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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案件緣起 

國內毛巾業者在遭受到中國大陸進口毛巾產品的侵害，由我

國反傾銷主管機關財政部與經濟部展開調查。經財、經二部調查

後，發現具有傾銷與損害事實，本案正式成立，並於2006(民國95)

年9月19日起正式對中國大陸進口毛巾採取反傾銷措施。其中昆

山森鳴紡織有限公司之反傾銷稅稅率為88.5﹪，浙江雙燈家紡有

限公司為86.6﹪，其餘廠商為204.1﹪，並另核定「昆山森鳴紡織

有限公司」、「浙江雙燈家紡有限公司」、「上海卡璐達家居紡織品

有限公司」、「南京佳友紡織品有限公司」、「上海千賀國際貿易有

限公司」及「UCHINO INTERNATIONAL PTE LTD」等6家出口

廠商之價格具結」。本案溯自同年6月1日起實施，為期5年。 

99年10月21日，財政部以台財關字第09905909080號公告本

案課徵期間將於100年5月31日屆滿5年，要求國內同類貨物之生

產者或相關之會員團體如認為有繼續課徵之必要，向該部提出申

請，因此「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以下稱「毛巾協會」

或「申請人」）據此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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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進口貨物及國內同類貨物說明 

我國毛巾產品與中國大陸之毛巾產品，在產品特性、規格、

用途、通路、製程等項目係屬同類貨物且可完全替代。本申請

案之涉案產品（含我國毛巾產品與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名稱、

材質、規格、用途、稅則號別、製程、特性等項目詳細說明如

下： 

一、 名稱 

涉案貨品名稱可能為：方巾、浴巾、枕巾、毛巾、毛巾被、

餐巾、茶巾、床巾、腳踏布及桌巾等棉質毛巾織物及類似毛圈

織物製品，與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

成品（總稱「毛巾產品」）。 

二、 材質 

棉質或類似毛圈織物。 

三、 規格與品級 

以紗支數 50支以下所有品級棉紗，所織造之所有規格與尺

寸之毛巾產品。基本上，同一台織機可以織出不同規格的毛巾

產品；又在實務上而言，尺寸上的不同，只在整理加工之後段

產生。且「尺寸」與「規格」在整體的生產流程、原物料投入、

人力資源投入、成本結構、物理特性等項目上，並無顯著的差

異存在。也就是說，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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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半成品，僅需要經過末端加工，即可成為規格與用途不同

的毛巾產品。1 

四、 用途 

毛巾產品依其用途，又可細分為當成手帕使用之方巾；運

動擦汗用之運動毛巾、洗臉及擦臉用的面巾、洗澡所用之浴巾、

毛巾、保持枕頭衛生之枕巾；覆蓋寢具之床巾；夏日保暖之毛

巾被；餐桌上擦手之餐巾；擦桌子之桌巾；品茗時所用之茶巾；

浴室保持足部乾燥用之腳踏布等不同用途。但不管毛巾產品用

途為何，各名稱之毛巾產品僅僅在尺寸上有所差異，且仍有非

常高的替代性存在。例如：棉質毛巾織物的浴巾與毛巾被，就

有很高的替代性存在。也經常在日常生活中被交互使用。而毛

巾、餐巾、桌巾、茶巾等，也經常交互被當作清潔工具使用。

因此，本申請案所指之毛巾產品，應包含上揭用途之毛巾產品。 

                                                
1 毛巾尺寸變化繁多，較常使用的包括方巾 33cm × 36cm；毛巾 33cm × 77cm；浴巾 69cm × 

137cm、77cm × 157cm；兒童巾 28cm × 51c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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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稅則號別 

海關進口稅則參考號別：6302.60.00及 6302.91.00，現行

稅率為 10.5%。 

六、 製程 

不論毛巾的規格用途為何，其製程同樣包含著整經、織造、

漂染、印花等作業。毛巾製程約可區分為兩大類，一是前漂後

織流程(先將原紗染色後織造)，其流程簡單說是由原紗經前處

理、準備、織造、後處理、縫整而後包裝，而根據不同的紗種

規格亦有不同的前處理流程。另一為前織後漂流程(先織造後染

色或印花)，簡而言之為先織造後，經由退漿、精練、漂白之流

程，而後進行整理與印花的動作。茲將前漂後織與前織後漂之

流程以圖示臚列如下： 

（一） 前漂後織流程： 

 

出貨 檢驗包裝 車兩頭 剪巾 滾邊 

疋布 

檢驗 

部分 

整經 

直接 

整經 
倒筒 筒子染色 鬆筒 漿紗 

織造 

二次剪絨 烘乾 脫水 退漿 剪絨 

原紗 

剖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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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漂後織流程(先將原紗染色後織造)，其流程簡單說是由原

紗經前處理、準備、織造、後處理、縫整而後包裝，而根據不

同的紗種亦有不同的前處理流程。 

（二） 前織後漂流程： 

前織後漂流程(先織造後染色或印花)，簡而言之為先織造

後，經由退漿、精練、漂白之流程，而後進行整理與印花的動

作。一般而言，前織後漂流程又可分為兩種印花製程，即使用

顏料的「一般印花」與使用染料的「反應式印花」。 

1. 一般印花 

 

 

 

剖巾 

二次 

剪絨 

烘乾 脫水 染色 漂白 

 

退漿 

剪絨 疋布 

檢驗 

織造 漿紗 直接 

整經 

出貨 檢驗 

包裝 

車兩頭 印(繡)花 剪巾 滾邊 

原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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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應式印花 

 

 

3. 其他部份流程說明如下： 

a. 漿紗：由於毛巾製造流程不同，如採用前漂後織流程

者，多數是絞紗上漿，而採用前織後漂流程者則是以

經軸上漿為主。絞紗上漿有兩種方式，一是手工漿紗，

另一是機械漿紗。 

b.  絡筒：又稱為絡經、絡紗。其主要目的是將絞紗(漿

紗)連接，按規定容量繞成規定形式的筒子，利用清紗

裝置除去雜質和紗中的瑕疵，使紗線在一定張力下捲

成堅實的筒子，使整經時可獲得均勻張力。 

剖巾 二次 

剪絨 

烘乾 脫水 染色 漂白 

 

退漿 

剪絨 疋布 

檢驗 

織造 漿紗 直接 

整經 

出貨 檢驗 

包裝 

車兩頭 

印(繡)花 白疋 

檢驗 

剪巾 

滾邊 

原紗 

固色 水洗柔軟

出布 

脫水 

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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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經：毛巾廠多採用分條整經機進行整經。分條整經

