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塑全球鋼鐵產業 
低成本天然氣及其所帶來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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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鋼鐵這樣成熟的產業，已鮮少有任

何新的發展如低成本、穩定、易長期取

得的天然氣，能對其產生重大的衝擊。 

 

近幾季以來，探討頁岩氣開採的報導爭

相浮現，令全球的鋼鐵公司都不得不正

視這個棘手但必要的議題：是否已到了

應調整策略以利用美國頁岩氣田快速開

採出大量天然氣機會的時間點，以及該

採取何種方式進行調整。 

 

在鋼材的製造過程中，能源占成品成本

中的比例高達40%1。近年來，鋼鐵產業

在降低成品能源成本方面已經取得了顯

著進步，過去30年間，逐步將生產每噸

鋼材所需的能源量降低50%2。由於能源

議題仍是鋼鐵產業須持續面對的挑戰，

在這方面的任何發展都將引起業者們廣

泛的興趣。 

 

穩定、低成本的天然氣供應將對鋼鐵產

業帶來深遠的影響。直接還原鐵

(Direct-reduced iron, or DRI) 就是直接

的受益者。直接還原鐵因其純度超過廢

鋼而被鋼鐵製造商長期青睞，但由於歷

來價格偏高，煉鋼過程中只被少量使

用。現在，歸功於大量穩定且廉價的天

然氣供應，鋼鐵製造商可以多用直接還

原鐵少用廢鋼，製造出更具價格競爭力

的優質鋼材。 

 



 

 
3  Edmund Newton。鋼鐵測定：天然氣價格低廉且供應穩定推動直接還原鐵技術騰飛（Iron Determination: DRI 

Technology Takes Off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Affordable Natural Gas）。Forward Online: MSCI全球視角。  

2011年 5-6月版。http://forward.msci.org/articles/?id=364  

4   世界鋼鐵協會，可持續鋼鐵：綠色經濟的核心。2012年 6月 

http://www.worldsteel.org/dms/internetDocumentList/bookshop/Sustainable-steel-at-the-core-of-a-green-
economy/document/Sustainable-steel-at-the-core-of-a-green-economy.pdf.  
5  美國鋼鐵協會，鋼鐵如何製造。 2013年 6月 http://www.steel.org/en/Making%20Steel/How%20Its%20Made.aspx. 

 

鋼鐵價格下降，品質提升：天然氣改變遊戲規則 

 

幾十年來，多數煉鋼使用的粗鐵都是在焦爐和高爐（CO/ BF）中進行處理（參見圖

1）。其餘的粗鐵則是來自直接還原鐵（約占8％）。直至2003年，美國的直接還原鐵

產量很小3。過去十年，美國的直接還原鐵產量一直偏低，因主要燃料與天然氣價格導

致直接還原鐵的價格遠遠高於焦爐和高爐生產的粗鐵。 

 

全球超過70％的鋼材通過高爐—氧氣頂吹轉爐（BF/ BOF）生產，所用進料中有25％

的廢鋼。剩餘30％的鋼材多數是通過電弧爐（EAF）生產，所用進料幾乎完全是廢鋼4。

廢鋼的普及主要是因為它的價格，儘管其屬性（或構成）限制了可以生產的產品種類。

現在直接還原鐵的價格具有競爭性，替代廢鋼成為電弧爐的高品質進料。美國鋼鐵生

產過程的比例略有不同，40％的鋼材是經氧氣頂吹轉爐生產（使用25％到35％的廢

鋼），其餘的60％則經電弧爐生產（使用幾乎100％的廢鋼）5。 

 

圖1：目前鋼鐵生產主要由高爐過程主導 

 

 



 

 

6 & 7 德勤美國事務所，德勤能源方案中心與Deloitte MarketPoint LLC。美國製造：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的經濟影響。

2011年10月  http://www.deloitte.com/view/en_US/us/Services/consulting/9f70dd1cc9324310Vgn 

