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台灣每年需消耗大量之礦物原物料與石材以滿足各行業的需求。

其中國內自行開採部分除大理石 (含石灰石)屬蘊藏量及生產量最大

的礦產資源外，蛇紋石、白雲石等亦為重要礦產資源。本研究為四年

計畫的第二年，主要針對蛇紋石進行資料蒐集、現地調查、開採技術

之可行性分析及機制探討、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與成本分析及前期(106

年)所擬定相關法規之檢討修正。為因應環評法修正有關地下開採用

地及環評面積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認定標準，故本計畫亦蒐集並

分析國外相關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包含環境影響評估流程、

管理機關及相關製作準則…等，並提出分析與建議。 

本計畫(107)所完成之工作包含花蓮地區蛇紋石礦場業者訪查及

礦場現地調查(共計23礦)。依調查資料選定玉里地區大元石礦及泰陽

石礦進行岩心採樣、岩力試驗、細部規劃及經濟效益評估。另針對石

材礦場地下開採的特殊性，亦已完成相關開採技術，設備及作業流程

之調查。為考量地下開採成本效益，本研究亦利用現有礦場資料進行

投入產出之效益評估。另針對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本研究亦

蒐集並分析加拿大及澳洲兩個地下礦場環評作業準則並進行整理分

析。另蒐集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製作準則及審查要點，經整

理分析後可作為未來台灣採礦環說評估重點及審查作業的重要參考

依據。 

 

 



 

ABSTRACT 

Taiwan consumes large quantity of mineral raw material for the needs of various 

industries. For various mineral products, marble is the highest mineral commodity 

produced domestically. However, serpentine (including dimension stone) is also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neral for industries. The tasks of this project are 

to collect related serpentine mines data, conduct mine site investigation,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underground serpentine mining and related mining techniques 

(equipment).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underground mining project 

and its land use limitation, the other country’s EIA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need to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further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when conduct EIA on 

underground mining project in the future. 

The tasks conducted include serpentine mines visit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 

(23mines) in Hua-lien county.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ng results, two mines in Yuli 

town (Dayuan mine and Taiyoung mine) were selected for detail underground mine 

design. Because of the unique operation of underground dimension quarry, the 

extraction method and equipment used were also collected. When consider the cost 

effectiveness, existing mine data were selected for input-output analysis. For EIA 

process and related procedures and management, two underground mins EIA 

guideline (Australia and Canad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for further referencing. 

The Background for NEPA Reviewers: Non-coal mining operations obtained from US 

can also be a important material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ining EIA and reviewer’s 

important referenc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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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台灣每年需消耗大量之礦物原物料與石材以滿足鋼鐵業、水泥業、

石材業、玻璃業、電力供應業及營建業等需求。其中國內自行開採部

分除大理石(含石灰石)屬蘊藏量及生產量最大的礦產資源外，蛇紋石、

白雲石等亦為重要礦產資源；進口部分則包括原料煤、燃料煤、鐵礦

砂、矽砂、金屬熔渣、花崗石。估計相關礦產品及其下游加工產業每

年可締造高達近千億美元產值(包括陶瓷、鋼鐵、水泥、化工業等)與

數百億美元之出口產值。 

為配合推行未來礦務局(環境資源部)之環境保育及資源永續相

關施政方針。另考慮國內每年需消耗大量之礦物原物料與石材以滿足

鋼鐵業、水泥業、石材業、玻璃業、電力供應業及營建業等需求。在

對環境影響最小化且反應礦產資源之稀缺性的條件下，本計畫將於現

有之資源利用方式基礎上，研析國內礦產資源地下開採的經濟可行性

與法規適應性。另未來國土計畫法施行將會對於不同區位土地訂定相

對應的開發限制。石材與礦物原物料的開發利用是否將受到該法案影

響且其影響程度均須進行評估。期能拓展國內礦產資源開採之應用面

與技術，更加深化礦業相關上中游產業結構以提昇產值與競爭力。另

透過地質條件調查與資源資料庫建立，分析現有礦產資源地下開採技

術之可行性與運轉機制，促進國內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使經濟發展與

資源運用得以兼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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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礦業技術逐步升級。 

二、研究目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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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開採作業中的地下石礦場，就高達117個。檢視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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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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能否合理開發充分利用，將影響工業民生之發

展。 

本案將比照上(106)年度大理石及白雲石礦的執行方式。針對

國內蛇紋石採礦及礦床地質特性，摒棄以往露天開發規劃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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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並供政府主管機關作為管理督導資源開發監督檢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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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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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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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室頂磐的安全跨度與岩磐支撐系統等。各種之地下

開採法之規格設計則均需考慮現地應力、岩石強度及坑室大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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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柱安全因素計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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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有一深入之瞭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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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可行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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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潛力之開採方法與規範前，需先行全面探討相關設計之準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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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影響安全與穩定之因素後，再行評估各類礦種地下開採技術

之可行性與開採機制。因本(107)年度研究礦種為蛇紋石礦(含石

材及原料石)主要應用在建築、工藝及工業原料上。對於原料石的

開採技術與上(106)年度大理石礦差異不大，且國內亦有白雲石開

採中的礦場案例。然蛇紋石石材目前國內並無地下開採礦場。故

將針對蛇紋石礦地下開採技術、搬運方式、機械設備需求…等，

蒐集國外相關開採礦場案例，綜合分析國內蛇紋石地下開採可行

方法與生產成本，檢討投入與產出績效做為成本分析依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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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何規劃石礦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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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對地下、地表作觀測統計分析，估計礦場之穩定性，再進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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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開發出各類模擬分析軟體。 

本研究將以近年來國外發展出之電腦軟體程式，利用岩石力

學性質之各項參數在不同的採掘布置情形下，模擬計算相關礦柱

支撐強度，採掘坑室跨度與縱深(大小)。作為探討台灣地區蛇紋

石礦地下開採方法與設計問題，進行整體礦山規劃設計，以期對

石礦地下開採準則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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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影響評估項目研擬 

因應環評法修正，地下開採有關用地及環評面積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認定標準尚待討論。地下開採礦場將陸續面臨到需

施行環境影響評估。地下開採與露天開採相較，其對於地表環境

之影響相差甚大，且影響之因子也不盡相同。故本案將針對礦業

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及澳洲，蒐集並分析相關地下開採環境

影響評估法規，包含環境影響評估流程、管理機關評估項目與審

查作業等，並提出分析與建議。 

三、人力配置 

本計畫人力配置及工作內容如表1-1所示。本計畫各工作人員職

掌說明如下： 

表 1-1 主要研究人員及工作內容表 

團隊 計畫任務 現任職單位 職級 專長 工作內容 

丁原智 計畫主持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授 1.地下坑室工程 

2.礦山設計規劃 

3.砂土石資源規劃 

4.爆破震動 

規劃設計及法規檢討、綜

理管控計畫之執行、完成

報告 

張添晉 協同主持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教授 1.水再生利用 

2.廢水高級處理 

3.廢棄物資源化 

4.有害物質管理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研析、

完成報告 

吳斯偉 協同主持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副教授 1.行為財務學 

2.財務管理 

3.國際金融(商品)市場 

4.風險分析與決策 

經濟效益分析、DEA模擬

、完成報告 

陳怡臻 專任助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博士生 地下坑室規畫模擬 報告彙整、完成交辦事項 

胡筌翔 兼任助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生 CAD 繪圖 資料整理、完成交辦事項 

蔡宗諭 兼任助理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研究生 建置模型 資料整理、完成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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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項目與本年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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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規範草案等工作項目。本年度主要針對蛇紋石礦場進行研究，相關

工作項目與本年度執行情形彙整如下表(表 1-2)。 

表 1-2 107 年度工作項目與執行進度表 

章

節 
工作執行進度 

對應 

頁數 

壹 緒論 

貳 

針對國內賦存之(107年度：蛇紋石)礦場進行調查 

調查範圍 

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場，共 23 礦，經調查結

果正常生產礦場有 6 礦、無生產作業有 17

礦，其中道路整修礦場有 8 礦、轉石礦 1 礦、

辦理用地租約中 1 礦。 

P.44 

調

查

項

目 

基本

資料 

開採方式、月產量、礦區用地大小、土地權屬、

運輸方式、地下開採相關設施、水電供應、道

路及廢棄物處理、月產量、運輸方式、其他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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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5-43 

可

行

性

分

析 

開採

技術 

針對 23 礦進行初步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扣

除轉石礦場 1 礦、辦理用地租約中 1 礦、道路

維修礦場或長期無作業礦場 10礦(其中 2礦仍

有正常生產作業，但因調查期間道路中斷無法

調查)，共計 11 礦蛇紋石礦進行地下開採可行

性初步探討。此 11 礦中，有 5 礦正常生產作

業，擇其中 2 礦為代表礦場進行細部規劃。 

P.44-48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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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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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工作執行進度 

對應 

頁數 

蒐集國外

開採案例 

已蒐集 5 礦國外蛇紋石(或伴生)地下礦場案

例，包含：美國 3 礦、古巴 1 礦及中國 1 礦。 
P.49-55 

蒐集國外

技術及機

械設備 

切割法：包含索鋸、金剛索鋸、鏈鋸、圓鋸、

金剛鏈鋸、噴燄切割法及水刀切割法共 7 種

機械設備或方式。 

P.54-71 

劈裂法：包含插楔法、機械劈裂、膨脹劑、

水力劈裂及炸藥共 5 種機械設備或方法。 
P.71-76 

國內蛇紋

石礦推展

應用之可

行性 

耐火材料、肥料、無機聚合物、萃取高純度氧

化鎂、合成沸石、進行溼地或濾床除磷、遠紅

外線複合材料、抗靜電材料、合成碳化矽及廢

棄蛇紋石礦利用等 10 大應用方式，共 14 篇文

獻。 

P.76-82 

肆 

針對所選出之蛇紋石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設計及投入產

出之效益評估 

地下開採

細部規劃 

挑選玉里地區泰陽石礦及大元石礦共 2 礦進

行細部地下開採規劃，工作包含現地勘查、地

質調查、基本資料蒐集、圖資數化、岩力試驗、

礦柱模擬及開採規劃。 

P.83-132 

投入產出

之效益評

估 

完成資料蒐集與四家礦場 103 年~106 年露天

開採與預估地下開採之效益初步評估。 P.133-146 

伍 

蒐集分析國外有關礦場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礦業用地

面積與環

評之認定

標準 

比較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礦業法修正草案，針對礦業用

地面積、特地區位、年產量與執行年限之相

關爭議。 

P.147-157 

地下開採

範圍及面

積與環評

認定標準 

比較舊有制度與未來相關環評法規、礦業法

修正公告實施後，其環評認定施作之標準，

與停工罰則認定。及申請礦業權展限之環評

辦法。 

P.158-159 

蒐集、分析

國外有關地

下閞採環境

影響評估之

規定及評估

項目 

彙整 2 礦國外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說明書相關

範例：加拿大 1 礦、澳洲 1 礦 

彙整 2 件國外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說明書執行

準則與審查要點：澳洲 1 件、美國 1 件 

 

附件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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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工作執行進度 

對應 

頁數 

未來國內

地下開採

礦場實施

環評作業

具體作法

之建議 

彙整研析上述蒐集資料，配合國內地下開採

條件，列出適合用於國內擬定地下開採環境

影響評估之相關規範或評估因子建議項目。 

P.159-P193 

陸 

持續檢討分析上(106)年度研擬之地下開採相關設計

準則及作業規範 

 

繼續辦理

有關石礦

地下開採

相關事項

之規則或

準則研擬 

將本案研擬之作業規範配合國內礦場安全法及

施行細進行檢討修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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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礦地下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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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非金

屬地下礦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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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94-211 

礦場安全

法及施行

細則深入

檢討與研

析 

地下石材

開採規則

之資料蒐

集與研擬 

併入肆、蒐集國外技術及機械設備章節 P.55-76 

柒 

舉辦相關座談會及成果展示 
 

座談會 

9 月 14 日已於花蓮百事達飯店辦理。本次會議

出席人員多為蛇紋石礦業者與相關領域技師

(地質、土木及環評)。 

P.212-21

5 

成果發

表會 

預計於 11 月 19 日辦理，後續將納入成果報告

書內容。 

P.215-21

7 

捌 

結論與建議  

結論 總整本研究年度成果，列出 15 點結論 
P.218-22

2 

建議 
針對本年度計畫執行情形情況，並考量明年度

工作項目，舉出 5 點建議。 

P.218-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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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架構及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整體架構如圖1-1所示；工作流程如圖1-2所示。 

  

圖 1-1 研究架構圖 

成果發表會 

持續修正研析石礦地

下開採之準則規範 

國內兩蛇紋石礦場地下

開採細部規劃設計 

業界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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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蛇紋石礦場調查(概

況、礦床、地質條件) 

蛇紋石礦場地下開採可

行性與開採效益評估(依

現況、地質地形、賦存、

礦床、經濟效益) 

未來國內地下開採礦場

實施環評作業具體作法

之建議 (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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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石材礦場

技術及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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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談會(針對蛇紋

石地下開採相關之

技術研討) 

蒐集分析國外地下閞

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及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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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延續上(106)年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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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開採細部規

畫與成本分析 

資料蒐集 

岩體及地質

參數蒐集 

實驗室力學

分析 

技術層面 

地下開採規範研擬修正 

辦理成果發表會 

結案(擬訂下年度工作計畫) 

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研擬 

分析地下開採

環境影響評估

項目與規定 

地下開採環境影

響評估項目研析 

 

資料蒐集 

諮詢與 

意見蒐集 

法規層面 

修正研析地下開

採之準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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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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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年度11月中旬，計

畫執行進度已達預期目標。 

 

107 年工作進度甘特圖 

計畫工作項目及計畫進度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針對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場進行調查地質條件及其現況生產方式 

(一)礦場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           

(二)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           

二、分析研究上揭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與機制 

(一)分析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           

(二)分析礦場地下開採之開採效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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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蒐集國外開採案例           

(二)蒐集國外技術及機械設備           

(三)國內蛇紋石礦推展應用之可行性           

四、針對所選出之蛇紋石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設計及投入產出之效益評估 

(一)地下開採細部規劃           

1.採樣及岩力試驗           

2.礦柱應力模擬分析           

3.開採設計規劃           

4.投入產出之效益評估           

五、蒐集分析國外有關礦場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一)礦業用地面積與環評之認定標準           

(二)地下開採範圍及面積與環評認定標

準 

          

(三)蒐集、分析國外有關地下閞採環境

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四)未來國內地下開採礦場實施環評作

業具體作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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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工作進度甘特圖 

計畫工作項目及計畫進度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六、持續檢討分析上(106)年度研擬之地下開採相關設計準則及作業規範 

(一)繼續辦理有關石礦地下開採相關事

項之規則或準則研擬 

          

(二)地下石材開採規則之資料蒐集與研

擬 

          

(三)礦場安全法及施行細則深入檢討與

研析 

          

七、舉辦相關座談會及成果展示 

(一)辦理地下開採技術座談會           

(二)成果發表會           

八、提交報告書 

(一)期中報告           

(二)期末報告初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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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100 100 

★查核點★ 

1.第一次工作會議           

2.期中簡報           

3.提出研究成果並舉辦成果發表會           

4.期末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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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蛇紋石礦調查及分析地下開採可行性 

一、礦場現況與生產方式調查 

蛇紋石應用於石材中，因其質地緻密且裂隙與斑點少，因此是良

好石材，而其中又以綠色蛇紋屬於珍貴精品。蛇紋石為台灣最重要之

自產礦產品之一；蛇紋石應用於原料石，絕大部份產值是由工業用原

料石所貢獻，做為鋼鐵工業煉鐵之助熔劑使用。少部份應用於其他化

學工業，例如提煉氧化鎂，做為農業肥料之使用，或是製成耐火磚之

原料。近年來因受環境及各種因素影響，臺灣地區礦業開發都逐漸減

少，其中蛇紋石開採產量亦逐年降低，有關近五年來之蛇紋石(原料

石)與蛇紋石(石材)之產量如表2-1，其產量、價格變化趨勢如圖2-1~

圖2-4。 

表 2-1 近五年蛇紋石產量統計表   (單位：公噸/年) 

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蛇紋石(原料石) 76,757 122,566 120,775 91,557 60,481 

蛇紋石(石材用) 16,848 15,389 13,209 10,443 11,591 

*資料來源：礦務局_歷年蛇紋石(原料石)生產及銷售量表 

 

圖 2-1 近五年蛇紋石(原料石)產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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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近五年蛇紋石(石材用)產量變化趨勢圖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民國106年蛇紋石(原料用)產量為60,481公噸。

由上述生產統計及產量變化之趨勢可知，近五年蛇紋石(原料用)在

103年產量較102年產量增加約1.6倍，103年為近5年產量之高峰，103

年後產量逐年遞減，105年較103年產量減少約百分之五十。但蛇紋石

(原料用)平均價格(如表2-2)卻呈現波動(如圖2-1與圖2-3)。在103年至

105年中產量逐漸降低而平均價格也逐年降低，呈現產量與價格均降

低之情形。 

民國106年蛇紋石(石材用)產量為11,591公噸，由上述生產統計及

產量變化之趨勢可知，近五年蛇紋石(石材用)產量逐年遞減，五年中

已減產約百分之四十；蛇紋石(石材用)平均價格(如表2-2)呈現隨著產

量增加價格變低、產量減少則價格變高之趨勢。 

表 2-2 近五年蛇紋石平均價格統計表 (單位：元/公噸) 

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蛇紋石(原料石) 720 738 676 638 753 

蛇紋石(石材用) 1,858 2,765 2,486 3,111 2,888 

1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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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3 
1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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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近五年蛇紋石(原料用)平均價格統計圖 

 

圖 2-4 近五年蛇紋石(石材用)平均價格統計圖 

 

依107年12月經濟部礦務局資料，國內現有之蛇紋石礦場共有23

礦(見表2-3)。以礦區所在縣市區分，宜蘭縣有蛇紋石礦1礦，花蓮縣

有蛇紋石22礦。以是否正常生產作業區分則有7礦正常開工，16礦目

前無作業。其中正常生產作業之7礦，有2礦因調查期間道路中斷，故

無法前進至現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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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現有之蛇紋石礦彙整表 

編

號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所在 

縣市 
所在地區 礦種 

是否正

常生產 

礦業權有效期限 

備註 
起 迄 

1 A02567 世益礦業第二礦場 宜蘭縣 東澳地區 蛇紋石 X 1973/8/29 2023/8/28  

2 A00707 理新(豐田)礦場 花蓮縣 豐田地區 蛇紋石 X 1956/8/28 2026/8/27 道路中斷 

3 A01137 溪口二礦 花蓮縣 豐田地區 蛇紋石 X 1952/8/21 2027/8/20 道路中斷 

4 A02002 壽豐石礦 花蓮縣 豐田地區 蛇紋石 X 1960/1/26 2025/1/25 道路中斷 

5 A02384 理建豐田礦場 花蓮縣 豐田地區 蛇紋石 X 1956/8/28 2016/8/27 
長期無作業 

已申請展延 

6 A01531 天星石礦礦場 花蓮縣 豐田地區 蛇紋石 X 1959/12/24 2024/12/23  

7 A02925 統帥石礦 花蓮縣 萬榮地區 蛇紋石 X 1979/12/20 2024/12/19  

8 A02556 聖昌石礦 花蓮縣 瑞穗地區 蛇紋石 X 1974/1/7 2024/1/6 
辦理租約中 

道路中斷 

9 A03028 瑞欣石礦 花蓮縣 瑞穗地區 蛇紋石 O 1981/3/1 2024/1/6 道路暫時中斷 

10 A02643 久益石礦場 花蓮縣 瑞穗地區 蛇紋石 X 1975/2/23 2025/2/22 道路中斷 

11 A02767 瑞紋石礦採礦場 花蓮縣 瑞穗地區 蛇紋石 X 1977/1/19 2022/1/18 道路中斷 

12 A01615 錦昌採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O 1956/12/31 2036/12/30  

13 A01984 泰山石礦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O 1979/12/24 2019/12/23  

14 A03492 泛亞石礦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79/12/24 2019/12/23 
分割自 

泰山石礦 

15 A02529 碧山石礦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67/9/20 2017/9/19 已申請展延 

16 A02580 昇毅石礦採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74/6/12 2024/6/11  

17 A03085 大元石礦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O 1982/1/30 2037/1/29  

18 A03349 黎明採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O 1998/4/18 2018/4/17 
轉石礦場 

已申請展延 

19 A03360 大德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2003/10/23 2019/11/27  

20 A01959 泰陽石礦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59/11/28 2019/11/27  

21 A02618 興隆礦場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73/11/30 2023/11/29  

22 A02650 大新石礦 花蓮縣 玉里地區 蛇紋石 X 1970/6/24 2025/6/23  

23 A02657 永豐石礦 花蓮縣 富里地區 蛇紋石 O 1975/1/19 2025/1/18 道路暫時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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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蛇紋石礦，以產銷產品不同其開採作業方法亦有差異。

蛇紋石(石材用)以露天階段式開採方法利用金鋼索鋸配合鏈鋸切割

法進行生產作業，圖 2-5，為大元石礦露天階段開採工作面，而蛇紋

石(原料用)則以露天階段採掘方法。 

金鋼索鋸配合鏈鋸切割法係指利用金鋼索鋸配合鏈鋸進行石材

的切割開採。鏈鋸機於採礦初始階段或自由面難以拓展時，皆可進行

使用。若配合「金鋼索鋸機」使用時，不必按傳統採礦方式打多條相

通的孔洞，更為方便，此方法有成材率高、不易破壞石材、減少礦區

廢土石及作業安全等優點。其開採程序:開採初期先作「採台佈置」，

即以人工配合挖土機作業，剝除礦牀上方或大轉石周圍之覆土及雜草，

將場地整平成採掘平台，鋪設並固定軌道，配合水電供應，再進行切

割作業，作業流程圖如圖 2-6 

 

圖 2-5 為大元石礦露天階段開採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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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金鋼索鋸配合鏈鋸開採法作業流程圖 

二、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 

在各種地下採礦方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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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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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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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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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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寬比及其最佳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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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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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路可通達且礦床出露明顯礦場，

進行現地地質調查，並彙整所有資料與分析結果，期能提供一完善之

蛇紋石地質資料，作為未來蛇紋石地下開發設計評估之依據，並做為

後續研析地下開採相關法規之參考。詳附件一。 

現地調查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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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地調查：1.RQ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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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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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錘、地質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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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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圖 2-7 現地史密特錘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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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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體強度較高、壓縮性較小、而透水性較低；RQD 小者，表

示岩磐裂縫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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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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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re ,1964)。 

 
圖 2-8 礦場採掘面露出之岩體結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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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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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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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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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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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種目視尺度來進行粗糙度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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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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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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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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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一般隧道或坑室工程常用之

方法有兩種分別為：(1)南非 Bieniawski CSIR 分類法；(2)挪

威 Barton、Lien and Lunde 之 Q 法。本研究亦參照此兩種方

法，對現有蛇紋石礦之礦體進行分類，以供作評估地下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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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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 及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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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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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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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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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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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R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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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主要弱面方位與隧道開挖穩定性之關係(Shi and Goodman , 

1989) 

 

 

圖 2-10 RMR 評分與開挖寬度與岩體自立時間之關係圖

(Bieniawski,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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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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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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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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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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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t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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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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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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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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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 

 

0.75 

1.0 

2.0  

3.0 

4.0  

 

 

4.0  
6.0 

8.0 

8-12 

 

 

Ψr 

 

− 

25-35° 

25-30° 

20-25° 

8-16° 

 

 

25-30° 
16-24° 

12-16°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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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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或8-12 

5.0 

10,13 或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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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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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𝑐/σ1 

>200 

200-10 

10-5 

5-3 

3-2 

<2 

 

 

σ𝜃/σ𝑐 

<0.01 

0.01-0.3 

0.3-0.4 

0.5-0.65 

0.65-1 

>1 

 

S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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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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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Q 值對開挖跨度及支撐系統關係圖(Grimstad 及 Barton，1993) 

7.現場調查： 

台灣的蛇紋岩產於脊梁山脈東翼以及海岸山脈西翼。

由北至南分布於南澳、豐田、萬榮、瑞穗、玉里、關山及

臺東等地。在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因弧陸碰撞

伴隨火山運動形成花東縱谷兩側之蛇紋岩系。 

脊梁山脈東翼岩性以大南澳片岩為主，依照岩性區分

又分為玉里帶與太魯閣帶(顏滄波，1963)。其中玉里帶有

單調的泥質黑色片岩夾有少量的綠色片岩組成。大部份的

基性變質海洋構造岩塊或外來岩塊都在此帶的片岩內。無

太魯閣帶中出現的大理岩及花崗岩質岩石。由於藍閃石片

岩的出現，顏滄波(1963)將玉里帶定為在高壓低溫下造成

的藍色片岩相，而太魯閣帶則是低壓高溫下造成的綠色片

岩相。根據都城秋穗(Miyashiro，1961)的理論，這兩個變

質帶構成環太平洋山脈中常見的成雙變質帶。玉里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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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性及超基性岩石中含有蛇紋石、藍玉、滑石及石棉等礦

產資源。岩性分佈如圖 2-12 大南澳片岩帶。 

台灣出露的蛇紋岩大多以零星的塊體分佈在脊樑山

脈及海岸山脈。中央山脈出露地點包括烏石鼻、豐田、萬

榮、瑞穗、玉里等地；海岸山脈的蛇紋岩體屬於外來岩塊

，主要分佈在電光、台東的虎頭山等地。 

蛇紋岩主要組成礦物為蛇紋石，並含有磁鐵礦、水鎂

石、方解石、透閃石、綠泥石、滑石、鉻鐵礦、尖晶石及

黃鐵礦。蛇紋岩的顏色有灰黑色、墨綠色、灰綠色及翡翠

綠等多種變化。深色蛇紋岩的磁鐵礦通常含量較高，淺色

蛇紋岩則含量較低。蛇紋岩多呈塊狀，偶見白色斑紋或細

脈。如果蛇紋岩的裂紋不發達，經過適當的開採可以作為

很好的建材或是雕刻石材。開採過程產生的碎料除了用於

煉鋼的原料之外，也可用於油漆的填充料及農業原料。 

豐田、萬榮、瑞穗與玉里清水溪等地，在黑色片岩中

夾有超基性與基性之蛇紋岩、變質輝長岩與綠簾石角閃岩

等岩體。這些岩體可能為海洋地殼或玉里帶混同層之構造

岩塊，部分岩體之中也有含有後期疊加的含綠色片岩相礦

物群（葉蛇紋石一纖蛇紋石、透閃石、綠泥石、滑石等），

變質的透輝石亦常出現在蛇紋岩與變質泥岩之接觸面上

以及軟玉礦之圍岩中；由豐田軟玉推算出的生成溫度在 

300 -400 ℃（陳肇夏，1979，地質），符合後期的綠色片

岩相變質。早期的綠簾石角閃岩的變質溫度和壓力，可到

達到 500℃和 7-8kb （劉忠光，1981）。此外在 瑞穗打

馬燕村落附近山地礫石層中含有甚多陽起石與滑石共生，

以及褐紅色含錳之微晶石榴子石與白雲母與角閃石共生

之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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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大南澳片岩帶岩性之分佈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質概論第二版」，中央地質調查所 75 年出版 

目前已設權數之蛇紋石礦共有 23 礦，本研究雖每礦

做一紀錄表(如表 2-8)。但為便於調查結果之分析，則依

現有礦場之分佈，大略概分為以下地區進行現地調查結果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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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蛇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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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3085 大元石礦礦場 露天開採 3,600 公噸 花蓮縣卓溪鄉清水溪拉庫拉庫社 

礦區概況 

礦區範圍面積 土地權屬 用地大小 礦床分佈 
賦存地質條件及

圍岩地質條件 

運 輸 方

式 

103.77 公頃 林務局承租用

地 

1.2 公頃 露天原生礦牀 蛇紋石呈塊狀

或轉石狀大量

地散佈於全礦

區之山溝及山

坡地上 

卡車 

地質條件 

地質構造 

礦床形態、分

佈、連續性、

走向與傾角 

覆蓋層厚度及

變化 
礦床品位分佈 

賦存量及可採

量 
地下水 

地質岩性屬先第

三紀大南澳統變

質岩層之分佈地

區，主要由黑色

片岩、蛇紋岩等

所構成，岩層呈

層狀單斜構造 

近無裂隙 

走向 N20E 

傾角 20N 

原生礦牀上方之

表土甚薄，多呈

裸岩，平均厚約

0.2m左右，轉石

散佈於山溝及山

坡地上，大部份

幾乎無表土覆

蓋。 

蛇紋石礦呈原生礦

牀及塊石或轉石狀

賦存，  

約 13,030,052 公

噸，可採量約

5,316,872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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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於捨石場堆置  可以 

現地量測 

1.RQD 值 75~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2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200~6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較平滑 

5.地下水面狀況 無地下水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4~62 

7.現地座標(TWD97) X：269192  Y：257851  H：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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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蛇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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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75~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200~60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裂隙有些許泥質填充物 +25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10 

綜合評述 第II類岩體 總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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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95 

2. Jn：節理組數 二組節理 15 

3. Jr：節理面粗糙度 粗糙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變質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或少量滲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低應力，近地表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85

15
×

3

1
×

1

2.5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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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案例) (頁三) 

現場照片： 

照片一、大元石礦採掘面 

照片二、大元石礦採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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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澳地區 

本區調查範圍為東澳地區，此區僅有 1 礦，調查結果如

表 2-9。為世益礦業第二礦場，但因長期無開採作業，道路不

通，致人員聯繫不上，故無法前往現場調查。 

表 2-9 東澳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 體 強 度

(kg/cm2) 
RQD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

性評估 

   - - - - - 

其他 

未調查礦場 1 礦 世益礦業第二礦場 

 

東澳位於台灣宜蘭縣南澳鄉，此區地層屬於大南澳片岩

帶中的太魯閣帶，東澳位於此帶最北端。主要的岩性為大理

岩、角閃岩、黑色片岩、偉晶花崗岩，以及基性至超基性岩，

此區岩性較為複雜，常呈較大的凸鏡構造，多屬於斷層所切

的構造岩塊。 

 

(2)豐田地區 

本區為位於花蓮縣豐田地區之礦場，共有 5 礦，調查結

果如表 2-10。其中因理新礦場(見圖 2-13)、溪口二礦、壽豐

石礦、天星石礦因道路中斷故無法前往礦區內進行現地調查

工作。而（理建）豐田礦場(見圖 2-14)則因長期無生產作業

且因往主要開採面之道路坍塌，因此僅能以礦區內之露頭進

行現地調查，但因區內露頭多被植被所覆蓋，或為溪流河床

轉石，在調查取得部分數據，以計算岩體工程性質評分，因

此調查時僅測得岩體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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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豐田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圖 2-13（理新）豐田礦場入口圖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強度

(kg/cm2) 
RQD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

性評估 

1 A00707 （理新）豐田礦場 509 - - - 

因道路中斷無

法進行現地調

查，無法評

估。 

2 A01137 溪口二礦 - - - -  

3 A01531 天星石礦礦場 - - - -  

4 A02002 壽豐石礦 - - - -  

5 A02384 （理建）豐田礦場 - - - - 
因道路中斷， 

無法評估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2 礦 （理新）豐田礦場、（理建）豐田礦場 

未調查礦場 3 礦 溪口二礦、天星石礦礦場、壽豐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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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理建）豐田礦場主要運輸道路現況圖 

豐田地區位於臺灣花蓮縣東部中段，北臨吉安鄉，東濱

太平洋，西鄰秀林鄉，西南連萬榮鄉，南接鳳林鎮、豐濱鄉。

為台灣東部早期主要出產石棉和滑石之礦區，礦床分佈於豐

田西部，石棉與滑石填充於蛇紋岩裂隙中，而蛇紋岩又夾於

黑色片岩中。黑色片岩呈東西走向，向北傾約二十至三十度，

蛇紋岩岩體主要出露於白鮑溪至清昌溪，長度近四公里，其

餘蛇紋岩脈長度多為 500 公尺至兩公里之間。石棉與滑石通

常填充於蛇紋石裂隙中，或充填於蛇紋石與片岩接觸帶之間，

常和軟玉、榴石等礦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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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穗地區 

瑞穗地區蛇紋岩礦場共計 4 礦，其中聖昌石礦目前辦理

用地租約當中，因長期無作業道路中斷，無法前往。久益石

礦長期無作業 ，道路中斷，無法前往。瑞紋石礦採礦場目前

也無開採作業，但道路暢通故仍前往調查，因長期無開採作

業，目前進行礦區內植生綠化工作，僅能以舊有開採面進行

現場調查，圖 2-15 瑞紋石礦舊採掘面近照，圖 2-16 瑞紋石礦

礦區照片。 

表 2-11 瑞穗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 體 強 度

(kg/cm2) 
RQD 值 RMR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

評估 

1 A02556 聖昌石礦      

2 A02643 久益石礦場      

3 A02767 瑞紋石礦場 391 65 62 6.5 

蛇紋岩呈塊狀出

露，塊體水平面積

不足，相較於露天

開採，以地下開採

成本過高，建議進

行更深入之礦場

地質調查，例如使

用 R.I.P.檢測岩層

厚度…等。 

4 A03028 瑞欣石礦 422 72 68 7.2 

蛇紋岩呈塊狀出

露，塊體體積較

小，綠色片岩與蛇

紋岩伴生。以地下

開採成本過高，建

議進行更深入之

礦場地質調查，例

如使用 R.I.P.檢測

岩層厚度…等。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2 礦 瑞紋石礦採礦場、瑞欣石礦 

未調查礦場 2 礦 久益石礦場、聖昌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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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地區位於臺灣花蓮縣中部偏南，北鄰光復鄉，西鄰

萬榮鄉、卓溪鄉，東鄰豐濱鄉，南接玉里鎮。在地形上此區

位於花東縱谷平原，西臨中央山脈，東倚海岸山脈，南有舞

鶴台地，中間屬秀姑巒溪及其支流所形成的諸多錐形沖積扇

平原。瑞穗地區地層屬於大南澳片岩帶中的玉里帶，出露的

地層有八里灣層、舞鶴礫岩、階地礫石層及沖積層。八里灣

層，以礫岩、砂岩及頁岩組合而成為主。本區基性至超基性

岩塊，通常厚約 1~5 公尺，長數十公尺。組成基性岩塊的岩

類有角閃岩、黑色片岩、蛇紋岩與綠色片岩。最大的岩塊位

於打馬燕山，打馬燕山為於瑞穗西北部，覆蓋面積約有 20 平

方公里。在此區中瑞穗斷層北接嶺頂斷層，南與奇美斷層交

會，為一兼具左移分量之逆移斷層。 

 

  

圖 2-15 瑞紋石礦舊採掘面近照圖 圖 2-16 瑞紋石礦礦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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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玉里地區 

玉里地區蛇紋石礦場，共計有 11 礦，惟其中黎明石礦為

轉石礦場，另昇毅石礦、興隆礦場、大新石礦、大德礦場、

碧山石礦、泰陽石礦等 6 礦，均無作業，有些屬長期未作業，

道路不通，致人員無法聯繫，故無法前往現場調查。而其中

錦昌採礦場、泰山石礦、大元石礦等 3 礦正常進行作業。圖

2-17 錦昌採礦場採掘面，圖 2-18 泰山石礦採礦場採掘面，圖

2-19 泰陽石礦，圖 2-20 碧山石礦採掘面，圖 2-21 大德礦場

舊採掘面。 

表 2-12 玉里地區現地調查結果分析表 

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強度

(kg/cm2) 

RQD

值 

RMR

值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1615 錦昌採礦場 608 90 76 18 

因道路中斷無法進行

現地調查，無法評

估。 

2. A01984 泰山石礦 509 85 59 17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
塊體水平面積不足，
建議進行更深入之礦
場地質調查，例如使
用 R.I.P.檢測岩層厚
度…等 

3. A01959 泰陽石礦 623 85 74 17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
完整岩脈出露，無法
得知岩脈之厚薄，建
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
地質調查。 

4. A02529 碧山石礦 638 90 71 18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
完整岩脈出露，建議
進行更深入之礦場地
質調查，例如使用
R.I.P. 檢 測 岩 層 厚
度…等 

5. A03085 大元石礦礦場 509 95 69 19 

塊體完整，出露岩脈

厚度較寬，岩體評分

良好。 

6. A03349 黎明採礦場 - - - - 轉石礦，不評估 

7. A03360 大德礦場 579 90 77 9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

完整岩脈出露，無法

得知岩脈之厚薄，故

無法得知，建議進行

更深入之礦場地質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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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強度

(kg/cm2) 

RQD

值 

RMR

值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查。 

8. A02580 昇毅石礦      

9. A02618 興隆礦場      

10. A02650 大新石礦      

11. A03492 泛亞石礦      

其他 

現場訪查 

礦場 
7 礦 

錦昌採礦場、泰山石礦、泰陽石礦、碧山石礦、黎明石礦為轉

石礦。(無作業或道路中斷，無法現地量測。) 

未調查礦場 4 礦 昇毅石礦、興隆礦場、大新石礦、泛亞石礦 

 

目前有正常生產作業之蛇紋石礦場大多聚集於玉里地

區。玉里位於花蓮縣南方，北接瑞穗鄉，東鄰台東縣長濱鄉，

西連卓溪鄉，南界富里鄉。玉里地區蛇紋石出露在玉里溪南

方清水溪中游一帶，地層均屬大南澳片岩帶中之玉里帶。本

區大部分為黑色片岩為主要岩體呈東北走向，向西北傾斜。

另有輝綠岩、蛇紋岩、橄欖岩等，該區蛇紋岩質地緊密，具

有不同顏色與岩理，表示其生成來源不同，蛇紋岩與圍岩相

接觸多為不整合接觸，且常呈角礫狀。 

 

圖 2-17 錦昌採礦場採掘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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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泰山石礦採礦場岩層露頭面圖 

圖 2-19 泰陽石礦採掘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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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碧山石礦採掘面圖 

 

圖 2-21 大德礦場舊採掘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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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礦場地下開採技術之可行性 

本計畫針對國內賦存之 23 個蛇紋石礦場，首先排除不進行調查

之礦場共 12 礦(包含轉石礦、交通中斷…等)，實際進行地質調查之

礦場共計 11 礦，礦場分類詳表 2-13 所示。 

表 2-13 礦場是否進行現地地質調查分類統計表 

不進行地質調查礦場 進行地質調查礦場 

分類 礦數 分類 礦數 

轉石礦場 1礦 正常生產礦場 5礦 

長期停工或礦場交

通中斷礦場 
8礦 

雖停工中但仍進行

現地調查礦場 
6礦 

有正常生產作業，但

因調查當日道路中

斷 

2礦 

正常生產礦場： 

大元石礦礦場、瑞欣礦場、泰山石礦、

錦昌採礦場、黎明石礦 

雖停工中但仍進行現地調查礦場： 

（理建）豐田礦場、瑞紋石礦採礦場、

大德礦場、（理新）豐田礦場、碧山

石礦、泰陽石礦 

辦理用地租約中 1礦 

合計 12礦  11礦 

四、以地質調查結果評估礦場進行地下開採可行性 

針對其中 9 礦進行地下開採可行性初步評估說明如後，彙整成表

2-14。其中大元石礦與泰陽石礦因已選作代表性礦場進行細部地下開

採規劃，詳第肆章內容所述。 

(一) （理建）豐田礦場 A02384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西側的原荖腦山木

瓜地方。海拔高約 600 至 1200 公尺左右，面積約為 3,722,463m2，

荖腦山附近礦區至少有七層岩床，每層厚約 30 至 50 公尺不等，

蛇紋岩岩床長約七公里(余炳盛，2000，台灣大百科全書)。根據

國土礦業資料倉儲整合平台中顯示，礦場大部分屬於片岩區域，

其中間部份有蛇紋岩出露。 

該礦區因道路交通原因，無法前往該礦場進行查核，且無法

與礦場負責人連絡。故調查以該地區鄰近位置之轉石進行調查，

岩塊單壓強度為 509(Kg/cm2)，該地區地質屬大南澳片岩，其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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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結果與現場落差無法比對。 

 以下為玉里礦業專業區。在此專業區內地層均屬於台灣最

古老之地質單元，通稱大南澳片岩中之玉里帶部分。玉里地區之

蛇紋石礦場主要由蛇紋石及少量變質岩等外來岩塊所構成。 

(二) 瑞紋石礦採礦場 A02767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溪支流地方，尊古安山

西南方約1公里(TWD97: 279942, 2597768)，面積約為2068522m2。

屬於大南澳片岩，上部為淺綠色片岩、下部為黑色片岩，位態走

向約北西 60 度向北傾 40 度，不連續面共兩組，不連續面粗糙度

尚可。現地史密特錘硬度指數為 50 至 60，史密特錘指數轉換至

岩體單壓強度為 391 kg/cm2。根據經濟部 91 年度委辦計劃-蛇紋

石產至高價粉體之可行性先期評估中記載，該礦場已有相當久的

開採紀錄，剪力作用發達，破裂面不規則，東邊較破碎而西邊較

少裂隙。 

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65；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62；Q(岩體品質)值為 6.5。 

現場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水平面積不足，若實施地下開

採則可能成本過高，建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物理地質調查，例如

重力、地電阻…等。 

(三) 錦昌採礦場 A01615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上游地方

(TWD97: 270039, 2573856) ，面積約為 2309241m2。屬於大南澳

片岩，上部為淺綠色片岩厚度約為 30 米、下部為淺綠色片岩厚

度約為 15 米，岩層上之覆土為 5 米。位態走向約北東 10 度向北

傾 10 度，不連續面共 3 組，不連續面粗糙度尚可。現地史密特

錘硬度指數為 54 至 62，史密特錘指數轉換至岩體單壓強度為 608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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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90；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76；Q(岩體品質)值為 18。 

