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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申請對自中國

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

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反傾銷稅案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傾銷初步調查報告    

                                                                                    

壹壹壹壹、、、、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傾銷初步調查結論    

本案經經濟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貨物對國

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且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復經

本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傾銷情事。本（102）年 7 月 30 日召開之本部

關稅稅率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第 178 次會議，爰決議依平衡稅及反

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對中國

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並應依同

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調查，完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貳貳貳貳、、、、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一一一、、、、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申請人提出申請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

101 年 7 月 17 日檢送申請書及相關資料正式向本部申請對自中國大

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之不銹鋼冷軋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

銷稅。 

二二二二、、、、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經本部前關政司
1
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進行書面

審核後，並經申請人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提供修正申請書後，即依實

施辦法第 8 條規定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邀集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

(下稱貿調會)、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及本部關稅總局等有關機關會商

                                                 
1
因政府組織改造調整， 102 年 1 月 1 日起與前關稅總局合併為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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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否應作成進行調查之議案，俾提交委員會審議，並援例請申請

人列席說明。經會議決議，俟申請人補正部分資料，並經本部前關政

司及貿調會認已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後，將作成議案提交本部委

員會審議。申請人於本年 1 月 21 日補正相關資料，並經審查符合進

行調查之形式要件，爰由本部關務署報請委員會審議。 

三三三三、、、、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本部於本年 2 月 1 日召開委員會第 176 次會議審議，並作成決議：「本

案申請人符合提出申請案之資格，根據其提供之資料顯示，進口涉案

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之合理懷疑，請即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

課徵實施辦法相關規定先行通知各涉案國政府；並於財政部核定後公

告進行調查，並分別通知各涉案國政府、申請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及移請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於完成損害及傾銷初步

調查認定後，根據調查結果，再提請本會審議是否臨時課徵反傾銷

稅」。 

四四四四、、、、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一）貿調會於本年 2 月 27 日公告，自本年 2 月 22 日起進行產業損害

初步調查。嗣因部分利害關係人申請展延問卷填復期限及準備調

查資料之需要，為順利完成調查及認定，該會爰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公告調查期間延長至本年 4 月 22 日，並於本年 3 月 26

日以貿委調字第 10200007251 號函知本案利害關係人延長產業損

害初步認定期間。 

（二）貿調會於本年 4 月 12 日召開第 78 次委員會議審議作成產業損害

初步認定，並經經濟部於本年 4月 17 日以經調字第 10202606440

號函將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本部，內容略以：本

案依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口不銹

鋼冷軋鋼品數量之變化、國內不銹鋼冷軋鋼品市價所受之影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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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不銹鋼冷軋鋼品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場

競爭狀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

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本案如須進行產

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獲

致不同之結論。另根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

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受損害一節，由本案調

查所得相關資料研判，無明顯證據顯示目前國內產業之損害狀況

將有顯著之變化，爰合理推估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

害。 

參參參參、、、、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    

一一一一、、、、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利害關係人    

（一）申請人：本案申請人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唐榮鐵工廠股份有

限公司，係涉案貨物之國內同類貨物（不銹鋼冷軋鋼品 300 系）

生產者，依據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統計，我國 100 及 101 年同

類貨物之總生產量各為 679,211 及 588,232 公噸，申請人於 100

及 101 年合計生產量各為 XXX 及 XXX 公噸，占本案同類貨物國內

總產量達 XX%及 XX%，申請人符合實施辦法第 6條之規定，具產業

代表性。  

（二）涉案貨物產製國及其製造商、出口商及進口商： 

1、涉案國及其製造商、出口商 

(1) 中國大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寶新不銹鋼有

限公司、張家港浦項不銹鋼有限公司、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
、

上海克虜伯不銹鋼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生產商）、

其他製造商及出口商。 

                                                 
2
 101 年 4 月 1日將其不銹鋼事業務獨立為寶鋼不銹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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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韓國：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 (POSCO)、Hyundai BNG 

