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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鋼鐵產業的發展由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於英國開始，隨後於十九世紀
往法國、德國、俄國、比利時等歐洲國家延伸，再橫跨大西洋至美國，其後再
轉往亞洲的日本，並西移至韓國、台灣及中國大陸。迄2009年，挾全球經濟蓬
勃發展之勢，中國大陸鋼鐵產量已超越美、日，稱霸全球，儼然已成為新的全
球鋼鐵中心。
由於全球經濟蓬勃發展，對鋼鐵的需求大增，各家鋼鐵廠遂以不斷擴建來
擴充產能。而鋼鐵需求的增加，亦帶動了上游原物料的需求，在供不應求的情
況下，造成了原物料價格不斷的飆升並屢創新高。但2008年的金融風暴席捲全
球，鋼鐵業亦無法倖免地深受影響，鋼材產能過剩、需求緊縮、鋼品市場低迷、
國際鋼價下滑、鋼廠獲利普遍不佳。亞洲各國鋼品因內需市場萎縮，遂將大量
鋼品低價銷往歐美，引發當地鋼鐵業者強烈抗議，歐美政府為保護當地業者之
經營環境及生存，乃對國外進口鋼品課徵高額的反傾銷稅，以遏制國外鋼材進
口量。傾銷與反傾銷等貿易障礙，至此成了鋼鐵業者無法避免的重要議題。
長期以來，國內鋼鐵產業對上游原物料供應端缺乏議價能力，而煉鋼相關
原料成本卻高達煉鋼總成本約百分之八十，業者飽受高原物料成本之苦，而絕
大部分利潤由上游原料供應商取得。我國鋼鐵產業的客戶，以國內用鋼產業為
主、國外為輔，但國內缺乏下游大型用鋼產業支撐，再者隨著部份下游產商外
移至較低生產成本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地發展，內需市場動能顯然有限，且
更面臨劣質低價鋼品輸入的價格競爭，進軍國外市場又面臨貿易壁壘及傾銷控
訴的威脅，導致鋼鐵本業競爭激烈，經營環境日益惡化。而我國鋼鐵業主要競
爭的對手中國、日本、韓國等，目前正加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對我國鋼鐵廠
商造成更為不利的影響。而正積極發展鋼鐵產業的東南亞新興國家，亦將是未
來潛在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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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國鋼鐵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競爭大於合作。但在全球經濟不景
氣、能資源不足、各國反傾銷之保護主義與貨貿協議的簽訂下，共同面對的是
空前嚴峻的市場競爭環境，此時加強業界上、中、下游之間的緊密合作、溝通、
生產調度、策略聯盟，以及促進產業鏈的連結，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產業價值
鏈與競爭力提升，更顯重要。
綜上，今(2014)年度由中技社與鋼鐵公會合作，安排產業及學研專家共同
探討能源法規、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國際貿易障礙、產業高質化與創新力、
資源循環經濟、產業優質形象及螺絲螺帽業的發展挑戰等七項議題，了解問題
及困難所在，並提出具體可行的因應策略與執行方案，深切盼望我國鋼鐵產業
努力創造產業價值鏈，提昇產業整體競爭力。

註：本社2013年度與中鋼公司共同辦理系統座談會，出版「台灣鋼鐵業的挑戰
與機會」專題報告(2013-08)，針對台灣鋼鐵業之社會、經濟、環境績效、
氣候變遷、創新技術與綠色鋼材，以及未來展望等層面，提出產業面臨的
困境及提供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希冀對我國鋼鐵業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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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鋼鐵產業面對能源環境法規之因應作法
張祖恩、
張祖恩、張西龍
一、前言
鋼鐵業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基石，其產業關連性廣泛，能帶
動上下游與相關產業發展，除對國內經濟、就業市場等扮演重要角色外，在國家環保
政策的推動與落實上也占重要地位，若能提升環保績效，將會提升下游與相關產業環
保理念與落實績效。另一方面，中鋼向為正派經營企業，對於法規、國際潮流、利害
相關者要求等事項，也都盡力符合甚至高於要求標準，可見中鋼對於永續經營的重
視。
然而，鋼鐵業為能資源密集產業，在環保法規愈趨嚴格及社會大眾日益關切之潮
流下，政府開始提出愈來愈多的加嚴要求或協議，而其餘如國家能源政策、電價政策、
能源稅等發展方向也對鋼鐵業未來經營產生影響，各項環保法規及加嚴標準使鋼鐵業
必須更加注意環境績效表現，以符合政府要求。
由於臺灣為開放市場，近年來鋼鐵產品供過於求，導致我國鋼鐵產業獲利低落，
同時在法規日趨嚴格之情形下，連帶造成國內鋼鐵生產成本也逐漸上升，可預期對我
國鋼鐵業之國際競爭力將有一定程度的衝擊，並連帶影響我國鋼鐵業永續經營之能力，
鋼鐵業亦須提高能資源運用效率，以降低經營成本及風險。
援此，國際鋼鐵業近年發展趨勢朝向將鋼鐵製程轉為低能耗、低污染、高創新的
綠色發展模式，並運用綠色生產技術以提升鋼鐵產品附加價值及降低成本。為達成排
放減量與節約能源之目標，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夥伴計畫之鋼鐵工作小組指出鋼鐵業
應專注於三大方向：
(一
一)提升製程與原料品質
提升製程與原料品質
(二
二)能源與物質循環及再利用
能源與物質循環及再利用
(三
三)降低廢棄物與污染排放
降低廢棄物與污染排放
而鋼鐵生產技術的提升，必須仰賴多項社會、經濟與政策的配合，以克服資金成
本、智慧財產權保護、法規衝突、缺乏專業與研發人才等阻礙。本篇探討國內近年能
環法規立法進展逐一說明各項法規對鋼鐵業可能產生之衝擊及因應之道，並提出相關
建言。

二、鋼鐵業重要環境指標
世界鋼鐵協會(WSA)於 2003 年針對鋼鐵業永續發展提出數項重要指標，涵蓋環
境面、社會面及經濟面，其中環境面含溫室氣體排放、能源密集度、原物料效率及環
境管理系統等。截至 2011 年為止，WSA 收集 100 多家組織提出之績效量化數據，涵
蓋總粗鋼產量為 6.76 億噸，約占全球粗鋼產量 45%，年收入達 6,659 億美元，並收集
國際鋼鐵業及相關組織之各項資料，計算各年度平均值作為績效指標(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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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鋼鐵業永續發展環境指標

指標
單位
1.溫室氣體排放
噸 CO /噸粗鋼
2.能源密集度
GJ/噸粗鋼
3.物質效率
副產品再利用比例%
4.環境管理系統
在具已認證 EMS 之生
(EMS)
產處工作之員工及約
聘人員占總員工數比%
2

2007
1.8
20.8
97.9

2008
1.8
20.8
98.0

2009
1.8
20.1
97.9

2010
1.8
20.7
97.7

2011
1.8
20.7
94.4

85.1

86.6

89.0

88.5

89.9

(一
一) 溫室氣體排放
近年國際鋼鐵業雖致力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但近幾年於溫室氣體排放指標
上，並無顯著進步，排放強度維持在 1.8 噸 CO2/噸粗鋼之水平。而在國內部分，
我國鋼鐵業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由 1991 年的 1.03 噸 CO2/噸粗鋼增加為 2007 年的
1.36 噸 CO2/噸粗鋼，表現雖優於 WSA 指標 1.8 噸 CO2/噸粗鋼，但仍呈現上升趨
勢(表 1-2)，且須注意的是國內煉鋼廠可分為一貫式煉鋼廠及電弧爐煉鋼廠，以
電弧爐煉鋼廠數量較多，但其技術與設備更新進度不一，造成不同廠間排放強度
差異較大。

排放強度
噸 噸粗鋼)
一貫作業煉鋼廠
電爐煉鋼廠

表 1-2、國內鋼廠排放強度變化趨勢

CO2
( CO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67
0.445~0.583

2.181
0.404~0.557

2.086
0.418~0.554

2.089
0.415~0.552

2.131
0.420~0.606

(二
二) 能源密集度
國際上鋼鐵業能源密集度除 2009 年(20.1GJ/噸粗鋼)顯著降低外，2011 年
(20.7GJ/噸粗鋼)能源密集度僅較 2007 年(20.8GJ/噸粗鋼)降低約 0.5%，顯示過去
幾年並無顯著改善。而在國內部分，我國 2007 年粗鋼單位耗能約為 13.0GJ/噸，
優於世界平均(圖 1-1)，此外，觀察 2007~2011 年趨勢，國內鋼鐵業 2011 年能源
消耗量較 2007 年上升 9.59%，產量則增加 9.57%(表 1-3)，顯示我國鋼鐵業能源
密集度並無顯著上升。

圖 1-1、國際鋼鐵業能源消耗比較
4

表 1-3、國內鋼鐵業耗能變化(單 位 ： 10 仟 卡 )

煤及煤產品 原油及石油

天然氣

電力

熱能

合計

2007

1,340,797

540,674

206,323

1,223,840

1,857

3,313,491

2008

1,335,177

432,910

203,258

1,170,665

244

3,142,254

2009

1,220,888

379,648

164,496

1,001,479

4,231

2,770,742

2010

1,505,915

419,828

209,197

1,281,286

5,547

3,421,773

2011

1,660,029

381,333

239,584

1,345,072

5,348

3,631,366

(三
三) 物質效率
WSA 對原料效率定義為和煉鋼相關的物質未被送至永久廢棄、掩埋或焚化
的比例，其計算方式為：(粗鋼+副產品)/(粗鋼+副產品+廢棄物)。而在國際鋼鐵
業表現方面，其業物質效率除 2011 年降至 94.4%外，其餘年份(2007~2010 年)皆
在 97.7%以上，已有相當水準。而在國內一貫式鋼廠部分，也持續推動物質利用
效率的提升，如中鋼公司 2012 年除脫硫渣及部分水淬高爐石外售，其餘都經關
係企業加工後供應化學、營建、土木、電機及民生等產業使用(表 1-4)，並於 2001
年 7 月達「零固化掩埋」
，而中龍公司也持續推動廢棄物資源化作業，成效斐然(表
1-5)。
表 1-4、中鋼公司廢棄物資源化推動成效(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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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中龍公司廢棄物資源化推動成效(2011 年)

廠內的

煉鐵原料

而在國內電弧爐煉鋼廠的部分，其在煉鋼過程中產生之「煉鋼集塵灰」及「電
弧爐渣」過去曾面臨無法有效消耗及處理之情形，至 2011 年止貯存量仍超過 22
萬噸(表 1-6)，其之後國內由電弧爐業者共同籌設處理設施解決所產出之事業廢
棄物問題，成立「台灣鋼聯公司」
，現階段每年可處理集塵灰達 18 至 20 萬公噸(表
1-7)，已超出實際集塵灰產生量 13 萬公噸，並可將過去堆存之集塵灰逐漸處理
完畢，達到經濟與環境兼顧之目的。

年度

表 1-6、國內電弧爐渣處理暨再利用統計

再利用(t)

申報量(t)

貯存量(t)

2002

574,348

574,348

320,487

2003

960,709

960,709

379,326

2004

1,196,113

1,196,113

362,851

2005

1,283,005

1,283,005

439,184

2006

1,691,763

1,691,763

195,521

2007

1,584,039

1,584,039

195,880

2008

1,613,904

1,613,904

95,122

2009

1,278,155

1,278,155

95,021

2010

1,513,430

1,513,430

--

2011

1,595,636

1,595,636

22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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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台灣鋼聯公司集塵灰處理現況

備註：1. 2005 年台灣鋼聯自請停工半年；2010 年 6 月 8 日二號窯開始試運轉投產。
2. 2013 年截至 10 月底，集塵灰處理量為 154,475 公噸。
(四
四) 環境管理系統(EMS)
環境管理系統
環境管理系統(EMS) 指標為計算具已認證環境管理系統(如 ISO-14001、EU
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 等)生產處之雇員及約聘人員占總雇員之比例。
國際鋼鐵業於此項指標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至 2011 年已近 90%。而在國內部
分，國內鋼鐵廠之環境管理系統以 ISO-14001 為主，初步估計於已認證之環境管
理系統生產處工作的員工占總數之 80%以上(由於資訊取得不易，此一數值僅為
概估)。此外，除中鋼、中龍等較大鋼鐵廠每年定期產出 CSR 報告，可供檢視環
境管理系統實際運作狀況，其餘鋼鐵廠是否落實執行環境管理系統仍需評估，亦
即在資訊透明揭露程度上仍有進步空間。

三、能源相關議題及法規之
能源相關議題及法規之衝擊
及法規之衝擊與因應
衝擊與因應
(一
一) 電力供需
鋼鐵業為用電的重要產業之一，電力供應的穩定度與價格皆對鋼鐵業競爭力
有極大影響。國內工業電價於 2013 年 10 月已由每度約 2.2 元調漲至每度約 2.8
元，已顯著提高鋼鐵業營運成本，此外，核四廠是否能興建及運轉，也對供電穩
定有所影響。故以下針對國內電力供需政策對鋼鐵業之衝擊進行分析，並提出因
應策略與建議。
1. 工業電價補貼
工業電價補貼民生電價
補貼民生電價之迷思
民生電價之迷思
目前國內大眾對於工業電價較民生電價為低的原因仍多有誤解，事實上，
工業電價較民生電價為低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工業用電採高壓輸送，以
中鋼為例，所購入之電力為 161 KV，需投資巨額建造 4~5 道變電站以將電
壓降至可使用之 460V 或 110V，其中電力損耗也由中鋼自行吸收；其二為工
業用戶電力購買量大，可顯著降低台電管理成本。由此可知，工業用電之供
7

電成本較民生用電為低，故工業電價較民生電價為低並非補貼，而是依照使
用者付費原則訂定電價的結果。
此外，比較各國工業電價及民生電價之比值如圖 1-2，我國較其他主要
競爭國如日、韓等相比皆為高，顯示我國工業與民生電價差距較大，換言之，
我國工業相對上支付之電費成本較高。

資料來源：整理自 IEA (2012), Electricity Information
圖 1-2、各國工業電價/民生電價比值
綜上，在推動電價合理化時，應考量工業用電與民生用電之供電成本差
異，並參考我國產業特性及鄰近競爭國家現況，預先評估調整電價對整體經
濟的可能影響，據以訂定適當電價。另一方面，也需強化社會大眾對電價制
定邏輯的認知，建立電價資訊透明化機制，並適度溝通以降低誤解。
2. 新能源政策與核四議題探討
(1) 鋼鐵業電力供需現況
鋼鐵業於 2012 年總用電量為 156 億度，其中自發電為 35 億度，外
購電為 114 億度，占當年度台電總售電量 5.4%1。而在未來電力需求部
分，據研究指出，在 GDP 成長率為 3~4%、鋼鐵工業生產指數為 0.91
時，鋼鐵業於 2010~2050 年平均用電需求成長率約為 0.871% (圖 1-3)，
顯示我國鋼鐵用電需求呈緩慢增加情形。

1

資料來源：全國工業總會(2013)，第二場「我國電力供需規劃對產業影響」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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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陳彥宏，陳彥豪，葛富光(2010)，鋼鐵與石化業能源需求預測，臺灣經濟研究
月刊第 33 卷第 11 期。
圖 1-3、鋼鐵業能源需求預測(公秉油當量)

(2) 新能源政策及核四是否續建對鋼鐵業影響分析
在日本福島核災後，我國重新檢討核能政策方向，並於 2011 年公
布新能源政策，以「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
向非核家園」為推動主軸。在新能源政策推動之下，目前我國 3 座運轉
中的核能電廠將陸續於 2018 至 2025 年間除役；此外，尚有一興建中之
核四廠，惟尚未確認是否能運轉發電。
由於自 2014 年起，林口、通霄、大林、協和火力發電廠相繼關閉，
且 2015 年前亦將無大型燃煤火力機組完工運轉，雖台電持續開發如再
生能源、天然氣等電源，然而再生能源受限於天然條件，僅能提供間歇
式發電，且在儲能設備技術仍未成熟情形之下，尚難以提供穩定基載電
力；而燃氣發電則受限於我國卸運儲硬體設施，因此，依據台電公司負
載預測資料顯示，我國短期內備用容量率將有偏低之情形(如圖 1-4)。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2012)

圖 1-4、台電系統未來備用容量率推估(火力機組僅考慮奉准及施工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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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形下，除可能出現限電、斷電等情形，由於新建電廠及相關
投資金額龐大，故亦可預測將出現電費持續調漲的狀況，依中鋼估計，
若電費較現目前提升約 10%，則在其他成本不變下，整體鋼鐵業用電成
本將增加 77 到 100 億元，嚴重衝擊國內業者獲利能力。
(3) 鋼鐵業因應能源供需策略
由於預測國內供電可能將出現短缺及不穩定之情形，以中鋼為例，
其因應策略包含提升自發電比例(2013 年為 51.8%)、推行各項節約電力
措施及低碳發電等措施(表 1-8)。然而，未來除加強電力需求預測及持
續推動節電措施外，由於鋼鐵業與國內產業關聯性高，若未來鋼胚生產
成本提高，勢必將衝擊眾多下游產業，故亦建議應與關聯產業聯合就我
國電力供應、電價等議題進行深入研析，並與政府部門及利害關係者進
行溝通，以降低未來衝擊。
表 1-8、中鋼電力需求因應措施

項目
說明
167 盞路燈由 400W 鈉燈更換為 150W
改善照明 持續改善並更換高功率燈具等，將
陶瓷複金屬燈具，每年可節省 15.2 萬度電，溫室氣體減量約 81.7 公噸 CO e。
建置智慧電網 於中鋼熱軋工場建置智慧電表，配合離峰及半尖峰時段調整生產作業，可
降低外購電費 0.5%，可節省 2,500 萬元/年。
高爐氣頂壓回收發電（TRT）
低熱值燃氣複循環發電（BFG C/C）
低碳發電 新建 200MW 生質能發電廠
已完成設置 517.24 kWp 太陽能光電設備
拓展離岸風電事業
2

(二
二) 能源稅衝擊評估
能源稅衝擊評估與因應
衝擊評估與因應
1. 國內能源稅提案現況
行政院於 2006 年 10 月提出能源稅條例(草案)，規劃自 2009 年起以漸進
提高稅額方式對各種能源課徵能源稅，並同步取消油品貨物稅，由於此版本
能源稅草案已經過各界協商討論，且配套措施完整，對產業衝擊較小，政府
主管部門建議以此版本做為能源稅之計算基礎，再外加一定比例以單位熱值
含碳量為課稅基準之「碳稅」
，以符合 2009 年「全國能源會議」結論及矯正
環境污染的事實，並兼顧產業競爭力。工業局依上述原則，於 2009 年 8 月
提出「能源稅修正方案」。在該修正方案中，除課徵財政部版能源稅額，另
外再加上依單位熱值含碳量課徵之新增能源稅額，並依此最終年總稅收增額
比率來決定各項能源之能源稅稅額。此外，李應元等委員於 2012 年 4 月提
出之能源稅條例 (草案) 於立法院審議中。整理我國能源稅率如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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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我國能源稅提案費率彙整

版本
李應元委員版
行政院協商版
工業局 基本稅
修正版 碳稅

汽油
2~6
7.83~16.83
7.83~16.83
0.04~0.4

元/公升
輕油
重油
(石油腦)
(燃料油)
2,000~6,000
2.46~7.38
(元/公噸)
-

0.16~0.61
0.16~0.61
0.05~0.5

元/公斤
煤炭 天然氣
1.64~4.92

0.00

0.04~0.40
0.04~0.40
0.04~0.4

0.07~0.7
0.07~0.7
0.04~0.4

2. 國際能源稅研析
目前國際在能源稅課徵項目上，多不對鋼鐵冶金原料用煤課稅，如歐盟
指令2僅規定對用於車用馬達或加熱用燃料課稅，對原料、化學還原、電解
及冶煉用能源不課稅；而日本雖對各項能源產品徵稅，但對於鋼鐵業冶金用
煤及焦炭則予以免稅3；韓國能源稅徵收項目僅包含石油類燃料，不含煤炭
類4，可看出國際將產業競爭力納入能源稅率訂定之重要考量。
3. 能源稅徵收對鋼鐵業衝擊分析
經評估國內現有各版本能源稅條例草案對鋼鐵業可能的衝擊與影響，並
以中鋼公司為例進行相關量化說明(表 1-10)，可看出即使李應元委員版之能
源稅率採最低值，其稅額依然顯著大於行政院協商版及工業局修正提案，且
占中鋼 2013 年稅前盈餘 50%以上；此外，冶金用煤炭平均約占需繳納能源
稅額之 90%以上，顯示若對冶金用煤炭徵收能源稅將嚴重衝擊鋼鐵業競爭
力。
表 1-10、各版本能源稅及電費轉嫁金額彙整(億元/年)

提出時間
稅率
冶金用煤炭
電費轉嫁
能源稅
能源稅占 2013 年
稅前盈餘比例
合計

行政院協商版 工業局修正提案
李應元委員版
2009 年 8 月
2012 年 4 月
2006 年 10 月 (年稅收增加 10%
費率計算)
第十年
第十年
低稅率
高稅率
含 不含 含 不含 含 不含 含 不含
2.0
29.3

2.0
2.7

3.6
58.1

3.6
4.4

5.8
117.3

5.8
7.5

12.6%

1.2%

25.0%

1.9%

50.6%

3.2%

31.3

4.7

61.7

8.0

123.1

13.3

17.3
352.0

17.3
22.5

151.7% 9.7%
369.3

39.8

電費轉嫁以台電及民營電廠火力發電燃料使用量及發電量估算，並假設全數轉嫁，計算資料
來源為能源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中鋼公司估算
*

2

EU, “Restructuring the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the Taxation of Energy Products and Electricity”, EC
Directive 2003/96/EC.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租税特別措置法（石油石炭税〔地球温暖化対策のための課税の特例〕関
係）の改正

3

4

Kyung-hee Kim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Korea), “Tax Policies for Green Growth in Kore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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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能源稅率未考量產業特性及經濟衝擊等面向，長遠而言，
將直接影響鋼鐵業資產報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影響股東投資意願，降低
公司籌資額度，並導致公司投資選擇性及彈性都將大幅降低。同時，由於鋼
鐵業產業關聯性高，因能源稅徵收而增加之營運成本將反映於上游物料價格，
並連帶造成全面性的物價上漲，加上鋼鐵業不僅能創造大量產值，更帶動大
量相關產業工作機會，故不當之能源稅率對國內經濟發展將有長遠不利影響。
在一針對李應元委員版本能源稅分析研究5中亦指出課徵能源稅對總體經濟
將產生負向衝擊，在該版本最低稅率下，累計實質 GDP 成長率呈現逐年下
降情況，預估至 2030 年為-6.31%，累計 GDP 損失達 8,000 億元以上；該研
究並提出若將稅收用於調降綜合所得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則可補償部分
GDP 損失，故能源稅徵收應妥善規劃配套，以減少對產業及民生衝擊。
4. 鋼鐵業對能源稅訂定之因應與建議
已徵收能源稅或碳稅之各國，都會訂定減免稅配套，使能源密集之基礎
產業的能源單價與國際同業相當，以維持國際間的公平競爭，避免過當的稅
賦導致基礎產業及中、下游關聯產業因競爭力喪失而相繼出走。因此，僅提
出幾點鋼鐵業對能源稅訂定之因應建議，以避免能源稅徵收對業者及相關產
業產生過大衝擊，包含：
(1) 冶金用煤炭(冶金煤
冶金用煤炭 冶金煤、
冶金煤、焦炭、
焦炭、PCI 煤及無煙煤)免稅
煤及無煙煤 免稅
能源稅(草案)僅定義各種化石能源稅率，但並非所有化石能源皆做
為一般認知之燃料或加熱用途，例如一貫煉鋼業即以冶金煤、PCI 煤及
焦炭做為冶金之還原劑(兼具加熱用途且會產生溫室氣體)，在國際均未
對冶金用煤課稅之情形下，為了維護產業競爭力，我國沒有空間對冶金
用煤課徵能源稅，故政府不應對鋼鐵業之冶金用煤課徵能源稅。
(2) 工業用能源之稅率不高於競爭對手國
考量產業國際競爭之公平性及鄰近國家對工業用能源徵稅/免稅相
關作法，合理調整稅率，或另訂對達成減量目標者給予大幅減免稅之配
套。
(3) 整合現有稅制，
整合現有稅制，並規劃適當配套
據研究指出，政府徵收之各種環保稅與具環保作用的相關收費將對
產業產生「超額負擔(excess burden)」
，造成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因此，
政府應用此稅費來減輕其他稅收(如所得稅等)，藉以減輕企業所受衝擊。
因此，建議能源稅規劃及配套措施應考量以下幾點：
1 分 10 年逐漸提高稅額，以降低對各界衝擊。
○
2 整併貨物稅、汽車燃料使用費及石油基金等。
○
3 降低其他租稅稅率，如綜所稅及營所稅等，以降低對低收入
○
戶之衝擊。

柏雲昌、賴偉文，「價格工具對於達成我國節能減碳目標之效益與衝擊評估」，我國節能減碳政策
工具應用效益評估研討會，2012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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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徵收之稅額用於補貼產業勞、健保或其他社會福利支出，適
○
度減輕業者負擔。
5 參考國際作法，對達成減量目標之企業提供減免稅之優惠。
○
6 能源稅開徵應慎選時機，審慎評估能源稅對產業、民生等衝
○
擊，並訂定適當稅率及配套措施後，再行開徵。

(4) 持續研發減碳技術，
持續研發減碳技術，落實推動製程節能減碳
落實推動製程節能減碳
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達成節能減碳、成本降低的重要手
段，應持續積極推動。從生產端（製程節能）及使用端（綠色鋼材供應）
双管齊下，積極研發多面向新節能技術，追求整體能耗再降低。
(5) 透過徵收之能源稅補貼部分再生能源專案之
透過徵收之能源稅補貼部分再生能源專案之投資經費
再生能源專案之投資經費
政府曾多次宣示能源稅收將部分用於鼓勵業者投資綠能與環保事
業、能源補貼及節能減碳研發等，因此，建議以能源稅收補貼離岸風電
及生質能等再生能源投資計畫，並透過申請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取得減碳
額度，以降低投資風險，並兼顧經濟與減碳。

四、環境相關議題與法規之
環境相關議題與法規之衝擊
與法規之衝擊與因應
衝擊與因應
(一
一) 溫室氣體相關法規評估與因應
溫室氣體相關法規評估與因應
由於鋼鐵業為能源密集產業，溫室氣體管制法規對於鋼鐵業永續營運策略將
有顯著影響。以下彙整目前國內外溫室氣體減量做法之進展，並提出鋼鐵業對各
項法規之立場與見解，期能做為未來與利害相關者溝通協商之參考。
1. 溫室氣體減量法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自 2009 年提案起，歷經 3 屆立委及多種草案版本，
仍尚未立法通過。截至 2014 年 4 月，立院第八屆期目前已有行政院版、徐
少萍委員提案版、田秋堇委員提案版三個立法版本併案待下一次審議，此外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亦擬稿委請蘇清泉委員提案，惟至 2014 年 4 月尚未
提案。上述四個版本不僅互有條文新增和刪減，共有條文亦有部份內容有所
差異，重點差異比較如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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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溫減法第八屆期各版本之重點差異比較

內容
行政院版
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
盤查申報名單 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
許可名單
效能標準
核配制度
避免碳洩漏、
避免碳洩漏、
維持產業競爭力
境外碳權比例
超額罰款

中央主管機關
報行政院核定

20

萬-200 萬

徐少萍版

田秋堇版
(2050 年目標)

蘇清泉版

35%

50%

中央主管機關
兩份名單相同 兩份名單相同 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
公告
公告
事業主管機關
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
報行政院核定 定之
事業主管機關
後行政院核定
35%
2,000

元/噸

適度放寬比例 適度放寬比例
1,500 元/噸
1,500 元/噸

由表 1-11 可知，現有 3 個版本加上蘇清泉委員擬提案版，4 個版本仍有
不少差異，以下彙整各條文對鋼鐵業永續經營衝擊評估，並提出國內鋼鐵業
對現有條文之相關看法及合理建議。
(1) 不建議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入法
我國已於「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設定我國減量目標，然而，減量
目標是否能達成與相關技術進展(如 CCS、最佳可行技術等)密切相關，
若將減量目標納入溫室氣體減量法硬性規定，將使國內減量政策較不具
彈性且可能不符產業最佳可行減量技術發展現況，進而增加產業成本與
負擔。綜觀京都議定書中規範減量責任的 39 個國家中(包涵歐盟本身及
15 個會員國計 16 個國家)，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納入國內法令者僅只 4
國，計有英國、瑞士、澳洲等國以及歐盟；另不具京都議定書減量目標
之國家中，則僅有韓國及墨西哥 2 國將目標入法，但其中韓國將減量目
標納入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執行令，而非納入最上位階之低碳綠色成長
基本法，以保留彈性。此外，以上國家入法主要為呼應國際減碳協議或
長期目標，反觀國內不若上述國家均已為 UNFCCC 會員國，為使我國
能在適當時機訂定適當減碳目標，並保有國際談判空間，建議應配合將
來國際情勢之走向，於政策中調整減量目標，以較有彈性之作法協助產
業達成減量。
(2) 排放許可制度應另行規範
許可制度對於溫室氣體而言，主要為實施總量管制之前置作業，藉
由許可制度瞭解排放源最大排放量，做為總量管制訂定核配量時之參考
資料。目前徐少萍版及田秋堇版中需盤查申報與需取得排放許可者為相
同對象，未來也將受總量管制；而工總版則將須申報排放量與應實施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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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制之排放源名單分開訂定，以符合許可制度內涵，並使後續總量管
制更具備實質性。此外，產業亦憂慮從溫室氣體角度出發，若環保署擁
有對工廠設立給予溫室氣體排放許可的權限，可能會成為變相環評，導
致有條件或不核發許可證，故建議仍應刪除設施排放許可之規定，或將
許可相關管理辦法納入總量管制辦法中管理即可，以降低法規不確定性
或成本支出。
(3) 效能標準回歸以能源管理法規範
效能標準概念為規範單位產品產出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然此概念與
能源管理法第 8 條(能源使用效率相關規範)及第 16 條(大型投資計畫應
採最佳可行技術)等管制概念相近，有重複管制之疑慮；加上若以效能
標準管制，無法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未來執行上可能會無法有
效達到國家減碳目標，故建議應回歸以能管法規範，溫室氣體管制則以
國際主流總量管制為主。
(4) 總量管制應
總量管制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實施
制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實施
溫減法各版本中總量管制內容之主要差異為相關機關權責，然而總
量管制的排放上限額度設定與實施時機，應考量未來產業的發展性與國
家整體經濟狀況，並納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意見，方為符合部門
權責分工之作法。
(5) 應考量避免碳洩漏、
應考量避免碳洩漏、維持產業競爭力
鋼鐵業雖為能源密集產業，但對於帶動經濟發展、綠色經濟等向來
扮演重要角色，並有「工業之母」之稱，各國制定溫室氣體管制法規時
亦將此點納入考量，如歐盟委員會於 2009 年底修正排放交易指令
(2003/87/EC)，鑑別有碳洩漏風險產業的方式，其中鋼鐵業即被列於具
高碳洩漏風險產業，依相關規定將獲得較高比例之免費核配額度；而韓
國總量管制與碳交易制度亦給予鋼鐵業 100%免費核配額度，故建議我
國應參考國際作法訂定適當配套，以避免碳洩漏之情形，如一旦造成碳
洩漏，不但不利於全球減碳，也不利我國經濟與就業。
(6) 應適度調整境外碳權比例
應適度調整境外碳權比例
在訂定總量管制目標時，應考量國內產業減碳能力及碳價等因素，
適度放寬境外碳權比例，以協助國內產業以最成本有效之方式達成減量
目標，以避免管制造成過大衝擊並影響我國對外競爭。目前各版本境外
碳權比例皆不同，依據過往協商，取得共識為百分之三十五，與徐少萍
及田秋堇版版相同。此外，亦建議「惟在國內額度不足時，中央主管機
關應適度放寬來自國外之排放額度比例」等文字，以增加彈性。
(7) 罰則不應一罪兩罰
罰則不應一罪兩罰
各版本中罰鍰皆不同，鑑於過往協商共識及不影響我國產業競爭力，
應主張為每噸新台幣 1,500 元罰鍰。除此之外，基於一罪不兩罰原則，
排放超額已處罰鍰，不應再處罰「於次一期間之排放額度中，扣減與超
額量同量之排放額度，於次一期間已無額度扣減者，得命其停止操作、
停工或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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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觀察國際如歐盟針對產品訂定二氧化碳排放標竿值(噸
CO2/單位產品)進行管制，係以每單位產品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曲線依序排列，
以其排序前 10%最佳表現設施之平均值為依據。以鋼鐵業為例，產品標竿項
目包括焦炭、燒結礦、鐵水、電弧爐碳鋼及合金鋼等。過去工業局曾針對鋼
鐵業排放強度標竿值進行相關研析，未來是否可能參考歐盟訂定相關標竿值
作為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目標(表 1-12)仍待觀察。
表 1-12、研擬中煉鋼廠之二氧化碳排放量「階段式標竿值」

單位：噸 CO /噸粗鋼)

期程
一貫作業煉鋼廠
電爐煉鋼廠
短期(五年內)
2.146
0.398
中期(五至十年)
1.92
0.374
長期(十年後)
1.7
0.32
資料來源：綠色生產力基金會(2007)，鋼鐵冶煉業溫室氣體排放標竿值計畫
(

2

2. 評估「
評估「氣候變遷因應法」
氣候變遷因應法」等上位法或專
等上位法或專法
或專法並整併其他法令可能性
我國節能減碳法規主軸為「節能減碳四法」，但鑑於節能減碳四法於長
期氣候安全綱要計畫及調適策略之不足等構想，2009 年立法院第 7 屆期鄭麗
文委員提出以「氣候安全法」取代「溫室氣體減量法」，仿英國氣候變遷法
概念，提高主導機關層級至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為主管機關，負責綜理
我國氣候變遷相關事務。惟此法案僅一讀後即無進一步審議，而後亦無再提
案。
由於減碳四法之間沒有適當機制進行整合與分工，可能造成管制疏漏或
是重複，若能通過適當的上位法律，再據以訂定有關法律來推動減碳所需有
關工作，將能使減碳工作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以下研析我國溫減法(草案)、
氣候安全法(草案)及國際上相似法令之異同處，以釐清未來管制內容(表
1-13)。
表 1-13、各國氣候變遷法對照我國溫減法(草案)含括及尚未含括之內容

我國溫室 我國氣候 美國淨潔
項目 氣體減量法 安全法 能源暨安全 英國氣候
(草案)
(草案)
法案(草案) 變遷法
目標
[1]
氣候變遷
[3]
[4]
委員會
調適
登錄
排放標準 排放標準 碳預算
減量工具 排放標準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EU ETS
超額罰鍰

韓國低碳
綠色成長
基本法

墨西哥
氣候變化
基本法

[2]

[2]
[2]

：溫室氣體減量法中對於是否將目標入否仍未有共識。
：目標及碳交易內容分別訂定於「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執行令」及「排放交易法」。
：於法令中無明定氣候變遷委員會，惟國家發展委員會權責及組織即近似於該委員會。
：針對抵換方案成立抵換中立智庫委員會；針對氣候科學及調適成立國家氣候小組。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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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氣候安全法(草案)與國際相似法規架構相同，減量工具亦
與溫減法相同，故未來極有可能依循氣候安全法為基礎建置新法，加上氣候
安全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其委員組成包含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於策略規劃上較易將產業發展納入考量，較能兼顧減碳與經濟
發展，故建議未來訂定氣候變遷因應專法或上位法時，可參考氣候安全法之
架構與精神。
然而，由於我國溫減法之訂定嚴重延宕，環保署已自 2012 年起採用空
污法管制溫室氣體，因為空污法並非設計用來管制溫室氣體，各項管制措施
均顯現其諸多不合理處，且無法涵蓋減碳之所有層面，因而在減碳上不具備
公平性及有效性，是否能產生具體減碳效果頗令人存疑，除已對產業界造成
極大的不確定性與負擔，未來亦可能因減碳成效不彰而使我國在國際上遭受
責難，甚至經濟制裁。為了避免此一困境，現階段宜優先推動於立法院通過
具備公平性與有效性之溫減法，使各部門有明確的減碳目標，並將減碳有關
之管制正常化，以落實減碳有關工作；待溫減法通過後，再評估制定適當之
整合性上位法律或是政策綱領，以協調整合溫室氣體減量、節能、相關稅費
(如能源稅、碳稅等)、及再生能源等有關事項，並促使各項工作相輔相成而
達成事半功倍之效。
3. 鋼鐵業因應溫室氣體管制作法
除持續與政府部門及利害相關者溝通，並提出合理建議外，整理鋼鐵業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可行對策如下：
(1) 降低能源消耗量
如日本已針對鋼鐵業訂定能源消耗目標，在粗鋼生產量為一億噸前
提下，2008-2012 五年間平均生產鋼鐵消耗的能源要較 1990 降低 10%；
若粗鋼生產量超過一億噸則利用京都機制等方式達成目標。目前日本轉
爐鋼廠能源利用效率已為世界頂尖水準(圖 1-5)。

圖 1-5、各國轉爐鋼能源效率(GJ/噸粗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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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社會降低能源消耗的貢獻
日本要求鋼鐵業達到廢棄物利用一百萬噸之目標，並加強鋼鐵產品
及副產物對社會節能之貢獻，擴大利用產出多餘能源的區域，並增加對
民生、業務及運輸等範疇的節能努力。而目前中鋼公司亦積極推動區域
能源整合，以蒸汽外售為例，中鋼公司 2013 年透過蒸汽外售產生之外
部減碳效益約達 50.4 萬公噸 CO2e。
(3) 開發革新技術
由於鋼鐵製程技術已臻成熟，即使採用最佳可行技術，多數已開發
國家減量潛力仍有限，若要大幅降低製程溫室氣體排放，則必須透過突
1
破性技術的研發及實行，目前突破性鋼鐵製程技術研發方向主要包含○
2 氫氣還原技術、○
3 電漿與電解等技術、○
4 生質、及○
5 碳捕
煤炭減量、○
捉與封存。為提升新技術應用與推廣效益，Worldsteel 成立突破性煉鋼
技術交流論壇，提供分享突破性煉鋼技術研發專案相關資訊的平台，如
歐盟和歐洲鋼鐵行業的超低碳鋼鐵技術 ULCOS、日本的 COURSE50、
美國鋼鐵行業和美國能源部合作研發資訊、韓國 POSCO 煉鐵技術等(表
1-14)。
表 1-14、Worldsteel 主要 CO2 突破計畫

計畫
美國鋼鐵機構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ISI) -技術路線圖計畫
POSCO CO 突破架構
2

日本 COURSE50
歐盟超低二氧化碳煉鋼 (Ultra-Low

Carbon dioxide Steelmaking, ULCOS)

目前最佳產出
1.以氫還原懸浮濃縮氧化鐵
2.熔態氧化物電解法
1.以阿摩尼亞溶液吸收 CO
2.貧碳製程
1.全球暖化漸緩的情境模擬
2. CO 分離、捕捉及封存
3.以植物固碳及有效利用
1.高爐頂氣回收伴隨 CO 捕捉及封存
2.進階熔融製程伴隨 CCS
3.進階直接氧化伴隨 CCS
4.電解
2

2

2

資料來源：Worldsteel, Breaking through the technology barriers, 2009.

目前中鋼公司亦參與 CO2 突破性技術研究(表 1-15)，未來除持續改
善現有研發結果外，亦將視國際最新技術研發成果考量技術交流、合作
及實際應用之可能性，以進一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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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中鋼公司突破性技術研發現況

種類

內容
已完成重油富氧燃燒結合廢氣再循環(FGR)之實驗，在設備未更改且燃燒
工業爐低二氧 器可承受下，實際燃燒器出口之氧氣濃度約達 34%，CO 出口濃度則由
化碳排放之燃 14.7% 提高至 61.1%，提高氧氣濃度會增加燃燒強度，但入 FGR 後會降
燒技術建立 低燃燒溫度，因此將在未來實際應用上，針對 FGR 和富氧比例進行最佳
配比調整。
中鋼已在三號高爐建立一套能力 100 kg/天的二氧化碳捕獲先導工場，捕
捉效率可達 95%以上，能耗為 5.6GJ/噸 CO ，後續將探討降低捕碳能耗。
CCS
未來計畫於 2014 年建立 30 噸/年二氧化碳捕獲與封存示範場。
生物固碳與循環利用不僅是人類封存化石燃料所釋放之二氧化碳的一種
方式，也是減輕對化石燃料依賴的長久之計。中鋼已建立一套處理量達 9
生物固碳 噸藻水之立體養殖微煙氣固碳示範系統，及開發螺旋藻養殖操作技術。
目前的能力可達到每年公頃 170 公噸的量，後續將持續改善養藻技術，
並探討自動化養殖與收藻的最適操作方式。
投資成立新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轉爐氣、高爐氣等經生物反應
自產燃氣 轉換為乙醇，以製造生質汽油。預計於 2015 年完成自產燃氣優質化利用
轉換為乙醇 技術規劃與合作，建置年產 30 噸乙醇示範廠，並評估轉爐氣產製乙醇之
投資可行性。
資料來源：中鋼公司，2012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13
2

2

(4) 提高鋼鐵回收率以降低能資源耗用
鋼鐵 100%可回收性使它成為最永續的原料，根據 WSA 統計，1975
至 2005 年生產每噸粗鋼的平均能耗降低了約 50%，因此，WSA 已估計
出高鋼含量產品的回收率，並訂出 2050 年目標回收率(表 1-16)。由於
利用一噸廢鋼即可節約逾 1,400 公斤鐵礦石、400 公斤煤和 55 公斤石灰
石，以北美洲為例，約 33%的直線軌道段是由再開發地段拆卸的舊鐵軌
購買而來，而美國境內至 2007 年止，其運送給客戶的鋼軌約達 140 萬
噸，重複利用的直軌超過 34 萬噸，約可降低 81 萬噸以上 CO2 排放。

項目
建築
汽車
機械
器具
容器
合計

表 1-16、鋼鐵工業回收率
2007

年(估計值)
85%
85%
90%
50%
69%
83%

2050

年(目標值)
90%
95%
95%
75%
75%
90%

目前國內鋼鐵業已積極研擬溫室氣體減量相關策略與行動計畫，以
中鋼為例，除持續推動廠內節能減碳及技術研發外，也藉由綠色鋼品、
區域能源整合等方式推動外部減碳(表 1-17)，除可預先因應未來可能之
管制外，對於我國整體排放量之降低亦有顯著貢獻。
19

發展方向

表 1-17、中鋼節能減碳策略

策略規劃
內部減碳目標為 2020 年每噸粗鋼排放量低於 1.97 噸 CO e
推動節能專案(改善照明、推動綠色運輸、建置智慧電網等)
引進製程最佳可行技術
參與突破性技術研發(工業爐低 CO 排放之燃燒技術、CCS、生物固碳及自產燃氣
轉換為乙醇等)
開發高品級電磁鋼片，估計可降低馬達生命週期排放 8.6 噸，平均年減碳可達 151
萬噸*
開發高強度鋼、省製程鋼及耐蝕鋼等綠色鋼品
透過區域能源整合、節能鋼材及節能服務等方式，將鋼鐵業節能減碳績效擴散至
鄰近及中下游產業
成立「中鋼集團企業節能服務團」
投入前瞻而具發展潛力的低碳事業，包含中低溫熱回收系統、生質能開發、建置太
陽光電系統、自產燃氣高值化利用、離岸風電、氫能應用技術、厭氧消化等
自主推動國內首家企業的員工綠色生活計畫，包含樂活生活(低碳生活紀錄器)、鋼
鐵森林(綠美化與生態復育)、綠色企業(補助大眾捷運系統)、產業加值(建立產品碳
足跡認證)及分享與推廣行動計畫(綠色採購、低碳教育推動及生態城市等)等
做為法規減碳需求超出中鋼減碳最佳可達範圍時之選項策略，並評估廠內碳交易機
制或廠內碳補助機制之可行性
2

綠色製程

2

綠色產品
綠色夥伴
綠色事業
綠色生活
碳權管理

高品級電磁鋼(50CS290)為例，其可使馬達效率提升 2.89%，而一般馬達使用壽命長達 20 年至
50 年，以 20 年生命週期每天操作 8 小時評估，可減少 CO 排放達 8,617 公斤。一台 3 馬力泛
用型馬達約需使用 20 公斤電磁鋼，以 10 萬噸高品級電磁鋼產量及 70%沖壓使用率計算，可生
產 350 萬台 3 馬力高效率馬達，其生命週期共計能減少 3,016 萬噸 CO 排放，平均每年減碳 151
萬噸。

*

2

2

(二
二) 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衝擊評估與因應
防制法衝擊評估與因應
鋼鐵業相關空氣污染物主要包含粒狀污染物(TSP、PM10、PM2.5)、硫氧化
物(SOx)、氮氧化物(NOx)、臭氧(O3)、鉛(Pb) 、一氧化碳﹙CO﹚及戴奧辛(dioxins)
等。國際上對於各類空氣污染物之管制標準愈趨嚴格，例如在粒狀污染物方面，
臺灣繼美國、日本之後亦將 PM2.5 納入空氣品質管制標準，未來極可能將產業
PM2.5 排放納入管制標準。其他各類污染物如 SOx、NOx 之管制標準值或排放
量亦趨嚴，新設工廠亦須符合較高的管制規範。以下整理現階段國內法制訂定情
形，並提出鋼鐵業因應策略建議。
1.「
「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加嚴
環保署於 1993 年發布「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並於
2012 年公告修正加嚴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標準，並考量既
存燒結工場需進行污染防制改善工程及經費編列時程，將上述修正加嚴排放
標準採分階段實施，以做為緩衝期限。
鋼鐵業向來對降低污染排放不遺餘力，其中，中鋼公司為符合此次加嚴
標準，已訂定行動方案以降低其空污排放，初步估計投資總額達 29 億元，
至 2017 年計畫完成時，預計可達到粒狀污染物減量 1,725kg/day、SOX 減量：
9,336 kg/day 及 NOX 減量 1,059 kg/day 之成效(如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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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中鋼 2013~2017 年空污排放減量計畫
KPI

年空污減量目標
（公斤 噸粗鋼）：
年度 Par. SOx NOx
2013~2017
/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0.43
0.41
0.40
0.40
0.40

1.16
1.09
0.94
0.94
0.94

1.09
1.14
1.14
1.14
1.14

投入成本
產出
料堆防塵網： 料堆防塵網於 2013 年完成，粒狀污
40,000 萬元。
染物減量：1,592kg/day 。
三、四號燒結工場脫硫系統分別於
三、四號燒結工 2013 年、2014 年完成，SO 減量分
場脫硫系統： 別為：4,721 kg/day、4,325 kg/day，
180,000 萬元。 粒狀物減量分別為： 59kg/day 、
74kg/day。
#6~#8 燃煤鍋爐 #8 燃煤鍋爐脫硫設備於 2013 年完
脫 硝 設 備 ： 成，SO 減量為：294 kg/day；
45,000 萬元；
#7、#6、#8 燃煤鍋爐脫硝設備分別
#8 燃煤鍋爐脫 於 2012 年、2013 年、2013 年完成，
硫設備：25,000 每 座 鍋爐 NO 減量均 為 ： 353
萬元。
kg/day。
X

X

X

2.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2 條修正（
條修正（會同改為會商）
會同改為會商）可能管制作法與衝擊因應
可能管制作法與衝擊因應
(1) 立法目的與衝擊評估
2012 年 10 月起由林佳龍等立委相繼提案修正空污法第 12 條總量
管制規定，最新版本為 2013 年 4 月趙天麟等立委提案，從「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經濟部公告實施」修正為「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實施」。2013
年 11 月社環委員會審查並指示環保署應於本屆期提出空污法修正草案，
故環保署空保處於 2013 年 12 月召開公聽會，針對修正第 12 條進行討
論，現已提出草案至行政院。
環保署、經濟部及產業代表於過去幾年來多次討論空污總量管制，
已提出諸多建言，大多數認同我國已無實施空污總量管制之必要，若實
施將對經濟發展及產業競爭力產生巨大衝擊，卻無法有效改善空氣品質；
換言之，於此時提出修訂空污法第十二條來推動空污總量管制，不具必
要性及迫切性。再者，無論未來法令改為「會商」或「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實施」
，皆因經濟部無法會同而失去產業經濟發展之考量，必將造成
環保與經濟嚴重失衡。此提案顯現環保法案未考量經濟發展之立場，建
請提案者應提出修法之效益分析，並與產業界充份溝通，以確保環境與
經濟永續發展。
(2) 初步可能管制作法
依環保署擬定之「高屏地區總量管制計畫(初稿)」，未來實施總量
管制之第一期程目標為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量為零，新設或變更固
定污染源須取得增量抵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不增加；再
逐步推展至第二期程。整理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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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總量管制計畫實施目標與期程
未來針對固定污染源實施總量管制策略將包括以下數點：
1 加嚴固定污染源行政管制措施與經濟誘因措施：
○
加嚴固定污染源行政管制措施與經濟誘因措施：公告加嚴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與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落實固
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設施管理、依空氣品質改善
需求增減調整空氣污染防制費費率、推動設備元件管制等措
施。
2 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及增量抵換之總量管制措施：
○
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及增量抵換之總量管制措施：建立污染
源排放量查核系統及排放交易制度後，實施達一定規模之新
設或變更固定污染源增量抵換、既存固定污染源排放量認可
與指定削減、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削減量差額認可保留及
交易制度。地方主管機關按固定污染源減量期程及需求，推
動既存固定污染源指定削減，訂定指定削減目標。總量管制
第二期程指定削減訂 5~10%。
3 推動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減量改善至二級防制區行動
○
計畫：
計畫：依據本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三級防制區內既
存之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要求區域內已取得操
作許可證之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污染物排放量，經審查後記
載於許可證，以利公私場所遵循及環保主管機關有效掌握減
量執行情形。