的第一步是將紗集成條帶分條繞在鐵滾筒上，第二步

是把鐵滾筒上整幅紗片倒捲到織軸上。 

d. 退漿：一般除落機成品毛巾外，毛巾產品均須經退漿

處理，以改善毛巾織物的手感，防止日久霉變影響染

色牢度。 

七、 物理特性 

（一） 毛巾織物是以毛經紗在其織物表面上形成環形毛圈的織

物。由於毛圈的高低不同、毛圈的分布差異、組織結構及

加工處理變化，而具有不同的外觀和吸濕性。毛巾織物與

其他的紡織品相較，因其具有稠密而柔軟的毛圈，故具備

良好的吸濕、隔熱、耐磨等性能。 

（二） 毛巾織物除了測試與一般織物相同的物理指標，如強力、

伸長、耐磨及單位重量外，亦根據用途而設有專門測試的

物理機械指標，使毛巾在柔軟、保暖的良好基礎上，更具

備一定的吸濕性，確保毛巾織物固有的使用性能。 

（三） 毛巾的吸濕性，是指毛巾織物在較短時間內的吸濕程度。

此特性除與織造前的紗線的煮練以及之後的漂白、印花、

精鍊、吸水性藥劑的賦予等過程因素相關外，主要取決於

毛巾的組織結構，如毛圈覆蓋程度、毛圈高度、毛圈固結

牢度因素、前處理與加工條件等。優良的毛巾織物，其吸

濕、保暖及柔軟三特性有賴組織結構合理，且前、後處理

加工適宜兩因素搭配始能產出吸濕性良好的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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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產製輸出國 

中國大陸 

九、 交易計量方式 

一般而言，毛巾的重量與經緯密度、毛高、紗支有關，因

此不論毛巾的規格用途為何，在銷售習慣上，毛巾的計價方式

通常皆以重量為主，此一銷售習慣兩岸皆然，在台灣毛巾市場

上，不管是台製或是大陸進口毛巾，在交易時皆以重量（台兩）

為計價單位，每台兩約等於 37.5公克，即 0.0375公斤。一般而

言，重量越重的毛巾價格越高。 

一般來說，國內銷售方巾、浴巾、枕巾、毛巾、毛巾被、

餐巾、茶巾、床巾、腳踏布及桌巾等棉質毛巾織物，雖然輕重

不等，但主要是以每打 30兩（一條 93.75公克）之毛巾為銷售

產品，衡諸中國大陸產品，同樣係以 100公克上下的產品為主，

因此我國所有產品的平均價格，皆以每打 30兩作為計算標準。 

十、 進口毛巾產品與我國毛巾產品為同類貨物 

綜上，我國與中國大陸之毛巾產品，都須經過上述生產流

程織造，且台灣廠商與中國大陸廠商在製程上，也都以上述的

生產流程織造毛巾，在製程上並無任何差異。此外，不論是採

取什麼製程，毛巾成品與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

成品、半成品間之區別，僅在中後段之生產流程（剖巾、滾邊、

剪巾）後才發生。也就是說毛巾產品可透過微末加工改變其型

態，且仍具高度替代性；因此，申請人主張，各類規格尺寸的

毛巾產品，均應視為同類產品，以避免反傾銷稅的救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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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的被以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成

品型態的進口毛巾產品，或是被棉紗支數以及重量的微末變化

所規避。 

因此，本申請案所指之毛巾產品，包含以紗支數 50支以下

所有品級棉紗，所織造之所有規格與尺寸之毛巾產品，即各式

方巾、浴巾、毛巾、枕巾、毛巾、毛巾被、餐巾、茶巾、床巾、

腳踏布及桌巾等有棉質毛巾織物及類似毛圈織物製品，除此之

外，尚包括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成

品。 

十一、 中國大陸之已知生產者、出口商 

1. 已獲價格具結者 

(1) 昆山森鳴紡織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崑山市千燈鎮石浦仁成路 68號 
電話：0512-57405687  傳  真：0512-57406176 

(2) 浙江雙燈家紡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浙江省蘭溪市雁洲路 8號 
電話：0579-88900429  傳真：0579-88884039 

(3) 上海卡璐達家居紡織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上海市嘉定區華亭鎮高石路 2727號 
電話：021-59952839   傳真：021-59952789 

(4) 南京佳友紡織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江蘇省南京市白下區戶部街 33號天之
都 1827室 

電話：025-52334415    傳真：025-52334122  

(5) 上海千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上海市徐匯區零陵路 629號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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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1-64865303      傳真： 

(6) UCHINO INTERNATIONAL PTE LTD. 

地址：中國大陸上海市延安西路 2299号上海世貿商城
5B50室 

電話：021-6236-7722  傳真：0513- 83597688 

2. 未獲價格具結者 

(1) 南通元福紡織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江蘇省南通市廣州路5 5號 

電話：0513-85920608  傳真：0513- 83597688 

(2) 中紡河南棉花進出口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河南省鄭州市健康路159號發展大廈21層 

電話：0371-63977193  傳真：0371-63977193 

(3) 保定新高新進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河南省保定市高開區翠園街449號 

(4) 武漢金林紡織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江岸區沿江大道160號時代

廣場1號樓13A 

電話：027-82761496  傳真：027-8276149 

(5)曲阜騰龍棉紡織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山東省曲阜市陵城鎮經濟開發區１號 

電話：0537-4664932 

(6) 廣西梧州光華毛巾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廣西省梧州市新興二路光華工業大廈 

電話：0774-3832278  傳真：0774-3857408 

(7) 岳陽市華美巾被織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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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國大陸湖南省華容縣三封寺鎮開拓路 

電話：0730-4560519 

(8) 上海新昌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上海市普陀區長壽路長壽路91弄世紀商務

大廈22E 

電話：021- 62273566  傳真：021 – 54195575 

(9) 武漢謙誠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洪山區雄楚大街709號

20-1-4011室 

電話：027-87509055 

(10) 廣西柳州騰龍毛巾製衣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廣西省柳州市西江路靜蘭工業開發區 

電話：0772-3161105 

(11) 蘇州銘德紡織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江蘇省吳江市同里鎮迎燕橋東路16號 

電話：0512-3332448  傳真：0512-3331794 

(12) 北京京冠毛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北京市海淀區安寧莊東路甲18號 

電話：010-62950834  傳真：010-62957416 

 (13) 蘭溪市浩進紡織服飾有限公司 

地址：中國大陸浙江省金華市馬澗鎮工業園A區 

電話：0579-88442996  傳真：0579-88442997 

十二、 我國進口商或代理商 



 11 

(1) 東行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灣省台中縣沙鹿鎮居仁里中棲路460號 
電話: 04-26627068  

(2) 森鳴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灣省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84號 
電話: 05-6221111 傳真: 05-6221115 

(3) 勝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台灣省台北縣泰山鄉全興路350之15號 
電話: 02-29008496 

(4) 葦慶興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灣省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2-10號 
電話:05-5841188    傳真:05-5840033 

