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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融政策取向與剛性之選法規則

第一節 系統性風險與金融政策需求

與本論文第一章所提之「投資組合」觀念有關者，係「系

統性風險」（Systematic risk）此一名詞，一般係指整個市場

或市場部門之固有風險，又稱不可分散之風險或市場風險

（“Un-diversifiable risk”or“Market Risk”）；利率、景氣

衰退及戰爭等，均為系統性風險來源，因其影響整個市場，

且無法以投資組合予以避免；系統性風險影響廣泛之有價證

券，非系統性風險則僅影響特定類型之有價證券或單一有價

證券，得以投資組合予以減少，而系統性風險僅能靠「避險」

（Hedged）予以削減，即使投資組合亦無法迴避系統性風險
1，例如：中東戰爭爆發，造成原油價格上漲，全球企業之生

產成本因而提高，致全球股價下跌，則引起系統性風險，此

影響全球各國之有價證券市場，但能靠購買黃金等保值貴重

金屬來避險。另一相對之名詞係「非系統風險」（Unsystematic
Risk, Unique Risk, Diversifiable Risk, Residual Risk, Insurable
Risk），一般係指對特定公司之風險，例如：罷工、不正判

決之結果或自然災損，其可用投資組合之分散投資來規避之

風險2。

1 Systematic Risk：The risk inherent to the entire market or entire market segment.
Also known as "un-diversifiable risk" or "market risk.", Interest rates, recession and
wars all represent sources of systematic risk because they will affect the entire market
and cannot be avoided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Whereas this type of risk affects a
broad range of securities, unsystematic risk affects a very specific group of securities
or an individual security. Systematic risk can be mitigated only by being hedged.
Even a portfolio of well diversified assets cannot escape all risk. 參見：
The free dictionary by farlex,
http://financial-dictionary.thefreedictionary.com/Systematic+Risk,（最後上網日期：
2007 年 12 月 25 日）。
2 Also called the diversifiable risk or residual risk. The risk that is unique to a
company such as a strike, the outcome of unfavorable litigation, or a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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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跨國金融業務而言，國際私法已成為金融服務業之主

要法律風險，此一風險具系統性之效應，亦即單一金融機構

之財務危機，會影響其他金融機構，形成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終至拖垮整個金融體系；換言之，市場參與者所面

臨之法律風險，係來自於跨國有價證券交易準據法之不確定

（Uncertainty），當少數法律專家弄清楚怎麼回事時（應適

用何一準據法及其內容如何），市場時機已過，為提供準據

法之確定性與可預見性（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海牙

證券公約乃應運而生，其造福市場參與者及整個金融體系3。

以本論文第一章所述之二例說明，基於完全相同之法律

事實或法律作為，在某國或可有效設定有價證券之擔保，或

移轉其權利，但在他國或許不可行，因各國關於有價證券處

分行為之法令或實體法律構成要件，不盡相同。如無法確定

或合理預期是否能確實取得有價證券之擔保或權利，勢將導

致丙不敢融資借貸予甲，因丙無法確定其對甲透過乙所購買

之股票，甲設定質權究竟是否成功、對於該股票是否確定具

優先受償權，甚至可能在已將貸款交付予甲之情形下，竟失

卻擔保；己亦因此不敢融資借貸予丁，因擔心設定擔保之程

序，不符合受訴法院所適用之準據法所規定之實體構成要

件，致在丁資力發生問題時，需與丁之一般債權人分配而無

法悉數受償。從而，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實體準據法，倘無

法合理預期，不免形成跨國金融資金流通之風險，例如：倘

甲、丁無法借得足夠資金，恐將導致甲、丁倒閉，並拖累與

甲、丁有信用、資金、交易往來之業者，致產生連鎖效應，

catastrophe that can be eliminated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參見：ADVEN advanced financial network,
http://www.advfn.com/money-words_term_5183_unsystematic_risk.html,（最後上網
日期：2007 年 12 月 25 日）。
3 Richard Potok, The Hague Securities Convention-closer and closer to a reality,15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and practice, p.205（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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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風險」於焉形成。

因此為滿足國際金融業務之需求，確定性與可預見性係

不可或缺者，傳統物之所在地法原則，係適用於有價證券直

接所有制，在該制下，有價證券所有人與發行人有直接之聯

繫，有價證券所有人乃登記於發行人處，然現今普遍適用間

接所有制，有價證券所有人係透過帳戶劃撥而所有其有價證

券，此際傳統選法規則將無法提供確定之準據法，致可能適

用之準據法過多，使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勞費而緩慢4，因此有

必要規範「單一固定」（Single and Stable）之準據法，並且

排除反致條款之適用，如此一來，市場參與者始能事先藉由

確定之準據法預測其確切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並事先計算

成本與風險，以維交易安全。本論文雖為法律科學之博士論

文，而「公平正義」向為法律所追求之目標，但就國際私法

此一高度程序性、技術性之法律而言，尤其是本論文所處理

之跨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議題，固然不會捨棄公平正義之追

求，但其研究之取向，毋寧更具政策性；換言之，關於有價

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究竟如何取捨或選定，與當事人間

實體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似無直接重要影響，但準據法如

規範為複數或不固定，將會造成「系統性風險」之國際金融

危機；因此，此項議題之研究，其主要目的，不在解決個案

當事人間之實體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而在追求國際金融之

整體經濟利益，亦即以準據法之規範，做為國際金融政策之

工具。

第二節 傳統選法規則之理念

4 Stefan Gannon, Weaving Nets To Catch The Wind: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Robust And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Common Law World Review, December 2004,
CLWR 33.4(352).



111

傳統選法規則之思惟，乃奠基於「既得權理論」與「屬

地主義」5，而此思惟根源於 17 世紀時，Huber 教授主張：

一、一國之法律僅於其領土內有其效力，且足以拘束一切人

民，但不及於領土以外﹔二、一國之人民指凡在一國領土以

內之人而言，不問其係永久居住或臨時停留﹔三、各國主權

者（君王）為禮讓起見，於不妨害各該本國主權及人民之權

益限度內，應承認他國法律在該他國領土內適用後，在任何

國家均有其效力6。

第三節 選法規則之新趨勢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逐漸產生，漸有學說、實務及規

範不採固定（硬性、剛性）之選法規則，茲敘述其大要如次︰

第一項 美國學說及實務

第一款 紐約州上訴法院 Babcock v. Jackson 案

美國國際私法選法理論，變更既得權理論下之行為地法

主義（lex loci delicti）者，與紐約州上訴法院之 Babcock v.
Jackson 案7關係甚大。該案事實略以︰Babcock 小姐與友人

Jackson 夫婦共 3 人，均為紐約州民，3 人於 1960 年 9 月 16
日週五，由 Jackson 先生開車，搭載 Jackson 太太及 Babcock
小姐自紐約州出發，前往加拿大渡週末，當車行駛至加拿大

安大略省時，因 Jackson 先生駕駛失控，該車撞上路邊石牆，

5 Lea Brilmayerm Right, Fairness, and Choice of Law, 98 Yale Law Journal p.1281
（1989）.
6 馬漢寶，國際私法總論，臺北︰著者自版，1990 年 8 月，頁 252。
7 12 N.Y.2d 473,240 N.Y.S.2d 743,191 N.E.2d 279（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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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Babcock 小姐受傷。Babcock 小姐返回紐約州後，即起訴

