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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打造產業發展與生態環保兼容並顧的法令

檢討符合生態環保及產業發展的礦業開發程序、納入環境及社會成本考量，
國有資產由全民共同管理，透明化相關資訊，加強瞭解

 礦業法自19年5月26日制定公布，歷經16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105
年11月30日，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條規定少量採取礦物及除罪化，
已提出本法第6條、第72條之1修正草案，經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社會大眾對於國土資源保育、永續發展及公民參與重視，又國內、外整
體經濟、環境之變遷及資源開發技術之提昇，爰擬具「礦業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計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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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辦理事項規劃進行事項已完成事項

2月~6月 7月 8月 9月

已完成事項

 2月16日報請行政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
原住民族少量採取
礦物及除罪化規定

 參考立法委員所提
修法版本及公民團
體之訴求，預擬礦
業法修法方向。

 礦業法修法專案小
組進行條文之研擬

 經濟部提出礦業法
修正草案初稿

9/2   完成預告程序，依

各機關及各界意見

反應修正草案

9/中旬簽報本部陳報行

政院審議

7/3    進行法規預告程序

7/17 礦業法第1次研修

會議(相關機關)

7/19 立法院第2次臨時

會逐條審議礦業法

修正草案

7/20 立法院第2次臨時
會逐條審議礦業法
修正草案

2月

4~5月

6月

8/3 第1場公聽會(北)

8/10  第2場公聽會(苗)

8/17  第3場公聽會(花)

8/下旬 專家學者會議

礦業法第2次研修

會議(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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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礦業權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國家礦產，並兼顧經濟、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保障
人民權利，增進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一節 礦業權之性質與效用

第二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二條 第九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八條

第三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三條 第十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九條

第四條 暫行保留 第十一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十條

第五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五條 第十二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十一條

第五條之一(條次暫訂) 主管機關應針對各礦種蘊藏量、產業需求、就業
型態、礦場環境保育、文化衝擊、國際供需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進行評
估等事項，每五年定期提出整體產業政策評估報告，並公告之。

第十三條 暫行保留

第六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第六條 第十四條 暫行保留

第七條 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自用或非營利目
的而採取礦物，免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之地點、面積、數量、礦種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業務，得委任所屬機關（構）、委辦、委託其他
機關（構）或原住民族部落辦理之。

第十五條 暫行保留

第八條 暫行保留 第二節 礦業權之設定及展限 暫行保留

第十六條 暫行保留

第十七條 暫行保留 6



❶ 開採數量的管控

❹ 落實原住民族土
地諮商同意權

 原住民族從事非營利之採礦，供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者，免
取得礦業權 (§6、§82)

 舊案採分級補辦環評程序 (§66)

 環評期間得繼續開採 (§66)

 環評未通過者，廢止已核定用地 (§49)

 兼顧經濟與環保 (§66、§70 )

❷ 新增既有礦業權
的環保監督機制

❸ 尊重落實原住民
族採取礦物權利

 踐行原基法第21條規定，回歸該法相關條文精神辦理(§47)

 合理利用國家礦產 (§1)

 總量管制開採數量 (§15)

 礦業權設定及展限除核准年限外，增列當次核定採取量 ( §30)

7



 受理礦業申請案階段即進行資訊公開 (§29、§31)

 礦業用地申請階段增加當地居民參與機制 (§46、§47、§48)

 當地居民可瞭解礦場開發情形 (§29)

❻ 刪除展限駁回
求償規定

 調高礦產權利金(§60)

 回饋機制法制化，增列提撥一定比例之礦產權利金作為必要回
饋措施之經費(§61)

 回饋對象包含礦場所在原住民及居民(§61)

❽ 回饋原住民部落
及當地社區

❼ 保障土地所有權
人，納入調處及
裁量機制

❺ 礦區、礦業用
地資料公開及公
民參與

 礦業權者應取得多數土地使用權同意後，才能向主管機關申請

審查 (§45、§53)

 刪除備查制，由主管機關就其必要性與合理性裁量(§53)

 參考各國礦業規定，多無因限制致補償規定，故予刪除 (§33)

 明確訂有審查要件 (§33)

 增訂應駁回之情形 (§33、§40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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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 內容 現行法 修正法 修法條文

新設、展限
礦業權

1. 資訊公開 X O 29

2. 申請採取量(總量管制) X O 15、30、32

3. 經濟效益評估 X O 15、32

核定
礦業用地

1. 資訊公開、公民參與機制 X O 46、48

2. 落實原住民諮商同意權 X O 47

3. 未曾環評之用地需補做環評 X O 66

4. 補做環評期間不停工 X O 66

有爭議之
土地使用權

1. 必須先取得3/4以上地主同意 X O 45

2. 未達成協議部分可申請調處 O O 53

3. 調處不成之行政裁量 X O 53

採礦ing 地方回饋機制 X O 60、61

既有礦業權展限

1. 展限環評依環評相關規定辦理 X O -

2. 環評期間不停工 X O 13

3. 展限被駁回得請求相當補償 O X 33 9



一、礦權年限增加數量管制 (§1、§15、§30 )

Now

Next

現況
採礦權以20年為限，得申請展限，每次展限不得
超過20年。

未來
新增核定採取量，以採取年限及採取量雙重管制
手段，規範開採規模。

重點
法條
內容

§15(2) 開採構想並應敘明申請採取量。

§30 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應於礦業執照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及礦業權有效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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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入及增訂相關環保監督機制 (§49、§66、§70)

