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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阿根廷為全球第 25 大經濟體，南美洲第 2 大經濟體。其中，礦業在阿

根廷國民經濟活動中也占了一席之地。礦業部門占該國 GDP 的 3%，總出口

的 6%。另外對國家稅收也提供百餘億之貢獻。安地斯山為全球主要之金屬

成礦帶，阿根廷與智利、秘魯同處該成礦帶上，因此，阿根廷與上述國家一

樣，礦產資源蘊藏極為豐富，主要賦存之礦種有金礦、銀礦、銅礦、鋅礦、

鉛礦、鉬礦、鋁礦、鹽礦。然而，全國 70%以上之潛在礦藏尚未被開發。目

前已生產者，以金礦及銀礦為主。據 2016 年統計，就生產量而言，金屬礦

占礦業生產的 73.1%，其中金礦即占 49.9%，銀礦則占 14%；非金屬礦僅占

3.7%，其中，以硼礦及碳酸鋰為主；砂石則占 23.2%。就生產值而言，金屬

礦占 50%；非金屬礦僅占 9%；砂石則占 41%。未來隨著全球經濟成長與快

速變化，阿根廷勢將成為全球主要礦產品之供給者，同時採礦業也將成為當

地經濟開發的關鍵因素。尤其，阿根廷位處於安地斯山鋰礦三角帶，包含北

智利、北阿根廷、南玻利維亞，此地區為全球最重要之鋰礦礦床，占全球鋰

礦儲量之 65%，其中，阿根廷占約 10%。隨著近年全球電動車產業發展，鋰

電池需求快速成長，鋰礦遂成為阿根廷新興的礦業及戰略礦物。以全球鋰生

產量貢獻度而言，2012 年阿根廷占全球總生產量的 8%，至 2016 年已達 16%，

4 年間成長一倍。 

針對礦業開發政策，2015 年新政府上台後，大幅調整前任政府忽視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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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之政策，鬆綁各項限制及影響礦業發展之措施，提升整個礦業生產，促

進吸引外資投資礦業，活化整個阿根廷的礦業。另外，針對各省對於礦業開

1發不同規定，設法協調整合，制訂聯邦一致性的政策，提升投資環境的一致

性、透明性及穩定性，促使阿根廷的礦業有個嶄新的願景。 

阿根廷在國際貿易上係以農產品出口聞名於世，農業在阿根廷經濟占

了過半的份額，倘阿根廷能善加運用其西部特有之成礦地質與潛在蘊藏礦產

資源，積極發展礦業，將可平衡阿根廷過渡仰賴農業的經濟。一個沒有資源

或有資源卻不開發的國家，只能仰賴從其他國家進口礦產，勢將受制於國際

價格之波動。反之，一個國家經濟仰賴礦業，開發礦產潛能將是達成國家永

續成長至關重要的手段。由於礦業需要鉅額投資及承擔高風險，除了市場不

穩定及礦產品價格週期的不規律因素外，各國礦業法律架構與政策的穩定也

將影響全球礦業投資。因此，政府在推動任何變革時，尤其刻正修正礦業法

規，宜更加周全思慮，以維持政策穩定。 

推動國際探勘計畫合作，以及合資開發礦產，除有助於投資國的經濟

增長與發展外，對被投資國而言，將可創造投資所在地就業，發達當地相關

企業，促進該國社經發展。礦產資源開發也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分，

且人類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從無止盡，致世界進展之腳步也從未停歇，因此，

提出創新礦業發展策略，以確保各種資源的可靠供應，政府誠乃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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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開發對環境的影響遠較其他產業影響範圍更廣，除水土林、生物多

樣性及棲息地之外，對開發所在地之社區也造成不容忽視的影響。阿根廷也

不例外，對於礦產探採及開發利用如何降低環境及社區影響，以及如何平衡

礦業與環境，也面臨世界各國一樣的挑戰。針對受礦業開發直接影響社區之

永續發展，倘能創設信託基金，一旦採礦活動終止及受影響地區整復後，基

金可提供未來社區居民一個多元發展的財務工具，除可加強受直接影響地區

之建設外，亦可促進整合其他生產活動，使該區域經濟多樣化，最終達成世

代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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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阿根廷為全球第 25 大經濟體，南美洲第 2 大經濟體。其中，礦業在阿