現場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水平面積不足，且覆土層厚度

較低，相較於露天開採，以地下開採成本過高。 

 (四)泰山石礦 A01984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支流包沙古

地方(TWD97: 268539, 2571491)，面積約為 2392068m2。屬於大南

澳片岩，上部為淺綠色片岩、下部為黑色片岩，其走向位態相近

於錦昌礦場。不連續面共 4 組，不連續面粗糙度尚可，不連續面

間距 2~10 米，現地史密特錘硬度指數為 54 至 60，史密特錘指數

轉換至岩體單壓強度為 509 kg/cm2。 

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85；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59；Q(岩體品質)值為 17。 

現場蛇紋岩呈塊狀出露，開挖面顯示裂隙發達，具有地下水

文，造成礦體節理面變質情況較為嚴重，覆土層厚度較低，相較

於露天開採，以地下開採成本過高。 

(五) 碧山石礦 A02529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拉庫拉社地方

(TWD97: 268814, 2573895)，面積約為 1818207m2。屬於大南澳片

岩，上部為黑色片岩、中部為淺綠色片岩，礦牀厚度平均約 50

公尺左右。其走向位態為北東 40 度，向南傾 50 度，不連續面共

四組，不連續面粗糙度較為粗糙，現地史密特錘硬度指數為 46

至 54，史密特錘指數轉換至岩體單壓強度為 638 kg/cm2。 

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90；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71；Q(岩體品質)值為 18。 

現場蛇紋岩呈塊狀出露，雖已無產量，但塊體完整，覆土層

厚度較低，且表層有地下水痕跡，但開採面並無透水。礦牀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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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為 50 米以上，延長約 640 米，建議可進行深入地質調查後，

決定是否可以以地下開採方式進行開採。 

(六) 大德礦場 A03360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上游地方

(TWD97: 268407, 2573122)，屬於大南澳片岩，，不連續面共四

組，不連續面粗糙度為尚可，不連續面間距為 5 公分，現地史密

特錘硬度指數為 60 至 62，史密特錘指數轉換至岩體單壓強度為

579 kg/cm2。 

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90；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77；Q(岩體品質)值為 9。因

現地調查時，殘壁已完成植生綠化，並無完整岩脈出露。礦床走

北東 40 度，向北傾 20 度，大致呈單斜構造，局部有小褶曲，覆

土層厚度極低，開採面並無透水，礦牀厚度約為 80 米~120 米。

建議可進行深入地質調查後，決定是否可以以地下開採方式進行

開採。 

(七) 瑞欣礦場 A03028 

該礦場所在區域為花蓮縣卓溪鄉尊古安山地方，尊古安山西

南方約 2 公里(TWD97: 281247, 2598347)，屬於大南澳片岩，不

連續面共 2 組，不連續面粗糙度為尚可，現地史密特錘硬度指數

為 50 至 62，史密特錘指數轉換至岩體單壓強度為 422 kg/cm2。 

從上述之岩性及現地調查之結果推估RQD(岩石品質指數)值

為 72；RMR(地質力學分類法)值為 68；Q(岩體品質)值為 7.2。 

現地調查時，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體積較小。綠色片岩

與蛇紋岩伴生，覆土層厚度及上部岩層厚度極低，開採面些微滲

水，建議可進行深入地質調查後，決定是否適合地下開採 

進行調查與評估之礦場共計 9 礦，進行地質調查與初步評估。評

估結果彙整如表 2-14，詳細各礦之調查結果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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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蛇紋石礦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編號 
礦區 

字號 
礦場名稱 

岩體強度

(kg/cm2) 
RQD 值 

RMR 

值 
Q 值 地下開採可行性評估 

1.  A02384 
（理建）豐田礦
場 

509 - - - 
因道路中斷無法進行

現地調查，無法評估。 

2.  A02767 瑞紋石礦採礦場 391 65 62 6.5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

體水平面積不足，若以

地下開採成本過高，建

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

地質調查。 

3.  A01615 錦昌採礦場 608 90 76 18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
體水平面積不足，相較
於露天開採，以地下開
採成本過高，建議進行
更深入之礦場地質調
查。 

4.  A01984 泰山石礦 509 85 59 17 可 

5.  A01959 泰陽石礦 623 85 74 17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完

整岩脈出露，無法得知

岩脈之厚薄，建議進行

更深入之礦場地質調

查，例如使用 R.I.P.檢

測岩層厚度…等 

6.  A02529 碧山石礦 638 90 70 9 可 

7.  A03085 大元石礦礦場 509 95 69 16.1 

現地調查時，出露岩層

完整，滲水及不利之不

連續面組數較低，但必

須考慮岩脈厚薄，成本

及環境考量下，方建議

使用地下開採。 

8.  A03360 大德礦場 579 90 77 9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完

整岩脈出露，無法得知

岩脈之厚薄，故無法得

知，建議進行更深入之

礦場地質調查。 

9.  A03028 瑞欣石礦 422 72 68 18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

體體積較小，綠色片岩

與蛇紋岩伴生。以地下

開採成本過高，建議進

行更深入之礦場地質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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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外石材地下開採技術及相關開採、運搬機械設備 

一、國外開採案例 

雖然石材開採的成本比露天開採成本高。但在其他國家地區，石

材進行地下開採既符合經濟效益同時亦可符合環境保育要求。雖然與

其他高價金屬礦種相比，以蛇紋石石材進行地下開採之案例相對較少，

但在美國、古巴、中國仍有部分蛇紋石石材(或共生)礦場是以地下開

採方式進行開發，可做為本案研究參考案例。 

（一）Line Pit (Lowe's Mine)，美國，馬里蘭州 

此礦場位於美國的馬里蘭州。主要礦脈為鉻鐵礦、蛇紋岩，

另有矽鋅礦共生。鉻鐵礦礦脈之圍岩為半透明綠色蛇紋岩礦脈。

而在這層蛇紋岩外圍有一矽鋅礦脈將蛇紋岩與鉻鐵礦包覆，一部

分的矽鋅礦又延伸侵入蛇紋岩與鉻鐵礦礦脈。 

早期開採方式為露天開採。在地表鉻鐵礦枯竭後曾停擺一段

時間，後來轉為地下開採繼續開採地表下礦體。於 1915 年因鉻

鐵礦市場需求降低，關閉礦場。至今此礦場依然尚未恢復開採。 

該礦地下開採之運搬作業主要利用兩個直井和數個水平坑

道。直井功能主要作為運輸人員和礦石。水平坑道走向大多沿著

礦脈前進，以獲得較多的採取量(Pearre,et.al.,1960)。 

 

圖 3-1 美國 Line Pit 礦場直井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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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uba Underground Gold Mine Deposit，古巴，比亞克拉拉省 

此案例是參考古巴 400 多家礦業公司聯合開採報告，主要研

究聖克拉拉附近的蛇紋石礦脈。研究內容為 Oro Descanso 礦場的

蛇紋岩強度。該岩體被分類成塊狀蛇紋岩、剪切蛇紋岩及輝長岩。

藉由鑽井過程中所獲得的井測數據加上現場觀察測量所得到的

地質強度指數(GSI)，平均值分別是塊狀蛇紋岩 60、剪切蛇紋岩

38 及輝長岩 78。經由軟體 Rocklab 分析之後得到三種岩石抗壓強

度，詳表 3-1，礦場地下坑道詳如圖 3-2。 

 

圖 3-2 古巴 Oro Descanso 礦場地下坑道圖 

根據 Hoek Brown 的廣義破壞準則，可以確定 Oro Descanso

礦場地下岩體的局部強度、整體強度及變形模數能夠作為礦山設

計和採礦系統的有效數據(Adeoluwa O Oluwaseyi, 2017)。 

表 3-1 聖克拉拉蛇紋石礦脈岩石性質表 

Rock Type mb s a GSI 
Hoek Criterion for Rock Mass 

Strength 

塊狀蛇紋岩

(Massive 

Serpentinite) 

2.34 3.5×10-3 0.503 60 σ1=σ3+29.64(0.0790σ3+0.0035)0.503 

剪切蛇紋岩 

(Sheared 

Serpentinite) 

0.98 1.8×10-4 0.514 38 σ1=σ3+54.92(0.0178σ3+0.0002)0.514 

輝 長 岩

(Gabbros) 
8.88 4.34×10-2 0.501 78 σ1=σ3+69.91(0.1270σ3+0.043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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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opes Gold Mine，美國，密西根州 

此礦場位於美國的密西根州，主要開採方式為地下開採。為

密西根州中成功商業化的礦場之一。起初，地質學家在該地區探

勘並發現品質優良且具商業規模的大理石和蛇紋石。在開採大理

石和蛇紋石過程中發現與鎂質片岩伴生之金礦，此礦場便轉為主

要開採金礦。目前礦場暫停開採。 

於地下開採部分主要通道有兩個直井與五條水平巷道。兩個

直井位在礦場兩側，五條水平巷道連接兩直井。水平巷道呈垂直

向分佈，由上而下排列。直井主要功能為運輸人員與礦石，其中

一個直井設有輸送帶可以將礦石運送到地表。主要開採位置為水

平巷道，五個不同深度之水平巷道可開採不同深度的礦脈，亦可

同時進行以增加工作效率(Economic Geology, 1945)。 

 

  

圖 3-3 美國 Ropes 礦場開採礦石 圖 3-4 美國 Ropes 礦場坑口圖 

（四）Sixteen-to-One Mine Inc.，美國，加州 

美國 Sixteen-to-One Mine Inc.位於美國加州的Alleghany地區。

Alleghany 地區位於 Melones 斷層帶上，蛇紋岩礦脈面積超過十二

萬平方公尺。哈佛大學博士 H.R. Cooke Jr. 研究指出該地區蛇紋

岩和交叉斷層被陡峭的蛇紋岩脈剪切。由於此地主要產物為金礦，

該礦場當時沿著礦脈採掘，並將其中產出的蛇紋岩、石英等等有

價礦石銷售以補貼成本。地下坑道詳圖 3-5(Cooke, H.,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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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美國 Sixteen-to-One 礦場地下坑道圖 

 

（五）高台子蛇紋岩礦，中國，吉林省 

中國高台子蛇紋岩礦位於吉林省集安市太王鎮高台子村一

帶。此礦區坐落在鴨綠江斷裂帶與東西向構造體系複合處，東西

向構造體系以褶皺為主。此礦區僅有一條礦體，該礦體為蛇紋岩

及滑石互相伴生而成，礦體西北部主要是蛇紋岩，而東南部主要

為滑石。 

此礦場由於礦體埋藏較深，地表為次生林林地，不宜露天開

採。因此使用地下開採，設計礦床由上而下開採，採用遠到近後

退式開採。如遇平行礦脈原則上先開採上磐，當礦體相距較近時，

上下磐岩體可同時開採，但上磐岩體需超前下磐岩體開採，同時

適當縮小坑室尺寸，並在坑室內留設礦柱，以支撐上下磐圍岩。

礦場鑽井施工圖詳圖 3-6。 

此礦場在局部地質條件較差區域選擇於蛇紋岩礦體處使用

水平方向膠結充填採礦法。主要是因為滑石礦體穩定性較差，容

易滑落，故滑石礦體處使用水平下向膠結充填採礦法(劉寶林，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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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中國高台子蛇紋岩礦場鑽井施工圖 

（六）國外開採案例可用於台灣採礦技術 

1. Line Pit (Lowe's Mine)，美國，馬里蘭州 

 此礦場為 1900 年代初期之古老礦場，台灣現今所使用之採礦技

術較當時更為安全也可有更多的採礦量。該礦場水平坑道沿著礦脈前

進，台灣礦場若需開採礦脈較薄之區域可參考其礦道設計進行規劃。 

2. Cuba Underground Gold Mine Deposit，古巴，比亞克拉拉省 

 此案例統整了古巴 400 多家礦業公司採礦區的蛇紋岩礦脈的岩石

性質，該地區主要分成三類礦脈，塊狀蛇紋岩、剪切蛇紋岩及輝長岩，

類似於台灣玉里地區蛇紋岩，RQD(岩石分類評分)與玉里地區相近，

且 Q 值較台灣地區低，該礦之開採經驗可作為一重要之參考資料。 

3. Ropes Gold Mine，美國，密西根州 

 此礦場地質條件擁有許多不同深度之礦脈，因此採用雙直井且中

間利用許多水平坑道作為連接，如此即可採得不同高程礦脈之礦石，

亦可不同坑道同時進行開採增加工作效率。以豐田地區為例，豐田地

區每一岩層厚度約為 30 米至 50 米，且共有 9 層之多，以直井式開採

可節省覆土層及片岩層開挖時造成的土方並提高生產效率，開採作業

依據岩層分布進行水平坑道設計規劃。 

4. Sixteen-to-One Mine Inc.，美國，加州 

 該地區蛇紋岩和交叉斷層被陡峭的蛇紋岩脈剪切，伴生了許多有

價礦石，台灣豐田地區之蛇紋石礦礦脈走向為東北─西南而斷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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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西北─東南，此種交錯構造與文獻內之交叉斷層類似，在考慮以地

下開採時，應先做好評估及開採方式。 

5. 高台子蛇紋岩礦，中國，吉林省 

 此礦場礦體較深，且局部地質條件較差，礦體較厚，其採用的開

採方法為遠到近式後退開採。地質條件較差之區域，則是採用水平方

向膠結充填採礦法，利用此方法逐漸推進開採，可預防岩磐崩落。針

對上述對豐田區域開發地下礦場，則可參考此採礦法進行開採。 

二、開採技術及機械設備 

一般石材的開採不論露天或是地下礦場均是使用較先進的非炸

藥的切割技術。對大部分的石材礦場開採可分為兩個階段為之。首先

以大範圍的切割將大石材塊體與礦脈分離，其體積約為 1,000 立方公

尺。接著再將此一塊體切割成適合運輸及出售的尺寸。 

一般石材開採方式可分為切割法或劈裂法，而不同的開採方式亦

有其配合的機械設備，彙整如下表 3-2。 

表 3-2 地下石材開採法彙整表 

開採方式 
Cutting Techniques 

切割法 

Splitting Techniques 

劈裂法 

塊體分離方法 塊體以切槽分離 
塊體依計畫的切割面形成裂

隙分離 

設備與技術 Sand wire (helicoidal 

wire) (索鋸) 

Diamond wire saw(金剛

索鋸) 

Chain saw(鏈鋸) 

Disc cutter(圓鋸) 

Diamond belt cutter(金剛

鏈鋸) 

Flame jet (噴燄切割法) 

Water jet(水刀切割法) 

Plug and feathers(插楔法) 

Mechanical splitting (機械劈

裂) 

Slot drilling(槽鑽法) 

Expansive mortar (膨脹劑) 

Hydraulic wedges (水力劈裂) 

炸藥: 

   導爆索 

   硝甘基炸藥 

   黑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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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割法 

此法為將礦體以直接切割方式將石材塊體分離。在過去 30

年地下開採的切割法，不論是在一次切割或二次切割作業，都以

金鋼索鋸(diamond wire saw)最被廣泛應用，已成為石材的主要開

採方式。而有碳化鎢切削頭的鍊鋸廣泛的用在盲切作業以及石材

的地下開採作業。而金剛鏈鋸(diamond belt cutter)的導入亦可執行

相同的作業。以下分別介紹國外地下石材切割法之機械與切割方

式。 

1. Sand wire (Helicoidal wire) (索鋸) 

索鋸為早期蒸汽動力剛出現時，在採石廠被廣泛應用的

一種機具。作業時會先在岩石上鑽孔並填入金剛砂與水混合

之漿料，再將索鋸穿過孔洞。透過岩體周圍設置好之滑輪循

環旋轉鋼絲，帶動填入金剛砂漿料摩擦切割岩石。現今，索

鋸已較少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金剛索鋸。(N. D. C. Hodges , 

1889) 

 
圖 3-7 索鋸示意圖 

2. Diamond wire saw(金剛索鋸) 

金鋼索是由鑲嵌鑽石的套環、定位圈、彈簧及固定環串

接在鋼索上所組成。作業時會先在岩石上鑽孔並且將索鋸穿

過孔洞，使用電力作為馬達動力來源帶動其作業。類似於索

鋸，差異在金鋼索具上鑲嵌鑽石的套環構造(詳圖 3-8)。因為

鑽石的硬度極高，能使切削效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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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金鋼索鋸鑽石鋸齒示意圖 

 

金鋼索鋸在過去 15 年已成為使用最為廣泛的石材切割

方法。其甚至可用在採取堅硬的花崗岩。研究顯示，使用金

鋼索鋸不但可降噪音及空氣污染，也可提高石材採收率及減

少廢材以降低運輸成本。 

此法一般使用井下衝繫鑽機(Down the hole hammer drill)

在石材鑽垂直及水平孔(75-90mm)，而此二孔必需相互貫通。

垂直孔約 6-20 公尺，水平孔約 25 公尺。有時會使用鑽石鑽

頭以取得岩心作為觀察岩體完整性的重要資訊。金鋼索穿過

此二孔後形成一環圈並套在飛輪上，如圖 3-9及圖3-10所示。 

當飛輪轉動時即可帶動金鋼索對石材進行割，隨著石材

的切割，飛輪亦必須在導軌上不斷向後移動以保持金鋼索的

張力。金鋼索鋸對花崗岩每小時約可切割 2-4 平方公尺，大

理石約 10 平方公尺。金鋼索的壽命每 1 公尺約可切割 6-10

平方公尺(硬花崗岩)，15-25 平方公尺(軟花崗岩)，40 平方公

尺(大理岩)。金鋼索的平均成本每公尺約為 100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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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金剛索鋸穿孔切割示意圖 1 

 

 
圖 3-10 金剛索鋸穿孔切割示意圖 2 

 

金鋼索鋸應用在地下開採一般是與炸藥配合作業。開採

作業首先在在採掘面開拓出一平行六面體的空間，接著再以

階段方式採取石材塊體。其作業流程如下： 

(1) 在採掘面的四個角點以鑽機向前進方向鑽出大直徑鑽

孔，孔徑為 250mm。如此大孔徑鑽孔主要是能放入金

鋼索鋸的導輪。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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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金剛索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1 

(2) 在置入導輪及金鋼索鋸後即可套上飛輪以倒 U 型法

(reversed catenary cut)進行頂面、底面及左右兩側的切

割，如圖 3-12 所示。 

 

 
圖 3-12 金剛索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2 

 

(3) 雖然岩體的四面已被金鋼索鋸切割，但岩體的背面仍

無法脫離岩體。因此必須以炸虊劈裂法先在上部切出

一楔形塊體以形成空間。此方法是在採掘面中上部位

置朝前方鑽出一排向上傾斜的鑽孔(90mm)並放入導爆

索引爆。如此即可切割出一楔形空間，如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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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金剛索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3 

(4) 在形成岩體上方空間後即可依正常金鋼索鋸作業進行

石材塊體的切割，如圖 3-14 所示。 

 
圖 3-14 金剛索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4 

3. Chain saw(鏈鋸) 

採礦業中的鏈鋸較大型，且會搭載在機具上，通常稱為

鏈鋸機。可直接切割岩壁或石材，切割範圍較小。通常用來

對索鋸從岩壁上取下的岩石作進一步切割或在岩壁頂部作單

方向初步切割以方便索鋸取下岩體。 (Tomislav Korman.et.al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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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鋸機是在約 8 米長的臂架上裝上碳化鎢切削頭的鋼鍊。

鍊鋸一般安裝在導軌上，可在石材上切割約 8 米的深度。最

常使用在石灰石及大理石礦場。針對大理石，每小時約可切

割約 10 平方公尺。鏈鋸機照片詳如圖 3-15~圖 3-17 所示。 

 
圖 3-15 鏈鋸示意圖 1 

 

  

圖 3-16 鏈鋸示意圖 2 圖 3-17 鏈鋸示意圖 3 

 

鍊鋸切割亦廣泛使用在地下石材礦場。鍊鋸在地下礦場

的作業流程如下。 

(1) 將鍊鋸機前進到採掘面，在底部上方(約預計石材高

度)平行於掘進面方向先切割出一平面，如圖 3-18 所

示。 



61 
 

 
圖 3-18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1 

 

(2) 接著向上以等間距切割出預計石材大小的平面，詳下

圖 3-19。 

 
圖 3-19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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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在掘進面底部進行切割使其底部與岩體分離，如圖

3-20。 

 
圖 3-20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3 

 

(4) 在掘進面左側由上向下切割，使岩塊與側邊岩體分離，如

圖 3-21。 

 
圖 3-21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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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掘進面由上向下，由左向右依預計石材尺寸進行切割，

如圖 3-22~3-24。 

 
圖 3-22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5-1 

 

 
圖 3-23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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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5-3 

 

(6) 在掘進面最右側進行切割使其與右側岩體分離，如下

圖 3-25。 

 
圖 3-25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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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掘進面上方石材塊體與岩體的切割面空隙間置入

氣囊。以空壓機注入高壓空氣使最上方石材塊體背面

與岩體分離，如圖 3-26。 

 
圖 3-26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7 

(8) 以堆高機移出石材塊體，如圖 3-27、圖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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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8-1 

 
圖 3-28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8-2 

 

(9) 在移出石材塊體後，鍊鋸進入已移出塊體空間。將鍊

鋸轉動切割方向，將右側石材底部由上向下切割使其

與岩體分離，如圖 3-29~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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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9-1 

 

 

 
圖 3-30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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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9-3 

 

(10) 撤出鍊鋸後以堆高機移出石材，如圖 3-32。 

 
圖 3-32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10 

(11) 以相同作業方式進行背部切割並依序取出石材，

如圖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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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鏈鋸採取礦體流程圖 11 

4. Disc cutter（圓鋸） 

圓鋸主要構造係一金屬圓盤，圓盤周圍有鋸齒狀突出物。

圓盤中心與馬達連接，透過電力或柴油作為馬達動力來源，

帶動圓盤旋轉以切割岩石。 

可直接切割岩壁或石材，但切割範圍較小。通常應用在

索鋸從岩壁上取下的岩石作進一步切割或在岩壁頂部作單方

向初步切割以方便索鋸取下岩體。詳圖 3-34 所示(Alex Freire , et 

al., 2014 )。 

 
圖 3-34 圓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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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amond belt cutter（金剛鏈鋸） 

金剛鏈鋸主要構造係一鏈條與馬達連接，金屬鏈上面有

許多的鋸齒，使用電或是柴油為馬達動力來源，帶動金屬鏈

旋轉切割岩石。與鏈鋸類似，差異在金鋼鍊鋸其金屬鏈上鋸

齒狀構造係用工業用鑽石預鑄而成型。因為鑽石的硬度極高，

能使摩擦效率更好，切割效率更佳。 

可直接切割岩壁或石材，切割範圍較小。通常用來對索

鋸從岩壁上取下的岩石作進一步切割或在岩壁頂部作單方向

初步切割以方便索鋸取下岩體。詳圖 3-35、圖 3-36 所示

(Mancini, R., S. Bianchini, M Cardu, M. Fornaro, 1993.)。 

  
圖 3-35 金剛鏈鋸示意圖 1 圖 3-36 金剛鏈鋸示意圖 2 

 

6. Flame jet (噴燄切割法) 

噴焰切割法也是一種直接將礦體進行切割的方法，是使

用柴油或煤油配合高壓空氣產生高逹 2,500℃的火燄。透過機

具將火焰噴射到石材上，使熱能在石材表面利用不同礦物膨

脹係數的差異使其斷裂。此方法發明於 1950 年代且對於高矽

含量(膨脹係數高)的花崗石最為有效。對於矽含量低的石材，

其切割速度較慢。其優點是機具不會直接接觸岩石而磨損。

詳圖 3-37 及圖 3-38 所示(A. Ya. Kolodko V. S. Nikiforovskii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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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噴燄切割法示

意圖 1 

圖 3-38 噴燄切割法示意圖 2 

 

7. Water jet (水刀切割法) 

水刀切割法係利用機具噴射出高壓水柱以穿透方式切割

岩石，用此方法的優點是機具不會直接接觸岩石而磨損。詳

圖 3-39 所示(Powell Greenland, 2001)。 

 
圖 3-39 水刀切割法示意圖 

(二)劈裂法 

此法為將塊體依計畫的切割面以鑽孔的方式形成裂隙，達到

礦體分離之目的。所有的劈裂法都必須在石材上的預定劈裂面上

鑽一排小直徑的孔。在某些狀況下會使用碳化鎢鑽頭在孔側壁鑽

出槽以利劈裂方向的延伸。如下圖 3-40 所示。 

如果石材本身顆粒的排列及劈理有利於劈裂方向時，使用劈

裂法較為有效且較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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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劈裂法鑽槽示意圖 

以下分別介紹國外地下石材劈裂法之開採方式與常用之炸

藥。 

1. Plug and feathers(插楔法) 

插楔法是早期破裂岩石的方式，每個楔都由一插梢和兩

個金屬片構成。插楔法亦必須在石材上鑽一同平面的小孔，

再將插梢及兩片半圓形的金屬片(steel feather)置入孔中。再以

鐵鎚平均敲繫各孔的插梢以張力劈裂石材，如圖 3-41、圖 3-42。

如在孔壁鑽槽的話則可更有利於石材的劈裂。 

插楔法是一種簡易的碎岩方法，透過鑽孔再透過人力即

可破碎岩石。在硬岩劈裂，孔的間距可小至 10 公分，在低強

度的岩石鑽孔間距可逹 25 公分。示意如圖 3-43(Lester C. 

Kenway, 2007)。 

 

 

 
圖 3-42 插梢及金屬片 

 
圖 3-41 插楔法示意圖 1 圖 3-43 插楔法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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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對於無明顯顆粒排列的石材，所有鑽孔的深度必

須要約 90%的石材高度。強度較低的岩石則可每五孔有一孔鑽至

90%的高度，如圖 3-44 所示。 

 
圖 3-44 插楔法鑽孔示意圖 

 

2. Mechanical Splitting (機械劈裂) 

與上述插楔法相同，劈裂機是有一油壓筒套在插梢上，

以油壓取代鐵鎚向側邊施壓裂開岩石。最高一次約可使用 30

組油壓劈裂器(如圖 3-45)。此法雖然可以施予較高的壓力以

劈裂較大的石材，但仍要注意施壓太快也會造成劈裂方向的

歪斜。 

 
圖 3-45 機械劈裂法示意圖 

 

3. Slot Drilling 槽鑽法 

槽鑽法的作業是在石材的同一平面上鑽較大的鑽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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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m)，而兩孔中心點的距離約小於鑽孔直徑的兩倍。接著

在兩孔中插入導軌以穏定鑽頭並在此兩孔間再鑽一孔，如下

圖所示。槽鑽法主要用於軟砂岩及大理岩等石材 (Maunu 

Mänttäri,2008)。 

 
圖 3-46 槽鑽法示意圖 

 

4. Expansive mortar (膨脹劑) 

亦稱膨脹水泥或靜態膨脹劑，是以化學配方將幾種粉劑

用水調和後灌注在已鑿好的岩石孔內，利用化學反應產生巨

大的膨脹壓力將石材劈裂，達到塊體分離的目的。膨脹劑用

在地形較崎嶇索鋸和鏈鋸等機具難以到達之地點或用以破碎

爆破後岩石堆內的大型石塊。膨脹劑分離石材前後示意詳圖

3-47 及圖 3-48 所示。 

  

圖 3-47 膨脹劑灌注示意圖 1 圖 3-48 膨脹劑灌注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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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十數年的發展，膨脹劑的價格已具競爭力且所需

時間也從數小時降至數分鐘。因此膨脹劑在劈裂石材的作業

已相當普遍，特別是對於花崗石。膨脹劑注入鑽孔後會均勻

的在孔內產生壓力。當所有鑽孔同時注入膨脹劑後則會在鑽

孔面產生劈裂作用。例如第一個商業化且廣泛使用的膨脹劑

Fract-Ag，其在 20℃下反應 24 小時後可產生約 80MPa 的壓

力。依理論計算，鑽孔間距可依下列公式決定。一般來說，

孔距最大可逹 40 公分，如縮小孔距至 25 公分時，則僅需每

一間隔孔注入膨脹劑即可逹到劈裂的效果。 

s = (p.h.d) / (δt.h’) 

s: 孔距 

p: 膨脹劑產生壓力 

h: 鑽孔深度 

δt.: 抗張強度 

h’: 劈裂深度 

5. Hydraulic wedges (水力劈裂) 

水力劈裂機具主要由兩金屬片構成(圖 3-49)，操作時會

先將機具前端崁入岩石內，再以水力加壓使兩金屬片向外擴

張，使岩石劈裂。機具會沿岩石的破裂面排列，而金屬片撐

開的方向則會垂直於破裂面(圖 3-50)。水力劈裂法常被用來

破碎爆破後岩石堆內或是大型機具無法抵達地點之大型石塊

(Richard R.Goodman ,1989 ,Rock Mechanics)。 

 

 
圖 3-49 水力劈裂法用具圖 圖 3-50 水力劈裂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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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炸藥 (Explosive) 

炸藥劈裂原理係利用炸藥爆炸產生爆震波劈裂岩石，另

其化學反應產生氣體將已破碎之岩石向外推移分離塊體。 

透過鑽孔填裝炸藥，並改變孔深度、孔徑、填藥深度或

炸藥種類可以控制岩石破裂方式，通常填藥孔會沿岩石破裂

面排列。    

作業時是以引線連接雷管，雷管再連接導爆索放入孔內

並填入散裝炸藥，再透過引線引爆導爆索。 

(1) 導爆索：導爆索為廣泛使用在岩體工程劈裂岩石的工

具。由芯線、芯藥及數層棉線和紙包纏製成。需用雷

管引爆。詳圖 3-51。 

(2) 黑火藥：黑火藥係現今最常使用的一種低爆炸藥，不

需要爆震波直接點火便可引爆。通常與安全導火索配

合使用。詳圖 3-52。 

 

  
圖 3-51 導爆索 圖 3-52 黑火藥 

 

三、國內蛇紋石礦推展應用之可行性 

蛇紋石是台灣自產特有的重要礦物資源之一，總儲存量約為 27.2

億公噸，主要集中在花蓮玉里、瑞穗、萬榮及豐田地區。 

國內目前蛇紋石主要應用於建築石材、煉鋼助熔劑、肥料以及其

他化學工業。而蛇紋石在前述應用過程中(石材工業在採礦、切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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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亦會產生大量下腳料及污泥。另煉鐵時所使用的蛇紋石作為

助融劑亦有粒度限制，過篩後產生之尾料無法做為助熔劑之用而成為

廢料。絕大部份廢材均未能有效利用，對於礦產資源之浪費甚鉅。 

蛇紋石除了作為傳統的石材、原料石的應用之外，亦可利用其礦

物的特性，提升蛇紋石附加價值。將傳統的礦產大宗物資的觀念轉型，

達到精緻化、生活化、高質化及高價化的目的。同時充分利用資源，

亦可達到礦物資源零廢棄之目標。 

本研究廣泛蒐集蛇紋石的高附加價值利用的相關研究資料，若能

將蛇紋石以資源化技術加以利用，則可增加其推展應用之可行性。蛇

紋石推展應用之可行方式如下。 

(一) 蛇紋石製成鎂橄欖石系耐火材料 

蛇紋石理論的組成為 34.3﹪SiO2，44.1﹪MgO，6﹪Fe2O3，

0.20﹪Al2O3，0.45﹪CaO，及 12﹪燒失量，可製作成鎂橄欖石質

耐火物。蛇紋石的耐火度較低，但是加入一定量的氧化鎂粉末後，

可能將所有矽石轉化成為鎂橄欖石，並提高其耐火性能。臺灣蛇

紋石廢材之再利用，可將蛇紋石廢料，加入一定比例之 MgO、

MgCO3、或 Mg(OH)2，燒製成鎂橄欖石質耐火原料經 XRD 測試

結果得知，隨著燒結溫度的增加，鎂橄欖石、頑火輝石之繞射峰

有加強之趨勢。燒至 1500℃時，物料完全燒結。熟料中主要有鎂

橄欖石、頑火輝石。燒結時間越久則鎂橄欖石相之繞射峰有加強

之趨勢，而頑火輝石則相對減少。所試驗三種添加物中，Mg(OH)2

及 MgCO3較 MgO 為佳且價格低廉。其原因可能為 MgO 之耐火

溫度較高，若要將之分解並與蛇紋石反應生成鎂橄欖石可能需要

較高的溫度以完成反應。(鄭大偉、梁誠，1998，礦冶工程學會

87 年年會論文集) 

(二) 蛇紋石製造熔成鎂磷肥料 

熔成磷肥的原料為磷礦，利用含矽酸鹽(主要是蛇紋石)為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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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在 1400℃以上高爐或電爐中熔融，然後將熔體以水淬所得之

一含 MgO、CaO、SiO2及 P2O5之玻璃體。具有不潮解、不結塊、

不含游離酸等特點。由於為不潮解，因此不屬於速效性肥料，而

所含的 P2O5 可溶於 2%的檸檬酸(枸櫞酸)溶液中，故稱之為枸溶

性磷肥，適用於酸性較強之土壤。(經濟部礦業司，1996，蛇紋石

等工業原料礦物篩選尾料(含邊廢料)之利用研究) 

(三) 蛇紋石應用於製成無機聚合防火材料 

用蛇紋石廢料製成無機聚合物，其研究結果指出蛇紋石與變

高嶺石比例 1：1，鹼性溶液 KOH(10N)與矽酸鈉 1：1，在室溫固

化三天後脫模之無機聚合物，其抗壓強度最佳可達 58.2MPa，抗

折強度可達 13.9MPa。在耐火測試方面，無機聚合物從開始測試

至 10 分鐘，溫度快速上升至 390℃，在 10 分鐘後即在 400℃呈

現穩定，而市售耐火板之隔熱效果相當，甚至還擁有機械強度佳

與不發煙之優點，顯示利用蛇紋石製成無機聚合物，應用於防火

建材上具相當之潛力及發展空間。(鄭大偉等人，2002，資源與環

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四) 蛇紋石提選氧化鎂及非晶質二氧化矽 

曾經初步研究以蛇紋石提取高純度氧化鎂。其研究結果發現，

萬榮、壽豐、瑞穗、玉里之蛇紋石其化學成份、礦物組成，及加

熱性質均相近。經 1 小時 750℃焙燒之試樣可得游離鎂約 60％，

若將浸漬溫度提昇至 100℃則其鎂浸漬率也隨著昇至 90％，但因

游離矽之產生而過濾不易。但若利用水與硫酸產生之水和熱可提

高未培燒蛇紋石浸漬液之溫度至 130℃，得到 80％之鎂浸漬率且

無矽膠阻礙過濾之問題。可得到純度 98.48％之氧化鎂，其製品

於溶液中之回收率為 83％，若從蛇紋石之原含量而言，總回收率

為 67％。(李全洲，1985，國立成功大學礦冶及材料科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蔡敏行等人，1988，礦冶，第 3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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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技術研究院「石灰岩與蛇紋石高附加價值應用研究」計

畫中採用逆洗分選管，先將輕質體(如黏土)及重質體(如粗粒石英、

重金屬礦物)分別去除，同時在逆洗分選管中段將蛇紋石粉體分離

出。再利用 200℃-500℃之高濃度硫酸進行浸漬。如此可解決矽

膠過濾問題即可獲得高純度(99.69%)之非晶質二氧化矽粉體產物。

(工業技術研究院，1991，經濟濟部 80 年度科技專案) 

「石灰石、蛇紋石等工業原料礦物篩選尾料(含邊廢材)之利

用研究」研究報告引用日人小菅勝典等人的研究顯示，利用蛇紋

石萃取氧化鎂及非晶質。蛇紋石除了可作為萃取氧化鎂的原料外，

亦可製成高純度且具有反應活性的非晶質氧化矽，供作下游工業

如：充填料、碳化矽等材料的製作原料。此等非晶質氧化矽亦可

與氫氧化鈉作用而製成水玻璃及高純度的二氧化矽。另一方面蛇

紋石可與 AlCl3 作用並製成高嶺土充填料，所得之溶液可再製成

硫酸鎂，供煉製氧化鎂的原料。(經濟部礦業司，1996) 

 

(五) 蛇紋石合成沸石 

蛇紋石經鹽酸處理獲得高表面積的非晶質矽。多孔的非晶質

矽以水熱法合成 ZSM-5 沸石。得到最佳的合成條件為 170°C 下

經 24 小時，再以 600°C 燒結。製備出的沸石結晶度可達到 90%

至 97%。(Kim,et.al.,2003) 

(六) 以蛇紋石和電弧爐鋼渣除磷 

弧爐鋼渣和蛇紋石被用來將溶液中的磷除去並測試添加石

灰石後的效果。由於磷會吸附於金屬氫氧化物及羥基磷灰石的沉

澱物，使電弧爐鋼渣有接近 100%的除磷效果。而蛇紋石也有良

好的除磷效果。測試發現將石灰石加入上述兩種材料中並無法增

加除磷效果。研究結果指出，使用電弧爐鋼渣透過吸附及沉澱機

制來進行濕地或濾床的除磷是一個有發展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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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zo,et.al.,2006) 

(七) 蛇紋石廢料製成遠紅外線功能性複合材料 

將蛇紋石廢料細化，與高分子基材 EVA(乙烯醋酸乙烯酯共

聚物)製成具備遠紅外線功能性之複合材料，期能將此複合材料應

用於鞋墊與保健產品上。經研究結果顯示，蛇紋石具優越之遠紅

外線放射係數及蓄熱保溫性，其放射係數與市售遠紅外線粉體相

當，蓄熱保溫性則高於市售遠紅外線粉體 4~6℃，顯示蛇紋石具

遠紅外線功能之發展潛力。EVA/蛇紋石複合材料之熱傳導率與遠

紅外線蓄熱性呈現正比之關係。添加蛇紋石製成複合材料，可提

升基材之拉伸強度，隨添加量增加，拉伸強度有增加之趨勢。將

蛇紋石廢料製成複合材料，除具備遠紅外線功能性外，也有增強

機械性質之效果，可應用於紡織品、鞋墊及保健產品上，提供做

為蛇紋石廢料資源化之另一途徑。(易其樟，2006，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碩士論文) 

令蛇紋石分散填充於聚丙烯基質，所產生的蛇紋石-聚丙烯複

合材料由 DCS 可知比純的聚丙烯結晶度高。聚丙烯材料加入蛇紋

石後楊格係數大幅增加。(JÄ RVELÄ etal.,2001;Tan,et.al.,2012) 

(八) 蛇紋石粉體製成抗靜電材料 

蛇紋石產製高價粉體之可行性先期評估」報告中指出，利用

研磨至 1μm 以下之蛇紋石粉體，與聚氨基甲酸酯(PU)及聚丙烯

(PP)製成高分子複合薄膜，測試對電磁波屏蔽特性與表面電阻質。

實驗結果指出以酒精為助磨劑、10％甘油為分散劑，添加 20%之

蛇紋石 PU複合薄膜，其表面電阻係數值為 108～109ohm/square，

達到抗靜電材料之標準範圍，而在電磁波屏蔽方面則良好之效果。

(經濟部礦業司，2002) 

(九) 廢棄蛇紋石製成建材 

研究使用廢棄蛇紋石與高嶺石尾礦添加氟化鈣汙泥製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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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如氧氟材料。XRD 分析顯示在氧氟材料中主要晶相為鈣長石，

次要晶相為透輝石及鈣鎂橄欖石。抗壓強度測試顯示最大可承受

150MPa。毒性特性溶出程序指出在氧氟材料中重金屬及氟不會進

到溶液，而會將其轉換成穩定的形式。(Zhu,et.al.,2012) 

(十) 蛇紋石合成碳化矽 

碳化矽(SiliconCarbide，SiC)不存在於自然礦物中，屬於一種

人工合成材料，由 Acheson 在 1891 年合成鑽石的過程中，意外

發現合成碳化矽的方法。碳化矽具有優異之高硬度、耐熱性及電

氣特性，早期廣泛應用於研磨材、耐火物、發熱體、結構材料等

方面。近年來因電子產業發達，碳化矽因具有高硬度、高剛性、

高熱傳導、抗腐蝕、耐磨損、低摩擦係數等特性，也廣泛被電子、

煉鋼等工業採用。蛇紋石經酸萃取所分離出來的非晶質二氧化矽，

可取代矽石當作製造碳化矽之起始原料，並進行碳化矽之合成。

由於萃取所得之非晶質二氧化矽在高溫中具良好的化學反應性，

同時也具有反應活性高、比表面積大之優點，可以有效增進碳化

矽粉體產物純度與品質，並可降低生產成本。(經濟部礦業司，

2002) 

蛇紋石經 7MH2SO4、固液比為 10ml/g，在萃取液溫度 90℃

萃取 72 小時，濾渣之 SiO2 純度最高達 91.5%，如扣除燒失量則

純度可達98%以上。蛇紋石經萃取後，結構中鎂八面體層被萃出，

形成許多微孔，造成比表面積增大，但隨著萃取時間及溫度增加，

則出現逐步遞減的趨勢，乃因殘留之 SiO4 四面體結構崩解，使

孔洞消失比表面積下降，並造成蛇紋石結構轉變為非晶態。利用

萃取所得之非晶質二氧化矽為合成碳化矽的起始原料，可在常壓

低溫中合成出 β 相碳化矽。當莫耳比依 C：SiO2＝3：1 比例混合，

以高溫 1550℃持溫 5 小時，經 XRD 分析結果顯示，可合成出最

佳碳化矽鬚晶。以焦炭為起始原料合成碳化矽會有部分碳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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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雖具有較佳之穩定性，但粉末粒徑較大，不易參與反應，如

改用碳黑為起始原料則無碳殘留之問題。(許仲偉，2004，國立臺

北科技大學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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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代表性礦場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規劃評估 

