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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主要目標在於協助提供我國參與今年APEC第 5屆礦業部

長會議之相關幕僚作業，並為準備會議談參資料與雙邊會談資料，本

研究團隊透過進行亞太區域礦業相關主題之研析，進而彙整相關研究

成果作為談參資料，並研提礦業國際參與及合作策略，進一步具體化

為我國礦業國際合作之政策建議。主要的研究內容包括中國大陸礦業

政策以及 APEC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研析。 

首先，在中國大陸礦業政策部分，係由於今年 APEC主辦經濟體

為中國大陸，並主導亞太區域礦業議題導向，本研究團隊透過研析中

國大陸礦業政策發展脈絡，掌握其最新礦業策略走向，並初步歸納中

國大陸從 2008 年訂定「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 年）」到「十

二五計畫」針對礦產之相關措施，發現中國大陸礦業政策朝向「發展

綠色礦業」，以促進以人為本的永續礦業為目標，近年來不僅在礦區

管理上投注心力，更著重在開發替代性能源，如非傳統油氣資源、都

市採礦等。然而，目前中國大陸重視的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也同時

對於礦業國際貿易造成威脅，因此，尋求貿易自由化與礦業永續發展

間的平衡，是中國大陸目前所需面對的重要挑戰。 

有關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與政策部分，由於陸地資源的耗竭，

使得海洋礦產資源探勘與開發逐漸成為各國尋找礦產來源的新焦點。

然而，海洋礦產資源的開發所面對的技術瓶頸以及主權爭議等問題，

使得全球各國不敢貿進。我國身處的東海及南海領域，近年來亦不平

靜，儘管馬英九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推動綱領，呼籲各方以和

平的方式，合作開發海洋礦產資源，但仍需進一步協商，以避免觸動

各國敏感神經。本研究團隊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條文為基礎，參考國

際案例，認為我國可依照該公約的不確定主權的海洋共同開發之臨時

安排精神，尋求與大陸、日本和南海主權等相關申索國家，在東海及



 
 

南海各海域，針對海洋礦產和漁業資源，嘗試採行共同開發的各種雙

邊臨時安排模式。 

有鑒於上揭研究成果，本研究團隊持續蒐集與研析相關資料，並

盼能對於國內礦業政策之推動與對外參與國際礦業活動作出貢獻，以

及有效協助我國以礦產進口國立場，在 APEC中扮演區域經濟合作的

關鍵角色，甚至進一步在 APEC場域與其他經濟體共同合作，俾創造

經濟利益與自然環境「雙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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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論 

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組織

的 21 個會員體，含括全球 41%的人口，占全球 GDP 的 55%，以及

全球貿易的 49%。APEC 是我國除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外，擁有正式會員身分之國際經貿組織。自從

1991 年我國以「中華台北」名義加入 APEC 以來，不僅積極參與討

亞太經濟合作議題，更透過APEC的場域，廣泛拓展雙邊與多邊關係，

並深化我國和亞太區域各經濟體之間的連結與交流。 

APEC是驅動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更是全球礦物資源最大生產

地與消費地。在 APEC大多數經濟體中，採礦與冶金工業是其國家經

濟發展關鍵，而亞太區域內生產的銅、鉛、鋅、錫，占全球總產量約

70%，煤、銅、錫的出口亦占全球總出口量的 70%以上。檢視 APEC

各經濟體，主要礦物生產國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秘

魯、菲律賓、俄羅斯及美國；主要消費國則包括美國、中國大陸，以

及日本、韓國與我國。在 APEC經濟體之間，礦業與礦產品的貿易與

投資活動相當頻繁，並成為亞太區域經濟成長的重要動能。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標 

APEC成立的主要目標，在於藉由促進區域內的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商業便捷化及經濟暨技術合作等方式，維持區域經濟的持續成長

與發展。而礦業對於 APEC區域內的經濟成長與繁榮，則具有關鍵的

作用和影響力，主要原因在於 APEC區域是全球礦物資源規模最大的

生產地與消費地，區域內生產的和消費的礦物與金屬，約各占全世界

總產量和總消費量的 70%；甚至有諸多 APEC經濟體的國內經濟成長

動力，主要來自於礦產與金屬的貿易與投資。尤其 APEC各經濟體之

間的採礦與礦產品交易活絡，長期來對亞太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更作

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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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APEC架構下的礦業部長會議，即承擔聚集亞太區

域內各經濟體高階層官員，針對區域礦業發展之政策規劃進行對話之

重要平台。第一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於 2004 年在智利召開，爾後

分別由韓國、澳洲及俄羅斯先後召開共 4次的礦業部長會議，皆對於

礦業相關貿易投資自由化、礦物的探勘與開發、礦業活動永續發展及

礦業創新發展等議題進行深度探討，並作出實質性的貢獻。今（2014）

年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的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主題定為「更

緊密的礦業合作以促進轉型與成長」（Closer Mining Coope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針對礦業貿易、環境保護、創新科技、

社會責任等礦業相關議題，從區域礦業發展主軸和全球問題進行深度

和廣泛的討論，並尋求 APEC礦業永續發展的路徑。 

除了 APEC礦業部長會議的官方活動以外，會外的雙邊會談亦為

APEC場域中極受重視的交流場合，特別是各經濟體部長層級之間的

會談更可跳脫議程之限制，不僅可直接與其經濟體部長會面交流，更

有機會洽談實質合作內容，並進行更具決策性質的承諾，也因此

APEC各經濟體部長層級代表無不把握會外時間，積極安排雙邊會議。

這對於受到外交現實制約的我國來說，APEC場域的會外雙邊會談更

是我國重要的礦業外交場合。本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協助提供我國

參與礦業部長會議部長層級代表完善的研究成果，撰寫在 APEC場域

中使用的中英文談參材料，並協助相關幕僚作業，以促成本次我國參

與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圓滿成功。 

此外，本研究亦將透過彙整相關研究成果及研擬礦業國際參與及

合作策略，進一歩具體化我國礦業國際合作之政策建議，並期盼能對

於國內礦業政策之推動與對外參與國際礦業活動作出貢獻，以及有效

協助我國以礦產進口國立場在 APEC 中扮演區域經濟合作的適宜角

色，甚至進一步在 APEC場域與其他經濟體共同合作，俾創造經濟利

益與自然環境「雙贏」的模式。 



3 
 

因此，本研究將秉持過去參與 APEC業務的豐富幕僚作業經驗和

基礎，並完成以下計畫目標： 

（一） 協助並參與今年 APEC礦業任務小組（MTF）及礦業部長會

議的幕僚作業：有鑒於我國參與 APEC 礦業議題討論的重要

性，本計畫首要目標即為協助我國代表參與本年 6 月在中國

大陸北京召開之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MRM5），本研究將提

供相關背景與中英文談參資料，並綜理幕僚作業。 

（二） 研析中國大陸礦業政策，並規劃我國與中國大陸實質可行之

礦業合作議題與策略。有鑒於今年 APEC 主辦經濟體為中國

大陸，並將主導亞太區域礦業議題導向，故本研究將透過研

析中國大陸礦業政策發展脈絡，並掌握其最新礦業策略走向，

以深化我國在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之參與，最後期能建立雙

方礦業合作新模式。 

（三） 研析 APEC 海洋礦業之國際合作案例，並研擬我國海洋礦業

合作策略與方向。有鑒於我國的陸地礦產貧乏，因此使得我

國對於海洋礦業之發展與國際合作之需求更顯迫切。本研究

將蒐集與研析國際海洋礦業之合作案例，特別是我國所處之

亞太地區的案例，並分析其成功與失敗之原因，以進一步針

對我國現況研提與其他國家在海洋礦業合作之可行策略。 

承上述，基於目標（二）及（三）的研究成果，除了在 APEC場

域內的雙邊會議中提供我國部長層級代表參用之外，本研究還將在最

後的研究成果中一併呈現出可能的合作管道，以及權責單位的整合規

劃建議，俾利落實我國礦業政策方向與 APEC礦業永續發展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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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由於本研究之屬性特殊，研究內容也有其重點需求，主要將透過

系統性的蒐集資訊與分析研究，達到預期目標與成果。以下針對研究

架構與研究方法進行相關描述。 

一、 研究架構 

根據委辦單位計畫書徵求文件所載之計畫執行內容需求說明，本

年度計畫具體工作內容，包括進行 APEC礦業部長會議幕僚作業、研

析中國大陸礦業政策、研析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以及規劃我國因

應及合作策略與方針，最後提交出國報告書和計畫成果報告書。 

本研究規劃以參與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為主軸，蒐集相關

文獻資料，包括三大部份：APEC礦業部長會議議題發展、中國大陸

礦業政策與未來發展方向，以及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與政策等，並

進行分析研究，其相關研究成果作為擬定我國參與本屆 APEC礦業部

長會議之談參基礎。 

其中，有關中國大陸礦業政策及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部分，本

研究將從中評估我國與其他 APEC經濟體的合作方向與策略，唯因計

畫時程與預算配置上的限制，這兩部份將以小規模研究的方式處理，

其研究成果以納入我國參與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之相關談參及雙邊

會談資料為優先。 

最後，依據委託單位要求，本研究撰寫並提交相關報告書，包括

出國報告書、計畫成果報告書，最後並彙整為本研究之結論與政策建

議，以作為我國未來礦業政策之參考。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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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蒐集與研析 

研析 APEC 礦業部

長會議議題與發展 

研析中國礦業政策

與未來發展方向 

評估合作方向與策略 

結論與政策建議 

參與礦業
任務小組
會議 

 

進行參訪

並召開座

談會 

研析海洋礦業國際

合作案例與政策 

擬定參與 APEC 礦業部長會議

策略並進行相關幕僚作業 

圖 1：本計畫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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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計畫主要研究內容包括 APEC第 5屆礦業

部長會議議題發展、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與未來發展方向及海洋礦業國

際合作案例與政策，本研究透過以下研究方法建構資料蒐集途徑。 

（一） APEC聯繫管道 

本研究蒐集來自於 APEC 秘書處、APEC 礦業任務小組，以及

APEC礦業部長會議秘書處之訊息，以瞭解並分析本次 APEC礦業任

務小組會議及 APEC 礦業部長之會議相關訊息及主題與議題內容。 

表 1：APEC 管道聯絡資訊 

單位 聯絡人 職稱 訊息 

APEC秘書處 Romy 

TINCOPA 

MTF計畫主任  MTF會議文件 

 MTF議程 

 MRM5議程 

 MRM5宣言草案 

 MTF會議行政公報 

APEC礦業部

長會議秘書

處 

劉文超 Programme 

Executive 

 MRM5行政公報 

1.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談參資料準備 

根據 APEC秘書處所提供的議程，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將

於 6月 27-28日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會議主題為「更緊密的礦業合

作以促進轉型與成長」（Closer Mining Coope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並設定三項次主題進行討論，分別為『促進 APEC 區

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創 新 導 向 的 成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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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driven growth）及『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本研究針對 APEC礦業部長

會議議題進行相關研析，各議題的討論內容如下表 2所示，本研究團

隊針對各議題所提供的談參資料，詳見本研究報告的附錄二。 

表 2：MRM5 討論議題與內容 

議題一： 

促進 APEC區域

內礦業更緊密的

合作 

1. 檢視亞太區域內現有之礦業鏈合作 

2. 就如何提升 APEC經濟體在資源、成本、科技

及市場上的互補優勢進行意見交換，以促進區

域內礦業的整合發展。 

3. 討論亞太區域礦業相關的礦產品貿易及礦業

投資之進一步開放、自由化與便捷化。 

4. 就如何強化礦業議題之合作機制與平台進行

意見交換，以加強礦業政策的對話並分享

APEC礦業相關資訊。 

議題二： 

創新導向的發展 

1. 闡述在促進礦業之穩定成長、轉型與發展上，

科技的現況與角色。 

2. 考量導入方法以鼓勵礦業科技創新。 

3. 討論深度探勘、綠色礦業、廣泛資源使用及非

傳統能源發展等領域中創新科技之可能合作。 

議題三： 

社會責任與共同

發展 

1. 邀請產、官、學界專家討論 APEC經濟體的礦

業和冶金活動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APEC 經

濟體礦業對於區域內永續發展之貢獻，及如何

克服全球商品市場不平衡所造成的潛在威脅。 

2. 就 APEC區域內礦業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之能

力建構現狀進行意見交換。 

3. 分享對於鼓勵礦業公司針對社會責任及案例

進行意見交流，以及廣布社會責任最佳範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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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4. 討論有關鼓勵礦業公司追求其社會責任的方

法，並檢視礦業發展在區域經濟、社會及生態

的價值與表現。 

2.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雙邊會談相關談參資料準備 

本研究亦針對本次礦業部長會議期間，擬定雙邊會談對象，並進

行相關議題研析與談參建議；其中雙邊會談對象之選擇，係考量今年

到 2016 年連續 3 年的 APEC 主辦經濟體，分別為中國大陸、菲律賓

及秘魯，以及與我國礦業相關度高之經濟體，如印尼、日本。有關雙

邊會談之對象與對應議題如下表所示，詳細談參請見本研究報告的附

錄三。 

表 3：MRM5 期間雙邊會談對象與對應議題 

雙邊會談對象 雙邊會談議題 

中國大陸 一、 我方與中國大陸礦業相關進出口現況 

二、 我方期藉由此機會建議中國大陸取消10%燃煤

出口稅，以增加中國大陸燃煤在台灣地區之價

格競爭力，有助於促進兩岸貿易 

三、 我方期待瞭解中國大陸出口砂石之品質管制

措施 

四、 我方期瞭解中國大陸的稀土管理政策的新動

向 

五、 中國大陸建議雙方指定連絡窗口，就地質與礦

產開發雙邊合作議題進行研議  

日本 一、 台日礦業相關進出口現況 

二、 向日本尋求在都市採礦上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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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一、 台菲礦產進出口現況 

二、 我方盼菲律賓提供明年主辦APEC會議之策略

與方向 

印尼 一、 台印尼礦產進出口現況 

二、 我方期進一步瞭解印尼禁止未經加工的礦產

品出口等新措施 

秘魯 一、 台秘雙邊礦產進出口現況 

二、 我方盼秘魯提供 2016 年主辦 APEC 會議之策

略與方向 

三、 探尋 APEC與「太平洋聯盟」合作機會 

3.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宣言草案與我方建議 

根據 APEC秘書處所提供的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宣言草案（請

見本研究報告的附錄四），本研究經與委託單位討論過後，提供意見

如下： 

(1) 第 3段最後增加“In doing so, there exists the need to ensure 

responsible mining which entail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mining, as exemplified by the utilization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Furthermore, the promotion of green mining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support for harmonious mining through CSR 

activities are desirable. ” 

(2) 第 7段最後一句之前增加“Most importantly, mining disputes 

should be addressed through cooperative ventures.” 

(3) 第 11 段第二句後增加“W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utilizing innovation for advancing APEC developing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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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the mining GVCs, so as to add value to the 

mining related activities.” 

(4) 第14段第第二句後增加“In particular, the support for CSR will 

lesse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ining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minimiz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vestors and the community.” 

上揭意見與本研究團隊提供之 MRM5 談參資料內容相呼應，並

可展現我方針對礦業部長宣言之積極參與與貢獻。 

（二） 中國大陸參訪行程 

本研究為更進一步瞭解今年 APEC 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在礦

業上的政策，以及今年 APEC礦業議題之走向，已於 4月 22-27日前

往中國大陸北京、重慶與成都，拜訪當地礦業相關產、官、學機構，

並購買研究使用之相關用書，本次行程如下表所示： 

時

間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上

午 

 參訪中國礦

業大學國際

合作與交流

處 

 參訪重慶大

學煤礦災害

動力學與控

制國家重點

實驗室 

 

參 訪

亞 洲

水泥 

 

下

午 

抵達

北京 

拜會國土資

源部馬永正

處長、郭洪周

工程師 

抵達重慶 抵達

台北 

晚

上 

至圖書大廈

購買研究相

關書籍 

與國土資源

部油氣資源

戰略研究中

心岳來群主

任進行訪談 

抵達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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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國大陸參訪行程，促進本研究對於中國大陸礦業相關政策

有更深入的瞭解，特別是中國大陸目前針對煤礦之管理、新能源之開

發、環境保護之重視等面向。此外，本研究團隊也在與中國大陸國土

資源部馬永正處長的會面當中，更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在本次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之具體目標與期待，包括中國大陸鼓勵各經濟體於

MTF 會議及部長會議積極提出礦業議題相關計畫、中國大陸對於

MTF 存續之立場與期待，以及盼與我方所進行的雙邊議題等；並在

本計畫中協助與促成我方與中國大陸主辦方針對會議目標之合作與

落實。有關本次參訪行程之出國報告書，請參考本研究報告的附錄

五。 

（三） 舉辦兩場專家座談會 

本研究團隊為瞭解國內礦業相關政策現況與學者及企業意見，於

今年 5月 20日及 21日召開兩場專家座談會，分別討論海洋礦業政策

與國際合作，以及礦業永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等議題，兩場專家座

談會的與會專家及討論題綱如下，詳細的座談會會議記錄，請參考本

研究報告附錄六與附錄七： 

1. 第一次專家座談會 

(1) 與會專家 

 王詠絢組長（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李瓊莉副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宣大衡副總經理（國光電力公司） 

 曾保忠組長（經濟部礦務局） 

(2) 討論題綱 

 有鑒於陸地礦產資源日趨貧乏，各國紛紛開發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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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勘礦產資源，以滿足需求。我國在創新技術開發上是

否與 APEC 經濟體有合作之機會？並試舉國際間現有之

合作案例說明。 

 目前亞太地區陸續發現海底天然氣水合物、金屬及稀土

之豐富儲藏，如日本、中國大陸等國，皆進行相關探勘

開發工作，我國與相關技術成熟國家是否有機會合作探

勘。 

 海洋礦產探勘與開發過程往往涉及經濟海域之主權爭議，

對於共同開發造成困擾。請試舉國際間現有合作開發海

洋礦產的成功案例，以作為 APEC 經濟體可遵循之參考

依據。 

 台灣四面環海，若要尋求國際合作開發周邊海域的礦產

資源，包括油氣資源、天然氣水合物、稀土、金屬等，

我國應採取甚麼樣的立場？有哪些挑戰與障礙需要注

意？ 

 其他參與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相關建議。 

2. 第二次專家座談會 

(1) 與會專家 

 丁原智所長（台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任曾平副處長（台灣電力公司燃料處） 

 何恆張首席總經理（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吳榮華副教授（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郭兆輝博士（台灣水泥股份公司） 

(2) 討論題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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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陸地礦產資源日趨貧乏，各國紛紛開發新的創新

技術探勘與開採礦產資源，以滿足對於礦產資源之需求。

這些開採的創新模式包括「都市採礦」（urban mining）

及「礦山設計」等。目前我國在礦業相關創新科技上的

發展情況如何？是否與科技成熟的國家進行交流合作？ 

 APEC 礦業部長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特別指示要提升礦業生產的效率

與潔淨、鼓勵研發及應用更符合成本效益、效率、經濟、

環境可承載及社會可接受的新探礦與採礦技術。我國在

這方面是否有具體之鼓勵措施？企業案例是否有成功案

例？  

 我國對於進口煤炭依存度達 100%，其中，燃煤發電佔總

發電力 75%以上。我國如何有效掌握煤炭進口來源之穩

定供應？另由於近年來國際間高度重視氣候變遷，在全

球二氧化碳（CO2）減量的大趨勢下，我國如何因應此

項挑戰？ 

 近年來，非傳統能源如頁岩氣、頁岩油等的重要性已相

對突出，除了北美地區頁岩氣革命成功之外，現在中國

大陸因為擁有豐富的頁岩氣蘊藏量，也積極在探勘和發

展頁岩氣，兩岸是否在非傳統油氣資源尚有合作之機會

與空間？ 

 近期礦業相關國際規約，如歐盟執委會於 2010年起引用

包含有 138 種含鎳化合物之化學危害分類，以及《關於

汞的水俁公約》（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擬降低汞在工藝品及小規模金礦中之使用，這對我國將

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我國應如何因應？ 

 今年 APEC主題之一在於探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14 
 

Chain，簡稱 GVC）議題，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更重視

從礦業部門來連結全球價值鏈，如各經濟體之間，礦物

生產及貿易平衡之議題，以及 APEC 區域的礦業如何在

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地位？ 

 其他參與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相關建議。 

本研究透過上揭管道蒐集本計畫相關資料，並因應參與本年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之主要目標，擬定本研究之章節內容，包

括「APEC重要經濟體礦業政策與關注議題」及「研析海洋礦業國際

合作案例與政策」兩部分。 

在「APEC重要經濟體礦業政策與關注議題」方面，主要針對中

國大陸之礦業政策脈絡與今年 APEC 礦業議題之分析，另亦針對明

（2015）年及後（2016）年的 APEC主辦經濟體—菲律賓及秘魯，提

供相關最新礦業政策與訊息。在「研析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與政策」

方面，則研析我國鄰近之東海及南海現勢，並蒐集國際間在爭議海域

合作開發之重要案例。上述的研究成果將納入本次參與 APEC礦業部

長會議與雙邊會談之談參資料，並可考量作為未來我國進行礦業政策

和國際合作開發相關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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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APEC 重要經濟體礦業政策與關注議題 

APEC區域是全球礦物資源最大的生產地與消費地，其主要經濟

體所生產的和消費的礦物與金屬，約各占全世界總產量和總消費量的

70%；其中銅產量占全球產量的 82%、鋅產量占 75%、鎳產量占 66%、

金產量占 64%、鋁礬土產量占 50%；甚至有諸多經濟體的國內經濟成

長動力，係來自於礦產與金屬的貿易與投資，尤其 APEC經濟體之間

的採礦與礦產品交易活絡，長期來對亞太區域整體的經濟發展作出了

巨大貢獻。不僅如此，APEC會員體針對礦產的生產量與消費量仍持

續成長，從 2000年至 2011年以來，包括有粗鋼、焦煤、鐵礦砂、銅、

鎳、鋁等礦產的生產量與消費量都有顯著的成長，其中，粗鋼和鐵礦

砂在 2010年後的生產量與消費量都是 2000年的 2倍以上。1
 

然而，近幾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衝擊，礦產品貿易和投資市場呈

現諸多不穩定因素，已導致礦產資源的供需不平衡，甚至出現礦業保

護主義趨勢，相對地，也助長海底礦產資源的探勘，以及都市採礦

（urban mining）的興起；另一方面，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礦業與社

區關係的緊張，也都對礦業永續發展帶來新挑戰。作為全球經濟成長

的領航角色的 APEC 主要經濟體，如何致力消除礦業貿易和投資障礙，

建立礦業體系的有效管理，進而推動礦業永續發展，乃成為促進亞太

區域發展與繁榮的重要關鍵因素。 

以下，本章將首先敘述本次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最新進展，並

針對中國大陸的礦業政策與現況之進行整體輪廓描述，最後，在第三

節探討 2015及 2016年APEC主事經濟體—菲律賓與秘魯之礦業政策

與關注之礦業議題。 

                                                      
1
 2012/MRM/012，The Rol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Russia’s Chairmanship of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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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議題發展2
 

本屆APEC礦業部長會議於本年 6月 27至 28日在中國大陸北京

召開，本次會議以「更緊密的礦業合作以促進轉型與成長」（Closer 

Mining Coope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為主題，並設定三

項次主題進行討論，分別為『促進 APEC 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

（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創新導向的成長』（Innovation-driven growth）及『社會責

任與共同發展』（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另外，

APEC礦業任務小組（Mining Task Force, MTF）的任期在今年底屆滿，

因此，MTF 的存續與升格問題也是本次會議的焦點之一。以下即分

別探討上揭四項議題之進展： 

一、 促進 APEC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 

有鑒於近來亞太地區礦產生產經濟體紛紛針對礦產進行出口限

制措施，包括，印尼於今年 1月執行原礦出口限制令，由於印尼是全

球最大的鎳礦出口國，佔全球鎳礦供給的 20%，導致價格持續上漲，

恐出現供應短缺問題，特別是中國近來增加精煉鎳進口量，將促使印

尼的競爭對手—菲律賓將成為全球最大鎳礦出口國；另一方面，中國

大陸聲稱為避免過去過量的開採與競爭、提高稀土資源的有效保護及

合理使用，並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利用，故進行稀土的出

口限制，而受到美國、歐盟及日本聯合向世界貿易組織控告。 

為維護亞太區域間礦業貿易之順暢，主辦方中國大陸擬透過此項

議程檢視區域內現有之礦業鏈合作、就如何提升經濟體間在資源、成

本、科技及市場上的互補優勢進行意見交換、探討亞太區域礦業相關

的礦產品貿易及投資開放，以及就如何強化礦業議題之合作機制與平

台進行交流。 

                                                      
2
 杜紫軍等，我國出席「2014 年 APEC 第 5 屆礦業部長會議」出國報告，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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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議程主要焦點集中在印尼於今年所實施的新礦業法，而印尼能

源與礦產資源部部長 Jero Wacik也在這次礦業部長會議中，特別針對

其今年所實施的原礦出口禁令（mining law No. 4）進行說明，渠表示

其政府早於 2009年即公布該法案並預留 5年時間予以各界進行準備，

並於今年 1 月 12 日開始執行。最初提出該法案的目的在於提升印尼

礦業的國內長期營利，但臨時的法規變更縮減出口禁令的實施範圍，

因此，有 66家採礦公司仍可持續出口未加工的原礦，且銅、鎂、鐵、

鉛和鋅精礦等礦產品在出口前的加工處理要求亦降低。 

然而，實施原礦出口禁令後，全球的鎳價與印尼盾的幣值隨即受

到影響，其他可能的影響還包括供應協議、運輸工具之租約、貿易協

定等都有可能因為此不可抗議之因素，而發生毀約與糾紛。特別是，

印尼占有全球鎳礦供應量的 20%，且其中最主要的消費大宗為中國大

陸，鎳價格的成長將打亂中國大陸鋼鐵生產的計畫，進而影響全球的

建築業與製造業。3
 

除此之外，印尼與全球 63 個國家簽有雙邊投資條約（bilar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包括澳洲、中國大陸、印度、韓國、馬來

西亞、荷蘭、新加坡和英國等，且印尼也是東協全面投資協定（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的簽署者之一，上揭條約顯示，

國際投資者可自各項爭議條款下，尋找印尼原礦出口禁令造成損失之

賠償。不僅國際間對於印尼的原礦出口禁令反彈，印尼礦產企業家協

會也將在印尼最高法院和憲法法院挑戰禁令內容，而因該法案受到影

響的礦工，也用上街頭抗議的方式表達對於該法案的抵制。4
 

針對印尼原礦出口禁令的實施，加拿大、汶萊、日本皆表示礦業

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與透明化是重要的，美國並表示雖然尊重印尼對

於礦產出口現制的措施，但這些保護主義的手段與 APEC自由貿易的

                                                      
3
 Early effects of Indonesia’s ore export ban, Jones Day Commentary, Febuary 2014. 

4
 Early effects of Indonesia’s ore export ban, Jones Day Commentary, Feb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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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相抵觸，我國也指出今年 5月召開的 APEC貿易部長會議也重申

APEC 反對保護主義之立場，並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從

2016年延長至 2018年，並呼籲 APEC經濟體促進穩定且開放的礦業

市場機制之重要性。故此，中國大陸主席做出結論，表示應將亞太礦

業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作為 APEC重要議題，並在當前經濟形勢

下，加強各經濟體在礦業投資與礦產品領域的合作，且各經濟體皆需

近一步改善礦業投資環境、礦業管理、加強基礎建設，並維護礦業投

資者的合法權益。 

二、 創新導向的發展 

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副部長汪民，在本次礦業部長會議中表示，

推動創新合作是 APEC優先推動領域，也是優先重要議題，礦業是技

術密集型產業，各經濟體需更加重視科技創新活動，加強國際合作，

增強科技能力，為礦業發展注入持久動力。因此，中國大陸擬在此議

程中鼓勵各經濟體分享創新在促進礦業穩定成長、轉型與發展上之重

要角色，並考量導入方法來鼓勵創新，以及盼進一步探討經濟體間可

能合作之領域。會中，本項議題主要探討方向包括促進環境保護之創

新策與技術、創新技術提升礦產附加價值、海洋創新技術發展，以及

企業投入。各經濟體分別在此議程中，分享其礦業創新技術之案例。 

馬來西亞與汶萊表示創新是促使礦業發展與環境保護達到平衡

的重要方法。馬來西亞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長 Datuk Seri G. Palanivel

並分享其礦山復墾政策，渠表示自 20 世紀以來，錫礦業已成為馬來

西亞主要的經濟來源之一，而這些過去的工礦用地以形成有礙觀瞻的

景象，據估計，需要復墾的面積達到 12 萬 7,550 公頃。有鑒於此，

馬來西亞訂定礦區與採石場復墾的總體規劃，主要確保礦業及採石活

動可在永續方式及使用對環境友善科技的前提下進行，同時也確保復

墾行動遵循永續原則，並在過去的工礦用地上增加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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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國大陸、越南與印尼則表示礦業技術的創新能夠提升礦

產的附加價值，並盼亞太區域間促成更進一步的創新技術交流與合作。

印尼並分享其透過原礦與冶金加工廠與發電廠合作之創新政策；據印

尼政府估計，至 2025 年，印尼原礦及冶金加工所需電力約

5,000-6,000MW，而原本電力主要的燃料來源—煤及其他水力發電，

將不足以支應電力需求量，因此，印尼頒布相關政策，即印尼國營電

力公司或獨立的電力生產者，可透過與冶煉廠簽署電力購買協定，提

供電力給冶煉廠，且冶煉廠亦可建立發電廠，以因應能源需求，並可

賣出過剩電力給國營電力公司。 

我國則是在 MTF 會議及部長會議中皆分享利用創新技術增進礦

產附加價值之案例。有關我國實施之都市採礦，係使用回收玻璃製作

加入柏油舖成發亮阻滑的柏油路面；此外，我國針對都市採礦所採取

的《四合一的資源回收系統》也是領銜全球之創新政策，包含「社區

民眾」、「回收商」、「地方清潔隊」及「回收基金」四個要件，並由環

保署負責向製造業、進口商或零售商收取回收基金，做為補貼回收再

利用之工作費用。我國強調，都市採礦不僅符合 APEC所強調綠色經

濟之精神、亦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同時也解決礦產資源不足的問題。

而都市採礦的議題同時也受到紐西蘭的關注，並強調應重視都市採礦

的新技術發展。5
 

海底礦產開發之技術創新也同時受到紐西蘭及我國的關注，紐西

蘭表示海底採礦是未來發展的趨勢，而我國則發言表示，由於去年在

台北舉辦「APEC 海洋礦業發展國際研討會」（APEC Seminar on 

Marine Mining Development），探討目前亞太區域各經濟體的海洋相

關政策與科技發展現況，會後所達成「促進對環境友善的海洋礦業技

術之發展」（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5
 陳逸偵、朱其樂、何振生、王文生、陳子穎，我國出席「2014 年 APEC 第 8 屆礦業任務小組會

議」出國報告，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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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for marine mining）之結論，獲得MTF成員的認可，由於

海洋礦產開發相關技術需要龐大的資金與先進技術，因此，盼 APEC

未來在此領域上進行更多的投入與合作。 

此外，企業的投入也是落實創新的重要關鍵，智利在會中表示，

應和相關企業進行合作，促進政府與私部門間的合作與協調、創造礦

業發展機會，以提高礦業競爭力，並認可 APEC就是公私部門良好的

交流平台。 

最後，主席總結表示，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具有光明前途，而礦業

管理與創新科技，有助於礦業活動提高效率並保護環境。APEC 礦業

部長鼓勵企業在礦山保護、資源利用上進行科技創新，增進永續發展。

APEC各經濟體對於鼓勵各經濟體之間在創新科技開展合作、促進經

驗技術的交流，以及提升創新科技的能力與水平上達成共識。 

三、 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 

APEC一向重視社會責任，特別是礦業部門更需要企業落實社會

責任以促進礦業之永續發展。APEC 於 2004 年在智利舉辦的第一屆

礦業部長會議後公布的「安多法加斯大宣言」就指示『提升礦業生產

的效率與潔淨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並『促進礦業與受採礦作業影響

的當地居民之和諧文化』。中國大陸主辦方並盼在本議程中探討亞太

區域內礦業企業的社會責任之能力建構與現況，鼓勵礦業公司追求其

社會責任。本項議程中主要討論方向包括維護人員安全、環境保護，

以及相關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之建立。 

紐西蘭與汶萊強調礦業安全的重要性，特別是紐西蘭近年來經歷

嚴重礦災，造成 29 名礦工喪命，因此認為應促進健全的立法，以構

成強健與安全的採礦環境。另外，紐西蘭並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認

為有必要維持環境保護與礦業發展的平衡，且礦業企業應落實社區發

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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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之訂定，加拿大表示其政府於 2009 年為

採礦企業制訂新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包括支持企業社會責任能力建構、

促進國際合作，並創造企業社會責任爭議協調平台。並認為政府應提

升社會責任行為，且應強制執行法規。 

中國大陸主席並做出結論，表示礦業社會責任對促進礦業永續發

展意義重大，其中包括擴大社會社區參與意義、促進資源發展、實現

礦山安全生產、保障礦工安全、促進社會安全，以永續礦業開發。且

認為政府部門應積極爭取與礦業企業進行合作，不但要加強對礦業企

業之支持，也要促進社區支持礦業企業。主席並決議 APEC經濟體應

深度研究礦業對於社會經濟之影響，並支持 APEC各經濟體在企業社

會責任上進行交流與合作。 

四、 MTF存續與升格問題 

MTF於 2012年獲得 APEC資深官員同意，將其任期展延為 3年

至 2014年底，因此，MTF今年又將面臨期存續問題。從近年來所召

開的MTF會議中得知，我國、中國大陸、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

澳洲、越南、泰國皆曾表態支持 MTF 升格為常設之工作小組，而

ABAC 今年亦開始重視礦業議題，不僅在本年第 8 屆 MTF 會議中召

開礦業企業論壇，並於礦業部長會議中表態支持MTF的存續與升格。

美國對於討論 MTF 存續的問題則一直存有疑慮，在 2012 年 MTF 上

一次面臨任期屆滿期間，美國就認為應先解決 MTF 存續問題，而不

該討論升格問題；本次MTF會議期間，美國則表示不該在 MTF會議

中討論有關 MTF 存續問題，而應該由資深官員層級指示，此說法並

受到智利的挑戰，認為 MTF 有權對於自身的存續或升格向資深官員

提出說明。然而，美國的態度似乎在本次的礦業部長會議期間有所轉

變，在 ABAC表達其對於 MTF展延與升格的支持之後，美國接續發

言表示希望未來繼續與各經濟體在此議題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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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 MTF 存續之問題，SCE 委託澳洲 Auspex Strategic 

Advisory公司的顧問 Vincent Hudson針對MTF效能所進行的獨立評

估，也於本年 8月 APEC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完成，該獨立評估報告針

對 MTF未來發展提出以下建議，首先建議 MTF與其他 APEC次級論

壇發展特定的合作計畫，並認為 MTF 應與能源工作小組（Energy 

Working Group, EWG）合作發展天然氣與其他能源來源之最佳利用；

第二，有鑒於礦業對於 APEC的重要性及MTF正與 ABAC所建立之

新關係，該報告認為這是支撐MTF存續的重要因素，但MTF仍面臨

需落實工作的挑戰，因此，該報告建議 MTF展延 4年，才能讓MTF

得以有充分的時間轉型成為一建構在落實計畫基礎上之礦業合作平

台；再者，該報告指出目前 MTF面臨最大的挑戰為MTF的領導，其

中有關MTF主席與副主席的遴選，該報告指出，MTF顯然並未按照

其根據 APEC Guideline 所通過的原則，即主席以選舉方式產出，一

任採兩年制，副主席則由APEC主辦經濟體輪替來進行，該報告認為，

對於 MTF 未來發展來說，清楚且固定的主席遴選方式是重要的，此

外，該報告也建議應建立主席之友（Friends of th Chair）機制，以協

助 MTF 落實優先領域，同樣地，籌備礦業部長會議之 Steering 

Committee也需要實際運作。6
  

另一方面，該獨立評估報告特別指出 MTF 計畫申請到 APEC 經

費之比例偏低之問題，由於礦業相關計畫多半僅能放在申請補助的第

三順位，而這多半申請不到經費，降低經濟體提計畫之興趣，也因此

智利在第三次APEC資深官員會議期間提出在APEC經費補助項下增

列“sustainble mining”項目，盼能列入 APEC經費申請的特別項目中，

然而，資深官員於會中並未對此做出決議。 

在 MTF 智利籍主席的積極推動、ABAC 的大力支持，以及美國

                                                      
6
 APEC SCE,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on planned collaboration set out in annual workplans. 
201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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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不反對的情勢下，本次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亦對於 MTF 工作表示

滿意，並認為 MTF 應訂定與落實行動計畫，以促進亞太區域礦業合

作，有鑒於此，甫於本年 9月召開的 APEC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中，

仍通過 MTF展延 2 年至 2016 年之決議，確立 MTF未來之存續；儘

管最後資深官員並未按照 SCE 獨立評估報告的建議給予 4 年的展延

期限，但該報告之建議對於未來MTF發展仍有指標性影響。 

我方未來應持續強力支持 MTF 的存續與升格，主要係我國雖然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獲取礦產資源的途徑增多，但產業發展卻越來越

依賴外部能礦資源的穩定供應，且幾乎所有礦產資源完全仰賴進口，

造成我國經貿發展常受限於國外能礦政策的影響，因而無法有效推動

礦業永續發展計畫；因此，我方藉由積極參與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任

務小組會議，方能充分掌握國際礦業發展情勢，並積極尋求國際礦業

合作的議題，強化我國與APEC會員體之多邊及雙邊會談，瞭解APEC

各經濟體之礦業政策與國際礦業市場信息，從而落實我國與各經濟體

間的實質礦業合作。7
 

 

 

                                                      
7
 彭志雄，2014 APEC 第五屆礦業部長會議參加紀要，APEC 通訊，2014 年 7 月。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24 

 

第二節 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與關注議題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疆域遼闊、成礦地質條件優越、礦種齊全、資

源總量豐富的國家，並且是具有其自身特色的一個礦產資源大國。中

國大陸從 60 多年前開始展開大規模礦產地質勘查工作，其目前已發

現的礦產有 168種，探明有一定數量的礦產有 153種，其中能源礦產

有 8種、金屬礦產有 54種、非金屬礦產有 88種、水氣礦產有 3種，

探明儲量潛在價值僅次於美國及俄羅斯，位居全球第三位，是世界上

礦產資源最豐富、礦種最為齊全的少數國家之一。以下，再詳述中國

大陸所擁有的三類礦產： 

（1） 能源礦產：中國大陸的能源礦產是其礦產資源中極為重要的部

分，包括煤礦、石油及天然氣，係全球及中國大陸本身消費能

源的主要來源。此外，頁岩氣、油頁岩、鈾、釷、地熱等亦為

中國大陸境內已探明儲量的能源礦產種類。值得注意的是，近

幾年來勘查新增探明地質儲量超過億萬噸的油田有 4個，超過

千億立方米的氣田有 3 個，以及約 50 億噸級的煤田有 4 處，

內蒙古大營地區也發現大陸最大的超大型鈾礦床。8
 

（2） 金屬礦產：中國大陸的金屬礦產資源種類齊全、儲量豐富且分

佈廣，目前已探明儲量的礦產有 54 種，包括鐵礦、錳礦、鉻

礦、銅礦、鉛礦、鋅礦、錫礦、鎢礦、銻礦、金礦、銀礦等。 

（3） 非金屬礦產：中國大陸非金屬礦產種類豐富，目前已探明儲量

的非金屬礦產有 88 種，包括金剛石、石墨、硫鐵礦、水晶、

磷礦、鉀鹽等。 

近來中國大陸有鑒於科技需求，遂把廣泛地應用在資通訊科技、

新能源及新材料產業中的稀土、稀有金屬、稀散元素、鉑族、輕金屬

                                                      
8
 「2013 中國礦產資源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編，地質出版社，北京，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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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金屬等 7 大類、共 39 種礦產，賦予「新技術礦產」之新分類，

