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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宏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淺談美國線上仲裁制度
網際網路的高速發展，使得電子商務在交易過程中

逐漸地受重視，且因電子商務交易方便、迅速即時及

低成本之特性，使得網路交易逐步發展而代替一般實

體商店選購物品的趨勢。但網路交易在法律糾紛及爭

端解決上，因有跨越國界的特性，使得爭端解決模式

之選擇及如何解決網路交易糾紛變得更為複雜，但因

仲裁特點可隨電子商務法律糾紛的要求因地制宜，故

在國外已經建立起線上仲裁的方式以解決電子商務法

律糾紛的趨勢，雖然線上仲裁有其方便快速性，但線

上仲裁仍有不少問題點有待突破，例如電子証據、

電子簽名、電子文書、仲裁執行等問題；故如何建立

起完善的線上仲裁制度，即為現今一個重要課題。本

文將就美國線上仲裁制度之發展、現狀及所面臨的困

難，作一介紹並提出幾點淺見。

1. 美國線上仲裁之發展

在 美 國， 線 上 替 代 性 爭 端 解 決 機 制 (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ODR) 興 起 於 1990

年 代， 為 替 代 爭 端 解 決 機 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的具體型態之一，是透過各種網

路科技之輔助而做成。所謂 ODR，包括線上協商

(Online Negotiation)、線上調解 (Online Mediation)、

線 上 仲 裁 (Online Arbitration) 與 線 上 申 訴 (Online 

complaint)，甚至有線上陪審團 (Online jury) 或「實

體法院線上化」之制度。其中，線上仲裁即指利用

現代電子技術和網路，從仲裁協議的訂立、仲裁程

序的進行，以及仲裁裁決的作出，藉由電子郵件、

網路聊天室及與網路配套設施，使仲裁解決爭議的

所有過程，均在網路上進行。

美國網路仲裁計畫(The Virtual Magistrate , VMAG)

為最早的試驗性 ODR 提供者之一，該計畫目的在於

利用網路科技將仲裁技術引進網路世界中，架構一

套在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網路系統使用者或消費

者間之網路糾紛解決系統，但因宣傳不足，一般人

並不清楚其服務內容，而未成功。BBB Online(Better 

Business Bureau) 則是由北美地區針對企業與消費者

間之爭端所構成的非營利組織，BBB 提供許多 ADR

之程序供選擇利用，而 BBB Online 則為 BBB 跨足

線上領域之機制，其為電子商店推行一套信賴標

章 (Reliability Seal) 與隱私標章 (Privacy Seal)，藉此

增進消費者對於持有標章之商店的信心。此外，各

電子商務交易平台亦逐步建立起自身的線上爭議解

決中心，如 eBay 總部也設立了專門的 ODR(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中 心， 如 I-Courthouse.com、

eresolution.com、squaretrade.com、Namadr.com 等。

此外，傳統仲裁程序中亦引入線上仲裁計劃，如美

國仲裁協會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AAA)

也開始受理網路交易爭端事件，其所建立之仲裁規

則多為後來所成立替代性爭端解決機構所遵循。線

上仲裁目前也是解決國際域名爭端的唯一方法，

如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即美國網路名稱和代碼分配公司，即

透過線上仲裁方式爭決網域名稱爭議，故美國在有

關線上仲裁的討論及實施己獨領全球多年。

2. 美國法律上有關線上仲裁的問題

首先，在線上仲裁協議的書面形式問題上，仲

裁協議的書面形式是各國承認仲裁協議有效的重

要條件，但以數據形式存在的電子仲裁協議是否

能滿足書面要求則頗有爭議，而近年來美國有關

文書電子化的立法中，都承認了電子化書面和電

子仲裁協議的效力，如美國 1999 年 7 月公布《統

一電腦處理資訊交易法》 (The Uniform Compu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 Act, UCITA)， 及 於 2000 年