根廷國民經濟活動中也占了一席之地。礦業部門占該國 GDP 的 3%，總出口

的 6%。另外對國家稅收也提供百餘億之貢獻。安地斯山為全球主要之金屬

成礦帶，阿根廷與智利、秘魯同處該成礦帶上，因此，阿根廷與上述國家一

樣，礦產資源蘊藏極為豐富，主要賦存之礦種有金礦、銀礦、銅礦、鋅礦、

鉛礦、鉬礦、鋁礦、鹽礦。然而，全國 70%以上之潛在礦藏尚未被開發。目

前已生產者，以金礦及銀礦為主。據 2016 年統計，就生產量而言，金屬礦

占礦業生產的 73.1%，其中金礦即占 49.9%，銀礦則占 14%；非金屬礦僅占

3.7%，其中，以硼礦及碳酸鋰為主；砂石則占 23.2%。就生產值而言，金屬

礦占 50%；非金屬礦僅占 9%；砂石則占 41%。未來隨著全球經濟成長與快

速變化，阿根廷勢將成為全球主要礦產品之供給者，同時採礦業也將成為當

地經濟開發的關鍵因素。尤其，阿根廷位處於安地斯山鋰礦三角帶，包含北

智利、北阿根廷、南玻利維亞，此地區為全球最重要之鋰礦礦床，占全球鋰

礦儲量之 65%，其中，阿根廷占約 10%。隨著近年全球電動車產業發展，鋰

電池需求快速成長，鋰礦遂成為阿根廷新興的礦業及戰略礦物。以全球鋰生

產量貢獻度而言，2012 年阿根廷占全球總生產量的 8%，至 2016 年已達 16%，

4 年間成長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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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礦業開發政策，2015 年新政府上台後，大幅調整前任政府忽視礦業

開發之政策，鬆綁各項限制及影響礦業發展之措施，提升整個礦業生產，促

進吸引外資投資礦業，活化整個阿根廷的礦業。另外，針對各省對於礦業開

發不同規定，設法協調整合，制訂聯邦一致性的政策，提升投資環境的一致

性、透明性及穩定性，促使阿根廷的礦業有個嶄新的願景。 

此外，由於礦業開發對環境的影響遠較其他產業影響範圍更廣，除水土

林、生物多樣性及棲息地之外，對開發所在地之社區也造成不容忽視的影

響。阿根廷也不例外，對於礦產探採及開發利用如何降低環境及社區影響，

以及如何平衡礦業與環境，也面臨世界各國一樣的挑戰。 

本次會議所在地位於北阿根廷的薩爾塔州，該州為阿根廷最佳的礦業投

資地點之一。參與此次會議除進行國際交流外，同時亦可瞭解國際探勘及採

礦現況及面臨之議題，以及未來科技發展情勢，並借鏡各國礦業永續經營所

面臨挑戰之經驗，作為施政參考。 

貳、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首先分別由聯邦礦業部長、薩爾塔州產業與永續發展部長及薩

爾塔州礦業公會理事長等致歡迎詞後，開始各項議題之探討。本屆會議議題

主要包含礦業政策與法規、永續礦業及環境與社區，鋰礦現況與未來，能源

與技術，探勘計畫與投資等面向之最新發展情形，由參與之各國產官學研專

家學者進行報告探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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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研討內容  

