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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陳振川主任委員、陳純敬副主委分別於6月28日及7月22日

蒞本會演講，二位工程主管均表示該會積極推動建立仲裁配套機制，期盼政府機關能多

利用仲裁機制解決工程爭議，早日與國際接軌。

該會並於6月11日修正發布公共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增訂仲裁人及主任仲裁人之選

任機制、公開仲裁程序及仲裁判斷書等新措施，以尋求政府機關對仲裁制度的支持，深

信工程會之新政策必能創造營造業與政府機關雙贏，造福社會。

加強推動仲裁 工程會增訂採購契約範本

本會李念祖理

事長(左)贈陳

振川主委(右 )

水晶座牌，感念

其「精進公共工

程，增進人民福

祉」。

本會李念祖理事長 ( 左 ) 與台灣工程法學會劉志鵬理事長

(右 )致贈陳純敬副主委 (中 )「陶鑄群英」水晶座牌。

【本會訊】「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已於8月9日完成簽署。其內容：一、有關解決投資商務糾紛部

份，當事人可於契約中約定仲裁條款或糾紛發生後協商提交仲裁解決。二、有關仲裁條款或仲裁契約中仲裁機構

之指定及仲裁地點部份，雙方當事人均可透過協商提交中華仲裁協會或大陸其他仲裁委員會仲裁，並在雙方同意

的仲裁地點解決糾紛。

本會自去年起組成強大宣導團，與台商聚集較多地區之台商協會共同舉辦「台商如何利用調解及仲裁機制解

決爭議以保障權益」說明會，除向台商介紹兩岸仲裁制度外，將進一步說明兩岸投資保障協定中爭端解決機制

之作用，期盼台商遇糾紛時能提交本會仲裁。

兩岸投保協議簽訂
─兩岸商務糾紛可提交本會仲裁─

【本會訊】近幾年金融服

務業在國內發展，無論是銀

行、證券、保險、期貨等爭

議越來越多，類型也愈見複

雜，諸多爭議與國際市場更

是密不可分。兩岸簽署金融

MOU後，奠定相互合作基礎，

現銀行業、保險業已開放投

資大陸有價證券，近期我有

關單位正與對岸研商兩岸貨

幣清算機制，未來國人可直

接投資人民幣商品，其涉及

相關爭議以仲裁解決是最好

方式。有鑑於此，本會特別

參考世界各國立法例、金融

業界規則、習慣，並且廣邀國內銀行公會、各大金融機構及證券界、期貨界、銀行界等實務

專家參與提供修正意見後，研議二年正式推出「金融爭議仲裁規則」供金融業界採用。

依本會「金融爭議仲裁規則」，只要金融服務業因從事例如保險、信託、聯貸、融資、證券、

期貨交易…等各種類型之金融交易或與金融交易有關而產生的爭議，皆可約定交付本會仲裁

並選任金融專業仲裁人以迅速解決。本會所提供的專業金融仲裁服務期盼業界能多利用。

不動產糾紛可由本會
調解或仲裁妥速解決
不動產價值龐大，特別對於人民而言，常占其財產的重大部分，如果涉及糾紛，對於民眾

所帶來的影響非常巨大。有鑑於此，本會針對不動產常見的仲介經紀糾紛及都市更新糾紛，分

別於5月8日及6月20日舉辦「以仲裁程序解決房仲糾紛」講座及「以ADR機制解決都更爭議」

研討會，場場爆滿，顯見房屋仲介及都更的爭議，於現今不動產業界是亟需了解的課題。

房屋仲介龍頭之一的信義房屋早在三年前已於代辦履約保證委任書、買賣仲介委任書、斡

旋金契約書中加入仲裁條款，本會也解決了不少件的相關爭議，深深體會仲裁制度對於不動

產仲介經紀糾紛的解決是十分合

適的制度。快速有效解決糾紛不

但是消費者的期待，更能提升業

者的形象及服務。

如果將不動產爭議付諸訴訟，

經常是纏訟數年、曠日費時，等

待判決過程中的煎熬及房價波動

等不確定的因素，大家都是受害

者。而訴訟外的紛爭解決機制，

如調解、仲裁等，使權利義務能

迅速確定、實現，既可避免冗長

的訴訟程序復能保持和諧關係，

相較於訴訟，更能符合當事人之

利益，創造多方贏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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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頒金融仲裁規則 
本會為業界提供高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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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爭議仲裁規則》簡介 █ 池泰毅 律師