又稱為「新技術礦產」。 

儘管中國大陸的礦產資源有以上優勢，然而卻也面臨下列多項挑

戰，包括：第一，礦產資源總量固然豐富，但由於人口眾多，因此平

均每人可分配到的資源仍相對不足；第二：礦產質量不均，貧礦多、

富礦少；第三：超大型礦床少、中小型礦床多；第四：共生伴生礦多、

單礦種礦床少。 

一、 中國大陸礦業政策與發展脈絡 

（一） 2008年「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年）」 

中國大陸早在 2008 年就訂定「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08-2015

年）」，其中提出了發展綠色礦產的明確要求，並確定了 2020 年基本

建立綠色礦山格局的戰略目標，並為落實其目標，在上述規劃就發展

綠色礦業及建設綠色礦山提出指導意見，包括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推動經濟方法方式之轉變、發展加快轉變礦業發展方式之途徑、落實

企業責任並加強行業自律。 

發展綠色礦業及建設綠色礦山的重要意義，是大陸貫徹落實科學

發展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選擇，將以資源合理利用、節

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以及促進礦地和諧為主要目標。尤其礦山企

業更要認真履行社會責任，全面開展綠色礦山建設，加大投入、改進

生產技術，優化生產布局，加強環境保護，促進資源開發、環境保護

和礦區和諧之協調發展。 

（二）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為發展礦業，加強礦產資源探勘、開發利用和保護工作、保障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前及長遠之需要，中國大陸人大常委會根據其憲

法，於 2009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規範礦產資源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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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與開採之評估、及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採礦。該法案係為中國大陸

礦產相關措施所依據之法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明文規定，礦產資源屬於國家所

有，由國務院行使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而設立礦山企業必須符合國

家規定的資質條件，由審批機關對其礦區範圍、礦山設計或者開採方

案、生產技術條件、安全措施和環境保護等進行審查，合格者方予批

准。至於開採石油﹝天然氣、放射性礦產等特定礦種的，可以由國務

院授權的有關主管部門審批，並頒發採礦許可證。9
 

（三） 2012年「中國礦產資源報告」 

隨著中國大陸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加快推進，礦產資

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國際礦產資源市場競爭激烈，要循著國際市場

獲取資源越發困難，因此，儘速找尋礦藏、增強礦產資源保障能力等，

已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性問題。因此，2012 年，

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編制「中國礦產資源報告」，將中國大陸地質礦

產調查、地質探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礦產品市場及礦山地質環境

保護等主要進展進行彙整與盤點，以利下一步的礦產開發與運用。 

（四） 「十二五計畫」針對礦產之相關措施 

為加強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全面提高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效

率和水平，加快轉變礦產發展方式，立足國內提高資源保障能力，推

進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中國大陸按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礦產資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有關要求，以

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全國礦產資源規

劃〈2008~2015 年〉」，制定了「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十二五”規

劃」。 

                                                      
9
 「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全國人大常委會，2009 年 8 月 27 日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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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規劃提及「十二五計畫」對於中國大陸礦業勾勒出未來戰略與

方向，明確地規劃了礦產資源管理的政策方針，並要求落實節約優先

戰略，以全面實行資源利用總量控制、供需雙向調節、差別化管理，

大幅度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提升礦產資源保障程度。同一規劃還

預期，通過加強綜合利用、科技攻關和工程示範等，將盤活一批難利

用礦產資源，促使資源利用達到「從無礦到有礦、從小礦到大礦、從

一礦到多礦、從貧礦到富礦」的效果，對於提高大陸國內資源保障能

力，加快轉變資源利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0
 

（五） 「習李體制」時代的中國礦業政策 

2012 年中國大陸前總理溫家寶曾明確指示要發展綠色礦山，隔

年，時任副總理的李克強亦指出加強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是加快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任務，進一步引用「十

二五計畫」強調「發展綠色礦業、強化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之

重要性，並承諾將發展綠色礦業和建設綠色礦山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預計今後 10 年，中國大陸政府將會加強落實「中共十八大報告」揭

櫫的生態文明建設之強化，而發展綠色礦業更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面向。 

中國大陸政府認為發展綠色礦業是一個契機，並規劃透過以下途

徑，包括促進綠色礦山與和諧礦區建設、促進資源節約與循環經濟建

設、推進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實現找礦重大突破、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實現礦業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推動以人為本，改善並提高礦業

職工生產與生活條件等，達成「綠色礦業、美麗中國」之遠程目標。 

特別是，邁入「習李體制」的中國大陸業政策，還強調以和諧礦

區、調整產業結構，以型塑與環境及社區親善的綠色礦業，而這也同

時與今年 APEC礦業部長會議的討論議題內容，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

                                                      
10

 「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十二五”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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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技術等面向不謀而合，可見中國大陸將 APEC場域作為延伸

其內政之國際平台。 

二、 中國大陸關注之礦業議題 

（一） 礦產貿易 

中國大陸礦業貿易額從 1986 年起迄今有急遽增長，進出口值從

162億美元成長至 10.3千億美元，主要的進口礦產品包括油氣、高品

位鐵礦石、銅及銅精礦砂、氧化鋁、高品位錳礦石、鉻鐵礦、鉀等；

主要出口礦產品有煤、焦炭、鐵合金、鉛、鋅、錫、銻、鉬、鎂、稀

土、各類非金屬產品如石墨、螢石及石材等，其中，稀土佔全球總產

量 50%。11
 

根據 2013 年資料顯示，中國大陸與 APEC 經濟體的貿易總值為

5,374億美元，佔中國大陸與全球貿易總值（10,318億美元）的 52%，

顯示與 APEC 經濟體間的礦業貿易佔有中國大陸總體礦業貿易的一

半比重以上；其中，與中國大陸礦業貿易額最高的 APEC經濟體前三

名分別為澳洲（873億美元）、香港（629億美元）及韓國（598億美

元）。12
 

中國大陸是全球礦產的主要生產國、出口國及進口國，大宗的礦

產品進口到中國大陸，可帶動某些富礦國家的經濟成長，同時也促進

中國大陸自身的工業化、都市化及現代化，因此，穩定的礦業貿易政

策，對於礦產生產者及消費者來說都是重要的，而中國大陸近年來也

針對其主要礦產進行相關整頓，包括煤炭與燃煤、鎳礦及稀土等。13
 

1. 煤炭與燃煤 

中國大陸的煤炭生產量，2012 年高達 36.5 億噸，2013 年為 37

                                                      
11

 China, Mineral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PEC Economies, 8
th

 Mining Task Force Meeting, 2014。 
12

 同上。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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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噸左右，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但煤炭產量的年增加量則由 10

年前的年增加 2億多噸降至 5,000萬噸左右，加上煤炭消費量也逐年

大幅下降，已導致煤炭企業經營更加困難。14今年 1 月間，大陸國家

能源局召開跨政府部門的全國煤炭工作座談會，突出煤炭工作要解決

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1〉、努力促進煤炭行業的平穩運行；〈2〉、

利用煤炭供大於求帶來的時機，推動煤礦企業的兼併重組；〈3〉、進

一步發揮規劃的指導作用，著力優化煤炭發展布局；〈4〉、大力作好

煤礦瓦斯抽取利用；〈5〉、推動煤炭清潔利用；〈6〉、積極建設統一開

放、競爭有序的煤炭交易市場體系。15
 

過去中國大陸曾是煤炭主要出口國家，但近年來因國際煤炭市場

價格相對低落，2013 年大陸的煤炭出口量持續保持低成長，加上目

前大陸的經濟結構正處於調整階段，短期內煤炭消費難以實現大幅成

長，出口速度在度恢復成長的難度較大，相對旳，受到煤炭產能過剩

的因素影響，固定資本投資的成長同樣欲振乏力。16
 

另外，過去中國大陸以零關稅的方式鼓勵煤炭出口，後因中國大

陸國內煤炭消費增長，出口逐年下降，煤炭進口則快速增加，並從

2005 年開始，煤炭政策不斷鬆綁，取消進口關稅。目前中國大陸煤

炭出口已獲得有效控制，未來若要進一步限制煤炭出口，則僅進一步

減少煤炭出口配額或上調出口關稅，然而，中國大陸每年的煤炭出口

配額僅佔其國內煤炭產量的 1%，因此，煤炭出口對於其國內煤炭市

場的影響已越來越小。 

而在燃煤部份，中國大陸的神華及中煤兩家公司曾分別與我國台

電公司及中鋼公司皆有貿易往來。我國台電公司主要向其進口燃煤，

於 2007年分別與該兩家中國大陸公司簽訂長約，並將於 2016年到期。

                                                      
14

 「煤炭年產量增幅降到 5000 萬噸」，人民日報，2014 年 1 月 16 日。 
15

 「國家能源局組織召開全國煤炭工作座談會」，中國能源月刊，2014 年 2 月號。 
16

 「2013 年我國煤炭市場形勢分析」，中國能源月刊，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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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國大陸於 2008年大幅提高關稅，特別是針對燃煤部分有 10%

的出口關稅，不僅加重我國的到岸成本，中國大陸燃煤價格恐也使其

在我方招標時的競爭力較弱，未來是否能夠續約則充滿變數。儘管我

國台電公司的燃煤來源主要為澳洲及印尼，雖然中國大陸燃煤的價格

與品質皆不如澳洲與印尼的燃煤，且又設置 10%出口稅，然而基於供

煤來源之分散原則與穩定度，台電公司仍然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取消

10%之關稅，以利雙方未來持續合作。 

2. 鎳礦 

中國大陸本身即有鎳礦資源，根據「2013 中國礦產資源報告」，

大陸已查明的鎳礦儲量，2011年有 938.2萬噸，2012年有 914.6萬噸，

減少了 2.5%。但因鎳礦的開採量有限，無法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所

以大陸的鎳礦進口幾乎來自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其中印尼所佔比例超

過 50%，已對大陸的鎳礦取得安全造成很大威脅。特別是受到印尼原

礦出口禁令的影響，中國大陸使用鎳礦原料的冶煉企業與不鏽鋼企業

因有 80%來自於印尼，再加上本身的生產設施的限制，替代產地的礦

來源臨時取得不易，因此營運受到嚴重打擊。17
 

印尼的原礦出口禁令於本年 1 月 12 日正式生效，印尼政府已停

止所有原礦出口，印尼的採礦企業必須在當地冶煉或精煉後方可出口。

儘管印尼政府所頒布的此項禁令遭到一些礦業公司的反對，由於受限

於基礎設施，礦業公司勢必將耗費巨大的成本建設冶煉工廠，且礦業

公司可能因此不得不削減 60%的產量，因此導致必須進行當地員工的

人力精簡，因此，印尼政府妥協，初步允許在印尼的 66 家礦業公司

繼續出口精礦至 2017 年，包括銅、猛、鉛、鋅和鐵，但鎳礦和鋁土

仍在禁止出口的品項中。由於印尼每年鎳礦產量佔全球總量的 15%，

因而導致國際鎳價上漲接近 40%。 

                                                      
17

 「インドネシア礦石禁輸、中國のニッケル生產直擊」，日本經濟新聞，2014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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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礦石經過冶煉後的鎳礦製品可分為三類，包括鎳含量超過 90%

的鎳錠，其價格被視為是國際價格的指標，另外，還包括有鎳含量約

18-40%的鎳鐵合金及鎳含量在 15%以下的鎳銑鐵，而目前在中國大

陸出現供不應求狀況最為嚴重的為鎳銑鐵。鎳銑鐵由於價格低於鎳錠，

因此從 2005 年起迅速在中國大陸擴大市佔率，至今中國大陸所需鎳

銑鐵的量已佔全球的 20%，且美國高盛公司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中

國大陸的高需求量是造成全球連續 4年出現鎳供過於求的主因。 

近年來，由於鎳銑鐵的價格過於昂貴，因此中國大陸許多不鏽鋼

企業改用鎳鐵合金做為替代品，擴大了鎳鐵合金的利用，但是鎳鐵合

金的供給有限，且大部分亞洲的鎳鐵合金企業由於生產設施的原因，

僅能採用印尼、菲律賓和新喀里多尼亞等赤道地區的礦石，而無法使

用俄羅斯或加拿大產地的礦石取代，因此供貨來源受到限制。儘管如

此，中國大陸的鎳銑鐵企業未緩解供貨不足的狀況，已開始計畫前往

印尼建設冶煉廠，以避免印尼進指原礦出口之衝擊。18
 

3. 稀土 

全球主要的已開發國家為促進新能源和資通訊科技產業之發展，

以提升其國家競爭力，均紛紛針對新技術礦產制定戰略規則。其中，

稀土問題更是中國大陸當局所關切，並與國際礦業市場息息相關的議

題。由於中國大陸是全球稀土資源儲量最大的國家，其稀土產量占全

球 97%，也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消費國、生產國和出口國。 

中國大陸國內近年來對於稀土的需求量急速擴張，國內需求量優

先於海外輸出的趨勢逐漸加強，雖然中國大陸政府以往都獎勵出口稀

土，但從 2007 年起卻以「避免資源量急減與環境保護」之理由，急

轉政策方向，改以供給其國內產業為優先，此後，中國大陸政府便開

始實行對稀土的監管，包括推行課徵高額關稅等輸出控管政策及禁運

                                                      
18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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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做為保全其稀土資源之戰略手段。 

中國大陸於 2010年將稀土的允許出口量縮減 40%，2011年則縮

減 35%，儘管遭受世界貿易組織「違反協定」之裁決，並為規避美國、

歐盟及日本的批評，中國大陸最後公佈將 2011 年一整年的出口量定

為 3,184噸，較前一年少 0.2%；此外，中國大陸也設定生產限制，強

化國內資源管理措施，例如將 2011年的生產現額定為 93,800噸，但

因全球需求量不斷增加，2011 年中時，中國大陸大多數稀土生產企

業就已達到生產量配額的上限，不得不停止生產作業。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1 年 5 月頒布「關於促進稀土行業持

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積極推動稀土企業的合併與重組，以促進

資源整合、減少稀土開採及冶煉分離之企業數量、提高產業集中度。

根據該項措施，稀土企業的合併與重組並且需要整體的統籌規劃，妥

善處理不同區域和上下游產業的關係，並推動技術創新，淘汰耗能及

造成環境汙染之技術，加強尾礦資源和稀土產品的回收再利用，以提

高稀土資源採收率與利用。 

2012年中國大陸發布「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19目的

在於針對中國大陸對稀土的出口限制進行說明，以因應美國、歐盟和

日本聯手向 WTO的控告，強調中國對稀土實施保護性開採，係為避

免過去過量的開採與競爭、提高稀土資源的有效保護及合理使用、並

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利用。儘管中國大陸強調進行出口管

制係出於環保之考量，但 WTO專家小組報告確認為，中國大陸僅限

制出口，而不採取措施限制本國工業使用這些原物料，無論是短期或

長期都無法證明出口配額限制和關稅措施能減少環境汙染，因此，

WTO於 2013年 10月裁定中國大陸敗訴，20因稀土為發展尖端產業的

要素，中國大陸卻限制稀土出口並課徵出口稅，係違反加入 WTO時

                                                      
19

 「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人民日報，2012 年 6 月 21 日 
20

 「世貿組織裁定中國限制稀土出口違規」，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2013 年 10 月 30 日。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33 

 

所承諾的公平貿易規則，但中國大陸官方仍宣布降低 2014 年首批稀

土出口配額達 2.5%，約 15,110公噸。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於本年 8月 7日公布「美國、歐盟、日本素供

妥、鎢、鉬相關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上訴機構報告」指出，世界貿易

組織認定中國對稀土、鎢和鉬的出口限制違反了 WTO 規則，WTO

支持歐盟、美國和日本的主張，認為中國的出口關稅和配額未能以環

保或資源保護等理由證明其合理性，且出口限制不能以損害外國競爭

者為代價來保護或發展本地產業。此裁決意味著未來中國將不能採用

配額的方式，對出口稀土的企業進行限制。21
 

針對稀土出口限制所引發之後果，中國大陸已落實相關措施因應，

近兩年已開始整頓稀土產業鏈，採取生產總量控制、提高行業准入門

檻等，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亦深入研究稀土價格形成機制，以促進稀

土交易平台之建構；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也承諾將持續整頓稀土企業

之秩序，並將重點打擊非法開採、生產、黑市交易、出口走私等違法

行為。今年來大陸基於市場優勝劣汰規律，已積極在整合包鋼集團、

中國五礦、中鋁公司、廣東稀土、贛州稀土和廈門鎢業等 6家企業為

主導的稀土行業發展格局，將多元投資，採市場化運作，充分發揮市

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22並將可望形成由大稀土集團主導的

發展模式，如此可在不違反 WTO規則的情況下，既保護環境，也能

保證出口有序，但此進程仍受制於各種阻力，不一定能夠如期達成目

標。23
 

有鑒於中國大陸係全球重要礦產生產大國，並且是今年 APEC 的

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代表在今年 6月召開的第 5屆 APEC礦業部長

                                                      
21

 中國商務部駐天津特派員辦事處，WTO 裁定中國稀土等資源出口政策違規 中國加速稀土大集

團佈局，2014 年 8 月 12 日。 
22

 「六大集團名單敲定、稀土行業角力加劇」，新金融觀察報，2014 年 1 月 13 日。 
23

 中國商務部駐天津特派員辦事處，WTO 裁定中國稀土等資源出口政策違規 中國加速稀土大集

團佈局，2014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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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表示對於 APEC在礦業發展上的期待，包括 APEC需促進採礦

貿易的便捷化與自由化、維持礦業市場的穩定、保持合理的價格以維

持市場繁榮，以及APEC應維護礦業投資者的利益，並促進資訊交流。

此外，中國大陸也在本次 APEC礦業部長會議中凝聚各經濟體之共識，

在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中指示APEC各經濟體應積極參與APEC礦業投

資促進行動計畫、鼓勵提升礦業投資貿易便捷化與自由化、改善礦業

投資環境、著重礦業部門開放與透明的市場運作機制，聯合聲明中並

進一步肯定區域貿易協定與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區域內礦業發展的重

要角色，並督促 APEC致力於區域經濟整合及消除區域內國際貿易與

投資障礙上。24
 

（二） 煤礦管理與技術創新發展 

中國大陸的小煤礦的發展，係因「六五」初期，中國大陸國內的

煤炭供不應求，限制其經濟發展，因此，中國政府放寬其礦業政策，

大力發展鄉鎮煤礦，以符合需求量；後因監管不力、管理失控，小煤

礦到 1998 年成長到 8 萬多個，產量占其全國總產量的 43%，並出現

亂採濫挖、破壞資源與生態環境、人員傷亡等問題。因此，中國國務

院從 1988年 11月起開始對小煤礦實施「關井壓產」措施。主要策略

在改善小煤礦的安全生產條件和生產效率，不符合安全規定、生產條

件和不合法的小煤礦則予以關閉取締，合法的小煤礦進行整頓、驗收

合格後允許生產；同時，中國政府也鼓勵大型煤炭企業收購兼併小煤

礦，進行現代化改造。 

中國大陸政府並於 2011 年所頒布的「十二五計畫」提出提升煤

炭工業發展的科學化水準，並設置八項工作包括： 

1. 建設大基地； 

                                                      
24

 彭志雄，2014 APEC 第五屆礦業部長會議參加紀要，APEC 通訊，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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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育大集團，加快煤炭結構調整； 

3. 推進煤炭科技進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4. 建設大型現代化煤礦、提高單井規模； 

5. 推行綠色開採，建設生態礦山； 

6. 發展循環經濟產業，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 

7. 強化安全生產，提高煤礦安全保障能力； 

8. 推進煤炭市場化改革；建設和諧礦區。 

上述計畫，將落實在未來 3年內合併重組及淘汰 3千個小煤礦，

以促進先進的大礦管理，提高安全生產能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

中所點出的「推行綠色開採、建設生態礦山」更是中國大陸未來煤礦

管理之趨勢，即開礦前先設計各項開採環節，以符合環境保護之標準。

為了兼顧礦產開採與環境保護，並減少地質損害，中國大陸實行「礦

山申請法」，促進地質環境復舊，並引進社會資金，以落實示範建設

與行動綱領；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也頒布「2009-2015 年全國採

礦復舊規劃」，設立一系列復舊規劃目標，以建立一技術系統、保護

採礦地質。25
 

有鑒於綠色採礦體系的建立，中國大陸已於 2010 年設立礦山地

質環境復舊基金，並於 2012 年收取約人民幣 612 億 6 千萬元，佔應

收款項的 74%，並引進地方及企業資金超過 500億元；該綠色採礦體

系並從 2010 年起相繼落實礦山造林倡議、綠色採礦試驗計畫、綠色

礦山試驗計畫及和諧礦山試驗計畫，並建構 4項機制以促進和諧礦山，

包括強化資源使用及保存法規機制、恢復及復舊礦山生態補償機制、

資源開發利益分享分配機制、調解爭端機制。儘管綠色採礦已獲得中

                                                      
25

 China, China's Endeavor to Promote Green Mining, 8
th

 Mining Task Force Meet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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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社會的普遍認同，且被認為是未來發展礦業的唯一辦法，但仍

有漫長的路要走，未來中國大陸仍需藉由嚴格的法規執行、促進長期

機制之建構及生態補償之落實。26
 

有鑒於煤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中國大陸亦積極發展潔

淨煤之相關技術，提高能源效率，以及促進能源生產多元化，也因此

大陸實際煤炭需求增幅反而下降。27其中的潔淨煤電轉化技術，則是

目前中國大陸已在其國內各地甚至在國際間推廣的成功技術。近年來

顯著的案例，即中國華能集團併購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並於 2013

年 2月起正式運作新加坡唯一一座以煤為主要燃料的電廠。該電廠所

進行的「登布蘇項目」為中國大陸在新加坡裕廊島所開發的潔淨煤混

燒生物質發電項目，也就是利用低灰低硫煤和生物質（棕櫚殼、木屑）

燃燒發電，以符合新加坡政府嚴格的環保審核，包括二氧化硫排放標

準、顆粒物排放標準等，且落實灰渣結晶化無害處理，同時也降低發

電成本，滿足市場需求。28
 

除此之外，有鑒於中國大陸礦災問題嚴重，中國大陸亦積極在礦

災上投注相關研究，藉以改善其礦業安全問題，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已

進一步對加強煤礦安全生產工作提出具體意見，包括加快落後小煤礦

關閉退出，重點關閉年產 9萬噸級以下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之煤礦，

預計到 2015 年底全國關閉 2000 處以上小煤礦；深化煤礦瓦斯綜合

管理；全面普查煤礦隱蔽致災因素；大力推動加快推進小煤礦機械化

建設、煤礦安全質量標準化和自動化；提升煤礦安全監督和應急救援

科學化水平。29
 

在大陸積極推動煤礦安全工作之際，由高校設置國家重點實驗室

                                                      
26

 同上。 
27

 「IEA 預計全球煤炭需求將放緩、中國煤炭需求增幅下降」，中國環境報，2014 年 1 月 10 日。 
28

 「華能新加坡登布蘇熱電多聯產項目一期投資」，中國華能集團公司，2013 年 3 月 1 日。 
29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煤礦安全生產工作的意見」，安全監管總局，2 013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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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特別引人注意。譬如由中國科技部於 2011 年批准在重慶大

學設立「煤礦災害動力學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的研究方向

包括煤礦動力災害的地質表徵與流體動力學、煤岩體工程災變動力學，

以及煤礦動力災害控制理論與新技術，並將上揭技術帶入「智慧礦山」

之概念，其核心概念為安全礦山、高效礦山、清潔礦山，並利用電信

技術，落實煤礦井的上下覆蓋，滿足大通訊量，以實現語音、數據、

視訊等通信功能，以因應煤礦事故之緊急應變。 

（三） 非傳統能源頁岩氣之探勘與開發 

北美頁岩氣革命的成功已然衝擊今後全球能源供需結構，頁岩氣

被視為是可減少二氧化碳污染及低成本之新世代替代能源，因此引起

全球進行頁岩氣勘與開發的風潮。在中國大陸，由於能源結構呈現「富

煤、貧油、少氣」格局，過去長期來過度依賴廉價的煤炭資源，造成

空氣污染和霧霾、生態破壞、水土破壞、事故頻傳等問題，加上目前

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應有限，

開發頁岩氣等非傳統天然氣資源，遂成為大陸能源發展的重要戰略選

擇。30
 

中國大陸的頁岩氣主要分布在七大盆地，分別為四川盆地、塔里

木盆地、蘇北盆地、江漢盆地、松遼盆地、准噶爾盆地，以及揚子地

台；目前中國大陸的頁岩油及頁岩氣的蘊藏量分別占全球第三位及第

一位，其中，頁岩油可開採量約為 320億桶，占全球總產量的 9.28%，

頁岩氣則計有 1,115兆立方英呎，占全球總產量的 15.28%。31
 

中國大陸於 2011年訂定「頁岩氣發展規劃（2011-2015年）」，目

標在於到 2015年頁岩氣將初步實現規模化生產，產量將達到每年 65

億立方公尺，並預計到 2020 年到達到 1,000 億立方公尺。中國大陸

                                                      
30

 「頁岩氣，三歩走」，中國改革雜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楊晶，2014 年 3 月號。 
31

 蔡育儒，中國頁岩油氣發展困境與突破，台經月刊第 37 卷第 7 期，1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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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透過市場開放、加強關鍵技術，以及吸引外資以促進競爭等模式，

促進其頁岩氣之開發利用。2013 年大陸國家能源局為加快發展頁岩

氣，已在「頁岩氣發展規劃（2011-2015年）」的基礎上，又制定了「頁

岩氣產業政策」，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頁岩氣政策，除要加快頁岩氣

勘探開發利用，加強關鍵技術自主研發，鼓勵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多

元投資主體投資，同時還鼓勵建立頁岩氣示範區。32
 

顯然，在中國大陸頒布「頁岩氣產業政策」之後，頁岩氣開發已

被納入中國大陸的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皇家荷蘭殼牌石油集團

已聯手中國大陸中石化公司，在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區鑽井

探測頁岩氣潛在儲量。中石化公司還雄心壯志，將全力推動頁岩氣產

能建設，除將以重慶的涪江作為該領域主戰場，爭取在 2015 年總產

量要達到 40萬立方米，而成為中國大陸頁岩氣龍頭。33
 

另外，大陸中石油公司積極投入頁岩氣開發計畫，已於 2013 年

12 月在長寧-威遠示範區建成大陸第一個頁岩氣井工廠，並建造一個

頁岩氣鑽井平台，同時鑽有 6口頁岩氣井。中石油公司宣稱，2014年

將加大頁岩氣開發力度，爭取在 2015年要實現開採頁岩氣 26億立方

米。根據該公司發布的「2013 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迄今大

陸的頁岩氣開發仍處於初級階段，總探井數量不到 150口，且多數在

四川盆地已內或週邊地區，商業化開採的規模非常小，估計 2013 年

頁岩氣產量接近 2 億立方米。34不過，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針對各地

頁岩氣示範區的生產情況後，認為頁岩氣不但能夠完成「十二五」期

間產量 65億立方米的目標，甚至可能超額完成達到 100億立方米。35
 

儘管中國大陸的頁岩氣蘊藏量約為美國的 1.7 倍，但要順利開發

成功仍然面臨諸多課題，且仍受限於技術、資金、地質、水資源、政

                                                      
32

 「頁岩氣產業政策」，國家能源局，2013 年 10 月 22 日。 
33

 中石化公司「2013 年財報」。 
34

 「2013 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術研究院編撰。 
35

 「國土部：頁岩氣有望超額完成“十二五”65 億方目標」，中國能源網，201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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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管線條件等因素。首先，中國大陸所具備的頁岩氣開發技術尚不

成熟，適用於美國的天然氣開採技術，不見得適用於中國大陸的地質

環境，目前中國大陸在前期勘查階段的油蘊藏量分析等問題、開發階

段僅初步瞭解直井壓裂技術，更為專門的水平井鑽井技術則尚未掌握，

以及生產階段仍需面臨生產速度與管道規格不足等挑戰，因此，中國

大陸需依存外國公司的技術，如 Shell、Chevron、Schlumberger等，甚

至是花費鉅資併購外國公司，以取得頁岩氣開採之相關技術。36
 

再者，中國大陸的地質穩定性不如美國，相較於美國頁岩油氣大

部分在平原、分布穩定且屬淺層埋藏，中國大陸頁岩油氣大部分深埋

在地質結構複雜的地區、人口稠密處及海陸交接處，且大多為非淺層

地帶，深度達 4,000 公尺至 6,000 公尺，且穩定性較差，增加開採困

難度，導致開發成本很高。37除此之外，中國大陸亦面臨管線相關問

題，包括其天然氣管線基礎建設不足，目前僅有 4萬 3,452公里，不

及美國（49.85 公里）的十分之一；以及管線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

公司及中石化壟斷，導致民間企業接入管道不易，且完全綁住天然氣

定價。38
 

而其中最主要的爭議則是頁岩氣的開採係利用水力壓裂技術，一

方面需要大量用水，但目前中國大陸每年人均水資源量為 2,093立方

公尺，遠低於美國每年的 9,043立方公尺，開採頁岩氣之用水，勢必

掀起民生用水與能源開發用水之間的爭議；39另一方面，水力壓裂技

術很可能將高污染性的化學藥劑滲入淺層水源，造成飲用水汙染。40即

使目前已有美國企業發展的「電化學沉積法」（俗稱電明礬），即將絕

大部分雜質利用電化學水處理方式凝結成大顆粒，浮懸到水面上，然

                                                      
36

 Ella Chou, Shale Gas in China –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2013. 
37

 蔡育儒，中國頁岩油氣發展困境與突破，台經月刊第 37 卷第 7 期，103 年 7 月。 
38

 Deloitte，2013 年石油與天然氣現狀盤點。 
39

 蔡育儒，中國頁岩油氣發展困境與突破，台經月刊第 37 卷第 7 期，103 年 7 月。 
40

 「追隨美國頁岩氣革命」，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2013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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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去除，該法所需設備面積小、成本低，適用於頁岩氣導致的水污染

問題，已被大陸有關方面重視。然而，目前學界普遍對於該項技術所

能達成的效果存有疑慮。 

面對中國大陸看好且熱衷於頁岩氣開發，國際能源總署首席經濟

學家畢羅爾提醒，大陸應大力發展頁岩氣，但不宜操之過急，應先積

累好必要的地質數據、投資資金和技術儲備等。41中國大陸專家學者

也認為，近一、二十年內中國大陸國內燃料仍以煤炭為大宗，雖然政

府的能源政策目標將促使煤炭使用比例降至 60%，不過，推測未來中

國大陸的煤炭使用量仍會持續增加。也因此，中國大陸目前以提高煤

燃燒效率、煤電轉化、淨煤、降低環境污染等技術為主要研究課題。 

（四） 「城市礦產」：大陸的朝陽產業 

    為了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廢棄物的循環利用，中國大

陸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一直積極在推動建設「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此舉不但可補充日益枯竭的地下礦產之開採，也有助於環境保護，並

創造礦產回收的礦業經濟效益。 

    在大陸所謂的「城市礦產」，是對廢棄資源再生循環利用的形象

化作比喻，而實際上則指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和蘊藏於城市各角落

的廢舊機電設備、電線電纜、通信工具、汽車、家電、電子產品、金

屬和塑料包裝物中，提取可循環利用的鋼鐵、有色金屬、貴金屬、塑

料、橡膠等資源。開發「城市礦產」，循環利用廢棄資源，也一直被

視為「朝陽產業」，或稱為「靜脈產業」、「第四次產業」。預計在大陸

「十二五」期間，全大陸可望建設 50個「城市礦產」示範基地。42
 

    北京 8 家汽車拆解廠回收資源的公司之一的華新綠源環保產業

發展公司表示，該公司的「城市礦產」流程是，將報廢汽車和電子垃

                                                      
41

 「IEA 專家：中國頁岩氣開發不宜操之過急」，中國石油新聞中心，2013 年 9 月 18 日。 
42

 「“城市礦產”邁向產業化、專家呼籲規範化」，中國經濟週刊，20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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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回收進行拆解，然後進行徹底破碎，將報廢車輛中所具有的鐵、有

色金屬、銅、塑料等不同物質分開，同時拆解過程中完整可用的零配

件又可被二次銷售。 

    在大陸最具「城市礦產」典範的江西德興銅礦大山選礦廠，是亞

洲最大的選礦場，其回收銅礦製品拆解後選礦生產能力已達到日產

10 萬噸、年產銅精礦含銅約 12 萬噸、含金約 5 噸、含銀約 20 噸，

銅回收率達 85%，金銀回收率達 65%。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大型金屬

礦山選礦工藝技術和設備發展朝向大型化、連續化、高效化、流程化、

智能化、環保化的方向發展，並積極開發新技術與高效節能之設備，

以提高生產效率與永續發展的目標。 

    雖然「城市礦產」有朝陽產業的美譽，但要真正實現產業化，仍

有段距離要走。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管理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

指出，從源頭上看，大陸整個體制迄今仍缺乏完善的回收利用體系和

支援政策，傳統上大陸國民的垃圾分類意識薄弱，回收、分類、運輸

和處理等環節無序，加上大陸對環保企業的政策支持太少，法律對社

會的引導和規範作用很弱。宋國君所長特別肯定台灣通過發展「城市

礦產」帶動就業的做法非常成功，因為通過源頭上設立垃圾分類處理

場，從而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43
 

（五） 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大陸現階段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操作定義，認為應針對社會、

經濟與環境，以及地方社區、僱員及消費者等兩種角度看待與定義之；

並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應包含有政府立法（Government 

legistration）、國際倡議（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及交易所的倡議

（Exchange Initiatives）等三項。44
 

                                                      
43

 同註 22 
44

 Chunqiang Su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8
th

 Mining Task Force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42 

 

企業社會責任已受到全球之重視，首先，政府立法部分，企業社

會責任相關法規包括環境保護法、公司法、勞工法及採礦法等，已開

發經濟體會著重在原住民及環境面向，而開發中經濟體則著重在社區

與環境面向上；國際倡議部分，包括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OECD

等國際組織，皆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制定相關準則，例如聯合國全球契

約（UN Global Compact）、OECD多國企業準則（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等；交易所的倡議指的是各經濟體證券交

易所所落實的不同形式的企業社會責任準則，例如，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報告—編制指引」。 

中國大陸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首先從參與國際倡議開始，中

國大陸加入全球契約網絡、全球永續性報告倡議（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ISO26000（國際標準化組織社會責任指南）及國際

採礦與金屬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 ICMM）

等國際間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組織或框架。 

目前中國大陸政府強調企業與社會的和諧與平衡，並鼓勵礦業企

業應落實社會責任，並應主動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另一方面，中

國大陸商務部與五礦化工商會編制「中國對外礦業投資社會責任指

引」，於 2013 年 11 月發佈，係為中國對外礦業之自願性社會責任標

準，強調中國企業富海外投資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並特別列舉企業

應做到的三項措施，包括相關利害團體應實現共贏、要有永續的商務

模式，以及要做到負責任的創新。45
  

1. 中國五礦公司在寮國 Sepon礦區之經驗 

有鑒於中國大陸強烈推行企業對外投資之社會責任，中國大陸代

表在本次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中，分享中國五礦公司在寮國南部

                                                                                                                                                        
Meeting, 2014. 

45
 中國發佈對外礦業社會責任標準 中企投資海外應有擔當，國際在線，201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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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on礦區投資的經驗。Sepon礦區所在的 Vilabouly地區的礦產資源

豐富但貧窮落後，曾經是寮國 47個最貧窮地區之一。 

首先，中國五礦公司透過開發社區發展潛力，促進礦區周邊社區

的永續發展。在 Sepon礦區營運過程中，中國五礦公司著重所在社區

居民的利益，實施本地化採購，計有 17 個當地商業團體為 Sepon 礦

區提供物資及服務，涉及餐飲、洗衣、場地管理、居家清潔等領域；

2012年，Sepon礦區已為當地居民創造超過 240萬美元的收入；中國

五礦公司並在礦區附近 Latdengyai村利用募款方式，籌設鄉村發展基

金，並在 2012 年募集人民幣 4 萬 6,666 元，並建成學校，使當地學

童不再需要步行 2.5公里以上才能上學。 

其次，中國五礦公司並強化保護生態環境，Sepon礦區自開採以

來即致力於將「綠色礦山」理念貫穿生產經營的環節，礦區透過新技

術應用、新標準實施、促進採礦升級、提高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在

生產與施工環節降低能耗、減少排放，同時注重保護生物多樣性，以

實現地區環境的永續發展。Sepon 礦區在 2012 年時透過復墾工作，

將礦山改造為高產土地，利用當地降雨量大的特點，在礦山土地上培

育肥沃土地，並種植果樹與經濟木材；另一方面，Sepon礦區也積極

實施生物多樣性管理，對鄰近的 Namkok Heaswaters 地區進行瀕危物

種評估，並發展生物多樣性實施計畫。 

最後，中國五礦公司堅持「人是企業發展的首要資源」之概念，

保障員工合法權益，並為 Sepon當地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在 Sepon礦

區 4,907名員工中，寮國當地員工佔 95.05%，並積極提升其能力，讓

本地員工進入管理階層，並提供制度保障。46
 

2. 我國亞洲水泥在中國大陸廠區之經驗 

                                                      
46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中國五礦老過 Sepon 礦山社會責任實踐，201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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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亞洲水泥移植在花蓮廠區的經驗，在中國大陸建造高環保、

高品質、高效率、低成本之「三高一低」的大型現代化模範水泥廠，

並堅持「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可並行不悖」的理念，首先，在製造水

泥的過程中完全沒有廢棄物產生，達到完全利用之成效；其次，亞泥

為促進能源之節約及環境保護，採用使用廢熱回收發電技術，並有效

控製落塵，使之遠低於國家標準；亞泥並導入 ISO-14001環境管理系

統，並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其成都彭州廠區進行汙水處理、礦

山復育和環境綠美化，以維護自然景觀，並力行減廢與資源再利用。 

為拉近與當地社區間的關係，亞泥致力於改善廠區噪音問題，在

其用作運輸用途之下坡皮帶下改裝滾輪，以消除噪音問題，並回收使

用過後的餘熱作為發電之用，節省成本；此外，亞泥也優先聘用當地

民眾為員工，以成都彭州廠區為例，總計員工 570人，除了台籍幹部

約 20名以外，當地員工占有 7成左右。47
 

然而，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際，仍面臨許多問題，

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責任之界限為何？小礦山與中等礦山、高山

與平地礦山等不同環境，是否需要不同的社會責任標準？中小企業與

跨國企業所進行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否也有不同的準則指導？48另外，

有關礦山用地之取得與使用，由於目前中國大陸並無專門法規，因此，

目前採礦企業以工業建設用地承租 50 年，但由於礦區範圍廣大，50

年的租地成本對於企業來說負擔過重，且採礦並不需 50 年的長期合

約，因此部分企業採以臨時用地方式承租，亦無正式的礦山用地產權

核發，造成採礦企業無所適從。49這些問題仍待中國大陸政府進一步

的調整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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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福成、王文生、陳子穎，「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中

國大陸參訪行程出國報告，2014 年 4 月。 
48

 Chunqiang Su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8
th

 Mining Task Force 
Meet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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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亞東水泥有現公司方履興總經理提供，2014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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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菲律賓與秘魯之礦業政策與關注議題50
 

菲律賓與秘魯分別為 2015年及 2016年的 APEC主辦經濟體，兩

者皆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菲律賓擁有的金屬礦產資源，主要有金、

銅、鎳、鐵、鉻鐵，非金屬礦產資源則有砂礫、石灰石、大理石、黏

土；秘魯則是全球第二大銅礦生產國，約占全球總生產量的 9%，達

129萬噸，並且，秘魯也是中南美洲排名第一大的金、銀生產國，在

2009年曾一度生產 18 萬公斤的黃金，居全球黃金生產大國第六位。 

菲律賓近年來著重在礦業政策的改革，特別是採礦部門的透明度

以及改善礦業投資環境；秘魯則對於其礦業發展展現十足野心，不僅

企圖改善其銅礦生產效率，並積極營造友善的投資環境，並預計秘魯

可能將在其主辦 APEC 的 2016 年期間召開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以

下分別針對菲律賓及秘魯的礦產政策與發展，以及其關注的礦業議題

進行說明。 

一、 菲律賓 

（一） 菲律賓的礦產政策與發展 

菲律賓漁 1995 年 2 月頒布「菲律賓礦業法」（Republic Act No. 