一、礦業政策與法規 

阿根廷為聯邦制，因此該國之礦業法規架構極為多元，尤其礦產資

源屬於各省所有，所以不難想像各省有其各自的礦業管理法規，有些省

份訂定的法規對礦業較為友善，有些則不甚友善，各自立法為政之複雜

性常造成投資者之困擾。 

哥多巴門省礦業公會法律顧問簡報，阿根廷有部分省假借環保議題

作為藉口，訂定反採礦法規。渠強調任一行政行為及規範都必須接受合

憲性的檢視，環境問題也必須尊重此原則，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權利可以

高於法律原則及國家憲法。渠並敘及阿根廷有 23 省及首府自治區，其

中位於安地斯山的 8 個省份之法令，包括門多薩、丘布特、哥多巴、火

地島、拉里奧哈、拉潘帕、圖庫曼、內烏肯等，規定不得從事鈾礦及釷

礦之開採，不得以露天開採方式採礦，以及禁止使用氰化物、汞及硫酸

等有毒化學物質。此等規定等同對具有礦產開發潛力之西部各省，限制

了金屬礦物及放射礦物之採礦活動。然而，上述有毒化學物質在其他行

業並未限制使用。另外，基於礦業可以提供門多薩省政府非常需要的財

政資源，該省之法院雖長期拒絕各種採礦活動，但該省最近已在討論修

訂該省礦業法之可能性。該項法律如果經討論修正通過勢將有助解決該

省之經濟狀況，就如同鄰國的智利在同一條礦脈上從事礦產開發為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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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了工作機會及收入。事實上，採礦就像其他任何活動，如果做得好

就不會污染，如果做不好就會污染。 

阿根廷礦業發展次卿報告，永續礦業發展的挑戰，指出法規難預

測的不確定性為礦業發展最主要之挑戰，例如貿易政策，管理法規，財

務穩定，稅賦壓力；其次缺乏競爭力，例如生產力，薪資，能源，以及

修法所面臨環保團體之抗爭。從聯邦政府的觀點，解決這些挑戰需要各

省長之支持，確保現行禁止露天開採之省份，以及新徵稅收之省份，得

以持續探討法規修正之可行性。渠認為保證法規穩定性及探討競爭力為

當今礦業永續發展必須克服的挑戰。因此，聯邦政府訂定了新聯邦採礦

協議，調和各省礦業法差異，創造更透明化的制度，以吸引國內外投資

者。另外，早年為保護冰河而訂定冰河法，規定禁止部分地區之礦產開

發，也將予以研修，以尋求礦業與環保之平衡，也將是當今政府必須去

面對的議題。 

藍德研究機構合夥人簡報，從法律觀點看阿根廷礦業投資，特別提

到預扣稅問題，渠表示為解決目前國家財政困境，政府已公告將重新對

出口產品徵收 12%出口稅，這項措施將影響既有計畫項目的稅務穩定架

構。雖然礦業投資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未禁止設立新稅或提高既有的稅

賦，但是投資者對該投資法規的認知係不會增加總的稅賦。因該法設立

了一項補償或退款機制，一旦新稅造成總稅賦增加，導致業者額外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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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時，業者將可獲得補償或退款。渠另強調該法猶有多項獎勵規定，除

財政穩定外，尚包含匯率穩定，加速折舊，資本財貨免稅，礦產權利金

小於 3%，所得稅減免等。 

 

二、永續礦業及環境與社區 

今日的礦業已大不同於往昔，現代的礦業無論在探勘開發生產之

技術上不但更為先進，採用對環境更加友善方式，減輕對環境的負面影

響，而且對於開採所在的社區及環境保護也變得更加敏感與重視，例如

大力投資社區諮商，共同研議社區解決方案，以及落實採礦後礦山整

復，恢復環境生態機能。 

波利亞奇亞顧問公司經理報告，阿根廷民眾對礦業開發看法的調

查，針對礦業經濟、地方發展、環境及社區等方面進行調查分析，顯示

民眾對石油及礦產資源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分別高達 84%及 82%表示認

同，顯示眾所週知礦業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當被詢及礦業對各省發

展之重要性，高達 47%認為非常重要，31%表示重要，顯示絕大部分認

同礦業在各省經濟發展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針對採礦的核准看法，同

意的 58%（煤炭），53%（銅礦），41%（銀礦），35%（鋰礦），顯示與生

活較相關的礦產品較易被接受。但對於礦業訊息瞭解程度則高達 54%不

知情，29%一無所知，顯示礦業資訊的不透明，造成大眾對礦業不甚瞭

解。對於採礦業的形象則有 14%表示良好，31%表示普通，54%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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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顯示過去礦業的不良形象仍然存在。相對於其他產業，認為礦業繳

