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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論文綱要壹、論文綱要

爭端裁決之執行攸關爭端裁決之執行攸關WTOWTO公信公信
爭端裁決執行爭議案件有增加的趨勢（已逾爭端裁決執行爭議案件有增加的趨勢（已逾
1212件）件）
美歐爭端尤受矚目，包括：美歐爭端尤受矚目，包括：
Banana Banana 
Beef HormonesBeef Hormones
AntiAnti--dumping Act of 1916dumping Act of 1916
Section 110(5)of the US Copyright ActSection 110(5)of the US Copyright Act
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

一、研究動機一、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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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理敗訴國執行爭端裁決之爭議：如何處理敗訴國執行爭端裁決之爭議：

WTOWTO創設創設DSUDSU第第21.521.5條「履行審查程序」條「履行審查程序」
（（compliance procedurecompliance procedure））
我國應預先思考並為我國應預先思考並為 DSUDSU談判立場因應參談判立場因應參
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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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討論首先討論DSUDSU爭端裁決之執行體系；爭端裁決之執行體系；

次則探討履行審查程序之功能；次則探討履行審查程序之功能；

繼則分析當事人適格、審查範圍、諮商、上繼則分析當事人適格、審查範圍、諮商、上
訴以及第訴以及第21.521.5條與第條與第2222條適用順序問題，條適用順序問題，
以瞭解以瞭解WTOWTO爭端實務適用之準則。爭端實務適用之準則。

結論結論

二、研究架構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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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 DSUDSU第第21.521.5條之目的條之目的

對對為遵守建議及裁決而採行之措施是否存在為遵守建議及裁決而採行之措施是否存在
或是否符合內括協定有爭議時或是否符合內括協定有爭議時，該爭議應透，該爭議應透
過過該等爭端解決程序該等爭端解決程序加以決定，包括在可能加以決定，包括在可能
的情形下，由原來之爭端解決小組處理之。的情形下，由原來之爭端解決小組處理之。

爭端解決小組應在案件提付後爭端解決小組應在案件提付後九十日九十日內向會內向會
員提送報告。若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其無法於員提送報告。若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其無法於
此期限內提供其報告時，則其應以書面附具此期限內提供其報告時，則其應以書面附具
遲延之理由，通知遲延之理由，通知DSBDSB，並預估其可提出，並預估其可提出
報告之時間。報告之時間。

一、DSU 21.5條之規定一一、、 DSU 21.5DSU 21.5條之規定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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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此，「履行審查小組」應認定：鑑此，「履行審查小組」應認定：

當事國間是否存有「爭議」當事國間是否存有「爭議」

(disagreement)(disagreement)；；
履行措施是否「存在」履行措施是否「存在」(existence) (existence) ；且；且
該等措施是否與該等措施是否與WTOWTO協定規則「一致」協定規則「一致」
(consistency)(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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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解決執行爭議，促使敗訴國履行爭「迅速」解決執行爭議，促使敗訴國履行爭
端裁決要求，避免延宕或規避執行義務端裁決要求，避免延宕或規避執行義務

有助於有助於DSBDSB執行監督義務，再度確認爭議執行監督義務，再度確認爭議
中的法律原則，增加可預測性中的法律原則，增加可預測性

重新建立會員間的法律秩序與平和關係重新建立會員間的法律秩序與平和關係

二、履行審查程序之功能二、履行審查程序之功能二、履行審查程序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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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 DSU 第第21.521.5條過於簡略，缺乏細部執行規條過於簡略，缺乏細部執行規
定定

例如，「訴諸該等爭端解決程序」例如，「訴諸該等爭端解決程序」
（（recourse to these dispute settlement recourse to thes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procedures）所指為何？）所指為何？

何項何項DSUDSU程序可適用至履行審查程序？程序可適用至履行審查程序？

三、DSU第21.5條之解釋問題三、三、DSUDSU第第21.521.5條之解釋問題條之解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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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當事人適格參、當事人適格

BananaBanana

履行小組認為原敗訴國（歐體）可利用第履行小組認為原敗訴國（歐體）可利用第
21.521.5條程序主動要求審查其執行措施是否符條程序主動要求審查其執行措施是否符
合合WTOWTO

一、原被控訴國可否提出？一、原被控訴國可否提出？一、原被控訴國可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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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有助法律確定性建立，避免不當限制敗訴國有助法律確定性建立，避免不當限制敗訴國
之權利之權利