綜上所述，未來總量管制實施後，將會面對加嚴排放標準、空污費，
並以許可等工具要求降低排放量，皆會對產業造成實質衝擊，故建議修
訂法規時應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以兼顧環
境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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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鋼鐵業空氣污染物減量策略
(1) 粒狀污染物
粒狀污染物可藉由料推防塵網、自動灑水、室內料倉儲存等方式加
以改善。舉例而言，韓國室內料倉儲存除可減少粒狀污染物逸散之外，
另可將原料含水率由原本的 14%降低至 6~8%，有助於提高製程能資源
料率(圖 1-7)。

圖 1-7、Hyundai 鋼鐵廠降低粒狀污染物之整合設計
(2) SOx 與 NOx
以日本為例，其早期便開發爐氣脫硫、脫氮技術、以及低 NOx 化
之燃燒與集塵設施。1973 年鋼鐵廠排出的 SOx 僅為 1967 年時的 1/9，
NOx 也僅為 1967 年的 50%以下(圖 1-8)。

圖 1-8、日本鋼鐵業 SOx 與 NOx 排放下降趨勢(以 1973 年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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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溫室氣體納入空氣污染防制法管制
溫室氣體納入空氣污染防制法管制之衝擊評估與因應
管制之衝擊評估與因應
目前環保署已公告 6 種主要溫室氣體為空氣污染物並發布「溫室氣體排
放量申報管理辦法」及「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
後續亦有可能以空污法中其他管制工具進行下一步管制動作，然而，溫室氣
體與傳統空污物在本質與影響層面上皆有很大相異之處，尤其鋼鐵業為能源
密集產業，若以空污法各項工具對溫室氣體進行管制，將對產業競爭力產生
巨大衝擊，故以下討論空污法主要管制工具對溫室氣體之適用性與相關建言，
並建議未來國內溫室氣體管制仍應以專法為主。
(1) 不應以排放許可
不應以排放許可管制
排放許可管制
排放許可管制精神為核發機關可逐次降低核發許可量，達到減少排
放量之效益。然套用至溫室氣體時，許可制度應僅為瞭解產業排放總量
以進行總量管制之前置作業，實際減量仍應考量國內減量空間、最佳可
行技術、減量成本與產業競爭力後，由中央對總量管制訂出適宜之減量
目標及配套措施，因此建議不應以空污法之排放許可管制溫室氣體，以
避免核發機關在未能全面掌握上述原則下，對產業提出不合理要求之可
能性。
(2) 排放標準
依空污法規定排放標準由環保署會商有關機關定之，地方可加嚴標
準並報請環保署核定。然以空污法排放標準管制溫室氣體仍有數點疑慮，
並將增加產業不必要的負擔，說明如下：
1 與過往協商共識不同：過往國內工商團體已建議刪除效能標
○
與過往協商共識不同
準規定，且與環保署達成共識，今再以空污法實施溫室氣體
之排放標準管制，有違當時協議共識。
2 溫室氣體管末減量技術尚未商業化
溫室氣體管末減量技術尚未商業化：依空污法第二條第十一
○
款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定義：指考量能源、環境、經濟之衝擊
後，污染源應採取之已商業化並可行污染排放最大減量技術。
目前碳捕捉及封存技術(CCS)僅捕捉每噸二氧化碳即需 80 至
100 美金，尚未達到商業化普遍運用之狀況。
3 與能源管理法能效標準競合：於無法裝設溫室氣體管末處理
○
與能源管理法能效標準競合
設備現狀下，因應排放標準管制產業僅可針對機組改善能源
效率，此與能源管理法第 8 條管制內容相同，有重複管制疑
慮。

(3) 空污費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於 2014 年 3 月通過立委田秋堇的臨時提
案，要求環保署應於 3 個月內提出課徵「溫室氣體空污費」的具體時程
與計畫，環保署允諾進行研議。若以空污費管制溫室氣體仍有數點疑慮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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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並無徵收溫室氣體
○
國際並無徵收溫室氣體空污費
溫室氣體空污費先
空污費先例：國際間僅美國採以清空
法管制溫室氣體，將其納入空氣污染物，亦為國內先前作法
之主要參考依據，惟美國目前亦僅推動排放量盤查申報及排
放許可制度，並無徵收空污費。
2 無助管末減碳
○
管末減碳設備
減碳設備投資
設備投資：空污費原為經濟誘因減量工具，廠
投資
家可投資管末處理設備，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量，進而減少
空污費繳交，如此不斷循環達到改善空氣品質；惟溫室氣體
目前無法進行管末處理(即 CCS)達成減量，故廠商無法藉由
設備投資來降低空污費，此對於原產業特性排放較大者，空
污費將成為沉重負擔，反而成為投資減碳之障礙，不符成本
有效原則。
3 與能源稅競合：財政部日前已提出能源稅徵收需考量經濟成
○
與能源稅競合
長「四不」原則，包含「不會在經濟低迷時實施；不會在物
價高漲實施；實施幅度不大；經濟成長率沒有連 2 季達 3.5%
不推能源稅」
。而空污費並未考量上述原則，恐對我國經濟造
成巨大衝擊；另一方面，經濟部提出能源稅率已將「碳排放」
內涵納入，故對碳排放徵收空污費將與能源稅產生競合，並
增加產業成本。
4 無法反
○
無法反應租稅中立：能源稅條例基於「租稅中立」原則，於
稅中立
各提案版本中皆整合其他稅收以避免影響經濟層面過大。然
而空污費屬特別公課，其費用僅可專款專用，且空污法非財
政部主政法令，與相關部會協商降低其他稅收應有難度，故
無法仿照能源稅條例反應租稅中立原則，並將直接衝擊國內
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

(4) 總量管制
以空污法總量管制規範溫室氣體之疑慮如下：
1 溫室氣體無空氣品質標準
溫室氣體無空氣品質標準：空污法第 8 條規範總量管制區依
○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狀況分別管制，惟溫室氣體並無品質標準，
管制上不適用現行總量管制制度。
2 既有排放源排放超額
既有排放源排放超額無法
○
超額無法交易
無法交易抵換
交易抵換：空污法架構下總量管制
抵換
實施後，新設或變更達一定規模污染源，應以模式模擬證明
不超過該區污染物之容許增量限值，亦或採取最佳可行控制
技術(BACT)並取得足供抵換污染物增量之排放量；而既存污
染源僅可依目標削減排放量，無法向其他排放源購買額度抵
換。此與目前國際上實施總量管制作法不同。

由於鋼鐵業為工業之母，對國內相關就業及產業發展有火車頭功效，
且近年也已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如前表 1-13)，故政府在溫室氣體
管制制度設計上，應全盤考量管制工具的成本有效性、潛在衝擊、產業
現況及競爭力等因素，否則將不利國內整體投資環境，進而對產業永續
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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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環評相
環評相關議題與法規之衝擊因應
關議題與法規之衝擊因應
1. 二階環評修法
依現行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環評分為二階段審查，開發單位先進入第
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若環評委員認為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衝
擊，則進入第二階段，由開發單位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進行更為
深入、詳細而嚴格的審查，其流程如圖 1-9。

圖 1-9、現行環評審議流程
由於近年國內環評審查爭議不斷，環保署提議將是否應繼續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之認定標準修改如下：
(1) 將部分開發類型或達一定開發規模之重大開發計畫以列表方式明
定，應續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表 1-19)。
(2) 委員會審查認定開發單位擬採取環境影響說明書中所載之各項措
施後及審查過程開發單位提供之資訊，環評委員無法據以明確要求
開發單位應再增加之減輕環境影響措施內容，致對環境仍有重大影
響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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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環評法修正草案之重大開發計畫(應直接進行二階環評)

園區之開發，屬金屬冶煉工業專區、科學園區、煉油工業專區、石油化學基本工
業專區之ㄧ，興建面積達一千公頃者。
道路之開發，屬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興建長度超過五十公里者。
鐵路之開發，屬高速鐵路興建者。
港灣之開發，屬商港或工業專用港興建工程者。
機場之開發，屬國際機場興建者。
蓄水工程之開發，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六 （一）越域引水工程之興建。
（二）水庫之興建。
（三）攔河堰興建，其堰壩高度十五公尺以上或蓄水容量五 萬立方公尺以上者。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七 （一）核能電廠興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
（二）燃煤火力發電廠興建。
八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於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陸地，填築面積二 公頃以上者。但在既有港區範圍內
九 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環署綜字第 1000023208 號「預告修正「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48 條草案」
一
二
三
四
五

由於二階環評程序複雜，不但需舉辦多場公聽會、範疇界定等會議，還
要進行各種深入調查，若以正面表列方式決定是否進行二階環境影響評估，
實質上並未深入探究各開發行為是否對環境有重大影響，將嚴重衝擊業者投
資之確定性，且修訂標準採用正面表列及環評委員認定二種標準，也易讓業
者混淆，故建議仍應以個案開發行為對環境與健康是否有重大影響做為是否
進入二階環評之依據。
2. 健康風險評估
健康風險評估
環保署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公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三十
條之一條文修訂草案，由原本僅需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中納入健康風
險評估之規範，修正為如屬既有計畫之變更，亦須進行健康風險評估。然而，
此一修正案對於國內鋼鐵業者開發實務上將造成以下衝擊：
(1) 環差報告之相關工程，其開發規模及污染排放，皆遠低於“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所規定之項目，若皆
要比照說明書或評估書等級辦理健康風險，不符比例原則。
(2)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訂定危害性化學物質種類及相關門檻值，惟
相關條文訂定時僅考量環評書及環說書作業，且當時係以石化業、
化工業為使用對象所量身訂做，恐無法適用所有產業。
(3)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第十二條規定「開發行為與危害性化學物質
運作量或其運作衍生量無關聯者，得敘明理由經主管機關認可後，
免依本規範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作業」，依環保署對「無關聯」認定
原則之解釋令6，當開發行為非屬附表(表 1-20)「營運階段可能運作

6

環署綜字第 1020011809 號
27

危害性化學物質達一定規模」及「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性化學物
質之類別」
、或無危害性化學物質釋放，即符合無關聯之認定標準。
然而：
表 1-20、環保署「無關聯」解釋函附表

1 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對於運作量之計算與解釋方式不甚清
○
楚，致部分環評委員對於如何計算仍有疑義，例如：目前部
分環評委員針對運作量的算法為：年運作量=（「製造」、
「使
用」
、
「貯存」
、
「廢棄」）物質總量乘以所含有危害性化學物質
濃度，造成含各類金屬成分之鋼鐵產品，雖然健康風險極低，
卻因其製造量大，而導致運作量超過附表規範而必須實施健
康風險評估，使開發期程大幅延宕，甚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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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開發單位屬金屬冶煉工業，即使開發行為實質上與冶煉工
○
業製程無關，卻仍需進行健康風險評估，甚不合理。
3 關於「無釋放」之定義並不明確，造成業者及環評委員仍難
○
以判斷。

綜上，建議政府應對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之相關名詞定義有一致且清
楚之定義，以做為環評委員及業者參考，包括：
(1) 運作之定義應以直接使用或產生量為主，而非間接使用或以濃度乘
以總量方法所得到的推算數值做為認定依據。
(2) 在判斷是否屬「無關聯」解釋令附表中「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性
化學物質之類別」列管對象時，應以各業別之製程描述為主，舉例
而言，若新增製程屬於軋延製程，則應歸於金屬加工業，而非金屬
冶煉業，換言之，則不再屬於附表之列管業別。
(3) 對於「無釋放」之定義，建議應以符合科學實務之方式清楚解釋(如
「低於偵測限值」等)。
(4) 由於健康風險評估需要大量人口健康、流行病學等資料庫數據，且
涉及實施之公信力，建議政府應主動協助實施健康風險評估有關工
作，以減少爭議，協助開發案早日通過環評審查。
3. 鋼鐵政策環評
工業局為提升研提之鋼鐵工業政策之實際可行性及預防、減輕對環境可
能衝擊，乃著手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簡稱「政策環評」)，以期
順利推動我國鋼鐵工業之發展，並做為未來鋼鐵業投資進行個案環境影響評
估之政策參考。該項政策環評於 2013 年 1 月 15 日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228 次中決議通過，以下節錄與本案有關之審查結論事項，包括：
(1) 鋼鐵工業政策應考量「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之國家減量目標，CO2
排放總量於 2020 年(含)後不得超過 2005 年之排放總量，於 2025 年
(含)後不得超過 2000 年之排放總量。倘鋼鐵工業排放總量無法符合
上述減量目標之要求，未來汰舊換新案之溫室氣體排放增量，應採
全額抵減之方式進行規劃。
(2) 未來鋼鐵業汰舊換新廠之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應優於下列建議值(表
1-21)，並限制重金屬及戴奧辛之排放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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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

表 1-21、政策環評審查決議之排放限值

製程
一貫煉鋼製程
電弧爐煉鋼製程
CO
軋鋼製程
燒結工廠
戴奧辛
電弧爐
鉛 燒結工廠
電弧爐
鎘 燒結工廠
電弧爐
汞 燒結工廠
電弧爐
砷 燒結工廠
電弧爐

排放限值
1.900
0.376
0.420
0.155
0.140
11.69

2

單位
公噸 CO e/公噸鋼胚
公噸 CO e/公噸碳鋼鋼胚
公噸 CO e/公噸不鏽鋼鋼胚
CO e/公噸 H 型鋼
CO e/公噸不鏽鋼熱軋鋼捲(板)
g I-TEQ/年(總量)
g I-TEQ/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公噸/年(總量)
2
2
2

2
2

年起低於 8.82)
13.64
(2018 年起低於 9.83)
(2018

1.068
2.048
0.062
0.117
0.104
0.194
0.018
0.087

針對上述決議之排放限值是否適用於我國鋼鐵產業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1) 戴奧辛：經環保署說明鋼鐵業戴奧辛排放現值之計算方式，鋼鐵業
戴奧辛
以實際生產數據、加嚴環保法規、及環評承諾值等重新計算，均與
環保署計算結果有頗大出入，若以上述環保署估算之排放限值做為
管制目標，鋼鐵業將難以達成，故建議應參考鋼鐵業依實際數值計
算之排放限值建議值(表 1-22)，做為鋼鐵業政策環評之戴奧辛排放
現值。
表 1-22、2012 年戴奧辛排放量

活動強度
平均排放量
污染源
平均排放係數
（公噸/年） （g I-TEQ/年）
燒結廠 549 ng I-TEQ/公噸燒結礦
15,811,491
8.675
焦炭廠 129 ng I-TEQ/焦炭產量
4,580,999
0.589
電弧爐 838 ng I-TEQ/公噸鋼胚
9,741,917
8.165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固定污染源戴奧辛及重金屬排放調查及管制計畫
(2) 重金屬：政策環評訂定之鋼鐵業排放限值，其依據為環保署對國內
業者於 2005 年抽查之檢測數據，據以推估國內業者 2005~2012 平
均數據如表 1-23，再由環保署考量減量空間而訂定鋼鐵業排放限值。
然做為訂定依據之檢測結果因數量過少不具代表性，且目前空污法
未強制鋼鐵業檢測排氣重金屬，導致國內並無鋼鐵業準確之重金屬
排放資料，若採用該不具代表性之數據做為訂定鋼鐵業排放現值之
依據，將導致未來管理與執行上之莫大困擾，加上先進國家均未管
制燒結場之重金屬排放，故建議暫不訂定鋼鐵業重金屬排放總量管
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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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表 1-23、國內鋼鐵業者 2005~2012 年重金屬排放平均數據

活動強度
鉛
鎘
汞
砷
排放係數 排放量 排放係數 排放量 排放係數 排放量 排放係數 排放量
(ton 燒結礦
礦
燒結
(mg/ton(mg/ton(mg/ton(mg/ton燒結爐重金 or 集塵灰/ 燒結礦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or
燒結礦
or
or
燒結礦
or
燒結礦
屬排放推
屬排放推估 年)
集塵灰) 年) 集塵灰) 年) 集塵灰) 年) 集塵灰) 年)
結果
13,783,577
55.00
0.758
3.170
0.044
5.340
0.074
0.920
0.013
一
般 7,842,168 209.00 1.645 7.910 0.062 18.825 0.146 9.230 0.073
煉鋼業 碳鋼
電弧爐 不
重金屬 銹 1,509,661 199.25 0.302 40.038 0.060 26.775 0.041 8.189 0.073
排放推
排放推 鋼
估結果
估結果 合
金 74,264 122.00 0.009 11.100 0.001 69.200 0.005 5.270 0.013
鋼
集塵灰高溫
塵灰高溫
冶煉重金屬 209,286 41.54 0.009 4.095 0.001 153.125 0.034 13.375 0.003
排放情形
排放情形
(3) 溫室氣體：依環保署於 2013 年 7 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1020064850
號解釋，鋼鐵業政策環評之新設廠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管制建議值，
係依據環保署公告之「鋼鐵業溫室氣體公告排放強度(EIr)」
，然而：
1 公告排放強度為獎勵性質，故採用較為嚴格之標準，而新設
○
鋼鐵廠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之制定目的在於提供管制門檻，與
公告排放強度在性質與制定目的上皆有極大差異，不應直接
採用。
2 考量一貫式鋼鐵業製程複雜，為提供公平比較基準，故一貫
○
式鋼鐵業公告排放強度將水淬爐石與外售能源列為扣除項，
所計算出之排放強度較實際排放為低，然鋼鐵業新設廠之溫
室氣體排放強度計算並未將外售水淬爐石與外售能源所產生
之排放量扣除，造成兩者計算邊界不同。
3 電弧爐鋼鐵業公告排放強度係以每度鋼胚耗電量 440 度推估，
○
然據調查國內電弧爐業者平均每噸鋼胚耗電量平均約為 570
度，與 440 度仍有相當差異；且公告排放強度係以固定電力
排放係數 0.612 公噸 CO2e/千度電計算，而環評排放強度則以
當年度電力排放係數計算，兩者差異甚大。

綜上所述，經鋼鐵同業代表討論與評估後，建議以表 1-24 之數值做為
新設鋼廠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管制標準，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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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貫煉鋼製程
貫煉鋼製程
原環保署建議新設一貫作業鋼廠排放強度為 1.9 公噸 CO2e/噸粗鋼，
經查該數值係引用自中龍環評資料，但中龍該值係扣除水淬爐石外部減
碳量及增設 CDQ 之減碳量，若將該二部份加回來，則中龍承諾之一貫
作業鋼廠排放強度為 2.158 公噸 CO2e/噸粗鋼，建議以該數值為新設鋼
鐵業廠建議值。
(2) 電弧爐煉鋼製程
弧爐煉鋼製程
1 不鏽鋼
○

因應市場結構變化，不鏽鋼生產朝向鋼種多樣、少量化，
特殊鋼種比重提高，使單位產品能源消耗增加。且不鏽鋼生產
廠國內僅燁聯、唐榮及華新麗華三家，皆為 80 年代所興建，不
論生產效能表現皆屬國際不鏽鋼鋼廠前段班，故製定新設不鏽
鋼廠鋼胚排放強度標準應採比較國際上不鏽鋼鋼廠實績之方式，
而非僅取樣國內三家廠商數據自我設限，造成反淘汰結果，影
響國內不鏽鋼產品競爭力。基於上述說明，建議現階段採用工
業局委由綠基會所作產業溫室氣體管理輔導-鋼鐵業溫室氣體排
放強度研析報告(2010.3.22)中均值 0.577 公噸 CO2e/噸做為新設
廠排放強度標準使用。
2 碳鋼
○

依環保署鋼鐵業公告排放強度第二階段既存排放源之排放
強度為 0.426 公噸 CO2e/公噸產品，已是國內電爐廠排放強度前
20%之廠家。此外，經查歐盟電弧爐鋼液之用電為 404~748 kWh/t
LS（參考 2012~2013 歐盟鋼鐵業 BREF，其中 LS 表 liquid steel）
，
以最少用電量 404 kWh/t LS × 1.2 倍推估，其 CO2 排放強度推估
約 0.42 公噸 CO2e/公噸產品。依上述說明，建議電弧爐碳鋼鋼
胚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為 0.426 公噸 CO2e/公噸產品較為合理。

製程
一貫煉鋼
(不含冷軋)
電弧爐

表 1-24、鋼鐵公會對新設鋼廠排放強度建議值

單位
公噸 CO e/公噸鋼胚
公噸 CO e/公噸鋼胚
(含碳鋼與不銹鋼)
2

環保署要求

鋼鐵公會建議
公會建議

1.9

2.158

碳鋼)、
不銹鋼)

0.376(
0.420(

2

碳鋼)、
不銹鋼)

0.426(
0.577(

(四
四) 水污染防治
污染防治法之衝擊評估與因應
用水方面，WSA 建議鋼鐵業應引進用水密集度減量目標，以及用水來源定
位(mapping)及定量(metering)系統，監控漏水或不正常用水增量，並指出現今已
有許多鋼廠達到零廢水排放，水資源回收率達 93~97.5%(表 1-25)，而臺灣之廢
水排放標準相較於世界各國實屬嚴格，未來亦可能提高管制標準並增加氨氮等項
目。以下整理目前水污染相關法規制定現況，並提出鋼鐵業因應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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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世界各國鋼鐵廠水污染與用水狀況

1. 繞流排放定
排放定義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第 2 條，繞流排放定義為「廢
（污）水未依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
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因繞流排放係屬重大違
規，將產生嚴重處分，包括被要求裝設連續監測、加重處罰、按日連續處罰、
甚至停工等。然而：
(1) 若工廠水質極佳的純水因不慎洩漏而造成符合上述定義的繞流排
放，也將視為情節重大的違法繞流排放。
(2) 此外，大型工廠廢水處理單元繁多，臨時調度或調控情形等難以一
一完整表列於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書或是排放許可證，然依目前繞
流排放認定方式，只要有任一處理程序與登記之資料不符，不論排
放水是否符合放流水標準，均屬繞流排放。
換言之，目前繞流排放定義未考量放流水水質、工廠實務執行等面向，
造成工廠可能面臨不合理的管制行為，故建議應將「繞流排放」之定義修正
為「指未依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
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且水質不符合放流水標準
者」
，以降低國內業者面臨不合理管制的風險。
2. 逕流廢
逕流廢水定義
目前水污法第三條對逕流廢水之定義為「指因雨水沖刷戶外設施、建築
物表面或戶外作業環境之地面、原料及物料，而產生之廢水」，而第十一條
要求企業對於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逕流廢水，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認定有污染水體水質之虞者，應收集處理逕流廢水。然而：
(1) 自然酸雨、路面落塵、水溝積泥、花圃土壤等皆可能因雨水沖刷造
成逕流廢水，若要求需符合放流水標準，並不合理。
(2) 本條文將影響所有領有水污許可證工廠及公司，同時地方環保局可
能將強制要求上述公司處理暴雨造成之逕流廢水，而使企業需負擔
其應負責任以外的額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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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建議政府應考量責任歸屬合理性、實務可行性等因素，合理
限縮應處理逕流廢水之事業至僅限於水污法第八條規定之業者(包括露天堆
置礦泥、有害事業廢棄物等)，以合理化國內逕流廢水管制規定。
3. 化工業氨氮
工業氨氮放
氨氮放流水標準因應
流水標準因應
鑒於國內過去對放流水氨氮管制標準較不完善，環保署於 2013 年 5 月
提出化工業放流水標準草案，經多方討論諮商後，於 2014 年 1 月公告正式
標準，其中在作業廢水水量達放流口許可核准之排放水量百分之四十以上之
情形下，煉焦相關程序可納入高含氮製程類別。彙整現行氨氮管制標準如表
1-26。

氨氮濃度標準
氨氮濃度標準
(mg/L)
ㄧ
二
二
一五
六

表 1-26、放流水氨氮管制標準

相關說明
相關說明
適用排放廢（污）水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事業。
適用排放廢（污）水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新設事業。
一、適用排放廢（污）水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非高含
氮製程既設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二、涉及工程等改善措施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三
十一日前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適用排放廢（污）水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高含氮製程
既設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適用排放廢（污）水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外之高含氮製程
既設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然而，考量氨氮對生物具有毒性，一般以生物方式處理高含氮廢水時須
先混合其他有機廢水以降低氨氮濃度，目前中鋼公司製程廢水中高含氮廢水
比例未達許可核准之排放水量，故暫無法列入高含氮製程，故依公告標準規
定，對於非高含氮製程且需進行工程等改善措施者，得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
減管理計畫，經核定並依計畫內容執行者，其標準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施
行。
目前中鋼公司煉焦廢水氨氮濃度約為 1,500~3,000mg/L，經處理後放流
水氨氮濃度約為 40~120mg/L，尚無法符合本次修訂後法規要求之標準(20
mg/L)。依公告標準規定，對於非高含氮製程且需進行工程等改善措施者，
得提出放流水污染物削減管理計畫，故中鋼本著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心態，
已配合政府政策向環保局提出氨氮削減計畫，包含：
(1) 新增上游
新增上游源頭管理措施
為降低放流水中氨氮濃度，將針對含氮物質之廢水主要來源，即煉
焦製程中之煤化學工場設備進行效率、性能更新及改造，並輔以加鹼
(NaOH)系統，提升相關洗滌、蒸餾效率，使該煉焦廢水氨氮濃度由
800~1,000mg/L 降至 300mg/L 以下(改善流程示意圖如圖 1-10)。上述相
關改善案的投資費用初估約 2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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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
槽

圖 1-10、煤化學工場改善後流程圖(紅色框線處為改善之設備)
(2) 下游廢
下游廢水處理
水處理單元效能提升
單元效能提升
針對本次修訂後法規要求之標準，中鋼規劃改善生化廢水場生物處
理單元，規劃於現有生化廢水場生物處理單元中增加硝化脫硝之生物處
理功能，於既設生物反應池結合德國鋼廠生化廢水場已採用之新穎生物
擔體，將原廢水之氨氮轉化為亞硝酸鹽、硝酸鹽之硝化單元，再經過缺
氧之脫硝單元，將亞硝酸鹽、硝酸鹽轉成無害之氮氣，以降低廢水中之
氨氮濃度(改造後流程如圖 1-11)。經生物處理後之生化廢水，由臭氧處
理單元處理後，經化學加藥混凝、沉澱、過濾等處理程序後，再經放流
口排放，以符合本次修訂後法規要求之標準<20mg/L 之目標。本部分計
畫預定投資費用超過 2 億元。

生化廢水
調勻池
曝氣單元

脫硝單元

硝化單元

臭氧氧化單元
工業廢水化學
混凝沉澱單元

纖維過濾單元

圖 1-11、生化廢水生物處理單元改造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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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
氨氮濃度＜20mg/L

4. 其他水污染相關議題
受到南部地區水污染事件效應擴散之影響，環保單位加強取締及處分因
而造成南部許多電鍍、酸洗廠都處於停工狀態，而由於一般碳鋼螺絲防鏽需
經過電鍍、酸洗等製程，在合格電鍍、酸洗廠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目前高雄
螺絲廠普遍面臨交貨遞延的現象，據估計現階段螺絲業者已減少 25%產能，
損失直逼 300 億元，且廢酸處理費從每公噸 2,000 元揚升到 4,000 元以上，
而多家螺絲廠負責人亦表示由於無法如期交貨，為免違約不得不改空運交貨，
比海運的成本再大增十倍以上，初估每公噸螺絲環保成本暴增 100 美元以上，
對微利的加工業壓力沈重，且直接衝擊外銷競爭力7。
由於螺絲產業斷鏈將嚴重衝擊其上游鋼鐵業營運與獲利，且高雄是臺灣
螺絲螺帽業重鎮，整體產業產值超過 1,200 億元，從業人數約 2.5 萬人，是
高雄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故目前中鋼公司已協助先由鴻利鋼鐵代處理前
述廢酸，做為短期解決方案，然而因其廢酸處理產能有限，中鋼公司已著手
調查產業實際的廢液處理需求及評估相對應的技術，針對廢酸和廢電鍍液處
理容量不足問題，已初步決定與業界共同在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投資 8 億元興
建廢液處理場做為中長期解決方案，同時展現鋼鐵與螺絲產業鏈為環境保護
共同努力，共創產業永續發展的決心。
5. 鋼鐵業改善水
鋼鐵業改善水污染與用水
污染與用水之建議
(1) 國內在一貫作業煉鋼製程中，單位粗鋼用水量及單位粗鋼 COD 排
放量仍有努力空間。而中鋼公司在水污染防治的對策上，主要針對
強化既有設備之運轉管理，提升放流水水質，於生化廢水場設置薄
膜生物反應器處理系統(MBR)，改善放流水 COD 水質，並於原料
堆置區設置逕流廢水收集處理設備，降低逕流廢水污染排放等，可
作為其他鋼鐵業者相關措施之參考。
(2) 鋼鐵製程需大量的水作為冷卻之用，此一冷卻水由於不直接與產品
接觸，故可直接回收並送回取水來源，在淡水資源較少地區，亦可
考量以海水取代。若水做為清洗用途，則此部分廢水必須進行淨化
處理。
(3) 國內鋼鐵業在製程水回收上雖有良好績效，但相關資料仍不足，需
進一步提升鋼鐵業用水資料收集與管理工作。
(五
五) 廢棄物/副
廢棄物 副產物再利用
1. 國內外現況
依據循環經濟概念，鋼鐵業可將其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轉變為「資源－
產品－再生資源」之循環型產業鏈。
以一貫式鋼廠而言，其製程副產品包括煤焦油、粗輕油、高爐石、轉爐
石、氧化鐵粉及脫硫渣等，經過加工後可供應化學、營建、土木、電機及民
生等產業使用。中鋼公司已於 2001 年 7 月達廢棄物「零固化掩埋」目標，
22.6%廢棄物於廠內回收，其他 77.4%則為廠外回收。
7

經濟日報(2014/03/20)，螺絲斷鏈 衝擊 300 億產值
36

電弧爐煉鋼副產物則可作為道路級配、建材、回填等再利用用途，但由
於電弧爐煉鋼原料來自成分複雜的廢鐵、廢五金、甚至含放射性的廢料，因
此，經濟部在 2011 年 9 月 16 日修正「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
方式」
，規定電弧爐煉鋼爐碴(石)不得使用於農業用地，且須經製造加工安定
化程序，方可作為水泥原料、水泥製品原料、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非結構
性混凝土粒料原料或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用途。比較國內外
煉鋼爐石資源化用途之比例於表 1-27。
而在電弧爐煉鋼集塵灰方面，臺灣年產出量約達 30 餘萬噸。電弧爐煉
鋼集塵灰屬我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顆粒微細內含多種重金屬，且多數煉鋼
集塵灰皆超出毒性溶出標準，因此全世界皆對其制定嚴格管理辦法以管制其
處理過程及流向，目前臺灣則主要由台灣鋼聯公司負責處理，如前所述，其
處理能力已超過國內生產量。
表 1-27、國內外煉鋼爐石資源化用途之比例

2. 國內外副
國內外副產品資源化
產品資源化對策
以日本為例，其在煉鋼爐石資源化方面，除了做為道路級配與土木填方
等再利用之外，亦積極開發護岸材料、填海造陸、海域環境修復(藻礁、海
床回填)、岩棉、肥料等多元的資源化再利用方式(圖 1-12~1-14)，並透過綠
色工程材料開發，如冷壓型資源化技術、蒸壓技術等，提升副產品應用廣度
(圖 1-15)。而因應各種再利用方式，亦制定相關的管理規範及產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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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日本爐石再利用方式

圖 1-13、日本將煉鋼爐石應用在海域工程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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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日本將煉鋼爐石應用於海域環境修復之範例

圖 1-15、綠色工程材料開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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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鋼鐵業因應措施建議
(1) 煉鋼爐石含有微量重金屬成分，而臺灣目前煉鋼爐石仍多數再利用
於道路級配、地基改良、工程填方等用途，其應用時會接觸土壤，
雖爐石中重金屬不會溶出，但因土壤標準檢測重金屬總含量而非溶
出量，若取樣時不慎取到較多爐石，即可能超出管制標準，故爐石
利用場地時有因取樣問題產生污染土壤與否之爭議。落實土壤污染
分區管制(農業用地、一般地區、工業區等)並配合正確採樣程序，
應是煉鋼爐石再利用管理上合理、務實的發展方向。
(2) 煉鋼爐石等副產物應逐步朝向產品化、加值化的方向推動，以提高
資源化產品的價值，方可徹底解決副產品再利用問題並有效提升資
源化效益。
(3) 電弧爐集塵灰務必持續落實嚴格管控，杜絕電弧爐集塵灰混雜於爐
渣之情事，電弧爐集塵灰、氧化渣、還原渣確實分流管理與再利用
方能避免非法棄置造成環境污染的情況發生，也才能促使資源有效
循環利用。

五、高雄市地方自治條例衝擊評估與因應
(一
一) 地方調適費
地方調適費/碳費
調適費 碳費之衝擊分析與因應
碳費之衝擊分析與因應
高雄市政府於 2011 年 6 月初步研擬「高雄市事業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
條例（草案)」（以下簡稱徵收自治條例)，計畫成立氣候變遷調適基金，對高雄
市轄內每年溫室氣體排放超過一萬公噸之營運場所，徵收每公噸新台幣十五元之
氣候變遷調適費。由於多數議員認為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的態度並不支持，並有
議員擔心徵收自治條例恐將遭中央機關打回票，故目前市議會決定以「暫時擱置」
方式處理，並未排入後續會期。整理該自治條例進展如圖 1-16，預估鋼鐵業繳交
費則如表 1-28。
2011

年6月

2011

年 8~9 月

2011

年 10 月

2012

圖 1-16、高雄市調適費立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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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

表 1-28、鋼鐵業調適費繳交情形推估

繳交金額
繳交金額
(元/年)
3.19 億
約 130 萬~1,100 萬
約 153~539 萬

製程別
製程別
一貫式(中鋼)
電弧爐
軋鋼

鋼胚或軋鋼產品成本
胚或軋鋼產品成本上
鋼產品成本上升情形
(元/噸)
34.93

約 5.1~15.6
約 2.2~2.5
註：此處數值由各廠財務報告、溫室氣體登錄平台排放量等資料推估，由於除中鋼外，
其餘公司資料較不齊全，故僅能提供概要參考
過去國內已有數項類似提案(如表 1-29)，然調適費或碳稅等在法理上仍有數
項爭議，包含氣候變遷事項(包含調適及減緩)為中央專屬權限或地方亦有權限、
特別公課的法律定位及地方開徵特別公課之權限、調適費徵收標的(排碳量)及支
出(調適)間的連結關係等。另一方面，由國際對於調適基金的運作模式，多數調
適計畫之資金來源仍以政府預算為主，並無強制企業等私部門繳交費用，而是以
鼓勵私部門自願捐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際調適基金皆由中央統一規劃預算，
基金收支管理及運作都由國際大型組織或國家中央機構統籌辦理，地方政府所扮
演腳色則偏重於提供當地脆弱度研究、提出並執行可行調適方案、鼓勵地方企業
參與調適行動等。

雲林縣

年度
2006 年
2009 年
2011

年

花蓮縣

2008

年

高雄市

2009

年

表 1-29、我國過去碳稅(費)提案整理

類型
碳稅
碳稅

名稱
雲林縣碳稅徵收自
治條例草案
節能減碳特別稅徵
收自治條例
雲林縣碳費徵收自
碳費 治條例

未施行原
未施行原因
行原因
未獲當地縣議會和財政部同意
備查
財政部不予備查
環保署以溫室氣體減量排放管
理非屬地方自治事項，且無法
律授權徵收碳費依據為由，不
予核定
財政部以「損及國家整體利益」
花蓮縣碳稅徵收自
碳稅 治條例草案
及「碳稅應屬於國稅」為由不
准核備
高雄市碳稅徵收自 未獲市議會通過
碳稅 治條例

依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函文第 10134226200 號附件資料，共有 19 家鋼鐵
業公司被納入調適費徵收對象，總員工數目估計超過 23,000 人，每年鋼胚產量
推估超過 1,200 萬噸，約占臺灣總鋼胚產量 75%以上，可見此法案對我國鋼鐵及
相關產業將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受國際原料價格、鋼鐵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下，
國內鋼鐵業正面臨嚴峻國際競爭，已有不少軋鋼及電弧爐廠選擇於大陸及東南亞
等新興市場設廠，其中如燁輝更於 2010 年表示將分階段局部出走臺灣市場，顯
示我國鋼鐵業已出現外移現象，進而衝擊國內經濟與就業市場；而鋼鐵業推動節
能減碳仍需投入大量資本，若再由地方自行訂定相關稅費，將使鋼鐵業面臨更不
利的投資與經營環境，並擠壓鋼鐵業節能減碳支出，長遠來看，對我國經濟、社
會與環境將產生不利影響，故建議未來相關法規仍應由中央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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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高雄市環境維
之衝擊與因應
雄市環境維護
環境維護管理自治
管理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草
條例 草案)之衝擊與因應
1. 自治條例規範內
自治條例規範內容
條例規範內容
高雄市於 2013 年 9 月提出「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並
於 2014 年 7 月提出修正版本，針對境內溫室氣體、空氣污染物、水污染等
項目提出相關規範，整理如下：
(1) 溫室氣體管制：要求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公私場所訂定自主
碳管理計畫，設定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管理溫室氣體排放量或進
行溫室氣體抵換等；此外，符合應實施環評之開發行為，應於開
發前提送碳中和實施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行。
(2) 空氣污染管制：規定高雄市內既存固定污染源應訂定指定污染物
之削減計畫，並經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執行之，另削減計畫之應
削減排放量可依主管機關認定方式抵換之。
(3) 水污染管制：事業違反水污染防制法及相關規定達一年二次以上
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置廢水處理專責人員之核定；另取得廢
水排放許可之事業，除逕流廢水外，不得利用夜間、假日或雨天
排放污染濃度超標之廢水。
2. 對鋼鐵業衝擊評估
由於本自治條例中水污染管制部分衝擊較小，以下僅以溫室氣體及傳統
空氣污染物為對象進行研析。
目前草案中並未明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訂定方式，然而，由於草案
要求公司場所應由主管機關審核，在審核標準未明朗情形下，可能將使主管
機關以嚴格標準審視減量目標，並對公私機關之營運產生衝擊；此外，若工
廠後續有擴廠或增產等動作，是否能夠據以修訂減量目標亦無清楚規定。另
一方面，本草案規定新增開發行為達管制門檻者應實施碳中和，然而，新開
發案受環評要求多已採最先進技術，且國外對於新開發案通常都會提供保留
額度(如歐盟的新進者保留量，New Entrants Reserve)，而本自治條例並無提
供任何配套，可能大幅影響廠商投資或進駐意願，將對國內新技術發展產生
衝擊。
在空氣污染物方面，目前中鋼公司已投資 29 億元於空污排放減量以因
應空污加嚴標準，然未來環保局若公告更加嚴峻之指定削減標準，且未考量
產業現況、減量能力與技術等因素，可預見將使產業生產成本大幅提升，且
未必能達到有效減量之目的。
3. 鋼鐵業因應與建言
鋼鐵業因應與建言
(1) 適法性評估
環保署多次透過公開發布訊息或是公函，向高雄市政府說明溫室氣
體管制屬中央權限，且中央政府已將溫室氣體公告為空氣污染物，可視
為已將溫室氣體由地方自治權限中切割，總量管制等相關權限均屬中央，
該自治條例要求企業減量或管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等，顯然皆不具適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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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治條例中對於空污指定削減之相關條文係依據「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 6 條第 3 項訂定，惟該條文對於要求既存之固定污染源
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之權責（如應削減量、減量認定）
，並未加以規範
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故應先請環保局將此權責釐清。
(2) 實質性與公平
實質性與公平性
公平性
維護空氣品質應屬全國共同義務，然空品具相互流通特性，空氣品
質之成因並非完全來於高雄市，而自治條例並無具體達成目標，且未考
量空品區流通特性，因此建議回歸中央統一制定。
(3) 實務執行可行性
務執行可行性
自治條例中對於溫室氣體自主減量目標、抵換方案等審查標準仍不
明確，且對於既存固定污染源應指定削減量、削減時程、削減計畫審查
機制等相關配套內容亦無明確配套內容，將使業者無所適從，並增加執
行困難度。
綜上所述，由於本自治條例在適法性、實質性與執行層面上仍有疑
慮，未來鋼鐵業除將持續推動污染減量作為外，亦將加強與中央及地方
政府間溝通，並建議未來相關管制仍應回到中央權限，以避免事倍功半
之結果。
(三
三) 高雄市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業
草案)衝擊評估與因應
衝擊評估與因應
雄市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業辦
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業辦法(草
1. 規範內容
規範內容
高雄市於 2014 年 1 月提出「高雄市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
業辦法（草案）
」
，其內容依空污法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訂定公告高雄市空
氣污染防制計畫，並要求既存固定污染源配合進行污染物排放量削減作業。
已取得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之公私場所須考量製程改善或其他可達成減
量相關作業內容，於許可證中具體承諾減量作法及相關因應作業所需期程，
並提出削減計畫書，高雄市政府經定期管考、計畫考評及成效查核等程序，
確認計畫執行成果及效益後，將核發削減量證明，並於許可證審查時確認是
否符合減量承諾，如不符則不發給許可證。整理期管制流程如圖 1-17。

圖 1-17、高雄市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業辦法(草案)管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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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鋼鐵業衝擊評估及因應
對鋼鐵業衝擊評估及因應
有關「高雄市既存固定污染源削減空氣污染物作業辦法(草案)」並未明
訂減量目標、指定物種、指定削減量計算方式、基準年認定方式及減量期程
等，故尚無法評估對鋼鐵業生產營運之影響，將待環保局提供更明確資料，
並進行評估後，方能確認可能之衝擊，並據以訂定因應策略。

六、結語
鋼鐵業面臨未來法規加嚴衝擊，彙整鋼鐵業面臨環境法規可能衝擊與因應如表
1-30，目前我國能源環境部分政策如能源、溫室氣體管制等，對能源密集度高的鋼鐵
業而言，無論在競爭、營運、未來投資發展等皆可能有顯著不良影響。為達永續發展
兼顧環境、經濟及社會共榮發展目標，建議在政策制定時應將下列考量因素納入制定
過程中：
(一) 鑒於國內公民參與風氣日益提高，未來國內制定任何政策時，應充分兼顧
程序正義及實質正義，除應於政策定案前完整蒐研利害相關者意見並納入
考量外，也應確保相關資訊能之正確性及透明化，以避免不必要之誤解。
(二) 法規制定應有全盤考量，並兼顧有效性與比例原則，避免不同法規間可能
產生的重複管制對國內產業競爭力造成傷害。
(三) 針對碳洩漏及風險較高的鋼鐵業，政府應參考國際常見做法訂定適當之配
套措施，以降低業者轉而至其他環保法規較鬆的國家投資設廠，反而不利
全球減碳與環境保護。
(四) 除針對法規進展適度與政府等利害相關者溝通外，鋼鐵業亦將持續引進成
本有效之污染管控措施，如可借鏡日本經驗採行下列措施：
1. 溫室氣體減量方面
溫室氣體減量方面：
方面：節省能源使用，降低高爐焦炭耗用比例、轉爐還原劑
添加比例等措施；應用廢塑膠及其他相關廢棄物取代部分焦炭；餘熱與蒸
汽提供鄰近區域產業或社區活用等。
2. 空污與公害
空污與公害防
公害防治方面：
治方面：開發先進爐氣的脫硫、脫氮技術，以及低 NOx 化
之燃燒裝置與各種集塵設施，使廢氣的排放達到清淨化，並完全符合空污
防制法要求。此外，致力減少重金屬、戴奧辛、苯烴類揮發性有機物等化
學物質之逸散量，兼顧員工與居民健康。
3. 資源循環方面
資源循環方面：
方面：(1)盡量減少廢棄物產出、(2)盡量使產出的廢棄物得以再
循環用於鋼鐵廠之內部、(3)確實難以於廠內回收者也尋求與其他工業合
作的機制來有效的運用。
4. 資訊公開
訊公開：落實各項製程與環境資料盤查，並將相關資訊公開以建立鋼鐵
廠與政府、民眾之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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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議題
能源價格
能 能源供需
源
能源稅
空
氣

溫室氣體
傳統空污
二階環評修法

環 健康風險評估
評
鋼鐵政策環評
繞流排放
逕流廢水
水 化工業氨氮
放流水標準

下游廢液處理
地 調適費/碳費
方 高雄市環境維護
自 管理自治條例
治 高雄市既存固定
條 污染源削減空氣
例 污染物作業辦法

表 1-30、鋼鐵業面臨能源環保議題及法規與因應方式彙整

衝擊評估

因應方式

工業電價補貼民生電價之迷思，將造成民眾不必要之誤解，如因而訂定不當之電價，將衝 加強正確資訊的傳達與溝通
建議政府應建立資訊透明化機制
擊鋼鐵業競爭力
若核四無法運轉，未來國內電力供應可能出現缺口，並造成供電不穩定，而衝擊鋼鐵業競 與政府部門及利害相關者溝通
持續推動電力自給與節電措施
爭力
提出合理說帖，持續與政府溝通
能源稅若對焦炭課稅，將大幅衝擊鋼鐵競爭力，甚至引發產業外移
持續研發減碳技術與推動節能減碳
溫減法：減量目標、碳洩漏、效能標準、排放許可等制定方式對減量成本及產業競爭力將 聯合產業與政府持續溝通，針對減量目標、效能標準、總量管制及境外碳
產生衝擊
權等項目進行協商
空污法：以空污法管制工具管制溫室氣體與國際潮流不符，且不符成本有效原則
爭取不以空污法管制工具進行管制
「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加嚴，將增加廠商防制成本
中鋼已投資約 29 億元降低空污排放以符合法規要求
總量管制由會同改為會商，將可能使未來管制措施缺乏對產業全面性競爭力之評估，並使 建請修法時應提出成本有效性分析並納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產業負擔增加
將符合正面表列之開發行為直接進行二階環評而不以個案評估，將可能使未來開發期程延 建議仍應以個案開發行為對環境與健康是否有重大影響做為是否進入二階
宕與成本增加，並可能因而錯過開發時機而喪失市場及競爭力
環評之依據
是否應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之判定標準(如運作量定義及計算方式)不明確或不合理(無釋放 建議運作之定義應以直接使用或產生量為主，而是否屬列管業別應以實際
之認定方式)，造成產業實際執行之難度上升，並可能因而使健康風險極低之開發案被要 開發行為製程種類為判定依據
求進行健康風險評估，而延宕開發時效，喪失競爭力
戴奧辛、重金屬及溫室氣體排放限值不符合產業實際狀況，對於未來鋼鐵產業整體發展面 加強蒐研近年產業排放現狀訂定合理排放限值，並建議不以先期專案排放
臨不合理之阻礙
強度做為溫室氣體排放限值
目前繞流排放定義未考量放流水水質、工廠實務執行等面向，造成工廠可能面臨不合理的 建議於「繞流排放」定義中增列「水質不符合放流水標準者」做為篩選依
管制行為，若因而被判處停工，將大幅衝擊生產營運及產業競爭力
據
建議應處理逕流廢水之事業應合理限縮至僅限於水污法第八條規定之業者
逕流廢水之處理對象未考量責任歸屬合理性、實務可行性等因素，增加產業負擔
(包括露天堆置礦泥、有害事業廢棄物等)
對廢水中氨氮濃度加強管制，將增加廠商防制成本
中鋼已投資約 24 億元於源頭減量及下游處理效能提升
國內酸洗及廢液處理容量不足，導致螺絲螺帽業製造成本提升，甚至廢酸無處可處理之情 初步決定由業界共同在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投資 8 億元興建廢液處理場作為
形，將造成供應鏈中斷，而衝擊整體鋼鐵產業鏈之競爭力
中長期解決方案
適法性仍有疑慮，且貿然徵收將增加產業生產成本，並排擠減碳投資
目前該自治條例為擱置狀態，將持續關注並提出相關說帖與政府部門溝通
溫室氣體減量及空污削減目標未考量產業現況與競爭力等特性，且適法性仍有疑慮，貿然 研析適法性、實質性、公平性及執行可行性等並提出相關說帖與政府溝通
實施將增加經營風險與成本，不利產業競爭力
將空污指定削減計畫與許可制度結合，將大幅增加營運風險與成本，不利產業競爭力 針對適法性及實質內容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說帖與政府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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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未來鋼鐵業可朝向下列方向努力：
(一) 進一步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必要時針對污染排放之健康風險進行評估，
並研擬風險管理計畫。
(二) 提升能源效率，參與綠色電力認購或提升再生能源占比。
(三) 減少電弧爐集塵灰後續處理之二次公害，除需針對其旋轉窯爐碴之流向加
以控管外，更可藉由廢鐵原料之管控，減少集塵灰之產生。
(四) 溫室氣體減量方面，減量策略主要可分就製程削減、外部減量、碳交易三
層面，透過能源效率提升、高碳燃料替代、改善物質流管理、引進碳捕捉
及碳封存技術、推動廢棄物再利用、後端應用之減量成效、節約能源輔導，
購買自願性減碳額度等具體行動方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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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提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
提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策略
楊致行、
楊致行、魏嘉民
一、前言
鋼鐵產業是基礎與內需型產業，並且具有高投資、低報酬的特性，而且鋼鐵業的
產業關聯效果很大─臺灣鋼鐵業的產業總關聯度大於全體產業的平均值，其不僅可以
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也是支持下游廣大工業發展不可缺少的「工業之母」
。鋼鐵產
業與上下游產業鏈的上游必須仰賴礦業、機械、電機、土木、耐火材料、運輸和資訊
產業的共同支援，而且更必須與下游鋼材的需求產業密切配合。

潛在競爭者
．印度等新興市場
•印度等新興市場
仍自建鋼鐵廠
仍自建鋼鐵廠
潛在競爭者

上游議價能力
原料商寡占
．原料商寡占
上游議價能力

．需求高居不下
需求高居不下
．原料產能大量開出
運費仍看漲
•
•
•

產業內競爭
產業內競爭

．中國大陸之擴充/整併
•中國大陸之擴充/整併
．特定比例進入更新期
•特定比例進入更新期

下游掌控能力
下游掌控能力
建材趨於本土化

．建材趨於本土化
汽車輕量化、整併
．汽車輕量化、整併
機械/機具材料
．機械/機具材料特殊化
特殊化

•
•
•

替代品競爭
替代品競爭
新材料創新

•
．新材料創新
(鋁材與複合材料
)
(鋁材與複合材料)