7942）及其相關執行規章制度，該法案以親民、親環境為宗旨，以政

府和私部門共同促進合理探勘、開發、利用、保護礦業資源為目標，

提倡共同參與管理與合作、共享利益，注重環境與社會安全，自該法

案頒布以來，菲律賓在礦業開發以及地質探勘上有所進展。 

「菲律賓礦業法」規定，菲律賓所有礦山資源歸國家所有任何探

勘、開發、利用和礦產品加工活動都要受到政府的監督與控制，菲律

賓政府的礦業管理機構，由其環境與自然資源部為主政單位，負責管

理、開發和合理利用礦產資源，並發布相關法規；環境與自然資源部

部長可代表政府簽署礦山開採契約；環境與自然資源部下設的地質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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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局，則直接負責礦區和礦產資源的管理與配置、進行地質與採礦研

究、礦山地質探勘，以及推薦及監督承包商執行狀況；地質礦業局並

設有地區辦公室，授權處理地方事務。該法案並針對政府管理機構、

許可、協議和合同、稅收與費用、優惠政策、礦區發展和採礦科學技

術計畫、安全與環保計畫，以及採礦輔助權利進行相關規範。 

1998 年，菲律賓政府期盼從礦業開發中增加就業、提高收入、

減少貧困，並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根據菲律賓中期發展計畫中，減少

貧困的政策目標，提出『以可信賴礦業、促進永續發展』之「菲律賓

國家礦業政策」，其中內容包括保護和恢復環境、促進社會穩定、位

後人保留生存機會，以及建立繁榮而有競爭力的礦業。該政策擬透過

建立繁榮而有競爭力的菲律賓礦業體系，吸引更多礦業投資、創造就

業機會和促進經濟成長。51
 

儘管菲律賓政府採取制定礦業相關法規促進礦業的制度化，然而，

菲律賓政府與地方充斥著資訊不透明、政治力介入、違法與舞弊等亂

象，採礦業者亦未遵守其國家礦業政策，在礦區進行濫採、破壞環境

等行為。為整頓菲律賓礦業秩序，菲律賓國會並訂定相關法案，限制

礦業開發不得進入的省份及城市，並彙集反對不當礦業計畫的倡議團

體之抱怨意見，增修及強化現行礦業法規之規範。 

為進一步改善採礦過程中的環境保護、提倡負責任的礦業、提供

更公平的採礦利益分享方案，以及提升礦業部門效率與發展，菲律賓

政府於 2012年 7月通過「新礦業政策」（Executive Order No. 79，簡

稱 EO79），旨在落實菲律賓礦業部門的改革，以確保在礦產資源開發

使用下的環境保護及礦業企業社會責任，並期望創造出更為安定且被

保護的礦業投資，提升社區與地方政府對於相關礦業開發計畫的接受

度。 

在行政管理面向上，根據 EO79規定，菲律賓環境與自然資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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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駐菲律賓經商處，菲律賓礦業法規與政策概況，2008 年 5 月 12 日。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47 

 

仍持續作為審核探勘許可權、開採權、特殊礦物開採權、工業砂石與

碎石開採權之主政單位，此外，菲律賓政府並設置礦業協調委員會

（Mining Industry Coordinating Council, MICC）協調採礦爭端、並指

定善治與反貪污內閣小組（Good Governance and Anti-Corruption 

Cabinet Cluster）、國稅局、社會福利發展部、人類發展與降低貧窮內

閣小組（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Cabinet 

Cluster）等單位，共同負責新礦業政策之落實。 

在環境保護面向上，過去的礦業法案允許外資百分之百擁有其所

開採之礦物，也並未明確限定可採礦區域，因而濫伐對於環境造成嚴

重傷害，「新礦業政策」中明確禁止在 78個國家公園旅遊區、農業區、

海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景觀保護區、水源保護區及島嶼

生態系統進行採礦；此外，對於正在申請的礦業開發案件，如有涉及

上述規範內的禁採區，則退回申請書；菲律賓政府並盼透過建立礦業

資料庫，規劃採礦地圖，以定義禁止採礦範圍（No-Go Zone）。52
 

在改革礦業部門方面，菲律賓礦業相關法規過去並未針對此項進

行規範，但在「新礦業政策」當中，礦業部門改革是該法規的重要目

標，並且在本次 APEC礦業任務小組會議中，菲律賓財政部長特地與

會報告其於 2013 年 5 月開始實施採礦工業透明化倡議（Extrac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簡稱 EITI）的情形，該倡議目的在於

揭示採礦業對於菲律賓經濟的直接與間接貢獻、增加公眾對於自然資

源管理的認識及公共資料的可近性、加強國家資源管理與政府系統、

創造對話機會及建立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機會，以及強化企業環境與

增加投資。EITI的落實可為菲律賓政府提供一透明化機制，使所有部

門能夠持續參與對話，並共同檢視礦業相關的資金制度、法規制度、

政府效率與資金流向追蹤等。菲律賓並將於 2014年 12月提交期 EITI

報告予 EITI 國際委員會，以及全球 39 家礦業公司及 11 家油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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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查評估。53
 

從以上新的礦業政策可見，菲律賓政府對於礦業管理將朝向效率

化以及力求與社區和諧的大方向邁進。 

 

（二） 菲律賓關注的礦業議題 

1. 金屬礦產的擴大開發 

菲律賓的黃金產量占全球第 18位，根據 2011年資料顯示，當年

菲律賓共生產 37.1 噸黃金，估計約為 377 萬盎司，占全球黃金產量

的 1.32%。54在金礦開採方面，菲律賓的金礦業大部分在科迪勒拉和

民答那峨區域發展，CGA 礦業公司的金礦計畫表示，其礦業區含有

3.3Moz 的礦產，並探明還有 1.77Moz 的可開採礦產，其中 1.98Moz

為金礦。另外，Medusa 礦業公司探明在棉蘭老區域有 1.38Moz 的礦

產，故此，菲律賓政府近年所實施的金礦業計畫，預期每年將增加金

礦產量 70噸。 

在銅礦開採方面，菲律賓的銅礦業主要也是在科迪勒拉和民答那

峨區域發展，根據 2010 年一項開發銅礦的可行性研究，預期未來菲

律賓的銅礦區發展，包括坦帕坎在 20年內將持續生產銅礦約每年 32

萬 5000噸，並推估該礦區的銅礦產量最高規模還能達一年 40萬噸、

金礦達每年 31 萬噸。聖奧古斯都礦業公司（St. Augustine Gold & 

Copper）現正開發位於民答那峨島東南方的銅金礦床 King-king，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未開發銅金礦床，蘊藏有 6.179億公噸礦產，King-king

是菲律賓標定為優先開發的礦區，預計其稅前淨現值達 20億美元。55
 

在鎳礦開採方面，菲律賓的鎳礦生產區域主要位於呂宋、米沙鄢

群島、民答那峨島等地區。Coral Bay Nickel 與 Nickel Asia 兩家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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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企業曾於 2009 年建設並擴大原有礦區，現在還持續進行可行性

研究，以確認還有哪些其他值得開發的礦區。 

2. 礦業永續發展 

菲律賓礦產的開發仍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環境的嚴重破壞、礦業

部門效能低落等，以及採礦活動與社區所發生的衝突。亞洲人權委員

會（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States）指出，由於有些地區的

反採礦活動激烈，並在 Compostela Valley 及民答那峨地區發生抗議

人是遭到槍殺之事件，爾後的賠償使得事主 Apex 礦業公司遭到嚴重

的損失。56因此，菲律賓近年來也持續提倡企業社會責任，並進行促

進礦業永續發展之行動，藉以弭平採礦對於環境與社區之損害。 

菲律賓於 2005 年成立了礦業發展會（The Mining Development 

Council, MDC），目的在於推廣政府礦業政策以推動國家礦業之永續

發展。該會被授權可取得任何機構的協助，並合力推出足以吸引礦業

企業投資的規定或程序。同時，透過各種積極而正面的活動，該會在

相關法律基礎上，不斷追求國家礦業發展目標，迄今已成功平衡了各

利益團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菲律賓政府並於 2009 年實施的投資優

先計畫（Investment Priorities Plan, PPP）中通過設置「投資局（The 

Board of Investments, BOI）」，主要目的在於增加礦業企業誘因，以

創造或增加工作機會。57
 

另一方面，由於礦業為菲律賓內規模最大的產業，故菲國政府致

力於將礦業收益與國家經濟發展進行更密切的連結。針對礦業企業之

營收，菲律賓政府於今年 6月通過新的收益分享政策，菲國政府將向

礦業企業收取其淨利之 55%或總收入的 10%兩者中較高者，以促使菲

律賓的礦業能夠更具競爭力，此項政策至少使得政府稅收增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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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項政策受到當地礦業的極力反對，認為增加稅收將使菲律賓

礦業受到打擊；菲律賓政府也致力於改善稅款分配效率，並在 2010

年實施直接支付部分營業稅（excise tax）給地方政府之措施，近來並

考慮設立礦業經濟區（Mining Economic Zones），區域內採礦收入的

50%交由菲國政府，並立即分配至當地政府財政，以因應採礦工作產

生的各層面影響；儘管，目前菲國政府聲稱將稅金的 40%交由地方政

府，但實際上並未確實達到應有之效益。58
 

另外，菲律賓政府所進行的數項政策亦對於其礦業永續發展有重

大影響，相關規定如下：59
 

(1) 增加礦業執照核可數量：菲律賓環境與自然資源部實施新的礦業

執照核可程序，並將核可時程從過去的 17 週縮短至 7 週，以增

加效率與透明度。 

(2) 取消非活躍或停滯的採礦權：菲律賓環境部規定其礦業局必須重

新覆審 5 到 10 年內未實現採礦活動的礦業企業執照，被取消的

採礦權將歸還為政府所有。 

(3) 取消特定採礦產權之申請：菲律賓政府為尊重原住民社區之權益，

將取消任何已被原住民社區拒絕的採礦權申請。 

 

（三） 菲律賓主辦 2015年 APEC會議 

承接今年APEC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及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

（ABAC）所設定之優先領域議題，包括區域經濟整合、促進創新發

展與永續發展、經濟改革與成長，以及強化基礎建設與連結性之背景

之下，明（2015）年的 APEC主辦經濟體—菲律賓，將承接今年之成

果，持續針對亞太區域重視之議題進行討論；菲律賓APEC官方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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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菲律賓外交部、貿易與工業部及 ABAC 國際秘書處之建議，目

前已初步擬定 2015 年的主要關注議題，包括訂定區域經濟整合議

程—亞太自由貿易區（Fredd Trade Area of Asia Pacific, FTAAP）、促

進中小企業參與區域與全球市場、人力資源的支持與投資、建立永續

與韌性社區等。60
 

菲律賓為推動 FTAAP 的建立，將呼籲成立亞洲區域基金護照

（Asian Region Funds Passport），以強化金融市場，並透過服務促進

人力流動與勞工連結性、透過強化能力建構調整法規和諧；有關中小

企業的推動，菲律賓擬透過創造開放與透明化企業環境，促使中小企

業更深入地參與區域與全球市場；有關人力資源的支持與投資，菲律

賓將透過加強跨境教育推動知識經濟、促進科技教育，並發展產業競

爭力關鍵技能以達到包容性成長之目標；在建構永續與韌性社區部分，

菲律賓則呼籲應減少災害風險，並增進糧食安全與藍色經濟，以因應

氣候變遷。61
 

由以上可知，明年菲律賓著重的面向，並可循線得知未來菲律賓

的礦業議題亦將著重在吸引投資及社區永續發展等領域。在礦業投資

部份，菲律賓政府表明將明年主辦 APEC會議視為促進潛在投資之機

會，菲國投資者關係辦公室（Investor Relations Office, IRO）表示菲

律賓將充分利用主辦 APEC會議之機會釋出其優勢，以吸引外國直接

投資；62有鑒於此，菲律賓企業近來更敦促阿奎諾政府應進行礦山投

資並支持礦產發展，以作為其包容性成長與經濟策略之競爭基礎。63
 

在社區永續發展方面，除了菲律賓在 2012 年所頒布的新礦業政

策 EO79，主要就在提倡改善礦業部門效率，並促進負責任礦業，此

                                                      
60

 Guillermo M. Luz, Office of the Director-General, APEC 2015 National Organizing Council, APEC 
2015 & The Philippines, 2014/3/20. 

61
 Host PH lists APEC 2015 initiatives, Manila Bulletin, 2014/4/29. 

62
 IRO: Apec 2015 another platform for Philippines’s ‘promotional mileage’, Business Mirror, 
2014/6/17. 

63
 Foreign firms call for review of mining zones, tax scheme, Rappler.com, 20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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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今年 2月召開的菲律賓—澳洲部長會議之聯合部長聲明中也指

出，澳洲與菲律賓分享負責任礦業之經驗，並共同支持負責任礦業之

發展。64
 

即便菲律賓目前規劃的 APEC部長會議中，並未將礦業部長會議

納入時程表，然而，近期菲律賓針對其礦業政策之更新，以及菲律賓

企業界對於礦業投資之重視，都顯示礦業議題在明年仍將是受到

APEC各經濟體關注之重要議題，特別是今年 ABAC對於礦業議題展

開積極行動，ABAC國際秘書處所在的菲律賓亦能夠充分體認 ABAC

代表對於礦業議題之重視，再加上菲律賓國內企業及外資之大力推動

之下，2015年 APEC的礦業議題應可持續受到矚目。 

  

                                                      
64

 Australian Embassy,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Australia Ministerial Meeting: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20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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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秘魯 

秘魯不僅具有強大的礦業潛力，現在也是世界級的礦業國家。秘

魯的出口總值中，有 61%係從礦業及其相關行業所創造，礦業並占其

14.4%的 GDP。近年來，秘魯並積極營造友善的礦業投資環境，包括

外國投資與本地投資有相同待遇、資金可自由進出、免競爭、保證私

有財產、可自由購買當地股票、可自由獲取內部及外部的信用、可自

由支付特許權費、運用投資協議網絡及成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

架構下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與「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之成員，故其礦業投資率從 2012

年到 2013年共成長 14%。65
 

（一） 秘魯礦業政策與發展66
 

1. 環境監管  

秘魯國會早在 1992年就通過礦業法規，到了 2000年以後又陸續

通過新法規，主要在推動礦業的永續發展。根據其法律規定，秘魯能

源及採礦部（The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s, MINEM）為主要監管

國家礦產業的政府機構，並由地質、採礦及冶金機構（The Institute of 

Geology, Mining and Metallurgy, INGEMET）授予當地或外來的企業

組織礦業特許權。其中，INGEMET依照秘魯礦產業法規，負責分發

四種與礦業開發有關的特許權，包括： 

(1) 礦業特許權：允許採礦活動。 

(2) 生產特許權：允許礦產加工。 

(3) 勞工特許權：允許提供礦業服務。 

                                                      
65

 Ministerio de Energia y Minas, Brief Report on Peruvian Mining, 2014. 
66

 Peru – Country mining guide, KPMG Internation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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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礦產運輸特許權。 

上述四項與礦業開發有關的特許權，不分申請者的經濟或技術狀

態，依先後順序分發。除在都市發展區以外，只要被授予礦業特許權

者遵守所有規定，包括繳交年度執照費，採礦特許權無期限限制，即

可進行採礦活動。 

此外，除了必須從MINEM取得礦業特許權之外，各礦產投資企

業還需提供一份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內容必需包括建立與區域社會和

諧關係之計畫、在礦業開發區域內無考古遺物之證明，以及將來採礦

區停業後復舊計劃草案。此外，各礦業公司還必須分別從國家水利部

取得水權，並從各礦業開發區域的地主取得地上權。 

2. 礦業永續發展 

近年來，秘魯政府為應對因礦業開發造成的環境污染嚴重，以及

礦業開發造成變更土地使用所導致的氣候變遷，故訂定相關措施以減

緩礦業開發對於環境之傷害。 

針對環境污染問題，秘魯國家委員會已於 2012 年在環境部內成

立名為「國家環境認証服務」（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Service, SENACE）的監管機構，其主要功能為複審和批准大規模礦

業投資計畫的環境影響評定。但因 SENACE 機構現在仍處於初期建

立階段，迄未有明確的時間表來把批准責任從 MINEM 轉移至

SENACE。另外，秘魯政府也加重礦業開發汙染環境的罰款，盼能減

緩礦業開發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針對氣候變遷問題，秘魯政府一直在執行減少碳排放量措施，並

針對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包括礦業開發的土地使用改變，以及森林砍

伐。特別是秘魯工業發展所需的發電及礦產製程需求，早已造成境內

亞馬遜森林減少之惡果，秘魯政府正積極在研提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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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秘魯政府實施嚴格的環境法律，有些合法允許經營的礦業企

業仍持續違反相關的環境條令。 

3. 稅務法規 

秘魯政府的礦業收入占其總收入的一半左右，來源主要分為三種，

即企業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權利金（Royalties）和特許

權（Concession Rights）。在企業所得稅部分，所得稅率為 30%，股

利稅為 4.1%，利息稅為 4.99%；在礦業權利金部份，依相關稅法規定，

個別礦產企業每月必須繳交權利金，其費率按照各企業礦產銷售金額

核算；繳納的權利金 20%分配予地方政府，其中的 50%分配予該礦業

發展當地社區），另外的 20%分配予該省政府。特許權是秘魯政府授

予各人或公司有關礦產之採礦、生產、冶鍊及運輸之權利，透過給予

特許權，礦業公司可透過以下兩種途徑獲得利益：第一，秘魯憲法規

定，平等地確保國內及外國投資者，擁有自由進出、持有與處置外幣

之權利；第二，承接大型採礦作業之投資者可享有 10-15年之固定稅

額。 

秘魯政府並額外徵收三種礦業專有稅，包括礦業權使用費、特殊

礦業稅，以及特殊礦產抵押權。其中，礦業權使用費分別以企業開礦

所得的 1%到 3%徵收，所得中的前第一份 6,000萬美元將扣除 1%稅、

前第二份 6,000萬美元將扣除 2%稅，之後超越 1億 2,000萬美元的部

分則以 3%徵收。秘魯從 2012年起實施新的稅收制度，礦業公司必須

按照其營收利潤的 1%到 12%繳交稅款，落實盈利越多、納稅越多之

公平原則。 

為振興礦業投資，秘魯政府並於今年 6月宣布將推行一項針對大

型礦業公司的固定稅收契約，該契約對象為投資規模超過 5億美元的

項目，並規定向其徵收的稅率 15 年保持不變，秘魯礦業協會認為全

球數個將投資秘魯礦產的大型礦業公司，如南方銅業（Sou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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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MMG公司和紐蒙特礦業（Newmont Mining）都將受益於

新的固定稅收方案。 

（二） 秘魯關注礦業議題 

1. 積極投資擴大銅礦開發 

秘魯的銅礦業被看好是全球成長潛力最大的礦產業，因該國的銅

礦業有許多穩定並有競爭性的計畫，額外能源成本也較低，相對地更

具競爭力，因此將逐漸減少與智利的銅礦生產量之落差，預計秘魯的

銅礦生產量在 2014年將成長 17%。 

近幾年秘魯經濟之所以穩定成長，主要來自於礦產業的活絡。去

年秘魯在礦業投資 970億美元，使得礦產業的投資從 2012年增加 14%。

目前全球銅礦的價格持續成長，投資者都密切在關注美國的經濟數據，

以及中國大陸政府對銅礦業的輔助，因為這些都是影響對銅礦需求是

否增加的關鍵因素。但因銅礦主要用於製造業及加工，因此其價格對

於未來經濟趨勢仍具有很大影響力。 

目前在秘魯有五大區域的銅礦業開發計畫將在 2016 年前開始作

業，估計投資總額為 130億美元，一旦順利推動，將能把秘魯銅礦的

年生產量從現有的 13 萬噸增加至 280 萬噸。在這當中，秘魯政府首

先期盼透過中國鋁業公司的 Toromocho 計畫，以及近期內要開發的

Las Bambas銅礦區，能有效增加其銅礦的出口量。其中，Toromocho

礦區可望成為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銅礦區之一，但在今年 3月因環境考

量，中國鋁業公司被迫停止工業，目前礦業區已經過水源管理修改後

進行重新開發，預計在 2014年的第三季可開始量產。 

其次，Southern Copper公司將完成價值約 9億美元的 Toquepala

礦區擴張，以及 10億美元的 Tia Maria開發計畫。由於 Tia Maria計

畫在 2011 年曾與當地社區對於水資源的用途產生糾紛，Sou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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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公司被迫修改其環境影響評估研究，預計在 2014年的 6月應

該會被通過，因此，Southern Copper公司可望於 2016年在 Tia Maria 

區域開始施工，該區銅礦生產量預估約為每年 12萬噸。 

此外，Southern Copper公司預計今年的銅生產量能達到80萬噸，

將比 2013 年成長 19%，尤其是該公司投資的 Tia Maria 計畫和

Toquepala的礦區擴張計畫，以及 Cuajone擴張計畫皆將會在 2017年

增加兩倍銅礦生產量。上述三個銅礦產區的發展，將足以使秘魯的銅

礦產量超越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大銅礦生產國。目前中國大陸的

銅礦生產量為每年 160萬噸，智利為全球銅礦第一大生產國，產量約

為每年 580萬噸。 

2. 礦業企業社會責任 

秘魯政府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對外可從其於 2008 年主辦

APEC會議期間，將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做為該年 APEC優先領域的一

環看出秘魯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視，此外，秘魯並於 2009 年 9 月

23-24 日在利馬舉辦「創造企業社會責任之礦業利害關係者對話研討

會」（ Workshop: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akeholder Dialogue in Mining Industry Operations），邀

集產官市民等利害關係人代表，討論建立 APEC礦業企業社會責任之

對話架構。67
 

對內，秘魯同樣推展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政策，並主要在其能源與

礦 產 部 設 立 社 會 管 理 辦 公 室 （ Social Management General 

Office/Oficina General de Gestion Social, 簡稱 OGGS）扮演著促進企

業社會責任相關法案落實之積極角色，且同時擔任社區與礦業公司之

間的協調與緩衝單位，主要工作目標為促進環境保護、與環境法規標

準一致之保障、契約責任、衝擊評估、代表社區指導與監測政府等，

                                                      
67

 台灣經濟研究院，「參與 2012 APEC 礦業部長會議(MRM4)」總結報告，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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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GS的設立可確保有良好的管理機制以因應衝突與對峙的狀況。 

OGGS 並從 2012 年起賦權執行多項社會計畫以督促採礦公司落

實其企業社會責任。根據 D.S. 042-2003-EM法案，「社會投資與永續

發展計畫」承諾發展礦業活動之要件即為在村落進行當地與區域性的

環境永續發展，並督促礦主需採取以下行動，包括其生產活動應尋求

與環境保護之平衡、遵循主政單位之規範及當地的文化習俗、持續進

行利害關係者對話、與受到礦業影響民眾採取一致的立場、鼓勵雇主

提供必需的訓練機會，以及收購地方商品與服務以促進礦活動發展等，

上述行動成果並需被納入環境衝擊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EIAs）的社區關係計畫結果當中。此外，礦主必須定期

向能源與礦產部報告有關 9項企業社會責任項目之工作成果，包括教

育、衛生、營養、環境管理、地方聘雇、地方經濟、基礎建設、地方

機構、發展與能力建構及促進地方文化與習俗，藉以促成礦業公司與

當地社區的和諧共存，並建立共同發展目標。68
 

為進一步促進礦業與當地社區之和諧，秘魯政府並於 2012 年通

過「預先諮詢法」（Prior Consultation Law）要求在開發任何作業計畫

前必須事先諮詢於當地原住民社區。然而，該法案落實的效果有限，

顯著的案例可見於秘魯的 Loreto原住民社區，由於位處石油開發的爭

議地區—石油租地第 192區，長年受到石油工業重度污染，不僅影響

當地原住民的糧食來源與健康，當地的亞馬遜雨林的水體與土壤接受

到嚴重汙染；當地原住民立場其實並不反對發展，但要求發展必須符

合其權利，包括土地、自然資源全，以及其自身的發展願望與優先性，

並盼「預先諮詢法」應確切按照國際標準來執行。目前該區原住民社

區仍與秘魯政府及 Pluspetrol 天然氣公司協議環境休復措施以及補償

措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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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erio de Energia y Minas, Peru 2013 Annual Mining Report, 2014. 
69

 Oil industry ‘devastating’ for Amazon communities, warn UN rapporteur,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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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秘魯在 2013 年針對土壤中的金屬化合物進行檢測，發現

鉻、鉛、鋇等化合物嚴重超標，特別是在 Pluspetrol 天然氣公司所收

購的油田；有鑒於礦業對於環境之嚴重汙染，秘魯政府於 2013 年通

共土壤污染規法新法，增加環境汙染之罰款，並首次規定土壤污染物

的可接受標準，因此，pluspetro公司遭罰 1,100萬美元，且秘魯政府

未來將在該公司其他開採石油的區域進行檢測。70秘魯政府並為因應

礦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故於 2012 年在其環境部成立國家環境認證

服務之監管機構，主要功能為複審和批准大規模投資計畫的環境影響

評定。 

（三） 秘魯將主辦 2016年 APEC會議 

秘魯於 2012 年 APEC 俄羅斯海參崴年會期間表達其欲於 2016

年主辦APEC會議之立場，秘魯上一次主辦APEC會議是在 2008年。

儘管目前尚未有資訊顯示秘魯的規劃方向，但從其對於 APEC礦業議

題之積極參與，以及對於其國內礦業發展之重視程度，預計礦業議題

將會是 2016年 APEC的關注焦點之一。 

首先，APEC礦業任務小組（MTF）成立後的第一次與第二次會

議皆在秘魯召開。第一次 MTF會議於 2008年在秘魯的阿雷奇帕市召

開，會中主要討論 MTF 章程、遴選主席與副主席、設立主席之友，

並討論年度 MTF 工作計畫，而當時的秘魯礦業部次長 Felipe Isasi，

便由各經濟體推舉擔任第一屆的 MTF 副主席，與俄羅斯主席共同推

動 MTF工作；第二次的 MTF會議則在同年 8月在利馬市召開，討論

主席之友事宜、決定 2009 年工作計畫、向 APEC 預算管理委員會爭

取預算排序，以及評估第 4屆礦業部長會議等事宜。因此，秘魯可說

是開啟 APEC礦業工作的初始地，具有象徵意義。 

                                                                                                                                                        
2013/12/20. 

70
 Peru declares environmental state of emergency in its rainforest, The guardian, 20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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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秘魯與智利間的競爭關係可能使得秘魯未來爭取在

APEC礦業議題之主導地位。首先，秘魯現正積極減少與智利的銅礦

生產量之落差，預計秘魯的銅礦生產量在 2014 年將成長 17%，並盼

超越智利，成為南美洲的礦產大國；其次，智利早於 2004 年在安多

法加斯大召開第一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並於會中針對礦業永續發

展及礦務與金屬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達成共識，形塑出 APEC

礦業議題所關注重點領域之方向，可謂其重要貢獻；如今，智利擔任

MTF主席，並在本年 MTF會議及礦業部長會議中皆扮演議題主導之

重要角色，而秘魯對於 APEC礦業之參與的積極程度亦可從其礦業部

長連續參與本次 MTF 會議及礦業部長會議，並於會中積極發言可見

一斑。因此，推測秘魯將積極爭取在其主辦 APEC會議期間舉辦礦業

部長會議，突顯其積極的礦業發展與對於礦業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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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析海洋礦業國際合作案例與政策 

海洋礦業議題是近年來全球各國所關注的礦業領域新議題，主要

是由於大家開始體認到陸地礦產資源匱乏之危機，且為避免礦產資源

的取得永遠受制於他國，因此礦產開發路線已開始從陸地轉往海底發

展。儘管現階段探勘和開發海底礦產資源的技術仍在發展中，但是

APEC區域內的太平洋海底蘊藏著豐富的海洋礦產資源，已成為各經

濟體重視的探勘和開發的標的，這些礦產資源包括有固體礦產資源及

油氣資源兩大類，分別為濱海砂礦、銅、鉛、鋅、金、銀之熱水礦床、

結核、結壳及磷礦，以及石油資源、天然氣，以及天然氣水合物（甲

烷冰）等人類生活與工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因此海底礦產的

探勘與開發早已是國際間努力合作的重要領域。 

目前 APEC 對於海洋礦產議題的投入尚未深入，但我國於 2013

年所舉辦的「APEC 海洋礦業發展國際研討會」，則深刻喚起各經濟

體對於海洋礦業議題之重視，並在會中分享中國大陸、印尼、越南、

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及我國的海洋礦業政策。此外，從 2011 年

中國大陸在APEC提出「藍色經濟」概念、2013年印尼大力推動「APEC

海洋議題主流化」倡議之後，今年中國大陸更將海洋議題納入 APEC

優先領域的議題之一，海洋礦業亦是其中重要一環；因此，在 APEC

海洋議題主流化的浪潮下，未來海洋礦業議題即可能會被納入 APEC

礦業相關會議的議程中，並把 APEC做為區域內各經濟體討論海洋礦

業相關議題之重要平台。 

本章將先探討我國鄰近之東海與南海在能源礦產資源開發上的

爭議，以及我國目前所面臨之困境，接下來並蒐集國際間相關合作案

例，作為我未來我國規劃於在東海與南海領域與他國進行合作之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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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海洋能源礦產開發現實與機會 

本節將探討我國鄰近海域，包括東海與南海在能源礦產開發上之

現況與挑戰，並將探討我國目前所面臨之困境及出路。 

一、 東海領域 

東海爭議區域位於中國大陸、日本以及我國中間所夾地帶，由於

中國大陸則主張應按照大陸礁層自然延伸原則，因此認為中琉界溝才

是中日專屬經濟區的分界線。而日本主張中日的經濟專屬區應按照中

間線原則，以中日海岸中間線進行劃分。雙方的主張基礎不同，這也

是中日東海劃線分歧的來由。後來日本政府片面宣布釣魚台國有化，

中國大陸立刻採取普遍而長期的反制作為，並於 2013年 11月劃設東

海防空識別區，涵蓋大部分東海海域和釣魚台列嶼，整個東海形勢陷

入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 

事實上，中間線只是國際海洋公約的國際法一個法律名詞，與實

際的海洋劃線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亦即只有當中間線兩邊的海岸線長

度相當，兩邊的人口基數大致相等時，中間線才能成為兩國之間的海

洋經濟專屬區真正的劃線。若以中國大陸東海岸長達 1.8萬公里海岸

線和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數，日本的琉球群島及其所擁有的幾個島嶼，

以及有限的人口基數，日本在東海海域所主張的中間線，其立足點相

對薄弱。 

儘管中日東海劃線有分歧，中日雙方自 2004 年起就東海海域劃

線、油氣資源共同開發等問題展開對話和磋商，2008 年 6 月雙方達

成原則共識，同意在特定海域區域進行油氣資源共同開發，中方企業

並歡迎日本企業按照中國法律參加對春暁油氣田的合作開發。2011

年 12 月中日雙方同意建立中日海洋事務高階磋商，2012 年 11 月中

國外交部亞洲司與日本外務省亞太局也曾就釣魚台問題舉行工作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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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71可惜在日本宣布把釣魚台國有化後，中日雙方衝突對峙日益激

化，也喪失了和平解決釣魚台問題及共同開發東海油氣資源的機遇。 

目前在東海海域內已進行開發的平湖、龍井、斷橋、春曉，以及

天外天等 7處油氣田，仍具有中日的主權爭議性。即使中日雙方過去

於 2008 年達成部分合作開發的原則共識，但事務性的實質談判迄今

仍毫無進展，因此雙方締結條約也遙遙無期，甚至日本國內右派輿論

也在推動由日本獨立開採，終於導致中日合作開發東海爭議區域油氣

資源的倡議破局。 

過去中國大陸方面曾力邀台灣中油公司參與釣魚台北部東海海

域的春暁和天外天油氣田開發，但因該區域涉及中日主權糾紛，政治

敏感性強，我方並未同意參與。最近中國華信能源集團曾來台拜會各

單位，提出將在上海自貿區內設置包括石油和天然氣的能源交易中心，

其油氣源將來自釣魚台北部海域的春曉和天外天油氣田，以及來自中

亞、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油氣，並建議台灣參與建立上海自貿區石油

和天然氣的能源交易中心，顯然在中日釣漁台主權爭端緊張之際，大

陸方面仍積極透過各種合作形式，爭取台灣間接參與與春暁和天外天

油氣田有關的其他計畫。 

對於東海領域的緊張形勢，馬英九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推

動綱領，強調「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等原則，並呼籲各

方以和平的方式處理爭端、並應建立區域多邊協商機制，合作開發東

海，以促進東海永續和平與長期合作。該倡議並主張，推動在台灣北

部海域之礦業合作探勘，建立合作開發與管理機制。72這也是我國在

東海海域推動共同開發礦場資源的最高指導原則。 

東海海域究竟擁有多少礦產資源？儘管一般認為該海域蘊藏有

                                                      
71

 「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13〉」，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課題組，海洋出版社，2013

年，北京。 
72

 馬英九總統「東海和平倡議推動綱領」，10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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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油氣資源，但事實上該海域皆為小口徑的油氣田，開採成本高、

效益低，中國大陸在東海油氣田的開採活動，其實是政治意義大於經

濟效益。倒是目前東海海底礦產資源中，近來受到矚目則是海底熱水

礦床中的稀有金屬，包含金、銅、鋅，特別是日本已把開採這些東海

稀有金屬列在其「海底資源能源確保戰略」中。據估計，其價值遠高

於海底天然氣，但目前若要開發仍面臨中日主權糾紛之緊張情勢，以

及需要龐大財政預算投入之挑戰。 

我國政府曾於民國 59 年 9 月 3 日公布「海域石油礦探採條例」，

依據該條例將臺灣海峽及台灣北方海域水深在 200 公尺以內之大陸

礁層、約 24 萬平方公里之「海

域石油礦區」劃為五大海域礦區，

並設定國營石油礦業權，交由中

油公司籌劃經營。73其中，我國

第二、三、四、五礦區部分範圍

與日本主張的海域專屬經濟區

部分重疊（如圖 2 所示74），包

括釣魚台在內，第四、五礦區部

分則與韓國宣示的海域專屬經

濟區部分重疊。 

我國劃定之礦區中，以釣魚台

所在的第二礦區是目前最具爭議

之區域。中國大陸曾邀請我國參與釣魚台北部海域的礦區探勘與開發

計畫，而我方則希望在釣魚台西南方海域屬中油第二礦區進行探勘與

開發，主要係因釣魚台北部海域礦區涉及與日本所主張之海域中線有

                                                      
73

 我海域礦區劃定沿革及鑽探開發情形，經濟部礦務局網站。

http://www.mine.gov.tw/PInfo/ListPInfo.asp?c_type=11 
74

 曾弘志，我國海域石油礦區之劃立及外資參與合作探油，礦冶 56/3，民國 101 年 9 月。 

圖 2：我國海域礦區與日、韓

主張的專屬經濟區重疊示意圖 

http://www.mine.gov.tw/PInfo/ListPInfo.asp?c_typ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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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的問題，牽涉複雜的主權衝突性，而釣魚台西南方海域屬我國中

油公司的第二礦區範圍，未涉及與日本的主權爭議。 

另外，當初日本因擔心兩岸在釣魚台主權爭議事件上，採取共同

立場，終於在釣魚台海域台日漁業協議談判讓步。這是在東海主權爭

議尚未最終解決之前，相關國家先分享天然資源的一種成功模式。或

許，我方也可循此一模式，藉由與大陸在釣魚台海域相關礦區磋商合

作探勘和開發過程，間接迫使日本主動與我方在釣魚台海域其他礦區

磋商合作探勘和開發進行談判。75
 

二、 南海領域 

南海油氣資源開發的爭端，主要因素為與主權有關的劃界問題，

然而，因為鄰近國數量多，並各自有其戰略考量，使得南海問題更加

複雜。儘管中國大陸與東協 10國已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於

2011 年於印尼巴里島落實指導方針草案，但迄今仍未能有效解決各

國在南海的主權爭議。特別是近來大陸的中海油公司在西沙群島海域

展開鑽探活動，引發越南政府抗議，中越兩國艦船在海上對峙，更導

致越南境內爆發大規模暴動與示威活動，都顯示南海資源的探勘與開

發的嚴重爭議。 

另外，菲律賓對南海能源礦產資源的覬覦多年，早在 2012 年就

宣稱要在有主權爭議的南沙群島海域，針對 3個石油天然氣區塊舉行

國際競標。當然，菲國此舉頗有與中國大陸中海由公司在南海有主權

爭議的 9個石油天然氣區塊進行國際競標相互較勁之企圖。近年來菲

國在南沙群島的半月暗沙海域扣押大陸漁夫，並在中業島週邊所占領

島礁建設雷達監視系統，最後又向國際海洋法仲裁庭遞狀，要求裁定

中國占領南海 8個礁群〈包括黃岩島〉屬非法行為，中國大陸也嚴厲

                                                      
7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218 次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東海及南海區域情勢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

響」，本研究按計畫主持人吳福成的發言，10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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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菲國改變不了中國擁有南沙群島主權之事實，也不容許菲國以

任何形式侵佔仁愛礁。 

面對南海風雲四起，馬英九總統在今年 5 月 20 日就職六周年演

說中也公開表示，在南海問題上，中華民國政府立場一貫，主張主權

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未來也希望「東海和平倡議」

可以適用南海，實踐「東海和平倡議」之精神。馬總統並於今年 9月

1日表示，根據史料足以正明我國對南海諸島主權主張的正當性，未

來各國進行任何有關南海協商談判時「中華民國都不能缺席」，並強

調以我國處理東海議題「主權不能分割、資源可以共享」的作法，擴

大到南海地區，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76
 

然而，南海主群爭議的背後，又涉及「九段線」（台灣稱「U 型

線」）在國際海洋法的適法性問題，美國方面已公開質疑中國大陸根

據「九段線」宣示南海權益，並不符合國際法，因此要求中國方面作

解釋。基本上，「九段線」是繼承中華民國政府 1947年在南海劃定的

十一段「傳統疆域線」，中國大陸建政後，於 1953年將十一段「傳統

疆域線」去掉與越南相近的北部灣、東京灣兩段，而成為現在中國大

陸主張的「九段線」，在「九段線」內的東沙、西沙、中沙、南沙等

群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除了南海主權爭議之外，由於南海海域蘊藏有豐富的礦業資源，

