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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43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2月1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225 號

案由：本院委員徐榛蔚等 22 人，有鑑於礦業法之立法目的在於有效
利用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增進社會福祉，為配合
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並參考日本等先進
國家礦業管理法制，強化主管機關應依礦業法等相關規定對
採礦權者落實查核之精神，爰擬具「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徐榛蔚
連署人：鄭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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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六條

第三條所列各礦，除

現

行

條

文

第六條

第三條所列各礦，除

說

明

一、本條增列第三項。

第二十九條所定礦業保留區
外，中華民國人得依本法取

第二十九條所定礦業保留區
外，中華民國人得依本法取

二、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修正

得礦業權。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得

得礦業權。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得

，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
依法從事採取礦物、土石等

依本法取得前項礦業權。
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

依本法取得前項礦業權。

非營利行為。
三、相關申請方式、條件等授

，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或自
用從事非營利之採取礦物，

權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另訂辦法管理之

免申辦礦業權。申請採取礦
物許可及管理辦法，由主管

。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訂定。
第十二條
。

探礦權以六年為限

第十二條 探礦權以四年為限
，期滿前一年至六個月間，

一、礦業權取得後，主管機關
即需依礦業法等相關規定進

得申請展限一次；展限不得
超過二年。

行查核，如有構成礦業法第
三十八條、第五十七條第一

探礦權者經依前項規定
為展限之申請時，在探礦權

項情形，即應廢止礦業權之
核准；如有公益措施之需要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內，其探礦

，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可
依礦業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權仍為存續。

申請劃定已設權之礦區為禁
採區，故現行於展限時再次
檢視礦業權情形之設計，係
屬多餘，爰予刪除。
二、如探礦權之核准期限過短
，將不利於礦產資源之探勘
，爰參酌韓國礦業法探礦權
以七年為限，不得展限之立
法例，修正本條探礦權以六
年為限，不得展限。

第十三條

採礦權不設年限。

第十三條 採礦權以二十年為
限。期滿前一年至六個月間

礦業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有效利
用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

，得申請展限；每次展限不
得超過二十年。

展，增進社會福祉。參考日本
礦業法未訂定礦業權存續期間

採礦權者經依前項規定
為展限之申請時，在採礦權

之立法例，並強化主管機關應
依礦業法等相關規定，對採礦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展限申請

權落實查核，如有構成礦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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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為准駁之期間內，其採礦
權仍為存續。

第三十八條、第五十七條第一
項情形，即應廢止礦業權之核
准；如有公益措施之需要，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可依礦業
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申請劃定
已設權之礦區為禁採區，故現
行於展限時再次檢視礦業權情
形之設計，反而使採礦權存在
不確定性，造成外界爭議，並
影響業者投資意願，爰修正採
礦權為不設年限，並配合刪除
現行展限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於下列各地域申
請設定礦業權者，不予核准

第二十七條 於下列各地域申
請設定礦業權者，不予核准

國家公園等之設置，有其政策
及功能性，現行國家公園法等

：
一、要塞、堡壘、軍港、警

：
一、要塞、堡壘、軍港、警

相關法令已有審查、許可機制
，惟國家公園內生態保護區、

衛地帶及與軍事設施場所
有關曾經圈禁之地點以內

衛地帶及與軍事設施場所
有關曾經圈禁之地點以內

特別景觀區及史蹟保存區有其
特殊性，應予嚴格保護，不予

，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二、距商埠巿場地界一公里

，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二、距商埠巿場地界一公里

以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

以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

三、保安林地、水庫集水區
、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

三、保安林地、水庫集水區
、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

區內除生態保護區、特別
景觀區及史蹟保存區外之

區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

土地，未經該管機關同意
。

四、距公有建築物、國葬地
、鐵路、國道、省道、重

四、距公有建築物、國葬地
、鐵路、國道、省道、重

要廠址及不能移動之著名
古蹟等地界一百五十公尺

要廠址及不能移動之著名
古蹟等地界一百五十公尺

以內，未經該管機關或土
地所有人及土地占有人同

以內，未經該管機關或土
地所有人及土地占有人同

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非經主管

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非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得探、採礦之
地域內，未經該管機關核

