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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 

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西元一九八五年六月二十一日決議通過） 

黃正宗博士譯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適用範圍（註一） 

（1）本法適用於國際商務（註二）仲裁。但本國與他國家間有效之任何協定另

有約定者不在此限。 

（2）本法之規定，除第八條、第九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六條外，僅於仲

裁地在本國領域內時適用之。 

（3）仲裁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為國際仲裁： 

    （a）仲裁契約當事人之營業所，於訂立契約時，在不同的國家； 

    （b）下列地點之一在當事人營業所所在地國以外： 

        （Ⅰ）仲裁契約中約定或根據仲裁契約確定之仲裁地： 

        （Ⅱ）履行商務關係的大部分債務的地點或爭議標的關係最密切的地

點;或 

    （c）當事人明示確認：其仲裁契約之標的與一個以上的國家有關。 

（4）為了本條第（3）項之目的： 

    （a）如當事人之一造有一個以上的營業所，其營業所為與仲裁關係最密切

的營業所; 

    （b）如當事人之一造無營業所，則以其通常之居所為準。 

（5）本法不影響本國法規定某些爭議不得以仲裁解決，或規定除本法之規定外

限制僅特定之爭議始可交付仲裁解決。 

 

第二條  定義及解釋規則 

為了本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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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仲裁」指無論是否由常設仲裁機構進行之任何仲裁； 

    （b）「仲裁庭」指一名獨任仲裁人或一組合議仲裁人； 

    （c）「法院」指一國司法體系內之一個機構或機關； 

    （d）本法之條文，除第二十八條外，允許當事人自行決定某一問題時，此

種自由係包括當事人授權第三人，包括機構，予以決定之權利； 

    （e）本法之條文提及當事人約定或得約定，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提到當事

人之約定時，此項約定包括該約定所提及之仲裁規則； 

    （f）本法之條文，除第二十五條（a）項和第三十二條（2）（a）外，提及

請求時，亦適用於他造當事人提出之請求；提及答辯時，亦適用於對

此種他造當事人提出之請求之答辯。 

 

第三條  書面通知之收受 

（1）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 

    （a）任何書面通知，如經當面交付收受人，或送達收受人的營業所、通常

之居所或通信地址，即視為已經收受。當事人如經相當之調查仍不能

發現上述地點，而以掛號信函或其他可提供企圖送達之記錄之其他任

何方式，送達至收受人最後一個為人所知的營業所、通常之居所或通

信地址者，該書面通知亦應視為已收受； 

    （b）通知於依上述方式送達之日視為收受。 

（2）本條之規定不適用於法院程序之通知。 

 

第四條  異議權之捨棄 

當事人如知其得不遵守本法之規定，或仲裁契約之要求未被遵守，仍繼續進行

仲裁，未於適當期間內提出異議，或如異議訂有期限時，未於此期限內提出異

議者，視為捨棄其提出異議之權利。 

 

第五條  法院干預的限度 

本法規範之事件，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法院不得予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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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具有協助及監督仲裁職權之法院或其他機構 

本法第十一條第（3）項及第（4）項、第十三條第（3）項、第十四條及第三十

一條第（2）項所定的職權應由…（採納本模範法為國內法之國家於此指定執行

本職權之法院或其他機構）執行。 

 

第二章  仲裁契約 

 

第七條  仲裁契約之定義和形式 

（1）「仲裁契約」指當事人約定將他們之間不論是基於契約或非契約之一定法

律關係上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一切或某些爭議交付仲裁之契約。仲裁契

約得以契約約定之仲裁條款或另以契約約定之形式為之。 

（2）仲裁契約應以書面為之。契約如載於當事人簽字的文件中，或載於往來的

書信、電傳、電報或提供契約記錄的其他電子通訊中；或在仲裁聲明書和

答辯書的交換中，一造當事人聲明有契約之存在而他方當事人未予否認

者，即為書面契約。在契約中提及依照包含仲裁條款在內的一項文件，如

該契約係書面契約，且該文義足以使該仲裁條款構成該契約的一部分時，

即構成仲裁契約。 

 

