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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赴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演講經緯

◆ 賴克富1
◆

編者註

和藹的眼神中透露著堅毅與卓視，現

年七十八歲的傑出校友賴克富學長老當益

壯，談吐與氣度絲毫不減年輕時的意氣風

發。當年年僅二十一歲的賴學長甫自省立

臺北工專畢業（本校前身），即接連考上

高等考試、礦業技師、特種考試甲級技術

人員等三種國家考試，優秀殊異可見一

斑。後更於民國 62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第

11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此殊榮亦促使本校於同年頒予傑出校友的榮譽，使其

成為第一屆第一位傑出校友。獲獎至今已四十載，尚未再有校友獲選為十大傑出

青年，賴學長亦期勉本校學子們能不斷勵進，承繼光榮母校。此外，賴學長亦曾

於民國 60年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全國優秀青年工程師」，民國 70年獲頒中國

鑛冶工程學會最高榮譽「技術獎章」，足見其跬步千里、孜孜不倦努力不懈的精

神與貢獻，數十餘載來備受各項殊榮肯定。

煤礦對於臺灣經濟起飛的貢獻至鉅，賴學長有深入的研究與體會，長年至各

大學演講，分享針對臺灣煤礦的重要知識與莘莘學子們，近日更赴北京中國礦業

大學演說「台灣煤礦業的發展與沒落」。身為一位卓有成就的校友，賴學長一直

不忘母校的栽培，不僅在演講時分享青年朋友們知足、感恩的處世道理，他也時

常以傳揚北科大之名回饋母校作為實踐，足跡遍及之處必同攜母校之光榮。昔日

傑出青年之典範，今日仍值得效尤，時時帶給我們新的激勵與啟發，期待北科大

的學子與校友們能共同將其愛校之精神發揚光大。

一、前　言

2012年 5月 22日內蒙古包頭稀土研究院由院長楊占峰教授及副院長許濤教授等六位

到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參訪，由筆者擔任介紹臺灣礦業概況。楊院長對於臺灣煤礦薄煤

層長久以來優越的開採技術大為讚賞，對將來中國大陸蘊藏量龐大之薄煤層煤礦開發，

一定會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1 礦冶科45年畢，62年台北工專傑出校友，礦業技師、本基金會監察人

賴克富學長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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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楊院長的大力推薦於 9月 11日，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正式來函邀請筆者前往

該校做學術專題講座主講人，題目為「臺灣煤礦業的發展與沒落」時間為 2012年 10月

17日（星期三）14:30—16:30兩小時。

二、行程內容

■ 10月 16日（星期二）

● 上午：臺灣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09:20出發，12:30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 下午：在礦業大學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舉辦茶話會，席間互贈禮物。

● 晚上：在礦業大學之北京交流中心，由院長王家臣教授招待晚宴。

■ 10月 17日（星期三）

● 上午：由王院長陪同拜訪校長姜耀東教授。

● 中午：由姜校長宴請午餐。

● 下午：14:30—16:30，在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民族樓學術報告廳演講，包括王院長、

教授們及學生等共約 120人，擠滿了報告廳，場面十分熱烈。

● 晚上：再由王院長招待晚宴，並由煤炭科學研究總院高級顧問朱德仁教授陪同。

■ 10月 18日（星期四）

● 上午：拜訪中國礦業權評估師協會。

● 中午：由協會黃煥良副會長兼秘書長招待午宴。

● 下午：拜訪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石材業商會。

● 晚上：由石材業商會李山麗常務副會長招待晚宴，並由前國土資源部礦產資源儲量

司司長黃幹洲先生陪同。

■ 10月 19日（星期五）

● 上午：拜訪北京中醫藥大學致謝忱 2。

● 中午：由筆者招待老師潘衛東博士等人員午餐，以答謝在北京期間之協助與照顧。

● 下午：整理行李準備回國。

● 晚上：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20:30出發，23:40抵達臺灣臺北桃園國際機場。

三、參訪單位簡介

（一）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中國礦業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由地處北京和徐州的兩個辦學實

體組成。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是在原北京礦業學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所研究型大

