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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近年兩岸經貿往來發展迅速，海峽兩岸交流日漸頻繁，在「海峽

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簽署生效後，循仲裁與調解機制定分止爭，將更有

助於兩岸經貿往來與發展，且保障台商與陸商之權益。

本會致力於兩岸交流及服務大陸台商工作已十餘年，自民國 99 年起即陸續

於廈門及東莞設立聯絡處，並組團向各地台商協會巡迴宣導。最近已有台商利

用本會仲裁機制解決爭議，顯見在兩岸投保協議簽署後宣導以仲裁解決兩岸經

貿糾紛之努力，已漸著成效。

本會於今 (103) 年上半年，除密集接待珠海仲裁委員會、福州仲裁委員會、

常州仲裁委員會及青島仲裁委員會等大陸仲裁機構，以及上海徐匯區司法局、

西南政法大學等，座談兩岸仲裁調解機制交流及建立合作聯繫管道外，更受邀

李念祖理事長親自接待大陸珠海仲裁委員會來訪

劉漢廷秘書長至淮安台商協會作仲裁
宣導

本會參訪廈門仲裁委員會東南國際航運
仲裁院

李念祖理事長 ( 中 ) 代表本會參加 APRAG 十週年慶祝
大會

李念祖理事長 ( 左 ) 致贈羅昌發大法官
( 右 )「析法釋憲 弼治維民」水晶座牌

朱百強律師 ( 右 ) 與簡維克律師 ( 左 ) 為通訊傳播產業
介紹仲裁調解機制

【本報訊】本會於 4 月 25 日舉辦年度主題演講，邀請

司法院大法官羅昌發教授主講「憲法解釋之價值取捨與衡

量」，由本會李念祖理事長主持，計有律師、仲裁人、技

師等約 150 人參加。

羅大法官於擔任「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亞洲 WTO 暨國際

衛生法與政策中心 (ACWH)」主任時，促成本會與該中心

合作每年舉辦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並在百忙中親自參

【本報訊】本會於 3 月 20 日與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舉辦「通訊傳播演講活動」，以「通訊傳播產業爭議之解決機制」

「憲法解釋之價值取捨與衡量」

本會為通訊傳播業界主講仲裁調解機制

本會強化兩岸仲裁交流 保護台商權益

【本報訊】APRAG(Asia Pacific Reginal Arbitration Group， 亞太區域仲

裁組織 ) 十週年慶祝大會於今年 3 月 26-28 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辦，由澳

洲國際商業仲裁中心主辦，歷時三天。本會由李念祖理事長及蔡碧松理

事代表參加，亞洲各地國際仲裁人、律師以及亞洲區各大仲裁機構代表

約 200 位出席會議。

會議分八個場次，探討議題包括如何加強區域間合作、各國仲裁判斷

與執行發展趨勢、投資仲裁、仲裁和調解結合、亞太地區之投資仲裁、

仲裁組織及仲裁未來十年之發展等議題。與會者並就亞太區域仲裁組織

十週年慶祝大會在墨爾本舉行 

的未來發展發表演說

及熱烈討論。

本會代表與其他國

際仲裁機構及國際仲

裁人積極交流，並針

對提升區域內之仲裁

合作及仲裁人教育訓

練交換經驗，對於提

升本會國際能見度甚

有助益。

本會年度主題演講 羅昌發大法官主講

與研討會，撰擬論文，對於提升本會國際學術水準極具

貢獻。

羅大法官在演講中分享其作為釋憲者如何恰如其分的

扮演此角色；如何運用細緻的解釋方法與技巧以及解釋

過程中如何進行價值取捨；如何衡量輕重，以使憲法成

為活的規範，並賦予憲法文字新的生命。羅大法官演講

內容精華，請詳見第二版。

為題，邀請理律法律事

務所朱百強簡維克兩位

律師，向通訊傳播產業

界主講仲裁及調解機制

並答覆問題。

鑒於通訊傳播市場發

展、變化迅速，隨時須

面對各種新興爭議，本

會特舉辦此研討活動，

以期為通訊傳播業者提

供 有 效 解 決 紛 爭 之 途

徑。

亞太區域仲裁組織

及主動參訪東莞市、福州市、廈門市、鹽城市、淮安市等地台商協會及

仲裁委員會等，針對大陸台商作仲裁宣導，向台商說明在兩岸投保協議

簽署生效後，以仲裁或調解制度解決商務或投資紛爭的相關規定及分析

適用問題。未來仍將不斷擴大相關交流、宣導活動，增進兩岸各界對利

用投保協議保護投資、經商權益，降低風險之認識，落實本會服務台商，

促進兩岸交流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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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謂：「立法者為作者；法官則為讀者。」

