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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研究

朱 志 晟

摘 要 : 美国国内州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法律

基础是美国宪法第 4条第 1款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其

核心特点是在一个共同国家的基础之上, 实现司法体制的

协调、规则和结果的统一化 , 以及州际法院判决的自由流

动。在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美国国内州际法院判决

的相互承认与执行规则基本得到了统一, 同美国的外国法

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相比 ,州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

条件比较宽松、程序比较简便, 对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

形有着严格的限制。

关键词 : 美国; 州际法院判决; 承认与执行

中图分类号: D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490X ( 2011) 1- 158- 03

作 者: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 福建, 厦门 , 361005。

美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源于美国联邦法律体系的

分权特点。根据美国宪法, 美国各州和联邦均享有各自范围

内的司法权。联邦法院只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或由国会根据

联邦赋予的宪法权力而授予它的权力,州法院享有广泛的管

辖权。美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主要解决美国境内 50

个州的州法院之间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其核心特点是在一

个共同国家的基础之上, 实现司法体制的协调,规则和结果的统

一化以及州际判决的自由流动,经过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发展,美

国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州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

一 宪法条款构建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强制性基础

构成美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坚实法律基础的是 美国

宪法 第 1部分第 4条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该款规定: 各

州对其他州的公共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应给予完全信任和

尊重, 并且国会可以一般法令规定这种法令、记录和程序应予

证明的方式及其效果。其中, 对于公共法令的含义,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在 1938年埃里铁路公司诉汤普金斯案中指出, 各州

法令不论是以成文法还是以判例法的方式出现,各种法律均

具有同等的地位, 因此,法院有义务适用他州的判例; 对于记

录的含义, 认为记录包括法院早先的判例, 也可指立法、行政

或者司法机关的文书; 司法程序则指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所

作出的任何判决、裁决或者命令。完全信任意味着一州的有

关法令、记录和司法程序可以得到其他州的全部信任和尊重,

而且这种信任和尊重是宪法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基于完全信

任和尊重条款,一项有效的州法院判决应在其他州法院得到

承认与执行。当然,该条款在实践中只适用于民商事案件, 对

刑事案件则不适用。并且, 该条款不仅适用于对州际判决的

承认与执行,也适用于对联邦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美国

宪法上的这一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仅仅是美国构建其州际判

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法律基础, 并非具有绝对的无限制的效

力, 该条款在实践中的运用还需要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和各

州法律的具体规定。在美国的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中,

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州判决才能在其他州得到承认与执行。

不同的是,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制度的法律基础不

是宪法条款,而是国际礼让原则, 这源自 1895年的希尔顿诉

盖约特案。在该案中, 美国联邦法院首次对在美国法院执行

外国判决的理论依据进行了考虑, 指出: 礼让既不是绝对的

义务,也不是纯粹的礼貌与善意。它是一国根据国际责任和

便利以及本国公民或受法律保护的其他人的权利, 允许在自

己境内承认另一国家的立法、行政或者司法行为。 该案确立

了美国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一般规则, 即承认与执行外

国判决时, 美国法院不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加以重新审查, 这

一规则被大多数的州所采纳, 由此, 国际礼让原则成为美国法

院处理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的理论依据, 支配所有外国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作为宪法条款, 自身具有宪法的属

性, 对于姐妹州判决而言,属于强制性的国内法义务,所有的

法院都应当以此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州判决的基本指导原则。

该条款作为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基础, 其在具体个案

实施中贯彻了美国维护一个共同国家的目的。基于这一条

款, 美国各州不能忽视其他州法令或者司法程序所创设的义

务, 使得美国各州成为美国这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内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二 基本统一的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

(一 ) 逐步统一了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含义。尽管完全

信任和尊重条款构成美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基础,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效力的理解却

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和摇摆。在姐妹州的判决能否直接根

据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进行执行的问题上, 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一度犹豫不决, 在早期的一些判例中曾经否认完全信任和

尊重条款的效力。例如 1778年在沃克诉威特案 (W alker v.

W itter)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法院可以重新审理它州判

决。 1939年在迈克诉科汉案 ( M c E lmoy le v. Cohen)中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也提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仅就外州判决的实体

事项有拘束力,并不使姐妹州判决获得比普通法上更多的执行

力,姐妹州判决不能直接在法院地执行。同时, 在同一时期的

其他判例中, 联邦最高法院又肯定了该条款的法律效力, 如

1813年米尔诉杜依 (M ills v. Duryee )案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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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使得姐妹州判决在全国各地均有如在

判决地州般的拘束力,法院不得再重新审理他州判决的实体事

项。

直到 20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效力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才有了明确的态度。今天, 联邦最高

