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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摘要

藍瀛芳＊

判斷被法院以判決撤銷之後，一般看到的只是判斷的效力因失所

附屬不能生效而已。事實上，這個問題還牽涉到當事人間的爭議是否

還可以使用仲裁解決以及在國際事件中，法院的判決是否使原判斷也

喪失其域外效力問題。對於前項問題，一般仲裁法沒有規定，而荷蘭

法與台灣法雖有明文規定，卻有不同的法理。對於後項問題，一般仲

裁法也沒有明文規定，而在外國法的實務上，也出現不同的立場。本

文也介紹外國實務的發展情況。

＊藍瀛芳：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目前為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

師。除擔任仲裁法課程教職外，還曾多次擔任國內及國際上仲裁案件之

仲裁人與仲裁律師。

仲裁判斷經法院撤銷後的法律效果
--撤銷判斷的判決對仲裁協議與對判斷域外效的影響

一、引述

撤銷判斷訴訟進行的最後必然會有法院的判決，而此判決的結果不外

是原告的訴訟有理由，使判斷被撤銷；或是原告的訴訟無理由，使原告的訴

訟被駁回。後面的否定判決等同受理法院維護了仲裁庭的判斷，使其有確定

與絕對的終局效。至於前面的肯定判決，使判斷因法院形成判決的作用隨即

喪失其既判力與形成力。詳言之，前仲裁庭在判斷中所認定的權利關係與事

實狀態，隨即變動。在此情況下，當事人間的爭議持續存在，就此爭議當事



《仲裁專論》
仲裁判斷經法院撤銷後的法律效果

3

仲
裁
季
刊
第
9 3
期

1 0 0
年
9
月
3 0
日

人是否可以再行仲裁，就有待探討。另者，判斷有終局效，且於做成時即生

效，這個判斷被法院撤銷後該判斷的國際效力範圍是否也受到影響更是問

題。按，判斷經法院撤銷後，該判斷的效力即失所附麗，此判斷不僅無法在

仲裁地生效，連同在仲裁地以外的國家也不能生效。這種形式上的效力範圍

問題，近來已受到實質的挑戰。綜合以上所述，仲裁判斷被仲裁地法院撤銷

後涉及到的問題有下列兩種層面的效力問題：（1）爭議的仲裁權；與（2）

判決的效力範圍。前者與仲裁協議的效力問題有關（註一），後者與仲裁判

斷的效力範圍有關。以下分成兩方面做個別的探討：

二、法院的撤銷判決對仲裁協議的影響

仲裁判斷被撤銷後，法院的判決對當事人間的原爭議有何效果？這項

問題在一般仲裁法的課題中，不但未受到重視，也少被探討，且在一般仲裁

法上少有條文規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制訂模範法期間，雖在「秘

書處的第四號備忘錄」（Fourth Secretary Note）內出現過此問題，可是後來

的工作小組與委員會皆未曾對此問題予以深入探討（註二）。因此，模範法

內未有相關條文直接規範可供各國立法的參考。在仲裁法理上，如果當事人

約定判斷被法院撤銷還得仲裁時，該判斷被撤銷後當事人的爭議還可仲裁，

其仲裁協議不受影響。可是這種情況在實務上少見。換言之，於無此特別約

定時，撤銷判斷訴訟的結果，如果原告的請求無理由而被駁回，等同受訴法

院確認判斷的執行效。相反的，如果原告的起訴為有理由，法院會將判斷撤

銷，即發生其形成效，而變更判斷所確定的權利關係與事實狀態。在此形成

效力下，當事人間的仲裁協議是否也受到此形成判決的影響，就有待探討。

對此問題在立法上呈現否定論與肯定論的對立。換言之，判斷經法院撤銷

後，當事人間的爭議尚未解決。這項爭議以後如何處理，在仲裁法上有以下

否定論與肯定論兩套原則：

註一：這問題也同時涉及仲裁協議的消滅問題。其詳，見「仲裁協議的消滅」。

註二：H. Holtzmann and J.Neuhaus, A Guide to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1989, p.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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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裁協議不受影響的否定論

當事人約定仲裁時，其仲裁協議，除另有約定外，不因判斷被撤銷而

受影響。尤其仲裁條款有自主性，不因判斷的做成與其被撤銷而消滅。詳言

之，判斷被仲裁地的法院撤銷，除因仲裁庭正確的認定有仲裁協議不存在等

事由外，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不受影響。這項原則為目前大多數國家所採用。

仲裁協議既然持續存在，不因判斷被撤銷而受影響，當事人就爭議得引用此

仲裁協議再行提請仲裁，以解決尚未處理的爭議。採用此原則的立法例，如

下：

1、國內法方面
否定論雖然是大多數國家立法所採用，可是奇特的現象卻見於不同法系

的立法技術。因此，對此問題的探討宜分開觀察。

（1）羅馬日耳曼法系
在這成文法為特徵的法系裡，這項問題少見法條明文規範。換言之，這

項問題則皆見於學者的見解。法院也依此見解認為判斷被撤銷後，當事人間

的爭議還得再循仲裁程序解決（註三）。瑞士學者在這立場上有較多的論述

（註四），可供進一步的參考。

（2）普通法系
在這不成文法為特徵的法系裡，對這項問題則以法條明文予以規定。以

下即其立法實例：

英格蘭法

英格蘭在五十年代起的舊法[s.23（2）, s.25（2）b. of 1950 Act]規定判斷

註三：例如後述Hilmarton事件，在瑞士日內瓦做出的判斷，經法院撤銷後，當事人就循原
仲裁協議的約定，再行向國際商會請求另行選定單獨仲裁人，以再行判斷。關於此

判斷的問題，見Yearbook Comm. Arb., Vol.20(1995), 194-197；Yearbook Comm. Arb., 
Vol.21 (1996), 524-531。

註四：Lalive – Poudret – Reymond, op.cit., Art. 191, No. 3.6 in fin, Briner Yearbook Comm. 
Arb ., 1989, at 37. 詳，見 K. P. Berger, Op. Cit., p.705-706， note 35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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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法院撤銷，也使其所依據的仲裁協議消滅。可是這項規定已因新法[s.68

（3）a]的規定而被廢除。依據現行的新法規定，判斷縱使被撤銷，其所依據

的仲裁協議不受影響。詳言之，判斷雖被撤銷，原仲裁協議持續有效，當事

人得依據仲裁協議提請仲裁以解決其爭議（註五）。

美國法

美國北卡羅里納州的仲裁法就規定仲裁判斷被撤銷後「法院不應介入審

理仲裁程序所受理的爭議事件」（註六）。

2、國際法方面
 違法判斷的救濟有撤銷訴訟與發回訴訟等不同的措施，在發回訴訟中多

數立法認為仲裁協議持續存在，使原仲裁庭或新仲裁庭對爭議事件有管轄的

權源。模範法[Art. 34（4）]既然規定「使仲裁庭有機會重新開始仲裁程序」

（to give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 opportunity to resume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也即認定仲裁協議未受影響的立場。再者，世界銀行的投資爭議仲裁中心的