本會金融證券保險委員會於98年 10月 26日成立工作小

組，著手研擬《金融爭議仲裁規則（草案）》以及法規研究

等事宜，期間，不僅多次召開會議討論草案內容，並將《金

融爭議仲裁規則（草案）》廣送各大公會請求表示意見，亦

多次舉辦說明會，邀請金融業者提供建議，最終，在將各界

意見充分反映、澄清後，本會理事會於100年 10月 21日正

式通過《金融爭議仲裁規則》（下稱《金融規則》）。

《金融規則》共計7個章節，44個條文，包括：第1章「總

則」、第2章「金融爭議仲裁之聲請及答辯」、第3章「仲

裁人之選定」、第4章「金融爭議仲裁之訊問程序」、第5

章「仲裁程序與調解程序之轉換」、第6章「仲裁判斷」，

以及第7章「附則」。謹就內容要點，說明如下：

（一）制定目的
《金融規則》第1條第1項規定：「為妥速解決當事人間

之金融交易爭議，依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章

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規則。」所稱「妥速」，指金融

爭議仲裁案件的處理，應同時兼顧「妥當」、「迅速」兩項

原則，以充分反映金融爭議的「專業性」以及「時效性」，

此二原則，即為本會《金融規則》的制定目的以及指導原則。

（二）爭議範圍
關於「金融交易爭議」之定義，《金融規則》分從主觀、

客觀兩個面向規範。

首先，在主觀上，所謂金融交易爭議，是指「金融服務業

間，以及金融服務業與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或機關

間，從事金融交易所發生，或與金融交易有關之爭議。」（第

2條第1項）據此，《金融規則》所指金融交易爭議案件之

爭議主體，極為廣泛，而可包含「金融服務業者對客戶提起

仲裁」、「客戶對金融服務業提起仲裁」，以及「金融服務

業者相互間提起仲裁」等類型，此係《金融規則》與《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最大不同處（詳如後述）。

而在客觀上，《金融規則》則將各類可能之金融交易型態，

逐一列出，包括：「第一項所稱之金融交易，包括：一、收

受存款、辦理放款或銀行法所定其他授信。二、信託契約。

三、保險契約。四、證券交易法有價證券或票券金融管理法

短期票券之契約。五、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契約。六、

期貨交易法所為期貨交易之契約。七、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契約。八、收購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之契約。九、受委託處理

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之契約。十、其他符合金融主管機關規

定之金融交易行為。」等類，以供當事人參考，決定是否採

行《金融規則》。

（三）仲裁庭
考量金融爭議仲裁案件往往具有高度專業性，具備金融專

業背景的仲裁人，可以有效協助當事人解決糾紛，因此，《金

融規則》對於仲裁庭之組成，做了下列創新的設計。

未來，本會將進一步制定《金融專業仲裁人遴選規則》，

並據以編列〈金融專業仲裁人名冊〉，在當事人就金融交易

爭議案件提起仲裁時，「得自本會金融專業仲裁人名冊中選

定仲裁人」，而「依本規則規定由本會選定仲裁人或主任仲

裁人者，應自金融專業仲裁人名冊中選定之。…應由雙方當

事人各選任一仲裁人，再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自本會金融專

業仲裁人名冊中，共推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四）審理原則
《金融規則》的審理原則，有兩項重點。第一項重點，在

明訂當事人提出證據、爭點整理之期間，以及逾期未提出爭

點整理摘要書狀之法律效果。《金仲規則》規定：「當事人

應就聲請仲裁事項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聲明有關證

據。前揭證據，至遲應於宣告詢問終結前提出。」「當事人

對於他方提出之事實及聲明之證據，應為陳述。」「仲裁庭

於必要時，得定期間命雙方當事人就整理爭點之結果提出

摘要書狀。」「如當事人未依期間提出前項書狀，仲裁庭

得於作成仲裁判斷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在金融爭議仲裁事件，以言詞審理為原則，但如經雙方

