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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是近十年的趨勢，另有一些近似的用詞，包括「綠色經濟」、「生態

經濟」及「低碳經濟」等，而「循環經濟」是以天然資源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循環」

指的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同時滿足需求變化及減少資源的浪費。美國經濟學家

波爾丁很貼切地將地球比喻為宇宙中的孤立飛船，在無法獲由外部取得資源時，需透過

持續的內部資源循環來延長其壽命。「經濟」在此指的是在建構資源循環體系時，所衍

生之研發、製造及服務機會，及所額外創造出的經濟活動與價值。台灣雖然以優秀的製

造生產在全球佔了一席之地，但在資源大量仰賴國外的現況下，要如何順應全球資源爭

奪的趨勢，依據「循環經濟」的概念，建構出國內資源循環的能量，同時創造出下一波

的經濟發展契機，實為明確且急迫的任務。 

中技社長期關心國內環境能源議題，尤其重視具備產業意涵的資源循環相關研究。

本報告內容為集過去六年研究成果之大成，首先以 98 年至 100 年等三年間對於「永續

資源管理」、「建構循環型社會」及「能資源未來趨勢」議題研究所累積之領域知識與

經驗為基礎，並綜整過去三年對於「稀有資源」及國內「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等實務性

產業研究之發現與建議。報告嘗試以建構國家在循環經濟轉型之戰略方向為目標，內容

以國際趨勢、國內現況及循環經濟契機等為起點，勾勒出國家推動循環機制總體戰略，

在依據推動的規劃，詳述產業、政府及學研界等利害相關者應扮演的角色，最後提出總

體的政策建議，協助無論政府、產業或學術界的利害關係人，掌握循環經濟趨勢下的轉

型方向及可扮演的角色。 

本社特別感謝參與相關計畫的團隊，包括台北科技大學張添晉教授團隊、臺灣綠色

生產力基金會張啟達副執行長團隊及台灣科技大學顧洋教授團隊等，以及張祖恩教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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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洋教授、楊致行資深督導、馬鴻文教授、林宏端總幹事及江惠櫻協理等顧問群，共同

參與及協助完成「資源循環經濟與產學發展」專題報告，在此向前述諸位致上最高謝意。 

本社歷年專題報告之全文均刊登於中技社網站(www.ctci.org.tw)，歡迎各界下載

參考，其他相關報告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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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章 臺灣轉型循環經濟的發展趨勢 

隨著全球人口成長，資源需求升高，在未兼顧環境保護的情況下，人類持續

開採/利用自然資源，已造成環境損害，亦使世界資源越顯匱乏，是以各國莫不

致力於資源管理，以期減少環境負面衝擊及確保資源永續，加上於國際近年來爭

奪稀有資源白熱化，先進國家紛紛積極建立資源永續管理制度(包括資源儲備)，

以確保國家安全及維持經濟體系競爭力。 

我國地狹人稠、環境負荷沉重、自然資源不足，能資源高度依賴進口，是以

避免國家面臨物質稀缺窘境，提升物質利用效率，建立永續物質管理更形迫切。

資源物質指有商業價值的物質，可以是原物料、也可以是新生產品；而廢棄物一

般認為是人類不要而拋棄、足以影響環境衛生者、無價值的物質；其實「廢棄物

是一種被放錯位置的資源」，積極地營造一個沒有廢棄物的環境、建構一個循環

型的社會、穩定國家資源供需調配，是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環保課題。 

1.1 循環經濟與資源循環的關聯性 

20世紀中葉之後，「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產業及社會活動，

雖為人類社會帶來豐饒與便利的物質生活，但也造成嚴重的資源損耗及環境污染。

近年來國際上皆倡導「循環經濟」，我國也意識其重要性，如產業發展已逐漸摒

棄傳統的高碳經濟發展模式朝向低碳轉型發展，並大力促進資源循環，提高資源

利用效率，以減緩資源的供需矛盾，朝向循環經濟的綠色成長之路邁進。 

一、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理念最早提出於 20 世紀 60 年代。1966 年鮑爾丁（K.E. 

Boulding）發表《未來太空船地球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提出「地球是一艘孤獨的太空船，沒有無限物質的儲備庫，既沒有開

採也不能被污染，人類必須要到自己在生態系統循環中的位置，進行物質再生產」。

隨後，皮爾斯和圖奈（Pearce & Turner）在《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一書的第

三章中，首次提出「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的概念，其目的是建立永續

發展的資源管理架構，使經濟系統成為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即建立「經濟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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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諧的條件」1。「循環經濟」的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

而不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與傳統經濟相比，循環經濟的不

同之處在於：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

其特徵是高開採、低利用、高排放；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

－產品－再生資源」的回饋式流程，其特徵是低開採、高利用、低排放。所有的

物質和能源要能在這個不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理和持久的利用，以把經濟

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度。 

循環經濟主要有三大原則，即「減量化」、「再利用」、「再循環」原則，每一

原則對循環經濟的成功實施都是必不可少的。 

「減量化原則」針對的是輸入端，目的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物質和

能源流量。換句話說，通過預防而非末端治理的方式來避免產生廢棄物。 

「再利用原則」針對的是過程性，目的是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強度。也就

是說，盡可能多次或多種方式地使用物品，避免物品過早地成為垃圾。 

「再循環原則」針對的是是輸出端，能把廢棄物再次變成資源以減少最終處

理量，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廢物品的回收利用和廢棄物的資源再利用。再循環能

夠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促進資源的循環利用。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不只僅在物質不斷循環利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另亦須

考量不僅可降低成本，同時提升產業使用資源效率之方式，採符合經濟效益和諧

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的過程中，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等非傳統環

境面的考量，係結合環境和諧之經濟發展模式，並遵循「減量化、再利用、再循

環」之三大原則，以利達到減少進入生產流程之物質量、以不同方式反覆利用某

種物品及廢棄物資源化之標的。 

二、資源循環 

人類社會日常使用而衍生之廢棄物數量或其影響性與日俱增，但因過去管末

處理（end of pipe treatment）在成本及資源上的消耗與成效之限制，目前國際間

各國環保政策已由排放管制（emission control）逐步趨向污染預防（pollution 

prevention）與資源管理（resource management）為主。近年來國際間開始重視環

                                                        
1
 莫虹頻、溫宗國、陳吉寧，區域代謝內部結構演化 分析與評價：以蘇州鐵元素代謝，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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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問題並進行國際公約與協定規範的商議，各國政府亦開始將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零廢棄（zero waste）及循環型社會（recycling-based 

society）等相關概念納入國家發展的規劃，歐盟、日本等國相關配套政策近年來

更不斷地出現，如 WEEE，ErP，RoHS 等。期能達到能源、經濟及環境的平衡

發展。人類整體經濟活動包括製造商的產品生產階段、消費者的產品消費階段、

使用後報廢和所衍生的資源回收處理階段，以及再生或無法再回收處理時的棄置

處理等階段。各階段活動的重點亦不盡相同，而循環型社會的概念來看，在生產

階段的重點在於抑制產源，消費階段的重點在於重複使用，資源回收處理和再生

階段的重點則在於回收及棄置階段的妥善處理，以及提升再生利用的商品化市

場。 

目前先進國家的廢棄物清理政策皆已擴大管理範圍，國際立法趨勢多以合併

立法來規範預防、減輕或排除廢棄物的產生，以美國「資源保育與回收法」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 RCRA ) 與德國「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

理法」（Closed Substance Cycle Waste Management Act）為代表；而日本則以「促

進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為基礎，並以多項法令配合輔助。因此不僅僅是單純的廢

棄物清理而已，更開始兼顧資源節用、分類回收及再利用之綜合管理方式。而在

臺灣循環經濟實踐方式在廢棄物管理方面係透過「廢棄物清理法」及「資源回收

再利用法」。現在正在研議將「廢棄物清理法」與「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二法合

併，並將廢棄物認定為「廢棄資源」，並配合臺灣「零廢棄」政策，提倡以綠色

設計、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採購、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利

用等方式，減少原料資源之使用，促進資源有效循環利用，並達成循環經濟之目

的。 

1.2 國際發展趨勢 

過去各國對於一般廢棄物清理之規範，多屬於末端管制，並未從產品生命週

期之全程予以整體規範，使得成效有限。自聯合國 1992 年 6 月於巴西里約熱內

盧召開「聯合國環境發展會議」中，提出有關「廢棄物最減量化」、「廢棄物再利

用及資源回收最大化」、「促進廢棄物的妥善處理與處置」等觀念後，各國廢棄物

清理政策已紛紛調整傳統思維，擴大管理領域，由單純之廢棄物清理走向兼顧分

類回收、減量及資源再利用之綜合性廢棄物管理。如澳洲於 1996 年提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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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零廢棄」政策、紐西蘭提出「2020年零廢棄」政策、日本於 2002年推行零垃

圾的「循環型社會」及加拿大多倫多推行「2010 年零廢棄目標」等2，宣示其環

境保護目標為改變拋棄型社會為循環型社會 (Recycling-Based Society)，重視技

術及經濟可行性，掌握永續發展之精神，建立積極主動之資源回收再利用體系。 

一、OECD對物質流系統性檢視及對應之政策建議架構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認知到現行廢棄物減量政策，包括資源回收

再利用，仍難以趕上經濟成長所伴隨環境衝擊增加（包括廢棄物產生量）的速度，

有感於需要更具創意、長遠可行的解決方案，是以將廢棄物管理及物質管理在生

命週期的概念下進行整合，於 2004 年成立「永續物質管理（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以下簡稱 SMM）」工作領域，其操作型定義為「永續物質管理是一

種方法，目的在於促進物質永續使用，以物質生命週期概念貫穿、整合各種行動，

以降低環境負面衝擊及保育自然資源，同時將經濟效率及社會公平納入考量」。

前述工作組為更貼切工作內涵，故於 2011年 6 月更名為資源生產力及廢棄物議

題工作組（Working Party on 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Waste，簡稱 WP-RPW）。 

OECD 於 2010 年 10 月提出永續物質管理研究報告，世界/各國運作方式可

以分成工業、社會及生態三個體系，包括物質及能源的交互流動，對應需要自然

資源政策（Natural Resource Policy）、產品生命週期政策（Product Life Cycle 

Policies）及廢棄物管理政策（Waste Management Policy）三個部分。也就是說，

如果以物質永續管理為出發點，除了傳統的廢棄物管理外，「自然資源管理」和

「產品生命週期管理」都是需要被納入的（如圖 1-1）。 

                                                        
2摘要自環資國際有限公司，推動資源循環及低碳永續運作機制整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3) 

3摘要自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資源循環政策規劃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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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OECD 對物質流系統性檢視及對應之政策建議架構 

 

二、OECD-SMM 建議之推動原則及對應策略 

前述 2010 年 OECD-SMM 研究報告建議之廣義政策原則（Broad Policy 

Principles for SMM）或是推動原則包括四個部份，各有其對應策略（如圖 1-2），

個別策略內容分述如后。 

 

圖 1-2  OECD-SMM 建議之推動原則及對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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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存自然資本（Preserve Natural Capital） 

保存自然資本是 OECD 推動永續物質管理的主要動力之一。自然資本是

維持生命所需的物質來源，由天然資源礦藏（礦產和金屬礦石、能源化石燃

料、土壤、水和生物資源）、土地、大氣層和生態系統所組成。其推動策略包

括增加資源生產率、減少物質生產量和再使用/再循環的物質，使得自然資本

與生態系統消耗最小化。 

1.改善物質流及對應環境衝擊之資訊完整度 

政府或可提供物質流及對應環境衝擊之最佳資訊，以設定推動 SMM

相關工作之優先順序。工作內容包括研擬 SMM 定量指標以利監測執行成

果；發展物質流分析（MFA）、生命週期評估（LCA）等工具。 

2.增加資源生產力及資源效率 

依 OECD 建議，「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是基於在同一

定量的資源耗損下所提供的生產力及環境衝擊，為利前述定量指標之計算，

相關數值的分析能力都還有加強空間。不過 OECD 雖已提出「資源效率

（resource efficiency）」，各國目前對於其定義雖尚未達成共識，卻都認為推

動政府綠色採購將有助資源效率之提升。 

3.增加再使用及再利用 

對於關鍵物質，如果開放式回收成效不彰，政府可考慮推動封閉式循

環使用系統，以減少負面之環境衝擊，例如推動鉛蓄電池強制再利用，或

是各式措施如以預繳清理押金（Advanced Disposal Fee）方式推動之。 

4.創新 SMM 相關評估技術 

推動 SMM 對政府而言需要面對新的挑戰之一，在於持續追蹤物質流

直接及間接的環境衝擊，依據國家特色，針對需要優先管理的物質訂定整

合性的政策與措施，避免法規之訂定僅是轉移污染方式（如從廢棄物轉成

水污染）。 

（二）從生命週期的角度來設計和管理物質、產品、程序中的安全與永續性

（Design and manage materials, products and processes for safety and 

sustainability from a life-cycle perspective，）以下簡稱「永續資源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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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包括開採、加工、產品設計和製造、運輸、產品使用、收集、

再使用/再循環和處理。此一原則目標對象在整個生命週期與每一生命週期的

階段，是以環境、經濟和社會正面貢獻最大化。為達前述目標，增加不同參

與者之間的合作是具決定性的，而每個成員意識到其個別的行動和決定，將

影響到其他生命週期階段採取相應的行動。要達成前述目標的策略包括： 

1.去毒化（Detoxification）： 

是指消除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逐漸累積的化學品和化合物所產生的有

害影響、不能正確或安全地管理、或者從經濟或環境的角度需要花費較多

的管理方式，簡而言之，採用綠色/永續化學，含化學替代程序。 

2.去物質化（Dematerialisation）： 

是指減少物質的使用量，特別是那些具有高度環境衝擊者。去物質化

是在不降低質量的服務/品質下，獲得更多更有效的利用。除了提昇資源效

率外，也包括材質替換以及用服務取代物質使用。 

3.為有價再利用之設計（Design for Value Recovery）： 

是指確保產品和物質設計、再使用、再循環，用一個有效的運作模式

恢復到原點（即逆向物流或逆向回收）。其推動可以藉由產品相關政策，如

促進「生產者延伸責任（EPR）」或「從搖籃到搖籃設計（C2C）」。 

（三）使用各式政策工具來促進與加強永續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結果（Use the full 

Diversity of Policy Instruments to stimulate and reinforce Sustainabl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Outcomes），以下簡稱多樣性政策工

具。 

永續物質管理的政策工具可促進法規、經濟激勵/懲罰措施、貿易和創新

政策、資訊與自願的夥伴關係。此項政策可加強過去其他政策所欠缺的部份，

包括更有效率、更有效、公平和持久的結果。過程中也需透過全方位的政策

評估，來取得非常重要的回饋資訊，以利修正研擬出合宜的政策。前述政策

工具包括： 

1.法令規章 

與 SMM 相關之法規案例包括禁止特定廢棄物進入掩埋場、瑞典

/OECD 延伸生產者責任法規（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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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誘因及反誘因（disincentives） 

依經驗，如果單獨使用經濟誘因其效果通常有限，是以多半需要搭配

法規來執行。OECD 會員國的具體例子包括增加廢棄物處置費用、綠色採

購、減少綠色商品增值稅、環保設施補助或節稅等。 

3.貿易與創新政策 

例如政府可以提供經濟誘因給較為永續之產品設計/材質回收再利用。

也可以參考日本、芬蘭及美國政府的作法，支助提供永續物質利用資訊的

研究單位。歐盟也有推動綠色科技之財務計畫。 

4.資訊分享 

許多 OECD 國家都支持生態標章計畫以推動民眾教育及鼓勵綠色產

品。例如美國政府提供部份經費給  Electronics Product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ool（EPEAT）的推動，以增加再利用及減少負面環境衝擊。

此外，可以透過資訊揭露的方式讓民眾知道那些材質的使用對於環境衝擊

較大，進而逐漸改變消費習慣。 

整合經濟及環境分析協助政府判斷不同政策措施的執行效益及效率，

也可以作為提供利害相關者間的溝通資訊。 

5.夥伴關係 

比利時、美國和其他 OECD 會員國有很多自願性夥伴計畫（voluntary 

partnership programmes）例如比利時廢棄物主管機關轉換連線（Belgian 

Public Waste Authority Transition Network）著重於物質循環、服務取代產品

販售等，並著手研擬文件以利從廢棄物管理逐步轉換成永續物質管理。 

6.使用各種政策工具 

每個運作機制雖有其優點，卻無單一機制對於各種狀況而言都適用，

依經驗使用多重機制較單一機制可行。換句話說，推動 SMM 需要採用多

樣性之政策工具，以提升效率及確保執行持續性。此外，不論在甚麼狀況

下，開放性地資訊流通可以藉由利害相關者意見反應而確保政策之永續運

作，同時建構關鍵經濟及其他利害相關者之參與機制，以降低創新過程中

之潛在反對聲浪及增加與時俱進之政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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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減少 SMM 推動阻礙 

各經濟主體（economic actors）多提供有限資訊以利最佳化特定經濟

成果，對於整體系統成果卻不見得是最佳的短期決定。例如透過不永續的

資源耗竭比例或是透過引發社會或生態危機。為調整這個狀況，政策決策

者可以藉由調整經濟活動，並鼓勵永續物質推動架構。開始時，可以調整

系統成功指數，不僅僅視短期經濟成長，更視長期社會及生態體系具體及

不具體的價值而定（tangible and intangible value）。例如比利時和其他歐盟

會員國建議政策決策者將經濟成長與物質/能源投入量脫鉤。 

現行常用的經濟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GDP）可以量測不同經濟活動，

卻無法區別對人體/環境有益之「正面經濟活動」與「負面經濟活動」。為

改善衡量的單位（或指標）政策決策者可以將自然資本的貢獻度納入經濟

計算中。例如一個健康且具生產力的森林，如果同時考量森林成長、人力、

能源、種植等綜合因素影響，將可更為正確地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當然也

包括會減少生產力的相關因子。 

在很多狀況下，被定量化且納入考量的因子有限，其他未能予以量化

或納入的因素也很重要，是以非定量的衡量方法對於政策決策也很重要。

衡量方法可以同時納入精密的數據、不同觀點的調查結果、選擇性以及不

同價值（如森林及山脈的價值，珊瑚礁之於觀光客等等）。 

（四）利害相關者採取積極與道德的責任，實現永續之結果（Engage all parts of 

society to take active, ethically-based responsibility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outcomes），以下簡稱發展夥伴關係。 

實現 SMM 需要透過所有利害相關者合作。有關的利害相關者包括個人、

民間部門、地方、區域、國家和國際各級組織之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此

外，清楚、有用、及時、透明的資訊對於利害相關者決策是至關重要的。在

責任的倫理上，要求各利益相關者付出行動，以避免環境負面影響將轉移給

後代。 

1.多樣利害關係者之參與、責任與合作。 

2.提高資訊透明度。 

3.道德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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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永續物質管理(SMM)之推動進程 

有鑒於日本之經濟與國家發展與我國有許多相似之處，近年來，在環保政策、

技術及經貿等方面，我國與日本皆有相當頻繁之交流，有關日本之 SMM相關說

明如下。 

日本將物質循環以地理範圍及產業角色分為若干階層來落實。第一階層是以

社區為基礎的物質循環，包含物質及器材設備之修復再使用、廢食用油回收再利

用；第二階層為地方性的物質循環，如考量經濟有效、產生較小衝擊且有利環境

的循環性資源；第三階層為區域性的物質循環，在環境與環保相關產業發展健全

並且積極活躍的地區，可以最有效地處理循環性資源；第四階層為國內的物質循

環，此階段對於類似日本及我國之地理環境，可視為與第三階層合併進行；第五

階層則是國際間的物質循環，基於各國國情特性(如工資高低、環保技術發展程

度等)不同，處理需要高度回收技術以利用循環性資源的情況。另日本在社會及

產業面與物質管理有關的推動主要又分為形成區域循環中心並與發展靜脈產業

並與動脈產業連結兩大面向執行。 

（一）形成區域循環中心並與區域發展連結 

建立一個健全的物質循環社會必須要各個參與者的合作與協調，其基礎

在於依照循環型資源的性質和地區特色創造欲建立物質循環之區域，也可以

成為區域再活化的驅動力。其中以北九州生態工業區為例子，由於在學術及

實務研發方面，北九州生態工業區都具有回收稀有金屬的潛力，就成為日本

在福岡(Fukuoka Prefecture)的北九州市(Kita-Kyushu City)及大牟田市(Omuta 

City)所建立的物質循環體系中，達成物質循環型社會不可缺少的條件。 

（二）發展靜脈產業並與動脈產業連結 

將製造產品的動脈產業與循環物質的靜脈產業串聯，以整合為新的循環

型產業。例如水泥業過去僅能接受廢輪胎和煤渣，由於技術的改進，現在也

可以接受生活廢水污泥和非工業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渣，如此廢水污泥及焚化

灰渣的掩埋量就可以減少，未來水泥中所含廢棄物資源的比例勢將隨之增

加。 

綜上所述，在推動永續物質管理上，日本是以「循環型社會」為核心；我國



 

1-11 

在推展永續物質管理的進程，採取的思維邏輯與日本較為接近，廢棄物處理的方

針「全分類、零廢棄」也與日本的「循環型社會」相似。不過近年來，我國經濟

部將廢棄物管理提昇至物質管理層次，著重供應鏈(原物料、產品、廢棄物)之特

定環節，藉由減少物質流或改變物質流的組成架構，減低相關環境負荷，達到有

效管理與利用國家資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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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關鍵資源概述 

2.1 稀貴資源 

過去因為地球資源大多為已開發國家所利用，開發中國家僅對於資源需求較

少，且多為一般傳統資源，例如鐵、煤、玻璃等；但近年來開發中國家對於科技

產品消費力日漸增加，人口的大幅增長及對產品品質要求日漸強烈，雖使全球經

濟創造一波新高峰，但是對於資源的消耗也達到歷年最高峰。稀貴資源數量涵蓋

層面相當廣泛如：鈦(Ti)、釩(V)、鈀(Pd)及稀土(RE)等等，且為高科技之關鍵元

素，材料科學的進步多半伴隨著稀貴資源應用而發展。 

稀貴資源向來有「集中性、冶煉技術高、蘊藏量稀少」等特點，導致價格位

居高價位，且近年來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經濟快速崛起，對於資源需求亦大

幅提升，引發全球資源新一波漲勢。現今提倡綠色科技，其中風力發電無齒輪渦

輪機具、電動車及油電混合車即為永磁鐵的最佳利用，故稀貴資源是高科技產品

創造高附加價值之創新源頭，為各國發展節能環保科技與綠色經濟之基礎。 

一、定義與內涵 

現代科技中的關鍵技術，許多技術皆須仰賴稀貴資源的應用，也因為稀貴資

源對於現代科技的影響重大，配合產業結構與產業價值的鏈結，特以分析我國稀

貴資源需求，分別利用供給、需求、技術及國際因素四個面向來說明稀貴資源並

予以定義，亦可歸納出七大因素，分別為國家保護、含量稀少、少數擁有、開採

較少、年產稀少、尖端技術及精煉困難等如表 2-1 及圖 2-1 所示。 

稀貴資源是稀有金屬和貴金屬的統稱，貴金屬主要是指：金、銀、和鉑族金

屬，而稀有金屬通常指在自然界中含量較少或分佈稀散的金屬，包括輕稀有金屬、

稀有難熔金屬、稀有分散金屬和稀有稀土金屬。由於各國產業特性與礦產蘊藏量

差異，對於稀貴資源定義皆不盡相同，但皆具有共通特性，包括：礦體含量較低、

大幅增加產品特性、萃取及分離技術較複雜、易受供應國政策及政治考量導致價

格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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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稀貴資源之定義 

因素 說明 資源枯竭特化係數 

礦體 

資源蘊藏、分布

及開採，集中於

少數國家 

地殼中含量較少及開採

不易 
鉑 160,000 

分布於少數國家 鉭 8,600 

需求 

於製程中添加少

量，產品特性與

效能大幅提升 

開採生產於少數國家 鉈 7,900 

全年度生產量稀少 錸 6,300 

技術 

其萃取、分離、

加工困難，僅少

數國家擁有 

精煉加工技術困難 鈀 1,300 

具有尖端科技技術 鉬 1,100 

國際

因素 

易受供應國政策

及政治考量等因

素所影響 

供應國資源保護主義 鈹 5,700 

政治性限制出口 銦 5,700 

註 1：資源枯竭特化係數由資源枯竭速度及資源市場價格所計算。 

註 2：該係數越大表示該資源枯竭危機越具有枯竭危機。 

參考文獻：本報告工作團隊整理自經濟部技術處。 

 

 

圖 2-1  稀貴資源四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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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稀貴資源價格劇烈上揚，造成產業成本大幅提高，除資源逐漸耗盡外，

亦由於稀貴資源開採集中於少數國家，資源出口國透過限制出口等手段，藉此提

升稀貴資源價格及作為制裁進口國等戰略手段。 

以稀土為例，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統計，稀土氧化物全球蘊藏量估

計達 9,900 萬公噸稀土氧化物，而全球生產的稀土氧化物達 14.44 萬公噸，且蘊

藏量及生產量大多集中於特定國家。其中，中國大陸稀土蘊藏量約占世界之 38 %

（如圖 2-2），且是唯一有能力提供 17 種完整稀土元素之國家，而稀土出口量又

是全球之冠，對於全球稀土資源的影響力可見一般。近年來中國大陸稀土限制出

口，以至於稀土價格迅速飆升，導致各國稀土應用產業面臨成本大增、原料缺乏

等問題，亦形成產業競爭的隱憂。 

圖 2-2  全球主要稀土產生國蘊藏量比例分佈 

 

中國大陸擁有豐富稀貴資源蘊藏量，其出國量亦為世界第一，對於掌握世界

稀貴資源與高科技產業之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而美國對於稀貴資源之政策採取

「國內儲備、國外採購」的全面性資源規劃，因此美國政府為應對中國大陸近年

來實施稀有資源管制出口之措施，已經開始著手評估美國本土稀土開發計畫及循

環回收等相關計畫，但建立稀土產業供應鏈及回收體系需要長時間規畫，預計若

要重啟礦場及生產量需 15 年之久，因此短期利用廢棄物回收稀貴資源，成為多

元化的稀貴資源確保的重要方法，亦為當今重要課題。 

美國 

13% 

澳洲 

5% 

中國 

38% 印度 

3% 

獨立國家聯合體 

22% 

其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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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與現況 

（一）稀貴資源之材料特性及應用 

高科技產業對於上游稀貴資源的控制，尤其是在製造關鍵零組件所必須

的重要稀有金屬的掌握，也已逐漸成為高科技產業是否能夠持續成長的關鍵。

舉凡至銦(In)是液晶顯示玻璃所必須、釔(Y)用於醫療設備、釹(Nd)用於電動車

馬達、鉭(Ta)為相機鏡頭重要原料、銪(Eu)作為 LED 照明、螢光粉及光纖、鉭

(Ta)為高端裝備製造等，稀貴資源相關應用方式如表 2-2。 

表 2-2  稀貴資源之材料特性及應用 

稀貴資源 材料特性 應用產業 

釔(Y) 耐高熱性、超導體 LED 照明、螢光粉、光纖 

鈰(Ce) 觸媒特性、耐高熱性 玻璃添加劑、拋光粉 

釹(Nd) 強磁性、耐腐蝕性 永磁材料、高效能家電、電動車 

銪(Eu) 光學特質 螢光粉、光學濾光片 

銦(In) 光電變換、光學特質 液晶螢幕、觸控面板 

鏑(Dy) 放射線機能、耐高熱性 原子能領域、極精密機械 

鉭(Ta) 光學特質、耐腐蝕性 光學鏡頭、高端裝備製造 

鎵(Ga) 超導性、光電變換、光學特質 太陽能板、半導體 

鉬(Mo) 光電特質、耐腐蝕性 光學鏡頭、高端裝備製造 

鈦(Ti) 耐低溫、高硬度、低密度 高硬度器具及手錶、刀片 

鈷(Co) 強磁性、半導體、高耐熱性 高速鍋、導航系統、醫療設備 

鎳(Ni) 強磁性、半導體 電池、導電漿料 

 

稀貴資源是永磁鐵製造之關鍵元素，其中以釤鈷磁鐵與釹鐵硼(NdFeB)磁

鐵利用最為廣泛（如表 2-3 各類型永磁材料特性之比較），其中又以釹鐵硼磁

鐵性能最佳（如表 2-4），且具有重量輕和易於磁化等特性，可進一步用於微

型化的電子設備例如喇叭、耳機及硬碟等，也可應用於混合動力車之電動馬

達、電動車及近年大力發展之風力發電渦輪發電機。釹鐵硼磁鐵中主要原料

有稀土金屬釹(Nd)32%、鐵(Fe)64%、及非金屬元素硼(B)1%，極少量添加之鏑、

鋱、鈷、鈮、鎵、鋁及銅等元素。永磁材料釹鐵硼三元系材料是以 Nd2Fe14B

化合物作為基體，其中釹和硼的含量多寡將會影響永磁材料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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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類型永磁材料特性之比較 

種類 

特性 
鐵氧體磁石 鋁鎳鈷磁石 釤鈷磁石 釹鐵硼磁石 

磁性 低 中 高 最高 

抗溫能力 中 高 高 低 

製作方法 粉末冶金 燒結鑄造 燒結鑄造 
粉末冶金 

快速冷凝 

成本 低 高 高 中 

優點 
化學安定性優

異 

殘留感應 

磁力高 

磁性能力 

優異 

磁性能力 

最佳 

缺點 磁性較差 
原料價格 

不穩定 
原料價格昂貴 溫度效能差 

 

表 2-4  釹鐵硼磁鐵應用 

應用產品 釹鐵硼磁鐵使用量 釹鐵硼磁鐵搭載率 

空調 
家庭用 60~100 g/台 

營業用 300~400 g/台 

家庭用 100% 

營業用 60~70% 

冰箱 40~60 g/台 10% 

洗衣機 130 g/台 25% 

HEV 用驅動馬達 1~2kg/台 100% 

汽車(其他) EPS 用 10~50g/台 

EPS 搭載車(全球一年 1,500 萬台，其中

30-40%使用釹鐵硼磁鐵。根據國際能源

署(IEA)統計，以目前全球最銷售量第

一的豐田 Prius 為例，製造一台電動車

馬達需要釹約 1.8 公斤，車輛本體則需

約 16 公斤的稀貴資源。 

工業自動化設備

(其他) 
風力發電機2652g/kw - 

 

（二）產業發展趨勢 

臺灣天然資源大多以國外進口為主，本研究依據經濟部統計處之經濟統

計查詢系統，以我國製造業 2012 年產值高於 1,000 億元/年作為篩選條件，列

出該產業可能需要之稀貴資源，如表 2-5。 

 



2-6 

表 2-5  重點產業產值篩選結果 

排名 行業別名稱 
101年產業產值 

(億元) 
稀貴資源應用 

1 1700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3,600 無 

2 2641液晶面板及其組件業 11,850 銦、鋇、釹及釔 

3 1820石油化工原料業 11,827 無 

4 2413鋼鐵軋型及擠型 7,895 釩、鈷及鉬 

5 2611積體電路 7,652 銦、釹、鋰及鎵 

6 1841合成樹脂及塑膠業 5,859 無 

7 2411鋼鐵冶鍊 4,444 鎳、釩 

8 2649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業 3,576 銦、釹、釤及鏑 

9 2613半導體測試及封裝 2,918 釔、銪及釹 

10 2721電話及手機製造業 2,768 釹、鉭、銦及鉭 

由於稀貴資源優異的性能，被人們廣泛使用於現在各式科技產品與一般

生活器具中，人們享受科技產品所帶來之便利，並發展出對於科技產品的高

度依賴性，例如手機、筆記型電腦等，其應用已經深入各產業供應鏈，如圖

2-3所示，包括冶金、機械、石油裂解、化學、紡織、電子、光電、電磁、醫

療產業和核能工業等各領域，皆仰賴稀貴資源的應用。 

 

圖 2-3  稀貴資源之終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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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資源 

臺灣屬於天然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產業發展所需的能源與資源幾乎需倚賴

進口供應，包括油電業的煤、石油、天然氣等；鋼鐵業的鐵礦；電子產業的銅、

錫及金、銀、鈀、銦、鎵等稀貴金屬之關鍵原材料。由於重要原物料進口常受國

際情勢變化影響，易造成國內市場價量的波動，對於國內民生消費穩定與經濟發

展影響甚鉅。 

2013 年永續物料管理制度與相關運作機制規劃及推動專案計畫（環保署）

依據歐盟 EW-MFA 之指引，彙整我國各資源相關機關資料庫之物料統計，盤查

四大類物質投入量，並換算物料使用之造成的 45 項自然資源折耗當量(RMI)，

已製作成國家資源型產業關聯表（如圖 2-4）。其中 4 大類物質之自然物質折耗，

彙整於圖 2-5~2-8。 

 

 

圖 2-4  國家資源型產業關聯表示意圖 

一、生物質： 

包括穀類、根莖類、糖料類、豆類、堅果類、油料、蔬菜、水果、纖維、其

他、稻草、其他作物殘株（糖料及飼料用菾菜（甜菜）、其他）、飼料作物（含由

草地收穫的生物質）、牧草生物質、木材（工業圓木）、木材燃料及其他萃取物、

捕撈野生魚類、其他水生動物及植物、狩獵及採集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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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10 年臺灣生物質 RMI 之 45 自然原料折耗 

 

二、金屬礦： 

包括鐵、銅、鎳、鉛、鋅、錫、金/銀/鉑及其他貴重金屬、鋁土礦及其他鋁、

鈾及釷、其他鋁。 

 

圖 2-6  2010 年金屬礦 RMI 之 45 自然原料折耗 

穀類 

7,633,751公噸 

油料 

3,367,356公噸 

木材 

3,161,504公噸 

飼料作物 

1,493,840公噸 

牧草生物質 

1,139,373公噸 

糖料類 

1,054,869公噸 

木材燃料及其他 

其他作物殘株 根莖類,   

銅 

25,269,072公噸 

鐵 

22,708,388公噸 

其他非鐵金屬 

13,731,837公噸 

金、銀、鉑及其

他貴重金屬 

5,331,725公噸 

錫 

4,496,534公噸 

鎳 

 鈾及釷 

鋁土礦及其他鋁 鋅 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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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金屬礦： 

