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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稀有金屬係以較低含量存在於地球表面之金屬元素，然而因其中部分

元素之特性具良好之工業應用價值，尤其是在新興能源產業上的應用，因

而倍受矚目。以本研究探討之銦為例，其於世界上之礦藏量估計僅約 5.7

仟公噸 (臧樹良編 ,  2008)，在其被大量使用時，重要性勢將更形提升。值得

注意的是，銦的生產量集中於少數國家。根據歐盟關鍵物質報告所提出的 ”

重要性 ”概念，相較於其他大多數原物料，當供應短缺的風險和其對經濟的

衝擊較高，這意味著該原物料應被列為重要關鍵物質。歐盟所考慮的風險

有二個類型： a.供給風險，考慮到生產國家的政治經濟穩定，生產積聚的

水平，材料間的代替潛力和回收率； b.環境國家風險，估計考量國家所採

取 的保 護 環 境 措 施 ，並 且 此 措 施 危 及對 歐 盟 的原 物 料供 應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而根據此篩選標準，本研究所關注之銦元素即為歐盟

所認定的重要關鍵物質之一。  

在綠色能源產業居領導地位的歐盟早已重視並設法因應綠色能源及其

他高科技產業所需關鍵物質的稀少性課題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反

思我國雖有優質人力資源、充沛民間資金及科技水準之綠色能源產業發展

基礎，卻因我國並非礦產豐富之國家，使得部分綠色能源產業所需之銦化

合物僅能仰賴進口。過去銦的價格曾經歷劇烈波動，至今仍屬相對高價，

從而也使得其相關物質流課題更顯重要。因此，我國不論是在確保既有綠

色能源產業所需關鍵物質在合理價格下之穩定供應，或是在爾後持續擴展

綠色能源產業時確保新增之關鍵物質需求可獲滿足，針對銦的物質流分析

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近年來我國電子、半導體及光電產業發展快速、技術日新月異，已在

我國經濟發展中探演重要角色，惟其關鍵材料之一的銦化合物卻嚴重依賴

進口，從而引發出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受制他國的隱憂，銦的需求問題因而

更顯其迫切性及重要性。有鑑於此，政府實有必要從速掌握此類關鍵物質

在國內的流動現況，並盡快著手規劃建置關鍵材料的管理機制，以確保我

國免於來自於原料供應國家所造成之經濟威脅。然而若要有效管控，則必

須充分瞭解、掌握銦物質在經濟體活動下的流布、流量及其環境釋放，故

本研究以物質流分析為基礎，量化銦在經濟圈和環境圈的流動機制，藉以

探討此關鍵物質在我國的流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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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緒緒緒緒論論論論 

(一一一一)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嘗試以物質流方法說明台灣地區銦物質流之流布及流量，透過研究蒐集台

灣地區使用量、產量、進出口量以及環境釋放量等數據，建立本土的銦物質流分析架

構。本研究目的具體如下所示： 

1. 建立新興能源相應之物質流分析架構，針對其中之關鍵物質銦進行物質流分析。 

2. 計算銦的使用強度，並分析時間趨勢變化。 

3. 運用物質流分析，探討新興能源技術之資源限制。 

(二二二二)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如圖 1.1，本研究首先針對銦的使用情況(包含銦的化學特性、資源現況、回收技

術及相關應用產業等)進行資料蒐集評估，確認銦對於我國高科技產業有高度重要

性，為進一步說明我國產業經濟活動銦之應用情形，故有必要針對銦物質之使用進行

通盤調查。藉由物質流分析方法之特性，呈現出台灣經濟圈完整的銦應用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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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銦元素開採使用情況  台灣含銦產品之產量及產能現況 
 界定研究目標及範疇 
 文獻回顧 

 物質流分析  稀有金屬(銦)相關文獻  投入產出分析 
 研究範疇確立 

 含銦物質之數據盤查 
 銦元素物質流分析架構 
 結果與討論 

 結論與建議 
 

圖 1.1研究流程圖 

 

二二二二、、、、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稀有金屬係以較低含量存在於地球表面之金屬元素，然而因其中部分元素之特

性具良好之工業應用價值，尤其是在新興能源產業上的應用，因而倍受矚目。以本研

究探討之銦為例，其於世界上之礦藏量估計為 5.7仟公噸。[臧 2008]值得注意的是，

銦金屬與其他稀有元素一樣，生產量的分布也集中於少數國家。鎵及銦的價格均曾經

歷劇烈波動(如圖 2.1所示)，惟銦至今仍屬相對高價，從而也使得其相關物質流課題

更顯重要。銦的用途有：整流器、晶體管、微波二極管、雷射二極管、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雷射、發光二極管(LED)、磁致電阻器(磁阻效應)、激光器、光探測器、微波

