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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落後國家想要趕上進步國家，最有效的方法是經由模仿。但是隨著亞洲各個發

展中國家經濟逐漸成熟，歐美等先進富國，在國內勞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下，當然日

漸無法坐視開發中國家長期白吃午餐所造成的利潤損失，因此要求這些亞洲國家相

對負起更多的責任。結果以美國為例，一方面更加仰賴本土創新的能力，為經濟再

注生機；另一方面，則是將智慧財產權融入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美國政府宣稱，

要動用報復性貿易制裁，來對付仿冒美國產品的國家，還要在這些國家尋求加入國

際關貿總協（GATT）一類的全球性組織時，從中作梗。 

我國在 1992 年時對美之貿易順差為 78 億美元，美國市場更佔我方出口總額的

百分之 29 左右，因此美國是我國最大的「買主」。我國在需要美國市場、更需要

美國在我加入關貿總協上支持的雙重誘因下，在民國 81 年 6 月通過新修正的著作

權法，其中最引人爭議的問題之一，即為「著作物真品平行輸入」合法性的問題。

中美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中，美方堅持我國應禁止美國影片及影碟由第三國平行輸

入。因此，著作權法中應否規定禁止平行輸入，引起各界高度關切。本文嘗試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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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平行輸入的學說及實務見解，探討著作物平行輸入的當否，及是否會造成著作權

人與其授權之人，違反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獨占或不公平競爭的情形，以求本問題

之妥適解決。 

關鍵詞： 智慧財產權、平行輸入、耗盡理論、第一次銷售原則、獨占、壟斷、不公

平競爭 



 著作物平行輸入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79 

一、前言 

著作權與專利、商標、營業秘密等均屬智慧財產權，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尤

其著作權法牽涉廣泛，不僅與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對文化、

教育、科技及經濟發展有深遠的影響。自 19 世紀末以來，「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Ation）；或稱「並行輸入」或「平行進口」合法性問題，一直是司法實務上1

及學理上討論的熱門話題2。而此遍及全世界的問題，在大多數的國家，都是以判例

法（Case Law）來解決3。平行輸入的行為最先發生於商標法的領域4，惟平行輸入

所涉及的問題層面極廣，不但牽涉國際貿易的貿易障礙問題，亦牽涉公平交易的自

由競爭及不公平競爭的問題，因此，真品平行輸入不僅有商標法的問題，亦會有著

作權法及專利法之問題。 

                                                      
1 德國著名的工業財產權法學者 Friedrich-Karl Beier 教授，以德國法院判決發展，將平行輸入

問題分成 2 個階段：第 1 階段自 1898 年至 1926 年，源自較少人知悉的漢堡高等法院 Enterprise
判決，以及帝國法院的 3 個判決：Nelson 案 (1902)，Gilson-ite 案 (1926)。較早判決仍受所謂
「普遍主義（Universalitsprinzip）」所支配，直到 1927 年始帝國法院的 Hengstenberg 判決所採
「屬地主義」立場而廢棄普遍主義的觀點。第 2階段則經較長停滯發展，由 1952年而至今日。例
如漢堡高院的 Larouge baiser 判決 (1952)（GRUR 1953, 177）、杜塞道夫（Duesseldorf）高院的
Revlon II判決 (1963)（GRUR 1964, 207）及 Revlon IV判決 (1964)（GRUR Int. 1965, 204）等，
其中聯邦最高法院的Maja判決（1964年 1月 22日）（BGHZ 41, 84＝GRUR 1964, 372＝GRUR 
Int. 1964, 202），更是此階段的重要判決。此外，美國的 Apollinarise v. Scherer案 (1886)，英國的
Apollinaris v. Herrfeldt案 (1887)，亦發生於 19世紀末。以上係轉引自蔡明誠，「從德國法觀點論
平行輸入與商標權之保護」，談平行輸入，收錄於李旦編，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保護智慧財

產權委員會出版，99 (1991)。 
2  Timathy H. Hiebert，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Parallel Importation and Univers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Trademark Law,” 80 The Trademark Reporter (T.M.R) , 483 (1994). 
3  R. Takamatsn, “Parallel Importation of Trademarked Goods：A Comparative Analysis,” 57 

Washington Law Review, 433 (1982).  H. Kersten, “Gray Market Exports and Imports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78 T. M. R., 479 (1988). 

4 Apollinaris Co. v. Scherer (1886, CCNY) 27 Fed. 18，該案事實略述為：Andreas Saxlehner以
“Hunyadi Janos＂商標使用於瓶裝礦泉水上，在匈牙利得商標專用權。其後，Saxlehner 將「從匈
牙利向英國及美國輸出礦泉水，並在此等國家獨占販賣而且使用“Hunyadi Janos＂商標之權利」
讓與給 Apollinaris 公司，由該公司在美國設立代理店（Agency）從事販賣。此外，Andreas 
Saxlechner 在販賣到歐洲大陸之瓶裝礦泉水貼附標示，表示如果該商品（瓶裝礦泉水）販賣到英
美，請公眾不要購買，以引起一般大眾購買時注意。但是，Scherer仍將 Andreas Saxlehner販賣到
德國貼附“Hunyadi Janos＂商標及上述標示之評裝礦泉水，輸入到美國，並以較 Apollinaris 公司
向法院主張 Scherer 侵害其商標權，應禁止其輸入或販賣。詳細內容請參閱，邱志平，真正商品
平行輸入問題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48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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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0 至 80 年間我國經濟發展蓬勃，不僅著作種類及著作利用形態大幅增

加，甚至創造出各國所僅見的 MTV 營業，原有的法令已不足以適應社會現況。在

國際間，復因仿冒侵權盛行而招致惡名，加上與國際著作權保護水準的確有相當的

差距，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上飽受壓力。再加上美國由於經濟不景氣，其政府對外急

於改善貿易逆差，以特別 301 條款的威力來爭取智慧財產權的收益，已成為其貿易

政策的重點。當時柯林頓政府上任之後，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積極。我國於民國 81

年 6 月 10 日即在美方強大的壓力下修改著作權法，以避免美國將我國列入貿易法

特別 301 條款優先觀察名單。該次修正，「著作物真品平行輸入」的名詞已漸漸出

現在各傳播媒體之中，而引起國人注意。之後，中美雙方又因對於「中美著作權協

定」第 14 條內容的解釋發生爭議，再開協商。最後美方以我方並未認真履行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義務，違反協定，決定以貿易報復制裁我國。 

在美方報復的陰影下，我國為化解立即遭到報復的壓力下，又於民國 82 年 4

月 23 日通過著作權法修正案，於第 87 條將輸入權的字眼加入，於第 87 條之 1 明

文列舉著作物平行輸入限制的例外情形，亦即採取美國「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

立法例。至此「著作物平行輸入」的爭議，暫告一段落。本文除了對於中美著作權

諮商談判的過程，與著作權法修正的經過加以說明外，並將整理學說的看法和目前

實務界的見解，以及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後，美國著作權人與台灣代理商是否會形

成不當壟斷，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等問題，加以探討。 

二、商標法上真正商品平行輸入問題之探討 

平行輸入之問題，最先發生於商標法之領域，故其理論之發展以及實務之見

解，亦較完備。因此，以下將從商標法的觀點，來論述平行輸入的問題： 

(一) 從商標權人及其授權之代理商的觀點而言 

平行輸入的商品在通常的情形下，係指合法標有商標專用權人的商標，原欲銷

售於特定國度內，卻脫離了預定之銷售網，透過未經授權之管道，被輸入於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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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內銷售之真商品5。此等未經合法授權之輸入及銷售行為，與同一國境內之商標

