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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경제세계화추세의 계속발전에 따라 상사분쟁도 끊임없이 증가해지고 있다.

국제상사중재는 법원에 의한 분쟁해결보다 신속성，기밀성，전문성，당사자자

치 및 국제적 성격의 이점에 따른 유용한 방법으로 널리 활용되고 있다.중

재절차에 있어서 보전조치는 분쟁과 관련 있는 재산이나 증거를 현상태로

우지하도록 하여 중재판정의 최종적인 집행을 가능하게 함으로써 중재제도

의 효율성을 제고시키는 중요하고 본질적인 제도이다. 한국 국내입법에 보전

조치의 결정권자와 시기에 대한 규정이 두고 있지만 보전조치의 집행에 대

해 명확하게 규정하지 않는다.보전조치는 국제상사중재절차에 있는 중요성

에서 보아 한국은 국내입법에서 보전조치에 대한 규정을 개선할 필요가 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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다고 생각한다

주제어 .국제상사분쟁， 국제상사중재， 중재절차， 보전조치， 집행

-、固따商事뼈載程序上保全惜施職 i것

(-)保숲惜拖的必要性

E휩빠隔事{며載1圖B1"保全擔施， 담前固 ~iF上井 7ë엇一的定 X 。根握股合 E힘固빠댔
易法委 f5승第 =.I作*且根告中的ì51.明， 可將 l圖B1"保全擔施表迷겨 :tH 휩~iF商事{며
載最찢載決作出以前， ;#保i正l뼈利 1'1=出和채行 f뿌載載決， 由法院或者↑뿌載t凡fÎi까탱
握{대我案件-方월事 A的申 i좁，就Jt方핍事 A的助 F或持有的 i正握或표在 JA事的
行켜等宋取的 1圖B1"生彈制惜施。 llJA 此表 j초中我11'1可以得出， ~힘빠商事{뿌載中保全

錯6뼈성作用大致 f후쩌在以下 JL변 :2) 第， 保i퍼매했행亨的 'JiIijj利i흉行。在{매했程序
j월行i立程中-方띄事 A可能승겨了逃避將宋 Jt其不利的載決， 핑取 Q월置i正握、
拖延提交文件等行켜， JA而풍致{며載程序被拖延乃至最尼載決唯以得到해行。 通

i立宋取保全擔施使得 i正握不至子없 :fVl?K失， ~옳뿜1)持有 i正擔的곰事 A 或者第三 A 出
示i표握，JA而保 i되며我程序的뼈利 i뭘行。
第=， 뼈保{띠했我決能得到有效해行。 在똥짧中， 可j현i立핑取때F保全惜施如

좁封， :fD뼈、 ì*í놈죄事A 的째 F’防止띔事 A~경置、*용移或者훨쫓炳F’或홈要
求월事 A-方 Jt費用提供챔保等等， 以뼈果↑며我載決的有效 :fJl行。 퍼事人提起{며
載申 i훔到作出載決期 1뢰，如果-方퍼事 A出手빼避承 :fE!mJl:ìR팀的뼈댐責任的意
댐，如此*的 B1"[‘리足以使其有充分的 B1"폐以各뼈方式핏쫓、 ￥흥移其'6l'F ’最찢륨
致↑며載@훌作出我決듭，뾰ìR方 7ë法通파채行程序構足其{默 X。力了防止뾰 ìR팀的
{責쨌落호，IJliJ需要용布 1뻐B1"性保全擔施。

1l 휩千홉 “固야商事{轉中1뻐am施的追用「며題”，載 (j뿌했딛法律 )2005 年第뺑용， 第 12m:。
2) 任明뻔 〈固'ifiílî事{매했中r[ílîa;jtt保全擔뼈 j뻐줬)，上협交通大풍出版 f:f:20l0J\li1，第37-38 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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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通i立宋取保숲擔施， 避免 tï\的物的 7J(失和根쳐;。在-些 tï\的物是 e.~흉션
的或 f.!ll:f1i物品的合同中， 如果 .i!X:方검事 AF 生횡 ì:ìI.，1I 종 ì'X解決之前必須핑取相
m.的擔施先行 1tt理 :ìl;些易蘭 :f1i物或홈똥取特했뼈 b댐하'f'1홉施。
M.처上행保숲擔施的作用分析可以得出， M.휩싸.i!X:方켠事 A 申i휩{매했升始휩l載

