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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藉由公正之工程鑑定提昇爭議處理品質研討會
【本會訊】為使仲裁制度能廣泛應用於公

共工程之爭議處理，健全工程仲裁機制以提
昇仲裁品質，本會特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於 97年1月25
日共同舉辦「如何藉由公正專業之工程鑑定
提昇工程爭議處理之品質」研討會。本研討
會特別邀請工程會主委吳澤成致詞。

「97年仲裁法及採購法先調後仲研習會」於南投舉辦
【本會訊】本會台中辦事處為加強法令解釋

及對政府機關及業界宣導，特於1月23日與南
投縣政府共同舉辦「97年仲裁法及採購法先調
後仲研習會」，深受南投縣政府公務人員、技
師、建築師及營造廠商等重視。

與國貿局合辦「國際貿易糾紛之預防與處理」研討會
為協助業者降低貿易風險及避免發生貿易

糾紛，本會與國貿局高辦處特別邀請中國輸
出入銀行高雄分行黃經理頌斌及理律法律事
務所黃資深律師欣欣分別於高雄（4/21）、
台南（4/23）、台中（4/29）講授「信用狀
統一慣例（UCP600）案例解析」及「國際貿

易糾紛之預防與處理」，期藉由實務案例分享，強化廠商信用狀交易風險
評估及洞燭國際貿易糾紛與交易陷阱之能力。

仲裁人聯誼-龜山島及宜蘭一日遊
【本會訊】本會五月三日舉辦仲裁人聯誼活

動-登龜山島及宜蘭一日遊，由仲裁人聯誼暨
教育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家慶率隊，本會
理監事、仲裁人及同仁共一百二十位參加。

自古以來，外國民間有許多表達對法律與法律人看法的諺語，居然與我
國古代的俗諺接近，甚至描繪得更加精彩，且鞭辟入裡。古代英國人對訴訟
的昂貴，即有“No fee, no law.”（不出費用，就免談法律）與“Little money, 
little law”（沒什麼錢，就沒什麼法律）的說法，與我國古時所謂：「堂堂衙門

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如出一轍。
對於法律的不信任，英國也有許多名言，例如“The more laws, the more 

offenders.”（法令愈多，犯罪的人愈多）與我國「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相似。
“The law is not the same at the morning and at the night.”（法令早晚不同）與我國
所謂：「朝令夕改」類似。”The worst of law is that one suit breeds twenty.”（最壞
的法律是使一件訴訟冒出許多訴訟）。事實上在十七世紀早期，即有： 

“Men are never wise but returning from law.”（自法律歸來才學乖），
而現代的說法則是“A wise lawyer never goes to law himself.”（聰明的法律人自

己絕不訴諸法律）。
“He that goes to law holds a wolf by the ears.”（訴諸法律等於抓狼的雙耳）。
“A goose-quill is more dangerous than a lion’s claw.”（一根鵝毛（按即筆桿之意）

比獅爪危險）。
“Hell and chancery are always open.”（地獄與衡平法庭之門永遠敞開）
又對法律與愛有強烈的對比，例如：
“A pennyweight of love is worth a pound of law.”（一便士的愛等於一磅的法律），
“In a thousand pounds of law there’s not an ounce of love.”（一千磅法律裡找不到

一盎司的愛）。
相反地，對任何一種和解（settlement）比起法院判決好，則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 

“An ill agreement is better than a good judgment.”（訂得不好的合約勝過好的判決），
“A sorry agreement is better than a good suit in law.”（一件滿意的合約勝過一件好的法律訴訟）

“Better is a lean agreement than a fat sentence.”（瘦的合約勝過肥的裁判）
“A lean arbitration is better than a fat judgment.”（一個瘦的仲裁勝過一個肥的裁判）
因為和解也好，仲裁也好，即使不如人意，但能不傷和氣，不影響將來合作，且能保持當

事人的隱私與營業秘密，實際上遠比訴訟或裁判對雙方更為有利。
由以上英國法諺，不難理解何以自中世紀以來，仲裁變成逃避法律與法庭訴訟的利器而發

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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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商會的仲裁規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的1917年

