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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特定鋁箔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
徵反傾銷稅案傾銷初步認定報告
壹、 初步認定結論
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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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
課徵反傾銷稅。本案前經經濟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合理跡象顯
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且我國產業在
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復經本部初步調查認定有傾銷情
事，於 110 年 1 月 14 日召開關稅稅率審議小組（下稱審議小組）
第 25 次會議，決議依前開規定，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特定鋁
箔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並依同辦法第 14 條規定繼續調查，完成
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貳、 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 108 年 7 月 30 日依實
施辦法第 7 條規定，檢送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本部申請對自中
國大陸產製進口特定鋁箔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二、申請資料初步審查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經本部關務署依實施辦法第 8 條規定審核結
果認有須補正之事項，案經通知申請人補正，其於 109 年 4 月
29 日提供申請書修正版，該署於 5 月 22 日邀集經濟部貿易調查
委員會（下稱貿委會）
、工業局、國際貿易局等有關機關，會商
本案應否作成進行調查之議案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並援例請申
請人列席說明。會議決議俟申請人再行補正部分資料，並經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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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貿委會確認已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後，作成議案提交審
議小組審議。申請人於 6 月 12 日補正相關資料，經審查已符合
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爰由關務署報請審議小組審議。
三、審議小組決議進行調查
本案於 109 年 7 月 8 日經審議小組第 21 次會議審議決議：「本
案申請人符合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6 條提出申請
案之資格，依據其提供資料顯示，進口涉案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
我國產業之合理懷疑。請關務署依同辦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
定，通知輸出國政府及公告進行調查，並依同辦法第 11 條規定
移送經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四、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一) 貿委會負責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依實施辦法第 12 條規
定，應自本部調查通知送達翌日起 40 日內完成產業損害調
查。該會於 109 年 8 月 10 日公告，自 8 月 5 日進行產業損害
初步調查，嗣因處理調查相關資料需要，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
規定，公告調查期間延長至 10 月 5 日，並於 9 月 7 日以貿委
調字第 10900015261 號函通知本案利害關係人。
(二) 貿委會 109 年 9 月 28 日第 93 次委員會審議作成國內產業損
害初步認定，並經經濟部於 10 月 5 日以經調字第 10902611090
號函通知本部略以：本案依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中國
大陸產製進口特定鋁箔數量之變化、國內特定鋁箔市價所受
之 影響 及國 內 特 定 鋁 箔 產 業 各 項 經 濟 因 素 等法 定調 查事
項，從市場競爭狀況、產業損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
估，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特定鋁箔產業
造成實質損害。本案如須進行產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
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獲致不同之結論。另依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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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受損
害一節，由本案調查所得相關資料研判，無明顯證據顯示國內
產業之損害狀況將有顯著變化，爰合理推估我國產業在調查
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
參、 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
一、利害關係人
(一) 申請人：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我國特定鋁箔產業唯一製
造商，符合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之具產業代表性條件。
(二) 涉案國與其製造商、出口商及進口商
1. 涉案國：中國大陸。
2. 製造商及出口商：江蘇大亞鋁業有限公司、江蘇中基複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廈門廈順鋁箔有
限公司、鼎勝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雲南浩鑫鋁箔有限
公司、煙臺東海鋁箔有限公司、上海神火鋁箔有限公司、上
海恩遠實業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提供之製造商或出口商）
及其他未列名之製造商及出口商。
3. 進口商：六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崇皓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崇
越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卡思美材料有限公司（以上為申請人
提供之進口商）及其他未列名之進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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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案貨物
(一) 貨品名稱及範圍：特定鋁箔（Certain aluminum foil），且符合
下列事項：
1. 鋁純度在 99.9%（含）以下，但超過 99.3%。
2. 厚度低於 0.007 公厘，但高於或等於 0.005 公厘。
3. 經軋製但未進一步加工。
4. 未經表面處理。
5. 無襯。
6. 無論其長寬、重量、捲狀或非捲狀。
7. 單面光。
(二)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76071120006 及 76071190001。
(三) 用途：屬包裝用鋁箔，可廣泛用於民生日用包裝材料，除可為
食品包裝，亦可作為香菸褙紙及金銀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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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國政府
依據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經審議小組審議決議進行
調查之反傾銷稅案件，本部應於公告進行調查前，通知輸出國
政府或其代表。本部於 109 年 7 月 15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91016410 號函，請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轉知中國大陸常
駐 WTO 代表團，本案將於近日公告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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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展開反傾銷調查公告與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出口國政府
本部依 109 年 7 月 8 日審議小組第 21 次會議決議，於 8 月 4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91017977 號公告，對涉案貨物自即日起進
行調查，復於同日函知利害關係人並請我國常駐 WTO 代表團
轉知中國大陸常駐 WTO 代表團。
(三) 通知經濟部進行產業損害調查
本部於 109 年 8 月 4 日以台財關字第 10910179773 號函，請
經濟部就本案國內產業損害部分進行調查。
二、 傾銷初步調查審議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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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於接獲經濟部通知之翌日起 70 日內應提交審議小組審
議後，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本部於 109 年 10 月 5 日接獲
經濟部函送貿委會決議本案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
對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之通知，應於 12 月 14 日前完成傾銷
初步認定並提交審議小組審議，作成有無傾銷之初步認定。惟
因調查問卷填復期限屆滿前，中國大陸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均
依規定申請延長填復期限，爰本部依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以
109 年 12 月 11 日台財關字第 1091035200 號公告將本案初步認
定期限延長二分之一至 110 年 1 月 18 日。
三、 傾銷調查資料期間
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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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傾銷問卷調查及填復情形
(一) 應訴申請
本案 109 年 8 月 4 日展開調查公告述明，已知或其他未列名
之製造商、出口商、進口商及代理商，應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
內填具應訴申請表向本部申請接受調查。經查計 4 家涉案廠
商向本部申請應訴調查，分別為上海神火鋁箔有限公司（下稱
上海神火）
、昆山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昆山鋁業）
、江蘇大
亞鋁業有限公司（下稱江蘇大亞）及廈門廈順鋁箔有限公司
（下稱廈門廈順）。
(二) 指定填答問卷對象
實施辦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
「案件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出
口商及我國進口商或貨物類型過多時，主管機關得選擇合理
家數之廠商或貨物範圍作為調查對象，或以其出口量占該國
最大輸出比例之廠商作為調查對象進行調查，以決定受調查
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額。」查前開 4 家廠商出口
量合計占中國大陸輸出比率已達○○%1，爰本部選定該 4 家
廠商作為調查對象。
(三) 寄發調查問卷與填復情形
1. 寄發調查問卷：
本部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寄發反傾銷調查問卷2予前述 4 家製
造商及出口商，並請其於 11 月 6 日前回復涉案廠商之基本資
料（問卷 A 部分），11 月 20 日前填復銷售涉案貨物之交易資
1
2

