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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規範於實踐

所生之爭議 

在反傾銷案件之中，審查基準之爭議，特別是第(ii)款關於爭端解決機

關介入會員行政機關法律解釋之審查基準之分際為何，並非因為第 17.6 條

之明文而消失褪去，卻因反傾銷爭端之增加，益加沸沸揚揚。因此，爭端

解決機構，特別是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 AB）在反傾銷爭端案件審理

上，如何解釋本條之規範，如何採取審查基準，便為爭議之焦點。 

為要精確瞭解並分析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於 WTO 爭端解決程式之

實踐，此一研究從 WTO 已經由上訴機構裁判之反傾銷案件中，與法律解

釋有關之爭議出發，除上訴機構就該法律解釋爭議之裁決外，加以對照該

等爭議於小組裁判中之結論。冀從以法律解釋爭議為主之案件實證分析

中，檢視小組在適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審查基準」於反傾銷案件實

踐中之良窳。 

第一節 WTO 中反傾銷爭端對於本條文之實踐  

依 DSU 第 17.6 條之規定，上訴機構所審理之問題限於「小組報告中

之法律爭議及小組所為之法律解釋」。66因此，上訴機構在審理反傾銷上訴

案件中之法律解釋爭議時，除審理小組對於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解釋

與所採取之審查基準外，將一併附帶審理 WTO 會員之反傾銷主管機關對

系爭條文是否提出一可容許解釋。本文檢視上訴機構於相關反傾銷爭端

中，67對於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解釋，並加以對照小組之解釋，彙整

                                                 
66原文為： 
“A appeal shall be limited to issues of law covered in the panel report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s 
developed by the panel.” 
67這些案件分別為：「泰國-結構鋼案」Thailand- Anti-Dumping Duties on Angles, Shapes and Section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and H-Beams From Poland(‘Thailand- Structural Steel from Poland’), 
WT/DS122/AB/R, WT/DS122/R; 「歐體-寢具案」European Communities -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s of Cotton-Type Bed Linen from India (‘EC- Bed Linen from India’), WT/DS141/AB/R, 
WT/DS141/R; 「美國-熱軋鋼案」U.S.-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 supra note 60; 「歐體-鑄鐵圓

管及配件案」European Communities - Anti-Dumping Duties on Malleable Cast Iron Tube or Pipe 
Fittings from Brazil (‘EC-Cast Iron Tubes and Fittings from Brazil’), WT/DS219/AB/R, WT/ DS219/R; 
「美國-鋼鐵產品落日審查案」United States - Sunset Review of Anti-Dumping Duties on 
Corrosion-Resistant Carbon Steel Flat Products from Japan (‘US-Steel Sunset Review from Japan’), 
WT/ DS244/AB/R, WT/DS244/R; 「美國-軟木傾銷案」United States - Final Dumping Determination 
on Softwood Lumber from Canada (‘US-Soft Lumber from Canada’), WT/ DS264/AB/R, 
WT/DS264/R.（在本案中涉及三項法律解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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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爭端解決機構於本條文實踐上所生之爭議，68並比較其正反意見，期能

完整認識審查基準於當前反傾銷爭端中之實踐。 

在上述之十個案件中，共有十項有關於法律解釋之爭議。每個反傾銷

爭端案件所包含法律解釋爭議並非相同，有些上訴反傾銷爭端案件並無法

律解釋爭議。「美國-1916 反傾銷法案」與「美國-柏德修正案」二案件中，

並無關於法律解釋之爭議。在「瓜地馬拉-波特蘭水泥案」中，由於小組於

程序事項中所為之裁決被上訴機構所推翻，小組無權審理本案，上訴機構

並未對此案件之法律解釋爭議作實質審理。在「墨西哥-HFSC 案」中，上

訴機構維持小組對於事實部分之裁決，因而未對墨西哥所提出法律解釋爭

議進行實質審理。 

經由相關按鍵彙整之後，可觀察到下列結論： 

一、 爭端解決機構對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之偏好 

如附件表一所示，小組於審理每項法律解釋爭議中，所採用之解釋方

法或有不一致的情形。小組於其中四項法律解釋爭議審理中，僅對系爭協

定條文之文義（meaning）以即與其他條文間之體系關係（textual）詳細闡

述，可以看出小組在早期的案件中對於文義性質解釋之偏好。69在另外四

項法律解釋爭議中，小組除探究系爭協定條文之文義與體系意義外，更尋

求該協定條文之目的，以決定 WTO 會員調查機關對系爭協定條文所採之

解釋是否具備反傾銷協定之合法性。 

此外，觀察上訴機構對其中三項涉及反傾銷協定第 2 條之規範，有關

「歸零法則」（zeroing methodology）爭議之裁決，可以發現上訴機構在法

律解釋上的一致性。70因此，上訴機構反對「歸零法則」存在於反傾銷措

施中的態度。 

上述結果引發對於小組於職司案件審理時，是否不當適用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規範之疑慮。 

二、 未曾以被控訴會員之「可容許解釋」做為裁判基礎 

在表二中，上訴機構對於相關爭議之裁決內容，可得知上訴機構實際

                                                 
68 關於詳細的彙整結果，分別整理於附錄中的表一及表二。表一分別標明小組在前述案件中所

使用的解釋法則。表二則詳細盧列上述案件中法律解釋爭議所涉內容以及小組與上訴機構對該法

律解釋爭議之裁決。 
69 分別為「泰國-結構鋼案」Thailand-Structural Steel from Poland, supra note 67;「歐體-寢具案」

EC- Bed Linen from India, supra note 67。 
70 在這八項爭議中，其中三項涉及「歸零法則」（zeroing methodology）在反傾銷協定之適法性。

分別於「歐體-寢具案」EC- Bed Linen from India, supra note 67；「美國-鋼鐵產品落日審查案」

US-Steel Sunset Review from Japan, supra note 67;「美國-軟木傾銷案」US-Soft Lumber from Canada, 
supra note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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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理法律解釋爭議之步驟上，並非援引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所載之各種解釋方法，針對系爭條文、法律要件進行分析，並獲致單

一或二種以上之可容許解釋結論；繼而決定被訴國所主張之解釋是否為可

容許解釋。在審理的實際操作上，上訴機構僅針對個案，直接檢視被訴國

所主張之法律解釋是否屬一可容許解釋。71此外，於所有彙整之案件中發

現，上訴機構或是小組從未認為某項系爭之反傾銷協定條文具有二個以上

的法律解釋；而且，在所有彙整之案件中，未曾發見上訴機構裁決被訴國

所主張之法律解釋為可容許解釋。上訴機構於本條之實踐，除招致如前述

之不當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批評外，亦引發對於上訴機構實質上採取

「重新審理」（De Novo review）之審查基準之疑慮。 

三、 小結 

綜上彙整結果發現，WTO 爭端解決機關於審理每項法律解釋爭議中，

所採用之解釋方法或有不一致的情形。小組於其中四項法律解釋爭議審理

中，僅對系爭協定條文之文義（meaning）與其他條文間之體系關係（textual）
詳細闡述。在另外四項法律解釋爭議中，小組除探究系爭協定條文之文義

與體系意義外，更尋求該協定條文之目的，以決定 WTO 會員調查機關對

系爭協定條文所採之解釋是否具備反傾銷協定之合法性。究竟此種運行模

式是否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前段規範，不當適用「國際法上之習慣

解釋規則」。再者，上訴機構未曾認定被控訴會員所提出之法律解釋為一

「可容許解釋」，並以之為裁判之基礎。此種實證結果引發極大之爭議，

批評 WTO 爭端解決機關不僅實際上「重新審理」反傾銷案件中法律解釋

之爭議，有違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範意旨；並且架空本條文之適

用，使之名存實亡。因此，有必要對此二項實證運作模式加以探討。 

第二節  關於上訴機構是否不當適用「解釋規則」之爭論 

經由上述案件彙整後發現，上訴機構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時，

不僅在解釋法則選取上偏重文義性解釋；在解釋結果上，總是獲致單一解

釋結果。上訴機構此項實踐，招致多方批評。以下分別討論維也納條約法

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間之規範意涵；以及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71 上訴機構於「美國—熱軋鋼案」中曾表示「可容許解釋」乃是[小組或上訴機構]在適用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之後，認為適當之解釋。並且，須依照各爭端之背景、系爭之協定條文、與照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進行解釋。其原文為：“…a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is one which is found to be 
appropriate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pertinent rules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  We cannot, of course, 
examine here which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do admit of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Those interpretive questions can only be address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rticular disputes, involving particular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invoked in 
particular claims, and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Articles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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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與第 32 條中各種解釋方法之後，是否「必然」會獲致某種解釋結論。

