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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縣政府

調漲

礦石開採特別稅

的看法

縣府制定＜花蓮縣礦石

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

自治條例＞，按開採數量

每公噸10元計徵，經花蓮

縣議會審議通過，自2013

年1月14日開徵，至2017

年1月13日止，為期4年。

縣政府明年起要調漲為70

元，站在縣政府財政稅收

的立場上，我支持這項議

案。不過我希望縣政府以後在統籌分配和使用這

筆錢時，能夠落實照顧到全縣13鄉鎮市的所有民

眾身上；尤其是礦區所在地的鄉鎮，譬如卓溪鄉

有礦區，影響所及卓溪鄉、玉里鎮、富里鄉、瑞

穗鄉等鄉鎮都應該要有更多的分配。

應統籌分配給13鄉鎮市

花蓮縣政府決議從明年

起每公噸從十元增課

徵到七十元；此舉對礦石

業者很不公平，礦石業者

也是我們的縣民和鄉親，

縣政府不能夠無故犧牲礦

石業者的生存；我覺得比

較妥適的做法，就是依照

礦石的等級來課稅，譬如

礦石開採後其礦料可以區

分為上等、中等、下等和廢料等等數種，各種等

級的礦石稅賦，也應該有所區別；現在開採每公

噸獲利是三十元，然後卻要被課徵七十元的稅，

如此一來豈不是每開採一公噸，就要倒賠四十

元？屆時礦石業者全部倒光光都不能夠生存了，

還課什麼稅？

對礦石業者非常不公平

這次＜礦石開採特別稅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原擬每公噸課徵一百

元，但縣府與稅務人員討

論過後，認為課稅過重，

改折衷調整為每公噸課徵

七十元，並經花蓮縣議會

臨時會討論後三讀通過，

自二○一七年一月十四日

起實施；此舉也讓地方稅

收獲得合理化挹注，實現「漲價歸公」精神，彰

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宗旨；我覺得縣政

府已經情理兼顧，礦石是全體人民的公共財，其

利益本應歸屬全體民眾所有，因此我大力表示支

持與贊同。

實現漲價歸公合情合理

有破壞就要有建設，

在業者、縣政府雙

方利益下，更需兼顧遭

破壞鄉鎮民眾的回饋。

　縣政府取消礦石開採

景觀特別稅，另行制訂

礦石開採特別稅，稅率

由原來每公噸十元，調

漲至每公噸七十元，漲

幅高達七倍，縣政府更

改稅率所持的理由，已獲得縣議會多數議員的通

過，調漲理由肯定獲得多數民眾的接受，但也希

望能與業者溝通協調及說明，取得共識，相信花

蓮縣全體縣民會接受，更可因此增加地方稅收，

加速地方建設，但對於回饋金部分希望能兼顧遭

受破壞鄉鎮的分配比例。

必須回饋遭破壞的鄉鎮

礦石是有限不可再生之天然資源，

礦石開採人在花蓮縣境內開採礦

石營運獲取利潤，於開採及運輸過程中

產生之外部不經濟，由全體縣民共同承擔。因此，針對開

採行為應負擔合理之稅捐，用以回饋公益，補強地方建設

以減輕負面衝擊，制定該自治條例草案。

　現行「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係按

每公噸新台幣十元計徵，惟民意反映徵收標準過低，故重

行訂定「花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草案

，其中第六條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以新台幣七十元計

徵。

　為達到增裕稅收、公平稅賦及加速景觀復育的預期效益

，應比照宜蘭縣政府的制定標準，調高擴大計徵課稅範圍

，對花蓮縣境內所有開採礦石者，均應課本特別稅，而不

限於石灰石、大理石、白雲石及蛇紋石等四種。

