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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事實概況與請求事項 

鋼鐵工業為國家建設之基本工業，向被稱為重工業之母。其中一環—

鍍鋅鋼品，1
 關聯產業涵蓋甚廣，除傳統上的營建業、金屬製品業、

運輸業、機械製造工業等應用外，近來擴大延伸至資訊及電子產業，

帶動下游工業發展之力量強大，具有改善工業結構及促進整體經濟

發展之功能。如同其他鋼品，鍍鋅鋼品體積大、運輸成本高，內需

市場向為產業發展之主要根據地。 

自台灣加入 WTO 後，鋼鐵進口關稅於 2004 年全面調降為零，鍍鋅

鋼品已成為價格敏感度、彈性度高之產品，國產品縱有供貨穩定之

優點，價格仍成為決定採購之主要考量。詎近年來中國大陸、韓國

（以下合稱涉案國）傾銷特定鍍鋅鋼品至我國市場，持續低價搶單、

削價競爭，不僅吞食我國業者之市場佔有率，更迫使我國鍍鋅鋼品

產業不得不跟進調低售價，造成我國產業受到實質損害。 

根據申請人蒐集所得之資訊，涉案國之涉案產品大量傾銷至我國，

主要肇因於涉案國鋼鐵業產能過剩、內需疲弱，為去化剩餘特定鍍

鋅鋼品產量，乃大量以低價出口涉案貨物至包括台灣在內多個國

家。依據中國大陸「我的鋼鐵」（英文名稱為 Mysteel.com）舉辦 2015

年第九屆中國金屬板材產業鏈年會之會議特刊資料，中國大陸鍍鋅

鋼品總產能在 2015 年將達 9,063 萬噸(=8,038+678+347)，惟按 2015

年 1~7 月表面消費量 2,570.5 萬噸（附件 1：中國大陸 Mysteel 會議

特刊暨世界鋼鐵動態產能產量統計）推估，全年度鍍層板捲中國大

陸國內市場表面需求僅有 4,407 萬噸（=2,570.5/7x12，請參見附件

1），過剩產能達 4,656 萬噸(=9,063-4,407)。另依世界鋼鐵動態(World 

Steel Dynamic，簡稱 “WSD”)資料，則保守預測中國大陸鍍鋅鋼

品產能在 2015 年將達 6,660 萬噸（附件 1-1：WSD），其國內市場表

                                           
1
 本件鍍鋅鋼品之外型，涵蓋捲、片、帶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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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需求卻僅有 4,200 萬(附件 1-1：WSD China Steel Capacity and 

Demand Analysis by Product)，剩餘產能亦近 2,500 萬噸。近年，中國

大陸鋼廠受到國內經濟緩慢成長等因素之影響，早已向全球倒貨去

化過剩產能(附件 2：新聞報導—大陸鋼鐵出口嚇壞全球市場；經濟

學人—Nervousness of Steel)，而台灣因地理位置接近，首當其衝。 

韓國亦有去化產能的問題。根據申請人中鋼公司取得的 World Steel 

Dynamics 資料庫 Global Steel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GSIS”)統

計，2
 至 2015 年為止，運轉中之鍍鋅鋼品產能已達 963 萬公噸，未

來納入浦項鋼鐵及現代鋼鐵於 2015、2016 年之再建產能約 100 萬

噸，總計即達 1,063 萬噸(附件 3：GSIS 產能統計)。另根據東南亞鋼

鐵協會 2015 年 Steel Statistical Yearbook 的統計資料，韓國鍍鋅鋼品

於 2014 年產能已達 1,468 萬噸，惟同期市場表面需求僅 956 萬噸，

過剩產能約 512 萬噸 (＝ 1,468－ 956，請參附件 4： SEAISI 

Yearbook-Excerpt)。近年來由於韓國國內經濟不景氣，建築業需求明

顯萎縮，加上韓國鋼鐵市場同受中國大陸進口產品排擠、甚至已遭

中國大陸產品牢固占據，韓國鍍鋅鋼品便轉向國外市場(附件 5：新

聞報導—韓國鋼企熱浸鍍鋅鋼品銷售注重出口市場、第 1 季韓國熱

鍍鋅鋼品出口增長)。依該報導統計資料顯示，3
 2015 年韓國鍍鋅鋼

品國內銷量比同期減少 10.4%，出口量卻增加 16.5%；台灣位處其地

利之便，顯屬其出口市場之一。 

以上，中國大陸、韓國之過剩產能合計已達 5,168 萬噸(=4,656+512)，

是我國2014年全年總市場需求約166萬噸(詳後述國內市場表面需求

量，見第 60 頁)的 31 倍，倘容任其繼續低價傾銷倒貨至我國內市場，

我國內產業將在劫難逃，陷於無法生存之絕境！ 

                                           
2
 GSIS 為 World Steel Dynamics 的資料庫之一，主要提供特定鋼鐵產業的特定統計數據，如各國鋼鐵業

就特定鋼鐵產品的營運產能、在建產能等，供使用者作為市場分析的依據。 
3
 同附件 5 報導—韓國鋼企熱浸鍍鋅鋼品銷售注重出口市場、第 1 季韓國熱鍍鋅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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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下跌 (見第 85 頁註腳 34、35 及附件

28~28-1)，更讓全球第一大鋼鐵生產國中國大陸向來產能過剩的問題

如脫韁野馬。報導指出，儘管中國大陸國內需求萎縮，但因鐵礦石

價格走跌，致生產成本大幅下滑，此一大誘因顯然鼓勵中國鋼鐵廠

商繼續生產，根本無法遏止過剩產能。此可由中國大型鋼鐵廠於景

氣不佳的經濟環境下，產銷量不減反增乙情獲得驗證(附件 6: G&P 

China Export)。4
 

此外，目前繼美、日、歐洲採取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後，亞洲各國包括韓國及中國大陸之貨幣競相逐底，使鋼鐵

生產過剩的涉案國出口能力更為強大，大量低價供應過剩市場，使

價格競跌的問題更雪上加霜。5
 

更有甚者，涉案國中國大陸及韓國之鍍鋅鋼品已遭數國包括美國、

印尼、澳洲、泰國、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及摩洛哥控訴反傾銷或防

衛措施，其中數案已經終判課徵反傾銷稅或相關貿易措施制裁（詳

後述第伍、三、(四)章節及附件 37 至 43）。6
 在涉案國國內市場需求

疲弱、各國貨幣競貶及去化產能壓力備增的情況下，拋售鍍鋅鋼品

去處又受限制，我國市場在無任何關稅措施保護的情形下，被鎖定

為去化多餘產量之目標乃是必然。當前我國鍍鋅鋼品業者已飽受國

內市場景氣低迷、各國貨幣競貶等壓力，又面臨中國大陸及韓國低

價傾銷之侵襲，而腹背受敵。在可預見之未來，涉案國低價傾銷之

情形勢將更為嚴重，我國業者已受到之實質損害將更為惡化，產業

生存岌岌可危。 

                                           
4
 依統計資料，中國大陸出口熱浸產品總量於 2011 年為 500 萬噸，出口量逐年增加，至 2014 年已成長

至 858 萬噸，增加 70%；依照 2015 年上半年較 2014 年同期增加將近 20%之趨勢來看，2015 年全年出

口量預估將更甚 2014 年。請參見附件 6: G&P China Export。 
5 自由時報，《全球需求低迷、貨幣競貶  東亞出口嚴重衰退》， 2015 年 8 月 5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904060，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8 月 30 日 
6
 附件資料之主要來源網站：http://www.wto.org/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904060
http://www.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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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國大量傾銷涉案貨物至我國鍍鋅鋼品市場，已造成我國業者市

占率降低、營業毛利衰退等實質損害，倘不立刻遏止涉案國不公平

競爭之行徑，將使我國產業損害更為擴大至難以彌補之程度。為此，

申請人彙整涉案國涉案貨物之傾銷事證及相關產業資訊，提出本件

課徵反傾銷稅及臨時反傾銷稅之申請，請求鈞部及經濟部貿易調查

委員會對涉案國進行反傾銷調查程序，並依調查結果對其課徵反傾

銷稅，以救濟我國產業所受之損害，並維護我國產業必要之權益與

生存發展。同時為緊急保護國內產業之生存，避免國內產業於調查

期間繼續受損害，亦請求課徵反傾銷稅之審議完成前，對涉案國涉

案貨物課徵臨時反傾銷稅。復請求回溯課徵反傾銷稅，以制止涉案

貨物於調查期間大量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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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進口貨物及國內同類貨物說明 

一、 產品名稱及定義 

中文名稱：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以下簡稱「涉案貨物」)。 

貨品名稱及範圍：本件涉案貨物，係以電解法或其他（含熱浸）方

法，鍍或塗(純)鋅或鋅合金之特定扁軋鋼品，不論寬度、厚度，波浪

化或非波浪化、捲狀或非捲狀與否，皆包括在內。 

本案產品範圍內之鋼品指：（1）成分以鐵為主（鐵之重量百分比高

於其他元素）；（2）碳含量小於 2%；（3）其他元素含量不逾下列

標準： 

 錳（manganese）：2.50 %  

 矽（silicon）：3.30 % 

 銅（copper）：1.50 % 

 鋁（aluminum）：1.50 % 

 鉻（chromium）：1.25 % 

 鈷（cobalt）：0.30 % 

 鉛（lead）：0.40 % 

 鎳（nickel）：2.00 % 

 鎢（tungsten / wolfram）：0.30 % 

 鉬（molybdenum）：0.80 % 

 鈮或鈳（niobium / columbium）：0.10 % 

 釩（vanadium）：0.30 % 

 鋯（zirconium）：0.30 % 

未予特別排除之鋼品，不論硼（boron）與鈦（titanium）含量，均包

含在本案產品範圍內。 

特別排除在外之鋼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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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鋅鋁鎂合金，鍍層之鎂成分逾 2%之扁軋鋼品，不屬涉案產品。 

英文名稱：Certain Flat-rolled Steel Products,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s. 

英文名稱之範圍：The products covered by this investigation are certain 

flat-rolled steel products, either electrolytically or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s, whether or not corrugated.  The 

products include products in coils and not in coil regardless of thickness 

and width.  

Steel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se investigations are products 

in which: (1) iron predominates, by weight, over each of the other 

contained elements; (2) the carbon content is 2 percent or less, by weight; 

and (3) none of the elements listed below exceeds the quantity, by weight, 

respectively indicated: 

 2.50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3.30 percent of silicon, or   

 1.50 percent of copper, or   

 1.50 percent of aluminum, or 

 1.25 percent of chromium, or   

 0.30 percent of cobalt, or   

 0.40 percent of lead, or   

 2.00 percent of nickel, or   

 0.30 percent of tungsten, (also called wolfram) or   

 0.80 percent of molybdenum, or   

 0.10 percent of niobium (also called columbium), or   

 0.30 percent of vanadium, or   

 0.30 percent of zirc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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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ss specifically excluded, products are included in this scope 

regardless of levels of boron and titanium.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re specif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scope of this 

investigation: 

Flat-rolled steel products either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 which exceed 2.0 percent of 

magnesium, are outside of the scope of this investigation. 

二、 材質 

(一)、底材 

鍍鋅鋼品係以熱軋或冷軋鋼捲為底材產製，視產品適用國際規

範之鋼種規格定其底材材質之化學成分及物理特性。倘係為符

合合金鋼名義，另添加微量合金元素之合金鋼鋼品，因未改變

其物理特性，仍屬本案產品範圍。 

(二)、表面鍍層 

鍍或塗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係以鋅層來保護鋼鐵，防止鏽

蝕。鍍鋅防蝕之原理，除有與其他合金相同之覆蓋隔絕作用以

防生鏽外，尚有其「替代腐蝕」，亦稱「陰極保護」原理，此

係因鋅之活性較高，即氧化電位高於鐵(較易釋出電子)，當鋅

與鐵接觸時，就會產生電位差，使鋅成為陽極，鐵為陰極，鋅

優先犧牲而得以保護鐵。如鋅層某處刮傷而鋼材露出，傷口周

圍之鋅會先溶化變為鐵之替身，用以保護裸露之鋼材不受腐

蝕，稱之為「犧牲陽極」保護。因此在水和潮濕的空氣中鍍鋅

層具有犧牲防蝕的作用，從而延長鋼材的使用壽命，是目前使

用最廣泛，也是最有效的大氣防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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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涉案貨物即係指凡表面鍍層含鋅，包括純鋅及鋅鐵合金、

鋅鋁或鋁鋅等各項鋅合金元素，即利用鋅為犧牲防蝕機制之扁

軋鋼品，惟排除鍍或塗鋅鋁鎂產品中，鎂成分逾 2%以上之鍍

鋅鋼品。 

(三)、尺寸及波浪化與否 

寬幅鋼品僅須施以簡單裁切，即可製成各種尺寸，裁切加工不

僅並未改變產品本身之物理特性，經裁切後轉售之最終用戶亦

無不同，故本件涉案貨物範圍包括所有寬度之鋼品在內。 

波浪化者指產品為片狀且經過表面加工，使得側邊剖面呈現波

浪形狀。非波浪化者一般即指鋼捲或鋼捲經裁剪後之鋼片，以

鋼捲為主。表面簡易加工之波浪化產品，亦未改變產品本身之

物理特性，故本件涉案貨物範圍包括波浪化與非波浪化之鋼品

在內。 

三、 成分及規格 

鍍鋅鋼品之底材材質為碳鋼，其成分雖依產品適用之相關規範而略

異，然主要化學成分皆為鐵，及碳、矽、錳、磷、硫等元素。另有

為符合合金名義，底材中僅添加符合合金定義之最低或略高於標準

之微量合金元素，然其合金含量不超過以下標準者， 7
 如：錳

（manganese）2.50%、矽（silicon）3.30%、銅（copper）1.50%、鋁

（aluminum）1.50%、鉻（chromium）1.25%、鈷（cobalt）0.30%、

鉛（lead）0.40%、鎳（nickel）2.00%、鎢（tungsten / wolfram）0.30%、

鉬（molybdenum）0.80%、鈮或鈳（niobium / columbium）0.10%、

釩（vanadium）0.30%、鋯（zirconium）0.30%，實則此等微量元素

                                           
7
 參考附件 10，美國商務部對自中國大陸、印度、義大利、韓國及臺灣進口之抗腐蝕性鋼品展開反傾銷

稅及平衡稅調查之本案產品範圍，即係就鋼品(即底材鋼種)之合金元素比例，參照海關稅則定義之「其

他合金鋼」之合金元素含量百分比下限，另行訂定上限標準以為區隔，可為本案之參考。 



 

9 

之添加，尚不足以改變底材碳鋼本質之物理特性，即使符合合金鋼

名義，仍屬涉案產品範圍。 

至鍍鋅鋼品之鍍層，則係利用鋅之犧牲防蝕機制，在表面披覆鋅、

鋅鐵合金、鋅鋁、鋁鋅等合金元素，使之抗銹蝕，並具美觀、耐用、

易施工等特性。扁軋鋼品鋅層之塗覆之方式，除電解法(又稱電鍍

法)，即利用電化學法將鋅原子鍍於底材鋼品，形成表面鍍層，產製

電鍍鋅產品(Electrolytic Galvanized Steel，簡稱 EG)，目前其他方法則

僅有熱浸鍍法，即將底材鋼品浸入高溫熔融的鋅液中獲得鍍鋅層，

即為熱浸鍍鋅產品(Hot Dipping Galvanized Steel )。而熱浸鍍鋅依鍍

鋅層之含鐵量，可分為合金化與非合金化兩種型態：倘熱浸鍍鋅鋼

品一離開鍍槽後，立即以合金化處理，即加熱使高溫鋼中之鐵原子

擴散至鋅層，形成鋅鐵合金層，即稱之為合金化熱浸鍍鋅鋼品

(Galvannealed steel，簡稱 GA)，若不實施合金化，則為非合金化熱浸

鍍鋅鋼品，即一般所稱之熱浸鍍鋅(簡稱 GI)。倘於鍍鋅槽添加其他合

金元素即可生產鍍鋅合金產品。 

熱浸鍍鋅產品依鍍層中合金含量之不同，可分為熱浸鍍(純)鋅、熱浸

鍍 55%鋁鋅(55% Al-Zn coated steel，或稱 Galvalume，簡稱 GL)、熱

浸鍍 5%鋁鋅(5% Al-Zn coated steel ，或稱 Galfan，簡稱 GF)等規格。 

鍍鋅鋼品於我國及涉案國通用之國際規範，包括美規 ASTM 系列、

日規 JIS 系列、澳規 AS 系列、歐規 EN 系列及我國國家標準 CNS。

主要規格之國際規範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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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JIS ASTM EN AS 

10568 G3211 

SECC 

SECD 

SECE 

G3313 

SECC 

SECD 

SECE 

 

A917, A879 

CS 

DS 

DDS 

SS 

10152 

 

DC01~06 

 

N/A 

1244 G3027 

 

 

15237 G3271 

 

 

15236 G3272 

G3302 

 

 

G3321 

 

 

G3317 

A653 

A653M(公制) 

 

A792 

A792M(公制) 

 

A875 

A875M(公制) 

 

10346 

 

1397 

 

SGHC/SGCC 

SGLHC/SGLCC 

SZAHC/SZACC 

 

SGHD/SGCD 

SGLHD/SGLCD 

SZAHD/SZACD 

 

 

 

 

SGH340/SGC340 

SGH400/SGC400 

SGH440/SGC440 

SGH490/SGC490 

SGH540/SGC540 

 

SGLH340/SGLC340 

SGLH400/SGLC340 

SGLH440/SGLC440 

SGLH490/SGLC490 

SGLH540/SGLC540 

 

SGHC/SGCC 

SGLHC/SGLCC 

SZAHC/SZACC 

 

SGHD/SGCD 

SGLHD/SGLCD 

SZAHD/SZACD 

 

 

 

 

SGH340/SGC340 

SGH400/SGC400 

SGH440/SGC440 

SGH490/SGC490 

SGH540/SGC540 

 

SGLH340/SGLC340 

SGLH400/SGLC400 

SGLH440/SGLC440 

SGLH490/SGLC490 

SGLH540/SGLC540 

 

CS TypeA,B,C 

FS TypeA,B,C 

 

 

DS 

 

 

 

 

 

 

SS Grade33(230) 

SS Grade37(255) 

SS Grade40(275) 

SS Grade50(340) 

SS Grade80(550) 

 

 

 

 

 

 

 

DX51D 

 

 

 

DX52D 

DX53D 

 

 

 

 

 

S220GD 

S250GD 

S280GD 

S320GD 

S350GD 

S550GD 

 

 

 

 

 

 

G1 

 

 

 

G2 

G3 

 

 

 

 

 

G250 

G300 

G350 

G450 

G500 

G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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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JIS ASTM EN AS 

 

SZAH340/SZAC340 

SZAH400/SZAC400 

SZAH440/SZAC440 

SZAH490/SZAC490 

 

 

SZAH340/SZAC340 

SZAH400/SZAC400 

SZAH440/SZAC440 

SZAH570/SZAC570 

 

 

 

 

 

 

 

 

 

 

 

 

 

 

 

 

 

 

 

 

參考來源:國際標準規範表(請參見附件 7) 

另由此表可知，CNS 及 JIS 於規格代號中包含鍍層種類(如“G”、 “GL”、“ZA”)及底材(熱軋“ H”、

冷軋“C”)，至 ASTM, EN, AS 之規格代號則僅表述底材材質品級，鍍層種類則另於鍍層量符號辨明。 

影響鍍鋅產品成本及價格之因素除底材規格外，主要為底材厚

度、鍍層厚度(量)。在底材厚度方面，對鋼鐵產品而言，厚度

是一價值依據，越薄代表經過更多軋延程序，附加更多的成本

(價值)於鋼品；曩昔以冷熱軋底材區分厚薄，即認定熱軋為厚

度≧1.5mm，冷軋為厚度≦1.5mm，惟近年來因熱冷軋產線產

製能力精進，熱軋產出厚度可以極薄，冷軋產出厚度可以極

厚，熱冷軋厚度區間業已重疊，以冷熱軋底材區別產品厚薄已

不具意義，故我國海關稅則號列原先以「冷軋」或「熱軋」底

材區分稅號之方式已改為依產品厚度，新版海關稅則號列係三

個級距區分厚度—T<0.5mm、0.5≦T<1.5mm 及 T≧1.5mm。8
  

另鍍層厚度(量)及其成分或種類，對成本及售價之影響，則視

當時金屬原料之市場價格而定。各國際規範就鍍鋅鋼品之底材

厚度、鍍層厚度(量)所訂標準，請參見附件 7 鍍鋅鋼品國際標

準規範表。 

鍍層理論厚度可依下列公式推算： 

                                           
8
 舊版海關稅則號列係以底材「冷軋」、「熱軋」予以區分，自 2014 年 01 月 27 日起適用之新版海關

稅則號列，已改以產品厚度區分。由於本件損害調查期間係自 2011 年 Q1 起統計至 2015 年 Q2，故統計

資料新舊稅號並存。 



 

12 

 

一般而言，交易雙方以鍍層量符號後之數字定義鍍層量，例如

歐規為 EN10169 Z100；美規為 ASTM653M Z100；日規則是

JISG3302 Z10。9
 

以歐規 EN10169 Z100 為例，其鍍鋅層為 Z100(即標稱鍍層量

100 g/m2)，代表每平方公尺的面積上，雙面合計鍍鋅量(三點

平均值)最少應達到 100 g/cm2，而根據 EN 10169 之定義，鍍

鋅層密度為 7.1 g/cm3，則鍍鋅層理論厚度則採用上開公式進

行推算，應為 100÷7.1≒14(μm)。美規亦同。 

JIS 即日規對鍍鋅層密度並無定義，僅直接提供鍍層對照表，

故 JIS 規範所提鍍鋅層理論厚度，實務操作均以下表查對： 

 

JISG3302 Z10 其鍍鋅層代表每平方公尺的面積上，雙面合計鍍

鋅量(三點平均值)最少應達到 100 g/cm2(即鍍層量代號後之數

字乘以 10)，鍍鋅層理論厚度對照上表應為 0.021mm。 

惟值注意者，國際規範就厚度定義也不盡相同。例如，日規 JIS

及澳規 AS 就厚度之定義，限於「底材」；美規 ASTM 及歐規

EN 之厚度則含鍍層在內，係結合鍍層與底材之厚度。 

關於進口涉案產品厚度，係依進口所附契約文件，作為歸類海

                                           
9
 電鍍鋅之鍍層量符號為“E”(惟係單面之鍍鋅量，故需以上下兩面分別表示)，熱浸鍍鋅之鍍層量符號為

“Z”(合金化鍍層，則以”F”表示)，熱浸鍍 55%鋁鋅之鍍層量符號皆為“AZ”(ASTM 如為“AZM”則代表公

制)，熱浸鍍 5%鋁鋅之鍍層量符號，CNS 及 JIS 皆為“Y”，ASTM 為“ZGF”，EN 及 AS 則為“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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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則號列之依據，即：以日規 JIS 為交易內容者，依底材判