決作出꺼止需要-定的 Ilit떼，有 81候 f뿌했했決作出 FoIlP將섬l行，최Jrí!;有 1Jl行처象
或홈事情용生~化， i훌↑￥{뿌載했決就훗成-~초文。具{本地ì5l.，-些울事 A했料
到{뿌載底可能作出함自 己不利的載決， 在最 Fo載決作出之前把可能成 J，j1Jl行첸的
物的때 F뿔移， 或홈껴避免 f뿌載載決的채行將所有쨌뿔移*읍第三方。 못外， 처爛

션、 훨 ftf.F重的物品放置不管， 如果市 tPJfft格暴落井않有及 81ltt 理，윤F 生不可
候夏的根失。 因此， 꺼7保t?연事A的地位以及推持等待{매載載決짧果期떼힘的
物的;야쪼，fti 쑤똥取l뼈Ilit保숲指施是價有 ι훌性的。 3)

(=) 保숲橋뼈的形式

各固灌 i쑤옳布保숲惜施的 tJH성是不同的， 有的只堆 i쑤法院， 有的只堆 ìff 뿌짧
훨， )조有的뼈홈都灌i쑤。井且各 E휩쳐子{매載훨或法院友布|뻐81性保숲擔施的形式
也是五 1t/\.fl ，大#來 ì# ，有指송或命송、 했決、建ì'X和決定等形式。 4)

“指송”或좁“命송”是{매載훨在~布l뻐81性保숲擔施的 81候可똥用的基本形式之
-. 2000 年 m利 81f<Þ했和뼈解中心{뿌載規IilU>第 17~ 第 l款細定， 在不根害 m.
利 81司法法典〉 第 1679 奈第 2款的情況下， 每-方월事 A 均可 i홉求{뿌했훨作出有옷
I圖배或保숲指施的指송， 包括{뿌載費用的保i正或챔保。
“載決"t!l.是最常 .m的形式。 有的立法明뼈規定{뿌載훨긴E;용布l뻐Ilit性保全惜 6월的Ilit

候“m.월”或홈-’‘可以”宋取載決或홈|뻐하載決的方式。如 {UNCITRAL f<þ載規삐〉
第 26왔第 2款짧定 ‘“此等|뻐81擔施得以 l뻐Ilit性載決的方式껴之。 f뿌載R훌有fJ(要求껴
此#惜施的짧用提供 ffi保。" (美固{매했1꺼승固院{매載~IilU> 第 21종第 2款規定 :

“此ftþrl옮81惜施可以핑用中때載決的形式 1 1!뿌載훨可要求겨此햄擔施的짧用提供 ffi

3) [뼈]陸췄埈 〈商핑f뿌짧$ì~)，뼈英 tl:2001年版，第156jjí.
4)任明뻔 〈固ß~뼈영~j~했中1I!liIl推保숲엽뼈뻐究) ，上뺑췄면大￥出版1:1:2010年版，第98-99jj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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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也有立法中根握핏 g폐홉況有 i후揮地핑用“命송”或者“載決"0 t없몹 〈固빠商융 f뿌載
뼈삐〉 第23奈第 l款， “除#끊事A뭄有션定， 案卷移交f며載햄탑 í조띔事人 i좁求，
{뿌載底可以핑取 ìÁ껴i졸공的 l뻐at惜施或좁保全擔施。 1며載훨可以在命수핑取 ì~等
指施 Z前， 要求提出 i좁求的쉰事人提供 j졸월的캠保。 任何 i컸等擔施 GîZ*用命수的
形式， 井뾰明所依握的理由， 或좁{뿌我R훌ìÁ:켜合j졸，宋用我決的形式。"

