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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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463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有鑑於礦業法自民國十九年五月二
十六日制定公布施行，雖歷經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
期為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然有些條文已不合時宜。本
法施行迄今，社會大眾對於國土資源保育、環境永續發展、
資訊透明及公民參與機制等日漸重視；又依據憲法第 143 條
規定精神觀之，礦物權屬於國家公共資源，應歸全民所有，
且礦產非屬再生性資源，應避免不當開採而耗盡資源，來兼
顧環境保育等理念，同時落實主管機關善盡監督責任，防止
不當破壞環境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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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歐珀
連署人：趙正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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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公正合理有效利用
國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
展，並保障環境永續，增進
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有效利用國家礦產
，促進經濟永續發展，增進
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

依據憲法第 143 條規定精神觀
之，礦物權屬於國家公共資源
，應歸全民所有，且礦產非屬
再生性資源，應避免不當開採
而耗盡資源，來兼顧環境保育
等理念，爰為本條部分文字修
正。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礦、採
礦及其附屬選礦、煉礦之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礦、採
礦及其附屬選礦、煉礦之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爰
為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文字修
正。

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礦脈之賦
存量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為經濟
公正合理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申請設
定礦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申請設

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礦脈之賦
存量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為經濟
有效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申請設
定礦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申請設

二、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三款
文字，所稱土地乃指垂直投
影至地面之範圍。

定探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申請設
定採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權或採
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得探礦
權或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取得礦

定探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申請設
定採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權或採
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得探礦
權或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登記之區域。礦區之
境界，以由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探礦申
請地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指申請
設定探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指申請
設定採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經核定
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土地
。

業權登記之區域。礦區之
境界，以由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探礦申
請地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指申請
設定探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指申請
設定採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經核定
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地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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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採礦權以二十年為

第十三條

採礦權以二十年為

一、因採礦權展限之程序耗時

限。期滿前二年至一年間，
得申請展限；每次展限不得
超過十年。
採礦權者經依前項規定

限。期滿前一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每次展限不
得超過二十年。
採礦權者經依前項規定

甚久，採礦權展限時，其礦
業用地亦應重新核定，依據
申請展限時之環境現況、產
業需求以及相關法令重為環

為展限之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內，其採礦
權仍為存續。

為展限之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內，其採礦
權仍為存續。

境影響評估及相關審查。為
避免相關審查程序耗時過久
影響原採礦權者之權益，爰
修正於期滿前二年至一年間
即得申請展限，保障原採礦
權者之權益。
二、近年因氣候變遷，氣候變
得極端，因此礦權展限期間
亦應配合縮短，主管機關應
重行評估環境成本與風險，
爰縮短展限期間不得超過十
年。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認為有
必要時，得指定礦種及區域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認為有
必要時，得指定礦種及區域

一、增訂本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

作為礦業保留區，禁止人民
探採。
前項劃定之礦業保留區
，若已無保留必要時，主管
機關得公告變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為前二項之指
定、變更或解除礦業保留區
前，應於三個月前舉行公開
說明會，聽取相關人士之意
見。
第三項公開說明會之召
開程序及相關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作為礦業保留區，禁止人民
探採。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透明、公
民參與機制，確實保障公民
有礦業保留區之知情及程序
參與權，爰於本條第三項增
列相關公民參與、資訊公開
透明及辦理公開說明會之程
序規定。
三、為讓公開說明會有一明確
法源辦理依據，以完備相關
流程，爰增訂本條第四項授
權主管機關訂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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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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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民事訴訟。
礦業權者未依前二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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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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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民事訴訟。但礦業權者得
於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

一、現行本條第二項但書允許
礦業權者無須取得土地所有
人與關係人同意，即得提存
租金先行使用其土地之規定
，完全無視土地所有權人受
憲法有關財產權之保障，似
乎過度偏重礦業發展及礦業
權者之保護，爰刪除之。
二、為保障土地所有人及關係
人之權益，要求礦業權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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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取得土地使用權前，不得

申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先行

未與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達

使用他人之土地。

使用其土地。

成協議前，不得先行使用土
地。爰為本條第三項之增訂
。

第七十一條 越出礦區以外採
礦者，應通知限期完成復整
；若未於所訂期限內完成復

第七十一條 越出礦區以外採
礦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為遏止礦區以外之不當採礦破
壞環境行為，擬提高最低及最
高罰鍰上限；主管機關亦應通

整，得連續按次處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至其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若未改善而情節重大

依前項規定處罰者，所
採之礦產物沒入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入時，追徵其
價額。

知其限期復整，如未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得連續處罰；未改
善而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礦
業權，以維護環境正義。爰為

者，得廢止其礦業權，並沒
入所有保證金與礦場登記證
。
依前項規定處罰者，所
採之礦產物沒入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入時，追徵其
價額。

本條第一項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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