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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 2050 淨零排放的目標下，能源轉型勢在必行，刺激全球颳起潔淨能

源風潮，進而驅動關鍵礦物需求成長；依據 IEA 的報告，預估未來的 30 年中，

關鍵礦物的需求將成長近五倍之多。然而，在中國主宰全球關鍵礦產、控制供應

鏈的局勢下，迫使歐美等主要國家相繼頒布新命令以確定關鍵礦物清單種類。在

美國政府認定的 50 種關鍵礦物中，稀土是美國拜登政府列為四項關鍵供應鏈中

的一項，重中之重，也被歐盟認定是所有關鍵材料存有供應鏈風險最高的原材料。

它是高科技產品必備元素且應用廣泛，從 iPhone 到 Tesla 到 F-35，稀土元素都是

必需品，綠能科技中諸如風力發電機與電動車永磁馬達在製造過程中都需要使用

釹、鏑、鐠等稀土元素。 

中國在全球稀土的儲量、產量、進出口量和專利數量等諸多排名拔得頭籌，

擁有多項第一的美譽，堪稱世界第一稀土大國，資源豐富的優勢，常藉此化為地

緣政治背後有恃無恐的武器。中國實施稀土出口管制，存有供應不確定風險，其

稀土相關專利數量也遠超過美國、甚至日本，是否對美國或其他國家在稀土供應

鏈上造成更大的威脅，值得關注。稀土供應風險的危機，促使西方國家無不積極

開發中國以外的稀土供應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國際間除了減量替代技術之

外，亦積極開發綠色循環再利用技術，以強化稀土自主化能量。稀土元素的微量

添加確實讓它在不同產業應用起了工業維他命的效果，對於積極發展半導體、電

動車、再生能源等諸多高科技產業的台灣而言，該如何在既無開採、提煉技術，

也無礦山資源支持的窘境之下發展稀土產業，台灣發展稀土產業的挑戰、機會以

及穩定國內稀土關鍵材料供應的因應對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有鑒於此，議題執行期間，為廣納產業看法，研究團隊透過訪問匯集產業與

相關專家意見，包括國內自行生產燒結釹鐵硼廠商速敏科技，經營稀有金屬精密

化工和稀貴金屬回收的華鉬實業(股)公司，始於貴金屬材料回收精煉的光洋應用

材料科技(股)公司，發展單晶生長和高精密度陶瓷研發的台灣應用晶體(股)公司，

供應台灣應用晶體原料的大立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及以生產被動元件為主且稀

土用量年超過百噸的信昌電子陶瓷(股)公司。此外，以平台功能結合產官學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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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舉辦一場綜合座談會，就我國關鍵物料篩選原則及建議清單，台灣發展稀

土產業的挑戰以及政府設立稀土原料庫存機制的看法等討論題綱進行研討，並提

出因應的政策建言，也讓政府相關單位了解國內發展稀土產業業者的困難與心聲，

做進一步的意見溝通與討論。 

    本專題報告得以出版，首先必須感謝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張

添晉教授應允擔任本議題之召集人，以及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的

楊任軒助理教授、工研院材化所方聖予博士、世博科技顧問(股)公司周靜副總經理

和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張致吉經理等四位專家共同撰稿，並參與多次工作會議及議

題研討等工作。也要感謝在疫情期間仍配合受訪(包含視訊)的產業代表，包含速敏

科技官志誠副總、華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銘文董事長、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公

司黃明山協理和黃珮寧副理、台灣應用晶體林謂昌總經理、大立國際貿易嚴高賢

董事長和林聰發總經理、信昌電子陶瓷(股)公司曹中亞協理和巫宏俊協理。還有感

謝行政院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賴瑩瑩處長和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陳良棟副組

長等二位官方代表以及現任台灣稀土聯盟召集人郭春煌總經理撥冗參與座談，提

供寶貴意見與毫無保留的經驗分享，讓一切順利完成，在此一併致上萬分謝意。 

 

 

財團法人中技社 董事長 

潘文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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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問題及目標 

全球致力能源轉型，颳起潔淨能源風潮驅動關鍵礦物需求成長，而中國主宰

全球關鍵礦產資源、控制供應鏈，迫使歐美相繼頒布新命令以確定關鍵礦物種類。

在美國政府認定的 50 種關鍵礦物中，其中的稀土是美國拜登政府列為四項關鍵

供應鏈中的一項，是高科技產品必備元素且應用廣泛，電動車馬達之永磁材料中

的「釹」元素九成以上來自中國。然而，中國實施稀土出口管制，存有供應不確

定風險，其稀土相關專利數量也遠超過美國、日本，值得關注。有鑒於此，在各

國皆將稀土元素等礦產視為戰略關鍵材料之際，本專題報告聚焦掌握國際間主要

國家對關鍵礦物種類的認定，作為國內政府相關單位的參考和制定出我國關鍵物

料篩選原則及清單的依據。此外，中國主導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在供應鏈危機

下探討台灣發展稀土產業的挑戰、因應對策與機會。 

二、研究範圍及內容 

為探討我國在稀土關鍵材料供應鏈危機下的衝擊與因應，本專題報告首先研

析全球主要國家關鍵礦產之定義原則及最新現況，進而研擬出適合我國產業發展

的關鍵礦產篩選原則和指標。其次，研析稀土大國中國之稀土產業現況與戰略，

包括中國稀土資源分布、生產、出口、供應鏈以及諸如出口貿易、環境稅費和資

源儲備等戰略與政策，並擴及全球稀土礦源分布與供需，掌握國際稀土政策以及

諸如濕法、火法冶金和綠色循環技術等稀土工業技術的發展趨勢。接著，分析全

球主要區域的稀土專利，看稀土元素應用在哪些領域及其是如何被應用的。最後

就台灣稀土產業發展的現況分析，探討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與契機。 

三、研究結論 

本專題報告研究結論可歸納以下五點:(1)各國逐漸意識關鍵礦產的重要：近

年因全球經濟成長快速，開發中國家快速崛起，傳統及新興產業大多仰賴關鍵礦

產資源，使得稀貴資源中稀土及稀有金屬需求大增，然稀貴資源為損耗性物質，

且分布於少數國家，加上近年來擁有關鍵性礦產國家實施限制出口政策，使各國

逐漸意識關鍵礦產之重要性，而長期仰賴進口之國家則極力尋求可替代材料並加

強自城市礦山回收關鍵礦物之技術，同時進行資源戰略儲備，以避免影響國家經

濟及工業發展。(2)加強儲備措施、減少進口依賴：中國為全球稀土礦物最大蘊藏

國與生產國，其產量約占全球 80 %，每年交易金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占據全球供

應市場，然由於近年全球天然資源逐漸匱乏，中國開始管制稀土資源之開採及出

口，且透過配額、出口關稅、價格控管及開採限制等措施，致使全球稀土資源價

格上揚，另由於開發中國家經濟崛起及相關高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使全球對於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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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源需求大幅增加，故各國需加強其儲備措施並妥善利用，以減少進口之依賴

及減輕受國際層面之影響。(3)開發稀土綠色循環及自主化技術：由於稀土資源分

布多集中於少數國家，故日本、歐盟及我國等國家多需進口稀土材料再加工，以

應用於永磁及拋光等材料。而目前永磁用稀土高達 95 %來自中國，且綠能產業馬

達及元件需求擴大再加上中美貿易戰因素，我國應開發新料源之自主化技術，以

建立穩定稀土供應鏈。而稀土資源之加工應用方式為開採後濃縮，將稀土氧化物

分離及精煉純化後，以應用於各項稀土產品，其中稀土加工方式包括火法及濕法

冶金技術，由於火法回收率較低且濕法回收後端仍衍生廢液，若可將兩項技術互

補並開發稀土綠色循環技術，便減少對外來稀土資源依賴。(4)磁鐵、半導體、醫

療健康等稀土下游應用專利廣泛：稀土金屬涉及的專利技術與應用非常廣泛，除

了上游金屬製造/精煉之外，更多涉及稀土材料的下游應用，例如磁鐵、半導體、

醫療健康等領域。本研究總共將稀土金屬相關專利依據國際分類號整理出 14 種

技術或應用。在每一種技術或應用中，17 個稀土金屬元素涉及之專利數量占比皆

不相同，可間接反映出稀土金屬元素在該技術或應用中的重要性高低，例如磁鐵

材料中專利數量前五大稀土金屬元素為釹、釤、鏑、鐠、鑭。(5)再生及回收技術

興起、促進產業邁向永續：現今全球 4C 終端產品需求興起，而我國於各類電子

終端產品之產量高居全球前三大者，其中多項產業之零組件與稀土元素關聯，為

探討稀土元素於電子產業供應鏈之影響，將檢視我國稀土產業鏈結構，其中，目

前稀土資源大多經由貿易商進口，而國內僅中鋼及康普兩家公司具精煉技術，後

續交由東元及大同等製造商加工製成功能材料以供終端產業應用，近年隨循環經

濟等綠色製造概念興起，逐漸重視再生技術及回收應用，以促進我國產業邁向永

續發展。 

四、改善對策及建言 

本報告依據前述之結論，提出對政府之政策以及對產業發展之建議如下： 

(一)政策建議 

1. 特定項目參考美國評估方法 擬定我國關鍵礦產清單  

除了仿效主要國家將經濟重要性及供應風險列為我國關鍵礦產篩選原則指

標之外，建議考量產業發展過程可能的環境影響納入我國關鍵礦產篩選指標，並

參考美國的評估方法，對於量化數據取得困難的礦產項目或是台灣本土焦點產業

影響甚鉅的關鍵材料，改採用定性分析方法，最終擬定我國關鍵礦產建議清單。 

2. 仿效日韓關鍵資源儲備策略  

建議我國未來可仿效日本及韓國等與臺灣地理條件及產經背景相似之國家，

參考其關鍵礦產管理制度、關鍵礦產清單及關鍵礦產儲備策略，進而研訂我國之

關鍵礦產清單以及研擬我國資源戰略儲備制度，如儲備目標及儲備項目等，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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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我國產業未來可持續發展性。 

3. 以聯盟方式建立民間或企業儲備  

業者也應自行儲備稀土庫存。建議產業界組成聯盟，由產業龍頭帶領其他企

業以聯盟方式建立民間儲備或企業儲備，運營屬於我國的庫存機制。 

4. 成立基金及優惠措施 

建議成立基金，專責於稀土材料開採、冶煉、回收與純化分離等技術開發及

相關人才培育方面的傳承訓練，並對投入關鍵材料產業或技術研發者，給予優惠

利率措施。 

5. 尋求中國以外稀土供應管道與技術合作  

除了中國之外，全球主要稀土礦藏還有越南、巴西、俄羅斯、印度、澳大利

亞以及格陵蘭與美國等各大礦藏，以往過於倚賴單一料源，建議可運用國際合作

分散風險，重新建立採購管道與採購機制。同時，對於新礦的產出、提純以及精

煉等技術，可根據我國既有的產業技術能量與上述各國建立不同的合作模式，補

足國內產業鏈缺口。     

6. 擬定高值化回收技術產官學合作計畫 

基於現今綠能與電動車需求持續提升，稀土資源需求量短期恐迅速增加，然

我國目前無相關原料之自主能力，故建議宜擬定產官學合作計畫，針對稀土資源

高值化回收技術進行研擬或與生產國合作以建立完善供應鏈，進而穩固我國稀土

資源之儲備能力。 

(二)產業發展策略建議 

1. 發展電子廢棄物提煉技術、強化稀土元素回收成效 

為避免全球供應鏈重組造成我國稀土料源短缺，建議針對電子廢棄物發展提

煉技術，並將動脈及靜脈產業進行整合，強化電子廢棄物中稀土元素回收成效，

以完善我國稀土資源循環，並降低我國對外來稀土資源進口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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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布局自有專利、取得授權談判優勢 

稀土於半導體領域之應用專利，目前仍以日、美系之公司為主，建議台灣相

關產業可以加強發展涉及稀土金屬之半導體技術及其專利的布局。稀土於磁鐵領

域之應用專利，日系公司(如日立金屬 HITACHI METALS LTD.)擁有釹鐵硼磁材

與製造技術的早期專利且近年即將屆滿，建議國內相關產業可在此基礎上提出改

良方案以提高稀土磁鐵性能，並布局自有專利技術，以取得專利授權談判的優勢。

稀土在醫療領域屬新興應用，專利數量相對較少，台灣企業較有機會布局關鍵專

利，建議產業盡早投入研發提升競爭優勢。 

3. 建立動靜脈產業聯盟合作 

為避免受制於國際原料供應，並強化我國於全球稀土產業之競爭力，建議建

立動、靜脈產業聯盟合作，動脈產業產品用完之回收系統由靜脈產業協助建立回

收及精煉，並可將初步回收系統延伸至海外，在海外處理成可以送回我國之產業

用料，再予精煉成動脈產業所需之稀土原料，以助國內稀土關鍵材料之供應。 

4. 城市礦山妥善運用 建構自主再生循環能量  

台灣雖然無具經濟開發價值之稀土原礦，但有相當數量之廢棄稀土資源(城市

礦山)未能妥善運用。城市礦山的料源主要來自於回收廢棄的電子終端產品，透過

回收再提煉技術，將回收的稀土產品精煉後供下游應用。台灣擁有優良之回收體

系，在相關廢棄資源掌握上，已相當程度之自主，故城市礦山條件已備，且純度

遠高於稀土原礦數百倍以上，故可優先建立稀土綠色循環技術，針對我國現有之

稀土廢棄物進行處理及回用，有效掌握自主廢棄稀土料源，帶動我國自主再生循

環技術產業鏈發展。 

 

財團法人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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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球主要國家關鍵礦產的現況 

一、全球礦產現況簡介 

礦物為十分重要的自然資源，經過數百萬年至幾億年的地質變化而形成，已

知的礦物約有 3,000 種，絕大多數是固態無機物，而固態有機物（如油頁岩、琥

珀）僅佔數十種。在固態礦物中，大多都屬於結晶礦物，只有極少數（如水鋁英

石）屬於非晶質礦物。礦產對全球各國家或區域皆為重要的戰略資源，然而全球

礦產資源分布極不均衡，本章節旨在說明礦產的定義、全球礦產的分布情形，以

及主要礦產的類別與儲量。 

(一) 礦物基本定義 

礦物指於自然環境下產出且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及規則原子排列的均質固

體。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對礦物之基本定義為（一）礦物為天然產生之均質固體，

由單一元素或無機化合物所組成、（二）礦物是由無機作用所生成、（三）構成礦

物之原子或離子都具有一定之排列方式，因此具有一定之內部組織、（四）礦物具

有一定之化學成分與物理性質。 

傳統上礦物的定義中，將由動植物生成的物質排除，然而現今的定義將符合

礦物其他條件的物質皆一併納入，例如牡蠣殼組成成分與霰石成分結構相同，並

且其為均質的固體，因此也被認可為礦物。礦物必須具有一定的化學成分，其成

分並非固定不變，大多數的礦物成分仍多少會隨生成的環境與時間而有所差異，

但都限於一定範圍內，且必須具有規則的原子排列及結晶質的特性。由於各種礦

物具有特定的化學成分與結晶性質，因此有特殊的物理性質（如顏色、光澤、透

光度、條痕等）、原子構造與鍵結性質（習性、韌度、斷口、硬度等）及其他性質

（密度、熱學性質、磁性、放射性、電性等）。由於礦物具有各種物理性質，亦可

作為鑑別礦物種類的指標。 

(二) 全球礦產分布 

礦產資源乃是經過岩漿活動、變質過程、風化侵蝕、沈積搬運或熱液流動等

地質作用，當儲藏於地球內任何一種礦物富集至某個程度，達到經濟或商業上具

有開採價值時，便形成礦產。礦產可分為能源礦產（或稱燃料礦產）和非能源礦

產資源兩大類，能源礦產指的是石油、天然氣、煤炭、鈾礦等（於本報告關鍵礦

產範疇之外），而非能源礦產則涵蓋金屬和非金屬礦產，金屬礦產如金、銀、鉑族

金屬、鋁、銅、鐵、錫、鉛、鋅等，非金屬礦產如石灰岩、長石、石英、鋁土礦、

重晶石、磷灰石等。 

根據奧地利農林環境及水資源經營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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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and water management)最新世界礦產數據報告(World mining data 

2022)，2020 年全球礦產分布圖 1.1 所示，全球總生產量為 172 億噸，若依地域區

分（如圖 1.1(a)），亞洲占比為最高(59.8%)、其次為北美洲(15.4%)、第三位為大洋

洲(7.3%)；若以國家劃分全球前五大礦產生產國，依序為中國、美國、俄羅斯、

澳洲及印度。 

 
資料來源：World mining data 2022 

圖 1.1、2020 年全球礦產生產分布：(a)以洲大陸區分、(b)以國家區分 

於亞洲，中國為全球 31 種礦產的最大生產國，包括 4 種鐵及鐵合金（鉬、

鎢、鈦、釩）、15 種非鐵金屬（鋁、銻、砷、鉍、鎘、鎵、鍺、銦、鉛、汞、稀土

元素、硒、鋅、錫、碲）、1 種稀貴金屬（金）、9 種工業礦物（膨潤土、螢石、石

墨、石膏、菱鎂礦、磷酸鹽、鹽、硫磺、滑石粉）及 2 種燃料礦物（煙煤、焦煤），

但中國的硼酸鹽、鉿、氦氣、鉭、鉑族金屬等資源稀缺。印度具有大量的鐵礦石

和鐵合金，尤其是錳和鉻鐵礦，銅、鋁土礦、鋅、鉛等儲存量大具開採潛力。 

於歐洲，歐盟絕大多數礦產嚴重依賴進口，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和烏克

蘭為鐵礦石的生產大國，俄羅斯則是歐洲少數擁有稀土礦產國家，中國提供歐盟

98%的稀土元素；土耳其提供歐盟 98%的硼酸鹽供應；南非提供歐盟 71%的鉑族

金屬供應。 

於美洲，加拿大是天然氣和磷酸鹽的主要供應國；智利則是全球鋰（排名第

二）和硼酸鹽的主要生產國；美國在硼、矽藻土、金、氦、鋯等礦產的生產和出

口方面具備優勢，但砷、石棉、銫、螢石、鎵、天然石墨、銦、鎂、釩、鈧及部

分稀土等礦產則完全依賴進口。 

於非洲，莫三比克、盧安達、剛果、奈及利亞、衣索比亞、烏干達等非洲國

家則生產全球 65%以上的鉭；南非的鐵礦石和鉑族金屬產量也居世界前列。 

於大洋洲，澳洲為全球礦產的主要生產國之一，包括鋁土礦、鐵礦石、鋰、

金、鉛、鑽石、稀土元素、鈾和鋅等。另外，澳洲亦擁有大量的鈦鐵礦、鋯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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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紅石礦床。 

(三) 主要礦產類別及儲量 

礦產一般可分為能源礦產和非能源礦產，亦可根據不同研究角度訂定礦產資

源分類體系。根據礦產的成因和形成條件，可分為內生礦產、外生礦產和變質礦

產；根據礦產的物質組成和結構特性，可分為無機礦產和有機礦產；根據礦產的

產出形態，可分為固體礦產、液體礦產和氣體礦產；根據礦產特性及其主要用途，

可分為能源礦產、金屬礦產、非金屬礦產和水氣礦產(孫鴻烈，1998)。本節主要根

據奧地利農林環境及水資源經營部最新世界礦產數據報告(World mining data 

2022)，將礦產類別分為燃料礦物、鐵及鐵合金、非鐵金屬、稀貴金屬、工業礦物

等 5 大類，每種類別之細項分類如下： 

1. 燃料礦物 

鍋爐煤（無煙煤和次煙煤）、焦煤、褐煤、天然氣、石油、油砂、頁岩油、

鈾。 

2. 鐵及鐵合金 

鐵、鉻、鈷、錳、鉬、鎳、鈮、鉭、鈦、鎢、釩。 

3. 非鐵金屬 

鋁、銻、砷、鋁土礦、鈹、鉍、鎘、銅、鎵、鍺、銦、鉛、鋰、汞、稀土

元素、錸、硒、碲、錫、鋅。 

4. 稀貴金屬 

金、鉑族金屬（鈀、鉑、銠）、銀。 

5. 工業礦物 

石棉、重晶石、膨潤土、硼礦物、金剛石、矽藻土、長石、螢石、石墨、

石膏和硬石膏、高嶺土、菱鎂礦、珍珠岩、磷酸鹽岩、鉀鹽、鹽、硫、滑

石（包括滑石和葉蠟石）、蛭石、鋯石。 

由於燃料礦物不在本研究報告範疇中，表 1.1 為主要礦產儲存量最新數據(歐

盟 2020 年關鍵礦產清單中之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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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主要礦產儲量（歐盟 2020 年關鍵礦產清單） 

礦產名稱 儲存量（噸）  礦產名稱 儲存量（噸） 

銻 >2,000,000  天然石墨 320,000,000 

重晶石 N/A1  天然橡膠 N/A 

鋁土礦 32,000,000  鈮 >17,000,000 

鈹 N/A  磷酸鹽岩 71,000,000 

鉍 N/A  磷 N/A 

硼酸鹽 N/A  鈧 N/A 

鈷 7,600,000  金屬矽 N/A 

焦煤 N/A  鍶 N/A 

螢石 320,000  鉭 N/A 

鎵 N/A  鈦 750,0003 

鍺 N/A  鎢 3,700,000 

鉿 N/A  釩 24,000,000 

銦 N/A  鉑族金屬 70,000,000 

鋰 22,000,000  重稀土及輕

稀土元素 120,000,000 
鎂 7,200,0002  

註：1 N/A：無數據；2氧化鎂；3鈦精礦 

資料來源：USGS (2022)，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 

 

二、關鍵礦產之重要性 

關鍵礦產為國際上近年提出的新概念(Gulley et al., 2018)，指的是一個國家或

地區嚴重依賴進口的礦產，對於合金材料、新能源、航太、國防及通訊等新興產

業具有不可替代重大用途，能源轉型亦將刺激全球潔淨能源與關鍵礦產需求成長，

因此關鍵礦產具有一定程度的戰略價值（芮嘉瑋，2022）。 

(一) 關鍵礦產基本定義原則 

目前國際上並沒有統一的關鍵礦產定義。由於被認定為關鍵礦產的資源往往

是一個國家嚴重依賴進口的礦產，因此關鍵礦產的清單因國家而異。歐盟、美國、

日本、中國等國從經濟安全、產業升級、供應風險等方面制定，分別提出了「關

鍵材料(Critical materials)」、「關鍵礦物(Critical minerals)」、「重要稀有金屬」、「戰

略性礦產」等概念。 

儘管名稱和清單總類有所差異，各國對戰略性礦產資源的認定均基於以下三

個標準：一是具有經濟和戰略重要性；二是對工業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意義；三是

具有較高的進口依賴度、較低的替代性和較高的供應風險。 

與供應相對寬鬆的燃料礦產不同，全球關鍵礦產資源儲量有限，每種礦產的

市場規模、價格和產地均不同，其礦產之生產和加工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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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純電動汽車需要搭載很大的鋰離子電池，用於生產鋰離子電池的稀有金屬

鈷的產地主要集中在剛果，其占全球產量的 59%；作為特用鋼生產必不可少的鎢、

用於鋰離子電池生產和半導體加工的螢石生產被中國主導；美國則壟斷全球 70%

以上的鈹和氦氣生產，鈹主要應用於電子通訊、汽車、航空和國防領域。 

近年來世界各國民眾不斷增強的環保意識對於礦產品供給形成重要約束。過

去許多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缺乏管控出口關鍵礦產的意識，然而越來越多國家

開始從原材料出口轉向利用國內資源生產半成品或成品，因此關鍵礦產的管控對

國家長遠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其開採和出口政策調整將影響全球關鍵礦產

資源的競爭。 

(二) 關鍵礦產之產業應用 

關鍵礦產資源廣泛運用於人類的生活中，包括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傳統產

業和新興產業之區分其實並無明確的定義，過去於 1990 年代起，我國產業發展

從製造業轉向為高科技產業，故開始有傳統產業（製造業）與非傳統產業之區隔。

一般來說，傳統產業泛指民生、化學、金屬機械、石油、陶瓷、玻璃、非知識密

集服務業及農林業等。若以世界主要國家皆列入關鍵礦產清單中的稀土為例，稀

土已被廣泛應用於冶金、機械、石油、化工、玻璃、陶瓷、紡織、皮革及農漁牧

等傳統產業。 

相較傳統產業，非屬傳統產業的範疇則包括高級材料工業（高級纖維材料、

高科技紡織品）、生醫及特用化學品工業（醫療保健、製藥、特用化學品等）、綠

色技術工業、奈米技術工業、技術服務業（含生物技術與製藥業技術服務等）、精

密機械設備工業、航太工業、高級材料工業、技術服務業（含自動化或電子化工

程服務等）、3C 工業、精密電子元件工業、技術服務業（含數位內容產品及服務

等）。在我國政府已宣示將與世界各國一同邁向 2050 淨零碳排的決心，因應碳中

和、負碳技術、綠色低碳技術發展的挑戰，關鍵礦產於新興產業將扮演重要角色，

特別是應用於潔淨能源、電動車供應鏈、儲能裝置與碳捕捉技術等，包括風力發

電機組和電動汽車的永磁材料、螢光燈、發光二極體(LED)、太陽能板、觸媒轉換

器、燃料電池和車輛輕量化。另外，關鍵礦產於半導體產業上的應用，包括先進

製程、IC 面板、晶圓、第三代半導體等亦至關重要。 

三、主要國家關鍵礦產之最新現況 

目前國際社會尚缺乏對戰略性礦產資源的統一界定，因此關鍵礦產的清單因

國家而異。Graedel 等人提出目前公認最全面的關鍵礦產量化評估方法(Graedel et 

al., 2012)，此評估方法主要考量三個主要因素，包括供應風險、供應限制的脆弱

度和環境影響。本質上，此法為確定供應中斷的可能性、供應中斷的影響，以及

供應礦物的環境影響，並可考慮擴展至以下貢獻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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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礦產是否用於重要技術或應用。 

2. 在其主要應用中被其他礦物替代的難易程度（替代材料）。 

3. 是否被大部分人口使用。 

4. 被審查的國家或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依賴進口供應。 

5. 礦產供應是否來自少數供應國或控制市場的公司。 

6. 這些國家是否具有政治穩定或曾經有對其他國家限制出口的歷史。 

7. 礦產資源是否有限。 

8. 如果礦物是作為副產品生產的，表示此礦物的生產相較需求而言較缺乏彈  

性。 

9. 礦產整體市場的規模，因為小市場導致供需動態的不確定性較大，價格波 

動較大。 

儘管名稱和清單總類有所差異，各國對戰略性礦產資源的認定均基於以下三

個標準：一是具有經濟和戰略重要性；二是對工業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意義；三是

具有較高的進口依賴度、較低的替代性和較高的供應風險。 

(一) 美國 

美國內政部的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於 2018 年

公布第一個關鍵礦產清單，共有 35 種關鍵礦產。於 2022 年 2 月發布 2022 年最

新的關鍵礦產清單，主要是根據 2020 年能源法案(Energy Act 2020)將關鍵礦產定

義為：(1)對美國經濟或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礦物、元素、物質或材料；(2)其供應

鏈易受中斷（包括與外國政治風險、需求突然增長、軍事衝突、暴力騷亂、反競

爭或保護主義行為，以及整個供應鏈的其他風險相關的限制）；(3)在產品製造中

發揮重要作用（包括能源技術、國防、貨幣、農業、消費電子和醫療保健相關應

用），如果缺少這些關鍵礦產，將對經濟或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另外，2020 年

能源法案亦進一步規範關鍵礦產須排除以下三點：(1)燃料礦物；(2)水、冰或雪；

(3)沙子、礫石、石頭、浮石、煤渣和黏土等。相較於 2018 年的關鍵礦產清單，

2022 年最新的關鍵礦產清單共增加 15 種，新增加的項目主要是將稀土元素和鉑

族金屬拆分為單獨的項目，而非原先將其認定為整個礦物群。另外，新增加鎳和

鋅，並將氦、鉀、錸及鍶移出關鍵礦產清單中，因為它們不符合定量閾值，且在

供應鏈中不存在單點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 SPOF)，這 3 種商品的貿易風險

都非常高，但中斷的可能性很低；氦亦不符合任何評估標準，USGS 指出美國是

全球領先的氦生產國和淨出口國，因此供應鏈中斷可能性極低。 

依據 2020 年能源法案指引，美國內政部必須至少每三年進行審查和更新關

鍵礦產清單，包括更新用於辨識潛在關鍵礦產的方法，採取發布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的方式進行機構間反饋和公眾評論，以確定最終關鍵礦產清單。2022 年

關鍵礦產清單雖然名為最終清單，但並非是永久指定礦產之關鍵性，而是會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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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式更新的動態清單，以反應有關供應、需求、生產集中度和政策優先性的當

前數據。為了有效評估關鍵礦產，USGS 於 2021 年 5 月更新關鍵礦產清單評估方

法，改以定量評估、定性評估、單點故障三種途徑對 2018 年關鍵礦產清單進行審

查，分別說明如下： 

1. 定量評估： 

根據 2020 年發布的「評估美國製造業供應風險方法」，評估可能發生的國外

供應中斷風險，生成初始關鍵礦產清單的原始指標，並依此建立客觀標準的定量

閾值，以確定應建議哪些商品應列入關鍵礦產。定量評估主要聚焦在三面向：一

是國外供應中斷的可能性(supply disruption)（即生產國的政治穩定性、安全性、

基礎設施的充足性、貿易條約、法規、稅收等）、二是美國製造業對國外供應的貿

易風險(trade exposure)（即進口依賴性、實際消費、對外依賴性等）、三是美國製

造業於供應中斷時的經濟脆弱度 (economic vulnerability)（即在本土製造、國民經

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礦產，如新能源汽車需稀土材料等）。 

2. 定性評估： 

主要針對缺乏必要量化數據的礦物元素，如稀土材料（鉺、銪、釓、鈥、鎦、

鋱、銩、鐿等）即採用定性評估方法。 

3. 單點故障評估： 

針對美國國內供應之原材料供應鏈，是否只有一家國內生產商的礦產品為標

準，若是只有一家國內生產商，即被確定為具有單點故障的可能性，將自動推薦

列入關鍵礦產清單。 

依據上述關鍵礦產清單之定量評估方法，USGS 於 2021 年之關鍵礦產量化評

估草案清單如圖 1.2 所示。關鍵礦產對於低碳技術、新能源汽車、軍事、航太等

發展密切相關，例如：鎵被用於製造半導體和太陽能電池、釹被用於製造釹鐵硼

永磁材料等。另外，拜登政府對供應鏈的 100 天審查(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將與澳洲和中國等國協調對鎳精鍊

能力的投資定為優先事項。根據這份為期 100 天的評估報告，未來 3 到 7 年內，

電池材料製造商所需的高純度鎳可能會出現嚴重短缺。該文件還提出了圍繞高純

度鎳制定策略的緊迫性。由於美國僅有一家生產結晶硫酸鎳的精鍊廠營運中，因

此於製造不鏽鋼、超耐熱合金和充電電池的鎳被歸類於單點故障分析中。主要用

於冶金生產鍍鋅鋼的鋅則被列入關鍵礦產清單，因為全球礦山和冶煉廠的生產日

益集中，以及定量評價標準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使鋅超過臨界值。美國 2022 年關

鍵礦產最終清單之主要生產國及關鍵應用整理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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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assar, N. T., & Fortier, S. M. (2021); 趙燊、汪鵬、王路、陳瑋、陳偉強 (2022) 

圖 1.2、2021 年美國關鍵礦產評估草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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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022 年美國最終關鍵礦產清單及其主要生產國及關鍵應用 

關鍵礦產 主要生產國 關鍵應用 

鋁 中國 飛機、電纜、輕合金，幾乎可用於所有經濟活動 

銻 中國 鉛酸電池和阻燃劑 

砷 中國 半導體和微波通訊 

重晶石 中國 石油等碳氫化合物生產 

鈹 美國 衛星通訊、航太合金和國防工業中用合金 

鉍 中國 醫學、製藥和原子研究 

鈰 中國 觸媒轉換器、陶瓷、玻璃、冶金和拋光化合物 

銫 加拿大 醫療應用、夜視鏡、科學研究 

鉻 南非 噴射引擎用合金、不鏽鋼和其他合金 

鈷 剛果 噴射引擎用合金、充電電池和超耐熱合金 

鏑 中國 永磁材料、數據儲存器和雷射 

鉺 中國 光纖、光學放大器、雷射和玻璃著色劑 

銪 中國 螢光粉和核控制棒 

螢石 中國 製造鋁材、水泥、鋼鐵、汽油和含氟化學品 

釓 中國 核磁共振成像、永磁材料和煉鋼 

鎵 中國 雷達、發光二極體和太陽能電池 

鍺 中國 光纖和紅外線夜視應用 

石墨 中國 潤滑劑、電池、防彈衣和燃料電池 

鉿 法國 核控制棒、合金、高溫陶瓷和噴射引擎熱阻塗層 

鈥 中國 永磁材料、核控制棒、金屬鹵素燈添加劑和雷射 

銦 中國 液晶顯示器 

銥 南非 電催化陽極塗層、觸媒和噴射引擎用高溫合金 

鑭 中國 鎳氫電池、觸媒、陶瓷、玻璃、拋光劑和冶金 

鋰 澳洲 可充電電池和航太用合金 

鎦 中國 醫學成像、科學研究和核應用 

鎂  中國 航太用合金和還原金屬 

錳 南非 鋁、鋼生產和輕合金 

釹 中國 永磁材料、醫療和工業雷射 

鎳 印尼 不鏽鋼、超耐熱合金、觸媒和可充電電池 

鈮 巴西 國防用鋼和超耐熱合金 

鈀 俄羅斯 觸媒、觸媒轉換器和噴射引擎用高溫合金 

鉑 南非 觸媒轉換器和噴射引擎用高溫合金 

鐠 中國 永磁材料、觸媒、電池、航太合金、陶瓷和著色劑 

銠 南非 觸媒轉換器、噴射引擎用高溫合金、觸媒和電器元件 

銣 加拿大 醫療應用、夜視鏡和科學研究 

釕 南非 觸媒、片式電阻器和噴射引擎用高溫合金 

釤 中國 永磁材料、核反應堆的吸收劑、雷射材料和癌症治療 

鈧 中國 輕合金、陶瓷和燃料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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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礦產 主要生產國 關鍵應用 

鉭 剛果 電容和超高溫合金 

碲 中國 紅外線設備、太陽能電池和超耐熱合金 

鋱 中國 永磁材料、光纖、雷射和固態電子元件 

銩 中國 高溫超導材料、雷射介質材料 

錫 中國 焊料、平板顯示器 

鈦 澳洲 白色顏料、噴射引擎和機身用合金 

鎢 中國 耐磨金屬和噴射引擎用合金 

釩 中國 噴射引擎和機身用合金 

鐿 中國 光纖、雷射材料、觸媒和冶金 

釔 中國 顯示器、超導體、超耐熱合金、陶瓷、螢光粉和冶金 

鋅 中國 冶金生產鍍鋅鋼和合金 

鋯 澳洲 噴射引擎熱阻塗層和耐腐蝕合金 

資料來源：Nassar, N. T., & Fortier, S. M. (2021); USGS (2022) 

美國除了重新訂定評估關鍵礦產方法及制定關鍵礦產最終清單外，亦透過制

定相關策略及計畫，以因應低碳、脫碳技術開發及環境永續發展，以下說明美國

近年提出之關鍵礦產相關策略。 

1. 關鍵材料策略 

美國能源署於 2010 年制定關鍵材料策略(Critical materials strategy, 2010)，包

括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數據收集、生產許可、財稅補貼措施、儲備、回收再利

用、教育和外交等 8 大類項目和政策，以因應整個供應鏈中可能發生的風險和限

制。此策略中還包括對相關項目進行資助、補貼和獎勵措施，例如：對於發展太

陽能、LED 照明、風力發電機組和電動汽車製造等，實行貸款擔保計畫和稅收減

免計畫。此外，美國能源署近期亦發布「支持國內關鍵礦產和材料供應鏈的策略

(2021-2031)」(U.S. Department of Energy's Strategy to Support Domestic Critical 

Mineral and Material Supply Chains, 2021-2031)，將持續於供應鏈多樣化、開發替

代品及改進再利用和回收等三大面向投入資源及開發，遂提出以下策略： 

(1)推動科學創新技術，確保關鍵礦產和材料供應鏈的彈性和安全性，不依賴   

  外國競爭對手的資源和加工技術。 

      目標 1.1：協調持續的研發活動和能力。 

      目標 1.2：制定協調的研發路徑圖。 

      目標 1.3：透過公私夥伴關係確定未來的研發機會。 

      目標 1.4：確定與跨機構和國際合作夥伴於技術研發的潛在合作機會。 

(2)促進和支持私營部門採用永續的本土關鍵礦產和材料供應鏈，並提升其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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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2.1：協調正在進行的技術轉型。 

      目標 2.2：開發有助於改善採用率和容量的未來機會。 

      目標 2.3：參與及支持相關關鍵利益者。 

      目標 2.4：啟用技術移轉機制。 

(3)建立長期礦產和材料創新生態系統，培養新的能力，以緩解未來關鍵礦產 

  和材料供應鏈可能面臨的挑戰。 

      目標 3.1：開發穩健的關鍵性分析框架。 

      目標 3.2：改善且實現關鍵礦產和材料礦床繪製圖。 

      目標 3.3：培養美國本土的關鍵礦產和材料開發勞動力。 

(4)國際合作伙伴、盟友及其他聯邦機構共同協調，使全球供應鏈多樣化， 

  並確保採用永續的採礦和加工技術。 

      目標 4.1：加强國際交流，促進多邊會談。 

      目標 4.2：跨部門協調。 

      目標 4.3：與國際伙伴合作，建立全球統一標準。 

2. 國家鋰電池藍圖(2021-2030) 

2021 年 6 月美國發布國家鋰電池藍圖(2021-2030)，至 2030 年前，美國及其

合作夥伴將建立一個安全的電池材料和技術供應鏈，支持美國長期的經濟競爭力

和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以實現脫碳及滿足國家安全需求。於此藍圖中訂定關鍵

材料獲取、替代品開發、產業激勵、回收再利用及人員培訓等 5 大目標，制定鼓

勵美國本土礦業開發、加強合作、擴大技術創造力及加強人員培訓等 6 項措施。 

3. 關鍵礦產測繪計畫(Critical Minerals Mapping Initiative, CMMI) 

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國家地質機構於 2019 年聯合啟動關鍵礦產測繪計畫，

三個國家的地質調查機構以關鍵礦產為核心，開發關鍵礦產的全球數據資料庫、

關鍵礦產系統分類，以及關鍵地質標準。透過整合三個國家於地質科學調查研究

量能，推進關鍵礦產科學的發展，以利於瞭解已知的關鍵礦產資源、確定關鍵礦

產分布，並且透過潛在關鍵礦產分布圖確定可能的新礦區，建立一個共享的關鍵

礦產資訊平台，以減少突發事件或資源中斷的風險，保障關鍵礦產的安全和可靠

供給。 

4. 關鍵礦產永續發展計畫 

美國於 2020 年重新命名稀土回收可行性計畫為「關鍵礦產永續發展計畫」，

主要針對煤炭、煤基資源、礦井廢水提取、分離、回收稀土元素及關鍵材料的技

術進行研發，另外亦發展驗證本土小型及中型試驗規模的回收關鍵材料設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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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每天生產 1-3 噸的高純度稀土氧化物為目標，最終目標為建立本土供應鏈，

減少對國外資源依賴，增強關鍵礦產安全保障。 

(二) 歐盟 

對於歐盟實現綠色協議而言，獲取資源是一項戰略安全議題，目前全球對資

源（能源、食品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帶給地球巨大的壓力，為了獲取資源所進

行的經濟活動，造成全球近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超過 90%的生物多樣性損

失和水資源負荷。此外，擴大循環經濟規模對於實現 2050 碳中和至關重要，並同

時將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脫鉤，因此獲得資源及保持其永續性對歐盟極其關鍵。

實現資源安全需要採取行動使主要和次要供應來源多樣化，減少單一供應的依賴

並提高資源效率和循環性，包括永續產品設計。除此之外，COVID-19（新冠肺炎）

所導致的經濟衰退，顯示目前全球的資源供應鏈深受影響且造成相當大的破壞。 

為了加速經濟復甦和長期產業轉型，歐盟於 2020 年 9 月發布 30 種關鍵礦產

與其來源生產國清單，並提出關鍵礦產的安全和永續供應的挑戰 (Critical Raw 

Materials Resilience: Charting a Path towards greater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2020)。於此之前，歐盟自 2011 年起開始每 3 年發布一次關鍵礦產清單，2011 年