（The legislator is a writer. And the judge a reader.）

釋憲者作為憲法的「讀者」，其任務自然應由憲法

文字出發，以讀取其一般理解之意義，而不應偏離

憲法意旨。但因憲法規範的抽象性，故在多數情形，

釋憲者更重要的任務，是在選擇一定價值作為解釋

基礎，以賦予憲法文字新的生命，使憲法成為活的

規範。

一、「活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

不同法律領域，作為「活的法律」使其與時俱進

的程度，未必相同。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修

改不易；且不合適經常修改。而人權保障，更必須

與時俱進，以確保於不修憲的情形下，憲法仍可適

應國家社會、經濟與政治條件與發展情況，並維持

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周全保障。例如，往昔未受普遍

承認之人權保障類型，在普遍民主化與社會多元發

展之今日，廣受各國憲法保護或國際人權文件肯定

者，所在多有。憲法須透過解釋的方式，將人權保

障範圍逐步擴大，並確保民主的進展與多元價值的

維護。

二、選擇價值

由於憲法規範的抽象性，故在多數情形，釋憲者

的重要任務是在選擇一定價值，使其與其他相關價

值置於天秤上加以衡量。

憲法所應維護的價值，有些是憲法本身直接明文

承認者（如憲法第二章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有些

價值明文規範於國際人權公約。有些價值雖尚未明

文規定於人權公約，但其承認已成為發展趨勢。有

些時候，釋憲者應可參考其他國家憲法規範或案例

作為論述某一憲法價值的基礎。有時則須藉由釋憲

者之「社會良識」（common sense），以闡釋及建

立憲法價值。

國際人權公約所承認的權利，具普世價值的地

位，在我國憲法中自應賦予一定的地位。賦予其在

憲法中地位之方式，其一是依憲法第 141 條所規定

淺談促參契約仲裁案件中公私法律關係交錯之議題

憲法解釋之價值取捨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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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 下稱促參法 ) 第 12 條

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定者，適

用民事法相關之規定」。因此，依促參法規定簽訂

之興建、營運、移轉 (BOT) 契約，興建、營運 (BOO)

契約或營運、移轉 (OT) 契約等，若被定性為民事

契約之性質，契約當事人即有可能約定以仲裁方式

解決因該契約所生之爭議，仲裁實務上亦不乏此種

案例類型。然促參契約之仲裁案件中，難免涉及公

私法律關係交錯之問題，舉一案例如下：甲公司為

參與乙縣政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 下稱促

參法 ) 辦理之垃圾焚化廠興建營運計畫 (BOO) 案，

依規定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取得合格申請人資

格，並經甄審程序公告為最優申請人，與乙縣政府

完成議約及簽約 ( 下稱 BOO 契約 )，然嗣後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論之行政處分因違法遭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撤銷確定，乙縣政府乃以甲公司欠缺合格申請

人資格為由，亦將公告甲公司為最優申請人之行政

處分撤銷。甲公司則主張乙縣政府不依 BOO 契約

履行義務，因此依仲裁協議條款提付仲裁，請求債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乙縣政府則於仲裁程序中以

公告甲公司為最優申請人之行政處分業經撤銷為抗

辯，故 BOO 契約亦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 ( 無最優申

請人簽訂之 BOO 契約 ) 而無效，主張無須再履行系

爭 BOO 契約義務。

於上開案例中，仲裁庭可能須斟酌甲公司為最優

申請人之行政處分是否業經撤銷？若是，則該行政

處分經撤銷後，是否會對系爭 BOO 契約之效力造

成影響？進而影響仲裁庭對於乙縣政府是否確有債

「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之意旨，將國際條約納

入我國法律體系之一環，使釋憲機構受條約直接拘

束。但因憲法所賦予大法官之職責為解釋憲法，而

不包括「適用」國際條約；並且我國並非國際人權

公約之締約國，釋憲機關如何透過憲法第 141 條，

以適用條約之方式「尊重」人權條約，亦有問題。

較適當方式應是透過解釋的方法，亦即透過人權公

約之內容，以理解我國憲法規定（包括第 22 條之

概括規定）應有之內涵，因而將其精神納入我國憲

法文字及體系。

有些情形，國際人權條約的規範尚不明確，但國

際人權「發展趨勢」已經有清楚脈絡。釋憲機關既

負有使憲法成為「活的憲法」的使命，自應考慮將

此趨勢引入作為建立憲法價值的基礎。換言之，國

際人權發展趨勢，對於「理解」及「解釋」我國憲

法有關集會自由之規定，應有相當程度的提供方向

（shed light）的作用。有時，其他國家或地區性人

權法院（如美國最高法院或歐洲人權法院）的見解

亦有相當之價值。此種見解，對於「理解」及「解

釋」我國憲法相關規定，亦應有類似作用。

其他客觀可協助對我國憲法賦予新的理解的素材

並不存在的情形亦經常發生。此時，或可基於「社

會良識」，推衍出某種憲法價值。例如代際正義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並非憲法及人權條約所