VCM1000001a56f00aRCRD.htm 

  

儘管直接還原鐵技術在1950年代就已存

在，但直接還原鐵一直都比使用焦爐和

高爐（CO/ BF）的鐵處理方式昂貴。燃

氣生產的直接還原鐵一直受天然氣價格

波動的影響，因此很難預測成本。 

 

在1970年代與2000年初，天然氣價格

下跌，導致直接還原鐵的價格極具吸引

力，但因持續時間過短而未產生重大影

響。因此，業者對依賴天然氣依舊保持

警惕。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目前有這麼多

鋼材的生產依賴焦爐和高爐（CO/ BF）

以及低品質廉價的廢鋼。 

 

美國豐富天然氣田的發現和開採可能會

克服一些挑戰。由於蘊藏量之大，即使

鋼鐵產業對天然氣的使用大幅增加，供

給與需求的動態預期也不會發生改變。

天然氣價格低廉的趨勢預計會持續到未

來（參見下頁圖2）。當然，廉價的天

然氣將擴大美國液化天然氣（LNG）市

場。即使供需平衡趨緊也不太可能對天

然氣價格產生重大影響。事實上，德勤

美國事務所報告預測價格影響十分有

限，低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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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液化天然氣市場（約300億立方英尺）僅占天然氣的十分之一，而美國天然

氣市場胃納量高出全球液化天然氣市場的二到三倍7。由於產品的轉換和運輸成本，即使

天然氣價格較低，液化天然氣的需求也不可能激增。最後，短期內液化天然氣的運輸能

力是十分有限，這可能會阻礙需求激增時的交貨能力。 

 

圖 2:天然氣價格有望保持歷史低位 

 

天然氣價格趨勢與預測(2000 – 2030年) 

 

 

使用天然氣和煤炭生產的直接還原鐵的價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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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案例 

 

部分鋼鐵公司已開始調整結構以適應這種新的改變。如美國最大鋼鐵公司-紐柯(Nucor)投資

$7.5 億美元，在路易西安那州建置直接還原鐵工廠與相關的設備，這是繼 2005 年在千里達投

資設廠後的另一項投資，紐柯原本計畫投資新的高爐設施以擴大業務，但鑒於頁岩氣產量預測

的結果，千里達將有穩定的天然氣產出，紐柯在獲取 20 年的天然氣合約後，方能致力於發展

直接還原鐵業務 10。千里達島工廠使用巴西鐵礦石作為進料，使紐柯鋼材成品中直接還原鐵純

度比例提高到 35％ （遠遠高於 8％的產業標準），製造出更高品質的鋼材並擴大鋼材的應用

11。 

 

 

 

 

 

 

 

 

 

 

 

 

此外，奧地利聯合鋼鐵公司(Voestalpine)也計畫投資 5.5 億歐元（該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外國

投資），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建立年產量 2 百萬噸熱軋（HBI）工廠。低價的天然氣（約是歐洲天

然氣價格的四分之一）是促使奧地利聯合鋼鐵公司進行這項投資的主要因素 12。地理位置和基

礎設施等外部因素可能妨礙一些鋼鐵製造商複製上述策略，但直接還原鐵的鋼鐵產量預期在未

來 10 到 15 年將大幅增加。事實上，直接還原鐵技術公司 Midrex Technologies 預測，到

2020 年，直接還原鐵的產量可能增加 1000 萬噸（在沒有替代焦爐和高爐（CO/ BF）的生產

能力之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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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的重大益處  

紐柯公司的例子只說明了公司直接和間接

從廉價天然氣獲益的一種方式。以天然氣

為燃料生產的直接還原鐵可以通過多種方

式融入煉鋼過程，幾乎所有的鋼鐵製造商

均可選擇在他們的製程中使用更多的直接

還原鐵，不論是自己生產或從他處採購。

例如，直接還原鐵可以作為電弧爐

（EAF）的進料。而且，直接還原鐵還可

在氧氣頂吹轉爐（BOF）流程之前以熱的

狀態進入高爐。 

 