專用權人，或其授權之代理商，形成市場上之相互競爭。由於各國工資、市場情

況、關稅、政府管制、行銷策略、匯率等經濟或物質環境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國家

或地域，用相同的技術，製造相同商標的商品，其成本可能有極大的差別。又因為

各地的消費水準及購買能力的差異，而形成相同商品，其銷售的價格卻極為懸殊的

現象。平行輸入者將商品從產品價格較低之國度，輸入產品價格較高之國度，並且

由於搭商標專用權人或其代理商之便車（Free Ride），不必於商品廣告、售後服

務、瑕疵擔保等等之上，投注資本與心力，故其可坐享商標權人或其代理商，經長

久努力所立之商譽，其自得以較低之價格，進而瓜分代理商之市場利益6。此種平行

輸入之情況，尤以幣值盤升有利於進口營運時，最見活躍7。 

因此，商標權人及其授權之代理商，指責平行輸入者坐享代理商開拓市場的成

果，不勞而獲，且紊亂了市場價格，破了行銷秩序8，因其在自由競爭市場秩序下，

係不合法的獨占行為（Unlawful Monopolization），破壞輸入國之商標權人原有之行

銷計畫（Schene），本質上是一種違反競爭的行為（Anti-Competitive），應受反托

拉斯法之規制9。 

(二) 從平行輸入者的觀點而言 

平行輸入者（通常為貿易商）則認為，商標權人與其代理商控制商品供應，聯

合以高價壟斷市場，坐享暴利，而其輸入相同商標的低價商品，既非偽造仿冒商

標，又非不法的行為，循正常貿易途逕賺取利潤，又有利於消費者的選擇，有何不

可10？況且，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被授權人適法地貼附商標而販賣流通時，商標

                                                      
5 The United States Trademarks Association White Paper on Parallel Import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marks Association (1986). 
6 賴麗春，「真品平行輸入與商標權保護間之關係」，談平行輸入，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出版，160 (1991)。 
7 邱政宗，「歐美平行貿易規範的比較」，經濟日報，第 9版 (1991/6/12)。 
8 李茂堂，「從我國商標法看真正商品平行輸入的問題」，談平行輸入，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

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出版，29 (1991)。 
9 鄧振球，商標不正競爭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16-157 (1987)。 
10 李茂堂，前引註 8之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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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之行銷權即因此而消耗（Exhausted；Used Up）11。即經過第一次銷售（First 

Sale）後，商標權人即失去對該商品行銷之控制權，對他人其後之銷售或輸入等行

為，不得再基於商標權而對他人有所主張12。因此，平行輸入者主張，其合法買得

之商品，既然無附加限制於其上，則已取得該商品之完全所有權，應該可以自由處

分其所有物，無侵害商標可言。如禁止真正商品輸入，則不惟剝奪一般購買者選購

國內外商品之利益，且有悖自由競爭之原則13。 

(三) 從消費者的觀點而言 

若貿易商平行輸入之真正商品的品質，與內國商標權人所輸入之商品品質並無

不同時，則此平行輸入對商品之來源，及品質之保證，均無混淆及詐欺之虞14，對

於消費者不惟並無不利，且由於真正商品之平行輸入，復有阻止國內獨家壟斷價格

的功能，與商標法保護消費大眾之立法目的，正相吻合15，消費者亦樂於購買價格

較低，但品質相同的進口水貨。但若平行進口的真正商品品質，與內國商標權人所

輸入之商品品質有差異，確有水貨缺乏品質保證及缺乏售後服務的瑕疵存在。惟一

般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品質並非唯一指標，價格也很重要。一個理性的消費者，

在充分地掌握了價格及品質的資訊後，依然選擇較為低廉的水貨，即多多少少表明

了他們承擔風險之意願。尤其是合法水貨的進口，提供了為數眾多的中低收入階級

更低價格的同一商品，對消費者的福利，將有顯著的提升作用16。 

基於以上的論述，如何調和商標專用權人及其授權之代理商、平行輸入業者與

                                                      
11 趙梅君，「由商標法觀點論平行輸入問題」，談平行輸入，收錄於李旦編，中華民國全國工

業總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出版，125 (1991)。M. Gabay, “The Role of Trademarks i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ial Property, 107 (1981) . 

12 王伊忱，真正商品並行輸入之商標權侵害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44 
(1988)。 

13 蘇遠成，「論商標權之屬地主義－商標在國際上使用範圍」，法學叢刊，第 41 期，123 
(1966)。 

14 A. L. Limbury, “The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and Preven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the Courts 
of Australia,” Industrial Property, 308 (1985) ; E. Lipner, “The Legality of Paralslel Imports: Trademark, 
Antitrust, or Equity,” 19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53 (1984) . 

15 曾華松，「商標權的侵害與刑事制裁」，刑事法雜誌，第 28卷 2期，11 (1984)。 
16 王建全，「以經濟觀點看水貨的『平行輸入』」，中國時報，第 17 版，「焦點評論」 

(199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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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三方之間的利益，謀求其間的平衡點，以減少對消費者福利及國內市場合理

競爭性的衝擊，是探討真正商品平行輸入問題時，最重要的課題。 

三、真正商品平行輸入問題在著作權法上之分析 

真正商品平行輸入應否允許之問題，不僅僅發生於商標法之領域，即使在著作

權領域之中，亦為各國政府與學者爭議的焦點所在。以下謹就真正商品平行輸入之

學說問題，在著作權法上之效果分析說明如下： 

(一) 屬地主義 

著作權之取得，係採創作保護主義，毋庸踐履一定之方式17。因此其屬地性不

如採取註冊主義的商標權般強烈。且著作權法第 4 條之規定18，於符合該條兩款的

情形下，亦保護外國人之著作。所以，以屬地主義做為阻止著作物平行輸入之理

由，並不堅強。蓋主張反對真正商品之平行輸入者，最主要之理由即以屬地主義為

基礎，認為平行輸入之行為，應依輸入國法構成內國商標權之侵害，並不顧慮在外

國適法貼附商標之事實。惟對外國人著作的保護，在民國 79 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

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外國人原則上只有將其著作在我國首次發行，或者在互

惠的情形下，才可以申請著作權註冊，並於註冊後取得我國著作權的保護。民國 81

年著作權法則以平等互惠原則為基礎，參酌國際公約以及先進國家的立法例，對外

國人著作的保護做了重大的修正，即取消「註冊保護主義」，改採與本國人相同的

「創作保護主義」。因此，欲判斷平行輸入的著作物，有無侵害著作權人之著作權

時，則必須考慮在外國所生之事實。此結果適用於著作物平行輸入之事實，即可考

                                                      
17 現行著作權法第 10 條規定，係採用創作主義，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起，即取得著作權，並

不以註冊為要件。 
18 著作權法第 4 條規定：「外國人之著作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法享有著作權。但條約

或協定另有約定，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者，從其約定。一、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首次發行，或於

中華民國管轄域外首次發行後 30日內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發行者。但以該外國人之本國，對中
華民國人之著作，在相同之情形下，亦予保護且經查證屬實者為限。二、依條約、協定或其本國

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得在該國享有著作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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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輸入之著作物，其實是與內國同一的著作權人，或雖非同一人但有契約上、經濟

上關係之外國著作權人，在外國製造的著作物。如此之真正商品輸入到內國，對內

國著作權人而言，即其自己或「關係企業」產品之輸入，是否侵害著作權，違反著

作權法所保護之目的，即值得商榷19。 

(二) 品質差異說 

著作權標的物之種類，比商標所附著之商品種類還要繁多20。因此，著作物亦

可能因各地經濟情況、關稅、政府管制、市場大小、勞資、物價水準、貨幣升值等

因素，而影響其品質及價格，亦即其因地制宜性亦與商標的情況相同。而反對真正

商品平行輸入者即主張，若允許真正商品之平行輸入，就可能使著作權人原先預定

在甲地販賣之著作，流到乙地販賣，破壞了著作權人的政策。惟在此必須強調，智

慧財產權並不會因為使用而消失或耗損，因此使用這種知識的邊際成本等於零。依

據經濟理論為達到經濟效率，任何有興趣使用這項知識的人，都可免費使用，因為

這樣做並不會減少知識的存量21。因此著作物品質的差異並不如商品來得大，如著

作權人藉口著作物之品質差異，而實現區隔市場之目的，以達到獨占販賣的最終目

標，則會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 

(三) 商標權專為商標權人而存在說 

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著作權法制定之目的，是為了「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

調和社會公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因此，除了保護私益之目的之外，亦兼有維

護公益之性質。故此說適用於著作權法之領域，而主張禁止平行輸入，亦有如其在

商標法領域失之偏頗之憾22。 

                                                      
19 邱志平，前引註 4之論文，106-111。 
20 著作權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有稱著作，例示如下：一、語文著作。二、音樂著作。三、戲

劇、舞蹈著作。四、美術著作。五、攝影著作。六、圖形著作。七、視聽著作。八、錄音著作。

九、建築著作。十、電腦程式著作。前項各項著作例示內容，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21 邱振崑，「論智慧財產權的國際貿易爭議」，台灣經濟研究月刊，93 (1994)。 
22 對於此學說之說明與批評，詳見王藹芸，著作物平行輸入問題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18-1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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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盡理論 

美國著作權法有所謂「第一次銷售原則」（First Sale Doctrine）的規定，其意

義大致上與用盡理論相同。「第一次銷售原則」規定於 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第 109

