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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 

及芬蘭產製進口塗佈紙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 

傾銷初步調查報告                     

壹、傾銷初步調查結論： 

本案經經濟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合理跡象顯示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

佈紙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復經本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傾銷事實。 101

年 7 月 16 日舉行之本部關稅稅率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第 170

次會議決議，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

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之情事，爰不予臨時課徵反傾銷

稅。惟應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調查，完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貳、本案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 

臺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於 100 年 7 月 11 日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資

料正式向本部申請對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芬蘭產製進口塗佈

紙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二、申請資料之初步審查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經本部關政司依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進行書面審

核後，即依實施辦法第 8 條規定於 100 年 11 月 21 日邀集經濟部貿

易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貿委會)、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及本部關稅總

局會商本案是否應作成進行調查之議案，俾提交委員會審議，並援

例請申請人列席說明。經會議決議，如申請人補正資料後，如本部

關政司及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認已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將

作成議案提交本部關稅稅率委員會審議。申請人於本（101）年 1 月

9 日補正相關資料，並經審查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 

三、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進行調查 

本部於本年 1 月 17 日召開關稅稅率委員會第 165 次會議審議，並作

成決議，本案申請人符合提出申請案之資格，根據其提供之資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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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進口涉案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我國產業之合理懷疑，請即依「平

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相關規定先行通知各涉案國政府；並

於財政部核定後公告進行調查，並分別通知各涉案國政府、申請人及

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移請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於

完成損害及傾銷初步調查認定後，根據調查結果，再提請本會審議是

否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四、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一）按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係負責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工作，

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應自本部調查通知送達翌日起 40 日內完成

損害調查。該會於本年 2 月 13 日公告，自本年 2 月 7 日起進行產業

損害初步調查。嗣基於配合利害關係人填答調查問卷、準備聽證及會

後提供補充意見時程需要，該會爰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公告調

查期間延長至本年 4 月 6 日，並於本年 2 月 20 日以貿委調字第

10100005191 號函知本案利害關係人及副知本部延長產業損害初步認

定期間。 

(二)貿委會於本年 3 月 28 日召開第 74 次委員會議審議作成產業損害

初步認定，並經經濟部於本年 4 月 5 日以經調字第 10102605420 號函

將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通知本部，內容略以：本案依初步

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芬蘭產製進口塗佈

紙數量之變化、國內塗佈紙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內塗佈紙產業各項經

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場競爭狀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

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有實

質損害之虞。本案如須進行產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

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獲致不同之結論。另根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

徵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受損

害一節，鑑於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

爰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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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 

（一）申請人：本案申請人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係由涉案貨物

之國內同類貨物生產者，依據我國工業團體法成立之工業團

體，且申請人已獲得永豐餘、正隆等 2家業者之充分支持，該 2

家廠商之生產量占本案同類貨物國內總產量達 95%以上，申請人

符合實施辦法第 6條之規定，具產業代表性。 

（二）涉案製造商、出口商及進口商： 

１、中國大陸 

(１)製造商及出口商：金東紙業有限公司、金華盛紙業（蘇州

工業園區）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漿紙業有限公司、金東貿

易（香港）有限公司、山東晨鳴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他

製造商及出口商。 

(２)進口商：大鄴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啟達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福爾摩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合

一紙業有限公司、其他進口商。。 

2.日本 

(１)製造商及出口商：北越製紙株式會社、王子製紙株式會社、

Shinsei Pulp and Paper Company Limited、Japan Pulp and 

Paper Company Limited、Daiei Paper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其他製造商及出口商。 

(２)進口商：立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一紙業有限公司、平

誠股份有限公司、福爾摩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瀚文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進口商。 

3. 韓國 

 (１)製造商及出口商：Hansol Paper Co., Ltd(韓松)、Moorim

茂林（Moorim Paper Co. Ltd , Moorim SP Co. Ltd, Moo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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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p and Paper Co. Ltd）、其他製造商及出口商。 

(２)進口商：瀚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平誠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進口商。 