(5) 友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115號 
電話: 07-3452566  傳真: 07-3461463 

(6) 勁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0號7樓之5 
電話: 02-2551-3830 

(7) 啟上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70號5樓之一 

(8) 得興貿易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70號5樓之1 
電話: 02-25911216  

(9) 中大棉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林森北路119巷55之1號2樓 
電話：(02)25639623   傳真：(02)2563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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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請人資格說明 

根據我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以下簡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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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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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占我國該產業總生產

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且根據同法第7條要求反傾銷調查申請

書中應載明，「申請人身分及支持與反對申請案之我國同類貨物

生產者及其最近一年生產量，與具產業代表性資格之說明。」 

本案最初雖係財政部依職權發動展開調查，惟在進行調查

前即已就「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是否具有產業代表性」

進行形式審查，而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在審究國內產業是否

因傾銷而受有損害部分，亦係以毛巾協會之成員為主要調查對

象，準此，毛巾協會除應可當然繼受本申請案之申請人資格外，

其亦為本反傾銷課稅案件之實際利害關係人。 

事實上，毛巾協會為代表台灣毛巾本土製造業之唯一團

體。毛巾協會的成員大皆群聚於雲林虎尾，並實際從事毛巾生

產與加工及販售。（如附件一：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成

立章程及會員名冊），除了毛巾協會會員之外，並沒有任何其他

的台灣廠商像毛巾協會的會員一樣，只從事毛巾生產製造，而

不具毛巾進口商身分。且會員之中，除了直接從事織造生產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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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的業者之外，尚包括毛巾產業群聚上中下游，垂直分工之專

業染色、漿紗、織造、漂染、整理、印花、繡花等廠商。為提

出本件申請案，毛巾協會已於99年10月7日召開全體會員代表大

會，會中一致通過提出本件「落日複查」申請案（如附件二：

99年10月7日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會員會議紀錄），並

業已獲得該協會半數以上廠商之充分支持(如附件三：雲林縣毛

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會員廠商同意書)，由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

發展協會代表毛巾產業，向主管機關申請對中國大陸繼續課徵

反傾銷稅。2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對於棉製、絲製、人造纖維製毛巾等泛

毛巾織造產業所做的統計，國內毛巾製造業群聚分佈在台中

縣、彰化縣以及雲林縣三個區域，其中又以雲林縣毛巾製造業

群聚最為完整與明顯，不論是在全年營業收入、營運中家數、

或是從業員工人數，雲林縣毛巾產業在我國的整體毛巾產業

中，所占比例方面，已具有絕大多數的代表性。 

以國內生產來看，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為代表台

灣毛巾製造業之唯一團體。且成員都是在雲林毛巾產業群聚

中，實際擁有毛巾生產織機、實際從事生產毛巾的業者，足以

代表台灣毛巾製造業。 

另外，為調查毛巾協會成員之生產量、產能、製造成本、

銷售量、內銷價、存貨量等狀況，毛巾協會各會員廠商多提供

                                                
2 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的成員（附件三：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成立章程及會員
名冊），都是在雲林毛巾產業群聚中，實際從事生產毛巾的業者，除了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

展協會會員之外，並沒有任何其他的台灣廠商像毛巾協會的會員一樣，只從事毛巾生產製造，

而不具毛巾進口商身分。會員中除了直接從事織造生產毛巾的業者之外，尚包括毛巾產業群聚

上中下游，垂直分工之專業染色、漿紗、織造、漂染、整理、印花、繡花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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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填覆「產銷存資料問卷」。毛巾協會之毛巾生產量，係從該問

卷中挑選織造廠商為統計基礎。詳言之，2009（民98）年毛巾

協會會員廠商之總生產量為1,533,250公斤（見表2-1），與經濟

部統計處同年對國內毛巾產品之總生產統計資料的1,825,875公

斤比較即可得知（見表2-2），雲林縣毛巾協會已超過國內統計

資料的百分之五十，因此絕對符合課徵實施辦法規定之「明示

支持與反對者總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已超過「我國該產

業總生產量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之門檻，充份顯示本件申請人

已符合提訴要件。 

表 2-1 毛巾協會廠商之生產統計資料 
（單位：公斤） 

 廠商名稱 2008年 2009年 
1 1. 二清                      
3 2. 千元                      
5 3. 平凡                      
6 4. 永鵬                      
7 5. 茂原行                      
8 6. 恒裕                      
9 7. 晉暉                      
10 8. 偉榮                      
12 9. 榮輝                      
13 10. 興隆                      
15 11. 元維                      
16 12. 永紡                      
17 13. 全益                      
18 14. 均展                      
19 15. 尾園                      
20 16. 明興                      
21 17. 國榮                      
22 18. 裕祥                      
23 19. 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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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名稱 2008年 2009年 
24 20. 錦美                      
26 21. 協明                      
27 22. 美源                      
28 23. 龍信                      
29 24. 廣福                      
30 25. 皓偉                      
 總計 1,492,707 1,533,250 
資料來源：毛巾協會與業者自行統計 

 

毛巾協會不但符合課徵實施辦法第6條之規定，可以代表

國內整體毛巾產業，提出繼續課徵反傾銷稅的要求，其亦絕對

符合並具有申請人適格的形式要件。故此，毛巾協會足具「對

自中國大陸進口之毛巾產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申請人資格，

殆無疑義。 

表2-2 申請人生產量與經濟部統計處資料比較表 

申請人生產量 經濟部統計處統計資料* 
年份 

重量(公斤) 數量(千打) 重量(公斤)** 
申請人佔比 

2008年 1,492,707 1,740 1,957,500 76.26% 

2009年 1,533,250 1,623 1,825,875 83.97% 

資料來源：毛巾協會與業者自行統計、經濟部統計處 

註* ：由於統計處與申請人之統計方式有以下差異，導致數量上可能有所差異：（一）
係依據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及進出口貨品分類項下之貨品（63026000、63029100）加
上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成品進行統計，而統計處係依據「工

業產品分類」項下之毛巾物(1151100)統計，指經漂白，染色、印花及其他加工處理毛巾、
浴巾、毛巾被及其他毛巾物。因此兩者範圍略有差異。（二）經濟部統計處之統計方式

係按月蒐集國內主要製造廠商所自行生產產品的產銷存量值，透過比率推估法推計各主

要工業產品群之母體值而得；而申請人之調查方式係針對每一廠商實際生產數量進行統

計。 

註**：係依據每打重量30兩(約1.125公斤)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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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陸傾銷現象仍可能再現 

依我國關稅法第68條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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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又規定，「前項所

