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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修正情形 

林召集委員健豪 已依委員意見更正錯字，並作文字修正

及遵循委員意見重新更正報告格式，增

加附件五回饋經費發放作業流程圖（頁

72）。 
施委員信宏 
1、報告格式部分: 
(1)有關章名、節名等，請以一般
性論文(或報告書)編排方式進行
編排；另章、節所呈現之階層為
2階或 3階，請統一，並請於目
錄加入頁碼以利核對。 
(2)參考文獻部分應與本文分
開，以單列方式呈現並就各文獻
進行編號。 
2、報告內容部分 
(1)第三部分之貳，內容不宜於報
告中呈現，建議另行提供本局作
為參考即可。 
(2)第三部分之參，請調整標題文
字，以符合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已
初審通過之礦業法第55條之1規
定，即包含行政院版加上原民優
先考量之內容。 
(3)第 44 及第 45 頁圖文，請依
107年 11月 6日討論修正後之礦
產權利金回饋措施經費撥放辦法
草案內容，其分配比率應為 10%、
10%及 80%，至於分配圖示建議以
倒三角形表示，較能突顯優先順
序。 
(4)第48及49頁部分內容不宜於
報告中呈現，請刪除。 
(5)第四部分結論及建議事項，請
分依標題為兩大區塊，回饋機制
及土地二次利內相關內容可納入
建議事項。 
(6)請就全文重新檢視錯別字，並
加以修正。 
3、附件部分－回饋辦法草案 

1.報告格式己依委員意見修正，並已加

入頁碼及參考文獻編號，同時將礦業法

修正第 55 條之一法律爭議部分另作特

別建議，以供貴局未來修法參酌。 

2.第三章已經調整目次，並遵循委員意

見刪除修改內容（頁 34）及修正錯字。 

3.增加附件五（頁 72）回饋經費發放作

業流程圖。 

 

 



(1)請依承辦單位同仁意見修正
該辦法草案。 
(2)請依修正後草案內容，繪製作
業流程圖，俾利檢視其是否具可
操作性。 

戴委員德潤 
1.P47 第 25 行…CSR 報告書應一
體適用，礦業公司不論規模大小
一律必須提出 CSR 報告書，如其
他產業需達一定規模始需提出
CSR 報告書，為何礦業要不論規
模一體適用？又 CSR 報告書之更
新頻率為何（每年）？ 
2. P47 第 29 行…目前礦業公司
編製 CSR 報告書並無明確規定，
未來礦業法修訂通過將解決目前
欠缺法律依據的現象，請說明該
論述之依據為何？ 
3. P48 第 2 行…建議應將「施工
構想書及開採計畫書」的內容納
入 CSR 報告書…，其中「施工構
想書及開採計畫書」請更正為「開
採構想書及施工計畫書」；依礦業
法第 62 條規定「開採構想書及施
工計畫書」應由採礦工程技師簽
證，CSR 報告書由採礦工程技師
編製是否妥適？是否需審查？各
礦應如何揭露？ 

4. P67「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編制準則」第 1條，係礦業權

者依礦業法第 60 條造送「施工計

畫書」時提出，與 P48 第 2 行…

建議應將「開採構想書及施工計

畫書」的內容納入 CSR 報告書，

並不一致，請釐清。 

已依委員意見更正錯字，並潤飾文字敘

述。CSR 為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但目

前礦業法修法並無明確規定未來礦業亦

應施行 CSR 報告書，審酌國際潮流，因

此在章節格式調整後，頁 39以下已建議

未來的作法。 

李委員俊樟 

1.P4 第 10 行…企業硬「亦」更

關注其經營對環境的影響…，錯

別字請更正。 

2.P5 第 14 行…主要目標為至利

「致力」於最小化採礦與加

工…，錯別字請更正。 

已依委員意見更正錯字，由於本次礦業

法修法並未明確強調礦業 CSR 之落實，

因此建議未來繼續研議應如何落實礦業

CSR 頁（39），以期推動我國的礦業永續

經營。 



3.P30 第 7行…礦場為業者自由

「私有」土地…，錯別字請更正。 

4.P30 第 24 行…同時回礦「饋」

金應專款專用…，錯別字請更正。 

5.P31 第 8行…雲母礦、「蛇紋石

礦」…，漏列旭華公司開採礦種。 

6.P32 第 6行…以便對於礦場作

業完畢或尾礦「採掘跡」的後續

植生復原…，錯別字請更正。 

7.P31 歸納礦業公司對於地方稅

的看法，花蓮縣並無景觀稅請刪

除，台東縣有地方稅(土石稅)請

更正。 

8.P34第 27行原民會是依法推動

部落召開「部落會議」，非成立「部

落自救會」請更正。 

9.P69 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編制準則第 4條條文內容建議將

廢棄水及廢物料之儲存、堆積、

排放、運送過程管理及處置整併

成環境維護措施(包含空氣品

質、水質維護、生態保育及社會

環境等項目)。 

10.P29針對業者訪談中有反映未

來 CSR 報告書編制辦法應區分大

小礦而揭露不同程度之資訊，惟

附件三：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編制準則未納入相關規定。 

11.報告書偏重於回饋措施論

述，除土地二次利用外，有關關

場計畫內如員工安置轉介、社區

防災等企業社會責任項目說明不

足。 

倪委員錦江 

1.工作項目 2.-(2)「國內礦業實

施 CSR 之作法與效益分析，提出

建議礦務局持續研議國內礦業實施 CSR

之作法，以期與國際接軌；已依委員意

見修改更正錯字；並已遵循委員意見重

新更正報告格式。 



改善建議。」，請以專章描述，目

前內容分散未整合。 

2.P.30 末段第 4行敘明「…回饋

補償應估計檢具單據申請，而不

是空泛的規定回饋…」一節，與

附件四「礦產權利金之回饋措施

經費撥放辦法草案」第 4條中「按

回饋金受領權人人數，以金錢平

均發放與回饋金受領權人」矛

盾，請酌予修正或補充說明。 

3.P.31水土保持保證金形同回饋

金一節有誤，其意義不同。 

4.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補償方案

支持度最高兩項為「強化水土保

持」及「給村公所經費」，另回饋

發放方式調查結果以村里為最

高，顯然附件四所擬草案，擬「發

給個人」、「回饋金」與居民期望

不同，應再補充說明。 

5.P.44、45 有關回饋比例之百分

比與附件四第 4條所載有出入，

應修正統一，另有關回饋措施之

比例計算、發放流程等等，建議

製作流程圖，並進行情境模擬，

能更呈現操作方式。 

6.有關土地二次利用 P.49 末段

林務局非依「水土保持法」進行

復育，另有其作用法規；P.50 亞

泥案礦業用地之敘述有誤，實際

上亞泥採礦用地以原保地為主，

主管機關為鄉公所。 

7.錯(漏)字或語意不明: 

 (1)P.47第 2段第 5行「肯任」?、

(2)附件三、第 2條「接」露→揭

露、 

 (3)附件四P.74第4條之條目重



複編列，應為第 5條，後續條目

應遞增。 

8.其他建議事項: 

 (1)目次中加入頁碼。(2)依據章

節內容，分頁方式做出區隔。(3)

附件加入最新版之礦業法修正草

案。 

主辦單位 

1.以報告第 30 頁有經濟部、主管

機關、主管機關經濟部及經濟部

礦務局等，請統一修正為主管機

關。回饋及補償或回饋補償金等

請統一為「回饋金」。 

2.僅就撥放辦法草案條文提供修

正意見如下: 

(1)第一條於礦業法後加(以下稱

本法)，說明部分因目前尚未通過

礦業法修正故請加「草案」；第二

條「礦業法」即修改為「本法」。 

(2)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刪除，第

二款改為「石油及油頁岩礦、天

然氣礦之井位地界及其外 500 公

尺範圍；金屬礦及非金屬礦之核

定礦業用地及其外 1公里範圍為

影響範圍。」；個別礦業權影響範

圍所在行政區域，由礦業主管機

關公告之則改併於第五款。第六

款原住民地區係為報請行政院同

意核定後公告。 

 (3)草案第六條為預算編列而以

一年一次發放，再請修正一年撥

放二次，村、里則依第三條第三

款之基準日前完成撥放。第八條

亦需配合調整配合辦理之時程。 

(4)其餘錯別字及細項修正另詳

如附影本，併請參酌修正。 

已更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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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計畫緣起與預期效益 

 

因應自 106 年度起立法院就礦業法進行修法，修法重點中就保障礦業開發當地

居民權益多所著墨，其中石灰石及大理石開發地區位於東部山區，其影響規模

又以原住民族地區為主，在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後，礦業法及其子法修正刻不

容緩。在礦業永續經營的願景下，礦業以公開透明承擔企業社會責任(CSR)已是

時勢所趨，近年來國內諸多大型礦業公司已投入大量資源實施回饋，且亦有 CSR

成果報告書，但礦業與環保、社會公益之爭議仍不間斷，顯示資訊公開與社區

回饋等措施尚無法達到社會期待。故審視我國其現況與效益，並提出精進策略

已勢在必行，本計畫預計先進行其它國家相關法規、文獻蒐集與問卷調查，普

查他國與我國礦業界目前實施 CSR 或回饋對象、金額與型式，並針對礦場與其

週遭社區進行個案分析，蒐集社區需求並研擬互惠之回饋型態，作為政策規劃

的參考，進而完成法制化可行性研究與初擬子法內容。 

 

研究計畫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與回饋措拖法制化、合理化、透明化，並祈冀

確實讓礦業界將回饋資源投入在正確的目標上，找出能讓當地居民真正有感的

回饋方式，讓礦業受到社會的接納、肯定與支持，達到企業與地方共存共榮之

目的。經由座談會進行多方意見交流，提出研究成果報告，以期對社會責任報

告書執行方式與回饋制度之法制化建議，即就礦業法修法後相關子法修訂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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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礦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外國立法例 

 

第一節：歐盟與德國的作法 

 

壹、礦業實踐 CSR 之意義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 CSR）已經是全球重

要的議題，許多企業從其 CSR 活動受益，這些企業已經知道應如何執行 CSR，

例如最近長榮航空捐助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嘉興分校的小孩 27 張機票，台

灣水泥贊助短缺的所有旅費，使得偏鄉原住民小孩得以飛往維也納參加第 31

屆舒伯特合唱競賽，即為最佳的例子。 

 

雖然企業捐款給社區、公益團體或慈善團體，當然屬於社會公益，但這些行為

無關於永續發展，亦與企業和社區創造共享價值無關1。CSR 在企業經營愈來愈

重要，除了捐款、熱心社會公益外，企業亦更關注其經營對環境的影響、員工

權益及行為的透明化。國際社會亦關注礦業的 CSR，主要是礦業經營會對社會

與環境產生負面的影響。 

 

近年來，競爭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同時道德意識亦逐漸抬頭，倫理（ethics）

與永續（sustainability）亦愈來愈重要，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目前

已經納入傳統的商業目標。也就是企業經營目標除了獲利的股東價值外，亦包

含消費者價值，因此形成所謂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包含經濟、

社會與環境三個面向，並形成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2。 

 

CSR 的基本概念主要為 John Elkongton 主張的『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也就是企業經營不是只有追求獲利目標，同時要追求環境與社會價值3。『三重

底線』意謂著經濟、社會與環境的永續發展，這三個面向是相互依賴與相互補

                                                        
1  Gurská/Válová,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cta Universitatis 
Agriculturae et Silviculturae Mendelianac Brunensis, 2013 LXI No.7, p.2163. 
2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2. 
3 Crane/Matten, Business Ethics, 201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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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三者融合在一起，也就是經濟活動同時可以促進社會進步，同時應在自然

環境的限制下進行經濟活動4。 

 

通常礦業公司在網頁公布其基本的經濟數據，而隨著公布獲利與經濟數據，以

及所有影響環境的事實、企業策略、在礦場與當地居民與社區溝通及保持永續

經營的角色5。以捷克的礦區為例，捷克成立一個回饋基金，其中 56%的經費

給地方政府，以發展基礎設施，主要為新建道路或整修現有的道路、行人步道、

配電系統；18%的經費使用於青少年的休閒活動中心；13%的經費使用於衛生

與社會福利；7%的經費用於教育、學校發展基金、更新教學設備（例如電腦）；

5%的經費使用於文化與環境機構；1%的經費為其他項目。當地社區與居民主

要將這些經費運用於地質與考古方面，以發展有當地特色的生態園區6。 

 

