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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紐約公約》是關於仲裁判斷跨境承認與執行

的國際公約，迄今有 156 個簽約國，簽約國間同

意依《紐約公約》的約定，彼此承認及執行在另

一締約國境內作成的仲裁判斷。可惜的是，台灣

並不是《紐約公約》的簽約國，故無法依據《紐

約公約》聲請外國法院承認及執行在台灣作成的

仲裁判斷，而必須視各國相關法律規定與實踐而

定。美國及中國大陸是台灣前二大貿易夥伴，商

務往來密切，則在台灣作成的仲裁判斷是否能在

美國及中國大陸獲得承認 / 認可與執行，自然備受

關注。適巧最近在美國及中國大陸分別有關於承

認 / 認可與執行在台灣作成的仲裁判斷的案例及新

規定。謹析述如下，供各界參考。

二、台灣仲裁判斷獲得美國法院承認的案例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Clientron Corp.，以下

簡稱「公信電子」）與某賓州公司 Devon IT, Inc.

（以下簡稱「Devon 公司」）就電子產品的供應與

採購簽訂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嗣兩造

發生爭議，公信電子依本契約所載的爭議解決條

款，將爭議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仲裁庭

判斷 Devon 公司應給付公信電子美金六百五十餘

萬元及利息
註 1

。公信電子依紐約公約及賓州施行

的《統一外國金錢判決承認法》（Uniform Foreign 

Money Judgment Recognition Act，以下簡稱《判決

承認法》）聲請美國賓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簡

稱「美國法院」）承認及執行系爭仲裁判斷；

Devon 公司則請求美國法院「逕行駁回」（Motion 

to Dismiss）上述請求。

公信電子提出二項請求基礎：第一項請求基礎

為紐約公約，就此，美國法院認為台灣不是紐約

公約的簽約方，故不能依紐約公約聲請美國法院

承認及執行系爭仲裁判斷。公信電子同時主張適

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以下簡稱《中美友好條約》），美國法院認

為：美國係於中美友好條約簽署之後始加入紐約

公約，並且，就本案相關事實情況的適用而言，

紐 約 公 約 是 特 別 規 定（ 其 裁 判 原 文 為：“The 

NY Convention was agreed to and ratified after 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it is more specific in its 

application  to the present factual situation.”），故

美國法院不認為中美友好條約應優先於紐約公約

被適用。因此，美國法院認為本件的爭點是：在

▲陳希佳律師在本會仲裁人訓練課程授課情形

台灣仲裁判斷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承認 /認可與執行
█ 陳希佳 ( 英國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Pinsent 

Masons LLP）合夥律師、北京辦公室首席代表；中
國大陸、臺灣及美國紐約州律師；臺灣大學法學博
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 

