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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完整的汽車供應鏈，得以供應內需汽車整

車生產及國際汽車品牌零件需求，並供應海

外售後服務的零組件需求。

二、 對TPP國家的出口與面對的關稅 

障礙

臺灣汽車產業對世界年均出口值約89億

美元，其中出口TPP成員國比重約四成七，排

名前3名成員國依序為美國、日本與澳洲。零

組件出口TPP國家占總出口比重高的有輪胎與

內胎（55.72%）、其他零組件（55.71%）、

電機電子組件（54.32%）、車體及其零件

（53.33%）、底盤與傳動零件（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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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減讓與原產地規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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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採取12國統一原產地規定，新加入國家只能照單全收。但在降稅方面有爭取空

間，我國汽車零組件出口競爭力強，可採快速降稅增加出口，並開放國內市場，降低零組

件進口稅，也降低國內整車組裝成本，對整車銷售有利。至於汽車因缺乏競爭力，或許採

取延長整車關稅的降稅時程，給予整車廠較長的準備期較為有利。

TPP關稅減讓對我國汽車業的影響

一、臺灣汽車產業概況

臺
灣由於國內市場規模有限且整車製造受

國際汽車母廠限制較多，整車生產主要

供應內需市場。而汽車零組件則由配合國內

整車生產而逐漸發展，1990年代開始有少量

外銷，透過政府政策培植、與國際大廠合作

及技術引進，以及配合整車朝智慧化、潔淨

化與電動化發展，臺灣汽車零組件結合本身

ICT產品的優勢技術，在國際市場快速成長。

整車方面，近年臺灣發展自主品牌汽

車，雖國內市場規模有限，但國內車廠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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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引擎（36.73%）。整車出口TPP國家比

重僅2.67%。

就零組件所面對的關稅障礙來看，

日本進口關稅幾乎已經為零，美國關稅在

0.83.16%，澳洲則在2.78~5%。在整車方

面，日本為零關稅，美國的關稅約為9.84%，

澳洲則是5%。由此可見，臺灣部份產品在美

國、日本與澳洲等國仍面對關稅障礙，臺灣

加入TPP後有助我國汽車產業擴大市占率。

（表1）

表1　臺灣汽車產業出口與面對的關稅障礙
單位：百萬美元，%

2012-2014
年均對世

界出口值

TPP國家
比重

第一名：美國 第二名：日本 第三名：澳洲

比重 關稅 比重 關稅 比重 關稅

汽車產業

合計
8,926.01 47.21% 31.14% 3.73 6.23% 0.26 2.44% 4.48

上游

車體及其

零件
2,102.87 53.33% 38.55% 3.16 5.91% 0.92 1.39% 4.83

底盤與傳

動零件
891.87 49.67% 26.93% 2.74 9.21% 0.24 2.67% 4.12

電機電子

組件
1,854.09 54.32% 36.15% 1.66 7.24% 0.10 3.23% 4.33

汽車引擎 251.82 36.73% 24.58% 1.13 4.95% 0.00 0.87% 2.78

其他零組

件
1,942.82 55.71% 39.51% 0.80 4.78% 0.00 3.22% 3.66

輪胎與內

胎
786.81 55.72% 27.03% 2.85 13.38% 0.00 4.45% 5.00

下游 汽車整車 1,095.73 2.67% 1.47% 9.84 0.42% 0.00 0.49% 5.00

註：排名係按照TPP12個國家相比決定。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三、 臺灣在TPP成員國面臨高關稅汽車

產品

就產品品項而言，臺灣加入TPP有拓展

出口市場效益的高關稅產品主要是汽車零

件，如輪胎（TPP國家最高進口關稅40%）、

照明設備（25%）、後視鏡（20%）等，以

加拿大與墨西哥市場為主。另外臺灣小客車

在越南市場面臨關稅障礙高，平均關稅接近

60%，若加入TPP，越南是臺灣整車業的潛力

市場。（表2）

反之臺灣若無法加入TPP，上述出口項

目將因高關稅障礙使得價格競爭力下降，在

TPP市場有被成員國產品取代的威脅。



103

區域經濟論壇

表2　臺灣汽車業在TPP面臨高關稅（5%以上）之前十大出口產品
單位：百萬美元，%

HS6 產品名稱

2011-2013年TPP國家
高關稅產品自臺灣

平均進口金額

主要國家

（金額占比）
TPP國家最高進口稅率

401110
小客車（包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新橡膠氣胎

99.57
加拿大（48.08%）、
澳洲（35.16%）

40.00

851220 其他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38.83 澳洲（79.26%） 25.00

870323
汽缸容量超過1,500立方公分，但
不高過3,000立方公分者

22.91
越南（52.49%）、
澳洲（47.32%）

58.58

848210 滾珠軸承 16.85 美國（89.43%） 6.00

401120 大客車或貨車用新橡膠氣胎 14.35
澳洲（58.22%）、
墨西哥（22.43%）、
加拿大（14.20%）

40.00

700910 車輛後視鏡 14.14
墨西哥（60.12%）、
澳洲（22.80%）

20.00

870829
其他第8701至8705節機動車輛所
用之零件及附件

11.96
越南（55.52%）、
智利（44.35%）

20.00

940390 其他家具零件 10.80 澳洲（77.93%） 20.00

840991
專用或主要用於火花點火內燃活
塞引擎者

10.78 越南（80.46%） 16.67

870899
其他第8701至8705節機動車輛所
用之零件及附件

10.38 馬來西亞（71.42%） 21.67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表3　臺灣汽車業進口來源與進口關稅
單位：百萬美元，%