礦業公司的任務不是只有採礦，更應注意採礦活動對於自然資源耗盡之補償與

恢復自然生態景觀，因此各國政府會立法要求礦業公司提撥經費以清除和處理

開採所造成的損害。久而久之，礦業公司按照適當的保育風險政策投入資源到

補償經費中。在環境方面，主要目標為致力於最小化採礦與加工對於環境的負

面衝擊與最大化快速改善已經造成的負面影響7。 

 

礦業在現代社會與工業製造扮演一個基本的角色，提供了原物料與能源，從探

勘、開採到礦坑停止作業關閉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又會移到別的區域

開採而不斷重複，當地社區雖然看待礦業活動為經濟的發動機（economic 

engine），但同時又是對自然環境的威脅，會對空氣、水與土壤造成影響8。 

 

隨著社會發展與環保意識抬頭，採礦業亦必須面對及處理新的挑戰，例如永續

發展的基本角色9、依據管理價值實施倫理管理（ethical management），企業

                                                        
4  Madu/Kuei, Handbook of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2012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p.899. 
5  Gurská/Válová,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cta Universitatis 
Agriculturae et Silviculturae Mendelianac Brunensis, 2013 LXI No.7, p.2165. 
6  Gurská/Válová,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cta Universitatis 
Agriculturae et Silviculturae Mendelianac Brunensis, 2013 LXI No.7, p.2165. 
7  Gurská/Válová,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cta Universitatis 
Agriculturae et Silviculturae Mendelianac Brunensis, 2013 LXI No.7, p.2165. 
8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3. 
9 例如 Bruntland 報告，G. Bruntland, Our Common Future, 1987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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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對當地及國家的發展負責任，並使其活動可以滿足社會的需求10。國際礦

業暨金屬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簡稱 ICMM）亦

不斷促進永續發展，以作為一種競爭利益，2003 年時提出最佳實務的 10 個基

本原則，包括倫理管理、永續發展、致力於當地社區的社會及經濟發展11。總

而言之，在採礦業適用 CSR 係在礦業利害關係人、政府與社會間的一個調解手

段12，同時也是企業發展策略及改善企業聲譽、形象的一種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13。 

 

貳、全球永續發展報告書趨勢 

 

1970 年至 1990 年代是整合的永續報告書發展的第一階段，也就是在傳統的財

報外，開始有針對社會與生態議題單方面的永續報告書出現；1990 年代進入第

二階段，永續報告書包含社會、生態與經濟議題，在這一階段，針對生態、社

會與經濟議題，企業應負的責任更具體，同時對不同的群組公布永續報告書，

不僅是對過去的企業經營活動，同時也針對企業未來的經營活動闡述對經濟、

社會與生態的影響，更具體闡述彼此的關聯性與提高企業經營活動的透明度，

當時已經形成多面向的永續報告書14。 

 

1997 年時，為能在全球整合永續發展報告，因而成立全球報告倡議（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簡稱 GRI），即關於企業商業活動的經濟、生態及社會資

訊，建立一套全球公認的標準，報告的標準化有助於企業與利害關係人進行監

督，並對不同企業的永續報告進行比較15。 

 

2010 年時，國際整合報告理事會（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成立，首次公布整合的永續報告書概念，開啟企業致力於永續報告書之先河。

                                                        
10 Wheeler/Fabig/Boele, Paradoxes and dilemmas for stakeholder responsive firms in the 
extractive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shell and the Ogoni,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2, 
No.39, pp.297-331. 
11 ICMM, Reporting against the ICM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2005 ICMM: 
London. 
12 M. Guerra, Community relations in mine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CEPMLP Internet 
Journal, 2002 No.11, pp.1-31. 
13 Fombrun/Shanley, What’s in a name? Reputation Building and Corporate Strateg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No.33, pp.233-258. 
14 Müller/Stawinoga, Entwicklungslinien des Integrated Reporting, in Freidank/ Müller/Velte 
(Hrsg.), Handbuch für Steuerung, Uberwachung und Berichterstattung, 2015 Berlin, S.17. 
15 J. Lackmann, Die Auswirkungen der Nachhaltigkeitsberichterstattung auf den Kapitalmarkt: 
eine empirische Analyse, 2010 Wiesbaden, S.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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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整合報告理事會強調，特別是透過整合的永續報告書可以滿足投資人的資

訊需求，其他的利害關係人亦可以從整合的永續報告書獲得資訊。整體而言，

整合的永續報告書提供一個多面向的企業溝通方式，長遠來看有助於提高外界

對於企業的信賴16。 

 

由於社會普遍對於特定的社會及生態問題愈來愈關注，不僅強迫企業更關注規

劃其經營活動，並且要求在其年度財報不得只揭露財務資訊17。因此，除了財

報外，企業常常會公布針對生態及社會議題的永續報告書。國際趨勢呈現公布

經濟、社會及生態三面向的永續報告書，同時強調財務與非財務資訊的重要性

18。 

 

整合的報告書主要目的為同時表述企業永續發展的三個面向，可以明顯的辨識

企業的財務與非財務績效的影響，除傳統的財務績效外，企業經營管理亦必須

考慮環境、社會議題，也就是公司績效（corporate performance）的資訊不僅

只是財務資訊，還包含環境及社會資訊。永續有助於公司資訊更透明，也是企

業長期績效的重要要件19。透過一個整合的永續報告書，企業可以改善關於永

續資訊的可信度20，整合的永續報告書有助於整合及有效的製作公司績效報告

及達到改善資訊品質的目標21。也就是把財務及非財務資訊放在一起有助於企

業重新評估其核心策略、業務風險或競爭利益，藉由整合的永續報告書，企業

可以聚焦於長期的經營目標，同時可以清楚的提供給內部及外部利害關係人相

關的資訊，這些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商業夥伴、當地社區、

立法者、管制者與決策者等22。因此，整合的永續報告書對於所有的利害關係

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有助於企業的永續發展。 

 

                                                        
16 Müller/Stawinoga, Entwicklungslinien des Integrated Reporting, in Freidank/ Müller/Velte 
(Hrsg.), Handbuch für Steuerung, Uberwachung und Berichterstattung, 2015 Berlin n, S.3-28. 
17 Frías-Aceituno/Rodrígues-Ariza/García-Sánchez, Is Integrated Reporting Determined by a 
Country’s Legal System? An Exploratory Study, 2013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44, pp.45-55. 
18 Eccles/Krzus, One Report: Integrated Reporting for a Sustainable Strategy, 2010 New Jersey, 
p.22. 
19 Stiller/Daub, Paving the Way for Sustainability Communications: Evidence from a Swiss 
Study, 2007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6, pp.474-486. 
20  Simnett/Vanstrealen/Chua,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2009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4, No.3, pp.937-967. 
21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2013, p.4. 
22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201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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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永續報告書常常也被稱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簡稱 CSR 報告書），畢竟 CSR 報告書是企業永續發

展報告書，企業自願的在其經營策略中整合環境、社會與經濟所面臨的挑戰，

同時向利害關係人揭露這些資訊23。 

 

參、歐盟與德國礦業企業社會責任之具體作法 

 

2001 年時，歐盟執委會提出『促進歐洲 CSR 架構綠皮書』（Green Paper 

Promoting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24，要

求企業除了要遵循環境法規、勞動法規與相關法規的義務外，並納入社會與環

境要素，也就是除了法規遵循外，企業也必須考慮社會普遍對企業的期待25。

由於消費者意識抬頭，在做購買決定時，消費者通常會根據企業的風評、形象

及負責任的程度、對自然環境的關注、職業安全標準做選擇，另一方面市場上

的資訊透明也愈來愈重要，因此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成為企業競爭條件必須遵循

的要素26。因此，環境、品質、安全、倫理與其他面向的議題已經成為 CSR 的

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也成為企業策略主要的面向。 

 

CSR 可以分為內部責任與外部責任27，內部責任主要涉及員工的職業安全、工

作安全、陞遷，與股東有關的責任主要為可獲利與經濟結果；外部責任主要與

供應商、政府、行政機關與社會有關，以及保護自然環境（例如合理及永續開

採礦物、生態系統的維護）、與當地社區建立一個有建設性的關係（例如納入

相關的社會團體、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CSR 的策略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面向，首先是企業自律（self-regulation）的方法，

例如好的實務規約（good practice code）提供許多的環境及社會行為的原則，

                                                        
23  Osagie/Wesselink/Blok/Lans/Mulder, Individual Competencie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 2014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p.2. 
24 COM (2001) 366 final. 
25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3. 
26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3. 
27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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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企業遵循。企業可以將這些社會目標納入企業的策略規劃，有助於改善與

當地社會的關係，並逐步減少對環境與社會的負面影響，而促使企業實施一個

CSR 的管理制度，這些作法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形象與聲譽。企業的自律機制是

邁向 CSR 管理制度的第一步，有助於全面納入 CSR。28 

 

由於礦業公司的規模大小不同，因此 CSR 的標準應有不同範圍的資料，但整體

而言，共同的 CSR 標準應針對永續、倫理與人力資源三個面向，歸納如下29： 

 

一、永續 

 

1. 自然資源的合理開採； 

2. 清潔的開採技術； 

3. 關閉與恢復計畫； 

4. 緊急狀況管理； 

5. 生產的品質。 

 

二、倫理 

 

1. 促進當地社區的經濟及社會工作； 

2. 公平基金管理； 

3. 工作安全與尊嚴。 

 

三、人力資源 

 

1. 安全的工作方法； 

2. 培訓與能力發展； 

3. 員工與管理者關係； 

4. 對人的尊重。 

 
                                                        
28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3. 
29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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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自願遵循 CSR 有不同的倡議，但共同重視的事務有環境品質、勞工法規、

人權、競爭實務、環境管理制度、職業安全、產品及服務品質，這些連結產生

CSR 與管理制度的結合。因此，應強調下列三個連結30： 

 

1. CSR 與環境管理：關心環境是 CSR 的根本核心之一，環境管理就是要管理自

然資源，因此必須藉由減少資源消費、減少垃圾與廢氣排放，而降低對環境可

能的損害。 

 

2. CSR 與職業安全管理：歐盟的促進 CSR 綠皮書即指出工作場所安全屬於企業

在社會層次的負責任行為，有助於對人力資源、培訓與職業安全的投資。 

 

3. CSR 與品質管理：消費者意識抬頭，在做購買決定時，消費者不僅考慮產品

及服務品質，同時也會考慮 CSR 的實踐。 

 

上述這些實踐主要規定於 ISO 14001（針對環境）、OHSAS 18001（針對職業

健康與安全）、ISO 9001（針對品質）的管理制度，過去幾年來的實踐，礦業

公司已經逐漸採取這些管理制度31。雖然上述這三種管理制度有不同的特別目

標，但卻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是應建立一個政策與實施有影響力的行動計畫，

而這三種管理制度是相互融合，因此 CSR 標準與管理制度要件的關係可以歸納

如下： 

 

環境管理制度 

環境政策 自然資源的合理開採。 

環境行動計畫 自然資源的合理開採； 

清潔的開採技術； 

關閉與恢復計畫； 

緊急狀況管理。 

                                                        
30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4. 
31 Hilson/Naye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 
key to achieving cleaner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 Processing 2002, No.64, 
pp.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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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每年的環境聲明 

清潔的開採技術。 

職業健康與安全 

健康及安全政策 工作安全與尊嚴。 

安全評價與風險評估 安全的工作方法。 

預防的行動計畫與持續改善 緊急狀況管理； 

培訓與能力發展； 

員工與管理者關係； 

對人的尊重。 

意外與疾病調查 員工與管理者關係。 

品質 

品質政策 生產品質 

品質保證計畫 生產品質 

持續改善 清潔的開採技術； 

安全的工作方法； 

培訓與能力發展。 

全面的品質觀點 

消費者：物美價廉 生產品質。 

員工：工作與健康 工作安全與尊嚴。 

社會：負責任的管理 自然資源的合理開採； 

關閉與恢復計畫； 

促進當地社區的經濟及社會工作； 

公平基金的管理； 

對人的尊重。 

股東：經濟結果 所有前述的 CSR 守則。 

 