向 Jackson 先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侵權行為地之加拿

大安大略省訂有「乘客條款」（Guest Statute），規定非營利汽

車所有人或駕駛人，對因搭乘該車而死傷之乘客，不負損害

賠償責任，紐約州則無類此規定，被告 Jackson 先生抗辯︰

本案依侵權行為所在地法即加拿大安大略省法之上開乘客

條款，本案應駁回原告之訴等語。

由 Fuld 法官代表之多數意見判認︰侵權行為案件之傳

統準據法係依侵權行為地法為準據法，該項理論源自於既得

權理論，此項理論於適用上具穩定性、簡便性及預見可能

性，但其忽略行為地以外之法律，對特定爭點可能所具之利

益，近來頗受論者指摘，吾人認為求公平、正義及妥適之判

決結果，應適用語本案具有最大關連之法律為準據法。倘本

案爭點並非乘客條款，而係被告是否有過失，則原告主張被

告侵權行為之發生地，即具支配性，然本案兩造之爭點卻在

於是否應以乘客條款限制原告之求償，被告對其過失致原告

受傷乙節並不爭執。據此衡量紐約州及加拿大安大略省，該

二者與本案之連結因素與利益，前者無疑具較大而直接之關

係，此際適用紐約州法，即具較高之需求及利益，故有變更

傳統侵權行為地法之必要，蓋因雙方當事人均為紐約州民，

且肇事車輛之停車地、牌照發放地、保險地及本案旅程起

點，均在紐約州，相對而言，加拿大安大略省僅係偶然發生

之事故所在地而已。紐約州之立法政策，係要求侵權行為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法院不得僅因事故發生於本州以外，即違

背此一立法政策，況加拿大安大略省法關於乘客條款之立法

政策，在於避免乘客與車主共謀詐領保險理賠，以保障該省

之保險公司免於道德危險，但本案雙方當事人與保險公司均

在紐約州，故並無保障加拿大安大略省保險公司之問題，從

而本案適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並無實益。職故，為何所有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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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行為損害賠償案件均毫無理由地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倘

案件之爭點涉及行為是否合法（例如︰是否有過失），侵權

行為地法固有其支配地位，但就其他爭點，則應適用處理該

爭點具最強利益之法律。

自本案後，美國國際私法漸揚棄機械式之剛性（硬性）

選法規則，而改採彈性選法規則，掀起「選法規則之革命」

（Conflicts Revolution）8。

第二款 政府利益分析理論

30 年代美國學界由形式主義轉向實用主義9，Cavers 教

授認，在選法過程中，應考量本州法律之實質主旨（Substantial
Tenor）10，嗣後，Brainerd Currie 教授於 1958 年提出「政府

利益分析理論」（Governmental Interests Analysis），認各州之

法律均有其立法政策，且各州選用其本州法，對執行其政策

及照護其州民具有利益，故認︰一、原則上，受訴法院對涉

外案件應優先適用法庭地法，如當事人主張應以他州法為準

據法者，法院應分析及解釋本州法所代表之立法政策，及執

行其立法政策所具之利益；二、法院倘認就個案而言，倘執

行某州之立法政策具有利益，而執行其他州之立法政策並無

利益，則應適用執行其立法政策具有利益之州法律；三、倘

法院認兩州之立法政策顯有衝突者，須重新檢討所涉各州之

立法政策及選法利益，以解決法律衝突；四、於重新檢討後，

法院如仍認所涉兩州之利益衝突無法避免，則應適用法庭地

8 Edoardo Vitta, The impact in Europe of the American“Conflicts Revolution”, 30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p.1（1982）.
9 Friedrich K. Juenger, Babcock v. Jackson Revisited︰Judge Fuld's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Conflicts Law, 56 Albany Law Review p.727,729（1993）.
10 Harold L. Korn, The Choice-of-Law Problem, 47 Harvard Law Review. P.173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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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五、如法院所在地州並非所涉立法政策之利益州，而所

涉之兩州間必有法律衝突，且基於公平正義，法院不得拒絕

審理該案時，應適用法院地法；六、因案件繫屬地之不同，

對同一案件所涉之州際利益衝突，或可能有不同之處理方

式，就特定個案而言，法院不得過度忽視其本州之正當利

益，此際應由美國國會依「充分善意及信賴條款」決定何州

之利益應屬優先，而適用該州法11。

另 Currie 教授將案件區分為真正衝突（True Conflict）、
假性衝突（False Conflict）及欠缺利益（No Interest）三種類

型，真正衝突案件係案件所涉各州法，如選用為本案準據

法，對其立法政策之執行，均有正當、合法之利益；假性衝

突係指案件所涉各州，僅其中一州因其本州法被選用為本案

準據法，致其立法政策獲得執行，其他州則否；欠缺利益則

指原告之本州法係有利於被告，而被告之本州法係有利於原

告之情形，並認多數案件均屬假性衝突案件，又即使所涉各

州之法律如被選用，對執行其立法政策均有利益者，亦非必

然屬於真正衝突案件，唯有對所涉各州之立法政策被執行之

利益，進一步為更嚴格之篩檢後，仍屬真正衝突之案件，始

為貨真價實之真正衝突案件，此際倘立法機關並無明文規定

應適用之準據法，則反而應揚棄選法規則，因司法機關並非

立法機關，無權越廚代庖進行價值判斷及利益衡量決定應適

用之準據法，僅得暫時適用法院地法為準據法12。

拙見以為，是項理論係美國各州間法律衝突之選法理

論，是否適合直接套用於國與國間之法律案件，已屬可疑。

在國際間基於本位主義，即使以他國之法律為準據法，對他

國有利，而適用法庭地國之法律對法庭地無益，法官亦可能

11 Currie, Merried Women's Contracts︰A Study in the Conflict-of-Laws Method, 25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p.227（1958）.
12 Currie, supra.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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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傾向適用法庭地法，因他國法究竟不如他州法對法官來的

熟悉，且他州之利益究竟仍屬本國之利益，他國之法律則不

然，州際法律衝突與國際法律衝突，本質上即有重大差異，

自不宜相提併論。其次，此理論認應保持選法之開放，並視

具體個案，再審酌應適用之法律，以追求政府或國家利益，

殊不知此種保持開放彈性之態度本身，有時適足以侵害政府

或國家利益，例如：其倘適用於本論文主題之有價證券處分

行為，所帶來之不可預見性及不確定性，反不利於政府或國

家之金融政策利益。

第三款 較佳法則理論

Robert Leflar 教授主張選法應考量之因素為︰一、判決

結果之預見可能性；二、州際與國際秩序之維持；三、簡化

司法流程；四、促進法院地州政府之利益；五、適用較佳規

則；而上開 5 項因素並無先適用之順序，且僅係供參考而已，

並無強制適用性，另針對不同案型，每項因素之強度互有參

差，例如「預見可能性」之考量因素，對侵權行為準據法案

件而言，顯非重要，但在契約準據法案件而言，則最為重要
13。

本論文以為，此理論為州際法律衝突理論，其適用於國

際私法案件之疑慮，已如前述，而其第一項考量因素之「預

見可能性」如欲貫徹，即應適用固定之剛性選法規則，其餘

考量因素即屬不必要；反之，如欲考量其餘各項多重抽象之

因素，則與「預見可能性」之要求相衝突。然此理論適足以

提醒吾人︰並非所有案件均應適用同一套選法規則，契約準

據法案件或其他預見可能性要求度較高之案件，應適用剛性

13 R. A. Leflar, Choice-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 in Conflict of Laws, 41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p.282（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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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法規則，侵權行為準據法之選法規則，因侵權行為係隨機