第八條  仲裁契約與繫屬於法院之實體請求 

（1）如當事人之一造就仲裁契約約定之事項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依他造當

事人之聲請，命當事人交付仲裁。但法院發現該仲裁契約有無效、不能實

行或不能履行者，不在此限。當事人之聲請應於對爭議第一次實體抗辯前

為之。 

（2）本條第（1）項提及的訴訟已起訴後，於訴訟繫屬於法院之期間中，仲裁

程序仍得開始或繼續進行，並得作成仲裁判斷。 

 

第九條  仲裁契約和法院的保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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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仲裁程序進行前或進行期間，當事人仍得聲請法院採取臨時保全措施，而法

院亦得准許採取此等措施。此等程序與仲裁契約並無抵觸。 

 

第三章  仲裁庭之組織 

 

第十條  仲裁人之人數 

（1）當事人得自行約定仲裁人的人數。 

（2）仲裁人人數未依前項方式約定時，仲裁人人數應為三人。 

 

第十一條  仲裁人之選任 

（1）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任何人均不得因其國籍而被拒卻為仲裁人。 

（2）除本條第四項及第五項有特別規定外，當事人得自行約定選任仲裁人之程

序。 

（3）當事人無前項之約定時， 

（a）於仲裁人為三人的仲裁中，每造當事人應選定一名仲裁人，並由被選

定的兩名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如當事人一方於收到他方當事人要

求選定仲裁人的通知三十日內未選定仲裁人，或兩名仲裁人在被選定

後三十日內未能共推第三仲裁人時，該仲裁人應依當事人一造之請

求，由第六條所規定的法院或其他機構代為選定； 

    （b）在獨任仲裁人的仲裁中，如果當事人未能選定仲裁人時，仲裁人由本

法第六條所規定的法院或其他機構代為選定。 

（4）如當事人已約定選任仲裁人之程序，而 

    （a）當事人一方未依此約定程序選定;或 

    （b）當事人或兩名仲裁人未能根據此程序達成預期的協議;或 

    （c）第三人，包括機構，未履行依據此程序授權之職責， 

除此程序中另有約定外，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可聲請本法第六條規定的

法院或其他機構採取必要措施。 

（5）本條第（3）項或第（4）項授權第六條規定的法院或其他機構所作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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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不得聲明不服。法院或其他機構在選任仲裁人時，應適當考慮仲裁

人應具備當事人約定須具備的資格，並考慮儘可能選任獨立及公正的仲裁

人。於選任獨任仲裁人或第三仲裁人時，並應考慮選任一當事人以外第三

國之人為仲裁人較為妥當。 

 

第十二條  聲請仲裁人迴避之理由 

（1）當被請求選任為仲裁人之人，就可能對其公正性或獨立性產生合理的懷疑

有關之事項均應予以說明。仲裁人自被選定之時起及於仲裁程序進行期

間，均並應適時向當事人說明此等事項，除其已將此等情事告知當事人。 

（2）只有對仲裁人的公正性或獨立性足以引起合理的懷疑的情況或仲裁人不具

備當事人所約定的資格時，始得聲請仲裁人迴避。當事人對其自行選定之

仲裁人或與他人共同選定之仲裁人，聲請迴避時，僅得就選任之後得知之

理由始得為之。 

 

第十三條  聲請仲裁人迴避之程序 

（1）除本條第三項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得自行約定聲請仲裁人迴避之程序。 

（2）如當事人未約定此項程序，聲請仲裁人迴避之當事人，應於知悉仲裁庭組

成或得知第十二條第（2）項所定事由後十五日內以書面載明聲請理由，向

仲裁庭提出聲請。除被聲請迴避之仲裁人自動迴避，或他造當事人同意其

迴避之聲請外，仲裁庭應就請求仲裁人迴避之聲請予以裁定。 

（3）如依據當事人約定之程序或本條第（2）項所定程序請求仲裁人迴避之聲

請未被接受，聲請人得於收到駁回聲請的裁定通知後三十日內聲請依本法

第六條所規定的法院或其他機構，就該聲請迴避事件予以裁定，當事人對

該裁定不得聲明不服。於仲裁事件尚未終結之期間，仲裁庭包括被聲請迴

避的仲裁人，得繼續進行仲裁程序，並作成仲裁判斷。 

 