仲裁規則也規定判斷被撤銷後，爭議須再行提請仲裁的原則（註七），此也

等同模範法否定論的立場。

（二）仲裁協議受影響的肯定論

判斷經法院撤銷，當事人間原本的爭議並未消失，此爭議不能再使用仲

裁機制處理，而只能使用法院的訴訟。換言之，當事人間的仲裁協議也連帶

受到影響。至於此訴訟的方法上，又有下面幾種模式：

1、爭議得由撤銷判斷的法院逕行自為判決

註五：Merkin, op.cit., para.18.28, Service Issue No.29 of 2001.。

註六：In case the award has been set aside he court “shall not engage in the de novo review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dispute giving rise to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1.567.64 
of 1993 Statute of North Carolina （USA）. From P.Sander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adoption of the Model Law, AI, Vol.11, No1 (1995), p.23.。

註七：ICSID Rules, Rule 55：Resubmission of disputes after an annu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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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西亞在1993年採用模範法做範例制訂其仲裁法時，另以條文[Art.78 

（5）]規定法院受理撤銷判斷而將之全部或部份撤銷時，法院得視情況及經全

體當事人的聲請後，就爭議為實體的判決。如當事人約定得以衡平仲裁者，

法院亦得為衡平的判決（註八）。

美國聯邦法院也有以判決將判斷撤銷，並發交聯邦法院處理爭議的案例

（註九）。

2、法院裁判籍恢復，當事人間的爭議須以訴訟解決
當事人約定仲裁係以仲裁機制替代法院的訴訟，此仲裁約定也使法院

對爭議的裁判籍隨即喪失。既然當事人的爭議未能透過判斷而獲得解決，則

判斷被法院以判決予以撤銷後，法院的裁判籍應認為也隨即恢復，而有權受

理尚未解決的爭議。這項原則是荷蘭最高法院於1960年在判決中所做出的宣

示，此判決雖然引起其國內學者的詬病（註一〇），可是在1986年的新法

[Art.1067]內還將之明文規定，除非當事另有約定外，終局與有拘束力的判斷

被法院撤銷後，法院對爭議事件的裁判籍隨即恢復（註一一）。這項規定已

明確的認為當事人間的仲裁協議已不再存在。

德國學者Klaus P. Berger 指出荷蘭法的這項立場也受到多數德國學者的支

持，可是他們認為仲裁庭在做出判斷時，仲裁協議即刻無效（註一二）。

註八：此條款的全文與資料，見上Sanders文p.22。

註九：案例，見U.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13 Sept. 2002, No. C02 
-02972CRB :Proper Removal to Federal Court,）登載於Yearbook Comm. Arb., Vol.
XXVIII (2003), 1020。

註一○：資料，引自K.P. Berg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bitration, p.706, note 361。

註一一：關於荷蘭法所謂「法院對爭議事件的裁判籍隨即恢復」的英文譯文，P. Sanders
譯成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shall survive，而Albert Jan van den Berg 則譯成
competent of the court restored。

註一二：詳，見K. P. Berger, op.cit., p.7006, note 362。
  原文“Nach deutschem Recht ist die Schiedsvereinbarung durch den Schiedsspruch 

verbraucht, S/T/W, Rd. 548; ASchwab/ Wahter, S. 216.資料，引自K.P. Berger,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schieds- gerichtsbarkeit, 1992, s.500. n.278。

  以上為舊資訊，德國自1997年起已採用模範法〔Art.34 (4)〕規定。依模範法的精
神，以上學者的見解，將難有成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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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法在肯定論上的迷惑
至於台灣法[Art.43]在法條上僅規定「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者，

除另有仲裁合意外，當事人得就該爭議事項提起訴訟」。從法條文字可以看

出，台灣的立法者已認定判斷經撤銷者，仲裁協議也隨即消滅，因而才有條

文規定當事人欲再次仲裁時的「除另有仲裁合意外」的文字（註一三）。

可是法條上卻看不到有荷蘭法所明確宣示「法院裁判籍隨即恢復」或德國學

者所主張判斷被撤銷，仲裁協議即無效的文字。在法理上，仲裁與訴訟不能

併行，有仲裁即不能訴訟，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國人的一般觀念上

一直以法條上使用「得」字時，就使當事人有選擇的權利。在欠缺明確有仲

裁法邏輯下的這項立法，就有可能出現一些無仲裁法邏輯的實務問題！在台

灣的判斷被法院撤銷後，當事人再行進行仲裁程序時，此判斷是否基於存在

與有效的仲裁協議？依此所出現的判決是否為有效的判斷？如果一方提出仲

裁，他方可否以雙方間已無仲裁協議存在，請求仲裁庭以程序駁回仲裁？如

果一方向法院提出訴訟，他方可否依第三條的規定，請求法院停止訴訟程

序？法條上既然欠缺明確的立法依據，以上問題皆將出現這些令人質疑的問

題。

（三）本問題的結語

在當事人優位下的仲裁，仲裁協議是否可以因判斷被撤銷而消滅，在理

論上與實務上這是項重要的問題，也攸關仲裁法的發展。持否定論即肯定仲

裁協議不因判斷被撤銷而受影響，此結果當然使仲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相

反的，肯定論採用的結果，必然限制了當事人使用仲裁的機會。這兩種立場

各有利弊。因此，尋求的調整的折衷立法也就出現在奧地利法。依據奧地利

民事訴訟法[Art.595（2）]規定，判斷被法院撤銷後還是可以續行仲裁，可是

第二度的判斷再次被撤銷後，當事人間的爭議就須以法院訴訟解決。聯合國

在制訂模範法時也曾考慮到採取折衷論的問題，只是後來沒有獲得定論而已

註一三：關於台灣法在此法條的立法過程，見後（註17）與（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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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四）。在透過對現行各國實證法做過比較觀察後，擬對否定論與肯定