學。1978年，經國務院批准，中國礦業學院北京研究生部成立，恢復招收和培養研究
2 備註：筆者以前在海山煤礦服務時，因在坑內身受重傷，於民國77年（1988）10月24日在北京中醫學院（即
北京中醫藥大學之前身）參加第一屆國際醫學氣功大會，學習氣功後身體健康情形才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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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997年 7月，經原國家教委和北京市批准，成立了中國礦業大學（北京），1998年

恢復招收本科生。學校位於北京市高校雲集的海淀區學院路丁 11號，學校東眺國家奧林

匹克公園，西望頤和園、圓明園與香山，現校園總占地面積 37萬平方公尺，總建築面積

超過 50萬平方公尺，圖書館藏書 71萬冊，電子圖書 50萬冊。

中國礦業大學是一所具有礦業和安全特色，以工為主，理、工、文、管、法、經相

結合的全國重點大學，是列入國家“211工程”、“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建

設以及全國首批具有博士和碩士授予權的高校之一，是全國首批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高校。學校的前身創辦於 1909年的焦作路礦學堂；1950年學校由焦作遷至天津，更名

為中國礦業學院；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清華大學、原北洋大學和唐山鐵道學院

的相關科系調整到中國礦業學院，為學校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53年學校遷至北

京，更名為北京礦業學院；“文革”期間學校搬遷、更名，形成異地辦學格局；1978年經

國務院批准，學校恢復中國礦業學院校名，成立中國礦業學院北京研究生部；1988年更

名為中國礦業大學。1960年和 1978年，學校先後兩次被確定為全國重點高校。2000年 2

月，學校整體成建制劃歸教育部管理，成為教育部直屬高校。

學校的發展始終得到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該校正朝“進一步突出辦學特色，面向現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著力培養更多高素質創新人才，著力取得更多高水平科研

成果，為提升中國能源資源產業技術水平、為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做出新的

更大貢獻！”

學校現設有研究生院和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等 11個學院，有 1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

學科，8個國家重點學科，1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9個省部級重點學科；此外，學校還

是培養工商管理碩士（MBA）、在職工商管理碩士（EMBA）和工程碩士的單位。建有 2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1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2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個北京市重點

實驗室，20多個基礎和專業基礎實驗室，還有水煤漿世界實驗室、中日地層環境力學中

心以及國際交流中心。2007年學校成立了中國首家以能源與安全為特色的科技園 ---“中

關村能源與安全科技園”和“中國礦業大學留學人員創業園”。2008年成立了中國礦業

大學（北京）首屆董事會。目前，共有 77家能源企業成為學校董事會董事單位。學校現

有學生 12,414人，其中研究生 4,843人，本科生 5,139人，成人教育本專科生 2,432人。

（二）中國礦業大學（北京）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安全科學技術學院）

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安全科學技術學院）成立於 1998年，下設礦業工程系、安全

工程系、礦業工程研究所、放頂煤開採技術中心和安全檢測檢驗中心等單位。學院招收

採礦工程、安全工程、工礦工程、消防工程 4個專業的本科生，其中採礦工程、安全工

程（安全技術及工程）為國家級重點學科和國家級特色專業。學院有 6個碩士點、6個博

士點、1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設崗學科、2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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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專業學位工程領域，學院與企業共建一個北京市校外人才培養基地。安全工程專業

通過了教育部工程專業認證，安全工程教學團隊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教學團隊。

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現有教職工 42人，其中有中國工程院院士 2人、博士生導師 13

人、教授和研究員 17人、副教授 5人、兼職博士生導師 5人、博士後 4人。一大批中青

年學者已成為教學科研骨幹，在礦業科學和相關工程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教師隊

伍中有國家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中國青年科學家獎提名獲得者、國家傑出青年科學

基金獲得者及全國優秀教師，有教育部跨世紀和新世紀優秀人才 5人。

學院科學優勢明顯，教學、科研成果豐碩，近年來出版學術著作 20餘部、發表學術

論文 500餘篇，編寫教材 12本，獲國家科學進步獎 2項、省部級科學進步獎 40餘項，

國家發明專利 20餘項。學校在校生 1,016人，其中本科生 426人（含留學生 4人），碩

士生 375名，博士生 215名。

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今後將繼續以煤炭和相關行業培養人才、技術服務為己任，開

拓進取、求實創新，辦出自己的水準和特色，在礦業與安全領域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中國礦業權評估師協會

