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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訊】本會第十五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於12月27日圓滿閉幕，李理

事長念祖除感謝所有會員代表對協會的支持與協助外，就本會在101年度之工

作成果提出報告。本會配合時事與社會大眾所需，在上年度已舉辦20多場次

工程、金融、促參與兩岸經貿等各類仲裁與調解之研討（習）會；尤其在兩岸

簽署投保協議後，及積極籌備本會爭議調解中心，成為處理兩岸投資人與投資

地政府間投資補償爭端之機構。李理事長並指出102年協會之施政計畫，包括：

（1）參考外國與國際仲裁法修法趨勢，推動我國仲裁法修法；（2）建置金融

仲裁人名冊；(3)在大陸地區與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就近為台商服務；(4)製

作協會爭議調解中心網頁，強化調解中心功能等，使本會會務與業務更加全面

化、多元化，為國人與台商提供更精緻、更專業的服務。

推展會務成果豐碩
本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圓滿閉幕

【本會訊】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後，依經濟部台商聯合服務中心統計，

已陸續受理28件台商投資爭議申請協處案件，其中約10件屬於徵收補

償爭議。由于本會擁有豐富仲裁與調解實務經驗，更以自行開發調解訓

練課程成功打入大陸市場。為因應此種情勢，刻正積極爭取成為兩岸政

府指定之「投資爭議解決機構」，屆時台商除了可以透過政府部門協處

機制外，還可以向本會尋求以調解機制迅速、妥善解決投資爭議。本會並規劃於大陸或香

港設立辦事處，為台商提供高效率與親切的服務。

另本會在十月間分別與理律文教基金會、大陸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就兩岸投資

保障和促進協議與兩岸商務投資糾紛解決機制舉辦研討會，由兩岸專家、學者從大陸與台

灣觀點闡明P to P 與 P to G的爭議解決途徑，提醒兩岸投資人運用仲裁與調解機制注

意事項，簽訂投保協議前後P to G的爭端解決管道異同及如何運用投保協議加強保護投

資利益等。

本會因應投保協議後新局
積極協助台商解決爭議

【本會訊】本會每年皆與台灣大學秉持立足台灣，放眼國際之主題，舉辦國際仲裁研討會，

以國內仲裁實務面臨之挑戰為主軸，邀請國際知名仲裁、調解專家擔任國際仲裁研討會主講

人，以擷取各國推動仲裁與調解機制的經驗，把握國際仲裁與調解之變革趨勢與脈動。2012

年台北國際仲裁研討會已於9月召開，邀請美國、德國、澳大利亞、英國等仲裁界知名專家、

學者來台就國際上最新之仲裁法修法趨勢、仲裁人迴避爭議與仲裁判斷承認與執行等實務問

題加以研討。此次研討會特色不少，首先因適逢兩岸簽署投保協議，因此除特別就國人關心

之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為題，廣泛交換意見外，更增闢「以國際共同簽訂調解公約之可行性」

之專題，首開我國與外國國際仲裁研討之先河，贏得與會各國學者與出席人士之熱烈認同。

本會與濟南仲裁委員會
簽訂合作協議

因應時代變遷

本會再次研修仲裁法
【本會訊】濟南仲裁委員會于本年二月專程來台，與本會於2月25日簽訂合作協議書，雙

方就(1)相互舉辦交流活動、(2)以「仲裁、調解解決商務爭議」觀念推廣於兩岸民商企業、

(3)積極於國際仲裁活動中合作與(4)互相推薦台籍與陸籍仲裁人（員）等事宜達成共識。按

濟南仲裁委員會為山東省仲裁機構，辦理仲裁案件為數頗多，在中國大陸為極具代表性之仲裁

機構。此次簽約為本會與大陸省級仲裁機構首次合作，不但為推動兩岸仲裁、調解機制邁開大

步，更為大陸北方台商提供更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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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效力，若任一方反悔，他方仍需循訴訟或仲裁程序解

決；此外，目前台灣對於大陸地區所作成之調解建議，並無

認可之機制，而大陸對台灣法院以外機構所作之調解，也無

法認可，故其效力仍有不足。至於仲裁之判斷（或裁決）則

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相同之效力，而可據以聲請強制執行，

故吾人建議仍宜約定以仲裁作為最終之糾紛解決程序。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第十四條固然規定了當兩