斷厚度並歸類稅則號列；以 ASTM 為交易內容者，則係結合

鍍層與底材後之厚度歸類稅則號列。惟，縱進口涉案產品之厚

度因適用不同規範而內容容有不同，仍不致大幅影響、變動稅

則號列的歸類，蓋我國海關稅則號列定義之厚度級距甚寬，而

國際規範及其規格所訂之鍍層及底材厚度分類甚為細緻，稅號

級距之跨度遠大於鍍層及底材因厚度定義不同所可能產生之

差異，從而實際上相同厚度之產品應仍能以相同稅號歸類。 

四、 特徵及用途 

(一)、機械性質與材質品級 

鍍鋅鋼品之機械性質主要係由底材之材質決定，與鍍層厚度或

鍍層種類無關。一般國際通用規格將鍍鋅鋼品之機械性質分為

成形加工用及結構用兩大類。 

成形加工用可分為一般商用(Commercial Quality，”CS”) 、成

形(Forming Quality，”FS”)或衝壓(Drawing Quality， “DS”)

用 、深衝(Deep Drawing Quality，”DDS”)及超深衝(Extra Deep 

Drawing Quality， “EDDS”) 用等。 

結構用(Structural Quality， “SS”)，就 CNS 及 JIS 係以抗拉強

度分級，如 SGC440 是表示抗拉強度在 440 N/mm2(約 45 

kgf/mm2)以上，至 ASTM，EN，及 AS 則係以降伏強度分級，

如 SS Grade50(340)是表示降伏強度在 50 ksi(340 Mpa)以上。 

以底材材質品級(即成型加工用的一般商業用、衝壓及深衝

用，與結構用)可區分用途，可依成形加工程度或結構強度需

求，選擇適當材質品級。茲以不同材質品級鍍鋅鋼品常見規格

及其典型用途，匯整各申請人產品手冊後整理如下表，以為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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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片分類 材質品級 常見規格 典型用途 

成形加工用 

For Forming 

Fabrication 

一般商用(CS, FS) 

CNS 1244 SGHC/SGCC 

JIS G3302 SGHC/SGCC 

JIS G3321 SGLHC/SGLCC 

JIS G3317 SZAHC/SZACC 

ASTM A653 CS/FS 

ASTM A875(M) CS/FS 

ASTM A792 CS/FS 

EN 10346 DX51D/DX52D 

AS1397 G1&G2 

JIS G3313 SECC 

ASTM A879 CS 

 

建築材料、3C 產

品機殼、彩色(烤

漆)鋼捲片之底

材、隔間板 、 

甲板、樓層板、 

OA 家 具 與 櫥

櫃、家電用品 

LCD-TV 背板 

衝壓及深衝用(DS、

DDS、EDDS) 

CNS 1244 SGHD/SGCD1~4 

JIS G3302 SGHD/SGCD1~4 

JIS G3321 SGLCD、 

SGLCDD 

JIS G3317 SZACD1~4,  

ASTM A653 DS,DDS 

ASTM A653(M) DDS、 

EDDS 

ASTM A875(M) DDS、 

EDDS 

ASTM A792(M) DS 

EN 10346 DX52D~DX57D 

AS1397 G3 

JIS G3313 SECD、SECE 

ASTM A879 DS,DDS 

EN 10152 DC01~06 

家電用品、馬達機

殼、 

汽車內/外板金及 

零件組、冷氣機機

殼、冰箱機 

殼及底座、洗衣機

底座、電 

腦硬碟機殼、汽車

用料等 

結構用 

For Structural Uses 
結構用(SS) 

CNS 1244  

SGH340/SGC340~ 

SGH540/SGC570 

JIS G3302  

SGH340/SGC340~ 

SGH540/SGC570  

JIS G3321  

SGLH340/SGLC340~ 

SGLH540/SGLC570 

JIS G3317  

SZAH340/SZAC340~ 

SZAH490/SZAC570 

ASTM A653(M) SS 

Gr.230~550 

ASTM A792(M) SS Gr. 

230~550 

ASTM A875(M) SS Gr. 

230~550  

EN 10346 S220GD~S350GD 

AS1397 G250~550 

滑軌、導管、風

管、自動販賣 

機 機 殼 及 零 件

組、鋼製門、 

建築材料、汽車用

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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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鍍層特性 

鍍鋅鋼品均具防蝕特性，其鍍層量及鍍層種類可依使用環境及

加工程度加以選擇。如，熱軋熱浸鍍鋅(HGI)、冷軋熱浸鍍鋅

(CGI)，提供良好的耐候性、附著性及成型性；合金化熱浸鍍

鋅(GA)則提升成形加工性能，具較佳焊接性及塗裝性；熱浸鍍

5%鋁鋅(GF)則強化防蝕性能、耐/抗熱型之性能；熱浸鍍 55%

鋁鋅(GL)之耐腐蝕性及耐熱性更為優異，適用於沿海地區及高

溫環境；電鍍鋅(EG)則兼具耐蝕性及裝飾性外觀，加工性則近

似冷軋鋼片，一般因其鍍層較薄表面較光滑，多用於講求美觀

且抗腐蝕性要求較低之室內家電用途，亦有部分用於建材。 

上述鍍鋅鋼品均具防蝕能力，端視客戶需求選用而定。如熱浸

鍍鋅產製之鋅層可以較厚，使抗腐蝕效果較佳，對於暴露於室

外之建築材料多採用熱浸鍍鋅。倘為衝壓或深衝用途，為避免

鍍層於衝壓時剝落，可能需要的不是較厚的鍍層，而是重視鍍

層的附著性。又如同樣應用於家電，熱浸鍍鋅及電鍍鋅雖均可

適用，但因電鍍鋅產品發展較早，原料由電鍍鋅切換至熱浸鍍

鋅，必須調整模具間隙或投資新模具，部分廠商已完全轉換熱

浸鍍鋅，亦有部分廠商仍習慣使用電鍍鋅，故仍有電鍍鋅產品

之需求。 

各種規格之鍍鋅鋼品，其鍍層就厚度、成分及比例容或有異，

然鋅之犧牲防蝕、障礙保護作用相同—即鋅優先犧牲而得以保

護鐵遭銹蝕之特性則同一也，為相同之產品。10
 因此，不論是

電鍍鋅或熱浸鍍鋅、熱浸鍍鋁鋅及其他熱浸鍍鋅合金等，以及

                                           
10

 按 WTO 案例，如歐盟螺絲案 EC-Fasteners，歐盟鮭魚案 EC-Salmon 等，雖已揭示 WTO 反傾銷協定

第 2.1 條之規定就涉案產品(product under consideration)並無定義，故涉案產品之組成不以彼此間為同類

產品為必要。WTO 爭端解決機制既有關於涉案產品之範圍不以同種或同質為必要之見解，則舉重足以

明輕，本案各涉案產品乃相同之產品，為相同物質所組成並具相同特性，於本案同列涉案產品之範圍，

更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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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化與否，均為相同物質所構成並具相同特性，彼此間具替

代性，同屬涉案產品。 

另鍍鋅鋁鎂鋼品實亦為相同產品，應屬涉案產品，惟因屬專利

產品，與國產同類貨物間不具競爭性，故特予排除。正規之鍍

鋅鋁鎂鋼品，就鍍層之鎂成分均有其標準，茲參考 JIS G3323

規範之鎂含量 2%至 4%（附件 7-1 國際規格 JIS G3323 規範說

明），就本案涉案產品範圍排除鍍層之鎂成分逾 2%之鍍鋅鋁鎂

合金扁軋鋼品。 

(三)、用途 

本件涉案貨物被廣泛用於為建築材料、運輸工業、農業設備、

資訊用途、家具電器等。相關應用細項如下： 

1. 建築材料：樓承板、天花板、倉庫、屋頂、隔間、牆壁、

遮陽天篷、導水天溝、導管、風管工程、窗框、鷹架、樑、

鋼架等。應用實例包括，摩天大樓樓承板、高鐵、捷運站

建材，科技園區的機械廠房。 

2. 農業設備：包括大型釨倉、溫室、灌溉渠、倉庫、農業用

具、似氧氣、收藏室等。 

3. 運輸工具：車體內部配板、巴士及卡車後座配板、輸送系

統、油箱、道路指標、道路欄杆、集裝箱、空氣淨化器、

隔音牆等。 

4. 資訊用品：計算機機殼、通訊器材、電腦及伺服器外殼等

3C 產品。 

5. 家具、電器用品及其他：自動販賣機、太陽能集熱器及太

陽能板支架、娛樂機器、煙囟管、辦公設備、車庫、圓桶、

提桶、三溫暖內部器材、工具箱、鋼製傢俱、罐、爐子、

洗衣機、電冰箱、除濕機、錄相機、熱水器、電氣加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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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箱、照明器具、日光燈罩、冷凍櫃、 空氣調節器、微

波爐外殼、電器開關盒、馬達蓋子等。 

應說明者，進口自涉案國即中國大陸及韓國之鍍鋅鋼品絕大多

數(至少 90%以上) 
11為一般商用(Commercial Quality，“CS”) 

及結構用，主要應用於彩色(烤漆)鋼捲片之底材、管料、樓層

板(Deck)、風管、隔間板及輕型鋼等建築材料，亦有部分為家

電、運輸工具用料，我國同類貨物亦大致相同。涉案進口其產

品用途、材質品級，既與我國同類貨物並無不同，為相同物質

所構成並具相同特徵，為同類貨物。又涉案進口產品彼此之間

亦具替代性及競爭性。 

                                           
11

 雖因海關進口稅號未能區分材質品級，申請人無從舉證確認，惟就申請人認知之市場需求及實務狀況

大致如此，先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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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產流程 

涉案貨物及國內同類貨物之生產流程相同。關於特定鍍鋅鋼品之熱浸鍍鋅，均是以冷熱軋鋼捲解捲後，經前

處理程序將底材(冷軋或熱軋鋼捲)以退火程序—將原本表面之殘油去除，進入退火爐加熱至在結晶溫度以上，

使鋼板軟化—以利成形加工。退火後的鋼帶，進入裝盛高溫熔融鋅液(約 460 度)的鍍槽，鍍層在經過鍍鋅槽後

即附著於底材之上，一離開鍍槽後倘立即經過合金化感應加熱器(合金化爐)加熱至 500~550 度左右，使高溫鋼

中鐵原子擴散至鋅層，即成為鋅鐵合金層(GA)，或者不實施合金化處理，直接進入調質區改善產品表面的粗

糙度、密緻度及平坦度。最後可再依客戶要求為各項表面處理(鉻酸處理/磷酸鹽處理/耐指紋處理等)，即可成

為成品。 

另，如於鍍槽之成分控制鋅鋁之比例，即可轉換生產熱浸鍍 55%鋁鋅(GL)及熱浸鍍 5%鋁鋅(GF)等鍍鋅合金產

品。 

熱浸鍍鋅產線製程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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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鍍鋅鋼品係以電解法，通電將鋅原子電鍍於底材鋼片。其製程大致同熱浸鍍鋅產線，惟鍍槽非盛有融熔鋅

液而係陽極為鋅，陰極為底材鋼片之電鍍槽，通電利用電化學反應，鋅原子一層層鍍覆於底材，形成表面鍍

層。製程如下：12
 

                                           
12

 詳細資料，請參考附件 8 申請人鍍鋅產品手冊。 

 合金化感應加熱器 

Galvannealing 

Furn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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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浸鍍鋅產線，可生產鍍鋅及鋅合金之鍍鋅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純鋅及鋅鋁等產品，只需於鍍槽中控制鋅及

其他合金成分之比例。而熱浸鍍鋅產線另加裝合金化感應加熱器則可生產鋅鐵合金產品(GA)；因此，熱浸鍍

鋅產線僅須轉換鍍槽，即可隨時轉換生產熱浸鍍(純)鋅及鋅合金產品。 

電鍍鋅產線，係用以生產電鍍鋅產品，如欲生產純鋅以外之鋅合金產品，則需於電鍍鋅槽外，另加設其他合

金之電鍍槽。 

國內業者中，中鋼公司有電鍍鋅產線及熱浸鍍鋅產線，目前生產電鍍鋅產品(EG)、熱浸鍍鋅(GI)及熱浸鍍鋅鐵

合金(GA)產品。燁輝公司則有熱浸鍍鋅產線，可生產熱浸鍍鋅(GI)、熱浸鍍 55%鋁鋅(GL)及熱浸鍍 5%鋁鋅(GF)

等產品。另盛餘、裕鐵等公司亦有熱浸鍍鋅產線，目前係生產熱浸鍍鋅(GI) 、熱浸鍍 55%鋁鋅(GL) 等產品。

欣建之熱浸鍍鋅產線僅用以生產熱浸鍍鋅(GI)。至於中鴻公司雖無熱浸鍍鋅產線，惟係委由其 100%持股之子

公司鴻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加工生產熱浸鍍鋅(GI) 產品。熱浸鍍鋅產線，僅須轉換鍍槽或調整鍍槽成分比例，
13

 即可生產熱浸鍍鋅、鍍鋁鋅、鍍鋅鋁及其他鋅合金產品。 

                                           
13

 產業多以轉換鍍槽為之，亦有調整鍍槽成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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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稅則號別與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依我國海關稅則號列與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涉案貨物之參考稅則

號不分新舊版，共列計 39 個，表列如下： 

稅號 中英文敘述 

72103000104 電解法鍍或塗純鋅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c 

72103000202 電解法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loy of zinc-nickle 

72103000907 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other alloy of zinc 

72104100003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corrugated 

72104900112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72104900121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72104900149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

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 

containing 50% or more of zinc, based on cold-rolled 

72104900194 其他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72104900210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e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72104900229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72104900247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

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um alloy, 

containing 50% or more of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72104900292 其他以熱軋為底材之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72104900318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72104900327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72104900336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72104900416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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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號 中英文敘述 

72104900425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72104900434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72104900513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72104900522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72104900531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72104900611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72104900620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72104900639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72104900906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72106100008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72106100115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72106100124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72106100133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72109090004 其他經護面、鍍鋅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clad, plated 

or coated 

72122000006 經電解法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72123000102 以冷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cold-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72123000200 以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hot-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72125090000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23 

稅號 中英文敘述 

72259100005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electrol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72259200004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72259910005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經鍍鋅、塗面或護面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plated, coated or clad,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72269910004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less than 600 mm 

72269920002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less 

than 600 mm 

涉案貨物所涉海關進口稅則貨品分類號，列計新舊稅號共 39 項如

上。涉案貨物之範圍，仍以產品名稱及定義之文字敘述為準，上開

海關進口稅則貨品分類號列僅係例示，供參考。 

惟，下列事項應併予陳明： 

(一)、新舊稅號並存 

如前所述，舊版海關稅則號列係以底材「冷軋」、「熱軋」予以

區分，後經廢除，自 2014 年 01 月 27 日起適用之新版海關稅

則號列，已改以產品厚度區分。由於本件損害調查資料蒐集期

間係自 2011 年起統計至 2015 年上半年，故統計資料新舊稅號

並存，共計如上 39項。惟涉案貨物所涉現行之海關稅則號列(新

版)則有 30 項，謹提供新舊稅號對照表如下，以供參考。 

舊版稅號 中文敘述 新版稅號 中文敘述/修正理由 

72104900112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

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72104900318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72104900210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

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72104900327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

小於 1.5 公厘 

  72104900336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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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稅號 中文敘述 新版稅號 中文敘述/修正理由 

72104900121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

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

者) 

72104900416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72104900229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

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

者) 

72104900425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 1.5 公厘 

  72104900434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

上 

72104900149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

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

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72104900513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72104900247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

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

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72104900522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 1.5 公厘 

  72104900531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

上 

72104900194 其他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之鐵

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非波浪化

者) 

72104900906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

品(非波浪化者) 

72104900292 其他以熱軋為底材之鍍或塗鋅之

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

者) 

72106100008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

扁軋製品 

72106100115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72106100124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 1.5 公厘 

  72106100133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

上 

無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

於 0.5 公厘 

72104900611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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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稅號 中文敘述 新版稅號 中文敘述/修正理由 

無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72104900620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無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72104900639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

以上 

72109090004 其他經護面、鍍鋅或塗面之鐵或非

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

以上者 

不變  

72122000006 經電解法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 

不變  

72123000102 以冷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

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 

不變  

72123000200 以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

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 

不變  

72125090000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

鋼扁軋製品 

不變  

72259100005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

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不變  

72259200004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

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不變  

72259910005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經鍍鋅、塗面或護面

者 

不變  

72269910004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

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不變  

72269920002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

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不變  

72103000104 電解法鍍或塗純鋅之鋼 不變  

72103000202 電解法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鋼 不變  

72103000907 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 不變  

72104100003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波浪化者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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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號說明顯示為「其他」、應歸類為熱浸鍍鋅產品者 

涉案貨物均屬大宗產品，有專屬稅號可資對應；無法適當對應

者始以「其他項」14
 稅則號列申報。惟下列「其他項」稅則號

列產品仍屬本案涉案貨物： 

1. 72104100003（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波浪化者）屬熱浸鍍鋅產品（即 GI），蓋「其他」係指電

解法以外之其他鍍塗法（徵諸英文敘述“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即明），目前電解法（即電鍍）以外之

其他塗鍍法僅有熱浸鍍法，故此稅號項下自係指熱浸鍍鋅

產品，然因波浪化而為片狀，非大宗物品，乃以單一稅號

涵括所有厚度(或冷熱軋為底材)者。 

2. 另 72103000907（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係指電

鍍鋅合金產品，本屬涉案產品，且據申請人瞭解以電解法

生產之鍍鋅產品，目前應僅有電鍍鋅並無其他電鍍鋅合金

產品，此稅號項下應仍係電鍍鋅產品。 

3. 72104900906（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非波浪化者），其前身為舊版海關稅則號列則為

7210490019 與 72104900292，即：其他以冷軋、熱軋為底

材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此

稅號產品，諒係無法對應專屬稅號而以此項申報，惟此項

仍屬電解法以外之熱浸鍍法，且此項產品之鍍層應仍係純

鋅，實應屬熱浸鍍鋅產品（即 GI）。 

                                           
14

 稅則號列之中文敘述含「其他」等描述，如：72104100003 之「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波浪化者」，或 72104900906 之「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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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號 72123000102 及 7212300020 產品，分別以冷軋為底

材、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

金鋼扁軋製品且非波浪化、寬度小於 600 公厘經裁剪之鍍

鋅產品。因非大宗商品故於稅號未予以細分，惟此類產品

仍以純鋅鍍層佔大多數，應屬熱浸鍍鋅產品(即 GI)。 

(三)、稅號說明顯示為「其他項」、應包括本案涉案貨物 

如前所述，依目前海關稅則號列，大宗商品均可就其鍍層成

分，以特定之專屬稅號申報進口；因此，確實得以「其他項」

如 72109090004，72125090000 等稅號申報進口之鍍鋅鋼品，

少之又少(如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傾銷調查期間進

口量分別為 306 噸、2 噸，占全部進口量 0.06 %、0.0004%，

占涉案國進口量 0.08%及 0.0005%)。申請人雖無法確認此 2 稅

號進口產品中所含涉案貨物之確切數量，然以其數量之微，全

數認定為涉案貨物亦不至影響或扭曲進口數量之統計。 

況涉案貨物以添加專屬稅號規定以外之其他合金元素為由而

未按專屬稅號申報進口，改以「其他項」產品名義進口，實則

其鍍層中仍含鋅，不改其鍍鋅鋼品特性，仍屬涉案產品。自應

將鍍鋅鋼品之「其他項」稅則號列入涉案貨物之進口稅號。 

故申請書人於申請書據以為進口統計之稅則號列(包括新舊稅

號在內)共計 31 項，列表如下: 

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3000104 電解法鍍或塗純鋅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c 

EG 

72103000202 電解法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loy of zinc-nickle 

EG 

72103000907 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other alloy of zinc 

EG 

72104100003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corrugated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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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4900112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GI 

72104900121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GA 

72104900149 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 containing 50% or more of zinc, based on cold-rolled 

GF 

72104900194 其他以冷軋為底材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cold-rolled 

GI 

72104900210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純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e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GI 

72104900229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GA 

72104900247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鋁合金,鋅含量 50%及以上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

製品(非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um alloy, containing 50% or more of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GF 

72104900292 其他以熱軋為底材之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based on hot-rolled 

GI 

72104900318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I 

72104900327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

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I 

72104900336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I 

72104900416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A 

72104900425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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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4900434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

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A 

72104900513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F 

72104900522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F 

72104900531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

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F 

72104900906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GI 

72106100008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GL 

72106100115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 0.5 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L 

72106100124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L 

72106100133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

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L 

72122000006 經電解法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EG 

72123000102 以冷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cold-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GI 

72123000200 以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hot-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GI 

72109090004 其他經護面、鍍鋅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clad, plated or coated 

Other 

72125090000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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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號包括部分涉案貨物者 

1. 鍍鋅鋁鎂合金產品 

按 72104900611、72104900620、72104900639 稅號係鍍鋅

鋁鎂合金產品之專屬稅號，目前涉案國家雖無進口，且本

質真實之鍍鋅鋁鎂產品乃須仰賴高端之技術專利始能生

產，申請人雖於本案產品範圍排除正規之鍍鋅鋁鎂鋼品，

然因我國海關稅則號列就鍍鋅鋁鎂合金產品並無定義，亦

無成分比例限制，爰參考鍍鋅鋁鎂鋼品之國際規範，以鍍

層鎂含量 2%為標準，超過 2%者始在排除之列，凡低於

2%鎂含量者，仍屬本案產品範圍，故上開鍍鋅鋼品之稅則

號亦應列入涉案貨物之進口稅號。15
 

2. 合金鋼底材之稅則號列  

就 72259100005、72259200004、72269910004、72669920002

等稅號之鍍鋅合金鋼扁軋製品，雖依海關稅則第七十二章

章註(己)其他合金鋼之定義，不符合不銹鋼定義之鋼，含

有一種或多種合金元素以重量計一定比例以上，16
 即可以

合金鋼名義申報進口。惟如前所述，添加微量合金元素之

合金鋼品，雖符合合金鋼之定義，然此類鍍鋅鋼品之底

                                           
15

 目前進口之鍍鋅鋁鎂合金產品，應係正規之鍍鋅鋁鎂鋼品，尚無涉案進口貨物在內，申請人於申請書

據以為進口統計之稅號未將之計入。 
16

 海關稅則第七十二章章註(己)其他合金鋼：不符合不銹鋼定義之鋼，以重量計依照下列比例含有一種

或多種元素－含 0.3％及以上之鋁；－含 0.0008％及以上之硼；－含 0.3％及以上之鉻；－含 0.3％及以

上之鈷；－含 0.4％及以上之銅；－含 0.4％及以上之鉛；－含 1.65％及以上之錳；－含 0.08％及以上之

鉬；－含 0.3％及以上之鎳；－含 0.06％及以上之鈮；－含 0.6％及以上之矽；－含 0.05％及以上之鈦；

－含 0.3％及以上之鎢；－含 0.1％及以上之釩；－含 0.05％及以上鋯－分別計含 0.1％及以上之其他元

素（硫、磷、碳、及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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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無異於碳鋼底材者，17
 與涉案之電鍍鋅及熱浸鍍鋅等

