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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近來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嘯的衝擊，全球
股、匯市連續重挫，金融機構產生流動性
危機，信用市場幾近崩潰。在這波金融海
嘯中，受衝擊最大也讓投資人血本無歸的
金融商品就是「連動債」。

所謂「連動債」（Structured Note），
就是結合固定收益商品與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投資工具，固定收益部份提供投資金額
的基本利息收益，而衍生性商品部份則提
供槓桿效果，加強收益，或改變風險承受
模式。連動債主要常見的兩種類型，一種
是「保本型連動債」，即保障一定程度的
本金，其餘資金則投資於高報酬的創新型
債券；另一種為「高收益型連動債」，即
是以獲取高收益為目的連動債。所謂「保
本型連動債」，本金是預先決定特定比率
來保證歸還，而將部份或全部利息來去購
買選擇權。而所謂標榜「100%保本」的連
動債，不一定全部保本。所謂保本型產品
都是要產品到期，才能拿回約定保本率，
如果投資人在到期前出場，則不能拿回
本金，且還要多付違約金。如果出場的時
間，遇上連動標的的淨值下滑，則本金損

失更高。又連
動 債 通

常以外幣來投資計算，所提供的保本是指
外幣保本，而非新台幣保本，所以投資人
在贖回連動債時，若遇到新台幣升值，則
會侵蝕獲利，本金就會損失。所以匯差會
侵蝕獲利，匯率風險會衝擊到本金，投資
人不要以為標榜「保本型連動債」，就一
定可以拿回保本率的本金。另外連動債的
投資成本中有包含手續費及信託管理費，
所以在結算投資損益時，需扣除這兩項成
本，才是真正獲利，如果遇到投資失利，
就算保住本金，但扣除這兩項成本後，投
資人還是虧損。所以投資人不要以為標榜
保本型的連動債，就一定保本（註）。

銀行向投資人銷售連動債時，通常是以
信託架構作為交易平台，銀行與投資人通
常是成立「特定金錢信託」的法律關係。
意即銀行銷售連動債商品給投資人，投資
人將資金交付給銷售銀行，指定用途後透
過銀行下投資標的，此為「特定金錢信
託」的法律關係，故投資人與銷售銀行間
係基於信託關係，銷售銀行係經營信託業
者。按《信託業法》第22條規定：「信託
業處理信託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為之，並負忠實義務。」、同法第23條規
定：「信託業經營信託業務，不得對委託
人或受益人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

人誤信之行為。」。故銀行在銷售連動債
給投資人時，應推薦符合投資人屬性的商
品，並善盡告知義務，向投資人詳細說明
連動債的商品內容及投資風險等事項。如
果銀行違反上述原則及告知義務，致投資
人受損害，理論上應依個案的具體情況，
對投資人負賠償責任。

目前金管會確定雷曼連動債的九種爭議
狀況及處理原則；即只要屬於雷曼連動債
糾紛的九大態樣，投資人皆可直接要求銀
行和解，不過這僅限於「雷曼連動債」。
所以針對其他連動債，銀行公會再提出
「七大爭議類型」，任何連動債只要符合
「七大爭議類型」，皆可「申訴」，即投
資人購買任何連動債，不限時間、不限形
式、不限發行機構，只要符合這七種爭議
類型，皆可辦理申訴。

連動債申訴案件，原本由金管會、銀行
公會及投資人保護中心分別負責受理。其
中，求償金額在新台幣100萬元以上的申
訴案，由金管會受理；求償金額在新台幣
100萬元以下的案件，如果是雷曼兄弟相
關商品，則由「投資人保護中心」受理申
訴；求償金額新台幣100萬元以下、非雷
曼兄弟的結構型商品申訴案件則皆由銀行
公會負責受理。不過，原由投資人保護中
心所受理的雷曼兄弟連動債申訴案，時間
只到2009年1月31日，自2009年2月起相關
申訴案已轉由「銀行公會」接手。

目前國內受理連動債的申訴案件已超過
1萬2000件，尚未受理的難以計算，連動
債申訴量以每天3、5百件的速度在成長，
而金管會負責評議的委員只有11人。11位
評議委員在面對超過1萬2000件且每日還
在日益增加的連動債申訴案件，以此人力
要如何因應，才不會讓民眾對國內金融體
系失去信任，恐怕需另闢解決管道。