為 14 種，2014 年為 20 種，2017 年為 27 種，2020 年歐盟最新的關鍵礦產清單共

有 30 種。調整的依據是根據每種關鍵礦產的戰略地位、供給風險指數、經濟指數

重要性來衡量。根據歐盟成員國的需求，2020 年實際評估的關鍵礦產和其他材料

為 83 種（如表 1.3），經評估確定為歐盟成員國所需的關鍵礦產有 30 種。 

表 1.3、2020 年歐盟關鍵礦產評估的候選礦產與其他原材料 

評估項目 候選礦產與其他原材料 

工業和建築礦產 骨料、重晶石、膨潤土、硼酸鹽、矽藻土、長石、螢石、

石膏、高嶺土、石灰石、菱鎂礦、天然石墨、珍珠岩、磷

酸鹽岩、磷、鉀、二氧化矽、砂石、硫磺、滑石 

鐵和鐵合金金屬 鉻、鈷、錳、鉬、鎳、鈮、鉭、鈦、鎢、釩 

稀貴金屬 金、銀、鉑族金屬（銥、鈀、鉑、銠、釕） 

稀土元素 鑭、鈰、鐠、釹、鉕、釤、銪、釓、鋱、鏑、鈥、鉺、銩、

鐿、鎦、鈧、釔 

其他有色金屬 鋁、銻、砷、鈹、鉍、鎘、銅、鎵、鍺、金、鉿、銦、鉛、

鋰、鎂、錸、硒、金屬矽、銀、鍶、碲、錫、鋅、鋯 

生物及其他原材料 天然軟木、天然橡膠、天然柚木、鋸材、焦煤、氫和氦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2020 年的關鍵礦產評估方法與 2017 年相同，使用不包括英國的歐盟最近完

整 5 年期間的數據平均值，相較先前的關鍵礦產評估，2020 年更仔細地研究價值

鏈中的關鍵性萃取和加工。歐盟用於確定其關鍵礦產的兩個主要參數是經濟重要

性和供應風險，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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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重要性： 

詳細考察基於工業應用的原材料到最終應用的分配對歐盟經濟之重要性，以

及在歐洲產業經濟活動統計分類(NACE, Rev.2)中相應歐盟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經

濟重要性透過與個別應用替代品的技術及成本表現相關的替代指數(Substitution 

index of economic importance)進行校正。 

2. 供應風險： 

關注全球初級原材料生產和向歐盟採購的國家層面的集中度、供應國的治理

績效和貿易面，包括環境、回收再利用（即二級原材料）的貢獻、替代、歐盟進

口依賴第三國的貿易限制等，因此可有效反應歐盟材料供應中斷的風險。根據歐

盟進口依賴性(Import reliance, IR)，按比例考慮兩組生產國，分別為全球供應商和

歐盟採購原材料的國家。供應風險於材料的瓶頸階段（萃取或加工）進行測量，

此為歐盟最高等級的供應風險。另外，使用替代和回收材料被認為是降低風險的

措施。 

此關鍵礦產評估清單可作為支持歐盟政策制定的有利工具，歐盟委員會在談

判貿易協定或尋求消除貿易扭曲時會考慮此清單。此清單有助於確定投資需求，

並作為歐盟展望 2020 計畫(EU’s Horizon 2020)、歐洲展望計畫(Europe Horizon)及

其他國家級計畫下的指引，特別是在採礦、替代和回收材料等方面的創新技術發

展。2020 年的關鍵礦產清單的 30 種材料中，鋁土礦、鋰、鈦和鍶首次被列入清

單。就供應集中度而言，氦氣仍然存在供應風險，但由於其經濟重要性下降，氦

已從 2020 年的關鍵清單中移除。鑑於氦與一系列新興數位應用的相關性，歐盟

委員會將繼續密切監測氦的供應及使用情形。此外由於鎳與電池原料需求增長相

關，雖然鎳未被納入 2020 年的清單中，但歐盟委員會亦將密切監測鎳。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圖 1.3、歐盟關鍵礦產的主要供應國分布      

由歐盟關鍵礦產的主要供應國分布（如圖 1.3）及關鍵礦產來源清單（如表

俄羅斯
鈀* 

40%

*全球產量佔比

美國
鈹* 88%

墨西哥
螢石* 25%

巴西
鈮 85%

智利
鋰 78%

南非
銥* 92%

鉑* 71%

銠* 80%

釕* 93%

剛果
鈷 68%

鉭 36%

幾內亞
鋁土礦 64%

摩洛哥
磷酸鹽岩 24%

西班牙
鍶 100%

法國
鉿 84%

銦 28%

挪威
金屬矽

30%

芬蘭
鍺 51%

土耳其
銻 62%

硼酸鹽 98%

哈薩克
磷 71%

印尼
天然橡膠

31%
澳洲

焦煤 24%

中國
重晶石 38%

鉍 49%

鎂 93%

天然石墨 47%

鈧* 66%

鈦* 45%

鎢* 69%

釩* 39%

輕稀土 99%

重稀土 98%

德國
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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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可得知部分關鍵礦產供應仍為高度集中，例如，歐盟 98%的稀土元素採購

自中國、98%的硼酸鹽來自土耳其、71%的鉑族金屬及高比例的銥、銠及釕來自

南非，鉿和鍶則是依靠單一的歐盟公司供應。此外其他幾個國家於特定關鍵礦產

的歐盟供給亦佔有高比例，例如，巴西（鈮）、智利（鋰）及墨西哥（螢石）。 

表 1.4、歐盟關鍵礦產與原材料來源清單 

關鍵礦產

與原材料 

階段 全球主要生產國 歐盟主要採購國 進 口

依 賴

程 度 

回 收

投 入

率 

應用 

銻 萃取 中國(74%)、塔吉

克(8%)、俄羅斯
(4%) 

土耳其(62%)、玻

利維亞(20%)、瓜

地馬拉(7%) 

100% 28% 阻燃劑、國防

應用、鉛酸電

池 

重晶石 萃取 中國(38%)、印度

(12%)、摩洛哥
(10%) 

中國(38%)、摩洛

哥(28%)、其他歐

盟國家(15%)、德

國 (10%) 、 挪 威

(1%) 

70% 1% 醫藥、輻射防

護、化學應用 

鋁土礦 萃取 澳洲(28%)、中國

(20%) 、 巴 西
(13%) 

幾內亞(64%)、希

臘 (12%) 、 巴 西

(10%)、法國(1%) 

87% 0% 生產鋁 

鈹 萃取 美國(88%)、中國

(8%)、馬達加斯

加(2%) 

  0% 電子通訊設

備、汽車、航

太、國防 

鉍 加工 中國(85%)、寮國

(7%) 、 墨 西 哥
(4%) 

中國(93%) 100% 0% 醫藥、動物飼

料、製藥、低

熔點合金 

硼酸鹽 萃取 土耳其(42%)、美

國 (24%)、智利
(11%) 

土耳其(98%) 100% 1% 高性能玻璃、

化肥、永磁材

料 

鈷 萃取 剛果(59%)、中國

(7%) 、 加 拿 大
(5%) 

剛果(68%)、芬蘭

(14%) 、 圭 亞 那
(5%) 

86% 22% 電池、超耐熱

合金、觸媒、

磁鐵 

焦煤 萃取 中國(55%)、澳洲

(16%)、俄羅斯
(7%) 

澳洲(24%)、波蘭

(23%) 、 美 國

(21%)、捷克(8%)、

德國(8%) 

62% 0% 煉鋼用焦炭、

碳纖維、電極 

螢石 萃取 中國(65%)、墨西

哥 (15%)、蒙古

(5%) 

墨西哥(25%)、西

班牙(14%)、南非

(12%)、保加利亞

(10%)、德國(6%) 

66% 1% 鋼鐵製造、冷

凍空調、鋁製

造及其他冶

金 

鎵 加工 中國(80%)、德國 德國(35%)、英國 31% 0% 半導體、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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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礦產

與原材料 

階段 全球主要生產國 歐盟主要採購國 進 口

依 賴

程 度 

回 收

投 入

率 

應用 

(8%) 、 烏 克 蘭
(5%) 

(28%) 、 中 國

(27%) 、 匈 牙 利
(2%) 

能電池 

鍺 加工 中國(80%)、芬蘭

(10%)、俄羅斯
(5%) 

芬蘭(51%)、中國

(17%)、英國(11%) 

31% 2% 光纖、紅外

光、衛星太陽

能電池、觸媒 

鉿 加工 法國(49%)、美國

(44%)、俄羅斯
(3%) 

法國(84%)、美國

(5%)、英國(4%) 

0% 0% 超耐熱合金、

核控制棒、耐

火陶瓷 

銦 加工 中國(48%)、南韓

(21%)、日本(8%) 

法國(28%)、比利

時 (23%) 、 英 國

(12%) 、 德 國

(10%) 、 義 大 利
(5%) 

0% 0% 平板顯示器、

太陽能電池、

焊料 

鋰 加工 智利(44%)、中國

(39%)、阿根廷
(13%) 

智利(78%)、美國

(8%)、俄羅斯(4%) 

100% 0% 電池、玻璃、

陶瓷、鋼鐵、

鋁冶金 

鎂 加工 中國(89%)、美國
(4%) 

中國(93%) 100% 13% 汽車、電子、

建築用輕質

合金、脫硫劑 

天然石墨 萃取 中國(69%)、印度

(12%)、巴西(8%) 

中國(47%)、巴西

(12%)、挪威(8%)、

羅馬尼亞(2%) 

98% 3% 電池、煉鋼用

耐火材 

天然橡膠 萃取 泰國(33%)、印尼

(24%)、越南(7%) 

印尼(31%)、泰國

(18%)、馬來西亞

(16%) 

100% 1% 輪胎、機械和

家庭用品的

橡膠零件 

鈮 加工 巴西(92%)、加拿

大(8%) 

巴西(85%)、加拿

大(13%) 

100% 0% 高強度鋼和

超耐熱合金、

電容、超導磁 

磷酸鹽岩 萃取 中國(48%)、摩洛

哥 (11%)、美國
(10%) 

摩洛哥(24%)、俄

羅斯(20%)、芬蘭
(16%) 

84% 17% 礦物肥料、磷

化合物 

磷 加工 中國(74%)、哈薩

克 (9%) 、 越 南
(9%) 

哈薩克(71%)、越

南 (18%) 、 中 國
(9%) 

100% 0% 化學應用、國

防 

鈧 加工 中國(66%)、俄羅

斯(26%)、烏克蘭
(7%) 

英國(98%)、俄羅

斯(1%) 

100% 0% 固體氧化物

燃料電池、輕

質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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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礦產

與原材料 

階段 全球主要生產國 歐盟主要採購國 進 口

依 賴

程 度 

回 收

投 入

率 

應用 

金屬矽 加工 中國(66%)、美國

(8%)、挪威(6%)、

法國(4%) 

挪威(30%)、法國

(20%) 、 中 國

(11%)、德國(6%)、

西班牙(6%) 

63% 0% 半導體、太陽

能光電、電子

元件、矽氧樹

脂 

鍶 萃取 西班牙(31%)、伊

朗 (30%)、中國
(19%) 

西班牙(100%) 0% 0% 陶瓷磁鐵、鋁

合金、醫學、

煙火 

鉭 萃取 剛果(33%)、盧安

達 (28%)、巴西

(9%) 

剛果(36%)、盧安

達 (30%) 、 巴 西

(13%) 

99% 0% 電子設備、電

容、超耐熱合

金 

鈦 加工 中國(45%)、俄羅

斯 (22%)、日本
(22%) 

 100% 19% 航空、航太和

國防等輕質

高強度合金 

鎢  加工 中國(69%)、越南

(7%)、美國(6%)、

奧地利(1%)、德

國(1%) 

  42% 合金、研磨切

割、採礦工具 

釩 加工 中國(55%)、南非

(22%)、俄羅斯
(19%) 

  2% 航太、觸媒、

核反應堆的

高強度合金 

鉑族金屬 加工 南非(84%)：銥、

鉑、銠、釕 

俄羅斯(40%)：鈀 

 100% 21% 化學和汽車

觸媒、燃料電

池、電子應用 

重稀土 加工 中國(86%)、澳洲

(6%)、美國(2%) 

中國(98%)、其他

非歐盟國家(1%)、

英國(1%) 

100% 8% 電動車馬達、

永磁材料、照

明螢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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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礦產

與原材料 

階段 全球主要生產國 歐盟主要採購國 進 口

依 賴

程 度 

回 收

投 入

率 

應用 

輕稀土 加工 中國(86%)、澳洲

(6%)、美國(2%) 

中國(99%)、英國
(1%) 

100% 3% 觸媒、電池、

玻璃、陶瓷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為達成碳中和，電動車和儲能電池的發展將使特定關鍵礦產用量倍增，例如，

2030 年與目前整個歐盟的供應量相比，將增長 18 倍的鋰和 5 倍的鈷用量；2050

年，將增長近 60 倍的鋰和 15 倍的鈷用量；用於永磁材料的稀土，將增長 10 倍

的用量。另外，新冠肺炎危機導致世界許多區域或國家重新審視其供應鏈，特別

是在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供應來源為高度集中且供應中斷風險較高的地區。提高

關鍵供應鏈的彈性對於確保潔淨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至關重要。 

歐盟將採取相關行動策略，確保原材料的安全、可永續供應，並結合企業、

地方和國家當局以及歐盟組織的力量，因此歐盟制定關鍵原材料行動計畫如下： 

1. 開發彈性的歐盟工業生態系統價值鏈。 

2. 透過循環利用資源、可永續產品和創新來減少對主要關鍵原材料的依賴。 

3. 在歐盟加強可持續和負責任的國內原材料採購和加工。 

4. 透過來自第三國的永續採購使供應多樣化，加強基於規則的原材料開放貿易， 

並消除對國際貿易的扭曲。 

(三) 日本 

日本為大量仰賴進口化石燃料及稀有金屬的國家，為了因應中國提出的稀土

管制政策，日本於 2009 年首次制定「稀有金屬確保戰略」，包括確保海外資源、

替代材料開發、回收和儲備等四面向策略，2012年則進一步制定「資源確保戰略」、

「礦產資源確保戰略」，分為國內及海外保障措施，包括稀有金屬儲備、資源節約

/替代材料開發、促進循環回收再利用、海洋資源開發，以及促進確保海外資源（如

圖 1.4）。2014 年提出以安全(safety)為前提，為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energy security)、

實現最高的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提高環境要求(environment)的 3E+S 原

則下的「能源基本計畫」。 

日本政府因應稀有金屬於電動車、風力發電等負碳技術及半導體產業發展下，

可預見未來與歐美和中國或其他新興國家間的資源取得競爭將加劇，確保稀有金

屬的穩定供給將成為一個關鍵因素。產業活動具重要性的部分稀有金屬，伴隨電

動車或再生能源設備機器等的普及，以及實現淨零碳排社會的目標，未來需求亦

逐漸增加。以具代表性的金屬鈷為例，鈷的生產開採有近六成集中在剛果，再加

上中間煉製加工有六成來自中國，未來亦將往寡頭壟斷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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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 (2018) 

圖 1.4、日本礦產資源安全保障政策 

此外於未來電動車普及下永磁材料應用所需的稀土金屬將大幅增加，受到新

冠肺炎之影響，目前日本每年仍有近六成的相關金屬進口需依賴中國的風險再次

突顯。有鑒於 2010 至 2011 年所發生的稀土衝擊等的經驗，有必要根據特定國家

寡頭壟斷現狀對日本供應鏈的影響採取應對措施。因此日本於 2020 年 3 月，以

3E+S 的原則下，推出「新國際資源戰略」，詳細說明如下： 

1. 制定各種金屬礦產的戰略性確保資源方針 

由資源分配不均、國家風險、需求特性等參數，將各種金屬的風險數值化後

分類，同時根據各種金屬的特性，整理應列為重點之政策工具（支持上游權益保

障、適切的儲備、推廣回收等），促進戰略性確保資源方針。 

2. 促進供給來源多元化 

根據近年國際情勢變化，為加強保障上游權益，支持日本企業爭取機會參與

自金屬礦物的開採事業分離設立之獨立煉製所，或從探勘項目轉向開發項目等相

關事項。此外對個別專案執行嚴格審查或管理為前提，為使制度運用更具彈性化，

將簡化貸款擔保案件的審查流程。 

3. 透過審查儲備制度等強化安全性 

關於稀有金屬儲備制度，考量生產國家的政治情勢或依賴度、需求度，評估

供應風險、經濟重要性及可操作性等指標選定 34 種稀有金屬礦產（如表 1.5）。

其中可操作性指標為日本較獨特的關鍵性評估指標，主要是為了確保礦產資源的

供應安全，在企業為主體的市場機制無法充分發揮作用時，政府採用行政手段介

入的需求程度。尤其是日本面臨礦產資源需求量大，但本身資源卻相當匱乏的矛

盾情形，其礦產資源需求大幅仰賴海外進口。為防止短期供應中斷，設定庫存目

標日數為國內標準消費數量 60 天（某些礦物類型為 30 天）。制度創設後，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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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結構變化或稀有金屬的重要性增加、中國壟斷情勢變化等，對稀有金屬

儲備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包含調整庫存目標天數、明確政府與石油天然氣暨

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 JOGMEC)在稀

有金屬認定中的職責分工，或整理以流動性、便利性、供應鏈中的可替代性等為

要素之發布條件。 

4. 促進國際合作以強化供應鏈 

受近期國際情勢變化，稀有金屬的穩定供給承受風險衝擊，為確保資源穩定

供應，包含下游產業的供應鏈，有必要與礦產開發及提煉、產品製造，以及供應

鏈中各階段有關之各國，透過 JOGMEC，強化雙邊或多邊國際合作。 

5. 強化產業基礎 

為了穩定供給作為基礎金屬的附屬產物而生產出的稀有金屬，需加強基礎金

屬生產的產業基礎或技術基礎，同時透過產學合作而活化解決問題的對策。此外，

金屬礦物的回收及減少稀有金屬等用量為導向的技術開發、數位技術的活用、確

保人才以利支援海外資源確保亦屬重要。例如，JOGMEC 與私人企業、大學機構

合作，共同促進回收技術的開發，以處理礦石中的砷等雜質；落實研究開發專案

的進行，以提高提煉技術的效率、增進自廢棄產品中回收稀有金屬的經濟性；召

開產業、學術界、政府的研討會，通過產業、學術團體、大學機構等的合作，進

行人才養成計畫的創建及活化。 

表 1.5、日本稀有金屬礦產清單及儲備情形 

 國家儲備 民間儲備 

執行機構 JOGMEC 私人企業 

儲備礦產 

34 種稀有金屬礦產（55 種元素） 

鋰、鈹、硼、鈦、釩、鉻、錳、鈷、鎳、鎵、鍺、硒、

銣、鍶、鋯、鈮、鉬、銦、銻、碲、銫、鋇、鉿、鉈、

鉭、鎢、鐳、鉍、稀土元素、鉑族金屬、碳、氟、鎂、矽 

目的 
保持產業及經濟活動順利，建

立國家經濟安全 

響應公司實際使用情況的

自願儲備 

儲備位置 國家儲備倉庫 私人企業單獨儲存和管理 

目標儲備量 

42 天國內標準消費量 

（目標儲備量的 70%） 

18 天國內標準消費量 

（目標儲備量的 30%） 

合計 60 天國內標準消費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 英國 

關鍵礦產供應鏈複雜且不透明，易受到市場動盪，並且長期由中國控制多種

關鍵礦產，如鋰、鈷、稀土、錫和銅等，英國為確保能逐漸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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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地質調查局於 2022 年 7 月 4 日成立關鍵礦產情報中心(Critical minerals 

intelligence centre, CMIC)，透過收集和分析對英國經濟成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的關鍵礦產供應、需求和市場動態的最新數據，提高英國關鍵礦產供應鏈的重要

性。英國地質調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BGS)則藉由過去所積累的充足資源、

專業知識和數據資料庫與第三方結合，提供關於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最新分析，

CMIC 亦針對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包括與關鍵礦產資

源相關的地緣政治、道德或環境風險。 

CMIC 的一項主要工作是提供關鍵性評估，審查礦產對英國的關鍵特性。於

此之前，英國地質調查局於 2022 年 1 月進行首次英國關鍵礦產評估，並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發布英國對技術關鍵礦產和金屬的重要評估報告(UK criticality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 critical minerals and metals)。關鍵性礦產評估一般以兩面

向進行評估，包括供應中斷的可能性，通常稱為供應風險，以及消費者對潛在供

應中斷的經濟脆弱度。因此，英國於此份評估研究報告中，根據全球供應風險(S)

和對英國經濟脆弱性(V)，進行 26 種候選礦產之關鍵性評估。其中供應安全與實

際可用性無關，而是取決於許多非地質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受限於複雜且動態

變化的國際供應鏈中的任意供應源，包括經濟、環境、技術、社會和政治等面向

的變化，皆可能會嚴重影響供應安全。 

全球供應風險 (S)主要由 3 個指標進行計算：生產集中度 (Production 

concentration)、伴生金屬比例(Companion metal fraction)、回收率(Recycling rate)；

經濟脆弱度(V)則是由六個指標計算得出：生產演進(Production evolution)、價格波

動 (Price volatility)、可替代性 (Substitutability)、全球貿易集中度 (Global trade 

concentration)、英國進口依存度(UK import reliance)和英國生產總值貢獻度(UK 

gross value added contribution)。根據以上 3 個全球供應風險和 6 個經濟脆弱度指

標，並藉由可公開讀取的數據資料庫和科學文獻，以量化分析每個候選關鍵礦產

的指標數值。每個指標所得到的分數是根據它們對 S 和 V 的重要性進行加權，並

加總以產生每個關鍵礦產的 S 和 V 估計值。26 個候選關鍵礦產中有 18 個的 S 和

V 加總值為高度關鍵，這 18 個關鍵礦產即為 2021 年英國關鍵礦產清單（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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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2022) 

圖 1.5、26 種候選礦產對英國之關鍵性評估 

為了降低英國於關鍵礦產供應鏈中對中國的依賴，因此需要發展和加強自身

的供應鏈，以保障未來的國家安全，特別是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非法入侵行為後，

全球突發事件是無法被控制且將會嚴重影響關鍵礦產的供應鏈。因此英國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發布第一個關鍵礦產戰略(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透過提高國內能

力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吸引投資以深化與國際合作夥伴的關係，並且加

強國際市場，使其更具響應性、透明公開性和責任感。於此關鍵礦產戰略中，將

藉由加速(Accelerate)、合作(Collaborate)及增強(Enhance)（合稱 A-C-E 方針）以達

成關鍵礦產戰略目標，以下分別說明 A-C-E 方針： 

1. 加速英國本土關鍵礦產能力 

(1) 最大限度地利用英國本土生產的產品，包括在哪些方面對企業可行，在哪些

方面對社區和自然環境有益。 

A. 查明英國有哪些重要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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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簽署能夠加速發展關鍵礦產能力的財政支持。 

C. 減少國內勘探和開採關鍵礦產的障礙。 

D. 突顯英國作為煉製和中游材料製造的戰略位置。 

(2) 重建採礦和礦產方面的技能。 

A. 培訓下一代礦工、地質學家、工程師等。 

B. 支持產業聚落發展。 

(3) 開展前端技術研發，解決關鍵礦產供應鏈之挑戰。 

A. 促進創新並重建英國作為關鍵礦產和採礦專業知識中心。 

(4) 透過加速英國關鍵礦產的循環經濟，優化現有資源使用效率，提高回收、再

利用、再循環率及資源效率，以減輕初級供應端壓力。 

A. 推動創新技術，為英國的關鍵礦產打造更高效的循環經濟。 

B. 簽署財政支持，以加快英國循環經濟的發展。 

C. 發展促進回收及再利用的監督模式。 

2. 深化國際合作夥伴之關係 

(1) 使全球供應多樣化，使其隨著需求的增長而變得更有彈性。 

A. 支持國際關鍵礦產供應鏈多樣化發展。 

B. 強化了解深海海底之礦產資源，並評估開採它們可能的挑戰。 

(2) 支持英國企業參與海外多元化、負責任、透明的供應鏈。 

A. 支持英國企業參與建立負責任、多元化的海外供應鏈。 

(3) 發展外交、貿易和發展關係，以提高對英國的供應彈性。 

A. 與關鍵國家就關鍵礦產進行雙邊接觸，以促進共同致力於解決關鍵礦產

供應鏈中的全球問題。 

B. 繼續建立雙邊和多邊夥伴關係，以因應可能突發的全球性問題。 

3. 增強國際市場 

(1) 提高全球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ESG)，減少對環境破壞的脆弱性，並為負

責任的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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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全球努力提高 ESG 績效，以提高供應鏈的彈性並為負責任的英國海

外企業創造公平競爭力。 

B. 為英國的資源永續性建立標準。 

(2) 通過改進數據和可追溯性，發展運作良好且透明的市場。 

A. 查明關鍵礦物的生產地點、貿易方式和使用地點。 

B. 使全球市場更有效地運作並更加透明。 

C. 推廣創新技術，幫助英國企業追溯礦產的來源地。 

(3) 發展倫敦成為全球最具責任性之關鍵礦產金融之都。 

A. 把英國定位為負責任的國際採礦中心。 

(五) 澳洲 

澳洲於 2019 年 3 月發布首次的澳洲關鍵礦產戰略(2019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明確提出將發展多元礦產，使澳洲成為關鍵礦產探勘、開發、生產和加

工大國，並朝潔淨能源、航太、國防、農業和通訊等產業發展所需礦產的供應領

先地位邁進，提出的關鍵礦產清單共計 24 種。2022 年 3 月澳洲發布的最新關鍵

礦產戰略(2022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並同時更新其關鍵礦產清單（如表 1.6，

新增兩種關鍵礦產：高純度氧化鋁和矽，共 26 種）。澳洲的關鍵礦產清單訂定原

則與其他先進國家相似，包括經濟重要性及供應風險，其中經濟重要性為澳洲訂

定關鍵礦產清單的首要考慮指標，澳洲的關鍵礦產於全球市場價值中處於優勢地

位。例如，2020 年澳洲鋰生產量占全球 49%，出口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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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澳洲關鍵礦產清單 

關鍵礦產 
美國

清單 

歐盟

清單 

日本

清單 

澳洲

地質

潛力 

澳洲生產量 全球生產量 

高純度氧化鋁 是 是 否 中 無數據 無數據 

銻 是 是 是 中 3.9 千噸 155 千噸 

鈹 是 是 是 中 無數據 240 噸 

鉍 是 是 是 中 無數據 17 千噸 

鉻 是 否 是 中 0 40,000 千噸 

鈷 是 是 是 高 5.6 千噸 135 千噸 

鎵 是 是 是 高 無數據 300 噸 

鍺 是 是 是 高 無數據 130 噸 

石墨 是 是 是 中 0 1,100 千噸 

鉿 是 是 是 高 無數據 無數據 

氦 否 否 否 中 4 百萬立方公尺 140 百萬立方公尺 

銦 是 是 是 中 無數據 900 噸 

鋰 是 是 是 高 40 千噸 82 千噸 

鎂 是 是 是 高 菱鎂礦：799 千噸 
菱鎂礦：26,000

千噸 

錳 是 否 是 高 
錳礦石：4,800 千

噸 
17,200 千噸 

鈮 是 是 是 高 無數據 78 千噸 

鉑族金屬 是 是 是 中 0.522 噸 380 噸 

稀土 是 是 是 高 20 千噸 240 千噸 

錸 否 否 是 中 無數據 53 噸 

鈧 是 是 否 高 無數據 無數據 

矽 否 是 是 高 無數據 8 千噸 

鉭 是 是 是 高 0.1 千噸 1.8 千噸 

鈦 是 是 是 高 

鈦鐵礦：1,100 千

噸 

晶紅石：200 千噸 

鈦鐵礦：12,000

千噸 

晶紅石：1,000 千

噸 

鎢 是 是 是 高 少於 1 千噸 84 千噸 

釩 是 是 是 高 0 86 千噸 

鋯 是 否 是 高 鋯石：400 千噸 鋯石：2,000 千噸 

資料來源：Australia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Energy and Resources (2022) 

本次 2020 年 3 月的關鍵礦產清單中新增兩種礦產（高純度氧化鋁和矽），主

要是由於這兩種礦產於多項技術開發中廣泛應用，包括鋰離子電池和半導體產業，

其用途及市場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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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純度氧化鋁 

 高純度氧化鋁(high-purity alumina, HPA)為鋁價值鏈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可用

於汽車、航空和航太領域，亦為鋰離子電池及高性能電子和光學元件的重要組成。

目前中國和印度為全球最大的 HPA 消費國，鋁也被美國、加拿大和歐盟列為關鍵

礦產，亦常應用於建築及可再生能源等。2019 年澳洲占全球 HPA 市場價值 13 億

美元，預計到 2026 年將增長至 48 億美元。澳洲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鋁土礦（用

於製造鋁的礦石）生產國，同時也是冶煉級氧化鋁的第二大生產商。得益於強大

的原鋁工業和高純度高嶺土礦床，澳洲可以生產 HPA 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全球需

求。 

2. 矽 

優質矽砂是用於電子、電腦中央處理器及太陽能光電等的半導體原材料。美

國、日本和台灣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國。金屬矽被列入歐盟的關鍵礦產清

單。全球矽砂市場預計將從 2018 年的 70 億美元增長至 2024 年的 200 億美元。

目前澳洲有數個有關矽砂生產、勘探和開發階段的計畫。未來將與相關國際合作

夥伴共同合作開發和生產純度為 6N 至 11N 可應用於化學品、太陽能產業和電子

級矽。 

澳洲政府的目標是在 2030 年前，成為全球的關鍵礦產領先者，對全球關鍵

礦產供應鏈和全球經濟皆達到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因而提出 2022 關鍵礦產策

略(2022 Critical minerals strategy)。此一更新的戰略建立在 2019 年發布的第一個

關鍵礦產戰略的基礎上，其願景是將澳洲置於滿足對關鍵礦產不斷增長的需求中

心，並將通過改善獲得可靠、安全和有彈性的關鍵礦產供應的途徑來鞏固澳洲的

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 

另外，由於全球市場對於關鍵礦產的需求持續成長，澳洲政府認為能源、交

通運輸、航太工業、國防工業、汽車及資通訊等部門，以及先端科技加工製程等

應用所需求的關鍵礦物，將是澳洲於關鍵礦產能占據一席之地的契機。其中根據

國際能源總署於 2021 年提出的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對於

太陽能發電站、風力發電、電動汽車及電池儲能等應用會使用到的關鍵礦物需求

將顯著增加，包括鋰、稀土、釩、鈷、銻、鎢和鉑族金屬。雖然全球對關鍵礦產

的需求正在增加，但由於關鍵礦產項目的市場、技術和商業風險，全球供應並不

穩定。 

新冠肺炎的影響彰顯世界各國對於成熟且穩定的供應鏈需求。各國皆致力於

尋求獲得可靠、安全和有彈性空間的關鍵礦物供應來源。澳洲擁有龐大的關鍵礦

產儲量、技術專長以及作為可靠和負責任的供應商的過往良好記錄，可滿足市場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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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透過各種行動方案，以實現以下目標： 

(1)穩定供應：澳洲提出的相關計畫將以滿足全球對關鍵礦產的需求做出貢獻，

確保澳洲提供多樣性、安全且穩定的供應鏈； 

(2)主導能力：擴大澳洲對關鍵礦產的知識，並將促進下游加工，以提升其專

業技能、技術和先進製程方面的能力，確保知識產權留在澳洲，以及透過

出口附加價值更高的商品來獲得更多的價值鏈； 

(3)區域就業和經濟生長：關鍵礦產相關產業將在探勘、製造和加工領域創造

大量的工作機會，有利於澳洲的經濟成長。 

為因應生產、加工和精煉技術的挑戰，以及管理關鍵礦物產業的永續性，澳

洲政府採取以下幾項行動方案措施： 

(1)通過政府投資幫助相關計畫落實，以降低計畫執行風險，其中包括建立關

鍵礦產基金且用於相關融資。 

(2)營造有利環境，投入研發、制定標準和認證方法、共享基礎設施等，並承

諾於 3 年內投入 5000 萬澳元，以建立虛擬國家關鍵礦產研發中心。 

(3)加強國際夥伴關係，強化與美國、日本、韓國、英國、印度和歐盟成員等

主要國家或地區的合作關係。 

(4)成立關鍵礦產促進辦公室，以提供國家政策和戰略建議，促進該行業的發

展。 

(六)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為了達成低碳技術和產業經濟轉型，關鍵礦產於再生能源和潔淨

技術之應用至關重要（如電池、永磁材料、太陽能電池和風力發電機等），其亦為

先進製造業供應鏈的必要物質，包括國防安全、消費性電子產品、農業、醫療應

用和關鍵基礎設施。有鑑於此，加拿大於 2021 年 2 月由聯邦、省及領屬地共同

成立關鍵礦產工作小組，並根據加拿大礦產和金屬計畫(Canadian minerals and 

metals plan, CMMP)的規定於同年 3 月公布首份關鍵礦產清單，該關鍵礦產清單

每 3 年會進行一次審查，並在必要時進行修訂。 

加拿大的關鍵礦產清單是由加拿大自然資源部(Natural Resources Canada)制

定的標準方法，並與各省、地區及探勘、採礦和製造業協會經協商後制定的，主

要考量三個要素：一是對加拿大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二是加拿大邁向低碳及綠

色經濟轉型所必需的、三是為加拿大的合作夥伴提供永續的關鍵礦產來源。加拿

大的關鍵礦產清單共有 31 種元素，分別是鋁、銻、鉍、銫、鉻、鈷、銅、螢石、

鎵、鍺、石墨、氦、銦、鋰、鎂、錳、鉬、鎳、鈮、鉑族金屬、鉀鹽、稀土元素、

鈧、鉭、碲、錫、鈦、鎢、鈾、釩、鋅，這些元素被認為是從化石能源轉向潔淨

能源過程必須的原料來源，對加拿大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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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透過其豐富的礦產資源、採礦工業和創新生態系統，將該國定位為全

球關鍵礦產市場的首選供應商。目前加拿大於關鍵礦產具有的競爭優勢，包括世

界級礦產資源、長期的採礦專業知識、廣泛的技術和採礦能力、豐富的潔淨能源

資源，以及強大的環境、社會和治理認證。藉由加拿大的關鍵礦產清單作為該國

承諾實施加拿大礦產和金屬計畫、制定關鍵礦產戰略，以及提升加拿大本土關鍵

礦產供應價值鏈的一環。進一步於 2022 年提出加拿大關鍵礦產戰略的討論文件，

藉由徵求各方意見，使加拿大的關鍵礦產戰略補充 CMMP 的願景、原則和戰略

方針，並列出指導原則及五個關鍵目標： 

1. 支持經濟增長和競爭力。 

2. 促進環境保護和氣候行動。 

3. 加強全球安全與盟國的夥伴關係。 

4. 推進與原住民的和解。 

5. 促進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勞動力和社區。 

鑒於迫切需要發展加拿大的關鍵礦產供應鏈，加拿大政府於此關鍵礦產清單

中，訂定需優先關注的六大經濟增長潛力關鍵礦產，分別為鋰、石墨、鎳、鈷、

銅和稀土元素（如表 1.7）。這 6 種優先關注的關鍵礦產於整個加拿大的礦產價值

鏈（探勘、採礦、加工、製造和回收），能為全國人民提供最大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機會。此外，這六種優先關注的關鍵礦產有助於高附加價值產品的發展，包括潔

淨能源、資通訊和先進製程的製造。 

雖然以上六大經濟潛力的關鍵礦產將為加拿大本土製造業提供眾多機會，並

成為大多數投資的重點項目，然而其他關鍵礦產亦替加拿大帶來巨大的發展前景。

這些關鍵礦產不僅只用於國內製造業，可透過增加盟國的出口、吸引外資，以及

中長期擴大本土精煉加工和零組件製造，以提升其價值與更穩定的全球供應鏈，

包括釩、鎵、鈦、鈧、鎂、碲、鋅、鈮和鍺等（如表 1.8）。透過增加此類別關鍵

礦物的供應與加工，加拿大可以與其盟國合作生產相關產品，例如軍用光學組件、

半導體、超聲波器、太陽能電池和風力發電機等。 

與此同時，加拿大將持續鞏固其全球市場領先地位的礦產，例如鉀鹽、鈾和

鋁生產大國的現有地位，這些礦產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包括低碳能源和電氣化、

醫療保健、綠建築或食品安全等領域，將作為加拿大對外貿易關係和全球戰略地

位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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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加拿大六大經濟增長潛力的關鍵礦產 

關鍵礦物 價值鏈 主要應用 產品 

鋰 潔淨技術 電池、玻璃

器皿、陶瓷 

可充電電池（電話、電腦、相機和電動汽

車）、氫燃料儲存、金屬合金（軍用彈道

裝甲、飛機、自行車和火車部件）、專用

玻璃和陶瓷、乾燥和空調系統。 

石墨 潔淨技術 電動汽車用

電池、燃料

電池 

金屬鑄造潤滑劑、車輛制動襯片、金屬鑄

件磨損、坩堝、可充電電池陽極、電動汽

車燃料電池、電動機元件、無摩擦材料、

鉛筆。 

鎳 潔淨技術 不銹鋼、太

陽 能 電 池

板、電池 

金屬合金（鋼、高溫合金、有色合金）、

噴氣發動機和內燃機元件、可充電電池

（電話、計算機、電動汽車）、工業製造

機器、建築樑、防腐管道、廚具、醫療植

入物、發電廠元件。 

鈷 潔淨技術 電池 電池電極、金屬合金、渦輪發動機元件、

汽車安全氣囊、石油和化學工業中的觸

媒、油漆、油墨的乾燥劑、磁鐵。 

銅 潔淨技術和

先進製程 

電子電器產

品 

電力傳輸線、電氣建築佈線、車輛佈線、

電信佈線、電子元件。 

稀土元素 零排放車輛 用於發電機

和電動機的

永磁材料 

平板螢幕、觸控螢幕、LED 燈、永磁材

料、電子元件、電動汽車傳動系統、風力

渦輪機、飛機元件、車輛元件、揚聲器、

鋼鐵製造、電池陽極、化學觸媒、玻璃製

造、專用玻璃鏡片。 

資料來源：Natural Resources Canada’s Critical Minerals Centre of Excellenc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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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其他具潛力之加拿大關鍵礦產 

關鍵礦物 價值鏈 主要應用 產品 

釩 潔淨技術和先

進製程 

合金、電池 金屬合金（鋼）、軍用裝甲板、車軸、活

塞桿和曲軸、核反應堆部件、製造超導

磁材料、陶瓷和玻璃顏料。 

鎵 資通訊 半導體、光

電子 

電路板、LED 元件、半導體、專用溫度

計、氣壓計感測器、太陽能板、藍光技

術、藥品。 

鈦 先進製程 國防應用、

化學品 

油漆、塑膠和紙張、金屬合金（鋁、鋼、

鉬）、軍用飛機、航太、導彈和火箭、非

腐蝕性管線、船舶和潛艇、醫療植入物、

防曬乳中的彩色顏料。 

鈧 潔淨技術和先

進製程 

先 進 合 金

（航太和國

防）、燃料電

池 

金屬合金（鋁）、商用和軍用飛機、火箭

和車輛元件、高端運動器材、專用燈泡、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雷射。 

鎂 潔淨技術和先

進製程 

鋁合金 鋁合金（飛機和汽車元件）、鋼鐵製造、

照明彈和煙火、輕型消費品（筆記本電

腦、照相機、電動工具）、化學肥料、動

物飼料、醫藥。 

碲 潔淨技術 太陽能、熱

電設備 

金屬合金（銅和鋼）、太陽能電池、半導

體、CD/DVD、硫化橡膠、煉油過程所應

用的觸媒材料。 

鋅 潔淨技術和先

進製程 

鍍鋅 防鏽、汽車製造、油漆、橡膠、化妝品、

醫藥、塑膠、油墨、肥皂、電池、紡織

品、電子產品、嬰兒乳、防曬乳。 

鈮 潔淨技術和先

進製程 

建築、交通 金屬合金（鋼）、噴射引擎、火箭、建築

樑、石油鑽井平台和管道、超導磁材料、

核磁共振掃描儀、核磁共振設備、眼鏡。 

鍺 資通訊、潔淨

技術和先進製

程 

光纖、衛星、

太陽能電池 

光纖通訊網路、照相機和顯微鏡鏡頭、

紅外夜視系統、聚合反應觸媒。 

資料來源：Natural Resources Canada’s Critical Minerals Centre of Excellence (2022) 

2020 年全球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公共衛生和經濟造成的重大影響。對於加

拿大礦產和金屬行業而言，危機的高峰期是 2020 年 4 月上旬，當時加拿大約有

三分之一的礦山縮減或暫停運營。伴隨著礦產勘探活動的中斷和取消，供應鏈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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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斷，以及對於病毒傳播的擔憂，採礦創新生態系統中的所有合作夥伴皆受到

影響。這些中斷使得全球前 50 大礦業公司於 2020 年第一季蒸發約市值 2820 億

美元。新冠肺炎和 2020 年 3 月底加拿大的相關防疫措施影響其礦產量並增加開

採成本，加拿大的主要礦產於 2020 年上半年發生巨幅變化，於 2020 年 4 月達到

影響最鉅，其中鋅、金、銅、鎳、鑽石及鋁的產量皆顯著下降（如圖 1.6）。自同

年 4 月以來，大多數礦山已恢復運營，並且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亦已回升。 

 

 
資料來源：Natural Resources Canada’s Critical Minerals Centre of Excellence (2020) 

圖 1.6、加拿大 2020 年 4 月主要礦產量變化 

為應對大規模的經濟動盪，加拿大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以穩定

經濟並為復甦奠定基礎。提供基礎廣泛的補貼措施及施政方針是為了盡可能將疫

情的影響降至最低，包括工資補貼、工作共享計畫、為各種規模的企業提供貸款、

稅收減免和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新冠肺炎危機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脆弱及不確定性，尤其是過去在亞洲等製

造業密集地區的供應鏈。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供應鏈仰賴亞洲地區將轉向重組。

加拿大可以利用其資源、採礦和創新生態系統，以及負責任的商業行為等全球領

導地，進一步為合作夥伴提供潔淨、現代經濟所需的礦物、金屬和解決方案。 

關鍵礦產對潔淨能源技術、農業食品、航太、國防、通訊技術和其他部門至

關重要。加拿大聯邦、省和地方政府正在共同努力，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加拿大的

更大優勢與成果。自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加拿大即一直與主要貿易夥伴合作，以

提高供應鏈的彈性和安全性，並朝向開放、安全和可靠的供應商方向發展。例如，

2020 年 1 月，加拿大和美國最終確定「加拿大-美國關於關鍵礦產合作的聯合行

動計畫」(Canada-US joint action plan on critical minerals collaboration)，促進彼此

在確保供應鏈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此一聯合行動計畫這反應出關鍵礦產對美國

的國家安全、製造業和經濟利益至關重要。 

加拿大聯邦政府亦與歐盟及日本合作，拓展其作為這些經濟體值得信賴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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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供應鏈。透過此類合作可以產生對加拿大項目的投資，並加強加拿大與國際公

司和投資者之間的連結。為此，加拿大和歐盟、日本及澳洲合作，以確認全球領

導地位、分享最佳實踐、制定國際標準並與全球礦業論壇的盟友合作。 

此外，加拿大政府將致力於建立其關鍵礦產的價值鏈，價值鏈(value chain)是

在生產和向客戶交付優質產品的每個階段增加價值（例如產品或流程創新）的一

系列活動，它使公司的競爭優勢最大化。 

許多關鍵礦物的生產和加工目前偏向地緣集中，使供應鏈容易受到多種風險

的影響。例如，近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突顯了關鍵礦產供應的地緣政治脆弱性，

以及加拿大的合作夥伴和盟友需要多樣化來源並減少進口依賴，因為需求預測超

過礦產供應和投資計畫。因此加拿大可以發展國內礦物開採及加工，並與加拿大

製造業產生鏈結，特別是以下領域： 

(1)潔淨技術—能源傳輸、永磁材料、風力發電、面板、先進電池、氫燃料電 

池和小型模組化反應器。 

(2)半導體、資訊及通訊技術。 

(3)先進製程—陶瓷、高附加價值金屬、電子材料、複合材料、聚合物和生物

材料。 

加拿大聯邦政府、省和地方政府將透過關注整個價值鏈，以確保為加拿大帶

來最大的經濟利益，同時降低供應鏈風險，在關鍵政策上進行合作和吸引投資。

例如，加拿大於開發先進電池技術供應鏈上具有優勢，將於全球能源轉型扮演重

要角色。聯邦、省和地區政府將合作幫助吸引領先的電池製造商並生產電動汽車；

建立國產的固定式儲能系統；開發廢電池回收系統與先進技術（如圖 1.7）。 

 
資料來源：Natural Resources Canada’s Critical Minerals Centre of Excellence (2020). 

