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章

程及會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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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名 負責人/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住址/email 

001 
二清棉織廠有

限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2 三葉棉織廠 
廖○○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3 
千元棉織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許○○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4 昇隆紡織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5 元維棉織廠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6 台光企業社 
李○○ 
曾○○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7 俊昌企業社 沈○○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8 永紡棉織行 
廖○○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9                                                                                                                                                                                                                                                                                                                                                                                                                                                                                                                                                                                                                                                                                                                                                                                                                                                                                                                                                                                                                                                                                                                                                                                                                                                                                                                                                                                                                                                                                                                                                                                                                                                                                                                                                                                                                                                                                                                                                                                                                                                                                                                                                                                                                                                                                                                                                                                                                                                                                                               龍浩有限公司 洪○○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0 尾園紡織廠 
林○○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1 
協明棉織有限

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2 東發織造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3 
建瑋棉織有限

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4 美源紡織廠 
王○○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5 茂原行 
陳○○ 
廖○○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6 恒裕企業社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7 晉暉棉織廠 蘇○○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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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偉榮棉織廠 
蔡○○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9 豐成織造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0 喜帥棉織廠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1 
進利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2 
盈宏織造有限

公司 
楊○○ 
蔡○○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3 
慶豐祭祀用品

有限公司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4 裕祥棉織廠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5 詮益棉織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6 嘉輝棉織廠 謝○○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7 榮輝織造廠 
周○○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8 興隆紡織廠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9 茂泰企業社 古○○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0 充穎紡織廠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1 士典織造廠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2 達興織造廠 
黃○○○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3 嘉常企業社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4 合懋紡織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5 全益織造廠 
李○○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6 
永鵬棉織廠股

份有限公司 
巫○○○ 
巫○○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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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東浩企業社 
洪○○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8 
好家庭毛巾股

份有限公司 
曾○○ 
張○○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9 伯凱企業社 
吳○○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0 
冠軍毛巾股份

有限公司 
鄭○○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1 
葦騏企業有限

公司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2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3 
復桂企業有限

公司 
邱○○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4 
進興大盤大毛

巾集團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5 三大織造廠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6 
奇欣棉織品有

限公司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7 東泰企業社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8 宏祥印花廠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9 
冠傑達國際有

限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0 家樂印花廠 顧○○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1 
麗馳網版印花

股份有限公司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2 台棉行 賴○○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3 德豐企業社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4 明統企業社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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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東億企業社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6 鴻鑫企業社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7 
益得棉織有限

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8 佳蒂企業社 許○○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9 廣泰藝線社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0 
台製興業有限

公司 
魏○○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1 
北港紗布股份

有限公司 
王○○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2 
千鋒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3 順安企業社 呂○○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4 
葦慶興業有限

公司 
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5 
欣虹織造股份

有限公司 
白○○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6 
福維棉織工業

有限公司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7 
永達昌股份有

限公司 
郭○○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8 
新妮織造有限

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9 
國弘企業有限

公司 
詹○○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0 昌和毛巾工廠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1 
金磚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鄭○○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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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齊美商標有限

公司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3 
宜合印刷彩藝

社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4 
台灣日用織品

股份有限公司 
張○ 
洪○○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5 
台灣毛巾企業

有限公司 
王○○ 
紀○○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6 
丹富貿易有限

公司 
游○○ 
游○○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7 
泰爾富國際事

業 
有限公司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8 三本企業社 鄭○○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9 
恒昌精品百貨

有限公司 
廖○○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0 
福祿紡織帆布

漂染股份有限

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1 
維有棉織工業

有限公司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2 雁美毛巾行 
顏○○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3 
丸一企業有限

公司 
林○○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4 
大億毛巾企業

有限公司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5 富樂實業股份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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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086 
泓棨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邱○○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7 錦美棉織廠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8 皓偉棉織廠 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附件二 

毛巾協會第五屆第一次臨時會員

大會會議紀錄 

  











 
 