大理石/花崗岩/ 砂岩/斑岩/玄武岩/其他裝飾用或營建石材（除板岩）、白堊

及白雲石、板岩、化學及肥料礦物、鹽、石灰岩及石膏、黏土及高嶺土、砂及礫、

其他、已開鑿並使用之地球礦物（含土壤）。 

 

圖 2-7  2010 年非金屬礦 RMI 之 45 自然原料折耗 

四、化石燃料： 

褐煤、硬煤、油頁岩及瀝青砂岩、泥煤、原油/凝結油及液態天然氣、天

然氣。 

 

圖 2-8  2010 年化石燃料 RMI 之 45 自然原料折耗  

石灰岩及石膏 

其他非金屬礦 

23,571,845公

噸 

砂及礫 

9,180,264公噸 

大理石、花崗

岩、砂岩等 

7,844,694公噸 

白堊及白雲石 

6,308,952公噸 

 鹽 
黏土及高嶺土 

化學及肥料礦

物 

27,394,411公噸 

板岩 

褐煤     

302,609,516公

噸 

原油、凝結

油及液態天

然氣 

82,924,484公

噸 

天然氣 

21,465,454公

噸 

硬煤 

15,824,458公

噸 

油頁岩及瀝

青砂岩,  

泥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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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灣推動資源循環及產業發展的契機與障礙 

3.1 臺灣資源循環及產業發展現況 

一、臺灣資源循環制度架構 

臺灣因應扎實的生活環境教育宣導與完整的法令配套，將環保觀念深植人心，

而民眾對於環保意識因此也逐漸成熟。近年，由於全球經濟迅速發展，導致地球

有限資源急遽消耗，因此追求資源永續利用與發展，已成為國際間新興趨勢。故

我國廢棄物管理之發展歷程，從早期偏重管末處理，逐漸調整為以源頭減量及回

收再利用為主。環保署於 2003 年提出「零廢棄」政策目標，以源頭減量及資源

回收再利用為二大主軸。有關「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之回收再利用制

度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臺灣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制度架構 

 

我國資源循環產業範疇，係依廢棄物管理相關法令，從事以各類可資源化廢

棄物為原料，將其再生利用為再生產品之行業，包含公告再利用、許可再利用、

共同清除處理、公民營清處理及公告應回收廢棄物處理等廠商，如圖 3-2所示。 



3-2 

 

圖 3-2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範疇 

二、廢棄資源循環推動現況 

（一）一般廢棄物 

環保署於民國 2003 年依「垃圾處理方案之檢討與展望」推動「垃圾零廢

棄」，以「源頭減量、資源回收」為主政策，提倡綠色生產、綠色消費、源頭

減量、資源回收、再使用及再生利用等，將資源廢棄物有效循環利用，以逐

步達成垃圾全回收、零廢棄的目標。 

回收再利用方面，訂定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的制度，透過資源回收基金

之規劃運用，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執行機關）」及「回收商」

推動資源回收工作。近年則是推動全國性的垃圾強制分類，大幅提升資源回

收率；部分地方政府亦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利用經濟誘因，讓垃圾減量及

提升資源回收量成效更為顯著；此外，建立廚餘、巨大廢棄物、裝潢廢棄物

的收集及再利用管道，亦大幅減輕垃圾處理壓力，增進物質循環規模。 

有關製造（輸入）業者繳納回收清除處理費用方面，由環保署執行回收

處理之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係透過公告應回收項目，由清潔隊、回收商等

進行回收工作，2011 年我國公告應回收項目計 13 類 33 項。2013 年度回收

廢容器類 49.9 萬公噸，（其中以廢玻璃容器 22.2 萬公噸、廢塑膠容器 19.8 萬

公噸、廢鐵容器 5.2 萬公噸為大宗）、廢乾電池 0.48 萬公噸、廢機車 32.7 萬

輛、廢鉛蓄電池 5.4萬公噸、廢輪胎 10.7萬公噸、廢電子電器物品 261.2萬台、

廢資訊物品 313.5萬件、廢照明光源 0.54萬公噸，如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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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08-2013 年廢物品及容器稽核認證回收量統計表 

年度 
廢容器 

(公噸) 

廢乾電池 

(公噸) 

廢農藥 

(公噸) 

廢機動車 

(千輛) 

廢鉛蓄電池 

(公噸) 

廢輪胎 

(公噸) 

廢潤滑油 

(千公升) 

廢家電 

(千台) 

廢資訊 

(千件) 

廢照明光源 

(公噸) 

2008 433,685 5,470 995 515 38,662 104,834 27,439 1,474 2,780 5,121 

2009 473,981 4,096 790 438 25,594 102,931 29,561 1,427 2,570 4,695 

2010 476,625 3,617 608 469 37,908 103,030 14,437 1,786 3,554 5,053 

2011 520,870 3,315 369 337 52,126 103,292 15,290 1,937 3,869 5,220 

2012 498,588 4,959 135 298 51,241 104,776  -  2,455 3,388 7,213 

2013 499,312 4,775 1,105 327 53,655 107,030  -  2,612 3,135 5,416 

註 :1.廢容器 (不含農藥及乾電池 )； 2.廢潤滑油自 2012 年後解除列管  

 

依據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統計，2013 年國內廢電子電器處理業

者計 12家（13廠）、廢資訊物品處理業者計 16家（17廠）、照明光源處理業

者計 5 家（6 廠）。此外，2008 至 2013 年廢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品之核認證

回收量趨勢，如表 3-2及表 3-3所示。 

依據近三年廢電子電器及廢資訊物品之回收量趨勢，觀察廢電子電器物

品之回收量有逐年成長趨勢，2012年較 2011年增加 51.82萬台，成長約 26.76 

%，2013年又較 2012年增加 15.71萬台，成長約 6.4 %；但廢資訊物品之回收

量，2012 年則較 2011 年減少 48.48 萬台，2013 年則又較 2012 年減少 24.99

萬台。綜合此二類廢電子資訊物品之回收量，統計近三年之年平均回收量約

580萬台，相較國內廢電子電器處理業 13座廠及廢資訊物品處理業 17座廠之

處理能力，普遍呈現料源不足致設備稼動率低的情形。 

表 3-2 2008-2013 年廢電子物品稽核認證回收量統計表 

單位 :萬台  

年度 廢電視機 廢洗衣機 廢電冰箱 廢冷暖氣機 廢電風扇 合計 

2008 4.84 29.37 31.89 36.01 1.69    103.80  

2009 50.50 29.20 29.39 32.63 0.95    142.67  

2010 60.21 36.94 33.33 46.94 1.19    178.61  

2011 72.73 38.93 34.91 46.15 0.94     193.66  

2012 112.52 43.33 38.35 50.66 0.62    245.48  

2013 117.82 43.91 41.12 57.97 0.37    2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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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2008-2013 年廢資訊物品稽核認證回收量統計表 

單位 :萬件  

年度 筆記型電腦 主機板 監視器 印表機 鍵盤 合計 

2008 3.83 98.81 69.14 69.02 37.2       278.00  

2009 4.48 83.91 82.24 58.31 28.06      257.00  

2010 5.33 117.8 120. 15 69.81 42.28       235.22  

2011 5.82 129.49 111.13 71.26 69.24     386.94  

2012 5.85 116.58 110.81 58.26 46.96     338.46  

2013 5.51 109.28 108.90 66.95 22.83    313.47  

 

（二）事業廢棄物 

1.管理制度 

我國事業廢棄物管理策略包括再利用、妥善處理及越境轉移三個部分，

如圖 3-3所示。 

（1）再利用：(A)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業，跨部會推動以獎勵、輔導

及提升技術等方式共同推動、(B)訂定再生產品標準，強化公共工程應

用機制、(C)推動生態化環保園區，建立綠色產業供應鏈、(D)追蹤、

查核與輔導再利用機構。 

（2）妥善處理：(A)強化公民營廢棄物清理體系管理，持續查核輔導、(B)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特殊及有害事廢清理能力及處理技術之研

發、(C)加強推動最終處置場之設置。 

（3）越境轉移：(A)訂定符合國際公約規範之管理方式，及(B)參與公約或

其他相關活動、建立國際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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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我國事業廢棄物管理策略 

2.零廢棄政策 

為落實零廢棄之目標，達成廢棄物產生量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利用量

最大化，我國於 2002 年 7 月公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以及相關子法，

2003年起並由環保署協調經濟部、國科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交通部及財政部等各部會積極擬定「資

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融入產品生命週期之概念，從源頭設計、製造、

使用至回收與再利用作全面性之推動。冀望於 2020年達到事業廢棄物減量

率 10％及再利用率 85％之零廢棄目標。有關整體策略規劃如下： 

（1）加強推動源頭減量工作 

評析推動各行業別事業廢棄物產出總量管制制度之可行性；評析運用

各項廢棄物排放因子工具逐年削減排出量之可行性；公告指定事業標示產

品使用之材質及再生資源比例、分類回收標誌及其他指定事項；要求事業

使用符合減量精神之原物料與相關製程；推動產業廢棄物減量運動；持續

推廣及輔導各部會所轄事業進行清潔生產。 

（2）建立資訊交流平台及加強再利用流向追蹤 

建立全國資源回收再利用資訊網；加強稽核事業申報再利用資料。 

（3）提供經濟誘因，促使業者參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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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融資措施；租稅減免措施；投資抵減；配合環保用地需求，協助

取得用地使用權；協助取得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用地；研究評

估採行「保證金制度」或「保險制度」之可行性及其執行方式。 

（4）運用獎勵措施，提升事業推動減量及再利用意願 

辦理資源回收績優獎勵評選；推動企業研提減量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環

境報告書。 

（5）加強事業廢棄物妥善處理處置 

規劃與運用一般廢棄物焚化爐之餘裕量；特殊性事業廢棄物之妥善處

置；加強一般衛生掩埋場進場管理與稽查；提昇環境影響評估之功能；持

續推動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衛星定位系統(GPS)的裝設與監控，防止清除機

構不當的運送事業廢棄物；推動建置事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之環境地理資

訊系統(GIS)空間決策支援系統，以掌握及監控事業廢棄物產出及清理流向，

防止非法處理或填埋事業廢棄物。 

（6）積極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工作 

檢討有害廢棄物認定標準；檢討再利用管理規範；持續公告再生資源

項目或再利用種類；加強事業廢棄物或再生資源資訊交換服務中心；持續

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要求公有焚化廠應進行飛灰及底渣再利用；要求事業

單位應配合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評估研擬掩埋稅(費)徵收規定及其執行方

式。 

（7）加強資源再生市場運作機制 

輔導資源化再生產業；訂定再生產品之相關規格標準；推動採用有國

家標準之再生資源及再生產品；公告應優先採購環保產品、再生資源與再

生產品項目；加強運用國內再生資源產銷體系。 

（8）加強教育宣導及研究發展 

定期發行事業廢棄物零廢棄年度報告；推動各事業廢棄物資源化與回

收再利用技術與研究；提供廢棄物資源化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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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報量 

根據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分析，2013年全國事業廢棄物申報量總計

約為 1,855.9萬公噸/年，前五大廢棄物依總量排序最大為煤灰（R-1101）約

482.3 萬公噸/年、其次依序為水淬高爐石(碴)（G-1201）約 261.5 萬公噸/

年、營建混合物（R-0503）約 144.3萬公噸/年、電弧爐煉鋼爐氧化碴（石）

約 126.1萬公噸/年、及無機性污泥（D-0902）約 114.3萬公噸/年。 

4.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現況 

經濟部工業局自 2000年起積極推動資源循環產業輔導計畫，藉由健全

法規制度、加強產業輔導、強化資訊擴散機制及推廣行銷再生產品等四大

推動策略，以輔導產業將廢棄物轉化為有價資源，推動資源循環產業發展，

解決產業廢棄物去化問題。歷經多年努力，整體工業廢棄物資源再生量能、

投入廠家數及產業產值均大幅提升，而由於廢棄物資源再生循環之推動，

對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環境品質折耗成本之成效益加顯著。 

歷年各類資源循環廠家數統計，如圖 3-4 所示。顯示投入資源循環之

廠商家數由 2002年之 305家成長至 2013年達 1,467家，成長高達 4.81倍。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4 臺灣資源循環廠家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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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源循環產業產值 

國內資源循環產業發展屬高技術需求、高市場風險，且產業關連性大

之產業，資源循環產業產值之推估涉及再生產品之演變，例如多數再生產

品為提供各行業之原物料，而原物料價格隨著國際行情、物價指數等因素

變動，故資源再生產品產值統計方式乃計算再生產品價格和工業廢棄物再

利用量而得。 

資源循環產業產值之推估涉及產品之品級，以及國際原物料行情、物

價指數等因素變動，依據產品價格與工業資源循環量推估產業產值，產業

產值由 2002年之 249億元提升至 2013年達 659億元，成長達 2.65倍，其

歷年成長趨勢如圖 3-5所示。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5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產值趨勢圖 

 

6.資源循環量及率 

資源循環產業為各產業之原物料供應主力，據估計將 60 %產業仰賴資

源循環產業提供部分原物料，減少產業採購海外原料之成本，讓我國產業

之產品具國際價格競爭力，是成功擴展國際市場的幕後功臣。資源循環產

業將各產業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生產為產業用料，已是世界各國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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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一環，缺少此因素將讓產業失去發展動力，由各國積極提升資源

再生技術情形，已顯現其重要性。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顯示國內工業

資源循環量由 2002 年之 804 萬公噸成長至 2013 年達 1,381 萬公噸，成長

達 71.8 %，如圖 3-6所示。此外，工業資源循環比率則由 2002年之 56 %

成長至 2013年達 80.5 %，成長約 25 %，如圖 3-7所示。另自 2011年起，

國內工業資源循環量與比率已呈現趨緩情形。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6 臺灣工業資源循環量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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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7 臺灣工業資源循環比率趨勢圖 

 

7.再利用管理方式 

經濟部工業局自 2002 年起推動工業廢棄物再利用以來，積極將性質

安定及再利用技術成熟之工業廢棄物種類公告為再利用項目，自 2002年 1

月 25 日公告 35 項「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理方式」以來，至

2013年 8 月 5日發布得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理辦法附表管理方

式再利用之種類計有 58項。 

依據產業範疇定義，收受工業廢棄物進行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廠商資格

類別可區分為公告再利用、許可再利用、公民營處(清)理機構、共同清除處

理機構及應回收廢棄物處理機構等五類，惟應回收廢棄物處理機構僅涉及

一般廢棄物回收無從事工業廢棄物資源化，故以前四類統計。 

（1）公告再利用 

依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系統統計前述 58項再利用種類及 2項

再生資源項目之申報再利用量為 1,208萬公噸，有關 58項再利用廢棄物種

類及 2項再生資源項目 2013年申報再利用量彙整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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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3 年再利用廢棄物種類及再生資源申報再利用量 

編號 再利用種類 類別 再利用量(千公噸) 

1 廢鐵 金屬廢料 262.3 

2 廢紙 廢紙及混合物 70.6 

3 煤灰 灰渣 5,141.7 

4 廢木材 其他 35.5 

5 廢玻璃 廢玻璃陶瓷磚瓦 180.8 

6 廢白土 其他 5.5 

7 廢陶、瓷、磚、瓦 廢玻璃陶瓷磚瓦 128.0 

8 廢單一金屬料(銅、鋅、鋁、錫) 金屬廢料 383.1 

9 廢酒糟、酒粕、酒精醪 動植物性殘渣 156.3 

10 廢塑膠 廢塑橡膠 97.1 

11 廢鑄砂 爐碴 152.3 

12 石材廢料(板、塊) 石材廢料及污泥 1.6 

13 石材污泥 石材廢料及污泥 4.0 

14 電弧爐煉鋼爐碴(石) 爐碴 1,594.6 

15 感應電爐爐碴(石) 爐碴 14.4 

16 化鐵爐爐碴(石) 爐碴 4.7 

17 菸砂 動植物性殘渣 0.5 

18 蔗渣 動植物性殘渣 31.6 

19 蔗渣煙爐灰 灰渣 19.4 

20 製糖濾泥 污泥 40.7 

21 食品加工污泥 污泥 42.7 

22 釀酒污泥 污泥 10.5 

23 漿紙污泥 污泥 68.5 

24 紡織污泥 污泥 49.7 

25 廢矽藻土 其他 6.4 

26 廢食用油 其他 1.7 

27 廚餘 其他 0.0 

28 廢橡膠 廢塑橡膠 15.1 

29 廢鈷錳觸媒 廢觸媒 0.8 

30 鈷錳塵灰 灰渣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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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再利用種類 類別 再利用量(千公噸) 

31 廢酸性蝕刻液 廢酸鹼液 112.0 

32 廢酸洗液 廢酸鹼液 148.5 

33 廢活性碳 其他 9.9 

34 廢石膏模 其他 3.2 

35 二甲基甲醯胺(DMF)粗液 廢溶劑 89.1 

36 廢沸石觸媒 廢觸媒 19.1 

37 燃油鍋爐集塵灰 灰渣 0.05 

38 鋁二級冶煉程序集塵灰 灰渣 0.008 

39 自來水淨水污泥 污泥 6.4 

40 高爐礦泥、轉爐礦泥及熱軋礦泥 污泥 106.9 

41 潛弧銲渣 爐碴 0.4 

42 含樹脂玻璃纖維布廢料 其他 0.3 

43 廢樹脂砂輪 其他 0.04 

44 旋轉窯爐碴(石) 爐碴 166.7 

45 淨水軟化碳酸鈣結晶 其他 2.8 

46 廢水泥電桿 其他 0.3 

47 植物性中藥渣 動植物性殘渣 4.0 

48 氟化鈣污泥 污泥 30.6 

49 廢人造纖維 其他 2.8 

50 紡織殘料 其他 1.9 

51 植物性廢渣 動植物性殘渣 26.0 

52 動物性廢渣 動植物性殘渣 23.5 

53 混合廢溶劑 廢溶劑 0.00 

54 廢噴砂 爐碴 0.7 

55 廢壓模膠 廢塑橡膠 0.2 

56 廢光阻剝離液 廢溶劑 11.3 

57 廢矽晶 金屬廢料 1.1 

58 廢潤滑油 廢油及油泥 0.05 

59 水淬高爐石 爐碴 2,627.1 

60 鈦鐵礦氯化爐碴 爐碴 164.0 

合計 12,079.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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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可再利用 

目前許可再利用廠共計 139家，2013年許可再利用量為 74.5萬公噸，

依廢棄物之性質分類，其申報再利用量彙整如表 3-5，再利用比率則如圖

3-8所示，顯示主要許可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為「污泥」、「廢酸鹼液」及「廢

溶劑」。 

其中「污泥」類以「無機性污泥」之再利用量最大，主要再利用作為

製磚原料；「廢酸鹼液」類則以「廢液 pH值小(等)於 2.0」之再利用量最大，

主要包括廢氫氟酸、廢硫酸和鋁蝕刻廢液等，再利用用途主要以化學反應

製備化工原料(如硫酸鋁、硫酸、氟化鈣、氟矽酸鈉及磷酸等)；「廢溶劑」

類則以「廢液閃火點小於 60 ℃(不包含乙醇體積濃度小於 24 %之酒類廢棄

物)」之再利用量最大，主要再利用方式為以蒸餾方式產製工業用溶劑。 

 

表 3-5 2013 年工業廢棄物委託許可再利用機構申報再利用量 

廢棄物類別 申報再利用量(千公噸) 

污泥 434.7 

灰渣 15.3 

金屬廢料 1.3 

廢油及油泥 23.8 

廢玻璃陶瓷磚瓦 9.0 

廢紙及混合物 30.4 

廢塑橡膠 1.9 

廢溶劑 32.1 

爐碴 22.2 

廢酸鹼液 155.8 

其他 18.5 

合計 744.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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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8 2013 年許可再利用之各類工業廢棄物再利用量比率 

 

（3）公民營處(清)理 

目前公民營處(清)理機構中採資源化方式處理廢棄物者計有 118 家，

2013年公民營處(清)理機構之再利用量為 70.5萬公噸，如表 3-6所示。 

依廢棄物之性質分類，其各類再利用量之比率如圖 3-9 所示，顯示主

要再利用之廢棄物種類為「污泥」、「廢溶劑」及「金屬廢料」。其中「污泥」

類以「無機性污泥」之再利用量最大，主要為工業區污水處理廠、淨水廠、

化學材料製造業所產生之無機污泥，其主要再利用為以熱處理或其他乾燥

方式產製人工粒料或乾燥土壤；「廢溶劑」類則以「廢液閃火點小於 60 ℃

(不包含乙醇體積濃度小於 24 %之酒類廢棄物)」之再利用量最大，主要以

蒸餾方式將廢溶劑提純回收再利用；「金屬廢料」類則以「廢電線電纜」之

再利用量最大，其再利用方式主要以物理方法回收銅及塑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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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13 年工業廢棄物委託公民營廢棄物處(清)理機構申報再利

用量 

廢棄物類別 申報再利用量(千公噸) 

污泥 437.6 

灰渣 18.4 

金屬廢料 70.8 

廢油及油泥 30.6 

廢玻璃陶瓷磚瓦 6.7 

廢紙及混合物 0.1 

廢塑橡膠 8.8 

廢溶劑 57.5 

廢觸媒 11.4 

爐碴 6.6 

廢酸鹼液 20.8 

其他 35.3 

合計 704.6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圖 3-9 2013 年公民營處(清)理機構之各類工業廢棄物再利用量比率 



3-16 

（4）共同處理 

目前已成立之共同處理機構且採資源化方式進行再利用者計有電弧爐

煉鋼業、石材業、皮革業及玻璃業等行業成立之 4 家共同處理機構，將 4

家共同處理機構依其 2013年 1~11月之申報資料，推估 2013年共同處理機

構之再利用量為 27.6萬公噸，再利用量最大者為「電爐製鋼過程污染控制

之集塵灰及污泥」，主要之再利用用途為產製氧化鋅，各機構之再利用情形

如表 3-7所示。 

表 3-7 2013 年共同處理機構各類工業廢棄物再利用情形 

機構名稱 類別 代碼 廢棄物名稱 主要再利用

用途 

2013年再利

用量(千公

噸) 

臺灣鋼聯

股份有限

公司 

灰與渣 A-7101 電爐製鋼過程

污染控制之集

塵灰及污泥 

回收氧化鋅 186.1 

宜興玻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廢玻璃陶

瓷磚瓦 

R-0401 廢玻璃 

 

玻璃原料 8.9 

花蓮區石

材資源化

處理股份

有限公司 

石材廢料

及污泥 

R-0907 石材礦泥 水泥原料摻

配、道路工

程級配料、

工程填地材

料 

59.0 

石材廢料

及污泥 

R-0502 石材廢料 

(板、塊) 

22.3 

合計 276.3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循環產業推動及審查管理計畫 

 

（三）電子資訊產業資源循環現況 

電子資訊產業是臺灣非常重要之產業，其中又集中於電子零組件的半導

體及印刷電路板，以及光電產業的平面顯示器及太陽能電池等產業，上述產

業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資源物多具價值性。因此，帶動臺灣資源循環產業廠

商積極投入此一領域，相對形成競爭激烈的紅海市場，故特別分析此產業之

資源循環現況。 

1.含稀貴金屬之廢棄物產量： 

2013 年含稀貴金屬之各類廢棄物總產生量為 8.28 萬公噸，國內再利

用量約為 6.07萬公噸，再利用率約 73.31 %，其中採境外處理量為 2.21萬

公噸，如表 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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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2013 年含稀貴金屬之各類廢棄物流向統計 

廢棄物 

代碼 
廢棄物名稱 

申報流向(公噸) 

委託或 

共同處理 
自行處理 輸出處理 

再利用

(含廠內) 
申報量 

D-1399 
其他單一非有害廢金屬或

金屬廢料混合物 
5,777.9 0 19.4 3,190.6 8,987.9 

D-1301 廢裸銅線 826.1 0 14.1 1,092.0 1,932.2 

D-1499 
其他單一非有害廢觸媒或

其混合物 
13,553.2 154.1 0 0 13,707.3 

D-2504 
不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

馬達 
512.9 155.7 396.0 0 1,064.6 

D-2527 
其他以物理處理法處理之

混合五金廢料 
3,338.1 23.2 864.9 0 4,226.3 

D-2601 
廢電線電纜（以物理處理法

處理者） 
3,656.7 890.7 3,938.2 277.8 8,763.4 

D-2603 廢光纖電纜 171.2 0 0 0 171.2 

D-2605 
含塑膠、橡膠或油脂之廢壓

縮機 
788.9 554.5 0 0 1,343.4 

D-2612 廢電鍍金屬 95.8 0 13.8 0.175 109.7 

D-2623 含金(銀、鈀)之導線架廢料 251.3 0 0 0 251.3 

D-2624 
含貴金屬(金、銀、鈀、鉑、

銥、銠、鋨、釕)之廢觸媒 
255.2 58.0 0 558.2 871.4 

D-2625 

含貴金屬(金、銀、鈀、鉑、

銥、銠、鋨、釕)之離子交

換樹脂 

55.0 0 0 5.3 60.4 

E-0202 含油脂之廢電線電纜 99.0 0 0 140.4 239.4 

E-0213 含電鍍金屬之廢塑膠 1,712.3 195.6 0 122.5 2,030.3 

E-0217 
廢電子零組件、下腳品及不

良品 
5,690.1 105.6 766.7 19.2 6,581.7 

E-0218 
廢光電零組件、下腳品及不

良品 
667.1 0 0.7 5.2 672.9 

E-0221 
含金屬之印刷電路板廢料

及其粉屑 
13,698.7 35.0 15,959.2 49.5 29,742.4 

E-0222 附零組件之廢印刷電路板 904.7 55.8 88.5 0.2 1,049.2 

E-0301 
發光二極體晶圓廢料及粉

屑 
22.2 0 0 0.1 22.3 

R-2505 廢矽晶 0.0 0 0 987.1 987.1 

合計 52,076.3 2,228.1 22,061.6 6,448.3 82,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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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電及半導體產業資源循環流向分析（如圖 3-10） 

該產業之廢水處理產生的「氟化鈣污泥」之資源再利用量最大，2013

年合計約 3.07 萬公噸，主要循環用途作為水泥原料；其次為「廢氫氟酸」

及「廢磷酸」，主要循環用途作為化工原料；另「廢光阻剝離液及稀釋液」

則逆向循環產製成光阻剝離液及稀釋液，供光電及半導體產業再使用，形

成搖籃到搖籃的物料供應模式。近年來已有資源循環產業廠商積極投入含

「銦廢液及靶材」、「廢晶圓」及「廢切削液」的循環利用領域，進以轉型

為電子資訊產業的上游原料及中游關鍵材料的供應廠商，除可減少產業對

外來資源的依賴外，並有助於降低物料成本及提升產業競爭力。 

 

 

圖 3-10 光電及半導體產業資源循環流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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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印刷電路板業產業資源循環流向分析（如圖 3-11） 

2013年該產業之「廢酸性蝕刻液」及「廢鹼性蝕刻液」資源再利用量

分別達 11.2萬公噸及約 10萬公噸，主要循環產製成硫酸銅外銷。其次為廢

水處理產生的「含銅污泥」約為 9.6 萬公噸，主要循環產製成氧化銅及粗

銅錠供作銅加工原料；另「廢貴金屬廢料及廢液」為 1.15萬公噸，循環產

製成金錠及金氰化鉀。此外，「廢剝錫鉛液」與「廢鹼性蝕刻液」均可逆向

循環產製成剝錫鉛液及鹼性蝕刻液，供印刷電路板產業原製程再使用。 

 

圖 3-11 印刷電路板產業資源循環流向圖 

 

3.2 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及產業發展現況 

一、中國大陸稀貴資源現況及趨勢 

中國大陸稀貴資源含量豐富，除了鉻和錳這兩種金屬儲存量較少，其他稀有

金屬於中國大陸皆具豐富儲量，且有幾種還是排名世界前列，足可左右世界市場。

比如中國大陸鎢的儲量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應量的 85%；鉬的儲量居世界第二，

占全球供應量的 24%；稀土儲量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供應量的 80%；鍺的儲量

居世界第一，產量占全球的 50%；錫礦儲量占世界的 12.4%，居世界第三；銻礦

占世界總儲量的 66.2%，居世界第一；鎳的保有儲量居世界第四位。 

長期而言，因為資源蘊藏量的有限性，稀貴資源多屬賣方市場。美國在

1970~1980 年代，曾是全球稀土的最大出產國，因中國大陸在 90 年代開始大量

增產稀有金屬及鎢礦，造成國際間稀有資源價格下跌，使得美國的稀土類礦山以

及澳洲、加拿大的鎢礦山等礦山，因不敷開採成本而被迫關閉或暫停開採，中國

大陸遂躍升為全球最大稀土產地，也是全球唯一能提供十七種稀有金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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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稀有資源出口策略4
 

中國大陸前領導人鄧小平曾以「中東有石油，中國大陸有稀土」一語，

道出中國大陸稀有資源的富饒與戰略價值。過去中國大陸稀土產業是由工業

信息部（管理稀土製品產量、推動產業正常發展）、國土資源部（管理礦區開

發、開採總量等事宜）與商務部（規劃出口配額等事宜）等三個主要部門管

理與監督，為更有效地進行策略規劃與運作，中國大陸國務院已於 2011年於

工業信息部下成立專門辦公室，管理全國稀土開採與產業發展相關事宜。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其自身對稀有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對於稀有

資源的出口亦趨緊縮。自「十五計畫（2000-2005 年）」開始，中國大陸針對

金屬礦物開始採取保守態度，並逐步強化生產過程之控管機制。2006 年宣布

隔年起將削減全國半數的稀土產量，國際市場上的稀土價格應聲上漲。其後

中國大陸工信部制定了「2009-2015 年稀土工業發展計劃」，確立持續降低稀

土出口量的政策方針，並嚴格控管稀土的走私與出口，以維持中國大陸在國

際稀土市場的影響力。相關管制措施包括：控制稀土產量與出口配額、調高

出口稅率等。以出口配額管制為例，2005 年中國大陸開放 6.7 萬噸稀土出口

配額、至 2010年剩下 3萬噸，減幅達四成以上。 

除縮減稀土資源出口外，中國大陸並於 2012年成立「中國大陸稀土行業

協會」，與工信部一同帶動稀土行業重組和資源整合，並建立中國大陸的稀土

儲備制度。 

（二）WTO稀有金屬訴訟案 

由於中國大陸對稀土資源的出口緊縮政策，2012 年 6 月，美國、歐盟、

日本就中國大陸稀土、鎢、鉬三種原材料出口管理措施，正式向世貿組織 WTO

爭端解決機構提起訴訟。他們提出，中國大陸對上述三品種採取出口配額、

出口關稅、價格以及數量控制，違反中國大陸 2001年加入 WTO時的承諾。 

2014年 3月，WTO初裁中國大陸稀有金屬涉案產品的出口管理措施違規；

8月 7日，WTO宣佈稀有金屬訴訟案終審中國大陸敗訴。預計 2015年，涉訴

的稀有金屬品種稀土、鎢鉬需要降低關稅，取消出口配額。 

                                                        
4高雅玲，從稀有資源爭戰談稀有資源的產業意涵，礦冶 55:2，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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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TO訴訟案後中國大陸策略調整方式5
 

為應對 WTO稀有金屬訴訟案敗訴，業界預估中國大陸近期內將陸續推出

應對政策，首要為遏止非法稀土開採，組建正規稀土大集團及確保稀土資源

稅收，保護中國大陸稀有金屬資源。 

除此之外，相關政策另包括：(1)大幅提高稀土資源稅，目前政府部門研

擬將稀土資源稅在現行的標準基礎上大幅上調，以反映資源的稀缺性與開採

的環境成本，預計最終稅率半年內將公布。(2)制定稀有金屬管理條例，以將

戰略資源的管理納入法律範疇；並擬聯合 12個部委成立部級稀有金屬協調機

制，旨在建立和完善稀有金屬管理的長效機制。 

二、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市場現況及趨勢 

中國大陸係以經濟與社會發展為前提，依據「循環經濟促進法」於「十二五」

期間，實施計畫型經濟模式，由國務院、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等部委在

政策上積極推動「城市礦產」示範基地的建設工作，預計「十二五」末，將在全

中國大陸建設 50 個技術先進、環保符合、管理規範、利用規模化、輻射作用強

的城市礦產示範基地。2013 年 9 月止，已在全中國大陸 22 省區內完成 45 個城

市礦產示範基地。此外，中國大陸商務部公布「再生資源回收管理辦法」，在全

中國大陸開展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工作，以城市為單位，建立社區回收點、

區域分揀中心、集散加工與交易中心，目前已公布三批試點城市，共計 90 個資

源回收體系示範城市與 63個再生資源集散市場。 

（一）中國大陸資源循環產業相關政策發展 

2011 年中國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發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

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首度將資源循環產業納入國家發展規劃綱要中，其第

23 章「大力發展循環經濟」中強調推行循環型生産方式，健全資源循環利用

回收體系，推廣綠色消費模式，強化政策和技術支撐，並將循環經濟之重點

工程歸納為下列七項，如圖 3-12 所示，作為 2011 至 2015 年資源循環推動之

方向。 

                                                        
5稀土敗訴後的中國策：未來工作重點有三項，新華網，2014年 8月 11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0811/c71661-254414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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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中國大陸十二五期間推動循環經濟之重點工程 

 

該七項重點工程中，與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經營、投資較具關聯項目有資

源綜合利用、廢舊商品回收體系示範、城市礦產示範基地、資源循環利用技

術示範推廣等 4項工作，概述如下： 

1.資源綜合利用 

推動粉煤灰、煤矸石等大宗固體廢物，以及稻稈、禽畜養糞污等綜合

利用，並建立資源綜合利用示範基地。現已公告 2 批共 178 個循環經濟試

點單位及 1批共 12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基地。 

2.廢舊商品回收體系示範 

建設 80 個網點布局合理、具管理規範、多元回收方式及重點種類回

收率高之廢舊商品回收體系示範城市。現已公告三批共 90個資源回收體系

試點城市及 1批共 12個廢汽車回收拆解試點城市。 

3.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建設 50 個技術先進、達環保標準、具管理規範、再利用規模且輻附

