中工員數高達119人，但依

調查實際礦場作業人數並沒有這麼多，究其原因係因該礦為

水泥廠直營礦場，而現行對礦場與水泥廠(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屬工業局工廠管理)員工之申報並無明確限制與規範，故在

礦場與水泥廠為同一公司情形下，公司為某種考量下，將投

保員工歸屬再抹個單位集中，這會造成在成本計算或分析生

產力時失真情形存在。而另一方面有些礦場，月產量數千噸

以上，但投保之工員數僅2~3人，但經實際了解，礦場實際從

事生產作業者，應不只這些人數，經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兩種

情形，其一為礦場許多作業由職員兼任，例如發爆作業中爆

破時，職員需兼負警戒工作，或由職員兼任分選礦石、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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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等其他業務，另一原因為礦石運輸作業或機電、機械維

修保養等作業人員，依礦場安全法規定這些均屬礦場作業人

員，但這些礦場卻將這些作業外包給其他公司，例如礦石運

輸外包運輸公司，導致這些雖在礦場從事作業人員，但其並

未在礦場投保，因此礦場員工申報時並未列入，這些都造成

人力分析時之誤差。 

3.使用機械 

目前正常生產中之大理石與白雲時露天礦場，全部採用

階段式採掘法，故所使用之機械，依採礦操作單元來分類有

下列各種：1、鑽孔：目前各礦均使用履帶式鑽機(大口徑)，

以往氣腿式鑿岩機已淘汰(坑內礦場尚有使用)。2、爆破：一

般裝藥無需使用機械，但目前數個大型礦場，使用拌合爆劑

或拌合炸藥，其所需之拌合機(車)係由炸藥公司提供。3、裝

載：目前最常使用之機械為挖土機，大型礦場(生產水泥用原

料為主礦場)，部分有使用鏟裝機，但數量不多。4、運搬：

大型礦場尤其以直井或索道運輸礦場，其在場內運搬大都使

用傾卸卡車，中小型礦場，尤其以生產化工原料為主之礦場，

則以一般卡車為主。除上述機械外，部分礦場為處理廢土石，

而使用推土機，或為小炸需要而有移轉式空壓機與油壓破碎

機等機械。另外因般運方式之不同(見第5小節)，為配合相關

作業，這些礦場尚有一些碎礦設備，如顎碎機、盤飼機、震

篩機、旋碎機、帶運機等機械。 

4.藥石比 

因地質條件之差異與使用炸藥種類之不同，大理石與白

雲石礦之藥石比，經調查結果發現差異甚大，其中在宜蘭蘭

崁山系之礦場，因該地區淺層大理石礦脈之節理發達，甚至

經常無需使用炸藥即可開採，僅在遭遇部分岩層較大塊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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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孔爆破(如宜興石礦)，因此其藥石比無法計算。不過此種情

形僅少數礦場，而一般生產水泥原料之大型礦場，經統計結

果其藥石比在每公噸80~100克之間，而一般生產化工原料或

工藝原料礦場，其藥石比在各不同地區因地質條件之差異，

相差較大，例如在和平溪兩側(北岸與南岸)之礦場，一般藥石

比在每公噸70~90克之間，而在和仁地區之礦場，部分藥石比

在每公噸達到120克，至於目前地下開採之白雲石礦與大理石

礦，其藥石比均比露天礦場之藥石比為高，在每公噸達到120

克至140克之間。 

5.運搬方式 

現有開採中之大理石礦中以供水泥原料之礦場產量較大，

其中早期為大量礦石運輸之需要，以架空索道運輸為主，目

前仍正常運轉之索道有3套(台泥蘇澳廠太白山礦場、信大太

白山礦場及潤泰蘭崁石礦)，其運輸方式均以場內卡車運輸後

至索道起站之石料倉，在經架空索道運送至水泥廠內，其中

信大太白山礦場較為特殊，其索道運輸前先經直井及坑內運

輸平巷(輸送帶)運搬至山上石料倉，再經索道運輸至水泥廠。

至於較晚期開發之水泥原料礦場，其運輸方式則以直井及平

硐及密閉輸送帶系統運輸至水泥廠或火車站，例如台泥和平

與寶來礦場及與金昌及合盛原石礦聯合開採礦區所生產之礦

石，皆經由台泥之1、2及3號直井運輸；和仁地區之福安二礦

則為最新開發之直井系統，並經近十餘公里之平硐及密閉輸

送帶系統運輸至火車站，每月運輸量達30萬公噸以上。其餘

生產一般化工原料之中小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場之運輸均以

卡車運搬，其中有許多礦場之運輸以外包方式交運輸公司，

導致在礦場員工人數(人力)統計上，並未將運輸人力計入(因

其勞保投保單位並不屬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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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理石/白雲石礦之成本結構： 

1.直接成本 

目前台灣大理石原料石的用途主要為製造水泥、煉鋼與

化工原料等3大用途。水泥用之大理石原料石並無礦石顆粒大

小的限制，開採方法大都利用露天開採方式及炸藥之爆破，

再用鏟石機挖石，裝上大型運輸車；而煉鋼與化工用之礦石

品質要求較高於水泥用之礦石，而且需為顆粒狀，因此以挖

土機、破碎機開採方式，而採礦之直接成本包括作業單元(鑽

孔、爆破、裝載及運搬)之採礦工資、炸葯費（含雷管、導火

索費用及寄庫費）、油料費(含潤滑油、機油)、修理費（含零

件等消耗品及機械保養）等。但在這些直接成本中，各礦場

之間的差異甚大，在大型礦場(供水泥原料石用)因生產力約為

200~350噸/人·天，遠高於一般生產煉鋼與化工用之30~150噸/

人·天(見表2-7)。故經調查結果前者(供水泥原料石用礦場)之

直接成本約在每公噸30~50元間，而後者(生產煉鋼與化工用)

之直接成本約在每公噸70~100元間，而地下坑道開採者，則

較露天開採礦場在炸葯每公噸增加5~10元，工資每公噸增加

2~5元，油料每公噸增加2~3元，因此每公噸生產直接成本約

達120元以上。 

2.間接成本 

礦業開發過程中因開採可能造成環境影響，為減少影響

及做妥環境保護措施，所以採礦共成中尚需實施礦場水保、

植生綠化及降低污染之影響所必須之作業，這些所增加的支

出一般列為礦場之間接成本。 

礦場為維護環境及消除可能產生之污染，故需如前述之

辦理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措施，經分析各礦之生產成本結構

得知，礦場辦理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措施所需費用通常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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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規模成正相關，亦即這些措施之費用占各礦生產成本之一

定比率，經統計分析結果，於大理石礦業開發區內之礦場，

其辦理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措施所需費用約為其生產成本之

7～10﹪之間（以福安礦場之成本分析結果3 ﹪為最低，台泥

寶來石礦之約10﹪為最高），以單位成本計算則生產大理石

需花費於環境維護與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措施之成本約每公

噸2~6元間，且因近年來社會各界對環境保護意識之高漲，對

礦業開發之環境要求愈來愈高，因此本項成本近年來有愈來

愈高之趨勢，經調查這些間接成本部分已高達每公噸15元以

上，約佔生產成本之15﹪~25%之間。 

3.管理成本。 

 礦場之管理成本包括、稅金與規費、勞、健保費及保安

費與行政手續費及辦公費等，其中保安費指礦場安全管理人

員之薪資及一些安全設備維護與安全器材耗材費用，另礦場

員工安全訓練、救護訓練等之費用亦屬之，通常約占生產成

本之2~5%間。若加入勞、健保費及行政手續費及辦公費等，

則將佔生產成本之10~15%左右。 

另稅金與規費包括礦業權費、礦產權利金及地方稅等，

其中依現行礦業法之規定，礦業屬國有，依礦業法第53條規

定：礦業權者應依礦種、礦區面積及探礦權或採礦權費率，

繳交礦業權費；另第54條則規定：礦業權者應按礦產物價格

的特定比率，繳交礦產權利金。故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

可視為從事資源開發在利用環境資源時，必須向資源所有者

支付一定的使用費，這些亦屬礦業開發之必要成本，通常列

入管理成本。 

有關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相關稅款的計算細節及規範

則明確敘述於「礦業權費收費辦法」及「礦產權利金收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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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礦業權費根據礦權所有人申請之探、採礦區面積核

算；礦產權利金則根據礦產生產數量及礦產價格核算，其中

礦產生產數量以採礦者申報之礦業簿所載資料為基準，礦產

價格則為採礦場之場交加權平均價。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

相關法源及核算辦法如表(2-8)。 

依照現行礦業權費收費基準，採礦權為每年每公頃450

元，則一般大理石礦區為數十公頃至二百五十公頃間(最大不

得超出500公頃)。另礦產權利金目前主管機關徵收之方式以

礦產物（大理石礦）價格之2%為基準，其中礦產物價格以各

礦場場交加權平均價定之。 

表 2-8 礦業權費與礦產權利金相關規範彙整表 

種類 礦業權費 礦產權利金 

法源依據  礦業法、礦業權費收費辦法 礦業法、礦產權利金收費辦法  

基準  礦區面積  礦產物價格  

費率 

1.海域石油及天然氣探礦權每

萬公頃50元，採礦權每萬公頃

150元。(收費辦法)  

2.陸上石油及天然氣與其他各

礦探礦權每公頃150元，採礦

權每公頃450元。(收費辦法)  

1.石油礦及天然氣礦：2%～50% (礦業

法)，現行10%。(收費辦法)  

2.金屬礦：2%～20% (礦業法)，現行

5%。(收費辦法)  

3.前二項以外之其他礦種：2%～10% 

(礦業法)，現行2%。(收費辦法)  

其他 

得以營業稅或礦產權利金申請

核減最多80%同ㄧ礦種的礦業

權費。  

1.礦產物價格以各礦場場交加權平均

價定之。(收費辦法)  

2.礦產物價格以場交價核算，場交價

為礦場現場開採礦產品後並經鏟裝

上車時之交貨成本再加上利潤(如

有加工成本發生，得予以扣除)。(礦

務局會議紀錄)  

 

另因近年來社會對環境保護意識高漲，因此地方政府，

常對容易影響景觀與環境之產業，依自治條列提出特別稅，

如花蓮縣政府最早於98年01月12日公布「花蓮縣礦石開採特

別稅自治條例」，按開採數量，依每公噸新臺幣四元計徵，

原定課徵年限為四年(自公布日施行)，並於100年6月29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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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為依每公噸新臺幣五點二元計徵；但在101年10月18

日花蓮縣政府又公布了「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

治條例」(原「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並未廢止)，

此條例則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新臺幣十元計徵。原訂施

行期間，自102年1月14日起至106年1月13日止。惟於105年6

月28日又以府稅土字第1050121509B號令廢止，同日(105年6

月28日)修正原「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以每公

噸新臺幣七十元計徵，課徵年限仍為四年，自公布日施行。

而宜蘭縣則於104年10月6日公布「宜蘭縣礦石開採特別

稅自治條例」，同樣課徵年限為四年，課徵對象為「1.

礦石及申請批註採取同一礦床共生之土石按開採或查

得數量，依每公噸新臺幣十元計徵。2.申請水土保持計

畫者，按現況裸露面積，依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二十元按

年計徵，…」，自104年12月1日起施行，至中華民國108

年11月30日止。顯示調高礦石開採採特別稅或景觀維護費

已成必然趨勢，這對大理石與白雲石開採之成本結構將造成

重大影響。 

 (三) 大理石/白雲石礦之產銷情形 

大理石與白雲石的用途甚多，除供製造水泥外，在建築(尤其

是石材)、造紙、煉鋼、塗料甚至食品添加、藥品製造、土壤改良

及原水處理等，雖然有這許多用途，但近年來因受國內景氣及產

業結構調整影響，大理石與白雲石的需求逐漸減少而導致總體生

產量減少(見表2-1及圖2-1)。基本上大理石/白雲石礦之生產是由

使用量(自用與銷售量)來決定，亦即由需求決定供給。 

以106年5月調查結果分析，當月大理石與白雲石生產礦場有

20 礦，總產量為1,528,090.77公噸，其中白雲石生產量僅662.1公

噸，不到全部產量之 0.01%。這些生產之礦石中，各礦供自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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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610,323公噸，佔總產量之39.94%；銷售量則有882827.87公噸，

佔產量之57.77%，亦即大理石之生產約有四成屬自產自用者，其

餘約六成為，市場銷售。整體而言大理石與白雲石的生產量仍略

大於使用量(自用量與銷售量合計)，但相差不大(使用量約佔生產

量之97.71%)，尚屬產銷平衡。 

若以用途區分，則供水泥原料用 ( 含副料 ) 之礦石為

1,171,696.29公噸，佔使用量之78.47%為最主要用途，其次為供各

種化工用之原料為210604.79公噸，佔使用量之14.10%，另有少數

供做骨材、煉鋼、工藝品者，共有110.,850.80公噸，約佔使用量

之7.42%。相關統計如表2-9所示。 

表 2-9 106 年 5 月大理石/白雲石礦之產銷情形統計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生產量 自用量 銷售量 用途 

1 A01056 台泥蘇澳太白山礦場 51,826 47648 0 水泥 

2 A01291 富益石礦 24,717 0 19,639 水泥 

3 A01415 和仁白雲石礦 
59448 0 24,169 

35,279 

化工 

水泥 

4 A01501 台山石礦 662.1 0 662.1 化工(白雲石) 

5 A01705 亞泥花蓮新城山礦場 460,738 449,155 0 水泥 

6 A02079 台灣水泥寶來石礦 14,479 12,264 0 水泥 

7 A02201 榮豐礦業大濁水礦場 1,136 0 1,136 化工 

8 A02376 永建礦業和平礦場 
7147.88 0 

0 
6,966.76 

181.12 

化工 

骨材 

9 A02385 大原礦場 
2921.63 0 

0 
2389.93 

531.7 

化工 

骨材 

10 A02389 信大水泥太白山礦場 103,944.9 71,089 6,403 銷售為化工 

11 A02412 宜興石礦 7,641 7,641 0 化工 

12 A02428 中和礦場 12,280 0 12,280 水泥 

13 A02434 金昌石礦 110,517 0 110,517 水泥 

14 A02528 潤泰蘭崁石礦 22,526 22,526 0 水泥 

15 A02544 玉昌石礦 1,374.98 0 1,374.98 工藝品用 

16 A02552 欣欣和仁一礦 98,404 0 102,360 煉鋼、骨材 

17 A02586 利英和仁礦場 
0 0 

0 
10,765 

1,373 

化工 

水泥 

18 A02700 合盛原石礦 196,099 0 196,099 水泥 

19 A03335 安鋼石礦礦場 4,558.28 0 4,558.28 水泥副料 

20 A03343 福安二礦 314,061 0 134,906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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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生產量 自用量 銷售量 用途 

0 179,155 水泥 

21 A03359 東大石礦 
33609 0 

0 
21,968 

10,114 

化工 

水泥 

  合計 1,528,090.77 610,323.0 882827.87 1493150.87 

  百分比  39.94% 57.77% 97.71% 

(四)經營現況 

1.投入產出 

大理石礦之開發其投入與產出，因規模之大小差異有很

大差距，列如水泥礦場(如台泥、亞泥等)，因其為配合水泥廠

作業之需求，因此其投入甚為可觀，以台泥和平地區之礦場

為例，為達長期穩固之礦石供應，礦場於 76 年起分期投入豎

井系統建設，共分 3 期(NO.1、NO.2 及 NO.3 豎井系統)，每

期投資均高達 10 億元以上。同樣的福安二礦之直井系統(包

括由礦場至和仁車站之幸福 1 號隧道、二號隧道及輸送帶系

統)，也是投資 10 億元以上。這些巨大的投入，相對其產出

也多許多，一般供水泥原料石之礦場月產量可能須達 30~40

萬公噸之礦石，而一般供做化工原料礦場，其月產量僅在數

千至2萬公噸以下(見表2-9)，故兩者間之投入產出會有差異，

但總體而言，大理石與白雲石礦之投入產出可由以下各項分

析。 

(1) 供需結構 

如前所述國內近年來大理石與白雲石之產量逐年減

少(見圖圖 2-1~圖 2-3)，而雖然產量減少，但礦石平均價

格也是逐年降低(見表 2-2)，所以產量減少之原因基本上

屬於市場需求減少所致，尤其以供水泥製造用之原料石，

因水泥及其製品製造業呈下降趨勢導致大理石原料石亦

減產，其他化工原料石也有相同情形存在，亦即目前在大

理石之供需結構上是屬於供大於求情形，以調查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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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為例，所有生產中礦場之自用量與銷售量合計僅占，

生產量之 97.71%，顯示生產量仍大於需求量。 

(2) 產業結構按生產總額觀察 

以 101 年至 105 年之統計觀察，整體大理石與白雲石

之生產，均呈現負成長，且佔最大比率之大理石原料石部

分平均年負成長率高達 12%。 

表 2-10 101 年~105 年大理石/白雲石礦之生產值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萬元；％ 

產品 101 年產值 105 年產值 
101 年至 105 年 

增加數 增加率 平均年增 

大理石(原料石) 292,603 149,444 -143159 -48.9 -12.2 

大理石(石材用) 1,249 1,000 -249 -19.9 -5.0 

白雲石 4,307 2,861 -1,446 -33.6 -8.4 

(3) 產業結構按附加價值觀察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年 1月編印之民國 100年產

業關聯表編製報告中指出，在產業結構按附加價值觀察

中之中間投入部分：「礦產品則受環保政策影響，開採受

限造成廠商歇業或虧損，中間投入率(95 年至 100 年間)

由 36.7％升至 44.9％，增 8.2 個百分點」，顯示礦業受環

保政策影響甚大。而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別提出採礦特

別稅，列如花蓮縣於 98 年起，每公噸(礦石)課徵 4 元；

102 年起，每公噸課徵 10 元；106 年起，每公噸課徵 70

元；宜蘭縣亦於 104 年 12 月 01 日起，每公噸課徵 10 元，

這些都大大的增加大理石與白雲石採礦業之中間投入部

分。  

(4)自給率 

依據統計國內主要初級產業資源(如農產、畜產、林

產、礦產等)自給率始終低於 100％，亦即此類產品輸入

大於輸出，其中礦產在民國 100 年自給率僅為 0.03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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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國商品及服務輸入比重 16.3％為最高者(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年 1月編印之民國 100年產業關聯表

編製報告)，但依據經濟部統計國內水泥自給率在民國 100

年為 1.28，雖然近年因配合政府政策及法令，落實水泥出

口管制，台灣水泥自給率已逐年下降，但仍在約 1.14~1.16

間，也因此礦業主管機關配合實施大理石開採總量管制。

因此大理石礦是國內唯一可自給自足之礦產品。 

經以上分析及調查結果得知，大理石礦產開採業之投

入結構以勞動報酬所佔比例最高，顯示勞動薪資上升所造

成的成本增加不容忽視，整體而言，礦產開採業之生產特

性即為勞力、資本及能源均相對較密集。而由其分配結構

分析得知，礦產開採業之產品幾乎為中間各產業吸收，供

最終需要者僅佔少數。供給來源部分，大理石礦是國內唯

一可自給自足之礦產品，但自給率亦逐年降低中。而依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年 1月編印之民國 100年產業關聯表

編製報告指出，礦業在影響度、感應度及產業關聯型態中，

經統計民國 100 年其感應度 4.1678(大於 1)，但影響度

0.8147(低於 1)，為第 II 區產業部門，這表示其向前關聯

程度高，惟向後關聯程度較低。礦業總關聯程度 4.9825，

為易隨其他產業部門發展而跟著起飛，大多為發展其他產

業部門不可缺少之產業。 

2.經營績效 

經營績效依學者看法，可分為三個不同層次： 

(1)財務績效 

經訪查及調查結果，目前正常生產作業之大理石礦及

白雲石礦，基本上財務尚屬正常，惟獲利能力均不佳，尤

其近來受環保議題影響，普遍產生反採礦情緒，導致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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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觀念趨向保守，減少對礦場之投入，國內景氣於 106

年 5 月僅 20 分，接近景氣低迷狀態，致使市場萎縮影響

礦產銷售。 

（2）財務+作業績效 

以 106 年 5 月調查之結果，目前正常作業之大理石與

白雲石礦僅 20 礦，約僅為全體礦場數之四分之一，而當

月正常生產礦場之作業天數扣除水泥廠之礦場(因水泥廠

運轉中旋窯需不間斷連續作業，故其在申報作業天數時均

以全月申報，但礦場實際上並未全月生產作業，故應排除)

為 19.6 天，遠低於一般正常企業月作業 22~24 天，甚至

有數個礦場其當月作業天數僅 12~14 天，這些足以顯示

目前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場之作業績效甚差。 

（3）組織績效 

經調查結果，目前台灣之採礦業均受近年來環保議題

之延燒，而普遍低迷，尤其在齊柏林意外死亡事件之後，

社會瀰漫反採礦之議論，這也導致大理石與白雲石礦業者

對未來發展悲觀，自然無法對所屬產業進行投資，致目前

就算正常生產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場，其機械許多已老舊，

業者亦無意投資更新，而作業人員普遍年齡偏高(平均年

齡約 50 歲以上)。因此整體而言目前各大理石與白雲石礦

場之經營績效均屬不佳。 

3.改地下開採之意願 

經調查發現，國內礦業界對地下開採，基本上因實施地

下開採之礦場不多，一般業者對此種開採方式了解不多，認

為地下開採在技術上要求較高、採掘成本比露天礦場多，投

資需較大，且對國內礦業環境不樂觀等因素影響，故對改地

下開採之意願不高，甚至持反對意見，經彙整礦場之疑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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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有以下各點： 

(1)台灣目前多為露天礦場，若轉為地下開採，宜蘭地區

目前較少，無法開採，主要是成本考量，和環境因素。 

(2)要推廣露天礦場轉為地下開採，是否考慮其誘因是甚

麼?例如可否減稅，提供投資之優惠貸款等。 

(3)若已經評估過不適合地下開採，是否還需要提供評估

可行性評估。 

(4)目前礦業法正在修正，是否把礦業專區納入地下開採

的部分，如果設立礦業專區，如何劃分範圍、法規上的

限制怎麼設訂。 

(5)宜蘭地區岩層破碎、節理多、強降雨，基於安全考量

是否適合地下開採，地下開採後如何解決排水問題。 

(6)水泥廠每日需要之礦石量約需3萬公噸之礦石，若露天

開採改為地下開採，其產量是否可足夠供應是一大問題，

另露天開採與地下開採之成本相差較大，是否會造成水

泥價格之調漲亦待評估。希望本次研究計畫能將本公司

之情況列入研究分析。 

(7)了解此計畫政府單位之出發點與目的，但就台灣現況，

礦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有：(1.)台灣大多為小面積礦場，

是否亦適用地下開採?(2.)台灣的法令氛圍，是否將地下

開採一併納入不公正環評，造成地下開採發展限制?希

望承辦單位能給我們釐清或解答。 

(8)原料經濟性，地下開採一般比露天開採每噸要高約250

元的成本，除非原料品質較佳，否則以成本考量，石礦

地下開採不可行。 

(9)開採之若改為地下開採，原有之設備顯然無法使用，

例如鑽機露天礦場目前均為立式大口徑向下鑽孔之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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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無法於坑內使用，而重新購置地下開採用之鑽機(多

孔水平鑽機)，據了解就是二手(中古)一台就需約台幣

400萬，再加上其他設施，這樣先期投資成本過高，未

來是否可以回收是個問題，一般小型礦場亦無這麼大的

資本，故現有露天礦場要轉為地下開採，似乎不符合經

濟效益。 

(10)礦務局公告之「和平地區石礦坑道開採礦場安全原

則」，規定坑室高度僅8米，爾後是否允許達到10米以

上或更高。 

(11)地下開採是否會基於安全理由強迫需噴漿或支撐或

其他要求。 

(12)推行地下開採後，造成更壓迫露天開採的情況，若因

為現在環境保護團體及其他社會壓力，而強行推廣，

對許多不合適地下開採之礦場，可能就只有關閉一

途。 

4.待解決之問題與相關建議。 

針對業界之疑問與待解決之問題，本次調查期間，僅就

本研究立場，先行答覆與建議如下： 

(1)地下開採是無法強迫的，地下開採需考慮地質(礦床)

條件、區位、開採成本等等，合乎經濟效益還是採礦最

主要的考量，而如何降低地下開採成才能符合經濟效益

就是我們要研究與考慮的。 

(2)石礦地下開採使用的採礦方法是屬於礦體自行支稱的

方法(或稱無支撐法)，這種採礦法已有很久的歷史，在

國外有許多案例，國內亦有少數礦場，基本上是不需噴

漿或其他支撐，除非遇到地質變化，岩盤破碎時，才需

補強設置支撐或使用噴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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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下開採之規格是要依據地質與礦床的條件，如岩體

強度、岩體完整性、覆蓋層厚度、有無地下水等等來決

定，有關規則是本案研究重點，屆時會將結果陳報主管

機關參考。 

(4)環評問題，本研究案無法置啄，僅能蒐集國外案例及

地下開採之對環境衝擊較低之特點等，經由成果發表等

方式向外界宣導。 

本次調查之整體結果彙整如表2-11。 

表 2-11 大理石與白雲石礦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現況與開採方式 

產銷情形與產

品用途 

地下開採可行

性自評 
備註(礦場意見) 

1 A00724 
蘇澳石礦公司

蘇澳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無意願，初期

投資需較大，

預估經濟效益

不佳。 

原擬請專家規劃地

下開採，惟因礦業

環境不佳，擬再評

估。 

2 A00925 
大松礦業第二

採礦場 

已核准地下開採，長

期停工 

0 已核准 

道路中斷 

 

3 A01009 扶昇礦場 
布置開發工作面，辦

理水保設施中。 

0(建材與化工

原料) 

無意願 岩盤破碎，地下開

採成本高 

4 A01045 
海南實業烏岩

第一礦場 

長期無作業(早期核

准坑道開採) 

0 已核准 尚未開坑(原核准

坑道開採

(5MX5M)宜重新

評估合理性) 

5 A01056 
台泥太白山大

理石礦場 
露天開採 

51,862(水泥廠

自用) 

無意願 與鄰礦(信大)聯合

開採中。 

6 A01291 富益石礦 露天開採 
24,717(水泥廠

自用) 

待評估  

7 A01359 溪口五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8 A01404 

台灣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和平

石礦場 

與寶來、金昌、合盛

原聯合開採，本礦區

供作運搬系統，無作

業 

0 無意願 供作運搬系統用。 

9 A01415 和仁白雲石礦 露天開採 

24,169(原料) 

35,279(水泥) 

已核准 第一採礦場已核准

地下開採，考慮成

本，暫未開坑 

10 A01434 溪口七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11 A01501 台山石礦 地下開採 
662(化工、建

材) 

已核准 生產白雲石為主 

12 A01705 
亞泥花蓮製造

廠新城山礦場 
露天開採 

460,738(水泥

廠自用) 

待評估  

13 A01725 
亞泥花蓮廠加

禮苑山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尚未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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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現況與開採方式 

產銷情形與產

品用途 

地下開採可行

性自評 
備註(礦場意見) 

14 A01919 潤億礦場 已核准地下開採 
0 已核准 辦理水保、用地

等，暫停開採中 

15 A01924 

聯峰工礦股份

有限公司濁水

澳花礦場 

2016/5/15~2017/4/30

停工登記 

0 已核准 道路中斷 

長期停工 

16 A01925 
大發石礦公司

扒里份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已核准  

17 A01947 大濁水礦場 
長期無作業(申請展

限中) 

0 無意願 

道路中斷 

無意願 

18 A02041 力曄礦場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19 A02079 
台灣水泥寶來

石礦 

露天開採(與和平、

金昌、合盛原等聯合

開採) 

14,479(水泥廠

自用) 

無意願 已通過環評，取得

用地等，尚可進行

多年的露天開採 

20 A02112 
嘉新水泥南澳

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21 A02123 
利東工礦和仁

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辦理水保，用地承

租等，近期將可開

採 

22 A02137 
幸福水泥東澳

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23 A02190 溪口六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24 A02201 
榮豐礦業大濁

水礦場 
露天礦場 

1,136(建材與

化工原料) 

待評估 礦區淺層為沖積

層，地下開採難度

高，成本大。 

25 A02280 大松礦業 
已核准地下開採，長

期無作業 

0 已核准 

道路中斷 

 

26 A02376 
永建礦業和平

礦場 
露天開採 

原料：6,966 

水泥：181 

無意願 擔心地下開採成本

高，無經濟效益。 

27 A02385 大原礦場 露天開採 
2,920 待評估 地下開採成本高，

將無經濟效益。 

28 A02389 
信大水泥太白

山礦場 
露天開採 

原料：6,403 

水泥：97,541 

無意願 與鄰礦(台泥蘇澳

廠太白山礦場)聯

合開採中。 

29 A02406 長興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30 A02412 宜興石礦 露天開採 

7,641(建材與

化工原料) 

無意願 礦脈岩體破碎，地

下開採成本高，將

無經濟效益。 

31 A02416 玉城石礦 

長期無作業
(2016/5/1~2017/4/30

停工登記) 

0 道路中斷  

32 A02424 喬朗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33 A02428 中和礦場 露天開採 
12,280(建材與

化工原料) 

待評估 考慮開採技術、安

全、效率等。 

34 A02434 金昌石礦 

露天開採(與和平、

寶來、合盛原等聯合

開採) 

併入合盛原申

報 

無意願 已通過環評，取得

用地等，尚可進行

多年的露天開採 

35 A02462 元宏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36 A02480 永豐餘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轉石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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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現況與開採方式 

產銷情形與產

品用途 

地下開採可行

性自評 
備註(礦場意見) 

37 A02494 富賈礦場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38 A02517 和平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39 A02528 潤泰蘭崁石礦 露天開採 
22,526(水泥自

用) 

無意願 地質不適合地下開

採 

40 A02533 
幸福水泥和仁

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尚未開發) 

41 A02535 泰昌石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42 A02544 玉昌石礦 露天開採 

1,374(建材與

化工原料) 

待評估 礦區淺部為角礫岩

與塊狀礦體，不利

於地下開採。 

43 A02552 欣欣和仁一礦 露天開採 
98,404(水泥建

材與化工) 

待評估 考慮開採技術、安

全、效率等。 

44 A02581 意大利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道路中斷 

45 A02583 宜大石礦 
2016/7/31~2017/6/30

停工登記 

0 無意願 地質不適合地下開

採 

46 A02586 利英和仁礦場 

已核准地下開採 

(受環保署處分停工

中) 

0 已核准 訴願中 

47 A02595 鳳林大理石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48 A02602 愚崛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49 A02610 白玉山礦業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50 A02658 欣欣和仁三礦 
露天開採(辦理植生

綠化) 

0 待評估 配合欣欣和仁一礦

調節開採 

51 A02687 新東台石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52 A02700 合盛原石礦 

露天開採(與和平、

寶來、金昌等聯合開

採) 

196,099(水泥

自用) 

無意願 已通過環評，取得

用地等，尚可進行

多年的露天開採 

53 A02701 福安石礦 露天開採 

0 待評估 配合福安二礦生

產，本區供作選礦

與帶運系統區 

54 A02719 華信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待評估  

55 A02721 合盛二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56 A02744 信億採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57 A02748 
龍鳳池大理石

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58 A02756 
金鳳池大理石

礦 

轉石礦場(長期無作

業) 

0 轉石礦場  

59 A02817 
正章工礦行和

平大理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60 A02844 豐興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61 A02853 誠一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62 A02860 協進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63 A02925 統帥石礦 
露天開採(目前開採

蛇紋石) 

0  列入下年度調查 

64 A02934 加裕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65 A02941 利峰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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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現況與開採方式 

產銷情形與產

品用途 

地下開採可行

性自評 
備註(礦場意見) 

66 A02951 聯欣石礦礦場 地下開採 
0 已核准 配合市場，暫停開

採中 

67 A02973 萬昌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待評估  

68 A02976 王武塔採礦場 長期無作業  道路中斷  

69 A03045 東建採礦場 
2016/8/24-2017/8/23

停工 

0 道路中斷  

70 A03123 
宏誠石礦和平

礦場 

102.11.1暫停工作處

分 

0 道路中斷 因安管人員離職,

受處分停止工作 

71 A03283 順鈺採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道路中斷  

72 A03335 安鋼石礦礦場 已核准地下開採 

4,558 已核准 辦理坑口上方水保

工程，坑內暫時無

作業 

73 A03343 福安二礦 
露天開採(直井運

輸) 

原料 134,906 

水泥 179,115 

待評估  

74 A03346 和中石礦 長期無作業 0 待評估  

75 A03352 未設定 礦權存在未開工 0  世易水泥公司 

76 A03359 東大石礦 露天開採 

原料：23,845 

水泥：9,764 

無意願 基於地質條件，考

慮開採技術、安

全、效率等。 

77 A03409 榮豐三棧礦場 長期無作業 0 待評估  

78 A03411 榮豐和平礦場 已核准地下開採 
0 已核准 辦利水保、用地等

尚未開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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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大理石/白雲石礦地質條件調查 

在各種採礦方法中，基本上只有以礦體自行支撐之採礦法較適合

台灣地區工業原料石礦地下開採。其中又以坑室礦柱法適用於開採傾

斜角度不超過三十度而且礦體與圍岩具相當強度之礦床，所以在台灣

石礦之應用性較高。使用此方法時，留下一部份的礦柱來支撐頂磐，

坑室及礦柱之大小係由頂磐之穩定性、礦體本身之特性、礦床之厚度

和岩磐之壓力所決定。礦體及圍岩強度為影響坑道穩定之首要條件，

並需依此決定坑室及礦柱之尺寸。基本上太弱或節理層面過於發達之

岩磐，則需配合人工支撐等方法予以補助。因此，礦柱之設計規劃，

直接影響開挖比、坑室穩定安全，亦即開採規格與保留礦柱規格將決

定礦床可採量、作業安全並因而決定礦場開發之經濟效益。 

現行地下開採坑室礦柱法規劃的開發流程如下：(一)蒐集現有文

獻、報告、地形圖、地質圖等資料；(二)量取現場之R.Q.D值、不連

續面的組數、不連續面的間距、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地下水面狀況

等地質資料及採樣進行室內單軸壓力試驗、三軸壓力試驗、撓曲強度

試驗及量測岩石單位重(γ)、彈性係數(E)、蒲松比(ν)、臨界尺寸的抗

壓強度等試驗及分析求取岩石強度；(三)依取得資料進行計算求出礦

柱強度、承受壓力、開挖比率、高寬比率、高寬比值及其間的最佳組

合，最後完成坑室長、寬、高與礦柱大小之設計。 

因此本研究依據前述對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石礦之初步調查與

彙整資料結果，對正常生產礦場及雖無作業，但道路可達現場，且礦

床初露明顯，可聯繫人員者，分區(共分為蘇澳、澳花、和平林道、

和平、和仁、新城與三棧及木瓜溪等七區)進行現地地質調查，並彙

整所有資料與分析結果，以期能提供一完善之大理石及白雲石地質資

料，以供地下礦產資源開發評估及參考，並做為後續研析地下開採相

關法規之參考依據。詳附件二。 

現地調查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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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礦區概況：礦區範圍(面積)、土地權屬、用地大小、礦床分布、

賦存地質條件及圍岩地質條件、運輸方式等。 

(二)地質條件：地質構造、礦床形態、分布、連續性、走向與傾

角、覆蓋層厚度及變化、礦床品位分布、賦存量及可採量、

地下水等。 

(三)現地量取：1.R.Q.D值、2.不連續面組數、3.不連續面的間距、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5.地下水面狀況、6.調查位置座標。 

(四)岩體分類：評估1. RMR值、2.NGI-Q值 

(五)地下開採相關設施：水、電供應、道路及廢棄物(含廢石)處理、

其他特殊事項 

(六)地下開採可行性初步評估 

現地調查使用裝備有GPS、傾斜儀、施密特錘、地質錘、雷射測

距儀或皮尺、相機、紀錄簿等，作業方式與內容分述如下： 

(一)現地調查與量測方法 

1.岩石的單壓強度估算 

目前量測岩體強度的工具，常使用的是史密特錘岩石硬

度計，其原理是藉由儀器敲擊岩體時，岩體對於施力的方向

會有一個反彈力，藉由量測岩體的反彈值，即可得知該岩體

的強度。儀器所表示的讀數 R 值為一測量值，非岩體的單壓

強度值，需經由經驗公式所回推出的對照表(通常由史密特錘

製造商提供)，再轉換成一般常使用的強度表示單位(Mpa 或

Kg/cm2)。本研究現地量測，是於礦場現有階段面尋找具代表

該區之礦體或礦床初露明顯之礦體，並遵照國際材料試驗協

會(ASTM) C805 的規範，每次檢測時取 15 組數值，同時在各

處撞擊點間的間距必須大於 20mm 以上，在記錄其反彈數值

後，將最高與最低的誤差值刪除，並配合對照表換算成岩石

的單壓強度值(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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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現地史密特錘檢測 

2.岩石品質指標(RQD)估算 

岩石品質指標 rock quality designation(RQD)，是指用來表

示岩體良好度的一種方法。一般以岩心取樣管鑽取岩心樣品，

每一鑽入長度 X 之中，長度超過十公分以上的岩心合計長度

Z 所佔的百分率，稱為岩石品質指標，即：RQD 之數值，以

5 為間隔即可。RQD 大者，表示岩盤較為連續而少裂縫，若

體強度較高、壓縮性較小、而透水性較低；RQD 小者，表示

岩盤裂縫多，力學性質較劣。因目前石礦之露天開採均以階

段式採掘法進行，採礦場採掘面露出之岩體結構情形完整(見

圖 2-6)，故本研究以礦場現有開挖面直接以皮尺量測岩體結

構來估算 RQD 之數值，雖未進行岩心取樣，但其估算值仍具

相當準確性。 

 
圖 2-6 礦場採掘面露出之岩體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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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岩體不連續面觀察記錄 

岩體不連續面因其形成之原因不同，有的在沉積過程中

產生，有的則是經應力作用或變質作用產生。而給予不同類

別之區分如：斷層(Fault)、節理(Joint)、劈理(Cleavage)、片理

(Schistosity)、剪力面(Shear plane)、裂隙(Fissure)、層理 

(Bedding)等。本研究參考「國際岩石力學學會」(ISRM,1981) 

之資料，進行下列各項觀察記錄以供作岩體分類及地下開矮

可行性評估之依據： 

(1)不連續面位態：不連續面位態之表示方法在構造地質

學上常以走向與傾斜(Strike and dip)加以表示。走向係

指不連續面與水平面相交所成直線之方位，常以北為準；

傾斜又分真傾斜與視(或假)傾斜。凡與走向垂直方向之

傾斜稱之為真傾斜，不與走向垂直方向之傾斜稱之為假

傾斜。 

(2)不連續面間距：係指同一組不連續面中，相鄰兩不連

續面間之垂直距離。通常選定一條定長之測線，數正交

測線之弱面數目，並以此數目除正交測線之長度，即得

相鄰不連續面垂直間距之平均值，並應記錄其變異度。 

(3)不連續面持續性：係指不連續面在平面上延續的範圍

及尺寸.。許多不連續面與露頭接觸，僅能看到一條線

跡，故不連續面之持續性，僅能從看到的線長加以評

估。 

(4)不連續面粗糙度：係指不連續面的起伏程度(waviness)， 

依觀察尺度(量測板長度)之不同，而有大起伏與微起伏

之別，於現場測繪時，常受限於時間，無法進行仔細的

量測，此時可依據小尺度(數公分)及中尺度(數公尺)二

種目視尺度來進行粗糙度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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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連續面風化程度：係指不連續面壁面岩石材料在常

溫常壓下與空氣、水分或生物接觸，所發生的物理或化

學性質的變化之程度。 

(6)不連續面內寬：張口不連續面內壁間之垂直距離，其

間充滿水與空氣。 

(7)不連續面滲水情形：一般地下水多沿不連續面滲入岩

體，而不連續面滲水對岩坡及隧道之安定關係重大，對

不連續面之滲水情況可分為「不含軟弱夾層之滲水分級」

及「含軟弱夾層之滲水分級」兩種。 

(8)不連續面節理組數：岩體的外觀及力學行為受到不連

續面組數所控制。主要不連續面的方位資料，可以位態

向量、方塊圖(block diagram)等方法表示，本研究則僅

以現地礦體可見之不連續面數推估。 

4.調查位置座標：以手持式 GPS 定位。 

5.地質條件紀錄： 

現場觀察地質構造、礦床形態、分布、連續性、並量取

走向與傾角、覆蓋層厚度及圍岩條件等。 

(二)現場岩體分類 

由於石礦地下開採之設計、規劃與開採作業方式等，均須依

據岩體性質來決定，因此地下開採是否具有經濟效益，除取決於

開採成本、礦產品市場價格等因素外，其影響最大者為礦床之地

質條件，其中又以礦體性質具決定性因素，例如礦體性質與強度

會影響坑室寬度與高度及保留礦柱之尺寸，進而影響可採率、開

採量，開採成本等。故要評估石礦地下開採之可行性，就需先評

估岩體之性質。但由於岩體性質之複雜性及不可量測性，為利於

岩石力學之分析及岩石工程(如坑室開採、隧道開挖)之設計施工，

而將影響岩體性質之參數列出，並分別給予權重及評分，最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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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加總或乘除)給予計量總分已決定岩體品質之優劣，此項作

業成為岩體分類( Rock mass classification)，一般隧道或坑室工程

常用之方法有兩種分別為：(一)南非 Bieniawski CSIR 分類法；(

二)挪威 Barton、Lien and Lunde 之 Q 法，本研究亦參照此兩種

方法，對現有大理石與白雲石礦之礦體進行分類，以供作評估地

下開採可行性之重要參考依據。 

1.南非 Bieniawski CSIR 分類法(簡稱 RMR) 

南非之 CSIR 分類法為 Bieniawski(1974)提出之地質力學

分類法，其評估因子有 6 項，分別評分後其總和稱為岩體評

分(Rock Mass Rating，簡稱 RMR)。CSIR 分類法歷經多版修

正，1984 年版其分項評分概要為岩石材料強度 0 至 15 分，

RQD 3 至 20 分，弱面間距 5 至 20 分，弱面狀況 0 至 30 分，

地下水情形 0 至 15 分，弱面位態 0 至−60 分。其細節如表 2-12

、2-13 及圖 2-7 所示，其中弱面位態與主體工程開挖面之相

互關係之評分，對隧道工程而言為 0 至-12 分(本項石礦地下

開採基本上以坑道方式進行，尤其初期布置是以坑道為主，

類似於隧道工程，故本研究參照予以評分)。 

CSIR 分類法將地盤分區Ⅰ至Ⅴ五個等級，Bieniawski 

(1984)並提供各地盤等級之概略地盤工程性質，如表 2-14 所

示，可作為隧道及基礎工程之分析與設計使用，應用甚廣。

而其RMR評分與隧道(坑道)開挖寬度與岩體自立時間之關係

(Bieniawski，1984)如圖 2-8 所示。 

依此RMR評分與隧道(坑道)開挖寬度與岩體自立時間之

關係，可知石礦如欲進行地下開採，基本上其岩體之 RMR

需大於60即第 I、II類岩體，方可布置足夠寬度(跨距)之坑室，

亦即岩體之 RMR 需大於 60 才具有地下開採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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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RMR 評分標準表 

1 

岩

石

材

料

強

度 

點荷重

指數
Kg/cm2 

>100 40~100 20~40 10~20 以單壓強度為準 

單壓 

強度
Kg/cm2 

>2,500 1,000~2,500 500~1,000 250~500 50~250 10~50 <10 

評 分 +15 +12 +7 +4 +2 +1 0 

2 RQD 90~100 75~90 50~75 25~50 <25 

評 分 +20 +17 +13 +8 +3 

3 
弱面間距 >2m 0.6~2m 200~600mm 60~200mm <60mm 

評 分 +20 +15 +10 +8 +5 

4 

弱面狀況 

表面非常粗

糙不連續，

緊閉 

岩面未風化 

表面略粗糙 

內寬<1mm 

岩面高度風

化 

連續，擦痕 

或泥<5mm  

或內寬

1~5mm 

連續，擦痕 

或泥<5mm  

或內寬

1~5mm 

連續， 

軟泥>5mm  

或內寬>5mm 

評 分 +30 +25 +20 +10 0 

5 地下水情況 全乾 潮 濕 滴水 流水 

評 分 +15 +10 +7 +4 0 

6 弱面位態 很有利 有利 可 不利 很不利 

 評分 ０ −2 −5 −10 −12 

 

表 2-13 RMR 分類中有關弱面位態有利於或不利於隧道之評估方法分析表 

弱面走向直交隧道軸線 
弱面走向平行 

隧道軸線 

任何弱面走

向 
隧道前進方向相同 

於弱面傾向 

隧道前進方向逆於 

弱面傾向 

弱面傾角 

45°~90° 20°~45° 45°~90° 20°~45° 45°~90° 20°~45° 0°~20° 

甚有利 有利 可 不利 甚不利 可 不利 

表 2-14 RMR 評分結果與概略工程性質對照表 

岩石等級 I II III IV V 

評語 甚佳 佳 中等 劣 甚劣 

評分，RMR 100-81 80-61 60-41 40-21 <20 

隧道免支保時

間、跨度 

10 年、

15m 

6 月、 

8m 

1 周、 

5m 

10 小時、

2.5m 

30 分鐘、 

1m 

延時凝聚力 C >400kPa 300-400kPa 200-300kPa 100-200kPa <100kPa 

岩石磨擦角∮c >45° 35°~45° 25°~35° 15°~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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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主要弱面方位與隧道開挖穩定性之關係 

 

圖 2-8 RMR 評分與開挖寬度與岩體自立時間之關係圖(Bieniawski, 

1993) 

2.挪威 Barton、Lien and Lunde 之 Q 法 

挪威以 Barton、Lien 及 Lunde(1974)三位創立 Q 值作為

評估地盤等級的基準，評估因子亦有 6 項。Q 值以下式表示，

各因子之評分標準如表 2-1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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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QD：岩石品質指標，在隧道工程上，則可以開

挖面單位面積出現不連續面之組數進行評估，本研究則由調

查之裸露面推估，或採用國際岩石力學學會所提出的公式來

換算，即 RQD＝115－3.3JV (JV=單位體積節理數)來估算。 

Jn：弱面組數之評分 

Jr:：弱面粗糙度評分 

Ja：弱面品質(風化、腐朽情形)之評分 

Jw：弱面滲水情形之評分 

SRF：應力影響因素之評分 

Q 分類法將地盤區分為 9 等級。Grimstad 及 Barton(1993)

根據 1050 個案例研究，對岩體 Q 值、開挖跨度及支撐系統作

了最新建議，如圖 2-9 所示，依此建議當開挖跨度若要大於

8 公尺，而又無需支撐，則 Q 值基本上須大於 10，此為本研

究作為評估之基準。 

表 2-15 Q 值描述及評分標準表(Barton and Grimstad, 1994) 
1.岩心品質指標 

A 甚劣          

B 劣             

C 中等           

D 佳          

E 甚佳           

註：(1)RQD10 者(包括0)，於計算Q 值時皆用10。 

  (2)RQD 之級距採用5(例如100、95、90 等)，其精度即足。 

  (3)若無RQD 資料則用RQD= 115-3.3Jv，Jv=每m3 岩體中弱面之數目，

但RQD 100 

RQD 

0-25 

25-50 

50-75 

75-90 

90-100 

2.節理組數評分 

A 厚層，無或少節理  

B 一組節理      

C 一組節理加偶現節理   

D 二組節理     

E 二組節理加偶現節理  

F 三組節理   

G 三組節理加偶現節理  

H 四組以上節理，節理分佈不規則，極發達，成小方塊狀等  

J 粉碎如土壤般之岩石   

註：(1)隧道岔口用3×Jn。(2)隧道洞口用2×Jn。 

Jn 

0.5-1.0 

2 

3 

4 
6 

9 

12 

15 

20 

 