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就已設立「仲裁
協會」（Arbitration Institute），作為處理
工商貿易與船務糾紛的仲裁中心。自1949
年開始，此仲裁協會正式成商會的附屬機
構，由一個獨立的理事會管理。有關仲裁
協會的日常事務則由秘書處受理，秘書處
設有秘書長負責處內所有事務。自70年代
起，仲裁協會將工作重心放在東西貿易糾
紛的仲裁業務，而成為美國與當時的蘇聯
兩國間貿易糾紛的仲裁中心。這即是仲裁
協會成為1977年美國仲裁協會與蘇聯工商
會間所達成其選擇條款協議書簽署主體之
一，同意以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的仲裁協
會為兩國經貿爭議的仲裁機構。自此年起
協會受理的事件也開始增多，達到年有
十五到二十件間的件數。詳言之，自此使
用瑞典仲裁機制處理爭議的當事人所牽
涉的國籍已超過四十國，而百分之八十
以上的事件皆為非瑞典籍人士間的爭議
事件，且到1998年，受理的事件更是超過
120件。1986年協會為更新其仲裁規則，
設立「仲裁規則起草委員會」，其草案共
三十四條，經仲裁協會與商會的同意，並
自1988年初開始實施。由於時間推移的快
速，新規則實施不久即感有所不足，且為
迎合1999年新仲裁法的規定，故而另行草
擬新規則。這即是商會所通過並自2007年
初開始實施的新仲裁規則。事實上，新規
則與舊規則差異不大，新規則主要只增加
規定合併仲裁與預付款項的個別判斷而
已，其他規定無何變動。新規則共四十八
條，又附帶兩個附件分別規範「仲裁協
會的組織」[Appendix I Organisation of the 
SCC Institute]與「仲裁費用」[Appemdix 
II Schedule of Costs]等細節。依附件I的規

定，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協會(通常簡稱
SCC Institute)係一提供有關爭議的業務服
務機構，其仲裁協會設有理事會與秘書
處，皆獨立於商會以外以執行其行政業
務，其本身並不審理爭議。理事會由十二
位以下的瑞典籍與非瑞典籍理事成員組
成，由其中一人擔任理事長及並有三人以
下擔任副理事長。此等理事皆由商會選
定，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理事會
的決定採多數決，並交由秘書處執行。秘
書處內設有三組，分（別）由一位法律顧
問（Legal Counsel）主持。在處理爭議方
面，為增廣服務範圍，仲裁協會目前有下
列五套規則供適用：(1)仲裁規則；(2)快
速仲裁規則；(3)保險仲裁規則；(4)依據
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由斯德哥爾
摩商會主持的程序與服務(規則)；與(5)調
停規則。這些規則，除仲裁規則自2007年
初開始實施外，其他規則皆自1999年4月1
日起與新仲裁法實施日同日生效。在此之
外，仲裁協會為了提供仲裁人執行其職務
的方便，還於2007年五月頒布了「仲裁人
的指導方針」(Arbitrator’s Guidelines)備其
工作的參考。

瑞典的新仲裁規則特色不少，其中最值
得重視的是有關仲裁人的選定機制。就
如同一般人所確信的：仲裁的好壞完全
繫於仲裁人，仲裁協會的好壞也同樣繫
於其所選定的仲裁人。仲裁協會累積其
長期的經驗訂立出相當獨特的仲裁人選定
程序。因此，本段將以此為敘述的內容，
以作為認識此新規則的參考。瑞典仲裁法
[Art. 7]宣示有行為能力，能處理自己財產
的自然人得為仲裁人，條文明確承認擔任
此職務的並不限於瑞典人。有關仲裁庭
的組成人數，仲裁協會有自己的傳統規
則，其規則[Art.12]規定由當事人自行決
定之。於當事人未約定者，由仲裁庭決定