一、細部規畫 

本計畫依照地下開採可行性初步評估結果，挑選泰陽石礦（根據

開採構想書所述，蛇紋岩礦床於地下 50 公尺處，厚約 40～120 m，

於礦區低處有一露出，方建議使用地下開採。）及大元石礦（現地調

查時，出露岩層完整，滲水及不利之不連續面組數較低，但必須考慮

岩脈厚薄，成本及環境考量下，方建議使用地下開採。）共 2 礦進行

地下開採規劃，其地理位置詳圖 4-1 所示。本工作項目包括(1).代表

性礦場選擇;(2).礦區地形礦脈圖數化;(3).現地岩心取樣;(4).地下開採

規劃（礦柱及坑室設計）；(5).繪製模擬 3D 圖;(6).經濟效益分析。 

目前完成代表性礦場選擇，此二礦之基本資料及綜合條件初步評

估詳如後述。本研究完成該二礦地形及礦脈數化；現地岩心取樣及岩

力試驗，並以試驗結果進行二礦後續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劃。 

 

 

(一)大元石礦 

1. 礦區所在地：花蓮縣卓溪鄉清水溪拉庫拉庫社地方 

2. 礦區範圍：103 公頃 77 公畝 15 平方公尺(礦區套疊圖如圖

4-2) 

3. 礦種：蛇紋岩 

4. 蘊藏量：13,030,052 噸 

5. 核定用地面積：1.84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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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本計畫進行地下開採規劃之礦場相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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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大元石礦礦區與用地範圍套疊圖 

 

6. 礦場交通：本礦區位於臺灣省花蓮縣卓溪鄉清水溪拉庫拉

庫社地方，距離花蓮縣治西南方約 88 公里。至本礦區可

由花蓮南行 92 公里經花東公路至玉里。往西行台 18 線公

路至卓富大橋，再經鄉道約 3.5 公里至卓清村。接清水林

道約 3.8 公里後，轉清水溪自設河床卡車路約 5 公里，即

可抵達採礦場，交通尚稱便捷。 

7. 採掘方法：此礦場礦區現有採礦場 A 及採礦場(一)。原生

礦脈開採完成後，將轉為開採轉石。此礦目前採礦場 A

正利用「金鋼索鋸配合鏈鋸切割法」，以露天階段方式由

上而下進行開採蛇紋石石材作業。目前採礦場 A 於開採

期間已佈置 7 個階段，且持續生產中。每階段工作面保持

垂直 90 度及水平切底作業。採礦場(一)內蛇紋石轉石出

露明顯，以露天方式進行開採之，開採工作面規劃佈置 5

階，並適時於規劃之「露天採掘區」內增加申請承租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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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用地以進行開採。此礦採礦方法視礦床及地形狀況採用

最新之採礦機械及技術「金鋼索鋸配合鏈鋸切割法」，依

照「露天礦場採掘面及殘壁安全規範」，利用露天階段方

式由上而下開採蛇紋石石材。  

8. 地質構造：礦區地質屬先第三紀大南澳統變質岩層之分佈

地區。主要由黑色片岩、蛇紋岩等所構成，岩層呈層狀單

斜構造。一般走向為北東 40～45 度，向北西傾斜約 30～

35 度。蛇紋石礦之成因為超基性鐵鎂質岩塊（蛇紋石之原

石）因地質構造運動而崩落於泥質沉積岩內（黑色片岩之

原岩）。兩者為同時沉積，再一起變質為蛇紋岩與黑色泥質

片岩。這些蛇紋岩稱為「外來岩塊」，並非侵入變質而成，

故有些蛇紋石是被封在泥質片岩岩層中。礦床地質圖如圖

4-3、礦量估算圖詳圖 4-4。 

9. 岩體分類評分：地質調查 RMR 岩體紀錄結果如表 4-1，此

礦之岩體完整且節理並不發逹，具有地下開採之條件。 

表 4-1 大元石礦 RMR 岩體分類系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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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大元石礦床地質圖 

 

 

圖 4-4 大元石礦礦量估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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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大元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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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75~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200~60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裂隙有些許泥質填充物 +25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10 

綜合評述 
第II類岩體 總分 69 

 

10. 綜合條件：大元石礦目前以露天開採方式進行蛇紋石開採，

年產量約 11,000 公噸(原料石約 4000 公噸、石材約 7000 公

噸)。該礦區採礦方法係以由上而下利用挖土機、金鋼索鋸、

鏈鋸機、空壓機及鑿岩機等器具。先進行鑽孔後以鏈鋸配

合金剛索鋸切割岩體，再以鏟裝機裝上卡車運銷。此區礦

區蛇紋石礦蘊藏量豐富，石質緻密，色澤優美，品質優良，

深具開發價值。故選擇此礦進行地下開採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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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大元石礦現場情況圖 

(二)泰陽石礦 

1. 礦區所在地：花蓮縣卓溪鄉卓溪村清水溪上游地方 

2. 礦區範圍：74 公頃 51 公畝 26 平方公尺(礦區套疊圖如圖

4-6) 

3. 礦種：蛇紋岩 

4. 蘊藏量：75,216,600 噸 

5. 核定用地面積：11.39 公頃 

6. 礦場交通：本礦區位在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上游南

岸標高約 650m 至 1,070m 之山麓。目前欲到達本礦區可

藉花東公路（台 9 線）玉里段沿台 18 線公路約 6.8 公里

處轉往卓富大橋。沿清水村鄉道約 7 公里至馬西桑，再沿

清水林道至礦場；該林道共有兩條路徑；其一沿清水溪河

床，另一則沿山麓行進，其中沿清水溪河床者至礦區採礦

場約為 7.8 公里，沿山麓者約為 10 公里，兩條道路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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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良好，交通尚稱便利。 

 

圖 4-6 泰陽石礦區與用地範圍套疊圖 

 

7. 採掘方法：此礦場以露天階段式由上而下利用「鑽孔爆破

法」進行開採蛇紋石原料石作業為主。粒徑較大者，以破

碎機（挖土機換上擊棒）初碎後再以移動式碎礦機破碎後，

再行分離 2 公分以上之礦石與 2 公分以下之礦砂，並以挖

土機裝上卡車運銷作為原料石之用。其採掘工作面規格佈

置：每階段傾斜保持 75 度以下作業。每階段高保持 10m

以下，工作平台寬保持為 15m 以上。開採完成後，採掘

面及最終殘壁經回填廢土石整坡。其坡面傾斜保持 75 度

以下，殘餘平台寬 5m 以上，依照「露天礦場採掘面及殘

壁安全規範」安全規定進行開採蛇紋石原料石之作業。 

此礦區內遇較緻密之蛇紋石原生礦床及蛇紋石大塊石則

計畫改採用「金鋼索鋸切割法」開採之。依照「露天礦場

採掘面及殘壁安全規範」，以露天階段方式由上而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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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掘蛇紋石石材。其開採程序：開採初期先作「採台佈置」，

即以人工配合挖土機作業，剝除礦床上方或大塊石周圍之

覆土及雜草，將場地整平成採掘平台，舖設並固定軌道，

安裝金鋼索鋸配合水電設備供應，再進行切割作業。切割

作業完成後，將礦石放倒於平台，以金鋼索鋸切割成正、

副石材（約 20 公噸）後，再以挖土機配合吊車裝上卡車，

運銷花蓮地區各石材加工廠。未能成材者，則以破碎機（挖

土機換上敲擊鎚）初碎後再以移動式碎礦機破碎。分選設

備利用沉砂池之水源循環使用進行礦石粒徑分級，再以挖

土機裝上卡車運銷作為原料石之用。計畫採掘工作面規格

佈置：每階段傾斜保持垂直 90 度及水平切底作業，每階

段高保持 10m 以下，工作平台寬保持為 15m 以上；蛇紋

石石材開採作業中計畫預留原料石開採作業距離，將最終

殘壁修整為階段坡面傾斜保持 75 度以下，殘壁平台寬 5m

以上，依照「露天礦場採掘面及殘壁安全規範」安全規定

以利採掘跡植生綠化與邊坡穩定。 

8. 地質構造：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本調查區出露之岩層屬古

生代晚期至中生代早期、大南澳統片岩帶。主要由黑色片

岩、綠色片岩、蛇紋岩、滑石、石棉等所構成。其上覆蓋

有第四紀之河床沖積物、崖錐堆積物及表層風化土壤層等。

除蛇紋岩、滑石及石棉呈鏡狀構造外，其餘各基磐岩層皆

屬層狀之單斜構造。一般岩層走向為北東 35～55°，向西

北傾斜約 10～30°。礦區內末發現大型構造如斷層等，但

一般岩層節理、裂理、小型塑性流動及小型斷層則相當發

達，因而使岩層顯現得頗為破碎。礦床地質及礦量估算圖

詳圖 4-7、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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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泰陽石礦礦床地質圖 

 

圖 4-8 泰陽石礦礦量估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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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岩體分類評分：地質調查 RMR 岩體紀錄結果如表 4-2 所

示。 

表 4-2 泰陽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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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80~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60~20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 +25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可 -5 

綜合評述 第II類岩體 總分 74 

 

10. 綜合條件：泰陽石礦目前以露天開採方式進行蛇紋石開採。

該礦區採礦方法係以由上而下利用鑽孔劈楔法及金鋼索

鋸法開採蛇紋石供銷。由於近年國外進口蛇紋石衝擊市場

和景氣不佳，近三年僅從事維修運搬道路，與使用挖土機

小規模開採蛇紋石轉石，並堆置於採礦平台。該礦區地下

礦脈完整且豐富，若是轉為地下開採經濟價值極具潛力，

或許可解決近年來困境。故選擇此礦進行地下開採評估。 

 

 
圖4-9 泰陽石礦礦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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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岩石力學試驗 

本計畫分別於大元礦場以及泰陽礦場進行岩心取樣及岩石力學

試驗。岩心取樣及進行岩石力學試驗目的為取得此二代表礦場之相關

岩石性質數據，已便後續電腦模擬與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工作。 

（一）取樣位置 

本次取樣於大元礦場以及泰陽礦場各有兩個取樣點，其中一

取樣點會取 4~5 支岩心，另一取樣點會取七至八支岩心。此二礦

場各有約 12 支岩心，共約 24 支岩心樣本。 

1. 大元礦場取樣位置 

大元礦場共有兩個取樣點，取樣地點詳如圖 4-10，取樣

過程照片如圖 4-11。 

 

 

圖 4-10 大元石礦岩心取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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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大元石礦岩心取樣過程 

2. 泰陽礦場取樣位置 

泰陽礦場共有兩個取樣點，取樣地點詳如圖 4-12，取樣

過程照片如圖 4-13。 

 

圖 4-12 泰陽石礦岩心取樣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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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泰陽石礦岩心取樣過程 

 

（二）岩石力學試驗規劃 

本力學實驗於大元與泰陽兩礦場共四個取樣點中，每一取樣

點取兩岩心進行單軸抗壓試驗，並於大元採樣點 B 與泰陽採樣點

A 各取 3 支岩心進行三軸抗壓試驗。 

同一取樣點之兩隻單軸抗壓試驗樣品數據平均後得到該取

樣點強度。三隻同一取樣點之岩心進行三軸抗壓強度試驗，圍壓

為 0、5 和 10 MPa，所得數據再繪製出莫爾圓與破壞包絡線。最

後取得蒲松比(v)、彈性係數(E)、彈性體積模量(K)、彈性切模變

量(G)、內聚力和摩擦角等數據。 

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則是於所有取樣點各取兩支岩心切

片進行，且平均取得該取樣點岩石抗張強度數據。 

最後，使用 S-Pillar 軟體設計在該礦場適合覆岩厚度下之礦

柱尺寸，並使用 FLAC3D 軟體模擬並評估在該條件下的地下開採

礦柱之應力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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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岩石力學試驗步驟與結果 

岩力試驗試驗過程及破壞後樣品照片請參照附件二。 

1. 單軸抗壓強度試驗 

岩心樣品於單軸受壓狀況下發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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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試體準備 

A.鑽取岩心：岩心直徑尺寸為 NX 尺寸（約為 5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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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公分、直徑 5.5 公分之試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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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固定速率下壓（約 0.2mm/min）。

加壓開始至試體破壞約在 5~15分鐘內完成。單壓強度 σc

計算如下。 

 

σc= P/A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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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試驗結果：單軸抗壓試驗完整抗壓結果數據如表 4-3 所

示。 

試驗各取樣點代表岩石性質如表 4-4 所示。 

表 4-3 單軸抗壓試驗完整抗壓結果數據 

礦場 取樣點 
樣品 

編號 
實驗方法 抗壓強度(MPa) 

大元 A 1 單軸抗壓試驗 113.3 

大元 A 2 單軸抗壓試驗 92.7 

大元 B 3 單軸抗壓試驗 91.3 

大元 B 4 單軸抗壓試驗 93.5 

泰陽 A 4 單軸抗壓試驗 119.9 

泰陽 A 5 單軸抗壓試驗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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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 取樣點 
樣品 

編號 
實驗方法 抗壓強度(MPa) 

泰陽 B 1 單軸抗壓試驗 195.2 

泰陽 B 2 單軸抗壓試驗 193.4 

表 4-4 單軸抗壓試驗各取樣點代表岩石性質 

礦場 取樣點 
抗壓強度 

(MPa) 

彈性係數

(GPa) 
蒲松比 

破壞應變 

(%) 

大元 A 103 57.4 0.248 1.4 

大元 B 92.4 59.2 0.244 1.1 

泰陽 A 117.15 64.4 0.197 1.5 

泰陽 B 194.3 82.3 0.185 1.7 

 

2. 三軸抗壓強度試驗 

岩石三軸抗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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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強度所得之破壞包絡線推求岩石之

內聚力及內摩擦角。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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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公分直徑 5.5 公分之試

體。 

(2)試驗步驟：本試驗係參考 ISRM 之岩石抗壓強度三軸測

定建議方法辦理。 

A.岩心裁切成高 13.5 公分直徑 5.5 公分之試體，岩心置於三

軸室底座並套上熱縮膜。蓋上試體蓋鈑後以鎖環將熱縮膜緊

鎖在底座及蓋鈑上。 

B.蓋上並鎖緊三軸筒於底座上，於三軸室加滿油同時施加適

當圍壓(0 MPa、5 MPa 及 10 MPa)。接著施以垂直應力直至

試體破壞，並記錄壓力及位移關係。 

C.改變不同圍壓並重複上述(1)及(2)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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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試驗結果：三軸抗壓試驗數據如表 4-5 所示。試驗各取

樣點代表岩石性質如表 4-6 所示。透過試驗所得結果之

莫爾圓如圖 4-14、4-15 所示。 

 

表 4-5 三軸抗壓試驗完整抗壓強度數據 

礦場 取樣點 
樣品 

編號 
實驗方法 抗壓強度(MPa) 

大元 B 5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0MPa) 91.4 

大元 B 1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5MPa) 123.8 

大元 B 2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10MPa) 150.4 

泰陽 A 1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0MPa) 102.8 

泰陽 A 2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5MPa) 135.4 

泰陽 A 3 三軸抗壓試驗(圍壓 10MPa) 231.4 

 

 

表 4-6 三軸抗壓試驗各取樣點代表岩石性質 

礦場 取樣點 峰值應力(MPa) 圍壓(Mpa) c 值(MPa) 摩擦角 (°) 

大元 B 

91.4 0 

21.5 40.04 123.8 5 

150.4 10 

泰陽 A 

102.8 0 

22.2 43.69 135.4 5 

23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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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大元礦場取樣點 B 樣本莫爾圓 

 

圖 4-15 泰陽礦場取樣點 A 樣本莫爾圓 

3. 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 

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又稱巴西人試驗也稱為劈裂法。

巴西試驗用於間接測量岩石抗張強度的一種岩石試驗。  

(1)試體準備 

A.鑽取岩心：岩心直徑尺寸為 NX 尺寸（約為 54.5mm）。 

B.試體直徑至少為最大粒徑之 10 倍。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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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岩心樣品均裁切成高 2.75 公分、直徑 5.5 公分之試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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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開始至試體破壞約在 5~15 分鐘內

完成。抗張強度σt計算如下。 

 𝜎𝑡 =
2𝑃

𝜋𝐷𝑡
                                      (4.2) 

式中 P：壓力   

t：試體厚度（或稱長度）   

D：試體直徑。 

(3)試驗結果：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完整抗張結果數據

如表 4-7 所示。各取樣點平均抗張強度如表 4-8 所示。 

表 4-7 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完整抗壓強度數據 

礦場 取樣點 
樣品 

編號 
實驗方法 抗張強度(MPa) 

大元 A 3 巴西人試驗 12.4 

大元 A 4 巴西人試驗 11.1 

大元 B 6 巴西人試驗 7.8 

大元 B 7 巴西人試驗 7.5 

泰陽 A 6 巴西人試驗 10.8 

泰陽 A 7 巴西人試驗 13.0 

泰陽 B 3 巴西人試驗 18.5 

泰陽 B 4 巴西人試驗 23.2 

表 4-8 巴西人法間接抗張試驗各取樣點代表岩石性質 

礦場 取樣點 實驗方法 抗張強度(MPa) 

大元 A 巴西人試驗 11.7 

大元 B 巴西人試驗 7.65 

泰陽 A 巴西人試驗 11.9 

泰陽 B 巴西人試驗 20.8 



102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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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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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公

式： 

 

σv＝γ‧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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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摘自 Brown and Hoek，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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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v = 0.027‧Z M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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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垂直應力與上覆岩層厚度之關係圖 

  

大元石礦依據上述理論及相關計算公式及以現地標高為基

本資料計算計畫開採範圍之現地垂直應力分佈。開採區涵蓋之高

程範圍介於 500m~800m 處，因此礦坑坑道計畫設置於 500m 處，

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在 0.54 MPa(520m)至 8.1MPa(800m)之間，

以等值應力分佈圖標示於圖 4-17。 

泰陽石礦開採區涵蓋之高程範圍介於 850m~1000m 處，目

前主要開採區為採礦場五及採礦場六位於高程 950m 處，因此礦

坑坑道計畫設置於 900m 處，各坑道所受之垂直應力在 0.27 

MPa(910m)至 2.7 MPa(1000m)之間，以等值應力分佈圖標示於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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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大元石礦礦區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 (MPa) 

 

 

圖 4-18 泰陽石礦礦區地下開採範圍採區垂直應力分布圖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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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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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式 

 

σh＝k‧σv (4.4) 

其中 k 值一般以下列公式(4.5)推算： 

𝑘 =
𝑣

1−𝑣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s Ratio)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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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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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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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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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為蒐集之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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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大地應力之影響較大。而玉里地區之蛇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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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模數及蒲松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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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式。 

σh＝k‧σv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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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 值一般以下列公式(4.7)推算： 

𝑘 =
𝑣

1−𝑣
 [ν＝岩體蒲松比(Poisson ’s Ratio)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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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石礦及泰陽石礦依據上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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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4-20。 

 

圖 4-19 大元石礦礦區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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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泰陽石礦礦區地下開採範圍採區水平應力分布圖 (MPa) 

四、礦柱應力計算及可採量 

（一）礦柱設計 

依據本計畫研究成果，以安全係數大於 1.8，礦柱寬高比大

於 0.8 前提下，配合大元石礦岩心試驗結果進行礦柱設計、應力

計算及相關安全因素分析。因大元石礦之礦區範圍高程於

500m~800m 之山坡，故規劃主要進出坑口於高程 500m 處。往北

開始布置寬長高為 10*10*10m 之礦柱至覆岩 100 公尺厚處，並沿

礦脈布置寬長高為 10*15*10m之礦柱與開採坑道至覆岩 200公尺

處，最後開採區 C 的設計礦柱為 15*20*10m。整體開採範圍約為

103.77 公頃，可採量約 1890.5 萬公噸。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

算如表 4-7 所示，礦柱配置示意如圖 4-21 所示。 

泰陽石礦之礦區高程最高點及最低點相差約 150m，故規劃

礦柱寬長高為 10*10*10m 之礦柱。整體開採範圍約 56.36 公頃，

可採量約 110.2 萬公噸。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如表 4-9 所

示，礦柱配置示意如圖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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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大元石礦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圖 4-21 大元石礦礦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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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採區 A 10 424,586.7165 100 10*10 74.96 106,300 10 3,182,867 

開採區 B 10 370,718.881 200 10*15 70.54 109,200 10 2,615,180 

開採區 C 10 242,409.6622 300 15*20 60.77 95,100 10 1,473,090 

小計(m3) 7,271,137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18,904,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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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大元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1 

 

 

圖 4-23 大元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2 

 

 

圖 4-24 大元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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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泰陽石礦礦場礦柱配置大小及可採量估算表 

 

 

圖 4-25 泰陽石礦礦柱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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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採區 A 10 563,559.7685 150 10*10 75.19 139,800 10 423,760 

小計(m3) 423,760 

小計(tons)    比重以 2.6 計算 1,1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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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泰陽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1 

 

 

圖 4-27 泰陽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2 

 

 

圖 4-28 泰陽礦場礦柱 3D 示意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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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礦柱應力、強度及安全模擬分析 

經過上述各項試驗獲得此二礦場岩石性質數據後。透過

S-Pillar 軟體，設計該礦場岩石條件與不同覆岩下符合安全性與且

具最高經濟效益的礦柱開採尺寸。並利用 FLAC3D 軟體模擬分析

得出之礦柱尺寸在該礦場岩石性質條件下的礦柱受力情形，進一

步驗證其安全性。 

1. S-Pillar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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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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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岩體必須為層狀且開採方式為室柱法。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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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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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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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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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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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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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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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LDF‧(w0.3 / h0.5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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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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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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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所列之單一礦柱平均不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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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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所示。 

 

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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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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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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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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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R            (4.10) 

式中 w = 最小礦柱寬度 

A = 礦柱面積 

C = 礦柱周長 

LBR = 長度效益比(length benefit ratio)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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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1‧C2 )/(w‧l)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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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C2 = 橫巷寬度(crosscut center，圖 4-23) 

 

圖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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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S-Pillar 礦柱坑室佈置示意圖 

 
圖 4-30 S-Pillar 坑室與礦柱寬高比安全因素運算示意圖 

E.運算結果 

經由上述運算公式及 S-Pillar 電腦程式之運算，

大元礦場共設計三種不同礦柱尺寸與相對之覆岩厚

度，而泰陽礦場則設計有一種，詳如表 4-13 及表 

4-14，並依各組不同條件進行計算及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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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大元礦場礦柱尺寸與覆岩厚度表 

大元礦場 

覆岩厚度(m) 礦柱尺寸寬*長*高(m) 巷道尺寸(m) 安全係數 

100 10*10*10 10 3.26 

200 10*15*10 10 2.05 

300 15*20*10 10 2.04 

表 4-14 泰陽礦場礦柱尺寸與覆岩厚度表 

泰陽礦場 

覆岩厚度 礦柱尺寸寬*長*高(m) 巷道尺寸(m) 安全係數 

150 10*10*10 10 3.43 

 

2. FLAC3D 軟體 

(1)簡介 

FLAC3D 是由美國 Itasca Consulting Group, Inc. 為

地質工程應用而開發的連續介質顯式有限差分計算軟體。

FLAC 即 Fast Lagrangian Analysis of Continua 的縮寫。這

款軟體主要適用於模擬計算岩土材料的力學行為及岩土

材料達到彈性極限後產生的塑性流動。FLAC3D 程序在數

學上採用的是快速拉格朗日方法，基於顯式差分獲來得模

型全部運動方程和本構方程的解，其本構方程由基本應力

應變定義及虎克定律導出，運動平衡方程則直接應用了柯

西運動方程，該方程由牛頓運動定律導出。計算模型一般

是由若干不同形狀的三維單元體組成，計算中又將每個單

元體進一步劃分成由四個節點構成的四面體，四面體的應

力應變只通過四個節點向其它四面體傳遞，進而傳遞到其

他單元體。當對某一節點施加荷載後，在某一個微小的時

間段內，作用於該點的荷載只對周遭的若干節點有影響。

利用運動方程，根據單元節點的速度變化和時間，可計算

出單元之間的相對位移，進而求出單元應變，再利用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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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本構方程，可求出單元應力。在計算應變過程中，

利用高斯積分理論，將三维問題轉化為二维問題而使其簡

單化。FLAC3D 具有一個功能強大的網格生成器，有 12

種基本形狀的單元體可供選擇，利用這12種基本單元體，

幾乎可以構成任何形狀的空間立體模型。FLAC3D 主要是

為地質工程應用而開發的岩土體力學數值計算程序，共有

九種材料本構模型： 

A.空模型(Null Model)   

B.彈性各向同性材料模型(Elastic, Isotropic Model) 

C.彈性各向異性材料模型(Elastic, anisotropic Model) 

D.德拉克-普拉格彈塑性材料模型(Drucker-Prager Model) 

E.莫爾-庫倫彈塑性材料模型(Mohr-Coulomb Model) 

F. 應 變 硬 化 、 軟 化 彈 塑 性 材 料 模 型

(Strain-Hardening/Softening Mohr-Coulomb Model) 

G.多節理裂隙材料模型(Ubiquitous-Joint Model) 

H.雙曲型應變硬化、軟化多節理裂隙材料模型(Bilinear 

Strain-Hardening/Softening Ubiquitous-Joint Model) 

I.修正的 Cam 黏土材料模型(Modified Cam-clay Model)   

(2)FLAC3D 運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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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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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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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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1 FLAC3D 運算概念圖 

D.運動方程式 

一質點其質量為 m 在外力 F 之作用下，則其運動情

形可以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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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t

dv
m i                                     (4.12) 

式中，vi ＝速度  

t ＝時間 

考慮連續體 (continuous body) 其表面之曳引力

(traction)與內部之徹體力(body force)，則由 Cauchy’s 運

動方程式可求得連續體之任一點方程式:  

dt

dv
b i

iij                                  (4.13) 

式中，  為單位體積質量（密度） 

bi為單位質量之徹體力 

v.應變與位移關係 

當一連續體發生變形，其應變與質點的位移關係可以

下式表示： 

)(
2

1
jiijij vv                                 (4.14) 

式中， ij 為應變速率張量 

在 FLAC3D 程式中的運算過程中，元素網格內的每

一個節點根據其周圍元素應力可以求得該節點之不平衡

力，經(4.14)式以差分法解之，可得一節點的速度，再以

速度計算應變應量。 

E.組合方程式 

針對一般含 15 個未知數之材料（6 個應力張量、6 個

變速率張量分量、3 個速度張量分量），可經由運動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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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應變速率之定義組成 9 個方程式，其餘 6 個關係式則

由材料本身之組合律方程式來提供，可表示如下: 

),,(]~[ KH ijijijij                             (4.15) 

其中，[H]為已知函數，K 為經載重歷時(the history of 

loading)計算所得之參數，而共軛轉應力張量(co-rotational 

stress-rate tensor)。可表示為： 

kjjkkjik
ij

ij dt

d



  ]~[                    (4.16) 

式中，
dt

d ij
為 ][ 對時間之微分 

在 FLAC3D 程式之時間間隔△t 下，假設速度為常數

時，(4.16)式之組合方程式可由下式作為其增量之表達 

),,(~ tH ijijijij                         (4.17) 

其中，△t 時間的變位梯度(displacement gradient)可寫成 

ijij t                                  (4.18) 

其中， ij 為結構(configuration)在 t 時間時之應變

改變量，而應力增量 ij 可由 ij~ 計算得之 

c

ijijij   ~
                          (4.19) 

其中，
c

ij 為應力校正量，其定義如下 

tkjikkjikij
c  )(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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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AC3D 基本術語 

 

圖 4-32 FLAC3D 模型概念圖 

A. FLAC 3D 模型(model) 

FLAC 3D 模型的產生為使用者在模擬實際問題所建

立的，因此在使用模型時，使用者可利用 FLAC 3D 之內

建指令來定義問題之各項條件，進而求得數值解。 

B.區間(zone) 

組成一個待解物理現象的最小單位，也可稱為元素

(element)，FLAC 所使用之區間為四邊形。設定區間之多

寡與電腦之記憶體有關，記憶體愈大，所能分割得區間也

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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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格點(grid point) 

格點即有限差分區間之四個角落，而每個多面區間有

5, 6, 7 或 8 個格點，且每一格點有其相對應之卡式座標(x, 

y, z)，可決定有限差分區間的位置，其格點也是節點

(node)。 

D.有限差分格間(finite difference grid) 

即一個或多個於實際區域內有限差分區間分佈之集

合。 

E.模型邊界(model boundary) 

即有限差分格間之外圍邊界，而內部邊界也是模型邊

界之一種。 

F.邊界條件(boundary condition) 

在邊界上加上控制條件或是束制條件。 

G.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 

在施加載重或擾動（移除元素）之前，所有可改變之

狀態。 

H.零效區間(null zone) 

即定義在有限差分區間內之特定區域無元素(材料)

存在。 

I.組合律模式(constitutive model) 

即用來定義材料之變形與應力之行為，可以個別顯示

在不同之區域。 

J.界面(interface) 

FLAC 3D 程式為連續體分析，但可利用界面元素

(Interface)模擬大地材料中的不連續面，如斷層。將兩塊

體網格利用界面元素結合，並給予其材料參數強度

(cohesion、friction angle、normal stiffness、shear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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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設定此界面錯動與否(glue、unglue)，藉以模擬斷層錯

動的特性。 

K.範圍(range) 

用來描述在有限差分區間內之某一區域。 

L.區域(group) 

為指定所有區間共同認定唯一的名字。 

M.識別號碼(ID number) 

每個元素皆有一個識別號碼。 

N.結構元素(structural element) 

用來表示在土壤或岩體內結構支撐的互制，在 FLAC 

3D 2.0 版程式中提供有四種結構元素：樑元素 (beam 

element)、鋼索元素(cable element)、樁元素(pileelement)、

薄殼元素。 

O.階數(step) 

在 FLAC 3D 中用以求解問題之計算步數，是靜態問

題達到平衡狀態所需求的。 

P.靜態解(static solution) 

當運動能的改變率接近可忽略的值則達到 FLAC 3D 

之靜態解。 

Q.不平衡力(unbalanced force) 

用來決定材料的平衡狀態是否已達到靜態分析。 

R.大應變/小應變(large strain/small strain) 

若設定大應變模式時，節點座標會隨變形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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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析步驟 

A.建立模型 

本次模擬分析之模型由三層為相同長寬高的長方體

組成。最上層為礦柱頂磐，中間層為礦柱與開採巷道，而

最下分層為礦柱底磐，如圖 4-27 所示。 

 

圖 4-33 模型結構示意圖 

開採作業配置於中間層，外圍模型代表周圍覆岩，中

間的部分則為開採巷道與礦柱布置，如圖 4-28 所示。 

 

圖 4-34 模型中間層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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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三分層組合後為完整模型，如圖 4-29 所示，

黑色箭頭為應力方向。 

 

圖 4-35 完整模型示意圖 

大元及泰陽礦場模型設計詳細之礦柱長寬高、巷道尺

寸與覆岩厚度請參照表 4-11 及表 4-12 礦柱尺寸與覆岩厚

度表。 

B.輸入模型條件參數 

本次模擬分析選用摩爾 -庫倫模型 (Mohr-Coulomb 

Model)，此模型設計為鬆散膠結的顆粒材料，如土壤、岩

石和混泥土。適用於普通土壤和岩石力學行為，如邊坡穩

定和地下開挖。摩爾庫倫模型(Mohr-Coulomb Model)需要

輸入材料參數有內聚力(c)、彈性體積模量(K)、內摩擦角

( )、彈性切模變量(G)以及抗張強度(σ1)。 

C.設定模擬條件 

本次模擬分析假設地表下的土層或岩層為均勻材料。

礦柱承受垂直應力由頂部覆岩厚度、密度及重力加速度相

乘的方式來計算。 

D.計算求解 
 

長方體模型只有頂部

的面無設立邊界條

件，其餘皆設立邊界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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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結果數據視窗 

觀察中央礦柱中心顏色，利用顏色對照表得知其承受

最大垂直應力，如圖 4-30 所示。 

(5)分析結果 

經 FLAC3D 軟體計算求解後可得在不同條件下礦柱

承受垂直應力圖如圖 4-31，並可以得知其各礦柱中心承受

垂直應力，進一步求得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該礦場岩

石單軸抗壓強度比值（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岩石單軸

抗壓強度）。各模型岩石單軸抗壓強度由該模型分析之礦

場兩取樣點之數據平均求得，礦柱中心承受最大垂直應力

則由各模型中九支礦柱中中心承受最大垂直應力的礦柱

數據做為代表數據。 

 A.大元礦場 

a.覆岩厚度 100m 

在該礦場岩石條件，覆岩厚度為 100m，礦柱長

寬高設定為 10*10*10(m)的情況下。礦柱中心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為 8.01MPa，而該礦場岩石單軸抗壓強度

為 98MPa。故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單軸抗壓強

度比值為 8.1%，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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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100m 模型承受垂直應力結果圖 

表 4-15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100m 模型之結果數據 

大元礦場 

覆岩厚度

(m) 

礦柱尺寸寬*

長*高(m) 

單軸抗壓強

度(MPa) 

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

力(MPa) 

礦柱中心成受垂直應

力/單軸抗壓強度(%) 

100 10*10*10 98 8.01 8.1 

 

b. 覆岩厚度 200m 

在該礦場岩石條件，覆岩厚度為 200m，礦柱長

寬高設定為 10*15*10(m)的情況下。礦柱中心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為 12.7MPa，而該礦場岩石單軸抗壓強度

為 98MPa。故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單軸抗壓強

度比值為 12.9%，如表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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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200m 模型承受垂直應力結果圖 

表 4-16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200m 模型之結果數據 

大元礦場 

覆岩厚度

(m) 

礦柱尺寸寬*

長*高(m) 

單軸抗壓強

度(MPa) 

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

力(MPa) 

礦柱中心成受垂直應

力/單軸抗壓強度(%) 

200 10*15*10 98 12.7 12.9 

 

c. 覆岩厚度 300m 

在該礦場岩石條件，覆岩厚度為 300m，礦柱長

寬高設定為 15*20*10(m)的情況下。礦柱中心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為 12.8MPa，而該礦場岩石單軸抗壓強度

為 98MPa。故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單軸抗壓強

度比值為 13%，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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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300m 模型承受垂直應力結果圖 

表 4-17 大元礦場覆岩厚度 300m 模型之結果數據 

大元礦場 

覆岩厚度

(m) 

礦柱尺寸寬*

長*高(m) 

單軸抗壓強

度(MPa) 

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

力(MPa) 

礦柱中心成受垂直應

力/單軸抗壓強度(%) 

300 15*20*10 98 12.8 13 

 B.泰陽礦場 

a.覆岩厚度 150m 

在該礦場岩石條件，覆岩厚度為 150m，礦柱長

寬高設定為 10*10*10(m)的情況下。礦柱中心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為 12MPa，而該礦場岩石單軸抗壓強度

為 155MPa。故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單軸抗壓強

度比值為 8.1%，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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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泰陽礦場覆岩厚度 150m 模型承受垂直應力結果圖 

表 4-18 泰陽礦場覆岩厚度 150m 模型之結果數據 

泰陽礦場 

覆岩厚度

(m) 

礦柱尺寸寬*

長*高(m) 

單軸抗壓強

度(MPa) 

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

力(MPa) 

礦柱中心成受垂直應

力/單軸抗壓強度(%) 

150 10*10*10 155 12 8.1 

 

b.結論 

在大元礦場的三種與泰陽礦場的一種覆岩厚度

以及礦柱尺寸條件下，其礦柱中心承受垂直應力與單

軸抗壓強度比值均小於 25%，符合美國國家職業安

全及健康研究所(NIOSH)2011 年發布之「地下石材礦

場的礦柱及頂磐跨距設計指南」之運算模組規範，所

以可以進一步證明經 S-Pillar 軟體設計出之礦柱尺寸

在相對應覆岩厚度以及岩石條件下是符合安全規範

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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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大元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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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 

礦柱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

/單軸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開採區

A 
10 10 10 100 10 10 3.26 98 8.01 8.1% 

開採區

B 
10 15 10 200 10 10 2.05 98 12.7 12.9% 

開採區

C 
15 20 10 300 10 10 2.04 98 12.8 13% 

 

表 4-20 泰陽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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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 

礦柱承受最

大垂直應力

/單軸強度 
寬 長 高 寬 高 

開採區

A 
10 10 10 150 10 10 3.43 155 12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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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入產出之效益評估 

（一）成本及收益敘述統計分析 

本案所產生的費用及成本項目為，運費、其他支出、損失賠

償（包括運輸損失、停工損失、災害損失(救損費)等正常損失）、

土地及機器設備租金（如：原住民保留地租金、林班地租金）、

利息支出、員工褔利、非特定規費（各礦場之地價稅、房屋稅、

營業稅、印花稅、空污費、地方稅等）礦產權利金、礦業權費、

其他管理服務費、聯外道路養護與維修、員工訓練費、環保費、

公關費（交際費、回饋金）、專業服務費（監造費、開採施工計

畫圖）、倉儲費、差旅費、承攬費（委外生產費用）、保險費（機

器設備）、伙食費、修繕費（機器設備）、油電費、水電瓦斯費、

其他雜項、工程材料（包括捨石場、貯礦場之材料）、油費(潤滑、

機械油)、燃料費(汽、柴油)/中油燃料、機械類（小件機械、工具

及附屬品零件）、化學藥劑與實驗用品、電器用品（小件電器用

品及附屬品、發電機、通風器材、零件等）、金屬類材料（鋼索 

消耗、鋼材、鐵軌、鑽石磨耗材、及其他金屬五金）、炸藥

類（炸藥、雷管、導火索）、其他折舊、交通運輸設備折舊、機

器設備折舊、建築物折舊、土地改良物折舊、其他人事支出、職

工、員保險費、聘用人、臨時工員薪資、職工、員薪資等。 

其中可以藉由本案資料找出與成本相關性相對高的成本支

出，我們可以從 100 年度至 105 年度的 23 間礦場的成本資料，

找出其中相關性最大的前十名成本支出，並且進一步做成本相關

性的資料分析，而 100 年至 105 年，我們可以知道其中成本費用

比重最高的前十名名次依序為，運費、職工員薪資、燃料費(汽、

柴油)、修繕費（機器設備）、承攬費（委外生產費用）、聯外道路

養護與維修、機器設備折舊、金屬類材料（鋼索消耗、鋼材、鐵

軌、鑽石磨耗材、及其他金屬五金）、專業服務費（監造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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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施工計畫圖）、機械類（小件機械、工具及附屬品零件）、其他

成本費用支出，由此可以知道未來在實施此計畫時，運費和員工

薪資、燃料費用會佔成本的主要支出，亦可以視為重要且主要的

投入項目，如表 4-21 所示。 

1.投資報酬率分析 

由本案之 23 間參考的礦場，我們可以由原始資料得知各

年度的基本報酬率，但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許多礦場並無實

際銷售，也有許多間礦場因為道路維修及其他因素暫時封閉，

所以其中有許多資料無法當此案的實際參考對象，所以另外

從此案其中有營運且有潛力轉型為地下挖礦的案例做進一步

的投資分析，且其 RQD 值及 RMR 值皆適用於地下挖礦等級

之礦場為參考評估分析之對象。 

經過地質評估、岩層勘查，本案進一步歸納，具有參考

價值的礦場，為以下四間採礦場，D 礦場、H 礦場、M 礦場、

N 礦場，並且計算出以下礦場在各年度的成本支出、收益及

投資報酬率作為本案財務評估的重要指標。 

從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各礦場的投報表現，依序為 D 礦

場、H 礦場、M 礦場、N 礦場，D 礦場在近幾年，由於礦場

的支出及銷售相對穩定，因此在投報率上有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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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成本比重排名表（單位-新台幣） 

表 4-22 礦場各年度損益表（單位-新台幣） 

23 間礦場 各年度成本支出 銷售總額 損益 

101 年度  $147,496,494   $61,358,452  -$86,138,042  

102 年度  $116,852,342   $65,568,848  -$51,283,494  

103 年度  $113,565,591   $92,319,010  -$21,246,581  

104 年度  $94,043,801   $94,089,651   $45,850  

105 年度  $79,022,958   $80,095,926   $1,072,968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各項平均

比重 

成本比

重排名 

運費 $14,960,172 $20,491,998 $26,471,933 $31,443,167 $29,281,951 $23,576,489 22.80% 1 

職工、員薪

資 
$25,562,306 $21,576,110 $7,970,504 $11,134,876 $13,698,975 $9,659,232 12.97% 2 

燃料費

(汽、柴油)/

中油燃料 

$11,163,742 $18,084,026 $11,026,851 $16,611,774 $11,387,458 $8,971,511 11.41% 3 

修繕費（機

器設備） 
$4,298,598 $3,175,770 $5,213,219 $11,179,238 $9,417,505 $4,895,744 6.00% 4 

承攬費（委

外生產費

用） 

$10,625,914 $31,734,026 $6,288,934 $672,536 $6,583 $78,993 5.97% 5 

聯外道路養

護與維修 
$6,255,518 $7,517,450 $3,377,132 $2,450,975 $1,963,455 $2,339,932 3.34% 6 

機器設備折

舊 
$- $3,603,450 $5,724,572 $7,816,812 $3,185,439 $1,896,690 3.34% 7 

金屬類材料 $3,449,766 $6,415,644 $6,688,638 $2,956,544 $2,162,303 $1,204,925 3.20% 8 

專業服務費 $1,503,026 $4,309,626 $2,650,197 $2,170,628 $2,151,690 $4,789,498 2.77% 9 

機械類 $2,627,856 $1,348,452 $8,698,873 $2,649,154 $378,590 $1,468,473 2.50% 10 

其他成本費

用支出 
$48,618,038 $29,239,942 $32,741,489 $24,479,887 $20,409,852 $20,141,471 25.71% 

 

總成本 $129,064,936 $147,496,494 $116,852,342 $113,565,591 $94,043,801 $79,022,95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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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D 礦場、H 礦場、M 礦場、N 礦場損益表（單位-新台幣） 

 

  