3.節理粗糙度評分 

(a)節理面兩側保持接觸者；及 

(b)剪動不超過10cm 時，兩側仍保持接觸者 

J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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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連續節理   

B 粗糙或不規則，波浪狀  

C 光滑，波浪狀  

D 具擦痕，波浪狀  

E 粗糙或不規則，平面狀  

F 光滑，平面狀  

G 具擦痕，平面狀  

註：(1)B至C之描述係先依小尺度特性再依中尺度特性，依序描述。 

(c)剪動時，兩側不接觸者 

H 含有黏土，其厚度足以使兩側不致發生接觸  

I 含有砂質、礫石質或壓碎帶(crushed zone)，其厚度足以使兩側不接觸 

註：(1)若相關連節理組之平均間距大於3m，則Jr加1.0。 

    (2)若節理呈平面狀，含擦痕，具線理，且線理與最小強度方向相同，可

用Jr=0.5。 

3 

2 

1.5 

1.5 

1.0 

0.5 

 
 

1.0 

1.0 

 

 

4.節理面蝕變(alteration)評分  

(a)節理面兩側接觸(無礦物填充，僅表面附著物) 

A 接觸面緊閉﹒強硬、充填物不軟化與不透水之填充(如石英或綠簾石)  

B 兩壁未風化變質，僅表面受汙染  

C 兩岩面輕微蝕變，岩面外覆層為不軟化礦物、砂質顆粒、不含黏土之崩

解岩石 

D 岩面外覆層為粉質或砂質黏土，含少量黏土(不軟化)    

E 岩面外覆層為軟化或低摩擦力黏土礦物，如高嶺石、雲母、綠泥石、滑

石、石膏、石墨等與少量膨脹性黏土     

(b)剪動不超過10cm，兩側仍保持接觸(具薄層礦物填充) 

F 紗質顆粒、不含黏土之崩解岩石等 

G 高度過壓密不軟化之黏土礦物填充(連續，但厚度<5mm)                       

H 中度或低過壓密軟化之黏土填充(連續，但厚度<5mm)                        

J 膨脹性黏土填充，如蒙脫石( 連續，但厚度<5mm)，Ja值視膨脹性黏土含

量百分比及與水接觸之情形而定                           

(c)剪動時兩側不接觸(具厚層礦物填充) 

KLM夾崩解或粉碎岩石與黏土(黏土狀況之描述見G、H、J)  

N 夾粉質、砂質黏土，小量黏土成份(不軟化)                                     

OPR 夾厚且連續之黏土(黏土狀況之描述見G、H、J)     

 Ja 

 

0.75 

1.0 

2.0  

3.0 
4.0  

 

 

4.0  

6.0 

8.0 

8-12 

 

 

6,8或8-12 

5.0 

10,13或
13-20      

Ψr 

 

− 

25-35° 

25-30° 

20-25° 
8-16° 

 

 

25-30° 

16-24° 

12-16° 

6-12° 

 

 

6-24° 

− 
6-24° 

5.節理滲水折減因子     

A 開挖面乾燥或少量滲水(即局部小於5 l/min)                                 

B 中度滲水或水壓，有時洗出節理填充                                       

C 堅固岩盤之無填充節理，大量滲水或有高水壓                              

D 大量滲水或高水壓，大量節理填充被洗出  

E 開炸時冒出極大量滲水或極高水壓，但逐漸減小                              

F 極大量湧水或極高水壓，持續無明顯減小                                    

註：(1)C至F項係概估，Jw可略為提高。 

(2)不考慮冰凍所引起之特別問題。                                 

概估水壓
(kg/cm2) 

<1.0 

1-2.5 

2.5-10 

2.5-10 

>10 
>10 

 

 

Jw 

1.0 

0.66 

0.5 
0.33 

0.2-0.1 

0.1-0.05 

 

 

6.應力折減因子                                                                 

(a)軟弱帶(weak zone)與開挖相交，在隧道開挖時可能造成岩石鬆動 

A有多條含有黏土或化學分解岩石軟弱帶，周圍岩石非常鬆動(任何深度)           

B 一條含有黏土或化學分解岩石之軟弱帶(開挖深度≤50m)                           

C 一條含有黏土或化學分解岩石之軟弱帶(開挖深度>50m)                           

D 堅實岩石(無黏土)含多條剪裂帶，周圍岩石鬆動(任何深度)                        

E 堅實岩石(無黏土)含一條剪裂帶(開挖深度≤50m)                                  

F 堅實岩石(無黏土)含一條剪裂帶(開挖深度>50m)                                  

G 鬆動，開口節理，節理高度發達或岩石成小方塊等(任何深度)   

註：(1)若相關剪裂帶有影響，但不與開挖面相交，SRF 可減少25-50%。 

SRF 

 

10 
5 

2.5 

7.5 

5.0 

2.5 

5.0 

 (b)堅實岩石，岩盤有應力問題 σ𝑐/σ1 σ𝜃/σ𝑐 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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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低應力，近地表，開口節理                                          

J 中等應力，有利之應力情況 

K 高應力，極緊密結構，通常對穩定有利，可能對側壁穩定不利          

L 厚層岩盤在1小時後發生中等板狀破裂                                 

M 厚層岩盤在數分鐘後發生板狀破裂或岩爆                           

N 厚層岩盤中強裂岩爆與中等動態變形 

註：(2)若現地應力量測結果具高度異向性，當5≤σ1/σ3≤10 時，將σc

折減為0.75σc，當σ1/σ3>10 時，將σc折減為0.5σc。σc=單軸抗壓

強度，σ1 與σ3分別為最大與最小主應力，σθ=依據彈性理論估

計之最大切向應力。 

(3)由於僅有少數拱頂(crown)距地表深度小於跨距寬度之案例，在

此種情況下建議SRF由2.5增加至5。 

>200 

200-10 

10-5 

5-3 

3-2 

<2 

 
 

<0.01 

0.01-0.3 

0.3-0.4 

0.5-0.65 

0.65-1 

>1 

 

2.5 

1 

0.5-2 

5-50 

50-200 

200-400 

 
 

c)擠壓性岩盤：軟弱岩盤在高岩壓影響下發生塑性流動 

O 溫和擠壓性岩壓                                                 

P 高度擠壓性岩壓                                                 

註：(4)深度H>350Q1/3 時岩盤可能發生擠壓，岩體抗壓強度可以下式

估算：q=7γQ1/3(MPa)，其中γ=岩盤密度(kN/M3)。     

σθ/σc 

1.5 

>5 

 

SRF 
5-10 

10-20 

 

(d)膨脹性岩盤：因水存在而引起化學性膨脹作用                     

R 溫合膨脹岩壓 

S 高度膨脹岩壓     

SRF 

5-10 
10-15 

 

圖 2-9 Q 值對開挖跨度及支撐系統關係圖(Grimstad 及 Barton，1993) 

(三)現場調查 

台灣的大理岩(結晶石灰岩)帶的分布北起谷風，南至台東知

本主山一代，綿艮延長達一百五十公里，其中發育最好的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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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帶位於和平溪至花蓮市之間，厚度將近十公里，大理岩產於變

質岩區，通常以塊狀厚層夾於其他岩層中間。主要分佈在大南澳

變質雜岩（第三紀）與蘇澳群（始新世）中，兩者之特色如下：

大南澳變質雜岩的厚度相當厚，可有 1000 公尺以上，著名的太

魯閣峽谷便是大理岩所構成；蘇澳群的厚度較薄，多為 100 公尺

以下之凸鏡體，出露地區如南湖陶賽峰附近。依中央地質調查所

87 年 12 月出版之「台灣的變質岩」書中所述，大理岩在大南澳

變質岩內是一種重要的岩石，不論就數量分布範圍而言都不容忽

視，它主要分布在和平(大濁水)溪與玉里清水溪之間，中間經過

立霧、木瓜、壽豐(清昌山)、萬里(萬榮)、馬鞍、壽坪、樂樂等溪、

丹大山以及玉里以西之瓦拉米，並繼續南延至南橫公路一帶，此

後大理岩的總厚度及顯著減薄至一、二百公尺以下，整條大理岩

帶的長度超過 200 公里(圖 2-10)。 

 
資料來源：「台灣的變質岩」，中央地質調查所87年12月出版 

  圖 2-10 台灣結晶石灰岩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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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蘇澳南方及西南山區、天祥以西以及木瓜溪上游的天

長山一帶也有大理岩出露其總厚度遠不及前者之大。在上述大理

岩帶之內存有不少白雲岩體，自北向南依次為蘇澳、和平、和仁、

清水、崇德、太魯閣、白沙橋、老西、銅門、木瓜山、烏帽子山、

荖溪、清昌山、萬里橋、馬太鞍、麻子漏溪、拉庫拉庫溪、清水

溪等(圖 2-11)，另外在清昌山之下游河床上有許多白雲岩礫，屬

於沙礫礦場，源自上游大理岩內之礦體。 

 

註：1 蘇澳、2 和平、3 和仁、4 清水、5 崇德、6 太魯閣、7 白沙橋、8 老西、9

銅門、10 木瓜山、11 烏帽子山、12 荖溪、13 清昌山、14 礫礦場、15 萬里

橋、16 馬太鞍、17 麻子漏溪、18 拉庫拉庫溪、19 清水溪) (陳其瑞，1996) 

資料來源：同圖 2-10 

圖 2-11 台灣白雲岩礦床之分布位置圖 

因此目前設權數最多者為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場(共有 78 礦，

見表 2-1)，本研究雖每礦做一紀錄表(如表 2-16)，但為便於調查

結果之分析，則依現有礦場之分布，大略概分為以下地區進行現

地調查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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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大理石/白雲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案例) (頁一)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412 宜興石礦 露天階段 
6000 公噸 

(7,641 公噸) 

宜蘭縣南澳鄉蘭崁山西北

方地方 

礦區概況 

礦區範圍

面積 
土地權屬 用地大小 礦床分布 

賦存地質條件

及圍岩地質條

件 

運輸方式 

231公頃43

公畝 08 

林務局(林班

地) 

13.4083 公頃 主要由大理
石及各類片
岩等岩層構
成。 

礦區岩層屬先
第三紀大南澳
變質岩群。 

卡車 

地質條件 

地質構造 

礦床形態、

分布、連續

性、走向與

傾角 

覆蓋層厚度及

變化 

礦床品位分

布 

賦存量及可採

量 
地下水 

岩層呈單

斜構造 

走向 N75°E 

~N65°E，傾
斜 60°~ 

85°N 

大理石礦脈厚
度約 70~200 公
尺，上下圍岩均
為黑色片岩 

大理石色呈
灰白至灰黑
色，其中偶夾
有薄層片岩。 

1,000萬噸以上 區 內 無 地

下水 

地下開採相關設施 

水、電供應 
道路及廢棄物(含廢石)處

理 

其他特殊事

項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礦區缺水源 

已供電 

安平坑林道已鋪設柏油，

廢石於捨石場堆置，生活

廢棄物運下山交清潔隊處

理。 

礦區兩側分

別與潤泰及

宜大聯合開

採公界。 

岩盤破碎，不適於地下開

採 

 

現地量測 

1.R.Q.D 值 25~50 

2.不連續面的組數 四組以上節理，節理分佈不規則，極發達 

3.不連續面的間距 60~2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粗糙或不規則，波浪狀 

5.地下水面狀況 全乾 

6.史密特硬度指數 灰色大理石約為 400 

7.現地座標(TWD97) X：332159  Y：2713501 H：1,134 

備註：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欄：如不適用地下開採者，請說明原因(如轉石礦場、

礦床太小、太薄或礦脈變化太大、技術不足、成本太高無經濟效益等或其

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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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大理石/白雲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案例)(頁二) 

 
 岩體分類評分 

RMR岩體分類系統紀錄表 

地質影響因子 現地情形 得分 

1.岩石強度 50MPa +4 

2.RQD岩石品質指標  <25 +3 

3.不連續面間距 60~200mm +8 

4.不連續面面狀況 連續 +20 

5.地下水狀況 全乾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10 

綜合評述 
屬第三類，地下開採須全面人工支

撐，故不具經濟效益。 
總分 40 

NGI-Q 岩體評分紀錄表 

地質影響因子 現地情形 得分 

1. RQD：岩石品質指標 20 20 

2. Jn：節理組數 
四組以上節理，節理分佈不規則，極發

達，成小方塊狀等 
15 

3. Jr：節理面粗糙度 不規則 1.5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岩面輕微蝕變，岩面外覆層為不軟化

礦物、砂質顆粒、不含黏土之崩解岩石 
2.0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 1.0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堅實岩石(無黏土)含多條剪裂帶，周圍

岩石鬆動 
7.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Q =

20

15
×
1.5

2
×

1

7.5
= 0.133  

*岩石強度以現地史密特硬度指數估算。 

*岩石品質指標(RQD)：由調查之裸露面推估，或採用國際岩石力學學會所提出

的公式來換算，即RQD＝115－3.3JV (JV=單位體積節理數) 

*不連續面位態修正以假設坑道由調查裸露面垂直進入礦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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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大理石/白雲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案例)(頁三) 

 現場照片 

 

宜興石礦採礦場現況 

 

宜興石礦主要礦脈岩體構造 

 

宜興石礦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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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蘇澳地區 

本區調查範圍除蘇澳外尚包括東澳與南澳地區，共計有

14 礦，惟其中富賈礦場與永豐餘礦場 2 礦為轉石礦場，另蘇

澳石礦、海南烏岩第一礦場、嘉新南澳礦場、幸福東澳礦場、

白玉山礦業等 5 礦，均無作業，有些屬長期未作業，道路不

通，致人員聯繫不上，故無法前往現場調查。 

本區前往調查之礦場有：信大太白山礦場、台泥太白山

大理石礦場、扶昇礦場、宜興石礦、潤泰蘭崁石礦、東大石

礦、宜大石礦(雖申報停工中但業者仍配合調查)，其中前往東

大石礦之道路因調查前數日大雨導致礦場前道路臨時中斷無

法至現場，故完成現場調查者僅有 6 礦，其岩體分類與初步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結果如後表 2-17。 

表 2-17 蘇澳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

性評估 

1 A02412 宜興石礦 393 50 40 0.333 不具經濟效益 

2 A02583 宜大石礦 357 50 40 0.333 不具經濟效益 

3 A02528 潤泰蘭崁石礦 357 50 40 0.333 不具經濟效益 

4 A01009 扶昇礦場 560 60 45 0.2 不具經濟效益 

5 A01056 台泥太白山礦場 560 80 64 8 需進一步評估 

6 A02389 信大水泥太白山礦場 560 50 48 0.333 需進一步評估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6 礦 

東大石礦、蘇澳石礦、海南烏岩第一礦場、嘉新南澳礦場、

幸福東澳礦場、白玉山礦業。(無作業或道路中斷，無法現

地量測。) 

未調查礦場 2 礦 富賈礦場、永豐餘礦場為轉石礦 

備註：岩體單壓強度係由現場史密特錘量測硬度指數經轉換所得，單位為：Kg/cm2 

本區目前開採之大理石礦中，宜興石礦、潤泰蘭崁石礦、

東大石礦、宜大石礦等位於蘭崁山上，依地質調查所之資料，

應屬產在碧侯層內的結晶石灰岩，其一般成暗灰色細粒塊狀，

外觀不同於大南澳片岩內一般所見之大理岩，如圖 2-12(宜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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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其厚約 70~200 公尺，整體岩體節理分佈不規則，且

極發達，造成岩盤破碎，目前露天開採一般無需使用炸藥即

可挖掘(少數岩體較完整者仍須鑽孔爆破，如圖 2-13(未使用

炸藥)，故此地區如果使用地下開採，則其坑室規格無法作太

大之布置，故使用地下開採將不具經濟效益。此亦雖然潤泰

蘭崁石礦礦區位於保安林地內，依保安林經營準則第十五條

規定，探礦、採礦應以坑道方式作業。但無法以坑道方式作

業，經礦業主管機關邀請學者專家評估認定並經中央主管機

關同意者，得以露天方式作業，並以階段方式為之。所以潤

泰蘭崁石礦前經學者專家評估認定無法以坑道方式作業，而

核准露天開採。 

  
圖 2-12 碧侯層內的結晶石灰岩圖 

 
     圖 2-13 宜興石礦開採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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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東部變質岩區分，最早為小笠原將東部變質岩

區主要分為蘇澳統及大南澳統，於沿海圖幅中，皆以大南澳

統稱之。顏滄波（Yen，1960）首先對台灣東部變質岩區的岩

層作進一步地層學上的探討。對於變質岩的整體，顏氏以「大

南澳片岩」稱之，對於變質前之原岩稱為「大南澳群」。陳培

源（Chen，1964）將大南澳群分為四個岩石單位，即沙卡噹

大理岩，天祥片岩，溪畔片麻岩及開南岡片麻岩。王執明

（Wang Lee，1979，1982）於台灣東部變質岩區，則依據野

外極易辨 視的岩性：片岩、片麻岩、大理岩、綠色片岩（含

石英片岩、薄層大理岩等），採和平至花蓮地區出露最佳的地

名，分別稱之為：天祥層、開南岡層、九曲層及長春層。在

顏氏（Yen，1960）大南澳片岩分層上，其中屬三錐層之公相

與太魯閣層之東澳相，二者的原岩中為砂岩及頁岩部份，王

執明認為應當相當於陳氏所指的天祥層。基於國際地層規範

首規定（Hedberg，1976，p32）地層單位應以岩性 決定而不

應以「相」作為地層單位。同時因化石資料上不足以證明東

澳相與公相的時間先後關係，故捨顏氏之地層命名，而取陳

氏之天祥層。顏氏之玉里層與碧侯層亦併入天祥層。本研究

因本區之大理岩與一般所見之大理岩不同，故仍採陳肇夏編

著之台灣的變質岩內的見解，認為蘇澳蘭崁山系之宜興等礦

場之大理岩屬碧侯層。 

另本區內之台泥蘇澳廠太白山大理石礦場與信大太白山

礦場，其請區內之大理石，為由西方蘭崁山北麓經太白山北

腹延伸至東方西帽山附近尖滅，全長約 8 公里。與宜大石礦、

宜興石礦、潤泰水泥等礦場為同一大理石礦床。但因台泥太

白山大理石礦，其現場有部分已開發至較低海拔(約 850M)，

其出露之岩體比較完整，故實施岩體分類時其 RMR 分數可達



67 
 

60 以上，Q 值亦達 8 分，基本上可以實施地下開採，惟尚須

做較詳細之調查與評估，而相鄰之信大太白山礦場因其開發

進度較慢，目前開採位置仍位於海拔 1000 公尺以上，屬該礦

脈之淺層部分，其岩體結構與宜興礦場類似，是否適合地下

開採，需進一步調查與評估。 

2.澳花地區 

本區為位於宜蘭縣南澳鄉和平溪(大濁水溪)北岸之礦場，

共有 8 礦。其中有台山石礦、潤億礦場、大松第二採礦場、

聯峰澳花礦場、大發扒里份礦場、大濁水礦場、大松礦業等

7 礦為已核准地下開採之礦場，早期以開採較高單價之白雲

石為主，惟近年來因受市場與各種因素影響，目前僅有台山

石礦仍正常生產中，其於礦場均已停工，且除大發扒里份礦

場及潤億礦場兩礦之連外道路尚可通行外，其餘聯峰澳花礦

場、大松第二採礦場、大濁水礦場、大松礦業等四礦之連外

道路於調查時無法通行。其餘兩礦為大原礦場與信億採礦場，

其中信億採礦場無作業，且聯絡道路已中斷，故本區僅對大

原礦場進行現地調查，調查結果：岩體單壓強度 391 Kg/cm2、

RQD 為 70，RMR 得 57 分屬第 III 類岩體(接近第 II 類)，Q

值為 0.289，整體而言該礦區，岩體節理分佈不規則，極發達，

且節理面岩面外覆層為粉質或砂質黏土(見圖 2-14)，為本次

研究調查之礦場中，唯一出現此一現象之礦區，而岩體單壓

強度僅391 Kg/cm2，亦為所有調查礦場中最低者(見表2-18)。

另目前開採區內有2~3條含有黏土之軟弱帶出現(見圖2-15)，

故如欲改為地下開採，可能需加強坑道支撐(尤其接近地表階

段)，致成本可能太高而無經濟效益。 

3.和平林道區域 

本區為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大濁水溪(和平溪)南岸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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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澳花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

性評估 

1 A02385 大原礦場 391 70 57 0.289 不具經濟效益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3 礦 

台山石礦(正常作業)、大發扒里份礦場及潤億礦場(無作業) 

(已核准地下開採礦場將另外討論，故不調查評估) 

未調查礦場 4 礦 
聯峰澳花礦場、大濁水礦場、大松第二採礦場、大松礦業(均

無作業且道路中斷) 

備註 
台山石礦、潤億礦場、大松第二採礦場、聯峰澳花礦場、大發扒里

份礦場、大濁水礦場、大松礦業等 7 礦已核准地下開採礦場。 

，礦場基本上以林務局之和平林道為主要聯絡道路，全區有

16 個礦區，為目前正常生產者僅有榮豐大濁水礦場、榮豐和

平礦場(籌備地下開採中)、永建和平礦場、玉昌石礦等 4 礦，

其餘 12 礦均因各種原因(用地未核准或辦理續租未完成等)而

無作業，尤其和平林道 18 公里處路基流失目前道路中斷，其

內數礦均無作業已久。 

 
圖 2-14 大原礦場節理面岩面外覆層為粉質或砂質黏土情形圖 

 
圖 2-15 大原礦場開採區內有 2~3 條含有黏土之軟弱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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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林道內現地調查之結果如表 2-19，位於林道前段較

低海拔之榮豐大濁水礦場與玉昌石礦，現有採礦場無完整岩

脈，其中榮豐大濁水礦場，採掘面目前為崩積層碎屑堆積層，

無完整岩體(見圖 2-16)，而玉昌石礦則為河川沖積層，岩體

成角礫狀或獨立塊體(見圖 2-17)。故無法現場評估，該兩礦

區須先評估碎屑堆積層或沖積層之厚度，方可依據該區附近

出露之大理岩脈來進行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其餘位於和平

林道中段以上之永建礦和平礦場與榮豐和平礦場，其大理石

岩脈結構完整，賦存厚度甚厚，初步評估尚可實施地下開採。 

本區除上述 4 礦外，另於林道觀測喬朗石礦、意大利礦

場，其餘之正章工礦行和平大理石礦、和平礦場、加裕石礦、

利峰石礦、萬昌石礦、東建採礦場、玉城石礦、元宏石礦、

誠一石礦、宏誠石礦和平礦場等 10 礦為無作業礦場，因道路

不通或人員聯繫不上，故無法前往現場調查。 

表 2-19 和平林道區域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2201 榮豐大濁水礦場 - - - - 
崩積層碎屑堆積層，無

完整岩體 

2 A02376 
永建礦業股份有

限公司和平礦場 
509 75 61 1 

可，惟初期(接近地表節

理分佈不規則，極發達)

需加強坑道支撐。 

3 A02544 玉昌石礦 - - - - 
河川沖積層，岩體成角

礫狀或獨立塊體。 

4 A03411 榮豐和平礦場 608 90 77 18 已核准地下開採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2 礦 喬朗石礦、意大利礦場 

未調查礦場 10 礦 

正章工礦行和平大理石礦、和平礦場、加裕石礦、利峰石礦、

萬昌石礦、東建採礦場、玉城石礦、元宏石礦、誠一石礦、

宏誠石礦和平礦場(道路中斷) 

備註 榮豐和平礦場已核准地下開採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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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榮豐大濁水礦場採掘面為崩積層碎屑堆積層無完整岩體圖 

 

圖 2-17 玉昌石礦表層為河川沖積層，岩體成角礫狀或獨立塊體圖 

4.和平地區 

本區是以和平車站前方與其附近(秀林鄉和平西南方山

岳地方及和中地區)之礦場，共有 9 礦，其中除愚崛礦場、合

盛二礦為無作業礦場，因道路不通或人員聯繫不上，故無法

前往現場調查外，其餘包括台泥和平石礦場、寶來石礦、金

昌石礦、合盛原石礦、華信石礦、和中石礦均經現地調查與

評估，其結果如表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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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和平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2079 台泥寶來石礦 509 85 74 17 可 

2 A02434 金昌石礦 623 85 74 17 可 

3 A02700 合盛原石礦 623 85 74 17 可 

4 A02719 華信石礦 638 90 70 9 可(無作業) 

5 A03346 和中石礦 610 80 64 1.6 可(無作業)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2 礦 

台泥和平石礦場(僅供作輸送系統)、合盛二礦(申請礦業用

地中) 

未調查礦場 2 礦 泰昌石礦、愚崛礦場(道路中斷) 

備註  

 5.和仁地區 

本區是以花蓮縣秀林鄉和仁村(卡那剛溪)兩側之礦場，計

有 12 礦，其中豐興礦場、長興石礦等 2 礦為無作業礦場，因

道路不通或人員聯繫不上，故無法前往現場調查，另利東和

仁礦場則辦理用地中尚無工作面，幸福和仁礦場僅供作輸送

系統及安鋼石礦礦場已核准地下開採，亦已開設坑道數十公

尺，為目前依水保計畫規定辦理坑口相關設施而坑內暫停作

業中；其餘和仁白雲石礦、中和礦場、欣欣和仁一礦、利英

和仁礦場、欣欣和仁三礦、福安石礦、福安二礦等 7 礦，現

地調查結果如表 2-21 所示。 

和仁地區之礦場其大理石脈賦存厚度甚厚，且區內大理

岩中夾雜之白雲石礦床較多，且白雲石之 MgO 含量高，可供

作化工原料，故其礦產品單價較高，是所有調查之區域中，

最適合地下開採區域，但福安二礦目前開採區位為卡那剛溪

上游，海拔較高，且區內目前開採之表層，岩體結構變化較

大，節理多且不規則，另該礦已布置直井系統，礦石運輸亦

以隧道及密閉式輸送帶運輸。故不適合改為地下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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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和仁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1415 和仁白雲石礦 559 85 69 3.4 已核准地下開採 

2 A02428 中和礦場 610 90 77 6 可 

3 A02552 欣欣和仁一礦 538 90 77 9 可 

4 A02586 利英和仁礦場 608 90 74 18 已核准地下開採 

5 A02658 欣欣和仁三礦 538 90 77 9 可 

6 A02701 福安石礦 560 95 80 19 可 

7 A03343 福安二礦 591 85 75 0.85 待詳細評估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3 礦 

幸福和仁礦場(供作輸送系統)、安鋼石礦礦場(目前坑口整

理)、利東和仁礦場(核定用地中) 

未調查礦場 2 礦 豐興礦場、長興石礦(道路中斷) 

備註 安鋼石礦礦場、利英和仁礦場 2 礦已核准地下開採 

6.新城與三棧地區 

新城與三棧地區僅有 5 礦，其中僅富益石礦及亞洲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新城山礦場 2 礦正常作業，亞洲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廠加禮苑山礦場尚未開發，榮豐三棧礦

場則無作業。正常生產之富益石礦、亞泥新城山礦場現地調

查結果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新城與三棧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1705 
亞泥新城山礦

場 
560 85 69 6.8 

可能無法提供足夠需

求量 

2 A01291 富益石礦 436 50 57 0.222 
成本可能太高無經濟

效益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未調查礦場 3 礦 
亞泥加禮苑山礦場(尚未開發)，榮豐三棧礦場(無作業) 、世

易水泥(尚未開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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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新城山礦場基本上可以使用地下開採方式開採大理

石，但開採成本勢必會提高，而且地下開採的生產量在開設

初期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有限，要能大量生產，依國外經驗，

坑室規格須達到 15 米高與寬以上，並佈置多個工作面才具經

濟效益，但要布置這麼大的坑室，則其礦床需比較完整，因

此水泥原料之地下開採，尚須經過較詳細之評估。富益石礦

現地調查時，其開挖面正好開採靠近地表之變質區域，整體

岩盤結構較差(見圖 2-18)，故岩體分類分數偏低，但礦場階

段開採之推進面(靠近礦體中心方向)，其岩盤完整性較佳，為

目前採台之殘壁已植生綠化(見圖 2-19)，故有關該礦之地下

開採可行性，須更詳細之調查。 

 
圖 2-18 富益石礦目前開採之變質區域情形圖 

 

圖 2-19 富益石礦採台殘壁已植生綠化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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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木瓜溪以南 

花蓮木瓜溪以南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共有 13 礦，但其

中溪口五礦、溪口七礦、力曄礦場、溪口六礦、鳳林大理石

礦、新東台石礦、龍鳳池大理石礦、金鳳池大理石礦、順鈺

採礦場等 9 礦，為轉石礦場，即於清昌山之下游河床與壽豐

溪上、下游河床之沙礫礦場，不可能進行地下開採。另協進

石礦、王武塔採礦場(道路中斷)為停工礦場，世易水泥則尚未

開工申報，統帥石礦則具有大理石與蛇紋石兩礦種之開採權，

但目前僅開採蛇紋石，本年度不列入調查，故本區前往現地

調查者僅聯欣石礦 1 礦(詳如表 2-23)。 

表 2-23 木瓜溪以南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單

壓強度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2951 聯欣石礦礦場 509 95 72 11.875 已核准地下開採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未調查礦場 12 礦 

王武塔採礦場(道路中斷)、協進石礦、統帥石礦(開採蛇紋

石)；溪口五礦、溪口七礦、力曄礦場、溪口六礦、鳳林大

理石礦、新東台石礦、龍鳳池大理石礦、金鳳池大理石礦、

順鈺採礦場等 9 礦，為轉石礦場 

備註  

聯欣石礦為國內最早開採大理石為主而由露天轉為地下

開採之礦場(見圖 2-20)，原依據成功大學張瑞麟教授主持完

成「聯欣石礦白雲石地下開採設計之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

擬報告」，以設計坑道規格 8m 寬、6m 高，礦柱 20m×17mx6m

方式布置，經核准後進行開採，迄今已十年，至 104 年 9 月

提出「聯欣石礦地下開採設計差異分析」將坑道更改設計為

10m 寬、8m 高，礦柱 20m x 17 m x 8m 之規格，亦經核准。

目前因辦理用地續租耽擱而暫停開採作業，但坑內通風、通

道等均維持良好(見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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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聯欣石礦坑口情形圖 

 
圖 2-21 聯欣石礦坑內情形圖 

聯欣石礦坑內開採面岩體結構完整(見圖 2-22)，依據研

究所擬定之現地調查表，進行紀錄之結果為：岩體單壓強度

509 Kg/cm2、RQD 為 95，RMR 得 72 分屬第 II 類岩體，Q

值為 11.875，其結果符合本研究所預設可實施地下開採之評

估標準，亦即經由對已經地下開採礦場，進行調查項目之核

對，可證明本研究初期所設計之調查與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方式，尚屬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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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聯欣石礦坑內開採面岩體結構圖 

四、開採技術成本與投入及產出績效分析 

依調查結果發現，國內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場，因供料用途(產品

品質與用途)之差異，在開採規模有很大差別，因此在開採技術成本

及投入與產出尚有很大差異，例如一般供水泥用料之礦場，為配合水

泥廠運轉，需大量生產。這種礦場要改為地下開採有其困難，故本案

之開採技術成本及投入與產出績效分析，僅以提供化工原料之中小型

礦場進行分析。 

(一)露天礦場之開採技術成本及投入與產出績效分析 

1.採礦方法 

依現行規定露天礦場須以階段式開採，以某礦場露天階

段式採掘法開採大理石原生礦床為例，採礦場由礦區最高海

拔處往下佈置階段開採，開採中每階段高 10 公尺以下，工作

面傾斜 75 度以下，工作平台寬 15 公尺以上，每階段長度 150

公尺以上，採掘程序為先利用挖土機沿等高線方向拓展採礦

場工作面，將礦床上方表土剝除，並以鑿岩機鑽孔裝藥爆破

拓展採礦場工作面，如此每間隔高 10 公尺拓展一工作面，採

礦工程則計畫以履帶式鑿岩機自各階段平台向下鑽孔裝藥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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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開採，將大理石礦石放置於下方階段平台後，可成材者，

以金鋼索鋸或利用鑿岩機鉆孔裂岩開採大理石石材，無法成

材者，再予以小炸或利用破碎機打成碎石，然後以鏟裝機裝

上卡車運銷供工業用原料石，大理石石材以吊礦設備裝上卡

車運銷，開採完成後，每階段高 10m，殘餘平台寬 5m，殘壁

傾斜 75 度，最終殘壁穩定安息角在 53°左右，並作妥植生綠

化工作。 

2. 採掘方式 

以計畫年產大理石石材 36,000 公噸，原料石 144,000 公

噸，合計 180,000 公噸，即月產大理石石材 3,000 公噸，原料

石 12,000 公噸，合計 15,000 公噸為例，每月工作天 25 天，

則計日產大理石石材及碎石約 600 公噸，所須設備列述如

下： 

A、履帶式鑿岩機一台 

B、履帶式鏟裝機五台及輪胎式鏟裝機二台 

C、挖土機七台 

D、破碎機四台 

E、空壓機四台 

F、發電機二台 

G、金鋼索鋸機三台 

H、手持鑿岩機六台 

I、裂岩手工具一批 

J、吊礦設備一組 

K、卡車托運 

所需員工人數約 15 人，礦場負責人 1 人、礦場坑外安全

督察員兼代礦場安全主管及礦場安全管理員 1 人、礦場機電

安全督察員 1 人、爆炸物管理員 1 人、履帶式鑿岩機工人 1

人、鏟裝工人 3 人、挖土機工人 2 人、其他（含會計、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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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雜工等）6 人。 

開採大理石原生礦床利用鑿岩機鑽孔裝填炸藥爆破採取，

使用硝胺膠質炸藥、硝油炸藥及少量硝甘炸藥及黑色火葯，

而以電氣雷管、普通雷管及導火索引爆，填塞物利用粉狀片、

頁岩、粘土等，大理石每公噸需要量約 100 公克(藥石比)。大

理石礦石以原石銷售，不計畫選煉。 

3.成本、利潤、收益及 之估計 

(1)估算每月生產成本 

以每月生產大理石石材 3,000 公噸，原料石 12,000

公噸，則其生產成本如表 2-24。 

表 2-24 大理石礦每月生產成本估算表 

項目 說明 成本(千元) 

採礦工資 70,000 元(平均工資/月)×9 人 

＝ 630,000 元 

630 

薪資 職員六人每人每月約 60,000 元 360 

油料費 250 桶(使用量/月)×2,000 元 

＝500,000 元，加上潤滑油、機油等 

700 

修理費 含零件等消耗品及機械保養 200 

炸葯費 含雷管、導火索費用及寄庫費 150 

道路保養費 上山道路維護 50 

辦公費 含勞保、福利金 100 

保安費 員工教育訓練 80 

環境維護費 水土保持及植生綠化 100 

雜支 含員工膳食費及電費等 136 

稅金 礦區稅、礦產權利金及地方稅 20 

合   計  2,526 

(2) 估計每月營業收入 

同樣以每月生產大理石石材約 3,000 公噸，原料石

12,000 公噸，於現場交貨大理石石材（含正材、副材、角

材）平均後價格每公噸約 600 元，而碎石平均後價格每公

噸約 100 元，則收入如下表(表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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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露天開採大理石礦每月營業收入估算表 

產品 單價與數量 收入(千元) 

大理石石材 600 元/公噸× 3,000 公噸/月 1,800 

大理石碎石 100 元/公噸×12,000 公噸/月 1,200  

合    計  3,000  

(3)估計年度損益 

每年收入 3,000 千元/月×12 月＝36,000 千元 

每年支出 2,526 千元/月×12 月＝30,312,千元 

每年收益估計                 5,688 千元 

(4)投資利潤率之估計 

一般為顧及礦業權及評價之可靠度，僅作前 20 年之

評價工作，依 DCFROR 評價公式求得其投資報酬率，經

調查目前露天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其投資報酬率約在

15%~25%之間。 

 

(二)地下礦場之開採技術成本及投入與產出績效分析 

1.採礦方法 

現有大理石與白雲石礦之地下開採，基本上以房柱法為

主，現有澳花地區之白雲石地下開採礦場，其坑室及礦柱之

保留系依照「和平地區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辦理，

坑道高6m、寬8m為原則，礦柱之規格仍維持長34m、寬13m，

回採礦柱時殘留之礦柱長、寬保留 10m 以上，且依法報准後

始得實施。但近年來新核准之和仁地區與木瓜溪上游地區之

大理石(有兼採白雲石礦者)礦之地下開採，則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核後，坑道規格設計為 10m 寬、8m 高，最大規格者

為 10m 寬、10m 高。而礦柱之保留則依其地質條件與開採區

覆蓋層厚度之不同，做不同設計從 10mX8m 至 20mX17m 者

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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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掘方式與設備 

坑道開採，以坑道寬 10m、坑道高 8m 為例，每次掘進

長度 2m 計，(孔深 2.5m，每次裝填炸藥：乳膠 15 公斤、硝

油 250 公斤，藥石比約 150 克)，每次施炸可採礦石量約 400

公噸，以每工作天一個循環作業，則月生產約 10,000 公噸。

所須設備列述如下表(表 2-26)： 

表 2-26 地下開採大理石與白雲石礦機械設備列表 

機械設備種類 使用目的 能力 數量 

空壓機 供應壓縮空氣 50HP 1 台 

發電機 供應電源 50HP 1 台 

重型導軌式鑿岩機 鑿孔  1 台 

扇風機 坑內通風 15HP 1 台 

挖土機(鏟裝機) 裝運礦石 150HP 1 台 

卡車 運輸礦石  4 台 

所需員工人數約 15 人，礦場負責人 1 人、礦場坑外安全

督察員兼代礦場安全主管及礦場安全管理員 1 人、礦場機電

安全督察員 1 人、爆炸物管理員 1 人、重型導軌式鑿岩機工

人 1 人、鏟裝工人 1 人、卡車司機 4 人、其他（含會計及雜

工等）5 人。 

3.成本、利潤、收益及投資報酬率之估計 

(1)估算每月生產成本 

以每月生產大理石 8,000 公噸，白雲石 2,000 公噸，

則其生產成本如表 2-27。 

(2) 估計每月營業收入 

以每月生產大理石 8,000 公噸，白雲石 2,000 公噸，

於現場交貨大理石(化工用)平均後價格每公噸約 200 元，

白雲石平均後價格每公噸約 800 元則收入如下表(表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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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地下開採大理石與白雲石礦每月生產成本估算表 

項目 說明 成本(千元) 

採礦工資 70,000 元(平均工資/月)×9 人 

＝ 630,000 元 

630 

薪資 職員六人每人每月約 60,000 元 360 

油料費 250 桶(使用量/月)×2,000 元 

＝500,000 元，加上潤滑油、機油等 

700 

修理費 含零件等消耗品及機械保養 200 

炸葯費 含雷管、導火索費用及寄庫費 200 

坑室維護 浮石處理、軟弱帶補強與支撐 300 

辦公費 含勞保、福利金 100 

保安費 安全津貼、員工教育訓練等 260 

環境維護費 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費 20 

雜支 含員工膳食費及電費等 236 

稅金 礦區稅、礦產權利金及地方稅 20 

合   計  3,026 

表 2-28 地下開採大理石與白雲石礦每月營業收入估算表 

產品 單價與數量 收入(千元) 

大理石(化工用) 200 元/公噸× 8,000 公噸/月 1,600 

白雲石 8,000 元/公噸×2,000 公噸/月 1,600  

合    計  3,200  

(3)估計年度損益 

每年收入 3,200 千元/月×12 月＝38,400 千元 

每年支出 3,026 千元/月×12 月＝36,312,千元 

每年收益估計                 2,088 千元 

(4)投資利潤率之估計 

一般為顧及礦業權及評價之可靠度，地下開採僅作前

10 年之評價工作，依 DCFROR 評價公式求得其投資報酬

率，經調查目前地下開採之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其投資報

酬率約在 15%~22%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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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之分析可知，同樣是開採大理石與白雲石礦，但露天開採

與地下開採兩者之開採技術成本及投入與產出，有很大不同，上述以

同樣為員工共 15 人之中小型礦場，在產量上露天開採可達每月約

15,000 公噸(石材與原料石合計)，但地下開採因受開採空間限制，至

其產量僅每月約 10,000 公噸(大理石與白雲石合計)，同時在生產成本

上，地下開採高於露天開採(除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費用較低外，其

他不論炸藥費、安全維護費、搬運費等均比露天作業高)，因此地下

開採通常以開採較高單價之產品(如化工用原料、白雲石)，方具有開

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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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石礦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分析及機制 

一、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地下開採技術探討 

雖然石礦的地下開採成本比露天開採採之成本高，但在美國某些

地區，石灰石的地下開採既符合經濟效益同時也是一種需要。多年來

美國成功的使用石灰石的地下開採方式，迄今仍有許多地下開採之石

礦，例如 2015 年全美作業中之石礦場就高達 116 礦。而歐洲、日本

等也都有石灰石地下開採的例子，就是大陸近年來也有石灰石地下開

採礦場出現，且文獻顯示福建省在 2015 年起，全面推廣石灰石礦的

地下開採方式。有關結晶石灰石(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地下開採，我國

也已經有少數礦場之存在。 

(一)石礦的地下開採的基本條件 

地下採礦可選擇之方法甚多，分別適用各種變化之礦床，不

同之採礦方法有其適用之條件及適用之開採礦種，一般以岩磐支

撐方式分為三類： 

1.以礦體自行支撐之採礦法——指礦體本身強度足以支撐頂

磐壓力，只用少量的岩栓及支撐而不需要大量的人工支撐

之開採法。常見的採礦方法有房柱法、坑室礦柱法、積石

坑室法及次平巷坑室法。 

2.人工支撐採礦法——指礦體本身或圍岩之強度較弱，無法

支撐頂磐壓力，因而需用大量人工支撐以維持地下坑室穩

定之開採法，常見的為切填法，另外在較特殊狀況下使用

撐木法及方格柱法。 

3.陷落法——指礦體或圍岩在控制情況下，同時或相繼陷落

之開採方法，常見的為長壁法、次平巷陷落法及塊體陷落

法。 

經研究分析陷落法適用於大礦體，其經濟效益最高，適用於

大規模作業，但初期投資高，開拓成本大，開拓工期長，且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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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下陷之顧慮。而人工支撐之採礦法則作業成本高，二者均不適

用於工業原料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上只有以礦體自行支撐之採礦

法較適合台灣地區工業原料石礦地下開採。 

在以礦體自行支撐之採礦法中，房柱法與坑室礦柱法之設計

與佈置相同，但房柱法一般均只用於礦脈與上下磐岩層性質差異

較大，礦柱具明顯規則性之煤礦開採，至於積石坑室法及次平巷

坑室法，適用於急傾斜之礦床，開採作業技術要求也較高，在台

灣石礦之應用上亦不適當。坑室礦柱法適用於開採傾斜角度不超

過三十度而且礦體與圍岩具相當強度之礦床，所以在台灣石礦之

應用性較高。 

坑室礦柱法適用於開採傾斜角度不超過 30 度而且圍岩與礦

體本身具相當強度之礦床。此方法是唯一有效開採水平薄層礦床

的開採法，常用來開採層狀沈積岩。使用此方法時，留下一部份

的礦柱來支撐頂磐，坑室及礦柱之大小係由頂磐之穩定性、礦體

本身之特性、礦床之厚度和岩磐之壓力所決定。礦柱通常是以規

則形式來安排，可以以圓形、方形或其他形狀隔出坑室。礦柱可

於礦場開採最後階段部分回收，礦體與頂磐之穩定性引用彈性體

觀念，即礦體經開挖形成空洞，在一定範圍內其仍可依靠本身強

度而不會造成破壞，但如果空洞過大，形成之不平衡壓力大於頂

磐所能負荷之強度時，則會發生崩落，而影響作業人員安全。 

礦體及圍岩強度為影響坑道穩定之首要條件，並需依此決定

坑室及礦柱之尺寸。基本上太弱或節理層面過於發達之岩磐，則

需配合人工支撐等方法予以補助。各種坑室法對於具有堅硬側壁

及頂磐之礦床特別有效，因為留做礦柱之礦體數量視側壁強度，

頂磐強度及礦石強度而有所改變，強度愈高，礦柱之數量就可減

少，亦即可採出之礦量也就增加。反之，增加礦柱尺寸而減少坑

室範圍，雖可改善頂磐安全，但由於大部分之礦體用來支撐圍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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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礦石可採率下降，因此，礦柱之設計規劃，直接影響開挖比、

坑室穩定安全，亦即開採規格與保留礦柱規格將決定礦床可採量、

作業安全並因而決定礦場開發之經濟效益。 

一般地下開採坑室礦柱法規劃的開發流程如下：(一)蒐集現

有文獻、報告、地形圖、地質圖等資料；(二)量取現場之 R.Q.D

值、不連續面的組數、不連續面的間距、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地下水面狀況等地質資料及採樣進行室內單軸壓力試驗、三軸壓

力試驗、撓曲強度試驗及量測岩石單位重(γ)、彈性係數(E)、蒲松

比(ν)、臨界尺寸的抗壓強度等試驗及分析求取岩石強度；(三)依

取得資料進行計算求出礦柱強度、承受壓力、開挖比率、高寬比

率、高寬比值及其間的最佳組合，最後完成坑室長、寬、高與礦

柱大小之設計。整個坑室礦柱法規劃的開發流程如圖(3-1)，但要

實施地下坑室開採，基本上在初步地質調查時，即須符合以下條

件： 

1.岩石 RMR 岩體分類法評估之結果，須為第 I 及 II 類岩體(分

數需超過 60 分)。 

2.完整岩心單軸抗壓強度(UCS)須超過 45MPa (6400psi)。 

3.採礦範圍內沒有軟弱帶。 

亦即現有一些大理石礦其礦床屬於河床轉石礦(如圖 3-2) (富

賈礦場)，並無完整礦脈，或礦床為河川沖積層(第四紀)，礦體成

角礫狀或獨立塊體者(如圖 3-3)，即不符合地下坑室開採之基本條

件。 

(二)石礦的地下開採的作業方式 

採礦過程的一個主要的工作破碎岩石，爆破是破碎岩石最經

濟有效的方法。但爆破的後果是對坑室周邊的破壞。這種損壞會

導致岩體破裂失去原有強度或岩石崩裂至超出原設計之岩體被

移除(超挖)，及鬆散的岩石形成浮石，並對其餘周邊造成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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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而房柱法採礦，為確保礦柱強度及防止頂磐破壞造成落石 

圖 3-1 地下開採坑室穩定性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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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位於東澳地方之轉石礦場圖  

 
圖 3-3位於秀林鄉大濁水溪中游南岸地方之河川沖積層礦床礦體成角

礫狀或獨立塊體不適宜地下開採圖 

或崩塌，就必須減少保留之礦柱與坑室周圍(尤其是頂磐)岩體無

損傷，因此，控制爆破就是必須的選擇，所謂控制爆破(controlled 

blasting)是指必須嚴格地使其與設計尺寸相符，其誤差不得超過

設計規定值，做到準確定位；要求只破壞需要破壞的部分，保留

需要保留部分的完整性和穩定性，如預裂爆破(Pre-splitting)和光

面爆破[Smooth (contour or perimeter) blasting]，應使保留的邊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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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的周邊圍岩完整和穩定等。地下坑室作業目前常用的是光面

爆破或稱平滑發爆法，有時也叫作輪廓爆破法、周邊爆破法或者

成型爆破法。這種方法是在瑞典首先採用的，並在地下巷道與採

場等掘鑿工程中被廣泛應用來控制防止超挖。 

1.光面爆破的特點 

與普通爆破相比較，光面爆破的特點是： 

(1)周邊輪廓線符合設計要求；對圍岩強度破壞不大，提

高了坑室或巷道的穩定性，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加強支撐，

減少了支撐工作量和材料消耗； 

(2)爆破後的岩面光滑平整，通風阻力小，岩面上應力集

中現象減少，肉孔幾乎看不到爆破裂隙，原有構造裂隙

也不因爆破影響而有明顯擴展，可保持圍岩的整體性和

穩定性，有利於施工的安全； 

(3)可減少超挖或欠挖，節省因超、欠挖而增加的工程量

和費用，提高工程速度和品質；光面爆破後通常可在新

形成的壁面上殘留清晰可見的半邊孔壁痕跡(如圖 3-4)；

容易發現落磐徵兆，在工作面上幾乎不會出現浮石，不

會有落石的危險，為安全施工提供了良好條件： 

 
圖 3-4 光面爆破後壁面上殘留的半邊孔壁痕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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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加快坑室或巷道掘進速度，降低成本，減少超挖，