依據關務署 IM10900719 進口報單統計。
問卷分為 A 基本資料（其中 A-16 為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認定標準之相關問題）
、B 涉案貨物出口至中華民國之
交易資料、C 涉案貨物之國內銷售、D 涉案貨物出口至第三國之銷售及 E 涉案貨物之生產成本與推定價格資料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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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證明文件（問卷 B 至 E 部分）。嗣因該等廠商均申請延
長填復問卷期限，本部遂依實施辦法第 19 條規定，將問卷 A
部分之填復期限展延至 11 月 20 日，問卷 B 至 E 部分展延至
12 月 4 日。
2. 問卷填復情形：
涉案廠商

問卷填答情形

上海神火

填答 A 至 E 問卷；未回答 A-16 問題

昆山鋁業

填答 A 及 B 問卷；未回答 A-16 問題

江蘇大亞3

填答 A 至 E 問卷；回答 A-16 問題

廈門廈順

填答 A 至 E 問卷；回答 A-16 問題

伍、 傾銷事實初步認定
一、 法令依據
(一) 反傾銷稅課徵依據：關稅法第 68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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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傾銷差額計算依據：
1. 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傾銷差額，以進口
貨物輸入我國之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算之。」
「前項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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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丹陽市精益鋁業有限公司為關聯企業，爰合併填寫 1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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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辦法第 33 條第 1 項：「……傾銷差額之計算，並應符合
下列規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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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進口貨物之物
理特性、稅賦、規費、交易折扣、交易之層次、時間、數量、條
件及其他影響價格之因素調整其差異。」
二、 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處理
(一) 相關審查規定及實務作法
1. 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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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部前於 95 年 5 月 29 日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880 號公
告，將中國大陸列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並述明本部對自中國大
陸進口之涉案貨物，辦理反傾銷調查時，將依據內需市場規模
及社經發展程度等原則，選擇適當之市場經濟國家，作為替代
第三國，並依據實施辦法第 32 條第 5 項規定，核定中國大陸
相關廠商之正常價格。
3. 上海神火及昆山鋁業未填列問卷 A-16，爰不予檢視該等公司
是否符合市場經濟標準；江蘇大亞及廈門廈順均於問卷中主
張彼等在貨幣兌換之自由程度、勞方向資方協商工資之自由
程度、外商合資或投資當地國之限制程度、政府股份或控制生
產要素之程度、政府控制資源分配之程度、企業訂價及產出決
定之程度、企業營運受法律保障之程度等面向均未受政府干
預，已達市場經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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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是否參照中國大陸入會議定書第 15 條第 a 項第 i 款4，個
案決定個別廠商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認定標準，須於實地查證
