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鋼鐵產業最新動向與展望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產業研究組 

鋼鐵業(103 年 Q2 季刊) 

一、2014Q2 產銷現

況分析 

 

2014 年第二季我國鋼鐵業產值為 3,120 億元新台幣，較前一季成長

5.0%，比去年同期衰退 0.6%。在出口方面，出口值為 1,375 億元，較上一

季成長 3.4%，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1.2%；出口鋼材仍以鋼捲片為主，包括熱

軋、冷軋及鍍鋅鋼捲片；鋼材出口量最大宗地區依序為中國大陸、美國、

印尼以及泰國，占整體鋼材出口比例約為 41.2%。在進口方面，進口值為

850 億元，較上一季成長 5.7%，比去年同期衰退 6.3%，進口依存度為 39%；

進口鋼材中有 62%依序來自日本、中國大陸、美國與南韓；進口鋼材最大

宗為不銹鋼熱軋鋼捲片，其他包括合金鋼材、熱軋鋼捲片等。國內需求為

2,595 億元新台幣，較上一季成長了 6.1%。 

 

 趨勢變化原因 
鐵礦石價格在 5 月份一路走跌，在 100 美元/噸信心價位無法守穩後，

走勢還一路向下，5 月底還跌破 90 美元/噸，幸近期有所拉升。在經過前波

大跌暴衝後，本週現貨鐵礦石市場有所回溫，目前 62%澳大利亞現貨粉礦

價格推高到 CFR 90.5~91.5 美元/噸，比前盤 CFR 89.5~90.5 美元/噸小漲 1

美元/噸。但市場人士認為，礦市仍存跌價壓力，行情震盪還未止歇。 

鐵礦石價格跌跌不休，令板材市場行情也被拖累，在需求不強，產能供

過於求下，原料面的難以支撐更讓市場陷入觀望，行情難以守穩。 

不過，鐵礦石價格走跌卻未能帶動板材原料半成品扁鋼胚價格的跟跌，

尤其在台灣市場，今年報價始終維持在 CFR 520 美元/噸以上，單軋廠在板

材行情下跌及後市仍有隱憂下，一直希望能把扁鋼胚成本壓低在 500 美元/

噸以下，最好是在 480 美元/噸以下，卻無法如願。 

價格方面，目前熱軋 1 級品流通市場正規行情在 18500 元/噸，低端價則

在 18300 元/噸，酸洗料正規價在 19500 元/噸，低端價在 19300 元/噸，冷軋

CQ2 正規價在 20500 元/噸，低端價 20300 元/噸，皆與盤前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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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分析 

 

 

 

 

 

 

 

 