明白承認，但在我國憲法體系下，應將之視為重要

之公益，使今日之年輕世代及未來世代均應享有最

少與目前治理世代相同之機會與資源，以滿足其生

活與生存之需求。且在衡量憲法第 23 條之各項公

益時，對代際正義賦予相當之權重。

每個人的生活經驗、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專業

背景與訓練不同。其價值取向自然可能受此影響。

此等經驗與背景，若屬集體性質，而形成歷史經驗

（如德國基本法人性尊嚴規定與其歷史經驗，使

人不得作為客體有關），則其對憲法價值的形成，

常有正面功能。如僅屬個別釋憲成員之個人價值取

務不履行之判斷。易言之，「撤銷甲公司為最優申

請人」此一行政處分之效力如何，可能成為仲裁庭

作成私法法律關係判斷之前提。

法院就民事案件中涉及公法法律關係應如何處理

之問題，最高法院於 91 年度台上字第 1616 號判

決中曾表示：「又本件民事訴訟，因上訴人起訴之

事由係以上開行政處分失其效力為據。此項行政處

分是否失其效力之爭議，依修正後之行政訴訟法第

六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

定之。而前揭行政爭訟程序之決定及裁判均未認定

上開徵收案為無效或違法。揆諸首揭說明，普通法

院之裁判即不得反於上開行政爭訟程序之確定裁判

或決定所認定之事實。」；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

字第 289 號判決亦再次闡明：「又行政處分未經

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

續存在，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條第三項亦有明定。

且民事或刑事訴訟之裁判，以行政處分是否無效或

違法為據者，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之；前項行政

爭訟程序已經開始者，於其程序確定前，民事或刑

事法院應停止其審判程序，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亦分別明示。」；至於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易字第 1262 號判決則表示：「法院就行

政處分是否存在，有無效力，得為審究，倘其處分

確係有效存在，縱內容有不當或違法，而在上級官

署未依訴願程序撤銷以前，司法機關固不能否認其

效力，反之，如該處分為絕對權限外之行為，應認

為無效時，則其因此所生之損害，自不能不負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著有 52 年台上字第 694 號判例可