作用強的城市礦產示範基地，以實現廢舊金屬、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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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塑料等資源循環利用。 

4.資源循環利用技術示範推廣 

建立重大循環經濟共通性、關鍵性技術和全套設備生產、應用示範項

目與服務平台。現已針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廢舊輪胎橡膠、廢舊金屬和

廢玻璃、廢塑膠和廢紡織品、建築和農林廢棄物、廢紙張及其他等 6 類重

點廢棄資源物公告 1批共 95種再生資源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目錄。 

在十二五規劃綱要帶動下，陸續提出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相關政策，由國

務院與其他相關部委發布之政策包括：「資源綜合利用企業所得稅優惠管理」、

「開展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建設」、「建立完整的先進的廢舊商品回收體系」、「調

整完善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及勞務增值稅政策」、「”十二五”資源綜合利用指導意

見」、「2012 年工業節能與綜合利用工作要點」、「推進園區循環化改造」等，

內涵包括稅收減免、示範基地規劃、廢舊商品回收等。彙整中國大陸推動循

環經濟與資源循環相關政策和指導意見的重點內容如表 3-9示。 

 

表 3-9  中國大陸推動循環經濟與資源循環相關政策和指導意見 

時間 政策名稱 重點內容 

2010年 5月 關於進一步推進

再生資源回收行

業發展的指導意

見 

1.提出加快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形成回收、

分揀、集散為一體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 

2.提升再生資源分揀加工能力，形成符合環保要

求的專業化分揀加工中心。 

2010年 6月 關於開展城市礦

產示範基地建設

的通知 

1.預計於 5年內在全國建成 30個左右技術先

進、環保達標、管理規範、利用規模化、輻射

作用強的「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2.推動廢家電、汽車、手機、電池、塑料及橡膠

等重點「城市礦產」資源循環利用、規模利用

和高值利用。 

2011年 1月 關於 2011年開展

再生資源回收利

用體系建設有關

問題通知 

1.繼續支持部分城市開展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體

系建設，並支持部分省分區域性大型再生資源

回收利用基地建設。 

2.支持標準原則上每個城市不超過總投資額的

50%。 

2011年 1月 廢棄電器電子產

品回收處理管理

條例 

規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回收處理活動，促進資

源綜合利用和迴圈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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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政策名稱 重點內容 

2011年 3月 「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二個

五年規劃綱要」

之第二十三章大

力發展迴圈經濟 

1.完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加快建設城市社區和

鄉村回收站點、分揀中心、集散市場“三位一體”

的回收網路，推進再生資源規模化利用。 

2.加強規劃指導、財稅金融等政策支援，完善法

律法規和標準，實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制

訂迴圈經濟技術和產品名錄，建立再生產品標

識制度，建立完善迴圈經濟統計評價制度。 

3.推動迴圈經濟 7大重點工程。 

2011年 11月 關於調整完善資

源綜合利用產品

及勞務增值稅政

策的通知 

1.對符合規定之廢油回收之資源再生企業其銷

售自產貨物實行增值稅即徵即退100%的政策； 

2.對符合規定之廢舊電池、廢感光材料、廢彩色

顯影液、廢催化劑、廢燈泡（管）、電解廢棄

物、電鍍廢棄物、廢線路板、樹脂廢棄物、煙

塵灰、濕法泥、熔煉渣、河底淤泥、廢舊電機、

報廢汽車及廢塑膠、廢橡膠製品及廢鋁塑複合

紙包裝材料之資源再生企業，銷售自產貨物實

行增值稅即徵即退 50%的政策。 

2011年 12月 「十二五」資源

綜合利用指導意

見 

1.到 2015 年，礦產資源總回收率與共伴生礦產

綜合利用率提高到 40%和 45%；大宗固體廢物

綜合利用率達到 50%；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

率達到 72%；主要再生資源回收利用率提高到

70%，再生銅、鋁、鉛佔當年總產量的比例分

別達到 40%、30%、40%。 

2.推廣採機械化對廢舊汽車、廢舊船舶、廢舊農

業和工程機械的拆解、破碎和處理，推動廢舊

電器電子產品整機拆解和電路板資源化技術

的產業化，開發廢塑料回收、分揀、清洗和分

離等預處理技術和設備。 

3.以「循環經濟促進法」為核心，逐步建立完善

資源綜合利用法律法規體系，實施資源綜合利

用「雙百」工程，研訂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政策

大綱。 

2012年 3月 2012 年工業節能

與綜合利用工作

要點 

1.發佈鋼鐵、有色金屬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指南和

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目錄，積

極研究制定再生有色金屬、廢舊鉛蓄電池、廢

舊輪胎翻新、廢舊電子電器等綜合利用行業准

入條件，並建設 1批再生有色金屬利用示範工

程。 

2.發佈再製造工藝技術及裝備推薦目錄，建設再

製造產品信息網，完善再製造舊件溯源、再製

造產品追蹤及質量投訴反饋管理機制。 

2012年 6月 「十二五」節能

環保產業發展規

1.節能環保產業是國家加快培育發展的 7個戰略

性新興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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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政策名稱 重點內容 

劃 2.再生資源利用方面將強化廢金屬、廢舊電器電

子產品、報廢汽車、廢橡膠、廢塑料等資源再

生利用，提高相關資源再生技術，完善相關土

地政策，加大財稅支持力度，推進環境稅費改

革。 

3.建設 50個國家「城市礦產」示範基地，使 2015

年形成資源再生利用能力 2500萬噸，其中再

生銅 200萬噸、再生鋁 250萬噸、廢鋼 1000

多萬噸、黃金 10噸，實現產值 4300億元。 

2013年 2月 循環經濟發展戰

略及近期行動計

畫 

開展循環經濟“十百千”示範行動，實施十大工

程，創建百座示範城市（縣），培育千家示範企

業和園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工作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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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市場推動現況 

中國大陸係以經濟與社會發展為前提，大力推動資源循環產業發展，依

據環保部、商務部、發改委及財政部等部委的整合分工與政策推動，中國大

陸資源循環市場型態可概分成三大部分，包括:1.由環保部推動的進口再生資

源加工園區：為富集海外資源，補足境內缺口，兼顧環境保護，政策上採用

圈區管理制度，於東部沿海設置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共 15處，年處理廢金

屬占中國大陸進口總量的 50％以上。2.由商務部推動的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

設試點城市：為因應城市化發展，推動城市採礦，創造就業機會，以各地區

的龍頭企業為主體，建設標準化社區回收點、分揀中心與拆解中心等，並提

供每城市 5,000萬元人民幣(且不超過總投資額 50%)之補貼經費，目前已公布

計 90個資源回收體系示範城市與 11個集散市場。3.由發改委與財政部推動的

城市礦產示範基地：為布局全國資源循環網絡，群聚資源循環產業能量，以

回收廢舊機電、汽車、家電，電子產品等廢料中之鋼鐵、有色金屬及塑料，

目前在全國 22省區內已完成 38個示範基地。 

1.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 

中國大陸再生金屬原料 60％~70％需仰賴境外輸入，目前建設中及已

完成的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已達 15個，年處理廢金屬占中國大陸進口總

量的 50％以上。 

目前中國大陸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收受之廢棄資源種類逐漸走向

各區域異質化，各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發展出各自特色，但單一園區內

趨向同質化，入駐企業經營之業務相似度高，以達聚集經濟效益。 

中國大陸因考量進口貿易便捷等因素，資源再生加工園區皆分布於沿

海具港口或鄰近港口交通便捷之省市，目前中國大陸東部沿海設置進口再

生資源加工園區處理廢棄資源種類彙整如表 3-10所示。 

中國大陸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中，位於漳州港的台資福建全通資源

再生工業園，已通過由環保部、海關總署、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進口

再生資源“圈區管理”驗收，成為大陸第一個台資興建的再生資源園區。該

工業園區主要進口廢銅、廢鋁、廢不銹鋼、廢金屬、廢五金電器、廢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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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廢紡織品、纖維廢料及各類廢塑膠等廢棄資源，規劃成為年進口廢

五金 300 萬公噸、廢金屬 150 萬公噸、廢鋼鐵 300 萬公噸、廢塑膠 150 萬

公噸的國際性及城市採礦型的資源循環產業基地。 

 

表 3-10  中國大陸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處理廢棄資源種類 

項次 地點 處理廢棄資源種類 

1. 寧波鎮海 主要產製再生銅、鋁、鋅、不銹鋼。 

2. 江蘇太倉 主要產製再生塑膠、再生鋼材等，素有製塑之鄉之稱。 

3. 福建漳州 主要經營進口廢五金類廢物拆解加工利用、進口廢塑

膠加工利用、國內廢家電拆解等業務。 

4. 浙江台州 進口廢金屬拆解回收，以再生有色金屬產業為主。 

5. 天津子牙 進口廢銅、鋁、鐵、橡塑等，重點發展廢棄機電產品、

廢舊電子資訊產品、報廢汽車、橡塑加工、精深加工

再製造、節能環保新能源等六大產業。 

6. 河北文安 主要經營廢舊五金機電、廢舊汽車壓塊、廢舊塑膠、

廢舊電子電器加工利用。 

7. 廣東江門 主要經營廢船廢鐵回收，廢船獲得的鐵來製造集裝箱

箱角，產量已是全中國大陸第一。 

8. 廣東肇慶 以發展再生塑膠的進口、回收、拆解、深加工為主。 

9. 廣東梅州 進口廢棄機電產品，主要引進廢五金電器、廢電機、

廢舊電線電纜等固體廢物拆解企業進駐。 

10. 山東煙臺 廢鋼鐵、廢鋁、廢有色金屬、廢家電、廢五金電器、

廢電線電纜廢電機等。 

11. 廣西梧州 進口有色金屬再生資源拆解、深加工為主，產製再生

銅、再生鋁、再生塑膠等三大產業。 

12. 廣西玉林 以進口廢電線電纜、廢棄電機、廢舊鋼鐵及廢舊有色

金屬、塑膠等各類再生資源拆解、加工為主導。 

13. 江西鷹潭 進口廢五金電器、廢電線電纜和廢電機，產製再生銅、

鋁、塑膠、鋼鐵為主，欲發展成中國大陸銅都，鷹潭

市欲建設為江西及鄰近區域銅冶煉基地、銅廢舊原料

回收利用基地、銅產品加工基地和銅產業物流中心。 

14. 江蘇張家港 廢汽車壓件拆解試點園區，園區內應按照「報廢機動

車拆解環境保護技術規範」（HJ348-2007）的要求執

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工作團隊彙整 

 

2.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城市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產生大量的各種廢舊物資如廢鋼、廢有

色金屬、廢塑膠、廢紙等，各種類別的廢舊物資交易市場有如雨後春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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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展。 

為規範快速發展的廢舊物資回收交易市場，商務部公布「再生資源回

收管理辦法」，在全中國大陸推動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工作，以城市

為單位，建立社區回收點、區域分揀中心、集散加工與交易中心，去化並

妥善處理城市及鄰近地區急遽成長的廢舊物資。 

目前中國大陸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城市，商務部於 2006 年 4

月公布第 1批試點城市 26個，2009 年 6月公布第二批 29個及及 11個交易

市場，2012年 2月公布第三批 35個，計 3批共 90個城市列入試點，主要

分佈以沿海省市分布較多，內陸省分因城市群較少，產生之廢舊物資數量

少，試點城市數量相對較少。 

此外，建立再生資源集散市場計 63 個，再生資源集散市場並非僅具

廢棄或再生資源等原料交易功能，市場內整體應規劃貯存、拆解、分揀、

初步加工與深度加工，達成高價值產品之交易，例如除將再生銅作成工業

原料販售之外，可在市場園區內進行深度加工成工業用銅管再出售，以提

高再生銅之附加價值。同時再生資源集散市場為資源再生回收體系之一環，

仍必須藉由設置社區回收點、區域分揀中心等建設來健全資源再生回收體

系。 

3.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於 2010年 5月 12日發布「關

於開展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建設的通知」，將工業化或城鎮化所產生之廢棄資

源比喻為礦產，並該廢棄資源再生利用規模化，以推動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建設。 

中國大陸國務院另於 2012 年 6 月發布「關於印發”十二五”節能環保

產業發展規劃的通知」，將城市礦產示範工程列為重點工程之一，預定於十

二五期間建設50個國家城市礦產示範基地，推動廢棄電機設備、電線電纜、

家電、汽車、手機、鉛酸電池、塑膠、橡膠等再生資源之循環利用、規模

利用和高價值利用，並預計至 2015 年，具有資源再生能力 2,500 萬公噸，

其中再生銅 200 萬公噸、再生鋁 250 萬公噸、廢鋼 1,000 多萬公噸、黃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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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噸，實現產值 4,300億元人民幣。 

目前中國大陸已先後批准五批次 45 個國家「城市礦產」示範基地，

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內部可分為 5 區 2 中心，分別為商品交易區、分揀加工

區、倉儲配送區、商品展示區、配套服務區、信息管理中心及培訓中心，

將一整套由廢棄物轉變成再生商品的流程整合於基地內，並透過 2 中心來

進行管理或人員培訓。中國大陸中央財政設立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金，投

注「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建設累計逾 30億人民幣之資金。 

4.中國大陸資源再生市場關鍵技術 

中國大陸資源再生市場所需具備關鍵技術、工藝與設備，分成再生資

源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相關技術與設備，以及類別

性的再生有色金屬產業技術、設備研發與推廣三部分。 

（1）再生資源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目錄 

為落實「循環經濟促進法」，推廣再生資源綜合利用技術，提高再生資

源綜合利用水準，促進再生資源技術產業化發展進程，中國大陸工業和信

息化部組織編制再生資源綜合利用先進適用技術目錄，推出包括廢棄電器

電子、廢舊輪胎橡膠、廢舊金屬和廢玻璃、廢塑料和廢紡織品、建築和農

林廢棄物、廢紙張等領域在內的共計 6大類 95項技術。 

（2）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相關技術與設備 

依據中國大陸國務院發布之「關於印發”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

劃的通知」，該通知明示循環經濟產業應發展之再生資源利用之重點領域及

產業關鍵技術，包含廢金屬資源再生利用、廢舊電器電子產品資源化利用、

報廢汽車資源化利用、廢橡膠與廢塑膠資源再生利用、含鈷鎳廢棄物循環

再生和微粉化技術、廢舊家電和廢印製電路板自動拆解和物料分離技術、

材料分離、改性及合成技術，如表 3-11所示。 

（3）再生有色金屬產業技術、設備研發與推廣 

中國大陸為規範、引導再生有色金屬產業發展，加快再生有色金屬利

用進程，進一步優化再生有色金屬產能佈局與結構調整，工業和訊息化部

門、科學技術部、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印發『再生有色金屬產業發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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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計畫』之通知」，針對中國大陸再生有色金屬產業現況面臨之問題提出因

應方案。 

 

表 3-11  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利用產業重點領域或關鍵技術 

項次 領域或技術 說明 

1. 廢金屬資源 

再生利用 

1.開發易開罐組成有效分離及去除表面塗層技術與設備。 

2.推廣廢鉛蓄電池鉛膏脫硫、廢雜銅直接製桿、失效鈷鎳

材料循環利用等技術。 

3.提升從廢舊機電、電線電纜、易開罐等中回收重金屬及

稀有金屬水準。 

2. 廢舊電器 

電子產品 

資源化利用 

1.示範推廣廢舊電器電子產品和電路板自動拆解、破碎、

分選技術與設備。 

2.推廣封閉式箱體機械破碎、電視電腦錐屏機械分離等技

術。 

3.研發廢電器電子稀有金屬提純還原技術。 

3. 報廢汽車 

資源化利用 

1.廢汽車車身機械自動化粉碎分選技術及鋼鐵、塑膠、橡

膠等組成的分類富集回收技術。 

2.研發廢汽車主要零組件精細化無損拆解處理平臺技

術，提升報廢汽車拆解回收利用的自動化、專業化水準。 

4. 廢橡膠、廢塑

膠 

資源再生利用 

1.推廣應用常溫粉碎及低硫高附加值再生橡膠套裝設備。 

2.研發各種廢塑膠混雜物分類技術或直接利用技術。 

3.推廣應用深層清洗、再生造粒和改性技術。 

5. 含鈷鎳廢棄物 

循環再生和 

微粉化技術 

1.用於廢棄電池、含鈷鎳廢渣資源化利用。 

2.研發重點-電池破殼分離、鈷鎳元素提純、原生化超細

粉末再製備和鈷鎳資源的深度資源化技術。 

6. 廢舊家電和廢

印製電路板自

動拆解和物料

分離技術 

1.用於廢舊家電和廢印製電路板資源化利用。 

2.研發重點-高效粉碎與旋風分離一體化技術，風選、電

選組合提純製程和多種塑膠混雜物直接綜合利用技術。 

7. 材料分離、改

性及合成技術 

1.用於建材、包裝廢棄物、廢塑膠處理等領域。 

2.研發重點-紙塑鋁分離技術、橡塑分離及合成技術、無

機改性聚合物再生循環利用技術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工作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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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東亞資源循環及產業發展現況 

東北亞係亞洲發展較快速且科技較發達之區域，其中日本產業發展最早，其

後為臺灣與韓國，近 20 年中國大陸大陸許多地區亦快速跟上現代化腳步；而反

觀東南亞地區，多屬新興國家，於產業發展及現代化腳步上，尚較落後。現代化

之產業發展除製造產品、提升經濟外，亦衍生諸多不利環境之負面影響，如廢氣

/廢水/廢棄物等污染、產生各種有害及非有害之廢棄物、原料資源日趨匱乏且成

本漸增、法令與政策未與時俱進等，是故如何避免環境污染、使廢棄物成為再生

原料、將有害廢棄物變成無害甚至可再利用之資源、訂定永續循環型資源再利用

法令與計畫、藉由科技交流解決產業環境與廢棄物問題等，係各國重要且刻不容

緩之課題。 

一、東亞資源循環發展現況 

透過我國駐外單位及亞洲生產力組織，蒐集各會員國資源循環發展現況如表

3-12。 

（一）日本、韓國： 

兩國對廢棄物處理政策制度已完成整合型的規劃，並與時俱進進行增補

或修改。處理技術上，兩國目前接有能力處理再生大部份的廢棄物種類，並

提供各項獎勵措施鼓勵廢棄物再生行業發展。 

（二）新加坡： 

新加坡國土面積小，廢棄物處理方式以將全國分區由業者投標方式取得

該區的垃圾處理權的方式，保障其國家廢棄物能被妥善處理，避免影響市容

及環境。 

（三）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在東南亞開發中國家中，具備較完整的廢棄物管理制度，除已

推出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EPR)，回收處理技術上已進階到可進行再生產品製

造及貴金屬回收。 

（四）越南： 

越南近年來陸續建置各項廢棄物處理及回收規範，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

將於 2015年 1月 1日正式上路。但目前越南廢棄物處理技術多僅為簡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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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拆解，欠缺進階處理技術及配套之汙染防制措施。 

（五）印尼： 

印尼廢棄物管理現況與越南相似，相關制度仍在陸續建立中，但政府積

極度似乎不若越南。 

 

此外，2011 年中美環保技術合作協定雙邊會議亦曾針對亞太地區各國電子

廢棄物管理推動情形進行調查（如表 3-13），可發現開發中國家多已完成建立電

子廢棄物清單，但相關法規或準則仍尚未完成。 

（一）越南：已建立電子廢棄物清單，2015年 EPR正式上路。 

（二）柬埔寨：目前已建立清單及教育培訓人才為主。 

（三）泰國：電子廢棄物清單建立，相關部會已完成 WEEE 草案。 

（四）印度：建立全國電子廢棄物的無害環境管理促進夥伴關係。 

（五）馬來西亞：建立電子廢棄物清單，已推出 EPR。 

（六）印尼：建立電子廢物的初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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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APO會員國資源再生問卷調查結果 

 

國家 

E-waste/塑
料容器回收 

回收體系 

法令規範 

回收費 

支付者 

資源再生技
術 

相關負責單位 其它 

日本 V 環境基本法、

循環型社會行
程推進基本

法、廢棄物處
理法等 

生產者責任

(EPR) 

消費者棄置

時付費 

其它 

一般拆解分

類 

貴金屬回收 

回收後可再
製程相關產

品 

中央：經濟產業省產業技術環

境局回收推進課、環境省等 

公協會：一般社團法人產業環

境管理協會、公益社團法人全
國產業廢棄物聯合會、公益財

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理事業振
興財團等 

保特瓶回收率 79.6% 

相關台商：遠東石塚 Green Pet (PET

再生)、信利工業(資源回收) 

投資或獎勵：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等 

韓國 V 節約及回收資
源促進法 

生產者責任 

 

一般拆解分
類 

貴金屬回收 

回收後可再

製程相關產
品 

中央：環境部資源循環局 

公協會：韓國資源再生學會、

韓國廢棄物學會 

近期討論重點：改善 EPR。目前尚未
建立先進回收管理電腦系統，及缺乏

誘因鼓勵製造高品質回收產品 

提供低利貸款 

新加
坡 

V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Act,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Regulations 

將全國分區，
公共廢棄物收

取業者以投標
方式取得該區

的垃圾處理權
(含一般回收

物)，居民再行
支付業者費用 

一般拆解分
類 

回收後可再
製程相關產

品 

中央：新加坡環境及水資源部
國家環境局(NEA) 

公協會：Waste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提供資源回收獎勵措施 

回收業者皆須申請准證 

馬來
西亞 

V Guidelines for 

the 

生產者責任 一般拆解分
類 

中央：馬來西亞天然資源暨環
境部環保局 

相關台商：網洲(馬)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資源回收獎勵措施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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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E-waste/塑

料容器回收 

回收體系 

法令規範 

回收費 

支付者 

資源再生技

術 
相關負責單位 其它 

Classification 

of Use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in 

Malaysia 

貴金屬回收 

回收後可再
製程相關產

品 

公協會：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越南 V 無 

 

回收業者購買

或無償取得 

僅一般拆解分

類 

中央：越南資源暨環境部 

公協會：南越有廢塑膠再生公
會 

 

投資或獎勵：政府採取優惠政策以招

商大力投資回收產業，緩解生產業所
需原料進口的壓力(越南投資法) 

印尼 V 2012年第 81

號法要求食品
飲料製造商於

10年內建立
系統性包裝容

器處理體系 

個人或小型業

者自行付費或
無償取得 

一般拆解分

類 

貴金屬回收 

回收後可再
製成相關產

品 

中央：印尼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公協會：環境之友基金會(Dana 

Mitra Lingkungan)、印尼公共衛
生及環境工程協會 

多數家庭廢棄物處理採露天堆放 

雅加達省政府正與含我國中鼎公司
等國際業者接觸洽談合作興建焚化

爐工程 

我國民間業者已於第 2大城市泗水

興建大型資源性廢棄物回收處理站 

其它台商：PT. Karya Teguh Metal 

Jaya(廢五金回收處理)、PT. Water 

Man Engineering Indonesia(廢水)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http://www.doe.gov.my/webportal/en/info-untuk-industri/guidelines-for-the-classification-of-used-electrical-and-electronic-equipment-in-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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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亞太地區各國電子廢棄物管理推動情形 

 已完成工作 持續進行 

東南亞地

區巴塞爾

公約區域

中心 

制定關於電子廢棄物清單建立方法和電子廢棄物環境無害再

使用、再利用、維修、翻新/處置之準則 

推動舊行動通訊產品回收6（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辦理電子廢棄物環境無害管理相關之教育訓練 

建立各國資

料庫 

越南 

電子廢棄物清單建立 

2009年與日本、東南亞地區及中國大陸巴塞爾公約區域中心召

開相關研討會 

試點收集 

柬埔寨 

辦理清單及培訓研究講習會 

2007年與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巴塞爾公約區域中心召開研討會 

於特定區域辦理電子廢棄物環境無害管理相關之教育訓練 

訂定規章 

泰國 
電子廢棄物清單建立 

相關部會已完成 WEEE 草案，但尚未提出至內閣7
 

辦理培訓 

印度 
全國電子廢棄物的無害環境管理促進夥伴關係：第一階段（非

政府組織項目） 
─ 

馬來西亞 電子廢棄物清單建立 ─ 

印尼 建立電子廢物的初步清單 ─ 

資料來源：Shunichi Honda，Japan’s Experience in E-waste Management，中美環保技術合作協定

2011雙邊會議--電子電器廢棄物管理夥伴計畫會議資料（2011.06）。 

 

二、日本資源循環之戰略管理 

日本國土面積狹小，陸地資源貧乏；此外，高度工業化，但又地窄人稠的日

本社會在戰後面臨了一連串的因環境而引起的社會問題，因此，日本特別重視資

源回收。1970年實施的《廢棄物管理法》(The Waste Management Law)，是處理

環境挑戰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000 年之後日本又重新調整策略，提出「健全的

物質再生社會（Sound Material- Cycle Society ，SMS）」和「3R（Reduce, Reuse, 

Recycle）」行動計畫，並公布「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簡稱循環型社會基

本法）」，並以此法為基礎，架構為建立循環型社會之法律體系，以修訂或制定廢

棄物管理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法律（如圖 3-13）。 

                                                        
6英文原文為：DOWA Project – Collection of Used Mobile Phones（TH, MY, SG）。 
7資料來源：於 2012年 2月 2日去信與泰國污染控制部官員確認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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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日本循環型社會推動架構8
 

 

日本為持續推動循環型社會基本法，自 2003 年起實施第一期「循環型社會

形成基本計畫」，該計畫是日本 3R 政策的根本，為各種回收利用法及廢棄物處

理法的上位法。此法每 5年調整一次， 2008 年起實施第二期「循環型社會形成

基本計畫」，第三期計畫已於 2013年 5月 31 日在日本政府內閣會議上通過。 

依據第三期計畫預測，雖然回收利用措施一直在推進，但資源價格的暴漲已

警示今後全球性資源制約會越來越嚴重。如中國大陸、印度等國家經濟發展，使

得稀有金屬之消費以世界規模擴大，伴隨需求增加，其價格隨之上漲；又部分國

家逐漸將稀有金屬視為戰略物資，因此輸出管制愈趨嚴格，將對稀有金屬幾乎完

全仰賴國外的進口的日本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計畫提出，要進一步提高資源生產

效益、循環利用率及最終處理量等目標，構築以更少資源創造更高價值的社會。

此次計劃的最大特點是注重資源循環的「質」。高品質的資源循環是指較回收利

用更要優先推進廢棄物減量以及再利用，並將重點放在資源的稀少性及可再生性

                                                        
8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2010，Establishing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Milestone toward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through changes in business and life styles。翻譯：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循環

政策規劃專案工作計畫，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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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高回收利用水準。「循環型社會形成基本計畫」第三期計畫推動重點如下9： 

（一）持續加強 3R（Reduce、Reuse、Recycle）之推動 

相較資源循環（Recycle）工作，目前推動進度較落後、但優先順序較高

的廢棄物減量（Reduce）、再利用（Reuse）尚待加強。 

（二）有價金屬的回收 

由於國際間金屬資源價格逐年高漲，可預見世界各國將加強資源管控力

道，因此日本對含有貴重或稀有金屬的廢棄物需回收並高度利用，做好資源

確保工作，並維繫日本境內靜脈產業之發展。 

（三）安心和安全的確保 

日本東部 2012年地震海嘯、東京電力公司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核災事故

伴隨而來國民的安全意識問題，造成國民恐慌；同時資源循環體系需確保資

源物質的品質與安全，徹底加強分類、建立允收標準、資源循環產品品質與

環境安全品質標準及驗證制度等，增進環境上安全以安民心。 

（四）促進國際間 3R 合作 

開發中國家經濟成長與人口增加快速，廢棄物產生量亦隨之增加，其中

約有4 成的廢棄物量在亞洲地區產出。預測2050 年時廢棄物產生量將是2010

年的 2倍以上，位於亞洲的日本欲促進國際間（尤其是亞洲地區）之 3R合作，

一同面對全球性廢棄物問題。 

日本透過推動循環型社會，減少對自然及社會的負面環境衝擊，以及使國內

資源消費量受到控制；利用循序漸進手段，將過去「大量消費型社會」逐漸轉變

成「循環型社會」。期推動效益總結如圖 3-14所示。 

                                                        
9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第3 次循環型社会形成推進基本計画の概要について（2013）、日本

環境省http://www.env.go.jp/recycle/circul/keikaku.html。摘自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金會，

資源循環政策規劃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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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日本循環型社會推動效益10
 

 

三、韓國資源循環之戰略管理 

韓國天然資源有限，大部分工業原料依靠進口。早在 1992 年，韓國便意識

到減少廢棄物和廢棄物的再利用對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於是韓國首先立法制定

了「廢棄物預付金制度」，後改為「廢棄物再利用責任制」。這一制度規定，廢舊

家電、輪胎、潤滑油、日光燈、電池、報紙、金屬製品、玻璃製品等 18 種材料

必須由生產單位負責回收和循環利用。回收和循環利用廢舊物品都有一定的比率，

例如：玻璃製品的回收和再利用率必須達到 80％，如達不到這一比率，政府將

處以罰款。 

為確保廢舊物品的回收，韓國成立了 11 家回收和處理廢棄物的合作社。生

產廠家把回收和處理廢棄物的責任交給合作社，依據廢棄物的品種和重量繳納分

擔金，並設立嚴格的懲罰制度避免作弊行為。 

此外，韓國注重稀有金屬資源，積極進行儲備，以戰略及經濟儲備為目的，

                                                        
10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官員Shunichi Honda PhD，「Resource Recycling System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Japan -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2012 ICRR 會議簡報（2012.11）。摘自財團法

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金會，資源循環政策規劃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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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和措施包括擴大稀有金屬儲備名單，計畫推動稀有金屬材料發展綜合對

策，強化海外資源開發，與南非合作開發稀有金屬等礦產資源，以確保韓國的資

源供應。 

（一）稀有金屬儲備計畫 

以戰略儲備和經濟儲備為目標，法源依據「調達基金法」、「礦業法」、「礦

山保安法」、「海外資源開發促進法」和「海底礦產資源開發法」等，政府設

立礦業振興公社(KORES)進行國家礦產儲備等相關事宜，國家儲備基地規劃

並興建的有釜山、群山、仁川、大邱、光州、大田和昌原等七個儲備基地；

2008年 3月，韓國將銦、鎢、鉬、鍺等在內的 12種稀有金屬列為國家極為稀

缺的戰略資源，韓國稀有金屬儲備採取官方和民間企業合作的方式，不斷提

高稀有金屬儲備規模，2012 年將稀有金屬儲備種類由 2008 年的 12 種，增加

到 22 種，規模由 2008 年的滿足國內 19 日使用量，增加到滿足國內 60 日使

用量。 

（二）計畫推動稀有金屬材料發展綜合對策 

2009年 11月 27日，韓國政府發表「稀有金屬材料產業發展綜合對策」，

計畫投入 3,000 億韓元，開發二級電池、LCE 及 LED 等尖端產業所需鋰、鎂

等金屬原創技術，主要內容包括選定鋰、鎂等十大稀有金屬的 40項主要原創

技術、計畫至 2018 年將投入 3,000 億韓元進行技術開發、稀有金屬自給率從

12%提高至 80%、積極培育稀有金屬專門企業，企業家數從 25 家增加至 100

家。 

（三）強化海外資源開發 

將非洲國家選定為重點資源能源合作對象，積極展開資源能源外交。韓

國知識經濟部於2010年3月拜訪烏干達、南非共和國和納米比亞等非洲三國，

在南非共和國訪問期間商討稀有金屬等礦物資源開發和電力、核能等合作事

宜。亦強化與中國大陸進行資源合作，並建置與日本在稀土技術上的協助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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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南資源循環發展現況 

東南亞近年經濟發展蓬勃，製造業發展快速，為全球矚目之新興市場。在資

源循環市場的發展上，除已高度發展的新加坡外，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尚未建立完

整的法令規範管理廢棄物處理及再生產業與行為，相關產業技術仍不足。 

東南亞各國中，越南為我國最大投資國，累計 1988年至 2012年底，臺商在

越南投資案計 2,233件，占全部外人投資案件之 15.47%，投資金額為 271億 3,708

萬美元，占外人投資總額之 13.05%，居外國人在越投資之第 2位，僅次於日本。

臺商在越投資逾 8成在製造業暨生產事業，創造超過 140萬個直接就業機會，以

及更多的相關上、下游廠商之商機與從業人員的就業機會，對越南經濟發展作出

極大貢獻。 

（一）廢棄物種類 

越南將廢棄物依來源分為五類，以都市廢棄物及工業廢棄物增長最為迅

速，廢棄物產生量如表 3-14。都市廢棄物以有機物占比最高（54~77%），具

回收潛力之塑膠類及金屬約占 10~18%。此外，越南電子廢棄物增長迅速，預

估至 2020年僅電腦、手機、電視三項廢棄物量即可高達每年 1 萬公噸以上。 

表 3-14 越南廢棄物產生量 

單位：千公噸/年 

種類 2003 2008 2015 (預估) 

都市廢棄物 6,400 12,802 ~22,000 

工業廢棄物 2,638.4 4,786 ~9,500 

醫療廢棄物 21.5 179 ~200 

鄉村廢棄物 6,400 9,078 ~9,500 

工藝村(craft 

vellage)廢棄物 
774 1,023 ~1,800 

資料來源：National State of Environment Report 2011 “Solid Waste”, MONRE, 2011。本研究工作團

隊彙整。 

 

（二）回收法令 

1.新投資法(Common Investment Law) 

越南於 2005年 11月 29日通過新投資法，2006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

該法供 10章計 89條文，與廢棄物處理相關之優惠投資產業項目如表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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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越南新投資法優惠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貿局。本研究工作團隊彙整。 

 

2.環保活動獎勵和支持之提供命令(Decree No. 04/2009/ND-CP) 

