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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圓滿閉幕各國與會人士極表肯定 

本會推展工程仲裁不遺餘力 

【本報訊】本會與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亞洲WTO暨國際衛生法與政策研究中心及中華台北國際暨亞

太工程師監督委員會於2013年 8月30-31日合辦2013年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為期兩天，

約有70多名國內外來賓參與會議。

本次會議邀請美國、德國、澳洲、英國、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仲裁界知名專家、學者來台分享國際

仲裁理論及實務之最新發展。會議議程包括：商務仲裁之重大議題、投資爭端之仲裁、兩岸及國際

仲裁執行，以及調解等相關議題。與會人士對於本會舉辦此項國際仲裁與調解研討會均極表肯定。

【本報訊】亞太區域仲裁組織 (The Asia Pacific Regional Arbitration 

Group, APRAG)於 2013年 6月 27日至6月 29日在北京舉辦第五屆大會，本會由

蔡碧松理事及劉漢廷秘書長代表參加。

本次會議主題為「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Next Ten Yea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CIETAC)主辦。APRAG機構會議同時選出貿仲委副主任兼秘書長于健龍為

APRAG新任主席，本會李念祖理事長亦獲推舉連任副主席。

APRAG係 2004年在澳洲成立之亞太地區仲裁機構聯盟，其成員目前已達30個

仲裁機構。為慶祝創立10週年，APRAG將於 2014年 3月 26-28日在澳洲墨爾本

擴大慶祝。由於本會係APRAG創始會員並積極參與會務，因此屆時將組團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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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念祖理事長連任APRAG副主席
APRAG成立10 週年 本年在墨爾本擴大慶祝

【本報訊】受到兩岸關注的「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已在

2013年 2月生效，對於台商而言，此一協議最重要意義在於建立了兩岸

制度化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依據該協議第13條規定，投資人與投資地

政府發生之投資補償爭端，除可利用協商、協調、調處、行政或司法救

濟等途徑解決外，並可由投資人提交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以「調

解」方式解決。

為落實上述條文，兩岸兩會(海基會、海協會)於2013年 9月 30日

完成「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名單換文程序，經濟部指定本會為我方

調解機構之一，而陸方則指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和「中

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調解中心。

本會早於民國92年即已成立調解中心，係國內唯一設有專業調解服

務平台之仲裁機構，迄今已有92名調解人在本會登錄。本會陸續開設多

項調解專業訓練課程，2013年 9月在台北及高雄開設「初級調解訓練課

程」，2014年 4月將繼續開辦「進階調解訓練課程」。

本會多年來致力推廣仲裁、調解等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隨著兩岸投

保協議生效，預期將有更多台商選擇本會作為爭端解決之平台，本會亦

將提供台商更專業、有效、便捷的服務。 

政府指定本會為「兩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

本會於高雄辦事處首次舉辦「初級調解訓練課程」，會後古嘉諄主席 ( 前排中 )、蔡碧松副主席 ( 前排右四 )、蘇錦江

顧問 (前排右三 )及陳希佳副主席 (前排左四 )與講師及全體學員合照留念。 

2013 年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由本會李念祖理事長與台大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共同主持；李理事長

致詞歡迎與會嘉賓。

【本報訊】本會第十五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於民國102年12月27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會員代表出席踴躍，李念祖理事長說明

了過去一年本會豐碩的工作成果，並報告本會已獲政府指定為兩岸投

資爭端解決機構之一，且為積極服務台商，本會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香港辦事處。

本會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後，內政部已於102年 12月 30日回函同

意本會設立香港辦事處。未來本會將籌劃後續相關事宜，報請理監事

會及會員大會通過，並向香港政府提出申請，期盼早日赴港設處，以

就近提供台商更便捷、專業的仲裁服務。

政府同意本會
設立香港辦事處
第十五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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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百強、簡維克
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第五屆「大中華仲裁論壇」研討會於2013年 10月 14-16

日由輪值的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在北京主辦。由於

本次研討會是「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簽訂生效後，

兩岸四地仲裁機構首次齊聚一堂，因此兩岸的仲裁及調解發

展成為會議焦點。其中本會代表李家慶律師提出兩岸仲裁機

構互設分支機構的呼籲，更引起會場內外的熱烈迴響。

本屆大中華仲裁論壇研討會為期一天半，分六個議題進

行，計有來自兩岸四地以及新加坡、瑞典等各地仲裁機構的

負責人、仲裁人、學者、律師、或企業界精英近200人參加。

本會范光群顧問首先在討論兩岸仲裁法規新發展的場次

中，說明了本會已就現行仲裁實務中遭遇的疑義，向主管機

關提出修法意見，並特別說明為因應未來兩岸四地仲裁之發

展需要，建議儘速增修仲裁法有關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仲

裁判斷之效力、承認、與執行的相關條文，引起與會者的廣

泛討論。

朱麗容理事則從分析大中華地區仲裁的競爭力，強調仲

裁機構應思索仲裁人倫理、仲裁的效率與質量、仲裁程序的

透明度與可預測性等問題，從而提升大中華區仲裁機構間合

引進仲裁機制解決通訊傳播事業間紛爭之可行性初探

第五屆「   大中華仲裁論壇」隨行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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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伴隨著近年來之電信與寬頻技術進步，通訊與傳播事業