  D 礦場 H 礦場 M 礦場 N 礦場 

101年度 成本總額   $32,122,199 $8,170,848 

 銷售總額   $31,067,778 $6,323,980 

 損益總額   -$1,054,421 -$1,846,868 

 損益佔成本比重   -3.28% -22.60% 

 平均單位成本    $320   $2,189  

 平均單位售價    $428   $1,843  

102年度 成本總額    $50,491,033  $23,085,300 

 銷售總額    $54,500,740  $9,007,411 

 損益總額    $4,009,707  -$14,077,889 

 損益佔成本比重   7.94% -60.98% 

 平均單位成本    $196   $2,645  

 平均單位售價    $374   $2,385  

103年度 成本總額 $28,223,826 $12,641,731  $43,790,847  $15,328,945 

 銷售總額 $29,988,320 $2,139,400  $48,341,928  $9,654,021 

 損益總額 $1,764,494 -$10,502,331  $4,551,081  -$5,674,924 

 損益佔成本比重 6.25% -83.08% 10.39% -37.02% 

 平均單位成本 $676.21 $963.39 $172.24  $1,679  

 平均單位售價 $1,081.79 $1,107.76 $382.66  $2,899  

104年度 成本總額 $27,268,369 $22,955,373 $28,210,080 $11,417,561 

 銷售總額 $28,100,580 $24,841,720 $28,836,091 $9,680,600 

 損益總額 $832,211 $1,886,347 $626,011 -$1,736,961 

 損益佔成本比重 3.05% 8.22% 2.22% -15.21% 

 平均單位成本 $392.74 $771.89  $286   $1,633  

 平均單位售價 $820 $1,060  $403   $2,484  

105年度 成本總額 $24,031,249 $18,394,821  $24,308,891  $8,676,900 

 銷售總額 $26,631,400 $18,940,900  $24,235,158  $8,916,021 

 損益總額 $2,600,151 $546,079 -$73,733  $239,121 

 損益佔成本比重 10.82% 2.97% -0.30% 2.76% 

 平均單位成本 $878.51 $370.81  $342   $3,651  

 平均單位售價 $1,050 $1,150  $574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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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A 投入與產出分析方法 

資料採用國內採礦公司 101-105 之資料。利用重要的投

入和基於重量的礦產產出，計算了礦產的效率得分。如果一

個樣本與 DEA 投入和產出變數的總數量相比有少量的

DMUs，那麼大多數 DMUs 在 DEA 的計算中被認為是有效率

的。因此，為了增加 DMUs 的識別能力，將 DEA 投入和產

出變數的數量盡可能地減少。選擇之投入為:運費、員工薪資、

燃料費、修繕費、土地及機器設備租金。選擇之產出為:礦產

量(公噸)。 

(1)資料包絡分析法(DEA)簡介 

DEA 模式計算的效率衡量觀念是所謂的相對效率

(relative efficiency)，係利用數學技巧將被評估單位(或決

策單位  decision making unit, DMU) 區分為有效率

(efficiency)與無效率(inefficiency)兩種。Farrell (1957) 在生

產效率衡量(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一文

提出「非預設生產函數」代替「預設函數」來預估效率值

觀念，建立數學規劃模式，評估美國 48 州農業之技術效

率。其評估方法主要在於相對概念，即在 48 州資料中找

出生產最有效率的樣本，組成最有效率平面(等產量曲面)，

其他各州每單位產出投入由最有效率樣本加權平均，找出

最佳情況鄰近樣本組合，取其組合係數總和之倒數為效率。

Farrell 的研究建立了 DEA 非預設生產函數方式衡量效

率的雛形，也奠立 DEA 理論基礎，然而其處理之間題仍

僅限於單一產出的情況，其後 Farrell 與 Fieldhouse (1962)

又將規模報酬固定的限制放寬至規模報酬可變動之情形，

計算方式依然複雜。直到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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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依據 Farrell (1957)之效率衡量觀念，建立了一般化

之數學模式，使正式定名為 DEA。 

它利用了  Farrell and Fieldhouse (1962)的包絡線

(envelope)理論及 Farrell (1957) 的確定性無參數法，發展

出一種用來評估多投入與多產出的相對效率值。根據高強

等 (2003)研究指出，自  1978 年  Charnes，Cooper 與 

Rhodes 三人發表了 DEA 開創性的文章後，此方面之研

究如雨後春筍般展開，除了各類模式的提出，實務應用更

是不計其數。孫遜(2004)在「資料包絡分析法：理論與應

用」內蒐集之以 DEA 中英文應用文獻分析，在中文的 79 

篇文獻分析主要應用領域為依次為醫療、銀行、運輸、效

率(主要為理論之探討)、教育、農業、政府、保險、環保、

證券、合作社、警察、市場等；在英文的 755 篇文獻分

析主要應用領域為依次為方法論、金融保險業、醫療保健

製藥、服務業、農漁牧業、產業、政府、學術與教育、礦

業等。 

DEA 是一種數學規劃分析模型，運用觀查而得的資

料，代入模型，將獲得一個 DEA 效率邊界，並且可計算

出各 DMU 與其他群體的相對效率值的優良效率衡量方

法。自從  Farrell (1957) 首先提出確定性無母數前緣

(Deterministic Non-Parametric Frontier)的觀念，「確定性」

是指所有 DMU 之技術水準相同，面對共同的生產前緣，

「無母數前緣」指未預設生產函數的型態，此一多項投入

下的效率衡量，奠定了 DEA 理論之基礎，其模式有如下

基本假設： 

A.生產前緣是由最有效率的 DMU 所組成，較無效率的

DMU 皆位於此前緣之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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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固定規模報酬 

C.生產前緣凸向原點，因此每點斜率皆小於或等於零。 

在 DEA 的理論中，當某一個 DMU 的投入產出組合

落在 DEA 的邊界上時，吾人可將其視為相對有效率的 

DMU；反之，若 DMU 落在邊界外則稱該 DMU 相對無

效率。在 DEA 方法中，包絡線正代表 DEA 理論的基礎。

包絡線是從經濟學理論中生產規模與成本二者之間在平

面上所對出的關係，形成一條最適生產規模的生產可能線

（包絡線）。所謂生產可能曲線是假定生產技術與要素價

格固定時，每一個特定的產出水準下，可找出一種最低成

本的要素組合，並將不同的組合連結，此即為各種投入下，

最大可能產出點的連線。而由這些最高產出或最低投入所

形成的連線即稱為包絡線，也稱為效率前緣。這條包絡線

是由最佳生產規模與最低成本二者所形成的，因此，其他

生產規模與成本組合所產生的生產型態，都必落在此包絡

線（效率前緣）曲線之內，凡落在曲線上的點，稱為有效

率的生產點，而落在曲線外的點，稱為無效率的生產點。

值得注意的是 DEA 方法所分析的效率為相對效率而非

絶對效率(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1978)。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於1984年提出BCC模型，

主要是擴充 CCR 模型，深入討論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

問題。由於 CCR 模型的假設是 DMU 處於固定規模報酬

下之相對效率。然而事實上，DMU 可能是處於規模報酬

遞增或是規模報酬遞減的狀態，因此 DMU 的無效率除了

可能來自於本身的投入、產出配置不當之外，亦有可能是

源自 DMU 的規模因素。所以若能了解各 DMU 所處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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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報酬狀態， 將有助於決策者做規模上的調整，進而達

到有效率的經營。 

BCC 模型中的純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可以用圖 4-35

來說明。L 為投入，Q 為產出，則 EABC 則構成生產前緣，

點 D 已投入 L4 生產 Q，是無效率的，在給定的運作規模

下，和點 S 相比較其獲得的產出水準是相同的，因而點 D

的純技術效率值為 QS/QD=oL3/oL4，純技術效率係代表在

特定的產出水準之下，位於生產邊界上的投入與實際收入

二者之間的比值。 

在變動規模報酬之下，我們可以衡量規模效率。如圖

4-35，規模邊界為 L2ABC。同理，點 D 的規模效率值為

QR/QS=oL1/oL3，規模效率係代表在特定的產出水準下，

位於生產邊界上的投入與目標值投入之比值。最後，衡量

出技術效率值為 QR/QD=oL1/oL4，即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

率二者乘積。即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二者相乘積。即

QS/QD=QR/QS=QR/QD。 

 

圖 4-41 總技術、純技術、規模效率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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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投入產出為多項時，則無法以圖形表達，Banker，Charnes

與 Cooper(1984)將 CCR 模式修正為 BCC 模式，該模式之投入導向

比率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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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4)不易求解，但可經由固定分母之值予以轉換成線性規劃

式，形成如下所列投入導向之原問題以利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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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部分礦場年份規模效率值 

Yy 礦場 MineTitle 計算後之規模效率值 

101 G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1 

101 M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39 

101 M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1 

101 N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435 

102 A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999 

102 W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879 

102 M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1 

102 M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835 

102 P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855 

102 P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753 

103 D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715 

103 H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791 

103 H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73 

103 M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1 

103 N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625 

103 P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695 

103 P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343 

104 D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813 

104 H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697 

104 H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873 

104 M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99 

104 N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435 

105 D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766 

105 D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86 

105 H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1 

105 H 礦場 蛇紋石(石材用) 0.809 

105 N 礦場 蛇紋石(原料石)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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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計算後之規模效率值如上圖，顯示台灣目前露天

礦場之採礦普遍具有效率，在 27 個受評估對象中有 20 個

效率得分超過 0.7。 

 

(2)預估 107 年採礦之投報分析 

從 DEA 分析結果中，找出效率 101 至 105 皆有較高

效率表現的礦場，分別為（G 礦場、K 礦場、Q 礦場、J

礦場、D 礦場、H 礦場）。其中可以實施地下挖礦且符合

地質評估標準的礦場，僅有 D 礦場以及 H 礦場兩間。在

財務比較之下，可以發現 D 礦場，在成本及報酬更具有

參考價值。因此將 D 礦場的規模及財務報告作為此案的

分析依據。 

 

表 4-25 D 礦場、H 礦場岩石性質表 

編號 礦場名稱 岩體強度 (kg/cm2) RQD值 RMR值 Q值 

3. D礦場 608 90 74 18 

6. H礦場 638 90 70 9 

（其中可以發現僅二間礦場的 RQD 及 RMR 值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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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推估投入產出及報酬率 

103 年度 

投入成本  $28,223,826  

銷售總量  $29,988,320  

損益佔成本比重 6.25% 

104 年度 

投入成本  $27,268,369  

銷售總量  $28,100,580  

損益佔成本比重 3.05% 

105 年度 

投入成本  $24,031,249  

銷售總量  $26,631,400  

損益佔成本比重 10.82% 

106 年度 

投入成本  $25,864,427  

銷售總量  $28,165,796  

損益佔成本比重 8.90% 

107 年度 

投入成本  $26,522,100  

銷售總量  $28,706,730  

損益佔成本比重 8.24% 

  平均損益佔成本比重 7.45% 

（以最具有效率的礦場規模之歷史資料來進一步推估計算新年度之

損益佔成本比率，以此表達新年度之損益能力估算） 

利用算術平均數學公式計算出新年度之成長率 

公式如 :  𝜇 =
∑ 𝜇𝔦Ν

𝜄=1

Ν
 

A.計算方式『（下年度投入成本-上年度投入成本）/上年度投入成本』

=該年度之投入成本成長率，將每年投入成本成長率代入上述公式，

估算新年度之投入成本 

B.計算方式『（下年度銷貨總量-上年度銷貨總量）/上年度銷貨總量』

=該年度之銷貨總量成長率，將每年銷貨總量成長率代入上述公式，

估算新年度之銷貨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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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估算出新年度之投入成本、銷貨總量，即可計算新年度之損益佔成

本比重 

3.結論與建議 

 (1)結論 

A.由於沒有地下開採的實際資料,只能由地上開採資料評估，目

前評估結果還算可行，但不能完全依此結果評斷，還得加上地

下開採外部效益，地下開採勢必為未來趨勢（環境保護、地表

礦產耗盡）。 

B.100 年至 105 年，我們可以知道其中成本費用比重最高的前

十名名次依序為，運費、職工員薪資、燃料費(汽、柴油)、修

繕費（機器設備）、承攬費、聯外道路養護與維修、機器設備折

舊、金屬類材料、專業服務費、機械類、其他成本費用支出，

由此可以知道未來在實施此計畫時，運費和員工薪資、燃料費

用會佔成本的主要支出，亦可以視為重要且主要的投入項目。 

C.在經過投資報酬率分析與資料包絡分析後，發現台灣目前在

露天礦場中，投資報酬率僅有少數幾家表現較好，但在規模效

率部分，顯示台灣目前露天礦場之採礦普遍具有效率，在 27

個受評估對象中有 20 個效率得分超過 0.7。 

(2)建議 

可多參考國外地上轉地下開採的資料研究如何維持並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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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持續追蹤《礦業法》修法進度及趨勢，隨時改進。或可先挑

選數個礦產試營運地下開採，有實際數據再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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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內外礦場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源自於美國 1969 年所通過的《國家環境

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歷經 40 多年發

展，迄今已被超過 100 個國家採納。1980 年代中期，歐洲國家增加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理念，於政策規劃階段時立即進行環境評估作

業。至今世界各國亦針對各自需求多元發展其環境影響評估理念。 

依據國際影響評估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mpact 

Assessment, IAIA)之定義，環境影響評估係指「在開發計畫做出決策

之前，先行確認、預測、評估以及減緩此計畫可能對生物、物理、社

會或其他影響之過程」。而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92.01.08 修正)

第 4 條將「環境影響評估」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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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最

大差異在於美國針對開發行為可能對生物、物理、社會或其他造成的

影響先行做預測及減緩；而我國的評估對象除開發行為(個案)外，亦

包含政府政策(政策)。若就個案環評而言，整體流程涵蓋開發行為環

境影響之預測評估、減輕環境影響之環境管理計畫、環境影響監測計

畫、環境影響相關書件之資訊審查，以及後續之追蹤考核等程序。 

各國之環境影響評估制定內容皆有所差異，但均以遏止環境破壞

為宗旨，皆是透過執行經驗回饋，進行環評制度修正，力求制度完善。 

然本研究係針對地下礦場進行相關探討，故本章節著眼於國內礦

業開發與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認定標準與評估項目進行探討，並蒐集

分析國外現行之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之相關規定及評估項目進行

分析，以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地下開採環評認定的初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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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礦業用地面積與環評之認定標準 

國內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條文規範之最上位法規係為《環

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5 條明訂「下列開發行

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一、工廠之

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二、道路、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

機場之開發。三、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而其子法《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亦將探礦、

採礦開發行為區位不同，以海拔高度、開發面積或開發長度訂定

相關認定標準。 

然除環評相關法規外，《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消除

各界之疑慮，則針對未曾辦過環評之既有礦場，設計一次性分級

補辦環評程序。國內有關認定礦業開發是否實行環境影響評估之

相關法規、草案如下。 

(一)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此認定標準於 107年 4 月 11日修正，(修正第 11 條第 1  項

第 1  款及第 2、3 項有關礦場申請礦業權之展限規定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雖此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尚未公

告，但因修正內容牽涉到下修認定施作環評與否的核定礦業用地

面積大小，並對現有地下開採是否施作環評認定造成衝擊，故於

本研究列出討論。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第 11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 5-1 (107.04.11)。 

上述認定標準修正後第 11 條第 1 項，原為「探礦、採礦及

其擴大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變更後明確列出包含「地

面、地下及海域」三大範圍，並明確將地下開採開發行為納入環

評施作認定標準內。 

另本條第 1 項第 11 款、12 款，將「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修正成「申

請、已核定或累積核定」，代表除新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或辦理展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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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案外，亦可追溯過往已核定礦業用地(十年內曾補做過環評者得免做

礦業法§58-1)，此條款將對現有國內礦場造成衝擊。同 11 款、12 款變

更內容，「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原認定開採面積或長度標準界線由「2 公

頃」修正為「1 公頃」，「1 公里」修正為「0.5 公里」；「位於山坡

地、國家風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

護區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由原「1 公頃」修正為「0.5

公頃」，「500 公尺」修正為「250 公尺」，此修正幅度將提高國內

礦業業者申請、變更用地之門檻並衍生其生產成本的增加。 

 

表 5-1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修正說

明表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本標準 107.04.11  修正之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3 項有關已核定礦

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限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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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

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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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 區

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一、第一項文字修正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三條說

明二、三。 

二、第一項第一款明定探

礦、採礦之範圍含括「地

面、地下及海域」。 

三、礦屬國有，且非屬再

生性資源，其開發亦會造

成地形、地貌、生態等國

土資源產生重大變化，考

量礦業法核准礦業權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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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 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可達二十年之久，經過二

十年之環境多有變遷，為

落實本法保護環境之立法

意旨，爰於第一項第一款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原住民保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

百公尺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

或保護區。 

(九)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或一般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未涉及鑽

井或開挖之探礦，或屬天

然氣礦或石油礦，未達油

氣生產階段之探勘鑽井，

不在此限。 

(十一)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已核

定或累積核定礦業用地面

積（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

面積）一公頃以上，或在

河床探採，沿河身計其申

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

○．五公里以上。 

(十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申請、已核定或累積核定

礦業用地面積（含所需區

外道路設施面積）○．五公

(六)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

百公尺以上。 

(八)位於海域。但未涉及鑽

井或開挖之探礦，不在此

限。 

(九)位於山坡地、國家 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 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

之一般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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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河

床探採，沿河身計其申請

開採或累積開採長度一公

里以上。 

(十)位於山坡地、國家風景

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

般保護區，其同時位於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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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頃以上，

或在河床探採，沿河身計

其申請開採或累積開採長

度五百公尺以上。 

(十一)位於特定農業區經

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變更使用，且申請核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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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礦業權申請展限，其

範圍內已核定之礦業用地

符合各目規定情形者，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四、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

後，土地使用原則應遵循

國土功能區分及分類之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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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嚴探礦、採

礦面積及開採長度應實施

環境響評估之規模，且為

保護農地，爰加嚴規定於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及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

地、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

地探礦、採礦，不分規模

大小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五、參考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意見，天然氣礦或

石油礦未達油氣生產階段

之探勘鑽井，目的為確認

油氣潛能構造或油氣蘊藏

量，單口井之作業期僅需

時約一至二個月，實際鑽

鑿於海床面面積小於一平

方公尺，作業範圍及影響

程度甚小，爰於第一項第

十款但書增列屬天然氣礦

或石油礦未達油氣生產階

段之探勘鑽井，可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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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以上，或在河床探採，

沿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累

積開採長度二百五十公尺

以上。 

(十三)申請、已核定或累積

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含所

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五

公頃以上。 

(十四)位於山坡地之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其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之面積應合併計

算，且達第十一目或第十

二目規定規模： 

1.申請、已核定或累

積核定礦業用地位於

同一筆地號。 

2.申請、已核定或累

積核定礦業用地之地

號互相連接。 

3.申請、已核定或累

積核定礦業用地邊界

相隔水平距離在五百

公尺範圍內。 

二、礦業冶煉洗選廠興建

或擴大工程，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

規定之一。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三）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

或保護區，申請開發或累

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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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

頃以上。 

(十三)位於山坡地之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其申請核定或

累積核定之面積應合併計

算，且達第九目或第十目

規定規模： 

1.申請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位於同一

筆地號。 

2.申請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之地號互

相連接。 

3.申請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邊界相隔

水平距離在五百公尺

3.申請核定或累積核

定礦業用地邊界相隔

水平距離在五百公尺

範圍內。 

 

二、礦業冶煉洗選廠興建

或擴大工程，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前款第一目至第七目

規定之一。 

(二）位於山坡地、國家風

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累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三)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

環境影響評估。 

六、為加強農地之保護，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第

四目，修正擴大農地範圍

為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

區及特定農業區、一般農

業區之農業用地。 

七、參考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意見，石油礦、天

然氣礦之探採，鑽井過程

僅需數月，且施工範圍有

限，與礦石原料開採差異

甚鉅，爰於第二項排除石

油礦或天然氣礦已核定礦

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限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八、考量可能有礦業權到

期前不久申請核定礦業用

地並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通過之案件，其礦業權申

請展限時依第一項規定應

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為

避免短時間內重複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造成擾民而

無實益，爰於第三項規定

已核定礦業用地之礦業權

申請展限，礦業權到期日

前十年內，原礦業用地經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

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九、其餘配合調整目次及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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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或一般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申請開發或積開

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五)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 

石油礦或天然氣礦已核定

礦業用地之礦業權申請展

限，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已核定礦業用地之

礦業權申請展限，礦業權

到期日前十年內，原礦業

用地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通過者，免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或擴大礦業用

地，有第一項第一款第十

四目之情形，且申請面積

合併計算符合第一項第一

款第十一目或第十二目規

定規模者，各個礦業用地

均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核定

（或擴大）礦業用地，得

先就所屬之礦業權區整體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十四

目規定面積合併計算之礦

業用地應包括下列各情

形： 

一、取得開發許可。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

可。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同意註銷未達一年。 

 

使用，且申請開發或累積

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四)申請開發或累積開發

面積五公頃以上。 

同時有二個以上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或擴大礦業

用地，有前項第一款第十

三目之情形，且申請面積

合併計算符合前項第一款

第九目或第十目規定規模

者，各個礦業用地均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核

定(或擴大)礦業用地，得先

就所屬之礦業權區整體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符合第一項第一款第

十三目規定面積合併計算

之礦業用地應包括下列各 

各情形： 

一、取得開發許可。 

各情形： 

一、取得開發許可。 

二、申請中尚未取得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開發許

可。 

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同意註銷未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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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礦業法》修正草案 

「礦業法」自 19 年 5 月 26 日制定公布，歷經 16 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是 105 年 11 月 30 日。立法院於今(107)年 5 月 30

日初審通過《礦業法》修正草案，表決通過補辦環評條款第 58-1

條(委員通過版本)。本研究將此法修正草案中涉及礦場施作環評

之部分提出討論說明。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表

5-2。 

此修正草案中第四條第十三項，將礦業用地重新定義，原指

經核定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地面」，修正後改成實際使用之「土

地」。此修正影響層面甚廣，包含本研究前述之環評施作認定標

準，將以礦業法修正後之第四條第十三項之定義檢視礦場開發行

為是否應施作環評。修法前，原地下礦場申請開發行為時，因地

下開採範圍不納入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之規範內，故地下開採之地

下坑室開採行為不在環評認定施作標準討論；然修法後將依地下

開採實際使用之開發範圍(地下坑室巷道)投影至地面之面積進行

後續申請核定用地，即代表地下開採礦場開採範圍將明確列入環

評施作認定標準內。 

第五十八條之一針對既有礦場且未曾施作環評，未來因應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1 條公告施

行後，須補做環評之具體執行方式說明。以近五年平均年產量作

為區分，年產量五萬公噸以上之礦場，應於礦業法修正實施後三

年內，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等相關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而年產量五萬公噸以下之礦場，得於此法修正實施五年內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等相關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明確認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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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且未曾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之已核定礦業用地，需於不同年限內補辦環境影響

評估。 

彙整《礦業法》修正草案中涉及環評事項如下表 5-2。 

 

表 5-2 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

礦、採礦及其附屬選

礦、煉礦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礦脈

之賦存量及經濟價

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為

經濟合理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申

請設定礦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申

請設定探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申

請設定採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權

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得

探礦權或採礦權之

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登記之區

域。礦區之境界，以

由地面境界線之直

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探

礦申請地或採礦申

請地。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

礦、採礦及其附

屬選礦、煉礦之

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礦

脈之賦存量及經

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

為經濟有效之利

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礦業權

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探礦權

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採礦權

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

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

得探礦權或採礦

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

取得礦業權登記

之區域。礦區之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 

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第四十三條文字，

第一項第十三款酌作文字

修 

正，本款所稱土地指垂直投

影至地面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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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探礦申請地：指

申請設定探礦權之

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指

申請設定採礦權之

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經

核定可供礦業實際

使用之土地。 

境界，以由地面

境界線之直下為

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

探礦申請地或採

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

經核定可供礦業

實 際使 用之 地

面。 

第五十八條之一  符合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且未曾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已

核定礦業用地，其礦

業權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平

均生產量在五萬

公噸以上，應自

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後三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

條等相關規定實

施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平

均生產量未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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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萬公噸，應自本

法○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五年內準用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等相關規定

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前項環境影響評

估提送起三年內，得繼

續其開採行為；審核期

間並應依相關法規辦

理礦場作業管理、水土

保持處理與環境維護

及相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就已核

定礦業用地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於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論公告

之日起十年內礦業權

到期，而需辦理展限，

不適用環境影響評估

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相關規定；該次礦業權

展限之核准年限不得

逾十年。 

礦業權者未依第

一項期限辦理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礦業用

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應依第

一項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內容辦理，主管

機關應依審查結論核

定或廢止其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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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規定辦理原核定礦

業用地之環境影響評

估，其審查結論認有下

列情事之一，且無替代

方案可重新送審，主管

機關應邀請相關機

關、專家學者，現場勘

查並經審查後，得廢止

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一、對人民生命財產

有重大不利之影

響。 

二、對保育類或珍貴

稀有動植物之棲

息生存有重大不

利影響。 

三、開發對環境保育

有 重 大 不 利 影

響。 

四、開發對農業生產

環境有重大不利

之影響。 

礦業權者應依第

一項第一款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內容或

第二款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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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國內礦業開發行為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 現行規定 

國內過往地下採礦場是否施作環評，係依據《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十一條，依礦場所「核

定礦業用地面積」及是否位在「特定區域」做為門檻標準。以山

坡地為例，若「地表」之礦業用地面積大於 2 公頃，則需施作環

評；若「地表」僅申請做為坑口、運輸等礦用途使用，且小於 2

公頃之範圍，進行地下開採，則其地下開採範圍僅受礦區範圍之

限制，亦不需施作環評。 

(二) 未來環評相關法規及礦業法修正通過後 

未來俟《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11 條公布實施及《礦業法》修正草案通過後，礦業開發行為

是否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及適用之法規與內容，可分為 1.新礦業

用地、2.已核定礦業用地(修法後)、3. 已核定礦業用地(礦業權申

請展限時)，綜合本章前節所述彙整成表 5-3。 

 

表 5-3 未來礦業開發行為與施作環評關係對照表 

標

的 

辦理

時點 
適用法規規範 規範內容 認定標準 屬性 

新

礦

業

用

地 

申請

核定

時 

礦業法§4、§43 

地下開採將

以地下實際

使用範圍投

影至地面之

面積做為認

定標準。 

面積達 1 公

頃以上者實

施環境影響

評估。 

經常性

(申請時

核定用

地時) 

已

核

定

礦

業

用

修法

後 
礦業法§58-1 

以年產量 5萬

公噸作為區

分 

5 萬公噸以

上，三年內實

施補做環境

影響評估； 

5萬公噸以下

五年內實施

一次性

(全面補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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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的 

辦理

時點 
適用法規規範 規範內容 認定標準 屬性 

地 補做環境影

響評估。 

已

核

定

礦

業

用

地 

礦業

權申

請展

限時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與範圍

認定標準

§11(1070411 修正) 
以礦業用地

面積作為認

定依據 

申請、已核定

或累積核定 1

公頃以上者

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十年

內曾補做過

環評者得免

做) 

經常性

(申請時

核定用

地時) 

 

其中 3.申請礦業權展限時，礦業權者就已核定礦業用地已依

礦業法第 58-1 條(修正草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如其十年內礦

業權到期，而須辦理礦業權展限，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即應再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然為免在短時間重複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時

間、勞力、費用浪費，可依礦業法第 58 條之一第三項規定，其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其審查結論公告之日起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展限者，排除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相關規定。又為避免礦業權者展限期間過長，期間無

法為環境影響評估檢視，爰明定該次礦業權展限之核准年限不得

逾十年。則礦業權者最長將在第一項第一款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

論公告日起二十年會因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

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三、 國外地下閞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經本案研究調查，國外尚未蒐集到針對地下石礦開採之環境影響

評估，僅有針對金屬礦地下開採之環境影響評估，故蒐集彙整國外(加

拿大、澳洲、美國)環評範例或環境影響說明書相關製作準則或審查

要點納入本研究進行分析。另國外之環境影響評估內容皆未涉及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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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項目。依據不同國家，針對地下開採坑道設計，均由各國礦業主

管機關進行審核。如美國為國家職業安全及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Health)或各州政府礦業主管部門。 

本項工作包含蒐集彙整加拿大一金礦地下開採(Brucejack Gold 

Mine) 、澳洲一鈾礦地下開採(Ranger 3 Deeps Mine) 環境影響說明書、

澳洲昆士蘭地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執行準則及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

說明書的審查要點。 

依據上述環評資料並分析重點如後，後述研究內容文字上底線之

處代表適用於國內地下石礦開採之項目，建議可做為未來國內地下石

礦開採之環境影響評估執行之要點或環境影響評估因子之參考。 

(一) 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Mine Project (Pretium Resources 

Inc.)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執行及製作準則 

以下為本案研析節錄重點，詳細內容詳如附件二。加拿大環

評法案的目的之一為在環評期間提供有意義的公眾參與機會並

對環評報告提出意見。公眾參與是使在審查階段初期讓相關團體

對開發計畫有更清楚的瞭解。特別是對開發計畫有影響的當地社

區。 

開發者應彙整原住民及公眾諮商的結果，並在進行環評分析

時納入考量及減輕環境影響的方案。在環評報告書中應詳細記錄

原住民及公眾所關心的議題。 

礦場現況如圖 5-1，地下坑道作業詳圖 5-2、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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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礦場俯視圖 

 

圖 5-2 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礦場地下坑道作業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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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礦場地下坑道作業圖 2 

 

 

表 5-4 環境評估、原住民及公眾參與諮商於環境影響說明書彙整表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boriginal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Baseline 

conditions 

Effects 

assessment 

Mitigation Residual 

effects 

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Existing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ffects 

Environmental 
mitigation 

Residual and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Significance 
of adverse 

environmental 

effects 

Aboriginal 

consultation 

and 

accommodation 

Potential and 

established 

Aboriginal 

and treaty 

rights and 

related 

interests 

Adverse 

impacts on 

Aboriginal 

and treaty 

rights and 

related 

interests 

Aboriginal 

accommodation 

Outstanding 

Aboriginal 

issues 

 

Public 

consultation 

 Public 

concerns 

Measures to 

address public 

concerns 

Outstand 

public 

conc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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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開採計畫概述 

應述明開發計畫主要作業，相關及附屬工作及作業，細

部開發時程、各開發階段時間等有助於對環境影響的瞭解。

應包含項目如下: 

(1) 基於鑽探、試坑及採樣計畫所得到地質描述 

(2) 尾礦處理設施的描述(危險分類、位置、初步設計、尾礦

性質、尾礦滲水) 

(3) 廢石及覆土的儲存及堆置(位置、土方量、設置計畫、地

工狀況、耐震及設計標準、廢水管計畫) 

(4) 地下礦場的描述(開發計畫-各開發階段及設計、坑室、

斜坑巷道的地工及地下水文考量) 

(5) 地下礦場的水管理及處理 

(6) 通逹礦場的永久及暫時的道路基礎建設。並敍明既有道

路的整修或計畫新建之道路，含道路路線及跨越水路的

結構型式。 

(7) 如以現地觀察法進行地工設計，必需提供地工材料的一

般性質及地工性質。 

2. 地下開採計畫範圍：以環評目的的計畫範圍，基於所蒐集

的資料，主管機關可指定計畫評估範圍作為建構，作業、

除役等評估項目: 

(1) 坑口 

(2) 通風井 

(3) 廢石轉運點 

(4) 儲石場 

(5) 礦石輸送帶 

(6) 地表及地下碎礦機 

(7) 磨礦及選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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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填漿料場 

(9) 尾礦管路 

(10) 廢石及尾礦滲水處理 

(11) 廢石及尾礦的地下回填 

(12) 引水道(Diversion channels) 

(13) 備用電力 

(14) 輸電線及附屬設施 (Transmission line and ancillary 

components) 

(15) 倉庫 

(16) 車輛維修站 

(17) 污水處理及相關作業 

(18) 水處理 

(19) 焚化爐 

(20) 地表回填(Landfill) 

(21) 礦區運輸道路及聯外道路 

(22) 轉運站 

(23) 油料儲存桶 

(24) 地表及地下炸藥儲存、員工宿舍 

(25) 行政建築 

3.環評範圍(評估因子)界定 

(1) 空間範圍：空間範圍的定義必須考慮到適當的作業規模

及對潛在環境影響的空間範圍、當地社區、原住民傳統

知識、原住民當時土地及資源的使用、生態、技術、社

會及文化考量。 

(2) 時間範圍(礦場開發各階段)：環評的時間界限必須包含

開發計畫的所有階段。包括礦場建構、作業、維護、可

預見的作業修正，以及其他相關封礦、除役及礦址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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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業。 

(3) 替代方案 

開發者必須依下列步驟說明替代方案： 

A.確認採礦計畫的替代方案 

B.確認每一替代方案的影響 

C.確認較佳的替代方案 

在替代方案分析中，開發者必須敍明下列項目: 

A.礦石生產技術、地下開採方法及選礦方法。 

B.礦山廢棄物處理、包含廢石、廢泥及尾礦處置、污染

物處理及尾礦管線。 

C.所使用能源，包含備用能源。 

D.與礦場作業相關的基礎設施之位置，包含最終溢流

點。 

E.運輸方法 

(4) 地域環境(Terrestrial Environment)-地質及地球化學環評

報告書應敍述下列項目： 

A.討論礦脈的基岩及母岩地質包含地質說明表、地質圖、

剖面圖。 

B. 描述在計畫區內可能會影響開發基礎構造的區域及

現地地質構造。包含主要構造特徵及次要現地構造及

其生態功能及分佈。 

C.開發計畫主要建設位置的地形。 

D.土木施工區域的基岩岩相、形態及土壤特徵。 

E.在開發計畫中設施及基礎建設區內地質災害的描述。 

(5) 水資源： 

環評報告書應包含下列項目 

A. 開發區 域的水 文地質模 型並 描述水文地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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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stratigraphy) 及地下水流系統。 

B.必須清楚定義模型的輸入參數及邊界條件。模型必須

以背景資料校正並以地下水監測資料進行測試。 

C.使用天候變化資料及水文地質參數 (水力傳導性，

hydraulic conductivity)進行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D.開發地點及周邊區域的水文地質描述。 

(6) 人的環境：基於前述的計畫範圍，應確認下列項目並在

環評報告中的相關章節敍述： 

A.土地使用分類(地目) 。 

B.健康及社會-經濟狀況。 

C.自然(physical)及文化(culture) 遺產。 

D.以傳統為目的目前被原住民使用的土地及資源。 

前述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Mine Project (Pretium Resources 

Inc.)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執行及製作準則，於本報告內文文僅摘

錄重點。其明確指出地下開採作業應評估的項目。其所列評估項

目(排除不適用於地下石礦項目)可作為台灣未來地下開採環評參

考。 

環境影響說明書如列有替代方案，該準則亦建議應詳細說明

各個代方案所須說明的項目及其可能對環境造成之影響。另必須

進行評估分析以決定最佳的替代方案。此一方式亦可作為台灣礦

場開發的環評參考。 

另該環評準則對於水資源的考量甚為重視。對未來台灣地下

石礦的開發亦應詳加評估及分析。如在有地下水的情形亦應對當

地地下水文進行詳細調查。  

 

(二)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環境影響說明書執行摘要 

以下為本案研析節錄重點，詳細內容詳如附件三。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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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of Australia Ltd (ERA)向澳洲及澳北區政府申請鈾礦石

地下礦場的開發。Ranger 3 Deeps 礦床位於既有的Ranger 礦場 

(Ranger project area) 相鄰地區。礦區位於原住民地，鄰近Kakadu 

國家公園。以地下開採方式開採鈾礦石，礦體有32,000噸氧化鈾。

採礦作業在地平線以下200-500公尺進行。所提計畫為延伸既有探

礦斜坑並進入實質開採作業。鈾礦石將以卡車運至地表。選礦作

業則在既有的洗選廠進行分選。地下礦場建構及開採期限為五

年。 

ERA依Commonwealt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and Northern Territor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 1982 進行將探礦斜坑向下延伸至礦體(350M)的評

估計畫。露天開採現況如圖 5-4、圖 5-5，現場作業如圖 5-6。地

下開採計畫詳圖 5-7。 

 

圖 5-4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露天開採現況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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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澳洲Ranger 3 Deeps Mine

露天開採現況圖 2 

圖 5-6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現場作業圖 

 

 

1.環境影響評估 EIS 必須完成下列事項： 

(1) 調查既有環境並預估開發計畫對環境產生的改變。 

(2) 必須將環境管理控制納入開發案各階段的設計及計畫

以避免或減輕對環境的衝擊(建構、開採、除役、復育及

關礦) 。 

(3) 必須準備並提供足夠資料以使公眾參與並能夠使個人、

團體或組織表逹其對開發計畫的觀點。 

(4) 必須準備並提供足夠資料以使澳洲及 Northern territory

政府能做出是否准許本開發計畫之決定。 

相關作業流程如下圖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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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作業流程圖 

 

2. 開發計畫 

開發計畫可分為二主要部分 

(1) 地下礦場的開拓及開採作業。以小坑室(small stopes)進

行開採並由卡車經由斜坑運至地表。 

(2) 地表支援設施，部分使用既有設備如水電設施。部分新

建設施如通風井及回填料場為因應地下開採作業。 

3. 替代方案 

以露天開採方式進行 Ranger 3 Deeps 礦體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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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零方案 

露天開採方案並不可行。圖 5-8 所示為露天採坑的範圍。

所採出的廢土石，大範圍的地表擾動等因素排除露天開採的

可能性。 

 
圖 5-8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地下開採規劃圖 

 

4.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流程如下圖 5-9 所示。包含對環境、社區可能

造成險的有系統辨識、評估及減輕方案。風險評估方法是依

據 ISO AS/NZS 3100-2009 Risk Management。(例如空氣排放

的模擬) 

ERA 雇用專家顧問執行獨立的社會影響評估來預測因開

發行為對社區造成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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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風險評估流程圖 

 

5. 排放影響及管理 

(1) 空氣品質 

(2) 溫室氣體與能源 

(3) 噪音與振動 

6. 水的影響與管理 

評估開發計畫對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影響以及相關生態、

人的健康及安全。水的排放及水質水量管理。定期監測相關

資料。 

7. 植物與動物影響與管理 

雖然地下開採對動植物的棲息地的影響甚為輕微，但本

計畫仍設計額外的控制方案來降低開發對棲息的影響(粉塵

及噪音)。礦場周邊動物活動範圍調查如圖 5-10。 

8. 社區參與及社會影響 

開發計畫的潛在經濟效益如下： 

(1) 產生 180-280 工作機會。 

(2) 提供機會對當地人的技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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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當地提供經濟貢獻。 

(4) 對地方政府及原住民回饋提供經濟協助。 

(5) 開發計畫可促進當地及該地區的各項商業發展。 

(6) 維持當地人口可使該地區服務及商業從業者受益;並可

使社區持續目前服務、建設及社區規劃的進行。 

9. 交通影響與管理 

交通影響的風險評估應考慮受威脅及遷移的物種、環境

及公眾健康與安全。提出防止及減輕策略。 

針對上述澳洲鈾礦的地下開採環評準則，其對環境及社

區可能造成之影響有進行風險評估。且詳列出風險評估的方

法及流程。其可作為未來台灣礦場進行環評作業的參考。 

目前台灣環評作業雖已將減輕方案納為重要評估項目。

但上述則亦指出在環評作業時亦將環境管理(空氣、水及動植

物及交通)方法作為重要項目。準則亦將其開發計畫的潛在經

濟效益進行論述並提出對當地社區及經濟發展的幫助。此一

評估項目相信亦會對台灣未來礦場環評的執行有相當助益。 

 

圖5-10澳洲Ranger 3 Deeps Mine礦場周邊動物活動範圍調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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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洲昆士蘭地區對於資源開發是否應執行環境影響說明書之

準則 

澳洲昆士蘭對資源開發是否須要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有擬定

一評估準則。其準則為”在環境保護法案(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4)下資源開發辦理環境影響說明書之規範(Triggers for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4 for mining and petroleum activities) 

1.背景說明 

在環境保護法案規定下，環境保護及遺產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EHP))必須管理資源開

發及相關法規。資源開發包括採礦、石油(含煤層甲烷氣)、地

熱及溫室氣體儲存。 

在環保法案第三章第一節明述高影響的資源開發計畫可

能被要求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來進行評估。 

本準則針對在環保法案下資源開發計畫的申請列出應否

執行環境影響說明書的相關規範。 

2.資源開發應在何時啓動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 

(1)環境開發許可(Environmental Authority, EA)申請 

依澳洲環保法案，在得到環境開發許可及在礦物資源

法案(Mineral Resources Act)或石油與天然氣(生產及安全)

法案規範下資源承租者始可進行相關資源開發作業。 

承租者有權利進入土地進行探勘、資源評估、可行性

研究或生產作業。在取得環境開發許可(EA)前不得進行任

何資源相關活動。 

環境開發許可 (EA)申請資源開發可分為標準申請

(standard applications)、異動申請(Variation applications)以及

特定位址申請(site-specific applications)。特定位址的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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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field sites)或是既有環境開發許可(EA)的異動或修改

(brownfield sites)是否須要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應由主管機

關決定。 

資源開發的大規模影響一般來說必須要進行特定位址

的申請，並對是否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進行評估。而影響

規模是由開發強度、持續時間、不可逆性以及環境傷害的

風險決定，並應考慮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環保法案第 142

及 143 條規範資源開發必須或可能需要製作 EIS 的條件。 

(2)資源開發應否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EIS) 

環保法案第 142 條規定在野溪高度保護區域或野溪特

定洪水管理區域的特定位址的採礦申請必須製作環境影響

說明書。另在第 142 條規範以外的特定位址採礦申請則可

能必須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 

在決定是否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即使不在應製作

EIS 規範內，EHP 或 EHP 部長應決定該申請案是否有涉及

重要的環境影響或對潛在影響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或涉及高

度公眾利益。 

在環保法案第 143 條規定應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EIS)