中國礦業權評估師協會是經國務院批准，民政部批復成立的行業社團組織，於 2006

年 3月 24日在北京成立。現有執業單位會員 134家，其中礦業權評估機構 97家，儲量

評審機構 37家。

協會是由礦業權評估師、礦業權評估機構以及與其相關的礦產儲量評估、礦山地質

測量、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諮詢等機構或人員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行業自律組織，接受業

務主管單位國土資源部、登記管理機關民政部的指導、監督。

該協會正努力建設成為深受社會和會員尊重、具有行業權威、享有聲望和公信力的

行業自律性組織。

（四）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石材業商會

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石材業商會（簡稱：全國工商聯石材業商會），是由國內具有

代表性的石材企業發起，經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全國工商聯）批准成立的全

國性行業組織，是全國工商聯直屬會員商會成員，是唯一代表中國石材行業的商會。

全國工商聯石材業商會將代表中國石材業廣大企業的共同利益，致力於石材業發展

的特點、焦點，做到求真務實、注重成效。全國工商聯石材業商會主要建設有六個平

臺：資訊平臺、國際交流平臺、技術支持平臺、經濟合作貿易平臺、法律平臺、金融平

臺；具體工作有：一是參與制定行業發展戰略規劃和年度計劃，對行業改革與發展的重

要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二是協調行業內部聯繫，制定行規行

約，推動行業自律，平等競爭；三是組織石材產品交易活動，指導流通市場有序發展；

四是承擔國家對企業標準和行業標準的制定與修改，經政府部門批准後組織實施；五是



－33－

賴克富應邀赴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演講經緯

開展行業檢查、行業評比活動；六是承擔行業的科研管理、質量管理、質量認證、質量

監督；七是負責企業統計和市場資訊的收集、分析、發布、組建行業貿易流通網路；八

是組織國際合作與交流協助會員單位開拓國際市場，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項目、招商引

資等。

全國工商聯石材業商會的目標是提高石材產業整體水準，實現中國擠身世界石材工

業強國。

經過多年發展，該商會下設的組織機構有：專家委員會、礦山委員會、市場委員

會、復合板材專業委員會、應用技術專業委員會及國際信息部等。

（五）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創建於 1956年，是新中國最早成立的高等中醫院校之一，為唯一進

入國家“211工程”建設的高等中醫藥院校，是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也是由教育

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共建的高等院校。

學校現設有基礎醫學院、中藥學院、針灸學院、管理學院、護理學院、人文學院、

第一臨床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第三臨床醫學院、國際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遠程

教育學院、台港澳中醫學部、高職部等教學機構。

目前學校各類在校生共計 24,346人，其中全日制在校生 10,936人。境外學生占全日

制在校生的 18.35%，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占全日制在校生的 27.03%。全校教職員工（包括

校本部及附屬醫院）共計 4,067人。在全國中醫藥院校中保持領先地位。

建校 50多年來，北京中醫藥大學以繼承和弘揚中國醫學為己任，已為國家培養了

30,000餘名高級中醫藥專業人才，為世界 87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 13,000餘名中醫藥專

門人才。近年來，先後與 22個國家和地區的 58所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關係。並且與解放軍總醫院、解放軍 302醫院建立了合作關係，開闢了軍地合作新領

域，構建了軍地合作新模式。

學校主辦有國家一級學術期刊《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中

醫臨床版）》和《中醫教育》雜誌，是中醫藥學術交流的重要園地。

四、相關單位簡介

（一）內蒙古包頭稀土研究院：

包頭稀土研究院成立於 1963年，1992年進入包鋼（集團）公司，是國家首批重點轉

制科研究所之一，全國最大的綜合性稀土科技研究機構。

包頭稀土研究院是以稀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為宗旨，以稀土冶金、環境保護、

新型稀土功能材料，稀土在傳統產業中的應用、稀土分析檢測、稀土情報資訊為研究的

綜合性研發機構，目前全院已發展成為規範的母子公司結構，相繼成立了十多個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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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該院的稀土等產品以其優良的質量和信譽銷往國內外。主要產品單一稀土金屬、稀

