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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日本礦業永續發展考察行程，係為延續 APEC 會議指示之施政方針及蒐

集鄰近國家的礦業發展高峰後之永續方案，因此選定地質、礦業開發、工業發展、

基礎建設等因素相似的日本作為參訪國家，同樣在有限資源下進行礦業開發活動，

藉以瞭解日本如何在礦業法相關規範、礦產資源開發政策與環境生態保育維持權

衡，可作為我國礦業發展政策的借鏡，又鑒於近年來因我國產業發展變遷與社會氛

圍之演變，國內礦業政策已由有效投資利用國家礦產逐漸轉為永續發展、穩定供應

為主，如何維持合理開發，並兼顧環境維護，為當前首要政策目標。 

我國礦業發展方針為與時俱進並兼顧環境及經濟永續發展，此次考察團著重

於「礦業政策發展」、「礦場安全」、「礦場轉型」、「水泥循環經濟」等 4大議題進行

參訪及意見交流，包括訪視東京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DC 水泥有限

公司、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崎玉縣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三輪礦場及島根縣的石

見銀山（已登錄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瞭解日本公私部門對於礦業永續發展政

策之推動方式、智慧科技在礦業管理與生產流程應用、異業結盟創造契機、礦業開

發之限制及衝擊其因應作為，以及產業轉型土地二次再利用、礦場自主安全管理等

豐碩經驗與成果。 

透過此次實地參訪及意見交流，除促進台日國際間交流，在本報告中詳細述明

包括日本礦業政策、嚴格自主管理體制、礦場聯合開採兼顧環境維護、礦場轉型結

合在地文化、生態城市計畫等所獲取的資訊及經驗，亦對穩定我國礦產開發、促進

經濟永續發展及增進社會福祉之政策推動，亦有相當程度助益，進而邁向「產業與

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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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員名單 

經濟部礦務局： 

徐主任秘書銘宏、林技正群捷、劉技士保淇、王技士姿懿、鍾技士兆豐。 

 

二、 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參訪議題 備註 

9 月 25 日

(三) 

去程:台北松山機場至東京羽田

機場。 

下午拜會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

經濟推進室、參訪 DC 水泥株式

會社。 

礦場轉型、

循環經濟 

搭乘日航國

際線 JL096 班

機 

9 月 26 日

(四) 

參訪埼玉縣秩父市太平洋水泥有

限公司三輪礦場 

礦業政策發

展、礦場安

全、礦場轉

型 

 

9 月 27 日

(五) 

中間移動路程:東京羽田機場至

島根縣出雲機場，再轉程至島根

縣邑智郡 

- 搭乘日航國

內線 JL283 班

機 

9 月 28 日

(六) 

參訪石見銀山 礦場轉型  

9 月 29 日

(日) 

中間移動路程:島根縣出雲機場

至東京羽田機場 

- 搭乘日航國

內線 JL284 班

機 

9 月 30 日

(一) 

拜會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 

原預訂下午返台 

礦業政策發

展、礦場安

全 

原預訂搭乘

日航國際線

JL099 班機，

因遇米塔颱

風侵台致班

機取消 

10 月 1 日

(二) 

上午回程:東京羽田機場至台北

松山機場 

- 回程班機延

至該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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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的 

本次日本礦業永續發展考察行程，係為延續 APEC 會議指示之施政方

針及蒐集鄰近國家的礦業發展高峰後之永續方案，因此選定地質、礦業

開發、工業發展、基礎建設等因素相似的日本作為參訪國家，同樣在有限

資源下進行礦業開發活動，藉以瞭解日本如何在礦業法相關規範、礦產

資源開發政策與環境生態保育維持權衡，可作為我國礦業發展政策的借

鏡，又鑒於近年來因我國產業發展變遷與社會氛圍之演變，國內礦業政

策已由有效投資利用國家礦產逐漸轉為永續發展、穩定供應為主，如何

維持合理開發，並兼顧環境維護，為當前首要政策目標，此次考察團著重

於「礦業政策發展」、「礦場安全」、「礦場轉型」、「水泥循環經濟」等 4 大

議題進行參訪及意見交流。 

四、 工作參訪過程 

(一) 拜會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 

1. 背景 

川崎位於京濱東北工業帶的核心地區，在近百年過度工業化，到了

1990 年代經歷了泡沫經濟、產業外移因素作用下，出現了產業空洞化及

及環境汙染問題，為了突破困境，政府提出了「川崎市生態城市」計畫，

現在聚集著具備公害防制、環境保育等各業類之世界性企業，藉由其經

驗及技能，現正進行環境復育及產業振興，透過產業轉型，以減低工業活

動對環境影響的方式，創造一個資源循環再利用的社會，以達產業與環

境的永續發展。 

川崎是在日本高速經濟成長年代，曾深受公害之苦，但後來在企業、

市民及政府機關的不懈努力下，如今終於恢復了藍天與碧海。 

 

 

 

 

 

 圖 3.1.1  60 年代的川崎臨海地區                現在的川崎臨海地區 

（資料來源: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網站） 

2. 概要 

(1)人口數量：1,529 ,790 人（2019 年 9 月） 

(2)幅員面積：144.35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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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總值：5 兆 3690 億日元（2018 年 1 月） 

(4)主要產業：製造業、不動產業、服務業 

(5)主要製造業：石油產品、化學工業、鋼鐵業 

(6)發展產業：醫療、社會福利、學術研究、信息通信 

 

 

 

 

 

    圖 3.1.2 環保城對象地區       第 1 層        第 2 層        第 3 層 

（資料來源: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網站） 

3. 推動措施 

日本經濟產業省基於產業轉型與環境復育的理念，自 1997 年即有建

構先進環境和諧城市的「零排放構想」，由川崎等城市率先提案制定環保

城計畫，聲請硬體設施補助金，健全監督體制及完善公害受害者的救濟

制度；本地企業積極投資循環經濟設備並擴充研究開發基地；民眾倘發

現有環境汙染缺失情形，可善用通報系統即時通報，藉由企業、市民、政

府行政部門之環保技術與經驗，克服了公害問題，進而降低環境負荷，提

升循環經濟，將臨海地區建構為高度經濟化的生態城市，其各項措施如

下: 

(1) 企業部分： 

A. 積極投資公害措施。 

B. 開發防止公害的技術與經驗。 

C. 培養肩負防止公害重任的技術人才。 

(2) 市民部分： 

A. 通過投訴、請願等各種形式的活動，促進企業和政府行政部門採取

防治公害措施。 

B. 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 

(3) 政府部分： 

A. 建構完善公害受害者的救濟制度 

B. 目前已與 39 家工廠簽訂防止大氣汙染協定 

C. 制定防治公害條例 

D. 健全監督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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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生態城市善用循環經濟的模式，將廢棄物及副產物作為原料，充