參。準此，除無效之行政處分外，本院應受行政處

向，有時可能仍有正面功能。蓋個人生體驗所產生

的價值基準，可能有助於多元了解事物的本質及較

貼近現實社會；不同教育背景與專業訓練，可能有

助於不同層面的思辨及相互激盪；不同宗教背景對

理解東西方國家法律理論的起源及其內涵，亦甚有

助益。然這些個人經驗與背景差異對憲法解釋，亦

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例如以特殊宗教教義作為基本

價值，以解釋「家」的含意，對於客觀評價憲法上

「家庭權」應有的內涵及應受保障之程度，可能不

盡客觀周延。這些都有賴於在憲法解釋上，以較科

學的「方式」，進行價值取捨與衡量，以減低先入

為主的立場或偏見。

三、價值取捨及衡量

各種價值中，究竟何者屬於憲法層次的價值，以

及如何將其引入憲法解釋的架構，使憲法成為符合

現代需要的「活的憲法」，應為憲法解釋的核心問

題。其中甚為重要的一環，即是透過憲法第 23 條

的適當運作，使憲法得以在適當的價值取捨與衡量

中，逐漸成長、進步。

在憲法第 23 條之下，任何限制或影響憲法權利

的措施，應先確認有無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之情

形。如其情形非為此等目的之一，則顯然無法通過

第 23 條的檢視。在通過此項檢視之後，則應進一

步依第 23 條所規定「必要」之要件，進行檢視。

故屬兩階段的檢視過程。而「必要」與否的認定，

係一種衡量與平衡各種相關因素的過程（a process 

of weighing and balancing a series of factors），包括

某種規範「所欲防止妨礙的他人自由」、「所欲避

免的緊急危難」、「所欲維持的社會秩序」或「所

欲增進的公共利益」的相對重要性、該規範對於所

擬達成的目的可以提供的貢獻或功能，以及該規範

對憲法上權利所造成限制或影響的程度。在權衡與

平衡此等因素之後，憲法解釋者應進一步考量客觀

上是否存有「較不侵害憲法權利」的措施存在。

分之拘束，不得任意否認其效力。」

按行政處分有所謂「要件事實效力」，亦即有效

之行政處分，應為所有之國家機關所尊重，並以之

為既存之「構成要件事實」(Tatbestand)，作為其本

身決定之基礎。上開法院實務見解某種程度亦反映

出此一原則。從而，於上開案例中，理論上除非「撤

銷甲公司為最優申請人」之行政處分經撤銷、廢止，

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否則仲裁庭似應以「甲公

司為最優申請人」業經撤銷，作為其後續民事上仲

裁判斷之前提事實。然而，事實上於仲裁實務中，

曾見仲裁庭在遭遇上開問題時，僅以「甲公司為最

優申請人」是否業經撤銷，屬於公法上之法律問題

而非仲裁庭所得審酌為由，在論判 BOO 契約效力之

過程中，完全不斟酌該現實上存在之「撤銷甲公司

為最優申請人」行政處分對於 BOO 契約效力究竟會

造成如何之影響。

促參契約仲裁案件中難免遭遇公私法律關係交錯

之問題，特別是行政處分成為私法法律關係之前提

問題，仲裁庭有時可能認為涉及公法法律問題並非

其能處理之範圍，而表現出較為消極的態度，然依

我國所採立法方式，行政處分一旦作成即發生效

力，除非經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其效力，

否則依其「構成要件效力」，對處分機關以外之其

他機關同樣具有拘束之效力，仲裁庭似應審酌該行

政處分之效力。另，若仲裁判斷係以行政處分是否

無效或違法為據者，依行政訴訟法第 12 條第 1 項

規定及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則應依行政爭訟程

序確定之，併此敘明。

█ 羅昌發 (司法院大法官、臺灣大學
   法律學院兼任教授 )

█ 李元德 (中桂法律事務所律師、
   本會仲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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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法律諺語（十五）
█ 楊崇森 (教授、本會顧問 )

1、To a willing person, no injury is done (no injury 
is done to a person who consents).
對自願（或同意）之人不發生引起損害之問題。

2、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
侵權行為人應帶發現之被害人走。（意指侵權行

為人應對可預見結果之不可預見支出負責。）

3、He who mistakes is  not  considered as 
consenting.
錯誤不認為同意。

4、Danger invites rescue.The cry of distress is a 
summons to relief.
危險招致拯救。遇險之呼聲乃救濟之傳票。

（Cardozo法官）
5、A page of history is worth a volume of logic.
一頁歷史要花一卷的邏輯才說得清楚。（Holmes
法官 )

6、Self-preservation is the first law of nature.
自衛乃自然律的第一課。

7、No right of action arises from a despicable 
cause.
卑劣之行為（原因）無訴權。

8、Wrong is wiped out by reconciliation.
不法行為為調解所勾銷。

9、Impossibility excuses the law.
對不可能，免除其法律義務。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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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The execution of law does no injury.
執行法律不構成侵害行為。

12、He who is born of an illicit union, is not counted 
among the children.
不法結合之所出不計入子女內。

13、No one is bound to arm his adversary.
無人須替對造上武裝。

14、Usury is odious in law.
髙利貸為法所厭惡。

15、Custom is the best expounder of the law.
習慣乃法律最佳之解釋人。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

案號：102 年倫移字第 01 號

仲裁人倫理委員會決定書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詹世鴻   仲裁人即被移請審議人

上列仲裁人因本協會 95 年度仲聲信字第 084 號

聲請人○○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相對人○○市

公所間「○○市中港派出所、圖書館暨托兒所後續

工程」請求給付工程款等爭議仲裁事件，經本協會

理事會以該仲裁人有違反仲裁人倫理規範之情事移

請審議，經本委員會審議後，決定如下：

主      文

詹世鴻應予禁止於五年內在本協會仲裁事件，並

註銷其仲裁人登記。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有關新聞報導仲裁人陳○○、詹世鴻涉及瀆