此外，本文探究於不同解釋法則之選擇與偏好背後，職司反傾銷協定條文

法律解釋之爭端解決機關是否有其個別且特定之考量。 

一、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與文義性解釋 

（一） 基本解釋原則與從屬解釋原則 

一如對 DSU 第 3.2 條之闡述，於「美國-熱軋鋼案」(US-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中，72上訴機構也認為第 17.6(ii)條中所載之「國際法上習慣解

釋規則」（customary ru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即為 1969 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y）73第 31 條與第 32 條

所揭示之解釋原則74；並且對協定條文解釋之可能性範圍限於第 17.6(ii)條
所述之可容許性解釋。75因此，須進一步討論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

第 32 條對於協定條文解釋規則之規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旨在規範對國際協定條文之基本解釋原則

（gener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76在該條第一項：「解釋條約需基於善意，

依照條約文字之前後脈絡與其目的所得之通常意義解釋之。」由此項文字

可以得知，於解釋協定條文時，有幾項解釋方式。一、文義性解釋（ordinary 
meaning）。二、體系性解釋（contexts）。三、目的性解釋（objective and 
purpose）。而此三種解釋也是當初在制訂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時，當時國際

                                                 
72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supra note 60.  
73 Done at Vienna, 23 May 1969, 1155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331 (1980); 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679. 
74 Id., paras.57-62. “We turn now to Article 17.6(ii)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The first 
sentence of Article 17.6(ii), echoing closely Article 3.2 of the DSU, states that  panels "shall" interpret 
the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uch customary rules are embodied in Articles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ienna Convention").” 
75 James P. Durling and Matthew R. Nicely, UNDERSTANDING THE WTO ANTI-DUMPING 
AGREEMENT—NEGOTIATION HISTORY AND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 580 (Cameron May) (2002). 
76 原文為：Article 31 (general rule of interpretation) 
(1) A treaty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good fa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ry meaning to be given to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in their context and in the light of its object and purpose. 
2. The contex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treaty shall comprise, in addition to the text, 
including its preamble and annexes: 
(a) any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treaty which was made between all the parties in connexion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b) any instrument which was made by one or more par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and accepted by the other parties as an instrument related to the treaty. 
3. There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gether with the context: 
(a) any subsequ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y or the 
application of its provisions; 
(b) any subsequent practi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which establishes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regarding its interpretation; 
(c) any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4. A special meaning shall be given to a term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parties so intended. 



 

 24

習慣上最常使用之三種解釋國際協定條文之解釋方法。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2 條之「從屬解釋原則之解釋方法」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s）在當時亦為一廣泛運用之國際協

定解釋方法。77此一解釋方法強調必須依照談判人員主觀之真意（subjective 
intentions）做為國際協定文字唯一之解釋，因此特別強調條約在談判過程

中之「籌備資料」（preparatory work; travaux préparatories）對於引導協定條

文解釋時之權威性。 

另外，在第 31 條第(4)項中，有特別提到若是締約國間對於某協定文

字認為有「特定意義」（special meaning）時，該協定條文應如是解釋。此

一條文在當前國際實踐上已鮮少被引用。從第 31 條條文整體觀察，第(4)
項似乎為前三項之例外，而第(2)項，第(3)項在於詳細闡述第一項中之某些

概念。在條文設定以客觀解釋條文文義性質進而確定條文意義為主流之解

釋方法下，此一「特定意義」之解釋方法稍顯與眾不同。此外，「特定意

義之解釋方法與「目的性解釋」本質上也有相衝突之處。在維也納條約法

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制訂之初，即嘗試將「特定意義」之解釋排除在條

文之外。但由於最後仍列入條文之中，所以當前國際上對於「特定意義」

解釋之實踐上較為保守；若是在解釋某協定條文時主張系爭條文有「特定

意義」時，主張之國家必須肩負舉證之責。78 

當前國際對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的實踐上，皆以第

31 條第一項之三項解釋方式為主，只有在依照第 31 條所列之解釋方式無

法確定解釋客體之條約文字之「真正意義」，方適用第 32 條之解釋法則。

另外，第 32 條為輔助解釋原則之規範。原則上第 32 條所列之解釋原則不

得作為解釋協定條文之單獨基礎，同時，此一原則之適用是在幫助適用第

31 條中之解釋原則確定系爭協定文字之意義。79 

（二） 偏重文義性質解釋違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 

參照表一所載之彙整結果，「泰國–結構鋼案」與「歐體–寢具案」之

四項爭點中，80小組僅依文義解釋協定條文，未參酌該條文之目的；小組

此種偏重文義性質之解釋方式是否不符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第 31 條之規

                                                 
77 原文為：Article 32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Recourse may be had to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the 
treaty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meaning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31, or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when the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1: 
(a) leaves the meaning ambiguous or obscure; or 
(b) leads to a result which is manifestly absurd or unreasonable.  
78 Michael Lennard, Navigating by the Stars: Interpreting the WTO Agreements, 5(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7, 20-22(2002) 
79 Id. at 44-45. 
80 參見附錄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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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進而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關於此點，在目前適用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第 31 條，解釋國際協定實務上，並非均衡著重該條文第(1)項所列

出之三種解釋方式。多數國際實踐與學者咸認為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 31 條時，應以文義性質之解釋為主。而在文義性質之解釋方法中，又

較為著重透過條文脈絡、前後文義（textual approach）之比較客觀地瞭解

談判人員在制訂條約時之真意。81上訴機構曾於「日本—酒類飲料案」中

表示「條約之目的得用以決定該條約之條件或條款之意義，不得作為解釋

協定條文之獨立基礎。」82因此，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時，應以協定

文字之文義與其他協定條文間之脈絡之解釋為主要考量，在輔以協定或該

條文之目的考量已決定系爭協定條文之意義。 

然而，即便於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時，得著重於條文之文

義，若完全不考量條文之目的，是否因而違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

理論上而言，小組之作法似乎違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一如前述

理由，在實踐上應認為系爭協定目的性之考量在解釋性條文時，所扮演的

角色相對輕微。因此，不應認為於解釋協定時未考量協定之目的即屬違反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反之，為適當發揮「目的性」考量在國際協