圖1 鋼鐵產業競爭的五力分析
圖 2-1、鋼鐵產業競爭的五力分析
圖 2-1 為利用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產業競爭五力分析模式，針對臺灣鋼鐵
業所做的比較圖。五項主要競爭條件之分析如下：
(一
一) 上游議價能力
鋼鐵產業是一個上游原料寡占的大宗物資產業，全球高生產量在短期內不容
易下降，臺灣只占全球 1-2%的比例之業者幾乎沒有議價的能力。
(二
二) 產業內競爭
產業內競爭
如果將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市場做一個連結，則中國業者的擴充與整併，以及
特定鋼鐵廠進入高效率鋼廠的的更新期，對臺灣業者將會維持一個高度壓力的情
境。
(三
三) 下游掌控能力
下游掌控能力
鋼鐵產業下游的各主要材料使用業者中，最大比重之新興國家建材使用者的
本土化速度很快，而全球汽車業者的整併和材料輕量化的發展，都將會弱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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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出口的條件。唯一比較大的出路在特殊鋼鐵材料使用於臺灣具有全球競爭優
勢的下游產業。
(四
四) 潛在競爭者
全球新興市場(特別是印度)興建鋼鐵廠的風潮仍將持續，而由於其採用新製
程的資源和能源效率都較高，將會對全世界現有鋼廠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
(五
五) 替代品的
替代品的競爭
鋼鐵材料所具有的傳統優勢已經被大量應用了一百多年，隨著新材料功能的
創新，即使鋼鐵材料性能可以持續的提昇，仍然將會被鋁材和複合材料等瓜分掉
部分未來的市場。
供應鏈是指產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應商、生產商、批發商、零
售商以及最終消費者等成員，通過與上游、下游成員的連接組成的網路結構。也就是
由原物料取得、物料生產加工，並將成品送到用戶手中，這一連串過程所涉及的企業
和企業部門組成的一個網路。供應鏈對上游原料的供應者(供應活動)、中間的生產者
(製造活動)和運輸業者(儲存運輸活動)、以及下游的消費者(銷售活動)同樣重視。而供
應鏈策略則是從企業策略的高度，對供應鏈進行整體的策略規劃，它決定原物料採購、
廠商間的物料運輸、產品的製造生產、產品配送及至客戶端後的售後服務等。供應鏈
策略突破了一般策略規劃僅關注企業本身的局限，藉由在整個供應鏈上進行規劃，進
而實現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目的。
本文乃以鋼鐵業高度國際競爭的角度，剖析臺灣產業的問題與已採行的做法，並
佐以其他國家產業的可參考運作(特別是日本的業者)，提出臺灣鋼鐵業供應鏈可以加
強的策略與方案。

二、鋼鐵產業
鋼鐵產業供應鏈
產業供應鏈面臨的主要課題
供應鏈面臨的主要課題
長期以來在所有重要大宗物資中，包括鋼鐵、石油、基本化學品、製漿與造紙、
非鐵金屬等，鋼鐵業的投資報酬率始終是最低，其中位數均在 5%以下，相對地石油
和化學品則可以長期維持 8-15%之間。主要是因為鋼鐵業具有四項特性：長期生產過
剩、具大宗物質的本質、平緩的供應曲線、產業規模分散化(或破碎化，fragmentation)。
以下以上、中、下游端的現況來剖析鋼鐵產業的基本問題和可能出路：
(一
一) 鋼鐵業上游原料
鋼鐵業上游原料端的
游原料端的現況及
端的現況及課題
現況及課題
鋼鐵業因為全球產能過剩和盲目的擴產，已經使得產業大部分的「區塊」進
入紅海的微利時代，過去依靠大建設、基礎產業轉型、下游產業成長所帶動的鋼
鐵業擴張與良好獲利時代，已經一去不返。而由於其上游原料端是屬於相對寡占
的市場條件，因而對於鋼鐵生產業造成了長期的不利條件：
1. 整個鋼鐵產業鏈的利潤，
整個鋼鐵產業鏈的利潤，多數為礦場掌握，
多數為礦場掌握，鋼鐵業無法分享應有利益
1990 年代全球鐵礦等煉鋼原料價格低迷，產業經歷大規模整併，採礦業
投資意願低落。2000 年代中國大陸鋼鐵業進入成長期，需求快速成長，煉鋼
原料供給吃緊；加上大陸鐵礦開採成本偏高、全球煉鋼原料由少數廠商把持
等因素，造成原料價格居高不下。然而目前整個鋼鐵產業鏈的利潤，多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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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拿走，鋼鐵業者幾乎淪為為礦場打工的境地。1995 年鐵礦與煉焦煤供應
商的利潤總和僅占 19%、2011 年增加到 74%；鋼鐵業(熱軋鋼捲)的利潤，則
由 81%降到 26%。1998 年~2011 年間，在整個鋼鐵價值鏈中，利潤明顯由鋼
廠轉移到礦場手中。
2. 鋼廠對中長期原物料供需的狀況，
鋼廠對中長期原物料供需的狀況，多未能預作研判與因應
鋼鐵生產所需的主要原料包括鐵礦石、煤、石灰石及廢鋼。煉鋼原料的
成本約占鋼鐵業的總產值的 80%，鋼鐵業每年需要採購超過 30 億噸的相關
原料，但是過去鋼廠對煉鋼原料的中長期供需狀況，多未能預作研判與因應，
以至於必須付出額外的高額採購成本，使得獲利被嚴重侵蝕。而日本鋼鐵業
相關廠商充分掌握了趨勢，因持有海外礦廠股權，可將投資礦廠的豐厚利潤
回饋母公司，從而降低因煤鐵礦價格暴漲所造成的衝擊。因此，根據過去產
業的發展經驗，洞察產業發展趨勢，發展具前瞻性的原料布局策略，是提升
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關鍵之一。目前各國鋼廠均積極投資海外礦場，
提升本身的自有礦比率。但此一事後的因應作為，可能已經緩不濟急。
隨著中國大陸鋼鐵需求的快速成長，其社會上的鋼鐵蘊藏量正快速累積，
未來全球廢鋼可能供過於求。根據 WSD 的推估，中國大陸使用 10~40 年鋼
鐵製品儲量，預估將由 2012 年的 121 億噸，擴大到 2035 年的 254 億噸，屆
時中國大陸占全球鋼鐵蘊藏量的比例將由 2013 年的 16%，增加到 49%。WSD
針對中國大陸建築結構和機器設備的「使用壽命」做兩種假設。假設一為建
築結構和機器設備「使用壽命」是 20~60 年；假設二為 15~45 年。根據 WSD
的計算，若是 20~60 年的假設，2013 年中國大陸廢鋼仍不足 38 百萬噸、2015
年不足 30 百萬噸、2025 年則過剩 20 百萬噸。若是 15~45 年「使用壽命」
的假設，2013 年中國大陸廢鋼不足 26 百萬噸、2015 年不足 17 百萬噸、2025
年則過剩 72 百萬噸，未來廢鋼可能供過於求。如何對中長期原物料供需狀
況預作研判，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是提升鋼鐵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策
略之一。
(二
二) 鋼鐵業中
鐵業中游本業的現況及課題
的現況及課題
自從 1990 年以來，鋼鐵業的需求雖然在中國平均有 8%以上的成長，但是其
他地區的需求曲線已經是非常平緩，主要是因為建築、汽車、機具的成長在已開
發國家都已經停滯的影響。鋼鐵業在全世界(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持續擴建，將使
得產能過剩的問題極難在十年的尺度內解決—因為鋼鐵公司有很高的退出成本。
而生產特性使得即便有短期的減產壓力，也因為生產連續性的必要而難以推動
(特別是大部分的一貫性煉鋼廠)。
1. 鋼鐵產能過剩而造
鋼鐵產能過剩而造成
而造成廠商間的市場與價格競爭激烈
OECD 研究發現，產能利用率與廠商獲利 (EBITDA)呈正相關，相關係
數約為 0.3。粗鋼產能利用率越低，廠商獲利也越低，而未來 5 年，全球粗
鋼產能利用率將無法顯著提升，產能利用率將保持在較低水準，產能過剩將
繼續拖累鋼鐵業的獲利能力。未來幾年，鋼鐵業將持續面臨如何降低成本、
提高營運績效的挑戰，廠商營運壓力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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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鋼鐵冶煉設備的建設時間很長，鋼鐵產能的投產存在滯後性。景氣大
好時一窩蜂的投資，完工時卻碰上金融危機與景氣蕭條，造成目前產能的嚴
重過剩。全球粗鋼供需如圖 2-2 所示。除了全球各地出現粗鋼產能過剩的情
況之外，臺灣也同樣面臨產能利用率下降的窘境。中龍鋼鐵的第一、第二號
高爐分別於 2010 年、2013 年點火量產，國內外需求卻未出現同步成長，致
使國內煉鋼產能無法發揮，產能利用率明顯下滑。

(

百萬公噸)

3,000
2,700
2,400
2,100

(

電爐粗鋼產量(百萬公噸，左軸)
高爐及其他粗鋼產量(百萬公噸，左軸)
全球粗鋼年均產能(百萬公噸，左軸)
全球粗鋼產量(百萬公噸，左軸)
全球粗鋼產能利用率(%，右軸)

A.
B.
C.
D.(=A.+B.)
E.(=D/C)

產能利用率, %)
100%

88.7%
90%
80%
70%

1,800

60%

1,500

50%

1,200

40%

900

30%

600

20%

300

10%
0%

0

資料來源：OECD、WSA/金屬中心整理

圖 2-2、全球粗鋼生產及產能利用率
2. 供應鏈管理者主要必
供應鏈管理者主要必須關注的
關注的課題
在當前鋼材產能過剩嚴重的情況下，廠商間的市場與價格競爭也格外激
烈。因此在研擬供應鏈策略時，要充分考慮如何降低供應鏈相關成本、如何
提供差異化產品、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如何穩定銷售管道及維持與顧客的關
係，以維持較佳的競爭優勢。
要維持供應鏈的競爭優勢，供應鏈管理必須持續的改善與精進。而根據
IBM 對全球近 400 位企業供應鏈管理者的調查顯示，全球製造業的的供應鏈
管理者主要面臨 5 大挑戰，其內容亦非常適用於製造業最基礎的鋼鐵產業，
包括：
(1) 找到削減成本的關鍵：如何控制成本，以提高競爭力。
(2) 如何更好滿足客戶需求：在產品創新過程中，如何與客戶進行協
作。
(3) 實現供應鏈可視化(visible)管理：如何利用 IT 技術，進行可視化管
理，實現供應鏈資訊透明化和即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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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控和管理供應鏈風險：提升對未來發展的預測的準確性，以預擬
因應策略。
(5) 真正實現全球一體化：提升全球化後，產品生產品質、運輸及銷售
的可靠度。
(三
三) 鋼鐵業下
鋼鐵業下游需求端的現況及課題
全世界鋼鐵產業的需求已經逐漸趨於飽和，而且在臺灣的問題更顯得嚴重。
未來不論在刺激需求、帶動新興利用以及推展更廣泛的國際貿易等做法，均仍有
很多的挑戰，其分析如下：
1. 產業外移，
產業外移，國內用鋼需求飽和，
國內用鋼需求飽和，內需成長動能不足
臺灣曾是許多鋼鐵製品的出口王國，例如：自行車、螺絲螺帽、手工具、
雨傘、吊扇、小五金、金屬傢俱、烤漆鋼板等等。但隨著國內的人力、土地、
能源等成本的提高，加上新興工業國崛起的磁吸效應，迫使廠商必須外移至
較低生產成本國家或是升級轉型。圖 2-3 為臺灣鋼材的主要流向與趨勢，圖
中顯示，我國製造業用鋼、營造業用鋼的需求均已呈現飽和，未來勢必須增
加出口，來去化過剩產能。
1,500

萬公噸

1,200

900

600

營建用條鋼消費
製造業用鋼消費
出口鋼材

300

0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1989

資料來源：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金屬中心整理

圖 2-3、臺灣鋼材的主要流向與趨勢
2. 用鋼需求改變，
用鋼需求改變，鋼鐵高值化過程的充滿挑戰
隨著產業的升級轉型，國內的鋼材消費結構也在改變。政府持續推動工
具機、運輸工具、金屬製品等傳統產業產品的高值化，並發展光電、綠能設
備、智慧型機器人等新興產業。在目前我國鋼鐵材料的高值化過程中，面臨
的問題相當複雜，主要包括：
(1) 創新材料研發費用高且耗時，廠商研發風險高；
(2) 國內市場小，應用市場需求薄弱，經濟規模效益不足；
(3) 下游應用產業長期以代工為主，缺乏材料自主決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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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鮮人投入金屬產業意願低，人才面臨斷層危機；
(5) 長期使用國外材料，對改用國產材料信賴度不足，以及國外材料廠
的殺價競爭；
(6) 材料廠無法提供後續製程參數、協同產品認證等服務，國產化材料
應用意願低；
(7) 新開發材料品質或價格較不具競爭力等問題。
3. 鋼鐵貿易之挑戰：
鋼鐵貿易之挑戰：
由於鋼鐵需求不振、產能過剩、競爭加劇，各國之間的反傾銷、反補貼、
非關稅措施(如：限制進口許可)、技術貿易壁壘等問題的爭執，近來有增加
的趨勢。此外，雙邊/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如雨後春筍般出現，FTA 協定又
如同一刀兩刃，具有產業有得有失的特性。目前各國鋼鐵相關貿易的挑戰，
包括：
(1) 兩岸已簽署 ECFA 協議，目前貨品貿易協定正進行談判中，有關解
除中國大陸鋼品進口限制的項目與進度，將影響國內鋼材供應鏈體
系與競爭態勢。
(2) 由於全球鋼鐵產能過剩已來到前所未有的高水準，而全球需求僅微
幅成長，近年來全球貿易摩擦持續增加。
(3) 近年來亦新出現一些新的潛在貿易摩擦來源，例如：鋼鐵業的非關
稅障礙的措施增加(如：相關標準法規、認證要求、進口許可)、對
煉鋼原料的出口限制等。
(4) 我鋼鐵業的主要競爭對手國-日韓等國，持續完成與東協、印度、美、
歐盟等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洽簽。對毛利率普遍偏低的鋼鐵產品來說
各國稅率的差距，將造成我國與日、韓等競爭對手在這些市場占有
率的我消彼長，對我廠商造成不利影響。
(四
四) 鋼鐵業大宗
鋼鐵業大宗物質特性的
物質特性的基本問
基本問題
雖然產品的區隔化是絕大部分鋼鐵業者長年思考與推行的方向，但是以歷年
的資料分析，許多業者很容易掉入「投資陷阱」(investment trap)之中─即使是特
殊功能產品的利潤率較高，但是因為會有較高的固定資產和庫存，使得投資回收
條件反而可能比較差。因此除非產品的技術門檻很高，否則很快地就會有競爭者
一窩蜂的投入，使得產品價格快速崩跌。另外，鋼鐵業下游使用者和供應商的庫
存運作特性，特別是下游使用時間的可調整性，相對於上游鋼鐵廠生產的不可變
動性，使得鋼鐵業的價格與利潤具有很高的波動。不幸的是，通常只要有些微的
供應不平衡，往往最先受害於價格波動的是鋼鐵生產業者。
由於鋼鐵業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行業，大部分的大公司都經歷長期的技術和經
驗發展，因此真正可以削減成本的空間已經很小。另外也因為全球化的技術整合，
使得具備最先進效率的鋼鐵廠設計者集中在幾家國際級的獨立工程公司如
Danieli、SMS Demag、VAI 等，因此業者只要在合乎合理投資價位下，所興建的
新煉鋼鐵廠之技術與能資源使用效率的差異越來越小。
對於現有的鋼鐵公司而言，由於過去多年來的國際業者併購和更新時期已經
完成，現存的鋼鐵廠不論在設備的新穎性和規模條件都已經達到合理境界。產業
歷史經驗亦顯示出，如果低成長且低邊際報酬的業者持續依賴併購和整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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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得價格更持續受到壓縮而危害整個產業界。(過去 20 年來鋼鐵業併購的經濟
效益只 1-2%，相對比較之下，航太與醫藥產業至少均有 6%以上的立即併購效
益)。

三、主要鋼廠的供應鏈
主要鋼廠的供應鏈策略
供應鏈策略
雖然，鋼鐵產業是屬於資本密集的產業，但是產業的多元化令臺灣偏向中小型的
結構型態(除了中鋼系統之外)。而由於三、四十年來下游材料使用業者發展的支撐，
使得臺灣的鋼鐵業已經擁有比較完整的中下游體系，除了一些特殊鋼材外，各類型產
品幾乎可以自主生產，且在長期競合之後的業者間關係也維持了比較好的狀態。目前
國內鋼鐵業衍生發展產業鏈的模式可以大致區分為三個已經逐漸形成的方向：專業化
配合生產模式、產業群聚加工模式、以及中間貿易整合模式等。表 2-1 為三種產業鏈
模式的各類特性條件、發展關鍵因素以及適用於臺灣的目標產業之比較。
表 2-1、臺灣鋼鐵產業鏈發展模式的比對

下游目標
主要特點 市場的特性
基於材料和
產業的生產
專業化配合 合作和共同 技術特性，
生產模式 技術發展 與特定的企
業客戶進行
合作
專業生產分
產業群體合 工，整合產 配合同一個
作模式
品群供需關 行業多個企
業用戶
係
發展模式

產業鏈特徵
與特定下游
使用材料企
業建立專業
化配送和加
工合作
與產業群聚
形成用材與
行業的材料
供應
產業服務鏈
配合系列化
中間貿易商 產品與自由 目標市場多 透過電子商
配送關係 化貿易
樣客戶群體 務和現代物
流管理強化
產銷效益

發展的
關鍵因素
上下游的專
用技術合作
與產業鏈垂
直合作
下游成熟期
規模完整的
產業群聚

合作適
合作適用
產業
汽車產業、機
械和工具機
產業
家電產業、家
具業

先進的物流
條件和產品 客戶 B2B 採
需求即時訊 購網
息

(一
一) 上游原料端
上游原料端的供應鏈策略
的供應鏈策略
通常，鋼鐵廠針對上游原料針對上游料源的供應鏈掌握可以採取三項主要的
策略手段，包括：與供應商建立策略夥伴關係、JIT 採購，以及聯合採購。
在傳統的採購模式中，原料供應商與鋼廠之間是一種簡單的買賣關係，因此
無法解決一些涉及全局性、策略性的供應鏈問題，而供應鏈管理環境下，供應商
與需求企業之間是一種策略合作夥伴關係。鋼鐵業在鐵礦石採購方面，多會選擇
具有優勢邊有長期友好合作往來的供應商，與之建立長期廣泛的經營合作關係及
策略夥伴關係。以中鋼公司為例，除近乎 100%的鐵礦及煤礦皆與礦商簽訂長期
合約，以確保穩定供應量外，並且可以平衡煉鋼原料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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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T 採購不但能夠最好的滿足用戶需要，而且可以減少過多庫存、最大限度
的削減浪費．從而降低企業的採購成本和經營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在即
時採購條件下，由於要求供應商的經營行為能充分對應下游企業的標準化生產，
一方面要建立穩固的長期交易關係，保證品質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強化供
應商作業系統的協調，才能逐步降低採購成本。
由於上一世紀末鐵礦業的大幅重組整併，全球礦業資源的集中度提高。全球
鐵礦業三大巨頭，Vale、Rio Tinto 以及 BHP-Billiton 掌握了全球鐵礦石海運貿易
量的 60％。相對而言，由於全球鋼鐵產業的集中度偏低，導致鋼鐵業處於相對
被動的局面。鋼鐵業的用礦安全性和成本控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由於全球
鐵礦石市場一直處於賣方市場，實施聯合議價與採購，不易取得太多優勢。到了
2009 年，鐵礦石定價體系發生重大變革，鐵礦石價格歷經了 40 年的年度合約議
價模式，正式走下了歷史舞台，至今逐漸被市場現貨價格指數取代，聯合議價與
採購之策略模式，也隨之改變。
(二
二) 中游鋼鐵廠內部營運
游鋼鐵廠內部營運面
內部營運面的供應鏈策略
供應鏈策略
1. 產能過剩的因應策略
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削減產能，是過去先進國家因應產能過剩的重要策
略。1970 年代第一、二次石油危機後，各國政府及鋼鐵業因應產能過剩的策
略與做法不同，其因應作法中，以日本鋼鐵業的經驗較為成功。包括：
(1) 伴隨持續的研發、節能減排、環保和工安等投資。即使在削減過剩
產能階段，日本鋼鐵業仍持續投資，以保持競爭優勢，包括發展高
品質/高性能鋼品，如高效率無方向性電磁鋼板(用於油電混合車和
電動汽車馬達)。
(2) 削減過剩產能的同時，也採取確保就業的措施。就業員工重新分配
到其他業務部門和新興事業(如新材料、電子、資訊和通信)。如此
可以維持穩健的勞資關係，讓日本鋼鐵業沒有勞資糾紛。
(3) 有遠見的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日本鐵鋼聯盟認為，產業結構調整的
關鍵是要迅速採取行動，同時還需借助其他的資源、判斷產業周邊
的情況，採取最佳的因應策略。
2. 打造智慧化的供應鏈管理系統
要了要維持供應鏈的競爭優勢，各國鋼鐵業均持續改善與精進供應鏈的
管理，其中又以利用 IT 技術，打造打造智慧化的供應鏈管理系統最為積極。
包括：利用 IT 技術來削減成本、進行產品創新、與客戶進行協作、實現供
應鏈資訊透明化和即時化、監控和管理供應鏈風險、預測未來發展、進行全
球化的品質管理，及維持運輸及銷售的可靠度等。鋼鐵業客戶下單屬於多樣
少量，然而煉鋼偏好少樣多量的批次生產，造成生產規劃的挑戰越來越大。
2004 年中鋼成立產銷供應鏈建置計畫，邀請 IBM 共同合作開發產銷供
應鏈系統。以 IBM 的供應鏈管理理論與軟體為基礎，充分考慮中鋼的經營
模式與供應鏈策略，共同合作設計了獨具特色的一體化供應鏈解決方案。圖
2-4 為智慧化供應鏈管理平台的功能。而它的運作上主要包括兩部分內容：
IBM i2 需求滿足解決方案，以及建立 PDOS (Production Design &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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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ing)。根據中鋼估計，除了交貨期從過去以月計算的 87%達成率，提
升到以日計算的 90%達成率，回應客戶需求的時間也大幅縮短，從過去的兩
天大幅降到六秒鐘。

資料來源：IBM/金屬中心整理

圖 2-4、智慧化供應鏈管理平台的功能
3. 主要鋼鐵業的市場
主要鋼鐵業的市場流通
市場流通策略
流通策略
(1) 鋼材物流體系共有化策略
以合併前的新日鐵為例，該公司通過鋼材物流體系共有化策略，以
提升運輸料率與銷售競爭力。2006 年 4 月新日鐵將日鐵物流及製鐵運
輸兩家子公司進行統合，成立的新公司承擔新日鐵鋼材物流量的 7 成，
包括：君津、名古屋、大分、廣畑等製鐵所的內外運輸，均由其負責。
(2) 強化自主的鋼材物流體系
以合併前的住友金屬為例，為強化本身自主的鋼材流通功能，2006
年住友金屬在北關東地區成立直營的 Coil Center--「SSC 北關東」
。藉由
高爐廠的直營，形成新的營運模式，提供客戶如質如期、價格滿意的服
務。
(3) 擴大供應鏈的範圍
由於終端客戶產品朝少量多樣轉變，規模朝大型化、全球化發展，
許多大型用鋼產業紛紛採取外購策略，鋼鐵供應鏈也由簡單的專業分工，
轉變為提供複合加工服務的綜合型加工服務中心。圖 2-5 為鋼品流通業
的整合與複合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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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OSRI/金屬中心整理

圖 2-5、鋼品流通業的發展方向-整合與複合化
(4) 異業結合
隨著電子商務及 IT 技術的蓬勃發展，鋼鐵業亦在網路世界發現許
多機會。韓國 POSCO 與網路公司 Google 已開始進行業務合作，為鋼
鐵業與異業結合的一項案例。其合作範圍包括引進衛星、地圖等，用於
開發生產、物流功能系統。Google 則希望通過與 POSCO 的合作，擴展
服務領域，而不僅僅局限於搜索廣告及網路內容，並借此機會將有關技
術推廣到製造業。
(5) 建立封閉型
建立封閉型的
封閉型的鋼材流通體系，
鋼材流通體系，以支配市場
日本鋼材的流通不論量大的直銷體系或量小的零售體系，多被大鋼
廠的直屬綜合商社所掌控。鋼廠的供料與客戶的需求，被綜合商社緊密
的聯繫在一起，構成一個強而有力的供需網路。而臺灣中鋼公司的配額
制度，是緊密長久合作關係的重要工具，也是可建立封閉型的流通體系，
以利市場支配的重要工具與策略，一方面用鋼客戶可穩定取得供料，一
方面鋼廠可避免客戶追求短利，尋找其他供貨來源。中鋼配額制度另有
配套的降價回溯制度。中鋼內銷盤價約在每一期訂價區間的前 40 天開
出，若開盤後該期訂價區間的鋼材流通行情呈現下滑，中鋼為維持穩定
的供需關係，若盤價高出市場行情太多，中鋼會在下一期回補客戶。
另一個策略是藉由實施產品品質標準的規範，增加進口產品的進口
成本與難度。例如日本鋼鐵業 JIS 規格外，不同鋼廠還有自己本身的規
格標準。由於日本擁有堅強的下游製品，及金屬二次加工素形材產業，
掌握材料選用主導權，進口材料很難打進封閉的日本鋼鐵流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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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的
其他的市場流通策略
其他的鋼材市場流通策略，還包括：
1 調整生產數量
○
調整生產數量與行銷策略
生產數量與行銷策略

為因應金融風暴後市場需求不振、以及中國大陸不銹鋼產品大
舉入侵，POSCO 採取了針對進口品的防衛策略，包括：即使鎳金
屬成本上揚，仍凍漲其不鏽鋼出廠價、藉由調整其出貨量、目標行
銷(Target Marketing )之進行，來因應國外不銹鋼產品的大量流入。
2 進行反傾銷
進行反傾銷、
反補貼控訴之阻嚇
○
反傾銷、反補貼控訴
控訴之阻嚇

近期美國鋼價能夠持續保持一枝獨秀，除了美國需求持續復甦
外的關鍵因素是美國鋼鐵業對進口數量明顯增加之進口鋼品提出
反傾銷、反補貼之告訴，一方面阻嚇進口品低價搶市，亦讓進口品
不敢隨意發動傾銷。
3 修訂相關產品品質標準，
○
修訂相關產品品質標準，強化進口檢驗之把關

提高外國鋼品的進口難度與成本，亦是許多國家或鋼鐵業可能
會推動的工作。以臺灣的 CNS 標準修訂為例為防堵大陸含硼鋼筋
之進口，業者建議修訂鋼筋的標準，將硼降到 8ppm 以下，使大陸
含硼鋼筋無法符合大陸的出口退稅的合金鋼標準，惟目前仍無法取
得業者的共識。
(三
三) 鋼廠下
鋼廠下游客戶端的供應鏈策略
客戶端的供應鏈策略
1. 強化與客戶的關係
鋼鐵業為了穩定下游客戶的長期供料關係，可以對下游產業進行參股與
合資，或是與客戶協同進行產品開發，以建立固定的供應鏈而確保自身生產
的穩定條件。全球大型鋼鐵公司參股下游用鋼大客戶的情況相當普遍，此一
策略可能衍生一連串鋼材供應、協同開發相關鋼材與技術、合資新創公司等
有利於鋼廠的效果，並可構築鋼廠與客戶間的長期穩定關係，避免大客戶轉
單，損及出貨的穩定。
以中鋼公司為例，2010 年參與瑞智精密的策略夥伴，有助於雙方在馬達
重要材料-電磁鋼片料源的供需穩定。而為拓展電磁鋼片及提高氧化鐵粉附
加價值，雙方亦攜手進軍兩岸 BLDC 直流無刷馬達製造領域。中鋼更配合瑞
智壓縮機研發需求，成功開發 50CS300 等高品級電磁鋼片，使瑞智成功跨入
直流變頻冷氣機市場，也帶動中鋼電磁鋼片銷量擴大，2015 年年產能可達
2,000 萬台，向全球前 3 大壓縮機製造廠邁進。另外的案例是日本的石油產
業用鋼管(API)開發，是日本廠商與海外石油公司共同合作；新日鐵是與埃克
森美孚合作、住友金屬則與英國石油合作。而日本約有 4 成的汽車用鋼管，
是鋼廠與顧客共同開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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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外市場建立通路
由於下游產業的對外投資或外移，加上本業的產能過剩與內需市場的飽
和，全球主要鋼廠持續布局海外市場，尋找產品的出海口。日本汽車業、機
車業、家電業、基建、鐵路、能源等產業，在全球相關產業供應鏈扮演重要
地位。而這些鋼產業在海外的投資，也帶動了日本本國鋼鐵業對外的開疆拓
土。
中鋼則以透過直接投資或策略性持股等方式，建立了數個海外生產基地，
包括：與日本住金合作於越南成立中鋼住金越南公司(中鋼持股 51%)、馬來
西亞成立 CSC Steel Holdings Berhad，生產熱冷軋、GI、PPGI 等鋼品、於印
度設立電磁鋼片廠。此外亦積極與海外裁剪中心和通路商合作，預計在五年
內籌設 10 個海外裁剪中心，透過此管道銷售數量約可達 50 萬噸/年左右，佔
集團鋼品外銷的 6%左右。圖 2-6 為中鋼在海外的布局情況。

資料來源：中鋼公司

圖 2-6、中鋼在海外布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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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可能策略
(一
一) 以供應鏈的角度，
以供應鏈的角度，探討標竿國家的關鍵成功
探討標竿國家的關鍵成功因素
成功因素
研究標竿對象並探究其背後的成功因素，進而模仿學習，可以發展出一套可
提升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關鍵策略。日本鋼鐵業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其供應
鏈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日本鋼鐵業的供應鏈，從上游原料供應商到鋼廠，再到
用鋼客戶，均有密切的連結，屬於向前(供應端)及向後(顧客端)強力緊密連結的
構造。以下說明日本鋼鐵業供應鏈的優勢與特色：
1. 鋼鐵原料供應端的優勢，
鋼鐵原料供應端的優勢，主要為煉鋼原料屬自主開發
主要為煉鋼原料屬自主開發，
自主開發，權益礦的
權益礦的進口比例
進口比例
高。日本的綜合商社具有
日本的綜合商社具有雄厚
綜合商社具有雄厚資金
雄厚資金與
資金與情報偵蒐能
情報偵蒐能力
偵蒐能力，能做好鐵礦等原物料
開發、
開發、投資等基盤建置工作。
投資等基盤建置工作。
日本礦產資源稀缺卻是許多種礦產品的需求大國。經過 50 年的策略佈
局，日本已經建立起了多元管道、多元方式的機制，以保障礦產資源的長期
供應穩定，實現有效獲取海外礦產原料的目標。其海外礦業佈局的成功，主
要可歸納為：
(1) 改善與資源國的關係：藉由經濟、技術援助等措施改善與資源國的
關係。並通過財團參股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的策略，擠進各資源國的
礦業體系。
(2) 全力支持跨國礦業的經營：利用財政、金融、稅收等措施，全力支
持跨國礦業經營。 例如：礦產銷售收入的 50%，作為公積金分 3
年用完，無需納稅。而海外礦產的稅收處理，也有許多優惠措施。
(3) 加強直接投資，建立策略礦產儲備：日本政府與企業共同投資海外
大型礦業項目，政府投資比例可達 50%以上。
(4) 穩健的投資方式：主要的投資類型有三種，包括：直接參與礦藏勘
查活動的勘查礦、向某些礦廠投入建設資金以取得一定比例之礦石
償付的權益礦，以及直接從國際市場購買的購買礦。
(5) 強大的綜合商社：日本商社在鋼鐵供應鏈持續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
包括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紅商事等。
一方面加強對上游原料端的探索與控制，另一方面為下游銷售端的
構建，提供情報等支援服務。
2. 日本在金屬二次加工與素形材
日本在金屬二次加工與素形材技術
與素形材技術的領先
技術的領先，造就日本鋼鐵業供應鏈的一大
優勢：
優勢：日本在製造業及
日本在製造業及金屬
製造業及金屬二次加工製品企業
金屬二次加工製品企業，
二次加工製品企業，具有垂直整合優勢，
具有垂直整合優勢，從而
確保了安全及穩定的需求基礎。
確保了安全及穩定的需求基礎。日系用鋼產業在海外的投資
日系用鋼產業在海外的投資，
產業在海外的投資，除了強化了
除了強化了
用鋼產業的優勢外
用鋼產業的優勢外，
的優勢外，也帶動本國鋼鐵業在外
帶動本國鋼鐵業在外開疆拓土
在外開疆拓土。
開疆拓土。
金屬二次加工(如鑄造、鍛造、沖壓、銲接、表面處理等)及「素形材」(如
鑄件、鍛件、沖壓件、銲接件、表面處理產品等)是鋼材(屬一次加工品)轉變
為零組件，為終端產業所用之核心技術。素形材加工被廣泛運用於身邊常見
的家庭用品、電氣產品以及通訊設備、運輸設備、產業機器等各種工業產品
的零組件製造中。
素形材產業，被稱為日本製造業的重要支柱產業。由於日本素形材產業
的技術領先優勢，讓日本汽車、機械、家電、造船等產業，在國內外市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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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較高的市場占有率，進而確保了日本鋼鐵業擁有穩定的鋼材銷售出海口。
當這些用鋼產業前往海外投資設廠時，也帶動了日本鋼材海外的開疆拓土。
3. 在物流及配送體系的優勢：
在物流及配送體系的優勢：藉由封閉流通體系的構築
藉由封閉流通體系的構築，
構築，強化了日本廠商對
國內市場的控制
國內市場的控制。而高爐
而高爐廠直屬商社物流/流通體系
廠直屬商社物流 流通體系，
流通體系，更強化了其供應鏈
優勢。
優勢。
日本鋼鐵業 JIS 規格外，不同鋼廠還有自己本身的規格標準。建立封閉
型鋼材流通體系，以便支配內需市場的一個重要策略。藉由實施產品品質標
準的規範，可避免低品級鋼材擾亂本國市場。另外，日本的鋼鐵公司和綜合
商社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存在著相互持股或共同投資的關係。目前日本鋼材
流通體系在綜合商社這一層面，實際上已形成了伊藤忠丸紅鋼鐵、美達王、
三井物產、住友商社為主體的四大商社運行體制。
在海外，日本綜合商社與鋼廠，有大量合作投資，或是密切配合的子公
司。例如，三井物產把新日鐵引入上海寶鋼，成為其全方位的合作夥伴，而
自己又與上海寶鋼成立鋼鐵物流公司——寶井，從而深入到鋼鐵產業鏈的各
個環節。三井物產可以輕易掌握中國大陸鋼廠各層面的商業情報。
4. 在客戶端的優勢：
在客戶端的優勢：大量的優秀
大量的優秀客戶，
客戶，對全球
對全球市場和技術的具主導
市場和技術的具主導權，與客
戶持續進行的共
持續進行的共同
技術開發，構築了
構築了長期穩定的交
長期穩定的交易關係。
易關係。
進行的共同技術開發，
日本鋼廠與造船、家電製造等大型企業之間，通常採用季度或年度定價。
汽車、造船、家電等製造業大型企業的鋼材消費量，佔鋼材消費總量的
30~40%，因此具有相對穩定的銷售數量與價格，這個供需關係，對維護鋼
材流通秩序，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日本鋼廠在鋼材用量較大的大型用鋼企業，
通常是半年或一季談一次，價格一旦確定，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這個
與大型用鋼企業直接確定銷售價格的做法，對鋼鐵業的好處是︰(1)便於鋼廠
控制重要的客戶資源，準確把握客戶需求；(2)與用戶的價格談判，保證了鋼
廠在鋼材定價方面的主導權；(3)價格在一定期限內的相對穩定，有利於鋼鐵
市場的平穩運行，同時有助於供需雙方進行長期合作。
(二
二) 提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
提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
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策略建議
根據目前鋼鐵供應鏈面臨的挑戰、目前各國鋼鐵業的供應鏈策略、日本在鋼
鐵供應鏈的成功經驗等分析，配合我國鋼鐵產業的供應鏈發展環境，提出一些提
升鋼鐵產業供應鏈國際競爭力的策略建議，主要包括：
1. 上游原料端的可
上游原料端的可能策略
隨著中國大陸鋼鐵業的發展以及鋼鐵儲藏量將快速上升，長期可能面臨
廢鋼供過於求的問題，此一現象所衍生出便宜的廢鋼，將提高建置電爐煉鋼
產能的誘因。此外，頁岩氣的低成本開採，使直接還原鐵的生產成本下滑，
以電爐流程生產高品質平板類鋼材的條件更為成熟。未來在天然氣價格較便
宜的區域，電爐流程部分取代高爐流程生產高品級鋼材將成為趨勢，相關鋼
鐵業者須持續關注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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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鐵礦等原物料開發、投資等基盤建置工作，培養類似日本綜合
商社的情報力、資金力與分析力。
(2) 發掘潛在缺料危機，評估可能有供給瓶頸的原料，提早進行供料佈
局。
(3) 發掘具競爭力供應端企業，思考以權益礦方式，維持雙方供應鏈關
係。
(4) 發掘潛在可能供給過剩的煉鋼原料(如廢鋼)，利用低廉原料進行生
產的可能策略。
2. 中游生產端的的可
中游生產端的的可能策略
(1) 因應產能過剩，進行整併或淘汰落後產能等產業結構調整。
(2) 持續的進行研發、節能減排、環保和工安等投資。即使在產業結構
調整階段，仍持續投資，以保持競爭優勢。並應有遠見的進行產業
結構調整，且應判斷產業周邊的情況(如新材料、綠能和電動車等新
興事業)，採取最佳的因應策略。
(3) 產官學研通力合作，持續強化與精進金屬二次加工及素形材產業之
技術生根，以做為鋼鐵下游相關用鋼產業(如金屬製品、運輸工具、
家電、機械等)的堅實後盾。
(4) 配合國內外重要具潛力客戶布局方向，或政府新興產業培植策略，
尋找潛力產品或廠商，進而發展緊密之材料與製品的緊密策略夥伴
關係，穩定未來供貨。
(5) 建構智慧化供應鏈管理平台，除了所需的基本功能外亦須具備可以
進行最佳化之運算功能，如：風險調整庫存的最佳化、供應能力和
交貨的最佳化、通路庫存最佳化、以機率為基礎的風險管理等。最
好還能具有提供決策參考用之智慧功能，例如：具事件「感知和反
應」能力、動態的供需平衡、供應鏈風險分析及減災模式、可分析
碳/能源/水/廢棄物的衝擊，提供永續發展策略與政策決策之用、客
戶區隔的產品生命週期管理、資產管理策略和全球執行力等。
(6) 強化創新能力的環境構面，建立可支援創新、合作和員工間溝通之
平台與工作文化。並且推動鋼鐵產業相關之電子商務及雲端服務創
新，如 ERP/CRM 系統、POS 系統等，並以國際化為最終目標。
(7) 建構封閉型銷售供應鏈體系，強化對低價進口鋼材的市場防衛，例
如：
○
1 調整供需與行銷策略
針對進口鋼品的進行防衛，例如暫時凍漲出廠價、藉由調整鋼
品出貨量以避免供過於求、進行目標行銷(Target Marketing )等。
○
2 實施反傾銷
實施反傾銷、
反傾銷、反補貼之阻嚇
適時針對進口數量明顯增加之進口鋼品，提出反傾銷、反補貼
之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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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修訂相關產品品質標準，
修訂相關產品品質標準，強化進口檢驗之把關
實施國家品質標準，須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國產品與進口品的
驗證與檢驗，要求標準須相同。
○
4 其他策略
政府可針對政府推動之公共工程項目，除了某些特例外(如:公
共利益、國內不供應或不合理的費用)，必須使用國產的鋼鐵製品。
3. 下游需求端的的可
下游需求端的的可能策略
(1) 在國內市場，藉由專用規格、專屬裁減廠、直屬貿易商等封閉流通
體系的構築，或利用配額與降價回溯機制等定價策略，以強化對國
內市場銷售體系的掌握。
(2) 與客戶持續進行的共同技術開發，構築長期穩定的聯盟關係。
(3) 長期應由國內外產、官、學、研通力合作，強化了鋼鐵二次加工技
術及用鋼產業之優勢，扶植下游用鋼產業，從而確保了安全及穩定
的需求基礎。
(4) 目前我廠商持續進軍海外市場，應持續研擬如何強化與下游二次加
工或製品業，在海外市場的垂直整合策略。
(5) 東協鋼鐵有極大的供給缺口，臺灣鋼鐵業有必要貼近該市場，加強
售前售後服務，建立長期穩固策略夥伴關係。並且強化對其鋼鐵下
游相關產業(如金屬製品、運輸工具、家電、機械等)的投資力道。
(6) 臺灣面臨被全球貿易協定邊緣化危機，未來應積極洽簽相關自由貿
易協定，包括：ECFA、TPP 與 RCEP 等，以維繫海外貿易的公平競
爭。
(7) 在進行投資可行性評估時，不能僅專注於市場發展潛力、技術能耐
等議題，應將可能面臨的反傾銷、反補貼之威脅納入考慮。
(8) 各國政策會影響鋼鐵業價值鏈中，附加價值的分配，包括：非關稅
障礙、多邊/區域或單方面的貿易自由化、原產地規則等，複雜性更
勝以往，相關議題研析與因應，須更廣泛與深入。
表 2-2 為對鋼鐵業的綜合上、中、下游產業鏈延伸與合作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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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鋼鐵業產業鏈延伸與合作策略建議

策略選項
產品條件重於製程
改善
營收與成本效益之
權重必須依照景氣
上游 調整
與終端使用者(客
戶的客戶)連接
配合高端產品的資
產優化
提升煉鐵系統技術
以新技術及其整合
提升生產效率
中游 改進軋鋼技術
深度加工以配合下
游產業應用
產品條件重於製程
改善
營收與成本效益之
權重必須依照景氣
調整
與終端使用者(客
戶的客戶)連接
下游 配合高端產品的資
產優化
貼近客戶的供應中
心和代理商

產業鏈

關鍵條件
對於特殊鋼鐵材料要求之客戶，功能的專業性例如硬度、安
全、耐候性等，往往比價格更重要，生產要素反而是次要的
條件。(因為客戶產品價格區位高，對原料價格的敏感度低)
由於專業鋼鐵材料的客戶在擴張時期對價格的敏感性很低，
因此應該以營收做為主要的績效管理指標；而在經濟發展遲
緩的時期，再將重點轉回成本效益的掌控
特殊鋼鐵材料製造物件的終端使用者，常常對於產品的運作
性能遠大於對機具和材料價格的關注，而且其使用技術和經
驗的回饋，對於原料的生產者的材料優化資訊極為關鍵
鋼鐵公司可以考慮特殊高價材料的可間斷加工條件，與一貫
性生產之間進行最優化排程，提高不同階段產能與設備利用
率
利用製程中能資源整合技術降低能源和物料消耗；例如高爐
煤氣回收、高溫送風、富氧使用等
開發新穎技術和其整合運用；例如複合吹煉、熔氧結合冶煉、
鋼水連鑄澆鑄等
包括更新軋鋼機之應用及其配合周邊技術的整合，以提升生
產與能源效率
發展具有產業合作效益之特殊鋼材，將產業鏈優化；例如著
重臺灣較需要的風力發電機、工具機、模具、電機產業的優
質鋼材
對於特殊鋼鐵材料要求之客戶，功能的專業性例如硬度、安
全、耐候性等，往往比價格更重要，生產要素反而是次要的
條件。(因為客戶產品價格區位高，對原料價格的敏感度低)
由於專業鋼鐵材料的客戶在擴張時期對價格的敏感性很低，
因此應該以營收做為主要的績效管理指標；而在經濟發展遲
緩的時期，再將重點轉回成本效益的掌控
特殊鋼鐵材料製造物件的終端使用者，常常對於產品的運作
性能遠大於對機具和材料價格的關注，而且其使用技術和經
驗的回饋，對於原料的生產者的材料優化資訊極為關鍵
鋼鐵公司可以考慮特殊高價材料的可間斷加工條件，與一貫
性生產之間進行最優化排程，提高不同階段產能與設備利用
率
特殊鋼鐵材料的「準確交貨」往往是非常關鍵的客戶關係管
理條件，因此對於庫存控制和技術服務之搭配特別重要。而
由於材料特殊要求，使得成本資訊具有不對稱性，鋼鐵公司
可以在合理的庫存管理上創造出更多的盈餘
特殊回收材料之使 專業鋼鐵材料的生產者，如果能夠掌握生產特性與回收鋼鐵
用
的關聯性，尤其搭配終端使用者的閉環回收作業系統，則可
能產生極大的成本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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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產業可深化與
臺灣產業可深化與創新的
產業可深化與創新的方向
創新的方向

鋼鐵
材料
公司

【材料分流系統性回收】
【新型 資訊管理模式】

材料貿易
材
供應商
料
使
【特殊庫存
庫存
創造利潤】
用
者
技術服務
團隊【長期合作】
中心
B2B

/

【產品規格優
先回饋製程】

/

終端使用者

R&D
team

【最終使用條件與信任度建立】

圖 2-7、鋼鐵產業向下游可強化重點
圖7 鋼鐵產業向下游可強化重點
圖 2-7 為臺灣的鋼鐵產業在面對未來嚴苛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可以針對下游產業
鏈採取的重點。以全球鋼鐵業的下游消費端分析，營建業是最大的鋼鐵消費部門約占
50%左右，其次是運輸業(車輛、造船、鐵路等)約占 16%，機械業占有 14%，金屬製
品亦有 14%，家用的器具和電機設備大約占 3%。因此，鋼鐵產業可以將相關的下游，
包括機械加工、建材以及其他的用料行業進行企業間產業鏈之有效地整合。建構出一
條廻圈之生態產業鏈，透過上下游和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合作，將鋼鐵業的材料快
速供應給將相關的加工業。
表 2-3 是整理 2012 年臺灣鋼鐵業下游不同類別產業使用鋼鐵材料的總成本排序，
由表中可以看出下游產業採購鋼鐵材料的總費用依序為機械、螺絲、造船、車輛、鋼
構、鋼線鋼鑬、製管及手工具等產業。如果再進一步考量各個下游產業在國際上的競
爭特性，則應該可以深入挑選其使用鋼鐵材料是否具有較佳的特殊性與產業上下游關
連性，並且能夠支撐該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中勝出，持續提升附加價值而成為高值
化的最終勝利者。初步建議可以考慮機械業、螺絲業、造船業及手工具機業，再深入
評估其次產業的可能強化條件。(註：此部分乃是簡化後的篩選，未來仍有待深度的
次產業技術上與國際競爭對手的比較後再下定論)。
表 2-3、臺灣鋼鐵業下游使用鋼材成本排序(2012 年)

產業
機械業
螺絲業
造船業*
車輛業
車輛業*
鋼構業
鋼線鋼纜業
鋼線鋼纜業
製管業
製管業
手工具業
*與其他材料競爭性強

鋼材成本
(百萬元)

產業產值
(百萬元)

144,000
55,675
38,540
36,960
31,435
29,190
18,720
16,578

960,000
123,722
60,831
615,951
48,362
41,700
23,400
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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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材成本比重
鋼材成本比重
(%)
15
45
30+
60+
65
70
80+
27

表 2-4 是比較 2013 年臺灣鋼鐵材料在國際貿易與國內產值條件下的資料。在 HS
Code 六碼中鋼鐵材料 177 個品目，篩選了 14 項在價格優勢比、全球市場占比及對國
內相對經濟貢獻等三個指標綜合數值比較高者。其可以界定為未來臺灣鋼鐵材料推向
國際產業的各品項產品中，較具有競爭優勢或者值得強化以並向客戶擴張的項目。(註：
此名單是本研究的初步篩選結果，其採用的三項指標與權重模式，值得鋼鐵產業未來
在搭配下游的優勢產業鏈結分析之後，做進一步的比對後再予以強化)。
表 2-4、初篩具競爭條件之鋼鐵材料

英文品名

HS
Code
720229 Ferro-Silicon, nes
Ferro-chromium (>4% of
720241
carbon)
Ferrous products obtained
720310 by direct reduction of iron
ore, nes
Sponge Ferrous Prods, or
720390
iron (purity >99.94%)
720521 Powders, alloy steel
Powders, iron or steel, other
720529
than alloy
Primary forms,
720690 iron/non-alloy steel, purity <
99.94% iron
Angles, shapes and sections,
721669
cold formed, nes
Angles, shapes and sections,
722240
stainless steel
Flat rolled prod, as p/6
722540 stainless, inc nfw thn
hr,>/600mm wide
Flat rolled prod, of high
722620
speed steel, <600mm wide
Bars and rods of
722820
silico-manganese steel nes
Bars & rods, alloy steel, o/t
722830 stainless, not further worked
than forged
722870

Angles, shapes and sections,
as o/t stainless, nes

價格 全球市 國內相 建議
中文品名
優勢比 占(%) 對表現 優先別
矽鐵，含矽量<55％ 0.36 0.02 0.0127 3
鉻鐵，含碳量>4％ 0.52 0.058 0.0336 3
鐵礦砂直接還原所 0.81 0.002 0.001 3
得之鐵產品
海綿鐵產品，純度 0.97 0.355 0.2066 2
>99.94％
合金鋼粉
1
0.63
3.304 1.9214
其他粉狀之生鐵
0.38
0.585 0.3401
1
初級形狀之鐵及非 0.30 0.174 0.1011 3
合金鋼
角、形及型鋼，冷成 0.38 0.534 0.1443 2
形未進一步加工
不銹鋼製角、形及型 0.55 2.136 1.2423 1
扁軋製品，非捲盤
狀，熱軋後未進一步 0.44 0.060 0.0347 3
加工，寬度>/600mm
高速鋼扁軋製品，寬 0.73 1.448 0.8423 1
<600mm
矽錳鋼製條及桿
3
0.43
0.023 0.0136
合金工具鋼條及
桿，熱軋、未進一步 0.56 0.309 0.1799 2
加工
其他合金鋼製之
3
0.37
0.026 0.0154
角、形及型

說明：
• a－價格優勢比：該品項與國際同產品的相對售價比【(臺灣價格-全球平均價)/(臺灣價格+全球
•
•
•
•

平均價)】
b－全球市占(%)：該產品銷售額占全球之比率
c－國內相對表現：該產品對臺灣產品類的貢獻比(R.C.A)
具有各項條件相對優勢的品項：720521、720529、722240、722620 (a>0.3；b>1.0；c>0.8)
具次要優勢者：720390、721669、722830 (a>0.3；b>0.3；c>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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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鋼鐵產業這個百年以來的「工業之母」，正走到一個不再有需求持續成長的高牆
之前，面對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全球鋼鐵產能過剩，而鋼鐵產品屬於國際性流通商品，
國內市場亦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及鋼品供過於求的影響，企業尤其面臨到中國大陸鋼
品價格競爭的紅海，經營環境惡化，甚至影響企業生存。國內鋼鐵產業供應鏈，應該
緊密合作開創出具競爭優勢的市場「藍海」空間以共同提升競爭力。未來在產業國際
競爭必定更趨於白熱化，臺灣產業現在仍然有下列幾個需要持續關注與努力改進的重
點：
(一) 全球鋼鐵產業市場大環境的變遷(供應大於需求)且衍生激烈競爭，過去鋼鐵
產業景氣的 5 年循環期已不復見，國內鋼鐵廠特別需建立安內攘外的共識，
不但需穩定國內市場，以策略聯盟、投資或合股等方式，整合鋼鐵產業上
下游共同研發具國際競爭力商品，而且更需共同拓展國際市場，採取異業
結合、持續創新、結合專業的策略，協力開拓國外市場。並且業者共同努
力推行創造價值、利潤分享及永續經營的三項合作主軸。
(二) 鋼鐵具有既是資源、又是產品的特性，有能力形成閉鎖式物質流循環系統，
臺灣的產業可以結合供應鏈或異業聯盟，儘速在全球市場上找到更佳的定
位。從資源角度的觀點將鋼鐵產業認定為一個關鍵程序，產業當成金屬資
源管理者的角色。而從產品角度的觀點亦可以發展對環境及能源具效益的
綠色產品，從上游減少碳足跡，以及下游產品在使用及廢棄的階段，對環
境及污染影響低。
(三) 對於礦石和焦炭等原料端主導的超額利潤，因為產業特性與議價能力掌控
因素而在短期內無法撼動；但是應該特別注意待未來十年左右鋼鐵材料回
收量的持續增長，可能在原料市場占比過半之後產生的市場典範移轉，這
將是臺灣業者值得關注而且預做更多準備工作的課題。
(四) 鋼鐵產業在面對中國大陸鋼鐵擴充量產之競爭條件下，策略選擇宜避開大
量化商品，改為往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發展特殊功能鋼品，朝向以”
功能”計價，而非以重量計價，以避開大廠量產的威脅。免於被推落紅海
的唯一出路，就是翻過技術門檻的高牆，進入高規格材料以及和下游業者
穩固連結的藍海之中。雖然創新研發是業者必定要長期投入的任務，但是
中短期的重點，仍然應該整合並建立臺灣鋼鐵產業下游業者的國際競爭力。
特別與鋼鐵材料使用業者的深化策略聯盟，並突破以往只注重材料規格與
生產的思維，將產品功能、供料規範、使用情境都納入長期共同合作的核
心要件之中。而針對鋼鐵業建立與下游鏈結工作，政府與鋼鐵產業可以投
入建立與下游更佳合作的重點可以包括：(1)鋼鐵產業與下游跨業聯盟─包
括產品類別合作與生產區隔作業，並建立「把餅做大」的擴張原則。(2)投
入關鍵材料的共同研發—從逆向整合的角度，協助業者找到各自核心技術
能力延伸的合作研發策略焦點。(3)專業性結盟─協助建立一對一和一對多
的特定材料應用技術結盟，並以長期的合作關係為基準。
(五) 臺灣鋼鐵產業即使發展出特殊材料以提供特定產業的技術優勢，但是考慮
本土市場規模太小的限制，仍然應該將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新興市場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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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合作的對象。在此條件下，無論是 ECFA 和其他 FTA 的簽訂和後續清
單的訂立，對臺灣的鋼鐵產業將是極為重要的發展契機。
(六) 鋼鐵業面對了外部重要影響因素如全球化的趨勢、能資源與物質流之供應
與波動，及廢鋼的回收等；內部重要影響因素，則須謹慎拿捏利益相關者(如
客戶、股東及員工)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以及社會對鋼鐵業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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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因應國際貿易障礙及兩岸貨貿協議
因應國際貿易障礙及兩岸貨貿協議，
，鋼鐵業如何
突破並拓展新局
吳惠林、
吳惠林、吳林茂
一、全球鋼鐵產業之現況與展望
(一
一) 全球鋼鐵與貿易
全球鋼鐵與貿易現況
與貿易現況
根據全球鋼鐵協會(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SA)發布預測資料，2014 年全
球鋼鐵產量（排除中國大陸）之年成長率約為 3.5%，將較 2013 年之成長率 3.1%
增加；而近年增產最為穩健的中國大陸，2014 年預計年增率為 3%，是其鋼鐵產
量自 2006 年以來，首次落後世界其他產區。事實上，根據圖 3-1 可知，全球鋼
鐵粗鋼生產，2002 年約生產 90,500 萬噸，其中，中國大陸一地的占比約為 20.1%，
與歐盟 27 國之份額相當，但至 2012 年全球產量增加至 154,700 萬噸，而中國大
陸的占比也升高為 46.3%，將近半數(2013 年第 1 季為 50%)，顯見近 10 年中國
大陸之增產穩健與迅速。
雖然全球鋼鐵產量攀升，但是有關價格卻相當紊亂。圖 3-2 為鐵礦砂之價格
指數(以中國大陸為代表)，雖然 2010 年之後暫停攀升趨勢，價格有所滑落且出
現震盪，但 2013 年仍較 2005 年高出 3 倍。

年全球粗鋼產量
全球總產量：905 百萬公噸
2002

年全球粗鋼產量
全球總產量：1,547 百萬公噸
2012

資料來源: WSA (2013), ”World Steel in Figure 2013”.