產品為相同產品，為相同物質所組成並具相同特性，且無

論用途、最終客戶亦無異於其他進口涉案貨物以及我國同

類貨物，並與其他涉案貨物及我國同類貨物具替代性及直

接競爭性，亦應為涉案貨物範圍，爰將上開鍍鋅合金鋼鋼

品之稅則號亦列入涉案貨物之進口稅號。惟為區隔真正合

金鋼底材之產品，申請人業已就本案產品範圍其底材鋼品

之合金元素含量，參考美國 2015 年抗腐蝕鋼品反傾銷案，

設定一上限標準，逾此標準者即非屬本案產品範圍。 

3. 合金鋼底材之其他項稅號 

如前所述，涉案貨物本即可以有添加其他合金元素為由不

按鍍鋅產品進口，而以「其他項」名義申報進口，此於以

                                           
17

 近年來因中國大陸有關於合金鋼出口退稅之規定，退稅率在 9%至 13%，大陸鋼鐵業者為享受出口退

稅之優惠，而以碳鋼添加微量硼（0.0008％之硼）之方法，將碳鋼本質之鋼品以合金鋼名義申報出口—

加硼是符合合金鋼名義成本最低的做法，以每噸人民幣 10-20 元左右之成本，即可換取 300 元左右的出

口退稅。然，微量硼元素之添加，並非為改變產品物理特性，與真正之合金鋼有別，加硼鋼品仍不失其

碳鋼本質，其物理特性、化學性質及機械性質與碳鋼鋼品完全相同。 

嗣因中國大陸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5 年起取消含硼鋼品退稅之規定，大陸鋼廠為謀繼續享有出

口退稅優惠，已調整工藝，尋求替代加硼之變通方式，以符合合金鋼退稅規定，乃有轉向添加其他合金

元素如鉻、鈦（添加 0.3%鉻及 0.05%鈦元素）。請見含硼鋼出口退稅取消，鋼企急換工藝變通謀生，2015

年 2 月 15 日，新浪財經網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0215/014721555743.shtm。對中國

大陸鋼廠而言，符合退稅要求之合金元素種類選擇多元充分，且轉換成本增加有限（每噸約 20~70 美元

間），中國大陸的鋼材出口因而再生新「潛規則」。換言之，自大陸進口之鋼品，始終存在「假合金真

碳鋼」之情形。 

依中國海關最新稅則稅率稅則公告，就稅號 7225910000(電鍍鋅的其他合金鋼寬平板軋材 )、

7225920000(其他鍍或塗鋅的其他合金鋼寬板材)、7225991000(寬≧600mm 的高速鋼制平版軋材)、

7226991000(電鍍鋅的其他合金鋼窄平板軋材)、7226992000(用其他方法鍍或塗鋅的其他合金鋼(相對應

我國稅號 72259200004、72259910005、72269910004、72669920002)之合金鋼扁軋製品退稅稅率僅 9%，

低於一般鍍(純)鋅、鋅鐵合金、鋅鋁及鋁鋅等鍍鋅鋼品所享 13%之退稅率(鍍(純)鋅、鋅鐵合金、鋅鋁、

鋅 鋁 鎂 或 鋁 鋅 之 鍍 鋅 鋼 品 享 有 13% 之 退 稅 優 惠 ， 見 中 國 海 關 資 訊 網 首 頁 ：

http://www.china-customs .com/customs-tax/72/10/)，並無添加微量合金元素之動機，以「假合金鋼」、「真

碳鋼」樣貌進口至台灣。故目前合金鋼底材之鍍鋅鋼品，諒係真正之合金鋼底材，尚無涉案貨物進口在

內，申請人於申請書據以為進口統計之稅號則暫未將之計入，併此敘明。 

惟，本案涉案貨物之鍍鋅鋼品一旦遭課徵反傾銷稅，大陸鋼廠勢必如同其他碳鋼鋼品以添加微量合金元

素之方式，就涉案貨物改以合金鋼底材名義，以合金鋼稅號申報進口以規避反傾銷稅。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0215/014721555743.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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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鋼底材名義申報之「其他項」產品中亦可能存在，然

此類鋼品並無異於涉案貨物，與涉案貨物為相同產品，為

相同物質所組成並具相同特性，且無論用途、最終客戶均

亦無異於其他進口涉案貨物以及我國同類貨物，並與其他

涉案貨物及我國同類貨物具替代性及直接競爭性，亦應為

涉案貨物範圍。爰將鍍鋅合金鋼鋼品之「其他項」即

72259910005，亦列入涉案貨物之進口稅號。綜上，申請

人就涉案貨物之產品名稱及定義之文字敘述，例示本案所

涉現行之海關進口稅則貨品分類號計 30 項如下。 

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3000104 電解法鍍或塗純鋅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pure zinc 
EG 

72103000202 電解法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loy of zinc-nickle 
EG 

72103000907 電解法鍍或塗其他鋅合金之鋼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other alloy of zinc 
EG 

72104100003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波浪化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corrugated 

GI 

72104900318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於0.5公

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I 

72104900327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0.5公厘及

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I 

72104900336 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1.5公厘及

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I 

72104900416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

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A 

72104900425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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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4900434 鍍或塗鋅鐵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iron alloy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A 

72104900513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

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F 

72104900522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F 

72104900531 鍍或塗鋅鋁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 alloys (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F 

72104900611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小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Other 

72104900620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Other 

72104900639 鍍或塗鋅鋁鎂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aluminium-magnesium alloys(not corrugated),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Other 

72104900906 其他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not corrugated) 

GI 

72106100115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小

於 0.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less than 0.5 mm 

GL 

72106100124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1.5 公厘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0.5 mm or more but less 

than 1.5 mm 

GL 

72106100133 鍍或塗鋁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厚度 1.5

公厘及以上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plated or coated with 

aluminium-zinc alloys, of a thickness of 1.5 mm or more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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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ode 中英文敘述 類別 

72109090004 其他經護面、鍍鋅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

厘及以上者 

Other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clad, plated or coated 

Other 

72122000006 經電解法鍍或塗鋅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EG 

72123000102 以冷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cold-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GI 

72123000200 以熱軋為底材之其他方法鍍或塗鋅或鋅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

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based on hot-rolled,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r zinc-alloy 

GI 

72125090000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Other 

72259100005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electrol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Alloy 

72259200004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

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Alloy 

72259910005 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經鍍鋅、塗面或護

面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plated, coated or clad,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Alloy-Other 

72269910004 電解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electrolytically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less than 600 mm 

Alloy 

72269920002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之其他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other alloy steel, otherwise plated or coated 

with zinc, of a width of less than 600 mm 

Alloy 

七、 國產品與進口品之比較（屬於同類貨物） 

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5 條規定：「同

類貨物，指與進口貨物相同之產品，或相同物質所構成且具有相同

特徵、特性之產品；其為相同物質構成，特徵、特性相同，而外觀

或包裝不同者，仍為同類貨物。」 

茲就國產品與進口品為同類貨物析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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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特徵 

如前所述，鍍鋅鋼品之物理性質主要由底材材質決定。國產品

與進口品皆係以冷熱軋鋼捲為底材，依照通用之國際規範要求

定其鋼種，並無差異。另鍍鋅鋼品鍍層之種類及成分比例、鍍

層量及厚度計算方式，亦皆係依照通用之國際規範要求而定。

國產品與進口貨物為相同之產品，為相同物質所構成且具有相

同特徵、特性之產品，應屬同類貨物。 

(二)、原料及製程 

在使用原料及製程方面，我國國內業者生產之鍍鋅鋼品與涉案

貨物並無不同，均係以冷、熱軋鋼品為底材，經脫脂、水洗、

酸洗、潤濕、乾燥之前置程序，經浸入熔融之鍍槽鍍後冷卻完

成成品；電鍍鋅產品亦同，係將底材經清洗、酸洗後，經電氣

鍍鋅槽後完成成品；不論係經熱浸鍍製程 ( the hot dip process ) 

或電鍍製程 ( the electrolytic process ) 所產製，國產品與進口

品所使用之生產技術及設備、製程均無差異，不同規格亦只要

調整部分機器(如合金化爐或鍍槽比例)即可。 

(三)、用途 

鍍鋅鋼品用途之不同主要在於底材之材質(鋼種)，如商用、衝

壓及結構用等品級。至鍍層量及鍍層成分則依使用環境及加工

程度加以選擇。 

如前所述，國產品及進口品均是以一般商用品級(Commercial 

Quality，“CS”)為主要規格，來自中國大陸之涉案貨物主要

規格包括：JIS SGCC/SGHC、ASTM A653M CS、EN DX51D；

韓國涉案貨物之主要規格則包括 JIS SGHC/SGH400、J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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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313 SECC，國產品與自涉案國輸入之涉案產品規格並無不

同，主要亦係一般商用品級，均係廣泛應用於建材，另亦有部

分應用於家電用途。 

國產品與進口品為同類貨物。涉案貨物彼此之間之主要用途亦

相同，且均無異我國同類貨物。 

(四)、行銷通路方面 

國產品與涉案貨物均係經由相同之銷售管道售予相同之最終

使用者。主要有以下二種行銷通路： 

1. 直接售予建築業、烤漆廠等直接用戶，經加工後完成其成

品。 

2. 售予經銷商為單純買賣，或由裁剪業買受後經裁剪或分條

再行出售。 

(五)、替代性 

國產鍍鋅鋼品與涉案進口之鍍鋅鋼品可相互取代。至各類鍍鋅

產品於應用上亦大致相似，適用範圍多有重疊。 

如熱浸鍍鋅(GI)與合金化熱浸鍍鋅(即鋅鐵合金，GA)二者彼此

可取代，但 GA 表面較粗糙黯淡，通常會再烤漆覆蓋，GI 則

較為光滑亮面可直接使用，並有利於後處理(如鉻酸皮膜處理)

以增進其抗蝕性，而 GA 之鋅曾經合金化處理後附著性較佳，

有利於成形加工(特別是沖壓品級)，焊接性較佳。 

而熱浸鍍 55%鋁鋅(GL)及熱浸鍍 5%鋁鋅(GF)與熱浸鍍鋅(GI)

雖於鍍層成分有所不同，然若底材規格相同，僅抗蝕性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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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用途並無太大差異，均有替代性。即使底材規格不同品級

亦有局部替代性。18
 

(六)、使用者及生產者認知 

鍍鋅鋼品在於以鋅層所具有之犧牲防蝕特性，以為鋼品之保護

作用，因此，不論在使用者或生產者之認知上，國產及進口之

鍍鋅鋼品皆為相同產品。 

(七)、價格 

鍍鋅鋼品之價格主要是繫於底材厚度、底材規格及鍍層厚度

19，國產品及進口品皆然。至於鍍層成分差異影響成本有限，

其價差是市場驅動，如熱浸鍍鋅(GI)與熱浸鍍 55%鋁鋅(GL)或

熱浸鍍 5%鋁鋅(GF)，用途並無太大差異，然 GL 與 GF 抗腐蝕

性較佳，通常可替代 GI，故訂價可能略高。 

綜上所述，國內鍍鋅鋼品及涉案國之涉案貨物，在製程、使用原料、

用途、規格及其規範依據、行銷通路、替代性、使用者及生產者認

知及價格等方面均相同，故國產品與涉案貨物及涉案貨物彼此之間

均為同類貨物。 

八、 輸出國 

中國大陸及韓國 

                                           
18

 例如成形加工一般商用級與結構用，均可用於建材用途，以樓承板為例，厚度較厚之一般商用級，其

強度相當於部分結構用材質時，二者或可替代。然若有軋延或成形要求，如屋頂，則多係適用一般商用

級，結構用級因材質厚度及硬度之限制，可能就不適合替代。又，二者之價格差異，尚難一概而論，惟

通常有強度要求之結構用品級，其價格高於成形加工一般商用級，但低於成形加工沖壓級。 
19

 以申請人中鋼公司生產之鋼捲厚度 1.0mm 為例，一般基本規格鍍層為 Z12(雙面鍍鋅單位面積重量

120g/m2) ﹝機密資訊﹞，Z18/Z20﹝機密資訊﹞、Z22/Z25﹝機密資訊﹞、Z27﹝機密資訊﹞。即鍍層越

厚，價格越高。又，一般而言，業者通常係按尺寸附價、材質附價及鍍層附價來計價，交相參照下，實

無從確定各項價格因素之比例，遑論各業者原本價格結構各異，併此陳明。 



 

38 

九、 製造商及出口商 

申請人已知之涉案國製造商/出口商如下： 

(一)、中國大陸 

1.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Angang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地址：遼寧省鞍山市鐵西區鞍鋼廠區 

電話：+86- 412-6734878 

傳真：+86- 412-672777 

2. 江蘇沙鋼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JIANGSU SHAGANG CO., LTD 

地址：江蘇省張家港市錦豐鎮沙鋼大廈 

電話：+86- 512-58987088 

傳真：+86- 512-58682018 

3. 內蒙古包鋼鋼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Inner Mongolia BaoTou Steel Union Co.,Ltd 

地址：內蒙古包頭市昆區河西工業區包鋼資訊大樓東副樓 

電話：+86- 472-2189515 

傳真：+86- 472-218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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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20
 

英文名：HEBEI IRON AND STEEL CO., LTD. 

地址：河北省石家莊市橋西區裕華西路 40 號 

電話：+86- 311-66770709 

傳真：+ 86- 311-66778711 

5. 唐山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英文名：TANGSHAN IRON&STEEL GROUP  CO., LTD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濱河路 9 號 

電話：+86- 315-2702409 

6. 邯鄲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英文名：HBIS Hand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LTD 

地址：河北省邯鄲市復興路 232 號 

電話：+86- 310-6072141 

傳真：+ 86- 310-4041978 

7. 天津海鋼板材有限公司 

英文名：Tainjin Hiagang Steel Sheet Co., Ltd 

地址：天津市靜海縣雙塘高檔五金製品產業園 

                                           
20

 河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唐鋼、邯鄲鋼鐵和承德釩鈦三家上市公司聯合組成的特大型鋼鐵企業，註

冊地址為河北省石家莊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下設唐山分公司、邯鄲分公司、承德分公司等。可參考該

公司網頁：http://www.hebgtjt.com/lists.jsp?p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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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6- 022-68508999 / +86- 022-68778999 

傳真：+ 86- 022-68298077 

(二)、韓國 

1. 東國製鋼集團—聯合鋼鐵公司 

英文名：Dongkuk Steel Mill Co., Ltd. –Union Steel Co., Ltd. 

地址：Ferrum Tower, 19 Uljiro 5-gil, Jung-gu, Seoul 

電話：+82-2-317-1114 

2.  浦項鋼鐵公司 

英文名：Pohang Iron and Steel Company；簡稱 POSCO 

地址：Goedong-dong, Nam-gu, Pohang-si, Gyeongsangbuk-do, 

790-785, Korea. 

電話：+82-54-220-0114 

3. 現代 HYSCO 

英文名：Hyundai Hysco Co., Ltd；簡稱 HYSCO 

地址：706, Yeompo-ro, Buk-gu, Ulsan, Korea 

電話：+82-52-280-0114 

除上開所列製造商或出口商，申請人無法確定是否尚有其他製造或

出口涉案貨物之受控國廠商，祈請財政部依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9

條及 WTO 反傾銷協定第 5.5 條之規定，通知涉案國政府，請其通知

該國所有涉案貨物生產商或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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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國之代理商及進口商 

根據申請人目前所蒐集之資料顯示，至少有下列廠商從事涉案貨物

之進口；該進口商均非國內生產廠商之關聯公司。 

1. 凱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大漢路 255 號 

電話：07-7023111 

傳真：07-7022535 

信箱：export@kcico.com.tw 

2. 尚興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縣仁武鄉竹後村竹工二巷 19 號 

電話：07- 3711845 

傳真：07- 3710002 

信箱：yuut8699@ms8.hinet.net 

3. 新光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四段 97 號 25 樓之一 

電話：02-2978-8888 

傳真：02-2978-3168 

4. 聯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橋頭區中崎路 36 號 

電話：07-6126601 

傳真：07-6126685 

mailto:sales@kcico.com.tw
mailto:yuut8699@ms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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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盟鑫金屬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 15 號 

電話：07-7670111 

傳真：07-7676333 

信箱：mck@mengsin.com.tw 

6. 亞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 17 之 1 號 

電話：07- 7871801 

傳真：07- 7873216 

7. 舜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110 號 16 樓之 4 

電話：07-3390953 

傳真：07-3393000 

至於有無其他進口商，祈請財政部調閱海關進口資料確查。 

十一、 申請人與國外出口商及進口商並無關聯 

申請人各家業者之企業集團組織圖如附件 10-1 所示，無前揭涉案貨

物之國外製造商出口商及國內代理商進口商在內，可資證明申請人

等國內業者與國外出口商及進口商俱無關聯。 

mailto:mck@mengs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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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申請人資格說明 

依我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我國同

類貨物生產者或與該同類貨物生產者有關經依法令成立之商業、工

業、勞工、農民團體或其他團體，具產業代表性者，得代表該同類

貨物產業，申請對進口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同條第 2 項規

定：「前項所定具產業代表性，以申請時最近一年該同類貨物總生產

量計算，其明示支持申請案之我國同類貨物生產者之生產量應占明

示支持與反對者總生產量 50%以上，且占我國該產業總生產量 25%

以上。」 

本件，我國國內鍍鋅鋼品產業之全體生產商，即：中國鋼鐵股份有

限公司、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盛餘股份有限公司、裕鐵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21、欣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就

涉案貨物持續以低價之不正競爭方式大量進口至我國乙情，申請對

涉案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6 家申請人謹此提供 2014 年 7 月

至 2015 年 6 月之同類貨物全部產量，總計約 3.37 百萬噸，高於台灣

鋼鐵工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鋼鐵公會」）就同期間之同類貨物產

量統計(附件 11-1)。產業代表性符合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殆無疑義。 

表 3-1：【台灣特定鍍鋅鋼品業者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產量】 

單位：公噸 

公司名稱 產量*（公噸） 產量百分比 

盛餘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欣建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21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無熱浸鍍鋅產線，係委由其 100%持股之子公司鴻立公司加工生產涉案貨物，

鴻立公司猶如中鴻公司之工廠或生產線，﹝機密資訊﹞係由供應商中鴻公司決定，涉案進口貨物亦係對

中鴻公司之各項經濟指標造成衝擊，自應以中鴻公司為國內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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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產量*（公噸） 產量百分比 

燁輝22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中鴻**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中鋼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裕鐵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合計23
 3,365,179

 
100.00% 

*此生產量統計資料，係彙整自所有申請人提供之產量資料 

**中鴻之熱浸鍍鋅產線，產量計算係以委託 100%持股之子公司鴻立公司生產之產量申

報。 

資料來源：國內同類貨物鋼品產銷存統計表第 1 頁(附件 11)
 
 

                                           
22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雖與涉案國中國大陸生產同類貨物之燁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為關聯企業，惟燁

輝科技材料有限公司生產之同類貨物並未進口至台灣，燁輝(中國)非屬涉案廠商，本件並無燁輝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不得包括於同類產業以內之情形，併此敘明。 
23

 近五年有國內廠商退出鍍鋅鋼品之生產，包括廣春及正在兩家廠商均已停產，年產能分別為 10 及 12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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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傾銷說明 

按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7 條之規定，「申請對進口貨物

課徵反傾銷稅者，應載明傾銷事實，及該貨物輸入我國之銷售價格、

在通常貿易過程中輸出國或產製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或其輸往

適當第三國可資比較之代表性銷售價格，或其產製國之生產成本加

合理之管理、銷售與其他相關費用及正常利潤之推定價格」。 

申請人按我國反傾銷調查實務，以一年期間為傾銷事實之認定期

間，以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作為說明涉案國傾銷事實及

傾銷差率計算之資料涵蓋期間，以供參考。惟因涉案國廠商對台灣

進口業者之報價及發票等單據，係屬交易雙方內部之機密文件，申

請人無法取得業者個別進口報關之實際進口價格，另涉案貨物於涉

案國國內之正常價格及涉案國廠商之成本資料亦同。故，申請人謹

以我國海關通關資料，以及申請人蒐集之涉案國市場資訊作為基

礎，推算內外銷出廠價格，以計算傾銷差率。 

至涉案國之涉案貨物內銷價格，是否沒有低於成本而得作為正常價

格，申請人因無法取得成本資料，無從確知。據申請人所知，中國

大陸國內銷售虧損居多，24且以各涉案國國內均產能過剩、供過於

求，當可窺知，涉案國之涉案貨物內銷價格應有低於成本之情形；

若此，以成本加合理之管理、銷售與其他相關費用及正常利潤之推

定價格作為正常價格，並以之估算傾銷差率，定遠高於申請人所推

估。是以，申請人以下估算之傾銷差率已屬保守，祈請財政部於立

                                           
24

 參考附件 30，該則新聞報導表示：「中國廠商降價壓低了市場行情，對企業而言意味獲利減少，可

能阻礙資本支出、薪資增長，甚至可能導致虧損、裁員或貿易戰爭」。此外，鞍鋼 2015 年上半年合併

利潤表顯示，若不加計投資損益，其成本(百萬人民幣 29,134 元)高於營業總收入(百萬人民幣 28,992 元)。

包鋼 2015 年上半年合併利潤表及母公司利潤表之營業利潤亦均為負值。請參見附件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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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調查後，依關稅法第 68 條第 2 項及課徵辦法第 28 條之規定就涉

案貨物於涉案國內銷價格是否有低於成本之情形，予以確查。 

茲分別就涉案國以傾銷手段出口涉案貨物至我國市場之事實，說明

如後。首應陳明者，按 WTO 反傾銷協定第 2.4 條之規定：「出口價格

與正常價格之比較應公平為之」，則涉案貨物均為同類貨物，然係由不

同產線所產製，電鍍鋅線生產電鍍鋅產品(EG)，熱浸鍍產線則用以生產

熱浸鍍鋅產品(包括熱浸鍍鋅(GI)、熱浸鍍鋅鐵合金(GA)、熱浸鍍 55%

鋁鋅(GL)及熱浸鍍 5%鋁鋅(GF)等)，因產線有別，建置之機器設備不

同，成本自有所差異，國內外鋼廠一般如有此二產線者，通常亦均係就

電鍍鋅產品及熱浸鍍產品分別報價。基此，申請人乃按上開 WTO 反傾

銷協定第 2.4 條公平比較之規定，先就涉案進口貨物之電鍍鋅產品及熱

浸鍍鋅產品分別計算傾銷差率，再予以平均計算傾銷差率，說明自涉案

國進口之涉案貨物確有傾銷之事實，先予陳明。 

一、 中國大陸 

(一) 涉案貨物輸入中華民國價格 

申請人以我國海關進口資料（附件 12：海關進口統計資料(中

國大陸)）計算中國大陸於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出

口至我國之到岸價格。25
 因海關通關資料為 CIF 價格，為將

                                           
25

 如申請書貳、六之說明，作為傾銷稅率計算及產業損害分析之稅號總計 31 項稅號：72103000104(EG)、

72103000202(EG) 、 72103000907(EG) 、 72104100003(GI) 、 72104900112(GI) 、 72104900121(GA) 、

72104900149 (GF)、 72104900194(GI)、 72104900210(GI)、 72104900229(GA) 、 72104900247(GF)、

72104900292(GI) 、 72104900318(GI) 、 72104900327(GI) 、 72104900336(GI) 、 72104900416(GA) 、

72104900425(GA) 、 72104900434(GA) 72104900513(GF) 、 72104900522(GF) 、 72104900531(GF) 、

72104900906(GI) 、 72106100008(GL) 、 72106100115(GL) 、 72106100124(GL) 、 72106100133(GL) 、

72122000006(EG)、72123000102(GI)、72123000200(GI)、72109090004(Other)、72125090000(Other)。前

