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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幕僚單位及行政機關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報告書

出席第 8屆國際稀土開發與應用研討會

研提人單位 ：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礦業司

職稱 ：副局長、專員

姓名 ：周國棟、李正鴻

參 訪 期 間：105 年 8 月 2 日至 105 年 8 月 7 日

報 告 日 期：105 年 9 月 2 日

（本報告請檢送 1式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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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議）報告

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第 8屆國際稀土開發與應用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105.8.3~105.8.6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中國稀土學會、中國稀土行業協會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經濟部礦業司

贰、 活動（會議）重點

一、 活動性質：出席會議

二、 活動內容：

(一）2016 年 8月 3日，由中國稀土學會和中國稀土行業協會聯合主辦的“第

八屆國際稀土開發與應用研討會暨第三屆中國稀土峰會”在蘭州召開。

本次會議由蘭州大學、甘肅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工程院化

工、冶金和材料學部協辦。本項國際會議旨在交流稀土領域最新科技

進展，促進國際間稀土開發與應用研討與合作，推進稀土領域的科技

創新與發展，希望通過此次會議，能夠不斷優化與拓展這一交流平台，

共同推進稀土開發與應用水平的提升。

本次會議行程如下：

8 月 2 日：啟程報到



4

8 月 3 日~5 日：第 8屆國際稀土開發與應用研討會

8 月 6 日：參訪甘肅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8 月 7 日：返程

（二）研討會開幕式（8月 3日上午）：

1.本次研討會由中國科學院嚴純華院士主持，研討會由中國稀土學會理

事長干勇院士致開幕詞。歐洲稀土學會前秘書長班茲立教授（Prof.

Jean-Claude Bunzli）和蘭州大學校長助理賀德衍分別致辭。干院士

在致辭中表示，“中國製造 2025”與稀土行業密不可分，稀土應用對

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希望此次盛會能夠

延伸國內外稀土應用技術交流平台，促進稀土產業的國際交流，共同

探索和推進稀土開發與應用。

2.中國稀土學會秘書長林東魯、副秘書長張安文、蘭州市政府相關部門

官員和甘肅稀土新材料公司副總經理張尚虎也出席了此次研討會，該

公司除協助辦理本屆會議並於會場提供稀土相關產品展示與諮詢，另

應大會議程需要，安排與會代表於 8月 6日前往該公司位於甘肅省白

銀市之稀土冶煉分離工廠進行實地參訪，瞭解甘肅地區之稀土產業發

展概況。

3.本次會議深入探討稀土地質礦山、採礦選礦、分離冶煉、循環利用和

環境保護，稀土化學、稀土在永磁、發光、催化、儲氫、超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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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奈米材料等領域的應用。來自英國、美國、日本、德國、哈薩

克斯坦、埃及、瑞士、捷克、荷蘭、意大利等國家的代表共約 300 人

參加了會議，此次重要學術會議為中外專家、學者就稀土開發與應用

及稀土行業科技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三）大會專題報告摘要（8月 3日~8 月 4 日上午議程）：

1.意大利迪利亞斯特大學的 Paolo Fornasiero 進行「氧化鈰：能源和環

境應用的多功能氧化物」報告:

二氧化鈰（鈰，氧化鈰）是各種催化劑應用體系中普遍存在之成分，

福特汽車公司最先採用氧化鈰作為汽車轉換器中的儲氧成分，至今有

40年，除了這些行之有年的用途外，氧化鈰也正成為在環保和能源相

關應用範疇中廣泛使用之催化劑。

有關氧化鈰材料的基本特性資訊已經為人類得知，但是新的特性

及理論方法，讓我們對這些材料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幫助我們預測他

們的行為和應用潛力。此外，在材料科學領域的非凡發展，支撐了氧

化鈰在奈米級設計之靈感和重要工業催化劑合成的新願景。這種精確

結構和形態控制，加上金屬與載體相互作用的可能性之調變，有助於

提升許多工業和環境上的重要催化劑活性、選擇性和穩定性。

2.北京中科三環高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胡伯平做了「中國稀土永磁產

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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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永磁體是促成現代社會的發展的關鍵材料，與人們的日常生活