圖 3-1、全球鋼鐵粗鋼生產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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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MF (2014),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CD”.

圖 3-2、全球鐵礦砂價格指數(2005 年=100)

表 3-1 為 2012 年全球主要地區之鋼鐵貿易統計，由表列資料可知主要鋼鐵
出口國為中國大陸、歐盟 27 國、日本、韓國以及俄羅斯等，臺灣全球排名為第
13 位，出口量為 1,050 萬噸；至於主要鋼鐵進口國為美國、歐盟 27 國、德國、
韓國以及泰國等，臺灣全球排名為第 19 位，進口量約為 750 萬噸。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出口國
中國大陸
歐盟(27 國)
日本
南韓
俄羅斯
德國
烏克蘭
土耳其
義大利
法國
比利時
美國
臺灣
荷蘭
巴西
西班牙
印度
奧地利
英國
加拿大

表 3-1、全球鋼鐵主要出口國與進口國

出口量(
出口量(百萬噸)
百萬噸)
54.8
47.1
41.5
30.2
26.7
26.0
24.1
18.7
18.3
14.6
14.5
13.6
10.5
9.7
9.7
9.5
8.2
6.8
6.4

進口國
進口量(百萬噸)
美國
31.5
歐盟(27 國)
29.5
德國
22.9
南韓
20.4
泰國
15.2
中國大陸
14.2
義大利
13.9
法國
13.2
印尼
12.2
土耳其
11.5
比利時
10.6
加拿大
9.6
印度
9.3
墨西哥
9.3
沙烏地阿拉伯
8.1
波蘭
7.9
越南
7.8
荷蘭
7.6
臺灣
7.5
西班牙
7.3

資料來源: WSA (2013), ”World Steel in Figur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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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未來全球鋼鐵產業之展望與挑戰
目前，全球鋼鐵市場面臨主要挑戰，可分為供給端與需求面因素加以分析。
就供給端而言，最主要者為中國大陸之產能嚴重過剩的結構性問題。雖然中國大
陸在「保增長、調結構」之政策方針下，推動落後產能的淘汰，國務院並訂定目
標為五年內淘汰 8,000 萬噸產能，長期而言將有助於中國大陸鋼鐵產業市場結構
與發展的改善，但短期內中國大陸鋼鐵市場的產能過剩問題，難以有效改善。根
據中國大陸中國鋼鐵協會統計，2013 年前 3 季中國大陸粗鋼產量年增率達 9.67%，
遠高於世界鋼鐵協會(WSA)預估的 6%，顯示大陸淘汰落後產能的速度低於新增
產能速度，而在中國大陸經濟景氣走疲，鋼材需求量成長放緩，以及產能過剩的
結構性問題未解決之前，全球鋼鐵市場仍將持續微利態勢。
根據報導，中國大陸鋼鐵業產能過剩，總規模 2 億噸以上，相當於日本、美
國產能總規模，且中鋼協的鋼價指數已經下降到 95 點，是近 20 年來最低點，顯
示產能過剩的情況已經嚴重拖累鋼價。中鋼協的統計指出，2014 年第一季鋼廠
的財務費用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22.17%，加上資產負債比例不斷增加，使得很
多鋼廠的資金情況雪上加霜。
除了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供給面因素之外，在需求面全球鋼鐵產業也面臨嚴
峻考驗。首先是下游產業的需求緊縮，包括汽車產業的生產原料替代以及中國大
陸積極打房等，而新興市場之需求走緩也是重要原因。
就下游產業的需求緊縮而言，根據美國鋼鐵行銷發展協會（SMDI）統計，
汽車製造業與建築業為鋼鐵之主要下游產業，如在北美鋼鐵製造商的整體年度營
收中，約 20%來自於汽車製造業，而營建業則更是占有三成以上。在歐洲地區，
汽車產業之鋼鐵需求約占總鋼鐵需求的 18%，而建築產業的占比則達到 35%。
汽車產業的生產原料替代，以鋁合金取代鋼鐵，主要是因為美國汽車製造商承受
環保壓力日增。根據 2012 年宣佈的新燃油經濟標準：在 2025 年之前，汽車的燃
油經濟性提升至美國環保署規定的 54.5m/pg (英里每加侖)，約為 4.3 升/百公里，
此一標準較目前平均約 25 英里之數值高出逾倍。是以，汽車製造商轉向以鋁材
取代鋼材，減輕車重、發展油電混合車及全電動車，以因應美國環保署的燃耗要
求。由於鋼鐵的優勢在於價格低及延展性高，並且鋁材成本最高可達鋼鐵的 3
倍多。是而鋼鐵業者為突破困境，積極開發比一般鋼鐵輕且硬、但仍比鋁便宜的
高級鋼鐵。惟此一改變，仍仰賴汽車製造商及消費者之接受度與市場反應。
有關建築業需求緊縮，主因中國大陸嚴厲執行打房政策，房地產確定步入寒
冬，營建相關產業，如鋼鐵、平板玻璃、陶瓷、衛浴設備等建材事業，都因而減
降需求。雖然中國大陸推出保障房建設，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建成 3,600 萬套，預
估 2014 年將會有 600 萬套左右的保障房開工(2013 年規劃為建成 470 萬套，新開
工 630 萬套)，由於 2014 年保障房新開工成長率略低於 2013 年，是以保障房措
施能維持中國大陸鋼筋市場之基本需求，但預估鋼筋產業的市場景況將不會優於
2013 年。
雖然近年新興的綠建築，被視為化解鋼鐵產能過剩的積極通道，透過上下游
聯動升級，由新型城鎮化—>建築業升級—>鋼結構用鋼材品種優化—>吸收鋼鐵
過剩產能，來化解鋼鐵產能過剩的積極途徑。但實際操作上困難不少，如適用於
開發國家的設計理念或建材，其中有許多設計、技術並不全部適用於熱帶、亞熱
帶國家，是而仍有諸多考驗與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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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興市場國家需求和緩，據世界鋼鐵協會預測，新興經濟體出現鋼鐵需
求走弱的態勢，主要反映新興經濟體面臨結構性的問題。2014 年，新興經濟體
的鋼鐵需求增速將從 2013 年的 5.1%走緩，粗估值約 3.2%。雖然先進國家經濟
繼續穩步恢復，並增加對於鋼鐵的需求，預估幅度約為 2.9%。但根據歐洲鋼鐵
聯盟（EUROFER）發布的報告指出，即使需求開始恢復回升，但是歐洲鋼鐵業
的需求將難以恢復至 2007 年的水準。有人甚至認為歐洲當前只是暫時性的需求
復甦。
需求增長放緩及供應持續過剩這兩大難題將繼續困擾全球鋼鐵業。令人擔憂
的是，由於業績惡化，不斷出現政府實施保護主義措施的情況，這將進一步阻礙
行業的復甦。

二、臺灣鋼鐵產業之發展與
臺灣鋼鐵產業之發展與國際貿易現況
發展與國際貿易現況
臺灣鋼鐵業發展已逾 60 年，臺灣經濟成長與鋼鐵產業之發展息息相關。表 3-2
彙整臺灣鋼鐵業各發展階段特徵，在經濟起飛之前，臺灣鋼鐵產業以滿足內需市場為
主，由於人工成本低廉加上臺灣地理區位優越，主要以拆船後所得的船板與廢鋼，作
為鋼鐵產業發展的料源。由於資本與生產規模都不大，整體產量的成長幅度還遠落後
於市場需求。
1973 年政府宣佈進行十大建設，推動大鋼廠計畫，中鋼公司隨即在 1974 年正式
建廠。而在 1978 年，政府以避免浪費及鋼品生產過剩為理由，禁止鋼廠的擴充及設
立申請。1980 年起為了避免國外鋼品之不公平競爭，針對中鋼可以生產的 26 項鋼品，
給予中鋼進口加簽權。
1983 年政府公布「中小型鋼鐵工廠擴充設備及新廠設立執行規範」， 在對生產
規模、產品品質、污染及能源效率等建立標準後，才正式解除投資禁令，並於 1987
年 7 月正式撤除「進口加簽權」此項授權。
隨著 90 年代全球民營化潮流與趨勢發展，中鋼也在 1995 年完成了官股釋出而正
式改制為民營，臺灣並自 1997 年起成為鋼材的淨出口國。而隨著東南亞金融風暴重
創亞洲經濟，使臺灣鋼鐵業落入谷底。直至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並因 2008 年北
京奧運及 2010 年上海世博會，積極展開鐵路、公路等基礎建設，強勁需求讓市場供
不應求，從 1999 年至 2003 年，臺灣出口至大陸的鋼鐵成長達一倍之多。但是好景不
長，世界鋼鐵需求量最大的中國大陸開始實施宏觀調控，並面臨陸續而來之次貸風暴、
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重創全球鋼鐵需求，再加上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無法
去化庫存，造成有關鋼鐵之傾銷訴訟頻傳、鋼價落入谷底，廠商面臨經營的嚴厲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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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

表 3-2、臺灣鋼鐵業各發展階段特徵

經濟發展 鋼廠動態
主要產品
鋼材貿易
間接外銷
經濟起飛 僅有中小規模的 普通鋼長條類鋼 進口替代
加工外銷體系
~1974
初期
單軋廠、電爐廠 品為主
尚未建立
國營一貫作業煉
充分原料供應
經濟成長
鋼廠、民營平板
新
增
鋼
板
、
熱
由進口替代轉
1975~1983
初期
類單軋廠投入生 軋、冷軋
為加工外銷 下促成加工外
銷體系熱絡
產
民營平板類單軋 新增鍍面鋼品、
不銹鋼熱軋、不
經濟穩健
廠擴大規模、不
內外需求皆熱 內銷主要以加
1984~1996
成長
銹鋼一貫作業煉 銹鋼冷軋、不銹
工後外銷使用
鋼棒線、合金鋼
鋼廠投入生產 材
因亞洲金融風暴 新增鍍面鋼品、
衝創，廠商退出 不銹鋼熱軋、不 出口比例持續 因加工外銷產
市場， 其中包含 銹鋼冷軋、不銹 升高， 進口需 業廠商外移嚴
1997~2007 經濟成熟期
投資規模龐大的 鋼棒線、合金鋼 求隨國內市場 重，國內需求因
普通鋼與不銹鋼 材
飽和漸趨萎縮 而萎縮
板類單軋廠
新增鍍面鋼品、 出口面臨激烈 因中國大陸產
不銹鋼熱軋、不 全球化競爭，國 能過剩以及金
經濟景氣
2007~
波動加劇期 中國大陸崛起 銹鋼冷軋、不銹
融風暴導致歐
鋼棒線、合金鋼 內市場面臨中
國大陸削價
美需求不足
材
資料來源：1.ITIS
(2003),《全球鋼鐵業競合分析與臺灣鋼鐵業未來發展策略策略》
2.自行整理
(一
一) 近年臺灣鋼鐵產業現況
於 2008 年次貸風暴之前，因全球景氣穩健成長，歐美鋼鐵市場需求強勁、
新興國家之需求提升，加上日本、韓國鋼鐵廠減量等因素下，國內鋼鐵業營運逐
年向上。但自 2008 年第 4 季起，金融風暴爆發致使國際鋼價崩盤，市場買氣開
始下滑，低迷景況持續至 2009 年底。而 2010 年在國內外景氣復甦，加上各國推
出景氣刺激方案，如中國大陸實行汽車及家電下鄉等政策，使得國內鋼鐵產業營
收成長，並於 2011 年營收增加至新台幣 6,255 億元，回復金融風暴前之水平。
惟 2012 年全球景氣復因美國債信降評、歐債危機等衝擊，整體鋼材報價、
國內外市場需求也呈現萎縮，下游業者對於產品庫存轉趨保守，不利業者 2012
年營運。表 3-3 為臺灣鋼鐵產業生產與貿易之概況，根據資料國內鋼鐵產業 2012
年生產總額約 16.8 兆新台幣，較 2011 年縮減 2.5%，而占整體產業之比重也由
2011 年的 4.3%，下降為 2012 年之 3.8%，減少 0.5 個百分點。
至於鋼鐵產業之貿易，主要以 HS 72(鋼鐵，Iron and steel)以及 73(鋼鐵製品，
Articles of iron or steel)為主，根據海關資料，2013 年出口鋼鐵總值約 101.1 億美
元，占出口總值的 3.3%；進口鋼鐵總值約 98.9 億美元，占進口總值的 3.7%；進
出口相抵，淨出口鋼鐵產品約為 2.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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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臺灣鋼鐵產業生產與貿易概況

項目 \ 年度
1981
1991
所有產業
45,299
109,152
24,663
52,370
國內生 製造業
產總額 鋼鐵業
635
2,504
(億元) 占產業比(%)
1.4
2.3
占製造業比(%) 2.6
4.8
227
766
出口 出口總值
鋼鐵業
3.0
8.0
(億美元)
占出口比(%)
1.3
1.0
212
631
進口 進口總值
鋼鐵業
9.0
42.0
(億美元)
占進口比(%)
4.2
6.7
資料來源: 主計總處，「總體經濟資料庫」

2001

2011

2012

2013

204,956

341,702

340,841

--

86,044

172,509

168,257

--

4,546

14,810

12,890

12,264

2.2

4.3

3.8

--

5.3

8.6

7.7

--

1,263

3,083

3,012

3,054

3.5

117.6

103.6

101.1

2.8

3.8

3.4

3.3

1,080

2,814

2,705

2,699

31.7

128.1

108.5

98.9

2.9

4.6

4.0

3.7

(二
二) 臺灣鋼鐵產業之發
臺灣鋼鐵產業之發展特色與挑戰
特色與挑戰
臺灣鋼鐵工業歷經半世紀的努力，從早期以廢鐵煉鋼或拆船軋鋼為主的時代，
進步到 1970~80 年代陸續成立一貫作業煉鋼廠與電弧爐煉鋼廠，引進最新的生產
技術，奠立今日臺灣鋼鐵工業之基礎，擁有完整的上中下游體系。
根據產業發展以及市場結構等觀察，臺灣鋼鐵工業發展特色可彙整如下：
1. 屬於成熟產業並為基礎工業；
2. 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能源密集型產業；
3. 產品重量體積較大、運輸成本高，為節省運輸成本，因而設廠廠址選擇多
以靠近原料來源或接近能源處，並且母國市場效果(Home Market Effect,
HME)明顯；
4. 中下游產業方面並無大型用鋼鐵業，臺灣鋼鐵產業中下游之製管、運動器
材、腳踏車、車身零件、螺絲螺帽、鋼線鋼纜、手工具等，多以中小企業
為主，單位廠商的需求量不大，與日韓等國高度依賴汽車、重機業的型態
不同；
5. 產業關聯性高，若以標準化後之影響度（即向後關聯效果）與感應度（即
向前關聯效果）大小，判斷產業關聯效果。鋼鐵產業之影響度與感應度都
大於 1（平均值）
，意謂其為產業關聯較明顯之產業；
6. 加工外銷型鋼材受全球景氣波動影響大；
7. 上、中游廠商集中度高，若以廠商產能規模分析，自上游鋼板、熱軋鋼品、
冷軋鋼品，中游等各類鋼板片之前四大廠商絕對集中度來看，皆在 70%
以上，屬於寡占產業。至於下游裁減中心等，則屬於集中度低的市場結構；
8. 產品差異性低，產品定位區隔不大，產品屬性包括鋼板片的厚度、硬度、
彎曲性、衝壓性、平坦性及伸展性差異不大，故彼此間競爭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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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臺灣鋼鐵產業發展，若以 SWOT(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
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四個不同面向，可彙總整理如表 3-4。就優勢
而言，由於臺灣持續有都市更新等計畫推動，以及基礎建設發包陸續釋出，對於
鋼鐵之內銷市場提供基本需求支撐。並且在歷經全球金融風暴以及全球化激烈競
爭之後，國內現有廠商在汰弱留強的情況下，存活企業具有管理、技術、市場通
路等優勢。此外，國內鋼鐵產業上、中、下游體系完整，管理及行銷能力強，且
供應鏈之間緊密連結合作，在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等一條龍的運作下，廠商之資
源配置更有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服務品質等。而臺灣企業社會責任認同感
強，即社會資本相對底蘊豐厚，有利於啟發社會的良知，以互助合作良性回饋等
模式，有利資源整合與合作。
至於臺灣之劣勢，則主要包括:鋼鐵生產之原料仰賴進口，價格易受國際原
物料價格波動所影響，且為價格接受者，難以有價格議價與主控權。因受到 90
年代國內產業持續外移影響，國內下游鋼鐵加工業之外移現象也持續進行，進一
步衝擊內需市場。此外，由於中國大陸等產能過剩，以致有削價傾銷等情事，對
國內造成因進口鋼品低價搶單，而有同業殺價競爭，獲利下滑的情況。因產業生
產作業環境特性，國內業者多面臨勞工缺乏、工資上揚、土地成本過高等窘境。
有關臺灣發展鋼鐵產業之機會(Opportunities)，主要因素為國內業者之市場
結構已經汰弱留強形成集團的整合，對於未來之全球布局將能有更宏願之思維與
格局。而引進國外技術與設備，有利降低成本，也將增強國際競爭力。而新興國
家成長動能持續，也將有效刺激鋼鐵消費需求。雖然中國大陸目前遭遇產能過剩
問題，但因兩岸之產品規模以及市場差異，兩岸 ECFA 簽訂後，仍可增加臺灣行
銷以及中國大陸產能的消化速度1。
至於面對的主要威脅，包括:中國大陸供過於求之產能，對全球鋼鐵市場的
供銷造成龐大壓力。並且國際間，為避免中國大陸的傾銷以及面對全球經濟景氣
之波動，有關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世界各國採行反傾銷或防衛措施等貿易保護政
策，防堵進口產品。此外，環保與品質要求日漸受重視並規範愈趨嚴格，增加業
者經營成本。

根據資料，中國大陸若能取消鋼鐵上游 20%不等的胚料出口加稅，讓臺灣業者可以利用中國大陸豐
沛的煤鐵礦、合金鐵、鎳胚等各項原料，不但可減輕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壓力，也有助於降低臺灣鋼
鐵業對澳洲、巴西等國進口原料的依賴，並節省巨額運費支出，有助於提升臺灣鋼鐵業經營績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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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臺灣鋼鐵產業發展之 SWOT 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都市更新計畫陸續推動，基礎建設發包陸 原料賴進口，價格易受國際原物料價格波
續釋出
動所影響
經過市場激烈競爭，汰弱留強，存活企業 國內下游鋼鐵加工業外移現象持續，進一
具有管理、技術、市場通路等優勢
步衝擊內需市場
上、中、下游體系完整，管理及行銷能力 進口鋼品低價搶單，造成同業殺價競爭，
強
獲利下滑
企業社會責任認同感強，有利資源整合與 勞工缺乏、工資上揚、土地成本高
合作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集團的整合及淘汰
中國大陸供過於求之產能，對供給造成龐
引進國外技術與設備，有利降低成本，增 大壓力
強國際競爭力
世界各國採行反傾銷或防衛措施等貿易
新興國家成長動能持續，有效刺激鋼鐵消 保護政策，防堵進口產品
費需求
環保問題漸受重視與嚴格，增加業者經營
兩岸 ECFA 簽訂後，可能降低臺灣對於鋼 成本
鐵上游原料採購成本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徵信所
(2013)，《鋼鐵基本工業》
http://www.credit.com.tw/creditonline/cfcontent/industrial/weekly/index.cfm?sn=292
三、臺灣鋼鐵產業面臨
臺灣鋼鐵產業面臨之貿易障礙
面臨之貿易障礙
臺灣於 2002 年初加入 WTO，2004 年全面進入鋼鐵進口零關稅時代，全面與國
際市場接軌。為避免進口鋼材對開始實施零關稅的國內市場造成太大衝擊，對自大陸
進口之鋼板、棒線等鋼鐵產品採取專案申請措施，惟專案核准進口後仍享有零關稅待
遇。雖然國際貿易日益全球化與自由化，關稅隨之調降，但伴隨而來的卻是非關稅貿
易措施的日益增加。
尤其近年來，全球經濟成長走緩，各國貿易保護與非貿易障礙措施與紛爭頻傳，
如根據國貿局統計，臺灣產品 2012 年遭他國展開反傾銷或反規避調查案共 26 件，較
2008~2011 年間，每年平均件數僅 8.5 件，大增逾 3 倍。若以產品類別觀察，以鋼鐵
產品共 14 件最多，包括澳洲、馬來西亞與阿根廷、美國等，都已針對冷軋、熱軋、
不鏽鋼、線材等產品，向中鋼(2002)、唐榮(2035)、豐興(2015)等業者提出反傾銷，要
求課徵 3%~8%的反傾銷稅。
以下，茲分就關稅貿易障礙與非關稅貿易障礙分別敘述。
(一
一) 關稅貿易障礙
關稅貿易障礙
就關稅障礙而言，主要有關稅以及反傾銷稅。
1. 進口關稅
進口關稅
在關稅部分，若以熱軋鋼捲為例，馬來西亞對於鋼鐵產業採取貿易保護
主義的政策，因此對進口品課徵 25%的稅率，而日本因與馬來西亞簽署馬日
經濟夥伴協議（MJEPA）
，其 6.8~13.6%稅率，日本的競爭力相對較強；在印
尼部分，日本、韓國亦皆走在臺灣前面。在此並以燁輝企業公司為例，說明
有關關稅貿易障礙情形。就燁輝企業公司生產的鍍烤(鍍鋅烤漆)鋼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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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至少遭遇 10 個國家在進口關稅率上與主要競爭對手相當大的關稅差異，
但除了關稅障礙之外，臺灣業者也同樣面臨這些國家對臺灣實施一些非關稅
障礙措施，如：傾銷控訴、強制性鋼品進口驗證措施或進口防衛措施
(Safeguard)等，簡列如表 3-5 所示。
表 3-5、臺灣於東協及其他國家與主要競爭對手之進口關稅率差異

出口 國家別 2013 年臺灣 對出口國之進口關稅率 對臺灣非關稅障礙措施
臺灣非關稅障礙措施
鋼品
銷該國數量(噸) 臺灣 中國大陸 韓國
對熱浸鍍鋁鋅鋼捲、片提出傾
泰國
133,510
5%
0%
0%
銷控訴
越南
10,971
15%
5%
15% 實施強制性鋼品進口驗證措施
新加坡
28,756
0%
0%
0%
擬對中國大陸及越南熱浸鍍鋅
熱
熱
浸
馬來西亞 140,977 20% 20% 20% 鋼捲、片提出傾銷控訴，但希
浸
鍍
鍍
望臺灣業者自我節制
鋁
鋅
鋅
擬對熱浸鍍鋅鋼捲、片提出進
鋼
菲律賓
39,920
7%
0%
0%
鋼
捲
口防衛措施
捲
、
、
擬對熱浸鍍鋁鋅鋼捲、片提出
12.5%
10%
98,227
12.5%
片 片 印尼
進口防衛措施
緬甸
4,831
1.5%
1.5%
1.5%
印度
1,580
7.5%
7.5%
0%
澳洲
78,359
5%
0%
5%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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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小計
537,205
泰國
14,288
5%
0%
0% 對烤漆鋼捲、片提出傾銷控訴
越南
13,290
5%
0%
5% 實施強制性鋼品進口驗證措施
新加坡
9,729
0%
0%
0%
馬來西亞 8,068
20%
20%
20%
烤
漆
擬對烤漆鋼捲、片提出進口防
菲律賓
1,278
7%
0%
0%
鋼
衛措施
捲
、
12.5%
10%
27,176
12.5%
片 印尼
緬甸
7,295
1.5%
1.5%
1.5%
印度
1,883
7.5%
7.5%
0%
澳洲
36,689
5%
0%
5%
智利
142
6%
0%
0%
小計
119,838
資料來源：燁輝企業公司

77

2. 傾銷稅
若以熱軋鋼捲為例，泰國對臺灣中鋼課 3.45%傾銷稅，臺灣其他業者
25.15%。根據全國工業總會(2013)「2013 年國內企業出口市場貿易障礙調查
報告」
，彙整業者對於主要國家之關稅障礙如表 3-5 所示。根據資料可知，
鋼鐵產業之關稅障礙以東協地區、印度等地為主。相對之下，業者對於中國
大陸，則因兩岸簽訂 ECFA 而較無相關申訴。
(二
二) 非關稅障礙-臺灣
非關稅障礙 臺灣鋼鐵業遭遇之反傾銷案現況
臺灣鋼鐵業遭遇之反傾銷案現況
所謂非關稅貿易障礙指的是除了關稅外，對於貨物的進出口構成實質限制和
禁止的措施，造成出口國廠商的進入障礙。近年因全球貿易型態的改變，各國為
保護其國內企業所採取的貿易障礙措施，早期大多採取進口關稅障礙措施抵制進
口。直到區域經濟崛起，區域間關稅互惠措施與貿易最惠國待遇形成區域型關稅
領域(如東南亞國協、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各國關稅被迫逐步降低，為了保護
其產業，紛紛祭出各項非關稅障礙措施(如印尼 SNI 認證制度之技術性貿易障礙)，
使得貿易障礙進入另一階段的挑戰，非關稅措施逐漸取代了關稅成為各國貿易保
護手段。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報導，自 2008 年次貸風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
成長趨緩，有愈來愈多國家採取新貿易保護措施。例如中國大陸於 2009 年 1 月
間，宣布對汽車業及鋼鐵業提供多項賦稅誘因及補貼措施；法國、德國、俄羅斯、
美國、瑞典及加拿大，亦考慮對汽車、鋼鐵產業實施緊急援助措施。部分國家則
採取貿易救濟如課徵反傾銷稅方式，防止廉價進口品進口。各國紛紛以佯稱保護
主要產業為由而採取各項貿易保護措施，惟其方式與過去傳統以關稅及配額之形
式不同，多改採以補貼及提供誘因等方式保護。
表 3-6 為臺灣鋼鐵產業遭遇之非關稅障礙，主要包括有：1.巴西--對國內之
冷軋不鏽鋼扁軋製品案；2.印尼--自 2012 年 12 月 19 日發起防衛措施調查，主要
針對進口鍍、塗鋁鋅合金之鐵、非合金鋼扁軋製品的防衛措施；3.美國--控訴臺
灣的碳鋼板，碳鋼熱軋、不銹鋼捲、不銹鋼板、碳鋼管及不銹鋼管等諸多案子，
皆是 5 年落日複查後又一個新 5 年課稅的開始，每案都是超過 10 年，有的更長
達 17 年甚至 20 年以上，嚴重影響臺灣產業競爭力及國家利益；4.印度--關務程
序缺乏透明、過度或無端要求文件以及港口、海關或其他賦稅經常變化，而當地
的相關法規都以不同型式(如 Notification 及 Circular)方式於網站公告，且其僅公
告文件編號與相關法規修改內容，廠商對於法規内容究竟是否已經修正不易查詢。
進口流程不易瞭解，通關時間較長，且未具體說明通關需要的時間。
中國大陸於 2002 ~2003 年針對 HS 7209 之碳鋼冷軋板捲對臺灣廠商，包括:
中鋼、高興昌、盛餘、統一實提出反傾銷控訴。在調查期間（2002~2003 年）
，
臺灣碳鋼冷軋板捲出口至中國大陸年平均為 504.6 百萬美元，但調查後兩年
（2004~2005 年）之平均值反而提高至 546.3 百萬美元，顯示臺灣對中國大陸之
出口規模並未呈現縮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臺灣在中國大陸碳鋼
冷軋板捲的進口市佔率，由 43.8%降至 17.9%，顯示反傾銷控訴對臺灣廠商的直
接傷害。
東協市場對臺灣而言，因距離近、運費低又經濟大幅成長，而成為同業外銷
開發重點，但其各國近年紛紛祭出各式技術性貿易障礙，使得同業欲進入該市場
之困難度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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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東協國家各項非關稅障礙措施概況

國家別

非關稅障礙

SNI (Standard
National Indonesia)

認證

印尼

Safe Guard

Alloy Permit

說明
由進口商提出申請，印尼 SNI 認證官員每年需到國外製造
廠驗證。
工作天：3 天，費用：約 9,000 美元。
印尼商務貿易保護委員會(KPPI)最快於 2014 年 7 月底針對
鍍鋁鋅產品提出“進口防衛措施”。需徵收之進口保護關稅
分 3 年，並逐年遞減方式實施如下:
第一年 Rp 4,998,784/公噸; 約 439 美元/公噸。
第二年 Rp 4,314,161/公噸; 約 379 美元/公噸。
第三年 Rp 3,629,538/公噸; 約 319 美元/公噸。
印尼貿易部最快於 2014 年 7 月底將實施合金鋼進口總量
管制，含硼鋼品將受影響，若無進口准證將無法進口。

由出口商向 SIRIM (Standards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提出申請，每年需到國外製造廠驗證。
認證
工作天：3 天，費用：約 5,000 美元。
馬來西亞
由進口商按照合約逐筆申請，由工貿部(MITI)把關，難度
Approval Permit
逐年增加。
由進口商每年提出申請，須為當地鋼廠無法生產範圍，進
口商才申請得到免稅額度。但申請至核發時間過長，約 4
Tax Exemption
個月。
BC1 (Design Guide on
of Alternative Steel 由出口商提出申請，每年需到國外製造廠驗證。
新加坡 use
Materials to BS 5950) 工作天：2 天，費用：約 8,000 美元。
認證
由進口商向越南工商部(MOIT)提出申請，然後協同科技部
進行審查。認證有效期為期 3 年。
TCVN (Tiêu Chu n
查核採兩種方式：(1)至供應鋼品之國外製造廠查核，(2)
Vi t Nam)認證
越南 (TCVN：英文 Vietnam 執行到港逐批查驗。
原訂於 2014/6/1 日起，越南對當地進口商或製造商實施強
Standards)
制性鋼品進口驗證管制措施。但因承辦單位越南工商部
(MOIT)，仍無任何法規或文件規範傳至海關，在無法規可
依循下，目前所有進口作業流程仍與 6/1 日前相同。
資料來源：燁輝企業公司
MS (Malaysian
Standard)

近年各國政府為求國內產業生存也動輒引用 WTO 體制下的貿易救濟措施傾銷控訴來對抗進口產品，而臺灣因為內需市場有限，大部份的貨品必須仰賴外
銷，自然而然也非常容易變成他國控告侵銷的對象。此外，中國大陸近年因鋼鐵
產能及產量暴增，鋼材出口量逐年遞增，而成為各國控訴鋼材傾銷之主要對象，
部份國家因誤認臺灣為中國大陸的一部份，也使得臺灣連帶遭到傾銷控訴。茲就
近年來 8 個國家對臺灣各式鋼鐵產品提出的各項傾銷案列舉如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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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地區)

(

印度

表 3-7、對臺灣提出反侵銷控訴案課稅中鋼鐵產品一覽表

課稅中產品
1. 冷軋不銹鋼（Cold-Rolled Flat Product
of Stainless Steel Plate）

熱軋不銹鋼板材(Hot-Rolled Flat
Products of Stainless Steel)
1. 扁軋不銹鋼捲(Stainless Flat-Rolled
Nickelliferous)
俄羅斯 2. 冷軋和冷塗聚合物塗覆鍍鋅鋼板
2.

反傾銷稅稅率
(1)燁聯：200 系：不課稅、300 系：489 美元/公噸
(2)燁茂：300 系：505.96 美元/公噸、400 系：138.05 美元/公噸
(3)其他稅率：200 系：1,293.62 美元/公噸、300 系：2,254.69 美
元/公噸、400 系：1,446.17 美元/公噸
(1)燁聯：432.44 美金/公噸
(2)其他：683.95 美金/公噸

2011.11.25

39.1%

2011.12.26

22.6%

2012.07.01
2014.04.29

(Cold-rolled and Cold-coated
Galvanized Steel with Polymer Coating)

熱軋鋼扁軋製品（Flat Hot-rolled Steel (1)中鋼及燁隆：3.45%
(2)其他：25.15%
in Coils and not in Coils）
2. 鍍鋅鋁鋼品(Zinc-Aluminum Coated
反傾銷稅率(CIF 價格)：
Steel in Coils and not in Coils)
(1)燁輝 2.59%、(2)盛餘 7.12%、(3)裕鐵 3.42%、
(4)其他廠商 39.12%
3. 鍍鋅鋼及鍍鋁鋅烤漆鋼 (Painted
反傾銷稅率：
Galvanized Steel and Painted
(1)盛餘 23.55% 、(2)燁輝 18.39% 、(3)裕鐵 20.78%、
Aluminum Zinc Steel in Coils and not (4)凱景 20.78% 、(5)其他廠商 44.77%
in Coils)
4. 冷軋碳素鋼捲及非鋼捲（Cold
反傾銷稅率(CIF 價格)：
Reduced Carbon Steel in Coils and not (1)中鋼 8.80%、(2)高興昌 17.47%、(3)統一實業 4.22%、
in Coils）
(4)其他廠商 17.47%

1.

泰國

開始實施時間
2010.02.20
2011.06.08 期中複查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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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展開調查

續課 5 年
2013.01.07 終判
2014.01 情勢變更複查
2013.01.07 終判課徵效期
5年
2003.05.27
2009.05.23

2014.01

終判續課 5 年

國別
(地區)
印尼

課稅中產品

1.

熱軋鋼捲 (Hot Rolled Coil)

2.

冷軋鋼捲及鋼板 (Cold Rolled
Coil/Sheet)

不銹鋼板捲（Stainless Steel Plate in
Coils）
2. 矩形鋼管（Light-Walled Rectangular
Pipes and Tubes）

1.

美國

非合金焊接鋼管（Non-alloy Steel
Pipes and Tubes）
4. 圓形焊接碳鋼管（Circular Welded
3.

Carbon Steel Pipe & Tubes or Small
Diameter Circular Welded Carbon
Steel Pipe and Tubes

）

5.

熱軋碳鋼產品 （Certain Hot-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中鋼：
中鴻：
尚興：
其他：
中鋼：
：
盛餘：
統一實業：
高興昌：
其他廠商：
：
：

反傾銷稅稅率

0%
(1)
(2)
4.24%
4.7%
(3)
(4)
37.02%
8.8%
(1)
(2) Synn Industrial 5.9%
12.3%
(3)
(4)
11%
(5)
20.6%
20.6%
(6)
(1) Yieh United Corp. (YUSCO) 8.02%
(2) YUSCO/Ta Chen 10.20%
(3) All Others 7.39%
(1) Ornatube Enterprise 0%
(2) Vulcan Industrial Corp. 40.97%
(3) Yieh Hsing Industries, Ltd 40.97%
(4) All Others 29.15%
(1) Kao hsing Chang Iron and Steel Corp.:19.46%
(2) Yieh Hsing Enterprise Co., Ltd 27.65%
(3) All others 23.56%
(1) Yieh Hsing 1.61%
(2) KHC 14.08%
(3) Yun Din Steel Co. Ltd. 14.08%
(4) Yieh Loong Co.:14.08%
(5) All others 9.7%
(1) An Feng Steel Co., Ltd 29.14%
(2) China Steel Corporation/Yieh Loong 29.14%
(3) All Others 20.28%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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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實施時間
2008.02.28
2012.04.09 落日複查
2013.04 落日複查終判
2016.02 有效期限
2013.03.19 課徵效期 5 年

1999.05.21
2005.07.18
2011.08.30
1989.03.27
2006.08.09
2012.02.02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1992.11.02
2006.08.14
2012.07.17
1984.05.07
2006.08.14
2012.07.17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2001.11.29
2007.12.27
2013.12.17

續課 5 年
續課 5 年

國別
(地區)

課稅中產品
1. 熱軋碳合金鋼片與鋼帶（Flat
Hot-rolled Carbon and Alloy Steel
Sheet and Strip）
2. 焊接碳鋼管 (Carbon Welded Pipe)

反傾銷稅稅率
2007 年價格複查結果：不合作廠商稅率：77%
2010 年價格複查結果：不合作廠商稅率：77%
終判傾銷差額：
(1)中鴻: 0.005% 、(2)鑫陽: 0.4% 、(3)燁煇: 4.7% 、
加拿大
(4)其他廠商: 54.2%（另以正常價格課徵反傾銷稅）2013.05.07 第
一次價格複查
中鴻、鑫陽個別正常價格
其他廠商 54.2%
(1)中鋼：198.34 美元/公噸
1. 矽鋼扁軋板(Non-oriented Silicon
(2)其餘廠商：567.16 美元/公噸
Steel)
(1)燁聯、燁茂、唐榮：616.67 美元/公噸
(Cold-rolled
巴西 2. 冷軋不銹鋼扁軋製品
(2)允強：705.61 美元/公噸
Stainless Steel Sheet)
(3)嘉發等 16 家：673.18 美元/公噸
(4)其他：705.61 美元/公噸
(1)鑫陽 2.8%
1. 中空結構型鋼 (Hollow Structural
(2)達豐 2.4%
Sections)
(3)不合作廠商 5.3%
(1)中鋼 2.6%
2. 熱軋鋼捲（Hot Rolled Coil）
(2)中鴻 6.5%
(3)尚承 4.1%
澳洲
(4)其他出口廠商 8.2%
3. 鍍鋅鋼品 (Zinc Coated Steel)及鍍鋁 (1)鍍鋅鋼品：
被排除課稅：盛餘、達豐
鋅鋼品 (Aluminum-Zinc Coated
中鴻：8.5%、燁輝：2.6%、其他出口商：8.6%
Steel)
(2)鍍鋁鋅鋼品：不課徵反傾銷稅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雙邊貿易一組、雙邊貿易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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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施時間
2001.08.17
2006.08.16 續課 5 年
2011.08.15 續課 5 年
2012.12.11 開始課稅

公告
止
公告
止

2013.07.17
2018.07.17
2013.10.04
2018.10.04

至
至

澳洲內政部長
批准終判報告
2012.12.20 澳洲內政部長
批准終判報告
2012.07.03

澳洲律政部長
批准終判報告

2013.08.05

(三
三) 臺灣鋼鐵產業
臺灣鋼鐵產業貿易
鋼鐵產業貿易障礙主要議題挑戰
貿易障礙主要議題挑戰
1. 區域經濟合作衝擊臺灣
區域經濟合作衝擊臺灣鋼鐵出口
臺灣鋼鐵出口
區域經濟協定或貿易協定(RTA 與 FTA)盛行，臺灣主要競爭對手包括中、
日、韓都與貿易夥伴簽有 FTA。其中，韓國之 FTA 覆蓋率於 2013 年底已達
36.81%，而臺灣僅 9.69%；且韓國之 FTA 協議對象都為主要經濟大國，如歐
韓 FTA、美韓 FTA 等，而臺灣僅與中國大陸完成 ECFA 早收清單，經貿逐
漸被邊緣化。
尤其韓歐與韓美 FTA 生效，臺灣螺絲螺帽、手工具、汽車鈑金件、機
械 …等鋼鐵下游製品輸往歐美，因關稅高於韓國影響出口競爭力；在缺乏
FTA 的競爭壓力下，臺灣出口須支付較高關稅，對臺灣鋼鐵出口已造成貿易
障礙，尤其對毛利率普遍偏低的鋼鐵產品來說，各國稅率的差距將影響鋼廠
在區域經濟市場的競爭力。
2

至於對於在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而言，韓國與印度簽署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CEPA)，該協議對 80%韓國進口貨品立即取銷或分階段逐步調降進口
關稅；而日本與印度也已簽署經濟夥伴協定(CEPA)，於 10 年內日印雙邊貿
易總額 94%的商品和服務關稅將被取消3。經由上述協定，日本、韓國輸往
印度熱軋、冷軋、鍍鋅及電磁鋼品的關稅，已由 2009 年的 5%降至目前 2.5%，
並將於 2017 年前降至零關稅；反觀臺灣輸往印度的熱軋、冷軋產品，卻由
2009 年 5%提升為目前 7.5%。此將影響臺灣鋼鐵業的競爭力，不利產業的發
展。
2. 貿易保護主義衝擊臺灣
貿易保護主義衝擊臺灣鋼鐵出口
臺灣鋼鐵出口
由於近年全球經濟成長放緩，造成全球鋼鐵供過於求的現象更加嚴重。
面對鋼鐵產業不景氣，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各國經常以反傾銷稅作為阻斷
進口手段，有的國家則以提高進口關稅或實施進口認證的方式，築起貿易壁
壘，保護該國鋼鐵產業。國際間不公平競爭與貿易紛爭迭起；近年臺灣被控
傾銷的案件將近 10 件，已嚴重衝擊出口導向的臺灣鋼鐵產業。
如美國鋼鐵企業要求美國政府採取貿易救濟措施，保護 50 萬產業工人
的利益。據經濟政策研究所統計，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針對 18 個國
家和地區的 9 種鋼鐵產品，美國鋼鐵企業共向美國政府提出 40 項反傾銷和
反補貼調查申訴，為 2001 年以來最多，且 2014 年美國祭出的大多數貿易救
濟措施，都是針對鋼鐵產品。

鋼材因歐美進口零關稅較不受是否簽訂 FTA 影響。
日本與印度於 2011 年 2 月完成《日─印全面性經濟夥伴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CEPA）之簽署。根據該協議，日印兩國約 94%之貨
品將於協定生效後 10 年內逐步調降成至零關稅；而韓國與印度類似的雙邊貿易協定則是於 2009 年 8
月簽署、2010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韓、印 FTA 預定削減約 80%貨品的進口關稅。根據 KITA 研究
指出，韓國對印度出口產品前四名為機械、電子產品、鋼鐵及汽車零組件，與日本對印度出口產品前
四名完全相同。其中機械設備及其元件占韓國對印出口的 16.5%、電機產品及其零件占 15.5%、鋼鐵
占 13.3%、汽車零組件占 11.8%；而日本對印度出口最大宗為機械設備及其元件占日本對印出口的
30.6%、電機產品及其零件占 13.6%、鋼鐵占 12.2%、汽車零組件則占 8.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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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競爭優勢的消長，
成本競爭優勢的消長，可能導致貿易態勢的改變
北美地區一直是全球主要的鋼材淨進口市場，根據 WSA 資料，美國為
全球最大鋼材進口國。不過，近期隨著北美頁岩油/氣的開採，北美鋼鐵業將
擁有便宜的電力，配合廢鋼儲量豐富的優勢、廉價直接還原鐵的量產，未來
5~10 年內，當地可望成為低生產成本國，可能扭轉為鋼鐵產品淨出口國。
未來若北美鋼鐵市場逐漸可以自給自足，甚而因成本低廉有餘力出口至亞洲、
歐洲地區，預期將對全球鋼鐵產業之貿易型態與方向，造成相當衝擊，並且
可預期未來國際鋼鐵貿易市場的競爭，可能更加激烈。