定解釋上之功能，應認為一旦文義解釋之結論與條文之目的相衝突時，則

不應認為此唯一適當之解釋。如此一來，「協定之目的」在解釋條文時，

所扮演之角色僅在於檢視依據條文文義所得解釋是否與條文目的不相衝

突，若文義性解釋所得之結果與條文之目的相衝突，則該解釋應非屬合理。 

在表二中，四項小組僅著重文義性質解釋的爭議中，分屬於二件案件

中。在「泰國-結構鋼案」一案中，泰國調查機關認為其反傾銷協定第 3.4
條之規定，在審查傾銷產品對國內產業影響時，調查機關有裁量權決定該

項所列出調查機關應考量之因素。上訴機構不僅認為小組適當地依國際法

上習慣解釋規則採取之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來分析闡述系爭反傾銷協定

第 3.4 條。83於此，小組審理與上訴機構審理咸認為反傾銷協定第 3.4 條之

文義非常明確，84條文所使用之為字為「應」（shall），具有強制意味，因

                                                 
81 See Lennard, supra note 78, at 22-24.; also see Anthony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187-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2 Appellate Body Report, 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WT/DS8/AB/R, WT/DS10/AB/R, 
WT/DS11/AB/R, adopted 1 Nov. 1996. 原文為： 
“the treaty’s object and purpose is to be referred to in determ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and not as an independent basis for interpretation.” 
83 Appellate Body Report, Thailand—Structural Steel from Poland, supra note 67, para 127.原文為： 
“We note that, contrary to what Thailand argues, the Panel did state that it was "mindful of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Article 17.6(ii)", even though this statement was made in the section of the Panel Report in 
which the Panel discussed the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Article 17.6.  We also note that the Panel, by 
means of a thorough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clearly applied the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4 反傾銷協定第 3.4 條原文為： 
“3.4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dumped imports on the domestic industry concerned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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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認為該項為一誡命規範（mandatory rule），不容會員做出其他解釋。85

再者，在該項最後一句表示該項並非「列舉」所有需考量之因素；僅「例

示」之。並且，所例示之因素之一部或全部具有決定性之因素。86此外，

反傾銷協定第 3 條在於規範調查機關於「損害認定」時所需注意與踐行之

事項，其目的除確保調查機關所做之損害認定之正確性以維持反傾銷錯失

之正當性外，亦同時避免反傾銷措施遭貿易保護主義者之濫用。因此，小

組與上訴機構就反傾銷協定第 3.4 條之解釋並無與其目的相衝突。 

在「歐體-寢具案」第三項爭議中，皆有關於反傾銷協定第 2 條之解釋。

在第一項爭議中，歐體認為調查機關依第 2.2.2(ii)條之規定，得僅考慮「單

一」出口商或生產者之資料。87小組認為雖然該條文係採用「複數型態」

（plurality），亦可包含單數形式之文義，因此認為第 2.2.2(ii)條文義可容許

僅考量「單一」出口商或生產者之資料。反之，上訴機構卻從較嚴格之面

向來解釋，認為條文既以複數型態呈現，調查機關即不得僅考量「單一」

出口商或是生產者之資料。在決定構成傾銷與否時，必須計算受調查廠商

之成本，若無受調查廠商實際資料時，第 2.2.2 條提供在三種不同傾銷認

定方法下，得採用其他類似產品（like product）之出口商或生產者之資料

作為計算之基礎。在第(ii)小項中，規範在調查機關採用「加權平均」

（weighted average）認定傾銷與否時，所應採用來計算受調查廠商成本之

法則。既然屬於「加權平均」之法則，則調查機關不得僅考量單一廠商之

資料，亦即從第 2.2.2(ii)條規範本身之目的，係提供在採用「加權平均」

調查方式認定傾銷與否方法下，計算受調查廠商成本替代方法之規範，因

此，為求正確（推估）計算受調查廠商之成本，調查機關依第 2.2.2(ii)條
計算成本時，不得僅考量「單一」出口商或生產者之資料。 

第二項爭議同樣也是關於第 2.2.2(ii)條之解釋，歐盟認為在第 2.2.2 條

規定，88計算受調查廠商之銷售、行政成本與利潤時，原則上需基於「常

                                                                                                                                            
[emphasis added] include an evaluation of all relevant economic factors and indices having a bearing 
on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y, including actual and potential decline in sales, profits, output, market share, 
productivity, return on investments, or utilization of capacity;  factors affecting domestic prices;  the 
magnitude of the margin of dumping;  actual and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cash flow, inventories, 
employment, wages, growth, ability to raise capital or investments.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nor can 
one or several of these factors necessarily give decisive guidance.” 
85 See supra note 83, at para.127. 原文為： 
“…Further, the Panel's interpretation that Article 3.4 requires a mandatory evaluation of all the 
individual factors listed in that Article clearly left no room for a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that all 
individual factors need not be considered.”  
86 Id. 
87 反傾銷協定第 2.2.2(ii)條原文為： 
“(ii) the weighted average[emphasis added] of the actual amounts incurred and realized by other 
exporters or producers[emphasis added] subject to investigation in respect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he like product in the domestic market of the country of origin;  ” 
88 第 2.2.2 條之原文為： 
“For the purpose of paragraph 2, the amounts for administrative, selling and general costs 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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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交易」（ordinary course of trade）下所獲得之資料。今若必須適用第2.2.2(ii)
條之規定，參考其他相似產品（like product）之出口商或生產者之資料時，

應排除其非常規交易部分之資料。小組贊同歐盟的看法，但是上訴機構卻

推翻小組的看法。上訴機構認為，原則上在計算成本或利潤時，除非協定

文字明文限制，應考量所有交易資料，即常規與非常規交易接應納入考

量。第 2.2.2 即為一例。另外，在第二條之其他條文與反傾銷協定之其他

條文，也具有相同之規範模式。第 2.2.2(ii)條條文並無明文限制，因此調

查機關不得排除非常規交易部分之資料。上訴機構於此爭點之裁決頗受爭

議，無論從第 2.2.2 條與第 2.2.2(ii)條之條文結構或是從第 2.2.2 條之「常

規交易」限制之目的分析，調查機關在適用第 2.2.2(ii)條時，得排除非常

規交易部分之資料。 

第三項爭議則有關於「歸零條款」（zeroing methodology）於反傾銷協

定第 2.4.2 條之適法性。一如前述，上訴機構在不同之案件中均表達相同

的看法。無論從第 2.4.2 條條文之文義或與第 2.4 條文義之比較，89更從第

2 條與第 2.4 條之目的而言，「歸零法則」均不具反傾銷協定第 2.4.2 條之

適法性。90 

經由上述討論，除上訴機構於「歐體-寢具案」中第二項法律解釋之裁

                                                                                                                                            
profits shall be based on actual data pertaining to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trade[emphasis added] of the like product by the exporter or producer under investigation.  When 
such amounts cannot be determined on this basis, the amounts may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  
89 第.2.4 條之原文為： 
“A fair[emphasis added] comparison shall be made between the export price and the normal value.  
This comparison shall be made at the same level of trade, normally at the ex-factory level, and in 
respect of sales made at as nearly as possible the same time.  Due allowance shall be made in each 
case, on its merits, for  differences which affect price comparability, including differences in 
conditions and terms of sale, taxation, levels of trade, quantities,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y other 
differences which are also demonstrated to affect price comparability.89  In the case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3, allowances for costs, including duties and taxes, incurred between importation and resale, 
and for profits accruing, should also be made.  If in these cases price comparability has been affected, 
the authorities shall establish the normal value at a level of trade equivalent to the level of trade of the 
constructed export price, or shall make due allowance as warranted under this paragraph.  The 
authorities shall indicate to the parties in question what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to ensure a fair 
comparison and shall not impose an unreasonable burden of proof on those parties.  ” 
第 2.4.2 條原文為：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governing fair comparison [emphasis added] in paragraph 4, the existence of 
margins of dumping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shall normally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ison of a weighted average normal value with a weighted average of prices of all [emphasis 
added] comparable export transactions or by a comparison of normal value and export prices on a 
transaction-to-transaction basis.  A normal value established on a weighted average basis may be 
compared to prices of individual export transactions if the authorities find a pattern of export prices 
which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different purchasers, regions or time periods, and if an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as to why such differences can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appropriately by the use of a 
weighted average-to-weighted average or transaction-to-transaction comparison.  ” 
90 在「美國-鋼鐵產品落日審查案」‘US-Steel Sunset Review from Japan’, supra note 67; 「美國-軟
木傾銷案」‘US-Soft Lumber from Canada’, supra note 67，小組與上訴機構除採用文義性解釋外，