在我國歷史悠久，且知名的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在協會中有設立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爭議調解中心。按《仲裁法》第45條規定
「未依本法訂立仲裁協議者，仲裁機構得
依當事人之聲請，經他方同意後，由雙方選
定仲裁人進行調解。調解成立者，由仲裁
人作成調解書。」，所以有連動債爭議的當
事人，可以透過仲裁機構來調解。又依《仲
裁法》第45條規定調解書與法院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得聲請法院為執行的裁定後
為強制執行。所以有連動債糾紛的投資人
如不想枯等金管會的評議及冗長的訴訟程
序，則可以先透過仲裁機構來調解，如調
解不成立，雙方可再協議聲請仲裁判斷。
依《仲裁機構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9條規定，聲請調解，當事人應以書面向仲
裁機構聲請，所以投資人如要向仲裁機構
聲請調解連動債糾紛，須以書面聲請。

以仲裁機構來解決連動債糾紛之優點在
於有效、快速，因仲裁機構的調解書，與
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可使當事
人減免訟累。而且比較經濟，仲裁機構調
解費遠比訴訟費為低，又仲裁機構的調解
程序迅速結案，可節省當事人許多時間。

目前國內連動債糾紛申訴案件如洪水猛
獸般一直接踵而至，國內受理申訴機關在
人力有限的情形下，難以負荷龐大的連動
債申訴量。受到損害的投資人無法枯等就
上街遊行抗議，政府單位因人力有限，也束
手無策。所以投資人想要有效且快速解決
連動債糾紛，不一定僅能依靠金管會或法
院來解決。據上可知，連動債糾紛是在法律
上得以和解的案件，而銀行與投資人間的
連動債糾紛如不想耗費時間枯等金管會的
評議及法院冗長的訴訟程序，則雙方可以
透過國內仲裁機構以書面來聲請調解。且
仲裁機構的調解書與法院的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力，當事人還可以據此向法院聲請強
制執行，而仲裁機構調解費用比訴訟費為
低，所以仲裁機構的調解程序有效、迅速
又經濟，可以節省當事人許多時間及金錢。

註： 引自中興大學林金賢教授所撰「淺

談連動債」，http://beaver.dlc.

ncnu.edu.tw/projects/emag/show.

aspx?datald=c7f85f5e-0eac-44ca-

9076-bdfd6f7de8db。

                          ■楊崇森（教授本會顧問）

按仲裁法第1條明揭仲裁協議應由仲裁
當事人以書面為之，所謂書面並不限於書

面契約或協議書，舉凡書面之會議紀錄或
類此文件均屬之。惟至於當事人雖有書面，

但究有無合法之仲裁協議存在，仍應由仲裁
庭依事實及仲裁法規定判斷之。

我國仲裁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
定 者 ， 適 用 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其
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是仲裁庭就有關仲裁程序得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
乃屬法有明文。另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
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
人，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法律學者
通稱為所謂之「一造辯論判決」，故仲裁庭依法得準用上揭民事訴訟法規定，
於符合一定要件後作成一造辯論仲裁判斷。

另參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26條：「當事人之一方經合法通知無正
當理由而不於詢問期日或調查時到場者，不影響仲裁程序。」再佐以仲裁法第
33條第1項規定：「仲裁庭認仲裁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者，應宣告詢問終結，依
當事人聲明之事項，於十日內作成判斷書。」故仲裁庭於一造當事人經合法通
知，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陳述者，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審酌已到場之一
造當事人之陳述逕自作成判斷。仲裁實務運作上，雖不至於如前揭民事訴訟法
規定之嚴苛，多會給與未出席詢問會之一造當事人較多之機會，但如該方於多
次合法通知後仍故意不到場陳述，而使仲裁庭認為有拖延仲裁之情況，仲裁庭
仍得本於已到場之一造當事人之請求，並兼顧認已達於可為判斷之程度時，逕
行作成仲裁判斷。

另，拉丁法諺有謂「法律不保障在權利上睡覺的人（Vigilantibus et non 
dormientibus jura subveniunt）」，雖通常運用於解釋消滅時效之情況，但依相
同之法理，對於自身權利置之不顧的人，法律自無需加以保護，故仲裁當事人
不把握其參與仲裁程序之權利，致仲裁庭以一造辯論仲裁判斷而受不利判斷結
果，乃咎由自取之結果。