密不可分。因為富含稀土資源，使中國大陸具備稀土永磁材料開發很大

的優勢。稀土類永久磁鐵在行動電話，照相機，電腦，空調，冰箱，電

動自行車，醫療器材，汽車，火車和飛機等應用，是不可或缺之元件。

稀土永磁材料中，應用最廣的範疇當屬 Nd-Fe-B(釹-鐵-硼)磁鐵，

在所有稀土永磁材料之占比約 98.7％。在 2015 年，中國大陸的燒結釹

-鐵-硼磁鐵產量是 126,000 噸，約占世界產量的 88％;中國大陸的粘結

釹-鐵-硼磁鐵的產出為 4,000 噸，約占世界產量的 65％。

在 2005 年至 2015 年十年間，燒結釹-鐵-硼磁鐵的產量年增率在中

國大陸與世界分別為 11.7％與 10.6％；粘結釹-鐵-硼磁鐵的產量年增

率在中國大陸與世界分別為 6.7%與 3.3%。憑藉豐富的稀土資源，充足

的技術人員，生產成本低，廣大的市場，中國的稀土永磁產業將擁有燦

爛的未來。

3.日本稀土學會/大阪大學的 Nobuhito Imanaka 教授進行「C型和螢石型

稀土氧化物在功能催化劑中的應用」報告:

氮氧化物是有害於環境以及人類。在各種氮氧化物去除方法，直接

催化分解成無毒的 N2和 O2是理想的途徑之一。

氧化釔（Y2O3）是熱穩定的 C型立方氧化物之一，釔離子被铽置換

後促進直接 NO分解活性。一氧化碳（CO）是公認的高毒性氣體種類，

即使在低含量 CO氣體，一旦吸入將導致嚴重的健康危害。CO與血紅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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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結合強度如與氧氣相比，約 250 倍強，暴露於高含量的 CO氣體（特

別是超過 0.15％），將足以致命。

傳統的燃燒型CO氣體感測催化器(如鉑/氧化鋁或鈀/氧化鋁)的一

大缺點，是該類催化劑需要較高的操作溫度-攝氏 400 度，以促使 CO 完

全氧化。由於如甲烷和有害有機化合物（VOC）氣體也在如此高溫的溫

度下燃出，這種類型的感測催化器仍缺乏選擇性。最近，經由使用具

有螢石型結構 Pt / Ce0.68Zr0.17Sn0.15O2.0固體之溶液(10％重量百分比)，

成功地開發了可低溫操作之燃燒型感測催化器。該傳感器可在攝氏 70

度操作，較傳統型操作溫度低 300(攝氏)度以上。

4.工信部原材料司司長、稀土辦公室主任賈銀松在大會上發表“創新驅

動稀土行業新發展”的演講，據表示 ，“十二五”期間，中國大陸稀

土行業在行業治理、稀土應用產業和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

展，促進了稀土行業健康持續發展。 “十三五”期間，稀土行業將秉

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依靠原始創新實

現稀土資源高效利用及綠色發展，通過協同創新拓展稀土功能新材料

中高端應用新領域。

5.甘肅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文浩代表企業進行「自主創新

與產學研結合，全面推進企業技術進步」報告:

甘肅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甘肅稀土”)是中國大

陸稀土工業的奠基型企業,是由原甘肅稀土公司改制發展而來,始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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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0 月,是為保證“493”重點國防工程需要而建設的“三線”

企業,代號“903”廠。建廠初期,主要從事鈹產品的冶煉與加工,1975 年

按照中國大陸總體產業佈局轉產稀土。現為甘肅省國資委兼管的集稀

土加工分離、稀土應用材料和功能材料的生產經營於一體的大型國有

控股企業。

甘肅稀土是中國大陸火炬計劃重點高新技術企業,擁有經認定之

企業技術中心、稀土產品檢測中心、甘肅省稀土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

心、甘肅省稀土應用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和甘肅省稀土發光材料重點實

驗室等研發平台,長期與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北京大學、蘭州大學

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開展技術合作,擁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專利和專有技術。

