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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澳仲裁研討會」感言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9 月

英文法律諺語（十七）
█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Wrong is wiped out by reconciliation.
和解消除了不法行為。

2、The burden of proof lies upon him who affirms, 
not on him who denies.
舉證責任由主張之人，而非否認之人負擔。

3、Plain truths need not be proved.
明確真相毋庸證明。

4、To conceal is one thing, to be silent another.
隱瞞與緘默乃判然兩事。

5、Advice, unless fraudulent, does not create an 
obligation.
建議除非詐欺，不產生債務。

6、It is a fraud to conceal a fraud.
隱匿詐欺乃一詐欺。

7、He who spares the guilty, punishes the innocent.
縱放有罪之人乃是處罰無辜之人。

8、To swear is to call God to witness, and is an act 
of religion.
宣誓乃請神作證人，係宗教行為。

9、He who flees judgment confesses his guilt.
逃避判決乃承認自己有罪。

10、Witnesses cannot testify to a negative; they 
must testify to an affirmative.
證人應對積極之事證明，不能對消極之事證明。

11、He who mistakes is not considered as 
consenting.
錯誤不能視為同意。

12、When two things repugnant to each other are    
found in a will, the last is to be confirmed.
遺囑內有兩事彼此矛盾時，以後立者為準。

13、He is the best judge who relies as little as 
possible on his own discretion.
儘量少依賴自己裁量之人乃最佳法官。

14、He is not deceived who knows himself to be 
deceived.
知悉被騙之人非被騙。

▲本會爭議調解中心首次於台中舉辦初級調解訓練課程 -「溝通協商技巧及調解理論操作」，吸引律師、不動產估價師、
教授及企業主管等各行各業人士參加，完成訓練。

本會活動花絮

▲8月10日本會舉辦「促參爭議模擬仲裁庭觀摩研討會」，
各界人士約 250 人踴躍參與，現場反應熱烈。李復甸理
事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除感謝來自各地如金門、台東以
及日本等關心台灣促參建設發展之人士外，也希望藉此次
模擬庭的呈現，撥開仲裁保密、程序不公開之神秘面紗，
讓各界了解促參案件需要長期投入大量之人力與龐大之金
額，難免因時空等環境因素或可歸責之事由發生，產生爭
議，亟需循專業、有效且迅速之訴訟外「仲裁機制」定分
止爭。此外，該次研討會上特別展示本會培訓之速打服務；
即在仲裁詢問時的即時逐字筆錄，迅速繕打，免除等候詢
問筆錄時間。讓各界了解到，除了司法訴訟外，「仲裁」
更是糾紛解決最佳選擇機制。

▲本會 5月 27 日舉辦「TRF( 目標可回贖遠期契約 )問題面
面觀 -如何解決糾紛，共創雙贏契機」研討會，就有關 TRF
爭議應適用規範、以及與 TRF 有關的仲裁程序、任意仲裁
與訴訟權、請求權時效、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管控規範、
專業投資人規範、仲裁對金融業的益處、保全程序規定、
調解程序、境外公司是否適用國內金保或相關事項規範、
銷售程序爭議的認定與解決、過去獲利與權利金與仲裁判
斷考量、仲裁判斷是否參考過去連動債的處理規範、仲裁
人專業資訊、衡平原則適用等方面問題充分表達與相互交
換意見。

　過去中國大陸並沒有針對認可及執行台灣仲裁

判斷的特別規定，僅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

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以下

簡稱《舊規定》）第 19 條中述及：「申請認可臺

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的，適用本規定」，由於其用

語為：「臺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致引發關於臨

時仲裁庭在臺灣作成的仲裁裁決是否可以向大陸

人民法院申請認可的問題；此外，部分不予認可法

院民事判決的事由並不適用於申請認可仲裁裁決

的案件的情況，因此，學界多建議宜針對仲裁判斷

的認可及執行另行頒布專門規定。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乃於 2015 年 6 月公布《最