岸民間投資人間發生商務或投資糾紛時，可以自由選擇兩岸

之仲裁機構與仲裁的地點，兩岸民間投資人如要選擇以仲裁

程序解決爭議時，究應如何決定或選擇仲裁機構？吾人建議

應先對兩岸之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加以了解。在兩岸民間

投資人決定仲裁機構時，可能會發生雙方意見僵持不下之情

況，至於雙方是否折衷妥協，另選擇其他第三地之仲裁機構

並依其仲裁規則進行仲裁，吾人認為則尚應有其他之考量。

例如，如果並無涉外因素，依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的見解，當

事人雙方如果約定由大陸地區以外之仲裁機構仲裁，其協議

無效。

又即使有涉外因素，雙方是否考慮以國際商會ICC或其他

國際之仲裁機構之仲裁院進行仲裁，亦尚應考量國際仲裁機

構之仲裁，其相關之程序費用成本通常較高，且其程序進行

之語言，通常是英文，此對於兩岸民間投資人雙方是否反而

不便或不利？另外，香港及新加坡均屬普通法系國家，無成

文法典，其與兩岸之大陸法系有成文法典明顯不同，而且其

尚有所謂大律師（Barrister）之制度，其仲裁程序之進行

以及所花費之成本均屬較高。因此，兩岸民間投資人在決定

是否選擇第三地之仲裁機構時，建議應委請專業律師就此提

供專業意見與建議。

依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之規定，兩岸之民間投資

人基於當事人自治之原則，也可約定仲裁的地點，以進行或

辦理仲裁；例如，當事人雙方如選擇台灣之中華仲裁協會作

為仲裁機構，則當事人雙方尚應進一步約定究係在大陸、台

灣或第三地（如香港、澳門）仲裁，而有關此一仲裁開庭進

行地或作成仲裁判斷（裁決）地之約定，一方面係涉及兩岸

民間投資人出席仲裁詢問庭之便利性及成本問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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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兩岸投保協議之規定，以仲裁程序解決兩岸民間投資人間的糾紛 █ 李家慶 律師

為因應新的兩岸雙向經貿交流情勢，兩岸除已於

2010年 6月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ECFA）外，並於

2012年 8月江陳會第八次會談中完成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

促進協議之簽署。

有關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之簽署，其目的乃在

促進相互投資，創造公平投資環境，增進兩岸經濟繁榮。

而當兩岸經貿往來更加密切之後，可以預見的是，隨之而

來的糾紛也一定會層出不窮。為此，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

促進協議除了提供民間對政府（People to Government，簡

稱P to G）之爭議解決機制外，也對兩岸民間投資人對民

間投資人間（People to People，簡稱P to P）的糾紛，規

範了一個完整的解決機制架構。

對於兩岸民間投資人間的糾紛解決，兩岸的法制基本上

都規定除了兩岸法律有明文限制之情形外，原則上基於當

事人自治之原則，或基於程序處分權或程序選擇權之理論，

當事人雙方得自由選擇其解決糾紛之途徑與方法。就此，

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第十四條第一項也明白規

定，雙方確認一方投資人與另一方自然人、法人、其他組

織依相關規定及當事人自主原則簽訂商務契約時，可約定

商務糾紛的解決方式和途徑。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復規定

一方投資人與另一方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訂立商務契

約時，可就有關投資所產生的商務糾紛訂立仲裁條款，至

於雙方如未訂立仲裁條款，也可於爭議發生後協商提交仲

裁解決。此外，第十四條第四項又再明文規定有關兩岸民

間投資人間之糾紛，可由當事雙方選擇兩岸的仲裁機構及

當事雙方同意的仲裁地點，則兩岸民間投資人宜儘可能在

契約或合同內約明以仲裁程序解決投資之糾紛。

況兩岸具有特殊之政治情勢關係，也有國家司法主權

之爭執，因此，在解決兩岸民間投資人間之經貿糾紛時，

宜儘量避免司法主權色彩濃厚之法院訴訟程序，而選擇

純屬民間色彩之仲裁、調解或其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不過，調解與仲裁雖然均屬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

（ADR），但調解建議經當事人雙方同意後，僅係具有和解

英文法律諺語（十） █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To conceal is one thing, to be silent another.
 隱匿與沈默乃判然兩事。

2、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凡人生而自由，且有平等之尊嚴與權利。__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3、The power which is derived cannot be greater than that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傳來之權力不得大於原有權力。

4、Plain truths need not be proved.
 明白之真理無庸證明。

5、The law regards the order of nature.
 法律尊重自然秩序。

6、Use your own property and your own rights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ill not 
hurt your neighbor, or prevent him from enjoying his. 