Now

Next

現況
如無新增擴大礦業用地，舊案礦業用地無需環評。

未來
❶舊案採面積及產量分級制，納入補辦環評程序

❷進行環評程序期間不停工。

重點
法條
內容

§66 中華民國○○年○○月○○日本法修正前，礦業權者於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已核定礦業用地之面積大於二公頃，且未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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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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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依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
不在此限。

二、最近五年內年平均生產量未達五萬公噸，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內準用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
十八條規定辦理環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提出因應對策，送經環境保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切
實執行。但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依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不在此限。

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提送及審核期間，於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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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繼續其開採行為。

礦業權者未依第一項期限辦理者，應依本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處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廢止其原礦業用地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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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 (§29、§31、§46、§47、§48)

Now

Next

現況
未規定公開礦業申請案資訊及相關公民參與機制。

未來
❶受理礦業申請案階段即進行資訊公開。
❷礦業用地申請階段增加當地居民、原住民參與機制。

重點
法條
內容

§46 主管機關受理符合前條規定之申請，應請礦業權者將其書圖文件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在礦業用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部落公開展覽三十日，供民眾、團體及機關於刊登或
公開展覽日之期間內於指定網站或書面表達意見後，舉行說明會。

§47 依第四十五條申請之礦業用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礦業權者應於礦業用地核定前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並將相關書面資料送主管機關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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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刪除展限駁回補償及增訂應駁回規定 (§33 、§40 、§64 )

Now

Next

現況
展限案駁回，礦業權者得向限制探採者請求補償。

未來
❶參考各國礦業相關規定，爰刪除補償規定。
❷增訂妨害公益應駁回之規定。

重點
法條
內容

§33 礦業權展限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權者不相符。
二、無探礦或採礦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有新增第二十七條所列情形之一。
四、有第四十條所列情形之一。
五、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所定無法改善之情形。
六、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礦場環境維護計畫執行或有限期改善而無法改

善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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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障土地所有權人，納入調處及裁量機制(§45 、§53)

Now

Next

現況
土地之使用經核定後，礦業權者得提存地價或租金
或補償，申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先行使用土地。

未來
礦業權者應取得多數土地之所有權人同意後，才能
申請主管機關依其必要性與合理性裁量是否核准。

重點
法條
內容

§45(3) 土地為私有時，應檢具其所有土地總面積逾四分之三之同意書。

§53 土地之使用經核定後，礦業權者為取得依第四十三條第三款取得土地同意書
以外之土地使用權，應與該土地及建物所有人、使用權人及占有人協議；不
能達成協議時，雙方均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處。

前項土地及建物所有人、使用權人及占有人不接受調處時，礦業權者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先行使用其土地，主管機關認為土地使用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時，予以核准，礦業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後，先行使用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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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加礦產權利金，回饋當地原住民及居民 (§60、§61)

Now

Next

現況
地方回饋多由礦業權者依個案自行辦理。

未來
❶回饋機制法制化。
❷調高礦產權利金，提撥一定比例作為回饋經費。
❸回饋礦場所在地之原住民及居民。

重點
法條
內容

§61 主管機關應提撥前條所收礦產權利金之一部，作為必要之
回饋措施所需經費。

前項費用之計算方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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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已申請礦業案件之處理 (§88)

Now

Next

現況
依現行規定受理審查。

未來
已申請礦業案件，目前暫緩核准，俟本法修正後
依新法規定辦理。

重點
法條
內容

§88 中華民國○○○年○○月○○日本法修正前已申請之礦業
申請案件尚未准駁者，應一律適用新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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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展限環評與補辦環評(§13、§66)

1. 展限環評將依環評法相關規定辦理，如辦理
期間予以停工，可能之影響為何？

2. 補辦環評程序將採分級辦理，礦業權者啟動
及提送案件之準備時間為何？

議題二：踐行原基法第21條諮商同意權(§47)

1. 踐行時點如於新設、展限及用地三階段均踐行，
申請人可能遭遇困難有那些?

2.踐行時點如限於用地階段踐行，申請人可能遭遇
困難有那些?

議題三：公民參與(§31、§46、§47)

1. 公民參與時點，宜於新設、展限或用地，哪
階段辦理較為妥適?

2. 公民參與方式，宜以說明會或公聽會，哪種
方式辦理較為妥適？

3. 公民參與程序，宜參照環評法規定或依§46、
§47方式辦理較為妥適？

議題四：礦區與礦業用地面積(現行§7)

1. 礦區與礦業用地面積不成比例，未來使兩者趨
於一致之可能性為何?

2. 現行礦區面積超過250公頃者，假設修法後縮減
至250公頃以下，其可行性及可能遭遇因難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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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展限核准後，礦業用地是否需
重新申請核定，可能遭遇困難及問題為
何?

議題六：保障私有地地主權益，礦業權者
提存地價先行使用他人土地之樣態及理
由?(§53)

有關「先行使用其土地…」部分，有剝奪民眾所有
權之疑慮，其必要性、妥適性及合理性為何？

議題七：關礦計畫未來將列為礦業申請
案件之必要書件(§15、§45)

1. 計畫提出時點，宜於新設、展限或用地，哪
階段提出辦理較為妥適?

2. 計畫內容宜包含那些項目?(如勞工安置等)

議題八：礦業權展限應為權利延續或新權
利賦予 (§12、§13)

議題九：回饋機制?(§61)

1. 回饋對象應包括那些?
2. 回饋比例應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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