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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審查基準之基礎理論與反傾銷協定

第 17.6(ii)條之規範基礎 

「審查基準」（Standards of Review）之概念多應用在司法性爭端解決制

度之中；主要透過規範爭端解決之審理機關對於案件之審理，即事實之認

定與法律適用等，化解爭端雙方貿易行為上之衝突，與平衡爭端雙方對於

其他非貿易活動利益之追求。在 GATT 時代中，規範爭端解決之條文，

GATT1947 第 XXII、XXIII 條並無審查基準之規定。審查基準之法理主要

透過一件件爭端案件之審理而發展。雖然「審查基準」早在東京回合談判

列為 GATT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討論項目之一，但最後並無見諸於在 1979
年之「爭端解決瞭解事項」之中。1直到烏拉圭回合談判末期，審查基準才

成為談判的熱門重點之一。 

烏拉圭回合談判結束後，除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外，其他 WTO 協

定並無「審查基準」之明文規定以做為「審查基準」於 WTO 規範中之法

源依據。在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所未規範之事項方面，則透過學者對

WTO 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中相關規定之解釋，學理上之

介紹，以及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實踐，確立「審查基準」實證於 WTO
爭端解決程序中之規範地位。本章在介紹審查基準之概念與功能後，將分

別說明審查基準在 DSU 規範中之依據，與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要件

分析。並且，將進一步探討上述兩者於適用與解釋上之關連。 

第一節  審查基準之概念與功能  

一、 審查基準之概念 

WTO 爭端解決小組（Panel）或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AB）於審

理一 WTO 會員國之措施或是規章是否符合 WTO 規範時，爭端解決小組

或是上訴機構必須決定在審查會員國內措施時，其所採用之審查深度與密

度的問題。2「審查基準」即是在決定爭端解決小組或是上訴機構在爭端案

                                                 
1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Notification, Consult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and Surveillance, adopted 
on 28 November 1979, BISD 26S/210 (1980). Michael J. Treblicock ＆  Robert Howse, The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d. 53-54(1999). 
2 Id.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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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審理上之深度與廣度之問題。其中又略可二分為事實面之審查基準，與

法律解釋方面之審查基準。3 

「審查基準」之概念並非僅見於國際爭端解決制度之中，在大多數的

國家司法程序中，特別是在國內司法機關在審查（review）行政機關之決

定（decisions），需有「審查基準」以引導法院對於案件的審理。4因而在

WTO 爭端解決程序中，「審查基準」之意義即在決定即便小組就事實的認

定與法律的解釋不同於會員國國內機關下，小組應否或在何種程度下需尊

重會員國所為之決定或措施。5易言之，審查基準之概念也在於決定 WTO
爭端解決機構對於會員於 WTO 權利與義務下之「認同餘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6 

二、 審查基準於法律審理與事實審理之區分 

由上述之定義我們可知爭端解決小組在審查會員國內措施或決定

時，並非侷限於會員決策之特定面向，而應同時涵蓋「事實發見（與評估）」

與「法律解釋」之部分。7然而，爭端解決小組對於爭端案件在進行「事實

發現與評估」與「（WTO 協定）之解釋與適用」之過程中，小組所秉持之

審查基準是否一致？此種司法審理程序的「事實與法律二分法」

（dichotomy），是否會影響小組採用不同的審查基準方法（approaches）？

在探討爭端解決小組之討審查基準時，是否有區分此二者討論之必要？ 

此種「二分法」（dichotomy）除在國內與國際法制均為廣泛承認之外，
8於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條文—WTO 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亦以此二分法

作為其條文之規範架構。9 

另外，在 DSU 第 17.6 條之條文中，亦可以得知 WTO 在爭端案件的

審理程序上，亦以「事實及法律」二分法作為爭端解決程序審級區分的標

準之一10。DSU 第 17 條係在規範 WTO 爭端解決程序中的上訴機構

                                                 
3 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分別將事實面之審查基準與法律解釋方面之審查基準規範為(i)(ii)兩款：

即為此二分法之立法例。 
4 John H. Jackson, William J. Davey, and Alan O. Sykes, Jr., LEGAL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SES, MATERIALS, AND TEXT 4d. 289 (2002).  
5 Matthias Oesch,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 DISPUTE RESOLUTION 13-14 (2003).  
6 John H. Jackson, The GATT1994 Sovereignty Debate: United States Accept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Uruguay Round Results,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157-88 36 (1997).  
7 Stefan Zleptnig, The Standard Review in WTO Law: An Analysis of Law, Legitimac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egal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6, 2 (2002) 
(http://eiop.or.at/eiop/texte/2002-017a.htm ) last view on 2005/6/23.  
8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17   
9 觀察條文的結構，第 17.6 條第(i)部分是規範爭端解決小組（penal）對於會員國國內機關於事

實認定及評估上的審查基準；而第 17.6 條第(ii)部分則是規範爭端解決小組對會員國國內機關於

WTO 相關協定條文解釋及條文意涵認定上之審查基準。（詳見後述條文分析）。 
10 DSU 第 17.6 條之原文如下： 
“6. An appeal shall be limited to issues of law covered in the panel repot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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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ing Appellate Body）及上訴審理程序（Appellate Review），可知 WTO
爭端解決上訴機構僅僅審理「法律上之爭議與（條文）之法律解釋」（issue 
of law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的問題。對照於 DSU 第 11 條11（該條文在