Steel Co., Ltd. （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生產商）、其他製

造商及出口商。 

2、進口商：裕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彰源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伍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博淳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紅

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舜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鋼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力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裕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昱龍

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所提供之進口商）、曉星股

份有限公司(自行表明為涉案貨物進口商)，及其他進口商。 

二二二二、、、、涉案貨物說明涉案貨物說明涉案貨物說明涉案貨物說明    

（一）貨品名稱及範圍：    300300300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包括鋼捲及鋼板 (SUS 

300 series flat-rolled products of stainless steel, 

cold-rolled《cold-reduced》, whether in coils or sheets)，

主要包括 SUS301、304、304L、316、316L 及 321 等及含其他對應

規格產品。 

（二）所涉貨品分類號列：7219329011、7219329012、7219329019、

7219339011、7219339012、7219339019、7219349011、7219349012、

7219349019、7219359011、7219359012、7219359019、7220209011、

7220209012、7220209019 等 15 項。 

（三）成分及規格：主要化學成分為鐵，另添加矽、錳、鉬、氮、鎳及

鉻等元素。為為為為 300300300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包括所有寬度，，，，而厚度小而厚度小而厚度小而厚度小

於於於於 4.754.754.754.75 公厘者公厘者公厘者公厘者。。。。 

（四）用途：主要供加工處理製成不同之用品，如汽車業之車輪蓋、天

線、排氣管、車輛外製材等，餐廚用具業之流理台、鍋、碗、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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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等，家電業之電腦零組件、液晶顯示器、錄影機等，另運用於

建築裝潢業之門窗、扶手、水塔、電梯等、石化業之儲油槽、輸

油管等、食品業之桶槽、蒸籠等、機械業之馬達、油壓機等，以

及交通業之纜車、貨櫃等。 

肆肆肆肆、、、、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調查程序    

一一一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一）展開反傾銷調查前通知各出口國政府：依據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經委員會審議進行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財政部應於公

告進行調查前，通知輸出國政府或其代表。本部爰於本年 2 月 6

日以台財關字第10210031631號及第1021003163號函分別通知駐

台韓國代表處及中華民國常駐 WTO 代表團，並請後者轉知中國大

陸駐 WTO 代表團，略謂本案將於近日公告進行調查。 

（二）展開反傾銷調查公告及通知利害關係人與出口國政府：本部依本

年 2 月 1 日關稅稅率委員會第 176 次會議決議，於同年 2 月 20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03770 號公告對涉案貨物自即日起進行調

查，復於同日函知利害關係人並通知駐台韓國代表處及我駐 WTO

代表團，另請後者轉知中國大陸駐 WTO 代表團。 

（三）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本部於本年 2 月 20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037704 號函請經濟部就本案國內產業損害部分進行調查。 

二二二二、、、、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情事者，

本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 7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後，作成

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本部係於本年 4 月 18 日接獲貿調會決議本案

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之通知。

依前揭實施辦法規定，原應於本年 6 月 27 日前，將傾銷初步認定結



公開版 

6 
 

果，提交委員會審議，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惟由於中國大陸

及韓國擬配合回答調查問卷出口廠商於調查問卷填復期限屆滿前，

均依規定申請延長填復期限，故本部除予同意外，另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於本年 6 月 17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13321 號公告將本

案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認定期間延長二分之一至本年 8 月 1日止。 

三三三三、、、、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查本案係於本年 2月 20 日公告展開調查，

考量調查資料完整性，爰將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定為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1 年。 

四四四四、、、、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    

（（（（一一一一））））傾銷問卷調查傾銷問卷調查傾銷問卷調查傾銷問卷調查：：：：    

1、指定填答問卷指定填答問卷指定填答問卷指定填答問卷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依實施辦法第 34 條第 2項規定，案件受調查

