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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1.01.01.01.0 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公司簡介 

1.11.11.11.1 關於美琪瑪關於美琪瑪關於美琪瑪關於美琪瑪    

項目 內容 

公司名稱 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市場別 上櫃公司 

股票代號 4721 

產業類別 化學工業 

實收資本額 7.49 億元  

成立日期 199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地址 桃園市觀音區大同一路 1號 

主要業務 氧化觸媒、電池材料、觸媒廢料之回收再利用  

員工人數 117 人(集團)  

    

美琪瑪公司原係代理英國 Mechema co.之醋酸鈷產品，進而於 1992 年

將英國 Mechema co.購入，成立美琪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設立於台灣

桃園，引進整廠設備並承續英國 Mechema co.之優良技術，專業製造及銷售

鈷、錳與溴化合物。率業界風氣之先，成功引進液態觸媒取代現有之固態

觸媒，除下游業者節省溶解固態觸媒之成本外，並免於處理後續固態之包

裝，將環保衝擊降至最低；並研發溴化錳與溴化鈷，替代腐蝕性甚強之溴

酸；進而開發廢觸媒之回收再利用，從廢觸媒中萃取鈷金屬原料再利用，

並能間接降低客戶操作成本與減少廢棄物之掩埋，公司新開發硫酸鈷與醋

酸銻新產品，其應用範圍將及於電子、電力、能源、交通等眾多領域。 

  為更建全發展，隨著市場結構變化以及因應事業發展之需求，美琪瑪

公司主要營運據點立足台灣放眼國際，以穩健經營的步伐逐步於東南亞、

東北亞及大陸建置生產廠成立子公司，以服務各地之客戶。 

    此外，為擴大產品領域，2003 年美琪瑪特新購廠房為另一項主要產品

鋰鈷電池用-正極材料之產能佈局，正式跨入電池材料之生產領域。2012 年

與日本前五大電池材料廠－『戶田工業』合作成立合資公司-美戶先進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基於合資契約關係，美琪瑪公司將正極材料這項主要產品

其相關業務切割予美戶先進材料，自此這項收益始反映在轉投資收益上。

而正極材料之主原料鈷鎳金屬則透過美琪瑪採購並銷予美戶先進，故與美

琪瑪主要業務仍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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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1.21.21.21.2 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企業文化與經營理念    

    美琪瑪公司為追求永續經

營，除信守以顧客為導向的基本

原則，不斷改善品質，提供令顧

客滿意的產品與服務外，並秉持

尊重與關懷同仁、客戶、供應

商、承攬商及社區居民安全、衛

生與環保的一貫理念，朝向安全

零災害，環境零污染，產品零缺

點的目標邁進。我們並承諾。環

境保護與工業安全是一個企業

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亦是對美琪

瑪全體員工的保障，美琪瑪一向

將工安環保工作列為第一優

先，除依據政府各項工安環保相

關法令外，並參照各先進國家之

標準，制定了各種管理體系與相

關 ISO 管制作業辦法，據以強化

我們的環境保護與工業安全管

理。 

1992 年 6 月 30 日設立，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參仟萬元整 

引進英國整廠生產氧化觸媒設備和技術設廠於桃園觀音 

1994 年 為配合環保及減少原料成本，溴化錳之製程改良 

1996 年 4 月簽約新建桃園廠 

1998 年 6 月獲頒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獎項 

1999 年 5 月底轉投資成立印尼子公司及泰國子公司 

12 月轉投資成立韓國子公司並正式量產 

2001 年 3 月 9 日股票掛牌上櫃 

2002 年 轉投資大陸，成立美琪瑪(廈門)子公司 

5 月獲頒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獎項 

2003 年 8 月購新廠為新產品鋰鈷電池用-正極材料之產能佈局 

9 月通過 ISO-9001 之 2000 年版品保認證 

2006 年 9 月轉投資大陸成立美琪瑪上虞子公司 

2008 年 1 月轉投資成立美琪瑪馬來西亞子公司 

2009 年 8 月榮獲經濟部 97 年度出進口績優廠商前 500 名證明標章。 

2012 年 

2015 年 

7 月與日商戶田公司合資成立美戶先進材料有限公司 

4月獲頒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5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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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榮譽紀事 

紀 事 授獎單位 年度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獎項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2009 年 