間之技術與營運藩籬已逐漸被打破。通訊傳播業者固可因

科技發展而輕易跨業經營，惟既有法令卻囿於修法成本龐

大而無法與時俱進，導致主管機關無法適時就業者間之爭

議作出有利於市場良性競爭環境之裁決。相對於此，仲裁

機制本身帶有時效性、專業性、經濟性等特色，確實不失

為另一種紛爭解決之途徑。是故，本文主要目的即在於探

討我國通訊傳播領域之現有紛爭解決機制中，是否另有導

入仲裁機制之可能。

貳、現行法下之紛爭解決法令

一、電信領域紛爭處理規定

為避免網路互連協議懸而未決，影響業者與民眾權益，

電信法第16條乃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間，如有一方提出互

連要求或要求修改原互連協議等事項而未能於3個月內達

成協議者，都可向主管機關申請裁決。

本於該條項之授權，原主管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現已

改為通傳會）已訂有「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下

稱互連辦法），且互連辦法對於主管機關在裁決時所得進

行之程序與調查有詳盡的規定，例如：第28條、第30條、

第31條以及第32條規定。

從上述條文可知，主管機關在處理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

網路爭議時，確實有權進行完整之職權調查而不受當事人

阻礙，並據以作出具拘束力之裁決。

二、傳播領域紛爭處理規定

為能有效排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營運上所面臨之糾紛，

保障民眾收視權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8條規定了通傳會對

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間爭議之調處法源依據。

除此之外，通傳會另有一項政策工具可有助於系統經營

者與頻道業者先自行解決糾紛，即有廣法規定系統業者必

須將其所播送之頻道載於營運計畫之中，且系統業者如欲

變更其所欲播送之頻道，依法需先經通傳會許可變更。故

倘系統業者對於頻道之變更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與頻道

業者產生爭議時，通傳會自得暫不予系統業者之頻道變更

作、仲裁環境與品質，分析深入，獲得全場

共鳴。

李念祖理事長以一般人在紛爭解決機制

中，最熟悉卻又最常被忽視的「話語權」，

呼籲大中華地區的仲裁機構應善用「中文」

的優勢，創造大中華區仲裁機構的利多，並

說明仲裁語言的選擇，對國際商事仲裁的法

律適用或多或少會造成影響，發人所未見，

受到高度重視。

李永然常務理事就與會者最關注的大陸仲

裁裁決在台承認與執行的問題，介紹台灣的

法制規定，同時以實際案例，說明取得法院

承認或認可仲裁判斷之民事裁定後，依據相

關法令聲請強制執行的完整程序及相關問題，深入淺出，

使與會者皆能深刻認識我國對於大陸地區仲裁機構作成之

仲裁判斷的認可與執行實務。

由於調解為兩岸投保協議中解決P-G投資爭端的機制之

一，而且在實務上，調解已成為當前訴訟外解決紛爭的主

要趨勢之一，因此本會爭議調解中心主席古嘉諄以〝姊妹

分橘〞為例，說明藉由適當的調解，確實有助於解決紛爭，

同時也介紹了〝促進式〞和〝評價式〞等兩種不同的調解

類型，由於概念新穎，與會者反應不絕。古嘉諄主席更呼

籲應籌組「大中華地區調解論壇」，為兩岸四地的仲裁機

構凝聚共識與交流經驗。

在最後一場座談中，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了「海峽兩岸投

資爭端解決機制」做為討論主題。大陸貿促會調解中心王

承杰秘書長、貿仲委焦亞尼處長，及來自香港的蘇紹聰律

師、上海的費寧律師等，都對兩岸投保協議簽訂後的發展

提出見解。而本會李家慶理事則在會中提出三項建議：「歡

迎貿仲委赴台灣設置分支機構；期盼本會在大陸設置辦事

處辦理仲裁及調解等業務；兩岸仲裁調解機構與大中華論

申請，而要求業者先提出相關說明。

參、我國通訊傳播紛爭解決機制導入仲裁之可能

一、我國現行法令對於紛爭解決機制之不足處

從上述可知，現行法令確實已賦予通傳會對於解決業者間

紛爭之相關規定，惟該等規定仍有下列三項先天上之障礙，

致使通傳會無法真正有效解決業者爭議：

（一）爭議範圍無法完全涵蓋

鑒於互連辦法本係為解決電信事業間之實體電信網路互

連為目的，故通傳會對於互連辦法是否包括新興的網路互連

頻寬爭議毋寧採取較為保守之態度，此亦意味著業者間未來

如另遇有因科技變化所生之新型態爭議時，恐將面臨主管機

關拒絕介入裁處之不確定性。相同的，在頻道業者與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間之調處情況下，通傳會對於究竟是否受理亦未