或請涉案廠商補充相關資料後，再予確認。爰本案於傾銷初步
階段暫不承認該等公司市場經濟地位，亦即不以彼等所提供
之生產及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而以替代第
三國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作為正常價格。
(二) 替代第三國之選定
1. 申請人主張以韓國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國。本部於 109 年 8
月 4 日展開調查公告事項五敘明，利害關係人如認有其他適
當國家，請提供調查資料期間涉案貨物在該第三國國內市場
之正常價格資料供參，惟尚無利害關係人提供相關資料。
2. 經查調查資料期間鋁箔前十大出口國5，僅土耳其及韓國與中
國大陸（涉案國）同為發展中國家6。參考世界銀行公布之 108
年國民所得毛額增長率（GNI Growth Rate）
，中國大陸、韓國
及土耳其分別為 6.43%、2.49%及 0.76%；再查聯合國貿易與
發展會議之國家基本資料，前述 3 國 108 年國內生產毛額增
長率（GDP Growth Rate）分別為 6.1%、2.03%及 0.87%；而
內需消費（Household Consumption）占 GDP 之比率則分別為
38.7%、48%及 56.7%；另中國大陸與韓國之前五大出口國，扣
除彼此後，貿易對象完全相同，而土耳其出口對象與該 2 國
則差異甚多，韓國相關資料皆與中國大陸較為相當。

4

5
6

「如受調查的生產者能夠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製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
件，則該 WTO 進口成員在確定價格可比性時，應使用受調查產業的中國價格或成本。」
依序為中國大陸、土耳其、希臘、義大利、美國、韓國、日本、盧森堡、斯洛維尼亞及保加利亞。
聯合國 2020 年發布之統計手冊第 86 頁至第 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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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上，參酌反傾銷協定規定7並考量前述社經發展及內需消費
等條件，本部爰以韓國作為中國大陸之替代第三國。
三、 傾銷初步調查結果
依據各涉案廠商填復問卷之採認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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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公噸）
(一) 正常價格
1. 承前述，中國大陸廠商尚不具備市場經濟標準，爰申請人以韓
國輸往美國之銷售價格資料，作為計算正常價格基礎。經查韓
國內銷價格取得不易，且美國係韓國鋁箔出口量最大國家，以
韓國輸往美國之銷售價格作為正常價格，尚稱合理。
2. 查申請人及應訴廠商皆表示鋁箔厚度越薄，價格越高，而韓國
稅則號別未就鋁箔厚度予以細分8，美國稅則號別貨物描述則
較符合涉案貨物範圍9，爰以 USA Trade Online 美國自韓國進
口之統計資料（FOB 價格）
，扣除出口費用及內陸運費，分季
計算出廠層次之正常價格為每公噸 3,945.77 美元、3,944.92 美
元、3,839.58 美元及 3,637.95 美元。
(二) 出口價格及傾銷差率
各涉案廠商之出口價格及傾銷差率核算結果分述如下：

7

8
9

WTO 反傾銷協定附件 2 依第 6 條第 8 項規定之可獲取最適資料第 1 點：「……主管機關亦宜確使關係人當事
人知道，若未於合理期間內提供資料，主管機關將依可得之事實而為認定。該事實包括國內產業請求展開調
查時所提供之資料。」
韓國 HS Code760711「未進一步加工鋁箔（厚度不超過 0.2 公厘）」下稅則號別為：7607111000 及 7607119000。
美國 HS Code760711「未進一步加工鋁箔（厚度不超過 0.2 公厘）」下稅則號別為
7607113000、7607116010、7607116090…等 6 項，其中 7607113000 係「厚度不超過 0.01 公厘之未進一步加
工鋁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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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神火
（1）交易模式
上海神火為涉案貨物製造商，調查資料期間皆直接銷售涉
案貨物予我國無關聯公司，其提供交易資料共○○○筆。
（2）調減項目
上海神火主張將海運費、海運保險費、內陸運費、其他處理
費（碼頭費及報關費等）列為調整項目，本部另告知須調減
銀行手續費及商業賠償部分。
（3）傾銷差率
以發票淨額扣除調整項目計算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依各
季正常價格、出口價格、CIF 價格及出口量比率計算加權平
均傾銷差率如下表：
單位：美元/公噸
108Q3
出口量比率