經過 40 多年的發展,形成了稀土加工分離、稀土金屬、稀土研磨

材料、稀土貯氫材料、稀土磁性材料、稀土發光材料、氯鹼化工等七

大產業,每年可處理北方礦 TREO1.5 萬公噸,南方礦 2,000 公噸,可生

產 10 大系列、100 多個品種、200 多種規格的產品,實現了稀土元素

的高純化全分離,是中國大陸稀土行業產品品種最多,產業鏈最完整的

企業之一。

6.荷蘭阿姆斯特丹亞當斯情報研究室的 Ryan Castilloux 進行「至 2020

年全球稀土下游應用趨勢及需求預測」報告:

在未來五年內全球潔淨科技的採用和消費成長，將推動稀土需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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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點。此外，作為全球中產階級人口的不斷擴大和人均支配收入增加，

全球對於消費電子設備，汽車，家電和精製烴的需求將相應上升，助長

這類應用中稀土需求的激增。該項報告針對未來五年全球稀土需求和關

鍵的終端用途和稀土應用與過程之演變，以及因應 2020 年稀土市場可

能需求，全球將產出之稀土量等節進行說明。

7.北京浩運金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建民進行「稀土儲氫材料和鎳

氫電池的發展現狀及未來應用前景」報告:

能源危機和環境污染，使人們不斷地開發新的潔淨能源。氫能是作

為未來能源最好的選擇之一，因為它效率高，無環境污染，容易取得，

並可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氫的利用涵蓋儲氫，運輸和使用。儲氫合

金具有吸氫量大，能耗低，工作壓力低，安全性好，易於儲存，運輸和

使用，因此儲氫合金被認為是氫應用的最佳載體。

在 20世紀 60 年代發現了儲氫合金，並在上世紀 90年代開始在鎳

氫充電電池使用。自 1994 年以來鎳氫電池已在中國大陸產業化，另由

於具有稀土資源優勢，相關產業自 2000 年以來發展迅速。鎳氫電池的

生產和銷售量在 2005 年超過日本，達到世界之最。中國大陸的鎳氫電

池年產量在 2008 年達 140 億顆，之後由於鋰離子電池的競爭，該產品

之年產量不再增加甚至略有下降。

報告就儲氫材料與鎳氫電池進入市場以來之技術發展進行探討，並

強調由安全，綠色環保，資源節約和資源綜合利用等面向提升鎳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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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重要性。

8.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莊衛東教授進行「照明和顯示用稀土螢光粉」報

告:

稀土螢光粉是稀土的最重要的應用之一。教授對於新型綠色照明和

平板顯示器稀土螢光粉的發展簡短的介紹，並對光技術和市場的稀土螢

光粉發光二極管（LED）進行詳細的討論。渠並指出了稀土螢光粉的問

題，並觀察這些材料的未來展望。

9.捷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馬丁 NIKL 進行「稀土離子在快衰減和高密度

閃爍體中的應用」報告：

隨著霍夫斯塔特(R. Hofstadter)發明的碘化鈉-鉈(NaI:Tl )和碘化

銫-鉈(CsI:Tl )閃爍體的問世，人類自 1940 年代晚期開始使用單晶閃爍

體。該產品雖然高效率，價格低廉，但對於現代應用來說，他們有低密

度和閃爍反應相當緩慢之缺點。在1970年代初M. J. Weber發現Bi4Ge3O12

（BGO）閃爍體具有足夠的密度，但閃爍響應速度與碘化鈉稍可媲美，

另由於閃爍體部分發射中心驟冷因素影響，效率偏低。

自此之後人類探求快速重閃爍體在主要如醫療成像和高能物理之

高階應用。該類閃爍體是採用鈰離子(Ce3+)或鐠離子(Pr3+)摻雜之鎦離

子(Lu)，釓離子(Gd)或鑭(La)多元稀土氧化物或高密度閃爍體或鹵化

物。之所以使用 Ce3+或 Pr 3+摻雜劑是考量兩種離子的效率，以及在室

溫下均具備快速的5d-4f電子軌域放射過渡時間(20~60奈秒)和衰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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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9~20 奈秒)，也決定兩者成為閃爍響應的主要成分。