職一案，本協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於民國 ( 下

同 )102 年 5 月 2 日第 15 屆第 9 次會議決議，

授權理事長責成秘書處密切注意案情發展，同

意於必要時或起訴後可主動將上列仲裁人移請

倫理委員會審議，有該決議影本可稽。

二、嗣於 102 年 7 月 17 日，上列仲裁人及相關人

等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其等犯

瀆職等罪嫌提起公訴（該檢察署 102 年度偵

字第 11099 號、第 11574 號、第 13998 號、

第 17077 號、第 18018 號），有該起訴書影

本在卷可稽，本協會乃依仲裁人倫理規範第

19 條後段規定，於 102 年 8 月 9 日檢送起訴

書移請本委員會辦理。

三、本委員會受理本案後，先於 102 年 12 月 25

日召開初次會議，並於 103 年 1 月 15 日通知

陳○○到場說明，103 年 3 月 26 日（詹世鴻

未到）及同年 4 月 10 日通知詹世鴻到場說明，

合先敘明。由於兩人情節不同，本委員會認宜

分別處理，即先審議詹世鴻部分，陳○○俟第

一審判決後另行審議。

貳、實體方面

一、上揭起訴書就詹世鴻部分之起訴意旨略以：

○○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甲公司）

於 95 年 11 月 1 日聲請本協會就其與○○市

公所有關「中港派出所、圖書館暨托兒所後

續工程」工程給付費用爭議為仲裁（95 年度

仲聲字第 84 號），經雙方當事人分別選任詹

世鴻及陳○○擔任仲裁人，再共推蘇○○為主

任仲裁人（下稱蘇主仲）；仲裁期間，○○市

公所選任之仲裁人詹世鴻，明知甲公司請求之

工程款項顯有浮報狀況，竟透過羅○○居間聯

繫，表達願幫忙甲公司運作之意，羅○○遂透

過王○○引介，與簡○○見面會商，轉達詹世

鴻得以幫忙為甲公司取得有利之仲裁判斷，惟

遭簡○○以運作代價過高拒絕；嗣仲裁庭在召

開第 9 次詢問會後，蘇主仲宣布進入評議程

序，評議時，蘇主仲認為甲公司聲請金額過於

誇張、聲請名目不符工程經驗法則、所提證據

多有偽造、不實情形及甲公司單方聲請之鑑定

報告書真實性容有爭議等問題，就賠付金額與

陳○○產生重大歧見，不願以多數決附以不同

意見書表達立場之方式作成判斷書，蘇主仲乃

以「雙方當事人主張事實理由複雜」為由，於

97 年 5 月 20 日辭任，其後雙方當事人再改推

吳○○擔任主任仲裁人；簡○○唯恐仲裁人做

出不利甲公司之仲裁判斷，為確保甲公司順利

取得鉅額賠款，乃主動聯繫羅○○謀議，希冀

羅○○轉達行賄換取有利仲裁判斷之訊息，羅

○○乃於 96 年間數次約詹世鴻在台北市國父

紀念館、附近咖啡廳、台北市基隆路上加油站

附近等處會面，將簡○○欲以行賄換取高額

仲裁賠付金額之訊息告知詹世鴻，共謀配合簡

○○之指示，枉顧仲裁卷內之事證，違背職務

與簡○○達成以「後謝」行賄方式有利甲公司

仲裁判斷之期約，詹世鴻並與羅○○談妥不法

賄款比例（詹世鴻七成、羅○○三成）。於

97 年 12 月 22 日（該日期為本仲裁協會書記

員作成正本日期，仲裁人作成判斷日期實為同

年月 2 日），詹世鴻果以不排除甲公司提供顯

係偽造之合約書及協議書、刻意放水未刪減浮

報之請求工項及金額、對○○市公所聲明事項

及證據不予調查、將不符工程慣例之請求歸諸

○○市公所承擔及刻意忽略○○市公所提供之

證據等方式，枉法仲裁○○市公所應給付甲公

司 7,226 萬 449 元之仲裁賠付款，簡○○嗣於

99 年 1 月至 5 月間先後交付羅○○計 170 萬

元，詹世鴻因未能取得簡○○依約應給付之後

謝款，仍不定時以 LINE 通訊軟體詢問羅○○

後謝款進度等情，認詹世鴻係犯刑法第 122 條

第 2 項、第 1 項仲裁人違背職務期約賄賂，因

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罪嫌，乃以其等犯瀆職等

罪嫌提起公訴。

二、詹世鴻於 103 年 4 月 10 日到會說明，承認上

述起訴書所載經由第三人與簡○○為期約賄賂

等情，僅辯稱伊未為違背職務，且於上述仲裁

事件程序詢問中曾多次就甲公司所提事證提出

質疑云云。經查，上述詹世鴻所涉刑事案件固

仍在第一審法院審理，尚未判決確定，姑不論

起訴書所載詹世鴻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是否

成立，詹世鴻就甲公司聲請本仲裁協會就該公

司與○○市公所上述工程給付費用爭議仲裁事

件（本會 95 年度仲聲信字第 84 號）擔任仲裁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0 日