另有考量系爭條文第 2.4.2 條與第 2.4 條之目的而做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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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較具爭議外，並對照附錄表二資料，WTO 爭端解決機構（小組與上訴

機構）在其他三項爭議中之裁決並未與系爭條文之立法目的產生重大衝

突。截至目前，本文認為，WTO 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上，偏重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之作法未構成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

之規範，進而亦未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要求。 

二、 不同解釋法則之適用與單一解釋之「必然」結果  

（一） 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必然」解果？ 

另一關於「解釋規則」之爭論為是否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僅會獲得

「單一解釋」結果。因而，必須進一步探究造成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

實踐上明顯差距之原因。 

論者認為此差距之產生是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

結果。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於制訂之初，乃是將當時國際法上解釋條約之習

慣法明文於國際公約之中；並且，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設計提供完整之國

際協定解釋法則。因此，適用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目的本就是解決系爭國

際協定條文中曖昧不明之處。因而，在適用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後，其結

果通常傾向單一且一致之解釋（one single and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91因

此，若被控訴國所主張之法律解釋不同於此「單一解藉此釋」時，則往往

無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後段條文之適用。藉此更可以凸顯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前後段規範在實證上所出現之潛在衝突。職是之故，由於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之條文規範前後段有潛在衝突，以致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後段實際上發生效力之機會，可說是微乎其微。92 

反對此一觀點者主張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不同的解讀。其認為反傾

銷協定第 17.6(ii)條明白表示有二個以上的可容許性解釋存在的可能。依照

協定條文之「有效性解釋」（principle of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法則，93應

認為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明白表示有二種以上可容許解釋存在之可

能。並且，在 WTO 其他爭端中，上訴機構亦曾表示「有效性解釋」乃為

解釋條約時不得違反之原則。94此外，從條文文字可得知，擁有反傾銷協

定條文解釋之最終決定權乃為 WTO 會員，而非爭端解決機構。95爭端解決

機構僅在決定系爭反傾銷協定條文可容許解釋之範圍，並且不得將系爭條

                                                 
91 See Croley and Jackson, supra note 16, at 194.  
92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94.  
93 See Aust, supra note 81, at 200-201. 「有效性解釋」亦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與國際習慣法中，

國際協定解釋法則之一。 
94 在「美國—汽油案」中，上訴機構及曾明確表示於解釋協定條文時，不得隨意解釋以致於協

定之全部或一部不生效力之結果。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 WT/DS2/AB/R, adopted on 20 May 1996, at 21. 
95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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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可容許解釋限縮為「單一解釋」。因此，若上訴機構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解釋成僅有「單一」解釋，不僅侵害 WTO 會員對於反傾銷協第

17.6(ii)條之最終解釋主權，亦違背 DSU 第 3.2 條中要求 WTO 爭端解決小

組在爭端案件審理過程中，不得增加或減損會員國於整體 WTO 協定中之

權利與義務。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反傾銷協定較為合理的解釋應認為適用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解釋相關反傾銷協定條文不必然會導致「單

一解釋」結果。不僅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相關條文文字中，並無明白表

示適用該協定解釋法則「必然」使得解釋法則適用之客體—相關反傾銷協

定條文，僅得為「單一解釋」；另外，探究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條文目的，也不「必然」會獲得「單一解釋」之結果。雖然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條文目的在於消除對國際協定解釋上之不

一致（ambiguity）；並不表示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解釋法則必然能夠

圓滿解決所有的國際協定之條文解釋爭議。因此，若是小組或上訴機構預

設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條約解釋法則必然會導致「單一解釋」之結

果，不僅違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有效性解釋」原則；同時，更錯誤解

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因此，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

條文內容之前段與後段在邏輯上並非不具備必然之關係。 

另一方面，是否小組或上訴機構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條約解釋法

則解釋反傾銷協定條文「必然」會獲得二個以上之法律解釋？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中之「有效性」解釋原則僅要求解釋條約之機關不得任意解釋條約

以致於條約之全部或一部不生效力。此原則之由來是透過各國之實踐或是

第 31 條第一項條文中之「善意」（good faith）解釋所推論而得為一內含之

條約解釋法則。96適用此原則之目的僅在於避免締約國於條約簽訂時所形

成之共識（consensus ad idem）遭日後條約解釋者所扭曲或架空，特別是

為期國際協定能符合環境需求、與時俱進而適用「目的性解釋」法則解釋

協定條文時，容易出現條約無效詮釋的情形。97因此，適用「有效性」解

釋原則僅禁止推論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後段條文為無效，並非認為該條

後段條文所規範之情形在實際上必須發生。易言之，適用有效性解釋後，

不必會獲致二個以上可容許之法律解釋。 

從 WTO 之立場而言，依據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前、後段條文文義，

WTO 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仍共同享有條文的法律解釋權力。98除賦予

                                                 
96 See Lennard, supra note 78, at 58-59. 
97 Id. at 27-29, 83; see also Aust, supra note 81, at 187-88.  
98一般認為，DSU 第 3.2 條賦予 WTO 爭端解決機構（小組或上訴機構）一定之 WTO 協定解釋

權利，但是，參考馬拉喀什協定第Ⅸ:2 條與第Ⅹ條之規定，WTO 協定之最終法律解釋權力，仍

屬於 WTO 會員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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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解釋系爭反傾銷協定條文外，第 17.6(ii)條條文後段特別宣示小組或上

訴機構之必須決定 WTO 會員所提出之法律解釋是否為該系爭協定條文之

可容許性解釋（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若是 WTO 會員所提出之解釋

為可容許解釋時，則小組或上訴機構不得以其對某一法律解釋之偏好，裁

決 WTO 會員依其「可容許解釋」所採取之措施違反反傾銷協定。然而，

實際上經由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解釋法則適用下，解釋客

體之協定條文仍存有解釋空間（ambiguities）之情形實屬少數。因此，小

組或上訴機構適當地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釋並獲致二個以上可容許解

釋之情形因而得進入第 17.6(ii)條後段之適用，實屬少見。 

（二） 其他國際法上之習慣解釋規則 

從前文分析可得知，WTO 爭端解決機關依照 DSU 第 3.2 條與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條之規定，審理反傾銷爭端案件並解釋反傾銷協定，確保會

員之權利義務以及澄清相關之 WTO 協定條文。 

不過，是否小組或上訴機構正確解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相關條文解

釋法則並適用之即當然表示小組或上訴機構並無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前段之規定？除前述「有效性解釋」外，尚有許多未見諸於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之條約解釋原則。其中在「歐體—荷爾蒙案」（EC—Hormones）中，
99上訴機構曾明示，國際法上習慣解釋原則之一—dubio mitius，適用於

WTO 爭端解決審理之可能性。100此原則乃是以尊重國家主權為基礎而解

釋之條約解釋法則。因此，採取此原則解釋，若對於當事國之權利義務遇

有有疑慮時，應選擇對主權國家較不具負擔之解釋。101論者認為，基於反

傾銷第 17.6 條要求 WTO 爭端解決採取較為尊重會員之審查基準之「明

訂」。小組或上訴機構在解釋反傾銷條文時，應採取對被控訴會員（進口

國）較不具負擔的解釋。由前文案例整理結果顯示，小組或上訴機構在反

傾銷案件審理上，並未遵守此一原則，因而，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之規範。 

同樣的，小組或上訴機構對於反傾銷協定條文之解釋的確應受檢驗。

小組是否依照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定，適用此依國際法上習慣解釋

規則亦值得探討。然而，本文不擬就小組或上訴機構就法律解釋之裁決是

否符合此解釋原則進行逐項的檢視。值得注意的事此項解釋法則之立論基

礎—對國家主權的尊重。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在適用此一解釋

法則時，必須採取極為限縮的態度來解釋系爭之協定條文。在這一層面

                                                 
99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Hormones, supra note 15, paras. 154 and 165. 
100 奧本海認為此原則是屬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2 條從屬性解釋原則之一部分，唯有當第 31
條無法清楚解釋條約含意時，始有本解釋原則之適用。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1278 (1996) (Harlow: Longman Group 9th)  
101 See Lennard, supra note 78, at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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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dubio mitius」解釋原則與「審查基準」具有相同功能，皆是作為確