台灣作成的仲裁判斷是否可依據紐約公約被承認

與執行？由於台灣並非紐約公約的簽約方，故美

國法院同意依 Devon 公司之聲請，逕行駁回公信

電子此部分的請求。

公信電子第二項請求基礎則為賓州施行的判決

承認法。美國法院首先表明：判決承認法僅適用

於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不適用於外國仲裁判斷

的承認。美國法院認知聲請人（即公信電子）已

就本件仲裁判斷依據台灣仲裁法第 37 條第 2 項的

規定向台灣法院聲請准予執行，台灣士林法院並

且已為執行裁定
註 2

，故已提出符合「表面證據」

（prima facie evidence）要求的法院裁判。美國法

院嗣後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同意以簡易判決依據

判決承認法承認及執行台灣法院的執行裁定，亦

即間接地承認及執行系爭仲裁判斷。

雖然台美之間商務往來密切，但聲請美國法院

承認及執行在台灣作成的仲裁判斷的案件卻似乎

很少（至少就筆者所了解的情況是如此）。本案

當事人能成功獲得美國法院間接承認及執行在台

灣作成的機構仲裁判斷，在實務上具有重大意義，

對於日後擬向美國法院聲請承認及執行在台灣作

成的機構仲裁判斷者，指引一條明路，即：當事

人不宜直接向美國法院聲請承認及執行在台灣作

成的機構仲裁判斷，而宜先依據該仲裁判斷向台

灣法院聲請執行裁定，再持該台灣法院的執行裁

定，依據美國各州施行的統一外國金錢判決承認

法（視具體案件中是哪一州而定），請求美國法

院承認及執行該台灣法院的執行裁定。

同時，值得一併注意的是：在台灣循臨時（ad 

hoc）仲裁程序作成的仲裁判斷
註 3

，卻有可能無法

依此途徑聲請美國法院承認及執行。因為在 2009

年間，台灣法院曾經以「『專案仲裁』方式所組

成之專案仲裁庭並非仲裁法第 54 條所稱之仲裁機

構，自難謂其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有與確定判決之

同一效力」為由，裁定不予執行在台灣作成的臨時

（ad hoc）仲裁判斷
註 4

，且迄今未見有持相反見解

的法院裁判。既然台灣法院拒絕就臨時仲裁判斷為

執行裁定，就意味著無法依據台灣法院的執行裁定

聲請美國法院依據統一外國金錢判決承認法承認

及執行之。因此，除非台灣法院變更見解，認為循

臨時（ad hoc）仲裁程序作成的仲裁判斷亦具有強

制執行力，且依當事人聲請就其為執行裁定，否則

就在台灣循臨時仲裁程序作成的仲裁判斷，恐無法

聲請美國法院承認及執行。

三、中國大陸關於認可與執行台灣仲裁判斷的新

規定

企業最佳風險控管選擇 -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

█ 蔡昆洲 (律師、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金融委員會委員暨金融仲裁人 )

自從 2015 年 8 月人民幣大跌之後，有關人民

幣 TRF 及 DKO 的報導開始出現在新聞媒體上，

對多數人而言，只知道 TRF/DKO 像當年的雷曼

兄弟連動債一樣，是屬於極為複雜的衍生性金

融商品。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是，它對於台灣

金融市場，甚至整體經濟的衝擊，恐怕將遠超

過當年的連動債風暴。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走低，許多投資人

的 TRF/DKO 部位虧損日漸加劇，甚至因持有部

位的市值 (Mark to Market，MTM) 過低，或其潛

在損失已逾銀行授信額度，遭到銀行要求追繳

保證金或強制平倉部位，造成投資人極大的損

失。有報導指出這波人民幣 TRF/DKO 造成三千

多家企業面臨重大的財務虧損，而預估 TRF/

DKO 交易造成的最大損失金額可能將超過 60 億

美元。

這一年以來，許多投資人因不甘鉅額損失，紛

紛透過各種管道試圖爭取自身權益，據悉已有

多件 TRF/DKO 訴訟正在進行中，另方面，金管

會也委託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專案調處」的

方式協助投資人與銀行擬定解決方案。在此之

外，另一個被寄予厚望的紛爭解決機制，則是

透過仲裁協會進行「金融仲裁」。金管會銀行

局於 2016 年 4 月中旬邀集各家銀行開會，針對

評議中心的專案調處及仲裁協會的金融仲裁加

以說明，特別是專案調處或仲裁均屬於訴訟外

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需要投資人及銀行都同意以前述方式儘速處理

TRF/DKO 糾紛，以避免爭議日益擴大。

在前述 TRF/DKO 事態惡化之前，仲裁協會也曾

就此議題有過多次內部討論，基於 TRF/DKO 爭議

的特殊性，金融仲裁應係解決紛爭的適當方式。

首先，TRF/DKO 屬於高複雜性金融商品，由具備

金融及法律專業的仲裁人組成金融仲裁庭，當可

適切地理解並處理相關爭議。再者，涉及 TRF/

DKO 爭議的投資人及銀行，因顧及商譽和信用，

多半希望能低調處理投資損失爭議，對銀行而

言，更擔心爭議處理的結果會造成擴散效應，而

金融仲裁提供的保密性，除了可以保護雙方的隱

私之外，更不會造成判斷上的前例，這也讓雙方

在處理紛爭時可以有更多的斡旋空間。

在此次 TRF/DKO 風暴發生之際，有不少投資

人考慮以法律以外的手段解決相關爭議，然而如

不循法律途徑，變成相互傾軋、較量實力，TRF/

DKO 的紛爭恐將難有寧日，甚至會造成金融市場

及社會經濟的動蕩，投資人、銀行、政府將為此

付出慘痛代價，當年的連動債爭議殷鑑不遠。另

方面，TRF/DKO 不僅是造成財務上的損失，銀行

與客戶間長期建立的信賴關係也受到極大傷害，

間接動搖了金融產業的基礎。此時，正是需要透

過公正的紛爭解決機制，釐清個別爭議事件的事

實與責任，以恢復金融市場秩序及商業社會的正

常運作，而前述的各項爭議解決機制，或可作為

各方參考。

TRF風波幾時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