當事人書面同意，而仲裁庭亦認為妥當者，基於處分權主

義以及迅速解決紛爭之基本要求，應賦予仲裁庭依雙方資

料進行書面審理之權限，《金融規則》爰明定：「仲裁庭

應召開仲裁詢問會審理金融爭議仲裁事件，但經雙方當事

人書面同意，且仲裁庭亦認為妥當者，得依雙方資料進行

書面審理，仲裁庭應將審理結果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仲裁程序視為終結。」

（五）國際慣例
鑒於金融交易有其國際性、特殊性、專業性，其行業

領域之國際慣例、行業規範、交易規則以及金融市場自治

規則，均對此類交易具有實質影響，因此，《金融規則》

另一項重要規定，即明定：「仲裁庭得依金融交易國際慣

例、行業規範、交易規則以及金融市場自治規則作出判斷。

但經雙方當事人明示合意適用特定法律或慣例者，不在此

限。」以資運用。

（六）縮短時程
考量金融交易爭議，有迅速解決糾紛之特殊需求，《金

融規則》乃於選定仲裁人、詢問程序等階段，大幅縮短相

關時程，例如第37條規定：「仲裁庭應於組成後五日內，

決定仲裁處所及詢問期日，通知雙方當事人，除當事人另

有約定外，仲裁庭應於三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仲裁庭於作成仲裁判斷後，應於十日

內作成判斷書。」因此，與一般仲裁程序相較，採行《金

融規則》解決糾紛之案件，約可縮短一半以上之時程，大

約5個月左右，即可完成仲裁程序。

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

仲裁程序中，當事人依仲裁法第16條規定請求仲裁人迴避，除獨任仲裁人應向法院為

之外，仲裁法第17條所稱之仲裁庭，其組成是否包括被請求迴避之仲裁人？或應另組仲裁

庭以作成應否迴避之決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0年法律座談會作出相關結論（民

事類第65號提案）如下：

一、提案機關：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二、討論意見：

甲說：應排除被聲請迴避仲裁人之參與，而另由單數仲裁人組成之仲裁庭作成應

否迴避之決定。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845號判決意旨略以：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

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仲裁法第37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仲裁庭既具實質法庭之性

質，仲裁人之不偏頗，乃仲裁制度得以存續、被信賴之基礎，此為仲裁法第15條第1項規

定仲裁人應獨立、公正處理仲裁事件並保守秘密之所由設。是以當事人以仲裁人有上開第

15條第2項各款規定之迴避事由，聲請此仲裁人迴避時，即攸關該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得

否繼續擔任仲裁之職務。於仲裁庭未依同法第17條規定，作成駁回聲請之決定或當事人不

服該決定，聲請法院為裁定之前，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自不得參與是否迴避之評決（決

定），及仲裁事件之判斷，始符仲裁法所定聲請仲裁人迴避之本旨。又仲裁庭評決之合法，

係以仲裁庭之組織合法為前提。依同法第1條第1項有關除獨任仲裁人外，仲裁庭應由單

數之數仲裁人組成之規定觀之，系爭決定上訴人聲請主任仲裁人迴避之是否有理由，倘僅

由原仲裁庭中之其他二位（偶數）仲裁人而非單數之數仲裁人組成仲裁庭為之，其組織能

否謂為合法？由組織不合法之仲裁庭所作成之決定，其效力如何？均應先予釐清等語。

依民事訴訟法第35條第2項規定之立法意旨，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解釋上應不得參

與仲裁庭迴避之決定，而由其餘仲裁人以多數決評決。惟依仲裁法第1條第1項規定，當

事人約定之仲裁人，應為1人或單數之數人組成；第9條第1項規定選定仲裁人時，仲裁

庭應由3位仲裁人組成，是由被聲請迴避仲裁人以外之偶數仲裁人作成應否迴避之決定，

應認有違仲裁法第1條及第9條之規定而不合法。故應選定遞補之仲裁人或另組仲裁庭作

成評決。

又關於遞補仲裁人之選定，或另組成評決迴避聲請有無理由之仲裁庭，得依仲裁法第9

條、第11條選定仲裁人之規定辦理，在實務運作上尚無窒礙難行之處。

乙說：如仲裁庭準用民事訴訟程序進行，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應迴避，由其餘仲

裁人以多數決評決。               
依仲裁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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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故仲裁程序是否準用民事訴訟法之

規定，仲裁庭原有裁量之權限。關於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時，其仲裁庭之組成，仲裁法

並未明定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固非當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而排除該被

請求之仲裁人參與決定之權限。如該仲裁庭決定準用民事訴訟法，該被請求人應依民事訴

訟法第35條第2項規定迴避，不得參與評決；如決定不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始應參