歐盟已經發展並實施一個『負責任礦業』（Responsible Mining）概念32，歐盟

一向致力於 

1. 針對永續採礦業供應，發展多邊利害關係人對話； 

                                                        
32 
http://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eip-raw-materials/en/content/eu-responsible-m
ining-demonstrations-best-practice-and-capacity-building, last visited 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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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與促進制定一個『歐盟負責任礦業憲章』（EU Responsible Mining 

Charter）、在現有永續指標架構與報告守則上，建立關於永續的績效報告，並

建議可能需要增加或改善的指標； 

3. 促進發展組織架構與企業的能力，以實施『負責任礦業』的概念。 

 

所謂『負責任礦業』，就是指永續的採礦活動，自 2010 年以來，許多歐盟會

員國（例如德國、芬蘭、希臘、荷蘭、葡萄牙、瑞典與英國）已經發展出『負

責任礦業』作為其國內礦業策略的核心。為實現『負責任礦業』的目標，歐盟

公布了許多相關的法規與守則，以要求業者自探勘、開採、加工、垃圾處理、

礦坑關閉至後續處置，均能自願的進行永續報告。2003 年時，歐盟執委會公布

非能源採礦永續發展指標（Non-Energy Extract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33，並發展一套永續礦業經營守則，以供礦業者遵循。 

 

在採礦活動上，這些新的企業經營模式具有特別的意義，尤其是對於礦藏豐富

區域，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更重要，傳統上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採礦活動會對環境

造成嚴重衝擊，也會對礦工的職業安全產生影響34。針對垃圾、污染、職業健

康及安全、危險活動等，面臨愈來愈多的管制壓力，政府與社會大眾愈來愈關

注這些議題，因此加強遵循法規與持續改善，也促使礦業公司改善管理模式，

因此許多礦業公司已經實施品質、環境、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制度，目前許多

礦業公司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其企業的任務、價值與策略35。 

 

當前國際永續發展的倡議與會議均承認企業永續報告（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的重要性，可以鼓勵企業考慮將永續經營的資訊納入其報告週期。2014

年時，歐盟公布第 95 號揭露非財務資訊指令，又稱為企業社會責任指令，要

求特定大型企業或集團必須揭露非財務資訊，隨著歐盟揭露非財務資訊與多樣

化資訊指令生效以來，已經有超過 6,000 家企業已經遵循這些資訊的揭露。歸

納此一指令的內容與要件，有下列 10 點： 

 

                                                        
33 European Commission, A Report from the Raw Materials Supply Group, A Stakeholder Group, 
2006. 
34 H. Jenki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ining Industry: Conflicts and Construc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4, No.11, pp.23-34. 
35 Vintró/Comajuncos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Mining Industry: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http://www.scielo.org.co/scielo.php?script=sci=arttext&pid=S0012-73532010000100003, p.2. 



14 
 

1. 2013 年第 34 號指令修訂原來的會計指令，目的在對特定大型的企業或集團

增加揭露相關、持續與可相容的資訊與 2014 年第 95 號揭露非財務資訊指令要

求特定的大型企業與集團揭露非財務與多樣的資訊，要求全體會員國應轉換立

法以遵循這些要件。 

 

2. 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以前，全體會員國必須完全轉換立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受規範的企業必須依據新法編製報告，揭露相關的非財務資訊。 

 

3. 受規範的企業包括（1）在歐盟上市員工超過 500 人的企業、財報的收支總

額 2000 萬歐元或淨利 4,000 萬歐元的企業；（2）員工超過 500 人的企業、未

在歐盟上市財報的收支總額 2,000 萬歐元或淨利 4,000 萬歐元，但依會員國法

屬於具有公共利益的實體（包括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在內）。 

 

4. 企業至少應揭露（1）環境事務；（2）社會與員工面向；（3）人權之尊重；

（4）反貪污與賄賂事務；（5）董事會之多樣性。非財務報告應包括實地查核

程序（due diligence processes）的資訊、供應鏈與轉包鏈資訊，以便可以辨識、

預防與處理現有及可能的不利衝擊。 

 

5. 應揭露的資訊類型，包括下列各項： 

（1）環境 

a. 目前即可預見的環境衝擊； 

b. 對健康及安全衝擊； 

c. 再生能源或/及非再生能源之使用； 

d. 溫室廢氣排放； 

e. 水之使用； 

f. 空氣污染。 

（2）社會與員工面向 

a. 企業所採取的性別平等措施； 

b. 執行國際勞工組織公約（ILO Convention）的情形； 

c. 工作條件； 

d. 社會對話； 

e. 告知及諮商員工權利之尊重； 

f. 工作權之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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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工作健康與安全； 

h. 與當地社區之對話； 

i. 確保保護與發展當地社區所採取的措施。 

（3）尊重人權方面，可以揭露預防人權濫用的資訊。 

（4）反貪污與賄賂可以揭露防制貪污與賄賂方法的資訊。 

（5）董事會多樣性可包含行政、管理與監督單位的多樣性政策，例如年齡、

性別、教育與專業背景。 

 

6. 揭露非財務資訊有助於企業檢視其執行措施、監督與管理其經營績效與可能

的衝擊，以便未來亦符合法規要件、使程序更透明、鼓勵股東參與、吸引投資

人注意，同時提供給利害關係人更全面關於企業地位與績效的資訊。非財務資

訊揭露指令強調揭露業務上非財務資訊的重要性，可以更佳辨識永續風險與提

高投資人及消費者的信心，也是在促使管理轉向以結合長期可獲利、社會正義

與環境保護的一個永續全球經濟。 

 

7. 若企業已經依據知名的國際、國內或歐盟守則（例如聯合國全球公約、OECD

跨國企業守則、ISO 26000 或特定的 ILO 聲明原則）報告及揭露相關資訊時，

顯示企業已經遵循指令。 

 

8. 除了年報財報外，若企業已經公布永續報告（sustainability report）時，可

接受的永續報告應符合下列的條件； 

a. 涵蓋指令所要求的議題； 

b. 係根據公認的歐盟或國際架構製作； 

c. 附具年度財報； 

d. 涵蓋與年度財報相同的會計年度。 

 

9. 企業有數個子公司時，若母公司年度財報包含子公司時，依據指令的規定只

需合併報告。 

 

10. 企業應開始準備收集資料、管理相關議題與製作報告內容，而公司內部的

永續經理人及製作報告人應開始告知行政管理部門應注意永續報告的事務，同

時應檢視法規以協助避免重複與重疊，應做成一個遵循的架構，以作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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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公布報告一般的參考標準。另外，應使用一個創新的溝通方式，例如數

位化，以促進企業內部的合作與減少報告成本。 

 

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88 條第 3 項規定，德國必須轉換 2014 年第 95 號 CSR

指令的內容為德國國內法，也就是德國將非財務資訊的報告義務轉換到商法

（Handelsgesetzbuch）第 289 條第 3 項與第 315 條第 1 項第 4 句規定中，由於企

業社會責任已經是世界潮流，而許多的上游供應商在供應鏈中亦要求下游的供

應商必須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因此亦逐漸形成對於中小企業亦遵循企業

社會責任
36
。 

 

2010 年時，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發展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即通稱的聯邦經濟部） 提出一份企業社會責

任策略文件（Strategy Paper），以發展政策的立場，描繪德國企業社會責任未

來的發展方向。此一策略文件目的在於改善政府的架構，以促進發展企業的經

營、鼓勵民間企業致力於永續發展及改善政府與民間的夥伴合作關係。聯邦經

濟合作暨發展部主要是依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多國企業與社會政策原則三部宣

言』（ILO Tripartie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concer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Social Policy）、OECD 的『多國籍企業守則』（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與『聯合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ISO 26000 守則（ISO 

26000 Guidelines）與『全球報告倡議』（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做成此一策

略文件。
37
 

 

永續發展是一個關鍵的概念，應致力於經濟競爭力、社會責任與全球資源的再

生力。經濟、社會與環境彼此相互影響，因此也必須同時思考經濟、社會與環

境三個面向。隨著全球永續發展的潮流，2011 年 10 月 13 日德國聯邦政府成立

一個永續發展委員會（Rat für Nachhaltige Entwicklung），由與會的利害關係人

於 2014 年公佈德國永續規約（Deutsches Nachhaltigkeitskodex），當然者仍屬於

由企業自願遵循進行的永續報告。 

 

                                                        
36 Andreas Hecker, Gutachterliche Stellung: Untersuchung zur Umsetzung der “CSR-Richtlinie” 
in Deutschland unter Berücksichtigung der Initiative “Deutscher Nachhaltigkeitskodex”, 2015 
Düsseldorf, S.3. 
37  Center for Coope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10,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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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永續規約（Deutsches Nachhaltigkeitskodex）提供給企業 20 個標準，以作為

其企業永續策略制定的指標，另一方面以更透明與可比較的方式提供給顧客與

投資人決策的協助。在德國已經發展出企業自願的符合國際標準，因此永續規

約亦適用於全球經營的企業或在其他國家經營的企業。德國企業依據德國永續

規約列舉的非財務資訊的內容，在自己的企業網頁揭露或公告永續發展的報告。

38
 

 

聯邦政府支持德國永續規約最為自願的工具，以繼續宣導永續的概念與促進永

續的經濟。永續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因此德國聯邦政府呼籲全國企業自主的適

用德國永續規約與利用永續經濟的契機。德國永續規約為一個類似的架構，主

要是轉換歐盟的非財務報告指令，歐盟執委會已經認可德國永續規約為一個可

行的標準，以履行德國應在 2016 年轉換歐盟指令的義務。 

 

事實上，德國永續規約授權企業可以靈活的製作自己的永續管理報告。德國永

續規約已經明確的列舉永續管理報告的結構與重要的標準。企業可以依照德國

永續規約的標準自行製作報告；為了使永續管理報告有更高的可靠性，企業可

以自行委請第三人檢視報告內的各項資訊。永續企業經營要求應遵守好的企業

經營的基本原則，這些範圍比公司討論更為廣泛，且已規定於德國公司治理規

約（Deutsches Corporate Governance Kodex），也就是好的企業經營基本原則為德

國永續規約的重要參考。 

 

由於 2014 年第 95 號 CSR 指令要求全體會員國必須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前轉

換完成國內立法，因此在德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的會計年度開始在財務

報告適用揭露非財務資訊的新規定。因此，至少必須揭露下列的事務39： 

1. 說明公司的業務模式； 

2. 說明環境事務； 

3. 說明社會事務； 

4. 說明員工事務； 

5. 說明尊重人權； 

                                                        
38 Andreas Hecker, Gutachterliche Stellung: Untersuchung zur Umsetzung der “CSR-Richtlinie” 
in Deutschland unter Berücksichtigung der Initiative “Deutscher Nachhaltigkeitskodex”, 2015 
Düsseldorf, S.7. 
39 Andreas Hecker, Gutachterliche Stellung: Untersuchung zur Umsetzung der “CSR-Richtlinie” 
in Deutschland unter Berücksichtigung der Initiative “Deutscher Nachhaltigkeitskodex”, 2015 
Düsseldorf, S.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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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說明防制貪污及賄絡； 

7. 說明其他對公司業務執行重要的非財務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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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馬來西亞的作法 
 

各國的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並非一致，其考慮的面向多有不同。以馬來西亞公司為

例，部分的影響因素是關於宗教與伊斯蘭教教義下的商業行為。馬來西亞公司相

當注重例如穆斯林與中國宗教節日時，舉辦相關慈善活動。許多產油與礦產豐沛

的國家，反遭受經濟發展狀況不佳、政治與軍事衝突，這被稱之為資源詛咒

（resource curse）。但部分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則是克服了資源詛咒，又實現

了經濟成長的數數國家。而國家成功克服資源詛咒的關鍵與否，在於管理的品質

（quality of governance）。這除了包含穩定收入或設置救助基金外，也是強化了

廣泛的社會治理（wider societal governance）
 40

。 

 

馬來西亞的 CSR 發展，主要是透過政府加以推動，該國雖並未以法令加以強制

規範，但仍擬定了 CSR 架構與方針。除了依循原則與方針外，CSR 的制定能需

依照公司的營運及其商業模式加以編製
41
。而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The Bursa 