越南於 2009 年頒布環保活動獎勵和支持之提供命令，針對廢棄物處

理、回收、及降低汙染等設施建設，提供多項優惠措施，包含進出口關稅

減免、營業所得稅減免、電價及運費減免、提供基礎設備建設及優惠融資

等。 

3.生產者延伸責任(Decision 50/2013/QD-TTg) 

越南於 2013 年公告生產者延伸責任(EPR)法規，將於 2015 年正式推

出，實行細則草案亦已上網預公告。該法規將分三階段推動（如表 3-16），

除規範製造商及進口商需設立回收點收集廢棄產品，其回收及處理過程亦

需符合環保規範，但尚未成立回收基金制度。 

表 3-16 越南生產者延伸責任規範項目推動階段 

 

產業/地區 營利事業所得稅優惠 進出口關稅優惠

特別優惠投資產業

III-2  環保及處理污染；製造處理環境污染設
備、觀測設備及環保分析 4年免繳，

後續9年減半
5年免原料
進口稅III-3  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蒐集及處理；

廢棄物再生及再使用

優惠投資產業

III-2  廢棄物處理設備之生產
2年免繳，
後續4年減半

社會條件極為艱困地區 4年免繳，後9年減半 5年免原料進口稅

貧困地區 2年免繳，後4年減半

時間 規範項目

2015/1/1起 省電燈泡、日光燈管、電腦、電腦螢幕、CPUs、印表機、
傳真機、掃描器、數位相機、攝影機、手機、平板電腦、
工業/農業化學品、人類使用之藥品及海鮮

2016/1/1起 影印機、洗衣機、冷氣機、各式內管及電線

2018/1/1起 所有汽、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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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它 

越南資源環境部草擬允許進口 80項廢料（如表 3-17），供作工業原料

使用，並鼓勵工業區內企業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料進行複製及再利用。 

表 3-17 越南廢棄物進口草案預計允許進口項目 

 

 

（三）臺商於越南發展機會 

越南當前處理廢棄物的技術能力及容量不足，又面臨廢棄物產量快速增

加，政府已有感於此方面的嚴重性，希望引進技術及處理廠。越南正進行資

源循環相關法制建置作業，相信未來會陸續推出相關獎勵措施。 

越南尚未設置廢家電、廢資訊、或廢車處理廠，家庭式人工拆解廠林立，

甲級處理廠亦嚴重不足（僅有約 10%的處理容量）。當未來越南人民環保意識

提高及政府落實執行環保法令時，其廢棄物處理商機將十分龐大。 

越南塑膠廢棄物產量大但目前處理技術落後，臺灣在廢塑膠回收再生的

技術成熟且經驗豐富，可協助越南產生高附加價值產品。 

此外，已在越南發展之臺商眾多，處理臺商產生之工業廢棄物亦是較易

切入之項目。  

來源 項目 項目內容

國外進口 37項

軟體動物、甲殼動物及非脊椎棘皮動物殼子、石膏、
煉鋼產生之鐵渣、塑膠廢料及碎屑、各種回收紙品
及紙板、蠶絲廢品、生鐵、鋼鐵及合金鋼廢料和碎
屑等

自加工出口區、加
出區內廠商、關口
經濟區廠商進口

43項
雲母廢料、橡膠廢料及碎屑、各種回收紙品及紙板、
木材廢料、紗廢料、嶄新的布碎屑、銅、鋁、鎳、
鋅、鎢、鈦、鉻等廢料和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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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灣如何開拓大陸及東南亞市場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面臨因廠商競相設置，物料來源及供應不足的情況；形成

設備稼動率普遍偏低，造成經營成本提高，處理廠生存不易；多數廠商技術層次

不高，產品附加價值提升不易；外加產品品質標準未完整建立，使用者信心不足

等等問題，致使發展受到限制。再者，隨著各國產業對生產原料日益提升之需求，

發展城市採礦已成為各國穩定物料來源的重要戰略方向。因此，開拓海外資源循

環市場為我國必須正視之發展選項。 

東南亞地區隨著經濟的成長及人口的增加，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有日益惡

化的趨勢。國內在廢棄物清理及資源循環利用上已建置法制，相關技術開發亦有

相當進展，惟受限於國內市場，靜脈產業成長受限，除了前述檢討適度開放循環

資源（廢棄物）進口品目與數量，以活絡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經濟成長之外，

可參與建立國際資源循環網絡，分享技術與經驗，協助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置管理

策略、協助國內業者開拓國外及大陸市場，以善盡地球村一員之心力，並提升國

家競爭力。 

依據臺灣資源循環產業發展現況與問題，以及臺灣產業發展與資源循環關聯

分析等國內情況，並就中國大陸資源循環政策與市場分析，以及東亞資源循環政

策與產業現況分析等國外情勢，進行國內資源循環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及威

脅分析如後。 

一、臺灣資源循環產業開拓大陸市場 

臺灣與中國大陸具同文同種優勢，在相似文化背景下，彼此間較易磨合。惟

中國大陸近幾年已積極發展資源循環產業，各方制度與市場發展漸趨成熟，我國

相關優勢已逐漸喪失，需積極思考切入大陸市場戰略，已持續保持優勢。臺灣資

源循環產業對大陸 SWOT 分析如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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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對大陸 SWOT 分析 

優勢(S) 劣勢(W) 

1.臺灣具嚴謹的資源循環管理制度； 

2.臺灣資源循環產業鏈結較完整； 

3.臺灣具回收處理技術能力與管理經驗； 

4.臺灣電子資訊產業發達； 

5.同文同種，文化背景相似。 

1.臺灣資源再生產品市場規模小； 

2.臺灣資源循環廠商多屬中小企業； 

3.投入研發較少，技術層次提升緩慢； 

4.臺灣廠商較缺乏營運策略規劃能力； 

 

機會(O) 威脅(T) 

1.臺灣電子資訊產業朝向上中下游整合。 

2.中國大陸資源循環市場快速發展。 

3.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建

設。 

4.中國大陸積極開發資源再生技術。 

5.中國大陸施行「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

理管理條例」。 

1.中國大陸採用圈區管理制度，於沿海

設置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 

2.日韓制訂稀有金屬確保戰略。 

3.歐、美、日等資源回收大廠已著手於

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布局。 

 

（一）優勢方面 

1.具有較嚴謹的資源循環管理制度及體系，包括一般廢棄物之公告應回收物

品，以及事業廢棄物之許可再利用等。 

2.資源循環產業鏈結較完整，如公告應回收物品之廢家電及電子回收業、處

理業及再利用業之組合，以及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再利用業、中間處理

業及最終處置業之組合。 

3.臺灣環保產業已開發具高效率、低污染的回收處理技術與設備的運作管理

能力，如廢電器電子及資訊物品之拆解、處理整廠設備。 

4.臺灣資訊與通訊科技（ICT）產業已成為全球生產重鎮，高價值資源物豐

富且多樣。 

（二）劣勢方面 

1.臺灣資源再生產品市場規模小，較難達到再生技術重覆使用及量產經濟規

模。 

2.資源循環市場相關產業競相設置，近年來國內產業外移及結構改變，造成

資源物料不足、相關設備稼動率低，導致業者墊高經營成本，產業發展遭

遇瓶頸。 

3.臺灣資源再生產業廠商多屬中小企業，投入研發較少，技術層次提升緩慢，

且欠缺專業技術人才投入。呈現同類物料經不同循環處理程序產製品級不

一的產品，如部分稀貴金屬需再送往國外精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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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資源再生產業廠商缺乏營運策略規劃能力，因應國際趨勢變化能力尚

待強化。 

5.民眾環保意識高，媒體擴散性強，對資源循環產品的去化具關鍵影響力，

現階段民眾普遍對資源循環產品信心不足，造成產品去化不易。 

（三）機會方面 

1.臺灣電子資訊產業朝向上中下游整合，有利資源循環產業轉型為該產業的

上游原料及中游關鍵材料的供應廠商。 

2.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產生大量的廢鋼鐵、廢有色金屬、廢家電及電子

產品、報廢汽車、廢塑料、廢輪胎等城市礦產，資源再生市場快速發展。 

3.中國大陸以再生型資源儲備戰略，推動資源再生產業發展，採計畫型經濟

模式，由國務院、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在政策上積極推動「城市礦

產」示範基地建設工作。 

4.配合城市礦產示範基地建設工作，中國大陸積極開發廢金屬、廢舊電器電

子產品、報廢汽車、廢電池、廢橡膠、廢塑膠等資源再生技術。 

5.中國大陸於 2011年1月正式施行「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理管理條例」，

規範回收處理運作，並明訂補貼制度。 

（四）威脅方面 

1.中國大陸再生金屬產業原料約 60％~70％依靠進口，採用圈區管理制度，

於東部沿海設置進口再生資源加工園區共 15 處，年處理廢金屬占中國大

陸進口總量的 50％以上。 

2.日本制訂稀有金屬確保戰略，分別為海外資源確保、回收、替代材料開發、

儲備等四項策略，做為日本資源確保推動之方向。 

3.美、日等資源回收大廠已著手於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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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資源循環產業開拓東南亞市場 

日本與韓國皆已推出國家資源確保戰略，穩定物料來源，並積極發展回收技

術。如日本在稀有金屬回收技術研發策略上，採取以國家為中心研發基礎技術，

補助民間企業推進應用技術開發的模式，並針對重要礦物種類制定回收技術規劃，

以技術開發、實用化開發、事業化等面向進行為期五年的漸進式開發計畫。且日、

韓資源回收大廠已著手布局海外，將與我國產生競合關係。 

東南亞國家在資源循環產業發展上較為緩慢，市場普遍存在三大問題：(1)

缺乏政策規範：廢棄物/資源物管理、生產者延伸責任(EPR)等基礎法規仍在制定

中，現有法規規範度不足，且缺乏完整落實。(2)大部份廢棄物處理/回收廠為小

型家庭企業，缺乏政府管理、收集及處理技術傳統、設備老舊，導致眾多污染問

題。茲將臺灣資源循環產業對越南 SWOT 分析整理如表 3-19 

表 3-19 臺灣資源循環產業對越南 SWOT 分析 

優勢(S) 劣勢(W) 

1.臺灣具嚴謹的資源循環管理制度； 

2.臺灣資源循環產業鏈結較完整； 

3.臺灣具回收處理技術能力與管理經驗； 

4.臺灣具中國大陸廢 WEEE 市場開拓經

驗，瞭解發展中國家需求與習性。 

1.臺灣資源循環廠商多屬中小企業； 

2.投入研發較少，技術層次提升緩慢； 

3.臺灣廠商較缺乏營運策略規劃能力； 

4.受限國際情勢，較難進行上位政策合

作或爭取國際基金。 

機會(O) 威脅(T) 

1.臺灣產業朝向策略聯盟方式整合。 

2.越南刻正研擬廢棄物管理及生產者延伸

責任制度。 

3.越南開始面臨廢棄物處理需求。 

4.南越臺商聚落規模完整，可從臺商切入。 

1.歐、美、日等資源回收大廠已著手於

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市場布局。 

2.越南人治情形嚴重，市場不夠透明。 

綜整越南目前需求，臺灣資源再生產業於越南發展機會有： 

（一）電子廢棄物 

1.隨電子業紛至越南設廠及當地民眾 3C 及家電產品使用量提升，未來電子

廢棄物將大幅增加。 

2.隨 2015年 EPR公告，電子廢棄物回收率預估將提升，可形成穩定料源。 

3.越南當前欠缺處理技術及再生企業，提早切入可占有較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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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塑膠 

1.已有眾多小型回收系統，惟處理技術落後，再生料品質不良。 

2.適合與當地業者合作，引進優勢技術及設備，製造高品質再生料，提升附

加價值。 

（三）工業廢棄物 

1.南越臺商聚落規模完整，臺商主要經營產業如傢俱、紡織、鞋業、汽機車

零件等之工業廢料再生，為較容易切入之方向。 

2.現有國際合作計畫未關注到「有害廢棄物及管理」領域，但工業有害廢棄

物產量增加迅速。 

三、推動資源循環產業策略聯盟，取得海外市場先機 

目前國內資源回收再利用處理流程已發展出一套完善的作法，在處理技術上

相對於其他鄰近國家效率及成效上均較卓越，已有部分廠商陸續收到來自新興國

家之技術合作邀約或商業交易，在廠商的國際環保商機中，在形式上是以處理技

術及設備之整廠輸出，較具有國際競爭力，在輸出區域別上則以中國大陸、印度

及東南亞等市場較具發展前景。 

另外，我國已成為 2013-2014的「APO綠色卓越中心」，應善加運用亞洲生

產力組織亞洲綠色卓越中心(APO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Green Productivity, 

COEGP )搭建的國際合作橋樑，將臺灣資源循環法令制度及技術經驗推廣至相關

會員國，促使其仿傚我國資源循環管理模式，由政府成立管理監督單位，來進行

境內之回收工作，以提升國內資源循環產業拓展東南亞市場，或從東南亞進口原

物料的機會。 

因此，建議推動資源循環業者組成策略聯盟，例如成立廢電子電機資源循環

產業策略聯盟，該聯盟可結合民生消費端之廢電子資訊物品的回收商及拆解處理

業、事業生產端之含稀貴金屬電子廢料的清除業與再生處理業、環境保護端之再

生衍生廢棄物的焚化/中間處理業與最終處置業等多方業者，彼此互補結盟，建

立廢電子物品回收、清除、拆解、再生、處理一條龍的資源循環產業鏈結，以整

合聯盟成員集體的能量，爭取海外市場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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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循環經濟的整體思維 

當前人類經濟社會體系的發展走向必須考量「環境合理性」，以「循環」與

「共生」為永續發展的準則，建構「最適生產、最適消費、最少廢棄」的循環型

社會體系。主要理念11： 

一、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循環利用(recycling) 

（一）節約資源落實源頭減量，強調資源循環再利用。 

（二）建立動脈(生產/消費)與靜脈(回收/再生)平衡的循環型社會。 

二、去毒性化(detoxification)/調和共生(symbiosis) 

物品之製造、流通、使用、廢棄之各階段，皆須妥善管理，袪毒並減少有害

物質排放，降低環境風險。 

為建構永續發展社會，國際上對永續資源管理概念朝向於資源使用過程中，

減少環境負面衝擊、提高能資源使用效率、保育自然資源並將成本效益與國際社

會公平納入考量，最終在循環型社會體系下使維持穩固經濟發展與環境負荷之關

聯性徹底脫鉤。 

就資源短缺與廢棄物問題而言，積極進行廢棄物管理制度革新、研發循環利

用技術、健全資源循環利用產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儼

然成為當前國際環保與永續發展之要務。 

4.1 推動循環經濟的總體戰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歐盟推動永續物質管理策略，調整源頭減量、再使用、

再利用及妥善處置的推動順序（如圖 4-1），未來廢棄資源物之管理策略方向，係

以資源永續循環為核心，強調「資源回收再利用」。為避免現行管理體制限制資

源回收處理體系的發展，針對回收處理之管理策略，應避免固守窠臼的管理模式，

重新檢視現行法規制度，參考國際間的管理經驗，在既有的基礎上，以創新觀點

提升綠色循環經濟產業，並藉由滾動式的檢討與突破，提升管理效能，促使資源

物從製造、回收、處理乃至再利用的每一階段，皆受到相當的重視（如圖 4-2）。 

                                                        
11摘要自張祖恩特聘教授，「資源循環與產業永續發展」，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研討

會(2014年 6月)，http://gpi.edf.org.tw/event/files/1060604_資源循環與產業永續發展_張祖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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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歐盟 SMM 推動前後之措施比較 

 

 

圖 4-2 資源循環概念12
 

 

「廢棄物」為錯置的資源，應以物質永續循環利用的觀點重新面對，為強化

資源再生循環利用，行政院環保署將「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12資源循環再利用法(草案)公聽會簡報(201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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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為「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已奉行政院審核通過，並函送立法院審核。

建議改革面向有13： 

一、逐漸轉向永續物質/資源管理，以減少環境衝擊 

考量資源的循環利用，在可行的技術基礎下，對於物質的使用，應優先考量

減少產生廢棄資源物，當物質失去原效用後，依序考量再使用、再利用，如無法

減量及再使用、再利用，則盡可能回收其能源後，最終以不危害自然環境甚至最

小環境衝擊之處理方式進行中間處理及處置。 

綜觀上述可知，國內廢棄物管理優先次序雖與先進國家相似，然投入比重尚

待參酌歐、美、日作法，依前述順序遞減(即減量所占比例最高)。此外，國內廢

棄物管理定量目標仍以「減少廢棄物產生量」或「增加廢棄物再利用」為主，未

來應向先進國家看齊，逐漸轉向「永續物質/資源管理」，以減少環境衝擊及保存

自然資源為目標，建立資源管理機制，致力於提高資源生產力 (resource 

productivity)及資源使用效率(resource efficiency)。 

二、增加資源再利用可行性，保存自然資源 

在我國目前廢棄物管理的政策架構下，廢棄型態的可再利用資源管理，可參

酌 OECD 作法，推動分級管理以獎勵優質廠商，並輔導鼓勵靜脈產業，擴大精

進再生利用技術。換言之，我國應朝向將廢棄物量最小化，所有物質或產品盡量

以最小行政成本方式管理，以增加其再利用可行性。 

三、逐步建置環境衝擊定量資訊，求得最佳回收率/再利用率，以利推動減量 

在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之過程中，常遭遇回收率或再利用率愈高愈好的迷思，

因此未來需逐步建置物質流及生命週期盤查等環境衝擊定量資訊，並建議將前述

規劃納入法規，據以持續推動。 

此外，推動源頭減量，規劃限制、禁止特定材質或產品的製造、使用，需要

確保替代材質較為環保，亦即需要有評量工具和方法以瞭解不同材質之環境衝擊

差異，俾得到客觀的評價和正確的環境決策。  

                                                        
13摘要自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資源循環政策規劃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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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推動循環經濟的政策工具 

環保署於 2003 年參照先進國家經驗規劃出廢棄物管理的遠期目標，提出

「零廢棄」政策目標，以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為二大主軸，為賡續落實國

內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搖籃到搖籃設計理念，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提高資

源有效永續循環利用，同時減少最終廢棄資源物處理量，降低產業溫室氣體排放

與環境衝擊，以提升國家整體綠色競爭力，建構資源永續循環社會，故於 2013

年推動「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14。 

一、未來環境預測 

（一）永續物料管理概念與搖籃到搖籃設計理念興起 

從永續物料管理的角度來看，廢棄物只是錯置的資源。「搖籃到搖籃」

(Cradle to Cradle)設計理念，希望不僅以「減少」環境衝擊為目標，而是以「沒

有」環境衝擊為基本原則作為綠色設計時的高標準，考慮選用可不斷重複回

收而不產生任何廢棄物與污染物的材料，能源使用上則使用再生能源，以進

行產品的研發與製造，與永續物料管理概念相呼應，亦將成為各國推動環境

化設計與永續物料管理策略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持續推動朝向零廢棄 

我國自 1998 年起垃圾清運量逐年下降，2011 年較歷史最高年(1998 年)

減少 59.34%，而垃圾回收率亦提升至 51.76%。然而因經濟發展日新月異，新

興商品如電子電機產品種類繁多且具有回收再利用價值，宜妥善因應。其次，

資源回收工作推動以來，民眾日常生活中一般廢棄物所含之資源物比率逐年

降低，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進步空間面臨其邊際效應。因此，若欲達到垃圾

零廢棄、全分類的目標，必須加強推動研擬新增資源回收項目，並持續宣導

垃圾源頭減量及強制分類工作，促使業者負起延伸生產者責任，確保所生產

之產品符合環境友善化原則。 

（三）低碳運輸已成為全球趨勢 

面對能源短缺、溫室效應之挑戰，改善車輛等交通工具之能源效率、開

發和使用新能源汽車，以減少化石燃料消耗與 CO2 排放，已經成為汽車發展

                                                        
14摘要自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計畫核定本（行政院 102 年 1 月 23日院臺環字第 1020003638 號

函） 



4-5 

的必然方向。垃圾收集作業具有起停頻繁及高油耗之特性，新型節能減碳垃

圾車具有 15～25%以上之節能減碳效果與低噪音特性，政府應帶頭推動低碳

運輸以符國際趨勢及我國節能減碳政策。 

（四）資源循環與再生材料應用 

為達資源永續循環社會，並回應民眾對垃圾焚化底渣處理方式及流向之

關心，環保署訂定「零廢棄政策」，並依據行政院核定「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

與展望」，持續推動垃圾焚化底渣處理以「再利用為主，掩埋為輔」，推動至

今底渣再利用技術已漸純熟，惟底渣目前非為施工綱要規範之材料，尚需政

府輔導，以利推廣底渣再利用。 

（五）能資源整合、永續循環與節能減碳為垃圾處理之新方向 

我國每年待處理的一般垃圾總量約 400 萬公噸，其中高達約 350 萬公噸

成分符合生質物特性(如紙類、木竹/草/落葉等組成)，能源潛勢約 100 萬公噸

以上之天然煤炭，具發揮替代天然資源、產生能源及減碳等效果。 

二、資源永續循環利用推動重點 

在邁向資源循環的社會過程中，應從傳統的「廢棄物管理」逐漸轉向「永續

物質/資源管理」，後續執行策略需提供驅動力(driving force)，以朝向遵循以下廢

棄物管理優先順序及比重遞減的方向邁進：源頭減量(prevention)、促進再使用

(preparing for re-use)、材質再利用(recycling)、能源再利用(other recovery)及最終

處置(disposal)。環保署於 2011 年完成並核定「資源循環政策規劃」（如圖 4-3），

擬定資源永續管理、綠色設計及生產、綠色消費及貿易、源頭減量及再利用、資

源終止認定處置等具體措施作為後續我國推動資源永續循環相關工作之政策依

據。2013至 2017年主要推動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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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資源循環政策規劃架構 

 

（一）建構永續物料管理系統 

1.評析整體資源經濟資料，構築資源循環鏈結資訊 

（1）以目前主計處經濟面向為主之投入產出表之基礎上，評估擴充量化新

型帳表內容，依序納入如能資源折耗、資源物循環(廢棄物)、進出口資

料及產銷存資料等環境相關類別擴充內容，以掌握我國再生材料與物

質循環推動情形。 

（2）以「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系統」中廠商申報資料為基礎，分析各產

業別各類廢棄資源物產生量與再利用情形，整合相關資料及評估資源

循環鏈結資訊。 

2.評析並強化我國永續物料管理策略，扶植臺灣搖籃到搖籃策略聯盟與資訊

平台 

（1）參考其他先進國家有關永續物料管理之前瞻性作法，持續評析並滾動

式調整我國永續物料管理相關策略，並會同相關中央主管機關界定計

算範疇，逐年建立我國永續物料管理指標。因目前我國尚無相關永續

物料管理資料庫，須規劃建置之；亦無相關管理指標，需先評估須建

立的指標項目，在進行分析後，方可得知那些指標適合，並逐年調整

修正，以評估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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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扶植搖籃到搖籃策略聯盟，並加強與國外學術交流、更新及新增搖籃

到搖籃資訊平台功能，結合民眾、業者及政府力量共同推動搖籃到搖

籃相關工作。 

（二）垃圾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精進策略 

1.推動產品環境友善化管理工作，提昇垃圾源頭減量成效 

（1）參採環保先進國家推動源頭減量及產品環境友善化工作之具體做法、

關鍵困難及因應對策，檢討國內推動廢棄物減量及產品友善化措施推

動情形。 

（2）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訂產品環境友善化設計準則，延長產

品生命週期及產品環境友善化設計，作為各部會訂定與修正產品相關

規定時之參據。 

2.推動延伸生產者責任制度，強化資源循環利用效率 

（1）針對消費性產品及其包裝，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整合性

產品政策。 

（2）透過限制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之減量管理措施，降低環境衝擊並

延長壽命之產品安裝、使用及保養方式，減少廢棄物之產生量及自然

資源之消耗。 

（3）分階段以修訂法令規範、加強宣導、提供經濟誘因、輔導及志願性協

定等方式，結合民眾、業者及政府力量共同推動源頭減量相關工作。 

（4）因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101.01.19）」，建置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資訊系統。 

3.推動低碳垃圾清運工作，帶領二氧化碳實質減量 

（1）辦理節能減碳垃圾車改裝評估測試工作。 

（2）辦理補助汰換老舊垃圾清運車輛相關工作，並鼓勵地方政府換購節能

垃圾車。 

（3）以共同供應契約集中採購方式辦理垃圾車汰換採購。 

4.推動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與研究發展 

依「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執行要點

(101.10.16)」，以公開徵求方式，補助公私立大學、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應

回收廢棄物處理業者，提升投入應回收廢棄物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有害

物質回收（去除）比率、再生料品質（價值）或降低污染排放量之創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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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計畫。環保署補助人事費、耗材費、設備租用及維護費。 

5.推動地方資源回收工作，暢通資源回收管道及運作體系 

（1）推動地方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工作計畫。 

（2）資源回收車汰舊換新計畫。 

（3）促進就業計畫。 

（三）推動環保再生材料或產品再利用 

1.輔導並監督廠商落實搖籃到搖籃設計：由環保署委託專業機構輔導各廠商

研發搖籃到搖籃產品與申請搖籃到搖籃產品認證。 

2.環保再生產品品質及再利用價值提升 

（1）為鼓勵地方政府使用底渣再利用產品於公共工程，補助「垃圾焚化廠

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第 2 類型產品使用於公共工程。 

（2）現有底渣再利用產品均屬「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之

第 2 類型產品，為提高產品品質及擴展使用範圍，仿照競爭型機制，

鼓勵地方政府將底渣提升處理等級，使其產品品質提升至第 1 類型產

品，補助比率 40%為上限。 

（3）現行底渣再利用產品用途，依本署公告「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

管理方式」分為： 

 第一類型及第二類型產品：作為道路級配粒料底層及基層、基地填

築及路堤填築、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料、混凝土添加料、瀝青混凝

土添加料、磚品添加料及水泥生料添加料，並不得用於臨時性用

途。 

 第二類型產品用於混凝土添加料，僅限無筋混凝土添加料用途。 

 第三類型產品：限大量(一萬公噸或五千立方公尺以上)集中使用於

基地填築、路堤填築及填海造島(陸)，使用前底渣產生地主管機關

應提報再利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四）垃圾焚化廠轉型為生質能源中心示範計畫 

考量目前我國各焚化廠營運均良好，且距轉型其效能評估期程(約 109 年

後)均尚有相當時日，亦全國均尚無立即轉型建構生質能源中心(實廠)之迫切

性，恰可利用此期間接續辦理相關階段性作業，如前瞻先導規劃循序漸進、

示範驗證技術建立本土條件、撙節國家財政發揮最佳經濟效益、厚植民意溝

通降低使用疑慮等，以順利銜接落實建構生質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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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興設離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 

考量離島縣自2007年先後將轄內6 成以上垃圾轉運臺灣本島焚化處理，

其餘少數垃圾則仍以就地掩埋方式。惟因目前以船運方式運至臺灣本島焚化

處理，受海運氣象條件所影響，造成垃圾堆置衍生環境衛生問題及自主性長

久計畫，長期仍建議就地自設生質能處理設施。 

離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即將一般垃圾、廚餘、一般事業廢棄物(酒糟、處

理廠污泥等)、農漁業廢棄物(稻草、芒草等)、水肥及動物糞便等加以分選分

類後，利用熱裂解、高效製肥及厭氧消化等生質能處理技術將離島地區垃圾

就地資源化及能源化，各項可行技術亦可作為未來焚化爐除役後逐步轉型為

生質能源中心之可行性參考技術，將廢棄物經由分類資源回收、熱裂解、高

效製肥、厭氧消化等生質能處理技術，作為國內下一代垃圾處理方式之推動

經驗，達成零廢棄與減碳雙重目標。 

三、資源循環政策規劃與建議15
 

地球永續發展係 21 世紀人類共同的願景，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研擬之資源循

環政策規劃(草案)，為達資源永續循環利用，在邁向資源循環的社會過程中，應

從傳統的「廢棄物管理」逐漸轉向「永續物質/資源管理」，以減少環境衝擊及保

存自然資源為目標，相關實施策略應遵循以下廢棄物管理優先次序：源頭減量

(prevention)、促進再使用(preparing for‐reuse)、材質再利用(recycling)、能源再利

用(other recovery)及最終處置(disposal)；更重要的是，前述廢棄物管理順序的投

入比重應依序遞減，亦即「源頭減量」所占比例最高，「最終處置」所占比例最

低。其管理範疇以廢棄物（含資源物）為範疇，短期優先以已有統計數據的廢棄

物、物質/產品為管理對象，長期參考 OECD 之政策建議，將自然資源納入。其

實施策略架構，包括：永續資源管理、綠色設計及生產、綠色消費及貿易、源頭

減量及再利用、資源終止認定處置，相關措施彙整如表 4-1。 

 

 

 

                                                        
15「對環境資源部的期望」，中技社(101.02) 



4-10 

表 4-1 資源循環政策規劃之策略與措施 

實施策略 現行措施 規劃措施 

永續資源管理 

‐‐原料取得/運用階段 

各部會依執掌以已進口、能源與

燃料、農業產品、生產/銷售/存

貨、環境排放與廢棄物及礦產資

源建立相關資料庫。 

1.增加資源可取得性 

2.建立資源管理機制 

3.建構公用資源資料庫 

綠色設計及生產 

‐‐產品設計/製造階段 

推動環保標章及產品碳足跡標

示，研擬「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

以減少資源使用，降低環境負

荷。經濟部持續協助國內廠商因

應如歐盟 RoHS  指令等國際官

方規範，亦持續推動清潔生產。 

1.推動綠色生產 

2.綠色設計及生產驗證

機制 

3.加強供應鏈結管理 

綠色消費及貿易 

‐‐產品消費/使用階段 

透過「政府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

案」及「推動民間企業與團體之

綠色採購實施計畫」，並藉由「資

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強化

資源再生市場機制。 

1.鼓勵綠色採購消費 

2.落實綠行動計畫 

3.推廣綠色貿易 

源頭減量及再利用 

‐‐舊品及廢品再利用

階段 

一般廢棄物：1998 年起推動「資

源回收四合一計畫」；2001 年起

推動廚餘回收；焚化底渣再利

用、巨大垃圾回收； 2005 年起

推動垃圾強制分類。事業廢棄

物：1999 年修法納入網路申報法

源，促使多元化處理管道；2001

年行政院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

管制清理方案」，並自 2003年起

推動跨部會「資源回收再利用推

動計畫」。 

1.推動垃圾減量精進作

為 

2.推廣環保再生材料應

用 

3.整合管理各環境介質 

4.創新靜脈產業技術 

資源終止認定處置 

‐‐廢棄物最終處置階

段 

1985 年起陸續完成垃圾掩埋場、

大型垃圾焚化廠、中小型一般廢

棄物焚化爐之興建、營運；1997

年起動掩埋場復育及綠美化；

2010 年檢視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容量進行評估，提出具體因應

對策。 

1.建構廢棄物處理生質

能源中心 

2.推動處理設施設置 

3.推動廢棄資源物填海

造島 

 

（一）永續資源管理正面價值觀 

國際上許多環保先進國家的廢棄物管理政策，基於生命週期理念之應用

與資源全回收的貫徹，已由廢棄物清理走向兼顧源頭管理、分類回收、減量

及資源循環利用的綜合性永續資源管理(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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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從過去搖籃到墳墓的消極性管理，轉變為從搖籃到搖籃的積極性管理。

為提高資源生產性並減低環境負荷以建構循環型社會，政府所訂法規、制度，

應以能讓事業者發揮最大的創造力與活力為目的，並排除過多的介入與管制。

在資源循環體系的建構上，可採積極性、正面的管理，亦即將所有日常生活

與產業活動的副產物（傳統所稱廢棄物）皆認定為資源物質（稱為循環資源），

積極鼓勵循環再利用，惟若循環資源一旦無法或未被妥善再利用，則依「資

源物終止認定準則」判定為廢棄物，配合徵收廢棄物處置費（或可稱為資源

循環利用促進費）的誘因機制，並以最嚴格的管理標準來進行廢棄物清理與

處置；務求資源循環最大化，廢棄物最小化。 

（二）資源循環措施有助於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已成為政府施政的主軸，亦是影響臺灣未來是否能夠邁向低碳

經濟社會的關鍵。臺灣依據永續能源政策綱領，已訂定 2020 年與 2050 年減

排目標，行政院已於 2010 年 1 月啟動「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並推動多項

節能減碳政策與措施，因此，節能減碳政策推動的優先順序，將攸關國家節

能減碳績效與成本有效性。國際著名智庫Mckinsey & Company，於 2009年發

表「邁向低碳經濟之路」(Pathways to a Low‐Carbon economy)研究報告，引起

國際重視。該報告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氣候協議的長期目

標，亦即 2100年穩定溫升 2℃，以及 2020年與 2050年之溫室氣體減碳之目

標下，評估各項減碳技術的平均防制成本，從而獲得節能減排政策推動的優

先順序。該報告列舉所有平均減碳成本低於 60 歐元/CO2當量的減排技術，並

依其成本高低以及減碳潛力排序，依序分別為：建築節能（照明與隔熱）、運

輸節能（燃油效率與油電混合）、廢棄物回收與垃圾沼氣發電、提高工業能源

效率、第一代生質能源等。資源循環（廢棄物回收）經評估為具有正向經濟

效益的減碳技術，其節能減碳資本密集度低，約為 6 歐元/噸 CO2當量，平均

減排效益約為 13歐元/噸 CO2當量。因此若以減碳效益作為評估低碳經濟發展

之最優先選擇要素，則資源循環之節能減碳技術同樣應列為優先推動的項

目。 

（三）組織制度芻議與期許 

現階段環境資源部組織調整規劃（草案）中，與資源循環議題相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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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級機關：資源循環司，附屬機關：資源回收基金管理會，三級機關：污