採三位制的原則，但理事會得依據事件的
複雜性、爭議標的之價值與其他因素等，
令此爭議採單一仲裁人制的仲裁庭處理。
就爭議標的之價值而言，依據目前的實務
觀察，爭議標的在十萬歐元以下者，由單
一仲裁人審理。如標的在一百萬歐元以上
者，通常採三位仲裁人制審理。在這兩項
金額間的爭議則依個案情況決定。規則
[Art. 13]要求仲裁庭的組成須快速，因而
有仲裁人選定程序須於期限內完成的特別
規定，令當事人須約定其選定仲裁人的期
限，如未能達成約定者，此期限由理事會
決定之[Art. 13(1)]。如果採單一仲裁人制
時，此仲裁人須於三十天的期限內共同選
定，若屆期未能選出，即由理事會選定
[Art. 13(2)]。如果採由一位以上的仲裁人
組成仲裁庭者，當事人各自選出其等位數
的仲裁人，仲裁庭的主任仲裁人則由理事
會選定。當事人未於期限內選定仲裁人
時，此仲裁人由理事會選定[Art. 13(3)]。
如果聲請方或相對方為多數人時，其仲裁
庭由多位仲裁人組成者，各聲請方與相對
方各自選定等位數的仲裁人。如其中之一
方未能選出其仲裁人時，此仲裁人由理事
會選定[Art.13(4)]。如爭議當事人分屬不
同國籍時，單一仲裁人或主任仲裁人須由
當事人國籍以外的他國籍人擔任，但當事
人另有約定或理事會認為有所不妥當者，
不在此限[Art. 13(5)]。理事會在選擇仲裁
人時須考慮到爭議事件的性質與其情況、
適用法、仲裁地與程序語言及當事人的國
籍等因素[Art. 13(6)]。就過去的實際運作
情況觀察，須有相對人選定仲裁人的事
件，通常在三週內選出，而一般仲裁庭則
於仲裁協會收到聲請書後四週到六週內即
可組成。這些仲裁人的任命無須如國際商
會的仲裁規則（Art.9: Confirmation of the 
arbitrator）規定須經其認可，不過經選
定的仲裁人須將個人的資歷（curriculum 
vitae）送交所有當事人與仲裁人，如有可
受疑慮事項時即須自行揭露。

仲 裁 人 的 公 正 獨 立 不 但 見 於 仲 裁 法

（Art.8），也見於仲裁規則（Art. 14）。
如在程序進行中，仲裁人的公正受到質
疑，如被聲請迴避、未依合適方式進行
或有怠職情事者，仲裁協會得予以解職
（Art.16），並由理事會快速選定仲裁人
予以遞補，使仲裁程序能快速續行。

在以上所敘述的法規硬體更新外，斯德
哥爾摩商會的仲裁協會為擴大服務不同法
律與文化背景的各國人士，還研擬五套適
合於解決不同爭議事件的仲裁規則，並以
包括中文在內共七種語文上網供大眾使
用。最值得一提的是，協會對仲裁的宣導
工作，也非常的積極。協會原本有使用
英文出版的商會仲裁年報（SCC Institute 
Annual Report），自1999年起還每隔六個
月出版英文的「斯德哥爾摩仲裁報告」
（Stockholm Arbitration Report）的出版，
2007年初改為「斯德哥爾摩國際仲裁報
告」（Stockholm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 SIAR），此報告邀集各國專家
擔任編輯，除登載各仲裁中心的重要判斷
外，並刊登各國法院有關仲裁事件的重要
判決。此刊物一出，銷售甚佳，成為國際
仲裁界的重要期刊。在此之外，協會還持
續不斷與各仲裁機構交流，並到各國宣導
其制度，例如2007年十一月初開始就與中
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共同在北京、
上海、深圳與香港等地舉辦研討會，協會
與其他國家的研討會也不少，其活力情況
值得讚賞。

結 語
瑞典新仲裁法持續維護其傳統特色，有

不少規範與一般外國的仲裁法及國際立法
有所不同。這些特色也見於其全國性仲裁
機構「斯德哥爾摩商會」之仲裁規則中。
由上面所敘述瑞典仲裁機構對仲裁人選定
方法上的介入，即說明其與其他國際仲裁
中心的仲裁規則有所區別。當事人仲裁的
好壞既然完全繫於所選出仲裁人的品德，
瑞典仲裁機構介入其仲裁人的選定，與其
聲譽的維護當然有所關連。這項經驗是否
值得關心國內仲裁成長的人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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