附件三 

會員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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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名 負責人/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住址/email 

001 
二清棉織廠有

限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2 三葉棉織廠 
廖○○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3 
千元棉織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許○○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5 元維棉織廠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6 台光企業社 
李○○ 
曾○○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8 永紡棉織行 
廖○○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09                                                                                                                                                                                                                                                                                                                                                                                                                                                                                                                                                                                                                                                                                                                                                                                                                                                                                                                                                                                                                                                                                                                                                                                                                                                                                                                                                                                                                                                                                                                                                                                                                                                                                                                                                                                                                                                                                                                                                                                                                                                                                                                                                                                                                                                                                                                                                                                                                                                                                                               龍浩有限公司 洪○○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0 尾園紡織廠 
林○○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1 
協明棉織有限

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2 東發織造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3 
建瑋棉織有限

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4 美源紡織廠 
王○○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5 茂原行 
陳○○ 
廖○○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6 恒裕企業社 李○○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18 偉榮棉織廠 
蔡○○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1 進利實業股份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同意書格式附於本附件最後一頁，為保護同意人個資，以下表方式揭露同意人部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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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024 裕祥棉織廠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6 嘉輝棉織廠 謝○○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7 榮輝織造廠 
周○○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28 興隆紡織廠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0 充穎紡織廠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2 達興織造廠 
黃○○○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4 合懋紡織廠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5 全益織造廠 
李○○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6 
永鵬棉織廠股

份有限公司 
巫○○○ 
巫○○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7 東浩企業社 
洪○○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8 
好家庭毛巾股

份有限公司 
曾○○ 
張○○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39 伯凱企業社 
吳○○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1 
葦騏企業有限

公司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48 宏祥印花廠 王○○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0 家樂印花廠 顧○○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1 
麗馳網版印花

股份有限公司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5 東億企業社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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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 
益得棉織有限

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8 佳蒂企業社 許○○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59 廣泰藝線社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3 順安企業社 呂○○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5 
欣虹織造股份

有限公司 
白○○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66 
福維棉織工業

有限公司 
黃○○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4 
台灣日用織品

股份有限公司 
張○ 
洪○○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5 
台灣毛巾企業

有限公司 
王○○ 
紀○○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6 
丹富貿易有限

公司 
游○○ 
游○○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78 三本企業社 鄭○○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0 
福祿紡織帆布

漂染股份有限

公司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2 雁美毛巾行 
顏○○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3 
丸一企業有限

公司 
林○○ 
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4 
大億毛巾企業

有限公司 
林○○ 
林○○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6 
泓棨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邱○○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7 錦美棉織廠 吳○○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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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協會會員 
N001 協發漿織有限

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N002 龍信紡織股份

有限公司 
周○○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088 皓偉棉織廠 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同  意  書 
 

本公司茲同意，由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

向財政部及經濟部提出「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毛

巾產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之申請書」。鑑於中國

大陸之傾銷進口仍對本公司有損害之虞，認為有

繼續課徵之必要，支持本案之申請。 

 

同意人:                      (公司名)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傳真: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日 



 
 

附件四 

美國行政措施說明 

  







 
 

附件五 

土耳其及中國大陸出口相關費用 

估價單 

  





 
 

附件六 

出口相關費用工作底稿 

  