省工、省料，同時可提高工程品質和進度，保證施工安

全。 

2.光面爆破參數 

為獲得良好的光面效果，一般可選用低密度、低爆速、

低體積威力的炸藥，以減少炸藥爆轟波的擊碎作用和延長爆 

炸氣體的膨脹作用時間，使爆破作用為准靜壓力作用，應盡

可能應用光面爆破專用藥包及裝藥方式以獲得預期的效果。 

(1)不耦合係數。不耦合係數(K)，是指炮孔直徑(d)和藥包

直徑(d0)之比。 

K = d/d0                 （3.1） 

不耦合係數 K = 1，表示炮孔直徑和藥包直徑完全耦

合，炮孔全部被炸藥裝滿，藥包與孔壁之間沒有空隙。此

時，爆轟壓力對孔壁作用明顯。K > 1，表示炮孔直徑與

藥包直徑不耦合，藥包與孔壁之間有空隙。K 越大，則空

隙也越大。合理的不耦合應使炮孔壓力低於岩壁抗壓強度

而高於抗拉強度。如果 Kc > K > 1 (Kc—— 產生壓碎圈的

臨界不耦合係數），光面爆破的效果就不好；K > Kc  > 1 

是進行光面爆破時獲得良好效果的必要條件。實際經驗顯

示，K ≥ 2~5 時，光面效果最好。 

(2)炮孔間距 ɑ。一般為炮孔直徑的 10~20 倍。在節理裂隙

比較發育的岩石中應取小值，整體性好的岩石中可取大

值。 

(3)最小抵抗線 W。光面層厚度或周邊孔到鄰近輔助孔間

的距離，是光面孔起爆時的最小抵抗，一般它應大於或

等於光面孔間距。 

(4)炮孔鄰近係數 m。m 值過大時，爆後有可能在光面孔



90 
 

間的岩壁表面留下岩石凸塊，造成欠挖；m 值過小時，

則會在新壁面造成凹坑。實際經驗顯示，當 m = 0.8~1.0

時，爆後的光面效果較好，硬岩中取大值，軟岩中取小

值。 

(5)線裝藥密度。它是指單位長度炮孔中裝藥量的多少

（g/m)，為了控制裂隙的發展以保持新壁面的完整穩固，

在保證沿炮孔中心線破裂的前提下，應盡可能少裝藥。

軟岩中一般可用 70~120 g/m，中硬岩中為 100~150 g/m，

硬岩中為 150~250 g/m。 

(6)周邊孔起爆間隔時間。大陸之研究結果顯示，齊發起

爆的裂隙表面最平整，微差延期起爆次之，秒差起爆最

差。齊發起爆時，炮孔間貫通裂隙較長，抑制了其他方

向裂隙的發育，有利於減少炮孔周圍的裂隙的產生，可

形成平整的壁面。所以，在實施光面爆破時，間隔時間

愈短，壁面平整的效果愈有保證。應盡可能減小周邊孔

間的起爆時差。相鄰光面炮孔的起爆間隔時間不應大於

100ms。 

3.影響光面裂縫形成的因素 

影響光面裂縫形成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有裝藥量和裝

藥結構、最小抵抗線與孔間距的比值、起爆方法、空孔等。 

(1)裝藥結構。為了不破壞需要保護一側的圍岩，要採用

較大的不耦合係數 K，環狀間隙裝藥和間隔裝藥，以及

低猛度、低爆速（如爆速為 2,000~3,000 m/s），低密度

的炸藥。根據岩石的堅固性和炸藥特性，合理地確定不

耦合係數和裝藥結構，是做好光面控制爆破的關鍵之

一。 

(2)最小抵抗線、空孔與孔距。控制爆破炮孔要適當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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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地形成光面裂隙。孔距過大，光面裂隙就不能

形成。孔距也不能過小，過小，要增加鑿岩工作量，裝

藥偏多，成本上升，且控制爆破效果不好。最小抵抗線

應大於光面孔的孔距。最小抵抗線過小時，孔與孔之間

的光面裂隙來不及貫通，各孔就已朝自由面形成爆波漏

斗，結果產生凹凸不平的破裂面。相反，最小抵抗線過

大時，光面裂隙固然容易形成，但是自由面方向的爆破

效果可能要惡化，大塊多。根據推算和實驗分析，孔距

和最小抵抗線的比值最好是 0.8~1。在節理、裂隙發育

的岩石中以及開挖面的拐角，彎曲部分，要加密炮孔或

增加導向空孔。 

(3)起爆順序。爆破的結果看，以同時起爆效果最好，毫

秒間隔起爆效果次之，同段延期起爆效果最差。 

(二)石礦的地下開採的操作單元 

石礦的地下開採的作業方式基本上是由「鑽孔→爆破→裝載

→運搬」的循環過程。 

1.鑽孔 

鑽孔是石礦的地下開採的第一個作業單元，鑽孔之結果

是決定一輪作業的開挖深度、範圍與整個工作面佈置是否符

合設計之重要因素。影響爆破結果之鑽孔因素有：炮孔深度

(長度)、炮孔數量，砲孔之佈置(孔之間距)、拔心方式等。 

(1)炮孔深度 

炮孔深度是坑室開採與巷道掘進爆破中最基本的技

術參數，影響炮孔深度的因素主要有：岩石性質、鑽孔機

械、循環作業方式、炸藥威力等，在選擇炮孔深度時應綜

合考慮。 

A.根據鑽孔機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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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炮孔深度應與鑽孔機械相適應，即合理的

炮孔深度要保證鑽孔時有較高的鑽孔速度。有資料顯

示岩巷掘進時，若採用普通的氣腿式鑿岩機(如圖 3-5)，

在相同的岩石條件和施工下，採用同—根鑽杆鑽孔，

每增加—米炮孔，其鑽孔速度就下降 4％~10％，且隨

著鑽孔深度的增加，鑽孔速度就下降得越快．特別當

炮孔深度超過 2.5m~3.0m 時，由於鑽杆長度增大，使

克服鑽杆彈性變形的衝擊功增大，排粉難度也增大；

其次鑽杆與孔壁間摩擦阻力增大，能量消耗增加，再

者工人拔杆也相當困難。據其實驗分析，氣腿式鑿岩

機鑽孔深度超過 2.5m 以上，效率將大為降低，且打

孔時間占全部循環作業時間的比例較大(據統計，占

時間比例大於 45％)，因此，使用氣腿式鑿岩機，堅

硬岩石中炮孔深度宜控制在 2.5m 以內。 

當然，如若使用鑿岩台車配備重型導軌式鑿岩機

(如圖 3-6)，因其有較大的軸推力和較強的扭矩，故能

克服氣腿式鑿岩機的上述缺點，提高鑽孔速度，可不

換鑽杆一次推進行程 3.0m~4.0m，對硬岩巷道掘進中

深孔爆破非常有利。 

 
圖 3-5 氣腿式鑿岩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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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重型導軌式鑿岩機圖 

B.根據循環作業方式確定 

合理的炮孔深度應與循環作業方式相適應，即合

理的炮孔深度應能保證每班完成—個完整循環，並能

保證實現正規循環作業。這樣，每班工作任務明確，

便於組織和管理，同時配合裝載、運搬，在合理的炮

孔深度內，力求實現最高採掘效率。 

C.根據單元工時消耗確定 

根據國外長期研究和現場經驗。當炮孔深度變化

時，各主要工序，如鑽孔爆破(包括鑽孔、裝藥、聯

線、起爆等)、裝載、運搬等，其標準的單元工時消

耗量基本保持不變，但各種轉換工序和各種輔助工序．

如交接班、鑽孔準備、工作面清整、起爆前人員、設

備撤離、通風排煙、安全檢查等的單元工時消耗量卻

隨著炮孔深度的增加而明顯減少。特別是超過 2 米以

後，能顯著降低巷道掘進輔助工時，提高採掘工效。

除此以外，在確定炮孔深度時，還需考慮巷道斷面的

大小、岩石的堅硬程度、所用炸藥的爆炸威力等。巷

道斷面小、岩石的堅固性高、炮孔底部岩石壓制作用

強，拔心難度大；裝藥直徑大、爆炸威力高，能獲得

較高的拔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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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面爆破之砲孔設計 

光面爆破設計不僅要考慮周邊孔，還必須同時嚴格控

制靠近周邊孔的主炮孔的裝藥。設計原理是：任何主炮孔

產生的裂隙破壞區均不得超過周邊孔的裂隙破壞區。光面

爆破設計的主要參數是：孔徑 ψ，藥徑 d，線裝藥密度 q1，

最小抵抗線 W，孔間距 ɑ。設計方法一般是按經驗資料或

參照類似礦山資料，根據當地岩石性質，鑽孔孔徑、藥包

的直徑及爆炸性能、孔深、雷管可選擇範圍選擇炮孔的最

小抵抗線 W 和間距 ɑ，一般 ɑ / W ≦0.8，然後進行試驗、

調整。 

A.炮孔佈置及打孔要求 

拔心方法：在平巷掘進中拔心效果的好壞直接影

響全斷面的掘進效率和炮孔利用率，拔心是掘進的關

鍵。在平巷掘進中拔心方法大致可分為：斜孔拔心法

，如楔形(V 型)、錐形等；直孔拔心法，如龜裂法、

螺旋法、角柱形等和混合拔心法等各種方法。傾斜炮

孔拔心法是最常用的一種方法，尤其楔形(V型)拔心，

它是以工作面作為拔心的自由面，具有炮孔和炸藥消

耗量少的優點。 

炮孔佈置的順序：一般是首先選用拔心方法，確

定拔心孔的位置，拔心孔最好佈置在巷道掘進斷面的

中下部，距底板(地面)1~2 公尺處為宜，以便於打孔，

保證拔心品質。其次是根據岩層條件選好周邊孔參數

，佈置周邊孔及控制抵抗線的二圈孔位置。然後依斷

面上應崩落的岩石體積再安排輔助孔和底孔。 

佈置原則：總的原則是儘量減少孔數，使炮孔均

勻佈置在被爆岩體中，並考慮光面層厚度均勻和起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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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拔心孔周圍的輔助孔與中心空孔的距離不宜過

大，以不大於中心空孔直徑為宜。輔助孔彼此間的孔

距可為距中心空孔距離的 1~1.5 倍。控制周邊孔抵抗

線的二圈孔孔距不宜過大，一般為周邊孔抵抗線的大

小或稍大於抵抗線。平巷和坑室炮孔佈置見圖 4.7。 

打孔要求：採用光面爆破時對打孔要求特別嚴格。

一般地說，希望沿著巷道周邊輪廓線佈置炮孔，但由

於打孔工具和打孔技術的限制，因此，炮孔孔口要偏

離周邊輪廓線一定距離，炮孔向輪廓線傾斜一個角度，

周邊孔開孔在設計輪廓線上，孔底允許向巷道外偏出

60~70mm。在開孔之前應該劃出中心線和輪廓線，劃

好炮孔孔位，使用氣腿式鑿岩機時，若坑道高度超過

2.5m，應加設打孔平臺打周邊孔。最新型的鑿岩機(鑽

堡)通常是由電腦精密控制，可達到最佳爆破效果(如

圖 3-7)。 

 

 

 

 

 

 

 

 

 

 

 

 

 

 

 

 

 

 

 

 

圖 3-7 平巷和坑室炮孔佈置圖 

拔心孔 

周邊孔 

崩落孔 

底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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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新型鑿岩機(鑽堡)圖 

B.周邊孔間距 

周邊孔間距和最小抵抗線是光面爆破兩個重要

參數。 

一般原則是：軟岩和層理節理發達的岩層上，孔

距應小而抵抗線應大，在堅硬穩定的岩層上，孔距應

大些而抵抗線可小一些，跨度較小時，孔邊距適當減

小。反之，適當加大。這主要是考慮在堅硬岩層上的

破壞是應力波的作用占主導地位，而在軟岩層上的破

壞是爆生氣體的膨脹作用顯得主要一些，從理論上分

析，抵抗線的大小至少要大於孔距以上，這樣使兩孔

產生的應力波相遇之後才到達最小抵抗線的邊緣。但

是，考慮到雷管本身的誤差，實際上不可能做到兩孔

同時起爆，總有一些誤差，這就要考慮兩孔間的貫穿

裂縫要靠先起爆的那個炮孔來完成，它們彼此互為空

孔，所以孔距更比抵抗線為小。當孔間距大，最小抵

抗線值小，爆破後的周邊凹凸不平。若孔間距小，而

最小抵抗線大，爆炸後，或崩落不下來，或孔壁裂隙、

裂縫大。因此，正確確定炮孔間距和炮孔的密集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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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的。 

C.最小抵抗線 

最小抵抗線或稱光面層厚度。坑室或巷道掘進中，

普通光面爆破、預裂光面爆破效果的好壞，除了受周

邊孔間距和周邊孔裝藥結構參數的影響外，更主要受

最小抵抗線的影響，最小抵抗線不僅影響周邊孔間貫

穿裂紋的形成，而且還影響光面層的破碎和開挖後坑

室或巷道圍岩的穩定。因此，確定合理的最小抵抗線，

對提高光面爆破效果有積極的作用。 

2.爆破 

(1)炸藥的選擇 

為實現定向斷裂控制爆破要求，必須根據不同岩層情

況合理選擇。使之能完成岩層的切斷破碎，又能保證坑室

與巷道圍岩所受到的損壞限制到最小範圍。因此，首先選

擇的是炸藥品種，其次是藥包的規格尺寸。從理論上講，

控制所要求的炸藥應當是爆速低、感度高、密度低，而爆

轟穩定性高。根據這些要求，國外生產出所謂光面爆破專

用炸藥，在台灣，地下爆破一般主要用乳膠炸藥炸藥，這

類炸藥較難滿足上述指標要求。因此，在未能普遍使用專

制藥包以前，在實際施工中主要是採用不耦合裝藥或改變

裝藥結構來實現控制爆破。造成不耦合裝藥有兩種途徑，

一是不變現有藥包直徑（32~35mm），而加大炮直孔徑，

二是改變現有藥包直徑為小直徑藥包。如採用氣腿式風鑽

能力較低，打大孔徑炮孔的鑽速和效率較低，故多採用小

直徑藥包。 

(2)裝藥結構 

光面爆破常見裝藥結構如圖 3-9 所示。大約可分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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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A.填塞段：填塞段的作用是延長爆生氣體的作用時間，

且保證孔口段只產生裂縫而不出現爆破漏斗，對深

孔爆破該段長一般取 0.5～1.5m。  

 
1.填塞(泥土)；2.爆索；3.管腳線；4.ψ32mm藥包； 

5.ψ20~25藥包；6.電雷管；7.ψ32mm藥包 

圖 3-9 光面爆破常用裝藥結構圖 

B.孔底加強段：段長大體等於堵塞段。由於孔底受岩

石夾持作用，故需用較大的線裝葯密度。 

C.均勻裝葯段：該段一般為軸向間隔不偶合裝葯，並

要求沿孔軸線方向均勻分佈。軸向間隔裝葯須用導

爆索串聯各葯包起爆。為保證孔壁不被粉碎，葯包

應盡量置於孔的中心。國外一般用炮孔中心定位器

定位,大陸一般是將葯包及導爆索綁於竹片進行葯

包定位。 

另外大陸目前有一種周邊孔不耦合連續裝藥方

法，該方法在不採用間隔裝藥和導爆索引爆的前提下，

利用乳化炸藥便於塑形的特點，嚴格按照設計的周邊

孔線裝藥密度，借助 PVC 管調整裝藥直徑，沿炮孔

軸向方向實現不耦合連續均勻裝藥，利用孔底雷管反

向起爆達到光面爆破的目的(如圖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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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新型式周邊孔不耦合連續裝藥方法圖 

這種裝藥方法在於按以下步驟進行： 

A.測量周邊孔直徑 D、炮孔深度 L，依據爆破設計確

定周邊孔線裝藥密度 a、裝藥長度 L1 和堵塞長度

L2； 

B.選擇外徑為 d 的乳化炸藥藥包，其中 d 小於周邊孔

直徑 D；確認藥包的品質 m 和長度 l； 

C.將乳化炸藥藥包沿縱向方向切開，根據周邊孔線裝

藥密度 a、藥包外徑 d、品質 m 和長度 l，調整切口

位置，使藥包保留部分即藥包橫截面面積 S1 滿足

以下關係： 

𝑆1 =
𝜋𝑑2𝑎𝑙

4𝑚
 

 D.選擇外徑為 D1 的 PVC 管，其中 D1 比周邊孔直

徑 D 小 10~20mm；PVC 管長度截取為 L1，與裝藥

長度相等；根據藥包橫截面面積 S1 的大小，沿縱

向方向將 PVC 管切開，以切取的 PVC 環形管片在

橫向方向上能包裹住藥包為原則； 

E.將藥包沿縱向方向放進切割好的PVC環形管片內，

藥包順著 PVC 管片緊貼、連續擺放； 

F.將雷管置入靠近孔底的藥包中，雷管腳線沿著 PVC

環形管片引出； 

G.用膠帶纏繞 PVC 環形管片，固定藥包和雷管腳線，

製作成 PVC 管片裝藥結構體； 

H.將製作好的裝藥結構體，借助 PVC 管片的柔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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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入炮孔，然後用堵塞物封堵炮孔，堵塞長度 L2，

完成周邊孔的不耦合連續裝藥。 

此法與傳統方法相比，使周邊孔實現了不耦合連續裝

藥，使孔內炸藥能量的分佈更加均勻，控制了藥包對

孔壁的局部損傷，光面效果更為顯著。同時，由於此

法採用孔底反向起爆，周邊孔不需要敷設導爆索，使

光面爆破成本大幅降低。另外，PVC 管具有較好的柔

韌性，借助 PVC 管做輔助材料製作裝藥體，可適用

於不同深度的炮孔裝藥，操作便捷、簡單。 

(3)爆破時間和起爆時差 

光面爆破的特點是減少爆震裂縫、增加圍岩穩定、巷

道成型規整，爆破時間和起爆時差起著重要作用。國外實

務證明，周邊孔同時起爆是確保光面爆破效果的主要措施。

加大靠近周邊孔的輔助孔和周邊孔所使用毫秒雷管的段

差的技術措施也很重要。一般周邊孔採用同段毫秒雷管。

輔助孔和周邊孔的段差控制在 3~4 個段別，光爆效果較

好。為保證周邊孔同時起爆，預裂爆破和光面爆破一般都

用導爆索起爆，並通常採用分段並聯法。由於光面爆破孔

(周邊孔)是最後起爆，導爆索有可能遭受超前破壞。為保

證周邊孔准爆，對光面爆破孔可採用高段延期雷管與導爆

索的雙重起爆法。預裂孔若與主爆區炮孔組成同一網路起

爆，則預裂孔應超前第一排主爆孔 75～100ms 起爆。 

3.裝載與運搬 

在採礦期間涉及挖掘或移動散裝礦體的操作單元稱為材

料處理，在循環操作中，兩個主要操作是裝載和運輸，近代

的採礦過程中的為了生產率增加，有許多已經通過減少單元

操作來實現，以使整個過程更有效。例如在連續採礦中，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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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機執行破碎和處理功能，減少鑽孔和爆破。在循環操作中

則有將裝載與運搬結合之機械，如鏟運機

(load-haul-dump,LHD 如圖 3-11)。為使採礦過程更有效的另一

種方法是增加設備的尺寸，從而提高生產率並且減少每生產

單位材料的勞動力成本，但這種方式在地下開採則受到限制，

因為地下開採之運作空間有限，大型機械一般無法在坑內使

用。 

 
圖 3-11 鏟運機將裝載與運搬結合圖 

一般採礦之裝載與運搬設備之選擇，要考慮的因素可在

邏輯上分為四類，這些因素也適用於地下設備選擇。 

(1)性能因素：這些與機器生產率相關，包括循環速度，

可用的挖掘力，挖掘範圍，鏟斗容量，行駛速度和可靠

性。 

(2)設計因素：設計變量適用於細節設計的質量和有效性，

包括操作員和維護人員的人機交互的複雜性，所採用的

技術水平，以及控制和可用功率的類型。 

(3)支持因素：這些變量涉及機器操作的服務和維護方面。

有時被忽視的過去，這些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電

腦診斷和監測系統允許維護人員更好地維護和修理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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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本因素：可能是選擇過程中最重要的類別，購買和

操作設備的成本可以通過標準估計程序估計。習慣的基

礎是使用單位成本，將總成本估算為以元/小時($/hr)計

算，並轉換為元/噸（$ / ton）或元/立方米（$/m3）的

所有權和運營成本之和。 

在地下使用的設備通常比露天礦用的設備更緊湊並且具

有更小的容量，而在坑室採礦法中，還須特別注意礦柱之保

護，要防止重機械撞擊礦柱，影響礦柱之強度。 

(三)石礦地下開採之通風 

1.礦場坑內通風之基本理論 

(1)通風量 

坑內所需通風量，由坑內工作人數及有害氣體之發生

量之多寡，坑內之深度，及其採掘方法等而有不同。人呼

吸所需之空氣量，在平靜時約每分鐘 5~7 公升，而勞動

中或運動中則每分鐘需 20 公升之呼吸量，在重勞動時，

短時間所需空氣量可達每分鐘 40 公升。此為新鮮空氣之

供給充足之現象。  

坑內通風之目的除上述受生理的要求外，還須沖淡稀

釋坑內有害氣體並排除煙霧、粉塵及各種廢氣及改善工作

環境等必須供給較多量之空氣。  

(2)風量計算 

Q = V×A 

Q：風量(m3／min)；  

V：風速(m／min)；  

A：風道斷面(m2)  

(3)通風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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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入氣坑及排氣坑之氣壓或氣溫之差異，有空氣重

量不平衡之現象;促使發生坑內空氣之流動。  

發生此種原力之方法有下列四種情形：  

依據壓差：  

A.依吸出而發生負壓。  B.依吹入而生正壓。 

依氣溫之差異：  

A.依加熱而發生負壓。  B.依冷卻而發生正壓。 

(4)通風方法及通風機械 

A.自然通風  

雖然坑外之氣溫有四季及晝夜變化，但坑內空氣

之溫度在四季可說很少變化而保持一定。因此坑內之

氣溫在冬季較坑外為高，在夏季則坑外溫度較高。因

此如有相通之兩坑而其高度不相同時，其間自然地發

生通風，即在冬季由下部向上部，而夏季則由上部向

下發生氣流之現象此稱為自然通風。  

影響自然通風力之主要因素有:坑外溫度及濕度、

坑內溫度及濕度、兩坑之高度、坑內之深度、大氣壓、

坑內空氣之成分。  

自然通風僅限發生於入風坑與排風坑之空氣密

度間有差異時。如其差愈大則自然通風力愈大  

自然通風有下列缺點：  

i.隨季節之寒暖其力量有強弱之現象。 

ii.夏季與冬季之通風方向相反，因此特別在季節

變更時期坑內外之氣溫相同時，自然通風力幾

乎等於零。  

B.機械通風(Mechanical Ventilation)  

機械通風為依機械力使入風坑與排風坑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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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差，由此導入氣流於坑內而後排出之方法。  

為發生此壓力之機械使用扇風機：通常依其設置

個所可分為主要扇風機、補助扇風機、局部扇風機三

類。  

主要扇風機有設置於近排風坑口而由坑內吸出

空氣之方式及設置入風坑口附近壓入空氣於坑內之

吹入式等兩方式。現今大致使用吸出式。  

2.石礦地下開採通風之特性 

在美國石灰石礦地下開採是最常見的類型，根據美國國

家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NIOSH）之調查研究，2006 年在

美國開採中之地下石灰岩礦共有 101 礦，且均採用房柱法技

術開採（MSHA，2006 年），經統計其坑室寬約為 12 米（40

英尺），高 8 米（25 英尺），部分使用兩階段開採者，其高度

達到到 24 米（80 英尺）。基本上這些礦場之坑室段面至少為

1000 平方英尺（93 平方米），這種礦場他們稱為大斷面開採

礦場，其他類型的大斷面開採礦山包括大理石、石材、鹽和

鉛鋅礦。而這種大斷面開採礦場的通風，與其他類型的礦場

相比，大斷面開採礦坑的通風是獨一無二的，因為： 

(1)保持氣流速度足夠高以有效地去除或稀釋空氣污染物

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坑道斷面如此之大。 

(2)大量的空氣可以通過礦坑移動，而幾乎沒有靜壓力下

降情形。 

(3)用於引導通風的遮斷壁其構建和維護的代價非常昂

貴。 

3.石礦地下開採通風之主要問題 

石礦地下開採持續不斷出現的空氣質量問題包括二氧化

矽粉塵，柴油引擎排放之懸浮微粒，霧氣和煙霧。通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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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控制技術以及足夠的空氣量和適當的通風方法，可以有

效地減少這些污染物的濃度。其中目前最受關注的是與接觸

柴油引擎排放之懸浮微粒（diesel particulate matter, DPM）相

關的健康風險。隨著這個問題的增加，地下採礦面臨著新的

DPM監管暴露限制。美國礦山安全衛生管理局(MSHA)於2006

年通過頒布煤礦和金屬/非金屬礦的地下柴油引擎排放之法

規來解決這些健康問題。該標準規定自2008年5月20日起，礦

工在地下礦井中個人接觸柴油引擎排放之懸浮微粒（DPM）

不得超過每立方米空氣160微克總碳（TC），即平均八小時

全班DPM等效濃度160 tcμg/ m3的暴露限值。 

該規定以總碳（Total Carbon, T C）為單位，係因柴油引

擎排放之懸浮微粒（DPM）包括：固體，液體和蒸氣；燃燒

和未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硫和氮的氧化物；金屬顆粒，

金屬氧化物等物質，但這些DPM混合物難以測量，而經研究

結果其中之碳的組合成分占DPM的80％至85％，可以以非常

低的濃度精確測量。而DPM中碳成分有氣相有機碳(Vapor 

Phase Organic Hydrocarbons, OC)、初級碳粒（核粒子）Primary 

Carbon Spherules (Nuclei Particles) 及聚集元素碳芯

(Agglomerated Elemental Carbon Cores, EC)等，其關係如圖

3-12所示： 

 
圖 3-12 碳氫化合物組成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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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碳氫化合物為有機碳聚集吸附在元素碳上的結果，

所以柴油引擎排放之懸浮微粒（DPM）中之總碳=有機碳+元

素碳(Organic Carbon + Elemental Carbon = Total Carbon, OC + 

E C = TC )，因此美國礦山安全衛生管理局(MSHA)使用TC作

為DPM的代表。MSHA不使用EC作為代表，是因為沒有足夠

的證據證明合適的轉換因子。 

石礦地下開採在通風上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在煤礦和

一些金屬礦中使用的通風技術與理論不適用於此種大斷面開

採的礦場。通常大斷面開採的礦坑對氣流幾乎沒有通風阻力。

雖然，這種低阻力允許大量的空氣量以非常小的（風扇）壓

力流動通過大斷面的坑室。從工程設計的角度來看，這種大

空氣量，小壓力的情況應該在整體採礦設計方案中起到重要

作用。 

4.改善大斷面開採礦場通風的基本原則 

以前的文獻（2001年，Grau 2002）記錄了有效稀釋DPM

濃度以滿足MSHA建立的監管標準所需的大量空氣量的必要

性。除了大量空氣要求外，還需要有效規劃通風設備和控制

裝置，如風扇和遮斷壁，以有效地對大斷面坑室進行通風。

確定整個礦山所需的空氣量是規劃有效的地下礦井通風的第

一個也是最重要的要素。雖然許多採礦活動產生空氣的污染

物會混入坑內空氣中，但最重要的是為礦山運行的設備提供

動力所採用的柴油發動機生產的懸浮微粒(DPM)。如果將

DPM濃度降低或稀釋至符合法規標準的濃度，則很可能，其

他污染物濃度也將降低至法規標準的濃度以下。NIOSH的研

究表明，在這些大斷面開採礦山中沒有單一的改善或減少

DPM濃度的方法，但是至少提供操作柴油設備區域的最小通

風量對稀釋DPM濃度至關重要。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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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DPM監管暴露限值將是推動這些礦場通風要求的主要參

數。 

5.高效能通風系統的設計 

礦井通風的基本原理是空氣運動是由氣壓差異引起的。

壓力差來自自然通風壓力或機械風扇或兩者的組合。目前，

國外地下大型開採礦山採用的通風方法存在很大差異。此外，

輔助風扇（獨立式）通常用於這些系統的局部區域，或協助

和輔助主要通風。由於自然通風是礦井內和周圍空氣柱密度

差異的產物，自然通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制的。自然通

風的方向和幅度會頻繁變化，通常在一天中多次，溫帶氣候

肯定會季節性變化。因此，僅依靠自然通風作為主要通風來

源的礦場具有高度不受控制的通風系統。應該注意的是，自

然通風比沒有通風更好，自然通風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或礦山

的某些地方提供令人滿意的空氣交換。自然通風有助於一些

大斷面開放式坑室開採，具有多個入口和部分已經廣泛開發

的之石礦礦場。即使在海拔高度上有差異，自然通風也可以

以不受控制的方式促進大量空氣流動和礦坑中之空氣交換。

在變得寬闊的地區，造成的大空洞實際上可能會造成「空氣

儲備」。雖然這種空氣儲備可能會被DPM逐漸污染，但自然

通風確實在工作時間內提供了一些通風，並在下班時清理系

統。位於適當位置的輔助風扇可能會增強此交換過程。然而，

礦山其他部分的輔助風扇常位於自然通風流動方向上。這會

導致氣流不足和不受控制的再循環。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

自然通風作為主要通氣源是一種偶然事件，通常具有未知的

結果。 

為了有效改善這些地下礦坑的空氣質量，必須在整個礦

山規劃過程中納入通風規劃。例如主扇、輔助風扇、遮斷壁



108 
 

和通風計畫應納入礦山佈局和採礦順序。另外，在礦山規劃

過程中，還要考慮特殊的通風考慮，如生產工作面，修護區(站)，

階段面和運輸路線。應考慮為主扇和輔助風扇選擇適當的風

扇，及安裝和運行的標準。風扇壓力和數量及風扇特性應與

作業相匹配。當與遮斷壁一起使用時，風扇效能顯著增加。

利用遮斷壁來建造空氣牆有助於控制礦井通風流量，即有效

地將空氣引導到最需要的地方。空氣牆也將進氣和排氣風路

分開。可以用人造材料製成遮斷壁，或用完好的岩石區域(保

留長礦柱)作為遮斷壁，或用廢料填充廢棄坑室。 

風扇和遮斷壁位置必須是礦山佈局的一個組成部分。通

常需要建造、拆除或移動在採礦區和隨通風方案預定順序相

一致的遮斷壁和空氣牆位置。這將包括使活動面通風的方法，

同時為上述任何特殊需要區域提供足夠的通風。Grau（2002）

認為減少DPM在工作面的其他重要因素是選擇清潔燃燒的柴

油發動機和規劃卡車運輸路線。運輸路線的有效規劃將減少

DPM從卡車運輸中排放進入工作面，這是許多地下石礦中唯

一最大的DPM來源。 

6.確定足夠的空氣要求 

設計地下礦井有效通風系統的第一步是確定有效稀釋

DPM和其他污染物所需的總空氣量。如前所述，雖然許多不

同的採礦活動排放有毒污染物並需要稀釋，但若以美國新的

DPM規定的結果將是超量通風設計參數用於稀釋DPM。此外，

即使可以估計稀釋這些污染物所需的總理論空氣量，這些也

將足夠稀釋其他產生污染物的區域。因此，某些採礦作業可

能要求輔助風扇在源頭上充分稀釋DPM。確定DPM稀釋的礦

坑空氣需求的方法由Haney（1998）首先提出； Grau（2002）

報告中提出，目前在生產1.13億噸的地下石礦中運行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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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空氣量為401 m3 / s，來稀釋DPM至400 tcμg/ m3濃度

(舊的限制值)，如果要將DPM稀釋至160 tcμg/ m3的濃度(新規

定之限制值)，就須有990 m3 / s空氣量。這些結論是基於目前

使用的設備，控制等。空氣量對於實際的礦坑通風來說可能

太高，然而所需的空氣量高度依賴於使用中的發動機，並且

如前所述，極大體積的工作面積可能減少所需的空氣流量。

應該注意的是，老式發動機效率較低。隨著發動機的老化，

燃燒過程惡化，降低了燃油經濟性並促進了更高的排放。通

過選擇性地更換DPM排放的發動機，或通過向發出最多DPM

的發動機增加控制措施，礦業經營者可以顯著降低空氣需求。

這個顯著的差異就是為什麼需要進行額外的研究來定義更準

確的空氣需求估計。 

7.風扇選擇 

在美國許多地下石灰石礦是從以前的露天開採轉為坑道。

通常，這些房柱法礦場的入口面積為高20英尺（6.1米）或更

高，至少40英尺（12.2米）寬。這些大斷面導致即使大量的

空氣量通過礦坑其壓力損失也非常小。研究發現，無論這些

礦坑是否通過自然通風，機械風扇或兩者的組合通風，小於

24.9Pa [ 0.1英吋水柱（0.1 in in water gauge, wg）] 的壓力差

異很常見，研究結果還表明，深度小於70米（200英尺）的斜

坑和直井作業的地下石礦具有很小的壓差，通常小於746 Pa

（3 wg），如果適當考慮斜坑和直井作業對總體採礦的貢獻，

這些差異或可能會降低很多。 

與其他類型的礦山相比，這些大斷面開採礦坑中的低壓

力損失實際上是一個優勢。用於這些礦坑的通風原理，概念

和技術不同於具有較大壓力損失的礦山中使用的技術。例如，

在需要更高壓力的情況下主要使用軸流式風扇(axial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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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s)。然而，在具有低壓要求的大型礦山中，螺旋槳風扇

(propeller fans)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螺旋槳風扇能在低壓條件

下產生大的空氣量。螺旋槳風扇可以用作礦山主風扇(圖3-13)

或獨立的輔助（噴氣式）風扇。獨立風扇通常用於促進空氣

運動，如圖3-14所示。 

 
圖 3-13 雙螺旋槳風扇作礦山主風扇圖 

 
圖 3-14 輔助（噴氣式）風扇圖 

研究發現，輔助（噴氣式）風扇性能最重要的是噴氣風

扇應位於主氣流進氣中，以便風扇有足夠的進氣。這些測試

的其他重要結果表明，通過向風扇添加噴嘴來增強這些風扇

的性能。在坑室通風死角時，經由將風扇向上傾斜並固定位

在側壁上，可顯著改善。 

8.通風控制（遮斷壁） 

為了適當地向面部區域提供適當的空氣流，需要以遮斷

壁的形式進行良好的空氣控制(如圖3-15)。遮斷壁是將進氣與

返回空氣分開的物理障礙物。空氣由於兩點之間的差壓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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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礦坑，壓力差總是在進氣與回風路之間出現。遮斷壁作為

屏障，允許該壓力差存在並避免空氣的短路回流。目前，在

大多數的大斷面開採礦場中，遮斷壁和風扇是唯一使用的控

制措施。然而，存在許多變化，特別是對於自然通風和有時

多個入口的巷道而言，會產生二次氣流。這種單一的拆分概

念目前不需要其他控制措施，如風橋，調節風門和風門。在

許多具有大斷面的地下礦場中，輔助風扇是用於將空氣分配

到工作區域的唯一控制裝置。 

 
圖 3-15 遮斷壁控制通風圖 

遮斷壁設計的標準包括盡量減少進氣和回風之間的洩漏，

承受風扇的壓力差和承受或減輕工作面生產爆破的壓力。圖

3-16所示為典型的地下石礦通風分區，表3-1顯示了礦場在不

同區域之域遮斷壁考慮的標準。在礦場主要風路區域，中間

區域和工作區域中，在確定遮斷壁的類型或質量，要考慮的

主要有三項。主要風路中的遮斷壁通常具有較小的爆破造成

之壓力，但由於它們通常位於主扇附近，所以它們受到最高

的恆壓差，因此具有最高洩漏的潛力。主要巷道的遮斷壁也

將需要在礦山的生命週期中長期存在，所以希望幾乎不需要

維護。同時在主氣道中需最大限度地減少洩漏，防止空氣直

接與風扇發生短路。由於這些原因，位於礦山主要區域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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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壁應建造堅固。對於這些遮斷壁，對於生產工作面爆破造

成的風壓，可能需要一些減輕壓力的措施，特別是開礦早期，

以防止爆破形成之壓力導致通風洩漏。隨著採礦進一步向前

進行，這種需求會減少。 

 

圖 3-16.典型的房柱法開採石礦中遮斷壁位置區分圖 

表 3-1 在地下石礦場中遮斷壁的標準表 

礦山位置 風扇壓力差 爆破壓力 可接受洩漏 

主要區 大 少許 低 

中間區 有效 一些 中等 

作業區 最低 最大 中等 

工作面生產爆破形成之壓力遠遠超過通風壓力。一些礦

場已經成功地開發了可減輕爆炸壓力的遮斷壁。諸如使用撕

開的沾粘條在地板(有時是側壁)處鬆動的技術，在爆破之前在

遮斷壁中開一個窗口以及使用框和窗簾的組合的技術。當暴

風壓力通過時允許窗簾飛起來，當壓力通過後覆蓋回來。 

9.大斷面遮斷壁類型 

遮斷壁是由各種建築材料製成的。材料是依據期望的性

中間區 

作業區 

主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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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施工時間和方便性以及材料成本進行選擇。這些常用的

材料包括鋼板，混凝土纖維墊，帆布，廢棄輸送帶和廢石等。

用於物料輸送的廢棄輸送帶可用做遮斷壁。使用框和窗簾的

組合已經被有效地用於封閉，礦山主扇之牆壁也可使用(如圖

3-17所示)。此種廢棄輸送帶對工作面爆破形成的爆炸壓力波

和飛石具保護作用。以吊掛式設置廢棄輸送帶時兩片間應重

疊，以使漏氣最小化。廢棄輸送帶也可以用來保護爆破飛石

造成帆布遮斷壁的破損(圖3-18所示)。 

 

圖 3-17 使用廢棄輸送帶構築主扇之牆壁圖 

 

圖 3-18 爆破飛石造成帆布遮斷壁的破損圖 

當然，對於遮斷壁使用之材料來說，最耐用也最昂貴的

是用鋼框架加固定波浪板，如圖3-19所示。這是最耐用的遮

斷壁，可以有效地固定在頂磐和側壁上。空隙可以用發泡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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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塞。這種遮斷壁的一個優點是可以將旋轉門裝入其中。讓

人員和設備通過，以及防止爆炸。除了安裝所需的成本和時

間外，這種門的缺點在於，門底部可能會發生洩漏。這可能

通過添加某種類型的門裙來糾正。 

 

圖 3-19 鋼框架加固定波浪板遮斷壁圖 

10.自然岩石遮斷地 

將岩石留在原地形成天然石牆，有幾個優點。通過使用

天然石材，可以消除洩漏，及無須施工和維護成本。通過至

少留下穿過兩個相鄰坑室(或橫巷)的岩石遮斷壁。這兩個相鄰

的礦柱之間保持了天然的岩石完整性。與建造的遮斷壁類似，

礦柱之間的天然石塊可以引導通風空氣。為了引導空氣，岩

石遮斷壁平行於通風流動方向。圖3-20中顯示了幾種類型的

岩石遮斷壁。 

 
A 長礦柱遮斷壁；B 缺口遮斷壁； C 開橫巷供運搬型(寬度足夠卡車行駛)。 

圖 3-20 各種類型的岩石遮斷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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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石生產可能會暫時受到減少，因為岩石遮斷壁的礦石

沒有立即開採。然而，岩石遮斷壁可以在以後開採(回採)，或

者由於其他原因，當特定的遮斷壁路線不再需要通風時，也

可也開採。 

當使用岩石遮斷壁分開入、排氣風路時，需要每隔幾個

交叉點開設橫巷，以滿足實際的採礦需求。通常天然岩石可

以沿著側壁和最後橫巷的後段留在原地，從而形成這些長礦

柱，以作為遮斷壁的自然框架並且使遮斷壁的尺寸最小化。 

(四)石礦地下開採之安全管理 

根據研究石礦地下開採最主要的安全問題是岩盤控制，即防

止落磐發生是石礦地下開採安全管理之重心。 

落磐的根本原因係岩磐因地壓而發生裂縫，或因採掘而鬆動，

及因其他地質條件而與岩磐脫離之岩石或岩磐因其自重脫落或

崩落而發生。而要防止落磐事故，須從以下事項做起： 

1.工作前之檢查 

石頭不說話，所以我們必須學會尋找礦坑發出的外部信

號。領班(或礦場安全督察員)必須進行工作前前檢查，詳細的

檢查，需有足夠光源掃描頂磐、地板和礦柱(如圖 3-21)，另

外如道路上的石塊，頂磐上的裂縫或接頭，地板上的岩塊和

顏色變化(頂磐是否有水或乾燥，有無開裂或落石的證據）等

都應注意。礦工們在輪班期間必須始終保持警覺，注意岩塊

中的異常現象。 

2.清理浮石 

坑內清理浮石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機械清理浮石是將較

大的鬆散石頭從坑室頂磐和牆壁上敲出的有效方法，但最好

是機械清理浮石後再以採用手動清理浮石(如圖 3-22)，以更

好地確保所有鬆散的石頭的管理。以手動翹棒可以幫助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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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工作前之檢查圖 

處觀察頂磐，尋找和傾聽，以及搜索裂縫，凸起和落下的凸

緣。手動翹棒還可以在使用機械螺栓的礦山中標記用於頂磐

螺栓連接的部分。另外地下石礦開採最主要規定是，礦工不

得超越工作範圍。 

 

圖 3-22 手動清理浮石圖 

http://www.aggman.com/wp-content/uploads/sites/3/2014/09/1-Keep-an-Eye-Abov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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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頂磐選擇與地質紀錄 

每個礦都是地質獨特的，但是在一個地下石礦場中，最

理想的地質條件，是頂磐剛好是在平一個平行的層理平面中

(如圖 3-23)。頂磐的岩石將以層或切片的方式斷裂，留下光

滑的表面。但這種理想不容易存在，為了掌握礦場內頂磐特

徵，國外有學者建議繪製頂磐地質圖。因為就算選擇特定的

地層層理面作為頂磐水平線，可以讓頂磐保留很好的強度。

然而，當礦場橫向擴張時，實際的頂磐層可能或將會改變其

特性。通過頂磐地質圖之繪製，可以比較即時掌握地質變化，

頂磐地質圖之繪製以一般適合現地情況的地質符號紀錄即可

(見圖 3-24)。 

4.必要時加設支撐(設置頂磐岩栓) 

國外在頂磐岩石層較薄的一些地下石礦中，頂磐必須設

置岩栓。經由頂磐岩栓壓縮和緊固岩層，以創建一個堅固，

剛性的橫梁頂磐。頂磐測量中的新技術允許礦工知道空隙和

岩石的位置以及硬度，以確保正確的鑽孔，控制岩栓長度和

樹脂量。因岩栓施作時可導入應力及系統性配置等，所以在

應用時認為其有下列功能(見表 3-2)： 

 
圖 3-23 頂磐保留在平一個平行的層理平面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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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頂磐地質圖之繪製圖 

5.加強員工在職訓練 

礦坑內的情況可能一眨眼就有變化，這些難以在教室里

傳遞信息，或是通過閱讀來了解，但是礦工如何對危險作出

反應又是必須具備的智能。雖然礦場安全法有要求地下礦工

必須接受培訓，但最好的培訓是在工作中，與有經驗的礦工

合作，他可以教一名新礦工了解他必須知道的現象和聲音。 

圖例 

PR  Parting Roof分層頂磐 

MR  Massive Roof大型頂磐 

     Suspect Roof可疑頂磐 

  Shale Fall頁岩崩落 

  Sand Fall沙子崩落 

 Limestone Dip石灰石頃角 

 Caverns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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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岩栓的功能彙整表 

岩     栓     的    功    能 示   意   圖 

一、 吊住效果（封縫作用） 

將鬆動之岩塊固定於未鬆動之岩盤，以防

止掉落，為最單純之效果，如因發爆形成

之浮石或節理發達龜裂之頂磐。 

 

  

二、 形成樑支撐（成樑作用） 

以層狀存在之地盤，原因層理面之分離而

成重疊樑狀態，由於岩栓鎖緊各層後，使

層理面能傳遞剪應力而具有合成樑行為之

效果。 

 

  

三、 內壓作用 

相當於岩栓之拉力以內壓作用於坑道壁

面，使因開挖處於雙軸應力狀態，保持三

軸應力效果，具有防止岩磐強度或承載能

力降低作用。 

 

  

四、 形成拱支撐 

經由系統式岩栓之內壓效果，形成一體而

提高坑道周圍地盤之承載能力，以及相同

的內向空變位而形成地拱。 

 

  

 



120 
 

二、大理石與白雲石礦地下開採規劃範例 

本計畫依照地下開採可行性初步評估結果分別挑選中和礦場、欣

欣和仁礦場、亞泥新城山礦場及潤億礦場共3礦大理石礦及1礦白雲石

礦進行地下開採規劃，其地理位置詳圖3-25所示。 

 

圖 3-25 本計畫進行地下開採規劃之礦場相對位置示意圖 

本工作項目進行之流程包含：現地勘查、地形圖資蒐集、現地岩

心取樣、圖資數化、岩心力學試驗、礦柱規劃模擬、整體坑室模擬、

經濟效益分析、繪製模擬3D圖，流程詳如下圖4-26所示。 

針對上述之潤億礦場、欣欣和仁一礦、中和礦場及亞泥花蓮製造

廠新城山礦場，分別依照其不同之地質、區位條件進行細部地下開採

規劃。 

(一)潤億礦場 

1.礦區概述 

此礦位於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北方，礦區面積約67公頃，採取礦

種為大理石、白雲石，為已核准之地下開採礦場。目前共有三個坑口，

分別為一坑(312m)、二坑(313m)及三坑(3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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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地下開採規劃流程圖 

2.地質描述 

地層屬於第三紀大南澳統變質岩群，岩層主要由大理石

為主，白雲石以不規則層狀、肩豆狀或透鏡狀，賦存於大理

岩層中，白雲岩厚約 15-50 公尺左右，岩層構造為層狀單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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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呈東北至西南走向，覆蓋層甚薄，礦區內無地下水。 

3.岩石力學試驗 

為規劃設計室柱法地下開採之坑室及礦柱大小、尺吋、

礦柱寬高比及安全因素，計畫開採範圍內之及其相關力學參

數之取得為設計計算及數值模擬所必需之基本資料。為求上

述之基本數據，需進行之工作包含： 

(1)岩心取樣：配合地形及考量此礦現存之既有坑口、巷

道，規劃利用現有之一坑、二坑坑口做為本研究規劃之

坑口，故於現有之坑道上方分別設置三處岩心取樣點，

取樣位置詳如圖 3-27、取樣座標詳表 3-3、取樣照片如

附件三。 

 
圖 3-27 潤億礦場岩心取樣位置圖 

表 3-3 潤億礦場岩心取樣座標表 

X Y Z 

324047.6534 2693732.5058 365 

324041.8060 2693763.0396 370 

324026.5335 2693794.4101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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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岩心樣品於單軸受壓狀況下發生

