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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資料除提供歷史信息外，部份內容若涉及未來業務機會的
表述，因受到不確定因素風險及未知風險的影響，實際結果
與表述內容可能不同，投資人應自行判斷與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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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陽精密正在轉型中

業務項目從螺絲工廠擴展成為環保能源集團
從久陽公司蛻變成久陽集團





久陽
精密

營業項目：海陸空運、報關、廢鐵及回收金屬買賣

營業項目：回收物料、廢棄物處理等

營業項目：焚化爐代操業務

台鋼運輸

台鋼環保

榮福公司 台鋼能源
營業項目：再生能源



職稱 姓名 主要經歷

久陽 董事長 孫正強

榮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官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蕫事

金智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易通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蕫事長

桂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沛波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久陽 總經理 吳居諺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外銷業務專員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外銷業務課長

久陽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副總經理

榮福 總經理 張耿榕

台鋼環保(股)公司 執行長

台境企業(股)公司 創辦人/董事長

正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創辦人

台鋼環保 總經理 孫正華 台鋼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榮福 副總經理 李豐順

榮福(股)公司-技術服務事業部主管 副理、經理、執行長

新竹市垃圾焚化廠廠長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組長、站長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開發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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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設立：1984年11月21日

二、上櫃日期：1999年3月30日

三、實收資本：7億2,000餘萬元

四、董事長：孫正強

主要業務：

1. 螺絲：內/外六角標準螺栓，尺寸M3-M27，年產量約3萬噸

2. 運輸業務

3. 再生能源與循環經濟業務



橋頭本廠：12,000 平方米

➢ 38 打頭機 + 34 輾牙機

➢ 5 條熱處理線（8.8）



梓官二廠 + 包裝: 20,000 平方米

➢ 15 打頭機 + 9 輾牙機

➢ 2 螺帽機 + 2 攻牙機

➢ 3 條熱處理線（10.9/12.9）



久陽為100%螺絲外銷公司，主力產品為內/外六角螺絲，也包含附加價值較高
的其他內六角產品，如DIN7991/7984，ISO10642/7380.



再生金屬通路與運輸

台鋼運輸

氧化/還原碴清運與處理

台鋼環保

集團廢棄物清運與處理

電子事業廢棄物處理

集塵灰處理

廢棄物發電

太陽光電

台鋼能源





KPMG整理

KPMG整理



操作廠商 數量(座) 市佔率%

達和 8 40%

中鼎 5 25%

榮福 2 10%

台糖 2 10%

中油 1 5%

欣榮 1 5%

昇達 1 5%

Total 20 100%

達和

40%

中鼎

2…

榮福

10%

台糖

10%

中油

5%

欣榮

5%

昇…



台東能資源中心

◆台東焚化廠自民國93年10月完工驗收後停爐至今,
縣府多方努力後,取得環保署補助款,擬重啟營運。

◆榮福公司針對本案準備多時,對於關鍵的空氣污染
防治系統及汽輪發電系統等設備,多方研究後擬妥
因應方案及相關投標策略,順利於2021年1月一舉贏
得本標案。

◆2021年1/5開工執行本案,預計2021年全年執行整
改工程,2022年Q3起營運運轉2年,總合約金額約
5.38億元。



近期爭取標案

◆彰化溪州垃圾焚化廠：操作期程自2021/6/2日
起至2036/6/1日止。

◆新竹市垃圾焚化廠：操作期程自2022/2/16日
起至2037/2/15日止。

◆屏東崁頂垃圾焚化廠：操作期程自2021/12/22
日起至2036/12/21日止。

◆台南市城西焚化廠新建BOT專案:新建期程：
2021/8至2024/8。營運期程：2024/9至
2046/9止。

◆高雄市南區焚化廠新建BOT專案預估期程:招商
期程：2021年底前。興建工期：4年(2022/6-
2026/6)。營運期間：20年(2026/7-2046/7)。



除原主要本業之焚化廠業務規畫積極挺進市場，並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新事
業,於2020年10月底成立全資子公司台鋼能源(股)公司。

台鋼能源

綠電憑證販售

◆用電大戶條款
◆市場自由交易
◆集團優先使用

太陽光電開發

◆集團內廠房屋頂
◆民間機構廠房屋頂
◆組建維護保養團隊



近期爭取方向

◆初期以集團內之廠房屋頂型太陽能電廠開發為
主,預計2021年將會有慶欣欣、沛波、金智洋、
春雨與春日等五座電廠可開始發電營運，其他
包含榮剛集團、精剛集團等廠房屋頂也同步規
劃中。

◆競標公家機關大型屋頂及場地(EX：學校機關或
垃圾掩埋場)