Malaysia）則是將規定公開發行公司（public listed companies）均有義務要編製CSR。

而其主要要點在於環境、社區、市場、工作環境與地點
42
。 

 

馬來西亞的礦業發展法規，其法源主要可區分為兩部分。一是由聯邦政府所制定

『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Mineral Development Act，簡稱 MAD），主管機關為

『馬來西亞礦業地質局』（Department of Minerals and Geosciences of Malaysia）；

另一則是由各州政府所頒布之『礦業法規命令』（State Mineral Enactment，簡稱

SME），主管機關為各州的土地礦物部（State Director of Land and Mines） 
43
。 

 

依照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第 3 條之規定，礦務部長(Minister)係指負責礦業與礦

產之政府官員。依照該法第 4 條之規定：(1)部長基於本法規定之職責，應任命

                                                        
40 Professor Jędrzej George Fryn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Oil and Gas Sector,  
The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 2(3):178-195 · October 2009 
41 https://csrmalaysia.org/csr-the-way-forward/  (最後瀏覽：2018/10/3 ) 
42 https://nwaconference.org/the-bursa-malaysia-csr-framework-6110/  (最後瀏覽：

2018/10/3 ) 
43 
http://malaysianmineral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47&Itemid=1
80(最後瀏覽：2018/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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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一名擔任礦業局長。(2)部長應以本法規定之職責，任命數名礦業副局

長、礦業處長、代理礦業處長（Deputy Directors of Mining Assistants）、礦業科

長、資深礦業科員，以及其他與執行目的相關之高階人員。故部長具有主要的

人事任命權。然而依照同條第(3)項規定，所有依照本條前項(2)規定受任命之高

階人員，均須依照局長之指揮監督；第(4)項規定，根據本法所任命之職員，均

視為刑法意義之公務人員。是以，就實質指揮監督之指揮監督權限，則由局長

負責。 

 

從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之內容，不難發現馬來西亞對於經營礦業之業者，除了透

過 CSR 的方式，促使其負擔相關企業社會責任外，政府參與礦業經營的監督影

響力甚高。而相較於我國現行礦業法之規定，例如礦業法第 63 條『主管機關得

派員檢查有關礦業之簿記或設備，礦業權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其違反

效力依照礦業法第 72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三、違反第六十三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其違反效力最高僅

為裁罰三萬元罰鍰，而且主管機關不具任何強制力的調查權，權限與裁罰程度所

有侷限。 

 

以下即就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之特色加以介紹說明。 

 

壹、馬來西亞礦業經理人介紹 

 

而馬來西亞礦業之特色之一，為礦業權者需設置『經理』一職，此部分規定於馬

來西亞礦業發展法第 14 條『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須設

立礦業經理人（manager）』。換言之，礦業權者依法必須任命一經理，而該名

經理是由科長所指派，由此可見馬來西亞之礦業經營上，政府介入的色彩十分濃

厚。另根據同條第 7 項規定，經理不僅需負責管控及日常監督採礦之進行，還需

居住於該礦區之鄰近區域，除非科長另有書面同意可居住於他處。依照第 9 項之

規定，倘因礦業工作已經超出經理管控及日常監督採礦之能力負擔，如科長認為

確有上開情況，則可另行任命經理，依照科長之指示，負責管控及監督事務之進

行；而該名經理仍需依本法之規定，為事務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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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之權限包含： 

 

一、經理之指揮監督及異議處理程序 

 

如上所述，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須設立礦業經理。依據

第 14 條第 7 項之規定，經理應：(1)負責管控及日常監督採礦之進行。(2)居住於

該礦區之鄰近區域，但如科長有書面同意時，則不再此限。依照第 11 項之規定，

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經理、副理、或依前項任命之經

理，均應確保整體礦業營運之安全性並符合本法之規定。 

 

依照第 15 條規定，礦業經理為確保礦業人員之安全或健康，或在科長之要求下，

得以書面方式，要求任何礦業之受雇人員遵守其書面指示。書面指示的副本應送

交科長收執，如科長未在收執該副本後 30 日內向礦業經理提出異議，則在該副

本將發生效力，但不得牴觸該法律之內容。(3)如科長不同意所提出之上述副本之

建議，應在收執上開副本後 30 日內，將其認為應變更、增修或替代其認為適當

之指示，通知礦業經理。(4)如果經理不同意科長所提出之上開變更、增修或替代

其認為適當之指示，經理得將上開爭議送交處長，由處長為最終決定。(5)依據本

條作成之有效書面指示，除經科長命令終止該指示，該書面指示均有效力。 

 

二、礦業工作計畫保管義務 

 

依照第 16 條之規定，礦業經理應將詳實的礦業作業計畫（plans of the working）

存放於辦事處（office），為作成上述礦業工作計畫，其所依據之實際調查行為

間隔不得超過六個月。任何基於先前之調查行為，所增加的工作或範圍，仍須進

行調查並載明於上開計畫中；倘未進行調查並載明於計畫中，不得為之。當礦業

計畫有所更新時，經理應將自最後一次提出計畫後，更新之計畫內容之影本，將

該影本確認後送交科長。經確認後之礦業計畫影本，應由科長保管於其辦公處所，

且不得再為任何翻印、重製或描述相關資料之行為。非經科長同意，不得由第三

人閱覽。如科長收受礦業計畫後，對於計劃之準確性及完整性仍有疑義時，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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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授權之形況下，指示調查員調查礦業相關工作，調查費用由取得特許採礦許

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負擔。如礦業官員要求時，經理應將計畫提交予礦

業官員。且如經礦業官員要求時，經理應標明現時礦業工作所進行之進度為何；

礦業官員對上述所標明之進度得加以檢驗，並要求取得計畫影本。 

 

第 17 條規定，礦業經理應依下列所規定之形式，保存相關紀錄文件，且需包含

礦業運作之相關資訊。、礦業之紀錄文件，應依下列方式處理：(1)僅得於本法規

定事項範圍內，輸入相關紀錄。(2)於任何合理之時間，可供礦業官員審查。(3)

持續更新並於良好狀態保存。礦業官員檢查礦業工作或其附屬工作時，應紀錄該

檢查官員之檢查摘要，及所提出必要之要求。礦業官員所為之報告紀錄，不因其

內容有無記載而影響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採礦租賃權人或礦業經理之

義務。除經科長以書面只是要求保存較長期間外，於相關紀錄文件停止紀錄礦業

之用時，礦業經理保存紀錄文件之期限以 12 個月為限。 

 

貳、礦業權者之礦業工作進行程序及相關規範 

 
一、礦業權者之採礦申請相關程序 

 

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規定中，礦業權者包含任何持有探礦許可證、探勘許可證、

特許採礦許可證、或取得採礦租賃權之權利人。依照第 9 條之規定，任何持有探

礦許可證、探勘許可證、特許採礦許可證、或取得採礦租賃權之權利人，在依據

成文法之規定註冊礦產使用權後之 30 日內，須將其礦產使用權之副本送交給處

長及地質探勘局長；礦產使用權人如有變更地址時，需在地址變更當日起算 14

日內，以書面將其變更後地址送交處長及地質探勘局長。依據第 10 條之規定取

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有採礦租賃權之人，在進行發展工作或進行採礦業

務之前，需向處長提交一份採採礦營運計畫（operational mining scheme），該計

畫係以在具有礦產使用權之土地區域範圍內，進行發展工作及採礦業務之計畫。 

 

採礦營運計畫依照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應包含(1)預計開始生產之日期(2)礦業

使用權期間內（term of mineral tenement），所預估之年度原礦石生產計劃表（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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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ore production）。(3)採礦之工作計畫。(4)處長（Director）以書面規定或要求

之資料。 

 

如果需要修正採礦營運計畫時，依照第 10 條第 3 項之規定，取得特許採礦許可

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得就已經核准之採礦營運計畫進行修正，但須經處

長核准。而與採礦營運計畫不相符合之採礦行為或工作，於處長同意該修正後之

採礦營運計畫前，不得為之。 

 

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第 11 條課予礦業權者通知的義務，依該條規定，取得探礦

許可證（prospecting licence）或探勘許可證（exploration licence）之權利人，於開

始著手進行探勘調查(exploration)行為日起之七日前，將所欲進行探勘調查之意

思，書面通知處長及地質探勘局長（Director General of Geological Survey）。取得

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於開始著手進行任何發展工作

（development work）行為日起之七日前，將所欲進行發展工作之意思，書面通知

處長及地質探勘局長（Director General of Geological Survey）。 

 

二、採礦權者之遵守營運計畫與相關規範義務 

 

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或採礦租賃權人依照第 12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遵

守依照第 10 條之規定所取得核准之採礦營運計畫，並依該採礦營運計畫之內容

進行發展工作及採礦。第 13 條規定，就礦產或礦石之尋礦（fossicking）、篩礦

（panning）、探勘、開採行為，就所應採取之良好及安全作業程序及環境標準，

須符合本法及其發環境法規之規定。 

 

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取得特許採礦許可證之權利人、採礦租賃權人或礦業

經理有使用到水時，應採取必要措施，確保該被使用之水於離開礦業區域或廢棄

物保留區時，能符合明訂之水質標準。倘未有明訂之水質標準，則該被使用過之

水於離開礦業區域或廢棄物保留區時，不得含有對於人類、動植物有害之固態、

化學或其他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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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規定，任何從事尋礦、篩礦、探勘、開採行為之人均應採取合理之措施，

以防止或減輕對於礦區土地之侵蝕或影響。任何礦區土地之權利人（holder of the 

mineral tenement）及其經理，均需依照科長之指示，提供或進行保護工程之維持，

或其他必要措施，以防免具侵蝕性之產物被排入河流或排水系統中。 

 

第三節：小結 

 

歐盟已經發展成一個無內部邊界的單一市場，為了防止扭曲市場的自由流通與

公平貿易、以及符合國際的環保標準、勞工權益及消費者保護，因此歐盟不斷

整合全體會員國的法規，2014 年第 95 號企業社會責任指令要求全體會員國必

須在 2016 年底前轉換立法遵循 CSR 的標準，德國已經完成國內立法，在商法

中明文規定揭露非財務資訊的義務，並要求企業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的會計

年度即在財務報告依法揭露非財務資訊。 

 

由馬來西亞礦業發展法之相關規定，不難看出政府對於礦業經營之重視與強力

介入。包含礦業權者所應設置之經理一職，需科長同意，實質上形同官派職員，

功能上也類似具有礦業權者與政府主管機關之間的架橋。而經理責任也相當重

大，除需負責保管相關文件，也須確保礦業人員從事礦業工作期間的生命身體

健康與安全。 

 

企業必須落實 CSR，重要的是應制定一套 CSR 標準供企業遵循，並評價 CSR 的

執行績效，企業可以分析自己的 CSR 行為發展，全球指數可以作為在 CSR 實踐

持續改善的內部措施。這已經是全球的發展趨勢潮流，企業藉由內部的組織政

策或企業倫理策略而自我檢討經營績效，以符合國際標準。因此，企業社會責

任可視為是企業自律的行為模式。 

 

  



25 
 

第二章：實地訪談礦業者與當地居民 

 

第一節：礦業公司訪談結果 

 

受訪談的礦業公司如下：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信

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旭華

石業股份有限公司、明原矽砂有限公司、建順矽砂礦業、三泰石業有限公司、

吳馥如矽砂、宜大石礦股份有限公司。 

 

本研究團隊實地至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台東各主要礦區訪談礦業公司，

主要針對下列三大議題與礦業公司交換意見： 

 

壹、提出礦業 CSR 報告書的看法 

 

2014 年金管會強化上市上櫃公司強制編製 CSR 報告書，營收額達 100 億元以

上的上市上櫃公司必須提出 CSR 報告書，2017 年調整至 50 億元以上的上市上

櫃公司，擴大要求上市上櫃公司編製 CSR 報告書。台泥、亞泥、信大、潤泰、

台灣中油等大型礦業公司因為營收額達到金管會上市上櫃公司強制編製 CSR 報

告書辦法的規定，因此已經依規定每年編製 CSR 報告書，但中小型規模的礦業

公司有為股份有限公司但未上市或規模小（例如家族企業）而未編製 CSR 報告

書。 

 