闡述爭端解決小組之功能（Function of Panels））之條文，可瞭解爭端解決

小組（panels）之工作乃對於案件之事實與法律這兩方面作分析。因而，

可認為 WTO 爭端解決程序亦以「事實及法律」二分法（dichotomy）做為

爭端解決的規範架構。 

此外，在「歐體—荷爾蒙案」（EC—Hormones）一案中，亦可以看出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在案件爭端審理上亦採用「事實及法律」二分

法。在該案中，上訴機構曾表示： 

「傳統以來，在決定某一事件在時間上及空間上是否曾發生是屬於

『事實問題』。…。決定在評價所收集之證據之證據適格與證明力一事上，

即屬於事實發現的一部份。…。然而，在評價或決定所調查之事實是否符

合相關條約之要件乃是屬於法律定性上的問題。這就是一『法律問題』。」
12 

從上述所引用之相關條文及 WTO 爭端解決報告可瞭解，在討論 WTO
爭端解決小組於案件中之審查基準時，可區分為事實面的審查基準與法律

面的審查基準。在爭端解決程序中，事實面的審查基準通常涉及到兩方面

的事實問題。「評價所收集或調查之證據」與「經由評價證據對於事實所

做的認定」。特別是在貿易救濟案件中，在「評價所收集或調查之證據」

的過程中，常基於實務面的考量而要求爭端解決小組較不介入會員內國主

管機關之事實發現程序。諸如，認為會員內國主管機關於爭端案件事實發

現上相較於爭端解決小組來的專業，同時也兼具司法的效率性。法律面的

審查基準則涉及到 WTO 爭端解決機關（爭端解決小組與上訴機構）對於

                                                                                                                                            
developed by the panel.” 
11 DSU 第 11 條之原文： 
“…Accordingly,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12 WT/DS/48/11 該段原文為： 
Para. 132: “Under Article 17.6 of the DSU, appellate review is limited to appeals on questions of law 
covered in a panel report and legal interpretations developed by the panel. Findings of fact, as 
distinguished from legal interpretations or legal conclusions, by a panel are, in principle, not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Appellate Body.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or not a certain event did occur in time 
and space is typically a question of fact;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Codex has adopte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guideline or recommendation on [one of the growth hormones at issue] is a 
factual question. Determination of the credibility and weight properly to be ascribed to (that is, the 
appreciation of) a given piece of evidence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fact finding process and is, in 
principl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a panel as the trier of facts. The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of a 
given fact or set of fact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a given treaty provision is, however, a legal 
characterization issue. It is a legal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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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內國主管機關就 WTO 相關協定條文解釋之審查密度的問題。在這部

分，權力分配（allocation of power）的考量與會員國家主權（ state 
sovereignty）的維持通常為決定法律面審查基準的關鍵因素。13並將在後續

章節做進一步的深入討論。 

三、 審查基準於學理上之分類 

在 WTO 爭端解決中，適當的審查基準將可以兼顧 WTO 和爭端解決

制度之維繫與會員主權之尊重。因而，值得探究的是，在理論上是否有一

適當的審查基準可泛適用於 WTO 爭端解決案件之審理？如同前述，適當

的審查基準本身及代表著 WTO 與其會員間的平衡點。代表此平衡點之審

查基準則必須依照案件本身所涉及 WTO 協定之內容與該案件之特殊時空

背景之不同，而有所變動。因此，實際上並無一明確且適當的審查基準可

以廣泛適用於 WTO 爭端案件中。從而，匯集不同的審查基準將得到一以

對會員不同程度之尊重所組成之審查基準光譜（a context-dependent 
spectrum of appropriate levels of deference）。14 

在此光譜的兩端，是兩種不同極端的審查基準。分別是「重新審理」

（De Novo Review）與「形式審理」（Total Deference Review）的審查基準。
15若 WTO 爭端解決機關採取「重新審理」之模式，則其可獨立來審理會員

內國的爭議措施。換言之，在「重新審理」的審查基準下，爭端解決機關

可以以其經獨立調查及評估所得之事實認定或對於相關協定之解釋取代

會員內國主管機關之事實認定或相關協定之解釋。因而，爭端解決機關就

會員之措施所為之再行調查及再行審查並無任何限制。此為對會員最少尊

重的審查基準。 

反之，在「形式審理」下，爭端解決機關不得以其經獨立調查及評估

所得之事實認定取代會員內國主管機關之事實認定。因而，爭端解決機關

就會員之措施所為之再行調查及再行審查僅限於形式審查（ formal 
examination），其旨在確任會員在決定並採取措施的過程中，是否有踐行正

當程序（due process）並符合程序性之要件。 

四、 審查基準之功能  

藉由認識審查基準之定義，可進一步瞭解審查基準之功能。決定審查

基準之因素不僅可從 WTO 此一國際組織架構中觀察，同時也兼具 WTO
此國際組織運作效率性與最適性（WTO 爭端解決組織之運作與其目的之

                                                 
13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18-19. 
14 Id.,at 15. 
15 Id.,at 15. 在「歐體—荷爾蒙案」Appellate Body Report, EC—Hormones, supra note 12，上訴機

構曾經提及 De Novo 式與 Total Deference 式的審查基準。作者在此將此兩種審理模式分別譯為「重

新審理」與「形式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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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之實務考量。綜合所有需考量的因素所決定審查基準之內容，實質

上即說明審查基準的重要功能—權力 

 

分配（ allocation of power ） 16 或稱為權能分配（ allocation of 
competence）。17以下將著重討論在 WTO 中之重直（爭端解決小組與 WTO
會員之關係）與水平（爭端解決小組與其他 WTO 機構之關係）之權力分