包括能源礦產：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產：金、銀、重砂礦、鈦鐵礦、

磁鐵礦等；以及非金屬礦產：寶石、重砂礦、磷礦及砂石等，也就導

致目前南海爭議不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目前在南海海域進行探勘活

動者，包括具有主權爭議的中國大陸、我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

亞，以及不涉及南海主權爭議的日本、俄羅斯等。 

事實上，中國迄今只在南海的北部灣海域和珠江口探勘石油資源，

                                                      
76

 中國時報，馬：南海談判 台灣不能缺席，201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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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在南沙海域鑽井、採油，而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

印尼等國則紛紛圍繞在「九段線」週邊主要的含油盆地加強油氣探勘

開發，這些含油盆地全都在南沙海域。近來上述國家還從「九段線」

週緣向中央逼近，從近海大陸礁層向深海推進。77逐漸地，南海海域

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惡性爭奪，加上與南海主權無關的美國勢力介入，

更加劇該海域主權爭議的惡化。 

雖然我國在南海主權爭議的立場相當明確，不過，一觸及兩岸在

南海海域共同開發能源礦產資源問題，則態度趨於保守。不可否認的，

由於我國實質佔有的太平島是南沙諸島中唯一擁有淡水資源之島嶼，

且位居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入口之優良戰略位置，78因

此，中國大陸希望與我方合作，將太平島作為兩岸合作開採南海石油

的運補基地，但我國考慮在太平島的主權及實質管轄，並認為南海海

域的政治敏感度太強而作罷。79屆時若兩岸在太平島上與其合作，恐

加深國際間對於中國大陸在太平島行使主權之印象，對於其爭奪太平

島主權有利，因此我方予以拒絕。 

至於我國推動的共同開發南海資源，則因涉及台灣的政治定位，

中國大陸能否認同支持，仍有待觀察。原則上，若是兩岸在南海合作

開發能源礦產資源，本質上是兩岸經濟合作的一種延伸。但是大陸對

台灣參與南海多邊經濟合作，擔心此舉既有經濟目的又有政治目的，

因此認為兩岸需要在「一中架構」下探尋共同參與南海爭議海域的經

濟合作方式和途徑，其中又涉及到兩岸在參與國際經濟和活動的身分

問題。80而已現階段的兩岸關係發展，以及台灣內部的政治氛圍，兩

岸共同參與開發南海能源礦產資源，仍需依靠智慧來克服困難。  

                                                      
77

 「南海能源地緣政治新格局及其應對的戰略思考」，中國能源月刊，2013 年 3 月號。 
78

 蘇冠群，中國的南海戰略，新銳文創，2013。 
79

 「李秘：解析兩岸南海合作的性質、空間和路徑」，中國台灣網，2014 年 4 月 15 日。 
8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218 次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東海及南海區域情勢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

響」，本研究按計畫主持人吳福成的發言，10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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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洋能源礦產探勘與開發合作案例 

對於東海和南海海域複雜而敏感的主權爭議問題，中國大陸從鄧

小平時代迄今，都提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

我國馬英九總統在「東海和平倡議」和由其精神所延伸的「南海和平

倡議」也都強調主權無法分割，但天然資源可以分享，而共同開發即

可達成資源共享的目標。 

證諸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開放簽字之前，日本與韓國已於 1974

年簽訂「比鄰大陸礁層南段共同開發協議」，建立租讓人經營制，把

共同開發海域作分區，每一分區只有一個經營者，雙方經營者實行輪

換。81
 該協第 28 條明文表示，此協議不能被視為是對共同開發區中

任何資源的最終主權聲明，也就成為不需要最後劃界就能達成共同開

發海洋資源的先例。 

而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架構下，也的確留有共同開發並不需要永

久確定海域主權的有利空間。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範專屬經濟區

和大陸礁層相關事項的第 74條第 3款、第 83條第 3款，都可找到不

確定主權的海洋共同開發模式的國際法基礎，該法案要求相鄰國家

「應基於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做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並

在此過渡期間內，不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這種安排不能妨害

最後界限的劃定」。82
 

至於在共同開發模式方面，新加坡大學國際法中心學者 Robert 

Beckman 及 Leonardo Bernard的 2013年著作“Framework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Hydrocarson Resources”，將共同開發協議分成三種類

型，包括「單一國家模式（The Single-state model）」、「合資模式（The 

joint-venture model）」及「聯合機構模式（The joint authority model）」，

                                                      
81

 「爭議海域油氣資源共同開發經驗剖析及對我國的啟示」，國際貿易月刊，2013 年 12 月號。 
82

 「南海油氣資源共同開發制度的構建略論」，海洋經濟發展與海島保護論文集，海洋出版社，

2011 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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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推動東海和南海的共同開發具有參照價值。以下，分別敘述上揭

三種類型的共同開發模式與相關案例： 

一、 單一國家模式 

單一國家模式對於各國而言是最簡單的選項，因為對於需顧慮正

式雙邊合作的相關法律和制度之官方政府而言，其所需條件與門檻較

低。該模式允許雙邊的其中一國擔任管理角色，管理國則從資源開發

的收入中扣除管理成本後，把收入利益讓另一方國共同享有，許多初

始的聯合開發協議都利用該模式運作。 

然而，該模式在近期來已被淘汰，主要原因在於允許另一國來管

理自己國家的主權，將造成無法避免的自治權損失，即使在法律上的

劃分與權利是明確的，但大部分國家也不願接受這種情況，尤其在有

爭議且有重疊主張的海底區域相鄰近國家更不願接受由他國代行主

權的狀態，主要因素在於各國恐怕管理國會在爭議海域搶先爭奪資源

主權，進而削弱雙方的平等地位和對主權的認同，並對將來劃界帶來

對本國不利惡果。 

事實上，單一國家模式本質上就是代理制模式，適用於兩國關係

長期睦鄰友好、相互信任、有強烈合作意願，以及共同開發區塊規模

較小的海洋區域。最典型的合作案例是1989年澳洲和印尼的簽訂協議。

由於東帝汶和澳洲之間的帝汶海呈現缺口，靠澳洲的大陸礁層淺而寬，

而靠近東帝汶的大陸礁層深而窄，1976年印尼兼併東帝汶後，就與澳

洲發生劃界爭議，澳洲認為應按大陸礁層自然延伸原則，把帝汶海槽

中間線作為兩國大陸礁層的分界線，印尼則認為帝汶海槽只是兩國共

同大陸礁層的偶然凹陷，仍應按照距離原則，以中間線劃分大陸礁層。

由於澳洲和印尼關係良好，終於在1989年達成妥協，將帝汶海分為A、

B、C三個區塊，分別採取不同開發模式，其中A、B兩區塊採用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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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模式或代理制模式，另外的C區塊則採用聯合機構模式。83基本

上，東海的海底地貌與帝汶海頗為相似，未來解決爭議的途徑似可參

照此一模式。 

 

二、 合資模式 

合資模式是三種模式裡最常使用的選項，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

類為由各國政府與指定的油氣公司在指定的共同開發區內成立強制

合資之企業；第二類則是在重疊區域進行強制聯合經營，或指定一開

發者來代表所有有興趣的開發者進行採礦，此類合資模式主要在北海

區域可見，但有些協議會結合上述不同模式進行。 

基本上，相關國家或由國家指定的油氣公司進行合資，共同管理

爭議區域內的油氣資源開發活動，這種合資模式操作起來簡單、具靈

活性，而實權仍保留在相關國家手中，非常適用於在歷史上民族間、

經濟利益有衝突的區域，以及對自然資源投資和開發擁有不同價值取

向的區域來進行。 

                                                      
83

 同註 77 

圖 3：東帝汶海域共同合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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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合資模式主要針對在雙方領海區域內皆蘊藏礦產，或者是

礦產呈現跨界分布等狀況使用，這些指定的聯合開發區域經常與兩國

間的專屬經濟區域爭議有關。然而，目前亦有許多合資模式在海域界

限已無爭議的情況之下，進行強制聯合經營來開發跨界的礦產，但這

類的合資模式已逐漸不再被視為是「聯合開發」。此外，這些跨界聯

合經營協議同時也代表著成功的國際合作案例。 

（一） 合資模式第一類：韓日合作案例 

     東北亞韓國與日本於 1978 年簽定的「韓日共同開發協定」，即

是採用合資模式第一類來共同開發爭議海域的資源的著名案例。該協

定係將韓日共同開發區劃分為若干區塊，每一區塊由雙方分別指定的

承租人簽定經營協議，並指定經營者，進行勘探和開發。協議還明確

承租人的費用分攤和收益分成，以及各自的職責和爭端解決等內容。

各區塊由雙方承租人分別擔當經營者，在勘探和開發的不同階段可輪

換經營者。另外，當一方某區塊的承租人為一個以上，需保證所有承

租人具有單一不可分割的利益，並且在協議的過程讓一個承租人擔當

代表。而在共同開發期間，如果區塊與承租人發生任何變動時，有關

一方應該授權另一承租人，並且通知另一方。雙方的承租人訂立經營

協議後，該協議及其修改在雙方核准後立即生效。另外，在共同開發

制度的運行過程中，韓日雙方還派出對等的官員組成聯合委員會，調

處共同開發的利益衝突和發揮監督的功能。84
 

（二） 合資模式第二類：北海案例 

英國與挪威於 1976 年所簽訂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政府與挪威王國政府關於開發費立格氣田即從該氣田向英國輸送天

然氣的協定」，即為本類典型案例。該協定主要規定費立格氣田是跨

越兩國大陸礁層邊界的一個單一地質結構氣田，應做為「一個單獨的

                                                      
84

 同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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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體」由兩國共同開發、兩國政府分別頒發開發許可證、由兩國「許

可證持有者」（licensees）協議產生一個「單一作業者」（unit operator）

進行開發，兩國政府共同決定與邊界線有關的每一天然氣井的位置，

並協商確定費立格天然氣田的總儲量及分配，且建立「費立格諮詢委

員會」（Frigg Field Consultative Commission），以研究兩國政府提交的

問題，處理雙方執行協定期間可能產生的矛盾與爭端，協定不影響兩

國對其邊界線一側的大陸礁層管轄權85。兩國隨後的斯塔福德油田與

慕奇遜油田的聯合開發就參照了上述範例，並且共同構成了北海聯合

共同開發的模式，而依循這個模式，英國和挪威又在 2005 年簽署了

「跨境石油合作架構協議」。  

三、 聯合機構模式 

第三種聯合機構模式是最複雜也最制度化的選項，所需的合作程

度高於前兩種模式。該模式係在有興趣的國家之間成立一個具有國際

權威或有法人、許可和監管權力的委員會，並在管理代表國家指定的

區域進行全面授權，所以又被稱為超國家管理模式。相較於「較弱」

的前兩種模式下所成立的幾近諮詢性質機構而言，此類模式下所成立

的機構具有較強的權力，並具備監督與決策權及廣泛的功能。1979

年和1990年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協約皆為該種模式的良好範例。 

有鑒於泰國與馬來西亞在暹羅灣大陸礁層重疊，雙方在 1979 年

2 月 21 日簽訂諒解備忘錄，規定除繼續依照國際法及國際慣例談判

劃界問題之外，兩國將位於暹羅灣內主張重疊的大陸礁層部分劃為共

同開發區，以便利雙方開發此區域中的油氣資源，後於 1990 年 5 月

30日簽訂建立聯合機構條約。 

該條約設置超國家管理的「聯合機構」，其權限在謀求雙方在重

疊區域海床及底土的非生物資源探勘與開發之立意，以及開發和管理

                                                      
85

 廖文章，海洋法上共同開發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國家實踐，人文際社會科學期刊第三卷第二期，

民國 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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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開發區；主要的權力與責任在於，經雙方政府批准後，以符合生

產分成合約（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 PSC）之規定，授權開發位

於共同開發區內的石油，監督、管理與控制在共同開發區內石油的探

勘與開發，協調政府部門並協助承包商，以及為雙方政府徵收在共同

開發區內礦區使用費與其他衍生自石油資源的收益。同時，締約雙方

還保留各自對共同開發區的主權權利，並共同規範有關海關、漁捕、

航行、海洋汙染與安全，以及水文與海洋測量等行為，在共同開發區

內以等距線為原則劃定分隔線兩邊海域，則分別由雙方行使刑事管轄

權。86
 

四、 其他類型 

除了上述的單一國家模式、合資模式和聯合機構模式之外，尚有

四個不同性質的共同開發模式。其中一個合作案例是，2001 年澳洲

和東帝汶簽訂的協議，將擱置海域主權爭議 50 年，並對雙方有爭議

的大日出油氣田進行共同開發，併按 50：50 得比例平均分配天然氣

收益。第二個合作案例是，2008 年中國大陸和日本簽訂的協議，雙

方達成關於東海及春曉油氣田開發的兩項諒解備忘錄，並同意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第三個合作案例是，1981年冰島和挪威簽訂的協議，

雙方把共同開發海域分成南北兩部分，北部由挪威管轄，南部由冰島

管轄，雙方都可以從對方管轄區域的石油生產總收益中獲取 25%的收

益。第四個合作案例則是，1965 年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簽訂的協

議，把爭議海域劃分中立區，雙方不直接參與油氣資源的勘探和開發，

而是簽發許可證，由國際石油財團獲取共同的許可證後進行勘探和開

發。 

  

                                                      
8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第 218 次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東海及南海區域情勢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

響」，本研究按計畫主持人吳福成的發言，10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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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總結與政策建議 

第一節 總結 

基於中國大陸是今年 APEC 礦業任務小組會議及部長會議的東

道主，再加上中共自從十八大以後，接櫫建設「綠色礦業、美麗中國」

的大戰略，以及中國大陸加上東海和南海主權爭議頻傳，因此本研究

計劃遂採取「三七分」模式，投入較多人力和時間在協助我國參與

APEC 礦業任務小組會議及部長會議的幕僚作業，同時也對中國大陸

礦業政策和 APEC海洋礦業國際合作行小規模的研究，再從研究內容

歸納一些見解提供我國參與上述國際會議的發言談參和立場建言之

參考。 

另外，有鑑於近幾年受到全球經濟危機衝擊，礦產品貿易和投資

市場呈現諸多不穩定因素，已導致礦產資源的供需不平衡，尤其亞太

地區一些經濟體甚至出現礦業「國家化」色彩的保護主義趨勢，包括

印尼為創造就業機會，採取未經加工的礦石禁止出口措施，規定在該

國投資採礦的企業必須在當地冶煉或精煉方可出口，以及越南逐漸減

少煤炭出口，未來將鼓勵外國投資企業研發及應用先進的煤炭開採環

保技術，這也間接助長了礦產進口國除了必須採取多元化進口策略，

並開始重視「都市礦產」採礦和再資源化課題，甚至關注海底礦產資

源的探勘和開發的必要性，本研究發現這些新趨勢已對 APEC主要經

濟體的礦業永續發展帶來新挑戰。 

因此，作為全球經濟成長的領航角色的 APEC主要經濟體，又應

如何致力削除礦業貿易和投資障礙，建立礦業體系的有效管理，以及

建構好與周邊社區的互利共生關係，進而推動礦業永續發展，乃成為

促進亞太區域發展與繁榮的重要關鍵因素，這也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之一。今年北京 APEC礦業部長聯合聲明即已指出，透過區域整合、

促進永續投資、提升社會責任、促進礦業及冶金技術之創新與改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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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是達成礦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路徑。 

本研究為充分掌握 APEC經濟體對礦業議題之立場及，以及我國

與各經濟體間在礦業議題上可能的合作機會，在計畫執行期間除進行

相關議題研究之外，還擔任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幕僚作業並派員實

際與會，提供我國代表於礦業部長會議針對相關議題發言材料，以及

協助與其他經濟體進行雙邊會議，也都獲致相當程度的成果。 

以下，謹根據上述本研究團隊所執行之工作，茲彙整相關成果如

下： 

一、 承擔我國參與 APEC MTF會議及礦業部長會議幕僚作業 

（一） 本研究團隊提供「中華台北都市採礦之成功經驗—廢玻璃資

源回收案例（Chinese Taipe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urban 

mining-a case of waste glass）」，協助我國代表於 MTF會議探

討礦業永續發展議程期間進行簡報，獲得各經濟體之關注，

並成功將「都市採礦（urban mining）作為創新技術之範例」

之文字加入礦業部長聲明第 12段。 

（二） 本研究團隊撰擬礦業部長會議及 MTF會議之背景資料、我方

立場與建議談參，提供我國代表於會議中發言使用。我國代

表經濟部杜次長紫軍（現任經濟部部長）於會中充份使用本

研究團隊所提供之談參，分別在三項討論議程中皆發言表達

我國立場，深化我國在 APEC礦業領域之參與。 

（三） 本研究團隊於會前協助撰擬雙邊會談議題之談參，並於MTF

會議期間，協助我國代表團安排部長雙邊會議，以及協助敲

定與中國大陸、印尼及菲律賓礦業部長之雙邊會議，促使我

國代表與其他經濟體礦業部長針對特定議題有進一步的意見

交換，應有助我國礦業相關企業對外之投資與貿易。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76 

 

二、 掌握中國大陸透過 APEC管道落實其礦業政策目標 

從中國大陸十二五規畫強調「發展綠色礦業、強化礦產資源節約

與綜合利用」之指示，發展綠色礦業係中國大陸礦業的優先方向，綠

色礦業並特別強調以和諧礦區、調整產業結構，以型塑與環境及社區

親善的關係。再從中國大陸的礦業貿易與煤礦管理貿易等面向，包括

稀土出口限制政策、採礦復舊規劃等，皆可看出與環境保護連結的痕

跡。另外，中國大陸亦積極發展創新科技以開發新的礦產來源，例如

深層煤礦、頁岩油氣、城市礦產等，規劃長期策略並投入資源來實踐

礦產開發。 

此外，中國大陸亦針對礦業企業社會責任規範指引，作為中國對

外礦業企業之自願性社會責任標準，強調中國企業赴海外投資應主動

承擔社會責任，並在 APEC礦業部長會議中分享其五礦公司在寮國礦

區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案例。 

上揭中國大陸所關注的礦業政策與議題，都成為今年 APEC 礦業

部長會議議程之依托，此亦顯示中國大陸礦業政策所重視的領域，已

在 APEC場域作為其內政議題之延伸，並透過 APEC場域的討論，倒

逼國內進一歨落實中共十八大揭櫫的「綠色礦業，美麗中國」之大戰

略目標。 

三、 發現今年主要 APEC礦業議題突顯新發展趨勢 

（一） 礦業貿易與投資：亞太地區的礦業面臨需求與價格波動，以

及產礦經濟體實施保護主義之挑戰；然而，APEC 仍持續呼

籲支持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反對保護主義之立場，

並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之承諾延長至 2018 年，以及呼籲

APEC 經濟體應促成礦業加速轉型與升級。 APEC 礦業部長

還建議各經濟體的礦業部門進行合作、改善礦業投資環境、

礦業部門效率、建構供給者與需求者間的互動機制，以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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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與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和私部門進行更多的

互動。 

（二） 創新技術發展：創新將為礦業發展注入持久動力，並有助於

驅動礦業部門的綠色、安全、和諧與高效發展；因此，APEC

礦業部長鼓勵各經濟體在落實創新政策、營造有利於創新的

環境，並應與企業在創新發展上有更緊密的合作，特別是在

都市採礦、礦山保護等領域上。 

（三） 礦業社會責任：APEC 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並認為透過

礦業企業促進社會責任是落實永續發展與促進礦業部門包容

性與和諧的重要途徑，因此，APEC 礦業部長鼓勵相關利害

關係者應進行企業社會責任之對話、為礦業企業創造有利的

社會環境、建立綠色礦業標準，並鼓勵企業社會責任之最佳

範例分享。 

（四） MTF 存續與升格：APEC 礦業部長認可 MTF 的工作表現，

並感謝 MTF落實具體工作，此舉將有助於 MTF在今年底任

期屆滿後的存續，且本次礦業部長會議期間，ABAC 亦表達

支持MTF的存續與升格，美國更表達願與各經濟體繼續一同

工作，這都強化了 MTF 存續的合理性；今年 9 月的 APEC

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並通過 MTF展延 2年之決議，確定

MTF明年將持續進行工作。 

四、 抓準今後 APEC礦業議題走向 

除了今年中國大陸所設定的APEC礦業議題—促進APEC區域內

礦業更緊密合作、創新導向發展、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以外，2015

年的 APEC年會主辦經濟體—菲律賓，已逐步揭露其明年將著重的議

題方向，主要將關注在吸引礦業投資及促進礦產附近社區之永續發展。

另外，2016 年的 APEC 年會主辦經濟體—秘魯，因近來積極發展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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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預計也將於該年舉辦第六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目前看來，礦

業貿易與投資、礦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仍將是今後 APEC礦業議題

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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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總結本研究前面各章節所述，擬提出以下幾項政策建議： 

一、 建議我國政府權責單位積極參與 MTF 

有鑒於MTF工作期限將於今年底屆滿，並在 ABAC、MTF智利

籍主席的強力爭取之下，MTF 可望在明年存續。由於我國礦產資源

有限，幾乎完全仰賴進口，也因此受制於外國能礦政策之變動，故我

國更應藉由參與 APEC礦業相關會議，及時有效掌握國際礦業與政策

發展情勢，俾有利我國礦產資源的穩定取得和儲備安全。未來 MTF

將面臨是否成為常設性質之工作小組之問題，建議我國呼籲各經濟體

應積極在 MTF場域提出計畫，以活絡 MTF之運作，促進MTF通過

APEC SCE機制對其所進行的獨立評估之檢視，爭取 MTF升格為工

作小組，而不需再檢討其存續問題。 

根據本研究結論，建議未來我國可考量在 MTF 提出以下相關議

題之計畫，並可尋求與其他有興趣的 APEC經濟體進行合作： 

（一） 平衡礦業發展中的貿易自由化、附加價質與環境保護之研究：

本次礦業部長會議呈現新的礦業發展思維，即除了促進礦業

的貿易與市場自由化以外，應同時兼顧增進礦產的附加價值，

以及礦產開發的環境保護，因此礦產進口國不能完全以貿易

自由化為主要考量、出口國也不能完全以保護主義角度思考

政策，而應以貿易自由化、附加價值與環境保護作為未來礦

業發展的三個要素。故建議政府權責單位可提出研究計畫，

探討在礦業發展中落實平衡此三要素之方法與途徑。 

（二） 我國應以「都市採礦」作為參與 APEC 礦業活動重點：我方

在 MTF所分享的「都市採礦」經驗獲得各經濟體代表的高度

認可，並納入本次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中，可謂我國今年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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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部長會議之重要貢獻。目前全球以日本的回收技術與回

收率領先、中國大陸以回收量及規模取勝、我國則具備成熟

的資源回收制度。故對政府權責單位提出三點建議：第一、

我國應持續以「都市採礦」議題做為參與 APEC 礦業活動的

重點方向，並持續在 MTF提出相關計畫，以加強 APEC各經

濟體對我國發展「都市採礦」為強項之印象；第二、我國可

建議在MTF架構下成立「都市採礦」之次級小組，邀集關切

「都市採礦」的經濟體（特別是礦產資源缺乏的經濟體）針

對該議題進行討論，並進一步就各國的經驗進行交流與合作；

第三、我國可與有興趣的經濟體共同規劃向 APEC 申請「都

市採礦」之多年期計畫，以進行深度合作。 

（三） 土石流資源回收利用之概念分享：土石流是大自然幫忙破碎、

並從山上帶下來的資源，省去大量的作業與成本，且順應大

自然規律；此項概念與 APEC 強調發展的永續成長有密切關

係，建議我國主政單位發展土石流資源回收利用之可行性研

究，並在 APEC 場域中提倡此項循環利用之概念，以鼓勵

APEC經濟體多方發展土石流可利用項目。 

二、 支持強化 ABAC與 APEC礦業議題之連結 

有鑒於礦業是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而各國企業界也欲

作出貢獻，特別是 ABAC在本次MTF會議及礦業部長會議中的積極

參與，以及對於MTF存續之支持，顯見 ABAC對於在 APEC架構下

活絡礦業之企圖心，我政府權責單位應支持強化 ABAC 與 APEC 礦

業議題之連結，並提出建議：第一、ABAC礦業企業論壇應正式納入

未來礦業部長會議規劃中；第二、建議 MTF 鼓勵各經濟體與 ABAC

合作進行研究計畫；此外，中華台北 ABAC 秘書處亦可藉由參與

ABAC 大會之機會，積極瞭解 ABAC 內部針對 APEC 礦業議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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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並提供給政府權責單位參考。 

三、 針對 2015年及 2016年 APEC礦業議題之參與建議 

（一） 在 2015年菲律賓礦業議題方面：菲律賓礦業關注的議題方向

為吸引外資投入及永續社區發展，由於目前亞太區域充斥保

護主義，故建議我國相關部門應就菲國的吸引外資政策進行

相關研究，以確保未來礦產原物料的取得之保證。 

（二） 在 2016年秘魯礦業議題方面：目前尚未能得知秘魯擬推動之

礦業議題方向，然而，由於秘魯係太平洋聯盟（PA）及跨太

平洋夥伴協定（TPP）成員國，建議我國相關部門應加強與

秘魯的礦業投資與合作，加強雙邊連結性，相信必然有助於

爭取對方支持我國加入 TPP。 

四、 推動礦業經濟技術合作和做好礦產資源戰略儲備 

在 APEC區域的一些礦業生產經濟體，長期來以未經加工的原礦

物料出口，因而淪為單純的原礦物料供應基地，並影響到其國內產業

結構的提升，以及就業機會的創造。印尼為建立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

化，採取鎳礦和其他礦產禁止出口措施，導致日本向 WTO提告，中

國大陸的稀土配額減量出口，也遭 WTO裁定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台

灣是一個原礦物料缺乏的經濟體，面對各礦產國家紛紛採取原礦物料

出口禁令，以及追求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化趨勢，更應未雨綢繆。 

本研究認為，我國的應對措施可分兩部分：首先，台灣可以礦產

進口經濟體身分，在 APEC場域聯合其他主要礦產進口經濟體，共商

如何有效維護礦業供需產業鏈的穩定，並設法落實 APEC的經濟技術

合作，提升礦業每個環節的價值，既能為主要礦產生產國創造附加價

值，也可確保礦產進口國的需求安全；我國並可在 MTF 提出相關計

畫，一方面促進與其他經濟體之合作，一方面亦可對於活絡 MTF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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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做出貢獻。 

其次是做好礦產資源戰略儲備，礦產資源儲備係以保障國家安全

為宗旨，儲存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之戰略性礦產資源，

以備非常時期之使用，避免因礦產資源一旦出現供應中斷或價格大幅

波動，而衝擊經濟平穩成長，甚至導致礦產資源取得安全；目前全球

中，包括美國、法國、英國、日本及韓國等已開發國家已建立礦產品

儲備機制。87
 

本次 APEC礦業部長會議期間，韓國礦業部長亦提及礦產資源戰

略儲備之概念，並盼在亞太區域內實施相關計畫；中國大陸規劃「全

國礦產資源規劃研究」，針對其礦產資源戰略儲備進行相關研究；可

以見得礦產資源戰略儲備亦為亞太區域內各國關注焦點。目前我國經

濟部能源局規劃有國內石油安全存量，並規劃運用石油基金儲存石油，

並已於 2007年 10月完成政府 283萬公秉之儲備，其中原油占 57%、

成品油 43%，相當於國內至少 30 日需要之存量。88建議我國權責單

位應儘早針對其他礦產之儲備進行相關研究，並可透過 APEC場域，

及促進 APEC與其他礦業相關國際論壇之管道，例如，東協礦業部長

會議、中國—東協礦業論壇89，獲取並分析各國礦產儲備之資料，以

訂定我國相關規劃。 

五、 分三個層次推動東海、南海資源共同開發 

儘管我國尚未參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仍可依照該公約的不確

定主權的海洋共同開發之臨時安排精神，尋求與大陸、日本和南海主

                                                      
87

 賈文龍等，關於建立中國礦產資儲儲備體系的政策思考，2008 年。 
88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局年報，101 年。 
89

 中國—東協礦業合作論壇於 2014 年 5 月在中國廣西南寧召開，主題為「建設綠色礦山，促進

礦業可持續發展」，與會者包括東協各國礦業主管部門官員、礦業及商業協會負責人、中國國

土資源部官員及專家學者共 500 多人。中國盼與東協各國合作實現礦業持續健康發展，並提

出三點意見：第一，提升礦業合作水平，積極探索和推動建立礦產資源領域長期經貿合作關係；

第二，建立完善礦業合作平台，深入推動中國國土資源部和東協各國礦業主管部門間的合作協

議，第三，深入開展綠色礦業交流合作，積極開展關於綠色礦山建設的相關政策、管理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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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相關申索國家之間在東海、南海等海域，針對海洋礦產和漁業資源

嘗試採行共同開發的各種雙邊臨時安排模式。 

（一） 在無主權爭端的海域，共同開發天然資源，除了應鼓勵多邊

國家共同合作開發以外，針對兩岸的經濟和商業發展，可考

慮透過公私部門合作，採取二加一模式進行，這也可視為兩

岸經濟合作的外延，兩岸可進一步就合作方式進行討論。 

（二） 在有主權爭端的海域，由於涉及第三國，台灣的參與共同開

發，在性質上就變成台灣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問題了。在兩

岸沒有取得溝通和協調台灣的定位之前，中國大陸能否同意

台灣參與共同開發，就不無疑問。中國大陸方面一直堅持兩

岸可在「一中架構」下共同參與南海爭議水域的經濟合作。

但以目前台灣的政治形勢看，此路很難通。我方僅能抱持在

尚未劃定最後界線前，先行經由共同合作開發、分享海洋礦

產資源之立場，呼籲各國和平解決爭端。 

（三） 在東海、南海主權爭端下，兩岸若共同維護海域主權，在性

質上就成為台灣參與國際多邊互動的問題，這又涉及嚴肅的

台灣政治定位問題，在目前兩岸尚未進入政治談判的階段，

此路也不通。但因目前有關南海 U 形線（九段線）的爭議，

仍需仰靠中華民國的解釋，大陸方面也一再呼籲兩岸共同維

護南海主權，台灣在這之間雖不能立即可以爭取到參與南海

多邊談判機制，但仍可把此一「U 形線解釋權」作為兩岸談

判工具，爭取大陸在其他方面的議題作讓歩。 

然而，亦有學者認為 U形線論述是中國大陸最欠缺的，若我

方將這塊檔案補足，對中國大陸來說有很大的好處，然而，

有關 U形線論述的檔案究竟是台灣在南海的主張還是「中華

民國在中國」時期之主張，若進行歷史解釋，恐陷入一中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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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陷阱，我方可能喪失發言權。90
 

六、 兩岸礦業合作項目建議： 

（一） 都市採礦：中國大陸近來重視礦業技術創新與轉型，並強調

提升礦物生命周期與價值之重要性，都市採礦便是其中的成

功案例；我國則規劃完善之資源回收系統制度，因此在都市

採礦上具備成功經驗。兩岸同時皆對都市採礦議題表達重視，

建議未來兩岸可就都市採礦議題進行深度交流與經驗分享，

並可進一步在 APEC MTF共同提出都市採礦相關計畫。 

（二） 企業社會責任範例：我國亞泥公司成功地在中國大陸建立良

好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社會責任不僅與企業行為有關，也和

當地政府的政策落實有緊密連結；近來中國大陸十分著重企

業社會責任之推動，亞泥的案例可作為兩岸企業相互投資之

範例。建議我方可與中國大陸就此議題在 APEC MTF提出共

同合作計畫，落實 APEC推動之永續成長。 

（三） 二加一的礦產開發合作模式：中國大陸在本次部長會議期間

與我方的雙邊會談中，建議雙方指定連絡窗口，就礦產開發

合作議題進行研議，顯示其對於兩岸合作具備濃厚興趣。建

議我方透過私部門管道與中國大陸建立連絡窗口，並應尋求

第三方的共同合作，以避免爭議。 

 

根據上述政策建議，本研究團隊依照短程（1-3年）、中程（4-6

年）、長程（7-10年），歸納出我國在推動國際礦業活動上之時程順序

之建議，以供權責單位在規劃工作項目與編列預算上之參考，請見下

表所示： 

                                                      
90

 自由時報，我南海史料展 中國官員到場惹議，2014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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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時間 項目 

短程計畫 1-3年 1. 在 MTF提出都市採礦相關計畫 

2. 菲律賓與秘魯關注之礦業議題進行相

關研究 

3. 召開海洋礦產開發國際研討會 

4. 在 MTF推動兩岸合作相關計畫 

中程計畫 4-6年 1. 建議在 MTF 架構下成立都市採礦次

級小組 

2. 我國與其他經濟體合作申請都市採礦

之多年期計畫 

3. 建立兩岸礦產合作開發窗口 

長程計畫 7-10年 1. 研議我國東海與南海立場，研析「U

形線論述」之我方立場 

2. 針對礦產儲備進行相關研究，獲取並

分析各國礦產儲備之資料，以訂定我

國相關規劃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1 

 

附錄一：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議程中英文                        

 

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 

議程 

北京會議中心 

No.88, Laiguangying West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26 June, 2014, Thursday 

Time Events 

08:00-24:00 Registration 

報到 

19:00-20:30 Working dinner 

工作晚餐 

 

27 June, 2014, Friday 

Time Events 

8:00-9:00 
Sign-in 

簽到 

9:00-12:00 

Opening Ceremony： 

開幕式 

Speech by the host; 

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致詞 

Speeches by APEC senior officials 

APEC 資深官員致詞 

Plenary Session: 

大會議程 

Agenda briefing and adoption 

議程簡述與認可 

Subject Discussions: 

次主題討論 

Subject I：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次主題一：促進亞太區域礦業更緊密的合作 

Keynote Speeches:(representative from APEC economies) 

12:00-14:00 Working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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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午餐 

14:00-17:00 

Subject Discussions: 

次主題討論 

Subject II: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次主題二：創新導向的發展 

Keynote speeches: (representative from APEC economies) 

專題演講：APEC經濟體代表 

Subject III: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次主題三：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 

Keynote speeches: (representative from APEC economies) 

專題演講：APEC經濟體代表 

18:00-20:00 
Reception dinner, artistic performance 

歡迎晚宴（表演節目） 

 

 

28 June, 2014, Saturday 

Time Events 

9:00-12:00 

Plenary Session: 

大會議程 

1. Briefing on the draft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and on the draft text;  

簡報 MRM5共同聲明草稿 

2.Discussion on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討論 MRM5共同聲明草稿 

Closing Ceremony: 

閉幕式 

1. Adoption and release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認可並公佈 MRM5共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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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ncluding remarks by the host 

主辦經濟體結語 

12:00-14:00 Working Lunch 

工作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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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建議發言要點        

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 

中英文建議發言要點（草案） 

第一天：6月 27日 

Opening and Welcome  

開幕式與歡迎式 

背景說明 1. 本議程邀請中國國土資源部姜大明部長與APEC資

深官員進行開幕致詞。 

2. 大會議程的認可與通過 

發言目的 1. 感謝姜大明部長對於本次會議的安排。 

2. 認可大會議程 

 

發言要點：感謝姜大明部長 

姜部長、APEC資深官員、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中華台北感謝中國國土資源部姜大明部長主辦本屆 APEC 礦業

部長會議。我們很榮幸來到北京。我深信在此次的會議安排下，我們

能充分討論 APEC區域所關注的礦業議題。 

同時，我也要感謝 APEC資深官員對於本次礦業部長會議之支持，

我們期望渠能繼續扮演推動 APEC工作之重要角色。最後，中華台北

期待本次會議圓滿成功。 

 

Subject I: 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討論一：促進 APEC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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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內容 5. 部長們將檢視區域內現有之礦業鏈合作 

6. 部長們將就如何提升 APEC 經濟體在資源、成本、

科技及市場上的互補優勢進行意見交換，以促進區

域內礦業的整合發展。 

7. 部長們將討論亞太區域礦業相關的礦產品貿易及礦

業投資之進一步開放、自由化與便捷化。 

8. 部長們將就如何強化礦業議題之合作機制與平台進

行意見交換，以加強礦業政策的對話並分享 APEC

礦業相關資訊。 

背景說明 1. 近來亞太地區經濟體針對礦產進行出口限制措施：

印尼於今年 1 月執行原礦出口限制令。印尼是全球

最大的鎳礦出口國，佔全球鎳礦供給的 20%，導致

價持續上漲，恐出現供應短缺問題。另一方面，印

尼的競爭對手，菲律賓將成為全球最大鎳礦出口

國，特別是中國近來增加精煉鎳進口量。 

2. 我方針對礦業部長宣言提出加入「採礦糾紛應通過

合作經營來解決」之建議。 

3. 今年 APEC 貿易部長聲明重申 APEC 反對保護主義

的立場，並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從 2016

年延長至 2018年。 

發言目的 表達 APEC應透過解決礦業保護主義，以及經濟體共同

合作的方式，因應礦產品市場供需失衡的問題。 

 

發言要點：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形勢之影響，礦業市場持續低迷，再加上礦

產資源逐漸耗竭、探勘條件越加困難，且環保要求越加嚴格等因素，

使得礦業成本不斷增加；然而，亞太地區對於礦產品的需求量日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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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將激發區域性大宗礦產品的市場需求，

因而導致礦產品市場供需失衡。 

面對這些挑戰，APEC經濟體當盡最大的努力，維護區域內的經

濟穩定發展，其中，APEC需優先解決的最嚴重問題是區域內對於礦

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過度保護政策，今年甫於 5月召開的 APEC貿易部

長會議也重申 APEC 反對保護主義的立場，並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

義的承諾從 2016年延長至 2018年；我方認為，極端的礦業保護政策

將阻礙自由貿易、開放投資與經濟發展，因此，中華台北呼籲促進穩

定且開放的礦業市場機制之重要性。 

另一方面，為滿足全球對於礦產資源之需求，中華台北呼籲

APEC經濟體應透過共同合作的方式來解決，除了傳統上礦產探勘與

開發合作之外，APEC經濟體更可在創新技術合作、降低價格不穩定

之風險，以及提升礦業鏈中各環節之附加價值等面向上進行共同合作，

藉以促進並平衡亞太區域礦業之成長與繁榮。 

 

Subject II: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次主題二：創新導向的發展 

討論內容 4. 部長們將闡述在促進礦業之穩定成長、轉型與發展

上，科技的現況與角色。 

5. 部長們將考量導入方法以鼓勵礦業科技創新。 

6. 部長們將討論深度探勘、綠色礦業、廣泛資源使用及

非常規能源發展等領域中的創新科技之可能合作。 

背景說明 1. 我國向陽礦業公司係台灣唯一雲母礦產開發公司，並

在絹雲母加工利用上，以創新技術生產高價值的雲母

原料，包括利用其抗紫外線之特性，開發成化妝品及

散熱衣物之原料；絹雲母含磷、鉀、鎂、鈣等天然元

素，經研發改良製成「FIR 奈米元素」，可直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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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機堆肥上，可縮短發酵時間，並可防治植物病蟲

