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106-109年度委辦計畫執行情形
年度

工作
計畫

分支計畫

計畫名稱

得標單位

決標時間

實現金額
(千元)

內容摘要

執行效益檢討

106

貿易 01進口救 106年進口 財團法人臺
調查 濟與不公 量異常預警 灣經濟研究
業務 平貿易調 監測機制
院
查

106/2/22

1,940 一、配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協助執行「貿易自由化後進口量增加之產業監
視機制」。
二、維護及更新本會「貿易救濟預警監測系統」，提
供查詢功能。
三、配合本會調查案件，提供進口相關統計數據。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每月研提「可能受進口衝擊產品清單」、提
供「貿易自由化受衝擊產業審議會議」資料。
二、 每月更新中國大陸進口資料以及更新
ECFA、與我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國家稅產品資料
庫及資訊科技擴大協定降稅產品資料庫之進口資
料以及進口量價異常警示資料查詢；每月/季更新
「預警監測機制監測結果」以及課徵反傾銷稅產
品每季監測結果。統計使用預警系統資料庫約15
萬3,000人。

106

貿易 01進口救 「廠商申辦 中華民國全
調查 濟與不公 貿易救濟諮 國工業總會
業務 平貿易調 詢服務」計
查
畫

106/1/13

669 一、 提供貿易救濟法規諮詢服務。
二、 協助受進口衝擊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
(一) 提供業者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之全程協助，包
括協助蒐集資料，參加形式審查、產業損害調查聽
證、實地訪查及其他相關會議。
(二) 將協助產業之過程所得資料彙整成為產業調查報
告。
(三) 前述協助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不得少於3件，
但得以貿易救濟有關議題研究報告替代。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設置專人專線提供國內廠商對於各項進口救
濟、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法令規章及案件申請之諮
詢服務。
二、 協助毛巾、鞋靴產業申請第2次反傾銷落日
調查，另協助2項產業申請反傾銷調查，合計達4
件。
三、 協助產業申請貿易救濟案件調查，維護我國
產業在WTO下應有之權利，亦可避免國內廠商因
營運艱困而進行不理性抗爭活動。此外，以委外
辦理方式經由第三方提供之協助，兼顧本會公正
客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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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貿易 01進口救 107年進口 財團法人臺
調查 濟與不公 量價異常預 灣經濟研究
業務 平貿易調 警監測機制 院
查

107/3/1

1,780 一、配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協助執行「貿易自由化後進口量增加之產業監
視機制」。
二、維運與更新本會「貿易救濟預警監測系統」，提
供查詢功能。
三、配合本會調查案件，提供進口相關統計數據。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每月研提「可能受進口衝擊產品清單」、提
供「貿易自由化受衝擊產業審議會議」資料。
二、 每月更新中國大陸進口資料以及更新
ECFA、與我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國家稅產品資料
庫及資訊科技擴大協定降稅產品資料庫之進口資
料以及進口量價異常警示資料查詢；每月/季更新
「預警監測機制監測結果」以及課徵反傾銷稅產
品每季監測結果。統計使用預警系統資料庫約16
萬3,700人。

107

貿易 01進口救 「廠商申辦 中華民國全
調查 濟與不公 貿易救濟諮 國工業總會
業務 平貿易調 詢服務」計
查
畫

107/1/12

650 一、 提供貿易救濟法規諮詢服務。
二、 協助受進口衝擊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
(一) 提供業者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之全程協助，包
括協助蒐集資料，參加形式審查、產業損害調查聽
證、實地訪查及其他相關會議。
(二) 將協助產業之過程所得資料彙整成為產業調查報
告。
(三) 前述協助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不得少於3件，
但得以貿易救濟有關議題研究報告替代。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設置專人專線提供國內廠商對於各項進口救
濟、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法令規章及案件申請之諮
詢服務。
二、 持續協助鞋靴產業申請第2次反傾銷落日調
查，協助5項中國大陸鋼品（不銹鋼熱軋、碳鋼
冷軋、鍍鋅及鋅合金扁軋、碳鋼鋼板、不銹鋼冷
軋）之產業參與平衡稅或反傾銷案調查，另協助
1業者申請反傾銷調查，合計達7件。
三、 協助產業申請貿易救濟案件調查，維護我國
產業在WTO下應有之權利，亦可避免國內廠商因
營運艱困而進行不理性抗爭活動。此外，以委外
辦理方式經由第三方提供之協助，兼顧本會公正
客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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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貿易 01進口救 108年進口 財團法人臺
調查 濟與不公 量價異常預 灣經濟研究
業務 平貿易調 警監測機制 院
查