之國外生產者、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

得選擇合理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

該國最大輸出比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

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額。本案於本年 2 月 20 日公告進行

調查時已知涉案出口商計 7家，本部並於公告中述明其他未列為調

查對象之製造商、出口商或進口商，得於公告發布後 20 日內以書

面向本部表明身分進行調查，惟無其他廠商於期限內申請調查。經

本部初步比對海關進口資料結果，得知本案涉案廠商及出口商中國

大陸計 62 家、韓國 15 家，合計達 77 家之多，爰就國外涉案廠商

進行選樣，以涉案國出口量排名較前，或列名於申請人提供之涉案

貨物生產商名單者，作為本案主要調查對象。綜上，本部共選擇 9

家涉案出口廠商作為調查對象，分別為中國大陸 5 家、及韓國 4家
3
。 

                                                 
3 Hyundai Steel Company 於 102 年 5 月 3 日主動申請列為本案之調查對象，經本部於 5月 8日函寄反傾銷問卷，惟

未獲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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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寄發調查問卷寄發調查問卷寄發調查問卷寄發調查問卷：本部於本年 4月 18 日接獲經濟部通知產業損害初

步調查結果後，即於本年 4 月 22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21008654 號函

寄發反傾銷調查問卷給前述 9家經選定之製造商及出口商，並請其

於本年 5 月 15 日前回復出口商之公司基本資料（問卷 A 部分），

另於本年5月31日前填復銷售涉案貨物之交易資料與證明文件（問

卷 B 至 E 部分）。俟因各該廠商均申請將填復問卷期限展延，本部

遂依實施辦法第 19 條規定，同意將問卷 A 部分填復期限展延至本

年 5 月 31 日及問卷 B 至 E 部分填復期限展延至本年 6 月 7 日及 6

月 10 日。 

3333、、、、自行填答調查自行填答調查自行填答調查自行填答調查問卷問卷問卷問卷：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

公司自行填答問卷。 

（（（（二二二二）））） 各國涉案廠商問卷回復情形各國涉案廠商問卷回復情形各國涉案廠商問卷回復情形各國涉案廠商問卷回復情形：：：：    

1、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依限回復依限回復依限回復依限回復：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

有限公司（山西太鋼子公司，亦為涉案貨物生產廠商，另行答卷）

完整回復；另原指定填答問卷之上海克虜伯不銹鋼有限公司（申

請人提供之出口廠商）表示未於調查期間出口涉案貨物至臺灣。 

未回復未回復未回復未回復：寧波寶新不銹鋼有限公司、張家港浦項不銹鋼有限公司、

寶鋼不銹鋼有限公司。 

2222、、、、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依限回復依限回復依限回復依限回復：：：：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未回復未回復未回復未回復：：：：    XX、XX 及 XX 等 3家均為 POSCO 之出口貿易商。    

五五五五、、、、相關資料查核相關資料查核相關資料查核相關資料查核：：：：為蒐集涉案國之國內涉案貨物價格資料，本部關務

署於本年 4 月 30 日以台關綜字第 1021009376 號函請駐韓國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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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組協助蒐集涉案貨物在調查期間內於駐在國本地市場之零售及

躉售價格等資料，經該單位於本年 5 月 24 日回復協查資料在案。    

伍伍伍伍、、、、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        

一一一一、、、、傾銷傾銷傾銷傾銷初步初步初步初步認定之法令依據認定之法令依據認定之法令依據認定之法令依據    

（一）傾銷差額之計算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傾銷差額以

輸入我國之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算之。同條第 2 項規定，

輸入我國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得以加權平均輸入我國價格

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或以逐筆比對方式就輸入我國價格與

正常價格比較；如因不同買主、地區或時點而呈現鉅大價差者，

得以逐筆輸入我國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又依實施辦法

第 33 條規定，傾銷差額之計算，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輸入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應基於相同之交易層次及儘可