酌其所選用程序之相關規定。

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5條第2項規定結果，不得參與仲裁庭迴避

之決定，應由其餘仲裁人以多數決評決；如仲裁庭之意見各不達半數或遲不為決定時，參

酌民事訴訟法第35條第1項之規定意旨，可由主任仲裁人決定之。

如因仲裁人被聲請迴避而須另組仲裁庭，將曠日廢時，有違仲裁程序追求迅速及經濟

效益之目的。另依國際仲裁實務及德國新仲裁法關於缺角仲裁之理論，亦無仲裁庭組織不

合法之問題（參考：司法院秘書長89年2月29日(89)秘台廳民三字第05044號函；法務

部93年3月31日法律決字第0930011594號函）。

丙說：應包括被請求迴避之仲裁人。
仲裁法第17條除於第6項規定當事人請求獨任仲裁人迴避者，應向法院為之外，並未

規定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時，應另選定仲裁人遞補或另組成新仲裁庭，以作成應否迴避

之決定。故另選定仲裁人，或另就是否迴避之決定組成仲裁庭，並無法源依據。

仲裁法第第32條第2項規定，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之；第4項規定，

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程序視為終結。如此時仲裁

庭之組成不包括被請求迴避之仲裁人，將難以達成多數決，而無法作成決定。

依仲裁法第30條第5、6款規定，當事人主張仲裁人欠缺仲裁權限（同法第16條第1

項第1款之迴避事由），或其他得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事由（包括同法第40條第1

項第5款被聲請迴避而仍參與仲裁者），經仲裁庭認其無理由時，仍得進行仲裁程序，並

為仲裁判斷。已明文規定該欠缺仲裁權限者，或被聲請迴避者，於經認定無仲裁權限或應

迴避前，仍得參與判斷。故而，依仲裁法第19條規定，就關於聲請仲裁人迴避之程序，

即無再準用民事訴訟法之餘地。

況仲裁法就聲請仲裁人迴避之程序，採二階段審查之立法例，第一階段由仲裁庭審查，

第二階段由法院審查，如當事人就仲裁庭所作成應否迴避之決定不服者，仍得依仲裁法第

17條第3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之；或仲裁庭已進而作成仲裁判斷者，得依同法第40條

第1項第5款規定，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已足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又參酌德國新仲

裁法之修法過程，及奧地利2006年修正通過之新仲裁法，明文規定迴避之聲請，由包括

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在內之仲裁庭評決等，應認仲裁法第17條所稱之仲裁庭，即指原仲

裁庭。

如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不參與迴避聲請之評決，而由其餘2仲裁人組成之仲裁庭為之，

將僅餘聲請迴避之當事人所選任之仲裁人及主任仲裁人，仲裁庭之組成將失去平衡，而使

得聲請迴避之當事人一造可能受到過度之保護，反失其公平性；或因難以作成決定而拖延

仲裁程序，反不利仲裁程序之迅速進行（參考：沈冠伶著，仲裁人迴避爭議之處理程序與

仲裁判斷之撤銷）。

三、初步研討結果及審查意見-採丙說，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仲裁人迴避程序 高等法院法律座談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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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泰毅 律師 建請廣泛妥適運用仲裁制度以專業快速解決工程爭議
█ 陳錦芳 技師暨律師

政府採購法於2002年 1月 16日增訂之政府採購法第85

條之1規定，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除

一般民事訴訟途徑外，尚得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

解、或經雙方同意後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如經廠商申請

調解，機關不得拒絕。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不成後，

雙方得依訴訟或經由雙方同意後由仲裁解決。雖然仲裁制

度具有迅速、經濟、秘密及專家判斷等優點，可快速有效

解決爭端，然其受到部分政府機關認為仲裁人之公正性有

疑義、仲裁判斷違反衡平原則，及撤銷仲裁判斷條件太嚴

苛等因素，致使部分主辦機關拒絕同意由仲裁解決契約爭

議。但工程爭議如令廠商依訴訟程序解決，往往緩不濟急。

一方面民事訴訟審理程序曠日廢時，而工程契約之特殊性

亦使案件需仰賴鑑定人提出鑑定意見以為參考，而鑑定人

通常不參與事實認定審理程序，對於爭議之事實無法一一

審究。此外，從爭議之發生至審理終結，法院至少需三五

年始能終結。

因此爲協助處理政府採購之履約爭議，政府採購法第85

條之1於96年7月4日修正第二段文字，採「先調解後仲裁」

(以下簡稱「先調後仲」)，即強制機關若不接受調解建議或

調解方案者，日後若廠商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以提高

調解成立之機會，加速爭議之解決，保障廠商權益。其修正

條文為：「機關與廠商因履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

列方式之一處理：一、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二、

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不得拒

絕；工程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

案，因機關不同意致調解不成立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不

得拒絕。…」故廠商於：(1)工程採購、(2)須經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3)機關不同意調解