條（A）項：「雖有第 106條第 3款之規定23，依本法合法完成之重製物或發音片之

所有人或其所授權之人，不必經著作權人之授權，得出售該重製物或發音片或就其

占有為其他處分。」24美國學者稱其為「第一次銷售原則」25。此項規定給與任何擁

有合法製造（Lawfully Made）的重製物或發音片之人散布的特權26，不僅僅給與由

第一次銷售而得到該物之人27。 

依該理論，如果重製物或發音片是在美國境外製造的話，它們即不符合上述第

109 條（a）項的必要條件－依本法製造。因此，該外國製的重製物或發音片，如果

未經著作權人的同意而輸入美國，即不可以散布28。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這個解釋，

就是要禁止這些外國的重製物或發音片輸入美國29。亦即在外國製造的重製物或發

音片，其輸入美國無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適用。而平行輸入之著作物，均係在外國所

製造的，始有發生平行輸入的可能。因此，援引美國第一次銷售原則的解釋，用盡

                                                      
23 1967年美國著作權法第 106條有著作權著作的排他權，其第 3款即規定：「…以銷售或其他

所有權移轉、或租借等方式，散布其著作之複製物或發音片之權。」section 106：Subject to 
sections 107 through 122,the owner of copyright under this title has the exclusive rights to do and to 
authorize any of the following：(3) to distribute copies or phonorecords of the copyrighted work to the 
public by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or by rental,lease,or lending;see U.S.Copyright 
Office,http://www.copyright.gov/title17/chapter0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0/5/10. 

24 17 U.S.C. Sec. 109 (a): 「The owner of a particular copy or phonorecord lawfully made under this 
title, or any person authorized by such owner, is entitl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pyright owner，to 
sell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py or phonorecord.」，各國著作權法令彙編，內
政部編印 (1990)。 

25 Meliville B. Nimme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and Practice,” Matthew Bender & Co.,Inc. 
(1990). Meliville B. Nimmer and David Nimmer, 2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hew Bender & Co., Inc. 
(1988) .  American International Pictures, Inc. v. Foreman，576F. 2d 661, 5th Cir. (1988). 

26 美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要支付作者「第二次使用費用（Secondary Use Fees）或是出借作者的
重製物，必須付給作者部分費用。 

27 2 Nimmer on Copyright, §8.12［B］［3］. See Platt & Munk Co. v. Republic Graphics. Inc., 
315F. 2d 847(2d Cir.)(1963)。 

28 T. B. Harms Co. v. Jem Records, Inc.,655 F. Supp. 1575 (D. N. J. 1987)；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 Inc. v. Scorpio Music Dis., 569F. Supp. 47 (E. D. Pa. 1983). 

29 Nimmer, OP. cit., §8［5］［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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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美國為第一次銷售原則）不能適用於著作物平行輸入的情形。但 1988 年美

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於 Sebastian Internation Inc. v. Consumer Contacts Ltd.一案中30，

對於此點亦有不同的看法，它認為“銷售的地點＂並非重要的事項，只要已將貼有

著作權標籤的貨物賣給國外的經銷商，那麼製造商即不能以無第一次銷售原則的適

用，主張進口商未經授權而進口，成立侵害著作權。故美國著作權法第 109 條「第

一次銷售原則」與第 602 條「侵害性輸入」的規定間，具有何種的關係，尚待司法

判決形成共識。 

(五) 商標功能說 

商標具有表彰商品的來源、品質以及廣告的功能；而著作權與商標權雖同屬無

體財產權之一種，但在性質上兩者卻不相同。著作權雖保障著作權人經濟上的利

益，但其長期目標卻在文化的進展，尤其偏重於文字、藝術等人文思想的前進31。

故商標權著重於商場的公平競爭，而著作權則保護全民文化的進步，兩者功能不

同，學說自然不可互用，因此商標功能說亦不能適用於著作權的領域之中。 

(六) 著作權保護的屬地主義 

我國著作權法第 4 條以平等互惠原則為基礎，參酌國際公約以及先進國家的立

法例，對外國人著作之保護加以規定。在保護之要件上，採取與本國人相同的「創

作保護主義」，只要符合第 4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即可享有著作權。惟同條項但書

規定，這種在我國首次發行而予以保護的情形，必須是該外國人的本國，對中華民

國人之著作，在相同之情形下，亦予保護且經查證屬實者為限。此種限制，在國際

公約及各國立法例中，相當特殊，因該規定之目的在於鼓勵外國人儘早將其著作在

我國發行，以促進我國文化的發展，外國人如已在我國首次發行其著作，則立法目

的已達，國人亦可享受到其精神創作的成果，自應對其予以保護，此時不當再以互

                                                      
30 Sebastian Internation Inc. v. Consumer Contacts Ltd.，847 F.2d 1093,7 USPQ 2d 1077(3d Cir.) 

(1988). 
31 賀德芬，「反仿冒法律規範的檢討－著作權及其他反仿冒法律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

書，第 41卷，388-389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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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原則加以限制32。故其規定是否有必要不無疑問。 

(七) 結論 

著作物平行輸入是否應予准許，各國文化發展的情況均不相同，因此不可一概

而論。到目前為止，各國均依其文化需求的迫切程度，有不同的寬嚴規定。上述著

作權保護的屬地主義，原屬國際私法的領域，其僅界定規範著作權的法律，而非按

照屬地主義，使著作權獲得其實質內容，故不宜以屬地主義作為解釋平行輸入是否

合法的論據。本文以為欲探求著作物平行輸入之當否，不可偏執一方，而必須就著

作權法規範的目的為通盤的考量，並衡量本國文化情勢，輔以公平交易法、貿易法

及關稅法等相關法規，以尋求最妥適的解決之道。 

四、中美著作權諮商談判過程與我國著作權法修正的

經過 

(一) 背景 

我國著作權制定於民國 17 年，其後雖經民國 33、38、53、74 年四次修正，但

由於朝野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問題並未重視，以致盜版猖獗，仿冒隨處可見，台

灣之「海盜王國」名聲，於國際間惡名昭彰。而當前世界上最積極謀求智慧財產權

保護的乃是美國，因為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已被美國政府及其產業界，公認為是恢復

其國際競爭力之最後一張王牌。因此，美國在國際貿易談判上，堅持將智慧財產權

關連事項列為烏拉圭回合談判之項目，期待將智慧財產權與國際貿易體系相結合。

然而 GATT 等多國間談判因各國利害對立，協議耗時難諧；而兩國間談判，美國得

運用其與對手國間存有鉅額貿易逆差之絕對性優勢，及綜合貿易及競爭力所定

                                                      
32 謝銘洋、陳家駿、馮震宇、陳逸南、蔡明誠合著，著作權法解讀，月旦出版公司，31-32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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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特別 301 等條款33為施壓工具，迫使對手國就範。在這種背景下，中美雙方自

1983 年起，於例行之貿易諮商會議外，另增「保護工業財產權諮商會議」，1984

年並擴大為「保護智慧財產權諮商會議」，自此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即成為雙方談判

之主要議題34。 

(二) 「中美著作權保護協定」草簽之始末 

美方最早就著作權保護問題要求與我方簽定中美著作權協定，始於民國 76 年

11 月 9 日。當時美國貿易談判的目的，是以幫助美國工業界打開台灣市場為目的，

美國認為我國的著作權保護程度太低，無法有效地保護著作權人，因此美方鍥而不

捨地在民國 77年 4月、10月，78年 1月、3月、5月、6月以及 7月等八次諮商過

程裡一再提出要求，終於在民國 78 年 7 月 13 日雙方達成協議，草簽「北美事務協

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35」（簡稱中美著作權協定），雙方承諾

對於對方國民之著作，給予符合國際標準的保護。當年 5 月我國曾被列入特別 301

條款「優先觀察名單」36，美方因而於當年 11 月 1 日公告，將我國自「優先觀察名

單」，降為「一般觀察名單」，而化解當年被報復的壓力37。 

                                                      
33 301、超級 301、特別 301 及 306 條款指的都是美國 1988 年通過的綜合貿易暨競爭力法（綜

貿法）中的條款。301 指的是該法中的第 301 條各款，而超級 301 則是該法的 301 條，特別 301
則是第 182條，306則是第 30條。對我國最有影響的是「特別 301」條款，是綜貿法修正 1974年
貿易法第 182 條款而來，所以稱為「特別 301」，由於美國貿易法的精神在於促進自由貿易，而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條款，在於限制其他國家對外國智慧財產權的自由使用，不僅與貿易法的直接