染防治局、水保及地礦署。根據現行規劃，對於相關組織架構、任務目標之

芻議與期許分析如下：  

1.確立資源循環管理單位 

環境資源部管理權責可概分兩個面向，一個是自然資源的利用與管理，

另外一個是循環資源，所以資源於開發、使用、開發過程之管理，是環境

資源部很重要的工作。根據環境資源部處務規程草案第十條，資源循環司

掌理事項涵蓋廢棄資源物回收、源頭減量及再利用之政策規劃、法規研擬、

執行及督導等。因此，宜由資源循環司綜合自然資源與循環資源的利用與

管理，並進行回收再利用研發以及訂定相關規範，指引廢棄物資源化方向。

透過環境資源部會商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訂定資

源化產品品質標準及使用規範；環境資源部則訂定環境相容性管理體系，

部會分工管理，才能確保資源循環產品的功能與安全，社會上才能放心使

用，廢棄物資源化市場才有機會活絡起來。組織變革代表觀念變革，組織

變革需要一次到位，若組織變革需要調整的時間過長，廢棄物和資源的關

係仍需要溝通，不能一步到位，則環境資源部成立後對於相關業務推動將

造成阻礙。環境資源部的成立是臺灣蛻變成永續社會的契機，所以組織方

向一開始最好能一次到位。否則一旦方向定了，政府單位業務再微調增減

並不容易。 

2.成立環境資源研究院 

為保護環境、調和資源使用，建構資源循環型永續社會，環境資源部

責任非常重大。從目前國內資源循環管理問題分析發現，未來環境資源部

挑戰，不論是法規策略研擬、管理方針確立、資源化技術提升、國際趨勢

掌握與接軌、基礎環境品質資訊建置等等，背後都需要鏈結龐大技術資料

庫來支撐。環境資源部目前附屬單位包括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森林及保育

試驗所、環境教育訓練所，宜將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及相關

諮詢、研究單位整合成立國家級環境資源研究院，這個單位應該是公平、

客觀、理性研析並承擔環境政策研究責任的單位，相信對於資源循環相關

問題評析與政策擬定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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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規管制與修訂芻議 

（1）整合「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我國廢棄物管理政策已從早期的掩埋、焚化等「管末處理」，到現階段

強調「資源減量」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的零廢棄，正逐步與國際上重視

物質永續利用之「永續物質/資源管理(SMM/SRM)」趨勢接軌。環保署正整

併現行「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擬具「資源循環利用法」

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中，宜積極溝通協調，加速完成立法。  

（2）由環資部主導資源循環利用管轄與查核業務  

目前國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權責，係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

相關管理辦法，由環保主管機關進行稽查處罰，其事權分散且相關權責不

容易區分。加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法規標準不一，易造成廠商遵循

與管理不易之困擾。故環資部未來除加速完成資源循環利用法之立法作業，

確實消弭目前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執行疑義，並將法規訂

定與管理權責由資源循環司統籌辦理，以劃分權責並訂定一致性管理標

準。 

（3）建立再生產品驗證制度 

當再生產品的功能性標準有一定的規範時，例如 CNS的標準。資源循

環司即可會商相關部會著力於產品的標準或是產業製程的標準的訂定。但

如何建立民眾對於再生產品的信心，暢通再生產品去化管道，則再生產品

環境友善性的驗證制度，必須儘快建立。驗證制度目前主要來自歐盟的環

境驗證制度，可考慮結合日本、中國大陸、韓國和臺灣一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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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推動循環經濟的技術需求 

資源循環產業於循環型社會扮演靜脈產業的任務，其技術層次及規模，影響

資源生產性及產品的品質與價值。目前國內資源循環產業均屬中小企業，資金及

技術十分欠缺，對於組成複雜、需高層次技術的有價資源，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

純化回收，無法進行更高的精煉以創造更高的價值。政府宜持續推動清潔生產、

落實綠色供應鏈，以徵收廢棄物處置費、租稅減免、產學合作等措施推動資源循

環技術的研發，並針對資源化業者建立評鑑分級制度，協助資源循環產業升級及

提升形象。 

一、建置永續資源管理指標 

積極建立國家整體永續物料管理(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SMM)制

度，目前國家整體資源經濟有關投入產出資料的收集、彙整、統計及分析結果等

尚未健全，相關所需資料仍散布在各部會而未有效整合，因此，宜參考先進國家

永續物料管理政策，加速整合建置全國整體資源經濟資料庫，評析全國物質流會

計並強化我國永續物料管理策略，訂定全國永續物料管理指標目標值。  

二、建置環境衝擊定量資訊 

應逐步建置環境衝擊定量資訊，求得資源最佳回收率/再利用率，並可利於

推動源頭減量。績效評估需要同時考量經濟效益及環境效益以衡量其可行性，方

可計算出合理補貼費率和目標回收率，是以國內未來需加強環境衝擊如物質流及

生命週期盤查等定量資訊之建置。 

此外，推動源頭減量，規劃限制或禁止特定材質或產品之製造、使用，需要

確保替代材質較為環保，亦即需要有評量的工具和方法以瞭解不同材質之環境衝

擊差異，俾得到客觀的評價和正確的環境決策。例如德國包裝法為區隔「具生態

優勢(ecologically advantageous)材質」，即以生命週期評估之定量結果作依據。

特別是對於新產業科技(如生物技術、光電技術及奈米科技等)的開發應用，對生

態環境可能造成的衝擊，在事前難以評估，可能超越目前社會與環境安全的風險

管理水準，造成社會資源的龐大損失甚至於環境生態災難。因此面對新產業科技

的發展，應儘量確實瞭解其環境衝擊（包括產出事業廢棄物之物化、毒理特性），

並針對其風險管理預作規劃。  



4-15 

三、檢討現行廢棄物輸出、輸入管制貨品之合理性 

地球資源有限，為滿足社會成長需求，資源循環再利用是維持人類永續生存

重要關鍵。目前國內資源化市場因政策誘因及政府的輔導而蓬勃發展，一般廢棄

物或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量已逐年增加，但相關產業競相設置，造成資源化

料源不足致業者生存困難。除了繼續擴大公告強制性可再生資源之種類、強化國

內清理/回收體系，提高資源回收率之外，宜配合國際上資源循環市場區域合作

的框架，評估循環資源（廢料）之國際市場狀況，依國內產業需求與技術能力，

檢討現行廢棄物輸出/入管制貨品之合理性，適度局部開放輸入品目，以促進靜

脈產業發展並確保國內必要資源之供應。 

例如城市採礦的工業廢棄物中，以廢電子/廢光電零組件不良品與下腳料極

具貴金屬（金、銀、鈀…）的高回收價值。目前環保署將所有的廢電子/廢光電

零組件不良品與下腳料、廢光電零組件不良品與下腳料皆歸類為有害事業廢棄物，

宜檢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規定的「有害混合五金廢料」定義，對於

不含有危害物質（多氯聯苯、戴奧辛、石棉）與重金屬（汞、鎘、硒、鉻、六價

鉻、鉛、砷、鋇） 溶出毒性低於國家管制標準的廢電子零組件不良品與下腳料、

廢光電零組件不良品與下腳料，列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使廠商可以依法向環保署

申請進口這些具高經濟價值的電子廢棄物到國內回收。另外半導體、IC 封測、

被動元件、電腦及週邊設備製造等產業所產出的廢晶圓、廢 IC、廢電容、廢電

阻、廢電感、廢石英震盪器、廢濾波器等不良品、下腳品或製程邊角料、資訊物

品回收業由主機板拆卸回收的廢電子零組件，可檢討排除認定為有害混合五金廢

料，以使廠商能自國外進口這些高價值廢棄物進行金屬回收，以提升設備稼動率

與維持回收營運。 

進口上述資源物質的廠商，可用比較嚴格的規範來進行篩選。如廠商有獲得

企業環保獎，或是 5 年、10 年內沒有違規的紀錄，或是政府與績優業者簽訂自

律協議，繳交保證金，適度容許這些廠商可以進口比較好的原料（循環資源），

對績優廠商也是一種鼓勵，也就是從輔導角度協助廠商建構資源循環產業鏈，而

不是一昧完全禁止。 

四、以國際礦物買賣精神來管理資源性廢棄物 

礦物在世界上的買賣市場有固定規格，是一種國際商品。城市採礦可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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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當成礦藏，但並非任何廢棄物都稱為都市礦產，廢棄物允收規格必須明

確，需分類到某個程度，品級品位要達到要求；物料進到資源化設備，可產生何

種資源產品，產品的規格明確，才可成為資源。 

因此，第一個可鬆綁的被認為是資源產品，將規格確立達到標準後，被認定

為資源產品，與廢棄物身分脫鉤。對從事資源再生的業者而言，原料就是資源，

屬一般的製造業者，應與處理廢棄物的管理脫鉤，環保機關僅以管制污染為要務。

產品規格可仿照過去礦產的資源定義及方向的精神，在國內已有相關產業，也有

產品及通路，就不再認定為廢棄物。 

五、資源循環工作需考量物質倫理 

資源循環還需考量物質倫理，物質倫理於日本規定很嚴格，例如廢水裡鉀、

鈉之氯化物含量高，但透過廢水處理濃縮後產品，不可用於生產消毒自來水使用

之氯氣。回收金屬則不同，回收鋁罐經過高溫處理，可回到鋁罐產品，亦即金屬

是沒有限制，如同浴火重生變成新品。 

然而物質循環應該有個關卡（條件），經過關卡就可以認定為再生。譬如政

府相關部門的管理上，若銅已精練至 8N、9N，其用途就不應再受規範。相關的

部會，若沒有把資源循環的路徑及產品規格明確化，廢棄物再利用通路就會產生

問題。這個議題需要相關部會的銜接、配合才能讓物質循環更加完整與順暢。 

六、以生命週期思維進行永續物質管理 

從永續物質管理的角度而言，現在國際上談永續物質管理是從完整的供應鏈

進行管理。考慮物質的生命週期，從物質礦源、保存、進出口、廢棄物回收等，

思考整個生命週期供應鏈。在管理上不僅考慮環境問題，也考慮到經濟、社會問

題。目前的產品都是好幾種物質混合，所以管理上非常複雜。在管理上的政策和

制度面設計，並不是僅針對物質，而是針對某個產品或某個產業。 

即便如此，還需考量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制度合起來是為了管理整體的供應

鏈。若永續物質管理上有供應鏈的概念，賣方自然需要知道買方用途，買方自然

需要瞭解賣方產品出處。自然在制度設計上可以讓每一環節都知道，上面有一層、

下面也有一層。例如物質在礦的位階有一個管理辦法、使用時有一個管理辦法、

到廢棄物或資源化有一個管理辦法，但合起來彼此能夠無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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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拓資源循環再生產品市場  

資源循環再生產品常受消費者及主管機關的排拒，認為它們是污染物的回收

品，此除了需要生產技術的再增進外，消費市場規模的大小也常是影響的因素之

一。如何消除民眾疑慮，訂定資源循環再生產品的標準，提供相關的誘因，使民

眾願意使用。因此，有關強化循環資源、料源的徹底分類，原料允收標準、產品

（再生製品或二次料等）品質標準及驗證制度等，仍待積極規劃建立。期能藉由

嚴格審核再利用並加強產品及衍生廢棄物管理，取得消費者/使用者對產品的信

任。此外，落實資源永續教育，推廣搖籃到搖籃的永續物質管理理念，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內化「再生」二字，以品質保證來建立社會大眾信心，亦可助益市場

規模的開拓。 

另外消費使用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穩定性，是資源化產品通路能否順利推展的

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政府資源循環政策的走向及採購行為，會左右循環資源的市

場規模及消費者的信心。因此，政府應協助建置循環資源資訊平台，依據物質流

分析及生命週期評估市場潛力，強化料源、產品供需調節能力。透過結合相關資

源循環業者，從上游料源集中與品質管控，中端配套技術媒合與後端市場通路掌

握，藉此形成多元資源循環網絡，建立資源產業市場模式。 

八、擴展資源循環國際合作 

東南亞地區隨著經濟的成長及人口的增加，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有日益惡

化的趨勢。國內在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循環利用上已建置法制，相關技術開發亦有

相當進展，惟受限於國內市場，靜脈產業成長受限，除了前述檢討適度開放循環

資源（廢棄物）進口品目與數量，以活絡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經濟成長之外，

可參與建立國際資源循環網絡，分享技術與經驗，協助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置管理

策略、協助國內業者開拓國外/大陸市場，以善盡地球村一員之心力，並提升國

家競爭力。 

九、進行資源循環策略布局 

以區域及全球架構思維，臺灣目前資源並未做最佳化的管理，如在金屬回收

上，宜有更大量的金屬透過銅冶煉資源平台進行完整性的回收，否則臺灣資源再

生循環僅是物理、化學性質的基本回收。臺灣應更積極進行資源策略布局，尤其

與東南亞跨國的礦產與冶煉廠的合作，否則未來廢棄物處理成本一定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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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推動循環經濟的配套措施 

臺灣近二十餘年的努力，廢棄物管理體系已由消極的末端管制進展到積極的

源頭管理，建立生產者責任制度，全面推動資源回收計畫及零廢棄計畫，創造了

人均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比率達 80%以上的成功經驗；亦即

經濟成長與資源利用已呈逆向脫鈎之趨勢。 

資源物質的消費量隨經濟成長仍持續擴大，再生製品或二次料的市場尚未通

暢，亦即就資源生產性而言，其效率及價值仍待提升。就資源循環體系而言，尚

未能讓社會大眾覺得安全、放心，亦即距離「零廢棄」及「資源循環型社會」目

標仍有相當大的距離。政府應提出對應配套以解決眼前資源循環管理之問題。 

一、廢棄物再利用管轄權責規範未盡周全 

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廢棄物區分為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其中一般廢

棄物再利用依廢清法第 12 條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歷年來在環保署

全力推動與全民配合之下成效卓越，穩健朝「垃圾零廢棄」政策目標邁進。事業

廢棄物則基於生產者責任之考量，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最了解產業特性等原則，

於 2001 年修正廢棄物清理法授權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管理所轄事業所

產生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另外 2002 年公布之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對於再生資

源之再使用及再生利用之規範管理，規定分別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訂之管理辦法運作。事業廢棄物由於產量大，來源廣又複雜，在推動再

利用過程中，部分廢棄物因去化管道缺乏或受阻礙，導致部分業者於相關再利用

規範模糊地帶，或管理單位稽查管制不足之時，藉再利用之名行非法棄置之實，

而造成環境污染。 

另外就制度而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各自之立場考量，研訂再利用管理

相關法令，嚴謹度不一，導致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於再利用管理管制上有疑義，而

再利用機構在依循相關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時，常有錯誤援用規範

進行再利用運作之情形。因此，資源化產業體系及其產品品質與流向必須加強管

理，而再利用管理相關法令宜加速整併與統一事權。 

二、循環資源/產品之品位待進一步提升 

現今一般廢棄物之分類、回收等資源循環工作，一般民眾都能確實執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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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後續回收後的再利用方式相對形成社會關注壓力較小。目前資源回收基金管

理委員會因制度設計，其課責對象、課費基準及績效指標評析皆偏重於回收量成

長，對源頭減量及輔導去化管道相對勢弱。同樣的，在事業廢棄物資源化面向上，

以事業廢棄物妥善再利用率（申報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申報事業廢棄物總產生

量）進行指標性評估，對於再生產品品位提升積極度仍有不足。由於科技發展日

新月異，對產品功能性要求提高導致製程及材料組合日趨複雜，加上產品回收時

往往品質已經出現劣化現象，導致一般再生資源/產品之原料性質不如原生物料

穩定，若再生資源/產品要具備市場競爭力，則產品品質要能與原生物料製成之

產品品質相當甚或更佳，因此資源回收端常常面對技術瓶頸及能源耗損的挑戰。  

以電子廢棄物回收非鐵金屬產業為例，臺灣是銅消費量高的國家，每年需進

口約 60~70 萬噸陰極精煉銅及 15 萬噸含銅廢料，但每年出口約 5 千噸陰極精煉

銅與 20 萬噸含銅廢料，由於國內缺乏精煉銅的技術能力，國內廢棄物處理廠商

只能將國內的二次銅資源物回收集中經過初步處理後，再運往設有銅冶煉廠的國

家進行再生回收與精煉，也就產生我國每年低價大量出口含銅廢料但卻自國外大

量進口高價精煉銅的市場現象。因此，不管從資源循環的角度，還是從確保國家

永續發展的角度，資源化、無害化與加值化等相關資源循環技術層次應該更加積

極且具體提升，而偏重計較回收量衍生之計量基準指標及資源化去化管道優質化

問題，亦為下階段興革重點。 

三、資源回收市場量之管控失序 

地球資源有限，為滿足社會成長需求，資源循環再利用是維持人類永續生存

重要關鍵。國內資源化市場因政策誘因及政府的輔導而蓬勃發展，一般廢棄物或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量已逐年增加。但相關產業競相設置下，再加上近年來國

內產業外移及結構改變，造成資源化料源不足、相關設備稼動率低，導致業者高

價搶料或對於資源物質處理費削價競爭，墊高經營成本結果下產業發展遭遇瓶頸。

因此，未來如何在符合巴賽爾公約精神下，臺灣有能力循環利用之廢棄物不出口

處理，並在不影響國內環境前提下，開放國外再生資源進口、管制國內有價再生

資源出口，並於合理市場規模下汰除不具競爭力廠商，穩定資源循環產業供應鏈，

將是未來資源循環業務推展重要課題。 

四、基礎環境資訊品質待進一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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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環境問題往往是由於物質與能源的使用不當所造成，因此如何評估並

進一步減少能源消耗和廢棄物產出，必須透過適當管理工具來協助。物質流管理

(Material Flow Management, MFM) 或永續物質管理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SMM)是目前國際研究的主要方向，透過物質於環境中流布資訊收

集與分析，結合環境衝擊、經濟、社會等評估工具，可做為國家發展在決策時考

量環境承載力或資源統籌管理之參據。臺灣物質流分析在產官學研多年推動下已

略具成效，然而相較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仍有努力空間，例如在物質流數據的標

準化、效能指標、各部門資料庫一致性與契合度等均有待強化。 

另外目前國際市場，無論官方環保法規（如多國制定的電子電機環保三法及

化學品管理指令等），或是國際企業都對綠色採購要求越來越多，必須提供如碳

足跡、水足跡、塑膠足跡等環境資訊。此對我國以外銷為導向之產業綠色競爭力

而言越來越重要，政府必須在制度面即早因應，成為環境守護和靜脈產業發展的

強力後盾。 

五、再利用產品去化與管理問題 

檢討以往廢棄物再利用情況，整個廢棄物再利用的過程裡，最重要的問題是

產品去化管道，如果產品能夠有效去化，市場自然能夠蓬勃發展。現階段民眾普

遍對資源再生產品信心不足，加上再利用產品價格往往缺乏市場競爭力，造成產

品去化不易。另外當地方主管機關或是相關主管機關，對再利用廠商的進料質量、

資源化程序、產品品質及環保措施等沒有妥善的追蹤管理機制或未盡查核、管理

權責時，相對就易導致廢棄物（偽資源物）不當處置的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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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建構循環經濟-產業界的發展模式 

我國為全球電子資訊產業設計製造的重鎮，從資訊產品、通訊產品、乃至半

導體產品，均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筆電、主機板及液晶顯示器全球市占率皆

為第一，2012 年資訊硬體年產值超過 4 兆元，通訊設備產值達 1 兆 635 億元，

通訊服務產值則達 4000 億元。綠能產業亦為我國產業推動政策的重點之一，98

年 4月行政院核定「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選定太陽光電與 LED照明為發展

重點，加上風力發電、生質能源、氫能與燃料電池、能源資通訊等具發展潛力之

能源產業，作為該方案推動之綠能產業。 

我國電子及綠能產業所需的關鍵資源大都仰賴進口，尤其關鍵材料掌握在國

外特定廠商，價格昂貴且調降不易，潛藏我國產業發展受制於人的風險。上述產

業使用之材料包括靶材、稀有金屬、特用化學品、純矽…等，如能透過高值化資

源循環再生技術進行城市採礦，回收關鍵資源，以減少對外來資源的依賴，並強

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5.1 動脈產業與靜脈產業的分工與合作 

一、動脈產業對關鍵資源需求急遽上升 

我國電子資訊產業製造鏈皆利用各種稀貴金屬材料特性（如表 5-1）構成關

鍵原材料，進而形成電子產品（如圖 5-1），各產業鏈的範疇如圖 5-2至圖 5-5。 

表 5-1 稀貴金屬種類及特性 

稀有資源 材料特性 產業應用商 

釔(Y) 耐高熱性、超導體 LED照明、螢光粉、光纖 

鈰(Ce) 觸媒特性、耐高熱性 玻璃添加劑、拋光粉 

釹(Nd) 強磁性、耐腐蝕性 永磁材料、高效能家電、電動汽車 

銪(Eu) 光學特質 螢光粉、光學濾光片 

銦(In) 光電變換、光學特質 液晶螢幕、觸控面板 

鏑(Dy) 放射線機能、耐高熱性 原子能領域、極精密機械 

鉭(Ta) 光學特質、耐腐蝕性 光學鏡頭、高端裝備製造 

鎵(Ga) 超導性、光電變換、光學特質 太陽能板、半導體 

鉬(Mo) 光電特質、耐腐蝕性 光學鏡頭、高端裝備製造 

鈦(Ti) 耐低溫、高硬度、低密度 高硬度器具及手錶、刀片 

鈷(Co) 強磁性、半導體、高耐熱性 高速鍋、導航系統、醫療設備 

鎳(Ni) 強磁性、半導體 電池、導電漿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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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臺灣產業與關鍵資源的關係圖 

 

 

圖 5-2 我國電子材料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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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葉仰哲 工研院IEK研究部經理，「材料研究部經理電子材料產業綜論」，證交資料6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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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我國半導體材料產業結構 

 

 

圖 5-4 我國印刷電路板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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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我國液晶顯示器材料產業結構 

 

臺灣於 2008 年至 2012 年已完成之重大投資案件，投資金額近新台幣 9 兆

元。其中，化學材料業、基本金屬業及電子業合計占投資總金額超過 50%，電

子業占比約 35%。從表 5-2 稀貴金屬用於電子產業的比例，可知掌握稀貴金屬

對我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表 5-2 電子產業對稀貴金屬需求量 

金屬種類 世界金屬產量(ton ) 用於電子產業比例 

銀(Ag) 20,000 30% 

金(Au) 2,500 10% 

銅(Cu) 16,000,000 28% 

鉑(Pt) 220 6% 

鈀(Pd) 215 15% 

錫(Sn) 275 33% 

銻(Sb) 130 50% 

鈷(Co) 58,000 19% 

鉍(Bi) 5,600 16% 

銦(In) 480 79% 

 

資料來源：葉仰哲 工研院IEK研究部經理，「材料研究部經理電子材料產業綜論」，證交資料6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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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靜脈產業再生技術已具初步規模 

臺灣再生技術發展多年已具初步規模，產業所產生的廢棄資源大多都有所去

處(如圖 5-6及圖 5-7)。 

 

圖 5-6 印刷電路板廢棄資源循環再生現狀 

 

 

圖 5-7 光電及半導體製造業廢棄資源循環再生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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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動脈產業與靜脈產業的整合瓶頸 

一、再利用瓶頸 

臺灣再生技術發展多年，產業所產生的廢棄物再利用率也很高，惟仍存在下

列問題： 

（一）靜脈產業業者多為中小企業且數量眾多，但產業缺乏明確細部分工，而

導致內部競爭削弱整體競爭力、造成物料不足、稼動率偏低，墊高經營

成本。 

（二）技術層次不足：產品品級不足，部分輸出國外精煉，無法在國內循環(如

圖 5-8)，靜脈產業不能只做後端處理，應就前端需求做產業研究，以免

僅治標不治本，產生很多資源浪費。 

（三）靜脈產業較無法掌握動脈產業未來可能產出廢棄物項目及廢棄量，應加

強兩者的連接性。 

（四）動脈產業之原料品級牽涉到商譽及產品良率，故對專利及保固也很重視，

靜脈產業須思考其商業模式，如作為國外原料供應商之代工廠，或建置

相關檢驗能力，或取得專利。 

（五）動脈產業產值高，故對廢棄物標售價格較不在意，且大多做為員工福利

金。相較下，反而對於廢棄物再利用及處理程序是否合法。 

 

 

圖 5-8 2013 年各類廢電子資源物流向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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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資源再生產業發展要成功三要素16
 

（一）經濟：有經濟效益就會有業者投入，依目前關鍵資源天然供給漸少但需

求面仍持續增加的趨勢，在經濟面上具有誘因。 

（二）技術：許多國內業者在學界指導及自身努力研發下，部分項目（如銦回

收）已具有相當應用關鍵資源再生技術的能力。 

（三）法律：目前國內欠缺對資源再生產業友善的環境，廢棄物輸入標準相較

國外保守及門檻過高，造成產業發展受限。 

 

5.3 產業合作模式 

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產業鏈分工與資源循環趨勢，宜優先建立國內重要產業的

物質流管理資訊，分析產業需求物料的進口依存度，並確立應於國內循環再生的

重要資源種類及數量，據以檢討國內廢棄資源供應來源的穩定性與需求缺口，作

為政府針對該等廢棄資源之開放進口或管制輸出的政策推動依據。同時，評估將

廢棄資源循環為產業需求物料的再生技術關鍵缺口，供政府作為推動研發的重點

補助項目及資源循環產業技術提升的重點研發方向。 

政府宜協調有關部門建立及推動靜脈產業由資源初加工轉型升級為動脈產

業上游原料製造，動脈產業則由下游產品組裝延伸至中游材料製造，達到靜脈產

業與動靜脈產業間形成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互補綜效，以減少對外來資源的依賴，

並確保國家安全及提升產業競爭力（如圖 5-9）。 

 

圖 5-9 關鍵資源再生循環概念 

 

                                                        
16關鍵資源再生技術研發平台座談會(2014.05.15)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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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國內稀有資源的使用者、提供者及再生技術廠商籌組聯盟，並建立平台

彙集國內再生技術的量能及稀有資源需求，使未來資源再生供需更為透明化。 

（一）結盟優點 

1.確立國內應循環再生之重要關鍵資源種類。 

2.評估產業需求物料的再生技術缺口。 

3.將靜脈產業轉型升級為動脈產業上游原料製造，供應中游材料製造所需原

料，提升動靜脈產業整體價值鏈。 

（二）構想 

1.訂出關鍵資源回收技術研發藍圖（如圖 5-10），並爭取政府經費。 

2.強化產學研合作，提升產業再生技術能力。 

3.建立國內關鍵資源再生技術的量能及需求資訊平台，使資訊更為透明化。 

 

圖 5-10 稀有戰略資源循環聯盟17
 

 

3.促進國內稀有資源循環利用 

（1）完善稀有資源回收體系，爭取含稀有資源廢棄物視為產業用料，穩定

回收業者料源。 

（2）儲備制度前期調查與規劃，建置儲備制度以降低高科技業者生產風險。 

（三）參考日本關鍵資源回收技術研發規劃 

1.訂出關鍵資源回收技術研發藍圖（如圖 5-11），並爭取政府經費。 

（1）針對重要礦物種類制定漸進式回收技術開發計畫。 

                                                        
17工業局永續發展組顏鳳旗科長，「台灣稀貴金屬回收現況」，103年度資源廢棄物能資源化暨稀

有戰略資源回收技術研討會(2014.6.27) 

研發平台

學研機構

動脈產業

靜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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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爭取政府相關研發補助，擴大研發量能。 

（3）共同研發稀有資源回收技術。 

 

圖 5-11 日本關鍵資源回收技術研發藍圖 

 

2.強化產學研合作，提升產業再生技術能力 

國內資源循環產業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純化回收，應集中資源讓具資

質的資源循環廠商進行高階技術研發及達到商業化，促進資源循環產業朝

向高值化發展，掌握關鍵資源（如圖 5-12）。 

 

圖 5-12 日本資源確保戰略之產官學研整合研發分工圖 

 



5-10 

（四）聯盟短、中、長期工作方向18
 

1.短期-確立回收目標/研析法規制度。 

（1）擇定具前瞻性稀有資源項目進行流布分析。 

（2）研析廢棄物回收涉及之相關法規。 

（3）結合學術單位，研發稀有資源回收技術。 

（4）針對國內外含稀有資源廢棄物進行流向調查。 

（5）調查先進國家稀有資源儲備制度。 

2.中期-推動跨境回收/擴散研發成果 

（1）推動重點產業稀有資源境內回收 

（2）協助進行修法工作，提升海外稀有資源輸入比例。 

（3）定期舉辦參訪或技術交流活動，擴散技術研發成果。 

（4）擴大資源整合鏈結成效，跨境進行稀有資源鏈結規劃。 

（5）協助研擬稀有資源儲備機制。 

3.長期-穩定回收料源/實行儲備制度 

（1）擴散稀有資源境內回收成效至其他產業。 

（2）協助簡化境外輸入相關申請程序，提升業者投資意願。 

（3）整合優質回收業者，成立區域稀有資源回收中心。 

（4）協助與國內、外具代表性業者簽訂稀有資源回收意願書。 

（5）落實稀有資源儲備制度。 

 

5.4 技術研發模式 

一、技術研發項目建議 

關鍵資源再生宜朝技術本土化及競爭國際化方向努力，產官學研合作，縮短

學用落差。技術本土化部分有數項可立即著手： 

（一）關鍵資源之物質流分析，掌握其上中下游之流佈。 

（二）關鍵資源之減量與替代技術之研發。 

                                                        
18工業局永續發展組顏鳳旗科長，「臺灣稀貴金屬回收現況」，103年度資源廢棄物能資源化暨稀

有戰略資源回收技術研討會(201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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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效率低耗能循環再生技術研發與落實。 

（四）實用化資源循環再生設備之導入與應用。 

（五）關鍵資源宜聚焦於：Ce、Y、Eu、Ta、WN、Nd、Dy、Li、Co、Tb等項

目物質研發。 

二、技術研發平台建置 

建議在既有政府計畫（如工業局資源化技術研發供需資訊平台）的架構，

或向科技部申請產業小聯盟計畫，成立關鍵資源聯盟中心，給予聯盟初始能

量（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及支援聯盟階段性所需人力，確保該平台可長

期穩定運作，其入口網頁及架構（如圖 5-13）。 

 

圖 5-13 關鍵資源供需資訊平台入口網頁 

政府研發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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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建構循環經濟-政府的角色及功能 

6.1 建置國內資源化循環相關法規及制度19 

臺灣二十餘年的努力，廢棄物管理體系已由消極的末端管制進展到積極的源

頭管理，採用使用者付費制度，推動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生產者延伸責任，創

造了人均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比率達 80%以上成功經驗；亦

即經濟成長與資源利用已呈逆向脫鈎的趨勢。 

然而資源消費量隨經濟成長仍持續擴大，再生製品或二次料的市場尚未通暢。

就資源生產性而言，效率仍待提升，就資源循環體系而言，尚未能讓社會大眾覺

得安全、放心；亦即距離「零廢棄」及「資源循環型社會」目標仍有相當大的距

離。有關資源循環管理的課題與建議分析如下: 

一、量的調控之法規及制度 

目前國內資源化市場因政策誘因及政府的輔導而蓬勃發展，一般廢棄物或事

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量已逐年增加，但相關產業競相設置，造成資源化料源不

足致業者生存困難。 

除繼續擴大公告強制性可再生資源之種類、強化國內清理/回收體系，提高

資源回收率，宜配合國際資源循環市場區域合作的框架，評估循環資源之國際市

場狀況，進行資源循環策略布局，依國內產業需求與技術能力，檢討現行廢棄物

輸出/入管制貨品合理性，適度局部開放輸入品目，以促進靜脈產業發展，並確

保國內必要資源之供應。 

二、質的確保之法規及制度 

（一）資源回收端常常面對技術瓶頸及能源耗損的挑戰，為確保資源物質品質

提昇，從資源循環及節能減碳觀點構思產品設計與生命週期評估至為重

要。 

（二）針對再生製品或二次料，消費者/使用者普遍存有次級品的不良意象，嚴

重影響循環體系的暢通。 

（三）強化料源徹底分類，允收標準、產品品質標準及驗證制度等，仍待積極

                                                        
19摘要自張祖恩特聘教授，「資源循環與產業永續發展」，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認定制度研

討會(2014年 6月)，http://gpi.edf.org.tw/event/files/1060604_資源循環與產業永續發展_張祖

恩.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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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建立。 

（四）落實資源永續教育，推廣搖籃到搖籃理念，內化「再生」二字，以保證

品質建立社會大眾信心。 

三、技術升級的配套制度 

（一）目前國內資源循環產業均屬中小企業，對於組成複雜、需高層次技術的

有價資源，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純化回收，無法進行更高的精煉以創造

更高的價值。 

（二）宜持續推動清潔生產、落實綠色供應鏈，以徵收廢棄物處理費、租稅減

免、產學合作等措施促進資源循環技術的研發，並針對資源化業者建立

評鑑分級制度，協助資源循環產業升級及提昇形象。 

（三）現行技術尚無法達成有效回收再利用或無法達成一定經濟規模之廢棄物，

應檢討處理處置設施通路與容量，以利加強管理，減少任意棄置。 

四、資源化產品品質的管控 

（一）消費使用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穩定性，是資源化產品通路能否順利推展的

重要影響因素。政府資源循環政策的走向及採購行為，會左右循環資源

的市場規模及消費者的信心。 

（二）政府協助建置循環資源資訊平台，依據物質流分析及生命週期評估市場

潛力，強化料源、產品供需調節能力。結合相關資源循環業者，從上游

料源集中與品質管控，中端配套技術媒合與後端市場通路掌握，藉此形

成多元資源循環網絡，建立資源產業市場模式。 

五、建立國際資源循環網絡 

（一）東南亞地區隨著經濟的成長及人口的增加，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有日

益惡化的趨勢。國內在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循環利用上已建置法制，相關

技術開發亦有相當進展，惟受限於國內市場，靜脈產業成長受限。 

（二）可參與建立國際資源循環網絡，分享技術與經驗，協助其他國家或地區

建置管理策略、協助國內業者開拓國外/大陸市場，以善盡地球村一員之

心力，並確保戰略資源提昇國家競爭力。 

6.2 輔導產業發展20 

一、國內資源再生產業成長趨勢 

國內各類資源再生廠家數由 2002年之 305家成長至 2013年達 1,467家，成

長率高達 4.7倍。而工業廢棄物再生產值由 2002年的 249億元成長至 2013年的

                                                        
20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再生產業推動及審查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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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億元，成長幅度為 164.3%。 

