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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4 日本會舉辦「兩岸仲裁實務觀察：回顧 2014 年
及未來展望」研討會，由林瑤律師 ( 右一 ) 及陳希佳律師 ( 右
二 ) 主講，討論 2014 年兩岸仲裁司法實務值得關注的重要
案例，約 150 人參加。

▲ 4 月 13、20、21 及 30 日本會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
辦事處於台中、台南、高雄及台北合辦四場「國際貿易糾紛
仲裁研討會」，共約 650 人參加。圖為台中場活動，由本會
顧問謝文田代表致詞。

▲ 5 月 7 日至 9 日李復甸理事長 ( 中 ) 率范光群顧問 ( 左 )、
劉漢廷秘書長 ( 右 ) 等人參加馬來西亞吉隆坡仲裁中心
(KLRCA) 舉辦之「2015 吉隆坡國際仲裁週 (KLRCA2015)」
活動。

▲ 5 月 22 日本會爭議調解中心講師林瑤律師及張宇維律師
至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主講「訴訟外爭議解決 ( 含
調解機制 ) 介紹」及「調解理論與實務操作」等課程。

‧本刊物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贊助，依預算法第62-1條標示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廣告」

本會活動花絮

中國大陸仲裁法關於仲裁協議效力的特殊規定
█ 陳希佳 (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Pinsent Masons 

LLP）合夥律師；中國大陸、臺灣及美國紐約州律師；
臺灣大學法學博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 ) 