使用更多的直接還原鐵對不同鋼鐵製造商

的成本效益會有所不同，但是，對競爭格

局的影響是任何擬採取直接還原鐵策略的

製造商都需考慮的重要因素。直接還原鐵

工廠的鋼材生產成本為每噸200美元到

350美元不等，價格波動幅度受鐵礦石價

格（壟斷或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天然氣

價格以及維護成本的影響甚鉅。具商業規

模的直接還原鐵工廠的資本支出也在每噸

200美元至350美元之間。 

 

 

這些數據詳盡地比較商業規模焦爐和高爐

（CO/ BF）廠所生產的生鐵成本。焦爐/

高爐工廠生產成本至少高出10%到15%，

且需要3倍的資本支出。此外，焦爐/高爐

工廠（每年產量300萬到350萬噸）所需

的經濟規模要遠遠大於直接還原鐵

（DRI）工廠（每年約200萬噸），使直接

還原鐵成為擴產時的首選14。運營效益可

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較低的加工溫度 

由於礦石無需熔化，加工溫度範圍為攝氏

800到1,050度，而高爐加工處理一般則需

要超過攝氏1,600度15。較低的溫度意味著

更少的能源支出。 

簡化前端處理 

簡化還原期的處理會減少精煉加工需求。 

降低維護成本 

直接還原鐵加工溫度較低，設備的磨損、

腐蝕和一般損耗較輕，因此維護成本也相

對較低。 

產能規劃靈活 

建立相對規模較小且具有競爭力的直接還

原鐵工廠可協助鋼鐵製造商控制產能過剩

並抑制商業週期中的價格下跌。 

產品純度更高 

天然氣蒸氣所含雜質比燃煤蒸氣少，因此

鐵的純度更高，所加工出的鋼材品質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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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鋼鐵工廠之外的影響 

 

未來一段時間天然氣價格預計將繼續保持其競爭力，將對整個鋼鐵產業在以下幾個主要面向造

成深遠影響 16。 

 

全球製造業新格局 

美國低成本的直接還原鐵可能改變全球製造業格局，因為美國本土產業將不再需要依賴海外市

場尋求最低價的鐵。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產能停滯不前，而位於中國和印度的工

廠將無法與之抗衡。此外，對非美國的鋼鐵買家而言，美國使用直接還原鐵鍛造的鋼材在品質

和價格方面更具吸引力，這進一步對使用傳統焦爐/高爐鋼鐵製造商造成壓力。 

 

利潤率上升 

在鋼鐵產業的價值鏈上，總製造成本的降低可提高利潤率，不僅是因為鐵的價格下降，也包括

與排放物相關的費用和廢物管理成本的減少。 

 

清潔生產  

與燃煤相比，天然氣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由於排放涉及成本，因此對燃煤依賴較少的企業將

更具競爭力。任何因相關立法而產生的壓力，可增強直接還原鐵程序在環境方面的相對優勢。 

 



 

 
 

 

 

 

 

 

 

對整個產業的影響  

假設直接還原鐵成為鋼材製造中關鍵的一

環，且廢料價格相應降低，那麼處於鋼鐵產

業價值鏈中的企業就可以制定長期策略。其

中最重要的潛在影響包括： 

目前鋼材的定價和利潤率，價值鏈中的價值

分佈 

當定價取決於邊際生產者，較低的成本和較

高的品質將為價值鏈創造更多利潤。這增加

的利潤在價值鏈中將如何分佈是一個有趣且

重要的問題。例如，具備製鋼能力的企業可

能保留大部分在降低成本後所增加利潤。針

對製造產品的企業可以通過在電弧爐煉鋼過

程中使用更低廉的廢料而改善其企業本身的

財務狀況。 

低價廢料  

隨著直接還原鐵的廣泛採用，近年來一直高

居不下的廢料價格將有望下跌。這對依賴廢

料為加工原料的小型鋼廠是一個利多。然

而，由於市場不夠透明化，廢料價格走勢並

不明朗。買家不太可能確保長期合約。大多

數交易需要數周或數月的時間完成。此一不

確定性意味著直接還原鐵可能在某一段時間

內比廢料便宜，而某一段時間內比廢料昂

貴，成為生產過程中的另一個風險。 

 