有明確界線，而似乎以頻道屬性是否直接與抽象之「公共利

益」有關而定。

（二）商業價格訂定不宜介入

不論通傳會是否決定受理裁決或調處，從過去多數案例可

看出通傳會無力也不願介入具體商業談判之個別收費項目，

連帶使得業者倘以具體費用無法達成共識為由而申請通傳會

裁決或調處，都無法取得原先預想之效果。

（三）裁決或調處結果無法作為執行名義

互連辦法明訂通傳會所為之裁決為一行政處分，當事人如

有不服者得提起行政爭訟途徑。另通傳會所訂之「有線廣播

電視審議委員會處理系統經營者頻道供應者爭議調處原則」

第12點亦規定「審議委員會應就每一申請調處案件作成調

處書，記載下列事項:(四)調處之結果，包括調處成立時，

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及不服調處結果之行政救濟程序。」是

故，通傳會似將調處亦認定為行政處分。但從實際上通傳會

所為之調處結果以觀，其調處內容並不全然皆對當事人形成

任何拘束（如籲請當事人繼續協商），從而當一方當事人不

遵守行政機關決定時，他方當事人並無法獲得有效保障。

二、如何在現行法令中引入仲裁機制

（一）電信法相關規定

在電信法及互連辦法中雖有提到主管機關的裁決機制，但

壇應為實現上述雙方仲裁機構互設機構積極創造條件! 」李

家慶理事的呼籲成為這次會議的最高潮，也贏得在場來賓熱

烈鼓掌，即使在會議結束後，多位兩岸四地與會人士仍在熱

烈討論，餘音繚繞，為本次大會畫下完美句點。

「大中華仲裁論壇」係於2007年 11月由本會、香港仲裁

司學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等10家仲裁機構共同發起設立，本屆主席為香港仲裁司學

會會長蕭詠儀律師。過去已分別在深圳、香港、臺北和澳門

成功舉辦了四屆研討會，論壇每一屆研討會都對大中華地區

的仲裁與調解發展激盪出新思維。

【本報訊】藉由參加「第五屆大中華仲裁論壇」研討

會之便，本會常務理事李永然及秘書長劉漢廷應北京仲

裁委員會副主任王紅松之邀，參訪北京仲裁委員會。

北京仲裁委員會係大陸地區最具代表性之仲裁機構之

一，近年受理的仲裁案件數量及標的金額龐大，頗受當

地台商與外商企業重視。

本會過去已與北京仲裁委員會建立聯繫關係，本次訪

問更增彼此情誼，同時本會亦進一步了解北京仲裁委員

會之業務成果與發展願景，交換彼此仲裁經驗     

 共譜兩岸仲裁交流的續曲
 本會參訪北京仲裁委員會

如要引入仲裁制度仍需透過法令加以規範。因此或可在互連

辦法第26條第1項後，新增第2項使雙方就網路互連相關事

項所生或相關之爭議，同意提交仲裁之規定，且該仲裁程序

得依照中華民國仲裁法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之仲裁規則為之。

（二）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

從過去案例可知，通傳會為尊重商業協商機制，就有關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間之上下架爭議所為的調處結果

多不具有強制性，亦不可能具體規定業者間所應支付予他方

之費用。在此情事下，通傳會的調處毋寧較偏向調解。為使

業者間之爭議能儘速獲得解決，實應引進仲裁機制以解決此

種商業爭議方為正辦。

按，民進黨團於102年所提出之反媒體壟斷法草案第17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系統與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間有關