關聯不大，且方向亦不同，故以特別 301稱之。 
34 溫俊富，「透視美國智慧財產權戰略」，中國時報，第 6版，焦點評論(1993/3/27)。 
35 中美斷交後，美國國會於 1979 年 3 月制訂了「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並由卡特於 4月 10日簽署成為法律，使得台灣關係法成為中美關係重新調整後之法律依
據與基本架構。美國在台協會（Amerm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AIT）與北美事務協調會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CCNAA）則成為推動中美實質關係的正式管
道。請參閱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 30年」，中華日報社印行，481-483 (1986)。 

36 特別 301 條款的目標是針對智慧財產權。美國貿易代表署通常在每年 3 月底前公布障礙調查
報告，4 月底前公告特別 301 的優先國家及報復產品清單，公布 30 日內，決定是否就這些優先國
家進行調查，此即為「優先觀察名單」，然後有 6 個月的諮詢時間，被列為優先國家者在 6 個月
內一定要解決問題，否則美國會採取報復行動，但若未列為優先國家，則無規定要在多久期限內

應解決問題。 
37 謝銘洋、陳家駿、馮震宇、陳逸南、蔡明誠合著，前引註 32 書，附錄「中美諮商談判與著

作權法修正經過」，月旦出版公司，266-270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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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國 81年 6月 10日著作權法修正 

1989年 7月 13日草簽之中美著作權協定第 14條規範的客體原僅為未經著作權

人授權的重製品輸入。因此，我國著作權法於民國 81 年 6 月 10 日修正時，即依協

定第 14 條增列著作權法第 87 條，其中第 3 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

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三、意圖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散布，而輸入在該區域內重

製係屬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者。」本條文義模糊不清，造成內政部就此條款的

解釋，因美方的壓力，而先後有不同的函示38。 

(四) 民國 82年 4月 24日著作權法之修正 

就在各方對於應否准許著作物平行輸入爭論不休之際，美方又派員來台表達保

護智慧財產權等方面所持的堅決態度，並指我國違反協定的規定，揚言對我國採取

貿易報復。我方代表團只得再次赴美談判，以解除 301 條款的報復壓力。最終我國

於民國 82 年 4 月 24 日修正公布著作權法，於第 87 條第 4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

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第 87 條之 1 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前條第 4 款規定，不適用之：一、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用而輸入者。二、

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

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者。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

部分而輸入者。四、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隨同貨物、

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五、附屬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說明書或操作手

冊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適用此例外規定的項目包括五大

類：一、書籍、雜誌。二、錄音帶、雷射唱片。三、視聽品、錄影帶。四、美術

品。五、電腦軟體。在立法理由中並言明此係為「間接賦予著作權人輸入權」，則

此條款即係真正對真品平行輸入加以規定之條文。 

                                                      
38 內政部台（81）內著字第 8114681號函。內政部台（81）內著字第 818684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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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國 92年 7月 9日著作權法之修正 

民國 92年 7月 9日增訂著作權法第 28條之 1第 1項：「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利」，賦予著作權人之散布權；

同時於第 59 條之 1 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

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明確表明權利用盡原則（或稱

「第一次銷售原則」）。第 28 條之 1 賦予著作權人散布權，立法理由中說明，此

條文之新增包括參照國際公約及諸多國家立法例，在我國修法前未賦予散布權而僅

以出租權方式賦予著作權人部分散布權的情況下，本條之新增可謂補其不足。至於

第 59 條之 1 係在第 28 條之 1 賦予著作權人散布權之同時，以權利用盡原則嘗試調

和著作財產權人之散布權與著作物所有人物權之間的關係，認為一旦著作財產權人

將著作原件或合法重製物移轉所有權，基於物之所有權人本得自由管理、使用、處

分並收益該物之權利，著作財產權人之散布權因而用盡，不得再主張散布權。至於

此處權利用盡原則與第 87 條第 4 款真品平行輸入規定之關係，因第 87 條第 4 款，

對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認為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似採所謂屬地主義之第一次銷售原則，只要未得著作權利人同意於中華民國境

內散布之授權下，仍不得將該物輸入中華民國境內。 

由上述說明可知，現行著作權法於第 28 條之 1 賦予著作權人散布權，並於第

87 條第 4 款賦予著作權人禁止他人未經同意輸入其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原則上禁

止真品平行輸入。第 87 條之 1 則反應各國不同的交易習慣或基於實際需要，明列

五款排除事由，於該五種情況下不對他人之輸入行為加以限制。 

五、我國實務對真品平行輸入的見解 

(一) 內政部的見解 

如前所述，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乃美國最後一張王牌，而保護智慧財產權只是手

段，其目的在提高其產業競爭力，因此不惜謀取只有美國業者獨享之利益，因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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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頻頻對我施壓，要求我方解釋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即為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

的規定。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內政部於民國 88 年間，將著作權有關業務，移撥

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因而針對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以 81/68/12 台（81）

內著字第 8114681 號函做出明確條文釋義，指出該款是指「意圖在中華民國管轄區

域內散布而輸入重製物之人，若無權在中華民國重製，則其輸入之物係屬侵害物，

而其輸入之行為則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亦即輸入人之輸入行為若未經著作權

人或製版權人同意或授權，則該輸入行為應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其理由有

二，首按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之文字雖未於「重製」之前明訂重製之主體，惟

從該款整體文字觀之，其主體為意圖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散布而輸入之人，是該

款文字係以輸入之人是否有權在該區域內（按：即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重製，衡

量其輸入之物是否為侵害物之標準，亦即輸入之人若無權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重

製，則其輸入之物即為侵害物。其次為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係為執行協定第 14

條而規定，協定第 1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明白指出，係以輸入之人是否有權重製為

衡量輸入之物是否為侵害物之標準，亦即輸入之人若無權重製，則其輸入之物即為

侵害物。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若不依協定作上述之解釋，則我國將違反協定，

且將導致中美雙方嚴重貿易摩擦。 

內政部此項解釋一公布，立即引起各行各業陷入隨時可能觸法的恐慌，尤其是

視聽事業及資訊業者。況且若輸入者在台灣有重製權，其在台灣重製即可，何必輸

入39？隨後內政部此種「以輸入物是否為權利人授權製造作為是否侵害之標準」，

引起美方的不滿，進而造成 82年 4月 24日之修法。於 81年 9月 23日召開「著作

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解釋疑義」研討會40，會後達成決議將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

變更解釋為「以重製物是否係著作權人授權重製，及衡量輸入是否視為侵害著作

權，以判斷有無侵害著作權」，並建議行政院新聞局協調電影業者與影碟業者，建

立產銷秩序。因此，內政部於 81/11/03 台（81）內著字第 8186845 號函中，即變更

對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的解釋：「…該款所稱『在該區域內重製係屬侵害著作

權或製版權』係以系爭重製物是否為著作權人或其授權之人製造，為衡量在『在該

                                                      
39 蔡英文，張秋卿合著，「真正商品平行輸入之合法性」，智慧財產權叢書－談平行輸入，中

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編印，96-97 (1991)。 
40 「著作權法第 87條第 3款解釋疑義」研討會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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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重製是否為侵害』之標準，若重製物係著作權人或其授權之人重製，則在該

區域內重製並非侵害。」其變更解釋之理由為：(1)協定第 14 條第 1 項後段之文

字，經美方於 81.8.28 函說明，並不意謂進口商須同時被授權重製該著作。如此則

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之解釋，只好回歸協定第 14 條第 1 項前段「侵害物係指侵

害依國內法及本協定所規定之專屬權利之任何著作版本」之原則。(2)而我著作權法

（包括 74 年及 81 年修正公布者）並未規定輸入權之專有權利，又協定第 6 至 11

條亦未明定輸入權，是以未經著作權人同意而輸入重製物，並未侵害著作權人任何

專有權利，亦即該輸入物並非侵害物。(3)因此，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所能禁止

者，僅指重製物在輸出國係屬未得授權之重製者。另外該函亦指出：「本解釋係針

對所有著作權種類。惟據瞭解視聽著作若允許真品輸入後，將對電影業產生重大衝

擊，不過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3 款之解釋，無法就特定著作權種類作例外解釋，是

