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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回顧：美中關稅戰與對成衣採購的影響 

2022年 12月 

紡拓會編譯 

美國決定持續對中國大陸進口貨品徵收 301 條款關稅，這對成衣產業意味

著甚麼?本文係美國德拉瓦大學時尚與成衣系副教授 Sheng Lu博士的分析。 

 

2022年 9月 2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宣布將繼續對中國大陸產品課徵

301處罰性關稅。USTR表示，這個決定是基於「國內獲益於此項行動的行

業所要求」。USTR代表戴琪進一步表示，這項懲罰性關稅會一直持續，直

到北京採取更市場導向的貿易與經濟原則。換言之，已長達四年的美中關稅

戰不會在短時間內終止。 

 

美中 301關稅戰簡介 

美中關稅戰始於美中巨大的貿易差，以及美國認為中國大陸實施的不公平貿

易行為，包括補貼中國大陸國營企業，智財權保護不足，強迫外資技術轉移等。 

 

川普上任時，美中貿差達到 3,830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2018 年川普政府首

度針對自中國大陸進口約 1,000 種產品額外加徵 10-25%的關稅，但是消費

性產品包括成衣鞋類不在其中。之後由於雙方談判進展不順，2019年 8月，

美方再度宣布針對新一批中國大陸產品加徵 301條款關稅，成衣也在其列。 

 

這項舉動反而加速雙方談判進展，達到所謂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依此協議，

加諸成衣的懲罰性關稅從 15%降為 7.5%。直至拜登上台，這些措施仍然有效。 

 

美中關稅戰的爭執 

美中關稅戰無例外造成各方的爭執，即使在紡織成衣業的各個環節之間皆

有激烈討論。美國服裝品牌與零售商強烈反對對中國大陸產品課徵懲罰性

關稅，原因如下： 

 

 首先，盡管有 301關稅的課徵，對許多美國服裝公司而言，中國大陸仍

是不可或缺無法取代的成衣來源地。貿易統計顯示，關稅戰來到第三年，

2021 年中國大陸仍占美國將近 40%的成衣進口量與約三分之一的成衣

進口值。研究也同樣發現，在小額訂單、需要彈性、及產品多樣組合方

面，美國服裝公司仍仰賴中國大陸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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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美國成衣進口來源地 

           量比                         值比 

    

            資料來源: OTEXA (2022) 

   

 

 

 

 

 

 其次，懲罰性關稅增加美國服裝企業的採購成本並削減利潤。例如，一

件衣服原來的批發價約 7 美元，加上 7.5%的懲罰性關稅會增加採購成

本約 5.8%，如果不轉嫁給消費者，零售毛利就會減少 1.5%。根據美國

時尚業協會 2021 年的標竿調查，近九成的受調回覆者表示，關稅戰直

接增加他們的採購成本，74%的企業表示關稅戰傷害公司的財務。 

基準成本利潤分析 

產品 比率 金額 說明 

布料 60% US$3.00  

副料 10% US$0.50  

裁剪縫合 30% US$1.50  

FOB價格  US$5.00 =$3.00+$0.5+$1.5 

採購代理佣金 5% US$0.25 =$5.00*5%=$0.25 

進口稅率 16% US$0.80 =$5.00*16%=$0.8 

運費 5% US$0.25 =5.00*5%=$0.25 

通關費 2.50% US$0.13 =($5.00+$0.25)*2.5% 

DDP完稅後交貨價格  US$6.43 =$5.00+$0.8+$0.25+$0.13 

產品開發 20% US$1.29 =$6.43*20%=$1.29 

批發價  US$7.72 =$6.43+$1.29= $7.72 

零售價 利潤%=75% US$30.87 =$7.72/(100%-5%)=$30.87 

折扣價 折扣%=35% US$10.80 =$30.87*35%=$10.80 

淨零售價  US$20.07 =$30.87-$10.80=$20.07 

毛利  US$12.35 =$20.07-$7.72=$12.35 

毛利(%)     40.0% =$12.35/$30.87=40% 

中國大陸 

越南 

孟加拉 

中美洲自由 

貿易協定 

印度 

柬埔寨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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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徵 301條款懲罰性關稅 7.5%後成本利潤分析 