保 WTO 會員「國民或國家主權」的制度工具。102 

三、 小結  

整理結果顯示，小組與上訴機構在解釋方法上偏重文義解釋（text）
與體系解釋（textual）。雖然小組或上訴機構這種作法並不因之違反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條，103但由於採取文義解釋與體系解釋所得到之解釋通常較

為一致與單一。即採取文義性質 解釋方法所獲得解釋結果之彈性較小；

反之，採取目的性解釋或是輔助原則解釋所獲得結果之可能性較大。104因

此，若是小組或上訴機構偏重採取文義性質解釋法則，則所得之結論往往

不容有小組或上訴機構展現司法自制或「尊重」爭端會員解釋之空間。 

當前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通常多著重於文義性

解釋，而非目的性解釋。對於上訴機構而言，作為一準司法機關，其在審

理案件時最重要的考量莫過於依法審判，不僅僅是實體規範，上訴機構也

必須確保其遵守程序規範。因為依法審判與依法進行審理程序，更加維繫

WTO 爭端解決機構之正當性（legitimacy）。因此，在解釋 WTO 協定時，

在小組或上訴機構在選擇解釋方法上必須確保其所解釋之結果相對較為

安定，可預測。選擇較能忠實反映締約國本意之解釋方式，免於遭受批評；

同時也避免採用目的性解釋而陷入在締約國不同目的認知間徘徊之窘

境。105 

除了法律解釋之一致性（consistency）、安定性（security）與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外，上訴機構也要確保 WTO 爭端解決審理程序在在法律

解釋法則的選擇上之一慣性與一致性（coherently and consistently）。前上訴

機構成員 Ehlermann 教授特別強調作為一準司法機關中之上位法律審理機

關，上訴機構在審理案件、選擇解釋方法時，必須確保在不同爭端案件中，

其解釋法則之選取具有一貫性與一致性。若未能達到此項要求，則 WTO
爭端解決機構之「誠信」（credibility）甚至「權威性」（authority）與「正

當性」（legitimacy）將遭受嚴重損害。106特別是一國際爭端解決機構處於

法律發展之初期，在審理爭端案件上，更需格外謹慎。107 
                                                 
102 John H. Jackson,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Proposed Reforms: Seven “Mantras” Revised, 4(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7 and 72 (2001). 
103 參考第三章第二節第一、第二項之整理與說明。 
104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46.  
105 Claus-Dieter Ehlermann, Reflections on the Appellate Body of the WTO, ASIL Proceedings 80 
(2003) 
106 Id. 82. 
107 WTO 爭端解決機制為一國際組織之機構，其本身之正當性及不若國內司法機構。復 WTO 爭

端解決機構之誕生不過十年，處於法律發展之初期。因此，為樹立其爭端解決權威性之地位，在

案件審理與法律解釋上，必須格外小心。此一狀況也可藉由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司法權）發展之

歷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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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律解釋之一慣與一致得做為爭端解決機構之正當性基礎

（legitimacy justification）外，本文認為進一步強化爭端解決機關於法律解

釋上之說理，更有助於提升爭端解決機關於審理反傾銷案件之正當性基

礎。108關於此點，或許可以經由個別反傾銷爭端之實踐，將不同反傾銷規

範於予以類型化。將反傾銷規範文字區分為「授權性規範」與「法律解釋

性規範」。亦即，若是系爭反傾銷規範屬於授權性規範，則立法者（WTO
之會員全體）109有亦將此一規範之操作留給會員主管機關裁量，則爭端解

決機關應採取交為寬鬆之審查密度。反之，若是系爭規範為「法律解釋性

規範」，基於準司法機關之功能與 WTO 規範之專業性考量，應認為爭端解

決機關可採取較為嚴格之審查基準。然而，現行解釋規則之採取獨尊維也

納條約法公約之現象是否不利於爭端解決機關經由個案實踐建構較為精

緻之反傾銷審查基準體系則需進一步之討論。 

第三節 關於上訴機構得否採取「重新審理」的審查基準

之爭論 

除不當適用「解釋規則」之爭論外，批評者亦認為爭端解決機關於反

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實踐上，實際上已近乎採取「重新審理」（De Novo 
Review）之審查基準。110究竟爭端解決機關是如何審理與認定 WTO 會員

所主張之法律解釋是否為可容許解釋（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其決定

之標準為何？皆是所要討論的關鍵問題。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無論爭端

解決機關採取何種審查基準，必須有其規範上或解釋上之依據。因而，本

條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 DSU 之規範遂成為討論之重心。 

一、 關於「可容許解釋」之爭議 

（一） 上訴機構對於「可容許解釋」之看法  

                                                 
108 Robert Howse, Adjudicative Legitimacy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 
Early Years of WTO Jurisprudence, in J.H.H. Weiler ed. THE EU, THE WTO, AND THE NAFTA: Towards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9 由於某些會員晚於 WTO 成立，WTO 內括協定簽署後方才加入，並未參與 WTO 協定之談判，

與 WTO 之既存會員展現於 WTO 協定之立法意志之不同，因此是否全體 WTO 會員皆可等同視

為 WTO 規範（反傾銷協定）之立法者，受有相同之「經同意受拘束」（consented bound）之規範

效力則有爭論。 
110 審查基準之審查強度如同一道光譜，因著審查的密度高低不同，有多種不同之審查模式。學

理上，在光譜兩端的審查基準非別為：「重新審理」（De Novo Review），即法院在系爭法律解釋

中，擁有最高密度之審查強度。亦即，法院得對案件之內容進行實質審理；並且，法院擁有最終

之法律解釋權力，得以其對於案件事實與法律解釋之認定（心證）取代行政機關之認定。反之，

則為「形式審理」（Total Deference Review），即法院在案件審理上僅得為形式之審查，不得介入

實質內容審理，亦不得以其對於案件事實法律解釋之認定取代行政機關之認定。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15. Also see Antonin Scalia, Judicial Deference to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Law, 
1989 Duke L.J. 511, 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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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機關在爭端案件之審理上，必須有其法律依據。在反傾銷爭

端中，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乃為「爭端解決瞭解書」（DSU）之特別規

定，在兩者規範不一致時，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範優先於 DSU 之

適用。因此，解釋上，則必須檢視兩規範間之異同之處。如同 DSU 第 3.2
條之規範，爭端解決機關所得為解釋之客體為整體 WTO 協定，即包含 DSU
本身；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中所規反之解釋客體，僅限於反傾銷協

定，因此，自包含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 

此外，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文要求爭端解決機關必須決定系爭反傾

銷協定條文是否有可容許解釋，以及會員主管機關所採之法律解釋是否為

可容許解釋。因此，爭端解決機關在理論上必須為某種程度之實質審理方

能決定是否該會員所主張為一「可容許」之法律解釋。因此，爭端解決小

組於審理反傾銷案件時需尊重 WTO 會員於反傾銷協定之可容許解釋與不

得造成 WTO 會員於 WTO 協定中之權利與義務之增加或減損之不同。 

在早期的反傾銷案例上訴機構報告中，並無發現上訴機構對於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條後段文字最深入分析。特別是該段文字之重心—可容許解

釋（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直到 2001 年七月時，上訴機構才於「美國—
熱軋鋼案」報告中，對「可容許解釋」作進為深入的討論。其中上訴機構