請行政院新聞局依主管之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規範視聽著作（如影碟錄影節目

帶）之輸入發行，以利視聽著作權之保護。」 

82 年 4 月 24 日我國修正著作權法第 3 款及第 4 款，賦予著作人輸入權，並增

訂第 87 條之 1 作為輸入權之例外規定。內政部因此以 84/09/13 台（84）內著字第

8417389號函解釋謂：「按 82年 4月間，美方為防堵我方部分不肖業者將美國人享

有著作財產權之合法著作重製物（主要為視聽著作重製物）輸入後，非法於有線電

視台公開播送、於 KTV 等場所公開上映或進一步將之非法重製後於錄影帶出租店

出租等違法侵害其權益之行為，爰與我方諮商，要求增訂賦與「輸入權」，僅於特

定情形，其中包括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個人利用之情形（且輸入件數須受一定

限制），得例外不需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逕予輸入。由於我方基於國家整體利

益考慮，為避免美方以所謂「301」貿易報復，爰參照雙方諮商達成之協議修正著

作權法第 87條之 1」。 

綜上所述，內政部之解釋，多依當時美方對我施壓之現實情況，配合法律之修

正以解釋。 

(二) 法院的見解 

真正商品平行輸入是否合法的問題存在已久，民國 80 年 5 月台北地方法院判



 著作物平行輸入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93 

決本地貿易商擅自由美國進口可口可樂在台販售，分別侵害美國可口可樂公司與台

灣可口可樂公司商標專用權及使用權41，判決貿易商敗訴之後，再次炒熱此一問題

並引起業者、學界、法界之爭論。惟可口可樂另一相同案例事實之案件，在板橋地

方法院卻出現完全相反之判決，即判決貿易商勝訴42。顯然司法實務上對同一問題

亦有極端不同看法43。 

1. 民國 82年 4月 24日著作權法第 87條修正之前 

(1) 法務部於民國 82 年 1 月份法律問題座談會 

針對「真品平行輸入」之刑責問題討論，作成審查意見認為，如果行為係在公

平交易法施行前，則採「否定說」為當（即無刑責）；但如果係在公平交易法施後

（民國 81 年 2 月 4 日），則以條件說為當。法務部指出，真品平行輸入行為不構

成商標法第 62 條第 1、2 款之罪，理由為商標法立法之目的，除在保障商標專用權

人之權益外，尚應考量消費者利益，若行為人所為無損及消費者權益，反有利於消

費者時，則其行為不罰。 

至於採「條件說」之理由是認為，真品輸入行為是否合法，應綜合行為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履行情況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

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因此，法務部認為真品平行輸入之情形若符合「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之構成要件，經中央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其行為不停止者」，才應負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36條之刑責44。 

                                                      
41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80年度訴字第 803號民事判決。 
42 板橋地方法院 80年度訴字第 207號判決。 
43 實務上認為商品平行輸入不違反商標法者，有：73 年台北地檢處「木曾」商標案不起訴處分

書、高等法院 77 年度上易字第 3717 號、台北地方法院 79 年度訴字第 2656 號民事判決、台北地
方法院 81年度上訴字第 1081號刑事判決、高等法院 82年度上訴字第 790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
81年度台上字第 2444號民事判決。認為商品平行輸入違反商標法者，有：76年 10月法務部司法
官訓練所司法實務研究會 31 期「保護智慧財產權法律問題結論」，案號 20(請參閱趙梅君，「由
商標法觀點論商品平行輸入的問題，談平行輸入，智慧財產權叢書(一)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印行，141-143 (1990)。台北地方法院 80年度訴字第 803號民事判決。 

44 楊肅民，「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法法務部傾向『條件說』」，中國時報，第 17 版，經濟新
聞（1993/1/15）；曾維茂，「最高法院裁判要旨與法務部決議看法相同真品平行輸入不違商標
法」，經濟日報，第 9版，企業實務（199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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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高等法院於民國 80 年 11 月 7、8 日舉行的法律座談會 

台灣高等法院於該次法律座談會通過了審查意見，明確表達了真品平行輸入之

行為不應予以限制，應准予自由進口的見解。其理由為：(1)在不違反國內現行商標

法的情況下，宜尊重市場自由競爭的機能，允許真品平行輸入的行為。(2)在過去高

關稅時期，國內生產者已得到多年保護，如今關稅已有幅降低，進口產品增加，是

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味限制真品平行輸入的行為，對於消費者的利益將造成極大的

傷害45。 

(3) 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2444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此號判決亦認為，真品平行輸入不構成侵害商標使用權。其裁判要旨

為：真正商品之平行輸入，其品質與我國商標使用權人行銷之同一商品相若，且無

引起消費者混同誤認欺矇之虞者，對我國商標使用權人之營業信譽及消費者之利益

均無損害，並可防止我國商標使用權人獨占市場控制商品價格，因而促進價格之競

爭，使消費者購買同一商品有選擇之餘地，享受自由競爭之利益，於商標法之目並

不違背，在此範圍內應認為不構成侵害商標使用權。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5380 號判決，亦以是否會引起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其為商標專用權人或其授權之

使用者、指定之代理商、經銷商，作為是否侵害商標權之認定標準。 

(4) 台灣高等法院有關真品平行輸入之判決 

台灣高等法院有關真品平行輸入之判決為 82 年度上訴字第 790 號判決，其亦

係依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第 2444 號之裁判要旨，及 80 年 11 月 7、8 日法律座

談會審查意見，認為真品平行輸入並不構成侵害商標使用權。 

綜上所述，在民國 82 年 4 月 24 日著作權法第 87 條修正之前，法院判決多數

認為，著作物平行輸入並不違反著作權法。 

2. 民國 82年 4月 24日著作權法第 87條修正之後 

民國 82 年 4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則明定第 87 條第 4 款「未經著作

                                                      
45 高等法院此項結論，是委託台灣經濟研究所提供意見，而由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提供

的見解，而列為提案的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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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可說賦予著作財產權人輸入權。然

而輸入權基本上係散布權之延長，雖當時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2 款對「明知為侵害

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陳列或持有或意圖營利而交付」之行為認

為係「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似乎使著作權人有散布權之實46，然而我國著

作權法既未明確有散布權之規定，卻有輸入權之特別規定，立法例上甚為奇特。於

民國 82 年 4 月 24 日新舊法交接時刻出現的問題是，若真品平行輸入行為發生於民

國 82 年 4月 24日前，而其出租營利行為發生於民國 82 年 4月 24日之後，則是否

違反第 60 條「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

物」？意即原非違法之輸入行為，在民國 82 年 4 月 24 日增訂真品平行輸入規範

後，是否使該輸入物成為不法，而使出租營利行為違法？司法實務見解亦不相同47： 

(1)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84 年易字第 2520 號刑事判決 

該判決認為：「依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4 款之規範意旨，於 82 年 4 月 26 日生

效時，未經授權擅自輸入之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即不能認為是合法著作物原件或

重製物。從而在著作權法第 87 條修正後出租擅自輸入之著作物，縱輸入行為在著

作權法第 87 條修正前，應無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之問題」，意即 82 年 4 月 26 日

修法後，該輸入之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已非合法之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雖該輸入

行為因為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而不能認為違法，但既然出租行為在 82 年 4 月 26 日

之後，該出租行為即應受新法所規範，而不得出租非合法之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 

(2)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84 年易字第 356 號刑事判決 

本判決則指出：「此款（指第 87 條第 4 款）係在 82 年 4 月 25 日經立法院修

正，總統令公布施行，82 年 4 月 25 日前既無處罰著作物平行輸入之行為，依罪刑

法定主義，其前平行輸入著作重製物之行為應係合法，其所有權人即屬該法第 60

條所稱之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以及該輸入行為既然因為法律不溯及既往而

合法，該輸入之著作物原件及重製物則為合法，出租人自得依第 60 條加以出租，

台灣台中地方法院 84 年易字第 114號刑事判決亦採相同見解。 

                                                      
46 章忠信，「著作權法真品平行輸入之研究」，資訊法務透析，70 (1998)。 
47 以上問題之提出及相關判決之整理，均係轉摘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

院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所作之「禁止真品平行輸入法制之研究」期末報告，171-17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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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高等法院 86 年度上更(二)字第 627 號刑事判決 

著作權法第 87 條之 1 主要爭議出現在第 3 款「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

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若該個人又將

攜入品加以買賣或出租營利，是否侵害著作權？「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與前

述「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間以「或」連接，是否表示即使為輸入者散布

或營利之利用，只要屬於行李之一部分就係合法行為？台灣高等法院 86 年度上更

(二)字第 627 號刑事判決認為，以入境行李所攜入的真品可以從事營利行為，其他

輸入方式的真品非得著作權人同意則不得營利48。 

(4) 86 年易字第 3584 號判決 

著作權法第 87 條之 1 第 4 款「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

物，隨同貨物、機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於使用或

操作貨物、機器或設備時不得重製」所謂「附含於」之意義就指為何？應如何判

斷？86 年易字第 3584 號判決指出：「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附含於貨物之內，該貨