再生金屬通路與運輸

台鋼運輸

氧化/還原碴清運與處理

台鋼環保

集團廢棄物清運與處理

電子事業廢棄物處理

集塵灰處理

廢棄物發電

太陽光電

台鋼能源



◆成立日期：2020/01/14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1,000萬元

◆增資計畫：2021年預計增資至5,000萬元

◆主要股東：由久陽100%持有

◆業務：

1. 已取得甲級廢棄物清除許可執照，可進行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清運。

2. 煉鋼廠氧化還原碴處理。

3. 集塵灰清運處理。



◆台鋼環保目前開始承接集團內鋼廠的氧化碴清運處理，並計畫搭配光洋
科，開展電子事業廢棄物整合處理領域，透過城市採礦，開創再生循環
經濟的高價值商機。

◆煉鋼廠以電弧爐集塵灰高溫冶煉產生之主、副產品分別為氧化鋅及爐碴，
爐碴分為氧化碴與還原碴。



◆集塵灰清運

1. 氧化鋅可透過集塵設備做收集，交給專門業者清運。

2. 目前國內主要集塵灰清運業者為台灣鋼聯，為其主要營收來源。

◆目前台鋼環保已與國外精煉業者簽訂合約，作為其台灣獨家供應商，為
其在台灣收集集塵灰，目前正積極申請出口許可中。



再生金屬通路與運輸

台鋼運輸

氧化/還原碴清運與處理

台鋼環保

集團廢棄物清運與處理

電子事業廢棄物處理

集塵灰處理

廢棄物發電

太陽光電

台鋼能源



◆成立日期：2019/08/23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5,000萬元

◆增資計畫：2021年將增資至資本額1億1,000萬元

◆主要股東：久陽持有100%

◆業務：

1. 陸運

2. 廢鐵及金屬買賣

3. 海空運forwarder

4. 報關業



於2019年10月正式

運營，單月營收屢

創歷史新高。

將集團需求集中調度，

將集團總量整合，利用

其規模量，降低成本，

以達成更好的服務品質，

並可以有效整合集團內

部資源。

以一站式經營，滿足客

戶需求，從陸運運輸業

跨足海空運承攬業及報

關業，所有運輸相關項

目，皆可服務。

集團整合發展迅速 一站式



單月運量實績

目前板車、斗車運量約 75,000噸/月

目前貨櫃運量約 600櫃/月

目前廢鐵買買約 15,000噸/月

目前海空運承攬約200櫃/月

海外網絡

兩岸三地、印尼、越南、美國

洛杉磯、紐約等全球50個據點

配合車隊及航商

可調度車隊38家

可調度車輛420台

配合18家海運公司，其中與長榮、陽

明、中國遠洋、東方海外及ONE簽約

發展策略

以集團需求為主幹發展，配合集

團拓展，從內陸運輸、進出口報

關、海空運承攬，至目地港的清

關送貨，一條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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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久陽出口的7318.15.90系列，2020年類比
2019，降幅達26%單價也是持平。可見疫情重
創工業市場，復甦更為緩慢。

1. 2010及2011的成長乃受惠於歐盟反傾銷的政策，
久陽內外六角螺絲外銷大幅增長。

2. 2020年的高營收成長，乃是轉投資開始貢獻所致。





中鋼稱持續看好2021年上半年鋼鐵景氣，將充份
供料給下游，更希望下游儘快轉型升級，以提升
國際市場競爭力。

2020年螺絲單價下滑，又適逢久陽正去化高單價
原物料庫存，故造成久陽本業的嚴重虧損。





歐盟決定對大陸進口的扣件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

1、歐盟自2009年起，對中國大陸鋼鐵製螺絲螺帽課徵反傾銷稅，最高稅率曾達74.1%
2、如果歐盟真的對大陸課徵反傾銷稅後，勢必產生轉單效應，據螺絲工會理事長蔡圖晉表示，預期
台灣汽車扣件等產品的轉單效應，可望增加10多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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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鐵礦砂因受巴西礦場減產及大陸港口鐵礦庫存明顯去化帶動，價格創近期新高，加上國
際鋼價走揚，國際鋼市氛圍樂觀，中鋼自去年八月以來，平均漲幅3.7%。國際廢鋼原料也是
創2年多來新高。



⚫2020年營運狀況

1. 久陽公告2020年全年營收為新台幣18.26億元，截至第三季為止，累計稅後虧損為4498萬元，
累計稅後每股虧損1.14元。

⚫營運說明：

1. 2020年上半年由於疫情影響，需求面大幅萎縮，久陽本業受到訂單量價下滑及高價原料庫存
影響，致使上半年大幅虧損。

2. 2020第三季業外投資開始貢獻獲利，彌補了螺絲本業虧損。

台幣千元

項目 20191H 20192H 20201H 20203Q 20204Q

營業收入 603,191 544,526 444,968 649,250 731,492

稅後淨利 10,770 -44,621 -59,860 14,878 --

加權股本 411,359 411,359 411,359 411,359 --

每股稅後盈餘 0.26 -1.09 -1.48 0.35 --



隨著集團旗下成員營運潛力發揮，
營收板塊將會出現明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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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亮點

1. 高價原料庫存業已去化完畢，久陽並已儲備了超過半年的低價原料，成本壓在低點，利差
擴大，上半年獲利看旺。

2. 借力使力提升效益。集團資源整合，繼軋鋼集團內部加工後，將來有望實現原料(鋼胚)自
體生產，進一步降低原料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3. 擴大產品品項。結合榮剛公司資源，在集團內生產不銹鋼原料後，將規劃量產高值化不銹
鋼扣件。



今年將進入爆發性成長期，可望擴大久陽集團營收規模

1. 榮福積極參與國內陸續招標的焚化爐整改(ROT)和BOT標案，也正與民間單位洽商焚
化爐代操業務，期許成為專業的焚化爐代操公司。

2. 台鋼環保積極切入環保回收業務，目前鎖定包括氧化碴、還原碴和集塵灰回收處理

3. 台鋼運輸的海空業務受惠最近缺櫃潮，獲利率顯著提升。未來除了承擔集團內部運輸
需求外，也將積極開發集團外新客戶。

4. 台鋼能源可利用榮福已得標焚化廠代操作專案，於廠房空間施作太陽能發電，並規劃
自行設置廢棄物發電之再生能源廠。



久陽

綠能 ‧ 環保 ‧ 循環經濟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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