能同一交易時間為之。 

2、就進口貨物之物理特性、稅賦、規費、交易折扣、交易之層次、

時間、數量、條件及其他影響價格之因素調整其差異。 

（二）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處理 

1、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產製國或輸出國為非市場經濟

國家者，得以市場經濟第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或推算價格，或該

第三國輸往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或我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為正常

價格。如無法決定時，得以其他合理基礎推算之。本部前於 95 年

5 月 29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 號公告將中國大陸列為非市

場經濟國家，並述明本部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案貨物，辦理反

傾銷調查時，將依據內需市場規模及社經發展程度等原則，選擇

適當之市場經濟國家，作為替代第三國，並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

第 5 項規定，核定中國大陸相關廠商之正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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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前揭公告之非市場經濟國家認定標準，本案中國大陸回復調

查問卷廠商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西太鋼)、天津

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下稱太鋼天管)等 2 家製造商均提供相

關佐證資料。至於上海克虜伯表示未對我國出口涉案貨物，爰不

予檢視該公司是否符合市場經濟標準。而山西太鋼與其關聯廠商

太鋼天管均於問卷中主張彼等在貨幣兌換自由程度、勞方向資方

協商工資之自由程度、政府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程度、外商合資

或投資當地國之限制程度、政府控制資源分配程度、企業訂價及

產出決定程度、企業營運受法律保障程度等面向均可認已達市場

經濟標準，而是否參照歐盟將中國大陸視為「特別市場經濟制度」，

個案決定個別廠商是否具備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treatment；MET）或給予個別待遇（Individual treatment；IT）

之作法，基於多年來中國大陸鋼鐵產量穩居全球第一，2012 年鋼

鐵產量佔全球 46%
4
，且前十大鋼鐵廠中有 9 家為國家持有，顯示

鋼鐵業為中國大陸重點產業
5
，而依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之年報及

融資說明等資料，顯示該等公司均屬國有企業，其最終控制人均

為山西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可合理懷疑政府於該等公司

之營運，包括對涉案貨物之成本或定價決策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力，

則該等公司市場經濟之主張是否成立，須另透過實地查核相關資

料予以確認。因此本部決定於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階段暫不承認

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市場經濟地位，亦即不以彼等所提供之生產

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而以替代第三國可資比

較之銷售或推算價格為正常價格。但基於該等公司積極配合填復

                                                 
4
 依據國際鋼鐵協會 2013 世界鋼鐵統計數據之各國粗鋼產量得之。 

5
 有關鋼鐵業對中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性說明，請併參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1年”鋼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及中國

鋼鐵工業協會秘書長張長富於2012年7月19日在“鋼鐵與生命週期評估”研討會上的講話 —鋼鐵行業在未來中國經

濟發展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he Iron& Steel Industry in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http:// 

www.worldst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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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且填答完整，本部仍個別計算其傾銷差額。 

3、替代第三國：申請人主張以泰國為中國大陸替代第三國，惟考量

其不銹鋼市場規模甚小且僅有 1 家生產涉案貨物之廠商，經參酌

涉案廠商山西太鋼陳述及其提供之獨立機構 CRU 統計等資料，考

量內需市場規模與鋼鐵產業發展程度等因素，韓國鋼鐵產業發展

更具規模，市場競爭程度更為充分且技術生產工藝與大陸鋼鐵產

業較泰國與中國大陸相近。另查世界鋼鐵協會發布之 2013 世界鋼

鐵統計數據，韓國亦為世界上主要鋼鐵出口國，2012 年產量位居

全世界第6名，遠較泰國產量為大。又以鋼鐵表觀消費量(Apparent 

Steel Use)及不銹鋼冷軋鋼品表觀消費量(Apparent Consumption)