 使用財產與權利不可損害鄰人或妨礙其行使。

7、No man ought to be burdened in consequence of another's act.
 無人因他人之行為而負擔不利益。

8、Consent makes the law.
 同意構成法律。

9、The express agreement of parties overcomes [prevails against] the law.
 當事人間明示之約定優於法律。

10、Nothing is so opposed to consent as force and fear.
 同意最忌者為暴力與恐懼。

11、Laws are abrogated by the same means by which they are made.
 法律由與其制定相同之方式廢止。

12、No one should interfere in another's business that does not at all concern 
him.

        無人應干預與其無關之他人事務。
13、Husband and wife are considered one person in law.
 夫妻法律上視為一體。

14、A public law or right cannot be altered by the agreements of private 
persons.

 公法或公權不得以私人之約定予以變更。

15、Equity assists ignorance, but not carelessness.
 衡平協助無知，但不協助不慎。

亦尚牽涉仲裁判斷（裁決）國籍認定之問題，例如，當事

人雙方共同合意選擇台灣之中華仲裁協會，但如約定仲裁

之進行及仲裁判斷之作成，仍在台灣地區以外之大陸地區

或第三地（如香港），或其準據法仍為大陸之法律，則其

仍非屬台灣之仲裁判斷，而屬大陸地區或第三地香港之判

斷，從而，將來仍需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或港澳條例之相

關規定，辦理相關之認可程序，始得在台灣聲請執行。

如果兩岸民間投資人在選擇何處之仲裁機構均各持己見

或僵持不下，且雙方基於各種理由亦不願至第三地之仲裁

機構仲裁時，吾人則建議兩岸民間投資人或可考慮在契約

或合同中訂定所謂之「乒乓條款」，約定採"以原就被"

之原則，以為決定。亦即，當兩岸民間投資人發生糾紛時，

欲聲（申）請仲裁之一方（如係台商），應至他方（即陸方）

所在之仲裁機構聲（申）請仲裁，反之亦然。此一作法，

有兩個好處，一方面形式上，係尊重雙方之程序選擇權，

且係將程序選擇權賦予給發動之一方，另一方面，由於係

至被申請方或相對人方所在之處進行仲裁，則將來仲裁庭

作成仲裁判斷或裁決後，聲請人方即無需再經過法院認可

執行之程序，而可直接依被聲請人方或相對人方本國之仲

裁判斷（裁決）聲請強制執行。

此外，除了仲裁機構以及仲裁地點之決定與選擇外，基

於當事人自治之原則，兩岸民間投資人亦可在契約或合同

中對於仲裁人(員)之選任作特別之約定，例如，約定仲

裁人之人數為三人，其中，主任仲裁人（或稱首席仲裁員），

必須籍屬大陸或台灣以外之第三地，以維持其公正性；事

實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之機構仲裁規則即有類此之規定，

而目前兩岸之相關仲裁機構則均無相類似之規定，兩岸民

間投資人如認為有必要，自然可以直接在契約或合同中訂

明。

依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中有關兩岸民間投資人

間商務糾紛解決已規定未來台商赴大陸投資或陸商來台投

資，為維護自身之權益，建議可由當事人雙方依當事人自

治之原則，合意選擇兩岸甚或第三地之仲裁機構在兩岸或

第三地，循仲裁程序解決。

行政院工程會邀請本會，配合「工程採購契約」新版範本中增訂「有益於仲裁機制」之條款，

本會在 2012 年 10 月至 12 月分別於台北、台中、高雄、台東為政府部門舉辦「健全工程爭議

處理機制研討會」，共計七場次，每場次皆逾百餘位行政機關人員出席。

2012 年兩岸仲裁

人講習活動於 2012

年 10 月 27-28 日在

本會會議室舉辦，

計有大陸籍律師、

教授、台辦與中國

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委員會仲裁人、同

仁等約 30 人參與該

次由本會規劃之台

灣仲裁法律與實務

課程。

「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研討會」 台北場 「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研討會」 台中場

「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研討會」 台東場 「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研討會」 高雄場

(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

本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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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慶 律師

█ 吳小燕律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所長 )