認為： 

可容許解釋乃是在適用維也納公約相關法則後認為適當之解

釋。…。當然，我們在此不能審查決定反傾銷協定哪些條文有二

個以上之可容許解釋。此條文解釋問題僅能留待依照個別案例之

背景、案件聲明中系爭之反傾銷協定條文；並適用維也納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所載之解釋規則來處理。111 

在此段文字中，上訴機構拒絕表示反傾銷協定中有哪些條文得為二個

以上可容許解釋。並認為此一解釋問題必須留待個別案例，依個別案例之

背景加以決定。從法律政策的觀點而言，上訴機構此種宣示頗受人質疑。

首先，上訴機構職司反傾銷協定條文解釋責任，此項宣示是否有違上訴機

構於先前所提出之上訴機構在適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時，所採行之兩

階段步驟。另外，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所涉及之議題乃是屬於法律解釋

之爭議，而非同條第(i)款所涉及之事實認定與評估之爭議。作為一爭端審

                                                 
111 Id. at para.60-1.原文為： 
“…a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is one which is found to be appropriate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pertinent 
rules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  We cannot, of course, examine here which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do admit of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Those interpretive 
questions can only be address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particular disputes, involving particular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invoked in particular claims, and after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Articles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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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機關之上訴機構做出上述之宣示，不免令人質疑在反傾銷協定條文之法

律解釋上，是否因案件背景及所涉爭議敏感度之不同而有差異。112 

雖說從法律解釋理論之角度而言，上訴機構此二段文字之宣示令人存

疑。從爭端解決審理實務的角度而言，此項宣示有其道理。首先，依照反

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文義，小組或上訴機構在審理反傾銷案件之法律解

釋爭議時，依照該條之規定，應進行所謂的兩階段審理。亦即小組或上訴

機構應先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相關解釋規則解釋系爭之反傾銷協定條

文。其次，討論解釋結果是否該系爭條文得為二個以上可容許解釋；並檢

視會員所提出之法律解釋見解是否屬於一可容許之解釋。然而，上訴機構

或許可以基於「司法經濟」（judicial economy）的考量，僅考量是否會員國

所提出之法律見解符合系爭反傾銷協定條文之解釋。另外，在條文解釋的

過程中，要針對某一條文或是不確定法律概念，設想並窮舉其所有可能之

解釋有其實際上的困難。113 

再者，依 DSU 第 17.6 條之規定，上訴機構所審理之爭議限於與法律

有關之爭議（issues of law），除小組對於事實之認定與相關 WTO 協定之適

用違誤外，爭端當事國不服小組對於系爭協定條文之解釋亦屬於上訴機構

審理之事項。此種法律解釋之爭議在審理上不若前述爭議會受事實之不同

而有差異。法律解釋之爭議在審理上應具有一致性。此種批評是建立在將

WTO 爭端解決機制（DSB）比擬為三權分立體制下司法權之地位；亦即，

認為小組或上訴機構乃屬於一高度司法化之機構（highly legalized 
branch），享有法律解釋權。然而，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 WTO 體系下之

地位是否可與國內司法機關之地位一同比擬值得深入討論。114 

另外，從 WTO 上訴機構關於法律見解裁決之拘束力而言，雖然在理

論上上訴機構之裁決並無拘束後爭端訴訟之效果，及具有 stare decisis 之
裁判上之實質確定力與羈束力。但在實際爭端裁判的運作之中，小組或上

訴機構在裁決某一爭端時，往往大量參考，甚至引用之前爭端所做之裁決

內容為構成本案爭端裁判之理由；上訴機構於先前爭端案例，針對同一系

爭 WTO 規範所提出的見解，為與之不相違背之解釋，或是做為該案裁判

之基礎。 

關於此種實際上之運作模式，或許可以從幾方面加以觀察。首先，不

同於 GATT 時代之爭端解決機制之欠缺組織規範體系，當前 WTO 下之爭

端解決機制乃為一高度法規範化（rule-oriented）之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再

者，隨著貿易談判的工作不斷的進行，新興的貿易協定紛紛出現，不僅一

                                                 
112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181. 
113 Id. 
114 關於 WTO 爭端解決機構與其他 WTO 機構之關係，請參見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四項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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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增加 WTO 會員對於爭端解決機制之需求；同時亦強化爭端解決機制

司法機關化之功能。此外，不同於爭端解決小組為一臨時性（ad hoc）之

組織；上訴機構為一常設組織，編制有固定之組織成員與服務任期。因此，

在進行 WTO 規範法律審理時，較能獲得一致性與一貫性之裁判結果。 

無論從小組或上訴機構之審理程序、小組成員與上訴機構成員之產

生、小組或上訴機構裁決之拘束力等等，皆不同於國內司法機關。在法律

解釋權而言，小組與上訴機構對於整體 WTO（反傾銷協定）之解釋權，

亦不若國內司法機關般之具有決定性與權威性。小組與上訴機構所能做出

的裁決內容，實際上也與國內司法機關有相當之差距。因此，上訴機構在

「美國—熱軋鋼案」如是之宣示，有其特別之考量；也反應出 WTO 爭端

解決機制在體制設計上不同於一般國內司法機關，因而在爭端案件審理程

序與細節之處理有其獨特之處。  

（二） 未曾出現二個以上之「可容許解釋」 

在上述案件之整理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所有法律解釋爭議

中，皆無出現尊重會員國調查機關法律解釋之裁決。從這一結果看來，似

乎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範大相逕庭。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條

文後段中，其實是以在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來解釋相關反傾銷協定條文

後，會獲得二種以上之可容許解釋為前提。115不過，上訴機構與小組在反

傾銷爭端案件之實踐上，卻得到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條文後段迥然不

同之結果。 

批評者認為，雖然上訴機構在許多反傾銷案件裁決中，或有提及反傾

銷協定第 17.6(ii)條之條文，並一再重申該條文為小組或上訴機構於反傾銷

案件審理時之限制規範。116從實踐上的角度而言，上述機構在進行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條之審理時，並未主動說明系爭條文是否得為二個以上之可

容許解釋；反而直接檢視會員主管機關所提出之解釋是否為「可容許之解

釋」。如在前述之「泰國-結構鋼案」一案中，上訴機構僅認為小組在系爭

反傾銷協定第 3.4 條之解釋上並無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所要求之審

查基準，駁回泰國之主張，並未針對系爭條文多作詳細的闡述。117 

此外，此種審理方式對照其所獲得之結果亦無二個以上可容許解釋，

                                                 
115 See 「美國-熱軋鋼案」US—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 supra note 60, at para.59. 原文為： 
“This second sentence of Article 17.6(ii) presupposes that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Articles 31 and 32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could give rise to, at least, two 
interpretations of some provisions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which, under that Convention, 
would both b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s".  In that event, a measure is deemed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if it rests upon one of thos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s."” 
116 於「美國-熱軋鋼案」中，上訴機構曾如此表示。See supra note 60, at para.56. 
117 See supra note 83, at para.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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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論實際上係以自己對於系爭條文之看法取代會員主管機關對於系

爭條文之見解。因而，遑論會出現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條文後段所載「尊

重」會員主管機關解釋之審理結果。118實質上，更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當初與會談判立法之原意。 

某些論者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並非小組或上訴機構實質上違

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範。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前段要求 WTO
爭端解決機關依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釋系爭反傾銷案件之條文；後段文

字要求 WTO 爭端解決機關必須決定系爭反傾銷協定條文之「可容許解釋」

之範圍。因此，在討論 WTO 爭端解決機關是否「重新審理」反傾銷協定，

以自己對於反傾銷協定之見解完全取代被控訴會員之見解，進而違反反傾

銷協定第 17.6(ii)條之立法意旨，必須取決於 WTO 爭端解決機關如何詮釋

與解讀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並且探討其背後之原因。 

在另一方面，藉由案例彙整結果可以發現，小組與上訴機構在適用反

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時之角色甚為尷尬。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目的在於

