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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邊境管控措施逐漸鬆綁，產業需求逐漸復甦邁向正常化，相關建築工程及

家用DIY扣件的採購需求也逐步回溫。在這激烈競爭的市場大餅，台灣廠商仍展現創新能

力，不斷開發出令人驚豔的新產品，優異的功能設計和實作應用性能，以及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持續為客戶創造更多競爭優勢。

建築工程、
家用DIY扣件專輯

採訪撰稿/ 惠達副總編輯 張剛豪

本 期 聚 焦

鉑川 世鎧 世豐 緯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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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DIY螺絲領導大廠鉑川公司一向以「價格便宜、

出貨快速、品質特別好」聞名業界，幫客戶代工許多獲ICC

和ETA認證產品的實力過去幾年來也深獲美國市場和歐

洲地區客戶大力讚揚肯定。主力產品為尺寸10mm以下和

長度150mm以下的各式木螺絲，目前自製的月產能可達

約4,000噸。為了擴大在建築、DIY扣件領域的產品供應廣

度、因應多元化的客戶需求和強化在美國市場的市占率，

近期更加碼宣布將積極布局在「乾牆攻速螺絲」的代工生

產業務，目標在讓配合客戶能有另一個嶄新管道來獲得採

購價格更經濟實惠、出貨速度更迅速、以及品質表現更卓

越的產品體驗。

顛覆市場價格 攻速快

同屬木螺絲的細牙標準尖尾乾牆攻速螺絲主要

用來攻穿尖硬厚實的金屬板材，技術門檻較一般

乾牆螺絲高，因此普遍給消費者的報價居高不

下。以往受限市場上供應商選擇不多，消費者僅

能從中選擇價格相對不高的供應商，但在鉑川加

入後，消費者將可以買到「真正便宜」的乾牆攻速

螺絲。

鉑川陳智元董事長表示: 「我們的乾牆攻速螺絲

價格雖然其他供應商更便宜，但這並非削價競爭，而

是善用本身的經驗、技術和能力資源進行更好的成本

管控，最終把節省的成本回饋給客戶。目前已經有不

少客戶積極探詢下單。」

精準自動化 控管浪費

  鉑川去年的銷售前年比達+50%，9成5產品皆

銷往美國。由於美國客戶重視價格且對產品品質也

要求嚴格，鉑川因此引進不少義大利SACMA和韓

國孝東等高精密自動化設備投入生產，避免過多人

為因素影響產品品質的穩定度。同時也針對產線自

行整合製程管理軟體，可根據不同客戶產品的實際

需求和公差問題做最適當控管，實踐「成本降、浪費

少」的全方位管理策略。建造中的3座新廠(近2,000

坪)預計在今年取得使用執造後可正式進駐啟用，將

可為現有1,800坪廠區的產能提供更強大的支援。

陳董事長表示:「預估到今年年底前美國建築、

DIY扣件市場的採購需求有望慢慢回溫。我們期盼

在未來能再擴大美國市場銷售，甚至目標吃下美

國9成的DIY市場，讓更多客戶能享受到鉑川所擅

長能兼顧價格和品質的競爭優勢。」

鉑川聯絡人: 陳智元董事長
 Email: chris@propowerfastener.com

鉑川公司挑戰業界最便宜

～鉑川近期主攻乾牆攻速螺絲代工生產，目標以
更便宜、更短交期和更加優異的品質搶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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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本體鏽蝕導致功能失效或螺栓鑽頭