來計，韓國與中國大陸較相近。又本案涉案國家亦包含韓國，其

相關產品銷售及成本資料得於調查中取得，應最具代表性，爰決

定以韓國作為本案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 

   案經函請我國駐韓國代表處本年 5 月協查結果，並無相關鋼鐵公

會統計之涉案貨物價格資料，僅得韓國物價協會公布之涉案貨物

於韓國各地每月價格資料。惟經對照申請人提供之 POSCO 調查期

間每月公布之內銷售價，與韓國物價協會公布之售價有極大幅度

差異，又再與申請人提供之英國 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

公布之2012年韓國國內市場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逐月基價相較，

韓國物價協會公布之涉案貨物價格甚至高於所有國家生產同類貨

物中售價最高之價格，且 2012 年有連續 10 個月期間各鋼種售價

完全無變動情形，因此該協會公布之價格恐缺乏權威，如據以作

為中國大陸國內價格之計算基礎，尚非妥適。綜上，本部決定參

考申請人提供長期統計主要市場之不銹鋼品價格的國際權威期刊，

即英國之「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所公布之 2012 年韓

國國內市場 300 系不銹鋼冷軋鋼品之價格資料（僅列 304、316 鋼

種），作為中國大陸所有涉案貨物生產廠商國內正常價格之計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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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二二二二、、、、中國大陸及韓國之傾銷認定之依據中國大陸及韓國之傾銷認定之依據中國大陸及韓國之傾銷認定之依據中國大陸及韓國之傾銷認定之依據    

本案依據各涉案廠商是否填復問卷及填復內容之採認與否，分別核

算個別廠商及其他廠商之傾銷差率，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計算單位統一為：：：：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公噸公噸公噸公噸。。。。                                               

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依限回復問卷之涉案廠商中，僅山西太鋼、太鋼天管 2家廠商完整填

復問卷。另承前述，本部暫不予承認該 2 家廠商之市場經濟地位，採

替代第三國韓國之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山西太鋼

與太鋼天管問卷完整填復且屬關聯公司，爰個別計算差率後再依銷售

比重加權計算二者共同適用之單一傾銷差率。依我海關進口資料顯示，

中國大陸涉案貨物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出口至臺灣者以304鋼種為

最大宗，約佔 XX%、其次為 316 鋼種佔 XX%，至 301 銷量甚微，又參

據涉案廠商提供銷售價格表顯示 301 基礎報價與 304 相近，且非屬主

要銷售鋼種，爰併入 304 計算傾銷差率。考量上述涉案貨物價格受到

原料鎳價格波動影響，致其各季度價格差異變動大，又涉案貨物厚薄

程度影響產品定價甚鉅，爰選定 304、316 等 2 鋼種並納入厚度加價

因素，採按季比較方式作為個別廠商計算傾銷差率之出口價格及正常

價格之核算基礎。 

茲將山西太鋼、太鋼天管及其他涉案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

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1111、、、、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如前述本案本部選擇韓國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即以 MEPS 



公開版 

12 
 

Stainless Steel Review 公布之 2012 年韓國國內市場 300 系不銹鋼

冷軋鋼品逐月基價
6
，分 304 及 316 鋼種兩個規格，同時視涉案貨物厚

度決定是否加價。經以申請人提供之 2012 年 POSCO 涉案貨物厚度加

價表，算得涉案貨物之平均厚度加價為每公噸 XX 美元
7
。以鋼種納入

厚度加價後，分季計算作為中國大陸廠商正常價格之依據，調查期間

304 鋼種各季平均價格分別為每公噸 XX、XX、XX、XX 美元，316 鋼種

各季平均價格分別為每公噸 XX、XX、XX、XX 美元。 

((((2222))))    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太鋼於調查期間除直接銷售外，亦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涉案貨