配關係。 

（一） 垂直的權力分配—爭端解決小組與 WTO 會員之關係  

WTO 爭端解決小組是代表著國際層級的（司法）審理權力（adjudicating 
power），並且其位階皆獨立或優先於於會員的國內法律體系。因而，在此

不同層級間的互動，形成 WTO 與其會員間之垂直權力分配（vertical 
allocation of (adjudicating) power）。此垂直之權力關係之運作關鍵在於「如

何由適當層級之機構為適當的決策」以確保權力行使之效率性以及 WTO
與 WTO 會員間權力關係之平衡。以下將分別從「國際互助」（international 
dependence）與「國家主權」（national sovereignty）之概念來瞭解此一垂直

權力關係之本質。 

在當今各國在經貿領域之相互依靠程度，較之以往以大大提升。在二

次大戰後所召開之不列登森林（Bretton Woods）會議及稍後各國所簽訂之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 and Trade; GATT）18可

視為現代經貿領域整合的先驅，特別是從一九八０年代以後此一全球整合

之過程更加快速並將持續進行。除各國政府外，國際性之私人機構，像是

跨國企業皆面臨到如何在這一快速整合全球關係下，建立一套合適的遊戲

規則，甚至成立國際組織—WTO 來做為國際間交換意見之論壇進而作為

規範此一全球整合關係之機構。19從法律之角度而言，WTO 不僅做為國際

                                                 
16 See Zleptnig, supra note 7, at 9. Also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23. and see Croley and Jackson, 
WTO Dispute Procedures, Standard of Review, and Deference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194 
9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6. 
17 作者認為，凡一國際組織之成立必有其成立之目標與宗旨，然而，在達成設定目標或宗旨所

採取的方法或手段（權力分配與行政職掌）中，國際組織間並非完全相同。因而，此種國際組織

內部間或國際組織與及其成員間之權利與義務之分配，國際組織法學者或稱為權力分配（如前註

所示），或稱為權能分配。因此，在此認為審查基準之主要功能在於反映出 WTO 及 WTO 會員與

WTO 內部組織間之權力分配或是權能分配之問題。值得一書的是，除「審查基準」外，相關的

程序規範機制、舉證責任與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對於 WTO 協定等法律之解釋方式皆

於某種程度上反映並決定 WTO 之權力分配。 
18 有關於不列登森林會議、GATT 及 WTO 之歷史，請參閱：羅昌發，《國際貿易法》，頁 3-11（元

照：2000[民 89]，初版三刷） 
19 Bernard M. Hoekman and Michel M. Kosteck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25-36 (2d. ed. Oxford)(2001) 在其中，作者分別詳述多邊貿易制度（multinational trading 
system）之論壇功能（forum for exchange）與行為規範（codes of conduct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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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法律整合（law integration）所建構之國際組織，更維繫並促進著國際

間之（經貿）相互依靠（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20 

然國際間僅僅存有行為規範（codes of conducts）尚不足以規範及促進

全球整合之發展。更需仰賴一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來解釋、適用並執行當前國際之行為規範以化解國際間爭端。「WTO 爭端

解決機制」在此扮演此一關鍵角色，維繫並促進國際之相互依靠。因此，

WTO 除擁有完備之行為規範外，並輔以公正且具有效率之爭端解決機制

將形成一具有「法規範性質之（國際）體制」（a rule-oriented system），並

將賦予此國際行為規範內容更加明確與穩定，不僅減少國際交往間之交易

成本（像是貿易爭端等），更確保國際間之相互依靠。21然而，WTO 規範

是否能良善運作已達促進全球整合之目標時繫於各國對於 WTO 規範之解

釋與遵從之意願。 

在當前國際法發展之下，仍將「國家主權」視為國際規範之核心基準。

即便是在 WTO 規範中，各國仍對其貿易政策目標或與貿易有關之政策目

標及國際協定義務之履行享有完整決定之權利。在當前 WTO 會員資格

中，又以主權國家（sovereignty state）為會員之大宗，因此，WTO 規範是

否能有效發揮必須端視 WTO 主權國家會員之意願而定。22特別是在健康與

環境議題上，WTO 會員往往傾向堅持其國家政策目標而與遵循 WTO 規範

上發生齟誤。因而，若是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在此類議題審理

上採取過份介入或忽略的態度，恐將招致 WTO 會員於堅持其國家主權方

面之關切。23原則上，追求適當之環境標準仍屬於 WTO 會員國之內國事

務。然而，此種對追求環境標準等政策仍必須不違反 WTO 之規範。在美

國石油案（US－Reformulated Gasoline）中上訴機構曾有如下之表示： 

WTO 會員在其環境政策、環境目標與環境議題相關之立法仍具

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就 WTO 而言，對於此種議題之自主性

（automony）仍須以尊重一般協定或其他協定之規範為前提。24 
                                                 
20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26.  
21 Id., at 26; See Hoekman et al., supra note 19, at 29;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09 ( 2d. ed. MIT Press )(1997)  
22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27; D.J. Harri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International Law 106-108 (5th. 
ed. Sweet＆Maxwell)(1998) 
23  Robert Howse ＆  Kalypso Nicilaidis, Legitimacy through “Higher Law” ? Why 
Constitutionalizing the WTO is a step TOO Far, in Thomas Cottier and Patros C. Mavroidis (eds.), 
THE ROLE OF THE JUD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WTO, World Trade Forum Vol.4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achinery cannot substitute itself for domestic democratic processes which have often 
painstakingly shaped tradeoffs between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cost-benefit considerations and 
values.’  