○○%

108Q4
○○%

109Q1
○○%

109Q2
○○%

正常價格（出廠價） 3,945.77 3,944.92 3,839.58 3,637.95
出口價格（出廠價） ○○○

○○○

○○○

○○○

CIF 價格

○○○

○○○

○○○

○○○

傾銷差率

○○%

○○%

○○%

○○%

28.28%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註 1：傾銷差率=（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CIF 價格
註 2：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 x 出口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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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昆山鋁業
（1）交易模式
昆山鋁業為涉案貨物製造商，調查資料期間除直接銷售涉
案貨物予我國無關聯客戶，亦透過第三國無關聯貿易商轉
賣予我國無關聯公司，貨物則由昆山鋁業安排直接運至我
國，該公司提供銷售至我國交易資料共○○○筆。
（2）調減項目
昆山鋁業主張將海運費、海運保險費、內陸運費、其他處理
費（碼頭費及報關費等）及產品保固費列為調整項目，本部
另告知須調減銀行手續費及信用費用。
（3）傾銷差率
以發票淨額扣除調整項目計算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依各
季正常價格、出口價格、CIF 價格及出口量比率計算加權平
均傾銷差率如下表：

出口量比率

108Q3
○○%

108Q4
○○%

單位：美元/公噸
109Q1
109Q2
○○%
○○%

正常價格（出廠價） 3,945.77 3,944.92 3,839.58 3,637.95
出口價格（出廠價） ○○○

○○○

○○○

○○○

CIF 價格

○○○

○○○

○○○

○○○

傾銷差率

○○%

○○%

○○%

○○%

32.36%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註 1：傾銷差率=（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CIF 價格
註 2：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 x 出口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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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蘇大亞
（1）交易模式
江蘇大亞為涉案貨物製造商，外銷至我國之涉案貨物，係
由該公司及其分公司所生產製造，調查資料期間透過關聯
公司丹陽市精益鋁業有限公司（下稱精益鋁業）銷售涉案
貨物予我國無關聯公司，或透過該關聯公司經由第三國無
關聯貿易商再轉賣予我國無關聯公司，貨物則由精益鋁業
安排直接運至我國。江蘇大亞提供精益鋁業銷售至我國交
易資料共○○○筆。
（2）調減項目
江蘇大亞主張將海運費、海運保險費、將涉案貨物自總公
司運送至出口港之內陸運費、其他處理費（碼頭費及報關
費等）
、信用費用及銀行費用列為調整項目，本部另告知須
調減涉案貨物自分公司運送至總公司之內陸運費。
（3）傾銷差率
以發票淨額扣除調整項目計算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依各
季正常價格、出口價格、CIF 價格及出口量比率計算加權平
均傾銷差率如下表：
108Q3
出口量比率

○○%

108Q4
○○%

單位：美元/公噸
109Q1
109Q2
○○%

○○%

正常價格（出廠價） 3,945.77 3,944.92 3,839.58 3,637.95
出口價格（出廠價） ○○○

○○○

○○○

○○○

CIF 價格

○○○

○○○

○○○

○○○

傾銷差率

○○%

○○%

○○%

○○%

29.10%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註 1：傾銷差率=（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CIF 價格
註 2：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 x 出口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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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廈門廈順
（1）交易模式
廈門廈順為涉案貨物製造商，調查資料期間除直接銷售涉
案貨物予我國無關聯客戶，亦透過第三國無關聯貿易商轉
賣予我國無關聯公司，貨物則由廈門廈順安排直接運至我
國，該公司提供銷售至我國交易資料共○○○筆。
（2）調減項目
廈門廈順主張將海運費、海運保險費、內陸運費、其他處理
費（碼頭費及報關費等）及銀行手續費列為調整項目。
（3）傾銷差率
以發票淨額扣除調整項目計算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依各
季正常價格、出口價格、CIF 價格及出口量比率計算加權平
均傾銷差率如下表：
108Q3
出口量比率