由歷年資源再生廠商家數成長情形，顯示投入業者倍增，惟自 2011 年起，

資源再生產業之再利用量、再利用率及產值已呈現趨緩情形，顯示資源再生產業

雖已發展至一定規模，但在市場自由競爭、業者競相設置及國內產業外移之情勢

下，面臨物料來源供應不足、設備稼動率偏低之問題；再者，由於國內資源再生

產業多為中小企業，欠缺資金流入及技術提升，對於組成複雜、需高技術層次處

理之廢棄物僅限於拆解、分離或低階低成本技術回收，無法進行精煉創造產品更

高之附加價值，而將含高價之稀貴金屬產品再送往國外精煉，導致整體產業發展

受到限制。 

二、補助產業研發創新 

政府為鼓勵促進產業升級與研發技術創新，故提供了相關補助計畫，蒐集政

府研發補助資格及申請程序如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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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政府研發補助計畫 

計畫

名稱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主辦

單位 

經濟部技術處 經濟部技術處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 

計畫

內容 

SBIR計畫就是「小型企業創

新研發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它是

經濟部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

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的研

發，依據「經濟部促進企業開

發產業技術辦法」所訂定的計

畫，期望能以此協助國內中小

企業創新研發，加速提升中小

企業之產業競爭力，以迎接面

臨之挑戰。 

1.為鼓勵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及

應用研究，建立研發能量與制

度，本部特依據「促進企業研

究發展補助辦法」推動「業界

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自民國

八十八年起，經濟部開放企業

界申請「業界科專」計畫，藉

以政府的部分經費補助，降低

企業研發創新之風險與成

本，且研發成果歸廠商所有，

以積極鼓勵業者投入產業技

術研發工作，在業界提出申請

及執行計畫過程中，輔導業界

建立研發管理制度、強化研發

組織、培育及運用科技人才、

誘發廠商自主研發投入與後

續投資，並促進產、學、研之

間的交流與合作，健全業界整

體發展能力，達到政府「藏技

於民」的美意。 

新產品之開發，加速調整生產

技術與結構，以提升產品競爭

力，行政院院會業已通過「提

升傳統產業競爭力方案」，經

濟部工業局特據此擬定「傳統

工業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

並據以規劃推動本『協助傳統

產業技術開發計畫』。本計畫

係以鼓勵企業進行研發工作

為目的及補助企業研發資金

為方法，以擴大服務面及提高

傳統產業研發普及率，進而協

助傳統產業提昇自主研發能

力達到永續發展之總體目標。 

為促進產業升級，提升產業價

值，鼓勵企業從事技術創新及

應用研究，或發展具科技涵量

之應用與服務，創新營運模

式，爰依據「經濟部促進企業

研究發展補助辦法」暨「主導

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以

補助方式推動產業技術研究

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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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名稱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2.為符合國際創新政策趨勢，

引導業者投入具潛力的前瞻

產業技術開發，並鼓勵進行跨

領域整合，以完備我國產業生

態發展，自 103年起以「A+

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簡稱

A+淬鍊計畫）」名稱取代原「業

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持續

推動企業投入創新研發服務。 

申請

對象 

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未滿 200人者 

申請單位應由 3 家(含)以上企

業組成研發聯盟，並由其中一

家擔任主導企業向經濟部提

出計畫申請，且執行廠商（不

含主導公司）半數以上應為中

小企業廠商 

1.屬傳統產業之公司 

2.製造業請檢附工廠登記 

3.申請「產品設計」類別，另

須導入委託設計單位及顧問

諮詢單位協同推動 

1.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

事業或公司 

2.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

司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申請

方式 

隨時送件、隨到隨審 隨到隨受理 103年度第二梯次：自 6 月 30

日至 8 月 13 日 (補助產品開

發、產品設計、研發聯盟三類

別) 

隨時送件、隨到隨審 

審查

時程 

約 3個月 – 約 2個月 約 5個月 

申請

須知 

不定期更新於網站 

www.sbir.org.tw 

不定期更新於網站 

http://aiip.tdp.org.tw 

不定期更新於網站 

www.citd.moeaidb.gov.tw 

不定期更新於網站 

http://outstanding.itnet.org.tw 

政府 1.先期研究 Phase1：100萬元/1 補助比例為計畫總經費 40% 1.產品開發：200萬元/1年/案 1.先期研究 /先期規劃計畫

http://www.sbir.org.tw/
http://www.citd.moeaidb.gov.tw/
http://outstanding.itn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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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名稱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經費

個案

補助

上限 

(個別

申請) 

年/案 

2.實質開發 Phase2：1,000萬元

/2年/案 

3.加值應用 Phase2+：500萬元

/案 

以上，惟最高不超過 50%，其

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籌 

2.產品設計：50 萬元/6 個月/

案 

3.研發聯盟：總補助上限為

1,000萬元/12個月/案 

 

（Phase 1）: 

  300萬元/1年/案 

2.研究開發/開發建置計畫屬

非政策性計畫： 

  3,000萬元/3年/案 

財務

審查

原則 

自籌款部分應小於公司實收

資本額，或須提出適度之財務

規劃 

1.由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

合輔導基金會查詢所有銀行

存款帳戶之票據信用、存款實

績及往來情形 

2.最近 3 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查核報告書，依財務審查結

果區分為 A、B、C等 3級 

補助款≦自籌款≦實收資本 最近 3年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

查核報告書，無法提供者於請

領補助款時提供銀行履約保

證金保證書 

計畫

委外

經費

一般

上限

比例 

50% – 50% 50% 

適用

研發

標的

(計畫

屬性) 

1.「創新應用」：具有創新性

或能提高本身技術水準，達到

技術升級，並有明顯效益者。 

2.「創新研發」：技術或產品

指標，應具有創新性或能提高

1.進行關鍵及共通性技術研

發、上中下游技術整合或跨領

域技術整合，創造產業鏈價

值。 

2.進行產業共同標準、協定或

新產品之開發，所輔導標的應

超越目前國內同業之一般技

術水準。(每公司每梯次以申請

一類別且一案為限，每年以補

助一案為原則) 

開發之產品需具市場潛力，且

其關鍵性技術超越國內目前

工業技術水準者(每 1 個申請

案以開發 1項標的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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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名稱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國內產業技術水準。 

★符合節約資源與能源及增

進環保與工業安全，有助於促

進產業永續發展或綠色清潔

生產概念之新技術或產品。 

共通平台之建立。 

3.建置具科技涵量之應用與服

務，創新營運及行銷模式，並

提升產業附加價值。 

審查

重點 

1.技術創新性、可行性與競爭

力 

2.研發團隊實績與執行能力 

3.實施方法、時程、計畫可行

性 

4.關鍵技術及智財引進與轉委

託研究 

5.人力、經費、使用設備等投

入資源合適性 

6.預期成果與產業效益 

7.建議補助額度與權益 

由經濟部決審會議審議，確認

計畫審查結果並核定補助款

金額及比例 

1.產品開發 

專案成果之開發運用（30%） 

計畫之可行性（25%） 

計畫之風險評估（10%） 

計畫執行管理機制（10%） 

預估成果與效益（10%） 

人力與經費編列合理性（5%） 

節能減碳（5%） 

獲得獎項與專利等事蹟 (5%) 

2.產品設計 

委託設計單位之適切性（25%） 

計畫之可行性（25%） 

期末驗收指標（20%） 

計畫目標明確性（10%） 

預估成果與效益（5%） 

人力與經費編列合理性（5%） 

節能減碳（5%） 

獲得獎項與專利等事蹟 (5%) 

1.先期研究/先期規劃計畫之

主要審查項目： 

(1)必要性且具創新性、具競爭

優勢、計畫目標、內容及指

標、功能與用途是否明確 

(2)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研

發能力 

(3)執行內容及實施方法評核 

(4)人力經費編列 

2.研究開發/開發建置計畫之

主要審查項目： 

(1)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研

發能力 

(2)創新性與可行性、技術指

標、研發項目、功能規格及技

術層次符合計畫補助精神 

(3)委託研究及無形資產引進

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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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名稱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 

A+企業創新研發淬鍊計畫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CITD 

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 

(4)計畫時程、實施方式、技術

指標、研發項目、競爭分析及

預期效益與研發經費編列之

合理性等 

(5)研發工作是否在國內進行 

(6)近3年研究發展投入及計畫

申請經費比例 

(7)多家公司申請計畫之整合

能力 

其他

原則 

1.原則上優先支持先期研究/

先期規劃或以研發聯盟方式

提出申請之計畫 

2.同一廠商同時執行不同研發

計畫時，累計每年度總補助金

額原則不得超過 500萬元，但

參與「研發聯盟」計畫部分排

除計算 

補助科目限於投入研究發展

之人事費、消耗性器材及原材

料費、設備使用費及維護費、

技術引進費、委託研究費、驗

證費、差旅費、專利申請費 

申請「產品設計」，製造業委

託設計者其技術移轉費至少

須占個案計畫總經費之 75%： 

1.委託設計費至少須占個案計

畫總經費之 70% 

2.顧問諮詢費：至少須占個案

計畫總經費之 5% 

計畫所開發之技術應符合清

潔生產理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工作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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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資源循環產業發展 

由於我國屬於天然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產業發展所需的能源與資源幾乎需

倚賴進口供應，我國重點發展產業之關鍵資源與材料，如電子產業的銅、錫及金、

銀、鈀、銦、鎵等稀貴金屬之關鍵原材料，其原物料進口常受國際情勢變化影響，

造成國內市場價量的波動，對於國內經濟發展影響甚鉅；此外，產業生產過程產

生數量大如鋼鐵業產生之爐碴以及事業廢水處理後產生的污泥等，亦需妥善循環

利用，因近年來占工業廢棄物產生量比例大宗之爐碴及污泥類廢棄物，由於其再

利用產品品質問題及使用者信心等問題，導致其去化管道受阻，時有發生不當再

利用或非法棄置案件情事，而當國內廢棄資源再生管道受阻時，我國產業因廢棄

資源去化困難、貯存空間不足，嚴重影響到產業的生產營運。 

由前述分析，顯見資源再生產業之是否能持續地健全發展，係為我國整體產

業永續經營之關鍵。而為因應前述我國資源再生產業目前發展之主要瓶頸，建議

下一階段的資源再生產業推動發展策略，應積極地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緊

缺的挑戰，以及提升國內產業資源生產力與確保國家資源永續等作為戰略方針，

以推動產業朝向規模化、產品高值化、市場國際化的願景方向升級發展，其相關

策略概述如下： 

（一）進行資源循環戰略佈局，延伸動靜脈產業價值鏈 

1.建立國內重要產業的物質流管理資訊，評析關鍵技術與稀缺資源缺口 

跨部會合作盤點國內重要產業發展的關鍵需求物料之輸出入情形，並

評估將廢棄資源再生為產業需求物料的再生技術關鍵缺口，供政府作為研

發補助重點推動項目及資源再生產業技術提升方向的參考；另檢討國內廢

棄資源供應來源的穩定性與需求缺口，作為政府針對該等廢棄資源之開放

進口或管制輸出的政策推動依據。 

2.動靜脈產業升級轉型 

將靜脈產業由資源初加工轉型升級為動脈產業上游原料製造，以及發

展關鍵材料技術，將動脈產業由下游產品組裝延伸至中游材料製造，以減

少對外來資源的依賴，確保國家安全及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擴大資源循環市場規模，適度開放資源物料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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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巴塞爾公約精神下，針對國內重要產業之物料需求，如電子資訊

業的金及鈀等貴金屬、光電業的銦及鎵等稀有金屬、印刷電路板業的銅及錫

等有色金屬等，在不影響國內環境前提下，以較嚴格的規範來限制收受廠商(如

設立於環保科技園區或工業園區內，且曾獲得環保相關獎項，或是 5 年、10

年內沒有環保違規紀錄，或是政府與績優業者簽訂自律協議，繳交保證金等)，

開放國外富含前述資源物料進口，以供應此領域資源再生廠商，將其精煉提

純成為國內電子產業所需求之原料，以減少對外來資源的依賴，並提升產業

競爭力。 

（三）強化產學合作，提升產業再生技術能力 

國內資源再生產業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純化回收，無法進行更高的精煉

創造更高的價值，宜參考日本以國家為中心研發基礎技術，民間企業開發應

用技術的做法，藉由篩選國內重點產業需求物料，輔導已具資質的資源循環

廠商進行技術研發及達到商業化，促進資源再生產業朝向高值化發展。 

（四）引進國外技術，提升再生產品產值 

目前臺灣在電子廢棄物的金屬回收上，多數採拆解及破碎處理，回收銅、

鐵、鋁等金屬，稀貴金屬含量較高的複合物料再交由濕式法冶煉業者，回收

金、銀、鈀等貴金屬，或直接輸出至中國或日本進行冶煉、精製，顯示國內

應有銅冶煉廠的設置需求，以進行完整性的資源回收，並應更積極進行資源

策略的佈局，尤其與東南亞跨國的礦產與冶煉廠的合作。 

（五）推動資源再生產業策略聯盟，取得海外市場先機 

建議推動資源再生業者組成策略聯盟，例如成立廢電子物品資源再生產

業策略聯盟，結合國內廢電子資訊物品的回收商及拆解處理業、含稀貴金屬

電子廢料的清除業與再生處理業、再生衍生廢棄物的焚化/中間處理業與最終

處置業等多方業者，彼此互補結盟，建立廢電子物品回收、清除、拆解、再

生、處理一條龍的資源再生產業鏈結，整合聯盟廠商集體的能量，以拓展海

外市場商機。 

此外，我國已成為 2013年-2014年的「APO綠色卓越中心」，宜善加運用

亞洲生產力組織亞洲綠色卓越中心(APO COE GP)搭建的國際合作橋樑，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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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源再生法令制度及技術經驗推廣至相關會員國，以提升國內資源再生產

業拓展東南亞市場的機會。 

（六）開拓多元管道，紓解量大廢棄資源去化問題 

跨部會合作盤點國內現有量大廢棄資源的產生數量，及其肥料化、材料

化、燃料化等資源再生管道現況，並因應量大廢棄物的現有資源再生管道瓶

頸及未來成長趨勢，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規劃中長期提供無害化、安定化的廢

棄物再利用於既有港區擴建或工業區開發填海造陸所需之填方，並共同研商

其他妥善清理管道之選項。 

6.3 推動技術研發 

國人環保意識提升，對所購買之產品要求其需符合環境效益，將產品之設計

原則著重於去物質化、去毒化與去碳化，達成廢棄物產生量最小化及資源回收再

利用量最大化之零廢棄宗旨，此產品設計原則已於綠色設計中被指出，故為使政

府能建構「循環經濟」社會，政府所扮演之功能及角色極為重要，本節將以研擬

策略，期能藉由政府「廢棄物減量」及「經濟誘因」策略之兩大觀點，以利推動

廢棄物資源化相關技術研發。 

一、政府之廢棄物減量策略 

政府應修訂完整廢棄物減量之法令，使事業單位及民眾有一明確之規範依循，

以及積極執行相關稽察行動等，善用各類行政工具以達廢棄減量化、資源化及去

毒化等理想目標，以下為其相關策略。 

（一）推動資源回收 

資源回收以於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訂定，在此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供參考： 

1.成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以經濟手段整合回收管道健全回收體制 

（1）取消回收率規範，並明定業者應依營業量及核定費率百分之百繳交回

收清除處理費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2）支應回收清除處理費，及補助離島或偏遠地區之資源回收運輸費用。 

（3）評選公平團體執行稽核工作，確保回收量之正確，並減輕環保人力負

荷。 

（4）開發或輔導資源垃圾再利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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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訂定資源垃圾回收獎勵辦法，鼓勵團體或個人執行資源回收工作。 

2.推行廢棄物減量化資源化，加強抑制垃圾產出，或加強分類以利回收利用 

（1）排出前之減量化資源化；由產品製程與消費者生活方式之變更，及重

新檢討都市垃圾產出機制，並養成節約習慣重視物質資源。 

（2）排出時之減量化／資源化；推動全民參與回饋式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 

（3）排出後之減量化／資源化；訂定再生用品基準以利資源垃圾再生循環

再利用。 

（4）徵收垃圾處理費及污染稅；由社會系統所有個體共同負擔處理費用，

誘導大眾配合垃圾之減量化／資源化。 

（5）限制垃圾成長率；限定每人每日垃圾量成長率。 

（二）加速建立完整法令及制度 

健全之法令及制度可使企業及民眾，有明確之依循方向，相關措施如： 

1.統一全盤規劃垃圾清理資料資訊管理。 

2.加強減量、回收、民營化、獎勵措施、清理標準及處罰之立法。 

3.污染者付費制度之規劃及推行。 

（三）加強事業廢棄物產源減量及回收 

事業單位所產出之廢棄物一般常含有害物質，將其有效減量及回收勢在

必行，相關主管機關應輔助事業單位逐一達成此目標，如提供下列措施： 

1.引入源頭減量之技術。 

2.以行業別進行工業廢棄物之減廢示範和宣導作業。 

3.加強宣導 ISO 14000及輔導廢棄物清除業者取得認證。 

4.輔導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設施之設置。 

5.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訂獎勵事業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之措施。 

二、政府之經濟誘因策略 

為能使我國順利推動廢棄物資源化相關技術研發，建議我國政府未來可建立

資源回收再利用資訊平台，健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流向基線資料，強化營建及農

業廢棄物基線資料及流向追蹤，規劃推動產業環保生態鏈結之資源化再利用措施

及推廣生質能利用產業，提供獎勵與經濟誘因、促使業者參與投資，以達成廢棄

物產出量最小化及資源回收再利用量最大化之「零廢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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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稀貴資源之戰略儲備 

一、日本稀貴資源之儲備策略 

日本為稀土金屬消費大國，對於稀土金屬的需求成長程度甚為顯著，從 1990

年至 2008年需求量由 5萬噸增加至 21萬噸，成長約 3倍之多。因此，日本鑒於

防止日後可能造成的稀土資源短缺危機，在 1983 年即發表稀有礦產戰略儲備制

度，2006年經濟產業省發表了「國家能源資源戰略規劃」，增加鉑、銦及稀土的

儲備，2009年 7月，經濟產業省(METI)發布「確保稀有金屬穩定供應戰略」，核

心為透過各種方式保障日本的稀土供應，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日本在稀有金

屬的主要政策和措施包括加強戰略儲備、鼓勵投資海外礦產、開發海底資源、稀

有金屬回收、高效利用以及替代材料的開發研究等。 

（一）加強戰略儲備 

日本對於稀有金屬的戰略儲備相當重視，1982 年以日本特殊金屬儲備協

會為主，開始民間稀有金屬儲備制度；1983年政府成立「金屬礦業事業團」(現

改為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簡稱 JOGMEC)，建立國家儲

備制度。 

1983年規定國家和部分企業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鎳(Ni)、鉻(Cr)、鎢(W)、

鈷(Co)、鉬(Mo)、錳(Mn)、釩(V)，2006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把鉑、銦、稀土類

三種資源納入儲備項目，此三項資源為日本高科技產業汽車、電子及通信等

的急需物資。爰此，日本一方面積極儲備，一方面設法從世界進口相關資源。 

稀有金屬的儲備主要分為國家儲備及民間儲備，一般情況下，日本的稀

有金屬儲備目標為國內 60 天的基準消費量，國家儲備以國內 42 天的基準消

費量(70%)為目標，民間儲備則以 18天的基準消費量(30%)為目標，以下針對

兩儲備項目進行說明： 

1.國家儲備 

由 2004年 2月 29日成立的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

機構 (JOGMEC) 負責，在日本儲備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儲備礦物需要相

當的資金，此資金由政府做擔保向銀行借款並補貼利息，儲備釋出所產生

的營收除了償還銀行利息與歸公，亦作為儲備管理營運費用以及次年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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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進行的經費，日本國家儲備制度之規劃如圖 6-1 所示；稀有金屬的保管

場所於茨城縣的高荻儲備倉庫進行單一集中管理。 

政府

財政融資資金

JOGMEC商業金融機構

實行儲備事業

利息補助金
管理營運費

政府保證

借入

本金規還
利息支付

債卷償還
利息支付

 

圖 6-1 日本國家儲備計畫圖21 

 

以下針對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法源、

定位、成立目的、經營使命及主要業務進行闡述： 

（1）法源：日本石油儲備法。 

（2）定位：依照國家政策，運用國家財力與自身技術，推動促進礦業發展，

並確保礦產資源的穩定供給之礦產資源的專門機構。 

（3）成立目的： 

 促進發展石油、天然氣、礦產、金屬等相關資源的探勘及供應穩定。 

 進行必要的資金、資源儲備等任務。 

 防止因開採金屬和採礦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與安全問題。 

                                                        

21莊雅雯，日本稀有金屬儲備制度之成立背景與規劃，金屬中心，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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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營使命： 

 尋找更好的資源環境，建立良好的商業環境。 

 保持穩定的供貨來源。 

 利用技術的改進讓能源及資源的使用更有效率。 

（5）主要業務： 

 國內外礦產資源探查與開發。 

 依國家政策提供優惠貸款和獎勵補貼之資金支援。 

 調查國內外礦產資源情報、技術等資訊，提供國際各式金屬相關訊

息。 

 進行各種礦產資源及其回收技術開發等。 

2.民間儲備 

由特殊金屬儲備協會協調彙整，該協會由新日本製鐵、日本聯合鋼鐵、

神戶製鋼所、日立金屬及大同特殊鋼等 50個有關企業團體組成；稀有金屬

的保管場所於 50個事業所進行個別管理保管。 

（二）鼓勵投資海外礦產 

日本政府鼓勵日本企業進行海外礦產資源的勘察，為企業提供融資擔保，

日本經濟產業省亦計畫推動國會修改法律，以幫助日本民營企業獲取更多海

外礦產資源，允許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和民營企業一起

合作投資海外礦產，日本目前正進行的海外礦產投資項目有 9 項，其中稀土

項目為 4項，包括越南老街省-安沛省的稀土探勘項目、澳大利亞 Border 區域

的稀土探勘項目、南非的稀土探勘項目以及博茨瓦納稀土探勘項目等。 

（三）開發海底資源 

日本於 2009年頒布「海洋能源及礦物資源開發計畫」草案，日本將有可

能透過開發海底礦產資源，以供給相關關鍵元素，草案內容顯示日本 2010年

度開始對其周圍海域的石油天然氣及稀土等資源進行調查，調查其分布情形

和儲量，並在 10年內完成調查，進行正式的開採，日本對於海底資源的具體

開發步驟為海洋能源、礦物資源的調查，海底資源開發地區、時間及方式等

基本內容。 

（四）稀有金屬相關研究目標 

日本對於稀土金屬的研究分為短期、中長期目標，短期目標為稀土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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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收利用，中長期目標為開發替代材料及高效利用。 

1.稀土金屬的回收利用 

日本目前正通過回收利用舊手機等電子產品來開採「都市稀有金屬

礦」，針對稀有金屬進行回收。 

2.開發替代材料及高效利用 

日本經濟產業省進行稀有金屬替代材料開發以及開發稀有金屬的高

效回收系統研究，具體工作則由新能源與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

進行。2008 年經濟產業省實施為期 4 年的稀有金屬替代材料開發計畫，投

入預算 10 億日圓，目標為 2011 年前建立完整新型製造技術，將銦、鏑及

鎢三種礦物的使用量降低，具體目標為電極中銦的使用量降低 50%，稀土

金屬磁體中鏑的使用量降低 30%，硬質合金刀具中鎢的使用量降低 30%。 

二、美國稀有資源之戰略管理 

美國以國防安全為考量進行稀土資源戰略儲備，美國各部會紛紛提出相關稀

土儲備計畫。例如眾議院提出稀土法案，呼籲建立國家稀土儲備，能源部計畫制

定稀土戰略，確保稀土供應，而國防部把稀土當作國防安全戰略材料，關注來源

風險評估；並大力支持稀土相關基礎研究及回收利用，及重啟美國境內稀土礦，

加緊稀土礦產資源探勘工作。 

(一)各部會稀土資源儲備計畫 

1.眾議會 

美國眾議會提出稀土法案，要求國防部和其他聯邦部門振興美國的稀

土工業，建立國家的稀土儲備，建議應採取措施建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國

內戰略性原材料工業，確保美國國內市場的自給自足、實現採礦、加工冶

煉和製造的多元化，並要求應開始購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稀土礦產品，

納入國家儲備。新法案要求國防部儲備中心從中國大陸直接購買供五年使

用的稀土，並要求各部會部長組成特別跨部門工作小組，評估稀土供應鏈，

確定對國家和經濟安全關鍵的稀土材料。 

2.能源部 

美國能源部計畫制定稀土戰略計畫，以確保稀土供應，稀土戰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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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個層面： 

（1）第一層面：確保多元化稀土的供應鏈，努力發展國內力量，同時積極

尋求國際份額；並提供資金援助建設供應鏈，以其發展長遠的供應能

力。 

（2）第二層面：致力於替代產品的開發，鼓勵美國的稀土消費企業研發使

用較低戰略性的資源。 

（3）第三層面：提高稀土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回收再利用水平，減少對進

口的過度依賴。 

3.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後勤局國防國家儲備中心(DNSC)為重要戰略資源儲備的

管理中心，制定「年度物資計畫」，並出資、購買、管理與實施；戰略儲備

法源為「戰略與關鍵材料儲備法」、「1993 年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和「物

資和礦物原料國家政策、調查和開採法」等，國防部將儲備資源分為三項

目：標準材料 36種、特殊材料 17種及非典型材料 2種。 

根據關鍵元素來源進行風險評估，53種戰略材料中有 22種存有供應不

足、接近不足等問題，釔即為其中之一。而造成生產延誤的原材料有 19

種中，其中包括鈰、銪、釓和鑭等 4 種稀有資源。鈰、銪、釓、鑭、釹、

釤、鈧和釔等八種稀有資源為 2008 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發布「21 世紀

軍用材料管理」報告中提及的關鍵材料。 

（二）支持稀土相關基礎研究及回收利用 

美國針對稀土資源的探勘、採礦、選礦、加工冶煉、下游材料的應用及

稀土資源的回收再利用等，進行相關規劃及研究。 

稀土磁性材料為美國能源部 2009年投資重點項目，計畫期間為 3年，總

資助金額為 446 萬美元，開發重點為新型高能量密度、低稀土含量的磁納米

技術，期望降低混合動力、插入式混合動力的電動車馬達和先進風力發電機

的重量和提高效率。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多項稀土相關的研究，自 2005年以來資助相

關研究項目多達 20項，資助金額達 600多萬美元，研究重點為稀有資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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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在能源、環境和醫學等方面的應用。2010 年建立了資源回收和再循

環中心，研究項目之一為稀土金屬的生產和回收。 

（三）重啟美國境內稀土礦 

2009 年，美國 Molycorp 公司計畫投入 8 億 9500 萬美元的鉅資，重新啟

動大規模稀土礦床Mountain Pass礦山，該礦山的總面積為 900公頃，目標是

在 2012年稀土產量達 2萬噸至 2015年達 4萬噸。 

三、中國大陸稀貴資源之儲備策略 

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ITIS)在其2009的產業評析報告指出，

目前中國大陸在稀土金屬礦的蘊藏及開採量上均高居首位。1980年代中期迄今，

美國從原本最大的稀土生產者，慢慢因為環保、開採成本高、失去價格競爭優勢

等因素，目前已經不再開採稀土金屬。 

中國大陸工業與信息化部透露，已經制訂《2009年-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的

專項規劃》如表 6-2所示，並呈報國務院，力求早日頒佈施行。規劃為稀土出口

劃出紅線：未來 6年，中國大陸稀土出口配額的總量，將控制在每年 3.5萬噸以

內，禁止初級稀土材料出口，嚴禁出口鏑、鋱、銩、釔等金屬。表示：稀土出口

將會威脅中國大陸稀土產業安全。 

由於中國大陸「稀土禁運」策略，以國家政府層面最高等級控管地方單位嚴

格執行有關稀土行業之非法開採，並以「內需市場」為優先，對稀土實施出口管

制、控制開採總量的政策，調高出口稅則，已造成稀土價格一路攀升。 

隨著稀土價格創出歷史新高和全球需求降溫，中國大陸的稀土出口出現放緩。

截至 2011年底，稀土配額僅用 60 %，故稀土價格也隨之下跌，中國大陸為遏制

這些關鍵化學元素價格之持續跌勢，故修改受爭議的稀土出口配額制度，從每半

年發佈一次配額，轉變為一次性發佈全年配額，降低對短期價格的影響。以致於

2012年中國大陸對稀土出口配額對外增長 3%，達 31,130噸，扭轉近 6年來稀土

出口配額連續下降的趨勢。另 2013年首批稀土出口配額定在 15,501噸，並表示

這將占全年出口配額中占一半比例，雖與 2012 年水準大體持平，但與 2005年的

65,609噸相比，目前的出口配額下降一半多以上。關於中國大陸歷年稀土出口配

額變化如表 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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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2009 年-2015 年稀土工業發展的專項規劃一覽表 

工信部/《2009-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規劃》 

管制稀土礦區

開發 

管控礦區開採執照的發照數量，限制礦區的開採量 

將國內礦產品年生產開採控制在13萬~17萬噸，稀土冶煉分離產

品產量控制在12萬~15萬噸 

整併冶煉分離

企業 

透過「關、停、開、轉」等方式，淘汰劣質企業，構建大型企

業集團為主導的稀土產業格局 

提升產業集中度、走集約化發展的道路 

將稀土冶煉分離企業數量將由目前近100家減少到20家左右 

扶持稀土產品 
在稀土主要出產地建立稀土高新產業園區，集中相關企業，發

展產業聚落 

管控稀土出口

品項與配額 

中國稀土每年的出口量將控制在3.5萬噸左右 

逐年增加限制出口的礦產種類（如銪、鋱、鏑、銩、鐿、鑥等） 

資料來源：高雅鈴，臺灣稀土金屬的產業前景 

 

表 6-3  中國大陸歷年稀有資源出口配額 

單位：噸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首批 

配額 65,609 45,000 43,500 34,156 31,310 24,280 30,246 30,966 15,501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商務部及修改MIC，2013年4月 

 

四、我國稀貴資源之儲備策略 

根據「稀有資源循環再生利用及戰略儲備之研究」論文顯示，文中列舉臺灣

四大產業，分別為面板業、太陽能光電業、印刷電路板業、照明光源業進行分析，

其產值加總超過新台幣 1 兆 145 億元，占整體工業產值達 25.12%。有鑒於此，

此四大產業對於臺灣日後規劃稀有資源之戰略儲備具有一定影響力，並可作未來

我國資源儲備之相關立法或儲備資料參數之參考。有關臺灣 2011 年各類生產總

值如表 6-4所示，另表 6-5 為臺灣四大產業稀有資源需求量統計。 

表 6-4  臺灣 2011 年各類生產總值 

年份 生產總值 生產總值組成 產值單位:新台幣 

2011年 13,757,046百萬 

農業 1.6% 220,112,736,000 

工業 29.3% 4,030,814,478,000 

服務業 69% 9,492,361,740,000 

資料來源:稀有資源循環再生利用及戰略儲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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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2011 年臺灣四大產業稀有資源需求量統計 

年份 2011 年 

臺灣工業產值 新台幣 4 兆 380 億 

四大產業類別 面板業、太陽能光電業、印刷電路板業、照明光源業 

四大產業產值 新台幣 1 兆 145 億 

臺灣全年占比 25.12% 

所需資源項目 
單位:公斤 

釔 199,800 鎵 34,920 鈀 3,711.12 

銪 15,530 鍺 313,900 鉑 1,012.12 

鑭 71,550 銀 111,333.6 鉬 4,723.2 

鈰 50,618.7 金 2,698.99 鈷 26,989.9 

鋱 17,550 鎳 607,274.6 銦 90,790.1 

資料來源：稀有資源循環再生利用及戰略儲備之研究 

 

有鑒於上述文中所提及我國四大產業對於未來稀有資源之需求佔有一定之

重要性，且又因我國產業是由代工起家，製程中所需的關鍵原材料及零組件，仍

多仰賴國外廠商，故為預防我國企業於稀有資源採購的壓力，或受到國際稀有資

源取得價格上漲或無故斷貨，須及早規劃並成立相關稀有資源戰略儲備制度。 

因此，未來若進行稀有資源儲備相關制度之規劃，其流程建議可從優先透過

各類稀有資源做全盤調查，並作稀有資源之風險評估作業，除可徹底掌握全球稀

有資源應用及蘊藏量，亦可確定目前各類資源之稀缺情況，並搭配我國政策發展

趨勢及計畫，以利未來我國產業發展趨勢，遴選出關鍵產業進行資源風險評估及

定量分析，後續方能進行儲備量設定如純礦販賣或儲備資源的適時買賣等作業。

有關規劃稀有資源之戰略儲備制度流程如圖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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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稀有資源循環再生利用及戰略儲備之研究 

圖 6-2  規劃稀有資源之戰略儲備制度流程圖 

 

我國稀有資源的進口量不大，主要自日本及中國大陸進口，2010 年已降至

世界消費的比重約 1%。雖說稀有資源的使用量不大，且面臨的情況亦不如日本

嚴重，但終端應用產業皆為新興產業，如用於石化業添加用的催化劑、平面顯示

器(FPD)等光學玻璃拋光用的拋光粉，以及馬達用的磁石為大宗。以上產業將面

對中國大陸稀有資源出口限縮政策，推估未來將間接受到影響的層面與日遽增，

故參考與我國同樣天然資源缺乏之日、韓國家作法，並彙整分析後研擬我國稀有

資源儲備策略。建議研擬策略如下： 

（一）發展多元化之資源供給管道 

有鑒於日本在資源供需上具有較強烈的危機意識。當前正積極透過「資

稀有資源全盤性調查

進行資源風險評估

考量國家產業
發展趨勢

產業別遴選及劃分

儲備量設定

進行儲備

礦物售出 緊急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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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外交」政策，與非洲在內的世界各國展開協議，謀求礦區的共同開發機會，