圖 1.7、以電池為例-從探勘到回收 

(七) 中國 

2016 年中國發布「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16-2020 年）」，首度將石油、天然

氣、鐵、銅及晶質石墨等 24 種礦產列為戰略性礦產（如表 1.9），亦為中國提出的

第一個戰略性礦產目錄清單。全國礦產資源規劃報告中對於戰略性礦產的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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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的經濟、國防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至關重要的礦產資源，或同時為優勢

資源可調控國際市場的礦產，甚至是中國資源短缺較不穩定的礦產。因此，中國

所提出的戰略性礦產概念與歐美等地區或國家提出的關鍵礦產有相似之處。 

全國礦產資源規劃報告提出建立戰略性礦產監測預警機制，包括建立預警指

標、安全臨界值及綜合評估模型，系統化地開展國內外礦產品供需和資源形勢分

析，強化應對國際重大衝突資源安全預警能力；建立戰略性礦產監測預警報告制

度，支持政府決策，引導產業發展，加強政策儲備，建立風險處置預備方案，以

增強風險管控能力。此外，戰略性礦產亦被列為礦產資源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的

重點對象，並在資源配置、財政投入、重大項目、礦業用地等方面加強引導和差

別化管理，以提高資源安全供應能力和開發利用標準。 

表 1.9、中國戰略性礦產清單 

能源礦產 金屬礦產  非金屬礦產 

石油、天然氣、頁

岩氣、煤炭、煤層

氣、鈾  

鐵、鉻、銅、鋁、金、鎳、鎢、錫、

鉬、銻、鈷、鋰、稀土元素、鋯 

 磷、鉀鹽、晶質石

墨和螢石 

資料來源：中國自然資源部 (2016)  

透過提出戰略性礦產清單，有助於保護與開發利用戰略性礦產，並藉由加強

相關戰略規劃、形勢分析與預警、經濟技術與生態評估、科學技術研究與創新、

資訊開發利用等方面制度的建立，確保戰略性礦產的安全穩定供應，保證中國的

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 

隨著近年世界各國紛紛對關鍵礦產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展開研究，相繼發布關

鍵礦產策略或清單，並且滾動式地調整或更新其關鍵礦產清單。有鑑於此，中國

自然資源部信息中心於 2021 年 3 月出版於地球學報的文章「中國關鍵礦產評價

標準和清單的探討」（郭等人，2021），透過比對不同國家或地區對於關鍵礦產的

評估標準，並結合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資源開發利用的特性，於經濟重要性和供

應風險之外，更應關注資源稀缺性，包括資源的儲存及消耗速度。因此，此文章

考量經濟重要性、供應風險（包括對外依存度）、稀缺性（儲採比、儲量集中度、

共半生礦產回收率等）等三大指標，最終得出中國關鍵礦產建議清單共計 35 種

（如表 1.10）。其中，處於供應壟斷優勢的礦產有 13 種，中國為此 13 種礦產的

主要資源國、生產國或出口國；存在供應中斷風險的短缺礦產有 22 種，其中有

14 種礦產的供應與美國、歐盟等國家或地區存在競爭關係，鈹、氦更是直接受制

於美國；另外，有 6 種礦產屬於工業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大宗礦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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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2021 年中國關鍵礦產建議清單 

分類 關鍵礦產清單 

優勢礦產 鎢、錫、銻、鉍、稀土元素、鍺、鎵、銦、磷、重晶石、砷、螢

石、石墨 

競爭礦產 鈾、錳、鉻、鈦、鋁、鎳、鈷、鉑族金屬、鉭、鈮、鋰、鋯、錸、

鉀鹽 

直接受制礦產 鈹、氦 

大宗短缺礦產 石油、天然氣、鐵、銅、鉛、鋅 

資料來源：地球學報 (2021) 

彙整以上各國家或地區關鍵礦產資訊如表 1.11 及表 1.12，可知目前對於關鍵

礦產清單的評估指標以供應風險和經濟重要性為主，其中日本除採取上述兩項評

估指標，亦進行可操作性的評估；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礦產生產國，加入儲採比作

為關鍵礦產清單評估指標。另外，關鍵礦產清單並非一次性清單，而是會隨著國

際情勢、供給需求、經濟發展等滾動式地調整評估方法、指標和候選清單。 

表 1.11、主要國家或地區關鍵礦產最新資訊彙整(1) 

 美國 歐盟 日本 英國 

關鍵資源

稱謂 

Critical 

minerals 

Critical and raw 

materials 
Rare metals 

Critical 

minerals 

關鍵礦產

清單 
50 種 30 種 34 種 18 種 

最新年份 
每 3 年評估 

2022 最終清單 

每 3 年評估 

2020 年 
2020 年 2022 年 

評估指標 

供應中斷可能 

對外貿易風險 

經濟脆弱度 

供給風險 

經濟重要性 

供應風險 

經濟重要性 

可操作性 

全球供應風險 

經濟脆弱度 

主責單位 地質調查局 執行委員會 經濟產業省 

地質調查局-關

鍵礦產情報中

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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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主要國家或地區關鍵礦產最新資訊彙整(2) 

 澳洲 加拿大 中國 

關鍵資源

稱謂 

Critical 

minerals 

Critical 

materials 

戰略性礦產/關

鍵礦產 

關鍵礦產

清單 
24 種 31 種 建議清單 35 種 

最新年份 2022 年 2021 年 2021 年 

評估指標 
經濟重要性 

供應風險 

經濟安全 

低碳綠色轉型 

資源供給永續

性 

經濟重要性 

對外依存度 

儲採比 

主責單位 地球科學局 自然資源部 自然資源部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篩選我國關鍵礦產之項目及原則 

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或地區皆制定專屬該國或地區的關鍵礦產清單，並依各

自所訂定的評估方法進行篩選。我國長期仰賴進口礦產，隨著科技發展、產業轉

型，以及未來對能源環保重視提升，市場需求預期將大幅成長，須及早擬定我國

的關鍵礦產項目及篩選原則。 

(一) 我國十大關鍵物料 

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已於 2016 年研定「關鍵物料篩選

原則指標」，完成提出關鍵物料篩選原則及篩選出 30 項較為關鍵之物料清單，作

為可優先管理之物料，其篩選原則指標訂定流程如圖 1.8。於 2017 年根據三大指

標：經濟重要性、供給風險及環境衝擊，蒐集相關參數及定義候選清單，候選清

單分為進口量大（關務署，31 種）、國產量大（2 種）、影響產業產值大（主計總

處、歐盟清單，35 種）及各部會定義之關鍵物料等，共列出 68 種關鍵物料候選

清單，再依據三大篩選原則指標中，於各指標排序前 15 名的物料篩選出 32 種關

鍵物料。最後環保署針對此 32 種關鍵物料的環境影響性，篩選出環保機主管機

關應優先管理之前十大關鍵物料（如表 1.13）。 

 



第一章 全球主要國家關鍵礦產的現況 

39 

 
資料來源：環保署 (2017)  

圖 1.8、關鍵物料篩選原則指標訂定流程  

 

表 1.13、環保主管機關優先管理之 10 項關鍵物料 

項次 物料名稱 挑選次數 經濟重要性 供給風險 環境影響 

1 矽 3 10 14 1 

2 煙煤-煉焦煤 2 11 18 4 

3 鎂(含菱鎂礦) 2 21 7 5 

4 銅 2 13 47 6 

5 錫 2 8 26 11 

6 銻 2 18 3 15 

7 鈷 2 7 15 29 

8 稀土元素 2 3 1 39 

9 銦 2 2 11 41 

10 鍺 2 5 9 47 

資料來源：環保署 (2017) 

(二) 我國產業關鍵稀貴金屬 

稀貴金屬為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一般來說，

稀貴金屬指的是稀有金屬和貴金屬的統稱。稀有金屬為自然界中儲存量較少或分

布稀散的金屬，包括鋰、鈹、鈮、鉭、稀土、鍺、鎵、銦等；貴金屬主要為金、

銀和鉑族金屬。稀貴金屬對我國產業影響甚鉅，我國的焦點產業包括半導體、電

子材料、生技醫療、儲能設備及機械車輛等皆大量使用稀貴金屬。此外，未來在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下，稀貴金屬將於綠能科技相關產業扮演重要角色。 

中技社於 2013 年的專題報告「台灣稀有資源循環發展策略」中，指出我國產

業發展的 12 種稀有資源材料（表 1.14），大多應用於半導體、電子材料及相關單

元零組件；另外，於 2017 年環保署十大關鍵物料報告中，以歐盟篩選關鍵礦產研

國外文獻
研析

訂定我國關
鍵物料篩選
原則指標

參考國外指標

• 經濟衝擊
• 供給風險
• 環境衝擊

計算參數
建立

• 定義候選清單
• 本土化參數蒐集
• 全球均值參數蒐集
• 物料類別對應
• 產業別對應
• 建立計算公式

篩選30項
關鍵物料
清單

• 生物質
• 金屬礦物
• 非金屬礦物
• 燃料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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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分類的大型行業中，挑選我國產值排序前 80%的產業，其產業與用料分析如表

1.15。由上述兩份報告可知，我國產業中的關鍵稀貴金屬，應包括大量應用於焦

點產業的釔、鈰、釹、銪、銦、鏑、鉭、鎵、鉬、鈦、鈷、鎳、鋰、金、銀、錫、

鉑族金屬等。 

表 1.14、稀貴金屬資源及其產業應用 

稀貴金屬 產業應用 

釔 LED 照明、螢光粉、光纖 

鈰 玻璃添加劑、拋光粉 

釹 永磁材料、高效能家電、電動汽車 

銪 螢光粉、光學濾光片 

銦 液晶螢幕、觸控面板 

鏑 原子能領域、極精密機械 

鉭 光學鏡頭、高端設備製造 

鎵 太陽能板、半導體 

鉬 光學鏡頭、高端裝備製造 

鈦 高硬度器具、手錶、刀片 

鈷 高速鍋、導航系統、醫療設備 

鎳 電池、導電漿料 

資料來源：中技社 (2013)  

 

表 1.15、我國各產業用料分析 

大型行業 產業用料 

電子與資訊

與通信科技 

銻、鈹、鈷、銅、鎵、鍺、金、鉿、銦、鐵、鋰、錳、鉬、天然石墨、鉑族金屬、

重稀土、輕稀土、鈧、硒、矽、銀、鉭、碲、錫、鎢 

金屬 

鋁、銻、礬土、膨潤土、鈹、硼酸鹽、鉻、鈷、煙煤-煉焦煤、螢石、鎵、鉿、

銦、鐵、石灰石、鋰、菱鎂礦、鎂、錳、天然石墨、鎳、鈮、鉑族金屬、重稀土、

輕稀土、硒、矽砂、矽、銀、鉭、碲、錫、鈦、鎢、釩、鋅 

化學業 

銻、礬土、膨潤土、硼酸鹽、鈷、矽藻土、螢石、鉿、石灰石、鋰、菱鎂礦、鉬、

天然石墨、磷礦石、鉑族金屬、重稀土、輕稀土、錸、硒、矽、銀、滑石、鉭、

錫、鈦、釩、鋅 

機械設備 鋁、鈹、銅、鉿、鐵、鋰、錳、鉬、天然石墨、鈮、錸、鉭、錫、鎢、釩 

煉製業 鉑族金屬、輕稀土、錸、煙煤-燃料煤、原油、天然氣、焦炭 

道路運輸 
鋁、銻、鈹、銅、鐵、鎂、錳、鉬、天然石墨、天然橡膠、鈮、鉑族金屬、輕稀

土、錸、天然氣 

建材 
鋁、膨潤土、硼酸鹽、黏土、銅、矽藻土、石膏、鐵、石灰石、菱鎂礦、錳、鉬、

鈮、珍珠岩、輕稀土、木材、矽砂、滑石、煙煤、天然氣 

石油和天然

氣開採 
重晶石、膨潤土、鉬、鈮 

資料來源：環保署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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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鍵礦產篩選原則指標 

根據 1-3 節各國關鍵礦產清單制定之篩選原則，可明確得知各國對關鍵礦產

的認定依據主要為經濟重要性及供給風險為評估指標。我國於產業發展過程亦須

考量可能的環境衝擊，因此對於我國關鍵礦產篩選原則指標擬以過去環保署十大

關鍵物料報告之評估指標：經濟重要性、供給風險、環境影響為主，並建議更新

2017 年環保署十大關鍵物料報告之評估資料及數據來源。另外，參考美國的評估

方法，對於量化數據取得困難的礦產項目或是台灣本土焦點產業影響甚鉅的關鍵

材料，包括半導體、電子材料、生技醫療、儲能設備及機械車輛，改採用定性分

析方法。擬定之我國關鍵礦產清單篩選原則各項評估指標如表 1.16。 

表 1.16、我國關鍵礦產清單建議篩選原則指標 

指標 參考依據 意義 修正原方法處 

1.經濟重要性
(Economic 

Importance) 

EU(2013) 考量物料之最終使用型態比

例，對應至各產業產值，以

其相乘累加，代表經濟重要

性 

產值採用我國主計總處

統計數據 

2.供給風險
(Supply Risk) 

EU(2013) 考量替代性、回收度及全球

治理指標(WGI)，評估物料

的供給風險 

刪除國家環境風險，新

增環境影響指標 

3.環境影響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Graedel 

(2012) 
採用 ReCiPe mid point 

method 衝擊評估方法，以

Ecoinvent 3.0 環境衝擊係

數，評估搖籃到大門的環境

衝擊 

耶魯大學原採用 ReCiPe 

end point method，我國

改以 ReCiPe mid point 

method 評估，結果經正

規化後加總。 

4. 定性分析 - 缺乏分析數據，但台灣本土

焦點產業影響甚鉅的關鍵材

料，包括半導體、電子材

料、生技醫療、儲能設備及

機械車輛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關鍵礦產清單建議篩選原則指標，除原先 2017 年環保署報告分析

臚列的 32 項關鍵礦產外，另外針對為了達成 2050 淨零碳排目標需有新能源技術

的挹注，如電動車、氫能源技術、太陽能等，以及半導體等焦點產業的長期發展，

因此新增鋰、砷、高純度氧化鋁、鈦、釩、鉬等至建議清單，並將木材移出清單

（如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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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我國關鍵礦產建議清單 

關鍵礦產建議清單 

矽 菱鎂礦(鎂) 鉿 銀 高純度氧化鋁 

銻 鎂 鐵 鉭 鈦 

鈷 錫 錳 碲 釩 

煙煤-煉焦煤 重晶石 天然石墨 鎢 鉬 

銅 礬土(鋁) 鎳 鋅  

鎵 鉻 鈮 稀土金屬  

鍺 螢石 鉑族金屬 鋰  

銦 金 錸 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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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稀土產業之現況與戰略 

一、稀土元素之定義及應用 

稀土元素是指從原子序 57 號鑭到 71 號鎦的 15 個元素，再加上鈧及釔，總

共 17 個元素的總稱（林偉凱，2012）。稀土是高科技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金屬

原料，可廣泛應用於製造業催化材料、永磁材料、螢光材料、儲氫材料、精密陶

瓷等材料，是生產電動汽車、風力發電機、LED、手機、電腦等重要且關鍵的元

素。作為不可再生的稀土元素被大多數國家列為是一種稀缺性戰略資源，並且有

「工業維生素」與「新材料之母」之稱，廣泛應用於尖端科技領域和軍工領域（張

致吉，2019）。 

(一) 稀土元素定義及種類 

稀土是指「稀土金屬」或稱「稀土元素」，其為元素週期表中原子序 57 的鑭

到 71 的鎦共 15 個鑭系元素，再加上鈧及釔等 17 種化學元素的總稱。稀土金屬

多呈銀灰色，表面具光澤。由於鈧和釔常與鑭系元素在礦床中共生，且具有相似

的化學性質，亦被認為是稀土元素。其中根據稀土元素原子電子層結構和物理化

學性質，以及它們在礦物中共生情況和不同的離子半徑可產生不同性質的特徵，

通常又可將 17 種稀土元素分為輕稀土與重稀土兩大類（參照圖 2.1）。 

輕稀土(Light Rare Earth Elements, LREE)為鑭(La)、鈰(Ce)、鐠(Pr)、釹(Nd)、

鉕(Pm)、釤(Sm)、銪(Eu)、釓(Gd)；重稀土(Heavy Rare Earth Elements, HREE)則包

括鋱(Tb)、鏑(Dy)、鈥(Ho)、鉺(Er)、銩(Tm)、鐿(Yb)、鎦(Lu)、釔(Y)，由於其特

殊之 4f 電子軌域(4f-orbital)有七個空間方位，難以預測電子繞原子核旋轉之移動

路徑，且填入 4f 軌域之外層電子受原子核引力弱，使得稀土元素具有特殊之物理

性質，不管是光、電、磁特性皆優於過渡元素。在稀土礦物中，鈰的含量在輕稀

土元素中較高，釔的含量在重稀土元素中較高，故又可再將輕稀土元素稱為鈰組

元素，而重稀土元素稱為釔組元素。另外鈧(Sc)雖然為稀土中最輕的元素，然而

鈧原子的電子構型與輕稀土不同，與其他稀土一樣常以三價狀態存在，但其物化

特性與輕、重稀土不同，因此鈧本身屬於一類。 

根據礦物晶體化學，可將自然界之稀土元素區分為 3 種存在形式：(1)獨立礦

物，係以離子化合物形式存在於礦物晶格中，如氟鐵鈰礦、獨居石、磷釔礦等；

(2)類質同晶，係以類質同晶分散於稀有金屬與造岩礦物中，如含稀土的螢石、鈦

鈾礦和磷灰石；(3)離子狀態，係以離子吸附狀態存在於某些礦物的表面或顆粒之

間，如風化殼淋積型黏土類、雲母類礦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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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2.1、元素週期表及稀土元素分類  

(二) 稀土特性及產品結構 

稀土元素因其名「稀」而常給人有量少的錯覺，然而稀土並不稀少，其在地

殼中的量比常見的金屬（如銅、鉛、鋅、錫等）多，相較金、汞、鎢等則是高數

十倍至數千倍，約占地殼總量的 0.016%。若是以可開採儲藏量比較，稀土約可開

採 1200 年以上，其他元素大多僅能開採數十年至數百年。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統計數據顯示(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2021 年全球稀土儲存量為

1.2 億公噸，雖然稀土的儲藏量大，但目前能被開採的稀土礦產並不多，且全球的

稀土元素分布不均，高度集中於中國、越南、巴西、俄羅斯及印度等國，又以中

國的儲存量占比(35.20%)最高，達 4400 萬公噸（如圖 2.2）。 

目前全球稀土（以稀土氧化物 rare earth oxides, REO 計算）含量大於 10%的

礦物有 70 餘種，但稀土礦物並不是單獨存在，而常以幾種礦物的複合物形式存

在。目前具有工業價值的稀土礦物主要有氟碳鈰礦、離子吸附礦、磷鈰鑭礦（又

稱獨居石）及磷釔礦，這些礦產占全球稀土產量 95%以上。 

稀土因具有特殊的光、電、磁及催化性能，以及具有供應來源有限、全球市

場容量相對較小、可替代程度低、國防需求程度高及地緣政治風險等特點，被許

多國家列為關鍵礦產資源。 

按照稀土產品在稀土產業鏈中的位置和特點，一般將稀土產品分為稀土原材

料產品、稀土冶煉加工產品和稀土功能性產品三大類。稀土原材料產品主要為上

游產業，包括從礦源取得原料（錠），經過萃取純化、金屬化及合金粉末化等而得

到稀土原材料產品；稀土冶煉加工產品則是經由粉末冶金製程、加工/燒結，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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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稀土冶煉加工產品，如稀土化合物、稀土氧化物、單一稀土金屬、稀土中間

合金等；稀土功能性產品則是屬於後端生產，包括稀土永磁材料、稀土發光材料、

稀土觸媒材料、稀土儲氫材料及稀土添加劑等。 

 

 
資料來源：USGS (2022) 

圖 2.2、2021 年全球稀土儲存量分布 

(三) 稀土材料應用領域 

稀土元素可應用於多種領域，包括傳統產業的冶金/機械、石油/化工、玻璃/

陶瓷、農業/輕工業/紡織等，近年來稀土材料亦大量應用於新興材料領域，如永磁

材料、發光材料、儲氫材料、催化材料、拋光材料等（如圖 2.3）。對於達成 2050

淨零排碳目標，稀土材料將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永磁材料是手機、電視、電腦、

汽車、風力發電機組、噴射機和電動車的應用，製造永磁材料是稀土元素目前最

大宗且最重要的最終用途（芮嘉瑋，2022），占 2020 年預測需求 29.4%；另外，

稀土之發光和催化特性，可廣泛應用於高科技和綠色產品。 

稀土材料於產業之主要應用，從早期應用於石油裂解觸媒、汽車觸媒轉化器、

日光燈管，至半導體產業的研磨拋光粉、LCD 玻璃，發光材料的 LED、平板螢

幕、螢光粉等，甚至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 3C 產品、醫療、農業等。近年低碳運

具意識崛起，電動車為未來交通運輸工具的必然發展趨勢，稀土材料中的釹及鐠

大量應用於電動永磁馬達、鎳氫電池等組件（如圖 2.4）。 

稀土主要蘊藏在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儲存量雖高，但探勘、開採及冶煉技

術門檻高，因此其供應來源有限、全球市場容量小、可替代性低、國防需求程度

高及地緣政治風險等特點，被許多國家列為關鍵礦產。稀土元素廣泛應用於半導

體產業、低碳運具的電動車、電子產品、觸媒及國防等，尤其在全球邁向 2050 年

淨零碳排的目標下，稀土元素及其相關產品之重要性將漸趨升高。 

 

美國

1.44%
澳洲

3.20%
巴西

16.80%

中國

35.20%
格陵蘭

1.20%

印度

5.52%

俄羅斯

16.80%

越南

17.60%

其他國家

2.23%



稀土關鍵材料供應鏈危機下的衝擊與因應 

48 

 
資料來源：Rate earth elements facts (2022) 

圖 2.3、全球稀土元素消費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2.4、稀土材料主要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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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稀土資源分布與生產 

由圖 2.2 全球稀土儲存量分布可知中國佔有全球 35%的稀土儲存量，中國作

為世界稀土資源儲存量大國，不僅儲量豐富且具有礦種和稀土元素齊全，以及礦

點分布面廣又相對集中等優勢。中國的稀土資源整體呈現「北輕南重」，輕稀土主

要分布在內蒙古包頭的白雲鄂博礦區，以及四川涼山；中重稀土則主要分布在江

西贛州、福建龍岩等南方地區。 

(一) 稀土儲量與分布 

中國稀土的礦產地在地域分布上，具有面向廣但相對集中的特點，整個中國

一共有 22 個省（區）已被探勘具豐富的稀土礦藏，包括內蒙古包頭、江西贛南、

湖南湘南、廣西桂西南與桂東、廣東粵北、四川涼山、雲南楚雄和德宏、山東濟

寧，以及福建龍岩及三明等地為主要的稀土資源集中分布區域。此外遼寧、山西、

河南、湖北、浙江、貴州、陝西、新疆等省（區）亦有稀土礦藏。中國的稀土資

源分布如圖 2.5，占比最大的為內蒙古包頭-鈮-鐵稀土礦（83%，3652 萬公噸），

山東徽山湖-氟碳鈰礦占比達 8%，以及四川涼山地區的輕稀土礦占比為 3%，其

中輕稀土儲存量超過 4100 萬公噸，中重稀土則少於 300 萬公噸，輕稀土礦主要

分布在內蒙古包頭、四川涼山及山東濟寧；重稀土礦集中分布於江西贛南、廣西

桂西與桂東南、廣東粵北、福建閩西等南方七省（區）（鄭等人，2021）。整體而

言，中國的稀土資源總量將近 97%分布在內蒙古、江西、廣東、四川、山東等地

區，並呈現三大特點：(1)儲存量分布高度集中；(2)輕、重稀土儲存量在地理分布

上呈現「北輕南重」；(3)稀土礦產資源儲存量多、品種齊全。 

 
資料來源：地球學報 (2021) 

圖 2.5、中國稀土資源儲藏量分布  

中國稀土礦主要受歐亞大陸板塊、太平洋板塊和南亞板塊擠壓構造作用控制，

陸殼物質岩板塊邊緣構造活動帶或板內裂谷帶發生多期重熔分異與遷移富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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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具多種成因類型的稀土礦床。其稀土礦主要分布於 6 個礦集區：(1)華北陸

塊北緣西段白雲鄂博陸緣凹陷帶原生礦礦集區，此礦區內蘊藏豐富的鈮-鐵礦（為

世界著名的超大型多金屬礦床，其中輕稀土儲存量世界第一、鈮儲存量世界第二）；

(2)揚子陸塊康滇隆起西緣路緣凹陷帶原生礦礦集區；(3)揚子陸塊洞庭斷陷砂礦礦

集區；(4)華南造山系南嶺造山帶風化殼離子吸附型稀土礦礦集區，包括贛粵桂閩

湘滇浙等南方 7 省（區）風化殼淋積型稀土礦；(5)華南造山系雲開隆起砂礦、風

化殼離子吸附型稀土礦礦集區；(6)東南沿海海濱砂礦礦集區，包括湘桂閩粵瓊等

地的海濱獨居石-鋯石-鈦鐵礦砂礦型稀土礦。 

(二) 稀土產量與生產狀況 

中國是全球稀土供應大國，長期壟斷全球稀土資源的供給。根據美國地質調

查局之數據(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自 2000 年以來，中國的稀土

產量一直占據全球將近七成以上的額度，2010 年達到最高峰(97%)，截至 2021 年

中國稀土生產佔全球六成，但產量已增長至 16.8 萬噸（如圖 2.6）。相比於其他國

家的稀土資源開採程度，中國的稀土被嚴重過度開採，然而近年隨著中國政府對

開採進行總量控制，開採量於全球的占比率有所下降。 

 
資料來源：USGS (2022) 

圖 2.6、2016-2021 年中國稀土礦產量及全球占比 

中國雖然擁有豐富的稀土資源，但早年稀土開採不受控制，眾多稀土加工企

業的無序競爭，使得稀土出口價格十分低廉，導致珍貴的稀土資源被大量消耗。

為了保護稀土資源、控制與規範稀土市場，中國自 2006 年實施稀土開採總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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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管控，並於 2007 年將稀土生產納入計畫性管理，指標範圍外的生產單位不得

開採冶煉稀土。 

稀土總量控制指標分為開採指標和冶煉分離指標，此指標是由中國工信部和

自然資源部聯合發布，每年發布兩次，上半年發布第一批指標，下半年發布全年

指標（包括當年第一批指標的實際開採或冶煉分離數量）。中國的稀土開採總量指

標從 2018 年開始呈現正增長趨勢，2021 年中國稀土礦開採總指標已達 16.8 萬噸

（如表 2.1），主因為中國工信部和自然資源部以中國本土稀土下游需求為考量，

在稀土下游產業中的功能材料（如永磁材料）需求逐年增長而提升稀土礦開採總

量。2022 年第一批開採指標為 100,800 噸，與 2021 年同期指標（84,000 噸）相

比增長 20%。 

表 2.1、2017-2022 年中國稀土礦開採總量控制指標 

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輕稀土 87,100 100,850 112,850 120,850 148,850 89,310 

中重稀土 17,900 19,150 19,150 19,150 19,150 11,490 

總計 105,000 120,000 132,000 140,000 168,000 100,800 

註：稀土氧化物，單位（公噸）；*僅顯示 2022 年第一批 

資料來源：中國工信部 (2022) 

近年來，全球稀土功能材料需求持續上升，中國的稀土功能材料產量亦逐年

攀升，逐步成為稀土終端產品的生產關鍵（如表 2.2）。從表 2.2 可得知稀土永磁

材料為功能材料最主要的產品，且佔中國稀土功能材料產量中比重最大，中國目

前亦為全球最大的釹鐵硼永磁材料生產國和出口國。主要是因為釹鐵硼永磁材料

在風力發電、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等新能源汽車、節能家電及高速磁浮列車等產

業中的廣泛應用。 

表 2.2、2019-2021 年中國稀土功能材料生產情況 

年份 2019 2020 2021 

稀土永磁材料 180,300 188,104 219,410 

稀土觸媒材料 208,000 200,000 244,000 

稀土拋光材料 34,784 31,090 44,170 

稀土發光材料 2257 1794.8 1,791.5 

稀土儲氫材料 12,200 10,092 10,778 

註：單位（公噸） 

資料來源：中國工信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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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稀土出口及供應 

世界稀土主要貿易國有中國、日本、美國、緬甸、韓國、越南、荷蘭及俄羅

斯等，過去中國為稀土最主要的出口國，近年則轉變為中國、美國、緬甸、澳洲

的多元供應格局；日本和美國則是全球兩個最大的稀土產品進口國家。中國除了

是全球第一大稀土儲存和生產國，在稀土資源開發與利用等方面亦持續處於領先

地位，且為全球稀土市場上最重要的供應者，亦為唯一能提供全部 17 種稀土金

屬的國家。 

(一) 稀土出口貿易現狀 

中國稀土出口量占產量比例近年變化幅度大（如圖 2.7），從 2017 年整體稀

土出口量占產量比例約 50%，2018 年至 2020 年則逐年下降，其原因之一為中國

實施出口限制政策的影響。於 2020 年中國的稀土出口量為近年新低（僅有 3.54

萬公噸），占開採總產量約 25%，主要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稀土相關產業停擺。

2021 年於全球電動汽車、通訊設備等需求大幅提升，全球稀土市場供不應求下，

中國稀土出口量回升至 4.89 萬公噸，相比 2020 年增長 38%。 

中國稀土相關產業之出口遠大於進口，2020 年中國稀土出口量為 3.54 億公

噸，同年稀土產品（稀土金屬及稀土化合物）進口僅 4.77 萬公噸。出口額在 2016

年至 2021 年整體處於正成長趨勢，自 2016 年到 2018 年中國稀土及其製品出口

量持續上升，從 8.09 萬公噸增長至 9.56 萬公噸，出口金額從 18.19 億美元增長至

24.42 億美元；2019 年出口額呈現下降趨勢，至 2020 年中國稀土及其製品出口量

降至 7.82 萬公噸，出口額降至 21.67 億美元；2021 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稀土相關產業復甦，全年中國稀土及其製品出口上升至 10.79 萬公噸，出口額為

37.73 億美元（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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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數據 (2022) 

圖 2.7、2017-2021 年中國稀土出口量與產量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數據 (2022) 

圖 2.8、2016-2021 年中國稀土及其製品出口數量及金額變化 

中國稀土出口流向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荷蘭等經濟發達國家（如圖 2.9）。

2021 年中國稀土出口至日本最多（17,214 噸），佔總出口量的 35.19%；美國和荷

蘭分列第二及第三位，出口量分別為 10,351 噸及 7,108 噸，佔總出口量的 21.16%

和 14.53%。若是以出口產品區分，中國的稀土出口主要以稀土化合物為主，2021

年中國出口稀土化合物為 3.95 萬噸，佔總出口量的 80.71%，其他稀土產品出口

中 19.29%則為稀土金屬（0.94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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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數據 (2022) 

圖 2.9、2021 年中國稀土出口流向國組成 

(二) 稀土產業供應鏈現況 

稀土產業可分為上游採礦和選礦、中游冶煉分離、稀土氧化物和稀土金屬生

產、下游稀土功能材料及其應用等，目前中國已具有完整獨立的稀土產業供應鏈

體系（如圖 2.10）。 

中國稀土儲存量全球第一（4,400 萬噸），占比 35.20%，且可供應全部 17 種

稀土金屬。稀土產業供應鏈上游以選礦為主，目前主要有四種稀土礦物，包括獨

居石、氟碳鈰礦、磷釔礦、風化殼淋積型礦，前三種佔稀土產量的 95%以上，其

主要優勢為相對較低成本的輕稀土資源與大規模的離子型中重稀土資源。藉由成

熟的選礦方法、技術、設備，萃取有用礦物，以提高稀土氧化物的含量，進而獲

取可符合中游稀土冶煉要求的稀土精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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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海關統計數據 (2022) 

圖 2.10、中國稀土產業供應鏈  

從稀土原材料至最終產品可分多個階段，中國除了擁有成熟的採礦選礦技術

外，亦掌握優異且領先的冶煉分離技術，包括濕法分離純化（化學沉降法、離子

交換法、溶劑萃取法）、火法冶金（熔融鹽電解法、金屬鈣熱還原法）、火法純化

（方向性精煉、真空蒸餾及反應性精煉技術），2021 年中國冶煉分離產品共 16.2

萬公噸，其他國家或地區受限於環保、技術、建廠耗時等原因，短期內較難追趕

上中國的稀土冶煉分離技術。 

中國的稀土產業供應鏈下游端主要為加工應用，稀土除了可以用於陶瓷玻璃、

冶金、石化等傳統領域，亦可用於永磁材料、觸媒、儲氫材料等新興領域（如圖

2.11），其中永磁材料為稀土產業下游占比最大且未來增長速度最快的領域。目前

中國稀土消費量中永磁材料占比超過 40%，主要由稀土金屬（釹、鐠、鏑）與過

渡金屬結合而形成永磁材料，尤其是燒結釹鐵硼磁性材料在風力發電、混合動力

和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中廣泛應用；冶金/機械、石油化工及玻璃陶瓷分占 13%、

9%及 8%；另外中國亦為目前全球最大的稀土拋光粉生產國，二氧化鈰為工業上

常用的稀土拋光材料，被廣泛地應用於硬碟、精密光學鏡頭、液晶螢幕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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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產業信息網 (2022) 

圖 2.11、2021 年中國稀土產業下游應用領域分布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國稀土集團由中國鋁業集團、五礦集團、贛州稀土集

團、中國鋼研及有研科技組建而成的，隨即改變中國稀土產業格局，特別是在中

國稀土開採及冶煉分離的總量控制指標變化。 

2022 年第一批稀土開採、冶煉分離總量控制指標分別為 100,800 公噸、97,200

公噸（如表 2.3 所示），其中新成立的中國稀土集團於中重稀土（離子型稀土）占

比 68%，輕稀土則主要由北方稀土集團提供。中重稀土主要用於航太及國防產業，

具一定程度的關鍵性及稀缺性，集中由南方各集團提供。整體而言，北方稀土配

額占比仍穩居高位，冶煉分離配額占比亦高。 

目前中國的稀土開採及冶煉分離配額受到政府總量管控，其國家的稀土開採、

冶煉分離在 2021 年以前主要由六大稀土集團完成，自 2022 年第一批稀土總量控

制指標開始加入中國稀土集團有限公司。在稀土下游消費端，以永磁材料長期保

持高占比，依序為冶金機械、石油化工、玻璃陶瓷、儲氫材料、發光材料、拋光

材料、觸媒及農業紡織等；另外，釹鐵硼具有優異的永磁特性和高性價比，可應

用於汽車、風力發電、資通訊等領域，於未來電動汽車、風力發電等需求持續居

高不下，永磁材料的需求亦將保持高速增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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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021-2022 年中國稀土礦開採總量控制指標 

 2021 2022 第一批 

 

礦產品 
冶 煉 分

離產品 

 
冶 煉 分

離產品 
岩 礦 型

稀土 

離 子 型

稀土 

岩 礦 型

稀土 

離子型稀

土 

中國稀土集團 - - - 29,100 7,806 34,680 

中國稀有稀土 14,550 2,500 23,879 - - - 

五礦稀土 0 2,010 5,658 - - - 

北方稀土 100,350 0 89,364 60,210 0 53,780 

廈門鎢業 0 3,440 3,963 0 2,064 2,378 

南方稀土 33,950 8,500 28,262 - - - 

廣東稀土 0 2,700 10,604 0 1,620 6,362 

總計 168,000 162,000 100,800 97,200 

註：稀土氧化物，單位（公噸） 

資料來源：中國工信部 (2022) 

 

四、中國稀土戰略與政策 

中國於 20 世紀末開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稀土產業的領導地位，如今中國

已是全球稀土儲存量、生產量、出口量、進口量、消費量等多項排名首位的稀土

大國。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國政府更將原先分散的 5 家稀土企業整合為 1 家以

重稀土為主的「中國稀土集團」，其總部設置於江西贛州，並由中國國務院直接監

督管理。中國此一大動作整併成立中國稀土集團，使得中國稀土由過去的六大集

團轉向四大集團的南北雙雄局面(參見圖 2.12)，並對於中國提升其稀土產業的全

球控制權、定價權等有正面的助益。2022 年 2 月 22 日美國宣布聯邦政府將結和

民營企業對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產供應鏈採取加強措施，以減低美國於稀土元素方

面對中國的依賴性，並進而加強中國以外的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對稀土開採、

冶煉分離的技術開發。 

(一) 中國稀土之消長 

1992 年中國前總理鄧小平南巡時曾提及「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石油

可謂工業的血液，反之稀土則是工業的維生素。隨著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

快速變化，稀土於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用價值將持續提升。稀土目前被廣泛

應用於電子、石化、冶金、先進製程、新能源、新興產業及國防軍事產業，因此

稀土被視為珍貴且關鍵的戰略資源，近年來多國已經稀土納入其國家或地區的關

鍵礦產清單。 

中國的稀土產業發展歷程自 1949 年中國國家有關部委組織北京地質研究所

對白雲顎博地區進行大規模地質勘察以來，大致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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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9 年至 1977 年的探索階段 

中國國家有關部委組織北京地質研究所於 1949 年在白雲鄂博地區進行大規

模的地質勘察，隨後於 1960 年代正式建構早期的中國稀土生產線，至此中國的

稀土發展由實驗室走向產業。 

2. 1979 年至 1985 年的穩定發展階段 

1982 年中國於輕重稀土完整分離上獲得突破性進展，促使中國稀土分離生產

的技術水準躍居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在此階段將稀土生產量由每年 1000 公噸，

大幅提升至每年 8500 公噸。 

3. 1986 年至 1995 年的快速發展階段 

北方稀土產業量能逐漸擴大，形成世界級的稀土生產地；同時期南方的稀土

產業鏈從廣東擴展至江蘇，並開始針對離子型稀土礦進行大規模開採、冶煉分離。

1986 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國。 

4. 1996 年至今的重整優化階段 

中國稀土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稀土產業烏煙瘴氣，包括過度開採、生產環

境破壞、資源浪費、低價出口等問題陸續浮現。因此中國政府開始透過立法、推

動相關政策，促使稀土產業重組，並採取開採、冶煉分離的總量控管措施，以重

整優化中國的稀土產業鏈。 

目前中國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稀土供應國，其年產量占全球稀土供應的 60%。

中國稀土礦藏豐富，自 21 世紀以來，中國的稀土儲存量、產量、出口量和消費量

長期占據全球首位，其中重稀土為中國特有的優勢資源。此外，稀土的稀缺關鍵

特性在於其冶煉純化難度較高，中國的稀土開採和冶煉技術卻相當成熟，並擁有

完整的稀土產業鏈布局。 

2021 年年底中國稀土集團成立後，將使中國有效掌控稀土的生產與出口，藉

由落實生產指標政策，稀土功能材料供給及需求持續升高，中國將持續處於全球

稀土供應鏈的主導地位，並使其增加國際上的稀土話語權及定價權。 

(二) 稀土出口貿易政策 

中國的稀土出口貿易政策，主要歷經三個階段，分別為 1978 年至 1998 年的

自由放任貿易及出口階段、1998 年至 2014 年的嚴格管制階段，以及 2014 年至今

的全面管制階段。 

1. 1978 年至 1998 年的自由放任階段 

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稀土開採、冶煉與出口等面向皆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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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國務院於 1985 年 4 月 1 日起實行出口退稅政策，刺激中國的稀土轉