第十四條  仲裁人未能履行職務 

（1）如仲裁人因法律上或事實上不能履行其職務，或由於其他原因無正當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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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滯履行職務者，其委任於其自動辭去職務或當事人同意之時，即為終止。

但如對上述情事仍有爭執，當事人得聲請依本法第六條所規定的法院或其

他機構就終止其委任一事予以裁定。當事人對該裁定不得聲明不服。 

（2）仲裁人依本條或第十三條第（2）項的規定，辭去職務或當事人之一造同

意終止該仲裁人之委任時，並非意即確認本條或第十二條第（2）項所定事

由業已有效成立。 

 

第十五條  另行選任替代之仲裁人 

於因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的規定，或因仲裁人由於其他原因而辭去職務，或因

當事人同意解除仲裁人的委任，或因其他事由而終止仲裁人的委任時，應依本

法之規定選任原任仲裁人之程序另行選任替代之仲裁人。 

 

第四章  仲裁庭之管轄權 

 

第十六條  仲裁庭對自己的管轄權予以裁定的權力 

（1）仲裁庭有權就其事件的管轄權予以裁定，其權力包括對仲裁契約的存在或

效力的任何抗辯，予以裁定。為此目的，構成契約一部分的仲裁條款應視

為獨立於其他契約條款以外的一項契約。仲裁庭決定契約無效時，並非當

然在法律上導致仲裁條款無效。 

（2）有關仲裁庭無管轄權的抗辯不得於提出實體答辯書之後提出。當事人選定

或參與選定仲裁人的事實，不得妨礙該當事人提出此種抗辯。有關仲裁庭

超越其權限的抗辯，應在仲裁程序過程中發生越權的情事後立即提出。上

開情形，仲裁庭如認為延遲提出之抗辯有正當理由時，仍得准許遲延提出

之抗辯。 

（3）仲裁庭就本條第（2）項有關的抗辯得視為一中間的爭議予以裁定或在就

實體作成判斷時予以裁定。仲裁庭如以中間爭議就其管轄權問題作成裁

定，當事人得於收到裁定通知後三十日內，聲請依本法第六條所規定的法

院，對此問題予以裁定。當事人對該裁定不得聲明不服。於此項爭議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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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終結時，仲裁庭得繼續進行仲裁程序，並作成仲裁判斷。 

 

第十七條  仲裁庭裁定採取保全程序之權利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得依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命當事人就繫爭之標的

採取仲裁庭認為必要之任何臨時保全措施。仲裁庭就該保全程序得要求當事人

提供適當之擔保。 

 

第五章  仲裁程序之進行 

 

第十八條  對當事人之平等待遇 

當事人應被給予平等待遇，並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案情之機會。 

 

第十九條  程序規則之確定 

（1）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得自行約定仲裁庭進行仲裁時所應遵循的程序。 

（2）當事人無此項約定時，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仲裁庭得依其認為適當的方

式進行仲裁程序。仲裁庭此項權力，包括確定證據是否得予採納、證據關

係、證據內容及證據力之權力。 

 

第二十條  仲裁地 

（1）當事人得自行約定仲裁地。當事人無此項約定時，仲裁庭得斟酌案情及當

事人的便利決定仲裁地。 

（2）仲裁地雖已依本條第（1）項的規定確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

得於其認為適當之任何地點進行仲裁人間之評議，並聽取證人、鑑定人或

當事人之陳述、或勘驗物品、其他物件或文件。 

 

第廿一條  仲裁程序之開始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爭議案件的仲裁程序，於相對人收到將該爭議提付仲裁

之請求之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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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條  語文 