2012-2014年均自
世界進口值

TPP國家比重 臺灣關稅

主要進口來源

（僅列TPP國家中屬於
臺灣前五進口來源者）

汽車產業合計 7,633.87 39.81 10.04 日本、美國

上游

車體及其零件 644.10 23.31 7.19 日本

底盤與傳動零件 1,303.12 55.57 7.77 日本

電機電子組件 845.11 30.94 7.41 日本

汽車引擎 777.03 40.32 8.10 日本

其他零組件 406.19 40.04 14.17 日本

輪胎與內胎 283.89 27.57 9.38 日本

下游 汽車整車 3,374.43 39.98 19.66 日本、美國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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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市場所帶來的衝擊

就市場開放而言，臺灣自世界進口汽車

產品總計約76億美元，其中進口TPP成員國比

重約四成。無論整車或零組件產品，臺灣皆

以日本為主要進口來源，且我國平均進口關

稅皆在7%以上。若加入TPP開放國內市場，

我國應重視日本產品在關稅移除後對我國產

品的衝擊。（表3）

TPP汽車原產地規定複雜度高

TPP成員國是否能享受進口國的優惠關

稅取決於產品有沒有符合TPP原產地規定，以

下介紹TPP對於汽車業所制定的相關規定。

TPP協定原產地規定採取一體適用12個

會員國的統一原產地規定，對於後續第二輪

參加的國家沒有談判空間，只能照單全收。

為強化形成區內一條龍供應鏈，鼓勵中小企

業使用區內組裝加工之特定技術，TPP要求產

品在區內成員國境內實質轉型，並容易累積

其所產生的附加價值。TPP原產地規定之「完

全累積原則」指的是由任一成員國家進口的

原物料與中間財零組件，未來都可計入本國

產品的成分，此主要為加強區域內貿易與產

業分工，並減低中小企業累積原產之行政成

本。但對於非TPP成員有貿易移轉效果。

TPP汽車業原產地規定散落在協定文本

第3章、第3章附件（Annex 3-D特定原產地規

定）、特定原產地規定特殊附件、第2章美國

及墨西哥的關稅差異附件表格C-1，皆有汽車

原產地相關規定，增加汽車業原產地規定解

讀的複雜度。

TPP汽車原產地規定的複雜度高於原產

認定標準的嚴格度，TPP針對整車採取區域價

值含量比例45%（淨成本法），相對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NAFTA）的62.5%寬鬆。針對

汽車零組件原產認定標準，TPP採取關稅稅則

變更與區域價值含量比例兩種認定標準：關

稅稅則變更之節次轉換（HS4位碼轉換）或目

次轉換（HS6位碼轉換），搭配區域價值含

量比例30-60%；相對NAFTA採HS4位碼轉換

或HS6位碼轉換，搭配區域價值含量比例50-

60%，TPP亦較寬鬆。

再者TPP在特殊附件針對汽車零組件有

例外規定，若使用清單特定項目於區內進行

焊接等特殊技術組裝程序，該特定項目即具

原產資格。另外，若指定組裝技術程序於區

內完成，則運用該組裝程序之清單項目，在

特定原產地規定中所規定該項目之區域價值

含量比例可扣除5-10%。此例外規定允許成

員國廠商進口非會員國的特定零組件，如泰

國、中國大陸等，以降低整車成本。

為防止非會員國搭便車取得優惠關稅，

美國在協定第2章市場開放之降稅期程附件C-

關稅差異（tariff differential），針對敏感項目

表列須符合稅則號列轉換標準規定的細項，

以確保最終產品各個製程的實質轉型確實發

生在區域內，方符合優惠關稅條件，特別是

針對已具原產資格的非美國製物料。墨西哥

政府針對汽車整車亦採取與美國相同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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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過仍造成北美車廠抱怨TPP的保護程

度不夠，TPP會使得北美車廠關門，失業增

加，因而反對美國政府洽簽TPP。

綜合而言，TPP原產地規定沒有談判空

間，而汽車原產地規定認定標準相對NAFTA

寬鬆。我國加入TPP談判時，車輛產業應偏重

降稅模式與降稅期程的準備。

結語

我國汽車產業市場規模小，外銷銷售

比例逐年增加，國內具外銷實績市場包括中

東、日本、澳洲、中南美、東南亞等地區。

由於臺灣尚未加入TPP，我國需協助汽車產

業面對TPP生效後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建議

政府可協助我國汽車業者提升品質和價格競

爭力；營造有利環境如降低零組件稅率，向

母廠爭取來臺組裝特定車型再外銷的機會；

發展利基車型，如油電混合車及電動車，提

升相關技術的開發能力；爭取關鍵技術和高

附加價值的產品來臺生產，期盼日後成為關

鍵產品的主要國際供應商。另外培育創新研

發人才也是未來增加我國汽車業競爭力的關

鍵。此外，未來臺灣若加入TPP，也會面對國

內市場開放的衝擊，特別是國內整車市場，

建議政府在未來談判可採取延長整車關稅的

降稅時程，給予整車廠較長的準備期。

在汽車業原產地規定方面，加入TPP對

臺灣車輛產業發展有效益。TPP汽車原產地規

定分散協定各處，雖屬複雜但相對NAFTA寬

鬆。TPP原產認定標準符合日本車商在亞洲供

應鏈所需，特殊附件的例外規定讓成員國廠

商可自非會員國進口特定項目零組件，享優

惠關稅，如泰國、中國大陸等，以達成日商

降低整車成本的目標，此對目前臺商汽車零

件經中國大陸出口TPP國家有間接效益。若能

加入TPP，有助於臺灣廠商加入日本汽車品牌

商在亞洲的供應鏈，增加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