向出口對外貿易，相關企業不惜成本向國外出口稀土。在相關監督和管制措施尚

未健全的情況下，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反而忽略生態和環境保護。於此同時，稀

土資源地的中小型企業紛紛投入稀土產業，稀土開採、冶煉技術有所增進，但卻

加劇產業間的無序競爭，產業集中度亦低，導致中國稀土儲存量的優勢並沒有轉

為價格優勢，在國際上缺乏稀土定價權及話語權。 

2. 1998 年至 2014 年的嚴格管制階段 

中國的稀土資源長期大量開採和出口，而被快速消耗，亦衍生一系列的生態

保護問題。從 1998 年起，中國政府對稀土出口實施配額制，以逐步進行管控。

2006 年 11 月 1 日，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及國家環保總局公布「加工貿易禁止

類商品目錄」，將 41 種稀土金屬、合金、氧化物等產品列入禁止類商品目錄。 

中國陸續實行徵收關稅、提高關稅、限制初級產品出口、出口配額、實行許

可證管理制度、加強稀土企業資質管理等政策（如表 2.4），藉由一系列的出口貿

易政策，保護中國的稀土資源和環境，以實現資源和環境永續。然而隨著國際貿

易情勢變化，稀土配額制的管控措施，使得中國 2012 年 3 月遭美國、歐盟及日

本等稀土應用大國或地區相 WHO 提起貿易申訴，裁定中國出口管制措施違規（唐

君豪，2014）。 

3. 2014 年至今的全面管制階段 

中國自 2014 年開始對稀土資源出口進行全面管制，形成國家管控、市場調

控和社會共同監督的稀土出口貿易管制體系。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商務部、

海關總署公布「2015 年出口許可證管理貨物目錄」，包括稀土在內的 8 種貨物，

可憑出口合約申辦出口許可證，無須額外提供批准文件，意即代表自 1988 年開

始實施的中國稀土出口配額制度正式終止，改實行稀土出口許可證管理制度。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除確認需對稀土產品的

政府儲備進行控制外，亦規定須實行政府儲備和企業儲備的儲備機制，明確規範

稀土資源地和稀土產品戰略儲備、規劃和監督部門，以及相關違反規定的罰則。 

中國的稀土出口量於全球市場仍占比相當高，但中國尚未具有國際稀土市場

的定價權，未來除必須完善稀土資源及其產品出口管制清單，更需針對國際市場

情勢滾動式調整更新，並要考量稀土產業的永續發展，以滿足中國與國際市場的

長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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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006-2014 年中國實行的稀土出口貿易政策 

年份 政策簡要內容 

2006 對稀土礦的開採總量設置控制指標；調降稀土產品的進口稅

率，提高稀土產品的出口稅率；將 41 種稀土金屬、合金、氧

化物等產品列入禁止類商品目錄，嚴格規定稀土產品出口配額

的申報條件和程序 

2007 將 11 類稀土產品列入出口貿易禁止類別；增加 9 種稀土類產

品的出口稅率，並提高稀土金屬礦的出口稅率 

2008 制定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8 種稀土類進口商品的進口最優惠

國稅率降至 0 

2009 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批准稀土相關標準 

2010 大幅降低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配額；開展稀土開發秩序專項整

治活動；公開徵集稀土產業准入條件 

2011 設立首批稀土礦產國家規劃礦區；調升稀土礦原礦資源稅；環

保部制定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開展稀土產業的環保稽核

工作和環保專項整治計畫，加強稀土企業污染防治工作；設立

礦產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專項資金 

2012 縮減稀土出口配額；將稀土納入防偽稅控系統；整頓稀土違法

違規行為；批准成立中國稀土行業協會 

2014 實行稀土出口許可證管理制度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稀土網資料整理 

 

(三) 稀土資源之環境稅費政策 

稀土為生產多種功能材料不可缺少的關鍵材料，然而稀土生產過程造成的生

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卻非常嚴重，為實現中國稀土產業的永續發展，稀土資源的合

理利用和環境的有效保護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 

稀土產業的入門技術門檻低、難以監控等特性，被認為是造成資源與環境問

題的主要原因。針對稀土產業出現的資源浪費、環境破壞等問題，中國近年頒布

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生產量計劃控制、分離配額、稀土出口管控等。然而行政

管制措施對於抑制稀土過度開發、控制環境污染的效果有限，惟有轉向以市場為

導向的經濟手段，才能達到保護稀土資源與環境、資源價格與價值扣合的目標。 

1. 資源稅費 

針對稀土開採資源，企業須繳納的礦業專門稅費主要有資源稅、礦產資源補

償費、探（採）礦權使用費、探（採）礦權價款，以及各地設立的環保性收費和

基金項目等。其中，中國的資源稅是對納稅義務人在中國境內開採應稅礦產品所

課徵的稅，徵收目的主要是為了調節資源收入且反應資源的有償使用。中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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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開始徵收資源稅，當時稀土並未納入徵收範圍，直到 1993 年 12 月 25 日

國務院重新修訂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資源稅的徵收範圍

將稀土原礦納入。 

2015 年 5 月 1 日中國國務院針對稀土資源管理稅費進行重大改革，將稀土、

鎢、鉬資源稅由「從量計徵」改為「從價計徵」，並以不增加企業稅賦的原則合理

訂定稅率。此次的資源稅費改革中，輕稀土將依不同地區適用稅率不同的方法徵

收資源稅，其中內蒙古為 11.5%、四川為 9.5%、山東為 7.5%；中重稀土則以統一

資源稅適用稅率 27%進行徵收。另外，將稀土、鎢、鉬礦礦產資源補償費費率降

為零，意即取消礦產資源補償費。 

2020 年 9 月 1 日起，中國國務院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

並正式頒布「資源稅法」，其中輕稀土選礦稅率為 7%-12%，中重稀土選礦稅率為

20%。此法的頒布確立資源稅採行從價計徵，將可加快稀土產業建立公平、調控

合理、徵收管理高效的資源稅制，發揮資源稅促進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功

能。另外，稀土徵收資源稅，可以從源頭上提升稀土的本土和國際市場價格，進

而增加稀土價格話語權。 

2. 環境稅費 

2011 年至 2012 年間，中國發布的「國務院關於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的若干意見」和「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2012），

皆提及中國稀土產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須對稀土產業的永續發展訂定

明確方向。隨後中國政府通過制定「稀土行業准入標準」、「稀土行業排放和能耗

標準」，並且完善排污許可證制度、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責任機制，以及通過

稀土專項整治行動，為稀土產業建立環境規則系統。2014 年中國工信部推出的「稀

土行業清潔生產技術推行方案」促使企業投入環境友善、生態效率高的先進綠色

製程，有效提升稀土產業綠色化。 

中國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根據

該法規定改徵收環境保護稅，不再徵收排污費。環境保護稅法的整體思維是由「費」

改「稅」，將排污費制度轉向環保稅制度。此法最主要的內涵為直接向環境排放應

稅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進行課稅，其中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

生產經營者為納稅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棄物和噪音為應稅污染物。

徵收環境保護稅，主要目的並非增加財政收入，而是藉此使排污單位承擔其必要

的污染治理和環境損害修復成本，且透過多排多繳、少排少繳、不排不繳的稅制

設計，達到綠色調節作用，進而使排污單位提升環保意識，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的環境保護稅法對於稀土產業而言，能更有效地利用經濟政策和市場機制，

促使中國稀土產業轉向更為環保、低碳的技術發展。 



稀土關鍵材料供應鏈危機下的衝擊與因應 

62 

(四) 稀土資源儲備政策 

稀土資源儲備是為了保障國家發展對稀土資源的持續需求，以因應國內外政

治、經濟和自然等突發事件，以達到穩定稀土資源市場而進行的稀土資源儲存和

備用。過去中國稀土產業長期存在非法開採和超量開採等情形，為了妥善解決稀

土消耗速度過快、保有備儲量急劇下降等問題，中國最早於 2006 年江西省的稀

土協會年會中，即有專家提出稀土冶煉產品需求快速增長，造成市場供需不平衡，

需實行戰略收儲。 

依照國際慣例，稀土資源通常有兩種儲備方式，即稀土資源地封存儲備和稀

土產品收儲儲備（如表 2.5）。稀土資源地封存儲備為將已知蘊藏或可能蘊藏有重

要稀土礦產的地區，或已探勘儲存量的稀土礦，作為戰略保留基地，透過法令規

範，使其不允許進行商業性勘查開發，僅提供國家緊急或非常時期使用。稀土資

源地方存儲備可分為規劃儲備和礦業權儲備，亦可依照資源地礦產中金屬含量和

地質條件的不同，區分為優質礦產地儲備和資源稟賦條件差的礦產地儲備；若依

照儲備規模的不同，則可區分為大、中和小型礦產地儲備；依勘查程度的不同，

可分為儲量儲備和遠景資源儲備（葉和吳，2014）。稀土產品收儲儲備是根據稀土

產品市場行情的變化進行收儲或釋放稀土產品，採動態調節稀土產品供應和需求

的儲備模式。一般而言，稀土產品收儲儲備成本較高，營運管理亦複雜，但其優

勢為可快速釋放產品至市場，以確保即時供應。兩種儲備方式相比較而言，稀土

資源地封存儲備主要用以確保中長期需求和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但其短期的供

應中斷和價格變化的反應能力弱；反之，稀土產品收儲儲備則可因應市場需求快

速投放，可調整性和即時反應性高。 

表 2.5、稀土儲備方式調控的功能和行為選擇 

功能 
儲備方式調控的行為選擇 

資源地封存儲備 產品收儲儲備 

適當分配、延緩

資源消耗過快 

加大資源探勘投入力度，擴大

儲備量，了解資源豐存度和礦

藏量，僅探不採 

嚴格執行國家開採量分配指

標，控制開採量，落實監控制

度 

調節市場和穩定

價格 

劃定已知儲存量和豐存度的

資源地，實施礦產資源地封存

儲備 

透過法令制定專項規範，加

大原料型、產品型動態儲備，

實施稀土礦產品收儲 

資料來源：胡海祥、鄭延智、劉貽玲 (2016) 

2011 年中國國務院首次提出建立稀土戰略儲備體系，包括國務院「關於促進

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關於開展礦業地儲備試點工作的意見」等，

皆提及透過收儲稀土儲備調節市場供應和需求、穩定價格和促進稀土產業健康發

展，同時延緩本土稀土資源的消耗，並明確表示需建立和施行國家儲備與企業（商

業）儲備、實物儲備與資源（地）儲備結合的兩種戰略儲備方式。根據「關於促



第二章 中國稀土產業之現況與戰略 

63 

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國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工信部正式

實施國家稀土戰略收儲的政策，由國家物資儲備局統籌施行。 

期間歷經多次制度改革，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公布的「稀土管理條例（徵求

意見稿）」始明確訂定中國的稀土收儲制度及違反收儲規範之罰則。於稀土管理條

例第十六條訂定儲備管理條文，實行稀土資源地和稀土產品的戰略儲備，並公告

實施、管理及監督部門（如表 2.6）。 

表 2.6、中國稀土收儲制度 

時間 制度簡要內容 

2009.07.17 國務院公告「稀土工業發展專項規劃(2009-2015)」和「稀土工

業發展政策」，經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國土資源部

等政府部門及各研究單位的專家論證通過。 

2010.02.09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批覆「內蒙古自治區稀土資源戰略儲備

方案」，其中由包鋼稀土提出且實施的包頭稀土原料產品戰略

儲備方案獲批准。依此方案，包鋼稀土以 5 年時間對 30 萬公

噸稀土礦產品和適量稀土分離產品、稀土金屬產品進行收儲。 

2011.05.10 國務院「關於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首次提

出國家實施稀土戰略儲備的正式意見，並明確表示須建立稀土

戰略儲備體系，實行國家儲備與企業（商業）儲備、實物儲備

與資源（地）儲備結合的兩種戰略儲備方式。 

2016.10.18 稀土十三五規劃中，2020 年底須完成六大稀土集團對全中國所

有稀土開採、冶煉分離、資源綜合利用的整合，形成科學規範

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並持續嚴格控管稀土開採量。 

2021.01.15 公布「稀土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其中第十六條-儲備管理：

國家實行稀土資源地和稀土產品戰略儲備。稀土戰略儲備資源

地由國務院自然資源部門劃定並組織實施，列入國家戰略儲備

的資源地由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負責監管和保護，未經國

務院批准不得開採；稀土產品戰略儲備實行政府儲備與企業儲

備，稀土產品戰略儲備計畫由國務院發展改革、財政部門會同

國務院工信部所提出，納入國家戰略物資儲備規劃並組織實施

和監督檢查。收儲的稀土產品應當納入稀土冶煉分離總量指

標，未經批准不得動用；第二十四條訂定擅自動用儲備的罰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中國歷次稀土收儲基本遵循先商儲、後國儲的順序，意即相關稀土企業根據

國家戰略安排先從市場收購稀土，緊接著國家再向企業收購，形成國家戰略儲備

資源。截至目前（2022 年 8 月），稀土收儲可分為兩個週期：(1)第一次收儲期為

2010 年至 2015 年，其中 2011 年和 2012 年實行商儲，2014 年 7 月 31 日正式啟

用國儲。2013 年和 2015 年並無進行收儲，使得稀土價格低落；(2)第二次收儲期

為 2016 年至 2017 年，於 2016 年 3 月至 8 月分三批次進行商儲，2016 年 12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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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分四輪招標實行國儲。 

稀土收儲對於市場價格具明顯影響性，於每次收儲消息公開後的預期階段和

商儲初期，稀土價格皆呈現上升趨勢，至商儲中後期和國儲期間，價格則會明顯

跌落。整體而言，稀土的供給較需求的影響更劇烈，未來全球稀土於新能源產業

需求高漲下，中國的稀土收儲將持續進行，相關收儲政策預期亦將更加完善。 

(五) 稀土產業整合 

過去中國的稀土產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非法開採、冶煉分離產能擴張過

快、生態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高端應用研發落後等問題，稀土產業整合被視為

解決方案之一。從稀土產業整合的政策角度，2011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頒布的「關

於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在該意見中第二條提及加快實施大

企業、大集團戰略，鼓勵技術創新，提升開採、冶煉和應用技術水平，淘汰產能

落後的企業，進一步提高稀土行業集中度；第三條提出形成以大型企業為主導的

稀土行業格局；第十四條提出國土資源部要會同相關部門，按照全國礦產資源開

發整合工作進行整體部署；第十六條則提出支持大企業以資本為基礎，透過聯合、

兼開、重組等方式，大力推進資源整合，大幅度減少稀土開採和冶煉分離企業數

量，提高產業集中度；第十七條提出支持企業將技術改造與兼開重組、淘汰落後

產能相結合，加快推進技術進步。綜合上述條文意見，中國稀土產業整合的具體

方向為透過聯合、兼開、重組等方式，形成大型稀土企業集團，減少稀土原料生

產企業數量，提高稀土產業集中度。 

透過稀土產業整合預期可解決中國稀土產業三大核心的問題，包括出口定價

權、生產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高端應用研發落後等，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為稀土企業數量過多、規模小、競爭力弱、產業集中度低，因此需透過稀土產業

整合，形成少數的稀土集團，詳述如下： 

1. 稀土出口的定價權 

稀土材料的稀缺性，使其成為世界各國或區域的關鍵礦產，中國於供給面具

有壟斷地位，理應具有稀土定價的話語權，然而產業整合前的中國稀土產業存在

企業規模過小、產業過於分散、彼此惡性競爭，導致喪失稀土出口的定價權。 

2. 稀土生產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 

開採、分選、冶煉分離稀土的生產過程會產生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巨大的

環境成本，部分稀土礦藏豐富的國家也因為此原因，不願投入生產稀土原料或產

品。另外，稀土產業的企業規模小、數量多、難以監控被認為是造成環境破壞和

資源浪費的主因之一。若是能將小企業整合為大企業或集團，除可方便監控管理

外，大企業於環保投資較具優勢、其製程技術高、大規模處理污染較具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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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業或集團對於社會責任感亦高，因此可有效透過稀土產業整合，以解決環境

破壞和資源浪費問題。 

3. 稀土高端應用研發遲滯不前 

稀土的應用性會反應於其價值性，中國稀土的優勢在於量多和低端產品，高

端應用層面的稀土產品與美國、日本等國存在一定差距。目前中國較缺乏稀土的

知識產權及稀土應用產品技術落後，產品的附加價值偏低，高端產品亦大量仰賴

進口。若改善稀土產業整合情形，大企業或集團將更有意願及能耐發展高端產品

技術和產業，並替企業帶來更多收益。 

有鑑於此，近年來中國的稀土產業主要掌握在六大稀土集團，形成「5+1」的

南北六大稀土集團，以地區分別整合稀土資源和冶煉分離企業，其中「1」指的是

北方稀土，「5」則是中國鋁業、廈門鎢業、五礦稀土、廣東稀土和南方稀土。北

方稀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稀土公司，擁有全球稀土礦儲存量最大的白雲鄂博礦獨

家開採權，主要以氟碳鈰礦和獨居石為主。掌握約 50%的中國稀土配額，並已形

成稀土產業上中下游一體化的產業供應鏈，包括每年可冶煉分離產能約 8 萬公噸、

稀土金屬產能 1 萬公噸，可生產各類稀土產品及功能性材料（如永磁材料、拋光

材料、儲氫材料、發光材料等）。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國政府將原本分散的 5 家稀土企業（中國鋁業集團、

五礦集團、贛州稀土集團、中國鋼研及有研科技）整合成為 1 家以重稀土為戰略

目標的超級大型公司「中國稀土集團」，並將其總部設於江西贛州，由中共國務院

國資委直接監督管理（海中雄，2022）。中國稀土集團仰賴五礦稀土的高效冶煉分

離加工技術，可實現 15 種單一高純稀土元素的分離，旗下亦有稀土研究院從事

稀土開採、分離等程序的綠色環保技術開發、稀土應用產品的研究與開發等工作，

目前已開發的核心技術包括稀土分離工藝優化設計系統、溶劑萃取法分離生產超

高純度稀土技術、稀土分離生產過程物料聯動循環利用環保技術等（芮嘉瑋，

2022）。「中國稀土集團」與位於內蒙古包頭的「北方稀土集團」遙相呼應，從原

先的 5+1 六大稀土集團轉變成四大稀土集團的南北雙雄局勢（如圖 2.12），將有

助於提升中國稀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稀土資源優勢互補及產業協同發展，

並透過此稀土產業整合，促使中國提升其全球稀土產業話語權、出口量及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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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2.12、中國稀土產業整合轉變  

中國的稀土產業整合政策雖已有突破性進展，然而高端應用和高價值的稀土

供應鏈將仰賴科技創新，「十四五」為中國稀土產業驅動創新發展的重要階段，中

國對於稀土產業的發展目標是到「十四五」後期，整個產業鏈能進入以高端應用、

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的成熟發展階段，實施科技創新、產業轉型，掌握全球稀土

關鍵材料的供應鏈。 

稀土作為不可再生的關鍵礦產，對於傳統產業轉型、新興產業及國防產業的

未來發展極其重要。在稀土需求逐年提升的情況下，除了持續管控稀土開採、冶

煉分離總量，近年中國政府亦積極推動稀土資源節約和再利用，透過回收稀土生

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以及從含有稀土的產品中提取稀土元素生成稀土氧化物，

進而加工得到稀土金屬，最終達到稀土循環，期望降低環境污染，提升稀土產業

鏈對環境的友善程度。 

 

  

5+1的六大稀土集團 四大稀土集團，南北雙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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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稀土供應鏈思維下全球之因應 

一、全球稀土礦源分布與供需 

(一) 稀土全球礦源與儲量 

稀土元素主要以礦物之形式存在於地球中，可依據不同之存在位置而區分為

三種不同的礦，分別為離子化合物礦、金屬岩礦及離子吸附礦。離子化合物礦：

稀土以離子化合物之形式占據於礦物晶格之格隙位置，例如獨居石及氟碳鈰礦等。

金屬岩礦：稀土元素以置換固溶之方式於礦物晶格，例如螢石及磷灰石。離子吸

附礦：稀土元素以離子態吸附於礦物表面或顆粒之間，故有利於提取，通常為黏

土及雲母類等層狀結構之礦物。然而，稀土礦物通常係以複合礦之形式存在，在

礦物中之濃度一般為 3~5%左右，稀土礦量大但資源較為集中，故其實稀土不稀，

只是不均。全球稀土主要分布於中國、越南、巴西、俄羅斯及印度，其他國家包

含：美國、澳洲及南非等，能成功掌握稀土資源並有效利用，並成立研發中心，

諸如 Ames Laboratory, Baotou Research Institute of Rare Earths, Switzerland 

Institute of Metals & Rare Earths 等，即可成為工業強國，針對稀土礦源開發萃取

分離及高階純化技術，目前皆有優異之研發成果。 

中國目前在稀土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如圖 2.2、2021 年全球稀土儲存量分布

圖顯示，中國蘊藏量為全球第一，2021 年中國稀土蘊藏量約有 4400 萬噸，約占

全球之 35.2%，年產量為 14 萬公噸，約占全球之 58%，是唯一能夠提供全部 17

種稀土金屬的國家，現有地面與海砂礦（如北方包頭混合稀土礦，東南方離子吸

附淋積礦，以及四川氟碳鈰礦等）約可使用 500 年，目前國際循環回收比例不高，

約在 10%以下，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目前全球年需求粗稀土約 22 萬公噸下，中

國產出超過占 60%，精煉後材料市場占有率更高達 85%以上。 

越南在稀土礦源方面亦不可小覷，2021 年稀土礦藏為 2,200 萬公噸，排名全

球第二，約占全球之 17.6%，年產量為 1,000 公噸，約占全球之 0.4%，其稀土礦

源主要分布於東寶(Dong Pao)、萊州(Lai Chau)、安沛(Yen Bai)等地區，2010 年前

零開採，2011 年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時期，日本即予越南進行稀土合作開發計畫，

協助成立國營越南稀土公司(VTRE, Vietnam Rare Earth JSC)並具備稀土提取與回

收能量，主要產品為輕/重稀土氧化物，純度可達 4N，並可回收磁石之稀土，2016 

中資盛和資源 (Shenghe Resources Singapore) 結合日本收購  Vietnam Rare 

Earth(VTRE) 100%股權，主要產品為稀土氧化物與金屬之加工。 

日本無直接礦源，目前約 60%由中國進口稀土精礦（稀土氧化物含量大於

70%），其他來源則有越南及澳洲等，境內以稀土精煉純化為主，如 TANAKA 

Precious Metals 及 Nippon Rare Metal，供應高純度稀土金屬或合金給國內廠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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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方面，日本於 2013 年即成立戰略都市礦山中心(Strategic urban mining 

research base, SURE)，由法人研究單位結合企業，根據企業之需求協助開發相關

技術或設備進行推廣，主要以都市即為礦山資源之概念，針對都市中之廢電機電

子設備(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其常含有高於大自然原

礦數倍以上濃度之稀土、稀有與貴重金屬等有價資源進行回收，並降低廢棄物對

於環境之負擔。然而日本政府雖積極推廣都市礦山的政策，從廢料中來回收稀土

元素，但目前已朝向更多元化，例如環境、化學、食品、玻璃、水泥、陶瓷、半

導體、培林零件、採礦設備、細砂、鋁粉及各種未處理之廢棄物，以零廢棄為終

極目標。 

台灣於 1950 年開始，在美國支持下成立美援礦業聯合委員會，並由經濟部

獨居石採勘處針對西岸河床含獨居石(Monazite)礦物之重砂進行勘查，地區大致

上可分為淡水以東之北海岸、淡水至新竹之西北海岸、西南海岸及南海岸，其中

重砂儲量最多的區域主要集中西北及西南海岸一帶，重砂經磁力選別初步分類後

可分出磁鐵、鈦鐵、獨居石和鋯石，適用於煉鋼、特殊合金及耐火材料應用等，

用途廣泛。當時進行重砂探勘及開採，其實主要目的是想取得僅次於鈾原子能之

戰略物資－釷(Thorium, Th)放射性元素，由於重砂礦中獨居石為釷的主要來源，

而釷為第二級原子燃料，但台灣之獨居石分布型態主要集中於河流下游，與一般

分布於河岸之型態不同，礦砂中之獨居石含量僅約 3%，整體含量偏少，故後期

美國並未大量開採，改以評估鈦鐵及提供相關精煉設備，在台進行粗煉後再輸出。 

然而，在獨居石之化學組成中，含有鑭、鈰、鐠、釹、釤和銪等鑭系輕稀土

元素，具有極高工業應用價值，故當時核能研究所在開發稀土相關萃取及分離技

術後，即和鑫海稀土合作進行稀土提煉技術開發計畫，以重砂作為原料，先進行

萃取分離出獨居石後，再各別分離出稀土元素，主要製成高純氧化物供國內業者

使用，或出口國外進行相關精煉製成高階稀土金屬再應用，但中國具有稀土礦源、

人力及土地等多方優勢，於 1963 年即在白雲鄂礦區之包頭市，成立包頭稀土研

究院後，包頭鋼鐵集團將其併購整合於研發部，成立全國最大的綜合性稀土研發

機構，稀土發展隨即迅速起飛，故台灣在稀土價格成本方面無法與中國匹敵，最

後只好退場，稀土相關產品則由天弘化學承接販售，售完便不再生產，台灣稀土

生產的部分也就此畫下句點，之後稀土材料便全數改以進口為主。 

(二) 稀土全球供需分析 

國際面對稀土材料資源之供需都以積極之態度及不同策略面對，目前全球稀

土資源最大的消耗進口國，依次為日本、美國、俄羅斯、南韓、西歐等國家，其

中以日本最為將稀土材料高值化徹底實現，主要應用於永磁與拋光材料等應用，

憑藉著優異的工業技術提高產品的品質，在高純稀土材料供應方面仍占有絕對位

置，為應用稀土附加價值最高的國家，約占世界稀土應用總量 30%，年進口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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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 萬公噸，用於高科技創新領域的稀土占其使用總量 90%以上，特別是在高

階稀土永磁方面，具有性能非常優異之產品，不管是稀土永磁磁粉、磁石或相關

物料，皆處於領先之地位，故稀土應用量居高不下。 

美國亦為世界主要稀土應用大國，高科技創新技術研發領域之稀土用量約占

其使用總量之 77%，2021 年之稀土使用量約 6,100 公噸，僅約為 2019 年之一半，

主要因 COVID-19 影響，雖可帶動消費型網通資訊設備成長，如：智慧型手機、

筆記型電腦、平板及車輛等，銷售量皆續保持高度需求，晶片、封裝及動力馬達

之供貨皆炙手可熱，但產量受到生產人員確診或居家上班影響而大幅縮減，故連

帶影響稀土之使用量。目前美國之稀土應用市場同樣主要集中於稀土永磁方面，

因 2021 年美國拜登政府推動風力發電加速開發計畫，預計於 2030 年達成 30 GW

之離岸風電，若以 1 MW 約需使用 650 公噸之稀土永磁進行估算，整體至少需要

19,000 公噸以上之稀土永磁，其用量非常龐大，然而自 2022 年起，鐠釹氧化物將

供不應求，要滿足北美 2030 年之稀土永磁需求，每年需增加 3 座 Mountain Pass

礦之產出量（約 18,500 公噸），預期屆時稀土供需將會掀起另一波風暴。 

歐盟在稀土應用方面以綠能之稀土永磁相關為主，每年約由中國進口 16,000

公噸之稀土永磁（2022 年），超過 98%為集團收購，主要應用於電動車之高效節

能馬達，2019 年全球電動車市場已達約 1.6 億美元，在稀土永磁材料之需求量已

達到約 18 萬公噸，在全球節能減碳政策的趨勢帶動下，為了因應 2030 停售燃油

車政策，歐盟之稀土永磁需求預期將由 5,000 公噸（2019 年）提高至 70,000 公噸

（2030 年），但考量目前稀土關鍵供應鏈由中國掌握，故歐盟也同時針對自主供

應鏈進行評估，根據 European Raw Materials Alliance (ERMA)提出，將規劃在芬

蘭、挪威及瑞典進行採礦，於波特蘭進行分離萃取，愛沙尼亞進行合金化，回收

的部分則在比利時及法國進行，並於德國及斯洛維尼亞進行稀土永磁磁石生產，

預計吸引 17 億歐元投資，可提升歐盟稀土永磁由年產 500 公噸至 7,000 公噸，

2030 年自主率可達 10%以上。 

台灣在進口稀土材料產業方面，主要是以進口原型材料，如粉體、板材棒材

等，再應用在各種產業上，包括 LED 螢光粉、光學元件與半導體用研磨液、石油

化學用觸媒、馬達永磁材料、玻璃鏡頭、功能陶瓷及高強度鋁合金等，整體產值

相當可觀，每年進口稀土總量約 6,300 公噸，包括『85051100001 金屬製永久磁鐵

（稀土永磁）』、『28469000005 其他稀土金屬，釔或鈧』、『28053090008 其他稀土

金屬，不論是否互相混合或合金』、『28461000002 鈰之化合物』、『36069010001 鈰

鐵及其他引火合金』、『25309099106 稀土礦石及其精砂』等六項，其中又以永磁

材料及研磨拋光液最為大宗，金屬製永久磁鐵（稀土永磁）及鈰之化合物占進口

量 98%，可用於如半導體/光學精密研磨製程、高效永磁元件（電動車、風機馬達、

3C 磁驅動元件）等應用，但在高階稀土材料及配方設計上技術能力稍嫌薄弱，只

有部分稀土廢棄物處理能力，無自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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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台灣在永磁材料（稀土永磁+鐵氧體）之總進口量約 8,700 公噸，報

關總價值 16,500 萬美金，其中稀土永磁約 3,870 公噸 (~44.5%)，報關總價值 13117

萬美金(~79.5%)，中國占稀土永磁材料（釹鐵硼）進口量之 95.0%，且中國同時亦

掌控全球 85%之市場，日本第二(~1.7%)。進口稀土永磁材料約有 80%為馬達（電

動機）產業使用，特別是從 2021 年起，進口量突增，研判與中美貿易戰及台商返

台設廠有關，部分中國出貨改為台灣製造。在稀土氧化鈰方面，目前拋光用稀土

氧化鈰拋光材料全數進口，2021 年鈰之化合物之總進口量約 2,600 公噸，中國占

鈰之化合物進口量之 35%（914 公噸、單價約 2USD/kg），日本則為第一(52%)，

單價亦高（1,356 公噸、33USD/kg），報關價值約 4,750 萬美金，除以鈰化合物做

為報關稅則項目廠商提供外，另部分半導體拋光液可能以其他化學品項報關，而

光學拋光用氧化鈰粉體及半導體用氧化鈰拋光液（研磨漿料，氧化鈰濃度約 5%），

目前推估進口量分別約為 700 公噸及 1,600 公噸，其中 96%由中國進口。在其他

稀土金屬方面之釔或鈧，主要應用於高強度航太材料，進口量約 155 公噸，其中

95%由中國進口，次要輸入國為日本及美國。 

稀土金屬受限於全球儲量分布不均，開採時造成環境污染及價格供需易受到

政治性操作，近年來各國雖陸續開發新礦源或採取稀土材料減量、替代及回收再

利用的因應措施，但由於價格與量體規模有強烈關係，可能導致舊廠獨大而新廠

難以生存，預期未來十年仍將操控於少數國家之領導廠商。 

二、國際稀土政策與應用趨勢 

(一) 稀土政策與各國策略 

國際稀土政策及技術研發重點彙整如表 3.1 所示。美國對於關鍵資源(Critical 

minerals)以使用量、供應量及供應風險進行定義，無定期更新，2020 年共定義 50

種關鍵資源，除了貴金屬之外，稀土元素如釹、鏑等也列為其中，主要為考量電

動車、風力發電機、節能馬達所需之關鍵稀土材料，故在政策面除了考量國際工

業競爭之外，也同時考量到國防安全及軍事應用方面，以鼓勵自主開發稀土前端

分離純化、減量替代及資源循環技術為主。在稀土前端分離純化方面，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之 Mountain Pass 具有高濃度之稀土礦源，稀土含量最高可達 8%（一般

約 2~3%），全盛時期約可供應全球 60~70%之稀土資源，稀土氧化物之年產量約

可達 20,000 公噸以上，但早期於技術開發之過程中，綠色環保概念尚未周全，故

在稀土前段萃取分離過程易產生大量之廢排污染，令人詬病，而另一方面，中國

則帶著成本優勢及配合限制進行競爭，在環保議題及價格問題之雙重夾擊下，中

間曾一度暫停開採，但隨著中美貿易戰開打，2022 年拜登下令宣布聯邦政府和民

營企業將加強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物供應鏈，強化重大投資關鍵礦物質和材料的國

內生產，停止依賴中國。 

除了政策推動之外，美國也積極進行投資，使 MP Materials 公司重新成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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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唯一一家稀土礦開採與加工基地，並重新取得 Mountain Pass 之開採權，過去以

輕稀土加工為主，每年出口約 3,000 至 4,000 公噸之稀土粗礦至中國進行提煉（包

含電動車用之稀土永磁釹鐠），再由中國進口稀土材料回來使用，而目前將建立稀

土開採、選礦、冶煉、分離、純化到產品之完整產線，並與盟國－澳洲稀土開採

公司 Lynas Rare Earths Limited 進行投資合作，在德州建立輕稀土萃取分離廠，每

年生產約 5,000 公噸稀土化合物，其中包括 1,250 公噸之稀土永磁釹鐠合金，相

關所需原料將由西澳洲進口，惟當地之環保議題仍待處理中。 

歐盟在關鍵資源(Critical and raw materials)方面則除了以使用量、供應量及供

應風險之外，也特別考量對於工業連結、現代科技發展、環境工程使用（如：太

陽能、風力發電機、燃料電池、電動車及節能相關應用）及經濟之影響程度進行

定義，每 3 年重新評估，2020 年共定義 30 種關鍵資源，包含貴金屬、輕、重稀

土、鈷及鎳為主，特別強調清淨能源、儲能及氣候變遷相關應用，技術佈局重點

同樣放在分離純化技術及回收技術，在戰略儲備方面國家層級未考慮，由民間企

業自行評估儲存。在減量替代方面，德國 Siemens 開發之無重稀土添加之磁石已

應用於風力發電機，但體積大且需要更多釹，尚未完全取代，而無採用稀土之高

性能鐵氧體磁石(Ferrite-based)仍在開發中，尚未量產，整體趨勢朝降低系統工作

溫度、改善磁石加工製程、降低磁石損耗率等策略進行發展。 

中國之稀土供應量占全球之五成以上，在十二五規劃中，曾特別針對稀土元

素採取限制開採、限制出口與進行稀土儲備等政策，試圖影響世界稀土之供給，

並於 2010 年中國日本因釣魚台領土爭議引發之國際稀土貿易戰，利用配額及總

量管制，限制稀土元素出口以控制價格，使國際稀土價格高漲為原來之 10 倍以

上，其中鏑(Dy)曾達每公噸 3 百萬美金之天價，各國稀土磁石業者被迫開發稀土

取代應用、另尋稀土元素來源或至中國設廠。2015 年逐漸沈寂後，2017 年起中國

為應對美國持續施壓下的關稅、禁運與新貿易戰，一直有重新限制稀土國際供需

之威脅論，由於美國國防工業嚴重依賴稀土，對美國構成嚴重威脅，而因對稀土

依賴亦嚴重之風力發電、(International Energy 4, IE4)工業馬達新規與電動車用量

持續增加，美國將稀土列為關鍵材料，川普通過國防授權法案，開始建立稀土供

應鏈，歐盟亦極關心稀土貿易與自主之議題，2018 年中國調降 36%之稀土開採、

提煉配額，各國加速稀土減量替代開發。由於稀土材料對各主流產業皆有相當之

影響力，因此各主要政治體，包括歐盟、美國、日本、中國等，皆有政策指導方

向，以確保各政治體下之稀土應用或關連產業，都能在公平與自由貿易之前提下

競爭。 

我國目前在稀土材料方面皆以進口為主，超過 90%來自於中國，主因還是具

價格優勢，然而稀土材料在定位方面，對於國防屬於戰略物資，對業界而言，是

工業使用上之必需原料，由於稀土在應用方面仍屬微量添加，回收原料之規模並

不符合經濟效益，目前之作法為能回用就再回用，無法回用則送回中國更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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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業者也自行儲備約 12~18 個月之稀土庫存，以備不時之需，若遇到危

機時，也可透過中國廠把稀土加工成不同品項之產品再出口台灣，因此在策略面，

仍以業界自行應對，採多元料源、減量添加及戰略儲備為主。目前永磁用稀土高

達 95%由中國壟斷，若有國際政經波動造成供應不順或價格不穩，將直接影響台

灣數百億之產值，另隨著低碳政策之轉型，以稀土應用為主之綠能（風力發電）

與電動車（各式高效馬達與傳動元件）商機持續放大，預期其需求量短期內即會

迅速增加（2021 稀土永磁半成品進口量已較前一年約成長 60%），加上中美貿易

戰使部分關連產能回流，預估未來進口需求將持續攀升，但台灣目前無稀土原料

自主能量，即便有國際多元稀土料源取得與合作運用之機會，亦無法迅速接軌與

取得商機。兩岸情勢變化不易掌握，稀土穩定取得之潛在疑慮，除靠國際友我之

氛圍化解外，建立自主力量或成立相關基金並儲備稀土材料，再以穩定之價格售

給業界，相信能有效降低風險，確保產業與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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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國際稀土政策及技術研發重點 

 美國 歐盟 日本 

關鍵資源

名稱 
Critical minerals 

Critical and raw 

materials 
Rare metals 

關鍵資源

定義 

50 項物質 

無定期更新 

2020 白宮 

30 項物質 

每 3 年重新評估 

2020 執委會 

34 項物質 

無定期更新 

2014 經產省 

政策重點 

國防需要 

經濟安全 

產業競爭 

產業競爭 

(特別強調清淨能源

及氣候變遷相關) 

產業競爭 

研發技術 

佈局重點 

資源探勘技術 

分離純化技術 

替代技術 

回收技術 

分離純化技術 

替代技術 

回收技術 

分離純化技術* 

替代技術 

回收技術 

國際合作

基調 
盟國 歐盟及近歐盟地域 

經貿投資具礦源國

JOGMEC 負責 

國內開發

可行性 
鼓勵 准許 本土未考慮 

人力投資 分離純化專技 分離純化專技 替代與回收專技 

戰略庫存 

國防部 

約 14000 噸 

(7%年需求) 

國家層級未考慮 

民間自理 

1983 年啟動、產業

需用為主 

JOGMEC 評估 

資料來源: USGS,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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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稀土材料應用及產業現況 

稀土元素的特殊性，主要在於其具有特殊且多重的 f 電子軌域，f 軌域之外層

電子受原子核引力弱，使得其受激發與回到基態的能量釋放多樣性，較其他元素

容易與豐富，由此衍生之各式特殊物理性質與化學活性，不管是光、電、磁、化

特性，皆遠優於過渡元素，因此從早期以化性與冶金應用為主之石油裂解、廢氣

處理觸媒、發色釉料、儲氫材料、航太與高強度合金，到現在擴張到磁光電應用

的高折射玻璃、夜視光學、LED、永磁電機、高效發電等，從 iPhone 到 Tesla 到

F-35，稀土都是必需品，加上近年持續受中國壟斷之潛在威脅，歐、美、日、韓

皆將稀土元素視為關係國家與經濟安全之戰略資源。 

美國在 2019 年中國稀土關稅事件爆發，被視為第二次稀土貿易戰之前哨站，

故 2020 年美國國防部宣布恢復美國稀土生產，並進行資源投入，重新建立由採

礦、萃取分離、火法還原，從稀土粗礦、精礦、複合稀土氧化物、單一稀土氧化

物、稀土金屬到高純稀土金屬之全自主生產線，目標年產 5000 噸稀土材料（前驅

物、氧化物及金屬），戰略庫存約 14,000 公噸。美國過去曾有稀土永磁之龍頭－

Magnequench (MQ)公司，但已被中國收購，其相關稀土永磁專利技術以為中國所

有，大幅提升中國之稀土永磁技術，然而目前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已與 MP Materials

