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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銹鋼產業最新動向與展望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產業研究組 

不銹鋼業(104 年 Q2 季刊) 

一、2015Q2 產銷現

況分析 

 

2015 年第二季我國不銹鋼平板業產值為 190 億元新台幣，較前一季衰

退 8.6%。在出口方面，出口值為 139 億元，較上一季衰退 3.4%；出口鋼材

仍以鋼捲片為主，包括熱軋及冷軋不銹鋼捲片；鋼材出口量最大宗地區依

序為美國、南韓、土耳其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占整體鋼材出口比例約為

48%。在進口方面，進口值為 105 億元，較上一季衰退 21.1%；進口鋼材中

依序來自中國大陸、日本、南韓、與芬蘭；進口鋼材最大宗為不銹鋼熱軋

鋼捲片，國內需求為 156 億元新台幣，較上一季衰退了 21.2%。 

 

 趨勢變化原因 
受到鎳價走跌，鋼廠不約而同調降 7 月盤價，跌幅約在 1000-2000 元/

噸左右，市場行情也在 7 月跟跌。不料鎳價在 7 月下旬後段急跌，8 月初跌

幅持續擴大，LME 現鎳價格跌破 11000 美元/噸，市場交投更加冷清。業者

指出，7 月份在 304/2B 鋼捲價格部分，燁聯、華新麗華及唐榮料多數維持

在 63000-64000 元/噸(現金)，但有少數鋼廠的主力經銷商卻降價擾市，不僅

打到同貨源業者，也讓行情難以守穩，引起其它業者不滿。 

在裁剪價部分，7 月北部主力流通商先行開盤 67000 元/噸(票期)，且四

呎、五呎同價，卻引起某業者緊盯，以 65000 元/噸(票期)開出，反而是今

年初擾市的生力軍按兵不動，守住 66000 元/噸(票期)。 

然一般認為，在鎳價走勢不明，且恐下修至 10000 美元/噸附近，讓買

盤更加觀望，不敢輕舉妄動。儘管如此，在預期第 3 季市況難有起色，庫

存量高的業者積極除庫存，業者說，寧可現在少賠也不要放著墊高庫存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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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分析 

 

 

 

 

 

 

 

 

國內不銹鋼主力鋼廠燁聯、唐榮、華新麗華等開出 7月盤價，受到 LME鎳

價再度走跌拖累，恐讓先前鋼廠力求平盤的信心受到衝擊。 

 

在鎳價氣氛悲觀下，不利 8月不銹鋼盤價持平。原先鋼廠認為若是鎳價在

開盤前重回 13000美元/噸以上，有意以平盤開出，穩定市場氣氛。且鋼

廠認為，7月不銹鋼盤價再跌，買盤也就更加觀望，因此傾向在鎳價平穩

下，力求盤價持平。 

業者認為，目前市場買氣鈍化，主要是需求不強，盤價再跌恐令買家

更加觀望，難激勵買氣回籠。

二、廠商動向分析 1.唐榮董事長張復盛順利真除：為在 11 席董事全員出席，且半數通過支持

董事長推薦人選張復盛，終於結束代理長達數月的代理職務，順利真除。 

中鋼集團系統出身的經濟部法人代表張復盛在獲得董事支持順利接任董

座後，感謝大家的支持，並表示，未來會與現有經營團隊共同為唐榮的營

運努力。此次張復盛得以順利上任，主要也是最大民股義联集團創辦人林

義守釋出善意，且指派前任唐榮董事長劉憲同進入董事會，透露未來該集

團與經營團隊與工會溝通管道應可更加順暢，有助化解雙方岐見。 

2.華新麗華將切入不銹鋼冷軋 5 呎市場 台灣市場面臨重新洗牌：印為增加

產品多元化，華新麗華已在台中港廠區規劃生產不銹鋼冷軋 5 呎產線，未

來可提供台灣加工用戶新的選擇，同時也將重新洗牌 5 呎市場。華新麗華

有意生產 5 呎不銹鋼產品已在市場傳聞許久，上週五在華新麗華股東會中

正式亮相。華新指出，為提升在鋼捲市場的競爭力，已開始投資五呎軋延

機產線，藉擴充產品規格增加銷售。目前該公司在台中港不銹鋼 1 期廠房

酸洗年產能 40 萬噸、年產寬度 4 呎不銹鋼捲 10 萬噸，正著手興建 2 期，

規劃 5 呎冷軋不銹鋼捲 10 萬噸，預計 2017 年投產，投資 20 億元。 

3 MEPS：供給轉為短缺 礦商預期鎳價回升：英國鋼鐵研究機搆麥普斯

（MEPSInternationalLimited）最新報告表示，不銹鋼市場的短期展望呈現

分歧，其中近年以來表現相對良好的汽車部門需求仍在攀升，但石油產業

以及其他部門的需求則較為疲弱，而石油業主要是因為油價的下跌影響了

投資意願。LME 鎳庫存維持在新高水位也是壓抑鎳價的一大因素，這一方

面主要因為去年中國青島所爆發的金屬融資騙貸所影響，導致有許多金屬

庫存轉到 LME 倉庫。不過，雖然有諸多的不利因素，鎳礦商普遍預期短

中期內鎳市將出現供給短缺，并預期未來 12 個月鎳價將可望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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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重要議題 1.台灣冷軋不銹鋼獲歐盟調降反傾銷稅 