稱正常價格，指在通常貿易過程中，在輸出國或產製國國內可

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無此項可資比較之國內銷售價格，得以其

輸往適當之第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或以其在原產製國之生

產成本加合理之管理、銷售與其他費用及正常利潤之推定價

格，作為比較之基準。」及課徵實施辦法第33條規定，「本辦法

所定傾銷差額，以輸入中華民國之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

算之。」 

為證明涉案國(中國大陸)毛巾產品於未來停止課徵反傾銷

稅後，將繼續對我國傾銷，以下進行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之輸入

中華民國價格及其國內正常價格說明，並計算其傾銷差額。然

而必須先行強調的是，本案於2006年課徵時，部份出口商獲得

財政部同意採行「價格具結」。也就是說，自課徵以來，循正常

報關程序進入台灣市場的毛巾，皆為「價格具結」者，而其餘

未取得價格具結的廠商，因為反傾銷稅高達204％幾乎無法進

口。從我國海關統計資料可以看出來，中國大陸毛巾單價自2006

年後明顯增高2倍有餘，而自其他國家進口之單價並未有顯著的

變動，顯示此一價格波動並非市場行情之變化，而係受價格具

結之影響。（見表3-1）因此幾乎可以斷定，我國海關統計資料

完全受到「價格具結」措施的影響，已難以反應中國大陸出口

至我國之可能傾銷價格，及未來繼續傾銷的出口價格。故申請

人將採用未經矯正的大陸出口統計資料，不但合理，同時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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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比較之基礎。 

 

表3-1 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進口單價比較表 

進口金額 
(美元) 

進口重量 
(公斤) 

平均單價 
(美元/公斤) 年度 

大陸 其他國家 大陸 其他國家 大陸 其他國家 
2005 13,525,654 7,819,785 6,567,105 2,104,701 2.060 3.715 
2006 9,923,936 13,279,728 3,516,725 3,697,284 2.822 3.592 
2007 8,159,328 19,389,664 1,267,742 4,856,141 6.436 3.993 
2008 6,853,907 18,841,046 1,005,006 4,365,129 6.820 4.316 
2009 6,087,858 11,516,613 890,027 2,698,829 6.840 4.267 

2010上半 3,053,307 5,844,124 444,404 1,238,972 6.871 4.71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合計63026000000、63029100003兩項稅號) 

 

一、 中國大陸出口台灣之價格計算 

如前所述，為了取得公平合理的比較基礎，申請人依據中

國大陸海關出口貨物數量價值統計表中，中國大陸之毛巾產品

出口至韓國及馬來西亞兩國的平均單價，作為近年中國大陸出

口中華民國毛巾之平均價格。（詳如附件四：中國大陸海關出口

貨物數量價值統計表） 

申請人之所以採用上述兩國的平均單價作為替代價格，原

因在於此二國的經濟規模與我國較為類似，且距離相近，運費

基準上不致落差太大，比較起來較為公平，較能真實反應其原

始之外銷價格。 

由於大陸國內及出口統計資料採用「條」作為計算標準，

為符合國內統計資料習慣，故申請人將以每條毛巾2.5台兩(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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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台兩)，每台兩等於37.5公克為標準加以換算，製成以下各

表。 

表3-2 中國大陸對韓國與馬來西亞之出口統計資料 

單位：(USD/KG) 

年度 國家 出口數量 
（條） 

出口重量 
（公斤） 

出口金額 
（美元） 

平均單價 
(USD/KG) 

 韓國 139,826,096 13,108,697 23,834,480 1.818 
馬來西亞 51,314,404 4,810,725 9,776,655 2.032 2005 
合計／平均 112,761,073 17,919,422 33,611,135 1.876 

 韓國 130,576,064 12,241,506 24,352,768 1.989 
馬來西亞 59,371,688 5,566,096 11,083,783 1.991 2006 
合計／平均 108,916,669 17,807,602 35,436,551 1.990 

 韓國 115,480,704 10,826,316 26,495,362 2.447 
馬來西亞 43,514,048 4,079,442 8,468,477 2.076 2007 
合計／平均 88,481,827 14,905,758 34,963,839 2.346 

 韓國 94,851,744 8,892,351 23,685,871 2.664 
馬來西亞 44,702,688 4,190,877 10,386,335 2.478 2008 
合計／平均 75,663,213 13,083,228 34,072,206 2.604 

 韓國 67,291,776 6,308,604 17,319,973 2.745 
馬來西亞 54,741,868 5,132,050 15,291,731 2.980 2009 
合計／平均 65,877,881 11,440,654 32,611,704 2.851 

 韓國 30,320,232 2,842,522 7,835,525 3.249 
馬來西亞 29,270,751 2,744,133 9,092,110 2.804 2010上半年 
合計／平均 59,590,983 5,586,655 16,927,635 3.030 

資料來源：中國大陸海關統計(ITIS) 

 

由表3-2可知2006年至2010上半年度之岸邊交貨價（即外銷價

格）分別為每公斤1.990、2.346、2.604、2.851、3.030元美金。上述

各年度之平均出口單價，可視為中國大陸之外銷之岸邊交貨價格

(FOB價)，且係已含有增值稅的價格（含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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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FOB價格未計入中國大陸的出口退稅金額。3雖然大陸有課

徵貨物增值稅，而大陸「出口退稅」政策也對其出口成本有相當大的

影響。依據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之規定，出

口退稅所退的稅款，若有屬「貨物增值」的部份，會依據出口貨物FOB

價為基準計算。也就是說，我們在計算中國大陸的毛巾產品的出廠價

時，尚未將退稅對降低中國大陸出口廠商成本發揮之效果納入考慮。 

由於FOB價通常內含有運費、及貿易商之利潤等其他費用，4且

目前中國大陸輸出毛巾產品，多依賴貿易商進行出口。因此依據一般

商業習慣，申請人主張推算至出廠層次時應再調減貿易商之合理利潤

(平均約計百分之三)。 

經分別調整過後，中國大陸2006年至2010年上半年間，毛巾產

品於出廠層次之含稅出口價格應分別為每公斤1.899、2.242、2.489、

2.729、2.902美元（見表3-3）。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條例第八條第二款：「出口貨物的價格，按照貨價、貨物運抵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輸出地點裝卸前的運輸及其相關費用、保險費之和統計，其中包

含的出口關稅稅額，應當予以扣除。」 
4 FOB中的國內費用包括：一、加工整理費用；二、包裝費用；三、保管費用（倉儲/租，火險
等）；四、國內運輸費用（倉至碼頭）；五、證件費用（包括商檢費、公證費、領事簽證費、產

地證費、許可證費、保管費等）；六、裝船費（裝船、起吊費和駁船費等）；七、銀行費用（貼

現利息、手續費等）；八、預計損耗 （耗損、短損、漏損、破損、變質等）；九、郵電費（電
報、電話、電件、傳真、電子郵件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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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06-2010(上半年)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之推估出口價格 