公司合作，開發稀土永磁材料以供應通用汽車公司之電動車馬達關鍵元件，期待

再度回歸國際市場龍頭。在新應用及相關技術之部分，美國 Ames Lab 開發無添

加重稀土(HREE-Free)之磁石(Ce, Co)取代(Nd, Dy, Tb)，由於重稀土具有強化晶界

及提升矯頑磁力之特性，以其他金屬元素替代之性能仍在優化中；美國 Urban 

Mining Company 開發減少 40%Dy 之 NdFeB 磁石，不過熱穩定性較差。而在產業

方面，Apple 公司則以自主循環做起，除了在產品端導入可回收循環設計之概念，

且自 2016 年起即設計回收機器人，回收汰役手機中之稀土元素，並持續於下一

代手機中進行使用，而目前此機器人已進化至第三代，且在回收技術方面也取得

專利，特別是在磁性元件之回收、再生及後續沉積成型等相關技術，徹底貫徹以

零廢棄為終極目標（芮嘉瑋，2022）。 

歐盟在 2020 下半年成立歐盟原物料聯盟(European Raw Materials Alliance，

ERMA)，其目的主要為確保綠能及電動車發展所需之關鍵物料，如鋰、鈷、鎳及

稀土等材料之價格及來源穩定，而在稀土永磁供應的部分雖有德國之

Vacuumschmelze (VAC)公司進行供應，預計在 2030 年讓歐盟能夠自主供應 60%

風力發電機之稀土永磁所需，但由於競爭對手－中國可享有 13%之出口退稅及相

關原料補貼，整體而言，價格仍具有相當優勢，故歐盟之配套措施仍在調整中，

並持續推動歐盟之自主稀土產業。 

中國在稀土材料方面有完整的研發機構，如中國科學院及包頭稀土研究院等，

在產業方面有廈門鎢業、有研稀土及金龍稀土等，其中廈鎢集團於 1985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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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2 家子公司，集團營運架構包含鎢、钼、稀土、能源新材料及房地產，其中

鎢、钼佔總營運之 59.06%，年收 101.4 億元人民幣。而金龍稀土公司為中國南方

與福建省稀土產業的龍頭企業，屬廈門鎢業（廈鎢集團於 2006 年收購）之全資子

公司，具有稀土礦開採、稀土分離、稀土金屬加工、稀土精深加工(螢光粉及磁性

材料)生產線完整產業鏈之優勢，以及稀土功能材料的研發與應用，目前公司總投

資額 25 億人民幣，現況產能約是 5000 噸稀土分離、2000 噸稀土金屬、2000 噸

高純稀土氧化物、1300 噸三原色螢光粉生產線、6000 噸釹鐵硼磁性材料（目前運

作中為 3000 噸）生產線。近期為強化稀土功能材料的研發和應用，投入 1.5 億人

民幣建立能源新材料（稀土材料）研發中心。同時為解決現況資源供需不確定問

題，亦與龍岩市、三明市兩地方政府合作分別成立了由廈鎢控股的龍岩市稀土開

發公司和三明市稀土開發公司，為金龍提供除長汀外的外部資源。稀土目前中國

中央政府正持續進行嚴打亂採亂挖與整頓秩序，因此積極要求龍頭企業整頓中小

型公司，負責稀土礦產的統一開發和管理，目前金龍稀土即為福建省特有礦山開

採管理模式之樣版企業，並已成為中國國內獨立擁有稀土資源之少數企業之一，

在應用方面仍以能源材料-釹鐵硼合金為大宗。 

台灣在稀土應用以高效動力馬達之釹鐵硼永磁材料及光學玻璃/半導體晶圓

拋光之氧化鈰材料為主，每年進口量超過 8000 公噸，95%受控於中國（中國亦掌

控全球 85%之市場），而在航太引擎元件之鋁鈧合金部分則較少，每年進口量約

100 公噸。在釹鐵硼永磁需求方面，2021 年之進口量約為 3,870 公噸，較前一年

約成長 60%，研判與中美貿易戰及台商返台設廠有關（部分中國出貨改台灣製造），

其中約 2,820 公噸做為稀土永磁馬達原料，約可支撐 28,000 公噸永磁馬達產能，

因稀土尚未管制，國內進口量評估約等於國內馬達生產需求量，價格部分，目前

尚未發生稀土限制出口與貿易障礙下，近三年已提高約 300%，過去 2010 在稀土

貿易戰與限制出口等非市場因素下，價格即已一舉提升超過 500%，一旦稀土實

質貿易戰重現，配合市場需求持續增加，價格大漲與產業衝擊將無可避免。目前

釹鐵硼永磁半成品直接市場約新台幣 29 億元（成品市場約 58 億），但中美貿易

戰造成之訂單回流，與國內逐漸擴張綠能與電動車市場，應有數倍之機會。稀土

永磁元件（成品價格約為半成品之 2 倍）占馬達成本約 9~10%，如圖 3.1 所示，

可影響永磁馬達產值相當 5 倍（成本＋毛利），國內馬達產業初估影響超過 230 億

新台幣，馬達在機械設備角色，相當於晶片之於儀器，關聯應用之電機機械及各

式儀器系統產出，衍生影響應超過千億台幣。台灣稀土永磁需用業者目前於中國

設廠直接出貨或與中國供應商簽約進口，若遭中國非理性限制，產線被迫外移中

國或台灣製造停工，衝擊傳統本土各式馬達製造業者，另對於風力發電機組國產

化製造，以及電動車零組件相關未來性產業自主化發展將是重大隱憂。美日歐擔

心中國稀土永磁壟斷，持續擴大自主化佈局，台灣除可依靠大國善意取得一定程

度之稀土半成品外，亦應啟動可開發新料源之自主化技術佈局，隨著稀土之重要

性持續增加，自主能力應持續擴大，故短期可先從建立回收循環技術開始，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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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部分原料自主能力，長期可建立穩定稀土料源，對內加強盤點與自主回收、

對外擴張料源（原生礦與相關物料），並強化基礎技術能量，結合台灣廢排處理強

項，建立完整稀土自主能量。 

 
資料來源: Product Cost Estimation of Interior Permanent Magnet Motor, 2019 

圖 3.1、稀土永磁馬達成本分析 

在稀土氧化鈰精密拋光方面，主要用於稀土氧化鈰精密拋光材料，其具有軟

質化學研磨特性，可使工件不刮傷、更鏡面與更平整等特性，為目前光學玻璃與

半導體晶圓無可取代之研磨耗材，使用代表產業包括顯示器玻璃（群創、友達體

系）、玻璃質光學鏡頭（佳凌、揚明）、半導體晶圓介電層拋光（台積電、聯電）。

2021 年之進口量約為 2,600 公噸，較前一年約成長 77%，其用量大幅增加應與全

球半導體相關市場成長有關，預估 2025 年將再成長 89%以上，價格依過去稀土

貿易戰市場趨勢評估，保守估計成長 400%以上。目前光學玻璃精密拋光用之氧

化鈰粉體半成品料受中國掌控嚴重，但因屬氧化物且純度等級較低，國際上可取

得替代品，若遭中國斷貨，短期內業者成本將增加；而在半導體晶圓精密拋光用

之氧化鈰拋光液已配方化，主要被美國、日本、韓國企業所壟斷，包括日本的 Fujimi、

Hinomoto Kenmazai，美國的卡博特、杜邦、Rodel、Eka，韓國的 ACE 等，進口

原物料後在台進行複配(複合配方化)與品質檢測後供應給光電與半導體產業，但

材料規格無法掌握，無法即時解決製程失效問題外，廢棄研磨液處理費用也相對

高昂。雖進口國非中國，中國禁運之直接影響低，但因國外生產業者最上游原料，

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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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中國為大宗，短期影響為成本增加，長期影響待評估。由於精密拋光廢棄組

成，與稀土原礦相較，濃度與純度皆高，是很好的城市礦山起點，但因廢棄數量

有限，除回收純化技術仍落後外，經濟規模比較是業界投資考量問題。 

三、國際稀土工業技術發展研析 

(一) 稀土火法冶金技術發展 

稀土礦經開採、分離及精煉純化流程後，可得各類稀土產品，應用於廣大市

場中，稀土礦開採並濃縮後經由濕法冶金方式將個別稀土元素分離後製得稀土氧

化物，稀土氧化物可應用範圍廣泛，例如：螢光粉、石油催化裂解、玻璃拋光、

光電及壓電材料等等，故除了常見之稀土金屬，稀土氧化物目前同樣具有不可取

代的地位，且應用領域仍不斷迅速拓展。稀土氧化物可經由火法冶金之方式，進

一步還原成稀土金屬，再接由精煉純化技術，提高至所需要之純度，以稀土金屬

而言，純度通常在 99.9%以上，而世界 80%~90%以上的稀土產能皆掌握在中國手

中，由採礦到分離還原程序，均可在中國完成，一直到後段稀土產品生產時，再

由日本瓜分部分高階材料市場。 

然而，隨著在 2011 年中國緊縮稀土出口政策，世界上其他稀土資源，如美

國、澳洲、俄羅斯等稀土礦源擁有國，陸續針對其稀土資源自主化開採進行研究

及評估，但稀土開採過程牽涉到的分離製程複雜，且有相當大的環境污染疑慮，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在 2012 年

確認並公布稀土生產製程中會產生的各種危害物質，並評估可能造成的傷害。由

於稀土礦之前段處理製程具有高度污染等環保議題，故美國先前主要將稀土礦送

至中國處理，但近年來中美貿易議題持續發酵，2019 年美國政府宣示提升稀土供

應自給率，計畫於 2022 年建立輕稀土(Nd, Pr)濕法分離工廠，並與澳洲宣示合作

稀土穩定供應計畫，隔年日本也宣布加入合作計畫，積極整合國外技術力量，強

化稀土全自主供應能力。觀察近期美日等國的稀土金屬策略，主要為稀土金屬替

代材料研發以及尋求稀土新礦源，特別是美國已有相關單位尋求國外合作共同開

採境內之稀土礦源，其中亦來台評估稀土提煉及純化技術合作，以避免 2011 年

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對於產業造成之缺料危機。 

稀土金屬生產需經過數段製程：採礦及濃縮、稀土氧化物分離及生產、稀土

氧化物還原、產品製作等，上游產業部分從稀土礦開採至稀土金屬生產，幾乎由

中國獨占，中國自 1960 年代初期，包括長沙、上海、包頭等地陸續建立稀土生產

實驗工廠，稀土工業從此快速發展，在稀土濕法分離製程上，中國居全球領先地

位，可在連續化製程產出 5N 以上高純度稀土氧化物，此技術已非常成熟，產品

純度、品相及產能均可滿足現有市場需求，至於火法冶金方面，由金屬氧化物還

原而得稀土金屬，再經由蒸餾法進一步提純稀土金屬至 3N~4N 以上純度，此部

分技術中國以北京有研及湖南有色金屬研究院為領頭羊，可有效產出 3N 稀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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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但超高純度 4N 以上之稀土金屬生產技術仍掌握在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 

目前主流之稀土金屬製備方式，為使用火法冶金之方式針對稀土前驅物（氧

化物或鹵化物)進行還原及純化兩階段製程，在稀土火法還原部分，常見的方式為

熔融鹽電解法及金屬熱還原法，根據不同稀土元素的蒸氣壓、還原電位及熔點沸

點特性，有其較常使用的生產製程，熔融鹽電解法適用於輕稀土及部分重稀土元

素，鈣熱還原法較常用於重稀土元素，純化的部分則以直接還原-蒸餾法為主，針

對蒸氣壓最高的四個元素-Sm、Eu、Yb、Tm，並依各廠家之策略選擇上略有不同。 

熔融鹽電解法早期原料多使用稀土氯化物，電流效率 30~40%，近年來原料

直接使用稀土氧化物，電流效率也提升至 80%以上，中國輕稀土金屬生產大多利

用熔融鹽電解方式，此方式適合於工業規模生產，但後續電解液較難完全去除且

製程環境較差，使產出之稀土金屬較難達到超高純度。以中國金龍稀土為例，該

廠家即使用熔融鹽電解法作為稀土金屬初階之還原方法，分別以石墨棒及稀土氧

化物作為陽極及陰極，活性氯化物如 CaCl2 為電解質，作為電解催化劑，利用活

性元素與陰極稀土氧化物發生還原反應而脫氧，電解結束後再將陰極置於真空感

應熔煉爐進行重熔，以獲得最終產品。其電解槽規模多在 4,000~6,000 安培，稀

土金屬回收率可達到 92%以上，電流效率約 70%~80%，未來也將開發萬安培等

級電解槽，以提升電流密度及稀土金屬回收率。此方法之優點為可製備稀土金屬

及稀土合金，適合大批量生產，反應時間較金屬熱還原法短，但活性金屬之引入

容易污染產物，適合低純度(1N~2N)稀土金屬之生產。 

在世界先進國家中，許多稀土金屬利用金屬鈣熱還原技術，將稀土氧化物、

氯化物及氟化物還原為稀土金屬，這是稀土金屬製備的重要方式，所用的還原金

屬主要為鈣（少部分國家用鋰或鎂），此鈣熱還原技術適用於大部分的稀土元素。

自 1826 年開始，C. G. Mosande 首次利用金屬鉀在氫氣氣氛下還原氯化鈰製得金

屬鈰，此後一百餘年間相繼製得金屬釓、鑭、鐠、釹等金屬，1953 年 A. H. Daane

及 F. H. Spedding 等人以鈣金屬為還原劑，還原稀土氟化物得緻密金屬釔及其他

重稀土元素，同年 Daane 等用鑭還原氧化釤、氧化鐿製得金屬釤及金屬鐿，至 20

世紀 60 年代已可用金屬熱還原法制取純度 99%以上的稀土金屬，批次生產量從

數十克至數十公斤不等，中國從 60 年代末開始進行金屬熱還原法制取稀土金屬

的研究，70 年代初已可製得全部稀土金屬，80 年代可大規模批次生產。 

使用金屬還原劑還原稀土化合物，反應方程式之反應自由能必須為負值，此

反應才可進行，視為自發反應(Spontaneous process)，故利用鎂、鈣、鋰等活性金

屬還原稀土氧化物時，鎂金屬與稀土氧化物間之反應自由能通常為正值或具有較

小的負值，還原性較差，而鈣、鋰與稀土鹵化物反應的自由能變化為負值，因此，

鈣、鋰較適合作為還原劑將稀土鹵化物還原為稀土金屬。其技術重點為，利用金

屬鈣在高於欲製備稀土金屬熔點的溫度下，直接還原稀土氟化物，以製得緻密的



第三章 稀土供應鏈思維下全球之因應 

81 

稀土金屬，做法上將過量 10%~15%的金屬鈣粒或鈣屑和稀土氟化物混合，後裝入

鉭製或其他高熔點金屬製作的還原坩鍋中，於真空感應爐或真空電阻爐中，在惰

性氣體保護或真空下進行加熱還原，還原溫度約高於欲製取的稀土金屬熔點 50K，

還原時間 15~60 分鐘，準確還原時間須視原物料量而定，稀土金屬回收率在

95%~98%，稀土金屬產品含金屬還原劑 0.3%~2%，經真空重熔，含鈣量可降至

0.1%以下，使用鉭制坩堝作容器時，稀土金屬產品含鉭量約 0.1%~0.5%，稀土金

屬產品含氧、氮、碳、氟、矽、鐵、鈣等非稀土雜質總量為 0.1%~1%，可得 2N~3N

之稀土金屬，後續再經提純處理，可降至 0.1%以下，故使用金屬熱還原技術製備

稀土金屬必須具備以下要點：(1) 欲還原之稀土化合物中，其雜質含量不可過高；

(2) 還原金屬之純度需在 3N 以上；(3) 反應容器與稀土金屬及反應物之作用小；

(4) 還原反應需在真空環境或惰性氣體保護下進行，避免氣體雜質引入。目前美

國 Ames Lab 已成功利用鈣熱還原技術生產稀土金屬，為最早利用此技術於稀土

金屬還原的研究機構，也是目前公認可達到最佳稀土金屬純度的單位。 

在稀土火法高純化技術方面，主要可分為方向性精煉、真空蒸餾及反應性精

煉技術。 

1. 方向性精煉技術(Zone melting)： 

方向性精煉是一種重要的高純度材料火法精煉技術，在許多金屬與半導體材

料的純化上發揮顯著功效，其純化製程示意如圖 3.2 所示，原理乃利用利用雜質

元素與母材料間的偏析係數(Segregation coefficient, Ks)差異進行純化，偏析係數

為雜質元素在母材料固態與液態溶解度比值，即 KS=CL/CS，其中 CL 為雜質元素

在溶湯中的濃度，CS 為其在固態中的濃度，將熔融區由材料的一端往另一端移動

時，偏析係數小於一者，雜質即會因隨著固液介面的移動而移動，最終留在樣品

的尾端，相對的，若是偏析係數大於一，則雜質將殘留在樣品的前端，雜質元素

與母材料本身具有大差異的偏析係數時，在方向性精煉製程中可發揮純化效果。

本研究考量母材的熔點，熱傳導等物理特性，於真空或保護氣氛中操作以避免氧

化反應產生，由於熱傳方向包含軸向（熱區移動方向）與徑向，因此，固液介面

跟材質的熱傳，表面張力，棒材直徑，加熱方式，坩堝材質等均有關係，固液介

面為影響精煉效果非常重要的因子，透過製程設計控制以強化雜質偏析效果，並

考量坩堝材料選用，熔區大小控制，高蒸汽壓雜質去除，氧與低密度雜質前處理

及製程控制，熔區移動速度等評估雜質移除效果。然而，方向性精煉法因速度緩

慢，成本偏高，一般使用在高純度材料之實施，中低純度材料則需搭配其他火法

精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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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urification of naphthalene by zone refining: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optimization by 

swarm intelligence-based techniques, 2022 

圖 3.2、方向性精煉純化製程示意 

 

2. 真空分餾技術(Vacuum distillation)： 

真空分餾為另一種泛用的高溫火法精煉技術，其純化製程示意如圖 3.3 所示，

乃利用雜質元素與母材間的蒸汽壓差異，在特定的溫度與壓力下，使兩者因為不

同的昇華或揮發速度而達到分離效果。一般而言，常見的加熱方式包括感應式加

熱法與週波感應加熱法，視材料種類，升溫速度，溫度分布均勻性等而有不同選

擇，蒸汽壓差異越大具有越好的分離效果，受到揮發的雜質元素在脫離母材後於

冷區凝結，然而，當雜質元素的蒸汽壓低於母材時，則傾向於留在母材當中無法

去除。真空分餾主要分為四個步驟，每個步驟均受到對應的熱力學與動力學條件

所影響，包括揮發雜質由熔湯往表面的擴散，熔湯表面的脫附與揮發，氣相中的

傳輸，氣相於冷區轉化為凝相等，以不同的熱力與動力條件，藉此調整反應的速

度控制步驟，加速反應與純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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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Distribution model of lowly volatile impurity in rare earth metal purified by vacuum 

distillation, 2022 

圖 3.3、真空分餾純化製程示意 

 

3. 反應性精煉技術(Reactive refining)： 

由於部分雜質與母材之物化特性極為接近，包括熔點，蒸氣壓，固溶量大等，

一般火法精煉技術難以將兩者有效分離。其純化製程示意如圖 3.4 所示，當在系

統中加入高反應性與選擇性之添加劑，使其與雜質元素結合形成與基材元素具明

顯物化特性差異之二次相，如熔渣或氣體，前者可藉由材料密度的差異而與母相

分離，後者則類似真空分餾法，不同處乃在於使原本低蒸氣壓的雜質元素透過此

反應成為高蒸氣壓化合物，兩者均可在反應過程中造成雙相分離而達到良好的去

除效果。可由熱力學反應自由能評估，包括在添加劑之材料物理特性與母材之差

異，添加濃度，精煉溫度條件之調整，二次相控制以及雜質脫除機制設計，析出

物在熔湯中的孕核與成長等動力學行為，經由適當的計算與設計，有效脫除雜質

而提升材料純度。以 Gd 為例，除了金屬類雜質，其他如碳氫氧氮也有一定的純

化效果，碳跟金屬一樣都往尾端移動，氧則留在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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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eparation behavior of impurities and selenium reduction by the reactive zone refining 

process using high-frequency induction heating to purify Te, 2016 

圖 3.4、反應性精煉純化製程示意 

目前國際領先業者在稀土金屬純化方面，主要以金屬高溫真空蒸餾進行純化，

可針對低沸點之過渡金屬雜質脫除，對應稀土金屬之蒸餾純化及稀土前驅物之還

原程序，利用冷凝程序設計，可搭配不同階段之純化製程，針對低沸點、高沸點

之雜質進行收集，獲得高純稀土金屬。以釹為例，一般在氧化釹直接進行金屬熱

還原製程時，工作溫度常會操作在 2,200 oC 以上（氧化釹之熔點溫度），使氧化釹

可形成液相，與金屬鈣進行液相之均質反應，但火法冶金最令人詬病的問題就是

高溫高能耗，故低溫固液反應製程也是目前技術之主流，將控制反應溫度於 1,800 
oC 以下，此時氧化釹仍屬於固態，其與液態熔融的還原劑鈣進行以晶格擴散為主

之異質介面反應，此反應在氧化釹表面還原出釹金屬，但還原出之釹金屬層會阻

止還原劑繼續與內部的氧化釹反應，導致反應速率慢且還原率偏低，故再利用低

熔點之氯化物作為溶劑，將此層金屬溶解到熔融鹽之中，形成連續相，使反應可

繼續進行，增加反應速率，提高釹金屬還原率並降低氧化釹比例。 

(二) 稀土濕法冶金技術發展 

稀土無論是一次資源（礦物資源）或二次資源（回收資源），均須經過濕法冶

金處理，然而伴隨而來的則是污染議題，因此，如何能夠降低污染且具有高效率

之環保綠色濕法技術則為目前稀土精煉技術開發之趨勢。稀土元素具有極大的氧

親和力，因此，稀土礦藏中的稀土元素經常以氧化態形式存在，先前已簡略提過

不同的稀土礦源會以不同的元素分離方式進行，如重力、磁性、表面離子電位差

異等特性可做為初階分選辦法，使稀土濃度可有效提升至 60%以上之稀土精礦。

經由初階選礦流程後之稀土精礦，其稀土含量一般為難溶於水的碳酸鹽、氟化物、

磷酸鹽、氧化物或矽酸鹽等複雜化合物，需經由適當程序將難溶於水的化合物固

溶於特定溶液中，將濃縮過後之稀土礦轉化為更有價值的稀土化合物，此轉化可

藉由熱及化學方式，主要以濕式冶金方式產出稀土氧化物，不同稀土元素的鹽基

度會影響稀土鹽類之溶解度、離子水解及化合物生成情況，基於此特性，化學沉

降法 (chemical precipitation)、離子交換 (ion exchange)及液相溶媒萃取 (solvent 

extraction)等方式，將稀土元素各別分離，通常以強酸或強鹼溶液先進行選擇性溶

解(leaching)，而後再以上述三種方式將所需的金屬取出，其技術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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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學沉降法(Chemical precipitation)： 

  包含分級結晶法、分級沉澱法及氧化還原焙燒法等流程，如圖 3.5 之化學沉

降法製程示意所示，主要針對稀土浸出液中，利用稀土元素之間不同溶解度，經

多次結晶及沉澱等過程，達成分離之方法，一般常使用草酸作為沉澱劑，並利用

HCl 調節 pH 值(1.5~2.0)及控制反應溫度（一般約在 70~80 oC），形成稀土草酸鹽

沉澱後，再經由焙燒處理（700~850 oC 持溫 1 小時），進而得到高純度之混合稀

土氧化物。其優點為製程及設備簡單，成本投入低，很適合工業生產，但其缺點

為回收率低、溶劑消耗量大、廢液污染較高、產品純度低等，只適合應用於浸出

液中稀土之簡單分離及加工，屬初階化學分離方法，較不適合單一高純稀土之生

產。 

 

資料來源: Effects of contaminant metal ions on precipitation recovery of rare earth elements using 

oxalic acid, 2022 

圖 3.5、化學沉降法製程示意 

 

2. 離子交換法(Ion exchange)： 

離子交換法是稀土元素分離、製備單一稀土元素之重要方法，如圖 3.6 之離

子交換法製程示意所示，主要以離子交換樹脂（陽離子或陰離子交換樹脂）為固

定相，含有稀土離子的溶液或淋洗液為流動相，離子交換反應發生在樹脂和溶液

之間，通過樹脂上的官能基可解離離子與溶液中電荷相同的離子進行異相交換反

應，被交換出來的離子在樹脂網狀結構中向樹脂表面擴散，再由樹脂表面向溶液

中擴散。此法之優點為可一次分離多元素，可達到超高純度，曾是稀土元素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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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流方式，但由於成本較高且速度較慢，現已被萃取法取代，但在超高純度稀

土製備時，離子交換法仍具有高度價值，目前國際上已有許多研究單位利用表面

官能基改質、Solvent-non-solvent 與高內相乳化(High internal phase emulsions, 

HIPEs)等技術，強化分離材料對於溶液中金屬離子的析出效果，同時兼顧分離材

料本身的穩定與長效特性。 

 

資料來源: Bridging Hydrometallurgy and Biochemistry: A Protein-Based Process for Recovery and 

Separa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2021 

圖 3.6、離子交換法製程示意 

 

3. 溶劑萃取法(Solvent extraction)： 

溶劑萃取法是現行稀土元素分離主流方式，在水相與有機相之間反覆萃取金

屬離子以達到分離純化之效果，完整製程如圖 3.7 之溶劑萃取法製程示意所示，

其設備含混和澄清槽、離心萃取器，萃取劑包括以酸性磷酸酯為代表的陽離子萃

取劑如 P204、P507，以胺為代表的陰離子交換液 N1923 和以 TBP 等中性磷酸酯

為代表的溶劑萃取劑。P204、P507 之萃取劑常被用來作為萃取製程之主要用劑，

不過隨著隨著稀土元素的原子序數的增加，其有機相的反萃越來越困難，其萃取

平衡時間長，萃取平衡酸度高，反萃餘酸多，而且有機相不易再生乾淨，較不利

於重稀土之萃取，而 Cyanex 272、572 系列則可改善此問題，但對於輕稀土元素

之分離率及萃取容量皆偏低，整體性能還是無法超越 P204、P507 之萃取劑。目

前尚未開發出全方位之稀土萃取劑，在稀土分離純化製程中，仍須採用不同萃取

劑之互相搭配，取得礦源中之所有稀土元素，並獲得最佳之萃取效果。早期溶劑

萃取法最令人詬病為污染問題，由於萃取劑常以煤油作為稀釋劑，長期使用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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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相的組分會發生變化，影響製程之穩定性，其產生之廢液問題也是影響環保之

重大因素。 

 

資料來源: Environment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n the separation of rare earth oxides through solvent 

extraction, 2017 

圖 3.7、溶劑萃取法製程示意 

 

綜觀以上，國際上在稀土氧化物化學提取以溶媒萃取為主流，近年來已有許

多廠商投入萃取製程之開發，如日本 Sanwayuka 公司（豐田電車及家電稀土永磁

回收），透過製程配方調控，可在常溫常壓下進行酸溶、萃取、晶析，延長萃取劑

之使用次數，使萃取劑可回用，其稀土氧化物純度可達 99.9%；而日本 Shin-Etsu

公司則是透過萃取劑之研發，主要分離輕稀土元素，目前稀土氧化物純度可達

99.8%以上，並具有可重新回用之優勢，大幅降低環保問題。除此之外，非萃取技

術也蓄勢待發，如美國 Rare Earth Salts (RES)公司主打綠色環保製程，其製程可

做到高純稀土氧化物、鹽類或金屬，是美國唯一一家具有稀土礦開採及相關設備

製造商，並以 Mountain pass 礦山為主（氟碳鈰礦），且輕、重稀土皆可分離，也

可生產釹、鐠及釹鐵硼等稀土金屬及合金，生產量每年達 6000 噸以上，同時為首

家重稀土氧化物生產廠商，具有全球 15%之稀土供應量。相關製程已於 2019 年

取得專利，主要為 Leaching 後，形成含有複合金屬離子溶液（浸出液），調整 pH

值由 1 至 4，形成複合金屬化合物沉澱，再拉高 pH 值到 7，形成複合金屬氫氧化

物沉澱（富集物）後，加熱焙燒(350 oC)使其形成氧化物，之後再酸溶形成稀土研

類，以電解製程(Electro-winning process)，透過調控電位使稀土還原成金屬態，進

而獲得稀土金屬，且透過後端蒸餾程序，可將 pH 值調整劑重新還原回用，其 NOx

收集後可重新回用，無環保問題。韓國之 Korea institute for rare metals (KIRAM) 

韓國稀有金屬則是與澳大利亞戰略材料公司及 Ziron tech 在南韓建立稀土磁石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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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線，協議生產 600 噸稀土永磁磁石，其分離純化製程則是以火法冶金之合金

法為主，利用鎂釹可形成低熔點合金之特性，將稀土元素釹提取出來，再以其蒸

汽壓之差異(Tb-Mg = 1090 oC; Tb-Nd = 3074 oC)，進行金屬高溫蒸餾製程，使釹可從

合金中分離，獲得高純金屬釹。 

(三) 稀土綠色循環技術發展 

稀土資源雖分散於美國、越南、俄羅斯等世界各地，但目前主要仍仰賴中國

進口，長期以來對於原料進口仰賴極深，相關產品達使用年限而損壞成為廢棄物

後也並未有效處理，常作為廢棄金屬處理或熔煉輔料，資源就此消失殆盡。然而，

此類廢棄物中仍含有大量稀貴金屬等有價資源，當 1980 年城市礦山之概念被提

出之後，許多稀土循環技術如雨後春筍般接續冒出，嘗試由國外低純原料或稀土

相關廢料取得高值高純度之稀土材料，以降低對國外原料進口之依賴，並可提昇

回收技術產品之附加價值及開創新的產業應用機會。 

目前國際在稀土廢棄物回收同樣主要可分為化學濕法冶金及物理火法冶金

技術兩類，濕法冶金技術透過萃取劑、基質改善劑、稀釋劑等選用及製程設計，

經酸消化（或鹼處理）及多級溶媒萃取處理，即可獲得各式單一或複合高純稀土

化學品（95%~99.995%，包括碳酸鹽、水合物、氧化物、氯化物等），但化學濕法

冶金之主要問題仍在於製程廢液之處理，雖可獲得接近與新品相同之材料性能，

但在濕法萃取製程中，平均每公斤廢磁鐵原料需使用 10L 硫酸溶液處理，其廢酸

廢水之產生量相當龐大；而傳統火法冶金則易有能耗及碳排問題，故不論傳統濕

法或火法冶金，都以破壞原材料之晶體結構，將稀土等有價元素分離提純，製成

前驅物後再利用，可達到資源循環之目的，但整體程序相對複雜也耗時，故綠色

循環技術則逐漸受到國際重視。 

以廢棄稀土永磁為例，目前常以初階物理處理流程並混摻配新料進行回用，

具有流程短、無污染等優點，而開發之綠色循環再生之主要技術，分別有熔鹽法、

氫碎法、電解提煉法、絡和萃取法、碳輔助法。 

1. 熔鹽法(Molten salt melting)： 

熔鹽法製程示意如圖 3.8 所示。熔鹽溶解法主要利用熔鹽(LiF 及 NdF3)去除

稀土釹鐵硼(NdFeB)廢料表面氧化之稀土氧化物，並考慮熔融氟化物和稀土氧化

物之間之相平衡，確定熔解工作溫度為 1230 oC，且為了避免引入其它雜質元素，

故過程使用鉭坩堝為容器。在 1230 oC 之高溫下，廢料表面的稀土氧化物(Nd2O3)

與 NdF3 發生反應形成碴相，同時 Nd2Fe14B 在高溫下分解形成鐵與 NdFeB 合金。

經過碴相與金屬母相分離後，可得到 NdFeB 母合金，以作為磁石生產之中間合金

產物，藉由添加或補充適量之稀土元素後，進行球磨混合即可燒結製成再生釹鐵

硼磁鐵。而碴相中之稀土氧化物可再利用熔鹽電解之方式提取稀土金屬，電解後



第三章 稀土供應鏈思維下全球之因應 

89 

之熔鹽可再回到熔解過程使用。此法可輕易去除廢棄磁石之表面氧化物，回收釹

鐵硼磁體，且無廢液、固產生，處理時間短，可用於大規模工業生產。但由於反

應需在高溫下進行，除了需要較高之能量外，對於坩堝之要求也相對高，較適用

於單一型號之磁石廢料，若原料包含其他廢料時，再生合金之成分則無法精確控

制，進而造成再生磁石之性能下降。 

 
資料來源: Chapter 255 - Recycling of Rare Earths from Scrap, 2013 

圖 3.8、熔鹽法製程示意 

 

2. 氫碎法(Hydrogen decrepitation)： 

氫碎法製程示意如圖 3.9 所示。傳統物理火法冶金技術，雖具有批次處理量

大、原料彈性高及流程相對簡單之優勢，但回收率較低，熔煉後之產物大多為混

合稀土化合物，仍須再進一步進行分離純化，才可回到產品端應用，除了增加製

程成本，也降低廠商投入意願，因此降階回用之概念技術，如物理性反應之氫碎

法，即為目前循環技術之主流。廢磁石材料拆解破碎後，以物理研磨進行粗碎，

並在室溫下通入氫氣，使氫原子進入晶界，並被富釹相(Nd-rich)吸收，而在高溫

下則被主相 Nd2Fe14B 所吸收，藉由氫氣壓力和溫度之調控，使 Nd2Fe14B 合金主

相發生沿晶斷裂，造成粉化現象，即可獲得氫碎後之粉體，後續再搭配氣流研磨

之方式，可再調控粉體粒徑，提高磁石之成型密度。此法在中國北京有研稀土、

日本松下電子及三菱材料等，皆有相關專利製程技術，相關技術特色主要在於補

充硬磁相合金元素(PrNd)，或透過微量元素之添加，如 Dy, Ga 等氧化物或氫化物，

以晶界擴散法在燒結磁石製程中摻雜重稀土元素，提高再生磁石之剩磁、矯頑磁

力及磁能積等磁特性，為各家之專利保護重點，如日本日立金屬即導入前處理及

粉碎技術，利用物理破碎硬碟，搭配磁選及靜電製程進行選別，再以氫氣在大氣

壓力下與硬碟中的釹鐵硼材料反應，生成無磁性的氫化金屬粉末後重新還原成金

屬永磁合金粉體，開發廢硬碟之稀土永磁材料回收技術，但廢磁石表面具有防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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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層，在移除表面防蝕塗層及機械破碎之過程中，易引入氧化污染，使釹鐵硼晶

界之富釹相劣化，形成氧化釹，增加主相晶粒間之耦合效應，進而造成本質矯頑

磁力大幅下降，使整體回收再生性能變差與變易大，產品之規格也較低。相較於

傳統濕法或火法回收技術，具有時程短、能耗低、環境影響小之優點，但再生磁

體之性能還是無法達到新品之水準，因此目前之最新發展為在氫碎之後，持續以

氣氛熱處理之條件下，使 Nd2Fe14B 主相發生歧化反應後，分解為 NdH2、α-Fe 和

Fe2B 三相，之後經脫氫及再結合處理後，NdH2、α-Fe 和 Fe2B 三相又重新形成

Nd2Fe14B 硬磁主相，具有晶粒細化之功效，對於內矯頑磁力有很大之提升效果，

為氫碎法之延伸技術，主要反應包含氫化-岐化-脫氫-再結合(Hydrogenation-

disproportionation-dehydrogenation-recombination, HDDR)，可製備超高性能之稀土

永磁粉體，為目前高階磁性粉體之主流技術。 

 
資料來源: The HD and HDDR proces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Nd-Fe-B permanent magnets, 1997 

圖 3.9、氫碎法製程示意 

 

 



第三章 稀土供應鏈思維下全球之因應 

91 

3. 電解提煉法(Electrowinning)： 

電解提煉法製程示意如圖 3.10 所示。為了提升濕法純化之效率，目前已有選

擇性電解提煉法(Electrowinning)結合無機酸的方式來進行廢棄稀土提取回收，以

鹽酸(HCl)及氯化鈉(NaCl)針對廢棄稀土(NdFeB)進行浸出，浸出液及廢棄稀土作

為陽極，而陰極則為低濃度 NaCl 溶液，以陰離子交換膜(Alkaline anion exchange 

membrane, AEM)作為電解質，進行電解程序。電解時，鐵將以 Fe(OH)3 之形式氧

化沉澱，而超過 95%之稀土元素則將被提取到浸出液中，電解完成後以過濾移除

鐵，並加入草酸進行稀土沉澱，經煆燒後可獲得純度超過 99%之稀土氧化物，過

程中可完全將鐵移除，且僅會消耗 NaCl、草酸及電能，其 HCl 可循環再利用，改

善傳統濕法流程之廢酸消耗問題，此技術關鍵主要在於交換膜之選用及陰陽兩極

之 NaCl 濃度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以 HCl 將廢棄稀土完全浸出，再以電化學法

進行氧化反應，使浸出液之 Fe2+可選擇性氧化為 Fe3+，最後同樣以草酸進行稀土

沉澱，針對稀土元素進行選擇性析出 98%以上之稀土草酸鹽類，經煆燒後可獲得

純度 99.2%之混合稀土氧化物。 

 

 

資料來源: Use of iron reactive anode in electrowinning of neodymium from neodymium oxide, 2019 

圖 3.10、電解提煉法製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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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絡和萃取法(Complexing extraction)： 

絡和萃取法製程示意如圖 3.11 所示。HCl 在酸溶浸出之過程中，會使 Fe 大

量溶解，影響後續稀土純化之效率，雖然以 HCl 之直接酸溶法可選擇性提取稀土，

但酸液之濃度需控制不可太高，整體浸出反應時間長，且須再進行氧化煆燒，故

目前已有 HCl 結合改質劑等技術被提出，可在浸出過程中加入酒石酸或六亞甲基

四胺(HTMA)作為改質螯合劑，與 Fe 形成穩定之絡合物，而與稀土形成不穩定之

絡合物，防止鐵之浸出，進而影響整體之回收效率。藉由 HCl、改質螯合劑濃度

及溫度調控，可使稀土提取率達 99.27%以上，並以草酸進行稀土沉澱，經煆燒後

獲得純度 95.83%以上之混合稀土氧化物。在 HCl 中加入酒石酸或 HTMA 可降低

浸出過程中之酸液消耗，提高浸出率，但煆燒後獲得之稀土氧化物純度及回收率

偏低，可能是因為稀土和少量之改質螯合劑形成不穩定之絡合物，故在草酸沉澱

時，降低整體之回收率及純度，但相較傳統化學濕法而言，仍具有酸液用量低之

優點。 

 

資料來源: Extraction and complexation of trivalent rare earth elements with tetraalkyl 

diglycolamides, 2020 

圖 3.11、絡和萃取法製程示意 

 

5. 碳輔助法(Carbon-assisted extraction)： 

碳輔助法製程示意如圖 3.12 所示。在碳輔助提取稀土元素技術方面，則是以

碳作為輔助提取劑，與廢稀土原料混合後進行熱處理，並通入氬氣以氣氛保護，

獲得稀土之碳氫合金，再加水形成稀土之氫氧化物，煆燒後可提高稀土氧化物之

純度及回收率，可再經由稀土電解過程以製備稀土金屬。此法需在氬氣保護或真

空條件下進行，對於稀土釹鐵硼廢料之要求較高，必須為未污染、未氧化或少量

氧化的釹鐵硼磁體，而得到之產物為混合稀土氧化物，難以獲得單一高純之稀土

產品，故目前仍持續開發優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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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Ultra-selective ion sieve for thorium recovery from rare earth elements using oxygen-rich 

microporous carbon adsorption, 2021 

圖 3.12、碳輔助法製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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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主要區域稀土專利分析 

一、專利檢索範圍說明 

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所使用之專利檢索工具為 PatentCloud 專利檢索系統；

檢索日期為 2022 年 1 月 14 日；檢索之專利國別或區域為中國、美國、日本、歐

洲與台灣；檢索使用之關鍵字為出現在專利摘要中的稀土與 17 種稀土元素；並

且限制在 2010 年以後所申請之專利。 

表 4.1、稀土相關專利檢索範圍與數量說明 

檢索使用

資料庫 
PatentCloud (https://app.patentcloud.com/) 

檢索日期 2022 年 1 月 14 日 

檢索式 abst/(稀土 or "rare earth" or 鑭 or 鈰 or 鐠 or 釹 or 鉕 or 釤 or 

銪 or 釓 or 鋱 or 鏑 or 鈥 or 鉺 or 銩 or 鐿 or 鎦 or 鈧 or 

釔 or Scandium or Yttrium or Lanthanum or Cerium or Praseodymium 

or Neodymium or Promethium or Samarium or Europium or Gadolinium 

or Terbium or Dysprosium or Holmium or Erbium or Thulium or 

Ytterbium or Lutetium) and apd/[2010*->*] and cc/(CN or US or JP or 

EP or TW) 

檢索範圍

說明 

 
備註: EP 指歐洲專利局(European Patent Office) 

檢索結果 共約 93000 件專利(PatentCloud 資料庫上限為 10 萬件) 

分析方式 本研究之專利分析數據以及相關百分比皆以專利件數為計算基準。

除非特別標註，本研究中所列專利數量皆為檢索範圍內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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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基本資料分析 

以下將針對表 4.1 所找到的專利進行基本資料分析，包含國別/區域分析、申

請年分析、法律狀態分析、申請類別分析。 

(一) 國別/區域分析 

專利為屬地主義，因此需要在特定國家申請才能在當地取得專利權的保護。

一般專利權人會在主要製造地以及銷售地申請專利。例如中國專利表示專利權人

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所申請之專利，以此方式在中國獲得專利權的保護。如圖 

4.1 所示，在本研究之檢索範圍中，數量最多之專利為中國專利(85.7%)，其次依

序為美國專利(7.7%)、日本專利(2.8%)、台灣專利(1.9%)、歐洲專利(1.9%)。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圖 4.1、不同國別/區域之專利數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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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年份分析 