避免會員國在反傾銷政策決策上，保有高度自主權，特別是保有簽約國在

反傾銷協定之法律解釋上之自主權。然而，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相關規

定卻將 WTO 爭端解決機構定位為 WTO 體系下之準司法機關，不僅職司

貿易之爭端解決，更具有司法監督（judicial supervision）之功能。DSU 第

3.2 條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皆要求小組或上訴機構在案檢審理時，需

依國際法上之習慣解釋規則來解釋相關 WTO 協定；DSU 第 3.2 條第二段

中更清楚說明爭端解決小組除維護會員於整體 WTO 協定下之權利義務

外，更需進一步清楚闡釋 WTO 協定條文內容。若是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之原意系要求在反傾銷爭端中，原則上，應以會員對於系爭反傾銷協

定條文之解釋為優先的話，則除該條文外，應有其他規範限制小組或上訴

機構在審理反傾銷案件時所需遵循之程序與態度。然而，除反傾銷協定第

17.5 條可視為此種規範外，在反傾銷協定中之其他條文中，付之闕如。因

此，形成小組或上訴機構在適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時，根本上之衝突。 

二、 相關規範之潛在衝突與重新審理之制度考量  

經由上述分析後可以發現，WTO 爭端解決機關在適用反傾銷協地第

17.6(ii)條陷入兩難。除如前所述如何採取與適用「國際法之習慣解釋規則」

發生爭議外；本條文前後段在規範上之衝突更加凸顯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

本條規範上之兩難局面。此外，WTO 爭端解決機構亦負有其維護多邊體

系架構之組織目標。因此，必須檢視 WTO 爭端解決機關在裁判反傾銷協

                                                 
118 Paul C. Rosenthal ＆ Robert T.C. Vermylen, The WTO Antidumping and Subsidies Agreement: 
Did the U.S. Achieve Its Objectives during the Uruguay Round? 31(3)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Law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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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是否有其政策考量。 

（一） 上訴機構於裁判時之考量 

經分析後發現，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 DSU 之規範僅在於效力結

果上之不同。但在條文解釋上，對於解釋效力之選擇與控制往往受前一階

段的條文解釋過程所影響。易言之，條文之解釋過程與解釋法則之適用，

實際上就是選擇解釋結果與控制解釋效力不可或缺之一部分。在解釋看似

相互衝突之規範，使之在適用上不相互衝突，無論其結論是「特別規範與

基本規範之關係」或是「補充規範與原則規範之關係」或多或少皆涉及對

解釋結果之選擇與解釋效力之控制與操控。因此，招致批評認為小組與上

訴機構在法律解釋之審理上之審查基準，實際上已接近「重新審理」（de 
novo review）。此外，更認為此一結果導因於上訴機構在裁判時的政治考

量。119 

學者 Tarullo 認為上訴機構實質上並未「尊重」任何會員所主張之解釋

有其背後之原因。其認為 WTO 組織，特別是爭端解決機制，皆存有傾向

自由貿易之偏見。基於適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將會支持 WTO 會員某

些貿易限制措施，因此，上訴機構能可選擇忽略第 17.6(ii)條之規定。120 

另外，則是主張上訴機構欲使 WTO 成為「世界貿易憲章」（World Trade 
Constitution），因而忽略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條文目的。在 WTO 體系

下，若是 WTO 協定要具有憲法上之地位，首先必須建立 WTO 協定對於

會員境內法令與措施之優位性。如此一來，將破壞原本 WTO 架構下以國

際法為主之運作模式。在國際法運作下，WTO 會員基於「契約信守」原

則（pucta sund servanda），遵守 WTO 協定規範，其中作為 WTO 中之準司

法機關之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於會員所採取之措施是否違反 WTO 規範

做出裁決。在建立 WTO 規範對會員國內法規的優位性的過程中，WTO 爭

端解決機制舉有關鍵的地位。上訴機構在個別爭端中，透過解釋會員 WTO
之義務，逐漸建立具實質規範效力之法律建制，使得 WTO 規範審入會員

國內法體系，得直接對一般私人產生拘束力。121 

在第一項質疑中，論者認為上訴機構實際上為自由貿易主義的代言

人，為促進世界貿易的發展，透過 WTO 制度下的爭端解決機制，削弱國

家對於貿易領域中的主權。的確，正如同 McRae 教授所言「從理論角度而

言，國際貿易法與國際法分別建立在不同的假設之上。國際貿易體系是建

立在經濟學理論之上，強調自由貿易，主張比較利益法則；反之，國際法

                                                 
119 Daniel K. Tarullo, The Hidden Cos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WTO Review of Domestic 
Anti-dumping Decisions, 34 Law ＆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09 and 152 
120 Id. 153-54. 
121 Gali E. Evans, LAWMAKING UNDER THE TRADE CONSTITUTION 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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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則是建立在主權國家概念之上。因此，國際法所規範由主權國家所供

同組成之社群，並以此作為社群間彼此互動之準則。而國際貿易法與其運

作模式截然不同，甚至相互衝突。」122然而，即便是 WTO 本質上設定及

傾向自由貿易主義，若一概認為上訴機構所做出之裁決皆具有機與此一偏

見，而侵害會員主權將嚴重誤解 WTO 在當前運作下之基本概念。 

從國際法的角度而言，WTO 乃是屬於一國際協定，會員基於「契約

信守」原則善意遵守 WTO 之規範。WTO 爭端解決機制乃是依照 WTO 協

定建立，並且以 DSU 為主等其他 WTO 協定作為爭端解決機制運作之規

範。因此，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本於相關 WTO 之規範，審理會

員間之貿易爭端，解釋相關 WTO 協定，並依照 WTO 協定之規範做出裁

決，並經由會員全體所組成之 DSB 通過，對爭端當事國產生拘束力。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每一運作的過程中，皆必須遵守 WTO 相關協定。因此，

在未特定上訴機構於裁決時違反 WTO 規範下，即主張上訴機構之裁決帶

有政治色彩，有失公允。 

類似於前段分析。小組與上訴機構在審理爭端時，必須解釋相關 WTO
協定，做為裁判之依據，並且，小組或上訴機構之裁決一旦經由 DSB 通過，

其效力僅僅拘束爭端當事國，特別是採取違反 WTO 規範措施之當事國。

然而，WTO 規範對於會員國內並非具有直接效力，而是透過會員對於國

際協定之「契約信守」，要求會員必須採取符合 WTO 協定規範之措施。然

而，WTO 通常不要求會員必須採取何種方式來符合 WTO 規範，例如制訂

某特別法律等。因此，WTO 規範對會員國內法律體系與私人僅具有間接

效力。 

反之，若強調爭端解決機關必須維持 WTO 協定法律解釋的結論上之

一致性（consistency）、安定性（security）與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外，
123與上訴機構在法律解釋法則的選擇上之一致性與一貫性。由於反傾銷協

定第 17.6(ii)條與 DSU 第 3.2 條均明文爭端解決機關需依照「國際法上習

慣解釋規則」，即為維也那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法則解釋，則

爭端解決機關在反傾銷爭端與其他爭端所採取之審理態度，並不會出現過

大的差距。 

再者，對於爭端解決機關（上訴機構）而言，做為一 WTO 中之「準

司法機關」，其在案件審理時最重要的考量莫過於依法審判。即在審理反

                                                 
122 Donald McRae, The WTO in International Law: Tradition Continued or New Frontier? 3(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9 (2002). 
123 DSU 第 3.2 條前段明文爭端解決制度（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之宗旨即在於維繫多邊架

構之安定與可預測性。原文為：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WTO is a central element i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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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銷案件時，依照 DSU 與反傾銷協定規範審理之。因此，不僅於實體規