壓縮破壞時試體單位面積所承受之極限荷重即為單軸

抗壓強度。 

A.試體準備： 

a.鑽取岩心:岩心直徑為 NX 尺寸(約為 5.44mm)。 

b.試體直徑至少為最大粒徑之 10 倍。單軸抗壓強

度試驗之岩心樣品均裁切成高 13 公分直徑 5

公分之試體。 

B.試驗步驟：試驗步驟以 ISRM 試驗方法進行。試體

放在壓力機上受壓，並以固定加壓速率(約 0.5-1.0 

MPa /sec)。加壓開始至試體破壞約在 5-10 分鐘內

完成。單壓強度 σc計算如下。 

σc= P/A                      (3.1) 

式中 P：岩石破壞時作用於岩心之最大壓力。 

 A：試體之截面積。 

C.試驗結果：單軸抗壓試驗結果之單軸抗壓強度、楊

氐模數及破壞應變計算如表 3-4 所示。 

表 3-4 潤億礦場單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 

抗壓強度 

(MPa) 

楊氏模數 

(GPa) 
蒲松比 

破壞應變 

(%) 

84 216.95 0.33 0.15 

(3)三軸抗壓強度試驗：岩石三軸壓縮試驗在於求得岩石

不同圍壓狀態下，施加軸向壓力之抗壓強度。由強度所

得之破包絡線推求岩之凝聚 c 及內摩擦角。 

A.試體準備：同前節單軸抗壓強度試驗。三軸抗壓強

度試驗之岩心樣品均裁切成高 13 公分直徑 5 公分

之試體。 

B.試驗步驟：試驗步驟以 ISRM 試驗方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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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將岩心裁切成高 13 公分直徑 5 公分之試體，岩

心置於三軸室底座並套上橡皮膜。蓋上試體蓋

鈑後以鎖環將橡皮膜緊鎖在底座及蓋鈑上。 

b.蓋上並鎖緊 3 軸筒於底座上，於三軸室加滿油

同時施加適當圍壓(2 MPa、4 MPa 及 6 MPa)。

接著再施以軸差應力直至試體破壞。記錄壓力

及位移關係。 

 c.改變不同圍壓並重複上述 a 及 b 步驟。 

C.試驗結果：利用三軸試驗所得結果之莫爾圓如下圖

3-28 所示。 

 
圖 3-28 潤億礦場試體莫爾圓 

依據各試體之莫爾圓即可繪出其破壞包絡線並計

算各試體之內聚力及摩擦角如表 3-5。 

表 3-5 潤億礦場岩心三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 

峰值應力

(MPa) 

圍壓

(Mpa) 

c 值

(MPa) 

楊氏模數 

(GPa) 

摩擦角 

() 

89.6 2 

16.395 

112 

40.51 91.2 4 114 

116.8 6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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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現地應力計算 

在地下採礦作業時，現地應力之大小直接影響到礦柱及

岩體強度。現地應力的來源分為覆岩壓力、水壓力及構造壓

力等。上述現地應力之大小可由現地試驗如：水力破裂法

(Hydraulic Fracture)(Richard R.Goodman, 1989 ,Rock 

Mechanics ,P117-121)、孔底法(Doorstopper Method) (Richard 

R.Goodman ,1989,Rock Mechanics ,P127-129) 、 套 鑽 法

(Overcoring Method) (Richard R.Goodman ,1989 ,Rock 

Mechanics ,P123-129)、平鈑千斤頂試驗 (Flat Jack Test) 

(Richard R.Goodman ,1989 ,Rock Mechanics ,P192-193)求得。 

然現地試驗之施工不易且費用較高，需視各案需求選擇

方法，而初步評估階段時，多以經驗準則估算其值。然引用

國外經驗公式、圖表，需配合考量台灣之地質年代、地質構

造、以往應力歷史之差異，依各案進行必要之檢測與分析。 

探討岩層中初始應力之理論估算主要以垂直應力

(Vertical Stresses)與水平應力(Horizontal Stresses)兩方面說

明： 

(1)垂直應力計算 

一般對於沒有經過構造作用、產狀較為平緩的岩層，

現地應力之估算，是假設垂直正應力(σv)等於覆蓋岩石重

量如 4.2 公式： 

σv＝γ‧Ζ              (3.2) 

γ＝岩石單位重(KN/m3) 

Ζ＝上覆岩層厚度(m) 

Brown and Hoek(1978)曾量測全世界的採礦及土木工

程之垂直應力並將之繪圖如圖 3-29 所示，可知 γ 值的範

圍一般介於 0.025 到 0.03 之間，而平均值約為 0.027，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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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v = 0.027 x Z MPa 。 

潤億礦場依據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

地標高為基本資料計算計畫開採範圍之現地垂直應力分

佈。因此礦之坑道計畫設置於 270m 處，開採區涵蓋之高

程範圍介於 285m~390m 處，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大小

在 0.14 MPa(285m)至 2.97 MPa(400m)之間，以等值應力分

佈圖標示於圖 3-30。 

 
(摘自 Brown and Hoek，1978) 

圖 3-29 垂直應力與上覆岩層厚度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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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潤億礦場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MPa) 

(2)水平應力計算 

水平應力(σh)之估算則以彈性理論來估測，亦即考慮

在一半無限體中，水平方向不產生應變，而且其應力值大

小彼此相等情況下導出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之關係如

(3.3)式 

   σh＝k‧σv                                         (3.3)  

其中 k 值一般以下列公式(4.4)推算： 

k＝




1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s Ratio) ] (3.4)  

一般測定岩石之 ν 值在 0.2 到 0.5 之間，因而推定 k

值範圍應在 0.25 到 1 之間。另 Hoek＆Brown 於 1978 年

提出世界各地實際測量結果之報告，得出水平應力與垂直

應力之比對深度之關係圖（如下圖 4-30），認為垂直應力

大致上與地層深度成正比關係，然而在深度不超過 500

公尺之淺部，往往水平應力比垂直應力為高。 

水平應力除受重力的影響外，尚受到構造應力、局部

地質作用等其他應力之影響。因此除現地應力量測取得資

料外亦可依據統計分析資料進行推估。同時根據 He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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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8 年之研究資料中指出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五地區，

其水平應力大於垂直應力。 

本研究另參考民國81及82年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在宜蘭縣澳花地區之白雲石地下開

採礦區進行「台灣石礦地下坑室法對礦柱與坑室力學性質

及穩定安全之研究」。經於聯峰工礦公司澳花礦場現地以

套鑽法進行實測結果，在礦場上層覆岩厚度約 150 公尺情

形下測得垂直應力為 3.1 MPa，水平應力為 0.8 MPa。 

此一實測資料與前述 Brown and Hoek(1978)、

Herget(1988)及Ｓheorey (1994)之資料相較有明顯差異。主 

 
資料來源：Hoek & Brown 1978 

圖 3-31 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之比對深度關係圖 

要原因為圖 3-29 及圖 3-31 所蒐集之現地應力為地平面以

下不同深度之量測值，其水平應力受到地層構造及大地應



129 
 

力之影響較大。而澳花地區之白雲石礦均為在地平線以上

隆起之山脈，是故其水平應力主要受到上部覆岩厚度及岩

體力學行為(楊氐模數及蒲松比)之影響。因此本對於水平

應力(σh)之估算是以彈性理論進行估算。亦即考慮在一半

無限體中，水平方向不產生應變，而且其應力值大小彼此

相等情況下導出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之關係如(3.5)式。 

σh＝k x σv                                       (3.5)  

其中 k 值一般以下列公式(3.6)推算： 

k＝




1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s Ratio) ]  (3.6) 

依前結本案岩心取樣性質，在計算水平應力時取其平

均值 ν=0.33，計算推得 k = 0.4925。 

潤億礦場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地標

高為基本資料計算地下開採區範圍之現地水平應力分佈，

亦分別以等值應力分佈圖示於圖 3-32。 

 
圖 3-32 潤億礦場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MPa) 

5.礦柱應力計算及可採量 

(1)礦柱設計 

依據本計畫研究成果，以安全係數大於 1.8，礦柱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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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大於 0.8 前提下，配合潤億礦場岩心結果進行礦柱設

計、應力計算及相關安全因素分析。因潤億礦場之大理石、

白雲石礦脈分布多於現有之坑口位置以南，而坑口之入坑

方向為北巷，故規劃以現有之一坑、二坑作為主要進出坑

口(坑口高程為 313m)，進坑後利用既有之坑道向西至高

程約 270m 處，再往南開始布置寬長高為 10*10*10m 之

礦柱及主要運輸坑道，並向左右沿礦脈布置寬長高為

8*10*10m之礦柱與開採坑道。整體開採範圍為 6.65公頃，

可採量約 133 公噸。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如表 3-6

所示，礦柱配置示意如圖 3-33~圖 3-36 所示。 

表 3-6 潤億礦場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區域 

巷 

道 

寬 

面積 

(m2) 

覆岩 

厚度 

(m) 

礦柱 

寬*長 

(m) 

回採率 

(%) 

本區礦柱

面積 

(m2) 

礦柱 

高度 

(m) 

可採量 

(m3) 

主要運輸巷道 10 6,000 210 10*10 75.0 1,800 10 42,000 

開採區 A 10 11,188 90 8*10 77.8 2,596 10 85,927 

開採區 B 10 49,290 90 8*10 77.8 11,435 10 378,558 

小計(m3) 506,485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1,31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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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潤億礦場礦柱配置圖-1 

 

 

 
圖 3-34 潤億礦場礦柱配置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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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潤億礦場礦柱配置圖-3 

 
圖 3-36 潤億礦場礦柱配置圖-4 

(2)礦柱應力、強度及安全模擬 

基於室柱法地下開採之安全考量，礦柱強度、支撐能

力及其安全因素之計算為最重要評估課題。為求有效及準

確評估地層應力、坑室及礦柱尺吋、礦柱承受應力及礦柱

強度之關聯並設計安全可靠開採佈置。 

本研究採用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之有限差分

法數值軟體 FLAC3D(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 

in 3 Dimensions)作為模擬分析應力之工具；並以美國勞工

部（Department of Labor）所轄國家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NIOSH)所研發之室柱法地下開採礦柱應力計算程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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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lar(Software for Stone Mine Pillar Design)作為本計畫

礦柱應力及安全因素分析之工具。 

然在實際開採作業時，應依現地觀察及量測之岩體構

造及礦柱承受應力進行調整。 

A.有限差分法軟體 FLAC 3D 

FLAC3D 程 式 係 基 於 連 體 力 學 (Continuum 

Mechanics)為基礎，利用外顯有限差分法採時階

(time-stepping fashion)迭代運算元素網格間的不平衡

力(unbalanced force)對節點所造成之影響，以求得分

析域內應力與位移變化，每個時階的運算程序如下： 

a.利用系統原來的不平衡狀態(如開挖等)決定每

一節點的不平衡力，然後求解運動方程式以決

定節點的速度分量。 

b.節點的速度決定後，可將速度積分而求得節點

的位移，同時由速度微分求得新的應變速率。 

c.從先前求得之應變速率和應變經由材料組合律

方程式計算得到應力增量，將應力增量加上原

來的應力狀態，即成為新的應力狀態，並可解

得下一階段之不平衡力值，再進行下一時階的

運算。 

當不平衡力達到一設定值時，表示系統已趨近材

料穩定狀態。在每一時階中，FLAC3D 程式將會選出

所有節點中之最大不平衡力當作控制參數，並以 R 代

表不平衡力與內部節點力之比值，FLAC3D 程式中內

設當 R 值小於 10-5 時，系統視為已達平衡狀態。 

常應用於模擬大規模的地下工程、邊坡工程、隧

道工程…等。其運算概念如圖 3-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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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FLAC3D運算概念圖 

FLAC 3D 程式本身內建 11 種材料組成律模式

(constitutive model)，其各模式適於模擬材料性質與應

用案例。零效模式(null model)係移除建立好之區域網

格以模擬開挖步驟；等向彈性模式(Elastic, isotropic 

model)、莫爾庫倫模式(Mohr－Coulomb model)、應變

軟化 /硬化莫爾庫倫模式 (strain-softening/hardening 

Mohr－Coulomb model)、等，等向彈性模式係將區域

網格模擬為均值、等向之連續體材料，其在運算過程

中應力－應變曲線呈線彈性增量關係；莫爾庫倫模式

可模擬材料符合莫爾庫倫破壞準則(Mohr－Coulomb 

failure criteria)以及非諧和流動法則之線彈塑性應力

－應變關係，為目前大多數人所採用之組成律模式。 

實際情形下的地下開採開挖影響因子眾多，如初

始應力、地質條件、地下水、滑動弱面、岩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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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施工程序等人為因素。數值模擬無法全盤考量，

因此必須將現地複雜的情況加以簡化，本研究假設的

條件如下： 

a.假設材料為均值且等向。本計畫中岩體單壓強

度為 100MPa。 

b.材料為彈塑性。在彈性階段，其應力應變行為

為線彈性；在塑性階段，其塑性潛能函數與降

伏函數相同，即遵守諧和流動法則(Associate 

flow rule)。 

c.地下開採過程中，不考慮地下水及岩體內部滲

流之影響。 

d.不計地下開採時對前進面上岩體的擾動，將開

採前的狀態視為無變位，初始應力僅考慮岩體

自重。 

e.不考慮偏壓、整體邊坡滑動之影響。 

本計畫模型建立示意如圖 3-38。 

 

 
 

圖 3-38 FLAC3D模型建立示意圖 

B. S-Pillar 程式 

此程式是以美國東部及中西部 34 個地下石礦礦

柱實際觀測值經統計分析所得之計算公式作為其演

礦柱 

周圍副岩 

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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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礎。 

a.運算限制 

欲使用 S-Pillar 程式進行礦柱應力、強度及安

全因素之計算，NIOSH 建議岩體及礦柱設計必須

滿足下列條件。 

i.岩體必須為層狀且開採方式為室柱法(本計畫開

採岩體為片岩且使用室柱法開採)。 

ii.坑室頂磐及底磐必須有足夠強度且不會發生礦

柱擠入之情形(本計畫開採區為一完整之片岩

體，因此礦柱、頂磐及底磐均為大理岩，因此

不會發生礦柱擠入頂磐及底磐之情形 ) 

Bieniawski, Z.T., (1989). Engineering Rock Mass 

Classifications. Wiley, New York.。 

iii.作為礦柱之岩體不可夾有具突出且降低礦柱強

度之軟弱夾層 d. 岩體中自頂磐延伸至底磐不

連續面於礦柱中所佔之範圍不得超過礦柱總體

積之 30%。 

iv.岩石之單軸抗壓強度必須超過 44 MPa(所有現

地採樣之片岩岩心之單軸抗壓強度圴超過 44 

MPa)。 

v.經計算所得之礦柱應力必須小於岩石單軸抗壓

強度之 25%(本計畫開採區之平均礦柱應力均

小於岩石單軸抗壓強度之 25%)。 

b.運算公式: 

S-Pillar 程式進行礦柱安全因素計算之公式

包括礦柱強度運算、不連續面因子 (large 

discontinuity factor)計算及礦柱應力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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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礦柱強度運算: 

本程式所使用之礦柱強計算公式為 NIOSH

為石礦地下開採所開發之公式。 

S= 0.65 x UCS x LDF x (w0.3 / h0.59) (3.7) 

式中 UCS: 單軸抗壓強度(MPa) 

 LDF: 不連續面因子 

W: 礦柱寬度(m) 

 h: 礦柱高度(m) 

ii.不連續面因子(large discontinuity factor)計算 

對於不連續面因子之計算，S-Pillar 主要是考

量不連續面之傾角、不連續面間距及在礦柱中不

連續面之頻率作為其計算基礎。其運算公式如

下。 

LDF = 1 - DDF x FF   (3.8) 

式中 DDF = 不連續面之傾角 

  FF = 頻率因子 

上式之不連續面如果其延伸長度並無從頂磐

經礦柱延伸至底磐之情形，則頻率因子(FF)為 0

且礦柱強不受影響。而頻率因子則依表 3-7 所列

之單一礦柱平均不連續面之數目進行設定。另不

連續面傾角因子(DDF)則代表礦柱受不連續面傾

角在其中心穿過而降低礦柱強度之影響。而 DDF

之設定則依不連續面傾角其礦柱寬高比之關係而

定，如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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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頻率因子設定表 

單一礦柱不連續面出現頻率 頻率因子 (FF) 

0.0 0.00 

0.1 0.10 

0.2 0.18 

0.3 0.26 

0.5 0.39 

1.0 0.63 

2.0 0.86 

3.0 0.95 

>3.0 1.00 
 

表 3-8 不連續面傾角因子(DDF)設定表 

不連續面

傾角 

(deg

) 

礦柱寬高比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2.0 

30 0.15 0.15 0.15 0.15 0.16 0.16 0.16 0.16 0.16 

40 0.23 0.26 0.27 0.27 0.25 0.24 0.23 0.23 0.22 

50 0.61 0.65 0.61 0.53 0.44 0.37 0.33 0.30 0.28 

60 0.94 0.86 0.72 0.56 0.43 0.34 0.29 0.26 0.24 

70 0.83 0.68 0.52 0.39 0.30 0.24 0.21 0.20 0.18 

80 0.53 0.41 0.31 0.25 0.20 0.18 0.17 0.16 0.16 

90 0.31 0.25 0.21 0.18 0.17 0.16 0.16 0.15 0.15 

iii.等效寬度(equivalent width) 

在 S-Pillar 的運算中會考慮長方形礦柱之強

度高於方形礦柱之效應，因此如在設計中使用長

方形礦柱時則程式將會依下列公式計算長方形礦

柱之等效寬度，並將之納入最終之礦柱強度計算

內。 

  we = w + (4A/C – w) x LBR   (4.9) 

  式中 w = 最小礦柱寬度 

A = 礦柱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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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礦柱周長 

LBR = 長度效益比(length benefit ratio) 

而礦柱長度效益比則是依其與礦柱寬高比之

關聯進行設定，如表 4-9。 

 

表 3-9 長度效益比與礦柱寬高比之關聯表 

礦柱寬高比 長度效益比 (LBR) 

0.5 0.00 

0.6 0.06 

0.7 0.22 

0.8 0.50 

0.9 0.76 

1.0 0.89 

1.1 0.96 

1.2 0.98 

1.3 0.99 

1.4 1.00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 

iv.礦柱應力計算 

S-Pillar 是以附屬區域近似法進行礦柱應力

之計算。假設覆岩之重量平均分佈在礦柱上為基

礎進行運算，其運算公式如下。 

σp = r x h x (C1 x C2 )/(w x l)     (4.10) 

式中 r = 岩石比重 

   w = 礦柱寬度 

 l = 礦柱長度 

 C1 = 前進巷道寬度(heading center，圖 3-39) 

 C2 = 橫巷寬度(crosscut center，圖 3-39) 

圖 3-40 為 S-pillar 依所設計之礦柱尺吋計算

所得之礦柱安全因素與礦柱寬高比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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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潤億礦場 S-Pillar 礦柱坑室佈置示意圖 

 
圖 3-40 潤億礦場 S-Pillar 坑室與礦柱寬高比安全因素運算示意圖 

C.運算結果 

經由上述運算公式及 S-Pillar 電腦程式之運算，

潤億礦場共設計三不同礦柱呎吋與相對之覆岩厚度，

並依各組不同條件進行計算及模擬，如：寬高比、安

全因素及開採回收率…等。彙整潤億礦場三組不同礦

柱設計模擬參數條件如表 3-5 所示表 3-6 所計算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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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是依據本研究此礦岩力試驗資料，平均抗壓強度

以 84MPa 為輸入條件，並列出輸出之安全係數結果。 

表 3-10 潤億礦場各採區巷道礦柱及開採礦室礦柱安全係數表 

區域 

礦柱尺寸 

(m) 
覆岩 

厚度 

(m) 

巷道尺寸 

(m) 
安全

係數 

礦柱

單壓

強度

(MPa) 

礦柱承受

最大垂直

應力MPa) 

礦柱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

/單軸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主要運

輸巷道 
10 10 10 90 10 10 3.1 84 8 9.52% 

開採區

A 
8 10 10 90 10 10 2.62 

84 9 
10.71% 

開採區

B 
10 10 10 210 10 10 1.97 

84 20 
23.80% 

6.經濟效益分析 

(1)作業班次及計畫產量 

計畫每天作業一班，每班八小時，每月作業 25 天，

計畫每個月開採為 8,333 公噸(白雲石 5,555 公噸、大理石

2,778 公噸)，即年產 100,000 公噸。 

(2)機械成本： 

地下開採若以規劃之最大開採量(100,000 公噸/年)，

其機械設備需求如表 3-11，表內價格參考業者提供及本

研究參考相關文獻後彙整之項目及價格，因國內相關產業

並不發達，故並無礦業專業機械生產廠商，因此本研究對

礦山機械皆以中古價為估算基準。 

表 3-11 潤億礦場機械設備明細表 

目的 類別 最大能力/型號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鑽孔 

鑽堡機備 2 臂

式機頭 

φ32mm~76mm ，

200HP 

1 部 5,500,000 

 

5,500,000 

鑽孔機  1 部 5,000,000 5,000,000 

挖掘 

挖土機 240HP(舉臂高 8m，可

以坑內使用) 

2 部 5,000,000 10,000,000 

鏟裝機  1 部 4,500,000 4,500,000 

人員

運輸 

貨卡  1 部 1,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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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類別 最大能力/型號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空壓機  1 部 900,000 900,000 

 發電機  1 部 800,000 800,000 

運搬 傾卸式卡車 25T 2 部 2,500,000  5,000,000  

通風 
密閉式扇風 21M3/s，75HP 扇風及抽風

各 2 部 

510,000 2,040,000 

排水 抽水機 10HP 2 部 300,000 600,000 

照明 
LED 燈及線

路、零件 

40KW(防塵、防爆型) 100 盞  1,000,000 

小計(礦山機械皆為中古價) 36,340,000 

 

(3)生產成本(下表之各項成本為與業者討論後之結果) 

表 3-12 潤億礦場生產成本明細表 

項目 數量 預估單價 金額 
 

人事-主管 1  1,200,000  1,200,000  元/年 

人事-鑽工 1  900,000  900,000  元/年 

人事-挖工 3  900,000  2,700,000  元/年 

人事-卡車 2  850,000  1,700,000  元/年 

油耗-Jumbo 67,500  24  1,593,000  元/年 

油耗-Driller 75,000  24  1,770,000  元/年 

油耗-Excavator 153,600  24  3,624,960  元/年 

油耗-Truck 91,200  24  2,152,320  元/年 

油耗-Others 120,000  24  2,832,000  元/年 

潤滑油脂 1  634,014  634,014  元/年 

維護修理費 1  5,451,000  5,451,000  元/年 

折舊 1  1,817,000 1,817,000  元/年 

保險費 1  181,700  181,700  元/年 

爆炸物-乳膠 25,000  120  3,000,000  元/年 

爆炸物-非電雷管 16,522  130  2,147,879  元/年 

爆炸物-導爆索/管 3,695 30 118,959  元/年 

礦石稅 100,000 70 7,000,000  元/年 

相關租稅 1 300,000  300,000  元/年 

環境、道路維護費 100,000 15 1,500,000  元/年 

水、電費 1 250,000  250,000   

管理費用 1 300,000  300,000  元/年 

合計 41,880,833  元/年 

平均  418.81   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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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報酬率 

A.年度生產利潤=銷售收入-生產成本 

以年產量 100,000 公噸計算，潤億礦場每年預計

生產白雲石：大理石=2：1 之礦石，若以生產 66.7%

白雲石(場交價 1,000 元/噸)及 33.3%大理石(場交價

250 元/噸)計算，年度生產銷售=100,000 公噸*750 元/

噸=75,000,000 元 

年度生產利潤=(750-418.81)元/噸*100,000 噸

=33,119,167 元 

B.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生產利潤*(1-17%)=33,119,167

元*0.83=27,488,909 元 

C.現金流量＝稅後盈餘+可攤提成本攤提 20 年

=27,488,909 元+(36,340,000 元/20) 

 =29,305,909 元 

D.投資報酬率：以下等式成立，投資報酬率為 X 不可

攤提固定成本＝利潤/(1＋X)0+利潤/(1＋X)1＋利潤

/(1＋X)2＋…+利潤/(1＋X)18＋利潤/(1＋X)19→投資

報酬率為 416.63% 

(若以 10 年為基礎，其投報率為 404.36%) 

(5)露天與地下開採成本比較 

因潤億礦場辦理用地暫停開採中，故尚無露天開採生

產成本。 

(二)欣欣和仁一礦 

1.礦區概述 

此礦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卡那剛溪上游地方，礦區面積約

453 公頃，採取礦種為大理石、白雲石，為已核准之露天採

礦場，年度計畫生產量為 140 萬公噸。 

2.地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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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層屬於先第三紀大南澳統變質岩群，地層組成主要由

大理石，大理岩層出露厚度約 500 公尺以上，夾白雲石層，

白雲石層厚約 5 公尺，三組節理加偶現節理，節理發達，開

挖面乾燥無水，無地下水層。 

3.岩石力學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欣欣和

仁一礦之岩心取樣位置詳如圖 3-41、取樣座標詳表 3-13、取

樣照片如附件三。 

 
圖 3-41 欣欣和仁一礦岩心取樣位置圖 

 

表 3-13 欣欣和仁一礦岩心取樣座標表 

X Y Z 

324047.6534 2693732.5058 365 

324041.8060 2693763.0396 370 

324026.5335 2693794.4101 380 

 

(1)單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表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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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欣欣和仁一礦單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抗壓強度 

(MPa) 

楊氏模數 

(GPa) 
蒲松比 

破壞應變 

(%) 

110 195.7 0.279 0.91 

 

(2)三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圖 3-42 及表 3-15 所示。。 

 
圖 3-42 欣欣和仁一礦場試體莫爾圓 

表 3-15 欣欣和仁一礦岩心三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峰值應力

(MPa) 

圍壓

(MPa) 

c 值

(MPa) 

楊氏模數 

(GPa) 

摩擦角 

() 

103.7 2 

17.73 

235.0 

50.61 162.0 4 289.2 

196.7 6 305.4 

 

4.現地應力計算 

(1)垂直應力計算 

欣欣和仁一礦場依據前節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

現地標高為基本資料計算計畫開採範圍之現地垂直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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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此礦之坑道計畫設置於 270m 處，開採區涵蓋之高

程範圍介於 280m~520m 處，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大小

在 0.14 MPa(285m)至 2.97 MPa(400m)之間，以等值應力

分佈圖標示於圖 3-43。 

 

圖 3-43 欣欣和仁一礦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MPa) 

(2)水平應力計算 

依據前節理論及本案岩心取樣性質，在計算水平應力

時取其平均值 ν=0.279，計算推得 k = 0.3869。 

欣欣和仁一礦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

地標高為基本資料計算地下開採區範圍之現地水平應力

分佈，亦分別以等值應力分佈圖示於圖 3-44。 

5.礦柱應力計算及可採量 

本小節共包含 1.礦柱設計、2.礦柱應力、強度及安全模

擬，其設計雲則皆與前節潤億礦場相同，請參閱前節所述，

欣欣和仁一礦規劃一約 15.57 公頃之地下開採區域，礦柱設

置於高程 270m，礦柱及巷道之相關規劃及估算如表 3-1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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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3-46 所示。 

 
圖 4-44 和仁一礦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MPa) 

 

 
圖 4-45 欣欣和仁一礦礦柱配置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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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 欣欣和仁一礦礦柱配置圖-2 

表 3-16 欣欣和仁一礦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表 3-17 欣欣和仁一礦各採區巷道礦柱及開採礦室礦柱安全係數表 

區域 

礦柱尺寸 

(m) 

覆岩 

厚度 

(m) 

巷道 

尺寸 

(m) 

安全

係數 

礦柱單

壓強度

(MPa) 

礦柱承

受最大

垂直應

力(MP) 

礦柱承受

最大垂直

應力/單軸

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主要運

輸巷道 
10 16 10 240 10 10 1.98 110 15 13.63% 

開採區

A 
8 12 10 120 10 10 2.84 110 12 10.90% 

開採區

B 
10 14 10 210 10 10 1.85 110 17 15.90% 

區域 

巷 

道 

寬 

面積 

(m2) 

覆岩 

厚度 

(m) 

礦柱 

寬*長 

(m) 

回採

率 

(%) 

本區礦柱

面積 

(m2) 

礦柱 

高度 

(m) 

可採量 

(m3) 

主要運輸

巷道 
10 31,840 240 10*16 69.2 9,807 10 220,333 

開採區 A 10 59,698 120 8*12 75.8 14,447 10 452,511 

開採區 B 10 64,169 240 10*14 70.8 18,737 10 187,372 

小計(m3) 860,216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2,23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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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濟效益分析 

(1)作業班次及計畫產量 

計畫每天作業一班，每班八小時，每月作業 25 天，

計畫每個月開採大理石 50,000 公噸(含大理石原料碎石

25,000、水泥原料用 25,000)，即年產 100,000 公噸。 

(2)機械成本： 

地下開採若以規劃之最大開採量(100,000 公噸/年)，

其機械設備需求如表 3-18。(如表 3-11 所述)。 

表 3-18 欣欣和仁一礦機械設備明細表 

使用 

目的 
類別 最大能力/型號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鑽孔 鑽堡機備 2 臂

式機頭 

φ32mm~76mm ，

200HP 
2 部  5,500,000    11,000,000  

鑽孔機  1 部 5,000,000 5,000,000 

挖掘 挖土機 240HP( 舉 臂 高

8m，可以坑內使用) 
2 部  5,000,000 10,000,000 

鏟裝機  2 部  4,500,000    9,000,000 

人員

運輸 

貨卡  
2 部 1,000,000   2,000,000 

 空壓機  2 部   700,000  1,400,000 

 發電機  2 部    800,000 1,600,000 

運搬 傾卸式卡車 25T 3 部 2,500,000  15,000,000 

通風 密閉式扇風 21M3/s，75HP 扇風及抽

風各 2 部 
2,000,000 8,000,000 

排水 抽水機 10HP 2 部 400,000     800,000 

照明 LED 燈 及 線

路、零件 

40KW(防塵、防爆

型) 
600 盞   10,000   6,000,000 

小計(礦山機械皆為中古價) 69,800,000 

(3)生產成本(下表之各項成本為與業者討論後之結果) 

表 3-19 欣欣和仁一礦生產成本明細表 

項目 數量 預估單價 金額 
 

人事-主管 2  1,200,000  2,400,000  元/年 

人事-鑽工 2  900,000  1,800,000  元/年 

人事-挖工 5  900,000  4,500,000  元/年 

人事-卡車 8  850,000  6,800,000  元/年 

油耗-Jumbo 81,000  24  1,911,6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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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預估單價 金額 
 

油耗-Driller 45,000  24  1,062,000  元/年 

油耗-Excavator 153,600  24  3,624,960  元/年 

油耗-Truck 182,400  24  4,304,640  元/年 

油耗-Others 18,000  24  424,800  元/年 

潤滑油脂 1  991,200  991,200  元/年 

維護修理費 1  6,980,000 6,980,000 元/年 

折舊 1  3,490,000  3,490,000  元/年 

保險費 1  349,000  349,000  元/年 

爆炸物-乳膠 150,000  120  18,000,000  元/年 

爆炸物-非電雷管 99,133  130  12,887,277  元/年 

爆炸物-導爆索/管 23,792            30  713,757  元/年 

礦石稅 600,000             70  42,000,000  元/年 

相關租稅 1 1,800,000  1,800,000  元/年 

環境、道路維護費 1                        6,000,000  6,000,000  元/年 

水、電費 1 1,500,000  1,500,000   

管理費用 1 1,800,000  1,800,000  元/年 

合計 131,835,233 元/年 

平均 219.73 元/噸 

(4)投資報酬率 

A.年度生產利潤=銷售收入-生產成本 

以年產量 600,000 公噸計算，欣欣和仁礦場每年

預計生產 60 萬公噸之大理石，若以 250 元/噸計算，

年度生產銷售=600,000 公噸*250 元/噸=150,000,000

元 

年度生產利潤=(250-219.73)元 /噸*600,000 噸

=18,164,767 元 

B.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生產利潤*(1-17%)=18,164,767

元*0.83=15,076,756 元 

C.現金流量＝稅後盈餘+可攤提成本攤提 20 年

=15,076,756 元+(69,800,000 元/20) 

= 18,566,756 元 

D.投資報酬率：以下等式成立，投資報酬率為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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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攤提固定成本＝利潤/(1＋X)0+利潤/(1＋X)1＋

利潤/(1＋X)2＋…+利潤/(1＋X)18＋利潤/(1＋X)19 

→投資報酬率為 36.14% 

(若以 10 年為基礎，其投報率為 25.09%) 

(5)露天與地下開採成本比較 

蒐集欣欣礦場 105 年度生產量及各項生產成本，與本

案分析地下開採成本(表 3-19)比較，彙整如下表 3-20

所示。 

 

表 3-20 欣欣礦場露天與地下開採生成成本比較表 

 露天開採 地下開採 

年產量 1,189,452 (105 年產量) 600,000 公噸 (本案規劃) 

 金額(元) 佔百分比 金額(元) 佔百分比 

人事費 24,251,673 11.12%   15,500,000 11.76%  

機械折舊 8,066,426 3.70%   3,490,000 2.65%   

炸藥類 10,431,854 4.78%   31,601,034 23.97%   

油耗 106,253 0.05%   19,824,000 15.04%   

委外費用 108,495,593 49.76%   991,200 0.75%   

維修費 2,462,401 1.13%   6,980,000 5.29%   

保險費 53,525 0.02%   349,000 0.26%   

相關規稅費 53,138,253 24.37%   43,800,000 33.22%   

環境道路維護費 - 0.00%   6,000,000 4.55%   

水電費 6,119,230 2.81%   1,500,000 1.14%   

雜支 580,480 0.27%   - 0.00%   

管理費 1,565,136 0.72%   1,800,000 1.37%   

專業服務費 2,783,775 1.28%   - - 

小計(元) 218,054,599 - 131,835,234 - 

平均生產成本 

(元/噸) 
183.32 - 2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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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和礦場 

1.礦區概述 

此礦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和仁右岸山北方地方，礦區面積

約 278 公頃，採取礦種為大理石、白雲石，為已核准之露天

採礦場，年度計畫生產量為 54 萬公噸。 

2.地質描述 

地層屬於第三紀大南澳統變質岩群，地層主要由大理岩

組成，岩層厚約 300 公尺以上，岩層呈東北至西南走向，呈

層狀單協構造，夾薄層綠色與黑色片岩、石英岩，及白雲岩，

白雲岩岩層厚約 3-5 公尺，三組節理加偶現節理，節理發達，

覆蓋層小於 50 公分。開挖面乾燥無水，並無地下水層。 

3.岩石力學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中和礦

場岩心取樣位置詳如圖 3-47、取樣座標詳表 3-21、取樣照片

如附件三。 

 

 
圖 3-47 中和礦場岩心取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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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中和礦場岩心取樣座標表 

X Y Z 

324047.6534 2693732.5058 365 

324041.8060 2693763.0396 370 

324026.5335 2693794.4101 380 

(1)單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 中和礦場單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抗壓強度 

(MPa) 

楊氏模數 

(GPa) 
蒲松比 

破壞應變 

(%) 

110 294.25 0.304 0.08 

(2)三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圖 3-48 及表 3-23 所示。。 

 
圖 3-48 中和礦場試體莫爾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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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中和礦場岩心三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峰值應力

(MPa) 

圍壓

(MPa) 

c 值

(MPa) 

楊氏模數 

(GPa) 

摩擦角 

() 

114.7 2 

33.91 

300.0 

27.96 120.6 6 256.4 

128.3 8 284.6 

4.現地應力計算 

(1)垂直應力計算 

中和礦場依據前節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地標

高為基本資料計算計畫開採範圍之現地垂直應力分佈。此

礦之坑道計畫設置於 200m 處，開採區涵蓋之高程範圍介

於 280m~600m 處，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大小在 0.27 

MPa(285m)至 10.53 MPa(400m)之間，以等值應力分佈圖

標示於圖 3-49。 
 

 
圖 3-49 中和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MPa) 

(2)水平應力計算 

依據前節理論及本案岩心取樣性質，在計算水平應力

時取其平均值 ν=0.304，計算推得 k = 0.4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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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礦場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地標

高為基本資料計算地下開採區範圍之現地水平應力分佈，

亦分別以等值應力分佈圖示於圖 3-50。 

 
圖 3-50 中和礦場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MPa) 

5.礦柱應力計算及可採量 

本小節共包含 1.礦柱設計、2.礦柱應力、強度及安全模

擬，其設計原則皆與前節潤億礦場相同，請參閱前節所述，

中和礦場規劃一約 19.95 公頃之地下開採區域，礦柱設置於

高程 200m，礦柱及巷道之相關規劃及估算如表 3-24 及圖

3-51~3-52 所示。 

 
圖 3-51 中和礦場礦柱配置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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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中和礦柱配置圖-2 

表 3-24 中和礦場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表 3-25 中和礦場各採區巷道礦柱及開採礦室礦柱安全係數表 

區域 

礦柱 

尺寸 

(m) 

覆岩 

厚度 

(m) 

巷道 

尺寸 

(m) 

安全

係數 

礦柱單

壓強度

(MPa) 

礦柱承受

最大垂直

應力(MP) 

礦柱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

/單軸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主要運

輸巷道 
10 14 34 400 10 10 2.02 110 25 22.72% 

開採區

A 
10 10 10 100 10 10 3.66 

110 9 8.18% 

開採區

B 
10 10 12 200 10 10 2.04 

110 15 13.63% 

開採區

C 
10 10 16 300 10 10 1.91 

110 20 18.18% 

區域 

巷 

道 

寬 

面積 

(m2) 

覆岩 

厚度 

(m) 

礦柱 

寬*長 

(m) 

回採率 

(%) 

本區礦柱

面積 

(m2) 

礦柱 

高度 

(m) 

可採量 

(m3) 

主要運輸

巷道 
10 39,757 400 10*34 54.9 21,827 10 218,266 

開採區 A 10 41,381 100 10*10 75.0 31,036 10 310,361 

開採區 B 10 53,949 200 10*12 72.7 39,221 10 392,212 

開採區 C 10 199,500 300 10*16 63.0 40,579 10 405,795 

小計(m3) 1,326,634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3,44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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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濟效益分析 

中和礦場規劃年產量為 600,000 公噸/年，產能與礦種與

前節欣欣礦場相同，故其成本、收益與投資報酬率等經濟效

益皆與欣欣礦場相同，請參閱前節分析。 

另亦蒐集中和礦場 105 年度生產量及各項生產成本，與

本案分析地下開採成本(同欣欣礦場地下開採成本分析，表

3-19)比較，彙整如下表 3-26 所示。 

 

表 3-26 中和礦場露天與地下開採生成成本比較表 

 露天開採 地下開採 

年產量 306,060 (105 年產量) 600,000 公噸 (本案規劃) 

 金額(元) 佔百分比 金額(元) 佔百分比 

人事費 1,581,197 0.73% 15,500,000 11.76%  

機械折舊 1,423,341 0.65% 3,490,000 2.65%   

炸藥類 - 0.00% 31,601,034 23.97%   

油耗 - 0.00% 19,824,000 15.04%   

委外費用 31,830,240 14.60% 991,200 0.75%   

維修費 -  0.00% 6,980,000 5.29%   

保險費 -  0.00% 349,000 0.26%   

相關規稅費 15,261,199 7.00% 43,800,000 33.22%   

環境道路維護費 706,950 0.32% 6,000,000 4.55%   

水電費 -  0.00% 1,500,000 1.14%   

雜支 26,100 0.01% - 0.00%   

管理費 449,256 0.21% 1,800,000 1.37%   

專業服務費 - 0.00% - 0.00% 

小計(元) 52,337,808 - 131,835,234 - 

平均生產成本 

(元/噸) 
171.00 - 2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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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泥花蓮製造廠新城山礦場 

1.礦區概述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山東方地方，礦區面積約 399 公頃，

採取礦種為大理石，為已核准之露天採礦場，年度計畫生產

量約為 600 萬公噸。 

2.地質描述 

地層屬先第三紀大南統群變質岩，主要由結晶石灰岩（即

大理石）、黑色片岩、矽質片岩、綠色片岩及片麻岩所構成。

圍岩為黑色片岩，內偶夾綠色片岩薄層，礦床分布之大理石

以原生礦床賦存，單層，露出厚度約為 150 公尺以上，區內

小型斷層、摺皺多，走向為東北至西南走向，向西北方傾斜，

地質構造為層狀單斜構造，不連續面組數為四組以上之節理，

表面乾燥無水，礦區無地下水層。 

3.岩石力學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亞泥新

城山礦場之岩心取樣位置詳如圖 3-53、取樣座標詳表 3-27、

取樣照片如附件三。 

(1)單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表 3-28 所示。 

(2)三軸抗壓強度試驗： 

試驗方法與潤億礦場之方法相同，請參閱前節。試驗

結果如圖 3-54 及表 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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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 亞泥新城山礦場岩心取樣位置圖 

表 3-27 亞泥新城山礦場岩心取樣座標表 

X Y Z 

313077.6654 2671156.7582 320 

313334.2373 2671060.1930 315 

313290.9487 2670952.9169 315 

表 3-28 亞泥新城山礦場單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抗壓強度 

(MPa) 

楊氏模數 

(GPa) 
蒲松比 

破壞應變 

(%) 

95 190.3 0.315 0.13 

 

表 3-29 亞泥新城山礦場岩心三軸抗壓強度試驗結果分析表 

峰值應力

(MPa) 

圍壓

(MPa) 

c 值

(MPa) 

楊氏模數 

(GPa) 

摩擦角 

() 

99 2 

12.13 

291.0 

57.14 131 4 163.6 

141 6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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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亞泥新城山礦場試體莫爾圓圖 

4.現地應力計算 

(1)垂直應力計算 

亞泥新城山礦場依據前節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

現地標高為基本資料計算計畫開採範圍之現地垂直應力

分佈。此礦之坑道計畫設置於 325m 處，開採區涵蓋之高

程範圍介於 340m~800m 處，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大小

在 0.14 MPa(340m)至 12.55 MPa(800m)之間，以等值應力

分佈圖標示於圖 3-55。 

 
圖 3-55 亞泥新城山礦場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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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平應力計算 

依據前節理論及本案岩心取樣性質，在計算水平應力

時取其平均值 ν=0.315，計算推得 k = 0.4599。 

亞泥新城山礦場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

現地標高為基本資料計算地下開採區範圍之現地水平應

力分佈，亦分別以等值應力分佈圖示於圖 3-56。 

 
圖 3-56 亞泥新城山礦場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MPa) 

5.礦柱應力計算及可採量 

本小節共包含 1.礦柱設計、2.礦柱應力、強度及安全模

擬，其設計雲則皆與前節潤億礦場相同，請參閱前節所述。

亞泥新城山礦場規劃一約 64.30 公頃之地下開採區域，坑口

設置於高程 190m 處，先向西進掘進約 700m 以 6%上坡後，

轉向北掘進約 750m 後，再轉向南回繞進入主要運輸巷道，

此設計是要將開採平面規劃於高程 325m 處。礦柱及巷道之

相關規劃及估算如表 3-30 及圖 3-57~3-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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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圖 3-57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圖-1 

 

區域 

巷 

道 

寬 

面積 

(m2) 

覆岩 

厚度 

(m) 

礦柱 

寬*長 

(m) 

回採率 

(%) 

本區礦柱

面積 

(m2) 

礦柱 

高度 

(m) 

可採量 

(m3) 

主要運輸

巷道 
10 75,069 420 16*24 56.6 42,489 8 339,910 

開採區 A 10 275,922 210 1012 72.7 200,595 8 1,604,762 

開採區 B 10 292,022 380 16*20 59 172,293 8 1,378,344 

小計(m3) 3,323,017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8,63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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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圖-2 

 
圖 3-59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圖-3 

 
圖 3-60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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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亞泥新城山礦場礦柱配置圖-5 

 

表 3-31 亞泥新城山礦場各採區巷道礦柱及開採礦室礦柱安全係數表 

區域 

礦柱 

尺寸(m) 
覆岩 

厚度 

(m) 

巷道 

尺寸(m) 安全

係數 

礦柱單

壓強度

(MPa) 

礦柱承受

最大垂直

應力(MP) 

礦柱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

/單軸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主要運

輸巷道 
10 16 24 420 10 8 1.81 95 20 21.05% 

開採區

A 
10 10 12 210 10 8 1.92 95 15 15.78% 

開採區

B 
10 16 20 380 10 8 1.85 95 20 21.05% 

6.經濟效益分析 

(1)作業班次及計畫產量 

計畫每天作業一班，每班八小時，每月作業 25 天，

計畫每個月開採大理石 83,000,000 公噸，即年產能

1,000,000 萬公噸。 

(2)機械成本： 

地下開採若以規劃之最大開採量(1,000,000 公噸/年)，

其機械設備需求如表 3-32(說明同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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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亞泥新城山礦場機械設備明細表 

使用目的 類別 最大能力/型號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鑽孔 鑽堡機備 2 臂

式機頭 

φ32mm~76mm ，

200HP 

2 部 
5,500,000 11,000,000 

 鑽孔機  1 部 5,000,000 5,000,000 

挖掘 挖土機 240HP( 舉 臂 高

8m，可以坑內使用) 

3 部 
5,000,000 15,000,000 

 鏟裝機  4 部 4,500,000 18,000,000 

人員運輸 貨卡  2 部 1,000,000 2,000,000 

 空壓機  2 部 900,000 1,800,000 

 發電機  2 部 800,000 1,600,000 

運搬 傾卸式卡車 25T 10 部 2,500,000 25,000,000 

通風 密閉式扇風  扇風及抽風

各 3 部 
2,000,000 12,000,000 

排水 抽水機  2 部 700,000 1,400,000 

照明 LED 燈 及 線

路、零件 

40KW(防塵、防爆型) 1000 盞 
10,000 10,000,000 

小計(礦山機械皆為中古價) 102,800,000 

(3)生產成本(下表之各項成本為與業者討論後之結果) 

表 3-33 亞泥新城山礦場生產成本明細表 

項目 數量 預估單價 金額 
 

人事-主管 3  1,200,000  3,600,000  元/年 

人事-鑽工 3  900,000  2,700,000  元/年 

人事-挖工 8  900,000  7,200,000  元/年 

人事-卡車 13  850,000  11,050,000  元/年 

油耗-Jumbo 216,000  24  5,097,600  元/年 

油耗-Driller 120,000  24  2,832,000  元/年 

油耗-Excavator 230,400  24  5,437,440  元/年 

油耗-Truck 364,800  24  8,609,280  元/年 

油耗-Others 600,000  24  14,160,000  元/年 

潤滑油脂 1  1,842,216  1,842,216  元/年 

維護修理費 1  10,280,000  10,280,000  元/年 

折舊 1  5,140,000 5,140,000 元/年 

保險費 1  514,000  514,000  元/年 

爆炸物-乳膠 250,000  120  30,000,000  元/年 

爆炸物-非電雷管 165,221  130  21,478,794  元/年 

爆炸物-導爆索/管 39,653               30  1,189,595  元/年 

礦石稅 1,000,000          70  70,000,000  元/年 

相關租稅 1 3,000,000  3,000,000  元/年 

環境、道路維護費     1            10,000,000  10,000,000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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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預估單價 金額 
 

水、電費 1 2,500,000  2,500,000   

管理費用 1 3,000,000  3,000,000  元/年 

合計 220,338,925 元/年 

平均 220.34 元/噸 

 