專利申請年表示向專利局提出專利申請的年份，從不同年分申請專利數量的

趨勢可以看出特定技術的發展趨勢。由於發明專利申請之後須經過 18 個月才會

公開，因此 2020 年~2021 年所申請的發明專利尚未完全公開。如圖 4.2 所示，在

本研究之檢索範圍內稀土相關專利之申請數量從 2010 年至 2017 年逐步上升，

2018 年開始有下降的現象。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圖 4.2、專利申請年分布 

再進一步將申請年分區分為不同區域來看，如表 4.2 所示。可以發現在美國、

日本、台灣、歐洲區域，2010 年至 2019 年間每年的專利申請數量大致上持平。

總體專利數量上升主要來自於中國專利數量的增加，在 2017 年達到申請量高峰，

而 2018 年開始又有下降的趨勢。 

表 4.2、不同區域之專利申請年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綜上，在本次分析範圍中，中國地區之專利數量最多(占約 85%)，其次依序

為美國、日本、台灣、歐洲。稀土相關專利數量從 2010 年至 2017 年為逐年上升

國別\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CN 2,875 3,789 4,640 5,872 6,533 7,478 9,248 9,955 9,797 8,013 7,700 4,152

US 671 747 719 676 681 615 641 667 645 574 376 183

JP 307 275 280 240 236 179 171 203 295 328 125 14

TW 192 219 162 133 155 135 150 162 151 171 144 32

EP 206 200 188 175 145 149 163 155 144 148 4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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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2018 年至 2019 年略有下降，專利數量變化主要來自於中國區域的專利

數量變化。 

三、各區域之主要專利權人分析 

專利權人代表擁有專利之法人（例如公司或學研單位）或個人。本次分析範

圍內的專利權人主要來自於中國、美國、日本、歐洲與台灣，以下將針對各區域

之主要專利權人進行分析，並針對主要公司進行簡介。如圖 4.3 所示，本研究分

析範圍之專利主要專利權人為中國之法人或個人，占專利數量之 81.8%，其次為

日本(8.1%)、美國(4.3%)、歐洲(1.9%)、台灣(1.0%)。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圖 4.3、專利權人國別分布(以專利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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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 

如圖 4.3 所示，中國之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專利占本研究檢索範圍之 81.8%，

可見中國之專利權人在稀土相關領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表 4.3 列出中國專利

權人中主要公司之清單與專利數量。 

表 4.3、中國主要專利權人(公司)與專利數量 

公司 專利數量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261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5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54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252 

福建省長汀金龍稀土有限公司 212 

北京中科三環高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190 

廈門鎢業股份有限公司 186 

內蒙古包鋼鋼聯股份有限公司 175 

國家電網公司 162 

信豐縣包鋼新利稀土有限責任公司 152 

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140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32 

杭州永磁集團有限公司 119 

贛州齊暢新材料有限公司 115 

贛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106 

瀋陽中北通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煙臺首鋼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6 

天津三環樂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92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89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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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如圖 4.3 所示，日本之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專利佔本研究檢索範圍之 8.1%。表 

4.4 列出日本專利權人中主要公司之清單與專利數量。 

表 4.4、日本主要專利權人(公司)與專利數量 

專利權人 

（英文名稱） 

專利權人 

（中文名稱） 
專利數量 

TDK CORP TDK 股份有限公司 590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住友金屬鑛山股份有限公司 557 

HITACHI METALS LTD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532 

TOYOTA JIDOSHA KK 豐田自動車股份有限公司 436 

SHIN-ETSU CHEMICAL CO LTD 信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14 

TOSHIBA KK 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372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昭和電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87 

NITTO DENKO CORP 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186 

ASAHI GLASS CO LTD AGC 股份有限公司 159 

PANASONIC CORP 松下股份有限公司 152 

SANYO ELECTRIC CO LTD 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46 

NGK SPARK PLUG CO LTD 日本特殊陶業股份有限公司 117 

KYOCERA CORP 京瓷股份有限公司 114 

SEIKO EPSON CORP 精工愛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112 

BRIDGESTONE CORP 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105 

NICHIA CORP 日亞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村田製作所股份有限公司 98 

FUJIKURA LTD 藤倉股份有限公司 96 

MITSUI MINING SMELTING CO 

LTD 
三井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 93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 
JX 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88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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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 

如圖 4.3 所示，美國之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專利占本研究檢索範圍之 4.3%。表 

4.5 列出美國專利權人中主要公司之清單與專利數量。 

表 4.5、美國主要專利權人(公司)與專利數量 

專利權人 

（英文名稱） 

專利權人 

（中文名稱） 
專利數量 

GENERAL ELECTRIC CO 通用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63 

APPLIED MATERIALS INC 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6 

CORNING INC 康寧股份有限公司 101 

GM GLOBAL TECHNOLOGY 

OPERATIONS LLC 
通用汽車公司 88 

UOP LLC 環球油類產品有限公司 68 

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 
霍尼韋爾國際公司 58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萬國商業機器公司 58 

DOW GLOBAL TECHNOLOGIES 

LLC 
陶氏全球科技公司 56 

SAINT-GOBAIN CERAMICS & 

PLASTICS INC 
聖高拜陶器塑膠公司 56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聯合技術公司 55 

ROLLS-ROYCE PLC 勞斯萊斯控股有限公司 49 

CABOT MICROELECTRONICS 

CORP 
卡博特微電子公司 44 

LAM RESEARCH CORP 蘭姆研究公司 43 

SEAGATE TECHNOLOGY LLC 希捷科技 41 

3M INNOVATIVE PROPERTIES 

CO 
3M 新設資產公司 41 

FORD GLOBAL TECHNOLOGIES 

LLC 
福特環球科技有限公司 41 

VERSUM MATERIALS US LLC 慧盛材料美國責任有限公

司 
41 

MOLYCORP MINERALS LLC 莫利礦業公司 35 

TRANSLUCENT INC 全斯魯森特公司 33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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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洲 

如圖 4.3 所示，歐洲之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專利占本研究檢索範圍之 1.9%。表 

4.6 列出歐洲專利權人中主要公司之清單與專利數量。 

表 4.6、歐洲主要專利權人(公司)與專利數量 

專利權人 

（英文名稱） 

專利權人 

（中文名稱） 
專利數量 

RHODIA OPERATIONS SAS 羅地亞經營管理公司(法國) 132 

JOHNSON MATTHEY PLC 強生麥特公司(英國) 99 

BASF AG 巴斯夫公司(德國) 86 

SIEMENS AG 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德國) 74 

UMICORE AG & CO KG 比利時優美科公司(比利時) 59 

KONINKLIJKE PHILIPS NV 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荷

蘭) 
52 

MERCK PATENT GMBH 默克公司(德國) 48 

NOVALED GMBH 諾瓦爾德公司(德國) 34 

COMPAGNIE GENERALE DES 

ETABLISSEMENTS MICHELIN 

SCA 

米其林公司(法國) 34 

BAY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GMBH 
拜耳公司(德國) 33 

SCHOTT AG 肖特公司(德國) 30 

ROBERT BOSCH GMBH 勞勃·博世有限公司(德國) 30 

IQE PLC ＩＱＥ有限公司(英國) 28 

SABIC GLOBAL 

TECHNOLOGIES BV 
沙特基礎工業公司(荷蘭) 25 

IVOCLAR VIVADENT AG 義獲嘉偉瓦登特公司(列支敦士登) 24 

TREIBACHER INDUSTRIE AG 崔貝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奧地利) 23 

BIOTRONIK AG 百多力公司(德國) 22 

ELKEM ASA 商艾爾坎股份有限公司(挪威) 19 

LANXESS DEUTSCHLAND 

GMBH 
朗盛德意志有限公司(德國) 19 

ARCELORMITTAL 安賽樂米塔爾公司(盧森堡) 17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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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 

如圖 4.3 所示，台灣之專利權人所申請之專利占本研究檢索範圍之 1.0%。表 

4.7 列出台灣專利權人中主要公司之清單與專利數量。 

表 4.7、台灣主要專利權人(公司)與專利數量 

專利權人 專利數量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63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62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1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6 

億光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5 

東貝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台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合皓股份有限公司 5 

漢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國製釉股份有限公司 4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4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4 

瑞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聚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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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地區 

除了以上幾個區域之外，表 4.8 也整理出其他區域之主要稀土相關企業之專

利資訊。 

表 4.8、其他區域重點公司介紹 

公司名稱 萊納斯股份有限公司(LYNAS CORPORATION, LTD.) 

國別 澳洲 

專利數量 2 件 (限於表 4.1 之檢索範圍內) 

專利相關

技術 

用於稀土金屬的生產的電解池 

公司名稱 伊魯卡資源有限公司 (ILUKA RESOURCES LTD.) 

國別 澳洲 

專利數量 0 件 (限於表 4.1 之檢索範圍內) 

專利相關

技術 

(已公開之主要專利技術為金紅石合成方法，因此不在表 4.1 之檢

索範圍內) 

公司名稱 AVZ 礦業有限公司(Avonlea Minerals Ltd./ AVZ Minerals Limited) 

國別 澳洲 

專利數量 0 件(限於表 4.1 之檢索範圍內) 

專利相關

技術 

(無公開專利申請資料) 

公司名稱 稀有元素資源有限公司(Rare Element Resources, Ltd.) 

國別 加拿大 

專利數量 5 件(限於表 4.1 之檢索範圍內) 

專利相關

技術 

稀土金屬之萃取方法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綜上，稀土相關專利之專利權人涵蓋上游採礦業、各種稀土材料供應、下游

稀土應用產業以及稀土回收相關公司。其中，台灣之專利權人主要涉及下游稀土

應用，包含半導體製造(例如台積電)、電子零組件製造(例如鴻海、台達)、鋼鐵製

造(例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光電產業(例如奇美、晶元光電、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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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區域專利權人之國際專利分類分析 

國際專利分類(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以下簡稱 IPC 分類)是用於專

利文獻分類和檢索的國際標準。對所檢索到的專利進行 IPC 分類進行分析，有助

於了解專利所涉及的產業或技術範圍。如表 4.9 所示，本研究檢索之專利中包含

15 個主要類別，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合金(17.4%)、催化劑(12.4%)、

陶瓷&玻璃(10.9%)、鍍膜成分(10.1%)、磁鐵(9.5%)。 

表 4.9、全部專利權人之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基於各個區域之專利權人所著重之技術可能有所差異，以下將針對不同區域

之專利權人分析 IPC 分類之分布。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C22C Alloys 合金 12418 17.4%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8852 12.4%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7784 10.9%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7239 10.1%

H01F Magnets 磁鐵 6805 9.5%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5881 8.2%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4878 6.8%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

煉
3690 5.2%

H01M Batteries 電池 2920 4.1%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2633 3.7%

H01S3 Lasers 雷射 2102 2.9%

H02K Motors 馬達 2085 2.9%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1601 2.2%

C05G Fertiliser 肥料 1268 1.8%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1250 1.8%

全部專利權人專利IPC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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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 

如表 4.10 所示，中國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合金(19.0%)、

催化劑(13.4%)、陶瓷&玻璃(11.2%)、鍍膜成分(10.5%)、磁鐵(8.3%)。 

表 4.10、中國專利權人之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如表 4.11 所示，針對各種 IPC 分類，整理出主要之中國專利權人並舉例說明

其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C22C Alloys 合金 10,240 19.0%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7,217 13.4%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6,030 11.2%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5,664 10.5%

H01F Magnets 磁鐵 4,492 8.3%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4,452 8.3%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

煉

3,074 5.7%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1,978 3.7%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1,893 3.5%

H01M Batteries 電池 1,768 3.3%

H01S3 Lasers 雷射 1,680 3.1%

H02K Motors 馬達 1,635 3.0%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1,368 2.5%

C05G Fertiliser 肥料 1,267 2.4%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1,090 2.0%

中國專利權人專利IPC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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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中國專利權人 IPC 分類之主要公司與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主要專利權人 主要專利技術(舉例) 

C22C Alloys 
合金 

內蒙古包鋼鋼聯股份有

限公司 

耐衝擊稀土微合金化高

強度船體結構用鋼板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含稀土 Y 型分子篩的催

化裂化催化劑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摻雜稀土離子的綠色發

光玻璃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

公司 

從紅土鎳礦冶煉渣中選

擇性浸出鈧的方法 

H01F Magnets 磁鐵 廈門鎢業股份有限公司 釹鐵硼磁體材料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鈦酸釔發光材料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

煉 

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

公司 

電解熔鹽渣提取硫酸稀

土連續化生產裝置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鈰摻雜的鋁鈮酸鹽發光

材料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浙江大學 

氧化鈰納米穩定劑在製

備預防過敏性疾病藥物

中的應用 

H01M Batteries 
電池 

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鑭、鎂共摻雜高鎳三元

鋰電池正極材料 

H01S3 Lasers 
雷射 

中科院福建物質結構研

究所 

鈥鐳射增益介質及鈥雷

射器 

H02K Motors 馬達 無錫市稀土永磁廠 稀土永磁無刷直流電機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負載有稀土的雜化有機

骨架材料 

C05G Fertiliser 肥料 山東理工大學 秸稈基兩性水肥控釋劑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哈爾濱工業大學 

釔鐵石榴石鐵氧體高溫

空氣連接釺料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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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如表 4.12 所示，日本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磁鐵(20.5%)、

半導體(15.8%)、合金(14.9%)、陶瓷&玻璃(10.6%)、電池(7.3%)。 

表 4.12、日本專利權人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如表 4.13 所示，針對各種 IPC 分類，整理出主要之日本專利權人並舉例說明

其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H01F Magnets 磁鐵 1,850 20.5%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1,425 15.8%

C22C Alloys 合金 1,346 14.9%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958 10.6%

H01M Batteries 電池 663 7.3%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659 7.3%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633 7.0%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528 5.9%

H02K Motors 馬達 291 3.2%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

精煉
266 2.9%

H01S3 Lasers 雷射 125 1.4%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123 1.4%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110 1.2%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4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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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日本專利權人 IPC 分類之主要公司與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主要專利權人 主要專利技術(舉例) 

H01F Magnets 磁鐵 TDK 股份有限公司 (TDK CORP) 軟磁性合金粉末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TOSHIBA KK) 
具有臨界電壓控制的半導體裝

置 

C22C Alloys 合金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METALS LTD) 
耐腐蝕性磁鐵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

璃 

信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IN-

ETSU CHEMICAL CO LTD) 
合成石英玻璃基板之製造方法 

H01M 

Batteries 
電池 

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SANYO 

ELECTRIC CO LTD) 
非水電解質二次電池用正極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住友金屬礦山股份有限公司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日照遮蔽微粒子分散體及其製

造方法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日亞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司 (NICHIA 

CORP) 

具有稀土類鋁鎵酸鹽之組成之

螢光體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三井金屬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MITSUI 

MINING SMELTING CO LTD) 
廢氣淨化用催化劑 

H02K Motors 馬達 
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壓縮機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

精煉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HITACHI 

METALS LTD) 
稀土元素的分離方法 

H01S3 Lasers 雷射 藤倉股份有限公司 (FUJIKURA LTD) 光纖鐳射裝置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TOSHIBA KK) 

閃爍器、閃爍器陣列、放射線

檢測器及放射線檢查裝置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

成分 

昭和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二氧化碳的除去方法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日本礙子股份有限公司 (NGK 

INSULATORS LTD) 

接合材組成物、氮化鋁接合體

及其製法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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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 

如表 4.14 所示，美國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半導體

(18.0%)、鍍膜成分(14.9%)、催化劑(11.4%)、陶瓷&玻璃(9.8%)、合金(8.2%)。 

表 4.14、美國專利權人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如表 4.15 所示，針對各種 IPC 分類，整理出主要之美國專利權人並舉例說明

其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642 18.0%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532 14.9%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406 11.4%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348 9.8%

C22C Alloys 合金 293 8.2%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271 7.6%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252 7.1%

H01S3 Lasers 雷射 179 5.0%

H01F Magnets 磁鐵 168 4.7%

H01M Batteries 電池 164 4.6%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

精煉
134 3.8%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67 1.9%

H02K Motors 馬達 53 1.5%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5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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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美國專利權人 IPC 分類之主要公司與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主要專利權人 主要專利技術(舉例)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NC.) 

用於 ALD、CVD 與薄膜摻雜之

鑭系、釔與鈧前驅物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聯合工藝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 
具有基材相容性的抗氧化塗層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環球油類產品有限公司 (

 UOP LLC) 

具有低烯烴骨架異構化活性之烷

化催化劑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康寧公司 (CORNING INC) 包含霞石晶相的不透明著色玻璃 

C22C Alloys 合金 
萬騰榮公司 (MATERION 

CORP.) 
用於充電端子的銀合金包層結構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西門子醫療解決方案公司 

(SIEMENS MEDICAL 

SOLUTIONS INC.) 

具有熔融光學元件的陶瓷磷光體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磷光體組成物及其照明設備 

H01S3 Lasers 雷射 

高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ADVALUE PHOTONICS 

INC) 

包含稀土增益光纖的超短脈衝光

纖放大器 

H01F Magnets 磁鐵 
梅葛拉斯公司 (METGLAS 

INC.) 
基於奈米晶粒磁性合金之磁芯 

H01M Batteries 電池 
通用汽車有限公司 (GM 

GLOBAL) 

用於鋰鑭氧化鋯固態電解質粉末

的磷酸鋰塗層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煉 

稀有元素資源有限公司 

(RARE ELEMENT 

RESOURCES LTD.) 

從其他金屬中選擇性提取鈰之方

法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阿爾發金屬化工公司 

(ALPHA ASSEMBLY 

SOLUTIONS INC.) 

無鉛、無銻焊接合金 

H02K Motors 馬達 
通用汽車有限公司 (GM 

GLOBAL) 
內置式永磁電機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分 
福特汽車公司 (FORD 

GLOBAL) 

提高選擇性催化還原催化劑對

NH3吸附能力的方法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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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歐洲 

如表 4.16 所示，歐洲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催化劑

(29.0%)、合金(12.3%)、半導體(10.8%)、陶瓷&玻璃(9.5%)、鍍膜成分(9.2%)。 

表 4.16、歐洲專利權人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如表 4.17 所示，針對各種 IPC 分類，整理出主要之歐洲專利權人並舉例說明

其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491 29.0%

C22C Alloys 合金 208 12.3%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183 10.8%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160 9.5%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156 9.2%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154 9.1%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107 6.3%

H01M Batteries 電池 69 4.1%

H01F Magnets 磁鐵 41 2.4%

H01S3 Lasers 雷射 31 1.8%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

精煉
29 1.7%

H02K Motors 馬達 24 1.4%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20 1.2%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1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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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歐洲專利權人 IPC 分類之主要公司與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主要專利權人 主要專利技術(舉例)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羅地亞經營管理公司 

(RHODIA OPERATIONS SAS) 

使用稀土氧化物作為催化劑

製備醇碳酸酯的方法 

C22C Alloys 合金 西門子公司 (SIEMENS AG) 
具有多活性元素的鎳基 γ/γ’超

合金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諾瓦爾德股份有限公司 

(NOVALED GMBH) 

包含極性基質和金屬摻雜劑

的 n 型摻雜半導體材料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義獲嘉偉瓦登特公司 

(IVOCLAR VIVADENT AG) 

用於製備具有 SiO2作為主晶

相的玻璃和玻璃陶瓷的方法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贏創德固賽有限責任公司 

(EVONIK DEGUSSA GMBH) 

塗覆組成物，其製造方法及

其用途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默克有限公司 (MERCK 

GMBH) 
銪摻雜磷光體的製造方法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拜耳醫藥股份公司 (BAYER 

PHARMA AG) 

用於磁共振成像的新型釓螯

合物化合物 

H01M Batteries 電池 巴斯夫公司 (BASF AG) 包含經塗覆的陰極活性材料 

H01F Magnets 磁鐵 
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製造磁性材料的方法 

01S3 Lasers 雷射 

皇家飛利浦有限公司 

(KONINKLIJKE PHILIPS 

ELECTRONICS NV) 

光學泵浦固態雷射器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

煉 

埃克洛普有限公司 

(ECOLOOP GMBH) 

用於從金屬廢料獲得金屬和

稀土金屬的方法 

H02K Motors 馬達 
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具有橫向磁化的透鏡形磁體

的旋轉電機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賀利氏材料科技公司

(HERAEUS MATERIALS 

TECHNOLOGY GMBH & CO 

KG) 

用於接合應用的鋁合金線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莊信萬豐股份有限公司 

(JOHNSON MATTHEY PLC) 
NOx吸附劑催化劑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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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 

如表 4.18 所示，台灣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前五大 IPC 分類分別為半導體

(29.8%)、發光材料(18.8%)、鍍膜成分(10.6%)、陶瓷&玻璃(8.0%)、合金(5.8%)。 

表 4.18、台灣專利權人之 IPC 分類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專利數量 百分比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291 29.8%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183 18.8%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103 10.6%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78 8.0%

C22C Alloys 合金 57 5.8%

H01M Batteries 電池 54 5.5%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54 5.5%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48 4.9%

H01F Magnets 磁鐵 39 4.0%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

精煉
22 2.3%

H02K Motors 馬達 18 1.8%

H01S3 Lasers 雷射 16 1.6%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10 1.0%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

分
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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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19 所示，針對各種 IPC 分類，整理出主要之台灣專利權人並舉例說明

其專利技術。 

表 4.19、台灣專利權人 IPC 分布之主要公司與專利技術 

IPC 分類 中文對照 主要專利權人 主要專利技術(舉例)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 
包含稀土材料之半導體結構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包含鈰元素之螢光粉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鴻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濺鍍靶材包含鈰元素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禾伸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積層陶瓷電容器介電材料包

含鈰酸鋇 

C22C Alloys 合金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耐蝕高鎳合金，含鈰 

H01M Batteries 電池 
鴻海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包含稀土之鋰電池正極材料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白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將放射微球遞送至目標組織

進行中子活化產生輻射以治

療腫瘤，放射微球玻璃材料

中玻璃材料包含氧化釔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京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具有抗菌效果的光觸媒材料 

H01F Magnets 磁鐵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釹鐵硼磁石的製造方法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煉 虹京環保有限公司 

釩鎳廢觸媒回收稀土、釩及

鎳之方法 

H02K Motors 馬達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軸向氣隙切換磁阻馬達結構 

H01S3 Lasers 雷射 國立清華大學 光纖雷射包含摻鐿光纖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首銳銲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超低溫高韌性奧氏體焊條，

包含氧化鑭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分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吸附稀土元素之鐵氧磁體吸

附材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綜上，稀土材料應用領域廣泛，各國專利權人之重點布局領域各不相同。台

灣專利權人申請稀土相關專利主要布局之應用領域為半導體、發光材料、鍍膜成

分、陶瓷&玻璃、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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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種 IPC 分類涉及之稀土金屬分析 

稀土金屬包含 17 種元素，包括 15 個鑭系元素：鑭(La)、鈰(Ce)、鐠(Pr)、釹

(Nd)、鉕(Pm)、釤(Sm)、銪(Eu)、釓(Gd)、鋱(Tb)、鏑(Dy)、鈥(Ho)、鉺(Er)、銩

(Tm)、鐿(Yb)、鎦(Lu)以及與鑭系元素密切相關的兩個元素：鈧(Sc)和釔(Y)。如

表 4.20 所示，本研究檢索之專利範圍中，專利數量前五大稀土金屬分別為鈰

(22.1%)、鑭(15.9%)、釹(14.9%)、釔(13.1%)、鉺(4.6%)。 

表 4.20、十七種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由於不同的 IPC 分類中，所涉及的稀土金屬有所差異，以下將就幾種主要 IPC

分類分析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分布。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16,376 22.1%

鑭 11,748 15.9%

釹 11,025 14.9%

釔 9,659 13.1%

鉺 3,392 4.6%

銪 3,030 4.1%

釓 2,655 3.6%

鈧 2,627 3.5%

釤 2,372 3.2%

鐠 2,115 2.9%

鐿 2,100 2.8%

鏑 1,675 2.3%

鋱 1,649 2.2%

鈥 1,183 1.6%

銩 1,036 1.4%

鎦 1,012 1.4%

鉕 357 0.5%

全部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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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磁鐵 

在磁鐵 IPC 分類(H01F Magnet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

為：釹(57.7%)、釤(8.6%)、鏑(7.0%)、鐠(4.1%)、鑭(3.9%)，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磁鐵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釹 2,849 57.7%

釤 424 8.6%

鏑 348 7.0%

鐠 202 4.1%

鑭 195 3.9%

鈰 194 3.9%

鋱 177 3.6%

釔 173 3.5%

釓 141 2.9%

鈥 78 1.6%

鈧 43 0.9%

鐿 26 0.5%

鉺 25 0.5%

銪 24 0.5%

銩 22 0.4%

鎦 14 0.3%

鉕 6 0.1%

 H01F Magnets (磁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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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半導體 

在半導體 IPC 分類(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

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鈰(19.4%)、鑭(16.4%)、釔(16.2%)、銪(9.8%)、鈧(4.8%)，如

表 4.22 所示。 

表 4.22、半導體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924 19.4%

鑭 781 16.4%

釔 772 16.2%

銪 467 9.8%

鈧 228 4.8%

鐿 224 4.7%

釹 186 3.9%

釓 181 3.8%

鋱 173 3.6%

釤 154 3.2%

鐠 139 2.9%

鉺 125 2.6%

鏑 107 2.2%

鎦 107 2.2%

銩 97 2.0%

鈥 86 1.8%

鉕 23 0.5%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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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池 

在電池 IPC 分類(H01M Batterie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

為：鑭(29.5%)、鈰(22.1%)、釔(17.0%)、鈧(5.0%)、釓(4.2%)，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電池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鑭 841 29.5%

鈰 629 22.1%

釔 484 17.0%

鈧 142 5.0%

釓 119 4.2%

釤 117 4.1%

釹 96 3.4%

鐿 82 2.9%

鐠 70 2.5%

鉺 66 2.3%

銪 43 1.5%

鏑 36 1.3%

鋱 30 1.1%

銩 27 0.9%

鈥 26 0.9%

鎦 23 0.8%

鉕 17 0.6%

H01M Batteries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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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雷射 

在雷射 IPC 分類(H01S3 Laser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

為：鉺(39.3%)、鐿(18.9%)、銩(11.7%)、釹(7.7%)、釔(7.6%)，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雷射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鉺 829 39.3%

鐿 399 18.9%

銩 246 11.7%

釹 162 7.7%

釔 160 7.6%

鈥 108 5.1%

鑭 47 2.2%

釓 40 1.9%

鐠 31 1.5%

鏑 23 1.1%

鎦 16 0.8%

鈰 15 0.7%

鈧 10 0.5%

鋱 10 0.5%

釤 7 0.3%

銪 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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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馬達 

在馬達 IPC 分類(H02K Motor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

為：釹(79.7%)、釤(7.2%)、鏑(5.0%)、鋱(1.7%)、鑭(1.6%)，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馬達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釹 701 79.7%

釤 63 7.2%

鏑 44 5.0%

鋱 15 1.7%

鑭 14 1.6%

鐠 11 1.3%

鈰 10 1.1%

釔 5 0.6%

鉺 4 0.5%

釓 4 0.5%

鐿 3 0.3%

鈧 2 0.2%

鈥 2 0.2%

銪 1 0.1%

銩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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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催化劑 

在催化劑 IPC 分類(B01J23&35 Catalyst)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

大分別為：鈰(43.0%)、鑭(19.6%)、釔(5.8%)、釹(4.1%)、鐠(3.9%)，如表 4.26 所

示。 

表 4.26、催化劑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4,155 43.0%

鑭 1,895 19.6%

釔 558 5.8%

釹 394 4.1%

鐠 375 3.9%

釤 274 2.8%

鐿 227 2.3%

釓 218 2.3%

鈧 207 2.1%

鉺 200 2.1%

銪 196 2.0%

鋱 186 1.9%

鏑 169 1.7%

鉕 167 1.7%

鈥 162 1.7%

銩 146 1.5%

鎦 145 1.5%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第四章 全球主要區域稀土專利分析 

125 

(七) 吸附過濾成分 

在吸附過濾成分 IPC 分類(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中，所涉及之稀

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鈰(19.4%)、鑭(17.0%)、釔(5.8%)、鈧(5.3%)、釹

(4.8%)，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吸附過濾成分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480 19.4%

鑭 422 17.0%

釔 143 5.8%

鈧 131 5.3%

釹 119 4.8%

鉕 118 4.8%

鏑 113 4.6%

鋱 102 4.1%

鐠 100 4.0%

鐿 100 4.0%

釓 99 4.0%

鎦 98 4.0%

鈥 97 3.9%

銩 96 3.9%

鉺 93 3.8%

銪 91 3.7%

釤 74 3.0%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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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焊接 

在焊接過濾成分 IPC 分類(B23K Soldering, Welding)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

利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鈰(27.9%)、釔(22.8%)、鑭(17.1%)、釹(11.6%)、鈧(9.0%)，

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焊接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193 27.9%

釔 158 22.8%

鑭 118 17.1%

釹 80 11.6%

鈧 62 9.0%

鐠 15 2.2%

鐿 14 2.0%

鉺 11 1.6%

釓 11 1.6%

鋱 7 1.0%

鎦 5 0.7%

釤 4 0.6%

鏑 4 0.6%

銩 4 0.6%

鈥 3 0.4%

銪 2 0.3%

鉕 1 0.1%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第四章 全球主要區域稀土專利分析 

127 

(九) 合金 

在合金 IPC分類(C22C Alloy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為：

釔(18.0%)、鈰(17.9%)、鑭(17.5%)、釹(11.6%)、鈧(8.4%)，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合金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釔 1,618 18.0%

鈰 1,606 17.9%

鑭 1,572 17.5%

釹 1,043 11.6%

鈧 752 8.4%

釓 370 4.1%

鐠 348 3.9%

釤 336 3.7%

鏑 281 3.1%

鉺 243 2.7%

鐿 179 2.0%

銪 148 1.7%

鈥 139 1.6%

鋱 126 1.4%

鎦 84 0.9%

銩 69 0.8%

鉕 52 0.6%

C22C Alloys (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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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發光材料 

在發光材料 IPC 分類(C09K11 Luminescent)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

前五大分別為：銪(25.2%)、釔(11.1%)、鈰(9.1%)、鑭(8.5%)、鋱(8.5%)，如表 4.30

所示。 

表 4.30、發光材料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銪 1,423 25.2%

釔 629 11.1%

鈰 514 9.1%

鑭 480 8.5%

鋱 478 8.5%

釓 341 6.0%

鐿 319 5.7%

鉺 206 3.6%

鎦 198 3.5%

鏑 188 3.3%

釤 163 2.9%

鐠 157 2.8%

銩 157 2.8%

釹 149 2.6%

鈧 123 2.2%

鈥 118 2.1%

鉕 2 0.0%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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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金屬製造/精煉 

在金屬製造/精煉 IPC 分類(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中，所涉及

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鈧(20.8%)、釹(18.8%)、鈰(14.4%)、鑭(10.8%)、

釔(8.7%)，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金屬製造/精煉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鈧 370 20.8%

釹 335 18.8%

鈰 256 14.4%

鑭 193 10.8%

釔 154 8.7%

鐠 82 4.6%

銪 62 3.5%

釤 54 3.0%

鏑 49 2.8%

釓 47 2.6%

鎦 38 2.1%

鐿 35 2.0%

鉺 29 1.6%

鋱 28 1.6%

銩 26 1.5%

鈥 18 1.0%

鉕 4 0.2%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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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陶瓷&玻璃 

在陶瓷&玻璃 IPC 分類(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

屬專利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釔(30.1%)、鈰(18.1%)、鑭(17.2%)、釹(5.4%)、鐿(3.3%)，

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陶瓷&玻璃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釔 2,301 30.1%

鈰 1,387 18.1%

鑭 1,316 17.2%

釹 414 5.4%

鐿 255 3.3%

鉺 246 3.2%

釤 237 3.1%

鐠 225 2.9%

釓 224 2.9%

銪 221 2.9%

鈧 193 2.5%

鋱 175 2.3%

鏑 145 1.9%

鈥 120 1.6%

鎦 93 1.2%

銩 81 1.1%

鉕 16 0.2%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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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鍍膜成分 

在鍍膜成分 IPC 分類(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

數量前五大分別為：鈰(24.2%)、釔(19.6%)、鑭(16.4%)、釹(11.2%)、鈧(3.7%)，如

表 4.33 所示。 

表 4.33、鍍膜成分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鈰 1,480 24.2%

釔 1,199 19.6%

鑭 1,003 16.4%

釹 685 11.2%

鈧 229 3.7%

鐠 198 3.2%

銪 197 3.2%

釓 179 2.9%

鋱 156 2.5%

釤 147 2.4%

鏑 144 2.4%

鉺 139 2.3%

鐿 133 2.2%

鈥 70 1.1%

鎦 64 1.0%

銩 58 0.9%

鉕 44 0.7%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

膜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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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醫療&健康 

在醫療&健康 IPC 分類(A61 Medical & Health)中，所涉及之稀土金屬專利數

量前五大分別為：釓(20.5%)、鈰(17.3%)、鑭(13.0%)、釹(12.4%)、釔(10.1%)，如

表 4.34 所示。 

表 4.34、醫療&健康 IPC 分類之稀土金屬專利數量分布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綜上，專利數量最多之前五大稀土元素為鈰、鑭、釹、釔、鉺。在各種應用

領域中，所涉及的主要稀土元素各不相同。以磁鐵應用為例，前五大稀土元素為

釹、釤、鏑、鐠、鑭；而半導體應用之前五大稀土元素為鈰、鑭、釔、銪、鈧。 

 

  

元素 專利數量 百分比

釓 493 20.5%

鈰 417 17.3%

鑭 312 13.0%

釹 299 12.4%

釔 243 10.1%

鈥 202 8.4%

銪 94 3.9%

鉺 75 3.1%

銩 45 1.9%

鐿 42 1.7%

鎦 42 1.7%

釤 35 1.5%

鐠 30 1.2%

鋱 27 1.1%

鏑 25 1.0%

鈧 20 0.8%

鉕 5 0.2%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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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利價值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之 PatentCloud 系統包含專利指標分析，該價值指標著重比較

專利公開或公告後可以對他人發起訴訟或用於交易的可能性。專利指標定義：

AAA(前 3%)、AA(90%~97%)、A(75%~90%)、B(50%~75%)、C(25%~50%)、D(最

後 25%)。專利價值指標計算所考慮的專利公開/公告前資訊包含： 

1. 發明人及申請人資歷、研究領域集中程度 

2. 技術生命週期相較於相同技術領域是否處於早期 

3. 專利引證資料 

4. 公開/公告前的轉讓/授權紀錄。 

本研究所檢索範圍之專利價值分布如圖 4.4 所示，價值為 AAA 之專利占全

部專利總數之 0.2%，AA 為 1.8%，A 為 4.9%。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圖 4.4、專利價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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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區域專利權人之專利價值分析 

表 4.35 區分各區域之專利權人之專利價值分布，圖 4.5 則以百分比的方式呈

現以方便比較。從圖 4.5 之專利價值分析可見，中國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雖然最

多，但是高價值的專利比例卻相對很低，AAA~A 之高價值專利僅占 4.2%。美國

專利權人的專利價值分布較高，AAA~A 之高價值專利達到 25.7%。日本、歐洲、

台灣之 AAA~A 高價值專利占比分別為 18.6%、12.9%以及 6.2%。 

表 4.35、不同區域專利權人之專利價值數量分布 

專利權人國別 AAA AA A B C D 

CN 26 708 2,497 5,077 10,853 57,102 

US 105 262 672 1,295 801 903 

JP 39 496 865 1,180 1,627 3,345 

EP 11 64 153 310 450 767 

TW 7 19 35 100 120 699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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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圖 4.5、不同區域專利權人之專利價值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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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擁有高價值專利之主要專利權人 

針對高價值專利(即專利價值為 AAA~A 之專利)，表 4.36 列出擁有高價值專

利數量前 20 大之專利權人。由表 4.36 可看出日本公司擁有高價值專利比例較高，

尤其在磁鐵相關技術，高價值專利幾乎都是日本公司所持有。 

表 4.36、擁有高價值專利數量前 20 大專利權人 

專利權人 國別 類型 高價值專利數量 
高價值專利 IPC

類別 

住友金屬鑛山股份有限公司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JP 公司 174 
磁鐵、合金、金

屬製造/精煉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METALS LTD) 
JP 公司 132 

半導體、磁鐵、

合金 

TDK 股份有限公司 (TDK 

CORP) 
JP 公司 107 

磁鐵、合金、馬

達 

豐田汽車 (TOYOTA JIDOSHA 

KK) 
JP 公司 85 

磁鐵、合金、催

化劑 

昭和電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JP 公司 79 半導體 

東芝公司 (TOSHIBA KK) JP 公司 70 半導體、磁鐵 

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NC) 
US 公司 58 

半導體、鍍膜成

分 

信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HIN-ETSU CHEMICAL) 
JP 公司 46 磁鐵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N 公司 41 催化劑 

通用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 
US 公司 37 

鍍膜成分、發光

材料 

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PANASONIC CORP) 
JP 公司 34 發光材料 

北京工業大學 CN 學研單位 32 合金 

柯尼卡美能達股份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INC) 
JP 公司 30 半導體 

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NITTO DENKO CORP) 
JP 公司 29 磁鐵、合金 

精工愛普生股份有限公司 

(SEIKO EPSON CORP) 
JP 公司 29 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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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人 國別 類型 高價值專利數量 
高價值專利 IPC

類別 

天津大學 CN 學研單位 27 催化劑 

半導體能源研究所股份有限公

司 

(SEMICONDUCTOR ENERGY 

LABORATORY CO LTD) 

JP 學研單位 27 半導體 

北京科技大學 CN 學研單位 26 磁鐵 

康寧公司 (CORNING INC) US 公司 26 陶瓷&玻璃 

藤倉股份有限公司 

(FUJIKURA LTD) 
JP 公司 26 雷射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三) 不同 IPC 分類之高價值專利權人 

針對不同之 IPC 分類，表 4.37 列出在各種 IPC 技術類別中，擁有高價值專利

之主要專利權人。可以看出，稀土相關專利中大部分技術類別之高價值專利都掌

握在日本專利權人中。中國公司僅在催化劑與焊接類別中擁有較多高價值專利；

美國公司在半導體、陶瓷&玻璃與鍍膜成分類別中擁有較多高價值專利；而歐洲

公司百多力在醫療&健康類別擁有較多高價值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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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各種 IPC 分類技術之高價值專利權人 

IPC 分類 中文 高價值專利主要專利權人 

H01F Magnets 磁鐵 
TDK、豐田汽車(TOYOTA)、住友電氣

(SUMITOMO ELECTRIC) 

H01L Semiconductor 

Devices 
半導體 

昭和電工(SHOWA DENKO)、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SEL 

H01M Batteries 電池 三洋電機(SANYO ELECTRIC) 

H01S3 Lasers 雷射 藤倉股份有限公司(FURUKAWA) 

H02K Motors 馬達 TDK、東芝公司(TOSHIBA) 

B01J23&35 Catalyst 催化劑 
中國石化、莊信萬豐(JOHNSON 

MATTHEY PLC)、巴斯夫(BASF) 

B01J20 Sorbent, filter 

composition 
吸附過濾成分 昭和電工(SHOWA DENKO) 

B23K Soldering, Welding 焊接 北京科技大学 

C22C Alloys 合金 
TDK、豐田汽車(Toyota)、住友電氣

(SUMITOMO ELECTRIC) 

C09K11 Luminescent 發光材料 

迪睿合(DEXERIALS)、三菱化學

(MITSUBISHI CHEMICAL)、英特美

(INTEMATIX) 

C22B Production or 

refining of metals 
金屬製造/精煉 

住友金屬(SUMITOMO ELECTRIC)、中

國恩菲工程 

C04B35 C03C Ceramic 

& Glass 
陶瓷&玻璃 

康寧公司(CORNING)、日本特殊陶業

(NGK SPARK PLUG)、TDK 

C09D Coating 

compositions 
鍍膜成分 

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通

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住友

金屬(SUMITOMO ELECTRIC) 

A61 Medical & Health 醫療&健康 百多力(BIOTRONIK AG)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綜上，以專利價值來看，中國專利權人之專利數量雖然很多，但專利價值偏

低。日本專利權人擁有較多高價值稀土相關專利，主要原因是較早期發展相關技

術，擁有較多早期布局之專利，也就是所謂該領域的基礎專利。後續進入此領域

之公司都需要向日本專利權人取得這些基礎專利授權才能製造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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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稀土加工及應用專利對台灣產業的影響與建議 

依據前文之專利分析整理對台灣產業的影響並提供相關建議，尤其針對半導

體產業、永磁馬達產業以及醫療&健康產業。 

(一) 半導體產業 

如表 4.22 所示，半導體類別中主要使用之前五大稀土金屬元素分別為鈰、鑭、

釔、銪、鈧。以鈰為例，其在半導體中的主要應用為化學機械研磨液中用於研磨

之氧化鈰粒子，化學機械研磨或稱化學機械拋光(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 

CMP)是半導體製程中實現晶圓表面平坦化的關鍵技術。表 4.38 擁有含氧化鈰之

化學機械研磨液相關專利之專利權人列出主要擁有含氧化鈰之化學機械研磨液

相關專利的公司。可看出擁有相關專利的公司仍以美國與日本公司為主。台灣晶

圓代工佔全世界比例超過七成，台灣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卻在化學機械研磨液

缺乏供應商以及相關專利。半導體製造業的發展必須依靠穩定的材料供應，建議

台灣相關產業可以加強發展涉及稀土金屬之半導體製造耗材之技術與專利。 

表 4.38、擁有含氧化鈰之化學機械研磨液相關專利之專利權人 

國別 專利權人 專利數量* 

CN 安集微電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1 

US 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NC) 7 

US 
卡博特微電子公司  

(CABOT MICROELECTRONICS CORP) 
27 

US 
慧盛材料美國責任有限公司  

(VERSUM MATERIALS US LLC) 
35 

JP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METALS LTD) 91 

JP 
昭和電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97 

JP AGC 股份有限公司 (ASAHI GLASS CO LTD) 44 

JP 
柯尼卡美能達股份有限公司  

(KONICA MINOLTA INC) 
21 

EP 巴斯夫公司 (BASF AG) 5 

註：僅限於專利摘要中提及鈰元素之化學機械研磨液專利數量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稀土金屬除了作為製程所使用的材料之外，也被直接作為半導體結構中的材