北美下游加工廠  

隨著北美生鐵產量的增加，部分下游加工廠

（從電弧爐煉鋼到各種具有附加值的加工和

製造）可能向產地靠攏，以充分利用有技術

的勞動力和接近北美終端市場的優勢。 

 

變革戰略和風險管理 

對天然氣的依賴與日俱增，代表產業格局與

供應鏈將發生巨大轉變。物流、運輸和稅務

問題自然會受到影響。廢料與生鐵的價格差

距不再遵循傳統模式。這些問題將對企業策

略與風險管理造成深遠的影響。 

 

製造商的機會：不公平的競爭 

製造商透過利用具有成本優勢的直接還原鐵

能從以下機會中獲益： 

 

因廉價鋼材造成產品和市場轉變 

進一步受鋼材成本優勢的影響，鋼鐵製造商

可能會考慮使用原因鋼材價格而被排斥的新

產品。在某些應用中，鋼材可替代一些非鋼

產品，如鋁材、塑膠、複合材料和其他金

屬。美國鋼鐵製造商將更具競爭力，在以前

未涉足的出口市場發展新的機會。 

 

 

 

 

 

 

 

 

 



 

 
 

資產收購 

鑒於當前直接還原鐵產能有限，一些鋼鐵製

造商可能尋求能充分整合直接還原鐵生產程

序的資產收購項目（而非焦爐/高爐），特別

是在面臨可能要淘汰不具經濟效益的產能情

況下。只有那些財務健全能夠承受影響的製

造商可以開展大規模收購專案，但仍需要把

握時機和風險管理。 

 

而在鐵礦石和天然氣供應方面不具備穩固地

位的鋼鐵製造商，則需要確保來自強勢鋼鐵

製造商的供應，而不是構建自身的產能，這

是一個關於自製或外購的關鍵決策，在此決

策下所釋放出來的資源，將可用於發掘價值

鏈中其他環節的機會。 

 

建議鋼鐵製造商審慎評估各種情境的結果。

例如，在廉價天然氣方面，企業需要做好規

劃，應對其他地區商品價格開始下降的局

面。又如，如果鐵金屬廢料面臨價格壓力，

那麼近期收購鐵金屬廢料加工商的鋼鐵製造

商可能發現收益低於預期。投資直接還原鐵

可能是最佳選擇（一舉兩得 - 既獲得直接還

原鐵又降低廢料價格）。 

 

市場佔有率 

從成本和產品種類的角度來看，獲得長期且

低價的天然氣和鐵礦石供給的鋼鐵製造商將

比其他製造商更具競爭優勢。這些製造商可

能會生產一系列價格更低的產品，而獲得競

爭對手的市場佔有率。 

 

 

 

利潤率上升 

由於不公平競爭，部分鋼鐵製造商的生產成

本會有所下降，而其他的則不會。對於生產

成本下降的鋼鐵製造商將有機會提升自身的

競爭力，或拉大競爭差距。 

 

環境成效改善 

從煤炭到天然氣，鋼鐵產業有機會進一步減

少碳排放，進而管理當前與未來的環境風

險，持續改善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 

 

 

 

 

 



 

 

17 美國能源資訊局在 2011 年的一份報告中估計中國頁岩氣「技術上可採蘊藏量」達 1,275 萬億立方英尺，位居

報告中所涉國家之首。敬請參閱 2011年 4月 5日美國能源資訊局《世界頁岩氣資源報告：對美國以外 14個地區

的初步評估》 

 
 