法院确认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具有实质效力, 提出: 完全信

任和尊重条款改变了各州的地位,使它们不具有独立的外国

国家地位, 不能任意忽视其他各州依法律或司法程序所创设

的义务,不论这些义务发生于何地, 基于这些合法义务所主张

的权利可在全国各州行使。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实质效力

不仅在于承认外州判决的确定效力, 更在于执行外州判决。

至此, 各州在依据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处理州际判决承认与

执行的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一州才能

拒绝执行一项在外州取得的权利。

(二 )逐步实行统一的联邦立法。美国宪法规定, 就完全

信任和尊重条款而言, 国会可以一般法令规定这种法令、记

录和程序应予证明的方式及其效果 。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将确认姐妹州记录方式的权力授予国会,国会也立即制订了

一套统一的认证规则。 1790年,议会首次行使宪法授权,宣称

上述记录和司法程序,应在合众国之内的任何法院得到如同

他们根据法律和规则在原来州的法院具有的相同的完全信任

和尊重。 由此, 议会统一了认证州立法法令、记录和州法院

司法程序的要求。 14年后, 议会增加了非司法记录的认证方

式,统一了对州行政部门的记录和法令的认证标准。依此, 在

确认各州法令、记录和程序的证明方式上实行了统一。在证

明方式上, 对各州公共法令的证明, 只需要通过对复制件加盖

官方印章的方式予以认证;对各州记录和司法程序的证明, 只

需要加盖注册官或法院印章,同时附加法官的证明证实上述

证明形式恰当即符合认证要求。由此, 成文法和联邦法在美

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所有州都接受的示范法。 1948年, 美国统一州法全

国委员会通过了 统一外州判决执行法 , 该法于 1964年修

订,迄今该法已被美国境内 50个州所接受。被广泛接受的这

一部民间示范法依照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执行外州判决, 统

一了美国境内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程序。

三 宽松的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

尽管遵循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司法实践中,都从未认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具有绝对的、

无限制的效力, 承认与执行外州判决还是具有一定条件的。

但是出于协调美国司法体制和实现统一化的目标, 美国州际

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比较宽松,对于拒绝承认与执行事项

有着严格的限制。

一般而言, 一项能够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州法院判决必须

符合以下条件:第一, 判决具有终局性。 1878年 Pa ine v. Sche

nectady Insurance Co案 确定了外州判决必须具有终局性的条

件。之后, 在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场合,宪法要求原判决必

须是终局的判决或裁定的观点得到普遍的接受。第二, 原审

州法院具有合格管辖权。 1850年 DA' rcy v. K etchum案首次确

认了对原审州法院管辖权的审查要求。在本案中, 路易斯安

娜州法院指出 如果一项建立在特定案件事实上的规则必须

适用于所有其他的案件而且不允许有例外,将引起很多的困

窘。 由此第一次把对人的管辖权作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

的例外情形。 1874年 Thom pson v. W h itman案中法院对原审

州法院提出了对物的管辖权的问题, 法院宣称: 即使有宪法

第 4条的规定, 执行州法院应对任何作出判决的州法院的管

辖权提出质疑。 1890年 G rover& Baker Sew ing M ach. Co案

正式确立了执行州法院对原审州法院对人的管辖权和对物的

管辖权的审查。至此, 在美国州际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 管辖

权成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一项例外, 执行州法院可以审

查原审州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原审州法院管辖权没有不当, 则

执行州法院将给原审州法院判决以完全信任。第三,原判决

符合正当程序, 即原判决是由一个公正的法院作出的。公正

法院的主要要求是法院给予了被告合理的通知以及抗辩的机

会, 对这两方面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对有关被告的送达程序上,

一般而言, 送达程序合法,合理的通知就视为满足, 随之可推

定给予了抗辩的机会。

除了符合上述条件外, 如果出现以下特殊情况, 法院可以

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州判决:第一, 时效。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

中适用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一项例外是时效问题,即如果

根据被请求州的时效规则一项外州判决已经不能执行, 则该

判决不能得到被请求州法院的执行。以时效为由拒绝外州判

决的承认与执行要区分两种时效, 能够作为例外的仅指判决

作出后可以提出执行的时效期间,而不是指案件的诉讼时效。

这一点,早在 1866年的 Christm as v. Russe ll案中就得到了明

确, 本案原告在肯塔基州法院获得了对被告 (一名密西西比州

居民 )的生效判决后请求密西西比州法院执行。被告提出异

议, 理由是密西西比州法院规定: 如果作为判决基础的诉因

违反了州的时效规则, 一项针对密西西比州居民的外州判决

不能被执行。但法院拒绝了被告的异议, 认为 毫无疑问, 判

决在肯塔基州虽是有效的, 其他州没有权力重新审查案件的

实体问题 。由于案件的诉讼时效影响案件的实体争议, 因此

不能作为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例外情形被审查。第二, 欺

诈。尽管美国司法实践总体上对于欺诈获得的判决能否得到

承认持否定态度, 但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能否以欺

诈方式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州法院判决进行表态, 因此各州的

做法不尽相同。第三, 公共政策例外。当被请求州的基本政

策被侵犯的时候, 被请求州可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

行外州判决。但是出于各州之间的完全信任和尊重,公共政

策例外在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适用时受到严格的限制。

四 简单便捷的登记程序

美国州际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采用简单便捷的登记程序也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演变。最初, 虽然存在着宪法性的强