若敗訴國在受到貿易報復後認為其已採行符若敗訴國在受到貿易報復後認為其已採行符
合爭端裁決，然原勝訴國仍拒絕取消貿易報合爭端裁決，然原勝訴國仍拒絕取消貿易報
復措施，則敗訴國提出訴諸履行程序之權復措施，則敗訴國提出訴諸履行程序之權
利，有助於早日解除貿易報復威脅利，有助於早日解除貿易報復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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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上，第解釋上，第21.521.5條條文並未將此爭議限制於條條文並未將此爭議限制於
「主要爭端當事國間之爭議」。「主要爭端當事國間之爭議」。

第第2121條承認「所有會員」對執行事項皆具條承認「所有會員」對執行事項皆具
有利益有利益

採廣義解釋，似可包括從未參與原爭端解決採廣義解釋，似可包括從未參與原爭端解決
程序之第三國。程序之第三國。

但不宜過於擴張，可考慮限於「與爭端事件但不宜過於擴張，可考慮限於「與爭端事件

有明確關連之國家。有明確關連之國家。 」」

二、其他會員可否主動提出？二、其他會員可否主動提出？二、其他會員可否主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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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實務肯定爭端實務肯定

AustraliaAustralia--LeatherLeather：： 歐體及墨西哥歐體及墨西哥

BrazilBrazil--AircraftAircraft：澳洲：澳洲

USUS--FSCFSC：：澳洲、印度及牙買加澳洲、印度及牙買加

三、其他會員可否以第三國身份參加？三、其他會員可否以第三國身份參加？三、其他會員可否以第三國身份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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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審查範圍：爭議或措施肆、審查範圍：爭議或措施

CanadaCanada--AircraftAircraft
會員為符合會員為符合DSBDSB裁決，已採行，或宜採行裁決，已採行，或宜採行
之措施。之措施。
AustraliaAustralia--LeatherLeather
美國主張澳洲給予該案給予的新貸款不符合美國主張澳洲給予該案給予的新貸款不符合
DSBDSB裁決。澳洲則抗辯其非執行措施的一裁決。澳洲則抗辯其非執行措施的一
部。部。
履行小組認為，應由履行小組認為，應由panel requestpanel request加以決加以決
定，故有權審理之定，故有權審理之

一、「為履行而採行之措施」？一、「為履行而採行之措施」？一、「為履行而採行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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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Australia--SalmonSalmon

澳洲所屬塔斯梅尼亞島澳洲所屬塔斯梅尼亞島（（TasmaniaTasmania））對鮪對鮪
魚產品制訂進口禁令。加拿大主張應審查此魚產品制訂進口禁令。加拿大主張應審查此
措施。澳洲表示反對。措施。澳洲表示反對。

履行小組認為，敗訴會員並不對某項措施是履行小組認為，敗訴會員並不對某項措施是
否為「為履行而採行之措施」享有全部之裁否為「為履行而採行之措施」享有全部之裁
量權。此將使在時間上及主要事項上有「明量權。此將使在時間上及主要事項上有「明

確的關連」確的關連」（（clearly connectedclearly connected））的措施的措施

容易被脫免審查容易被脫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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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就履行審查程序的目的而論，「為履行而採就履行審查程序的目的而論，「為履行而採
行」之措施應被賦予若干意義，但似不須過行」之措施應被賦予若干意義，但似不須過
於嚴格解釋。於嚴格解釋。

可否審查在履行程序進行中所採行之措施，可否審查在履行程序進行中所採行之措施，

應由應由DSU DSU 明訂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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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諮商伍、諮商

MexicoMexico--HFSCHFSC

上訴機構表示，爭端當事國可協議免除諮商上訴機構表示，爭端當事國可協議免除諮商

USUS--FSCFSC

當事國同意在請求提出之當事國同意在請求提出之1212日內舉行諮商，日內舉行諮商，
且在無法達成協議時，立即成立第且在無法達成協議時，立即成立第21.521.5條履條履
行小組。縮短了行小組。縮短了DSUDSU有關諮商之原訂期有關諮商之原訂期
限。限。

多數第多數第21.521.5條履行程序並未舉行諮商。條履行程序並未舉行諮商。

一、履行程序展開前，應否諮商？一、履行程序展開前，應否諮商？一、履行程序展開前，應否諮商？



17

小評小評

執行措施可能是新採行的措施。當事國先就執行措施可能是新採行的措施。當事國先就
該等措施交換意見，對爭點的澄清有助爭端該等措施交換意見，對爭點的澄清有助爭端
解決，故諮商有其重要性。解決，故諮商有其重要性。