　自開徵特別稅以來民意皆認為課徵標準偏低，所以去年

議會共有二十四名議員連署將十元調至一百元。因大理石

原石量少，故市場價格較高，課徵標準調升對大理石業者

並無影響，雖對石灰石等水泥業者有影響，惟因石礦係開

採自花蓮縣，亦應回饋地方。希望能有折衷方案，讓業者

能生存下去，縣府亦能獲得稅收。增稅同時，八不政策是

否應適度鬆綁，以總量管制。高單價礦石應落實課徵七十

元，但廢材（及二手材）之課徵標準應調整。

　重行制定條例草案第六條按礦石開採數量，每公噸以新

台幣一百元計徵的標準太高。若實施新訂自治條例，恐導

致花蓮縣境內部分礦業關門歇業，連帶將引起員工失業、

物價波動、產業與人口外移等，也將影響地方政府與業界

之間原有共榮共存的良性關係與互動。所以，決議每公噸

訂定七十元較合情合理，業者才有應變的彈性，以減輕衝

擊，縣府八不政策也要適度調整。

稅捐應回饋地方 減輕負面衝擊

花蓮縣政府每年礦石開

採景觀維護特別稅，

每公噸徵收十元，去年總收

入為一億五千萬元，縣政府

取消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別

稅，改制訂礦石開採特別稅

，每公噸徵收七十元，縣政

府每年可增加該稅收高達十

五億元。

　為增加地方稅收，縣議會

通過此一特別稅，但希望縣政府能妥善運用該筆經

費，對於遭開採破壞的地區，應廣編預算辦理植生

綠化，避免天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對於因採礦遭破壞的鄉鎮，縣政府也應依照比率

給予適當的補償。

給遭破壞鄉鎮適當補償

對於礦石開採特別稅決

議從明年起每公噸從

十元增課徵到七十元，是

應該要調漲，對於業者礦

石開採造成花東自然景觀

的破壞，開採業者從中獲

利，對他們增加稅收是合

情合理的，有了稅基縣府

必能帶頭從事山林復育工

程，亦可減輕縣府財政緊

繃狀態。八不政策鬆綁後，盼縣府也能斟酌放寬

山坡地開發限制，許多族人反映許多祖傳地受到

八不政策凍結，雖握有土地所有權，卻沒有實際

動用權力，讓族人困擾不已，期盼縣府也能鬆綁

山坡地的開發限制，將土地決定權還給族人。

縣府必須帶頭復育山林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

稅自治條例修正草

案，議會本著公平正義原

則，對土石開採及礦石開

採分別徵稅，分別以每公

噸五十元及七十元比率徵

收，礦石開採需要開山鑿

壁，不僅破壞景觀，更會

造成花蓮縣河川的負擔，

比土石稅多一些的負擔，

符合公平公義原則，除了稅基提升外，縣府應針

對礦石開採堆積的下腳料，作相關回收利用的商

討空間，降低業者清理負擔，造就再利用價值。

利用下腳料創造出價值

每公噸調漲礦物稅七

○％，固然有助於地

方稅收，並可挹注建設，

但是否會對政府宣示的八

不政策有所影響，這不得

不考慮了。我以原住民世

代居住山坡地為例，受

限於坡度的限制而無法興

建，但政府卻能開放業者

開採礦石，這似乎有些不

公平，因此政府若要徹底執行八不政策，必須要

擬訂好相對的措施。

擬好執行八不政策措施

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

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經過花蓮縣議會三讀通

過，決議從明年起每公噸

從十元增課徵到七十元，

雖與中區較無直接影響，

但該條例攸關縣內北區民

眾的權益，礦石開採造成

環境負擔，而這些風險全

由附近居民無條件吸收，

我支持稅收調漲，但強調稅收應實際回饋附近居

民，在相關建設、水土保持上給予合理的補助，保

障民眾居住的安全。

稅收應該回饋附近居民

為落實總量管制，增加

稅收及就業機會，在