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美國鋼鐵業的一大優勢是國內頁岩氣勘探和開採技術比其他地區更為先進(參見圖 3）。也就

是說，美國並未對頁岩氣開採構成壟斷，據估計，中國頁岩氣蘊藏量甚至更為豐富 17。但是，

中國也依賴其豐富的煤炭和鐵礦資源，以及相對低廉的建設成本，一旦中國國內的天然氣供應

成為現實，其影響可能與美國的情況極為不同。從目前來看，美國鋼鐵業顯然拔得頭籌，但最

終其他國家也會採取應對措施。 

圖 3：美國近期大量頁岩氣勘探和開採促成一次重要的產業轉移 

天然氣「確定可採蘊藏量」最高的十個國家 

 

 

 

 

 

 

 

 

 

 

資料來源：美國能源資訊局。《2013 年度能源展望》。世界頁岩氣儲量：美國能源資訊局對 14 個地區的評估。 2011 年 4 月 5

日。報告對 32 個國家特定盆地頁岩氣的「技術上可採蘊藏量」進行估計。其他國家包括法國、智利、印度、美國、委內瑞拉、

阿爾及利亞、澳大利亞、中國、挪威、加拿大、利比亞、荷蘭（單位：1 萬億立方英尺） 



 

 

 

當前，亞洲和中東的鋼鐵製造商正在使用價格低廉的煤炭製造直接還原鐵，儘管其碳排放對

於環境存有影響（與焦爐/高爐類似），但它仍然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對這些鋼鐵製造商來

說，在現有產能下，目前的天然氣價格過於昂貴，因此他們仍以煤炭煉鋼，即便煉出的鋼材

純度比較低。瞭解產業鏈中的企業在不同的情境下會做何應對，對鋼鐵製造商而言，是其制

定策略的重要依據。 

鋼鐵產業並非密切關注天然氣的唯一產業。無獨有偶，能源和化工產業也在研究如何用更低

廉的現成天然氣來替代石化燃料和原料。在此同時，不斷尋找新市場的天然氣生產者，正在

探索各種方式使其產品運輸更具可行性（液化天然氣運輸就是一例）。這些變數不可避免地

會影響天然氣的價格，任何預測都必須將這些變數考量在內。 

 

 

 

 

 

 

 

 

 

 

 

 

 

 

重塑產業：制定成功戰略 

全球鋼鐵產業幾乎都會受到低價天然氣的影響。有的企業會利用供應優勢來生產更高品質的

產品。其他的企業能夠生產較低成本的鋼鐵。還有一些擁有最佳定位的企業，若滿足以下條

件，則可同時做到以上兩者： 

 體質良好的資產負債表，能夠為新產能提供資金 

 擁有具競爭力的資產（包括焦爐/高爐），以及高效整合直接還原鐵生產的辦法 

 有能力在電爐處理過程中使用直接還原鐵 

 鋼廠有能力使用直接還原鐵生產加值型產品 

面對產業的劇變，擁有制勝方法的企業，需要針對產業變化與自身需求作完整的評估來確定

企業可能受到的影響。這不僅有助於辨別強化市場定位的機會，而且能夠發現一些潛在的不

利因素。



 

 

總結：複雜決斷 

 

豐富的廉價天然氣資源為全球鋼鐵企業帶來了以下三個基本的策略問題： 

1. 粗鐵製造成本更低 

2. 平穩了因電爐中直接還原鐵用量增加推升的美國廢金屬價格 

3. 透過使用直接還原鐵代替廢料，有機會利用電爐製造不同的產品 

 