分利用臨海地區的鋼鐵、化學、石油化工、水泥等各種產業集中的優勢，

通過生態城地區內各設施之間和大公司及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促進在

該地區的資源和能源的高度有效循環利用，將塑料、家電、廢紙的重新循

環再利用。 

4. 意見交流 

Q1：從簡報中了解到日本政府自 1997 年針對全國 26 個地區推動「全國

環保城」計劃，尤其是在川崎環保城具體落實的成果更令人敬佩；

但是我們也想要了解在 1997 年以前那些既存的工廠是自然淘汰還

是透過政府輔導轉型？ 

A1：在此也要再說明當初川崎市在 1990 年代面臨到泡沫經濟的挑戰，加

上資訊業及服務業的興起，使得原先高污染的工廠紛紛倒閉，取而

代之的都是環保概念的企業進駐，包括製造業、不動產業及服務業。 

Q2：簡報中提到「環保城計劃」是構建先進的環境和諧型城市的「零排

放構想」，而且在全國 26 個地區推動，我們想要了解這個計畫是政

府由上而下還是企業主動規劃推動？ 

A2：環保城計劃是一個國家級的計劃，開始由中央政府（經濟產業省、

環境省）就硬體設施及軟體給予補助金，直到 2005 年廢止後，直到

現在分別由企業及透過市民參與向地方政府申請，帶動城市的蓬勃

發展。 

5. 心得與建議 

此次到訪日本發現周遭環境及往來車輛都非常的整潔，更厲害的是位

屬車站周邊人潮眾多的川崎市政府臨時辦公大樓，即使沒有擺放公共垃

圾桶，還是顯少在路上看到垃圾，經洽詢旅日經驗豐富的導遊講解並參

考相關報導，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 親力親為維護環境：從幼童教育開始學校都會為學生安排打掃時間，

在義務教育期間，校園環境皆由學生親自來打掃，透過清掃學校公共

環境，除了能體認清潔人員的辛苦之外，也有助於養成清潔環境的觀

念。 

(2) 對於垃圾的責任感：教導學生對於垃圾的責任感，若是周遭沒有垃圾

桶，則不該隨地亂扔垃圾，而是直到找到垃圾桶或帶回家再丟，垃圾

不落地的觀念在日本人的心中是非常強烈的。 

(3) 嚴守垃圾分類規定：日本的垃圾分類規章非常明確，像是垃圾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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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分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保特瓶．鋁罐．玻璃瓶、紙類等，

且需要在規定的日子裡才能拿出去丟，顯然這種環保意識，已成為基

本常識。 

(4) 團體思考環保意識：義務教育及家庭教育教導下一代，環境的維護需

要大家通力合作，促成比起個人更重視群體的活動與思考的民族性，

如果大多數人都覺得環保意識概念是對的，那麼這種概念就會逐漸被

端正重視。 

(5) 環境美化志工團體：自發性地由社會團體或企業商號，進行自主環境

美化，藉由群眾的力量，集小化大，讓大家所居住的環境能夠一直維

持乾淨整潔。 

由此可見日本的環保意識養成，是從個人的修身開始，推廣到社會中

所有團體，再推廣到國內的所有的人，進而推廣模式影響到周邊國家後，

並以振興環境技術與貢獻世界為目標。 

因此川崎生態城成功的將傳統產業，轉型推向為資源循環型產業模式，

走過嚴重空氣汙染的時代，成功推動環保城、零排放構想，每年吸引眾多

海外人士的前來考察學習，將成功的企業尖端的環保技術、產品規廣到

過內外，並提升人們對環保意識的重視。 

藉由政府、企業與民眾高度化的環保意識與自主性，讓川崎由傳統重

工業公害驗重汙染的城市，搖身轉變為充滿活力人才濟濟的城市，即便

面臨人口高齡化的日本，川崎市在家庭年平均所得及消費、新生兒出生

率、人口增長率、學術研發機構人員比率等指標，仍有顯著的表現，值得

我們省思與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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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 DC 水泥株式會社 

1. 背景 

DC 水泥有限公司創立於 1917 年 7 月，設廠已有百年歷史，因位屬川

崎工業帶的核心地區，周邊並無礦山，故以「城市礦山」作為出發點，大

量回收事業廢棄物，活化資源再利用，大大降低產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

傷害。 

藉由生產製造水泥的製程，處理首都遷周邊地區的事業廢棄物，經過

分類處理、發酵技術，成為替代料源與燃料，減輕了垃圾、空汙對環境所

造成的負荷，為循環經濟重要的一環。 

 

 

 

 

 

 

 

 

 

 

 

 

 

 

圖 3.2.1 DC 水泥株式會社座落位置 

       （資料來源: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及 Google 地圖網站） 

 

2. 概要 

(1) 所在地：神奈川縣川崎市川崎區淺野町 1 番 1 號 

(2) 資本額：40 億 1,300 萬日元 

(3) 主要事業群：水泥事業、資源事業、環境事業、不動產事業、預拌混

凝土事業、居住生活事業等 

(4) 生產能力：水泥產品約 100 萬噸/年 

          水泥相關固化材料等製品約 50 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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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水石膏微粉末約 7 萬噸/年 

(5) 敷地面積：10.3 萬平方公尺，在潮埔地上進行填海造陸工程開發而來

的。 

(6) 礦石料源：1000 公里外的北海道額朗、700 公里外的土佐山礦山及鳥

形山(日鐵)礦山，透過海運每次運送 1 萬噸進廠。                  

3. 水泥製程與特色 

DC 水泥川崎工場位屬首都生活圈，臨近並無礦山的水泥廠，雖已經

是百年場區，但水泥廠設備投資與時俱進，承襲創業者-淺野宗一郎「九

轉十起」不屈的精神與堅持，帶領老字號工廠走向在地化和精緻化，奠定

川崎成為工業重鎮的根基。 

水泥料源經過礦山開採的石灰石，經由海運運送帶，從礦山直達川崎

工場，水泥的製造過程分為原料工程、燒成工程、成品工程、出貨等四個

階段: 

(1) 原料：料源由礦山之石灰石、硅石、鐵原料，以及建築廢土、爐灰、

污泥等廢棄物再利用所組成，經過生料研磨機將原料研磨混合。 

(2) 燒成： 研磨後的生料粉，經由攝氏 900 度的預熱機預先加熱並脫酸，

再經由旋窯（本場共有 2 座旋窯）以攝氏 1,450 度高溫燒成熟料。 

(3) 大量使用事業廢塑膠回收，採 2 段式打碎後，分別與煤炭噴入窯內燃

燒，已達到 30-35%的燃料替代。 

(4) 成品：冷卻後的熟料加入石膏，經由充分細磨成為水泥粉，再存放入

水泥儲槽，2 條小窯熟料產量約為 1,100 至 1,300 頓/每天，水泥產能（含

研磨高爐石）130 萬噸/年。 

(5) 出貨：採取海、陸運方式出貨，而最大特色就是擁有專屬運河碼頭，

採密閉式輸送，避免粉塵對環境的污染。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092328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09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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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燒成設備 