6 月頒布的《國際與跨州電子商務簽章法》 (The 

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E-SIGN) 等。再者，從美國仲裁法和《紐約公

約》的規範觀察，除對仲裁協議有書面形式的要求

外，還要求雙方當事人的簽字確認，在電子商務仲

裁中，參與仲裁的各方在簽訂仲裁協議時可能無法

親自碰面，而確認雙方對協議的內容，是透過電子

簽名方式，即用電子加密技術達到相同目的，而隨

著網路通訊技術和密碼技術的不斷發展，偽造電子

簽名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在美國則通過電子簽名法

認可其有效性。另一方面，在線上仲裁地選擇問題

上，由於線上仲裁並無仲裁地的問題，因此亦無法

以仲裁地法來保證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以及裁決法律

上的可執行力，故如何解決此一問題亦是線上仲裁

實施的困難之處，故在線上仲裁需引用當事人意思

自治原則，由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確定仲裁地，如

常設仲裁機構的所在地、仲裁人或當事人的住所地

等。在線上仲裁中，由於傳統的書面文件以電子化

形式表現出來，這些電子化訊息就是電子證據，即

用以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電子記錄，以儲存數據和

資料的方式來呈現案件事實，故美國亦通過相關法

律認定電子證據的可信度和證明力。線上仲裁程序

基本應有幾個過程，仲裁機構應制定有示範線上仲

裁條款，通過其仲裁機構網站發布。其次，線上仲

裁機構應建立符合仲裁程序要求的線上仲裁網站，

線上仲裁有關電子化文書均應通過經加密的線上案

件提交平台提交和傳遞。線上仲裁平台只能由獲得

授權的當事人、仲裁人和仲裁機構的經辦人員通過

用戶名稱和密碼進入、瀏覽。線上仲裁的開庭審理

可以透過網路視頻會議的形式進行，或透過書面審

理的方式，由仲裁人根據當事人在網站提交的資料

進行審理，並可經由線上聽證會讓當事人陳述自己

的觀點，最後由專業受過訓練之仲裁人提出仲裁判

斷，該仲裁判斷為最終決定，雙方當事人均應遵

守，並以電子化形式作出，透過電子郵件或線上案

件管理系統通知雙方當事人等方式達成。

3. 美國線上仲裁的現狀及其障礙

美國線上仲裁實施現狀似乎不如討論中來得熱

烈。其中，VMAG 專門進行系統管理商和用戶之間

的線上仲裁案，主要採用美國仲裁協會和自身規

則進行，但近來只解決了一件案子。eBay 旗下的

Square Trade 系統，初期針對網上爭議進行調解，

從草創至 2001 年共調解了約 100 件案子，後為了

增加案源，與全球知名拍賣網站 eBay 宣佈合作，

也較為成功，但是線上仲裁服務卻仍未推展開來。

而 ICANN 所提供的 eResolution 公司目前僅處理商業

功能變數名稱爭議，相關線上仲裁的案子亦屈指可

數，故線上仲裁案件明顯不足。主要原因在於線上

仲裁須爭端雙方必須同意仲裁，即達成仲裁協議，

但是當事人於網際網路交易次數及交易期間均不夠

長，並未能建立長期商業夥伴及信任關係，故爭端

發生後，除非雙方當事人事先訂立了仲裁協議，否

則當事人之間很難達成仲裁協議，且爭端產生時，

除非爭端的事項及仲裁金額足夠到對方當事人之管

轄權區域去進行訴訟，否則當事人可能難以達成仲

裁協議之共識。其次，很多電子商務交易雙方仍不

習慣網際網路的使用，特別在網路傳輸技術的發展

上，如線上仲裁中有關證據的提交及完成，現今技

術仍不能滿足對此一傳輸程式的要求。另一重大問

題在於線上仲裁中，仲裁人失去了與當事人對話、

詰問的機會，使得仲裁人在如何正確進行仲裁判斷

並評價所獲取的電子文件等方面遭遇困難度，因而

造成爭端當事人對線上仲裁的公正性與權威性產

生質疑，亦對線上仲裁較無信心，而不願將爭端案

件提付線上仲裁。例如美國雖然有為數不少的線上

仲裁機制，但大多數相關機制仍停留在討論階段，

所以雖然線上仲裁有其方便性，但其執行性仍有

待商榷。

4. 結論與建議

針對電子商務交易爭端解決機制的問題，本文建

議藉由仲裁協會建立起線上仲裁程序，將訴訟外

爭端解決機制移動到網路上來進行，由於電子商務

交易日益盛行，可以推測未來消費爭端將會不斷地

增多，目前美國已經有線上仲裁規則，並明文規定

適用於電子商務爭端解決上。我國在電子商務高速

發展下，逐漸重視電子商務消費爭端的解決機制，

惟網路消費的爭端基本上都是小額消費，如採取實

體申訴、調解、仲裁，則將浪費消費者與電子商務

業者間的時間、勞力、金錢，不符合比例原則，造

成程序上的不經濟，故此消基會、消保處、網消會

才會提出線上申訴、調解之機制。惟線上仲裁機制

仍尚未建立，雖說實務上一般消費爭端甚少進行到

仲裁程序，但仍建議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應該先成立

線上仲裁，仲裁協會也應修正仲裁規則，承認線上

仲裁是一個合法且正當有法源依據的程序，以確保

消費者之權益。尤其是台灣的仲裁規則中則尚無線

上仲裁之字語出現，故本文建議應先從修正仲裁協

會之仲裁規則開始，使仲裁協會開始進行線上仲

裁之業務。在程序方面，本文建議可參考美國 BBB 

Online 的方式，先認證電子商務優良商家及充分之

線上揭露之資訊，進而建立線上仲裁程序。

促參爭議問題與實務促參爭議問題與實務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不僅可以引進民間充沛資源，並可將民間企業的

經營效率與企業精神帶入公共建設，提升公共建設之服務品質，對企

業獲利及社會經濟發展均甚為有益。然因促參案件較為複雜，常衍生

諸多爭議，故其成敗關鍵在於預先瞭解並妥善因應各階段所可能產生

的爭議。

由促參實務界菁英孔繁琦、王寶玲、古嘉諄、李家慶、金玉瑩、馬

惠美律師等主編，將促參法上之疑難雜症，分為申請及甄審、興建、

營運、移轉等階段，以案例方式呈現，彙整法院、仲裁及協調委員會

之重要見解，並介紹國內外相關法制，使讀者能掌握爭議處理原則之

實務趨勢，頗具參考價值。

▲配合本書出版，本會特與中華民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協會合作，針對促參案件興建期及營運期常見的履約爭議及
解決之道於北、中、南各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專家精闢解
析，俾讀者掌握成功關鍵，順利推動投資建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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