機關核准不得探、採礦之
地域內，未經該管機關核

准。
六、其他法律禁止探、採礦

准。
六、其他法律禁止探、採礦

核准設定礦業權。

之地域。

之地域。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礦業權展限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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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不得駁回：

二、參考日本礦業法未訂定採
礦權存續期間及韓國探礦權

一、申請人與礦業權者不相
符。

不得展限之立法例，並強化
主管機關應即需依礦業法等

二、無探礦或採礦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有新增

相關規定對採礦權者落實查
核，配合第十二條及第十三

第二十七條所列情形之一
。

條刪除展限規定，本條爰予
刪除。

四、有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至
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
五、有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所
定無法改善之情形。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將礦
業權展限申請案駁回，致礦
業權者受有損失者，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業權期限內
已發生之損失，向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應負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圍及認定
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者使用土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者使用土

礦業權者使用土地，如位於原

地，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附同圖說，向主管機關申

地，應檢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附同圖說，向主管機關申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為配合原住民族基

請審查，就其必須使用之面
積予以核定，並通知土地所

請審查，就其必須使用之面
積予以核定，並通知土地所

本第二十一條規定之執行，現
行第四項後段爰增訂相關規定

有人及關係人。
前項應檢具之書件不完

有人及關係人。
前項應檢具之書件不完

。

備或未繳納申請費、勘查費
者，主管機關得限期通知其

備或未繳納申請費、勘查費
者，主管機關得限期通知其

補正或繳納；屆期不補正或
不繳納者，駁回其申請。

補正或繳納；屆期不補正或
不繳納者，駁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核定
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核定
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

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
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
管機關及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
徵求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

；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
徵求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

意。

意。
第一項所定之土地為公

第一項所定之土地為公

有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
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

有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
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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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

意。

並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四十七條 土地之使用經核
定後，礦業權者為取得土地

第四十七條 土地之使用經核
定後，礦業權者為取得土地

使用權，應與土地所有人及
關係人協議；不能達成協議

使用權，應與土地所有人及
關係人協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時，雙方均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不
接受前項調處時，得依法提

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不
接受前項調處時，得依法提

起民事訴訟。但礦業權者得
於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

起民事訴訟。但礦業權者得
於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

申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先行
使用其土地。

申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先行
使用其土地。

增訂提存之地價及租金之標準
，對私有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更
有有保障。

前項地價及租金依前條
規定定之。
第五十五條 礦業權者應每年
繳納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

第五十五條 礦業權者應每年
繳納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

為因應特殊情勢，授權主管機
關於必要時得調增或調減礦產

；為應付國內外經濟之特殊
狀況，及產業合理經營，主

；為應付國內外經濟之特殊
狀況，及產業合理經營，主

權利金，爰刪除現行礦產權利
金之調整不受繳納比率「下限

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調整礦產
權利金，不受前條第一項繳

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調整礦產
權利金，不受前條第一項繳

」之限制規定，俾使礦產權利
金之調整更具彈性。

納比率下限之限制。
前項礦業權費及礦產權

納比率下限之限制。
前項礦業權費及礦產權

利金之收取程序及調整基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利金之收取程序及調整基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十二條之一 原住民依第
六條第三項規定申請採取之

一、本條新增。配合修正條文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之執行。

礦物，非供傳統文化、祭儀
、自用或為營利，處新臺幣

二、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內
，雖經申請，惟仍違反原基

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首次違反者，不罰。

法第十九規定要件而採取礦
物者，為保障其自身及他人
之採取權益，宜另訂較合宜
之罰則。
三、原住民可能係因資訊不足
，對於法律限制條件，不慎
瞭解，以致觸法，爰規定首
次違反者，不予處罰。

第七十七條之一

中華民國○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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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仍為有效或存續者，礦

二、配合礦業權展限規定刪除
，爰增訂過渡條文。

業權者應自本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六十日內，向主管機關
申請換發礦業執照。
中華民國○年

本條新增。本次修正礦業法係

○月○日修正公布之礦業法
，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

因保障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
、祭儀或自用採取礦物，予以

第八十條之一

除罪化。然原住民可能因資訊
不足，對於法律限制條件不慎
瞭解而受罰，故主管機關應先
行進行宣導，於修正通過後三
個月再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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