董事長受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名譽博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2009 年 

榮獲經濟部 97 年度進出口績優廠商前 500 名證明標章。 

經濟部 2009 年 

董事長榮獲 99 年度中華民國優良商人 

全國商業總會 2010 年 

董事長榮獲第 13屆桃園縣工業會理事長 

桃園縣工業會 2013 年 

董事長榮獲第 14屆桃園市工業會理事長 

桃園縣工業會 2015 年 

參與重點產業組織名稱 

� 桃園市工業會 

� 全國商業總會 

� 台灣省工商安全衛生協會 

� 台灣伊朗經貿協會 

� 台北西南區扶輪社 

公司認證 

  美琪瑪公司在 2015 年 07

月再度通過「ISO9001」品質管

理系統認證換證審查，落實並

有效實施，以確保產品符合客

戶及相關法規和標準規格之要

求。此外，產品亦合乎並取得歐盟 REACH 法規化學品之註冊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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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1.31.31.31.3 產品與服務產品與服務產品與服務產品與服務    

  本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固態氧化觸媒及液態氧化觸媒，銷售地區涵蓋東

北亞、東南亞及中東地區，目前積極擴展歐、美市場，以朝向全球運籌中

心發展。2007 年起開發電池材料市場迄今，電池材料已成為主力商品之一，

主要銷售地區以日、韓為大宗，2012 年與日商戶田合資成立美戶先進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後，電池材料轉由美戶先進材料公司生產銷售。 

公司商品及服務項目︰ 

� 醋酸鈷、醋酸錳之生產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 鈷化合物、錳化合物之生產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 鈷金屬、錳金屬之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 電池原料之生產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 溴化鈷、溴化錳之生產製造買賣及進出口業務。 

� 觸媒廢料之回收再利用。 

� 協助客戶建立高效率之觸媒回收系統。 

� 其他工業觸媒之研發。 

� PTA中間產物回收系統之研發。 

主要產品 

類別 主要産品 重要用途 

氧化觸媒-液態 

醋酸錳、醋酸鈷、 

溴化鈷、溴化錳 

PTA 製程中氧化反應之催化劑 

氧化觸媒-固態 

醋酸鈷結晶、 

醋酸錳結晶 

Polyester 調色劑、PTA 製程中氧化反應之催化

劑 

  電池材料 硫酸鈷、硫酸鎳 工業上的磁性材料與鋰鈷二次電池 

其   他 

機器設備、鈷、錳、 

溴酸、三氧化二銻 

代理、買賣等業務 

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產         品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額(仟元) 營業比重(%) 金額(仟元) 

營業比重

(%) 

氧化觸媒  1,087,890 46% 1,051,823 52% 

電池材料相關原料 1,263,647 54% 970,037 48% 

其他 0 0% 0 0% 

合         計  2,351,537  100%  2,021,8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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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氧化觸媒產品氧化觸媒產品氧化觸媒產品氧化觸媒產品︰︰︰︰    

  本公司目前的主要產品氧化觸媒其主要原料為鈷金屬、錳金屬、溴酸

及冰醋酸四種，主要供應下游純對苯二甲酸(PTA)廠商生產使用，由於 PTA

氧化觸媒是 PTA生產過程中必備的關鍵原料，只要 PTA生產就必須使用 PTA

氧化觸媒，因此該產品成長性與 PTA 景氣息息相關。 

  純對苯二甲酸(Pure Terephthalic Acid，簡稱：PTA)是一種重要的化

纖原料，在常溫下是白色粉狀晶體，無毒、易燃，若與空氣混合，在一定

限度內遇火即燃燒。 

 