害，對於發展我國有機精緻農業具有貢獻。 

2. 我國在都市採礦上已具備成熟的經驗，目前我國已針

對都是採礦訂定相關法規，並針對相關廠商設有獎勵

補助措施；目前國內有超過 200家廠商進行都市採礦

相關業務（廢資訊物品回收業計 211 家、處理業 22

家），可回收鈀、銦、釹等金屬資源，估計從 2007

年至 2011年的資源化總產值約新台幣 3千萬元。 

3. 我國於去年 5月 21-22日在台北舉辦「APEC海洋礦

業發展國際研討會」（APEC Seminar on Marine 

Mining Development），共邀請包括中國大陸、韓國、

越南、菲律賓、印尼及馬來西亞之專家學者分享各國

海洋礦業政策的現況，並探討 APEC 區域內海洋礦

業合作的實質內容方向。最後，該會議達成共識，提

交針對環境、社會、資訊交流、國際合作、能力建構

等面向之建議予 MTF，並獲得認可與通過。 

發言目的 1. 表達我國積極發展礦產相關創新技術，以解決我國礦

產資源不足的問題。 

2. 建議 APEC 各經濟體發展創新科技，可兼顧礦產資

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局面。 

 

發言要點：  

中華台北的礦產資源稀少，主要的礦源多仰賴進口，儘管如此，

在需求成長的背景之下，中華台北致力於尋求與發展相關創新技術，

並透過創新技術增加礦產資源之價值、帶動傳統產業之升級，例如研

發雲母原料之多用途，包括製作化妝品、取代農業用殺蟲劑、應用在

散熱衣料上等。 

有鑒於陸地礦產逐漸枯竭的情況，中華台北以創新技術投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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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urban mining）。都市採礦不僅符合 APEC所強調綠色經濟之精

神、亦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同時也解決礦產資源不足的問題。中華

台北在都市採礦上已具備成熟之經驗，並建議各經濟體可就都市採礦

議題發展相關計畫，促進最佳範例分享與共同研究進行。 

另外，海洋礦產也是因應陸地礦產資源耗竭的出路，然而，海洋

礦產的探勘與開發技術未臻成熟，為促進亞太區域內相關政策與技術

之交流，中華台北去（2013）年在台北舉辦「APEC海洋礦業發展國

際研討會」（APEC Seminar on Marine Mining Development），探討目

前亞太區域各經濟體的海洋相關政策與科技發展現況，並於會後達成

「促進對環境友善的海洋礦業技術之發展」（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for marine mining）

之結論，獲得MTF成員的認可。中華台北期待 APEC未來可持續在

該領域投入。 

 

Subject III: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次主題三：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 

討論內容 5. 本議程將邀請產、官、學界專家討論 APEC經濟體

的礦業和冶金活動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APEC 經

濟體礦業對於區域內永續發展之貢獻，以及如何克

服全球商品市場不平衡所造成的潛在威脅。 

6. 部長們將就APEC區域內礦業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

之能力建構現狀進行意見交換。 

7. 部長們將分享對於鼓勵礦業公司針對社會責任及

案例進行意見交流及廣佈社會責任最佳範例之想

法。 

8. 部長們將討論有關鼓勵礦業公司追求其社會責任

的方法，並檢視礦業發展在區域經濟、社會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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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與表現。 

背景說明 1. 2004 年第一屆礦業部長會議的「安多法加斯大宣

言」指示『提升礦業生產的效率與潔淨之重要性與

必要性』，並『促進礦業與受採礦作業影響的當地

居民之和諧文化』。 

2. 我國亞洲水泥公司落實其企業社會責任，主要作為

包括：第一，製造水泥的過程完全沒有廢棄物的產

生，達到完全利用的成效；第二，投資以改善運輸

皮帶噪音問題；第三，優先聘用當地員工，如四川

廠的員工 570 名，除了台幹 20 名以外，當地員工

佔 7成左右。 

發言目的 1. 重申 APEC歷來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之立場，並點出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關鍵因素。 

2. 分享我國亞洲水泥公司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範

例，並盼各會員體重視此議題，並持續進行相關研

究與分享。 

 

發言要點：  

APEC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特別是在第一屆 APEC礦業部長

會議宣言中就指示應提升礦業生產的效率與潔淨，以避免對環境與社

經造成衝擊。 

中華台北認為礦業企業社會責任是促進礦業永續發展不可或缺

的關鍵環節，特別是礦業一向被認為違背環境保護之立意，然而，若

能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則反而能夠讓礦業成為促進環境保護的重要角

色；我方認為落實礦業企業社會責任有以下要素，包括領導者決心、

完善的礦山設計與復舊工作，以及促進與相關利害團體的對話與和

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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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的亞洲水泥公司可說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最佳範例之一，

該公司積極執行廠區的綠化、提升生產效率，並在降低污染與災害上

有顯著成果，另一方面，亞泥在中國大陸的廠區，也透過改善噪音工

程及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機會，促進社區的和諧與互利。 

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有助於弭平礦業與環保間的衝突，以及投資

者與社區間的對立，中華台北重申礦業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並盼

APEC持續在此議題上進行相關研究與案例分享。 

 

第二天：6月 28日 

Plenary Session  

討論內容 1. 簡報 MRM5聯合聲明草稿  

2. 討論 MRM5聯合聲明草稿 

背景說明 本議程將討論本屆「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之內容。 

 

Closing Ceremony  

討論內容 1. 認可並公佈 MRM5共同聲明 

2. 主辦經濟體結語 

背景說明 本議程將由主席宣佈本屆「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之內容。 

發言目的 肯定部長聯合聲明的三個主要議題，將作為 APEC推動

礦業議題之指南 

 

發言要點：部長聯合聲明 

中華台北很高興 APEC經濟體認可礦業部長聯合聲明。該聲明已

納入本次會議的三個主要議題：亞太區域礦業更緊密的合作、創新導

向成長、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該部長聲明將提供 APEC推動礦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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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面對挑戰的指南，尤其是礦業任務小組必須盡最大努力以實現目

標。我們誠摯地希望至下屆部長會議前能有豐碩的成果報告。我們亦

建議未來持續發展出獲得 APEC補助之礦業議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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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APEC第 5屆礦業部長會議雙邊會談資料                     

一、 會談國家：中國大陸 

 

 

 

 

背景說明： 

2013年我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礦產品約 18億公噸，總值 4億美

元，主要為煤礦（1 百萬公噸，136 百萬美元）、鋁礦（18 千公噸，

6.5 百萬美元）、鉬礦（4 百公噸，5.7 百萬美元）、鋯礦（4 百公噸，

0.5百萬美元）、銅礦（3百公噸，0.5百萬美元）。 

 

 

 

 

 

 

 

 

 

  

議題一：我方與中國大陸礦業相關進出口現況（Chinese Taipei’s 

main imports of mining products from China） 

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welcom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rade in mine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Chinese Taipei. Last year, we continued to import 

large quantities of mining products from China. For example, we 

imported 1million tons of coal worth US$136 million, 18 thousand tons 

of aluminum worth US$ 6.5 million, 400 tones of molybdenum worth 

US$5.7 million, 400 tons of zirconium worth US$0.5 million and 300 

tons of copper worth US$0.5 million. 

中華台北歡迎和中國大陸之間強化礦產品貿易，去年我方主要進口

煤礦（1百萬公噸，136百萬美元）、鋁礦（18千公噸，6.5百萬美元）、

鉬礦（4百公噸，5.7百萬美元）、鋯礦（4百公噸，0.5百萬美元）、

銅礦（3百公噸，0.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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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一、 中國大陸煤炭出口實行國營貿易管理，目前只有神華集團、中

煤集團、五礦集團和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等四家公司取得中國

大陸政府核發之煤炭出口執照。其中，只有神華集團及中煤集

團獲准出口煤炭至台灣。 

二、 2004年起，中國大陸因國內燃煤需求急遽增加，為確保燃煤供

應穩定，中國大陸政府起制訂「煤炭出口配額管理辦法」。前述

四家公司要出口煤炭時，必須憑配額批准文件，才得以出口。

此外，中國大陸政府自 2008年起徵收燃煤的出口稅 10%，並延

續至今。 

三、 台灣地區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燃煤數量由 2000 年的 828 萬公噸

（占比21%）成長至2004年最高峰之2,470萬公噸（占比45%），

之後，中國大陸實施燃煤出口配額與課徵燃煤出口稅後，中國

大陸煤進口量急遽減少，2013年僅剩 83萬公噸（占比 1%）。 

四、 中國大陸取消燃煤出口稅之好處： 

（一） 提升中國大陸煤在台灣地區之價格競爭力。 

（二） 促進兩岸貿易，提升兩岸合作製造產品競爭力。 

 

 

 

 

 

議題二：我方期藉由此機會建議中國大陸取消 10%燃煤出口稅，

以增加中國大陸燃煤在台灣地區之價格競爭力，有助於促進兩岸貿

易。（Seeking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cancel taxes on coal exports 

to Chinese Taipei, so as to increase pric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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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places great importance on enhancing trade ties with 

China. To strength the cross-strait trade relationship, Chinese Taipe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quest China to cancel the export 

taxes on thermal coal. If there are difficulties for China to cancel the 

export taxes on thermal coal completely, Chinese Taipei still request 

China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anceling the export taxes on certain 

amount of exported thermal coal to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很重視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往來。為促進兩岸貿易，我

方希望藉由此機會向中國大陸爭取取消燃煤出口稅，以增加中國大

陸燃煤在中華台北的價格競爭力。若中國大陸政府對全面取消燃煤

出口稅政策有執行上之困難，建議可在對中華台北一定出口數量內

免徵燃煤出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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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一、台灣於 86年 6月 10日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第 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公告開放大陸砂石進口，由於台灣砂石

資源供應呈現區域性不均勻現象，尤以北部地區供需失衡最為嚴

重，為穩定砂石供需及價格，由大陸進口砂石為砂石料源多元化

供應管道重要措施之一。 

二、據統計資料，最近 3 年台灣每年平均由大陸進口砂石量為 1300

萬公噸，佔台灣地區全體需求量之 17%，其中約 1000 萬公噸係

供應北部地區使用，佔北部地區使用量 42%。 

三、據台灣砂石業者稱，大陸進口砂所含天然砂部分，因採取位置多

靠近出海口，未經適當洗選處理，導致水溶性氯離子含量及貝殼

偏高，故能以低價傾銷至台灣，嚴重衝擊台灣砂石業生態，對台

灣各建物安全亦有重大影響，屢屢陳情抗議，產生滋擾。 

三、依據我方標準，「混凝土粒料」水溶性氯離子含量為 0.012％以下，

另「土塊、易碎顆粒及貝殼雜質」不得大於 3％，大陸砂石主管

當局可否參照上開標準建立合宜之管理機制，提醒大陸地區業者

提供符合品質之砂石，以減低台灣民眾對大陸進口砂石品質之憂

慮。 

 

 

 

 

 

 

 

議題三：我方期待瞭解中國大陸出口砂石之品質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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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重點： 

We are appreciative of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 major supplier of 

sand and gravel to us for us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e greatly 

concern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sand and gravel being utilized in the 

buildings because using raw materials below standard could degrade 

quality and safety of buildings.  To this end, we hope that China will 

exert the greatest efforts to implement an efficient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process.  

有鑑於進口大陸砂石為台灣砂石骨材重要來源，為避免劣質砂石大

量進入台灣，以確保台灣地區建物安全，因此我們希望大陸能就砂

石料源品質妥予管理，以解決使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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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一、 中國大陸自 2011年起對稀土產業管控更加嚴格，2月公告「稀

土工業汙染物排放標準」，促使新設企業需遵照嚴格的環保標準。

4 月起調整稀土礦原礦資源稅稅額標準，使礦產資源開發成本

大幅提升。我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度七成以上貨品，進口

63 項當中有 15 項是關鍵原物料，包括工業必需品的矽、銀、

各種化合物等。因而稀有資源的價格波動、資源短缺的狀況可

能間接衝擊我國相關產業。 

二、 2012 年中國大陸發佈「稀土政策白皮書」，目的在於說明中國

大陸對稀土的出口限制，以因應美國、歐盟和日本聯手向WTO

的控告，強調中國大陸對稀土實施保護性開採，係為避免過去

過量的開採與競爭、提高稀土資源的有效保護及合理使用、並

進一步促進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利用。儘管中國大陸強調進行

出口管制係出於環保之考量，但 WTO 專家小組報告確認為，

中國大陸僅限制出口，而不採取措施限制本國工業使用這些原

物料，無論是短期或長期都無法證明出口配額限制和關稅措施

能減少環境汙染，因此，WTO於 2013年 10月裁定中國大陸敗

訴，因稀土為發展尖端產業的要素，中國大陸卻限制稀土出口

並課徵出口稅，係違反加入 WTO 時所承諾的公平貿易規則，

但中國大陸官方仍宣布降低 2014年首批稀土出口配額達 2.5%，

約 15,110公噸。 

三、 針對稀土出口限制所引發之後果，中國大陸已開始擬定相關措

施因應，例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便將深入研究稀土價格形成

議題四：我方期瞭解中國大陸的稀土管理政策的新動向（Seeking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ew approach in rare earth 

manage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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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促進稀土交易平台之建構；此外，中國大陸政府也承

諾將持續整頓稀土企業之秩序，並將重點打擊非法開採、生產、

黑市交易、出口走私等違法行為。 

 

 

 

  

發言重點： 

Regarding Chinese Taipei imports of rare earth from China for the usage 

in high-tech products,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policies towards rare earth management. 

有鑒於中華台北向中國大陸進口稀土做為高科技產品之原料，因

此，我們極為關心中國大陸的稀土管理政策的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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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談國家：日本 

 

 

 

 

背景說明： 

2013 年的我國從日本進口的礦產品總量為 26 億公噸，總值約

2.8億美元，總量與總值排名前五名為煤礦（94千公噸，23百萬美元）、

鐵礦（17 公噸，1 萬美元）、錳礦（4 公噸，7 千美元）、鋁礦（1 公

噸，1千美元）、其他貴金屬礦石（1公噸，1.2萬美元）。 

 

 

 

 

 

 

 

 

  

議題一：台日礦業相關進出口現況（Chinese Taipei’s main imports of 

mining products from Japan） 

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welcom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rade in mineral products 

with Japan. We imported 94 thousand tons of coal worth US$23 million, 

17 tons of iron worth US$10,000, 4 tones of manganese worth 

US$7,000, 1 ton of aluminum worth US$1,000 and 1 ton of Precious 

metal worth US$12,000. 

中華台北歡迎和日本之間強化礦產品貿易，去年我方主要進口煤礦

（94 千公噸，23 百萬美元）、鐵礦（17 公噸，1 萬美元）、錳礦（4

公噸，7 千美元）、鋁礦（1 公噸，1 千美元）、其他貴金屬礦石（1

公噸，1.2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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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一、 都市採礦是對廢棄資源再生循環利用，指從經濟發展過程中產

生和蘊藏於城市各角落的廢舊機電設備、電線電纜、通信工具、

汽車、家電、電子產品、金屬和塑料包裝物中，提取可循環利

用的鋼鐵、有色金屬、貴金屬、塑料、橡膠等資源。 

二、 日本係重視都市採礦發展之先進國家，於 2009年公佈稀有金屬

確保戰略，推動稀有金屬來源多元化，並採取都市採礦等稀有

金屬回收與再生之措施，以緩和稀有金屬之需求並增加其儲備

量。根據日本國家材料科學研究所表示，日本廢棄的電子產品

約可回收達 30萬噸稀土，儘管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稀土儲藏量來

說很少，但也足以減少日本對於從中國大陸稀土來源之依賴。

日本發展都市採礦相關業務與技術成熟，其利用都市採礦回收

的金、銦、鉛等金屬之蓄積量佔全球第一位，其他如銻、銅、

鉑、銀等金屬蓄積量也都佔全球前三名。日本發展都市採礦的

優勢包括：社會大眾已具備相關意識、回收管道暢通、回收方

式具有全面性，如 311震災後的故障車輛皆解體回收。 

三、 目前我國已有 200 家左右廠商進行都市採礦相關業務，並載回

收處理流程上建構完備之硬體建設，政府並已訂定相關法規，

針對相關廠商設定經濟補助。本次 MTF會議中，我國亦將針對

都市採礦進行簡報，主題為 “ Chinese Taipe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Urban Mining：A case of Waste Glass”，分享我國

在利用回收之廢棄玻璃進行道路鋪設之成果。然而，我國目前

在社會大眾意識、更高技術之研發與選礦人才，以及國際礦產

價格浮動導致不肖廠商搶奪料源等面向上遭遇挑戰。 

議題二：向日本尋求在都市採礦上之合作（Seeking cooperation with 

Japan on urban min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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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believes that the agenda of the MRM5 has been well 

designed and provide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mining 

development in the APEC region. In particular,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forging closer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Chinese Taipei presented our experience 

on recycling of wastes in MTF meeting, and it is our view that urban 

mining is an area that Chinese Taipei and Japan can jointly seek greater 

cooperation.  

We have noted Japan’s advanced technologies, diversified and 

complete recycling methods, and extensive public awareness in urban 

mining. Therefore, our two economies can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study the issues relating to urban mining, such as best practices and the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of APEC developing economies. 

中華台北認為 MRM5 議程已為 APEC 區域內更進一步的礦業發展

規劃與提供一堅固基礎，特別是，我們認可促進更緊密合作與創新

導向發展的重要性；有鑒於此，我們在這次 MTF 會議中已報告我

方在廢棄玻璃回收上的成果，並認為中華台北與日本可尋求在都市

採礦上更進一步的合作。 

我們注意到日本在都市採礦的技術先進、具備多元化且完整的回收

管道，以及社會大眾已具備相關意識。因此，中華台北與日本應互

相合作研究都市採礦議題，例如最佳範例分享，以及 APEC發展中

經濟體所需要的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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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談國家：菲律賓 

 

 

 

 

 

背景說明： 

2013年我國從菲律賓進口之礦產品總量約 3億公噸，總值約 2.7

億美元，主要項目為煤礦（32千公噸，2百萬美元）及銅礦（100公

噸、8.5萬美元）。 

 

 

 

 

 

 

 

 

 

 

 

  

議題一：台菲礦產進出口現況（Chinese Taipei’s imports from the 

Philippines） 

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welcom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Last year, Chinese Taipei imported 32,000 tons of coal worth US$ 2 

million and 100 tons of copper worth US$ 85,000. 

中華台北歡迎與菲律賓強化雙邊的貿易往來。去年我們進口煤礦（32

千公噸，2百萬美元）及銅礦（100公噸、8.5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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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菲律賓將於明（2015）年主辦 APEC 會議，由於菲律賓為亞太

區域內主要的礦產生產國，盼進一步瞭解菲律賓明年在 APEC礦業議

題上所擬定的策略與方向為何，以促進我國在 APEC礦業議題上的持

續參與。 

 

 

 

 

 

 

 

  

議題二：我方盼菲律賓提供明年主辦 APEC會議之策略與方向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ilippines’ approach and strategy 

in hosting next year’s APEC meetings） 

發言重點： 

Since the Philippines will host APEC meetings next year and is an 

important mineral producer in the world, Chinese Taipei would lik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ining issues which the Philippines will focus on 

in APEC in 2015. 

明年貴國將主辦 APEC 會議，貴國是全球主要的礦產生產國，中華

台北希望可以進一步瞭解貴國對於未來 APEC礦業議題之走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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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談國家：印尼 

 

 

 

 

 

背景說明： 

2013 年我國從印尼進口礦產品總量為 311 億公噸，總值約為 48

億美元，主要的項目為煤礦（28 百萬公噸、23 億美元）及鐵礦（23

千公噸、1.2百萬美元）。 

 

 

 

 

 

  

議題一：台印尼礦產進口現況（Chinese Taipei’s imports from 

Indonesia） 

發言重點： 

Please allow me to give an overview of Chinese Taipei’s imports from 

Indonesia. Chinese Taipei imported 28 million tons of coal worth US$2.3 

billion and 23 thousand tons of iron worth US$ 1.2 million. 

請容我簡介中華台北從印尼進口礦產品現況。我國進口印尼的礦產品

主要為煤礦（28 百萬公噸、20 億美元）及鐵礦（23 千公噸、1.2 百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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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一、 印尼的原礦出口禁令於本年 1月 12日正式生效，印尼政府已停

止所有原礦出口，印尼的採礦企業必須在當地冶煉或精煉後方

可出口。儘管印尼政府所頒布的此項禁令遭到一些礦業公司的

反對，由於受限於基礎設施，礦業公司勢必將耗費巨大的成本

建設冶煉工廠，且礦業公司可能因此不得不削減 60%的產量，

因此導致必須進行當地員工的人力精簡，因此，印尼政府妥協，

初步允許在印尼的 66 家礦業公司繼續出口精礦至 2017 年，包

括銅、猛、鉛、鋅和鐵，但鎳礦和鋁土仍在禁止出口的品項中。 

二、 今年 1 月起，印尼禁止鎳礦出口，由於印尼每年鎳礦產量佔全

球總量的 15%，因而導致國際鎳價上漲接近 40%，因此，日本

將針對該措施向世界貿易組織進行申訴。 

三、 我國去年向印尼進口鎳礦達 1 萬 6 千 5 百公噸，總值達 2 億 3

千萬美元。我國「台灣區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表示將直接赴

印尼鎳礦生產地，以確保礦產來源穩定。 

四、 印尼於本年 3 月啟動中止所有雙邊協議的程序，並於 4 月決議

開始取消與 62個國家的投資協定。此雙邊投資協定主要用於保

障雙方的投資人權益，通常包含有公平待遇、不沒收財產，以

及保證獲利可以匯回等條款。印尼將取消雙邊投資協定的目的，

主要是認為這些協定更有利於外資，而非國內投資者，有違印

尼政府要加強掌控其境內礦產資源之意圖。 

議題二：我方期進一步瞭解印尼禁止未經加工的礦產品出口等新措

施（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Indonesia’s policies towards 

prohibiting exports of unprocessed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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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has imported energy and metal ores from Indonesia for a 

long time. We noted Indonesia’s new policies regarding its mineral 

exports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Chinese 

Taipei would lik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se 

policies and the items. 

中華台北長期和貴國進口能源與金屬礦產，我們注意到貴國新的礦產

品出口措施以及取消雙邊投資協定之政策，我們希望能夠了解具體內

容及更多涵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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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談國家：秘魯 

 

 

 

 

背景說明： 

2013 年我國從秘魯進口礦產品總值約 1 萬美元，其中主要項目

為銅礦（1公噸、1萬美元）。 

 

 

 

 

 

 

 

  

議題一：台秘礦產進口現況（Chinese Taipei’s imports from Peru） 

發言重點： 

Chinese Taipei welcom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rade with Peru. Last year, 

Chinese Taipei imported 1 ton of copper worth US$ 10,000. 

中華台北歡迎與秘魯強化雙邊的貿易往來。去年我們進口銅礦（1公

噸、1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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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秘魯將於後（2016）年主辦 APEC會議，由於秘魯為亞太區域內

主要的礦產生產國，特別是銅礦，故盼進一步瞭解秘魯後年在 APEC

礦業議題上所擬定的策略與方向為何，以促進我國在 APEC礦業議題

上的持續參與。 

 

 

 

 

議題二：我方盼秘魯提供 2016年主辦 APEC會議之策略與方向

（Seeking understanding of Peru’s strategies and approach 

towards the 2016 APEC meetings.） 

發言重點： 

We noted that Peru will host APEC meetings in 2016 and is one of the 

main mineral producers in the world. Chinese Taipei would lik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ining issues which Peru would focus on in APEC, and 

the ways to deepen mi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Peru and Chinese Taipei 

as well. 

明年貴國將主辦 APEC會議，貴國是全球主要的礦產生產國，中華台

北希望可以進一步瞭解貴國對於未來 APEC礦業議題之走向為何，以

及如何深化我方與秘魯之間的礦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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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一、 秘魯、智利、墨西哥及哥倫比亞所組成的太平洋聯盟（Pacific 

Alliance）於去年 9月宣布取消四國之間所有貿易關稅，意即該

四國將不會對彼此的任何貨物或服務貿易施加障礙。 

二、 秘魯同時也是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成員國，

為我國加入 TPP策略之重點遊說對象國之一。 

 

 

 

 

 

  

議題三：探尋 APEC與「太平洋聯盟」合作機會（Seeking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between APEC and Pacific Alliance） 

發言重點：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acific Alliance’s free trade agreement,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with APEC 

on mining issues, and to promote the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trad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有鑒於太平洋聯盟已達成零關稅的協議，未來是否考慮與 APEC 礦

業體系進行連結，以促進亞太區域內的礦業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30 

 

附錄四：APEC第 5屆礦業部長聯合宣言中英文                  

2014 APEC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Joint Statement 

2014年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聯合聲明 

 

Introduction 

前言 

1. We,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MRM), met on 27-28 

June 2014 in Beijing, China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H.E. Mr. 

Jiang Daming,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MRM5）於 2014年 6月 27-28日在

中國大陸北京召開，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姜大明部長

主持。 

 

2. Drawing on the joint statements from the previous APEC Mining 

Ministerial meeting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10 APEC Mining 

Policy Principles, as well as the results of the just-concluded 8th 

Meeting of the Mining Task Force (MTF), the Mining Ministers of 

the APEC economies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ning. We believe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 fostering sustainable investment, increas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vances in 

mining and metallurgy. 

有鑒於過去的 APEC 礦業部長聯合聲明、APEC 礦業政策 10項原

則，以及甫召開的 MTF8 會議結論，APEC 部長們認可礦業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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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重要性。我們認為礦業永續發展可以透過區域整合、促進

永續投資、增加社會責任、礦業及冶金的創新與改善環境來達成。 

 

3. The APEC theme for 2014 is “Shaping the Future through 

Asia-Pacific Partnership”. Under this framework and centered on the 

MRM5 theme—“Closer Mining Coope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we discussed three topics, namely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sect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2014 年 APEC 主題為「透過亞太夥伴關係塑造未來」，在此框架

之下衍伸出 MRM5 的主題「更緊密的礦業合作以轉型與成長」，

並將討論三個次主題，包括『APEC 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

『創新導向成長』及『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 

 

4. As highlighted in the previous four Meetings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an engine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producer and consumer of minerals, 

met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ing, utilization, 

investment and trade of minerals, met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reating jobs, reducing poverty,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clos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s. 

如同前四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所強調的，礦業在協助亞太區域

內的永續發展與繁榮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亞太區域是全球經濟成

長的引擎及重要的礦產、金屬及相關產品之生產者與消費者，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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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與金屬的發展、加工、利用、及投資與貿易，在促進經濟與社

會發展、創造工作機會、減少貧窮、改善基礎建設及弭平區域發

展鴻溝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5. We noted that since the 2008 downtur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global mining sector has fa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trends such as 

fluctuating demand for major mineral commodities, constantly 

fluctuation prices of a number of mineral commodities, increasing 

concern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orker safety, increased costs of 

labor and equipment, growing challenges of mining investment, as 

well as volatility and declining indicators for mining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我們注意到從 2008年世界經濟的低迷，全球礦業部門面臨重大的

轉變與趨勢，如主要礦產製品的需求變動、數種礦產製品的價格

波動、對於環境的關注增加，以及礦工安全、增加的勞工與設備

成本、增加的礦業投資挑戰，以及礦業投資與融資上的波動與減

縮等挑戰。 

 

6. We also noted while global growth is likely to be slower and less 

balanced than desired in 2014, notwithstanding that growth within 

the APEC region has exceeded global growth rates but is still lower 

than its potenti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new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re accelerating. Some developed economies are 

reindustrializing and revitalizing their manufacturing sectors,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in full swing in emerging 

economies. All these factors indicate that there will be a strong 

demand for minerals and metals for years to come. The trend of 

sustained fundamental growth of the mining sector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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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hanged and growth drivers remain strong. 

我們也注意到當今（2014）年全球成長可能較預期中來得慢且較

不平衡時，APEC 區域內的成長，儘管仍低於其具有的潛力，卻

是超過全球成長的，包括產業結構重整與新技術演進皆加速前進；

一些已開發國家經濟的再工業化、振興其製造業，以及新興國家

也緊鑼密鼓地發展工業化和都市化。這些因素將會創造出對於礦

產及金屬的強烈需求，礦業部門的永續成長趨勢保持不變，成長

動力也保持強勁。 

 

7. We recognize that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mining sector, as an 

important basic industry, should accelerate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ursue a modernized development path featuring 

cooperation, safety, security, efficiency, green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我們體認到要適應世界經濟及做為重要基礎產業的礦業部門之轉

變與發展，應加速轉型與升級，並追求具備合作、安全、有保障、

效率、綠色科技及廣泛整合的現代化發展，以持續改善社會、環

境、及經濟利益。 

 

To this end,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最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Sect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亞太區域內礦業部門更緊密的合作 

8. We are pleased to see fruitful cooperation among economies in 

mineral prospecting, development, processing, investmen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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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recognize differences among member economies in 

populations and development levels, in the needs of minerals and 

metals, as well as in geological endowments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levels. We note that mining cooperation should contribute 

to further the goals expressed in the 2013 Economic Leaders’ 

Declaration. In this context, we support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mining sector to meet ou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goals. 

我們樂見經濟體間在礦產探勘、開發、加工、投資、貿易、管理、

科技、服務及環境保護上的合作富有成果。我們體認到經濟體間

在人口、發展程度、對於礦產與金屬的需求與結構，以及礦業捐

贈、發展與使用程度上有差異。我們注意到，礦業合作應對於 2013

年 APEC 經濟領袖宣言所承述的目標有所貢獻。在此背景下，我

們支持在礦業部門的互利合作，以達成個別發展之目標。 

 

9. We propose that, guided by the Bogor Goals and the 21
st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we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APEC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Action Plan and encourage adoption of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min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in minerals, met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We encourage APEC economies to improve their mining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s for the mining 

sector, as well as their basic geological surveys and ge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We als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open, transparent, and well-operating markets in the mining sector, as 

well 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operation for win-wi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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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在茂物目標及第 21屆APEC經濟領袖會議的指導之下，

我們將積極參與 APEC 投資促進行動計畫，並鼓勵採取有效的方

式以促進有利於礦產、金屬及相關製品之礦業投資貿易便捷化與

自由化的環境塑造。我們鼓勵APEC經濟體改善其礦業投資環境、

礦業部門的行政程序及服務，以及基礎地質調查與資訊服務。我

們也著重在促進礦業部門開放、透明化與良好運作市場的重要性，

以及投資與融資合作，以促進雙贏發展。 

 

10. We reaffirm our Leaders’ strong commitment in Bali in 2013 to 

strengthen and deepe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liminate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is region, as well as 

reaffirm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2014 Joint Statement on 

Supporting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ound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suppliers and clients, we will 

work to accommodate our mutual concer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nerals and metals markets.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in promoting trade of minerals, metals and related products. 

我們重申我們的領導者於 2013 年在峇里島承諾將加強及深化區

域經濟整合、消除區域內國際貿易及投資的障礙，並重申今年

APEC 貿易部長支持多邊貿易體系之聲明；並承諾建構一個在供

給者與客戶間的互動機制。我們將致力於照顧到彼此共同關切的

礦產與金屬市場之發展。我們體認到區域貿易協定（RTAs）和自

由貿易協定（FTAs）在促進礦產、金屬及相關製品貿易的重要角

色。 

 

11. We support co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sharing on mining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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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rough ABAC. We encourage 

economies to make full use of ASEAN and other multilateral, 

region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dialogue on mining policy and practice. We agree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the relevant UN agencies and other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welcome an active role of mining organizations 

and associations from member economies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我們支持在礦業議題上的合作與資訊分享，包括透過 ABAC與私

部門互動。我們鼓勵經濟體充分利用東協及其他多邊、區域、與

雙邊合作機制，來強化在礦業政策與實踐上的對話。我們同意將

與聯合國相關機構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有密切的合作，並歡迎各

經濟體的礦業組織或協會擔任主動角色，促進亞太區域內的合

作。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創新導向成長 

12. We recognize that innovation drives the green, safe, harmonious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sector, and that innovation adds 

value to the mining related activities with urban mining as an 

example. We support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favorable to innovation, and to building a platform more favorable to 

innovation an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We will work towards 

advanc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improving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to meet our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facilitat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promoting market 

mechanisms. We will also seek to apply and spread scientif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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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findings, promot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mprove labor quality and unleash 

work force potential. 

我們體認到創新會驅動礦業部門的綠色、安全、和諧及高效發展、

和創新對礦業的附加價值，如都市採礦的案例。我們支持為科技

創新、有助於創新之政策型塑與落實，創造有利的環境，並建立

對創新與技術轉移更加有利的平台。我們將致力於增進研究和發

展的合作機會、改善標準與法規以符合環境目標、促進貿易與投

資，並促進市場機制。我們也將尋求科技發現的應用與散佈、促

進生產、教學、研究與應用的有效升級、改善勞工品質，並釋放

勞動力潛能。 

 

13. We support stimulating creativity in businesses and encourage their 

increased support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mining sector, as well as stepping up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ories, approaches,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for geological 

surveys, efficient exploration, clean production, mine safety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structure of the mining sector and promote it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我們支持刺激企業創造力，並鼓勵企業增加在礦業部門的科技創

新上的支持，並加強在地質調查、探勘、潔淨生產、礦業安全及

廣泛使用上的理論、方法、科技及設備的發展與促進，以改善礦

業部門的經濟結構，並促進其轉型與升級。 

 

14. We als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in enhanc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To this en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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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closer cooperation among businesses in the mining sector 

acros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utilize each other’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for mutual benefits. We encourage economies and 

businesses to cooperat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min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tandards, and to enhance exchanges, 

training and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ndings. We 

call for APEC economies to promote build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mining sect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我們也強調合作強化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性，為了這個目的，我

們歡迎跨亞太區域內礦業企業間更緊密的合作，以利用彼此互補

的優勢達到相互的利益。我們鼓勵經濟體與企業在礦業科技與標

準上進行研發合作，並促進交流、訓練與推廣科技成果。我們呼

籲經濟體促進在亞太區域礦業部門的創新能力建構。 

 

15.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of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towards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 all APEC economies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vention. In particular, we note that 

the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ing sector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contributors to global mercury pollution, and encourage all APEC 

economies to cooperate and to take steps to reduce mercury use and 

release from this sector, as well as to promot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sharing of substitute technology to support sustainable 

gold processing on voluntary and mutually-agreed terms. 

我們認可《水俁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對於保

護人類健康及環境的貢獻極大，並鼓勵所有 APEC 經濟體實施必

要的措施，以達到《水俁公約》的要求。特別是我們注意到手工

及小型金礦方面已是全球主要造成汞汙染者之一，並鼓勵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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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經濟體合作以採取手段減少汞在這方面的排放及使用，並

促進替代科技的知識與經驗分享，以支持自願及相互認可下的永

續黃金加工。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社會責任及共同發展 

16. We recall and support the initiative of the 16
th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to promot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e recognized that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CSR by mining 

businesses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towards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mining sector. We are committed to putting people first,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use of both energy and materials, enhancing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maximizing the positive socio-economic 

effe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erals and metals sector,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ining 

activities, achieving safe production in mines, protect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miners and securing mor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mining development. 

我們回顧並支持第 16屆APEC經濟領袖會議中促進企業社會責任

（CSR）之倡議。我們體認到倡議與透過礦業公司促進企業社會

責任是達成落實永續發展與促進礦業部門的包容性及和諧發展的

重要因素。我們承諾要將人民放在第一位、增加能源與資源的使

用效率、加強社區的角色、從礦產與金屬部門的發展擴大正向的

社經效益、強化礦區的生態與環境保護，以達成礦區的安全生產、

保護礦工的健康與安全，並爭取更多對於礦業發展的理解與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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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e recognize the need to creat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CSR 

activities and through dialogue with stakeholders. We encourage 

stake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s, businesses,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to conduct dialogues on CSR and share lessons 

learned. We call for regulator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enhance engagement between business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e call for businesses to take proactive actions, 

in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o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show 

respect for local cultures and customs, and contribute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ob creation,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trong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call for communities to support law-based operations 

of mining businesses. We also call for economies to support 

rule-of-law and create a sound social environment for mining 

businesses to grow. 

我們認可為企業創造有利環境、以使企業可透過 CSR活動及利害

關係者間的對話，落實其社會責任之需求。我們鼓勵包括政府、

企業、社區及工業協會等利害關係者進行 CSR的對話，並分享所

學習的知識。我們呼籲執法者在指導、支持和監督方面發揮更積

極的角色，並支持與加強企業與當地社區間的連結。我們呼籲企

業採取積極的行動，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戰略中，以顯示對於當

地文化習俗的尊重，並對當地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與改善民

生、基礎建設發展及環境保護進行貢獻。我們呼籲社區支持合法

的礦業企業，並同時呼籲經濟體支持法規、為礦業企業創造有利

的社會環境以促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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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e express satisfaction with the efforts made by relevant economies 

to develop green mining standards and in the progress they have 

made in adv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bating illegal 

mining. We endorse the sharing of CSR best practices and encourage 

mining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s to hold seminars and 

training programs in order to promote best CSR practices in the 

mining sector. 

我們對於相關經濟體建立綠色礦業標準、增進永續發展及對抗非

法礦業，表示滿意。我們贊同 CSR最佳範例的分享，並鼓勵礦業

組織與工業協會舉辦研討會與訓練方案，以促進礦業部門的最佳

CSR範例。 

 

19. To realize the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we agree to enhance the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mechanism, through 

high-level dialogues, exchanges and policy consultations, in support 

of the objectives of this Joint Statement. 

為落實上揭目標，我們同意透過進行高階對話、交流及政策諮詢，

加強礦業部長會議之機制，以支持本聯合聲明目標之落實。 

 

20. We express satisfaction with and thanks to the Mining Task Force for 

its practical and substantial work. We agree that the Mining Task 

Force should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an action plan based on this 

Joint State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agree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related APEC working groups in order t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mining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我們對於 MTF 所實踐的工作表示滿意，並感謝 MTF 的實踐與具

體工作，我們同意MTF應在本聯合聲明的基礎上，型塑與落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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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同時，我們將與相關的 APEC 工作小組更密切合作，

以在促進亞太區域礦業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21. We will present this Joint Statement to the 22
nd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nd the 26
th
 APEC Ministerial Meeting, and call for 

leaders and ministers to note and support our initiatives in this Joint 

Statement. 

我們將向第 22 屆 APEC 經濟領袖會議及第 26 屆 APEC聯合部長

會議呈報本聯合聲明，並呼籲領袖與部長應著重並支持本聯合聲

明中的倡議。 

 

22. We thank our hos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its wonderful 

organization of the meeting and warm hospitality. 