料。例如，台積電所申請的台灣專利號 TWI319215B(專利名稱：半導體元件及其

製作方法)，該專利中提到高溫超導體層材料包括鋇銅氧以及一稀土元素(稀土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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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氧)，而該稀土元素以釔(yttrium)特別合適，例如釔鋇銅氧。另外，台積電申請

之美國專利公開號 US20210391471A1(專利名稱：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METHOD OF FABRICATING THE SAME)。該專利提及一種包含氮化鋁鈧

(AlScN)合金的鐵電材料電晶體裝置，結構包含閘極層、結晶通道層、鐵電層以及

源極和汲極。其中，該鐵電層具有大於 22%但小於 50%原子百分比之鈧(Sc)含量

的氮化鋁鈧(AlScN)層。氮化鋁(AlN)本身具有纖鋅礦晶體結構且具有強自發極化

和壓電效應，再將一定量的稀土元素鈧(Sc)引入到氮化鋁(AlN)中形成的鐵電材料，

可增大壓電效應，同時維持纖鋅礦結構。 

因此，除了 CMP 材料之外，稀土金屬也作為關鍵的添加元素被廣泛使用於

半導體結構中。我國在半導體所使用的稀土材料缺乏相應的供應商，建議相關產

業可以思考如何在半導體使用的稀土材料發展自有技術與專利。 

(二) 磁鐵產業 

電動車馬達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是含稀土金屬之磁體材料，而其中最

重要的五種稀土金屬為釹、釤、鏑、鐠、鑭，如表 4.21 所示。表 4.39 擁有稀土

金屬磁鐵專利之主要專利權人整理出擁有稀土金屬磁鐵專利之主要公司清單。如

表 4.39 擁有稀土金屬磁鐵專利之主要專利權人所示，中國與日本在稀土金屬磁

鐵專利占據優勢，從公司的數量以及專利數量都遠超過其他國家。台灣只有中國

鋼鐵與台耀科技兩家公司擁有相關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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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擁有稀土金屬磁鐵專利之主要專利權人 

區域 專利權人 專利數量 

CN 

廈門鎢業 153 

福建省長汀金龍稀土有限公司 149 

北京中科三環高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122 

杭州永磁集團有限公司 92 

煙臺首鋼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7 

瀋陽中北通磁科技股份有限公 77 

有研稀土新材料 76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1 

京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 

煙臺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 49 

寧波韻升股份有限公司 46 

橫店集團東磁股份有限公司 43 

天津三環樂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41 

安徽萬磁電子有限公司 33 

寧德市星宇科技有限公司 30 

中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廊坊京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27 

天津邦特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24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19 

江西螢光磁業有限公司 17 

JP 

TDK 股份有限公司 (TDK CORP) 494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HITACHI METALS LTD) 219 

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TOYOTA JIDOSHA KK) 200 

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NITTO DENKO CORP) 167 

信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 (SHIN-ETSU CHEMICAL) 132 

住友金屬鑛山股份有限公司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130 

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TOSHIBA KK) 110 

昭和電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47 

藤倉股份有限公司 (FUJIKURA LTD) 20 

JX 日鑛日石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 17 

US 

通用汽車 (GM GLOBAL) 26 

福特汽車 (FORD GLOBAL) 13 

通用電氣 (GENERAL ELECTRIC CO) 11 

EP 
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ROBERT BOSCH GMBH) 18 

西門子公司 (SIEMENS AG) 7 

TW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6 

台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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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專利主要布局的技術包括釹鐵硼（Nd-Fe-B）燒結磁體、非晶合金、軟磁

合金、鈷基磁性材料、高分子／磁粉複合材料製備等；日本的專利，基本涵蓋了

燒結磁粉、粘結磁粉等磁粉製備的技術，包括釹鐵硼型快速固化磁粉及其製備技

術、氣體霧化法、利用稀土氧化物製備稀土─鐵─氮型磁粉或含銅稀土鐵硼型磁粉。 

在表 4.39 所列的公司中，其中尤其以日立金屬公司(HITACHI METALS LTD)

為釹鐵硼製造技術基礎專利的主要擁有者。表 4.40 列出日立金屬公司稀土磁鐵基

礎專利清單與狀態，從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磁鐵專利將於 2025 年前屆滿。建

議國內業者可以關注該等專利所界定之稀土類燒結磁體的組成，並留意專利狀態，

待專利屆滿後可以多加利用相關技術，並持續研發新技術佈局改良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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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日立金屬稀土磁鐵基礎專利清單 

家族號碼 專利名稱 專利局 專利號 當前狀態 失效日 
預估屆滿

日 

27677856 

稀土類－鐵

－硼系磁體

用合金、粉

末和用它製

成的燒結磁

體 

JP 特許 4389427 屆滿 2022-02-05  

US US20060016515A1 放棄申請 2008-12-09  

AU AU2003244355A1 放棄申請 2005-03-10  

WO WO2003/066922A1 
PCT 屆期-

國家階段 
2004-08-03  

EP EP1479787B2 有效中  2023-02-04 

EP EP1479787B1 有效中  2023-02-04 

CN CN1308475C 有效中  2023-02-04 

33308024 

稀土類合金

粉末的製造

方法及稀土

類燒結磁鐵

的製造方法 

US US7390369B2 有效中  2025-01-30 

JP 特許 4449900 有效中  2024-04-21 

WO WO2004/094090A1 
PCT 屆期-

國家階段 
2004-11-26  

EP EP1632299B1 有效中  2024-04-21 

CN CN1310729C 有效中  2024-04-21 

34256328 

燒結型 R－

Fe－B 系永

磁體及其製

造方法 

CN CN101447331B 有效中  2023-10-08 

CN CN100431062C 有效中  2023-10-08 

37115121 

稀土類燒結

磁鐵及其製

造方法 

JP 特許 5158222 有效中  2026-04-14 

JP 特許 4748163 有效中  2026-04-14 

US US20090020193A1 放棄申請 2014-02-19  

WO WO2006/112403A1 
PCT 屆期-

國家階段 
2006-12-15  

EP EP1879201B1 有效中  2026-04-14 

CN CN101006534B 有效中  2026-04-14 

37668741 

稀土類燒結

磁體及其製

造方法 

US US9551052B2 有效中  2029-12-17 

WO WO2007/010860A1 
PCT 屆期-

國家階段 
2007-03-23  

DE DE112006000070T5 放棄申請   

CN CN101031984B 有效中  2026-07-14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除了電動車馬達以外，含稀土金屬之磁鐵也廣泛應用在其他電子產品，例如

平板、手機、筆電、無線耳機、風電。台灣很多公司為電子零組件產業，稀土磁

鐵是不可缺少的原材料，但是在此之技術與專利佈局明顯落後於日本與中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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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相關產業可以投入更多資源發展磁鐵材料技術與專利佈局。 

(三) 醫療健康產業 

稀土金屬在醫療健康產業的應用也非常廣泛，表 4.41 整理出稀土金屬在醫療

健康產業的應用，並列舉專利權人與專利技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稀土金屬在

抗癌藥物、MRI 試劑以及放射性檢測設備這三種應用中為不可或缺的元素。 

醫療&健康產業相關產品一般來說少量多樣化，且具有高附加價值，建議台

灣企業多投入更多資源開發稀土材料在醫療產業的新應用。透過專利技術分析，

有助於了解稀土材料在醫療健康產業的各種發展可行性，諸如藥物、醫材、抗菌

消毒和高階醫療影像探測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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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稀土金屬醫療健康產業應用 

類別 專利權人(舉例) 專利技術(舉例) 

藥

物

製

備 

抗癌藥物 

生物安全藥品有限公司 

(BIOCURITY 

PHARMACEUTICALS) 

用放射、氧化鈰奈米顆粒、和化療劑

的組合治療癌症 

MRI 試劑 
拜耳製藥公司 (BAYER 

PHARMA AG) 
用於磁共振照影之新穎釓螯合化合物 

其他體內檢

測試劑 

拜耳製藥公司 (BAYER 

PHARMA AG) 

利用紅外區域光的光動力的治療劑或

診斷劑，含鑭系粒子 

雷射醫療 
上海瑞柯恩雷射技術有限

公司 
醫用摻銩光纖鐳射治療裝置 

醫

用

材

料 

牙齒口腔 

可樂麗則武齒科股份有限

公司 (KURARAY 

NORITAKE DENTAL INC) 

氧化釔的氧化鋯燒結體被用於齒科用

修補物等齒科材料 

體內植入 
佐裡安醫療公司 (ZORION 

MEDICAL INC) 
鎂基可吸收植入體 

骨水泥 
上海納米技術及應用國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鑭系元素摻雜的可注射型磷酸鈣骨水

泥 

外用材料 
山東東貝醫藥科技有限公

司 
一種醫用殺菌纖維敷料 

物理治療 
洛陽新座標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一種乳腺用磁療貼 

殺菌 消毒 

除臭 

贏創運營有限公司

( EVONIK OPERATIONS 

GMBH) 

包含經鑭系離子諸如Ｐｒ３＋活化的石

榴石之藍光至ＵＶ升頻轉換器及其用

於表面消毒目的之應用 

化妝品 

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SAKAI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氧化鈰被覆氧化鋅粒子、其製造方

法、紫外線遮蔽劑及化妝料 

放射線檢測設

備 

東芝股份有限公司

(TOSHIBA MATERIALS 

CO LTD) 

閃爍器、閃爍器陣列、輻射探測器和

輻射檢查裝置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稀土關鍵材料供應鏈危機下的衝擊與因應 

146 

(四) 回收產業 

如前所述，稀土金屬對於台灣產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台灣目前沒有採礦業，

稀土金屬原料大部分都是仰賴進口。因此，發展稀土金屬的回收技術將有機會降

低我國對於稀土金屬進口的依賴程度。回收技術相關專利主要歸屬於國際分類號

中的金屬製造/精煉類別，本研究在此類別中再透過關鍵字方式檢索出與回收技術

相關的專利。 

針對回收技術相關之專利，所涉及專利數量之前五大稀土金屬分別為：鈧(例

如從礦石廢料中回收鈧)、釹(例如從磁鐵材料中回收釹)、鈰(例如從研磨液廢料中

回收氧化鈰)、鑭(例如從熔煉渣回收鑭)、釔(例如從从螢光粉廢粉中回收釔)。表

4.42 整理出全球主要區域擁有稀土金屬回收技術之主要專利權人與相關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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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全球主要區域擁有稀土金屬回收技術之專利權人與相關專利 

區域 專利權人 回收技術相關專利 

CN 

贛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釹鐵硼廢料回收裝置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含稀土的鋁矽廢料的回收方法 

中國恩菲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從紅土鎳礦冶煉鐵鋁渣中回收鈧的方法 

江西理工大學 釹鐵硼廢料綜合回收稀土和鐵的方法 

北京工業大學 從廢棄螢光粉中回收稀土元素釔 

內蒙古科技大學 稀土氧化物熔渣浸出回收稀土方法 

湖南稀土金屬材料研究院 從拋光粉廢料中提取稀土氧化物的方法 

US 

通用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 自螢光體材料回收稀土之方法 

休斯頓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 從永久磁鐵中回收稀土金屬之方法 

鈧金屬國際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SCANDIUM 

INTERNATIONAL MINING CORP.) 
從紅土礦石中回收鈧的方法 

博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BLOOM ENERGY 

CORP) 

從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廢料回收氧化鑭和氧化

鈰 

物理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PHYSICAL 

SCIENCES INC) 
從煤灰中回收稀土元素和化合物 

稀土元素資源有限公司 (RARE ELEMENT 

RESOURCES LTD) 

從富礦浸出溶液中的卑金屬選擇性提取稀土元

素的方法 

UT 巴特勒有限公司 (UT-BATTELLE, LLC) 從不同的硬碟驅動器回收稀土材料的方法 

巴特爾紀念研究所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從煤灰中回收稀土元素、釩、鈷或鋰的方法 

深層接觸科技股有限公司 (DEEP REACH 

TECHNOLOGY INC.) 
從海底沉積物中回收和濃縮稀土元素的方法 

JP 

住友金屬礦山股份有限公司 (SUMITOMO 

METAL MINING CO LTD) 
從鎳氧化物礦廢料中回收鈧的方法 

日立金屬股份有限公司(HITACHI METALS 

LTD) 
從磁鐵廢料中分離回收鏑和釹的方法 

ＪＸ日鑛日石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 
從磁鐵廢料中回收稀土金屬元素的方法 

日立製作所 (HITACHI LTD) 從稀土類磁石回收稀土金屬的方法 

三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 
從稀土磁鐵中回收高純度鈰的方法 

日本輕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NIPPON LIGHT 

METAL CO LTD) 
從鋁土礦殘渣中回收稀土金屬的方法 

愛知製鋼股份有限公司 (AICHI STEEL 

WORKS LTD) 

從含有鐵元素和稀土元素的熔融金屬中回收稀

土元素 

EP 

巴斯夫 (BASF AG) 
從包含鐵、鈰、鉬和鉀的氧化物的催化劑中回

收材料的方法 

埃克洛普有限公司 (ECOLOOP GMBH) 從金屬廢料獲得金屬和稀土金屬的方法 

法國原子能及替代能源委員會 (CEA) 
新穎化合物從含磷酸的水溶液中選擇性萃取稀

土元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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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專利權人 回收技術相關專利 

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玻璃拋光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方法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鎂合金切屑回收再利用之方法及其裝置 

工業技術研究院 
利用微生物從鍋爐溶液、工業廢水或硬水中回

收稀土金屬 

明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廢燈具中螢光粉之資源再生方法 

中國科技大學 回收稀土金屬鈰離子和鑭離子的方法 

虹京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自含釩鎳廢觸媒回收稀土、釩及鎳之方法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從含釔氧化銪中回收釔的方法 

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整理 

 

從表 4.42 可以看出全球主要區域都在發展稀土金屬回收技術，包含公司以及

學研單位。中國企業強調從礦業廢料以及金屬冶煉廢料中回收稀土金屬；日本企

業則強調從磁鐵生產廢料中回收稀土金屬。台灣企業與學研單位比較著重在從工

業廢料中進行回收。相關技術除了傳統之濕式製程以外，也包含新的回收方法例

如工研院所提出之利用微生物從鍋爐溶液、工業廢水或硬水中回收稀土金屬。 

從回收技術相關之專利可以整理出，稀土金屬回收至少包含七大來源：礦業

廢料、金屬冶煉廢料、磁鐵生產廢料、海洋沉積物、半導體製程廢料、電子零件

生產廢料、廢棄物回收，如圖 4.6 所示。中國企業之回收技術主要針對礦業廢料

以及金屬冶煉熔渣；日本企業之回收技術則強調除了礦業廢料之外，也包含從磁

鐵生產過程中之廢料回收稀土金屬。基於台灣產業的特性，建議可以發展從半導

體製程廢料、電子零組件生產廢料以及廢棄物中回收稀土金屬回收的相關技術，

發展“城市礦”環保產業，以降低台灣對於稀土金屬進口的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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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atentCloud 並經本研究繪製 

圖 4.6、稀土金屬回收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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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與契機 

正當中美貿易關稅摩擦越演越烈之際，稀土原物料不僅在眾多關稅中抗漲，

不受市場因素影響，還被報導出中國有意調節稀土元素的出口，這場對抗美國貿

易制裁的動作愈演愈烈，一時之間，探討稀土元素重要性的議題又重新被關切。

然而，在 AI、IoT 與 5G 以及綠色能源等先進科技的發展中，稀土元素一直都是

背後的最關鍵助手，除了軍事、能源與運輸科技外，從當今全球需求量最大的 4C

終端產品（尤其是智慧手機）與我國電子產業息息相關，本章將探討稀土元素的

應用與其存在的價值以及衍生對我國電子產業供應鏈的影響。此外，由於日本也

因前次東海危機的教訓積極發展回收技術，當今，在低碳能源與淨零碳排的趨勢

下，本章也將探討在台灣如何發展稀土產業以及未來之挑戰與契機。 

一、台灣稀土產業發展現況 

(一) 稀土在台灣相關產業應用 

稀土在台灣的相關產業應用如圖 5.1 所示，下游重點產業包括各類工業用馬

達與工具機、資通訊產品以及綠色能源與電動汽車等，從稀土原料應用到 4C 終

端產品供應鏈中可以清楚知道其中關鍵零組件對於稀土元素的需求直接影響了

液晶面板、儲存碟（早期的光碟機，現今的高速伺服器存取）、相機模組、馬達、

鎳氫充電電池以及精密電路所不可或缺的被動元件。又由於多年來我國在各類電

子終端產品的產量高居全球前三大者，包括桌上型電腦、主機板、伺服器、筆記

型電腦等，以及近年來由於高頻通訊的需求智慧型手機的功能多樣化，使得單一

隻手機也可從介面（觸控螢幕）以及功能就涵蓋了之前的電腦、相機、微型馬達

以及充電電池等，加上工業自動化與電動汽車的興起，多項元件或模組無不與稀

土元素息息相關，並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著國內多項產業的競爭力。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整理 202205 

圖 5.1、稀土在台灣相關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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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產業對稀土材料之依賴度 

以蘋果手機為例，一支手機的機構（如圖 5.2 所示）大致可分為：面板（顯

示模組）、鏡頭、電池、揚聲器、電子電路（電路板處理器）與馬達。其中顯示器

模組包含玻璃基板等所含的稀土元素最多，總計有：釔(Y)、鑭(La)、鈰(Ce)、鐠

(Pr)、銪(Eu)、釓(Gd)、鋱(Tb)與鏑(Dy)等，例如照相機模包括鏡頭所含的稀土有：

鑭(La)、鈰(Ce)、鐠(Pr)，充電用主要以鋰電池為主，其所含的稀土元素主要有：

鑭(La)與鐠(Pr)，底部揚聲器所含的稀土有：鋱(Tb)、鐠(Pr)、釹(Nd)與鏑(Dy)等，

而稀土在線性馬達（Taptic Engine）中含有鋱(Tb)與釹(Nd)，在複雜的線路板中包

括邏輯運算或處理器等積體電路所含的稀土元素包括：鑭(La)、鐠(Pr)、釹(Nd)、

釓(Gd)與鏑(Dy)等，這還不包括被動元件所含稀土的計算。而用在製造被動元件

原料的精密陶瓷粉末裡的稀土添加物則有：釔(Y)、鑭(La)、鈰(Ce)、鐠(Pr)、釹(Nd)，

其中以釔占比重最多約有 53%，但除此之外，根據訪廠業界表示還有鏑(Dy)，為

了在有限空間內滿足各種電器規格，被動元件在配方製程中所添加上述之外的稀

土元素種類非常多樣。 

檢視所有蘋果產品除了，iPhone 外還有 iMac、iPad 都會用到稀土。根據蘋果

電腦一八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十七種稀土元素中的釹、鐠、鏑等，已被應

用在電聲元件（揚聲器或耳機）、相機鏡頭、觸覺技術等。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整理 202110 

圖 5.2、iPhone X 手機硬體結構中稀土的角色 

再單從蘋果手機的銷售統計，更可以感受到手機對於稀土元素需求之殷切：

自從 2007 年蘋果發布 iPhone 開始，至 2021 年的 14~15 年時間裡，共推出了超過

22 款的手機（不含 1G 與 2G），其歷年來官方公布的具體銷量如圖 5.3 所整理。

彙整後，總計 15 年來 iPhone 全球銷量估計超過 14 億支，2015 年是 iPhone 上市

以來銷售量的最高峰，iPhone 6 系列也是所有蘋果手機表現最亮麗的一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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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來的 iPhone7 的銷售量雖然下跌，但之後連續三年的 iPhone7,8,X 與 XR

其銷售量仍從 6,000 萬隻逐年衝破 1 億支，且根據 Gartner 的統計，自 2018 年以

來全球智慧型手機的銷售量一直維持約 14 億支，姑且不論是否每家供應商所提

供之機種硬體規格是否完全相同，但是從所設計的硬體結構類似來觀察，每支手

機對於稀土元素的需求比重絕對不可忽視。 

從歷年來蘋果公司終端產品所採用的半導體（IC 製程與構裝）以及各式元件

供應的依賴性，對應之下，台灣與之相關的供應廠商包括：台積電（晶圓代工），

鴻海（組裝），大立光、玉晶光（鏡頭），日月光集團（半導體晶片構裝），國巨（被

動元件），景碩、欣興（載板），軟板（臻鼎、台郡、華通、嘉聯益），可成、鴻準

（機殼）與其他代工 5 哥廣達、緯創、仁寶、和碩、英業達等主要廠商，相關廠

商與上游材料供應，在生產或採購的過程中無一不是直接或間接感受到其對稀土

的仰賴。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20220701 

圖 5.3、蘋果手機歷代銷售量 

根據 2022 通訊產業年鑑中之全球通訊產業個論的記載：2019 年全球的手機

規模約 17.5 億支，2020 年全球手機出貨規模近 15.9 億支，隨著高階智慧手機已

將 5G 變成標準配備，5G 手機滲透率自 2019 年約 1.3%，大幅提升至 2020 年滲

透率提高到 20.3%。2021 年全球雖然仍受到疫情持續影響，但是估計手機整年出

貨量約 16.1 億支，其中預期 5G 手機將提高滲透率約 38%，不僅是 iPhone 成長，

相信其他各大廠牌手機也積極推展新機未來智慧型手機的成長更將帶動零組件

的需求以及更加顯現稀土原料的重要性。 

再從稀土元素應用在汽車電動化/輕量化之關鍵零組件統計，其機會包括：25

個電動馬達加混和電動馬達，燈照/擋風玻璃/鏡片/LCD 螢幕之玻璃拋光，觸媒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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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燃油添加劑，車體金屬/懸吊彈簧/碟煞等。以早期的豐田 Prius 或類似的混

合動力車為例，每部平均需用 20~28 磅的稀土原料，統計資通訊與車用電子的零

組件中，還有用量最多的被動元件以及二次電池、玻璃等，與其相關的稀土元素

有：鈰，鑭，銪，釔，釹，鐠，鏑，鋱等。近年來國內汽車組裝廠，包括裕隆汽

車所用的零組件已漸漸採用國產車用零組件產品，材料特性的掌握對零組件供應

商而言，將是最關鍵的競爭點。 

永磁應用在工廠自動化保守估計約占 35%，主要應用在工具機、電動車、機

器人產業中，對於高效率與速度控制等需求為主，消費性與商用產品佔 28%，主

要應用在家電產品對於高轉速、低噪音需求：空調、風扇、洗衣機、冰箱等，另

外啟動頻繁、加速起步：三菱電機發布智慧電梯，主要也是採用永磁馬達。未來

永磁馬達的發展可由各國逐步上調 MEPS（馬達最低能效標準）看到各國對能源

效率要求越趨嚴格，逐步上調 MEPS 馬達效率水準，台灣產業目前正從 IE3 邁向

IE4。永磁馬達磁氧鐵主要使用的即是釹金屬，稀土價格正是左右市場成長動力，

從 2011 年的東海危機經歷到當時曾導致各國民間產業對於釹金屬的囤積，同時

也一度造成走私與非法的貨源猖獗，直至 2013 年稀土金屬價格又急速跌落，才

又促使相關產業轉回對於稀土元素的倚賴，但是期間卻也造就了非稀土材料技術

的發展。永磁馬達使用磁鐵類型有 79%為釹鐵硼磁鐵(NdFeB)、13%為釤鈷(SmCo5 

&Sm2Co17)、9%為鐵氧體(Ferrite)；其中 釹為稀土元素，產量有限、價格變動幅

度仍大。 

積層陶瓷電容器(MLCC)是精密電子電路中不可或缺的元件，2016 年我國

MLCC 市場為 219 億台幣，2021 年達 465 億台幣，需求仍不斷成長中。預估 2025

年除了因為終端產品市場的擴張外也因稀土材料占 MLCC 原料成本的增加而有

機會突破 600 億台幣。概略估計，稀土元素重量在電子陶瓷材料配方比重約占

10~15%，價格約占材料成本 25~30%。台灣主要供應商：華新與國巨，占 21.2%，

日商占 41.3%，韓商占 21.7%。技術趨勢：尺寸縮小，介電層數加高(400~600 層)，

高頻、高電容值(470μF)，車用電容需高耐熱性與抗震，更加仰賴稀土材料配方。 

根據工研院產科國際所報告顯示：2021 年我國 LED 元件產業產值達到新台

幣 819.6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 12.5%，其中應用於照明比重約維持在 29%，達

237.7 億新台幣。從環保意識高漲的趨勢來看未來以 LED 為主的照明市場之滲透

率將越來越高，而市場競爭勢必亦將越加激烈。 

從傳產到新興高科技，皆可看到各項關鍵零組件與稀土元素息息相關，然而

稀土元素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諸多工業材料成份中的維他命，也是提升材料特性

的重要元素，在工業應用上需求迫切。 

 



第五章 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與契機 

155 

(三) 稀土產業技術與供應鏈分析 

與我國產業相關之稀土化合物有：NdFeB 稀土磁石、鑭(57)-釤(62)被動元件、

螢光粉產業、石化觸媒、拋光粉、高強度鋁鈧合金、能源材料、陶瓷光學(少量)

等。其概略的產業結構如圖 5.4 所整理。台灣雖然沒有足夠強的汽車產業來支持

稀土永磁產業，但是在其它領域卻都需要有稀土永磁來製成高效率或高效能的下

游產品以提供內外銷的需求。而高科技產品如高速磁碟（硬碟驅動器）、筆電、手

機、影音系統、電腦斷層掃描儀(MRI)，綠能產品包括風力發電機、電動汽、機車

及油電混合車馬達都強烈依賴著高性能稀土永久磁石。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4、我國稀土產業結構 

檢視台灣稀土產業技術與供應鏈，如圖 5.5 所示，發現我國在稀土金屬產業

發展過程中有「頭輕腳重｣的缺失，主要因素在於我國並無稀土礦源，因此在發展

稀土金屬產業的過程中應朝向發展中間功能材料技術的研發與深化為第一訴求，

以補足並完整產業鏈中之缺環。目前可供應中間功能材料的廠商僅一至兩家，其

中康普材料(前天弘化學)屬於全方位的化學公司，但是僅為上市之中型企業，另

一家為中鋼，在材料領域以中鋼的子公司高磁科技為主，但產品偏重在永磁材料，

兩家公司的成長將分別帶動稀土與磁性材料產業的發展，而上游的貿易商中也不

乏有礦源的所有權者，稀土產業的發展亦將可帶動貿易商在貨源供應的正確投入。 

從下游的應用需求搭配規格，投入材料的研究，以補強進口材料的不足，或

降低仰賴進口材料的成本。材料若能針對下游應用產品的發展同時投入研發，必

將能夠搶到 Design in 的先機，這對於我國早期的材料產業只能作二線廠的供應

商而言，終究才能擺脫低價薄利的窘境。再加上進口的材料不見得全然能滿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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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需求，並且進口的功能材料價格高昂，無疑損傷製造商的生產成本，若能從

中找到適合的半成品材料並從中將需求規格發揮的淋漓盡致，不啻也同時厚植我

國稀土材料產業技術的根基。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5、我國稀土產業技術與供應鏈 

再以磁石與被動元件產業為例：台灣在永磁材料的進口需求量大，近五年

91~97%來自中國，影響產業比重相當高，其他少量高階馬達用材料則來自於日本、

德國。進口的永磁金屬原料平均單價在 24~39 美元/公斤（如圖 5.6 統計）。2010

年以前永磁材料因為單價低，母合金在台灣製造不敷成本，且因台商與中國的關

係比日本跟中國還好，在 2018 年美中關係緊張之前也還不到需要考量戰備儲存

的窘境，而高品級材料規模又不夠大，所以在台灣很難建立完整的產業價值鏈，

但是近幾年一方面開始有西進台商回流，適逢下游馬達產業升級，加上循環經濟

的推動，另一方面因地緣政治與迫使相關產業鏈重組，國內產業方始注重垂直整

合或水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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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資料 

圖 5.6、近十年永磁材料進口平均單價統計 

 

 
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7、我國稀土產業價值鏈（以磁性/被動元件材料為例） 

圖 5.7 以磁性/被動元件材料為例，列示台灣被動元件積層陶瓷電容(MLCC)

在全球市場雖然不斷被中國追趕，但仍與日本韓國供應商分食高階元件市場，低

價格產品則與中國供應商競爭，然而含稀土的關鍵原材料仍仰賴進口，上游產業

僅信昌電陶（目前併給華新科）一家，加上二十年前經過國際被動元件大廠的整

併風浪後，大者恆大，嚴格說來，國內被動元件產業已不具備完整產業鏈。然而，

MLCC 在精密電子電路設計中從不曾缺席，未來產業趨勢更朝大量生產、低價化、

更小型化但高電容值規格發展，對台商而言，日韓的高階與中國的中低階規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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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級的雙邊夾擠，生態日益嚴苛。 

光學陶瓷開發僅在研發，而產業尚在起步階段，未來應用在雷射元件，光學

測準，夜視系統等尚欠缺材料與關鍵元件之自主性。 

二、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 

我國稀土產業發展目前進展如圖 5.8 所整理。從半導體到工業或能源的範疇，

在各種應用領域中皆僅看到從配方技術起往下游的應用開枝散葉。值此國際局勢

詭譎多變之際，美中科技戰、俄烏戰爭，致使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情況下，掌握稀

土料源更加突顯其重要性，然而在我國本土除了 1990 年以前鑫海稀土公司（後

併給天弘化學）曾有過短暫的開採、分離與提煉的產業經驗與技術落實之外，隨

著礦場的關閉這三段的產業技術亦隨之沒落，取而代之的是廉價的稀土進口，另

一方面美國稀土各礦場因提煉過程中遭到污染而被迫停工，天弘化學公司雖然具

有全套提煉技術，卻因生產不符成本而停工，至今沒有再度投入的計畫，輸出稀

土原料自此以中國獨大。 

如今，除了產業供應鏈重組之外，兩岸關係又有緊繃狀態，若是發生稀土被

禁運，則將瞬間全面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就算重新組回失落的產業技術又將面

臨第一個大挑戰，那就是稀土礦從何而來？總不能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 

三十多年前社會大眾疏於環保意識，導致礦區附近被汙染，如今重拾舊有的

產業技術，再次會面臨的第二大挑戰即是如何設計兼具環保功效的提煉技術？ 

對於前無開採、提煉技術，後無礦山資源支持，那麼城市礦山是否有望且適

合台灣的環境呢？城市礦山是近數十年來因電子產業終端產品的普及與發達而

興起的概念。人們不斷的追求新鮮玩意兒，導致電子產品越來越多樣化，供應商

不斷的推陳出新，更使得這些電子終端產品加速被淘汰，生命週期越來越短，於

是產生「將被淘汰的電子產品回收、拆解、處理、再利用」的概念（這也是後來

推動的循環經濟的概念）。處理回收產品的過程比起挖新礦產更能節省二氧化碳

的排放，也較能兼具環保功效，且回收處理的金屬原料濃度與比重皆比原礦來的

高，因此成為近代回收產業的新寵兒。然而，我們面臨的第三大挑戰卻更大，那

就是回收的料源從何而來？如何回收？回收的種類為何？其中的經濟模式又如

何？台灣市場夠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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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圖 5.8、我國稀土產業發展目前進展 

(一) 台灣的稀土原料來源 

我國的稀土原料來源主要以進口為主。每年進口稀土原料產品主要有釔或鈧

化合物或混合物/氧化鈰等，如表 5.1 及表 5.2 所示，2021 年進口量總量約有 2,921

公噸，比起 2020 年增加了 32.4%，總金額突破 1 億美元，除了創十年來的新高也

比前一年增加了 30.9%，其中以鈰之氧化物進口為最多，達 2,638 公噸，比起 2020

年增加了 33.8%，進口金額達 4700 萬美元，比起 2020 年增加了 23.4%，推測主

要是用於半導體製程中晶圓研磨之用以及玻璃拋光研磨之用，鈰之氧化物近五年

進口的成長尤其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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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稀土元素進口量 

單位：公斤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 

 

表 5.2、稀土元素進口金額 

單位：仟元美金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 

 

 
資料來源：海關進出口統計 

圖 5.9、我國永磁與原材料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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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永磁材料為例，如圖 5.9 所示，110 年總進口量 8,658 公噸，進口金額約

1.65 億美元，進口國家主要來自於中國，進口項目包括氧化物磁心材料（第一項）、

金屬製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第二項），以及其他材料製永久磁

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第三項），但是氧化物磁心材料自 106 年進口

銳減，至 107 年起即沒有進口紀錄。進口平均單價以第二項之金屬製永久磁鐵及

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為最高，103 年以前每公斤約 24~26 美元，自 104 年

後每公斤約 32~38 美元不等，且依市場機制而異。至於第三項之其他材料製永久

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歷年來的進口平均單價，則大約維持在 4.4~7.1

美元之間。 

永磁材料是馬達與磁芯元件主要的關鍵材料，但大多無完整結構性或系統性

之稀土產業。國內相關研發與應用中，磁性材料以配方燒結為主，進口規模如表

5.1、表 5.2 與圖 5.9 所整理：其中以金屬製永久磁鐵貨品仰賴度為最高，其次是

鈰之化合物以及其他如釔或鈧混合物或化合物。另外，被動元件中 MLCC 瓷粉的

材料配方有釓、鋱、鏑、鈥、鐿、釔等氧化物，LED 螢光粉會用到 YAG 螢光粉

(Y3Al5O12:Ce；釔鋁石榴石)，光學玻璃主要需求是氧化鑭，以及合金材料配方有

Al-RE-Cu-Si-Mn-Ni-Mg 合金，其他在高階能源亦都有應用，其中，永磁材料來源

以原材料配方與回收重煉為主，其他大多以買現成商品為主。 

(二) 台灣稀土礦原料提煉的關鍵技術與瓶頸 

以地質形貌來看，台灣因為與中國南部沿海各省相鄰，理論上有機會可以找

到稀土的礦源，並根據業界前輩的敘述，台灣曾在 1950 年，由經濟部設立獨居石

礦探勘處，找到礦藏大約位於濁水溪以南、曾文溪以北的海灘上，包括外傘頂洲、

七股鹽山附近的頂頭額沙洲等十個沙洲，以及曾文溪、八掌溪等 4 條溪流的河岸。

但是探勘資料顯示，僅約有 5.5 萬噸的獨居石，再經提煉成稀土氧化物估計恐不

到 1 萬噸，礦藏量與中國相比，以 2021 年中國一年開採所提煉的稀土氧化物為

16.8 萬噸，真是天差地遠，除非台灣找到新的礦源，否則以現況來看國內稀土礦

源是不具經濟價值的，從台灣並沒有足夠稀土礦源的結論而言，這是當今我們要

建立提煉稀土技術的第一個瓶頸。既然沒有礦源以及料源，在建立稀土產業技術

的過程勢必要透過適當管道採購到合理價位的原物料，如何向稀土礦產國建立合

作管道這應該是第二個瓶頸。除了原礦料源的取得外，在全球倡導淨零碳排的大

趨勢下，若能轉向從都市礦山取得料源，不僅解決料源問題也能達到低碳製程的

要求，但是如何從都市礦山中取得回收料源？如何建立回收機制？似乎又遇到第

三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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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收之稀土料源 

中國是稀土的主要供應國，長年以來每年稀土原料或氧化物產品的高產量輸

出，已使世界各國普遍認為中國有壟斷全球稀土金屬的生產和精煉供應，同時也

帶給各進口國高度仰賴供應風險的意識與嚴重的威脅。因此，各個國家廣泛擴展

對稀土金屬回收再利用的研究。尤其是我們鄰近的日本與韓國，當 2010 年中日

兩國因釣魚台主權紛爭，中國政府以限制稀土原料出口至日本作為警示時，曾經

造成國際稀土價格飆漲，促使日本意識到自身為不具稀土資源的國家，必須重新

審慎評估這些國內強烈賴以為生的稀貴礦產，而盡速規劃戰略儲備對策。因為除

了台灣外，日韓兩國也是高度仰賴電子產業經濟的國家，在回收的稀土料源統整

中，我國甚至包括日、韓、中主要是以報廢之電子/電機的終端產品為最大宗，回

收商從所回收的終端報廢產品中拆解出含稀土元素的元件產品，再進行元素分離，

回收稀土（包含稀貴金屬）料源大致上分為以下步驟： 

1. 收集各種含有稀土元素的報廢品； 

2. 對所收集的報廢品進行預處理，包括拆解、破碎等； 

3. 對含有稀土元素之被破碎產品進行分離和淨化，這裡通常用冶金法和萃取法；

最後進行稀土金屬以及稀土氧化物的回收。 

從圖 5.10 綜合整理中也看到，回收之稀土料源主要來自於報廢的電子/電機

終端產品廢棄物、電池、風機、合金以及上述所有相關產品的下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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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協力廠商資料及 QYResearch 整理 

圖 5.10、電子電機終端產品與稀土回收再利用循環圖 

由於以稀土金屬製成的永磁材料廣泛應用於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風力渦輪

機以及電腦的硬碟驅動器等關鍵元件。最常見的稀土材料是含釹鐵硼（NdFeB）

元素的磁石元件，由於其磁力強度高、基體材料昂貴、良好的穩定性在實際應用

中備受歡迎，並且因為先進工業與淨零碳排的趨勢促使永磁材料需求量每年都在

增加。隨著終端產品使用壽命的終結，所有產品都會被淘汰成為“廢棄物”，而廢

棄的磁鐵中稀土（釹鐵硼）含量約為 30~35%，遠高於原礦石的含量，顯然是一種

更具有“開採價值”的城市礦山資源，因此廢棄的高性能釹鐵硼永磁材料的回收目

前受到各國高度關注。 

圖 5.11 揭示廢棄的永磁材料主要來源於：工業生產廢料（如磁鐵製造過程產

生的切屑）、終端報廢產品中的小磁鐵（如電腦中的硬碟驅動器）、終端報廢產品

中的大磁鐵（如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風力渦輪機）。長久以來，磁鐵產生廢料的

回收是稀土金屬回收的唯一形式。隨著技術的不斷突破，釹鐵硼永磁材料的需求

日益增長，在供應大國禁運危機之驚覺下，其他各國開始關注從各種報廢終端的

磁鐵產品中進行回收稀土元素。對於終端報廢產品中的小磁鐵，可以考慮研磨成

粉末或者將回收的磁鐵再回爐熔成稀土氧化物或稀土合金，直接使用該合金來生

產新的稀土磁鐵。對於大磁鐵，可以考慮將稀土從磁合金中存在的過渡金屬或其

它元素中分離，並進一步將回收的稀土混合物分離成單獨的稀土氧化物，這些稀

土氧化物可以轉化成新的稀土中間合金，用於磁鐵生產，也可以用於其它應用（見

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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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稀土金屬二次回收再利用研究综述」，http://www.xml-

data.cn/KCBHYLY/html/d7e11551-d0e6-4b68-85ac-b03f544cbb7c.htm  

圖 5.11、廢棄之終端產品含稀土永磁材料回收處理之流程 

然而除了上述的在廢棄電子/電機終端產品回收中萃取稀土原料外，這也一直

都是車廠希望可以達成的技術。如圖 5.12 所示，從廢棄電動車上的馬達回收稀土

原料，較著名的有日本 NISSAN 汽車。從一篇 2021 年車壇動向所報導：NISSAN

公布他們已經開始測試新的回收程序，是從舊馬達提取稀土原料。NISSAN 表示，

他們早在 2017 年就開始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共同開發新的稀土回收技術，希望可

以更有效和低成本地從舊馬達回收稀土。這個程序需要將舊馬達加熱到攝氏 1,400

度，將其融化之後加入氧化鐵，讓稀土金屬氧化，再加入硼酸鹽助熔劑，最後稀

土金屬會浮在混合物上，方便回收。 

NISSAN 指出，這個新的回收技術可以回收馬達中多達 98% 的稀土元素，

而所需時間只是拆下馬達所需時間的一半。他們希望可以在 2025 年左右將這個

技術投入應用。除了新的回收稀土技術，現在也有其他的對策在研究之中，例如

減少稀土的使用甚至完全不用稀土製作馬達等等。 

http://www.xml-data.cn/KCBHYLY/html/d7e11551-d0e6-4b68-85ac-b03f544cbb7c.htm
http://www.xml-data.cn/KCBHYLY/html/d7e11551-d0e6-4b68-85ac-b03f544cbb7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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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ISSAN 汽車，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 