開稅號包括 EG、GI、GA、GF、GL、Other。惟，依海關統計資料顯示，自中國大陸之進口涉案貨物自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止，海關稅則號列僅計：72103000104(EG)、72122000006(EG)、

72104900318(GI) 、 72104900327(GI) 、 72104900336(GI) 、 72104900425(GA) 、 72104900434(GA) 、

72104900906(GI) 、 72106100115(GL) 、 72106100124(GL) 、 72104900906(GI) 、 72123000102(GI) 、

72123000200(GI)。其中，中國大陸進口之電鍍鋅於同期間僅 707 公噸，占中國大陸涉案貨物進口量

354,612 公噸僅 0.2%，進口量甚微，價格不具代表性；另 GL 進口量則為 4,001 噸，僅占 1.13%進口量亦

甚微，價格亦不具代表性，而 Other 項因無法區分鍍鋅鋼品規格且多數單價異常，顯非涉案產品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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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調整至出廠層次，海運費、出口國出口費用及保險費應予

扣除，使得作為中國大陸廠商就涉案貨物輸入我國價格之基

礎。 

關於海運費，因進口商或涉案國廠商之發票、收據等為其內部

商業機密資訊，申請人無法取得，故以二船務公司﹝機密資

訊﹞公司及﹝機密資訊﹞公司就分別中國大陸上海至台灣、中

國大陸環渤海灣之主要國際船運港口天津之報價平均價格為

海運費用估算依據（附件 13：海運費用佐證資料），每噸約

美金﹝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4)。涉案國中國大陸出

口費用係依據世界銀行組織（World Bank Group）全球營商報

告（Doing Business）最新公布之統計數字，自中國大陸出口

之出口費用包括文件費、清關費、碼頭處理費及內陸運費等，

共為每噸 30.03 美美元（附件 14：出口費用佐證資料）。而保

險費部分，則係依保險公司就一般標準包裝、船舶及涉案國航

程承保之報價單，以費率﹝機密資訊﹞%計算(附件 15：保險

費率佐證資料)。 

根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扣除前開費用後，涉案國中國大

陸涉案貨物於 2014年第 3季至 2015年第 2季之各季出口至我

國之出廠價格，如下表所示。 

此外，另附上 2015 年第 3 季自中國大陸出口之涉案貨物到岸

價及出廠價格，其出口到岸價格自前一季度每噸美金 518.83

元跌落至每噸美金 487.57 元。 

                                                                                                                                    

故不計入。則中國大陸涉案貨物之進口到岸價係以 GI、GA(占中國大陸涉案貨物進口量 98.87%)，即

72104900318(GI) 、 72104900327(GI) 、 72104900336(GI) 、 72104900425(GA) 、 72104900434(GA) 、

72104900906(GI)、72104900906(GI)、72123000102(GI)、72123000200(GI)9 個稅號，為計算傾銷差額之

依據。後述關於涉案貨物價格之影響，就熱浸鍍鋅鋼品中國大陸到岸價則係計算 GI、GA、GL 稅號歷

年之加權平均價格，先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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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中國大陸進口價格︰季度平均】 

單位：美金/公噸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CIF 價格 A 683.76 656.44 575.19 518.83 487.57
** 

海運費用 B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出口費用 C 30.03 30.03 30.03 30.03 30.03 

保險費用 
D=A*110%*﹝機密資

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出廠價格 E=A-B-C-D 633.60 606.33 525.21 468.94 437.74 

到岸價量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庫，見附件 12 海關進口統計資料(中國大陸)。 

*出口貨物運輸保險之保險金額，係按 CIF 貨物價值加成國際慣例的 10%，26
 因此按 CIF 進口時，保險費用之計

算公式應為：CIF x 110% x 保險費率。 
**
以新台幣計價之到岸價格資料係取自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庫；該季度之美金換算匯率，則以海關三旬公布

之季平均匯率即 1:31.6911 換算之。 

(二) 出口國國內正常價格 

按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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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業經財政部於民國 95 年 5 月 29

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 號公告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因此，

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案貨物辦理反傾銷調查時，應依據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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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雖然財政部對中國大陸廠商展開之反傾銷調查案件

中，財政部採個案審查方式，針對涉案廠商之相關產業部門無

明顯政府干預情形、且非屬國營企業，亦能配合調查、充分舉

                                           
26

 參考網頁資料：http://www.priorityworldwide.com/resources/cargo_insurance_guidelines.aspx；

http://www.insurancepandit.com/faq/content/28/188/en/what-does-the-term-cif-10%25-valuation-represents-in-

marine-cargo-policy.html；或者 http://www.se-logistic.eu/se_logistics，以上網頁資料之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http://www.priorityworldwide.com/resources/cargo_insurance_guidelines.aspx
http://www.insurancepandit.com/faq/content/28/188/en/what-does-the-term-cif-10%25-valuation-represents-in-marine-cargo-policy.html
http://www.insurancepandit.com/faq/content/28/188/en/what-does-the-term-cif-10%25-valuation-represents-in-marine-cargo-policy.html
http://www.se-logistic.eu/se_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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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從事之商業活動無不符市場經濟地位認定標準之情事

者，同意給予市場經濟地位待遇。然查，中國大陸政府自以往

即公布多項政策或命令，以形塑並指導中國大陸鋼鐵業現況及

發展，其產業政策之指導包括：「當前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產

業、產品和技術目錄」27、「冶金工業十五規劃」28、「促進產

業結構調整的暫行規定」 (2005)、「鋼鐵產業發展政策」

(2005)
29、「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1、2015)

 30、「鋼鐵產

業調整和振興規劃」(2009)
31、「鋼鐵行業生產經營規範條件」

(2010、2012)
32、「鋼鐵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2011)。鑒

於中國大陸政府對鋼鐵產業有明顯干預情形，且本案中國大陸

數家鋼廠─諸如鞍鋼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及河北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33
 皆為政府持股過半或由國有法人實質控制之國資企

業，實可合理認其營運應非完全依循市場機制運作。在此情形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令 2000 年年修訂第 14 點，針對鋼鐵產業就符合該目錄的國內投

資項目，於投資總額內進口的自用設備，除《國內投資項目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2000 年年修訂)》

所列商品外，免徵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網頁資料：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79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28

 該規劃針對各區域諸如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部地區之鋼鐵業做出不同方向的調整、改造，促

進「集約化生產」，全面提高國內鋼鐵業的質量與效益。中國大陸新華網新聞報導直指該規劃就鞍鋼之

規劃目標為：「逐步推動以鞍山鋼鐵集團公司為核心的企業聯合、重組。加快發展冷軋薄板、鍍鋅板，

以及汽車、機械、軍工發展所需的高品質特殊鋼材品種。積極採用冷燒結礦、幹熄焦、無料鐘爐頂、精

煉等先進工藝技術，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淘汰落後的工藝技術裝備，搞好環境治理和資源綜合利用。」 

網頁資料：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0723/72662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29

 網頁資料：http://www.gov.cn/zwgk/2005-12/21/content_13321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30

 2011 年版本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暫行規定鼓勵類及限制類，於 2015 年修訂時未就鋼鐵產業進行修訂。

依 2011 年本的暫行規定，鋼鐵產業仍列為政府產業結構調整的鼓勵項目之一；至於限制類，鋼鐵業中

「30 萬噸年產能以下」的熱浸鍍鋅產業仍列於限制類的第六大項、第 7 小點。網頁資料：

http://www.pyfgj.gov.cn/zcfg/cont12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31

 網頁資料：http://www.gov.cn/zwgk/2009-03/20/content_1264318.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32

 網頁資料：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48203/394820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年 11 月 7 日。 
33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為國有法人鞍山鋼鐵集團公司持有 67.29%股份，其實質實質控制人為國務院國有

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持有鞍山鋼鐵集團公司比例 100%，請參考

http://www.ansteel.cn/a/touzizheguanxi/gudongxianzhuang/angangjituan/。河北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則

由國有法人持股 52%以上，請參考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go.php/vCI_CirculateStockHolder/stockid/000709/displaytype/30.pht

ml。此外，內蒙古包鋼股份有限公司之實質控制人亦為內蒙古自治區。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79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0723/726627.htm
http://www.gov.cn/zwgk/2005-12/21/content_133214.htm
http://www.pyfgj.gov.cn/zcfg/cont126.html
http://www.gov.cn/zwgk/2009-03/20/content_126431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48203/3948203.htm
http://www.ansteel.cn/a/touzizheguanxi/gudongxianzhuang/angangjituan/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go.php/vCI_CirculateStockHolder/stockid/000709/displaytype/30.phtml
http://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go.php/vCI_CirculateStockHolder/stockid/000709/displaytype/30.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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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難認得適用市場經濟地位待遇。再者，2015 年美國商務

部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特定抗腐蝕性鋼品 (Certain 

Corrosion-Resistant Steel Products)提起之反傾銷暨反補貼案

件，於立案公告中也明揭中國大陸不具市場經濟地位(附件

16-1)；34
 歐盟貿易委員會就中國大陸之經濟地位認定，亦持

相同立場。35
 從而，本案仍應以替代第三國國內銷售價格計算

中國大陸鋼廠正常價格。 

經考量市場規模及社經發展程度後，申請人認為印度國內熱浸

鍍鋅鋼品銷售價格應可作為涉案貨物在中國大陸之正常價值

之基準。事實上，財政部對中國大陸輸入之過氧化苯甲醯、甲

醛合次硫酸氫鈉、毛巾及鞋靴等產品之反傾銷調查案，亦認印

度之內需市場規模及社經發展程度與中國大陸相當，而以印度

作為替代國。此外，美國及歐盟在對中國大陸出口產品所提反

傾銷調查案件中，亦多係以印度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國。基

此，申請人認為本案以印度之國內市場價格替代作為中國大陸

國內之正常價格。 

關於印度國內內銷價格，申請人係依據 Metal Bulletin 提供之

市場資訊（附件 16：中國大陸國內流通市場淨出廠價格資訊(以

印度為替代價格)）匯整印度熱浸鍍鋅鋼品之國內售價，36
 作

                                           
34

 同樣認定中國大陸不具市場經濟地位之美國反傾銷案件，另有 Case A-570-872 Notice of Final 

Determination of Sales at Less Than Fair Value: Certain Cold-Rolled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等。 

35
 例如：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anti-dumping proceeding concerning imports of certain cold-rolled flat steel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J 2015/C 161/07)以及

Notice of initiation of an expiry review of the anti-dumping measures applicable to imports of certain seamless 

pipes and tubes of iron or steel origin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J 2014/C 347/06) 

36
 附件 16 網頁畫面顯示，申請人據以作為中國大陸涉案產品 GI、GA 正常價格之印度同類貨物為 

“Hot-Dip Galvanised”，即熱浸鍍鋅產品 HDG，而熱浸鍍鋅產品依前所述，按是否經合金化處理可分為

合金化熱浸鍍鋅(即鋅鐵合金，GA)及非合金化熱浸鍍鋅(GI)，故此熱浸鍍鋅產品價格，應係指印度國內

包括 GI 及 GA 在內之熱浸鍍鋅產品售價，與中國大陸涉案進口 GI 及 GA 之出口價格比較，產品範圍應

屬一致，並此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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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大陸於 2014年第 3季至 2015年第 2季各季之國內內銷

替代價格，請見下表。因 Metal Bulletin 提供之印度價格資訊

係淨出廠價格，故毋庸再扣除內陸運費或其他銷售費用；至於

Metal Bulletin 資料庫之印度淨出廠價格為盧比，為計算傾銷差

率，申請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raty Fund, 

“IMF”)就各國轉換美金公布之每日匯率，先計算出每季盧比對

美元之平均匯率後，再將盧比以該平均每月匯率計得每季每月

內銷出廠美元價格。 

表 4-2：【中國大陸鋼廠熱浸鍍鋅季度平均價格：以印度為替代價格】 

單位：美金/公噸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平均價格(盧比/公噸) A 50,250 49,658 47,633 46,000 44,492 

季平均換算美元匯率 B 60.61 61.91 62.20 63.47 64.97 

出廠價(美元/公噸) C=A/B 829.01 802.08 765.76 724.70 684.81 

資料來源：印度國內市場淨出廠價格資訊及匯率換算資料，請見附件 16。 

(三) 傾銷差額與傾銷稅率之計算 

以中國大陸輸入我國之推估出廠價格為出口價格，替代國印度

之國內市場流通淨出廠價格為正常價格，可得出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各季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如下表。中國大

陸之傾銷差率分別為 28.58%、29.82%、41.82%及 49.30%，有

逐年加劇乙情。傾銷調查期間之平均傾銷差率高達 37.08%，

足證中國大陸傾銷涉案貨物至我國之事實。至 2015 年第 3 季

則已達 50.67%。 

又，申請人無法取得印度國內熱浸鍍鋅鋼品之尺寸加價，以印

度為涉案國國內內銷替代價格係未加計尺寸加價，故實際之傾

銷差率恐更甚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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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傾銷稅率】 

單位：美金/公噸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調查 

期間 
2015Q3 

進口量(公噸)  79,697 101,268 87,322 81,617 349,904 67,463 

各季進口量比例  22.78% 28.94% 24.96% 23.33% 100.00% - 

正常價格(出廠價) A 829.01 802.08 765.76 724.70 - 684.81 

出口價格(出廠價) B 633.60 606.33 525.21 468.94 - 437.74 

傾銷差額 C=A-B 195.41 195.75 240.55 255.76 - 247.07 

CIF 價格 D 683.76 656.44 575.19 518.83 - 487.57 

傾銷差率 E=C/D*100% 28.58% 29.82% 41.82% 49.30% - 50.67% 

2014 年 3Q～2015 年 2Q 傾銷差率 = 28.58%*22.78% +29.82%*28.94% 

+41.82%*24.96% +49.30%*23.33% 
37.08% 

 

二、韓國 

(一) 涉案貨物輸入中華民國價格 

申請人以我國海關進口資料（附件 17：海關進口統計資料(韓

國)），計算韓國於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出口之涉

案貨物熱浸鍍鋅產品及電鍍鋅至我國之到岸價格。37
 因海關進

                                           
37

 如申請書貳、六之說明，作為傾銷稅率計算及產業損害分析之稅號總計 31 項稅號：72103000104(EG)、

72103000202(EG) 、 72103000907(EG) 、 72104100003(GI) 、 72104900112(GI) 、 72104900121(GA) 、

72104900149 (GF)、 72104900194(GI)、 72104900210(GI)、 72104900229(GA) 、 72104900247(GF)、

72104900292(GI) 、 72104900318(GI) 、 72104900327(GI) 、 72104900336(GI) 、 72104900416(GA) 、

72104900425(GA) 、 72104900434(GA) 72104900513(GF) 、 72104900522(GF) 、 72104900531(GF) 、

72104900906(GI) 、 72106100008(GL) 、 72106100115(GL) 、 72106100124(GL) 、 72106100133(GL) 、

72122000006(EG)、72123000102(GI)、72123000200(GI)、72109090004(Other)、72125090000(Other)。前

開稅號包括 EG、GI、GA、GF、GL、Other。惟，依海關統計資料顯示，自韓國之進口涉案貨物計自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止，海關稅則號列僅有下列稅號：72103000104(EG)、72103000907(EG)、

72122000006(EG) 、 72104900318(GI) 、 72104900327(GI) 、 72104900336(GI) 、 72104900425(GA) 、

72104900434(GA) 、 72104900906(GI) 、 72123000102(GI) 、 72106100124(GL) 、 72106100133(GL) 、

72122000006(EG)、72109090004(Other)、72125090000(Other)。不若中國大陸，韓國進口之電鍍鋅於同

期間計 13,145 公噸，占韓國涉案貨物進口量 25,231 公噸的 52.10%，因此，申請人比較韓國進口 EG 之

價格與韓國國內電鍍鋅牌價，計算電鍍鋅之傾銷差率。另熱浸鍍鋅部分，因韓國進口之 GL 於 2014 年

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之進口量僅 261 噸，進口量甚微，價格不具代表性。至 Other 項因無法區分鍍鋅

鋼品規格且多數單價異常，顯非涉案產品之價格，故亦不計入。。韓國涉案貨物約有 46.87%為 GI、GA ，

因此，申請人以 GI、GA，即海關統計稅則稅號為 72104900318(GI)、72104900327(GI)、72104900336(GI)、

72104900425(GA)、72104900434(GA)、72104900906(GI)、72123000102(GI)，計 7 個稅號，為計算熱浸

鍍鋅產品傾銷差額之依據。再將電鍍鋅及熱浸鍍鋅之傾銷差率予以平均後得出韓國涉案貨物之傾銷差

率，以說明韓國涉案貨物確有傾銷之事實。後述關於涉案貨物價格之影響，就熱浸鍍鋅鋼品韓國到岸價

則係計算 GI、GA、GL 稅號歷年之加權平均價格，先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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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資料為 CIF 價格，為公平比較應將該價格調整至出廠層次，

須扣除海運費、出口國出口費用及保險費。申請人以二船務公

司﹝機密資訊﹞及﹝機密資訊﹞公司就韓國至台灣，以及釜

山、仁川至台灣高雄之報價均價估算海運費（附件 13 海運費

用佐證資料），每噸約美金﹝機密資訊﹞元(=average(﹝機密

資訊﹞))；出口費用則依全球營商報告最新資訊公告之每噸美

金 9.8 元，包括出口之文件費、清關費、碼頭處理費及內陸運

費等在內（附件 14 出口費用佐證資料）；至保險費則以保險

公司提供之費率—到岸價每噸美金﹝機密資訊﹞%（附件 15

保險費率佐證資料）計算。 

根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扣除前開費用後，韓國涉案貨物

熱浸鍍鋅及電鍍鋅於 2014年第 3季至 2015年第 2季之各季出

口至我國之出廠價格，如下表所示。 

另附上 2015 年第 3 季自韓國出口之涉案貨物到岸價及出廠價

格，其到岸價格自前一季度之每噸美金 599.66 元、664.25 元

跌落至每噸美金 453.85 元、632.25 元。 

表 4-4：【韓國涉案貨物季度平均進口價格】 

單位：美金/公噸 

 熱浸鍍鋅 電鍍鋅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
 

CIF 價格 A 691.25 764.29 566.67 599.66 453.85 805.38 751.57 697.33 664.25 632.25 

海運費用 B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資

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資

訊﹞ 

出口費用 C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保險費用 
D=A*110%*﹝機

密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資

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

資訊﹞ 
﹝機密資

訊﹞ 

出廠價格 E=A-B-C-D 659.31 732.23 534.93 567.87 422.30 773.25 719.53 665.38 632.35 600.41 

到岸價量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庫，見附件 17。 
*
以新台幣計價之到岸價格資料係取自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庫；該季度之美金換算匯率，則以海關三旬公布之計

平均匯率即 1:31.6911 換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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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口國國內正常價格 

韓國國內之正常價格，申請人係以網站 Steel-n 之 POSCO、

HYSCO及Union Steel就電鍍鋅及熱浸鍍鋅公布牌價資訊中最

低價格之規格為傾銷差率計算依據（附件 18），並考量韓國

鋼廠提供 15%~20%折讓之銷售模式(為保守計，茲以 20%折讓

計算之)，另將牌價減計 20%作為韓國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各季內銷平均價格之基礎。由於 POSCO、HYSCO 及

Union Steel 為韓國主要大型大鋼廠，38
 其於 2014 年之鍍鋅鋼

品產能約為韓國總產能逾三分之二，申請人遂以該三家鋼廠公

布之該內銷牌價作為韓國內銷價格，應具相當之代表性。又，

POSCO、HYSCO 及 Union Steel 對外公布之價格，均為出廠價

格，不含運費及稅費或其他費用，故毋庸再扣除內陸運費等項

目。 

如上述，申請人以 POSCO、HYSCO 之最低牌價，計算 20%

折讓作為韓國熱浸鍍鋅產品之正常價格，另以POSCO及Union 

Steel 之電鍍鋅牌價，先得出韓國涉案貨物電鍍鋅於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各季之季平均出廠價，以我國央行公告

之季平均匯率（附件 19 我國與主要貿易對手通貨對美元之匯

率月資料(中央銀行)）換算為美元之金額後，同樣計算 20%折

讓，如下表。 

                                           
38

 GSIS 產能統計資料顯示，POSCO、HYSCO 及 Union Steel 熱浸鍍鋅產能占全部熱浸鍍鋅線產能將近

70%；而 POSCO 及 Union Steel 的電鍍鋅產能也逾全部產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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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韓國 POSCO、HYSCO及 Union Steel出廠牌價季度平均價格】 

單位：美金/公噸 

  熱浸鍍鋅產品 電鍍鋅產品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2015Q3 

韓圜 

平均價格
(KRW/MT) 

A 1,292,500 1,292,500 1,292,500 1,292,500 1,292,500 1,298,390 1,298,390 1,298,390 1,298,390 1,298,390 

韓圜 

季平均美元
換算匯率 

B 1,027.04 1,087.21 1,099.97 1,097.04 1,170.42 1,027.04 1,087.21 1,099.97 1,097.04 1,170.42 

美元 

平均價格 
C=A/B 1,258.47 1,188.82 1,175.03 1,178.17 1,104.30 1264.21 1194.24 1180.39 1183.54 1109.34 

經計算折讓
後的美金 

平均價格
(USD/MT) 

D=C*8

0% 
1,006.78 951.06 940.03 942.54 883.44 1,011.36 955.39 944.31 946.83 887.47 

註 1：資料來源資料庫網站 Steel-n（附件 18）。 

註 2：韓圜換算美元匯率請參附件 19。 

(三) 傾銷差額與傾銷稅率 

韓國於 2014年第 3季至 2015年第 2季各季傾銷差額及差率如

下表。傾銷調查期間之熱浸鍍鋅產品以及電鍍鋅產品平均傾銷

差率分別高達 64.02%~38.62%，經簡單平均後差率為 51.32%，

足以證明韓國傾銷涉案貨物至我國之事實。至 2015 年第 3 季

熱浸鍍鋅及電鍍鋅之傾銷差率則分別高達 101.61%及 45.45%。 

表 4-6：【傾銷稅率】 

單位：美金/公噸 

  熱浸鍍鋅產品 (POSCO & HYSCO)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調查期間 2015Q3 

