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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金屬業(103 年 Q4 季刊) 

 

一、2014Q4 產銷現
況分析 

2014 年 Q4 我國鎂及鎂加工品產值達新台幣 27.3 億元，如【表一】所示，

與 2014 年第三季相比減少 9.9%。國內沒有鍊鎂業，上由原料主要為進口純

鎂錠做為鎂鋁合金添加物之鎂成型產業。2014 年 Q4 鎂合金產業進口值為

新台幣 3.1 億元，較第三季減少 16.2%，進口量 3,910 噸，其中以純鎂、鎂

合金錠、鎂廢料及碎屑為進口主要項目，該三項產品佔進口總量 87%。2014

年 Q4 出口值為新台幣 1.6 億元，較第三季增加 33.3%，出口量 1,379 噸，

其中以鎂合金錠、鎂廢料及碎屑、鎂銼片車屑及粒為出口大宗，該三項產

品佔出口總量 94%。 

 趨勢變化原因 
2014 年 Q4 鎂金屬業產值較前一季減少 9.9%，但整體而言 2014 年產值由於

受惠於平板電腦、行動電源機殼及穿戴式裝置的興起，尤其是蘋果 iPhone 6

系列的上市帶動金屬機殼的需求成長，產值表現比去年亮眼許多。鎂成型

產業高度集中於 3C 產業鏈(約佔 90%)，其餘 10%則供應自行車零組件產業

及其他產業。3C 產業以 NB、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等機殼供應為主，2015

年第一季的需求仍然相當暢旺，加上純鎂原料價格仍然維持低點，生產成

本降低加上居高不下的市場需求，我內鎂合金產值氣氛熱絡。 

 影響分析 
原料市場方面， 2014 年 Q4 鎂價小幅上漲但仍維持低檔，中國大陸鎂金屬

出口價格介於每公噸 2,520-2,590 美元，叫去年同期鎂金屬出口價格每公噸

2,820-2,850 美元間仍較低，主因鎂錠市場仍呈現供過於求情形。但由於 3c

產業需求的帶動、以及中國大陸鎂供應商為舒緩存貨及銷售壓力而以降

價、減產甚至是暫時停產的方式企圖使鎂價回升，市場上普遍認為價格不

會再跌。 

就 2014 整年度來看，產品市場受到於可攜式及 3C 產品的成長帶動，國內

鎂合金相關業者揪受到正面助益。2014 年我國鎂及鎂加工品產值達新台幣

97.2 億元，較 2013 年正向成長了 20%，而 2014 年進口總值達 12.9 億元，

較 2013 年成長 12%，出口總值為 5.6 億元，較 2013 年下滑 8.2 億元。可看

出國內鎂製品應用需求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為 104.5 億元，較 2013 年成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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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動向分析 1. 日本鐵路技術研究所開發阻燃鎂合金材料應用在新幹線高速列車：日本

鐵路技術研究所(RTRI)近日宣稱，他們與三協立山控股株式會社(Sankyo 

Tateyama Inc.)和三協金屬株式會社合作在開發一種阻燃的鎂合金材料，目

的是減輕軌道車輛的重量。他們希望把這種材料應用在包括出口的新幹線

高速列車上，計劃在 2023 到 2024 年之間投入實際應用。由鐵路技術研究

所和三協集團開發的這種鎂合金材料(AZX611=Mg-6Al-Zn-Ca)由於添加了

鈣元素，在高溫的環境下仍保持優異的阻燃性能，其機械性能相當於 6000

系列鋁合金材料。這種阻燃鎂合金材料有較好的熱成型性能、連接性能和

焊接性能與電弧焊相比，這些性能促進了這種新合金在列車結構材料中的

應用和發展。 

2. 澳洲 MacDermid 公司開發新型鎂合金 AM-Lite 改善電鍍性能： 澳洲

MacDermid 公司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用於裝修的壓鑄鎂合金資料 AM-Lite，