主任委員　范光群

委員　朱麗容

委員　李建中

委員　姜志俊

委員　黃瑞明

委員　葉賽鶯

委員　蘇吉雄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執行秘書　許安孟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9 日

人，而與該公司之總經理及實際負責人簡○○

確有於該仲裁程序進行中（即 97 年 5 月至 12

月間）經由第三人為期約賄賂之事實，不但經

簡○○、羅○○在檢方偵查中證述甚詳，詹世

鴻亦在上開偵查中及本會調查詢問時，一再坦

承不諱，自堪認定。

三、詹世鴻係於 95 年 11 月間經○○市公所選任為

上述仲裁事件之仲裁人，其並於同年月 11 日

親簽仲裁人同意書，有詹世鴻承認屬實之該同

意書在卷可按，該同意書第六條載明：「本仲

裁人同意遵守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倫理規

範，並除另有約定外，依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有

關仲裁規定進行程序。」本件詹世鴻擔任仲裁

人之上述仲裁事件係於 97 年 12 月 2 日作成

仲裁判斷（同年月 22 日作成判斷書正本），

自應受行為當時（即本協會會員大會於 90 年

12 月 26 日修正通過）之仲裁人倫理規範之拘

束，原則上無嗣後於 9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通

過之倫理規範之適用，除非修法後之倫理規範

有較輕之處理規定。查 98 年修正前該倫理規

範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倫理委員會得採用

「一、勸告。二、停止其擔任本協會仲裁人六

個月至三年。三、禁止其於 5 年內在本協會仲

裁事件，並註銷其登記。」之處分，而於 98

年修正後之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之處理方式，

第一、二款與舊法均相同，第三款則規定為：

「禁止擔任本協會仲裁人，並註銷其仲裁人登

記」，無禁止年限之規定，兩相比較，自以

98 年修正前之舊法較輕，故本件仍應適用修

正前較輕之舊法。

四、查 90 年 12 月 26 日修正之仲裁人倫理規範第

6 條規定：「仲裁人應盡力維護仲裁之公信力，

不得接受當事人請託或收受不正利益，並避免

有不法、不當或外觀上令人生偏頗之虞之行

為。」本件詹世鴻就擔任仲裁人之上述事件，

竟經由羅○○居間聯繫與當事人甲公司之總經

理及實際負責人簡○○談妥不法賄款比例，應

認詹世鴻有上述「接受當事人請託」之不法行

為，無論其是否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已嚴

重損及仲裁之公信力，應認其違背上述仲裁人

倫理規範之規定，本委員會並應依該倫理規範

第 27 條第 1 項之規定處理之。

五、據上論結，本委員會審酌詹世鴻先是主動經由

第三人向當事人之實際負責人表達願幫忙之

意，嗣又接受其請託，談妥賄款比例，而且其

先前曾於 93 年 7 月 28 日經台中高分院以詐

欺罪判處有期徒刑 6 個月，緩刑 2 年，尚不知

悔悟，復於 99 年 4 月 26 日經桃園地院以 99

審易字第 244 號因背信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現上訴中），以及其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

嫌經檢察官終結起訴（尚在法院審理中），有

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科記錄表在卷可考，並為

詹世鴻所自承，雖該兩件刑事案件均未確定，

惟核其違背上述仲裁人倫理規範之行為及其素

行，已與仲裁法第 6 條所定仲裁人宜為信望素

孚之公正人士要求相去甚遠，為維護仲裁制度

之公信力，本委員會審酌其違背倫理規定之行

為情節不輕以及其目前尚有兩件刑案纏身，認

應禁止其於五年內在本協會仲裁事件，並註銷

其仲裁人登記，爰依上述 90 年 12 月 26 日修

正通過之仲裁人倫理規範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7 月4 仲裁報 季刊

▲ 3 月 6 日、3 月 13 日及 3 月 20 日本會台中及高雄辦事
處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高雄辦事處分別於台中、台南及高
雄共同舉辦「國際貿易糾紛仲裁及兩岸投資保護協議研討
會」，三場共約 320 人參加。 

▲ 3 月 19 日李念祖理事長應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邀請赴
澳門參加「兩岸四地仲裁最新發展與改革學術研討會」暨
仲裁與爭議解決研究中心成立大會，說明台灣仲裁法之發
展及本會提出之修法建議，並介紹本會會務發展情形。

▲為使行政機關人員瞭解以仲裁制度解決公共工程採購
履約爭議，本會 7 月 17 日起分別在台北、高雄及台中辦
事處各舉辦二場「健全工程爭議處理機制」，場場爆滿。
圖為蕭偉松律師主講「統包工程常見之爭議」。