建議或調解方案致調解不成立之三要件時，廠商提付仲裁機

關不得拒絕，以擬制雙方當事人有聲請仲裁之合意。

而因工程採購金額龐大，一旦發生爭議，對廠商權益影

響甚鉅，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等團體為維護

廠商權益，提出修正相關法制，俾能要求機關於工程採購

履約爭議時應循仲裁途徑解決，以期加速解決爭議並減省

訟累。但因採「先調後仲」時，強制機關不得循訴訟途徑

解決履約爭議，即有違憲之疑慮，經建會於民國99年遂委

託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辦理「以強制仲裁途徑解決公

共工程採購契約履約爭議之研究」。而實務上對「先調後

仲」是否違憲，似有下列兩種見解： 

1.「先調後仲」不違憲

此說認為我國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

訴訟之權。」，僅由文義觀之，此訴訟權為人民之基本人權，

似不包括國家或其所屬機關。至於政府機關之訴訟權能係

由立法者所賦予，因此立法者可於政府採購法中，決定機

關應循訴訟或仲裁途徑解決政府採購契約之紛爭，故此規

定並未侵害主辦機關之訴訟權。再者，政府採購固以機關

名義對外採購，但機關於法理上並無獨立的權利能力，因

此，中央機關之採購契約的實質當事人即為國家，而政府

採購法第85條之1「先調後仲」之規定，即等於國家所為「以

機關不接受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為停止條件之同意仲裁的

意思表示」，並賦予廠商程序選擇權，於廠商以提付仲裁

表達其選擇仲裁之意時，雙方即已達成仲裁協議，故而現

行「先調後仲」之規定並非欠缺仲裁協議的「強制仲裁」，

似無違憲之疑慮。

另廠商遇到履約爭議，往往立即面臨資金周轉問題，可

能迫於時間與經濟上的壓力而大幅退讓，與主辦機關所處

地位顯然有別；此外，政府採購目的主要在規範以政府資

金所為採購，於純粹私人間之工程契約，當事人是否選擇

仲裁，非屬政府採購之規範目的與範圍，國家亦不須橫加

干預，故而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第2項的規定，無論是

相對於主辦機關或是其他私人間之工程契約的當事人，均

無違反平等原則之問題。

2.「先調後仲」違憲

此說認為因機關在政府採購履約階段係從事私法行為，

立於與私人相同地位，實無針對機關為差別待遇，否認其訴

訟權之理。而憲法第16條除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外，同時亦

強調應以法院作為紛爭解決途徑之法治國原則。仲裁判斷非

由法院作成，卻與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其所以不違背法

治國原則，係因仲裁程序基於私法自治，依雙方的合意不以

訴訟而以仲裁程序解決其民事紛爭。但政府採購法第85條

之1第2項規定，在一定條件下，機關不得拒絕廠商提付之

仲裁，不啻剝奪公共工程合約一方當事人(機關)之訴訟權，

強迫其接受訴訟之外的紛爭解決途徑，有違反法治國原則與

訴訟權保障之憲法要求。

另此說認為對於訴訟權的保障，立法者固然可以有效率地

解決紛爭為由加以限制，惟其仍須符合包括平等原則在內之

其他憲法基本原則。若以效率為由，何以儘限制機關的程序

選擇權，使同一合約之兩造關於紛爭解決的程序選擇權不對

等，構成公共工程合約雙方當事人間的差別待遇。此外，若

立法者係以工程契約履約爭議涉及工程技術上複雜的專業性

判斷為由，強制以仲裁程序解決，不包括財務與勞務採購合

約，且僅有公共工程採購契約之廠商得主張此一特殊的程序

選擇權，恐已在其他非工程之政府採購廠商間及承包私人工

程之廠商間造成差別待遇。

本文認為工程履約爭議，因具有依賴法律外專業知識判

斷之特色，及基於快速有效解決爭端之考量，實不宜採訴訟

方式解決爭議。而依大法官釋字第591號解釋：「民事紛爭

事件之類型，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多樣化，為期定分