圖 3.2.3 自動化中央控制室 

 

4. 自動化中央控制室，確保品管 

此次到訪 DC 水泥從原料、燒成、成品、出貨，全生產流程由 3 至 4

位員工，在中央控制室 24 小時管控，並透過全自動分析系統檢驗，確保

品管，並在 1998 年 8 月取得得 ISO9001 認證。目前水泥產品種類依高爐

石添加比例不同有 20-30 種類別（約 58 萬噸）、普通水泥 48 萬噸、高爐

水泥（高爐石添加約 40%）28 萬噸。經現場訪詢工廠作業人說明，總計

產出一噸水泥內含 655kg 循環經濟廢棄回收物資，讓水泥不再只是高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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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業，而成為更高階的綠色環保事業。 

 

 

 

 

 

 

 

                    圖 3.2.3  原料半成品 

5. 意見交流 

Q1：從簡介中我們了解 DC 水泥有限公司的事業群包括水泥事業、環境

事業及資源事業等等，運作上是有系統性及完整的；其中水泥事業

的來源、運送方式及對周遭環境、居民的影響？ 

A1：DC 水泥的創辦人淺野總一郎（1848－1930）在臺灣推動淺野埋立地，

形成哈瑪星等高雄近代化市街、並經營淺野水泥，奠定臺灣水泥產

業發展，進而將此一經驗帶回日本，在東京灣的神奈川縣鶴見、川

崎市一帶進行大面積填海造陸，建造港口碼頭利用海上運輸，運送

石灰石及黏土等原料，主要來源有北海道太平洋水泥峩朗礦場、高

知県高知市太平洋水泥土佐山礦場及日鐵礦業烏形山礦場，由於利

用海上運輸一萬噸/次對城市環境的影響極低，所以鄰近居民沒有抱

怨過，也沒有所謂敦親睦鄰的回饋之說。 

6. 心得與建議 

透過此次參訪 DC 水泥株式會社，發現水泥產業在日本「循環經濟」

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腳色，又太平洋水泥較具代表性，成功將營建廢棄土、

塑膠、爐灰、污泥等廢棄物，回收利用為水泥原料與燃料。利用水泥旋窯

的製程特性，在燒成水泥的過程中會達到 1,450 度高溫，將戴奧辛與重金

屬等有害物質會完全分解，將投入的廢棄物原料全部再生為水泥，不會

出現二次廢棄物，達到完全回收再利用，實踐垃圾變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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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三輪礦場 

三輪礦場位於崎玉縣秩父市武甲山地區，於 1925 年成立秩父水泥事

業「三輪礦場」，現為日本最大的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所有，以生產水泥

原料為主，開採至今已邁入第 95 年，交通方面從東京都前往車程約 2 小

時（約 100 公里）。 

本次參訪由秩父太平洋水泥公司三輪礦業所所長江口勝之先生介紹

三輪礦場的開採概況及現階段主要工作，包括地質、開採營運、露天礦場

聯合開採作業及植生綠化，除現地瞭解採礦場及植生綠化部分，亦就礦

場安全管理、保安系統（含火藥庫）、礦業開發之相關限制及衝擊進行經

驗交流，如下分述： 

1. 地質概況 

武甲山為秩父市南部獨立山峰，海拔高度為 1304 公尺，山面北邊屬

於陡峭地行，地質概況以石灰岩礦脈呈透鏡狀，礦脈走向為西北 70 度、

傾角 60-70 度向北、厚度約 300 公尺，灰白色且品質良好，上下層由砂岩、

粘板岩、灰綠泥灰岩組成，第四紀表層土壤覆蓋較薄，其礦山規模在日本

屈指可數。 

2. 開採營運 

1975 年三輪礦場石灰石年產量為高峰期，約 6800 千噸，2001 年之後

隨著國內需求量遞減，平均年產量維持在 850 千噸，三輪礦場的石灰石

開採模式是利用鑽孔爆破先將階段面破碎後，以鏟裝車將爆破後的礦石

鏟運至豎井系統，其鏟裝能力為每次 60 噸，經由初碎至 150mm 大小的礦

石，以橫坑的輸送帶運至坑外的儲礦場，最終成品粒度經 2 次破碎機為

50mm 或更小粒徑，主要礦石是經由鐵路運輸至鄰近的同公司熊谷工廠，

運輸產能為每趟 700 噸（35 噸/台*20 輛台車），最高一天 5 趟，目前礦場

員工人數合計 31 人，礦業課 9 人、採礦組 17 人及工業社 5 人。 

3. 露天開採（獨立開採轉變為聯合開採） 

由於武甲山地區石灰石礦脈富集且靠近覆蓋層，僅須剝離淺層表土即

可採掘石灰石礦，開採初期是各自礦業公司在半山腰地區進行露天開採，

至今仍可見開採遺跡所裸露之表土，後期為整體性開發，同時兼顧邊坡

穩定性，1981 年由太平洋水泥公司所屬「三輪礦場」、菱光石灰工業公司

所屬「宇根礦場」、武甲礦業公司所屬「武甲礦場」等三家礦業公司進行

聯合開採（圖 3.3.1），從山峰由上向下進行階段式開採，並以豎井方式將

礦石運輸至山下，同時進行階段綠化作業，避免開發過程裸露面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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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不整，亦藉由共用運輸道路以減少裸露面積，目前聯合開採海拔約

940~860 公尺，距離山峰高程約 400 公尺，即開採降階高度，整體礦山作

業面東西方向，其橫寬約 2 公里、長約 500 公尺。 

 

圖 3.3.1、武甲山石灰石礦聯合開採空照圖 

           （資料來源:秩父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提供） 

 

為實地瞭解礦山階段開採情況，在三輪礦場海拔 1000 公尺地方向

下俯瞰聯合開採情形，圖 3.3.2、圖 3.3.3 為三輪礦場海拔約 900 公尺的

階段，面向北邊之山腳下為秩父市區，採礦作業是以鑽孔爆破方式，平

均每次 20 孔、孔徑為 90 公厘、鑽孔深度為 10~11 公尺，填裝硝銨炸

藥，主要在中午時段開炸，以維正規露天礦場開採循環作業，圖 3.1.3

中可見兩台破碎機破碎較大顆礦石，以利鏟裝車搬運至豎井，因當時豎

井未運作，故豎井入口端覆蓋礦石。 

 
圖 3.3.2 三輪礦場海拔 900 公尺階段面之俯瞰圖 

階段東西向
(2km) 

聯合開採交界 

秩父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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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三輪礦場海拔 900 公尺階段之採礦設備 

 