發生，其本質上即無可預見性，故或可考量彈性或開放性之

選法規則，從而如欲以一套選法規則通用於所有民商事案

件，用以為放諸四海皆準之金科玉律，即有待商榷。

第四款 最重要牽連關係理論

其代表為 1971 年美國法律協會所編纂之國際私法第二

次整編（Second Restatement Conflict of Laws），揚棄既得權

說，並將第一次整編中之硬性選法規則，部分以彈性選法規

則代之，其中最重要者，係 Willis Reese 教授所提出之「最

重要牽連關係理論」（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其

規定於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第 6 條：「1、法院在憲法限制內，

應遵守其本州法令規定之選法規則；2、如無選法規則之規

定，選法之相關因素為：（a）國際及州際社會之需求；（b）
法院地之政策；（c）對於特定爭點，其他相關州之相關政策

及利益；（d）正當期待利益之保障；（e）特別法之基本政策；

（f）結果之確定性、可預測性及一致性；（g）準據法認定及

適用之便利性」14。而學者亦有參考上開國際私法第二次整

編第 6 條，據以主張選法規則之實體化，亦即主張「連結（繫）

因素之實體化」之學者，認法院處理涉外案件，應以各該法

律關係（如意外侵權行為、監護、或契約等）之社會共同價

14 Choice–of-Law Principles,“（1）A court, subject to 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will
follow a statutory directive of its own state on choice of law.（2）When there is no
such directive, the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rule of law include
（a）the needs of the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b）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forum, （c）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other interested states and the relative
interests of those stat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issues,（d）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forum, （e）the basic policies underlying the particular field of law,
（ f） certainty, predic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result, and（g） ease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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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予被害人迅速合理之賠償、補償、子女之最大利益、

或締約當事人之正當期待等）做為該案型選法規則之連結因

素，並建議「實現社會共同價值原則」之至上條款，復提出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總則建議修正條文：「涉外民商事法律

關係，依能實現各該案型社會共同價值之法律決定之（第 1
項）。法律條文（本法分則）中關於準據法選法規則之特別

規定，乃依前項原則之體現（第 2 項）」15。其所提出之論點，

確實反映許多案件之實際需求，從判決結果管制案件之公平

正義，非常值得肯定與讚賞，惟此等彈性或開放性之選法規

則，將由侵權行為選法理論所衍生而出之新選法規則，應用

於各式案件，似宜再仔細逐一思慮各種案型適用之可行性或

適用之結果為何，尤其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議題，或其

他商務案件，重點在於程序上之預見可能性，以保障交易安

全，似非實體公平正義之實現。且美國學說或實務，處理美

國州際法律衝突者甚夥，然各州法律無論如何不同，仍在同

一聯邦主權之下，其國內州際間之法律衝突理論，是否得當

然適用於國際私法？亦有商榷餘地。

另如同其他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最重要牽連關係理

論縱有其靈活性與機動性，但亦有下列弊端16：一、選擇法

律隨意性，而破壞法律之安定性、明確性與可預測性：面對

具體個案時，每一法官依自由心證與自由裁量選擇準據法，

容易導致選擇法律之隨意性與主觀性，將使法官權限之無限

15 許兆慶博士於其 2005 年 6 月於嘉義中正大學之博士論文「跨國信託法律適用
之研析—以意定信託為中心」第 532 頁結論提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總則草案
條文︰「涉外民商事法律關係，依實現各該案型實體共同價值之法律決定之（第
1 項）。法律條文（本法分則）中關於準據法選法規則之特別規定，乃前項原則
之表徵（第 2 項）」，乃主張將彈性或開放式選法規則全面一體適用於所有之民商
事國際私法案件（另參見︰許兆慶，國際私法與比較法研究，臺灣財產法暨經濟
法研究叢書（6），臺北：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2005 年 9 月，頁 46），
立論精妙，構思用心，頗值參考。
16 賴來焜，國際私法中「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之研究，法學叢刊，第 187 期，
2002 年 7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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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權或濫權之虞，例如在美國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第 6 條所

規定最重要牽連關係因素認定標準，其並無將所列之各種連

結因素，依其重要次序加以排列，亦無規定究應著重於連結

因素之「量」或「質」？究應著重於連結因素之「主觀性」

或「客觀性」？究應強調於連結因素之「國家（地域、法域）」

抑或「法律」？故法官在實際適用上對最重要牽連關係之標

準極不一致，將破壞法律之安定性、明確性與可預測性；二、

勢增加法院負荷，而須提高法官之素質與能力：最重要牽連

關係原則，具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之性質，一方面增

加法院負荷，蓋本原則在選法程序上須斟酌各種連結因素、

適用結果、各種社會因素之準據法，不若傳統機械選法之簡

單、明確，勢必使程序因而複雜、延宕或爭議而增加法院負

荷，二方面須提高法官之素質與能力，蓋本原則之選法，對

習慣援引成文硬性規則之大陸法系法官，恐有不便、增加困

難、浪費時間之缺點；三、重「屬地主義」而忽視「屬人原

則」：1971 年美國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為最重要牽連關係

之最重要文獻，觀諸第 188 條選擇契約準據法之因素，與第

145 條選擇侵權行為法之因素，均過分重視屬地主義而忽視

屬人原則。

第五款 比較損害理論

Baxer 教授對 Currie 之政府利益分析理論之說，大致同

意。但認立法有其內部目標及外部目標，就真正衝突案件而

言，Currie 教授僅偏重於各州立法之內部目標，認各州應重

視其本州州民之利益，但忽略他州利益，且當所涉各州法律

之外部目標相同時，此際應就本案所涉各州法律之內部目標

倘未獲滿足時，所受損害之程度，進行比較，損害程度較高

者，則優先選用該州法為本案準據法，亦即所涉之某州法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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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用為本案準據法，而得使該州獲得最大利益，即應選用

該州法律為本案準據法17。

另 Horowitz 教授支持比較損害理論，並整理美國加州選

法規範整編︰無論本案之爭點為何，倘涉及州際法律衝突，

法院須依雙方當事人、交易行為與本案所涉各州之關係，考

量法院是否適用某州法律，以貫徹該州之立法政策，倘僅其

中一州法律涉有立法政策上之利益，則適用該州法，倘有兩

州以上，對法律之適用，均涉有利益，即在真正衝突案件，

法院即須比較各州損害，衡量如適用哪一州之法律，可將損

害降至最低，並考量適用何州法為本案準據法，將有利於州

際交易，此即州際政策之考量，另法院須考量雙方當事人間

之利益，如此或能顯示何州之法律應優先適用18。

然而，本理論基本上亦為州際法律衝突理論，不宜當然

適用於國際私法案件，而本理論僅係將政府利益分析理論之

政府利益比較，轉為政府損害之比較，換湯不換藥，故具相

同之缺失。

第二項 瑞士法

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法規定應

適用之法律，如從附隨環境整體觀察，特定案件與該法律顯

然僅具些微關連，而與其他法律具更密切牽連關係者，則例

外不適用本法規定應適用之法律」19，係適用最重要牽連關

17 William F. Baxter, Choice of Law and the Federal System, 16 Stanford Law
Review p.17-18（1963）.
18 Harlod W. Horowitz, The Law of Choice of Law in California-A Restatement, 21
UCLA Law Review p.719（1974）.
19 Art. 15 Das Recht, auf das dieses Gesetz verweist, ist ausnahmsweise nicht
anwendbar, wenn nach den gesamten Umständen offensichtlich ist, dass der
Sachverhalt mit diesem Recht in nur geringem, mit einem anderen Recht jedoch in
viel engerem Zusammenhang st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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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理論。基此規定，就某涉外法律類型，依該法指示應適用