一、自土耳其至我國海運、保險等相關費用

（一）海運及通關費用

項目 海運費 吊櫃費 安檢費 港口雜費文件費 報關費 總計

歐元 193 17 11 55 70

美元 1000 215.00 18.94 12.25 61.27 77.98 1385.44

歐元對美元匯率，以2016年5月24日1歐元兌1.114美元計，請見附件七。

（二）保險費

保險費＝出貨金額×1.1×0.1%

二、自中國大陸至我國海運、保險等相關費用

（一）海運及通關費用

項目 海運費 吊櫃費 燃油附加費 空櫃費 文件費 報關費 總計

人民幣 1230 2400 620 450 450

美元 100 187.88 366.59 94.70 68.74 68.74 886.64

（二）保險費

保險費＝出貨金額×1.1×0.1%

以每櫃（40呎高櫃）可裝載7,000公斤毛巾推算，海運及通關的平均費用為每公

斤0.198美元（＝1385.44/7000）。

出貨金額為到岸價格（CIF）每公斤13.407美元，保險費為每公斤0.015美元（

=13.407*1.1*0.1%）

2016年5月24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5468元，請見

附件八。

以每櫃（40呎高櫃）可裝載7,000公斤毛巾推算，海運及通關的平均費用為每公

斤0.127美元（＝886.64/7000）。

出貨金額為到岸價格（CIF）每公斤10.262美元，保險費為每公斤0.011美元（

=10.262*1.1*0.1%）



 
 

附件七 

歐元對美元貨幣匯率 

2016 年 5月 1 日至 30 日 

  



2016/5/31 歐元對美元30天圖表  貨幣匯率

http://tw.exchangerates.org/history/USD/EUR/G/30 1/2

()

貨幣匯率 () /  歐元 (CURRENTRATES/E/EUR) / 歷史匯率圖形

美元 (USD)到1 歐元 (EUR)

最小 = 1.1112 (5月27日) 平均 = 1.1304 最大 = 1.1528 (5月2日)

下面的圖形顯示了美元 (USD)和歐元 (EUR) 的歷史匯率，時間在2016/5/1和2016/5/30之間

美元 (USD)到1 歐元 (EUR)

05月2日
05月4日

05月6日
05月8日

05月10日
05月12日

05月14日
05月16日

05月18日
05月20日

05月22日
05月24日

05月26日
05月28日

05月30日
1.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星期二, 05月24日, 2016
● 1.114075

圖形顯示了美元和歐元之間的歷史交易匯率。如果您需要畫圖歐元與其它貨幣的歷史交易匯率，請在下面的列表中做
出選擇：

 選取貨幣

搜尋...

 貨幣換算器

1

數量：

從：

歐元 (EUR) ▼

(converter.aspx)

EXCHANGE-RATES.ORG 
()

查看選項

http://tw.exchange-rates.org/
http://tw.exchange-rates.org/
http://tw.exchange-rates.org/currentRates/E/EUR
http://tw.exchange-rates.org/converter.aspx
http://tw.exchange-rates.org/


2016/5/31 歐元對美元30天圖表  貨幣匯率

http://tw.exchangerates.org/history/USD/EUR/G/30 2/2

轉換

到：

美元 (USD) ▼

點擊查看更多貨幣  (converter)

 主要世界貨幣

 貨幣按地區排序

Privacy (Privacy.aspx)

Exchange-Rates.org © 2016 MBH Media, Inc.
Market data by Xignite (http://www.xignite.com)

()

http://tw.exchange-rates.org/converter
http://tw.exchange-rates.org/Privacy.aspx
http://www.xignite.com/
http://tw.exchange-rat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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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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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我國毛巾產業現況與展望報告 

  



 

 