一、金融商品種類複雜 消費者不易理解

金融市場一般分為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及貨幣市場

(money market )。前者通常指一年以上長期資金之供需市

場；後者則指一年以下短期資金的供需市場。其專業性洵非

一般人所能了解。加以金融服務業隨著國際化與自由化的開

放腳步，又不斷研創高利潤金融商品的開發與組合，益使金

融商品的內容、種類趨向多元與繁雜，更難理解。現行法令

雖將衍生性金融商品定義為：「指依國內外櫃檯買賣市場之

規則或實務，其價值衍生自有價證券、利率、貨幣、指數、

商品、信用或其他利益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交換契約，

或上述二種以上契約之組合，或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之組合式

契約。」註1，將境外結構型商品定義為：「境外結構型商品

係指於中華民國境外發行，以固定收益商品結合連結股權、

利率、匯率、指數、商品、信用事件或其他利益等衍生性金

融商品之複合式商品，且以債券方式發行者。」註2 然欲從

文字定義中知其意涵，對一般投資人或金融消費者註3 而言，

仍有困難。

二、金融消費者難以掌握金融商品之潛在風險           

    易啟爭議

金融商品有其潛在風險，非消費者所能掌握。「抵押債券

債務(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即其一例；

此乃放款機構將其向屋主收取本息的債權售予投資銀行，投

資銀行再將買來的債權包裝後，出賣給消費者，以賺取差額

利潤。其操作涉及槓桿原理與資產負債表外融資，潛在風險

性高。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曾是美國第四大投資銀

行)即是向提供次級房貸的商業銀行大量買進次貸債權，重

新證券化包裝後轉售給全球投資人/金融消費者，卻遭遇美

國房價持續下跌，導致次貸違約風暴如滾雪球，雷曼兄弟控

股公司的虧損因而持續擴大，不得不在西元2008年（民國

97年)9月向美國法院聲請破產保護。但在聲請破產保護後，

卻因雷曼兄弟及旗下子公司所發行之連動債均無法接受次級

市場交易 (即無法回贖)，龐大金融消費者在血本無歸下，

爭議紛起，社會不安。有關連動債、信託基金等衍生性商品

金融糾紛，如海嘯狂襲！此亦為國內近年來最大之金融爭議

風波。嗣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積極強力介入，確認申訴處

理模式，即依投資金額級距之不同，以及是否為投資雷曼兄

弟連動債所引發之紛爭，循不同救濟途徑提出申訴，而逐漸

平息。然而過程中所浮現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如何建立快速

有效及專業的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更是核心所在。

三、金融消費者選擇之爭議解決途徑

一般金融爭議之處理，消費者均得(應)先向金融機構或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轄下之銀行局、證期局與保險局申訴及

抱怨。國內三大金融產業現有之爭議處理機構有銀行公會評

議委員會、保發中心調解委員會，及投保中心調處委員會。

但銀行公會評議委員會評議金額在新台幣100萬元以上者，

銀行可不遵守；保發中心調解委員會所為決定對當事人無拘

束力；投保中心調處委員會，如當事人不同意者其調處方案

時，即告失效。故金融消費者為取得有執行力的執行名義，

不乏逕提訴訟/仲裁，或申訴與訴訟/仲裁並行的方式解決。

本所承辦的有關訴訟中，有來自金融機構委任者，有來自金

融消費者委任者，平均上，後者勝訴較多。法院認為金融商

品具無形性、專業性、高風險性，使得金融消費者在交易中

處於嚴重的資訊不對等狀態，消費者對於金融商品資訊的掌

握很難與組織嚴密的金融機構相比，金融機構對於金融商品

的宣傳、推銷和勸誘行為，以及其他與交易決策有關的資訊

就左右著消費者之交易判斷，而於發生風險時，金融機構又

極易利用金融市場上之資訊不對稱，隱匿資訊甚至轉嫁風險

侵害消費者權益。法院復認為，金融商品的交易訊息，高度

不對稱，交易雙方之力量懸殊，使得消費者很難與金融機構

間達到公平交易，因此無論在立法上或司法的審理上都應給

予金融消費者應有的保護，始能矯正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

間之訊息不對稱以維護二者在資訊的蒐集、掌握、辨別、與

理解各方面力量的均衡。法院更曾認為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

構間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消費關係，「投資人」屬於該法所保

護之消費者，而為有利於「投資人」之判決。雖然如此，惟

法院訴訟，敗訴一方大都提起上訴，罕見一審定讞者。兩造

在歷審訴訟中每每流露出無奈與疲累。

四、金融消保法提供爭議解決方式

政府基於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公平、合理、有效處理金

融消費爭議事件，以增進金融消費者對市場之信心，並促進

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於民國（下同）100 年 6 月 29 日制

定公布了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融消保法）。該法於

100年 12月 30日施行後註4，舉凡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

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民事爭議，均有適用。而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註5 就金融消保法授權訂定之6則法規命令，