4. 芬蘭 

(１)製造商及出口商：芬歐匯川紙業UPM、Stora Enso、其他製

造商及出口商。 

(２)進口商：大鄴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其他進口商。 

二、涉案貨物說明： 

(一)貨品名稱及範圍：塗佈紙 (Coated Paper)，貨品範圍主要係以

基重、光澤度、白度作為區別標準，涵蓋亮面與雪面塗佈紙。亮

面塗佈紙之白度應在 82%ISO 以上，光澤度於 50%以上，雪面塗佈

紙之白度應在 84%ISO 以上，光澤度於 10-50%，且基重 (每平方

公尺重量，基本單位為 g/m2) 在 60 至 200g/m2 間，其中單面塗

佈紙基重約 60 至 165g/m2，雙面塗佈紙基重約 72 至 200g/m2。

在上述基重範圍內，若產品名稱為「紙板」，仍屬涉案貨物。鏡

面塗佈紙、噴墨紙、相片紙，不列於涉案產品。 

(二)稅則號別代表號：    

4810131020,4810131030,4810131040,4810132020,4810132030,

4810132040,4810141020,4810141030,4810141040,4810142020,

4810142030,4810142040,4810149020,4810149030,4810149040,

4810191020,4810191030,4810191040,4810199020,4810199030,

4810199040。 

(三)材質：主要材質為木材紙漿與表面塗佈用塗料。紙漿通常採用化

學紙漿及半化學機械紙漿及其他種類之紙漿，無固定紙漿配比;

塗料主要為細磨之石粉及礦物質如碳酸鈣及高嶺土等無機物。 

(四)規格：各種寬幅之捲筒塗佈紙，或各種尺寸之平版塗佈紙。平版

塗佈紙以 31×43英吋 (全開) 及 25×35英吋 (菊版全開) 亦即

787mm×1092mm 及 635 mm×889mm 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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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途：主要使用於彩色印刷等較講究印刷效果之海報、標籤、廣告傳

單、書籍、型錄、期刊雜誌、書籍封面、月曆等。 

肆、調查程序： 

一、展開調查之通知及公告 

（一）展開反傾銷調查前通知各出口國政府：反傾銷協定第 5 條第 5

項規定，略以：進口國於進行發動反傾銷案件調查前應通知有

關之出口國政府。本部爰於本案提交委員會審議前，以本年 1

月 19日台財關字第 10105502310號及第 10105502311號函分別

通知中華名國常駐 WTO 代表團轉知中國大陸駐 WTO 代表團、及

駐台之日本、韓國及芬蘭代表處，本案將於近日公告進行調查。 

（二）展開反傾銷調查公告及通知利害關係人與出口國政府：本部依

本年 1 月 17 日第 165 次關稅稅率委員會決議，於本年 2 月 3 日

以台財關字第 10105503090 號公告對涉案產品自即日起進行調

查，並於同日檢送公告影本函知利害關係人並通知我駐 WTO 代

表處轉知中國大陸駐 WTO 代表團、及駐台日本、韓國、芬蘭代

表處。 

（三）通知經濟部進行損害調查：本部於本年 2 月 3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105503092 號函請經濟部貿調員會就本案國內產業損害部分

進行調查。 

二、傾銷初步調查結果之審議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定，經初步調查認定有損害我國產業者，本部

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 7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後，作成有無

傾銷之初步認定。本部係於本年 4 月 5 日接獲貿委會決議本案有合

理跡象顯示相關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之通知。

依前揭實施辦法規定，原應於本年 6 月 14 日前，將傾銷初步認定結

果，提交委員會審議，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惟由於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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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及芬蘭之配合回答調查問卷之出口廠商於調查問卷填復期限屆

滿前，均依規定申請延長填復期限至本年 6 月 1 日，因尚屬填復問

卷合理期間，爰本部均同意延期期限，惟影響本案無法於原訂期限

內完成傾銷初步調查認定。本部爰依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於本年

6月 7日台財關字第 10105517890號公告將本案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

認定期間延長二分之一至本年 7月 19日止。 

三、傾銷調查資料涵蓋期間：查本案係於本年 2 月 3 日公告展開調查，

考量調查資料完整性，爰將傾銷調查涵蓋期間定為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為期 1 年。 

四、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  

（一）傾銷問卷調查： 

1. 調查對象：依實施辦法第 34條規定，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

出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選擇合理家數

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最大輸出比

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

口商之傾銷差額。本案涉案廠商及出口商中國大陸計有 47 家，日

本 26 家、韓國 11 家及芬蘭 5 家，合計共 89 家。本部依實施辦法

34條規定，依據調查期間各國涉案廠商之出口價量情形進行選樣，

以占該國出口量前幾大排名之出口商作為本案主要調查對象，本部

共計選擇 17 家涉案出口廠商及出口商作為調查對象（含 2 家主動

申請調查對象及 9家本案申請人提供之出口廠商）。 

2.寄發調查問卷：本部於本年 4 月 5 日接獲經濟部通知產業損害初步

調查結果後，即於本年 4 月 6 日寄發反傾銷調查問卷給 17 家各涉

案國製造商及出口商，並請其於本年 4 月 27 日前回復出口商之公

司基本資料（問卷 A 部分），另於本年 5 月 18 日前填復銷售涉案

貨物之交易資料與證明文件（問卷 B至 E部分）。中國大陸、韓國

及芬蘭填答問卷廠商均申請分別延期至本年 5 月 11 日（問卷 A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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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本年 6 月 1 日（問卷 B 至 E 部分），本部均依實施辦法第