我們感謝主辦經濟體—中國，提供精心的會議規劃與溫暖的招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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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中國大陸參訪行程出國報告                            

中國大陸參訪行程出國報告 

一、 時間：2013年 4月 22-27日 

二、 地點：中國大陸北京（4/22-4/23）、重慶（4/24-4/25）、成都

（4/26-4/27） 

三、 參訪團隊： 

吳福成  國際處副處長 

王文生  顧問/台北科技大學副教授 

陳子穎  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四、 行程規劃摘要： 

時

間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上

午 

 參訪中國礦

業大學國際

合作與交流

處 

 參訪重慶大

學煤礦災害

動力學與控

制國家重點

實驗室 

 

參 訪

亞 洲

水泥 

 

下

午 

抵達

北京 

拜會國土資

源部馬永正

處長、郭洪周

工程師 

抵達重慶 抵達

台北 

晚

上 

至圖書大廈

購買研究相

關書籍 

與國土資源

部油氣資源

戰略研究中

心岳來群主

任進行訪談 

抵達成都   

 

五、 參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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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1. 訪談對象： 

 王紅梅處長（國際合作與交流處） 

 楊英副處長（國際合作與交流處） 

 徐向陽教授（管理學院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 

 陳華輝博士（機電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2. 訪談重點摘要： 

(1) 礦業大學簡介：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是從原北京礦業學

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所研究型大學，且是中國大陸教育

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學校的前身是創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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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定該校發展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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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過去中國大陸以零關稅的方式鼓勵煤炭出口，後因中國大

陸國內煤炭消費增長，出口逐年下降，煤炭進口則快速增

加，並從 2005年開始，煤炭政策不斷鬆綁，取消進口關稅；

目前中國大陸煤炭出口已獲得有效控制，未來若要進一步

限制煤炭出口，則僅進一步減少煤炭出口配額或上調出口

關稅，然而，中國大陸每年的煤炭出口配額僅佔其國內煤

炭產量的 1%，因此，煤炭出口對於其國內煤炭市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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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越來越小。 

(3) 中國大陸的小煤礦的發展，係因「六五」初期，中國國內

的煤炭供不應求，限制其經濟發展，因此，中國政府放寬

其礦業政策，大力發展鄉鎮煤礦，以符合需求量；後因監

管不力、管理失控，小煤礦到 1998年成長到 8萬多個，產

量占其全國總產量的 43%，並出現亂採濫挖、破壞資源與

生態環境、人員傷亡等問題，因此，中國國務院從 1988年

11月起開始對小煤礦實施「關井壓產」措施。主要策略在

改善小煤礦的安全生產條件和生產效率，不符合安全規定、

生產條件和不合法的小煤礦則予以關閉取締，合法的小煤

礦進行整頓、驗收合格後允許生產；同時，中國政府也鼓

勵大型煤炭企業收購兼併小煤礦，進行現代化改造。 

(4) 中國大陸目前積極發展潔淨煤電轉化技術，並在中國大陸

各地及全球進行推廣。近年來顯著的案例為併購新加坡電

廠，以達到技術擴散之目的。 

中國大陸國企—華能集團，近年來併購新加坡大士能源公

司，並於 2013年 2月起正式運作新加坡唯一一座以煤為主

要燃料的電廠，該電廠所進行的「登布蘇項目」為中國大

陸在新加坡裕廊島所開發的潔淨煤混燒生物質發電項目，

也就是利用低灰低硫煤和生物質（棕櫚殼、木屑）燃燒發

電，以符合新加坡政府嚴格的環保審核，包括二氧化硫排

放標準、顆粒物排放標準等，且落實灰渣結晶化無害處理，

同時也降低發電成本，滿足市場需求。 

(5) 目前中國大陸的頁岩氣開發技術不足、水資源不足，預計

20-25年未能商業化，所以中國大陸目前仍需煤炭為基礎。 

(6) 江西德興銅礦大山選礦廠，是亞洲最大的選礦場，其選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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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能力已達到日產 10萬噸、年產銅精礦含銅約 12萬噸、

含金約 5噸、含銀約 20噸，同回收率達 85%，金銀回收率

達 65%。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大型金屬礦山選礦工億技術

和設備發展朝向大型化、連續化、高效化、流程化、智能

化、環保化的方向發展，並積極開發新技術與高效節能之

設備，以提高生產效率與永續發展的目標。 

(7) 王教授提出土石流之材料利用的概念。過去針對土石流僅

進行處理及預防，若能進一步利用，亦可落實循環利用的

概念。土石流是大自然幫忙破碎、並從山上帶下來的資源，

省去大量的作業與成本，應該要順應大自然規律，發展土

石流可利用範圍。 

（二） 國土資源部 

1. 訪談對象： 

 馬永正處長 

 郭洪周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國地質調查局基礎調查部

海洋處） 

2. 訪談重點摘要 

(1) 馬處長表示目前 MTF議程尚未規劃實質內容，建議我方可

在幾個關鍵議題上提出簡報或 concept notes，以促進MTF

效能，並期待 MTF會後提交報告予部長。建議議題如下： 

i.  加強區域內礦業產業鏈（mining industrial chain）合作：

係 MRM5討論議題之一的「促進 APEC區域內礦業更

緊密的結合」中提及。馬處長表示，中國主辦方今年

積極在 APEC 探討全球價值鏈的概念，期望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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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貿易的計算方式，以避免重覆計算造成的不實結

果；因此，建議結合礦業與全球價值鏈的概念，並與

APEC 主題連結。 

ii.  都市礦山（urban mining）：馬處長認為都市礦山的應用

可作為現有礦產補充、帶動技術創新、並符合循環利

用，符合今年中國大陸的主張。 

(2) 有關MTF任期案，中國大陸擬持中立立場，但站在東道主

的立場會積極避免MTF消失，因此，不排除以「依慣例展

延 2 年」或「順延至明年再討論展延或升格」的方式暫時

讓 MTF 過關。目前看來，智利主席似乎有信心推動 MTF

展研，但不確定其是否已與美方溝通。吳副處長表示，由

於美國 ABAC 代表係礦業界人士，或可藉由何博士參與

ABAC的機會瞭解美方立場。 

(3) 其他MTF議題 

i.  馬處長表示中國大陸希望在MTF進行ECOTECH相關

計畫，促進開發中與已開發經濟體的合作，進行資訊、

技術交流，並建構資訊分享平台，但今年目前已經來

不及促成，可望在本年礦業部長會議後繼續相關工

作。 

ii.  馬處長表示美國曾找中國大陸討論考量將頁岩氣議題

納入議程中，但目前中國大陸的頁岩氣蘊藏量和美國

是有差距的，且穩定性不足、開發技術也不成熟，中

國大陸認為時機還不成熟，並推估美國目的可能是為

推銷頁岩氣開採技術。 

iii.  美方提出「水俁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納入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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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建議，主要係推動降低水銀在供應及小規模金礦

中的使用。目前對於美方的立場尚不清楚，推測有可

能為推銷其相關技術應用。 

(4) 馬處長建議與我方在 MTF期間進行雙邊會談，可討論有關

都市礦山、海洋礦業（福建出口海砂、中油與中海油採礦

權的合作與分享）等議題。 

（三） 重慶濱江假日皇冠酒店 

1. 訪談對象： 

 岳來群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國土資源部油氣資源戰略研

究中心） 

 高家傑博士（Alf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lanning） 

2. 訪談重點摘要： 

(1) 岳來群博士長期從事野外地質調查與勘探工作，現主要從

事沉積地質、地層學、構造地質、石油地質、石油經濟、

能源外交、油氣資源戰略與政策等研究。並且是「第六屆

中國國際非傳統油氣峰會」的首位講者。講題是中國非傳

統油氣（頁岩氣）相關問題及政府政策。岳博士近期並發

表了下列論文：中國未來需提高能源掌控能力、美國能源

獨立戰略影響世界能源格局、全球經濟回暖促石油需求升

溫、尋找我國未來油氣資源突破口、頁岩氣管中窺機、全

球海洋油氣探勘開發狀況與發展趨勢等。由於岳博士地質

知識深厚、油氣田調查經驗豐富、全球油氣資訊掌握得非

常清楚，因此他的論述精準，常被業界及政府採納。 

(2) 中國大陸從 2008 年起開始進行頁岩氣探勘，2012 年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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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F井提前進入商業生產，重慶發改委預計 2015年可達到

年產能 50億立方米、2017年則達 100億立方米。 

然而，中國大陸的頁岩氣蘊藏量和美國有一段差距、地質

的穩定性也不如美國穩定、開發技術尚不成熟，最主要的

爭議是頁岩氣的開採係利用水力壓裂，很可能將高污染性

的化學藥劑滲入淺層水源，造成飲用水汙染，其他中國大

陸開採頁岩氣的挑戰還包括有水資源不足、油氣運輸管道

基礎建設、當地居民態度等。 

(3) 本年中國大陸在重慶召開的第六屆中國國際非傳統油氣峰

會中，不乏來自於各國的企業與專家學者與會，其中，針

對頁岩氣導致的水污染問題，美國企業發展「電化學沉積

法」（俗稱電明礬），即將絕大部分雜質利用電化學水處理

方式凝結成大顆粒，浮懸到水面上，然後去除，該法所需

設備面積小、成本低，適用於頁岩氣導致的水污染問題。

然而，學界對於該項技術所能達成的效果存有疑慮。 

(4) 有關兩岸在礦產探勘與開發上的合作，需要考量兩岸對等

及名份問題；對等的部分，包括面積、經費，發現礦產後

的分配等，又例如目前台灣收的礦產權利金較中國大陸收

的礦產資源補償費要來得高，是否為了要因應對等的條件

而調整相關法規？都需要進一步的研商。 

（四） 地點：重慶大學 

1. 訪談對象： 

 宋福忠副院長（資源及環境科學學院） 

 張代鈞系主任（環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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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松副教授（資源及環境科學學院） 

2. 訪談重點摘要： 

(1) 煤礦災害動力學與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係於 2011 年由中

國科技部批准為國家重點實驗室，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煤

礦動力災害的地質表徵與流體動力學、煤岩體工程災變動

力學，以及煤礦動力災害控制理論與新技術。該實驗室是

中國大陸在煤礦相關領域高階人才培養，以及基礎與應用

研究的重要基地。 

(2) 有關頁岩氣開採技術，目前仍面臨瓶頸，主要是開採的同

時也會造成水汙染，儘管目前有水汙染的相關處理技術，

但學界普遍仍有疑慮。因此，中國大陸政府設定 2030年前

要達到商用化的目標仍有待考量。 

(3) 中國大陸採煤礦的技術很好，特別是因為地質條件的限制，

迫使其發展薄層煤礦的開採。然而，中國大陸現正進行煤

礦整併，將小煤礦閉礦或整併到大礦，因此有關閉礦復原

與再利用的技術是目前中國大陸正在鑽研的部分，特別是

「智慧礦山」模式，其核心概念為安全礦山、高效礦山、

清潔礦山，並利用電信技術，落實煤礦井的上下覆蓋，滿

足大通訊量，以實現語音、數據、視訊等通信功能，以因

應煤礦事故之緊急應變。 

（五） 地點：亞洲水泥 

1. 訪談對象： 

 方履興總經理 

2. 訪談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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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亞洲水泥的總部在江西，目前在中國共有四川（成都彭州）、

江西及武漢三廠，四川廠主要銷售對象在大成都，沒有進

行外銷。 

(2) 由於礦石的運輸成本高，目前大多使用礦車運輸，除了成

本高之外，也會對公路、市容造成損害，並會造成能源的

浪費，未來將逐步全面採用皮帶運輸的模式。由於成都地

質與花蓮不同，屬於泥地較多的地質特性，所以在礦山做

下坡皮帶，目前已建設有 12.4公里的皮帶，該之字形的下

坡皮帶有 380 公尺的高度落差，還可利用餘熱發電，達到

循環利用的目的。  

(3) 成都廠的建廠理念移植於花蓮，製造水泥的過程完全沒有

廢棄物的產生，達到完全利用的成效，此外，也利用創新

科技，包括改善爆破技術，促進碎礦效率提升，且由於成

都地質含泥量高，容易堵井，也藉由改善細節以增進效率。 

(4) 亞泥落實其企業社會責任、與社區居民和諧的原因包括：

第一，皮帶剛開始運作時，由於皮帶摩擦產生噪音，影響

周遭居民，亞泥因此投資改善設備，改善噪音問題；第二，

員工聘用以當地人民優先，目前亞泥共有 570 人，除了台

灣幹部約 20名以外，當地員工佔有 6-7成。 

(5) 亞泥目前面臨挑戰，係礦山用地的產權問題，認為礦山用

地不應像一般工業用地，拿不到產權證，目前核發的臨時

用地也僅有 2年期限，與實際的礦山開發時間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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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泥成都廠區綠化 亞泥成都廠區綠化 

  

亞泥花蓮廠礦場植生綠化 亞泥成都廠區礦石運輸用皮

帶，長達 12.4公里，並持續

建設中。 

六、 觀察與建議 

（一） 有關本年 MTF 與 MRM5，中國大陸主辦方將主要探討礦業

貿易、創新科技，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三項主題，唯目前主

辦方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目前仍致力於豐富其議程內容，故

盼我國可針對重點議題進行簡報或製訂相關 concept notes。

建議我方可進一步與中國大陸主辦方瞭解議題走向，促進兩

岸在礦業議題上的合作。本研究團隊並對於國土資源部馬永

正處長的為人處事、對於 APEC 事務的深入瞭解、處理事務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53 

 

的能力，由衷佩服，並深感渠對於我方之重視，盼未來有更

進一步的合作。 

（二） 目前全球看好且熱衷於非傳統能源，如頁岩氣等，但由於中

國大陸的頁岩氣蘊藏條件與開發技術不足，因此中國大陸專

家學者認為近一、二十年內，中國大陸國內燃料仍以煤為大

宗，但其政策目標將促使煤炭使用比例降至 60%，儘管如此，

推測中國大陸的煤炭使用量仍會持續增加。因此，中國大陸

目前以提高煤燃燒效率、煤電轉化、淨煤、降低環境污染等

技術為主要研究課題。 

（三） 本研究團隊王文生教授分別在各場域分享我國城市礦山成功

案例（廢玻璃回收資源化）、土石流資源化，以及全方位礦山

設計（亞泥）之案例與專業知識，獲得中國大陸專家學者之

認可，並認為值得繼續進行研究。都市採礦及亞泥全方位之

礦山設計的精神與內容與第五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的主要

議題完全吻合，值得分享與推薦給 APEC 各經濟體。建議應

設法建議中國大陸會方排入 APEC 礦業相關會議議程與雙邊

會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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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參與 2014 APEC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第

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2014年 5月 20日（二）下午 2時至 4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 6F會議室 

三、 主持人：吳福成副處長（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四、 會議目的： 

第五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即將於本（2014）年 6 月 27-28 日

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根據主辦方中國大陸釋出的議程規劃顯示，

本次會議將以「更緊密的礦業合作以促進轉型與成長」為主題，探

討『促進 APEC 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創新導向的成長』及

「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等議題。 

本研究團隊承接經濟部礦務局委託「103 年度參與 2014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案，旨在協助參與本

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並透過準備會議及雙邊會談之談參資料，

進行相關幕僚作業。因此，本次座談會即以達成蒐集國內產、官、

學界對於 APEC 關注之礦業議題的立場與相關案例，作為本研究團

隊撰寫談參資料之材料，以有助於我國與會代表進一步瞭解實質問

題，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與創造國際合作機會。 

五、 討論題綱： 

（一） 有鑒於陸地礦產資源日趨貧乏，各國紛紛開發創新技術探勘礦

產資源，以滿足需求。我國在創新技術開發上是否與 APEC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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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有合作之機會？並試舉國際間現有之合作案例說明。 

（二） 目前亞太地區陸續發現海底天然氣水合物、金屬及稀土之豐富

儲藏，如日本、中國大陸等國，皆進行相關探勘開發工作，我

國與相關技術成熟國家是否有機會合作探勘。 

（三） 海洋礦產探勘與開發過程往往涉及經濟海域之主權爭議，對於

共同開發造成困擾。請試舉國際間現有合作開發海洋礦產的成

功案例，以作為 APEC經濟體可遵循之參考依據。 

（四） 台灣四面環海，若要尋求國際合作開發周邊海域的礦產資源，

包括油氣資源、天然氣水合物、稀土、金屬等，我國應採取甚

麼樣的立場？有哪些挑戰與障礙需要注意？ 

（五） 其他參與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相關建議。 

六、 與談人（順序按姓氏筆劃）： 

王詠絢組長（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李瓊莉副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宣大衡副總經理（國光電力公司） 

曾保忠組長（經濟部礦務局） 

七、 研究團隊： 

王文生教授（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學系） 

何振生副研究員（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陳子穎助理研究員（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八、 會議紀錄摘要： 

吳副處長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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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問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4條第 3項表示共同開發不

必然影響各國劃界協議，也不影響各國海底劃界之主權。然

而，有趣的是，在有主權劃界爭議的海域卻比其它無爭議的

海域富含資源。 

 透過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可將礦業相關議題提出，共同討

論。 

 

何副研究員振生： 

 礦業合作可朝向環境保護方向討論未來合作方向。選擇軟性

議題作為合作方向的原因在於諸類議題為全人類共同利益，

國際合作之爭議面較小。舉例來說，原本日本反對去年我國

召開與礦業相關之研討會，但由於我國表示該會議不涉及釣

魚台等敏感性的議題之討論，因此該會議得以順利舉行。 

 但這並非表示國際不能進行礦業合作開發，而是在特定議題

層面，針對海底礦業開發尋求各國合作，促進各方收益。 

 南海九段線與十一段線之爭議：1947 年，中華民國以十一條

線作為南海劃界依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政權後，

中共認為依據歷史依據，應以九條線作為南海劃界依據。對

此，國際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聲明。 

 

王顧問文生： 

 石油礦區計畫：國際性公開招標是否可間接解決主權問題，

但（李瓊莉副研究員）認為若以此作為解決主權問題之手段，

結果只具象徵性，實質意義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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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礦業開發合作應抱持更開放之心胸，不應將經濟問題與

政治問題混為一談。 

 

王組長詠絢： 

 有關天然氣水合物開發，我國曾與美國、德國、以及法國合

作鑽探。 

 探測資料顯示台灣西南海域蘊藏天然氣水合物，如能更進一

步進行探勘與鑽探取樣，獲得更多樣本與數據，未來對天然

氣水合物開採的評估與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並且能有效

地解決我國未來能源短缺問題。 

 雖然探測資料顯示台灣西南海域富含天然氣水合物，但鑽探

需要經費支持，我國相關單位苦無經費支援，導致天然氣開

發面臨困境。以日本為例，日本為鑽探天然氣的技術領導國，

至少花費五百億日幣在相關開發業務上。印度也花費至少

5000 萬美金的經費開發海底天然氣水合物。我國若需進行相

關天然氣海底鑽探工作，必須有相當的成本投入。 

 開採天然氣水合物的技術較為特殊，以日本與印度為例，它

們每年花費相當的經費來研究開發新技術。由於開發天然氣

水合物技術投入成本高，效益能見度也需長時間觀察，因此，

有部分專家認為不符合短期經濟效益。王組長詠絢認為，若

能以長期角度觀察，天然氣水合物可舒緩我國在能源短缺之

壓力，因此有開發之必要。 

 台灣天然氣水合物的開發：希望能藉由國際合作的方式，與

美國及日本的海洋技術人員合作，透過它們的研究設備（例

如：鑽井船或潛水艇）與國際開發經驗，共同在台灣周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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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台灣與國際間的合作並無特定模式，因此，希望能制定相關

開發制度，促進我國與其他國家合作。 

 我國在海洋探測技術有顯著的突破，若透過國際合作，必能

加速我國在海洋能源開發之進度。 

 甲烷水合物：國科會曾有補助甲烷水合物蘊藏量探測的相關

計畫，目前確認高雄外海至東沙島附近的西南海域岩層含有

豐富的甲烷水合物。我國為能源稀有國與能源需求國，大部

分能源需求依賴進口，有關國內在其他資源的開發並不流行，

除了經費拮据，尚面臨技術研發之需求。未來，台灣需要乾

淨便宜之替代能源，因此相關研究與開發具重要性，而開發

甲烷水合物具有發展潛能，宜積極投入資源成本進行研究。 

 針對甲烷水合物之開發，國內有不同之聲音。部分政府單認

為養豬所產生之相關廢物，即可得到甲烷水合物，並不需要

特地進行開發計畫。 

 我國能源技術條件是否能吸引他國與我國合作的興趣，也為

國際合作之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李瓊莉副研究員： 

 非南海部分：非南海資源之兩岸合作需知己知彼，並考量更

安全之方式。雖然中共歡迎兩岸間的能源合作，但與中國合

作並不代表兩方在海洋能源開發議題立場一致。倘若中共提

出合作之可能性的同時，也能提供台灣參與海洋能源開發談

判，使台灣之立場有更公開、透明的發聲舞台，提升國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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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台灣在海洋能源開發之態度，較有利我方未來在國際合作

之發展。 

 兩岸能源開發並不只是商機問題，更牽扯國安問題。 

 南海問題：雖然東海和平倡議鼓勵擱置主權，共同開發，但

實際上要求已經擁有海底劃界主權之國家擱置既有權益有一

定的困難。 

 我國應加入南海談判，而非只是與中國單邊合作。 

 國際合作對象可不限於中國，應爭取與各國間的合作機會。 

 大量資金投資海洋開發計畫並不符合台灣中小企業為主的經

濟特色。相關大型開發計畫，是否能為國家帶來顯著的經濟

效益也需納入考量。 

 兩岸合作固然良好，但讓台灣參與多國國際談判可以提供台

灣更公平的機會。藉由談判模式，使各國有更公平的機會了

解台灣立場。 

 太平島礦區之設置雖無得到國際回應，但也未得到反對。我

方可樂觀地認為太平島礦區之設置得到國際默認。 

 

宣大衡副總經理： 

 考量我國主權地位問題，建議我國可以與中國以及第三方國

家進行共同合作。合作模式不受限於兩國間的合作，也可以

是多國間的合作。 

 甲烷水合物：因為不同於其它能源，日本尚無開發甲烷水合

物之計劃，因此我國具有開發主導優勢。目前雖然尚無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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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但可以進行鑽探，鼓勵未來技術性合作。 

 開發計畫多為追求短期經濟利益，因此導致需長期才能看見

成果的部分開發計畫受到忽視。 

 

曾保忠組長： 

 因為台灣政治地位特殊，故台灣在南海共同開發議題面臨挑

戰。 

 我國在太平島之登陸行動，並未受到國際反對。登陸太平島

象徵我國重回南海之象徵，為我國在南海議題之重大突破。

同時，我國首度登陸位於太平島附近的中洲礁，也未受到國

際反對，為我國在南海之一大勝利。 

 建議我國在海洋礦業開發議題應保持開放心態。考量我國地

位特殊，更應尋求國際合作，不宜閉門造車。 

 中國在礦業之相關專業技術有卓越的領先，特別在油氣技術。

中油在尋求與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合作的同時，受到國內不同

聲音的支持與反對，使得中油與中海油公司間的續約合作遭

遇瓶頸。對於中國而言，它並不必要與台灣在油氣開發議題

上進行合作，尚有許多合作對象積極爭取與中國海洋石油公

司共同合作開發油氣。我國在無籌碼優勢的同時，又面臨國

內政治問題，增添油氣開發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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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第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記錄                  

「參與 2014 APEC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第

二次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2014年 5月 21日（三）下午 2時至 4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台灣經濟研究院 6F會議室 

三、 主持人：吳福成副處長（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四、 會議目的： 

第五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即將於本（2014）年 6 月 27-28 日

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根據主辦方中國大陸釋出的議程規劃顯示，

本次會議將以「更緊密的礦業合作以促進轉型與成長」為主題，探

討『促進 APEC 區域內礦業更緊密的合作』、『創新導向的成長』及

「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等議題。 

本研究團隊承接經濟部礦務局委託「103 年度參與 2014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案，旨在協助參與本

屆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並透過準備會議及雙邊會談之談參資料，

進行相關幕僚作業。因此，本次座談會即以達成蒐集國內產、官、

學界對於 APEC 關注之礦業議題的立場與相關案例，作為本研究團

隊撰寫談參資料之材料，以有助於我國與會代表進一步瞭解實質問

題，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與創造國際合作機會。 

五、 討論題綱： 

（一） 有鑒於陸地礦產資源日趨貧乏，各國紛紛開發新的創新技術探

勘與開採礦產資源，以滿足對於礦產資源之需求。這些開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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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模式包括「都市採礦」（urban mining）及「礦山設計」等。

目前我國在礦業相關創新科技上的發展情況如何？是否與科

技成熟的國家進行交流合作？ 

（二） APEC 礦業部長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特別指示要提升礦業生產的效率

與潔淨、鼓勵研發及應用更符合成本效益、效率、經濟、環境

可承載及社會可接受的新探礦與採礦技術。我國在這方面是否

有具體之鼓勵措施？企業案例是否有成功案例？  

（三） 我國對於進口煤炭依存度達 100%，其中，燃煤發電佔總發電

力 75%以上。我國如何有效掌握煤炭進口來源之穩定供應？另

由於近年來國際間高度重視氣候變遷，在全球二氧化碳（CO2）

減量的大趨勢下，我國如何因應此項挑戰？ 

（四） 近年來，非傳統能源如頁岩氣、頁岩油等的重要性已相對突出，

除了北美地區頁岩氣革命成功之外，現在中國大陸因為擁有豐

富的頁岩氣蘊藏量，也積極在探勘和發展頁岩氣，兩岸是否在

非傳統油氣資源尚有合作之機會與空間？ 

（五） 近期礦業相關國際規約，如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起引用包含

有 138種含鎳化合物之化學危害分類，以及《關於汞的水俁公

約》（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擬降低汞在工藝

品及小規模金礦中之使用，這對我國將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

我國應如何因應？ 

（六） 今年 APEC主題之一在於探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

簡稱 GVC）議題，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更重視從礦業部門來

連結全球價值鏈，如各經濟體之間，礦物生產及貿易平衡之議

題，以及 APEC區域的礦業如何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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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參與 APEC礦業部長會議之相關建議。 

 

六、 與談人（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丁原智所長（台北科技大學資源工程研究所） 

任曾平副處長（台灣電力公司燃料處） 

何恆張首席總經理（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吳榮華副教授（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郭兆輝博士（台灣水泥股份公司） 

七、 研究團隊： 

王文生教授（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學系） 

何振生副研究員（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陳子穎助理研究員（台灣經濟研究院國際事務處） 

八、 會議紀錄摘要： 

吳副處長福成：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台灣發展礦業過程，重視環境保護與環

境友善。在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保持與鄰近居住環境的友好

關係，因此，台灣在礦業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可作為最佳典

範，值得與 APEC分享。 

 可呼籲稀土資源豐富國穩定稀土價格，提供更有競爭力的稀

土政策，吸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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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副研究員振生： 

 希望礦業部長會議著重 CSR與環境保護等議題。考量這些議

題性質為軟性議題，為全人類共同福祉，可提升各經濟體參

與議題之興趣。 

 礦業部長會議期間，各經濟體發言時間短，較難藉此分享我

國礦業環境保護的最佳範例。 

 可否提供我國與它國不同的礦業特色，吸引 APEC 經濟體對

我國礦業發展之興趣? （吳副教授榮華）認為可提供台灣在

智慧城市發展的成果，說明台灣在環保的發展。 

 

王顧問文生： 

 建議地方可考慮發展低碳發電。 

 台灣都市採礦成功原因在於整體規劃和諧一致。 

 

吳副教授榮華 

 強調社會企業責任，可重複利用開發後的廢棄料。 

 可建議建立能源資料庫，提供各國在能源方面的知識交流。 

 在礦業全球價值鏈議題方面，以稀土政策作為礦業在全球價

值鏈之發展。 

 台灣礦業政策並非由單一機關負責。在礦業政策方面，由中

央負責主導政策發展。在有關礦業水土保持相關主政單位由

地方政府負責。因此，若要礦業政策完整發展，中央與地方

需建立透明與完善的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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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席副廠長恆張 

 在講求環保意識的今天，民眾對傳統礦業仍停留在在採礦對

環境破壞的階段，但台灣礦業在環保配套措施有相當完善的

制度，因此，若能提升民眾對採礦環保措施之認識，讓民眾

了解發展礦業並不一定會危害環境，有助礦業發展。 

 亞泥花蓮廠具備完善的環保措施，廢水排放經過處理，因此，

並不會破壞生態環境。 

 對於過去已破壞之生態環境，進行考察，從中學習如何減少

水泥業對生態的破壞。 

 並非所有類型的植物都適合種植，對於被破壞的原始林之重

建，可考慮種植適合的植披。 

 

丁所長原智 

 對於缺乏資源問題，可透過投資外國資源開發舒緩能源短缺

所形成之壓力。 

 開放外資開採我國礦業並不一定為零合競賽。以日本為例，

日本為能源需求國，但它再開採其他國家能源礦產的同時，

並未完全將開發能源運回日本，反而以共享的觀念，將開發

資源分享與相關利益人。 

 可透過計劃方式培養人才。 

 台電本身發電 37%，煤發電占不到 40%，天然氣、核能與其

他發電只占不到 5%。若以天然氣作為替代能源發電，成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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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天然氣發電廠全台只有兩座，發電效益不佳。 

 2004年前大陸過度出口能源，導致能源不夠應付內需。因此，

大陸改變政策，課增出口稅 4%，希望減緩能源過度出口問

題。 

 政府政策（課增進出口稅）並非影響礦產價格的主因，因為

市場供需已決定市場價格。以印尼為例，印尼修正礦業法，

對於大量出口燃料煤之廠商，課徵 13 年 6%稅，但並未對印

尼出口礦產生影響。 

 

郭博士兆輝 

 中國已開放部分碳權，台灣應保持開放態度，爭取與中國合

作機會。 

 台泥與亞泥在環保配套措施具世界領先技術，外界對水泥業

對環境破壞之論述有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台泥蘇澳廠的礦山在綠色植披與水土保持良好。 

 煤制氣之二氧化碳排放已經逐步改善。 

 我國煤制天然氣產業發展面臨挑戰。煤制天然氣具發展潛力，

但面臨環保壓力、能源轉換率效能低、開發後經濟收益不穩

定等問題，加上缺乏相關配套措施與開發技術，使得煤制天

然氣產業發展面臨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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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第 8屆 APEC礦業任務小組會議出國報告  

壹、 第 8屆 APEC礦業任務小組會議 

一、 會議時間：2014年 6月 24-25日 

二、 會議地點：中國大陸北京 

三、 與會經濟體：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印尼、

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菲律賓、俄羅斯、

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及越南等 17個經濟體出席會議。 

四、 會議主席：智利籍MTF主席Mr. Rodrigo Urquiza 

五、 會議議程： 

24 June 2014, Tuesday 

Time Events 

09:00 – 09:50 Introductory Matters 

OPENING REMARKS BY THE MTF CHAIR 

OPENING REMARKS BY THE HOST ECONOMY 

OPENING REMARKS BY THE ABAC REPRESENTATIVE 

ADOPTION OF THE AGENDA 

APEC SECRETARIAT REPORT ON KEY DEVELOPMENTS IN APEC 

(APEC SECRETARIAT – PROGRAM DIRECTOR) 

09:50 – 10:50 MTF STRATEGIC PLAN AND 2014 WORKPLAN 

The MTF Chair will present the Strategic Plan 2014 – 2015 of the MTF 

The MTF Chair will present the 2014 Work Plan. 

The Chair will lead discussion on the possibility the request of the renewal 

MTF mandate for the period 2015 – 2016 to be presented to the SCE 

10:50 – 11:10 Tea Break  

11:10 – 12:5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INING INDUSTRY  

Intervention by Dr Lahra LIBERTI, Senior Adviser, Natural Resourc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n the horizontal initiative on "Policy Dialogue on 

Natural Resources-Based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by Ms. Shivani KANNABHIRAN, Policy Analyst, OECD 

Investment Division on "The OECD's Conflict Minerals Program". 

Intervention by the Canadian Delegate to present " Mandatory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the Extractive Sector ". 

Intervention by Chinese Taipei representative on "Chinese Taipe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urban mining-a case of waste glass" 

The Philippines delegat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under the Extrac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EITI) 

12:50 – 14:5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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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 – 16:00 CURRENT TRENDS IN THE MINING AND METALLURGY SECTOR 

Economies to present an annual mining brief report. 

Intervention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s 

(Copper, Lead Si Zinc and Nickel) Mr. Don SMALE, View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Non-Ferrous Metals and Commodities,  

The Chair will lead a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of a system of "Regulatory 

Antenna" among member economies. 

Australia delegate to address " Australian innovation for the global mining 

industry " 

16:00 – 16:30 Tea Break 

16:30 – 17:30 ANALYSIS OF APEC PROJECT UNDERWAY AND POSSIBLE 

FUTURE PROPOSALS 

The US delegate to address the Project " 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reducing mercury use in the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ing Sector” 

Russia delegate to present “Increasing the added value in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mineral raw materials in the APEC Region". 

Australia delegate to present “APEC risk assessment training on metals and 

metal compounds”. 

18:00 – 20:00 Reception Dinner 

25 June 2014, Wednesday 

Time Events 

09:00 – 09:20 9.  ANALYSIS OF APEC PROJECT UNDERWAY AND POSSIBLE 

FUTURE PROPOSALS 

Intervention by Mr. Ted Sahara, ABAC Japan on “Mining in APEC: 

possibilities for  long term public-private engagement” 

ABAC project under development and to be propose to MTF: “Overview 

of ABAC mining study” by Mr. Jeff HARDEE, Director, Asia Pacific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Affairs, Caterpillar, ABAC USA Alternate 

Member 

09:20–11:05 10. THE 5TH MEETING OF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MRM5) 

Briefing on the MRM5 preparations by the Chinese delegation 

Chinese delegate to introduce three presentations related to the themes for 

MRM-5: a) Mineral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PEC economies; b) 

China’s Endeavor to Promote Green Mining; and, 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Discussion by the MTF of the draft agenda for MRM5 

Briefing on the drafting of the MRM5 outcome document by the Chinese 

delegation; delegates to discuss on the outcome document: draft joint 

statement 

11:05 – 11:25 11. DISCUSSION ON FUTURE STEPS AND STRUCTURE OF THE 

MTF AND POSSIBLE AREAS OF DISCUSSION AND WORK FOR 

THE NEXT MEETING 

11:25 – 11:45 Tea Break 

11:45 – 12:35 Final Issues 

 12. DATE AND VENUE FOR THE 9TH MTF MEETING (THE 

PHILIPPINES) 

13. PRESENTATION OF THE KEY DECISION BY THE SECRETARIAT 

14. CLASSIFICATION OF DOCUMENTS (APEC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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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LOSING REMARKS BYTHE MTF CHAIR 

12:35 – 14:35 Lunch 

14:35 – 20:00 ACTIVITY ORGANIZED BY THE HOST 

 

六、 會議記錄 

第一天：6月 24日（二） 

（一） 主席致詞—MTF主席 Mr. Rodrigo Urquiza 

 感謝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主辦本次 MTF8 及 MRM5 會議。本

次 MTF 任期將於今（2014）年屆滿，因此，必須發展 MTF

的下一步與未來方向，並期能夠展開 MTF的新面貌。特別是，

礦業是 APEC 區域內重要的議題，APEC 從 1996 年起及關注

礦業議題，並於 2007 年正式成立 MTF，以銜接並擴大過去

GEMEED及 NFMD在礦業議題上的工作。呼籲各經濟體成員

能夠持續貢獻努力與積極參與，以促進本次會議或得豐碩成果，

並有利於MTF的未來。 

（二） 主辦經濟體致詞—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副

司長白星碧 

 身為 2014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中國大陸將在「透過亞太夥

伴關係型塑未來」的主題下，舉辦一系列 APEC會議；有鑒於

此，6月 27-28日將舉辦的第 5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以「更

緊密的合作以轉型與成長」為主軸，將討論有關『亞太區域礦

業部門更緊密合作』、『創新導向成長』及『社會責任與共同發

展』等重要的相關議題。 

 在此背景之下，MTF8的成功對於MRM5的成功有指標意義，

特別是 MTF8 將討論 MRM5 最重要的成果，即部長聯合聲明

內容，而這對於未來亞太區域內的礦業發展有深刻影響。 

（三） ABAC致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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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次 MTF與 ABAC在 APEC架構下進行合作，日本、

俄羅斯、美國及其他經濟體的 ABAC 代表都對於礦業領域有

濃厚的興趣。 

 APEC 從 1989 年起推動區域內自由開放貿易與投資，包括降

低關稅與非關稅障礙，以及不同程序間的協調，ABAC從 1996

年起也提供給 APEC相關的企業觀點。 

 ABAC過去在永續發展的工作上，關注於能源與糧食安全，但

從今年起，ABAC計畫要多關注在礦業上，並希望透過參與相

關會議強化與 MTF間的連結。 

（四） MTF獨立評估 

 APEC委託 Auspex Strategic Advisory顧問 Vincent Alexander 

Hudson進行 MTF獨立評估。 

 Vincent 表示該獨立評估研究需由各經濟體填寫線上問卷，以

呈現 MTF 的工作情況，目前僅包括我國在內的兩個經濟體已

填寫線上問卷，呼籲各經濟體儘速上網填寫，並有興趣者可與

其安排時間進行訪談。 

（五） MTF策略計畫與 2014工作計畫 

 澳洲、美國、加拿大、智利及秘魯分別對於策略計畫中的文字

或內容提供意見。 

 美國代表表示應拿掉策略計畫中，第 3.1條及 5.1條有關MTF

任期更新部分，並認為 SCE 或 SOM 層級才有權主動將 MTF

升格為工作小組。 

 智利代表認為MTF有權可建議 SCE或 SOM層級應更新MTF

任期，並表示此舉對於 MTF的存續來說是必要的。 

（六） 礦業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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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ECD 自然資源資深顧問 Dr. Lahra Liberti 報告 “Policy 

Dialogue on Natural 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本倡議係為 2012 年 5 月所實施的 “OECD Strategy on 

Development”計畫的一部分，並有以下目標，包括確認利害攸

關問題及分享知識、提倡與企業共同探尋解決方法已獲得共同

利益，以及提升對於油氣、礦物與金屬之關注。 

 本倡議共有 11 個國家參與，其中，智利是唯一的 APEC 會員

體，其他參與的利害關係者，包括有私部門、國際組織（IMF、

UNDP、UNECA、WB、WEF），以及國際協調程序（G8/G20）。

並規劃 4個階段的活動與產出，包括第一：創造共同價值與地

方發展；第二：促進收入支出與穩定資金；第三：或得更優惠

的合約，以促進合理的礦產品價格與平衡的談判；第四：偵測

與處理貪污的風險。 

 目前該倡議正進行第一階段工作，優先著重在礦業及油氣相關

價值鏈上創造附加價值，並透過整合與多元化發展在整體經濟

及社會上創造價值。 

2. OECD 投資處政策分析員 Ms. Shivani Kannabhiran 報告“The 

OECD’s Conflict Minerals Program” 

 OECD對於負責任礦業供應鏈進行指導原則之擬定，目標在於

提供給礦業企業一清晰且實際的指導原則，以確保這些企業不

會透過礦產與金屬的採購，造成衝突或濫用人權。 

 OECE透過 5項指導架構檢視企業風險，且這 5個步驟適用於

所有礦業供應鏈中，具有高風險且位在衝突區域的礦業企業。

該 5項步驟包括不由與嚴重濫用有關的公司進行採購、不給予

非國有之武裝團體直接或間接的支持、減少給予私人或公共安

全部隊直接或間接的支持、減少供應鏈中的行賄、產銷監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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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並減少礦業供應鏈中的洗錢活動。 

3. 加拿大代表報告「採礦業者強制報告準則」 “Mandatory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the Extractive Sector” 