(4)投資報酬率 

A.年度生產利潤=銷售收入-生產成本 

以年產量 1,000,000 公噸計算，亞泥新城山礦場每年

預計生產 100 萬公噸之大理石，因亞泥新城山礦場若遇

缺料，則亞洲水泥需向其他礦場購買，成購入成本含運

費約為 290 元/公噸，故此礦之銷售收入單價將以 290 元

/公噸作為估算值。 

承上，以 290 元/噸計算，年度生產銷售=1,000,000

公噸*290 元/噸=290,000,000 元 

年度生產利潤=(290-224.54)元/噸*1,000,000 噸

=65,455,620 元 

年度稅後盈餘=年度生產利潤*(1-17%)=65,455,620

元*0.83=54,328,165 元 

現金流量＝稅後盈餘+可攤提成本攤提 20 年

=54,328,165 元+(102,800,000 元/20)= 59,468,165 元

=59,468,165 元 

投資報酬率：以下等式成立，投資報酬率為 X 不可

攤提固定成本＝利潤/(1＋X)0+利潤/(1＋X)1＋利潤/(1＋

X)2＋…+利潤/(1＋X)18＋利潤/(1＋X)19 

→投資報酬率為 137.40% 

(若以 10 年為基礎，其投報率為 25.09%) 

(5)露天與地下開採成本比較 

蒐集亞泥礦場 105 年生產量及各項生產成本，與本案

分析地下開採成本(表 3-19)比較，彙整如下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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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亞泥礦場露天與地下開採生成成本比較表 

 露天開採 地下開採 

年產量 5,565,449 (105 年產量) 1,000,000 公噸 (本案規劃) 

 金額(元) 佔百分比 金額(元) 佔百分比 

人事費 27,536,541 9.99%  24,550,000 11.14%  

機械折舊 10,745,230 3.90%  5,140,000 2.33%  

炸藥類 38,471,732 13.95%  52,668,389 23.90%  

油耗 22,607,411 8.20%  38,686,536 17.56%  

委外費用 65,826,799 23.87%  - 0.00%  

維修費 22,330,073 8.10%  10,280,000 4.67%  

保險費 108,855 0.04%  514,000 0.23%  

相關規稅費 53,395,618 19.36%  73,000,000 33.13%  

環境道路維護費 31,378,947 11.38%  10,000,000 4.54%  

水電費 -  0.00%  2,500,000 1.13%  

雜支 3,183,406 1.15%  - 0.00%  

管理費 162,515 0.06%  3,000,000 1.36%  

專業服務費 -  0.00%  - 0.00%  

小計(元) 275,747,127 - 220,338,925 - 

平均生產成本 

(元/噸) 
49.55 - 22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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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礦場坑室採掘跡二次利用可行性分析 

(一)臺灣地下開採坑室特性 

台灣申請地下開採之礦場已逐漸增加，至 106 年 3 月止已核

准地下開採之礦場已達 13 礦，開採礦種為大理石與白雲石，核

准之坑室規格最小者為高 5 米，寬 5 米，最大者為高 10 米，寬

10 米，最早開發者約於民國 75 年開坑，至今已開採 30 年以上，

已留下許多舊坑室，這些舊坑室因早年申請核准開發時，因較無

經驗，所以主管機關在審核上堆安全要求嚴格，所以整體上均趨

向保守設計，例如和平地區核准之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其坑道最

大容許寬度八公尺，最大容許高度六公尺。並規定坑道向前掘進

時兩側並應保留礦柱，長三十四公尺及寬十三公尺以上，或其安

全係數應在三以上。而礦室採掘工作面最大容許寬度八公尺，最

大容許高度七公尺；礦室間應保留長及寬均在十公尺以上之礦柱。

因此這些坑室之安全性甚高，從核准開採迄今，台灣地區之坑室

尚無崩塌案例，部分已開挖迄今已達 2、3 十年之坑室，亦尚屬

完整，除少許頂磐落石外，礦柱並無破壞崩塌情形。 

另這些坑室不受太陽輻射熱影響，故具有類似恆溫恆濕特性，

讓人感覺冬暖夏涼，一般坑內溫度依礦場所在位置(標高)而不同，

約在 16℃～24℃之間，除新開拓之礦場外，都已建立通風系統，

惟這些礦場都位於花蓮縣，且一般都遠離城鎮人口稠密之處(如圖

3-62 及 3-63)。 

  

圖 3-62 花蓮澳花地區之地下開採礦場之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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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花蓮澳花地區之地下開採礦場之坑內坑室 

(二)台灣地下開採坑室二次利用之可行性 

台灣之大理石與白雲石地下礦場，雖在地理位置上較為偏遠，

可能無法像國外有些礦區，於開發後將舊坑改為商場、商品倉儲

或地下停車場等商業用途，但有些礦場交通尚稱便利，如澳花與

和中地區之礦場，均距離火車站與主要公路(蘇花公路)不遠，因

此這些礦場如果以後開採完畢後，其舊坑室(採掘跡)應可參照國

外模式，並依據現有礦場環境與特性，進行二次利用。其可供利

用之方式，經研究分析提出以下各種可行方式： 

1.民生應用： 

可供做菇類種植場所，菇類不具葉綠素，不行光合作用，

而依據農委會資料顯示，有些菇類原基分化及發育適溫在 12

～18℃，一般不超過 20℃，如洋菇、香菇等，國外已有種植

磨菇成功案例，現有澳花地區之地下礦場，其位置海拔不高，

坑內溫度一般不超過 20℃，且距和平火車站與台九線(蘇花公

路)不遠，交通尚稱便利。 

2.貨物儲存： 

如作為酒銀行使用，一般酒類之儲存均要求一定之溫濕

度及避免光線，例如紅酒理想儲存條件下的溫度應該是在攝

氏 12－15 ℃，且恒定的溫度下保存最好，葡萄酒對光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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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所以要避光儲存，保持一定濕度，避免震動等，威士忌

的最佳存放溫度在 15-18°C 左右等。而國產之陳年紹興酒、

女兒紅、狀元紅、高粱等，均屬保存愈久品質愈佳之酒類，

而石礦之地下坑室，除無光害之外，其溫度與濕度長年變化

不大，因此非常適合酒類之長期儲存。 

3.廢棄物儲存： 

供做工業廢棄物、醫療廢棄物儲存場所，舊坑室位置遠

離人口稠密區，而其空間又大，當廢礦後亦適合作為廢棄物

儲存場所。例如燃煤飛灰（Coal Fly Ash）是燃煤發電廠之主

要副產物，每年因發電所產生 之大量飛灰，往往在處理處置

上常造成極大之困擾，亟待尋求有效解決方案，和平電廠之

燃煤飛灰就可就近儲存，以減少公害產生。另外如煉鋼爐碴

在無法完全做合法(符合環境規範)二次利用時，為防止非法棄

置或非法再利用，就需設置合格儲存場，而廢棄之石礦之地

下坑室就非常適合，這在日本與德國等均有很成功之案例。 

4.觀光遊憩用： 

台灣之大理石礦地下開採礦場，有些位於交高海拔地區，

例如聯欣石礦，其附近環境優美，視野開闊(如圖3-64與3-65)，

且其附近有著名之鯉魚潭風景區、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等，

因此該礦若於採馨後，非常適合整體開發為遊憩園區，如將

現有坑室設置為洞穴旅館、探險迷宮、地質教室、科普教室、

環境教育場所等，將成為具有特色之遊憩園區。另外依目前

之環境教育法及其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規定，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設置應尊重生命並維護自然生態資源

與特色，避免興建不必要之人工裝置、鋪設或設備。礦場舊

坑二次利用應符合環境教育之目標，不論對環境教育或普通

之科學教育，均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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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4 聯欣石礦坑口圖 

 
圖 3-65 聯欣石礦其礦場前方景觀圖 

5.實驗、研究設施： 

可供做聲學、光學、重力及地震等等之研究場所，例如

在盧森堡的歐洲地體動力地震中心，它的原址就是一個廢棄

的礦坑通道，我國目前僅有之一處國家重力基準站，亦設在

新竹的十八尖山之坑內。台灣現有之石礦之地下坑室如前所

述，其非常穩定，且不易受外界干擾，因此供做或供做重力

或地震等之測站，或研究基地非常適合。另外如作為核廢料



172 
 

儲存、CO2 地下封存等之先期實驗研究場所也應該非常適

合。 

6.其他用途： 

如建立礦業文化園區、登山補給站或山難救護基地等。

礦山公園是以展示礦場遺跡景觀為主題，包含採礦的遺址、

礦產加工等，具備了研究之價值與教育功能，供人遊覽參觀，

展現礦業的歷史價值，更擁有著觀光經濟效益和人文社會效

益。另有些地下開採礦場位於海拔較高山區，而台灣每逢假

日從事登山、露營之遊客眾多，如發生意外，從山區至市區

需花費時間甚久，此時如能利用礦場舊坑之儲存物品良好特

性，供做登山補給站或山難救護基地等，亦是非常可行的舊

坑二次利用方式。 

(三)台灣地下開採坑室二次利用的問題思考 

有關地下開採坑室之處置，查現有法規並無特殊規定，僅現

行礦業法第 48 條有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及防災措施。另礦場安全法第 18 條

要求，礦業權者在廢棄礦坑前，應報主管機關核准，並採取各項

必要之安全措施。及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133 條規定，礦業權

者應對廢棄不用之坑道或採掘跡設置禁止通行標誌或遮斷通行

設施。 

對舊開採坑室之二次利用，從國外之經驗來看，將採礦後之

場址或遺跡作為礦山公園或科學教育園區等供觀光遊憩用者為

最多的利用方式，但這種方式需考慮坑內、坑口與坑外之結合，

尤其用地問題可能涉及許多主管機關與相關法規，因此如欲進行

舊開採坑室之二次利用，首先須進行可行性評估，這個評估包括

法令政策評估、環境相容性評估、經營與維護成本評估，以及綜

合評估等，而目前來說尚有許多問題存在，尤其在政策與法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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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還須待做更詳細之研究。但台灣現有地下坑室開採之礦場，

亦有其優點，那就是這些礦場基本上都位於林務局所屬之林班地

內，而有關森林之經營管理，自 1960 年，美國國會制訂「林地

多目標利用保續生產法令」，作為國有林經營之依據，美國林務

署以木材、水、牧草、野生動物與森林遊樂作為森林的多目標經

營管理方向（Forestry Multiple Management）以來，各國逐漸開

發森林遊樂項目。台灣森林遊樂的觀念則早在民國四○年代後期

便已萌芽，在「環境永續發展」及「森林多目標經營」的理念下，

林務局逐步實踐森林遊樂之政策。目前林務局依森林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發布之「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二條即

說明國家森林遊樂區之設置目標，包含景觀保護、森林生態保育

與提供遊客從事生態旅遊、休閒、育樂活動、環境教育及自然體

驗等。因此，爾後這些位於國有林地內之地下坑室開採礦場，若

礦體採磬後，若能比照林務局有關「國家森林遊樂區」設置之方

式，將其設置為具住宿、地質教育園區、休閒等多功能之礦業園

區。或依據「森林法」第十七條及「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森林遊樂區可將遊樂設施項目、遊樂設施區範圍、及

森林遊樂區全區，提供民間投資經營之規定，核准民間投資森林

內之礦業遊樂區，這將是最為便捷與可行之方式。 

(四)小結 

地下坑道開採較於露天開採優點在於，對地表的破壞很小，

對於人類社區或是動物生活圈的影響小。地下開採坑室之二次利

用之主要誘因及優勢為；1.空間使用之經濟效益；2.地表空間不

敷使用時之替代空間；3.極低之空間建設費用及節能；4.廢棄物

儲存對地表環境衝擊低。 

地下坑室二次利用的缺點在於：1.出於安全考慮需要定期的

對地層進行監測；2.因地下坑室屬於密閉式的環境，消防問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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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格外的重視；3.承第二點所述，通風之於地下坑室也是一項重

要課題，但如果能在開採時，有兩個或以上的出入口，通風的問

題則能得到改善。 

臺灣礦業發展有悠久的發展歷史；礦業不論是在經濟發展、

歷史文化、社區總體營造、觀光產業、教育資源等均具有深意，

若能妥善利用土地規劃、生態技術，合理的規劃與整復，在未來

推動文化、生態、教育是對於二次利用最大的目標。我國目前對

於礦區二次利用，除了金瓜石金礦與一些舊煤礦設立規劃觀光旅

遊區，或設立博物館，供人參觀游覽外，對於地下坑道的利用，

並無完整的利用上述之地下坑室二次利用之優勢。 

目前我國現行法規，開礦業者只有礦區土地開採權，一但使

用年限到後，土地將歸還主管機關管理，礦業者將無權再使用土

地，法令的規定，造成礦業者開採完後，不願意再投入過多的成

本與心力在採掘跡二次利用這個方面，僅僅是將礦區植生綠化後

歸還土地，對於露天開採，植生綠化後的礦區，是將土地歸還於

大自然，歸還於野生動物，但地下坑室一但開採後，採掘跡將無

法復原，如能妥善地規畫二次利用，則能妥善地利用土地避免浪

費。 

配合我國 1997 年「水泥產業東移」政策，目前我國礦場集

中於東部，有數座礦場以地下開採為開採作業方式，考慮到周邊

交通因素，在未來關礦後，想要發展為商業用途，實則是相當困

難，但若任由礦區廢棄，亦是不當的做法。因此本研究僅提出以

上分析與構想，提供我國礦業對於採掘跡二次利用之新思路，以

期達到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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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下開採相關文獻與及國內地下開採技術與成本分析 

一、國內、外地下開採技術及坑室二次利用相關文獻 

(一)國外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文獻 

 

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

考內容 

2015 

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Underground Metal and 

Nonmetal Mines,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Title 30-Vol1, Chapter 57 

通風、爆破作

業、鏟裝及運輸 

2014 
WORK SAFE ,2014,Ventilation in Underground 

Mines and Tunnels, New Zealand 
通風設計及規

劃 

2013 

Ausimm the minerals institute,2013,Managing Diesel 

Emission in Underground Metalliferous Mines, 

Australasi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管理地下礦山

的柴油排放 

2013 

Government Western Australia, 2013 , 

Management of diesel emissions in Western 

Australian mining operations, Department of Mines 

and Petroleum 

西澳地下金屬

礦柴油引擎癈

氣排放規範 

2011 

Pillar strength in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G.S. Esterhuizen, 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48.1: 42-50 

石礦礦柱及跨

距調查 

2011 
Gabriel S. Esterhuizen ,2011,Pillar and Roof Sp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礦柱及跨距設

計準則 

2011 
Safe At Work Ontario, 2011,Underground Mining: 

Ventilation, Ontario Ministry of Labour, Canada 
加拿大地下礦

場通風規範 

2011 
Safe Work ,2011,Ventilation of underground mines, 

Australia 
澳洲地下礦場

通風規範 

2011 
Safe work,2011,Ground Control for Underground 

Mines, Australia 
澳洲地下礦場

岩層控制 

2011 

GS Esterhuizen, DR Dolinar, JL Ellenberger, 

2011， Pillar Strength in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48.1: 42-50. 

確定礦柱潛在

的不穩定模式 

2011 

GS Esterhuizen，DR Dolinar，JL Ellenberger，LJ 

Prosser, 2011,Pillar and Roof Sp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Underground Stone Mine 

指出美國的地

下石礦使用一

般水平地層的

採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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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

考內容 

2010 

GS  Esterhuizen, DR  Dolinar， 

JL Ellenberger,2010, 

Roof Span Design for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介紹了屋面跨

度穩定性問題

和設計實踐的

調查結果 

2008 

Department of Mines and Energy , 2008, Healthy 

Atmosphere for Underground Mines, Queensland 

Australia 

地下礦場空氣

管理 

2008 

Mine Site technologies , 2008, Underground 

Communication and Tracking Systems, 

Integrators and OEMs gain approval for 

new communications and tracking systems 

地下礦場通訊

系統 

2008 

MSHA, 2008, Communications and for 

Underground Mines, Mine Communications 

and Tracking Tutorial 

MSHA通訊及

追踪系統 

2008 

GS Esterhuizen，DR Dolinar，JL Ellenberger, 

2008,Pillar Strength and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tone Mines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und control in mining,Morgantown 

WV: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 241-253. 

在鄰近的礦山

對金屬或非金

屬礦山進行開

發的強度公式。 

2008 

Esterhuizen, G. S.; Dolinar, D. R.; 

Iannacchione, A. T, 2008,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studies of 

horizontal stress effects on roof stability in 

US limestone mines,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108.6: 345-352. 

本文的建模方

法可用作評估

潛在頂磐破壞

並優模擬坑室

及礦柱佈置穩

定性的工具 

2007 

IFC, 2007,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Guidelines Mining,  Finance Corporation 
世界銀行組織

發表採礦之環

境、健康及安全

準則 

2007 

Esterhuizen, G. S. 2007, Evaluation of the strength of 

slender pillars. Transactions-society for mining 

metallurgy and exploration incorporated, 320: 69. 

模擬於評估立

方體礦柱上方

之強度 

2007 
Esterhuizen, Gabriel S.; Ellenber, John L ,2007, 

Effects of weak bands on pillar stability in stone 
探討弱帶對柱

強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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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

考內容 

mines: field observations and numerical model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und Control in Mining, 

Morgantown, WV. p. 336-342.. 

2007 

Esterhuizen, Gabriel S., et al. 2007. Roof stability 

issues in underground limestone min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und Control in Mining, 

Morgantown, WV. p. 320-327. 

岩磐控制研究 

2006 

Esterhuizen, Gabriel S., et al , 2006, Pillar stability 

issues based on a survey of pillar performance in 

underground limestone mines,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und Control in Mining, 

Morgantown, WV. p. 354-361 

使用視覺評估礦

柱狀況，並考慮

了地質結構的影

響以及應力的作

用。記錄了9例礦

柱不穩定情況 

2006 

Iannaocchione, A. T., et al, 2006, Assessing roof fall 

hazards for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a proposed 

methodology, SME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 

Society for Mining, Metallurgy, and Exploration, Inc., 

St. Louis.  

P. 1-9. 

分析並提出評估

頂磐崩落風險的

方法 

2006 
Water management for underground mines, 2006, 

Water and forestry,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地下礦場之水

管理 

2005 

Tunnels, Shaft and Developent Headings Blast Desing, 

Revey Associates, Underground Blasting Technology 
地下礦場前進

巷道爆破設計 

2005 

Esterhuizen, Gabriel S., et al. 2005, Effect of the dip 

and excavation orientation on roof stability in 

moderately dipping stone mine workings, Alaska 

Rocks , The 40th US Symposium on Rock Mechanics 

(USRMS), American Rock Mechanics Association. 

頂磐不穩定性

問題 

2004 

Esterhuizen, Gabriel S., et al. 2005, Effect of the dip 

and excavation orientation on roof stability in 

moderately dipping stone mine workings, Alaska 

Rocks , The 40th US Symposium on Rock Mechanics 

(USRMS), American Rock Mechanics Association. 

頂盤水平應力

模式 

2003 

Iannacchione, A. T., et al., 2003, Safer mine layouts 

for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subjected to excessive 

levels of horizontal stress. Mining engineering, 2003, 

55.4: 25-31.. 

應力控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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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

考內容 

2000 

TE Marshall, LJ Prosser, AT Iannacchione, M Dunn, 

2000, Roof Monitoring in Limestone - Experience 

with the Roof Monitoring Safety System (RMSS)。 

設計監測落盤

系統 

2000 

AT Iannacchione, LJ Prosser, RH Grau, DC Oyler, DR 

Dolinar, TE Marshall, CS Compton,  2000, Roof 

Monitoring Helps Prevent Injuries in Stone Mines 

落盤控制 

1999 
Iannacchione AT,  1999, Analysis of Pillar Design 

Practices and Techniques for U.S. Limestone Mines 
礦柱設計 

1999 

Iannacchione, A. T，LJ Prosser，RH Grau，DC Oyler, 

DR Dolinar, TE Marshall, CS Compton, 1999, 

Preventing Injuries Caused by Unrecognized Stone 

Mine Roof Beam Failures With a Pro-Active Roof 

Control Plan 

評估頂磐條件

的方法包括觀

測和監測技術 

1998 

Iannacchione, A. T., et al.1998, Controlling roof beam 

failures from high horizontal stresses in underground 

stone min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ittsburgh Research Laboratory 

頂盤控制 

1997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ivision, 1997,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Resources Geo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in underground mines, Australia 

澳洲地下工程

計算 

1990 
Empirical guidelines for drift blast design, Singh, S.P., 

M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爆破設計及作

業準則 

1987 
Robert M. McKay, 1987, Underground Limestone 

Mining, Robert M. McKay, Iowa Geology, No. 12 
石灰石地下開

採 



179 
 

(二)國內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文獻 

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考

內容 

2017 

丁原智，2017，「和平地區榮豐石礦大理石地下開採

設計及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擬」，榮豐礦業股份有

限公司，委託分析報告 

 

2016 

黃俞穎，2016，「應用有限差分數值程式進行地下開

採柱應力之分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使用有限差分

數值模擬礦柱

之應力用及應

變之 

2015 

丁原智，2015，「和仁地區安鋼石礦大理石地下開採

設計及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擬」，通達新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委託分析報告  

礦柱設計分析 

2013 

中煤科工集團重慶研究院，2011，「金屬非金屬地

下礦山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中國安檢總局發

布規範 

 

2011 

中煤科工集團重慶研究院，2011，「金屬非金屬地下

礦山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中國安檢總局發布規

範 

通信聯絡系統 

2011 

中煤科工集團重慶研究院，2009，「金屬非金屬地下

礦山通風技術規範-鑒定指標」，中國安檢總局發布

規範 

緊急避險系統 

2009 

中煤科工集團重慶研究院，2009，「金屬非金屬地

下礦山通風技術規範- 局部通風」，中國安檢總局發

布規範 

通風鑒定指標 

2009 

中煤科工集團重慶研究院，2009，「金屬非金屬地

下礦山通風技術規範-通風管理」，中國安檢總局發

布規範 

局部通風 

2009 
高嘉鴻，2009，「和平地區礦業開發之環境經濟礦

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通風管理 

2009 
丁原智，2003，「台灣地區石礦地下開採數值分析之

模組建立」，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會 

和平地區礦業

環境經濟礦究 

2003 
段玄芸，2003，「3DEC應用於礦區直井應力分析之

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礦山開發規劃

設計 

2003 
楊清富，2002，「3DEC應用於地下坑室礦柱分析」，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3DEC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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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考

內容 

2002 
張瑞鴻，2002，「FLAC3D應用於地下坑室礦柱分

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3DEC 應用 

2002 

湯銘文，2002，「應用邊界元素法進行台灣地區石礦

地下開採礦柱設計分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

論文 

FLAC3D 應用 

1999 

王世溫，1999，「台灣東部工業原料大理石礦場地下

開採之技術及可行性評估」，台灣省礦務局，輔導規

劃計畫 

採岩磐穩定分

析及設計，探討

台灣石礦地下

開採可行性分

析。 

1998 

張瑞麟，1998，「礦柱回收技術應用於白雲石坑室房

柱法」，台灣省礦務局，新科技之推廣與研究發展補

助計畫 

礦柱回收技術 

1994 

台灣省礦務局，1994，「台灣地區工業原料礦場地下

開採技術及可行性分析」，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承託

計畫 

探討台灣石礦

地下開採可行

性分析 

1993 

石作珉教授主持，1993，「台灣石礦地下坑室法對礦

柱與坑室力學性質及穩定安全之研究第一、二期」，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礦柱與坑室力

學性質及穩定

安全之研究 

1990 

石作珉、陳時祖、陳家榮、張瑞麟、黃玄靈等教授

主持，1990，「台灣東部石礦地下坑室法開採試驗

研究計畫」，礦源礦場調查輔導規劃計畫之一 

探討適用於台

灣地區之工業

原料大理石礦

場地下開採之

可行性 

 

(三)國外地下坑室二次利用相關文獻 

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考

內容 

1993 

Chengdu (China), Pelizza S, 1990, New underground-space 

utilization in Italy: design and costruction experience, 

Tunnel and Undeground Works Today and Future,  

地下空間廢棄物

儲存之設計 

1990 

Sterling, R.; Carmody, J.; and Rockenstein II, W. H ,1988, 

Development of life safety standards for large mined 

underground space facilities in Minneapolis, Minnesota, 

義大利地下空間

利用之設計與建

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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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考

內容 

U.S.A,  

1988 
Cities and Subsurface, Bordeaux 大型地下坑室設

施開發安全標準 

1987 

Rotterdam: A. A. Balkema. Jensson, B. and Gr6nvall, 

A , 1986, Framework for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and demand for legal 

regulations of subsurface facilities, Volume 2, Issue 3, 

Pages 279-281 

城市與地下空間

之關係 

1986 

Nelson, S., and Rockenstein 1I, W.H , 1985, 

Legislating underground space use: Minnesota's Mined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ct, Undeground 

Space, Volume 9, Number 5-6  

地下設施環境影

響及要求之法規

架構層面之探討 

1985 

Thomas J. Frost, 1985, Safety criteria for underground 

developments, Undeground Space, Volume 9, 

pp210-224 

地下空間使用之

立法 

1985 

Edward E., et al , 1984, Leg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two-tier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Undeground Space, Volume 8, pp304-319 

地下空間開發之

安全規範 

1984 

Devault, S. T.; Woodard, D. R.; BablerR, L. 1984, The 

Kansas-City Underground-A Future Rooted In The 

Past. Undeground Space,  

Volume 8, pp331-340 

地下空間發法律

基礎及實際問題

探討 

1984 

Sterling, R. L., and Nelson, S ,1982 , Pla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Undeground 

Space, Volume 7, pp086-103 

堪薩斯市地下空

間利用之展望 

1982 

Woodard R.D, 1980 ,The Kansas City Underground 

Experience, ISR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Rockstore 80, 23-27 June, Stockholm, Sweden 

地下空間之規劃

與開發 

1980 

Stauffer T., 1977, Kansas City's use of limestone mines 

for business, industry, and storag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tockholm, 5–8 

堪薩斯市地下空

間利用經驗 

1977 

Pergamon Press. Jansson Birger and Winqvist, T , 

1977, Planning of Subsurface Use, ISBN: 

978-0-08-022689-7 

地下坑室二次利

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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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準則規範 

年份 作者及書件名稱/研究篇名 
本研究主要參考

內容 

1977 

Duffaut, Pierre. 1979, Classification and valuation of 

subsurface space, Department of Geology, Kent State 

University, Kent, Ohio 44242, U.S.A. 

地下空間規劃 

1979 
Thomas, Willl,mA , 1979, Technology, law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subterranean space  

地下空間分類及

效益 

1979 

Chengdu (China), Pelizza S, 1990, New 

underground-space utilization in Italy: design and 

costruction experience, Tunnel and Undeground Works 

Today and Future,  

地下空間利之法

規及公眾認知探

討 

 

二、國內、外現有石礦地下開採設計規範探討 

國外石礦地下開採普遍採用房柱法、室柱法，國內雖石礦地下開

採數量不多，但也有二、三十年以上歷史，而且同樣均採用房柱法開

採，但是國內目前對石礦地下開採目前並無明確之設計規範，國外則

已漸漸建立一套設計規範，如美國於2011年公告之「地下石材礦場的

礦柱及頂磐跨距設計指南」，僅就國內外現有開採案例探討之： 

(一)國內石礦地下開採情形與設計原則 

經調查彙整資料結果，至106年3月底止，國內曾經核准地下

開採之大理石、白雲石礦場，迄今礦業權仍存續者，共有13個礦

場，其中最早核准地下開採大理石者，為海南實業烏岩第一礦場，

該礦位於宜蘭縣蘇澳鎮烏岩北方地方，於民國41年核准設定採礦

權，於45年核准以坑道開採大理石，地下坑道開採方式是第一採

礦場與第三採礦場，於完成整地後之最下方平台，分別計畫設置

兩坑道，分別為一、二坑，一坑為排風坑，二坑為入風坑及運搬

坑道之用，一、二坑於著大理石礦體後，則以礦柱支撐法開設坑

道採取大理石礦，沿大理石走向方向開設一、二、三、五等四條

橫巷，橫巷間以縱巷貫通以利通風，坑道規格高5m，闊5m，礦

柱長10m，寬10m，計畫坑道總長1128m。至於其設計之依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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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審核通過，因年代已久資料不全，已難探究，惟該礦迄今仍

未開拓坑道，歷年來僅開發其露天採礦場部分及坑口整理，至102

年辦理展現時，提出該礦之坑道及礦柱規格之應力檢算，以參考

台灣礦業第35卷第4期(72年12月出版)石作珉及梁建銓所撰寫台

灣東部花蓮縣清昌山白雲石礦脈實施地下開採法之可行性研究

報告及礦務局83年8月12日礦保四字第032305號頒佈之和平地區

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內所附礦柱及礦室磐簡樑安全係數

計算資料說明。 

除海南實業烏岩第一礦場外，早期進行地下開採之石礦為澳

花地區開採白雲石之礦場，如大松礦業第二採礦場、聯峰工礦濁

水澳花礦場、大松礦業、台山石礦、大濁水礦場等礦，該區之開

發大約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許多業者提出地下開採計畫，惟當

時之礦場安全法臺灣省地下金屬、非金屬礦場施行細則(於81年12

月08日廢止)，雖對地下非金屬礦場之安全管理、通風、防火、防

水、支撐、爆炸物及爆破、道路、搬運等等有相當規定，唯獨有

關石礦地下開採應如何布置設計，坑內規格之限制與規範付之如

缺，其他相關法規(如礦業法等)亦無相關規範，因此台灣省礦務

局以七十九年度大理石(石材)礦源礦場調查輔導規劃計畫之一的

「台灣東部石礦地下坑室法開採試驗研究計畫」於該區進行研究，

以分析各種地下採礦法之作業特性，探討適用於台灣地區之工業

原料大理石礦場地下開採之可行性，經分析候認為坑室法較為適

合，並於宜蘭縣南澳鄉大濁水地區之白雲石進行坑室法開採試驗。

並於民國79年間邀請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國立

成功大學等單位學者專家，前往該地區之礦場實地勘查研究後，

訂出「和平地區石礦坑道開採礦場安全原則」(中華民國79年9月8

日79礦保四字第22455號函公布)，除供作當地地下礦場開發設計

之準繩，亦作為礦業主管機關管理監督檢核礦場安全之標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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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之原則與方法如下： 

1.現地應力之估算 

一般對於沒有經過構造作用、產狀較為平緩的岩層，現

地應力之估算，是假設垂直正應力(σv)等於覆蓋岩石重量如公

式(4.1)： 

σv＝γ‧Ζ                           (4.1) 

Ζ＝上覆岩層厚度(m) 

γ＝岩石單位重(MN/m3)一般介於0.025到0.03之間， 平均

值為0.027即： 

σv＝0.027‧Ζ MPa 

當時以工礦濁水澳花礦場上層覆岩厚度約150公尺，因此

預測之垂直應力為： 

σv＝ 0.027 ‧150 ＝4.05 MPa 

水平應力(σh)之估算則以彈性理論來預測，即考慮在一半

無限體中，水平方向不產生應變，而且其應力值大小彼此相

等，則可導出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之關係如(4.2)式 

σh＝k‧σv                                         (4.2)  

其中k值一般以下列公式(4.3)推算： 

 k＝




1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s Ratio) ]   (4.3) 

一般測定岩石之ν值在0.2到0.5之間，因而推定k值範圍應

在0.25到1之間，另Hoek＆Brown於1978年提出世界各地實際

測量結果之報告，得出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之比對深度之關

係圖（如圖3-31），認為垂直應力大致上與地層深度成正比

關係，然而在深度不超過500公尺之淺部，往往水平應力比垂

直應力為高。聯峰工礦澳花礦場之k值採用Hoek ＆Brown 

1978年提出之水平地應力與垂直地應力之比對深度關係圖對

應後以1.25預測水平應力即：σh＝1.25×4.05＝5.0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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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並於民國81及82年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在本區進行「台灣石礦地下坑室法對礦柱與坑

室力學性質及穩定安全之研究」，由石作珉教授主持，經於

聯峰工礦公司澳花礦場現地以套鑽法進行實測結果，測得垂

直應力為3.1 MPa，水平應力為0.8 MPa。 

上述k值引用國外經驗公式為1.25，現地套鑽法試驗為

0.26，兩者結果有相當差異，因Hoek 圖形為一國外經驗公式

參考，實際需考量台灣現地地質條件，若能採取現地試驗則

以現地試驗之結果較為準確。 

2.岩體分類與岩石強度量測 

本區內礦體經學者專家實地勘查後以RMR法評分分類結

果，採掘之白雲石及其上、下磐大理石均屬第三類普通岩體

(如表4-1)。另區內白雲石、大理石經取樣試驗量測強度結果

如(表4-2、4-3、4-4、4-5)所示： 

表 4-1 澳花地區白雲石礦之岩體分類評分表 

項目 
礦柱白雲石

評分 

上磐大理石

評分 

下磐大理石

評分 
備註 

岩石強度 7 7 7  

岩石品質指標(RQD 值) 8 8 13  

節理間距 8 8 8  

節理狀況 25 20 20  

地下水情況 7 4 4  

節理走向與傾角 — — — 不計 

總分（RMR 值） 55 47 52  

分類結果 
第三類 

普通岩體 

第三類 

普通岩體 

第三類 

普通岩體 
 

資料來源：79 年度大理石(石材)礦源礦場調查輔導計畫第二冊  台灣省礦務局 

表 4-2 澳花地區白雲石之物理性質實驗結果分析表 

實驗項目 岩樣個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偏差百分比﹪ 

單軸強度 MPa 5 83.7 10.41 12.4 

直剪強度 MPa 10 8.73 0.96 11.0 

抗撓強度 MPa 8 4.19 0.3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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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張強度 MPa 7 3.76 0.24 9.3 

顯示比重 4 2.82 0.05 1.77 

楊氏模數×103 

MPa 
4 40.67 9.99 24.6 

蒲松氏比 4 0.31 0.065 21 

資料來源：同表 4-1 

 

表 4-3 澳花地區大理石之物理性質實驗結果分析表 

資料來源：同表 4-1 

表 4-4 澳花地區白雲石之三軸抗壓強度實驗結果分析表 

資料來源：同表 4-1 

表 4-5 澳花地區大理石之三軸抗壓強度實驗結果分析表 

實驗項目 岩樣個數 平均值 標準偏差 偏差百分比﹪ 

單軸強度 MPa 7 102.66 11.39 11.1 

直剪強度 MPa 10 9.34 1.15 12.3 

抗撓強度 MPa 10 15.95 4.2 26.4 

抗張強度 MPa 10 6.03 0.31 5.3 

顯示比重 4 2.72 0.01 0.37 

楊氏模數×103 MPa 4 43.43 9.032 20.8 

蒲松氏比 4 0.37 0.032 8.6 

資料來源：同表 4-1 

3.礦柱設計 

依台灣省礦務局 79 年訂定(83 年第一次修正)「和平地區

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之檔案紀錄顯示，有關岩磐安

平均值 σ1(MPa) 封壓 σ3(MPa) 凝聚力 C (MPa) 內摩擦角 Φ 

83.702 0 

8.27 41° 
104.45 3.5 

136.24 7 

157.96 10.5 

平均值 σ1( MPa ) 封壓 σ3( MPa ) 凝聚力 C ( MPa) 內摩擦角 Φ 

102.66 0 

12.41 45° 
136.13 3.5 

170.63 7 

219.0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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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控制部分係依據礦務局委託中華民國礦業協進會辦理之

『七十九年度大理石(石材)礦源礦場調查輔導規劃計畫』中台

灣東部石礦地下坑室法開採試驗研究計畫報告內容為準，其

中礦柱及礦室頂磐簡樑安全係數計算，坑室礦柱之設計原則

如下： 

(1)有關岩磐安全控制分為坑道及礦室並分就下列原則加

以考慮: 

A.坑道四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三。 

B.坑道頂磐簡樑安全係數應大於三。 

C.礦室四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二。 

D.礦室頂磐簡樑安全係數應大於二。 

(2)坑道四周礦柱安全係數之計算： 

A.依據公式： 

有關礦柱安全係數評估則以礦柱強度與礦柱應

力為主要考量，如(4.4)式，其中臨界礦柱尺寸之強度，

Obert＆Duvall (1967)建議可以以美國國家標準

(A.S.T.M)對天然建材的單軸抗壓強度定義(如 4.5 式)

計算，礦柱應力之估算，則依彈性撓曲理論公式(如

2.6 式)計算： 

礦柱安全係數公式：
s

p
FS




         (4.4) 

式中：FS=礦柱安全係數 

       σp=礦柱強度 

       σs =礦柱應力 

礦柱強度估算公式： 











H

Wp

cp 222.0778.0               (4.5) 

式中：σp=礦柱強度 

σc=岩樣在臨界尺寸之單軸抗壓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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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p  =礦柱之寬與高之比 

礦柱應力估算公式： 

   
     v

p

s
URbhRhn

nUUKhhR



 













 1

/12112

112
     (4.6) 

式中：σs＝礦柱應力 

R＝開挖比=
 
 2

22

rp

prp

WW

wWW




 

h＝
L

H
(H 為礦柱高度，L 為沿傾角開採之水平投

影長度) 

K＝
v

h




(σh為水平地應力，σv為垂直地應力) 

U＝




1
(ν 為圍岩之蒲松比) 

Up＝
p

p





1
(νp為礦柱之蒲松比) 

n＝

21

1 2

p

pE

E







 (E 為圍岩之楊氏模數，Ep為礦柱之楊氏模數)  

b＝
L

Wp  

Wp＝礦柱寬度 

Wr＝坑室寬度 

B.數據與計算結果 

檔案紀錄顯示，本區岩樣在臨界尺寸之單軸抗壓

強度(σc)為 2230Psi(15.37MPa)，所以礦柱強度如下

表： 

表 4-6 和平地區白雲石礦礦柱強度表 

寬高比(Wp/H) 1.0 1.71 1.857 2.0 2.5 3.0 

礦柱強度

σp(MPa) 
15.37 17.79 18.29 18.78 20.49 22.2 

經試誤法計算結果：假設採掘高度 7公尺情形下，

坑道前進時保留礦柱 13 公尺寬，坑道 8 公尺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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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開挖比)＝
 
 2

22

rp

prp

WW

wWW




=
 

 2
22

813

13813




=0.617 

h＝
100

7
=0.07 

K＝1.25 

ν(大理石之蒲松比)=0.37 

U＝




1
=0.5873 

νp(白雲石之蒲松比)=0.31 

Up＝
p

p





1
=0.4493 

E(大理石之楊氏模數)=6,030,000Psi(41575.39MPa) 

Ep(白雲石之楊氏模數)=5,090,000Psi(35094.32MPa) 

n＝

21

1 2

p

pE

E







 =1.241  

Wp(礦柱寬度)=13M 

L(沿傾角開採之水平投影長度)=100M 

b＝
L

Wp =0.13 

   
     v

p

s
URbhRhn

nUUKhhR



 













 1

/12112

112
=818.57 

即礦柱高寬比為 13/7＝1.857 時： 

礦柱強度(σp)＝2654.27psi(18.3MPa) 

礦柱應力(σs)＝818.57psi(5.643MPa) 

礦柱安全係數(FS)＝3.24 符合訂定之安全原則。 

(3)坑道頂磐簡樑安全係數之計算： 

A.依據公式 

為求層狀地層不加外力支撐之安全距離，以撓曲

樑(Flexure Beam)的原理計算如(4.7)式： 

 cos

2

s

o

F
t

P

Rt
W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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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礦室寬度(ft) 

t＝簡樑厚度(ft) 

R＝大理石之抗撓強度(lb/ft2) 

γ＝大理石之單位重量(lb/ft
３

) 

P＝加於簡樑上之壓力(lb/ft2) 

Fs＝頂磐簡樑安全係數 

θ＝地層傾斜度 

B.計算結果 

同樣假設坑道(Wo)寬 8 公尺(26.24ft)、簡樑厚度(t)10

公尺(32.8ft)情形下經計算結果： 

Wo＝26.24 ft 

t＝=32.8 

R＝大理石之抗撓強度(lb/ft2)=66,643.2(lb/ft2) 

γ＝大理石之單位重量(lb/ft
３

)=174.72(lb/ft
３

) 

P＝加於簡樑上之壓力(lb/ft2)=57,308.16(lb/ft2) 

當地層傾斜度(θ)＝20o時 

∵
 cos

2

s

o

F
t

P

Rt
W











  

∴
cos

2

2 











Wo
t

P
r

Rt
Fs =

02 20cos24.26
8.32

16.57308
2.174

8.322.666432












=3.5 

即頂磐簡樑安全係數(Fs)為 3.5，符合訂定之安全

原則，同樣的當地層傾斜度(θ)＝0o 時頂磐簡樑安全

係數(Fs)經計算結果為 3.3，亦符合安全原則。 

(4)礦室四周礦柱安全係數之計算 

同上述計算方法計算得到，在採掘高度 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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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室寬 8 公尺，保留礦柱長與寬均為 10 公尺情形下，

礦室四周礦柱安全係數為 2.1，同時在此情形下礦室

頂磐簡樑安全係數與坑道頂磐簡樑安全係數相同。均

符合礦室四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二及礦室頂磐簡

樑安全係數應大於二之原則。 

因此台灣省礦務局即依上述計算，最後訂出「和平地區

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中有關礦柱規格之規定：「坑道

最大容許寬度八公尺，最大容許高度六公尺。坑道向前掘進

時兩側並應保留礦柱，長三十四公尺及寬十三公尺以上，或

其安全係數應在三以上。礦室採掘工作面最大容許寬度八公

尺，最大容許高度七公尺；礦室間應保留長及寬均在十公尺

以上之礦柱。採掘後之生產礦室並應視岩體性質採取必要之

充填、支撐或其他適當之岩磐安全控制措施」於民國 79 年 9

月 8 日以 79 礦保四字第 22455 號函公布(83 年 8 月修正)迄

今。 

有關「和平地區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目前是否

具有法力拘束力，將於第五章討論，但此種以特定之坑室規

格限定一個地區之石礦地下開採，並不合理，尤其該原則不

考慮開採區域之覆蓋層厚度，是一大問題。 

聯欣石礦礦場於民國 94 年申請，在現有採礦場租地内現

有採掘殘壁處以坑道式開採，是大理石地下開採之第一個案

例，該礦依據成功大學張瑞麟教授主持完成「聯欣石礦白雲

石地下開採設計之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擬報告」，向主管機

關審請，經審查核准以坑道規格 8m 寬、6m 高，礦柱

20mx17mx6m 方式進行地下開採大理石，這是台灣首次經由

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擬結果來做為石礦地下開採之依據，

為其坑室規格仍受限於「和平地區白雲石礦地下開採安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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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限制，直到 102 年丁原智教授主持業界委託之「和仁

地區利英和仁石礦大理石地下開採設計及岩石力學分析與數

值模擬」專案，執行完成之工作包含現地地質調查、岩心取

樣、岩力實驗、現地應力分析、礦柱及坑室規格設計及整體

坑室礦柱配置之應變及安全因素分析，後將坑室規格訂為 8m

寬、8m 高，並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使突破「和平地區白雲石

礦地下開採安全原則」之限制(聯欣石礦礦場亦於 104 年提出

「聯欣石礦地下開採設計差異分析」，將坑道規格改為最大以

不超過 10m 寬、8m 高為原則。)，之後和仁白雲石礦及榮豐

和平礦場，亦經由委託學者專家進行岩石力學分析與數值模

擬方式，設計地下開採坑室為 10m 寬、10m 高，並經主管機

關核准，惟至目前為止，主管機關仍未訂出相關之規範或原

則。 

(二)美國石礦地下開採設計方式與原則 

美國勞工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NIOSH)，在 1996 年至 1998

年之間調查了其國內 90 多個地下開採的石礦，蒐集關於礦柱設

計方式的資料後，提出一些控制坑室與礦柱穩定之原則，之後並

長期投入研究，至 2011 年 5 月美國衛生和人類服務部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所屬國家職業安全與衛

生研究所匹茲堡礦山安全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fice of Mine Safety and Health 

Research Pittsburgh)，公布了石礦地下開採的礦柱及頂磐跨距設計

指南，供業者參考。是目前美國較完整之石礦地下開採規範。 

該設計指南強調地下石材礦場的穩定其礦柱及頂磐設計是

一體的過程，頂磐跨度會影響礦柱應力，而礦柱布置會顯著地影

響頂磐穩定性。所以首先要先非常了解目標地點的岩體地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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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選擇適當的頂磐跨度及長度(坑室長與寬)，然後根據岩石構

造及平行於最大水平應力方向來決定主要開發方向，而一旦頂磐

設計完成，礦柱尺寸也被設定了。當開始執行時，就要確認礦柱

和頂磐是否有按照預期的狀況。整體設計流程如下： 

1.地質特性(Geotechnical Characterization)： 

(1)包含岩石強度試驗、岩心記錄、岩層分層評估、節理

方位評估及岩體分類。另外附近礦場的資料非常有用。 

(2)須確認目標地區的岩石狀況類似於本指南的礦場，指

南特別聲明，指南是基於經驗法則研究之結果，所以此

指南僅限於礦場的岩石條件、礦場大小、礦柱應力是類

似於指南所調查的礦場的情況下，才基本適用。 

(3)岩石RMR岩體分類法評估之結果，須為第I及II類岩體

(分數需超過60分)。 

(4) 完 整 岩 心 單 軸 抗 壓 強 度 (UCS) 須 超 過 45MPa 

(6400psi)。 

(5)採礦範圍內沒有軟弱帶。 

2.有關礦柱設計考量，有以下各項：  

(1)礦柱強度(pillar strength)定義為最大抵抗軸向壓應力，

也就是是由上方覆蓋岩層重量所造成的。 

(2)平均礦柱應力(average pillar stress)的計算是由覆岩重

量平均分散在所有礦柱上來估算，此法為分流法。 

(3)當礦柱被壓縮超出其抗壓強度以及負荷時，會產生礦

柱破壞失效(pillar failure)，而礦柱從不穩定發展到破壞

失效，會有一些警訊，例如(1)礦柱的角落發生岩石破

裂和剝落，並延伸到整個側壁、(2)礦柱形成沙漏狀

(hourglass)(如圖4-1)。 

3.礦柱設計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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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係數(factor of safety, FOS)的定義(計算)，由平均平

均礦柱應力(pillar Stress. σp)與礦柱強度(pillar strength)

來計算： 

                         (4.8) 

式中FOS：安全係數；  

S：礦柱強度； 

σp：平均礦柱應力 

 

圖 4-1 礦柱被擠壓超出其抗壓強度以及負荷時，破壞前形成典型的沙

漏狀圖 

(2)平均礦柱應力(pillar Stress. σp)定義為最大抵抗軸向壓

應力，也就是是由上方覆蓋岩層重量所造成的。由下列

公式計算： 

                (4.9) 

式中σp：平均礦柱應力 

 γ：覆岩比重 

 w：礦柱寬度 

l：礦柱長度  

C1：坑道距離  

C2：兩橫巷之中心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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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估算出的平均礦柱應力是上限值，且不適用的情況

有三：A.不規則形礦柱、B.有限範圍內的採礦、C.覆岩厚

度改變。 

(3)礦柱強度公式是根據美國匹茲堡研究實驗室(NIOSH  

Pittsburgh Research Laboratory)，現場經驗資料分析及

數值模擬發展而來的結果計算，其基礎方程式(Base 

Equation)如下： 

              (4.10) 

式中w：礦柱寬度 

h：礦柱高度 

k：強度參數 

k = 0.65× UCS{岩體單軸抗壓強度(公制)}或k = 

0.92× UCS(英制) 

(4)如果礦床經調查，會有大不連續面貫穿礦柱時，前述

礦柱強度公式須修式如下： 

S = k × LDF ×
𝑤0.30

ℎ0.59
                   (4.11) 

式中LDF為大不連續面因子，可經由不連續面傾角因

子(DDF)與不連續面出現之頻率因子(FF)求得，其計算式

為： 

                   (4.12) 

不連續面傾角因子(DDF)依表查取(見表3-7)。不連續

面出現之頻率因子(FF)則依表3-8查取。 

4.頂磐跨度選擇(Roof Span Selection) 

(1)歷史經驗中，穩定的頂磐跨度為10~15m(33~50ft)。 

(2)初始設計時頂磐跨距不超過12m(40ft)是比較謹慎的，

但有實際頂磐性能的岩石狀況和監測後，可以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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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度，過去的經驗也有跨度超過15m的。 