19條規定同意展延期限。 

3. 各國涉案廠商問卷回復情形： 

（1）中國大陸： 

依限回復：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金華盛紙業（蘇州

工業園區）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漿紙業有限公司等均依限回復；

另江蘇王子製紙有限公司（申請人提供之出口廠商）函復未於調

查期間出口涉案貨物至台灣。 

未回復：山東晨鳴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日本： 

依限回復（回復皆不完整）： 

王子製紙株式會社、大王製紙株式會社、Japan Pulp and Paper 

Company Limited、Daiei Paper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未回復：北越製紙株式會社、Shinsei Pulp ＆  Paper Company 

Limited 

（3）韓國： 

依限回復：Moorim 茂林（Moorim Paper Co., Ltd、Moorim SP Co., Ltd 

及 Moorim Pulp & Paper Co., Ltd） 

未回復：Hansol Paper Co., Ltd.(韓松)、Apex Trading Limited 

（4）芬蘭： 

依限回復（回復不完整）： UPM 芬歐匯川紙業 

未回復： Stora Enso  

五、相關資料查核： 

（一）為查核涉案廠商銷售至我國之資料，本部於本年 2 月函請本部關

稅總局提供於調查期間內以稅則號別代表號 4810131020 等 21 項進

口電子檔；另本部於本年 3 月函請關稅總局提供 4810.29.00.00，

4810.99.00.10,4810.99.00.20 等 3 項稅則號列進口電子檔；本部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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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4 月函請關稅總局提供相關涉案進口報單及發票影本資料，供

本部調查參考。 

（二）為辦理涉案貨物製造商及出口商調查工作，本部於本年 4月函請涉

案進口商提供進口資料及其業務往來之涉案製造商或出口商資

料，惟僅獲部分進口商回復。 

（三）為蒐集各涉案國之國內涉案貨物價格資料，本部於本年 4月函請駐

日本、韓國、芬蘭及印尼代表處經濟組、及行政院香港事務局商務

組協助蒐集涉案產品在調查期間內於駐在國國內市場之零售及躉

售價格等資料，均於本年 5月回復協查資料在案。 

伍、有無傾銷事實之初步調查：  

一、傾銷認定之法令依據： 

（一）反傾銷稅課徵依據：關稅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進口貨物以低

於同類貨物之正常價格輸入，致損害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

口稅則徵收關稅外，得另徵適當之反傾銷稅。 

（二）傾銷差額之計算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傾銷差額

以輸入我國之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算之。同條第 2 項規

定，輸入我國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得以加權平均輸入我

國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或以逐筆比對方式就輸入我

國價格與正常價格比較；如因不同買主、地區或時點而呈現鉅

大價差者，得以逐筆輸入我國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

又依實施辦法第 33 條規定，傾銷差額之計算，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1、輸入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應基於相同之交易層次及儘可

能同一交易時間為之。 

2、就進口貨物之物理特性、稅賦、規費、交易折扣、交易之層次、

時間、數量、條件及其他影響價格之因素調整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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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處理 

1.  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產製國或輸出國為非市場經

濟國家者，得以市場經濟第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或推算價格，或

該第三國輸往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或我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為正

常價格。如無法決定時，得以其他合理基礎推算之。本部前業於

95 年 5 月 29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 號公告將中國大陸列

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本部對自中國大陸進口之相關貨物，辦理反

傾銷調查時，將依據內需市場規模及社經發展程度等原則，選擇

適當之市場經濟國家，作為替代第三國，並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

第 5 項規定，核定中國大陸相關廠商之正常價格。 

2. 本案中國大陸回復調查問卷廠商：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

司、金華盛紙業（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漿紙業有

限公司等 3 家製造商均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分別於問卷中主張，

其在貨幣兌換自由程度、勞方向資方協商工資之自由程度、政府

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程度、外商合資或當地國之限制程度、政府

控制資源配置程度、企業定價及產出決定程度、企業營運受法律

保障程度等節，均可認已達市場經濟標準。經參照歐盟將中國大

陸視為「特別市場經濟制度」，個案決定個別廠商是否具備市場經

濟地位（Market economy treatment；MET）或給予個別待遇

（Individual treatment；IT）之作法，本部爰於本案調查中國大陸

前述 3 家個別廠商過程中，先予承認該 3 家廠商之市場經濟地位，

採認渠等所提供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 

3. 中國大陸其他廠商：經考量內需市場規模與社經發展程度等因

素，並參酌歐盟與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反傾銷調查時，常以印度

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以計算中國大陸國內正常價格，惟

印度非屬造紙業生產主要國家。另查印尼具備森林資源，為世界

前 5 大造紙業主要生產國，且印尼社經發展程度及相關產銷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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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取向與中國大陸相關產品類似，爰考量以印尼作為本案中國大