這種新式鎂合金在技能和經濟上優於鋅合金、鋁合金和 AZ91D 鎂合金以及

注塑商品。AM-Lite 鎂合金滿足了裝修外表運用的輕質壓鑄鎂合金的功能

需求。AM-Lite 鎂合金的首要優點是分量輕，具有傑出的金屬光澤，優良

的可壓鑄性，抗氧化性和格外適合於漆涂層和電鍍，和鋅合金、鋁合金、

AZ91D 鎂合金對比具有節約本錢的優勢，比注塑商品本錢低價。AM-Lite

鎂合金的優良功能使其適合於修建五金件、消費電子商品和轎車裝修部件

的加工制作。MacDermid 公司專門開發出來 AM-Lite 電鍍技能技能，該技

能技能利用了 AM-Lite 鎂合金有利的外表化學優勢，極大地簡化了處理工

序，而關於銅、鎳和鉻的電鍍則是有必要的處理工序。這種新式鎂合金壓

鑄體的處理工序只是比鋅合金壓鑄體的處理工序多了一道工序，而且能高

效率的到達外表處理需求。 

3. 日本開發出防災用一次性鎂空氣電池：日本古河電池(FB Battery)和凸版

印刷(TOPPAN)兩家公司合作開發出只需注入淡水或海水即可發電的大容

量一次性鎂空氣電池。該電池採用鎂做負極；以空氣中的氧做為正極，使

用古河電池獨自開發的氧還原催化劑代替普遍使用的鉑或稀土材料，降低

了成本並提高了氧還原效率。新電池採用凸版印刷生產的紙質容器作為外

殼，重量約為 1.6 公斤，注水後為 3.6 公斤。一次注水最大發電量 300 瓦時，

可持續供電 5 天，能為智能手機充電 30 次。由於該電池只要不注入水，就

不會自我放電，因此可長期保存，非常適合做為防災用品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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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重要議題 
鎂屑工安事件與安全處理受重視： 

2014 年 8 月 2 日，中國大陸江蘇省昆山市開發區台資中榮金屬製品有限公

司汽車輪轂工廠發生粉塵爆炸事故。此事故當日造成 75 人遇難、185 人受

傷。截至 2014 年底，共造成 146 人死亡、114 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人民

幣 3.51 億元。而再早於 2014 年 5 月 7 日高雄市環保局南區資源回收廠爆

炸一案，經清查後確認由廢鎂屑導致，引起外界及主管機關對鎂產業廢棄

物處理安全的關注。由於大陸昆山台商中榮鋁廠粉塵爆炸造成嚴重死傷事

件，大陸對鋁鎂製品機加工企業列為排查工作重點對象，事件發生後昆山

市安監部門宣布即日起對涉及鋁合金及鎂合金拋光業務的 40 多間企業進

行部分停工自檢，下轄昆山的蘇州也緊急令涉及金屬粉塵的企業無限期停

工安檢並停產整頓。。為因應當前產業急速轉型以及對生活環境要求與日

俱增，工業安全與環境品質的全面提升。 

切削鎂合金零件是一項危險性很大的加工操作。鎂的化學活性很強，在空

氣中容易氧化，特別是在高溫下，若氧化反應放出的熱量不能及時發散，

則容易引起燃燒。鎂合金的熔點很低（651℃），在切削中，產生的也高達

500-600℃的切屑飛濺，使操作者處於不安全條件下加工。加之高溫的碎屑

和粉塵與冷卻液中的油劑混合，很容易引起燃燒，稍有不慎，將會造成火

災事故發生。通常在切削過程中，要求一定將產生的切屑處理好，將碎屑

和粉塵，迅速處理出加工現場。一般採用在刀具前加一個隔離罩，防止切

屑亂飛，將碎屑和粉塵及時清掃幹淨。條件好的公司，使用真空吸塵器把

切屑、碎屑和粉末從切削區抽吸到集屑箱內，然後進行清理。 

以國內法規來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十一條及第

四十五條有針對相關危險費器物進行規範，包括第十一條有害事業廢棄物

之貯存設施，除生物醫療廢棄物之廢尖銳器具及感染性廢棄物外，應符合

規定、第四十五條需公告「區別有害事業廢棄物特性標誌」，含(一)列表之

有害事業廢棄物、(二)有害特性認定之有害事業廢棄物種類標誌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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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展望及建議 
預期 2015 年智慧手持裝置、NB 應用鎂合金機殼比例持續增加： 