單位：(USD/KG) 

出口含稅價 
（FOB價） 

內陸運費 貿易商合理利潤(3%) 調整至出廠層次

之含稅出口價格 
年度 
  

A* B** C*** D=A-B-C 
2006 1.99 0.0315 0.0597 1.899 

2007 2.346 0.0335 0.0704 2.242 

2008 2.604 0.0366 0.0781 2.489 

2009 2.851 0.0366 0.0855 2.729 

2010 
上半年 3.03 0.0366 0.0909 2.902 

註*  見表3-2 

註**  內陸運費以每櫃1,750元人民幣、40呎高櫃可裝載7,000公斤毛巾推算，再
依匯率換算成美元(詳見附件五：中國大陸出口相關費用估價單) 

註***前述人民幣匯率係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之資料。2006年1美元兌人民幣為
7.9476元、2007年7.4692元、2008年6.8317元、2009年6.8334元、2010年6.8276元。
(詳見附件六：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之歷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二、 中國大陸國內市場價格之計算（正常價格） 

雖然我國認定中國大陸在反傾銷調查中為非市場經濟國

家，5得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32條第5項之規

定，以第三國毛巾生產廠商之銷售價格資料，取代中國大陸涉

案廠商之正常價格資料，然而申請人發現，中國大陸上提供多

項紡織品資訊的「中國纺織網」（http://info.texnet.com.cn/）、中

華紡織網（http://www.texindex.com.cn/）及大陸最大招商網站阿

里巴巴(http://china.alibaba.com/)在引述毛巾行情資料時，均是採

用常熟招商場之資料。且該網站按週統計毛巾報價資料，較為

貼近市場行情，另由於大陸廠商集中於江蘇、浙江一帶，而常

熟市屬江蘇省重要集散市場，其原料取得價格及勞工成本等，

應與申請書內列名廠商之成本較為接近，因此申請人認為該網

                                                
5 依據財政部 95年 5月 29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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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價格可作為推算中國大陸正常價格之基礎。 

申請人揀選該網站中2006年至2010年各項毛巾產品之報價

(詳見附件七：「中國纺織網」網站上所載錄常熟招商場毛巾產

品報價表(2006~2010)、附件八：常熟招商場毛巾產品報價表換

算表)，惟該網站中之報價單位為條、人民幣，為求公平比較，

申請人擬計算出中國大陸毛巾每公斤之美元單價。申請人首先

剔除未提供重量之毛巾產品(如童巾、印花巾、浴巾等)，再總

計當期各筆毛巾之重量與價格，最後依當年平均匯率資料，換

算為每公斤之美元單價。2006年至2010年之計算結果分別為每

公斤5.750、5.528、6.915、7.095、7.313美元(見表3-4)。 

 

表3-4  2006年至2010年大陸毛巾國內報價與推算之內銷價 

報價日期 平均單價 
(USD/KG) 

年度平均單價 
((USD/KG) 

2006年 9月 14日 5.750 5.750 
6月 28日 6.076 

10月 11日 5.251 2007年 

12月 20日 5.257 
5.528  

3月 27日 6.783 
6月 26日 6.923 
9月 25日 6.981 

2008年 

11月 20日 6.973 

6.915 

2月 12日 6.997 
6月 25日 7.075 
9月 30日 7.099 

11月 26日 7.152 
2009年 

12月 31日 7.152 

7.095 

1月 28日 7.152 
2月 25日 7.162 
3月 25日 7.248 
4月 29日 7.255 
5月 20日 7.268 

2010年 

7月 29日 7.342 

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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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日期 平均單價 
(USD/KG) 

年度平均單價 
((USD/KG) 

8月 26日 7.342 
9月 30日 7.398 

11月 18日 7.649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網 

註：依據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之資料，2006年1美元兌人民幣為7.9476元、2007年
7.4692元、2008年6.8317元、2009年6.8334元、2010年6.8276元。 

 

由於常熟招商場中的報價均為開立發票之價格（即所謂「帶

票價格」），亦即已包含增值稅等稅額在內，基於前開中國大陸

出口價格係含稅價格，為能公平比較，是故根據常熟招商場內

毛巾類產品報價所推算之正常價格，並無調整增值稅的必要。

而常熟招商場中報價，運費將視送達地點遠近而定，並未含內

陸運費，故亦無調整運費之必要。因此上述之推算價格應可視

中國大陸內銷出廠層次之正常價格。 

 

三、 傾銷差率之推算 

關於出口至中華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及傾銷差額之計

算，申請人將其FOB價格(出口價格)還原至出廠層次之含稅出口價

格，亦統計常熟招商場之平均單價作為中國大陸國內交易之出廠層

次含稅內銷價格，因此申請人已將兩者推估至同一交易階段，並進

行公平比較。 

以中國大陸進口毛巾產品每年之平均外銷出口價格與其平均

國內銷售價格（均推算至出廠層次之含稅價），計算其平均傾銷差

額與平均傾銷差率，2006年至2010年第二季之傾銷差率，分別為

202.82%、146.55%、177.79%、160.00%、151.91%，平均傾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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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167.81%（詳見表3-5）。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上述之差額並未

納入出口退稅，若是加計中國大陸廠商每年10%以上之出口退稅，

所得出之傾銷差率將遠不止於此。 

 

表3-5 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計算表 
                                         單位：(USD/KG） 

推估出口價格* 實際內銷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年度 

A B C=B-A D=C/A 
2006年 1.899 5.750 3.851 202.82% 
2007年 2.242 5.528 3.286 146.55% 
2008年 2.489 6.915 4.426 177.79% 
2009年 2.729 7.095 4.366 160.00% 
2010年 2.902 7.313 4.410 151.91% 
平均 2.452 6.520 4.068 167.81% 

資料來源：中國纺織網、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資料 

註*:見表3-3 

註**:見表3-4 

                          

由上表顯見，雖然我國政府對中國大陸進口之毛巾產品，課徵

高達204％的反傾銷稅，但中國大陸仍有低價銷售之能力，若取消

反傾銷稅，其可能恢復以低價傾銷的方式，對我國毛巾產品市場傾

銷其產品。倘若日後反傾銷稅落日，可預見的是，未來將有更多不

公平貿易競爭的情況會在台灣毛巾產業中發生，大陸毛巾將繼續以

傾銷之價格輸銷到台灣來，屆時，台灣毛巾業極有可能在中國大陸

的毛巾大軍中，全軍覆沒。 

另外，有鑑於本案之反傾銷稅確定課徵後至今已4年餘，且近

年來棉紗價格大漲，價格具結已低於目前真實市場價格，乃至於部

分業者仍得以採用低於其國內市場之價格銷售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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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現況說明 