在安全方面應用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人們轉而尋求中密度，但

具有非常高光量和出色的能量分辨率的閃爍體。焦點聚集在鹵化物宿

主(LABR3，SRI2)或更複雜成分的組合物，並搭配 Ce
3+或 Eu 2+稀土離子重

度摻雜（5-10％）方式，所有的這些高階閃爍體材料均在它們的化學

組成中廣泛使用稀土離子。

（四）學術交流：自 8月 4日下午場次至 8月 5日全天議程，安排國內外

稀土開發與應用領域之相關研究人員，進行研究論文發表，就各自

之最新研究成果進行專題報告並交換意見。

1.本屆會議研究論文發表，略分為以下類別：

(1)稀土功能材料及應用：磁學及磁性材料、儲氫材料及電池、超磁致伸

縮材料、磁致冷材料、磁光儲存材料、光學晶體及雷射材料、螢光材

料及器件、高溫超導、催化材料、功能陶瓷、複合材料、生物、醫用、

農用材料等；

(2)稀土化學和物理：配位化學和有機金屬化學、生物無機化學、固體物

理和化學、物理化學及理論、溶液化學、熔鹽化學、電子結構和光譜、

分析化學等；

(3)稀土結構材料及應用：稀土在鋼和鐵、有色金屬及合金、玻璃陶瓷等

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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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稀土資源和冶金：稀土資源開採、選礦、冶煉分離、金屬及合金的製

備原理、裝備及工藝設計方法，回收利用，分析測試；

(5)生態和環境保護：廢水、廢氣、廢渣無害化與資源化，放射性防護，

生態修復。

2.本屆會議研究論文發表分為二會場舉行，會場 A研討主題為「稀土化

學與物理，稀土資源和冶金，生態與環境保護」，會場 B研討主題為

「稀土功能材料及其應用，稀土結構材料及其應用」。因本局業務係

有關礦產資源開發（含相關、選礦煉礦作業）及礦山復育與環境保護

等事項之監管業務，因此參加會場 A研討會，以擷取稀土界先進們相

關研究資訊，供國內礦產資源調查與開發，及礦山環境保育參考之用。

茲摘錄報告情形如次：

(1)佛羅里達州工業和磷肥研究所的 Patrick Zhang 於「磷酸鹽於選礦和

浸出加工流程的稀土元素回收」 報告中，說明磷酸鹽礦物已被視為

重要之非傳統稀土來源，佛羅里達州工業和磷肥研究所（FIPR 研究所）

在關鍵材料協會（CMI）所資助的一個計畫項目下，進行了從五個磷

礦開採和加工過程，將磷酸鹽經由選礦和浸出技術回收稀土元素

（REE）的詳細調查，包括胺浮選的尾礦，廢瓷土，磷礦石，磷石膏

（PG）和磷酸淤泥。該計畫確定世界上的磷礦資源總量約為 3,000 億

噸，並假設磷酸鹽礦物的平均品位為 300ppm，可回收相當於 9000 萬

噸稀土元素（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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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稀土材料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之與會代表於「包

頭稀土礦冶煉分離的新型綠色化程序-稀土在硫酸與碳酸氫鎂溶液系

統中萃取分離浸出，以及鎂鹽廢水回收的處理」報告中說明，包頭混

合稀土礦主要以硫酸法處理，包括硫酸化焙燒，用清水淋洗，再以

HDEHP 或 HEH / EHP 萃取。大量的氧化鎂粉末用於中和殘餘酸和去除

雜質，這不僅帶來了大量的硫酸鎂廢水，而且鋁，鐵和其它雜質進入

萃取系統。前者含有鈣離子，容易形成硫酸鈣沉積而將管道和設備阻

塞，同時後者是容易萃取精礦，這將極大地影響了稀土萃取能力和產

品品質。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北京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開

發了一種包頭稀土礦濕法冶煉和分離新型綠色技術。純的碳酸氫鎂溶

液可以用從該過程回收之硫酸鎂廢水和二氧化碳予以有效地和連續

地製備，這可能用以替代在硫酸化焙燒礦石浸出，中和和去除雜質，

萃取轉化和分離過程需使用的固體氧化鎂。稀土的萃取過程中鎂和二

氧化碳的再循環率分別為 90％和 95％以上。目前，該項新技術正運

用於甘肅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 30,000 噸稀土精礦加工生產線。

(3)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於「廢燒結釹鐵硼磁體的回收技

術」研究報告中說明，稀土被廣泛應用於國防及高新技術領域。近年

來，稀土資源持續為國民經濟和持續的全球供應的發展而快速消耗，

因此迫切需要回收稀土再生資源。目前，在製造過程中及在末端產品

http://www.grirem.com/en/abou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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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成的大量廢棄燒結釹鐵硼磁體含有豐富稀土。在這項研究中，原