高人民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仲裁裁決的規

定》（以下簡稱《新規定》），自 7 月 1 日起施

行，《舊規定》及其相關規定則自同日廢止
註 5

。新

規定第 2 條明文：「本規定所稱臺灣地區仲裁裁決

是指，有關常設仲裁機構及臨時仲裁庭在臺灣地區

按照臺灣地區仲裁規定就有關民商事爭議作出的仲

裁裁決，包括仲裁判斷、仲裁和解和仲裁調解」，

明確了在台灣不論是循機構仲裁或臨時仲裁程序作

成的仲裁判斷均可申請認可及執行；同時，也明確

了「仲裁和解、仲裁調解」亦可申請認可及執行。

新規定也就不予認可仲裁裁決的事由為特別規

定，解決了舊規定時代部分不予認可法院民事判

決的事由並不適用於申請認可仲裁裁決的案件的

問題。新規定關於不予認可仲裁裁決的事由，基

本上與紐約公約的相關規定一致，惟有二點不同：

其一，特別明文「認可該仲裁裁決將違反一個中

國原則等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為人民法院應當

裁定不予認可的事由之一；其二，依紐約公約第

五條第二項，倘承認仲裁判斷將違反執行地公共

政策，法院得（「may」，而非「應」）裁定不予

承認，法院仍有裁量權；但依新規定，認可仲裁

裁決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

裁定不予認可，而沒有裁量權。

四、小結

當事人在考慮是否在台灣進行仲裁前，勢必考慮

日後執行仲裁判斷的問題。上述在美國成功執行本

會在台灣作成的仲裁判斷的案例，在實務上具有

重大指導意義；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規定，也有助於向大陸法院申

請認可和執行在臺灣地區作成的仲裁判斷、仲裁和

解書及仲裁調解書。對於鼓勵當事人約定在台灣進

行仲裁，具有相當的正面助益。

註 1：Civil Action No. 13-05634, 2014 U.S. Dist. LEXIS   110364 

(ED Pa August 8 2014).

註 2：指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2 年度仲執字第 3 號裁定（日期：

2014 年 3 月 28 日）。Devon 公司曾對此裁定提起抗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 103 年度抗字第 106 號裁定駁回其

抗告（日期：2014 年 10 月 3 日）；Devon 公司提起再抗

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 103 年度非抗字第 87 號裁定駁回

其再抗告（日期：2015 年 3 月 30 日），故原裁定確定。

註 3：所謂「ad hoc arbitration」，中譯文包括：「非機構仲裁」、

「臨時仲裁」、「個別仲裁」或「專案仲裁」。

註 4：請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審仲執字第 6 號暨臺

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非抗字第 122 號民事裁定。

註 5：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

民事判決的規定》（法釋〔1998〕 11 號）、《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調解書或者有關

機構出具或確認的調解協議書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人民法

院應否受理的批復》（法釋〔1999〕10 號）、《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當事人持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

院申請認可人民法院應否受理的批復》（法釋〔2001〕13

號）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

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法釋〔2009〕4 號）。

洲。詳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五十一條

就規定「仲裁庭在作出裁決前，可以先行調解」，

即其實例 。這樣的仲裁文化在歐洲人是難以想

像。然而這樣的思維與機制，已在新 [ s. 62(3)]、

港 [ s. 33]、澳 [UCA Act s. 27(1)] 的仲裁法予以

接 受。[ 這 項 問 題 探 討， 詳 見 Alan L. Limbury, 

Mediation under the NSW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 

2010 s. 27D, (2011), 77 Arbitration, Issue 1, pp. 

105. 此文內還探討香港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134A),ss.. 2A-2C(Kong Kong) 與 新 加 坡 IAA(Cap. 

134A) s. 17 等的規定問題 ]。這些問題，實在值

得進一步探討！

 新、港、澳三地域的法制既然是判例法的體

制，在法源的位階上，法院的判例優先其成文

法。法院的判決解析法條，還引導法律的發展趨

向。這種現象就見於這新、港、澳三地的司法實

務。新、港、澳三個國際仲裁中心，香港成立的

最早，新加坡的最晚，可是新加坡政府支持的最

為積極，其法院也最為配合，新加坡法院支援仲

裁的優良判決，也一直受到澳洲法院的重視。 

以上的觀察是與本人從仲裁文獻所得的「紙

上談兵」，客觀事實是否如此，也請有「身體

力行」，且有實際經驗的曾律師指正。

國際商事仲裁的推廣，除了政府需認識到這

是在排除貿易障礙與促進國際經貿交流所需外，

做為國家機構的法院更需認識到，仲裁絕對不

是、更不可能是國家法院的競爭對手，法院協

助仲裁的推展，也是促進國家的國際經濟繁榮

與提昇自己國家國際信譽所需。換言之，國家

的現代化，更需要有「友善仲裁的司法」(pro-

arbitration judiciary)。港、新、澳法院在這方面

表現的優越，值得重視。

一如開始時所說明的比較法律的功能，曾律師所

報告的這三個亞太重要的國際仲裁中心，使我們見

識了他們各別的不同與其運作及其發揮推廣國際經

濟貿易的功能。看看別人，我們也應該想想自己，

想想台灣何時可能出現合於聯合國標準的仲裁法以

及國際仲裁使用者所期盼的一個國際仲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