節目授權播送、終止播送或其他營運事項之交易內容所生之

爭議，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一方之申請進行爭議之調處，調處

不成者得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則是引進法律強制仲裁機

制，亦即如同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66條一般，不論當事人間

有無訂立仲裁契約，均應進行仲裁。就此，我國學說固認為

從強制仲裁作為法院訴訟型態替代解決紛爭機制之重要面向

而言，實已具有憲法上之基礎，惟行政機關仍認為強制仲裁

制度恐有違憲之疑慮而不宜貿然採用。

因此，本文建議，有線廣播電視法未來修法時能直接規定

系統業者與已上架頻道業者之合約書中，應規定雙方當事人

同意，就與頻道播出費用或下架等爭議事項，提交仲裁之規

定；且當事人得選擇提交仲裁或向通傳會申請調處。

肆、結論

在科技匯流趨勢之下，通訊傳播業者與主管機關身處在變

化迅速的產業環境中，隨時須面臨各種新興爭議。我國通訊

傳播法規雖賦予主管機關對於業者間之糾紛得為一定之調處

與決定機制，但囿於技術的演進以及對自由市場商業價格機

制的尊重，通傳會仍無法就具體個案給予明確的決定內容。

考量市場變化迅速及網路外部經濟效應，本文認為鑑於仲裁

機制具有迅速及有效解決紛爭之功能，自有引入通訊傳播產

業資為解決紛爭途徑之必要。

圖為本會李永然常務理事 ( 左三 )、劉漢廷秘書長 ( 右三 )

與北仲副主任王紅松 (中 )合影

█ 本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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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國際體育仲裁院 建立體育仲裁機制
█ 呂進仁

體育糾紛是體育發展之障礙，必須建立及時而有效地解決

體育糾紛之機制，尤其現代體育職業化、商業化迅速發展，

在體育組織管理和各種參與者之間，競爭及利益衝突日益激

烈，為化解各方利益衝突有利於保護當事人權益，並促進體

育事業健康穩定發展，不得不正視各種體育法律糾紛增多現

象，且體育糾紛往往涉及利益龐大，如不能及時公正解決，

勢必對職業體育發展影響和破壞，甚而暴力或巨大不法利益

產生，尤其以訴訟方式已經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時，更有建立

一套具有解決體育糾紛之需求，亦即代替性（訴訟）糾紛解

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該

機制應同時兼有權威性、專業性及快速性，此時以仲裁正是

解決體育糾紛的絶佳處理方式。鑑於國際政治外交之受限處

境下，台灣以參與國際體育競賽為爭取國際地位之另一途

徑，在國際奧運為金字塔架構底下，國人不得不正視現行國

際體育糾紛之解決模式，筆著謹此淺介國際體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簡稱CAS）之發展與運作，

以供賢達參考。

壹、CAS成立緣由﹕

1981 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主席薩馬蘭奇首次提議建立一個奧運比賽

期間糾紛解決制度，而於1983年 3月新德里舉辦之IOC奧

委年會通過決議，成立正式體育仲裁機構，嗣於1984年

6月 30日瑞士洛桑設立「國際體育仲裁院CAS」，主要解

決「與奧運期間之運動有關爭議」(Any dispute arising 

on the occasi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lympic 

Games shall be submitted exclusively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並以「促進運動員間和

諧」為宗旨，經費及監督均受制於國際奧委會，但其後因與

中立性有違，1994年復對CAS之組織及程序進行大幅改革，

英文法律諺語（十四）
█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No one can have a servitude over his own 
property.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地產上擁有地役權。

2、A father commanding not too strictly is best 
obeyed.
 要求不過嚴的父親最受人聽從。

3、He who provides for himself, provides for his 
heirs.

 扶養自己之人亦扶養其繼承人。

4、Husband and wife are considered one person in 
law. 

 夫妻法律上視為一人。

5、A privilege is a personal benefit and dies with 
the person. 

 特權有一身專屬性，於人死亡時消滅。

6、Paternal power should consist in affection, not 
in atrocity.

 父權應來自慈愛而非暴虐。

7、Marriages ought to be free.
 婚姻應出於自由意志。

8、It is natural that he who bears the charge of a 
thing, should receive the profits.  

 負擔某物費用之人應受領其利益。

9、No one is obliged to accept a benefit against his 
consent.

      不得強迫任何人受益。

10、Whatever is acquired by the servant, is  
        acquired for the master.
       僕人取得之物歸屬於主人。

11、All men are equal before the natural law.
       自然法下人人平等。

12、Cohabitation does not make the marriage, it is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成立婚姻乃基於當事人之同意，而非同居。

13、He who is in the womb, is considered as born, 
whenever it is for his benefit. 