之規範如下。 

A.採礦新申請案符合下列條件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說明

書 

a. 每年採礦量超過 200 萬噸的礦石或煤。 

b. 在泛濫平原或海岸風險地區(coastal hazard area)採

礦超過 100 萬噸礦石或煤。 

c. 使用新式的或未經實證的採礦流程、技術或作業。 

B.採礦計畫重大修正申請案符合下列條件必須製作環

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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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年採礦量超過 200 萬噸的礦石或煤。 

b. 在泛濫平原或海岸風險地區(coastal hazard area)採

礦超過 100 萬噸礦石或煤。 

c. 使用新式的或未經實證的採礦流程、技術或作業。 

3.累積影響 

在上述規範下，一開發計畫依規定無須製作環境影響說

明書(EIS)，但如開發計畫有可能引起實質上累積的環境影響

時則必須對應否執行 EIS 進行決策。不可接受的累積影響可

能因該計畫的環境影響與既有的其他開發計畫的環境影響在

空間上及時間上加總而形成。例如地區性的空污，區域的集

水或地下水層的環境價值。在檢視是否有累積環境影響時，

EHP 必須考量下列既有資訊。 

(1)空間/區域計畫 

(2)策略評估(Strategic assessments) 

(3)生物區域評估(Bioregional assessments) 

(4)區域空氣/水/噪音計畫及模擬 

(5)社會影響評估 

依據澳洲昆士蘭省對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執行與

否主要是依開採規模，即年產量進行規範。另本研究查閱美

國地質調查所(USGS)資料，澳洲並無石礦地下開採的案例。

其絶大部分礦場均為露天金屬或煤礦，少部分為地下金屬礦

及煤礦。因此未來台灣的石礦地下開採如要執行環境影響說

明製作，建議主管機關環保署應擬定相關的上位規範，並針

對地下石礦的開發及作業特性擬定應行評估的重點項目。 

(四)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審查要點 

以下為本案研析節錄重點，詳細內容詳如附件四。除上

底線如前述為可適用於國內地下石礦開採之參考外，另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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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號為僅在國外發生，並不適用於國內之情況。美國環保署

在 1994 年製作一技術報告，「審查委員對非煤採礦作業環境

影響說明書背景參考資料 (Background for NEPA Reviewers: 

Non-coal mining operations)」。本文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美國

聯邦及州政府對於在聯邦土地進行除煤礦以外之採礦作業所

應對環保署所提出申請文件，提供應審查範圍評估及建議。

該資料的建構亦在協助聯邦及州政府的審查委員進行採礦作

業的審查應考量的環境相關議題。 

主要內容著重於 EPA 所關注的地表水、地下水，空氣及

敏感性的受體(sensitive receptor)。該報告所考慮的是除煤礦

以外的採礦作業，包括金、銀、磷酸鹽及有色金屬(铅、鋅、

銅、鍚及水銀)。報告中主要探討採礦作業潛在環境影響、可

能的防治/減輕方案以及在審查採礦計畫所應提出之問題。亦

即環境影響評估所應考慮的重點。 

1. 法令及相關法規 

採礦作業受到相關的聯邦、州及地方的要求且在作業執

行前需要取得相關許可。所準備的報告亦需取得同意或相關

諮詢並符合要求。其所涉及的相關法規如下。 

(1)清淨水法案(Clean water act) 

對於採礦及選礦，EPA 已建立國家技術基礎溢流限制

準則(40 CFR Part 440)。 

下表 5-5 為採礦場及洗選設施放流水相關限制(40CFR 

PART 440 OR TO STORM WAER PERM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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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採礦場及洗選設施放流水相關限制表 

 

礦場涇流及排放水限制準則(40CFR PART 440 effluent 

limitation guidelines)，限制範圍如下: 

A.所使用土地範圍 

B.碎礦區 

C.礦石料堆、捨石場及廢土堆 

D.已抽取/未抽取的排放水，露天及地下礦場之排放水 

E.滲漏/盲溝排水 (seeps/French drains) 

F.礦場運輸道路 

G.尾礦壩 

雨水排放限制許可(Storm water permitting) 

A.表土儲存堆 

B.非採礦作業運輸道路(非使用廢石建構) 

C.尾礦壩(非使用廢石建構) 

D.已復育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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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部分復區塊 

F.附屬區域(化學品、炸藥儲存，電站，設備及卡車保養

及清先區) 

(2)清淨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 

(3)資源保護及回收法案(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RCRA) 

礦石的採取、分選及洗選所產生的固態廢棄物並不視

為有害廢棄物。 

(4)瀕臨絕種物種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 

(5)國家歷史維護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6)礦業法(Mining law) 

(7)聯邦土地政策管理法案(Federal land policy management 

act) 

(8)國家公園系統採礦管理法案(National park system mining 

regulation act) 

本法案亦稱作國家公園採礦法案(Mining in the park 

act, MPA)，該法案主要在以休閒為目的的國家公園協調影

響公園土地的採礦行為。國家公園管理單位(National park 

service)有完整的法令管理有效既存的礦權(36 CFR Part 9 

Subpart A)的執行。該法令限制水的使用、道路的規範並要

求完全的復整。 

2. 採礦作業 

該報告所討論的採礦作業分為礦石採取(extraction)、分

選富集(beneficiation)、共生礦物處理(mineral processing)、附

屬作業(ancillary operations)及廢棄物管理(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下表 5-6 所列為特定的金屬及非金屬礦物的採礦、

選礦方法以及主要產生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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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採礦選礦方法主要產生之廢棄物表 

 

因目前台灣的採礦作業僅有碎礦作業及雲母、矽砂礦的

浮選作業。因此該報告對於金屬硫化礦物、氧化礦物的氰化

物的萃取、提煉及冶煉將不在本研究報告討論。 

(1)礦場水 

在礦場與礦體接觸過的水即稱為礦場水。其來源可為

降雨，流入採坑或地下巷道的水或因採礦而侵入地下水含

水層。地下礦場巷道如有滿水情形時，礦場水即可能經由

坑道或岩體裂隙到逹地表。礦場水通常泵到地表的圈壩，

所收集的水可經由滲透或蒸發來減量，或可用作控制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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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 control)。在符合 NPDES 的標準下亦可排放到地表

水。 

對於金屬礦開採其礦場水可能有過高的重金屬或 TDS

濃度，過高溫度，極端的 pH 值均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另

硫化礦物如長時間與水及空氣接觸會使礦場水過度酸化而

產生礦場酸水排放(acid mine drainage, AMD)問題。礦場酸

水排放會對地表水及地下水造成重大影響。 

(2)廢石 

廢石的堆置必須要考慮到其地表水的流入及排水問題。

廢石堆趾部排水必須考慮降低堆料的孔隙水壓以避免趾部

的破壞及鬆動。 

3. 潛在環境影響 

該報告討論採礦工業對環境的影響與其他工業的不同。

可分為三部分討論。第一為氰化萃取及構造破壞造成的酸水

排放(acid rock drainage)。第二是其對環境的影響會在數年甚

至數十年後顯現。第三開發位址是採礦作業對環境影響的本

質及範圍的重要因素，包括地質、水文地質、氣候、人及野

生動物的群聚。其中第一項為氰化物的萃取作業，並不涉及

目前台灣採礦作業，故略過。 

採礦作業對環境的潛在影響主要探討對地表水、地下水、

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及伴隨的可能的減輕方案。最

後一部分則為審查者應提出對於作業方式可能產生的問題以

確認是否對所有層面可能的潛在影響均在 NEPA 程序中完全

被考慮。 

(1)對地表水的潛在影響 

採礦作業可能會將懸浮固體及有害污染物(主要為金

屬、硫酸鹽及硝酸鹽)排放至地表水。由於台灣並無任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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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金屬礦的開採，因此此一污染影響並不存在，僅須考量

水土保持。 

A. 採礦作業 

潛在影響：當採礦作業在地下水面以下進行，湧水

一般會從地下或地表作業的礦場經由 NPDES 許可的出

水口泵到地表水。在採礦作業中止後，礦場水可能會溢

流至地表水。在設計礦場排放地表水的減輕方案，首先

必須要對現地的水文地質有全盤的瞭解。此資料可作為

預估所需要處理的水量多寡。 

減輕方案：將水的蒸發量或再利用量最大化 

a.對露天礦場可使用狹溝(berm) 或排水溝(ditch)。 

b.將水中顆粒沉降後再行排放。 

c.長期礦場水的管理方案，例如回填坑道，封閉礦

坑等。 

d.監測排放水及地表水水質。 

e.利用圈堵將礦場水排入地表水最小化。 

B.廢石及覆土堆 

潛在影響:廢石及覆土堆一般均在採礦作業鄰近地

方並以其安息角堆置且並無任何覆蓋。潛在污染物從廢

石堆的排放及滲流主要受到現地岩石的礦物組成;包括

金屬、硫酸鹽及物理放射性核種(Radionuclides)。如有硫

化礦物存在則必須考慮岩石酸水的排放。而台灣的露天

及地下石礦埸僅須考慮滲流排出的水中懸浮微粒。 

評估廢石堆對地表水影響及可行的減輕方案，必須

對瞭解環境背景資料及廢石特性。此一部分的減輕方案

僅針對岩石酸水的排放(ARD)進行討論。 

(2)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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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採礦作業而溢出的地下水會對地下水的水量及水質

有重大影響。礦場排水會降低地下水對家用水及其他使用

的供給並影響溼地的生態。因採礦作業而釋放出的硫酸及

鹽酸亦會污染地下水含水層(僅發生在金屬礦)。 

要評估採礦對地下水的影響，環境影響評估必須詳細

調查現地的水文地質，包括沖積層及基岩的含水層以及裂

隙的影響。此一資料可用來預測採礦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

並協助礦場的開發設計，另可作為擬定在採礦作業時及關

礦後的相關減輕方案。 

A. 採礦作業 

潛在影響:地下水與採礦工作面接觸可能導致礦場

水的污染。污染物包含重金屬、硫酸及砷等。如與礦場

酸水(AMD)(因硫化礦物)接觸可能會增加金屬離子的釋

出。另礦場水從地下開採或露天開採滲透入地下水層亦

會導致地下水源的污染(僅發生在金屬礦)。 

減輕方案： 

a.將水的蒸發量或再利用量最大化。 

b.將水中顆粒沉降後再行排放。 

c.長期礦場水的管理方案，例如回填坑道，封閉礦

坑等。 

d.建立地下水水質的基線(baseline)資料並在採礦作

業期間及關礦後監測地下水質。可在礦場周邊水井進

行監測。 

e.有地下水位下降疑慮時，在核准開採作業前必須

確認水文地質及水位平衡。 

B.廢石及覆土堆 

潛在影響: 廢石堆及表土堆一般都堆置在礦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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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降雨會滲入廢石堆而直接影響地下水水質。污染

物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主要取決於現地的岩石礦物組

成，其可能包括金屬、硫酸等。當有硫化礦物存在時即

會有可能產 ARD。為評估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必須取

得水文地質的基準(baseline)資料(包括含水層的深度及

水質)。 

減輕方案： 

a.儘可能以廢石回填採掘跡，如有硫化礦物存在時

應使用水泥固化方式。 

b 蒐集並監測廢石堆的排水。如有可能，應有污染

物處理。排水的圈堵及處理系統設計應能處理廢

水的最大流速。 

c.使用 runon control 以使潛在滲透降至最低。 

d.當有岩石(ARD)發生時，具反應性的廢石應予以分

開堆置並以以非反應性的材料覆蓋以防止滲透。 

e.利用既有成熟技術擬定礦區復育計畫，並利用原

表土進行植生綠化工作。 

f.執行地下水基準線監測並在開採作業時及關礦後

持續地下水監測。 

(3)對空氣潛在影響 

A.採礦作業產生的空氣污染 

潛在影響:礦山作業場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為懸浮

顆粒。與採礦相關的大部分作業，所產生的顆粒絶大部

分均大於 10micron。這些粗顆粒會在距離產生來源點約

數百公尺範圍內經由本身重力而沉降。而較小顆料則會

隨風飄至更遠距離並可能到逹人口聚集區域。因此必須

考慮人身健康及環境問題，例如吸入，沉降至土壤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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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可以使用相對簡單的方法限制因採礦作業而產生的

懸浮顆料。 

減輕方案: 

a.碎礦作業及輸送帶是產生粉塵的主要來源，可使

用灑水降低粉塵或使用封閉式輸送帶。 

b.卸料至礦倉亦可使用灑水抑制粉塵。 

c.爆破產生之粉塵可用灑水抑制粉塵。 

d.設備及車輛在礦區道路行駛是粗細粉塵產生的主

要來源，大部分礦使用水車使路面潮溼即可有效

控制粉塵。 

e.廢石及表土堆或地表受擾動區塊受風吹亦會揚起

粉塵。當礦場作業期間可使用灑水車控制粉塵。

當暫時停止採礦作業期間或關礦後則應以植生復

育方式進行控制。 

B.因選礦及相關冶煉產生的空氣污染 

 目前露天及地下石礦均只有碎礦作業，此部分略

過不予討論。 

(4)對土壤的潛在影響 

A.露天及地下開採作業 

潛在影響: 露天及地下開採作業對土壤的影響包括

侵蝕及萃取溶液的污染。土壤侵蝕可因露天開採的地表

擾動，地下開採僅有坑口位置的擾動，礦場水的涇流亦

可能造成侵蝕。從廢石堆產生的礦場水、涇流或排水與

土壤接觸時，所含的有害金屬(例鎘、铅等，顆粒或離子)

則可能污染土壤。如岩石酸水(ARD)與土壤接觸則會降

低土壤的 pH 值及陽離子交換的能力。 

減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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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排放控制方法 (Runon and runoff control 

measures), 例 如 狹 溝 或 排 水 溝  (berms and 

ditches)。 

b.水排放前的處理，利用石灰或利用天然 /人工溼

地。 

c.爆破產生之粉塵可用灑水抑制粉塵。 

d.利用廢石回填礦場作業面;復育及封閉礦坑口並在

道路植生原生種植。 

B.選礦作業 

 目前露天及地下石礦均只有碎礦作業，此部分略

過不予討論。 

(5)對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 

評估採礦作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涉及到對系統的水域

及陸域動植的影響。對生態系統中任何一單元都必須個別

評估。必須對整體生態系統的綜合及累積的影響分析進行

評估。下列討論採礦作業對生態系統產生的影響及相對應

的減輕方案。 

A.水域資源(Aquatic resources) 

對於影響評估，水域生態一般包括魚類、底棲的大

型無脊椎動物、浮游植物以及其他生物。應該依季節性

執行背景調查。因改變水質而引起的水域資源的影響最

主要兩點。沉積物或有毒/有害物質注入水體或是短暫、

中期及長期的河流、溼地及水體的破壞導致數量或生物

多樣性的改變。可使用 EPA 對水域資源影響評估準則。

1989 EPA document, 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 for 

Use in Streams and Rivers: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and Fish. (EPA,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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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陸域資源(Terrestrial resources) 

主要包括植物及野生動物。植物分佈主要依當地氣

侯、土壤及坡度等因素有關。原生植物群對現地景觀有

數項功能。其可以穩定土壤表面及避免土壤流失且可以

對現地氣侯作微觀的調節。原生植物亦可保持土壤含水

並降低地表溫度。多樣化的景觀亦可提供一定程度的美

學價值。野生動物的種類及密度也與原生植物有密切關

係。 

對植物的影響主要來自採礦作業前的整地作業(主

要影響來自露天開採)。植物的背景調查應包括主要的植

物群。調查應包括各類植物所佔百分比，量測生產率

(biomass production)及植物的多樣性。對每一類植物的

擾動範圍及程度亦應清楚描述。 

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包括與植物破壞有關的棲息地

的減少、劣化以及改變。施工及採礦作業產生的噪音亦

可能會導致野生動物群的遷移。但某些動物在影響減小

時則會很快適應新環境而遷回原棲地。來自溶液池及尾

礦池的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溢出會對野生動物造成傷

害。棲息地的減少可能是暫時的(施工作業時產生)，長

期的(礦場存在時間)以及永久的(植物覆蓋地區被廢石

堆取代)。 

減輕方案: 

必須擬定減輕方案以減少或避免對水域資源、植物

及野生動物的影響。 

a.使用沉積物圈堵構造以使沉積物的流失量降至最

低。 

b.使用有效的溢流防止及控制計畫使有毒/有害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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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的溢出降至最低。 

c.同時進行暫時及永久的礦場復育工作，針對已不

使用的廢石堆道路進行逐步的復育作業。 

d.在生物關鍵的活動期(critical life stages)避免施工

作業或擾動。 

e.將圍欄及障礙物的使用降至最低以免干擾動物的

移動。 

f.為限制棲息地的零碎化，應降低道路的數目並封閉

不使用的道路進行復育。 

(6)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應提出之審查意見(SUMMARY 

OF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ASKED WHEN 

REVIEWING NEPA DOCUMENTATION) 

A.有關採礦作業審查委員的一般提問 

a.現地地質是否已清楚定義，包括採礦作業會遭遇

到所有地層。 

b.有關地表水流量(含季節變化)及水質(含沉積物)的

背景值在地表擾動前己蒐集完成?在計畫區域內

溪流的物理狀況是否已調查?水域生物調查已詳

細調查?在計畫區及下游的地表水的設定及實際

使用方式? 

c.所有設施整體水平衡的規劃?是否所有潛在排放到

地下水及地表水的放流預測及詳細描述(含相關控

制方法)?申請者是否意欲取得所有NPDES 的許可?

所使用設施可否確保符合相關水質標準? 

d.是否有製作現地水文地質圖並詳細描述?地下水

水質背景值是否已調查?地下水的指定及實際使

用方式?現地水井的位置及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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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潛在地表侵蝕是否已定量化調查?是否有使用合適

的表土流失模式?所有假設是否己清楚定義?是否

對地表水有潛在影響?模式中所用的資料是否與

實際資料進行比對?是否有控制方案且在採礦作

業期間及完成採礦後持續進行? 

f.在採礦開始/地表擾動前是否有進行水域及陸域生

物及棲息地的調查 ? 在計畫區域內是否有

threatened, endangered, or rare species and/or 

critical habitats ?是否有保護野生動物的方案? 

g.是否對濕地有擾動影響?如有，有何減輕方案? 

h.是否有描述整個礦開採期程的累計影響? 

i.是否有控制外人進入礦場?是否有防制野生動物進

入礦場?如何控制? 

j.是否有比較採礦作業前後的土地使用? 

k.會產生那類廢棄物?數量多少?廢棄物的組成成分?

管理方式為何? 

l.廢棄物是否有進行萃取試驗(leachability test,金屬,

硫酸塩類及潛在污染物)? 

m.是否有多媒體監測計畫(包括地表、地下水、沉積

物及空氣)?所使用參數能否代表可能的排放?監測

位置及間隔期間?監測是否包含季節性及作業變

化?如有影響，應如何處置?何人及如何呈報資料? 

n.是否有溢流防制及應變計畫?是否將所有可能溢

流地區納入?對儲存區及管線是否有二次圍堵設

施以避免污染? 

o.是否有調查空氣背景值?如何將廢氣排放最小化? 

Stack 及 fugitive 排放是否有調查/預測/模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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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技術來控制排放?如何管理空污? 

B.作業現場相關問題 

a.是否有抽取地下水以控制其流入作業面或露天坑?

地下水的抽取流量?含水層水位下降及相關影響

是否清楚描述? 

b.是否所有可能受影響的含水層及地表水均已確認

並包含在監測計畫內?是否所有地下水流出區域

(濕地、水塘、湖及溪流)均含在監測計畫內?監測

計畫是否考慮季節變化?如有影響疑慮，如何應

變? 

c.採礦時如發生排水停止導致露天採坑淹水會引起

何種後果?當採礦停止且不再進行抽水，應採取何

種行動? 

d.礦山水質是否有檢測(含 AMD)?是否需要會匯集

礦山水並作處理? 

C.廢石/表土層 

a.表土、廢石及礦石被挖掘儲存及堆置的數量?是否

有任何管理計畫? 

b.是否有針對表土、廢石及礦石進行萃取特性試驗

(含 ARD)?在採礦作業期間進行萃取特性試驗的

頻率為何?應採取何方案確實保護地下及地表水

免受表土、廢石及礦石萃取液的影響? 

c.是否有確認廢棄物管理的穏定性?相關分析是否有

考慮地震風險?是否有足夠的排水狹道?在採礦期

間及開採完成後如何檢測穏定性? 

d.表土、廢石在關礦後及復育時是否有詳細描述? 

表土、廢石堆是否需要整坡穏定?是否應執行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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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同時復育? 

4.特殊環境考量 

(1)採礦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包括短期及長期。本節旨在描述

幾類主要的潛在的影響。 

A.酸水排放(略) 

B.氰化法萃取(略) 

C.沉積物/侵蝕 

D.含水層下降 

(2)沉積物/侵蝕 

由於採礦作業造成大範圍的地表擾動以及大量的表土

裸露，侵蝕作用經常發生在金屬礦的露天開採。侵蝕會造

成附近溪流沉積物的嚴重負載，特別是在暴雨發生時。 

採礦場產生侵蝕及沉積的主要來源如下: 

A.露天採坑 

B.萃取礦石堆 

C.廢石及表土儲存堆 

D.尾礦堆 

E.礦區復育區 

F.礦石儲存堆 

G.車輛及設備維修區 

H.探礦區域 

I.礦區運輸道路 

由於天然條件的變化(地質、植被、地形、氣侯及地表

水)及裸露表土的特性及數量的差異，使得沉積負載的數量

及特性無法概括統計。因此在考慮採礦產生的侵蝕效果，

必須考慮流域內所有沉積物來源及沉積物負載的累計影響。

對於地下開採而言，此一部分的影響相較甚為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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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侵蝕的主要因素如下: 

A.降雨 

B.滲流 

C.土壤組成及構造 

D.植被 

E.邊坡長度 

F.侵蝕控制方案 

地表擾動區域造成的侵蝕/土壤流失的影響包括對人

類健康及環境有長期風險的有害顆粒物質及受污染的沉積

物，另富含有機質的固體亦會降低水中的溶氧量。除此之

外，土壤流失的速率及量的增加亦會造成地表的破壞。 

為評估新的侵蝕/土壤流失的潛在影響，必須針對潛在

受影響的水體(溪流)進行背景資料調查。所需評估的背景

元素包括溪流的物理參數及棲息生物。如使用電腦模型進

行評估，因其對輸入資料的敏感度相當高，必須確認該開

發計畫有關的特定因子並有定量化的資料。 

沉積物及侵蝕的減輕方案主要目的為降低擾動地表的

土壤流失及減少其沉積至溪流。礦場作業應使用對策限制

地表涇流及減少受擾動土壤的面積、降低流失速率並在壤

流失前先行移除。三個沉積物及侵蝕控制方案為疏導涇流

(避免涇流、降雨及其他水流流過地表擾動地區)、穏定表

土(覆蓋表土，包含植草、樹、藤及灌木或人工織布等)及

結構控制(例如沉砂池、攔砂壩、排水溝等)。 

(3)含水層的下降 

含水層的水位下降及其對地表水及鄰近濕地的影響後

果可能相當嚴重並形成長期的問題。其影響包括地表水的

降低或消失、地表水質及棲息生物的下降(影響不僅止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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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地區及泉水、濕地。如地下水位降至深根植物以下甚至

包括陸地植物亦會受影響。另因採礦作業需要排出的地下

水流入地表水路亦會造成侵蝕及沉積物的問題。 

四、 礦業開發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重點探討 

經分析前項美國環保署技術報告「審查委員對非煤採礦作業環境

影響說明書背景參考資料 (Background for NEPA Reviewers: Non-coal 

mining operations)」，其所關注礦業開發所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之

主要重點為地表水、地下水，空氣及敏感性的受體(sensitive receptor)。

而對於台灣非金屬礦場(露天及地下)相關的潛在環境影響如下。 

1. 對地表水的潛在影響 

2. 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 

3. 對空氣潛在影響 

4. 對土壤的潛在影響 

5. 對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 

而對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應審查的重點項目歸納如下： 

1. 有關採礦作業重點項目 

(1) 現地地質之調查及圖資繪製 

(2) 地表水流量(含季節變化)及水質(含沉積物)的背景值，計

畫區域內溪流的物理狀況，水域生物調查及下游的地表

水的實際使用方式。 

(3) 製作現地水文地質圖，地下水水質背景值是否已調查。 

(4) 潛在地表侵蝕定量化調查及使用合適的表土流失模式。 

(5) 水域及陸域生物及棲息地的背景調查。 

(6) 比較採礦作業前後的土地使用。 

(7) 是否有多媒體監測計畫(包括地表、地下水、沉積物及空

氣)。 

(8) 溢流防制及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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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空氣背景值調查及如何將廢氣排放最小化。使用何種技

術來控制排放及管理空污。 

2. 作業現場相關問題 

(1) 受影響的含水層及地表水均確認並包含在監測計畫內。 

(2) 地下水之抽取及控制其流入作業面或露天坑。 

(3) 礦山水質檢測及匯集礦山水並作處理之需要。 

3. 廢石/表土層 

(1) 表土、廢石及礦石被挖掘儲存及堆置的數量及管理計

畫。 

(2) 表土、廢石在關礦後及復育之管理。表土、廢石堆整坡

穏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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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下開採相關設計準則及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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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搬及作業安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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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項作業須有一定之限制、規範或標準。 

台灣在石礦地下開採方法與尺度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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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項原則並未考慮覆蓋層厚度、巷道與坑室(採掘面)

高度不同及礦柱與坑室配置等問題。 

本研究延續上(106)年度研究成果，並檢討研析國內礦場安全法

及施行細則(89.01.26)，列出以下各規範及準則，並參考對照國內現

有之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將相關之條款列於後，以作為未來訂定石

礦地下開採作業規範之參考依據。 

(一) 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二) 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三) 石礦地下礦場柴油發動機排放微粒準則 

(四) 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五) 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 

(六) 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一、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本規範主要針對地下開採坑室內鑽孔爆破相關現場作業，包含爆

破人員之條件、炮孔檢查、起爆藥及爆材保護處置及緊急狀況安全處

理…等。彙整出本規範建議如下：  

(一)爆破作業控制 

炸藥之使用應由受過處理及使用炸藥訓練且有經驗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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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領有爆破專業訓練人員執照)才可執行爆破及相關作業。(礦

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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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炮孔後再行裝藥。(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 

(三)爆材處置 

炸藥在尚未裝藥使用前，炸藥及爆劑應與雷管分別存放。(礦

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 

(四)引爆準備作業 

1. 起爆藥之組裝必須儘量靠近爆破作業面且在裝藥前為之。 

2. 雷管必須安全地安置在高爆炸藥中以確保正常引爆。 

3. 如使用導爆索引爆，必須確保導爆索緊密捆紮高爆炸藥。 

(五)起爆藥保護 

1. 起爆藥不可以(木棒)搗固。(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 

2. 硬實的條裝炸藥或直徑大於4英吋爆劑不可直接投放在起

爆藥上，乳膠及水膠條裝炸藥不屬於硬實條裝炸藥。 

(六)裝藥、引爆及安全措施 

1. 炸藥及引爆系統運至發爆地點後，現場必須安置警告標示。

(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 

2. 車輛及設備不可壓過爆材及引爆系統以免引致災害。 

3. 發爆現場開始裝藥，作業現場應只限與發爆相關之作業，

如需其他作業如測量，填塞、地質採樣等應小心為之。(礦

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六十條第一項第五款) 

4. 完成炮孔裝藥後及應接續發爆作業，裝藥完成後應儘可能

立即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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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氣雷管腳線在連接至發爆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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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法施行細

則第一百五十六條) 

6. 開炸前: (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一條一項九款) 

(1) 須有足夠警示措施使所有人員安全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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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警戒或障礙物以免人員

車輛闖入。(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五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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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確認安全後始可進行後續採礦相關作業。(礦場安

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三條) 

(七)失炸處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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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

二十三條) 

2. 每次爆破作業結束後，必須仔細檢查爆破工作面及礦石料

堆是否有失炸情形。 

3. 失炸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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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4. 當失炸無法安全解決時，必須在所有通往失炸地點的通道

的適當地點設置警告標示禁止任何人車進入。並立即通知

礦場負責人。 

5. 失炸發生時必須在該作業班結束工作前通知礦場負責人。

(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五條) 

(八)引爆系統(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二十三條) 

以目視檢查所有引爆線路(安全導火索、導爆索，導爆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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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安排恰當且無彎折情形。 

1. 電雷管：使用電雷管爆破時，經通電後，不論引爆與否，

應先啟斷發爆器之電源，並將發爆母線兩端解離發爆器，

予以接合，至少經過十五分鐘後，始得進入工作面為必要

之檢查。 

2. 非電氣引爆系統(nonelectric initiation system) 

(1)各非電氣引爆系統互相聯結時必須確認並無任何阻礙情

形。 

(2)原廠製造之非電氣雷管不可任意切斷組合。使用導爆管

作為引爆幹線時不在此限，但必須在乾燥位置為之。 

(3)炮孔間地表遲延雷管之聯結僅能在清理爆破現場之前為

之。 

3. 導爆索引爆系統 

(1)導爆索綑縛的炸藥放入孔後，延伸出炮孔的導爆索必須

立刻從導爆管的捲軸上切斷。 

(2)當有數排炮孔引爆時，主引爆幹線的設計必須使每一炮

孔均有二導爆管聯接以降低失炸的機率。 

(3)主幹線及各炮孔導爆管必須確實打結聯接並作直角。 

(4)雷管必須確實緊縛在導爆索上，並指向導爆索引爆方

向。 

(5)使用地表遲延雷管聯結各炮孔僅能在清理爆破現場之前

為之。 

(九)外來電流 

1. 裝藥作業 

在使用電雷管時如有外來電流的疑慮時，必須立即停止

裝藥直至迷失電流在電管處經1歐姆電阻器(導通試驗器)檢查

不超過0.05安培後始可繼續裝藥。如超過0.05安培，在找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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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及解決問題前不可繼續作業。 

2. 接地 

(1)在使用電氣引爆系統(含電源線)時不可接地。 

(2)裝藥時靜電需消除。 

(3)如使用氣壓式裝藥時有可能會產生靜電災害。 

(4)必須評估潛在的靜電災害，在裝藥前必須排除狀況。 

(5)裝藥管必須是半導電材質，整根裝藥管的電阻可超過 2 

megohms。每 1 英尺裝藥管電阻不可低於 1000 歐姆。 

(6)不可使用 wire-countered hoses。 

(7)裝藥設備具導電的部分必須包覆並接地。接地不可聯結

至有潛在外來電流地方。 

(8)在使用電雷管時，塑料管不可作為炮孔內襯。 

(9)爆破的引爆網路必須與任何電源相隔 5 公尺以上。 

(十)爆破網路的隔離: 

主導線及爆破網路線與電導體、管路及鐵軌，隔離及絶緣，

並遠離迷失電流及靜電。 

 

二、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一)主風扇與增壓風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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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計畫或表定風扇保養及通風品質校正。前項停工保

養所有工作人員必須預先告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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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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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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人員始得返回受影響作業區

域。 

(二)主風扇(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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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風扇計畫 

地下礦場之通風計畫必須由礦場設計並以書面呈現。每年必

須針對通風計畫進行修正及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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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之礦區圖，比例尺不得大於1:200。礦區圖應含： 

(1)主要通風流動方向及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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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風扇、增壓風扇及輔助風扇之位置。 

(5)調節風窗、風堵牆及風門(air regulators and stoppings and 

ventilation doors 之位置。 

(6)上行風道，下行風道以及跨越設施(風橋)之風道位置。 

(7)油井及瓦斯之位置。 

(8)相接鄰礦之地下坑道(舊坑)位置。 

(9)永久保養廠、柴油、油料(oil fuel)貯存、捲揚機、空壓機、

電池充電站及火藥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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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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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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坑道所使用之內燃機數目及型式(製造商、引擎型式、

馬力) 。 

(四)主風扇應依製造商之建議進行定期維修保養。 

(五)非通風區域應予以封閉。 

(六)輔助風扇應將迴風降至最低並有效地將空氣導至工作面。 

(七)風門建構及維護。 

1. 確實建構。 

2. 如使用木料，木料表面必須覆以阻燃(不燃性)材料。 

3. 維持良好使用狀態。 

4. 如以手動開啓，必須能自動關閉。 

5. 如為自動開啓，必須有聲音或燈號警示。 

(八)輔助風扇之關閉或故障。 

1. 用於工作面之輔助扇風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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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

停工所有工作人員必須預先告知。(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七十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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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人員始得返回受影響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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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九)密封牆。 

必須具有提供檢測被封閉坑道之空氣品質的設計。 

 

三、石礦地下礦場柴油發動機排放微粒準則(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七十四條) 

(一)礦場必須提出如何控制DPM至符合標準之因應計畫。 

(二)金屬及非金屬礦中DPM規範是以在礦場作業人員周圍所量測

之DPM濃度為準。 

(三)金屬及非金屬礦中DPM的允許暴露限度是以每八小時(作業

班時間)的平均DPM濃度不超過400 micrograms/m3為基準。 

(四)DPM測量器如下圖6-1所示，其中Impactor是收集非DPM(可容

許人員吸入)顆粒，DPM則由內部之濾網收集後再送至實驗

進行濃度分析。 

 

 
圖6-1 DPM測量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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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裝在柴油引擎上的Ceramic Wall-flow 過濾器可在柴油引擎

正常運行時收集DPM並藉由被動再生(觸媒)方式將DPM燃

燒以降低D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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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M燃燒之溫度。 

(六)新型的柴油引擎可降低95%的DPM排放。 

(七)DPM的量測器可分為： 

1. a personal sampling pump. 

2. a 10 mm Dorr Oliver nylon cyclone. 

3. a special cassette containing an impactor and tandem 

quartz-fiber filter. 

4. an analytical procedure to measure the “total carbon” content 

collected on the filter.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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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規範。 

(九)金屬及非金屬礦使用之機械及設備，其柴油引擎必須符合

EPA之排放標準。 

(十)年度DPM訓練適用於所有暴露於DPM之礦場作業人員。 

(十一)DPM訓練應包括暴露DPM之健康風險，DPM控制方法及

DPM控制之維護人員職責。 

(十二)礦場作業人員應於任何必要時刻隨時量測DPM。 

(十三)如DPM超標時應立即通報並執行DPM控制行動。 

 

五、 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一) 運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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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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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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控制。作業速度必須配合道路或軌道狀況、坡度、淨

高、能見度及交通狀況。 

(二)人員及物料運輸(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三十五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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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確保運輸安全之特殊規定。 

B.如運輸設備有卸料裝置，有預防意外卸料的方法。 

(3)於運輸設備的料堆上。 

(4)除在維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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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設備及材料之裝載、運搬及卸貨： 設備及材料之裝載、運

搬及卸貨的方式不可因掉落及移動對人員造作傷害。 

3.礦石的裝載及運搬：礦石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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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護堤及護欄(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  

(1)運輸道路側邊有造成車輛翻覆或危及人員之虞，必須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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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護堤或護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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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護堤可以設置開口以利道路排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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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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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改善方案如輪胎加錬、刨路面或路面撒砂以增加牽

引力。 

(三)卸料區的限制(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一百六十四條) 

在卸料區如有發生超程(overtravel)或傾覆(overturning)災害

之虞時應設置護堤、保險槓塊(bumper blocks)或安全掛鉤釣等設

施。 

(四)坡道(ramp)及卸料設施的建構 

坡道及卸料設施的設計及建構材料必須要能承載車輛的載

重。坡道及卸料設施必須有足夠寬度、車輛下方及上方的淨空

(clearance and head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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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礦場安全法第二十七條、

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二百零九條) 

(一)範圍 

本標準規定了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通信聯絡系統的安裝、維

護和管理等要求。本標準不適用於與煤共生、伴生的金屬非金屬

地下礦場。 

(二)定義 

1.通信聯絡系統(communication system)在生產、調度、管理、

救援等各環節中，通過發送和接收通信信號達到實現通信

及聯絡的系統，包括:有線通信聯絡系統和無線通訊聯絡系

統。 

2.有線通信聯絡系統(wire communication system)通過線纜進

行資訊交互的通信聯絡系統。 

3.無線通訊聯絡系統(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通過自由

空間進行資訊交互的通信聯絡系統。 

(三)建設要求 

1. 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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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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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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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車場、馬頭門、

井下運輸調度室、主要機電坑室、井下變電所、井下各中

段採區、主要泵房、主要通風機房、井下緊急避險設施、

爆破時撤離人員集中地點、捲揚機房、井下爆破器材庫、

裝卸礦點等。 

5. 通信線纜應分設兩條，從不同的井筒進入井下配線設備，

其中任何一條通信線纜發生故障時，另外一條線纜的容量

應能擔負井下各通信終端的通信能力。 

6. 通信線纜的敷設應符合 GB16423-2006 中6.5.2 的相關規

定。 

7. 嚴禁利用大地作為井下通信線路的回路。 

8. 終端設備應設置在便於使用且圍岩穩固、支護良好、無淋

水的位置。 

9. 通信聯絡系統的配套設備應符合相關標準規定，納入安全

標誌管理的應取得礦用產品安全標誌。 

10. 應按 GB14161-2008 的要求，對通信聯絡系統的設備設

施作好標識、標誌。 

11. 通信聯絡系統建設完畢，經驗收合格後方可投入使用。 

(四)維護與管理 

1. 應指定人員負責通信聯絡系統的日常檢查和維護工作。 

2. 應繪製通信聯絡系統佈置圖，並根據井下實際情況的變化

及時更新。佈置圖應標明終端設備的位置、通信線纜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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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系統維護人員經培訓合格後方可上崗操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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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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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控制中心備用電源應能保證設備連續工作 2 小時以上。 

7. 應建立以下帳卡及報表，相關圖紙、技術資料應歸檔保存。 

(1)設備、儀器台帳。 

(2)設備故障登記、檢修表。 

(3)巡檢記錄。 

(4)報警、求救資訊報表。 

 

七、 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一) 範圍 

本標準規定了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緊急避險系統的建設、維

護和管理要求。本標準不適用於與煤共生、伴生的金屬非金屬地

下礦山。 

(二) 定義 

1. 緊急避險系統(emergency refuge system) ：在礦山井下發生

災變時，為避災人員安全避險提供生命保障的由避災路線、

緊急避險設施、設備和措施組成的有機整體。  

2. 緊急避險設施(emergency refuge facility)：在礦山井下發生

災變時，為避災人員安全避險提供生命保障的密閉空間，

具有安全防護、氧氣供給、有毒有害氣體處理、通訊、照

明等基本功能，主要包括避災坑室和救生艙。 

3. 自救器(self-rescuer)：由入井人員隨身攜帶、防止有毒有害



208 
 

氣體中毒或缺氧窒息的一種呼吸保護器具。(礦場安全法施

行細則第二百零八條) 

(三) 建設要求 

1. 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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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入井人員提供自救器、建設緊急避險設施、合理設置避

災路線、科學制定應急預備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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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為入井人員配備額定防護時間不少於30min的自救器，並

按入井(坑)總人數的10%配備備用自救器。 

5. 所有入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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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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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緊急避險系統設置 

1. 每個礦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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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公尺；每個生產中段必須有至少兩個便

於通行的安全出口，並和通往地面的安全出口相通；每個

採區必須有兩個便於行人通行的安全出口，並經上、下巷

道與通往地面的安全出口相通。安全出口設置的其他要求

應符合GB16423的要求。 

2. 應編制事故應急預案，制定各種災害的避災路線，繪製井



209 
 

下避災線路圖，並按照GB14161-2008的規定，做好井下避

災路線的標識。井巷的所有分道口要有醒目的路標，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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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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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應

至少在最低生產中段設置緊急避險設施。 

(2)生產中段在地面最低安全出口以下垂直距離超過 300m

的礦山，應在最低生產中段設置緊急避險設施。 

(3)距中段安全出口實際距離超過 2000m 的生產中段，應設

置緊急避險設施應優先選擇避災坑室。 

4. 緊急避險設施的設置應滿足本中段最多同時作業人員避災

需要，單個避災坑室的額定人數不大於100人。 

5. 緊急避險設施應設置在圍岩穩固、支護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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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6. 緊急避險設施外應有清晰、醒目的標識牌，標識牌中應明

確標註避災坑室或救生艙的位置和規格。 

7. 在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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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礦山井下壓風自救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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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避災坑室技術要求 

1. 避災坑室淨高應不低於2公尺，長度、深度根據同時避災最

多人數以及避災坑室內配置的各種裝備來確定，每人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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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於1.0平方公尺的有效使用面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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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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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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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避災坑室內應有使用操作說明。 

(六) 救生艙技術要求 

1. 救生艙應具備過渡艙結構，過渡艙的淨容積應不小於1.2立

方公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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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立方公尺，應

設觀察窗和不少於2個單向排氣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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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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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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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滿足人員生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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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維護與管理 

1. 應指定人員負責緊急避險系統的日常檢查與維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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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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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應對入井人員進行緊急避險設施使用和緊急情況下逃生避

災的培訓，確保每位入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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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圖紙、技術資料應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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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座談會與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一、座談會 

本研究鑒於台灣目前無詳細地下開採相關法規與規範。於是依工

作計畫辦理一場有關地下開採技術及環評規範之座談會。為納各界多

方面之意見，邀請專家學者與業者，經籌畫後於 107 年 9 月 13 日(星

期四)下午 2 時在花蓮百事達飯店二樓會議廳召開「國內蛇紋石礦地

下開採技術及開採環評規範討論」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出席人員：經濟部礦務局、林接枝技師、周順安技師、

台灣鑛資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泰山石礦代表、理建礦業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理新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國華大理石礦業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章昌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三泰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泰陽石礦代表、瑞紋石礦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旭華石礦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黎明石礦代表、山益石礦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以及久益石礦有限

公司代表。 

會議簡報以及照片請參照附件六。 

（一）討論議題 

1.對於採礦場業者徵收土地租金之機制  

說明：於民國 94 年時有環保團體向國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以下簡稱國產署）反應。採礦用地租用費用過於低廉，但實際上

