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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兩岸在學術、經貿等各方面之往來，相當頻繁而綿密，

尤其在兩岸均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兩岸之經貿往來更甚以

往，從而，經濟紛爭之案件量與所涉金額，亦屢創新高。就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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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解決而言，由於仲裁程序與訴訟程序相較，具有公正、專

業、經濟、迅速、簡單、彈性、秘密、和諧等各項功能與優

點，本為當事人所樂於考量選擇之爭議解決途徑；並且，針對

兩岸之情況而言，一方面，當事人對於司法程序之信賴尚未能

完全建立；另一方面，兩岸法院相互認可並執行在他方所作成

之仲裁判斷，均已有實務上之先例，使當事人毋庸擔憂仲裁判

斷作成後是否能在他岸獲得認可並據之聲請強制執行的問題

（註1），故當事人益加傾向考量選擇循仲裁程序解決其爭議。於

此背景下，深入了解兩岸主要仲裁機構仲裁規則之異同，比較

其差異，不僅具有學術上研究之意義，更對實務界人士而言，

具有相當重要之參考價值。

鑑於目前在兩岸最具有歷史及代表性、辦理國內及涉外

仲裁事件經驗均相當豐富之仲裁機構分別為在台灣之「中華仲

裁協會」，與在大陸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故

註 1 關於台灣法院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之規定，認可
在大陸之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所作仲裁判斷的先例，請參照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 92 年度仲聲字第 1號民事裁定，本裁定經相對人抗告，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 92 年度抗字第 1209 號民事裁定裁判駁回抗告確
定；嗣相對人（即坤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復就該確定裁定提出再審，仍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仲
裁判斷，乃屬非訟事件。非訟事件法並無再審及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
之規定，本件聲請人對上開事件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於法難為有據」為由，
裁定駁回該再審聲請，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度再抗字第 5
號民事裁定。關於大陸法院認可在台灣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所作仲裁判斷
的先例，請參見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廈執行字第 95 號民
事裁定書，以認可中華仲裁協會 91 年度仲聲仁字第 135 號仲裁判斷書為
前提，裁定查封、凍結、執行被執行人之財產；關於海峽兩岸仲裁判斷之
相互認可的程序與要件，請參見：陳希佳，海峽兩岸仲裁判斷之相互認可，
律師雜誌第 261 期，頁 66-80，2001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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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以該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為研究比較之對象，側重說

明二仲裁規則相異之處，期不僅對實務界人士提供實用之參考

資料，亦得於兩會日後修訂其仲裁規則時，作為相互參照、比

較，以進一步完善其各自仲裁規則之基礎。

在行文上，兩岸關於仲裁之用語不盡相同，謹針對主要

用語不同製作「兩岸仲裁用語對照表」如附表。基於作者之教

育背景，本文多循台灣用語，惟於引用大陸仲裁法規與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時，為保持規定原貌，仍依大

陸用語稱之。此外，在提及相關法規與規則時，因臺灣法規分

為「條、項、款、目」（臺灣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參照）；

大陸則分為「條、款、項、目」（大陸立法法第54條第1項規

定：「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

目。」），為免混淆，除引用原文（例如引用大陸相關法規、

仲裁規則或法院判決等之原文）外，本文不論援引臺灣地區或

大陸地區之法規與規則，均以「條、項、款、目」之方式稱

之，以求體例統一，合先敘明。

貳、仲裁規則之比較

兩會之仲裁規則雖有差異，惟亦有許多相同與共通之處，

本文之目的在於進行比較研究，故以下之說明，側重說明兩會

之仲裁規則之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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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裁規則

(一) 最新版之仲裁規則

本文所研究比較之對象，為中華仲裁協會與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現行有效之仲裁規則，中華仲裁協會現行之仲

裁規則係於2001年經中華仲裁協會理事會通過修訂後施行；中

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現行之仲裁規則係於2005年1月11

日經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修訂並通過，自

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為求行文簡潔，以下合稱中華仲裁協會

現行之仲裁規則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現行之仲裁規

則為「兩會之仲裁規則」。

(二) 當事人將爭議提付仲裁機構仲裁，是否即必須依該仲裁機

構之仲裁規則進行仲裁，抑或得依當事人間之合意，依其

他規則進行仲裁？

兩會之仲裁規則均基於尊重當事人自治之原則，肯認當事

人在法令允許之前提下，得明文約定遵循該會以外之仲裁規則

進行仲裁；同時，兩會之仲裁規則亦規定，在當事人無特別約

定時，在該會進行的仲裁，即適用該會之仲裁規則（註２）。

二、仲裁人及仲裁庭

(一) 仲裁庭之人數

註 2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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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仲裁程序中，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除當事人另