硬度不足造成鎖固效率不佳的案例時有所聞，

有些時候甚至可能發生被鎖固部件無預警掉落

造成嚴重生命財產危害的潛在風險。在全球相

關法規和使用者日益重視鎖固應用安全性的時

代，如何能讓產品同時兼具使用安全性以及實

際應用後的耐用高效性儼然已經成為新世代螺

栓產品研發領域中最優先考量的項目。世鎧精

密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使用者在緊固應用中面臨

到的挑戰，多年來透過自家領先的複合材料焊

接和熱處理技術，開發出多款讓使用者驚豔的

優質產品，全碳化鎢刀頭的水泥鑽頭和已經獲

得德國DIBt核發ETA Option 1認證的「複合螺
紋錨栓」都是世鎧近期的經典代表作。

 不鏽鋼+碳鋼  耐蝕佳、鎖固快

世鎧的複合螺紋錨栓系列因應實際應用需

要採300系奧斯田鐵不鏽鋼(本體)和碳鋼(尾部)
製成，並透過精密計算進行焊接和熱處理，讓產

品有別於一般螺栓能同時保有不鏽鋼耐蝕和鎖

入時更具效率的優勢。不過，此款產品製造時必

須讓焊接強度超出安裝扭力，否則螺栓容易在

焊接處斷裂，讓後續處理更加麻煩，且還要再針

對尾部碳鋼部分進行局部熱處理硬化，因此若

無充足的經驗和強大的研發能力很難成功開發

出來，技術門檻相當高。

世鎧蔡松峻經理表示:「300系列奧斯田鐵系不銹鋼擁有良好的
抗腐蝕性，運用於戶外時，可大幅增加使用壽命及避免螺栓鏽蝕失

效所導致的安全性問題，尤其在高腐蝕地區更能凸顯其優異；尾部

使用可硬化處理之碳鋼，功用在於鎖入時的前導螺紋，避免不銹鋼

螺栓本體因材料特性導致無法鎖入情況發生。」

目前世鎧可提供的頭型和尺寸規格包括: 六角華司頭(M6 x 75 ~ 
150 / M8 x 90 ~ 150 / M10 x 105 ~ 150 / M12 x 125 ~ 150 / M6 x 75 
~ 150 / M8 x 90 ~ 150 / M10 x 105 ~ 150 / M12 x 125 ~ 150)、盤頭( 
M6 x 75 ~ 150 / M8 x 90 ~ 150 / M10 x 105 ~ 150)、埋頭(M6 x 80 ~ 
150 / M8 x 95 ~ 150 / M10 x 110 ~ 150)。除了歐盟ETA認證外，也正
在申請美國ICC-ES認證。

高安全性 未來市場主流

許多市場對建築用螺栓都有嚴格的安全性規範，像是澳洲就嚴

格限制無認證的產品進入市場。而有代工生產能力以及國際認證的

世鎧能協助客戶開拓市場，提供符合市場最新要求規範的優質產

品。在台灣，許多大樓消防管線的固定和Ubike車柱的安裝也都能看
到世鎧複合螺栓的身影。

蔡經理表示:「螺栓僅佔整體建築成本很細微的部分，但選對
產品所產生的安全、便利和長效性往往小於日後維修保養的成本。

如同常聽到冷氣室外機掉落傷人事故，若是施工師傅能選用室外專

用不銹鋼產品，就可避免類似憾事發生。消費者也能要求施工單位

選擇正確產品，避免未來的糾紛。更多資訊歡迎連結世鎧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hehkai/

世鎧聯絡人: 蔡松峻經理     Email: printf@shehkai.com.tw

抗蝕耐用
世鎧ETA認證複合螺紋錨栓



建築工程及家用DIY扣件

051Fastener World no.195/2022

世豐聯絡人: 蘇亦凡業務協理     Email: rita_su@shehfung.com

台灣建築工程螺絲製造上櫃大廠世豐螺絲再

次展現驚人開發實力，針對複合夾板和裝潢用水泥

牆面板分別推出「複合甲板雙割螺絲」和「混凝土

鳳梨刻紋板材螺絲」。兩款新品的創新設計和強大

性能讓已經實際體驗過的用戶都大為驚嘆。

排屑功能佳 板面凸起不復見

◆ 複合甲板雙割螺絲

在戶外陽台和泳池畔地板等環境，常會使用由

回收木屑及塑膠壓製成且具防水抗溫耐壓的各色

複合夾板，這種板材在使用螺絲將其與底層ACQ板
進行結合鎖固時容易在表面產生凸起(mushroom)，
可能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造成經過人員腳步刺傷。世