陸之替代第三國。案經函請我國駐印尼代表處本年 5 月協查結

果，印尼統計局並未針對塗佈紙之零售價格進行統計,致未能取得

零售價格資料。又印尼代表處另提供印尼統計局塗佈紙產品於

2011年調查期間出口相關涉案稅則之前三大國家之數量及 FOB價

格資料，惟查印尼出口涉案貨物之各相關稅則之前三大國家均不

同（含中國大陸及越南等非市場經濟國家），且所提供之相關稅則

亦含非涉案產品，如據以作為中國大陸國內價格之計算基礎，尚

非妥適。綜上，本部決定參考申請人於申請書所提供之資料即以

國際性專業林業產品資訊公司 RISI出版發行 PPI ASIA NEWS 專

業刊物有關中國大陸塗佈紙大盤價格之統計資料，作為中國大陸

其他廠商國內價格之計算依據。 

二、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芬蘭之傾銷認定之依據： 

本案依據各涉案廠商是否填復問卷及填復內容之採認與否，分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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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涉案廠商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一）中國大陸： 

依限回復問卷之涉案廠商中，僅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金

華盛紙業（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漿紙業有限公司 3家

個別廠商完整填復問卷。另承前述，本部先予承認該 3家廠商之市場

經濟地位，採認渠等所提供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

格基礎。又 3家廠商均於問卷內指稱，調查期間內銷及外銷台灣價格

受到原料紙漿價格波動影響，致其各季度價格差異變動大，認以季度

來申報生產成本以及作為比較所提供之產品成本資料較為合理，且 3

家廠商均提供含按季及按 4種規格（單銅平版、單銅捲筒、雙銅平版

及雙銅捲筒）之產品成本資料，本部爰以按季及按 4種規格作為比較

以上 3家廠商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之核算基礎。 



 

11 

 

 

茲將 3家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1. 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 

（1） 出口價格： 

查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東公司）係透過出口

商 xx 銷售涉案貨物至中華民國，其共計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

料，並主張將現金折扣、國際運費、國際保險費、佣金、返利、

貼現息、銀行費用、信用成本、客訴賠償、單證費、商港建設費、

報關費等列為調整項目。金東公司同時提供調整項目之佐證資

料，本部先予採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憑證。調整後之各

規格出口價格分別為：單銅平版 xx美元、單銅捲筒 xx美元、雙

銅平版 xx美元及雙銅捲筒 xx美元。 

（2） 正常價格： 

查金東公司計提供 xx 筆交易資料，包括直接銷售給非關聯客戶，

以及透過內貿公司銷售給非關聯客戶之交易。經計算內銷交易低

於各季各規格單位成本之銷售量不及全部內銷量之 20％，爰以原

提供之交易資料據以計算正常價格。金東公司主張將返利、內陸

運費、內陸保險費、信用費用及其他等列為調整項目。金東公司

提供之調整項目資料，本部先予採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

憑證。調整後之正常價格：各規格分別為單銅平版 xx 美元、單銅

捲筒 xx 美元、雙銅平版 xx 美元及雙銅捲筒 xx 美元。 

（3）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各季及各規格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

相較，據以初步核算各規格傾銷差率分別為單銅平版 xx%、

單銅捲筒 xx%、雙銅平版 xx%及雙銅捲筒 xx%。再依各規格

之全年進口比率（分別為單銅平版 xx%、單銅捲筒 xx%、雙

銅平版 xx%及雙銅捲筒 xx%），依進口量加權平均計算傾銷差

率為-6.86％ 如下表，似無傾銷，詳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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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華盛紙業（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 