四、ECFA 貨品貿易協議對臺灣鋼鐵業之影響
(一
一) ECFA 成效
2004 年起臺灣已實施鋼材進口零關稅，惟對部分大陸鋼材進口，仍有進口
設限。兩岸已簽署 ECFA 協議，在第 1 階段 ECFA 協商，將 5 項平板碳鋼類產品
計 34 個稅則項目(以海關稅號 11 碼計算)列入早收清單，使臺灣業者得以享受大
陸調降進口關稅優惠。
不過，兩岸鋼鐵進口零關稅項目數量不對等，ECFA 後臺灣已對大陸開放碳
鋼平板鋼材，若以海關稅號 HS code 11 碼計算，大陸鋼材零關稅項目僅 34 個，
而大陸享臺灣零關稅項目約 200 個；其中，臺灣鋼材全面進口零關稅，而大陸有
3-8%不等進口關稅，兩岸鋼材互享優惠的規模不對等。
此外，由於大陸產能嚴重過剩需賴出口，大陸政府給予鋼鐵業者 5~13%不
等的出口退稅措施，成為國際鋼鐵市場亂源且為各國反傾銷被告對象。自 2011
年以來，大陸鋼材在國際上被控傾銷的案件已達 17 件，2012 年中國大陸鋼材出
口至臺灣總量達 124 萬公噸，佔臺灣進口總量之 33%，達到三分之一。
由於中國大陸鋼鐵產業規模明顯大於臺灣，以 2012 年為例，中國大陸粗鋼
產量 7.17 億公噸，占全球的 46.3%；為臺灣 2,066 萬公噸的 34.7 倍；中國大陸鋼
材出口量 5,560 萬公噸，為臺灣進口量 374 萬公噸的 14.9 倍。兩岸鋼鐵產業規模
的差距，加上大陸鋼品出口退稅政策形同以內銷補貼外銷，均對臺灣鋼鐵產業之
營運，造成相當壓力4。
臺灣對大陸部分鋼材進口有管制，未來 ECFA 貨品貿易協商，對大陸的鋼材
進口可能全面取消，低價大陸鋼材，將有進一步衝擊國內市場秩序之虞。
(二
二) ECFA 貨品貿易協議可能內容
我國與中國大陸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開啟了兩岸深化經貿交流的契機，而為具體落實 ECFA 協議成立「經
濟合作委員會」
（以下簡稱經合會）
，並成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爭端解決、投
資、海關合作及產業合作等 6 個工作分組進行協商，以具體推動相關領域的交流
合作。其中海關合作、爭端解決、投資等三個工作分組已分別完成簽屬「海關合
作協議」(2012 年 8 月)、
「投資保障協議」(2012 年 8 月)。針對服務貿易分組，
已於 2013 年 6 月完成服務貿易協議討論，目前正等待雙方政府確認後正式簽署。

4

臺灣鋼鐵產業之競爭力相關統計，在此以 HS 72 及 73 章之 8 位碼產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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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兩個正在協商的工作分組為貨品貿易及產業合作，其中貨品貿易是以雙邊貨
品市場開放為主軸，至於產業合作則是以推動兩岸產業合作為目標。
貨品貿易協議由於直接牽涉到雙方貨品調降關稅，為一般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最核心的部分，根據 ECFA 架構協議第三條第二
款的規定，貨品貿易協議磋商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關稅減讓或消除模式；
2.原產地規則；
3.海關程序；
4.非關稅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技術性貿易障礙（TBT）、食品安全檢驗與動
植物防疫檢疫措施（SPS）
；
5.貿易救濟措施，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一九九四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六條
執行協定」
、
「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
、
「防衛協定」規定的措施及適用於雙
方之間貨品貿易的雙方防衛措施。
而針對未來貨品貿易協定簽署後，依據「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內「輸
入規定」欄列「MW0」代號者，為「大陸物品不准輸入項目」
，列有「MP1」代
號者，屬於「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
，MW0 及 MP1 （以下簡稱限制類）
兩者目前合計共有 1,875 項。其中，預料臺灣對大陸鋼材先前限制進口品項將全
面開放，國內鋼材市場價格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三
三) ECFA 貨貿之可能影響
由於兩岸服務貿易卡關，造成兩岸協商事務暫停。根據經濟部資料，兩岸貨
品貿易協議已近 2 個月未安排協商時程。在兩會的安排下，自 2011 年 2 月 22 日
經合會第 1 次例會啟動貨品貿易協議協商以來，雙方已舉行 8 次協商，目前就協
議文本及市場開放降稅事宜持續協商中。
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別於 2002 年初和 2001 年末加入 WTO，2004 年臺灣鋼材
進口進入零關稅時代，大陸鋼材進口則仍繼續保有部份關稅。
2003 年在兩岸鋼鐵業交流之下，臺灣針對大陸鋼材開放 173 個稅則項目。
其中，熱、冷軋鋼材係開放之一般材質項目，合金鋼材質項目則未予開放；塗鍍
鋼材則開放熱浸鍍鋅鋼捲片，熱浸鍍鋁鋅及烤漆鋼捲片則未開放。
其後，於 2010 年 7 月 15 日，因應國際控訴傾銷壓力，大陸方面針對鋼材出
口取消熱軋鋼材一般材質項目之其國內增值稅(17%)之出口退稅措施，由退稅 9%
降為 0%，其後大陸鋼廠紛紛以添加合金鋼成份之方式繼續出口鋼板、棒線、熱
軋鋼捲等鋼材(即可繼續退稅 9%)。但這些合金鋼材質項目臺灣則尚未開放進口，
因此，自大陸進口之合金鋼鋼材須採向國貿局專案進口申請核准措施，惟通過專
案核准進口後仍然比照其他國家享有零關稅待遇。
ECFA 於 2010 年 6 月 29 日在重慶簽訂第一次協議之後，我國政府在實施早
期收穫計畫中，將 5 項平板類鋼材計 34 個稅則項目(以海關稅號 11 碼計算)列入
大陸對臺灣早收清單產品中，使國內加工業者得以享有大陸方面調降進口關稅優
惠。臺灣對大陸早收清單產品中，則未包含任何鋼材項目。然而在早期收穫計畫
之後，自 2011 年起至今，臺灣已陸續逐批再次對大陸開放各式鋼材近 100 個稅
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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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海嘯過後，大陸為去化鋼鐵過剩產能以及鼓勵鋼品出口創匯，
大陸政府持續給予鋼鐵業者其國內增值稅出口可退稅優惠，2010 年雖然取消熱
軋鋼材一般材質項目之出口退稅，但目前各鋼材仍有 5%～13%不等的出口退稅
率，使得大陸鋼品逐年大量出口，造成國際鋼鐵市場價格紊亂並經常成為各國反
傾銷控訴對象。
臺灣鋼材進口早已進入零關稅時代，另據推測，未來貨品貿易協議簽署後，
臺灣對大陸所有鋼材項目將完全開放，臺灣因緊鄰大陸，鋼品進口又是零關稅，
大陸鋼材勢必挾出口退稅優勢大量低價出口至臺灣，預期將會嚴重擠壓國內鋼鐵
業者生存空間與市場價格崩跌，並帶給臺灣鋼鐵業相當大的經營壓力。
若以現有海關稅則資料觀察(如表 3-8 所示)，臺灣目前對於 HS 72 章之鋼鐵
進口，全面免關稅，而在 HS 73 之鋼鐵產品，若以 HS 8 位碼資料觀察，0%<稅
率≦5%(含)者約有 19 項產品，佔 73 章之 163 項產品的 11%，5%<稅率≦6%(含)
者約有 1 項產品(比重 1%)，6%<稅率≦7%(含)者約有 17 項產品(比重 10%)，7%<
稅率≦8%(含)者約有 13 項產品(比重 8%)，8%<稅率≦9%(含)者約有 8 項產品，
(比重 5%)，9%<稅率≦10%(含)者約有 35 項產品(比重 21%)，合計非免關稅產品
共 93 項，比重約 57%；至於中國大陸部分，在 HS 72 章產品中，免關稅者約 4
項，比重約 1%，稅率介於 0%<稅率≦5%者約 111 項(37%)、5%<稅率≦6%者約
43 項(14%)、9%<稅率≦10%者約 27 項(9%)；而在 HS 73 章稅率以 0%<稅率≦
5%(46 項，27%)、10%<稅率≦20%(39 項，23%)為最多。
表 3-8、臺灣與中國大陸鋼鐵產品進口關稅稅率彙整

區域
臺灣
中國大陸
HS 72
HS 73
HS 72
HS 73
HS 商品
項數 比重(%) 項數 比重(%) 項數 比重(%) 項數 比重(%)
45
4
1
0
0
免關稅(稅率=0) 301 100 75
0
0
19
11
111
37
46
27
0%<稅率 5%
0
0
1
1
43
14
11
7
5%<稅率 6%
0
0
17
10
14
5
18
11
6%<稅率 7%
0
0
13
8
16
5
13
8
7%<稅率 8%
0
0
8
5
2
1
6
4
8%<稅率 9%
0
0
35
21
27
9
25
15
9%<稅率 10%
0
0
0
0
0
0
39
23
10%<稅率 20%
0
0
0
0
0
0
10
6
20%<稅率 30%
301
100
168
100
301
100
168
100
總計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財政部以及中國大陸海關
由於目前有關貨貿協議之詳細內容仍未公布，惟就協議架構言，根據一般
FTA 作法，包括下列內容：協議本文、市場進入與待遇，包括關稅減讓表(立即
實現零關稅、分階段降稅、例外或其他產品等)、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PSR)等。
根據目前官方(經濟部、陸委會等)公布資料，預計分階段降稅將分為 A(貨貿生效
立即降稅)、B(貨貿生效 5 年內降稅)、C(貨貿生效 10 年內降稅)、D(貨貿生效 15
年內降稅)、E(排除降稅)。若以韓國歐盟之 FTA 工業產品降稅階段觀察，韓國市
場立即降稅之比例為 85.41%，5 年內降稅累計達 97.38%，排除降稅之比例為
0.07%；而在臺紐 ANZTEC 工業產品臺灣立即降稅之比例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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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目前在 HS 72 已為免稅，而在 HS 73 商品，免稅比重約 45%，而
關稅最高也僅徵收 10%的關稅，比重 21%；相對之下中國大陸目前的關稅較高，
雖然 HS 72 章多數稅率低於 5%，但在 HS 73 章則仍有相當關稅障礙，稅率如
73249000(其他鋼鐵製衛生器具及零件)關稅稅率達 25.0%、73242900(其他鋼鐵製
浴缸)關稅稅率達 30.0%，而 10%<稅率≦20%者仍有 39 項產品，顯見兩岸貨貿
談判，中國大陸之關稅調降應較有空間與彈性。
為因應兩岸簽屬貨貿協議，臺灣將面對中國大陸出口鋼品的競爭，兩岸鋼鐵
產業的競爭將愈趨激烈，由於鋼鐵產業具有資本與技術密集，因而如何化競爭對
手為策略合作關係，對於臺灣將愈為重要。圖 3-3 為兩岸在鋼鐵產業之 SWOT
分析。
就優勢而言，臺灣優勢在於普通鋼與特殊鋼雙軌並行發展，且上、中、下游
體系完整；多數公司財務結構良好，管理及行銷能力強；以及外移廠商對國產鋼
料忠誠度高，亦即產業鏈之連結與分工合作關係綿密且強化；至於中國大陸部分，
則有鐵礦砂、焦碳、石灰等煉鋼原料充足；充沛勞力、人工成本低廉以及土地廣
闊，建廠成本低，主要在於成本優勢方面。
就劣勢言，臺灣之上游鋼鐵原料供應不足，操之於國外採購，並須付出高運
輸成本，但下游鋼鐵產品卻供過於求；研發經費投入及技術人才培育不足，產品
開發與人才出現斷層危機；經營環境日趨嚴峻（勞工缺乏、工資上揚、土地成本
高漲、深水港開發不易）以及下游產業集中度過低，企業與管理仍待改善。至於
中國大陸方面，則有設備老舊、生產效率低迷問題，除重點大廠外，一般中小型
廠商設備老舊，生產效率低，且因多屬國企，以致管理技術不良、冗員過多，生
產力偏低等情況。
就機會層面觀察，臺灣商機包括：內需建設，包括如都市更新、基礎建設等
陸續推動，促進鋼鐵需求增加；兩岸經貿往來，可能透過 ECFA 貨貿協議，如中
國大陸若能取消鋼鐵上游最高 20%的胚料出口加稅，讓臺灣業者可以利用大陸豐
沛的煤鐵礦、合金鐵、鎳胚等各項原料，減輕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的壓力，也有助
於降低臺灣鋼鐵業對澳洲、巴西等國進口原料的依賴，並節省巨額運費支出，有
助於提升臺灣鋼鐵業經營績效；此外臺灣目前主要鋼鐵廠也透過國外技術與設備
之引進，及與國外鋼廠的策略聯盟，有利降低成本，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就中國大陸鋼鐵產業之發展機會言，由於中國大陸持續推動經濟改革與重大
建設，潛在市場大；國外資金、技術湧入，協助更換設備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
且中國大陸鋼材消費進入成長期，鋼材需求快速。
至於面臨的威脅，臺灣部份主要在於面對中國大陸低價削價競爭，如何與中
國大陸鋼廠進行差異化競爭，向高附加價值鋼材中心升級；以及下游加工業者外
移，且外移廠商用料當地化為長期趨勢。而 CO2 等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加重鋼
廠經營成本；以及有關傾銷及反傾銷之控訴案件等。而中國大陸面臨之威脅，則
有大量進口鋼材之衝擊以及傾銷及反傾銷訴訟與案件。
由於全球鋼鐵市場競爭激烈，臺灣面臨中國大陸以及日本、韓國以及新興市
場經濟體的激烈競爭，如何透過產品客製化以及差異化競爭，向高附加價值鋼材
中心升級；強化技術開發能力、人力資源管理、經銷通路合作等，構築全球經營
網路來強化競爭優勢（原物料與成品銷售網路）透過優劣勢的互補，追求雙贏策
略發展，卻為臺灣鋼鐵發展亟需面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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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優勢：
臺灣優勢：

臺灣弱勢：
臺灣弱勢：

普通鋼與特殊鋼雙軌並行發展。
上、中、下游體系完整。
財務結構良好，管理及行銷能力強。
外移廠商對國產鋼料忠誠度高。

•
•
•

•
•
•
•

鋼鐵原料供應不足，但下游鋼品卻供過於求。
研發經費投入及技術人才培育不足。
經營環境日趨嚴峻（勞工缺乏、工資上揚、土地成本高漲、
深水港開發不易）。
• 下游產業集中度過低，企業與管理仍待改善。

中國大陸優勢：
中國大陸優勢：
•
•
•

鐵礦砂、焦碳、石灰等煉鋼原料充足。
充沛勞力、人工成本低廉。
土地廣闊，建廠成本低。

•
•

臺灣機會：
臺灣機會：

臺灣面臨之威脅：
臺灣面臨之威脅：

中國大陸弱勢：
中國大陸弱勢：

•內需建設陸續推動，促進鋼鐵需求增加。
•台海兩岸經貿往來增加行銷運作與產能消化之空間。
•國外技術與設備之引進，及與國外鋼廠的策略聯盟，有
利降低成本，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
中國大陸機會：
中國大陸機會：
•推動經濟改革與重大建設，潛在市場大。
•國外資金、技術湧入，協助更換設備降低成本，提高生
產力。
•鋼材消費進入成長期，鋼材需求快速成長。

除重點大廠外，一般中小型廠商設備老舊，生產效率低。
管理技術不良，生產力偏低。
下游加工業者外移，且外移廠商用料當地化為長期趨勢。
等溫室氣體排放管制，加重鋼廠經營成本。
傾銷及反傾銷案件。

•
•CO2
•

中國大陸面臨之威脅：
中國大陸面臨之威脅：
•
•

大量進口鋼材之衝擊。
傾銷及反傾銷訴訟與案件。

圖 3-3、兩岸鋼鐵產業 SWOT 分析
圖 3-3、兩岸鋼鐵產業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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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與建議
(一
一) 結論
目前，全球鋼鐵市場面臨主要挑戰，就供給端而言，最主要者為中國大陸之
產能嚴重過剩的結構性問題。至於需求端的困境，則包括下游產業的需求緊縮，
包括汽車產業的生產原料替代以及中國大陸積極打房等，以及新興市場國家的成
長趨緩以致對於鋼鐵的需求走緩。
面對全球激烈競爭之鋼鐵產業環境，臺灣面臨之貿易障礙，主要包括:1.區域
經濟合作衝擊臺灣鋼鐵出口；尤其韓歐與韓美 FTA 生效，臺灣螺絲螺帽、手工
具、汽車鈑金件、機械…等鋼鐵下游製品輸往歐美，因關稅高於韓國影響出口競
爭力；而在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而言，韓國與印度、日本與印度都已簽署經濟夥
伴協定(CEPA)，都將影響臺灣鋼鐵業的競爭力，不利產業的發展。2.貿易保護主
義衝擊臺灣鋼鐵出口；面對鋼鐵產業不景氣，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各國經常以
反傾銷稅作為阻斷進口手段，近年臺灣被控傾銷的案件將近 10 件，已嚴重衝擊
出口導向的臺灣鋼鐵產業。3.成本競爭優勢的消長，可能導致貿易態勢的改變；
隨著北美頁岩油/氣的開採，北美鋼鐵業將擁有便宜的電力，配合廢鋼儲量豐富
的優勢、廉價直接還原鐵的即將量產，未來 5~10 年內，當地可望成為低生產成
本國，可能扭轉為鋼鐵產品淨出口國。此將對全球鋼鐵產業之貿易型態與方向，
造成相當影響，預期未來國際鋼鐵貿易市場的競爭，可能更加激烈。
至於 ECFA 貨品貿易協議對臺灣鋼鐵業之影響，由於中國大陸鋼鐵產業規模
明顯大於臺灣，以 2012 年為例，中國大陸粗鋼產量 7.17 億公噸，占全球的 46.3%；
為臺灣 2,066 萬公噸的 34.7 倍；中國大陸鋼材出口量 5,560 萬公噸，為臺灣進
口量 374 萬公噸的 14.9 倍。兩岸鋼鐵產業規模的差距，加上大陸鋼品出口退稅
政策形同以內銷補貼外銷，均對臺灣鋼鐵產業之營運，造成相當壓力。
若以現有海關稅則資料觀察，由於臺灣目前在 HS 72 已為免稅，而在 HS 73
商品，免稅比重約 45%，而關稅最高也僅徵收 10%的關稅，比重 21%；相對之
下中國大陸目前的關稅較高，雖然 HS 72 章多數稅率低於 5%，但在 HS 73 章則
仍有相當關稅障礙，稅率如 73249000(其他鋼鐵製衛生器具及零件)關稅稅率達
25.0%、73242900(其他鋼鐵製浴缸) 關稅稅率達 30.0%，而 10%<稅率≦20%者仍
有 39 項產品，顯見兩岸貨貿談判，中國大陸之關稅調降應較有空間與彈性。
而為因應兩岸簽屬貨貿協議，臺灣將面對中國大陸出口鋼品的競爭，兩岸鋼
鐵產業的競爭將愈趨激烈，兩岸鋼鐵產業之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均越來越不明顯，
由於鋼鐵產業具有資本與技術密集，是而如何化競爭對手為策略合作關係，對於
臺灣將愈為重要。尤其如何與中國大陸鋼廠進行差異化競爭，向高附加價值鋼材
中心升級，強化技術開發能力、人力資源管理、經銷通路合作等，構築全球經營
網路來強化競爭優勢（原物料與成品銷售網路）透過優劣勢的互補，追求雙贏策
略發展。
由於全球化與開放潮流已是不歸路，面對激烈的全球競爭，臺灣必須體認唯
有增強自我實力，並戮力提升產品品質，才是企業經營之根本與基礎。若冀望於
中國大陸市場或其他市場之讓利來牟利，只是短多長空的奢望。而透過人力素質、
技術水平、社會資本等提升，以人性化用「心」管理，以勞資團結，同心分工合
作發揮所長，求新求變，以迎接挑戰，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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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強調的是，業者必須體認企業經營應以人性出發，對於人我之間、
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人與環境間之合作、發展與平衡，將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對於鄰近區域之關懷、維護與相關公共建設，應致力改善廠區之區域和諧發展，
以敦親睦鄰融入地方生活，塑造共同生活圈，以永續發展為目標。
即便對外投資，也應以相同心態，追求人我之間的和諧與平衡(如投資母國
與被投資國之間的合作互補關係)，而非以短視近利之掠奪，才能有良性且雙贏
的結果，而 2014 年 5 月發生於越南之排華暴動事件，更是可以為殷鑑。
事實上，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演進，對於「投資」或「資產」的範疇，也應
有更開闊與多元的思維。除了一般金融財務挹注的投資與資產之外，更應重視無
形的智慧資本的開發與積累。吳惠林等人（2007）即將資本的範疇擴大至智慧資
本，包括:1.人力資本；2.結構資本(包含基礎結構資本和創新資本)；3.關係資本(指
經濟體系運作的關係與網絡)，以及 4.社會資本。其中社會資本即在於啟發全社
會的良知，以互助合作良性回饋等模式，回歸符合人性良知的生活態度。如韓國
最近發起的新精神運動--「幸福分享 125 運動」
，以自願發自內心的去實踐「每
天感恩 5 次、每月閱讀 2 本好書、每週實踐一件以上的好事」
，透過學習感恩，
厚植社會資本並造福社會。
(二
二) 建議與啟示
建議與啟示
1. 籲請及支持政府與各國洽簽各類型自由貿易協定
我國一向秉持自由開放競爭，進而於世界立足。但當越來越多國家加入
各種多邊及雙邊經貿自由化架構後，世界各國貨品關稅在過去 70 年間已大
幅下降，讓彼此的貨品更加自由地銷售到其他加入國家，沒有加入這些經貿
自由化架構的國家將逐漸失去出口優勢而被淘汰。
因此臺灣在這樣的全球佈局與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絕不能缺席，否則，
表面上看起來產業不用接受競爭與轉型的挑戰，但長遠來說將會削弱與錯失
臺灣的競爭力，有可能因保護少部分相對弱勢與受衝擊的產業，但付出的代
價卻是強項的產業無法取得先機，若干年後，臺灣將毫無競爭力，屆時後悔
莫及，廠商與業者將被迫出走到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投資或設廠，漸
漸失去投資與工作機會。
為臺灣產業長遠發展考量，應合理審視自身企業經營之優劣勢，支持政
府與各國洽簽各類型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包含：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等)之決心，為臺灣產業未來及企業永續經營找出一條明日道路，對根留臺
灣作出積極省思，也才能使下一代繼續在臺灣的土地上安居樂業。
2. 積極通過各國家標準認證，
積極通過各國家標準認證，面對各國非關稅貿易障礙
對於各國家強制性鋼品進口驗證措施(各進口國家之國家標準認證)，臺
灣企業須積極申請通過，直接面對各國非關稅貿易障礙，才能確保既有銷售
通路。除此之外，正確認識非關稅貿易障礙，強化自身認證能力，才能靈活
應對。
而因應離臺灣最近的東協國家十加三趨勢或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可評估
自身產銷搭配能力，衡量於中國大陸或東協國家設廠之可行性，緩解臺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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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區域經濟洽簽自由貿易協定延宕之時，能有中國大陸或東協國家子公司
平衡搭配，確保公司整體營運不致遭受太大衝擊。
3. 開拓新市場，
開拓新市場，創新提高產品價值，
創新提高產品價值，加強反傾銷應訴能力
全球化行銷已是時代趨勢，而在 2011 年讓全球景氣急凍的歐債危機之
後，新興市場國家之高經濟成長率已轉而成為規避行銷風險的避風港，因此
開拓新市場也變成企業經營必備政策。另分散市場銷售時，業者也應針對各
市場及其數量作出適當自我管控措施(自我限制)，以免引起進口國提告反傾
銷措施之風險。
而在經濟成長及消費水準良莠不齊之情況下，臺灣出口產品必須面對中
國大陸等低價劣質產品強勢競爭，因此，積極創新提高產品價值產生差異化，
才能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與大陸或其他東南亞生產之產品作出適當區隔，
避免在紅海市場競爭。
此外，由於反傾銷是 WTO 允許的合法貿易保護措施，更是世界各國維
護公平貿易秩序、抵制不正當競爭的重要手段，因此，臺灣廠商在現階段已
很難規避出口產品遭逢反傾銷控訴的風險。廠商應聘請專業律師及培養公司
內部反傾銷專業人力，一旦面臨反傾銷調查時，除應積極面對、審慎因應，
並善加利用政府現有的各項輔導措施與補助外，更應在應訴過程中，與相關
單位保持密切聯繫，維持資訊流通管道之暢通，才能有效應對。
4. 厚植社會資本
(1) 透過人力素質、技術水平、社會資本等提升，以人性化用「心」管
理，以勞資團結，同心分工合作發揮所長，求新求變，以迎接挑戰。
(2) 業者必須體認企業經營應以人性出發，對於人我之間、企業與企業
間以及人與環境間之合作、發展與平衡；對於鄰近區域之關懷、維
護與相關公共建設，應致力改善廠區之區域和諧發展，以敦親睦鄰
融入地方生活，塑造共同生活圈，才能有良性且雙贏的結果。
5. 鋼鐵業因應貨品貿易協議之作法—
鋼鐵業因應貨品貿易協議之作法—以燁輝為例
(1) 透過政府協助，
透過政府協助，推動鋼品實施 CNS 認證
目前已經實施推動之認證鋼品為國內主要建材--鋼筋，不論進口貨
品或國內業者，都必須取得 CNS 認證才能販售，可避免進口劣質鋼品
損害國內建築工程，並保障守法業者。
實施之程序包含鋼品「形式認證」加上「工廠檢查」，可以有效規
範高品質進口鋼品，以避免劣質鋼品以低價傾銷臺灣，損害國內用鋼安
全及降低對國內正規業者之生存威脅。
(2) 對不合理進口鋼品啟動反傾銷調查機制
針對來自中國大陸或韓國等鋼品產能過剩國家，長期監控其出口臺
灣價格及數量，若長期有低價且大量進口之現象，已危及國內鋼鐵產業
發展，品質也危害國內用鋼安全，或國內業者之內銷市場佔有率下降，
則由業者聯合向主管機關經濟部，提出反傾銷控訴；若經調查確認有傾
銷事實，可依調查結果實施懲罰性進口稅率，保障國內鋼鐵業者生計與
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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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不銹鋼鋼材業者，已對於來自中國及韓國低價不銹鋼鋼材，
提出反傾銷控訴，並經過經濟部立案調查通過，確實有低價傾銷事實，
並依據調查資料，公告來自中國及韓國的進口不銹鋼鋼材，必須加徵傾
銷稅。
(3) 上下游供應鏈
上下游供應鏈之
供應鏈之密切合作
密切合作
貨貿協議簽署後，大陸低價鋼胚或鋼材自由零關稅進口後，各項鋼
材大量低價進口，不僅鋼材成品(如鍍鋅、烤漆鋼捲及鋼板等)降價，鋼
材原料(如熱軋鋼捲)亦須降價。故上游原料鋼材供應鋼廠如何支持中下
游加工業者共生共榮或互相合作，一起根留臺灣之議題與共識，便成為
一重要課題。
由國內鋼品上游與中下游業者合作，上游提供具競爭力之鋼材原料，
中下游生產足供與進口商品抗衡之鋼材成品，以鞏固國內市場佔有率。
由中下游業者開發客製化產品，請上游業者協助開發特殊鋼種，與進口
鋼材作市場區隔。
(4) 提高自身
提高自身競爭力
提高產品價值區隔市場，以避免與進口鋼材陷入價格惡性競爭，國
內生產業者不斷投入研發經費，積極開發高品質/功能性/客製化之差異
化產品，提升產品品質，創造客戶價值，以與進口鋼品做市場區隔。此
外，因國際鋼鐵市場已面臨產能過剩局面，反觀國內因各項投資萎縮，
故鋼鐵需求有逐年下滑之趨勢，為避免貨貿開放之後，中國大陸進口鋼
材數量眾多，加劇國內市場價格進一步下滑，故國內鋼鐵業者也應積極
走出臺灣，朝向全球積極拓展銷售通路。
(5) 拓展外銷，
拓展外銷，臺幣匯率應更具彈性調整
幣匯率應更具彈性調整
貨貿協議簽署後，預期大陸鋼材將大舉入侵，臺灣業者面對內銷市
場被侵蝕，須分散市場、加強外銷，則臺幣匯率應予適度貶值，以利在
國際市場競爭。若全球各國之匯率均自由化，則臺灣業者也不會特別要
求政府將臺幣予以適度貶值，但現在面對日、韓等國政府對日幣、韓圜
匯率貶值之操控，已造成臺商之競爭壓力，外銷業者要求政府，請政府
協助讓臺幣匯率適度彈性調整。
(6) 產品創新-開發高質化產品
產品創新 開發高質化產品，
開發高質化產品，市場開拓分散
○
1 開發高值化差異化
開發高值化差異化產品
差異化產品
因應鋼品市場的激烈競爭，傳統一般建材用途鋼品面臨到其他
鋼廠激烈競爭威脅，尤其是大陸二、三線鋼廠，挾低價優勢供應品
質良莠不齊的鋼品來台搶市，造成正規生產鋼廠極大的威脅與困
擾。
面對此一態勢，燁輝除了積極改善產線設備提升產品品質外，
並與原物料供應商組成聯合開發小組，積極開發高質化/差異化鋼
品，例如：TFT-LCD 電視用鍍 55%鋁鋅鋼板及烤漆鋼板、高端白
色家電(冰箱、洗衣機、乾衣機、冷凍櫃)外殼成型用烤漆鋼品、抗
菌機能型一般鋅花熱浸鍍鋅鋼板、抗菌機能型烤漆鋼板及特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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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彩礦纖烤漆鋼板)高端屋頂建材等鍍烤鋼品，並已成功推展應用
於相關領域。
另外為提升國內用鋼品質，燁輝也引進技術生產熱浸鍍 5%鋁
鋅鋼板，取代傳統熱浸鍍鋅鋼板搭配特殊開發之塗料生產烤漆鋼板
應用於一般建築及專案工程建築，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將國內用鋼品
質。
此外，為提高產品附加價值與進口鋼品做市場區隔，燁輝也朝
以下方向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包括客製化產品:輝彩礦纖烤漆鋼
板、美國門板、各類家電產品等；專案工程產品：如高鍍層鍍鋅鋼
板及 100μm 高膜厚 PVDF 烤漆鋼板(依使用環境，耐用年限可保證
20 年以上之高端產品，如臺塑六輕及越南河靜廠房、臺電火力發
電廠指定使用)等；功能性產品：如 3C 潔冷鋼板是集潔淨(Clean)、
隔熱節能減碳(CO2 Reduction)及高防蝕(Corrosion Resistance)耐用
之氟碳樹脂多特性功能烤漆鋼板。應用最新高分子科技與配方技術，
使烤漆鋼板表面具有較佳的親水性能，使附著於鋼板表面之污染物，
容易隨著雨水沖刷或定期清洗而清除，以保持鋼板表面清潔之外觀。
另為有效的反射太陽光熱源，亦特別添加高反射率色料(Pigments)
於上述塗料中，更能發揮烤漆鋼板隔熱節能效果，以節約能源。
又如 PVC 烤漆壓花鋼板係以聚氯乙烯可塑溶膠塗料(PVC
PLASTISOL)做高膜厚 200μm 的塗裝，再經 PVC 塗層表面壓花而
得到觸感極佳、具花紋之塗膜，不僅美觀且耐蝕性及加工性優越的
產品，市面上習稱『樹脂鋼板』。此產品是為了對抗腐蝕和加工損
害，提供高度保護的室內或室外使用而特別設計，其塗膜具有極佳
的耐化學藥品性、耐鹽水性、耐瓦斯性等特殊功能。在高膜厚的保
護下，於一般地區其耐用年限可達 15 年。
○
2 市場開拓分散
因應鋼鐵業日益激烈競爭，積極展開全球市場布局計劃，燁輝
企業公司經二十餘年之開拓，銷售總國家數已達 124 國。現階段仍
持續開發國際新興市場，如非洲、中南美洲及中亞市場等，以期能
更加落實全球化銷售。
(7) 推動與上下游策略聯盟
○
1 中鋼集團
燁輝熱軋鋼捲原料主要以國內採購為主、小部分國外進口為輔，
身為中鋼集團最大客戶多年，與中鋼間一向密切合作，針對諸如：
技術協商、產品研發、品質反饋、物流運輸…等互動頻繁，實為上
中下游廠商合作之典範。
未來貨貿協議簽署之後，據推測臺灣對大陸各項鋼材將全數開
放進口，屆時，預料大陸低價進口鋼材將對臺灣市場造成巨大衝擊。
而中鋼鋼捲原料預期也將順應市況而跌價，以保有鋼鐵中下游業者
之既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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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游鋼廠可以供應價格低廉、具競爭力的原料給中下游企業，
而讓中下游企業轉而加工出口或內銷，必將有效提昇加工出口的業
績，促進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另一方面，如能夠更進一步
提供配合中下游企業深層加工、創造更高附加價值需求的原材料，
則更能發揮上中下游供應鏈的整合效果，將產業根基持續擴大，除
了根留臺灣之外，也會吸引海外臺商回臺發展或者增加在臺投資比
重，形成更多就業機會。
○
2 鴻海集團
燁輝與鴻海富士康全球首創之合作模式：以「創新異業策略聯
盟銷售模式」取代「傳統銷售模式」
，並具有以下特色:由原料供應
鋼廠燁輝與 EMS 廠(電子製造服務)鴻海策略聯盟合作成立裁剪廠，
係獨家供應獨家採購關係；燁輝協助鴻海將電腦機殼之原料由日本
供應之電鍍鋅鋼板(EG)，成功改用由臺灣在地生產之燁輝熱浸鍍鋅
鋼板(GI)，被譽為「又一次鋼材使用的革命」；緊鄰鴻海沖壓廠旁
設立裁剪廠，確保物流運輸最短，由燁輝負責管理裁剪廠，可達成
JIT（JUST IN TIME）生產，不用包裝、裁剪費用相較低廉。
至於效益方面，包括:充份運用臺灣在地生產原料 MIT（臺灣
原料，燁輝生產）價廉物美，成功促成鴻海行銷全球，據報導其電
腦機殼全球市場佔有率約七成；縮短原料物流運輸，有效減少子材
(捲料、片料)包裝、運輸成本；並使雙方(鴻海與燁輝)成為長期策
略聯盟夥伴，增益彼此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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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螺絲螺帽
臺灣螺絲螺帽產
螺絲螺帽產業發展所面
發展所面臨之挑戰與
臨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挑戰與因應策略
林東毅
4-1 從學研觀點
一、前言
我國的螺絲螺帽產業聚落集中，每年產量超過 100 萬噸，創造產值超過 1,000 億
元新台幣，其中外銷比例超過 90%，就業人口達三萬人，是金屬相關行業中技術集中
度最高的產業，其興衰攸關國內民生以及就業率甚鉅。
表 4-1-1、臺灣 2005-2013 年螺絲產業出口統計

年
度

重量
(公斤)
公斤)

價值
(美元)
美元)

平均單價
(美元/
美元/公斤)
公斤)

資料來源：臺灣區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螺絲螺帽用在連接、固定金屬及它種零件，因此亦俗稱扣件、緊固件，舉凡其製
造技術廣含鋼鐵材料製造、加工、模具、熱處理、表面處理、檢驗技術等，環環相扣；
近年來深受中國大陸等新興勢力的威脅，在國際市場上難有突破，甚至守成也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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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我國扣件產業形貌

項目
生產結構 產值規模
前三大應用產業
廠商數
從業人員
廠商結構
集中縣市

扣件
1,098 億元新台幣
機械工業、汽機車業、建築業
1,220 家
23,800 人
北區：三重、樹林、桃園
中區：彰化、台中
南區：台南、岡山(60%)
42 億元新台幣
日本/20 億元新台幣
1,021 億元新台幣(93%)
美國/368 億元新台幣(35%)

進口值
貿易結構 首要進口國/進口金額
出口值
首要出口國/出口金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 年)

表 4-1-3、2009-2013 年我國扣件產業供需概況

進口額
年度 (產值
億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出口額 國內總需求 進口量 出口量 出口單價
新台幣/公斤)
公斤)
(億元)
億元) (億元)
億元) (萬公噸)
萬公噸) (萬公噸)
萬公噸) (新台幣/

2009

750

34

684

99

3

90

76.2

2010

1,124

42

1,021

144

2

128

79.6

2011

1,287

45

1,175

157

2

143

82.4

2012

1,213

46

1,128

131

3

138

81.6

2013

1,239

43

1,152

130

2

146

78.9

資料來源：台經院海關進出口資料庫/金屬中心 MII-ITIS 計畫整理

展望 2014 年，由於歐元區已脫離衰退且經濟成長表現持續好轉，美國經濟成長
力道轉強，勞動市場也趨於穩定，國際主要預測機構均上調 2014 年美、歐經濟成長
率與全球經濟成長率；在整體國際情勢及我主要扣件出口國經濟相對樂觀下，預估
2014 年全年出口值約為 1,175 億元，較 2013 年成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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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主要貿易國家市場現況

上。

資料來源：ITIS 辦公室(2012 年)
二、我國螺絲螺帽產業面臨之挑戰
我國螺絲螺帽產業面臨之挑戰及建議
面臨之挑戰及建議

多年來政府也投入資源協助扣件產業，但是近十年來我國的螺絲螺帽在產量、單
價等方面幾乎原地踏步，甚至在產量上被中國大陸凌駕、失去螺絲王國的地位，在產
品的價值上與工業國家之產品越拉越遠。
(一
一) 我國扣件產業現況(如圖
我國扣件產業現況 如圖 4-1-1 所示)
所示

圖 4-1-1、我國扣件產業現況
97

(二
二) 產業低附加價值原因分析 (如圖
如圖 4-1-2 所示)
所示

圖 4-1-2、低附加價值原因分析
(三
三) 深化螺絲螺帽產業
1. 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

資料來源：
103 年 2 月總統府月會，臺灣產業轉型的策略思維
http://www.president.gov.tw/Portals/0/download/1030224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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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產品價值

(四
四)為
為因應挑戰，
因應挑戰，提供以下數點
提供以下數點建議
以下數點建議：
建議：
1. 應該修正在產、官、學領域資源之分配，才能使所投入的資源有效發揮，
減少居間仲介資源的浪費，讓政府所投入的資源能真正發揮提昇技術創
新、進而增進競爭力的實質效果；例如政府所支持的法人研究單位經常將
績效重點擺在「營業額的提高」
，盡力吹捧績效，以獲得更多的政府資源，
此舉也壓縮學校龐大教授群從事研究的資源，實非國家之福。
2. 政府所投入的資源應該合理地規劃、管考，並提供配套的獎罰措施，才能
讓有時間與能力者盡量發揮研究、教學與工作的熱情；例如近來政府提出
多項作法鼓勵學校與產業具體合作，聘任具工業實務經驗之師資，增進與
產業連結之能量，其構想不錯，但是缺乏配套措施，例如提高多元升等，
鼓勵產學研究，這樣才能讓產學經驗豐富的學者、研究人員專注於技術研
發。
3. 為了鼓勵產學合作應該設法聘任具有產業經驗的大學師資；例如德國、瑞
士產學合作密切，進而促進工業精進，舉世知名，其具體做法就是聘任大
學工科教授規定必須具備 6 年以上的實務經驗，類似的規定也可以從教育
部做起，由具有實務經驗的教授指導授課，更能教出更貼近產業需求之人
才，也更能解決業界的問題。
4. 業者應提高從業人員之待遇（包括生產、技術開發以至業務人才）
，留住
人才即留住技術，所提高的待遇應該以工業國家為目標，而不是拿國內水
準做參考，這樣也才能續談創新、突破；這一點有待業界朋友多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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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多重視生活上應用鋼鐵之領域，不要偏廢式地將研發資源全部投注在例
如航太扣件等高級但需求數量極少的產品上；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們對於高
級廚具、家具品質之要求日益提高，相對地也對於這些領域所用五金的品
質要求與日益增。

三、結語
面對國際競爭不進則退，我們要在技術上創新、要貼近終端客戶，才能藉由產品
的獨特性、參與產品設計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因此我們需要積極培育技術人才、外
貿人才，同時開發具有實用功能的新材料，供應螺絲螺帽市場之需求，促進產業升級，
實質支持終端客戶，這樣才能在國際產業鏈上創造更高的價值，創造螺絲螺帽產業的
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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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發展
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發展所
螺絲螺帽產業發展所面臨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吳榮彬
4-2 從產業觀點
一、產業簡介
(一
一) 螺絲螺帽產業特質
螺絲螺帽產業特質
1. 螺絲螺帽為
螺絲螺帽為「工業之米」
工業之米」
螺絲螺帽產業為我國鋼鐵產業重要的中、下游用鋼產業，螺絲螺帽是鋼
鐵高加值化的產品，素有「工業之米」之稱。螺絲螺帽泛稱「扣件」
（臺灣）
或「緊固件」
（中國大陸）
，與人類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各式器具機械，小如
眼鏡、手表、手機、筆電，大如家電、傢俱、汽車、房屋，以至飛機、船舶、
重型機械等，都由零部件組合而成。將各式零部件妥善地組合，主要仰賴螺
絲螺帽。螺絲螺帽是工業基礎件，國家工業化程度越高，螺絲螺帽用量越大，
其產業的工藝水準也越高。
2. 螺絲螺帽兩大領域
螺絲螺帽兩大領域
螺絲螺帽因廣泛應用於全球各個區域及眾多產業，衍生出百萬種品項規
格。歷經多年演進，概分為「通用件」與「專用件」兩大領域。
(1) 通用件
又稱「標準件」或「普通件」
，係指經國際規範組織 ISO 或國家規
範組織，如：DIN、SAE、IFI、JIS、GB 等，制定通用規範標準之扣件。
該類螺絲螺帽廣泛應用於全球眾多產業，屬於自由競爭市場，規模與成
本係成敗關鍵因素。
(2) 專用件
又稱為「客標件」或「特殊件」
，係指依據終端客戶，如：汽車業
VW、Ford、GM；農機業 Deere；工程機械業 Caterpillar 等，工程規範
或特殊需求開發設計之扣件。專用件屬於獨占或寡佔市場，技術能力、
客戶關係及專利保護為成敗關鍵。
(二
二) 臺灣扣件業發展
臺灣扣件業發展簡述
扣件業發展簡述
臺灣螺絲螺帽產業發軔於二次大戰後，伴隨政府工業化政策、扶植出口及產
業先進，如：春雨、三星等，早年篳路藍縷之植基開拓，再加上臺灣人勤奮打拼
的創業精神，逐漸形成岡山螺絲、台南螺帽之產業聚落。1980 起，中鋼公司開
發線材鋼品，替代進口，促成原料之國產化並得以降低成本。同期受惠於日幣大
幅升值，臺灣螺絲螺帽產業自此進入成長期，數年內替代日本，發展為全球出口
第一之國家，獲得「螺絲王國」之美譽。1990 年起，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臺灣
螺絲螺帽業者西進擴廠，間接促成了中國大陸螺絲螺帽產業興起，出口量勃興。
2004 年起，中國大陸取代日本，次於美國，成為全球螺絲螺帽第二大銷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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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產國；2008 年起，中國大陸出口量超越臺灣，螺絲螺帽外銷量位居世界第
一。
(三
三) 臺灣扣件產
臺灣扣件產業規模與主體營運模式
2013 年產值約台幣 1,300 億元，位居全球第五；產值 90%外銷，出口總量近
150 萬公噸，位居全球第二。全台業者達 1,300 家，參加螺絲工會者計 633 家；
工會會員聘任員工逾 36,000 人，估計從業總人數超過五萬人。
歷經多年發展，產業上下游結構完整，自原料、設備、生產以至於銷售，已
構成分工細密之產業聚落。主體營運模式為「生產通用件出口外銷」；經由國外
進口商、分銷商及製造商等中間廠商，轉售予終端客戶。

二、市場概述
(一
一) 全球扣件市場規模與結構
1. 國家別
國家別
螺絲螺帽主要用於耐久財（Durable Goods）之組裝，其市場規模與結構
與一國耐久財產業規模正相關。
2013 年全球市場規模約美金 700 億元。前五大消費國及全球份額依序為
美國(18%)、中國大陸(16%)、日本(10%)、德國(8%)及韓國(4%)；前五大生
產國及全球份額則依序為美國(19%)、中國大陸(18%)、日本(10%)、德國(8%)
及臺灣(6%)。
2. 產業別
(1) OEM 市場：佔總體市場達 80%；前五大應用產業及全球份額依序為
汽車業(24%)、電器電子業(17%)、機械業(13%)、金屬製品業(12%)、
航太業(5%)；餘為其他設備製造業( 9%)。
(2) MRO/AM 市場：即售後服務維修保養市場，佔總體市場約 12%。
(3) 建築營造市場：佔總體市場約 8%。
3. 產品別
依產品類別，扣件全球份額依序為外螺紋扣件(螺栓、螺絲)58%、內螺
紋扣件(螺帽)17%、無螺紋扣件(墊圈、销、鉚釘等)14%及特殊功能扣件 11%。
(二
二) 全球扣件市場銷售通路之二元結構
全球扣件市場銷售通路之二元結構
無論是 OEM 設備製造業或是建築營造業，全球各產業扣件採購均由製
造廠及配銷商協同供應，呈現二元結構，並依產業別各為主從。主因品項繁雜，
扣件製造廠各有專攻，為均衡採購成本及管理成本，用量大之扣件直接自製造廠
採購，量少品項則統合彙總由配銷商供應。如表 4-2-1 及表 4-2-2 所示：汽車業
及電子業因全球整合程度高、用量龐大且競爭激烈，主由製造廠採購。航太業、
卡車業及重工設備業則因產品生命週期較長、用量較少且品項繁雜，主由配銷商
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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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全球扣件市場銷售通路之二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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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臺灣扣件業銷售通路價值鏈

(三
三) 全球扣件市場發展趨勢
1. 已開發國家市場飽和，
已開發國家市場飽和，成長動能仰賴新興國家
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市場趨於飽和，成長受限；中國大陸、印度、
巴西、印尼及俄羅斯等新興國家，將帶動市場成長。以汽車業為例：2013
年中國大陸汽車銷量突破 2,000 萬輛，占全球市場近三成，超越美國，位居
第一。
2. 產業 M 化趨勢：
化趨勢：大者恆大、
大者恆大、小者專精、
小者專精、中型業者空間遭壓縮
扣件產業 發展的 關鍵 因素為技 術、通 路與 規模，而 深耕技 術及 發
展通路均有賴資源的持續投入，無規模則無以為繼。區域整合及全球化進一
步趨動大型業者進行併購及策略聯盟，形成大者恆大、小者專精之 M 化結
構。
3. 供應鏈重組趨勢：
供應鏈重組趨勢：縮減供應商及新興國家廠商崛起
歐美日 OEM 廠商為競逐新興國家市場、優化供應鏈並降低成本，
一手整合供應資源縮減供應商總數，另一手則開發新興國家扣件供應商以替
代原有供應商。此一供應鏈重組趨勢為亞太大型優值扣件廠商發展之機遇。
4. 扣件業者成功模式＝
扣件業者成功模式＝高階技術＋
高階技術＋低成本量產＋
低成本量產＋全球直銷通路
綜觀全球扣件領導廠商之營運模式，歐、美、日大廠主係仰賴技術優
勢及母國直銷通路，主導專用件區域市場；中、台績優業者則係以低成本量
產模式，主攻全球通用件市場。臺灣扣件產業優勢主係低成本量產，未來必
須朝向專用件市場、提升技術及拓展直銷通路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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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扣件產業之困境與挑戰
臺灣扣件產業之困境與挑戰
(一
一) 產業十年回顧
產業十年回顧：
十年回顧：生產總量、
生產總量、附加價值及產業結構近乎停滯
臺灣扣件 2013 年總出口量為 146 萬公噸，僅較 2004 年增加 5 萬公噸，
增幅為 3.4%，如表 4-2-3 所示。同期出口總值雖大幅上升 61.9%，但鋼材原料成
本增幅達 70%；扣除原料成本後每公斤附加價值，2013 年雖較 2004 年提高 51%，
但僅較金融海嘯前的 2007 年增加 3.6%，如表 4-2-4 所示。簡言之，產量回復 10
年前，而附加價值回復到金融海嘯前水準，過去 10 年間僅小幅成長。就產業結
構而言，在產品、技術、通路或營運模式，除少數業者有所突破，整體產業基本
上結構未有改變，維持著過去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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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產業十年回顧(20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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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產業十年回顧(2014-2013)

(二
二) 臺灣扣件產業發展所面臨之挑戰
臺灣扣件產業發展所面臨之挑戰
普通件市場遭到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競爭對手之威脅，發展受限；歐盟對中國
大陸之反傾銷稅若解除，對臺灣出口勢將更加不利。特殊件市場主係替代歐、美、
日扣件廠商，主要進入障礙在於技術研發能力、品質系統認證及通路開拓等。臺
灣扣件業欲求發展，固守既有市場決非活路，必須積極轉型升級，精進品質、提
升技術、開拓通路。該三者斯為業者共同面臨之挑戰。
1. 提升技術研發及創新能力是
提升技術研發及創新能力是提升技術之關鍵因素
人、機、料、法為生產四大要素，其中的「法」就是技術，是將人、機、
料三者組合配套的方法。
(1) 人：臺灣勞工素質不輸歐美日，但成本僅約一半，具備競爭優勢。
(2) 機：臺灣自製設備雖精度及製程能力不及歐、美、日，但成本僅約
三成，就一般精度扣件而言，臺灣具備成本優勢。
(3) 料：一般扣件鋼材原料屬全球市場，中鋼公司之鋼材品質穩定且價
格合理，相較之下並無劣勢。唯歐、美、日鋼廠在專用扣件領域開
發特殊鋼品，與下游扣件業者緊密結盟、合作，臺灣業者取得困難。
(4) 法：技術能力具體呈現在新品研發、模具設計、製造以及製程參數
之設定等。歐美日扣件廠商主係直銷用戶營運模式，其工程人員與
客戶協同設計，解決應用面問題，得以就源研發並累積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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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係以代工模式為主，著力於製程改善，難以培植研發人才並累
積技術。
就通用件而言，臺灣、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就人、機、料、法四者差異皆
不大，導致同質競爭，血拼成本與價格，具備規模優勢者勝出。就專用件而
言，臺灣與歐、美、日對手相較，則四要素皆有差異，關鍵差距在於「法」
。
研發、製造產品的方法效率高，技術就高。
2. 精進品質取得國際認證
精進品質取得國際認證是企業存活的基本條件
取得國際認證是企業存活的基本條件
無論通用件或專用件，優良的品質都是企業存活的必要條件。在全球
市場趨同、消費者保護意識提高及裝配自動化趨勢下，扣件的品質要求日增。
以汽車扣件為例，主機廠要求 0 PPM，實務上常低於 15 PPM，且須面對客
訴召回（Recall）等重大品質風險。精進品質是業者日常的課題。
(1) 品質系統基本認證
精進品質的第一步是取得系統基本認證。包含針對組織管理及流程
控制的 ISO 9000 認證，針對環境管理的 ISO 14000 認證等。針對汽車
業尚須取得 ISO/TS 16949 認證，航太業則須取得 AS 9100 認證等。
(2) 取得國際大廠認證
取得上述品質系統基本認證僅是跨越基礎門檻，要敲開國際大廠的
大門，展開生意之前，須先取得個別大廠更為嚴謹的品質認證。以汽車
業為例，包含：美國 Ford Q1 認證，德國 VW FORMEL-Q 認證等。取
得車廠品質系統認證後，將登錄為合格供應商，取得進入詢價、比價、
議價流程資格。但在每一品項正式下單前，尚須通過工程審查及製程稽
核認證等嚴謹程序，確保符合車廠品質要求。
3. 開拓直銷通路
開拓直銷通路布建全球運籌網路
通路布建全球運籌網路
(1) 通路決定其所通往的市場
通路決定其所通往的市場，
決定其所通往的市場，也決定了價值鏈各個成員的角色與價值
臺灣扣件業價值鏈係「多階間接銷售通路」
，雖或有產業上下游分
工細密之歷史成因，但明顯中介成員過多，分散了價值鏈資源配置。反
觀歐、美、日扣件業，規模越大則直銷比例越高；直銷通路與廠商規模
可謂互為因果。
扣件廠商若能力有限、資源不足，則必須與其他成員合作，共構價
值鏈，方能滿足終端客戶之需求；這是採取間接銷售通路的成因。選擇
直銷通路則必須發展完備的能力，獨立滿足客戶需求。直銷趨動企業發
展完備的能力，能力完備自能在市場上勝出，勝出市場便能持續成長、
形成規模、成為領導廠商。直銷通路是企業發展的活路。
(2) 精進品質與提升技術是發展直銷通路的基礎
品質與技術是企業發展的基本功，臺灣扣件業欲由間接通路轉向直
銷通路，首要之務就是精進品質與提升技術。提升品質與技術的第一步，
不在品質與技術本身，而是必須先決定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據以訂定
目標市場、客戶與通路。再依據目標市場、客戶與通路的需求，具體列
出品質與技術提升改善的目標與方法，落實執行。有方向、有目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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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地拓展策略客戶群，構建直銷通路，進而伴隨客戶的發展，布建全
球運籌網絡。