（1）當事人得自行約定仲裁程序使用之語文。當事人無此項約定時，仲裁庭得

決定該仲裁程序使用的語文。此項約定或決定，除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

應適用於當事人之書面陳述、聽證程序、仲裁判斷、裁定或其他通訊。 

（2）仲裁庭得命書面證據應附具當事人約定或仲裁庭決定之語文之譯本。 

 

第廿三條  聲明與答辯 

（1）請求權人應於當事人約定或仲裁庭指定之期間內，聲明支持其請求之事

實、爭議事項及請求的救濟或救助，相對人應就聲明之事項予以答辯。但

當事人就其陳述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當事人於為上開陳述時得提交其認

為有關的一切文件，或聲明未來將提出之文件或證據。 

（2）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於仲裁程序進行中，當事人得變更或補充其聲明或

答辯。但仲裁庭因其遲延而拒絕其變更者不在此限。 

 

第廿四條  聽證和書面審理程序 

（1）除當事人有相反的約定外，仲裁庭應決定是否進行聽證程序，以便聲明證

據或進行言詞辯論，或決定是否將僅以書面文件和其他資料進行仲裁程

序。但除當事人約定不進行聽證程序外，仲裁庭應依當事人之聲請於適當

時間進行聽證程序。 

（2）仲裁庭擬行聽證或開庭以勘驗物品、其他物信或文件時，應預先為適當之

通知。 

（3）當事人一造向仲裁庭提出之一切陳述、文件或其他資料均應送達他造當事

人。 

仲裁庭得據以作成決定的任何鑑定報告或證據文件亦應送達當事人。 

 

第廿五條  當事人不履行其責任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如無正當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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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請求權人不依第廿三條第（1）項的規定聲明，仲裁庭應即終止仲裁

程序； 

（b）相對人不依第廿三條第（1）項的規定答辯，仲裁庭應繼續進行仲裁

程序，並不應將其視為對請求權人聲明的認諾； 

    （c）當事人於聽證程序中未出庭或未提供書面證據，仲裁庭得繼續進行仲

裁程序，並根據其現有之證據作成仲裁判斷。 

 

第廿六條  仲裁庭選定之鑑定人 

（1）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 

（a）得委任鑑定人一人或數人就仲裁庭須認定之一定爭議向仲裁庭提出報

告； 

（b）得命當事人向鑑定人提供有關的資訊，或提供或使其得為鑑定之目的

檢視有關的文件、物品或其他物件。 

（2）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鑑定人應於提出書面或口頭報告後，依當事人之聲

請或仲裁庭之指示，出席聽證程序，以使當事人得有機會向其詢問，並聲

明鑑定證人，就有關爭議陳述證言。 

 

第廿七條  法院協助調查證據 

仲裁庭或當事人於獲得仲裁庭之同意後，得聲請本國管轄法院協助調查證據。

法院於其職權範圍內，得依其調查證據的規則，就上述請求為證據之調查。 

 

第六章  作成仲裁判斷及仲裁程序之終結 

 

第廿八條  爭議實體適用之規則 

（1）仲裁庭應適用當事人約定適用於爭議實體的法律規則，對爭議作成決定。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適用某一國的法律或法律制度，應認為係直接指該

國實體法，而非該國的法律衝突規則。 

（2）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應適用其認為可以適用之法律衝突規則所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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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法律。 

（3）仲裁庭僅在當事人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始得依善意公允與衡平的原則或以

友好協調人之方式作成仲裁判斷。 

（4）於所有案件中，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時均應依據契約條款，並應考慮適用

於該項交易的商業習慣。 

 

第廿九條  數仲裁人作成之判斷 

由數仲裁人進行之仲裁程序中，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之決定，均應由

其全體之多數作成。但就程序問題，當事人或仲裁庭全體仲裁人得授權主任仲

裁人逕行決定。 

 

第三十條  和解 

（1）如當事人於仲裁程序中達成和解解決爭議，仲裁庭應即終結仲裁程序。如

當事人提出聲請而仲裁庭並無異議時，仲裁庭並應依和解的條件以仲裁判

斷書的形式記錄此項和解。 

（2）根據和解的條件所作出的仲裁判斷應依第卅一條之規定制作，並應載明其

係一仲裁判斷。此種判斷應與根據案件實體案情作成之其他判斷具有同等

的性質與效力。 

 