以圖 3.3.2 右側則延伸聯合開採的宇根礦場（屬於菱光石灰工業公

司），如圖 3.3.4 所見，利用豎井系統及山下輸送帶將礦石運至山腳下的

水泥場。 

 

圖 3.3.4 宇根礦場海拔 900 公尺階段面之俯瞰圖 

 

(1) 植生綠化及環境保護 

開採後階段殘壁的植生綠化（如圖 3.3.5）是採用噴漿、掛網，由

購入的植物苗木（約 30 公分高），經自行培育生長至 1 公尺高度時，再

移植到開採後之階段平台上，並護網保護避免動物啃食，如圖中紅框所

見，藉由堆置礦石方式以加寬坡趾，以確保邊坡穩固。 

豎井入口 

鑽堡(孔徑 90mm) 

破碎機 

秩父市區 

豎井 

聯合開採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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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開採後的階段殘壁的植生綠化情形 

 

從 1971 年該礦開始從事礦山綠化工作，當時是以一般性、外來種

植物作為植生綠化，1989 年在秩父市政府要求下，為保護、復育礦區

特有的稀有植物（圖 3.3.6），礦場設立簡易育苗室，盆栽植物培育好，

再移植鄰近的森林內，而不是復育於礦場範圍內，在礦山參訪過程中，

亦發現有野鹿蹤跡，經礦方人員表示若是新移植的樹苗，須鋪設護網，

避免野鹿、山羊啃食，因此綠化的困難度頗高。 

  

 

圖 3.3.6 秩父市武甲山地區之原生稀有植物 

 

(2) 礦場安全管理及通報系統 

三輪礦場的豎井、運輸設備系統均設有控管設施，以確保機具運作

正常，倘發生突發狀況，可由該礦場之保安體系指揮中心調度、處理，

就整體礦場安全體系而言，是由各公司每年自行辦理職業教育訓練，並

依照採礦安全、爆破安全、機械等各類專職技術，業者依自身礦場特性

進行相關專職教育訓練。 

在國內礦業權者每年度的開發，依照規定要向主管機關進行申報，

主管機關也會依法進行監督管理，礦場安全管理人員及作業人員的教

育訓練工作也都有規範，相較之下，日本礦山的開發經過政府部門核准

後，一般都是由業者依照原始核准的範圍來進行開發，沒有特別規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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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每年都要申報，如果有要申報，也就是整體開發的高程(最終開發

高程)的變更；礦場的監督檢查，政府單位亦無經常性派員到礦場進行

監督檢查，查核頻率為 1~2 年 1 次。 

(3) 礦場保安系統之一:火藥庫 

開採作業採用鑽孔爆破法，因此設有火藥庫設施存放爆炸物（如圖

3.3.7），日本法規無規範需由看守人員看守火藥庫之保安體系，是以保

安監視系統取代，至於從事爆破作業人員經由政府部門取得合格證照

後，需定期 2 年回訓 1 次。 

依據日本「火薬類取締法」規定，其政府機關有中央（經濟產業省）、

地方（縣）之權責明確劃分，主要管轄權為地方所有，此與我國法律有

相異之處，依據「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之主要管轄權為中央(即經

濟部)所有，地方權責則以會同勘查、失竊查處、災害防救處理等事項

為主，經詢問礦方人員日本政府機關查核火藥庫頻率為 1 年 1 次，相

較我國之查核頻率採用火藥庫風險等級制度，高、中、低風險之檢查頻

率分別為每 1~2、3、5 個月 1 次，此為例行檢查，每年 9~10 月則因應

國慶日加強國家保安，聯合內政部消防署、警政署會同檢查。 

 

圖 3.3.7 三輪礦場之一級火藥庫 

(4) 礦業開發之相關限制 

日本礦業法對開發行為是以計畫開發的範圍、海拔高度為限制，不

受年限影響，如同三輪礦場已開採 95 年，在環評法實施時已屬開發狀

態，則不需適用新的環評制度或補辦環評等機制，僅針對環評法施行後

新的開發案件才需要適用；至於日本大部分屬於國有土地，是依照使用

面積進行租用並繳納租金，並依照實際開採量進行課徵礦山稅，1 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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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幣。 

礦山開發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環境衝擊，如爆破噪音振動、殘壁安定

性、採掘面裸露、鄰近居民安全等，目前秩父市政府僅就原生稀有植物

的復育保護，要求業者辦理，其它並無特別要求或限制，亦無法令規範

地域性的居民回饋或補償措施，就開發過程中衍生的環境衝擊，主要是

由業者自主管理及改善。 

4. 意見交流 

Q1：從簡報中了解到礦場在昭和 48 年（1973 年）生產量從 680 萬公噸降

到目前生產量 110 萬公噸，請問這是有計畫性的分年開採還是配合市

場供需調節？ 

A1：由於本國並沒有所謂的展限，整體來說應該是以計畫開發的範圍及海

拔標高來約制，對於量的管控僅作為徵收礦山稅的參考（一般礦山稅

為 2-3 日幣/噸），所以生產量的減縮純粹是依照市場供需的情形來做

調節。 

Q2：從簡報中得知礦場業務均由業者自主管理（包括礦場安全監督、開採

數量、聯合開採計劃及教育訓練等），政府監管干預極少，業者遵從

政府管理，居民對礦業景觀無嫌惡印象，請問從業員工是否有當地居

民，另現階段有無企業社會責任及規劃礦業轉型的考量？ 

A2：從業員工並無當地居民，但將來如有空缺當然會以當地居民優先錄用，

附近居民未要求企業回饋，企業也未將鄰近礦區的居民列入 CSR 考

量。礦場雖已開採 95 年但蘊藏量還很多，沒有礦場轉型之規劃。 

5. 心得與建議 

水泥原料是基礎建設、交通、經濟、民生必須要件，以 Google 3D

地圖（圖 3.3.8）顯示武甲山三輪礦場與鄰近秩父市的地理輪廓，三輪

礦場開採已近百年之久，具有高度的地域性，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密切關

聯，然而隨著經濟開發趨於穩定成熟，相對水泥開發的腳步亦逐漸緩慢

下來，因此礦方人員無法明確表示可採年限及未來礦山規劃、願景，就

參訪的開採營運、環境保護（植生綠化）及安全管理等三大面向，與我

國相當之礦場相較之下，開採營運相差不多，礦場設施亦均有符合 ISO

標準，環境保護（植生綠化）方面，該礦亦表示植生綠化部分還不及我

國，當然這與氣候、地理位置有關，由於日本的冬雪及該礦區的背陽位

置，以致植物生長稀疏、不易，相較我國氣候、地理環境的先天條件，

以及因應林地相關法令的後續要求之下，我國業者已投入更多植生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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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資源，且成為亞洲地區礦業界之典範，最後，礦場安全管理方面，