“建'ìSCJ츠一뼈特珠的形式王要겨 ICSID 때載채때所宋때。 tlij 몹1965年 《용子解決

固家딛其他固民!폐投윗훔端的公션》 第47종채定 “‘除걱F~方되有씬定， l'며載底如
果ìÁ켜情況需要， 必須建 i씨핑取{뀐可!뻐at錯施， 以推 }I" 任何-方各自的利益。"有
根握 <ICSID 때載 tMIj> 第 39奈， “(l)在程序中的{뀐매며폐-方멸事 A可 i좁求{며
載健建 ìSi的惜施以及需要宋取 L文些惜施的情況。 (2)뼈했底 EîZ~按照第 (l)敵是
出的淸求 fJt先考虎。 (3) 빼我헬也可以主해建 ìS(I뻐떠#홉施或建ìSiì홉求所迷以外的其
他擔施。"

못外， “決定”也是保全擔施”的]뼈形式。 2때年 《波르園승 f때載P렸뼈뼈 第 34奈
빼定 :“설任-方켠事 Aì홉求，1며載훨可就 i홉求或i正握提{共中때救淸。 며 1司救뼈 GîZ
以i見明理由的決定]的形式做出。 ↑뿌載@좋可就提供i갖等救洛要求申 i좁方提供租保。"

(三)保숲惜施的빼쫓

되{며했程序相풋觸인保숲擺할륨閒뼈쫓型-빼是法院핑聊성惜施， 못-빼是 f鐵
底핑取 R봐홉施 ;선71R別효西빼保全擔施， 法關낀「保全흉해행-Allf更用“保全擔施”
或좁“保全.J1L分”等河i폼，1~했E훌的保全搬함돼 II使用“暫定擔施”、“11옮E;fj(앙뽕’、“
|때f司뱀뀐팎f惜흡施’、/‘“‘'1뼈圖뼈ati命〈송앙(pr，γOVl띠혀뼈ona때1 Ord따ers잉) ’”’、/‘“‘中!때司종載t決 a뻐Int얹떠1m Awards) ’”’或或

者‘“‘中며['，同、펙메머메{保5뽕웠a밤}I"뇨*擔樹홉없b施힐(Interim Measures of Pro야，tec다tion띠1끼) "等多↑i河리t펌홈表JÆ冊)f;式。然
而， (示휩法〉中閒者全部都用“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 。在 《햄圖뼈

載法》 中，法 ßJ'태b保全惜施林作“保全 J1L理”，↑뿌행햄的保全擔施林作“ l뻐atj( 앙里”。
法院的保全惜施是指{며했程序퓨始前或者 i흉行中， 法院依월事/애인申 i좁~A或

物的柱的決定핑取←→定的 1뻐at 保뺨擔 b뻐。1뿌載底的保全惜施是指{며載底 ~t在{뿌載
程序 j흩行中월事 A所뼈有的횡 t:XtJ的決定핑取的保存或者 j:D留。 p폐者的不同之 J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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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凡/몫

第一， f며載g훌xt휩싸첸的有限制而法院끊有。 因此， 뼈載햄不能 xt其똥取保全
惜施的只有通 i호法院 j효行。第二， 때載底只限子져뽑 ìS(~녕事Á*取惜施， 法j院 IJ!IJ

ì9:有此限制。 所以， ￥m뿜ìS(월事 A 以外 Á.!iJ. 的擔施 j조需要法院的介 λ 。第三，
{매載底的保全擔施決定쨌受죄事 Ál 깨ìS(的制션， 法~J1없인保숲錯施~~使依f居월事A
的 ti!tìs(也不能被排除。 第四， f여載헬的保全擔施不具有해行力 (彈制力)，需要