物至中華民國，共計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料，並主張將內陸運費、

港雜費和銀行費用，及 CIF 交易條件下之海運費、海運保險費等列

為調整項目。本部並將山西太鋼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層次差價列為

調整項目。 

由於山西太鋼完整填復各問卷，屬合作廠商，故該公司提供之調整

項目資料，本部暫予採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憑證。完成上

述調整後，涉案貨物出廠層次之各季平均出口價格：304 鋼種每公噸

XX、XX、XX、XX 美元，316 鋼種每公噸 XX、XX、XX、XX 美元。 

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太鋼天管於調查期間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涉案貨物至中華民國，共

計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料，並主張將港雜費、銀行費用及 CIF 交易

條件下之海運費、海運保險費等列為調整項目。本部並將太鋼天管

                                                 
6
 該基價係統計一般標準厚度 2mm 之冷軋不銹鋼板出廠價格(ex mill)。 

7
參酌申請人申請書所述及涉案廠商提供涉案貨物定價表等相關資料，涉案貨物厚度加價為越薄加價幅度越大(2.0mm

為標準厚度未有加價，厚度超過 2mm 者原則上不加價，而係視個案寬度決定厚度加價)，不同鋼種之厚度加價金額相

同。依據海關進口資料顯示，涉案貨物各種厚度之產品皆有進口，惟因無法一一細分就每個厚度進行比較，爰參酌申

請人提供之厚度加價表計算平均每公噸厚度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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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關聯出口商銷售層次差價列為調整項目。 

因太鋼天管亦為合作廠商，故所提供之調整項目資料，本部暫予採

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憑證。查太鋼天管於調查期間對臺灣

出口 304 鋼種產品，並發生於第 X 季。調整至出廠層次之 304 鋼種

出口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3333))))個別個別個別個別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將調整後之各鋼種各季之出口價格與正常價格相較，據以算出各規

格傾銷差率分別為 304 鋼種 XX%、316 鋼種 XX%。再依各規格之全年

進口重量比率（分別為 304 鋼種 XX%、316 鋼種 XX%），加權平均計算，

其傾銷差率為 XX％ 如下表。    

山西

太鋼 
鋼種 

2012 年 

季別 

各季 

傾銷差率 

各 季 進

口比率 
傾銷差率 進口量比率 

依進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率 

規格 

304 

1 XX% XX% 

XX% XX% 

XX% 

2 XX% XX% 

3 XX% XX% 

4 XX% XX% 

316 

1 XX% XX% 

XX% XX% 
2 XX% XX% 

3 XX% XX% 

4 XX% XX% 

    

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天津太鋼天管不銹鋼有限公司    

將調整後每季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據以算出各季傾銷差率，

再依各季進口量加權平均計算，傾銷差率為 XX％ 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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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鋼 

天管 
鋼種 

2012 年 

季別 
各季傾銷差率 

各季 

進口比率 
傾銷差率 

規格 304 

1 XX% XX% 

XX% 
2 XX% XX% 

3 XX% XX% 

4 XX% XX% 

((((4444))))合併合併合併合併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計算之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及太鋼天管為關聯廠商，爰以其傾銷差率及進口量比率，

合併計算加權平均傾銷差率為 20202020....55552%2%2%2%，如下表。 

公司名稱 
進口量 

(公噸) 
進口量比率 個別傾銷差率 

加權平均

傾銷差率 

山西太鋼 XX XX% XX% 
20.52% 

太鋼天管 XX XX% XX% 

   

因本案尚需進行有無傾銷之最後調查，故以上廠商提供之外銷交易及

相關調整項目資料，以及市場經濟地位之認定，不排除依實地查核結

果或其他新事證，而調整傾銷差率或作成不同結論。 

 

2222、、、、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    

除配合調查之以上 2 家關聯廠商予以個別計算，並經加權平均獲得

單一傾銷差率外，中國大陸未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及其他未表明身

分申請調查之廠商則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得資料進行

審查及計算傾銷差率。結果如下： 

（（（（1111））））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同前參採英國之 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 所

公布之2012年韓國國內市場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之逐月出廠價格

平均值並加上平均厚度加價後作為正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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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721932、721933、