四、臺灣扣件業發展的因應策略
臺灣扣件業發展的因應策略
表 4-2-5、臺灣扣件業發展的因應策略

五、期冀協同合作，
期冀協同合作，共創未來
(一) 扣件輕量化為提升材料強度及降低螺絲規格，特殊螺絲如鋁合金螺絲及沖
壓件或鋼鐵螺絲配合鋁壓件，後者可直接定位、直接鎖，非常方便。
(二) 輕量化為未來的趨勢，配合汽車用鋁合金輕量化板金，鋁螺絲已開發成功
並量產，BMW 之一種車款開出鋁合金螺絲的需求逾 2,800 噸/年，不可小
覷。
(三) 傳統螺絲只有兩個製程，進入門檻低，但恒耀公司所生產的螺絲含一十四
個製程，投資程度高，進入門檻較高。
(四) 恒耀公司首先從市場中找尋新產品，接著擴充製程機具及模具，最後再擴
充產品，故恒耀公司不缺交易商。
(五) 扣件業目前亟需 14.9 級鈦合金鋼，請中鋼公司進行評估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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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鋼鐵產業高值化與創新力提升策略
黃文星、
黃文星、鍾自強
一、前言
2013 年全球粗鋼產量達 16.07 億噸，是僅次於水泥(2013 年全球水泥產量 40 億
噸)的第二大工程材料。以美國為代表的開發國家，百年來其鋼鐵與水泥之生產及消
費量呈現一致之成長趨勢；而全球近 30 年來因開發中國家之急速成長，已帶動水泥
產量之攀升，鋼鐵則相對成長較緩，但相較於水泥的用途而言，鋼鐵以其優越的性
能和低廉的價格，成為當今應用最廣，也是應用最深的基礎工程材料。另一方面，
至 2050 年僅鐵、鋁、錳、鉻、鎂、鈦與稀土金屬外，其他金屬需求量均超過可開採
蘊藏量，金屬工業將面臨成本過高，或無法購得足夠原料之困境，而全世界的工程
材料使用量快速成長，特別是水泥，因無法回收，應全面考慮如何降低其使用量，
未來因應環保/能源議題，全球鋼鐵消費量之成長力道強勁。與此同時，因應對環境
提升之要求，CO2 排放量尚需由 2005 年的 320 億噸降至 2050 年的 140 億噸，而其
中鋼鐵行業 CO2 排放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 4-5%(2009 年 3 月世界鋼鐵協會報告，
若全球所有汽車均使用高強度鋼，預計每年可減少 CO2 之排放達 1.56 億噸；2006
年全球廢鋼回收達 4.59 億噸，相當於減少 CO2 之排放達 8.27 億噸)。
現階段，全球經濟正在逐步復甦，但現階段仍呈現相當脆弱且成長不均勻的態
勢，加上全球鋼鐵產能嚴重過剩和新興市場國家逐漸進入後工業化時代而對鋼鐵需
求增速放緩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據高盛預計：“全球碳鋼行業將進入一個長期價格下
跌、利潤減少的階段。預計鋼鐵行業 2015 年息稅前利潤僅為 760 億美元，相比 2008
年下降了 41%。未來幾年，為了擺脫當前的不景氣，認為全球鋼鐵行業面臨重新洗
牌的格局”，有鑑於此，如何增強鋼鐵產業的競爭力已成為各鋼鐵生產國必須面對的
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戰性的議題之一。
臺灣“淺碟型”的鋼鐵市場，對鋼材的需求高峰已過，鋼鐵直接出口比率達 40%，
如含間接出口(如螺絲螺帽等)，出口比率可能高達 60-70%。基於鋼鐵原料匱乏的現
實，如何藉由創新力的提升達成鋼材高值化、鋼鐵製品高值化及鋼鐵產品的創新應
用，進而實現整個鋼鐵產業的高值化，必將成為臺灣鋼鐵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必
由之路。
本文將圍繞鋼鐵產業的高值化這一議題，通過對臺灣鋼鐵工業及下游加工工業
的優勢和不足進行分析，尋求鋼鐵產業高值化策略，並以成功大學與中國鋼鐵公司
合作的產學大聯盟計畫「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產學合作計畫」闡
述鋼鐵產業高值化的具體行動方案，同時說明該計畫的執行對擴大鋼鐵產品的應用
範圍之具體舉措，以期為增強臺灣鋼鐵產業之競爭力做出貢獻。

二、金屬產業現況
按照金屬材料的提取、成型及應用(二次加工和三次加工)，可在廣義上將金屬
產業劃分為三大塊，即：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以及終端產品製造業(見
圖 5-1)。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發布第 9 次修訂之行業標準分類，基本金屬製造業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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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金屬及合金之冶煉以生產錠、胚或其他冶鑄基本產品，或再經軋延、擠型、伸
線等加工，以製造板、條、棒、管、線等之行業；金屬製品製造業的定義為：從事
金屬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金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之行業；本文終端產品製造業一般包括機械設備製造業、汽車及其零件
製造業、其他運輸工具及其零件製造業、金屬傢俱製造業。依據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數據顯示，臺灣產業聚落(Cluster)在近 3 年均列世界第一(見表
5-1)，金屬產業從上游到下游產業價值鏈完整，群聚明顯，產業上、中、下游加工
與供應鏈健全。至 2012 年底統計數據顯示整個金屬產業廠家數達 4 萬家，絕大多數
廠家均為中小企業，分工明確，彈性生產能力強，生產技術與經驗經過近 20 年的錘
煉已趨成熟，生產靈活多變，既能滿足少量多樣的需求，亦可借助完整的產業價值
鏈來發展聯合行銷，接單少樣多量的生產。

資料來源: 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圖 5-1、金屬產業結構圖
(一
一) 金屬材料附加價值分析
過去在產業發展觀察與研究中，一般集中在產業的“產值”上，由於其未考
量生產要素的中間投入與原始投入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能準確地反映不同產
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與影響。因此從計算 GDP 中附加價值鏈的概念切入產業
發展的分析，計算各產業之附加價值(Value added)，相較於“產值”來說，較明確
地反應經濟總體發展的狀況，有助於提昇產業資源分配政策上的平衡。但附加
價值的高低來自於產值與中間投入兩個因素，較高的產值或較低的中間投入都
有可能導致附加價值的增加。因而現今以附加價值率作為評估產業對經濟發展
的影響指標，已成為評估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圖 5-2 為 1991 年至
112

2011 年 20 年間金屬材料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圖，1991 年至 2000 年的
10 年間，金屬材料附加價值率呈先下降後上升的趨勢，在 2000 年達到最高點
(23.4%)，但整體附加價值下降 1.6%；隨後的 10 年間，附加價值率呈現持續下
降的趨勢，到 2011 年低至 13.5%，整體下降 9.9%；高值材料的佔比從 2000 年
的 27.3%下降至 2011 年的 22.8%。一方面原因是由於在近 20 年間鋼鐵產量擴
充近一倍(1991 年粗鋼產量 1,097 萬噸，2011 年粗鋼產量為 2,017 萬噸)，而高
值金屬材料產量擴充較鋼鐵產量增加趨勢弱的多，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高值鋼
鐵產量較整體鋼鐵產量的擴充速度顯得更為緩慢。
表 5-1、全球產業聚落競爭力評比

2010-2011
2011-2012
項目
分數 排名 分數 排名
臺灣
5.4
3
5.6
1
美國
5.1
6
5.1
9
新加坡
5.2
5
5.2
5
日本
5.4
2
5.3
3
中國大陸
4.7
17
4.7
17
韓國
4.4
25
4.3
28
資料來源：WEF 數據/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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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圖 5-2、金屬材料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圖
具體來看，圖 5-3 為金屬材料價格圖，從常規碳鋼到鎳基合金，單價相差
30 多倍；分析高值金屬材料進口量和進口值 (見圖 5-4，以進口金屬材料單價
大於碳鋼單價 10 倍作為高值金屬材料估算)，由於金屬產業及中下游產業快速
發展，使得 1989 至 2000 年間高值金屬材料的進口量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平均
複合成長率達 9.4%)，在 2000 年後需求量小幅調整後，在 2004 年創下 120 萬
公噸需求高點；隨後由於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漲以及隨後 2008 年的美國金融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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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影響，高值金屬材料的需求呈現下降趨勢。而從高值金屬材料的自主率分析，
最高為 60%，最低為 0，總體自主率僅 15.1%；其中高值碳鋼(包括方向性矽鋼、
軸承鋼及先進高強度鋼)最高自主率僅 7%，平均自主率僅 6%(見表 5-2)。
表 5-2、高值金屬材料供需現狀

高值材料 進口需求
自主率
(t)
鎳基合金
5,000
5%
高速鋼
1,000
10%
鈦合金
3,000
5%
無鉛黃銅
40,000
5%
高清淨不銹鋼 10,000 30%
高功能鋁合金 25,000 60%
方向性矽鋼 1,000
0%
工模具鋼
48,000
27%
鎂合金
12,000
0%
軸承鋼
21,000
4.8%
先進高強度鋼 43,000 7%
低熱膨脹鑄鐵 2,000 1.5%

圖 5-3、高值金屬材料價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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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屬中心

圖 5-4、臺灣高值金屬材料進口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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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雖然臺灣金屬材料產業產量在過去 20 年間有了巨
大擴充(主要為碳鋼)，但隨著金屬材料中下游應用產業的快速進步，現有的高
值金屬材料遠不能滿足下游製造業的需求。因此，可利用行政和經濟的手段，
擴充高值金屬材料產量；另一方面，透過聯合“產、官、學、研”進行技術研發
升級，提升現有金屬材料的品質，以滿足中、下游製造業的需求。
(二
二) 鋼鐵產業附加價值分析
隨著中龍鋼鐵第二期第二階段擴建工程竣工投產，2013 年臺灣粗鋼以
2,228 萬噸的產量居世界 12 位；人均鋼鐵表觀消費量 793 公斤，僅次韓國居世
界第二(見圖 5-5)。從經濟發展和帶動就業的角度來看，統計數據顯示 2013 年
鋼鐵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1 兆 2,264 億元，佔 2013 年臺灣 GDP 的 8.4%，就業人
口 5 萬餘人，所帶動的關聯產業產值高達 5 兆元，就業人口達 100 餘萬人，對
臺灣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極端重要的作用。

圖 5-5、世界人均鋼鐵消費圖1
表 5-3 為鋼鐵製造業的各項重要指標，除去 2009 年因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導
致產量大幅下滑之外，2008-2013 年的 6 年間粗鋼產量、就業人口數、出口量/
值及廠商數均呈上升趨勢；由於受國際鋼價持續下滑影響，鋼鐵進口值呈下降
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進口量呈現下降趨勢；說明臺灣鋼鐵產品在替代進口方面
有所作為。雖然鋼鐵產量增加，但從附加價值率的分析來看，鋼鐵製造業的附
加價值率平均較製造業的整體水準低約 8%，且從 2008-2013 年間，附加價值率
綜合下降約 3.5%。橫向比較，以 2012 年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進行分析，雖然鋼
鐵製造業產值僅低於資訊業和石化業位居第三，但其附加價值率僅高於面板和
資訊硬體業位於倒數第三(見表 5-4)。

1

Mark DeCambre, UK peer-to-peer lender Funding Circle just added Wall Street heavyweight Bob Steel
to its board: http://qz.com/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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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008-2013 年臺灣鋼鐵製造業*各項指標

項目
單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產量(粗鋼) 百萬噸 19.89 15.81 19.76 20.18 20.67
進口量
百萬噸 3.92 2.18 3.74 3.42 3.39
出口量
百萬噸 8.99 8.89 9.18 9.75 9.77
運營廠商
家
687
693
732
792
產值(NT)
千億 15.46 9.53 14.13 15.14 12.89
進口值(NT) 千億 5.12 2.50 3.93 4.21 3.65
出口值(NT) 千億 5.66 4.02 5.10 5.60 5.18
附加價值(NT) 千億 2.01 1.24 1.85 1.77 1.37
附加價值率
13.0
13.1
11.7
10.6
%
13.5
(22.8)
(21.2)
(20.3)
(20.3)
(製造業 )
就業人口
人 45,679 45,137 48,306
50,472
*製造業包括：鋼鐵冶鍊業、鋼鐵鑄造業、鋼鐵軋延及擠型業、鋼鐵伸線業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整理
2

2012

年

大尺寸 TFT 面板
主要資訊硬體
鋼鐵產業
石化產業
通訊設備產業
紡織產業
特用化學品
食品產業
車輛產業
電子零組件
資訊軟體
機械設備
電子材料產業
醫材產業
製藥產業
IC 產業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2

表 5-4、製造業附加價值分析

2013
22.32
12.26
2.23
5.08
1.37
11.2
-

產業產值(億)

附加價值(億)

附加價值率(%)

7,303
44,077
12,890

-114
3,396
1,366

-1.6
7.7
10.6

18,322
9,419
6,750
2,655
5,862
4,682
8,438

2,825
1,486
1,205
497
1,185
970
1,795

15.4
15.8
17.9
18.7
20.2
20.7
21.3

1,578

339

21.5

9,579
3,030

2,153
713

22.5
23.5

760

243

32

772
16,342

260
7,472

33.7
45.7

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詢委員會 103 年度第 1 次委員會報告：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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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不銹鋼產業
不銹鋼是由鐵、鉻、碳及鎳與眾多不同元素所組成的合金，鐵是主要成分
元素，鉻是第一主要的合金元素(Cr%>11%)。緻密的氧化鉻保護膜，是不銹鋼
不銹的主要原因。鉻含量不足，不銹鋼外表將無法形成緻密的氧化鉻保護膜，
而失去防銹(腐蝕)的功能，在嚴重腐蝕環境中，尚需配合鎳、鉬、鈮、鉭等元
素，確保保護膜的完整，達到不銹的目的。一般民眾的觀念，總認為不會磁吸
的不銹鋼比較好，比較耐用，比較不會生銹。因為以往是用常用的 304 不銹鋼
與 430 不銹鋼比較，因 304 含鎳為奧斯田相，不具鐵磁性。其耐蝕性較僅含鉻
且具鐡磁性的 430 佳，所以造成這個錯誤的印象。不銹鋼是否耐蝕、耐用，是
其合金成分的綜合效果，與會不會磁吸完全無關。
不銹鋼以其美觀、耐蝕、功能強、符合綠能材枓基本特徵等而受到廣泛應
用，其在金屬材料使用排名中位列第三，僅次於鋼鐡及鋁，其成長速度與鋁類
似，領先其它金屬材料。臺灣不銹鋼的人均使用量達 40 公斤/人，為全世界第
一位(見圖 5-6)。臺灣加大陸的產能超過世界產能一半以上，不銹鋼產業中華人
己佔舉重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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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人均 GDP 與人均不銹鋼消費量之關係圖
1. 不銹鋼符合綠色材料-基本特徵
不銹鋼符合綠色材料 基本特徵
不銹鋼的生產採用低能耗製造工藝和低污染環境的生產技術，生產過
程中，沒有使用有害物質。產品的設計是以改善環境、提高生活品質為宗
旨。(產品不損害人體健康，並具有多功能化，如抗菌、滅菌、防黴、除臭、
隔熱、防射線、抗靜電等)。產品回收利用，無污染環境的廢棄物，生產所
用原料盡量使用廢料，減少天然資源使用。生產 1 噸不銹鋼約用 1,000 度
電，排放 1 噸二氧化碳，使用超過 0.6 噸廢不銹鋼。從生命週期費用(LTC)
而言，是最合理價格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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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銹鋼產業發展分析
2013 年全球不銹鋼產量高達 3,813 萬公噸(其中，中國大陸 2013 年生
產量約 1900 萬公噸，占世界不銹鋼總產量約 50％，出口量達 200 萬公噸，
產能過剩約 300 萬公噸，2012 至 2013 年均增長率達 18％)，較 2012 年增
加 7.8％(見圖 5-7)，2014 年更將超過四仟萬噸，然消費需求成長並不及產
量之擴充(2013 年全球鋼廠產能利用率平均尚不及 80%)，導致市場競爭更
為激烈，短期間各鋼廠僅能以減產因應，且隨著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低價傾銷控訴不斷，不銹鋼出口國出口量將更進一步下降，市場呈現前所
未有之供需失衡壓力。

圖 5-7、世界不銹鋼市場發展趨勢
3. 不銹鋼產品的多元應用
由於不銹鋼優良的耐腐蝕性、韌性、外觀優美以及其它許多特性，現
代社會的發展為不銹鋼提供了無窮的機會(見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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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不銹鋼產品的多元應用

不銹鋼是水的貯存、輸送、淨化、再生、海水淡化等最佳選材．其優點
為耐蝕、抗震、衛生、少維修、壽命長及可回收利用
東京地區管道不鏽鋼化已逹 90%，管道漏水率約降至 3%．大阪大地震後，
水及環保產業 不鏽鋼儲水糟均完好無損
環保工業所需之工業廢氣、垃圾和污水處理裝置均需採用不銹鋼．廢氣
脫硫過程的裝置需用雙相或沃斯體不銹鋼．垃圾焚化爐及廢水處理設備
則需要採用更高性能不銹鋼
當前發展最快的不銹鋼領域，為車輛產業。採用高強度不銹鋼製造車體
車輛產業 結構，可節能減碳，增強車體結構強度並可減少維護成本。目前日本、
美國及瑞典等國均已大量使用，其中日本不銹鋼火車車輛已達 60％。此
外，汽車工業亦是不銹鋼應用的開發重點
建築產業 利用雙相不銹鋼 2205 和 316 不銹鋼支撐玻璃創造出輕巧透明的結構
德國 ThyssenKrupp 鋼鐵公司與美國 United Solar Systems 公司合作生產品
ThyssenKrupp-Solartec 矽薄膜太陽能鋼，鋼廠接近高速公路，既可發
綠能產業 名電(30KW)
太陽能熱水器等均大量使用不銹鋼
(四
四) 用鋼產業附加價值分析
據金屬中心統計，用鋼產業產值佔製造業 6.15%，廠商數佔製造業 20.4%(在
製造業中排名居第一位)；就業人口數佔製造業 11.1%，在製造業中僅次於電子
零組件業。與此同時，用鋼產業產品出口比例達 49.4%，顯示其在國際市場具
有良好的競爭力。與韓國發達的汽車及造船產業及其相關的用鋼產業比較，臺
灣用鋼產業更趨多元化(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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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2 鋼管3 鋼線4 鋼5 船舶6 自行7 手工8 製管9 10汽車 11馬 12手工 13汽車 14五金 15汽車 16焊條 17鍊條 18彈 19壓力 20 21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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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臺灣 21 個傳統用鋼產業
表 5-6 為用鋼產業各項重要數據指標，可以看出金屬製品業廠商數量在近
年持續擴張，從業人口增加，產值也大幅度提升，附加價值呈持續增加態勢。
但從附加價值率來看，由於美國金融危機影響，鋼價走低，用鋼產業附加價值
率達到 29%，在 2010 年，國際鋼價開始恢復增長趨勢，用鋼產業的附加價值
率則下滑至 26.7%。之後，由於鋼鐵產能過剩趨勢明顯，鋼鐵價格下降的同時，
國際經濟形勢持續好轉，用鋼產業附加價值率則呈上升趨勢，據金屬中心預測，
今年用鋼產業附加價值率將達到 31.1%的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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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金屬製品業各項重要指標

產業

金屬 金屬表面
製品業 處理業

產值(NT 億元) 5,143
1,051
附加價值(NT 億元) 1,491
325
附加價值率
(%)
29
30.9
2009
從業人數(人) 238,843 26,081
工廠數(家)
15,876
1,308
產值(NT 億元) 6,744
1,448
附加價值(NT 億元) 1,801
388
26.7
26.8
2010 附加價值率(%)
從業人數(人) 265,318 28,422
工廠數(家)
16,184
1,323
產值(NT 億元) 7,525
1,615
附加價值(NT 億元) 2,000
439
26.6
27.2
2011 附加價值率(%)
從業人數(人)
工廠數(家)
產值(NT 億元) 7,404
1,471
附加價值(NT 億元) 2,160
419
29.1
28.5
2012 附加價值率(%)
從業人數(人) 288,296 30,296
工廠數(家)
16,890
1,366
產值(NT 億元) 7,249
1,409
附加價值(NT 億元) 2,250
391
2013
附加價值率(%)
31
27.8
(e)
從業人數(人)
工廠數(家)
產值(NT 億元) 7,350
1,571
附加價值
(NT 億元)
2,300
442
2014
附加價值率(%) 31.1
28
(f)
從業人數(人)
工廠數(家)
數據來源: 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金屬中心

典型用鋼產業
螺絲
金屬
金屬
螺帽業 手工具業 模具業
749
227
30.3
22,678
1,236
1,124
305
27.1
25,891
1,275
1,287
344
26.7
1,213
330
27.2
27,894
1,310
1,239
344
27.8
1,264
358
28.3
-

440
136
30.9
24,169
1,247
583
192
34.1
27,845
1,312
618
205
33.1
645
212
33
31,861
1,466
677
223
32.9
700
231
33
-

423
170
40.2
35,588
3,375
519
187
36
37,522
3,324
569
184
32.4
538
167
31
40,575
3,329
571
188
33
580
190
34
-

具體從產值規模來看，用鋼產業中以金屬表面處理業為最大宗，螺絲螺母
次之。因金屬表面處理業主要為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著、
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行業，
屬於材料次加工行業，其產品主要提供給下游廠商進一步深加工為終端產品，
其產值平均佔金屬製品業的 20.6%。從實際用鋼及鋼鐵消費而言，依次為扣件
產業(螺絲螺帽)，手工具業，金屬模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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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螺絲螺帽業
螺絲螺帽業為最大宗用鋼產業，在臺灣具有 50 年的發展歷史，2012
年統計數據顯示有 1,310 家螺絲螺帽製造廠商，大部分工廠位於高雄縣、
台南縣和高雄岡山地區，其中絕大部分均為中小型企業，有 27,900 名從業
工人，其產品 85%出口到世界各地，出口規模僅次於德國、中國大陸位居
世界第三。由於完整的產業聚落，上游，中游和下游都有自己完整的系統
和業者，整個供應鏈的結合緊密，合作方式靈活多變，使其具有產業全球
化的競爭優勢。
從螺絲螺帽進出口數據分析，從 2003-2013 的 11 年間，出口量均呈增
加態勢(除 2008 及 2009 年因金融風暴的影響，出口量大幅下滑)，出口產值
在 2013 年達到 862.7 億台幣的新高，產業發展情勢良好。進口量在近年來
幾乎持平，但進口價值則呈上升趨勢，這反映出進口單價上升，比較進出
口扣件單價可以看出，進口單價平均相差 2.3 倍(見表 5-7)。從單價來看，
臺灣螺絲螺帽出口單價僅高於中國大陸，以出口單價最高的英國來看，在
2010 年有將近 4 倍的差距 3。具體來看，2002 年到 2008 年，出口單價從
50.6NT/Kg 上升至 82.6NT/Kg，整體上升達 38.7%，綜合年平均上漲幅度為
10.46%。2008 年迄今出口單價從 82.6NT/Kg 下降至 79.3NT/Kg，整體下降
約 4%，綜合平均上漲幅度為-0.74%(見圖 5-9)。在一方面因國際鋼價持續
下滑，產品價格相應下降，另一方面也因螺絲螺帽產業自身同質化競爭激
烈，價格趨降。參照表 5-6，2009 年至 2011 年的 3 年間附加價值率下降了
3.6%，在近兩年，由於鋼鐵產能過剩導致鋼價下跌及國際經濟形勢趨好的
影響，附加價值率略有回升，但距 2009 年 30.3%的附加價值率仍有較大差
距。
表 5-7、螺絲螺帽產業(含銅、鋅)進出口分析

出
口
進
口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重量(萬噸) 85.6 97.8 90.4 95.4
價值(億 NT) 433.4 567.8 585.5 624.6
重量(萬噸) 1.5 1.9 1.8 1.4
價值(億 NT) 19.4 25.8 25.0 22.3
數據來源: 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整理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93.9 91.1 64.4 95.7 108.7 101.3 108.8
726.3 753.0 503.6 767.4 897.1 843.8 862.7
1.5
1.3
1.1
1.4
1.6
1.6
1.6
23.5 22.4 21.0 28.6 30.6 31.1 30.0

出口單價
進口單價

220
200
180

單價(NT/Kg)

201.7

190.0

80.1

79.3

160
140

133.4

167.0

164.1

120
100

82.6

80
60
40
20

65.5
50.6

～

2008

2003 2008
38.7%

～4%2013

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數據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整理

圖 5-9、螺絲螺帽進出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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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鋼結構
國際鋼協發布數據顯示，建築業使用鋼鐵量佔據鋼鐵產量的一半，相
較於傳統鋼筋混凝土的營建業，鋼構造建設是一種最符合綠色環保的公共
投資型態。鋼結構是應用型鋼、鋼管、鋼板等鋼材，經加工、銲接、組立
及安裝後建造成之工程結構，故屬鋼鐵下游加工產業之一。從鋼結構產業
所涵蓋的範圍來看，包括機械設備、交通建設、高樓建築、廠房及電力設
備以及公共設施建設等(見圖 5-10)。

機械設備

高樓建築

橋樑 地下鐵路
高速鐵路 高速公路
捷運系統

石化工廠 火力電廠
水壩 核電廠
高壓電鐵塔 鋼鐵廠
廠房、
、電力設備
廠房

辦公大樓
商業大樓
國民住宅

立體停車場 科學博物館
飛機場 焚化爐
購物中心

鋼結構產業

車體結構 舉重機
工具機 集塵設備
船體 建設機械
壓力容器 儲油槽

交通建設

公共設施

圖 5-10、鋼結構產品應用魚骨圖3
鋼結構建築被稱為“環保建築”。其具有高強度、高韌性、耐震性佳、
工業化程度高、環境污染少，及施工速度快等特性，百年來發展非常快速，
尤其是從 20 世紀下半葉起，隨著世界鋼鐵產量的大幅增加，鋼結構更加
擴展了應用領域。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有關的研究顯示，由建築生命週
期之推估，從材料生產、施工建造、維護使用及拆除回收再利用等階段之
調查分析，鋼構造建築之耗能量僅為混凝土構造之 83%，二氧化碳排放量
僅為其 71%，就環境保育觀點而言，鋼構造非常適合在臺灣地區推廣採用。
因此，為因應建築環境的變遷，及降低混凝土消耗天然資源之使用而言，
鋼結構成為高層建築構造的主流，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依據產業耗能統計，臺灣每生產一公斤水泥，排放 0.4 kg-CO2(表 5-8)，
每生產一公斤鋼筋就排放 2.23 kg-CO2，每生產一平方米磁磚就排放 7.38
kg-CO2。水泥生產的單位耗電量平均值為 111.88 度/噸；單位耗煤量為 133.9
公斤/噸，此部分約佔全國建材生產能源的 30%以上。根據表 5-8 的數據，
針對 RC、SRC、SC 三種建築物構造軀體統計其所有建材使用量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情形(見表 5-9)。由結果可看出，RC 與 SRC 建築物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為鋼構造 SC 的 1.4 倍左右，這也代表鋼構造較 RC 構造更為環保，更
能減少使用建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

林偉凱 臺灣鋼結構產業現況與展望 金屬中心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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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鋼鐵水泥建築相關產品單位生產 CO2 排放量表4

砂
石
類
鋼
鐵
類

水
泥
類

排放量

產品名稱
單位
砂礫
m
採石(原石)
m
石材加工品(板類) 才
鋼胚(高爐)
kg
鋼胚(電弧爐)
kg
鋼筋及鐵件
kg
型鋼
kg
不銹鋼
kg
蔔特蘭水泥
kg
白水泥
kg
1:1 水泥砂漿粉刷
m
1:2 水泥砂漿粉刷
m
預拌混凝土
m
3000psi
預拌混凝土
m
4000psi
預拌混凝土
m

CO2
(kg-CO2)
2.93

3
3

含回收 CO 排放量
2

(kg-CO2)

3.67
0.16
2.06
0.32
1.01
0.85
1.25
0.40
0.91

2

8.85

2

5.79

3

143.19

3

162.74

3

192.21

5000psi

鋼結構產業的原材料，主要為鋼材、銲接材料、高張力螺栓、剪力釘
等，除了少數特殊材質及規格的鋼品仰賴進口外，95%以上的原材料均由
本地的供應商提供。過去公共工程僅 20%採用鋼構及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其餘 80%仍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房屋建物採鋼構及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者僅占核發建築使用執照的 12%以下。但在政府大力推展「綠建築」以及
自 921 大地震後，民眾對鋼結構建築物開始重視，房屋建物採鋼構及鋼骨
鋼筋混凝土結構已逐漸提高。
表 5-9、建築物軀體工程平均 CO2 排放量 4

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 鋼骨構造
構造方式(樣本數)
(5 棟)
(5 棟)
(5 棟)
鋼筋(kg/m )
160
82
44
113
128
單位面積 型鋼鋼(kg/m )
建材使用量 混凝土(m /m )
0.62
0.59
0.21
木模版(m /m )
4.19
4.04
0.18
單位面積 CO 排放量(kg/m ) 263.63(1.41)
275.98(1.47)
187.46(1.00)
統計條件：樓層 20~26 層，樓地板面積規模 2 萬~5 萬 m ，不含內外裝修
2

2

3

2

2

2

2

2

2

4

林憲德，2009，「以鋼構造節能減碳推廣鋼構造建設才是臺灣永續發展的投資」，中華民國鋼結構
協會，鋼結構會刊，第三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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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鋼結構廠總產能約 220 萬噸，但年需求量不足 100 萬噸，呈現產
能過剩現象。臺灣鋼結構產業的年產值佔鋼鐵產業中的前五大，在金屬工
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鋼結構的產銷狀況來看，因鋼結構產業屬於
內需型的產業，大型工程除由大型廠商承攬外，轉包或分包方式之加工情
形亦十分普遍。在中小型與低技術性廠商進出搶標下，國內鋼構廠普遍面
臨彼此削價競爭的局面，使得鋼構業者之獲利空間降低，加上 2000 年時
國內開始面臨建築業不景氣，鋼結構產業深受影響，使得 2003 年鋼結構產
值衰退成不到新台幣 300 億元，是自 1995 年來的最低點。2004 年起由於
多家 TFT-LCD 光電大廠紛紛投入擴廠計畫，鋼結構原物料鋼材價格大幅
上漲以及政府推動“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便捷生活設施”等公共建設計畫，
鋼結構市場在穩定中發展(見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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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臺灣鋼結構產值變化(1995~2010 年)

三、鋼鐵產業高值化提升策略
(一
一) 不銹鋼產業高值化提升策略
由於不銹鋼所具有的獨特性能，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不銹鋼已被廣泛
使用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之中。從如日常生活相關的化學工業、煉油工業、人造
纖維工業、食品、醫藥及日用品工業的耐酸、耐鹼、耐高壓的壓力容器裝置和
儲存及運行的槽罐的材料；到電力工業、汽輪機製造行業、船舶工業、航空工
業的耐高溫和低溫的構件；以及在航太工業、核能工業中作為製造人造衛星、
宇宙飛船、火箭和核動力裝置等方面的材料。依據臺灣不銹鋼產業發展趨勢及
不銹鋼產業鏈狀況，不銹鋼產業高值化應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聚焦於航太、
聚焦於航太、能源、
能源、油氣及生醫等產業
臺灣不銹鋼產業上中下游產業鏈完整，通過長期的研發投入，在航太
產業用不銹鋼領域已有 12 家公司的 57 個鋼種獲得國際產業認證；在能源
產業用不銹鋼領域，已有 11 家公司的 35 個鋼種獲得國際產業認證；在油
氣產業用不銹鋼領域已有 9 家公司的 12 個鋼種獲得國際產業認真；在生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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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等用不銹鋼領域已有所突破(見圖 5-12)。鑑於國際新興產業的發展及
臺灣不銹鋼加工的技術水準，應更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需求臺灣可生產
之利基產品。

圖 5-12、臺灣不銹鋼產業之國際認證
以航太產業為例，目前在臺灣已可生產包括飛機制動器用的 VAR 清潔
級不銹鋼 17-4PH、300M 等，飛機起落架用不銹鋼 HSLA-300M、43-40M
等，飛機引擎用 VAR 級清潔級不銹鋼 9310、M50、17-4PH、鎳基合金 718，
以及飛機引擎用 Ti 合金壓縮葉片等(圖 5-13)。這些產品的開發，提升了不
銹鋼產業的生產技術水準，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不銹鋼產業升級換代的步
伐。

圖 5-13、臺灣航太產業之不銹鋼生產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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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應用臺灣
充分應用臺灣的競爭優勢
臺灣的競爭優勢
比較而言，臺灣具備先進的 e 化環境、產品快速上市能力、相對成熟
的產業鏈。具體到不銹鋼產業領域，應建檔相應的 e 化服務平臺，提供客
戶快速回應與即時服務，並結合臺灣的強勢產業(如自行車業)，尋求從材料
生產到產品銷售的最大附加價值。
3. 建構高值化回收系統
高品鋼材的發展，需要廢鐵供應商對廢鐵品質進行嚴格分類把關，因
此需建立金屬製品廢料篩選、分類分級、廢棄物資源化之管理服務機制，
並推動材料綠色回收產業朝科技化、高效率發展之基盤技術。對先進國家
(如美國及日本)的金屬綠色回收服務體系進行研究，並推動對國內金屬綠色
回收服務機制可行性進行研究(見圖 5-14)。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1) 法令、產業推動優先順序，營運模式規劃；金屬綠色回收示範
性服務系統與營運模式建置；金屬綠色回收服務體系關鍵技術
開發；
(2) 材料、物料標準化、回收分類技術、回收熔煉技術。
(二
二) 不銹鋼產業創新力提升策略
不銹鋼產業創新力提升策略
1. 從應用端尋求新產品開發機會
抗菌不銹鋼可以抑制細菌的產生、生長和繁殖，已在家居、醫療衛生
等領域獲得應用。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抗菌不銹鋼的應用已經從傳統
的應用領域更進一步，植物工廠之於抗菌不銹鋼的創新應用即是一例。植
物工廠除了能提供安全衛生的食材，也可節能減碳充分降低能源及水源的
使用。因此，與植物工廠合作，將可發展不銹鋼新產品開發及應用機會。
臺灣在農漁養殖業的專業知識，可藉工廠化成為新興產業。

圖 5-14、材料綠色回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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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富士鱒魚孵化場和神戶製鋼集團於 2004 年開始進行聯合研究
與試驗，其中如所示，已開發出商業應用之抗菌不銹鋼孵化槽設備，成功
提高了魚苗孵化成功率。經過兩年半的養殖場試驗中，抗菌不銹鋼能有效
的抑制細菌的生長，並控制水黴菌的生長。
2. 運用不銹鋼高殘值特性與跨產業結合，
運用不銹鋼高殘值特性與跨產業結合，建構創新營運模式
不銹鋼廢料占成品價格比例呈上升趨勢由 2001 年 54%上升至 2014 年
79%(圖 5-15)，表示廢不銹鋼需求上升，其與正常品平均價格差距逐年縮小，
故為最具高殘餘價值之環保材料。表 5-10 示出了以植物工廠應用不銹鋼降
低經營成本具體實例，應用鍍鋅碳鋼和應用不銹鋼建造植物工廠，後者整
體成本較前者有明顯的優勢。

圖 5-15、不銹鋼、廢料及鎳價之關係圖
表 5-10、不銹鋼讓經營成本降低-植物工廠為例

立面式有機網室菜園，
立面式有機網室菜園，100 坪
使用鍍鋅碳鋼
使用鍍鋅碳鋼
菜園主結構，擴張網，植生架角鋼，
自動噴灌系統，自動噴霧系統，格柵
板，百吉編織網。

立面式有機網室菜園，
立面式有機網室菜園，100 坪
使用不鏽鋼
菜園主結構，擴張網，植生架角鋼，
自動噴灌系統，自動噴霧系統，格
柵板，百吉編織網。

建築成本 200 萬元(含施工)
以會計成本計算：
1.殘值低(不及原料 30%)
2.使用年限短(15-20 年)
3.折舊年限短
4.折舊金額高
5.維修成本高
6.僅可用 10 年攤提折舊

建築成本 350 萬元(含施工)
以會計成本計算：
1.殘值高(達原料 60%)
2.使用年限高(50-100 年)
3.折舊年限長
4.折舊金額小
5.維修簡單，成本低
6.可用 20 年以上攤提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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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綠能環保尋求創新產品應用商機
隨著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而與環保相關產業受到越
來越嚴格之控制，這也將進一步拓寬了不銹鋼的應用市場。相應的產業包
括：
(1) 能源服務業(ESCO: Energy Services Company)包括油、電市場交
易買賣服務、發電、運輸、電力傳輸、配電、水資源、節約能
源以及煤、電、瓦斯、核能、油、再生能源之管理等業務。
(2) 從事新淨潔能源、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抑制移轉尖
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程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
製造、安裝、施工、維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件及
相關技術服務之行業，其行業代碼為 IG03010。
(3) 提供能源用戶自能源診斷、改善方案評估、改善設計、工程施
工、監造管理、資金籌措之財務計畫及投資回收保證等整體性
服務之事業。
為了將不銹鋼更進一步推廣應用到綠能環保產業，政府政策也應有相
應的配套措施。包括：
(1) 節能費用攤還：改善投資費用，由節省能源費用分期償還。
(2) 節能效益保證：採用節能績效保證合約（ESPC），保證顧客節
能效益。
(3) 節能效益驗證：以適當方法或程式驗證節能效益。
(4) 非資產性擔保：以能源改善事業之節能保證效益向銀行融資擔
保。
不銹鋼為生命週期極長的結構材料，只要正確選用，其使用年限可達
50 年，甚而 100 年為永續發展定下良好基礎，廢不銹鋼殘值高，回收率亦
高，因鎳價長期看漲，廢不銹鋼的殘值，不僅不會減低，甚至有增加的可
能。建構高附加價值不銹鋼產品租賃體系並配合綠色會計制度將可大幅提
升不銹鋼的使用，並產生極大的綠色經濟價值。建構租賃系統、高值回收
體系，並配合 ESCO 的推展，將可大幅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創造綠色經濟
價值。淺層溫能的使用可節能減碳並大量使用不銹鋼。
(三
三) 鋼鐵產業高值化提升策略
臺灣鋼鐵產業具有上游、中游、下游完整的產業鏈，鋼鐵一次加工業、用
鋼產業在國際上均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但面臨當前中國大陸低價鋼材和鋼鐵
製品的競爭及日本、韓國等高值產品的夾擊之下，如何保持並擴大現有鋼鐵業
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是當前鋼鐵整個產業需要面對的問題。
從鋼鐵一次加工業的角度來看，其一：需進一步深耕技術，提升現有鋼材
的品質和性能，為中下游用鋼產業提供優良的鋼鐵原材料，一方面替代高附加
值鋼材的進口，滿足用鋼產業對高值鋼材的需求；另一方面，提升出口鋼材的
附加價值和高值鋼材的出口量，擴大國際高品級鋼材的市場佔有率。其二，聯
合“產、官、學、研、用”，從用鋼產業的需求為出發點，加大技術創新力度，
開發新的鋼材品種，促進用鋼產業的升級，同時可擴大鋼材跨產業的應用。
從用鋼產業的角度來看，由於臺灣中、下游製造廠商多以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為主，在欠缺自主品牌的情況下，材料端採購常受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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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母廠，因此，需加大研發力度，充分利用鋼鐵產業完整的價值鏈的優勢，
加快自主品牌開發力度，減少高值二三次加工技術對國外的依賴度。基本策略
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發展特殊用途之產品，替代高值鋼鐵製品進口，滿足
臺灣市場對高值鋼鐵製品的需求；其二，在現有製造水準下，加大更高性能鋼
材的使用度，開發更高性能的鋼鐵製品；其三，對現有鋼鐵製品的設計進行優
化，實現鋼鐵材料的跨產業應用，以進一步擴大鋼鐵材料的應用深度和廣度。
由於臺灣用鋼產業大多數為中小企業，單一企業研發投入風險高，導致研
發投入明顯不足，因此，需透過橫向的同業產業同盟和縱向的一、二、三次加
工產業聯盟進行聯合研發，即可解決行業的共通性的技術問題，亦可進行單一
技術輔導升級，一方面降低同質競爭的劣勢，另一方面亦可實現整個用鋼產業
的技術升級。
結合鋼鐵材料製造業和用鋼產業綜合分析，由於用鋼產業鋼鐵製品的差異
性，對鋼材性能的需求不同，高值鋼鐵產品呈現多樣少量的特徵明顯，而目前
臺灣鋼鐵材料製造業大多以大型企業為主，考慮到研發成本和生產成本，多數
少量多品種的高附加值鋼材均依賴進口，因此現有鋼鐵材料製造業在滿足規模
生產的鋼種，需加大技術研發，降低高值鋼材品種的生產成本，以替代進口；
另外，在充分考慮市場需求和研發成本的前提下，設立少量多品種鋼材的鋼廠
以滿足用鋼產業的用鋼需求。
此外，由於鋼鐵性能具有非常寬的可調性，且價格低廉，聯合鋼鐵材料製
造業和用鋼產業，進行技術提升，實現鋼鐵的跨產業應用。
綜合以上，臺灣鋼鐵產業高值化要以終端產品高值化為最終目標，通過提
升 21 個傳統用鋼產業的競爭力及培育新的用鋼產業為策略，聯合一二次加工
產業共同達成技術提升，既能生產高品級鋼材、高品級鋼鐵製品，亦能實現鋼
鐵產品的創新應用，最終實現整個鋼鐵產業的高值化(見圖 5-16)。

特殊
用途
產品
更高
性能
產品

整體鋼鐵產業高值化

多樣少量 少量多品種
鋼廠設立
現有鋼廠技
進口替代
術提升
高品
評
級鋼
估
材
進口
高端二三次加工技術 輔導下游企業
鋼鐵跨產業應用
鋁、銅、鎂、塑膠 水泥混凝土 、、、、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二
三
次
加
工
業

圖 5-16、鋼鐵產業高值化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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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鋼鐵產業高值化具體行動方案
由前所述，鋼鐵產業(包括鋼鐵製造業及鋼鐵製品業)目前面臨著產能供過於求，
附加價值率偏低及高能耗及高排放的問題，因此，實現鋼鐵產業高值化是臺灣鋼鐵
業的發展方向，其具體目標包括四個方面，即：1、轉型為以高品級鋼為主的鋼廠，
2、傳統 21 個用鋼產業升級，3、培育新的用鋼產業，4、發展節能減碳、減廢之製
程技術。
為達成以上四個目標，國科會、經濟部聯合推出“產學大聯盟前瞻產學合作計畫
(產學大聯盟)”。鋼鐵業龍頭中鋼公司積極回應，秉承加值創新、永續發展、善盡產
業及社會責任的理念，與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等八所院校
組成的學界聯盟聯合提出為期五年，總研發金額 7.25 億台幣的『次世代鋼及其綠色
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產學合作』(產學大聯盟)研究計畫。
「次世代鋼」大聯盟研發規
劃是以“前瞻產業發展機會，研發需求的次世代鋼材與先進用鋼技術，以促進整體
上下游鋼鐵產業升級發展”為主軸；以“先進節能汽車、離岸風電與海洋結構”為
開發載具，以“鋼材開發、煉軋鋼製程技術、創新應用”為研究領域，依據超越日、
韓、中、美主要競爭對手近五年之專利為訴求進行核心技術的專利佈局，藉由六個
研究團隊，40 餘名教授、120 餘名研究人員的分工合作，運用先進的實驗裝備，開
展合金優化設計、介在物定量控制，微組織的精密控制等鋼鐵產品與製程的前瞻技
術培育，以及先進二、三次加工應用技術研發。程式上是由中鋼決定研發之次世代
鋼材、製程、與終端產品，中鋼與學校合作解構出需學研單位承接培育之基礎與核
心技術，未來將由中鋼整合學研單位以及中鋼自行完成之研發成果，構成完整的產
業落實應用方案。整個過程“起始於企業，落實於產業，學研單位擔任基礎與核心
技術研發之中間骨幹”(見圖 5-17)。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圖 5-17、鋼鐵產業高值化具體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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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展高品級鋼應用範圍案例-產學大聯盟
擴展高品級鋼應用範圍案例 產學大聯盟
產學大聯盟研發『次世代鋼』以前瞻綠色產業“先進節能電動車”產業用鋼(汽
車車體用鋼和電磁鋼)和“離岸風電與海洋結構”產業用鋼(耐蝕海洋用鋼和電磁鋼)
為載具，依據『次世代』鋼的性能要求，以開發高附加值鋼品的核心基礎理論為計
畫研究核心，在現有技術基礎上，開發和應用前瞻理論並結合先進的實驗方法分析
鋼品清淨度/純度、成分均勻性、介在物形態、晶粒大小及相組成與鋼品性能之間的
關係，設計產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與開發具有國際前瞻性的先進鋼品；以鋼品製程
節能減碳為核心，開發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鋼鐵冶煉製程；研發以更低成本獲取高
性能鋼鐵初加工製品的製程技術；以先進節能汽車及大型離岸風機用鋼為標的，以
鋼鐵製品深加工核心技術及鋼鐵產品拓展應用之關聯技術的開發為根本，實現次世
代鋼品的創新應用(見圖 5-18 及圖 5-19)。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圖 5-18、產學大聯盟技術路線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圖 5-19、產學大聯盟技術研發框架
依據產學大聯盟的整體技術路線，圍繞次世代鋼及其綠色製程與產品創新應用
這一主軸，研究內容涵蓋次世代鋼材料設計、次世代綠色製程、及次世代鋼鐵產品
創新應用三大研究領域，並進一步區分為次世代超高功能性綠色鋼材開發技術、先
進鋼鐵組織控制前瞻技術、超級鋼及其綠色低碳冶煉製程技術、超高強度鋼之精密
軋延技術、先進節能電動車系統設計與應用技術、大型離岸風機結構設計及其應用
技術等六大核心技術，在六大核心基礎上，中鋼規劃 15 個研究專題，引導學界規劃
24 個分項計畫(見表 5-11)，以達成次世代鋼的產品及應用技術開發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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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