뺑젊언ti!t助予以해行。 法院的保숲擔施自身就貝有해行力。 51

二、陣固뼈했程序上的保全惜施

(-) I圖때保숲惜拖的효法

在햄[휠，되{며載程序]二的保全擔施有옷的쩨行法規有 2010 年3月31 日修ìT的 〈輔

固{매했法@和2011年修ìT的 《轉固[되P示{며載꽤찌IJ} 。
在 〈幹固{며했法§中채定， ↑며載f깨i씨的력事A在{며했程序규始前或者 i훌行中都

可以向法院申 i좁保全錯施。 6) 링外，在 《縣固f鐵法 X 中JI 뼈定了{며載헬的保全
擔施， (1)除후월事 A 之|、머못有씬定，쯤-方퍼事 A 的申 i홉，f뿌載底可以決定 xt휩
싸침的物以決定的形式宋取 ìÁ:처必要的保全擔施。 此며， f뿌載健也可以決定要求
被保숲人提供-定金飯的保 i正金。(2J f며載@훌可以要求申i홉保숲錯施的←→方벽事A
提供j휠력的챔保。 7)
在 〈靜固固院{며載*때IJ} 中第 28奈第 1款채定， “컴事人沒有其他 f까，ìS(的情況下，

{뿌했훨←→얹收훤Ij-方월事 A 的申 i홉就可以決定宋取 ìÁ:껴造필的保全及 l圖81指施。
井且때했底可以要求提供 j졸월的租保。)효些惜施꽁用 ìi:載有 f매載@톨ìÁ 꺼造띈的理
由的命수或者했決等形式。"除此之外， 轉固뼈我꽤 IJ!IJ며也채定法院可以핑取保全

5) [縣]尹팝基 {며載程Jf上有夫保숲짧施的中햄法制比앉， !!x (企1)1'.法冊究) 2006 年第20卷第3
융，第349!Jï。

6) m려뼈載法〉第10，종。
7) (햄됩뼈했法〉第18왔第1、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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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施。 根握 〈陣E힘[힘빠↑며載빠삐》第28奈第 2款빼定， 在{뿌했@훌收到相풋申i좁材料
Z前或者 j졸필的↑홉1兄下， ~P使在收到申淸材料탑， 월事A也可以向管精法院申 i좁
保숲惜施。 井且， ~P使월事 A- 方向法院提出此훗惜施的申淸或좁提出 J'Á行때載
底핑取的惜施的申淸， t!l.不被看作是 j훤反{며載f까ìS{或者쨌利的放휴。 但是， 必須

及B;jt~ 比美申i훔和法P행此핑聊인指施顧 n秘휩5<1，秘455<1再i현知↑며載@훌。
↓k上迷채定可以看出， {햄E힘{뿌載法〉的채定有以下而뼈特 f正 :第一， 明뼈了

II$B;jt홉施的形式。 I뻐B;jt홉施是以“決定”而不是載決的形式作出的。 第二， 明뼈了租

保的性廣。 第18奈第 l款담半段和 i짖奈第2款分別 xt有옷被保全 A提供的租保和有
훗因失 i웠핏使被保全人遭受的根害廠 f훨g保作了 E分。

(二)홍布|뻐떼性保全惜施的핸力分配

1. 11움따保숲擔施것布決定뻐 lj3屬的樓式

{매했保全擔施的콧施在法律 t是 -1'며彈制性惜施， 因此， 在任何固家핏施{며載

保全擔施的板力都좋屬子法院。 但是作出↑며載保全擔施載定的板力째不同， 除 t&
↑別固家將쨌力排他地麻予法院外， 7:..多敬固家或훔排他地個予{뿌載底行使， 或

좁!眼予法院和↑며했底共同行使。其中， 第一뼈模式彈뼈保全提施是 -ftþ彈制性擔
施， {，며載t!U성或者{매했S중7ëtJl;jt 布 ì*t홉施，法院是友布此擔施的唯-主#。 例

如， 1994年 〈意大利民事 ì1fì상法典〉第818종明뼈빼定 “{매했底本身不得to뼈때
F，也不得꽁用其他 II$B1保 J'F惜施。 ’'1983年的 《몇地利民法典， 삐更加明뼈指

出，↑뿌홍tt 까ìS{J핏下有tJl;jt 布 II$B1惜6뼈성主{;jï.꺼法院。
第二뼈模式是↑뿌했훨的固有板利， 其根握主要有以下凡쁘 :{며載具有排除法院