24 WT/DS2/R at Part V. 該段文字原文為： 
‘… WTO Members have a large measures of autonomy to determine their own policies on the 
environment (includ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rade), their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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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歐體—荷爾蒙案」（EC—Hormones）中，亦曾指出： 

WTO 會員皆同意應遵循 SPS 協定之規範前提下行使其國家主權制

訂其合適之保護標準（levels of protection）。25 

不過，反對者卻認為通常主張不須對會員國主管機關於制訂相關政策

時之自主性過於尊重皆是以國際規範在法位階上凌駕於國內規範。誠如

Jackson 教授所言： 

任何之國際合作機構或多或少皆會與國家主權發生摩擦，並且，特

別是某些特殊的國家利益其特別之經濟福祉將受到國際（規範）決

議之影響。如此一來，吾人將不意外 WTO 在同時間，不僅需符合

作為一解決當前國際層級爭端組織之需求，並且面臨到當前（WTO
會員）之挑戰。26 

因而，在尋求垂直權力分配平衡的過程中，必須要考量並決定在不同

層次上之治理機構所應當扮演的適當角色。因而可知，當不同層次之機構

在扮演其適當角色的過程中發生了衝突，誰（哪一層級之機構）有就爭議

問題法律及事實上之最終決定權力（ultimate decision power）便反映了採

取何種審查基準之思維。換句話說，審查基準之功能在於巧妙地調整著不

同層次間的衝突。因而，我們可以從歐體荷爾蒙案（EC－Hormones）上訴

機構之看法瞭解到審查基準在此一議題之關鍵性： 

…審查基準必須能夠反映出在 SPS 協定規範中介於 WTO 與

WTO 會員國間（爭端案件）裁判權能（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
之平衡...。27 

（二） 水平的權力分配—爭端解決小組其他機構之關係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they enact and implement. So far as concerns the WTO, that autonomy is 
circumscribed only by the need to respec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and the other 
covered agreement.’ 
25 WT/DS48/11, at para. 8.164 
26 Jackson, Sovereignty, Subsidiary, and Separation of Power : The High-Wire Balancing Act of 
Globalisation, in Daniel L. Kennedy ＆ James D. Southwi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E. Hudec 13-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其原文為： 
‘ an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mechanism will, of necessity, clash with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with special national interests whose particular economic well being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cisions, It is no surprise therefore, that the WTO is both a candidate for filling 
institutional needs to solve current world level problems, but also is currently coming under attack.’  
27 See supra note 12, at para. 115. 其原文為： 
“… the standard of review must reflect the balance established in that agreement [the SPS agreement] 
between the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s conceded by the Members to the WTO and the jurisdictional 
competences retained by the Members for themselves. To adapt a standard of review not clearly rooted 
in the text of the SPS agreement itself, may well amount to changing that finely drawn balance; and 
neither a panel nor the Appellate Body is authorized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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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 WTO 爭端解決機制與 WTO 會員間互動所構成「垂直權力分配

關係」之外，審查基準與 WTO 爭端解決機制與其他 WTO 中之機構間之

互動所構成「水平權力分配關係」有關，特別是在 WTO 中之某些其他機

構，其某些權能在學理上具有「準司法」（quasi-judicial）之功能。 

1.WTO 中之爭端解決機制是否如三權分立下之司法權？ 

從司法權之面向觀察，是否 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 WTO 之地位一如

在三權分立體制下之國內司法權？如前所述，經過漫長的烏拉圭回合談

判，WTO 因而誕生，其中並包含在機制設計上更具有規則導向

（rule-oriented）之爭端解決機構。似乎可將 WTO 中之爭端解決機制與三

權分立下之司法權相互比擬。然而，其兩者間仍存有差異。 

不同於三權分立下之司法權，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所最作

成之建議（recommendations）與裁決（rulings）必須要經由 WTO 全體會

員所組成之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所採認

（adoption），方具有效力。28此外，WTO 爭端解決報告書之內容時，鮮少

明確要求敗訴會員應如何修正其措施，或是應採取如何之措施方符合 WTO
規範；反之，爭端解決報告書之內容通常僅止於宣示爭端敗訴會員之措施

違反 WTO 規範，由敗訴會員自行決定執行爭端解決裁決報告內容之方法。 

從立法權面向之觀察，似乎「部長會議」與「大會」具有如三權分立

底下立法權之地位。雖說解釋整體 WTO 協定之主要權力多透過 WTO 爭

端解決機關在個別爭端案件審理中進行。不過，若是部長理事會（Ministerial 
Conference）或大會（General Council）依照 WTO 協定第Ⅸ:2 條之規定，

經部長會議或是大會四分之三（three-fourths）多數決議，於 WTO 協定附

件一中協定之條文內容為解釋決議（interpretation）。29WTO 爭端解決機關

在案件審理之過程中，於解釋整體 WTO 協定時，不應與部長理事會或大

                                                 
28 DSU 第 16 條為規範小組報告採認（Adoption of Panel Report）之規定。特別是在 DSU 第 16.4
條中，明確規範小組報告依照「負面共識決」（negative consensus rule）之決議方法進行採認。其