產品 比率 金額 說明 與基準成本 

利潤比較 

布料 60% US$3.00   

副料 10% US$0.50   

裁剪縫合 30% US$1.50   

FOB價格  US$5.00 =$3.00+$0.5+$1.5  

採購代理佣金 5% US$0.25 =$5.00*5%=$0.25  

進口稅率 16%+7.5%=23.5

% 

US$1.18 =$5.00*(16%+7.5%)=$1.1

8 

 

運費 5% US$0.25 =5.00*5%=$0.25  

通關費 2.5% US$0.13 =($5.00+$0.25)*2.5%  

DDP完稅後 

交貨價格 

 US$6.81 =$5.00+$1.18+$0.25+$0.13 

=$6.81 

增加 5.8% 

產品開發 20% US$1.36 =$6.81*20%=$1.36  

批發價  US$8.17 =$6.81+$1.36=$8.17 增加 5.8% 

零售價  US$30.87 假設零售價保持不變  

折扣價 折扣%=35% US$10.80 =$30.87*35%=$10.80  

淨零售價  US$20.07 =$30.87-$10.80=$20.07  

毛利  US$11.90 =$20.07-$8.17=$11.90  

毛利潤率(%)    38.5% =$11.90/$30.87=38.5% 毛利潤率 

下降 1.5% 

資料來源: Dr. Sheng Lu諮詢產業專業人士後編製 

 

 第三，當企業開始轉移採購來源，自中國大陸轉向越南、孟加拉、柬埔

寨等其他亞洲國家，這些國家由於產能有限，生產成本上揚。換言之，

由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 301行動，也間接使得在其他地區的採購成本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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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價格上揚的成衣品項(HS稅則 61&62章，前 6碼稅號)數目 

 

 出口國      2019 與 2017相比      2021 與 2019相比 
 
 中國大陸 
  
 越南 
 
 孟加拉 
 
 印度 
 
 柬埔寨 
 
 巴基斯坦 
 
  中美洲自由 

  貿易協定 

 

 墨西哥 
 
 海地 
 
  非洲成長與 

  機會法案 

 

  資料來源: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 (2022) 

 雖然美國服裝企業支持政府對中國大陸不公平貿易行為採取行動，但許多

美國公司才是這些不公平行為的受害者。然而，業者不認為懲罰性關稅是

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工具。相反地，服裝品牌與零售商擔憂關稅戰不

必要地造成一個動盪不安的市場環境，不利企業的經營。 

另一方面，代表美國纖維、紗及布料製造商的美國紡織組織協會(NCTO)，

則強力支持對中國大陸產品課徵 301 條款關稅。因為美國大部分的成衣生

產皆已移往海外，出口到西半球攸關美國紡織業的存亡。因此，NCTO多年

來都推動美國政策制定者支持所謂的西半球紡織成衣供應鏈，亦即，讓墨西

哥與中美洲國家進口美國的紡織布料，再出口成衣成品以供消費。同樣地，

NCTO 認為 301 關稅會讓中國大陸製成衣較不具價格競爭力，以利美國從

西半球的鄰近地區採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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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NCTO 同時又要求美國政府不要對來自中國大陸的中間材料課

徵懲罰性關稅。NCTO總裁 Kim Glas在相關公聽會中表示：「NCTO會員

支持將成品包含在 301 條款關稅範圍內，但嚴重關切對不在美國生產的製

造原料增加進口關稅，譬如某些化學品、染料、機械、嫘縈短纖等，反而會

提高美國製造商的成本，使得他們的競爭力不如中國大陸」。 

降低關稅戰的衝擊：服裝企業的策略 

歷經貿易戰將近四年之後，美國服裝企業企圖降低 301 條款關稅的負面衝

擊。美國成衣零售商在提高零售價方面甚為謹慎，因為市場競爭激烈。大多

數服裝企業選擇吸收或管控上升的採購成本，不過，目前沒有哪一個策略被

證實是成功或足夠的。 

 