721934、721935 及 722020、722090、721990 等）並排除山西太鋼、

太鋼天管及非涉案貨物交易資料，經得出 CIF 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另依據已得資料（申請人申請書附件）調整扣除每公噸海運費 XX 美

元、海運保險費 XX 美元、內陸運費 XX 美元、報關費 XX 美元及裝卸

及裝櫃費用 XX 美元，計算出廠階段出口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2222））））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與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

率為 45.96％ 如下表。 

 CIF 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其他廠商其他廠商其他廠商其他廠商 
XX XX XX XX 45454545....96969696％％％％    

    

（（（（二二二二））））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依據我國海關資料，韓國涉案生產商及出口商共計 15 家，經本部原

選定調查對象計4家，分別為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POSCO)

及 POSCO 之 3 家出口貿易商。另本部於寄發前述 4 家調查問卷後，

Hyundai Steel Company 主動申請列為本案之調查對象，爰總計寄發

調查問卷予以上 5 家。問卷回復情形如前述，僅 POSCO 一家依限回復

調查問卷，未回復之 3家經查均為 POSCO 之出口貿易商；而 Hyundai 

Steel Company 至終未回復問卷，爰未個別計算傾銷差率。 

茲將韓國涉案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

下： 

1111、、、、POSCOPOSCOPOSCOPO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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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CO 為世界前幾大鋼鐵公司，該公司 2012 年出口涉案貨物至臺灣

之數量，占韓國出口我國涉案貨物總量之 98％。 

（（（（1111））））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POSCO 經由關聯貿易商及非關聯貿易商二種銷售管道，出口涉案貨物

至我國。其問卷共計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料。POSCO 出口涉案貨物

至臺灣之鋼種除少量之 301 鋼種產品（占進口總數之 XX％）外，其

餘均為 304 鋼種產品（占進口總數之 XX％）。本案依據 POSCO 提供之

出口臺灣銷售資料，先分別計算 304 及 301 產品之每公噸 CIF 價格，

並扣除每公噸海運費、及海運保險費，計算出每公噸 FOB 價格。POSCO

並主張將內陸運費、裝卸費用、信貸費用、保證費用及包裝成本等列

為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計算與佐證資料。由於 POSCO 依

限填復問卷屬合作廠商，故其提供之出口交易及調整項目價格資料，

本部暫予採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其真實性及正確性。完成上述調

整後之出廠層次出口價格分別為 304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及 301 鋼種

每公噸 XX 美元。 

（（（（2222））））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POSCO 經由關聯及非關聯經銷商銷售管道內銷涉案貨物。其問卷共計

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料。承前述，POSCO 出口涉案貨物至我國之鋼

種計有 301 及 304 產品。惟 POSCO 提供之內銷交易除含 304 及 301

資料外，尚含 XX、XX 等較高單價鋼種產品，另參據該公司 300 系各

產品代碼之單位 cost of production(COP)及各鋼種產品製成內容、

特徵及用途等，考量出口及內銷相同涉案產品之公平比較，爰以 304

及 301 鋼種為比較基礎。另於計算正常價格前，依據實施辦法第 28

條暨 WTO 反傾銷協定第 2 條規定，先行確認屬於通常貿易過程之內銷

交易範圍。案經排除 POSCO 與關聯公司間非屬通常貿易過程之交易，

及依前述規定計算並排除低於成本銷售交易後，計算得出 304 及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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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每公噸正常價格。內銷方面，POSCO 主張將內陸運費、裝卸費

用、倉棧費用、信貸費用、保證費用、包裝成本及出口退稅等列為調

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計算結果與佐證資料，本部先暫予採

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其真實性及正確性。調整後之正常價格分別

為 304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及 301 鋼種每公噸 XX 美元。 

（（（（3333））））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將分別調整至出廠階段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比

較，據以初步核算 304 及 301 之單位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再依 304