108/2/27

1,707 一、配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協助執行「貿易自由化後進口量增加之產業監
視機制」。
二、維運及更新本會「貿易救濟預警監測系統」，提
供查詢功能。
三、每季針對我國課徵反傾銷稅產品項目分析涉案國
及各主要進口來源國之進口情形。
四、配合本會調查案件，提供進口相關統計數據。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每月研提「可能受進口衝擊產品清單」、提
供「貿易自由化受衝擊產業審議會議」資料。
二、 每月更新中國大陸進口資料以及更新
ECFA、與我國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國家稅產品資料
庫及資訊科技擴大協定降稅產品資料庫之進口資
料以及進口量價異常警示資料查詢；每月/季更新
「預警監測機制監測結果」以及課徵反傾銷稅產
品每季監測結果。統計使用預警系統資料庫約18
萬1,200人。
三、 追蹤過氧化苯甲醯、鞋靴、毛巾、卜特蘭水
泥及其熟料、300系不銹鋼冷軋鋼品、碳鋼鋼板、
特定鍍鋅、鋅合金之扁軋鋼品、特定碳鋼冷軋鋼
品及特定不銹鋼熱軋鋼品等課徵反傾銷稅產品之
進口情形。並另蒐集鋼鐵產品產業資料。

108

貿易 01進口救 「廠商申辦 中華民國全
調查 濟與不公 貿易救濟諮 國工業總會
業務 平貿易調 詢服務」計
查
畫

108/1/11

650 一、 提供貿易救濟法規諮詢服務。
二、 協助受進口衝擊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
(一) 提供業者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之全程協助，包
括協助蒐集資料，參加形式審查、產業損害調查聽
證、實地訪查及其他相關會議。
(二) 將協助產業之過程所得資料彙整成為產業調查報
告。
(三) 前述協助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不得少於3件，
但得以貿易救濟有關議題研究報告替代。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設置專人專線提供國內廠商對於各項進口救
濟、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法令規章及案件申請之諮
詢服務。
二、 協助陶瓷面磚等3產業申請反傾銷調查，另
持續協助5項中國大陸鋼品（不銹鋼熱軋、碳鋼
冷軋、鍍鋅及鋅合金扁軋、碳鋼鋼板、不銹鋼冷
軋）之產業參與平衡稅或反傾銷案調查，合計達
8件。
三、 協助產業申請貿易救濟案件調查，維護我國
產業在WTO下應有之權利，亦可避免國內廠商因
營運艱困而進行不理性抗爭活動。此外，以委外
辦理方式經由第三方提供之協助，兼顧本會公正
客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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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貿易 01進口救 採行貿易救 財團法人臺
調查 濟與不公 濟措施後產 灣經濟研究
業務 平貿易調 業狀況之追 院
查
踪及分析

109/3/6

883 一、就我國採行貿易救濟措施之產品進行課徵監視。
二、完成3篇產業研究報告，分析國內產業並評估進
口對該些產業之影響。
三、配合本會調查案件，提供進口相關統計數據。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針對課徵反傾銷稅之產品包括：過氧化苯甲
醯、鞋靴、毛巾、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300系不
銹鋼冷軋鋼品、碳鋼鋼板以及特定鍍鋅、鋅合金
之扁軋鋼品，以及已作成肯定認定惟暫不課徵平
衡稅及反傾銷稅之特定碳鋼冷軋鋼品、特定不銹
鋼熱軋鋼品等共9項，每季分析涉案國及主要進
口來源國之進口情形。
二、 針對進口量異常之熱軋鋼板、印刷電路以及
聚酯長纖梭織成品布等3項，進行產業研究。
三、 每月對進口鋼品進行量價監視，將結果提供
鋼鐵公會。配合調查案件提供包括鋁箔及陶瓷面
磚等2項產品之進口數據。

109

貿易 01進口救 「廠商申辦 中華民國全
調查 濟與不公 貿易救濟諮 國工業總會
業務 平貿易調 詢服務」計
查
畫

109/1/13

650 一、 提供貿易救濟法規諮詢服務。
二、 協助受進口衝擊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
(一) 提供業者申辦貿易救濟案件調查之全程協助，包
括協助蒐集資料，參加形式審查、產業損害調查聽
證、實地訪查及其他相關會議。
(二) 將協助產業之過程所得資料彙整成為產業調查報
告。
(三) 前述協助產業申辦貿易救濟案件不得少於3件，
但得以貿易救濟有關議題研究報告替代。

執行成果及效益符合原訂目標。
一、 設置專人專線提供國內廠商對於各項進口救
濟、平衡稅及反傾銷稅法令規章及案件申請之諮
詢服務。
二、 持續協助陶瓷面磚等2產業申請反傾銷調查
以及過氧化苯甲醯產業申請第2次反傾銷落日調
查，另協助1項產業申請反傾銷調查，合計達4
件。
三、 協助產業申請貿易救濟案件調查，維護我國
產業在WTO下應有之權利，亦可避免國內廠商因
營運艱困而進行不理性抗爭活動。此外，以委外
辦理方式經由第三方提供之協助，兼顧本會公正
客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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