2003年至2005年期間，我國蒙受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傾銷，傾

銷期間我國毛巾產業遭逢重大損害，部份廠商因受創而歇業、停

產，或改為轉移至其他製程，故在政府對中國大陸毛巾產品課徵

反傾銷稅的同時，經濟部相關部門，例如工業局等單位，也適時

伸出援手，大力輔導國內毛巾產業，使得國內毛巾產業逐漸擺脫

經營困境，回歸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在這期間，國內毛巾廠的

努力經營與自我提升，亦是有目共睹。但是，如果政府在這次落

日複查時，不繼續對中國大陸將繼續傾銷進口毛巾之行為採取防

制措施，反而讓反傾銷稅落日，毛巾產業將面臨無可挽回的情勢，

因為，在中國大陸不改變其傾銷行為的策略下，我國毛巾產業勢

將再度蒙受較上次更嚴重的傷害。 

為了統計國內毛巾業者近年來的生產與銷售狀況，毛巾協會

發送了數十份問卷進行調查，並盡量收集可能之廠商資訊，以下

則根據這些數據，分別說明國內毛巾產業之營運狀況。依第二章

之統計資料與說明，毛巾協會已足以代表我國毛巾業整體之指標。 

 

一、 國產品生產數量 

在課徵反傾銷稅之前，台灣毛巾業的產量曾下滑到

AAA餘噸。在政府對中國大陸進口之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

稅後，國內毛巾生產量逐漸回穩，產業環境也回歸至公平

合理的狀況，總體來說，國內毛巾廠商產量的增減，伴隨

著國內整體經濟環境的變化，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有系統

輔導之下，已逐步走出谷底，但尚未完全恢復應有的競爭

力，仍屬脆弱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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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毛巾產業在政府的支持與協助下，不斷的努

力改善自身的經營績效，希望能維持穩定的生產運轉，維

持一定的僱用人數，這些年來，毛巾產業在增進經營效率

方面，除了購置新機器、添置新設備外，也學習新的研發、

設計、經營、管理課程。並開發新的經營模式，包括配合

政府釋出的「功能別整合輔導」、「產業升級輔導」、「新產

品開發」、「技術協助」、「共同拓銷」、「開設觀光工廠」等

鼓勵方案，使得自2008年來，我國業者的毛巾生產量得以

維持年約1,400公噸~1,500公噸之產量，有效維持產業一定

動能。 

 

表4-1 毛巾協會業者統計生產、銷售數量分析表 

(單位：公斤) 

年份 生產量 內銷量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1,492,707                      
2009年 1,533,250                      

2010年預估                                           

資料來源：申請人自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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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產品銷售狀況 

 

由上表可知，自 2008年開始，我國毛巾產業銷售情況有所改善，

尤其是內銷量的成長，在此同時，生產情況也有所改善。雖然我國係

自 2006年中起，即開始對中國大陸進口毛巾開徵反傾銷稅，但國內

業者真正是要到 2008年才慢慢自損害中回復。可見我國內廠商於未

課徵反傾銷稅之前，所受到的損害之深。即便是現在，我國內毛巾業

者之生產數量，仍未能回復未受傾銷進口前的數量水準。然而，一波

未平，一波又起，這兩年來，毛巾原料之棉紗價格飆升，使得國內業

者之利潤空間也因而大幅壓縮（然而，中國大陸的進口價格卻未見反

映棉紗價格之上揚，殊不合理），加上我國境內現存的雲林毛巾業者，

一直是以內銷市場為其主要的銷售市場，倘若日後不能繼續對中國大

陸進口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稅，將會使得中國大陸進口毛巾產品未來

得以再次用大量低價方式進入我國市場，屆時我國國內業者將會無法

生存而只能宣告停業，而毛巾產業也將永遠消失在台灣產業的版圖

上。  

 

三、 我產品與中國大陸產品之市場佔有率 

2004年起，受到大陸傾銷的影響，我業者生存狀況十分艱困，在

相繼減產、退出市場後，至2005年時我國國產毛巾產品之市佔率約僅

有9.9%，同期間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之市佔率竟高達70%，其後，財政

部依職權展開反傾銷調查，並於2006年6月課徵反傾銷稅，使得國產

毛巾產品在該年的市場佔有率，立即回升到14％左右，至2009年，更

較2005年增加約20.8個百分點。(見表4-2、4-3)國產毛巾產品之市場佔

有率逐漸回升，主要是因為反傾銷稅之課徵效果浮現，另與中國大陸

景氣熱絡，內需增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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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2005-2010我國毛巾產品之市場佔有率分析表 

(單位：公斤) 

年份 國內生產量 
(A) 

總進口量 
(B) 

總出口量 
(C) 

表面消費量 
(D=A+B-C) 

我業者市場

佔有率 
(E=A/D) 

2005年                                     9.9% 
2006年                                     14.0% 
2007年                                     19.4% 
2008年 1,492,707                            22.3% 
2009年 1,533,250                            30.7% 

2010年預估                                     37.4% 

資料來源：我國內銷量係指毛巾協會之國內業者自行統計所得，總進口量與總出口量係

海關進口統計資料 

註：2010年之數據係依照當年上半年之數據推算 

     

 

表4-3  2005-2010大陸毛巾產品之市場佔有率分析表 

單位(公斤) 

年份 表面消費量 
(A) 

大陸產品進口量 
(B) 

大陸產品市場佔有率 
(C=B/A) 

2005年 9,343,378 6,567,105 70.3% 
2006年 8,211,263 3,516,725 42.8% 
2007年 7,301,587 1,267,742 17.4% 
2008年 6,706,489 1,005,006 15.0% 
2009年 4,988,286 890,027 17.8% 
2010年 
預估 5,165,265 888,808 17.2% 

資料來源：申請人自行統計＋海關進口統計資料 

註：2010年之數據係依照當年上半年之數據推算 

 

因高額的反傾銷稅，使得中國大陸毛巾除了6家價格具結的

廠商，得以具結的價格，進到台灣市場來以外，其餘的中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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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出口商，幾乎無法將毛巾產品賣到台灣市場來。再者，中國

經濟旺盛，基礎建設加劇，從沿海到內陸，各地搶建飯店與旅

館，因而使得其毛巾內需量也顯著增加，因此，國內毛巾業得

以藉以生息，毛巾產品的國內市場佔有率也得以緩步回升至正

常的市場佔有狀況。（見圖4-1） 

今年，我國毛巾產品反傾銷落日複查在即，中國大陸開始

佈局我國市場動作已漸有明顯增加，此從中國大陸於2009年4

月1日開始調高出口退稅率即可略窺一二，若政府在此時取消對

中國大陸課徵毛巾產品反傾銷稅，則中國大陸將再度大舉低價

傾銷毛巾產品至我國，而我國毛巾產業也將再次遭受更重大的

損害。 

     

 