物究竟僅係媒介物，或為一獨立貨物主體，其判斷標準自應依據著作權法之立法精

神，再參諸社會通常價值觀念而決之。以告訴人所提照片為例，攝影著作自然必須

附著於照片之上，照片不過表現其攝影著作之媒介物而已，自以攝影著作為主體；

以被告所提鬧鐘為例，音樂著作附著於鬧鐘之內，不過增加鬧鐘之價值而已，除去

音樂著作，鬧鐘仍不失為鬧鐘，自以鬧鐘為主體。是故，照片不得為貨物主體，而

鬧鐘自得為貨物主體。因此，以主從觀念而觀之本案，告訴人之美術圖案固可增加

手錶之價值，加強消費者購買之誘因；惟消費者所購買者係用以對時之手錶，並非

用以觀賞之美術圖案，自以手錶為主體。茲被告既係輸入手錶貨物，則告訴人之美

術著作自係因手錶之合法輸入而輸入，依據同法第 87 條之 1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排除同法第 87 條第 4 款之禁止規定，不得將之視為侵害告訴人之著作權」，意即

是否為「附含」應視物品之主從關係決定49。 

                                                      
48 同上註，174-175。 
49 同上註，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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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2272 號刑事判決 

該號刑事判決，則以著作權法 82 年 4 月 24 日修正 87 條第 4 款為「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之立法理

由，即係為加強保護著作財產權人及製版權人之權益，以擬制之立法體例，間接賦

予著作財產權人專屬輸入權為由，因而認為如係屬經著作權人合法授權製作之真

品，則其等輸入之行為，是否侵害告訴人之著作財產權，自應視告訴人被專屬授權

之範圍為何？方能判定。 

(6) 智慧財產法院 97 年度民著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 

智慧財產法院是號民事判決之事實，原告對於被告販售平行輸入之由原告代理

銷售之系爭商品，並不主張被告為違法或侵權之行為，但對於被告於所經營之購物

頻道公開傳輸、展示原告之系爭商品說明手冊，則主張侵害原告的著作權。本件判

決理由雖認原告擁有系爭商品說明手冊之著作權，但被告於購物頻道上展示的畫面

不足 1 秒，難以辨識其內容，故認定被告並未侵害原告之著作財產權。至於原告主

張被告有「搭便車」之嫌，因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第 32 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部分，該判決則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係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規定，其目的

在於維持自由競爭手段，以建立市場競爭秩序，管制不當競爭行為，亦即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本件被告既經認定不侵害原告著作權，實無造成

消費大眾誤認該商品來源係為原告，依其情節亦無不當競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情

形，而無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適用。 

(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解釋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1 年 4 月 16 日初步決定，真品平行輸入的行為，不違

反公平交易法，不應禁止；但是貿易商如果未在產品上明確標示，或積極利用代理

商的強勢廣告，方便自己進口產品的銷售，仍違反公平交易法50。同年 4 月 22 日公

                                                      
50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於民國 82 年 3 月 13 日舉行一項「跨國企業及真品平行輸入」的座談會

中，亦認為真品平行輸入是否合法，應依產品的不同，及是否會造成消費者混淆等情況而定。請

參閱何世全，「真品平行輸入應否合法產官學獲共識」，經濟日報，第 4 版，綜合新聞（1993/ 
3/14）；宋宗信，「真品平行輸入不違反公交法」，經濟日報，第 1 版，要聞（1992/4/17）；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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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委員會正式決議：一、真品平行輸入與仿冒之構成要件不符，不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二、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須視

平行輸入者之行為事實，是否故意造成消費大眾誤認其商品來源為斷。三、貿易商

自國外輸入已經原廠授權代理商進口或製造商生產者，因國內代理商投入大量行銷

成本或費用致商品為消費者所共知，故倘貿易商對於商品之內容、來源、進口廠商

名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行為使消費者誤認係代理商所進口銷售之商品，即所謂

故意「搭便車行為」，則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定之「欺罔」或「顯失公平」

行為51。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基於公平交易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認為真品平行輸入應該允

許。 

六、著作物平行輸入問題在公平交易法上之探討 

(一) 概說 

智慧財產權有別於民法物權之有體性者，在於其為無體財產權；而有別於債權

之相對性者，在於其之絕對性。故智慧財產權為一種帶有絕對性之無體財產權，在

經濟學之考量亦與一般財產權不同。從經濟學角度為分類，經濟財可分為公共財及

私有財。公共財泛指一切財貨，其邊際消費成本為零，亦即每多一個單位的消費，

成本不會相對增加，亦不會減少財貨的存量；且其供給者無法將供給限於某些對

象，而排除其他人之消費，故供給者很難以限制消費對象來收取費用52。此種特性

使得其財產權的價值較低，因此製造供給公共財之意願相對較低。為鼓勵大眾製造

供給公共財，解決的辦法有兩種：一為以法律手段將公共財轉化為私有財；二為以

政府為公共財之供給者，而政府的成本支出可由全民之稅收支付。前者最具體的表

現即為智慧財產權。此種法律手段有兩個特點：一為創造法律上的壟斷權，而將之

                                                        
麗娟，「公平會：真品平行輸入未違法」，自立晚報，第 4版，民生動態 (1992/4/22)。 

51 公研釋 003 號：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1 卷第
4期，6 (2002)。 

52 蔡英文，「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政大法學評論，256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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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公共財之供給者；二為加強法律之執行，以保護供給者之壟斷權（即排他權）53。

此轉化過程所借用的壟斷權觀念，卻與公平交易法之反獨占目的相牴觸。惟公平交

易法的適用範圍僅及於已轉化為私有財的公共財，因此公共財與轉化過程中所牽涉

的壟斷權的發生，不在其適用範圍之內。故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

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惟在我國，禁止權利濫用本為民法上一項基本法理及原則，學者以為此至少包

含三種內涵54：一為禁止權利之濫用（我國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二為誠實信用

原則（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第 219 條）；三為背善良風俗之侵權（民法第 148 條

1 項後段）。不論從民法的立法理由書中或學者的意見，都可看出所謂禁止權利濫

用或是誠信原則的法理，絕非僅適用於一般民法而已，任何法領域皆有其適用，故

智慧財產法亦然55。因此，若著作權人濫用其獨占權利，以達到壟斷市場的目的，

造成不公平競爭的情形，則亦有公平交易法的適用。以下即就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

後，著作權人與被授權人之間的關係，探討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的可能。 

(二) 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與獨占的關係 

所謂獨占，依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

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同條第 2 項規定，二以上事業，實

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外國製造商授權本地商人獨家經銷權，是否會賦予經銷商在國內市場上的獨占地

位？獨占行為合理與否，必須追溯其獨占力的來源。如果由於規模經濟所形成的自

然獨占，或因技術創新取得專利，對社會有所項獻所形成的獨占，一般人自然無置

喙餘地。然而，如果獨占力的來源係出自於人為的私相授受而形成，自不宜聽任其

坐大而不加以限制56。 

                                                      
53 蔡英文，「公平交易法與智慧財產權」，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會議紀錄，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籌備處與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律研究所合辦，第 4 場議題「智慧財產權與營業競
爭」，256-257 (1992)。 

54 史尚寬，債法總論，224-328 (1972)。 
55 陳家駿，「從智慧財產權觀點，談權利濫用在公平交易法中之適用」，資訊法務透析，32-33 

(1993)。 
56 王建全，「以經濟觀點看水貨的『平行輸入』」，中國時報，第 17 版，焦點評論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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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何謂「特定市場」57？依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係指事業就一定之