止爭，國家除設立訴訟制度外，尚有仲裁及其他非訴訟之機

制。基於國民主權原理及憲法對人民基本權利之保障，人民

既為私法上之權利主體，於程序上亦應居於主體地位，俾其

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於無礙公益之一定範圍內，

得以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理爭議。仲

裁係人民依法律之規定，本於契約自由原則，以當事人合意

選擇依訴訟外之途徑處理爭議之制度，兼有程序法與實體法

之雙重效力，具私法紛爭自主解決之特性，為憲法之所許。」

足見仲裁方式之採用為憲法所許。惟因仲裁制度之公信力繫

於仲裁人，故為確保仲裁判斷之品質，建議對於仲裁人之選

任應採行相關配套措施，例如：於工程契約中預先約定仲裁

人之選定方式及資格、主任仲裁人須有一定之遴選程序等配

套措施，以廣泛妥適運用仲裁制度。

財務專家證人於仲裁案及訴訟案之角色與功能
█ 劉國佑 會計師

當商業仲裁爭議或訴訟案件發生時，當事人或其委任律師是否思考過如何依爭議合約所規範之會計原則計算當事人賠

償計算金額? 如何檢視、質疑對方提出之損害賠償內容? 如何確認提交仲裁庭或法院之文件能充分證明各項損害賠償項

目?如何利用商業判斷及財務會計專業增加當事人求償金額的合理性及正確性? 

以上的問題，財務專家證人皆能協助當事人及其委任律師獲得解決方案。財務專家證人之調查工作，實為鑑識會計

(Forensic Accounting)之應用範圍：財務專家應用鑑識會計對於求償項目認定、大量資料分析、證據蒐集、訪談技巧等

專業調查知識與經驗，以了解爭議真實內容，並檢閱、評量相關求償金額；另外，財務專家證人必須運用會計師、財務

顧問等執業經驗所具備之專業思維，協助客戶與客戶委任律師對於該商業爭議求償提出更精確的陳述與看法。

不論國內或國外之仲裁與訴訟案件，財務專家證人之主要角色與功能可分為下列五項:

1.了解爭訟背景、求償原因、求償內容及金額等
財務專家根據財務會計專業及一般商業判斷，即時了解爭訟背景及求償原因，有效率地掌握可能與爭訟相關之人力、

物力資源，並協助初步分析求償項目內容及金額計算之執行作業策略與方針。

2.根據訪談與證據取得，客觀陳述爭議事件細節
財務專家證人擔負起協助了解事實之重要責任；於調查期間，財務專家蒐集彙整可能極為繁雜之憑證及文件與市場公

開資訊，再透過與相關人士訪談，盡可能詳盡並客觀地敘述求償項目之起因、過程、結果，作為財務專家證人對於該爭

議事件之客觀事實了解依據。

於客觀了解事實的同時，專家證人協助客戶與其委任律師，從不同角度去了解爭議事件，強化仲裁聲請書或訴訟聲請

書之週延性。又透過財務專家對財務證據取得之專業知識，協助客戶及其委任律師從財務的角度蒐集新證據。

3.檢視爭議求償項目與求償金額並出具獨立財務專家證人報告
此項為財務專家證人最重要之功能；財務專家根據其對於爭議求償細節之了解，檢視與釐清客戶主張之求償項目與求

償金額，確認各項求償項目之合理性及正確性，並提出求償金額之計算結果與相關佐證文件，出具財務專家證人報告。

特別注意的是，當財務專家證人對客戶列舉之求償項目與金額有疑慮時，必須根據其調查結果與專業判斷，表達其超

然公正之意見。亦然，財務專家證人報告必須為「獨立客觀」之表述，輔以具有法律效應之證明文件或訪談證詞。

財務專家證人會依據調查結果出具獨立之財務專家證人報告，作為仲裁庭或法庭對於此商業爭議之裁判參考。

4.檢視對方財務專家證人提出之財務專家報告並與對方財務專家辯論形成同異共識
財務專家證人可協助檢視對方財務專家證人所提交之財務專家證人報告，了解該報告是否有適當證據支持、並且合理

及正確地陳述相關事實意見。雙方財務專家也可進一步於開庭前面對面交換辯論意見，形成同異共識，有效協助仲裁員/

法官之審理進度。

此外，財務專家證人亦可檢視對方提交之財務專家證人報告，協助委任方律師分析有關對方主張損害賠償項目之陳述

弱點及缺失，作為委任方律師策略運用之參考意見。 

5.出席仲裁庭 /法庭作證，接受雙方當事人委任律師及仲裁員 /法官之提問
經常財務專家證人必須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庭作證，針對其財務專家證人報告提出口頭說明，並接受雙方當事人之委任