由於中鋼及中鴻盤前，流通市場行情已先行走跌，因此，2 大鋼廠盤後，

板材流通市場行情基本撐於盤前價位未變，業者說，一來目前現貨市場上

仍貨資源有限，二來向鋼廠購料成本仍高，因此，流通盤勢有撐價條件及

必要。中鋼盤後，板材流通市場行情基本保持穩定，包括冷、熱軋、酸洗

價格皆維持盤前價格未變，目前熱軋仍在 19500 元/噸、酸洗 19500 元/

噸、冷軋 CQ2 20500 元/噸，但業者認為，由於中鋼及中鴻此次為跌盤，

因此，上述價格恐仍存下修空間。對於買盤量能不足情況，業者歸納認為，

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1、需求不理想：由於下游加工業及直接客戶接單

不暢，在缺乏迫切性需求下故不急於採購。2、對後市存疑：因對後期鋼

價仍存跌價疑慮，部份下游僅按需採購，不願多囤庫存。

二、廠商動向分析 1. 中鋼 7-8 月盤價平均調降 346 元：中鋼 7-8 月盤價開出，一如市場預期，

主力板材產品全數調降，其中，熱軋調降 479 元/噸，冷軋降 363 元/噸，

電磁鋼捲降 536 元/噸，熱浸鍍鋅調降 53 元/噸，其餘平盤，平均調降 346

元/噸，降幅 1.64%。中鋼表示，今年全球經濟仍維持成長態勢，國際鋼鐵

協會預測全球鋼材消費將增加 3.1%，在短期成本波動及季節因素消弭後，

終端用戶開始回補庫存，鋼價可望築底反彈。考量第三季為全球鋼鐵產業

傳統淡季，下游產業已面臨出口接單壓力，為提振下游購料信心及強化整

體產業國際競爭力，中鋼決定依國際行情調整 7~8 月各類鋼品內銷價格，

除一般鋼板、棒線與電鍍鋅維持平盤外，其餘各項鋼品內銷小幅調降

1.64%，平均調降 346 元/噸。 

2. 必和必拓對大陸經濟前景充滿信心：必和必拓行政總裁日前表示，雖然

全球經濟前景仍未明朗，但該公司對大陸經濟的增長前景仍十分看好，對

大陸市場充滿信心。他認為大陸對澳礦產的需求仍會持續強勁，這與大陸

中產階段的財富增長速度快，對商品需求會越來越強勁有關，同時，為恢

復投資者對集團信心，公司計畫分拆出售部分業務資產。他重申公司全年

2.17 億噸鐵礦石和 4350 萬噸冶金煤的產量目標仍保持不變。 

3. 淡水河谷加入鐵礦石降價行列：在澳洲鐵礦石企業相繼調降報價的情況

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也加入降價行列，為大陸買家提供優惠折扣。由此，

鐵礦石市場買方優勢明顯，同時，中國大陸對鐵礦石的定價能力日趨穩

固。此前，包括全球第三大礦業公司力拓以及澳洲第三大鐵礦石出口商

-FMG 都擴大低品位鐵礦石的折扣幅度；市場人士認為，隨著淡水河谷跟

進，顯示中國大陸在鐵礦石定價方面影響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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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重要議題 1. 加拿大對台碳鋼焊管提高反傾銷稅 台灣申請磋商請求通過：世界貿易

組織(WHO)宣布，針對加拿大對台灣提出碳鋼焊管臨時及正式反傾銷措

施，台灣方面已申請雙方磋商請求；台灣外交部表示，加拿大提高台灣的

碳鋼焊管反傾銷稅，儘管不到 2%(微量)的傾銷幅度，但已違反 WTO 規則。

經濟部在獲知台灣業者受到不公帄待遇，去年即主動為台灣業者發聲，並

邀集 2 家業者進行討論，了解當初整個官司過程，在取得相關資料後，透

過外交部正式向 WTO 提出磋商申請，認為加拿大提高台灣碳鋼焊接反傾

銷稅已違反 WTO 自由貿易原則。 

2. 標檢局公告廢止鍍烤 CNS 相關檢驗規定：經濟部標檢局於 5 月 28 日

公告廢止先前公告的鍍烤 CNS 相關檢驗規範，但未言明重新實施的時間

表。在電電公會等下游加工業者的阻擋下，原訂於 6 月 1 日執行的鍍烤

CNS 認證制度，在標檢局長劉明忠親自主持協調會後，確定延後實施，

並將公告廢止原來的檢驗規範。未來將由電電公會、鋼鐵公會及標檢局組

專案小組，重新擬定適用規範，但何時政策再上路，目前沒有時間表，依

過去的經驗推估，預期最快也需時半年。標檢局公告的內容主要是依據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第 2 款，廢止「(烤漆)熱浸鍍鋅鋼片及鋼捲商品之

相關檢驗規範。 

 

四、未來展望 

 

受全球經濟復甦帶動，鋼鐵需求穩健上揚，國際鋼鐵協會預測今年

全球鋼材消費將增加 3.1%，達到 15.3 億噸規模。美國氣候回暖，製造與

營建業恢復活力，鋼廠訂單好轉，漲價逐步落實。從國際經濟情勢來看，

美國工業生產連續兩個月走強，就業率及消費信心攀升，顯見經濟正渡過

嚴寒氣候衝擊，恢復成長動能。QE 持續減碼退場，但聯準會淡化升息預

期，有效紓緩對新興市場負面衝擊。歐元區經濟溫和復甦，歐洲央行擴大

寬鬆貨幣政策立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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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當季產業統計 

表一 2014Q2 鋼鐵產業市場供需分析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度 

項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Q2 2014Q3(e) 2014 全年(f) 

值 值 值 值 值 
上季比

(%) 
值 

同期比

(%) 
值 

同期比

(%) 