5.頂磐長度選擇(Selecting the Roof Horizon) 

(1)過去經驗顯示，直接頂梁 (immediate roof beam)小於

1.2m(4ft)時有較高機率產生不穩定。 

(2)若在過高的水平應力下，頂梁(roof beam)應該要更厚，

例如阿帕拉契高原地區有水平應力問題存在，他們的頂

梁都介在2.7~5m(9~16ft)之間。 

(3)使用原本就存在的層面作為頂磐，可以提供爆破作業

光滑的剝離面。有很多礦場用天然的層面作為頂磐都不

需要支撐。 

6.坑道方位(Orientation of Heading)考量 

(1)開採區域的坑道方向最好與主要節理走向交錯(最好可

以垂直)。 

(2)坑道方向最好平行於主要水平應力方向，如圖4-2。 

 

圖 4-2 房柱法修正佈置使水平應力所導致落磐可能降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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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頂磐支撐考量(Roof Support Consideration) 

(1)頂磐第一層的厚度、相對於最大水平應力的挖掘方位、

以及岩石節理特性會決定是否需要施設支撐物。 

(2)大部分的石材礦場使用1.8~2.4m(6~8ft)的岩栓 (rock 

bolt)。 

8.礦柱設計(Pillar Design)原則 

(1)如果岩體品質、挖掘尺寸及覆岩深度都類似於指南所

述的話，則可以用公式4.11來計設計礦柱；如果有弱面

帶出現在礦柱中，則不能使用公式4.11，而需由專家進

一步評估。 

(2)如果所有礦柱的30%以上被大角度(30~70度)不連續面

貫穿的話，也須由專家進一步評估。 

(3)礦柱寬高比應避免小於0.8。 

(4)用公式2.8、2.9、2.11算出的安全係數(FOS)最低限度為

1.8。 

(5)礦柱應力應不超過岩體單軸抗壓強度(UCS) 的25%。 

(6)圖4-3的陰影區域為建議的礦柱設計。若礦柱設計落在

陰影區外，則會提高礦柱不穩定的風險。 

9.因水平應力而修正佈置(Layout Modification for Horizontal 

Stress) 

(1)一般的布置是正方形礦柱、坑道及橫巷(crosscut)等寬，

但如有水平應力相關的不穩定性出現的話，可以修正佈

置來增加穩定的可能性。 

 (2)修正佈置如圖4-2，包含A.使主要開發方向平行於最大

水平應力方向；B.橫移橫巷(crosscut)來停止落磐持續擴

張；C.增加礦柱長度(不是高度)，使橫巷(crosscut)縮小

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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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安全係數(FOS)與礦柱寬高比關係圖(陰影區為建議的礦柱設計) 

10.監測及查核(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1)頂磐跨度及礦柱設計完成後，一旦開始採礦了，就必

須進行監測作業來確保頂磐及礦柱的穩定性。 

(2)監測結果可以用來發現可能的穩定性問題(在發生前)，

也可能表示需要改變設計。 

(3)監測技術包含鑽孔監視(borehole-video logging)、頂磐

偏移監測(roof deflection monitoring)、使用依頂盤破壞

風險指數所繪頂磐穩定性監測圖(roof stability mapping 

using the Roof Fall Risk Index(RFRI))以及岩石斷裂微

震監測(microseismic monitoring of rock fracture)。 

綜觀美國所公布之本件「地下石礦場的礦柱及頂磐跨距設計

指南」，其礦柱設計程序需考慮岩石強度、礦柱尺寸及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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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柱的大角度不連續面，安全係數建議大於 1.8，礦柱寬高比建

議大於 0.8。另頂磐設計程序著重在適當的坑道水平位置以及採

礦方向的選擇，以及頂磐第一層(immediate roof beam)的重要性，

還有是否需要改變布置，降低水平應力相關的不穩定性。本指南

是根據美國東部及中西部的礦場資料，所以僅適用於相同會類似

地質條件之礦場的情況。但經過初步調查台灣現有之大理石礦區

除宜蘭蘭崁山地區外基本上符合該指南之(1)岩石 RMR 岩體分類

法評估之結果，須為第 I 及 II 類岩體(分數需超過 60 分)。(2)完整

岩心單軸抗壓強度(UCS)須超過 45MPa (6400psi)。(3) 採礦範圍

內沒有軟弱帶的要求，故本指南對台灣地石礦地下開採具有重要

的參考價值。 

三、地下坑道礦場採掘跡二次利用情形案例 

採礦活動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但礦產的開發不可避免地佔用

了的土地且破壞大量的地表環境，採礦作業進行中帶來的影響，例如，

平原變成了坑洞、山林遭到了破壞、野生生物棲息地遭到了壓迫、開

採造成的粉塵、爆破震動、廢礦的堆積、景觀的損毀。近年來，環保

意識抬頭，越來越多人開始關心我們的土地，開始考慮為後世留一片

淨土，礦業，這種帶來破壞但又不可或缺的產業面臨了挑戰，這是時

代的趨勢，也是無可避免的難題。目前台灣東部之原料石礦大都為露

天開採，此方式易招致相當大的環保阻力。若改以地下坑室開採，可

大幅降低對環境影響。因此近年來申請地下開採之礦場已逐漸增加。 

而礦區的復墾與土地二次利用對於地狹人稠的台灣是一項重要

的課題；若能妥善利用土地規劃、生態技術，合理的規劃與整復，是

推動資源永續發展中對於土地二次利用最大的目標。 

有關礦區的整復與二次利用大致可分為兩種，即植生整復法和工

程整復法。植生整復法主要為綠化工作多以露天開採且礙於地形或其

他限制無法再做其他利用者；而工程整復法早期主要是整理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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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合乎自然與美觀的需求，後期則開始著重於觀光或空間利用相關

之產業。 

地下開採坑室之二次利用之主要誘因及優勢為；1.空間使用之經

濟效益；2.地表空間不敷使用時之替代空間；3.極低之空間建設費用

及節能；4.廢棄物儲存對地表環境衝擊低。根據國際坑道及地下空間

協會(International Tunne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Association, ITA)

所作之調查分析，現今各國地下開採後坑室之二次利用主要為民生應

用(40%)，貨物儲存(30%)，廢棄物儲存(20%)及實驗、研究設施(10%)。

法國、義大利、俄國、瑞典及美國主要利用坑室作為民生應用，而作

為廢棄物儲存空間則以德國、日本及英國較多。各國地下開採後坑室

二次利用情形如表4-7所示。相關案例分述如下： 

表 4-7 各國地下開採後坑室之二次利用情形比較表 

國家 礦場名稱 礦種 礦場二次利用 備註 

 

法國 

Abandoned mines 

 (Duffaut 1992) 

(Building 

ston

es) 

起司熟成 

磨菇種植 

房柱法 

Mendon mines 石灰石 磨菇種植 房柱法 

意大利 Santa Brigida mine  白堊石 磨菇種植 房柱法 

 

俄羅斯 

Berezniki-I mine  鉀鹼 醫院、體育中心 房柱法、室柱法 

Verkhnekamsoye mines 鉀鹼 食品和農產品儲存 房柱法 

瑞典 Kvamtorp mine  砂岩 資料及檔案室 房柱法 

 

美國 

Randolph mine (Missouri)  石灰石 鋼鐵、水泥管製造 房柱法 

Pixley Co. mine (Misouri) 石灰石 玻璃纖維工廠 房柱法 

Rosendale-area mines  石灰石 磨菇種植 房柱法 

Southwest Lime mine  石灰石 食物儲藏 房柱法 

德國 Heilbronn mine  鹽 廢棄物儲存 房柱法 

Wintershall mine  鉀鹼 廢棄物儲存 房柱法 

日本 Shin-Yakuki mine 石灰石 飛灰處理及儲存 次平巷法 

(一)奧地利之鹽堡 

位於奧地利的薩爾斯堡，又稱鹽堡。Salzburg譯成「薩爾斯

堡」是採音譯；如採用意譯，即「產鹽巴之堡」，顧名思義，古

代此處即靠靠生產岩鹽發跡的。在薩爾斯堡一帶，包括格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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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unden）在內，至今仍然出產岩鹽。某些歷史採礦坑洞目前

已開發並做為觀光用途，其中艾本基（Ebensee）附近的鹽山是遊

客造訪的重要景點。鹽山山麓有一座史前博物館，介紹當地岩鹽

採掘及發現古文化（哈爾修塔特文化）的歷史（哈爾修塔為鎮名，

意即鹽鎮的意思）。在該地鹽礦觀光產業相當發達，亦可搭乘升

降纜車參觀地底鹽礦坑(詳圖4-4)。 

  

資料出處：http://www.visit-salzburg.net/ 

圖 4-4 奧地利的岩鹽礦舊坑之二次利用圖 

(二)俄羅斯之鉀鹼礦(Berezniki-I mine ) 

Berezniki位於俄羅斯東部卡馬河畔，而Berezniki-I mine盛產

鉀鹼礦。在蘇聯解體後(1991年)，當地因各行業蕭條造成失業率

增加、人口銳減，唯一不受影響的是當地的採礦業，Berezniki生

產的鉀肥約佔世界上的10%左右。 

21世紀初(2006年)當地發現嚴重的地表沉陷，更在2008年發

生直徑40至60公尺，深15公尺的地表陷落，其原因是當地氣候潮

濕，且卡馬河曾多次氾濫，造成地下支柱融解，地層控制失敗，

在當地居民為維護居住安全，與當地地質學家的建議下停礦。停

礦後，當地採礦公司，為了回饋社會與轉型，將地下礦場改建為

醫院與體育訓練中心(詳圖4-5)。 

(三)美國之石灰石礦 

1.Rosendale-area mines 

Rosendale位於美國紐約州東南部，因該地區富含石灰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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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https://www.svaboda.org/a/salihorsk/27104895.html 

圖 4-5 俄羅斯 Berezniki 鉀礦舊坑之二次利用圖 

理石以及白雲石，而其中白雲石的鎂和黏土含量為天然理想的水

泥比例，造就了19世紀初(1825年)Rosendale地區將近150年繁榮的

水泥工業與採礦業歷史，Rosendale地區出產的水泥被認為是北美

最高質量的水泥之一，用於建造許多美國重要地標，包括布魯克

林大橋、自由女神像等，Rosendale地區水泥產業巔峰時期，一季

產量可高達10萬桶，20世紀初美國水泥業產業下滑，Rosendale地

區陸續關閉礦場。 

世紀之家歷史學會(The Century House Historical society)為當

地為保存礦業及水泥業歷史的非營利教育組織，整合了當地廢棄

礦坑做為博物館、磨菇農場和儲存膠片與數據備份之倉庫。 

過往該地區是以水泥產業遠近馳名，而現今其整合的廢棄礦

坑進行二次利用實績也為當地帶來額外經濟效益。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礦場為Widow Jane Mine，除了磨菇栽植、數據備份倉庫、鱒

魚養殖，更在2004年度被列入國家公共廣播(National Public Radio)

表演會場，多次舉辦地下詩歌節以及各項表演活動(如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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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http://www.atlasobscura.com/places/widow-jane-mine 

(左圖將廢棄礦坑引入新水源養殖鱒魚；右圖舉辦日本太鼓表演票價為 20 美元) 

圖 4-6 美國 Rosendale 石灰石礦舊坑二次利用圖 

 2、SubTropolis 

堪薩斯市，密蘇里州石灰石礦在1960年被作為地下商城(6百

萬平方英呎)，共有52商店及1,600商場人員。設計有19個入口及

停車場，平均溫度為18°C，也是適合作為儲存空間。在冬天及夏

天每月可省下35,000美元電費(如圖4-7)。 

 

資料出處：Doing business 100 feet underground by Parija Kavilanz @CNNMoney 

(左圖汽車整備場；右圖資料儲存區) 

圖 4-7 SubTropolis 礦場二次利用圖 

3、Tygart 

Tygart石灰石地下礦場位於，卡特郡，肯德基州東部。其常

年溫度為12-14°C，溼度為85%。由於礦場靠近公路及鐵路，在1967

年被作為種植草菇的農場(如圖4-8)。至1972年，共有465工作員，

每年生產4百萬磅蘑菇，產值為43萬美金。蘑菇農場在20世紀80

年代中期關閉(如圖4-8)。 

http://www.atlasobscura.com/places/widow-jane-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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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http://abandonedonline.net/locations/industry/tygart-limestone-company/ 

(左圖 70 年代為蘑菇農場；右圖 2016 年現況) 

圖 4-8 Tygart 石灰石礦場二次利用圖 

(四)德國之 Heilbronn mine 

Heilbronn是位於德國巴符州北部的城市，擁有豐富的鹽礦資

源，而名列世界前10的鹽生產公司Südwestdeutsche Salzwerke於此

擁有西歐最大的鹽礦。該礦於1885年成立，開採的鹽主要用於化

學工業中使用的工業鹽，於兩地挖掘鹽礦產生超過6000萬立方公

尺的地下空間，目前該礦每年計畫開採量為400萬噸。 

1942年二次大戰起，位於Heilbronn及其周邊的鹽礦坑開始用

來放置德國、法國及義大利的藝術品或文物，其溫度與濕度近乎

恆定，可使藝術品不會受大氣條件變化的影響；另當時重要的戰

爭工業生產者也移入該礦坑。現今，已核准約500種廢棄物類型

的材料儲存於該鹽礦坑，多年來無發現汙染性，使此礦坑在用於

儲存廢棄物方面的高安全標準成為具代表性的典範(圖4-9)。 

  
資料出處：http://www.uev.de 

(左圖二次大戰時放置藝術品或文物；右圖目前儲存廢棄物) 

圖 4-9 德國 Heilbronn 鹽礦場二次利用圖 

http://www.uev.de/


205 
 

(五)日本之大谷石礦 

日本大谷位於櫪木縣宇都宮市西北部的大谷町，其石材特徵

為質量輕、孔洞多，作為建築材料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耐震性且

容易加工，主要用於建築及內部裝修上，日本建於1890年的東京

帝國飯店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中倖存，主要得益於大量使用大

谷石礦之建材。 

大谷石礦最早於古墳時代即以人工方式開採露出地表的石

礦，江戶時代中期年產量約24萬噸；至1950年代開始以機械化方

式採掘，並主要轉為地下開採，因而產生大規模地下空間，年產

量攀升至45萬噸。大谷石礦大規模的地下空間面積廣達20000平

方公尺，且溫度及濕度恆定，於二次大戰時作為糧秣倉庫，又於

1979年設立大谷資料館，對外公開地下採掘場，後續並作為教育

文化設施、觀光設施、活動展演以及酒的處藏和火腿熟成之用(如

圖4-10)。   

  
資料出處：http://www.oya909.co.jp/gallery/ 

圖 4-10 日本大谷石礦二次利用現場圖 

(六)其他 

韋恩·巴拉德（Wayne Barrar）長期以來一直在拍攝礦場，他

一直懷疑礦坑在採盡之後會變成什麼樣的場所。結果正如他在創

作「擴大地下空間」系列時所發現的那樣，很多採礦後之地下坑

室很適合轉變成其他類型的空間，包括辦公室、圖書館、地下彩

彈場到影片儲存區，所有這些地方都是利用礦山地下坑室。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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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場所的主要優點是它們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及令人驚訝的

干燥和溫和的環境，它們是便宜的工業建築形式」。以下這些皆

是「擴大地下空間」系列之攝影作品，全部都是由採礦後之地下

坑室開發作二次利用之成果。(資料來源：Jordan G. Teicher, From 

Underground Paintball Field to Film Storage Area, All These Places 

Used to Be Mines.) 

 
圖 4-11 設計學校(入口) 圖，Park 

University，Parkville，Missouri, 

2006。 

 
圖 4-12 員工咖啡廳圖，Meritex Lenexa 

Executive Park, Kansas, 2004. 

 
圖 4-13 公司的接待中心圖，Kansas City, 

Missouri, 2004。 

 
圖 4-14 大型主臥室圖，Coober Pedy, 

Australia, 2003。 

 
圖 4-15 車輛儲存圖，Brady’s Bend, 

Pennsylvania, 2006. 

 
圖 4-16 男廁圖，Carlsbad Caverns, New 

Mexico, 2006. 

http://www.slate.com/authors.jordan_g_teich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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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地下辦公室圖，Parkville 

Commercial Underground, Missouri, 

2006. 

 
圖 4-18 電影和磁帶存儲倉庫圖，

Hutchinson, Kansas, 2004. 

 
圖 4-19 商場圖，Missouri, 2004. 

 
圖 4-20 地下彩彈場圖，Kansas City, 

Missour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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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石礦地下開採相關法規適用性檢討及分析 

與石礦地下開採相關之法規經彙整結果如下表，本研經究逐項探

討其適用性並分析如下。 

石

礦

地

下

開

採

相

關

法

規

適

用

性

檢

討

及

分

析 

礦業主管機關主管之法規 

礦業法 第 15 條 申請採礦須檢附相關書圖 

第 43 條 申請進行探礦或採礦，以「土地範圍」進行相關核定

申請→「就其必須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 

地下開採

作業 

所需土地：指坑外之運輸道路、礦石及廢土石堆場、

廠庫或其所需房屋等 

礦場安全

法 

第 10 條 礦業權者應負責提供有關礦場安全之設備、經費及人

員，依法令採行各項安全措施：如岩磐、礦體或廢土

石不安全崩塌之防止。作業場所各種危險或有害氣

體、礦塵、岩塵之排除等。 

礦場安全

法施行細

則 

第一章總

則 

除一般性共同事項外，對不同種類之礦場其安全規定

或規則仍是分別訂定 

第二章地

下礦場 

第 2 條 

將地下採煤礦與金屬礦或非金屬礦置於同一安全要

求與規範→與各國針對不同種類之礦場分別訂定安

全規則不同 

第二章 

第 57 條 

「地下礦場應設置員工出入坑專車，定時行駛。」→

此項應源於斜坑或直井開發之地下煤礦，不適用於多

為水平坑的石礦作業 

第二章 

第 70 條 

「坑內作業及通行場所之空氣，應維持氧氣含量百分

之十九以上，甲烷含量百分之二以下，一氧化碳含量

百分之○．○○五以下，二氧化碳含量百分之一以下」

→現行之「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

準」，其一氧化碳容許濃度為 35ppm，二氧化碳容許

濃度為 5000ppm，兩種法規之規定有差異。 

第二章 

第 71 條 

明訂每日須測量一氧化碳含量之時間及次數→早期

因將各類礦場細則合併時，為簡化而將地下煤礦與金

屬與非金屬礦置於同一標準，對地質條件單純的石礦

地下開採而言，過於嚴苛。 

第二章 

第 83 條 

坑間之各風道應設立以混凝土等不燃性材料建造之

遮斷壁以控制通風→石礦不存在有瓦斯或煤塵等易

燃易爆之物質與環境，以混凝土材料建造遮斷壁，其

成本太高不符經濟效益 

第二章 

第 85 條 

封閉鄰近風道之不使用之昇樓、坑道→用在地下煤礦

防止發生自然發火，不適用於石礦地下開採 

第二章 

第 114 條 

「針對坑道有不安全崩塌之虞者，應設支架」→石礦

地下開採之坑室斷面較煤礦大，以支架支撐不符經濟

效益，參考國外多以岩栓作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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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礦

地

下

開

採

相

關

法

規

適

用

性

檢

討

及

分

析 

礦場安全

法施行細

則 

第二章 

第 120 條 

「礦場負責人於坑內以頂磐(岩)栓或其他類似方法

支撐岩磐時，應先擬具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准。」

→同 114 條，此規定不合時宜 

第二章 

第 121

條、 

第 122 條 

明訂坑內爆破作業應使用電氣引爆…等→非電引爆

系統已被證明其安全性比用電氣引爆者更好，此規定

不合時宜 

第二章 

第 139 條 

針對坑內使用柴油內燃機著重在一氧化碳含量→美

國國家職業安全和健康研究所之研究，石礦地下開採

主要空氣質量問題是柴油引擎排放微粒，在聯邦法規

中已明訂礦工對柴油引擎排放微粒的暴露標準及其

相關排放規範，我國此規定已不符實際需求 

土石採取

法 

與本計畫石礦地下開採無關。 

事業用爆

炸物管理

條例 

現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是於民國 98 年 05 月 27 日修正公

布，對石礦地下開採來說，其適用上尚無重大問題。 

其他法規 

環境影響

評估法 

第 5 條 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

標準 

位於山坡地之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二

公頃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作

業所需土地(地表) 面積不多 

原住民法 

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

21 條 

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進行開發，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

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未明確書名如何參與

及如何分享利益， 

林務局主

管法規 

森林法第

9 條 

於森林內為探採礦或採取土、石者者，應報經主管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施

工 

申請租用

國有林事

業區林班

地為礦業

用地審核

注意事項 

明訂一審查作業程序標準 

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

8 條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

用，應擇影響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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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礦

地

下

開

採

相

關

法

規

適

用

性

檢

討

及

分

析 

林務局主

管法規 

保安林經

營準則第

15 條 

保安林地內探礦、採礦應以坑道方式作業。但無法以

坑道方式作業，經礦業主管機關邀請學者專家評估認

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露天方式作業，並

以階段方式為之 

國土計畫

法 

「國土保

育地

區」、「海

洋資源地

區」、「農

業發展地

區」、「城

鄉發展地

區」四區 

僅限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申請使用。→現行有關礦業申請規定可能會與國

土計畫法或其子法有扞格之處，因此現行申請流程可

能就需配合調整 

 

 

國土復育

條例(草

案) 

對山地地

區的管制

規定，並

嚴格限制

高海拔山

區開發 

其中海拔 1,500 公尺以上的一級山區保護地帶，禁止

農耕及其他各項開發，原有建物、設施及作物需限期

廢耕及拆除→對於山地地區依海拔設保護地帶，限制

(/有條件)開發，影響礦產資源之合理利用 

*目前尚未通過立法院審議 

一、礦業主管機關主管之法規 

我國現行礦業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其下設「礦務局」專屬機

構負責礦業與土石有關業務，相關主管法律有，礦業法、礦場安全法、

土石採取法與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等四種，其中與石礦地下開採有

關之法規除土石採取法之外，其他之礦業法、礦場安全法與事業用爆

炸物管理條例等三種法律及所屬法規命令(包括各法律之施行細則、

管理辦法、標準等) 均相關。 

(一)礦業法對石礦地下開採適用性檢討與研析 

1.石礦地下開採之申請流程 

現行礦業法第15條規定：「……申請設定採礦權者，應檢

具申請書、申請費，並附礦區圖、礦說明書、開採構想及其

圖說。前項探礦及開採構想，應敘明水土保持、環境維護 (探

礦或採礦對環境之影響) 、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防等永續

經營事項，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另同法第43

條規定：「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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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就其必須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

並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核定

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

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徵求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第一項所定之土地為公有時，主管機

關於核定前，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即依我國現行礦業法之規定在一定區域範圍土地內進行

探礦或採礦，依礦業法須取得礦業權後，再取得礦業用地之

核定，最後向土地所有人取得土地使用權之後，方得進行探

礦與採礦。礦業用地核定前，其他法律規定非經該管機關核

准不得核定礦業用地者，主管機關應徵求該管機關之「同意」，

並視情況決定是否依水土保持法（下稱水保法）或環境影響

評估法（下稱環評法）規定造送水土保持計畫或環境影響說

明書送審，待審查通過後，方得為礦業用地之核定。礦業用

地核定後，礦業權者仍須自行取得土地使用權，之後便可進

行探、採礦等相關開發行為。採礦申請流程如圖5-1所示： 

 

 

 

 

 

 

 

 

 

 

 

 

 

 

 

 

 

圖 5-1 採礦申請流程圖 

使用土地申請審查 

 

1.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附同圖說。 

2.徵詢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

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或同意。 

3.視情況決定是否依水土保持法（下稱水保法）或

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規定造送水土保

持計畫或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並經審查通過。 

申請設定採礦權 

 

取得土地使用權 

 

1. 檢附礦區圖、礦床說明書、開採構想及其圖說。 

2.敘明水土保持、環境維護(探礦或採礦對環境之影

響)、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防等永續經營事項。 

1.購用。 

2.租用。 

3.依其他法律所定之方式。 

實施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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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礦地下開採之礦業用地 

礦業法第43條規之礦業權者使用土地，應經申請核定後使得

進行採礦作業，惟本項規定僅為「使用土地」且「就其

必須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此規定在露天礦場其包括採

礦場、運輸道路、礦石及廢土石堆場、廠庫或其所需房

屋等採礦作業所需使用之土地在法理上與實務上均無問

題；但就地下開採而言，地下開採所需使用土地僅指坑

外之運輸道路、礦石及廢土石堆場、廠庫或其所需房屋

等，而採礦場因位於地表之下所以依現行礦業法規定，

其範圍尚無需核定礦業用地，也因此目前地下開採之範

圍並不需「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此乃因礦業權設

定時並無通知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之規定，而礦業

用地核定時地下開採之採礦場又不在核定之用地範圍

內。 

3.石礦地下開採與土地所有權關係 

地下開採與土地所有權關係涉及土地所有權地下物質支

配之限制，僅探討如下： 

(1)土地與地下資源的關係 

在各國，早期土地法律，地表與地表下面的礦藏為一

個物，由土地所有權人一併享有。但是隨著人們對地表以

下礦藏的不斷發掘及對其經濟價值的認識，現代各國對於

地下礦藏的立法都有所改變。絕大部分礦藏資源不再看作

是與土地一體的客體，而是作為單獨的權利客體，由不同

的權利主體享有，土地所有權人不再當然享有土地中的礦

物質的所有權。 

(2)礦藏資源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協調的問題 

礦藏資源所有人要行使其所有權，要勘探、開採、運



213 
 

輸礦藏，就必須使用與礦藏相聯繫的土地，而該土地所有

權是另外一個主體。對於此矛盾的解決各國通行的做法是，

礦藏資源所有者對於負載資源的土地享有法定的地役權。

但是礦藏資源所有者應當注意土地所有人的利益，應當採

取對於土地所有人影響最小的方法行使其所有權，應當保

證地表層的繼續存在，不得使其陷落或塌方。在以公有制

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規定一切地下資

源屬於全民所有即國家所有。 

(3)我國土地所有權與地下礦藏資源所有權的關係 

關於礦業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的關係，我國憲法第一

四三條第二項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

眾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

權而受影響。」礦業法第二條亦明定：「中華民國領域、

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內之礦，均為國有，非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不得探礦及採礦。」土地法第十五條也規定：

「（第一項）附著於土地之礦，不因土地所有權之取得而

成為私有。（第二項）前項所稱之礦，以礦業法所規定之

種類為限。」由前開條文可知，凡於中華民國領域、專屬

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內之「礦」，不論該礦所附著之土地

所有權人為誰，均為中華民國所有，而非私人所有，政府

或私人如欲開採利用「礦」，都必須依據礦業法相關規定

為之，意即我國礦業法係採取「礦業自由主義」，將礦物

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政府或個人皆應依法先取得礦

業權後始得採取礦物，未經開採之礦物，仍屬國家所有，

非依礦業法規定，取得礦業權後不得採掘。由此可見，我

國的土地所有權和地下資源所有權屬於兩項完全獨立的

權利，因此，土地和地下資源分別由土地法和礦業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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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礦產資源，不分礦種和地位，無一例外地屬於國家所

有，完全排除礦產資源集體或個人所有權的存在。 

(4)勘探開採礦產資源優先權原則 

礦業法第 44 條規定：「礦業權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必要時得依法使用他人土地：一、開鑿井、隧或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爆炸物、土石、薪、炭、礦渣、灰燼或

一切礦用材料。三、建築礦業廠庫或其所需房屋。四、設

置大小鐵路、運路、運河、水管、氣管、油管、儲氣槽、

儲水槽、儲油池、加壓站、輸配站、溝渠、地井、架空索

道、電線或變壓室等。五、設置其他礦業上必要之各種工

事或工作物。」同法第 47 條規定：「土地之使用經核定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土地使用權，應與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時，雙方均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處。土

地所有人及關係人不接受前項調處時，得依法提起民事訴

訟。但礦業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申請主管機

關備查後，先行使用其土地。」由這些規定可知我國對土

地所有權與地下礦藏資源所有權間之關係，是以勘探開採

礦產資源優先權原則，即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不得以

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為由，阻撓礦產資源所有權的行使，

包括不得阻撓國家進行礦產資源勘探、挖掘礦井、開採地

下或地表資源以及開採礦產資源而架設管線和通行等。 

(5)石礦地下開採對土地造成損失時之補償 

現行礦業法第 48 條規定：「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應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土地使用完畢後或停止使用完成前項措施

後，仍有損失時，應按其損失程度，另給土地所有人以相

當之補償。」依此規定限於礦業用地範圍內，且在完成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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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及防災措施後，仍有損失時，才按其損失程度，另給土

地所有人以相當之補償。但依目前規定，地下開採範圍並

不需申請核定礦業用地。而同法第 49 條規定：「因礦業工

作致礦區以外之土地有重大損失時，礦業權者應給與土地

所有人及關係人以相當之補償。」本條規定為礦區以外土

地有重大損失時之補償。因此形成在礦區內進行石礦地下

開採，若萬一造成其上方地表有重大損失時(如塌陷)，礦

業法卻無補償規定之不合理情形存在。 

(6)於私有土地下方進行石礦地下開採應否補償之探討 

第 4 項所述開採礦產資源優先權原則，其法理基礎在

於地役權理論。應注意的是，資源所有權雖然優於土地所

有權，但是並不意味著資源所有者有權無償使用土地所有

者的地表。 

近年來，人民財產權保障意識抬頭，認為對於人民財

產權之行使雖僅受到限制，未遭剝奪，仍足以構成財產所

有權人之特別犧牲，應予補償。因此在實行資源所有權與

土地所有權分離的國家，普遍形成了經濟補償制度。惟我

國尚未確立合理的補償規則和補償標準。 

4.地下開採設計規則之法源探討 

因採礦需專業之技術，故對開採之規畫、設計與施工，

與管理等等須有較嚴謹與詳細規定，才能確保開採作業之安

全與對環境之影響減至最低及符合相關法令規章，而這些須

藉由訂定技術規則或原則、準則等始能完善法規體系。惟現

行礦業法中僅規定應應檢具…開採構想及其圖說(第 15 條)或

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附同圖說(第 43 條)，而有關開採構

想或開採及施工計畫之內容如必須如何規畫、設計，及相關

限制等均無規則，亦無授權訂定其他法規命令(技術規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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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準則等)之規定。而依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 項規

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

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及同法第 151 條規定：「行政

機關訂定法規命令，除關於軍事、外交或其他重大事項而涉

及國家機密或安全者外，應依本法所定程序為之。」因此於

礦業法中增列相關規定，增訂各種採礦之設計規則或準則等，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以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擬定現行

法規修正意見表如附件四之一及四之二)  

5.地下開採結束後之坑室二次利用法源探討 

雖然現行礦業法第 48 條有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

權者應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及防災措施之規定，

但礦業用地之水土保持計畫僅是整個採規畫之一部分，且目

前水土保持計畫僅由水土保持主管機關審核，其是否涵蓋整

個採礦採掘跡地之覆墾仍有疑慮。通常露天採礦完畢後必定

會對地形地貌及環境造成改變，因此如何做妥善後，在世界

各國都有明確規定，採礦完畢後需進行複墾作業(德國礦業法

規定須有關閉計畫)，這是礦業主管機關之權責，惟我國現行

礦業法尚無明確規定，僅以礦業用地之水保計畫取代。而礦

區的復墾與土地二次利用對於地狹人稠的台灣是一項重要的

課題；若能妥善利用土地規劃、生態技術，合理的規劃與整

復，是推動資源永續發展中對於土地二次利用最大的目標。 

現今各國對地下開採後坑室之二次利用有許多案例，主

要包括民生應用、貨物儲存、廢棄物儲存及實驗、研究設施

等。台灣申請地下開採之礦場已逐漸增加，但尚無對地下開

採坑室做二次利用(或規劃)之案例，究其原因主要是法規未完

備(無法可依)。尤其現行規定地下開採之範圍並不在礦業用地

範圍內，因此地下開採後之坑室若要作為二次利用，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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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礦業法中增列相關規定。 

(二)礦場安全法對石礦地下開採適用性檢討 

1.各國礦場安全法規之分類 

礦產資源之開發常因不同礦種、不同地質條件而有各種

不同的採礦方法與作業方式，而不同採礦法之間則因各種作

業差異與形成之不同環境而造成安全設施之不同。例如對於

岩磐、礦體不安全崩塌之防止，在露天開採其安全設施重點

在邊坡之穩定，但在地下開採，其安全設施之重點則在頂磐

崩塌之防止，顯然兩者要求不同，因此世界各國大都將礦場

分為露天礦場、地下石礦礦場、煤礦場(部分國家與地區又分

為露天煤礦與地下煤礦)及石油天然氣礦場等類別，然後針對

不同種類礦場而訂定不同之安全規範，尤其是因為煤礦之礦

床特性與地質條件與金屬礦或非金屬礦有很大的差異，導致

其開採方法與作業方式均與金屬與非金屬礦不同，所以在地

下礦場分類上，各國都把煤礦場與金屬與非金屬礦分開，分

別訂定相關之安全法規或規則，例如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中第 30 部礦產資源(Title 30 Mineral 

Resources)第一章有關勞工部主管之礦山安全和健康管理部

分(Chapter I — Mine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of Labor)，即將地下金屬和非金屬礦之安全衛生

標準專列於第 57 節(Part 57—Safety and Health 

Standards—Underground Metal and Nonmetal Mines)。 

我國現行礦場安全法也是「為防止礦場災害，維護礦場

安全，」特制定之法律，且明確指出，礦場安全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礦場安全法第 1 條)。至於所稱礦場則僅限

於「探礦、採礦及其附屬選礦、煉礦之作業場所。」故所有

探礦、採礦及其附屬選礦、煉礦之作業場所內有關之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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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均屬礦場安全法適用範圍自無庸置疑。因此石礦地下開

採亦與其他各類礦場相同，其安全設施均應符合礦場安全法

之相關規定。而在民國 81 年 12 月 8 日前，礦場安全法之施

行細則亦分為「煤礦施行細則」、「露天礦場施行細則」、

「地下石礦礦場施行細則」、「石油及天然氣礦施行細則」

等四部分將不種類礦場之安全事項分別訂定法規管理，惟在

民國 81 年 12 月 8 日修正時卻將其合併為「礦場安全法臺灣

省施行細則」並於民國 89 年 01 月 26 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

礦業主管機關變更時修正名稱為「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迄

今。 

現行之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分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地

下礦場、第三章露天礦場、第四章石油、天然氣礦場、第五

章衛生醫療及災變救護、第六章監督等六大章，依此分類可

明顯看出除一般性共同事項外，對不同種類之礦場其安全規

定或規則仍是分別訂定。但是在地下礦場方面本施行細則第

2 條：「本法第二條所稱礦場，分類如下：一、地下礦場：

指在地下探採煤礦、金屬礦或其他非金屬礦及其附屬選礦、

煉礦之作業場所。不包括石油、天然氣礦場。……」明確將

地下開採煤礦與金屬礦或非金屬礦置於同一安全要求與規範，

此點與各國之礦場安全法規體系明顯不同。 

在實務上地下開採石礦與地下開採煤礦不論在採礦方法

與技術及相對應之地質結構條件與坑內環境，均有很大的差

異，例如一般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上都採用無支撐法(礦體自行

支撐)開採，煤礦則因其礦床賦存條件為沉積岩，地質較軟弱，

故其地下開採基本上在開挖後之坑道需有人工支撐。另外煤

礦賦存環境中常伴隨可燃性瓦斯，或因開採作業採生煤塵等

易形成爆炸之條件，所以煤礦地下開採基於安全需要對防火、



219 
 

防爆、通風等需要非常嚴格之規定，而石礦之開採環境相對

較為單純，因此各國對煤礦地下開採之安全規則基本上都與

地下石礦礦分別訂定，以免在執行時因兩者間因安全要求差

異太大產生困擾。 

2.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對石礦地下開採適用性之疑義 

現行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除上述地下

開採煤礦與金屬礦或非金屬礦置於同一安全要求與規範，有

不合理之處外，另本細則自民國 81 年修正迄今，已有 20 餘

年未曾檢討修正(89 年僅修正名稱實質內容無變更)，其內容

對石礦地下開採之適用而言亦有部分不合時宜，例如： 

(1)第 57 條：「地下礦場應設置員工出入坑專車，定時行

駛。」本項規定源於斜坑或直井開發之地下煤礦，其

人員出入須以專車(礦車)運送，但對石礦地下開採而

言，一般為平水坑作業，且巷道或坑室皆甚為寬大(通

常在寬 8 公尺，高 6 公尺以上)。國外之地下石礦場之

員工出入坑內工作，通常為自備交通工具(如機車或小

汽車)或步行，因此強制規定地下礦場應設置員工出入

坑專車，對我國之石礦地下開採而言，並不適當。 

(2)第 70 條：「坑內作業及通行場所之空氣，應維持氧氣

含量百分之十九以上，甲烷含量百分之二以下，一氧

化碳含量百分之○．○○五以下，二氧化碳含量百分之

一以下，其他有害氣體含量應符合勞工作業環境空氣

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但現行之「勞工作業

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度標準」，其一氧化碳容許

濃度為 35ppm，二氧化碳容許濃度為 5000ppm，兩種

法規之規定有差異。 

(3)第 71 條：「礦場坑內安全督察員應依下列規定測定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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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作業及通行場所之甲烷及二氧化碳含量；煤以外礦

場應測定一氧化碳及其他有害氣體含量：一、每日開

工前二小時內。二、停止一班作業後再行作業時。三、

作業人員進入作業地點前。四、作業中。前項第四款，

在同一作業時間內，應至少測定二次以上。」石礦之

地下開採，因地質條件較單純，坑內出現一氧化碳及

其他有害氣體機會並不多，亦不會像煤礦場，經常有

甲烷自煤層內滲出，因此當初因將各類礦場細則合併

時，為簡化而將地下煤礦與金屬與非金屬礦置於同一

標準，對石礦地下開採而言，過於嚴苛。 

(4)第 114 條：「坑道、採掘面之岩磐或礦層有不安全崩

塌之虞者，應設支架，支架頂部及兩側並應用襯木填

緊，不得有鬆弛現象。」如上所述石礦地下開採之巷

道或坑室斷面皆甚為寬大，要以支架作為支撐有其困

難，且其成本太高不符經濟效益，故國外在坑道、採

掘面之岩磐或礦層有不安全崩塌之虞時，都使用岩栓

來支撐，或以混凝土噴漿(必要時加掛網)作為安全措

施，這與煤礦之坑道與採掘面完全是不同環境，所採

用之技術與措施亦不同，此硬性規定對石礦地下開採

實屬窒礙難行。 

(5)第 120 條：「礦場負責人於坑內以頂磐(岩)栓或其他類

似方法支撐岩磐時，應先擬具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

准。」如上所述，石礦地下開採以頂磐(岩)栓作為支

撐是現代採礦業常用之方法，此規定將其視為特殊情

形而須經審查核准，已不合時宜。 

(6)第 121 條：「坑內爆破作業應使用電氣引爆，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及第 122 條：「發爆母線應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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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尺以上完全絕緣之被覆電線，……」，實務上七

十年代發展出來之非電引爆系統，已被證明其安全性

比用電氣引爆者更好，坑內爆破作業強制使用電氣引

爆之規定，已不符合時代需求。 

(7)第 83 條：「主入風坑及主出風坑間之各風道，礦場安

全管理人員應設置下列設備，控制通風：一、遮斷壁：

應以混凝土等不燃性材料建造，不得漏風。」一般石

礦 (金屬或其他非金屬礦亦同) 地下開採，不存在有

瓦斯或煤塵等易燃易爆之物質與環境，且巷道或坑室

斷面皆甚為寬大，故以混凝土等不燃性材料建造遮斷

壁，其成本太高，不符經濟效益，國外地下石礦場常

使用各種織物做成之窗簾形式遮斷壁(如圖 5.2)，我國

現行規定對石礦地下開採實屬窒礙難行。 

  
圖 5-2 各種織物做成之窗簾形式遮斷壁圖 

(8)第 85 條：「……鄰近風道之採掘跡及不使用之昇樓、

坑道，應視實際需要予以封閉。」此規定在地下煤礦

而言是為了防止發生自然發火，屬必要之安全措施，

但對石礦來說實屬不必要之措施，且增加許多不必要

之支出。 

(9)第 139 條：「坑內限使用柴油內燃機，使用時除適用

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排氣管應設沖淡廢氣裝置。二、應設置消除廢氣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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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臭及有害氣體之設備，使排氣管內廢氣之一氧化碳

含量，除起動及停車時外，不超過百分之○．一二，

並定期檢驗其含量。」依美國國家職業安全和健康研

究所（NIOSH）之研究，認為石礦地下開採主要空氣

質量問題是柴油引擎排放微粒（diesel particulate 

matter, 柴油引擎排放微粒），依此在聯邦法規中已明

訂礦工對柴油引擎排放微粒的暴露標準及其相關排放

規範(見 30 C.F.R.§ 57.5060、§ 57.5061、§ 57.5065、§ 

57.5066、§ 57.5067 等條文)，我國之規定仍著重在一

氧化碳含量，已不符實際需求。 

3.石礦地下開採安全規則檢討 

石礦地下開採中如何做好岩盤控制以防止地下坑洞引起

地表沉降是非常重要之事項，而依美國國家職業安全和健康

研究所（NIOSH）之研究，認為這種坑室或坑道斷面巨大之

礦場應歸類為大斷面礦場(large-opening mines)，這種礦場的

通風，與其他類型的礦場相比，是獨一無二的，而大開口礦

場的主要空氣質量問題是柴油引擎排放微粒（diesel 

particulate matter, 柴油引擎排放微粒），這些都需要訂定標準

或規則，以供業界遵循並作為監督檢查依據，因此國外一般

訂有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則、石礦地下礦山通風安

全技術規則或準則、石礦地下礦山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規則等

等，惟我國現行場安全法及相關法令規章，對石材與原料石

地下開採相關之規定，尚有不足。 

另礦產資源採掘後地下坑室 (採掘跡)在國外常做為二次

利用之場所，充分發揮資源利用之目標，我國如需參照辦理，

尚須研擬訂定適當之法規命令，始能符合規定。 

4.礦場安全法規體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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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法規是指規定強制執行的產品特性或其相關工藝和

生產方法，包括適用的管理規定在內的文件。故技術法規在

體系上，一般除訂定母法及協助母法施行之施行細則外，還

會訂定一些須配合之技術標準或規則、準則。例如：水土保

持法、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建築法、

建築法施行細則、建築技術規則；營造業法、營造業法施行

細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

衛生法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危險性機械及

設備安全檢查規則、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製程安全評估

定期實施辦法……等。其中施行細則在法規屬性上通常為法

規之實行或補充事項，亦即各機關就法規特定範圍內，為詳

細的規定者稱細則，制定施行細則之目的，僅在於「協助母

法之施行」。而有關技術上之標準或規則、準則等，一般均依

實務需要與單一事項訂定(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須經母法授權)。

因此技術法規在體系上經常是由一個母法，及一個協助母法

之施行之施行細則與一個或數個(有些法規甚至高達十餘種)

其他相關之規則、標準或辦法構成完整體系，如職業安全衛

生法，除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外尚有相關之各種標準、

規則、辦法共 26 種。 

礦業屬於需具有專業技術之行業是公認的事實，且相關

作業對安全之要求較高，因此各國都訂有礦場安全相關之法

規，此種法規因有專業與技術需求，屬於技術法規類應無虞

慮。現行礦場安全法共六章 47 條，是為防止礦場災害，維護

礦場安全而制定(見礦場安全法第 1 條)，體列上尚屬合理。但

現行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共有七章 218 條，在我國現行各種

技術法規中，則屬特別情形，如前所述一般制定施行細則之

目的，僅在於「協助母法之施行」，因此，原則上行政機關必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C%BA%E5%88%B6%E6%89%A7%E8%A1%8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7%89%B9%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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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自制並遵守此界限。尤其不可在母法實體要件所有缺漏時，

以此理由為補充或變更之，或者逕憑行政機關一己之意，就

因此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而從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內容來

看，其規定大都屬要求礦場作業安全之標準、規則與準則，

與其他技術法規之施行細則之體例有很大差異。導致在礦場

安全法規體系中，並無附屬之各種標準、規則與準則。僅有

依據礦場安全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經濟部礦場

安全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依礦場安全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訂

定之「礦場安全監督員管理辦法」及依據礦場安全法第十二

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礦場安全管理人員資格及任免管理辦

法」三種辦法。此指種情形除導致礦場安全法規體系僵化以

外，顯然也與法規體例不合。 

(三)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對石礦地下開採適用性研析 

「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是為為有效管理事業用爆炸物，

防止災害，維護公共安全而訂定(見本法第 1 條)，其內容含括製

造及買賣；輸出、輸入及運輸；使用、儲存及處理；安全管理；

監督與罰則等，對石礦地下開而言使用爆炸物是必須的，基於安

全需要，對爆炸物的使用、儲存及處理等，自應遵守相關規定，

且現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是於民國 98 年 05 月 27 日修正公

布，因此對石礦地下開採來說，其適用上尚無需進行修正。 

二、其他法規對石礦地下開採影響之檢討 

因礦業資源開發涉及層面甚廣，故礦業申請或開發過程中必須依

照礦業法及其施行細則、礦場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外，尚需

配合行政程序法、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施行細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環境基本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水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森林法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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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保安林經營準則、水利法及其施行細則、國家公園法及其

施行細則、原住民基本法、土石採取法及其施行細則、水汙染防治法、

空氣汙染防制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公害糾紛處理法、土

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法、海洋汙染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

產保存法、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飲用水管理條例、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及新公布之國土計畫法與目

前研議中之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等等諸多相關法令之實施。 

這些法規中大多數是屬於非經該法令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探、採礦

之地域規定，或禁止探、採礦之地域規定。亦即在礦業權申請時須配

合及遵守之限制，石礦地下開採也是須具有礦業權，自應配合辦理即

可。 本研究則僅針對已取的礦業權然後進行地下開採之大理石與白

雲石礦，其可能涉及之法規進行檢討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法對石礦地下開採之檢討 

1.環境影響評估法與石礦地下開採之關係 

依礦業法第43條規定，礦業權者使用土地須經申請審查，

就其必須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並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

且核定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

主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因此石礦地下開採前，亦須

就必須使用之土地申請核定，且核定用地就須先徵詢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之意見。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規定，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依現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民國102年 09月12日修正公布)，

一般位於山坡地之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所

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二公頃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亦

即通常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礦業用地面積二公頃以下者，不

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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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作業是位於地下進行，所需使用土地

(地表)面積不多，一般僅需少許坑口用地與區外道路設施，故

地下開採，其對地表破壞非常小，對環境的影響亦少，是世

界所公認之事實。另以往石礦地下開採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均在二公頃以下，故至今為止申請石礦地下開

採礦場尚無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2.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問題之探討 

我國環評制度取經自美國，但美國是環境影響「評估」

制度，評估的對象是「（聯邦）政府的決策行為」，亦即針

對某一開發行為之申請，評估政府給予核准之決定，將對環

境產生如何的影響，俾做為政府機關決策考量因素之一。所

以，性質上只是一項評估機制，而且是由需要做此決策行為

的機關（就是我國慣稱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依國家環

境政策法（NEPA）第102條所規定的環評制度及由環境品質

委員會（Counci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以命令發布的具體

細部規定辦理環評，做為決策參考。最後的決策權與政治責

任者概在決策機關。 

環評制度引進台灣後，產生本土化的質變，成為環評『審

查機制』，設立環評『審查』委員會（環評法第3條第1項），

並將「評估政府決策行為」改成「審查開發行為」（環評法

第1、5條）。因為從「評估」改為「審查」，所以，從諮詢、

建議性質的評估結果改成必須做出「審查結論」（環評法第7、

13條）。至於審查結論的內容種類，依環評法施行細則第43

條規定，包括認定不應開發，加上環評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

項前段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

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

許可者，無效。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者，目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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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此即一般所謂環評審查