進口量(公噸)  1,441.00 812.00 7,023.00 2,549.00 11,825.00 4,618 

各季進口量比例  12.19% 6.87% 59.39% 21.56% 100% - 

正常價格(出廠價) A 1,006.78 951.06 940.03 942.54 - 883.44 

出口價格(出廠價) B 659.31 732.23 534.93 567.87 - 422.30 

傾銷差額 C=A-B 347.47 218.82 405.10 374.67 - 461.14 

CIF 價格 D 691.25 764.29 566.67 599.66 - 453.85 

傾銷差率 E=C/D*100% 50.27% 28.63% 71.49% 62.48% - 101.61% 

2014 年 3Q～2015 年 2Q 傾銷差率=50.27%*12.19% +28.63%*6.87% 

+71.49%*59.39% +62.48%*21.56% 
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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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鍍鋅產品 (POSCO & Union Steel) 

  2014Q3 2014Q4 2015Q1 2015Q2 調查期間 2015Q3 

進口量(公噸)  1,971.00 2,945.00 4,430.00 3,799.00 13,145.00 1,739.00 

各季進口量比例  14.99% 22.40% 33.70% 28.90% 100% - 

正常價格(出廠價) A 1,011.36 955.39 944.31 946.83 - 887.47 

出口價格(出廠價) B 773.25 719.53 665.38 632.35 - 600.41 

傾銷差額 C=A-B 238.11 235.87 278.93 314.48 - 287.06 

CIF 價格 D 805.38 751.57 697.33 664.25 - 632.25 

傾銷差率 E=C/D*100% 29.56% 31.38% 40.00% 47.34% - 45.40% 

2014 年 3Q～2015 年 2Q 傾銷差率=29.56%*14.99% +31.38%*22.40% 

+40.00%*33.70% +47.34%*28.90% 
38.62% 

 

三、 小結 

綜上所述，彙整涉案國涉案貨物之傾銷差率計算結果如下表。於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期間，涉案國中國大陸與韓國出口涉案貨

物至我國之加權平均傾銷差率在 37.08%、64.02%~38.62%之間，已

達傾銷之合理懷疑。按涉案國持續以低價傾銷手段出口涉案貨物至

我國，嚴重擾亂我國市場價格，已對我國同類貨物產業造成實質損

害。為遏止渠等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並救濟我國生產商所受損害，

實有對自涉案國進口之涉案貨物進行反傾銷調查及課徵反傾銷稅暨

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必要，以維我國業者合法權益。 

表 4-7：【涉案國傾銷稅率彙整】 

涉案國 調查期間之傾銷差率 2015Q3 

中國大陸 37.08% 50.67% 

韓國 
64.02%~38.62% 

(平均差率為51.32%) 

101.61%~45.40% 

(平均差率為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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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危害中華民國產業之說明 

一、 損害國內產業之法律要件 

按關稅法第 68 條第 1 項之規定，「進口貨物以低於同類貨物之正常

價格輸入，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

得另徵適當之反傾銷稅」。所謂「損害中華民國產業」，同法第 69

條第 1 項進一步規定，係指對我國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有實質損害

之虞，或實質延緩國內該項產業之建立。又，關稅法第 68 條第 1 項

所謂「致損害我國產業」之認定，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

法（下簡稱實施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應調查並評估「該

進口貨物之進口數量」、「我國同類貨物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對

我國有關產業之影響」等事項。其中，就「對我國產業之影響」之

判斷，實施辦法第 36 條第 3 款揭示應調查各經濟因素所顯示之趨勢。 

關稅法第 69 條第 1 項復有關於「實質損害之虞」認定，另依實施辦

法第 37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應調查並評估「傾銷進口貨物之進口增

加率、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產能、存貨、出口能力及進口價格等

因素」，以衡量是否將因不採取補救措施而使該貨物之進口更為增

加，造成我國產業之實質損害。 

鋼鐵產業原即屬「高度資本密集」之「內需型產業」，因此，非藉

由生產量與銷售量之提升，無以維持其產業之正常營運。是以，在

衡量各項產業指標與經濟因素時，須針對此一產業之特性，以迥異

於其他產業之觀察基準進行分析與判斷，將審查重點著重於市占率

減少與價格之壓迫及獲利減少乙節。在資料選樣期間內，細觀相關

數據，即能見我國鍍鋅鋼品產業受損之事實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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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申請人懇請財政部關務署及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宜全面考

量前述產業特性，以期就本傾銷案有無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之虞之

調查，作成最妥適之決定。 

又，本件涉案國包括中國大陸、韓國，渠等於我國進口市場佔有率

皆非微量；且涉案貨物彼此間、以及涉案貨物與我國同類貨物間，

不論在規格、物理特性、用途、銷售通路等均相同，可相互取代，

具競爭關係，符合課徵辦法第 39 條之規定。是以，於評估涉案進口

貨物傾銷輸入對我國產業之影響時，應採合併評估方式，將所有本

件所有涉案國進口貨物累積評估其對我國產業造成之實質損害或實

質損害之虞，始屬適當。 

二、 我國產業受有實質損害之說明 

申請人依實施辦法第 36 條之規定，分析本案涉案國對我國傾銷涉案

貨物，致我國產業受實質損害之各項事實與經濟指標。 

關於產業損害之資料來源，有關我國涉案同類貨物產業之整體經濟

數據，係自各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彙總所得之數據進行各項分析說

明。按申請人等 6 家公司於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之同類貨物

生產量占國內生產廠商總產量 100%，以申請人之數據分析說明，已

具充分產業代表性並足以反映國內產業受涉案貨物傾銷進口之損害

情形。至於有關涉案國進口數量與進口價格之分析，則以財政部關

務署進口統計資料為依據。 

茲分別就(一)涉案進口量及其影響(二)涉案進口價格之影響及(三)涉

案進口對國內產業之影響，析述如下： 

(一) 涉案貨物進口之絕對數量及相對數量 

1. 涉案貨物進口增加之絕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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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依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之 2011年至 2015 年 6月鍍

鋅鋼品海關統計，將涉案國進口至我國之涉案貨物，按照

年度統計之進口量，及其占全部進口量比例彙總如下（附

件 20：涉案國進口量價匯總表）。 

表 5-1：【涉案國進口量*】 

國家 

進口量(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中國大陸 

進口量 
144,588 210,561 255,010 345,841 170,845 354,612 

韓國 

進口量 
8,759 35,463 26,969 17,028 17,970 25,231 

涉案國 

進口量 
153,347 246,024 281,979 362,869 188,815 379,843 

涉案國進口量 

較2011年增加比例 
- 60.44% 83.88% 136.63% - 147.70% 

總進口量 336,195 417,115 458,245 520,086 244,118 511,479 

涉案國占總進口量 45.61% 58.98% 61.53% 69.77% 77.35% 74.26% 

* 如本申請書第貳、六所述，作為進口統計分析之海關統計稅號共計 31 項。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附件 12、17 及 20 

由上表可知，涉案國進口絕對數量係逐年增加，自 2011

年至 2014 年分別為 153,347 公噸、246,024 公噸、281,979

公噸及 362,869 公噸，2014 年下半至 2015 年上半傾銷調

查期間則為 379,843 公噸。與 2011 相較，涉案國進口數量

於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分別成長 60.44%、83.88%

及 136.63%，傾銷調查期間則更高達 147.70%。可見，涉

案貨物自 2012 年以來已經由傾銷方式顯著增加其進口之

絕對數量，且涉案國之進口量占總進口量之比例亦呈現上

升趨勢，自 2011 年之 45.61%上升至 2014 年之 69.77%，

2014 年下半至 2015 年上半傾銷調查期間達 74.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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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更高達 77.35%，涉案貨物已成為主要之進口來

源。 

2. 涉案貨物進口增加之相對數量 

(1) 涉案貨物進口數量與我國國內需求量 

按國內之表面需求量或消費量，相當於涉案貨物總進

口量與國內業者之內銷量加總後之總數量。申請人彙

總國內鍍鋅鋼品內銷量統計資料及海關進口統計資

料，計算國內市場表面需求量及涉案國涉案貨物之市

場占有率如下表。 

表 5-2：【國內同類貨物表面需求量與市場占有率】 

單位：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國產品 

內銷量 A 1,104,646 1,062,856 1,122,084 1,141,962 571,749 1,161,948 

總進口量 B 336,195 417,115 458,245 520,086 244,118 511,479 

國內 

需求量 
C=A+B 1,440,841 1,479,971 1,580,329 1,662,048 815,867 1,673,427 

涉案國 

進口量 
D 153,347 246,024 281,979 362,869 188,815 379,843 

涉案國市場 

占有率(%) 
E=D/C 10.64% 16.62% 17.84% 21.83% 23.14% 22.70% 

國產品市場 

佔有率(%) 
F=A/C 76.67% 71.82% 71.00% 68.71% 70.08% 69.44%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統計資料、附件 11 

由上表可知，涉案國進口量不僅相對我國表面需求量

逐年成長，其市場佔有率亦逐年增加：自2011年至2014

年分別為10.64%、16.62%、17.84%及21.83%，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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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至2015年上半傾銷調查期間為22.70%，2015年上

半年已至23.14%。 

反觀國產品之市場占有率，在我國國內市場需求量呈

逐年成長趨勢之情形下，卻自2011年之76.67%逐年降

至2014年之68.71%，傾銷調查期間亦只有69.44%。若

細究進口量、需求量及我國同類貨物內銷量，可知我

國需求量雖由2011年144萬噸成長至2014年166萬噸，

成長約22萬噸，我國同類貨物同期內銷量卻僅僅增加

3.7萬噸 (自2011年的110萬噸增加至2014年的114萬

噸)，對比涉案國之進口量由2011年15萬噸大幅成長至

2014年36萬噸，增加21萬噸，顯見我國國內市場表面

需求已完全遭涉案貨物侵蝕。由國產品與涉案進口品

間市場佔有率此消彼長之情形觀之，國產品之市場已

遭大量低價傾銷之涉案國進口品所搶奪。 

(2) 涉案貨物進口數量與我國生產量 

表 5-3：【涉案國年度進口量與國產品生產量】 

單位：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涉案國 

進口量 
A 153,347 246,024 281,979 362,869 188,815 379,843 

國產品生產量 B 3,260,054 3,055,020 3,191,709 3,415,881 1,677,522 3,365,179 

涉案國進口占我

國生產量比例 
C=A/B 4.70% 8.05% 8.83% 10.62% 11.26% 11.29% 

資料來源：附件 11、12、17、20 

由上表可見，自涉案國總進口量相對我國生產量之比

例，自2011年至2014年分別為4.70%、8.0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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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0.62%，2014年下半至2015年上半傾銷調查期間為

11.29%，呈逐年上升之趨勢。一如涉案進口貨物於我

國國內市場占有率之增加情形，由涉案國進口量占我

國產品生產量之比例自2011年起上升之情形，足見涉

案進口貨物已以低價傾銷手段搶奪我國內市場。 

綜上，涉案貨物進口在絕對數量上已大幅增加

147.70%，在相對於我國需求量及生產量之比例，亦呈

上 升 趨 勢 ， 分 別 增 加 約 12 個 百 分 點

(22.70%-10.64%=12.06%) 及 7 個 百 分 點

(11.29%-4.70%=6.59%)，已對我國業者之在內銷量、

生產量及市場占有率造成明顯不利之影響。 

(二) 涉案貨物價格之影響 

1. 涉案貨物39之進口價格低於國產品售價 

關於國產品之內銷售價，茲以申請人各家業者就鍍鋅鋼品

按加權平均之內銷價格為分析依據，說明涉案貨物傾銷對

國內同類貨物價格之影響。 

同本申請書於肆、傾銷說明之陳述，因電鍍鋅產品(EG)及

熱浸鍍鋅產品(如 GI、GA、GL、GF 等)之生產，分別由電

鍍鋅產線及熱浸鍍鋅產線產製，國內外鋼廠就此之成本及

報價均有不同，且各涉案進口品與國產品就電鍍鋅與熱浸

鍍鋅產品之銷售數量比例各異，故申請人亦就電鍍鋅與熱

浸鍍鋅產品之售價分別計算削價幅度。故後述針對涉案產

品及我國同類貨物之削價幅度係區分電鍍鋅產品及熱浸

                                           
39

 如申請書貳六(三)所述，涉案貨物進口統計之稅號共計 31 項，即不含涉案國未進口之鍍鋅鋁鎂及其他

合金鋼底材之涉案貨物稅號在內(詳見附註 15)，茲再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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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鋅產品之價格分析之。40
 另外，因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

案貨物約 99%為熱浸鍍鋅產品(見申請書附註 19，本件於

傾銷調查期間即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自中國

大陸並未進口 GF，而 EG 數量均甚微，僅 707 公噸，佔中

國大陸涉案進口 0.2%)，而自韓國進口之涉案貨物中，熱

浸鍍鋅產品合計占約 47%、電鍍鋅占 52%(見申請書附註

37，本件於傾銷調查期間即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自韓國亦未進口 GF)。故分析涉案貨物價格對國產品

價格之影響時，就電鍍鋅產品部分，僅就進口自韓國之涉

案產品比較削價幅度(自中國大陸之數量甚微，價格不具代

表性41，不足以說明對我國同類貨物價格影響之真實狀況

42
)，以反映涉案進口貨物對國產品價格影響。 

首先，為明涉案貨物之進口價格對我國同類貨物造成之衝

擊，茲就熱浸鍍鋅產品(包括 GI、GA、GL、GF 等)與電鍍

鋅產品，43
 計算削價幅度如下表所示: 

在 2011 至 2014 及 2015 上半年期間，涉案貨物之進口價

格與國產品內銷價格均呈下降趨勢，然涉案貨物對國產品

之削價情況自 2011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皆存在。 

                                           
40

 傾銷差率及削價幅度因均涉及價格之計算及比較(前者為出口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後者為涉案進

口與國內同類貨物價格之比較)，申請人爰以相近規格之價格為計算並比較，以求公平。至國內產業影

響分析時，如不涉進口與國產價格之比較計算，而係呈現我國產業整體受損害狀況時，實無就國內同類

貨物再予區分規格說明之必要，先予陳明。 
41

 如調查期間有單價高達 20 幾甚至 80 幾萬之產品，以電鍍鋅稅號申報進口，此顯屬異常，不可能係一

般認知之電鍍鋅產品之價格。 
42

 然此非謂中國大陸電鍍鋅產品可因數量甚微，而不致對國內產業造成影響，蓋電鍍鋅產品及熱浸鍍鋅

產品均為涉案貨物，本屬同類貨物，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案貨物，均影響我國同類貨物(不論係電鍍鋅

產品或熱浸鍍鋅產品)之價格。 
43

 進口係以正常品即一級產品/好品為通常狀況，鮮少、亦難以想像以進口次雜級為目的者。故削價幅

度應以涉案國之平均進口價格，與申請人生產之一級鋼品(即熱浸鍍鋅產品與電鍍鋅產品)為比較，始能

反映真實；另因申請人裕鐵所提銷售等資料無法區分一級及次雜等級，故暫不計入。另，所謂一級品/

好品，係指符合品質管理/管制/保證標準者。依國際標準 ISO9000(2000 年版)及中國國家標準 CNS12680

分別就品質之定義：「一組固有的特性滿足要求之程度」、「一個實體的特性總和，此種特性具有滿足

明訂與潛在的需要之能力」。故鋼品所稱之一級品/好品，係該鋼品適合使用、符合鋼品國際標準(如 JIS、

ASTM 等)需要之程度；反之，不符合好品者，可大致歸類為次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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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涉案進口貨物削價幅度—熱浸鍍鋅】 

單位: 新台幣/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2

015Q2) 

國產品內銷價指數化
 100 92 84 85 73 78 

中國大陸到岸價* 24,788 22,243 21,180 20,813 17,164 18,818 

中國大陸削價幅度指數化

(%) 
100% 164% 73% 118% 211% 167% 

韓國到岸價** 23,634 21,336 21,331 21,169 18,246 18,923 

韓國削價幅度指數化
(%) 100% 125% 27% 38% 32% 73% 

*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案熱浸鍍鋅產品為GI,GA,GL，詳見申請書附註25之說明。 

**自韓國進口之涉案熱浸鍍鋅產品為GI,GA,GL，詳見申請書附註37之說明。 

由上表可知，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涉案貨物熱浸鍍鋅產品之

年均到岸價格，不僅逐年下降，自 2011 年以來也一直都

低於我國國內內銷售價。與申請人熱浸鍍鋅一級鋼品內銷

價格之價格差異，在過去 4 年以來逐漸拉大，中國大陸於

2011 年到岸價格與國產鍍鋅鋼品內銷價差異比例僅﹝機

密資訊﹞%，2015 年上半年則拉大至﹝機密資訊﹞%，傾

銷調查期間亦有﹝機密資訊﹞%，中國大陸進口到岸價格

與申請人內銷價差自 2011 年之﹝機密資訊﹞元增加至

2015 年上半年之每噸﹝機密資訊﹞元。 

自韓國進口之涉案貨物熱浸鍍鋅產品之年均到岸價格，亦

均低於我國國內內銷售價。韓國於 2011 年到岸價格與國

產鍍鋅鋼品內削價差異比例為﹝機密資訊﹞%，2012 年遽

增為﹝機密資訊﹞%，2013 年以後則維持在﹝機密資訊﹞

%左右之削價幅度，自 2014 年下半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則

拉大至﹝機密資訊﹞%。韓國進口到岸價格與申請人內銷

價差價格差異由 2011 年低於申請人內銷價之每噸新台幣

﹝機密資訊﹞元，於 2012 年增加為每噸新台幣﹝機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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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元，傾銷調查期間亦有高達每噸﹝機密資訊﹞元之價

差。 

表 5-5：【涉案進口貨物削價幅度—電鍍鋅】 

單位: 新台幣/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20

15Q2) 

國產品內銷價
指數化

 100 93 89 89 83 86 

韓國到岸價 27,160 22,812 23,618 23,546 21,367 22,133 

韓國削價幅度
指數化

(%) 100% 4,062% 1,081% 1,308% 2,104% 2,365% 

國產品內銷價格資料來源：附件 46 

到岸價格來源：附件 17、附件 20 

其次，如前所述，自中國大陸進口之電鍍鋅產品因數量甚

微(進口比例占其每年涉案貨物進口量均小於 1%)，價格不

具代表性，故就電鍍鋅產品僅就自韓國進口之電鍍鋅產品

價格分析其對國內同類貨物價格之影響。 

由上表可知，自韓國進口之涉案貨物電鍍鋅(EG)鋼品之年

均到岸價格，不僅逐年下降，自 2011 年以來均低於我國

國內電鍍鋅鋼品內銷售價，與申請人電鍍鋅鋼品內銷價格

之價格差異，在過去 4 年以來逐漸拉大，韓國於 2011 年

到岸價格與國產電鍍鋅鋼品內銷價差異比例僅﹝機密資

訊﹞%，2012 年遽增為﹝機密資訊﹞%，2013 年及 2014

年分別為﹝機密資訊﹞%及﹝機密資訊﹞%，2015 年上半

年則拉大至﹝機密資訊﹞%，傾銷調查期間亦達﹝機密資

訊﹞%。韓國進口到岸價格與申請人內銷價差自 2011 年之

﹝機密資訊﹞元，2012 年遽增為﹝機密資訊﹞元，傾銷調

查期間仍存有每噸﹝機密資訊﹞元之價差。 



 

66 

在全球供需失衡，市場低價風潮來襲，企業經營進入前所

未有的微利時代，鍍鋅鋼品此種工業原料竟於進口品與國

產品間存有如此大之價差，國產品要如何競爭！購買國產

品客戶又要如何與購買進口品的對手競爭！國產品遂節

節敗退。 

對照前揭關於涉案貨物進口數量與我國國內需求量之比

較，適足以證明涉案進口貨物確實係以對國產品之削價成

功地搶奪市場占有率，而國產品正因於高於涉案進口價格

而流失市場占有率。 

2. 國產品因涉案進口貨物之削價而被迫減價 

鍍鋅鋼品之替代性極高，為價格敏感度、價格彈性度高的

產品，當進口涉案貨物持續以低價大量增加進口對我國市

場傾銷，國產業者面對涉案進口貨物於國內市場削價競爭

形成之價格引領效果，不得不降價求售。尤以鋼鐵產業為

資本高度密集、固定成本比重高及停工損失大之產業，國

產業者面對涉案貨物以低價傾銷所帶來的價格衝擊，為保

住銷售、維持市場占有率及機器運轉，不得不跟進減價，

至已無獲利空間。 

因涉案國廠商持續以低價銷售涉案貨物至我國，我國業者

被迫跟進降價。由於鍍鋅鋼品在市場上取得容易，當涉案

貨物與國產品間差異不大時，價格為決定購買之重要考

量，只消來自涉案國之涉案貨物以低價競價，不論進口量

大小，購買者均得以該低價，迫使國產品減價。國內業者

必須調降價格以求保住生產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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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國產品受涉案進口貨物價格影響而減價幅度】 

單位: 新台幣/公噸 

熱浸鍍鋅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韓國涉案貨物 

到岸價格 
23,634 21,336 21,331 21,169 18,246 18,923 

涉案貨物 

較前一年度減價金額 - -2,298 -5 -161 -2,923 -2,246* 

中國大陸涉案貨物 

到岸價格 
24,788 22,243 21,180 20,813 17,164 18,818 

涉案貨物 

較前一年度減價金額 
- -2,545 -1,063 -367 -3,649 -1,995* 

國產品 

內銷價
指數化 100 92 84 85 73 78 

國產品指數化
 

較前一年度減價金額 
- -8 -8 1 -12 5 

國產品 

減價幅度(基期2011年)
 
 

- -7.77% -15.56% -15.37% -27.40 -21.85% 

資料來源：海關進口統計資料(附件 12、17、20) 

*與 2014 年比較 

單位: 新台幣/公噸 

電鍍鋅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韓國涉案貨物 

到岸價格 
27,160 22,812 23,618 23,546 21,367 22,133 

涉案貨物 

較前一年度減價金額 - -4,348 806 -72 -2,179 -1,413* 

國產品 

內銷價指數化
 

100 93 89 89 83 86 

國產品指數化
 

較前一年度減價金額 
- -7 -3 0 -7 4 

國產品 

減價幅度(基期2011年) 
- -7.38% -10.83% -10.59% -17.24% -13.73% 

資料來源：海關進口統計資料(附件 12、17、20) 

*與 2014 年比較 

由上表可知，國產鍍鋅鋼品於 2012 年受低價進口之涉案

貨物衝擊，即使在生產成本仍高之情形下，不得不減價因

應，然仍不敵傾銷進口，徵諸國產品於 2012 年即流失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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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百分點之市場占有率即明。國產品必須於 2013 年再度