納的稅賦較低者占 40%，不知道者占 43%，顯示大部分人認為業者繳納

稅賦偏低或不知道。對於礦業活動主要的受益的對象，高達 87%認為礦

業公司，63%認為採礦省份，43%認為採礦所在地，36%認為國家。至於

礦業對環境的影響與其他行業比較，認為較高者高達 57%，一樣者 26%，

顯示民眾認知礦業對環境有較不利的影響。總之，渠發現較之兩三年

前，現在民眾對礦業普遍較有所認知且可以接受，數據顯示 58%的民眾

贊成礦業開發，當民眾被問及礦業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時，不假思索的

回應就是環境污染，顯示此認同尚未完全轉移至礦業公司，因為過去礦

業的不良形象仍然存在。 

國際技術事業負責人簡報，探勘採礦項目管理的社會學，指出礦

業公司與社區之關係與互動中，運用社會學方法及程序於計畫項目至關

重要，例如運用對話，關係矩陣，關係分析等工具，設計適當的行動方

案，以增進雙方的互動與理解。渠並表示主要的社會互動影響包含了發

展並滿足人際關係需求，建立信任程度，辨識指標社群，以及持續調整

意向等，經由相互瞭解，相互尊重，進而促成權力平衡，目標兼容，衝

突解決，最終成功地獲得計畫項目認同，達到互信而互利。 

三、鋰礦現況與未來 

全球綠色經濟與綠色能源持續的發展，尤其，中國大陸為因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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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所造成生產力的損失與健保費用的增加，政府積極推動經濟發展轉

型，致力於減少空污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因此，市場預期未來數年各

國電動車輛的發展，將推升鋰蓄電池之需求，並導致鋰價格不斷攀升。 

CRU 集團首席顧問簡報，電動汽車革命及對阿根廷鋰礦業的影

響，指出全球經濟已進入綠色經濟階段，主因係減少溫室氣體及空氣污

染之政策所引導。106 年全球售出了 150 萬輛電動機車，為 104 年的 2

倍。在邁向綠色經濟轉型及其基礎建設之需求下，預期未來將衝擊到相

關礦產品之需求，包含鋰礦，銅礦、鎳礦、鈷礦、鋅礦及煤炭。 

黑馬資源公司經理簡報，阿根廷鋰輝石資源，展望全球鋰礦市場

表示在中國大陸、德國、日本等國以法規促進電動化車輛使用的時代，

全球電池消費在未來 10 年將成長 5 倍，造成電池供應鏈及鋰礦市場的

壓力。因此，渠預期全球鋰需求將從 2016 年的 19 萬公噸碳酸鋰當量增

加到 2025 年的 53.5 萬公噸。渠分析 2016 年鋰應用於能源儲存占 42%，

至 2025 年 38%應用於電動汽車電池，32%應用於其他類電池，相當於應

用於能源儲存達 70%。渠指出阿根廷因位處於世界知名的鋰礦三角帶，

從玻利維亞西南部延伸至智利北部及阿根廷西北部，該三角帶地區鋰礦

占全球儲量之 65%，其中阿根廷占了 10%。然而，阿根廷鋰礦除了來自

鋰鹽外，尚有來自偉晶花崗岩的鋰輝石。過去阿根廷中部開採偉晶花崗

岩，以洗選長石及石英作為陶瓷源料。但近年隨著鋰電池需求增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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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花崗岩組成中的鋰輝石也成為傳統鋰鹽重要的替代礦產品。該公司在