我國毛巾產業現況與展望 

金屬中心 產業研究組 劉一郎 
出版日期：2010.09.31 

我國的毛巾工業於光復後由上海及濟南等地的紡織商人引進生產技術，並設

立工廠生產。1960 年代在政府大力推動紡織工業下逐步成長，外銷地區高達 59 個

國家，當時國內曾發展出極具特色的「北三花、南三環」兩大品牌。1970 年代響

應家庭即工廠政策，中小型衛星工廠相繼成立，雲林毛巾產業聚落蓬勃發展，也

同時孕育出 1980~1990 年毛巾黃金十年，當時不但外銷暢旺、國內需求也大幅成

長，產量供不應求，1989 年外銷值達 22 億歷史高峰，產值也隨之於 1992 登頂達

34 億元，主要廠商為保長、中大及廣豐。1990 年後台幣升值、勞工短缺，加上新

興工業國家及中國紡織工業的快速發展，越南或中國走私進口低價產品充斥國內

市場，雲林當地聚落小廠原本倚賴大廠 OEM 訂單，在大廠紛紛外移至中國或東南

亞等地區後，面臨無單可皆的窘境，1990～2000 年台製毛巾產值如座雲霄飛車由

34 億迅速下滑至 10 億元。 
2000 年後台灣加入 WTO 並開放大陸毛巾進口成為壓垮產業的最後一根稻

草，2006 年產值再由 10 億下探至 3 億，當時廠商整體開工率僅 3 成，政府為提供

業者一個舒緩發展的時間與環境，通過廠商提出的貿易救濟措施對中國大陸毛巾

反傾銷稅，除 6 家配合調查公司價格具結外，其餘中國毛巾業者進口均課 204.1%
的反傾銷稅，課徵期間至 2011 年 5 月 31 日。當年政府也將毛巾列為艱困產業，

推動「毛巾產業振興計畫」及「毛巾產業輔導計畫」，以建立品牌標章、政府採購、

加強查緝、設立觀光工廠等措施協助業者。根據紡研所 2009 年調查國內現有廠商

70～80 家，員工約 600 人，平均開工率已回升至 7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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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期大陸興起與金融風暴期快速發展期萌芽期

34億

2000年後

• 加入WTO，2002年開放大陸
毛市進口後，2006年產值跌
至3億，開工率僅3成，成為
壓垮產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 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

，外銷訂單轉至未開發國家
，廠商出口競爭壓力增大

• 2006年通過對中國大陸毛巾
反傾銷稅；政府推動產業輔
導措施，提供業者一個舒緩

發展的時間與環境
• 2008年經濟部輔導成立第一
家「毛巾觀光工廠」

1990年代

• 台幣及生產成本巨幅
上揚、廠商不斷外移

• 越南製和大陸製毛巾
利用走私或第三地轉
口進入台灣，台製毛

巾產值頻頻下滑
• 爆發亞洲金融風暴

1980後期~1990初期

• 毛巾產業全盛時期，
不但外銷暢旺、國內
需求也大幅成長，產
量供不應求，1989
年外銷值22億為歷

史高點
4億

1980年代初期

•響應家庭即工廠政策
，中小型衛星工廠相
繼成立，雲林毛巾產
業聚落蓬勃發展

 
圖 1  毛巾業發展歷程 



 

 

產業現況 
（一） 反傾銷稅抑制進口舒緩產業競爭 

1980 年代早期台灣毛巾廠商出口比例高達 9 成以上，絕大部分是滿足海外市

場需求，廠商改以大陸為加工出口基地後，留在國內的產線只能生產內需利基產

品，出口比重降至一成以下，2009 年出口值僅 4 千萬元，中國及日本約佔 8 成。

2006 年對中國毛巾課徵反傾銷稅後，由於預期越南也將列為傾銷稅課徵對象，進

口商不但轉向越南採購且大量囤積，投機及預期心理使得越南毛巾取代中國大量

流入國內，1 年內進口毛巾成長增加 2 億，在政府強化進口管理與輔導之後，越南

毛巾近 3 年進口減少 47％，中國則減少 13％。進口大幅減少，國人使用國產毛巾

增加，整體產值從 3 億元歷史低點逐漸復甦，2009 年規模約 4.3 億元較 2007 年增

加四成。  

表 1  2005～2009 年我國毛巾市場供需分析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產值  4.4 3 3.1 4.4 4.3 