論的問題再做綜合的探討，最後再探討台灣法採用肯定論的問題：

1、否定論有嚴謹的邏輯性
發回判斷的訴訟與撤銷判斷的訴訟對仲裁協議皆有發生影響的可能。

在發回判斷訴訟的立法措施中，既然是發回原仲裁庭或委由新仲裁庭更新審

理，欲求更新的審理能就違法或瑕疵的判斷有救濟的機會，法院的撤銷行為

不但不能使仲裁人的「職權終止」（functus officium），縱使已依法「職權終

止」，法院也須使各該仲裁庭的職權因為法院的發回而恢復。這即等同承認

仲裁協議的持續有效，不受法院發回判決的結果所影響。同樣是在積極救濟

途徑的撤銷判決中，除非因仲裁協議不存在或有效性問題的理由被撤銷，如

果法院將判斷撤銷就認為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也受到影響，而認定仲裁協議隨

同消滅也將發生自相矛盾的後果。詳言之，發回判斷的訴訟與撤銷判斷的訴

訟皆不使仲裁協議的效力受到影響，才算是正確的理論。這樣的邏輯才與初

始當事人約定仲裁的期待相符合（註一五）。

2、肯定論與當事人期待的對立問題
仲裁是自願的程序機制，不能強制。當事人約定仲裁的目的就在排除

國家法院的介入其爭議，使其爭議在不公開的程序下進行，且可獲得權益的

保障。如果判斷僅因仲裁庭有違法的行為而被撤銷，就認定當事人的仲裁協

議隨同消滅，這等於將仲裁庭的責任歸罪於當事人身上，在邏輯上實在說不

通，更與當事人的自主無關。另者，在國際社會與各國推展仲裁的潮流下，

就仲裁條款的解釋問題上向來就須持「利於有效性」（in fovorem validitatis）

的解釋方針進行。如果仲裁庭的行為，使國家法院將判斷予以撤銷，就否定

仲裁協議的存在，這樣一來不但與仲裁協議的基本解釋原則背道而馳，更與

註一四：文內資料，引自K.P. Berger, op.cit. （英文版）, p.707與其note 377。

註一五：事實上，基於文內所說明的法律邏輯，英格蘭法早就認為應該如此解釋。Re 
Aitken's Arbitration (1857) 3 Jur (NS) 1296. 引自Merkin, op.cit. par. 18.29。1857
年的判決還認為判斷經發回時，原仲裁庭的職權隨即恢復，見Merkin,  op.ci t . 
para.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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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當初約定仲裁的共識相違背。尤有甚者，在國際商務事件仲裁的使用

能發揮專業與中立的功能，如果允許法院的撤銷判斷就將仲裁協議消滅，使

這類爭議完全歸國家法院管轄，剝奪了當事人使用專業、中立與不公開機制

解決其爭議的機會，更與時代潮流相違背。末者，採用肯定論者在法條上雖

然規定「除另有仲裁合意外」等文字，在事實上當事人在經歷仲裁程序與撤

銷判斷程序等多年的對立與抗爭後，彼此間既欠互信，亦無和諧的關係，在

此情勢下欲期其爭議的仲裁更無可能。

3、揭開台灣法的迷途
瑞士學者Poudret與Besson在提到現代法中的肯定論時，僅提及荷蘭法

的問題（註一六）。德國學者雖也曾認同肯定論，可是所持見解或法理依據

卻與荷蘭法有別，其詳已述如前。事實上，這些歐洲學者尚未發現到台灣法

也是持肯定論的。如果深入探討，荷蘭立法與德國學說皆持特定的見解做依

據，可是在台灣法上完全看不見其立法依據。

按台灣的現行法[Art.43]係依據原商務仲裁條例的規定[Art.26]而來。依

據司法院整理的立法資料所記載，商務仲裁條例的條文[Art.26]係於1982年

修法時所增添。此條的立法「說明」欄記載：「一、本條為新增條文。二、

仲裁判斷經法院撤銷後，效果如何，欲宜明定。為避免仲裁程序延滯，影

響當事人權益，並兼顧當事人意願，爰增設本條規定」。因而出現了下列

條文規定：「仲裁判斷經判決撤銷者，當事人得就該爭議事項提起訴訟」

（註一七）。再依據立法院的司法經濟委員會函（71年5月13日台（71）司

法字第130號）第六項有下列內容的記載：「仲裁判斷經法院撤銷後，恢復

原仲裁程序而繼續仲裁？抑當事人不再受仲裁契約之拘束，得循訴訟解決紛

爭？現行條文未予明定。為免滋疑義，並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意願，爰增設

規定，仲裁判斷經法院撤銷後，當事人得就該爭議事項起訴（修正條文第

註一六：詳，見Poudret et Besson, op.cit., p.346, para.386。

註一七：詳細資料，見「商務仲裁條例修正條文暨說明」（p.17），司法周刊雜誌社（71年
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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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條）（註一八）。由司法院的資料即見係就其「效果如何」的目的

予以規範而已，而立法院的資料明顯提到當事人是否「不再受仲裁契約之拘

束」的法理問題，由仲裁法的觀點而言，這項立法在實質上完全與「避免

仲裁程序延滯」無關，更「影響（到）當事人權益」，也完全違背了「當

事人（的）意願」。1997年將此條修訂成現行法時，其立法「說明」欄內

僅可讀到「明定法院判決撤銷仲裁判斷確定者，當事人除可就該爭議事項提

起訴訟外，亦得因其間『另有仲裁合意』，而再以仲裁解決」的內容而已

（註一九）。對於仲裁協議是否存在或受到影響也隻字未提。詳言之，兩

度的立法說明皆未交代判斷被撤銷後仲裁協議的地位問題，更未觸及其持肯

定論的法律依據。在此情況下，此條文的適用必然將出現一些迷惑不解的問

題。也許法條因未明文直截了當的規定法院管轄權的恢復，也未宣示仲裁協

議的消滅，在此情況下法院可以透過對仲裁協議的「利於有效」的解釋，使

台灣的仲裁法有發展的廣大空間。期待我國的法院能有此造化的功力！

三、法院撤銷判決對判斷域外效力的影響

在國家司法一體的原則下，法院判決的效力及於全國。法院撤銷判斷的

判決也同樣使判斷的執行效在全國境內喪失。可是值得一提的是，判決與判

斷是兩個不同屬性的司法行為。判決是國家法院的司法行為，國家司法主權

不及於域外，其判決當然無域外效力。判斷則是基於私人自主下由仲裁人做

出的司法行為，法律承認其於當事人間有確定判決的同等效力，由於其無國

家主權的色彩，使判斷的性質與判決有別，當判斷在仲裁地國被法院撤銷，

其域外效力是否也隨即喪失？自有待探討。這即近年來出現的所謂（判斷）

經「撤銷的域外效力」（the 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annulment）問題。

註一八：資料，引自立法院公報第71卷第41期院會記錄（p.40）。

註一九：參閱，86年7月18日台86法字第28997號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商務仲裁條例修
正草案」函暨修正草案。

  國內仲裁法規的修正案每每在開始的說明理由書皆宣示係參考國際立法與德日英美
等國的立法，可是在增訂與修訂此法條的說明中，不但未見其所依據的立法例，也

看不到其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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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被撤銷後，對該判斷在外國的域外效力與一般判斷在外國的聲請執