管精板的效力 ，固야商事↑매我的용展超努是 r大{며載@중的쨌力，向法院申 i좁iMF
保全意味훨逃避 1 放휴{며했f亦i씨때下的{매했。{ýtl如縣固最高法院 1986年修 ìT的
《園事{며載院f매載꽤!Iltl> 第40奈~P規定 ‘“在任何-方퍼事 A提出申淸的基뻐上，
{며載底可以在不根害~方월事 A 利益， 不影 n向휩ìS{옮果的前提下決定핑取必要的
保全惜施以保뺨 1핏下的때변。"
第三m莫式主랬在→定쫓件下， 法院和{鐵햄都有 tJl;jt 布 1뻐B1保全惜施。 ì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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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휠家的法律授 Í'~1뿌載헬可以作出 l圖at保全指施的命今， 只要保全的첸的物껴-方

월事A所持有和控制 ;옆保숲的林的物켜第三人所持有和控制며. 1매載展因其땐;
限何觀， 需要得到法院的 f까助딛支持， 以保i正{대載載決的liIDl利i효行。
i현i호xtJ::i 천三￥며模式的分析可以得知， 第←→￥뿌模式특열前固P示園事{뿌載的용展

超努以及法院 xt↑매載的j졸度司法밟督是格格不入的。 5옳V허法院是용布 l圖at保全擔
施的唯→主 1*. 승造成法院 xt1뿌載底的핏 JYt性千預， 井且승降 1[1;1며載的效率. )펄

背별事}.，j옳擇{며載作꺼뽑i씨解決方式的初훌。 第=￥며模式中，由f뿌載底單狼友布
1圖at 保全擔施， 固然完숲符合 71 뿌載的特쁘， 但在핏股中 i츠#模式 iJS有不足之
j(t。首先， 在{매했햄*且成之前，월事人不能申 i홉1뻐at保숲惜施 ;);2;-펴恨重要，
但짚常在 F生危Í'fl之前被忽略。 在{매載훨的*且成的-段atl司里，重要的 i正握或炳
F 可能消失。 처此， 尙未存在的때載底밟然￡能꺼力。 其次， 在保全惜施￥ txt 第
三人的↑홉況下，因겨{매載f꺼i씨的效力핸固何題. 1며載1'@:1ë法 xt第三 A 友布!뻐at 保
全擔施。 8)
앓千前뼈#模式存在훌唯以뼈和的缺 P습，↑뿌載底되法院井存쨌力模式 E'.i쪼漸得

到多敬 E힘家的ìÁ可。 되{매載R좋排他形式模式相比앉， 法院놓屬쨌力模式승뚱致法

P웠호分千 j1)j和管힘1J1'며我、{매載R놀排他形式模式忽略 7xt1 매載헬必要 f깨助的鄭端，
所以 f며載底되法院井存쨌力模式更具合理性， 亦符合 E되빠商事{며載的횟빠需要。
圖P꾀間事{매載的友展超努是r大f며載@줄的쨌flj •而法院 xt1매載的잎督以支持늑 f까
助的方式겨主블， 板利井存模式充分 f本fJ\!7 ↑매했훨되法院的合 11'풋系， 使得{며~
程序在法院 J的 f께助下得 l씨ßlm利않行， 처提高 f매觀￥{R爭ìS(的效率具有重要意 X" 91

2. 흙固友布 Ilfiiat保全뽑뼈的찍力分 Dc

根f居-li 초 (-)中立法的채定不唯看出， 靜E되꽁取的便是第三뼈模式， 法院和

{며했햄都可以作出핑取 l뻐at性保金惜施的決定。

8) 짧敏 펴固빠商事{며했며的11챔f保숲擺 iíf'，載 〈河南司뾰혈官~0ι ￥院컴 IÐ :xm 年第9흩第2期 1

第7l]íl ;朱玉f웅 “固빠댐事f며했中1뻐해保全指施的決定딛섭 l行”，載 〈安微敎育￥院￥根 )2006
年第 24卷第때~，第57]íl。

9) 柱新때 (固'i쿠商事{뿌했理ìf;특훗앓슐題 Jiìf줬)，中固政法大￥出 1l&ti2009年J版1 第157]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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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院的保全擔施