某國法為準據法，惟就周遭環境整體觀察，可認系爭案件與

原定準據法關聯微弱，而與另一個原本未被指定之法律，卻

具更密切關聯，即應捨棄原應適用之準據法，例外適用原未

被指定，但關聯更密切之法律20。

第三項 德國法

德國 1986 年 9 月 1 日生效之民法施行法，於侵權行為

之部分係採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其第 40 條規定：「侵權

行為，依行為發生地法，但被害人得於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

或書面預審程序終結前，聲請法院適用結果發生地法（第 1
項）。侵權行為發生時，如行為人與被害人之慣居地國相同，

則依該慣居地法。公司、社團及法人，依其主事務所所在地

或涉訟分支機構所在地為其慣居地（第 2 項）。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之請求，倘依外國法為準據法，應依下列各款限制其

適用：一、該外國法適用之結果，顯逾適當賠償之範圍者；

二、顯非以適當賠償被害人為本旨；三、與德國簽署生效之

公約所規範之義務相衝突者（第 3 項）。倘侵權行為準據法

或賠償義務人之責任保險契約準據法有規定者，被害人得直

接對賠償義務人之保險人請求損害賠償（第 4 項）」21，同法

20 賴來焜，海事國際私法中船舶優先權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法學博士論文，
1992 年 5 月，頁 593、594。
21 Art 40 Unerlaubte Handlung (1) 1Ansprüche aus unerlaubter Handlung unterliegen
dem Recht des Staates, in dem der Ersatzpflichtige gehandelt hat. 2Der Verletzte kann
verlangen, daß anstelle dieses Rechts das Recht des Staates angewandt wird, in dem
der Erfolg eingetreten ist. 3Das Bestimmungsrecht kann nur im ersten Rechtszug bis
zum Ende des frühen ersten Termins oder dem Ende des schriftlichen Vorverfahrens
ausgeübt werden. (2) 1Hatten der Ersatzpflichtige und der Verletzte zur Zeit des
Haftungsereignisses ihren gewöhnlichen Aufenthalt in demselben Staat, so ist das
Recht dieses Staates anzuwenden. 2Handelt es sich um Gesellschaften, Vereine oder
juristische Personen, so steht dem gewöhnlichen Aufenthalt der Ort gleich, an dem
sich die Hauptverwaltung oder, wenn eine Niederlassung beteiligt ist, an dem s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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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如其他國家之法律，較依本法第 38
條至第 40 條第 2 項所定應適用之法律，更具實質密切關連

者，依該他國法律」22。

第四節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之檢討

倘考量政策之審查及制定，主要藉司法程序之行使，而

於具體案件中，由法院斟酌事實，審查一切連結因素後，為

選擇為適當準據法之辦法，劉鐵錚大法官認此辦法：「一、

於涉外案件選擇適用法律時極為重要之特質，例如：單純、

確實、易於適用、結果預見可能等，於此類辦法中，均難加

以維持，且國際私法學理想之一—判決一致之目標，也較難

實現；二、一般法官格於種種限制，並非均精於國際私法之

技術，除非法律有簡單具體之指示，法官實際上很難自所有

連結因素乃至分析關係法律中，以確定個案最適當之準據

法；三、此類立法例賦予法官以較多之自由，法官以此為憑

藉，而擴張內國法之適用，實也不無弊害」23。賴來焜教授

認：究竟著重具體妥當性使個案更公平合理，抑或應著重法

律之安定性，使有確定及結果預見可能等，此乃千古來法理

爭論，吾國國際私法面對此問題時，學說不一，有主張著重

diese befindet. (3) Ansprüche, die dem Recht eines anderen Staates unterliegen,
können nicht geltend gemacht werden, soweit sie 1. wesentlich weiter gehen als zur
angemessenen Entschädigung des Verletzten erforderlich, 2. offensichtlich anderen
Zwecken als einer angemessenen Entschädigung des Verletzten dienen oder 3.
haftungsrechtlichen Regelungen eines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verbindlichen Übereinkommens widersprechen. (4) Der Verletzte kann seinen
Anspruch unmittelbar gegen einen Versicherer des Ersatzpflichtigen geltend machen,
wenn das auf die unerlaubte Handlung anzuwendende Recht oder das Recht, dem der
Versicherungsvertrag unterliegt, dies vorsieht.
22 Art 41 Wesentlich engere Verbindung (1) Besteht mit dem Recht eines Staates eine
wesentlich engere Verbindung als mit dem Recht, das nach den Artikeln 38 bis 40 Abs.
2 maßgebend wäre, so ist jenes Recht anzuwenden.
23 劉鐵錚，論侵權行為之準據法，國際私法論叢，臺北：著者發行，1988 年 3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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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妥當性而依理性選法者，有主張著重法律安定性而設硬

性普遍規則者，兩說言之成理，然吾人立於現在時點，吾寧

採後說，法律安定性優位於具體妥當性，蓋其一，現時各國

之國民生活世界化之傾向次第增加，一國法院受理涉外案件

與國內案件比較，後者乃占壓倒性多數，關於涉外案件準據

法決定之處理經驗比較欠缺，就此國際私法之特殊性言之，

關於國際私法上準據法決定，有其明確性之客觀標準，此為

有力原因之一，尤其大陸法系之我國法院推事（法官），更

習慣於硬性規則。其二，國際私法乃特殊專門知識，其性質

與其他實體法不同，實體法一般人依常情常理或可判斷，然

國際私法的確屬法律家法律，須經歷多年實務歷練或學者對

專門知識獨特研究者，有稱之為學說法或學者法或法律學中

之法律學，基於此一獨特法律性質，更可見國際私法有關準

據法決定之基準，應以明確形式規定之必要性。其三，國際

私法規範之對象，為涉外私生活關係，其與國內案件性不

同，內國案件，純粹國內生活關係，在共同地域內有一般社

會慣行之共通法意識與法感情可遵行，其對行為之法效果預

測仍屬可能，然涉外私生活關係，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欠缺

此共同地域，通常對涉外私生活關係欠缺當事人共同之依

據，就此嚴密意味之法知識下，行為之法效果預測性與可能

性，依然應予保障，從此觀點，涉外私生活關係之法規範國

際私法，有明確定其基準之必要性。基於上述理由，筆者贊

成由立法者選擇一、二種連結因素，抽象制定普遍適用於一

切案件，使符合確定、法效果預測可能性，達到法律安定性

保障。然而主張以理性選法之學者，謂硬性普遍規則或個案

之法律適用欠缺實質牽連，有欠公允或不合理。筆者認為理

性選法之缺點更不少，其欠缺確定、單純、易於適用、結果

可預測性外，法官更可假行理性選法之名，行內國法之實。

又硬性普遍規則之若與正義偶有不合，乃法治下不可避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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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24，並認：「所謂一般安定性原則，係指在傳統國際私