       胎兒為其利益視為既已出生。

14、The father is he whom the marriage points out.  
       小孩之父為誰取決於父母之婚姻

15、He who uses his legal rights, harms no one.
       行使法律上權利，不構成他人之侵害

將原屬IOC底下一個監督部門，改隸於巴黎「國際體育仲裁

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簡稱ICAS)，以符合並維持財政及組織上之獨立性要

求，中立於任何運動組織(包括IOC)。

貳、CAS管轄權來源﹕

（一）IOC與選手簽署仲裁協議﹕

比如2000年雪梨奧運會報名表規定﹕「本人同意，由本

人與國家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雪梨奧運會組織委

員會以及國際奧委會間，發生無法通過內部程序爭議解決

時，同意提交由國際體育仲裁院專屬管轄，並由其根據國際

仲裁院體育仲裁規則作出最終具有拘束力之仲裁決定。」

另IOC是奧林匹克運動的最高權力機構，其所制定基本原

則、規則和附則之基礎係依「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具有最高效力，在2013年 9月 2日最新修正通

過並發布Charter第 44條附則第4項中亦明確規定，運動

員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時，同時應遵守Charter之條文，亦即

同意以CAS為唯一解決爭議之方法。

(二) 國際體育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IF)

和國家奧委會 and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NOC)

承諾﹕

在2010年版之憲章導論明載：「在奧林匹克最高權責下，

奧林匹克活動涵蓋了同意遵守奧林匹克憲章規定的各個組

織、運動員及個人。隸屬奧林匹克活動的認定標準，是應

獲得國際奧會的承認，運動組織及管理須由國際奧會承認

之獨立運動機構管制，同時所有與會之人員均應被要求遵

守奧運憲章all of which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Olympic Charter。」另外2013年版憲章第61條第1項規定﹕

「IOC具有最終決定權。任何因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發生或

引發之相關紛爭，先由奧運執行委員會獨立處理，再由CAS

依據相關體育仲裁法規定提付國際仲裁法庭審理。」

(三)與主辦城市契約約定﹕

2013年 Olympic Charter第 33條明確規範﹕「申請主辦

城市之國家必須遵守相關奧會法律文件並保證遵守(comply 

with and respect)奧會憲章。」其中附則第3.3項中亦明

確規定﹕「一經奧會擇定為主辦城市，相關奧會憲章等協

定，同意立即轉為委辦契約內容」。例如2010年廣州亞運

會主辦城市廣州市政府與亞運委員會簽訂主辦城市契約約

定﹕「凡涉及舉辦或競賽之糾紛事項時，參與國家、組織

（含贊助商）或運動員均同意比照奧林匹克憲章條款進行仲

裁之。」

參、國際主要體育組織將體育爭議交由CAS處理之主因﹕

國際體育糾紛解決方式有三種﹕訴訟是傳統糾紛解決機

制，雖具有權威性及最終執行力，但國家公權力介入紛爭

往往緩不濟急，且法官往往缺乏專業判斷，因此運動員對

訴訟方式往往採取敬謝不敏態度；調解雖是解決體育糾紛

的重要手段，如1999年 5月 ICAS建立30名調解人機制，

具有靈活、非對抗性、非公開性及花費少等本質，但某些

東吳大學法研所研究生、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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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會於民國102年 11月 25日再度榮獲內

政部頒發全國性社會暨職業團體工作評鑑優等獎，並有

2位會務同仁(傅寶源組長、高雄辦事處黃宏昌主任)

獲頒優良工作人員。目前在內政部登記的全國性職業及

社會團體多達11,862個，工作人員數以萬計，此次獲頒

優等獎社團僅有57個，獲頒優良工作人員獎人員更只有

36名，因此獲得主管機關評定為優等的成果殊為不易，

而且本會已是第10度獲獎，更是連續第6次榮獲內政部

頒發績優社團優等獎。顯示本會工作績效卓越，獲得主

管機關肯定。本會將再接再厲，追求更佳績效!