大幅調降售價，就熱浸鍍鋅鋼品減價金額﹝機密資訊﹞

元，而就電鍍鋅鋼品則減價﹝機密資訊﹞元，均高於涉案

進口貨物之減價金額，使得該年度市占率僅滑落約一個百

分點，雖能保住生產及銷售，但幾無獲利。但涉案進口貨

物持續於 2014 年減價，國產品因內銷售價已貼近成本乃

未能跟進，旋於當年又流失近三個百分點之市占率。至

2015 年上半年，涉案進口品低價傾銷之勢更形兇猛，國產

品復忍痛大幅減價跟進，力圖保住國內市場佔有率。然而

涉案進口貨物之減價幅度更高，僅僅半年間涉案進口品再

增加 1.3 個百分點市占率。 

可見國產品已因涉案進口貨物之低價，飽受減價（price 

depression）之損害。國產品為縮小與涉案進口貨物價格上

的差異，不得不一再減價因應，否則削價幅度勢必更為嚴

重。然而即使國產品之減價幅度逐年增加(熱浸鍍鋅鋼品由

2012年 7.77%增至 2014下半年至 2015年上半年傾銷調查

期間之 21.85%，電鍍鋅則由 2012 年 7.38%增至 2014 下半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傾銷調查期間之 13.38%)，但涉案進口

貨物對國產品之削價情形不曾稍歇，致國產品仍不敵涉案

進口貨物之低價，市占率慘遭吞噬(自 2011 年之 76.67%降

至 2014 下半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傾銷調查期間之 69.44%，

見表 5-2)。 

3. 國產品因涉案進口貨物之抑價而壓縮獲利空間 

由下表可知，國產品價格之下跌除受成本影響外，主要仍

係受涉案進口貨物價格壓抑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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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國產品售價、成本與涉案貨物進口價格】 

單位：新台幣/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國產品內銷平均單價*
指

數化 A 100 91 85 85 73 78 

較2011年增減率  - -9.49% -14.87% -15.27% - -21.58% 

國產品生產單位成本
指數

化
 

B 100 96 86 86 76 80 

較2011年增減率  - -4.36% -13.52% -14.33% - -20.43% 

單位獲利金額(毛利)
 指數

化
 

A-B 100 -486 -66 -21 -226 -51 

較2011年增減率  - -586.57% -165.90% -121.45% - -150.67% 

涉案貨物平均價格 
C 24,743 22,149 21,414 20,941 17,446 18,986 

價格計算資料來源：附件 46 

*包含熱浸鍍鋅及電鍍鋅鋼品及次雜級在內。 

涉案貨物自 2012 年低價傾銷至我國內市場以來，已衝擊

國產鍍鋅鋼品之內銷價格，迫使申請人等公司不得不比照

進口行情進行降價，即使已逼近成本，為保住銷售，仍必

須不斷地調降售價，但涉案進口貨物係以低價傾銷，價格

始終低於國產品生產成本甚多，致使國產品非但保不住市

占率遭吞食，且須維持低價抵擋傾銷進口之侵襲，掙扎於

被壓縮幾乎無法獲利之空間直至虧損。徵諸上表，自 2012

年至 2014 年下半至 2015 上半傾銷調查期間，國產品之內

銷價格與 2011年相較，降幅分別為 9.49%、14.87%、15.27%

及 21.58%， 均大於生產成本之降幅 4.36%、13.52%、

14.33%及 20.43%，可見國產品受涉案進口貨物低價之壓

抑，即使售價貼近成本，甚至低於成本，仍不得不被迫降

價。 

涉案貨物以低價傾銷所帶來的價格衝擊為手段，藉以擴大

市場占有率，致國內產業為避免既有市場流失，不得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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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降低內銷價格，造成國內產業利潤遭侵蝕至不敷成本。

國內產業受傾銷進口之衝擊不僅在絕對與相對數量上遭

受掠奪，在價格與利潤上也遭受重創。 

在國產業者受涉案進口低價衝擊，被迫不斷減價，希冀縮

小與進口價格之差距，以迎合市場保住生產及銷售的同

時，國產業者之市場占有率仍逐漸流失，不斷下降(2014

年較 2011 年下降約 7 個百分點)，顯然涉案進口係持續對

國產品削價、抑價，致我國內業者於殺價搶單惡性競爭之

泥淖中而受害。國內業者於我國內市場之銷售自 2012 年

起即有陷於虧損之情形，眼見 2015 年涉案傾銷進口仍來

勢洶洶，已無力對抗，亟須我政府依法介入予以救濟，制

止不公平貿易之行為。 

綜上，涉案進口以低價競爭方式藉以擴大其市場占有率，

致國內產業為避免既有市場流失，不得不被迫降低內銷價

格，已嚴重衝擊國內鍍鋅鋼品產業，不僅在絕對與相對數

量上遭受掠奪，在價格與獲利上也遭受重創，實已危害國

內業者之正常營運，甚至產業存續。 

(三) 涉案進口對我國產業之影響 

2010 年全球經濟景氣自金融風暴觸底後回溫， 2012 年伊始國

產品即受涉案貨物進口影響，市占率開始降低，而涉案貨物進

口量相對增加，且價格差異亦逐漸拉大。 

為顯示涉案國之大量低價進口，自 2012 年起對我國產業帶來

之衝擊，申請人提供有關我國產業相關之經濟因素之數據資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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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產量 

2011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國內鍍鋅鋼品產業整體生產狀況

如下表。 

表 5-8：【國內產業生產量】 

單位:公噸 

以 2011 為基期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國內產業生產量 3,260,054 3,055,020 3,191,709 3,415,881 1,677,522 3,365,179 

增減率(%) - -6.29% -2.10% 4.78% - 3.22% 

資料來源：國內產銷存統計(附件 11)。 

國內產業於 2011 年之鍍鋅鋼品產量為 3,260,054 公噸，相

較於 2011 年，2012 年受涉案進口貨物傾銷衝擊，產量急

遽下滑 20 萬噸，降幅達 6.29%，2013 年亦呈下降趨勢，

降幅為 2.10%。2014 年雖增加 15 萬噸，主要係得力於外

銷出口增加(詳下述)，而小幅受惠自國內需求成長。傾銷

調查期間亦同。實則，以國內需求於 2014 年及傾銷調查

期間來看，相較於 2011 年成長 15.35%及 16.14%，國內業

者生產量之增長卻遠遜於此，足見涉案進口對我國內業者

之影響。 

再以涉案進口不斷增加，致進口穿透率(即涉案進口數量相

對於我國生產量之比例)逐年不斷攀升之情形(自 2011 年

4.70%上升至 2014 年 10.62%，2014 下半年至 2015 年上半

年傾銷調查期間則為 11.29%，增加約七個百分點

11.29%-4.70%=6.59%)觀之，益明，涉案進口貨物低價傾

銷對我國業者在生產量方面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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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產力 

下表關於我國鍍鋅鋼品產業生產力，係以申請人於損害調

查期間每年鍍鋅鋼品總產量，除以鍍鋅鋼品生產相關總人

工小時數統計之。總人工小時數，係以每天三班制、每員

工每天上班時數約 8 小時、一星期上班 5 天估算。依該估

算，2011 年至 2014 年平均每人工千小時產量分別為 953

公噸、860 公噸、899 公噸及 924 公噸。 

表 5-9：【申請人之生產力】 

單位：噸／每人工千小時 

生產力 2011 2012 2013 2014 

國內產業 953 860 899 924 

增減率(%) - -9.76% -5.66% -3.04% 

3. 產能利用率 

下表國內鍍鋅鋼品產能利用率，係以申請人六家國內鍍鋅

鋼品之產能及產量之數據計算。國內鍍鋅鋼品產業之產能

利用率，於 2011 年至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如前所述，

2012年受涉案傾銷貨物大量進口影響自 2011年之 86.74%

驟降至 2012 年之 79.87%，嗣後縱漸有提升，亦不過是維

持在 2011 年之水準，且皆係受惠於外銷增加，非未受涉

案進口低價傾銷之影響。 

且應注意者，受到當前全球經濟前景顛頗難測、各國（尤

以中國大陸）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涉案貨物大量進口，

不僅逐年侵蝕國內鋼廠市場佔有率，其低價進口的衝擊，

對國內鍍鋅鋼品產業經營更是雪上加霜。依台灣經濟研究

院於 2015 年 7 月公布之景氣動向月報，除美國復甦較為



 

73 

樂觀外，其他地區包括東協、日韓及歐元區均呈現衰退、

停滯、疲軟或縮減，不僅全球經濟情勢不確定；針對我國

國內金屬建築結構業、鋼鐵基本工業，台灣經濟研究院預

測未來半年較今年 6 月份分別為看壞（附件 21：台灣經濟

研究院於 2015 年 7 月公布之景氣動向月報）。縱國內業

者目前產量、產能利用率尚能勉強維持，但在經濟前景不

佳，需求不振之情況下，倘仍容任進口涉案貨物大量進

口、低價搶單，則國內業者面臨產量減少、產能利用率大

幅衰退之危機，一觸即發，實質損害隨時可能擴大。 

表 5-10：【國內產業產能利用率】 

單位：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產業產能 3,758,333 3,825,000 3,825,000 3,825,000 1,912,500 3,825,000 

產業產量 3,260,054 3,055,020 3,191,709 3,415,881 1,677,522 3,365,179  

產能利用率(%) 86.74% 79.87% 83.44% 89.30% 87.71% 87.98% 

資料來源：我國同類貨物產銷存(附件 11) 

4. 存貨狀況 

茲以下表產業存貨量，說明我國產業自 2011 年至 2015 年

上半年之存貨狀況。2011 至 2014 年期末庫存量總數分別

為 170,290 公噸、139,029 公噸、170,249 公噸及 172,198

公噸。損害調查期間存貨量相對於生產量之百分比，若非

受惠於外銷增加而產量略增，否則存貨量必將大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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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申請人存貨量】 
單位: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期

間(2014Q3- 

2015Q2) 

存貨數量 170,290 139,030 170,249 172,198 181,742 181,742 

申請人產量 
3,260,054 3,055,020 3,191,709 3,415,881 1,677,522 3,365,179  

存貨量相對生產量

之百分比(%) 
5.22% 4.55% 5.33% 5.04% 10.83% 5.40% 

資料來源：我國同類貨物產銷存(附件 11) 

5. 銷貨狀況 

國內鍍鋅鋼品業者之內外銷量，如下表所示。 

表 5-12：【國內產業內外銷量】 
單位：公噸 

年度季別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總銷量 2,550,981 2,452,398 2,520,270 2,717,686 1,300,503 2,681,588 

內銷量 1,104,646 1,062,856 1,122,084 1,141,962 571,479 1,161,948 

2011 年增減數量 
- -41,790 17,438 37,316 - 57,302

 

增減率(%) - -3.78% 1.58% 3.38% - 5.19% 

外銷量 1,446,335 1,389,542 1,398,186 1,575,724 729,024 1,519,639 

與 2011 年增減數量 
- -56,793 -48,149 129,389 - 73,304 

增減率(%) - -3.93% -3.33% 8.95% - 5.07% 

由上表可知，國內產業總銷量整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自

2011年之 2,550,981公噸降至 2012年 2,452,398公噸，2013

年成長為 2,520,270 公噸，至 2014 年為 2,717,686 公噸，

傾銷調查期間則為 2,681,588 公噸。 



 

75 

其中，國內鍍鋅鋼品產業之內銷量於 2011 年 1,104,646 公

噸減少至 2012 年 1,062,856 噸，減少了約 4 萬多噸，降幅

3.78%，自 2013 年至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雖小幅成長，

分別為 1.58%、3.38%及 5.19%，然如前所述，此係受惠於

國內需求有所成長(國內需求與 2011 年相較，2012 至 2014

傾銷調查期間分別成長 2.52%、 9.59%、 15.35%及

16.14%)，而國產品內銷量之成長幅度均不若國內需求之

成長，且相較於涉案進口逐年大幅成長之趨勢，國產品之

內銷數量顯有遭低價傾銷之進口品侵蝕之情形。 

國產品之外銷比例略高於內銷44，2012 年與 2013 年之外銷

量較 2011 年已漸有減少，然 2014 年我業者在國內市場遭

涉案進口品不斷殺價，內銷售價降無可降之情形下，為求

自保，不得不加強外銷，以維持獲利，否則實質損害勢將

較目前所呈現者更為嚴重。 

然因全球鋼品供過於求，在鄰近國家產能過剩(尤以中國大

陸為最)之情形下，國產品拓展外銷異常艱辛，近年來外銷

量已有下滑之趨勢。國產品在內銷市場受涉案進口傾銷之

威脅，近日又遭主要出口市場之一美國，對我國出口之鍍

鋅鋼品提起「雙反」，即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令國產業

者倍感壓力，內外夾擊之下，國內業者之生存危機已迫在

眉睫。 

雖我經濟部國貿局針對美國「雙反」案，擬輔導國內業者

積極拓展外銷以為因應，然而本固始可能枝榮，首要之務

                                           
44

 國產品之外銷價格均高於內銷價格，2011 年至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平均單價為新台幣﹝機密資

訊﹞元、﹝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及﹝機密資訊﹞元。可見國內業者所受損害

並非外銷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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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係對我國業者在國內市場遭受涉案傾銷進口造成之實

質損害予以救濟，不能任令涉案傾銷進口貨物繼續以不公

平貿易手段侵奪我國市場，懇請財政部及經濟部貿易調查

委會明鑒。 

6. 市場占有率 

國產品及涉案貨物之市場占有率之統計，係分別以國產品

內銷量及涉案貨物進口量，除以國內市場表面需求量計

算。 

表 5-13：【市場占有率】 

單位：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國內表面需求量 A 1,440,841 1,479,971 1,580,298 1,662,047 815,867 1,673,427 

國產品內銷量 B 1,104,646 1,062,856 1,122,084 1,141,962 571,749 1,161,948 

涉案貨物進口量 C 153,347 246,024 281,979 362,869 188,815 379,843 

國產品市占率(%) D=B/A*100 76.67% 71.82% 71.00% 68.71% 70.08% 69.44% 

涉案貨物市占率 E=C/A*100 10.64% 16.62% 17.84% 21.83% 23.14% 22.70%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海關進口統計(附件 12、17、20)及我國同類貨物產銷存(附件 11) 

由上表可知，相較於涉案貨物市占率逐年升高：自 2011

年至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分別為 10.64%、16.62%、

17.84%、21.83%及 22.70%，我國同類貨物之市場占有率

卻逐年下降，2011 年為 76.67%，2012 年下降至 71.82%，

2013 年再下降至 70.00%，2014 年國產品市占率更降至

68.71%，傾銷調查期間則為 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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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貨物進口量由 2011年之 153,347公噸至傾銷調查期間

增為 379,843 公噸，市占率成長 12 個百分點，增長近增長

近 23 萬噸(379,843-153,347=226,496)之進口量，幾乎是我

國業者﹝機密資訊﹞與﹝機密資訊﹞合計於傾銷調查期

間之生產量(﹝機密資訊﹞)。尤有甚者，以韓國及中國大

陸鋼廠尚有大量剩餘產能必須去化，且兩國為提振出口競

爭力而競相貶值韓圜及人民幣，我國業者之市占率岌岌可

危。涉案進口已明顯造成我國業者市占率減少之實質損

害。 

7. 銷售價格 

國產鍍鋅鋼品平均內銷價格於 2011年至 2014年分別為每

公噸新台幣﹝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機密資

訊﹞元及﹝機密資訊﹞元，2014 年下半至 2015 年上半年

傾銷調查期間則降為﹝機密資訊﹞元；以 2011 年為基期，

價格於 2012 年之減幅為 9.49%，2013 年及 2014 年則下降

了 14.87%、15.27%，傾銷調查期間下降 21.58%。分別就

熱浸鍍鋅產品與電鍍鋅產品之內銷價格觀之，自 2012 年

以來亦均呈下降趨勢，較 2011 年之減幅逐年加大，傾銷

調查期間減幅均已逾 20%及 14%。值得注意者，2015 年

上半年減幅更鉅，對照涉案進口貨物對國產品削價幅度之

擴大情形，倘不遏止涉案國之進口傾銷，國內業者所受損

害將更為嚴重，此亦顯示，本案有對涉案貨物臨時課徵反

傾銷之必要，以避免我國業者於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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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鍍鋅鋼品利潤原本不高，45
 國內業者以薄利多銷方

式，尚能維持生存。但國產品之售價因受涉案貨物自 2012

年大量進口且削價競爭所致，被迫減價貼近成本，甚至必

須低於成本求售。故雖國產鍍鋅鋼品之成本逐年下降，但

國產品之售價受進口品抑價結果，下跌更深，使得獲利大

幅衰退甚至虧損。 

表 5-14：【內銷售價】 

單位：新台幣/公噸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國產品內銷 

平均單價指數化
* 

100 91 85 85 73 78 

較2011年增減率 - -9.49% -14.87% -15.27% -26.89% -21.58% 

熱浸鍍鋅一級品 

內銷平均單價
指數化

 
100 92 84 85 73 78 

較2011年增減率 - -7.77% -15.56% -15.32% -27.39% -21.85% 

電鍍鋅一級品 

內銷平均單價指數化
 

100 93 89 89 75 86 

較2011年增減率 - -7.38% -10.83% -10.59% -24.96% -13.72% 

內銷價格資料來源：附件 46 

*包含熱浸鍍鋅及電鍍鋅鋼品一級及次雜級在內。 

儘管國內業者為因應低價進口之涉案貨物，不得不逐年降

低內銷價格，減價金額甚至較涉案貨物為多，逼近成本銷

售，國產品之降價幅度根本達不到涉案貨物之傾銷價格，

                                           
45

 鋼鐵產業加工鏈愈長，較具獲利之可能性。惟台灣鋼鐵產業多數未能著手上下游加工鏈之製程—自煉

鋼階段至各種鋼捲，僅經營加工鏈某段中間製程。本案多數申請人僅於鋼捲製程段生產鍍鋅產品，即屬

一例。此係我國鍍鋅鋼品利潤不高之原因，鋼鐵業均知。然而，改變製程往上游發展談何容易，煉鋼所

需之鉅額投資，遠非多數中下游業者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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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致國產品市占率逐年下滑，慘遭涉案進口貨物吞噬。國

產業者為維持市占率，被迫壓縮獲利空間，甚至低於成本

銷售、面臨虧損。低價傾銷之涉案進口對我國業者造成之

損害，莫此為甚。 

8. 獲利狀況 

茲謹彙整國內業者於 2011 年至 2014 年及 2015 年上半年

等期間之同類貨物內銷營業毛利如下表。內銷營業毛利，

係以內銷鍍鋅鋼品銷售淨額扣除銷貨成本後計算金額。 

表 5-15：【獲利狀況－年增減率】 

單位：新台幣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 

上半年 

傾銷調查 

期間 

(2014Q3- 

2015Q2) 

內銷營業毛利指數化

(2011=100)
 

100 -468 -67 -22 -117 -53 

增減金額指數化* 
- -568 -167 -122 - -153 

增減率(%) - -568% -167% -122% - -153% 

營業毛利資料來源：匯整自申請人附件 46。 

*增減金額以 2011 年為基期。 

由上表可知，申請人之內銷營業毛利係較 2011 年大幅下

降。申請人營業毛利因受涉案進口貨物低價傾銷襲擊，不

得不在成本仍高之情形下，大幅調降售價，至該年度虧損

高達﹝機密資訊﹞元；雖 2013 年已有回升，但較 2011 年

虧損超過 1.2 倍之多。2014 年亦同，而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年第 2 季之虧損再度擴大，較 2014 年全年虧損達 1.5

倍(﹝機密資訊﹞)，國產品所受損害何其嚴重！ 

因涉案國持續大量傾銷進口之影響，國產品業者被迫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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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銷售，致營業毛利大幅滑落。若再不遏止涉案國之傾

銷進口，勢將更為嚴重。我國國內鍍鋅鋼品業者恐面臨利

潤緊縮，甚至虧損之困境，不僅將對鍍鋅鋼品產業造成無

法彌補的損害，亦不利於我國整體產業之發展。 

9. 投資報酬率 

關於國內鍍鋅鋼品產業之投資報酬率，計算公式如下： 

投資報酬率＝鍍鋅鋼品稅後淨利÷鍍鋅鋼品平均資產總

額。 

國內業者就鍍鋅鋼品之投資報酬率如下表所示： 

表 5-16：【國內業者之投資報酬率】 

 2011 2012 2013 2014 

投資報酬率(%) 1.35% 1.02% 2.04% 1.24% 

資料來源：申請人投資報酬率計算表(附件 44)及相關說明。 

由上表可知，與 2011 年相較，申請人自 2012 年至 2014

年間之投資報酬率，呈現下降趨勢，嚴重影響鍍鋅產業之

產業成長性及募資能力。 

10. 現金流量 

關於申請人之現金流量，申請人係以各家業者全部營業活

動之淨現金流量，依同類貨物之銷售淨額占全公司銷貨收

入之比例分攤，各家業者之金額如下表所示。自該表可

知，多數申請人在 2014 年之淨現金流量較 2011 年均有減

少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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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申請人之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

流量(新台幣千元) 
2011 2012 2013 2014 

盛餘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欣建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燁輝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中鴻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中鋼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裕鐵* 
N/A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機密資訊﹞  

小計 N/A $6,248,979,338 $6,128,001,543 $5,184,080,011 

資料來源：申請人現金流量表(附件 45)。 
* 請參閱附件 45 之說明 

11. 雇用員工情形及工資 

茲以申請人之資料彙整僱用人工人數、工資及每小時平均

工資等數據如下表。 

由下表可知，因受涉案進口大量進口之衝擊，國內業者產

量急遽下滑 20 萬噸，致員工薪資銳減，自 2011 年每小時

的 528 元大幅下滑為 481 元，負成長負成長 8.93%，縱然

嗣後稍有起色，奈何在連年遭受傾銷進口的壓力之下，再

也回不去了。 

須另說明我國鍍鋅產業申請人雇用員工情形之概況。首

先，我國鍍鋅鋼品產業因遭涉案國大量削價影響，近年接

單狀況已不穩定，鍍鋅鋼品產業單軋廠被迫不得不陸續安

排計畫性停產。2014 年以後來自涉案國涉案貨物之威脅更

劇，我國同類貨物產業—尤以主要生產鍍鋅鋼品之單軋

廠，安排計畫性停產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加上 201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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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美國對中國大陸、韓國及我國等特定鍍鋅鋼品等提起