為顧及履行程序迅速解決執行爭議之本質，為顧及履行程序迅速解決執行爭議之本質，
亦應考量留予當事國裁量的空間。若當事國亦應考量留予當事國裁量的空間。若當事國

同意，應可豁免此項諮商要件。同意，應可豁免此項諮商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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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ShrimpShrimp

馬來西亞在執行合理期間終了後十個月始馬來西亞在執行合理期間終了後十個月始

提出成立第提出成立第21.521.5條程序之請求。條程序之請求。

為早日解決爭端，並使貿易關係之確定性及為早日解決爭端，並使貿易關係之確定性及

可預測性得以建立，可預測性得以建立，DSUDSU宜限制之。宜限制之。

二、當事國最遲應於何時提出諮商？二、當事國最遲應於何時提出諮商？二、當事國最遲應於何時提出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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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上訴陸、上訴

BrazilBrazil--AircraftAircraft
本案以後，實務上普遍承認當事國之上訴權本案以後，實務上普遍承認當事國之上訴權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ShrimpShrimp
美國與馬來西亞同意任何一方皆得對審查小美國與馬來西亞同意任何一方皆得對審查小
組報告提出上訴組報告提出上訴

AustraliaAustralia--LeatherLeather
美國與澳洲協議「無條件接受履行審查小組美國與澳洲協議「無條件接受履行審查小組
報告」，且不提出上訴。報告」，且不提出上訴。

一、當事國可否上訴？一、當事國可否上訴？一、當事國可否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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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DSU DSU 第第17.617.6條及第條及第 17.117.1條規定條規定

第第21.521.5程序與一般爭端程序同等重要程序與一般爭端程序同等重要

上訴機構有必要協助釐清執行措施爭議上訴機構有必要協助釐清執行措施爭議

第第21.521.5條未對上訴機構及其審理時間有所規條未對上訴機構及其審理時間有所規
定。若依第定。若依第17.517.5條規定以條規定以6060日為原則，與日為原則，與
迅速解決本質不符，也可能使敗訴國繼續延迅速解決本質不符，也可能使敗訴國繼續延

宕執行裁決之義務宕執行裁決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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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第柒、第21.521.5條及第條及第2222條之適用順序條之適用順序

會員在訴諸第會員在訴諸第2222條之「貿易報復授權」條之「貿易報復授權」
前，應否先由第前，應否先由第21.521.5條程序認定敗訴國是否條程序認定敗訴國是否
執行原裁決？執行原裁決？

立法衝突的原因立法衝突的原因

第第2222條未提及第條未提及第21.521.5條之規定，亦未要求條之規定，亦未要求
在應先獲有敗訴國「並未履行」之認定在應先獲有敗訴國「並未履行」之認定

第第21.521.5條未設有援引該程序的時間限制條未設有援引該程序的時間限制

應由誰認定敗訴國是否執行爭端裁決？應由誰認定敗訴國是否執行爭端裁決？

一、何謂 21.5 & 22之「順序問題」？一、、何謂 21.5 & 22之「順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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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張美國主張
第第22.222.2條規定控訴國應在合理期間終了後條規定控訴國應在合理期間終了後
「二十日」向「二十日」向DSBDSB尋求授權報復。而第尋求授權報復。而第
22.622.6條則要求條則要求DSBDSB必須在合理期間終了後必須在合理期間終了後
「三十日」內授權報復，若控訴國無法在合「三十日」內授權報復，若控訴國無法在合
理期間終了後「十日」內要求授權，則喪失理期間終了後「十日」內要求授權，則喪失
報復權。報復權。
第第21.521.5條程序並非採行第條程序並非採行第2222條之前提要件條之前提要件
若有適用順序，則第若有適用順序，則第2222條之期限規定將不條之期限規定將不
會以合理期限之終了為基礎。會以合理期限之終了為基礎。

二、歐體香蕉案二、歐體香蕉案、歐體香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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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體主張歐體主張

在第在第21.521.5條小組未認定前，美國授權報復之條小組未認定前，美國授權報復之
請求並不合法。此將無異於同意美國得片面請求並不合法。此將無異於同意美國得片面
認定歐體的新措施不符合認定歐體的新措施不符合DSBDSB裁決。裁決。

若不先完成第若不先完成第21.521.5條程序，則條程序，則DSBDSB將無法將無法
確知歐體之執行措施是否符合確知歐體之執行措施是否符合DSBDSB之裁之裁
決，則其將無法授權貿易報復。決，則其將無法授權貿易報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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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nasBananas案的處理模式案的處理模式