條文內容如下： 
‘Within 60 days after the date of circulation of a panel report to the Members, the report shall be 
adopted at a DSB meeting unless a party to the dispute formally notifies the DSB of its decision to 
appeal or the DSB decides by consensus not to adopt the report.  If a party has notified its decision to 
appeal, the report by the panel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for adoption by the DSB until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appeal.  This adoption procedure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 of Member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a panel report.’ 
29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該條文原文為：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the General Council shall have the exclusive authority to adopt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Agreement and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case of an 
interpretation of a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in Annex 1, they shall exercise their authority on the 
basis of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Council oversee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at Agreement.  The 
decision to adopt an interpretation shall be taken by a three-fourths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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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做之解釋決議（interpretation）內容相左。30此外，在 WTO 組織架構

中，並無設立一專門之立法機構，絕大多數「法律制訂」（law-making）之

工作仍仰賴會員間進行之談判，31這也反映出 WTO 作為一國際性意見交流

論壇之功能。從而，WTO 爭端解決機構在 WTO 中並不具有一如三權分立

下司法權之地位。 

最後，在 WTO 組織架構中似乎並無一機構有如三權分立下之行政權

之地位。在處理 WTO 組織、輔助 WTO 機關執行工作與安排會員談判之

庶務上，WTO 秘書處（WTO Secretariat）扮演這極為重要之角色。然而，

秘書處在組織權力上並無重大之決策權（decision-making right），也無依照

整體 WTO 協定規範執行工作時，基於執行行政權力所擁有對於 WTO 協

定解釋之權利。32再者，在 WTO 中亦無一行政性質之機構，專責強制執行

經 DSB 所採認之爭端解決報告內容，若是爭端敗訴國無意履行爭端解決報

告之內容或者修正其受爭議之措施時，爭端勝訴國僅能透過一定的程序採

取報復措施。因而，在 WTO 組織架構中似乎並無一機構有如三權分立下

之行政權之地位。33 

經由上述分析可知，雖然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之後，因此，在解讀 WTO
之組織架構時，不宜全盤套用內國三權分立之模式加以理解。 

2.其他具有準司法功能之機構與審查基準 

在 WTO 組織中，尚設有其他機構，其中這些機構中之某些功能像是

在未進入爭端解決程序時，該機構得評估 WTO 會員之措施是否違反 WTO
協定之規範等等具有「準司法功能」之工作。這些組織像是區域貿易協定

組織（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CRTA）34、收支平衡組織

（Committee on Balance-Payments Restrictions；CBP）35與紡品監督機構

（Textiles Monitoring Body；TMB）。36除從事評估工作之外，這些機構亦

得經由決議，建議 WTO 會員於採取相關符合整體 WTO 協定之措施。 

由於上述機構可能已先就會員之行為進行合乎 WTO 協定與否之審

                                                 
30 在 DSU 第 1.1 條，開宗明義指出在進行諮商與爭端解決程序中所應依照之條文列在 DSU 附件

一（Appendix 1）之中。其中包含 WTO 協定。因此，部長會議或大會依照 WTO 所做成之決議

亦得為諮商與爭端解決程序進行時所需遵循之規範。 
31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35.  
32 有關秘書處之組成與其權利義務。見 WTO Agreement Article VI。 
33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36. 
34 此委員會於 1996 年二月，依 GATT1994 第 XII:4 條成立，WT/L/127。其程序性規範為 the Rules 
of Procedure for Meetings of the 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adopted on 2 July 1996, 
WT/REG/1. 
35 此委員會於 1958 年 11 月由 GATT1947 時之締約國全體所成立。其組織規範文件為 BISD 
18S/48-53 (1972), L/4904,BISD 26S/205-209.  
36 G/TMB/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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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是上訴機構在此時是否要尊重上述機構之建議，

採取較為尊重之審查基準？ 

贊成 WTO 爭端解決小組應採取較為尊重之審查基準（deferential 
standard of review）者，一方面認為 WTO 爭端解決小組應體認這些（專門）

機構在該議題上之專業性；並且，由於該專門機構之成立乃經過 WTO 會

員談判，具有一定之政治意涵，WTO 爭端解決小組應尊重對 WTO 會員在

特殊議題交由專門機構處理之意願。此外，基於實務上之考量，WTO 爭

端解決小組若是採取專門機構之建議不僅較為符合議題處理之專業性，更

可以降低爭端解決程序中訴訟資源的浪費，以達司法經濟（ judicial 
economy）之效果。37 

從相關 WTO 協定就其組織權能之規範而言，此種專門組織所做成之

建議多不具有拘束力，至少其拘束力不高於經由爭端解決機構（DSB）所

採認之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在 DSU 中明確規範 WTO 爭端解決小組於審

理案件時，需秉持獨立且客觀之態度進行爭端案件之審理，專門機構之建

議並不因而影響到 WTO 會員其依照 DSU 所擁有請求其他會員於 WTO 下

進行爭端解決之權利。因而，WTO 爭端解決小組沒有採取較為尊重審查

基準之必要。另外，「司法經濟」之考量之前提在於遵循整體 WTO 規範與

並未增加及減損 WTO 會員特別是爭端當事會員之權利和義務之前提下，

方得採用。因而，WTO 爭端解決小組仍須依 DSU 第 11 條之規定，對於

爭端案件進行「客觀之審理」（objective assessment）。38從而，WTO 爭端

解決小組在進行案件審理時，不需對既存之相關專門機構之建議採取較為

尊重之審查基準。39 

五、 小結 

「審查基準」有可稱之為審查密度。無論國際層次或是國內層次的爭

端解決機關或是司法機關於審理爭端案件中事實與爭端當事所提出法律

解釋時，皆需要決定其所採取之審查基準或是審查密度。然而，審查基準

之爭議不僅僅只是爭端解決中之程序問題，其背後往往結合案件事實或案

件類型而有不同之規定。審查基準之功能不僅僅是有助於爭端案件之審

                                                 
37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38-9. 
38 其原文為：Art. 11 of DSU, Function of Panels: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assist the DSB in discharg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ccordingly,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and make such other findings as will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Panels should consult regularly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nd give them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39 有關於 DSU 第 11 條條文分析，詳見本章第三節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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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更明確反映出審理爭端案件之司法機關在這一個案中，所能介入之程