反傾銷調查，我國鍍鋅鋼品產業在面臨中國大陸、韓國因

原有之去化市場受限而轉移至我國市場之龐大壓力外(詳

後述)，又逢外銷美國受挫，國內業者在 2015 年 8 月份的

產能利用率更是每況愈下，我國鍍鋅鋼品產業的部份業者

已開始鼓勵員工安排特休假。由於目前國際市場景氣疲

弱，國內外產業又無回春跡象，國內鍍鋅鋼品產業恐不敵

涉案國涉案貨物排山倒海倒貨之侵襲，被迫要求產線員工

放無薪假。 

此外，相較於鍍鋅鋼品產業單軋廠，申請人中鋼公司則須

面臨不同的狀況。鋼鐵業為技術密集之工業，其人力結構

係以技術性員工為主，而技術性員工須預為培養及訓練，

中鋼公司因相當大比例現職員工將於 2015~2017年內屆齡

退休，為能適時銜接職缺，故須提前聘任補足，因而雇用

員工人數增加。 

表 5-18：【申請人雇用員工情形及工資】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上半年 

僱用員工人數(人)
 
 2,096 2,108 2,117 2,120 2,120 

增減率(%) - 0.55% 1.00% 1.15% 1.15% 

工資(元/小時)
 
 528 481 503 511 502 

增減率(%) - -8.93% -4.80% -3.02% -4.97% 

資料來源：各申請人內部雇用員工人數紀錄 

(四) 小結 

綜上所述，涉案傾銷進口貨物對國內產業已造成下列之實質損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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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涉案進口貨物之絕對數量及相對數量大量增加，對國產品

之內銷量及市場佔有率已造成嚴重影響 

在絕對數量方面，涉案進口貨物進口量逐年增加，自 2011

年之 153,347 公噸增加至 2012 年之 246,024 公噸，2013 年

增至 281,979 公噸，2014 年更增加至 362,869 公噸，2014

年下半年至 2015 上半年傾銷調查期間則增加 379,843 公

噸。與 2011 相較，涉案國進口數量於 2012 年、2013 年、

2014 年分別成長 60.44%、83.88%及 136.63%，傾銷調查

期間更成長 147.70%。可見，涉案貨物已由傾銷方式顯著

增加其進口之絕對數量。國產品之內銷數量則自 2011 年

1,104,646 公噸驟降至 2012 年 1,062,856 公噸，2013 年及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雖有回升，小幅成長，分別為

1.58%，3.38%及 5.19%，然係受惠於國內需求有所成長。

國內需求與 2011 年相較，2012 年至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

間分別成長 2.74%、9.68%、15.35%及 16.14%，而國產品

內銷量之成長幅度均不若國內需求之成長，且相較於涉案

進口逐年大幅成長之趨勢，國產品之內銷數量顯有遭低價

傾銷之進口品侵蝕之情形，且國產品之市占率亦已遭低價

傾銷之進口品取代。 

在相對數量方面，涉案國進口量在我國市場佔有率亦係逐

年成長，自 2011 年至 2014 年分別為 10.64%、16.62%、

17.84%及 21.83%，傾銷調查期間則為 22.70%。同期間內

國產品之市場占有率被逐年增加之涉案進口貨物搶奪，自

2011 年之 76.67%逐年降至 2014 年之 68.71%，下降約八

個百分點，且係在國內需求逐年增加之情形下，不增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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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顯示，涉案進口貨物大量增加，對國產品之內銷量及

市場佔有率已造成不利影響。 

2. 國產品因受涉案進口貨物削價之影響而減價 

先以進口自中國大陸之涉案貨物熱浸鍍鋅鋼品觀之，自涉

案國進口之涉案貨物於 2011 至 2014 及 2015 上半年間，

均低於國產品內銷價格，價差分別為﹝機密資訊﹞元、

﹝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及

﹝機密資訊﹞元，傾銷調查期間亦有﹝機密資訊﹞元，價

差占涉案進口貨價格比率為﹝機密資訊﹞%、﹝機密資

訊﹞%、﹝機密資訊﹞%、﹝機密資訊﹞%及﹝機密資訊﹞

%，傾銷調查期間則為﹝機密資訊﹞%。而進口自韓國之

熱浸鍍鋅鋼品，於 2011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均低於國產品

內銷價格，價差分別為﹝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

元、﹝機密資訊﹞元、﹝機密資訊﹞元及﹝機密資訊﹞

元，傾銷調查期間亦有﹝機密資訊﹞元，價差占涉案進口

貨價格比率為﹝機密資訊﹞%、﹝機密資訊﹞%、﹝機密

資訊﹞%、﹝機密資訊﹞%及﹝機密資訊﹞%，傾銷調查

期間則達為﹝機密資訊﹞%；韓國電鍍鋅對國產電鍍鋅之

削價幅度，亦逐年增加—自 2011 年之﹝機密資訊﹞%增加

至 2014 年下半年及 2015 年上半年的﹝機密資訊﹞%。可

見涉案進口貨物對國產品之削價情況自 2011年至 2015年

上半年皆存在。雖國產品面對涉案貨物持續低價且大量進

口，不得不開始降價求售，力圖縮小與涉案進口品之價

差，以保住銷售及維持市佔率，然而涉案進口貨物之價格

係低於國產品成本，國產品獲利狀況大幅衰退至虧損，已

降無可降。國產品因價格仍高於涉案進口而流失市場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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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上由國產品之減價情形，可知，涉案進口貨物對國

產品內銷價格造成影響，顯示涉案進口貨確實係以對國產

品之削價成功地搶奪市場占有率。 

3. 受涉案進口貨物之影響，國內產業各項經濟指標持續惡化 

國內產業因受涉案進口貨物傾銷之影響，雖透過減價方式

因應，然仍不敵大量進口之低價涉案進口貨物，涉案貨物

之市場占有率及進口穿透率均逐年攀升，導致我國產業受

有以下損害: 

(1) 生產量下降且遜於國內需求之成長及存貨增加：國內

產業於 2011 年之鍍鋅鋼品產量為 3,260,054 公噸，相

較於 2011 年，2012 年受涉案進口貨物傾銷衝擊，產量

急遽下滑 20 萬噸，降幅達 6.29%，2013 年亦呈下降趨

勢，降幅為降幅為 2.10%。2014 年雖增加 15 萬噸，主

要係得力於外銷出口增加，傾銷調查期間亦同。以 2014

年及傾銷調查期間之國內需求觀察，期間之需求量相

較於 2011 年成長 15.35%及 16.14%，但國內業者生產

量之增長卻僅達 4.78%及 3.22%，明顯遠遜於增加之需

求量。再以存貨量相對於生產量之百分比仍有增加之

情形觀之，特別是 2014 年雖相較 2011 年增加 15 萬噸，

但存貨量卻增加 10 萬多公噸，可見涉案進口對我國內

業者在生產量方面之影響。 

(2) 營業毛利下降：申請人之營業毛利自 2011 年之﹝機密

資訊﹞元獲利降至 2012 年虧損﹝機密資訊﹞元，2013

年更大幅滑落至虧損﹝機密資訊﹞元，2014 年虧損略

為減少為﹝機密資訊﹞元，而 2014 年下半年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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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虧損再度擴大至﹝機密資訊﹞元。申請人營

業毛利自 2012 年起受涉案貨物低價侵襲，以不得不在

成本仍高之情形下，大幅調降售價，但 2014 年仍為虧

損，相較於獲利之 2011 年，其減幅達 1.22 倍，國產品

所受損害何其嚴重。 

(3) 投資報酬率及現金流量下降 

綜上顯示，涉案進口貨物對我國產業造成不利影響，

國內產業之各項經濟指標持續惡化，包括生產量、生

產力、內銷量、銷售價格及市場佔有率下降，營業毛

利及投資報酬率更形惡化。涉案傾銷進口貨物實已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三、 國內產業受有實質損害之虞 

涉案國傾銷涉案貨物至我國，實已對我國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再衡酌涉案貨物進口之增加率、涉案國就涉案貨物之產能、出口能

力及價格等因素，按關稅法第 69 條及實施辦法第 37 條之規定，亦

足認涉案國大量傾銷涉案貨物造成我國產業受有損害之虞。茲析述

如下：  

(一) 涉案貨物之進口數量及市場占有率將繼續增加 

涉案進口貨物之市場占有率自 2011 年之 10.64%至 2014 年已

達 21.83%；國內業者之生產量、產能利用率、內銷量及市場

佔有率，卻不因國產品降價而提升，同期間自 76.67%跌至

68.71%。儘管 2014 年我國國內市場表面求自 2011 年約 1.44

百萬噸增加至 1.66 百萬噸，成長 15.35%(計約 22 萬噸)，但我

國業者內銷量僅隨之增加 3.7 萬噸，遠不及涉案貨物進口量顯

著成長 21 萬噸。此方面量的消長，在 2014 年第 3 季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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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 季亦呈現同樣趨勢：比較 2011 年，國內市場表面需求

雖然增加 23 萬噸，我國同類貨物內銷量卻僅僅增加 5.7 萬噸，

涉案貨物進口量則將近 23 萬噸。顯然，涉案貨物已成功略奪

我國鍍鋅鋼品市場，我國同類貨物遭嚴重排擠。 

若以 2015 年上半年比較 2011 年同期，亦可發現涉案貨物進口

量於近 2 季明顯增加。中國大陸涉案貨物於 2011 年上半年進

口量僅約 10 萬噸，2015 年同期進口量成長至 17 萬噸，增加

幅度達 72% 。進口自韓國之涉案貨物更甚，自 3,800 噸增加

至 2 萬噸，成長 5 倍之多。 

表 5-19：【進口量比較】 

單位：公噸 

涉案國 2011 上半年 2015 上半年 

中國大陸 99,379 170,845 

韓國 2,635 17,970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資料(附件 12、17、20) 

依涉案國熱浸鍍鋅出口統計，即可預期涉案貨物進口量將只增

不減，尚不論涉案國目前均面臨去化過剩產能之問題。中國大

陸熱浸鍍鋅出口量於 2015 年上半年達 4,769,757 噸，較去年同

增加約 75 萬噸，已達 2011 年整年出口量的 95%。中國大陸進

口至我國之涉案貨物熱浸鍍鋅產品進口量增加之趨勢更為明

顯，2015 年上半年進口量為 164,708 噸，不僅較同期增加

2.7%，也是 2011 年整年度對台出口量的 1.2 倍(附件 6：G&P 

China Export)。按，中國大陸涉案貨物於 2014 上半年對台出口

量為同年度全年之 47%，可合理推知 2015 年年度進口量至少

計 35 萬噸(＝164,708÷47%)，較 2011 年成長 2 倍。同樣地，

韓國熱浸鍍鋅於 2015 年上半年度的進口量約為 1 萬噸，較同

期 7 千噸增加 51%。按 2014 年上半年進口量為當年全年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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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可合理預期 2015 年整年度熱浸鍍鋅進口量約為 17 萬噸

(＝10,757÷63%)，較前一年度成長 50%、較 2011 年增加 2 倍。 

表 5-20：【對我國出口量*】 

單位：公噸 

涉案國 2011 2012 2013 2014 
2014 

上半年 

2015 

上半年 

中國大陸 141,415 209,035 252,051 337,798 160,443 164,708 

韓國 8,523 32,848 16,904 11,365 7,116 10,757 

*
 限熱浸鍍鋅產品，不包括電鍍鋅產品 

資料來源：G&P Export quantity (附件 6、23)
 

(二) 涉案國產能過剩，出口能力強大 

主管機關若未能採取任何措施，阻止涉案貨物大量且低價傾銷

進口，涉案國對我國進口量之增加勢必惡化，進而導致我國國

內鋼鐵產業系統化滯銷。主要理由包括： 

1. 涉案國鋼鐵業產能產量持續擴大，供給過剩市場。報導指

出，涉案國南韓浦項鋼廠將重啟 2010 年動土興建、年產

能達 50 萬噸之 7 號連續鍍鋅生產線；該連續生產線，可

直接轉換生產建築用等鍍鋅鋼品(附件 24：新聞報導—燁

輝、盛餘營運壓力加重)。惟，依 SEAISI 統計，韓國鍍鋅

鋼品剩餘產能46已達 512 萬噸(=14,675,000－9,555,649，見

下表)，在韓國國內市場需求萎縮之際，浦項重啟該 50 萬

噸連續鍍鋅產能，其去化產能勢必影響台灣，重創我國國

內單軋廠之生存。 

表 5-21：【韓國涉案貨物產能產量】 

單位：噸 

                                           
46

 剩餘產又稱產能過剩(Excess capacity)，係指生產能力總和大於消費能力；產能則包括現有生產能力、

在建生產能力和擬建生產能力。Investopedia 定義為: “A situation in which actual production is less than 

what is achievable or optimal for a firm.  This oftenmeans that the demand in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t is 

below what the firm could potentiallyn supply to the market.” 請參考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xcesscapacity.asp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xcesscapacit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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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公司 產能 製成品產量 
國內市場 

表面需求量 

運轉中 
POSCO, HYSCO, 

DongbuSteel, UnionSteel, 

POSCO C&C 

14,675,000 12,394,915 9,555,649 

根據申請人中鋼公司搜得之資料如下表，韓國熱浸鍍鋅及

電氣鍍鋅於 2015 年之產能約 9,630,000 噸，加計將於 2016

年、2017 年完成的在建產能 100 萬噸，亦達 10,630,000 噸。

若以 2015 年運轉產能為計，韓國涉案產品之過剩產能也

近 107 萬噸。 

表 5-22：【韓國涉案貨物產能產量】 
單位：噸 

產線 公司 產能 在建產能 
國內市場 

表面需求量 

電氣鍍

鋅線 

POSCO  

Hyundai Steel 

DongbuSteel  

UnionSteel 

1,850,000 Nil 

9,555,649 

熱浸鍍

鋅線 

POSCO  

Hyundai Steel 

DongbuSteel 

DonghkukIndustry 

Pohang Coated And Color Steel  

Seah Steel Corp Haewon Msc 

UnionSteel 

7,780,000 1,000,000 

產能總計 10,630,000 
剩餘產能
=107,4351 

資料來源：GSIS 產能統計 (附件 3) 

中國大陸為全球第一大鋼鐵生產國，長期存在嚴重產能過

剩的問題。據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目前營運中之鋼廠總產

能保守估計已達約 3,863 萬噸，另有在建產能估約 556 萬

噸，預估陸續至 2016 年完成或完成籌建(附件 25：GSIS

產能統計及整合(中國大陸))。屆時，中國大陸鍍鋅鋼品產

能將高達約近 4,400 萬噸，增幅約 14.4%；若加計整建、

歲修鋼廠產能，總產能計約 4,454 萬噸(附件 25：GSIS 產

能統計及整合(中國大陸))。 

事實上，據中國大陸 MySteel 會議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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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營運中之鋼廠就鍍鋅鋼品總產能估計已達約 9,063 萬噸
47；惟按 2015 年 1~7 月表面消費量推估全年度中國大陸鍍

層板捲市場表面需求，卻僅有 4,407 萬噸（附件 1：中國

大陸 Mysteel 會議特刊暨世界鋼鐵動態產能產量統計），過

剩產能達 4,656 萬噸。 

相較中國大陸 MySteel 統計，世界鋼鐵動態(WSD)預估資

料則略顯保守。WSD 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熱浸鍍鋅捲板

產能在 2015 年達 6,660 萬噸，供給僅 4,200 萬需求之國內

市場，計約 2,500 萬噸剩餘產能須予以去化(附件 1-1：WSD 

China Steel Capacity and Demand Analysis by Product)。中國

大陸正逢國內經濟趨緩(附件 21、26：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5

年 7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5 年 8 月

景氣動向調查月報；附件 27：新聞報導—中國大陸需求疲

軟全球鋼鐵行業遭殃)，我國位處中國大陸地利之便，勢必

成為其去化產能之市場之一。 

表 5-23：【中國大陸鍍鋅產品現有產能及新增產能】 

運轉設備 地區 產能(百萬噸) 產線 

熱浸鍍鋅板卷 

東北 480 15 

華北 1,899 68 

華東 3884 175 

華南 248 15 

華中 972 41 

西北 145 5 

西南 410 15 

小計 8,038 334 

鍍鋁鋅板卷 

東北 40 1 

華北 - - 

華東 470 21 

華南 48 2 

華中 30 1 

西北 60 2 

                                           
47

 依附件 1 資料顯示，中國大陸電鍍鋅產能目前僅占全部鍍鋅產品的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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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設備 地區 產能(百萬噸) 產線 

西南 30 1 

小計 678 28 

電鍍鋅板卷 

東北 30 1 

華北 43 3 

華東 165 9 

華南 67 4 

華中 42 2 

西北 - - 

西南 - - 

小計 347 19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 Mysteel 會議特刊暨世界鋼鐵動態產能產量統計(節錄) (附件 1) 

 

設備狀態 公司 產能(百萬噸) 時程 

運轉中 鞍鋼、寶鋼及武鋼等 38.63 Nil 

歲修/整建 寶鋼上海廠 0.35 預計 2015 

再、籌建 
馬鋼（合肥）公司、武鋼

防城港鋼鐵等 
5.56 2015~2016 年 

資料來源：GSIS 產能統計及整合(中國大陸) (附件 25) 

2. 原物料全面崩落，深化鋼鐵產業出口能力。煤鐵礦砂為鋼

鐵產業逾 80%的主要原料。煤鐵礦砂自 2011 年至 2015 年

第 2 季走跌將近 50%，近一年則分別下跌 8.8%及 35.26% 

(附件 28-1：國際煤鐵原料價格)，48
 中國大陸之鋼鐵原料

價格也呈現相同的走跌趨勢，49
 鋼鐵產業成本下降顯而易

見。此讓位處礦產資源大國—中國大陸之中國鋼廠，不但

無懼產量過剩引發價格遽跌，反而擴大產能、繼續生產，

藉此不斷拓展海內外市場。根據報導指出，中國大陸鋼鐵

廠低價買進煤鐵礦石，由沿海煉鋼廠產製，直接銷往海

                                           
48

 依 Platte 報導 62% Fe 粉礦 2015 年第 2 季價格為美金 58.2 公噸，較前一年度同期每公噸 102.6 美元下

跌 43%，與 2013 年同期單價 125.95 美元比較，跌幅達 53%。強冶金煤亦持續走跌，從 2013 年第 2 季

每噸 172 美金下跌至 2014 年第 2 季每噸 120 美元，於 2015 年第 2 季跌至自 2011 年以來新低點的每公

噸 109.5 美元。能源業為爭奪市場提高供應量，更加遽崩跌趨勢(附件 2)。以上，關於煤鐵價格資料，為

申請人中鋼公司蒐集。 
49

 參考網頁：鋼鐵之家 http://www.steelhome.cn/tksshpi/shpi_tkspz.php 或是聯合金屬網

http://www.umetal.com/luliao/oreqihuo.jsp ，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1 月 07 日。 

http://www.steelhome.cn/tksshpi/shpi_tkspz.php
http://www.umetal.com/luliao/oreqihuo.jsp


 

92 

外；該產銷模式反於成本下跌受惠，中國大陸鋼廠之競爭

力因此位居全球之首，不僅於 2014 年出口量增加 50%，

出口紀錄創下新高，盈利表現普片較往年佳(附件 28：新

聞報導—中國大型鋼鐵廠擴大產能出口鋼材擴大隱憂)。 

或有謂台灣國內鋼鐵業亦均霑原物料成本將低之益，惟我

國乃能源進口國，囿於匯率、交期的遞延效果等因素，國

內鋼鐵產業未受成本降低之利，實已遭中國大陸鋼鐵廠出

口膨脹之害。 

3. 涉案國競貶貨幣、調降基準／放款利率以及放寬產業信用

條件，致涉案貨物之出口價格競爭更為明顯。由於國內市

場萎縮、內需疲弱，涉案國紛紛祭出貨幣及利率政策，刺

激國內消費的同時，也助長企業藉由廉價的資金成本取

得，不斷以惡性削價的方式提振銷售。例如，中國大陸人

民幣自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對美金匯率維持約在人

民幣 6.1039 至 6.1978 元間，今年 8 月大幅貶值至 6.3384

元兌 1 美元，跌幅率達 3.5%(附件 19：我國與主要貿易對

手通貨對美元之匯率月資料)。報導指出，配合人民幣大

貶，中國大陸鋼鐵生產商已即時降價，削低出口價格向全

球倒貨；人民幣遽貶，大幅提升中國大陸鋼品之出口價格

優勢，已是不爭的事實(附件 29：新聞報導—人民幣大貶

效益中國鋼廠削低出口價)。復加上中國大陸政府定調信用

條件放寬、借貸成本降低等政策，中國大陸鋼鐵生產商得

以挾大量廉價資金，先擴張產能，再不惜以任何價格出

口、降低利潤空間(low profit margin)，填補過剩產量的缺

口(附件 29：新聞報導—人民幣大貶效益中國鋼廠削低出

口價；附件 30：新聞報導—中國產能過剩之道，把問題出

口到別人家)。 



 

93 

涉案國韓國也採取競貶貨幣、降息以對，以促出口。根據

我國央行公告主要貿易對手通貨之匯率月資料，韓圜兌美

元匯率於 2015 年 8 月份貶值至 1,179.7 元，相較前一年同

期貶幅約 13%，係 2011 年至今的最低點。韓國央行也於

一年內第 4 度降息，從原本 3 月份 1.75%降至 6 月份的

1.5%(附件 31：新聞報導—韓國為復甦經濟韓國銀行意外

降息、振興經濟南韓央行調降基準利率)。世界金屬報導指

出，韓國主要鋼鐵企業之熱浸鍍鋅鋼品出口量增加至 77.90

萬噸，比同期增加 16.5%(附件 5：新聞報導—韓國鋼企熱

浸鍍鋅鋼品銷售注重出口市場、第 1 季韓國熱鍍鋅鋼品出

口增長)。由於韓國涉案貨物在其國內市場受價格競爭力更

為明顯的中國大陸同類貨物排擠，早在 2015 年第 1 季調

整策略轉向增加出口銷售。 

以上，涉案國鋼廠因幣值重貶、基準及放款利率降低而出

口優勢大增，使其更有降價拚出口的空間，復因原物料崩

跌致供給量不減反增，過去以低價、甚至是低於成本大量

出口去化產能的情形，在現在及可預見的未來將更為惡

化。買家市場正式來臨，價格競爭明顯，惡意削價、攻略

市場的氛圍更衝擊鋼品獲利，鋼鐵產業進入微利時代。 

(三) 涉案貨物進口價格對國內同類貨物持續削價 

涉案貨物對國產品削價之勢不曾稍歇，自 2011 年至 2014 年以

及 2015 年上半年均持續存在，國內同類貨物為保住銷售不得

不跟進降價，已如前述。根據申請人中鋼公司於 2014 年的訪

查記錄中，不少下游客戶表示中國大陸涉案貨物價格比中鋼淨

售價每噸便宜美金﹝機密資訊﹞元左右，當然選擇涉案貨物。

申請人中鋼公司自 2014 年 12 月至今年 5 月止，已連五度調降

盤價(附件 32：新聞報導—中鋼 6 月盤價大降 7.4%；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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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廠盤會議紀錄節錄)。涉案國中國大陸之涉案貨物 2015 年

8 月份報價規格 St01Z1.0mm 又再度下調 250 元人民幣/噸價

格，分至每噸人民幣 3,150 元，以我國央行公告 8 月份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為 1:6.3384 計算，約美金 496.97 元(附件 34：鞍鋼