出口值 0.2 0.2 0.2 0.4 0.4 

進口值  3.7 5.3 7.3 6.4 4.5 

國內需求  7.8 8.1 10.2 10.4 8.4 

進口依存度 47.1% 65.5% 71.4% 61.5% 53.5% 
資料來源：工業生產統計 /海關進出口統計 /金屬中心產研組整理  

（二） 價值鏈優勢弱化 

根據實地訪廠調查發現，虎尾地區毛巾廠商從原料、整經漿紗、織造、染整

及車逢包裝各生產階段均有各自特有的問題，其中原料端面臨材料仰賴進口

及價格不斷上揚的困境；附加價值最高的織造則有研發及先進機械設備投資

不足，導致新產品導入困難的問題；染整階段高耗能及高污染的產業特性影

響廠商成本，設備老舊也導致產品瑕疵率過高；至於末端行銷段缺乏行銷拓

展經驗，通路訂單仰賴代理商，毫無價格控制能力。 

（三） 開發中國家盤據毛巾出口市場 

全球毛巾約有 50 億美元出口值，平均出口單價約 7.2（美元/公斤），中國、巴

基斯坦及土耳其為前三大出口國，占市場 7 成比重。全球出口單價約略可分成高

價（10 美元以上）、中價（6～9 美元）及低價（ 6 美元以下）三種價位，低價出

口的生產版塊朝孟加拉移動，巴基斯坦及印度出口成長趨緩甚至出現負成長；中

價位市場競爭者眾多激烈，台灣單價較高且出口成長幅度高於其他中價位國家，

因此競爭地位有上升的態勢，不過實際出口金額少，無法代表整體產業狀況。歐

cnfi305
螢光標示



 

 

洲國家出口單價普遍在 10～12 美元，台灣廠商需進一步提昇產品價值，才有能力

與歐陸國家競爭。 

表 2  台灣競爭地位  

國家 
出口值       

(千美元) 

出口市佔率

(2008) 

出口成長率

(2006～2008) 

出口單價

(美元/噸） 

全球 5,058,695 100% 20% 7,197 

中國 2,134,909 42% 47% 8,588 

巴基斯坦 662,081 13% 5% 3,901 

土耳其 599,452 12% 6% 8,776 

葡萄牙 249,410 5% 2% 12,436 

巴西 176,994 3% -14% 6,364 

比利時 166,212 3% 8% 11,004 

印度 139,783 3% -7% 4,145 

孟加拉 90,975 2% 1723% 3,886 

德國 73,779 1% 7% 10,455 

泰國 66,361 1% 14% 7,156 

越南 41,249 1% 144% 8,588 

台灣 1,241 0.02% 107% 9,772 
資料來源： ITC  /金屬中心產研組整理  

（四） 日本較中國市場更具開拓機會 

從全球重要進口國家或地區分析，美國是最大毛巾進口需求國家，2008 年進

口值為 16.9 億美元，前三大進口來源為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國，以低價市場為主。

台灣進口至美國單價約 10 美元/公斤，鎖定中高價位目標市場，主要競爭國有土耳

其、泰國、加拿大，美國高單價進口產品大都由歐陸國家進口。歐盟地區 2008 年

進口值為 17.9 億美元與美國相當，但平均進口單價是美國 1.3 倍，顯然歐盟國家

對高單價毛巾的進口需求遠高於美國，不過該高單價產品仍以歐陸國家提供為

主。亞洲進口國家中，東協平均進口單價僅 3.4 美元/公斤，遠低於台灣現有製造

成本，目前我國毛巾幾乎無出口至東協；中國是台灣毛巾最大出口國，但 2008 年

中國全球進口金額僅 500 萬美元，主要進口國為印度及巴基斯坦，中國進口市場

相當封閉狹小，台灣廠商能著墨之處可能不多。日本是台灣第二大出口國，每年

進口需求約 5.3 億美元，進口規模遠大於中國，未來廠商以日本為主要開拓市場機

會較大。 
 

cnfi305
螢光標示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2006～2008)

單價
(美元/噸）

美國 1,689 15% 5,863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2006～2008)

單價
(美元/噸）

日本 533 8% 6,636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2006～2008)

單價
(美元/噸）

中國 5 70% 7,046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2006～2008)

單價
(美元/噸）

東協 33 50% 3,441 

國家 金額
(百萬美元)

成長率
(2006～2008)