與紅外線光學部件、傳感器；光電效應、壓阻效應、霍爾效應、光纖傳感器與鏈路、

分布與反鐀激光器、光磁器件、ITO(透明電極)、發光體、螢光體、薄膜晶體管、液

晶顯示器、特性改善玻璃、寬頻帶微波管、光電電池、太陽能轉換器、原子能中子吸

收材料、太陽能電池、輻射探測與核屏障、反應堆控制棒與冷卻回路、特殊合金、轉

承、焊劑、低熔合金、冶金添加劑、高溫超導材料[臧 2007及田中 2008]。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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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近年來用於半導體之銦金屬量有增加之趨勢。且全球銦金屬之總產量亦呈現上

升趨勢(如圖 2.3所示)。全球銦金屬用量在 2007年時已達 1250公噸。身為全球最大

TFT-LCD生產國的我國，以 2007年的 ITO靶材需求量 300公噸計，我國因為進口 ITO

靶材而使用其中的銦金屬量約為 222公噸，約佔全球銦用量的 17.8%，僅次於日本，

約與韓國相當。[莊 2008]與銦密切相關的面板產業在 2010年第一季的產值為新台幣

2,623.2億元，這也充份顯示銦對我國產值之影響實屬不可忽視。

[http://news.cts.com.tw/cnyes/money/201005/201005170475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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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銦金屬逐年價格變化[整理自中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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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銦金屬用途推移[整理自中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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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銦金屬逐年產量變化[整理自中村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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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一一一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1. 確定含銦物質流分析之時間、空間的定位，研究目標與目的；蒐集銦於台灣應

用之產品及製程的種類、數量、環境釋放因子及應用產業之確立，建立銦物質

流分析之網路模型架構。 

2. 計算含銦物質(礦物、原料、材料、半成品及產品)中銦的總含量(淨銦量)，計算

各階段之經濟活動所產生環境銦排放量，一併納入銦物質流網路模型。 

3. 以生命週期概念建構於銦的物質流模型，物質銦應用之上游供應端與下游需求

端物質及流量的一致性，以及評估釋放至各環境介質之流量及環境介質間流

動，並進行經濟圈銦物質流之網路模型之質量平衡。 

4. 將銦物質流使用情形，按時間、空間、產業應用，從不同面向進行銦的物質流

分析。 

 確認問題焦點確認問題焦點確認問題焦點確認問題焦點    
 物質流分析設定物質流分析設定物質流分析設定物質流分析設定    
 資料盤查與模式化資料盤查與模式化資料盤查與模式化資料盤查與模式化    
 結果闡釋結果闡釋結果闡釋結果闡釋     總物質流總物質流總物質流總物質流    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    

 投入產出投入產出投入產出投入產出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關鍵產業 
 密集度指標 
 乘數效應 
 進口與出口 

 

圖 3.1研究步驟圖 

(二二二二) 經濟圈內之物質流分析經濟圈內之物質流分析經濟圈內之物質流分析經濟圈內之物質流分析 

本研究之物質流分析，始自於盤查 2009 年台灣地區銦物質流之流向與流量，系

統內之輸入與輸出應遵守質量守恆原理，銦物質流網路系統內的每一階段程序皆包含

進口、出口、生產及廢棄物等四項單元，如示意圖 3.2。其中，我國本身並無銦物質

之相關礦藏資源可供開採，亦無提煉高純度銦之廠房與技術，相關產業製程上所需之

原料皆仰賴進口，以含銦之原料、材料及半成品方式進口使用，本研究確定我國銦物

質並無礦物端形式之流動。又使用銦物質之高科技產業，其生產型態為先接獲訂單而

後才進行生產，在製程上因此相對無所謂之庫存問題，故不列入本研究之流向分析。

接下來的物質流分析方法都將以此架構作為基礎，進行銦金屬之流量及流布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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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製程流向示意圖 

In(I) = In(P) + In(W) + In(E) 

符號解釋： 

I 為該階段進口量 

E 為該階段出口量 

U 為該階段製程 

W 為該階段廢棄物量 

P 為製程所產出之產物 

由於含銦物質大部分以銦化合物之形式存在，故在計算物質之淨含銦量時，須了

解物質之化學組成或銦含量(原料部分以化學式作為計算依據，含銦產品則計算該物

之含銦量)，乘上含銦物品之比例，將所有含銦物質皆化為銦當量，以利銦之物質流

流量判斷。含銦物質(原料、材料、產品)之銦當量計算範例如下： 

QIn =ΣS +ΣP 

符號解釋： 

QIn 經濟系統含銦物質之總銦流量，包括進出口 

S 原料、材料及半成品端之銦量 

P 產品端之銦量 

 