第一個方法是轉向取代中國大陸的地區採購。根據前述標竿調查，93%的回

覆者回答「將一些成衣採購訂單自中國大陸轉移至其他亞洲國家」。不過，

回覆者也承認，極少其他供應國比得上中國大陸的彈性與靈活性、產能、上

市速度及整體競爭價格。就如一名回覆者所言「零售商/大宗物資買家需要

減輕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這代表其他國家需要增加基本設施以提供質佳又

不貴的布料與原料；又或是需要以更迅速的後勤作業與更低的運輸成本將

原料自中國大陸出口。」另一名回覆者補充表示「中國大陸會持續是原料採

購的供應大咖，但在成品方面則會減輕份量。」 

 

同時，不似美國紡織製造商所預期，並無明顯跡象顯示關稅戰導致向西半球

採購更多成衣。相反地，貿易統計顯示，從 2018到 2021，亞洲國家諸如越

南與孟加拉補上中國大陸所失去的美國成衣市占率。 

 

2018至 2022美國主要成衣供應地市占率變化(以進口值計算) 

 

 

 

 
 
 
 
 
        
 
 
 
 
 資料來源: OTEXA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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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方法是，利用中國大陸的產能與生產彈性，調整自中國大陸採購的產

品。例如，來自業界的市場數據顯示，自 301關稅開徵後，美國服裝公司進

口較多「中國大陸製」的奢華與高級服裝，較少平價與大量市場的產品。這

很合理，因為購買高檔價格成衣的消費者通常對價格不那麼敏感，服裝企業

得以提高售價以抵銷增加的採購成本。研究也發現，關稅戰後，美國企業自

中國大陸採購較少的低附加價值基本款(如上衣與內衣)，而增加採購複雜與

高附加價值的成衣類別(如洋裝與外衣)。 

 

 

 

 

 

 

 

 

 

               

 

零售價 : 255美元                 

                                                               ˙中國大陸製 

 

 

 

 

 

 

 

 

 

 

 

 

          

         零售價 : 358美元       ˙中國大陸製           

 

 



7 
 

關稅工程的興起 

與此相關的是，諸如美國服裝公司 Columbia Sportswear，運用所謂「關稅工

程」來因應關稅戰。這指的是將成衣設計成被歸類於稅率較低的類別。例如，

自中國大陸進口的「人造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及短衫」稅率可高

達 26.9%。然而，同樣的上衣在腰下增加一、兩個口袋，就被歸類成不同產

品，稅率僅為 16%。不過，運用關稅工程需要實質的財務與人力資源，中小

服裝企業往往無此條件。 

 

第三個普遍的方法是和中方的供應商合作吸收增加的成本。根據業界來源說

法，中國大陸供應商願意「降低價格以保訂單」並非罕見做法。貿易統計也

顯示，雖然美國自其他地區進口成衣的單價於 2018年起開始上升，但是「中

國大陸製」成衣的價格則有相當的降價。不過，隨著中國大陸工廠自原料、

貨運到勞工成本在疫情期間面臨上漲的局面，但這個方法被認為不會持久。 

 

此外，USTR認知到 301關稅為美國企業與消費者帶來的負面衝擊，乃建立

一個所謂「301條款關稅排除程序」。在此機制下，企業可以申請某一特定

產品排除課稅，由 USTR 裁定排除的門檻。不過申請排除需要實質的文書

作業，即使有內部法律團隊的企業，也會僱用華府國際貿易法律經驗的事務

所，以借重他們的專業知識與深厚的政府關係。服裝企業也擔憂申請的成功

率不高，紀錄顯示近九成的申請被否決，因為未能證明「嚴重的經濟傷害」。

最終只有不到 1%被課徵 301關稅的成衣產品申請排除成功。可想而知，這

些額外的財務負擔及渺小的成功機率，讓中小型企業覺得沮喪。 

 

總而言之，從 USTR 最近的聲明看來，對 301 條款的爭執，以及中國大陸

仍將是紡織成衣採購基地等現象皆會持續。雖然經濟因素很重要，我們也不

要忽視非經濟因素對 301 關稅命運的衝擊。譬如，整體的美中雙邊貿易關

係近年來大幅惡化。除了關稅戰，兩國之間的摩擦已延伸到高度政治敏感的

領域，像是人權與強迫勞動。這足以解釋為什麼拜登政府選擇保持成衣的

301關稅，做為和中國大陸的談判籌碼。在美國國內，拜登也不願意在中國

大陸政策上示弱，因為兩黨皆要阻止中國大陸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