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認識華夏
(GRI 102-1~102-8、102-16、1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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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夏公司擁有 VCM 及 PVC 等原

料工廠及二次加工廠，充分發揮上、

中、下游垂直整合之經營優勢；亦

藉由國內、外之行銷網，提升各項

產品之市場佔有率及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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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簡介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號：1305) 創
立於 1964 年，為台聚集團關係企業之一。華夏公
司在石化產業屬中下游塑膠原料與製品業，產銷服
務範疇包含 PVC 粉 ( 註 )、化學品、PVC 膠粒，以
及二次加工的膠布、膠皮、管材、異押製品等。

公司名稱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別  塑膠品製造業

總部位置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7 號 12 樓

廠址  苗栗縣頭份市民族路 571 號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52.7 億元

主要產品

 原料產品：
 • PVC 粉：年產能 230,000 噸
 • PVC 膠粒：年產能 12,700 噸
 • 化學品：年產能 68,675 公噸 (100% 濃度計算 )

 PVC 二次加工產品 ( 含建材產品 26,640 噸、膠
 布 72,600 噸、膠皮 8,600 仟碼 )
 • 年產能合計 107,900 噸

員工人數  754 人

   1970 年由經濟部發起聯合華夏公司在內的六家公
民營企業集資創設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製造氯乙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簡稱
VCM)，以供應國內產製 PVC 業者所需原料。目前
華夏公司對台氯公司持股比率達 87.2%。

公司名稱  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別  石化製造業

總部位置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7 號 12 樓

廠址  高雄市林園工業區工業一路 1 號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26 億元

主要產品  氯乙烯單體 (VCM)：年產能 485,000 噸

員工人數  182 人

   2009 年華夏公司於台氯公司林園廠旁設立 100%
持股之華夏聚合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產 PVC 粉，
使 Vinyl chain 能充分發揮垂直整合之經營優勢，
並降低成本。

公司名稱  華夏聚合股份有限公司

產業別  石化製造業

總部位置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7 號 12 樓

廠址  高雄市林園工業區石化二路 8 號
實收資本額  新台 8 億元
主要產品  PVC 粉：年產能 220,000 噸

員工人數  37 人

 華夏                                                       台氯                                                          華聚

華夏公司詳細公司簡介影片請上網觀看，網址： http://www.cgpc.com.tw/zh-tw/dirAbout/frmAbout.aspx

註：此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聚氯乙烯 (Poly Vinyl Chloride) 簡稱 PVC。

註：此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註：此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Vinyl chain(VCM-PVC 系列產品 )

華夏公司頭份廠行政大樓外觀 台氯公司林園廠 VCM 球槽 華聚公司林園廠 PVC 粉槽

(GRI 102-1、102-3~102-8、1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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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華夏

華夏公司組織圖 產品上下游價值關係鏈

VCM
台氯公司 ( 年產能 485,000 噸 )

PVC 粉
華夏公司：PVC 粉年產能 230,000 噸
華聚公司：PVC 粉年產能 220,000 噸

PVC 二次加工產品
華夏公司
膠粒產品年產能 12,700 噸
建材產品年產能 26,640 噸
膠布產品年產能 72,660 噸
膠皮產品年產能   8,600 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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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營理念
(GRI 102-16)

     華夏公司自 1964 年成立以來，一向秉持誠信、關懷、紀律、創新的經營理念，
以落實公司治理、善盡社會責任、追求永續經營為企業發展宗旨。

經營理念 股東結構

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停止過戶日止之資料如下：

   個人   
38.42%

●

外國機構
  及外人  
 16.22% 政府機構

  1.43%

金融機構
  0.90%

●

●

其他法人
 43.03%

●

誠信  Sincerity  
誠實正直   說到做到 

以誠為本，說實話，不誇張。
對客戶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
務必全力以赴達成使命。

關懷  Caring
包容尊重   關愛和諧
從人性關懷為出發點，對同仁、
客戶、公司、家庭、環境與社會
多一分包容與尊重，建立
和諧關係。

創新  Innovation  
求新求變   追求卓越
無論原料、產品、生產、行銷、研
發與管理要不斷創新、求變，以
追求卓越的品質與經營績效。

紀律  Integrity  
積極負責   團隊守紀 
遵守法令規章，盡本分做好負責
的工作，建立合作與互信，同心
協力對客戶與公司負責。

認識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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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產品與市場
(GRI 102-2、102-6)

產品種類 / 主要用途

●  PVC 粉主要原料。
VCM 氯乙烯單體

● 產製軟質膠布、膠皮、硬質膠布、硬質管及異型押出建
   材及 PVC 膠粒產品。

PVC 粉

PVC 膠粒
● 用於電線、汽車腳踏墊、收縮膜等之製造。

化學品
● 用於水處理、合成纖維、清潔劑、染料、 紙漿、鋼鐵等。

建材產品

軟質膠布

硬質膠布

膠皮 / 膠軟皮

● 產品有塑膠管、塑膠門板、防蝕片，供房屋建築、公共
   工程等用途。

● 可供加工吹氣產品、玩具、雨衣、膠帶、桌巾、浴簾、
   窗簾布、噴畫廣告布、泳槽布及天花板裝潢等。

● 可供真空成型、地磚貼合、藥品包裝、文具等。

● 供加工各種各種車船用坐墊皮、鞋用皮、棒球手套、運
   動器材用皮、自行車坐墊皮和傢俱用皮為主。

2019 年產品內外銷比例

產品別 自用 % 內銷 % 外銷 %

VCM 91 9

PVC 粉 10 12 78

化學品 100

加工產品 55 45

2019 年產品外銷分佈圖
亞洲

PVC粉     83%
加工產品 26%

歐洲
加工產品 20%

美洲
PVC粉     12%
加工產品 42%

非洲
PVC粉     2%
加工產品 3%

大洋洲
PVC粉     3%
加工產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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