（1） 出口價格： 

查金華盛紙業（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下稱金華盛）係透

過出口商 xx 銷售涉案貨物至中華民國，計提供 xx 筆交易資料。

出口涉案貨物之規格為雙銅平版一種。金華盛並主張將國際運

費、國際保險費、佣金、返利、銀行費用、信用成本、客訴賠

償、THC（Terminal Handling Charge）、B/L FEE、內陸運費、

報關費等列為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佐證資料。調

整後之出口價格為 xx 美元/公噸。 

（2） 正常價格： 

金華盛公司計提供 xx 筆內銷交易資料，該資料為受調期間透

過內貿公司銷售給最終客戶且最終客戶為非關聯公司之交

易，並提供銷售非關聯公司之佐證文件。金華盛主張將折讓、

內陸運費、內陸保險費、信用費用及其他等列為調整項目，並

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佐證資料，內銷交易經排除低於成本銷售

部分及調整後，據以計算之正常價格為 xx 美元/公噸。 

（3）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

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10.50％ 如下表，似無傾銷，詳附

件 2。 

金東 涉案產品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進口比例 

依進口量 

加權平均 

傾銷差率 

規格 單銅平版 xx xx xx xx xx％ xx％ 

-6.86％ 

 

單銅捲筒 xx xx xx xx xx％ xx％ 

雙銅平版 xx xx xx xx xx％ xx％ 

雙銅捲筒 xx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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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海漿紙業有限公司 

（1）出口價格： 

查金海漿公司計提供 xx 筆交易資料，出口涉案貨物之規格為雙

銅平版及雙銅捲筒計二種。其主張將國際運費、國際保險費、佣

金、返利、押匯息、銀行費用、信用成本、客訴賠償、THC（Terminal 

Handling Charge）、B/L FEE、內陸運費、單證費、報關費等列為

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佐證資料。調整後之雙銅平版

出口價格為 xx 美元及雙銅捲筒出口價格為 xx 美元。 

（2）正常價格： 

查金海漿公司計提供 xx 筆交易資料，經篩選計算內銷交易低於

成本銷售者不及全部內銷量之 20％，爰以原提供之交易資料據以

核算正常價格。金海漿主張將折讓、內陸運費、內陸保險費、信

用費用及其他等列為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相關佐證資

料，經調整後之正常價格分別為雙銅平版 xx 美元及雙銅捲筒 xx

美元。 

（3）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按季及按規格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

較，據以初步核算傾銷差率分別為雙銅平版 xx％及雙銅捲筒 xx

％；再依各規格之全年進口比率（分別為雙銅平版 xx％及雙銅

捲筒 xx％），依進口量加權平均計算傾銷差率為-3.72％ 如下表，

似無傾銷，詳附件 3。 

金華盛 涉案產品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規格 雙銅平版 xx xx xx xx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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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以上 3 家個別廠商提供之內銷交易及相關調整項目資料，本部雖先

予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採認渠等所提供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

算正常價格基礎，惟本案尚需進行傾銷最後調查，不排除依實地查核結果

或其他新事證，而獲致不同之傾銷差率或結論。 

4. 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 

除配合調查之以上 3 家廠商予以個別核算傾銷差率外，中國大陸未配

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及其他廠商則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

得資料進行審查及核算傾銷差率。經核算結果如下： 

（1） 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扣除金東貿易公司出口金東、金華盛

及金海漿 3 家之交易紀錄），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481013、481014、

481019、481029 及 481099 等並排除非涉案貨物後，計算 CIF 價格

為 xx 美元，調整扣除海運費 xx 美元及保險費 xx 美元後之 FOB 價

格為 xx 美元。另參照已得資料作為調整港口作業費及內陸運費依

據，分別調整扣除港口作業費（THC）xx 美元及內陸運費 xx 美元。

再調整扣除中國大陸增值稅（17％）xx 美元，計算出廠價格為 xx

美元。 

（2） 正常價格： 

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產製國或輸出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

金海漿 涉案產品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進口比例 

依進口量 

加權平均 

傾銷差率 

規格 雙銅平版 xx xx xx xx xx% xx%  

-3.72% 

 

雙銅捲筒 
xx xx xx x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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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以市場經濟第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或推算價格，或該第三國

輸往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或我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為正常價格。如

無法決定時，得以其他合理基礎推算之。 

本案本部無法以印度或印尼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之原因已

如前述，爰依據同條第 5 項規定以其他合理基礎推算，即以 RISI

出版發行 PPI ASIA NEWS 專業刊物有關中國大陸塗佈紙 2011 年

大盤價格統計資料，作為中國大陸其他廠商國內價格之計算依據。 

國內價格經核算為 xx 美元，再調整扣除中國大陸內銷增值稅(17

％)xx 美元，出廠價格為 xx 美元。 

（3）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14.04％ 如下表，詳附件 4。 

 

 

 

 