領域

表 5-11、產學大聯盟技術架構

核心技術
研究計畫
PT01:次世代冷軋先進高強度鋼材的組織與性質研究
次世代超高功 PT02:次世代先進高強度鋼熱浸鍍鋅介面與合金化反
能性綠色鋼材 應研究
PT03: 次世代電磁鋼片集合組織演化與磁性模擬分析
次世代鋼 開發技術
研究
材料設計
領域
PT04: 次世代熱軋複合奈米析出物強化型低碳低合金
先進鋼鐵組織
先進鋼鐵組織 鋼組織與性質研究
控制前瞻技術 PT05:次世代超高強度熱衝壓鋼材表面鍍層研究
次
PT06:次世代超高強度海洋用鋼材研究
世
代
PS01:碳熱還原煉鐵製程技術建立
鋼
超級鋼及其綠 PS02:低碳煉鋼製程技術開發
及
其
色低碳冶煉製 PS03:渣與鋼液脫磷脫硫研究
綠
PS04:氧化物冶金製程技術開發
次世代綠 程技術
色
製
PS05:鋼胚凝固與組織控制技術開發
色製程領
程
域
PS06:熱軋薄板軋延控制技術
與
產
超高強度鋼之 PS07:極薄電磁鋼片軋延與退火技術
品
精密軋延技術 PS08:大型離岸風機用鋼軋延製程開發
創
PS09:高合金軋延技術開發
新
應
AP01: 先進高張力鋼板之汽車結構開發與模具設計技
用
術之建立
先進節能電動 AP02:先進高強度鋼管液壓成形技術建立
次世代鋼 車系統設計與 AP03:超高強度鋼板熱沖壓成形技術建立
AP07:車輛輕量化之鈑金成形和模具設計開發
鐵產品創 應用技術
新應用領
AP08:新型伺服沖床於電磁鋼片製程之品質提升研究
域
AP09:高性能電動車動力馬達之設計研究
大型離岸風機 AP04:離岸風機支承基礎結構勁度及變形反應研究
結構設計及其 AP05:離岸風機支承基礎結構安全監測與分析模式
應用技術
AP06:高強度扣件成形及模具設計技術建立
資料來源：成大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六、結語
臺灣金屬材料產業產量在過去 20 年間有了巨大擴充(主要為碳鋼)，但隨著金屬
材料中下游應用產業的快速進步，現有的高值金屬材料遠不能滿足下游製造業的需
求。
針對不銹鋼而言：由於能源使用的持續增加，及世界礦源的有限。如何推廣應
用符合綠色材料特性的不銹鋼，是值得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航太、能源、油氣及
生醫等產業是適合臺灣發展的高值化產業。但一方面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準備，另一
方要慎選產業及產品。此外建構高值化的回收系統也有助於高值化材料的發展。創
新力的提升要從需求面著手，並要能結合臺灣跨領域的廠商共同合作。不銹鋼的高
殘值及殘值還能增值的特性，可跨產業建構創新營運模式如租賃系統並配合 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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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展，將可大幅提升能源使效率及創造綠色經濟價值。植物工廠及高密度的農漁
養殖是個值得關注的新興產業。與農漁養殖相關專家共同合作，開發適用的不銹鋼
材料及產品會是不銹鋼材料應用的新商機。
針對鋼鐵整體產業而言，包括鋼鐵製造業及鋼鐵製品業目前均面臨著產能供過
於求，附加價值率偏低及高能耗及高排放的問題。因此，提升臺灣鋼鐵產業的高值
化要以終端產品高值化為最終目標，通過提升 21 個傳統用鋼產業的競爭力及培育新
的用鋼產業為策略，聯合一二次加工產業共同達成技術提升，既能生產高品級鋼材、
高品級鋼鐵製品，亦能實現鋼鐵產品的創新應用，最終實現整個鋼鐵產業的高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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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鋼鐵產業在資源循環經濟所扮演之角色
馬鴻文、
馬鴻文、何長慶
一、前言
面對地球人口持續增加，加上經濟發展更加全球化，導致新興國家的經濟快速成
長，更多中產階級崛起，整體消費力的增加對於地球資源的需求亦加劇，許多趨勢分
析指出，未來產業經營將面臨資源競爭與物料成本上漲之挑戰，然而挑戰的另一面可
能就是商機，近年來，有些具有遠見之企業，已開始思考「循環經濟」
，發展新之商
業模式，因此面對原物料價格波動，有更高之承受力，並且提高其獲利。
國內鋼鐵產業正面臨鐵礦砂、煤等相關原物料價格上漲的衝擊，生產成本亦隨之
增加，對此，我國可從國際上的循環經濟策略與案例中，尋求策略來提升鋼鐵資源生
產力，再者，鋼鐵為可高度循環再利用之物質，所以在循環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目前部分廢鋼鐵製品的循環模式正導致電弧爐鋼鐵材料摻入其他元素雜質，造
成再利用價值減損，所以，宜從鋼鐵的產業鏈來檢視多種循環的通路模式，得以讓鋼
鐵的使用與循環產生最高之價值。
我國缺乏鐵礦資源，因此將鋼鐵產業鏈導入循環型經濟有其重要性，如何在高循
環率下，再次提升鋼鐵的使用價值，需要透過跨產業鏈之合作來實踐，國外有上中下
游與循環產業整合之策略可供國內產業做為借鏡，我國亦應發揮產業鏈完整之優勢，
依我國產業特性，發展創新的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為國內供應鏈之伙伴量身訂做整合
之循環策略，增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循環經濟之大趨勢
（一）為何需要循環經濟之大趨勢
循環經濟已視為未來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今年一月，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關鍵報告中指出，應加速全球生產供應鏈發展循環型經
濟1。現今直線型的生產消費經濟模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與大量拋棄，將
無法滿足未來的資源需求，預估於 2030 年前，全球將增加 30 億中產階級的消費
人口，屆時在需求的驅力下，產業將面臨資源前所未有的高價格，統計顯示，資
源供給價格持續攀升已是現在進行式，國際物料價格在 2002 至 2010 年間，平均
已成長 150%，亦壓縮了製造業的獲利，對此，循環經濟（將直線型的生產消費
模式轉型為循環迴圈型的生產消費模式）
，將是解決未來產業資源供給危機之解
決方案，成功發展循環經濟模式之企業或供應鏈，下一世紀將有機會在減少原料
成本的同時，也獲取更高的利潤，麥肯錫的分析相關產業案例之成效與未來之趨
勢，預測 2025 年全球透過循環經濟所省下的物料成本，將高達一兆美元，在未
來的五年中，循環經濟的成長將貢獻十萬個工作機會，這樣龐大的成效將是透過
擴大發展各種逆流向循環（Reverse cycle）的經濟模式來達成。

1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Accelerating the scale-up across global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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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型經濟的重要性不只對於經濟的永續發展，也關係環境的永續發展，從
各種金屬材料的生命週期來看，從礦產冶煉金屬和使用金屬製產這兩個階段耗用
最多的能源，使用大量能源的同時亦造成溫室氣體排放，因為目前全球的能源仍
仰賴化石燃料為主。以鋼鐵為例，鋼鐵生產過程大量使用能源並排放 CO2 等廢
氣。2010 年全球鋼鐵生產排放 CO2 占全球 CO2 排放 6.7%。1994 年美國鋼鐵使
用能源排放 3,980 萬公噸的 CO2，占製造業能源相關的碳排放 10%。2013 年臺灣
鋼鐵業（含用電排放量）CO2 排放量估計約 3,400 萬公噸。由於鋼鐵業大量排碳，
因此各國業者均致力於減碳。循環經濟因能減少礦產提煉金屬的能源需求，故有
助於減少能耗與溫室氣體排放，並能減少在採礦與提煉過程所產生的礦碴污染物
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二）循環經濟之生產模式
發展循環型經濟有幾個原則，第一、減少廢棄物產量；第二、能源消費多採
用再生能源；第三、減少有害物質之使用；第四、在材料、產品之生產系統及商
業模式等階段中，加入循環式的創新設計。
循環型經濟的生產模式適合從完整物質的生命週期系統檢視，尋求較佳的循
環模式，有利於使用過之產品物料可經循環回復原有之用途與價值，或是經過再
生程序，作其他用途再利用。發展循環型經濟需要整合供應鏈上的產業，開發更
多創新的生產模式，其中產品的設計與製造方式將需要投入循環型創新。圖 6-1
描繪循環型經濟的工業生產系統，可分成生物性物質與技術性物質（非農業或生
態系產生的物質）兩種循環體系，以技術物質來看，其循環模式除了讓物質回到
搖籃，成為原料的回收(Recycle)，還有將廢棄零件直接用於製造新產品的
(Refurbish/Remanufacture)，以及將保有使用功能的產品再次利用於有相同需求
的地方(Reuse/Redistribute)，產品的維護更新(Maintenance)也視為循環經濟的一
個環節，上述多樣化的逆流向循環(Reverse cycles)，建構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
將有助於減緩製造損失與消費造成資源價值流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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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循環經濟的工業系統2
（三）雷諾汽車 Renault 的成功案例
世界經濟論壇與 Ellen Macarthur 基金會報告中介紹了幾個企業發展循環經
濟的成功案例，其中與鋼鐵相關的案例有全球的汽車大廠雷諾公司，該公司已將
循環經濟的原則導入企業的生產模式與商業模式上，並從中獲得經濟利益，以下
介紹其採用之四種循環經濟策略。
1. 製造使用再生料 Remanufacturing
重新設計車輛的組件（例如齒輪箱），增加其運用再利用零件的比例，
並透過標準化，使得拆解分類更加容易。
2.落實原料流向管理
落實原料流向管理 Managing raw material streams
修改特定組件的設計，讓車輛報廢後，能針對功能性元件進行回收，讓
元件的循環體系產生封閉式循環（Close Loop）
，回收的材料能保持其既有品
質，因此可以用於新車的生產與維護。為避免回收到品質劣化的元件，為此
該公司與資源回收商合作，共同研發有利回收之元件設計，再利用材料/元件
因此有更穩定的供應。回收商也因更好地掌握各種回收料的來源，售予製造
商再利用材料、再生材料可因品質佳，能用更高價格予以售出。

2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2014. Toward Circular Economy 3—Accelerating the scale-up across global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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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製造所提供之服務
改善製造所提供之服務 Manufacturing service improvement
切削油作業中會有雜質產生，所以常需要更換，也產生大量使用過切削
油，造成處理成本與更換切削油之成本，因此雷諾與其切削油之供應商合作，
請其改變原來銷售切削油的商業模式，並提供與切削油相關之服務，包括切
削設備維護、更換切削油、以及回收使用後之切削油，也因此讓切削油衍生
的成本下降 20%。
4.提高產品服務效率的商業模式
提高產品服務效率的商業模式 Access-over-ownership business model
雷諾成為第一家提供電動車電池租賃之車輛製造商，可提高電動車的
剩餘價值，也促進其品牌之銷售量，另一個優點是，雷諾因此掌握電池的使
用狀況與流向，確保廢棄電池高回收率，有利於再製新的電池。

三、鋼鐵的循環體系
（一）鋼鐵的必要性
鋼鐵因其鋼性強度與延展性，大量的產品都以鋼鐵做為材料，鋼鐵合金因融
合其他元素，可以生產不同性能之特殊鋼材，所以特殊鋼材讓鋼鐵應用更加廣泛，
雖然其他金屬元素雖亦有不輸鋼鐵的良好材料特性，然而在地球上的產蘊藏量遠
不及鐵的豐富，導致其材料價格遠高於鐵，因此至今仍無任何一種材料可以取代
鋼鐵大量的應用需求，隨著經濟發展，消費增加，未來將會需要更多鋼鐵，世界
鋼鐵協會統計 2008 年全球鋼鐵相關用途的消費量如下：

交通
營建工程
鋼鐵需求

工業設備
金屬製品

小客車與貨車
大貨車
建築物
基礎建設
電力設備
機械
金屬製品
包裝
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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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噸 9%
28百萬噸 3%
433百萬噸 42%
150百萬噸 14%
27百萬噸 3%
137百萬噸 13%
134百萬噸 12%
9百萬噸 1%
29百萬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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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營建工程占最大宗，在營建工程中，各類用途所占比例如下：

建築物
營建工程
基礎建設

商業建築

129

工業建築

145

住宅建築

90

其他建築

69

道路與鐵路

107

水、電、燃氣

43

百萬噸 22%

百萬噸 25%

百萬噸 16%
百萬噸 12%
百萬噸 18%

百萬噸 7%

（二）鋼鐵材料於循環經濟優勢
相較於其他材料，鋼鐵在經濟發展與物質循環都有相當的重要性與優勢。從
經濟層面來看，鋼鐵產業不僅可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亦為配合其他產業發展不可
缺少的產業。鋼鐵總關聯程度在 52 個產業中排名為第 4 名，具有龐大的上游與
下游關聯效果，鋼鐵產業 1 人年的就業可產生關聯產業 3.5 人年的就業。
從循環層面來看，鋼鐵由鐵礦砂煉製而成，其製成品損壞或老舊成為廢鋼鐵，
可回收作為煉鋼原料，再煉製成各種鋼品。鋼鐵循環使用的特性，可減少鐵礦砂
原料及能源消耗，有助於環境改善。歐美國家鋼鐵產業發展已逾 150 年，每年所
產生的廢鋼鐵，除國內使用外並可外銷。鋼鐵回收率高達 95%，高於鋁材的 90%，
由生命週期角度而言，鋼鐵是 C to C（Cradle to Cradle，從搖籃到搖籃）之環保
材料。
鋼鐵為 100%回收之金屬，透過電弧爐或加入轉爐，廢鋼可重新再煉製為鋼
鐵，廢鋼的投入程序如圖 6-2 所示，從日本的鋼鐵物質流系統來看，有接近三分
之一的粗鋼生產量來自廢鋼，包含國內的 43.7 百萬噸以及進口的 0.5 百萬噸，藉
由電弧爐再次循環的鋼可以應用在許多用途，以又營建土木工程為主，如資料來
源：新日鐵住金 2013 年永續報告書
http://www.nssmc.com/en/csr/report/nssmc/pdf/report2013_all.pdf

圖 6-3 所示，因此對於缺乏鐵礦資源的國家，良好的鋼鐵循環可對於各種民
生工業需求，具有相當於資源自給的效益，近年的都市礦山議題，即是從未來產
生之廢棄物中，開發資源供給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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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一貫作業與電弧爐煉鋼廠之廢鋼投入量

資料來源：新日鐵住金 2013 年永續報告書

http://www.nssmc.com/en/csr/report/nssmc/pdf/report2013_all.pdf

圖 6-3、日本鋼鐵的循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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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產業不但再利用廢鋼，也將不同產業之廢棄物加以回收再利用，包括各
行業產生之廢鋼、煉鋼業產生之集塵灰與爐石、積體電路產業使用氫氟酸後產生
之氟化鈣（CaF2）污泥餅、太陽能產業和半導體產業廢液回收之碳化矽（SiC）
等皆可回收處理後再利用於煉鋼製程。
另一方面，鋼鐵產業之廢棄物很大的比例可做為資源再利用，除了金屬加工
產生之廢鐵可再次提煉鋼鐵，煉鋼製程的副產品多數可再利用，基本上，高爐產
生的水淬爐石可用製造水泥，而轉爐石、電弧爐爐碴也可運用於路道級配或作其
他營建工程之用，在日本，煉鋼製程不同的副產品亦使用在混凝土骨材、肥料、
土壤改良、及填海造陸等用途上3。
循環經濟亦強調循環之能耗亦降低，甚至使用再生能源，圖 6-4 顯示，與各
種主要物質材料的能耗來比較，鋼鐵遠低於鋁與塑膠，而且電弧爐所提煉的鋼材
能耗更低，其他材料（混凝土、石材、木材）之能耗雖低，其可重覆循環再利用
之次數卻遠不及鋼鐵。
材料生產能耗(G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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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各種材料生產能耗比較
（三）鋼鐵產業之循環課題
廢鋼再次冶煉，會因鋼鐵廢料中潛在的其他種金屬，導致電爐生產的鋼材裡
摻有其他金屬雜質，所以比以高爐煉鋼更難以控制合金材料特性，因此電爐鋼的
使用用途有其限制，與價格也低於高爐鋼，可視為鋼鐵循環後的價值減損，就此
問題，鋼鐵廢料的管理若能從回收來源就有較好的分類體系，電爐鋼的生產就可
以投入成分較一致的廢鋼，鋼的材料性質也較容易控制，目前也有些研究探討廢
鋼熔煉可以加入特別比例的高爐鋼，以減少產品中雜質的比例。
廢鋼摻雜其他雜質產生另一個循環問題，當製造特殊鋼材，讓其他金屬與鐵
形成合金，或在電弧爐熔煉時把其他金屬混入，這些金屬元素就難以自鋼鐵中分
離，也導致許多鋼鐵中的金屬元素無法再生為原生的材料性質做應用，循環後的

3

日本鋼鐵協會，地球溫暖化對策，http://www.jisf.or.jp/en/statistics/sij/documents/P22_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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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屬只能與鐵緊密融合為鋼鐵。因此對於蘊藏量較少的廢金屬應儘量獨立回
收，避免和廢鋼混合，以免價值減損，也失去以純金屬再次循環使用之機會。
對於大多數的都市，其鋼鐵消費大於廢鋼鐵及廢鋼鐵製品之產量，係因許多
鋼鐵製品都是耐久產品，多數家電可以用 5 年以上，車輛可以使用 10 年以上，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更長，這些鋼鐵暫時成為所謂的「都市礦山」
，近年漸受關注
的都市礦山議題，便視都市礦山為未來的原物料資源，可以取代一定比例之進口
的礦產資源，在循環經濟思維中，需考慮如何保存這些都市礦，讓資源可以維持
其物質的純度，以利未來多用途之開發，另一方面，亦須掌握都市礦藏是由那些
鋼鐵製品所貢獻，估算這些都市礦產品報廢釋出之速度，以規劃未來都市礦的開
發潛力，亦有助於檢討電爐鋼替代高爐鋼需求之比例，規劃逐年成長之目標。
煉鋼業在資源循環再利用遭遇最大的問題是煉鋼爐石的再利用，目前臺灣高
爐石的再利用方式已成熟，充分應用於預拌混凝土摻料及水泥原料，問題已不存
在；但是脫硫碴、轉爐石及電弧爐石的處理方式及再利用方式目前仍在研究開發
中。尤其是電弧爐石的處理及再利用起步較晚，在處理技術、爐石產品及相關再
利用法令尚未成熟的今天，社會上已經衍生許多爐石任意傾倒、濫用的問題，造
成社會大眾對爐石的恐懼與排斥。
根據工業局統計資料，臺灣電弧爐石每年產出量為 110 萬公噸，轉爐石每年
產出量為 100 萬公噸，若煉鋼業對電弧爐石、轉爐石未加以循環再利用，則臺灣
每年多出 210 萬公噸的廢棄物，由於無法明確再使用，爐石再利用業者只好任意
傾倒、掩埋。爐石若沒有正確、合法且廣泛的再利用管道，煉鋼廠支付給爐石再
利用廠的處理費將不斷提高，嚴重影響煉鋼廠營收，也將造成爐石再利用業者濫
用。

四、鋼鐵產業鏈的循環經濟策略
關於鋼鐵供應鏈的各產業之機會與策略，劍橋大學工程系教授 Allwood 與 Cullen
以其材料與製造的專業，出書探討鋼鐵與鋁等物質的永續管理，已提供多項有助於鋼
鐵產業邁向循環經濟之操作方式4，以下參考該書以及相關報告的建議，歸納分成四
類策略，相關做法與例子於以下說明：
（1）強化物質循環、
（2）增加製造的物質效率、
（3）資源永續的生產模式、
（4）資源永續的消費模式。
（一）促進循環
大多數廢鋼的循環是經過電弧爐，再製成鋼鐵，然而電弧爐煉鋼的程序亦消
耗大量能源，且產生污染物與廢棄物，若要再進一步減輕循環的能耗與環境衝擊，
則應再進一步思考，廢鋼如何直接再利用，舉例來說，大片的廢鋼板可以再次剪
裁出許多小的型材，做其他不同之利用；使用過之 H 型鋼保持其形狀者，也可
以再次應用，或運用於其他需要鋼結構物支撐的工程。金門就有一個廢鋼直接再
利用的例子，利用戰爭遺留下來的砲彈外殼來打造知名的金門菜刀。另外，許多
廢棄機械設備雖然報廢了，內部可能還有許多零組件仍完好如初，零件的設計與
4

Allwood, J., Cullen, J., 2011. Sustainable Materials - with Both Eyes Open: Future Buildings, Vehicles,
Products and Equipment - Made Efficiently and Made with Less New Material. UIT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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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如果夠標準化，甚至有規格標記，廠商回收後容易拆解與分類，經過檢驗篩
出品質合格的零件，應可直接應用於產品製造或產品維護，這種循環模式需要製
造商與回收商/拆解商，一起建立更密切的產業合作模式，製造商設計產品應考
慮到拆解後的容易辨視與分類，製造商可因使用再利用料而降低原料採購成本，
回收端也可因再利用料細緻的分類，使回收料加價值更高，穩定的製造端需求，
亦提供穩定的獲利管道。
（二）效率提升
提高單位原料的生產效率已是許多企業持續推動的工作，在近年來，隨著原
物料成本上升，有許多企業積極改善製程之效率，每單位的原料投入可以產生更
多的產品，然而，許多企業仍用傳統方式來維持競爭力，以減少人力成本或取得
較廉價原料，然而這些方式對於企業的效益終有極限，屆時企業的競爭力無法再
賴此持續提升，因此製造效率的提升是未來企業生存必要的走向。檢視現有的製
程 BOM 與企業會計帳，有許多企業認為效率已無法再提升，而然日本近年來大
力推動物質流成本會計（簡稱 MFCA5）的管理方式，讓許多企業透過 MFCA 重
新檢驗製程物質效率，許多原本認為製程效率已最佳化之企業，竟發現部分製程
仍存在原物料的損失，並藉此發掘創新的策略來再次提升製程效率，國內的群創
光電便為一個成功例子，透過 MFCA 管理，為企業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2012
年共省下 1,092.2 萬元6之原料成本。
在鋼鐵產業中，中下游產業應用許多金屬加工製程，其中剪裁、切削、研磨
等過程，都會造成鋼鐵材料之損失，過去只生產標準化產品的供應商，未來如果
能為下游廠商提供更客製化的原料形狀與尺寸，將可以減少其下游產業的加工損
失，加工的能耗與下腳料也隨之減少，這些成本降低將帶來更高的利潤，而供應
商亦可以從提供客製化的材料，增加客戶的依賴度與並提高產品價值。另外，最
近發展快速的 3D 列印技術，未來可能革命性地避免加工損失，產品是透過堆疊
列印製程，不需剪裁、切削、研磨，所以包括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與寶
鋼集團等材料供應商都投入 3D 技術與原料之開發。這項技術可以加快零件生產，
價格也較傳統製造便宜7。
（三）永續生產
永續生產為了減少產品生命週期的衝擊，需要投入新的思維，發展新的商業
模式，傳統的商業模式是以大規模的生產來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在原料價
格預期不斷上升情況下，傳統的商業模式將遇到挑戰。新的商業模式需發展出較
永續的產業價值鏈，改變傳統高原料風險的價值鏈。在循環型經濟的層面，產品
生產應思考如何使用最少的資源來產生最大的價值，新的思考需檢討何為真正的
需求，除了提高產品的品質，也要找出能滿足客戶所需之服務或使用體驗，再發
展新的產品及服務，形塑新的商業模式，以較少的原料來產生更多產品的服務。
製造業不再只是單純製造，而需搭配服務來提升產品的價值，並維持續的獲利來

5
6

7

ISO-14051 企業環境管理工具 Material Flow Cost Accounting
DIGITIMES 中文網，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id=0000329756_HJ58IIBP4IVCBP7EN2Q
QH#ixzz3EI1mpnUt
中央社新聞 3D 列印夯 金屬需求看俏，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40820018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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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例如影印機製造商整合了租賃服務，可以讓每一台印影機在其使用壽命內發
揮最大的效益，傳統的獲利模式為販售，新的獲利增加了維護、耗材更新、產品
升級等管道，同時也加深了客戶依賴關係，製造商也有利於回收舊機之完好零件，
直接再使用，進而減少原料與製造之成本。
在鋼鐵的產品有一個例子，Allwood 和 Cullen 指出，主流的 H 型鋼可依特
定鋼構工程需求，製造不同鋼結構作為替代品，如圖 6-5，可用結構組合（open-web
joist）
、鏤空（cellular beam）
、可變的斷面設計（Variable cross-section beam）等
結構方式，減少鋼鐵的需求量，又滿足特定工程的需求。

圖 6-5、多種 H 型鋼的衍生的鋼構產品
永續生產亦關心製程中所產生的環境負荷，廢鋼的循環在電弧爐煉鋼程序中
產生大量的附產品（爐石、爐碴、集塵灰等），需要安全的再利用或處理，目前
一貫作業煉鋼廠的水淬高爐石已有成熟的再利用管道，電弧爐煉鋼產生的還原碴
與氧化碴仍有待開發安全高品質的再利用產品，相關再利用產品開發如下：
1. 還原碴再利用產品開發
水泥生料或水泥熟料：還原碴容易遭預拌混凝土業者誤用，而引起工程
上的瑕疵，因此開發安全且高附加價值的使用方式是當務之急，不要讓還原
碴一直停留在浸水安定化後作為砂的再利用方式。還原碴是介於矽酸鹽水泥
熟料與高爐爐碴之間的產物，可藉由顆粒磨細處理作為水泥生料或水泥熟
料 。
2. 氧化碴再利用產品開發
道路工程：目前世界各國氧化碴最大量的銷售管道是道路工程，包括瀝
青混凝土鋪面及道路基、底層。電弧爐氧化碴應用於道路工程還未有相關試
驗，可遵循轉爐石應用於道路工程的模式進行試驗及道路試鋪，進而彙編使
用技術手冊，讓工程界有依據可循。
肥料：日本已成功將氧化碴應用於農業，尤其是花卉園藝方面，但是臺
灣目前以土壤檢測方法直接進行電弧爐石的檢驗，因而斷送了氧化碴於肥料
上的用途。透水混凝土、透水磚、地磚、及各種牆面、地面裝修材：氧化碴
能製成透水混凝土、透水磚、地磚、隔間牆及各種牆面、地面裝修材等，透
水混凝土請詳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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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透水混凝土示意圖
3. 集塵灰中有價值金屬的回收
集塵灰是煉鋼廠所產生的主要有害事業廢棄物，不管是一貫作業煉鋼廠
或電弧爐煉鋼廠，操作時都會產生大量的集塵灰。煉鋼過程重金屬揮發後，
與氣流中之氧反應形成氧化物，凝結沉積產生微細之集塵灰，因此，其集塵
灰中含大量的氧化鐵，另亦含有大量之氧化鋅及氧化鉛等重金屬氧化物。另
一方面，集塵灰中含有 15~25wt.%的 Zn，31~40wt.%的 Fe 等有價元素，若
能將其中具經濟價值之金屬氧化物與金屬回收，不失為兼具資源開發與廢棄
物再生利用之雙重目的方法。目前國內已有臺灣鋼聯、中龍鋼鐵、燁聯鋼鐵
等企業，運用還原培燒法，從集塵灰中回收氧化鋅，未來若更多導入高溫熔
融還原法（國內嘉德創），將可以回收更多種有價金屬，多種金屬分離程序
如圖 6-7 所示。

圖 6-7、高溫熔融還原法（ESRF, Electric Smelting Reduction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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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續消費
永續消費係指消費者的消費方式亦需要轉型為低資源耗用之消費方式，長期
以來，全球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經濟模式來刺激經濟成長，也導致許多產品的
設計促使其快速汰換，藉此產生新的產品消費需求，而非維護、更新與或升級，
結果造成了資源需求快速成長，也導致廢棄物的問題，例如廢棄的消費型電子產
品正流向中國大陸的貴嶼和非洲迦納等地，因為這些地區處理成本低廉，然而粗
糙的拆解與回收處理作業已導致嚴重的環境問題。
資源耗用與經濟發展脫勾的確需要逐步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模式，然而這是個
難度極高的挑戰，需要產業導入永續生產之思維，提供更多種產品服務，取代產
品出售，來改變現有的消費模式。全球已經可以發現許多企業與社會之創意，正
試圖在改變消費者的消費模式，例如許多都市大力將市民的移動需求，從自用車
轉移到公共運輸系統上。消費型產品也出現一些創新的設計，以延長使用壽命，
並增加使用效益，例如 Google 的收購 Motorola 手機部門後，啟動了 Ara 計畫8，
該計畫正在開展模組化的智慧型手機，讓使用者可以更新部分模組，來提高手機
的性能，除了可以滿足有特定功能性能需求的消費者，也可以避免為了特別組件
的提升需求，而拋棄整台其他功能堪用手機。
在鋼鐵產業鏈上，企業可利用其鋼鐵良好的材料性能與設計，推廣新的產品
方案與搭配之服務，尤其是耐用、可升級，又高效能之產品，讓消費者發現新的
產品不但能是升他們的滿足感，還能節省他們的荷包，從而願意選擇較永續之消
費方式，然而產品銷售量減少會影響傳統的純製造企業收益，這些企業需從提高
單位產品的需求價值，以及強化產品維護、更新、升級等以服務之方式增加獲利。

五、鋼鐵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挑戰與契機
（一）循環經濟轉型的阻礙
有關上述之策略，在我國推動循環型經濟仍有些困難需要克服，以提高使電
弧爐鋼鐵於產品的比例來說，許多產品的材料仍是以高爐鋼為主，因為製造業常
需要強調該品使用最好的材料，以說服消費者其產品的高品質，這可能會導致電
爐鋼的用途限縮，即使是可用電爐鋼的產品，仍多以高爐鋼鐵來製造。
另外許多產品的設計為確保足夠安全係數，如汽車，使用了較厚的材料來增
加產品的耐用強度，然而實際使用上也許不需要這麼多原料，產品設計者能更細
心分析消費者的使用方式與體驗，部分產品則可以重新檢討是否有產品輕量化的
機會，或透過結構設計來維持產品所需之強度，並搭配維護服務，現在許多移動
式的裝置如手機平版電腦都很強調產品的輕量化，汽車的輕量化也可以減少行駛
里程的能耗。
目前可再使用的二手產品的市場不大，問題在於消費者一般喜好新品，另中
一個原因消費者擔心產品功能退化，購買時業者會跨大其品質，並隱匿產品的缺
陷，所以需再強化再利用產品的檢驗、品質保固與維修證機制．方能化解消費者
使用二手產品的疑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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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的轉型，提供產品服務化的系統仍存有許多發展空間，許多公司仍關
注在銷售量，而非服務所帶來的利潤，許多製造業都需要有創新的轉型，再發掘
與其產品與服務結合的新商業模式。
（二）發展循環經濟對鋼鐵產業的利與弊
發展循環經濟策略對產業同時有優點與缺點，需要仔細衡量其利弊得失，以
判斷該策略是否能成功，舉例如下表：

策略
優點
精進製程或作業流程 資源效率提高
產品服務化
最終產品端與服務端獲利
增加
減少鋼品中的其他金 避免其他金屬因與鐵融合
屬
而無法以純金屬形式再循
環

缺點
可能增加人力成本、加工
成本、替代材料成本
服務需求增加未等比例
反映原料的需求，原料製
造商因此獲利限縮
鋼鐵製品設計需克服鋼
鐵材料性質不如特殊合
金鋼

關於產品服務化對鋼鐵材料業的負面衝擊，英國衛報9有探討金屬材料產業
應開始正視未來的產業風險，鋼鐵上游應與下游製造服務產業合作，發展新的供
應鏈模式，思考從提供材料轉變成提供材料之服務，產品可否在上游與中游，或
中游與下游產業間循環再使用，調整產品的設計與服務模式，以提高產品服務的
使用頻率，舉例來說，鋼構產品以便於拆解、再利用的形狀重新設計，就能增加
營建工程業者的直接再利用興趣。米其林公司便發展新的商業模式，透過完整輪
胎的回收與維護體系，從賣輪胎轉型為販售輪胎的里程服務的模式。

六、管理模式加入循環型思考
企業若在循環型經濟的趨勢中轉型，勢必需要投入新的管理方式，對於企業內部，
企業環境管理的國際標準 ISO 14051 MFCA 可讓企業重新檢視企業內部製程的物質
管理是否造成物質與價值的損失，進而檢討並研擬改善的策略。
另外企業也應尋找其設計部門、生產線與供應商或客戶合作之機會，共同開發新
的商業模式，以減少原料成本，並增加獲利的管道，企業可請供應商提供有利於循環
之材料或產品服務，同時也更深入開發客戶的需求，替客戶減少物料成本的同時，更
高滿足其所需之服務。
劍橋大學發展一套供企業發展循環經濟轉型的自我檢核工具組10，以產品服務化
為核心，供企業逐步檢討發展循環型經濟商業模式的六大層面發掘改善機會（圖 6-8）
，
包含設計製造供應、使用方式、維護、再使用、再製造及產品回收，這六個面向都有
許多發展循環經濟的提示，透過這些項目的檢討，企業就完整檢討其製造與商業模式，
發掘企業轉型為循環型經濟的契機。

9
10

網址: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mining-metals-circular-economy
網址: circulareconomytoolkit.org/Toolk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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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製
造、供應
產品回收

使用方式

再製造

維護
再使用

圖 6-8、檢視企業發展循環型經濟契機的多面向

七、結語
鋼鐵與相關產業在循環經濟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鋼鐵是經濟發展的重要
的材料，二來，鋼鐵相較於多數材料，廢棄鋼製品回收後可後再生為鋼鐵，有多次循
環，然而目前鋼鐵循環的供給速度仍趕不上全球經濟成長的鋼鐵需求，因此每年仍需
開發許多的鐵礦資源，煉鋼導致大量溫室氣體排放，亦衍生廢水、廢棄物，以及其他
環境問題。
全球趨勢顯示鐵礦取得成本持續成長，環境成本亦倍受關注，而發展循環經濟之
生產與商業模式，將使產業有機會中獲得更高的競爭力，每單位原料之使用，可以提
供更多的產品及產品相關之服務，並從中獲利，因為循環經濟的生產模式可創造多種
循環的路徑，來增加資源生產力，包括產品再製造、組件再使用、維護等循環模式，
使產品每個零組件盡量增加使用次數或時間，這些更直接的循環方式也比電弧爐煉鋼
更減少能耗與污染排放。
除了生產模式的循環，循環經濟也強調新的商業模式，銷售產品的使用服務，宜
更多取代傳統銷售產品給客戶之商業模式，目前一些大企業已從大量生產，轉為提供
產品租賃服務，並透過建立完整的維修管理服務與物料回收系統，大幅改善回收物料
的品質與價值，未來我國鋼鐵產業如何成功發展循環經濟的生產商業模式，將有賴煉
鋼業、製造業、維修服務業、回收業、拆解業，產生更緊密的合作，以建構建全、高
附加價值的循環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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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造鋼鐵產業優質產業形象的
營造鋼鐵產業優質產業形象的關鍵策略
關鍵策略
馬 凱
7-1 從社會企業觀點
一、前言
鋼鐵產業原為一切工業的基礎。但近年來由於民眾環保意識覺醒，國際社會對於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排放之關切日深，鋼鐵產業既背負高能耗及環境污染的原罪，乃
成為環保人士及在野政治人物攻擊之標的，而不斷受到抵制與排斥，若不儘快扭轉形
象，恐步上石化業之後塵，在臺灣無容身之地。
鋼鐵產業面臨如此處境，亦極力與社會大眾溝通，並再三強調鋼鐵業在經濟發
展、產業存續、就業機會、國際競爭地位等方面不容忽視之貢獻。但由於論述之重點
並未充分回應社會大眾之疑慮，立論基礎也存在瑕疵，因而事倍功半，產業形象並未
得到明顯之改善，面對之困境亦有增無減。當全球鋼鐵市場驟然轉弱，業者之經營如
逆水行舟時，不友善的大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乃更加嚴峻。
在中國大陸經濟丕變的現狀未獲改善，除美國之外，各國經濟情況相對悲觀的情
勢之下，要扭轉鋼鐵市場的走向殊為困難。但鋼鐵產業本身原本具有許多其他產業所
不能及的優勢，卻由於欠缺適當的表達方式與有效的溝通方法，而泰半隱而不顯，使
產業形象蒙受不白之冤，殊屬可惜。若能幡然改正，導正大眾的認知與觀感，產業形
象即可大獲改善。
尤有進者，鋼鐵產業在臺灣有許多傑出表現，超出全球群倫，若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即能為臺灣鋼鐵業的存在，乃至進一步擴展，建立堅強的理由。然而不論鋼鐵業
或任何其他產業，除其本身的競爭力與經營優勢、環保成果之外，與整個社會還有千
絲萬縷的連繫，如果鋼鐵業各個經營者都能回應社會期待的企待，成為安定人心，造
福員工的企業，則社會大眾求之而不得，自會對此產業格外重視、珍惜，產業形象會
達到難以想像的境界。

二、影響鋼鐵業社會形象的重要因素
鋼鐵業為百業之母，這是幾百年來不爭的事實。工業革命後，利用各種機械開發
媒、石油等能源代替人力與獸力，使經濟產能一飛沖天，鋼鐵業是否強大厚實，乃是
致勝的關鍵。兩百多年來，大部份時間之中，能否建立高效能的鋼鐵業，即足以決定
一個國家可躋身於先進國家之列，獲取最豐碩之果實，高人一等；或置身於落後國家
之中，窮困潦倒、飽受剝削，永無翻身機會。因此，不計代價發展鋼鐵業，帶動工業
成長，從無令人懷疑之餘地。
臺灣的鋼鐵業發展，也正符合此一要求。1950 年代，臺灣從眾多落後國家之中，
別開蹊徑，不於力有未逮之際勉強發展鋼鐵業，而是充分運用本身經濟落後、所得偏
低、工資遠較先進國家低廉，而大量隱藏性失業之基層員工工作態度良好、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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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因而引進先進國家夕陽工業，藉其技術、資金、機械設備及品牌與行銷管道發
展眾落後國家皆不齒之加工出口業，異軍突起而大獲成功；於是帶動經濟高速成長、
所得不斷攀升，而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典範。
在此過程中，雖然一開始機械設備、原料零件皆可取諸先進國家，我們只專心投
入加工出口工作。但隨著需要量快速增大，求諸外國，曠日廢時，許多技術層次不高
的鋼鐵製品，只要擁有鋼鐵原料，自行產製，本小利厚，實無假手外人之理由。然而
鋼鐵產業建置不易，技術與資本皆有極高門檻，乃退而求其次，以進口廢船解體生產
所需鋼鐵。直至需求量過大，非一貫鋼鐵廠不足以支撐工業部門之高速發展時，才以
中鋼為首，建立起現代化的鋼鐵業，使臺灣領先諸落後國家，在輕工業與重工業兩方
面都能發揮所長，讓臺灣進入一個真正足與先進國家一爭短長的時代。
不過，1990 年代開始，當愈來愈多落後國家跟隨臺灣腳步，以加工出口業為前
鋒，帶動經濟成長，輔之以鋼鐵業的發展，厚植其工業競爭力，包括中國大陸，南韓
乃至東南亞各國的鋼鐵業一一站穩腳步，情勢乃為之一變。這些落後國家的鋼鐵業在
技術、規模、帶動成長各方面，皆與臺灣不分軒輊，甚至還略有優勢，彼此即成為近
身肉搏的競爭對手。當本國供給過剩時，超出的部份即競銷他國，使鋼鐵產業基本上
自產自用，以支持本國工業需求為主的模式打破。而且各國鋼鐵業重點不盡相同，彼
此競爭條件有所差異，於是在鋼鐵產業內一面出口、一面進口的情況即普遍出現。
尤其近幾年，由於中國大陸揠苗助長，為刺激經濟景氣，放任鋼鐵產能大幅擴增，
復面臨世界工廠發展至於極限，每下愈況，鋼鐵需求急遽萎縮；二者交加，造成大量
鋼鐵產品無法利用，乃極力銷往全球各地。臺灣以地緣關係、運銷成本相對低廉，乃
成為其過剩鋼鐵之重要出路。
與此同時，全球環境不斷惡化，一方面溫室氣體的排放成為眾矢之的，為遏制氣
候變遷，控制乃至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乃被視為當務之急，任何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之產
業，即身負原罪，在千夫所指之下，坐立難安。另一方面，全球水資源不足的問題日
形嚴重，未來恐怕成為危害人類生存的重要劊子手。因而在生產過程中大量消耗水資
源的產業也多被側目而視。此外，工業生產過程中所排放之廢水、廢氣與有毒廢棄物，
若不能有效處理，將使目前已嚴重受到損害的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這樣的產業自然
也為大眾所敵視。
鋼鐵產業在煉鋼過程中，使用大量的能源，直接或間接產出大量溫室氣體、廢氣、
廢水等，又耗用大量水資源，比諸一般產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多年來在不受歡迎
之產業中均名列前茅。尤其面對選舉文化，地方政治人物紛紛以這些產業為箭靶以爭
取民心，鋼鐵產業之形象大為損傷，若不善加維護，正被逐出的石化業即為其前車之
鑑。目前備受抨擊的問題臚列於後：
(一
一) 以進口取代生產可完全去除
以進口取代生產可完全去除環境
代生產可完全去除環境衝擊
環境衝擊
由於臺灣鋼鐵已有相當大份額來自進口，可見在運輸、成本等方面，許多進
口鋼鐵已具有充分競爭力，足以取代自行生產。如果儘可能以進口取代自產，則
鋼鐵對工業生產的貢獻不致受損，而上述種種大量消耗能源、排放溫室氣體、廢
水、廢棄物等衝擊皆可降至最低，即能一舉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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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鋼鐵業界及學者專家過度沉迷於鋼鐵對經濟發展之不可或缺性，尤其對
下游產業的巨大貢獻，卻始終忽略外界此一進口替代的論點，而使一切辯解全然
落空。除非舉出堅強論據，說明鋼鐵業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在地生產，而且令人
信服，否則單靠此一論點，即可一筆抹煞臺灣的鋼鐵產業。
辯解的基本角度約為以下諸項：
1. 某些特殊品質、特殊功能的鋼鐵非進口所能取代，目前即使有部份進口，
一旦全面在台停產，出口國可能以其無可取代而大抬身價，使臺灣的使用
者蒙受巨大損失；若其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涉及國家安全，則所付出
代價更不可計量。
2. 目前環境破壞乃是全球性的問題；任何生產，不分其所在，對地球環境所
造成之衝擊則一。因此，若臺灣鋼鐵業者在溫室氣體、廢氣、廢棄物排放
上，控制成效遠高於進口國，對能源、水資源之消耗則相對低於進口國，
乃至全球各國，臺灣即可理直氣壯地大量生產鋼鐵，不僅自用，亦可大量
銷往他國；因為臺灣的鋼鐵有助於地球環境衝擊之減少。
3. 生產過程除了對環境造成衝擊，對整個社會乃至全人類都有或正或負的影
響。產品之品質控制是否良好、資訊是否透明且公開，對於客戶及一般消
費者之福祉有莫大影響。揆諸年來國內各種黑心商品層出不窮，即可深切
感受其重要性。其次，在生產運銷過程中，勞工安全是否獲得確保、員工
的工作環境是否良好、身心是否得到妥善之照顧，也是目前愈來愈受到關
注的重點；如血鑽石、不公平貿易商品等，都在凸顯其嚴重性。鋼鐵業的
工作環境相對而言最為複雜，這些問題是否妥善處理，也能清楚判定那些
鋼鐵業應存在、那些應去除。
因此，如果與全球鋼鐵業同儕相比，我們的鋼鐵業在上述各方面不落人後，
甚至遠遠領先，使之成為全球最幸福、安全、誠實的鋼鐵業，則同樣地，他們不
但不應該被進口取代，還應積極向外擴張，排除那些不人道、不幸福的鋼鐵業。
(二
二) 如何降低鋼鐵業的
如何降低鋼鐵業的能源消耗
源消耗
高度消耗能源，是全球鋼鐵業的原罪。臺灣鋼鐵業的領先廠商多年來大力投
入降低能耗，亦有所成就，但仍然是環保人士之眼中釘，其故在此。
在技術上，資源投入上，領先業者繼續降低能耗的空間極其有限，因而此一
原罪看似難以卸脫。但觀察各產業能耗有一盲點，那就是只看平均產量之能耗，
卻忽略平均產值之能耗。甚至只看某一產業總量之能源消耗，卻忽略各產業之相
對規模與相對貢獻。要改善此一問題，有幾個著力點：
首先，計算各產業每元能耗。如此可首先排除只計一產業能源總消耗量，見
樹不見林之偏差。同時，許多價值偏低的產業，總能耗看似較低，計之以每元能
耗，即大幅增加。鋼鐵業因其本身規模龐大，在各產業中尤為龐然巨物，因而能
源總消耗量十分驚人。但若改在每元能耗之基準上公平衡量，即可使形象改觀。
國內向來不太重視此類統計，唯中國大陸每萬元能耗之統計已行之有年，足供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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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計算每元 GDP 能耗。每元能耗之計算固然簡便，仍不精確。因為許
多產業，其產品本身即為最終產品，免於計入 GDP 之內，故其價值並未低估。
相對而言，每元能耗亦不致高估。但就鋼鐵業而言，其產品鏈大部份為中間財，
尚須經過層層加工利用方才成為最終財，故其真正對 GDP 之貢獻並未充分顯
現；如果能以適當方式推估出其在最終財中所占之比重，理論上每元能耗可進一
步降低。
第三，每一產品之能耗，並不在第一次生產時可以定論；因為像鋼鐵尤其是
不銹鋼這種材料，其回收比率極高，每一次回收再利用，都應分攤當初生產鋼鐵
時所消耗之能源。如果有一材料，可完全回收，每次回收再利用，其價值不致有
任何廢損，則在計算其能耗時，當以其不斷再回收之每一次價值總加起來評斷其
每元能耗。在此例中，其總價值為∞，即使計入每次回收再利用、再加工時所造
成之能耗，其每元能耗皆為零。
鋼鐵之回收比率極高，如果每一次使用皆可回收八成，即可構成一無窮等比
級數，計算其總使用價值，以此為分母，去除每一階段能耗之和，可以想見，即
使所獲比值非零，也會遠低於只計初次使用時之數字。
國內外多年來已累積甚多鋼鐵回收資料，每階段再利用之能耗也不難計算，
一旦得出此比值，再與所有無法回收之原物料等量而觀，我們相信，即使非敬陪
末座，也絕不會高踞榜首。則全社會對鋼鐵業高能耗之刻板印象將完全打破，反
而會改以使用鋼鐵製品來維護環境永續。
當然，上述比值仍可進一步降低；若能有效整合國內回收體系，將其效率大
幅提升，成本顯著降低，再輔之以重罰，做到百分之百回收恐非難事。則依上述
假設案例，鋼鐵能耗一降為零，並非遙不可及的夢想。
(三
三) 如何減少廢棄物排放及水資源消耗
鋼鐵業在煉鋼時排放廢氣、廢水、廢棄物，並大量消耗水資源本為常態，但
國內領先業者經過多年努力在許多指標上都在全球名列前茅。固應精益求精、再
接再厲；但整個鋼鐵業的形象究非一、二模範生即可涵蓋，而且許多廢棄物處理、
回收若非整個產業投入，也無法達到規模經濟；因此鋼鐵業應完成幾件事情：
1. 就鋼鐵回收、廢棄物處理、水資源消耗等，建立產業共同團隊，訂定目標
及控制水準，全力改善。對於無法同步提升的業者，應以輔導、勸告、懲
罰等各種手段，促其達成，使全產業之總表現可以共同提升。
2. 應分析各項課題，建立研究與推動團隊，共同出資，群策群力建立有效管
理系統，使鋼鐵業每一個廠商都能以最低廉而簡便的方式達成減少能耗、
水耗、降低衝擊、提高回收率的目標。
(四
四) 更積極的做
更積極的做為
以上各項，都在探討社會各界對鋼鐵業的既有刻板印象，以及如何具體加以
化解。但以鋼鐵本身的特質以及臺灣企業經營的特色，我們還能更積極地為鋼鐵
業創造十分正面的形象，使臺灣的鋼鐵業不僅不慮遭受排斥，反而成為備受歡迎
的產業。可從以下層面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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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鋼鐵既為產業的基礎，又如上述，具有高度可回收的特性，如果能將
回收體系之效率大幅上升，在臺灣境內，讓鋼鐵或其某部份產品向百分之百回收
之境界趨近，再加上低能耗、水耗、廢棄等各方面的努力，大可將鋼鐵塑造成最
低污染、能耗、水耗而且永續利用的高度環保材料，廣為宣揚。可在某特定區域
內，如高雄小港中鋼周邊地區，打造出鋼鐵社區，不僅各項街道家具、交通設施
儘可能以鋼鐵為素材，還能配合若干藝術裝置，展現鋼鐵的特殊魅力，藉此凸顯
鋼鐵的廣泛用途、友善性質及環保優勢。
鋼鐵業界即使從以上各角度不斷提升，而成為全球業界之翹楚，但仍可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在企業經營本身成為值得效法的典範。例如，每個企業在內部
為員工營造安全、體貼、便利的工作環境，對員工的身心都充分照顧，並且培養
學習新知與專業技術的興趣，提供有利於員工成長的環境，使員工充滿幸福感，
充分發揮其本身潛力，熱忱積極投入工作，這就會與許多國家的鋼鐵業截然劃
分。又如臺灣鋼鐵業廠商踏實經營，絕不欺瞞客戶或以濫竽充數，絕不偷工減料
令使用者承擔不必要的風險，更以其專業及產品協助弱勢族群及偏遠地區安居樂
業，這樣的企業也會贏得國內外的尊敬與肯定。此外又如企業於遵從環保法規之
餘，更全力投入有助於地球環境永續的工作，從個人到家庭全心全力推動綠色，
從每個面向讓企業回應社會的期待，則這樣的產業必定會獲得大眾的支持、肯
定、歡迎。

三、結語
鋼鐵產業在全球的處境十分艱難，在國內更為艱辛，除了要面對高能耗、水耗、
溫室氣體、廢棄物排放的壓力，還要與週邊國家從事錙銖必較的市場角力。但所謂危
機正是轉機，臺灣鋼鐵業若從上述消極面逐一化解壓力，更積極營造正面、有利的形
象，成為社會大眾期待的產業，一方面心安理得，一方面又具備難與倫比的競爭力，
一舉而企及企業經營的最高境界，反而會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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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造鋼鐵產業優質產業形象的關鍵策略
黃孝信
7-2 從產業觀點
產業觀點
一、前言
鋼鐵業一直以來被視為國家建設的基本工業，向來被譽為「工業之母」
，為支援
整體下游相關產業不可或缺之重要材料供應者，然而，隨著永續經營之思維潮流發展，
愈來愈多鋼鐵業的利害相關者期待鋼鐵業營運應需兼顧經濟、環境與社會面向。如鋼
鐵生產環境具備高溫、粉塵、噪音及高危險性等特性，故鋼鐵業的工安議題向來是公
眾關注焦點之一；另一方面，由於鋼鐵業亦具有能資源密集之特性，在現今環保意識
抬頭及面對全球環境變遷之衝擊下，大眾對鋼鐵業提升環境面表現之期待亦愈發顯著。
本篇分析國內鋼鐵產業形象建立之現況與挑戰，並藉由參考國際上鋼鐵產業之作法，
深入探討營造鋼鐵業優質產業形象之關鍵策略，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讓國內鋼鐵
業者共同思考提升產業形象之實質策略與作法。

二、國際鋼鐵產業形象展現策略
(一
一) 世界鋼鐵協會 (WSA)
世界鋼鐵協會(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SA)曾對全球鋼鐵產業之形象及評
價作過相關研究，除與 10 個國家(巴西、中國、德國、印度、義大利、日本、南
韓、俄羅斯、土耳其、美國)企業及金融業之管理階層人員、政府人員，以及媒
體人員面談並收集達 500 份回饋資料，亦由具代表性、國際觀之國際媒體、跨國
組織、非營利組織等收集 35 份面談回饋資料，來分析全球鋼鐵產業之整體形象
及觀感，研擬適合提升全球鋼鐵業形象之重要訊息。
從 WSA 調查結果中指出，以全球來看，鋼鐵被視為重要之材料，然而，鋼
鐵產業在不同市場之實力取決於各地發展、經濟，以及文化因素，因此不同市場
對於鋼鐵產業之觀感也會有差異。根據 WSA 的研究，大眾對於鋼鐵業的正面觀
感主要來自於其產業對於經濟、就業之貢獻，而較負面之觀感則來自於大眾對於
鋼鐵業耗能、耗水、污染之印象，同時，大眾亦認為鋼鐵業與氣候變遷連結有極
度相關。因此，WSA 強調鋼鐵產業除了需增強其整體永續發展形象、並聚焦貢
獻於減低在地與全球之 CO2 總量外，各地之鋼鐵廠與在地之溝通亦極為重要，
整體而言，鋼鐵業需不斷提升自身之企業責任與水平，以建立優質產業形象。
WSA 更進一步指出五項建議全球鋼鐵業形象之重要訊息，首要第一項傳達
之訊息為「鋼鐵為世界經濟主要推動者」
，並強調鋼鐵業對於其下游其他產業，
如汽車、建築、運輸、電力、機械等之影響不容忽視。第二項重要訊息為「鋼鐵
是符合永續發展的產品」
，主要概念為鋼鐵是綠色經濟的核心，且經濟發展與環
境責任應相輔相成，同時著重宣達鋼鐵為可回收再利用之產品，且太陽能、風力
發電、地熱發電等再生能源相關輸配電設備之建造皆須使用大量鋼材。WSA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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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第三項重要訊息為「鋼鐵是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產品」
，無論日常生活基本的
食、衣、住、行、育樂、甚至整個社會的醫療保健、水資源及能源傳送、糧食生
產等方面，每人每天的生活都一定會接觸到鋼鐵製成的產品，顯示鋼鐵不可或缺。
第四項重要訊息為「鋼鐵是安全、創新而循序漸進的產品」
，鋼鐵材質因其堅固
特性而被用來提供保護功能，從盔甲、頭盔到房屋等，皆大量運用鋼鐵，而鋼鐵
近年更逐漸朝向安全且創新之目標邁進來改善人類生活，積極因應永續發展思維
潮流，研發及擴大產製各類高附加價值的綠色產品，並致力發展清潔生產技術，
對於改善生活品質、環境等有諸多貢獻。最後一項重要訊息為「生命週期評估
(LCA)是新時代的新解答」
，WSA 建議未來鋼鐵產品應善用生命週期評估，持續
朝向對環境有利的產品設計，使鋼材成為低碳時代的重要材料(圖 7-1)。

圖 7-1、鋼鐵業所得到的關鍵訊息1
(二
二) 韓國 POSCO
韓國 POSCO 為一全球性之國際鋼鐵公司，旗下亦有 35 家子公司，在建立
企業形象方面而言，其公司是以「POSCO 家族(POSCO Family)」之概念，統整
規劃 PSOCO 公司與其子公司之整體性策略，並由經營層面建立環境及社會參與
之具體執行架構，讓 POSCO 品牌能有一致性的形象。在環境面而言，POSCO
在 2010 年即提倡「POSCO 家族的全球環境管理指令(POSCO Family Glob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irective」，策略為建立環境管理方法，其範疇包含
POSCO 子公司、供應商、外包廠商，以及其海外分部，並且由公司 CEO 及重要
管理階層人員直接參與，組成環境管理委員會。在社會參與面而言，POSCO 公
司已規劃至 2020 年欲達之社會貢獻目標，其內容包含兩部分，一為行動之策略，
包含實行與其他公司不同之高品質社會貢獻、連結 POSCO 所有企業，以及與其
他公司共同建立政府、NGO、媒體之合作系統；另一部分為行動方向，包含全
球人才培育、多元文化社會、社區/區域發展(如捐贈音樂廳)、復育環境與文化遺
產等。

1

世界鋼鐵協會(WSA)秘書長 Basson, E., Sustainable Steel: At the core of a green economy, 2012.
156

另一方面，POSCO 亦積極掌握一般人民對產業觀感與認知情形，相關作法
包含實際進行民眾調查，以了解地區居民對於公司之觀感。POSCO 在 2013 年的
社會形象調查主要針對 5 個都會區、2 個有廠區之城市，共 1,000 名年齡 20 歲至
59 歲之民眾做形象調查。另外，POSCO 也有建立 POSCO 社會企業，雇用社會
弱勢、殘疾人士 (見圖 7-2)，造就更多工作機會給社會弱勢族群，實際解決社會
問題。

圖 7-2、POSCO 形象調查與透過社會企業之形象建立
另外，POSCO 亦蒐研國內及海外媒體報導情形，分別找出主要對其公司正
面及負面之回饋，掌握公司之全球形象，並將結果在其 CSR 報告書中呈現(圖 7-3)。
由此可見 POSCO 在建立其公司形象有整體性之規劃、納入民眾之回饋，以及實
行具體貢獻社會之行動，逐步建立 POSCO 品牌之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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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POSCO, 2012 年 CSR
圖 7-3、POSCO 分析相關負面新聞結果
(三
三) 印度 Tata Steel
印度的 Tata Steel(以下簡稱 Tata)為全球性之國際集團，其公司在全球 26 個
國家運作、雇用共八萬名員工，以及與 50 個國家均有其產品之商業交流，因此
Tata 在建立其企業形象方面強調集團整體性之核心價值與文化。
Tata 了解多元文化可以增加企業之創新能量，但亦強調需要有一個明確、整
體之願景、企業文化、以及企業承諾，方能建立並深化其品牌形象。Tata 認定永
續企業需能不斷為企業各方面之利害相關者創造價值，因此設定在環境、經濟、
社會、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均要達到創造價值之目標。同時，Tata 在建立公司文
化下非常注重員工的道德，堅持反對貪汙及違反道德之行為，因此公司鼓勵員工
提出工作上任何有利益衝突之處，並讓各利益相關者提出任何對於公司道德之顧
慮，並將分析結果呈現於公司 CSR 報告書(見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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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ata Steel, 13

th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2012-13.