以磷化銦為例(原料、材料) 

S InP = (MWIn / MW InP) × W InP 

符號解釋： 

S InP 原料端磷化銦含銦量 

MWIn 銦之原子量 

MW InP 磷化銦之原子量 

W InP 磷化銦之數量 

 

以 TFT-LCD為例(產品) 

PLCD = CIn × (WAll-LCD / WOne-LCD) 

符號解釋： 

PLCD 產品端 LCD含銦量 

CIn LCD單片含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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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LCD LCD總產值 

WOne-LCD LCD單片價值 

 

如表 3.1所示，為本研究所考慮之全部銦物質種類，並依其特性分配到不同類別

進行計算，計算出各類別中含銦物質之含銦量，套入計算公式(QIn =ΣS +ΣP)求出含

銦物質之總銦流量。 

表 3.1 經濟體系中各類別之含銦物質計算項目 

類別 品名 

原料、材料及半成品(S) 含銦原料：磷化銦、三甲基銦 

含銦材料及半成品：磷化銦晶圓、磷鋁鎵化銦之發光

二極體晶粒及晶圓、銦錫氧化物 ITO靶材 

產品(P) TFT-LCD、LED 

(三三三三) 含銦資料盤查分析含銦資料盤查分析含銦資料盤查分析含銦資料盤查分析 

當銦物質流網路模型建立後，再依照含銦物質之盤查資料將流量部分填入各個節

點中，並進行質量平衡。 

數據之蒐集方面，首重資料庫選擇及數據的完整一致性，故參考了各種資料來源

並依其詳細度及目標物質特性進行比對；最後依照銦之不同使用特性、情形，清楚地

劃分到不同使用階段中。 

表 3.2相關資料庫及數據盤查來源 

資料庫名稱 資料庫內容 含銦資料詳細度 

財政部關稅總局 主要統計台灣進出口貨

物、數量、價值 

對於部分原料、材料及

產品等欠缺詳細資料 

ITIS 智網 各類稀有金屬及其應用之

相關研究 

針對各類含銦產品之銦

用量提供假設依據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 台灣電子、光電、半導體等

產業各產品之產值及相關

技術資訊 

對於含銦產品之生產公

司及產值有明確統計 

環保署 台灣相關產業工廠製程資

料、廢棄物、廢水及資源回

收等統計 

針對產業在製程投入及

排放資訊有完整資料 

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 台灣電子、光電、半導體等

公司之營收獲利 

針對各公司產值有詳細

記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原料端銦物質資料蒐集上，在含銦物質的進出口盤查僅找到磷化銦，而三甲基

銦則是在工廠的製程報告中發現，材料及半成品方面則包括有磷化銦晶圓、磷鋁鎵化

銦之發光二極體晶粒及晶圓、銦錫氧化物 ITO靶材等物質，其中磷化銦、三甲基銦、

磷化銦晶圓、磷鋁鎵化銦之發光二極體晶粒及晶圓依照該物質之化學式，以算出淨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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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藉由進出口數據及其相關數據進行原料端、材料端的流向和流量推估，而銦錫

氧化物 ITO靶材則是以 IT IS 智網的科技專案成果報告統計資料為依據，換算出可能

的流向和流量。 

產品端之含銦物質，界定為含銦總量及總體生產量較顯著的 LCD 磊晶片和

TFT-LCD等產品進行計算。LCD 磊晶片中銦主要產生在其基板上約 200微米(10的負

6次方公尺)的厚度，進而以此含量標準進行推估；又 TFT-LCD根據研究數據顯示，

15 吋面板上可回收 15 毫克銦(林偉凱、曾婉如，2010)，故以此銦含量作為換算標準。 

表 3.3 含銦原料、材料及成品之使用項目及資料庫 

物質 資料庫 

磷化銦 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出口資料庫 原料端 

三甲基銦 環保署、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公開資訊觀測站 

磷化銦晶圓 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出口資料庫 

磷鋁鎵化銦之發

光二極體晶粒及

晶圓 

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出口資料庫 

材料及半成品端 

銦錫氧化物 ITO

靶材 

ITIS 智網 

LCD 磊晶片 環保署、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公開資訊觀測站 產品端 

TFT-LCD ITIS 智網、公開資訊觀測站 

 

四四四四、、、、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2009 年台灣地區之含銦物質製程及進出口資料顯示，銦物質流之國內生產量、進