包括依據該法第4條第2項規定所發布之令，以及「金融服

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辦法」金融服務業確

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金融服務業提

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金融消費爭

議處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條件聘任解任及評議程序辦法」，

亦於100年 12月 12日以金管法字第10000707320號令及第

1000070732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0年 12月 30日施行。

此外，金融消保法提供了設置訴訟外之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之法源基礎，金融

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亦已於

101年 1月 2日正式運作。爾後對金融消費爭議之處理，當

有明確法令可據，亦有專責機構可處理。

五、對金融消費爭議處理程序之我見

設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之初衷，當在期望能夠「公

平合理、迅速有效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

益」，然依現行規定，如該評議事件「已經法院判決確定，

或已成立調處、評議、和解、調解或仲裁」者，爭議處理機

構原則上應決定不受理註六，可見金融爭議之處理方式，非僅

一端，且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亦無爭議處理之優先權。此

是否形同一病多方--並由病者自行選擇藥方？多元程序選

擇之立法，是否反致爭議處理稽延，未能達到迅速解決金融

消費爭議之效果？仍待觀察。

其次，依金融消保法規定，金融消費者應先向金融服務業

提出申訴→金融服務業於30日內為適當處理→(消費者不

滿意處理結果或金融服務業不為處理者)向金融爭議處理機

構申請評議→試行調處→(不同意調處或調處不成立者)續

行評議。註七於受理申請評議後，應由評議委員會指派評議委

員三人以上為預審委員先行審查，並研提審查意見報告，及

將該報告提送評議委員會評議。殊值注意者，在爭議處理機

構下，依法另設有金融消費者服務部門，辦理協調金融服務

業處理申訴及協助評議委員處理評議事件之各項審查準備事

宜；此制當可克服評議委員因非屬專職委員，恐投入時間不

足而影響效率之問題。評議委員會以全體評議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出席評議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作成評議

決定。然而，評議委員係具備相關專業學養或實務經驗之學

者、專家、公正人士；而評議委員會之評議委員多達9人至

25人，除主任委員為專任外，其餘得為兼任，故既指派三

人以上評議委員擔任預審委員，就其提出之審查意見報告當

為預審委員一致之意見，當有其高度專業及可採性為是。有

無必要預審加上評議委員會多數決作成評議決定？其實益為

何？是否有助於「迅速」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之要求註八？耐人

尋思。定制之因，究在考量「公平」？「合理」？或「有效

處理」？實屬不解。

再者，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決定應以爭議處理機構名義作成

評議書。當事人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內，以書面通知爭議處

理機構，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意思。評議經當事人雙

方接受而成立註九。評議程序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並使當事人

有於合理期間陳述意見之機會。評議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者，

得通知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至指定處所陳述意見；當事人請

求到場陳述意見，評議委員會認有正當理由者，應給予到場

陳述意見之機會。註十文義似未一貫，在「並使當事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復謂「評議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者，得通

知當事人…….陳述意見」，又謂「當事人請求到場陳述意

見，評議委員會認有正當理由者，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

會」，三者之界線似乎不清。如評議委員認為已給予當事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但當事人認為言猶未盡，而請求再到場陳

述意見，評議委員認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逕為評議時，其

所為評議或將減損消費者接受之意願，而拖延爭議解決之時

間，不得不慎。

一般爭訟，不同承辦法官依法獨立辦案，類似案件相互間

並無拘束力，若有見解歧異者，亦不足為奇，然不同見解，

徒使當事人猜測，究非根本解決問題之正辦。例如在金融消

保法實施前，有法官認為金融消費關係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之

消費關係，有法官則持否定；莫衷一是，當事人為此忐忑不

安。就此，金融消保法特別規定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涉及眾多

金融消費者或金融服務業且事件類型相似者，或涉及重大法

律適用爭議者，爭議處理機構對該等爭議事件得暫時停止處

理，並針對該等爭議事件擬訂爭議處理原則經報請主管機關

同意後，依該處理原則繼續處理，或向有權解釋法令之機關

申請解釋後，據以繼續處理註十一。堪稱良法。

如上所述，金融消保法對金融消費爭議處理，雖規定爭

議處理機構，然在尊重消費者程序選擇權及程序處分權下，

爭議處理機構並無優先處理權，且有關評議須經當事人雙方

接受始成立。金融消保法雖規定當事人應於評議書所載期限

內，以書面通知爭議處理機構，表明接受或拒絕評議決定之

意思，然當事人若在期限內不置可否，或是逾期才表示接

受，此際，如何定其效果？而當事人任一方表明不接受評議

時，該評議即不成立，金融消費者所得主張之請求權時效視

為不中斷註十二。是以，就現行機制而論，一旦評議不成立，

勢將前功盡棄，讓爭議回到原點，亦恐未能達到迅速有效解

決金融消費爭議之立法目的。

六、仲裁制度具有迅速有效處理爭議之優點—代結語

據悉美國證券業，金融產業管理機構(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hereinafter FINRA )下設有爭議處