圖 5.12、從電動汽車回收永磁材料流程 

根據市調報告統計，全球不同回收市場稀土回收銷售額及成長率如表 5.3 所

整理，對應台灣回收市場而言，螢光燈在國內比較少有記載。 

表 5.3、全球不同回收市場稀土回收銷售額及成長率 

單位：百萬美元 

回收市場 2017 2021 2028 
CAGR 

（2017-2021） 

CAGR 

（2022-2028） 

螢光燈 302.4 594.9 4183.0 18.4% 27.0% 

磁體材料 382.3 794.8 6520.9 20.1% 29.5% 

電池 104.0 192.7 1153.6 16.7% 24.5% 

其他 171.0 356.3 3007.9 20.1% 29.6% 

合計 959.8 1938.8 14865.5 19.2% 28.4% 

註：1RMB=0.14USD 

資料來源： 協力廠商資料、新聞報導及 QYResearch，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研究，2022 年 

 

(四) 回收稀土原料提煉之關鍵技術與瓶頸 

發展稀土回收產業所面臨的瓶頸可以從料源的收集，回收清理，富集處裡的

技術，營運模式以及環境的管理等面相來分析。 

1. 回收關鍵技術 

在稀土回收技術方面，可依據不同產品類型之稀土原料而對應不同之回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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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技術，主要可分為：冶金法回收與萃取法回收，其中冶金法回收技術包含濕法

冶金及火法冶金，然而這些主要技術仍以中國產業為首要擁有者。台灣自鑫海稀

土之後，產業對於來自於天然礦山未能有完整的分離提煉的技術建立或者說已斷

層，但近年來因節能減碳之趨勢帶動下，採用高效節能之稀土永磁馬達或具稀土

相關元素之終端產品越來越多，故國內開始有零星處理廠進入在「城市礦山」進

行回收提煉，從國內產業技術速敏科技與光洋科起步的年代即可窺知一二。 

濕法冶金（根據次級資料的收集記載）是將礦石、經選礦富集的精礦或其他

原料經與水溶液或其他液體相接觸，通過化學反應等，使原料中所含有用的金屬

轉入液相，再對液相中所含有的各種有用金屬進行分離富集，最後以金屬或其他

化合物的形式加以回收的方法。但是，濕法冶金會產生大量腐蝕性廢物，例如氫

氧化鈉或硫酸等強鹼性或酸性物質。 

火法冶金（根據資料記載）為在高溫條件下（利用燃料燃燒或電能產生的熱

或某種化學反應所放出的熱），將礦石或精礦經一系列相變化反應過程，使其中的

稀土元素與脈石或其他雜質分離，而得到稀土化合物之冶金方法，而火法冶金則

不可避免的，具有高耗能、高碳排以及含氯及相關有機成分之工業副產物等污染

物之問題。 

萃取法稀土回收技術（根據資料記載）包含了氣相萃取和溶劑萃取，其中溶

劑萃取法將稀土溶液與有機溶劑混合接觸，利用各稀土元素的水相與有機相的分

布差異進行分離。 

2. 回收瓶頸 

回收首先要有料源。大多數的回收料源除了生產製程的邊角料外，主要需來

自於廢棄物的收集清理。對一家回收營運商（靜脈廠）而言，若是鎖定一家稀土

相關產品製造業者（動脈廠），可以保有穩定的料源，但是對於電子終端產品的廢

棄物來源則有可能成為「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穩定的窘境，尤其是電子終端產

品用戶對於終端產品使用年限不盡一致，除非系統固定更新影響產品功能而被迫

換機，否則從經濟面、從使用者習性面以及對終端產品處理心態（丟在抽屜不管）

等都會影響回收料源的穩定性。靜脈廠收不到廢料、運營不善，回收廢料操作不

好，再加上市場機制的變動幅度大時（例如收購價格或目標產品售價波動），很容

易出現嚴重虧損。 

回收清理雖然不是高科技的場域，但是稀土原料畢竟與一般化學原料的物理

性與化學性有所差異，場域中若缺少環境的監測系統，易導致回收過程人工安全

出現風險，稀土回收有收集、拆解、分離、加工等四個關鍵步驟。在這些過程中，

使用或發生了有害物質，如含 REE 的粉塵、金屬和化學品，包括著火和爆炸的風

險，工人很容易接觸到這些物質，這將對人體產生一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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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濕法冶金會產生大量腐蝕性廢物，例如氫氧化鈉或硫酸等強鹼性或

酸性物質，廉價的稀土開採所帶來的有毒和環境破壞；其次是稀土企業環境管理

不到位將會導致大量的污水排放從而滲入地下，突顯環境風險問題。 

三、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契機 

目前國內有機會可供應上游稀土功能材料的廠商僅一至兩家，其中最具潛力

的一家是（承接鑫海稀土）天弘化學，天弘化學是上市公司康普材料的子公司，

掌握前鑫海稀土之全套稀土提煉技術，未來待料源充足時，有機會成為國內稀土

自主化產業技術之首選；康普則屬於全方位的化學公司，為已上市之中型企業；

而另一家為中鋼，在材料領域以中鋼的子公司高磁科技為主，產品偏重在永磁材

料，落實稀土產業材料自主的規劃後預計可促進兩家公司的業務成長，亦將分別

帶動稀土與磁性材料產業上下游的發展，而上游的貿易商中也不乏有礦源的所有

權者，稀土產業的發展亦將可帶動貿易商在貨源供應的正確投入，唯與以往不同

的是如何協助國內貿易商開拓海外新礦源。 

從高科技應用的角度來看，掌握稀土金屬的料源、規格等相關資訊更能讓我

國供應商掌握材料技術的 Know how，包括半導體與玻璃拋光或光學陶瓷在雷射

的應用，永磁材料(IE3 規格以上)馬達的應用、電子陶瓷的精密電子線路設計以及

冶金材料與高科技通訊的設計等，同時也能提高國艦國造的全方位的自主率。 

 
資料來源：工研院材化所 

圖 5.13、台灣在稀土材料應用發展的機會 

 

圖 5.13 揭示了台灣在稀土產業的發展機會。從綠色能源與工業 4.0、物聯網

的帶動下，加上新的產業發展政策及綠色能源效益推動下，促使馬達與工具機產

業更上一層樓，而因應世界潮流趨勢，二次電池或風力發電以及固態燃料電池等，

以及電動汽車/混和電動車也將會是我國產業下一個要挑戰邁向國際市場的方向

之一，原有的資通訊與車用的零組件產品也仍是我國產業深化並維持在國際市場

地位的重點方向，掌握零組件的輕薄短小又不失其功能效益的設計與技術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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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我國供應商的強項，未來更希望能從上述的強項中拓展到醫療檢測設備以及

農林漁牧的新應用，發揮以民間力量創造發展作為厚植國防產業的後盾。 

從稀土原材料供需與策略規劃的觀點分析：一方面需要建立國外礦源管道，

另一方面持續發揮既有產業結構效益以及產業技術與市場趨勢應用的競爭優勢。 

(一) 礦產來源與國際合作之探討 

1. 格陵蘭 

格陵蘭島是全球最大的島嶼，隸屬於丹麥的自治領地，享有高度自治權。長

久以來島上有 80%的面積覆蓋著永凍土，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因為融冰而出現

的豐富礦藏，島上居民擔心面臨冰層融化的威脅，除了打破原有的安定生存之外，

也擔心因為礦藏的開採而導致生態與環境被破壞。目前島上已發現有鉛、鋅、銀、

鉬、鐵、金、紅寶石與稀土等礦藏，吸引了許多國家的目光，特別是在美中貿易

與科技摩擦之際，更是敏感。 

又由於北極圈冰層的融解，除了可以讓基礎建設延伸開拓全新的北極航道，

同時也降低商船貨運的時間；在冰層的融解下，原本島上蘊藏的豐富稀土礦產逐

漸曝露，更引起許多國家濃厚的興趣，2013 年格陵蘭議會首先投票通過終止開採

鈾等具放射性礦物的禁令。也由於該島南部的寬納斯特蘊藏豐富的稀土資源，不

僅引來中國覬覦，甚至將格陵蘭列入中國「一帶一路」標的範圍之內。2015 年中

資企業的俊安集團在格陵蘭當時的執政黨「前進黨」（Siumut）支持下，控制位於

首府之努克（Nuuk）附近的伊蘇瓦（Isua）鐵礦項目，並進一步想掌握境內寬納

斯特（Kuannersuit）的稀土礦開採權。但在 2021 年 4 月大選時，其對手黨派「因

紐特人共同體」（簡稱 NIA）贏了選票，使得俊安集團先前的開採稀土計畫一夕之

間驟變。根據路透社新聞 2021 年 11 月的報導：格陵蘭國會通過新法，除了禁止

開採鈾礦，並停止開發格陵蘭南端寬納斯特(Kuannersuit，也稱為 Kvanefjeld)的范

涅夫德礦藏。22 日國會並宣布撤銷中國俊安集團（General Nice）鐵礦開採許可

證，在美中貿易紛爭之際，列強在格陵蘭取得稀土資源的動作，格外引來其他各

國的關注。  

對格陵蘭而言，島上豐富的稀貴金屬以及稀土礦產成為部分人眼中的重要經

濟財源。稀土礦產不僅對格陵蘭人來說很重要，對在全球積極尋找稀土來源的中

國以及西方各國也同樣重要，但是，如果一方面滿足居民的經濟財源，而另一方

面有可能會破壞島上原有的美好生態，實非島上居民所不樂見到的後果，這也是

范涅夫德(Kvanefjeld)稀土礦場成為格陵蘭本次大選的焦點。該礦的稀土礦藏量豐

富，產出量大有占全球總量 10%的潛力，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之外、另一個重要

的稀土來源。NIA 並沒有完全否決在格陵蘭島上開採稀土的可能性，他們反而有

意開放各個採礦公司前來開採格陵蘭島東南部的另一處，這也是島上第二大的稀



第五章 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與契機 

169 

土礦場，而在這樣的情勢轉變下，也許可帶給我國在發展稀土產業，開拓料源時

的一個新契機。 

2. 越南 

根據美國 USGS 統計公布越南稀土儲量約有 2,200 萬噸，是全球第二大稀土

儲量國，主要礦場有：東寶(Dong Pao)、萊州(Lai Chau)、安沛(Yen Bai)。萊州省

所發現的稀土礦，封土等礦床氧化稀土的儲藏量估計是 1000 萬噸，所含氧化物

平均是 3%~4%。含量豐富的稀土礦床占 10%~30%的比例。另外安沛省的安富、

義安省的葵合也發現稀土礦床，據報導：多個礦藏位於越南領土的西北，與中國

的雲南地區接壤，另在東部沿海地區也有礦區。該國絕大多數稀土都來自原生礦

床，一小部分位於沿海沙礦床。2021 年越南的稀土產量僅有 400 噸，相比 2020

年的 700 噸還下降了超過 40%。不過該國有意打造自己的清潔能源產業，因此計

畫提高稀土產能。 

越南的礦藏量也是最近十年才公布的，越日兩國的合作起因於日本因為資源

不足 2010 年曾與中國發生釣魚台主權紛爭，中國政府以限制稀土原料出口至日

本（2010-2015）作為警示時，當下日本政府的策略是持續加大戰備庫存並由業界

自主，產業界遂積極尋找海外礦源。2011年越南日本兩邊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定，

並就雙方聯合開發計畫達成協議，由日本提供探勘和提煉技術，礦場則是在越南。

產業則由日本貿易公司豐田通商（ToyotaTsusho）和雙日（Sojitz）與越南國家煤

炭暨礦產集團（Vinacomin）合作，在越南開發稀土。另一家貿易公司住友商事

（Sumitomo）也在越南北部的安拜礦場進行開發的可行性研究，原本規劃是在

2013 年開始出口回日本，住友商事和豐田通商與雙日的聯合開發計畫，預計未來

每年能生產至少 7000 噸稀土，將占日本需求量約 20%，報導表示，兩項開發計

畫的初步投資金額大約為兩億美元。兩國領導人在河內簽署合作協定之後，開發

計畫即開始進行，原預期越南礦區每年為日本供應 5000 噸稀土礦，但最近觀察

出貨量有趨緩，推估應該是與越南新政策有關。主因在於大量的開採與就地提煉

對於環保是非常折損的，而國際市場新的應用包括電動汽車/混和電動車與風力發

電等，又再掀起另一波對於稀土的需求，對越南政府而言，以保護國土環境為由，

建立新法規以制衡外來的破壞，對我國產業尋找新的料源與礦源不失為另一個機

會。 

3. 美國 

根據稀土應用的統計：以 F35 隱形戰機為例，來說明美國軍方因使用中國稀

土產品而造成的國安問題。美國與諸多盟國共同出資約 4,000 億美元研發打造、

堪稱絕密殺手的 F35 隱形戰機，每造 1 架 F-35 戰機就需要使用到 920 磅(約 417

公斤)的稀土金屬。應用於 F35 先進戰機、制導飛彈等的釤鈷磁鐵，卻是牢牢掌握

在中國手裡。直到 2017 年初川普總統上台，把中國正式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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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關係瞬間丕變，自此之後美國及盟國才竭力展開打造繞過中國的稀土供應鏈。

當年鄧小平在視察稀土礦場後曾明確指示過並喊出成為經典的口號：中東有石油，

中國有稀土。日後見到就連美國在國內開採出的稀土，也要運到中國進行加工。

見證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完整稀土工業技術的全產業鏈國家，中國對全球稀土產

業鏈的某些環節甚至有近乎絕對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其他外國廠家開採了稀土也

只能送到中國來！其他如戰艦、雷達、鐳射、導彈引導頭也都需要大量稀土。 

美國的礦區在 1980 年代之前，曾以唯一的 Mountain Pass 稀土礦山稱霸全球，

而 Mountain Pass 其背後一直由兩家美國公司──「鉬業公司」（Molycorp）和「麥

格昆磁」（Magnequench）── 掌控，從稀土的開採、選礦、冶煉分離到製成應用

端成品，一應俱全。後來因在環保意識高漲以及開採提煉等成本的考量下，在委

外生產的過程中逐漸將優勢拱手讓給中國。除了上述唯一的礦區外，最近兩年國

美國亦積極開拓新礦區，包括德州的「圓頂山稀土專案」（Round Top），亞利桑那

州以及懷俄明州東北部的貝諾傑（Bear Lodge）稀土礦藏。 

除了新礦的開拓外，近兩年來經常有稀土相關之新創公司成立，新公司除了

策略聯盟外並積極申請美國研發經費補助。例如：American Rare Earths Limited 的

子公司 Western Rare Earths (WRE)與 Phinix, LLC 公司和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組成

研究聯盟，該聯盟團隊獲得了美國能源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辦公室（EERE）

先進製造辦公室（AMO）的研發資金，其研究項目被稱為關鍵材料：下世代技術

和現場驗證。該聯盟將獲得高達 50 萬美元的資金來完成這項工作。其中 WRE

將提供含稀土礦石作為原料，用於以下一代材料為對象的提取和分離重點加工之

技術研究。 

從美國稀土礦源有如雨後春筍的興起來看，除了強調提取和分離之外，更重

要的是其背後的低碳製程技術以及綠色能源需求的驅動，而在廣大稀土面積的領

域中似乎可嗅到豐富的礦源以及等待開採的原料這也是我國發展稀土產業開拓

料源的機會。 

4.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稀土儲量：400 萬噸，是全球第六大稀土儲量國，同時也是全球

第四大稀土生產國，2021 年的產量為 2.2 萬噸。該國 2007 年才開始採掘稀土，

但未來預計將持續增產。萊納斯（Lynas Corp）是全球最大的非中國稀土供應商，

公司目前的營運有兩處，一處位於西澳大利亞的 Mount Weld 礦以及選礦廠，另

一處位於馬來西亞關丹附近的格賓工業園的稀土精煉和加工廠，所以可想而知其

在澳大利亞所開採的稀土原礦料是運送到馬來西亞加工提煉的。 

澳大利亞萊納斯稀土公司（Lynas）是除了中國企業外，全球僅有具備規模化

的稀土冶煉分離能力，目前提煉與分離的核心技術都為中國所掌握，一些國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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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有稀土，開採出來後也只能送到中國，因為澳大利亞的價格要貴很多，並且中

國掌握著核心提煉技術。根據資料顯示：全球 7%的稀土資源用於軍工領域，美

軍的軍工稀土大部分都是仰賴進口中國的，這也是為什麼美中科技戰後美國積極

尋找稀土資源。 

全球的稀土資源除了中國礦藏量最多外，其餘還有與我國友好的相關國家的

稀土礦源包括：格陵蘭，越南，美國與澳大利亞，但是在先進國家積極發展高科

技的氛圍下，稀土存量成為各國家戰備儲存的首要項目，各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除了環保意識高漲與開採成本昂貴外，核心提煉技術仍掌握在中國，當下，我國

如何與具有稀土資源的國家聯盟而達到發展自己的稀土產業，看來只有先建立自

己的提煉技術才能有資格再與具礦產國家談合作。 

(二) 回收來源與國內產業技術能量的儲備 

1. 回收來源 

如前所述，由於我國以生產半導體晶片以及電子終端產品為主，其他產業還

有高階馬達以及陶瓷電容元件、LED 元件、電池與金屬冶金，除此之外，傳產中

的石化與玻璃產業等，對於稀土的仰賴度有不同層次的需求比重，因而從靜脈產

業的方向討論，其最大的回收料源也應該是從動脈端的產出來追溯，對我國而言，

主要是以報廢之電子/電機的終端產品為最大宗，雖然我國的內需市場並非電子終

端產品的最大用戶，但是藉由生產端的下腳料、使用端的廢棄品，回收商有機會

可以從所回收的報廢終端產品中分離出有價值的稀土原料（或含稀土元素的元件

產品）。例如各類馬達回收，評估台灣可從馬達中回收 1500-2000 噸/年的稀土永

磁材料，其中稀土釹含量約可達 35%；又如氧化鈰每年可回收 300 噸再使用。然

而，如何將其他廢終端產品回收？或如何將料源集中處理？那些產品具價值？對

於低價值的產品如何進一步處理？恐又是另一個課題。 

2. 國內技術能量 

如同各類稀貴金屬回收的流程，國內稀土回收之技術能量可從料源之收集分

類，回收後如何清理，使用的火法或濕法的技術才可達到富集處理，以及如何顧

及到環境保護的管理等分析開始。目前在國內稀土材料回收純化部分，前段之濕

式冶金技術發展略超前火法冶金，國際發展方向朝新型環保無皂化萃取劑，降低

酸液使用量，並進行高耐久性樹脂開發，提高使用壽命，同時結合其他化學濕法

冶金技術，而目前國內在稀土廢棄物回收同樣主要可分為化學濕法冶金及物理火

法冶金技術兩類，以廢棄稀土永磁為例：國內較有機會處理廢棄稀土永磁材料之

廠家主要為中游稀土磁石加工及後端資源再生業者，如中游的速敏綠能及後段的

惠嘉電等。速敏綠能在釹鐵硼稀土磁石製造與銷售已有 30 餘年，其產品包含稀

土釹鐵硼粘結及燒結磁石，已具有磁石相關加工及成型設備，在當今中國供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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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超過 9 成的供貨壓力下，積極開發終端廢釹鐵硼的城市礦回收再利用，下游產

業若可以不須使用新料而受限或受控於中國供應的變因，「城市礦山」有機會突破

此窘境；而惠嘉電則具有廢棄稀土料源及拆解前處理程序等能量，若未來廢棄稀

土料源持續拓展，相關回收技術逐漸到位，將有機會再與後端應用業者形成國內

稀土永磁產業循環鏈。  

國內光洋科以回收再製成高價值的金屬，為全球薄膜濺鍍靶材研發製造領導

廠商，該公司並以稀貴金屬回收及精煉為平台，聚焦於高值化功能性材料研製，

主要應用於儲存媒體、光電顯示器、電子半導體等產業，有鑑於國內對於稀土的

需求顯著增加，近兩年該公司也投入在稀土相關回收處理的領域。 

國內另一家堪稱稀土前輩的公司華鉬實業。該公司成立於 1998 年，營業項

目有綠能電池材料及特殊合金鐵製品，並生產稀有金屬精密化工以及鉬釩鎢特殊

合金鐵等製品，同時也為國內另一家資深生產磁性材料的公司處理永磁金屬的回

收再製。 

根據本次報告撰寫過程以及拜訪廠商過程中，強烈感受到國內對於稀土金屬

的回收技術能量的建置取決於兩個方向：一個是回收廢料中的稀土含量比重是否

夠高，另一個是回收的稀土元素的單價是否夠高。前者屬於基本應用與先天的成

分（例如永磁金屬材料），但是像半導體研磨用的氧化鈰，其在研磨液的比重小於

1%，若是單價高且比重夠高的話必定有廠商回投入技術也更能完整建置。其他又

如被動元件的陶瓷電容，光電照明用 LED 元件以及被當作增強用的參酌劑或觸

媒劑等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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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全球主要國家關鍵礦產的現況 

近年因全球經濟成長快速，開發中國家快速崛起，傳統及新興產業大多仰賴

關鍵礦產資源，使稀貴資源中稀土及稀有金屬需求大增，然稀貴資源為損耗性物

質，且分布於少數國家，加上近年來擁有關鍵性礦產國家實施限制出口政策，使

各國逐漸意識關鍵礦產之重要性，而長期仰賴進口之國家則極力尋求可替代材料

並加強自城市礦山回收關鍵礦物之技術，同時進行資源戰略儲備，並朝關鍵礦產

的穩定供應和永續生產邁進。 

針對全球主要國家關鍵礦產最新現況進行研究，包括主責機構、關鍵礦產訂

定原則及指標、關鍵礦產清單，以及因應低碳技術與永續發展之相關策略及行動

計畫等。目前主要的國家或地區皆以經濟重要性和供應風險作為其關鍵礦產清單

之評估指標，並依據各國家或地區之特性納入屬於特定國家或地區的評估指標。

此外，伴隨著國際情勢、經濟發展及供給需求的變動，各個國家或地區採取滾動

式調整其評估方法、評估指標和關鍵礦產清單。於供應鏈層面，對於擁有豐富關

鍵礦產的國家而言，採行持續精進其探勘、開採、冶煉加工技術，並與國際合作

伙伴共同建立穩定且多樣化的全球供應鏈，以強化其於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的重

要性；對於長期仰賴進口之國家，則極力尋求可替代材料並加強自城市礦山回收

關鍵礦物之技術，同時進行資源戰略儲備，以避免受到突發事件（如 2020 至 2022

年全球新冠肺炎）影響國家經濟及工業發展。 

關鍵礦產對我國產業影響甚鉅，包括半導體、電子材料、生技醫療、儲能設

備及機械車輛等皆大量使用稀貴及稀土金屬等關鍵礦產。此外，我國已將 2050 淨

零碳排的目標列為國家重要發展方向之一，關鍵礦產對於綠能科技等相關產業，

包括風力發電、太陽能、電動車、氫能及儲能設備等亦將扮演局足輕重的角色。

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蒐研各國關鍵礦產清單及篩選指標，將經濟重要性及供給

風險列為我國關鍵礦產篩選原則指標。此外，考量產業發展過程可能的環境影響，

需將環境衝擊納入我國關鍵礦產篩選指標，並參考美國的評估方法，對於量化數

據取得困難的礦產項目或是台灣本土焦點產業影響甚鉅的關鍵材料，改採用定性

分析方法，最終擬定我國關鍵礦產建議清單，詳如表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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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稀土產業之現況與戰略 

稀土是高科技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金屬原料，可廣泛應用於製造業、催化

材料、永磁材料、螢光材料、儲氫材料、精密陶瓷材料等，是生產電動汽車、風

力發電機、LED、手機、電腦等重要且關鍵的元素，有工業維生素之稱。稀土因

具有特殊的光、電、磁及催化性能，以及具有供應來源有限、全球市場容量相對

較小、可替代程度低、國防需求程度高及地緣政治風險等特點，被許多國家列為

關鍵礦產資源。近年受到美中貿易戰及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在稀土資源集中分布

於少數國家（如中國、越南、巴西、俄羅斯等）的情況下，一旦國際間發生突發

事件，稀土資源將出現供需失衡，並嚴重影響產業發展。 

中國為目前全球主要的稀土礦物蘊藏國與生產國，其儲存量占全球約 35%、

每年產量占全球約 60%，其稀土資源分布整體呈現北輕南重，輕稀土主要分布在

內蒙古包頭的白雲鄂博礦區，以及四川涼山；中重稀土則主要分布在江西贛州、

福建龍岩等南方地區。中國的稀土產量逐年增長，2021 年中國稀土產量已增長

16.8 萬公噸，然而其稀土開採量於於全球占比近年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主要是由

於國際政經情勢變化（如美中貿易戰）及實施出口管制政策等，中國採取稀土礦

開採總量控制指標，並透過配額、出口關稅、價格控管等措施以嚴格控管稀土開

採及出口。 

雖然稀土為生產多種功能材料不可缺少的關鍵材料，但稀土生產過程造成的

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卻非常嚴重。為實現中國稀土產業的永續發展，中國除頒布

一系列行政管制措施，並轉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手段，針對稀土開採資源，企業

須繳納的礦業專門稅費主要有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探（採）礦權使用費、

探（採）礦權價款，以及各地設立的環保性收費和基金項目等；對於稀土開採過

程可能造成的環境污染，則透過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藉此使排

污單位承擔其必要的污染治理和環境損害修復成本，且透過多排多繳、少排少繳、

不排不繳的稅制設計，達到綠色調節作用，進而使排污單位提升環保意識，加速

產業轉型升級。 

過去中國於稀土產業發展過程中，其產能擴展過快，且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和

資源浪費，以及高端應用研發落後等，近年透過稀土產業整合，改善稀土企業數

量過多、規模小、競爭力弱、產業集中度低等問題，如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國

政府將原本分散的 5 家稀土企業（中國鋁業集團、五礦集團、贛州稀土集團、中

國鋼研及有研科技）整合成為 1 家以重稀土為戰略目標的超大型公司「中國稀土

集團」。從原先的六大稀土集團轉變成四大稀土集團，以提升中國稀土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實現稀土資源優勢互補及產業協同發展，促使中國提升其全球稀土產業

話語權、出口量及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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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稀土供應鏈思維下全球之因應 

國際稀土供應市場，不論是原礦、粗礦、精礦或相關產品，中國除了是市場

供給之列強，更是無人能抗衡之先驅，故在具有資源、產能、技術、價格、人力

等各種優勢條件下，稀土儼然成為中國工業發展中，最具威力之王牌，特別是在

綠能當道，全球推動節能減碳之趨勢下，稀土可自給也可牽制其他國家之工業發

展。中國自 2010 年東海釣魚台爭端引出全球稀土貿易戰，2017 年美國總統大選

後，中國也欲提高關稅，嘗試引發美中貿易戰，加上 2020 中國立法施行之『中華

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稀土供給緊張與預期加強管制之全球預期心態高漲，稀

土材料再度成為全球產業安全關心之重點之一。 

稀土礦源雖不匱乏，但資源相對集中，主要分布於中國、越南、巴西、俄羅

斯、印度及美國等。早期各國為了成本、環保等因素考量下，並未特別針對原礦

萃取分離及高純精煉技術進行開發，僅採礦後即出口至中國進行處理，製成高階

半成品或產品後再由中國進口使用，但近年受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與疫情影

響，對民生、科技產業與經濟發展的潛在威脅一直高踞不下，一旦稀土材料短缺

或出現斷鏈，將會嚴重影響產業發展，故國際工業領導國家，包括美國、日本、

歐盟等，早已將稀土元素視為戰略資源，從國家經濟角度，制訂各式確保稀土材

料供應無缺之國家發展戰略，進行儲料、減量或替代材料等策略進行開發，並發

展完整之處理及純化技術，不過無論是儲料或減量，仍有資源耗盡之虞，而在替

代材料方面雖有許多無稀土系列之功能性材料持續開發中，但其性能及耐久性仍

無法與稀土材料比擬，顯示稀土即使用量不大，卻不可取代之功能特性。 

高純資源化技術之重點在於純度與回收率，其製程設計多先藉由廢棄物分選

前處理、分析，再導入濕法、火法金屬還原純化，因此各階段之處理成效皆會相

互影響，需確認各階段之技術弱點，例如火法及濕法純化技術皆無法去除之雜質，

是否能在分選前處理時就先處理，火法和濕法純化技術是否能互補，或者分析方

面是否能精準以對應純化技術之配方及製程設計。目前在國內稀土材料回收純化

部分，前段之濕式冶金技術發展略超前火法冶金，國際發展方向朝新型環保無皂

化萃取劑，降低酸液使用量，並進行高耐久性樹脂開發，提高使用壽命，同時結

合其他化學濕法冶金技術，如離子交換及化學沉降法等，建立多級串聯稀土回收

分離系統，提高稀土回收性能及效率。火法冶金技術缺口相對較大，除藉由學研

合作之連結，藉以減少純化界面之溝通互動問題外，亦將透夠產業合作，提早讓

業界進入研發團隊，特別是設備相關業者，相信可有較快速之整合效益發生。 

面對中美貿易戰引發各國保護主義興起，須針對國家重要產業鏈可能面臨斷

鏈危機之關鍵材料，建立自主供應能量，維持一定自給率，故稀土火法冶金、濕

法冶金等原礦處理技術已為各國技術研發及精進之重點，並同步佈局循環技術，

針對境內之有價廢棄物進行處理及回用。在稀土火法冶金技術方面，因應國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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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碳趨勢，主要以低能耗、低碳排之訴求為主軸，雖稀土金屬還原及高純化製

程之熱力反應無法取代，但反應系統可結合新一代之替代能源，再搭配熱力反應

模擬最佳化設計，改善傳統熔爐之效率及降低污染；在稀土濕法冶金技術方面，

則以溶液系統可回用之溶媒萃取技術為主流，並藉由環保高效萃取劑之開發，提

高稀土化合物之分離效率及純度，改善傳統廢液過多之問題，降低處理成本及環

境負擔；而在稀土綠色循環技術方面，以稀土永磁為例，目前以可快速針對稀土

永磁廢棄物進行處理之物理氫碎法為主流，不須經由繁雜之火法及濕法冶金處理，

即可製備再生稀土永磁材料，作為摻配輔料進行回用，其技術重點在於稀土原料

之選別（降低雜質引入及干擾）、氫化粉體化反應設計（內部晶粒及組織調控）及

材料粒徑控制（氣氛保護研磨及低氧處理程序），若能完整優化結合，其再生稀土

永磁材料之性能，則極具可作為新料之應用潛力，值得投入開發。 

(四)全球主要區域稀土專利分析 

稀土金屬涉及的專利技術與應用非常廣泛，除了上游金屬製造/精煉之外，更

多涉及稀土材料的下游應用，例如磁鐵、半導體、醫療健康等領域。本研究總共

將稀土金屬相關專利依據國際分類號整理出 14 種技術或應用。在每一種技術或

應用中，17 個稀土金屬元素涉及之專利數量占比皆不相同，可間接反映出稀土金

屬元素在該技術或應用中的重要性高低，例如磁鐵材料中專利數量前五大稀土金

屬元素為釹、釤、鏑、鐠、鑭。 

台灣專利權人之稀土相關專利中數量最多的應用為半導體類別。擁有稀土相

關專利之台灣主要公司包含半導體製造業(例如台積電)、電子零組件製造業(例如

鴻海、台達電)、鋼鐵製造業(例如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光電產業(例如奇美、

晶元光電、億光)，顯見稀土材料對於台灣產業的重要性。 

在半導體類別中，專利數量最多的前五大稀土金屬分別為鈰、鑭、釔、銪、

鈧。稀土金屬在半導體類別中的應用包含於半導體製程所使用之耗材(例如包含氧

化鈰之化學機械研磨材料)以及半導體結構中的材料(例如第三代半導體中，閘極

層與鐵電層包含鈧元素)。擁有稀土相關半導體材料專利之公司主要為日本與美國

企業，台灣公司缺乏相關專利技術布局。 

在磁鐵類別中，日本與中國公司在專利數量上占據優勢，其中日本公司擁有

較多高價值專利，中國公司專利價值較低。尤其是日本公司日立金屬(HITACHI 

METALS LTD)，該公司擁有釹鐵硼磁鐵材料與製造技術的基礎專利，導致國內磁

鐵材料生產企業製造銷售磁鐵材料都需要向該公司取得專利授權。 

在醫療健康類別中，透過專利分析可發現稀土金屬元素之應用非常多樣化，

包含抗癌藥物、顯影劑、各種醫材、放射性檢測設備等都需要用到稀土金屬。其

中，高階醫療影像設備(例如輻射檢查裝置所使用的閃爍晶體)以及高價值醫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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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例如生物陶瓷)為新興產業，專利數量相對較少，台灣企業較有機會發展自有

技術與專利。 

在回收技術相關專利中可看出，稀土金屬回收至少包含七大來源：礦業廢料、

金屬冶煉廢料、磁鐵生產廢料、海洋沉積物、半導體製程廢料、電子零件生產廢

料、廢棄物回收。擁有稀土金屬回收之專利權人主要為中國與日本企業。中國企

業之回收技術主要針對礦業廢料以及金屬冶煉熔渣；日本企業之回收技術則強調

除了礦業廢料之外，也包含從磁鐵生產過程中之廢料回收稀土金屬。 

(五)台灣發展稀土產業之挑戰與契機 

稀土在台灣相關產業應用包括各類工業用馬達與工具機、資通訊產品以及綠

色能源與電動汽車等，從稀土原料應用到 4C 終端產品供應鏈中可以清楚知道其

中關鍵零組件對於稀土元素的需求直接影響了液晶面板、儲存碟（早期的光碟機，

現今的高速伺服器存取）、相機模組、馬達、鎳氫充電電池以及精密電路所不可或

缺的被動元件。各項應用與其存在的價值與我國電子產業於國際市場的供應鏈密

不可分。但在當今低碳能源與淨零碳排的趨勢下，台灣要如何發展低碳稀土產業

是未來之挑戰與契機。 

我國稀土產業發展從半導體到工業或能源的範疇，在各種應用領域中皆僅看

到從配方技術起往下游的應用開枝散葉，看似極具競爭優勢實則缺乏上游原料充

足供應。值此國際局勢詭譎多變之際，美中科技戰、俄烏戰爭，不免讓吾人感受

到此時正當全球供應鏈的重組之際，掌握稀土料源更加突顯其重要性，然而我國

缺乏本土礦場的資源，產業技術亦無法建置，取而代之的是稀土進口，另一方面

美國稀土各礦場因提煉過程中遭到污染而被迫停工，輸出稀土原料近 30 年皆以

中國獨大。如今，除了產業供應鏈重組之外，兩岸政治關係又是緊繃狀態，若是

發生稀土被禁運，則將瞬間全面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就算重新組回失落的產業

技術又將面臨第一個大挑戰，那就是稀土礦從何而來？基於環保意識，產業技術

面臨的第二大挑戰即是如何設計兼具環保功效的提煉技術？對於前無開採、提煉

技術，後無礦山資源支持，那麼城市礦山是否有望且適合台灣的環境呢？ 

在台灣本身沒有稀土礦源，卻要建立提煉稀土技術是第一個瓶頸，而如何繞

過既有源頭，並且透過適當管道，採購到合理價位的原物料，又如何向稀土礦產

國建立合作管道是第二個瓶頸。對台灣產業而言，發展稀土產業之契機：一方面

需要建立國外礦源管道，另一方面持續發揮既有產業結構效益以及產業技術與市

場趨勢應用的競爭優勢。而礦產來源與國際合作可從格陵蘭、越南、美國與澳大

利亞等國的礦場建立合作機制。 

城市礦山的回收資源是較符合低碳開採原則的趨勢，但是如何建立兼具環保

又能富集的回收原料，並且達到循環經濟的效果，是台灣即將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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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研擬資源戰略儲備制度，強化關鍵礦物回收技術 

台灣為缺乏關鍵礦產之國家，建議我國未來可仿效日本及韓國等與臺灣地理

位置及產經背景相似之國家，參考其關鍵礦產管理制度、關鍵礦產清單及關鍵礦

產儲備策略，研訂我國之關鍵礦產清單，以及研擬我國資源戰略儲備制度，如儲

備目標及儲備項目等，除政府需建立完善的關鍵礦產國家儲備制度外，於受到國

際突發事件時，可及時釋放關鍵礦產儲備至市場，以避免相關產業發展受衝擊，

亦建議產業界組成聯盟，由產業龍頭帶領其他企業以聯盟方式建立民間儲備或企

業儲備。此外，由於台灣為大量仰賴進口資源之國家，應積極開發與尋求可替代

材料，同時強化我國關鍵礦物之回收再生技術，故建議宜盡早擬定產官學研共同

合作計畫，以達成碳中和及循環經濟，並穩固我國產業未來的永續發展性。 

(二) 廢棄稀土轉身再出發，建構國內產業自主能量 

台灣雖然無具經濟開發價值之稀土原礦，但有相當數量之廢棄稀土資源(城市

礦山)未能妥善運用，如高效稀土永磁材料及精密拋光研磨材料等，國內對上兩項

廢棄回收，已有市場與法規認定之廢棄回收處理程序，但目前含稀土永磁之廢棄

馬達，僅進行簡單拆解，針對銅、鐵、鋁等五金進行分類回收，並未針對稀土永

磁進行分類，大多作為廢鋼進行熔煉摻配料處理，而其他廢棄稀土永磁加工料、

下腳料則是直接進行廠內回用，或出口日本、韓國或東南亞做後續精煉，而廢棄

稀土研磨材則多以掩埋或出口日本。 

國內缺乏稀土資源，除了開發減量使用稀土金屬之手法或技術之外，建立循

環再利用自主化技術同樣為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戰略。因提升稀有資源使用率及

開發替代材料，從製程導入到穩定量產需要較長的週期，故在短期作法上建議優

先放在稀有資源回收及精煉純化技術，先確保國內稀有資源自主之掌握性，減少

國內已建立之蓬勃下游產業對外來稀有資源的依賴，奠基國內基礎產業，並提升

國內產業與經濟之競爭力，且目前世界上僅少數國家具有稀土資源循環技術，我

國長期若可深耕此技術開發，未來可擠身成為稀土金屬高純原材料供應列強，循

環資源化技術則可衍生應用成為稀土化合物高純化技術，亦可使台灣在產業環保

技術領域地位提升，更深化綠色科技島之名聲。 

台灣擁有優良之回收體系，在相關廢棄資源掌握上，已相當程度之自主機會，

故城市礦山條件已備，且純度遠高於稀土原礦數百倍以上，故可優先建立稀土綠

色循環技術，針對我國現有之稀土廢棄物進行處理及回用，並可搭配政策推動國

內現有之稀土加工及應用業者投入稀土材料及產品之研發，連結台灣稀土相關之

上、中、下游之廠商及學界，結合國內稀土材料基礎研發能量，以產業聯盟與技

術平台型式推動相關應用開拓與技術研發工作，持續建立稀土自主化相關技術，



參考文獻 

181 

促使國內資源再生業者提升處理能量，有效掌握自主廢棄稀土料源，減緩全球貿

易戰等不穩定因素對於產業帶來的衝擊，帶動我國自主再生稀土材料自主循環技

術產業鏈發展，提升我國工業發展之競爭力。 

(三) 布局稀土新興產業專利，發展城市礦回收技術 

依據專利數量多寡可協助判斷稀土金屬元素在各種技術或應用之重要性，因

為專利數量多寡可間接反映產業對於該項技術投入研發資源的多寡，進而可做為

協助判斷稀土金屬元素重要性之參考指標，例如半導體產業中最重要之前五大稀

土金屬為鈰、鑭、釔、銪、鈧。 

由於半導體關鍵材料之專利主要掌握在日本與美國公司手中，半導體製造業

的發展必須依靠穩定的材料供應，建議台灣相關產業可以加強發展涉及稀土金屬

之半導體材料技術與專利布局。 

日本公司所擁有之稀土磁鐵材料基礎專利將於 2025 年前屆滿，台灣相關產

業應積極發展稀土磁鐵材料之改良方案，提出改良技術並布局自有專利技術，以

取得專利授權談判的優勢。 

醫療健康新興產業有機會發展自有技術與布局關鍵專利。台灣企業可以鎖定

高階醫療影像設備(例如輻射檢查裝置所使用的閃爍晶體)以及高價值醫用材料

(例如生物陶瓷)投入研發，該部分由於是新興產業，專利數量相對較少，台灣企

業較有機會布局關鍵專利，提升競爭優勢。 

考量台灣之環境與產業現況，應著重發展從半導體製程廢料、電子零組件生

產廢料以及廢棄物中回收稀土金屬的相關技術，著重發展“城市礦”環保產業之

技術與專利。 

(四) 兼顧新鮮料源與城市礦山產業機制的建立 

全球的稀土礦藏量約 1.2 億噸，除了中國占 38%之外，還有越南(19%)、巴西

(18%)、俄羅斯(10%)、印度(6%)、澳大利亞(4%)以及格陵蘭(1%)與美國(1%)等，

各大礦藏總計約占其餘的 60%，過去太過於倚賴的單一料源，建議可以藉此分散

風險重新建立採購管道與採購機制。 

基於環保意識高漲，建議重新規劃建立我國產業或企業對於新礦的產出技術，

提純技術以及精煉技術，並根據我國既有的產業技術能量與上述各國建立不同的

合作模式。 

城市礦山也是另一個重要稀土料源。城市礦山的料源主要來自於回收廢棄的

電子終端產品，透過回收再提煉技術，將回收的稀土產品精煉後供下游應用。 

有了回收產品再利用的機制還需要有驗證的標準以及驗證的平台，因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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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正的驗證標準與驗證平台勢在必行。也建議這樣的公正機制可以建立在法

人的研發單位。 

回收產品非常分散是靜脈業者最擔心的瓶頸之一，建議可以建立回收管道與

回收平台以及經營模式(利用區塊鏈或創新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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