綜上，依題意，乙廠商所據之仲裁協議為甲機關製作且兩造均參與協商會之
書面會議決議，倘會議決議確實紀錄雙方合意仲裁之文句，依我國仲裁實務上
多對於仲裁協議多採從寬認定之標準，似應認為兩造間已有仲裁協議。

惟無論是否有仲裁協議，管見以為縱認甲機關於收受仲裁協會之合法之仲裁
庭詢問會通知後，甲機關內部意見仍認為兩造間並無仲裁協議，甚或認為乙廠
商之仲裁請求有程序瑕疵及（或）實體無理由的情形，但都不宜逕自拒絕仲
裁，反而應該積極參與仲裁程序以爭取應有權益，至於參與仲裁的具體方法，
除可提出答辯書狀詳加說明及抗辯外，更可委由專業代理人積極參與仲裁庭詢
問會主張乙廠商提付之仲裁有程序上之瑕疵，以避免前述之一造辯論仲裁判斷
之結果發生，而可能損害甲機關的權利。

 （本文謹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理律法律事務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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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以書面為之，所謂書面並不限於書
面契約或協議書，舉凡書面之會議紀錄或

類此文件均屬之。惟至於當事人雖有書面，
但究有無合法之仲裁協議存在，仍應由仲裁

庭依事實及仲裁法規定判斷之。
我國仲裁法第19條規定「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

定 者 ， 適 用 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其

乙廠商依據甲機關所召開之
協商會議決議（甲乙雙方均有參

加，且由甲機關以書面作成會議決議
紀錄，雙方並於該紀錄上簽名）聲請仲
裁，甲機關認為雙方之間從未有仲裁協
議書之存在，故拒絕仲裁，且不出席仲
裁詢問會。

甲機關拒絕仲裁且不出席仲裁
詢問會之舉，可能發生何種

法律效果？

試問

案例

 ■凃榆政
（理律法律事務所台中事務所顧問/律師）

 ■陳昭仁（職業律師）

1. He who comes 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
向衡平法院陳訴之人自己須無污點。

2. The kings 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 －
Bismark
國王統而不治。 －（俾斯麥）

3.I am the state. －Louis XIV of France
朕即國家。 －（法王路易十四）

4.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
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吾人認為這些乃自明之真理，即人人
生而平等，而造物者賦予若干不可轉
讓之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及幸福之
追求。 －（美國獨立宣言）

5. Equal rights for all, special privileges for 
none. －Thomas Jefferson
法律前人人平等，無人享有特權。
 －（傑佛遜） 

6. But in this world nothing is sure but 
death and taxes.

 -Franklin, Letter to M. Leroy, 1789
世間無常，僅死亡與稅捐例外。

7. 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
,
s kill all the 

lawyers. -Shakespeare, Henry VI, Pt, II, 

Act.iv. Sc. 2 
頭一件事，讓我們殺死律師。
 －（莎士比亞）

8. Law grinds the poor, and rich men rule 
the law. －Goldsmith, the Traveler
法律折磨窮人，而富人主宰法律。

9. The execution of the law is more im-
portant than the making of them. －
Jefferson, Letter, 1789
法律執行比立法重要(法貴執行)。  

10. Law too gentle is seldom obeyed; too 
severe, seldom executed.－Franklin, 
Poor Richard

,
s Almanac

法律過輕，則難遵守；過嚴，則難執
行。 －（佛蘭克林）

11. One man
,
s word is no man

,
s word; we 

should quietly hear both sides. －Axeik
不可偏聽一面之詞。

12.A good lawyer, a bad neighbor. 
 －Franklin, Poor Richard’s Almanac

好法律人，壞鄰居。 －（佛蘭克林）
13.Justice delayed, justice denied.

遲來之正義乃正義之否定。
14. It is a secret worth knowing that lawyers 

rarely go to law.  -Moses Crowell
法律人很少訴諸法律。

15.Petty laws breed great crimes. 
 －Ouida, Wisdom, Wit and Pathos

苛細法律滋生大犯罪。 

英美若干法律格言介紹(一)

金融海嘯的連動債爭議
如何借助仲裁機構來處理糾紛？

■楊崇森（教授/本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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