在訪談過程中，計畫主持人向業者闡明 CSR 報告書對於礦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大部分的業者願意配合礦業法修法編製 CSR 報告書，同時希望未來 CSR 報告書

編製辦法應區分大小礦而揭露不同程度的資訊，並建議工會與主管機關應扮演

輔導單位的角色，協助小規模的業者編製 CSR 報告書，主管機關應宣導永續的

礦業政策，特別是規模小的業者希望礦務局應提供 CSR 報告書範本，以供遵循；

但仍有礦業公司相當反對 CSR 報告書，主要理由是開採構想書、施工計畫書實

際上已經有揭露資訊水土資訊、植生復原，因此認為不需再編製構想書，徒增

礦業者的生產成本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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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回饋當地居民（含原住民）的看法 

 

有部分受訪談礦業公司表示礦場周邊無居民或無原住民部落，例如竹苗地區的

矽砂礦場為業者私有土地，與當地居民關係良好。整體而言，受訪談礦業公司

實際上對於當地居民（含原住民部落、周邊居民）已經實施敦親睦鄰措施（包

括贊助當地社區敬老活動、敬老慰問金、寒冬送暖活動、獨居老人的社區關懷、

狩獵祭、當地社區小學運動會、弱勢孩童課後輔導、村里道路建設等）及回饋

措施，有些受訪談礦業者並出示回饋金捐款收據，因此全部受訪談礦業者很難

接受礦業法修法增訂提高礦產權利金作為回饋金的來源。 

 

以宜蘭南澳鄉為例，轄區周邊有台泥、信大與潤泰三家水泥製造廠，但採礦區

位於花蓮縣或宜蘭縣，例如宜大石礦股份有限公司的礦場在南澳鄉，但碎石場

在冬山鄉，運送礦石的聯外道路經過蘇澳鎮，這種跨境的採礦、運送與初級加

工碎解礦石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形成一個特殊的現象。鄰縣收取的礦石地方稅未

必能真正使用於受污染影響的鄉鎮，反而是由轄區礦業者共同出資維護道路，

宜蘭縣冬山鄉安平社區的道路維護就是由當地業者宜大、潤泰與宜聯鋼鐵場共

同出資回饋當地社區。 

 

歸納而言，宜蘭、花蓮與苗栗三縣政府有回饋金及地方稅規定，位於花蓮縣的

礦業公司均對於花蓮地方稅深表不滿，形同苛政，礦業者已經繳納許多地方稅，

如果再要求提高礦產權利金比例作為回饋金，如同殺雞取卵，對於礦業者非常

的不公平。因此，本研究團隊建議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討礦產權利金與地方稅的

課徵標準與關係，同時回饋金應專款專用，由主管機關統籌審定回饋金及發放、

回饋應檢具單據申請，而不是空泛的規定回饋，同時應僅限於當地居民的回饋，

過度強調對於原住民的回饋，對於礦場所在無原住民居住的業者很難具有公信

力與說服力，反而容易引起租稅不正義與潛藏族群分化及對立的社會現象，因

此應審慎規範礦業法修法的回饋機制。 

 

不公平的回饋修法有可能導致業者關場出走，受訪的礦業公司表示，大部分員

工均為當地原住民，礦業者提供原住民工作機會（有部分業者全部的員工都是

原住民），而實際上當地居民並沒有非常反對礦業公司在當地的採礦活動，礦

業者已經採取相當的敦親睦鄰措施及回饋贊助當地社區活動，例如台灣中油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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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有『睦鄰工作要點』，整體而言礦業者與當地居民普遍互動良好，

一旦礦業者關場出走外移，原住民恐有失業的危機，反而造成社會不安的隱憂。 

 

參、提高權利金比例作為回饋金來源的看法 

 

這些受訪談礦業公司分為水泥礦、大理石礦、雲母礦、蛇紋石礦、矽砂礦、石

油及天然氣礦，由於這些礦區分布在台灣東西岸與不同縣市，因此對於所在縣

政府是否課徵地方稅（例如土石稅、礦石稅、景觀稅等）亦有不同的看法，歸

納礦業公司對於地方稅的看法如下： 

1. 苗栗縣雖無地方稅，但水土保持法規定水土保證金，為工程款的 30%已是

沈重支出。 

2. 宜蘭縣有地方稅（廢土稅、礦石開採特別稅、裸露面積特別稅即景觀稅）。 

3. 花蓮縣有地方稅（土石稅、礦石稅）。 

4. 台東縣有地方稅（土石稅）。 

 

依據受訪談礦業公司的答覆與提供的佐證資料，依據水土保持法與林務局的相

關規定，事實上各礦場均依照規定一邊採礦一邊植生復原與進行水土保持，以

台泥蘇澳礦場為例，完全依據林務局對於林班地租用的復育要求的規定，已經

進行植生復育計畫，並積極與宜蘭大學進行產學合作以改善土壤品質，以期使

土質可以植生復育。台泥蘇澳場認為林務局徵收植生擔保金，以造林施工 1 公

頃的費用乘以 6 年計算擔保金。宜大石礦股份有限公司反應林道租金與植生綠

化保證金逐年提高，對於業者已經是很大的負擔，土地由不同權責機關管理收

取不同名目的稅金，因此非常不能認同礦業法修法仍要提高礦產權利金作為回

饋金之來源。 

 

整體而言，礦業公司可以接受回饋機制以填補對於當地居民的損害，但對於地

方稅的徵收名目過多，甚至超過中央稅，業者普遍質疑政府已經收取這麼多各

式各樣的稅，仍要求礦業公司應提高礦產權利金作為回饋補償金，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租稅公平正義，深表不滿與遺憾。尤其部分礦業公司（例如矽砂礦與

中油）質疑礦場所在區周邊並無原住民部落，也沒有居民，但是回饋只給予原

住民似乎不符合族群融合的精神，反而造成族群對立與分化族群，這對於台灣

社會未來發展是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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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受訪談礦業者對於礦業用地、林班地、原住民保留地分散於不同的法律規

定，未來應重新統整法規，本研究團隊建議，若土地屬於礦業用地應統一由礦

務局統籌管理，以便對於礦場作業完畢或採掘跡的後續植生復原、水土保持及

土地的二次利用（例如轉型設立為自然生態公園或景觀公園）統一管理，而達

到礦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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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區及訪談區位分佈圖    問卷區 訪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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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針對回饋補償機制議題， 

        訪談部落與礦區當地居民結果 

 
壹、 本研究團隊研究深入礦區部落實地訪談當地居民 

     與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團隊主要前往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澳花、武塔、花蓮縣秀林鄉新城山

礦區周邊部落進行實地訪談調查當地居民的意見，綜合訪談意見如下： 

1. 部落居民與村長對於宜蘭縣的土石稅毫無所悉，不知道宜蘭縣政府是否有將

地方稅轉為對礦區的回饋金。 

2. 目前在南澳地區的礦業公司為台泥、信大與潤泰三家，由於這三家主要為水

泥製造廠，而非採礦，因此居民普遍認為空氣污染嚴重、土石流嚴重，但這些

環境問題似應由環保署或宜蘭縣環保局進行處理，不屬於礦務局的權責事務。 

3.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村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總幹事亦表示不知道宜蘭

縣政府對於礦業公司已經徵收地方稅作為回饋金，希望未來的回饋機制應透明

化，應有一套合理的管理辦法，回饋應以部落或村里為單位發放回饋金，以改

善當地社區的基礎設施。 

4. 由於宜蘭縣南澳地區為生產水泥，但採礦在花蓮縣，對於花蓮縣政府收取地

方稅卻在宜蘭縣製造水泥未給予南澳鄉相對的補償深表不滿，因此建議未來的

回饋辦法應明訂由主管機關統籌管理運用。 

5. 澳花村長認為土石流嚴重應關廠，不要礦場、不要回饋，堅持不要破壞環境

生態，應回復自然景觀。 

 

本研究團隊並訪談花蓮縣秀林鄉都魯彎文教協會理事長田貴芳先生，雖然亞泥

礦場位於秀林鄉富世村緊鄰部落，雖然亞泥繳交 3.5 億的礦石稅給花蓮縣政府，

但當地居民對於亞泥的回饋毫無感覺，而亞泥實際上除了繳地方稅外，並額外

有進行很多的敦親睦鄰活動與提供部落居民工作機會。當地居民希望花蓮縣政

府應將礦石稅等礦業地方稅專款專用，將礦業公司繳交的地方稅使用於部落的

基礎建設。 

 

為達成共存共榮之目標，應該由礦業公司將作業完畢的礦場轉型為自然生態公

園或景觀公園，可由原住民部落經營管理與提供部落居民工作機會，同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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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保存部落文化。由原民會依法推動部落召開的『部落會議』也希望『歷史

不正義』與『礦業永續經營對當地居民生活影響』分開理性處理，以太魯閣國

家公園對富世村的限制、國家公園法的不當限制規定侵害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保

存，雖然國家公園法對於原住民有工作保障工作，但實際上部落居民只在國家

公園內擔任清潔工作。因此，期盼礦務局應切實執行礦業永續政策，使礦業公

司與當地居民形成一個共存共榮的『生命共同體』。 

 

貳、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團隊的問卷調查主要是以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苗栗縣、新竹縣等

地方的礦區居民為主進行填答，回收份數為 535 份，問卷調查結果統計暨圖表

詳見附件二。回收問卷中，有些問卷並未完全填答，因此各項問題的數字並非

完全相同。由這些回收問卷結果進行分析，可以歸納出下列的結果： 

1. 礦區居民主要仍是以原住民族為主； 

2. 受訪者男女性別差距不大，幾乎男女各半； 

3. 已婚的居民佔大多數，其中 50 歲以上的受訪者佔 398 人，高達 74.39%，

顯見礦區居民以老弱婦孺為主； 

4.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在高中（職）以下（含不識字者）有高達 384 人，佔 71.7%； 

5. 絕大部分居民（高達 91%）並未參與環保團體，顯見環保人士基本上並不

是礦區當地居民； 

6. 大部分居民（363 人；66%）並不知悉所居住的地方有礦區； 

7. 有高達 401 位受訪者（85%）認為礦業法修法應給予回饋補償，而大部分居

民對於回饋方式主要為支持強化水土保持及給村公所經費，以維修公共設施，

有半數以上（301 人）的受訪者傾向於以村（里）為回饋發放對象； 

8. 對於礦場停止作業後的後續處置，大部分的受訪者（348 人）傾向於由礦業

公司將原有礦業用地轉型為設立生態公園，以期由礦業公司與當地居民共存共

榮發展礦區； 

9. 有趣的是，大部分的受訪者（390 人，佔 77%）並不知道政府對於礦業公司

徵收各種稅捐（包括中央稅與地方稅），絕大部分受訪者並未感受到礦業稅有

運用到自己身上。這一點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應如何將礦業稅專款專用以回饋

補償當地居民； 

10. 大部分的受訪者同意應依據破壞區域的大小、遠近及受損害程度大小決定

回饋金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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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回饋機制與辦法之可行性 

 

透過歷次座談會之舉行，綜合與會人士與本計畫執行之研究後發現，主要重點

之一在於原住民回饋及補償，以及土地二次利用等爭議，但從本計畫所做之問

卷調查結果， 87%之受訪者並不認為回饋或補償有用於自身。而礦業權者本身，

除認為已積極從事敦親睦鄰之回饋措施外，現行稅賦名目繁多，稅捐負擔日益

沉重，恐不利於我國礦業發展。結合各方意見，本報告認為應以「回饋或補償

措施能讓原民有感，於法有據，公平合理，不應使礦權業者有不必要或不合理

之負擔。以兼顧礦業發展、環境復育，以及原民及受影響住民權益。」為立法

方向。從而，本報告以下將分就「行政院」所提出之礦業法修正草案第 55 條之

1，與「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通過之礦業法第修正草案第 55 條之 1，分析

其立法結構及相關問題所在，並結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條文相互說明，以使

相關爭議更為明確。 

 

第一節：行政、立法兩院就礦業法第 55 條之 1 差異說 

 

壹、法規內容差異 

 

行政院及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通過，目前正在協商的提草案內容及原住民族

基本法之相關規定： 

礦業法修正草案第 55 條之 1，依據行政原第 3579 次會議之意見，訂為： 

（第一項）『主管機關應提撥依第五十四條規定所收礦產權利金之一部分，

作為必要之回饋措施所需經費。』 

（第二項）『前項費用之計算方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目前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通過之礦業法修正草案第 55 條之 1 訂定為： 