度與深度之界線。從權力分配的角度觀察，此一界線即為不同權力的分

野，也可將之視為不同權力運作間之平衡。從而，審查基準最主要的功能

即是在於決定並反映權力的分配與配置。 

爭端解決機構（DSB）為 WTO 中專責職司解決 WTO 會員爭端，並

維持多邊架構體系之機構。相較於 GATT 時代爭端解決機制之高度政治性

與不可預測性，WTO 下之爭端解決制度擁有較為明確之程序規範，DSU，

與較為獨立之機關與人員之設置。因此，WTO 爭端解決機構可稱為一較

為以規則為導向（rule-oriented）的準司法機關。審查基準不僅反映 WTO
爭端解決機構與爭端當事國間垂直之權力分配關係；決定 WTO 爭端解決

機構與其他 WTO 機構間水平之權力分配關係。 

第二節  WTO 規範下之審查基準  

烏拉圭回合談判結束後，除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外，整體 WTO 協定

並無審查基準之明文規定。透過學者以及 WTO 爭端解決案件之實踐，下

述 DSU 之相關規定解釋漸已成為規範 WTO 審查基準之法源之一。 

一、 DSU 第 3.2 條之規範內容 

在 DSU 規範中，就屬 DSU 第 3.2 與 11 條之規範內容最為相關。在

DSU 第 3.2 條部分，40本項規定一方面以「國際公法上習慣解釋規則」（the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作為解釋審查基

準之解釋規則外；在該項後段條文內容，可視為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

訴機構適用審查基準之限制規範，41並且作為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

機構在審理案件上所必須保持司法自制之法源規範。42不過，或有論者認

為單從本條項內容僅可推知 WTO 爭端解決機構在 WTO 架構下具有「契

約架構」（contractual system）性質，43無法得出 DSU 第 3.2 條得作為 WTO
爭端解決小組或上訴機構適用審查基準之準則規範。此外，在 WTO 爭端

案件實踐上，並無任何小組報告或上訴機構報告在處理到審查基準爭議

時，援引本項之規定。44 

                                                 
40 DSU 第 3.2 條之原文為：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the WTO is a central element in 
providing 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to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Members recognize that 
it serves to preserv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Member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nd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ose agre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of the DSB cannot add to or diminish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rovided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41 See Croley ＆ Jackson, supra note 16, at 195. 
42 Id. See Jackson, supra note 26, at 91. 
43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83. 
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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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SU 第 11 條之規範內容45 

除 DSU 第 3.2 條外，DSU 第 11 條亦為審查基準另一間接規範。從 DSU
第 11 條本身條文內容而言。WTO 爭端解決小組可將所需為客觀評估之內

容分為三部分：一、事實（the fact）二、相關條文適用與否（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elevant rules）以及三、事實是否符合相關條文規範（the conformity of 
he facts with the relevant rules）。而「客觀事實評估」之審查基準所謂的「客

觀」，其一般上之意義即為「（在待人或處事上）在思考或表述事實時，不

受個人原有之感受與想法所影響」。46若依上述意義，僅表示 WTO 爭端解

決小組在案件審理時，需保持中立，不得有任何偏頗。另一方面，依上述

文義似乎無法推知 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案件裡時，必須尊重 WTO 會員

主機關之事實認定或法律解釋，因而使得 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案件審理

上，必須採取較為尊重 WTO 會員之審查基準。僅得認為依照 DSU 第 11
條條文「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之文義可推知 WTO 爭端解決

機關在審理爭端案件時，應採取較為中立且客觀之審查基準。反之，本條

文並為明文限制 WTO 爭端解決小組不得高密度地（comprehensively）審

理 WTO 會員之措施。 

在「美國—內衣案」（U.S.—Underwear）47小組報告中，就首次提及

DSU 第 11 條與審查基準之關係。小組認為：在 DSU 條文中，與審查基準

最為相關的條文為 DSU 第 11 條。48特別是 DSU 第 11 條中明白規範 WTO
爭端解決小組「應對其爭端事件為客觀之評估」（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而在該本案中，小組更進一步闡釋「應

對其爭端事件為客觀之評估」之意義，然而，小組闡釋的內容僅涉及爭端

案件建立事實與評估事實之部分。49之後上訴機構於「歐體—荷爾蒙案」

中（EC—Hormones）50明確表示 DSU 第 11 條為審查基準之間接規範，DSU
第 11 條之適用範圍，除案件事實之發現外，更擴及與案件相關法律條文

之解釋。此外，上訴機構報告更進一步說明，在發現事實程序上，DSU 第

11 條所要求審查基準之強度即為「客觀的事實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 
                                                 
45 See supra note 38.  
46 此為牛津字典之解釋。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s.,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Clarendon Press (1998).其原文為： 
“(of a person or their judgment) not influenced by personal feelings or opinions in considering and 
representing facts.” 另外，韋氏字典（Gerard M. Dalgish 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Random House (1997)）之意思為 “not influenced by personal feelings or prejudices.” 
47 WTO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Restrictions on the Imports of Cotton and Man-made Fibre 
Underwear(‘ US- Underwear’), WT/DS24/R, circulated 8 Nov. 1996. Appellated Body Report, adopted 
21 Feb. 1997.  
48 Id. at paras. 7.9-10. 其原文為： 
“…in our view, the main 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DSU in this respect [standard of review] is Article 
11….”, 關於 DSU 第 11 條之規範 See supra note 38 
49 Id. at para.7.13.  
50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Hormones‘, supra not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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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facts）。51惟上訴機構未就「客觀的事實評估」審查基準之內涵為更