國際鋼品產能過剩，各國在鋼品貿易上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在台灣被控多

件反傾銷案後，6 月 25 日總算聽到部分好消息，國貿局接獲歐盟執委會通

知對台灣冷軋不銹鋼板產品反傾銷調查結果，將調降對我業者課徵反傾銷

稅稅率。調查報告中說明，對台灣鋼廠課徵反傾銷稅部分，嘉發公司獲判

0%、唐榮公司、燁聯公司及其他公司則獲判 6.8%，稅率均較執委會 3 月

公告初判臨時反傾銷稅率為低。由於歐盟執委會表示已將文件資料提供本

案相關利益團體，此番評論意見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3 日，為維護權

益，國貿局呼籲國內相關各鋼廠針對上述調查結果，儘量向執委會提出書

面意見，以爭取降低終判稅率。 

2.大陸太鋼 2015年不銹鋼產量 430萬噸 較去年成長 13% 

太中國大陸主力不銹鋼廠太鋼不銹鋼 2015 年預估產能為 430 萬噸，較去

年 380.5 萬噸增加 13%，而去年又較前年成長 17.96%，持續成長的不銹鋼

產能讓亞洲市場承壓。 

太鋼 2014 年實際產鋼 1072.31 萬噸，比前年增長 7.35%，其中不銹鋼 380.50

萬噸，比前年增長 17.96%。鋼產量及不銹鋼產量均未完成原有規劃，主要

是在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下，太鋼內部調整優化品種結構，實施階段性限

產，影響了年度預算目標完成。 

 

四、未來展望 

 

受大陸產能暴增，近年來國際不銹鋼價處在下行軌道，生產銷售廠

商業績都已縮水；展望未來，情況並不樂觀，這從近期國內外研究機構公

布的幾個調查數據可以看出端倪。7 月財新中國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

(PMI)創兩年新低，顯見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出口大幅衰退，主計總處概

估台灣第 2 季經濟成長率(GDP)僅 0.64%；專家預估今年全年恐怕達不到

2%，和主計處預測的 3.28%有相當差距。7 月的全體製造業「新增出口訂

單指數」創新低 ，機械、電子、交通工具等用鋼行業廠對未來半年營運

持保守看法，可以預期的是，不銹鋼業者的業績也不會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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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當季產業統計 

表一 2015Q2 不銹鋼產業市場供需分析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Q2 2015Q3(e) 2015全年(f) 

項目 值 值 值 值 值 
上季比

(%) 
值 

同期比

(%) 
值 

同期比

(%) 

生產 1,678 1,324 1,251 1,067  190  -8.6% 230 15.00% 1,100 3.10% 

進口 731 597 715 676  105  -21.1% 114 5.10% 683 1.03% 

出口 883 676 862 708  139  -3.4% 150 12.78% 736 3.95% 

國內市場需求 1,526 1245 1104 1035  156  -21.2% 194 9.60% 1047 1.15% 

資料來源：台經院/金屬中心 ITIS-MII 整理 

表二 2015Q2不銹鋼產業大事記與影響剖析 

地區 產業大事記 影響剖析 

全球 INSG：全球 5 月鎳市供應轉過剩

4900 噸 

國際鎳業研究組織（INSG）上週公佈的數據顯示，全球 5 月

鎳市供應過剩 4900 噸，上年同期為過剩 1900 噸，4 月修正為

短缺 3100 噸。今年 1-5 月，全球鎳市供應過剩 14600 噸，上

年同期則為過剩 27800 噸。INSG 在其月報中表示，全球 5 月

原鎳產量為 17 萬 700 噸，消費量為 16 萬 5800 噸。INSG 公佈

的數據顯示，4 月生產商持有的鎳庫存降至 83700 噸，3 月修

正為 84800 噸。 

全球 INSG：預計今年全球鎳產量下降 

消費增速放緩  

國際鎳研究組織(NSG)報告表示，2014 年全球鎳產量較上一年

度的 196 萬噸增加至 199 萬噸，但預估 2015 年產量將再度回

落至 196 萬噸；全球鎳消費量則是從 2013 年的 178 萬噸，增

加至 2014 年的 187 萬噸，並預計 2015 年將增加至 194 萬噸。

INSG 指出，中國的鎳消費增速將會放緩，而美國與歐洲因不

銹鋼生產的增長將會帶動鎳消費溫和增長。此外，雖然有來自

菲律賓鎳礦的支持，鎳生鐵產量仍預期將會減少；而印尼鎳生

鐵產量將有限，因冶煉廠建設的進度仍然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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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鎳價下跌 日本不銹鋼廠繼續下調

含鎳不銹鋼廢鋼採購價格 

日本關東地區不銹鋼廠的含鎳不銹鋼廢鋼採購價格 7 月中旬

為 13.7 萬~14.6 萬日元/噸(廠交)，比 7 月初下跌 1000~2000 日

元/噸。因希臘危機，從 7 月 6 日起 LME 鎳價連續 8 日下跌，

一度跌破 10500 日元/噸，導致日本許多不銹鋼廠下調採購價

格。 

印尼 華迪印尼鎳鐵項目一期即將投產 上海華迪實業有限公司在印尼投資鎳鐵廠，第 1 期工程預計

2015 年底投產，該公司擁有 2 萬公頃的鎳礦礦權。該項目位

於印尼南蘇拉威西省省會城市望加錫（MAKASSAR）120 公

里的班塔恩（BANTAENG）縣境內，廠區離海邊只有 350 米，

自有作業碼頭。該縣規劃 3000 公頃的工業園區，目前該項目

是該工業園區第一家落地將投產的企業。項目佔地 50 公頃，

一期項目為兩台 16500KVA 礦熱爐，配 3 台 5.6 米的豎窯燒結

設備，年生產能力 6 萬噸鎳鐵；二期計劃投資 4 台 33000KVA

礦熱爐，配以 RKEF 燒結工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