委員會享有「否決權」的由來。 

依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國99年6月出版之「環境

影響評估制度問題之探討」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目前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運作的問題，最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採取集中審查

制與否決權制 。其中提出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問題有：「在

現制(度)下，環境影響評估一事由環境主管機關全權把關，全

部與環境相關的責任都交由環境主管機關判斷負責，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甚至是脫離環境價值在決策。這樣的決策納採顯

然不充足，甚至偏向特定的價值。在決策納採不充分的情況

下做成的決定，除結論無法取信於人外，也因決策納採的偏

頗，可能使決策品質相當低落。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一旦流於

形式而無助於決策，除了程序本身無意義、徒然耗費社會資

源以外，還可能導致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例如誤導決策，而

這也正是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目前所面對最為嚴重的問

題。」另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另一個重要的問題為權責不

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為決定是否發給許可的有權機關，

然而環境影響評估真正的「生殺大權」卻掌握在環境主管機

關手上。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之規定，一旦環境主管

機關審查後作成否定結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必須依照該

結論，不能發予許可。」 

3.未來環境影響評估對石礦地下開採之可能影響 

如前所述礦業法早期沿革時即訂定礦業用地係就其實際

使用之地面面積予以核定，並須取得土地管理機關或土地所

有權人之同意。以煤礦而言，坑口設施為其實際使用之地面，

故依據礦業法定義，該坑口設施實際使用之地面面積就是核

定之礦業用地，至於，坑道進入後因無實際使用地面，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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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礦業用地，石礦地下開採也是一樣，以坑口設施實際使

用之地面面積來核定之礦業用地，而一般坑口所需使用之地

面面積不多，基本上不會超出2公頃。因此依目前之環境影響

評估法規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石礦地下開採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但環保署以「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後，土地使用原則應

遵循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劃設，同時考量經濟與環境保護

間應取得衡平，強調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的觀念，強化環境影

響評估預防之功能，加嚴採取土石及探礦、採 礦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之規模」等理由，已於本(106)年5月2日預告修正「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其中將

第 11 條：「探礦、採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一、探礦、採礦及其擴大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

一者……」修正為：「探礦、採礦，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

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一、地面、地下及海域之探 礦、採礦

及其擴大工程、擴增開採長度或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

請展限，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此案修正如果通過，表

示未來有關探礦、採礦之範圍涵括「地面、地下及海域」將

以開面積計算，且該修正案亦將以前是兩公頃範圍，改為一

公頃，亦即未來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上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有關礦業權申請展限須重新申請環境影響評估已節，因另涉

是否合法問題非本研究工作範圍，故不予研析。) 

石礦地下開採如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如前所述依現行

法，開發單位是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的行為者，環境主管機關

只負責審查工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最後的許可，但

對環境的影響不負政治責任。這種制度設計實際運作的結果

導致人民普遍質疑開發單位所實施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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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主管機關審查結論的公正性，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

策行為是否符合決策理性與確實衡量各種利弊。尤其是石礦

地下開採是需要具有非常專業之知識來規劃與設計，雖然全

世界的採礦專業人士(包括學者專家甚至採礦教科書)均公認

與露天開採相比，地下開採對環境的影響很小。 

針對這種具專業性之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是否

能做到公正、合理？在現行政度下實值得探討。在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國99年6月出版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問

題之探討」研究報告中即指出：「環境影響評估委員對於決

策的作成擔任重要的角色，但這些委員究竟如何組成？在決

定的過程中，是否可以真正保持中立本諸專業加以判斷？同

時，在委員會當中，是否有所謂「開發基本教義」或「環保

基本教義」的委員參與其中，而使環境影響評估的效果無法

有效發揮？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從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的角

度，進一步加以思考。」 

在未來若能修改現行審查方式，對礦業開發之發展應有

正面實質效益。 

(二)原住民法對石礦地下開採之檢討 

1.原住民法與石礦地下開採之關係 

 臺灣西部地區的山區與東部地區幾乎都屬原住民族鄉鎮，

也即是原住民族的活動範圍，由於我國礦產資源較為豐富之

石礦類（如大理石、蛇紋石、白雲石等），因成礦地質作用，

使得礦產賦存以山區為主，並以東部地區為主，幾乎與原住

民族領域重疊。惟一直以來台灣礦產資源的開發，均著重在

合法性的取得，尤其是採礦所需使用之土地約有90%以上為

公有地，以林務局主管之林班地為大宗，加上少量的由國有

財產局主管之土地等，甚少使用私人土地情形，再加上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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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條第2項規定：「附著於土地之礦，及經濟上可供公眾

利用之天然力，屬於國家所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

受影響。」明確規定礦的所有權歸屬於國家，甚至還進一步

明示此一國家對於礦之所有權「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

受影響」，及礦業法第2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域、專屬經濟

海域及大陸礁層內之礦，均為國有」。因此台灣礦產資源的

開發，業者一般只著重在依法申請，開發生產作業中則僅關

注於符合各項法律規章，而甚少關注附近社區之關係，如有

進行回饋之行為，亦都以做公益之目的為出發點。  

2.原住民法之探討 

現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

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

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

原住民族利用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部落

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受限制所生之損失，應由該

主管機關寬列預算補償之。前二項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

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前三

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之劃設、諮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與方式、受

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另定之。」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立法之緣由可上溯自2007年9月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32條第2項規定，該規定略以：「各

國在批准任何影響原住民族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專案，

特別是開發、利用或開採礦物、水或其他資源的專案前，應

通過有關原住民族自己的代表機構，誠意與原住民族協商和

合作，徵得他們自由知情的同意。」而事實上我國於94年2



231 
 

月5日公布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制訂當時，即已參照聯合

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而訂定，惟該法條在訂定時卻將「誠

意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徵得他們自由知情的同意。」轉

變為「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

分享相關利益。」其中明訂「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但

對如何分享？相關利益指那些？卻無規則(原住民族基本法

亦未訂定施行細則)。 

因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引起之爭議甚多，因此其主管

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為確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之用詞及適用範圍，特別於民國103年10月07日發布「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釋義」之行政命令，在該釋義總說明

中指出：「所謂分享利益，不一定以有形之金錢、物品為之，

政府或私人亦得提供無形之服務，以為分享，諸如：提供接

駁公共汽車、改善基礎設施、提供就業機會或健康檢查等，

視原住民族之需求，對等、公平地去整合雙方的想法與意見。

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稱之營利所得，係指

政府（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第一項之行為時，基於

集體權之特別犧牲所應補償之損失（或私人允諾之回饋），

且提撥對象為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而非特定原住民，兩

者有別，應予辨明。因此，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原住民族方得分享利益，應明確界定於須經由原住民

族同意之案件，以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造成濫用。」 

雖然本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釋義」之法案制

定總說明中，對所謂「分享利益」與「營利所得」做了一些

說明(或者說解釋)，但在該「釋義」之條文中卻未列入，另外

因為本件「釋義」因無法源依據(不符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

故本件「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釋義」已於民國 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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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25日公告廢止。 

3.未來原住民法石礦地下開採之可能影響 

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後，礦產資源開發當然受到該法規

之影響，其中有許多爭議之處，首先是對原住民族土地之定

義：依同法第2條第5款規定，係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

既有原住民保留地，但這些土地並未提供法定土地持有權(與

澳洲為原住民提供法定土地持有權有很大差異)。而實際上包

含哪些地方，迄今尚未正式公告(正在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中)，而根據原民會2002年到2007

年間所作之「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原住民傳統領域面積大

約是180萬公頃，約佔中華民國面積的50%。因此現有礦產資

源開發區域，大多數將位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已是不可改變之

事實。 

其次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資源利用，…

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

關利益。」除此之外該法條還明確規定「營利所得，應提撥

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

礦產資源開發屬資源利用實無可爭論的，因此礦產資源開發

須經該地區之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且原住民得分享

相關利益，自是無可避免的，但如何分享利益？相關利益指

那些？卻無任何規定，在權利(同意權)及利益結合下，如何平

等對話、溝通以達成彼此利益分享機制之共識將是未來礦產

資源開發最大的挑戰。 

(三)土地管理機關(林務局)主管法規對對石礦地下開採之檢討 

1.土地管理機關(林務局)與礦業之關係 

台灣之非金屬礦產資源，即石灰石、矽砂和粘土礦物，

產於西部地區外，其他主要多蘊藏於臺灣東部，其中包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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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石、白雲石、蛇紋石、石灰石等蘊藏量最為豐富。而根據

林務局之森林資源調查成果顯示，臺灣的森林面積約210 萬

公頃，占臺灣本島面積的58.5%，其中超過9成之森林所有權

屬國有，在國有林中，又以林務局管理之森林面積最大，歸

結上述所言，開採礦產資源大部分都位在山區，就不難想見

開採礦產之地點很容易就位在林務局管理的國有林地。因此

要開發礦產資源就必須向林務局主管之國有林地承租自是不

可避免的。 

採礦之前提，是礦業權者須先依法申請設定礦業權後，

礦業權者才有權利去申請開採礦產資源(礦業法第2條)。設定

礦業權之後，依礦業法第43條規定，礦業權者為進行開發並

使用土地，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附同圖說，向主管機關(礦

務局)申請審查。礦務局為計畫核定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

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徵求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土

地為公有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

同意。 

礦務局受理礦業權者申請核定或變更核定礦業用地之案

件後，申請使用國有林作為礦業用地者，即由該局核轉徵詢

林務局之意見， 林務局係依森林法第9條：「於森林內為探

採礦或採取土、石者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

勘查同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施工，前項行為以地質穩定、

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者為限。」之規定作為審核依據，

又為能具體評估前開規定原則，因此林務局訂有「申請租用

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為礦業用地審核注意事項」及標準作業

程序(如圖5-3）。在林務局啟動審核程序前，如涉及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8 條規定：「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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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務局） 

圖 5-3 國有林班地申請或變更核定礦業用地流程圖 

林管處收到礦務局會勘通知 

符合規定 

檢視探採礦用地所在

區位，並函復礦務局，

於申請前應辦理事宜。 

林管處收到礦務局函送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書件 

在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探採礦

行為，依野生動

物保育法第8條

第2項規定，應先

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經層報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

後，始得向礦業

主管機關申請核

定或變更礦業用

地。 

1.保安林地內無法以

坑道方式作業者，應

依保安林經營準則

第15條第1項規定，

由礦業主管機關邀

請學者專家評估認

定是否得以階段露

天方式作業。 

2.水泥製造業礦區露

天開採面積超過10

公頃以上，無法以豎

井方式作業者，亦應

依該準則第15條第2

項規定，由礦業主管

機關邀請學者專家

評估認定。 

用地涉及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 

用地涉及

保安林地 

林管處書面審核 

函 礦 務

局 補 正

資料 

文件齊全 

由林管處組成專案小組（由處長指派成員，由技正以上人員擔任領隊，必要時，邀學者專家或

專業技師參與）進行一次性深入調查，依申請租用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審核注意事項審核，

審認是否符合森林法第 9條第 2項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林業經營者，如屬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者，併查明是否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6條、第 7條審認可能影響範

圍之環境概況、生態環境及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或替代方案等規定。 

保安林 
非保安林 

1.由林管處依保安林經營準則 13條規定，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人，

有關機關各 1人(註 1)，專家學者 4人(註 2)及森林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推舉具代表性之住民 3人實地勘查是否符合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

及林業經營。 

2.礦業主管機關依據保安林經營準則第 15條辦理之評估結果應經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者，於前項勘查時併同審認。 

註 1.有關機關應參酌礦業法第 43條規定，邀請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

等其他相關主管機關。 

註 2.專家學者可參閱保安林解除審議委員會專家學者顧問團名單。 

函復礦

務

局

不

同

未符合 

符合規定 

林管處將具體審核意見報局 

函復林管處本局審查意見 

依林管處意見，本局會各組室，並依申請租用國有林

事業區林班地為礦業用地注意事項進行書面審查 
退回林管處再

釐清查證 

由林管

處

函

復

礦

務

由林管處函復礦務局同意由該局核定礦業用地，如探採礦之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相

關規定 

未符合 未符合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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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或土地利用，應擇影響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若涉保安林經

營準則第 15 條規定：「保安林地內探礦、採礦應以坑道方式作業。

但無法以坑道方式作業，經礦業主管機關邀請學者專家評估認定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露天方式作業，並以階段方式為

之。前項如為水泥製造業自用石礦場，每一礦區之露天採掘總面

積達十公頃以上時，應以豎井方式作業。但無法以豎井方式作業，

經礦業主管機關邀請學者專家評估認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林務局在評估保安林內進行探、採礦之作業方式部

分，必須先踐行相關審查程序。在其他屬外部單位審查部分，還

有須由縣(市) 政府審查水土保持計畫之程序，礦業權者須在計畫

中載明開發行為分期、分區開發之各項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列

出各項水土保持設施及防災設施等項，其中與林務局最攸關的植

生工程也包含在內，必須說明各分期、分區所採用之植生方法及

設計圖、設計原則、種類、數量、範圍、配置圖及維護管理計畫。 

在外部審查程序中，又屬環境影響評估最受外界重視，

因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4條就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

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得為開發

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因此，開採計畫可否執行，

還須視環評專案小組審議結果而定，環評結果亦將影響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作最終局之決策。前述法定程序完成後，即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核定申請區域為礦業用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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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地面，惟在辦理租用手續之前，尚有一

道森林法第6條第2項規定「經編為林業用地之土地，不得供

其他用途之使用。但經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同意，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之關卡，在實務執行上， 林業用地原則僅供林業使用及設置

林業設施，採礦各項設施顯然已脫離林業使用之本質，非屬

林業用地之林業使用及林業設施，因此應踐行前述但書規定

程序，由地方主管機關先行審核同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地政主管機關核准後，再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興辦事業

計畫辦理容許使用。 

當礦業權者逐一完成前述所有程序後，再憑藉每一階段

之核准證明文件向林務局所屬林區管理處申請租用。由此可

知，礦業權者自向礦務局提出申請開始，到辦理租用國有林

地之過程，往往須耗費相當之時間及各種成本始得完成，審

查過程堪稱繁複嚴謹。 

2.石礦地下開採在土地使用上之優勢 

林務局提供用地之後，最關心的就是採礦作業結束後的

復育造林，返還林地。基於林務局並未先將林地變更為礦業

用地後再出租給礦業權者使用，開採完畢後的礦場，土地使

用地類別仍屬林業用地，因此依照林務局國有林地暫准租賃

契約書之規定，還需要辦理至少6年之植生復育作業，礦業權

者必須選擇適合當地之造林樹種，回填厚度至少50公分以上

之客土，並於造林季節栽植，每公頃須種植2,000株造林木，

必要時增加施肥等工作項目，在這個大原則下，搭配水土保

持計畫中的植生工程進行恢復作林業使用，一個礦產資源的

開採利用才算是結束，才能將土地「物歸原主」。 

由於礦脈分布的區域，土質或許因含有某些金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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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不利植物生長，在造林方面已有先天不良的宿命；因

此在露天礦場開採完畢後的地質，因岩盤露出，土壤淺薄或

根本就沒有土壤，再加上這個後天失調情況，可說是造就了

一個復育造林困難的劣化地。露天採礦至最終殘壁後即需進

行植生綠化作業，惟有時在還沒達到穩定前，極易因大雨或

颱風侵襲或單純地因地心引力，而使這初步化育階段成果流

失，難以進入「建樹階段」。另外比較需要克服的難題就是

苗木階段需要灌澆保水，礦業權者在復育造林之6年期間應時

時檢視土壤及苗木情形，若每年的成活率未達7成，即須辦理

補植工作，因此植生復育要得到成林的成果實屬不易。 

而且森林法第9條第3項所言於森林內為探採礦者行為有

破壞森林之虞者，由主管機關督促行為人實施水土保持處理

或其他必要之措施，行為人不得拒絕。因此，林務局的契約

書還有規定承租人訂約前，即先須繳納災害擔保金及植生擔

保金，以免礦業權者不確實履行相關水土保持及復育造林義

務時，由林務局代為履行。 

從以上說明可知，在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內進行礦產資源開

發，如果以露天開採進行，因需使用之地面面積甚大(基於經濟規

模效益，至少需數公頃至數十公頃，甚至上百公頃)，故除申請審

查過程繁複嚴謹外，開採結束後之復育造林作業亦需要很大的經

濟投入與長時間辦理相關作業，而且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本

(106)年3月訂定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出租作為礦業用地

原料石及石材礦場採礦後復育造林應注意事項」規定，未來續租

或新訂約者均應以造林費用決定植生復育擔保金，依估算每公頃

費用將達350萬元以上。因此石礦之地下開採除對環境影響較小

以外，在國有林事業區林班地進行時，亦將因所需使用之地表面

積甚小，相對地對於林業經營及生態保育影響最小，此亦為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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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林經營準則第15條規定，於保安林內採礦之作業方式，應以坑

道方式進行之緣由。惟對於在保安林內以坑道方式採礦之作業方

式，則尚無明確規則，但因這屬專業及技術層面，屬礦業主管機

關之權責，當然基本上地下開採不能影響地面之林業經營及生態

保育是基本要求。 

三、國土計畫法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對大理石/白雲石礦開發影響 

(一)國土計畫法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與礦業之關係 

1.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最早為依據1993年7月振興經濟方案提出的

《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草案，後於2003至2004年修正為《國

土計畫法》重新送立法院審議，並撤回原審議中的《國土綜

合發展計畫法》草案。在馬英九政府時期，於八八水災後重

新被提出討論，並多次被列為優先法案，最終於2015年12月

18日完成三讀，將建立國土新秩序，邁向永續發展。 

國土計畫法中將國土區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

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四區，

讓國土可「適地適用」，2016年5月1日起施行。但自施行至

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地方政府國土計畫、以及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各階段間，仍各有1～2年的緩衝期。 

由於國土計畫法已經明訂國土功能分區為：(1)國土保育

地區；(2)海洋資源地區；(3)農業發展地區；(4)城鄉發展地區

等四大區，因此爾後礦產資源之開發，僅能在國土功能分區

申請，依內政部於106年9月12日召開辦理「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相關事宜第2次研商會議」之決議申請礦石開採及其設

施、採取土石者將僅限於「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農業發

展地區第3類」申請使用。」惟本此會議決議有與106年03月

20日召開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部會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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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內容略有出入，該會議文件顯示容許依本規則規定編定

為礦業用地者，有「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及「城鄉發展地區

第2類及第3類」，但不論未來如何定案，均與現行有關礦業

申請規定不同，因此未來石礦地下開採若依目前礦業法規定

申請，可能會與國土計畫法或其子法有扞格之處。 

例如，如果想要在一定區域範圍土地內進行探礦或採礦，

依礦業法須取得礦業權後，再取得礦業用地之核定，最後向

土地所有人取得土地使用權之後，方得進行探礦與採礦。礦

業用地核定前，其他法律規定非經該管機關核准不得核定礦

業用地者，主管機關應徵求該管機關之「同意」，並視情況

決定是否依水土保持法或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造送水土保持

計畫或環境影響說明書送審，待審查通過後，方得為礦業用

地之核定。礦業用地核定後，礦業權者仍須自行取得土地使

用權，之後便可進行探、採礦等相關開發行為。 

雖然依照現行礦業法第27條規定對於在環境敏感地區申

請設定礦業權均需經該管機關同意之規定，但在國土計畫法

施行及全國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後，顯然

礦產資源開發，須依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預

定108年12月31日前完成法制作業) 規定，於劃定之「國土

功能分區」始能進行，因此現行申請流程可能就需配合調整，

至於如何在劃定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前確認那些地區將是未來

礦產資源開發之礦區(場)或礦業保留區及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的問題，惟因目前礦業法正修正中，國土計畫法之相關子法

亦尚未定案，因此未來結果如何？尚需經法律面與管理實務

面進行探討。 

2.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行政院院會於2005年1月通過「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



240 
 

計畫」，作為政府復育及保育國土資源的行動綱領；而由於

國土復育為一長期性計畫，其中甚多工作牽涉到土地使用管

制、徵收、補償、原住民特許經營、財源籌措等事項，需另

訂法源依據，因此在5月通過「國土復育條例（草案）」。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與「國土復育條例（草

案）」內容萬端，總括來看，其實施範圍不脫以下五大區：

包括山坡地、河川區域、海岸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區以及離

島地區。而條例草案中更訂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包含

了土石流高潛勢溪流影響危險地區、嚴重崩塌地區、超限利

用土地集中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河川有生態環境退化

或危害河防安全之虞地區、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遭違法佔用之地區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一經劃定，除

特殊規定外，將禁止任何開發行為與設施設置，事業目的主

管機關並應進行造林等復育工作，必要時則可徵收土地或地

上物。 

「國土復育條例（草案）」規定，未來政府將分10年籌

措新台幣1000億元的國土復育基金。開發限制方面，除對山

坡地、河川、海岸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的開發管制訂定了法

源依據，而其中較受到眾人矚目的，則屬對山地地區的管制

規定，並嚴格限制高海拔山區開發。草案中訂定，山地地區

依高度不同劃設三級山區保護地帶。分別為高海拔山區（1500

公尺以上）、中海拔山區（1500至500公尺）、低海拔山區（500

至100公尺）。其中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一級山區保護地帶，

禁止農耕及其他各項開發，原有建物、設施及作物需限期廢

耕及拆除，違者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

金。 

因為台灣有些礦產資源是賦存於較高海拔之區域，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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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復育條例（草案）」中訂定，山地地區依高度不同劃設三

級山區保護地帶，其中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一級山區保護地

帶，禁止農耕及其他各項開發，原有建物、設施及作物需限

期廢耕及拆除，這可能會影響礦產資源之合理利用與現有開

發中礦區生存，惟因「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目前尚未通

過立法院審議，故其影響程度及現有礦場需如何處理等問題，

尚無定論。 

(二)國土計畫法對大理石/白雲石礦開發影響 

依行政院106年06月30日在政策與計畫> 熱門議題 > 推動國

土計畫網頁公布之「推動國土計畫促進國土永續發展」一文中指

出：「《國土計畫法》雖已於105年1月6日公布施行，但徒法不

足以自行，故政府自去（105）年5月就任以來，致力推動《濕地

保育法》、《海岸管理法》及《國土計畫法》等國土三法的落實，

包括內政部已依《海岸管理法》及《濕地保育法》擬定了「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國家重要濕地保育綱領」，積極推動海岸及

濕地永續使用；另目前正依《國土計畫法》研擬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做好未來國土空間利用與規劃，並在全國國土計畫完成前，

先行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修正相關法令規定，以落

實國土保育保安。同時為衡平考量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經濟部

刻正辦理《礦業法》的修正，待修法通過後，過去未曾辦過環評

的礦場皆須補辦相關環評程序。至於前瞻基礎建設等重 大國家

計畫涉及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部分，未來亦將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使國土規劃更為完備。」其中文內並明確提出：「…(二)

檢討「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修正礦石開採規定：1.

林業用地辦理礦石開採超過2公頃即應辦理開發許可。2.於確保環

境、水土保持、生態景觀及國土安全下，始得開採坡度30%以上

地區。3.國、公有林開採前後均維持林業用地以利管理，開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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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須復育造林。(三)辦理《礦業法》修法：為防礦場採礦破壞

環境，目前暫停處理既有礦場展延申請案，並儘速提出《礦業法》

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新增補辦環評之規定。修法通過後，過

去沒有做過環評的礦場將必須補辦環評程序，政府亦將配合新政

策重新審查礦權展延案。…透過已立法完成的國土三法，加上刻

正修正之《礦業法》之落實，可讓受傷的土地休養生息，為我們

建立起國土新秩序，以確保國土資源的永續，讓國土永續發展邁

入嶄新的階段。」 

由此可知未來因應國土計畫法的施行，政府已決定在礦業法

修法通過後，過去沒做過環評的所有礦場，都必須納入未來補辦

環評的程序，以落實環境保護，此一政策立意甚佳，為讓人憂心

的是如前所探討的現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及2005年之後原住民

社會的反礦業與反核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普遍之反礦業氛圍下，

礦場的環評是否能被理性、公平、務實地對待，實值得令人懷疑。 

另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內政部105年6月17日台內營字

第1050807913號令訂定發布)之第六條規定：「本法第十條所定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基本調查、直轄市、縣（市）

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其內容如下：一、

計畫年期：以不超過二十年為原則。……三、直轄市、縣（市）

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三）直轄市、縣（市）管

轄海域範圍內港口航運、漁業資源利用、礦業資源利用、觀光旅

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分布空間之保育或發展計

畫……」可知，未來礦業資源利用是列入直轄市、縣（市）空間

發展計畫應載明事項，而且依此規定，顯然以後對礦業資源利用

是需先劃定「特定區域」後，再開放礦業權申請，才能符合相關

法定程序，但是從實務上而言，礦產資源一般是經由探勘確認具

開採價值後，再進行規劃並取得合法許可後進行開發採取，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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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通常在未經探勘前，是無法預知其存在與否，因此要如

何未卜先知在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內列入「礦業資源

利用」事項，顯然是不可能辦到的；另一方面礦產資源的價值往

往因時間的變動而不同，許多礦產資源或許在發現當時不具開發

之經濟效益，可是往往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可能因科技、社會等

等之變化造成需求改變，而使得該礦產資源具有開發之效益或需

求。這些是在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中無法預測之變化，

也是國土計畫法與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之矛盾之處。 

(三)國土計畫法實施下礦業因應對策 

1.盡早辦理「礦業政策環評」 

所謂「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即是對於政策(policy)、

計畫 (plan)與方案(program)及其替代方案，進行有系統且全

面性的環境影響評估。其應用面譬如評估累積性影響、提供

有效的衝擊減輕或改善措施、評估有潛在性影響卻不受環評

規範的行為，以及確保有效的公眾參與等，並可導引於決策

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中納入永續發展考量，而成

為近年在環境評估領域的關注焦點。 

我國實施政策環評的行政基礎，是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4條第2款，以及第26條之有關規定。其中，第4條第2款明

訂：「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

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

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

影響評估工作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

追蹤考核等程序」。 

政策環評實施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階段即確定對環境

保護的考量，另外則在於指導重大開發行為環評。在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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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形成階段，即可針對潛在的環境影響做出判斷，以及採行

適當的政策替代方案。實施政策環評，一則可以解決在開發

行為個案審查中，無法進行評估「累積環境影響」，因而錯

估單一開發行為環境衝擊的困境。尤其重要者，對環境有影

響之虞的重大開發行為，皆需遵循著國家所制訂的上位政策、

方案或計畫實施。 

我國政策環評制度源起於 1994年底「環境影響評估法」

之三讀立法，其後於1997年公布「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要點」，作為政策環評工作推展主要依據。在該作業辦法

中，第三條規範共九項「有影響環境之虞」之政府政策，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並於該政策報請行政院核定時須檢附評

估說明書。其中第二項即為「礦業開發政策」。該作業要點

第五條指出：「第三條所稱有影響環境之虞，指政策之實施

可能造成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使環境負荷超過當地涵容能

力。二、破壞自然生態系統。三、危害國民健康或安全。四、

危害自然資源之合理利用。五、改變水資源體系，影響水質

及妨害水體用途。六、破壞自然景觀之和諧性。七、其他違

反國際環境規範之要求，或有礙環境生態之永續發展。政策

環境影響評估，除應考量前項所列各款情形外，並應斟酌其

相互關係及各款情形之加總結果。」 

礦業開發過程會破壞自然景觀及自然生態系統是不可否

認之事實，但礦業係為工業之根，各項民生經濟建設均需使

用大量礦產品，人們生活和經濟建設沒有哪一方面能離得開

礦產資源和礦業的開發，因此對礦業開發急需經由政策環評

來平衡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間之衝突，對這種需求環保署於

民國101年10月17日，依據：一、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辦法第4條第1項。  二、行政院101年9月13日院臺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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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48910號函。公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政策細項」，

其第二項即為「礦業開發政策」。從86年公布「政府政策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要點」及101年公告「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

政策細項」，均明訂應實施「礦業開發」政策環評，惟至今

尚未辦理。 

今(106)年6月13日工商時報台北報導：「總統府發言人黃

重諺昨天（12日）表示，行政院已決定，台灣礦業發展必須

做政策環評，相關部會目前正積極就制度做評估和意見徵集，

內政部等部會也已全力進行相關國土利用和保育的整體規

劃。」，同日之工商時報有關「水泥政策環評 外銷比降至15

％」報導中，則有「礦務局長朱明昭指出，政策環評預計明

年6月底送環保署，已委託台灣綜合研究院辦理中。」另根據

今(106)年07月27日行政院第3559次會議，行政院長林全聽取

環保署「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實施效益及未來展望」報

告後表示，為使環評不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未來請經濟

部研議提出水泥業（含大理石、石灰石原料等主要礦石原料

探採）政策環評，以作為個開發案的上位政策指導。行政院

長林全強調，政策環評從上游解決問題，將很多投資不確定

性事先獲得解決。 

政策環評須對整體政策通盤檢討，為了解台灣到底需要

多少礦、哪些地方適合開採、如何進行配套，目前因沒有整

體評估，整個礦業、水泥業狀況都不明，造成的環境成本、

風險也都不清楚，所以應立即啟動政策環評。希望經由礦業

政策環評，重新盤點台灣礦業之資源，及礦業開發之未來走

向，以期達到有效利用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增進

社會福祉。 

2.辦理礦業專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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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為位於板塊碰撞之環太平洋地震帶，由於地質

環境的使然，地表下雖然賦存了一些礦產資源，但就整個區

域的分布而言，並不是非常的豐富。一般而言，礦產資源包

括了金屬、非金屬、以及能源礦產資源等三項，其開發工作

常被認定為一般國家在經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指標因子，

且島內的礦產資源，泰半都分布於山嶺區域的地理環境中。 

臺灣地處亞熱帶，近年全球氣候異常，以致天然災害更

甚往常（尤以莫拉克風災影響最鉅），中南部山區土石流災

情頻仍，已造成社會大眾誤認為開發行為必然招致土石流災

情之負面印象。然而臺灣各類已設權礦場，水土保持計畫皆

經過嚴格審查通過後，始得申報開工，並依照年度施工計畫，

於核定之礦業用地內由上而下布階開採，及作妥相關水土保

持措施；現階段尚未傳出有礦場因開採而導致土石流相關災

情之情事。 

國土復育以及環境品質的提昇已經是先進國家所追求的

一項重要的目標。因此，我們礦產要達到永續發展的地步，

便應該要朝向礦產開發的國際化，國土復育的本土化，以及

環境保護的多元化來發展。依照「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

計畫」的要求，高海拔及中海拔山區是不得有任何新開發之

礦場，除非是行政院專案核准者。由於目前島內礦區的登記

與實際進行開採的礦業用地間之比例有相當大之落差，因此，

主管機關應該朝向以更積極而有效的方式，來進行土地復育

或管理這些未能開發之國有土地。 

依原有《區域計畫法》及其法規命令《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我國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計畫以外的所有土地，

劃分為11種使用分區，19種用地；其中有關礦業用地並未劃

定為特定使用分區(11種使用分區無礦業分區)，而是僅由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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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之各礦場依實際開發需要申請核定後編定礦業用地

(屬於特定目的事業使用地)。在這種情形下，形成礦業用地之

分散與凌亂，例如目前位於林務局管理之林班地(屬林業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內租用為礦業用地之租地大約1百餘筆，其面

積小至不足1公頃者，大至數十公頃者皆有。而每塊礦業用地

均有各自的水保計畫及環境維護計畫，而彼此間因權屬不同、

申請核定時間不同，規劃及審核人員不同等因數，造成各自

為政現象，甚至標準不一情形。對整個土地(山林)之環境維護

與水土保育來說，無法整體規劃與處理是最大的弊病。 

現今因國土計劃法之實施，全國區域計畫現正進行修正

案審查，惟目前有關礦業開法所需使用土地，依「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研擬的趨勢，仍是僅限於「國土保

育地區第2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或「城鄉發展地區

第2類及第3類」申請使用(尚未定案)，顯示仍依循原《區域計

畫法》之精神，對礦業用地仍以「容許使用」為原則，而依

國土計劃法之相關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將由縣市政府主導劃

分，且一經劃分確定則短期內不得變更分區，亦即未來就算

具有高度經濟價值或有重要戰略之礦物(礦床)被發現，或現已

探明具有開發價值之礦藏，但因其他因素尚未進行開發者，

若在國土功能分區劃定時，未劃入上述之特定國土功能分區

內，也將是無法進行開發，這將很大程度的影響資源開發與

使用之效率。 

而現在是一個由國土計畫帶頭，全面檢視各項法令的最

好時機。如果能配合國土計畫法之實行，將台灣礦業未來具

開發價值之區域，設定為礦業專業區，並申請為國土計畫中

之特定專用區，及通過審查將礦業專用區土地依法變更為礦

業用地。則經由專業區的整體規劃與管理，將使事權統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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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策更有效能，權利義務更能明朗與履行有利當地之環境

維護與生態保育責任。 

3.推廣地下開採 

礦業是與地球密切關係的核心經濟活動之一。台灣較具

經濟價值的礦業資源大都集中於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三縣)，其中大部分在於森林地區。 

基本上有兩種採礦方法，即露天(地表)和地下採礦。以往

由於回收率，生產能力，機械化能力，品質控制及經濟性和

安全性等，露天採礦方法大體上被認為優於地下方法。所有

採礦作業都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但露天採礦涉及材料量大，

對環境的影響非常嚴重。從環境和社會角度來看，地下採礦

可以比地表採礦更為可接受，因為它的佔地面積通常比同樣

開採量的露天礦更小。 

與露天採礦相比，地下採礦的主要優點是，一般只有礦

石被提取出來，廢棄的岩石被置於原地。在露天開採中，隨

著時間的推移，挖掘越來越深，交通成本增加，此外，必須

除去更大量的廢石以獲得相同數量的礦物，這意味著無法避

免沒有經濟價值的材料的去除造成環境影響。 

越來越多的生活在靠近礦場的人們對開採中的露天開發

採取消極態度。即使提供經濟補償，他們也不希望他們的生

活受到干擾。他們不願意接受農田的損失，對地面和地表水

的可能影響，娛樂空間的喪失或卡車交通造成的噪音和交通

問題。在過去的時間裡，露天採礦也許被允許進行。然而，

隨著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意識和宣傳活動的提高，目前政府

需要更多地響應人民的表達需求。 

礦產開採是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所必需的一項必要

操作。與此同時，隨著人們對環境的要求提高，露天採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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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人們接受，未來地將是只有滿足環境問題的地下採礦是

可行的採礦方法。而通過更好地利用資源和創新方法來推動

安全和提高生產力，先進，更高效的生產設備，更好的通信

系統和礦業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將使地下採礦更安全，同時提

高生產效率，也是可持續採礦的必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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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與研擬採掘作業規範草案 

一、建置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 

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應包含有關地質，礦床，地下開採規劃，

開採作業，岩層控制，礦山通風，礦業經濟，環境影響，土地政策及

管理，礦場主管及經理人等各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本研究經聯繫邀

請下列各國內外專業領域專家及學者擔任顧問協助本計畫之執行。並

於計畫執行時向各領域專家學者諮詢有關地下開採相關專業之技術

及相關法規、規範及準則等。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之組成涵蓋各專

業領域之專家學者。成員均具理論及實務經驗，並在研究期間對本案

相關開採技術規範提供許多資料及提出諸多建議，相關成員羅列如

下。 

(一)地質專業：  

劉瑩三：東華大學環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環境地質專

業。 

方建能：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副研究員，專精礦物學、

岩石學等。 

曾何騰：台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理事長，林同棪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研究期間多次親自參與研討

會。 

王文生：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所教授，專精地質學、礦床

調查。 

(二)地下開採規劃: 

簡偉成：美國 RESPEC 工程顧問公司高級工程師，採礦博士，

會計及財務管碩士，採礦技師、計畫管理，執行採

礦相關計畫包括美國、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

大陸、印尼、墨西哥、蒙古及南非，研究期間提供

許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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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採作業: 鑽鑿、爆破、鏟裝及運搬作業 

Francois Holowenczak：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工程師，20 年

隧道及地下開採爆破經驗。 

林峻弘：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C2 工務負責人，現場管理經驗豐

富。 

郭奇正：蘇花公路改善工程 C1 總工程師，現場管理經驗豐

富。 

(四)岩層控制: 

彭賜燈：美國工程學院院士，彭院士具 40 年地下開採岩磐控

制相關實務及研究經驗，研究期間親自返台參與研

討會，並主持相關技術講座。 

李  彪：地質師，105 年優秀隧道工程師，研究期間親自參

與研討會，並提供須多建議。 

(五)通風作業: 

田振仁：澳洲 Monash 大學教授兼系主任。 

翁祖炘：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所教授，曾參與和平地區白

雲石礦地下開採爆破技術推廣。 

(六)礦業經濟: 

孫鐵民：加拿大 Queens University 採礦博士，現任香港加拿

大礦業協會主席、加拿大華陽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

在加拿大和中國從事採礦和探礦二十多年，具有豐

富的國際礦業管理和投資經驗。曾擔任中國首席代

表服務于艾芬豪礦業三年。加拿大礦業經理人和資

深投資人，並擔任香港多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 

(七)環境影響:  

張添晉：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環境所教授、曾任行政院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專案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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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鎮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特聘教授、曾任行政院環

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專案小組委員。 

(八)土地政策及管理: 

彭光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行政院國土規劃推

動委員會委員。 

這些委員雖有些長居國外，但都可經由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繫，且

於研究期間，皆樂於提供相關資料，對本研究幫助很大。 

二、石礦地下開採規則或準則之研擬建議 

石礦地下開採技術可分為開發前之設計規劃及開採作業時之岩

磐控制，鑽孔爆破、通風、通訊系統、運般及作業安全等，開採後之

關閉措施或坑室(土地)二次利用與復墾等亦為重要項目，這些項目均

有其專業性與特殊性，為了確保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或為了減少對

環境的衝擊，所以各種作業須有一定之限制、規則或標準。 

台灣在石礦地下開採之方法與尺度規則(設計規範)，之前僅有79

年9月8日79礦保四字第22455號函公布之「和平地區石礦坑道開採礦

場安全原則」，並於83年8月修正公告為「和平地區白雲石礦地下開

採安全原則」。惟此項原則有以下問題值得檢討改進： 

(一)未取得法律授權： 

如前所述目前礦場安全法並無授權訂定規則、原則或辦法之

條文，而依據88年2月3日公布；90年1月1日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

174-1條：「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

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

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

逾期失效。」因本項安全原則並無法源根據(礦業法與礦場安全法

均無授權規定)，故依此規定，此安全原則已於92年1月1日起失效，

不具拘束力。 

(二)該原則未考慮覆蓋層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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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層薄的區域會浪費採掘率，覆蓋層厚的區域則有礦柱破

壞之風險。 

(三)坑道高與坑室(採掘面)不同高度 

坑道與坑室之高度不同，可能形成應立集中，易造成落磐，

或礦柱崩解。 

(四)礦柱比坑室大 

礦柱比坑室大表示採收率低，可能形成資源浪費，且如此會

形成非正方形分布，依國外研究以房柱法開採以正方形分布為

宜。 

經查於99年6月28日經濟部礦務局招開99年度第一次礦場安全諮

議委員會，就有委員提案，建請礦務局研訂有關石礦地下開採之技術

規範，惟後因無法律授權(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而暫停辦理。

而經研究認為開採設計屬礦業法範疇，其餘屬礦場安全法範圍。而坑

室(土地)二次利用與復墾，理論上應屬礦業法範疇，惟尚待礦業法修

法之結果。 

法規之草擬，有一定的規範，需有嚴謹的製作程序，石礦地下開

採相關之規則或準則，除參考國外公告之法規、準則外，於研擬時之

作業，均將依照行政院101年公布之「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

事項」之規定進行。有關草案格式，亦將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

應注意事項」規定之法規總說明、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及發布命令

之格式研擬。 

經蒐集各國資料資料分析研究後，將提出增訂之規則或準則，

包括原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提議之「石礦地下開採技術規範」，

因涉及礦業法與礦場安全法不同範疇，故擬修改為下列各種規則

或準則： 

(一) 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附件五之一) 

(二) 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附件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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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附件五之三) 

(四) 石礦地下開採柴油發動機排放微粒準則。(附件五之四) 

(五) 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附件五之五) 

(六) 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附件五之六) 

(七) 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附件五之七) 

經蒐集國外資料分析研究及本案辦理之座談會與調查時學者、專

家與業界等提供之意見，彙整出以下有關石礦地下開採規則之基本內

容如下： 

(一) 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內容 

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部分 

1.地形圖測量之範圍需涵蓋計畫開採區及邊界外水平距離至

少二十公尺為範圍。 地形調查應包括坡度、坡向及地形特

徵等項目。 

2.開採計畫區及其影響範圍內之土壤、岩石、地質構造及地

質作用，應進行地質調查並分析其對工程之影響。 

3.地質調查應包括下列項目：(1)礦床分佈；(2)岩石品質指標

(R.Q.D值)；(3)地質構造，包括：地層及礦脈傾斜走向、不

連續面的組數、不連續面的間距、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地下水面狀況等；(4)開採區地質材料、地質作用及地質構

造之關係。 

4.岩體之不連續面係指岩體中既存使岩石之物理或力學性質

中斷之面，包括層面、節理面、裂隙、劈理面、片理面、

斷層面、不整合面及其他破裂面等。岩體不連續面以露頭

調查為主，鑽探岩心所得資料亦應加入。開採時岩盤出露

範圍增加，亦應繼續蒐集不連續面資料。不連續面資料應

以立體投影方式分析，求出不連續面組數及其出現最大機

率之位態，並研判其對開採作業之影響，必要時並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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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對開採規格設計作修正。 

5.地質調查實施前應蒐集計畫開採區附近之地質資料，將計

畫開採區標示於區域地質圖上，描述計畫開採區附近之地

層與地質構造、特殊地質現象、崩塌、地滑、土石流及其

他地質作用災害區域等分布狀況，並初步分析其對預定進

行開採之影響。 

6.地質鑽探調查之前，必須進行區域地質文獻分析與地表地

質調查，並應按地質狀況與現場初勘結果，設計足以獲得

研判計畫開採區地質狀況之鑽孔數量、配置與深度，不宜

任意採用等距、等深之方格法實施。鑽孔數量與配置原則

如下：(1)鑽探剖面：每一採區至少應鑽探一個剖面，剖面

應儘量與開採區主要地質構造線或地層走向垂直；(2)鑽孔

數量：每一剖面至少3孔，孔位配置應配合地表調查，以能

研判該剖面地質結構為原則。但在地質變化地點、露頭稀

少處及鑽探所得資料與預期不符者，應酌增鑽孔數；(3)鑽

孔深度：鑽孔深度應達預定開挖面以下，並配合鑽探孔數

與配置，以獲得足以研判完整地質剖面資料為原則；(4)計

畫開採面積在0.5公頃以下者，鑽孔數量至少3孔。開採面

積每增加1.5公頃，應增加1孔；未滿1.5頃者，以1.5公頃計；

(5)開採面積在10公頃以上者，每增加5公頃，應至少增加鑽

孔1孔；不滿5公頃者以5公頃計。 

7.地質鑽探應包括岩心取樣，以供進行室內試驗以求取岩石

之基本力學性質。岩石室內試驗須由合格之實驗室辦理，

並參考國際岩石力學學會(ISRM 1981)建議之方法進行。在

同一特定條件下試驗的試件數目應該足夠代表岩樣，而且

應能代表岩石固有的多樣性性質。在特定試驗條件下，試

件數目不少於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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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部分 

8. 以 房 柱 法 (Room-and-pillar mining) 或 坑 室 礦 柱 法

(Stope-and-pillar mining)開採之礦場，其規劃是依取得資料

進行計算求出礦柱強度、承受壓力、開挖比率、高寬比值

及其間的最佳組合，最後完成坑室長、寬、高與礦柱大小

之設計。主要項目如下：(1)確定開採範圍與開採方式；(2)

現地應力估算；(3)礦柱強度估算；(4)平均礦柱應力估算；

(5)安全係數計算；(6)礦柱設計程序需考慮岩石強度、礦柱

尺寸及可能影響礦柱的大角度不連續面等。 

9.現地應力估算以下列方式進行： 

(1)垂直正應力(σv)等於覆蓋岩石重量，以下式計算： 

σv＝γ‧Ζ 

Ζ＝上覆岩層厚度(m) 

γ＝岩石單位重(MN/m3) 

(2)水平應力(σh)之估算，以下式計算： 

σh＝k‧σv 

其中k值以下列方式推算： 

I、以彈性理論來估算時，以下式計算： 

K =
𝑣

1−𝑣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s Ratio) ]  

II、或採用Hoek ＆Brown 1978年提出之水平地應力與垂

直地應力之比對深度關係圖對應之值(見圖2-1)。 

III、以地球的靜彈性熱應力模型估算時，以下式計算： 

1
0.25 7 (0.001 )hk E

z
  

 

式中z --岩體的埋深，m； 

hE --地殼上部在水平方向實測的平均變形模數，GPa。 

其中不同變形模數情況下之K值，可參照下圖6-1（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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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orey, 1994）水平地應力與垂直地應力之比對深度關

係圖對應之值。 

 
圖 6-1 水平地應力與垂直地應力之比對深度關係圖 

10.礦柱強度估算以下列方式計算：  











H

Wp

cp 222.0778.0

   

式中：σp = 礦柱強度 

σc = 岩樣在臨界尺寸之單軸抗壓強度 

  
𝑊𝑝

𝐻
 = 礦柱之寬與高之比 

11.礦柱應力之估算，以下列方式計算： 

   
     v

p

s
URbhRhn

nUUKhhR



 













 1

/12112

112

 
式中：σs＝礦柱應力 

R =
(𝑊𝑝+𝑊𝑟)

2
−𝑊𝑝

2

(𝑊𝑝+𝑊𝑟)
2  =開挖比 

L

H
＝h (H為礦柱高度，L為沿傾角開採之水平投影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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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h




＝K (σh為水平地應力，σv為垂直地應力) 





1
＝U (ν為圍岩之蒲松比) 

p

p





1
＝Up (νp為礦柱之蒲松比) 

21

1＝n
2

p

pE

E







 (E為圍岩之楊氏模數，Ep為礦柱之楊氏模數)  

L

Wp
＝b  

Wp＝礦柱寬度 

Wr＝坑室寬度 

12.礦柱安全係數評估以礦柱強度與礦柱應力為主要考量，如

下式： 

s

p
FS






 

式中：FS=礦柱安全係數 

      σp =礦柱強度 

         σs =礦柱應力 

13.為求層狀地層不加外力支撐之安全距離，得以撓曲樑

(Flexure Beam)的原理計算頂磐簡樑安全係數，其計算如

下式： 

 cos

2

s

o

F
t

P

Rt
W











  

Wo＝礦室寬度(ft) 

t ＝簡樑厚度(ft) 

R＝岩石之抗撓強度(lb/ft2) 

γ＝岩石之單位重量(lb/ft
３

) 

P＝加於簡樑上之壓力(lb/ft2) 

Fs＝頂磐簡樑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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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地層傾斜度 

14.以上述傳統理論計算者，其結果須符合下列原則：(1)坑道

四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三;(2)坑道頂磐簡樑安全係數應

大於三;(3)礦室四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二;(4)礦室頂磐

簡樑安全係數應大於二。 

15.使用數值分析，進行規劃設計時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1)

岩石RMR岩體分類法評估之結果，須為第I及II類岩體(其

分數需超過60分 );(2)完整岩心單軸抗壓強度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UCS)須超過45MPa(6400psi);(3)採礦

範圍內沒有軟弱帶。 

16.前條分析之模組運算須符合以下原則： 

(1)安全係數(factor of safety, FOS)由平均平均礦柱應力

(pillar Stress, σp)與礦柱強度(pillar strength)來計算 

 