由原爭端小組成員組成由原爭端小組成員組成22.622.6仲裁庭及仲裁庭及21.521.5履履
行小組，同時進行二項程序行小組，同時進行二項程序

仲裁人同時執行第仲裁人同時執行第21.521.5條履行小組及第條履行小組及第22.622.6
條之功能。條之功能。

立場較傾向美國，未正式承認立場較傾向美國，未正式承認21&21& 2222的順的順
序問題，序問題，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Certain ProductsCertain Products
判斷執行措施充分與否，未必要由第判斷執行措施充分與否，未必要由第21.521.5條條
履行小組執行，仲裁小組亦可為之。履行小組執行，仲裁小組亦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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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上述見解使第上述見解使第21.521.5條及第條及第2222條之適用界線條之適用界線
愈為模糊。讓如何區別愈為模糊。讓如何區別DSUDSU所設各項程序所設各項程序
之個別功能，更加困難。之個別功能，更加困難。
仲裁判斷需在仲裁判斷需在6060日內作出，且不得上訴，日內作出，且不得上訴，
此與第此與第21.521.5條程序有條程序有9090日期限及上訴機制日期限及上訴機制
不同。不同。
控訴國將可能傾向訴諸第控訴國將可能傾向訴諸第22.622.6條仲裁程序。條仲裁程序。
將使第將使第21.521.5條之功能大為減損，亦有可能減條之功能大為減損，亦有可能減
損會員權利。損會員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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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主張加拿大主張
控訴國在仲裁之後，應於何時向控訴國在仲裁之後，應於何時向DSBDSB尋求尋求
貿易報復之授權，第貿易報復之授權，第22.722.7條並未設有時限規條並未設有時限規
定。定。
爭端當事國可透過協商處理適用順序之彈爭端當事國可透過協商處理適用順序之彈
性。仲裁程序得中止至第性。仲裁程序得中止至第21.521.5條履行程序完條履行程序完
成之後。成之後。

三、澳洲鮭魚案案三、澳洲鮭魚案案、澳洲鮭魚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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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澳對本案執行爭議之處理方案加澳對本案執行爭議之處理方案

於第於第22.622.6條仲裁人首次會議中，當事國將條仲裁人首次會議中，當事國將
要求暫時擱置該仲裁案，直至第要求暫時擱置該仲裁案，直至第21.521.5條履條履
行小組報告發佈後；行小組報告發佈後；
若第若第21.521.5條履行小組認為澳洲不符合條履行小組認為澳洲不符合WTOWTO
義務，則加澳將立即要求重新展開仲裁程義務，則加澳將立即要求重新展開仲裁程
序，無論任何一方是否提出上訴；序，無論任何一方是否提出上訴；
仲裁人將在第仲裁人將在第21.521.5條履行小組報告發佈後條履行小組報告發佈後
之六十日內發佈仲裁判斷；之六十日內發佈仲裁判斷；
第第21.521.5條履行程序終了後，將不再有新的條履行程序終了後，將不再有新的
執行合理期間。執行合理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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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本案係採取了「適用順序」之作法。此種模本案係採取了「適用順序」之作法。此種模
式確保了多邊體系可以預先檢視執行措施的式確保了多邊體系可以預先檢視執行措施的
合法性，並使控訴國同時保有貿易報復請求合法性，並使控訴國同時保有貿易報復請求
權。權。
在上訴程序尚未終了前，若發佈仲裁判斷，在上訴程序尚未終了前，若發佈仲裁判斷，
則將使適用順序之安排失去意義。則將使適用順序之安排失去意義。
第第22.622.6條規定，仲裁應在「合理期間」終了條規定，仲裁應在「合理期間」終了
之日起六十日內完成。若在「第之日起六十日內完成。若在「第21.521.5條報告條報告
發佈後」之六十日內發佈仲裁判斷，是否符發佈後」之六十日內發佈仲裁判斷，是否符
合規定，仍有解釋空間。合規定，仍有解釋空間。
立法衝突問題，並未獲得釐清。也無法使當立法衝突問題，並未獲得釐清。也無法使當
事國於得到法律確信。事國於得到法律確信。
第第21.521.5條履行報告是否有合理執行期間之疑條履行報告是否有合理執行期間之疑
慮，應由慮，應由DSUDSU明文。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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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美國未依據本案美國未依據SCMSCM協定第協定第4.104.10條規定對條規定對
澳洲採取「反制措施」，而係請求成立第澳洲採取「反制措施」，而係請求成立第