範，上訴機構亦需確保案件之審理符合程序性規定。畢竟，依法審判與依

法進行審理程序，更加維繫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正當性。124為維繫多邊

架構之安定與可預測性，爭端解決機關必須維持一定之解釋結果的選擇與

解釋效力的控制，而有其採取較為深入之審查基準，與選擇或偏重較能忠

實反映締約國之本意與相對較為安定之文義性與體系性解釋法則；同時也

避免採用目的性解釋而深陷在締約國不同目的認知之兩難之中。 

此外，不同於草案之內容以「合理性」（reasonable）做為反傾銷爭端

被控訴會員於法律解釋上之容許性界線，本條後段之規範則是以「可允許

性」（permissible）做為規範文字。從審查基準在於決定權力配置的功能性

角度而言，此一文字之區別，將深刻影響爭端解決機關與 WTO 會員於反

傾銷協定法律解釋權力上之此長彼消。 

在比較此兩規範用語之文義可瞭解，若是以「合理性」做為規範文字，

將使得 WTO 會員，特別是反傾銷爭端之被控訴會員擁有較多之法律解釋

權力，並限制 WTO 爭端解決機關，使之採取較為寬鬆之審查基準。反之，

以「可允許性」做為規範文字將使賦予 WTO 爭端解決機關較強之反傾銷

規範法律解釋權力，使之採取要為嚴格之審查基準。 

另外從談判的歷史紀錄而言，本條文之所以會從草案文字中之「合理

性」，轉變成以「可允許性」做為規範文字乃系當初與會談判之會員代表

為避免使用反傾銷措施之會員（即美國，亦是提出草案之會員）藉由主宰

反傾銷規範之法律解釋內涵，架空反傾銷規範之效力與行濫用反傾銷規範

之實，不利於自由貿易而對條文文字所做出之修正。因此可更加確定 WTO
爭端解決機關於適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後段時，得為一「規範性」審

查會員之法律解釋。 

（二） 反傾銷規範之解讀與解讀者見之緊張關係 

在分別分析小組或上訴機構解釋是否違反國際法上習慣解釋規則以

及探討上訴機構於法律解釋上近乎「重新審理」的因素二項議題後，似乎

可以發現此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爭論背後的關鍵因素。在上述二項議題

討論中，批評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者之主張都有一共同的基

礎。即是批評的看法都以 WTO 會員主權確保考量為出發點，進而以主權

國家為主之國際法規範來理解或是類推評判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作為，

而忽略了 WTO 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基本特性與假設前提。 

將此種對於主權至上大纛之遵從，反映在 WTO 架構中，探究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是否違反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爭論之本質。發

                                                 
124 See Ehlermann, supra note 105,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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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此項爭論的核心並非 WTO 爭端解決小組是否合理地與正確地適用「國

際法上習慣解釋規則」，或是小組或上訴機構在反傾銷協定條文解釋與裁

決上，「尊重」WTO 會員之解釋之次數與比例；真正導致此一爭論乃是於

WTO 中，介於條文與條文解釋者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正如 Ehlermann 教授

所表示，此乃是「WTO 爭端解決與外交和條約制訂活動緊張關係」（tensions 
betwee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and the diplomatic and treaty–making 
activities of the WTO）。125 

此種緊張關係乃是因為 WTO 中兩種體制差異所產生。自從 1995 年

WTO 成立後，國際貿易規範體系其最為稱頌的是強化了在貿易爭端解決

機制。將 GATT 時代以「權力導向」（power-oriented）為主之爭端解決機

制，轉化為以「規則導向」（rule-oriented）為主之爭端解決機制。因此，

WTO 爭端解決機制即設計成為一「準司法機構」（quasi-judicial branch）。126

另一面則是 WTO 中的外交與條約制訂的運作，也就是以 WTO 會員間互

動為主，具有權力運作色彩之國際貿易談判活動。此二截然不同的設計在

運作上經常發生扞格。特別是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運作上，經常發

生爭議。為調和與減輕此二機制（institution or branch）在運作上可能出現

之衝突，在 WTO 協定中與爭端解決程序中皆設有緩衝之規定。藉由在此

二者間適當之權力分配，以減輕或消除此種緊張關係。127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所規範之「審查基準」與「解釋法則」在典型上皆是屬於 WTO
中緩衝此緊張關係之規定。弔詭的是，或許是為避免限制此一緩衝規範（反

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發揮，以致於此條文前後段文字在規範上發生衝

突，導致必須對於此條文進行解釋。因此，前述兩項機制之運作並未因此

規範減少，反而遁入在解釋於適用此條文上所產生之爭議之中。 

三、 小結  

如同本章第二節所分析論述般，WTO 爭端解決機關在決定「可容許

解釋」之範圍時，必須依照前對之規範國際法上習慣解釋規則，解釋系爭

條文以決定「可容許解釋」之範圍。然而，在上訴機構之審理工作上，無

論從法律解釋專業審理之本質而言、從審理實務上角度觀察或是從「可容

（允）許性」之規範文字意涵與規範內容之談判歷史，皆不難發現 WTO
爭端解決機關（特別是上訴機構）在決定系爭條文之「可容許解釋」範圍

時，必須且實質是即採取「重新審理」（De Novo Review）之審查基準。然

而，真正影響其解釋結果的因素，莫過於爭端解決機關在解釋系爭條文時

                                                 
125 Claus-Dieter Ehlermann, Tensions betwee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and the Diplomatic and 
Treaty–making Activities of the WTO, 1(3) World Trade Review 301 (2002). 
126 雖然當前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與運作模式可謂以規則導向為主之設計，類似國內司法

機關。但是在 DSU 中，能有許多規範，使得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獨立性不若國內司法機構，

例如上訴機構之裁決報告需經過以會員國全體所組成之 DSB 通過，始對當事國發生拘束之效力。 
127 See Lennard, supra note 78, a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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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不同之政策考量。 

第四節 小結 

從反傾銷爭端之實證案例看來，似乎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在實際上

無法運作，名存實亡。爭端解決機關（小組或上訴機構）亦因此招致多方

批評。各界亦拿著放大鏡，從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立法目的，條文之

文字內容與規範結構，或是從條文之解釋與其他規範間之關係，甚至爭端

解決機構在個別反傾銷爭端中所為之解釋與裁決，逐一進行討論、檢討及

評析，不僅希望從這些環節中找到蛛絲馬跡，更冀望能發現此一規範與現

實實踐落差之真正原因，調和 WTO 及其會員間之緊張關係。 

因此，決定審查基準之寬鬆或嚴格，將反映出在 WTO 與其會員在反

傾銷協定解釋上之「權力分配」（allocation of power）。128前述二項實踐上

所生之兩項爭議的不同意見中，各自皆有背後之立場。亦即，對於反傾銷

協定第 17.6(ii)條條文規範不同的詮釋，皆反應出背後之政策考量。一方

面，上訴機構做為準司法機關中之上位法律審理機關，在審理案件與選擇

解釋方法時，必須確保在不同的爭端案件中，其解釋法則之選取具有一貫

性與一致性。若未達到此項要求，則 WTO 爭端解決機構之「誠信」

（credibility）甚至「權威性」（author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將嚴

重受到損害。129反之，若是單純從國際法的體系出發，則是以「主權」做

為規範之核心基礎與正當性來源，建立在主權國家的概念上；與建立在經

濟學理論上，強調自由貿易、比較利益的國際貿易體系之作方式截然不

同，甚至互相衝突。130因此，在著重多邊架構，追求自由貿易所帶來之合

作利益的同時，亦需兼顧主權國家在現實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其本身所追求

的利益。因此，著重不同的政策考量，將決定著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在

實際適用上之面貌。因而有必要進一步討論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有關

之不同的政策考量。 

                                                 
128 John H. Jackson,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Proposed Reform: Seven “Mantras” Revised, 4(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67, 72 (2001).  
129 See Ehlermann, supra note 105, at 82.  
130 Donald McRea, The WTO in International Law: Tradition continued or New Frontier? 3(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9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