單價
(美元/噸）

歐盟 1,792 23% 7,470 

德國 331 29% 8,448 

法國 264 18% 10,029 

英國 260 -4% 6,592

資料來源：ITC statistics
註1：進口值及進口單價為 2008年資料

（）
 

圖 2  毛巾主要進口地區統計  

資料來源： ITC/金屬中心產研組整理  

未來展望 
2009 年中國毛巾平均進口單價每公斤為台幣 216 元，是越南進口單價的 2 倍，

但中國進口金額 1.6 億元與越南進口金額 2.2 億元相差不大，可見中國毛巾在台灣

中價位市場具有相當競爭力，明年傾銷稅一旦取消，中國進口台灣的價格可能由

現行每公斤台幣 200 元降至 150 元或更低，所有中低價位國產品皆將面臨挑戰。

至於兩岸簽訂 ECFA 後，棉製浴巾、棉製盥洗及廚房用毛巾兩項貨品明年大陸關

稅將由 14％降至 5％，後年再降至 0％，去年棉質盥洗及廚房用毛巾織物對大陸出

口僅 1800 萬，佔國內產值僅 4％，ECFA 對國內毛巾廠商助益待考驗。況且中國

市場成長性雖高但商機目前不大，2009 年毛巾進口金額僅 500 萬美元，平均單價

高達每公斤 7 美元與歐盟相當，從進口數據推測中國對泊來品的需求是少數高單

價精品，而高單價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不大，ECFA 列入早收對國內業者的幫助更

是有限。從全球佔有率、成長率、出口單價評估，中國廠商毛巾出口競爭力不斷

提升，明年雖有 ECFA 利多但短期看來國內廠商面臨極大威脅與挑戰，業者應加

強更高品級研發與認證（MIT+），我們也建議毛巾業者聯合其他產業以台灣精品專

區的概念，與在大陸經營通路的台商合作開拓中國市場。毛巾業已經微型化，合

作代替競爭是產業也是個別廠商的最佳策略，產業轉型無法依賴個別或少數廠商

創新的營運模式（如：觀光工廠），而是業者應共同思考找出最佳的聚落模式，譬

如：聚落產能最適配置、聚落研發中心、聚落行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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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提升百分17及其内容介绍

发布时间：2016-04-20 09:42:29 来源：中纺商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的12月31日发布通知，调整部分产品的的出口退税率，其中包括部分纺织的品服装（50-

63章，主要是纱线品类，包括部分高档纱线、羊毛纱线等），出口退税率的自2015年的1月1日提升至17%。

    点评：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的实行以来调整频率较高，本次部分纺的织品服装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7%,利好纺织服装

全的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1985年的3月国务院正的式颁布了出口退税政策，并在1985的4月1日起实施；历经频繁的调整，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

税的率大致保持在5%-17%的区间内波动。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服务于国家对外的贸出口结构的调整需要，以纺织品的服装为例，为摆脱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

拖累，1998年的1月国家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6%上调至11%;2005年的是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黄金巅峰，为减少贸

易顺差，2006年国家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13%下降至11%,2007年再下调至5%（粘胶纤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粘

胶纤维的出口退税率再由5%上调至14%。本次出口退税率由2009年的16%提升至17%,主要是针对过去3年纺织品服装的出口

持续低迷、中低端订单加速流向东南亚国家等不利环境。

    2008年-2014年前11个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额同比增速分别为8%、-10%、24%、21%、2%、11%、5.6%,而

越南同期的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同比增速2009年以来的均值在40%以上，国内成本（劳动力、环保、原材料等）的持续攀升导

致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

     出口退税率由16%提高至17%（部分纺织品服装），从全行业的角度来看是利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行业内企业因产品结构、业务结构的不同，受益程度有差异，产品以纱线为主、以出口为主且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企

业将明显受益。

     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利好我国纺织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但业内企业因产品结构（本次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主要针对