行兩者皆涉及到相同判斷的域外效力問題，也牽涉到兩個以上國家法院的管

轄問題。詳言之，由於每個判斷在原則上皆有國籍，且在原則上以仲裁地為

判斷地，使其隸屬於仲裁地國，而稱之為判斷製作地國（country of origin）。

因此，僅以此地的所屬國的法院有撤銷判斷事件的管轄權（註二〇），而

稱此法院為「首要的管轄（法院）」（primary jurisdiction）。至於判斷不

問是一般判斷或被撤銷的判斷，當事人持此判斷到製作地以外的國家請求

執行時，受理此執行事件的管轄法院[或稱執行法院（enforcing court）]對此

判斷事務也有審核的權能，而稱此為「次要的管轄（法院）」（secondary 

jurisdiction）。在有關外國判斷執行的事務上，法院對判斷的合法性與有

效性的監督權能由仲裁地移轉至此執行地法院，尤其在判斷涉及被撤銷的

問題時，此執行判斷事件的「次要的管轄（法院）」須就「首要的管轄

（法院）」對於判斷是否有管轄權應加以調查，使其發揮正確執行的功能

（註二一）。至於在處理這兩類事件的法律依據方面，也有分歧。在外國

判斷的承認與執行方面，各國的國內法皆有規範，國際法的規範也相當完

善，以供當事人適用。可是在處理經撤銷判斷的域外執行方面，在國內法上

皆尚無明確的立法規範，僅在少數國家有其判例法而已，而各國立場尚欠一

致。對此問題的規範上，在國際法僅見到1961年的歐洲國際商務仲裁公約

[通稱1961年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第九條有相關的規定，其內容就

註二○：詳見「撤銷判斷事件的管轄」。

註二一：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五巡迴庭於2004年的Karaha Bodas事件中即發現當事人在仲裁
地的瑞士日內瓦提出的撤銷判斷聲請被受理法院駁回後，竟然再到印尼首都法院再

行提出相同的撤銷判斷訴訟，且使受理法院將判斷撤銷。美國法院認定印尼法院

並非公約[Art.V (1)e]所規定有管轄權的法院，而不予理會。見Karaha Bodas Co.,L.
L.C. v. Perusahaan Pertambangan Minyak Dan Gas Bumi Negara et al. & Perusahaan 
Pertambangan Minyak Dan Gas Bumi Negara,＊ U.S. Court of Appeals, 5th Circuit, 
March 23 2004. 此判決登載於Yearbook Comm. Arb., Vol.XXIX （2004）,1262 
（U.S. No.482. sub.5）。＊這是兩個印尼法人的名稱，分稱第一相對人與第二相對
人。詳，下列判決書與判斷書。.

  關於此件在美國的訴訟，見U.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Texas Houston 
Division的判決，詳見 Mealey's IARVol.16 No.3 (2001), p.3 and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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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縮被撤銷判斷的域外效力，可是此規定在實務上尚未見過個案的發生

（註二二）。由以上所敘述的內容，可見外國判斷的執行與經撤銷判斷的域

外執行為兩種不同屬性的問題。關於前項問題為一般著作物所論述，而後項

問題屬新穎的問題，將為這裡探討的內容。

判斷被撤銷後，在撤銷法院地國以外有無被承認與執行的可能，不僅學

者間的見解不同（註二三），在各國的司法實務上也出現彼此分歧的狀態。

就目前發展形象的學理與司法實務觀察，大致上有三種情況：（i）判斷的域

外效力隨同喪失；（ii）判斷的域外效力有可能喪失，與（iii）判斷的域外效

力不受影響。在這三種情況中，第一種與第三種情況，幾同肯定與否定的對

立，其立場明確，而第二種情況中則又有不同的見解。以下分成三種不同層

次觀察：

（一）判斷經法院以判決撤銷者，其域外效力隨同喪失

這是長期以來的傳統見解。按紐約公約第三條[Art.III]宣示簽約國的基

本義務為「各簽約國應承認仲裁判斷有拘束力（as binding）」。由於有些國

家的法律規定判斷一經做成，即生效力，諸如法國法[Art.1476]、荷蘭法[Art 

註二二：P. Sanders對這1961年公約第IX條有關「撤銷判斷的事由」規定解釋如下： 
  “Article IX preserves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an award which has been 

annulled in its country of origin on any ground, including violation of public policy, 
other than those [four grounds] provides by Art. IX…”資料，引自P. Sanders, 
Arbitration, p.146 note 750 and note 751。

註二三：判斷在仲裁地被撤銷後，此判斷的效力與執行問題也引發學者間的論述。在2000
年以前所出現的文獻可參考 Christopher Drahozal, Enforcing Vacate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 An Economic Approach, AJIA, Vol. 11 (2000), No.4, p.451文內
註二所列舉的論文內容。學者對問題立場分明，持肯定論的主要如 Jan Paulsson, 
Enforcing Arbitral Awards Notwithstanding A Local Standard Annulment, ICC 
Internl’ Court Arb. Bulletin, May 1998.通常稱此Paulsson的見解為「地方標準無
效論」 （LSA Approach），另位肯定論的William Park則持執行法院有權認定
的「禮讓論」 （Comity Approach）。Park的主要論文見 Duty and Discre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JIL.,Vol.93 （1999）,803在否定論方面，主要是Albert 
Jan van den Berg，見其Enforcing of Annulled Awards？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Nov. 1998 與E. Schwartz等見其A Comment on Chromalloy 
Hilmarton, à l'américaine, 1997, J. Int. A, Vol.14, No.3, p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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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1）]、瑞士法[國際判斷Art.190（1）]，而有些國家則要求做出的判斷

在生效前另有報備、登錄等各種手續，例如瑞士法[國內判斷Concordat Art.35]

就要求判斷做成後仲裁庭或仲裁機構應將之向管轄法院報備，再由法院將此

通知當事人，義大利法[Art.825]也有類似制度。在尚未完成這些手續前，此

判斷即有公約條文[Art. V(1)b]所稱「判斷對當事人尚未生效」（the award has 

not yet become binding on the parties）的問題，有此情況即不得予以承認或執

行。在無以上所述消極情況外，外國判斷亦無公約[Art.V(1)e]所規定判斷在製

作的仲裁地或依據法律…被主管機構所撤銷的情況（ The award has…been set 

aside by a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or under the law of which, 

that award was made.）時，執行地國的法院有予以承認與執行的義務。換言

之，判斷在仲裁地，被主管機構的法院撤銷後，不但不能在仲裁地國生效，

而且因判斷的效力已失所附麗，也喪失其域外的效力。這種傳統見解，到目

前還是多數學者所支持，也是多數國家的實務立場。以下列舉數國的實例供

參考：

德國法院一直持肯定論認為判斷一經仲裁地法院撤銷即在各國喪失其效

力，其實例如下：

Rostock上訴法院於1999年的判決中宣示其所受理的判斷分別經莫斯科市

法院與莫斯科上訴法院判決撤銷，因而此判斷（在德國）即不再有拘束力，

且不得予以承認（註二四）。可是在多年的訴訟糾纏，俄羅斯法院最後還是

肯定該判斷的合法性。後來德國最高法院還是依據紐約公約的規定，再由法

院予以審判，並予以執行（註二五）。

Dresden上訴法院受理的是件白俄羅斯（Belarus）國的判斷，此判斷以爭

議欠缺仲裁協議與一位仲裁人未參與評議而被首都Minsk法院所撤銷。因此這

受理的德國法院即拒絕予以承認與執行（註二六）。

註二四：Oberlandesgericht Rostock, Oct. 28, 1999, Yearbook Comm.Arb.Vol XXV, (2000), 
717(Fr Ger. No.51, sub.5).。

註二五：Bundesgerichtshof, feb.22, 2000. Yearbook Comm. Arb., Vol.XXIX, (2004), p724 (FR 
Germ. No.63)。