圖 7-4、Tata 彙集及分析各利益相關者之道德顧慮
另外，在形象建立之策略上，因民眾對鋼鐵產業之觀感普遍為不易親近，所
以 Tata 非常注重與其他產業、市場之結合，在其官方網頁上即可看到 Tata 對其
他產業之貢獻，如汽車、工程、一般消費品、 包裝、能源、航空、船隻、鐵路、
國防和安全等，多方強調鋼材於生活中的運用(見圖 7-5)。

資料來源：Tata Steel Official Website

圖 7-5、Tata 與其他產業、市場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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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ata 每年大量投資企業公民相關措施，在社會企業責任(CSR)方面的
支出佔其公司稅後收益比例高達 5-7%2。Tata 每年度在社會面的行動計劃，是經
由公司對外部及內部利益相關者的調查而規劃出對在地社群具實質幫助及效益
之行動3。Tata 整體社會貢獻之行動非常多樣化，包含對於偏遠地區之開發、部
落文化的保護、設立運動學院及訓練中心、賑災、醫療建設等，均為針對印度當
地情況而規劃的行動。另外，Tata 亦幫助印度之農村提升經濟、提升人民工作技
能，並提供民眾微型創業所需具體之架構及行動支援。以下列舉 Tata 鋼鐵實踐
企業社會責任及提升其產業形象之作法，包含：
1. 成立自救團體(Self-Help
Groups)
成立自救團體
Tata 鋼鐵迄今已於印度協助超過七百個自救團體(成員約 9,000 人以上)
除協助人們微型創業及脫離貧窮外，亦幫助婦女們爭取權益，其他更包括提
升嬰兒存活率、提供鄉村乾淨的水資源等計畫。
2. 支持社會福利團體
Tata 鋼鐵亦支持許多社會福利團體，包括塔塔鋼鐵鄉村發展協會、部落
文化協會、塔塔家庭基金、全國盲人協會、Shishu Niketan 希望學校、聽障
兒童中心、印度紅十字會等。
3. 提升健康計畫
塔塔鋼鐵下設立了數項與提升周遭居民健康相關計畫，如 MANSI 計畫
關注母親與新生兒存活率、RISHTA 計畫關注青少年健康、ROSHNI 計畫提
供部落少女照護和接生相關訓練、SATHI, Kavach, BASE and Sneh Kendra 等
計畫則專注愛滋意識提升及治療等。此外，Tata 集團下亦成立醫院(Tata Main
Hospital)，提供周遭居民醫療服務。
4. 協助建設模範城市
Tata 與其總部所在之 Jamshedpur 城市政府、國際組織等合作，將該城市
建設成印度最環境友善及妥善規劃的城市之一，在該城市及郊區打造出強健
且具韌性的經濟，相關做法包含工業與環境並存的都市規劃(如設立面積超
過 37 英畝(約 15 萬平方公尺)的 Sir Dorabji Tata 公園、TATA 動物園等)、建
設醫院及國家癌症中心、各級學校及國家研究中心、複合運動中心(可容納
40,000 名觀眾)、各式展覽中心及藝術學校等(圖 7-6)。

2

3

Corporate Citizenship, http://www.tatasteel.com/corporate-citizenship/index.asp,Tata Steel Official
Website. 2014.
13th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Report, Tata Steel,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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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ata 鋼鐵網站
http://www.tatasteelindia.com/corporate-citizen/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the-jamshedpur-story.asp

圖 7-6、Tata 鋼鐵協助都市規劃

三、國內鋼鐵業提升產業形象之現行策略與成效
以下檢視並彙整國內鋼鐵業提升其產業形象之主要做法，作為擬定後續形象提升
策略之基礎。
(一
一) 提升資訊透明化之誠信展現
近年全球興起資訊透明化浪潮，投資人及證管機關都要求提高公司的資訊透
明度，以利其進行相關投資評比，同時社會大眾也期望企業能夠自主揭露其營運
對環境及社會等方面的影響，並提出改善或精進方案。在此潮流下，愈來愈多企
業藉由永續報告書、國際問卷資訊揭露、網站等途徑，將自身治理、永續策略、
績效等現況做一揭露，以回應各方要求，從另一方面而言，企業主動揭露上述資
訊，並針對利害相關者的要求做出回應與承諾，亦有提升企業形象之功效。目前
國內鋼鐵業者採用之作法包含發行永續報告書、參與國內外相關問卷揭露與評比
等，整理如下。
1.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社會責任報告書/企業永續報告書
報告書 企業永續報告書
近年在全球永續發展思維下，愈來愈多企業選擇以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其財務面以外的績效，並做為改善對外形象及與利害相
關者溝通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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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目前國內鋼鐵業有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企業永續報告書之名
單如表 7-1，可看出目前國內鋼鐵業有出版報告書者仍占少數，此外，燁輝
及燁聯等公司雖並未出版報告書，但於其公司網站上皆有揭露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訊息。
表 7-1、國內鋼鐵廠發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企業永續報告書情形

網站專區說明 出版
報告書
公司名稱
2013 年度營收
CSR 作為
報告書 發行年度
、2008、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007.26 億元
是
是 2005
2010~2013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826.78 億元
是
是
2011~2013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82.4 億元
是
是
2011~2013
僅提供報告書 是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54.19 億元
2013
下載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48.61 億元
是
是
2013
燁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網站無揭露
是
否
－
(約 1,340 億元*)
1.資料來源為各公司網站
2.*資料來源：http://goodinfo.tw/StockInfo/ShowSaleMonChart.asp?STOCK_ID=9957&CHT_CAT=10Y
2. 國際資訊揭露問卷
國際投資人對於企業因應永續經營相關風險之作法日益重視，而碳揭露
專 案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簡 稱 CDP) 、 道 瓊 永 續 指 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簡稱 DJSI)等即因應此一潮流發展，透過邀請各大企業填
寫問卷進行調查及評比，作為投資參考指標。
(1) 碳揭露專案
碳揭露專案(CDP)
專案
「碳揭露專案(CDP)」是一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總部位於倫敦，於
2002 年由國際主流法人投資機構發起成立，截至 2013 年止，已集結全
球 722 家法人投資機構，管理總資產高達 87 兆美元，全球回覆問卷之
公司數量達 4,100 家，且上述數據皆不斷在攀升中。
(2) 道瓊永續指數(DJSI)
道瓊永續指數
1999 年美國道瓊指數（Dow Jones Index）與瑞士永續資產管理公
司（Sustainable Asset Management, SAM）正式推出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成為全球第一套具系統性追蹤企業永
續發展績效表現的社會責任指數，也是現今國際間最具公信力的企業永
續評選工具之一，其資本額達 60 億美金 。
由於上述國際問卷主要由投資者發起，發放對象多為規模較大之公司，
如 DJSI 發放對象僅包含全球前 2,500 大企業，故目前國內鋼鐵業者中，僅中
鋼公司曾填寫其問卷，以下分別整理其填報結果如表 7-2 及圖 7-7。在 CDP
表現上，中鋼不僅於 2012 取得臺灣地區最高分，也於 2013 年獲得「材料類
別」亞洲氣候揭露領先者指標；而在 DJSI 表現上，不僅於 2012 年首度參加
後連續三年入選 DJSI 世界及 DJSI 亞洲新興市場之企業，2013 年更獲得同業
別最佳分數，顯示臺灣鋼鐵業已具國際一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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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中鋼公司歷次 CDP 得分*
2012

2013

2014

中鋼公司
中鋼公司
79C
86B
96B
同業別最佳
94B
97B
97
*CDP 得分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揭露分數，以數字表示(最高為 100)，為填報公司
資訊揭露的程度。第二部分是績效分數，以英文字母表示(最高為
A)，為填報公司溫
室氣體減量的實際績效。

圖 7-7、中鋼公司 DJSI 歷次填報結果
由填報結果可看出 2013~2014 年間，中鋼公司在經濟、環境、社會面表
現皆遠高於同業平均，且在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量等議題因應上亦有良好
表現，為產業優良形象奠定下良好基礎。
3. 其他獲獎及優良事蹟
除上述相關資訊揭露作法外，近年國內如天下雜誌、Cheers、遠見雜誌、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等也陸續展開與社會形象相關面向之評比，整理國
內鋼鐵業表現如下。
(1) 天下企業公民獎
為 2007 年起由天下雜誌推出之評比，每年依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評選出「天下企業公民 TOP 50」
。自 2012 年起，更與元大寶來投信合
作領先趨勢推出「天下 CSR 指數」
，從天下企業公民企業中，選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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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得分前二十五名之公司，依據排名由高至低給予權重，編製出天下
CSR 企業指數，成為投資人重要理財參考指標(圖 7-8)。

圖 7-8、天下 CSR 指數表現情形
目前國內鋼鐵業中，僅中鋼公司曾獲得天下企業公民 TOP 50，其表現
整理於表 7-3，可看出中鋼除 2012 年未參加外，其餘年度皆有入選，表現優
異，然近年名次有下滑趨勢，主要原因在於進步幅度小於其他企業，是需要
警惕之處。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表 7-3、中鋼歷年天下企業公民獎獲獎情形(大型企業組*)

名次

總分

公司治理 企業承諾 社會參與 環境保護

7
13
8
12
11

7.43
7.9
8.36
7.99
7.53

5
6.7
8.2
7.8
6.6

14
20

8.16
8.1

8
8.1

8
8.3
8.4
6.9
8.1

7.3
8.2
8.3
8.8
7.3

8
8.5
8.6
8.5
8.2

8
7.9

7.8
7.8

8.8
8.7

未參加

*大型企業組為年營收超過一百億以上企業
(2) 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 100

《Cheers》雜誌連續 9 年深入大學、研究所，針對應屆畢業生進行
｢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 100｣調查，從大環境變化中，了解哪些企業品
牌讓新世代趨之若鶩，同時，調查也成為各大企業檢驗「雇主品牌力」
的權威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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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近年國內鋼鐵業評比情形如表 7-4，中鋼公司已連續入榜多年，
可看出年輕族群對於中鋼企業形象抱持正面態度，此外燁輝、燁聯等公
司於近年也有入榜紀錄。
表 7-4、鋼鐵業入選近年新世代最嚮往企業 Top 100 情形

年度

入選鋼鐵業及名次
中鋼 (4)
中鋼 (7)
中鋼 (20)
中鋼 (9)、燁聯 (77)
中鋼 (12)、燁輝 (76)、燁聯 (96)
中鋼 (1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3) 臺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臺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於 2008 年起辦理臺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除期望帶動國內企業對永續報告書的重視外，也於近年加強績效部分的
評比，評選國內優質企業永續報告書及企業永續績效成果，彰顯臺灣永
續模範企業。整理國內鋼鐵業表現如表 7-5。

年份
2011

2012

2013

表 7-5、鋼鐵業獲得臺灣企業永續報告獎情形

-

獲獎鋼鐵業
中鋼(銀獎、因應氣候變遷績優獎)
中鋼(金獎、最佳報告獎、最佳 CSR 網頁資訊揭露獎、氣候
變遷資訊揭露績優獎)
中龍(佳作)
中鋼(最佳企業永續報告獎、氣候領袖首獎、永續創新楷模
獎、創意溝通首獎、透明誠信楷模獎)
中龍(優等)

而在參與國外獎項部分，中鋼自 2007 年起連續 5 年主動提報溫室
氣體排放資訊，獲世界鋼鐵聯盟(WSA)頒發「氣候行動星級會員認證」
，
為我國唯一獲認證的鋼鐵企業，且其永續報告經 WSA 評比列為全球第
二名，屬領導者(leader)等級，顯示其績效已達世界標竿。
最後，我國鋼鐵業人才輩出，如中鋼公司前董事長王鍾渝曾於 2000~2001
年間任職世界鋼鐵協會(WSA)理事長、東和鋼鐵侯貞雄董事長亦曾任職全國
工業總會理事長等，除可發揮為鋼鐵業發聲之功能，亦可提升我國鋼鐵業於
國內及國際之形象，貢獻良多。
(二
二) 企業社會公民作為
1. 環境面向
鋼鐵業過去被認為屬於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然而，近年臺灣鋼鐵業者
已極力投入污染預防及改善措施，以善盡企業公民的角色。以最常被討論的
爐渣處理為例，鋼鐵公會已於 2011 年 12 月成立電爐煉鋼爐渣再利用推動小
組，要求會員簽自律公約，委公正第三者訂定管理制度與處理認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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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亦已集資成立台灣鋼聯公司，全面控制爐渣與集塵灰等可能的污染物，
現階段每年可處理集塵灰達 18 至 20 萬公噸，已超出實際集塵灰產生量 13
萬公噸，並可將過去堆存之集塵灰逐漸處理完畢，達到經濟與環境兼顧之目
的。此外，為處理鋼鐵產業廢酸液，以中鋼為首的鋼鐵產業亦已著手調查產
業實際的廢液處理需求及評估相對應的技術，針對廢酸和廢電鍍液處理容量
不足問題，亦已初步決定共同在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投資 8 億元興建廢液處理
場做為中長期解決方案，以實現企業公民責任。
另一方面，國內鋼鐵業者亦大力投入節能減碳作為，如中鋼推動綠色製
程、綠色產品、綠色夥伴、綠色事業、綠色生活等策略，除加強製程節能減
碳外，也進一步將減碳效益擴及社會，如 2012 年區域能源整合之外部減量
效益約為 57.4 萬公噸/年；而電磁鋼片經評估可使馬達效率提升 2.89%，若
以 10 萬噸高品級電磁鋼產量及 70%沖壓使用率計算，可生產 350 萬台 3 馬
力高效率馬達，其生命週期共計能減少 3,016 萬噸 CO2 排放，平均每年減碳
151 萬噸。而國內電弧爐業者亦積極參與產業公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推動輔
導計畫，截至 2011 年止累積減量約達 50 萬公噸 CO2e，其中東和鋼鐵桃園
廠排放強度已達全球前 15%水準(圖 7-9)，顯見國內鋼鐵業者對節能減碳之
重視。

資料來源：Worldsteel
(2007)、綠色生產力基金會(2007)，鋼鐵冶煉業溫室氣體排放標
竿值計畫、東和鋼鐵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2008)，東和鋼鐵公司辦理桃園廠遷廠及工業區報編
圖 7-9、國際電弧爐煉鋼排放強度比較
2. 社會面向
國內鋼鐵業對於社會之貢獻，除增加就業機會及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外，
近年來亦致力於提升社會參與及解決社會問題，以中鋼公司為例，其於莫拉
克颱風過境後，除斥資 5 億元重建新發大橋捐贈與公路總局外，更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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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重建及後續關懷工作，如認購永齡農場產品、於永齡農場辦理大型自強
活動刺激經濟發展等。另一方面，中鋼集團教育基金亦於 2011 年開始規劃
環境教育巡迴車，其於 2012 年首航，以服務偏鄉弱勢學童並推廣環境教育；
此外，中鋼教育集團基金會於 2008 年即開始舉辦各式講座，邀請文化、藝
術、戲劇等領域名人與當地市民分享，參與踴躍。而在公益捐助上，中鋼公
司亦不遺餘力，其 2013 年度睦鄰及地方公益支出達 4,480 萬元。其餘如退休
人員服務、社區服務、協助機關學校等，中鋼亦提供相關資源與人力等，顯
見其重視社會參與的程度。
除中鋼公司以外，國內其餘鋼鐵公司亦大力投入社會參與，以燁聯公司
為例，其不僅在公司附近設置大型醫院、大學、國中小學，提供社區居民選
擇及使用，更於 2013 年底基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考量，間接投資義大職棒公
司接手營運不佳的興農牛隊，並將球隊更名為義大犀牛隊，讓國內喜愛職棒
運動的民眾仍有職棒比賽可觀賞，使中華職棒得以延續；而在高雄氣爆事件
過後，亦大力捐助 6,000 萬元於災後重建。
3. 經濟面向
鋼鐵業與下游產業關聯性極高，對於臺灣的經濟及工業發展均有重要的
帶動效果，亦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以 2011 年工商普查結果來看，國內金
屬機電工業就業人數約達 92 萬人，占總就業人數 36.4%。同時，鋼鐵業亦
持續投入研發與創新，期能增加產品附加價值，並與永續理念結合，達到綠
色成長之目的。以中鋼為例，其於 2013 年共完成 55 項新產品開發，包含具
良好耐候性之高強度橋梁用鋼、60 公斤級高強度、高韌性油氣管線用鋼、電
磁鋼片等，並參與國際汽車用鋼組織(World Auto Steel, WAS)，投入汽車輕量
化等相關研究，以期能創造更多競爭優勢。同時，為促使下游終端產品高值
化，提升鋼鐵業整體競爭力，中鋼亦積極推動產學及價值鏈合作，如用鋼產
業研發聯盟、與成大合作產學大聯盟計畫、與雲科大簽約合作設置手工具工
程技術研發中心等，其中用鋼產業聯盟於 2013 年已完成 7 件專科案，總計
投入 6.434 億元研發經費，預計將可直接產生 209.6 億元的直接收益，對國
內相關產業發展有顯著經濟效益。

四、鋼鐵業面臨之形象挑戰
國內鋼鐵業近年致力改善污染並回饋社會，在國內外相關獎項中，也屢獲佳績，
然而，由於一般人對鋼鐵業的印象多仍將其視為保守、污染嚴重的行業，若要更進一
步建立鋼鐵產業的優質形象，鋼鐵業仍面臨下列挑戰，包含：
(一
一) 環境議題的持續發酵
鋼鐵業生產過程仍需消耗大量能源，並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以中鋼為例，
其溫室氣體排放約占高雄市整體排放量達 30~35%(圖 7-10)，顯示高溫室氣體排
放仍是鋼鐵業者必須面臨的環境挑戰。而鋼鐵業空氣污染則是另一常被討論之議
題，整理中鋼歷年空污排放量與高雄市空氣品質如表六，顯示中鋼在 SOx 排放
量的改善速率上仍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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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與鋼鐵業環境污染相關的新聞仍時有所聞，而鋼鐵業除須更努力
且確實地改善其對環境衝擊外，由於許多非政府組織(NGO)也持續針對鋼鐵業爐
渣、空污等問題進行抗爭，造成人民容易有先入為主的印象，造成鋼鐵業者為改
善所付出的努力等相關報導則往往需經過更長時間才能發揮扭轉負面形象之效
果。以廢棄物資源化為例，必須將爐石、廢渣的處理做到能讓大眾放心的程度，
藉由訂定管理標準、第三方驗證標準、資訊透明化等方式改善大眾對此議題的看
法，並藉以逐步淘汰表現較差的鋼廠，才能逐步達成提升整體產業形象之目標。
同時，國際上對於綠色供應鏈的要求也逐漸增加，鋼鐵業必須更謹慎處理及
揭露環境相關議題，積極與客戶、投資者等利害相關者溝通，建立良好形象，以
作為其競爭力的一部份，並防範未來可能產生的非關稅貿易障礙等風險。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鋼公司
2000~2010 年盤查清冊、高雄市環保局 2010 年「溫室
氣體減量暨節能減碳業務」計畫
(http://epq.epa.gov.tw/project/projectcp.aspx?proj_id=0994039293)及 2012
年度高雄市溫室氣體盤查及減量策略規劃計畫
圖 7-10、中鋼排放量佔高雄市排放量比例
表 7-6、高雄市與中鋼空氣品質變化

年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06~2013

PM10
ug/m3
78.47
75.50
77.10
77.80
73.40
73.80
67.10
66.40

SO2
ppb
8.55
8.10
7.40
7.20
7.30
6.40
5.30
5.20

高雄市*

NO2
ppb
22.63
22.60
21.30
20.10
21.20
18.10
17.50
17.40

中鋼
平均落塵 SO
粒狀物
NOx
噸/平方公里 公噸/年 公噸/年 公噸/年
2

3.02
3.81
3.21
3.50
3.28
3.01
3.77
6.22

12,210
12,754
11,730
10,369
11,743
11,165
9,932
8,883

10,555
11,246
9,875
9,836
10,185
9,573
8,948
7,982

5,309
4,436
4,147
3,612
3,431
3,811
3,428
3,493

106%
-27%
-24%
-34%
變化幅度 -15% -39% -23%
* 2011 年起國內縣市合併，故 2011 年以前為高雄市資料，2011 年起為合併後大高雄市資料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鋼
2011 及 2012 年 CSR、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品質資料倉儲系統
(http://edw.epa.gov.tw/reportInspectAir.aspx)及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varval.asp?ma=CS3001A1A&ti=&path=../dat
abase/CountyStatistics/&lan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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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工安議題
鋼鐵廠作業勞工接觸到危險性機具設備及化學品機會相對較高，再加上製程
及現場安全衛生設施、人為管理等因素，勞工暴露在高危險及高危害之工作環境
中機率頗高，根據勞委會統計年報及勞委會與鋼鐵公會安全伙伴計畫職災調查統
計資料顯示，鋼鐵產業之失能傷害頻率及失能傷害嚴重率均較全產業為高(表
7-7)，也是造成一般人對於鋼鐵業形象觀感不佳的原因之一。目前鋼鐵公會已致
力於會員廠的安全衛生宣導、教育與輔導工作，在失能傷害嚴重率部分已逐步獲
得改善，然而，在失能傷害頻率上，仍有努力空間。
表 7-7、鋼鐵公會會員廠與金屬基本工業失能傷害頻率及失能傷害嚴重度比較

類型
失能傷害頻率
失能傷害嚴重率
單位 全產業 金屬基本工業 鋼鐵公會 全產業 金屬基本工業 鋼鐵公會
2006

2.14

5.64

3.21

219

824

734

2007

2.21

5.94

3.91

213

606

1008

2008

2.09

4.35

2.76

166

304

494

2009

1.92

4.06

2.6

171

450

529

2010

1.96

3.7

3.1

162

326

317

2011

1.83

3.72

3.58

143

471

350

2012

1.72

3.34

3.26

119

586

128

資料來源：謝錦發
年 (2013)，「風險管理概念應用於鋼鐵業常見危害之預防」，臺灣鋼鐵五十
(三
三) 生活感受度
生活感受度低
感受度低
雖然鋼鐵廣泛運用於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層面，但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相比，
鋼鐵業較難以建立品牌感，且煉鋼生產之產品多非終端產品，一般人較難實際體
會鋼鐵與生活的密切關係，也難以將鋼鐵與綠色產品等概念連結，即使近年鋼鐵
業大力宣傳綠色產品、生命週期減量等，仍難以對民眾形成「有感」的宣傳效果，
也造成鋼鐵業形象難有突破性的提升。
(四
四) 鋼鐵業對外主動溝通之
鋼鐵業對外主動溝通之頻率與方式仍有進步空間
如前所述，鋼鐵業者多具備高度專業，與客戶、投資者等利害相關者溝通時，
能夠發揮良好功效；然而，對一般大眾而言，鋼鐵業工程形象較強，一般民眾較
難親近或理解相關資訊，造成鋼鐵業者與民眾溝通時仍有難以突破之障礙，而不
易達到有效的資訊傳遞目標。同時，國內主動出版 CSR 與利害相關者進行溝通
者仍屬少數，且除中鋼、中龍、燁輝、燁聯等大廠外，也較少利用網路等多媒體
平台展現其環境、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作為，實屬可惜。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POSCO 鋼廠對於媒體之正/負面報導有進行相關分析，
並在其 2012 年度之 CSR 報告書中提出分析結果如前圖 7-3，而國內鋼鐵業對於
與自身相關的媒體報導往往沒有進行系統性分析，無法有效利用媒體報導情形來
鑑別建立優質形象的關鍵議題，也較少追蹤運用各式溝通管道所產生之成效及研
擬改善方針，顯示鋼鐵業者在「大眾資訊」的傳遞、有效運用及效果掌握上，仍
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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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鋼鐵業優質形象之策略建議
國內鋼鐵業近年雖致力改善污染排放及工安等過去較常為人詬病之議題，並積極
推動綠色產品的發展，甚至進一步主動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對於弱勢團體處境改善、
災難援助等有諸多貢獻，但仍有努力空間，如高雄市氣爆事件中，台積電直接動員協
力廠商達欣工程、互助營造及其下游包商進駐災區，分別負責修復社區道路及災民住
家，除對當地受災民眾提供實質幫助，也對全國展現出企業高效做事能力，此一策略
值得鋼鐵產業參考。
同時，針對如何有效利用各式媒介將上述改善與貢獻，轉化為利害相關者可接觸、
可吸收、可認同之訊息，進而有效達到提升產業形象之目標，則可考量發展更具系統、
漸進式之整體策略，提供相關建議如下：
(一
一) 遠景之建立與員工認知之提升
遠景之建立與員工認知之提升
1. 成立專責單位
若要建立優質企業形象，其基礎就在於企業遠景與對應執行策略之建立，
而國際上許多企業為達此目標，多由成立專職單位以進行統籌工作(可參考
台達電、日本住友金屬等公司作法如圖 7-11 及圖 7-12)。在成立專職單位後，
企業再進一步思考具遠景及意義之目標、以及發展出與營運結合之整體性及
階段性策略。

圖 7-11、台達電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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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日本住友金屬 CSR 委員會下設七個次級委員會
2. 強化員工認知
此外，鑒於員工往往是企業形象最佳的傳遞者，如國際針對 CSR 可信
度調查發現 NGO 與員工對企業永續績效的判斷予人信任感較高(圖 7-13)，
因此，若能透過持續且系統性的過程建構更強力的企業文化，藉由高層宣示、
員工教育訓練等方式，強化員工認知，並鼓勵員工參與形象創新或擔任志工
等，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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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Ratings/rankings organisations

Company’s employees
Investors/analysts
Consumers
Journalists
Government

Trust (4+5)

Neutral (3)

No trust (1+2)

DK/NA

資料來源：Globe
Scan and Sustain Ability (2013), The 2013 Ratings Survey: Polling the
Experts.
圖 7-13、對永續績效判斷的可信度調查結果
3. 善用集團企業力量
對於企業規模較大者(如中鋼、燁聯等)，亦可進一步將企業善盡社會責
任模式擴大至整個企業集團(如韓國 POSCO，圖 7-14)，以集團的力量及資源
補足單一企業不足之處，並擴大影響範圍，達到整體性形象提升效果。

資料來源：POSCO 網站
圖 7-14、POSCO 社會貢獻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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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同業合作
由於一般大眾通常是由形象最差的公司來決定對整體產業的印象，因此，
要達到提升鋼鐵業產業形象之目標，僅靠少數公司努力，所能達到的成效極
為有限，其效果多為短期且較不穩固，唯有倚靠整體鋼鐵業者的合作，在環
境、社會、經濟等議題上各自發揮所長，截長補短，所建立的產業形象才能
夠歷久不衰。為達此目標，除透過各公司自行遵循永續發展相關原則外，也
可透過公會力量，如可發展鋼鐵業永續發展準則並於工會內推廣、訂定產業
環境標準、或主動對於遭遇困難的成員提出協助及因應策略等，逐步讓產業
全體都能夠認知並願意主動實踐永續發展原則，以達到整體產業形象的提
升。
(二
二) 加強與利害關係人議和
在確立企業遠景後，企業應進一步確認利害關係人類別及關注議題，如寶鋼
經濟管理研究院在其都市型鋼廠風險研究中，曾提出企業應調查民眾觀感，以進
行相關風險掌握及後續策略研擬(圖 7-15)。一般而言，企業需先鑑別重要利害關
係人(包含周邊居民、在地團體、政府等)，並運用不同方法與其溝通及調查關切
議題，在完成調查後，再進一步針對其對企業形象影響風險進行排序，對於風險
較大者，則可優先制定量身打造之策略，並收集溝通後的結果及研擬後續改進方
針。

圖 7-15、寶鋼經濟管理研究院提出都市型鋼廠應掌握居民觀感
舉例來說，對國內大部分鋼鐵業而言，環境議題向來是關注焦點，利害關係
人包含周邊居民、當地 NGO 組織、政府等，企業應優先針對上述利害關係人之
觀點進行調查及掌握，並建立定期或不定期溝通管道，以即時收集其意見並作出
適當處理。此外，近年鋼廠於國外設廠的情形增加，且地點多位於開發中國家，
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較國內落後，國情文化亦有差異，企業應加強掌握國際分公
司或分廠於當地的作為及溝通狀況，以降低經營與形象相關風險。
(三
三) 擴大對當地影響並建立良好關係
1. 鑑別並解決當地問題
近年來，企業與在地良好關係的建立往往是永續經營的重要因素，由於
企業營運往往對當地居民的影響及衝擊最大，若能與當地居民達成「共榮」
及「共融」成長，則能夠大幅降低企業在地經營之風險，如前述提及 Tata
鋼鐵即十分關注印度當地社會問題，並發展出各式計劃與因應策略來協助當
地解決問題，同時也可達到提升企業與當地關係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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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政府合作
另一方面，企業亦可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協
助當地政府事務處理，以企業的核心力量解決社會問題。如中鋼近年投資高
雄捷運、捐贈腳踏車協助改善高雄市交通，並以環境教育巡迴車提供偏鄉學
童環境教育服務等，或是可考量與都市結合發展更有效率的廢塑膠、廢鐵等
回收機制，以提升鋼鐵業對在地的貢獻。
3. 發展與核心能力契合之方案
舉例而言，近年貨櫃屋於較為貧窮地區之應用已有增加趨勢，如可口可
樂即與 DEKA R&D 展開合作計畫，以可自給自足供應水電的綠色貨櫃屋商
店 EKOCENTER 於落後國家提供基本的民生必需品，並供應免費的淨水(如
圖 7-16)，而國內亦有運用貨櫃屋提供高雄弱勢家庭免費課輔班之案例(如圖
7-17)，由於貨櫃屋多使用鋼鐵作為其材料，若能針對國內潛在需要並結合鋼
鐵業的材料及研發能力，或可將之視為鋼鐵業將核心能力與社會需求結合的
參考作法。其餘相關案例包含救災(如中鋼建造並捐贈橋梁)、防災(如日本 JFE
發展城市耐震或耐蝕鋼材等，圖 7-18-1、7-18-2)、城市調適(如印度 Tata 鋼
鐵協助參與都市規劃等)、弱勢團體協助及敦親睦鄰(如中鋼環境教育巡迴車
及提供在地居民獎學金等)，逐步擴大鋼廠與在地食、衣、住、行、育、樂
等各方面的連結程度，除可建立深植人心之優良形象，亦可強化在地支持力
量。

資料來源：http://daman.cool3c.com/node/72177
圖 7-16、可口可樂設置綠色貨櫃屋商店 EKO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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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tcnn.org.tw/news-detail.php?nid=7039
圖 7-17、貨櫃屋搭建之免費課輔班，具便宜、工期短、無需申請建照等優點

資料來源：JFE CSR(2013)
圖 7-18-1、日本 JFE 發展技術協助建立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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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FE CSR(2013)
圖 7-18-2、日本 JFE 發展技術協助建立安全城市
4. 與員工或在地團體合作
最後，企業員工兼具在地居民身分，往往是形象的最佳傳達者，企業除
可加強員工訓練與宣導外，亦可考量增加在地員工比例及相關福利、或構思
由員工散播企業形象的種子計畫(如定期志工)，並善用工會力量。同時，企
業亦可思考與 NGO 組織合作之可行性，如國內許多企業藉由與非營利合作
方式推動公益活動(如表 7-8)，如此作法可結合雙方長處並擴大宣傳效益，達
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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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台達電子
中華電信
統一超商
臺灣
大哥大
花旗銀行

表 7-8、國內企業與 NGO 合作案例

合作對象
合作範疇
臺灣綠建築發展協會等 共同推動綠建築及節能用品
到偏遠社區、部落進行演出，戲劇主題包
含環保與新移民，希望讓他們有多方接觸藝
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文活動的機會。也期盼藉由戲劇，傳達環保
與新移民的主題，且增進孩童與父母的良好
互動，寓教於樂
自 2001 年開始響應「Clean Up the World 清
潔地球環保臺灣」活動，號召民眾貢獻自己
Clean Up the World
的力量，落實資源回收與垃圾減量等環保行
動，與全世界一齊同步愛地球
1. 連續四年與一粒麥子基金會共同合作，關
懷花蓮獨居長輩，並提供企業志工
一粒麥子基金會、 2. 自 2009 年起與白絲帶關懷協會共同合
白絲帶關懷協會等
作，探討當代青少年網路行為及問題。並
於公司內部召募企業志工，投入校園網安
推廣教育
1. 認養五股溼地
荒野保護協會等 2. 認養淡水河左岸五年，投入五百萬元打造
淡水河左岸生態

(四
四) 善加利用媒體強化績效
善加利用媒體強化績效
1. 網路與平面媒體的交互運用
在網路普及的時代，若能發揮創意善用網路媒體傳播力量，對於企業宣
導及形象之建立將能發揮顯著效果，如中鋼除出版 CSR 報告書外，亦於官
方網站成立 CSR 專區，並運用 facebook 等媒介，以有效增加溝通管道及雙
向交流。另一方面，平面媒體如報章雜誌、新聞稿、專題報導等，則可以提
供較為深入的資訊，亦有其必要性，企業應適時選用不同媒介，以達到最佳
溝通效果。
2. 針對溝通對象區分溝通媒介
由於建立形象之關鍵除與企業實際作為相關外，亦與宣傳宣導、使用素
材、話題性等密切相關，又因鋼鐵業與一般電子產品廠商或生活用品廠商相
較之下，其產品與人民每日生活連結感度較低，因此，如何善用宣傳策略及
媒介，逐步建構產業優質形象，適時創造話題並避免或降低不利要素的影響，
即顯得十分重要。鋼鐵業應思考如何針對不同溝通對象區分發展適當溝通方
式之策略，舉例而言，專業雜誌(如商業周刊、天下雜誌、遠見雜誌等)及一
般媒體(如新聞報紙)之讀者群可能不盡相同，企業應視溝通目標選擇適用媒
介，於適當時機進行資訊揭露。若溝通對象為一般民眾，則可使用平易近人
的文字及圖像以加深讀者印象，如中鋼公司即拍攝一系列企業形象短片，其
內容包含水資源管理、節能減碳、能資源使用等面向，鎖定關注特定議題之
專業人士與社會大眾，期能提升各界對鋼鐵業的認知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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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其他創新溝通
1. 主動辦理座談會進行溝通
針對重要社會與環境議題，如重要環境法規的訂定，往往需要長期與深
入溝通，才能逐步凝聚不同利害相關者的共識；而國內立法程序中雖要求須
辦理公聽會，但由於公聽會往往時間較為倉促，難以促進實質溝通效果，若
能在公聽會外有進一步面對面溝通機會，可彌補現有制度的不足，並提升不
同利害相關者對彼此的理解程度，奠定達成共識的基礎，以利相關政策法規
的推動。如中鋼公司過去即針對土壤污染、爐石資源化、溫室氣體管制等議
題主動辦理座談會，更於今(2014)年委託工總針對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及溫室
氣體減量法等議題，邀集專家學者、環保團體等利害關係者進行座談，即期
望能藉由座談會的辦理，分享彼此觀點，並找出彼此目標的共同基礎與交集，
以利達成共識，相關結論也可做為未來法規訂定的參考。
2. 以辦理競賽等方式創造話題
最後，也可藉由異業合作及創意溝通等方式，開創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鋼
鐵業形象，並搭配品牌特色的強化。舉例而言，美國鋼鐵結構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 AISC)即每年舉辦學生鋼鐵設計競賽(Annual
Steel Design Student Competition)，參賽者必須以鋼鐵為設計的主要材料，其
目的在於邀請學生發揮將鋼鐵用於設計及結構的潛力；印度 Tata 鋼鐵也持續
辦理各項運用鋼鐵作為材料的設計大賽，如橋梁設計大賽、結構設計大賽等，
不但有助於鼓勵學生投入鋼鐵材料的應用與設計，也可進一步刺激鋼鐵業者
創意及研發能量，開發潛在鋼鐵材料創新用途並掌握未來潛在人才。
3. 與外界合作擴大宣傳效果
呈上，若能將競賽結合社會需求、生活用品等主題，或可善用電視製作
公司做成電視節目加上適度包裝，也有助於拉進人民對鋼鐵材料間的距離感。
同時，亦可考量由知名大型機構或與大專院校等合作辦理，強化宣傳及效果。
若能將相關活動與國內鋼鐵產業及政府等結合、甚至將其規模擴展至國際層
級，除可提高城市國際知名度及吸引觀光外，亦有促成國際價值鏈合作及開
發商機等效果，可謂一舉數得。

六、結語
國內鋼鐵業近年對於企業公民認知及作為已有顯著提升，同時，也開始意識到優
質產業形象對於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性、以及相關風險。國內業者已開始透過 CSR
報告書、相關評比等方式展現產業永續作為，然而，若期望能更進一步提升產業形象，
則必須規劃並執行更有系統性之實質策略與作法，包含企業內部遠景的設定與適當組
織架構的建立、加強利害關係人議和、鑑別關鍵議題並追蹤溝通效果、結合企業核心
能力發展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並善用媒體力量強化企業優質形象建構之力道等，最
後，再以創新溝通模式創造亮點並尋求突破，以循序漸進建構鋼鐵業優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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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顧 洋

鋼鐵產業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基石，其產業關連性廣泛，能
帶動上下游與相關產業發展，對經濟發展、就業提升扮演重要角色。我國鋼鐵產業配
合著國家經濟建設發展進程，長久以來持續升級、轉型，使得產業結構、鋼材品質及
生產技術皆有重大的發展，對我國經濟與就業有重大的貢獻。然而隨著近年來國際間
鋼鐵相關產品消費的成長動能趨緩，鋼鐵產品供過於求；且因鋼鐵產業受到我國外環
保、能源及資源相關規範的要求提高、煉鋼原料取得不易且成本高漲、金融海嘯持續
衝擊、貿易自由化與貿易保護主義等問題的深化，導致我國鋼鐵產業獲利低落，而且
鋼鐵產業背負高能耗及環境污染的原罪，乃成為環保人士及政治人物抗爭之標的，其
發展不斷受到抵制與排斥，若不儘快扭轉形象，面對之困境將有增無減。使得我國鋼
鐵產業發展的挑戰有增無減，連帶嚴重衝擊我國鋼鐵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及永續經營能
力。
 為調和各界對於我國鋼鐵產業未來發展的看法，本系列座談會特別針對鋼鐵產
業的各種面向，特別邀請產學各界專家學者檢視我國鋼鐵產業發展面臨之挑戰與機
會，針對我國鋼鐵產業對環境及資源衝擊之降低、鋼鐵產業上下游結構整合之強化、
鋼鐵產業高值化及國際競爭力之提升、以及鋼鐵產業形象之改善等議題，進行多次會
議廣泛討論，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一、我國鋼鐵產業目前面臨且需持續改善之重要環境及能源議題，包括：空氣污
染物之持續減量、溫室氣體之減量及捕存、污染排放相關健康風險之評估、
爐碴及集塵灰之循環再利用、最佳可行技術(BAT)之應用、能源效率之提升、
以及再生能源能耗占比之提升或綠色電力認購之參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
等。鋼鐵產業並應落實各項製程與環境能源相關資料盤查，將相關資訊公開
以建立鋼鐵產業與政府、民眾之相互信任。
二、目前我國環境能源部分政策如溫室氣體管制、能源管理等，對鋼鐵產業之競
爭、營運、未來投資發展等皆有顯著影響。政策制定時應充分兼顧程序正義
及實質正義，完整蒐研利害相關者意見並納入考量，並應確保相關資訊能之
正確性及透明化。法規制定應有全盤考量，避免法規間的競合對我國產業競
爭力造成傷害。
三、目前我國鋼鐵產業面臨之貿易障礙，主要包括:1.區域經濟合作之衝擊；2.
貿易保護主義之衝擊；3.隨著頁岩油/氣的開採，成本競爭優勢之改變等。預
期未來國際鋼鐵貿易市可能更加激烈。因此我國在目前全球佈局與區域經濟
整合過程不應缺席，否則長遠來說將削弱我國鋼鐵產業的競爭力。應合理審
視我國產業經營之特性，洽簽各類型自由貿易區域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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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因應兩岸簽屬貨貿協議，兩岸鋼鐵產業之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均越來越不
明顯，我國將面對中國大陸出口鋼品的激烈競爭，如何與大陸鋼鐵產業進行
差異化競爭，向高附加價值鋼材中心升級，強化技術開發能力、人力資源管
理、經銷通路合作等，構築全球經營網路來強化競爭優勢，甚至透過優劣勢
的互補，追求雙贏策略發展。
五、由於鋼鐵具有形成閉鎖式物質流循環系統之潛力，鋼鐵材料回收量預料將持
續增長，未來可能在原料市場占比過半，鋼鐵材料市場之典範移轉，值得我
國鋼鐵產業關注並應結合供應鏈或異業聯盟，儘速在全球市場建立更佳定
位。從資源角度的觀點將鋼鐵產業認定為金屬資源管理者，而從產品角度的
觀點亦可發展綠色產品，降低其對環境及污染影響。
六、全球鋼鐵產業市場供應大於需求，因此競爭激烈，我國鋼鐵產業應建立共識，
以策略聯盟、投資或合股等方式，整合鋼鐵產業上下游，深化策略聯盟，將
產品功能、供料規範、使用情境都納入與鋼鐵材料使用業者長期合作的核心
要件，共同研發以”功能”計價特殊功能鋼品。而航太、能源、油氣及生醫等
產業是適合我國鋼鐵產業參與發展的高值化產業，因此更需積極培育技術及
外貿人才，共同拓展國際市場，採取異業結合、持續創新、結合專業的策略，
協力開拓國外市場。
七、鋼鐵材料幾乎可完全回收再利用，我國鋼鐵產業導入循環型經濟有其重要
性，應透過跨產業鏈之合作提高循環率，再次發揮鋼鐵的使用價值，發展創
新的循環經濟商業模式，為我國鋼鐵產業供應鏈規劃整合之循環策略及商業
模式，建構高值化的回收系統，增加鋼鐵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其製程階段
對環境的衝擊與能源的消耗仍待解決。
八、我國鋼鐵產業近年對於企業公民認知及作為已有顯著提升，也意識到優質產
業形象對於產業永續發展之重要性，開始透過企業永續報告書(CSR)、評比
等方式展現產業永續作為。未來應規劃並執行更有系統性之溝通策略與作
法，包含遠景的設定與組織架構的建立、加強利害關係人交流溝通、鑑別關
鍵議題並追蹤溝通效果、結合企業核心能力協助關懷社會議題、並善用媒體
力量強化優質形象之建構等，以創造亮點營造我國鋼鐵產業正面、有利之產
業形象。
九、我國鋼鐵產業必須體認唯有增強自我實力，才是企業經營之根本與基礎。而
透過人力素質、技術水平、社會資本等提升，以人性化管理，勞資團結，同
心分工合作發揮所長，厚植社會資本，以迎接挑戰。業者必須體認企業經營
應以人性出發，對於人我之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人與環境間之合作、發展
與平衡，將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對於鄰近區域之關懷、維護與相關公共
建設，應致力改善廠區之區域和諧發展，以敦親睦鄰融入地方生活，塑造共
同生活圈，追求人我之間的和諧與平衡，以永續發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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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鋼鐵產業在全球之處境十分艱難，在我國更為艱辛，除了要面對高能耗、水
耗、溫室氣體、廢棄物排放之壓力，還要面對產業形象的調整，以及與週邊國家進行
市場角力。但所謂危機正是轉機，未來幾年將是我國鋼鐵產業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
一些與鋼鐵產業發展相關的重要課題，包括：國際鋼品市場競爭、原料及能源價格變
動、污染及溫室氣體管制、產品及製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等，都成為我國鋼鐵產業未
來發展的艱鉅挑戰。期待我國鋼鐵產業能相互合作，共同面對的挑戰與機會，應該緊
密合作開創出具競爭優勢的市場空間，藉由創新力的提升，達成鋼材及鋼鐵製品之高
值化及創新應用，共同提昇我國鋼鐵產業之形象及國際競爭力，使鋼鐵產業成為符合
社會大眾期待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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