法院決定딩{며載程序相옷的保숲惜施有閒뼈情況。 一햄↑홉l兄是월事A훌接向法
院申 i홉保全惜施。 못-f 며是띔事A向{며載햄申i좁保全擔施， f며載@좋將i짖申i홉移交
t음法院.ìl法院未決定。{縣 E힘↑며我法〉第10奈和 〈輔E휩E휩P示{며흥행채!i!1j}第 28奈第 2
款都n法院保全惜施作 T꽤定。 lA~些채定不}옮看出，후훤圖itE녘事A훌接向法院
申i뿜保全指施。

2) 때載底的保全惜施
依握前 j것內容， {햄E되↑며載法〉和 〈縣固圍빠{뿌載~1J!1j} 都有 f며載底保全擔施

的相옷쨌定。 直得注意的是， 依握 《후1i~휩↑매載法H 며載底f'F出的保全惜施不是以
했決而是以“決定”的形式作出的， 而없댐 〈縣固E힘빠{며我쩨1J!1j}f뿌載健可以 j鋼命
今或者했決形式作出保숲擔施。 在 《縣固↑뿌載法〉中 1뻐wt錯施不是되案件有갖的
l、리題而是程序|꾀題的決定。因此， 1때8;j"揚施딛可{며했휩싸的-部分相풋的中때我
決或者部分했決不同。 옷子↑뿌載R로保全惜施的핸固， 在第 18종1款中限定켜“되휩싸
첸的相용的"， It如，可以져되종 ìSt林的相웃的禁止 j(t理假 j(t 分和白有뿔移禁止假
아分等똥取保숲錯施。 1Q)

三、|뻐떼保全惜施的承ìJ..틸혐~行

(-)承 ì.A.틈빼行保숲惜拖的意 sl.

l뼈R헤生保全惜施的承 ìÀ달체行是指圖 ~iji商事↑때載中{매載훨或홈法院용布때뻐8;j"性

保全擔施， 在{며載地或者{때載地以Ý~的其他固家承 ìÀ其效力井且予以彈制채行。 I[옮

8;j"性保全惜施的承 ìJ..和채行在固빠間事{며했中有훨重要意 X。首先， 由予 l뻐배保全

惜施具有 l빼性和쌓 iê:l生的特펴，È的有效체行能陽及 8;j"保障 i正握、1J!:tf'等 t옮持原
裝， lA而保障以팀{鐵我決的채行。 其次， I뻐8;j"性保全樹뻐的有깃敏行홉接옷系到

10) [~~] 15光째 “修ìT1뿌했法的凡/↑폐짧/역 以固 ';f，jlij事f뿌載켜中心”，載 (j매했)2000年第 298
융，第23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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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뿌載월事A 的利益和{뿌載載決的效力。在固院商事{뿌했中，可핸 !l!.性也是其 i옵求的
텀tii‘’如果{매했Íl~可행 !l!.性不能줬 m的i좀，也就폴*휠뿔事 AÍl성쨌利댐설F得不到保
障，}}.而使得월事At 양失X11'며載的信任和信心。 在某#意 X上， I圖Ili↑生保숲擔6월同
{때載했決同詳重要흩至更꺼重要， 因껴某些훗型的 I뼈8;j"1生保숲擔施 (如保障{뿌我했

決용II돼인l빼補뼈 的有效섬1fT將훌接옷系到 1鐵했決的效力。

(二)承 ìÁ틈빼行保숲짧旅的途 f죠

由子在固멤商事{매載中월事 A~월f￥的f뿌載t뾰，역往往是특흙ì)i.的事똥和월事 A的
9!tf' 않有任何훨系的地 ι역，因此{뿌載R훌용布的뼈 Ili↑生保全짧施往往需要在其他固
家或地 E得到承 iA和해行，~就涉及휩 IJI뼈Ili性保全惜施的域外承 iA和 tJ\行何題。
텀前， 固院上主要 i훌i호以下三#途往쏠 ìït解決|뻐8;j"保숲指施的承 iA특材l行|可
題 :11)

第一， 固內法途 f죠。具↓후*ì5t 就是 i훨i호-固固內法처|뻐8;j"保숲擔施域外섬 1fT
的奈件、 方式、 程序等 l‘며題加以꿨핸。텀前똥用此 flj!li故法的有德固、 演大利표和