及 301 之全年進口比率（分別為 XX％及 XX％），依進口量加權平均計

算每公噸傾銷差率為 27.2627.2627.2627.26％％％％如下表。 

POSCOPOSCOPOSCOPOSCO 
涉案產品

鋼種 

出口 

價格 

正常 

價格 

CIF 

價格 
進口量 

進口比

率（加權

比重） 

依進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額 

依進口

量加權

平均傾

銷差率 

規格 
304 XX XX XX XX XX％ 

XX 27.26％ 
301    XX XX XX XX XX％    

 

POSCO 回復問卷之生產、價格資料及相關調整項目資料，本部雖暫採

認，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惟不排除依實地查核結果或其他新事證，

而調整計算結果，乃至於變更傾銷差率。    

2222、、、、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韓國其他廠商：：：：    

本案韓國僅 POSCO 一家回答問卷，爰其餘未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及

其他未表明身分申請調查之廠商則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已得

資料進行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如下: 

（（（（1111））））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721932、721933、

721934、721935 及 722020、722090、721990 等）並排除 POSCO 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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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貨物交易資料，經核算後計得 CIF 價格 XX 美元；另依據已得資

料（申請人申請書附件）調整扣除每公噸海運費 XX 美元、保險費 XX

美元、港雜費 XX 美元及內陸運費 XX 美元，計算出口價格每公噸 XX

美元。    

（（（（2222））））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    

韓國其他廠商正常價格之計算，係依據已得資料即申請人提供之英國

MEPS Stainless Steel Review 公布之 2012 年韓國國內市場 300 系

不銹鋼冷軋鋼品之逐月出廠價格統計資料為計算基礎，並計得正常價

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另本案考量涉案貨物之一般國內售價，係按不

同厚度予以不同之加價，爰依據已得資料計算涉案貨物之平均厚度加

價為每公噸 XX 美元。又前述正常價格因已為出廠價格，故毋須再作

其他項目之費用調整，經加計厚度平均加價 XX 美元後，核算正常價

格為 XX 美元。   

（（（（3333））））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

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46.02％ 如下表。 

 CIF 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韓國其他韓國其他韓國其他韓國其他

廠商廠商廠商廠商 
XX XX XX XX 46464646....02020202％％％％    

 

  註：本案各國匯率之換算係依據我國中央銀行公告匯率。 

陸陸陸陸、、、、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一一一一、、、、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依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

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經初步認定有傾銷情事，且損害我國產

業之案件，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財政部於會



公開版 

19 
 

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惟臨時課徵反

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 60 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最長為 4

個月。 

二二二二、、、、傾銷初步調查認定結果傾銷初步調查認定結果傾銷初步調查認定結果傾銷初步調查認定結果 

中國大陸及韓國涉案廠商均有傾銷情事。 

三三三三、、、、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    

經濟部根據貿易調查委員會所作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調查報告，

於本年4月17日以經調字第10202606440號函通知本部，摘要如下： 

（一）產業損害初步調查結果，業經本年 4月 12 日該部貿易調查委員會

第 78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二）有關我國不銹鋼冷軋鋼品產業損害情形，初步調查發現：「本案依

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大陸及韓國產製進不銹鋼冷軋

鋼品數量之變化、國內不銹鋼冷軋鋼品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內不

銹鋼冷軋鋼品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場競爭狀

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

傾銷進口貨物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本案如須進行產業損害

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獲致不同

之結論。」 

（三）根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

受損害一節，由本案調查所得相關資料研判，無明顯證據顯示目

前國內產業之損害狀況將有顯著之變化，爰合理推估我國產業在

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 

綜上，本案涉案貨物經傾銷初步調查認定中國大陸及韓國涉案廠商均

有傾銷情事，復經經濟部認定涉案傾銷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且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應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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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本案後續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依據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本部應繼續對有無傾銷事實進行最後調

查，並於初步認定之翌日起 6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以完成有無傾

銷之最後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