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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碧松（律師，本會理事）

APRAG係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前主席

楊良宜博士(Dr. Philip Yang)，及原籍澳洲

現任新加坡律師公會理事長（Dr. Michael 

Pryles）所共同發起，並於二ΟΟ四年十一

月二日在澳洲雪梨市由亞太地區十七仲裁

機構參與召開第一次大會，目前有三十一

機構會員。二年前在香港召開第二次雙年

會。今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於韓國首

爾市召開第三屆雙年會及研討會，主題為

「Best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or Asia」，由大韓仲裁院(Korean Com-

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及韓國國際仲

裁委員會(Kore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共同主辦，出席之各國仲裁學

者及專家逾二百五十人，場會至為盛大。

本會於今年六月十二日正式加入該組

織。APRAG於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先召開

會員代表大會，本會由李念祖理事長偕

同蔡碧松理事代表出席，出席之會員有

十七仲裁機構，未出席者有十四仲裁機

構，會員代表大會由楊良宜博士擔任主席

楊博士開場致詞時，特別強調，很高興

看到本會派有代表出席APRAG之年會，

並相信本會將對泛亞太地區仲裁之推動

有重要貢獻。楊博士並表示，除已加入

為會員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及北京仲裁委員會外，將持續鼓勵其他

中國大陸地區之仲裁機構加入APRAG為

會員。楊博士並宣佈APRAG自2007年開

始即成立APRAG之仲裁人名錄，目前已

登錄者有來自8地區之80位仲裁人，他鼓

勵各會員仲裁機構推薦仲裁人人選。楊

博士也感謝Mr. Clyde Croft代表APRAG

參與各種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之

修訂會議，增加APRAG之曝光率。會員

代表大會中，並正式通過本會及印度工

業及商業會(FICCI)、巴基斯坦之Karachi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KCDR)與新

加坡仲裁人機構(SIArb)為APRAG之正式

會員。其後並改選韓國Kore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之Professor Seung 

Wha Chang及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

tion Board之Mr. Doh Jae Moon為APRAG

之共同理事長。

APRAG雙年會大會於其後二日(2009年

6月22日及23日舉行)，有分組討論共分七

組，共同主題為「亞洲最佳之國際仲裁

實務」，各分組主題為:「預審及審理階

段」、「詢問庭及其後之階段」、「國

際仲裁機構之前景」、「英美法系下之亞

洲仲裁實務」、「歐洲大陸法系下之亞

洲仲裁實務」、「亞洲最佳投資仲裁實

務」、「如何應用對亞洲最佳之國際仲裁

實務:期望與可行性」。

李念祖理事長在第五組，以「台灣最近

之仲裁發展」為題發表演說，其中特別提

到我國最近最高法院之ㄧ判決，該判決以

兩岸關係條例之規定為由，認定在大陸已

完成之仲裁判斷在台灣無既判力，而允許

台商公司在台另行起訴。此判決不但違反

我國法院對大陸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強制執

行之實務，且與國際仲裁實務相悖，甚值

得討論與改善。李理事長之演說獲在場聽

眾熱烈回應。

此次本會由李念祖理事長偕同蔡碧松理

事，親自出席大會並在會場發表演說，引

起國際仲裁界對本會之注意，並提昇本會

及我國在國際之曝光度。其間與中國國際

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于健龍副主任及北京

仲裁委員會王紅松秘書長密切互動，將

可增強兩岸仲裁機構之交流與合作。此

外，原任會長楊良宜博士及兩位韓籍新任

共同會長對本會亦甚為重視，本會似可考

慮來日承辦APRAG之雙年會，以進一步

提高本會國際知名度及我國仲裁之國際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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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念祖理事長在亞太地區仲裁機構組織發表演說

(1)  He who decides a case without hearing the other side, though he 

decides justly cannot be considered just. -Seneca 

　　只聽一面之詞，即使判斷公正亦不能認為公正。

(2) God’s mill grinds slow, but sure. -George Herbert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3)  Let the judges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law, and the jurors to 

the matter of fact.

　　法官決定法律問題，陪審員決定法律問題。

(4) The more corrupt the state, the more laws. -Tacitus

　　國家愈貪腐，法律亦愈多。

(5) The laws sometimes sleep, but never die.

　　法律偶爾休眠，但從未死亡。

(6) The burden of proof lies on the plaintiff.

　　原告負舉證責任。

(7)  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hand for hand, foot for foot.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Denteronomy, XIX, 21

(8) No one should be twice punished for one crime.

　　一罪不可兩罰。

(9)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is slow to move, yet when once in motion, 

it’s momentum become irresistible. -傑弗遜(Jefferson, Letter, 1815)

　　共和國政府行動緩慢，但一旦行動，其動力不可抗拒。

(10) False in one thing, false in everything.

　　一件事虛假全盤皆虛假。

(11)  We are under a Constitution, 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 -Charles Evans, Hughes Speech(?)

　　 我們遵守憲法，但憲法聽憑法官解釋。

(12) Necessity knows no law. -anonymous

　　 緊急時法律站一邊。(需要之前沒有法律)

(13) The king can do no wrong.

　　 國王不能為非。(英國國王不負實際政治責任)

(14) Let the buyer beware.

　　 讓買受人提高警覺(即在買賣場合，貨物有無瑕疵，買受人應提高警覺，否

則承擔風險，此為消費者保護運動發展前之法諺)

(15)  Patent is the fuel of interest added to the fire of genius.

　　 專利乃天才之火焰加上利益之油料。 -林肯

(16)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美國昔日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法律之生命，不是來自邏輯，而是經驗。

(17)  There is hardly a political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does not sooner or later turn into a judicial one.

 -Alexis de Tocqueville(美國獨立時期法國政論家)

　　 在美國幾乎任何政治問題遲早會變成司法問題。

■楊崇森（教授，本會顧問）

英美若干法律格言介紹(二)

李念祖理事長參加APRAG會議擔任主講人與各國參與代表合影。 

楊良宜博士（右二）、新任會長Prof. Chang Seung Wha（右一）。

李念祖理事長、蔡碧松理事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于健龍副主任、

北京仲裁委員會王紅松秘書長於APRAG會場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