法學說中，不論大陸法系抑或英美法系之國際私法理論，不

分立法機構制定國際私法或法院在解決法律衝突時，應採一

般安定性原則主張應貫徹簡單、方便之原則，以達判決一致

之目的，故國際私法理論追求之最高價值與主要目標為判決

結果之確定性、可預見性和一致性，應是可預見性和一致

性，應是任何法律都應該具有的」，「吾人認為在此時此地我

國國際私法立法仍應將判決結果之確定性、可預見性與一致

性，視為一個應考慮之重要因素，將一般安定性法哲法理列

為應追求之基本價值與基本原則，但應在國際私法新理論與

國際私法趨同化（統一化）中如何調和國際私法一般安定性

與國際私法之具體妥當性，實現國際私法之公平與正義」，

「惟為了濟硬性法則之窮，得將彈性法則藉立法技術滲入硬

性法則中，即如自然法與實定法之調和，使彈性法則與硬性

法則達調和之功能」25。

本論文以為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固非無見，部分值得

贊同，但部分容有檢討餘地。茲分析如次︰

第一項 政府利益或立法政策撲朔迷離

許多法律僅係技術性規定，倘硬性勉強將之解釋為有何

立法政策，或其有何立法目的可言，容有困難，況立法機關

之素質，是否高到其進行每項立法時，均在有意識達成特定

立法政策之高度自覺下，將其立法政策落實於每一法律條

文，殊有疑義，許多法律僅係各遊說團體之壓力結果，或係

議員針對某重大新聞性案件之作秀反應，或為各衝突政治勢

24 賴來焜，涉外侵權行為問題之研究—國際私法的新發展，臺北：政治大學法
學碩士論文，1986 年 6 月，頁 388、390。
25 賴來焜，基礎國際私法學，臺北：著者發行，2004 年 6 月，頁 484、48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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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利益平衡、折衷之結果，是否有非常清晰而單一之立法政

策，誠有疑義，政府利益之分析，有時不免流於法官對法律

條文之自行解讀，或為法官適用法院地法尋找藉口。倘某一

法律條文具明確之立法政策可循，在同一國家內之各州，立

法政策之差距應非遠大，甚至在國際間，經常對於許多事

項，以國際公約或法律之繼受方式，達成立法上之一致，若

欲比較利益或損害之大小，有時不無有困難。

依政府利益理論或比較損害理論，適用之結果，即容易

僅在選用本州法對本州之立法政策無益，而選用他州法對他

州之立法政策有利時，始有適用他州法之餘地，如涉及本州

法之立法政策，幾乎均適用本州法即法庭地法，甚至法官基

於審判心理上之惰性，為省卻調查、適用他州法律之麻煩，

極易利用「立法政策」、「利益」、「損害」等空泛不確定之概

念為掩護，以自由心證盡情解釋，以儘量適用法庭地法，使

得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最後僅係披著美麗詞藻外衣之法

庭地法規則，無從實現國際私法最初尋求國際接軌及判決一

致之初衷。

第二項 州際法律衝突與國際法律衝突本質有異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係美國各州間之選法規則，州

際利益無論如何衝突，畢竟仍屬同一國家，是否能與國際利

益衝突相比擬，而援用成為國際私法之選法規則，則有疑

義。在國際間基於本位主義，即使以他國之法律為準據法，

對他國有利，而適用法庭地國之法律對法庭地無益，法官亦

可能較傾向適用法庭地法，因他國法究竟不如他州法對法官

來的熟悉，且他州之利益究竟仍屬本國之利益，他國之法律

則不然，州際法律衝突與國際法律衝突，本質上即有重大差

異，自不宜相提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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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考量之因素相互矛盾

以前述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第 6 條而言，在選法時，如

需考量諸多因素，其第 2 項第（f）款「結果之確定性、可預

測性及一致性」即難以達成，因此該款與其他款規定，似處

於矛盾對立狀態，而第 2 項第（a）款「國際及州際社會之需

求」，倘其本身即為「結果之確定性、可預測性及一致性」，

例如：國際社會對於證券交易法律關係之事先可預見性需

求，則第 2 項第（a）款亦與第 2 項第（f）款以外之其他款

規定不符，如此一來，第 2 項各款彼此間矛盾之情形勢更為

嚴重。就跨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議題而言，具有「結果之

確定性、可預測性及一致性」之高度需求，已如前述，倘適

用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第 6 條，則其第 2 項各款規定，均為

抽象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則不同之法院或法官，自有不同之

解釋，如此矛盾之複數考量因素，如何滿足類如跨國證券交

易案件所需「結果之確定性、可預測性及一致性」之高度需

求？

第四項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違背金融政策

吾人肯認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須考量避免

系統性風險，則該準據法，須「單一固定」，其理由在於「單

一固定」之準據法，始有其可預見性，如此始符合國際金融

交易之需求，因準據法倘非單一或不穩定，而為彈性或開放

性之選法規則，即失卻其可預見性，市場當事人即無法事先

藉由確定之準據法預測其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因此無法事先

計算成本與風險，這是做為一名商人最頭痛之事，倘無法計

算精確或較為精確之成本與風險，如何做生意？從而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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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非「單一固定」而具可預測性，勢將削減國際金融市場之

交易意願與活力，而不利於總體金融發展。非但就跨國證券

交易事件係如此，舉凡有「結果之確定性、可預測性及一致

性」之高度需求，而有保障交易安全之必要者，包含多數商

事事件，其國際私法之選法理論，即不宜具有彈性，蓋因法

官如就具體個案有過多之裁量空間，勢將造成準據法之難以

預測，而有礙交易安全。且由此可知，如需於選法時執行政

府政策、避免政府或民間損害，非必然需運用彈性或開放性

選法規則不可，有時採用單一固定準據法之剛性選法規則，

反而符合政策之需求。

第五項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侵害交易安全

就當事人而言，如準據法不能事先預測，則幾乎無法進

行金融業務。著名之加拿大律師 Bradley Crawford 曾如此描

述：「幾年前，加拿大一家人壽保險公司欲向一家加拿大銀

行短期貸款融資，並提出擔保，我是該銀行之法律顧問，花

了一週時間，仍不能拼湊出應提出之法律意見，擔保標的係

集中保管於廬森堡集中保管機構之債券，債券之實體權利證

書則存放於開曼群島（筆者按：免稅天堂），為求避稅，該

實體權利證書無法移動。該債券並非該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

所直接所有，而係由其在法國巴黎之子公司所有。五家律師

事務所花了一週時間共同研擬法律意見，研究如何使該加拿

大銀行之貸款，能以上開債券予以充分之擔保，仍最後仍無

法獲致結論，因律師團無法確切告知客戶即該加拿大銀行，

究竟該貸款失去擔保之風險到底有多大，因此加拿大銀行內

部開會討論，決定不貸款給該加拿大之人壽保險公司」26。

26 Bradley Crawford, The Hague “Prima” Convention: Choice of Law to Govern
Recognition of Dispositions of Book-Based Securities in Cross Border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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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參與美國國務院敦請參與海牙證券公約制定研擬之代

表波士頓大學 James Steven Rogers 教授認：「比較律師與法

官之工作，法官工作還算較為單純，他只要選擇一種法律為

準據法予以適用，而他通常會選用法庭地法，對訴訟律師而

言，其工作與法官類似；但對非訟律師而言，其係客戶未來

法律行為之規劃者，例如：某夫妻係Ｘ地人，夫載妻至Ｙ，

因夫駕駛過失發生車禍致妻受傷，依Ｙ地法，夫可以要求妻

損害賠償，依Ｘ地法則夫妻間不可請求損害賠償，如請律師

事先規劃準據法及法律關係，律師會先問：侵權行為地在

哪？妻會說不知道，我們夫妻此行會經過好幾個國家，只希

望此行不要發生事故等語，該非訟律師只好一一研究該夫妻

會經過國家之選法規則，藉此依各該實體準據法預測該對夫

妻如發生侵權行為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回到前述加拿大銀

行貸款之案件，非訟律師身為法律顧問，須為客戶考量：一、

何種訴訟或爭端可能為發生？二、其次他必須考量爭端會在

哪裡發生？以借款人破產為例，將適用所在地法，而相關國

家之法律亦須研究；三、究竟哪一國家之法律為設定擔保之

準據法，決定該擔保之設定是否有效？假如該加拿大人壽保

險公司破產，該加拿大銀行是否能確保就擔保之債券取償而

不受損失？該非訟律師只好一一研究每個所涉國家之破產

法律，以及每一個可能訴訟繫屬國家之法院，可能適用何準

據法而為如何之判決；四、倘其中任一國家法律或法院認應

以物之所在地法為準據法，則非訟律師還要去追查該債券之

實體權利證書所在地為何，而若該供擔保之債券係多國之國

際債券投資組合，則該非訟律師可能要一一查詢上打國家之

法律，以預測該設定擔保是否有效。同樣麻煩亦會發生於中

介機構之非訟律師或法律顧問，該中介機構面對成千上百之

38 Canadian Business Law Journal p.157, 16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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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均在該中介機構內開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而所有若干