這些影響的範圍非常廣泛。整個供應鏈的組成將被重新考慮，因鋼鐵企業有機會以更低的

價格獲得廢料，抑或是使用直接還原鐵。有的企業可能會選擇混合使用二者，如使用品質

較低（價格更為低廉）的廢料搭配直接還原鐵來生產符合規格的產品。對於自身不生產直

接還原鐵的電爐煉鋼企業來說，必須考慮如何取得直接還原鐵，在初期很也許可以通過簽

訂長期合約的方式取得，以獲得相對於其他生產商的優勢。 

製造程序中，鋼鐵企業應決定直接還原鐵在資產組合中應扮演的角色。這取決於企業是否

為單一電爐的煉鋼企業或綜合型煉鋼企業，而於綜合型煉鋼企業而言，目前是否有管道取

得直接還原鐵或有能力自行生產直接還原鐵。這也是個短期與長期對策的考量。從長遠來

看，能夠取得直接還原鐵對於企業轉型生產新產品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使用直接還原鐵，

對於短期內想通過廉價廢料來降低生產成本的企業來說意義並不大。 

面對新的格局，鋼鐵企業有機會開發新的產品，並重新考慮過去因經濟效益不佳而遭否決

的做法。部分企業可能會選擇與汽車、消費品包裝、工業設備等終端使用者，或其他產業

進行合作，為其所開發的新產品尋找新的用途。決定利用天然氣的時機和方式是一個複雜

的過程，鋼鐵企業需要仔細審視目前的狀況（資產位置、產品、目標市場、供應和銷售合

約等），並且針對任何可能發生的情境制定計劃。此外，當世界其他地區開始將天然氣作

為主要能源來源時，北美鋼鐵企業需要經常性地對其策略進行評估。只有充分準備，策略

兼具穩健和靈活性，企業才會對其決策充滿自信。 



 

 

 

解決問題需要新的見解 

 

受天然氣供應量轉變的影響，改變中的全球鋼鐵產業，需要產業鏈中所有企業及其合作

夥伴在策略上做出重大因應。此一機遇(或挑戰)需要新的洞見帶來新的思維以應對。 

 

在德勤美國，事務所對未來的思考和情境規劃建立在全球商業網絡（GBN）之上，該實

務隸屬德勤·摩立特策略諮詢部門。摩立特策略諮詢部門發表了大量領先思維和流程創新

的刊物，協助客戶辨認和適應各種塑造未來的力量。GBN 小組已經為眾多美國財富 100

大企業、主要非政府組織、私人基金會、大量市政、地區和全國政府機構提供服務，協

助其解決重要議題。 

 

結合 GBN 全球頂尖人才以及德勤市場觀點公司（Deloitte MarketPoint）在能源產業的

領先能力，我們能為在動盪環境下面臨各樣挑戰和不確定性的企業提供服務。如

MarketBuilder 這類的強大分析工具，能針對價格、供應、交易流方向提供基本的市場

模組，進而瞭解市場趨勢對於企業業務及決策中的風險和回報有何影響。與天然氣定價

有關的未知因素非常多。必須假設出各種情境並予以透徹分析，才能瞭解和評估具體的

潛在因素，如數量、價格、供應、需求、立法、技術、政治環境等。MarketBuilder 中

的模組建構能夠在決策過程中提供重要參考資訊，協助決策者做出明智的判斷。 

 

我們設計出 MarketBuilder 工具來分析有關供應、需求、營運、運輸鏈的完整市場結

構，並且根據企業獨有的環境設定條件。以天然氣供 /需的交叉分析為例，

MarketBuilder 工具可以對未來 40 年的情況進行計算。通過將廣泛的市場資料與企業自

身情況相結合，MarketBuilder 工具能夠通盤考慮從最好到最糟的各類情境，從而為策

略性決策的制定提供指引，並解答如選址吸引力等具體問題，或某一地區某種商品的流

動方向（比如供應來自哪裡）。 

 