（二）日本 

查本案本部選定之日本受調查日本涉案廠商均未完整填復問卷資料

或未回復問卷，爰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本部依已得資料進行審

查及核算傾銷差率。至其他未被選定之廠商因無法以實施辦法第 35

條求得傾銷差額加權平均數，爰將適用日本受調查涉案廠商之傾銷

差率，即日本所有涉案廠商適用相同之傾銷差率。經核算結果如下：  

（1） 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481013、481014、

481019、481029 及 481099 等）並排除非涉案貨物後，計算 CIF 價格

為 xx 美元，調整扣除海運費 xx 美元及保險費 xx 美元後之 FOB 價格

為 xx 美元。依 FOB 價格再調整扣除經銷商佣金（3％）xx 美元，另

參照已得資料作為調整港口作業費及內陸運費依據，分別調整扣除港

口作業費（THC）xx 美元及內陸運費 xx 美元，計算出廠價格為 xx 美

中國其他廠商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xx xx xx xx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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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正常價格： 

日本之國內價格則依據我國駐日本代表處於本年 5 月協查提供日本

製紙連合會之紙及板紙統計年報中之塗佈紙資料，作為國內價格之計

算基礎。查日本製紙連合會之統計資料分別列計 A1、A2 及 A3 不同

等級塗佈紙之各月價格資料；另依據已得資料（進口商 xx 提供之佐

證資料），日本各紙廠於 2011 年調查期間出口至我國之涉案貨物，以

A3 等級居大宗，爰採計 A3 之價格作為日本國內價格之計算依據，

經核算國內價格為 xx 美元，該價格為 free delivered from primary 

wholesalers，而毋需扣除日本國內之內陸運費。國內價格再調整扣除

經銷商佣金 xx 美元，出廠價格為 xx 美元。 

（3）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50.57％ 如下表，詳附件 5。 

 

 

 

（三）韓國 

依據我國海關資料，韓國涉案廠商計有 11 家，本部選定調查之廠商

計三家分別為 Moorim (茂林)、APEX TRADING LIMITED、HANSOL 

PAPER CO., LTD. (韓松)，僅茂林 1 家涉案廠商依限回復調查問卷。

依實施辦法第 35 條規定，對於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或出

口商課徵之反傾銷稅，不得逾該被選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之傾銷差額加權平均數，因本案僅茂林 1 家出口商回答問卷，爰

其他未受調查廠商之傾銷差率不得超過茂林之傾銷差率，亦即其他

未受調查廠商適用茂林之個別傾銷差率。至未回復調查問卷之 2 家

廠商 APEX TRADING LIMITED 及 HANSOL PAPER CO., LTD. 則

日本所有廠商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xx xx xx xx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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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已得資料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 

茲將各家廠商之出口價格、正常價格及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1. Moorim 茂林 

Moorim Paper Co., Ltd、Moorim SP Co., Ltd 及 Moorim Pulp & Paper 

Co., Ltd 統稱為 Moorim(茂林)，在韓國係上市公司，該 3 家公司皆出

口涉案貨物至台灣，並由海外銷售團隊處理所有三家公司的出口銷售。 

出口價格： 

茂林共計提供 xx 筆出口交易資料，其出口涉案貨物至台灣共分為 xx

種產品代碼。依據茂林提供之出口台灣之銷售資料，計算 xx 種產品

代碼個別之每公噸 CIF 價格，並調整扣除每公噸海運費及海上保險費

後，計算出各產品代碼之每公噸 FOB 價格。茂林並主張將內陸運費、

信貸費用、佣金費用及包裝成本等列為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

佐證資料。茂林提供之出口交易及調整項目資料，本部將先予採認，

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憑證。 

調整後之出口價格：每公噸 FOB 價格經調整扣除上述各項每公噸內

陸運費、信貸費用、佣金費用及包裝成本等調整項目後，計算出各別

產品之每公噸出口價格。 

（1） 正常價格： 

茂林提供內銷資料共計 xx 筆，承前述，茂林出口涉案貨物至台灣計

有 xx 種產品代碼，惟該 xx 種產品代碼中，計有 x 項（產品代碼 xx）

低於成本銷售，內銷交易經排除低於成本銷售部分後，計剩 yy 種產

品代碼之內銷資料，爰分別計算 yy 種產品代碼之個別每公噸總價

值。茂林主張將內陸運費、信貸費用、保證費用、及包裝成本等列為

調整項目，並提供調整項目之佐證資料。茂林提供之內銷交易及調整

項目資料，本部將先予採認，將於實地查證時查核相關憑證。 

調整後之正常價格：上述 yy 種產品代碼之每公噸內銷價格經調整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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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噸內陸運費、信貸費用、保證費用、保證費用及包裝成本等調減