 目的在於規劃加拿大採礦業者進行強制報告進程，主要係由於

全球皆致力於增進透明化，以及支出與收入的可信度，期以減

少來自於資源收入的貪汙，並監督政府從資源收入支出的方

向。 

 加拿大總理 Harper在 2013年 6月 12日的 G8高峰會前，宣布

加拿大承諾「建設新的採礦業強制報告標準，將提高政府支出

的透明度」；G8會後的領袖會議宣言中，加拿大也同意「啟動

利害關係者間的協商，以在兩年內發展強制報告規範為目標」；

加拿大並在今年 G7高峰會宣言同意「持續堅持提高採礦業透

明度，並確保對政府支出的全球共同標準之公開」。 

 加拿大的強制報告標準主要以增加透明度來阻止貪汙，首先，

要求每年向政府繳交超過 10 萬美元的採礦公司，其石油、天

然氣及礦物的商業發展，包括稅率、特許權費、簽約獎金等，

需受到法律的規範；其次，企業需通知政府報告規劃進程，並

在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網頁之超連結，且加拿大政府也需監督企

業的會計年度報告是否合格。 

 加拿大政府為落實其總理之政治承諾，各地方政府將透過與證

券監管機構的合作，實施強制報告標準，並將制定聯邦法律企

圖在 2015年 4月起落實此項計畫。 

4. 我方礦務局代表朱其樂技士報告“Chinese Taipe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urban mining-a case of waste glass”（中華台北都市

採礦之成功經驗—廢玻璃資源回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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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採礦係指從城鄉、都市之廢棄物中回收再利用的礦產物。

廢玻璃屬不可燃物、不易腐化之物品，因此，廢玻璃的最終處

置，不可以進入焚化爐及掩埋場，而應將其進行回收再利用，

將可節省能源、減少製造玻璃原物料（如石英砂、石灰石、高

嶺土等）之開採量、對環境表現出極其友善等之優點。 

 使用 1公噸廢玻璃再熔製成玻璃，相較於使用原生礦石製造出

1 公噸玻璃產品，將可節省 1.2 公噸原礦石物料、節省 135 公

升石油、節省 25-30%之燃料能源、減少 75%採礦廢棄物、減

少 14-20%之空氣污染源、減少 50%之水污染源等之績效。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是否成功？應考慮的面向有法規面、宣導面、

技術面、管理面及績效面等面向；中華台北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會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採取《四合一的資源回收系統》，包含「社

區民眾」、「回收商」、「地方清潔隊」及「回收基金」四個要件。

即政府鼓勵居民作好廢棄物分類、參與廢棄物回收運動；回收

商從清潔隊、回收站購買廢棄物，經搬運、處理、製成物料或

產品，銷售給工廠或消費者；清潔隊按居民的分類分別收集，

並即時再細分類，按不同類別各別收集；回收基金的部分，則

由環保署負責向製造業、進口商或零售商收取回收基金，該基

金用來補貼回收再利用有關的工作費用。 

 中華台北環保署制訂了一套完善的廢棄物清處法、補助學界研

究開發廢棄物再利用技術、大力宣導廢棄物回收觀念、居民回

收意願極高，因此績效顯著，於 2012 年時，廢玻璃瓶總產量

超過 20萬公噸，回收率達 96%。 

 廢玻璃回收過程包括收集、分類、搬運、存放、清洗、破碎、

過篩、儲存及銷售。回收玻璃可製作成地磚、透水磚、植生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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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牆磚，亦可加入柏油舖成發亮阻滑的柏油路面。廢玻璃若

經分色，再按顆粒大小分粒，可製作成高價值的亮彩琉璃。亮

彩琉璃，可再製作成玻璃裝飾藝術品。 

 結論：都市採礦能減少能源消耗、減少自然資源礦石開採，是

一項人類對環境保護及友善的美好表現，且我方都市採礦之成

功可歸功於採用《四合一的回收系統》。 

5. 菲律賓代表報告 “Extrac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ITI）” 

 採礦部門管理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向政府支出的透明度、相關規

範的不足、投資相關政策與穩定程度、利害關係者間缺少對話，

以及公眾對於採礦行業的看法等。有鑑於上述挑戰，菲律賓發

布行政命令 79 條，即礦業部門改革，採取合理的礦業資金制

度，並落實採礦工業透明化倡議（EITI）。 

 EITI於 2013年 5月開始實施，並召開定期的利害關係者會議

與諮詢，以形成 EITI 的目標。菲律賓的 EITI 報告將於 2014

年 12 月提交給 EITI國際委員會、39家礦業公司及 11 家油氣

公司。 

 菲律賓實施 EITI 的目的在於顯示採礦業對於經濟的直接與間

接貢獻、增加公眾對於自然資源管理的瞭解，以及公共資料的

可及性、加強國家資源管理與政府系統、創造對話機會及建立

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機會，以建立利害關係者間的互信與降低

衝突、強化企業環境與增加投資。 

 實施 EITI 可獲得的好處，主要在於促進政府、企業與民間社

會共同檢視資金制度、法規制度、地方支出及特別資金、資料

差距、地方政府效率、透明度，以及資金的追蹤。並使政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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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現有架構、進行制度化改革、促進機構間之協調、提供足

夠的回饋機制、促進有實證基礎的決策。 

 EITI在菲律賓的實施，提供一活躍的透明化機制，使所有部門

能持續參與對話，並檢視相關議題內容，促進政策之採用以達

到結構改革的目的。 

（七） 礦業與冶金部門趨勢 

1. 秘魯礦業現況： 

 秘魯不只是具有強大的礦業潛力，現在也是世界級的礦業國家，

其出口總值有 61%是礦業及相關行業所創造的，礦業並佔其

14.4%的 GDP；秘魯的礦業相關投資率從 2012年到 2013年成

長 14%。 

 近年來，秘魯積極營造友善的礦業投資環境，包括外國投資與

本地投資有相同待遇、資金可自由進出、免競爭、保證私有財

產、可自由購買當地股票、可自由獲取內部及外部的信用、可

自由支付特許權費、運用投資協議網絡及成為 ICSID與 MIGA

的成員。 

2. 墨西哥礦業現況： 

 墨西哥擁有重要的礦業資源，現在是全球前十名的礦產生產國。

主要出口的礦產品包括黃金、銀、鐵礦、鉛、鋅。 

 墨西哥的礦業是具有競爭實力的。墨西哥佔全球礦業出口量的

1.7%，在全球排名第 14名、並且是拉丁美洲的第四大出口國；

其中，非石油礦產占 2013年 GDP的 1%；2013年其礦業相關

產品出口量為 183億美元，其境內的礦業相關工作數量從 2001

到 2013 年間成長的 27.6%，並且墨西哥被認定是礦業投資條

件較好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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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洲在全球礦業之創新： 

 認為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創新的解決方法。挑戰包括有環境保護、

礦產的發現率減少、礦石品位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必須在更

深層的礦業環境工作、全球相關技術之短缺；創新的解決方法

包括合作、全球性工作、創造在研究、產業與社區間的連結。 

 澳洲目前主要在四個領域上進行創新，包括尋找新礦區與促進

新資源的生產、保持澳洲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促進澳洲在環

境保護上的領導地位與國際夥伴關係，及促進礦業資源整合，

以支持社會發展。 

（八） APEC現行計畫與未來計畫分析 

1. 美國代表報告“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reducing 

mercury use in the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Gold Mining Sector”

計畫 

 《水俁公約》（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係規範汞使

用的全球性公約，規定應控制和減少汞在相關產品與行業中的

使用、釋放與排放，並在 2020 年禁止含汞產品之進出口，目

標在 30 年內消除所有商業用品中的汞成份，該公約並限制汞

在手工和小規模金礦開採業的使用，例如使用汞從含礦岩石中

分離出金礦來，而金礦開採同時也是最大的汞汙染源之一。 

 事實上，汞並非萃取金礦的良好選擇，使用汞仍會使 70%的黃

金留在礦床中，且殘留的汞會影響人類健康、導致水質與土壤

之惡化，以及殘留在水產品中。 

2. 俄羅斯代表報告“Increasing the added value in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mineral raw materials in the APEC Region” 

 在礦產生產處直接進行加工，與當地的社經發展、新技術的導

入及吸引投資上有緊密的連結。現今有許多 APEC經濟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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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措施來發展製造業級基礎建設，以增加礦產及貿易的附加

價值。 

 俄羅斯倡議目標在於提高礦產原料生產與貿易的附加價值、促

進 APEC經濟體關注在礦產附加價值的好處、考量可能的合作

領域，俄羅斯因此提出以下管道：建構 APEC經濟體與私部門

的定期對話機制、納入 APEC能源工作小組與運輸工作小組的

參與、考量 APEC經濟體針對支持將原料加工處移至礦產生產

地之相關政策方法、訂定相關建議與自願措施，以提高加工以

及在 APEC領域所產出之礦產之附加價值。 

3. 澳洲代表報告“APEC risk assessment training on metals and 

metal compounds” 

 該計畫主要提供中級至高級的高風險金屬及金屬化合物評估

培訓，內容包括各金屬及金屬化合物的特殊性質，例如生物利

用度、人類與環境化學、及命運和運輸，以及高風險評估的方

法。該培訓會議將於 2015年 8月舉辦，並將菲律賓主辦 SOM2

期間舉行，相關結論並將於 2015年 12月提出。 

 

第二天：6月 25日（三） 

（一） APEC現行計畫與未來計畫分析 

1. ABAC 日本代表 Mr. Ted Sahara 報告 “Mining in APEC: 

possibilities for  long term public-private engagement” 

 ABAC代表中與礦產相關的包括有智利、香港、印尼、日本、

墨西哥、秘魯、俄羅斯和美國。ABAC代表們除了給予建議政

策之外，也創造和支持各企業參與 APEC的機會，其中包括參

與專業部長會議之成本支持、協調部長和工作小組代表團的對

話，並支持與政府官員會面之諮詢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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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促進與企業界間成功的連結？包括與工作小組主席的頻

繁溝通、清楚報名過程、透過接待或小組討論與官員製造互動

機會、在工作計畫中呈現顯著的機會、長期與多年計畫。 

 ABAC 給 MTF 的建議：由於礦業是亞太經濟體的重要環節，

企業欲積極貢獻，因此建議 MTF採取下列步驟，包括在MTF

議程中規劃公私部門對話、考量與 ABAC 進行共同計畫（如

辦理會議或研究）、在 MTF 文件及部長聲明中納入與 ABAC

及企業成為更強壯夥伴關係之承諾。 

（二） 第 5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 

1. 中國大陸代表報告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操作定義變化多端，中國大陸認為應針對

社會、經濟、環境、地方社區、從業員、消費者等定義之。且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框架包括政府立法、國際倡議、交換倡議三

項。目前，中國大陸針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法規，包括環境

保護法、公司法、勞工法及採礦法等。 

 中國大陸在企業社會責任上所採取的行動，包括參與國際倡議、

政府與協會、企業社會責任實務；政府並採取和諧採礦社區，

綠色採礦行動，國營企業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下達成企業社會責

任，協會則是訓練及交流之平台。 

 寮國 Sepon礦山之企業社會責任案例： 

- 經濟績效：礦稅及稅收收入超過十億美元；間接貢獻數十

億美元；2013年當地獲益 250萬美元。 

- 社會績效：2012年全數員工中有 95%僱用當地員工，並在

當地社區設立鄉村發展基金及社區學校；管理礦山周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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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文化遺產，規劃特定地區文化遺產管理，並建造一所區

域文化遺產中心；在人力供應鏈方面，進行搬運公司婦女

員工之培訓計畫。 

- 環境績效：提升能源效率；管理當地生物多樣性計畫；提

高水處理場水質標準。 

 主要挑戰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責任之界限在那裡？小礦

山與中等礦山、高山與平地礦山，在國家公園內之不同情境，

未來應如何界定與規劃？ 

2. 中國大陸代表報告“China's Endeavor to Promote Green Mining” 

 中國大陸採礦造成之地質災害：2005 年地災發生數量 12379

件，經濟損失 161.6億元，2007年有 17407件，損失 229.6億

元，2010年損失達 335.3億元，件數及損失逐年增加。因採礦

造成之土地損壞及占有土地自 2004年至 2012年皆不斷增加。

損害的土地面積比修復土地面積多，修復比率減少。 

 為減少地質環境損害，中國大陸實行礦山申請法、促進採礦地

質環境復舊並引進社會資金、執行示範建設及行動綱領。並進

一步頒布「2009-2015年全國採礦復舊規劃」，設立一系列復舊

規劃目標，重點在建立一個技術支撐系統，以保護採礦地質，

並完成許多關鍵性復舊計畫，改善及完整礦山地質管理系統。 

 中國大陸未來將持續完成礦山地質調查，包括 2015 年完成全

國棄置礦山地質調查，建立中央、地方及企業採礦地質檢測系

統；2020 年完成全國礦山地質調查及評估，並建立動態採礦

地質監測系統。預計到 2015年，遺棄礦山復舊率將達 35%。 

 中國大陸將進行綠色採礦體系之建立，設立礦山地質環境復舊

基金，2012年約人民幣 612億 5千萬元，占應收款項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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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進地方及企業資金超過 500億元。針對該體系之建立，中

國大陸從 2010 年起相繼落實礦山造林倡議、綠色採礦試驗計

畫、綠色礦山試驗計畫、和諧礦山試驗計畫，並擬定促進和諧

礦山之四項機制，包括強化資源使用及保存法規機制、恢復及

復舊礦山生態補償機制、資源開發利益分享分配機制、調解爭

端機制。 

 中國大陸認為綠色採礦已獲得社會普遍認同，並且是中國大陸

未來發展礦業的唯一辦法，雖然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但中國大

陸將藉由嚴格的法規執行，促進長期機制之建構及生態環境補

償之落實。 

3. 中國大陸代表報告“Mineral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PEC 

Economies” 

 中國大陸礦業貿易額從 1986 年迄今有急遽增長，進出口值從

162億美元增長至 10320億美元。主要進口礦產品有油氣、高

品位鐵礦石、銅及銅精礦砂、氧化鋁、高品位錳礦石、鉻鐵礦、

鉀等；主要出口礦產品有煤、焦炭、鐵合金、鉛、鋅、錫、銻、

鉬、鎂、稀土、各類非金屬產品如石墨、螢石及石材等。 

 中國大陸出口之礦產占全球總產量百分比：錫 23%；鉬 24%；

稀土 50%；滑石 50%；石墨 62%；菱鎂礦 70%；鎢 75%；螢

石 80%；重晶石 85%；銻 92%。中國進口礦產品占全球總生

產量百分比：2000年原油 3%；鐵礦石 18%；鉻鐵礦 28%；錳

礦 23%；銅精砂 14%。2010年增加至原油 19%；鐵礦石 60%；

鉻鐵礦 75%；錳礦 59%；銅精砂 26%。 

 2013 年中國大陸與 APEC 經濟體及全球之礦業貿易總額：與

APEC 進口額 3175.9 億美元，出口額 2198.1 億美元，貿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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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 5374億美元；與全球進口額 6802.9億美元，出口額 3514.6

億美元，總貿易額為 10317.5億美元。APEC對全球貿易額比：

進口為 52.1%；出口為 46.7%；總貿易額比為 62.5%。 

 中國大陸與 APEC經濟體礦業貿易總額排序及其總貿易額：澳

大利亞 87.33(B$)、2.香港 62.88（B$)、3.韓國 59.76（B$)、4.

美國 59.20（B$)、5.日本 50.55（B$）、6.俄羅斯 39.60（B$)、

7.印尼 29.10（B$)、8.台灣 25.73（B$)、9.智利 20.09(B$)、10

馬來西亞 19.89（B$)、11.新加坡 18.68（B$)、12.泰國 13.26

（B$)、13.越南 12.82(B$)、14加拿大 12.66（B$)、15.秘魯 8.57

（B$)、16.菲律賓 8.09（B$)、17.墨西哥 7.41（B$)、18.紐西

蘭 1.13（B$)、19.Brunei0.36（B$)及 20.巴布新幾內亞 0.39（B$)。 

 中國大陸認為應穩定亞太區域內礦業貿易，方可協助 APEC 經

濟體成長。中國事礦產主要的生產國、出口國及進口國，大宗

的礦產品進口到中國，可帶動某些富礦國家的經濟成長，同時

促進中國的工業化、都市化及現代化；因此，穩定的礦業貿易

政策對於礦產生產者及消費者來說都是重要的，特別是基礎建

設是礦業發展的一項重要瓶頸，應加強區域內基礎建設發展，

促進經濟體間的互相聯通，將是擴大中國大陸與 APEC經濟體

間礦業貿易的最佳途徑。因此，習近平主席提出《一路一帶》

思維，意指《絲路經濟帶及海上絲路》。 

4. 討論第五屆 APEC礦業部長聯合聲明文件內容 

 有關礦產貿易議題 

- 俄羅斯擬於部長聲明第 4段中加入關注「地區層次」（local 

level）礦產與金屬發展等字，但遭到美國、日本與智利之

反對，認為俄羅斯意見牽涉保護主義，因此未被完全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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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原擬在部長聲明第 10 段中加入打擊保護主義措施等

字，遭到印尼反對，美國認為這取自於 2013年 APEC峇里

領袖宣言，應無異議，印尼認為應以峇里領袖宣言中的確

切文字加入為佳。最後美國建議未被採納。 

 有關海洋礦產爭議 

- 越南代表於會中主動提及中越南海爭議，認為海洋礦產的

發展與合作應要有合理的和平支撐，並擬於第 8 段中加入

相關字句至聲明中。中國大陸與智利籍主席表示 APEC 中

不適合談政治議題，認為越南發言不應列入宣言中。 

- 越南再度發言表示應在聲明第 8 段中加入呼籲礦產的開發

應遵循國際法的規範，中國大陸和智利認為遵循國際法是

慣例，不需要再特別列入聲明中。 

 有關水俁公約 

- 美國認為應該呼籲各經濟體應「盡速」（as soon as possible）

落實水俁公約，取代「逐漸地」（gradually）落實，但遭印

尼反對；秘魯發言表示支持美國，呼籲 APEC 經濟體應盡

速簽署水俁公約；智利表示美國使用 as soon as possible 相

當於給予經濟體壓力，認為應使用 gradually，讓各國依照

其條件各自發展。最後智利建議本段刪除。 

 我方貢獻 

- 我方陳副局長表示應在部長宣言第 12 段中加入 urban 

mining作為創新技術之範例，獲得採納。 

- 智利擬在部長宣言第 16 段中加入 maximizing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erals 

and metals sector….，陳副局長發言表示應以 input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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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為佳。 

（三） 第 9屆 MTF會議：菲律賓代表表示MTF9將於 2015年 5月在

菲律賓馬尼拉 MAKATI 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目前不確定是否

會在 SOM期間舉辦。 

 

七、 雙邊會談記錄 

（一） 針對我方在會中所提出的都市採礦成功案例《廢玻璃回收再

利用》，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陳麗萍主任、紐西蘭代表 Jeet 

Sheth、澳大利亞代表Ben Jarvis、馬來西亞代表 Shahar Effendi、

美國代表 John Meakem、菲律賓代表 Leo L. Jasareno 墨西哥

代表 Raul Cruz Rios 等在社交場合中對我方表示致意，肯定我

方在都市採礦的卓越表現。 

（二） 與其他經濟體雙邊 

1. 澳洲：澳方說明其欲辦理之「APEC內金屬及其化合物之風險

評估」，已獲我方出席化學對話之代表同意為共同倡議者，尋

求我方於會中支持，我方表示原則上支持。 

2. 馬來西亞： 

(1) 支持MTF存續 

(2) 對於我方所提出之都市採礦倡議有興趣 

3. 菲律賓：我方詢問台商在菲律賓開採石灰石及煤礦的狀況不理

想，原因為何？菲國礦務局局長 Leo L. Jasareno表示可能是菲

律賓礦業法不完善及地方勢力阻撓採礦所致，目前菲國正努力

修訂新的礦業法，並引進外商投資，以期其國內礦業發展未來

有明顯的進展。 

4. 俄羅斯：我方表示對於俄方所提提升礦產品附加價值及穩定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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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倡議表示肯定，認為於在地選煉原礦產品有助減少礦業

廢棄物之運輸，將予以支持，並轉之美方可能對此不同意之看

法，俄方表達感謝提供訊息，並期望於議程討論時予以支持，

我方表會支持。 

5. 美國： 

(1) 對於我方推行的都市採礦倡議表達支持。 

(2) 我方詢問美方對於 MTF 存續之立場，美方代表表示歡迎

ABAC在 APEC礦業議題的參與。 

6. 越南：我方對越方去年參與我方所舉辦之海洋會議表示感謝，

並詢其對部長宣言之修正看法，越方表示應以合作增進區域內

和平，並應遵循相關國際法，我方意表同意，惟中方恐有不同

意見，並表示其部長有可能於部長會議期間對此區域和平論調

會再提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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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會觀察與建議 

一、 有鑒於 MTF 將於今年底屆滿任期，MTF 智利籍主席積極爭取

MTF之存續，且智利籍代表在面臨美國反對下，持續反應 MTF

的正當立場，可以見得 MTF 主席（智利）欲促進 MTF存續的

強烈企圖；ABAC 亦積極參與會議，並在會議期間發言支持

MTF 存續；有鑒於此，原先對於 MTF 升格與存續持保留意見

的美國，後來也轉向表達期望繼續與 APEC 經濟體在礦業議題

上合作的立場；在主席與 ABAC的強烈支持、加上美國態度軟

化之下，預期 MTF在今年任期屆滿後很大的存續機會。 

二、 我方所分享的都市採礦經驗獲得各經濟體代表的認可，並納入

本次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中，可謂我國今年參與礦業部長會議之

重要貢獻。目前全球以日本的回收技術與回收率領先、中國大

陸以回收量及規模取勝、我國則具備成熟之資源回收制度；建

議我國持續以都市採礦議題做為我國參與 APEC 礦業活動的重

點方向之一，並在MTF提出相關計畫，促進與其他經濟體合作

的機會。 

三、 有鑒於礦業是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企業界欲積極貢

獻，因此，ABAC積極參與本次MTF及 MRM，並首次在 APEC

架構下主辦礦業論壇；然而，ABAC 安排該會較為倉促，因此

我方企業代表未能及時參與該企業礦業論壇；我方可建議

ABAC 礦業企業論壇應正式納入未來礦業部長會議規劃中，並

建議MTF鼓勵各經濟體與 ABAC合作進行研究計畫。 

四、 有關海洋礦產爭議問題，越南代表在本次 MTF會議中針對中國

大陸在南海爭議區放置鑽油平台表示不滿，並表示海洋礦產的

發展與合作應要有合理的和平支撐，越南代表甚至私下向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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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其部長有可能在 MRM 中重提此事（後來部長會議中並未

重提），可見中國大陸在南海爭議區的強硬態度已造成周邊國家

的嚴重不滿，未來 APEC 場域中可能仍會出現此類狀況，儘管

我國立場傾向於不主動表態立場，仍建議事先備妥說帖，以因

應不時之需。 

五、 會議期間，印尼的「原礦出口禁令」及俄羅斯「關注地區層次

（local level）礦產與金屬」的立場同被冠上保護主義的標籤。

儘管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是 APEC 的精神，但一昧的貼標籤，

並無助於區域內的經濟成長；特別是，全球價值鏈是近來新興

經濟體所重視的議題，提升價值鏈中各環節之附加價值，可貢

獻於平衡區域內發展；建議 APEC 經濟體可就增加礦產附加價

值、避免保護主義，在 MTF架構下進行研究計畫與合作。 

六、 在出發前往會議前尚未排定任何雙邊會議的情況下，本研究團

隊偕同礦務局官員於本次 MTF會議期間，當場與目標經濟體代

表安排礦業部長雙邊會議，除了日本以時間緊湊婉拒與我方雙

邊、秘魯口頭答應後未見進一步安排，因此作罷，此外，中國

大陸、菲律賓、印尼皆同意與我方進行雙邊，並在雙邊會談其

間相談甚歡，獲得良好回應，主要係因事前雙邊議題準備齊全、

我國代表在MTF建立人脈等要素。未來安排雙邊會議，除了利

用外交部管道外，建議亦可同時會知與聯繫目標經濟體的 MTF

代表，有助於雙邊會議安排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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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會照片 

 
圖 1：我國MTF代表團合影 

 
圖 2：我國代表與菲國金融部長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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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我國代表團與 Vincent Hudson討論MTF獨立評估事宜 

 
圖 4：我國代表於MTF會中報告「中華台北都市採礦之成功經驗—

廢玻璃資源回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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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第 5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出國報告  

壹、 第 5屆 APEC礦業部長會議 

一、 會議時間：2014年 6月 27-28日 

二、 會議地點：中國大陸北京 

三、 與會經濟體：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大陸、印尼、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菲律賓、俄

羅斯、中華台北、泰國、美國及越南等 18個經濟體出席會議。 

四、 會議主席：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姜大明部長 

五、 會議議程： 

The Draft Agenda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26 June, 2014, Thursday （Updated as of 24 June 24, 2014） 

No.9 Building,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Time Events Venue 

08:00-18:00 Registration the Hall of No.9 Building 

19:00-20:30 Buffee  
1st Floor Restaurant of No.9 

Building 

27 June, 2014, Friday 

Banquet Hall, 3
rd

 Floor, No.9 Building,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Time Events 

9:20-9:30 Admittance Banquet Hall, 3rd Floor, No.9 Building 

Opening Ceremony (Chaired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Minister of Land and 

Resource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30-9:40 Agenda briefing and adoption 

9:40-9:50 Speech by Dr. Alan Bollard, APEC Secretariat Executive Director 

Subject Discussions: Closer Cooperation of the Mining Sect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aired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9:50-9:55 Brief introduction by the Chair 

9:55-10:10 ABAC representatives to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APEC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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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ublic Private Dialogue held on 26th June 

10:10-10:30 Speech by Mr.Mario Cantu, General Coordinator of the Mining 

Development Bank of Mexico 

10:30-11:00 Tea break 

11:00-11:15 Speech by Australia Minister 

11:15-11:35 Discussions by representatives from APEC economies 

12:00-14:30 Buffet Lunch 1st Floor Restaurant of No.9 Building 

Subject Discussions: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Chaired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14:30-14:35 Brief introduction by the Chair 

14:35-14:55 
Speech by Mr. Jero Wacik (Minister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of Indonesia) on  “Update of Indonesian mining policy” 

14:55-15:15 

Speech by Minister Datuk Seri G. Palanivel (Minister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alaysia) on “Malaysia Mining Policy: 

Mine Rehabilitation” 

15:15-15:35  Russian Delegation “Forge Closer Cooperation at APEC region” 

15:15-16:00 Discussions by representative from APEC economies 

16:00-16:30 Tea break 

Subject Discuss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on Development (Chaired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16:30-16:35 Brief introduction by the Chair 

16:35-16:55 Speech by Terry Heymann,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World Gold 

Council, on “Responsible Gold Mining and Value Distribution” 

16:55-17:15 Speech by New Zealand Minister  

17:15-17:35 Speech by Peru Minister  

17:35-18:00 Discussions by representative from APEC economies 

19:00-20:30 Welcome Dinner  

(Dress code: Formal) 

No.8 Building 

28 June, 2014, Saturday 

Banquet Hall, 3
rd

 Floor, No.9 Building, Beijing Conference Center 

Time Events 

Plenary Session (Chaired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91 

 

9:00-9:10 Vice Minister Wang Min to brief on the drafting of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9:10-9:30 The MTF Chair, Mr. Rodrigo Urquiza to repor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RM5 Joint Statement at MTF8 and other MTF issues 

9:30-9:40 Discussion on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9:40-10:00 Closing Ceremony: 

Adoption of th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5th Meeting of APEC 

Ministers Responsible for Mining. 

Closing remarks by Minister Jiang Daming 

10:20 All delegates visi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nd attend lunch 

banquet (Please gather at the entrance of No.9 Building at 10:15, 

and transportation will be provided.) 

 

六、 會議記錄 

第一天：6月 27日 

（一） 開幕式： 

1. 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姜大明部長： 

礦業市場、投資、貿易方面議題，積極倡導創業永續發展的理

念，為促進亞太地區的礦業發展做出重要貢獻。AELM 將於

11 月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是今年的重要會議，對於推動亞

太礦業合作及長遠發展有重要意義。 

2. 王勇國務委員： 

今年將主辦第 22 屆 AELM，本次礦業部長會議是今年重要活

動。太地區是全球最具有發活力與潛力的地區，有 40%人口、

46%貿易量、57%經濟總量。APEC一職致力於經濟技術合作，

合作協商共榮的理念，位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是世界最大礦

產消費地區，佔全球 70%左右，礦產資源開發、投資與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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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進經濟發展，縮小地區發展的差異上，發揮重要功能。中

國式 APEC的一員，中國對外貿易六成以上、外上投資七成以

上來自於亞太地區，大多數的貿易夥伴來自於亞太地區，每年

礦產品產量超過一百億噸，中國礦產根植於亞太，面臨基礎不

穩、速度不足、分配不均的挑戰，礦產品需求增長趨緩、產能

集中、價格下跌，發展面臨諸多困難，但從長期看，全球產業

結構調整和新技術革命正加快發展，新興經濟體正持續推進工

業化、城鎮化，未來將保持對礦產資源強勁的需求。中國經濟

實現持續快速的發展，有兩條路徑： 

(1) 堅持開放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推動礦業穩定發展，礦產

資源全球分布不均衡性，決定生化開放合作，務進優勢互

補，實現互利共贏，是實現礦業發展的必經之路， 

(2) 促進改善民生，礦業發展與老百姓利益息息相關，堅持以

人為本，推進礦產資源利益共享，實現礦山安全的生產，

保障礦工健康，對外礦業投資積極開展，有利於發展當地

經濟，有利於發展當地礦業的合作項目。 

APEC礦業走過十年，現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希望大家利

用照次機會，廣泛探討，凝具共識，共同創造全球與亞太地區

美好的未來。 

3. APEC秘書處執行長 Dr. Alan Bollard： 

APEC的工作小組每年約落實 100個計畫案以推動APEC議題，

其中有許多工作聚焦在供應鏈，亞太地區是驅動成長的動力，

特別是礦業可做為區域成長的引擎。APEC資深官員樂見MTF

轉變為主動與積極，目前 MTF 仍為暫時性的次級論壇，並將

申請存續。另外，這也是首次 ABAC召開礦業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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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題綱一：亞太地區礦業部門更緊密的合作 

1. 各經濟體代表報告 

 ABAC代表 Jedd Hardee：ABAC關注在於礦業被視為是較負

面的產業，而這也是 ABAC 發展亞太區域礦業狀況研究的原

因。ABAC所舉辦的礦業對話會議主要目的在於分享想法，促

進投資者尋找穩定的礦業法規、透明化、開放貿易，以及與政

府間的夥伴關係，另外，運輸、能源與水也是發展礦業中的重

要環節。 

 墨西哥代表Mr. Mario Cantu（墨西哥發展銀行礦業總協調人）：

墨西哥擁有高品質的銀礦、銅礦等礦產，並對於外來投資具有

吸引力，並鼓勵在稀土的探勘上進行國際合作。另外，墨西哥

現正尋求提升生產力，並正進行經濟改革，以促進經濟開放。 

 澳洲代表報告：MTF會議成功圓滿落幕。澳洲共生產 22種礦

產以及共有約 300處的礦區，礦業是澳洲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

者，係因新興經濟體強烈需求。市場透明化與良好的治理對於

礦業發展來說是很重要的，未來目標在促進礦業貿易自由與透

明化。 

2. 討論： 

 中國大陸代表：APEC經濟體間的合作對於增進相互發展是很

重要的，特別是商務間的合作。中國支持創新科技的進入，中

國的企業應支持在其他經濟體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此外，中國

也關注自由貿易區，目前正在發展的上海自由貿易區很重要，

中國並提出 3項計畫，包括：(1)APEC需促進礦業便捷化與自

由化、(2)APEC需堅持礦產市場的穩定，並維持合理價格，以

促進永續繁榮、(3)APEC應維護礦業投資者的意向，並促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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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交換。 

 加拿大代表：加拿大支持經濟努力與規範的最大化應被堅持，

礦業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與良好的礦業治理業是重要的。 

 中華台北： 

- 近年來受到全球經濟形勢之影響，礦業市場持續低迷，再

加上礦產資源逐漸耗竭、探勘條件越加困難，且環保要求

越加嚴格等因素，使得礦業成本不斷增加；然而，亞太地

區對於礦產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多，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成

長，將激發區域性大宗礦產品的市場需求，因而導致礦產

品市場供需失衡。 

- 面對這些挑戰，APEC 經濟體當盡最大的努力，維護區域

內的經濟穩定發展，其中，APEC 需優先解決的最嚴重問

題是區域內對於礦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過度保護政策，今年

甫於 5月召開的 APEC貿易部長會議也重申 APEC反對保

護主義的立場，並同意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從 2016

年延長至 2018 年；我方認為，極端的礦業保護政策將阻

礙自由貿易、開放投資與經濟發展，因此，中華台北呼籲

APEC經濟體促進穩定且開放的礦業市場機制之重要性。 

- 另一方面，為滿足全球對於礦產資源之需求，中華台北呼

籲 APEC經濟體應透過共同合作的方式來解決，除了傳統

上礦產探勘與開發合作之外，APEC 經濟體更可在創新技

術合作、降低價格不穩定之風險，以及提升礦業鏈中各環

節之附加價值等面向上進行共同合作，藉以促進並平衡亞

太區域礦業之成長與繁榮。 

 汶萊：應致力於營造有助於礦業投資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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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已減少小規模礦產的增加。並認為應促進

礦業議題上的能力建構計畫。 

 ABAC：MTF屆期到期，支持MTF continue & permanent 

 美國：謝謝中國，希望繼續與各經濟體一起工作 

 紐西蘭：合作很重要，紐西蘭支持促進法規制度以及落實新礦

業政策。 

 印尼：謝謝招待。能源和礦業在去年峇里會議中有討論，印尼

有新的礦業法規，將會在下午討論。 

 泰國：支持 APEC在綠色礦業以及企業社會責任上的原則。 

 越南：礦業支持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越南盼與 APEC經濟體

在礦產探勘與發展上進行合作。 

 日本：促進投資與貿易將促進 APEC區域的發展，投資必須要

具備透明化的原則。 

 韓國：針對資源發展進行投資具有風險性，共同致力於儲存礦

產將變得重要，另外價格的穩定度也很重要。為因應這樣的風

險，需要儲備如稀土等戰略性礦產。 

3. 主席結論： 

 要將亞太礦業貿易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成為重要議題，進一步

發揮重要投資之作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加強各經濟體在礦

業投資與礦產品領域的合作尤其重要。 

 各經濟體要進一步改善礦業投資環境、礦業管理，加強基礎建

設，維護礦業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大家建議供需雙方應維護共同利益，有利礦業持續繁榮。 

 鼓勵各經濟體加強礦業政策協調，充分利用各類合作機制，加

強礦業政策與實踐的對話和協商，為促進各經濟體礦業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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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經濟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三） 討論題綱二：創新驅動成長 

1. 各經濟體報告 

 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汪民副部長：推動創新合作是 APEC優先

推動領域，也是優先重要議題，礦業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各經

濟體需更加重視科技創新活動，加強國際合作，增強科技能力，

為礦業發展注入持久動力。 

 印尼能源與礦產資源部部長 Jero Wacik報告「印尼礦業政策更

新」（Update of Indonesia Mining Policy）： 

- 印尼蘊藏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金礦、礬土、鎳礦、銅

礦、鐵礦等。其中，印尼鎳礦的生產量從 2006年的 430萬

噸到 2013 年的 6 千萬噸，成長超過 10 倍。另外，投資在

印尼礦產與煤炭的資金也從 2009年的 2千 9百億美元上升

到 2014年的 5千 8百億美元。 

- 印尼的原礦與冶金進行加工，並用於火力發電廠。由於至

2025年，印尼原礦及冶金加工所需電力約 5,000-6,000MW，

原電力主要的燃料來源，主要從煤及其他水力發電而來；

目前印尼國營電力公司或獨立的電力生產者，可透過與冶

煉廠簽署電力購買協定，提供電力給冶煉廠，且冶煉廠亦

可建立發電廠，以因應期能源需求，並可賣出過剩電力給

國營電力公司。 

- 2013年在峇里島的 APEC經濟領袖會議中，能源與礦業成

為熱門議題，顯示印尼對於油氣、能源與礦業的重視。 

- 印尼於 2009年公布新的礦業法（原礦出口禁令），即 mining 

law No. 4 2009，在 2009年到 2013年期間，印尼的金屬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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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產量成長了十倍，新法律於 2009年公布，並給予五年

的時間準備，至 2014年 1月開始實施。未來並納入注重成

長、就業機會、減貧及環境保護的策略目標。 

 馬來西亞自然資源與環境部長 Datuk Seri G. Palanivel 報告

“Malaysian Mining Policy: Mine Rehabilitation”（馬來西亞礦山

復墾政策）： 

- 自 20世紀以來，錫礦業已成為馬來西亞主要的經濟來源之

一，這些過去的工礦用地由於荒地、採礦池塘及有礙觀瞻

的景象，因此留下不良的印象。直至 2012年末，礦業租賃

用地總面積已小於馬來西亞國土面積的 1%，此外，據估計，

需要復墾的面積達到 127,550公頃，其中有 66%（約 84,950

公頃）已經在進行復墾的行動。 

- 馬來西亞自然資源與環境部並訂定「第二國家礦產政策」

（The second National Mineral Policy），以確保永續發展、

促進環境管理，並鼓勵金屬與礦產的復原、回收及再利用。 

- 有關礦區與採石場復墾的總體規劃，主要確保礦業及採石

活動可在永續方式及使用對環境友善科技的前提下進行，

總體規劃應在礦業活動卻時啟動前即落實礦區的復墾。復

墾也將是透過供給住宅、農業與娛樂活動的起點之信號，

而這同時也遵循永續的原則，並附加價值在過去的工礦用

地上。 

 俄羅斯工業與貿易部部長 Ms. Svetlana Gurova報告「促進亞太

區域礦業更緊密合作以及創新驅動發展」： 

- APEC 是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預測亞洲新興市場在 2012-2018年期間的平均每年GDP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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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約 7.5%，同時期全球的 GDP成長率約每年 4.5%。菲

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的成長率皆為全球成長率的

2 倍。2013 年，印尼的經濟成長了 5.7%、泰國為 5.8%、

菲律賓為 7.2%、馬來西亞為 4.7%，全球平均為 3%。 

- 全球產業對於鋁礦、鎳礦、鋅礦、錫礦、鈦礦、鎂礦、鈮

礦及稀土金屬的需求量大增，特別是有色金屬行業、能源

產業、飛行器產業、油氣產業等。 

- APEC 區域內的礦產消費量也有很高的成長量，主要是鋼

鐵、鋁礦、鎳礦及銅礦，從 2000 年至 2013 年的消費量約

成長 2 倍左右，並預計到 2030 年將持續成長 1.5 至 2 倍。

而 APEC 區域的礦產生產量與消費量在全球比例中亦有顯

著成長，這對於 APEC經濟體將造成挑戰。 

- APEC優先目標為永續發展：APEC礦業部長在聯合聲明中

表達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俄羅斯於 2009年落實的 APEC計

畫「APEC礦業部門永續發展」，該計畫報告並提交聯合國

永續發展委員會（UNCSD），作為 UNSCD 在 2010-2011

年針對礦業進行檢視的報告之一。 

- 2012年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所舉辦的第四屆APEC礦業部長

會議中，提出永續發展 3個 i的概念，包括 integration（整

合）、investments（投資）及 innovation（創新），並認為更

緊密的礦業合作對於 APEC 區域內的礦業部門永續發展來

說是重要關鍵。 

- 礦業永續發展並和以下幾項因素有重要相關，包括人力資

源、礦業、能源、高附加價值之生產、基礎建設與物流、

教育與科學、貨品交換、消費、廢棄物（工業與私人）、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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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回收、財務及自然資源。 