本會蟬聯內政部績優社團優等獎

劉漢廷秘書長接受內政部李鴻源部長頒發績優社團優等獎。

紀律性措施（如朱木炎競選運動員委員會違規或使用禁藥

處分）卻無法規範處理；因而最後倡導以「強制仲裁」為

終局之解決。

另外由CAS處理體育糾紛主因，歸納如下﹕

1.運動爭議通常涉及事實技術問題及特殊運動道德判

斷，而非法律有無違反問題；

2.與運動有關爭議的解決，需要專門運動知識，此非一

般法官所能勝任，而 CAS仲裁員係基於其具備相關知

識而被選任；

3.為尋求奧會憲章和諧之最高宗旨，體育糾紛解決具有

仲裁強制性；

4.與運動有關爭議需要快速解決，訴訟則曠日廢時；

5.可避免一國國內管轄權及應適用何國法律爭議；

6.程序進行或判斷結果，原則不予公開，保持一定秘密

性；

7.體育仲裁立意強調效率，而訴訟程序強調公正；

8.賦予體育參與人員或組織更多程序選擇權。

肆、CAS仲裁程序分類﹕

分為普通案件（Ordinary Arbitration Procedure）、申

訴案件（Appeal Arbitration Procedure）及非機構仲裁案

件(ad hoc Tribunal)﹕

（一）普通仲裁庭程序﹕

普通仲裁庭受理案件是因體育契約關係發生的爭議或糾

紛，其管轄權主要來自體育契約中的仲裁條款或雙方當事人

在爭議發生後訂立的仲裁協議。在重大國際運動賽會(如奧

運、大英國協運動會、亞運)及體育組織(如國際足總)依

奧會憲章59條規定，應將爭議強制交予CAS依程序規則進

行申請與答辯。仲裁小組如事實需要及徵詢當事人意見後，

小組主持人或相關部門的主管得決定在適當地點舉行聽證，

要不要交付CAS仲裁，視雙方當事人意願或體育組織法令而

定，而且必須書面同意。一般仲裁程序採秘密程序進行，當

事人、仲裁人及CAS人員有義務不得公開有關爭議之任何資

訊。適用之法律，由爭議兩造協議決定，若無法達成協議，

則適用瑞士法律。CAS決定具有終局拘束當事人的效力，除

非缺乏管轄權、違反程序規定(公平聽證的權利)或與公共

政策牴觸等極為有限情況下，始能向瑞士最高聯邦法院提出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二）申訴仲裁庭程序﹕

最初CAS並無區分普通仲裁或申訴仲裁，嗣於1994年因

應大量體育組織對會員處罰，尤其對禁藥處罰不滿案件，而

修改仲裁規則，其管轄範圍是受理因不服體育組織決定引

起申訴案件，管轄權來自奧會憲章第59條和各國際體育組

織關於接受CAS管轄的明示或默示承諾。申訴人主要對於運

動組織決定所生之爭議，適用申訴仲裁程序處理，惟向CAS 

提出申訴仲裁前，當事人必須窮盡該運動組織內部救濟程序

之起碼要求。如果該運動組織法規未規定提出申訴期限時，

對於處罰不服之一方應在接獲運動組織決定後在21天內提

出申訴，始為程序合法。

（三）非機構仲裁庭案件﹕

非機構仲裁庭(ad hoc Tribunal）於1996年亞特蘭大奧

運期間首次設立，主要解決奧運會主辦期間之爭議，其管轄

權來自奧運會主辦城市契約及參加運動員之選手契約同意適

用奧會憲章，於1995年第74條﹕「任何因奧林匹克運動會

期間發生或引發之相關紛爭，當事人同意依據體育仲裁相關

規定，向國際體育仲裁院提交仲裁審理。」，其目的不是削

弱運動員之參賽權利，而是攸關競賽成績排名及補賽之可

能性特殊考量，歷史上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FIFA World 

Cup)，2009北京奧運和香港東亞運動會均有設立，俾以處理

賽會期間發生之各項賽事仲裁案件。

伍、結論與建議﹕

台灣體育界曾經參與國際體育仲裁案例，截至目前僅有

二例，2010年廣州亞運會楊淑君跆拳道電子襪爭議事件及

2012年朱木炎棒棒糖lollipops事件，國內法界對其仍為陌

生，尤其在2004年憲章頒布之後，以「金字塔式－強制仲

裁」之統一趨勢正式確立。但相形國內立法，為徹底解決

國內層出不窮體育糾紛如中華職棒球員薪資、加盟金談判、

比賽獎金分配或獨家轉播權等等不一而足。筆者建議實有由

辦理仲裁經驗豐富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以其成熟之仲裁機

制，作為國內體育界解決相關糾紛機制之必要，對國內職業

運動之發展，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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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使行政機關人員及工程業界暸解仲裁制度，進而利用仲裁機制及本會服