項目後，計算出各別之每公噸正常價格。另由於其他 x 項產品（產品

代碼 xx）皆低於成本銷售，爰分別採用其推定價格 xx 韓元及 xx 韓元，

據以計算其每公噸正常價格。 

（2）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 xx 種產品代碼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

據以初步核算 xx 種產品代碼個別之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再依各

產品代碼之全年進口比率，依進口量加權平均計算每公噸傾銷差率

為 12.50%，詳附件 6。 

綜上，茂林提供之內銷交易及相關調整項目資料，本部雖先採認其提供

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惟本案尚需進行傾銷

最後調查，不排除依實地查核結果或其他新事證，而獲致不同之傾銷差

率或結論。 

2. APEX TRADING LIMITED（未回復問卷廠商） 

APEX TRADING LIMITED 係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涉案廠商之一，惟

該公司未配合填復問卷，爰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得資料

進行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如下: 

（1） 出口價格： 

依據該公司調查期間之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481013、481014、481019、481029 及 481099 等並排除非涉案貨物後，

計算 CIF 價格為 xx 美元，調整扣除海運費 xx 美元及保險費 xx 美元

後， FOB 價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另參照茂林提供之出口台灣資料扣

除調整項目內陸運費每公噸 xx 美元及包裝成本每公噸 xx 美元，計算

出口價格為 xx 美元。 

（2） 正常價格： 

韓國國內價格依據已得資料，即申請人提供之 RISI 發行之 PPI ASIA  

NEWS專業週刊塗佈紙大盤價格表資料(以季統計價格資料) 2011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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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至第 4 季 80g 及 100g 塗佈紙價格資料，該價格為「net after 

discounts」、「free delivered」而毋需扣除內陸運費，計算正常價格為

xx 美元。 

（3）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15.22％ 如下表，詳附件 7 。 

 

 

 

3. HANSOL PAPER CO., LTD（未回復問卷廠商） 

HANSOL PAPER CO., LTD 係本部選定為調查對象之涉案廠商之

一，惟該公司未配合填復問卷，爰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部已

得資料進行審查並核算傾銷差率如下: 

（1） 出口價格： 

依據該公司調查期間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481013、481014、481019、481029 及 481099 等並排除非涉案貨物後，

計算 CIF 價格為 xx 美元，調整扣除海運費 xx 美元及保險費 xx 美元

後， FOB 價格為每公噸 xx 美元。另參照茂林提供之出口台灣資料計

算扣除調整項目內陸運費每公噸 xx 美元及包裝成本每公噸 xx 美元，

計算出口價格為 xx 美元。 

（2） 正常價格： 

韓國國內價格依據已得資料，即申請人提供之 RISI 發行之 PPI  ASIA  

NEWS 專業週刊塗佈紙大盤價格表資料，(以季統計價格資料) 2011 年

第 1 季至第 4 季 80g 及 100g 塗佈紙價格資料，該價格為「net after 

discounts」、「free delivered」而毋需扣除內陸運費，計算正常價格為

APEX Trading Ltd.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xx xx xx xx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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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美元。 

（3） 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15.03％ 如下表，詳附件 8。 

 

 

 

4. 韓國其他未受調查廠商： 

依實施辦法第 35 條規定，對於未被選定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或出

口商課徵之反傾銷稅，不得逾該被選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

商之傾銷差額加權平均數，因本案僅茂林 1 家出口商回答問卷，爰

其餘未受調查廠商之傾銷差率不得超過茂林之傾銷差率，亦即適用

茂林之個別傾銷差率 12.50％。 

四、芬蘭 

查本案本部選定之 2 家芬蘭受調查涉案廠商中，芬歐匯川紙業 UPM 雖

依限回復問卷，惟未完整填復問卷資料致無法據以計算個別傾銷差率；

另一家受調查廠商 STORA ENSO 未回復問卷，爰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

定，本部依已得資料進行審查及核算傾銷差率。至其他未被選定之廠商

因無法以實施辦法第 35 條求得傾銷差額加權平均數，爰將適用芬蘭受

調查涉案廠商之傾銷差率，即芬蘭所有涉案廠商均適用相同之傾銷差

率。經核算結果如下： 

（1） 出口價格： 

依據我國海關進口統計資料（調查之稅則號別含 481013、481014、

481019、481029 及 481099 等）並排除非涉案貨物後，計算 CIF 價格

為 xx 美元，調整扣除海運費 xx 美元及保險費 xx 美元後，FOB 價格

為 xx 美元。另參照申請人提供之已得資料分別調整扣除港口作業費

Hansol paper 

Co.Ltd.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xx xx xx xx 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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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xx 美元及內陸運費 xx 美元，計算出廠價格為 xx 美元。 