註二六：Oberlandesgericht Dresden, Jan.21, 2007, Yearbook Comm.Arb.Vol XXXIII, (2008), 
510 (Fr Ger. No.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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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德國已有學者認為這些判決並非周全，同樣依據紐約公

約的規定，在外國製作地被撤銷的判斷，在德國也同樣有被執行的可能

（註二七）。

（二）判斷經法院以判決撤銷者，執行地法院對該判斷的域外

效力有裁量權

前面第一種見解認為判斷在原製作地國經法院撤銷者，使該判斷的效

力，包括域外效力在內，完全喪失，與後面第三種見解認為判斷經法院以判

決撤銷後，該判斷的國際效力不受影響。兩種見解皆非妥善。因為在各國仲

裁判斷的品質參差不齊的現況下，這兩種處理措施皆難免有過當之疑。尤其

在有些國家進行的仲裁所出現的高品質的判斷，往往因仲裁地國司法欠缺必

要的品質與獨立，而發生劣幣逐良幣的情事，使具有「私」仲裁品質的判斷

受「公」司法（訴訟）敗壞的判決所排斥。相反的，如果執行地的國家法院

有義務一概承認與執行不具品質的判斷，同樣欠妥。因此，在面對此兩個極

端問題時，執行地法院忝為「次要的管轄法院」對系爭判斷的效力應有裁量

權，仲裁法上稱此為「有後效的裁量權」（residual discretionary power）。

這項原則通常為國內法所具有。再者，紐約公約簽約國依據條文[Art.V]所

規定「僅於有…（事由）時，得予以拒絕…。」（“may be refused……only 

if….”）的文字解釋，執行法院宜有此權限。基於這些因素，這裡折衷見解的

出現就很自然。不過內中的立場也相當分歧，以下舉出其中兩種供參考：

有一說認為判斷在原製作地國被撤銷時，依照「禮讓說」的原則，被撤

銷的判斷在原則上，就同時喪失其域外效力。既然是依據「禮讓說」在承認

與執行外國的判決與判斷，也須依據同一原則，尊重製作地國法院的撤銷判

斷的判決，除非該撤銷判斷法院的判決，在程序上嚴重不法或違反國際正義

（註二八）。這是美國在承認外國判決與判斷的傳統見解，與近來國際間承

註二七：Felix Weinacht, Enforcement of Annulled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Germany, 2002, J. 
Int. A, Vol.19, No.4, pp.313。

註二八：William W. Park, Duty and Discre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m. J. Int'l, Vol. 93, 
(1999), 805.。另見上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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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與執行外國判斷的立論基礎，有所不同。詳言之，這是被撤銷的判斷發生

域外效隨即喪失的原則。

另一說認為判斷在原製作地國被撤銷，在原則上其域外效不受影響，在

外國的執行法院還可依照其標準予以執行。這說認為原製作地國法院只是依

據其地方的法律標準予以撤銷，這種標準當然沒有國際的效力，因而稱此說

為「地方標準的撤銷」說（Local Standards Annulments –LSAs），不能發生國

際作用（註二九）。在這說下，執行地法院原則將予以執行，但此判斷違反

執行地法時，也得拒絕其執行。

以下另就各國在司法實務上的分歧觀察之。過去有些國家在原則上採

用過「一概否定」說，經外國法院以判決撤銷的判斷就不予以承認與執行的

經歷。另外，也有些國家在原則上有過「一概肯定」，經原製作地國法院撤

銷判斷，使該判斷不會喪失國際效力的經驗，可是後來也同樣有更迭其立場

的。這些情況說明折衷論也有變動其立場的情況。以下就此實務情況，分開

觀察：

1、荷蘭法的實務更動
荷蘭為紐約公約的簽約國，有關公約判斷依此公約的規定[Art.V.(1)e ]，

國內民事訴訟法[Art.1076]則對非公約判斷的 （外國判斷）承認與執行之相關

規定。

歐洲仲裁法上著名的法國企業公司貸款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爭議事件，

本件爭議在瑞士仲裁，做出的判斷被瑞士仲裁地的Vaud邦法院發回更為審

理。勝方當事人持此判斷到荷蘭聲請執行時，爭論連續不斷，最後荷蘭最高

法院在1975年以該判斷被發回視同被撤銷，而否定其效力（註三〇）。

Yukos資產公司與Rosneft天然氣公司間，2004年間的四筆貸款事件所衍

註二九：Jan Paulsson, The Case for Disregarding LSAs Under New York Convention, ARIA, 
Vol.7 (1999), p.99。另見上註23。

註三○：Société Européenne d'Etudes et d'Entreprises (SEEE) v. Fédé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Hoge Raad, Nov.7, 1975, 此判決登載於Yearbook Comm.Arb. Vol.1, 
pp.195, (Netherlands No.2D)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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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爭議，經莫斯科市的俄羅斯聯邦「貿易與工業協會」的「國際商務仲裁

院」仲裁，判斷Yukos資產公司勝出。判斷做成後，歷經申訴與法院的訴訟，

最後俄羅斯法院將該判斷撤銷。債權人即持此被法院撤銷的判斷到荷蘭，聲

請執行。阿姆斯特丹的區法院於2008年二月底，以俄荷兩國皆為紐約公約的

簽約國，引用公約規定[Art.V(1)e]，以判斷在仲裁地國經主管法院予以撤銷，

因而拒絕執行的聲請。案經上訴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後，2009年四月底該法

院以「既然非常可能的是俄羅斯的民事法官將仲裁的決定撤銷，此司法豁免

的結果可以定位為偏袒與欠獨立，該判決不能在荷蘭受到承認。這即是意指

Yukos 資產公司的聲請執行的仲裁判斷中，不理會俄羅斯法院的撤銷判決」

（註三一）。此判決迄今（2010.6.15）尚在荷蘭最高法院審理中，結果如何

尚待觀察。事實上，荷蘭上訴法院認識到Rosneft與其政府間的關係，在司法

體制欠獨立與欠公正下，其法院的判決無法在荷蘭獲得執行（註三二）。

在比利時方面，Sonatrach事件是件在阿爾及利亞做成的仲裁判斷，此判

斷卻在仲裁地被管轄法院所撤銷，可是當事人持該判斷到比利時聲請執行，

也獲得比利時法院的允許（註三三）。

2、美國法的實務更動
在以靈活的判例法著稱的美國，也出現過下列的經歷，值得重視：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事件涉及直昇機

維修的契約爭議。依約定此爭議須依照埃及法在開羅仲裁，當事人另同意

註三一：本件資料與關於對此案的評論，見Albert Jan van den Berg,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 Annulled in Russia, Case Comment on Court of Appeal of Amsterdam, 2010, J. 
Int. A, Vol.27, No.2, pp.179。

註三二：這件契約當事人原本是Yukos Capital與Yaganskneftegaz間，簽約後四個月，此借款
公司為其母公司Yukos Oil Co.此約為財政部持有的Baikal Finance Group集團收購。
過四天，全數在為國營的Rosneft公司所收購。因而有其出面在荷蘭進行此程序。