我國政府部門法令限制、查核較多，日本則仰賴業者自主管理，雖政府

干預少，由礦場設施維護狀態，即可觀察出管理品質高，且自我要求之

嚴謹態度，亦是我國可加強之處。 

 

圖 3.3.8 武甲山三輪礦場與鄰近秩父市的 Google 3D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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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石見銀山 

    （石見銀山英文：IwamiGinzan Silver Mine and its Cultural Landscape） 

1. 石見銀山遺跡概要 

石見銀山（石見銀山平假名：いわみざんざん）遺址位於日本本國大

島-本州的西側，地處面臨日本海的島根縣大田市，是一座銀礦山的遺址。 

石見銀山可窺見遺跡主要由三大要素所構成：「銀礦山及礦山小鎮遺

址」、「石見銀山街道」、「港口及港邊小鎮」。 

十 

 

 

 

 

 

 

 

 

 

 

 

 

圖 3.4.1 石見銀山遺址（背景圖來源擷取 Google 地圖） 

海拔標高 538 公尺的仙之山是主要的銀礦山，目前山中已考見殘留加

工後的平地與岩盤，此外，也有超過 600 處以上的採掘地與坑道，除此之

外，與其相鄰的冶鍊場、日常生活場所遺址也完整保留有 1000 多處。 

由於礦山位處山區，沿著山麓，為形成礦山搬運及生活物資主要聚落

（大森町）聚集地，目前聚落內仍林立 19 世紀~20 世紀的建物，故到此

參訪體驗世界文化遺產，仍可窺見到因礦山開發繁榮，受榮該文化呈現

的住民生活。 

運送銀與日常物資的港口與港町的鞆ケ浦、沖泊及溫泉律中，鞆ケ浦

與沖泊尚留有加工岩盤後的殘留設施；溫泉律因港町繁榮，與其相關的

的迴船問屋與 19 世紀~20 世紀的建物仍有部分殘留。 

石見銀山遺址由上述的各要素所組成，實際上整體面積約有 530 公頃

左右。 



21 
 

西元 2007 年，以「石見銀山遺跡及其文化景觀」為名，石見銀山被

登錄為世界遺產，此時、由以上的諸點開始，該遺址呈現銀的生產到搬出

為止的礦山開發社會機構與社會基盤總體的「遺址」與「建造物群」，可

以了解當時土地利用情形與機能，而這種土地利用情形仍留存至今，該

地區為傳達明顯普世價值的「文化景觀」。 

  

 

 

 

 

 

 

 

圖 3.4.2 清水谷冶鍊所遺址 

 

2. 石見銀山遺址的歷史與地域 

石見銀山的開發源自西元 1526 年（明朝嘉靖五年），開發的肇始源自

於當時亞洲的經濟情勢，而需要大量的銀，在此時代的背景下，伴隨當時

日本僅有灰吹法的運用，經過半世紀後，該地區已發展至可以名留於歐

洲的地圖上（地圖紀載當時世界上主要銀礦產地圖）。 

透過精鍊廠與住家的發掘調查，現今可以明瞭開發初期，主要採掘集

中於仙之山的山頂（礦脈出露地表）附近至山腰處左右，現在，可以窺見

的平坦地與加工過的岩盤就是當時主要的開採地點。 

歷史考證礦山的繁榮自然會衍生支配權的爭奪，取得最後支配權的是

德川家康所建立的江戶幕府。 

礦山的開發始於 16 世紀後半最遲至 17 世紀左右，江戶時期大森町在

擁有支配權幕府強力支配下，礦山初期自然進行聚落的再編與發展，透

過發掘與當時繪圖進行比對調查，可以明瞭該聚落的土地分割。 

大森町不僅持有礦山町的機能，也是周邊村落中心所在，從礦山支配

中心的奉行所（而後的代官所皆屬地方機關）與官員居住到商人居住地

等，皆有規劃，對應相關人員的身分，規劃不同的建築物，而這建物仍有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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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3-1 石見銀山街景一隅            圖 3.4.3-2 代官所遺址 

 

再者，也應是此時開始坑道的挖掘（水平坑道）以進行採礦，這時候

的方法是在是在地表上尋找礦脈後，進行掘削的動作；也有直接貫穿礦

脈的計畫性掘削。沿這山麓可以發現這些間步（礦坑道）。 

由於良好的礦脈逐漸枯竭（依當時的技術認定），石見銀山的產銀量

雖逐漸減少，江戶時代（17 世紀~19 世紀半）礦山町仍是支配礦山主要據

點。 

江戶時代結束後，明治政府執政以後，大森由於具地區中心的地位，

於村落設置郡役所、警察署及裁判所等主要設施。礦山在 19 世紀後半，

在民間資本投資下，運用西洋的技術進行銅的開採以維持礦山的生產。

雖然產量不多，確是近代化設施出現的重要時期。 

但至此以後，國際情勢的變化與資源的枯竭，西元 1932 年石見銀山

宣告休山，也造成了該地社會情勢的改變，西元 1912 郡役所廢止以後，

警察署、稅務署及裁判所的廢除與移轉，造成該地喪失中心的地位。 

因礦山而繁榮的大森在人口的流出與高齡化等影響下，村落空屋與空

地陸續增加，可以明顯看到時代所形成的衰退。故近年對於礦山的相關

保護，與地域的存續密不可分。 

3. 保護活動的開始 

礦山在封山後，地域只能面臨衰退，最後形成無人的鬼鎮（或是接近），

這種案例十分常見，而石見銀山也步上上述道路。 

但是現在，石見銀山仍留存之前所述，殘留當時礦山作業時狀況的遺

構與村落等，皆完整的留存至今，也促成為探訪其奧妙，人潮大量的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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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 石見銀山大森町住民憲章 

 

這個狀況說不定就是登錄為世界遺產的主要原因，這點應該是無庸置

疑的。但妥善保護世界遺產的「顯著的普世價值」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換言之，石見銀山作為世界遺產，勢必進行保護的動作，故在維持地區的

存續下，配合現地的狀況，實需深思考量呈現事物背後的深意。 

 

 

 

 

 

 

 

 

 

圖 3.4.5 石見銀山世界遺產文化中心 

 

石見銀山的保護肇始於距今 50 年前（停礦休山後 60 年後），日本尚

未重視地域文化財的時代，發自地區住民保存運動（民間團體），在西元

1957 年成立「大森町文化財保存會」（以下簡稱保存會），進而開始相關

保護活動。 

在此之前，不能忽略的是尚有將石見銀山的價值宣揚於世的研究者

（圖 3.4.6）。礦山停止作業，人們開始遺忘銀山的重要性的 20 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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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研究者開始進行石見銀山的研究，該研究者有效整理石見銀山的