（2）正常價格： 

芬蘭之國內價格則依據我國駐芬蘭代表處於本年 5 月協查結果，關於

內銷量及批發零售價部分，無法取得精確相關統計；又依據已得資料

（申請人於申請書依據歐盟統計資料，芬蘭 coated woodfree 其 2009

年與 2010 年之國內市場消費量分別為 xx 萬公噸及 xx 萬公噸，其同時

期出口量分別為 xx 萬公噸及 xx 萬公噸，而其國內市場消費量佔其出

口量僅 4.3%及 1.5%），相較於出口量，芬蘭之內銷數量較少。據此，

芬蘭國內價格資料取得困難應屬事實。 

綜上原因，本部依據我國關稅法第 68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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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施辦法第 29 條規

定「本法第 68 條第 2 項所稱無此項可資比較之國內銷售價格，指輸出

國或產製國國內市場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三、市場情況特殊。」，

考量芬蘭以外銷為主，內銷數量極微，致無法蒐集取得芬蘭之內銷價

格資料等市場情況特殊原因，爰以芬蘭輸往適當之第三國可資比較之

銷售價格作為正常價格之計算基礎。 

依據我國駐芬蘭代表處提供之芬蘭海關統計之 2011 年主要出口塗佈

紙總量、主要出口國家、外銷總量及總值之資料中，以 48102 稅則（即

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紙及紙板，其所含用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

得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10％）申報出口者占居首位，又以該

稅則出口之前四大主要出口國家分別為英國、德國、蘇俄及瑞典。考

量瑞典地理位置緊鄰芬蘭、同屬於歐盟同一關稅領域，與芬蘭之社經

發展狀況相當，爰以芬蘭出口瑞典之 FOB 價格作為正常價格之計算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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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加權平均計算芬蘭出口至瑞典之塗佈紙相關涉案稅則之 FOB 價格

為 xx 美元，作為芬蘭之國內價格。再依據申請人提供之已得資料調整

扣除內陸運費 xx 美元，核算出廠價格為 xx 美元。 

（3）傾銷差率：將調整後之出口價格及正常價格相較，核算傾銷差額為

xx 美元，傾銷差率為 29.73％ 如下表，詳附件 9。 

 

 

 

註：本案各國匯率之換算係依據我國中央銀行公告匯率（詳附件 10）。 

陸、無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必要   

一、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法令依據： 

依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公告進行調查，並已給予利害關係人提

供資料及陳述意見之機會，經初步認定有傾銷事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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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傾銷案。惟臨時課徵反

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 60 日內為之，其課徵期間最長為 4

個月。 

二、傾銷初步調查認定結果： 

除中國大陸金東紙業（江蘇）股份有限公司、金華盛紙業（蘇州工

業園區）有限公司、海南金海漿紙業有限公司等 3 家個別廠商似無

傾銷外，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及日本、韓國、芬蘭涉案廠商均有

傾銷事實。 

三、損害初步調查認定結果： 

經濟部根據貿易調查委員會所作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調查報告，

於本年 4 月 5 日以經調字第 10102605420 號函（詳附件 11）通知本

部，摘要如下： 

芬蘭所有廠商 CIF價格 出口價格 正常價格 傾銷差額 傾銷差率 

 xx xx xx xx 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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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損害初步調查結果，業經本年 3 月 28 日該部貿易調查委

員會第 74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有合理跡象顯示進口涉案貨

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 

（二）有關我國塗佈紙產業損害情形，初步調查發現：「本案依初步

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芬蘭產製

進口塗佈紙數量之變化、國內塗佈紙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內

塗佈紙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場競爭狀

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

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本案如須

進行產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

分析，而獲致不同之結論。」 

（三）根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

續遭受損害一節，鑑於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塗佈紙產業

有實質損害之虞，爰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之

情事。 

綜上，本案涉案貨物雖經傾銷初步調查認定，進口涉案產品塗佈紙，

除中國大陸 3 家廠商似無傾銷外，其餘中國大陸其他涉案廠商及日

本、韓國、芬蘭涉案廠商均有傾銷事實。惟進口涉案貨物僅對國內

塗佈紙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之虞，尚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

損害之情事，本案不符合實施辦法第 13 條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之課徵

要件。   

柒、本案後續處理程序： 

依據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對有無傾銷事實進行最後調查，並

於初步認定之翌日起 60 日內提交委員會審議，以完成有無傾銷之最

後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