亦提供日商資金援助，以進行海外稀有資源的探勘及開採。並以住友商社為

例，2009 年 8 月間，與哈薩克國營資源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從鈾礦石的殘渣

中提煉稀有資源，並自 2010 年起供應日本 10％的需求（約 3,000 公噸）；豐

田通商（隸屬豐田汽車集團）與越南國營資源公司達成合作開採稀有資源金

屬的共識，從 2012年進行開採作業22。 

韓國政府則是對有意從事海外探礦事業的企業，提供優惠貸款與租稅獎

勵，分攤企業進行礦產開發的風險。並規劃透過領導人出訪和簽署經濟合作

協議等方式，投資資源產地的各式資源開採事業，強化國際互助，建立雙邊

與多邊外交關係，以確保稀有金屬供給。並與世界最大的「稀有資源類蘊藏

（36%）、生產（97%）」的中國，加強資源合作，採取「向資源國靠攏」的態

度；並以「與材料國友好」為目標，與「稀有資源最大進口國、先進材料技

術國」的日本，建立合作體制，以從中提升韓國產業的材料技術；並且對於

資源環境、經濟條件不同的國家，建立「因地置宜的合作策略」，將中南美、

俄羅斯、非洲和中亞列為韓國「資源外交」的四大戰略區域。 

綜上所述，日本積極透過「資源外交」政策，及韓國所採取「向資源國

靠攏」、「與材料國友好」，以及與日本建立合作體制等戰略策略，皆為確保自

己國家稀有資源的穩定供給。反觀為避免影響我國新興產業發展，對於重要

的原物料，我國更該積極輔導業者採取多元的進口管道，以穩定我國多元化

的資源取得管道，積極謀求資源之穩定供給，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 

（二）開發減量與替代技術23
 

為確保稀有資源之有效利用，日本發表之「產業結構遠景」，已將稀有金

屬的相關技術（包含減量與替代）列為今後的十大尖端領域課題之一，期能

成為世界稀有資源循環再利用之國家；另韓國於「稀有金屬素材產業發展綜

合對策」，藉由獎勵與輔導等措施，導引民間企業投入稀有資源替代與減量技

術之研發創新。由此可見，日本及韓國政府已開始重視稀有資源減量與替代

                                                        
22高雅玲，「由稀有資源爭戰談稀有資源的產業意涵」，中國鑛冶工程學會會刊:第 214期，2011，

第 11-20頁 
23陳文棠、高雅玲，「稀有資源集中化的 3個因應對策」，工商時報，2010 



6-23 

技術之發展。 

反觀我國近年亦積極鼓勵國內學界利用其專門知識，為提升稀有資源之

有效利用，除加強研析稀有資源之性質，並期望能以減量之方式，將稀有資

源以最少量開發出最大效益之綠色產品，並提昇其產品的性能、品質，以及

附加價值。不僅如此，除在稀有資源減量之方式下，期望未來我國能同步執

行以研發替代性稀有資源為目標，導引輔導或經濟誘因等措施，鼓勵國內使

用稀有資源之產業，儘早投入替代的稀有資源、積極研發新材料技術，以及

開發稀有資源回收再利用技術，期望能及早克服稀有資源不足之問題。 

（三）建立稀有資源儲備制度24
 

我國目前尚未有稀有資源專責單位，亦無稀有資源儲備之相關計畫。有

鑒於日本亦於茨城縣作為資源儲備基地，由政府編列預算或民間企業投資，

作為儲備資金來源，已有一套完善之儲備機制；韓國稀有資源需求量與我國

相當，亦已擬定儲備計畫並努力進行開採工作，不僅如此，韓國政府為確保

稀有資源之儲備量，又計畫於 2014 年前提高儲備量至 1,500 噸，相當於 100 

天的需求量；同時，已於 2011 年 12 月與南非共和國簽訂探勘稀土計畫，預

計自 2014 年開始，每年可取得 6千噸稀土，為韓國目前稀土需求量的兩倍。

反觀我國深知稀有資源之原材料對於工業發展日益重要，卻尚未建立相關主

管部門負責儲備工作。綜觀日本及南韓之稀有資源戰略儲備量，目標多為 60

天至兩個月之需求量為計算基準，由於我國與日本南韓之產業類別及特性相

似，且為因應未來我國新興產業需求，期能建立稀有資源儲備制度，並以 60

天作為目標儲備量，以奠定我國資源供給量之基礎。 

（四）建構稀有資源循環之社會 

根據日本電子通信事業者協會估計，當前技術可於 1 公噸回收手機中提

取 150 公克以上的黃金，與金礦石每公噸約僅提取 5 公克相比，回收手機中

之黃金實為一個蘊藏豐富又隨手可得之礦源。另意識到此一潛力的韓國，從

2008 年 7 月開始推動都市礦山相關產業，劃定在江原－全南（全羅南道）－

大慶、京仁（首爾仁川）－忠北（忠清北道）等地，回收處理電視、冰箱、

                                                        
24稀有元素/金屬在 3C產業應用研討會與產學媒合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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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機、冷氣、電腦、手機與傳真機等十餘項電子廢棄物，強化稀有金屬回

收與再製的供應鏈。 

綜觀日本及韓國已將發展從廢棄物回收稀有資源，是將含有礦源之廢棄

物從廢棄端回歸於原料端，達至稀有資源循環之社會。我國雖屬天然資源匱

乏之國家，但可效法學習與我國情境相似之日韓，建議未來台灣之電子廢棄

物可於國內自行處理廢棄物的分離、純化與再製，以避免轉口販售到日本與

中國資源處理廠，而使資源外流。另我國製造業在外購稀有資源生產高科技

產品的同時，除將廢棄物處理方式納入設計，並採用有利回收的環保材質外，

亦應重視資源再利用的可能性，掌握回收再製的資源供應鏈，間接達到儲備

稀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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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如何建構循環經濟-學研界的參與及協助 

7.1 技術研發方向 

近年來科技發展多元而進步，醫療技術及民生需求不斷提升，人類所產出之

廢棄物已近乎超越地球涵容能力，此演進過程不僅耗用可觀之原料及能源，更於

無形中破壞生態環境。隨著環保意識抬頭，許多環境污染問題逐漸受到重視，聯

合國亦紛紛接獲國際間污染物相互影響之情事，過去人類為求達更優渥之生活條

件，大量開採天然資源，並將其製成各類便利產品，卻連帶產生龐大廢棄物，而

現今廢棄物管理方式已由過去「管末處理」之觀念轉型為「減量預防」，以期積

極於廢棄物為產出前即加以減量抑制。有鑒於此，本節將以「廢棄物減量」與「污

染源減量」之觀點作為探討，期能以產業為主，官學研為輔之方式，將減量設計

之研究來達到促成循環經濟之技術要求。 

一、廢棄物減量與預防 

聯合國於 1992 年於巴西里約舉行「地球高峰會議」，通過「廿一世紀議程」

做為全球推動永續發展的行動方案，並發表「里約宣言」，提出「全球考量，在

地行動」概念，呼籲各國共同行動追求人類永續發展。為達永續發展之願景，各

國提出許多相關議題，如綠色生產、廢棄物減量回收及資源永續利用等。 

廢棄物減量最重要之是污染源減量，其次為處理。轉換廢棄物管理之核心概

念，除延續過去減量成果外，更由末端回收再利用，轉換成源頭減量，而「減量」

是最主要之目的，在儘可能的範圍內減少毒害物的產生及其後之處理、儲藏、清

運與最終處置。減量之作法包括由廠商自行做污染源減量和廢棄物再利用。只要

能達到減少危害性廢棄物之體積或數量，及減少危害性物質之毒性或兩者兼顧，

則其作法就合乎減量化之目標，以減少毒害物現在及將來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的危

害。惟有推動源頭減量，改變民眾拋棄型之消費型態，以減少資源浪費及廢棄物

產生，近一步達成「垃圾零廢棄」之目標。 

二、污染源減量 

我國地狹人稠且資源短缺，過去數十年來，隨著經濟發展所衍生出來之廢棄

物問題，已造成環境負荷並影響到環境品質。為妥善處理國內廢棄物問題，在參

考國外各先進國家已紛紛摒棄傳統廢棄物管理方法，朝向減少資源消耗及抑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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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之產生。 

隨著工商社會之發達，產業也轉型進入電子時代，許多電子及電機產品業者，

為了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不斷推出新之產品。在這些相關電子化產品中，許多舊

產品則因新樣式產品之推出而遭淘汰，造成許多環境污染，導致自然界生態被嚴

重破壞，且各種資源和能源之消耗量，更是日以劇增。為了解決上述等問題，過

去雖有許多研究提出智慧型之決策系統，如環境化設計，為拆解而設計及為回收

而設計，然而這些方法大都是探討如何在產品設計階段或製程中，即考慮環境因

子及回收處理等相關問題。就製程中廢棄物減量設計原則、製程中廢棄物減量之

設計以及 RoHS指令之觀點描述如下。 

（一）製程中廢棄物減量設計之原則 

由於國內企業大都已外銷為主，在國外廠商對產品之「綠色」訴求下，

國內廠商也紛紛要求供應商「保證」產品符合永續性，其中主要以綠色設計

之觀點，配合拆解及回收設計，具體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模式，以強化供應

鏈體系之整合。以廢棄物減量之觀點出發，設計原則應包括：在不影響產品

功能之前提之下，減少產品之體積和用料；在產品設計時應力求結構之單純

及外觀之簡單樸實；減少使用電度、印刷及燙金於產品上，應以咬花等方式

替代之；減少產品不必要之功能；減少產品製造和使用之能量消耗等五大方

面。 

綠色設計其實就是一種可回收、低污染、省能源之設計，是指在產品之

設計過程中充分考慮到預防廢棄物產生及最佳之材料管理。在預防廢棄物方

面，涉及製造者與消費者兩方面，包括減少有毒原料之使用、提升能源效率、

使用較少材料、延長產品使用壽命等，進而減少產品於製造過程及消費者使

用後之廢棄物產生量。 

（二）製程中廢棄物減量之設計 

製程中廢棄物減量設計之考量以材料選擇、機構設計、製造程序及包裝

設計，其內涵詳如下述： 

1.材料選擇： 

科技之進步提升了生活品質，增進了方便性，但也導致環境出現惡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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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現象；要減少環境污染，必須從最基本之材料選擇著手，而能夠對環

境產生最少污染之材料即為綠色材料。綠色材料之需求，正隨著科技進步

而同步增加，其選擇材料應盡量使用可被生物分解及回收再生之材料且盡

量減少材料用量；而須注意材料之特性和使用狀況，避免使用有毒或有害

成分之原料。 

2.機構設計 

物質之使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基礎下，其考量之優先為減少廢棄

物，然而從源頭之觀點來看，產品之機構設計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其機

構設計要採易替換零件及易拆卸組合之結構；須避免用完即丟之設計；且

盡量縮小機構體積並增加結構強度。 

3.製造程序 

物質在生產前必須經過製造程序，然而在製程中會消耗能源；甚至造

成許多環境污染，要避免對環境產生傷害，其在產品之製造程序上須選擇

省材料之製程且減少製程中之廢料產生；盡量採用自然能源於製造中並發

展更省能源、資源之製造科技；且降低製程中之廢水、廢棄、廢毒物之排

放並降低噪音。 

4.包裝設計 

要改變人民「用後即丟」之消費習慣，不如從物質之包裝設計著手，

其包裝過程中之包裝設計應盡量使用天然資源或紙材、無毒、易分解及可

回收再生之包裝材料；避免過度包裝而採取簡單之方式包裝；須減量使用

發泡塑膠；而產品與包裝結合為一設計。 

（三）RoHS指令 

由於科技之進展，電機電子設備發展快速、種類繁多、使用普遍且使用

生命週期縮短，致其廢棄物成長率提高，其廢棄數量龐大可觀。而此電機電

子設備中含有大量如鉛、鎘、六價鉻及汞等有害物質，歐盟及其會員國歷年

來對此方面有所警覺，在此就現今業界注目之 RoHS指令來作探討。RoHS指

令(2002/95/EC)為近年來歐盟公布產品環保指令之一，其全名為「電機電子設

備有害物質限用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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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於 2003.2.13生效，主要目標

為管制電子電機產品中有害物質鉛、鎘、汞、六價鉻等重金屬以及多溴二苯

醚 (PBDE)和多溴聯苯(PBB)等阻燃劑等六種化學物質之限用，以確保人體健

康、尋求減少對環境之衝擊及廢電機電設備健全的回收與處置。 

RoHS指令適用產品為大型家用電器，如冷氣機、洗衣機；小型家用電器，

如吸塵器、電熨斗；資訊及電信資通訊設備，如電腦複印機、電話；消費性

設備，如收音機、電視機；照明設備(除去家用照明及白熾燈，如螢光燈管；

電器及電子工具(除去大尺寸固定工業工具)，如電鑽、電鋸；玩具、休閒及運

動設備，如電動火車、遊樂機；自動販賣機，如冷熱飲自動販賣機；電燈泡

及家用照明。兩產品類別暫時排除於適用產品因使用數量少且特殊功能要求

及品質要求高，分別為醫療器材(除去植入及有感染產品)，如放射治療、心臟

儀器；監視及管制儀器，如煙霧偵測器、熱電偶。 

RoHS指令中規範之六種有害物質常見於電子設備中，而此指令將對含有

有害無質產品與製程造成衝擊，含鎘物品如電路板上之零件、連接材料、表

面處理、低熔點焊接、保險絲、鹼性電池化學合成材料、馬達、開關、繼電

器、漏電開閉器等之電器接點材料、半導體受光元件、油漆、墨水及螢光管

等；含鉛物品如電機電子設備、焊接、塗蠟材料、電器連接、鉛酸電潦、橡

膠固化劑、CRT、顏料、玻璃、塗料、項交硫化促進劑及固體潤滑劑等；含汞

物品如溫度計、感應計、開關、繼電器、醫療器材、金屬蝕刻、乾電池、防

腐劑、電極、水銀燈、電訊設備及手機等；含六價鉻物品如顏料、催化劑、

電鍍、墨水、陶瓷用著色劑、防腐劑及相片等；多氯聯苯(PCB)用於熱溶劑、

潤滑劑和電容器油等；含 PBDE與 PBB物品如印刷電路板、連接器、電線及

塑膠外殼上之耐燃劑。 

因此，如何在進料、製程及出貨中確保品質符合 RoHS的綠色環保規定，

已是各大廠商及其供應商重要的課題。從歐盟這股綠色趨勢可以看出，先進

國家為因應環保與能源議題，針對電子產品頻頻加嚴法令管制，儼然已形成

一股新的「非關稅壁壘」。歐盟委員會在 2005 年 8月 18日提出一份對於電機

電子設備中主要有害物質最大容許濃度限值決議草案，均質材料中按重量計

算鉛、汞、六價鉻、PBBs以及 PBDEs的最大濃度值不得超過 0.1%，鎘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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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濃度值不得超過 0.01%。並要求自西元 2006年 7 月 1 日起上市新電機電子

設備應限用含鉛、汞、鎘、六價鉻、多溴聯苯及多溴化二苯乙醚等有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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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技術現況與需求 

透過產學合作研發出資源化之方式，本文探討國際廢棄物管理策略及廢棄物

處理技術，處理技術方面目前國際間莫不以產量大之電子電機廢棄物或含有害物

質之廢棄物為發展優先，如含汞燈管、廢玻璃、鋰電池及陰極射線管等等為朝向

經濟、社會與環境兼顧之層面發展，以達成永續發展之理念，循環經濟使廢棄物

皆能獲得妥善管理，以達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之趨勢。 

一、廢棄物資源化探討 

如何有效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為國際上管理之重要課題，亦是實現永續發展

之一大關鍵，以下就列舉含汞燈管、廢玻璃、鋰電池及陰極射線管其資源化現況

及技術分別詳述如下。 

（一）廢含汞燈管資源化方式 

照明光源燈管之材質主要為玻璃、汞、螢光粉、金屬及非金屬等成分，

其中汞及螢光粉之危害性不可輕忽；當照明光源燈管廢棄時，於製程中所封

入之汞物質仍存在，且濃度不變，因此對於廢含汞燈管之資源化勢在必行。 

目前廢含汞燈管產出途徑主要包含高科技產業之冷陰極燈管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CCFL)、曝光燈(Super High Pressure Mercury Lamp, 

SHP)、紫外線燈(Ultraviolet Lamp, UV Lamp)及日光燈管等，如圖 7-1、7-2、

7-3及 7-4所示。 

 

  

圖 7-1 廢含汞燈管產出途徑-冷

陰極管 

圖 7-2 廢含汞燈管產出途徑-曝光

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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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廢含汞燈管產出途徑-紫

外線燈管 

圖 7-4 廢含汞燈管產出途徑-日光

燈管 

 

國內外對於相關含汞廢棄物處理方式主要可分為穩定化 /固化法

（Stabilization/Solidification, S/S）及熱脫附 /蒸餾法（Thermal Desorption/ 

Distillation），且已證實具有處理揮發性金屬之效果。 

1.穩定化/固化處理 

對於有害廢棄物而言，穩定化/固化處理為最佳之中間處理方式，根據

美國環境保護署對其下之定義，穩定/固化處理係指能將有害物質之毒性、

溶解性及流動性降至最低，且不改變其物理特性之處理方式，使有害物質

受到限制並不易擴散，或使有害物質產生化學變化，而降低或去除毒性之

處理技術。 

2.熱脫附/蒸餾處理 

大部分熱脫附/蒸餾處理含汞廢棄物之程序相似，且主要流程亦使用相

同基本方法。一般使用熱脫附/蒸餾系統去除含汞廢棄物，將溫度加熱至設

計溫度後，使爐內產生含汞廢氣並分離出汞蒸氣，用冷凝器分離出高比例

之汞蒸氣，使汞蒸氣凝結為液態金屬汞而收集，其他廢氣排放至大氣前，

先利用注入硫之活性碳床將剩餘微量之汞吸附，以免二次污染發生。 

綜合比較上述兩種含汞廢棄物之處理方式，可評估出熱脫附/蒸餾處理

比穩定化/固化處理較具資源化再利用價值，雖能源消耗及成本高，但近幾

年來技術與附加價值提昇，使其資源再利用除兼顧環保精神，也符合市場

價值，目前處理含汞廢棄物之方式已趨向於資源化利用價值高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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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汞元件包括汞回收機制(Mercury Recovery Services, MRS)、Sepra 

Dyne-Raduce、美國貴州阿靈頓處理廠(Advanced Environmental Recycling 

Corporation, AERC)及汞回收技術(Mercury Recovery Technology, MRT)等資

源化處理技術；如表 7-1 所示。此四種處理技術皆為乾式處理方法，其產

出有害廢棄物量少、處理成本低且較具經濟效益，而濕式處理不僅會產生

大量二次污染（如汞污泥）之問題，但仍需負壓設備搭配空氣污染防治設

備以防汞外洩。目前國內廠商引進MRT乾式處理系統用以處理台灣廢日光

燈管，用以提升含汞燈管再生產品附加價值之廢棄物資源化技術。 

表 7-1 各種含汞廢棄物處技術之比較 

程序 MRS Sepra Dyne-Raduce AERC MRT 

進料物

質 

含汞土壤、含

汞燈管碎屑、

含汞污泥 

含汞土壤、含汞燈

管碎屑、含汞污泥 

含汞土壤、含汞

燈管、含汞污

泥、含汞碳粉末 

含汞燈管 

蒸餾 

設備 

固定式矩形窯 

（兩階段加熱） 

旋轉真空 

蒸餾器 

批次熱處理爐二

次燃燒室 

(8～12 hr/批) 

批次真空熱處理

爐二次燃燒室 

(100L/batch , 

10～16hr） 

回收 

設備 

冷凝器 

（極速冷卻至 40

℃） 

活性碳床 

衝擊式吸收槽 

冷凝器 

沉降槽 

Hydrocyclone 

三重蒸餾器 

冷凝器 

過濾設備（2次） 

冷凝器 

活性碳床 

多重蒸餾器 

壓力

（atm） 
稍低於大氣壓力 真空 真空 真空 

溫度

（℃） 
540～650 650～750 600～700 約 700 

汞純化 99％ 99.99％ 99.999％ 99.99～99.999％ 

設備 

成本 

（美金） 

－ 約 150萬 160～180萬 200～240萬 

操作 

成本 

（美金） 

－ 約 2.50/公斤 約 0.07～0.1/每呎 1.0～1.5/公斤 

適用環

境 

汞污染土壤場

址、含汞燈管

及含汞污泥 

汞 污 染 土 壤 場

址、含汞燈管及含

汞污泥 

汞污染土壤場

址、含汞燈管、

含汞活性碳及含

汞污泥 

含汞燈管 

等級 普通 佳 優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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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乾電池資源化再利用 

藉電池化學原理將化學反應產生之化學能直接轉換為電能用以推動外界

負載做功之裝置，稱之為電池，其基本構成物質包括陰極活性物質、電解質

及陽極活性物質，種類亦可分為一次電池與二次電池等。 

1.乾電池(一次電池) 

常用之乾電池有錳鋅、鹼錳及水銀電池等，其中以錳鋅電池使用量大，

近年隨著音響設施之小型化，高性能之鹼錳電池之需求量亦日漸增加。表

7-2為常用乾電池之種類及其主要構成物質。 

2.蓄電池(二次電池) 

蓄電池包括鉛蓄電池、鎳鎘蓄電池及氧化銀鋅蓄電池等種類，其各種

蓄電池之構成物質如表 7-3 所示。一般使用之蓄電池主要為鉛蓄電池與鎳

鎘蓄電池兩種，鉛蓄電池陽極使用氧化鉛，陰極使用鉛金屬，而以硫酸溶

液為電解質，隔板及容器使用塑膠；鎳鎘蓄電池陽極使用氧化鎳，陰極使

用鎘，電解液使用氫氧化鉀，鐵製外殼內以耐龍、PE 材料為隔板及槽蓋。 

 

表 7-2  常用乾電池之種類及其組成 

名稱 
陰極活性 

物質 
電解質 

陽極活性

物質 
電池容器 

電壓 

(V) 
電極物質 

錳鋅電池 
Zn 

(Hg,Pb,Cd) 

NH4Cl·ZnCl2
或 ZnCl2 

MnO2 

(碳棒) 
Steel 

Plastic 
1.5  

鹼錳電池 
Zn 

(Hg,Pb,Cd) 
KOH或 NaOH 

MnO2 

(碳棒) 
Steel 

Plastic 
1.5 Cu-Zn合金 

水銀電池 
Zn 

(Hg,Pb,Cd) 
KOH或 NaOH 

HgO 

(水銀) 
Steel 

Plastic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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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常用蓄電池之種類與組成 

名稱 
陰極活性 

物質 
電解質 

陽極活性

物質 
電池容器 電壓(V) 

鉛蓄電池 Pb H2SO4 PbO2 Plastic 2.0 

鎳鎘蓄電池 
Cd 

(Fe、Ni粉末) 
KOH NiOOH Steel 1.2 

氧化銀鋅蓄電池 Zn KOH AgO Steel 1.5 

 

由於廢電池中含有汞、鎘、鉛、鋅、錳及鐵等重金屬成分，隨意丟棄

或不當處理處置，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危害人體健康，亦對日益耗竭之礦產

資源是一種浪費，因此，廢電池中有害重金屬元素之回收再資源化利用，

應是資源保育及防止環境污染與破壞之不二手段。而國外於廢乾電池回收

處理技術通常有三種類型，分別為單一採礦處理操作分離成份法、濕法冶

金法及高溫冶金法，相關回收再利用製程技術彙整如表 7-4所示。 

（1）單一採礦處理操作分離成份法 

此法較常使用於工業電池，電池以分離回收或濃縮處理，並透過其他

製程做進ㄧ步回收。此種型態之處理通常為回收再利用製程之第一階段。

單一採礦處理操作僅使用物理方法，因此較其他處理方式成本低。儘管此

程序有其應用上之限制，但卻可降低製程之成本。 

（2）濕式冶金法 

透過濕式冶金方式進行回收再利用基本上包括廢棄物之酸或鹼性溶出

（leaching），其將金屬置於溶液中。金屬可藉由沉澱、改變溶液 pH值、添

加某些反應試劑或藉由電解等方式予以回收。使用濕式冶金法之主要優點

為其消耗較少之能源，但後續需再行處理廢棄物。TNO（Toegepast- 

Natuurwetenschappelijk Onderzoek）為用濕式法處理廢電池之典型工廠。 

（3）高溫冶金法 

高溫冶鍊法基本上係使用高溫以回收廢電池中之金屬，可去除鋅錳乾

電池中之汞，於後鋅亦可藉蒸餾方式予以回收；處理鎳鎘電池時，鎘亦可

被蒸餾出。三個具有代表性之高溫冶金製程為於法國之 Snam、於瑞典之

Sab Nife 及於美國之 Inmetco(International Metal Reclamation Company)。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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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法相比較，此種方法之優點為不產生有害性廢棄物且不須處理。主要

缺點為能源消耗大，因操作溫度約為 800至 1000℃。 

 

表 7-4 國外常見之廢電池回收再利用製程 

製程名稱 國別 說明 

Sumitomo 日本 
完全以回溫冶煉為主。其成本非常高，可用以回收所有型態

之可攜式電池。其並不希望回收處鋰鎳鎘電池 

Recytec 瑞士 

包括高溫法、濕式法和物理處理。其可用以處理所有型態之

可攜式電池，也可以處理螢光燈泡和含汞燈管。此製程之投

資小於Sumitomo製程，但是操作成本較高 

Snam-Savam 法國 法國之鎳鎘電池回收再利用製程完全以回溫冶煉法為基礎 

Sab Nife 瑞典 瑞典鎳鎘電池回收再利用製程完全以回溫冶煉法為基礎 

Inmetco 美國 

由INCO(Intematlonal NickeI Company)所擁有之北美製程。

剛開始開發以回收處理電弧爐煙塵為主，其也可以被用以回

收從其他製程產生之金屬性廢棄物，不含汞之NiCd、NiFe、

NiMH。Li離子和Zn-Mn電池亦可以使用Inmetco製程處理 

TNO 荷蘭 

電池回收再利用之濕式冶煉法。此製程發展兩種回收再利用

替代方案，一種為回收碳鋅(Zn-C)和鹼性家用電池，另一種

為回收鎳鎘電池。家用電池方案尚未商業化運轉 

waelz 

德國 

為回收煉鋼煙塵中之金屬之高溫冶煉製程。此製程使用一種

旋轉式熔爐，並從煉鋼廢棄物中回收如鋅、鉛和鎘之金屬 

Accurec 

此製程專為鎳鎘電池之回收再利用而開發。第一套熔爐設於

1997年，且處理容量每年為500公噸。第2套熔爐於2000年開

始運轉 

TERA 可處理鈕釦型之汞-氧化物電池，以及鹼性和乾式家用電池 

Baenus 為多重步驟之濕式提煉程序，可以處理許多種型態之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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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鋰電池資源化再利用 

隨著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等各項 3C電用品使用量迅速成長及環保電動

汽車應用之趨勢發展，至 2005年全球鋰電池出貨值已在二次電池市場中高達

80%以上。若以出貨量而言，2004年二次鋰電池需求量超過 15億顆，預測 2010

年將高達 25億顆之出貨量，由此可見鋰電池產品已於二次電池出貨量中，佔

有相當大之比重，同時亦代表於市場訴求下，鋰電池之應用已獲得更多 3C產

品青睞。 

廢鋰電池相較傳統電池具較高之危害性，未來將造成公害污染與資源浪

費等之問題。鋰電池資源化回收再生利用方式主要可為乾式法及濕式法兩種，

分別介紹如下。 

1.乾式法： 

廢鋰電池由回收站收集後，依電池之種類與大小先行分類，行放電並

加以去殼與切割，此步驟除了有利於焚燒製程時之方便性外，並可分散焚

燒處理時劇烈反應中之危險性。經去殼與切割處理後，已被切割減積成電

池碎片之部分則被導入焚化爐中，予以高溫約 600 至 800℃處理。在焚燒

爐處理過程中，藉由熔點與比重之差異，分別將 Co、Ni、Fe、Al等金屬回

收。而鋰金屬，則是以 Li2O 之氣體形式逸出，然後再與 H2O、Na2CO3反

應形成 Li2CO3予以回收，處理之流程如圖 7-5 所示。 

 

廢鋰電池
回收與分類

放電
電池去殼與
切割

焚燒爐

Li金屬回收

Co、Ni、Fe及Al

等金屬回收

空氣

600~800℃

H2O , NaCO3

 

圖 7-5 廢鋰電池乾式處理法示意圖 

 

2.濕式法： 

濕式法主要以無機酸溶液為處理液，將廢電池中欲回收成分進行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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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予以純化回收。濕式處理流程如圖 7-6 所示，廢棄之鋰電池經放電處

理及電池去殼與切割程序後，將電池碎片放入吸收室再以無機酸溶液噴淋，

再將鋰電池所含之電解液及鋰金屬成分予以萃取吸收，而其餘殘渣部分則

依各種金屬之特性不同進行分離，純化後供再生使用。 

 

廢鋰電池
回收與分類

放電
電池去殼與
切割

吸收室

Li鹽溶液、
電解液回收

殘渣無機酸溶液

其它金屬回收

 

圖 7-6 廢鋰電池濕式處理法示意圖 

 

（四）液晶面板資源化再利用 

液晶顯示器，英文通稱為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是屬於平面顯示

器之一種，依驅動方式可分為靜態驅動（Static）、單純矩陣驅動（Simple Matrix）

及主動矩陣驅動（Active Matrix）等三種。LCD 面板係為兩片玻璃基板中間夾

著一層液晶，上下兩層玻璃基板分別鑲嵌不同材料，其上層與彩色濾光片

（Color Filter），下層則與電晶體，外觀如圖 7-7所示，圖 7-8為拆解示意圖。

當電流通過電晶體產生電場變化造成液晶分子偏轉，藉以改變光線之偏極性，

再利用偏光片決定畫素（Pixel）之明暗狀態。此外，上層玻璃因與彩色濾光

片貼合，形成每個畫素（Pixel）各包含紅藍綠三顏色。 

 
 

圖 7-7 液晶顯示器外觀 圖 7-8 液晶顯示器之拆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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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內外廢液晶顯示器資源化技術之文獻資料，以下針對其國內外資

源化方式，分別描述之。 

1.國外資源化方式 

日本現階段之再利用方式為破碎處理方式，將經拆解後之廢液晶模組

之液晶面板與玻璃基板混合破碎處理形成碎玻璃，破碎後之粒徑以 10mm

以下為標準，再運往鋅精煉廠，投入煉鋅爐作為矽石之取代原料。原投入

煉鋅爐內之主要物質為製鋼煙塵、鋅精礦、焦炭及矽石，最後可獲得衍生

物為鋅原料之粗氧化鋅，及回收各種金屬之冰銅(matte)與成為水泥原料爐

渣。 

德國之處理技術主要係先將液晶顯示器予以初步破裂，將液晶顯示器

之上下兩片玻璃基板予以分開，經破裂後之液晶顯示器再送入真空熱處理

爐，於 200℃予以加熱，如此可將液晶顯示器中之液晶予以氣化，氣化後

之廢氣再經有專利之觸媒與以轉化成 CO2、NO 及 H2O 予以排放，剩下之

殘渣即為玻璃基板及塑膠導電膜。如圖 7-9所示 

 

廢LCD

人工拆解

玻璃基板＋導電

破裂

真空熱處理爐觸媒轉化

CO2＋NO＋H2O 玻璃基板＋導電

廢氣

殘渣

 

圖 7-9 德國廢液晶顯示器處理流程 

 

2.國內資源化方式 

國內目前再利用方式係將破碎後之玻璃基材以濕式研磨成粉，依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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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加入製磚之胚磚原料中燒製成紅磚或以取代長石原料方式製成玻璃添

加劑等，下列分別敘述國內資源化再利用之用途。 

（1）紅磚製造再利用 

液晶分離處理後之碎玻璃片屬於無鹼硼矽玻璃，為有用之玻璃基材，

可將碎玻璃以濕式研磨成粉，以一定比例添加入製磚之胚磚原料中燒製紅

磚。由試驗結果得知，玻璃粉添加比例於 20％時有較大抗壓強度及較低之

吸水率。 

（2）陶瓷製品再利用 

陶瓷製品製造之再利用原理與紅磚類似，主要利用廢玻璃粉與陶瓷原

料之長石性質相似，主要成分皆為氧化矽再加上少部分金屬氧化物，故可

取代長石作為陶瓷胚土使用。此外，為提高廢液晶面板玻璃再利用之附加

價值，未來可試作之成品包括高級強化步道磚、高性能預拌混凝土、高性

能防水劑、防水填縫劑及耐磨地坪等。 

（3）裝飾建材再利用 

由於玻璃折光率高，硬度強且吸水力低，作為裝飾用亮彩琉璃，不但

可以提高建築物之附加價值，增強牆壁硬度，以及保持室內乾燥。此外，

由於玻璃材質具防火、耐候性佳及膨脹係數低等高穩定性，作為裝飾用建

材具保持不老化及不變質等特性，其製程主要將 TFT素玻璃磨粉後，進行

燒結，並加入化學物調配顏色。 

7.3 應用技術發展模式 

科技部鑑於過往學術研究成果與業界之間的落差，且國內產業界以中小企業

為多，亟需研發能量挹注，科技部透過「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產學合

作計畫」、「產學小聯盟」等專案方式，鼓勵學術界研究人員以其過去研發之成果

為主軸，提出協助與服務產業界為目標之計畫，將其所累積之研發能量，藉由業

界的參與共同組成會員形式之產學技術聯盟，有效落實產學之間互動，提昇業界

競爭能力。 

「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皆為推動

學研界與企業合作的計畫，惟其計畫重點略有差異。「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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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主要是針對基礎普遍性技術落實到每個企業；「產學合作計畫」則是針對獨

特性技術的深入研發與使用；「產學小聯盟」則是提供平台建置費用，不牽涉到

技術研發，其差異示意如圖 7-10及圖 7-11。 

 

圖 7-10 科技部推動與企業合作之各類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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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深耕專案與產學合作之異同 

