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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從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一日政府宣布開放大陸探

親以來，兩岸民間交流日趨熱絡， 加上大陸所擁有之廣大內銷市場及豐

沛的勞動力，低廉的勞工成本，使得臺灣地區廠 商，特別是勞力密集產

業趨之若鶩。再者，由於中共有計畫地開闢「臺灣投資專業區 」，更使

臺商尤其是欲開闢企業第二春者競相赴大陸投資形成一股熱潮。據我經

濟部 民國八十二年上半年統計，臺商赴大陸投資登記有案者，總投資金

額達二十九億六千 四百六十萬美元，家數為九千一百家；大陸方面非正

式統計，臺商約佔大陸外資的百 分之十左右。然而由於海峽兩岸分隔四

十餘年，彼此有著截然不同的體制，不同的法 令規範，不一樣的經營環



境，使得習於市場自由競爭的臺灣商人，進入實施中央計劃 經濟制度的

中國文化，也就面臨更多、更複雜的問題，例如：對於大陸當地的整體

投 資環境缺乏有效瞭解；對於大陸法律、行政命令欠缺認識：發生糾紛

時求助無門，不 知應尋求何種程序解決爭議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無

疑的使臺商赴大陸投資的風險 性相對提高。因此臺商赴大陸投資，除了

要對大陸地區整體經濟環境充份瞭解，更應 該對其法治環境，特別是經

貿法規有所認識，其目的一則是藉以降低投資風險，再則 是作為投資法

律上保障。吾人常言：「法律是正義的最後防線」，大陸法治建設未臻 

完備，且普遍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長官的意志代替

法律」等現象 ，但無可否認的，法律仍是遇事時最後之屏障，因此有必

要加以研究瞭解。 個人為能對中共涉外經貿法規及對臺商法律上保障等

問題有更深一層認識，曾受指導 教授鼓勵親赴大陸地區蒐集資料，並就

教北京大學等校之專家學者，亦就實務問題向 從事審判工作之審判員

（即法官）請益，獲益匪淺，同時也深切體認到關切臺商赴大 陸投資在

法律上保障及爭議處理研究之重要性。蓋此類法律之研究，除了可提供

臺商 相關的法律諮詢，作為其評估投資風險之重要參考依據，相信更將

有助於政府對大陸 經貿政策之研擬與規劃。 貳、研究方向暨大綱 本文

擬針對臺商赴大陸投資在法律上保障及爭議處理程序做研究主題，並以

中共涉外 經濟合同法及其簽署之投資保障協定與爭議處理程序為研究中

心。 茲將研究大綱臚列如后： 第一章、中共涉外經濟合同法之研究。 

第二章、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協定之研究。 第三章、海峽兩岸商務調解及

仲裁制度之比較研究。 第四章、海峽兩岸區際法律衝突之研究。 第五

章、海峽兩岸民事確定裁判承認與執行之研究。 由於涉及臺商投資法律

上保障之範疇極廣，無法逐一論述，因此本文擬就較為重要的 五個題目

做為研究重點，其中各章節的研究動機暨研究方向，將於后附各章緒論

中再 予詳述，於此謹先作一概述。 第一章部份：中共涉外經濟合同法

之研究 本章上篇部份，首先論述中共社會主義法律概念之形成與歷程，

其中包括中共經濟法 發展的背景與趨向。下篇部份，則針對中共涉外經

濟合同法作一研究。蓋依中共現行 司法實務見解，有關臺、港、澳案

件，均參照「涉外」法律處理，因此臺商赴大陸投 資，即有必要對中共

涉外經濟合同法進行瞭解，以便在經貿關係發生糾紛實知所進退 。尤其

中共實行中央計劃經濟制度，在國家指令性、指導性命令規範下，所謂

審批制 度暨其處理涉外經濟合同的程序，特別是在中共中央計劃經濟體

制之下所謂對外經營 權有無之問題，更有必要加以研究。為了使論述不

致於偏離實務，本章將於後段選錄 中共涉外經濟合同實際案例三則：

（一）因合同以外之行為違反國家利益導致合同本 身無效案。（二）無

權經營導致合同無效後之損害賠償案。（三）對合同相對人對外 經營悛

權之有無，是否有查證或知悉義務案。上述三則案例，除將引介中共法

院見解 ，個人亦將針對其實務見解，以我方之法律思惟及法律概念試予

評述，其能比較兩岸 在相關法律上之差異。 第二章部份：海峽兩岸投

資保障協定之研究 投資之法律保護乃國際趨勢；而其中雙邊投資保障協

定乃是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 間為了創造有利之投資環境，透過政府

間相互保證之形成而簽訂共同保護和鼓勵投資 的協定。兩岸目前並無類

似的投資保障協定，其中原因頗為複雜；就臺灣方面而言， 因尚未准許



大陸企業來臺投資，因此並不發生對大陸企業投資保障問題；就大陸方

面 而言，雖有為數眾多之臺商前往投資，但往往基於政治因素顧慮，不

願意簽訂投資保 障協定，以避免造成兩岸對等之表象。然隨著兩岸經濟

貿易交流之日趨熱絡，兩岸投 資保障協定之簽訂終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趨

勢，因此應及早加以研究，以期作為日後訂 定投資保障協定之參考。本

文擬參酌中共歷年對外所簽訂之投資保障協定，歸納出重 要之點以為研

究。本章後段則擬就中共國務院所頒布的《關於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 

定》二十二條作一分析研究。再者，中共曾宣稱前述國務院所頒布的鼓

勵臺灣同胞投 資規定，已足以提供臺商完整的法律保障，並無必要另外

簽訂投資保障協定云云。本 文也將針對此一說法加以評述研究。 第三

章部份：海峽兩岸商務調解及仲裁制度之比較研究 仲裁制度，係基於國

私法「當事人自主原則」所衍生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之制度，與 基於國

家主權而運作之司法訴訟制度不同。兩岸目前因為敵對狀態仍然存在，

對於彼 此間涉及主權的問題仍有歧見，因此短時間之內恐怕難以基於平

等互惠或禮讓原則， 承認對方法院民事確定裁判之法律上效力。我雖然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係條 列》第七十四條承認大陸地區之民事