MarketBuilder 產生的模型及整合方式與天然氣市場的整合方式一致。該分析工具使用

良好的經濟方法來說明市場在空間和技術方面的多樣性，產生一個有關交叉資產特點的

周密模型，例如價格、基數差異、流量、新產能和儲備金增量。MarketBuilder 能夠整

合其他市場成分，例如排放物、監管問題或亞洲新發現頁岩氣的影響。 

 

MarketBuilder 模組建構能夠為策略制定過程提供重要的參考資訊，有助於訂立更為明

智的決策。 



 

 

關於德勤 

Deloitte （“德勤”）泛指德勤全球（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以下稱 “德勤全球”) ，以及其一家或

多家會員所。每一個會員所均為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實體。Deloitte「德勤」亦為許多獨立會員所下數以萬計的優秀專

業人士透過全球合作網絡向客戶提供審計、稅務、財務諮詢及企業風險管理等服務所表彰的品牌。這些會員所是德勤全球

(一依英國法律設立的「有限擔保責任公司」 )的會員，每一會員所在其所在的特定地區提供服務並遵守當地國家法律及專業

規則。德勤全球並不向客戶提供任何服務。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個會員所乃為獨立的法律實體，僅對自身的行為或疏失承擔

責任，對相互間的行為或疏失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德勤全球各會員所之組織形態係各自根據其所在國家之法律、法

規、慣例及其他因素而制定，並可在其經營所在地透過從屬機構、關聯機構或其他實體提供專業服務。 

德勤為各行各業的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稅務、企業管理諮詢及財務諮詢服務。德勤會員所網絡遍及全球逾150個國

家，憑藉其世界一流和優質專業服務，為客戶提供應對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的深入見解。德勤約200,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

於追求卓越，樹立典範。 

 

 
 
 
 
 
 
 

聯絡方式 

Nick Sowar  

Global Metals Sector Leader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 

nsowar@deloitte.com  

Tel： +1 513 784 7237  

 
Andrew Clinton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aclinton@deloitte.com  

Tel： +1 203 905 2834  

 
John Y. Ofori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jofori@deloitte.com  

Tel： +1 973 602 4226  

 
特別感謝以下專業人士為本文撰寫獻策獻力： 

Tom Choi,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Joshua Weiss,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LLP);  

Shaun Rhoades,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欲詳細討論全球商業網絡（GBN）和 Deloitte MarketBuilder，敬請聯絡： 

Andrew Blau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ablau@deloitte.com  

Tel： +1 415 932 5416  

 
Jon Thistlewood  

Deloitte United States (Deloitte Consulting LLP)  

jthistlewood@deloitte.com  

Tel： +1 703 251 1429  
www.deloitte.com/manufacturing 

http://www.deloitte.com/manufacturing


 

 

 

 

 

勤業眾信 

勤業眾信係指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Deloitte & Touche)及其關係機構，為德勤全球(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之會員。集團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勤業眾信

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勤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優秀的

人才、完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有著良好聲譽。透過德勤全球之資源，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包括赴海外上

市或籌集資金、海外企業回台掛牌、IFRS 導入服務、中國大陸投資等。 

如欲瞭解更多關於勤業眾信 http://www.deloitte.com/view/tc_TW/tw/index.htm 

 

關於本出版品  

本出版物中的訊息是以常用詞彙編寫而成，僅供讀者參考之用。本出版物內容能否應用於特定情形將視當時的具體情

況而定，未經諮詢專業人士不得適用於任何特定情形。因此，我們建議讀者應就遇到的特別問題尋求適當的專業意

見，本出版物並不能代替此類專業意見。勤業眾信在各地的事務所將樂意對此等問題提供建議。  

儘管在本出版物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已盡量小心謹慎，但若出現任何錯漏，無論是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所引起，或任何

人由於依賴本刊而導致任何損失，勤業眾信或其他附屬機構或關聯機構、其任何合夥人或員工均無須承擔任何責任。  

 

©2013 勤業眾信版權所有 保留一切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