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1 條款及特別 301 條款

(資料來源：駐美代表處經濟組 1060628)

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 301 條款
(簡稱 301 調查及特別 301 調查)簡介
壹、301 調查
一、 法源依據：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至 310 條(下簡稱 301 條
款)，調查程序規定於同法第 302 條。
二、 調查目的：301 條款授予美國政府在對外洽簽之國際貿易協
定未獲執行，或貿易夥伴採取不公平貿易行為時，實施報
復之法律依據。總統具有決定因應措施之權力，可採取之
措施包括暫停執行特定貿易協定下之義務、課徵關稅或採
行限制措施、徵收費用或限制服務業部門、與涉案外國政
府就消除相關措施或提供美方補償利益洽談協議等。
三、 調查機關：貿易代表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四、 申請人：可由任何利害關係人提出調查申請。USTR 亦可自
行決定是否啟動調查。
五、 調查程序：
(一) 啟動調查前階段：
1. 申請調查者應提出相關資訊，包括是否屬於利害關係
人、美方受損之貿易權利、涉案之外國政府及其相關
措施與法規、相關措施違反 301 條款之情形等。USTR
應在收到調查申請後 45 天內決定是否啟動調查，並將
要求涉案外國政府提供調查所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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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STR 亦可徵詢貿易政策談判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f Trade Policy Negotiation, ACTPN)意見
後，或針對被認定為特別 301 優先指定國家(Priority
Foreign Country, PFC)者，決定是否自行啟動調查。
(二) 調查階段：倘 USTR 決定啟動調查，應將調查申請公告
於聯邦公報，並於 30 日內舉辦公聽會，續經諮詢
ACTPN 及國際貿易委員會(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後做出認定。USTR 亦應與相關外國
政府進行諮商；倘調查案涉及特定貿易協定，且未能就
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則應啟動該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
(三) 調查時程：
1. 涉及損害美國特定貿易協定下之權利：相關協定之爭
端解決機制程序完成後 30 日內，或啟動調查後 180 日
內作出認定結果，兩者以較早期間為準。
2. 涉及特別 301 條款：需視是否涉及 TRIPS、GATT 1994
及其他因素而定。
3. 其他案件應於調查啟動後 12 個月內做出認定結果。
(四) 總統應於收到 USTR 之認定結果及建議因應作法後 21 日
內，決定因應作法，惟亦可決定不採取報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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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條款調查流程圖
USTR 自行決定是否啟動調查之情境
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

被認定為特別 301
優先指定國家者

USTR 經諮詢
ACTPN 意見

USTR 收到申請後 45 日內決定是否啟動調
查，並於同期間內要求涉案外國政府提供調
查所需資訊
USTR 決定啟
動調查

USTR 決定不
啟動調查

USTR 決定啟
動調查

USTR 決定不
啟動調查

USTR 將申請
內容摘要公
布於聯邦公
告

USTR 通知申
請人並將其
決定及理由
公布於聯邦
公告

USTR 諮詢美
專利商標局
及相關智財
權團體

USTR 向國會
報告並說明
其決定之理
由

倘 USTR 決
定啟動調查

30 日內
提供利害關係人表達意見之機會，包
括舉辦公聽會、與涉案外國政府諮商

USTR 諮詢 ACTPN 及相關委員會

USTR 做出認定結果並公布於聯
邦公報

涉及損害美國特定貿易協定下之
權利：相關協定之爭端解決機制
程序完成後 30 日內，或啟動調
查後 180 日內作出認定結果，兩
者以較早期間為準

涉及特別 301 條
款：需視是否涉及
TRIPS、GATT 1994
及其他因素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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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案件應於調查
啟動後 12 個月內
做出認定結果