  Rosneft收悉判斷，即向莫斯科仲裁院[Arbitrazh(Commercial State) Court of Mascou] 
聲請撤銷判斷，仲裁院於2007年4月予以撤銷。

註三三：Sonatrach v. Ford, Bacon & Davis, Inc., Tribunal de Première Instance de Bruxelles, le 
6 dec., 1988, in Yearbook Comm. Arb. Vol.15 (199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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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仲裁判斷不能「撤銷或其他救濟」（not “subject to any appeal or other 

recourse”）。這件爭議判斷的結果，埃及政府敗北。美方獲勝後即在美國

區法院聲請判斷的承認與執行程序，並獲得肯定。埃及政府隨即向管轄法院

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受理的法院以仲裁庭在適用埃及法時應該適用的是埃

及行政法，但竟然適用埃及的民法，有顯然錯誤，而將判斷撤銷。美國區

法院在肯定此判斷的立場上認為依公約[Art.V(1)]的規定「要求本法院須保

障當事人（Chromalloy）在美國國內法下的一切權益」（“requires that this 

court protect any rights that [Chromalloy] has under the domestic laws of United 

States.”），同時還認為公約[Art. V(1)e]也沒有明文要求執行法院有拒絕經撤

銷判斷的義務（註三四）。

這是件在美國出現的開創性的判決，曾在國內與國際受到重視，也有

不少論述。這判決也宣判下列原則：執行法院在受理被撤銷判斷的執行事件

實須遵循紐約公約的規定，以更有利於當事人，並予以保護；該被撤銷判斷

在美國法院聲請執行時，受理法院還是須依據美國國內法[聯邦仲裁法FAA 

Art.10]規定，以排除紐約公約的適用；該判斷的承認與執行不能違反公序。

 Baker Marine事件聯邦第二巡迴法院受理兩則在奈及利亞國做出的判

斷，由於這兩則判斷分別在奈及利亞首都拉科斯（Lagos）法院以仲裁人有越

權判斷與未依照證據做判斷，而予以撤銷，因此美國法院就拒絕承認此判斷

（註三五）。

Rerrio Rio事件的判斷係在哥倫比亞依據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進行，並依

之做成判斷。哥倫比亞的國務院以在仲裁地的哥倫比亞進行的程序不能依外

國的程序法為由予以撤銷。因此，受理本件的美國哥倫比亞特區的上訴法院

拒絕其執行的請求（註三六）。

註三四：939 F.Supp.907 （D.D.C.1996）, Yearbook Comm. Arb., Vol.22 (1997), pp.1001-
1012。國際間探討此判決的專文甚多，可進一步參考。

註三五：Baker Marine (Ni.) Ltd. V. Chevron (nig.) Ltd et al., U. S. Court of Appeals,2d Cir., 
August 12, 1999. Yearbook Comm. Arb., Vol.XXIV (1999), 909 (U.S. No.288)。

註三六：TermoRuio S.A.E.S.P. et al. v. Electranta S.P. et al. U.S.Cop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May 25, 2007,Yearbook Comm. Arb. Vol.XXXIII (2008), 955 
（U.S.No.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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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I. Spier 事件是一則在義大利做出的判斷，義大利法院以仲裁人越

權判斷而予以撤銷，美國法院也拒絕承認此判斷的效力（註三七）。

（三）判斷經法院以判決撤銷者，該判斷的域外效力在原則上

不受影響

法國法對仲裁的性質問題向來就有一些獨特的見解，尤其對國際商務仲

裁的屬性上，就認為其並不隸屬於特定國家的法秩序。這顯然與傳統見解及

目前英格蘭法所謂仲裁必有所隸屬於特定國家的觀念不同。國際的仲裁判斷

更是「國際的司法」，此判斷無所謂歸屬的國籍問題。以下就其對本問題有

關事項，分成下列幾點說明：

1、法律的特殊規範有利判斷的執行：
1981年新法對外國與國際判斷有特別規定[即民事訴訟法仲裁篇第VI標題

有關外國或國際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及其救濟]，這些判斷歸第一審法院院

長管轄。聲請人的聲請書附上仲裁協議書與判斷書正本，院長繼依之以「一

造程序」（ex parte）進行審核。這項聲請只要未「明顯的違反國際公序」

者，皆可獲得「執行的裁定」（exequatur）。相對人雖有向上訴審提出抗告

的機會，惟其僅限於法定[Art. 1502]事由始有獲救濟的可能。通常此機會不

大。

2、法國法較紐約公約更有利於判斷的執行：
1981年有關撤銷判斷的事由等的規定中[Art.1492 – Art.1507]並未完全遵

循紐約公約的標準[Art.V(1)e]予以立法，且其規範的內容比公約更加寬容，

將此規定與公約的規定併列，因發生國內法與公約規定競合，使法院得適用

對當事人更有利的規定，此規定即公約通稱的「較有益權利的規定」（more 

– favorable – right - provision）。公約[Art.VII(1)]為了確保此權益的落實，而

註三七：Martin I.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hnica S.p.A., U.S. District Cpourt, S.D.of 
N.Y.,Oct.222 and Nov.29, 1999, Yearbook Com Arb., Vol.XXV (2000) 1042 (U.S. 
No.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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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本公約的規定不應…剝奪任何利害當事人依據判斷所請求行使該判斷

地國之法律與條約所認許的任何方式的權利」（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 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reatie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詳言之，法國法在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判決的事由中，並未列入判斷在仲裁

地國被撤銷為其事由。

3、公約的法文版本較英文版本有利執行：
法國法對仲裁向來就有一些獨特的見解，尤其對國際商務仲裁的屬性

上就認為不隸屬於特定國家的法秩序。這顯然與傳統見解及目前英格蘭法所

謂仲裁必有所隸屬於特定國家的觀念不同。國際的仲裁判斷更是「國際的司

法」，此判斷無所謂歸屬的國籍問題。在此理念下，其於1981年制訂的有

關撤銷判斷的事由等規定裡[Art.1492 – Art.1507]中就未遵循紐約公約的標準

[Art.V(1)e]予以立法，且其規範的內容比公約更加寬容，此規定與公約的規

定併列，而發生國內法與公約規定競合時，使法院得適用對當事人更有利的

規定，此規定即公約通稱的「較有益權利的規定」（more – favorable – right 

- provision）。公約[Art.VII(1)]為了確保此權益的落實，而宣示「本公約的

規定不應…剝奪任何利害當事人依據判斷所請求行使該判斷地國之法律與條

約所認許的任何方式的權利」（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not…deprive any interested party of any right he may have to avail himself of an 

arbitral award in the manner and to the extent allowed by the law or treatie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such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再者，公約另以條

文[Art. XVI]宣示「中文、英文、法文、俄羅斯文與西班牙文應同為官定版

本」（“th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Russian and Spanish texts shall be equally 

authentic”）。就以判斷效力有關的第五條而言，英文版與法文版就有不同。

在解釋上法文版允許對外國判斷的執行做較有利的空間。例如在同條文內，

英文使用的是“may be refused…”（得予以拒絕），僅提供仲裁人在允許與

不允許間的方向而已。至於法文使用的“ne seront refuse…que si“（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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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不得予以拒絕），給與仲裁人較大的裁量權。在以上條件的催促下，外