- APEC 區域內進行更緊密的礦業合作，正向效益包括強化

與深化區域經濟整合、吸引投資、促進創新導向成長，以

及加強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可能合作的範圍包括在

APEC 區域內創造工業園區作為成長基點、發展加工能力

以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基礎建設、

弭平區域發展鴻溝，以及落實共同技術創新計畫，以改善

生態永續性。 

2. 討論： 

 汶萊：重視開採礦產資源的創新方法，MTF 應該研究對環境

友善的開採行為有多少是可以被發展的。 

 智利：透過提高礦業競爭力，而且要在有當地社區支持下與礦

業部門共同合作，並應和相關企業進行合作，支持相關政策，

以促進政府與私部門合作與協調，創造礦業發展，並認為

APEC是很好的交流平台。 

 加拿大：應該推行礦產品週期創新，並應將創新和法規政策進

行連結。 

 馬來西亞：認為創新對於礦業及環境保護來說，是重要的角色。

並呼籲加拿大等已開發經濟體進行相關技術分享。 

 中華台北： 

- 中華台北的礦產資源稀少，主要的礦源多仰賴進口，儘管

如此，在需求成長的背景之下，中華台北致力於尋求與發

展相關創新技術，並透過創新技術增加礦產資源之價值、

帶動傳統產業之升級，例如研發雲母原料之多用途，包括

製作化妝品、取代農業用殺蟲劑、應用在散熱衣料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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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陸地礦產逐漸枯竭的情況，中華台北以創新技術投

入都市採礦（urban mining）。都市採礦不僅符合 APEC所

強調綠色經濟之精神、亦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同時也解

決礦產資源不足的問題。中華台北在都市採礦上已具備成

熟之經驗，並建議各經濟體可就都市採礦議題發展相關計

畫，促進最佳範例分享與共同研究進行。 

- 另外，海洋礦產也是因應陸地礦產資源耗竭的出路，然而，

海洋礦產的探勘與開發技術未臻成熟，為促進亞太區域內

相關政策與技術之交流，中華台北去（2013）年在台北舉

辦「APEC海洋礦業發展國際研討會」（APEC Seminar on 

Marine Mining Development），探討目前亞太區域各經濟體

的海洋相關政策與科技發展現況，並於會後達成「促進對

環境友善的海洋礦業技術之發展」（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for 

marine mining）之結論，獲得MTF成員的認可。中華台北

期待 APEC未來可持續在該領域投入。 

 日本：支持提升附加價值及自由貿易。 

 中國：礦業是技術密集的產業並支持技術創新；另在礦業環境

保護上，應提升礦物的生命週期價值。此外，廢棄礦場的復育

和土地的復墾是重要的。 

 越南：環境保護指引創新管理的模式，並可提昇附加價值。 

 印尼：印尼出口很多礦產到許多國家，認為環境保護與提升附

加價值是優先領域，希望邀請擁有良好礦業技術的經濟體與印

尼在創新技術上進行合作。 

 韓國：APEC經濟體應該合作達成永續管理的目標，並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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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重要的礦產集中管理，並提昇礦物儲藏量。 

 紐西蘭：對所有的經濟體而言，礦業是不可或缺的，認為應確

保採礦行為安全；海床海底採礦是未來發展的新領域；法規的

建構與落實對於創新科技來說也是必備條件之一；另應發展良

好的基礎建設與創新技術，以促進經商便利度；重視都市採礦

的新技術發展。 

 美國：美國尊重印尼對礦產品加值的措施，美國也同樣關注這

些目標，但是這些保護主義的手段，與 APEC自由貿易的原則

相抵觸。 

3. 主席結論： 

 亞太地區經濟發展具有光明前途，而礦業管理與創新科技，有

助於礦業活動提高效率，並保護環境。 

 鼓勵企業在礦山保護、資源利用上進行科技創新，增進永續發

展。大家表示同意鼓勵各經濟體之間在創新科技開展合作，促

進經驗技術的交流，提升創新科技的能力與水平。 

（四） 討論議題三：社會責任與共同發展 

1. 各經濟體報告 

 World gold council 世界黃金協會 Terry Heymann報告「負責任

的金礦與價值分配」（Responsible gold mining and value 

distribution） 

- 世界黃金協會係黃金工業市場發展組織，並經過全球黃金

主管機關的認證。主要任務在投資、珠寶、中央銀行與科

技部門刺激並維持需求。其進行的 The Gold for 

Development 計畫聚焦於黃金在支持社經發展的角色。其

辦公室在全球各大城市設有駐點，包括倫敦、紐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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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東京、孟買、青奈等。 

- 該協會於 2012年公布沒有衝突的金礦標準，這是一種金礦

生產者可評估與提供保證的方式，以確保黃金並非以導致、

支持或有利於非法武裝衝突、或涉及嚴重的人權侵犯或違

反國際人道法等方式取得。 

- 發展該標準係因這是一種產業導向的方法，以處理金礦與

武裝衝突財務間的連結；該標準被設計要運作 OECD針對

從衝突影響及高風險區域礦產之負責任的供應鏈之指導原

則；目的在於促進富責任的礦業，並鼓勵在衝突影響範圍

內的適當投資。 

- 世界黃金協會在 2013 年進行兩篇有關黃金對於社會經濟

發展之研究。第一個研究為“The direct economic impact of 

gold report”，係從上而下檢視全球黃金供應鏈的價值創造，

評估金礦工業對於全球經濟活動的直接經濟衝擊；第二個

研究：Responsible gold mining & value distribution report：

主要負責金礦公司對於總體經濟貢獻量，分析各利害關係

者價值。 

 紐西蘭：紐西蘭近年發生的礦災，造成 29 名礦工喪命，因此

重視礦區安全，紐西蘭認為建全的立法對於構成強健與安全的

環境是重要的；紐西蘭也重視環境保護，認為有必要去維持環

境保護與發展的平衡。紐西蘭並認為社會責任的主要目標在於

維護人員安全與環境保護，並認為礦業企業應落實社區發展計

畫。 

 秘魯：秘魯過去一向支持企業社會責任，並在 APEC架構下辦

理相關國際研討會。認為社區發展可創造出社會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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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論： 

 加拿大：2009 年加拿大政府為開採企業制訂新的標準，包括

支持 CSR能力建構、促進國際合作，並創造 CSR爭議協調平

台。並認為政府應提昇社會責任行為，且應強制執行法規。 

 汶萊：應強化維護人類健康與安全，並提升監管架構，以促進

永續生產；並認為應改善礦業部門的透明度。 

 馬來西亞：認為社會責任是礦業永續發展的關鍵，特別是礦業

企業與社區的和諧。 

 中華台北： 

- APEC 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特別是在第一屆 APEC 礦

業部長會議宣言中就指示應提升礦業生產的效率與潔淨，

以避免對環境與社經造成衝擊。 

- 中華台北認為礦業企業社會責任是促進礦業永續發展不可

或缺的關鍵環節，特別是礦業一向被認為違背環境保護之

立意，然而，若能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則反而能夠讓礦業

成為促進環境保護的重要角色；我方認為落實礦業企業社

會責任有以下要素，包括領導者決心、完善礦山設計與復

舊工作，以及促進與相關利害團體的對話與和諧。 

- 我方的亞洲水泥公司可說是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最佳範例

之一，該公司積極執行廠區的綠化、提升生產效率，並在

降低污染與災害上有顯著成果，另一方面，亞泥在中國大

陸的廠區，也透過改善噪音工程及優先提供當地居民就業

機會，促進社區的和諧與互利。 

- 企業社會責任之落實有助於弭平礦業與環保間的衝突，以

及投資者與社區間的對立，中華台北重申礦業企業社會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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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重要性，並盼 APEC 持續在此議題上進行相關研究與

案例分享。 

 菲律賓：菲律賓已有新的礦業政策以回應反對礦業的聲浪，一

般民眾都認為採礦造成的破壞大於發展，責任採礦的原則必須

被提昇。 

 智利：認為應落實相關措施改善人民生活，礦業企業應回饋當

地社區，且公民參與對礦業的成功至關重要。 

 中國大陸：強調礦業企業與社區的和諧與平衡；並鼓勵礦業企

業應落實社會責任，並應主動發佈 CSR報告。 

3. 主席結論： 

 礦業社會責任對促進礦業永續發展意義重大，擴大社會社區參

與意義、促進資源發展、實現礦山安全生產、保障礦工安全、

促進社會安全，以永續礦業開發。 

 強化礦山企業，政府部門爭取與礦業企業之間的合作，為當地

做出更大貢獻，環境部門營造良好政策，加強對礦業企業良好

的支持，社區要大力支持礦業企業。 

 大家建議，應深度研究礦業社經影響、支持各經濟體間在 CSR

的交流與合作。 

 

第二天：6月 28日 

會議主席姜大明部長結論：APEC各經濟體鼓掌通過 APEC礦業部長

聯合聲明，將提交給 APEC秘書處，並向 AELM、AMM提交，呼籲

領袖和部長關注和支持我們在宣言中提出的倡議，經過大家的共同努

力，MRM5 圓滿結束。國務委員王勇先生建議，我們回到密切的礦

物合作、促進礦業轉型與升級，就夠建構加緊密的礦業合作關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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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驅動增加、社會責任等交換意見，整個會議在友好、合作的氛圍

進行，會議通過的部長聲明也展現了亞太各經濟體推動礦業的決心。 

七、 雙邊會談記錄： 

（一） 中國大陸： 

1. 我方向陸方代表表達取消對每年燃煤出口至臺灣課徵 10%出

口稅規定之請求，並表示若全數取消有困難時，建議可在 2,000

萬公噸以內之數量給予我方免稅優惠，並列入「兩岸貨品貿易

協議」（簡稱貨貿）之討論項目中。陸方代表表示，燃煤出口

稅之主政機關為中國大陸財政部及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故

渠等無法立即回應我方之請求，惟將把此一議題送交前述有關

單位進行研議。 

2. 我方向陸方代表表示，台灣每年自大陸進口砂石約 1,300萬公

噸，約占全總需求量之 17％。惟據砂石業者表示，自大陸福

建進口之天然砂因採取區鄰近出海口，未經適當洗選處理，導

致含有水溶性氯離子含量及貝殼，希望大陸主管當局能加強管

理業者提供符合品質之砂石，以減少台灣民眾之憂慮。陸方代

表表示，鹽分對建築物確有影響，將轉達給福建省政府按管理

標準，加強管理，讓使用者安心使用。 

3. 我方詢及由於WTO對大陸以環保理由而限制稀土出口並課予

出口稅已裁示大陸違反 WTO公平貿易規則，我方希望瞭解大

陸對稀土管理政策之新動向為何？陸方表示，稀土在全球各地

皆有，大陸限制稀土出口後，已有許多國家開始生產並出口，

顯然稀土並不稀有。陸方代表說明，大陸很多地方係以簡易之

工法採取稀土，生產方式極為落後且不易管理，嚴重破壞當地

環境，為有效保護環境及合理利用資源，大陸政府遂祭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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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政策，並調整稀土產業結構，期望降低生產，減少環境負

荷，以達成稀土產業之永續發展。 

4. 我方代表表示，地熱在穩定供應與潔淨能源之發展上具有其重

要性，目前台灣正積極進行高溫地熱發電開發利用。我方想瞭

解大陸在此方面之發展情形？陸方代表說明，地熱為一種綠色

能源，美國認為未來地熱可能成為第二個油頁岩。地熱儲量與

地質構造密切相關，大陸高溫地熱資源限於少數地區，發電應

用之力度猶待加強，但在中低溫地熱資源分布較為普及，目前

所開發之地熱供作農業、家用之熱源，亦可減少對化石燃料之

需求，達成減排之效果。最後，陸方代表表示為加強在地質與

礦產開發之雙方合作，建議雙方指定聯絡窗口，就合作之議題

進行研議。 

（二） 印尼： 

1. 我方代表提及為因應印尼禁止原礦出口之限制及在地深加工

之法律規定，我方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將直接赴印尼鎳礦生產

地投資，以確保鎳金屬來源之穩定。印方代表表示歡迎，並表

示願意提供相關協助。 

2. 我方另詢及日本對印尼原礦禁止出口之規定陳情WTO之進展

如何？印方代表表示前來北京之前，已先至日本拜會日本三菱

等礦業公司說明該項政策意涵，希望尋求支持。如日方仍有異

見，或將影響日本在該國之投資合作。 

3. 我方代表表示台灣每年由印尼進口大量之煤炭與天然氣，主要

供作發電之用，希望印尼持續穩定供應台灣需求。印方代表表

示，印尼近年經濟發展快速，用電量大幅增加，為滿足國內需

求，已降低煤炭與天然氣之出口。同時印尼正發展綠色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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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力、生質與太陽能，希望雙方有合作之機會。印尼代表

進一步強調，倘綠色能源投資發展順利，則該國對煤炭與天然

氣之需求將隨之減少，屆時即有多餘之煤炭與天然氣出口。 

（三） 菲律賓： 

1. 我方代表表達菲律賓將於明年主辦 APEC會議，希望瞭解菲方

是否規劃辦理礦業部長會議？菲方代表表示，目前有考慮

MTF 與礦業部長會議一併舉行之想法，但尚未進行討論確

認。 

2. 我方代表提出最近菲律賓政府修訂礦業相關政策，提高礦業權

者稅賦，勢將影響投資者之信心與利益，我方希望進一步瞭解

修訂內容與影響。菲方代表表示，礦業相關政策最重要的改變

為收入分成方案之修正，該方案規定政府將分得以礦業淨收入

的 55％或其總收入之 10％，二者取其較高者。依目前制度，

礦業公司將需繳交公司所得稅、2％消費稅、營業稅及礦產權

利金。另礦產品價格在高檔時，亦會考慮徵收暴利稅。菲方代

表表示，雖然此項政策修訂造成投資意願降低，但有利於提昇

菲律賓礦業競爭力，同時更彰顯礦業對該國經濟貢獻之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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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會觀察與建議 

一、 本次 APEC 礦業部長會議期間，中國大陸秉持對等原則，給予

我方應有之地位與尊重，對我方代表團禮遇，且於機場出入關

的動線安排順暢，值得肯定與支持；中國大陸並特別安排與我

方代表的雙邊會談，承諾將我方提出的問題帶回研究，未來我

方可持續與中國大陸就雙邊議題進行追蹤與交流。 

二、 相較於 2012年聖彼得堡礦業部長會議，本次礦業部長會議中，

各經濟體礦業部長皆積極發言，主要係因主辦方設定的三項議

程主軸，與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礦業政策方象吻合，且各經濟體

有機會表述其國內礦業政策現況以及關注的礦業議題，再進一

步由主席結論與聚焦。其中，特別是印尼的新礦業政策，由於

牽動區域內的礦業貿易與市場自由化，使得各經濟體對於礦業

發展產生危機感，反而提升了各經濟體對於礦業的重視程度，

也因此使得這次礦業部長會議氣氛格外活絡。 

三、 本次礦業部長會議呈現新的礦業發展思維，即除了促進礦業的

貿易與市場自由化以外，應同時兼顧增進礦產的附加價值，以

及礦產開發的環境保護，因此礦產進口國不能完全以貿易自由

化為主要考量、出口國也不能完全以保護主義角度思考政策，

應以貿易自由化、附加價值與環境保護作為未來礦業發展的三

個要素，並應在 APEC 中探討如何在礦業發展中落實並平衡此

三要素。 

四、 本次會議中，ABAC 主辦的公私部門政策對話促進礦業公私部

門共同關注在礦業議題，且礦業議題與 ABAC一向關切的自由

貿易與投資、供應鏈連結、能源與環境等面向皆息息相關，APEC

秘書處執行長 Alan Bollard 亦在部長會議時，發言肯定 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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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參與。我方可建議 ABAC持續關注在礦業議題，並應與

礦業部長會議進行更緊密的結合，以促進 APEC 礦業部長會議

的完整性。 

五、 根據本次會議中各經濟體的報告內容，突顯未來我方可與個別

經濟體進行進一步合作與交流的方向：首先，紐西蘭於會中強

調海床採礦的重要性，由於我方與紐西蘭已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未來可就海床採礦之技術、人員安全與環境保護等議題，與紐

西蘭討論雙邊合作的可能性；第二，馬來西亞重視礦區復舊與

環保議題，與我國現正進行的礦區復舊與觀光方向一致，未來

亦可與馬來西亞在這方面進行合作與交流；第三，我方在會中

所分享的都市採礦經驗獲得各經濟體代表的認可，並納入本次

礦業部長聯合聲明中，可謂我國今年參與礦業部長會議之重要

貢獻，建議我國持續以都市採礦議題做為我國參與 APEC 礦業

活動的重點方向之一，促進與其他經濟體合作的機會。 

六、 本次會議中，主辦單位所邀請的世界黃金協會及 OECD皆強調

無衝突（conflict-free）的黃金標準，獲得各經濟體的關注與支

持，建議未來可在 APEC 架構下探討相關議題，以與全球主要

的礦產國際組織接軌，並可以重要的金屬及非金屬礦產為關切

目標，以提升區域內各經濟體對此議題之關注。 

七、 在 MTF主席的積極推動、ABAC的大力支持，以及美國轉向不

反對的情勢下，MTF 可望在明年存續。我方應強力支持 MTF

的存續與升格，主要係我國雖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獲取礦產

資源的途徑增多，但產業發展卻越來越依賴外部能礦資源的穩

定供應，且幾乎所有礦產資源完全仰賴進口，造成我國經貿發

展常受限於國外能礦政策的影響，因而無法有效推動礦業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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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計畫；因此，我方藉由積極參與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任務

小組會議，方能充分掌握國際礦業發展情勢，並積極尋求國際

礦業合作的議題，強化我國與APEC會員體之多邊及雙邊會談，

瞭解 APEC 各經濟體之礦業政策與國際礦業市場信息，從而落

實我國與各經濟體間的實質礦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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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會照片 

 

圖 1：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代表接機 

 

圖 2：我國代表杜紫軍次長於會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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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杜次長與印尼礦業部長進行雙邊會談 

 
圖 4：杜次長與 APEC秘書處執行長 Alan Bollard會談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113 

 

 

圖 5：我國代表團於晚宴合影留念 

 
圖 6：杜次長參加部長會議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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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我國代表團合影留念 

 
圖 8：我國代表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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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本計畫相關聯絡資訊彙整表 

 

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 國土資源部 副部長 汪民 Tel: 86-10-66558082 

Fax: 86-10-66558004 

Email: wmin@mail.mlr.gov.cn 

中國大陸礦業、

水文地質、工程

地質 

中國大陸 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

際合作司 

副司長 白星碧 Tel: 86-10-66558402 

Fax: 86-10-66127247 

Mobile: 13511011977 

Email: xbbai@mail.mlr.gov.cn 

礦業國際貿易與

發展 

中國大陸 國土資源部油氣資源

戰略研究中心 

研究員 岳來群 Tel: 86-10-66558863 

Fax: 86-10-66558867 

Mobile: 13701023806 

Email: 

yuelq2000@163.com;yuelq2000

@yahoo.com; 

yuelq@hotmail.com 

地質礦產勘探、

油氣資源戰略規

劃、礦業經濟 

中國大陸 中國地質調查局基礎

調查部海洋處 

副處長/教授

級高級工程師 

郭洪周 Tel: +86-10-58584516 

Fax: +86-10-58584529 

Mobile: 13501263863 

Email: ghongzhou@cgs.cn 

海洋地質、海域

天然氣水合物資

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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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中國大陸 國家能源頁岩氣研發

（實驗）中心 

開發部主任/

高級工程師 

劉洪林 Tel: 010-69213773 

Fax: 010-69213733 

Mobile: 13831684241 

Email: 

Liuhonglin69@petrochina.com.c

n 

頁岩氣探勘與開

發 

中國大陸 中國古生物化石保護

基金會 

副理事長 陳勇 Tel: 86-10-66122058 

Fax: 86-10-66153515 

Mobile: 13701321741 

Email: cqc141516@sina.cn; 

chenyong@cfpf.org.cn 

 

中國大陸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

服務有限公司 

高級工程師 石元會 Tel: 0728-6574053 

Mobile: 15572283368; 

13617281061 

Email: shiyh.jhyt@sinopec.com 

頁岩氣探勘與開

發 

中國大陸 中國石油集團經濟技

術研究院 

高級工程師 楊金華 Tel: 010-62065217 

Mobile: 13611208886 

Email: yangjh@cnpc.com.cn 

國際石油工程、

國際石油鑽井市

場發展趨勢 

中國大陸 中國礦業大學資源與

環境政策研究中心 

教授 徐向陽 Tel: 010-62339315 

Fax: 010-62339130 

Mobile: 13621204901 

Email: xxy@cumtb.edu.cn 

環境政策分析、

礦業經濟、技術

創新與管理 

中國大陸 中國礦業大學機電工 教授 陳華輝 Tel: 010-62331241 

Mobile: 13683656453 
材料科學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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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

程系 

Email: chh@cumtb.edu.cn 程、金屬與陶瓷

耐磨複合材料 

中國大陸 中國礦業大學國際合

作與交流處 

處長 王紅梅 Tel: 86-10-62339599 

Fax: 86-10-62318122 

Mobile: 13601335030 

Email: whm@cumtb.edu.cn 

兩岸交流 

中國大陸 中國礦業大學國際合

作與交流處 

副處長 楊英 Tel: 86-10-62331301 

Fax: 86-10-62318122 

Mobile: 13501355031 

Email: yangying@cumtb.edu.cn 

兩岸交流 

中國大陸 重慶大學資源及環境

科學學院 

副院長 宋福忠 Tel: 023-65112337 

Fax: 0223-65102421 

Mobile: 13883580632 

Email: cqsfz@cqu.edu.cn 

環境管理、污染

防治 

中國大陸 重慶大學環境科學系 教授/系主任 張代鈞 Tel: 023-65105875 

Mobile: 13983919688 

Email: dzhang@cqu.edu.cn 

能源環境技術、

環境規劃與管

理、煤層氣研究 

中國大陸 重慶大學環境科學系 副教授 任松 Email: Rs_rwx@cqu.edu.cn 礦井安全生產 

中國大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

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研究員 徐小杰 Mobile: 139110052812 

Email: xuoffice@vip.sina.com 
全球能源經濟、

油氣地緣政治、

海外油氣投資環

境、國際石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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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司 

印尼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Minister Jero Wacik Tel: 34351701 

Fax: 3813232 

Email: wacik@esdm.go.id 

 

印尼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Special 

Assistant to 

Minister 

Wahyu 

Indrasto 

Soejaman 

Tel: +62-21-380-4242 ext 

1212/2020 

Mobile: +62-818-702-585 

Email: 

wahyuindrasto@yahoo.com 

 

印尼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Performance 

Analyst and 

Programme 

Evaluator 

Ibrahim 

Priyana 

Hardjawidj

aksana 

Tel: +62-0-22-607-6756 ext 117, 

129 

Fax: +62-0-22-604-6384 

Email: 

Ibrahim.hardjawidjaksana@gmai

l.com 

國際礦業合作 

日本 經濟產業省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 

Mining Law,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企畫官 

Director 

高倉秀和 

Hidekazu 

Takakura 

Tel: +81-3-3501-2773 

Fax: +81-3-3580-8449 

Email: 

takakura-hidekazu@meti.go.jp 

 

日本 經濟產業省 

Marine Policy 

Planning Office, 

 堀 琢磨 

Takuma 

Hori 

Tel: 03-3501-2773 

Fax: 03-3580-8449 

Email: hori-takuma@met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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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Natural Resources and 

Fuel Department,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馬來西亞 Minerals Geoscience 

Department, Mineral 

Research Centre 

Director Shahar 

Effendi B. 

Abdullah 

Azizi 

Tel: 605-5477052/53 

Fax: 605-5477185 

Email: shahar@jmg.gov.my 

 

紐西蘭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 

Employment 

Senior Policy 

Advisor 

Jeet Sheth Tel: +64-4-896-5883 

Mobile: +64-27-378-7710 

 

俄羅斯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Deputy Head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Svetlana 

Beznasyuk 

Tel: +7-495-632-87-61 

Fax: +7-495-632-82-58 

Email: 

beznasyuk@minprom.gov.ru 

能源國際合作 

泰國 Office of Primary 

Industries and Mines 

Director Thammasak 

Pongprasert 

Tel: 0-7431-1412 

Fax: 0-7432-2189 

Mobile: 081-8172485 

Email: thammasak@dpim.go.th 

 

泰國 Department of Primary 

Industries and Mines, 

Ministry of Industry 

Director Wisanu 

Tabtieng 

Tel: 662-2023661 

Fax: 662-6409859 

Email: wisanu@dpim.go.th; 

wisanu_ta@hotmail.com 

 

泰國 Department of Primary Mining Songwut Tel: +66-2202-3893 採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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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訊 相關議題 

Industries and Mines, 

Ministry of Industry 

Engineer Artittong Fax: +66-2354-0393 

Email: 

songwut.dpim@hotmail.com 

菲律賓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Mines and Geoscience 

Bureau 

Director Leo L. 

Jasareno 

Tel: 632-9209120 

Fax: 632-9201635 

Mobile: 09088635787 

Email: leoljasareno@yahoo.com 

採礦工程 

菲律賓 Department of Finance  Assistant 

Secretary 

Teresa S. 

Habitan 

Tel: 632-523-5678 

Email: mhabitan@dof.gov.ph 
採礦工業透明化

倡議 

美國 Office of Materials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Trade 

Specialist 

John 

Meakem 

Tel: 202-482-4711 

Fax: 202-482-1436 

Email: Meakem@trade.gov 

國際貿易 

 Nickel Institute Coordinator - 

Asia 

Richard 

Matheson 

Email: 

rmatheson@nickelinstitute.org  

 

 International Lead and 

Zinc Study Group 

/International Copper 

Study Group 

/International Nickel 

Study Group 

Secretary-Gene

ral 

Don Smale Tel: 351-21-351-3870; 

351-21-351-3873 

Fax: 351-21-352-4035 

Email: don-smale@ilzs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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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期中審查意見  

發言委

員 
審查意見摘要 修改結果 

姜教授

皇池 

1.P44：提及太平島擁有淡水

補給，可作為開採南海石油

運補基地，然近來淡水已逐

漸減少且鹼化，建議再釐

清。 

刪除「太平島有淡水補給」內容，

修正為「太平島是南沙諸島中唯

一擁有淡水資源之島嶼...」，請見

P.67。 

2.P45-49：有關 BIICL(2005)

合作類型，然並未引用該文

相關頁次，建議找出原始資

料確認，避免二手資料轉

襲。 

改引用新加坡大學國際法中心學

者 Robert Beckman 及 Leonardo 

Bernard 於 2013 年所出版著作

中，共同開發協議之三種模式，

請見 P.68。 

3.A-22、A-33：我國已經不

再適用「南海政策綱領」，

且有關 U 型線內水域法律

性質仍待釐清，建議諮詢外

交部或內政部尋求相關資

料。 

根據外交部建議，已刪除有關南

海礦產資源合作之相關雙邊議

題。 

4.A-23：提及南海與中國大陸

合作，似與日前陸委會發言

不相一致，建議釐清。 

根據外交部建議，已刪除有關南

海礦產資源合作之相關雙邊議

題。 

5.A-28：與日本在第二礦區合

作，因第二礦區涉及釣魚台

主權且中國大陸近來在此

維權活動頻仍，是否將因此

衝擊兩岸和諧，建議釐清。 

根據外交部建議，已刪除有關南

海礦產資源合作之相關雙邊議

題。 

李副研

究瓊莉 

1.整體而言，本案期中執行成

果符合委託契約所期待，值

得肯定。 

感謝委員意見。 

2.P11：言及擬「更進一步瞭

解中國大陸在本次 APEC

礦業部長會議之具體目標

與期待」，請進一步說明依

補充說明中國大陸對於本次礦業

部長會議之優先考量，包括鼓勵

各經濟體提出計畫、表達對於

MTF 存續之立場，以及盼與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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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所得，中國大陸究竟以

何為優先考量之「具體目標

與期待」？(議程、議題清

楚，但北京自我評估中，何

者為優先事務？) 

進行雙邊之議題，請見 P.10-11。 

3.P50：「城市礦產」合作具體

方案為何？有關「貿易」、

「投資」或「環保回收作業」

來推動「城市礦產」是否可

行？建議請說明清楚。 

建議我國以「都市採礦」做為未

來我國參與 APEC 礦業活動之重

點，相關推動與合作方向，詳見

P.80-81。 

4.P51：「礦產進口經濟體」網

絡倡議是否可行？建議略

加說明。 

建議可在 MTF 提出計畫，詳見

P.82-83。 

5.P31-37：菲律賓&秘魯，礦

業政策建議應預先了解，但

是否能更進一步評析 2015及

2016 年 APEC 會議中，兩國

是否會推進深化合作？ 

菲律賓近來著重在礦業政策的改

革與社區永續發展。請見 P.45-52 

秘魯則積極成為銅礦生產大國，

並營造友善投資環境。請見

P.53-60 

周技師

順安 

1.期中報告已相當完整，值得

肯定。 

感謝委員意見。 

2.有關報告中提出的議題，真

正能落實或有點成果者，自

己應有更深入的研究資

料，建議礦務局未來能編列

預算針對部分議題進行研

究。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團隊並盼

未來持續與礦務局進行合作。 

3.APEC 礦業合作，是否包括

能源礦？如印尼煤礦、菲律

賓地熱、發電等合作議題，

因以往已有許多合作，可以

考慮加入研究分析。 

MTF 鼓勵經濟體提出計畫，以增

進參與度，提升MTF貢獻。未來

我國亦可與其他經濟體洽談

APEC合作計畫，本研究團隊並盼

未來持續進行相關礦業合作之研

究。 

劉教授

家瑄 

1. A-24、A-26：議題六與議

題七特別提到「中華台北」

與「中國大陸」，其他議題

則用「我方」，有特殊差別

嗎？ 

「中華台北」或「我方」並無涵義

上的差別，純粹口語上避免重覆，

因此兩個名詞交換使用。委員提及

部分後於最終版本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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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錄三：在礦業國際合作政

策議題擬定方面，對中國大

陸、日本、菲律賓、印尼、

秘魯等五個經濟體有具體

議題建議，其他經濟體沒有

提到，是不是會談？ 

選定該五國進行雙邊會談，係因我

國與中、日、印尼有頻繁之礦業

往來，而菲、秘則係因其分別為

2015 及 2016 之 APEC 主辦經濟

體。 

3.海洋礦業國際合作中南海

是重要區域，但目前國際局

勢緊張，應從何處切入需了

解國家最新立場與政策，但

強調馬總統的「和平倡議」

不論對東海與南海應該都

是很好的立場。 

感謝委員意見。 

4.本期中報告內容充實，在很

短的執行時間內能完成本

案之要求誠屬不易，本委員

對執行團隊的努力予以肯

定。 

感謝委員意見。 

許科長

慶源 

1.第 28 頁第 2 段第 2 行提及

中國大陸在頁岩氣開發面

臨「技術尚不成熟」的問

題，是否可具體描述所涉及

的技術。 

目前中國大陸僅有掌握直井壓裂

技術，水平井鑽井技術則尚未掌

握。請見 P.39。 

2.第 46 頁第 2 段第 4 行所提

「兩國政府共同決定與邊

界線有關的每一天然氣井

的位置」，其中「與邊界線

有關」在文獻上是否有範圍

的定義，或許可作為未來我

國與大陸在中線已合作探

勘的參考。 

目前並無資料顯示有明確定義，通

常由爭議當事國雙方進行協商。 

周代組

長國棟 

1.P31：菲律賓「投資董事會」

是屬於行政單位還是公司?

另外所謂消費稅是屬於何

種稅別? 文中說明菲律賓

的重要礦業政策是否已立

法?請釐清。 

(1)BOI 係指菲國投資局，屬政府

行政單位。請見 P.49。 

(2)原文 excise tax應指營業稅，請

見 P.50。 

(3)菲國新礦業政策 EO79 已於

2012年頒布。請見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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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35：稅務法規中的所謂「特

許權」是權利還是稅?請釐

清。 

特許權是秘魯政府給予投資者之

權利，詳見 P.55。 

3.P43：有關主權爭議及合作

對應國家上，是否可多蒐集

包括越南和印度之資料?以

完備南海海域礦業合作資

料。 

本研究根據共同開發模式之三種

類別，已分別找出相對應之案

例。由於海洋礦產合作在本研究

所占比例較少，盼未來有機會承

接權責單位計畫，可持續針對重

要國家進行研究。 

4.P51：資源戰略儲備定義為

何?是否有各種參數可以界

定？ 

本研究目前檢視中國大陸對於

「資源戰略儲備」之定義，APEC

區域內的美國、日本、韓國皆已

訂定其資源戰略儲備之規劃，將

是亞太區域未來關注焦點，建議

未來可就此議題規劃進一步研

究，檢視重要國家之規劃並訂定

我國政策建議。請見 P.81-82。 

5.P51：共同開發模式及建

議，漁業與礦業有何差異？

礦業合作是否可比照或參

考漁業合作模式進行?請說

明。 

共同開發模式係由爭議國之間交

涉協調所訂定之資源共享的方

式，我國與日本的台日漁業協定

可說是雙方讓步下之成功案例，

然而，礦業合作相較於漁業資

源，不僅政治層面需要有雙方共

識外，更面臨技術與資金上的挑

戰，因此更加困難。建議未來權

責單位可從台日漁業協定之成功

案例進一步瞭解政治斡旋成功關

鍵，以利未來礦業合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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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期末審查意見  

發言委

員 
審查意見摘要 修改結果 

李副研

究員瓊

莉 

1.整體而言，執行單位工作

認真，確實進行研究，具

體回應期中審查意見並

提出建議，相當完整值得

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與指導。 

2. P8表3中有關雙邊會談

內容，建議是否加入雙方

希望進一步了解我方的

相關情形及事項？目前

表中尚未提及。 

本次會議期間之雙邊會談多在

非正式場合下進行，會談時間較

短，多由我方代表提出問題。根

據雙邊會談記錄，增加內容如

P.8。 

3.P84，建議部份是否加入"

雙邊合作優先可行項目"

或至少對於兩岸可合作

事項提出建議？ 

於政策建議中增加兩岸礦業合

作項目建議，請見P.87。 

4.P40，有關城市礦產(都市

採礦)作為兩岸合作項目

之前景為何？我方情

形？產值為多少？建議

可增加說明與描述 

本計畫建議都市採礦可作為兩

岸優先合作項目，如P.87；目前

我國已建制完備之回收制度，績

效顯著，例如，廢玻璃瓶回收率

達96%（2012），如P.A-73；產

值部分，由於牽涉回收種類與提

煉出的各類金屬，各有其回收率

與價格，建議未來相關計畫可針

對此項資料進行彙整。  

5.P60或P84有關我方礦業

政策為何？是否有現況

推進內容？ 

根據經濟部礦務局網站資料，我

國於民國19年頒布「礦業法」，

歷經多次修正，於民國92年總統

令修正公布全文80條，目的在於

有效利用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

續發展與社會福祉，並劃定我國

礦區主權，內容包括礦業權、採

礦權、礦業用地、費用與權利金

等；另我國並於民國62年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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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安全法」，以防止礦場災

害，維護礦場安全。上揭兩項法

規與本計畫檢視中、菲、秘兩國

礦業法規有關，唯法規內容繁

複，本計畫未有足夠時間進行進

一步分析，建議未來可彙整我國

礦業法規沿革，並與他國進行比

較，分析我國法規之優劣勢。 

6.P80，建議更新說明 MTF

在SOMⅢ的發展與建言。 

已更新在第二章第一節以及總

結部分，請見P.22-23及P.80。 

周技師

順安 

1.本年度已較去年更抓到

礦業領域重點，報告已相

當完整，執行團隊值得肯

定。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指導。 

2.本計畫之執行，確能增加

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建

議將建立之人脈關係提

供主管單位參考。 

增列聯絡資訊彙整表，如附錄

十，請見P.A-114-119。 

3.藉由計畫執行成果，可能

有少數議題適合我國

短、中、長期發展，建議

提出幾項具體議題。 

根據政策建議內容，本研究團隊

彙整短、中、長程計畫，請見

P.88。 

4.2015 MTF由菲律賓主

辦，該國與台灣關係密

切，應好好保握可能會有

較具體成果，建議主管單

位能持續支持本計畫。 

感謝委員意見，本研究團隊亦盼

未來有機會持續承接相關計畫。 

劉教授

家瑄 

1.本服務案從3月開始到9

月結束，在很短的時間內

能完成MTF8的準備及幕

僚作業，會後在期末報告

中亦能提出非常中肯的

建議，看得出工作團隊的

努力，也肯定計畫主持人

豐富的經驗才能有很好

的建議。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指導。 

2.第二章第三節，P45-52，本研究團隊將持續透過APEC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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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年的重點分別在

菲律賓與秘魯，特別是明

年對菲律賓的礦業合作

是否有更具體的切入

點，以讓政府了解或民間

能早做準備？ 

道瞭解明年菲律賓的礦業議題

方向，並將持續提供相關資訊予

委託單位。 

3.第三章，P68-74，在海洋

礦產合作方面，如何加強

本身的實力以增加雙邊

對海洋礦產合作的意願

是未來應努力的方向。在

此如能有一些具體的建

議應能協助政府儘快培

植實力。 

就目前資料彙整成果而言，我方

擁有的天然氣水合物具有發展

潛能，亦可做為我國吸引他國投

資合作之項目。建議就雙邊或多

邊合作進行相關開發制度之擬

定，並應提升我國能源相關技

術，以作為吸引外資投入之誘

因，詳見P.A-58。 

周代組

長國棟 

1.P68 兩岸皆提出主權在

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之理念，其他爭議國是否

也提出類似理念，或渠等

認為既已佔領即無所爭

議？另本節整理出海洋

能礦開發合作各種模

式，並列舉成功案例，甚

具參考價值，值得肯定。

建議本研究以此基礎探

討召開另一次海洋礦產

開發研討會之可行性。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指導，目前僅

知兩岸提出類似理念，對於我國

臨海各國在海洋礦產開發上的

立場之進一步認知對於我國在

東海、南海發展合作關係十分重

要，因此，強烈建議相關單位未

來辦理海洋礦產開發研討會，可

與各國分享我國東海倡議及馬

英九總統針對南海之我方立

場，並邀請相關國家分享其對於

海洋礦產開發之立場。 

2.P80 本研究提出頗多的

政策建議。本屆礦業部長

會議與中國大陸之雙邊

會議建議請兩岸提出可

合作議題，本研究蒐集及

訪談有關中國大陸礦業

資料甚豐，建議本報告增

列兩岸礦業潛在合作項

目。 

請見第四章第二節 P.87。 

3.P84 中國大陸九段線不

獲國際承認（A56），我

從歷史觀點來看，U形線解釋權

係為我國專屬，然亦有專家提出



 

「參與 2014 APEC 礦業部長會議及礦業國際合作政策議題研究」成果報告 

A-128 
 

國對 U形線解釋權又如

何獲得國際認同，而可作

為兩岸談判工具？ 

我國若根據史料進行歷史解

釋，恐陷入一中框架之陷阱，請

見 P.86-87；故建議相關單位針

對 U型線論述應收集各方資

料，以彙整並擬定有利於我國之

談判立場。 

4.A51 描述亞泥成都礦場

及廠區綠化情形，惟 A52 

礦場植生綠化照片看似

為花蓮亞泥照片，請再予

確認。 

該照片經確認為亞泥花蓮廠的

照片，修改說明如 P.A-52。 

5.A59 我國目前僅劃設 5

個礦區、一個增區及太平

島礦區，尚未依序命名第

6礦區，建議第 6礦區之

設置配合調整。 

原第六礦區已修改為太平島礦

區，請見 P.A-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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