哥多巴及聖路易斯省皆有礦場，生產鋰輝石精礦與氫氧化鋰，做為出口

或國內使用。 

四、能源與技術 

國家能源委員會計畫管理組組長簡報，阿根廷鈾礦資源及核能供給

展望，表示阿根廷鈾礦活動始於上世紀 50 年代，經有系統的探勘開發

生產，主要生產鈾礦之礦床類型有花崗岩型，火山活動型、砂岩母岩型

及表層型等類型。後因 1992 年國際鈾礦價格走低，阿根廷遂開始從國

際市場如南非進口濃縮鈾，此情況漸漸導致 1997 年因經濟因素結束了

國內鈾礦之生產。此其間從 1952 年開始生產至 1997 年停止生產，阿根

廷計生產 2600 公噸的鈾，主要為來自火山活動型的鈾礦，占了 6 成以

上。自 1997 年起，為持續核能營運需要，阿根廷開始向其他世界各主

要鈾礦生產國進口鈾礦，包含加拿大、捷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

坦。渠說明雖近年鈾礦市場一直處於蕭條狀況，但阿根廷從現貨市場購

買之黃餅離岸價格並不低，主因在於運輸費用、保險金及稅賦的增加。

此外，渠說明目前阿根廷有 3 座核電廠，另 2019 年 2021 年將興建第 4

及第 5 座核電廠，分別使用加拿大及中國大陸之核反應爐，估計阿根廷

到 2030 年以核能發電所需鈾料將翻兩倍。儘管預期核能發電將明顯增

加，且阿根廷鈾礦資源足以提供國內所需，但現在欲重新開啟停產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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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新開發礦床也變得大不易，因部分的省份立法限制開採鈾礦，禁止

露天開採及禁用硫酸及其他化學品，致目前尚無開發中的鈾礦，這對阿

根廷鈾供應及能源安全將有影響。渠認為考量清潔能源所需的鈾礦及其

他重要礦物的重要性，必要時應修正礦業法規。不過，渠也敘及鄰國巴

西及巴拉圭也可視為潛在的鈾料供應來源。因前者可能供給過剩，後者

尚無核反應爐。另外，渠特別強調阿根廷尚有一項挑戰為如何提煉轉化

鈾礦為黃餅，因為，此項生產計畫將有助於提升該國核能產業之發展，

同時有利於持續增加及穩定核能發電之環境。 

至於在鋰礦提煉技術進展方面，SGS 礦產公司資深工程師報告，

用溶劑萃取法從鹽水中萃取鋰礦時，指出傳統蒸發法生產適合碳酸鋰之

濃液需耗時兩年，如採用溶劑萃取法可立即產出濃液，並可減少蒸發池

遺跡及在地庫存量，及降低環境影響程度。 

五、探勘計畫與投資 

阿根廷地質礦物局簡報，提高阿根廷地質與礦產資源之價值，敘及

阿根廷是一個具有高探採礦潛力及世界一流資源的國家，目前正與包含

日本、中國大陸、美國、巴西、西班牙等國之地質調查所進行探勘國際

合作計畫，評估各類礦產資源。報告中指出阿根廷有超過 70%的地域未

經過充分探勘，由於阿根廷礦產資源屬於各省，所以如何加速探勘，發

展礦業之潛力，將是非常大的挑戰，雖然目前已有 14 個省份簽訂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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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技術交流協議。簡報也提及目前阿根廷有 300 個探勘計畫，其中 9