圖4-1 我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市佔率比較表 

資料來源: 國內業者問卷統計+海關進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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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工與獲利狀況 

自我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大陸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稅以來，

國內毛巾產品產業之營運便逐漸回復到相對正常合理之軌道，

而國內廠商毛巾產品開工率自2007年開始則呈現穩定之趨勢；

此由開工時數可知（表4-4），再由開工時數據以推算生產設備

利用率亦可獲知國內廠商在前述各項情況的改善之下，國內廠

商之毛巾產品經營績效（營業損益）已在2008年起亦開始呈現

回穩之趨勢。有關投資報酬率、現金流量等資料，鑑於國內生

產廠商之規模均不大，其會計報表並無編製此部分相關數據資

料。而平均工資部份，近年來並無太大變化。 

 

表4-4 毛巾協會廠商僱用員工、開工時數與工資統計表 

年度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推估 

僱用員工人數

(位) -- 7.5% 11.2% 18.3% 3.7% 

總工時(小時) -- 62.7% 9.5% 18.1% 11.4% 

平均工資(元) 6.4%    -- 5.5% 0.9% 0.0% 

資料來源: 國內業者問卷統計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指標雖均有所好轉，惟整體而言，

我國之毛巾產業仍未回復遭傾銷之前的產業榮景，而且仍面臨

中國大陸進口毛巾產品傾銷之威脅，產業體質仍屬脆弱，基此

種種情況，未來，政府若取消對中國大陸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

稅之措施，必然對毛巾產業之營運與生存，形成較以往更大之

傷害，其對國內產業所造成之重大斲傷，將使本產業再也無法

挽回，形成難以收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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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毛巾原料的棉紗，國內並沒有生產，因此必須要國外

採購。而 2009 至 2010 棉紗價格大漲，對於國內業者的成本更是

增加了許多壓力。以反應國際棉花行情的 Cotlook A 指數來看， 

2009年來棉花價格大漲，帶動了棉紗價格的抬升(如圖 4-2)。究其

原因，在於近一年來，棉花出口大國巴基斯坦與中國大陸棉花欠

收，並限制棉花出口量。根據報導，台灣廠商購買一件 181.44 公

斤的棉紗，從 2009年的 13,000元飆升到 2010年底的 26,000元，

漲幅高達百分百(如圖 4-3)。6 

遇到這樣的情勢，毛巾業者理應調整售價，卻為了避免市佔

率下降，而無法提高售價，毛巾業者的生計更是雪上加霜，獲利

狀況自然節節下滑。由上觀之，我國毛巾業者所遭遇的處境極為

困難，若是貿然取消反傾銷稅，將對國內產業造成無可彌補的衝

擊。 

                                                
6 2011/01/28 ，[ 中國時報/生活新聞/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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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2004年至2011年Cotlook A 指數變化圖 
註：Cotlook棉價指數是反映國際棉花市場現貨價格的一個指標，由 Cotton 

Outlook出版。 Cotlook棉價指數分 Cotlook A 指數和 Cotlook B指數。報價
單位為美分/磅。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棉花協會

(http://www.cotton.org/econ/prices/cotlook-a-indice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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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取消毛巾反傾銷稅，將有再度受到中國大陸傾銷
損害之虞 

我國對於落日複查之審查要件，主要係規定於「課徵實施辦

法」第 45條，另參考世界各國對於落日複查之審查要件，尤其是

近年來屢次進行反傾銷落日複查之歐盟作法，各國主管機關針對

申請人所提「如取消反傾銷稅後，傾銷及產業損害有可能繼續發

生或再度發生」進行審查時，通常會從以下 3個面向進行審視； 

1. 目前國內產業是否仍感到損害繼續存在或目前傾銷仍持續發

生。 

2. 目前國內產業雖然感到情況獲致改善，但此一情況是否來自課

徵反傾銷稅有效的緣故。 

3. 出口商的產業狀況、出口相關情事，以及市場狀況研析，未來

出口國仍有可能傾銷，而此傾銷行為，仍將導致國內產業受損。 

因此申請人依據以下四項指標，分析中國大陸的潛在產

能產量，以及對我產品的影響。分別為：中國大陸毛巾產能

與對我市場之威脅、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仍未放棄我國市場，

將傾銷涉案產品以及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出口仍將擴大，產業

情況好轉與反傾銷稅息息相關。 
 
一、中國大陸毛巾產能對我市場之威脅  

根據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出版的「2010-2015 年中

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及投資諮詢報告」(附件九)指出，7中國大

陸毛巾產品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報告中引用中國大陸毛巾出口

金額統計，顯示2004年來，中國大陸毛巾行業的出口量正在呈

現上升，而金額卻呈下滑的趨勢，8這表明中國大陸毛巾有持續

                                                
7 該研究報告資料主要採用國家統計資料，海關總署商務部採集資料等資料庫。其中宏觀經濟資
料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部分行業統計資料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及市場調研資料，企業資料主

要來自於國統計局規模企業統計資料庫及證券交易所等，進出口資料主要來自海關及商務部，

價格資料主要來自於各類市場監測資料庫。 
8 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及投資諮詢報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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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國傾銷之狀況。每年中國大陸都有大量毛巾銷往國外，在

日本，大陸毛巾的佔有率也高達 40％。9 

 

 
         圖5-1 大陸毛巾出口額趨勢圖 

資料來源：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
及投資諮詢報告」 

近年來中國大陸毛巾產量成長加快，2005年至2008年，毛

巾產量成長率平均在7%左右。2005年，大陸毛巾產量達到108.1

億條；2007年產量達到126.6億條（約11.9億公斤），同期比成長

6.88%；2008年產量達到134.5億條，同期比成長6.22%；2009

年，產量達到145.8億條，成長了8.44%；2010年更預估將持續

成長至9.45%。根據前揭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毛巾市

場正在以年均超過5%的速度成長，隨著市場需求的增加，產量

將會不斷擴大。10 
 

                                                
9 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及投資諮詢報告，頁 68。 
10  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及投資諮詢報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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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2005年-2010年1-6月中國大陸毛巾產量變化 
 

年度 產量（億條） 產量*（億公斤） 同期成長率 
2005年 108.1 10.1 -- 
2006年 118.4 11.1 9.57% 
2007年 126.6 11.9 6.88% 
2008年 134.5 12.6 6.22% 
2009年 145.8 13.7 8.44% 
2010年 
(上半年) 99.2 9.3 9.45% 

 
資料來源：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
及投資諮詢報告」 
註*：重量係毛巾協會自行換算。 

 
2005年-2010年1-6月中國大陸毛巾產量變化圖 

 

          圖5-2 大陸毛巾年產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
及投資諮詢報告」 
 
 