21.521.5條履行小組。條履行小組。

三、澳洲皮革補貼案三、澳洲皮革補貼案、澳洲皮革補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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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協議美澳協議
美國將不會尋求貿易報復之授權，直至第美國將不會尋求貿易報復之授權，直至第
21.521.5條履行小組報告發佈之後；條履行小組報告發佈之後；
美澳將無條件接受第美澳將無條件接受第21.521.5條履行審查小組報條履行審查小組報
告，並不提出上訴；告，並不提出上訴；
依據依據SCMSCM協定第協定第44條註釋六之規定，美澳同條註釋六之規定，美澳同
意請求意請求DSBDSB授權報復之期限為第授權報復之期限為第21.521.5條履條履
行審查小組報告發佈後之六十日，且完成第行審查小組報告發佈後之六十日，且完成第
22.622.6條仲裁程序為該事件提付仲裁後之四十條仲裁程序為該事件提付仲裁後之四十
五日。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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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評小評
在禁止性補貼之爭端中，當事國皆得基於雙在禁止性補貼之爭端中，當事國皆得基於雙
邊協議，援引邊協議，援引SCMSCM協定第協定第44條註釋六之規定條註釋六之規定
延展執行第延展執行第2222條權利之期限，直到第條權利之期限，直到第21.521.5條條
履行程序終了。此等模式在加拿大與巴西的履行程序終了。此等模式在加拿大與巴西的
航空器爭端案中亦被採用。航空器爭端案中亦被採用。
由於補貼案件之特殊性，由於補貼案件之特殊性，SCMSCM協定的彈性協定的彈性
規定，提供了處理第規定，提供了處理第21.521.5條及第條及第2222條適用順條適用順
序之基礎。序之基礎。
雙邊協議僅能使某一項解釋適用於個案，且雙邊協議僅能使某一項解釋適用於個案，且
必須取決於爭端當事國的態度。必須取決於爭端當事國的態度。
根本之道，應直接修正根本之道，應直接修正DSUD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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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論捌、結論

若若DSBDSB之建議及裁決不被執行，則將使整之建議及裁決不被執行，則將使整
個爭端解決程序之進行不具意義。個爭端解決程序之進行不具意義。

只要有任何會員，不論其經濟實力如何，可只要有任何會員，不論其經濟實力如何，可

以在現行制度下拒絕執行以在現行制度下拒絕執行DSBDSB之建議及裁之建議及裁
決，或故意無限期地延宕執行，對決，或故意無限期地延宕執行，對WTOWTO的的
公信將造成一定程度之傷害，並使經貿法律公信將造成一定程度之傷害，並使經貿法律

關係落於不確定之狀態。關係落於不確定之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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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DSU第第21.521.5條履行審查程序近年來的實務條履行審查程序近年來的實務
發展，已使該機制成為發展，已使該機制成為WTOWTO爭端裁決執行爭端裁決執行
程序之支柱，對原勝訴國及敗訴國之權益同程序之支柱，對原勝訴國及敗訴國之權益同
等重要。等重要。

第第21.521.5條與第條與第2222條適用順序之處理，實務條適用順序之處理，實務
個案顯示出解決模式的多樣性。然此將無助個案顯示出解決模式的多樣性。然此將無助
於增加多邊貿易體系之確定性或可預測性。於增加多邊貿易體系之確定性或可預測性。
對控訴國而言，其所需要者係訂定明確之規對控訴國而言，其所需要者係訂定明確之規
定並得據以主張其權利，而非視個案與採取定並得據以主張其權利，而非視個案與採取
執行措施之會員進行事實上之安排。執行措施之會員進行事實上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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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WTO爭端實務固可透過個案解釋賦予第爭端實務固可透過個案解釋賦予第
21.521.5條若干實體內涵，然其恐無法完全因應條若干實體內涵，然其恐無法完全因應
未來第未來第21.521.5條下爭議案件之處理。條下爭議案件之處理。DSUDSU應應
就履行審查程序之執行功能與角色作整體性就履行審查程序之執行功能與角色作整體性
之思維，包括此項程序與其他一般爭端解決之思維，包括此項程序與其他一般爭端解決
程序之關係、當事國提出控訴之時點、履行程序之關係、當事國提出控訴之時點、履行
審查小組之授權條款、程序進行之時限、諮審查小組之授權條款、程序進行之時限、諮
商程序、上訴機構程序及執行裁決之問題商程序、上訴機構程序及執行裁決之問題
等。等。

若要在若要在DohaDoha回合回合20042004年年55月談判期限屆至月談判期限屆至
前達成協議，絕非易事。在此之前，各國仍前達成協議，絕非易事。在此之前，各國仍
需在不甚明確的規範中，致力尋求解決爭議需在不甚明確的規範中，致力尋求解決爭議
之道。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