個計畫處於先進探勘階段，22 個計畫在可行性評估階段。此外，4 個計

畫在建設階段，16 個在生產階段。另外，簡報也顯示地質礦物局所探查

的礦產資源，包括鈷 2.82 億公噸，金 3 億盎司，鉑 35 億盎司，硼 2.5

億公噸，碳酸鋰 1 億公噸。但由礦業公司所評估之儲量為鈷 0.67 億公噸，

金 1.4 億盎司，鉑 17 億盎司，硼 1.2 億公噸，碳酸鋰 0.55 億公噸。 

阿根廷採礦聯盟秘書長簡報，21 世紀的礦業，指出新國際情勢為

加速降低財政赤字做為成長的主軸，另尚包含總體經濟穩定，結構改

革，投資、生產力及制度的競爭力，部門發展具體政策等，其中，總體

經濟穩定及結構改革更是持續推動礦業發展必要作為。渠強調阿根廷礦

業部門必須創造一個促進投資，改善生產力，增加競爭力，塑造公平僱

用的環境條件，例如簡化法規程序，減輕稅賦，降低能源成本，改善興

建偏遠地區基礎建設，以提升區域經濟，創造礦業產業及服務鏈，增加

就業機會，使礦業成為省與聯邦發展結構改革的成長引擎。 

藍德研究機構合夥人簡報，從法律觀點看阿根廷礦業投資，提到各

省如何在投資競爭中獲得青睞，主要的比較競爭優勢項目有地質資料、

礦業法規、基礎設施、礦產權利金、賦稅制度、省營礦業公司介入、基

礎設施信託資金等。此外，渠也強調礦業者投資還應特別考量，包含企

業社會責任行動，原住民族與社區議題，環保議題，雇用當地勞工，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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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當地貨物及服務，使用再生能源等面向，始有機會達成企業永續經營。 

肆、心得及建議 

一、阿根廷在國際貿易上係以農產品出口聞名於世，農業在阿根廷經濟占了

過半的份額，倘阿根廷能善加運用其西部特有之成礦地質與潛在蘊藏礦

產資源，積極發展礦業，將可平衡阿根廷過渡仰賴農業的經濟。在開放

鼓勵礦業投資之同時，預期可培養一批企業家及高品質人力資源，並建

立中小型企業完整產業服務鏈，且阿根廷絕大部分之礦藏仍有待開發，

預期在新政府重視開發礦產資源優位及更新礦業投資法規之政策下，發

展礦業將可創造新的國內及國際探採礦項目的投資機會，繁榮改變西部

地區產業面貌與基礎設施，增進該國經濟蓬勃發展。因為，一個沒有資

源或有資源卻不開發的國家，只能仰賴從其他國家進口礦產，勢將受制

於國際價格之波動。反之，一個國家經濟仰賴礦業，開發礦產潛能將是

達成國家永續成長至關重要的手段。當然對阿根廷而言還得克服調整西

部各省不友善之礦業法規，調和制訂聯邦一致性的政策，以及取得社會

認同。 

二、提供良善之法律建設、基礎建設及各類建設，將決定各國礦業未來前景。

過去數十年來，智利經濟對外開放，鬆綁各項投資有關之法規，打造出

優勢的礦業投資環境，吸引鉅額外資投入礦業開發，造就亮麗的高度經

濟成長，讓鄰近的各國羨慕不已。隨後秘魯也採同樣經濟策略，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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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礦產資源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同樣地獲致礦業的榮景，提升該國

在全球的礦業地位。秘魯及智利抓住大環境國際區域發展機遇，因而造

就小環境國家企業成長機會。然而，何以秘魯及智利東部安地斯地質潛

力區獲得開發，而同在安地斯成礦帶上之相鄰阿根廷之礦業卻發展遲

緩，以致在上一波 2010 年全球礦產品價格升勢中未能獲得投資者之青

睞，此恐要歸因阿根廷錯失大環境國際區域發展機遇，上一任政府透過

關稅及非關稅措施等，影響礦產品出口，造成公司獲利減少，營運成本

增加，導致生產降低，競爭力下降，致使整個礦業探勘活動呈下行走勢，

投資遲緩，就業不足。為此，2015 年新政府上台後初期，針對過去對礦

業的忽視與限制，廢除上述限制措施，以及檢討限制礦業開發相關政

策，希望能促進生產的恢復，提升礦業投資的動能。事實上，上游生產

國礦產品出口管制嚴重將影響下游消費國礦產品進口的不穩定，進而影

響生產國與消費國經貿活動及相互產品之競的爭力，可謂雙輸。由於礦

業需要鉅額投資及承擔高風險，除了市場不穩定及礦產品價格週期的不

規律因素外，各國礦業法律架構與政策的穩定也將影響全球礦業投資。

此顯現政府政策對經濟發展重大且長遠之影響。此情境及實例可作為政

府在推動變革時宜更加周全思慮，尤其刻正修正礦業法規，以維持政策

穩定的參考。 

三、礦業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礦業界之共識，民意調查也顯示，大眾對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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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皆有認知，同時也期待礦業對採礦所在地及社區應有具體貢獻。