有價證券（按：例如中介機構之銀行出賣股票給許多客戶，

客戶有可能係投資人，亦有可能係他國之中介機構即有價證

券貿易經銷商，跨海來『批貨』回去本國賣給當地之投資

人），中介機構擔心如有價證券業已撥入某客戶於該中介機

構開立之有價證券劃撥帳戶，客戶卻未付款，如該中介機構

與客戶間事先訂約，約定如客戶未付款，中介機構即可收回

該有價證券，但在法律架構中則非如此簡單，一種說法係中

介機構雖將有價證券撥入客戶之帳戶中，但仍對該有價證券

具擔保利益，得在該客戶未付款時就該有價證券取償，另一

種說法係該中介機構並未真正將有價證券撥入客戶之帳

戶，只是暫時記載在客戶之有價證券帳戶內，直至客戶付款

為止，該客戶始真正取得該有價證券。如該中介機構事先預

知準據法為何，及該準據法係採取以上何種說法或其他說

法，則會事先規劃以保障其權益，倘準據法無法事先預測，

中介機構只好不惜一切煩冗文件及手續，與客戶事先訂約，

以確保客戶付款前，其出賣予該客戶之有價證券不致喪失。

非訟律師如何建議其中介機構之客戶如何安全交易？如非

訟律師能精準預測任何爭端一定會在中介機構所在地法院

發生，且當地法院一定會適用中介機構所在地法即法庭地

法，則問題並不存在，倘該中介機構有成千上萬之客戶，而

所發生之案件係最有可能發生之客戶破產案件，則訴訟繫屬

地最有可能發生在該客戶所在地，面對委託當事人（中介機

構）成千上萬之客戶，非訟律師竟要一一去研究其各該本國

法。因此，從非訟律師之角度觀之，世界各國對有價證券處

分行為之法律歧異，係一致命問題，各國實體法歧異之情

況，嚴重地難以想像，就以政治經濟密切相連之美國及加拿

大之間而言，美國在 1990 年代以統一商法典第 8 條修正其

有價證券間接所有體制下之實體法，經過美國及加拿大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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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菁英努力近 10 年，仍無法取得實體法上之一致，國際

私法途徑則顯得更為實際，此際倘準據法無法事先預測，不

是交易裹足不前，則是交易成本大增」27。

第六項 技術性需求案件不強調實體價值之追求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蔚為風潮。主張將彈性選法規則

或開放性選法規則發揮極致者，除前述主張以「實現社會共

同價值原則」之至上條款貫穿所有民商事法律案件者外，亦

有學者提出相似主張，認「將所有選法方式都混合在一起也

無妨—只要他們都能確實證明出案件之主要價值，解決涉外

私法案件爭端，達到使當事人甘服法院判決之目標，混合選

法方式何嘗不可？」28，其構思精妙，確有見地，確能使許

多案件擺脫選法過程之迷宮，直達案件結果之公平正義，對

家事案件之審理頗有助益，令人激賞。然本論文以為，一項

理論之提出，似宜有無數之實務案件為基礎，反覆檢驗證明

其顛頗不破後，始能經得起考驗，但破壞一項理論，只要提

出其中任何一項反證證明該理論有所漏洞缺失，該理論即有

修正之餘地。以上述主張將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全面混合

適用於所有民商事案件之理論而言，倘僅從侵權行為或其他

少數案型之少數案件推論而出，即積極將其擴張至所有類型

之民商事法律案件，似宜再斟酌某些案件類型亦有強烈之交

易安全需求；又論者所謂「選法規則之實體化」，其前提係

有實體法益之比較，倘準據法之選定並無實體利益之考量，

純係技術性之配置，例如：純粹為使準據法趨於單一固定，

27 James Steven Rogers, Conflict of Laws for Transactions in Securities Held
Through Intermediaries, 39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p.291-294（2006）.
28 林恩瑋，國際私法選法理論之比較，許兆慶主編，國際私法論文選集，臺北：
臺灣財產法與經濟法研究協會，2005 年 9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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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交易安全，至該單一固定準據法為何，並不重要時，

則此際其理論似無適用餘地。

以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而言，與當事人間之實體權利義

務似無直接重要影響，此項議題之研究，其主要目的，不在

解決個案當事人間之實體權利義務之公平正義，而係在追求

國際金融之整體經濟利益，亦即以準據法之規範，做為國際

金融政策之工具，如適用所謂彈性或開放性之選法規則，則

何為該案型實體權利義務關係公平正義之「社會共同價

值」？復以本論文第一章所舉之二例而言，可能涉及之準據

法，包括股票所有人甲之國籍及住所地臺灣法、證券商乙之

設立、登記地之臺灣法、擔保權利人丙之設立、登記地澳洲

法等國法律。如要從其中挑選最符合「社會共同價值」以及

股票集中保管地、發行地日本、新加坡、美國或最符合國際

金融政策者，例如：從中挑選最能使有價證券之移轉或設定

擔保生效之法律，承審法官竟須同時暸解多國之法律，始有

可能進行挑選，如當事人移轉或設定擔保之有價證券涉及數

十國，則承審法官是否要同時暸解數十國之法律，並一一推

衍出其適用之結果，始能從其中挑選最符合「社會共同價值」

或最符合國際金融政策者？當今世上有多少法官有能力同

時暸解多國法律？在講求交易紛爭迅速有效解決之國際金

融業界，是否能承受法官把承審案件當成淵博浩瀚之學術論

文慢慢研究？因此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如適用彈性或開放

性之選法規則，恐將造成「法官心力交瘁、判決危害社會」

之尷尬結果，似非明智之舉。

本論文並非全盤否定彈性或開放性之選法規則，而係考

量是否適宜將之一律適用於所有民商事案件類型，在某些民

事身分案件，或許「保障未成年人利益」之實體立法政策非

常明顯，且事先當事人亦無預測準據法之必要，又例如侵權

行為之案件類型，侵權行為何時發生，難以逆料，當然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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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預測其準據法，此際適用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可解決

實體問題，但就商事案件而言，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勢將

重大損傷交易安全，造成金融市場機能失靈，反而無從貫徹

金融取向之財經立法政策或政府利益。

第七項 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易為非關稅貿易障礙

國際私法學者不宜僅從國際私法之角度觀察事理，更宜

從宏觀角度顧全大局。就 WTO 規則而言，我國在 2001 年

11 月 16 日立法院停會期間，召開特別會議審查我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條約案，經無

異議通過，咨請總統完成批准手續，於 2001 年 12 月 2 日送

WTO 秘書處存放 30 日，入會案自動生效，我國於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會員國29。