（第一項）『主管機關應提撥依第五十四條規定所收礦產權利金之一部分，

作為必要之回饋措施所需經費。』 

（第二項）『前項回饋經費，原住民族地區應從優考量。』 

（第三項）『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採礦

者，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營利所得，應提撥

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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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第一項費用之計算方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涉及原住民地區者，由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由上比較可知，行政院版本與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通過之礦業法第 55 條之 1

第一項規定並無不同；行政院版本第二項之規定，於立法院版本則移列第四項

前段；第二、三及第四項後段則為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後增列。立法院版本

第三項所提到之『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是來自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8 條所

規定『政府應設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業務、輔導事

業機構、住宅之興辦、租售、建購及修繕業務；其基金來源，由中央政府循預

算程序之撥款、住宅租售及相關業務收益款、原住民族土地賠償、補償及收益

款、相關法令規定之撥款及其他收入等充之。』 

 

而立法院版本第三項所謂『…其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即為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前

二項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

經費。」之規定內容。而參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釋義『五、土地開發：指

於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從事下列各款之行為：（三）礦產或土石之鑽探、採取

工程及其碎解、洗選、冶煉、儲庫等其他增進產能設施之興建、增進產能或擴

建』故可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之適用上，已包含「礦產或土石之鑽探、採

取工程及其碎解、洗選、冶煉、儲庫等其他增進產能設施之興建、增進產能或

擴建」之行為。 

 

貳、礦業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位階 

 

如上所述，礦業法修正後，部分條文之適用勢必將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發生交錯

適用、相互援引之情況。故倘兩者產生杆格衝突之際，應如何適用，即為首要

處理之爭議。參酌相關司法實務見解，本研究報告認為原住民族基本法本質上

應為基本法、普通法之位階，礦業法為特別法之位階。亦即，僅有在特別法(礦

業法)漏未規定時，始回歸普通法(原住民族基本法)補充適用；如兩者適用上發

生衝突時，則應以特別法優先適用。其理由依據如下： 

1. 原住民族基本法於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第 1 條立法宗旨，『為保障原住民

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係，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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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是針對特定領域事項制定基本原則、準繩與方針，主要目的在

於補充憲法之不足，並且作為該領域政策的指導與基礎，可將該領域之施政及

國家責任、人民的權利義務作原則性的規範，也可授權立法或行政機關制定相

關法令，具體規定內容，因此並不具有準憲法之地位。 

 

2. 司法實務的見解，在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6852 號行事判決即闡明，原

住民族基本法性質上為普通法、廣義法，森林法為特別法、狹義法，因此依據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優先適用森林法。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9

年度上訴字第 238 號刑事判決亦維持此一見解，原住民族基本法性質上為普通

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為特別法，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優先適用野

生動物保育法。同理，原住民族基本法性質上為普通法，礦業法應屬於特別法。 

 

總而言之，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法律位階是法律，屬於實施憲法基本權利規定的

施行法。綜觀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7 條與第 18 條

的規定本旨，政府應訂定相關的政策，設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以辦理

各項業務，基金來源由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但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

通過的礦業法第 55 條之一第三項卻是要求礦業者的『營利所得』提撥一定比例

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 

 

第二節：依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版本礦業法第 55 條之 1 修正草案設

計，並兼顧『從優考量原住民族地區回饋』之可能性 

 

由於立法院付委經濟委員會通過版本有上述諸多法制與執行之疑慮，故仍建議

以行政院第 3579 次會議所提出之修正草案為妥。而行政院所提出之礦業法第

55 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內容為(第一項)『主管機關應提撥依第五十四條規定所

收礦產權利金之一部分，作為必要之回饋措施所需經費。』(第二項)『前項費

用之計算方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為讓回饋措施能具體並直接落實，並使礦業活動而受影響之人對於回饋措施有

感。當主管機關依礦業法及礦產權利金及礦產權利金收費辦法等規定，向礦業

權者收取權利金，按一定比例提撥（目前暫定為石油天然氣礦為 20%、金屬礦

為 50%、非金屬礦為 50%）後，即作為回饋措施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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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措施經費的分配比例與用途，主管機關在制定上或可採取下列模式： 

 

 

        10% 

10%                        

 

         

 

        80% 

         

 

 

        

 (回饋措施經費分配) 

 

上開制度設計，主要是以與礦業權者造成影響的緊密性強弱為分配；設籍於礦

業權者所造成影響範圍內之人，原則上所受影響最鉅，受回饋補助之比例應最

高。另方面，且慮及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等地方自治團體多已向礦

業權者收取地方稅賦或補助，不宜再受有過多經費補助，反而侵蝕真正設籍於

受影響範圍內之人受領回饋金之權益。故分配比例定為撥放給直轄市、縣(市)

者為 10%、鄉(鎮、市、區)者為 10%，作為地方自治事項之經費。而就經費之

使用於自治事項上，直轄市之自治事項則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縣(市)政府

則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鄉(鎮、市、區)自治事項則參照地方制度法第 20

條；其餘部分，區域內全體受影響人實際領得之回饋金，則佔撥放比例 80%。 

 

然而，在上述架構下，需再探討者為佔回饋措施高達 80%的回饋金，應如何發

放始能確實由受影響人領取該回饋金。在制度設計上，當主管機關收取礦產權

利金，並按照一定比率提撥回饋措施經費後，將經費撥放給位於受影響範圍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則按照上述規定之比率編列預算，並

進行後續撥款及發放。此外，亦限制需在一定期限前完成撥款及發放回饋金，

避免因行政作業或人為因素介入，導致中央政府雖有撥放回饋金，但受影響人

實際上卻未能領得回饋金之情況。倘未於年度決算前完成發放，則為發放完畢

之回饋金則繳回國庫，權益影響之責任歸屬，則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負責。

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經費 

鄉(鎮、市)自治事項經費 

受影響人之 

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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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際進行發放權利金，鑒於受影響範圍往往屬於深山或地點偏僻之處所，受

影響權利人連外交通不易，而與受影響人生關聯較為緊密者，多半為該地之村

(里)長。故可採取由鄉(鎮、市、區)公所造冊列表符合權利金受領資格之人的年

籍資料後，責成村(里)長依照名冊發放回饋金。 

 

此外，由於臺灣原住民有其歷史淵源及文化特性，對於位在受影響範圍內之原

住民而言，其受影響的內容不僅僅只縣於一般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更

可能包含影響其傳統祭祀、狩獵、採集等傳統文化(例如位在受影響範圍內之動

植物，因礦業行為而減少甚至絕跡，導致原住民事實上已無法在該區域內進行

狩獵或採集)。是以，為落實國家轉型正義之方向，在進行分配上，倘若涉及『原

民地區之鄉(鎮、市、區)』以及『非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則『原民

地區之鄉(鎮、市、區)』應增加權重比率，暫定增加之權重比率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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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回饋金撥放流程圖 

 

        礦產權利金 

 

 

 

 

 

             製作受影響區域之村(里)列表 

 

 

                                                依比率編列預算： 

                                                1.直轄市、縣(市)自治 

                                                  事項經費占 10%。 

                                                2.鄉(鎮、市、區)自治事 

                                                  項經費占 10% 

                                                3.回饋金占 80% 

    

 

 

 

 

 

 

          1、統計回饋金受領權人人數 

          2、造冊檢送礦業主管機關 

          3、將受領權人之年籍資料造冊列表 

       

        責成 

                                         

礦
業
權
者 

礦業 

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 

地方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村(里) 

長 
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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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及建議事項 

 

『礦業為工業之母』，礦業是國家經濟發展最基本的產業，以矽砂為例，為工

業製品、玻璃、太陽能板、磁磚、精密機器、防火衣、耐熱磚、綠色建築等主

要的原料來源，也形成一個產業供應鏈的基礎。台灣的礦種繁多，除了水泥礦、

石材礦以外，還有許多精緻礦，例如雲母礦、矽砂礦。由於採礦技術亦隨著科

技進步而提昇，另外隨著環境保護意識抬頭與對抗氣候變遷的嚴峻挑戰，事實

上礦業者亦意識到環保的國際潮流，也已經相當注重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以解

決環境污染的問題，礦場隨時植生綠化與進行水土保持的工作。 

 

台灣的礦藏可以提供許多產業的基本原料，例如豐富的大理石礦，未來主管機

關應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輔導角色，將礦石研發為更高附加價值的原料，從採礦

業到尖端材料形成一個產業的供應鏈，同時應輔導採礦業者培訓當地居民加工

礦石的技術，以發展成為精緻工業的原料，使礦業者及當地社區形成共存共榮

的生命共同體，不僅傳授當地居民尖端的加工技術，提供當地居民工作機會與

謀生的技巧，同時達到礦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壹、更合理的礦業稅收 

 

中央稅與地方稅因為地方自治條例的施行已經形成一個奇怪的現象，礦產屬於

國家資源，中央只能徵收礦產權利金，但地方政府卻徵收各種名目的礦稅（例

如土石稅、礦石稅、景觀稅）幾近於巧立名目勒索礦業公司、但最為人詬病之

處為這些地方稅未專款專用運用於礦區或礦場所在的環境改善與當地社區的生

活品質補償，因而導致礦業者與當地居民的緊張關係及誤解對立，因此本研究

計畫建議礦業主管機關應提案在一個更高層級尋求一個跨領域的解決方案，重

新檢討礦業稅在中央與地方的課徵方式。 

 

貳、落實礦業 CSR 

 

為達到礦業永續經營及使礦業公司與當地居民共存共榮之目標，落實礦業 CSR

報告書編製有助於礦業公司檢視永續經營的績效與負起社會責任。因此，主管

機關有必要擬定 CSR 報告書編製辦法，以供礦業公司遵循。由於目前礦業法修

法草案並未明確指明施行礦業 CSR 報告書，但 CSR 已經成為國際潮流，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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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永續經營及與國際接軌，當然未來仍有待進一步研議落實礦業 CSR。本研

究團隊建議未來礦業 CSR 報告書編製重點如下： 

1. 為落實礦業永續經營之目標，CSR 報告書應一體適用，礦業公司不論規模大

小一律必須提出 CSR 報告書。未來主管機關應扮演更重要輔導的角色，協

助中小型業者製作 CSR 報告書，尤其是應提供 CSR 報告書範本，以供中小

型業者遵循。 

2. 由於目前礦業公司編製 CSR 報告書並無明確規定，未來礦業法修訂通過將

解決目前欠缺法律依據的現象，可加強法律的安定性與落實礦業永續發展的

目標。 

3. 但由於開採構想書、施工計畫書已經有環保措施的相關規定，因此本研究團

隊建議應將開採構想書與施工計畫書的內容納入 CSR 報告書，以避免重複

製作 CSR 報告書，增加業者不必要的花費負擔；對於已經依據金管會規定

製作 CSR 報告書的大型礦業公司，本研究團隊建議相關礦業者得以提交金

管會的 CSR 報告書取代。 

4. 針對資訊透明化部分，本研究團隊建議礦務局應建置網頁公告全國礦業公司

CSR 報告書網頁連結，以供社會大眾點閱 CSR 報告書，以期符合資訊公開

與透明的目標。 

5. 為與國際接軌，建議 CSR 報告書內容應遵循國際公認的 CSR 守則，應涵蓋

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個面向。簡言之，經濟資訊主要為礦業公司財務報告的

財務資訊揭露；環境面向主要為開採構想書、施工計畫書的環保要求、水土

保持、植生復原措施、礦業作業完畢的後續處置；社會面向則應著重於礦業

公司對於員工健康與安全、工作條件、礦場安全培訓教育及進修、以及礦業

公司的敦親睦鄰政策、與當地社區及居民的互動。 

 

參、關於礦業用地於作業結束的『土地二次利用』 

 
因現行的土地分屬於不同權責機關，而造成無法有效的『土地二次利用』，採

礦作業完畢後的後續處置因為現行法規而使得礦業公司的關閉後續處置無法落

實，因而形成露天開採所遺留下來的面貌無法做有效的地貌改善或轉型為自然

生態景觀公園的二次利用，這種現象是造成難以落實礦業永續發展及礦業者與

當地社區共存共榮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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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二次利用』部分，多數受訪者認為應設立生態公園，但經計畫主持人實