採礦用地的海拔高度都很高且遠離人口聚集地，且有些並無公告

地價，所以採礦用地只能以低於鄰近土地公告地價百分之八以下

之價格計價。後來國產署和礦務局開會，決定找土地鑑價公司來

鑑定礦業開採用地的價格，但鑑價公司對於鑑定此類土地經驗不

足，將尚未開採之蘊藏礦產都計入土地價值。實際上，未開採未

剝離土地之礦產都歸於國家不屬於業者，故將預期生產礦產計算

於土地價值內有其不合理之處。 

建議：租金的徵收可以區分為土地跟礦產。土地租金以不含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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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計算，礦產部分租金另外以開採出之礦產量徵收。 

2.進口蛇紋石對於本土蛇紋石產業影響 

說明：蛇紋石礦場年開採量於民國 97 年有 26 萬噸，於民國 106

年有 6 萬噸，但是中鋼（中國鋼鐵，以下簡稱中鋼）每年需要 30

萬噸為煉鋼之用途，若是國內供應量不足勢必需從國外進口。 

建議：中鋼若要從國外進口蛇紋岩石都會向礦務局申請，但是礦

務局只會核准部分申請量，並且要求其優先跟國內蛇紋石礦業者

購買。若是供應量依然不足，便會核准其從國外進口。 

3.露天開採以及地下開採之環評機制 

說明：石礦於露天開採主要討論議題有氣候、地質、運輸、野生

動植物、空氣汙染、水汙染及震動。而地下開採討論議題則與露

天開採有所差異，主要討論議題有廢水排放、廢渣和地表下陷。 

建議：在美國石礦地下開採並不在環評規範內，但是台灣與美國

條件不同，或許可以依照現有制度做修改。地下開採對地面環境

影響較小，未來或許可以設定一地下開採深度基準，深於此深度

的地下開採範圍便使用另一套標準去評估之。 

4.討論國內石材與非金屬礦地下開採之相關法規與環評規範 

說明：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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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評部分目前也

無詳細規範，故許多地下開採礦場是使用露天開採環評規範進行

審核。如此，既不合理也會使通過難度增加許多。 

建議：本研究收集許多國外地下法規與環評規範進行分析探討，

以便未來制定法規與環評規範時，作為參考使用。 

研討結果之建議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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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經與會專家學者及各產業界代表熱烈參與討論，至下午

4時始結束。經彙整討論之建議與結果有下列各項： 

1.礦業開採用地之租金未來可以透過石礦工會與礦務局共同與國

產署來討論，並使用礦產和土地分開計算之徵收方式。 

2.國內有許多蛇紋石礦業者仍積極在經營礦場，每年穩定生產，

故可建立一統一窗口以方便國內企業收購本土蛇紋石。 

3.建議未來若制定地下開採相關規範，可以設定一深度標準。在

此深度之上必須遵守對環境規定較嚴格之規範，若是在此深度之

下，因為離地面較遠對地表環境影響較小，可以擬定另一較為寬

鬆之規範辦理之。另外，地下開採礦場除了地下坑道外，於坑口

用地範圍，可制訂適用於坑口周圍環境之規範。 

4.美國地下開採環保議題主要為廢水排放、廢渣和地表下陷。其

中，廢水問題主因為地下金屬礦開採時，地表逕流水流入礦區，

造成酸性水排放問題，其他礦種之地下開採較少出現 此問題，

尤其石礦地下開採不會有酸性水排放的問題，國內未來若制定地

下開採環評規範則可以著重於此三議題討論。 

5.建議未來若制定地下開採相關規範，地下水可能會是一較受爭

議的環評相關議題。故對於地下水是否有影響，如切斷水源、對

水源造成汙染，如何進行有效之監控，是否有相關經驗，可以作

為參考依據，實際做法為何？目前國內最有名之案例為雪山隧道，

處理方式為在隧道沿線設立監測點，進行長時間的監控，利用數

據資料進行統計，未來可以參考此作法做出地下開採地下水相關

環評規範。 

6.目前環保團體對礦業常不理性攻擊，未來若擬定地下開採法規

與環評規範時，這是一定會面對的問題。建議可以利用國內外正

在進行地下開採之礦場案例，進行推廣。地下開採是對環境影響

更小的開採方法，並且藉此擬訂可使大眾信服且有利於業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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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開採相關規範。 

 

二、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經濟部礦務局 107 年委辦計畫聯合研討會（成果發表）已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19 日舉辦。 

會議簡報以及照片請參照附件六。 

（一） 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50 分

至下午 3 時 50 分。 

（二） 地點：經濟部礦務局 501 大禮堂（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 1

段 53 號 5 樓） 

（三） 成果發表會內容：經濟部礦務局 107 年度委辦計畫聯合研

討會暨成果發表 

（四） 參加人員： 

1.政府機構：經濟部礦務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交通

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捷運工程局 

2.產業界 

3.研究單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中原大學、逢甲大學、財

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所、淡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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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議程 

時間 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議程 單位 

9:30~9:50 報到及領取資料 
經濟部礦務局 

9:50~10:00 長官致詞 

10:00~10:30 

礦業法之配套子法委託研究計

畫回饋措施暨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1/1) 
淡江大學 

10:30~10:40 Q&A 

10:40~11:10 
建置土石資源及產銷資料庫計

畫(2/4) 
財團法人臺灣

營建研究所 
11:10~11:20 Q&A 

11:20~11:50 
礦業開發生命週期資料庫管理

系統建置計畫(1/2) 逢甲大學 

11:50~12:00 Q&A 

12:00~13:30 休息用餐  

13:30~14:00 
智慧國土礦業資料建置計畫

(3/5) 
振興發科技有

限公司 
14:10~14:20 Q&A 

14:20~14:50 
我國礦產品價值鏈及穩定供應

與開發管理政策 中原大學 

14:50~15:00 Q&A 

15:00~15:30 
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

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2/4) 臺北科技大學 

15:30~15:40 Q&A 

15:40~15:50 長官結語 經濟部礦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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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研究所完成工作項目包括蛇紋石礦場基本資料蒐集;現地地

質、岩性、開採作業調查;石材地下開採技術、作業流程及相

關設備機具評估與調查;地下開採作業規範修正;實際礦場地

下開採坑室與礦柱設計;國外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項目及

相關準則及審查要點分析。 

(二)國內現有之蛇紋石礦場共有 23 礦；以礦區所在縣市區分，宜

蘭縣有蛇紋石礦 1 礦，花蓮縣有蛇紋石 22 礦。17 礦目前無

作業，其中正常生產作業礦場計 6 礦。礦場現地調查項目包

括地質條件、岩體分類及地下開採可行性初步評估。經評估

目前計有泰山石礦、碧山石礦、泰陽石礦、大元石礦及瑞欣

石礦以地下開採之可行性較高。至於其他礦場則建議未來應

進行更深入地質調查後再行評估。 

(三)針對地下石礦石材開採技術及機械設備，一般是以切割法或

劈裂法為主。如使用金鋼索鋸，開採作業首先在在採掘面開

拓出一平行六面體的空間，接著再以階段方式採取石材塊體。

鍊鋸切割已廣泛使用在國外許多地下石材礦場。 

(四)一般來說，蛇紋石主要作為石材及原料石(煉鋼助熔劑)。除此

之外本計畫亦蒐集蛇紋石資源化技術以增加其推展應用之

相關研究及文獻。相關高附加利用包括鎂橄欖石系耐火材料、

鎂磷肥料、無機聚合防火材料、蛇紋石和電弧爐鋼渣除磷、

遠紅外線功能性複合材料、抗靜電材料及蛇紋石合成碳化矽

等。 

(五)本研究選定泰陽石礦及大元石礦進行地下開採細部設計及規

劃。經現地岩心取樣及岩力試驗得知此二礦岩心單軸抗壓強

度均高於 90MPa。三軸試驗所得到蛇紋石內聚力更逹 2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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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角則可逹 40 度以上。此結果顯示該區蛇紋石強度甚高，

可提供更為安全的地下開採環境。 

(六)大元石礦依其覆岩厚度，以 S-Pillar 設計，在坑室高 10 公尺

情形下，礦柱尺寸為 10x10、10x15 及 10x20。其整體開採範

圍以 103.77 公頃計算，可採量約 1890.5 萬公噸。泰陽石礦

之礦區高程最高點及最低點相差約 150m，故規劃礦柱寬長

高為 10x10x10m 之礦柱。整體開採範圍約 56.36 公頃，可採

量約 110.2 萬公噸。 

(七)另以 FLAC3D 計算礦柱應力分布。分析結果發現大元礦所設

計礦柱中心承受應力約為礦柱單壓強度之 13%。而泰陽石礦

礦柱中心承受應力約為礦柱單壓強度之 8%。由此可知在此

坑室礦柱設計下，地下開採的作業安全是可以確保的。 

(八)地下開採之經濟效益評估，因無實際地下開採之數據資料，

故本計劃僅能依現有之地上開採數據資料加以評估推算。其

評估結果發現，地下開採有其效益存在，地下開採或許為未

來之趨勢。 

(九)從 100 年至 105 年的資料分析中得知其成本費用比重最高的

前十名名次依序為，運費、職工員薪資、燃料費(汽、柴油)、

修繕費（機器設備）、承攬費、聯外道路養護與維修、機器

設備折舊、金屬類材料、專業服務費、機械類、其他成本費

用支出，由此可以知道未來在實施此計畫時，運費和員工薪

資、燃料費用會佔成本的主要支出，亦可以視為重要且主要

的投入項目。 

(十)在經過數據分析後，發現台灣目前在露天礦場中，投資報酬

率僅有少數幾家表現較好，在規模效率部分，也僅有少數幾

家得到較高的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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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對於國外礦場地下開採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及評估項目，

本研究蒐集彙整加拿大一金礦地下開採(Brucejack Gold 

Mine) 、澳洲一鈾礦地下開採(Ranger 3 Deeps Mine) 環境影

響說明製作準則、澳洲昆士蘭地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執行準則

及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審查要點。 

(十二)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Mine Project (Pretium Resources Inc.)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執行及製作準則，其所列評估項目(排除

不適用於地下石礦項目)可作為台灣未來地下開採環評參考。 

(十三)澳洲鈾礦的地下開採環評準則，其對環境及社區可能造成

之影響有進行風險評估。且詳列出風險評估的方法及流程。

其可作為未來台灣礦場進行環評作業的參考。 

(十四)而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審查要點亦詳列採礦作

業的環評項目及審查要點，此一資料可作為未來台灣地下開

採進行環評項目及審查作業的重要參考。 

(十五)本研究延續上年度(106 年)研究成果，重新檢視各規範及準

則並加以修正，並參考對照國內現有之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

(89.01.26)，將對照之條號列於後，以作為未來石礦地下開採

作業規範之參考依據。 

二、建議 

(一)針對目前既有蛇紋石礦場是否可轉為地下開採之可行性評估，

由於大部分礦場目前並無明顯的岩體出露，因此其礦床賦存

及岩體特性亦無法明確掌握。究其原因為礦場目前並無用地

或用地過小以致無法掌握礦脈位態。建議可先進行地表地質

調查及採樣並繪製較大比例尺之地質圖。依據繪製之地質圖

選定適當位置進行鑽孔取樣以確認礦脈大小及其位態。未來

即可依此較詳細地質資料進行該礦場地下開採可行性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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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多參考國外地上轉地下開採的資料研究如何維持並提高效

率，同時持續追蹤《礦業法》修法進度及趨勢，隨時改進。

或可先挑選數個礦產試營運地下開採，有實際數據再進行更

詳細的分析。 

(三)由於目前國內並無針對石礦地下開採執行環境影響評估的相

關規範及準則，而環保署亦將地下開採的面積全部納入應行

環評的範圍。因此未來在進行環評作業時將無一遵循的規範，

以致審查作業亦無法實際落實。建議本計畫下年度(108 年度)

應更為廣泛的蒐集國外，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非

金屬礦開採(露天及地下)的執行環境影響評估的準則及實質

環評報告書作為基本參考資料。針對礦場開發應行評估項目、

重點評估因子及其審查方式分別進行深入探討及分析。將礦

場開發應執行環評的面積、開發對環境的重要影響項目的評

估方式及相對應的減輕方案的擬定以及其審查重點及標準

進行條列式分析。依此調查及研析結果擬定適合國內礦開發

執行環評的作業準則及相關審查規範。。 

(四)本研究 106 年度雖已參考美國國家職業安全及健康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Safety and Health, NIOSH)所訂之坑室礦

柱設計準則進行地下開採之實際規劃。但建立此準則之相關

數據係取自美國各地下礦場的調查資料。而其地質、應力及

岩性或與台灣現地存在差異。建議未來亦可蒐集參考其他礦

業發逹國家如澳洲、加拿大、南非亦或中國大陸相關設計準

則進行更深入分析。以台灣地質特性為基礎，研擬適合之地

下開採設計準則。開採設計準則應包括相關岩石力學試驗、

理論基礎及公式、經驗公式、坑室礦柱尺寸計算、安全係數、

坑室礦柱布置、可應用模擬程式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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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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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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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現地量測 

1.R.Q.D 值  

2.不連續面的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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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硬度指數  

7.現地座標(TWD97) X：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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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0707 （理新）豐田礦場 道路中斷 目前無生產作業 花蓮縣壽豐鄉木瓜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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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屬第三紀大南

澳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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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進入礦

區，而無調

查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黑色片岩、蛇紋

岩、滑石、石棉、

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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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用於修補道路  
道路中斷，無法進行現地

調查，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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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理新石礦礦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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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384 （理建）豐田礦場 道路中斷 目前無生產作業 
花蓮縣壽豐鄉木瓜溪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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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2 

公頃 
 3.07 公頃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屬於第三紀大

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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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進入

礦區，而無

調查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無法進入礦區，而

無調查 

黑色片岩、蛇紋

岩、石棉、滑石、

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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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用於修補道路 

往 礦 區 道 路 中

斷，僅能在礦區外

為收集到岩體強

度數據 

因道路中斷，無法進行現

地調查，無法進行評估 

現地量測 

1.R.Q.D 值  

2.不連續面的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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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硬度指數  

7.現地座標(TWD97) X：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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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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理建石礦主要運輸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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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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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767 瑞紋石礦採礦場 露天階段開採 目前無生產作業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溪支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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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5 

公頃 
國有地 26 公頃 

蛇紋岩層呈塊體構

造 

 

屬於先第三紀

大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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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層呈塊體

構造 
兩組節理 近地表，覆土薄 

角閃岩、黑色片

岩、蛇紋岩與綠色

片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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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機 
近地表覆蓋層薄，廢土石主要用

以回填工作面、修補道路 

往主礦脈方向，道

路中斷，僅能以舊

有開採面近行調

查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

水平面積不足，若以地下

開採成本過高，建議進行

更深入之礦場地質調查。 

現地量測 

1.R.Q.D 值 65 

2.不連續面的矩數 2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1~5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輕微風化 

5.地下水面狀況 無地下水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0~54 

7.現地座標(TWD97) X：279942   Y：2597768  H：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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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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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Kg/cm2 +6 

2.RQD岩石品質指標  65 +13 

3.不連續面間距 1~5mm +18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輕微風化 +20 

5.地下水狀況 無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10 

綜合評述 總分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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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65 

2. Jn：節理組數 兩組相交節理 4 

3. Jr：節理面粗糙度 輕微風化 1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輕微風化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無地下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進地表，低應力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總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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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瑞紋石礦礦區照 

照片二、瑞紋石礦舊採掘面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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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3028 瑞欣石礦採礦場 露天階段開採 1500 公噸 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溪支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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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 

公頃 
國有地 

4.4681 

公頃 

蛇紋岩層呈塊體構

造 

 

屬於先第三紀

大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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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層呈塊體

構造 
兩組節理 近地表，覆土薄 

黑色片岩、蛇紋岩

與綠色片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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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機 
近地表覆蓋層薄，廢土石主要用

以回填工作面、修補道路 

往主礦脈方向，道

路中斷，僅能以舊

有開採面近行調

查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

體積較小，綠色片岩與蛇

紋岩伴生。建議進行更深

入之礦場地質調查。 

現地量測 

1.R.Q.D 值 65 

2.不連續面的矩數 2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1~5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輕微風化 

5.地下水面狀況 無地下水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0~62 

7.現地座標(TWD97) X：281247   Y：2598347  H：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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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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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Kg/cm2 +6 

2.RQD岩石品質指標  72 +15 

3.不連續面間距 1~5mm +18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輕微風化 +20 

5.地下水狀況 無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尚可 -6 

綜合評述 總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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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72 

2. Jn：節理組數 兩組相交節理 6 

3. Jr：節理面粗糙度 輕微風化 1.5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輕微風化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無地下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進地表，低應力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總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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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瑞欣石礦礦區照 

 

 
照片 2、瑞欣石礦礦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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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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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1615 錦昌採礦場 露天階段 10,000 公噸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

溪上游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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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2 

公頃 
國有地 7.5927 公頃 

蛇紋石礦呈原生礦

牀及大塊石或轉石

狀兩種型態賦存 

主 要 由 黑 色 片

岩、綠色片岩、

蛇紋岩、滑石片

岩及沖積層等所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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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體 狀 構

造，偶夾凸

鏡狀結構 

走向 N10E 

傾角 10N 

上半深綠(30M) 

下半淺綠(15M) 

蛇紋石原生礦牀上

方之表土甚薄，多

呈裸岩，平均厚約

0.2m左右 

黑色片岩、綠色片

岩、蛇紋岩、滑石

片岩 

7,305,600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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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之發電機 表土甚薄，廢土量不多  

蛇紋岩呈塊狀出露，塊體水

平面積不足，相較於露天開

採，以地下開採成本過高，

建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地

質調查。 

現地量測 

1.R.Q.D 值 75~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三組偶現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0.6~2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表面粗糙 

5.地下水面狀況 無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4~62 

7.現地座標(TWD97) X：270039  Y：2573856 H：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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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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Kg/cm2 +8 

2.RQD岩石品質指標  75~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0.6~2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表面粗糙 +25 

5.地下水狀況 無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可 -5 

綜合評述 總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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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2. Jn：節理組數 3組 6 

3. Jr：節理面粗糙度 粗糙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變質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無地下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進地表，低應力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總分 18 



A-17 

 

現場照片： 

照片一、錦昌石礦採掘工作面近照 

照片二、錦昌石礦採掘工作面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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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1959 泰陽石礦 露天階段開採 暫停開採作業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

溪上游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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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1 公畝 國有地 11.39 公頃 

蛇紋石礦原生礦床

共二層，主礦床

（A）分佈在礦區

中部海拔高度約

860～1,020m 間，

厚約 40～120m，分

佈 寬 度 平 均 約

870m，於礦區內延

長約 520 m左右，

小礦床（B）分佈在

礦區西南隅，厚約

10～30m，分佈寬

度為 35～70m，礦

區內延長 500m 

黑色片岩、綠色

片岩、蛇紋岩、

滑石、石棉等所

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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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紋岩、滑

石及石棉呈

鏡 狀 構 造

外，其餘各

基磐岩層皆

屬層狀之單

斜構造 

岩層走向為北 35

～55°東，向西北

傾斜約 10～30° 

除急坡或裸岩地

區之表層土壤厚

僅為 0.1～0.3m，

極薄或無外，一般

區域之表層上壤

厚度達 1～3m 

蛇紋石、滑石、石

棉礦 

蛇紋石之蘊藏

為 75,216,600 公

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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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回填於上階段以完成作業

之開採面，多餘廢土石則用以維

修路面 

堆積轉石，無法步

行至主脈，無法 

觀測全貌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完整

岩脈出露，無法得知岩脈

之厚薄，建議進行更深入

之礦場地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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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量測 

1.R.Q.D 值 58 

2.不連續面的矩數 三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60~2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 

5.地下水面狀況 無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8~62 

7.現地座標(TWD97) X：268508  Y：2572783  H：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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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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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Kg/cm2 +8 

2.RQD岩石品質指標 80~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60~20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 +25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可 -5 

綜合評述 第II類岩體 總分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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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5 

2. Jn：節理組數 三組節理 6 

3. Jr：節理面粗糙度 表面略粗糙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變質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或少量滲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低應力，近地表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總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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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泰陽石礦採掘面 

照片二、泰陽石礦採掘面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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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1984 泰山石礦 露天階段開採 23,950 公噸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

溪支流包沙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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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2 公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有財產局 
1.9961 公頃 紋石礦原生礦床 

屬第先第三紀

大南澳片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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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紋岩呈

塊體構造 

裂隙發達，大致分

為 4 組節理 
2 米左右 

蛇紋石、滑石、石

棉礦 
31,403,658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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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堆積於礦區內捨石區  可 

現地量測 

1.R.Q.D 值 75~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2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20~1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開口小於 1mm 

5.地下水面狀況 無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4~60 

7.現地座標(TWD97) X：268539   Y：2571491  H：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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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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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85 +17 

3.不連續面間距 20~100mm +8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開口小於1mm +20 

5.地下水狀況 無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8 

綜合評述 總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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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85 

2. Jn：節理組數 2組 4 

3. Jr：節理面粗糙度 普通 2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低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或少量滲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低應力，近地表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85

15
×

6

1
×

1

2.5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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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泰山石礦採掘面近照 

 

照片二、泰山石礦採掘面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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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529 碧山礦場 露天階段開採 無作業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拉庫拉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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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2 公頃 
林班地(林務局) 

、國有地 
7.06 公頃 

蛇紋岩之原生礦牀

呈不規則之凸鏡狀

構造，賦存於黑色

片岩及綠色片岩

中， 

蛇紋石礦呈原生

礦牀及大塊石或

轉石狀兩種型態

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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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紋石礦呈

原生礦牀及

大塊石或轉

石狀兩種型

態賦存 

下層破碎(10M) 

中層淺綠(12M) 

上層深綠(30M) 

礦牀上方之表土

甚薄，多呈裸岩，

平均表土厚約

0.2m 左右 

蛇紋石、滑石、石

棉礦 

蛇紋石蘊藏量約

49,648,235 公

噸，原料石可量

27,803,012 公

噸，石材可採量

6,950,753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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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計畫部份運出供充填運搬

卡車路路基及維修路面 
 可 

現地量測 

1.R.Q.D 值 80-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三組以上，分部不規則 

3.不連續面的間距 200~6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連續 

5.地下水面狀況 表層滲水 

6.史密特硬度指數 46~54 

7.現地座標(TWD97) X：268814  Y：2573895  H：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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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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Kg/cm2 +8 

2.RQD岩石品質指標  90 +20 

3.不連續面間距 200~600mm +10 

4.不連續面面狀況 連續 +20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有利 -2 

綜合評述 總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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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2. Jn：節理組數 2組 6 

3. Jr：節理面粗糙度 粗糙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無透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近地表，低應力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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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碧山礦場採掘面 

照片二、碧山礦場採掘面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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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618 興隆石礦 露天階段開採 道路中斷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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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4 公頃 
原住民族委員會

管轄之國有地 
9.8243 公頃 

蛇紋石礦呈原生礦

牀及塊石或轉石狀

賦存，蛇紋石礦出

露甚為明顯 

主要由黑色片

岩、蛇紋岩、滑

石等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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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層呈不規

則之凸鏡狀

構造，一般

岩層走向 

北 45～60 度東，

向北西傾斜約 40

～50 度 

蛇紋石原生礦牀

上 方 之 表 土 甚

薄，多呈裸岩 

主要由黑色片岩、

蛇紋岩、滑石等所

構成 

5,839,710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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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運往礦區內廢土石堆積

處，用以回填開採工作面，或修

補道路 

 
因道路中斷，無法進行現

地調查，故無法評估 

現地量測 

1.R.Q.D 值  

2.不連續面的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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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硬度指數  

7.現地座標(TWD97) X：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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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興隆石礦遠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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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2650 大新石礦 目前無開採作業 道路中斷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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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 公頃 國有地 0.57 公頃 

蛇紋石礦呈不規

則層狀及轉石狀

賦存，目前發現不

規則層狀有一

處，為現有採礦場

滑石礦脈上磐 

地質屬先第三

紀大南澳統變

質岩層之分佈

地區，主要由黑

色片岩夾綠色

片岩、蛇紋岩、

滑石等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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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屬先第

三紀大南澳

統變質岩層

之分佈地

區，主要由

黑色片岩夾

綠色片岩、

蛇紋岩、滑

石等所構 

蛇紋石礦呈不規

則層狀出露賦存

於滑石礦脈之上

磐，另有轉石狀散

佈於礦區內山坡

及山溝中 

轉石狀散佈於礦

區內山坡及山溝

中；現有採礦場附

近地形有小規模

滑動及崩塌 

蛇紋石礦原生礦床 1,242,505.5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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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由運搬卡車路路基及運至

捨石場內堆置。 
 

因道路中斷，無法進行現

地調查，故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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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大新礦場道路中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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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3085 大元石礦礦場 露天開採 3,600 公噸 花蓮縣卓溪鄉清水溪拉庫拉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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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公頃 77 公

畝 

林務局承租用

地 
1.2 公頃 露天原生礦牀 

蛇紋石呈塊狀

或轉石狀大量

地散佈於全礦

區之山溝及山

坡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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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屬先第三紀大

南澳統變質岩層

之分佈地區，主

要由黑色片岩、

蛇紋岩等所構

成，岩層呈層狀

單斜構造 

近無裂隙 

走向 N20E 

傾角 20N 

原生礦牀上方之表

土甚薄，多呈裸

岩，平均厚約 0.2m

左右，轉石散佈於

山溝及山坡地上，

大部份幾乎無表土

覆蓋。 

蛇紋石礦呈原生

礦牀及塊石或轉

石狀賦存，  

約 13,030,052 公

噸，可採量約

5,316,872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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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於捨石場堆置  可 

現地量測 

1.R.Q.D 值 75~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2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200~600mm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較平滑 

5.地下水面狀況 無地下水 

6.史密特硬度指數  54~62 

7.現地座標(TWD97) X：269192  Y：257851  H：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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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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75~90 +17 

3.不連續面間距 200~60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裂隙有些許泥質填充物 +25 

5.地下水狀況 無地下水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不利 −10 

綜合評述 第II類岩體 總分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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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95 

2. Jn：節理組數 二組節理 6 

3. Jr：節理面粗糙度 粗糙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變質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或少量滲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低應力，近地表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85

15
×

3

1
×

1

2.5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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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大元石礦採掘面 

照片二、大元石礦採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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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3349 黎明採礦場 轉石開採 目前無生產作業 花蓮縣卓溪鄉崙天山東北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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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454 公

頃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國有財產局 
1.6527 公頃 蛇紋石轉石 

屬第三紀大南

澳片岩玉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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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石，覆蓋層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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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廢土石堆積於礦區內  轉石礦，不評估 

現地量測 

1.R.Q.D 值  

2.不連續面的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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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硬度指數  50~62 

7.現地座標(TWD97) X：270100  Y：2572423  H：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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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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黎明採礦場採掘面 

  



A-37 

 

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案 

蛇紋石礦地質條件調查表 

礦區字號 礦場名稱 現行開採方式 月產量 礦區所在地 

A03360 大德礦場 露天開採 
暫停作業，下半年

開工，石頭堆積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清水溪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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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 公頃 國有財產局 21.62 公頃 蛇紋石礦床與轉石 
先第三紀大南

澳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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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體破碎 

礦床表面粗糙，豐

化程度低，有四組

節理 

覆蓋層層甚薄 
蛇紋石、滑石、石

棉 
77,884,300 公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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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備發電機 
覆蓋層層甚薄，廢土石量少，廢

土石用於修補道路 
 

因現地調查時，並無完整

岩脈出露，無法得知岩脈

之厚薄，故無法得知，建

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地質

調查。 

現地量測 

1.R.Q.D 值 90 

2.不連續面的矩數 4 組節理 

3.不連續面的間距 50 毫米 

4.不連續面的表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 

5.地下水面狀況 無 

6.史密特硬度指數  60~62 

7.現地座標(TWD97) X：268407  Y：2573122  H：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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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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Kg/cm2 +7 

2.RQD岩石品質指標  90 +20 

3.不連續面間距 50mm +15 

4.不連續面面狀況 表面略粗糙 +25 

5.地下水狀況 無 +15 

6.不連續面位態修正 可 -5 

綜合評述 總分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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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 

2. Jn：節理組數 4組 12 

3. Jr：節理面粗糙度 普通 3 

4. Ja ：節理面變質情況 兩壁未風化 1 

5. Jw ：地下水扣減係數 開挖面乾燥，無地下水 1 

6. SRF ：應力扣減係數 近地表，低應力 2.5 

Q =
𝑅𝑄𝐷

𝐽𝑛
×

𝐽𝑟

𝐽𝑎
×

𝐽𝑤

𝑆𝑅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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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照片 

照片一、大德礦場採掘面遠照 

照片一、大德礦場採掘面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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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岩芯取樣與岩力試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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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礦場 

  

照片一、大元礦場照片 1 照片二、大元礦場照片 2 

   

照片三、大元礦場岩力試驗照片 1 照片四、大元礦場岩力試驗照片 2 

  

照片五、大元礦場試驗後岩芯 1 照片六、大元礦場試驗後岩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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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陽礦場 

 
 

照片一、泰陽礦場取樣照片 1 照片二、泰陽礦場取樣照片 2 

  

照片三、泰陽礦場岩力試驗照片 1 照片四、泰陽礦場岩力試驗照片 2 

  

照片五、泰陽礦場試驗後岩芯 1 照片五、泰陽礦場試驗後岩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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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加拿大 

Brucejack Gold Mine Project 

(Pretium Resources Inc.)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執行及製作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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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1.前言 

2.指導原則 

(1)環境影響評估作為計畫工具 

(2)公眾參與 

(3)原住民諮商 

3.環境影響評估的執行及說明書製作 

(1)主管機關準則 

(2)研究策略及方法 

(3)環境評估、原住民及公眾諮商資料整合 

(4)資料之使用 

A.科學資訊 

 B.社區及原住民傳統知識 

 C.既有資料 

(5)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呈現及架構 

二、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架構 

1.環境影響說明書摘要 

2.前言及計畫概述 

(1)地理環境 

(2)法規架構及政府角色 

(3)環境評估參與人員 

(4)提議人(Proponent) 

(5)計畫目的 

(6)計畫概述 

(7)計畫執行 

4.計畫範圍(Scope of project) 

5.評估項目(Scope of assessment) 

(1)考慮因素 

A.Valued components 

B.潛在災害及故障對環境影響 

C.環境對計畫之影響 

(2)環評範圍(評估因子)界定 

A.空間範圍 

B.時間範圍(礦場開發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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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替代方案 

(1)礦場廢棄處理替代方案 

7.環境背景(Baseline conditions) 

(1)現有環境 

A.方法 

B.生物物理環境 

C.人的環境 

(2) 潛在的或已立法的原住民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 

7.環境影響評估(Effect assessment) 

(1)環境影響 

A.方法 

B.開發對環境改變 

C.環境改變的影響 

(2)對原住民及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的影響 

(3)公眾參與 

8.環境影響減輕對策(Mitigation) 

(1)環境影響減輕 

A.方法 

B.環境影響減輕總結 

(2)對原住民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的減輕對策 

(3)對公眾關心議題的減輕對策 

(4)檢視計畫 

(5)負責人承諾 

9.殘餘影響(Residual effect) 

(1)殘餘及累積的環境影響 

A.殘餘的環境影響 

B.累積的環境影響 

C.殘餘環境影響的總結 

(2)重要的原住民議題 

(3)重要的公眾議題 

10.重要性決定(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 

(1)負面環境影響的重要性 

A.方法 

B.負面環境影響的重要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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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總結表(Summary tables) 

12.對國人效益 

(1)計畫最初提案後的改變 

(2)計畫效益 

13.監測計畫及環境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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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1.前言 

本準則主要目的在使採礦計畫依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 2012 (CEAA 2012)撰寫環境影響說明書所需相關資料。

本準則具體指出所需資料的本質(nature)、 項目(scope)以及範圍 

(extent)。本準則僅提出所需的最基本資料。提案者應蒐集額外相關資

料以助於評估該計畫的環境影響。 

2.指導原則 

(1)環境影響評估作為計畫工具 

環境影響評估是一計畫工具用以確保礦山開發計畫以極謹慎及

預防的態度避免或減輕開發計畫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使決策者對

促進永續發展採取行動。 

(2)公眾參與 

加拿大環評法案的目的之一為在環評期間提供有意義的公眾與

機會並對環評報告提出意見。公眾參與是使在審查階段初期讓相關

團體對開發計畫有更清楚的瞭解。特別是對開發計畫有影響的當地

社區。 

(3)原住民諮商 

主要目的為促進與受開發計畫影響的原住民的溝通與合作。此

一諮商必須僅早在計畫設計階段即進行。另開發者必須使受影響的

原住民取得與開發計畫相關的資料以深入瞭解計畫內容並決定其對

原住民權益的影響。另開發者必須儘量整合傳統原住民知識

(traditional Aboriginal knowledge)以助於環境衝擊的評估。所蒐集資

料必須作為環評決策的考量及作為避免或減輕環境影響有效策略的

擬定。 

3.環境影響評估的執行及說明書製作 

(1)主管機關準則 

開發者應儘量與相關主管機關諮詢有關資料以利環評計畫

的執行與報告書的製作。 

(2)研究策略及方法 

開發者必須考慮開發計畫所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及相關在技術

上及經濟上可行的減輕方案及可能造成的殘留影響。開發者可自行

判斷本準則中與開發計畫不相關或不重要的內容。但開發者必須對

明確指出其結論並提供正當理由與相關主管機關、原住民、公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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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團體以使其有機會對開發者之決定進行評論。如有異議時可要

求開發者提供指定的相關資料。 

在執行方法上，開發者必須記錄其所得環評結論所使用的科學

上，工程上、傳統及當地知識。所使用的假設條件亦必須明確指出

且具正當性。必須記錄所有資料、模型及研究以使分析透明化且可

複製。必須明確指出資料蒐集方法。必須指出得到結論所使用模型

的不確定性、可性度及敏感度。 

(3)環境評估、原住民及公眾諮商資料整合 

如下圖所示，開發者應整原住民及公眾諮商的結果，並在進行

環評分析時納入考量及減輕環境影響的方案。在環評報告書中應詳

細記錄原住民及公眾所關心的議題。 

 

圖1、整合環境評估、原住民及公眾參與諮商於環境影響說明書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boriginal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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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4)資料之使用 

A.科學資訊 

Section 20 of CEAA 2012要求每一聯邦機關具備與開發計畫

有關的專家資訊或知識提供予環保署。環保署可建議開發者可利

用的任可相關資訊納入環評報告書。 

B.社區及原住民傳統知識 

Subsection 19(3) of CEAA 2012指出被指定的開發環評必須納

入社區知識及原住民傳統知識。此一社區知識及原住民傳統知識

是指社區及原住民世代居住與大自然接觸所累積的知識。 

C.既有資料 

在準備環評說明書時，開發者應善加利用與計畫相關的既存

資料。開發者可直接將既存資料納入報告書或明確述明何處可取

得該資料。開發者亦需說明該資料如何被使用。必須明確區分事

實證據及推論並敍明從既存資料所得的推論或結論的限度。 

(5)環境影響說明書的呈現及組織 

為有助於環保署審查環評說明書，環評說明書首頁格式應包含

下列項目 

A.計畫名稱及位置 

B.文件標題應包含”環境影響說明書” 

C.文件的副標題 

D.開發者名稱 

E.日期 

環說書應定義專有名詞，包含技術用語及縮寫。應有圖、表、

地圖及照片以助於清楚說明報告書內容。地圖亦應標明比例尺。

(本章節應依本國環評法之規定) 

二、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及架構 

1.環境影響說明書摘要 

摘要應包含下列資訊簡明描述計畫中所有關鍵組成內容(key 

component)及相關作業與原住民、公眾及政府機關諮商過程及對其所

提出議題(疑慮)的回應開發計畫所引起的主要環境影響及所應對的技

術上及經濟上可行的減輕對策之概述開發者對於計畫造成殘餘環境影

響的結論以及在執行減輕對策後對環境負面影響的重要性。 

摘要應為獨立文件其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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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評書內容簡介 

(2)計畫概述 

(3)計畫及評估範疇 

(4)替代開發方案 

(5)公眾及原住民參與 

(6)環評書摘要 

(7)減輕方案 

提出重要決定摘要應提供充分詳細資料以使讀者瞭解全盤計畫、

潛在影響、減輕方案、殘餘影響及重要結論。 

2.前言及計畫概述 

(1)地理環境 

環評書應詳細描述計畫所在地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描述應聚

焦在與計畫有關之資料以利於瞭解潛在的環境影響。應敍明自然與

人文環境並解釋生物物理環境與人及社區之相互關係。相關資料如

下: 

A.計畫所在地座標 

B.目前土地使用，計畫設施及作業與任何國有土地之關係 

C.計畫位置與鄰近地區地理環境的重要性及價值 

D.環境敏感地區，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區、濕地、河口、保育類

棲息地及其他敏感區。 

E.地方社區及原住社區 

F.傳統原住民領地 

計畫區之位置圖應包含界點座標，既存重要基礎建設、鄰近土地

使用及其他重要環境特徵。 

(2)法規架構及政府角色 

相關主管機關及其與開發計畫相關法規(依本國法規) 

(3)環境評估參與人員 

環評參與人員應包括除了聯邦政府、原住民、社區及環團外的其

他具有管轄權的單位或人員。 

(4)提出人(Proponent) 

提出人的相關資料(依本國環評法)如: 

A.個人基本資料 

B.述明公司組織及管理架構及與計畫有關之保險及責任管理。 

C.何種管理機制來確保公司政策對開發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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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簡述公司環境、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及如何用整合入開發計

畫。 

E.述明主要人員、主要、次要包商及其對計畫相對應責任。 

(5)計畫目的 

應闡述開發計畫之理由。應從開發者角度解釋計畫背景及該計畫

意圖解決的問題及效益。如計畫目的關聯或有助於廣泛的私人、公領

域的政策、計畫等亦應敍明。 

(6)計畫概述 

開發者應述明開發計畫主要作業，相關及附屬工作及作業，細部開

發時程、各開發階段時間等有助於對環境影響的瞭解。應包含下列項

目: 

A.地下礦場礦石、廢石及基岩的地球化學性質的檢驗 

B.基於鑽探、試坑及採樣計畫所得到地質描述 

C.尾礦處理設施的描述(危險分類、位置、初步設計、尾礦性質、

尾礦滲水) 

D.廢石及覆土的儲存及堆置(位置、土方量、設置計畫、地工狀況、

耐震及設計標準、廢水管計畫) 

E.地下礦場的描述(開發計畫-各開發階段及設計、坑室、斜坑巷道

的地工及地下水文考量) 

F.地下礦場的水管理及處理 

G.通逹礦場的永久及暫時的道路基礎建設。並敍明既有道路的整

修或計畫新建之道路，含道路路線及跨越水路的結構型式。 

H.如以現地觀察法進行地工設計，必需提供地工材料的一般性質

及地工性質。 

(7)計畫執行 

環評報告中之地下開採開發計畫應包括坑室建構、作業、維修、

可預期的計畫修正、關礦、除役及位址及設施復舊。應詳細描述每一

階段執行之作業及其位置，預期產出並指出作業的大小規模。 

雖然必需列出完整作業，但應著眼於對環境潛在影響最大的相關

作業。必須有足夠資料以預測環境影響並回應公眾所關心之議題。並

應指出增加環境擾動期間(period)的相關作業或會對環境釋出的物質。

環評報告應列出所有作業的詳細的計畫時程，包括年度計畫、頻率及

期程。環評報告必須提出計畫敍明每一部分的除役及復舊初步的計畫

大綱。其應包括所有權、計畫中各部件(components)的轉讓、控管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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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維護特定構造的完整性。 

4.計畫範圍(Scope of project) 

以環評目的的計畫範圍應包含計畫作業與聯邦決策。開發者可將

前述的部分及作業納入影響評估。基於所蒐集的計畫資料，主管機關

可指定計畫評估範圍為建構，作業、除役等項目如下： 

(1)坑口 

(2)通風井 

(3)廢石轉運點 

(4)儲石場 

(5)礦石輸送帶 

(6)地表及地下碎礦機 

(7)摩礦及選礦機 

(8)回填漿料場 

(9)尾礦管路 

(10)廢石及尾礦滲水處理 

(11)廢石及尾礦的地下回填 

(12)引水道(Diversion channels) 

(13)備用電力 

(14)輸電線及附屬設施(Transmission line and ancillary components) 

(15)倉庫 

(16)車輛維修站 

(17)污水處理及相關作業 

(18)水處理 

(19)焚化爐 

(20)地表回填(Landfill) 

(21)礦區運輸道路及聯外道路 

(22)轉運站 

(23)油料儲存桶 

(24)地表及地下炸藥儲存、員工宿舍 

(25)行政建築 

5.評估項目(Scope of assessment) 

(1)考慮因素 

A.Valued components 

VCs意指在開發計畫屬性中被開發者、主管機關、原住民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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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視為重要環境影響項目。其角色的價值不僅針對生態系統，另

亦須考慮人的因素。 

B.潛在災害及故障對環境影響 

開發者必須辨識與開發計畫相關的潛在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並解釋如何發現災害，其可能造成的潛在後果(包括環境影響)以及

可能的最嚴重狀況及其影響範圍。必須辨識災害規模，包括量體、

機制、速率、污染物種類及特性，以及其他在災害發生時可能釋

放到環境中的物質。環保署亦會提出已建立的安全防護機制應對

相關災害，以及在災害發生時的緊急應變措施及流程。 

C.環境對計畫之影響 

環評報告亦須考慮環境狀況及天然災害對開發計畫的負面影

響。例如極端氣候狀況及外部事件(洪水、乾旱、地滑、浸蝕、地

陷、火災、溢流及地震)。另須說明上述災害可能引致開發計畫的

災害發生及對環境的影響。上述事件必須考慮不同的發生機率(五

年洪水對應於100年洪水)。對於氣候的長期影響亦必須考慮到礦

場關閉以後的階段。環評書必須提出減輕環境對開發產生潛在影

響的相對應詳細計畫、設計及施工策略。 

(2)環評範圍(評估因子)界定 

影響範疇應用來建構環評的界限並著重在評估有關聯的議題及

考量。在環評中空間及時間的界限會依VC的不同而改變。 

A.空間範圍 

環評報告書必須清楚指出用來評估開發計畫對環境有潛在負

面影響的各類空間範圍，並對每一範圍提出正當理由。但必須瞭

解每一VC的空間範圍並非相同。空間範圍的定義必須考慮到適當

的作業規模及對潛在環境影響的空間範圍、當地社區、原住民傳

統知識、原住民當時土地及資源的使用、生態、技術、社會及文

化考量。在定義空間範圍時，建議開發者諮詢環保當局、聯邦及

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原住民族群並納入公眾意見。 

B.時間範圍(礦場開發各階段) 