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一般來說，所謂「特定市場」，係由商品

（或服務）市場及區域（或地理）市場所構成58，關於商品市場之界定，美國司法

界歷年之案例59，皆將判決重心置於商品替代性，而非僅以商品之名稱或外貌來界

定市場種類。而事實上各國實務亦著重需方之產品代替可能性之分析與求證，以確

定市場是否同一60；從而，替代性愈高之產品，其構成獨占性之可能性即愈低。而

在地理市場界定之問題，美國法界傾向於以具有競爭性之地理區，做為界定地理市

場之標準，且有縮小市場區域以達到維持公平競爭並保護消費者之目的61。故以上

特定市場的判斷，性質上應屬一種事後判斷；而我國立法採事前判斷，固為使法之

適用有確定性，但與所規範之市場行為特性，有相牴觸之嫌。於著作物平行輸入之

情形，著作物通常具替代可能性，例如：有關論述「國際貿易」的書籍，在外國可

能不只一位作者著書，美國著作權人 A縱使授權我國甲經銷商，獨家銷售 A所著的

「國際貿易」一書，但我國乙經銷商仍可從國外進口 B 作者所著「國際貿易」書

籍，而替代 A 作者的「國際貿易」一書作為同一的用途。因此，禁止著作物平行輸

入之後，著作權人與被授權經銷商之間未必會構成違法的獨占，此時必須視該著作

物在特定市場上獨占勢力之大小，而就具體個案判斷之。 

(三) 禁止平行輸入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前段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

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即知公平交易法號稱「經濟憲法」，

                                                        
29)。 

57 在美國之判例則稱之為「相關市場」（Relevant Market）。William C. Holm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Law,” 6-3 (1986)；及謝杞森，競爭法規定對總經銷商之規範，國立政治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53以下(1990)。 

58 邱志平，真正商品平行輸入問題的研究，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60-165 (1986)。 
59 如 1956年 United States v. E. 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351 U.S. 377 (1956) 案、1950年

Times-Picayune Pub. Co. V. United States, 345 U.S. 594 (1950) 案及 1966年 United States V. Grinnell 
Corp., 384 U.S. 563 (1966)案。 

60 何之邁，「控制企業經濟力濫用之研究（下）」，法學叢刊，第 131期，64 (1988)。 
61 鄭哲民，「公平交易法與電腦軟體業關係之研究」，公平交易法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45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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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目的即在保護自由競爭、維持正常、合理的價格機能，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因此以下即就幾種常見之聯合行為，探討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 

1. 轉售價格之制約 

即外國著作權人限制國內經銷商銷售其著作物之價格。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

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

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故外國著作權人不得限制

國內經銷商銷售其著作物之價格。此或許是基於知識廣泛傳播的考量因素，惟應注

意，不可讓經銷商將此當作保障自己高額利潤的藉口62。 

2. 垂直非價格交易之限制 

垂直交易限制依其是否以價格為限制競爭之手段，可區分為垂直之價格限制

（Vertical Price Restriction），即前述的維持轉售價格；以及垂直之非價格限制

（ Vertical Non Price Restrictions），一般又稱為排他性交易（ Exclusive 

Arrangement），通常可再細分為搭售、獨家交易契約及地域、顧客限制等幾種行為

類型。以下即就排他性交易常見的類型，分析如下： 

(1) 搭售（Tying Arrangement） 

所謂搭售，係指買受人欲購買甲產品（搭售產品，The Tying Product）時，出

賣人要求買受人必須亦連帶購買乙產品（被搭售產品，The Tied Product），否則拒

絕單獨出售甲產品給予買受人之行為63。搭售設計對市場競爭會產生破壞被搭售產

品市場之競爭；阻礙新的競爭者加入市場；剝奪買受人之購買自由；逃避價格管制64

等影響。美國 United States v. Loew’s Inc.（1962）一案65即為涉及「整批訂購」

（Blockbooking）的案例，其是否違反反托拉斯的爭點，即在於被告是否具有足夠

之市場控制力（Market Power）。美國最高法院認為，透過「搭售的安排」（Tying 

                                                      
62 謝杞森 ，前引註 57之論文，247。 
63 「公平交易法對垂直非價格交易限制行為之規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籌備處業務組工

作報告，3 (1991)。 
64 同上註，4-5。 
65 371 U.S.38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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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被告具有此種控制力，並且專利法上權利濫用原則，可以適用到著作權法

上。就本案而言，當搭售之產品具有專利或著作權時，即可推斷其具有市場經濟的

控制力66，而違反反托拉斯法。在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1）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之理由亦認為：「…查該 40 部院線片的內容並非自成一套，原可一部部

購買，而被處分人卻不許出租業者只簽其中之數部，及不許出租業者選片，則其約

定便有搭售之特徵。該公司係利用握有特定錄影帶獨家發行之市場優勢，以簽訂定

型化契約進行搭售行為，而出租業者在與之簽約後，因其資金融通受到限制，因而

降低向其他錄影帶發行業進購錄影帶轉租之能力，並使錄影帶發行業之競爭活動產

生抑制與妨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67之規定。」因此，搭售行為違法

與否的考量因素中，出賣人在搭售產品市場是否擁有足夠之市場力，是極為重要的

考量因素之一。 

(2) 獨家交易安排（Exclusive Dealing Arrangement） 

所謂獨家交易安排，係指供應商限制其經銷商僅能向其購買，而不能銷售其競

爭者品牌商品之交易限制。獨家交易安排固然經常被人視為有造成限制經銷商的營

業自由；阻礙其他競爭者進入市場；限制消費者購買自由的效果。但是獨家交易的

安排，亦非一無是處，它的存在能增進效率、降底成本，在若干個案中，更有促進

競爭、提升消費者福利的效果。由於獨家交易安排在經濟上之評價正負面兼有，故

各國於其相關法規中，對於判斷獨家交易安排是否違法，只規定當其會造成破壞競

爭秩序之結果時，方屬違法68。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判斷交易安排是否妨害市場競爭之可能時，即應考慮下

述因素：一為發動獨家交易安排廠商之市場占有率之高低；二為該獨家交易安排排

除競爭的程度；三為獨家交易安排存在時間之長短；四為是否存在合理的抗辯。此

                                                      
66 同樣類型的案例，United States v. Paramount，Inc.，334 U.S.131 (1948)，最高法院認為「整

批訂購」這種業界流行作法，係由授權人要求被授權人在授權之若干流行電影片中，必須同意接

受夾帶幾部不流行的片子的一種安排，下級法院基於專利法上權利濫用原則，判定派拉蒙電影公

司不得藉授予某些著作權作品權限，不當地將其著作權之壟斷（Copyright Monopoly）擴大
（Enlarge）至其他著作權作品，故構成著作權濫用，最高法院已接受此種見解。 

67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
不得為之：…(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68 范建得，莊春發合著，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公平交易法叢書系列 2，健新出版社，19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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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配銷管道可供選擇，亦為考量獨家交易是否違法的重要因

素69。 

(3) 經銷地區及對象限制 

所謂經銷地區限制，係指劃定一定銷售區域，禁止其交易相對人僅能於該特定

區域內銷售，而不能越區銷售之限制交易行為；至於對象的限制，則是限制交易相

對人僅得將產品售與，或不得售與特定第三人之限制交易行為。此種限制在經濟上

的評價，就正面評價來說，包括可激勵經銷商之投資意願；避免搭便車行為以促進

競爭；從事差別取價；有助於追蹤瑕疵產品。而負面評價則包括經銷商之販賣自由

受到限制；削弱同一品牌產品之競爭；消費者購買選擇遭受剝奪。 

以分配地區獨家經銷而言，就廠商來說，可以專心輔導該獨家經銷商在該地區

之推銷商品，有助於市場的開拓；就獨家經銷商而言，可以確保其所分配地區，就

該商品之銷售，無其他經銷商與其競爭，可以安心經營。以此而論，獨家經銷之安

排，似對廠商及經銷商兩者皆蒙其利70，但地區性獨家經濟之安排，如在設計上及

實際執行上，若顯現其體系不完整而有缺漏時，其本身即會使其經銷商間形成不公

平競爭7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2）公處字 009 號處分書之理由認為：「…被處分人

在經銷同意書中所規定之定點銷售、特定交易相對人等事項，均已限制下游經銷商

之事業活動。…又被處分人所出版之「段層掃描」，在升高中參考書中已有相當之

知名度，再加上「段層掃描」係著作物，本身即具有相當程度之獨占特性，同時在

升學競爭激烈，參考書使用情形普遍，如由學校或補習班教師指定後購買，替代性

即相形減低，而經銷商因被侷限在固定定點營業，不但無法將經銷範圍拓展定點範

圍外，即使在定點範圍內，亦因有不得轉手之限制，在缺貨之情形下，亦無法向同

業調貨，此事業活動之限制在實質上，顯已妨礙經銷商間之公平競爭。」故考量地

區及對象限制違法與否之因素，應將重點置於實施限制廠商所處的市場結構及本身

                                                      
69 前引註 63之工作報告，22-24。 
70 廖義男，「分配地區獨家經銷」，工商時報，第 2 版，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系列之 12 