地查核，並與礦業權者及主管機關座談後，發現部分低海拔之礦區或可採用建

設生態公園之模式，但在高海拔、人跡杳然之處是否仍宜設置生態公園，恐仍

有詳加考慮之必要。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居民傾向對於礦業用地於作業結束停採的後續

處置，例如將礦場轉型設立生態公園，多表贊同。基於永續的礦業經營及共榮

共存的目標，並兼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6 條與第 17 條的

規定，本研究團隊建議對於礦業用地的『土地二次利用』應進行跨部會的整合，

通盤宏觀長遠考量土地管理、有效的利用土地及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同時為當

地居民帶來經濟發展的利基及給予外地人認識礦區的原貌與台灣礦區的發展歷

史。 

 

目前林務局要求在林班地開採的礦業者進行植生復育，以期回復原狀，但這種

作法只是消極的回復生態，但有些礦場恢復原狀的困難度高，而事實上礦業者

在開採作業的過程已經逐步進行植生復育，再加上礦種與礦區區位的不同，未

來林務局應新增相關的陪套措施，應審酌考慮礦種與區位思考礦業用地的『土

地二次利用』。以亞泥案為例，屬於裸露開採，適合轉型為生態景觀公園，可

以由礦業者按照其施工計畫書的規劃，將作業結束的礦場轉型為生態公園，可

以成為一個觀光景點，由當地居民參與經營，不僅可以提供給當地居民的就業

機會，而且可以讓非在地人認識台灣的礦業發展，如此有效的『土地二次利用』

可以創造礦業者與當居民共榮共存雙贏的局面。 

 

本研究團隊建議主管土地利用的相關機關應進行跨部會的溝通，宏觀長遠的進

行國土規劃，以亞泥案為例，『土地二次利用』需要鄉公所與林務局的配合，

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林班地的利用，而形成新的礦業用地利用，而土地法規鬆

綁是必須也是最基本的，礦業用地分為公有地及私有地，公有地又分為林班地、

原住民保留地及國有財產土地，未來應進行跨部會的檢討礦業用地的法規鬆綁，

若當地居民何況業者進行多方協調達成共識進行『土地二次利用』，不僅能達

到環境保育，而且能創造及保障當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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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回饋法制化兼顧礦業企業社會責任 

 

本次礦業法修法增訂回饋，主要的立法宗旨為環境保護與原住民權益之回復，

計畫執行過程，本研究團隊訪談主要的礦業者深入了解實際狀況，事實上各家

礦業者已經自願的回饋當地社區，實地訪談居民對於礦業者回饋作法的觀感，

當地居民有感礦業者的回饋，但反而是對地方政府收取各項礦業地方稅的資金

運用毫無感覺。為能真正使當地居民有感回饋，又能使礦業者的回饋法制化及

減輕礦業者的負擔，本研究團隊建議回饋法制化應與未來的『礦業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結合，由主管機關訂定回饋辦法，監督礦業者落實回饋機制回饋當

地社區因而所受到的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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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問卷調查樣本 

 

 
您好，這份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能獲知瞭解民眾對於礦區開採造成

生態環境影響，應如何給予合理回饋補償的看法。 

問卷中所有回答內容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公開個人資料，請

安心填寫。衷心感謝您的鼎力協助！ 

淡江大學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教授兼主任 陳麗娟 

電話：（02）26215656 # 2703 

電子郵件：chen0909@mail.tku.edu.tw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請問您是  

   □1. 台灣原住民 □2. 當地居民 □3.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的性別： 

   □1. 男 □2. 女 

3.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1. 已婚 □2. 未婚 □3. 其他  

4. 您的年齡： 

   □1. 20 歲以下□2. 20-30 歲 □3. 30-40 歲 □4. 40-50 歲 □5.50 歲以上 

5. 您的家庭包括您自己，總共有_________人，其中滿 20 歲以上有________人 

（包括在外求學工作者） 

6. 請問您的職業： 

   □1. 軍警 □2. 公教 □3. 農/林/漁/牧 □4. 金融/工/商 □5. 服務業  

   □6. 學生 □7. 家管 □8. 退休 □9. 一般自由業（可自由調整工作時間） 

   □1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的教育程度：□1. 不識字 □2. 國小以下或識字 □3. 國（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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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中/職 □5. 專科 □6. 大學 □7. 研究所以上 

8. 您有參加過任何環保團體、或自然資源保育團體嗎？ 

   □1. 有 □2. 無 

9. 請問您現在住在哪一個行政區： 

   □1. 宜蘭縣 □2. 花蓮縣 □3. 台東縣 □4. 其他地區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知道您居住的地方有礦區嗎？ 

   □1. 是 □2. 否 

11. 請問您或您的親人是否在礦業公司工作？（單選） 

   □1. 無 □2. 是 （請說明哪家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回饋補償意見調查 

 

1. 請問您是否感受到採礦的影響？（可複選） 

   □1. 噪音 □2. 空氣變差 □3. 砂石車使交通變危險 □4. 土石流危險增加   

   □5. 水質變差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覺得政府應該修訂礦業法對於採礦生態破壞給予礦區居民回饋補償嗎？ 

   □1. 需要 □2. 不需要  

3. 請問您願不願意接受礦場開採中礦業公司的回饋補償？  

   □A. 願意。您最佳的回饋補償方式：（單選） 

        □1. 減稅 

        □2. 現金補償 

        □3. 實物給付（例如送等價水泥） 

        □4. 給村公所經費 

        □5. 將現金補償作為強化水土保持工程之用 

        □6.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不願意。您不願意的理由是：（單選） 

        □1. 土石流的危險與土壤流失風險太高  

        □2. 我不願意為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育議題讓步 

        □3.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不知道。請問您不知道/無法決定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您覺得回饋發放方式： 

   □1. 以個人為單位 □2. 以家戶為方式 □3. 以部落為單位  

   □4. 以村為單位 □5.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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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礦場關閉階段，礦業公司應以何種方式回饋補償： 

   □1. 設立生態公園 □2. 現金補償 □3. 回復原狀  

   □4.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是否知道目前政府已經對礦業公司開採有收取各種租稅（例如礦石稅、土

石稅、景觀稅、礦產權利金、貨物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等）嗎？ 

   □1. 是 □2. 否 

7. 您有感覺這些稅金收入運用到您身上嗎？ 

   □1. 是 □2. 否 

8. 您覺得政府是否應依據環境破壞程度的大小決定收取回饋補償金嗎？ 

   □1. 是 □2. 否 

9. 您覺得政府是否應依據受損害程度的大小決定回饋比例？ 

   □1. 是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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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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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編製準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 1 條 

為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之永續發展，

以符礦業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礦業權

者依礦業法第 60 條(註：現行法是 60

條，一讀版是 65 條)規定所需提出之礦

業情形及本年度施工計畫，應包含編製

與申報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礦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之編製與申報應依本作業

辦法之規定。 

 

針對現行礦業法規定與礦業法修正草

案之內容，可作為「編製與申報礦業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法源依據，似以

礦業法第 60 條較為適當。理由為，礦

業法(或修正草案)第 15 條第 2 項「前項

探礦及開採構想，應敘明水土保持、環

境維護 (探礦或採礦對環境之影響) 、

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防等永續經營

事項，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似僅限於申請時提出，而無法要求礦業

權者逐年提出礦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礦業法第 43 條(或修正草案)「礦業

權者使用土地，應檢具開採構想及施工

計畫，附同圖說，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查，就其必須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並

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文字意義

上，較無法擴張解釋包含與開採及施工

較無關聯之礦業企業社會責任事項。第

48 條「礦業用地經使用完畢後，礦業權

者應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

及防災措施。」時間上，僅包含礦業用

地使用完畢後。 

第 2 條 

礦業權者如已依「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

會責任實務守則」「上市(櫃)公司編製

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

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則除

主管機關認該報告書內容並未包含本

因目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督促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訂立「上

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為避免疊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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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所規定應揭露之事項而需另提礦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外，則無需再行編製

與申報。 

屋，倘礦業權者已依照上開規定編製及

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且該報告書

就因進行礦業而涉及經濟、社會與環境

重大事項加以揭露，則無須再依本辦法

另行編製與申報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但如礦業權者已依照上開規定編製及

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內容，主管

機關認為並未包含本辦法基於經濟、社

會與環境之永續發展考量應接露之事

項時，主管機關應命礦業權者編製與申

報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上開經濟、社

會與環境之永續發展考量應接露之事

項，可參酌第四條之內容。 

 

第 3 條 

除有前條規定以外之情形，礦業權者所

編製及申報之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應

每年參考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發布之最新

版永續性報告指南、行業補充指南及依

行業特性參採其他適用之準則中，涉及

「特定標準揭露」(DMA)之規範且與礦

業重大相關之事項，編製前一年度之礦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露公司所辨認之

經濟、環境及社會重大考量面、管理方

針、績效指標及指標之衡量方式，且至

少應符合永續性報告指南之核心依循

選項。 

礦業權者應於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

揭露報告書內容對應永續性報告指南

關於「特定標準揭露」之索引，並於索

引表註明各揭露項目是否取得第三方

礦業權者如尚未編製及申報「上市上櫃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上市

(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作業辦法」；或雖已編製及申報，但

內容並未涵蓋因進行礦業而涉及經

濟、社會與環境重大事項加以揭露，仍

需編製及申報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而

就礦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內容，則僅需

就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s， GRI）發布之最新

版永續性報告指南、行業補充指南及依

行業特性參採其他適用之準則中，涉及

「特定標準揭露」(DMA)之規範進行揭

露即可。理由在於，特定標準揭露分為

經濟、環境與社會三大類別。其中，經

濟考量面包含組織對於當地、國家等經

濟體系之衝擊；環境考量面包含原物

料、能源、水、排放、廢汙水及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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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確信或保證。第一項所述之績效

指標，應採用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

定之標準進行衡量與揭露，如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未發布適用之標準，則應採用

實務慣用之衡量方法。 

 

等等項目；社會面包含勞工實務與尊嚴

勞動、人權、社會及產品責任等。故上

述考量層面已足包含礦業所涉及之社

會責任相關重大議題。 

第 4 條 

礦業權者除依前條規定之內容編製礦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外，應加強揭露於編

製報告書之基準日時，下列相關事項： 

(1)  礦業權者本身及其供應鏈為降低

從事探礦、採礦及其附屬選礦、

煉礦或其他與之相關活動或服務

對於環境之負面衝擊，暨為保障

員工職業健康與安全，以及利害

相關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與而

採取之具體、有效機制及作為，

其至少應礦業權者於編製報告書

之基準日時，已實際採取之包含

水土保持、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

預防， 環境維護措施，礦區內外

事故之緊急應變機制及其績效指

標。 

(2) 礦業權者就礦區內之，預估之礦種

蘊藏量、產業需求、就業型態、

礦場環境保育、文化衝擊、國際

供需事項。 

(3) 礦業權者違反礦業法及其相關法規

之事件類別與次數。 

(4) 坐落於採礦場所範圍內，經第三方

驗證符合國際認可之廠房比率。 

(5) 已使用完畢之礦業用地，依核定之

礦業有其產業特殊性，故有必要針對涉

及礦業特性之事項，強化揭露之內容。

藉此強化揭露的方式，除可提升企業自

律，要求礦業權者揭露其礦業社會責

任，另亦可協助國家對於礦業產業政策

評估更趨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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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計畫，實施復整及防災

措施所實際進行階段與狀況。 

 

第 5 條 

本編製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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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礦產權利金之回饋措施經費撥放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礦業法(以下稱本法)第五十