環評的時間界限必須跨越開發計畫的所有階段。包括礦場建

構、作業、維護、可預見的作業修正，以及其他相關封礦、除役

及礦址復原等作業。時間範圍在開場開發的每一階段亦需考慮VC

的變化。當地社區及原住民傳統知識亦應列入時間範圍的考慮因

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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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替代方案 

環評報告書必須考慮開發計畫的替代方案在技術上及經濟上是可

行的。開發者必須確認替代方案在技術上及經濟上可行，並確認每一

替代方案的影響與原開發計畫進行比較。上述影響應包括環境影響以

及對原住民及相關原民法的潛在影響。而後，確認判定準則來檢驗每

一替代方案的影響程度以決定最佳替代方案。 

在替代方案分析中，開發者必須敍明下列項目: 

礦石生產技術、地下開採方法及選礦方法 

(1)礦山廢棄物處理、包含廢石、廢泥及尾礦處置、污染物處理及

尾礦管線。 

(2)所使用能源，包含備用能源。 

(3)與礦場作業相關的基礎設施之位置，包含最終溢流點。 

(4)運輸方法 

如果必須要使用有魚群棲息的天然水體作為廢棄物處理用水，包

含尾礦、廢石以及水處理管理時，必須受金屬礦溢流法規(Metal Mining 

Effluent Regulations, MMER)之規範。 

7.環境背景(Baseline conditions) 

(1)環境背景調查(依本國環評法規定) 

A.方法 

B.生物物理環境 

開發者必須提供下列環境背景資料以便於確認符合環境影響

評估目的VCs， 

大氣環境及天候(依本國環評法)地域環境(Terrestrial 

Environment)-地質及地球化學 

環評報告書應敍述下列項目: 

a.討論礦脈的基岩及母岩地質包含地質說明表、地質圖、剖面圖，

並包含下列地質參數： 

i.地表及基岩地質圖以顯示地質分佈 

ii.代表的岩相及沉積敍述，包含年代、顏色、粒徑、孔隙率、

水分、透水性、礦物、物理強度、硬度、風化特性、沉積組

成，地表及基岩的關聯。 

iii.地表沉積及基岩地層架構之描述可用來協助水文地質評估。

描述關鍵地層及水文地質邊界，岩層厚度及空間分佈並以平

面或剖面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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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變質型式、礦物、主要化學成分及在基岩中微量金屬的化

學組成及含量。 

v.地質構造(節理、破碎帶、斷層、葉理)以及受開發計畫影響

的各岩層構造關係及構造特性。 

vi.礦石的礦物特性，包含硫化礦物、富集程度、形成模式、

氧化範圍及相對硫化反應的評估。 

vii.變質的型式及程度 

viii.區域地質架構、包含板塊帶、板塊岩層、區域變質作用及

構造。 

描述在計畫區內可能會影響開發基礎構造的區域及現地地

質構造。包含主要構造特徵及次要現地構造及其生態功能及分

佈。開發計畫主要建設位置的地形土木施工區域的基岩岩相、

形態及土壤特徵。 

b.在開發計畫中設施及基礎建設區內地質災害的描述包含： 

i.該區域地震活動記錄 

ii.地殼(地層)上昇或下陷 

iii.地層滑動、邊坡侵蝕，土壤或岩石潛在不穏定、開發區域

的地層下陷。 

c.重要古生物及古植物位址 

d.開發位址岩石的地球化學特徵，如廢石、礦石、低品位礦石、

尾礦、覆岩及可能使用的建築材料: 

i.礦物組成 

ii.母岩及礦石元素組成(主要及微量元素) 

iii.酸液產生的可能、酸鹼中和及其排放 

e.礦山酸液排放/金屬萃取 

礦山環境水的中性排放(MEND)計畫所發表的報告(report 

1.20.1),建議使預測硫化地質材料排放水的化學成分手冊作為預

估礦山酸液排放及金屬萃取(ARD/ML)酸液的產生。 

ARD/ML的預估資料將被用來預測水質對環境影響的評估

以及決定減輕的需求。下列為必須提供的相關資料: 

a.ARD/ML預測的方法及可能的減輕方案 

b.廢石、尾礦及低品位礦石的特性、數量、封存及處理方法、減

輕及管理計畫、應變計畫、作業期間及關閉後的監測及維修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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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短程金屬萃取性質的評估。以長期動態試驗評估酸及金屬萃

取的產生速率。 

d.評估可確實封存可能產生酸液的可行方法 

e.評估礦山材料(廢石、尾礦及低品位礦石)ARD/ML來源的潛在

可能性。評估ARD/ML可能開始產生的時間以及在作業期間及

礦山關閉後避免或控制ARD/ML的方法。 

f.作業期間、關礦時及關礦後礦山的水化學管理方案。包括關礦

後礦山水的地球化學模擬 

g.作業期間及關礦後來自廢礦石堆，尾礦及廢石圍堰設施以及礦

石堆及基礎設施的地表水及滲流水水質 

h.來自尾礦、廢石及礦石滲濾液的樣品數量及成分。 

i.地表地質(地形及土壤) 

環評報告必須描述下列事項: 

a.開發計畫現地及周邊區域地形圖及土壤分佈 

b.作業區及土木設施區的地表沉積物的敍述。 

c.開發區域土壤深度及層序剖面圖以助於其再利用、礦區復原及

潛在土壤侵蝕的範圍。 

d.土壤樣品的分析報告 

e.在地表被擾動區的土壤及覆岩作為植生的適合性分析 

f.開發前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的背景資料 

g.水資源 

環評報告書應包含下列項目: 

a.開發區域的水文地質模型並描述水文地層(hydrostratigraphy)

及地下水流系統，並提出選擇該模型的理由。 

b.必須清楚定義模型的輸入參數及邊界條件。數據的輸入必須有

足夠的資料及保守的數值。模型必須以背景資料校正並以地下

水監測資料進行測試。 

c.使用天候變化資料及水文地質參數(水力傳導性，hydraulic 

conductivity)進行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d.開發地點及周邊區域的水文地質描述 

i.水文地質特徵(水文地層-含水層、弱透水層及主要斷層)包含

關鍵地層及水文地質邊界 

ii.水文地質單元的物理性質(水力傳導性、滲透率、飽合厚度、

貯水性、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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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描述區域、當地及礦區地下水流動模式及速率，討論水文

地質、水力、地形、天候及對地下水流的控制。 

iv.討論時間對地下水流的改變(季節及長期地下水位) 

v.確認地下水補充及流出地區 

vi.描述並瞭解地下水與地表水的交互作用，包括地下水流出

至地表水及地表水補充至地下水的位置以及確認長期的地表

水流(空間範圍及基本流動規模)。 

vii.描述在調查區用於飲用水(目前及未來)的地下水源位置 

e.在開發區有關水文地質/地下水的既有資料的整理及分析(報告、

地質圖、水井、監測井、及生產井) 

f.礦場地區的水文地質及剖面用來描繪含水層及半透水層，包括

基岩破碎帶及斷層、水井位置及深度、地下水泉、地表水及計

畫設施。亦應包括地下水位、壓力等值圖及流動方向。 

g.與開發區域相關的地下水監測井的位置及敍述，包含地質、含

水層、壓力量測及建構資料。 

h.相對於開發地區的地下水監測井的位置與描述。包括地質、水

文地層，水壓及監測井資料(地表及基岩深度、水位、水力傳導

係數、diameter and screen depth and intercepted aquifer unit)。 

i.在開發區域現地流入所有含水層地層(覆岩及基岩) 的基線地

下水位資料。 

j.描述蒐集既有地下水資料的監測程序 

k.在開發地區所有水文地質的單元水力傳導的量測 

l.基準水文地質狀況的模擬結果 

m.以圖表顯示地下水位的季節變化 

n.有關地下水流的基岩破碎及方向 

環評報告必須描述開發計畫影響區域的地表水質、水文及沉積物

(sediment)性質。此基本資料可用以評估開發對地表水潛在影響，包括

對水體、沉積物性質及地表水文的影響範圍 

a. 濕地(Wetlands)(依本國環評法) 

b. 漁及其棲地(依本國環評法) 

c. 鳥類、野生動物及其棲地(依本國環評法) 

d. 生態系統(草地及溫帶森林) (依本國環評法) 

e. 植物群(依本國環評法) 

C.人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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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文所述的計畫範圍，應確認下列VCs並在環評報告中的

相關章節敍述: 

a.土地使用分類(狩獵、釣魚、户外活動、季節使用木屋、既有

土地開發計畫) 

b.健康及社會-經濟狀況 

c.自然(physical)及文化(culture) 遺產，包括構造(structure)、歷史

遺跡或物件以及具考古、人類學及建築重要性的事物。 

d.以傳統為目的目前被原住民使用的土地及資源。 

e.陳述開發計畫可能會阻礙水路航行，環評報告應執行下列工

作: 

i.確認任何計畫項目及敍述任何作業(挖砂、河床及河堤的改變)

可能會對水路及水體造成的影響 

ii.描述自然水體作為任何休閒的使用(游泳、泛舟及釣魚) 

iii.提供會被計畫直接影響的有關所有水路及水體的目前及歷

史上使用(含原住民)的資料 

上述所列為最基本的項目，在環評報告中開發者應考慮包含

其他人類環境的VCs。在環評報告中應有單一章節討論相對於人

類健的相關的基本資料。可參照Health Canada’s Useful Information 

fo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在描述社會-經濟環境時，開發者應提供社會-經濟環境功能及

健康的相關資料，包含研究區內受影響的社區及原位民，並確認

其交互關係、系統功能及弱點。描述可能受影響的野外及都市的

環境背景。 

(2)潛在的或已立法的原住民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 

7.環境影響評估(Effect assessment) 

(1)環境影響 

A.方法(依本國環評法) 

開發者應指在開發各階段，包括建構、開採作業、維護、預

期的計畫修正，及封礦、除役及復育區域及相關設施對環境之影

響，並使用適當的準則描述其影響程度。 

B.開發對環境改變 

Section 5 of CEAA 2012中有列出對環境有直接及間接影響的

分類應納入環評報告內。但要評估環境影響的種類，必須要完全

瞭解開發計畫可能對環境的改變。包含環境改變會直接關係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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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是否許可開發計畫許可的決定。 

環評報告應描述可能受開發的環境改變，包括: 

a.土地、水及空氣(含大氣各層) 

b.所有有機及無機物質及生物 

c.上述自然系統的交互作用 

C.環境改變的影響 

環境改變對原住民的影響。環評報告應描述相對原住民在健

康、社會-經濟、自然及文化遺產、傳統目的土地及資源的使用，

以及任何構造(structure)、歷史遺跡或物件以及具考古、人類學及

建築重要性的事物，開發計畫造成改變對環境的影響。 

(2)對原住民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的影響 

(3)公眾參與 

在準備環評報告之前必須進行公民參與工作(公聽會等) 

8.環境影響減輕對策(Mitigation) 

(1)環境影響減輕 

A.方法 

在CEAA 2012規定下環評必須在技術及經濟上明確且可執行

的方案必須可以減輕開發所引起的重大的環境負面影響。第一步，

開發者應基於從源頭避免及減輕影響為原則選擇適當方案。包含

計畫的修正或計畫開發位置的改變。 

環評報告應描述構成技術及經濟上可行減輕方案的標準作業、

政策及承諾。開發者亦須描述環境保護計畫及環境管理系統以執

行減輕方案。該計畫應對於如何減輕及管理潛在的負面影響提供

所有觀察及看法。 

環評報告應提出在第一章第7節所列出每一項環境影響相對

應的減輕方案。所列每一減輕方案，開發者應清楚敍明該方案如

何執行。如減輕方案是針對列在Species at Risk Act中某一特定保

育類生物，則減輕方案應與可執行的復育策略及行動計畫一致。 

環評報告應敍明開發者的承諾、策略及必要作法以促使有利

於或減輕負面的社會-經濟影響。環評報告應進一步討論使用何種

機制令其承包商遵守開發者的承諾及策略，並應有公聽會及強制

執行計畫。 

在開發計畫的每一階段(建構、開採作業、修正、除役、封礦

等)，開發者指出其所規畫的行動方案、作業方式、最小擾動技術、



A-60 

 

最佳技術以排除或降低負面影響的程度。另亦須評估其所提出在

技術上及經濟上可行的減輕方案的效果(實際效能)。另亦須敍明決

定該減輕方案的理由。 

環評報告應指出其他被考慮的在技術上及經濟上可能的減輕

方案(含各類的減輕項目)，並解釋其被排除的理由。在權衡成本考

量及減輕方案的有效性應給予正當理由。環評報告應指出負責執

行減輕方案之人員及責任系統(system of accountability)。 

B.環境影響減輕總結 

環評報告應總結減輕方案、執行方式及相對應承諾並說明在

第十章所指出的環境影響的類別。 

i.在聯邦管轄內對環境組成元素(components of environment)的

改變聯邦土地或越境土地發生的環境改變 

ii.環境改變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iii.環境改變對原住民的影響 

iv.環境改變的影響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2)對原住民及協議權利及相關保障的減輕對策 

(3)減輕方案的公眾說明 

於第十章第3節所討論的減輕方案應以公聽會方式進行說明，並

敍述如何執行減輕方案。 

(4)減輕方案執行計畫(follow-up program) 

FUP 主要是作為確認影響評估的正確性(accuracy)以及決定執

行減輕方案對於減輕環境負面影響的效果。環評報告必須詳細描述

FUP，以致獨立判斷所得資料的種類、數量及品質足以確認預估的

成效，並可確認減輕方案的預期及實際效果。FUP亦應包含開發者

的承諾以及執行方式。 

(5)負責人承諾 

環評報告中開發者的承諾應包括對於公眾及原住民所關心議題

的環境減輕方案並含在環評決策說明的內容。每一承諾必須明確、

可逹成、可檢測、可確認，並避免造成解釋及執行上的不明確性。 

9.殘留影響(Residual effect) 

(1)殘餘及累積的環境影響 

A.殘餘的環境影響 

在建構技術上及經濟上可行的減輕方案後，環評報告應說明

在考慮減輕方案的前題下，開發計畫對生物物理及人類環境所造

成的殘餘影響。即使殘餘影響微不足道或不顯著亦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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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累積的環境影響 

開發者應遵循Agency’s Operational Policy Statement 

Addressing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under the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所述之方法確認並評估開發計畫所

造成之累積環境影響。累積環境影響之定義為開發計畫與既有的

其他作業以及過去、現在及未來可預見的其他活動總合後對環境

造成的改變。 

C.殘餘環境影響的總結 

環評報告應總結殘餘影響(含累積環境影響)在第十章所指出

的環境影響的類別。 

a.在聯邦管轄內對環境組成元素(components of environment)的

改變 

b.在聯邦土地或越境土地發生的環境改變 

c.環境改變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d.環境改變對原住民的影響 

e.環境改變的影響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2)重要的原住民議題 

(3)重要的公眾議題 

10.重要性決策(Significance determination) 

(1)負面環境影響的重要性 

A.方法 

本章節討論負面殘餘影響重要性的分析，依照Agency’s 

Reference Guide “Determining Whether a Project is Likely to Cause 

Significant Adverse Environmental Effects所述之方法。環評報告應

明確敍明用來將任何預估的負面影響進行重要性分級的準則。該

準則應有清楚且足夠資料使環保署、技術及法規單位、原住民及

公眾得以審查開發者對影響重要性的分析。 

下列項目應用來決定殘餘影響的重要性 

a.規模 

b.地質範圍 

c.持續時間及頻率 

d.可回復性 

e.生態及社會背景 

f.既有用來評估影響的環境標準、準則或目標 

B.負面環境影響的重要性總結 

環評報告應總結重要負面環境影響在第十章所指出的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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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類別。 

a.在聯邦管轄內對環境組成元素(components of environment)的

改變 

b.在聯邦土地或越境土地發生的環境改變 

c.環境改變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d.環境改變對原住民的影響 

e.環境改變的影響會直接關聯到或必然附加於聯邦決策 

11.總結表(Summary tables) 

主要述及對原住民及相關協議 

12.對國人效益 

(1)計畫最初提案後的改變 

環評報告應總結從開發計畫提出後環境改變對環境、原住民及

公眾的效益。 

(2)計畫效益 

環評報告應有章節敍述開發計畫對環境、經濟及社會可預期的

效益。此一資料可被用來評估該計畫對重大環境影響的合理性。 

13.監測計畫及環境管理計畫 

監測計畫的目的主要在於在開發的各階段均有適當的量測及控管

以確保能降低潛在的環境惡化。並對人類、環境健康可提供清楚定義

的行動計畫及緊急應變措施。在環評報告中，開發者必須陳述在開發

各階段的監測作業，另開發者必須提出執行監測作業方法及所需的資

源。該計畫須提供聯絡人員、作業程序、量測參數、期限及提出監測

報告。 

監測計畫必須在與中央及地方環保單位、原住民、公眾及股東

(stakeholders)諮商後定案。可在環評後進行，但必須與環評報告中呈

現的資料一致。相關的法條、規範、工業標準及法規準則可用來準備

該監測計畫。 

環境管理計畫(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s, EMP)亦為一重要

工具可用在開發的各階段均有適當的量測及控管以確保能降低潛在的

環境惡化。並對人類、環境健康可提供清楚定義的行動計畫及緊急應

變措施。主要目的為在礦場建構及開採作業時對降低環境惡化所須採

取的行動提供一作業準則，並清楚定義開發者持續的環境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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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澳洲 Ranger 3 Deeps Mine 

環境影響說明書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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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計畫概述 

2.計畫提出人 

3.環評流程 

二、開發計畫 

1.地下礦場 

2.地表基礎建設 

3.期程、勞動力及房舍 

三、替代方案 

既有環境 

1.物理環境 

2.生物環境 

3.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4.既有礦場(露天) 

四、風險分析方法 

1.環境風險評估 

2.社會影響評估 

3.交通影響評估 

五、排放影響及管理 

1.空氣品質 

2.溫室氣體與能源 

3.噪音與振動 

六、人的健康及安全影響與管理 

七、水的影響與管理 

八、植物與動物影響與管理 

十、文化遺跡影響與管理 

十一、社區參與及社會影響 

1.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2.經濟與社會影響 

3.社會影響管理計畫 

十二、交通影響與管理 

十三、礦場復原及關礦 

十四、國家環境重要影響與管理 

1.現有環境保護制度 

2.Assessment against Prescribed significant impacts criteria 

十五、環境管理計畫 

1.現有環境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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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計畫概述 

本計畫為 Energy Resources of Australia Ltd (ERA)向澳洲及澳北區

政府申請鈾礦石地下礦場的開發。所開採礦石運至本公司既有之洗選廠。

Ranger 3 Deeps 礦床位於既有的 Ranger 礦場 (Ranger project area) 相

鄰地區。位於逹爾文東方 260 公里及 Jabiru 東方 10 公里處。礦區位於

原住民地，鄰近 Kakadu 國家公園。 

本計畫將以地下開採方式開採鈾礦石，礦體有 32,000 噸氧化鈾。

採礦作業在地平線以下 200-500 公尺進行。 

ERA 所提計畫為延伸既有探礦斜坑並進入實質開採作業。鈾礦石

將以卡車運至地表。選礦作業則在既有的洗選廠進行分選。地下礦場建

構及開採期限為五年。 

 

2.計畫提出人 

ERA 已在 Ranger mine 進行露天開採 30 年(1980-)，共生產超過

110,000 噸鈾礦石供海外核能電廠使用。在 2008 年另在 Range Mine 鄰

近地區發現 Ranger 3 Deeps 礦體。 

隨著礦體的發現，ERA依Commonwealt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 and Northern Territor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ct 1982 進行將探礦斜坑向下延伸至礦體(350M)的評估計

畫。 

3.環評流程 

在 2013.1.16 ERA造送評估計畫，EPA認為基於下列EPBC ACT Part 

3 內國家環境重要事項有潛在引起重大影響。因此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 

(1)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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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ational heritage places 

(3)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4)Listed threatened species and communities 

(5)Listed migratory species 

(6)Nuclear actions 

(7)Commonwealth land 

為了確保開發計畫潛在環境、社會及經濟影響有足夠的調查，ERA

必須依本準則(Guidelines for preparation of a 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Ranger 3 Deeps underground mine)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ERA 所進行的 EIS 必須完成下列事項: 

(1)調查既有環境並預估開發計畫對環境產生的改變 

(2)必須將環境管理控制納作開發案各階段的設計及計畫以避免或減

輕對環境的影響(建構、開採、除役、復育及關礦) 

(3)必須準備並提供足夠資料以使公眾參與並能夠使個人、團體或組

織表逹其對開發計畫的觀點。 

(4)必須準備並提供足夠資料以使澳洲及Northern territory政府能做出

是否准許本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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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作業流程如下 

 

二、開發計畫 

由於目前進行的 Ranger 露天三坑己接近採完，本計畫在其鄰接地區

進行地下開採，所採礦石將運至既有的選礦場進行洗選。本計畫可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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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分： 

地下礦場的開拓及開採作業。以小坑室(small stopes)進行開採並由

卡車經由斜坑運至地表。地表支援設施，部分使用既有設備如水電設

施。部分新建設施如通風井及回填料場為因應地下開採作業。 

1.地下礦場 

計畫礦場將使用既有的坑口及斜坑作為車輛通逹地下開採區域。

地下礦場區分為數個採區，並包含不同的水平層，層間約 25m 厚。通

風系統包含主垂直及排風井在開採區的最終端。輔助通風管則作為維

護工作人員安全作業環境。 

使用選擇性開採法，採取礦化區合乎品位的礦石以減少廢石的產

出量。 

礦山開發期間約為 5 年。開採順序為由下向上，最低的坑室先採。

開採由礦區邊緣向中心(入風井位置)後撤(retreat)開採。以確保開採方

向朝向新鮮空氣來源方向。 

礦石由卡車在地下礦場裝載後運至地表洗選場。地下礦場佈置如圖三。 

 

2.地表基礎建設 

除既有的地表設施，本計畫因應地下礦場新之地表設施如下: 

(1)發電站(柴油發電機) 

(2)空氣降溫及通風建構 

(3)回填場 

(4)礦山排(除)水(watering)設施，如下圖 

(5)附屬設施(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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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程、勞動力及房舍 

(1)開發期程 

開發期程如下圖所。礦場建構在第一及第二年完成。礦場開發初

期主要開拓横巷及通風系統。開採作業進行至 2020 年，2026 年完成

礦場復育及關礦。 

 

(2)工作人員及膳宿 

本計畫在礦場建構及開採階段約需 180-250新雇員(含ERA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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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礦場作業每週 7 天，兩班制，每班 12 小時。 

三、替代方案 

計畫規模替代方案 

1.以露天開採方式進行 Ranger 3 Deeps 礦體開採 

2.零方案 

露天開採方案並不可行。下圖所示為露天採坑的範圍。所採出的

廢土石，大範圍的地表擾動等因素排除露天開採的可能性。 

 

零方案將喪失 180-280工作機會，將不會有基礎建設且大量減ERA

的收益以致無法繼續維持對目前週遭社區的支援及補助。 

本開發計畫將使用最新的開採技術及設備以提高生產效率並減少

對環境的影響，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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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既有環境 

本章節所須敍述的為開發計畫所涉及的物理、生物、社會-經濟及文化

環境並簡要敍述既有的露天礦場。另可提供過去露天礦場作業時的環境監

測資料及環境保護成效。 

1.物理環境 

(1)氣候 

A.溫度變化 

B.雨量變化 

C.風向風速 

D.乾濕季節 

(2)物理環境 

A.地質敍述 

B.地形地貌及坡度坡向 

C.河流溪流水系 

D.水文調查 

E.地下水調查 

2.生物環境 

生態敏感的棲息生物、瀕臨絕種或脆弱的動植物-開發計畫應評估

對生態環境的潛在影響，如國家公園及保護區、陸生動植物棲息地以

及水生動植物棲息地等區域。 

3.社會-經濟-文化背景 

(1)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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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礦場為當地工作及經濟發展主要支撐者，敍述礦場開發對當

地經濟貢獻。 

(2)原住民及文化遺跡 

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原住民活動)與文化遺產。 

4.既有礦場(露天) 

既有露天礦場採礦作業及洗選作業的敍述。如下圖 

露天礦場停產原因(礦體在原設計露天坑採礦已完成，如繼續向下延伸

則不符經濟效益) 

 

五、風險分析方法 

風險評估是 ERA 管理體系的重要工作。風險評估流程如下圖所示。包

含對環境、社區可能造成險的有系統辨識、評估及減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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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風險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主要在於辨識因開發所可能引起的潛在環境影響及

可應造成的後果。風險評估方法是依據 ISO AS/NZS 3100-2009 Risk 

Management。(例如空氣排放的模擬)。風險評估可協助開發計畫針對

較高環境風險擬訂輕減及管理策略。 

2.社會影響評估 

ERA 雇用專家顧問執行獨立的社會影響評估來預測因開發行為對

社區造成的潛在影響。研究範圍包括社會價值及文化領域;社會背景

(baseline)分析(人口及社會統計);勞動力;潛在影響(直接、間接及二次影

響，評估影響的規模、重要性以及在當地及地區可能造成的影響;減輕

方案及策略。基於研究成果，ERA 擬訂社會影響管理計畫。 

六、排放影響及管理 

為評估開發對空氣品質的潛在影響，ERA 雇用顧問公司在礦區及週邊

進行獨立的空氣品質評估，如下圖。除空氣品質外，能源消耗、溫室氣體

排放、噪音及振動亦納入評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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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的監測項目如下： 

(1)PM10 

(2)PM2.5 

(3)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 

(4)Sulfur dioxide 

(5)Nitrogen dioxide 

(6)Radon 

另須進行空氣品質模擬以預測上述物質的擴散效應。 

2.溫室氣體與能源 

3.噪音與振動 

(1)噪音 

噪音的產生在過去主要來自露天開採及洗選廠。噪音來源為爆破

作業、重型車量移動、洗選廠及發電設施。本開發計畫噪音之產生主

要在礦場開拓階段的相關建設。在地下開採作業期間，噪音主要來自

通風扇、空氣冷卻系統、碎解場及發電設施。上述噪音均可透過設計

及設施減輕噪音以符合規範。 

(2)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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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計畫所產生的振動預估會遠低於人所能感知的程度。主要原

因小規模的地表作業以及主要開採作業在超過地表 100 公尺以進行。 

在礦區及周邊安裝振動儀在開發階段及生產作業階段常時監測振動值，

如下圖。 

 

七、人的健康與安全影響及管理 

礦場開發必須建立一套作業人員的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及標準。該地

下作業安全標準應必須要確保最高等級的健康及安全保護。該標準應涵蓋

所有地下開採的關鍵作業風險;包括岩層控制、緊急反應措施、火災、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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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空氣、氣爆(爆破引起)、液體及固體的侵入。另應提出相關減輕方案。 

八、水的影響與管理 

評估開發計畫對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影響以及相關生態、人的健康及安

全。水的排放及水質水量管理。定期監測相關資料。減輕與水相關的風險

包括: 

1.展示水管理系統對於不同水源不同水質的管理能符合排放標準，如

此才可確保對下游生態及環境的保護。 

2.水管理系統必須有能力在正常及高雨量是容納地下礦場之排水。 

3.必須證明目前的程序控制、計畫、標準及標準作業程序能有效的執

行水管理。 

九、植物與動物影響與管理 

開發地區的動植物生態調查。雖然地下開採對動植物的棲息地的影響

甚為輕微，但本計畫仍設計額外的控制方案來降低開發對棲息的影響(粉塵

及噪音) 

1.粉塵監測及減輕方案 

2.噪音監測，選擇設備及噪音控制技術 

3.主要通風井位置的選擇 

十、文化遺跡影響與管理 

相關調查及管理方案 

1.評估開發計畫引起的空氣品質(開採及貯礦場)是否會對文化遺跡影

響 

2.評估爆破振動是否會對文化遺址影響 

3.開發計畫的相關建設是否會對文化遺跡造成視覺景觀的影響 

十一、社區參與及社會影響 

委託獨立顧問進行開發計畫對社會影響的評估(評估方法)。並提出開

發計畫對社會、經濟層面所造成的風險、效益及貢獻。 

1.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2.經濟與社會影響 

本開發計畫的潛在經濟效益如下: 

(1)產生 180-280 工作機會 

(2)提供機會對當地人的技能發展 

(3)對當地提供經濟貢獻 

(4)對地方政府及原住民回饋提供經濟協助 

(5)開發計畫可促進當地及該地區的各項商業發展 

(6)維持當地人口可使該地區服務及商業從業者受益;並可使社區持續

目前服務、建設及社區規劃的進行 

開發計畫可能造成關鍵影響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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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影響管理計畫 

以社會影響評估為基礎。擬定社會影響管理計畫以減輕潛在影響

並將正面的社會影響最大化。 

十二、交通影響與管理 

交通影響的風險評估應考慮受威脅及遷移的物種、環境及公眾健康與

安全。 

提出防止及減輕策略。對於公眾的交通保護控制方案如下: 

1.承包商的管理 

2.危險物品法令及管理規範 

3.重型車輛管理 

4.災害確認及風險管理 

5.掔急事故準備及反應措施 

十三、礦場復原及關礦 

關礦的關鍵作業為回填地下礦場坑室、通風井、斜坑及鑽孔;尾礦及廢

石管理;拆除基礎建構，地表擾動區域的植生綠化以及復育的監測作業。 

復育計畫的風險對於 Ranger 礦來說主要為廢石及尾礦所產生的溶液

流入溪流的潛在威脅 

十四、國家環境重要影響與管理 

1.現有環境保護制度 

2.Assessment against Prescribed significant impacts criteria 

十五、環境管理計畫 

1.現有環境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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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 礦場依據 As/NZS ISO 14001:2004 and AS4801 確認的健康、

安全及環境管理系統進行各面向的環境管理。該系統與 Rio Tino 的管

理系統標準一致並明確指出 17 個要素以”計畫”，”執行”，”檢核”及”復

審”為原則持續改進環境管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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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查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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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採礦概述 

2.法令及法規背景 

二、採礦及相關作業 

1.礦石分選及富集 

2.廢棄物及物料管理 

3.礦場水 

4.廢石 

三、潛在環境影響 

1.前言 

2.對地表水影響 

3.對地下水影響 

4.對空氣影響 

5.對土壤影響 

6.對生態系統影響 

7.審查 NEPA 文件應提出問題之總結 

四、特定環境考量 

五、環境監測 

六、污染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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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聯邦及州政府對於在聯邦土地進行除煤礦以

外之採礦作業所應對環保署所提出申請文件，提供應審查範圍評論及建議。

本文件之建構亦在協助聯邦及州政府的審查者進行採礦作業的審查能考

量環境相關議題。 

本報告主要著重於 EPA 所關注的地表水、地下水，空氣及敏感性的受

體(sensitive receptor)。因為在所有的開發案中均會涉及傳統 EPA 所關注的

如 floodplains, endangered species and wetlands，本報告將不納討論。本報

告所考慮的為除煤以外的採礦作業，包括金、銀、磷酸鹽及有色金屬(铅、

鋅、銅、鍚及水銀)。 

本報告包括採礦作業的概述、潛在環境影響、可能的防治/減輕方案以

及在審查採礦計畫所應提出之問題。由於礦場及採礦作業會隨著其地點不

同而有所差異，也會造成不同的環境後果。因此審查者亦應進行額外的分

析以充分瞭解可預期的影響。 

1.採礦概述 

2.法令及法規背景 

採礦作業受到相關的聯邦、州及地方的要求且在作業執行前需要

取得相關許可。所準備的報告亦需取得同意或相關諮詢並符合要求。

其所涉及的相關法規如下。 

(1) 清淨水法案(Clean water act) 

§303 規定各州必須建立水質標準 

§402 規定所有污染點源的排放到航行水道必須得到 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 (NPDES)的許可。 

在執行現地施工之前，EPA's NPDES 法規 (40 CFR 122.21(l))

要求預期的排放者必須提供資料予當地的 EPA 部門。 

對於採礦及選礦，EPA 已建立國家技術基礎溢流限制準則(40 

CFR Part 440)。 

下表為採礦場及洗選設施放流水相關限制(40CFR PART 440 OR 

TO STORM WAER PERM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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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涇流及排放水限制準則(40CFR PART 440 effluent limitation 

guidelines)，限制範圍如下: 

A.所使用土地範圍 

B.碎礦區 

C.礦石料堆、捨石場及廢土堆 

D.已抽取/未抽取的排放水，露天及地下礦場之排放水 

E.滲漏/盲溝排水 (seeps/French drains) 

F.礦場運輸道路 

G.尾礦壩 

雨水排放限制許可(Storm water permitting)，限制範圍如下: 

A.表土儲存堆 

B.非採礦作業運輸道路(非使用廢石建構) 

C.尾礦壩(非使用廢石建構) 

D.已復育區塊 

E.部分復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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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附屬區域(化學品、炸藥儲存，電站，設備及卡車保養及清先區) 

在 Subtitle C of RCRA (40 CFR §261.4(b)(7))規範，礦石的採取、分選

及洗選所產生的固態廢棄物並不視為有害廢棄物。 

瀕臨絕種物種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國家歷史維護法案(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礦業法(Mining law)、聯邦土地政策管理法案

(Federal land policy management act)以及國家公園系統採礦管理法案

(National park system mining regulation act) 。本法案亦稱作亦稱作國家公

園採礦法案(Mining in the park act, MPA)，該法案主要在以休閒為目的的國

家公園)協調影響公園土地的採礦行為。 

國家公園管理單位(National park service)有完整的法令管理有效既存

的礦權(36 CFR Part 9 Subpart A)的執行。該法令限制水的使用、道路的規

範並要求完全的復整。 

Multiple Use and Sustained Yield Act of 1960 (MUSYA) (16 U.S.C. 

§§528-531)認定國家森林系統(National forest system)應被管理作為戶外休

閒、畜牧、伐木等功能。MUSYA 並不影響國家森林土地(National forest 

lands(16U.S.C. §528)內的礦物資源的使用與管理。 

Forest service regulations (36 CFR Part 228) 對於大範圍的地表擾動，例

如使用大型機械設備及爆破作業，該規定重視作業計畫及其審查、許可，

復育標準及環評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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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礦作業概述 

本章節所討論的採礦作業分為礦石採取(extraction)、分選富集

(beneficiation)、共生礦物處理(mineral processing)、附屬作業(ancillary 

operations)及廢棄物管理(waste management practices)。下表所列為特定的

金屬及非金屬礦物。 

 
1.礦石分選及富集 

此一部分僅針對金屬礦討論。 

(1)浮選(Flotation) 

(2)萃取(Leaching)氰化物 

(3)堆積萃取(Heap leaching) 氰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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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桶式萃取(Tank leaching) 

A.銅礦石萃取 

B.鋁礬土提煉 

C.銅礦石冶煉 

D.元素磷的提取 

E.磷酸生產 

F.鐵金屬生冶煉 

G.鉛冶煉 

2.廢棄物及物料管理 

礦場對於廢棄物及物料的管理方法必須依照現地狀況來決定。 

3.礦場水 

在礦場與礦體接觸過的水即稱為礦場水。其來源可為降雨，流入

採坑或地下巷道的水或因採礦而侵入地下水含水層。如礦場水經由固

定點排放到環境中可視為廢棄物。地下礦場巷道如有滿水情形時，礦

場水即可能經由坑道或岩體裂隙到逹地表。礦場水通常泵到地表的圈

壩，所收集的水可經由滲透或蒸發來減量，或可用作控制粉塵(dust 

control)。在符合 NPDES 的標準下亦可排放到地表水。 

依礦體的天然條件及現地的地球化學特性，礦場水如有過高的重

金屬或 TDS 濃度，過高溫度，極端的 pH 值均會對環境造成影響。另

硫化礦物如長時間與水及空氣接觸會使礦場水過度酸化而產生礦場酸

水排放(acid mine drainage, AMD)問題。礦場酸水排放會對地表水及地

下水造成重大影響。 

4.廢石 

廢石的堆置必須要考慮到其地表水的流入及排水問題。廢石堆趾

部排水必須考慮降低堆料的孔隙水壓以避免趾部的破壞及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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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潛在環境影響 

1.前言 

採礦工業對環境的影響與其他工業的不同可分為三部分討論。第

一為氰化萃取及構造破壞造成的酸水排放(acid rock drainage)。第二是

其對環境的影響會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後顯現。第三開發位址是採礦作

業對環境影響的本質及範圍的重要因素，包括地質、水文地質、氣候、

人及野生動物的群聚。 

慎重的採礦設計及開採計畫對降低及減輕環境影響扮演要角色。

在取得開採許可的階段，開採設計及作業計畫(包括減輕環境影響的方

案)經常為概念性的。因此很難歸納用來評估環境影響所必須的資料型

式及分析方式。 

本章主要探討採礦作業對地表水、地下水、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

潛在影響及伴隨的可能的減輕方案。最後一部分則為審查者應提出對

於作業方式的可能產生的問題以確認是否對所有層面可能的潛在影響

均在 NEPA 程序中完全被考慮。 

2.對地表水的潛在影響 

採礦作業可能會將懸浮固體及有害污染物(主要為金屬、硫酸鹽及

硝酸鹽)排放至地表水。由於大範圍的地表擾動(露天開採)，地表侵蝕

為金屬礦露天開採的主要影響。來自金屬礦的主要污染源(含露天及地

下開採)來自開採作業；覆土及廢石；尾礦堆及貯存池;選礦作業的排

放水;萃取作業。(由於台灣並無任何露天金屬礦的開採，因此此一污

染影響並不存在，僅須考量水土保持) 

下表所示為排放到地表水的各類潛在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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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礦作業 

潛在影響:當採礦作業在地下水面以下進行，湧水一般會從地下

或地表作業的礦場經由 NPDES 許可的出水口泵到地表水。在採礦作

業中止後，礦場水可能會溢流至地表水。礦床的特性(化學組成)將會

影響排放水的成分。特別是岩石酸水的排放(Acid rock drainage, ARD)

會增加污染物的流動性。 

在設計礦場排放地表水的減輕方案，首先必須要對現地的水文

地質有全盤的瞭解。此資料可作為預估所需要處理的水量多寡。相

關資料亦可作為評估水再利用的可能性及排放前所需處理方式。 

減輕方案: 

A.將水的蒸發量或再利用量最大化 

B.對露天礦場可使用狹溝(berm) 或排水溝(ditch) 

C.將水中顆粒沉降後再行排放 

D.長期礦場水的管理方案，例如回填坑道，封閉礦坑等 

E.監測排放水及地表水水質。 

F.利用圈堵將礦場水排入地表水最小化。 

(2)廢石及覆土堆 

潛在影響:廢石及覆土堆一般均在採礦作業鄰近地方並以其安息

角堆置且並無任何覆蓋。潛在污染物從廢石堆的排放及滲流主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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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地岩石的礦物組成;包括金屬、硫酸鹽及物理放射性核種

(Radionuclides)。如有硫化礦物存在則必須考慮岩石酸水的排放。 

評估廢石堆對地表水影響及可行的減輕方案，必須對瞭解環境

背景資料及廢石特性。此一部分的減輕方案僅針對岩石酸水的排放

(ARD)進行討論。 

3.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 

因採礦作業而溢出的地下水會對地下水的水量及水質有重大影響。

礦場排水會降低地下水對家用水及其他使用的供給並影響溼地的生態。

因採礦作業而釋放出的硫酸及鹽酸亦會污染地下水含水層。 

要評估採礦對地下水的影響，環境影響評估必須詳細調查現地的

水文地質，包括沖積層及基岩的含水層以及裂隙的影響。此一資料可

用來預測採礦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並協助礦場的開發設計，另可作

為擬定在採礦作業時及關礦後的相關減輕方案。 

(1)採礦作業 

潛在影響:地下水與採礦工作面接觸可能導致礦場水的污染。污

染物包含重金屬、硫酸及砷等。如與礦場酸水(AMD)(因硫化礦物)

接觸可能會增加金屬離子的釋出。另礦場水從地下開採或露天開採

滲透入地下水層亦會導致地下水源的污染。 

減輕方案: 

A.將水的蒸發量或再利用量最大化 

B.將水中顆粒沉降後再行排放 

C.長期礦場水的管理方案，例如回填坑道，封閉礦坑等 

D.建立地下水水質的基線(baseline)資料並在採礦作業期間及關礦

後監測地下水質。可在礦場周邊水井進行監測。 

E.有地下水位下降疑慮時，在核準開採作業前必須確認水文地質

及水位平衡。 

(2)廢石堆及表土堆 

潛在影響: 廢石堆及表土堆一般都堆置在礦場作業區域。降雨會

滲入廢石堆而直接影響地下水水質。污染物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主

要取決於現地的岩石礦物組成，其可能包括金屬、硫酸等。當有硫

化礦物存在時即會有可能產 ARD。為評估對地下水的潛在影響，必

須取得水文地質的基準(baseline)資料(包括含水層的深度及水質)。 

減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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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儘可能以廢石回填採掘跡，如有硫化礦物存在時應使用水泥固

化方式。 

B.蒐集並監測廢石堆的排水。如有可能，應有污染物處理。排水

的圈堵及處理系統設計應能處理廢水的最大流速。 

C.使用 runon control 以使潛在滲透降至最低 

D.當有岩石(ARD)發生時，具反應性的廢石應予以分開堆置並以以

非反應性的材料覆蓋以防止滲透。 

E.利用既有成熟技術擬定礦區復育計畫，並利用原表土進行植生

綠化工作。 

F.執行地下水基準線監測並在開採作業時及關礦後持續地下水監

測。 

4.對空氣潛在影響 

(1)採礦作業產生的空氣污染 

潛在影響:礦山作業場所主要的空氣污染物為懸浮顆粒。與採礦

相關的大部分作業，所產生的顆粒絶大部分均大於 10micron。這些

粗顆粒會在距離產生來源點約數百公尺範圍內經由本身重力而沉降。

而較小顆料則會隨風飄至更遠距離並可能到逹人口聚集區域。因此

必須考慮人身健康及環境問題，例如吸入，沉降至土壤及水體。可

以使用相對簡單的方法限制因採礦作業而產生的懸浮顆料。 

減輕方案: 

A.碎礦作業及輸送帶是產生粉塵的主要來源，可使用灑水降低粉

塵或使用封閉式輸送帶。 

B.缷料至礦倉亦可使用灑水抑制粉塵。 

C.爆破產生之粉塵可用灑水抑制粉塵。 

D.設備及車輛在礦區道路行駛是粗細粉塵產生的主要來源，大部

分礦使用水車使路面潮溼即可有效控制粉塵。 

E.廢石及表土堆或地表受擾動區塊受風吹亦會揚起粉塵。當礦場

作業期間可使用灑水車控制粉塵。當暫時停止採礦作業期間或關

礦後則應以植生復育方式進行控制。 

5.對土壤的潛在影響 

(1)露天及地下開採作業 

潛在影響: 露天及地下開採作業對土壤的影響包括侵蝕及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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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的污染。土壤侵蝕可因露天開採的地表擾動，地下開採僅有坑

口位置的擾動，礦場水的涇流亦可能造成侵蝕。從廢石堆產生的礦

場水、涇流或排水與土壤接觸時，所含的有害金屬(例鎘、铅等，顆

粒或離子)則可能污染土壤。如岩石酸水(ARD)與土壤接觸則會降低

土壤的 pH 值及陽離子交換的能力。 

減輕方案: 

A.利用排放控制方法(Runon and runoff control measures), 例如狹

溝或排水溝 (berms and ditches)。 

B.水排放前的處理，利用石灰或利用天然/人工溼地。 

C.爆破產生之粉塵可用灑水抑制粉塵。 

D.利用廢石回填礦場作業面;復育及封閉礦坑口並在道路植生原生

種植物。 

6.對生態系統的潛在影響 

評估採礦作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涉及到對系統的水域及陸域動植

的影響。對生態系統中任何一單元都必須個別評估。必須對整體生態

系統的綜合及累積的影響分析進行評估。下列討論採礦作業對生態系

統產生的影響及相對應的減輕方案。 

(1)水域資源(Aquatic resources) 

對於影響評估，水域生態一般包括魚類、底棲的大型無脊椎動

物、浮游植物以及其他生物。應該依季節性執行背景調查。因改變

水質而引起的水域資源的影響最主要兩點。沉積物或有毒/有害物質

注入水體或是短暫、中期及長期的河流、溼地及水體的破壞導致數

量或生物多樣性的改變。可使用 EPA對水域資源影響評估準則。1989 

EPA document, Rapid Bioassessment Protocols for Use in Streams and 

Rivers: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and Fish. (EPA, 1989)。 

(2)陸域資源(Terrestrial resources) 

主要包括植物及野生動物。植物分佈主要依當地氣侯、土壤及

坡度等等因素有關。原生植物群對現地景觀有數項功能。其可以穩

定土壤表面及避免土壤流失且可以對現地氣侯作微觀的調節。原生

植物亦可保持土壤含水並降低地表溫度。多樣化的景觀亦可提供一

定程度的美學價值。野生動物的種類及密度也與原生植物有密切關

係。 

對植物的影響主要來自採礦作業前的整地作業。植物的背景調

查應包括主要的植物群。調查應包括各類植物所佔百分比，量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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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率(biomass production)及植物的多樣性。對每一類植物的擾動範圍

及程度亦應清楚描述。 

對野生動物的影響包括與植物破壞有關的棲息地的減少、劣化

以及改變。施工及採礦作業產生的噪音亦可能會導致野生動物群的

遷移。但某些動物在影響減小時則會很快適應新環境而遷回原棲地。

來自溶液池及尾礦池的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溢出會對野生動物造

成傷害。棲息地的減少可能是暫時的(施工作業時產生)，長期的(礦

場存在時間)以及永久的(植物覆蓋地區被廢石堆取代)。 

減輕方案 

必須擬定減輕方案以減少或避免對水域資源、植物及野生動物的影

響。 

A.使用沉積物圈堵構造以使沉積物的流失量降至最低。 

B.使用有效的溢流防止及控制計畫使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溢出降

至最低。 

C.同時進行暫時及永久的礦場復育工作，針對已不使用的廢石堆

道路進行逐步的復育作業。 

D.在生物關鍵的活動期(critical life stages)避免施工作業或擾動。 

E.將圍欄及障礙物的使用降至最低以免干擾動物的移動。 

F.為限制棲息地的零碎化，應降低道路的數目並封閉不使用的道路

進行復育。 

7.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所應提出之審查意見(SUMMARY OF 

QUESTIONS THAT SHOULD BE ASKED WHEN REVIEWING NEPA 
DOCUMENTATION) 

(1)有關採礦作業的一般提問 

A.現地地質是否已清楚定義，包括採礦作業會遭遇到所有地層 

B.有關地表水流量(含季節變化)及水質(含沉積物)的背景值在地

表擾動前己蒐集完成?在計畫區域內溪流的物理狀況是否已調查?