(1991/10/10)。 
71 廖義男，「獨家總經銷與平行輸入」，工商時報，第 2 版，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系列之 13 

(199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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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力。所處市場集中度愈高，產品差異化情況愈明顯，市場進入障礙愈高，則

廠商的限制行為愈有產生妨礙市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此外，實施地區及對象限制廠

商的市場力量強弱，亦為判斷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72。 

綜上所述，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

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究指何種行為態樣，由於市場上交易型態繁雜，實難

事先明確定義，尚須於實際案例發生後，就其行為類型加以判定，而各種行為對競

爭之影響，更須依行為性質個別檢討。惟一般而言，若實施交易限制廠商所處市場

結構愈集中，或其本身市場力愈強時，則其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應愈顯著。因此

判斷真品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即必須先判斷平行輸入業者是否係以「不

正當」的方法來使競爭者的相對人與自己進行交易，以及平行輸入業者之平白享用

他人商譽，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73。 

七、我國著作權法有關禁止平行輸入之檢討一代結論 

我國於民國 82年 4月 26日公布施行著作權法第 87條及 87條之 1的修正案，

終於使得美國貿易代表署，於同年 5 月 1 日公布的特別 301 貿易檢討名單中，將我

國列為「優先觀察名單」中的立即行動計劃國家，並同時向我國提出一份「立即行

動計劃」，要求我國必須在 7 月 31 日前解決智慧財產權，以及美國視聽著作物進

入我國市場的問題。此種結果使得飽受擔憂之國內廠商，以及受盡責難的行政部門

和前線努力折衝的人士為之大鬆一口氣。該次中美經貿談判的過程中，禁止未經授

權的著作物平行輸入問題，似乎是談判的主題，但進一步瞭解談判的背景後，會發

現除了我國出口競爭力對美國業者造成威脅，以及我國國內市場對美國廠商構成強

烈誘因外，國內仿冒猖獗已嚴重侵害美國的利益才是主因。這使得貿易保護主義色

彩濃厚的美國，漸漸不能忍受利益的流失，因此頻頻以 301 條款壓迫我國重視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當時我國盜版情形泛濫、第 4 台違法經營確是事實，政府縱容第 4 台的結果，

                                                      
72 前引註 63之工作報告，26-27。 
73 蔡孟佳，「從公平交易法看真品平行輸入」，今日合庫，9-10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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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國人民食 301 威脅的苦果，亦讓我們付出了犠牲吸收外國第一手資料的代價。

基本上，我們要在文化上踏上國際舞台，就必須要在文化結構上脫胎換骨，因此著

作權的退讓，必須是基於文化轉型的考慮，而不是為了避免經濟的報復。而且法律

的制定必須符合社會的需求及本國的國情，否則難以達到實際的成效。新創作必然

是緣自於許多既存創作所累積出的果實，再加上得到師長的教育，拜讀前輩學者的

著作，著作權人才可能創造出新著作，故其創作的功勞不應該由其個人獨享，創作

之利益更不應該由其獨占。 

我國於民國 82 年倉促修正之著作權法第 87 條，間接地禁止著作物真品平行輸

入，但卻無獨立之罰則規定。其後，雖於民國 92 年 7 月 9 日增訂著作權法第 28 條

之 1 第 1 項74，賦予著作權人之散布權，同時於第 59 條之 175明確表明第一次銷售

原則，解決先前有真品平行輸入禁止規定，卻無散布權規定之疑義。但依據我國著

作權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的立法理由76中觀之，對於以移轉所有權方式散布侵害著作

權之處罰對象，係包括盜版品與真品在內，僅在同條第 3 項重製物為光碟之情形，

對真品平行輸入但被視為侵害著作權者與盜版品加以區別處罰。因此，目前我國著

作權法之規定，對於第 87 條第 4 款平行輸入之行為雖無獨立之處罰規定，但不符

合第 87 條之第 5 款排除事由之輸入行為，仍因構成第 87 條第 4 款之視為侵害著作

或製版權之物，因此其後所為之散布行為及出租行為，均不符合第 59 條之 1 及第

60 條77之規定，需受違反散布權及出租權之相關處罰。亦即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係禁

止著作物真品平行輸入。 

對此，視聽著作產業界之態度，傾向於不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即便不能開

                                                      
74 著作權法第 28 條之 1 第 1 項：「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

布其著作之權利。」 
75 著作權法第 59條之 1：「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

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76 著作權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之立法理由：「…二、盜錄、盜版物之大量重製與散布，為破壞

我國著作權市場秩序最嚴重之問題，不僅破壞知識經濟產業之發展，亦形成文化進步發展之障

礙，應予以禁止，（後略）四、按不法進口之真品，法律定位上仍屬『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

物』，但究與盜版品有別，擬予鬆綁，爰增列但書，回歸第 100 條本文告訴乃論，另在罰責刑度
上，適用第 2項規定刑度，較第 3項規定刑度輕，以求立法之衡平。」 

77 著作權法第 60 條第 1 項：「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
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作，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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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少也應該除罪化78。渠等認為現行著作權法禁止真品平行輸入只是造成財團

的壟斷、市場的獨占79，真正弱勢的著作權人並未受到保護。在市場獨占方面，公

平交易委員會的調查亦緩不濟急。且現行著作權法的刑事責任規定，實務上常發生

非真正權利人以濫訴方式逼迫民事上的和解，往往使非權利人獲得大量利益，不但

未保障著作人之權益，反而犠牲視聽產業之生存。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於智慧財產權之規範，除需考量智慧財產權人之合法經

濟利益外，尚應兼顧消費者利益，與公共利益及國家整體經濟政策。由於我國仍屬

智慧財產權輸入國，基於促進文化發展的考量，實不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而賦予著

作權人專屬輸入權，扼殺消費者以較低廉之價格取得文化財用以尋求進步的可能

性。其實如果完全禁止真品平行輸入，著作權人因此可以跨國界多次收取版稅，原

版的產品價格將更貴，亦會增加消費者轉向採購價格便宜的盜版品之誘因，反而助

長盜版的歪風，不利著作權人80。況且當全球正在進行區域性合作互惠之際，經濟

自由化和資訊的全球性流通，已是必然的趨勢，我國禁止著作物平行輸入的規定，

卻反其道而行。因此本文建議，基於文化及產業的考量，實應廢除著作權法第 87

條第 4 款之規定，使得該輸入物不會成為不法之著作原件或著作重製物，因而也不

會衍生出其後散布或出租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此才能符合我國國情及產業之需

求，並利我國文化之發展。 

                                                      
78 前引註 47期末報告之附錄 3。 
79 慈道中，「由司法實務探討真品平行輸入問題」，台灣經濟金融月刊，102 (2000)。 
80 有關「權利濫用」的問題，請參閱陳家駿，「從智慧財產權觀點－談權利濫用在公平交易法

中之適用」，資訊法務透析，32-34 (1993)。黃茂榮，「平行輸入、智慧財產權與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季刊，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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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arallel Import of Copyrighted Material and  

the Fair Trade Act 

Yao, Wen-Cheng∗ 

Wang, Ai-Yun 

Abstract 

When third world countries sought to catch up with progressive countrie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was through counterfeiting.  But as all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Asia 

gradually mature, Europe and other advanced wealthy countries of course cannot sit idly 

by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ir rising labor costs and taking long-term loss whil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spers from counterfeits. Therefore, Europe wants the Asian countries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The result is exemplified by the U.S. policy to inject vitality into the 

economy by relying even more on native innovation on the one hand, while incorpor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o the core of their foreign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government claims it would take retaliatory trade sanctions to deal with 

countries counterfeiting U.S. products, and would also oppose their induction into any 

glob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U.S. wa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Taiwan’s trade surplus in 1992, because our 

exports had exceeded foreign import by USD7.8 billion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29% of 

our total exports. Taiwan was pushing hard to enter GATT but while th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was expected to benefit the overall economy, we then had amended the 

copyright law in June which the “Parallel Importation” was a high controversia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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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meet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e film and video delivery from the 

third party was discouraged by the American Officials and the Parallel Importation of 

copyrighted merchandise also became a polemic issue. After detailing the hows and whys, 

we focu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Parallel Importation to provide solution appropriately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specific practical views; also, we deliberated on the problem of 

violation or monopolization or fair trade which the licensor and licensee may engage.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arallel Importation, Exhaustion Doctrine, The 

First Sale Theory, Violation, Monopolization,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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