第卅一條  仲裁判斷之形式及內容 

（1）仲裁判斷應以書面為之，並應由仲裁人簽名。由數名仲裁人進行之仲裁程

序中，仲裁庭全體仲裁人的多數簽名即可。但須對省略簽名之理由予以說

明。 

（2）除當事人約定無須記載理由或該判斷係依本法第三十條規定依據和解條件

作成之判斷，仲裁判斷應記載其所根據的理由。 

（3）仲裁判斷應記載日期及依第二十條第（1）項所確定的仲裁地。該仲裁判

斷應視為係於仲裁地作成。 

（4）仲裁判斷作成後，經仲裁人依本條第（1）項的規定簽名的判斷書副本應



 11

送達當事人。 

 

第卅二條  仲裁程序之終結 

（1）仲裁程序依終局判斷或仲裁庭依本條第（2）項之規定裁定終結。 

（2）仲裁庭於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應裁定終結仲裁程序： 

（a）請求權人撤回其請求時，但相對人對其撤回並不同意，且仲裁庭認為

解決爭議對相對人有正當之利益者，不在此限。 

（b）當事人同意終結程序時； 

（c）仲裁庭認為仲裁程序之持續進行在任何其他理由下均無必要或不可能

時。 

（3）除本法第卅三條和第卅四條第（3）項另有規定外，仲裁庭的職務因仲裁

程序之終結而結束。 

 

第卅三條  仲裁判斷之更正和解釋;補充判斷 

（1）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於仲裁判斷書送達後三十日內； 

（a）當事人得於通知他方當事人後，聲請仲裁庭更正判斷書中計算的錯

誤，任何秘書或打字的錯誤，或任何類似性質的錯誤； 

（b）當事人一方得徵得他方當事人之同意，並經通知他方當事人後，聲請

仲裁庭對仲裁判斷書的特定點或部分予以解釋。 

如仲裁庭認為此項聲請有理由，應於收到聲請後三十日內予以更正或

予以解釋。此種解釋構成仲裁判斷的一部分。 

（2）仲裁庭得於作成判斷日起三十日內依職權更正本條第（1）項（a）款所定

之任何錯誤。 

（3）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當事人於仲裁判斷書送達後三十日內，得於通知他

方當事人後，聲請仲裁庭對已於仲裁程序中聲明但在判斷書中遺漏之請

求，作成補充判斷。如仲裁庭認為其聲請為有理由，應於六十日內作成補

充判斷。 

（4）仲裁庭於必要情形得延長本條第（1）項或第（2）項為更正、解釋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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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期限。 

（5）第卅一條之規定，應適用於仲裁判斷之更正、解釋、或補充判斷。 

 

第七章  對仲裁判斷之救濟 

 

第卅四條  聲請撤銷為對仲裁判斷的唯一救濟 

（1）法院對仲裁判斷之唯一救濟程序，係依本條第（2）項和第（3）項的規定

聲請撤銷。 

（2）仲裁判斷僅於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始得由本法第六條規定的法院予以撤銷： 

    （a）提出聲請之當事人一方提出證據證明： 

        （Ⅰ）本法第七條所定仲裁契約之當事人欠缺行為能力，或仲裁契約

依據當事人約定適用之法律，或未約定適用之法律時，依據本

國法律，係屬無效;或 

（Ⅱ）提出聲請之當事人未獲得關於指定仲裁人、仲裁程序或其他事

項之適當通知，致未能陳述其案情;或 

（Ⅲ）就約定仲裁以外之爭議作成判斷，或就未請求仲裁之事項作成

判斷。但如對請求仲裁的事項所作之判斷與對未請求仲裁的事

項所作之判斷能予區分時，僅得撤銷對未請求仲裁之事項所作

判斷之部分;或 

        （Ⅳ）仲裁庭的組成或仲裁程序與當事人之約定不符，除非此項約定

與當事人必須遵守的本法的規定相抵觸，或當事人無此約定時:

與本法之規定不符;或 

（b）法院認為： 

        （Ⅰ）根據本國的法律，爭議的標的不能以仲裁解決;或 

        （Ⅱ）該仲裁判斷與本國的公共政策相抵觸。 

（3）提出聲請之當事人自收到仲裁判斷書之日起三個月後即不得聲請撤銷;如

有本法第卅三條規定之聲請時，則上開期限自該聲請由仲裁庭作成處分後

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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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院受理撤銷仲裁判斷之聲請後，如認為適當且當事人如此請求時，得於

一定期間內暫時停止進行撤銷程序，俾使仲裁庭得重新進行仲裁程序，或

採取仲裁庭認為能除去請求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的其他行為。 

 

第八章  仲裁判斷之承認及執行 

 

第卅五條  承認及執行 

（1）仲裁判斷不論在何國領域內作成，均應認其有拘束力，且經向管轄法院提

出書面聲請，即應予以強制執行。但本條和本法第卅六條有特別規定者，

從其規定。 

（2）使用仲裁判斷或聲請強制執行之當事人，應提出經正式認證的判斷書正

本，或經證明的判斷書副本，及本法第七條所定的仲裁契約正本，或經證

明的仲裁契約副本。如判斷書或契約非使用本國官方語文作成，則當事人

應提出本國正式語文且經證明的譯本。（註三） 

 

第卅六條  拒絕承認或執行之理由 

（1）仲裁判斷不論在何國作成，僅於下列情形之一時始得拒絕其承認或執行； 

（a）依一方當事人之聲請，如該當事人向受理承認或執行判斷之管轄法院

提出證據證明： 

        （Ⅰ）本法第七條所定的仲裁契約之當事人欠缺行為能力，或仲裁契

約依據當事人約定適用之法律，或未約定適用之法律時，依據

仲裁判斷作成地國家的法律、係屬無效;或 

        （Ⅱ）他造當事人就有關指定仲裁人或仲裁程序，或其他事項未獲適

當通知，致未能陳述其案情;或 

        （Ⅲ）仲裁判斷就約定仲裁以外的爭議作成判斷，或就未請求仲裁之

事項作成判斷。但如對請求仲裁的事項所作的判斷與對未請求

仲裁的事項所作的判斷能予區分時，得予承認及執行對就請求

仲裁的事項所作判斷之部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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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仲裁庭的組織或仲裁程序與當事人之約定不符，或無此項約定

時，與進行仲裁地國之法律不符；或 

（Ⅴ）仲裁判斷尚未能對當事人具有拘束力，或仲裁判斷已為判斷地

國之法院，或根據其法律，撤銷或暫時停止其執行;或 

（b）如經法院認定： 

        （Ⅰ）根據本國的法律，該爭議的標的不能以仲裁解決;或 

  （Ⅱ）承認或執行該判斷與本國的公共政策相抵觸。 

（2）如當事人已向本條第（1）項（a）款（Ⅴ）目所定之法院聲請撤銷或暫停

其執行，受理聲請承認或執行的法院如認為適當，得暫不作成決定。其如

經聲請承認或執行的當事人之請求，並得命他方當事人提供適當的擔保。 

 

（聯合國文件 A/四 O/一七（Annex l）） 

註一：各條之標題僅供參考，不得作為解釋之用。 

註二：對「商務」一詞應作廣義解釋，使其得包括一切具有商務性質之關係所

生之各種事件，不論其關係是否基於契約關係。具有商務性質之關係包

括，但不限於下列交易:供應或互易貨物或服務;分銷契約;商務代表或代

理；代管；租賃；建造工廠;顧問；工程;授權；投資；融資;銀行;保險;

開發契約或允許合資和其他形式之工業或商業合作；貨物或旅客的航

空、海上、鐵路或公路運送。 

註三：本項條件係擬訂最高標準。故如某國採取較低的條件，亦不致於與本模

範法所擬達成之一致性相抵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