口量及出口量分別為 179,529、688以及 5,819公斤；其中，如表 4.1、4.2所示，可以依

照其特性分為原料端、材料及半成品製造端、產品端。其中含有銦之產品生產量資訊，

係結合各標的產品相應之產業產值資訊，以及單位產值對應的產品量、單位產品中內含

銦金屬之質量佔比計算得到。進出口物質的銦含量則是利用海關之進出口資料，考慮各

貨品之成份資訊計算而得。 

表 4.1  2009年台灣地區生產之含銦物質產品量及涉及之銦金屬量 

貨品名 產量 含量 物質含銦量(kg) 

LCD 磊晶片 52.64公噸 1/200 263 

TFT-LCD 11,951,036 片 15 * 179,266 

(ITIS 智網、光電協進會、本研究整理) 

* TFT-LCD一塊面板中銦含量比率為 15豪克(林偉凱、曾婉如，2010)，此值與日本相關研究結果(日本環境省、経済産業省 2009)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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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09年台灣地區含銦物質進出口量 

貨品名 銦重量佔比 總進口物質含銦量(kg) 總出口物質含銦量(kg) 

原料

端 
磷化銦 78.7% 331.5 2551.2 

磷化銦晶圓  78.7% 351.2 1213.4 
材料

及半

成品

端 

磷鋁鎵化銦

之發光二極

體晶粒及晶

圓  

47.3% 5.7 2054.1 

(財政部關稅總局、本研究整理) 

 

據前述資訊彙整所得之我國經濟圈銦物質流狀態如下圖所示。其中以製成

TFT-LCD 者為最大宗，然而吾人雖預期這些含銦的 TFT-LCD 產品將至少有一部分出

口，但遍尋海關進出口資料庫卻無相符資料，故在計算時是以光電工業協進會相關報告

所呈現之成果進行。以三甲基銦或磷化銦作為 LED產品生產原料之計算，其間之產品、

原料間之質量比例關係，係基於國內此產業產能規模較大工廠之生產實況估計所得。雖

然目前本團隊尚無法取得全部之銦物質流基礎資訊，惟已可掌握的銦物質流概況為：我

國用於工業製程之高純度銦金屬或其化合物均由國外進口，而在國內可見到的銦回收業

者，其實是進行初步的提純，而與之相應的精鍊產能則均在國外（如日本或中國大陸）。

由此可見，我國對於銦的應用，其實是在於將其進口製成產品的一部分，而在製造過程

中所生之廢棄物所含有的銦，則以不明確呈現於海關出口資料的方式出口，會持續留在

國內的銦，主要是在國內使用且最終廢棄之含銦製品（如 TFT-LCD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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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2009年經濟圈銦物質流圖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銦物質對於我國當前經濟產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加上我國僅能完全仰仗進口取

得，短期內難以被替代，且具高度需求，隨著相關產業快速拓展，勢必我國相關產業勢

將面對逐漸提高之供應風險。受限於原始資料取得之困難，本研究僅能就相關產業之產

能產值進行推算各部份銦含量，然而根據研究結果可明顯觀察出以下幾項重點：首先是

我國之海關進出口數據所顯示之銦進出口量有極大的落差，對應於此數據品質的申報流

程執行現況，以及隱藏流的確切內涵尚需要後續進一步深入探討；其次是我國銦物質的

用量主要集中在 TFT-LCD製程上，故當供應風險提高對該產業的影響將更加顯著，而

該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整體連動效應，則可由其及相關產業之產值推論為可觀。 

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公部門對全國尺度銦物質流動，即使在數據掌握上亦

有所不同，更遑論仿效歐日等先進國家實施安全庫存等管控機制。單就官方資料並無法

通盤檢視出此物質的流動情況和存量，有鑒於其對我國經濟活動的重大影響，未來本研

究團隊將擴大研究範圍(如下圖所示)，希望進一步了解此物質在廢棄物及回收端上的流

動情況，期能從中釐清目前經濟圈中許多隱藏流的內涵，俾利提出更務實之物質流管理

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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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經濟圈與環境圈整體銦物質流架構圖 

 

依據目前之研究結果，從資源管理、政策擬定各角度有以下建議：一、國家須有詳

實的銦物質流資料，確實掌握各端點的存量，透過政府協商制定國內關鍵稀有金屬之最

低庫存量，保障產業生產之穩定運作；二、重視電子廢棄物商機，使相關回收制度更形

健全，且政府更能掌握其現況，分類儲存相關廢棄物，積極開發回收技術因應可能的供

應缺口。三、著手可替代銦金屬之替代材料開發，俾利導入或扶植相關產業，減少對對

銦金屬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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