WTO 服務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第二部分係總義務與原則，第三部分係規

定特定承諾，此二部分法律效果有相當大之差異，就 GATS
本身之義務而言，第一部分所規定之各個義務，包括最惠國

待遇，不論相關國家是否曾作成特定承諾，會員國均必須遵

守，但第 6 條之規章限於特定承諾之部分；第二部分規定，

包括國民待遇原則，僅在相關之會員國曾就某一特定部門作

成開放市場之承諾時，始發生該會員國就該服務部門之貿

易，必須對其他會員國之服務供應者授與國民待遇之問題
30。我國入會相關文件中，包括證券投資方面之水平承諾，

亦即承諾外國投資人可投資臺灣上市公司股票，並於 2002
年底前取消個別及全體外國投資人不得持有單一上市公司

29 陳櫻琴、邱政宗，WTO 與貿易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頁 335、336。
30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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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份百分之 50 以上之持股比例限制31，另包括放寬外

國證券商分支機構設置標準及條件、刪除外國人持有本國證

券商股權限制等等32，因此我國就證券服務業已為特定承

諾，自應遵守 GATS 國民待遇原則及國內規章透明原則，且

我國法院適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以解決涉外有價證

券處分案件之機會大增。GATS 第 1 條第 3 項規定：「所謂『會

員國措施』係指：（ｉ）由中央、區域或地方政府或主管機

關所採行之措施」33，法院所適用之選法規則亦屬之。然我

國如以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處理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案

件，即有違反 WTO 規則之虞，茲說明如次：

第一款 有違反透明化原則之虞

GATS 第 3 條規定：「除緊急情況者外，在入會生效前，

各會員國應立即公布所有與 GATS 有關，或影響 GATS 運作

且為一般適用相關措施，如會員國簽署與服務貿易有關或影

響服務貿易之國際協定，亦應公布之（第 1 項）。不能依前

項規定公布者，會員國應使大眾得獲取其資料（第 2 項）。

對會員國承諾開放之服務貿易部分有重要影響之法律、命令

或行政規章之更新或修正，各該會員國應立即或至少每年通

知服務貿易理事會（第 3 項）。當其他會員國詢及本條第 1
項所稱之一般性適用措施或國際協定時，各會員國應立即回

覆，各會員國至遲應於入會生效後 2 年內，應設置至少一個

31 黃立、李貴英、林彩瑜，WTO 國際貿易法論，臺北：元照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61、63。
32 丁克華，兩岸加入 WTO 對我國證券市場之影響與因應，當代會計，第 3 卷，
第 1 期，2002 年 5 月，頁 105、106。
33 PARTI SCOPE AND DEFINITION Article I（Scope and Definition）3.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a）“measures by Members”means measures taken
by：(i)central, regional 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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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中心，以因應其他會員國索取本條第 1 項之資料及第 3
項之更新或修正資料」34。但我國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

準據法，倘為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或具有類似「最重要

關聯」之不確定抽象法律概念，則其適用結果渺不可知，一

切都要等發生糾紛案件繫屬後承審法官之見解而定，此種選

法規則，有公布與無公布無異，毫無透明性可言，實無法讓

國際證券金融之服務業貿易者預見，以事先規劃其投資或商

業行為，故有違反透明化原則之虞。

第二款 有違反國內規章公正合理原則之虞

GATS 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各會員國已為特定承諾之部

門，會員國應確保所有影響服務貿易之一般性適用措施，均

以合理、客觀及公正之方式實施」，故對於我國承諾之證券

服務業，其法律適用應合理、客觀及公正，不能偏袒國內業

者，如適用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則國內業者可直接適用

34 Article III（Disclosur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Transparency：
1.Each Member shall publish promptly and, except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at the
latest by the time of their entry into force, all relevant measur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which pertain to or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pertaining to or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to which a Member is a signatory shall also
be published.
2.Where publication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is not practicable, such information
shall be made otherwise publicly available.
3.Each Member shall promptly and at least annually inform 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any new, or any changes to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 trade in services covered by its
specific commitments under this Agreement.
4.Each Member shall respond promptly to all requests by any other Member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any of its measur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o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within the meaning of paragraph 1.Each Member shall also establish one
or more enquiry points to provide specific information to other Members, upon
request, on all such matters as well as those subject to the notification requirement in
paragraph 3.Such enquiry points shall be established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TO (referred to in this
Agreement as the "WTO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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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實體法移轉有價證券或設定擔保，因我國實體法具體固

定，事先得確定其內容，故一切商務行為均可事先規劃，然

外國業者卻需適用複雜之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及其不確

定之適用結果，如此一來對外國業者不公，而有違反國內規

章公正合理原則之虞。

第三款 有違反國民待遇原則之虞

GATS 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特定承諾之服務貿

易部分，各會員國就所有影響服務供應之措施，對於其他會

員國之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給予不低於本國同類服務及服務

提供者所享之待遇，但此待遇受該會員國特定部分承諾表所

列條件及限制之拘束」35。因此當國內業者可直接適用我國

實體法移轉有價證券或設定擔保，得事先得確定其實體權利

義務關係之內容，而事先規劃其商務行為時，外國業者卻需

面對複雜之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及其不確定之適用結

果，外國業者即未享受等同於我國國民之待遇，有違反國民

待遇原則之虞。倘國際間均流行類似海牙證券公約之固定準

據法，唯獨我國採行彈性或開放性之選法規則，則外國證券

商不易進入我國市場經營有價證券之設質擔保業務，故彈性

或開放性之選法規則，不免形成非關稅貿易障礙。

第五節 反致之排除適用

與「單一固定」準據法之需求有關者，係有價證券處分

35 Article XVII（National Treatment）1.In the sectors inscribed in its Schedule, and
subject to any condi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set out therein, each Member shall accord
to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any other Member, in respect of all measures
affecting the supply of services, treatment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that it accords to its
own like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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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涉外案件，有無反致之適用？因某程度採行反致，將

造成連結因素之難以確定，茲討論如次。

第一項 反致之內涵

反致之意義，美國學者認：係以國際私法指向某國法

律，究應指向此國之全體法律，或僅指向此國之實體法，如

指向該國之實體法，即應包括其國際私法，如只指向其全體

法，始有反致之可能，如僅指向其實體法，即無反致之適用，

反致係依法庭地之國際私法，應適用某外國法，而依該外國

國際法之規定，應適用法庭地法或他國法，故最終適用法庭

地或他國法36。但本論文以為宜適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第29條︰「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

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依該

其他法律更應適用其他法律者亦同。但依該其他法律應適用

中華民國法律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較符我國法制現狀，

並充分涵蓋以下四種反致之種類37：（一）直接反致：對某涉

外法律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國法，

而依該外國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法庭地法，則受訴法院

即適用其內國法審理系爭案件；（二）轉據反致：對某涉外

法律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國法，而

依該外國國際私法，應適用第三國法時，受訴法院即應適用

該第三國法審理系爭案件；（三）間接反致：對某涉外法律

關係，依法庭地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某外國法，而依該

外國國際私法之規定，應適用第三國法，而依該第三國國際

36 Larry Kramer, Return of the renvoi, 66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October
1991, p.981.
37 劉鐵錚，反致條款與判決一致，國際私法論叢，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
叢書（13），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1994 年 8 月，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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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應適用法庭地法，受訴法院即適用其內國法審理系爭