法務部 103 年 7 月 2 日法律字第 10303507810 號函釋示：

「按國內法除別有規定外（例如刑法第 5 條），應以該國領域為其地域效力之範圍，此乃適用法

律之當然解釋。仲裁法係國內法，所適用之地域範圍，自應以政府有效統治地區為限 ( 法務部 70 年

7 月 3 日 (70) 法律字第 8366 號函參照 )。準此，我國仲裁機構於我國政府統治權所不及之國家或地

區所為之業務上行為，尚無仲裁法第54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

有關仲裁費用及調解費用等規定之適用，而應依行為地法及國際慣例辦理。」

【法令釋示】
法務部函釋「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

則」規定之收費方式與標準應否適用於境外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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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調解之我思我見 █ 符玉章 ( 環球商務法律事務所合夥
律師、本會仲裁人、調解中心講師) 

從執業律師角度，學習促進式調解原理前及後，

部分觀察心得及感觸，以供分享及思考！

訴訟經濟及風險管理方法之一

因法律見解不同 各類型法律爭議涉及包羅萬象專

業領域及知識，律師本身或法官均未必能正確判斷

或掌握專門知識，甚至客觀事實。最終裁判品質實

務上也經常有很多值得檢討空間。因此許多訴訟案

件在不同審級間不斷糾葛外，何時能有妥適裁判及

結果為何 ?! 難以預期。法律貴在安定性，適用法

律結果應有客觀可預期性，但實務上卻經常會有射

倖因素。因此，對立訟爭案件如果有適當替代機制

以解決紛爭，不失是當事人停損或管理風險途徑之

一。所以，從個人執業律師經驗，適當機會協助當

事人透過調解或和解等類似機制解決紛爭，除訴訟

經濟外，也是協助當事人停損或風險管理之方法之

一。

善用客觀標準

善用客觀標準以衡量風險管理手段之可行性。實

務上筆者處理過一個案例，被告法務人員誤以為原

告是被告之債務人，而不斷供擔保聲請法院查封原

告財產，導致原告已簽約出售財產延誤履約並受有

相當損失，因此向被告求償，訴訟中被告自知理虧

而主動委由律師協談賠償金額時，原告律師仍以顯

然高於法律實務標準評價之賠償金額 ( 等同起訴金

額 ) 提出要求，也無法接受被告方之損害賠償標準

之法律分析意見。被告經過客觀評估分析後發現，

即始不幸敗訴，依法賠償金額應遠不及此。最後雙

方談判破局，並透過訴訟三審判決確定，被告均獲

勝訴而無須賠償。這是典型欠缺以客觀標準檢視協

商過程可能之解決方案案例，最終因此錯失可以利

用非訟手段替當事人解決爭議及維護權益機會。

積極促進調解成立之迷思

然而，調解案件成立件數多一定是有效疏減訟源

而同時真正解決問題嗎 ? 調解是調和雙方利益，解

決爭議。但是調解也要雙方都同意才能成立。因

此實務上常見為促進調解成立，積極採用評價式調

解，同時也伴隨調解者權威式評價，或不斷地敦促

或當事人在資訊不對等基礎上完成調解。雖然從

法院疏減訟源及訴訟經濟觀點，調解最終是成立

了。但是過程是否經當事人充分了解 ? 當事人是否

因受限於某種情境壓力而倉促妥協 ? 尤其沒有委任

律師或法律素養不足情況下，更容易發生。筆者最

近又親身經歷過某法院刑事非告訴乃論案件，當事

人均已擬作無罪答辯。但首次開庭之前且附帶民事

起訴書亦尚未送達，法院即急於通知共同被告到院

調解。部分當事人本想諮詢律師意見後再決定，但

調解人一再以最終仍須當事人決定為由勸誘自行決

定，且針對共同被告以各個擊破 ( 隔離及要求保密 )