土金屬氧化物、混合稀土金屬，各種稀土功能材料及特種稀土合金。

建院近五十年來，共承擔國家科技重要計劃項目，同時為“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神

舟”號系列飛船，“中國探月工程”和“載人航太”等諸多國家重點工程，研製生產了大

量的關鍵材料和器材，為中國稀土工業的發展和現代化國防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中國煤炭工業協會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簡稱：中煤協會，英文名稱：China 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

縮寫：CNCA）。是經國家批准成立的全國煤炭行業綜合性社團組織，是國務院國有資

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管的行業協會之一。理事會由 613名理事組成，其中常務理事 215

名，現有團體會員單位 1,103家。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內設綜合部、政策研究部、行業協調部、統計與資訊部、經濟運

行部、科技發展部、人士培訓部、資產財務部、國際合作部及黨委工作部等 10個部門。

受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委託，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代管的協會（學會）有 10

個，即中國煤炭運銷協會、中國煤炭建設協會、中國煤炭加工利用協會、中國煤炭經濟

研究協會、中國煤炭機械工業協會、中國煤礦文化宣傳基金會（中國煤礦文化藝術聯合

會）、中國煤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中國煤礦體育協會、中國煤炭教育協會及中國

煤炭學會。

五、後　記

臺灣煤礦自光緒 2年（1876）基隆官礦局於八斗子開鑿臺灣第一口之直井，迄民國

90年（2001）1月新北市三峽裕峰煤礦收坑，臺灣最後一個量產的煤礦結束，正式進入

煤炭全部進口的時代，臺煤開採歷史逾 125年，因此臺灣有很豐富的薄煤層開採技術與

經驗。

例如第一，採煤機械化，海山煤礦使用日本進口之割煤機（Coal Cutter）開採 45公

分煤層，以增加生產量；第二，煤面支撐鋼鐵化，由筆者研發國內自製成功之摩擦鐵

柱，支撐於 45公分之採煤面，以確保採煤安全。這兩項是臺灣煤礦薄煤層開採的特點。

中國幅員廣闊，礦產資源蘊藏豐富，探勘技術先進，以能源礦產言之，2010年探明

煤炭儲量達 13,408.3億公噸，比 2009年增加 15.79%，2010年之產量為 33億公噸，惟

仍進口 18,471萬公噸；石油 31.74億公噸，比 2009年增加 34.7%；天然氣 3.8兆立方公

尺，增加 16.8%，其他礦產資源也有重大發現，這些成果應歸功於中國礦業教育的普及和

落實，培育諸多礦業專才，為國家所用。

礦產資源開發屬於耗竭性，總有一天採掘殆盡；薄煤層或低品位礦產開發利用，指

日可待。中國雖煤藏豐富，但已關心到將來薄煤層開發技術問題，此次應邀赴北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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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克富應邀赴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演講經緯

礦業大學演講，介紹臺灣煤礦業發展史及薄煤層開採技術經驗談，討論熱烈；同時，拜

訪中國礦業權評估師協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石材業商會及北京中醫藥大學，交談甚

歡，獲益良多。

六、致　謝

這次能順利前往北京中國礦業大學演講，首先要感謝內蒙古包頭稀土研究院院長楊

占峰教授及副院長許濤教授的推薦與聯絡。承蒙中國礦業大學校長姜耀東教授、資源與

安全工程學院院長王家臣教授；中國礦業權評估師協會黃煥良副會長、周樹榮主任；中

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石材業商會李山麗常務副會長、黃幹洲副祕書長及胡榮華秘書；北

京中醫藥大學葉華老師、戴一鳴老師等各位的熱誠招待，非常感恩，終生難忘。最後要

謝謝中國礦業大學老師潘衛東博士，從筆者在 10月 16日北京國際機場接機開始至 10月

19日離開北京送機為止，前後共有四天伴隨照顧，熱忱感人，深致最大的謝意。

賴克富學長於中國礦業大學演講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