料是來自不堪使用的永磁電動機和有缺陷的產品零件，藉由晶界擴散

技術和粉末冶金技術分別回收稀土。

(4)白雲鄂博稀土混合精礦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來源。稀土元素在氟碳鈰

礦和獨居石礦生成。處理白雲鄂博乾淨和綠色技術的混合稀土（RE）

濃縮的兩步驟氧化法可實現稀土，釷（釷），氟（F）和磷（P）的有

效回收。該方法包括兩個步驟。首先，氟碳鈰礦是由空氣和焙燒硫酸

浸出等程序而氧化，並取得含有鈰（IV）、氟與磷的浸取液。接著，

獨居石是通過鹼性物質而轉變為稀土氫氧化物，然後稀土氫氧化物之

鈰（Ⅲ）用濕空氣氧轉變成鈰（IV）。

硫酸浸出氧化後的氫氧化物後，將獲得的第二浸取液。該兩部分

含鈰（Ⅳ）浸出液中，使用 Cyanex923 於 F 和 P然後有效地共提取鈰

（Ⅳ），基於鈰（Ⅳ）的具有 F和 P高的結合得到氧化鈰，CeF3和 CePO4

-purity CeF3可以在低端釹-鐵-硼磁體置換釹和鐠，以及以 Al-稀土

合金，稀土鋼等在整個過程中的稀土元素回收率是 92％。

(5)牙買加西印度大學莫納分校安德烈 A. Reid 和 Sherene A.詹姆斯·威

廉姆森於「牙買加鋁土礦中稀土元素地球化學」研究報告中說明，

稀土元素（REE）由於在許多工業方面應用，已經成為在礦物市場的

主要商品。牙買加每年生產氧化鋁 140 萬噸，並衍生 480 萬噸的赤泥

廢料。赤泥廢料已經開採稀土的標的，並吸引了國際社會關注於該國



15

設廠試點進行稀土萃取。這項研究是為了確定可以直接從鋁土礦開

發中萃取稀土元素; 如果是的話，這裡將是適宜的地區開採，將

這些沉積物出現在經濟的數量。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繪製來確定這些濃

度的空間變化，以確定可能合適的開採地點。

（五）參訪行程(8月 6 日）：

本屆會議大會安排由甘肅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前往位於

甘肅省白銀市之稀土分離工廠參訪，該公司副總經理張尚虎引領與

會代表至稀土礦之酸萃作業區，參觀介紹旋窯與酸液回收等設備，

再前往 1500T 分離一體化生產線，展示自行開發之 DCS 分離控制系

統。接著介紹氯化銨廢液處理回收作業，氯化稀土與碳酸氫銨反應，

生成固體碳酸稀土與氯化銨廢液，該作業區由杭州水處理技術研究

開發中心有限公司（HWTT）承建，該公司係經國家科委認定之國家

液體分離膜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回收之氯化銨可販售供化工業使用，

以產出酸萃作業所需之酸液。

該公司氯化銨廢水為 1,300m3/日，經砂濾池-微孔過濾裝置-活

性碳過濾裝置後進入超濾預處理系統，然後進入電驅動膜系統。產

出淡水經逆滲透系統回收使用，而濃縮液經制冷機組裝置後進入多

效蒸發系統，蒸發冷凝液經降溫處理、砂濾過濾後回到逆滲透系統，

實現廢液零排放與廢水資源化，具有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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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議與參訪現場剪影：

1.大會會場

2.開幕式

(致詞者分別為中國稀土學會理事長干勇院士、歐洲稀土學會原秘書長班茲立教授）

3.大會專題報告

(工信部稀土辦公室主任賈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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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依序為 Nobuhito Imanaka，Paolo Fornasiero，Ryan Castilloux)

(由左至右依序為胡伯平、莊衛東、吳建民及楊文浩)

4.稀土產品展示



18

5.研討會論文發表情形 (8月 4 日下午~8 月 5 日)

6.參訪甘肅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廠(8月 6 日)

(稀土礦經酸液浸融後送入旋窯加熱) (稀土氧化物經由分離裝置處理)