豐研發團隊注意到這樣的風險，從產品本身的性能

深入著墨，採梅花孔設計達到更佳的抗滑孔表現，

特殊的橢圓牙設計可以在鎖固過程中切割板材，雙

割刀則能快速切斷排出木屑，有如預鑽孔功能使螺

絲埋入平面以達到平整效果。另一方面，為了最大

化產品效能，也能配合使用環境選用不同材料製作

(例如: 針對一般陽台地板選用C1022材料再烤漆成
與夾板同色，或是針對海濱或泳池等高腐蝕環境選

用SS305不鏽鋼再噴頭成與夾板同色，達到完全看
不出有鎖螺絲的效果。)

世豐研發製造協理蘇勇价協理表示:「此款有台
灣專利的螺絲表面還採用抗ACQ腐蝕配方的Kaitex
塗裝，通過ICC認證，提供客戶穩定耐久的產品。以
#10x2-3/4”為主要尺寸。」

◆混凝土鳳梨刻紋板材螺絲

在裝潢用水泥牆面板的應用環境，使用一般

螺絲容易因絞屑功能不佳產生咬合不良和水泥板

面凸起，很不美觀。使用1022碳鋼製成並採高耐蝕
E-coating或Kaitex塗裝的混凝土鳳梨刻紋板材螺

絲能將水泥板與木頭或鋼架垂直組合，特殊的鳳梨刻紋能絞

碎水泥板成粉狀，達到平整埋入的鎖固效果，後續牆壁上漆

後也看不出有鎖上螺絲。蘇協理表示:「此款產品已取得台灣
和美國專利，主要應用於水泥板牆面，常用尺寸#9x1-1/4”、
#9x1-5/8”、#9x2-1/4”皆可提供。」

世豐公司表示:「美觀、耐用和安全一向是我們產品開發
的重點，期望大獲市場好評的新品能帶給使用者更好的操作

體驗和鎖固效果。此外，我們旗下另一款主要結合鐵板和鐵

板的R1高效鑽尾螺絲，其高速穩定的鑽尾設計也符合各國
測試規範，除了已獲台灣專利外，其他國家專利也將在日後

陸續公開。」

             世豐螺絲
2022專利螺絲精品上市

橢圓牙 攻複合夾板 平整度：

貫穿 複合夾板 貫穿速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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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車用、電子和機械扣件製造的緯紘精密又有新動作。近

期發表的「V-Tex」木螺絲，正式宣告進軍家用DIY市場領域。由於全
球疫情讓家用DIY扣件的需求大幅成長，加上歐美市場客戶積極想找
到功能和性能表現更加突出的木螺絲產品，緯紘毅然決定拓增新產