律師及仲裁員/法官之提問，以協助釐清爭議發生過程並回應各方對於財務專家報告內容之疑問。

如同專家證人報告之超然獨立精神，財務專家證人於庭上之表述，為獨立事實之陳述與相關求償金額計算之說明，以

期協助仲裁員/法官了解爭議真相、確認相關賠償金額。

根據經驗，一般商業仲裁與訴訟案中，常見之求償項目如下：費用損失、人事支出損失、工程瑕疵損失、違約損失、

可預見之未實現利益等。爭議發生時間可能過於久遠造成證據資料滅失以致有效及可信之證據取得不易、計算可預見未

實現利益之過程繁複、以及爭訟本質及求償項目之高度複雜等等困難，在在需要有經驗及專業之財務專家協助判定。

當企業主訴諸法律來解決商業爭議時，其最大目的為解決爭端並獲得合理賠償；藉由財務專家證人表達公正獨立之意

見，並檢視計算相關賠償金額，企業主得以加速解決爭端、獲得適當補償、並恢復正常營運。期待台灣企業與世界接軌

的同時，能有效利用財務專家證人之專業功能，以有效率的方式加速解決商業爭端並獲得應得之合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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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參與非營利機構世界展望會的經驗分享

關於非營利機構
現代社會的運作，是由三大部門所建構：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私人部門(private sector)，以及社會部門(social 

sector)。 公共部門指政府機構；私人部門是公司、行號

等工商業營利事業機構；社會部門則是非營利機構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NPO"，或更常稱為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此三部門三足鼎立，相輔相成，發

揮現代社會的公民社會功能。

政府的功能在於國家統治權行使，建立政策及監管制度。

營利事業機構則是提供產品、勞務，商業經濟活動，以營利

為目的，依市場機制運作。至於非營利事業機構，其既非為

公部門，又非以賺錢營利為志業，乃是為實踐共同使命、造

就公民社會，以服務社會人群為目的的民間團體。

前二部門存在已久，源自古老的社會至今；而第三部門

非營利機構則源自二十世紀，是現代社會的新產物。二十世

紀初，西方以福利國家或集權政府的方式治理，欲企圖建立

大政府，由政府解決所有民間社區問題，但很快就發現行不

通。而市場雖是經濟活動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卻也無

法以營利的概念來經營社區及社會。如彼得杜拉克所言，

「社區問題的解決就在社區裡」。

於是民間力量開始集結，很迅速的發展，發揮政府部門無

法達到的社會功能。非營利機構很快的就與政府及營利事業

機構三足鼎立，造就了公民社會。以參與的人數來說，甚至

超過在政府及營利事業機構的人數，成為最大的「雇主」，

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非營利機構的特色，是靠使命凝聚力量及引導 ，此有別

於營利機構是靠利潤動機驅使。非營利機構靠大量義工的

熱忱與奉獻，治理的關鍵，不在領導的魅力而在使命。非

營利機構不只要提供服務，也期許受惠者能有受也有施，

透過這樣回饋活動，使社會更好。非營利機構創造習俗、

視野、認同感及知識。非營利機構所推銷的是無形的的價

值(intangible)等等，均是關於非營利機構重要的觀念及

價值。

而非營利機構的“股東”(stakeholder)，則包括:直接

受助者、捐助人、義工、員工、董事、政府機關、社區人士、

及社會大眾。

為什麼要加入非營利機構？

人們加入非營利機構 ”NGO”是因為認同NGO的理念，

藉著NGO來落實並盡一份社會公民的責任。我因緣際會加

入世界展望會的服事，也是這樣。

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 是一個基督教救助、發展及

倡導服務的國際性NGO。為克服貧窮、天災及戰火等不公義

導致的災難及創傷，致力於兒童、家庭及社區的發展。

世界展望會的成立，就是開始於這樣的信念及行動。

1950 年美籍牧師皮爾斯博士（Rev. Dr. Bob Pierce）看

見世界處在戰火、貧窮的兒童，他的心為孩子們心碎，向

上帝禱告說：「讓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 而得到感動，建立世界展望會，開始兒童服務事工。

如今，世界展望會在全球一百多國家中都有兒童服務工

█ 黃台芬 律師 (前世界展望會董事長 )

英文法律諺語（九）█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The laws aid those who are vigilant, not those who sleep upon their rights.
法律幫助警覺的人，而非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

2、It is the province of a judge to declare the law, not to give it.
法官只負責執法而不管立法。