蘋果 iPhone 6 強勁需求帶動下，鴻準、可成 2014 年季營收大幅增加，由其

是純正的蘋果供應商鴻準 2014 年 Q4 單季合併營收達到 394.16 億元，幾乎

較去年第 3 季的 199.76 億元倍增，並且創下近 2 年以來最佳表現。2008 年

時智慧型手機採用金屬機殼的比率低於 20%，至 2013 年採用金屬機殼比率

已達 50%，近幾年鎂鋁合金等金屬機殼的確在在手持裝置成了一個產業應

用趨勢。 

但除了 iPhone 機殼的需求帶動下，傳統 NB 市場在朝輕薄趨勢下，鎂鋰合

金產品近兩年已陸續導入，包括 NEC 已正式導入，Toshiba 等品牌廠也準

備導入，看好此塊市場，泰碩在上週與神崗商社及笠谷正式簽約，合資成

立 KTS。泰碩近幾年轉型技術升級，此項鎂鋰合金及鎂鋁合金合資案，可

望協助泰碩技術再升級，未來將先供應 NEC 的薄型 13 吋 NB，並陸續供應

手持產品，進而搶攻車用高端零組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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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當季產業統計 

表一 2014Q4 鎂產業市場供需分析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 
項目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Q4 2014 前 1 季 2014 年 

值 值 值 值 值 值 上季比 
% 

值 上季比 
% 

值 同期比 
% 

生產 58 61 64 62 81 27.3 -9.9% 30.3 2.7% 97.2 20.00% 

進口 7.1 12.8 12 12.4 11.5 3.1 -16.2% 3.7 2.8% 12.9 12.17% 

出口 2.7 6.5 5.3 5.9 6.1 1.6 33.3% 1.2 -14.3% 5.6 -8.20% 

國內市場需求 62.4 67.3 70.7 68.5 86.4 28.8 -12.2% 32.8 3.5% 104.5 20.95% 

進口依存度% 11.38% 19.02% 16.97% 18.10% 13.31% 10.76% -4.6% 11.28% -7.5% 12.34% -7.26% 

出口比例% 4.66% 10.66% 8.28% 9.52% 7.53% 5.86% 48.0% 3.96% -15.7% 5.76% -23.50% 

資料來源：工業生產統計、海關進出口資料庫/金屬中心 MII 整理(2015/2) 
表二 2014Q4 鎂產業大事記與影響剖析 

地區 產業大事記 影響剖析 

墨西哥 墨西哥建築師用鎂合金互連式隔板

系統替代傳統的隔牆和水泥 

墨西哥國際建築技術公司擁有新型建築體系的專利權，並希望

將名為「MagPanel」的建築技術引入建築行業。實際上，這項

技術是用一種重量較輕的互連式隔板系統替代傳統的隔牆和

水泥。對鎂合金和玻璃纖維的利用以及特殊的互連式隔板系統

是該建築體系的兩個關鍵。採用新技術建造的建築耐久度高，

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強。新型建築最多可以建造 6 層，並且不

需要使用木材、鋼筋和混凝土。新型建築使用的隔板由兩塊板

子構成，其材質與水泥類似，但主要成分是鎂合金、玻璃纖維

和聚酯材料。 

韓國 第十屆國際鎂合金及應用大會

(Mag2015) 在韓國濟州島舉行 

本次會議由韓國金屬及材料研究院主辦，韓國材料科學研究

院、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 BK21Plus(智慧韓國頭

腦 21 工程)工程新材料研究所、德國的赫蒙霍玆沿海研究中心

(Helmholtz-ZentrumGeesthacht)承辦。會議內容將涉及鎂合金初

級產品及回收、鎂合金發展、鎂合金鑄造及凝固、鎂合金微觀

組織、鎂合金加工成形、鎂合金腐蝕防護等關於鎂合金的各個

方面。 

中國 巴西對自中國進口的未鍛軋金屬鎂

啟動反傾銷復審調查 

巴西發展工貿部 12 月 8 日發布第 75 號令，決定對進口自中國

的未鍛軋金屬鎂（magnésio metálico em formas brutas）啟動反

傾銷復審調查。涉案產品稅號為 8104.11.00 和 810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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