中固香港。(德固民事 ìlfì상홉〉第1041 종明뼈規定了法院채行때했흙용布的 l뼈8;j"
保숲指施， 井且第 1062 종않-步 i￥*田規定了有쨌材l行빼載底友布的 It옮Ili保숲擔施
的法院， -ß어휩況下{뿌載훨友布的Ilfli8;j"↑生l뻐8;j"保숲擔施由{매載f까ì)i.中指定的地 E
高等法院或 :7ë此指定 8쉬매했地的地 E힘等法院해行， 在{매했地不tE德 E휩境內的Ili
候，삐可以由被申 i홉A 的{主所地、홉 ft所所在地、 'wt常住所地或홈 ì~方m:lr所在
地或홈|뻐8;j"指施涉及的 9!tf' 所在地的흠等法院， 긴E:7ë上j것任何뽑系的 8;j"候，삐由
拍林地 E高等法院 tJ\行。 同햄， 2000 年 〈香港뼈載奈例〉 也쳐此作出相파的規

定。ì緣例第 2GG奈細定 “由{뿌載훨在{鐵程序中就{轉程序所作出或友出的했

決、命송或指示，可抗如具有相同效力的法院判決、命송或指示般以相同的方式

彈制 tJ\行，而且上 i초法院X1f1뿌했훨所 1'1'出或용出的載決、 命송或指示的섬 l行造用
子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빼載헬作出或용出的載決、 命〈앙及指示。"此flj!1，故法以本
固的핏뾰껴基 li:f:，j훨i立m휩|칙法的修ìT，)}.而完善法院在樓斯保숲擔施域外체行
11) 짧없 “ìí>:~협빠商휠 IH뿌했中的빼#保숲엽0[' ，敎 (河南허法홉官멤:lk￥院쌓根)2011年第9혼第2
期，혔ηJ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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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채定， 量然在短期內元法解決各 E딩在此1페웰的差륨， 但是 xt予本固宋없至
少EJ쥔故到了有法可依。
第二， 固빠法途쯤。 i?i:途任主要造用 《행션상해§。 i누종후者都 ìÁ:껴， <~B.켠

公힘》 本身井沒有限定{뿌載載決的햄固， 而 I뻐멤保全擔施在英美固家又多以載決

的形式出째， 因此有옷 1뻐Ilt保全擔施的域?냐치行可以훌接 j휠用 〈짧허상션〉的規

定。此뼈 xJll.ι현尤其存在合理之 $l.b，但是 1圖8t 保全擔施핏施뿌竟不同子解決띔事 A
3:;{;本종iSl的最찢載決。 此外， <~B.~인상션》的ì9:ìt初束是解決最잊載決的域外承
ìÁ和침l行，其中恨多쭉款是￡法頁接造用在 l뻐8t載決上的。
第三， 示햄法途쯤。 i짖途f조是j굶i호制定示港法的模式 JA而解決各固有훗此 1리題

的差륨。<示핸法〉 的立法팀的是力各固圖內立法提供參照， 然팀借助各固的훨

i끄途↑조接受示핸法井핑取7相似的立法팀， 1뼈8t保全擔施的域外해行|可題也就相
댄地得以解決。 2006年修 iT店 《示핸法〉的第 17奈第9款져固院圓事빼載中{며載헬
용布的 1뻐8t保全惜施的承 ìHD함l行作出 7具{本的채定。其內容如下 :

(1) 由때載헬友出的 1뻐멤擔施 m被뼈 ìÁ켜貝有천束力， 井 .ã，除뛰며載處못有
행定， m在i훌守第17奈之九各맺뼈定的前提下， 在向有管體板的法院提出申 i훔팀
加以 tt\行，而不 i상췄홉施是在 Q耶-~딩;li:出的。

(2) 正在큼求或당짚왔得함某-땐 r[힘8t指施的承 ìÁ或채行的월事 A ，mí쯤i갖!뻐
8t指施”的任{可찢않、中止或修짧뀔월重知法院。

(3) 受理클求承 ìÁ或해行的固家的法院如果 ìÁ켜情況造켠， 在{매載훨尙未就:t.ê
任 {'F出決定的情況下， 或홈在 i츠햄決定 xt子保뺨第三方的재利是必要的情況下，
可以命수 i홉求方!éj事A提供뀔:님f딛保。
JA~i초內容不唯看出， 第 17奈第9款首先麻予{뿌載훨友布的 f뻐8t性保全指施以法