水域生物調查已詳細調查?在計畫區及下游的地表水的設定及實

際使用方式? 

C.所有設施整體水平衡的規劃?是否所有潛在排放到地下水及地

表水的放流預測及詳細描述(含相關控制方法)?申請者是否意欲取

得所有 NPDES 的許可?所使用設施可否確保符合相關水質標準? 

D.是否有製作現地水文地質圖並詳細描述?地下水水質背景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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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已調查?地下水的指定及實際使用方式?現地水井的位置及利用

方式? 

E.潛在地表侵蝕是否已定量化調查?是否有使用合適的表土流失

模式?所有假設是否己清楚定義?是否對地表水有潛在影響?模式

中所用的資料是否與實際資料進行比對?是否有控制方案且在採

礦作業期間及完成採礦後持續進行? 

F.在採礦開始/地表擾動前是否有進行水域及陸域生物及棲息地的

調查? 在計畫區域內是否有 threatened, endangered, or rare species 

and/or critical habitats ?是否有保護野生動物的方案? 

G.是否對濕地有擾動影響?如有，有何減輕方案? 

H.是否有描述整個礦開採期程的累計影響? 

I.是否有控制外人進入礦場?是否有防制野生動物進入礦場?如何

控制? 

J.是否有比較採礦作業前後的土地使用? 

K.會產生那類廢棄物?數量多少?廢棄物的組成成分?管理方式為

何? 

L.廢棄物是否有進行萃取試驗(leachability test,金屬,硫酸塩類及潛

在污染物)? 

M.是否有多媒體監測計畫(包括地表、地下水、沉積物及空氣)?所

使用參數能否代表可能的排放?監測位置及間隔期間?監測是否包

含季節性及作業變化?如有影響，應如何處置?何人及如何呈報資

料? 

N.是否有溢流防制及應變計畫?是否將所有可能溢流地區納入?對

儲存區及管線是否有二次圍堵設施以避免污染? 

P.是否有調查空氣背景值?如何將廢氣排放最小化?Stack及 fugitive

排放是否有調查/預測/模擬?使用何種技術來控制排放?如何管理

空污? 

(2)作業現場相關問題 

A.是否有抽取地下水以控制其流入作業面或露天坑?地下水的抽

取流量?含水層水位下降及相關影響是否清楚描述? 

B.是否所有可能受影響的含水層及地表水均已確認並包含在監測

計畫內?是否所有地下水流出區域(濕地、水塘、湖及溪流)均含在

監測計畫內?監測計畫是否考慮季節變化?如有影響疑慮，如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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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C.採礦時如發生排水停止導致露天採坑淹水會引起何種後果?當

採礦停止且不再進行抽水，應採取何種行動? 

D.礦山水質是否有檢測(含 AMD)?是否需要會匯集礦山水並作處

理? 

(3)廢石/表土層 

A.表土、廢石及礦石被挖掘儲存及堆置的數量?是否有任何管理計

畫? 

B.是否有針對表土、廢石及礦石進行萃取特性試驗(含 ARD)?在採

礦作業期間進行萃取特性試驗的頻率為何?應採取何方案確實保

護地下及地表水免受表土、廢石及礦石萃取液的影響? 

C.是否有確認廢棄物管理的穏定性?相關分析是否有考慮地震風

險?是否有足夠的排水狹道?在採礦期間及開採完成後如何檢測穏

定性? 

D.表土、廢石在關礦後及復育時是否有詳細描述? 表土、廢石堆

是否需要整坡穏定?是否應執行開採期間同時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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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環境考量 

1.採礦對環境的潛在影響包括短期及長期。本章節旨在描述幾類主要

的潛在的影響。 

(1)酸水排放(略) 

(2)氰化法萃取(略) 

(3)沉積物/侵蝕 

(4)含水層下降 

2.沉積物/侵蝕 

由於採礦作業造成大範圍的地表擾動以及大量的表土裸露，侵蝕

作用經常發生在金屬礦的露天開採。侵蝕會造成附近溪流沉積物的嚴

重負載，特別是在暴雨發生時。 

採礦場產生侵蝕及沉積的主要來源如下: 

(1)露天採坑 

(2)萃取礦石堆 

(3)廢石及表土儲存堆 

(4)尾礦堆 

(5)礦區復育區 

(6)礦石儲存堆 

(7)車輛及設備維修區 

(8)探礦區域 

(9)礦區運輸道路 

由於天然條件的變化(地質、植被、地形、氣侯及地表水)及裸露表

土的特性及數量的差異，使得沉積負載的數量及特性無法概括統計。

因此在考慮採礦產生的侵蝕效果，必須考慮流域內所有沉積物來源及

沉積物負載的累計影響。 

影響侵蝕的主要因素如下: 

(1)降雨 

(2)滲流 

(3)土壤組成及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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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被 

(5)邊坡長度 

(6)侵蝕控制方案 

地表擾動區域造成的侵蝕/土壤流失的影響包括對人類健康及環

境有長期風險的有害顆粒物質及受污染的沉積物，另富含有機質的固

體亦會降低水中的溶氧量。除此之外，土壤流失的速率及量的增加亦

會造成地表的破壞。 

為評估新的侵蝕/土壤流失的潛在影響，必須針對潛在受影響的水

體(溪流)進行背景資料調查。所需評估的背景元素包括溪流的物理參

數及棲息生物。如使用電腦模型進行評估，因其對輸入資料的敏感度

相當高，必須確認該開發計畫有關的特定因子並有定量化的資料。 

沉積物及侵蝕的減輕方案主要目的為降低擾動地表的土壤流失及

減少其沉積至溪流。礦場作業應使用對策限制地表涇流及減少受擾動

土壤的面積、降低流失速率並在壤流失前先行移除。三個沉積物及侵

蝕控制方案為疏導涇流(避免涇流、降雨及其他水流流過地表擾動地

區)、穏定表土(覆蓋表土，包含植草、樹、藤及灌木或人工織布等)及

結構控制(例如沉砂池、攔砂壩、排水溝等)。 

3.含水層的下降 

含水層的水位下降及其對地表水及鄰近濕地的影響後果可能相當

嚴重並形成長期的問題。其影響包括地表水的降低或消失、地表水質

及棲息生物的下降(影響不僅止於水岸地區及泉水、濕地。如地下水位

降至深根植物以下甚至包括陸地植物亦會受影響。另因採礦作業需要

排出的地下水流入地表水路亦會造成侵蝕及沉積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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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監測 

1.地表水 

地表水的監測應包括放流水及溪流水的水質。溪流水監測應包括

不同深度(water column)及沉積物。監測參數包括流速、溫度、金屬及

TSS 等。如污染物的種類眾多時，必須執行全溢流毒性測試(whole 

effluent toxicity, WET)。 

溪流水質監測應在緊鄰污染源的下游位置(包含受控制及未受控

制的放流及潛在污染滲流)。必須在擾動前進行背景資料調查。由於來

自採礦作業的污染負載每日、月及年均有變化，溪流在特定時期對特

定污染負載的敏感性亦會不同。因此在進行背景分析及擬定採樣計畫

時必須確認所有狀況均已納入考慮。 

2.地下水 

設立監測井時必須了解計畫地區的地下水背景資料特性，包括含

水層的描述(基岩及沖積層)、含水層特性及含水層流動區域及方向。

亦應確認基岩裂隙及潛在污染源的影響，以作為決定 upgradient 井及

downgradient 井位置的參考。在給 NEPA 的報告中應敍述井的位置、

深度、建構方式、取樣及分析方法。監測資料包括 pH、硫酸、導電性

及溶解顆粒物質。在採礦作業期間 upgradient 井應持續監測背景值的

變化。 

3.空氣 

不同於一般工業，由於採礦作業(露天開採)範圍較大，空氣的監測

應選在設施的邊緣且必須比較上風處及下風處的取樣結果。選擇監測

位置必須要瞭解現地的天侯狀況及可能影響污染物的輸送。在通風管

的監測主要是針對氧及一氧化碳的濃度、溫度及風速。顆粒物質可由

高效率的過濾(HEPA)取得並稱重。顆粒物質中的金屬含量可 XRF、

AA 及 ICP 等方法驗得。 

4.土壤 

應擬定土壤採樣計畫以監測潛在土壤污染。土壤取樣可在非控制

的污染排放地區進行並可作為檢視清除污染的效果。由於金屬普遍存

在於土壤中，因此必須預先取得背景值再與疑有污染的土壤樣品進行

比對。 

土壤取樣方法眾多，一般為地表取樣。背景值一般以平均值呈現。

地表下取樣的岩心樣品必須以深度區別。除化學分析外，物理特性及

岩性亦需記錄。 

六、污染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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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視流程主要在使污染防制能與礦場、採礦規劃、建構、作業與

關礦結合。NEPA 的執行法規旨在預防或減輕環境品質的下降。污染防制

亦可結合環境影響的減輕方案。 

污染防制的目的在於污染源的降低及利用可行方法來減輕或排除污染

物的產生。其另一功能則為防止污染物在不同介質(土壤、空氣及水)中流

通。污染防制技術如下: 

1.設備或技術的更新 

2.作業流程的修正 

3.產品的再設計(金屬製程) 

4.廠房管理、維護、訓練及物料管理 

對於採礦作業在短期及長期的污染防制可分為幾大項，分述如下: 

1.車輛及設備的操作及維修。溶劑及潤滑油等的回收 

2.對所有作業設備及製程的檢驗以提供增加效率及節省能源的機會。

其不僅可以改進環境品質，亦可有效降低成本。 

3.採礦作業會造成大範圍的地表擾動。降低礦區地表擾動的面積或儘

量保持未擾動的區域可減少侵蝕/土壤流失，如此即可提供微生物的棲

地以增加未來礦區復育的速度及動、植物的再生。 

4.利用良好的設計及作業方案來控制廢棄物的產生及污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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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與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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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座談會 

1.會議簽到紀錄 

 

圖片一、會議簽到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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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二、會議簽到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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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座談會照片 

 

照片一、主持人致詞 

 

照片二、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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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主持人報告 

 

照片四、業界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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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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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 

1.聯合研討會暨成果發表照片 

 

照片五、主持人報告 1 

 

照片六、主持人報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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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七、與會人員討論 1 

 

照片八、與會人員討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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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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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A-160 

 

107年度「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2/4)」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委員意見 辦理情形 

(一) 陳副教授○○ 

1. 1.文中“R.Q.D”建議

改成 RQD(去掉點

號)。 

遵照辦理。 

2. 岩石單壓強度(P.19

及 P.24)估算：RMR

評分標準表(表 2-4)

僅建議用點荷重或

單軸抗壓強度來測

其值，不建議用史密

特反彈錘，(史密特

錘比較適合用來判

斷岩盤之均勻性)否

則宜有轉換係數之

驗證。 

本計畫已選定 2 礦代表性礦場(大元石礦、泰陽石礦)進

行現場岩心取樣及單軸抗壓、巴西人試驗及三軸抗壓試

驗，詳 P.96-P.100 

3. 文中圖表如取自參

考文獻，建議註明出

處(如依柒之參考文

獻序號[1]，[2]或註

明人名及年份，頁數

等等)。 

已重新檢視並修正至期末報告。 

4. 報告 P.84：…岩石力

學試驗分成三個部

分，(1)岩心…(3)單

軸抗壓強度試驗，建

議完整岩心可考慮

加做(4)岩石抗拉強

度(巴西劈裂試驗)。 

已新增岩石抗拉強度試驗，詳 P.100~P.105 

5. 封面內頁是否加入

“計畫主持人，研究

參與人員”等名單。 

 

遵照辦理，詳 P.4，表 1-1。 

6. 強度及力學參數國

外經驗公式之引

根據 ASTM 規範 D5873-14(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Rock Hardness by Rebound H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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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宜篩選，常與

國內之值有相當差

異，(如史密特反彈

錘 P.19、P.47 表 3-1

公式及 Rocklab

等)。這是國內地質

年代常較國外年

輕，加上板塊擠壓

造成之摺皺、破

碎、剪裂等影響。

這些值為礦坑規設

及分析進行數值分

析之重要輸入參

數。 

Method)，史密特反彈錘不建議使用於超過 0.735N‧m

之破裂岩體(Browm,1981)及有孔洞之岩體或礫岩，並無

特別規範地質年代是否較為年輕。 

本文採樣皆以輕度風化、高連續性、低蝕變處進行史密

特錘現場試驗。 

對於數值分析採用莫爾-庫倫模型，其參數參照室內試

驗單軸及三軸之試驗結果輸入相關條件，並依據礦場設

計下，設置各個參數條件。 

(二)周委員○○ 

1. P.15 表 2-3，建議加

一欄「用地租約期

限」。 

遵照辦理，已調查並新增欄位詳 P.15，表 2-3 所示。。 

2. P.44-45，可行性評

估結果，請依據表

2-14 補充綜合說

明。 

已補充說明詳 P.44~P.47 

。 

3. P.46 第叁章，建議

補充說明，國外案

例哪些方面適合應

用於國內。 

已補充說明詳 P.53~P.54。 

4. P.78 第一段「依據…

可行性初步評估結

果」選擇泰陽及大

元石礦，請在 P.45

加強說明評估結

果，以顯示選擇的

理由。大元石礦 Q

值 6.8(P.45)與 P.26

提到 Q 值須大於

10，請說明。圖 4-1

不清楚，請加上主

要地名及比例尺

RMR=9*lnQ+44 係根據 Bieniawski,1989，RMR 法與 Q

法關係推論之公式，修改後以大元石礦為例，由 RMR

推算 Q 值為 16.1。表示大元石礦具有可取樣之可行性 



A-162 

 

等。 

5. P.79 及 P.81(大元石

礦及泰陽石礦)，請

補充礦區圖礦區與

用地範圍套疊圖、

礦床地質圖、礦量

估計圖。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 P.85-P.93。 

6. P.91表4-3平均值的

意義，並針對表 4-3

綜合說明。 

報表已重新編排製作，詳 P.139，表 4-22 所示。 

7. P.103，國外對地下

開採環評規定，哪

些項目可供國內製

訂法規之參考。 

經彙整分析後已以底線標註為可適用於國內以供日後

訂定法規之參考，詳 P.156~P.187。 

8. 經濟效益評估，是

否也考慮一些無形

的效益，如減少環

境的衝擊、地形破

壞等。 

進行地上開採的缺點主要有：地表面積破壞大、污染

多（空氣、噪音、水）、對礦區周遭環境影響大，為了

消除可能造成的污染，業者需做水土保持及景觀維護

等措施，其所需費用也與開採規模呈現正相關，而即

使如此，仍會造成許多無可挽回的破壞，如地表植被

消失、影響當地住民居住環境等，地下開採則可部分

改善以上缺點，僅會留下採礦坑口，對於當地景觀及

生活環境品質有一定的改善，然後目前《礦業法》修

法仍在進行當中，屆時若由地上開採轉往地下開採須

重新經過環評審核，審核標準也會更嚴格，但這對於

當地環境及住民將是最好的結果，也是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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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黃教授○○ 

1. (1) (P.13)近五年蛇

紋石平均價格與產

量之間呈現不合理

趨勢之原因為何？

俾做為後續經濟分

析相關數據之調整

依據。 

(2) (P.44)因交通中

斷而未進行調查之

礦場，依據合約，

後續應如何處理？ 

 

因無法取得相關資料，故僅能針對可獲取的有限資料

來做部分的分析。(如附圖，資料無法取得) 

因交通中斷之礦場後補做瑞欣石礦 A03028，其於之礦

場皆因步行或交通難以到達。 

2. (1) (P.45)泰山石礦

之 RMR 值 57<60，

為何可行？ 

(2) (P.85)經濟效益

分析時，除以最大

開採量估算外，應

另補充敏感性分

析；又露天與地下

開採之成本與報酬

之比較期間為何？

單以地下開採而

言，其 IRR 為何？ 

RMR 值為顏實評估標準，雖評估後標準較低，但不利

之不連續面組數較低，再加上滲水情況較不明顯，故

評估為可行。 

由於資料來源不易，現無地下開採的實際投資金額以

及每年的獲利資料，故敏感性分析和 IRR 部分，無法

分析。 

(三) 陳副教授○○ 

1. 本報告錯字、漏

字、用語不妥，圖

表呈現不當，序號

標示及法規修正不

合體例之處甚多，

已逐一修改如附件

共 17 頁，請參考。

建請下次提出報告

前應多次校對，並

請熟悉法制作業之

人員先過目。 

敬謝指教，已詳閱修正附件並重新檢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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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10,11 執行進度甘

特圖中，各工作項

目請將「星號」改

為用數字標示序

號，主要項目用

一、二、三標示，

其下用(一)、(二)、

(三)，再次用 1,2,3，

使各應辦事項條理

分明，一目了然，

利於查核、控管。 

修正詳 P.10、11 所示。 

3. P.11「礦場安全法及

施行細則深入檢討

研析」何以未列進

度？ 

已研析國內礦場安全法及施行細則，並配合本案研究

資料，提出地下開採相關設計準則及作業規範詳如

P.188~P.205。 

4. P.14 及 P.15 近五年

蛇紋石產量及平均

價格之變化，分別

以圖呈現，但該二

圖之上端又標示為

表，致圖、表混淆。

另 P.13 之圖 2-2，則

上、下端均加標示

為圖，乃明顯作業

疏忽。 

修正詳 P.12~P.14。 

5. P.44 之統計表呈

現，對現有蛇紋石

開採之 22 礦場，進

行調查及評估者僅

8 礦，對照去(106)

年研究大理石/白雲

石之礦場，共調查

65 礦(宜 58，花 7)，

明顯偏少。建議對

列入不調查之 3 礦

(2 家有正常生產但

道路中斷未調查，

另 1 家因辦理用地

因國內大理石蘊藏量及礦場數量本身便遠高於蛇紋石

礦，另已針對道路暫時中斷之礦場進行補調查。本案

經補調查後，進行地質調查之礦場為 11 礦，另進行初

步可行性評估為 9 礦，詳 P.44，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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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中而未調查)予

以補調查，以增加

樣本數，提高研究

價值。 

6. P.95-102 討論「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及「礦

業法」修正案在立

法院之審查情形，

其呈現之法規修正

形式及內容，有諸

多不合體例，下次

再提報告時宜避

免。 

已依照條文對照表格式進行修正，詳 P.149~P.154。 

7. P.121「初步研究結

果與後續工作項

目」中，係以 1,2,3

流水帳方式條列各

已辦、未辦事項，

未與研究主題結

合，恐因尚無具體

結論使然。惟「期

末報告」時已有完

整之研究結果，建

請將「結論」聚焦

於本研究之三大重

點-地下開採之技術

探討、經濟效益分

析、法規適用性檢

討等，依該三面向

分別作成具體結論

及建議，以符合本

研究之宗旨。 

已新增捌、結論章節詳 P.213~P.216 所示。 

(五) 賴組長○○ 

1. 106 年研擬大理石

(白雲石)地下開採

技術規範(含坑道開

因本研究之開採設計規範已將岩石性質納入作為考慮

參數，故延續上年度(106 年)研究成果並參考國內礦場

安全法及施行細則，擬定出「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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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設計、通風等)，

今年係針對蛇紋石

之研究，兩種岩石

之岩性、岩力不

同，期中未見相關

技術規範之探討，

期末應有相關技術

規範之研訂建議、

內容。 

破作業安全規範」、「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石

礦地下礦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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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通信

聯絡系統建設規範」、「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

設規範」，詳期末報告第陸章，P.188。 另「石礦地下

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因國內相關法規規範規範甚

少，且本案蒐集研提之成果篇幅較多，建議於明年度

(108 年)進行以岩性作為分類進行深入研究。 

2. 有關國外地下開採

環評製作內容之研

析建議部分，因國

內有關環說 (一階 )

環評報告書 (二階 )

之製作，係依「開

發行為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準則」規定

製作，其中大多為

通案性規定，有關

採礦之個案性規定

為準則第 37 條，本

研究可思考採礦(地

下開採)之環評(說)

書件製作，如何融

入上揭準則之通案

性及個案性規定，

並提出準則修正建

議(列表說明)，俾供

行政單位參考。 

遵照辦理，已彙整分析加拿大一金礦地下開採

(Brucejack Gold Mine) 、澳洲一鈾礦地下開採(Ranger 

3 Deeps Mine) 環境影響說明書、澳洲士蘭地區環境影

響說明書執行準則及美國採礦作業環境影響說明書的

審查要點。本研究已綜整上述書件，條列說明重點，

並將適用於國內地下開採作業之建議特別標示，詳如

P.156~P.187。 

 

(六) 礦政組 

1. 有關「礦業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內

容，請逕洽本組瞭

解。 

遵照辦理，已使用礦務局公布之最新版本並修正詳

P.155~P159. 

2. 礦業法規與環評法

規，就礦業案件應

否實施環評之關聯

性，說明如下: 

遵照辦理，已修正詳 P.154，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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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 辦理時

點 

法規規範 

新礦

業用

地 

申請核

定時 

礦業法

§43(院版

草案) 

已核

定礦

業用

地 

修法後 礦業法

§58-1(院

版草案) 

已核

定礦

業用

地 

礦業權

申請展

限時 

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

估細目與

範圍認定

標準

§11(10704

11 修正) 
 

3. 有關院版礦業法第

58 條之 1 設計，係

屬一次性補辦環評

規定，對未曾辦過

環評之既有礦業用

地，依其面積及產

量分級補辦環評、

且環評期間不停

工，與環評法規所

設計採預防性原則

對開發前之行為實

施環評有所不同。 

敬悉。 

4. 本年度調查對象係

為蛇紋石礦場，恰

涉本局執行零產量

礦場盤點清查作

業，故請洽本局東

辦處與本組，確認

調查對象之最新資

料，以維資料正確

性。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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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於本報告中相關

版面、文字等錯

誤，另行提供研究

團隊作為修改參

據。 

遵照辦理。 

(七) 輔導組 

本計畫預計對現有

蛇紋石開採之 22 礦

場，進行調查及評

估，惟實際辦理調

查之礦數可考量再

提高，另報告書英

文摘要有關前述辦

理情形之資訊請同

步更正。 

本計畫進行地質調查之礦數已累積提高至 11 礦，未進

行調查之礦為轉石礦場、道路中斷或長期未動工者。

詳 P.44，表 2-13 所示。 

英文摘要已修正如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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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期末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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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中大型地下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及法規適性研究與推廣(2/4)」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 周理事長 O 安 

7. (1)P.15 表 2-3，大元石礦的用地

租約期限已過期，請再確認。 

(2)本計畫選擇大元石礦及泰陽

石礦進行評估，請說明選此 2 礦

的理由。 

(1)已修正表 2-3，詳 P.15。 

 

 

 

(2)已新增評估後選擇此兩礦之緣由，詳

P.83。 

 

8. P.36、38、40 等表(2-10、2-11、

2-12) 

(1)表最後一欄「地下開採可行性

評估」，有些空白部分，請補上；

用字「可」不明確，請修改。「建

議進行更深入之礦場地質調查」

請具體說明建議深入調查項目及

現有資料不足之處。 

(2)表下方「現場訪查礦場」列，

請說明訪查各礦場完成調查的項

目(P.48 表 2-14 同樣意見) 

 

 

(1) 已修正，詳表 2-10、2-11、2-12，P.68、

38、40。 

 

 

 

 

 

 

 

 

 

 

(2)於本報告 2-2 節(國內賦存之蛇紋石礦

地質條件調查)中提出調查項目，只要不

是不能到之礦場皆做相同條件之調查，例

如：取現場之 R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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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p.18。 

9. P.44 表 2-13，右側欄「進行地質

調查礦場」，建議將礦場名稱直接

列於表中。 

 

已修正表 2-13，詳 P.44。 

10. P.107、P.108 圖 4-21、圖 4-22， 已新增圖例，詳圖 4-21、4-22，P.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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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請補充圖列。 

11. P.215、P.216，建議(一)及建議

(四)、(五)文字用詞，請再修正，

提出更具體說明，以利本計畫的

成果未來能落實推廣。 

已修正，並將建議(三)、建議(四)合併為

建議(三)，詳 P.221。 

(二) 黃委員 O 慧 

9. DEA 之投入項目與成本比重最

大之項目不一致。 

已修正，詳 P.133 及 P.135，表 4-21。 

10. 表 4-22、4-23 之損益占營業成本

的比率並非投資報酬率，請修正。 

已修正詳 P.135、136。 

11. 請根據所研擬的技術，提供未來

實際進行地下礦場之投資計畫

時，可能之投資成本與未來的開

採量與營收、營業成本，作成財

務可行性之參考依據。 

團隊將會與有意願實施地下採礦之礦業

主想細說明並詢問其所需之財務規劃，並

從中了解業主可能所需花費之投資金

額、開採價格、市場接受度等方面來協助

業者評估是否具有實質開採價值。因在資

料收集過程中，因為財務資料的敏感度，

有些業主較排斥做深入的說明，並提供較

完整之財務資料。本研究僅能以大略粗估

之方式做預估。希望藉此次研究報告之預

估值，業主會以較開放之行為，協助團隊

收集更多相關資料。此建議會於明年度計

畫中做相關資料收集，並期望業主能提供

相關資訊，以利完整規劃。 

12. 107 年之推估假設請說明。 已在表 4-26 以及內文中做相關修訂與說

明，詳 P.144。 

13. 相關表格中數據的單位請註明，

如：公噸、新台幣元等。 

已重新檢視修正第肆章、五小節。 

14. DEA 分析結果請更新。 已修正更新詳表 2-24，P.142。 

15. 表 4-23 請加列銷售金額、平均單

位售價、單位成本。 

已修正詳 P.136。 

(三) 陳委員 O 憲 

8. 第六章地下開採相關設計準則及

作業規範，係在延續去(106)年度

之研究成果，理應充分與去年銜

接，即檢視去年度所提出擬修正

或增訂之各法規辦理修正、訂定

之進度，如本(107)年認 

去年為 2 法規、7 規範，分別為： 

「礦業法」、「礦場安全法」 

1.「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 

2.「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3.「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4.「石礦地下開採柴油發電機排放微粒準則」 



A-172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有加以增、刪或修改必要，再提

出如何增、刪、修改之建議。但

對照去年度之期末報告除附件四

之一及四之二提出礦業法、礦場

安全法之修正外，並於 P.258 列

出擬修正及訂定之法規命令有 8 

種，其中 5 種並已提出完整之修

正或擬訂之完草案。而本年度之

期末報告，則在 P.188 只列 6 種

法規命令且其中有 5 

種法規(依序為一、二、三、五、

六)之名稱又與去年使用之名稱

不完全相同，看不出前後之延續

關係。建請調整各該法規名稱，

使前後一致 (或說明不同之原

因)，並檢視去年度報告所提 

2 個法律及 8 種法規命令之修

訂進度，在本次期末報告中，加

以說明。 

5.「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6.「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 

7.「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本年度為 6 規範，分別為： 

2.「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3.「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4.「石礦地下礦場柴油發動機排放微粒準則」 

5.「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6.「金屬非金屬地下礦山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

範」 

7.「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其中去年度 2 法規及規範 1.修正維持不變，並

將本案 7 規範名稱統一如下： 

1.「石礦地下開採(坑室礦柱)設計規範」 

2.「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爆破作業安全規範」 

3.「石礦地下開採通風設施準則」 

4.「石礦地下開採柴油發電機排放微粒準則」 

5.「石礦地下開採鏟裝及運搬作業準則」 

6.「石礦地下開採通信聯絡系統建設規範」 

7.「石礦地下開採緊急避險系統建設規範」 

9. 第七章將˹座談會成果˼列於本期

末報告之本文中，不合一般體

例，建請刪除該章，將該座談會

之舉辦記錄、相片列為附件，併

入現有之附件六呈現。而該座談

會中有價值之建議事項，則 

可予精簡後併入第八章˹結論與

建議˼之二、建議之中。 

座談會與成果發表會乃依合約規範之工

作項目辦理，故編列獨立章節展示其辦理

成果。 

10. 第八章二、建議之第三、第四點

應予合併，因第三點並非建議，

須與第四點連結，語意才完整，

也才有建議。 

已修正合併，詳 P.219。 

11. 報告中，仍有少數文字或體例錯

誤之處，謹附修正建議如後，共

10 頁，請卓參 

已檢視全文修正。 

(四) 賴組長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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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P.133.表 4-23，礦場投報表，部分

礦場部分年度的投報率差異太

大，應探討分析原因，並於報告

中敘明，是否應挑除變異？否則

計算出平均報酬率，似無參考價

值。 

資料已作修正並更新，並在文中說明估算

之方式，詳 P.136。 

2. P.140 分析之D 礦場是否為本研

究之選定規劃礦場？本研究所作

之成本分析是提供業者投資參

考。倘能就選定規劃之礦場比較

分析其露天開採之每噸成本分析

(現況)v.s.地下開採之每噸成本分

析(未來)，較有參考價值。 

D 礦場非本研究選定規劃之礦場。本研

究選定規劃之礦場業主所提供之財務相

關資料由遺漏，無法做整體效益評估，團

隊會持續和業主溝通並取得相關資料，再

做更深入之分析。以利評估比較露天和地

下開採成本之差異性，以及整體是否具有

開採經濟價值之評估。 

 

3. 國內目前尚無非金屬礦地下開採

之環評審查規範，本研究蒐集一

些國外的地下開採環評制度及審

查規範，惟未整理較為零散，建

議可否就蒐集的各國規定列表比

較優劣及檢視台灣現況制度後，

提出一個適合台灣非金屬礦地下

開採之環評審查規範。 

已增加一小節彙整礦業開發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重點探討，詳 P.192-P.193。 

4. 有關礦場地下開採相關設計準則

及作業規範部分，部分是共通性

準則，無需再訂定，惟就坑室礦

柱設計規範部分，不同礦種、岩

性，應力承受均不同，似宜再深

入研究探討。 

坑室礦柱設計規範內已將不同岩石性質

條件(不同礦種)納入考量，若需針對大理

石、蛇紋石另行增訂其設計規範，建議納

入明年工作項目。 

(五) 礦政組 

6. 通案性 

本報告中有關數字部分，請統一

格式，建議以阿拉伯數字呈現。 

已檢視全文修正。 

7. 報告書內容 

本次會議本組所持之期末報告書

頁碼似有差異，故以下就報告之

審查意見，以文字描述方式表達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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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1) 報告書貳、一 

A.於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已提醒，

有關礦業權資料之正確性與即時

性，仍請注意。 

B.表 2-3 之「用地租約期限」欄

位中所列資料，經查證係屬「礦 

業權」有效期限之起迄日，非用

地租約期限，故請修正。其中部

分資料也有誤植情形，請一併修

正。 

(2) 報告書伍、一、(一) 

經查礦業法中，就礦業權與礦業

用地之設計有所不同，礦業權之

核准係有期限性，到期後需申請

展限；而礦業用地之核定，係屬

一次性核准，至用地使用完畢後

始需廢止。基此，有關表 5-1 之

上段文字中，提及辦理「展限用

地」一詞，恐有誤解，請予修正。 

(3) 報告書伍、一、(二) 

A.就礦業法第 58 條-1 而言，目

前立法院經委會初審通過之版本 

與行政院版有所不同，報告中第

3 段文字所提係行政院版內 

容，並非目前初審過之條文內

容，請補充或修改敘述方式。 

B.表 5-2 所列礦業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之條文對照內容，請將 

目前經立法院經委會初審通過之

條文內容(如后附)納入作為 

對照，較具完整性。 

(4) 報告書伍、二 

標題之最後 4 字「認定標準」，

似與標題精神不符，建請刪除。 

(5) 報告書伍、二、(二) 

A.有關礦業法第 58 條之 1 設

計，係屬一次性補辦環評規定，

(1) 已修正，詳 P.15。 

 

 

 

 

 

 

 

 

 

(2) 報告書伍、一、(一)已修正詳 P.148，

另表 5-1 為「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修正條

文對照表，故保留原文字敘述。 

 

 

 

 

 

(3) 已依立法院經委會初審通過結果修正

內文詳 P.153；表 5-2，第 58 條-1 修正

條文已修改詳 P.155，另對照表內說明

部分經詢問經委會表示，於審查結束

前為不公開資料，故無法提供。 

 

 

 

 

 

 

 

(4) 已修正刪除詳 P.158。 

 

 

(5)  

A. 已新增修正表 5-3 詳 P.158。 

B.已修正表 5-3 說明，第三項標的：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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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對未曾辦過環評之既有礦業用

地，要求於完成修法後辦理環評； 

與環評認定標準所設計採預防性

原則，對開發前之行為實施 

環評有所不同。基此，表 5-3 就

礦業案件應否實施環評之比 

較，應就其屬性(如經常性或一次

性)說明或區分之。 

B.依礦業法第 58 條之 1 之設計

精神，個案經辦理補辦環評後， 

如 10 年內依法面臨需環評時，

得免再次環評。而表 5-31 之下段

文字中，前段與中段文字之內容

相左，請修正。 

定礦業用地於礦業權申請展現時，其認定

標準不包含十年內曾補做過環評之礦場

(表 5-3 第二項標的)，修正詳 P.158。 

(六) 東辦處 

1. 1.P.5，表 1-2 有關工作執行進度

及對應頁數部分錯誤，如第貳章

對應頁數為 P.12-48、第參章對應

頁數為 P.49-82、第肆章對應頁數

為 P.83-141、第伍章對應頁數為

P.142-187。 

已修正，詳 P.5 表 1-2。 

 

2. P.14 及 P.15 表 2-3 所列國內現

有之蛇紋石礦場應為 23 礦，其

中大慶石礦應為永豐石礦、另第

23 礦為礦區字號 A3492 之泛亞

石礦(為泰山石礦分割)亦請加入

於表 2-3、2-12 中。 

已修正，詳 P.15、40 等表 2-3、2-12。 

 

3. 礦區字號錯誤:P.40 大新石礦之

礦區字號應為 A02650、P.44 理

建豐田礦場之礦區字號應為

A02384。 

已修正為正確礦區字號，詳 P.40、P.44。 

4. 因理新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理建

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礦場名稱皆

為豐田礦場，建議以(理新)豐田

礦場、(理建)豐田礦場來表示以

做區別。 

已重新檢視全文並修正。 



A-176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5. P.40 黎明石礦為轉石礦場敘述

有誤，該礦係蛇紋石原生礦床賦

存於黑色片岩中及轉石散佈於溪

溝。 

 

該礦場現地調查時所拍攝之照片，未發現

原生礦床，或明顯岩脈出露。 

6. P.47 瑞欣石礦所在區域有誤，應

為花蓮縣卓溪鄉尊古安山地方。 

已修正，詳 P.47。 

 

7. P.144 第七行文字一般保護區後

應增加”其同時位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已修正，詳 P.149。 

 

8. P.174 有關台灣的採礦作業僅有

碎礦作業及矽砂礦的浮選作業，

應加上雲母浮選，另建議國外環

評有關選礦之內容亦應加入於報

告書中討論。 

已修正納入報告書內，詳 P.179。 

9. P.175 所述目前台灣並無金屬礦

場有誤，尚有台陽金礦。 

已更正刪除此段落文字，詳 P.180 所示。 

 

10. P.188 有關石礦地下開採鑽孔及

爆破作業安全規範一節，應再參

考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等相關

規定作對應。 

已補充納入報告書內。 

11. 錯字或贅字:P.192 第一行、2.接

地之(7)文字；P193(三)風扇計畫

之 2.中(7)、(8) 之文字。 

已刪除贅字修正詳 P.198；已修正文字詳

P.199 所示。 

12. 有關地下礦場結束開採後之封坑

作業，目前法令較不明確，建議

訂定相關作業準則。 

建議納入明年度工作項目。 

(七) 輔導組 

1. P.61~69 頁有關鏈鋸採取礦體流

程圖，色調過於暗沉，為利瞭解

作業情形，請於提交成果報告時

已抽換成彩色版本，詳 P.61~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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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律更換為彩色版圖片。 

2. P.78~82 頁若干行文字排版出現

多餘空格情形，請一併調整，俾

於閱讀。 

已修正，詳 P.77-82。 

3. 第肆章代表性礦場進行地下開採

細部規劃評估，工作項目有關繪

製模擬 3D 圖部分，似未於報告

中呈現，請補充(另相關設計參數

與數據建請衡酌可否綜整納入附

件中)。 

已新增相關繪製模擬 3D 圖，詳 P.109、

P.112 等圖 4-22、4-23、4-24、4-26、4-27、

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