制性条款, 但由于美国国会并没有制订统一的执行程序, 因此

美国州际判决承认与执行采用和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同样的

重新起诉程序, 即各州判决要在他州得到承认与执行必须在

他州法院重新提起诉讼。这种非常繁琐和复杂的重新起诉程

序造成法院案件积载过多不堪重负。 1948年, 美国统一州法

全国委员会起草的 统一外州判决执行法 通过赋予姐妹州判

决的完全信任而对程序进行简化,规定了简易判决程序, 但该

程序并没有规定登记程序, 仍然要求胜诉人再次起诉。程序

上的重大改革一直到 1964年, 1964年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对

1948年法令进行了修正,再次改进程序,取消了进行再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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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规定,允许当事人通过登记的方式执行判决,判决一旦

被登记,法院将视该外州判决为一个本州判决并予以执行。

1964年法令建立的登记程序一直被沿用至今, 成为今天美国

境内 50个州接受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的统一标准。

1964年 统一外州判决执行法 为依照完全信任和尊重条

款执行外州判决提供了非常便捷的登记程序。根据该法规

定,外州判决是指美国任一法院或应给予完全信任和尊重的

其他任何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或者命令,其规定的登记程序

为,根据国会法律及本州法律认证过的外州判决副本, 可向本

州任何地区的地方法院书记官处提出,书记官将视该外州判

决如同本州地方法院作出的判决,经登记过的判决和登记地

的判决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适用相同的方式得到承认与执

行。具体的登记程序要求债权人或其律师向法院书记官提交

一份宣誓证书,载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姓名及地址,书记官依

该地址以邮寄的方式通知债务人该外州判决已经申请登记。

如果债务人没有其他合法理由, 该判决将得到执行。当然, 法

令也允许胜诉方通过选择重新起诉的方式执行判决。

相对而言, 美国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程序就显得复杂

和多样化。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是依据执行法院所在地

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美国 50个州各自都有关于执行外

国判决的程序规则。如果某州没有相关的成文法规, 则胜诉

方可以在美国依据外国判决针对败诉方提起新的诉讼, 在获

得美国法院新的判决后, 方可由美国法院按照法院所在地法

律规定的程序加以执行。 1948年制订并经 1962年修订的

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 虽已获 31个州采用, 但仍然没有

从根本上改变程序错乱的局面。在采用 统一外国金钱判决

承认法 的州中,有些采用的是 1948年版本, 允许法院对外国

判决进行登记,如新泽西州允许外国判决通过登记方式执行。

有些采用的是 1962年版本,依其第 3条规定,如果某一外国判

决可予执行,则它就可以按照与执行姐妹州判决相同的方式

予以执行, 只要求胜诉方将判决提交给初审法院的书记官即

可。还有很多州在接受 1962法令时对规则进行了删节、修正

或者补充。还有一些州明确拒绝采用登记程序,仍然要求采

用重新起诉程序,如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综上所述,作为典型的复合法域国家, 美国将对州际法院

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区分开

来, 采用不同的制度。美国宪法中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条款保

证了州际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并将州际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与

维护联邦统一和预防联邦分裂联系起来, 这些都值得我国在

处理类似问题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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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伦理道德及社会法律制度间的关系。他认为人性中存在

恶就像 蜜蜂酿蜜一样 , 是一种普适规律,也正像现实中存

在一些人为一己之私利而不择手段的恶行一样。然而, 正如

荷尔德林在 佩特姆斯 中所说: 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

哪里生长 ,人类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分析社会应该指向其社

会制度,这是社会批判的应然法则, 欣慰的是, 蝇王 把目光

投向了人类自身, 洞察人性之善恶。从这个角度看,威廉 戈

尔丁对社会的批判更冷静、深刻而有力。正如戈尔丁在诺贝

尔奖演说辞中表达的对人类未来的期许: 社会需要更多的关

爱与人性。有些人认为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能够给予人类这

一切, 而另有观点试图通过人性之爱创造社会良好秩序以实

现这一切, 我的信念是人类的前途应位于两者之间 。 这是

蝇王 于人性的救赎之光,这道出了社会良治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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