五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說明： 

關於礦產權利金之回饋措施經費之計

算方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依照礦業法第五十五條

之一第四項之規定授權予主管機關訂

定，故明文訂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必要回饋措施所需經費來源，為依本

法第五十四條所徵收礦產權利金之一

部分。 

說明： 

經費來源依法明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礦產權利金：指主管機關依據本

法第五十四條所收取之礦產權利

金。 

二、影響範圍：稱影響範圍者，於石

油及油頁岩礦與天然氣礦，為井

位地界及其外五百公尺之範圍；

於金屬礦及非金屬礦，為核定礦

業用地及其外一公里之範圍。 

三、影響基準日：指每年之六月三十

日，或每年之十二月三十一日。 

四、回饋金受領權人：為登記之戶籍

地址位於影響範圍內，且自戶籍

登記日起至影響基準日止，持續

說明： 

本辦法係基於礦業法授權制定，故重

要名詞定義應比照礦業法之定義或規

定之內容。 

礦業為國家重要之經濟命脈，然礦業

之發展勢必對於一定範圍內之人民造

成影響，而此類影響之程度雖未對於

人民權利造成損害，但仍有相當程度

之不便利性、干擾性或影響性，故有

必要以回饋措施之方式，緩解受影響

範圍內之居民與礦業權者間之對立或

衝突。 

以礦業用地作為受影響範圍之區域認

定，故無疑義。然考量礦業權者可能

因礦業營運、煉礦、採礦、運輸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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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籍達一百八十日以上而無中斷

之自然人。 

五、撥放對象：指行政區域位處影響

範圍內之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 及村(里)，並由主管機關

公告之。 

六、原住民族地區：指行政院核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 

起之噪音、震動、粉塵等環境影響狀

況，並擴散至礦業用地區域外，一律

以礦業用地為標準，實有過於僵化之

缺點。故有必要授權礦業主管機關得

視礦業權人之礦業規模、實際影響狀

況與居民實際居住狀況等因素，定期

公告撥放對象。 

本辦法所稱之影響基準日，係作為界

定回饋金受領權人設籍日是否已達一

百八十日以上。而為配合礦產權利金

收費辦法第六條第一項之礦產權利金

每年分上、下兩期徵收之方式，故將

影響基準日訂為每年之六月三十日與

十二月三十一日。 

因礦業法係規定「必要之回饋措施所

需經費」，而設籍於受影響範圍內達

一定時間者，應可認定其確屬受影響

之人，而有受回饋之必要，屬於回饋

金受領權人；但為避免少數民眾為基

於獲取不當利益之目的，因而短暫設

籍於受影響地，目的僅求領取回饋措

施之狀況。故有自戶籍登記日起至第

三款所列任一影響基準日止，持續設

籍達一百八十日以上而無中斷之限

制。舉例說明，民眾甲自一○七年十

月一日設籍地址位於受影響範圍內，

因計算至該年度之十二月三十一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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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基準日，不足一百八十日，故甲不

具備該期受領回饋金之權利；但如計

算至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影響基準

日，連續設籍已達一百八十日以上，

則甲具備受領該期回饋金之資格。但

如甲從一○七年十月一日設籍地址位

於受影響範圍內，但於一○八年二日

一日戶籍地遷出，且變更後之戶籍地

非屬受影響範圍內，如之後再於一○

八年三月一日遷入另一戶籍地且該戶

籍地位於受影響範圍內，因設籍時間

有中斷，故計算甲之設籍時間，應自

一○八年三月一日計算至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始達一百八十日以

上，故甲僅能受領該期回饋金。 

因考量礦業活動可能涉及原住民族地

區，此部份以行政院核定之原住民族

地區為界定，以臻明確。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將各礦業權者繳納之礦產

權利金，依照下列所規定之提撥比

率，作為個別影響範圍內之回饋措施

經費： 

一、石油及油頁岩礦及天然氣礦之提

撥比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金屬礦之提撥比率為百分之五十。 

三、非金屬礦之提撥比率為百分之五

說明： 

回饋措施所需經費依礦業法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之規定「主管機關應提撥依

第五十四條規定所收礦產權利金之一

部分，作為必要之回饋措施所需經

費。」參酌我國經濟及礦業發展現況，

爰依礦種區分提撥比率，並授權主關

機關得視我國經濟及發展現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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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前項各款之比率，主管機關得視我國

經濟及礦業發展現況調整之。 

第五條 

回饋措施經費應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播放對象為直轄市、縣(市)者：個

別礦業權依前條規定回饋措施經

費之百分之十，應作為自治事項

經費使用。 

二、播放對象為鄉(鎮、市、區)者：個

別礦業權依前條規定回饋措施經

費之百分之十，應作為自治事項

經費使用。 

三、回饋金受領權人，個別礦業權依

前條規定回饋措施經費之百分之

八十，應作為回饋金。 

前條第一、二款涉及多數之直轄市、

縣(市)或鄉(鎮、市、區)時，應以前項

回饋措施經費比率，按撥放對象之數

目，平均分配之。原住民族地區之鄉

(鎮、市、區)依加權百分之二十計算平

均數。 

回饋金之發放涉及多數鄉(鎮、市、

區)、村(里)之回饋金受領權人時，仍

按回饋金受領人人數平均發放之。原

住民族地區之回饋金受領權人依加權

百分之二十計算平均數。 

說明： 

回饋措施之立法意旨，在於對真正因

礦業活動而受影響之人進行回饋。則

倘若過多經費用於公共設施之建置

等，實質上回饋措施實質效益將遭到

架空(例如將經費用於市中心公共建

設，則對於位於偏鄉之受影響人，甚

少利用此公共建設，則形同無法獲得

回饋)。為此，回饋措施之經費分配上，

受影響範圍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區)，各受分配之比率為 10%，並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用於自治事項

之相關使用經費。其餘 80%則直接作

為回饋金，發放與符合受領回饋金資

格之人。 

原住民有其歷史淵源及文化特性，對

於位在受影響範圍內之原住民而言，

其受影響的內容不僅僅只限於一般

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更可能

包含影響其傳統祭祀、狩獵、採集等

傳統文化(例如位在受影響範圍內之動

植物，因礦業行為而減少甚至絕跡，

導致原住民事實上已無法在該區域內

進行狩獵或採集)。是以，為落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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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之比率，主管機關得視我國經

濟及礦業發展現況調整之。 

轉型正義之方向，在進行分配上，有

從優考量之必要，礦業法第五十五條

之一第二項亦明定「前項回饋經費，

原住民族地區應從優考量。」故倘若

涉及「原民地區之鄉(鎮、市、區)」以

及「非原住民地區之鄉(鎮、市、區)」，

則「原民地區之鄉(鎮、市、區)」應增

加權重比率，暫定增加之權重比率為

20%。 

本條第一至第三項相關比率，授權主

管機關依照我國經濟及礦業發展狀況

調整之。 

第六條 

主管機關分別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及

七月三十一日前，製作上年度下期、

當年度上期之受影響範圍村(里、區)

列表，送受影響範圍地方政府。 

 

 

說明： 

我國礦產權利金採上、下期收取之方

式。上期權利金徵收期間為一月至六

月，下期權利金徵收期間為七月到十

二月。考量主管機關製作並公告受影

響地區列表之作業時間約一個月，故

上期受影響範圍主管機關應於當年度

七月三十一日前，與次年度之一月三

十一日前製作當年度上期、上年度下

期之受影響範圍村(里、區)列表，並送

受影響範圍地方政府。 

第七條 

回饋金受領權人之資格應符合本辦法

之規定，並由受影響範圍地方政府所

屬鄉(鎮、市、區)公所審查之 

說明； 

主管機關依照前條規定製作各期之受

影響範圍村(里、區)列表，並送受影響

範圍地方政府後，即得由受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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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範圍地方政府應交由所屬鄉

(鎮、市、區)公所，各於當年度三月三

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審查並統計

得受領上年度下期、當年度上期之回

饋金受領權人資格與人數，並造冊檢

送主管機關後，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

撥放。 

 

之鄉(鎮、市、區)公所審查受領權人資

格並統計人數。 

回饋金之經費來源為礦產權利金，故

回饋金亦應區分為上、下期。 

另考量鄉(鎮、市、區)公所審查資格、

統計人數並造冊送主管機關之行政作

業期間，爰就上年度之下期回饋金部

分，應於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前完

成；當年度上期回饋金部分，應於當

年度九月三十日前完成。 

第八條 

主管機關依照礦產權利金收費辦法徵

收當年度上、下期權利金後所提撥之

回饋措施經費，各應於當年度之十二

月三十一日前，及下年度之六月三十

日前完成上、下期回饋措施經費之撥

放。 

說明： 

回饋措施經費之來源為上、下期權利

金，故回饋措施經費亦應區分為上、

下期撥放。 

明訂主管機關收取礦產權利金後，將

各期權利金中提撥回饋措施經費並進

行撥放之期限。 

 

第九條 

播放對象之直轄市、縣(市)應依本辦法

第五條規定分配比率編列預算，並應

各於每年三月一日前、及九月一日

前，將上、下期回饋措施經費撥款至

鄉(鎮、市、區)。 

上、下期回饋措施經費作為回饋金使

用者，由各鄉(鎮、市、區)責成所轄村

(里)進行發放。上期回饋金應於四月三

說明 

明訂撥放對象之直轄市、縣(市)就回饋

措施經費之預算編列應符合第五條之

規定；並各應於所訂期限前，將應撥

放給鄉(鎮、市、區)之回饋措施經費，

以及作為回饋金使用者，撥款及發放

完畢。 

又回饋金之發放，慮及受影響範圍之

村(里、區)與受領權人較具生活之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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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前發放完畢；下期回饋金應於十

月三十一日前發放完畢。 

撥放對象之鄉(鎮、市、區)公所應將符

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回

饋金受領權人資格之姓名、身分證字

號、戶籍地址等資料造冊列表後，將

名冊及回饋金交由回饋金受領權人戶

籍登記地之村(里)長，並由村(里)長依

名冊交付回饋金予回饋金受領權人。 

性、關聯性，故責成各鄉(鎮、市、區)

責成所轄村(里)進行發放手續。 

第十條 

回饋金受領權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時，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受領：如

為無行為能力人時，應由其法定代理

人代為受領。 

有多數法定代理人時，任一法定代理

人均得代為受領之。 

說明 

如受領權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時(例如

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只要其

符合第四條之規定，因回饋金發放屬

於純獲法律上利益之行為，原則上無

須透過法定代理人代為受領。但倘因

本人因故無法受領，仍得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為受領。 

如受領權人為無行為能力人(例如植物

人)，則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受領。如

有多數法定代理人時，基於行政經

濟，且發放回饋金屬於授益行為，故

僅需任一法定代理人代為受領即可。 

第十一條 

上、下期回饋金如未能於第九條第二

項所定期限前完成回饋金發放，未發

放完畢之回饋金應繳回國庫。 

說明 

未能於期限前發放之回饋金，為避免

其權利歸屬不明，並期督促村(里)長應

積極將回饋金交付予受領權人，故明

定倘未能於期限前完成發放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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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則繳回國庫。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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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8 年度辦理回饋金作業日程例示圖 

 

 

本辦法草案或礦業

法修正草案條次 
礦業法§54、§55-4、
礦產權利金收費辦
法 

§3、§6 

§3、§7 

§5、§8 

§5、§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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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訪談礦業者日期、座談會議程暨相關照片 

 

 

 

 

 

 

 

 

 

 

 

 

14/6 信大水泥：吳連富副總經理 

14/6 亞洲水泥：王星進經理 

20/6 台泥和平廠：魏家珮廠長、林彥亭副理、馬楷崴礦務課主任；蘇澳廠：梁

嘉麟礦務課主任 

25/6 苗栗明原矽砂：吳秀亮董事長；建順矽砂；吳馥如矽砂 

29/6 中油：探採事業部黃仁彬、探採事業部行政室公共關係組組長黃文杰 

2/7 台東向陽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江肇銘董事長、台東縣向陽礦區 

3/7 三泰；旭華洪聰榮董事長、花蓮縣秀林鄉新城山富世村 

4/7 亞泥新城廠：游象麟採掘組主任、王祈涵採掘組副主任；花蓮縣秀林鄉都

魯彎文教協會：田貴芳理事長 

20/7 宜蘭縣南澳鄉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總幹事唐承佑、南澳鄉東岳村村

長黃誠福、南澳鄉澳花村長、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東岳村 

21/7 列席亞泥新城山礦場採礦案第二次協商會議、 

花蓮縣秀林鄉新城山富世村 

26/7 宜大石礦股份有限公司：陳政光董事長 

27/7 宜蘭縣南澳鄉武塔部落 

30/7 新竹中油青草湖 9 號井：陳俊成場長、新竹青草湖中油礦區 

7/9 旭華花蓮瑞穗蛇紋石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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