8 月產品價格)；根據申請人中鋼公司搜得之資料顯示，中國大

陸涉案貨物規格 SGCC Z12 1.0x914 交期 9 月份報價為每噸美

元 470~477 元，再次較前季交期 6 月份同規格每噸美元 490 元

調降 20 美元，減幅約 4%。 

事實上，國內涉案貨物之內銷價格飽受涉案進口擾亂性定價影

響而被迫降價。茲以申請人中鋼公司為例，具體說明因我國國

內同類貨物之內銷價格受涉案貨物擾亂性價格影響如下： 

相對於進口貨物，進口商可依市況及接單多寡隨時做價格的調

整，申請人之特定鍍鋅鋼品產品係依盤價交易。中鋼公司於每

季開盤 2 次（第 1 次盤價開在當季前 2 個月；第 2 次盤價則是

當季第 1 個月進行），並於開盤後接單生產。客戶依此從網路

確認訂購量，後依不同材質、尺寸、交期，逐筆進單；申請人

則於客戶進單後開始生產，約 45~60 日產出後通知客戶匯款，

並於貨款到位後出貨。是以，舉例來說，交期於 12 月份之訂

單，該價格係依 10 月份之開盤價格決定。 

然而，在國內市場受涉案進口產品低價傾銷之影響，產品價格

競跌之情形下，申請人除了必須因應進口低價而調降其盤價，

甚至在開盤後為保住訂單，維持銷售，開盤價格被迫須跟隨進

口報價或成交價另作降價追溯或特別減價措施（附件 33：申請

人中鋼公司 2015 年 6 月廠盤會議紀錄）。 

以申請人中鋼公司於 2015 年 4 月所開 6 月盤價為例，同類貨

物供建材用之主要規格 SGCCZ12，於開盤當時之流通價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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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噸約新台幣﹝機密資訊﹞元(以 4月份匯率換算 1美金兌新台

幣 31.342 元，約美金﹝機密資訊﹞元)，已較前期降價每噸新

台幣﹝機密資訊﹞元，以因應涉案國大量低價傾銷(附件 35：

申請人中鋼公司訂價資料)。惟，4 月份中國大陸涉案貨物 CNF

報價為每噸美金 500~510 元 (依前開匯率換算，約新台幣

15,671~15,984 元)，進口報價低於申請人中鋼公司同類貨物內

銷基價約每噸美金﹝機密資訊﹞元左右。迫此情勢，申請人中

鋼公司 6 月部分同類貨物不得不另以特別降價方式，每噸減價

新台幣﹝機密資訊﹞元（約﹝機密資訊﹞%）。換言之，申請人

中鋼公司內銷價格，被迫由原訂盤價每噸新台幣﹝機密資訊﹞

元，追溯降為每噸新台幣﹝機密資訊﹞元(約每噸美金﹝機密資

訊﹞元)，降幅約﹝機密資訊﹞%，尚不包括其他折扣方式。可

見，因國產品內銷售價之決定，向來係採取按牌價「透明」、「公

開」定價之方式，沒有個別、歧視性之報價可能，一旦進口涉

案貨物降價，國產品即須全面降價，致「擾亂性定價」（disruptive 

pricing）之影響層面無限擴大。 

在申請人中鋼公司受涉案進口低價衝擊，被迫不斷減價，希冀

縮小與進口價格之差距，以迎合市場保住生產及銷售的同時，

中鋼公司等國產業者之市場占有率仍逐漸流失，不斷下降(2014

年較 2011 年下降近 8 個百分點)，顯然涉案進口係持續對國產

品削價，並以此方式陷我國內業者於殺價搶單惡性競爭之泥淖

中而受害。涉案進口以低價競爭方式藉以擴大其市場占有率，

致國內產業為避免既有市場流失，不得不被迫降低內銷價格，

已嚴重衝擊國內同類貨物產業，不僅在絕對與相對數量上遭受

掠奪，在價格與獲利上也遭受重創，實已危害國內業者之正常

營運，甚至產業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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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涉案貨物低價傾銷進口之壓制，申請人即使跟進調低價格

不僅無法維持原有市占率，甚至還出現產銷缺口。以計畫性接

單生產的申請人中鋼為例，2015 年第 4 季即因實際內銷接單不

足，接單目標下修至 280 萬噸，減幅約 7%~8%，且下單廠商

提貨數量下修，實際接單量減少 3%，有待補足生產目標缺額

量(附件 36：新聞報導—中鋼搶接單銷售大軍出動)。 

若非造成營運上之困難及無法回復之損害，申請人自然也希望

壓低同類貨物價格，協助下游客戶提高獲利能力，讓雙方共享

其利，惟市場競爭有其底線：國內同類貨物售價不能悖離成

本。涉案貨物之進口價格對國產品持續削價，若造成鋼價長期

下跌、過度仰賴進口品，除對我國產業遭成難以彌補之傷害，

亦將對我國整體鋼鐵產業及其關聯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四) 因各國貿易制裁，涉案國去化出口受限  

就涉案國涉案產品之低價、大量傾銷，許多國家已對涉案國鍍

鋅鋼品課徵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甚至採取防衛措施。茲整理

如下表： 

1. 中國大陸 

控訴國 措施 程序 課徵稅率 

美國 
反傾銷 

調查中 初裁稅率 255.80%  
反補貼 

瓜地馬拉 反傾銷 調查中 N/A 

哥倫比亞 反傾銷 
終判日期：

2014/3/5 
低於 FOB USD 824.57/MT 之差價 

澳洲 反傾銷 
終判日期：
2013.8.5 

熱浸鍍鋅產品 

鞍鋼 20.1%，配合廠商及其他：
6.8%~62.9% 

鍍鋁鋅產品 

鞍鋼 5.8%，配合廠商及其他：
5.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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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國 措施 程序 課徵稅率 

反補貼 
終判日期：

2013.8.5 
其他：7.9~21.7% 

泰國 反傾銷 
終判日期：
2013.1.10 

中國大陸 2.36~26.22% 

墨西哥 反傾銷 調查中 N/A 

資料來源：附件 37~43-1 

2. 韓國 

控訴國 措施 程序 課徵稅率 

美國 
反傾銷 

調查中 2.99%~3.51% 
反補貼 

摩洛哥 防衛措施 
終判日期：

2015.5.14 

實施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2% 

2016/1/1~2016/12/31 課徵 20%  

2017/1/1~2017/12/31 課徵 18%  

2018/1/1~2018/12/31 課徵 16% 

印尼 防衛措施 
終判日期：

2014/5/27 

2014/7/22~2015/7/21 課徵

Rp4,998,784/MT 

2015/7/22~2016/7/21 課徵

Rp4,314,161/MT  

2016/7/22~2017/7/21 課徵 3,629,538/MT  

澳洲 反傾銷 
終判日期：

2013.8.5 

熱浸鍍鋅產品 

POSCO 9.1%；DongbuSteel: 3.2%； 

配合廠商及其他：0.0%~28.5% 

鍍鋁鋅產品 

DongbuSteel: 5.8%，配合廠商及其他：
0.0%~7.7% 

泰國 反傾銷 
終判日期：

2013.1.10 
13.82~22.55% 

資料來源：附件37~43 

由 WTO Semi-Annual Report of Anti-Dumping Actions（附件 37

至附件 40）可知，中國大陸涉案貨物於產業損害調查期間(2010

年至 2013 年上半年)出口至哥倫比亞市場之數量分別為 1.07

萬噸、0.95 萬噸、2.65 萬噸及 1.36 萬噸，即：2012 年較 2010

年成長 2.48 倍，2013 年上半年進口量較基期 2010 年增加

28%。惟，本案中國大陸涉案貨物進口量成長比例，相較於哥

倫比亞乙案不遑多讓：2014 年中國涉案貨物進口量達 35 萬

噸，較 2011 年進口量 14.5 萬噸成長 2.39 倍；相較基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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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年進口增加率分別為 46%、76%、139%及 145%。除可

徵中國大陸涉案產品向全球倒貨，以地理位置衡酌，中國大陸

涉案貨物對台灣市場影響程度恐將更甚哥倫比亞，而哥倫比亞

政府已對中國大陸進口涉案貨物就到岸價逾每噸美金 824.57

元課徵差額，我國業者亦亟須救濟。 

涉案國受上開國家貿易制裁，涉案國去化出口勢必受限；尤其

涉案國出口鍍鋅鋼品至採取貿易制裁的主要國家，出口量甚

大。以韓國而言，美國為其第二大鍍鋅鋼品出口國，占其出口

量於 2015 年上半年及 2014 年全年占比約 11.1%，分別為 23

萬噸及 46 萬噸；對泰國亦有 6~7%出口量，近 30 萬噸；對澳

洲出口量每年則約 30 萬噸；出口至印尼之鍍鋅鋼品，在 2014

年也達 5.3 萬噸。自上開貿易措施表列可知，近期課徵稅率實

施 後 ， 可 能 預 估 只 少 將 近 81.2 萬 噸

(=226,836x2+127,062x2+27,157x2+17,409x2+7,483x2) 的 去 化

產能受阻而流向目前無任何關稅保護措施的台灣。 

同樣地，至於中國大陸之主要出口國，亦包括美國、泰國，近

兩年平均出口量分別達 50 萬噸、45 萬噸；其中，對美國 2014

年全年度出口量高達 80 萬噸，2015 年上半年則有近 47 萬噸

的出口。無待美國課徵反傾銷稅，若臨時反傾銷稅課徵實施，

預估中國大陸鍍鋅鋼品原有的龐大過剩產量將另 90 萬噸

(=47x2)難以去化。台灣鄰近中國大陸沿海鋼廠，運費成本明

顯低於其他市場諸如歐洲、甚至是其他東南亞國家，勢必成為

去化過剩產量的目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之鍍鋅

鋼品經澳洲調查機關調查後被認定傾銷事實成立，而中國大陸

於 2013、2014 年出口至澳洲之鍍鋅鋼品出口量，僅占至台灣

的 2~6%，其傾銷對我國產業之損害勢必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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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內同類貨物產業在我國市占率已明顯降低，加計涉案國

產能過剩、原物料崩跌、貨幣競貶、利率走跌以及貿易制裁實

施等種種因素，國內產業遭弱化的程度比想像中嚴重。依台灣

經濟研究院於 2015 年 8 月公布之景氣動向月報，除美國，其

他地區包括中國大陸、東協、日韓及歐元區等均呈現停滯、疲

軟或縮減，全球經濟情勢受亞洲貨幣競貶及中國大陸股市重挫

等影響，不確定性甚高。我國國內情勢亦同，其中鋼鐵基本工

業，以及鍍鋅鋼品應用相關產業如營建業、金屬建築結構及組

件業、機車及零件製造業、電子零件組件業等，2015 年 7 月

景氣均為轉壞，且未來半年較 7 月看壞（附件 26：台灣經濟

研究院 2015 年 8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當前險峻情勢，已不

容輕忽。 

四、 因果關係之說明 

涉案貨物近年來大量低價進口至我國，涉案進口價格均低於其國內

正常價格(見前述，傾銷說明)，足證自涉案國進口之貨物有傾銷之事

實，且涉案進口貨物之傾銷價格亦低於我國產品內銷價格(見前述，

涉案進口價格之影響之說明)。在涉案國傾銷進口貨物數量逐年增加

與持續對國產品削價格之情況下，涉案進口貨物已成功擴大其於我

國內市場佔有率(自 2011 年之﹝機密資訊﹞%成長至 2014 年之﹝機

密資訊﹞%，2014 年下半年及 2015 年上半年傾銷調查期間亦達﹝機

密資訊﹞%)，增加十二個百分點。 

同期間，國產品則市占率遭侵蝕（自 2011 年的﹝機密資訊﹞%降至

2014 年之﹝機密資訊﹞%，2014 年下半年及 2015 年上半年傾銷調查

期間則係降至﹝機密資訊﹞%），且國產品內銷量之成長幅度不若國

內需求之成長，相較於涉案進口逐年大幅成長之趨勢，國產品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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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數量顯有遭低價傾銷之進口品侵蝕之情形。營業毛利亦逐年衰退

甚至虧損，國內業者顯受有實質損害。 

國內業者之實質損害與涉案傾銷貨物之數量增加與價格衝擊，具有

時間上之緊密關聯，顯見涉案國傾銷進口貨物與我國內業者所受之

實質損害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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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反傾銷稅之請求－代結論 

依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財政部關務署經初步認定有補貼或傾銷

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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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平衡

稅或反傾銷稅。 

綜上開討論，涉案國對我國傾銷涉案貨物，已對我國國內產業造成

實質損害，且其傾銷情況恐將在調查期間繼續損害我國產業，為防

止我國產業繼續受害，實有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必要： 

(一) 涉案進口貨物之絕對數量及相對數量大量增加，對國產品之內

銷量及市場佔有率已造成嚴重影響 

(二) 國產品因受涉案進口貨物削價之影響而被迫減價 

(三) 受涉案進口貨物之影響，國內產業各項經濟指標持續惡化 

退步言，衡酌涉案貨物進口之增加率、涉案國就涉案貨物之產能、

出口能力及價格等因素，涉案國大量傾銷涉案貨物，也造成我國產

業受有損害之虞： 

(一) 涉案貨物之進口數量及市場占有率將繼續增加 

(二) 涉案國涉案貨物過剩產能高及出口能力強大 

1. 涉案國鋼鐵業產能產量持續擴大，供給過剩市場 

2. 原物料全面崩落，深化鋼鐵產業出口能力 

3. 涉案國競貶貨幣、調降基準／放款利率以及放寬產業信用

條件，致涉案貨物之出口價格競爭更為明顯 

(三) 涉案貨物進口價格對國內同類貨物持續削價 

(四) 因各國貿易制裁，涉案國去化出口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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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足徵涉案國有大量過剩產能及向多國傾銷之紀錄，並對我國

持續增加進口，對國產品削價之勢不曾稍歇，為防止我國產業在調

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自應准予對涉案國之涉案貨物，課徵臨時反

傾銷稅，以適時維謢全體產業之權益。 



 

103 

柒、 回溯課徵之申請 

查，涉案貨物之進口商雖於 2015 年 9 月間即自新聞媒體知悉申請人

將提出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之申請，卻不見收歛反

而迅速大量進口，致令申請人所受損害雪上加霜，未蒙救濟反先受

害。為防止本案調查期間申請人因涉案貨物大量進口而遭受無以彌

補或救濟之損害，實有申請回溯課徵反傾銷稅之必要，以收制止之

效。 

按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42 條之規定，「經核定課徵平

衡稅或反傾銷稅之貨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於提交委員會

審議後，對開始臨時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

貨物，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一、領受補貼之進口貨物在短時間

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二、該貨物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

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三、我國進口商明知或可

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大量

進口致損害我國產業」。準此，申請人特就本案申請回溯課徵，請求  

鈞部就涉案貨物核定課徵反傾銷稅時，對開始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

日前九十日內進口之貨物，課徵反傾銷稅。 

茲就涉案貨物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及進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

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於短時間內大量進口等情

形，陳明如下： 

一、 涉案貨物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 

按課徵實施辦法第 42 條之明文，並無關於「涉案貨物曾有傾銷造

成損害之紀錄」係限於在我國發生之規定，再參考美國反傾銷法令

及實務，曾經有造成損害之傾銷紀錄亦不限於美國國內，現仍遭其

他國家課徵反傾銷稅者亦屬之。則雖涉案國於我國並無遭課徵反傾

銷稅之紀錄，然以涉案國業已遭多個國家課徵反傾銷稅(請申請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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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三、(四)章節即第 96 頁說明，茲不贅述)，早已聲名狼藉之情

形，足認涉案貨物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再徵諸美國最近展開

之抗腐蝕鋼品反傾銷調查案，涉案國中國大陸及韓國均為受調查國

之列，且中國大陸遭美國商務部初判認定之傾銷稅率高達

255.80%，均足證之。 

二、 進口商明知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 

又，倘涉案進口有以低價傾銷之情形，進口商無法諉為不知此舉可

能造成國內業者損害，據申請人推算涉案國中國大陸及韓國之傾銷

差率分別為 37.08%及 51.32%(見申請書表 4-7)，俱已高於 25%之情

形觀之，應可證明進口商確有課徵實施辦法第 42 條規定之「明知

或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參諸美國反

傾銷法令及實務亦規定25%之傾銷差率已足認進口商明知或可得而

知有傾銷。 

三、 短時間內大量進口 

課徵實施辦法第 42 條雖未就「短時間內大量進口」之要件規定具

體認定標準，然美國反傾銷法令及實務或可為借鏡。按美國實務通

常係以提出反傾銷申請案前後三個月為比較，涉案進口量增加達

15%或以上，即認係「短時間內大量進口」，然倘涉案貨物進口商、

出口商或生產商早於提出申請前即已知曉申請人將提出申請，則可

自斯時比較且比較期間得長於三個月。茲以美國最近展開之抗腐蝕

鋼品反傾銷調查為例，美國商務部即係以媒體報導美國業者將提出

申請之時間，做為比較之時點，從而比較期間定為七個月，前後比

較十四個月之進口量。 

本案申請人雖係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始提出申請，然申請人因涉案

貨物低價傾銷衝擊而受損害擬提出反傾銷調查之申請，媒體多有報

導，2015 年 9 月初即見諸報端(見附件 47)，而眾所周知，進口商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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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已知曉。基此，申請人乃認本案亦應參照美國商務部作法，即

以 104 年 9 月前後之進口量為比較，則 104 年 9 月至 11 月(目前海

關進口得取得之資料)三個月期間之進口量為 87,267 公噸，較之 104

年 6 月至 8 月相同期間之進口量 75,243 公噸，絕對進口數量增加達

15.98%，已逾美國案 15%之標準，實已足認 「短時間內大量進口」

(請參附件 48)。再徵諸涉案進口之市場占有率於 104 年 9 月至 11

月為 17.00% (=87,267÷513,317)，較之 104 年 6 月至 8 月 13.96% 

(=75,243÷539,139)之市場占有率，短短三個月間市占率即增加三個

百分點，益見本案有「短時間內大量進口」之情事。 

綜上，涉案進口貨物確曾有傾銷造成損害之紀錄，進口商復明知或

可得而知國外出口商正進行可能造成損害之傾銷，且有短時間大量

進口之情事，而我國產業亦受有實質損害，申請人爰依課徵實施辦

法第 42 條之規定，特就本案申請回溯課徵，懇請  鈞部就涉案貨物

核定課徵反傾銷稅時，對開始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日前九十日內進

口之貨物，課徵反傾銷稅，以制止涉案貨物於調查期間大量進口，

而保申請人不因提起本案受害，實感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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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覽表 

項次 附件名稱 

附件 1 中國大陸 Mysteel 會議特刊暨世界鋼鐵動態產能產量統計(節錄) 

附件 1-1 WSD China Steel Capacity and Demand Analysis by Product 

附件 2 新聞報導—大陸鋼鐵出口嚇壞全球市場； 

經濟學人—Commodities in Asia: Nervousness of Steel  

附件 3 GSIS 產能統計(韓國鍍鋅鋼品) 

附件 4 SEAISI Yearbook-Excerpt 

附件 5 新聞報導—韓國鋼企熱浸鍍鋅鋼品銷售注重出口市場、第 1 季韓國熱鍍鋅

鋼板出口增長 

附件 6 G&P China Export 

附件 7 鍍鋅鋼品國際標準規範表 

附件 7-1 國際規格 JIS G3323 規範說明 

附件 8 申請人鍍鋅產品手冊 

附件 9 Australia Anti-Dumping Commission Case (ITR190) 

附件 10 The Product Scope of USDOC Petition for the imposi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on Certain Cold-rolled Steel Flat Product (Excerpt) 

附件 10-1 申請人企業集團組織說明 

附件 11 我國同類貨物產銷存統計表 

附件 11-1 鋼鐵公會之鍍鋅產品產量統計 

附件 12 海關進口統計資料(中國大陸) 

附件 13 海運費用佐證資料 

附件 14 出口費用佐證資料 

附件 15 保險費率佐證資料 

附件 16 中國大陸國內流通市場淨出廠價格資訊(以印度為替代價格) 

附件 16-1 DOC Initiation Notice—Certain Corrosion-Resistant Steel Products From 

Italy, Indi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Initiation of Less-Than-Fair-Value Investigations 

附件 16-2 鞍鋼、包鋼2015年上半年利潤表(節錄自鞍鋼、包鋼2015年上半年季報) 

附件 17 海關進口統計資料(韓國) 

附件 18 韓國鋼廠(POSCO、HYSCO 及 Union Steel)牌價資訊 

附件 19 我國與主要貿易對手通貨對美元之匯率月資料 

附件 20 涉案貨物進口量價匯總表 

附件 21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5 年 7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附件 23 G&P Korea Export 

附件 24 新聞報導—燁輝、盛餘營運壓力加重 

附件 25 GSIS 產能統計及整合(中國大陸) 

附件 26 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5 年 8 月景氣動向調查月報 

附件 27 新聞報導—中國大陸需求疲軟全球鋼鐵行業遭殃 

附件 28 新聞報導—中國大型鋼鐵廠擴大產能出口鋼材擴大隱憂 

附件 28-1 國際煤鐵原料價格 

附件 29 新聞報導—人民幣大貶效益中國鋼廠削低出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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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附件名稱 

附件 30 新聞報導—中國產能過剩之道把問題出口到別人家 

附件 31 新聞報導—韓國為復甦經濟韓國銀行意外降息、振興經濟南韓央行調降基

準利率 

附件 32 新聞報導—中鋼 6 月盤價大降 7.4% 

附件 33 中鋼公司廠盤會議紀錄(節錄) 

附件 34 鞍鋼 8 月產品價格 

附件 35 中鋼公司訂價資料  

附件 36 新聞報導—中鋼搶接單銷售大軍出動 

附件 37 WTO Semi-Annual Report of Anti-Dumping Actions (Colombia) 

附件 38 WTO Semi-Annual Report of Anti-Dumping Actions (Guatemala) 

附件 39 WTO Semi-Annual Report of Anti-Dumping Actions (Australia) with ADC 

Anti-Dumping Notice 2013 

附件 40 WTO Semi-Annual Report of Anti-Dumping Actions (Thailand) and 

Supporting Document 

附件 41 United State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Public) 

附件 42 WTO Notification of Safeguards (G/SG/N/11/IDN/14, 

G/SG/N/10/IDN/16/Suppl.1, G/SG/N/8/IDN/16/Suppl.1) 

附件 43 WTO Notification of Safeguards (G/SG/N/8/MAR/4, G/SG/N/10/MAR/4, 

G/SG/N/11/MAR/4) 

附件 43-1 新聞報導-Mexico launches anti dumping probe into Chinese flat steel 

附件 44 申請人投資報酬率計算表  

附件 45 申請人現金流量表 

附件 46 申請人營業利益計算表 

附件 47 新聞報導—經濟日報 中鋼出擊 要告陸韓傾銷 

附件 48 涉案貨物增加率及市佔率 

附註：因附件編號更動，本申請書無附件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