六、調查案例簡介—1986 年台灣關稅估價案
(一) 背景：1986 年 8 月 1 日美國政府認定台灣採行之關稅估
價制度因非以交易價格為計算基礎，違反當時 GATT 協
定相關規定。
(二) 認定：根據 1986 年 8 月 6 日公布之總統備忘錄，台灣措
施不公正、不合理且對美國貿易造成負擔或限制，要點
如下：
1. 美國及其貿易夥伴於 1979 年簽署關稅估價協定，規定
進口貨品為課徵關稅目的之估價方式。該協定給予開
發中國家執行緩衝期至 1986 年 1 月 1 日。
2. 透過雙邊協定，台灣於 1979 年同意就該協定適用開發
中國家之規定遵循「實質上相同」(substantially same)
義務。
3. 台灣於 1986 年 2 月同意於同年 7 月 1 日前確保其體制
符合相關規定。惟台灣於 7 月 1 日生效實施之相關法
律，仍未採行以貿易價格為基礎之估價制度，違反台
灣同意遵循關稅估價協定「實質上相同」義務之承
諾。
4. 總統指示 USTR 提出報復措施，以回應台灣措施並確
保美國貿易權利獲執行。
(三) 後續發展：台美雙方於 1986 年 8 月 11 日換函，台灣同
意在同年 9 月 1 日前採取相關措施，俾於 10 月 1 日前撤
銷涉案制度，USTR 爰決定不提出對台灣之報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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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特別 301 調查
一、 法源依據：特別 301 程序屬 301 條款下有關智財權之貿易
救濟程序，相關規定詳見 1974 年貿易法第 182 條(19 U.S.C
2242)。
二、 調查目的：調查外國政府措施是否拒絕提供充分且有效的
智財權保護，或未給予仰賴智財權保護之美國企業公平公
正的市場進入機會。
三、 調查機關：貿易代表署。
四、 申請人：由貿易代表署依規定執行特別 301 程序，惟過程
中將徵詢公眾意見。
五、 調查程序：
(一) USTR 每年年初(或前年年底)透過聯邦公報或舉行公聽
會，就智財權侵犯行為導致之貿易損失徵求公眾意見。
(二) USTR 於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布之各國貿易障礙報告
(National Trade Estimates, NTE Report)中，說明因智財權
侵犯行為導致之貿易損失。
(三) USTR 於前述 NTE 報告公布後 30 日內，提出特別 301 報
告，並依其認定之各國侵犯智財權情節輕重，提出「優
先指定國家」(PFC)、「優先觀察名單」、「一般觀察名
單」之國家。
(四) 對於 PFC，USTR 應於 30 日內決定是否啟動 301 調查。
UTTR 可基於啟動調查有損美國經濟利益(detriment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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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U.S.)決定不啟動調查，惟須
向國會報告其決定之理由。
(五) USTR 決定啟動調查後之後續程序，詳參本報告第壹部
分流程圖。
(六) 認定 PFC 過程應考量因素：
1. 相關法律、政策或措施本身拒絕提供智財保護或給予美
企業市場進入機會之程度；
2. 相關法律、政策或措施對美國產品造成之負面衝擊程
度；
3. 相關國家是否與美方進行善意(good faith)談判，或在雙
邊或多邊談判中做出顯著改善；
4. 相關國家過去執行智財權法律及措施之情形；
5. 美方對相關國家達成充分且有效之智財權保護之要求及
相關國家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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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301 調查流程圖

USTR 每年 3 月 31 日前公布 NTE 報告

USTR 應於 NTE 報告公布後 30 日內認定：
1. 拒絕提供充分且有效的智財權保護，或
未給予仰賴智財權保護之美國企業公平
公正的市場進入機會之國家；
2. 符合條件 1 的優先指定國家

USTR 經徵詢公眾意見後，提出特別
301 程序之相關名單

優先指定國家

優先觀察名單

USTR 需於 30 日內決定
是否啟動 301 調查

針對列入優先觀察名單逾 1
年以上者，USTR 需於 90 日
內提出要求相關國家改善智
財權保護之行動方案

前述行動方案提出 1 年後，
相關國家倘仍未符合方案所
提制裁保護水準，總統得採
取”適當行動”，如啟動 301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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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觀察名單

六、案例簡介—1992 年台灣遭認定為優先指定國家
(一) 背景：根據 USTR 於 1992 年 4 月 29 日發布之新聞，美
方認定台灣為特別 301 優先指定國家，蓋台灣雖正推動
相關智財權保護立法工作，惟進度緩慢，而欠缺相關罰
則導致台灣長期以來未能有效保護智財權。
(二) 調查情形：
1. USTR 於 1992 年 5 月 29 日針對台灣啟動 301 調查，宣
稱台灣未給予美國專利權人充分且有效之智財權保護，
調查期間 6 個月。USTR 另於同日就台灣列為優先指定
國家一事徵求公眾意見。
2. 嗣經台灣提出改革智財權體制之行動計畫，USTR 於同
年 6 月 5 日終止調查，並撤銷對台灣屬優先指定國家之
認定。
(三) 後續發展：美方續於 1993 年將台灣列入優先觀察名單，
並要求台灣提出立即行動計畫(immediate action plan)，往
後數年持續依該計畫檢視台灣智財權保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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