○○%

單位：美元/公噸
109Q1
109Q2

108Q4
未出口

○○%

○○%

正常價格（出廠價） 3,945.77

-

3,839.58 3,637.95

出口價格（出廠價） ○○○

-

○○○

○○○

CIF 價格

○○○

-

○○○

○○○

傾銷差率

○○%

-

○○%

○○%

19.86%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註 1：傾銷差率=（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CIF 價格
註 2：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 x 出口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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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尚須進行有無傾銷之最後調查，故以上 4 家涉案廠商提
供之外銷交易、相關調整項目及市場經濟之認定資料，不排除
依實地查核結果或其他新事證，而調整傾銷差率或作成不同
結論。
5. 其他未配合調查涉案廠商
中國大陸其他未配合調查之涉案廠商依實施辦法第 21 條規
定，按本部已得資料進行審查及計算傾銷差率。
依我國海關進口資料10排除上海神火等 4 家配合調查廠商進
口資料，計算各季平均 CIF 價格；另依申請書所載已得資料
調整扣除海運費（每公噸○○○美元）、海運保險費（CIF 價
格*110%*○○○%）及出口費用（108 年每公噸○○○美
元，109 年○○○元）計算各季出廠層次出口價格，依各季正
常價格、出口價格、CIF 價格及出口量比率計算加權平均傾銷
差率如下表：
108Q3
○○%

108Q4
○○%

單位：美元/公噸
109Q1
109Q2
○○%
○○%

出口量比率
正常價格（出廠價） 3,945.77 3,944.92 3,839.58 3,637.95
出口價格（出廠價） ○○○ ○○○ ○○○ ○○○
CIF 價格
○○○ ○○○ ○○○ ○○○
傾銷差率
○○%
○○%
○○%
○○%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27.73%
註 1：傾銷差率=（正常價格-出口價格）/ CIF 價格
註 2：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 x 出口量比率）
10

本案參考貨品分類號列為 76071120006（鋁素箔純度在 99.9﹪（含）以下，但超過 99.3﹪，且其厚度低於 0.006
公厘者）及 76071190001（其他鋁箔，經軋製但未進一步加工者，其厚度不超過 0.2 公厘者）
，皆非專屬稅號，其
調查資料期間自中國大陸進口量分別為 5,495 及 5,638 公噸，平均單價分別為每公噸 3,041.09 及 2,474.65 美
元；另查中國大陸稅則號別 76071110（軋後未加工無襯被鋁箔，厚度小於 0.007 公厘）同期出口至我國計 5,699
公噸，平均單價為每公噸 2,962.94 美元，其貨品描述、平均單價與我國貨品分類號列 76071120006 較為接
近。經審酌涉案貨物厚度範圍，且鋁箔厚度越薄，價格越高，為使出口價格之計算更接近涉案貨物實際價格，爰
其他未配合調查廠商傾銷差率以貨品分類號列 76071120006 為計算出口價格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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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配合調查廠商上海神火（28.28%）
、昆山鋁業（32.36%）及
江蘇大亞（29.1%）之傾銷差率均高於此估算傾銷差率，查美
國實務類此情形，係以配合調查廠商中傾銷差率最高者，作為
未配合調查廠商之傾銷差率，爰中國大陸其他未配合調查廠
商之傾銷差率為 32.36%。
陸、 臨時課徵反傾銷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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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於會商有關機關後，得對該進口貨物臨時課徵反傾銷
稅。惟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不得於進行調查之日起 60 日內為
之，其課徵期間最長為 4 個月；臨時課徵之反傾銷稅如經占涉
案貿易額相當比例之國外出口商請求者，其課徵期間最長為六
個月。
二、 傾銷初步調查結果
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均有傾銷情事。
三、 產業損害初步調查結果
經濟部根據貿委會所作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報告11，於 109 年
10 月 5 日以經調字第 10902611090 號函通知本部，摘要如下：

11

參照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網站（https://www.moeaitc.gov.tw/ITC/main/case/wfrmInquireCase.aspx?kind=1&
menu_id=93&casekind=1&progkind=1&casei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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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損害初步調查結果，業經 109 年 9 月 28 日貿委會第 93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
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二) 我國特定鋁箔產業損害情形，依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
中國大陸產製進口數量之變化、國內市價所受之影響及國內
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項，從市場競爭狀況、產業損
害及因果關係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涉案傾銷進
口產品對國內特定鋁箔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本案如須進行產
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
獲致不同之結論。
(三) 根據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
續遭受損害一節，由本案調查所得相關資料研判，無明顯證據
顯示國內產業之損害狀況將有顯著變化，爰合理推估我國產
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
綜上，本案涉案貨物經傾銷初步調查認定中國大陸涉案廠商均
有傾銷情事，復經經濟部初步認定涉案傾銷產品對國內產業造
成實質損害，且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將繼續遭受損害，應臨時
課徵反傾銷稅。
柒、 後續處理程序
依據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本部應繼續對有無傾銷事實進行最
後調查，並於初步認定公告之翌日起 60 日內提交審議小組審
議，以完成有無傾銷之最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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