欲依仲裁程序解決爭議的前提是訂立有效的仲裁

協議。然而，若擬在中國大陸進行仲裁程序，必須

注意大陸仲裁相關法規的特別規定，以免所訂立的

仲裁協議被大陸人民法院認定為無效，而無法循仲

裁程序解決爭議。謹舉二項實務上最重要的特別規

定說明如下：

首先，中國大陸仲裁法第 16 條第 2 款第 3 項明

定「選定的仲裁委員會」是仲裁協議的必要記載事

項之一，故必須在仲裁協議中約明選定的仲裁委員

會，否則，該仲裁協議無效。

其次，依台灣法以及世界上主流的仲裁法，不論

案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當事人均可以約定將爭議

提交境外的仲裁機構仲裁。但中國大陸的仲裁相關

法規的規定卻迥然不同：大陸採取區別「國內仲裁」

與「涉外仲裁」的「雙軌制」。倘若當事人一方或

雙方是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或組織、或者

當事人之間民事法律關係的設立、變更、終止的法

律事實發生在外國，或者仲裁標的物在外國的民事

案件，為涉外仲裁案件；倘若不具備上述任一項涉

外因素者，則為國內仲裁案件。此區別在依中國大

陸法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時，具有重大意義。因為

依大陸法，僅涉外仲裁案件的當事人可以約定將爭

議提交境外的仲裁機構仲裁，或約定在境外進行仲

裁。若當事人在國內仲裁案件中，約定將爭議提交

境外的仲裁機構仲裁，或約定在境外進行仲裁，依

中國大陸法，該仲裁協議無效，即便境外仲裁機構

作成仲裁裁決，若擬執行被申請人在中國大陸境內

的財產，而向中國大陸的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及執行

該仲裁裁決時，中國大陸的人民法院也會拒絕承認

及執行。

針對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而言，外商在

中國大陸設立之「分公司」或「子公司」與大陸自

然人或企業間進行仲裁時，就判斷是否有涉外因素

而言，兩者的結果不同，亦即：外商在中國大陸設

立之「分公司」與大陸自然人或企業進行仲裁時，

由於「分公司」不具有獨立的法人格，此仲裁案件

之外方當事人實為外商在境外的母公司，使系爭仲

裁案件具有涉外因素，而為涉外仲裁案件。相對

地，台商在中國大陸設立之「子公司」與大陸自然

人或企業進行仲裁時，由於子公司本身具有獨立的

法人格，為中國公司，在別無其他涉外因素的情況

下，其為國內仲裁案件。故在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

涉外因素時，應視仲裁協議所涉當事人公司係依何

地法律設立，而不考慮該公司的股東是否為境外的

個人或公司，宜予注意。

此類的案例在實務上並非罕見，例如：在《六盤

水恒鼎實業有限公司與張洪興採礦權轉讓合同糾紛

管轄權異議案》中，本案當事人六盤水恒鼎實業有

限公司為外資依中國大陸法律設立的子公司，雖然

為股東為外資，但本案仍不具有涉外因素，當事人

約定將爭議提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為境外仲裁機

構）仲裁，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該仲裁協議因違反了

公共政策而無效（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0）

民二終字第 86 號民事裁定書，日期：2010 年 8 月

26 日）。另一起案例則是《北京朝來新生體育休

閒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本

案沒有任何涉外因素，當事人間約定：如發生糾紛

時，甲乙雙方首先應進行友好協商，達成協議，對

於不能達成協議的部分可以向大韓商事仲裁院提出

訴訟進行仲裁，仲裁結果對於甲乙雙方具有同等法

律約束力。發生爭議後，經協商不成，一方當事人

依上引仲裁協議向大韓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於仲

裁庭作成仲裁裁決後，取得有利仲裁裁決的一方向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及執行系爭仲裁

裁決，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法律並未允

許國內當事人將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請外國

仲裁，本件《合同書》中關於如發生糾紛可以向大

韓商事仲裁院提出訴訟進行仲裁的約定違反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仲

裁法》的相關規定，該仲裁條款無效，故根據《承

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第五條第一款（甲）

項、第五條第二款（乙）項之規定，以仲裁條款

無效、違反公共政策為由，不予承認該仲裁裁決

（請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二

中民特字第 10670 號民事裁定書，日期：2014 年

1 月 20 日）。

此外，實務上值得注意的新發展之一是：最高人

民法院在《關於申請人安徽省龍利得包裝印刷有限

公司與被申請人 BP Agnati S.R.L 申請確認仲裁協議

效力案的請示的回復》（(2013) 民四他字第 13 號）

認定：涉外仲裁案件中，當事人約定：「因合同而

發生的糾紛由國際商會仲裁院（ICC）進行仲裁，

仲裁地為中國上海」的仲裁協議為有效，這是最高

人民法院首次認定在涉外仲裁案件中，當事人可以

約定將爭議提交境外的仲裁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內仲

裁。不過這僅是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此類仲裁協議有

效而已，在實務運作上，尚缺乏相關的配套措施，

例如：倘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國際商會國際仲裁

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 28 條：「當

事人申請財產保全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將當事人的

申請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提交人民法院」的

規定，將當事人的申請提交人民法院時，人民法院

是否會接受其申請？在此情況下作成的仲裁裁決為

本國裁決或外國裁決？等問題，均尚乏先例與定論，

而有待後續觀察。

總之，倘擬在中國大陸進行仲裁，鑑於兩岸的仲

裁法規不同，宜諮詢法律專家的專業意見，以避免

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英文法律諺語（十六）
█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Fraud  and fear are the mother of trust.
詐欺與恐懼乃信託之母。

2、At common Law an assignment creates only a 
power of attorney.
在普通法，債權讓與只產生代理權。

3、No injury is done to a person who consents.
加害同意侵害之人，不構成損害。

4、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nature.
自衛乃自然第一定律。

5、One who is an accessory to the crime cannot be 
guilty of a more serious crime than the principal 
offender.
從犯不能比主犯犯更重罪名。

6、Outward acts indicate the inward intent.
外在行為顯示內在意圖。

7、It is not lawful to build on one's own land what 
may be injurious to another.
在自己土地上建造妨礙他人之物乃違法。

8、When two things repugnant to each other are 
found in a will, the last is to be confirmed.
遺囑上有兩事彼此矛盾時，以後作者為準。

9、He who does wrong when drunk must be 
punished when sober.
醉酒時所作違法行為應於清醒後處罰。

10、He who does not prevent what he is able to 
prevent, is considered as committing the thing.
能防止而不防止，被認為作了該行為。

11、A minor can make his position better, never 
worse.
未成年人可強化其立場而非更不如。

12、It is a fraud to conceal a fraud.
隱匿詐欺乃一詐欺。

13、An assignee is clothed with rights of his 
assignor.
受讓人之權利與讓與人同。

14、No prescription runs against a person not able 
to act.
對無法作為之人，時效不進行。

15、The immediate, and not the remote cause is to 
be considered.
應斟酌近因而非遠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