同時根據資料發現，中國大陸毛巾產品生產量只要有所增

加，而中國大陸國內需求無法充分支持的情況下，將會大量轉

向外銷。2010年上半年，中國大陸毛巾消費量達到了72.3億條

（約6.8億公斤）。然而產量高達99.2億條（約9.3億公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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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目前總出口量為13.8億條（約1.3億公斤）。同時，如圖5-1

所示，2010上半年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之外銷額較2009年同期，

大幅增加了39.45%。可見中國大陸的產量遠遠超過國內消費

量，目前仍必須透過外銷去化其多餘產能，如此大量之產能，

只要中國大陸國內需求下滑，中國大陸將會以外銷調節其產

能，此外，台灣的內需市場胃納量有限，不可能產生急劇性的

成長。如果中國大陸僅以0.13%之產量轉向出口至台灣(以2009

年產量145.8億條計，0.13%約為1884萬條，即1766.25公噸)，即

相當於我國毛巾產品產量，台灣毛巾產業就會立即面臨崩盤的

危機。 

又台灣市場的需求量相對前述各國為大，同時國情、歷史淵

源與市場熟悉度均對中國大陸而言高出前述各國許多，也因此

未來我國政府若停止對中國大陸進口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稅

後，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必將台灣列為優先且唯一之大宗輸出之

國家，而此舉更將對我國毛巾產品產業造成嚴重威脅，並且其

過剩產能勢必以大量、低價之傾銷行為大舉入侵我國，此舉對

我國整體產業所造成之傷害則不言而喻了。 

 

表5-2 2005年-2010年1-6月中國大陸毛巾內銷量與成長率 

年度 內銷量（億條） 內銷量（億公斤） 同期成長率 

2005年 92.7 8.7  

2006年 97.9 9.2 5.64% 

2007年 106.0 9.9 8.21% 

2008年 116.5 10.9 9.97% 

2009年 124.9 11.7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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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內銷量（億條） 內銷量（億公斤） 同期成長率 

2010年 

(上半年) 
72.3 6.8 9.23% 

資料來源：北京邁洛國際經濟資訊中心，「2010-2015 年中國毛巾行業市場調研

及投資諮詢報告」 

 

二、中國大陸仍未放棄我國市場，持續傾銷涉案產品 

受到我國課徵反傾銷稅後，中國大陸出口到越南的數量明

顯增加，同時期，越南出口到台灣的產品也成同比增加，由此

可知，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從未放棄我國市場，其係透過轉口偽

標產地等方式，規避現行反傾銷稅之課徵。一旦，我國取銷反

傾銷稅措施後，可以想見，中國大陸之毛巾出口，勢必回到原

來未課反傾銷稅之水準。此外，我業者也紛紛表示收到中國大

陸轉運出口的訊息，因此合理可以推斷，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仍

由不正當的管道影響我國內毛巾市場，轉運增加其成本後，我

業者還能勉予承受，若是讓中國大陸產品傾銷進口，我業者必

然將受到更大的衝擊。 

   

三、中國大陸毛巾出口仍將擴大 

如前面之資料所顯示，中國大陸目前仍有以低價銷售至台

灣之企圖，中國大陸將持續對我國傾銷毛巾產品乃不爭之事

實，可知其仍用心佈局其未來，俟我國對中國大陸毛巾產品反

傾銷稅停止課徵後，再次大舉傾銷至我國。此從中國將涉案產

品的退稅率由以往的14%調高為16%，即可知其積極佈局海外

之野心，且此一措施係自2009年4月1日開始施行，更可知其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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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與謀略之深遠。 

四、產業情況好轉與反傾銷稅息息相關 

依照歐盟執委會與美國商務部，歷年來對反傾銷落日複查

之審查要件觀之，歐盟執委會與美國商務部向來對於課徵反傾

銷稅是否有效，是否有助於消弭產業所造成的損害予以高度關

注，其必定考量課徵反傾銷稅是否為產業損害得以消除的一部

或全部原因，只要是其中的一部原因，渠等機關便有可能繼續

課徵反傾銷稅。 

反觀本案，進口毛巾產品仍不斷蠶食我國國內市場。當初，

幸賴政府及時以反傾銷稅有效遏阻中國大陸毛巾之惡意傾銷，

並提供多項輔導措施，使我毛巾產業得以一息尚存，近年來，

我國國內經濟逐漸復甦，國內毛巾廠商也努力調整經營體質，

提升自身競爭力，才得以與國外毛巾競爭，但由於中國大陸的

產能仍不斷增加、產量仍不斷提高及外銷量仍持續增溫的趨勢

看來，如果政府在此時取消中國大陸毛巾產品之反傾銷稅，讓

涉案國(中國大陸)再度大量傾銷毛巾產品到國內市場，則中國

大陸毛巾產品佔有率，勢必將回復至未開始課徵反傾銷稅前之

水準或者更進一步的成長，估計市佔率可能回升至七成，甚或

以上，屆時中國大陸之毛巾必將再次造成我國國內毛巾產業受

到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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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根據2006(民95)年財政部所做出之最終傾銷調查認定報告

及貿易調查委員會所做出之最終損害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陸

進口毛巾低價大量銷售至我國的行為確實造成傾銷，並嚴重破

壞市場交易秩序，對我國內毛巾產業造成損害進而影響國內生

產毛巾廠商的生存環境。因此政府於同年6月1日起對中國大陸

課徵毛巾反傾銷稅後，國內毛巾產業之營運逐漸回復到相對正

常合理之軌道，顯見對中國大陸毛巾產品課徵反傾銷稅是正確

的，但根據上述分析顯示，中國大陸對我國毛巾市場仍未放棄，

如果在此時藉由落日複查而取消反傾銷稅，將對我國產業再度

造成更重大的損害。 

而中國大陸近年來維持大量的毛巾產能，且日後仍有持續

擴大之趨勢。其後中國大陸廠商們之剩餘產能將持續大量出口

至其他國家，以去化其過剩之產量，假若我國政府因落日複查

而停止對中國大陸進口毛巾課徵反傾銷稅，中國大陸勢必將捲

土重來，向台灣再度進行傾銷以消除過剩產能。而以目前中國

大陸以大量低價入侵各國市場的情形觀之，再加上未來中國大

陸將持續擴大其毛巾產量之威脅，若不繼續對中國大陸進口毛

巾課徵反傾銷稅，則未來對我國毛巾產業將造成更加嚴重的傷

害，而影響所及將是整個毛巾上下游的產業，如紡紗廠、印染

廠或代工廠，及其相關所屬的上千名從業人員，同時將更進一

步地損及我國家整體產業之相關利益。 

基此，「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代表所有毛巾產業

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繼續對自中國大陸進口毛巾課徵反傾銷

稅。並重新檢討「價格具結」之廠商及具結之「價格」，是否足

以消除傾銷及國內產業損害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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