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有事實上效力；然這只 是單方面，大陸方面仍

未能承認我法院相關裁判之效力，因此要尋找初一個不具主權 性、政治

性的爭議處理模式，使得兩岸民間經貿交流所衍生的法律糾紛得到妥適

的解 決，即有賴仲裁制度。除此之外，似乎目前尚未見有更適當的方

法。 本章擬分別介紹兩岸商務調解及仲裁制度，並予比較評析，特別是

攸關臺商權益的中 共涉外仲裁制度，文中並將就中共國務院《關於鼓勵

臺商同胞投資的規定》中爭議之 處理程序及方式加以研究論述。再者，

兩岸目前因為政治性因素，尚無法簽訂雙邊投 資保障協定以解決彼此間

因經貿交流所衍生之爭議，故如何利用仲裁制度、調解制度 ，建立一套

雙方均能接受的聯合調解或仲裁中心，亦是極為重要，本文也將就中共

與 其他外國所建立之聯合調解或仲裁中心作一論述，以期作為日後海峽

兩岸建立相關聯 合中心之參考。 第四章部份：海峽兩岸區際法律衝突

之研究 海峽兩岸雖同屬一個中國，但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不同的法域，因

此會因為法律的不一 致，造成法律適用上的衝突，以往由於海峽兩岸彼

此互不承認對方政府的合法性，從 而否定對方司法程序及法律制定之有

效性。此種敵視對峙的態度，即導致國際法學者 H. Lauterpacht 所謂.... 

「不被承認政府的司法措施不能被視為存在， .... 其實 際存在的法律效

果也不能被承認。」的結局，因此兩岸官方早期均認為無所謂法律衝 突

可言。但隨者兩岸人民交往的日趨熱絡，對於民事法律關係的法律之選

擇與適用上 ，將無可避免地遭遇法律衝突之問題，因此有必要就此一問

題加以研究。我《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已將區際法律衝

突之概念納入；中共方面除基於一國兩 制之理念，在學說上有論及區際

法律衝突外，實務及現行法上對此均乏明文。本章除 將研究區際法律衝

突外；並將研究「事實上承認」與「法律上承認」之區別暨不被承 認國

家的權益保障問題。蓋中共目前不承認我為一對等之政治實體，故我方

得否在中 共法院就民事律關係起訴或應訴，即有值得研究之處。文中將

分別介紹正反兩說的學 術理論與司法實務實際案例，其中包括著名〞光

華寮案〞暨〞伊朗回教共和國國防部 V.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案〞和美國臺灣關係法等， 以便瞭解目前國際在處理 不被承認的國家

（或政府）時所採行的現實主義理論，期能提供海峽兩岸在處理類似 問

題時之參考。 事實上兩岸如於處理彼此私法之案件時，皆能基於現實主

義暨事實需要原則，暫先撇 開政治上的爭議，定將有助於保障各自國民

在對方法域之權利，同時消弭彼此間之敵 意與不信任感。畢竟務實的處

理區際法律衝突，並不會損及各自公共利益，反而有助 於爭議之處理與

解決；反之，一再規避，拒絕承認對方法律，否定對方的合法性，不 但

昧於事實，亦可能連帶損及本身或本身國民之權益，造成兩岸的法律真

空，恐非明 智之舉。本文將對上述情形做詳細之研究，特別是不被承認

國家仍有起訴或應訴權力 說的部份，將是著墨重點。 第五章部份：海

峽兩峽民事確定裁判承認與執行之研究 海峽兩岸之司法協助，就協助範

圍而言，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就協助事項而 言，則包括協助訴

訟文書之送達、證據之調查；協助囑託民事拘提、詢問證人；協助 調取

書證、物證、視聽資料；協助鑑定、勘驗；協助囑託搜索、扣押、拘

提、逮捕等 種類繁多。關於刑事事件與行政訴訟事件，因為涉及國家主

權及刑罰權行使，問題較 為敏感，短時間恐難達成互助協議。但在民事

事件方面，特別是民事確定裁判支承任 與執行，因此較佈設及主權，且

對兩岸人民私權之時現有極大的助益，故實有必要特 別加以重視推展。

我《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已承認大陸地 區民

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有事實上效力，並透過我法院認可之方式，

轉換成具 有法律效力之裁判。然大陸地區並未基於平等互惠或禮讓原則

予我同等對待，本文將 對此一問題加以研究，並分別論述臺灣方面與大

陸方面的態度，並且將引介德國統一 前東西德所簽訂之基礎條約，作為

兩岸處理相關問題之借鏡。文中並將論述學者對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

十四條中所謂「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精闢見解 。並將

就我方對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之認可程序加以研究；同時也將研究中

共民事 訴訟法第二十九章、司法協助中，對外國民事確定裁等之承認與

執行之程序，並且略 述己見。 本論文所擬研究之題目，在目前兩岸法

律關係均極為重要，然因個人學殖未深，對中 共法律又係初次接觸，因

此對其法律誤會或體會不深，導致導謬誤、失慎之處，勢所 難免，尚祈

法界先進不吝指正，使撰者得以時時惕勵、繼續研究改進。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參考

文獻  

論文

頁數 
28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