(稀土氧化物分離控制系統，圖 1) (稀土氧化物分離控制系統，圖 2)

(氯化銨廢水處理，圖 1) (氯化銨廢水處理，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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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銨廢水處理，圖 3)

(氯化銨回收，圖 1) (氯化銨回收，圖 2)

(氯化銨回收，圖 3) (氯化銨回收，圖 4)

三、遭遇之問題：無

四、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心得及建議：

(一)根據本屆會議相關報告揭露之資訊，全球稀土資源分布約將近 30%賦

存於中國大陸，用以供應全球近 90%之需求。中國大陸探查所得之主

要稀土分布區域： 1.內蒙古包頭市白雲鄂博氟碳鈰及獨居石混合型

稀土礦(Bastnasite & Monazite)，與鐵、鈮、釷等元素共生，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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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鈰、鑭元素之輕稀土礦；2.四川(涼山州冕寧縣牦牛坪、德昌縣大

陸槽)氟碳鈰礦(Bastnasite，鑭、鈰、鐠、釹等輕稀土含量合計達 98%

以上，中重稀土 1%~2%)、山東(濟寧市微山縣)之氟碳鈰礦與氟碳鈣鈰

礦(井下開採，原礦品位低，市場佔有率極低)。四川稀土礦產資源集

中於攀西地區，構成一個南北長約 300km 的稀土資源集中區，主要礦

床有牦牛坪、大陸槽和木洛等，其中以冕寧縣的牦牛坪稀土礦床規模

最大。牦牛坪稀土礦中鑭、鈰、镨、釹輕稀土佔 98%以上，主要工業

礦石是氟碳鈰礦，其次為氟碳鈣鈰礦，矽鈦鈰礦等。氟碳鈰礦結晶粒

度粗細不勻，一般為 0.1mm 左右，伴生礦物有重晶石、石英、螢石等，

礦床平均品位為 1.07%~5.77%；3.南方七省(江西、湖南、福建、廣東、

廣西、雲南、浙江等省)有世界少有之離子吸附型重稀土礦，占全球

重稀土儲量比約 40%以上。離子型吸附型稀土是我國南方特有的中重

稀土資源，主要分佈在江西、廣西、廣東、湖南等南方七省。離子型

稀土礦礦床厚度一般為 8~10m，礦石主要由粘土類礦物、石英和長石

等組成，稀土元素以水合或羥基水合陽離子的狀態賦存在風化的粘土

礦物中，其稀土品位一般在 0.05%~0.3%(REO)之間。

白雲鄂博氟碳鈰稀土礦，含有放射性釷元素，稀土元素種類較多，

尾礦放射性高，提取稀土工藝較複雜，成本較高。相較於北方氟碳鈰

輕稀土礦，南方離子型稀土礦具有分布地面廣，放射性低，開採容易，

提取稀土工藝簡單，生產成本低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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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諸鄰國日本近年也興起稀土資源探查熱潮，發展深海設備進行海域