理機構(FINRA Dispute Resolution, hereinafter FINRA DR )，

此為全國單一性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其爭端解決方式為調解

及仲裁。而依報載，我國政府為拼經濟，加速推動公共工程

建設；鑒於公共工程涉及複雜技術和專業，為避免採購爭議

處理冗長、影響廠商乃至外資的參與意願，認為性質上適合

採仲裁程序來處理，故立法院擬修改政府採購法，將機制改

為完全「先調解後仲裁」，並限期處理，適用範圍除工程採

購外，勞務採購也一併納入。註十三眾所周知，我國仲裁制度

具有以下優點：1.有效：仲裁人之判斷，依仲裁法第37條

規定，與法院之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一經判斷，即告

確定，可使當事人減免訟累。2.快速：仲裁庭應於組成之日

起六個月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得延長三個月。3.專家判

斷：仲裁人皆具各業專門知識或經驗之專家，可達成辦案之

正確性。4.經濟：仲裁費比訴訟費為低，且仲裁判斷迅速結

案，可節省當事人許多時間。5.保密：依仲裁法第23條第

2項規定仲裁程序不對外公開，可確保工商業之營業秘密。

仲裁詢問時仲裁人與當事人均分坐席位上。兼顧雙方顏面與

尊嚴。此外，仲裁制度非採書面審理，仲裁庭依仲裁法第23

條第1項更明定，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

提主張為必要之調查。如仲裁庭於詢問終結前未使當事人陳

述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此亦屬仲

裁制度之優點。是以，金融消費爭議之各種解決方式，仲裁

實不失為可迅速有效處理之方法。

談金融消費爭議之迅速有效處理

註一：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經營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業務規則第5條。

註二：參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2條。

註三：金融消費者，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者。但不包括專

業投資機構及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參金融消

保法第4條第1項）

註四：中華民國100年6月2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3861號令制定公

布全文 33 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00年 7月26日行政院院

臺財字第 1000038515 號令發布定自100年12月30日施行。

註五：中華民國101年 6月25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4960 號公告第2

條所列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101年 7月

1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註六：參金融消保法第24條第2項第8款。

註七：參金融消保法第13、23條。

註八：參金融消保法第1、13條。

註九：參金融消保法第28、29條。

註十：參金融消保法第26條。

註十一：參金融消保法第22條。

註十二：參金融消保法第29條第1項、21條。

註十三：參102.1.2經濟日報「政府採購爭議 將強制仲裁」

(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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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化差異對海事仲裁的影響
國際海事委員會（CMI）第40屆大會於2012年 10月 14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本次大

會由國際海事委員會中國國家會員-中國海商法協會主辦，是自國際海事委員會成立115

年來，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大會。國際海事委員會大會每四年召開一次，由來自世界各國

或地區的海商法協會代表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代表出席，是世界海商法界相聚的盛會。

本次大會共有來自全球近50個國家、逾390位代表參與，會議議題包括船舶司法出售、

救助公約、約克-安特衛普規則、跨境破產、南北極法律問題、海上鑽井平臺、鹿特丹規則、

海事仲裁、海上保險、船員、海盜等國際海商法界關心的重點議題。其中有關海事仲裁議

題者，是以「東西方文化差異對於海事仲裁之影響」為核心，茲分享國際知名之香港海事

仲裁人楊宜良之報告如下。

文化差異，是國際海事仲裁案件中重要的課題，此從最近的倫敦仲裁案件中，出現許多

中國造船方或其他亞洲國家如越南慘敗給來自歐洲國家的購船方的失敗案例可以看出。在

造船方目前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在倫敦仲裁遭受不公平待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