務解決公共工程採購履約爭議，本會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台北、台中及高雄合辦

「以仲裁機制解決工程爭議研討會」及「健全工程爭議機制研討會」，同時推廣介紹工程

會所設計之工程採購履約爭議仲裁條款，參與人數眾多，迴響熱烈。

以台中場為例，由工程會陳家慶技正、何志揚律師、吳梓生律師主講，近百人參加；

顯見工程界及行政機關人員對資訊十分重視，有相當之需求。本會今後將依機關之需求規

劃專業研討會，以期各機關加強瞭解並廣泛採用仲裁機制解決採購爭議。

案例事實

消費者見到購物網站上D公司之特價商品而下標，依操作指示完成訂購並匯款後，賣方事後發

覺價格有誤，可否以價格差異十倍，係工讀生誤打價格少鍵入一個0為理由，取消訂單並拒絕出貨？

問題解析

賣方可否取消訂單拒絕出貨，關鍵在於消費者與賣方間之網路購物買賣契約是否已經成立

生效，如果買賣契約已經成立，則賣方應依買賣契約出貨，不願出貨則須承擔違約賠償責任，

反之若買賣契約尚未成立，則不須依約出貨，亦無違約賠償責任可言。以下分就民法關於契

約成立與否之判斷標準，及相關實務之見解為何，逐一提出說明：

一、民法規定當要約與承諾達成合致，契約始為成立：

民法關於契約成立之判斷，在於「要約」與「承諾」是否達成合致，所謂「要約」，係指

表意者擬與相對人締結契約，在契約成立前發出一意思表示，表意者不僅有為其發出之意思

表示所拘束，並有以此喚起相對人為承諾為其目的；至於所謂「承諾」，則係對於要約人發

出之要約，同意該內容並以發生締結契約效力為目的，所發出之意思表示。與「要約」此一

概念容易產生混淆者，為「要約之引誘」，所謂要約之引誘本身並非意思表示，其目的僅在

喚起相對人為要約之表示而已，故表意者本身保有最終決定契約成立與否之權限，並不受要

約之引誘之拘束。從而，「要約」與「要約之引誘」有其本質上之不同，主要差異如下：一、

性質不同，要約為意思表示，要約之引誘則為單純事實通知；二、目的不同，要約為喚起相

對人為承諾，要約之引誘為喚起相對人為要約；三、是否具體明確，要約須具體表明契約內

容，要約之引誘未具體表明契約內容；四、重視當事人資格與否，要約注重當事人資格，要

約之引誘不注重當事人資格。

二、本件題示賣方於購物網站上標價出售特價商品之行為，究應解釋為「要約」？抑或「要

約之引誘」？為契約成立與否最重要之關鍵，若為前者，則消費者完成下單後契約即屬成立，

若為後者，則消費者下單之行為僅屬於「要約之引誘」。關於此一爭議，在實務上曾先後出

現不同之聲音：

（一）依照早期之實務見解，一致認為購物網站上標價出售特價商品之行為，其性質應屬

於「要約之引誘」，究其緣由，無非係因為我國民法第154條規定「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

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早期實務認為網路銷售行為與價目表之寄送

性質類似，均屬於「僅有商品圖片、無法接觸實品」之情形，此際消費者尚未接觸實體商品，

無法確定買賣標的，網路銷售應僅屬於「要約之引誘」，故即便消費者下單購買，甚至完成

付款之後，賣家仍保有出貨與否之權利，若拒絕出貨，由於契約並未成立，對消費者並無任

何違約賠償責任可言。

本會推展工程仲裁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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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函釋
公務員得否兼任仲裁人疑義 

法務部 102年 10月22日法律決字第10203511700號函釋示：

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

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第14條之2第1項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復

查本部85年 10月 11日 85台法二字第1363789號、91年 12月 26日部法一字第0912206418

號及92年5月13日部法一字第0922232773號等書函意旨，以仲裁機構性質係屬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公益社團法人，且仲裁人就其所仲裁事件，受有仲裁費、交通費、食宿費等費用，為

服務法第14條之2規定所稱之報酬，故公務員如欲兼任仲裁機構之仲裁人，自應依該法第

14條之2規定，由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依個案實際情形，審度有無公務員兼任非營

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第5條第1項：「公務員之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服

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一、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者。二、有損機關或公

務員形象之虞者。三、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者。四、有營私舞弊之虞者。五、有職務上不當

利益輸送之虞者。六、有利用政府機關之公物或支用公款之虞者。七、有違反行政中立之虞

者。八、有危害公務員安全或健康之虞者。九、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者。」不得兼職之規

定，並能維持機關業務推定之需要後，始決定是否予以許可，方屬適法及允當。

仲裁報 季刊

本會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舉辦 2013 年主題
演講，邀請交通部葉匡時部長主講「美好生
活的連結 - 交通建設與產業發展」，出席者
眾多討論熱烈。

 

本會于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主辦「生技產

業與仲裁演講會」，由李理事長與台大謝銘
洋院長共同主持。

新加坡管理大學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參訪
本會後合影留念。 

為配合政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
本會高雄辦事處與高雄市政府等單位合辦「自
由經濟示範區對高屏產業的影響研討會」。

圖為建業法律事務所高雄所吳小燕律師講解
相關法令。

本會活動花絮

█ 陳鴻琪律師 
久和國際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從D公司案解析網路購物糾紛

（二）然而D公司電腦標價錯誤乙案中（指發生於民國98年6、7月間，D公司電腦標價錯誤，

原價7500元的19吋液晶螢幕只賣500元，20吋液晶螢幕只賣999元，造成大批bbs使用者

瘋狂下單一事，D公司電腦如依錯誤之標價出貨，恐將蒙受上億之損失），對於網路標價銷

售行為之性質究竟屬於「要約」或「要約之引誘」開始產生歧異，在消費者提出訴訟初期，

法院仍持固有立場認為契約並未成立，D公司並無出貨之義務，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8

