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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我國文化用紙產業屢遭國外產品不公平的貿易競爭，致使國內廠

商其合理生存權益受損。雖然，產業界可採取反傾銷手段，但往往耗鉅

費時而緩不濟急。又我國於今年已加入 WTO，關稅也將於 2004 年調降

為零，屆時文化用紙產業之經營環境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建

立一套操作性高，且適合我國產業之產業損害預警系統而有其必要性與

急迫性。同時，希望藉由該系統之建立，用以協助業界研判進口傾銷之

客觀標準，以達防患未然之效。 是故，本文依據產業特性與文獻探討中

有關產業損害模型之探討，作為研究變數設置之參考；並以銅版紙作實

證分析，其結果顯示，進口品為造成國內銅版紙產業損害之原因，並可



以多變量迴歸模式建立產業損害警戒線，及以產業損害衡量指標所建立

之區別函數與羅吉斯迴歸模型，判定傾銷事件發生與否及強度，建構出

銅版紙產業損害預警系統而為應用。 最後，本研究建議在以銅版紙實證

分析結果應用於其他文化用紙產品時，應考慮不同產品其影響產業損害

之變數可能不同，或其重要性不一而須予以調整或增刪。且該系統之建

立若能與前述產業專家之主觀經驗配合，則可以交叉驗證該系統對於產

業損害預警之能力，而使得所欲建置之系統更形完備。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the Printing Paper Industry of Taiwan has suffered repeatedly 

unfair trade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products, and the reasonable survival right 

of domestic firms are jeopardized. Although, the industry could adopt anti-

dumping approach, it is, however, very time consuming and hardly has proper 

time-effect. Taiwan has been admitted into WTO earlier this year and the import 

duty will be reduced to zero in 2004. By that time, the printing paper industry will 

be facing tremendous impact on its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is urgent needed that a highly operable and suitable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ndustrial Damage Pre-Alert System be established.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rough such an establishment, there would be an objective criteria for 

determination of import dumping, so that a preventive effect may be received. 

This paper takes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publication study with regard to 

industrial damage model as the reference for setting variables of research,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oated pap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ort products are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amage of 

domestic coated paper industry. In the research,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is 

adopted to establish industrial damage warning line. Also, Discriminant Function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ndustrial damage measuring index and Logitistic 

Regression Model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and intensity of dumping 

event. Putting all together, an Industrial Damage Pre-Alert System is to establish 

and to employ. Finally, whe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ated paper 

industry are applied on other paper products, care shall be place on the possible 

differences in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industrial damage due to products’ 

differences, and it may be necessary to adjust, add or delete some of the variables 

for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mportance on different products. And, if the system 

could match with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 experts, then the pre-alert 

ability of the system may be cross-examined and make this system to be 

established more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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