進一步詳述。 

另外，是否 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法律解釋上所採取之審查基準必須

與發現事實上所採用之審查基準相同。依照「歐體—荷爾蒙案」中上訴機

構之看法，似乎表示 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此兩種層次之審查基準必須一

致。然而，必須注意的是，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法律解釋上之審查基準

不僅受 DSU 第 11 條之規範，更受 DSU 第 3.2 條前段條文所限制。如上述，

DSU 第 3.2 條明確要求 WTO 爭端解決小組需依照「國際法上習慣解釋規

則」來解釋相關 WTO 之協定。如此一來，無異要求 WTO 爭端解決小組

在法律解釋之審查基準上，採取較接近 De Novo Review 之審查基準。 

另外，DSU 第 3.2 條與第 11 條文義間之關係為何，也應一併考量。

論者認為，DSU 第 3.2 條條文後段文字並不明確足以經由解釋推知要求

WTO 爭端解決小組需採取司法自制。相較於 DSU 第 3.2 條，第 11 條內容

在法律解釋審查基準部分，未如第 3.2 條前段規範明確。因而認為 WTO
爭端解決小組在建立事實與法律解釋之審查基準上，不需一致；特別是在

法律解釋之審查基準上較不如建立事實之審查基準來的尊重 WTO 會員

（deferential to Member）。52 

三、 小結  

在進入 WTO 時代之後，國際經貿爭端之解決組織已從 GATT1947 時

代之以政策性導向（policy-oriented）為主之爭端解決程序，進入以規則導

向（rule-oriented）為主的爭端解決程序。雖然爭端解決機關（上訴機構與

爭端解決小組）依照 DSU 之規範審理爭端案件，但是在審理爭端程序中，

若遇到 DSU 所謂規範之事項，或是規範相衝突之事項時，爭端解決機關

必須經由解釋 WTO 相關規範，補充或調和 WTO 在此之規範不全。 

特別是在反傾銷爭端案件的審理上，除反傾銷協定之規範外，53必須

透過相關 DSU 規範之解釋適用方符合以規範為導向之爭端解決程序要

求。因此，DSU 第 3.2 條與第 11 條在規範意涵上關連必須加以釐清，以

利爭端解決程序之進行。綜合前述之討論，從爭端解決機關於爭端案件審

理之流程上而言，爭端解決機關於解釋 WTO 協定時必須依照 DSU 第 3.2
條之規定以「國際法上習慣解釋規則」，即當前實踐下之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第 31 條與第 32 條之規定為解釋法則；在解釋過程中，須依照 DSU 第

11 條之規定，對案件之事實與法律之適用為「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並在涵攝所獲規範意義，做出裁決後，須依照第 3.2 條後段

                                                 
51 Id. para.117. 
52 See Oesch, supra note 5, at 86-88.  
53 關於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要件分析與該條同 DSU 規範間之關連，詳見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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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檢視其所做出之裁決或建議（recommendation）是否增加或減損

會員於 WTO 內括協定下之權利或義務。 

第三節  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要件分析  

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為 WTO 中唯一明文規範審查基準之條文。該條

文分別於第(i)款規範事實面項審查基準；於第(ii)款規範法律解釋方面之審

查基準，特別是與該案系爭之相關反傾銷協定條文要件之解釋。本文僅針

對第 17.6(ii)條之規範沿革與基礎及條文內容加以分析。 

一、 規範沿革與政策考量 

雖然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為 WTO 協定中，明文規範審查基準之條

文，但其產生之過程並不輕鬆，甚至成為決定烏拉圭回合談判成功與否的

關鍵因素（所謂的 “deal-breakers”）之一。54直至烏拉圭回合談判的最後一

刻，與會各國的談判代表才互為妥協，達成制訂本條文之協議。55由於美

國力主將較為寬鬆之審查基準（deferential standard of review）制訂於貿易

救濟協定之中，特別是反傾銷協定，美國遂以其國內行政法中的 Chevron
原則為藍本，提出審查基準之草案。最後幾經折衝，審查基準之明文僅見

於僅於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56另一方面，與會談判各國也體認到將審查

基準之規範推廣至其他 WTO 議題上（特別是同屬於貿易救濟方面「補貼

與平衡稅」、「防衛措施」等議題）。因而，WTO 部長會議也對此一議題做

出決議。在「有關審查施行 GATT1994 第 VI 條協定中第 17 條第 6 項之決

議」： 

「GATT1994 第 VI 條協定中第 17 條第 6 項所規定之審查基準應於後

三年接受審查以便進一步考量能否廣泛適用之問題。」57 

另外，部長會議也做出宣示，期望在反傾銷與補貼與平和稅之議題上

之爭端解決能具有一致性。58 
                                                 
54 日本貿易談判代表曾在訪問中作如上之表示。詳見：‘Japan’s Chief Negotiator, In Interview, 
Discusses GATT Round Endgame’, in Inside U.S. Trade, 24 December 1993, p.7. 
55 See Croley and Jackson, supra note 16, at 194.  
56 Id.. 
57 WTO, Decision on Review of Article 17.6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Ⅵ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1994, in The Legal Text-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1999). 原文為：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paragraph 6 of Article 17 of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GATT 1994 shall be reviewed afte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with a view to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capable of general application.”  
58 DECLARATION ON DISPUTE SETTLEMENT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OR PART V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原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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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條文內容 