年度北消簡字第17號民事判決載稱：依據民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者，

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本件出賣人於係爭網站上展示係爭商品圖片，對

不特定多數人為意思表示行為，性質上與「價目表之寄送」相近，而屬要約之引誘，須待買

受人視引誘而對出賣人提出要約，且出賣人承諾後，契約方屬成立。出賣人既未對買受人之

邀約表示承諾，則契約仍未成立。買受人雖辯稱系爭定型化契約條款有不利消費者情形，然

經查系爭約款內容，係由出賣人決定是否予以承諾之風險規避約款，合乎交易常情，且買受

人所承擔之風險僅係無法成立契約，對於買受人並無損害可言，難謂有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情

事等語。

（三）惟在新進之判決中，則一改立場逐漸認同網路銷售行為本身為「要約」，消費者下

單行為屬於「承諾」，雙方之意思表示已然合致，故買賣契約成立，D公司有依約出貨之義務，

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1009號民事判決略以：本件被告在其網站刊登之優惠

促銷活動內容，將各項編訂型號、規格、名稱之電腦商品分別標示優惠之售價而刊登在其網

站，此刊登之內容，就各該電腦商品而言，因已編訂其貨物型號、規格、名稱，則就各該電

腦商品已達確定或可得確定之程度，而其標示之售價亦已臻確定，依此實際情形判斷，本件

被告在所屬網站所刊載相關買賣訊息之意思表示，自符合「要約」，應受其要約之拘束等語。

三、晚近認為網路銷售行為本身為「要約」，其理由可歸納為：

「網路銷售行為」與「價目表之寄送」，二者之性質不可混為一談，蓋法律規定價目表之

寄送不屬於「要約」，係因相對人無法看到貨物實體，無法確定買賣標的，是以雖有標示價格，

然貨物部分仍無法達到確定之程度，相較之下，網路賣家在其網站刊登之優惠促銷活動內容，

多已將各項商品之圖像、型號、規格予以標明，已達確定或可得確定之程度，故依此實際情

形判斷，符合「要約」之定義，賣家應受其要約之拘束。且買家給付貨款之義務係在契約成

立後始發生，而網路賣家多在消費者下單同時，即要求以刷卡或匯款方式支付貨款，此行為

益證賣家認其「網路銷售行為」本身係屬「要約」而有受其拘束之意思。

四、依本件題目所示

購物網站上既係以「特價」商品引誘消費者下標，且消費者已經匯款成功，則買賣雙方間

之契約關係已經成立，賣方雖稱係工讀生誤打價格，惟工讀生為賣方之內部員工，其過失行

為依照民法第224條規定，應由賣方承擔責任，雖工讀生少鍵入一個0，賣方亦不得以此為

理由取消訂單。至於賣家可否依民法第88條意思表示錯誤撤銷訂單而拒絕出貨，由於該錯誤

係由賣家自己之過失所致，則依同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

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

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因此，賣家亦不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五、救濟途徑之選擇

當事人面臨網購糾紛時，由於訟爭金額往往不大，若選擇法院途徑解決，難免有曠日費時

之疑慮，此時另可考慮循調解或仲裁之方式：

（一）所謂調解，就是發生紛爭之兩造，在調解委員的勸說下，互相讓步，尋求一個大家

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現行制度上，主要可區分為法院的調解、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調解

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爭議調解中心的調解制度。民事爭議一旦在法院作成調解筆錄；或經調

解委員會製作調解書(經送管轄法院核定)，或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爭議調解中心依仲裁法

第45條規定作成調解書，其調解與民視確定判決具有同樣的效力。

（二）所謂仲裁，是雙方當事人約定就民事法律關係發生爭議時，協議由具有專業性的仲

裁人來進行判斷以解決紛爭。仲裁人是當事人信賴的公正人士，雙方對自己選任的仲裁人所

作成的判斷結果較能心服。因為當事人所爭議的事項多為各種專門行業的特殊問題，所以由

具有專業性的仲裁人所為的仲裁結果亦較能為同是該行業的當事人接受。仲裁程序不對外公

開，可確保工商業之營業秘密不外漏。仲裁程序可以透過一次仲裁判斷而確定終結爭議，較

能迅速解決糾紛。仲裁人的判斷對當事人而言，與法律的確定判決有相同效力，同時因無審

級救濟的問題，在費用負擔上亦較民事訴訟低。

【法令釋示】

撤銷仲裁判斷之司法實踐評析  本會出版新書定價600元，2月底前9折優待。

情勢變更原則在工程案件的適用─最高法院的看法  ( 尤英夫律師編著 )

本書係非賣品，意者請電洽02-23956858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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