國判斷在法國的地位，尤其是在仲裁地被撤銷的判斷在法國的效力問題，就

受到更大的保障，且已逐漸形成一些法國所特有的判例法，受到國際社會的

重視。

以下就法國法在承認與執行判斷在外國被法院撤銷的幾則重要案例與過

程，供說明與參考：

# Société Pabalk Ticaret Ltd. Sirketi  c.  Société Norsolor事件

在這件土耳其公司Pabalk與法國公司Norsolor間因代理權終止所引起的糾

紛，依約定在奧地利的維也納仲裁。因契約內未有適用法的約定，仲裁庭以

這件係國際性契約，土方請求賠償的項目又繁多，即依照國際交易慣例（lex 

mercatoria）原則，只以賠償的總金額為認定，而於1979年10月間做出不利法

方的判斷。法方收到判斷書認為依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舊Art. 13]規定於國內

法規定時才適用，此交易慣例內容欠明確，當事人又未授權仲裁庭適用，此

仲裁庭的判斷即違反仲裁協議，因而訴請撤銷判斷。而土方收到判斷後隨即

於1980年到法國請求執行。

法方在維也納提出的撤銷判斷訴訟事件於1981年6月間被法院駁回。經上

訴後奧地利的維也納上訴法院於1982年初以仲裁庭的引用lex mercatoria，其

是否為法律，認仲裁庭所為係越權判斷而予以撤銷。土方在巴黎的執行程序

方面，巴黎第一審法院於1980年即做為執行的裁定，由於1982年間有維也納

上訴法院的撤銷判決，使巴黎上訴法院引用公約的規定另做出部分承認與執

行的裁定。案經上訴後，最高法院於1984年10月間以判決認定上訴法院發現

原審法院，並未調查法國法的內容，且認為法國法的規定較有利於當事人，

就應依公約的規定[Art.VII (1)]所宣示的原則適用了較有利於當事人的法國法

[Art. 1502]的規定（註三八）。

註三八：Cass.1re.civ., 9 oct.1984, v. Rev.Arb., （1985）431。
  有關此案的英文資訊，見Yearbook Comm. Arb., Vol.XI (1986), 484; Yearbook 

Comm. Arb., Vol.XV (1990), 263. 此判決英譯與資料，另見 JIA Vol.2 (1985), p.67及
I.L.M. Vol.24 (1985),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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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marton Ltd., v. Omnium de Traitement et de Valorisation（OTV）事件

法國OTV公司為了獲得阿爾及利亞的採購工程事宜，於1980年12月間委

聘英格蘭的Hilmarton公司為法律、稅務顧問及採購行政業務等工作。法方於

得標後，就未付酬金的餘額，且就其數目發生爭議，雙方即依約定循國際商

會的仲裁規則在日內瓦仲裁。獨任的瑞士籍仲裁人於1988年8月以依據阿爾及

利亞法規定此約定的報酬金形同賄賂，有違公序，而做出駁回仲裁聲請的判

斷（註三九）。

法方獲此判斷書，即刻在巴黎向法院聲請承認，受理法院也隨即在1990

年2月准予承認。經對方上訴後，巴黎上訴法院於1991年11月也肯定原審的

裁判，並強調依照公約[Art.VII（1）]規定執行法院不應剝奪當事人在判斷

中的所得主張的任何權益（註四〇）。其在執行地所獲得的權益，不因其

判斷在仲裁地被撤銷而影響到其在法國的權利。案經上訴後，最高法院終於

判稱「在瑞士做出的判斷係國際判斷，不隸屬於該國的法序內，雖然被撤銷

並不影響到已做成的存在（事實），且其承認也不違反國際的公序」（« La 

sentence rendue en Suisse était une sentence internagtionale qui n'était pas intégrée 

dans l'ordre juridique de cet Etat, de sorte que son exisstence demeurait établie 

malgré son annulation et que sa reconnaissance n'était pas contraire à l'ordre public 
international. »）（註四一）。

英方在仲裁敗北後即在仲裁地向日內瓦的上訴法院提出撤銷判斷的訴

訟，受理法院於1989年11月間以判斷的做成有違反法律[Concordat Art.36 

（f）]規定為由予以撤銷判斷（註四二）。經上訴後，瑞士最高法院於1990

年11月確定判斷應予以撤銷。判斷經撤銷，英方隨即向國際商會再行仲裁，

國際商會也選定單一仲裁人受理，並於1992年4月10日判斷聲請人的請求有理

註三九：ICC Case No.5622, Aug.19,1988, Rev Arb., 1988, 327-342。

註四○：Cour d'appel de Paris, le 19 dec. 1991。英文資訊，見Yearbook Comm. Arb., 1994, 
pp.655。

註四一：Cass.civ.1re, 23 mars 1994, Rev.arb, 1994, 327, note Ch. Jarrosson.。

註四二：Cour de Justice de Cabton de Génève, le 17 nov., 1989, 登載於 Rev. Arb.199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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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三）。可是在法國以外發生的程序後果，並未影響到被撤銷判斷在法

國的處境。

#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viation civile de l'Emirat de Dubai c. Société 

International Bechtel事件

這事件涉及美國工程集團Bechtel 與杜貝（Dubai）民航部間的糾紛，雙方

依約定採用單獨仲裁人制，在杜貝仲裁。仲裁人在審理後於2002年2月間判斷

美方勝出。2003年10月間Bechtel持其判斷到巴黎聲請承認，而杜貝方則在仲

裁地向法院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2004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高法院以仲裁

程序進行中，仲裁人在陳述前未命證人做切結為理由，將判斷撤銷。巴黎第

一審輕易承認的判斷，到巴黎上訴法院後被發現杜貝尚未簽署紐約公約，其

與法國間雖然簽訂司法互助條約，但此條約僅及司法判決的承認與執行，而

不包括判斷的效力問題。巴黎上訴法院最後還判稱杜貝最高法院的判決還是

不能做為拒絕承認的理由（註四四）。

# P.T. Putrabali Adyamulia c. Société Est Epices（後更名為Rena Holding）事件

這件爭議涉及印尼公司與法國公司間於2000年初的辣椒產品的交易

糾紛，法方以貨櫃在印尼沈沒，其未曾收到貨物而拒絕付款，印方即依約

向倫敦的行業公會「一般產品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General Produce 