資料以解明石見銀山的價值。該成果完整整理於「石見銀山に關する研

究」中，此書不僅是研究成果而已，其也涵括地域性住民與多數人們對於

礦山遺跡的認知，對新研究的誘發實有一定的貢獻。該研究針對礦山自

身周圍，明白偉大價值的同時，也有效探討礦山的實質意義。 

 

 

 

 

 

 

 

 

 

 

 

 

 

 

圖 3.4.6 敘述石見銀山研究者的石碑 

 

回到文化保存的話題，該會以保護地域文化財為目的，由地區全體住

民所組成。該會由遺跡清掃活動與解說的設置開始，由地方居民本身維

護遺自先人的遺產，會的組成是自礦山開發以來，作為周邊地域中心的

大森在政治與經濟消失下，並在西元 1956 編入現在的大田市後，地域自

主黯淡下的一股振興地域的清流，這在地域衰退時該會適時挺身而出，

進行保護等基本活動，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情事。 

而後 10 年，由代官所遺址等被指定為島根縣史蹟為開端，西元 1969

年指定為國家史蹟，西元 1987 年選定大森．銀山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護

存地區，開始由行政（官方）的角度進行具法源的保護設置。 

保存會的組成造成地域新的動作，並作為世界遺產登錄的基礎，將關

係者與保護加以連結，這種關係也維持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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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1 縣定歷史建物             圖 3.4.7-2 縣定歷史建物申請修繕 

 

4. 意見交流 

Q1：主講人說道礦山的開發有相關法律（礦業法）的保護，在這個區域範

圍內，地方居民已有共識作為一個文化資產保護的地區，並計劃做為

保護區限制礦業開發，這個前提之下對於既有權益的合法礦業權者，

政府如何居中協調，另外是否有補償機制呢？ 

A1：對於既有礦業權者的權益是值得保護的，當初在這個地區仍有其他礦

業的經營有重疊在保護區範圍內，就主講人所知道就有二案例，並參

與協調；其案例一、經過居中協調且經礦山開發業者評估認為整體開

發成本（開採位置將深入海底）及獲利評估結果，認未來已沒有經營

條件下主動放棄權力。另案例二，則是經過多次協調，仍未獲共識，

但後來係老礦主因故身亡，繼承者在評估自身專業及客觀因素等條件

下，沒有積極認為要進行採礦，後來接受政府的補償（1 千萬元日幣）

後，並將礦業權移轉給政府（政府沒有再開發）。 

Q2：如何形成文史保護，係經過許多次的住民會議集體討論下取得共識，

參與對象是否有外地居民？相關經費來源為何？ 

A2：當初設立主要有一位學者山根俊久先生（中學老師）進行相關文史研

究，其成果引發當地住民的迴響進而成立相關保存會進行相關文化保

存工作，文化遺址的成立，在地居民透過許多場次的公聽會，為了地

區現在與未來，取得共識，共存共榮而存在，接著再由政府部門介入

進行地區文物保護，並透過立法程序後完整保留下來。有關經費來源

-初始籌措則由民間發起募資（原定目標募資三億日幣，實際募得經

費約四億日幣）；相關沿革為：保存會（民見團體）→地方單位（大

田市）→地區政府（島根縣）→國家單位（文化部門） ，目前經費

雖有國家保護財挹注，但實際上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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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石見銀山遺產中心館藏內發現許多的古文物及複刻品，並建立許多模

型，這些文物取得來源為何？相關模型的建立依據為何？ 

A3：館藏內的物品許多是來自地方文物保存館，但這些東西，例如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礦山開發截面圖（坑道剖面） ，據悉當時礦山礦

山閉礦封山後，由當時在礦山工作的人們自行取回，後來再由他們的

後代提供出來（目前典藏在地方文物館），至於礦坑開發三 D 模擬的

部分，則是由這些既有的資料進行加工後製而成；因為地區性的考古

作業仍在進行，所以仍有許多文物陸續出土，複刻品的背景資料即以

此為據。 

Q4：目前石見銀山地區相關從業人員為何？  

A4：目前有編制員工 15 人（負責一般行政工作），另外研究人員有 10 位

（負責研究調查工作）。 

Q5：石見銀山地區土地所有權是屬於國家或私人所擁有？對於文物留存私

有地主是否會有意見。 

A5：石見銀山地區私有土地約占 30%，其他則為國有土地，具有保存文物

位於私有土地，政府會協調地主維護保存，私有地主也會同樣的配合

辦理，共存共榮；對於如有將文化遺址的私有地，納入國有土地（收

購）的部分，政府也持續在做。 

Q6：從資料中我們了解山根俊久先生，投入石見銀山的研究及配合實際的

調查，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與在地的連結性為何？而石見銀山如還

有重要文化遺址若位在私有土地上，政府如何處理? 

A6：擔任教師的山根先生並非礦場的工作者，而是在前大田初中任職後，

研究了埋在草叢中的石見銀山的遺跡。 一本將研究結果以及在老房子

中挖掘出的舊文件的記錄一起匯總的書，發布了銀山的歷史而著稱。

現在石見銀山基金會每年仍編列 1000 萬日幣繼續購買遺址的土地，

如果住家位於遺址上但不破壞遺址可以繼續住，以維持街道的街容。 

Q7：石見銀山轉為文化遺產，當地居民以前靠礦維生，現在靠什麼維生?居

民是否大部分都遷移走了，換成另外一批人嗎? 

A7：廢掉礦以後大森町就沒有人了，但也由於銀山遺跡及村落，完好的保

留至今，吸引新一批的住民搬進來；這邊的人生活型態主要靠兩大公

司，一個是生產手指套公司、一個是服裝公司，都是在地人（大田市）

返鄉設立的公司。 

Q8：日本是否有石灰石礦停產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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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礦物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僅有金、銀、銅礦產，沒有石灰石礦山，但

是否有成為文化財的礦山，需要查證；另外涉及鋼鐵冶煉、造船、煤

炭等行業。該遺產群最初的申遺名稱為「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業遺

產群」，是對日本九州、山口地區近代化遺產工業發展遺產的總稱，

之後由於追加了部分遺產，遂將名稱變更為「明治日本的工業革命遺

產 九州、山口及相關地區」。 

5. 心得及建議 

石見銀山保護區範圍因礦山開發時期，皆為當時（江戶時代及民治政

府）的地區（政治、經濟發展）中心的地位。 

礦山在封山後，地域只能面臨衰退，最後形成無人的鬼鎮（或是接近），

原因礦山而繁榮的大森在人口的流出與高齡化等影響下，村落空屋與空

地陸續增加，可以明顯看到時代所形成的衰退，故近年對於礦山的相關

保護，與地域的存續密不可分。 

現今石見銀山對於文化財的保護，係經過廢礦後 50 年，由地區居民

自發性取得共識，認知社區的現在與未來（共存共榮）而成立，在一連串

的保護過程，並過政府部門立法，於西元 1995 年就開始醞釀世界遺產登

錄的相關活動，經過 10 年以上的努力，石見銀山在西元 2007 年正式登錄

為世界遺產。 

礦山開發遺址如何有效保護及利用，石見銀山係經歷礦山閉山封礦後

50 年才開始投入文化財的保護（日本主管機關為教育部，台灣為文化部），

以台灣地區位於新北市瑞芳區水湳洞原台灣金屬公司十三層之遺址（目

前台電公司接管），與本次考察所見石見銀山清水谷冶鍊所遺址設計及投

資者源出同門，對於文化財保護及利用（轉型）似皆有故事背景可提供後

人了解，由於牽涉層面包含土地、文物保存及法規面的配合，政府、民間

未來如何就既有文化遺址保存及利用，營造出新的存在價值，結合整體

區域再生利用，讓這些歷史文物再發光發熱促進地方風華再現，值得深

思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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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 