從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條文內容中可得知，59本款結構在適用上

可分為前後二階段之適用。在本款第一段文字即為前階段之適用。即要求

WTO 爭端解決小組依照「國際公法上習慣解釋規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 31 條與第 32 條）來解釋相關之反傾銷協定條文。依本款後段文字，若

爭端解決機構依前段文字解釋後認為該條文規範得為一個以上之解釋可

能，並同時 WTO 會員主管機關對相關之反傾銷協定所為之解釋為一可容

許（permissible）之解釋時，則 WTO 爭端解決小組不得推翻 WTO 會員主

管機關之認定，需援引被控訴會員對於系爭條文之法律解釋以為裁判之依

據。易言之，若 WTO 爭端解決小組適用「國際公法上之習慣解釋規則」

解釋相關反傾銷協定條文後，認為系爭「條文要件」或「不確定法律概念」

得為一個以上之解釋可能，並且為一個以上的可容許解釋（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本款之後段條文方有發生效力之餘地。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 DSU 第 3.2 條之規定，

小組必須依照「國際法上習慣解釋規則」（ the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來解釋整體 WTO 協定（covered 
agreements），其中包含反傾銷協定。在「美國-熱軋鋼案」(US-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中，60一如對 DSU 第 3.2 條之闡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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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 1969 維也納條約法公

約（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y）61第 31 條與第 32 條所揭

示之解釋原則；62並且對協定條文解釋之可能性範圍限於第 17.6(ii)條所述

                                                                                                                                            
“Ministers recognize, with respect to dispute settlement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GATT 1994 or Part V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the need for the consistent resolution of disputes arising from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measures.”  
59 原文為： 
In examining the matter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5: 
(i) in its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the panel sha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s was proper and whether their evaluation of those facts was unbiased 
and objective.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acts was proper and the evaluation was unbiased 
and objective, even though the panel might have reached a different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shall not be overturned;  

(ii) the panel shall interpre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here the panel finds that a 
relevant provision of the Agreement admits of more than on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 the 
panel shall find the authorities' measure to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greement if it rests 
upon one of those permissible interpretations. 

60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rtain Hot-Rolled Steel 
Products From Japan(‘ U.S.- Hot-Rolled Steel from Japan’), WT/DS184/AB/R, Adopted 24 July 2001. 
61 Done at Vienna, 23 May 1969, 1155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331 (1980); 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679. 
62 See supra note 60,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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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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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容許性解釋。 

三、 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其他上述 DSU 規範間之關係 

由於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不得適用至其他協定所規範之爭端。因

此，依 DSU 第 1.2 條與 DSU 附錄 2 中所規範，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屬

於一「特別或是額外的規則與程序」（ special or additional rules and 
procedures），即 DSU 之特別規定（lex specialis）。因此，反傾銷協定第 17.6(ii)
條於其規範與 DSU 第 3.2 條不同之處時，其效力將會優先於 DSU 第 3.2
條。此外，在「美國-熱軋鋼案」中，上訴機構認為 DSU 之相關條文與反

傾銷協定第 17.6(ii)條間為「補充關係」。63即以 DSU 之規範補充反傾銷協

定第 17.6(ii)條之規範不足之處。易言之，在爭端解決機構於審理反傾銷爭

端，遇有在適用相關審查基準之法規時，應優先適用特別規定—反傾銷協

定第 17.6 條；若有不足之處，則進一步援引原則規範—DSU 之相關規範

與過去爭端解決之裁判見解加以補充。 

原則上，「特別規範關係」與「補充規範關係」之相異之處在於法規

範適用先後順序上之不同，但對於規範效力之先後順序上，並無不同。因

此，本文不擬於此深入討論。 

四、 小結  

原則上，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規範在適用可分為前後兩段，前段為

條件規範，後段為效力規範。即需依照前段之規定適用該條文，並符合前

段之條件下，方有後段效力規範之適用。當前 WTO 實踐下，似乎認可前

段文字中「國際法上之習慣解釋規則」（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應如同 DSU 第 3.2 條前段般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第 31 條與第 32 條為其規範內涵。後段之規範是否發生，則須視前段之適

用結果而定。邏輯上，在個別爭端裡之系爭法規鮮少有兩個以上之解釋，

但是卻能無法排除兩個解釋結果之可能。因此，本條前後段在規範邏輯上

遂出現潛在不一致之情形。64此外，本條後段規範文字中以「可容許解釋」

（permissible）而非以草案中之「合理解釋」（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呈

現，似乎使得爭端解決機關於法律解釋上用有較廣之決定空間。65 
另外，在討論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與 DSU 規範間之關係時，無論其為

「特別規範關係」，或是「補充規範關係」，WTO 爭端解決機關在審理反

傾銷案件時，在適用上，皆須以反傾銷協定第 17.6(ii)條之規範效力優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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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ee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Hot Rolled Steel from Japan, supra note 60, at para.62  
64 關於本條文規範邏輯上之前在衝突與實踐上所生之爭議，詳見第三章之分析。 
65 關於本條文後段規範於實踐上所生之爭議，詳見第三章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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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U 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