Association ─ IGPA）提請仲裁，程序先由兩位仲裁人審理，兩位仲裁人因

無共識，才有第三位仲裁人（umpire）的出現，並由其判斷法方應付款。案

依規定向公會仲裁委員會請求救濟，經「申訴局」（Appeal Panel）審理後，

將原判斷撤銷，並判認法方未收貨，即無付款的義務。經印方向法院（High 

Court）申訴後，法院於2003年5月間以買受人有付款義務，將判斷發回原仲裁

庭再行判斷。最後仲裁庭就循法院見解，於同年八月間判令法方應付款。在

這三年之久的期間，法方於2001年4月持勝利的判斷到法國法院聲請承認，並

註四三：Trib.. Fed., du 17 avril, 1990, 見 Rev. arb. 1993, 322。

註四四：Cour d'appel de Paris, 1re cham. civ., le 29 sept.2005, Rev. arb.2006 ,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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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巴黎第一審法院的承認。印方以該判斷後來已被法院所撤銷，並向巴黎

上訴法院提出上訴，指稱法方有詐騙法院的不良企圖。2005年三月底受理法

院曾就這件訴訟開庭審理。上訴法院並無變動原審判決的意思，而且還闡明

法國民事訴訟法[Art. 1502]有關拒絕承認與執行的規定所有事由中，並未將判

斷在原仲裁地被撤銷列進其內，因此法院承認與執行2001年4月10日的判斷，

並無不法。此件再向最高法院訴請救濟，最高法院在駁回印方的請求中指出

國際仲裁判斷不隸屬於國家的法秩序，這種國際司法裁判的有效性在執行地

國有其明確的必要，且有其一定的標準，而且在公約的規定[Art.VII（1）]下

被上訴人本來即得依照仲裁協議與I.G.P.A.的規則就其於2001年4月10日在倫敦

做成的判斷到法國聲請執行，何況法國法在有關國際仲裁的規定中並未規定

判斷在原仲裁地被撤銷就有拒絕其承認與執行的事由（註四五）。

由以上自1984年以來的系列判決即見法國法的立場上有一貫性，強調判

斷的國際性為一種國際的司法裁判，不應受到特定國家的司法行為所影響。

法國司法者的心態很明顯的就如同Jean Robert所形容的「像古代的羅馬，法國

的仲裁已作好準備，以隨時迎接外國的神明」（“Come Rome jadis, la France 

de l'arbitrage est prete à accueillir les dieux étrangers.”）（註四六）。凡是在其

他國家被撤銷的仲裁判斷，無妨到法國試試運氣！

（四）結語

判斷經法院撤銷後，其域外效力是否應受到影響的問題，在各國間出現

不同的實務與見解。傳統的肯定論認為判斷經法院撤銷時，該判斷在仲裁地

國連帶其域外的效力皆受影響，形同絕對的無效。在此見解下，仲裁地國的

法院等同形成所有仲裁判斷事務的唯一監督機構，執行地的法院對判斷的承

註四五：P.T. Putrabali Adyamulia c. Société Est Epices (Rena Holding) Cass.civ.1re, 29 june 
2007, Rev. arb.,2007, 507。

  關於此判決的資訊，見Philippe Pinsolle, The Status of Vacated Awards in France: the 
Cour de Cassation Decision in Putrabali, AI, Vol. 24 (2008), No.2, pp.277。

註四六：J. Robert. op. cit. 5eme edition, p.275, para.318 fin。
  Christopher Koch, The Enforcement of Awards Annulled in their Place of Origin – The 

French and U.S. Experience, 2009, J. Int. A, Vol.26, No.2, p.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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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與執行事務無任何功能可言。支持此見解的紐約公約專家Albert Jan van den 

Berg 就認為判斷被仲裁地國的法院以判決予以撤銷，所有的「遊戲就清清楚

楚的結束」，當事人不能持該判斷到其他國家請求承認或執行。他認為這樣

的肯定立場才能使判斷的效力問題簡單化，且具預期性。如果允許一則經法

院撤銷的判斷還可到其他國家主張其效力，那才是奇怪。這樣重視判斷的簡

單化與其預期性確是其優點，值得肯定。可是目前各國的司法體制及裁判品

質良莠不齊，尤其在國際爭議事件的處理上，判決的品質往往比不上由專業

人士組成國際仲裁庭的判斷。如果判斷可以由一些國家法院予以撤銷，連同

執行地法院對判斷事務的監督權限也被剝奪。換言之，否定論與折衷論皆承

認執行地國的法院對判斷也有監督權，並在經過一番審核後才認定其效力，

以肯定判決的終局效。這種機制的存在才與當事人約定仲裁的期待相符合。

有了這樣的機制才有規避外國不良司法的干涉仲裁。因此，對這項問題的探

討不能單純憑理想的考量，也須考慮到現實的層面問題。

（五）歧見衍生的國際仲裁新課題

本來判斷一經做成，所有的仲裁程序即一了百了，當事人間的法律關

係也完全結束，其判斷的實現事務悉歸法院處理。可是判斷在仲裁地被管

轄法院撤銷，此被撤銷判斷的域外效力竟然出現三種不同的情況，這項發展

確非具統一功能為目標的國際立法所預料，且使判斷的終局效問題更加複

雜與不確定。這些情況難免使人對撤銷判斷的訴訟制度再度存疑。在各國

各有其撤銷制下，這種制度已形成妨礙國際仲裁法的發展。目前除了有些

國家引進「捨棄撤銷判斷的條款」（exclusion agreement），還有認為這種

對判斷的第二層（度）的監督是否有予以保存的需要等等，都成探討的內

容（註四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也認識到此問題的嚴重，在1999

年間就決定將「判斷在原做成地國被撤銷的執行之可能」問題（Possible 

註四七：See, Prof.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Annulment of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Towards “Judicialization” and 
Uniformity? Edited by Richard B. Lillich and Charles N. Brower, 1994, at pp. 15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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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eability of an Award that has been set aside in the State of origin）列為高度

優先待探討的問題（註四八）。惟此工作迄今尚未見成果，可見其確有相當

的困難度。

四、總結

判斷被撤銷後，當事人間原本的仲裁協議是否持續存在，以及判斷被撤

銷後其域外效力是否也受到影響，這是兩個個別的，但有彼此相關的問題。

因為判斷的有效性，以仲裁協議存在及有效性為其前提。如果仲裁協議不存

在與欠缺有效性時，仲裁庭所做出的判斷，當然不可能生效。依據紐約公約

的標準[Art.V與模範法Art.36]，仲裁協議存在及有效性是由當事人負舉證責

任，至於判斷是否欠缺容許性與與公序問題，則為執行地法院應「依職權」

自行審核。當事人就被撤銷的判斷是否依據存在與有效性的仲裁協議，須負

舉證責任。由此可見文內所探討的前後兩段問題，互有關聯性，不宜完全切

割。仲裁協議有自主性，不因判斷的做成、履行、執行或被撤銷而受影響，

承認此自主原則就須認同判斷被撤銷的結果，也不影響到仲裁協議的效力。

由此可再推論出判斷被撤銷後，其域外效不受影響的可能。換言之，只有在

認定判斷被撤銷後，仲裁協議也隨同失效的肯定論下，被撤銷判斷域外效力

的喪失才有可能發生。

註四八：See, Report of the UNCITRAL on the works of its 32 session, 17 May – 4 June, 
1999[A/54/17], para.374。

  “It was agreed that the topic should be accorded high priority.”(para.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