1. 公司概要與沿革 

日本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設立於西元 1968

年（昭和 23 年）11 月，公司目前從業人數約有 240 名人員。 

自昭和 27 年開始，該公司在日本東京及崎玉地區的河川沿岸設立砂

石工廠，昭和 39 年日本法令規範禁止開採河川砂石，因此該公司之砂石

採取區域由河川逐漸改為農、田地（如圖 3.5.1），近年來因應全球環保意

識抬頭，則以林地（如圖 3.5.2）之土石採取及再生骨材（RC）為主要工

作項目，該公司目前有 3 座碎石工廠、3 座砂石工廠及 2 座再生骨材回收

工廠。 

圖 3.5.1 農（田）地砂石開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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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2 坡地（陸砂）開採及回填作業 

 

2. 土石採取及法規限制 

日本之土石採取須依循土石採取法、森林法、爆炸物使用規範及環境

開發等相關法令規範，土地之所有權者大部分為私有土地，由土石採取

之開採方進行租用，日本政府將開採之權限交由地方政府管轄，因此與

礦業開發不同，土石採取之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土地之開採年限依管

轄縣市及開採公司之規模而定，大部分為 3 年期，倘土地屬農地之使用

租期則為 1 年期，以避免產生坑洞。 

3. 砂石開發所面臨之挑戰 

日本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表示，目前日本建設資源的原物料價格低

迷，以該公司來說，除了於日本東北地區的價格，因受 311 地震影響，需

興建道路、橋梁等設施，砂石價格未下跌，於日本其他地區的砂石價格皆

呈現低迷之情形。 

基此，日本砂石業面對此一困境，在符合政府法令規範下採行因應措

施，確保砂石業永續營運維持合理利潤，相關措施大致如下：  

(1)接受營建廢棄土石，回填到採石場開挖後凹地，兼顧土地整復及去

化廢棄營建土石方。 

(2)回收 RC 廢料做資源利用，透過循環經濟，讓可再利用的土石方循

環使用。 

(3)骨材運輸嚴禁超載（目前僅能載過去重量的一半），成本大幅提高，

如何轉嫁售價至客戶是目前努力克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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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維護、植生綠化及企業社會責任 

土石之採取及搬運容易產生粉塵、噪音及震動等環境影響，為落實企

業社會責任，日本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推動多項社會參與方案，主動

關懷與回饋社會，提供當地居民相關資金援助，並將開採完畢之區域進

行廢土回填及綠化。 

日本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表示，開採後之殘壁過去為快速達到植生

綠化之目標，以種植快速成長之外來種植種苗木為主，近年來則因環境

保育意識及日本政府政策規範，改以種植現地物種來進行植生綠化。 

另對於土石開採所產生的粉塵、噪音及震動等環境影響，以位於埼玉

縣的小川工廠為例，其為第一石產運輸有限公司所屬最靠近當地居民的

工廠，該公司透過建築物覆蓋破碎機等機具，減少對當地居民產生的噪

音及震動影響，而對於土石運輸及開採過程中所產生的粉塵汙染，採用

定時與定期灑水及清掃之方式防止飛塵，此外，每年會進行一次環境影

響評估檢定報告，若發現稀有物種則將其移植栽種。 

歸納採石礦場的環境主要對策如下 

★噪音、粉塵、震動採用建物遮蔽、覆蓋法，並定期環境監測，每年提

交監測報告。 

★場內適時灑水 

★設置輪型車輛洗車池 

★道路清掃維護 

★爆破震動屬於低頻，是最難克服的擾民問題。 

★珍貴樹種移地保育栽種。 

★砂石水洗後的汙泥經過脫水製成餅泥，因用途不多，故回填於原採石

場。 

該公司於埼玉縣熊谷地區的熊谷工廠為利用農、田地之土石採取區域，

位維護環境保育，在開採時會將表層覆土暫時搬運堆積在它處，待開採

完畢再回填農地，進行土地整復後歸還土地；整復後的土地也可以進行

土地二次利用，例如改造成為公園綠地提供民眾休憩娛樂的場址等。 

5. 意見交流 

台灣地區砂石利用與日本料源結構略有不同，目前台灣地區仍以河川

流域產出的砂石骨材為最大宗，進口以及營建剩餘土石方次之，另外日

本地區則以陸上土石採取供應為主要來源，其餘則以進口砂石（本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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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區）及再生料源為主，下圖為台灣與日本地區砂石來源說明比較。 

 

 

 

     

 

 

 

 

 

圖 3.5.1 台灣砂石供需趨勢-料源結構比較（107 年） 

 

Q1：日本國內對於砂石開採的年限? 

A1：砂石開發年限審核屬於地方各縣權責，一般年限 3 年或 5 年，各地

方不一；像本社位於崎玉縣農地砂石的年限僅為 1 年，採完立即回

填，另據瞭解山梨縣為 7 年，同時也參考過去開採表現的紀錄而定。 

Q2：日本是否有開放砂石進口? 

A2：國內砂石的供應情形自給自足，並無進口砂石；倒是有進口石灰石之

情形。 

Q3:土石採取之爆炸物使用情形? 

A3:該公司目前的開採過程中較少使用到爆炸物，但在福島縣地區的工廠，

例如檜原工廠，因地質條件較堅硬，因此有使用到爆炸物。 

Q4:土石採取的主管機關是否有礦場安全體系及安全制度查核之檢核機制?

是否有指派從事有關礦場安全之檢查、管理及調查之監督業務者? 