 

一、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25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中華民國馬英九總統於 2010年，指示行政院協調經濟部、教育部、國科

會（現為科技部）等部會，對於工業生產所需要的關鍵性、扎根性的技術，

選出優先的技術項目進行深耕計畫（如圖 7-12）。科技部推動「深耕工業基礎

技術專案計畫」，主要以補助大專校院成立基礎技術研發中心，針對 10 大基

礎技術項目，引導學研界與國內企業投入資源共同合作，將製造業中具高共

通性、高技術挑戰、高預期經濟影響力及潛在應用市場廣泛（三高一廣）之

技術，藉由學術界豐富的資源，協助產業提升競爭能力，並培育基礎技術實

作人才，以達「厚植核心知識掌握發展根基」之目的。 

                                                        
25整理自科技部深耕計畫網站 http://140.116.175.64/eTop_I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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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各部會推動產學合作分工 

 

（二）計畫架構 

由科技部補助經費吸引企業將資源投入國內學研界，使之成立相關的基

礎技術研發中心，提供企業所需要的技術研發，而各中心以自給自足為營運

方向，逐漸成為各校重要基礎技術研究中心，達成技術提升及人才培育雙贏

之目標。 

 

圖 7-13 深耕工業基礎技術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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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範圍 

以高共通性、高技術挑戰性、高經濟影響力和潛在市場應用廣泛等三高

一廣之原則進行篩選，初步選出高效率分離純化與混合分散基礎技術、高性

能纖維與紡織基礎技術、高效率顯示與照明基礎技術、全電化都會運輸系統

基礎技術、高階製造系統基礎技術、半導體製程設備基礎技術、高階醫療器

材基礎技術、繪圖、視訊與系統軟體基礎技術、高階量測儀器基礎技術以及

通訊系統基礎技術等十項作為先期推動之工業基礎技術項目進行深耕。 

（四）發展策略 

鼓勵產學研各界針對前述十項工業基礎技術投入研發，透過深度研析其

既有產品，找出其所欠缺的工業基礎技術進行長期深耕，期能持續提升我國

工業基礎技術能量、培育及引進優質的工業基礎技術人才和建構我國工業基

礎技術產業價值鏈等目標。 

（五）申請需求 

1.擬研發之技術須符合高共通性、高技術挑戰、高預期經濟影響力及潛在應

用市場廣泛(三高一廣)之原則。 

2.計畫主題應符合本部徵求之技術項目，若符合三高一廣原則並能具體陳述

其重要性者，不在此限。 

3.擬研發技術須與執行單位既有技術發展方向相符。 

4.須規劃以學期為單位，開設相關技術訓練實作課程。 

5.企業須參與研發中心之建立與維運。需註明：企業投入資源（經費、設備、

業師、其他）、投入時程及方式，其中經費得以研究配合款、獎學金、奬

助金、技術競賽獎金等。 

6. 校方應提供必要支援（如經費、場域、課程、活動或其他）。 

（六）執行成果 

計畫從 2012年 9月啟動，已補助共 26件，達 23,590萬元（如圖 7-14），

下一梯次徵求計畫從 2014年 11月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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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深耕工業基礎技術計畫補助件數與經費 

 

二、產學合作計畫26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科技部為落實學術界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及知識應用研究，整合運用研

發資源，發揮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發能量，結合民間企業需求，並鼓

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力與人才，增進產品附加

價值及管理服務績效。 

（二）計畫類型 

分為先導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簡稱先導型）、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簡稱開發型）、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簡稱應用型）等三種產學合作計畫之補

助模式。 

1.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 

（1）係指為產業發展前瞻之技術或知識，增加產業未來競爭力，屬於高風

險、高創新或需長期研發之先期研究產學合作計畫。 

（2）每年受理一次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之申請。 

                                                        
26整理自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2014.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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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可申請之執行期間為二年以上。 

（4）申請先導型計畫者，合作企業得將派員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所需之研究

人員費用，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計算。 

（5）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本部補助經費（不含企業配合款），整合型每

年每一子計畫或個別型計畫每年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 

2.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係指為協助產業開發核心應用創新技術，包括合作企業對於特定技術

或產品之共同創新開發之產學合作計畫。 

（2）每年受理三次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申請。 

（3）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可申請之執行期間最多為三年。 

（4）申請開發型計畫者，合作企業得將派員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所需之研究

人員費用，作為合作企業配合款之出資比計算。 

（5）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本部補助經費（不含企業配合款），整合型每

年每一子計畫或個別型計畫每年為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3.技術及知識應用型 

（1）係指培育計畫執行機構之人才從事應用性研究計畫之基礎能力，結合

民間企業需求，並建構企業營運模式、提升經營管理能力，增進產品

附加價值或產出數位內容應用加值之產學合作計畫。 

（2）每年受理兩次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之申請。 

（3）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期間為一年。 

（4）對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之補助，依審查結果，整合型產學合作計畫每

一子計畫或個別型產學合作計畫以新台幣一百萬元為限。 

（三）合作對象 

合作企業由計畫執行機構自行遴選，並得視情形遴選二家以上之合作企

業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有二家以上之合作企業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1.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出資比率、申請補助項目、其他與本產學合作計畫

相關之權利義務等，應事先以書面約定。 

2.得共同或推選一家合作企業為代表與計畫執行機構簽訂合作契約及其相

關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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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學小聯盟27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科技部鑑於過往學術研究成果與業界之間的落差，且國內產業界以中小

企業為多，極需研發能量挹注，故從 2013年開始推動產業小聯盟，期望透過

專案方式鼓勵學術界研究人員成立「技術服務實驗室」，以其已建立之核心技

術與相關之上中下游產業界建構技術合作聯盟，以協助產業界提昇競爭能力

及產品價值。 

經統計產業小聯盟第一年共通過 75 件補助計畫，總補助經費將近 1 億

5,000 萬元，有 57 件繼續執行。共有 509 間廠商參與產學小聯盟，為廠商提

供 1,041次諮詢服務，執行 560次訪廠指導，並有 1715位大學生及碩博士生，

在學就踏入產業之門，成為產業所需即戰力。而 2014年新增補助計畫 35件，

總執行計畫共 92件，總補助經費達 1億 8,000 萬元。 

（二）計畫性質 

1.服務性質的產學合作計畫，主要是設立產學合作平台(機制)，而非研究導

向型計畫。 

2.計畫無核給主持費；不補助研究設備費(僅補助服務所需之設備，不補助研

究性質之設備）；無廠商配合款規定，規劃以收取聯盟會員費方式維持聯

盟長久發展，並擴散技術。 

3.計畫一期 3年，最多補助 2期，每年進行計畫考核，執行不佳者逐年淘汰。 

4.研究計畫經費申請每年以新臺幣 300萬元為限，給予聯盟初始能量(耗材、

物品及雜項費用)及支援聯盟階段性所需人力(專任助理、博碩士研究人

力)。 

                                                        
27整理自科技部產業小聯盟網站 http://140.116.175.64/eTop_Alliance/Default.aspx 



7-23 

7.4 管理工具開發 

有鑒於建構循環經濟須透過學研界之參與及協助，本節以「生命週期評估

LCA」及「物質流分析」兩種管理工具做說明，以提昇體系的經濟利益與環境績

效，其相關說明如下。 

一、生命週期評估 

UNEP(2003)在發展與推動生命週期管理(Life Cycle Management, LCM)之過

程中，曾對於其定義有多次的修正，並在經過多年的利害關係人的討論之後，於

2004 年在其出版之「生命週期管理將生命週期思維指引」(UNEP Guide to Life 

Cycle Management)中，以下的幾段定義文字：導入現代商業經營模式中並以永

續發展為標的，主要管理組織的產品及服務的完整生命週期，邁向永續能源及產

品的目標，這樣的管理概念稱為生命週期管理，而生命週期管理是可以廣泛利用

在許多的環境、經濟工具，已被企業、政府間利用。如圖 7-15所示。 

目標與範疇
界定

生命週期盤
查分析

生命週期衝
擊評估

生命週期闡釋

直接應用
1.產品研發與改善
2.策略規劃
3.公共政策決策
4.市場行銷
5.其他

步驟

1.界定目標與範疇

2.進行盤查分析

3.進行衝擊評估

4.進行結果闡釋

5.報告結果

6.進行鑑定審查

架構

 

圖 7-15 生命週期評估架構與步驟 

 

生命週期管理為現代企業實務之生命週期思維(life cycle thinking)的應用，屬

於自願性，並且可以針對特定的需要與個別組織的特徵而逐漸被導入，其目標在

於管理組織中產品與服務之總生命週期，使社會之發展朝向更永續的消費與生產，

產品生命週期可分為四個階段：規劃(Plan)、執行(Do)、查核 (Check)及矯正(Act)，

各階段作法如表 7-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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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管理不是單一的工具或方法，而是一種具有彈性，結合各種概念、

技術和程序，並融合了產品、製程及組織在環境、經濟與社會各面向之整合性管

理架構。 

生命週期管理為一種系統化之永續性的整合作方法，例如結合公司策略與規

畫、產品設計和發展、採購決策，以及溝通方案等。生命週期管理的主要環境工

具共有十種，分別是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綠色供應鏈、環境績效評估、環

境稽核、環保化設計、環境風險管理、環境會計、生命週期評估、清潔生產、環

境資訊的溝通。生命週期管理之相關議題針對永續性三大面向之管理工具又可分

為28： 

（一）經濟面：生命週期成本(Economic Life Cycle Assessment/Life Cycle Costing, 

LCC) 

（二）環境面：生命週期評估(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三）社會面：社會的生命週期評估(Soci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SLCA)  

 

表 7-5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的各階段作法 

階段 生命週期管理的實施作法 

規劃(Plan) 1.設定政策-設定目標並決定欲到達的程度 

2.組織-讓組織各部門參與並全心投入 

3.調查-綜合了解組織的目前現況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4.設定目標-選定可以全心投入的領域(一或多個)、決定目標(一或

多個)並訂定行動方案 

執行(Do) 5.改善環境績效-付諸行動 

6.報告-記錄努力過程以及結果 

查核(Check) 7.評估與修正-評估執行經驗，並依需要修正政策及組織架構 

矯正(Act) 8.再次調查、重新設定目標等再次來過 

                                                        
28胡憲倫與許家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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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本節主要以探討環境面之生命週期評估為主軸，其相關說明如下：

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c assessment , LCA）之定義為「對產品系統自原物料的

取得到最終處置的生命週期中，投人和產出及潛在環境衝擊之彙整與評估」根據

「CNS 14040環境管理－生命週期評估－原則與架構」之描述，生命週期評估可

分為：目標與範疇界定（Goal and Scope Definition）、生命週期盤查分析（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 LCI）、生命週期衝擊評估（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 LCIA）

及生命週期闡釋（Life Cycle Interpretation）單元。目標與範圍界定主旨在於明確

定義評估作業之目的與範圍。生命週期盤查分析則包括資料蒐集及相關之計算程

序，並以量化整體生產系統之各類投入與產出為分析目標。生命週期衝擊評估階

段則利用盤查分析結果，以評估量化產品於生命週期造成環境衝擊之程度。生命

週期闡釋階段則是整合盤查分析及衝擊評估等結果，以彙整報告、作為內部生產

改善參考或進行直接應用之依據。上述步驟如圖 7-16，內容詳表 7-6，以下則分

別說明生命週期評估之四大步驟。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圖 7-16 生命週期評估的架構與應用方向（CNS 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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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生命週期評估作業 

階 段  內 容 說 明  

目 的 與

範 疇 界

定 階 段  

L C A的 範 疇， 包 括 系 統 界 限 與 詳 細 程 度 ，視 作 業 主

題 與 其 預 期 用 途 而 定。 L C A作 業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依

特 定 L C A之 目 的 可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盤 查 分

析 階 段  

生 命 週 期 盤 查 分 析 階 段 ( L C I階 段 )為 L C A的 第 二 階

段 ， 是 關 於 作 業 的 系 統 投 入 /產 出 資 料 之 盤 查 清

單 ， 包 含 為 符 合 所 界 定 的 作 業 目 的 必 要 資 料 之 蒐

集 。  

衝 擊 評

估 階 段  

生 命 週 期 衝 擊 評 估 階 段 ( L C I A階 段 )為 L C A的 第 三

階 段， L C I A之 目 的 是 提 供 附 加 的 資 訊，以 協 助 評 估

產 品 系 統 的 L C I結 果 ， 進 一 步 瞭 解 其 環 境 重 要 性 。  

闡 釋 階

段  

生 命 週 期 闡 釋 為 L C A的 最 終 階 段 ， L C I或 L C I A之 個

別 或 兩 者 之 結 果，依 據 目 的 與 範 疇 界 定，歸 納 並 討

論 作 為 結 論 事 項 、 建 議 事 項 及 達 成 決 議 的 基 準 。  

 

綜上所述，生命週期評估是一種環境管理技術工具。該工具評估產品從搖籃

到墳墓的生命週期中，整體過程對環境所可能產生之影響，其評估結果可提供產

品之整體綠色度資訊。對於日益重視產品環保特性之國際貿易趨勢，國內業者實

應更積極投入生命週期評估應用推廣，方可掌握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之先機。 

二、環境管理工具—物質流分析 

（一）物質流分析介紹 

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簡稱為 MFA)可用於資源管理、廢棄

物管理及環境管理，支援其決策分析，因為物質流分析是以系統性的方式，

評估一個特定的區域及時間範圍內，物質的流量(Flow)及存量(Stock)。它的系

統包含物質的來源(sources)、去向(pathways)、中間轉換(intermediate)及最終流

向(final sink)。依據物質不滅定律，物質流分析的結果可以運用質量平衡來完

整掌握各程序(process)中的輸入、輸出、存量，此為物質流分析的特性。一般

來說，物質流分析可以描述人類圈與環境圈的物質交流關係，人為系統

(anthropogenic systems)，又稱經濟系統，可大幅干擾物質在自然生態系統體的

平衡，同時也造成的資源或環境的問題，圖 7-17 描述人類圈與環境圈間之關

係，物質、能源、空間、資訊及社會經濟的議題必須包含於人類圈中，而物

質(M)、能源(E)、生物(LO)及資訊(I)在人類圈與環境圈相互交流。物質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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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未必包含上述全部面向，然而大部份的案例中，有考慮到物質流動與這

些面向的關聯性，並在物質流分析中探討，因此，物質流分析時常結合能源、

經濟、都市計畫之分析。 

 

圖 7-17 人類圈與環境圈交換之關係(Brunner and Rechberger, 2004) 

 

物質流分析傳遞一個完整且一致的資訊，即一個系統中由許多程序、流

量與存量所組成。物質流分析檢核輸入與輸出是否平衡，故能更清晰掌握廢

棄物產量及所造成的環境負荷，對應的物質的來源也能從系統中指出。許多

物質流動在短時間內看似無明顯變化或立即危害，然而，透過物質流分析，

可看出未來潛在的巨大損害，故能及早發覺資源存量的消耗或廢棄物的累積

趨勢，以提供對策。 

物質流帳 (Material flows accounts, MFAs)可採用生命週期的系統觀點，以

提供完整的環境資源管理資訊，追蹤物質從其開採、製造、使用、廢棄，至

回收等階段之使用情形，如圖 7-18 所示，故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認為物質流分析在制定環境政策中，是相當重要的工具。 

 

圖 7-18 物質流生命週期(WRI, 2005) 

物質流帳提供一套方式，可整合環境與經濟政策之問題，並提供決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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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基礎物質資訊，亦可幫助政策制定、改善企業環境管理等議題，並提出

可行之解決方案。在檢視物質循環的同時，亦能導向下列關鍵問題： 

1.所制訂的政策是否會與經濟成長及物質使用衝突？ 

2.政策是否有助於企業做環境有善的產品與製程設計，防止有害物質進入環

境？ 

3.生物可分解產品是否持續增加？ 

4.自然資源轉換為消費產品的製造效率是否提昇？ 

5.何種自然資源進入經濟圈，其如何改變？ 

（二）物質流分析目的 

物質流分析屬於系統性的評估方法，主要用於評估特定空間與時間的系

統中物質的流量與存量，其中包括了物質與貨物的平衡，是一個用於描述與

量化人類系統和自然系統代謝機制的方法，其主要的分析原理是建構於在質

量平衡的概念之下。有部分的研究並未將物質與貨物明確的區分開來，因此

元素流分析(Substance Flow Analysis，簡稱為 SFA)有時候也可以用來代表物質

流分析，不過一般而言，SFA 指的是單一元素或分子的物質流分析。透過物

質流分析可檢視系統內部的物質流動分布，若是將物質流分析結合能源流分

析(Energy flow)、經濟分析(Economic analysis)以及消費導向之分析，則可應用

於人類經濟活動管理。物質流同時可應用於去物質化與去毒化之製程管理，

所謂的去物質化係指增加物質的再生循環使用效率，而所謂的去毒化係指減

少物質使用所造成的有害物質排放。物質流分析可以有效的找出環境問題管

理的優先順序，並且達到去物質化與去毒化的目的，進而建構永續物質管理，

使得物質在使用的過程中，不僅可以提昇物質的使用效率，同時可以降低物

質使用對於環境的衝擊。其目的如下： 

1.用完整明確的定義將系統內物質流量與存量加以描述。 

2.以合適的決策考量為基礎，盡可能的將系統簡化。 

3.運用物質平衡概念並考量不確定性，進而量化目標物質的流量與存量。 

4.用明確、可理解並具有再現性的方式呈現系統內物質的流量與存量。 

物質流的概念有多種方法及工具可供使用，如元素流分析 SFA(substance 

flowanalysis)、產品流分析 PFA(product flow accounts)、物質平衡(material 

balancing)、生命週期盤查(life cycle inventories)及總合物質流帳(bulk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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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accounts)等。計算單位以物理量(physical units)呈現，通常以重量單位表

示，如 kg、ton 等，分析範圍涵蓋開採(extraction)、生產(production)、轉換

(transformation)、消費(consumption)、再循環(recycling)及廢棄(disposal)等階段。

物質流分析也可以進行不同空間尺度的分析，包括跨國、國家、區域、社區

(community)或公司等層級。運用物質流做管理之目標包括：(1)資源保育及降

低能資源消耗、(2)降低廢棄物產生量及環境負荷。若欲達成此目標則需藉由

分析、評估及管理物質及產品在人類圈中的流量及存量。如同一般會計用來

檢視資金之收支平衡，物質流分析方法可用來檢視物質的投入產出情形，並

加以改善能資源的效率或供需平衡，運用於大尺度的系統，物質流分析亦可

檢視人類圈物質的循環情形。若運於中小尺度的系統，例如都市、工業區或

工廠，此工具可提供決策者物質消費及使用效率等資訊，以支援永續城市的

建構發展，或指向減少生產製程的物料成本的方案，物質流分析的結果也有

助於思考新產品設計及原料選擇，還可協助人類預測物質釋放至環境對未來

之潛在危害。因此，物質流分析可作為決策重要參考依據，產業能依此持續

改善製程及使用效率，同時也為經濟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物質流分析傳遞一個完整且一致的資訊，物質流系統中是由流向流量

(flow)及製程(process)及存量(stock)所組成。檢核投入產出的平衡，廢棄流向，

將有助於掌握及實際系統所造成的環境負荷，物質流分析確認物質的來源；

而且檢討消耗或累積趨勢與速度對未來的存量的影響，故可以及早被發覺相

關問題，以提供預防性的對策，因對當短期間看似微小的問題，所作出的微

小管理變革，在長遠看來可能會避免巨大的損失。物質流計算(Material flows 

accounts)是追蹤物質在開採、製造、使用、廢棄、回收等各階段之使用情形，

其分析結果可以作為資源、環境、廢棄物管理的基礎。 

三、環境管理工具對循環經濟之意義 

過去人們高強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質和能源提取出來，過程中，將污染和廢物

大量地排放到水、空氣和土壤中，對資源的利用是一次性質的，且將資源持續消

耗並變換成廢棄物以達經濟數字之上升成長。相較之下，「循環經濟」係將經濟

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之往復式流程，提倡一種與環境和諧

的經濟發展模式。有鑒於此，「循環經濟」係基於「從搖籃到搖籃」之概念所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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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構想，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

然而，環境管理工具-生命週期評估，其係「對產品系統自原物料的取得到最終

處置的生命週期中，投人和產出及潛在環境衝擊之彙整與評估」；另環境管理工

具—物質流分析，係以系統性的方式，評估一個特定的區域及時間範圍內，物質

的流量(Flow)及存量(Stock)，用以描述人類圈與環境圈的物質交流關係。綜上所

述，其皆為於一自身設定的環境表現水平，並提升環境表現為終旨，不斷達到更

佳的高度，以落實維護環境管理。 

有鑒於此，期待我國未來能以「循環經濟」為標的，輔以「環境管理工具」

加以應用，將 LCA、MFA等應用於環境管理系統，不僅可落實維護環境管理系

統持續改善之精神，更可作為未來有效管理重大環境考量面之相關決策參考；或

將其進一步應用在未來產品的環保設計上，提供我國環境管理策略一種全面性的

思考邏輯，讓人們能有系統性的方法，進行環境考量面與潛在衝擊的探討，以符

合從搖籃到搖籃的理念，使產品在壽命終了後，可權回歸原先用途，重新循環，

以透過新的思維與技術，讓物質流、能量流配置更有效率，使環境保護與循環經

濟互利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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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對臺灣建構循環經濟的期盼 

8.1建構資源循環經濟的主要課題 

臺灣經過二十餘年之努力，廢棄物管理體系已由消極的末端管制進展到積極

的源頭管理，採用使用者付費制度，推動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及生產者延伸責任，

創造了人均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比率達 80%以上成功經驗；

亦即經濟成長與資源利用已呈逆向脫鈎之趨勢。 

目前我國資源循環產業之發展至一定規模，但在市場自由競爭及國內產業外

移之情勢下，面臨物料來源供應不足之問題；而目前資源循環產業多為中小企業，

欠缺資金流入及技術提昇，無法進行精煉創作資源循環產品之高附加價值，而將

含高價之稀貴金屬產品送至國外精煉，導致資源循環產業發展受到限制。 

另目前消費者對於資源循環產品之料源、品質及性能等缺乏信心，造成使用

量及產值不高之情形，為提昇消費者使用資源循環產品之意願，建議宜強化市場

稽核制度，落實產品檢驗、監督及控管；輔導廠商提高產品性能，生產優質資源

循環產品；加強消費者對資源循環產品認識宣導及示範應用觀摩。 

臺灣推動資源循環經濟之主要課題摘述如下: 

一、量的調控 

目前國內資源循環市場因政策誘因及政府的輔導而蓬勃發展，一般廢棄物或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量已逐年增加，但相關產業競相設置，造成資源化料源

不足致業者生存困難。 

除繼續擴大公告強制性可再生資源之種類、強化國內清理/回收體系，提高

資源回收率，宜配合國際資源循環市場區域合作的框架，評估循環資源之國際市

場狀況，進行資源循環策略布局，依國內產業需求與技術能力，檢討現行廢棄物

輸出/入管制貨品合理性，適度局部開放輸入品目，以促進靜脈產業發展，並確

保國內必要資源之供應。 

二、質的確保 

資源回收端常常面對技術瓶頸及能源耗損的挑戰，為確保資源物質品質提升，

從資源循環及節能減碳觀點構思產品設計與生命週期評估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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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再生製品或二次料，消費者/使用者普遍存有次級品的不良意象，嚴重

影響循環體系的暢通。因此，強化料源徹底分類，允收標準、產品品質標準及驗

證制度等，仍待積極規劃建立。並落實資源永續教育，推廣搖籃到搖籃理念，內

化「再生」二字，以保證品質建立社會大眾信心。 

三、技術升級 

目前國內資源循環產業均屬中小企業，對於組成複雜、需高層次技術的有價

資源，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純化回收，無法進行更高的精煉以創造更高的價值。 

宜持續推動清潔生產、落實綠色供應鏈，以徵收廢棄物處理費、租稅減免、

產學合作等措施促進資源循環技術的研發，並針對資源化業者建立評鑑分級制度，

協助資源循環產業升級及提升形象。 

現行技術尚無法達成有效回收再利用或無法達成一定經濟規模之廢棄物，應

檢討處理處置設施通路與容量，以利加強管理，減少任意棄置。 

四、市場通路 

消費使用市場規模的大小與穩定性，是資源化產品通路能否順利推展的重要

影響因素。政府資源循環政策的走向及採購行為，會左右循環資源的市場規模及

消費者的信心。 

政府宜協助建置循環資源資訊平台，依據物質流分析及生命週期評估市場潛

力，強化料源、產品供需調節能力。結合相關資源循環業者，從上游料源集中與

品質管控，中端配套技術媒合與後端市場通路掌握，藉此形成多元資源循環網絡，

建立資源產業市場模式。 

五、國際合作 

東南亞地區隨著經濟的成長及人口的增加，廢棄物等環境污染問題有日益惡

化的趨勢。國內在廢棄物清理及資源循環利用上已建置法制，相關技術開發亦有

相當進展，惟受限於國內市場，靜脈產業成長受限。 

可參與建立國際資源循環網絡，分享技術與經驗，協助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置

管理策略、協助國內業者開拓國外/大陸市場，以善盡地球村一員之心力，並確

保戰略資源提升國家競爭力。並參考國外各先進國家已紛紛摒棄傳統廢棄物管理

方法，朝向減少資源消耗及抑制源頭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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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建構資源循環經濟的策略建議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緊缺的挑戰與機會，以及提升產業資源生產力與確

保資源永續利用，臺灣資源循環產業應朝向產業規模化、產品高值化、市場國際

化的願景方向轉型升級。 

一、在政策及法令面: 

（一）進行資源循環戰略布局，延伸動靜脈產業價值鏈 

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產業鏈分工與資源循環趨勢，宜優先建立國內重要產

業的物質流管理資訊，分析產業需求物料的進口依存度，並確立應於國內循

環再生的重要資源種類及數量，據以檢討國內廢棄資源供應來源的穩定性與

需求缺口，作為政府針對該等廢棄資源之開放進口或管制輸出的政策推動依

據。同時，評估將廢棄資源循環為產業需求物料的再生技術關鍵缺口，供政

府作為推動研發的重點補助項目及資源循環產業技術提升的重點研發方向。 

政府宜協調有關部門建立及推動靜脈產業由資源初加工轉型升級為動脈

產業上游原料製造，動脈產業則由下游產品組裝延伸至中游材料製造，達到

靜脈產業與動靜脈產業間形成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互補綜效，以減少對外來

資源的依賴，並確保國家安全及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開通資源循環多元管道，紓解量大廢棄資源去化問題 

政府宜跨部會合作盤點國內現有量大廢棄資源，例如發電業的煤灰、鋼

鐵業的轉爐石及爐碴，以及事業廢污水處理後產生的污泥、都市污水處理後

產生的下水污泥等，掌握量大廢棄資源的產生數量，及其肥料化、材料化、

燃料化等資源循環管道現況與問題。據以因應此等廢棄資源的循環管道瓶頸

及未來數量成長趨勢，進而規劃中長期提供無害化、安定化的循環管道，例

如再利用於既有港區擴建或工業區開發填海造陸所需之填方，以因應量大廢

棄資源去化受阻的問題。 

此外，在國人環保意識高，媒體擴散性強，對資源循環產品的去化具關

鍵影響力的氛圍下，除資源循環業者應提升自身技術及管理能力外，政府宜

建立資源循環資訊平台，透過資訊透明與即時互動溝通，以適時消除民眾及

媒體疑慮，讓國內資源循環得以良性運轉。 



 

8-4 

（三）提升資源循環產業運作機能，資源與廢棄物脫鉤管理 

由於產品都是經由多種物質加工組合而成，在管理的政策和法令制度面

設計上，除考慮環境問題外，也應顧及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宜僅針對物質，

應從某項產品的生命週期或某個產業的上中下游供應鏈來加以研議。例如透

過資源源頭及末端產品的規格標準來管理，凡品級品位達到規格要求者，就

認定為資源，明確地與廢棄物身分脫鉤，資源進入到資源循環業者，資源就

是原料，資源循環業者既屬一般製造業者，應與廢棄物處理業者的管理脫鉤。 

（四）擴大資源循環市場規模，適度開放資源物料進口 

配合國際資源循環市場的區域合作架構，評估廢棄資源的國際市場交易

模式，依國內產業需求與技術能力，核准廠商可以由國外進口廢棄資源進行

再利用，以提升設備稼動率與維持營運能量。管理上可採較嚴格的規範來審

核廠商，如設立於環保科技園區或工業園區內，且曾獲得環保相關獎項，或

是 5年、10年內沒有環保違規紀錄，或是政府與績優業者簽訂自律協議，繳

交保證金等，許可此類廠商可以進口國內重要產業發展需缺物料或價值較高

的廢棄資源，藉以推進廠商建構高值化的資源循環價值鏈。 

（五）研析國外成功之經濟手段，探討應用於我國之可行性 

有鑒於我國資源循環相關制度採用使用者付費制度，推動垃圾減量、資

源回收，及生產者延伸責任等，創造人均垃圾清運量逐年降低及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比率達 80%以上成功經驗。故建議未來我國應持續以「資源循環永續

利用」為政策主軸，並持續加強推動垃圾減量及回收循環再利用施政措施，

如我國可參考國外成功案例，引進掩埋稅費。有鑒於歐盟利用經濟手段

（economic instruments）推行廢棄物處置與處理之收費。例如：垃圾掩埋的掩

埋稅與收費（andfill taxes and charges）、焚化的焚化稅與收費（incineration taxes 

and charges）、丟棄者付費計畫（pay-asyou-throw schemes）、為特定的廢棄物

制定生產者責任計畫（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s）。 

綜上所述，歐盟各國的執行推動經驗中顯示掩埋費總收費愈高，則掩埋

率愈低。期待我國能將國外成功經驗或案例納入參考，以少用或不用、廢棄

物減量、再使用、再生利用、物質回收、能源回收等原則加以規劃執行，以

建構資源循環之永續社會，並達成「零廢棄」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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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技術及市場面: 

（一）強化產學合作，提升產業再生技術能力 

國內資源循環產業均屬中小企業，資金及技術十分欠缺，對於組成複雜、

需高技術層次的有價資源，常僅止於中低品位的純化回收，無法進行更高的

精煉以創造更高的價值。建議參考日本以資源確保戰略的思維，篩選國內產

業發展所需的重要稀缺資源，如電子產業的金、銀、鈀等貴金屬，以及銦、

鎵等稀有金屬，並評估優先度較高的資源物種，做為短中長期推動相關資源

再生技術研發的項目。此外，產學合作研發團隊的組成與分工，應借鏡日本

採以國家為中心，進行基礎技術研發，補助民間企業推進應用技術開發的模

式，研發進度應分技術開發、實用開發、商業化導入等短中期漸進式規劃，

據以鼓勵具資質的資源循環廠商參與研發，並積極地達到商業應用的目標。 

（二）引進國外關鍵技術，提升再生產品產值 

目前臺灣資源循環業者在設備與技術方面，與歐美日等國家比較，尚有

需向先進國家學習之處，例如在電子廢棄物的金屬回收上，多數採拆解及破

碎處理，回收銅、鐵、鋁等金屬，稀貴金屬含量較高的複合物料再交由濕法

冶煉業者，回收金、銀、鈀等貴金屬，或直接輸出至中國大陸或日本等進行

冶煉、精製。顯示國內應有銅冶煉廠的設置需求，以進行完整性的資源回收，

否則臺灣的資源循環僅是物理、化學性質的基本回收，很多金屬未達浴火重

生等熔煉階段。建議參考日本利用銅冶煉爐與貴金屬精煉製程，將廢電子及

廢棄車拆解廠、貴金屬濕式回收廠之含銅及貴金屬廢料，透過熔煉技術全方

向回收銅、錫、鉛、鉍等有色金屬，並從銅熔煉殘碴中精煉回收金、銀、鈀

等貴金屬，以及發展稀有金屬回收工程。 

（三）擴展資源循環國際合作，開啟產業海外市場商機 

推動資源循環業者組成策略聯盟，例如成立廢電子物品資源循環產業策

略聯盟，該聯盟可結合民生消費端之廢電子資訊物品的回收商及拆解處理業、

事業生產端之含稀貴金屬電子廢料的清除業與再生處理業、環境保護端之再

生衍生廢棄物的焚化/中間處理業與最終處置業等多方業者，彼此互補結盟，

建立廢電子物品回收、清除、拆解、再生、處理一條龍的資源循環產業鏈結，

整合聯盟廠商集體的能量，以拓展海外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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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擴展資源循環國際合作，開啟產業海外市場商機 

我國已成為「APO 綠色卓越中心」2013 至 2014 的主辦國，應善加運用

亞洲生產力組織之綠色卓越中心 (APO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Green 

Productivity)搭建的國際合作橋樑，將臺灣資源循環法令制度及技術經驗推廣

至相關會員國，促使其仿傚臺灣資源循環管理模式，由當地政府成立管理監

督單位，進行境內之回收工作，以提供資源循環產業拓展東南亞市場的機會。 

8.3未來展望 

「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社會體系已造成地球資源耗損及

嚴重環境劣化，積極進行永續資源管理、研發資源循環利用技術、健全資源循環

產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應為當前國際環保要務。 

資源循環應更重視高科技的應用，發展新穎、環保、綠能之產品與製程，強

調過程中新產品、新製程、新市場之開發，使資源循環利用由消極的被動事業轉

化為正面積極的產業，創造經濟、社會、環境保護與綠色能源之實質效益。 

臺灣面對資源短缺及多變的環境問題，應以減耗、省能、去毒、循環、共生

的核心價值，將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落實於生活及工作之中。建構資源循環產業，

可助益創新技術加速產業轉型提升競爭力，創造就業機會增進社會福祉，確保戰

略資源儲備(資源危機)並兼顧節能減排(環境友善)。 

地球永續發展係 21 世紀人類共同的願景，廢棄物雖是人類日常生活及產業

活動無法避免的產物，為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人們價值觀亦有調整的必要，即

「廢棄物是被錯置的資源」；「循環資源」或「廢棄物」，其宿命繫於你我一念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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