纱线）、业务结构（不同企业的产品出口比例不同）的不同，受益程度有差异。

    以纱线为主的出口型企业逻辑上将充分受益，但从业务层面的历史经验来看，纺织企业作为原材料供应商议价能力极为

有限，在下游客户充分了解供应商的成本结构及政策变化的条件下，下游客户将努力争取更多比例的政策性红利，考虑到目前

下游客户下单较为谨慎的整体大环境（棉花价格仍在下行，尚未企稳），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龙头企业预计将部分受益于出口

退税率提高的政策性红利。

     按照上述的逻辑梳理，预计华孚色纺（高档的色纺纱线为主、直接出口比例约为30%）、百隆东方（高档的色纺纱线为

主、直接出口比例约为30%）将直接受益。

上一篇：织品出口土耳其市场内容介绍

下一篇：织品出口退税计算方法内容介绍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数据汇总及原因分析内容介绍

纺织品服装是我国传统劳动密的集型出口产业，一直以来在我国出的口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然而，今年以来受全球的经济增速放缓、汇率波动、国内

制造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我国纺织服装的出口连续下滑，形势不容的乐观。 　　据海关总署的统的计数据显示，今年1...

抗菌纺织品出口及其发展和运用内容介绍

　　抗菌织物的制造方法 　　关于纺织品抗菌性方面的研究，国内外都有的报导，各类抗菌、防菌织物主要由两种方法获得：或者直接采用抗菌纤维

制成各类织物，或者将织物用抗菌剂进行后处理加工以获得抗菌性能。比较而言，前者抗菌效果持久、耐洗性好，但抗菌...

例介绍纺织品出口退税流程

纺织品出口退税流程： 一、出口生产企业出口退的税账务处理 例一：出口生产企业一般贸易免税的申报及出口退税会计处理 1、淮安四维工具有限

公司2007年的8月出口自产工具一批，12万美元。 12×7 5的（汇率）＝90万元 征退税率的之差＝17％-5％＝12％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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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主要出口国家统计数据内容分析

从全球主要纺织品净进口国家和地区今年的进口量来看美国和日本相对较好同比略有增长、欧盟和韩国下滑明显。考虑到2011年的进口量处于历史高

位，因此对该数据不必过于担心。 其次，欧盟和日本的进口纺织品中自华进口部分比例近年来没有明显的下降...

上海纺织品出口相关退税内容介绍

王伟还对下半年服装行业价格走势表的的示了关注。他认为，上半年我国服装业利润较好，是因为很多企业还在使用去的年采购的原料。而今年以

来，服装上游的纺织原料价格不断的攀升，已经远远超的过服装的价格的增长。比如，棉花价格在今年持的续走高，和去年...

苏州市纺织品出口规模内容介绍

今年1月1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上调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其中，纺织品服装一项的退的税率由原来的16%提高到17%，这是自2009年

的4月1日纺织品服装退税率调高到16%的以后的再次上调。记者从市国的税局了解到，以2014年苏州市纺织品服装出口的额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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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增值税退税率%

  63011000 电暖毯 条／千克 17

  63012000 毛制毯子及旅行毯 条／千克 17

  63013000 棉制毯子及旅行毯 条／千克 17

  63014000 合纤制毯子及旅行毯 条／千克 17

  63019000 其他纺织材料制毯子及旅行毯 条／千克 17

  63021010 棉制针织或钩编的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1090 其他纺织材料制针织或钩编的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2110 棉制印花床单 条／千克 17

  63022190 棉制印花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2210 化纤制印花床单 条／千克 17

  63022290 化纤制印花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2910 丝及绢丝制印花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2920 麻制印花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2990 其他纺织材料制印花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110 棉制刺绣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191 棉制其他床单 条／千克 17

  63023192 棉制其他毛巾被 条／千克 17

  63023199 棉制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210 化纤制刺绣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290 化纤制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910 丝及绢丝制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921 麻制刺绣的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929 麻制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991 其他纺织材料制刺绣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3999 其他纺织材料制其他床上用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4010 手工针织或钩编的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4090 其他针织或钩编的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110 棉制刺绣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190 棉制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310 化纤制刺绣其他餐桌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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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增值税退税率%