A4:主管機關規範每年進行 1~2 次的安全檢核，受檢單位不用繳交報告或

報表予主管機關。 

6. 心得及建議 

日本與台灣的地質環境相似，皆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受到隱沒板塊

邊界帶來的火山活動及大地作用力，因此，藉由此次考察面對面交換意見，

瞭解日本國內礦業法與土石採取業所涉及的相關規範、礦產資源開發政策

與環境生態保育之權衡措施，可以作為台灣產官及地區住民學習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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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感想  

本次變更為考察的活動首先要感謝各級長官的支持始得成行，另外在行

程的安排上大致符合原先的規劃內容進行，稍有遺憾的部分是原訂拜訪日本

石礦公會及水泥公會的行程，因為接洽規劃安排日程與該兩公會既定會務無

法更動調整，致另外安排拜訪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同時社長也是一般社

團法人日本砂利協會會長），雖少了與石礦及水泥產業公會互動交流的機

會，但也豐碩本次考察行程的多元成果；以下謹就考察的心得分述如下： 

(一) 礦業法相關部分 

經濟部礦務局為配合礦業法修法議題，前於民國 107 年間就我國礦

業權展限相關事項與各國比較蒐集資料，其中也包括日本，而本次到太

平洋水泥有限公司三輪礦場拜訪也蒐集到政府徵收礦山稅（相當於我國

礦產權利金）為 2-3 日幣/噸。 

植生復育方面政府僅就原生稀有植物的復育比較重視，並要求業者辦

理，其他也沒有特別要求或限制；至於回饋金及其他補償措施，更無法令

明訂規範要求，附近居民未要求企業應該給予回饋。 

相形之下日本社會遵守法治的國家，政府對於產業開發是正面支持的，

企業及民間則是高度自律，一切遵從法律規定辦理，地方對於產業的存

續也是正面肯定與支持，所於在現行法律的規範下也沒有爭議事件發生。 

(二) 嚴格的管理體制 

無論是礦場或是土石採取場相關作業，執行的是自主安全管理和監督

安全管理相結合的體制，以自主管理（包括礦場安全監督、開採數量、聯

合開採計劃及教育訓練等）為主，而且以武甲山地區礦場為例，礦場下方

鄰近秩父市，透過業者依據既有計畫開採作業實施自主管理，政府監管

干預極少，業者透過中央管理室就「量」及「安全監測」每月向政府申報

（資訊公開透明）也遵從政府管理，所以地方及居民對礦場作業及視覺

景觀亦無嫌惡印象。 

(三) 礦場轉型 

石見銀山為數百年前採礦設施遺址，經世居在此地居民共同努力下轉

為文化遺產，係經過廢礦後 50 年，由地區居民自發性成立經營委員會（包

括居民、專家學者等）透過相互理解及合作，認知社區的現在與未來取得

共識，另外設立石見銀山基金由個人、企業捐款，維持這個文化遺產的正

常運作，政府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門。 

對照我國目前正在萌芽階段礦場轉型議題，目前仍是多頭馬車並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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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主管法令或權責管理機關，由於轉型議題，主要涉及土地使用及文化

保存等面向問題，而且轉型議題不應只是單純礦場（點）的課綱，以石見

銀山為例應結合在地居民的意願，故在維持地區的存續下，配合現地的

狀況，實需深思考量呈現事物背後的深意，未來如何研議實值得各方借

鏡參考。 

(四) 循環經濟 

DC 水泥川崎工廠，周邊即為川崎市的工業園區，園區範圍內有鋼鐵

業、石油化工業及化工業等工廠林立，這些產業產出的物料也都是水泥

原料、燃料的來源之處，並且透過水泥窯高達 1450 度 C 以上高溫燒製原

料，可分解有害的化合物，實踐了川崎生態城的理念，把廢棄物和生產副

料當作原料進行有效利用，可減少替代一部分的礦石需求，據廠方接待

解說人員表示，該公司在西元 2014 年，回收再利用廢棄物約 47 萬噸，換

算每生產一公噸水泥可處理 655 公斤的廢棄物。 

DC 水泥公司生產水泥製程，主要原料為富含碳酸鈣之石灰石礦物，

其他副原料則加入煤灰、建築廢棄土、污泥、玻璃碎片等廢棄物，並在入

生料管研磨前將石灰石、黏土類先行烘乾，再投入生料管研磨磨成生料

後進入旋窯燒製；在燒成階段，燃料則以回收的塑料、木屑、纖維、廢紙、

廢橡膠作為替代燃料，據廠方接待解說人員表示，可代替煤炭約 30%~35%。

廠區所儲放回收的廢塑料場域，自然散發一股酸臭味，但附近居民也從

來沒有提出抗議。在水泥製程階段，會添加發電廠產出的廢石膏一起研

磨；另外鋼鐵工廠產生的高爐渣，會在水泥內添加混合，做為高爐水泥，

或直接販售研磨後的高爐渣粉，一年可處理高爐渣約 50 萬噸。 

國內目前主要水泥廠皆分布在東部的宜蘭、花蓮地區，相較台灣的西

部的地區則為鋼鐵業、石油化工業及化工業工廠林立之處，而且人口相

對少於西部地區，以日本為例的執行方式，如果單一水泥廠區可去化年

約 50萬噸之廢棄物，似可減少台灣地區每年產出苦無去處垃圾處理問題，

但台日兩地民風不同，法規適法性等仍有待相關權責單位協調改善解決

之道。 

(五) 行銷廣告的啟示 

圖 3.5.2 所示的葡萄酒行銷廣告是秩父市因為日夜溫差劇烈的內陸性

氣候從栽種到釀造販售的葡萄酒，倒不是因為好喝而回來分享。 

而是有感於這個廣告產品的背景，將三輪礦場的採掘面正面圖像帶入，

廣告形塑的意義，不但凸顯開採百年的礦業開採與農特產品業與釀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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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屬性異業，皆因來自崎玉縣秩父市地方的結合，更是具有共存共榮

的不可分割特色意義。 

藉由本次考察，對於不同類型的產業如何結合在地生活的經驗，藉由

共同行銷（結合地方創生-社區整體營造）創造不同社會價值，除可帶動

地方型產業增加能見度外，大型產業也可就近關懷地方發展，異業結盟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圖 3.5.2 秩父市葡萄酒行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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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訪花絮  

在此，特別感謝此次日本考察行程中負責出面接待解說的日本方面各單

位人員(如附表 5.1.1 日本方面接待及解說人員名單)。 

附表 5.1.1      日本方面接待及解說人員名單 

接待單位 接待人員 

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

室 
主任 辻裕紀、中澤耕介 

DC 水泥株式會社 池田和夫、中林豊 

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三輪礦場 
山下直人、古園典子、渡邉禎三、山下

光宏、町田強 

石見銀山 中田健一、長尾英明 

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 越智良幸、越智康喜、櫻井利雄 

 

 

 

 

 

 

 

 

圖 5.1.1 參訪川崎市經濟勞動局國際經濟推進室過程 

 

 

 

 

 

 

 

 

 

圖 5.1.2 參訪 DC 水泥株式會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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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參訪太平洋水泥有限公司三輪礦場過程 

 

 

 

 

 

 

 

 

 

圖 5.1.4 參訪石見銀山過程 

 

 

 

 

 

 

 

 

 

圖 5.1.5 參訪第一石產運輸株式會社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