律션束， 井묘明簡채定了法院 ff.!有X종체行↑매했@훌友布的11$8t性保全擔施， 而且

法j院해行的 l圖8t 擔施많包括在法院所在固境內용布的 1圖8t 擔施， 也包括在法院所
在固境外友布的 1뻐8;ji都힘。

(三)輕固的立法 ijI，~

〈햄E휩{며했法X 井沒有 xt↑뿌載R훌핑取的保全惜施的 J'J\行作出明뼈規定。 但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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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韓E회{며載法)，能成여法院材 I1T判決的只有{매載했決 12) 作켜때我處的保全

擔施的“決定”是不能j成처法~j해성때行判決的Q 井且靜固的相옷立法中 X沒有保全擔
施彈制해行的規定)츠햄保全指施的效力就 nu옮得到保障， 용블致{매載載決不能
ßlVlfUí치1T。

四、않ie

如上所迷， 縣택的法院和{매載底都可以 1'1'出핑取 I뻐at性保全指施的決定， 井且

在相풋빼定中 i!!.{;i'쩨出 jll 옮at擔施作出的 atl페。但是， 在 i2S些相용뼈定中회]沒有

明뼈規定 l뻐at保全擔施的承 ìÀ和해行 1可題。~子 Il!Eat保全擔施貝有 1圖at性和않 i멸
性的特/몫，강的有效 tA行能陽及 at保j障 i正提、 OOTi'노等推持原 tt M.而保 j障以 Jfî1며
했載決的 tA行。井且， 11옮며性保숲擔施的有效해行頁接갖系옳{매載려事 A 的利益
和↑뿌載載決的效力。所以， 在설淸全球化大용展的今天， ~II옮at保全擔施的承 ÌÀ
和 tJ\行作出뼈定是뿌常有必要的。 靜 E휩~此，可以借앓圖빠立法以及其他택家先
i훌立法쯤않， 尤其可以借꿇 《示핸法》中的相종쩨定， ~，뻐at惜施的承 ìÀ和 tA行
1'1'出明簡規定。

흉흉文홈f

社新피디 {~휩~~j1}j事{며載理i상틸핏짧좋題冊究)， 中固政法大풍出版 112009年版。
體架埈 [轉]:{댐事{며載法ìt) ，博英狂때01年版。

f王}明抱 《固~~j1}j事{며載中II!Eat性保全擔廠 R줬 ，1:海줬현大￥出版짧 010.版。
石光쩌 [靜] “修m며載法的凡1-1可題펴 以固P示商事↑며載껴며心"載 {1뿌我X

2C뼈年第 298뭉。
尹팝基 [縣]:1며했程序上有夫保숲惜施的며轉法制比較， 載 〈企\[lé法 liJf究)

12) {햄됩{며했法》第':57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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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20卷第3융。
%敏 :“ìQ:~퇴빠商事때載中的 1뻐at保全指施" 載 〈河南司法警官I!P&후院풍根〉

2011年第9卷第2期。
월千喜 “固院倚事{매載中!圖at擔施的造用|、며題"載 (f뿌했되法律} 2005年第

9輯。
朱玉環 ‘“固P示園事{며챙며1뻐at保숲惜施的決定되때行" 載 《安微敎育풍院풍抱〉

2α%年第24卷第4期L

[Abstract]

Theory of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ocedure

LI，Yong-shen
Post Doctor，Law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리 Sciences

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a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becom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ith its conven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internationa1
commercial disputes.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ction have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arantee the smooth of the internationa1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nd effective irn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As though there are some provisions
on su바eet and time of releasing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etion in domestic
legislation of South Korea.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of South Korea didn’t
make clear provisions on enforcement of interim measures of proteetion.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interim measures in international comrnercial
arbitr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South Korean to perfeet the provision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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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 measures in domestic J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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