案件；（四）重複反致：因直接反致或間接反致而適用法庭

地之內國法，而依法庭地之國際私法，又須適用其他國家之

法律。

以上係依最後適用準據法所屬國家而為區分，惟反致另

有其他分類標準，依法庭地採取反致之程度，可分為一部反

致與全部反致，法庭地國際私法，就某涉外法律關係採一部

反致者，其於依內國國際私法適用某外國法時，僅適用該外

國國際私法指定應適用法庭地或第三國法時，法庭地法院即

以法庭地法或第三國法，代替某外國法之適用，以解決該涉

外法律關係，採一部反致時，僅須證明某外國國際私法對該

涉外法律關係準據法之規定，而不必證明某外國國際私法上

對反致之規定；但法庭地就某涉外法律關係，採全部反致

者，採全部反致者，其於依內國國際私法適用某外國法時，

不僅適用該外國國際私法對該涉外法律關係所指定之準據

法，且亦須適用該外國國際私法上有關反致之規定，故如該

外國國際私法，指定應適用法庭地法國法或第三國法時，法

庭地法院於適用前，尚須調查該外國國際私法是否採取反

致，以決定所適用之法庭地法或第三國法，究竟應指其國際

私法抑實體法，採全部反致時，除須證明某外國國際私法對

該涉外法律關係準據法之規定外，尚須證明該外國國際私法

上有關反致之規定。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9條第3段
敘述，顯然採取全部反致，全部反致即直接反致、轉據反致、

間接反致與重複反致四種均採取，而一部反致，僅有直接反

致或兼及於一等轉據反致。又依連結因素而分，可分僅就特

定某種結因素為基礎所成立之準據法，始採取反致，與基於

一切連結因素為基礎所成立之準據法均適用反致，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9條規定，僅適用以國籍為連結因素所成

立之準據法，始可適用反致。復依指定原因而分，僅就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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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所成立之案件始採用反致，與基於一切法律關係所

成立之案件均適用反致，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應採

基於一切法律關係所成立之案件，均適用反致，依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9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

僅限於國籍之連結因素所成立之準據法始得反致，至於「涉

外法律關係」與「指定原因」則不受限制38。

第二項 跨國有價證券交易案件不宜適用反致

反致之適用，將造成確認準據法之成本過高。以跨國有

價證券交易而言，其交易客體價值通常均不低，例如：某銀

行在決定是否接受客戶保管存放於外國中介機構有價證券

帳戶內之有價證券為貸款之擔保時，即使單純調查該外國之

實體法，以確認系爭有價證券自該外國有價證券帳戶內撥出

之程式要件及效力，恐難僅仰賴網際網路上所查得之外國法

資料，因一國之法律可能錯綜複雜，特別法亦可能取代普通

法，實務作法亦未必完全與法律表面文字之意義相同，萬一

網際網路上查得者僅為普通法或並非實務作法，將導致整個

擔保交易無效，全盤皆墨，因而勢必要諮詢在該外國有實務

經驗能力之法律專家，如此一來，勢必耗費相當之時間及交

易成本，已然不利於跨國有價證券交易。倘適用反致，則非

但要調查該外國之實體法，更需調查該外國之國際私法，且

以全部反致而言，每次指向某一準據法，均要繼續調查其國

際私法，以明有無再指向其他準據法之可能，其耗費之時間

及交易成本，幾乎有無限之可能；再者，適用反致之結果，

如相關之二國家均採取反致，則不能確定其應適用之法律，

例如：甲國之國際私法，就某涉外法律關係，規定應適用乙

38 賴來焜，我國國際私法百年判解之理論體系（一）—以「反致條款」為問題
中心（上），法學講座，第 21 期，2003 年 9 月，頁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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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國際私法，而乙國之國際私法規定應適用甲國法，則雙

方互為反致，則流於循環論，而轉據反致，更是無止盡之循

環。因此反致之適用，顯然造成準據法之不確定與難以預

測，違背法律安定性之原則。申言之，反致條款造成法律適

用上之複雜，即使事先規範「單一固定」之準據法，倘適用

反致，連最簡單之直接反致，其準據法仍不易確定，因有價

證券之交易相對人，除需調查該「單一固定」之準據法，其

關於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實體法律為何外，尚需調查該國之

選法規則，並依循該選法規則再去調查其他國家之實體法或

選法規則，據以規劃自己之商業行為（是否可受讓有價證

券，是否可設定有價證券之擔保等），形成跨國有價證券交

易之額外成本。其次，反致有可能並無止盡，例如：重複反

致，且是否採取反致、採取至何種程度之反致，各國規範不

一，即使在同一法律體制下，不同之法官亦可能有不同之看

法，故最終適用何一實體準據法，實無法確定及預測，因此

基於國際金融政策之考量，關於跨國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

應排除反致條款之適用，以確保準據法之確定性與可預見

性。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規定，倘採行反致，在確認

準據法之過程中，將耗費相當時力，最後仍未必能完全確定

應適用之實體準據法，以事先測定相關之法律關係（例如：

設定擔保是否有效），以決策相關金融交易行為（例如：是

否核准貸款），在商機瞬息萬變，而格外講求交易安全與效

率之國際金融業界，恐難接受，因此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

據法，倘採行反致，無異造成跨國有價證券金融業務之緊縮

與蕭條。無怪乎海牙證券公約更明文排除反致（renvoi）之

適用—其第10條規定：「本公約所稱之準據法，係指不包括

準據法國家之選法規則（Other than its Choice of Law）」39。

39 Article 10 Exclusion of choice of law rules（renvoi）, “In this Convention, the term 
“law” means the law in force in a State other than its choice of law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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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因如採取反致，則有可能一再輾轉適用其他國家之法律，

甚至形成循環論，在兩個國家之法律間不斷相互來回反致，

勢將導致準據法無法確定及預期，而無法達成本公約之目

標。

就我國法律而言，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9 條規

定之反致條款，及草案第 6 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

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律關係須依其他法律而定者，

應適用該其他法律。依該其他法律更應適用其他法律者，亦

同。但依其本國法或該其他法律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者，適

用中華民國法律」，均係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為前提之

特定連結因素反致，倘參酌海牙證券公約適用當事人意思自

主約定之準據法、關聯中介機構之締約處所地法、設立地

法、營業處所或主要營業處所所在地法等，原本即無反致條

款之適用，此部分較無問題。但未來立法倘改以一切連結因

素所成立之準據法均適用反致，或將海牙證券公約前述之連

結因素亦納入反致，則有待商榷。

第六節 小結

金融政策之需求，係為避免系統性風險，因此跨國有價

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必須單一而確定，與此需求不符

者，包括彈性或開放性之選法規則，以及反致條款等，均不

宜適用。因此，跨國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實應「單

一而固定」，使市場參與者均能於事前預見，並據以計算其

成本及商業行為。倘規範跨國有價證券交易事項之準據法，

並非單一固定，法官亦會無所適從，致難符金融政策及金融

業界之需求。因此有關跨國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實不宜適

用「最重要牽連關係理論」或彈性、開放性之選法規則，而

宜有「單一固定」之準據法，以滿足金融政策需求、交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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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避免形成國際貿易非關稅貿易障礙。

然而，準據法之「單一及固定」，並不代表不可有優先

順序，因所選定之準據法，例如：「當事人合意選定之準據

法」，未必存在，當事人間如未約定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

據法，當事人意思即不存在，此際即有規範後順位準據法之

必要，規範不同順位之準據法，並非選定複數或不固定之準

據法，而係「一次適用一個」準據法，因此仍為「單一固定」

之準據法，而不失其其確定性及可預見性。再者，此「單一

固定」之準據法規範，需與國際接軌，以期在國際間判決一

致，並避免自外於國際潮流趨勢，因此本論文下一章即開始

探討如何自國際趨勢中尋覓單一固定之妥適準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