大部分敗訴之當事人的共同感覺，但仲裁失敗的原因，固有多端，其中的一個原因，應可

說是因為「文化差異」所導致。

在仲裁程序上，有兩個爭點即法律爭點及事實爭點。法律爭點部份，在海事契約中，通

常使用英語，又雙方當事人在談判過程中，或若使用常用的契約範本則準據法都是英國法

律，蓋英國海商方面的法律，信譽卓著，是任何其他國家或司法管轄區域所不能及的。在

很少情況下，確實發現中國當事人堅持在英國仲裁，但卻以中國法律作為準據法；在香港，

經常看到「仲裁地香港、準據法中國法律」的仲裁條款，背後的動機或許是認為當涉及到

文化差異時，中國法律會對中國當事人產生優勢，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其實關於法律問

題的判斷，文化影響通常不會有任何作用。

然而，文化影響的效果，在事實爭點上就顯得重要，認定事實須依據證據，證據分成

書面或口頭形式。書面證據如果被適當地保存，並且在仲裁中提出的話，會是一個較好、

較可靠的證據，這種形式的證據在仲裁中，會較少受到文化影響。幸運的是，大量的海

事仲裁（主要是傭船契約糾紛）是在書面證據的基礎上進行。2011年LMAA最新統計顯示，

約有75％的仲裁判斷僅依據書面證據為之。很可惜的是，在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文化，

當事人通常不會喜歡以書面形式來記錄事實。在馬來西亞實務上，政府對當事人的文件

亦大都不予書面回覆。此種不善於留下書面證據的亞洲文化，若不予改變，這個無法在

仲裁中提出書證，導致習慣於西方文化

的仲裁人，會推論不利於亞洲當事人的

問題，是無法解決的。假如亞洲當事人

能提出書證，文化差異對此書證的證據

力仍會有所影響，例如，亞洲人在對於

西方之對方當事人的不利於己之主張，

往往習慣以較禮貌的、間接的、迂迴的

文字來表達，此種情況，西方的仲裁人

會解讀為亞洲方的當事人是心虛或自認

過錯。

當亞洲當事人缺乏書面證據時，往往

需要提出口頭證據，這是唯一用以支持

其事實主張的依據。口頭證據涉及聽證會的召開，聽證會的正常程序為：先提出主要證據

（經常是先提出證人的書面證詞），其次是由對方的律師進行交互詢問（在於削減證人書

面證詞的證據力），最後是再詢問。在仲裁中，聽證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在這一階段，

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是最顯著的。事實證人的一段陳述，常因為仲裁人文化背景的不同，

而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這有可能被認為是仲裁人「偏見」的危險。例如在某一倫敦的海

事仲裁案件，中國方與歐洲方當事人爭執點在於造船契約是否已成立？中國方事實證人作

證說：「我必須簽署文件以供上級單位核准我到歐洲的旅費」，歐洲方主張既有文件簽署，

契約當然已成立云云為兩位英國籍的仲裁人所接受，另位香港籍的仲裁人則能接受證人的

說詞。

用以縮小文化差異影響最著名的方式之一就是國籍議題，在國際仲裁中，雖不容許仲裁

人與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有金錢上或非金錢的（家屬、職業上等）的關聯，但如此的作法並

█ 林昇格 律師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海事仲裁委員會主委 )

仲裁報 季刊

【本會訊】本會於民國82年，鑒於「商務仲裁條例」早已過時，不符國家發展需要，組

成修法小組，耗時2年，向政府提出全新修正草案，始有現行仲裁法。惟仲裁法自民國87

年施行迄今，已逾十餘年，無論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或德、法、奧地利、日、韓、新

加坡等國之仲裁法皆配合國際趨勢陸續進行修正，且我國現行仲裁法部分條文在運作上也漸

產生問題，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本會爰特委請楊崇森教授、朱麗容律師、李家慶律師、林昇格律師、高啟中教授、陳希佳

律師、黃正宗教授、楊敦和教授、葉永芳律師及蘇吉雄律師等人組成仲裁法修法專案小組，

同時函請各相關公（協）會提供修法意見，並將修法工作分為1.短期目標：仲裁實務上已

產生爭議，具急迫性，亟需優先修正之條文；與2.長期目標：根據仲裁實務發展，有修正

空間者。經12次開會商討結果，今年3月份小組先將「具急迫性，亟需優先修正之條文」

共10條報請理監事會通過。草案除刪除第52條法院關於仲裁事件之程序規定外，包括增訂

授權仲裁機構訂定仲裁人倫理規範；修正仲裁人被聲請迴避時之決定程序；修正仲裁庭得逕

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改以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法院以判決撤

銷仲裁判斷時，應依職權以同一判決撤銷執行裁定；區分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得就爭議事