  PTA為石油的下游產品，從原油經過一系列工序提煉而出，並以 PX(配

方占 65%~67%)為原料，以醋酸為溶劑，在催化劑的作用下經空氣氧化(氧氣

占 35%~33%)，生成粗對苯二甲酸。然後對粗對苯二甲酸進行加氫精製，去

除雜質，再經結晶、分離、乾燥、製成精對苯二酸產品，即 PTA成品。 

  PTA 是重要的大宗有機原料之一，主要用途是生產聚酯，包括聚酯纖

維、聚酯粒（PET）及聚酯薄膜三大類，其餘少量用於樹脂、接著劑及烤漆

等。廣泛用於與化學纖維、輕工業、電子、建築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

目前全球 90%以上的 PTA 用於生產聚酯切片（PET）。PET 分為聚酯纖維、

聚酯薄膜、瓶用酯粒和聚酯。PTA的下游延伸產品主要是聚酯纖維。聚酯纖

維，俗稱滌綸。在化纖中屬於合成纖維。 

  聚酯中以用於生產聚酯纖維為最大宗，提供製成衣料（如特多隆、太

子龍、台麗綾、衣絲龍、珍珠龍、華隆絲等）、不織布、輪胎簾布、汽車

安全帶等；其次用於生產聚酯粒，可供製造塑膠容器，如飲料用寶特瓶；

聚酯薄膜以使用於錄影帶、錄音帶、醫療 X 光底片及包裝材料等，用途相

當廣泛。 

  PTA-純對苯二甲酸的製程是將對二甲苯(PX)與醋酸、觸媒溶劑混合

液，於高溫和適當壓力下，和空氣進行氧化反應，再以純水、觸媒催化與

氫氣反應，並經一連串的結晶分離過程加以純化精製而得，其中觸媒的催

公司簡介 



 

 

 

 
10

公司簡介 

化功能對於 PTA 的產率與品質甚為重要，故對 PTA 氧化觸媒之品質與適用

性，業者皆有甚高的要求，再者氧化觸媒佔 PTA 生產製程之成本比例僅在

0.5%以下，但觸媒的品質影響生產速度甚鉅，而供貨的穩定性亦為 PTA 廠

商考量的主要因素，因此一旦使用後就不易更換，加上在供貨時效的考量

下，進口產品並不構成威脅。 

    PTA產能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其中以大陸為最大，超越韓國、台灣及

美國，佔全球 PTA 產能的四分之一、亞洲的三分之一，其產量和消費量均

居世界第一。大陸主要生產商有中石化旗下的揚子石化、儀征化纖、上海

石化，其他地區則包括韓國三星、日本三井、台灣台化、東展等國際知名

企業。全球 PTA消費主要集中在亞洲、北美地區，尤其以大陸成長最迅速，

佔全球消費量近 5成。 

B.B.B.B.電池材料電池材料電池材料電池材料((((鋰電池鋰電池鋰電池鋰電池----正極材料正極材料正極材料正極材料))))    

  電子技術不停的發展，消費性產品在體積上逐漸朝向輕量化邁進，而

在多媒體技術提升帶動之下，產品能量消耗情形亦逐年提升。 

 

  隨著電子產品的不斷演進，儲電裝置從鉛蓄電池到鎳氫電池，直到鋰

電池出現於上世紀 70 年代，1991 年，索尼公司發布了首個商用鋰電池，自

此革新了消費電子產品的面貌。其主要原因在於鋰電池具有較高的起始電

壓。因此相對於其他材料，有較高的能量密度，再加上某結構原理特殊，

無記憶效應，使用材料亦較環保。在日益惡化的全球暖化及石油危機下，

一開始大量運用於電子產品的高功率鋰電池進而開始應用於電動車輛，是

目前節能領域重要的技術發展。動力鋰電池隨著新材料與新電池製程技術

的開發，也衍生不同的創新應用，未來鋰電池發展趨勢以動力鋰電池為主，

其關鍵材料主要包括高功率正極材料、快速充電負極材料、低價高安全動

力鋰電池隔離膜與機能性電解液等，鋰電池科技的掌握將是主導電動車發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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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關鍵，也是全球主要材料廠商致力開發研究的重點，其中正極材料因

用量最多與價格較高因素，向來為各主要電池型態分類中占成本比例最高

者，也為鋰電池材料市場最大宗，是產業技術與影響最深的主要材料。 

根據工研院材化所預估，在 2009 年的正極材料年需求量達 31,665 噸，市

場年需求值達 11.1 億美元。因此預估在 2018 年所需的正極材料年需求量

高達 174,279噸，市場年需求值達 61 億美元。 

  在下游應用市場利好不斷的背景下，正極材料產業也正處於技術升級

和產品更新換代的關鍵階段，在此階段選擇新建項目擴大產能，一是為接

下來的市場爆發做準備，二是處於戰略規劃上的考慮，通過多區域布局助

力其在客戶合作、服務跟進、成本控制上提升競爭實力，是目前最主要的

目標。 

C.C.C.C.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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