稀土資源探查作業，該國覬覦釣魚台(尖閣諸島)之週邊海域可能賦存

之豐富非生物資源，而與中國大陸產生主權爭端，近期召開之中日韓

外長會議，也針對該議題進行協商後仍未有共識；南海蘊藏之豐富資

源，也引起中國大陸與鄰近諸國爭相主權爭議，區域情勢於南海仲裁

案判決結果出爐後愈形惡化，顯見西太平洋與東南亞地區各國除覬覦

海域油氣資源開發外，更有感於稀土資源對產業與經濟發展之重要，

該戰略層次考量值得我國殷鑑。建議我方應順應世界各國爭取稀土資

源趨勢，積極參與相關資源探查，以掌握資源儲量分布並彰顯既有主

權。

(三)回顧臺灣地區對於稀土資源調查，早期僅集中於西部沿海區域之分布

之獨居石礦物(Monazite)一類，該類資源是一種富含鑭、鈰、釹、釷

等元素之磷酸鹽礦物。根據台灣地區天然資源探查資料，獨居石在全

省的概略蘊藏情形為：1.台灣北部：含量甚微；2.台灣西北海岸：桃

園，新竹及苗栗，沿西北海岸線的 18,922 公噸重砂中，含獨居石 3.4%，

蘊藏獨居石 637 公噸。3.台灣外岸沙洲：距雲林至台南間之海岸 2,000

至 8,000 公尺的 8個沙洲上，所含 135,533 公噸重砂中，含獨居石 5%，

蘊藏獨居石 6,925 公噸。4.台灣西南溪流：台灣西南海岸四大溪流，

包括由北至南之北港溪、朴子溪、八掌溪及曾文溪，此四溪流所含重

砂 23,950 公噸中，含獨居石 5%，蘊藏量 1,229 公噸。在台灣東部及



22

中西部，因交通不便，迄今尚無相關探勘。建議在原有探查基礎上，

對國內之相關資源進行進行深入之探討，確實掌握儲量資訊。

(四)近年中國大陸科技部並補助產學研界資金，進行稀土資源調查與萃取

分離技術提升及相關稀土資源回收之研究案，成果豐碩，部分更獲得

國家專利，反觀國內，學界近年雖陸續成立專責稀土研究機構，相關

研究力度與成果未如中國大陸積極與豐碩。中國大陸早期主要注重於

稀土的分離和冶煉技術，而忽視了後端的應用研究，致使在稀土新材

料的開發應用方面落後於日、美等國家，長期處於產業鏈低端。畢竟

全球最大之稀土產業市場非中國大陸莫屬，建議可思考，預先培育國

內科研與產業人力，藉由政府挹注國內產學研界朝中下游發展相關研

究所需資源，提升研究力度與研究類別，並建議與北方輕稀土科研重

鎮-包頭市包頭(包鋼)稀土研究院、南方重稀土重鎮江西贛州稀土設

計院與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廈門稀土材料研究所進行交流，並參與中國

大陸舉辦之相關研討會，借鑑相關科研與產業發展經驗，以應未來中

國大陸與他國產業市場之進入。

(五)自 2010 年中國大陸削減稀土出口規模以來，全球稀土庫存近乎耗盡，

衍生各國一連串稀土永磁體替代技術、減量技術、稀土拋光粉重複利

用等因應措施，例如：2016 年 7月日本本田汽車公司與大同特殊鋼株

式會社(總部:名古屋市東區)宣布開發出首次將兼具高耐熱性和強磁

性，完全不使用重稀土成分釹磁鐵，預計應用於混合動力車之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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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WTO 於 2015 年對上開限制措施之申訴案作出裁定，中國大

陸必須取消該措施，加以多國紛紛投入稀土生產行列（例如：美國鉬

公司，澳洲萊納斯公司），稀土原料取得將更容易，相對而言稀土市

場之供需與價格走勢，及替代材料之研究動能之後續影響，仍值得持

續關注。

(六)稀土礦開採、分離、選冶的環境代價巨大。氟碳鈰礦和獨居石多採用

露天開採的方式，對地表植被造成一定破壞，同時礦石的分離和冶煉

過程產生的廢氣及尾礦堆放會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如白雲鄂博稀

土礦每處理稀土礦產生的焙燒廢氣及尾礦，南方離子礦多採用原地浸

漬開採，可減輕地表植被破壞，但浸礦劑容易進入地下水和土壤中，

造成水體和土壤中長時間的金屬離子和氨氮超標，影響表層植被生

長，同時地表以下因浸礦劑的侵蝕，土壤結構也變得更加鬆弛，原有

的山體重力平衡被打破，存在嚴重的地質災害隱患。鑑此，中國大陸

稀土產業在 6家大型稀土企業集團的重整後，陸續就開採、冶煉水平，

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等方面進行新的研究發展取得相關突破，例如中

國大陸近期實驗以檸檬酸鹽或鎂鹽為離子吸附型重稀土原礦浸取劑，

取得更好的效果，以及四川氟碳鈰型稀土採用預先脫泥的浮選作業以

獲得更高 REO 含量與 REO 更高回收率的成果，均具有良好應用前景，

並減輕對環境之衝擊。建議我國科研與產業單位，未來持續參加稀土

資源之相關研討會議，以掌握稀土開發應用研究趨勢，並就該議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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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發展預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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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備查。

職 周國棟 李正鴻

105年 9月 2日


	(2)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稀土材料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之與會代表於「包頭稀土礦冶煉分離的新型綠色化程序-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