式中FOS：安全係數 

S：礦柱強度 

σp：平均礦柱應力 

(2)平均礦柱應力(pillar Stress. σp)定義為最大抵抗軸向壓

應力，也就是是由上方覆蓋岩層重量所造成的。由下

列公式計算： 

 

式中σp：平均礦柱應力 

 γ：覆岩比重 

 w：礦柱寬度 

l：礦柱長度  

C1：坑道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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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兩橫巷之中心距離 

(3)此估算出的平均礦柱應力是上限值，且不適用的情況

有三：(a)不規則形礦柱、(b)有限範圍內的採礦、(c)

覆岩厚度改變。 

(4)礦柱強度公式是根據美國匹茲堡研究實驗室(NIOSH  

Pittsburgh Research Laboratory)，現場經驗資料分析及

數值模擬發展而來的結果計算，其基礎方程式(Base 

Equation)如下： 

 

式中w：礦柱寬度 

h：礦柱高度 

k：強度參數 

k=0.65×UCS{ 岩體單軸抗壓強度 ( 公制 )} 或 k = 

0.92×UCS(英制) 

(5)如果礦床經調查，會有大不連續面貫穿礦柱時，前述

礦柱強度公式須修式如下： 

S = k × LDF ×
𝑤0.30

ℎ0.59
 

式中LDF為大不連續面因子，可經由不連續面傾角因

子(DDF)與不連續面出現之頻率因子(FF)求得，其計算式

為： 

 

不連續面傾角因子(DDF)依表3-7查取。不連續面出現

之頻率因子(FF)則依表3-8查取。 

(6)如有弱面帶出現在礦柱中，則不能使用上述公式，而

需由專家進一步評估。 

(7)本法規畫之礦柱寬高比應避免小於0.8；而礦柱應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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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25%的岩體單軸抗壓強度(UCS)。經由上述計算

出的安全係數(FOS)須為1.8 (含) 以上。 

17.使用其他物理模式、近似模擬法、數值分析法…等分析技

術，進行規劃設計時，應附分析理論、使用之參數說明、

模組運算過程等佐證資料，並經合格技師簽證。其相關安

全係數，就下列原則加以考慮：(1)坑道四周礦柱安全係數

應大於1.5;(2)坑道頂磐簡樑安全係數應大於1.5;(3)礦室四

周礦柱安全係數應大於1.2;(4)礦室頂磐簡樑安全係數應大

於1.2。 

18.石礦地下開採除用於運搬與通風等需維持長期使用之坑

道，使用長度比寬度大的矩形柱(長壁柱)外，一般坑式設

計應為正方形(礦柱、坑道及橫巷等寬)。但如有水平應力

相關的不穩定性出現時，可以修正佈置來增加穩定的可能

性。修正佈置包含(1)使主要開發方向平行於最大水平應力

方向；(2)橫移橫巷來停止落磐持續擴張；(3)增加礦柱長

度，使橫巷縮小變窄。 

19.主要巷道兩側應留設足夠尺寸的保安礦柱，不同用途保安

礦柱的尺寸應在設計中敘明。 

 (二) 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內容 

爆破作業控制部分：  

1.唯有受過處理及使用炸藥訓練且有經驗之作業人員(發爆作

業人員執照)才可執行爆破及相關作業。 

2.炮孔阻塞檢查：炮孔裝藥前必須先檢查炮孔是否有阻塞，

如有阻塞，必須清理炮孔再行裝藥。 

3.爆材處置：尚未裝藥前，炸藥及爆劑應與雷管分別放置。 

引爆準備作業： 

4.起爆藥之組裝必須儘量靠近爆破作業面且在裝藥前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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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雷管必須安全地安置在高爆炸藥中以確保正常引爆 

6.如使用導爆索引爆爆，必須確保導爆索緊密捆紮高爆炸藥 

起爆藥保護： 

7.起爆藥不可以木棒搗固 

8.硬實的條裝炸藥或直徑大於4英吋爆劑不可直接投在起爆

藥上。乳膠及水膠條裝炸藥不屬於硬實條裝炸藥。 

裝藥、引爆及安全措施： 

9.炸藥及引爆系統運至發爆地點後，現場必須安置警告標示 

10.車輛及設備不可壓過爆材及引爆系統以免引致災害 

11.一旦開始裝藥，現場作業應只限於發爆相關作業以及。其

他相關作業如測量，填塞、地質採樣等應小心為之 

12.裝藥及發爆應接續作業。裝藥完成後應儘可能立即引爆 

13.電氣雷管在連接至電源前或非電氣雷管在連接至發爆器

前，所有人員必須撤離發爆現場或移動至庇護所或有保護

屏障位置以避免飛石及爆震 

14.開炸前：(1)須有足夠警示使所有人員撤離;(2)須有無障礙

之通路以利發爆人員撤離;(3)連接至爆破地點之通道必須

警戒或設置障礙物以免人員車輛闖入;(4)發爆後必須由有

經驗之工作人員檢查是否有爆破相關危險，經確安全後始

可進行後續採礦相關作業。 

失炸處置部分： 

15.當有失炸疑慮時、不可進入爆破工作面。如使用雷管引爆，

必須等待15分鐘後始可進入。 

16.每次爆破作業結束後，必須仔細檢查爆破面及礦石料堆是

否有失炸。 

17.失炸地點所允許作業只限於移除失炸雷管或炸藥以及相

關保護作業人員之措施。直到失炸已排除且確保安全為



263 
 

止。 

(三)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內容 

通風計畫部分： 

1.地下礦場之通風計畫必須由礦場設計並以畫面呈現。每年

必須針對通風計畫進修正及更新。通風計畫及其修正必須

提交主管機關(district manager)審查。通風計畫必須包含(1)

礦場名稱;(2)最新之通風系統圖，比例尺不得大於1:200。 

2.通風系統圖應含:(1)主要風流動方向及風量。(2)隔離廢棄坑

道之封閉位置。(3)已從通風系統移除之區位。(4)所有不列

在3.中之主風扇、增壓風扇及輔助風扇之位置。(5)所有不

列在3.項中之調節風門、封閉牆及風門位置。(6)所有不列

在4項中之上行風道，下行風道以及跨越設施之風道位置。

(7)相接隣礦之地下坑道位置。(8)永久保養廠、柴油、油料

貯存、捲揚機、空壓機、電池充電站及火藥庫位置。(9)通

風系統圖上應標示入、出風流方向。 

3.所有風扇資料，製造商、型式、大小、風扇速度、扇葉型

式、操作風壓及馬力。 

4.每一作業地點通風方式之圖說，包含風量及使用之輔助風

扇。 

5.坑內所使用之內燃機數目及型式(製造商、引擎型式、馬力) 

主風扇與增壓風扇部分： 

6.主風扇：所有主風扇之控制系統必須遠離風扇並位於適當

及受保護之位罝，最好是位於地表。 

7.輔助風扇：輔助風扇應將空氣再循環降至最低並有效地將

空氣導至工作面。 

8.當地下礦場有作業人員時主風扇及增壓風扇必須連續運轉

進行通風作業。此規定不適用於礦場排定之 表定生產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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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計畫或表定風扇保養及通風品質校正。所有工作人

員必須預先告知。 

9.當風扇因故障、意外、停電及其他非計畫及表定之停止運

轉時：(1)風扇停止運轉兩小時內必須檢測受影響作業區域

之空氣品質。並由指定人員於每4小時檢測一次以確保符合

相關空氣品質規範。(2)除風扇維修人員外，所有工作人員

必須撤離受影響作業區域。在維修完成風扇正常運轉及空

氣品質經檢測後符合相關品質規範後，作業人員返回受影

響作業區域。 

10.主風扇應依製造商之建議進行定期維修保養。 

輔助風扇之關閉或故障部分： 

11.用於工作面之輔助扇必須連續運轉進行通風作業。此規定

不適用於礦場排定之表定生產週期停工、計畫或表定風扇

保養及通風品質校正以符合相關空氣品質規範。所有工作

人員必須預先告知。 

12.當輔助風扇因故障、意外、停電及其他非計畫及表定之停

止運轉時：(1)風扇停止運轉兩小時內必須檢測受影響作業

區域之空氣品質。並由指定人員於每4小時檢測一次以確

保符合相關空氣品質規範。(2)除風扇維修人員外，所有工

作人員必須撤離受影響作業區域。在維修完成風扇正常運

轉及空氣品質經檢測後符合相關品質規範後，作業人員返

回受影響作業區域。 

13.非通風區域：非通風區域應以封閉。 

風門建構及維護部分： 

15.確實建構 

16.如使用木料，木料表面必須覆以阻燃材料 

17.維持良好使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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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以手動開啓，必須能自動關閉 

19.如為自動開啓，必須有聲音或燈號警示。 

20.封閉牆：封閉牆仍必須具有提供檢測被封閉坑道之空氣品

質的設計。 

通風管理部分： 

21.石礦地下礦場應遵守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規章、

規程，以及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技術規則，具備法定的

通風安全生產條件，實現安全生產。 

22.石礦地下礦場應建立通風安全管理制度，並定期檢查，對

檢查中發現的問題，應及時處理，不能處理的，應及時報

告本單位有關負責人限期改善。 

23.石礦地下礦場在設計規劃和年度施工計畫中，應包含通風

技術措施內容。 

24.石礦地下礦場應制定通風安全事故預防和措施、通風事故

應急預案，並組織實施。 

25.礦業權者應設立通風安全管理部門，按要求配備適應工作

需要的專職通風技術人員和測風、測塵人員，並定期進行

培訓；還應購置一定數量的測風、測塵儀器和氣體測定分

析儀器，負責全礦日常的通風安全管理以及通風檢測工

作。 

26.各礦應由負責通風工作的技術人員根據生產變化和發展

及時調整通風系統，調節風量，並繪製和修改全礦通風系

統圖。通風系統圖應包括全礦通風井巷和需風點，以及其

他運輸礦石、設備、材料、人員的巷道，圖上應標示入、

出風流方向、風量以及扇風機和通風構築物的位置等。 

27.礦場應制定坑內停風措施。當主要通風機因故障、檢修、

停電或其他原因需要停風時，應立即向主管之礦場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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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報告，並實施相應停風措施。主要通風機在停風期

間，應打開有關風門，以便充分利用自然通風。 

28.礦場總進風量、總回風量和主要通風巷的風量，應半年測

定一次。作業地點的氣象條件(溫度、濕度和風速等)每季

度至少測定一次。遇到坑內生產或通風系統重大改變時亦

應進行測定。 

29.對主要通風機運轉情況每班應進行檢查，對多級機站風機

運轉情況每週應進行巡查，並填寫運轉紀錄。有自動監控

及測試的主要扇風機，每兩周應進行一次自控系統的檢

查。 

30.定期測定坑內各產生粉塵處所的空氣含塵濃度，鑿岩工作

面應每月測定兩次，其他生粉塵處所每月測定一次，並逐

月進行統計分析、上報和向職工公佈。粉塵中游離二氧化

矽的含量應每年測定一次，並根據生產情況的變化，不定

期測定粉塵的分散度。 

31.應經常檢查局部通風、通風構築物和防塵設施，發現問題

及時處理。 

(四)石礦地下開採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準則內容 

1.礦場必須提出如何控制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至符合標準之因

應計畫。 

2.石礦地下礦場中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規範是以在礦場作業人

員周圍所量測之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濃度為準。 

3.石礦地下礦場中柴油引擎排放微粒的允許暴露限度是以每

八小時(作業班時間)的平均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濃度不超過

160 micrograms/m3為基準。 

4.柴油引擎排放微粒由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測量器內部之濾網

收集後再送至實驗進行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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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裝在柴油引擎上的壁流式蜂窩陶瓷(Ceramic Wall-flow)過

濾器可在柴油引擎正常運行時收集柴油引擎排放微粒並藉

由被動再生(觸媒)方式將柴油引擎排放微粒燃燒以降低柴

油引擎排放微粒的排放。當引擎排氣溫度不足以驅動被動

再生時，可使用主動再生方式。主動再生方式則是使用燃

料燃燒方式將濾網加熱至可使沈積在濾材中的微粒(CPM)

燃燒之溫度。 

6.新型的柴油引擎可降低95%的柴油引擎微粒排放。 

7.柴油引擎使用之柴油中最高硫含量不得超過0.05%，油料添

加劑必須符美國環境保護(EPA)規範 

8.石礦地下礦場使用之機械及設備，其柴油引擎必須符合EPA

之排放標準 

9.年度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訓練適用於所有暴露於柴油引擎排

放微粒之礦場作業人員。 

10.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訓練應包括暴露柴油引擎排放微粒之

健康風險，柴油引擎排放微粒控制方法及柴油引擎排放微

粒控制之維護人員職責。 

11.礦場作業人員應於任何必要時刻隨時量測柴油引擎排放

微粒。 

12.如柴油引擎排放微粒超標時應立即通報並執行柴油引擎

排放微粒控制行動。 

(五)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內容 

運輸安全部分：  

1.運輸控制:目的在於建立有關運輸設備速度、路權、提供適

當照明的頭燈之規定以使各礦遵循。各礦有關災害狀況之

警告標示及燈號必須安置在適當位置。  

2.設備的作業速度及控制:作業人員在操作設備時必須有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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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作業速度必須配合道路或軌道狀況、坡度、淨高

(clearance)、能見度及交通狀況。  

人員及物料運輸： 

3.人員運輸:人員運輸不可於下列情形下進行：(1)除在豎井掘

進及檢查、維修及保養可以豎井吊桶運輸人員外，人員進

出不可以鏟斗、礦斗、叉車及蚌式挖斗為運輸工具。(2)除

在下列狀況外，人員亦不可以礦車車斗運輸。a.有確保運輸

安全之規定。b.如運輸設備有缷料裝置，有預防意外缷料

的方法。(3)於運輸設備的料堆上。(4)除在在維修、測試及

訓練且有相關安全規定時，人員不可在駕駛艙外及機動設

備礦斗內進行運輸。(5)進出工作面時，運輸工具上人員過

度擁擠時。(6)運輸設備載有物料或其他設備時。除非物料

及設備能予以固定或人員能以手携帶且不致引起危險。(7)

除非輸送帶之設計可以運輸人員，否則禁止運輸人員。 

4.設備及材料之裝載、運搬及缷貨: 設備及材料之裝載、運搬

及缷貨的方式不可因掉落及移動對人員造作傷害。 

5.礦石的裝載及運搬:礦石尺吋如會造成人員傷害或影響運輸

設備的穏定性時，礦石必須先予以破碎再行裝載。礦石裝

載作業時應將礦石在行進時發生溢料降至最低以避免造成

人員傷害。  

護堤及護欄： 

6.運輸道路側邊有造成車輛翻覆或危及人員之虞，必須構築

護堤或護欄。 

7.護堤或護欄之高度必須逹到經常使用最大機動設備輪軸高

度的一半。 

8.護堤可以設置開口以利道路排水。 

9.不常使用或作為維修車輛使用之填高道路在下列情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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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構築護堤或護欄：a.在入口處有設置可上鎖的管制門。

b.有豎立道路無護堤警告標示。c.在填高道路兩側均有設置

反光導標。每一標示面至少需有三個反光導標。反光導標

必須使駕駛清楚看且間距必須足以顯示道路邊緣及形狀。

d.在填高道路未有護堤部分必須設置最高速限。最高速限

的決定應考慮道路寬路、坡度、線形，所使的設備，道路

基材以及可能存在的任何災害狀況。e.道路的牽引性不受到

天候影響如雪及霰。或有相關路面改善方安案如輪胎加錬、

刨路面或路面撒砂以增加牽引力。 

10.缷料區的限制：在缷料區如有發生超程(overtravel)或傾覆

(overturining)災害之虞時應設置護堤、保險槓塊(bumper 

blocks)或安全掛釣等設施。  

11.坡道(ramp)及缷料設施的建構：坡道及缷料設施的設計及建構

材料必須要能承載車輛的載重。坡道及缷料設施必須有足夠

寬度、車輛下方及上方的淨空(clearance and headroom)。 

(六)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內容 

建設要求部分： 

1.石礦地下礦場應根據安全避險的實際需要，建設完善有線

通信聯絡系統；宜建設無線通訊聯絡系統，作為有線通信

聯絡系統的補充。 

2.通信聯絡系統應進行設計，並按設計要求進行建設。鼓勵

將通信聯絡系統與監測監控系統、人員定位系統進行總體

設計、建設。 

3.有線通信聯絡系統應具有以下功能：(1)終端設備與控制中

心之間的雙向語音且無阻塞通信功能。(2)由控制中心發起

的組呼、全呼、選呼、強拆、強插、緊呼及監聽功能。(3)

由終端設備向控制中心發起的緊急呼叫功能。(4)能夠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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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通信的終端設備的位置。(5)能夠儲存備份通信歷史記

錄並可進行查詢。(6)自動或手動啟動的錄音功能。(7)終端

設備之間通信聯絡的功能。 

4.安裝通信聯絡終端設備的地點應包括：坑內車場、坑內運

輸調度室、主要機電房、坑內各開採區、主要泵房、主要

通風機房、坑內緊急避險設施、爆破時撤離人員集中地點、

坑內爆破器材庫、裝卸礦點等。 

5.通信線纜的敷設應符合國家標準(CNS)的相關規定。 

6.嚴禁利用大地作為井下通信線路的回路。 

7.終端設備應設置在便於使用且圍岩穩固、支撐良好、無淋

水的位置。 

8.通信聯絡系統的配套設備應符合相關標準規定，並對通信

聯絡系統的設備設施作好標識、標誌。 

9.通信聯絡系統建設完畢，經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使用。 

維護與管理部分： 

10.應指定人員負責通信聯絡系統的日常檢查和維護工作。 

11.應繪製通信聯絡系統圖，並根據坑內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

更新。系統圖應標明終端設備的位置、通信線纜走向等。 

12.統維護人員經培訓合格後方可作業。 

13.應定期對通信聯絡系統進行巡視和檢查，發現故障及時處

理。 

14.系統控制中心應有人值班，值班人員應認真填寫設備運行

和使用記錄。 

15.控制中心備用電源應能保證設備連續工作2小時以上。 

16.應建立以下帳卡及報表：(1)設備、儀器台賬；(2)設備故障

登記、檢修表；(3)巡檢記錄；(4)報警、求救資訊報表。 

17.相關圖紙、技術資料應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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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內容 

 建設要求部分： 

1.石礦地下礦場應建設完善緊急避險系統，並隨井下生產系

統的變化及時調整。緊急避險系統建設的內容包括：為入

坑人員提供自救器、建設緊急避險設施、合理設置避災路

線、制定應急預案等。 

2.緊急避險應遵循“撤離優先，避險就近”的原則。 

3.緊急避險系統應進行設計，並按照設計要求進行建設。 

4.應為入坑人員配備額定防護時間不少於30分鐘的自救器，

並按入坑總人數的10%配備備用自救器。 

5.所有入坑人員必須隨身攜帶自救器。 

6.在自救器額定防護時間內不能到達安全地點或及時出坑時，

避災人員應就近撤到緊急避險設施內。 

7.緊急避險設施的額定防護時間應不低於96小時。 

8.緊急避險系統的配套設備應符合相關標準的規定，救生艙

及其他納入安全標誌管理的設備應取得礦用產品安全標

誌。 

9.緊急避險系統建設完成，經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使用。 

緊急避險系統設置部分： 

10.每個礦坑至少要有兩個獨立的直達地面的安全出口，安全

出口間距不小於30m；每個生產工作面必須有至少兩個便

於行人的安全出口，並和通往地面的安全出口相通。 

11.應編制事故應急預案，制定各種災害的避災路線，繪製坑

內避災線路圖，並按照災害防救法之礦災災害防救計畫的

規定，做好坑內避災路線的標識。巷道的所有分道口要有

醒目的路標，注明其所在地點及通往地面出口的方向，並

定期檢查維護避災路線，保持其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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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緊急避險設施的設置應遵守以下要求：(1)水文地質條件中

等及複雜或有透水風險的地下礦場，應至少在坑內中段設

置緊急避險設施；(2)生產工作位置在地面安全出口以下垂

直距離超過300m的礦場，應在生產中段設置緊急避險設

施；(3)距安全出口實際距離超過2000m的工作面，應設置

緊急避險設施，且應優先選擇避災坑室。 

13.緊急避險設施的設置應滿足本坑內多處同時作業人員避

災需要，單個避災坑室的額定人數不大於50人。 

14.緊急避險設施應設置在圍岩穩固、支撐良好、靠近人員相

對集中的地方，高於巷道底板0.5m以上，前後20m範圍內

應採用非可燃性材料支撐。 

15.緊急避險設施外應有清晰、醒目的標識牌，標識牌中應明

確標注避災坑室或救生艙的位置和規格。 

16.在坑內通往緊急避險設施的入口處，應設有“緊急避險設施”

的反光顯示標誌。 

17.礦山坑內壓風自救系統、供水施救系統、通信聯絡系統、

供電系統的管道、線纜以及監測監控系統的視頻監控設備

應接入避災坑室內。各種管線在接入避災坑室時應採取密

封等防護措施。 

避災坑室技術要求部分： 

18.避災坑室淨高應不低於2m，長度、深度根據同時避災人數

以及避災坑室內配置的各種裝備來確定，每人應有不低於

1m2的有效使用面積。 

19.避災坑室進出口應有兩道隔離門，隔離門應向外開啟；避

災坑室的設防水頭高度應在礦山設計中總體考慮。 

20.避災坑室內應具備對有毒有害氣體的處理能力，室內環境

參數應滿足人員生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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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避災坑室內的配備應包括：(1)不少於額定人數的自救器；

(2)CO、CO2、O2、溫度、濕度和大氣壓的檢測報警裝置；

(3)額定使用時間不少於96小時的備用電源；(4)額定人數

生存不低於96小時所需要的食品和飲用水；(5)逃生用礦燈，

數量不少於額定人數；(6)空氣淨化及制氧或供氧裝置；(7)

急救箱、工具箱、人體排泄物收集處理裝置等設施設備。 

22.避災坑室內應有使用操作說明。 

救生艙技術要求部分： 

23.救生艙應具備過渡艙結構，過渡艙的淨容積應不小於

1.2m3，內設壓縮空氣幕、壓氣噴淋裝置及單向排氣閥。

生存艙提供的有效生存空間應不小於每人0.8m3，應設觀

察窗和不少於2個單向排氣閥。 

24.救生艙應具有足夠的強度和氣密性，並有生存參數檢測報

警裝置。 

25.生艙應選用抗高溫老化、無腐蝕性的環保材料。救生艙外

體顏色在井下照明條件下應醒目，宜採用黃色或紅色。 

26.救生艙應配備在額定防護時間內額定人數生存所需要的

氧氣、食品、飲用水、急救箱、人體排泄物收集處理裝置

等，並具備空氣淨化功能，其環境參數應滿足人員生存要

求。 

維護與管理部分： 

27.應指定人員負責緊急避險系統的日常檢查與維護。 

28.應定期對緊急避險系統進行巡視和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處

理。 

29.避災坑室和救生艙配備的食品和急救藥品，應保證在保存

期或有效期內。 

30.應對入坑人員進行緊急避險設施使用和緊急情況下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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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災的培訓，確保每位入坑人員均能正確使用緊急避險設

施和選擇正確的避災線路逃生。 

31.圖紙、技術資料應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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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業界相關訪談及座談會成果 

一、業界訪談紀錄 

(一)宜蘭地區座談會記錄 

1.日期時間：106年4月19日(星期三)上午10時 

2.地點：宜大石礦事務所會議室 

3.主持人：湯銘文 

4.紀錄：陳怡臻 

5.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6.議程： 

本次座談會之目的，旨在向宜蘭地區大理石及白雲石礦

業主說明本計畫，及為蒐集及彙整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石礦

場之現況與生產情形等資料，另為健全石礦地下開採作業所

需之相關法規，所以邀請業界就其所屬之礦場改為地下開採

可行性，提出評估與意見並對： 

(1)與石礦地下開採作業相關之現行法規修。 

(2)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法律。 

(3)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命令。 

提供寶貴意見，並彙整業者對推廣地下開採的意見。 

7.建議與討論事項： 

(1)台灣目前多為露天礦場，若轉為地下開採，宜蘭地區

目前較少，無法開採，主要是成本考量，和環境因素。 

(2)要推廣露天礦場轉為地下開採，是否考慮其誘因是甚

麼?例如可否減稅，提供投資之優惠貸款等。 

(3)若已經評估過不適合地下開採，是否還需要提供評估

可行性評估。 

(4)目前礦業法正在修正，是否把礦業專區納入地下開採

的部分，如果設立礦業專區，如何劃分範圍、法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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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怎麼設訂。 

(5)宜蘭地區岩層破碎、節理多、強降雨，基於安全考量

是否適合地下開採，地下開採後如何解決排水問題。 

 
 

座談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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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蓮地區座談會記錄 

1.日期時間：106年5月3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2.地點：經濟部礦務局東區辦事處 

3.主持人：丁原智 

4.紀錄：陳怡臻、馮亭翰 

5.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6.議程： 

本次座談會之目的，旨在向和平地區大理石及白雲石

礦業主說明本計畫，及為蒐集及彙整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

石礦場之現況與生產情形等資料，另為健全石礦地下開採

作業所需之相關法規，所以邀請業界就其所屬之礦場改為

地下開採可行性，提出評估與意見並對： 

(1)與石礦地下開採作業相關之現行法規修訂。 

(2)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法律。 

(3)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命令。 

提供寶貴意見，並彙整業者對推廣地下開採的意見。 

7.建議與討論事項： 

(1)東區辦事處林科長：轄區內之大理石礦雖然有18

礦，但有9礦為轉石礦場，聯欣石礦已核准地下開

採，統帥石礦同時具有蛇紋石礦種，目前僅採蛇紋

石，1礦尚未完成開工申報，4礦因其他因素停工中，

故目前正常作業者僅2礦(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製造廠新城山礦場及富益石礦)。 

(2)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王祈涵：本公司水泥廠每日

需要之礦石量約需3萬公噸之礦石，若露天開採改

為地下開採，其產量是否可足夠供應是一大問題，

另露天開採與地下開採之成本相差較大，是否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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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水泥價格之調漲亦待評估。希望本次研究計畫能

將本公司之情況列入研究分析。 

 

 

 
  



279 
 

(三)和平地區座談會記錄 

1.日期時間：106年5月4日(星期四)下午2時 

2.地點：經濟部礦務局和平礦場保安中心 

3.主持人：丁原智 

4.紀錄：陳怡臻、馮亭翰 

5.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6.議程： 

本次座談會之目的，旨在向和平地區大理石及白雲石

礦業主說明本計畫，及為蒐集及彙整現有之大理石及白雲

石礦場之現況與生產情形等資料，另為健全石礦地下開採

作業所需之相關法規，所以邀請業界就其所屬之礦場改為

地下開採可行性，提出評估與意見並對： 

(1)與石礦地下開採作業相關之現行法規修訂。 

(2)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法律。 

(3)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建議增訂之相關命令。 

提供寶貴意見，並彙整業者對推廣地下開採的意見。 

7.建議與討論事項： 

(1)了解此計畫政府單位之出發點與目的，但就台灣現

況，礦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有：(1.)台灣大多為小

面積礦場，是否亦適用地下開採?(2.)台灣的法令氛

圍，是否將地下開採一併納入不公正環評，造成地

下開採發展限制?希望承辦單位能給我們釐清或解

答。 

(2)原料經濟性，地下開採一般比露天開採每噸要高約

250元的成本，除非原料品質較佳，否則以成本考

量，石礦地下開採不可行。 

(3)開採之若改為地下開採，原有之設備顯然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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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鑽機露天礦場目前均為立式大口徑向下鑽孔

之鑽機，無法於坑內使用，而重新購置地下開採用

之鑽機(多孔水平鑽機)，據了解就是二手(中古)一

台就需約台幣400萬，再加上其他設施，這樣先期

投資成本過高，未來是否可以回收是個問題，一般

小型礦場亦無這麼大的資本，故現有露天礦場要轉

為地下開採，似乎不符合經濟效益。 

(4)礦務局公告之「和平地區石礦坑道開採礦場安全原

則」，規定坑室高度僅8米，爾後是否允許達到10

米以上或更高。 

(5)是否會基於安全理由強迫需噴漿或支撐或其他要

求。 

(6)推行地下開採後，造成更壓迫露天開採的情況，若

因為現在環境保護團體及其他社會壓力，而強行推

廣，對許多不合適地下開採之礦場，可能就只有關

閉一途。 

8.主持人現場答覆： 

(1)地下開採是無法強迫的，地下開採需考慮地質(礦

床)條件、區位、開採成本等等，合乎經濟效益還

是採礦最主要的考量，而如何降低地下開採成才能

符合經濟效益就是我們要研究與考慮的。 

(2)石礦地下開採使用的採礦方法是屬於礦體自行支

稱的方法(或稱無支撐法)，這種採礦法已有很久的

歷史，在國外有許多案例，國內亦有少數礦場，基

本上是不需噴漿或其他支撐，除非遇到地質變化，

岩盤破碎時，才需補強設置支撐或使用噴漿。 

(3)地下開採之規格是要依據地質與礦床的條件，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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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強度、岩體完整性、覆蓋層厚度、有無地下水等

等來決定，有關規範是本案研究重點，屆時會將結

果陳報主管機關參考。 

(4)環評問題，本研究案無法置啄，僅能蒐集國外案例

及地下開採之對環境衝擊較低之特點等，經由成果

發表等方式向外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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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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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研適用性座談會 

本研究需針對地下開採相關法規進行探討，為廣納各界多方面之

意見，於是依工作計畫辦理一場有關下開採法規適用性研究之研討會，

邀請產官學各界餐與研討，經籌畫後於 106 年 6 月 22 日(星期四)上

午 10 時在花蓮百事達飯店二樓會議廳召開。 

本次研討會經邀請出席者有：美國工程學院院士彭賜燈博士、地

質師李彪、台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理事長曾何騰等本研究邀請參與

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之專學者，及經濟部礦務局、台灣區石礦公會、

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花蓮縣精密礦產協會、台北市礦業技師公會、

台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及各礦代表共 30 人參與討論。 

(一)討論議題： 

1.分析與研擬國內石材與非金屬礦地下開採之相關法規與對策，

提出對應建議降低石礦資源開採利用之限制 

說明：石礦地下開採之法律規範，目前僅有礦場安全法施行細

則有對地下礦場之安全性規定，其內容雖包含坑內氣體、

通風、氣體、煤層或岩石突出、煤塵控制、坑內防火、

防水、爆炸物及爆破、坑內道路、搬運、機械器具、電

機設備等項，但這些規定基本上源於早期煤礦地下開採

之經驗與需求，而對石材與原料石地下開採相關之規定，

則尚有不足，如防止地下坑洞引起地表沉降之限制，礦

產資源採掘後地下坑道採掘跡(坑洞)二次利用之規定

等，都尚待研擬適當規範。 

建議：本研究擬定「現行法規修訂意見表」發給與會之學者專

家與業界先進參考。 

2.分析新增之國土計畫法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等，對國內地下礦

產資源開發之可能影響，並研擬對策。 

說明：國土計畫法已經明訂國土功能分區為：(一)國土保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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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二)海洋資源地區；(三)農業發展地區；(四)城鄉發

展地區等四大區，因此爾後礦產資源之開發，僅能以特

定區域申請(依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第五款定義之特定區

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 因此現行有關礦業申請規定，

可能會與國土計畫法或其子法有扞格之處。因此本研究

提出「國土計畫法與地下開採問題研析」議案： 

(1)依照現行礦業法第 27 條規定對於在環境敏感地區申請設

定礦業權均需經該管機關同意之規定，但在國土計畫法施

行及全國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後，顯

然礦產資源開發，須於劃定之「特定區域」始能進行，因

此現行申請流程可能就需配合調整。 

(2)至於以後是先劃定採礦之「特定區域」後，再開放礦業權

申請，還是礦業權核定後，再申請劃定「特定區域」，然

後再進行礦業用地核定等問題，尚需經法律面與管理實務

面進行探討。 

(3)地下開採涉及之土地(須經國土計畫法劃定之區域)，是僅

坑口用地(目前之礦業用地)，還是整體開採範圍之投影，

將影響以後之相關問題如環保或水保開發區域之認定，需

提早因應。 

建議：由產官學界合組專案小組，研商、追蹤及參與國土計畫

之實施土地劃分作業。如何組成提請討論。 

3.對於影響重大的對應法案提出具體的評估，研擬相關說帖交由

行政與立法間協調修正條文，或盡早提出預警與對策。 

說明：原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規定：位於山坡地使用礦業用地

面積 2 公頃以下，及礦業權展現等均無需實施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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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為目前環保署正研擬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可能將礦業權展限與

地下開採均須納入實施環境影響評估。因此以後地下開

採雖然使用礦業用地面積甚少，但會改以開採之投影面

積計算，故也會面臨要做環評，雖然採礦無須規避環評，

但現行環評之制度、方法合理嗎？ 

建議：建請與會專家與業界探討，以期盡早提出預警與對策。 

4.研擬採掘作業規範草案 

說明：石礦地下開採技術可分為開發前之設計規劃及開採作業

時之岩磐控制，鑽孔爆破、通風、通訊系統、運般及作

業安全等，開採後之關閉措施或坑室(土地)二次利用與

復墾等。經查於 99 年 6 月 28 日經濟部礦務局招開 99

年度第一次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就有委員提案，建請

礦務局研訂有關石礦地下開採之技術規範，惟後因無法

律授權(不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而暫停辦理。而經

研究認為開採設計屬礦業法範疇，其餘屬礦場安全法範

圍。而坑室(土地)二次利用與復墾，理論上應屬礦業法

範疇，惟尚待礦業法修法之結果。 

建議：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從新訂定有關石礦地下開採

之設計規劃原則或規範。經蒐集資料分析研究後，本案

擬提出增訂之規範或準則，包括原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

提議之「石礦地下開採技術規範」，因涉及礦業法與礦

場安全法不同範疇，故擬修改為下列各種規範或準則。 

屬礦業法部分： 

1.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草案) 

2.地下開採坑室廢棄或二次利用準則(草案) 

3.地下開採結束後關閉與復墾準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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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礦場安全法部分： 

1.石礦地下開採地層(岩磐)控制準則(草案) 

2.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草案) 

3.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草案) 

4.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草案) 

5.石礦地下開採通訊設置準則(草案) 

6.石礦地下開採機電設備設置及操作準則(草案) 

7.石礦地下開採安全管理準則(草案) 

本研究並經蒐集相關資料與學者專家意見後，初步擬定「石礦地

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草案)」(如附件)，主要內容包含地質調查、

規劃設計方法、查核與審議、緊急應變與防災等(計六章45條)，供與

會人員參考，並請提供修正建議。 

(二)研討結果之建議與結論 

本次會議經與會專家學者及各界代表熱烈參與討論，至12時

30分始結束。經彙整討論之建議與結果有下列各項： 

1.在美國是1969年制定煤礦地下開採相關法令，而後於1977

年制定露天開採復墾法令，並於1977年將1969年制定的原

來只針對煤礦地下開採法令擴充為適用所有礦種的地下開

採法令，可供本案參考。 

2.美國地下開採的環保議題主要為廢水排放、廢渣和地表下

陷，其中廢水問題主要為地下煤礦開採會造成酸性水排放

之問題，其他礦種地下開採較少出現問題，尤其石礦地下

開採不會有酸性水排放的問題，國內在探討相關問題時可

以借鏡。 

3.美國及其他國家之經驗，採礦廢渣多出現在煤礦或需經冶

煉之金屬礦，石礦沒有廢渣，就是有少數廢土石(礦床遇變

質區域時開拓坑道所產生)，一般在坑內採掘空洞就足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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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在國外包括美國與中國大陸，有些礦區是准許開採時造成

地表下陷的，如利用陷落法開採一些重要金屬礦(如鉬礦)，

或以長臂法開採厚煤層，但一般石礦地下開採基本上是不

會造成地表下陷，尤其使用坑室法或房柱法，這種開採法

可用礦柱設計提高安全係數來控制沉陷，國外審核石礦地

下開採亦是根據其設計之安全性來核准，一般是不允許礦

柱產生破壞，若發生礦柱破壞時亦應採取補強措施，不能

造成頂磐陷落情形。 

5.學者建議地下開採是否需進行地表沉陷監測，值得進一步

探討，如何監測地表沉陷，設計沉陷點、頂拱沉陷點，可

以定規範，但不需要像隧道監測頻率那麼高，進行監測除

了保障安全以外，也保障自己，以免週邊有災害而遭成牽

扯。 

6.要做什麼樣的監測，取決於現地的地質條件，建議要加強

地質調查，若覆蓋層厚，對地表影小較小，地下開採若開

礦之後，可以考慮最新的3D監測施工技術，但依隧道曾經

實施之一項監測的案例，大約需花費1千萬在監測點的設置，

其中不包含其他費用，所以成本非常高。 

7.本案所提土地二次利用，在我國土地之使用是屬所有權人，

採礦業者無權使用，而且對於房柱法，二次利用的可用空

間少，使用率低，是否具有經濟效益，建議再進一步研究。 

8.有關礦場的二次利用，依照主管機關(經濟部礦務局)統計，

台灣目前之礦業用地有90%以上都是國有土地，對土地管

理機關，都以恢復原貌為主，故而二次利用可能性比較低。 

9.在實務上針對開採結束後續法令，要恢復原有地形地貌，

太困難，不符合效益(彭賜燈院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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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下開採通常於地下開採面積可能數十公頃，但於地表使

用坑口等設施，其佔地可能不足兩公頃，彭賜燈院士說明

就其記憶所得，國外(美國)環評只有做地表兩公頃的部分，

沒有針對地下部分做環評之規定。 

11.台灣目前法令分兩個步驟(1)先申請礦區(2)再申請用地，但

環保署已於本(106) 年5月2日預告修正「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

行細則」，將探礦、採礦之範圍涵括「地面、地下及海域」

且以開採投影面機納入計算，以前是兩公頃，現在改為一

公頃就要送環評。建議本項變更對石礦地下開採之影響列

入研究探討。 

12.為了安全，對於地下開採支柱的尺寸限制是必須的，建議

訂定規範以供業者遵循。 

13.坑內開採工作時，為了排出坑內有害氣體，故需要通風，

建議針對石礦地下開採訂出通風規範。(彭賜燈院士補充說

明，自然通風也是一種通風方法，在美國有需多石礦地下

開採就是採用自然通風，只要能達到效果就符合規定。) 

14.目前環保團體對礦業常不理性攻擊，是否會針對地下開採

會造成對社會、環境、人員安全顧慮等不正確理由，針對

地下開採也進行抗爭，值得政府與業者注意，建議可以以

正在進行地下開採之礦場，例如台山礦業為例子，進行推

廣，向社會大眾說明，地下開採是對環境影響更小的開採

方法。 

本次座談會會議簡報資料，會議記錄詳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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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開採技術座談會 

本研究需針對地下開採相關技術進行探討，為廣納各界多方面之

意見，於是依工作計畫辦理一場有關下開採法規適用性研究之研討會，

邀請產官學各界餐與研討，經籌畫後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在犇亞國際會議中心六樓 E 會議廳召開。 

本次研討會經邀請出席者有：美國工程學院院士彭賜燈博士、地

質師王治雄、台北市應用地質技師公會理事長曾何騰等本研究邀請參

與地下開採技術諮詢團隊之專學者，及經濟部礦務局、台灣區石礦公

會、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花蓮縣精密礦產協會、台北市礦業技師公

會、台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及各礦代表共 30 人參與討論。 

建議與討論事項： 

(一) 台灣地區相關法令，主要為煤礦，對於石礦相關條文甚少，

也僅規範露天開採，對於石礦地下開採法規條文幾乎為零。 

(二) 希望在後續報告書中，關於技術層面之描述，可以更簡單易

懂，以供未來礦業開採設計及規範之參考。 

(三) 現地應力除了對隧道影響甚大，對於地下坑道也有一定程度

的影響，建議未來在規劃地下開採，可以將應力資料獨立出

來，甚至多方整合，將來可以建置台灣現地應力資料庫，以

供各方參考使用。 

(四) 在隧道工程中，各項工作有各項工作內容之相關管理規範，

建議本研究案在未來可以建置地下開採之各項工作內容之

管理、實施之規範草案，供未來各方做為參考。 

(五) 建議在未來實施地下開採之礦場，在開採同時可以持續的觀

察、監測並記錄相關數據(例如：地質資料、地震歷史紀錄、

落石、落盤)，在後續的持續開發亦或事其他建設，可以做為

考慮之因素。 

(六) 若劃定礦場用地，遇到山崩地滑之地質敏感區，地下開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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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甚少，但是否人需將其列入環境評估調查?是否國內外有相

關先例?在美國石礦地下開採，環評主要為兩個項目，地下水

與礦渣處理，並沒有將地表問題僅有坑口做環評。在後續工

作中，也將盡力收集國外環評報告書，希望做為一個參考借

鑑。 

(七) 除了在技術規範、法令的制訂外，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應

加強公共關係上的處理，教育的加強、民眾的宣導、協調礦

業與在地社區關係，推廣礦業相關知識，如此才有利於礦業

未來之發展。建議可以效仿公路局之經驗，找專門作家，寫

相關宣傳文宣，進行推廣教育與政策說明。建議在未來計畫

可以探討如何進行推廣與公關問題。 

(八) 地下開採較受爭議之環保議題為，對於地下水是否有影響，

如切斷水脈、對水源造成汙染，如何進行有效之監控，是否

有相關經驗，可以最為參考依據，實際做法為何?目前國內最

有名、最大之案例為雪山隧道，處理方法為在隧道沿線設立

監測點，進行長時間的監測，依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做出針

對地下水之規範。 

(九) 目前蘇花公路改善工程針對判斷是否對地下水有影響方法

為，將歷史記錄之地下水位之高低範圍，做出標準，在施工

期間，地下水位未超出標準範圍內，即証明施工並未對地下

水造成影響。 

本次座談會會議簡報資料，會議記錄詳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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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經由對目前國內大理石/白雲石礦礦場之業界訪談、地質條件、

礦床分布及生產條件之詳細調查及資料分析，國內現有 78 礦

大理石/白雲石礦場中，扣除轉石礦場 11 礦、道路中斷 26 礦、

有礦權未動工 1 礦、僅開採蛇紋石(列入明年工作範圍)1 礦、

無意願 13 礦，剩已核准地下開採 12 礦及待評估 14 礦，共

26 礦大理石/白雲石礦具地下開採可行性。 

2. 挑選 4 礦代表性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設計及投入產

出之效益評估成果，可供主管機關及業者可依規劃設計成果

作為未來輔導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的案例。本研究所採用之國

外坑室礦柱設計方法、有限元素力學模擬及電腦輔開採佈置

等技術，可作為推廣國內石材與非金屬礦地下開採技術，輔

導業界技術升級之重要案例。 

 
潤億礦場 欣欣和仁一礦 中和礦場 

亞泥 

新城山礦場 

礦種 

(用途) 

白雲石 

(原料石)、 

大理石 

(原料石) 

大理石 

(原料石) 

大理石 

(原料石) 

大理石 

(供交水泥用) 

開採範圍 6.65 公頃 15.57 公頃 20 公頃 68 公頃 

規劃 

年產量 
10 萬公噸 60 萬公噸 60 萬公噸 100 萬公噸 

露天開採

成本 
- 183.32 元/噸 171.00 元/噸 49.55 元/噸 

地下開採

成本 
418.81 元/噸 219.37 元/噸 219.37 元/噸 220.34 元/噸 

投資報酬

率 
416.63% 36.14% 36.14% 158.15% 

3. 經由分析國內現有分析石材與非金屬礦地下開採之相關法

規，包括礦業法與礦場安全法。本研究所提出應修正之礦業

法第 15 條、第 48 條，礦場安全法第 10 條，主要目的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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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研擬之各地下開採規範行之有據。 

4. 對於地下石礦相關開採技術及環保訴求，本研究亦廣泛蒐集

國外地下開採之規劃、設計及作業規範。並亦深入探討國外

石礦地下開採坑室二次利用之實例及其相關之法規。 

5. 將所蒐集之國外規範分析彙整後提出「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

柱)設計規範」、「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石礦地下開採柴油發動機

排放微粒準則」、「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石

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

險系統建設規範」共七篇規範。 

6. 本計畫亦對其他主管機關擬定涉及地下開採之法規進行分

析，如國土計畫法與國土復育條例等草案及環評法所預告將

地下開採納入應實施環評及礦業用地問題。並針對扞格處提

出需經法律面與管理實務面進行探討之相關議題以利未來

地下開採在上位計畫及其他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下仍可永

續開發。 

7. 對於影響重大的對應法案提出具體的評估，並研擬相關說帖

交由行政與立法間協調修正條文，或盡早提出預警與對策。 

二、建議 

(一)盡早實施礦業政策環評 

政策環評須對整體政策通盤檢討，了解台灣到底需要多少礦、

哪些地方適合開採、如何進行配套，目前因沒有整體評估，整個

礦業、水泥業狀況都不明，造成的環境成本、風險也都不清楚，

所以應立即啟動政策環評。 

(二)進行劃設礦業專區 

礦業權之核定與礦業用地取得一併辦理：即以一個完整的礦

區開發計畫：包括開採營運事項、水土保持計畫、環境維護計畫

(或依環評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書件)、安全管理事項、複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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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或關閉計畫)等造報，並會同或徵詢有關機關審核(地政、環

境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礦

業權核定與礦業用地核定併同辦理。(即修正礦業法第十五條並與

第四十三條內容合併)。 

(三)刪除礦業權年限規定， 

礦業權展現相關條文一併刪除，礦業權以採完礦量並完成復

整(關閉計畫)為止。但探礦權則可訂定年限(以 2~3 年為限必要時

得展限，但以一次限)以符實際。同時為考慮礦業開發期限較長，

其中因時空與環境之變化，故可增訂(或將礦業法第三十條規定修

正)規劃開採過程超出一定年限(如 10 年或 20 年)以上者，需做分

期計畫(以 10年或 20年為 1期)，每分期計畫屆期時作評估分析(差

異分析)，其總量、開採面積或開挖深度及水保或環評設施超出計

畫 20%以上須提出差異分析並辦理變更開發計畫(變更計畫須經

原會同單位重新審核)，同時增訂礦業用地可分期租用與開發。 

(四)增訂礦山複墾保證金制度或擔保制度 

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許多國家在採礦申請批准之後，但

沒有頒發之前，申請者應與管理機構簽訂執行保證合同，要求企

業按政府規定的數量和時間繳納保證金，如果企業按規定履行了

土地複墾義務並達到政府規定的恢復標準，政府將退還該保證金，

否則政府將動用這筆資金進行土地複墾工作。合同執行需要擔保

人擔保。(本項總額須扣除水土保持計畫應繳之保證金部分，亦可

採用提撥複墾基金方式)。並增訂中途遭終止或撤銷礦權者，需提

複整措施經審核後辦理複墾。 

(五)修訂相關法規及授權訂定規則 

依研究分析結果現行礦業法及礦場安全法等相關法規，對石

礦地下開採之適用而言有部分不合時宜，其中礦業法正積極修訂

中，建議礦場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部分，亦全面檢討修正，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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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在體例上與其他專業與技術性法規之施行

細則有很大不同，實有必要盡早全面檢討修正。 

另因採礦需專業之技術，故對開採之規畫、設計與施工，與

管理等等須有較嚴謹與詳細規定，才能確保開採作業之安全與對

環境之影響減至最低及符合相關法令規章，而這些須藉由訂定技

術規則始能完善法規體系。而依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二項規定：

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故礦業法第十

五條增訂「各種採礦之設計規則或準則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及礦場安全法第十條，增訂第 3 項「有關各類礦場作業所

需遵守之各項安全規則、標準、辦法或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以使有關採礦之技術規則之研訂，符合法律授權之依據。 

 (六)提出誘因以利推動礦場資源之地下開採 

例如因露天開採與地下開採對景觀與環境影響不同，因此在

規費(尤其在景觀維護費)或稅金之徵收上，對地下開採應可差別

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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