項提起訴訟或依原仲裁協議另行提付仲裁與新增於法院撤銷仲裁判斷確定後，中斷時效之事

由；修正以仲裁地為決定本國與外國仲裁判斷之標準；及增訂由我國仲裁機構受理而在大陸

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之仲裁判斷，視為本國仲裁判斷。此外，新增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

仲裁判斷之效力、聲請法院認可或承認與停止執行準用仲裁法第七章外國仲裁判斷之規定…

等，不一而足。如經當局採納，相信對提昇仲裁制度功能，疏減訟源，因應社會經濟變遷當

大有助益。

本會活動特報 ---- 詳情請上本會網站   http://www.arbitration.org.tw
活動名稱 地點 日期

以仲裁機制解決工程爭議研討會-
以營造公司、工程顧問公司等為主

本會台北會所 6月4日

高雄國軍英雄館 6月10日

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研討會

本會台北會所 6月20日

高雄國軍英雄館 6月27日

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7月4日
以仲裁機制解決工程爭議研討會-
限公務單位

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7月4日

2013年主題演講-交通部葉匡時部
長

本會台北會所 8月23日

2013年國際仲裁與調解研討會 本會台北會所 8月30-31日

仲裁人訓練
本會台北會所

9 月 28-29 日 10
月5-6日

本會高雄辦事處 暫定11月底

不足夠來避免仲裁人的偏見。因此，仲裁人的文化背景與當事人

或事實證人是否相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此問題在模範仲裁

條款，或機構仲裁規則，以及仲裁實務上，除仲裁人的國籍爭點

外，鮮少被注意到。包括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在內

的許多仲裁規則都提到，仲裁人不得具有與雙方當事人相同國籍

之原則，但這種關注是完全被誤導的。仲裁人和當事人的國籍

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問題，例如楊宜良先生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長

大，持有英國護照，從來沒有持有中國護照，也沒有持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護照，但他在涉及中國當事人或背後帶有中國利益的公司的仲裁事件，可能被認

為其為中國籍，而不適任。

正由於仲裁機溝無法就減少文化差異所生問題作出更多努力，當事人因而可以有其他

嘗試。其中之一是，適用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法律作為準據法，雖然前有提及法律問題一

般不會受文化影響，但「在香港仲裁、準據法為中國法」的仲裁條款，將有較大機會獲得

HKIAC指定一位了解中國文化的仲裁人，理由在於約定準據法為中國法。另一個類似的嘗

試是，於仲裁條款中約定仲裁中使用的語言為「英語/中文」，這不但可以節省翻譯文件

成本，也因仲裁協議明確就語言約定，使得具備了解兩種語言，進而熟悉兩種文化背景者，

擔任仲裁人的機會增加。

如果現實情況是使仲裁庭了解雙方的文化是不容易的，那麼，律師尤其是代表亞洲當事

人的律師就變得至關重要。對於大多數亞洲或中國的事實證人而言，所遇到第一次交叉詢

問，是一項艱鉅的考驗，如果沒有受過教育，或提前做好準備，證人的效果絕非令人滿意，

甚至一個看似不錯的情況都可能被扭轉。因此，在有幾個證人均可以作證相同事實之情況

下，最好是選擇一個有足夠的時間接受教育、良好表達能力的人。模擬仲裁，在國際仲裁

中已經不再陌生，當涉及鉅額利益的情況下，模擬仲裁就像是實際操演，時間更是長達好

幾天，所有過程涉及到很多事項，所費不貲，但透過教育事實證人所獲得的正面結果卻是

顯著的。

模擬仲裁或模擬的訴訟在美國是很常見的，律師和證人間的接觸、甚至訓練證人已是家

常便飯，律師當然也會遵守不得偽造證據等規則，但使事實證人熟悉實際情況、建議合適

的回答方式，是美國法律允許的；在英國似乎

是嚴格許多，英國律師僅限於讓證人熟悉訴訟、

不得排練，但是否適用於仲裁，特別是國際仲

裁尚不清楚。與此相反，法國和瑞士等國家的

法律，禁止審理中的律師和證人之間有任何聯

繫。在國際仲裁中，聽證前教育或模擬仲裁對

於亞洲或中國的事實證人而言，應該要被允許

和被鼓勵，以確保遊戲公平。

文化差異或影響，在事實認定上相當敏感的

仲裁案件中，必須被圓滿解決或最小化，否則

將不足以建構公平和公正的國際仲裁系統，以

服務此全球化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