不破壞天然景觀及維護自

然生態，以達環境永續保

存，因而他提案修正「花

蓮縣礦石開採景觀維護特

別稅自治條例」，依礦石

開採數量，每公噸由十元

修正調整為一百元，但最

後決議從明年起每公噸從

十元增課徵到七十元。

　花蓮財源拮据，已達舉債上限，必須適度管制

與開發，節流與開源雙管齊下，才能充裕縣庫，

不致負債累累。以業者開採製造的水泥而言，每

公噸售價高達三四○○元，應該多回饋地方一

點，調漲礦石開採稅是必要的。

調漲礦石開採稅有必要

花蓮縣議會日前決議調

高礦石採取特別稅，

幾經討論，終於定案。

　花蓮縣採礦特別稅提高後

，未來徵稅所得應高比例專

款用於山林保護、降低環境

衝擊，因為山林保育、環境

保護是花蓮永續發展的重要

一環，而且所費不貲，山林

保育稍縱即逝，必須把握時

間隨時進行。

　稅額訂定後，行政單位也應動態掌握後續產業影

響，注意輔導相關人員就業生計。制度施行後，因

利弊互見，對於受重大衝擊者，縣府亦應研提配套

措施，適時檢討稅制內容，以尋找均衡發展之道。

縣府應該適時檢討稅制

縣府徵收礦石開採特別

稅，每公噸七十元，

這項措施符合公平、正

義原則，既可增加政府財

源收入，也可擴大社會福

利、公共建設等經費，有

益地方。

　全台水泥、煉鋼等產業

所需要的石灰石等相關原

物料超過九成在花蓮開

採，光是去年就開挖一四○○萬公噸礦石，影響

花蓮環境甚鉅，但所繳納的稅收微乎其微，花蓮

未蒙其利，反而深受其害，因此，縣府訂定「花

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例」，每公噸增收七

十元，這筆稅收對財源艱困的花蓮將有極高的正

面效益。

稅收對花蓮有正面效益

縣府訂定「花蓮縣礦石

開採特別稅自治條

例」，這是一項增加地方

自有財源收入，有利縣府

財政的好辦法，個人當然

支持，但也建議該項稅收

撥出部分做為未來礦區停

採後的回復工作，設置為

特殊的礦區觀光景點。

　花蓮地區礦石開採作業

相當興盛，業者收入甚鉅，對地方卻少有助益，

此次縣府訂定礦石開採特別稅，正可藉此將礦石

開採的收益重新分配，讓地方得以蒙其利，增加

政府建設經費，但也建議要做到「互惠」，以部

分稅收做為未來礦區停採後的回復工作，設置為

特殊的礦區觀光景點，讓原有工作者不致失業。

重新分配收益嘉惠地方

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

方，因此，政府向開

採花蓮礦產的業者徵收礦石

稅是有所本的，但是也不要

造成業者的成本負擔，應有

收入受到過大的影響，甚至

賺不到錢，連帶著民眾權益

也受損，建議尋得雙方均有

共識的平衡點，進而有利花

蓮長期的建設發展。

　此次縣府訂定「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稅自治條

例」，藉此增加財源、投入地方各項建設，但也產

生了各自的立場，最重要的是應以花蓮民眾的權益

為首要，所以，雙方應力求尋得提高稅收、不影響

應有收益的平衡點，一同為花蓮的建設、發展努

力。

應以花蓮人權益為首要

為增加稅收，擴大地方

建設經費，縣府將礦

石稅自原每公噸十元調升

每公噸七十元，這是一項

對地方財源有益的辦法，

個人表示支持，但也要顧

及業者的成本。

　花蓮自有財源有限，但

地方建設不能因而止步，

因此，為增加政府收入，

投入地方建設，縣府訂定「花蓮縣礦石開採特別

稅自治條例」，調升礦石稅，這是一項具正面的

措施，但是否也會因而增加業者的作業成本，影

響繼續開採意願，甚至造成礦石相關產品價格的

提升，導致物價的高漲，不利民生，建議政府深

思，力求政府與業者、民眾三贏的局面。

建議縣府創造三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