  63025390 化纤制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911 亚麻制刺绣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919 亚麻制其他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5990 其他纺织材料制餐桌用织物制品 件／千克 17

  63026010 棉制浴巾 条／千克 17

  63026090 棉制盥洗及厨房用毛巾织物 条／千克 17

  63029100 棉制其他盥洗及厨房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9300 化纤制其他盥洗及厨房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9910 亚麻制其他盥洗及厨房织物制品 条／千克 17

  63029990 其他材料制其他盥洗及厨房织物 条／千克 17

  63031210 合纤制针织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1220 合纤制钩编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1931 棉制针织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1932 棉制钩编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1991 其他纺织材料制针织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1992 其他纺织材料制钩编的窗帘等 千克 17

  63039100 棉制非针织非钩编窗帘等 千克 17

  63039200 合纤制非针织非钩编窗帘等 千克 17

  63039900 其他纺织材料制非针织非钩编窗帘等 千克 17

  63041121 手工针织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129 非手工针织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131 手工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139 非手工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10 丝及绢丝制非针织非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21 棉或麻制非针织非钩编刺绣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29 棉或麻制其他非针织非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31 化纤制非针织非钩编刺绣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39 化纤制其他非针织非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91 其他纺织材料制非针织、非钩编刺绣床罩 件／千克 17

  63041999 其他材料制其他非针织非钩编床罩 件／千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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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增值税退税率%

  63049121 手工针织的其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129 非手工针织的其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131 手工钩编的其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139 非手工钩编的其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210 棉制非针织、非钩编的其他刺绣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290 棉制非针织或钩编的其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310 合纤制非针织、非钩编其他刺绣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390 合纤制其他非针织、非钩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910 丝制非针织非钩编的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921 麻制非针织、非钩编的其他刺绣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929 麻制其他非针织非钩编的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49990 其他纺织材料制非针织非钩编装饰制品 千克 17

  63051000 黄麻或其他韧皮纤维制货物包装袋 条／千克 17

  63052000 棉制货物包装袋 条／千克 17

  63053200 化纤制的散装货物储运软袋 条／千克 17

  63053300 聚乙烯或聚丙烯扁条制其他货物包装袋 条／千克 17

  63053900 其他化纤制货物包装袋 条／千克 17

  63059000 其他纺织材料制货物包装袋 条／千克 17

  63061200 合纤制油苫布、天篷及遮阳篷 件／千克 17

  63061910 麻制油苫布、天篷及遮阳篷 件／千克 17

  63061920 棉制油苫布、天篷及遮阳篷 件／千克 17

  63061990 其他纺织材料制油苫布、天篷及遮阳篷 件／千克 17

  63062200 合纤制帐篷 件／千克 17

  63062910 棉制帐篷 件／千克 17

  63062990 其他纺织材料制帐篷 件／千克 17

  63063010 合纤制风帆 件／千克 17

  63063090 其他纺织材料制风帆 件／千克 17

  63064010 棉制充气褥垫 件／千克 17

  63064020 化纤制充气褥垫 件／千克 17

  63064090 其他纺织材料制充气褥垫 件／千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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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其他纺织制成品；成套物品；旧衣着及旧纺织品；碎织物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计量单位 增值税退税率%

  63069010 棉制其他野营用品 件／千克 17

  63069020 麻制其他野营用品 件／千克 17

  63069030 化学纤维制其他野营用品 件／千克 17

  63069090 其他野营用品 件／千克 17

  63071000 擦地布、擦碗布等 千克 17

  63072000 救生衣及安全带 千克／件 17

  63079000 其他纺织材料制成品 千克 17

  63080000 零售包装成套物品 千克 17

  63090000 旧衣物 千克 0

  63101000 经分拣的纺织材料制碎织物等 千克 17

  63109000 纺织材料制其他碎织物等 千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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