基此，礦業公司應對永續發展做出承諾，並透過管理加以落實，如致力

員工健康與安全，關注自然資源環境，貢獻社區發展，更應與利益相關

團體保持積極的對話，並獲得渠等信任與認可，除有益於社會執照之取

得，更有助於企業之永續經營。亞泥為台灣礦業標竿企業，正持續朝此

目標努力邁進。惟去（106）年因展限與環團及社區原住民形成對峙，

導致社會高度關注，而面臨關礦壓力。此時政府適時提供包含亞泥與社

區原住民三方協商平台，希望成為未來礦業開發解決環境及社經衝擊之

案例。然而，此協商要能可行並獲致成果，必須要符合三方利益，目標

兼容，包括符合企業投資獲利，符合政府政策公益，符合地方社區利益，

才能達成三贏的目標。在協商過程中也許可以將社會學者納入諮商對

象。此外，為了社區建設及永續發展之需，或許可思考創設信託基金，

基金來源可朝多元化，例如股票也可納入選項，因股票具有長期共存共

生，共榮共享之效益。一旦採礦活動終止及受影響地區整復後，基金將

可提供未來社區原住民一個多元發展的財務工具，可用於加強受採礦直

接影響地區之建設，或促進整合其他生產活動，使該區域經濟多樣化，

最終達成世代永續發展。 

四、隨著綠色產業電動汽車的發展與應用，就電動汽車市場發展而言，中國

大陸因獲政府政策支持，成為全球最大市場，其他國家同樣地也有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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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長空間，例如，人口眾多的印度，預期未來對電動摩托車亦將有大

量的需求。因此，從需求端來看，預期電動車使用之鋰電池需求將有快

速成長，但從供應端來看，電池原料和關鍵材料供應是否能滿足快速成

長之需求將是關鍵。為企業永續經營，國際大廠也多往上游整合，尋求

投資並穩定原料資源，以確保產業競爭優勢，此趨勢值得國內企業思考

及定位參考。 

五、當今核能發電雖面臨天然氣發電價格及再生能源補貼之競爭，但開發中

國家面對經濟持續成長不斷增加的電力需求，以及因應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和空氣品質問題，各國政府都有一套完整之能源發展政策。阿根廷基

於能源穩定的供應與安全，因應之道為在既有的核能設施外，增加新的

核能機組建設，並努力探勘期待未來能繼續開發自有鈾礦資源，提升核

能在能源結構中之占比，同時落實潔能減碳目標。該國尋求準自主或自

主能源政策及探採能源礦之務實積極態度，值得政府借鏡學習。 

六、全球礦產品價格在 2008 年金融風暴後跌至谷底，此後價格持續盤整，

直至 2016 年各項礦產品價格逐步回復，惟此價格仍將受到需求國增加

消費可能造成需求緊張，以及生產國提高生產可能造成供給過剩之波動

影響。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在海外大事擴張興建各項基建工程，

範圍包含歐亞大陸、部分非洲地區、甚至南美洲，此倡議除有助去化中

國大陸過剩產能外，也將有利促進全球經濟發展，並預期將持續推動全



 19 

球礦產原物料需求之成長，同時也能衍生該等地區後續產業競爭力之提

升，進一步促進各項礦產品之連鎖需求。由於推動國際探勘計畫合作，

以及合資開發礦產，除有助於投資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外，對被投資國

而言，也可創造投資所在地就業，發達當地相關企業，促進該國社經發

展。另礦產資源開發為世界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分，且人類追求更美好

的生活從無止盡，世界進展之腳步從未停歇，礦產品長期增長可以預

期，因此，提出創新礦業發展策略，以確保各種資源的可靠供應，政府

誠乃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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