生產 14,187  15,199 12,930 12,248 3,120 5.0 2,980 3.1 12,589 2.7% 

進口 3,926  4,213 3,648 3,364 850 5.7 795 1.2 3,496 4.5% 

出口 5,099  5,598 5,175 5,082 1,375 3.4 1,300 1.8 5,046 2.6% 

國內市場需求 13,014    13,814 11,403 10,530 2,595 6.1 2,475 2.1 11,039 3.4% 

資料來源：台經院/金屬中心 ITIS-MII 整理 

表二 2014Q2 鋼鐵產業大事記與影響剖析 

地區 產業大事記 影響剖析 

全球 全球 5 月粗鋼產量增加 主因仍是中

國大陸產量創紀錄 

國際鋼鐵協會數據顯示，全球 5 月粗鋼產量達 1.41 億噸，接

近 3 月創下的紀錄高位，年增 2.2%，主因仍是，中國大陸產

量增加，根據中國大陸統計，中國 5 月粗鋼產量年增加 2.6%，

為 7040 萬噸。除了，中國大陸產量創下紀錄新高，北美和歐

洲鋼鐵廠也增產，為全球鋼價帶來壓力。排在中國之後的第二

大鋼鐵生產地區，歐洲 5 月粗鋼產量也增加 2.7%，為 1504 萬

噸；北美產量增加 3.3%，為 1022 萬噸；而正在快速走向工業

化的中東地區 5 月粗鋼產量也創下歷年來新高，增幅達 7.3%，

產能增至 240 萬噸。儘管西方經濟體的鋼鐵需求上升，但鋼價

還是在下跌。全球鋼價目前處於自去年 8 月以來最低位，距離

去年 6 月的三年半來低點不遠。在全球鋼鐵產出增長超過了需

求增加，加劇了全球鋼鐵過剩。國際鋼鐵協會分析師認為，鐵

礦石等原材料的成本下降，或許是價逐年下跌的原因，但這不

是主因。鋼價下跌的原因，還有供應過剩帶來壓力，在中國大

陸鋼鐵出口激增下，讓鄰近的亞洲國家及其它地區都受到威

脅。根據中國海關總署，中國 5 月鋼鐵出口達到 807 萬噸，創

歷史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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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歐盟擬對中國大陸和臺灣進口不鏽

鋼展開調查 

歐盟執委會將在本月底前，就中國大陸和臺灣不鏽鋼進口產品

涉嫌在歐盟市場傾銷展開調查，且歐盟荓暗示後續可能還有多

宗案件將也進入調查。奧地利不鏽鋼廠Ｖｏｅｓｔａｌｐｉｎ

ｅ表示，歐盟執委會將在本月底之前，就中國大陸和臺灣不鏽

鋼產品涉嫌在歐盟市場傾銷展開調查，包括中國和臺灣冷軋不

銹鋼的貿易案件已經提交給執委會，執委會已經同意立案。歐

洲鋼廠指出，這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後續可能還有多宗案件。

歐洲鋼鐵廠在未來數月將提出多項反傾銷申訴，以回擊中國大

陸對歐洲創紀錄的不鏽鋼出口。業者指出，雖然中國大陸國內

市場需求放緩，但產量仍創下新高，在加大出口壓力下，削價

競爭在難免。 

美國 美國對台灣等七國特定鋼釘產品啟

動反傾銷調查 

有關美國商務部對台灣特定鋼釘產品展出的反傾銷調查一

事，國貿局已訂有相關補助辦法，且該局特別建議台灣廠商遭

遇美國反傾銷調查時應盡量回復 ITC 問卷調查。據了解，美國

業者 Mid Continent Steel & Wire, Inc.要求美國商務部對台灣、

印度、韓國、馬來西亞、阿曼、土耳其及越南等七國輸美之特

定鋼釘產品 (Certain Steel Nails)，美國稅號：7317.00.55、

7317.00.65、7317.00.75 展開反傾銷及平衡稅調查，其中，指

控台灣特定鋼釘產品反傾銷稅率為 106.45%。對此，為協助台

灣廠商因應國外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案件，國際貿易局訂有相關

之補助辦法，另外，由於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調查結果可全

盤推翻商務部的傾銷認定，亦即一旦 ITC 裁定美產業無損害，

調查即應終止。由於損害問卷填復期限為 2014 年 6 月 12 日，

國貿局特別建議台灣廠商遭遇美國反傾銷調查時應盡量回復

ITC 問卷調查。具備以下 3 特性者，建議採合作態度，主動積

極提供相關資訊予 ITC：1 是小型製造商或出口商，2 為歷年

來期存貨 (inventory)相對偏低，3 是其產能使用率高 (high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io)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