品線來服務廣大客戶，並在研發團隊多次測試研究改善下，成功開發

出相較於市售競品在外觀和性能表現上更加優化的「V-Tex」木螺絲。

特殊結構展現優越功能

「V-Tex」木螺絲的外觀與桿體螺牙呈現三處不同構造形成之牙
底徑，牙底徑由大至小分別為圓弧凸肋、桿深和圓弧凹槽，由尾端尖

錐點鑽入後，藉由圓弧凸肋破壞扭斷纖維進而擴張孔徑，並搭配牙峰

的特殊鋸齒來切斷木件纖維，再利用圓弧凹槽增加纖維的容屑空間，

減少鑽鎖阻力，促使木件組裝嚙合緊固，展現優越的功能性，V-Tex可
以說是同時具備切削及快速鑽鎖的硬木螺絲。

「V-Tex」木螺絲三大性能表現

緯紘精密工業
「V-Tex」專利木螺絲

緯紘聯絡人: Sales Dept.     Email: sales@vertexprecision.com.tw

N-m

 kgf

 kgf/mm2

S

低鑽入扭力

在實際使用歐洲硬木的測

試中，「V-Tex」木螺絲相較於
另外3家品牌展現出最小的扭
力，這意謂使用者進行鎖固時

將更加輕鬆。

鑽入時間短

0.72秒內就能完成鎖入，表
現幾乎與測試中的歐洲大廠產

品不分軒輊，使用者能大幅節

省鑽入時間，提升工作效益。

高拉拔力道

在拉拔力和拉力強度的測試中，同樣展現出近似於歐洲大廠產品的優

異表現。螺絲完成鎖固後不會輕易鬆脫，不僅施工便利，也能讓施工效益

最大化。

更好的產品使用體驗

主力市場在歐洲和美國的緯紘相當

重視客戶的需求，為了提供更客戶更好的

品質與服務，除了在製造能力上不斷精進

外，也擅長針對專案產品進行更完整的生

產評估減少生產不良率。幾年前甚至曾因

客戶需求而建造新廠並購置25套一模二車
台來生產車用小螺絲，並希望透過與客戶

共同開發產品的經驗來實現汽車扣件模組

化的接單目標。現階段在龐大的建築家具

扣件需求下，也將進一步延伸產品線，並

強化鎖定歐美加和澳洲等市場。

緯紘表示:「我們希望能為使用者帶來
新的產品體驗，助其更省時省力地在居家

修繕DIY中找到更多的生活樂趣。同時也
會繼續強化專利「V-Tex」木螺絲的研發能
力並依據客戶回饋提升產品功能，希望能

提供更好的價格與服務來支持客戶，與客

戶達到雙贏的完美結果。」



鉮達聯絡人: 邱信禎總經理     Email: falcon.senda@msa.hinet.net

客戶多元需求最強後盾

 鉮鉮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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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製化的非標準品螺絲為主營項目，

同時也能提供三角牙螺絲、自攻螺絲、鑽尾

螺絲、機械螺絲、組合螺絲、屋頂螺絲、鍊

帶螺絲、水泥螺絲、微小螺絲、安全螺絲和

bimetal複合螺絲等常用品項，成立至今14
年以來，鉮達公司不僅提供的產品專精且多

元化，也相當熟稔歐美日等先進市場標準規

範。除了本身有工廠外，也因為相當熟悉台

灣產業鏈的生態和運作，很早就與國內多家

優秀協力廠建立起緊密合作管道，藉由兩方

面彈性的調度和配合，因此有充分的實力和

後盾能滿足不同客戶的產品種類需求，同時

也大幅延伸鉮達所能提供的產品品項。

鉮達邱信禎總經理對此表示:「這個模式具備的彈
性將台灣扣件業的強項完美的呈現給客戶。」

高敏銳度  協助買家跟上市場變化 
鉮達的營運表現自20 08年創立以來不斷進步突

破，去年的成長幅度即使疫情攪局仍達到60%的水平。
除了有實力堅強的協力廠商做最佳後盾外，鉮達嚴謹

的品管機制、具競爭力的價格，更重要的是對洞察市場

變化提前做好彈性和快速因應的能力都讓眾多先進市

場買家刮目相看，進而願意持續採購下單。甚至有一家

配合多年的大型德國經銷商因標準品自攻螺絲和機械

螺絲急單在去年找上鉮達協助解決，充分

顯現鉮達深獲海外客戶肯定能快速解決

問題的實力。

邱總經理表示:「新冠疫情影響了生
活、消費模式、產業、物流、金融等面相，

但鉮達保持敏銳觀察產業供需、海運成

本、資金調配與匯率，即時與客戶溝通討

論，把影響降至最低。例如，在缺料初期，

鉮達就通知熟客線材市場狀況，缺料會造

成交期延久和價格提高，請客戶提早詢

價，避免詢價時才驚覺交期已由原本3個
月變成6-8個月。另外，在海運費高漲且一
櫃難求的艱難時期，即便是FOB的交易條

件，也主動協助找櫃

位給客戶比價。」

根據相關綜合

數據顯示，2021年台
灣扣件出口成長幅

度達到35%左右，全
球扣件市場的需求

仍處於需求大於供

給的發展曲線上，有

望在今年繼續保持

高成長率。身為扣件

市場上品質服務的

模範生之一，邱總表示:「鉮達訓練有素的團隊持續提前部署，

期盼在後疫情時代，思考供需平衡後將已撐大的產能及營運金

做最恰當的運用，把客戶的需求擺在第一順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