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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本資料

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主要產品 營收營收營收營收營收營收營收營收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創始於::::::::

1992/2/25

複材原料 2011：36億
2012：33億
2013：35億
2014 (12014 (12014 (12014 (1----3Q)3Q)3Q)3Q)：40404040億

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每股盈餘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2011：2.57
2012：3.62
2013：3.18
2014201420142014 (1(1(1(1----3Q) 3Q) 3Q) 3Q) ： 7.12(7.12(7.12(7.12(稅前))))

6.92(6.92(6.92(6.92(稅後))))

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員工人數

南投: 132 人
上海: 120 人
天津: 25  人



使命及願景

❖❖ 使命使命使命使命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在節能及環保領域提供客戶最
高價值的產品與服務

❖❖ 願景願景願景願景願景願景願景願景

成為節能與環保領域受尊重成為節能與環保領域受尊重
的化學材料公司進而成為全球
知名品牌



公司治理



公司管理架構

商業智慧商業智慧

營運決策營運決策

平衡計分卡平衡計分卡

ERP/SAPERP/SAP



核心技術

�複合材料應用技術
�乙烯基酯樹脂、不飽和聚酯樹脂、環氧樹脂�乙烯基酯樹脂、不飽和聚酯樹脂、環氧樹脂

�環氧樹脂配方技術
�風力葉片、複合材料、膠黏劑領域、干式變壓器、

塗料行業、碳纖維預浸材料

�自由基高分子聚合技術
�乙烯基酯樹脂、不飽和聚酯樹脂、

低收縮劑領域 、Silicone合成技術低收縮劑領域 、Silicone合成技術

�LED電子元件封裝材料技術
�低光衰、高信賴環氧樹脂及矽膠



品牌及核心產品

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 LEDLEDLEDLED封裝材料封裝材料封裝材料封裝材料

風電材料防腐蝕材料

核心產品

離岸風電

風電開發商



What is Composite(What is Composite(What is Composite(What is Composite(複合材料))))

• 為一非均性材料，基本組
成為樹脂(Resin)與纖維成為樹脂(Resin)與纖維
(Fiber)

• 纖維：
玻璃纖維、碳纖維、克維
拉纖維

� 樹脂：
不飽和聚酯樹脂、不飽和聚酯樹脂、
乙烯基酯樹脂、環氧樹脂

複合材料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防腐耐蝕材料

� 耐化學品的環保處理材料
� 廢水、氣、防蝕內襯� 廢水、氣、防蝕內襯
� 化學桶槽及管件等



防腐耐蝕材料
(續)

� 耐化學品的環保處理材料
� 船舶、 煙囪、FGD等.



風電葉片材料



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輕量化複合材



集團市場與通路

天津廠

上海廠
總公司-台
灣南投



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離岸風場
創造歷史創造歷史創造歷史創造歷史



示範獎勵計畫示範獎勵計畫示範獎勵計畫示範獎勵計畫

離岸風電示範獎勵辦法於2012年7月公佈

海洋風電於2013年1月取得示範獎勵開發
廠商

2013年8月與能源局簽定行政契約

第一階段: 預計2015年完成2部示範機組

第二階段: 預計2020年完成示範風場



海洋風電海洋風電海洋風電海洋風電

❖ 位於苗栗縣竹南鎮外海.

❖ 離岸3-6公里.

❖ 水深30米.

❖ 20年躉購費率(103年每度電
5.6076元)5.6076元)

❖ 130MW(最大) . 總容量



風況

❖ 風向集中穩定.

❖ 風場平均風速 @ XXm/s.

(台灣海峽是全球最佳風場 )

離岸測風塔建置-2014.11.30.❖ 離岸測風塔建置-2014.11.30.



全球最佳風場排名

Through 4C Consultant’s 
survey and shown on 

their website,
Of the top 20 potential 

wind farms, 17 are 
located in the Taiwan 

18

located in the Taiwan 
Strait.



風機風機風機風機

❖ Vestas V112/3.3MW

❖ Alstom Haliade150-6.0MW

❖ Siemens 4.0MW/130

36 units/130MW (最大)❖ 36 units/130MW (最大)

❖ IEC Class 1.



海事工程海事工程海事工程海事工程

專家 顧問專家 顧問

總顧問 K2 management

海事基礎 COWI

風機 Mecal

本土顧問 台灣世曦



營運及維護營運及維護營運及維護營運及維護

❖ 風機: 長期服務合約 15年

❖ 海事工程:  海事基礎/S海底電
纜/吊裝工程/變電所纜/吊裝工程/變電所



商務商務商務商務

專家 顧問專家 顧問

財務顧問 Green Giraffe

風險 Aon/JLT

法務 TBD

稅務 KPMG



財務資金規劃

❖ 30％自有資金

❖ 70% 融資

❖ 出口信用保證

❖ 歐洲/日本/台灣市場融資歐洲/日本/台灣市場融資

❖ 策略性/財務投資者



核准證照核准證照核准證照核准證照

環境評估: 2013年11月經環保署
核准

電價採購合約: 預計2015年2月
簽定(20年固定價格)

與台電併連: 預計2014年10 月與台電併連: 預計2014年10 月

籌設許可: 預計2014年12月



專案優勢與劣勢

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優勢 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劣勢

離岸近

20年躉購費率

良好風況

海底電纜及相關建置成本及風險較低

缺乏風機及海事工程相關技術工程

缺乏風場開發經驗

國內銀行缺乏融資經驗

離歐洲遠資源服務及成本相對高海底電纜及相關建置成本及風險較低

具風場營運及電力土木專業之專案團隊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 專案融資: 取得財務專案融資.

❖ 主要工程風險: 缺乏自升船.

❖ 政府政策是最大風險.



經營模式經營模式經營模式經營模式

服務

海洋風電海洋風電
出口信用保出口信用保

證證

風機風機

台電台電 海事工程海事工程

上緯上緯

購電合約

固定費率

營運維護 風機合約

服務
合約

銀行保證

開發商

銀行融資者銀行融資者

購電合約

專案融資

銀行保證

權益投資者權益投資者



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