方式，在都無律師在場下個別成立調解並載明請求

從輕處分量刑等語。吊詭的是，共同被告事後都是

主張無罪答辯，但多數被告都早已經調解成立。更

有部分當事人事後知悉調解成立效力後反悔不已，

因為其當初誤以為可因此免去刑事訴訟追訴。所

以，評價式調解本身並無對錯，但如果是透過不適

當手段促進調解成立，並不值得鼓勵，因為它會讓

調解機制更難以健全地發展。

律師的協助角色

訟爭雙方的立場僅是一種外在具體主張，但實質

利益才是真正導致主張立場之背後原因或考量。當

事人通常為了滿足一個實質利益，可能提出一個或

很多不同立場主張訴求。然而金錢並非唯一利益，

基本人性需求：安全感、經濟保障、歸屬感、尊重、

自我掌控感都可能是利益。而用民事訴訟語言，立

場就是類似訴之聲明請求項目。調解原理應該是協

調雙方的實質利益，而非直接說服要求雙方各自妥

協其立場。畢竟沒有人在有足夠理由或無壓力下願

意屈服或讓步。所以調解過程彼此間不是拉鋸進行，

就很可能破局，故經常看到起訴前之移送調解程序

流於形式而已。筆者處理過一件不動產買賣爭議，

買賣契約已載明分期價金須辦理銀行履約保證並將

價金存入銀行。這種保障雙方交易安全機制很正常，

但賣方是獨居老人準備賣房子去養老院。授權他人

代理簽約後，因為看不到約定好買方須支付價金 ( 因

為買方已依約先存入銀行專戶 )，所以拒絕履約並主

張授權瑕疵及買方曾口頭承諾現金支付而非簽約內

容之履約保證等，拖延近一年後不得已起訴。雙方

律師透過協商後，才真正了解賣方基於常識不足及

不安全感，所以無法認同銀行履約保證機制。買方

則認為如果沒有交易安全保障，這期間房價已上漲，

擔心賣方是反悔不賣。因此，雙方外在立場正是為

捍衛其實質利益所為手段而已，但是立場雖然衝突，

利益卻是沒有衝突。最後是成立訴訟上和解，賣方

同意移轉過戶於買方 ( 有強制執行力 )，但買方因房

價上漲且延後近一年才付款而有利益，因此同意提

前一次給付完畢而圓滿解決，不必透過判決及強制

執行，雙方關係也不致決裂。以上案例的共同利益

就是圓滿完成交易，並被優先處理。差異利益間 ( 交

易安全及分期利益 ) 可以交換互補，也是能協議成

立原因。

小結

筆者學習促進式調解原理之經驗心得是，律師不

應該使用訴訟攻防思維從事調解事務外，如何協助

當事人及對造分辨利益及立場之衝突，再善用客觀

標準分析評價，作正確情勢判斷及替代方案 ( 可能

退路 ) 之分析後，建議當事人考量，可能有機會幫

助紛爭之理性解決而同時符合訴訟經濟。

一、2014年臺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英文進行 )
時間：2014年 8月30-31日 (星期六-日)

地點：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376號14樓)

活動內容：今年度的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議邀請來自美洲、歐洲、亞洲、澳洲及國內等地的專家學者，

皆為國際仲裁界享富盛名之選，內容將著重於投資仲裁、國際仲裁、調解等相關議題，探討國際仲裁與調

解之最新發展。

二、「從台日投資協議看以仲裁解決國際投資爭端」研討會 (日文進行 )
時間：2014年 9月5日(星期五)

地點：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376號14樓)

活動內容：台灣與日本於2011年簽訂「台日投資協議」，不僅提供台日雙方投資人穩定及制度化的投資環境，

促進台日產業供應鏈緊密連結，更建立了投資爭端的國際仲裁解決途徑。為協助日商保護在台灣投資的權

益，並同時討論台灣與大陸間的商務爭端解決機制，本會特別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就台日及兩岸間之仲

裁與調解機制進行研討。

三、第 23期仲裁人訓練 (臺北 )
時間：2014年 9月27-28日及10月4-5日(星期六-日)共4日

地點：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376號14樓)

活動內容：本訓練強調仲裁制度基本觀念與法理，同時兼顧仲裁實務運作及仲裁人經驗傳承。特聘請學識

經驗俱豐之仲裁人，以講解相關仲裁基本理論為基礎，再佐以觀摩教學方式，讓參加訓練之學習仲裁人由

靜態之抽象學術導引，進而動態的擔任模擬仲裁案件中相關角色，使其充分了解及熟悉「仲裁程序」，為

仲裁界培養專業新血，以提昇仲裁之品質、效率與公信力。

四、「從雙邊協定看以仲裁解決國際投資爭端」研討會 (英文進行 )
時間：近期舉辦

地點：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會議室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376號14樓)

活動內容：台灣於2013年與新加坡、紐西蘭簽署經濟合作協定，不僅提供台、紐、星等國投資人穩定及制

度化的投資環境，更建立了投資爭端的國際仲裁解決途徑。為保護投資人的權益，並同時討論台灣與大陸

間的商務爭端解決機制，本會特別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就台紐星及兩岸間之仲裁與調解機制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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