3、The master is liable for injury done by his servant.
主人對其傭人的侵害行為負責。

4、One wrong does not justify another.
一事錯了不能證明另一事也錯。

5、Judge should be liable to no seducement.
法官不應受誘惑。

6、Repentance is good, but innocence is better.
悔改雖好，無過更佳（與其悔改，不如無過）。

7、Reason is the soul of law；The reason of law being changed the law is also 
changed.
理性是法律的靈魂，法的存在理由變了，法律也就變了。

8、Not what is said, but what is done, is to be regarded.
重在行為而非言辭。

9、No one can be at once suitor and judge.
任何人不得同時作原告和法官。

10、The laws help persons who are deceived, not those deceiving.
法律幫助受騙的人而非行騙之徒。

11、The rights of creditors can neither be taken away nor diminished by the 
debtors.
債權人之權利不能由債務人剝奪或減少。

12、Every one ought to be subject to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he offends.
每個人應受犯罪地法律之約束。

13、Debts follow the person of the debtor.（Debts have no locality, and may be 
collected wherever the debtor can be found.）
債務人跑到那裡，債就跟到那裡。

14、A donor never ceases to possess until the donee begins to possess.
在受贈人開始占有前，贈與物仍歸贈與人占有。

15、From length of time （after lapse of time） all things are presumed to have 
been done in due form.
因時間之經過，所有事情推定已按規定作成。

作的據點，每年有超過一億人，包括無家可歸，飢餓，失學，

患病及心靈受創的兒童及人群受到幫助，是全球最大的兒童

照顧機構之一。

台灣世界展望會設立於1964年，多年來照顧國內貧困弱

勢的兒童，由偏遠山區，離島，擴大到現代化大都會衍生的

社會問題，並倡導帶動國人愛心投入關懷全球貧童與人道救

援，愛心擴及全球70餘國。

我早於二十年前世界展望會，自澳洲雪梨實習時，就參與

澳洲世界展望會的兒童資助計畫，當了在南美洲數位貧童的

資助人。回台灣後，藉著教會，也持續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

「愛的麵包」捐款活動。約十二年前，被推薦進入台灣世界

展望會董事會，在機構治理上服務。七年前，擔任董事長，

服務兩任六年，於2010年底交棒富邦金控總經理龔天行弟

兄，以踐行任期制及組織輪替的治理理念。同年又被選為世

界展望會的國際董事會執行董事，迄今仍在國際董事會及台

灣董事會服事，學習。

從最初一位小額捐款人及資助人，至今深入參與世界展

望會事工的運作及治理，是一段奇妙的成長經歷。古人說：

「教學相長」、聖經說：「施比受更為有福」、彼得杜拉克

說：「NGO的使命與NGO的員工/義工的個人自我成長 (self 

development) 密不可分，最大的榜樣就是對機構的使命感與

全心奉獻，並以之為提升自我境界的方法」。這些都是我個

人在世界展望會服事親身體驗的經歷。應協會之邀，在仲裁

報的一角，與會員及讀者分享。

為深入服務社會大眾，本會特聘請具有律師資格之仲裁人，於每月第二、四週星期五下

午在本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有法律問題之民眾或公司行號，歡迎電洽本會預約安排。

歡迎利用本會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本會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共同舉辦「2012

兩岸仲裁研習活動」，深入

介紹大陸相關仲裁法規、司

法解釋及兩岸仲裁實務，課

程內容充實。右為本會李念

祖理事長、左為該會于健龍

秘書長。

5 月 28 日舉辦「工程法律

研討會」，邀請到英國 XXIV 

Old Buildings Barristers' 

Chambers 的 Mr. Michael 

Black QC 主講「成文法與普

通法：國際工程仲裁之仲裁

地、準據法、仲裁機構、使

用語言及仲裁規則於不同法

系國家可能產生之影響」。

本會針對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投資案件的設計、興

建、營運等各階段及退場、

爭議解決機制等主題舉辦

三場研討會，各場參與人

數皆超過百人，反應熱烈。

右起為金玉瑩律師、太子

建設吳建瑩經理、莊南田

董事長、邱大展局長、黃

明聖教授、王寶玲律師。

本會於六月一日舉辦

「在大陸辦理仲裁事件經

驗分享座談會」，與會者

建議本會與大陸律師協會

交流，使大陸律師瞭解台

灣仲裁制度，說服其當事

人到台灣仲裁。

活動花絮

仲裁報 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