有特別約定外，仲裁庭由三位仲裁人組成（註３）。至於當事人是

否得約定三人以上之人組成仲裁庭，台灣仲裁法及中華仲裁協

會仲裁規則就此均無明文限制（註４），故應可約定三人以上之人

（例如五人或七人等）組成仲裁庭審理案件；相對地，大陸仲

裁法第30條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0條第

1項均明文規定：仲裁庭可以由一名或三名仲裁員組成，則該規

定似排除當事人得約定三人以上之人組成仲裁庭。

在簡易仲裁程序中，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由獨任仲裁人

進行審理（註５）。

(二) 是否得選任「仲裁人名冊」以外之人為仲裁人？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未規定仲裁人必須自該會之仲裁

人名冊中選任，實務上，亦曾見當事人選任該會仲裁人名冊以

外之人為仲裁人。

相對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1條第

2項則規定，當事人約定在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名冊之外選定仲裁

員的，當事人選定的或根據當事人之間的協議指定的人士須經

仲裁委員會主任依法確認後，方可擔任仲裁員、首席仲裁員或

獨任仲裁員。本項規定係2005年5月1日開始施行之新版仲裁規

註 3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6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2項。

註 4  台灣仲裁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
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

註 5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44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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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所新增。依舊版之仲裁規則，當事人不得選任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名冊以外之人擔任仲裁人，該限制規定

屢經批評（註6），故本次修訂仲裁規則時，改為：倘經當事人共

同約定並經仲裁委員會主任依法確認後，當事人可以在名冊之

外選定仲裁員。該規定突破了強制名冊制的局限，給予當事人

在名冊外選定仲裁員的權力，在保證當事人選定的仲裁員具備

法定資格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尊重了當事人選定仲裁員的意

願（註7）。

(三) 主任仲裁人之選任

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17條第1項，除當事人另有約定

外，主任仲裁人係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於收受該會通知其被選

定後30日內共同推舉第三仲裁人擔任之。相對地，中國國際經

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2條第2項則規定，首席仲裁員由

雙方當事人在被申請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內共同選定或

者共同委託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

(四) 倘就主任仲裁人之人選無法獲致合意時，應如何處理？

註 6  例如學者 Jerome A. Cohen（孔傑榮）於 2005 年 1/2 月號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登載之Time to Fix China's Arbitration
一文中，即主張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宜修改強制名冊之
規定，改採更開放之態度，請參見：Jerome A. Cohen, Time to Fix China's 
Arbitr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Feb. 2005；學者宋
連斌亦建議考量是否將強制名冊制改為推薦名冊制，請參見宋連斌，理念
走向規則—《仲裁法》修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收錄於：商事仲裁法律報
告第 1卷，頁 93以下，特別是頁 100，2005 年 2月。

註 7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6，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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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台灣仲裁法，倘當事人選定之仲裁人於選定後30日內未

共推主任仲裁人時，該主任仲裁人之產生，需視「當事人就該

仲裁事件是否已約定仲裁機構辦理」而異其處理程序，倘當事

人未約定仲裁事件由仲裁機構（例如中華仲裁協會）辦理者，

當事人得聲請法院為之選定主任仲裁人（註8）；若當事人已約定

仲裁事件由仲裁機構（例如中華仲裁協會）辦理者，即由該仲

裁機構為之選定主任仲裁人（註9）。

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約定：「本合約之仲裁程序應適用商

務仲裁條例之規定。」（註10），在此種約定之情況下，雖當事

人已約明仲裁程序之進行依特定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辦理，但

並未約明仲裁機構，則理論上仍可能發生約定適用Ａ仲裁機構

之仲裁規則，但將爭議提付Ｂ仲裁機構辦理之情況，故上述約

定仍屬「當事人未約定仲裁事件由仲裁機構辦理」，若仲裁人

於選定後30日內未能共推主任仲裁人時，當事人仍應聲請法院

（而非仲裁機構）為之選定主任仲裁人。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2條第1項則規

定：「當事人未在上述期限內（即被申請人收到仲裁通知之日

起15天內）選定或委託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的，由仲裁委員

會主任指定。」。由於實務上發生當事人未能合意選定或委託

註 8 台灣仲裁法第 9條第 2項。
註 9 台灣仲裁法第 9條第 2項及第 4項、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7 條

第 1項第 1款。
註10 例如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施工標準規範（一般規範）1999 年 6

月版第 3.26.10 條規定：「⋯除上述規定外，本合約之仲裁程序應適用商
務仲裁條例之規定。」；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施工標準規範（一
般規範）1998 年 7月修訂版第 3.25.11 條規定：「⋯除上述規定外，本合
約之仲裁程序應適用仲裁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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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主任仲裁人之情況，並非罕見，有論者認

為在此際賦予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主任仲裁人之權限，可能使

仲裁委員會主任對於具體仲裁案件之涉入過深，並非合宜，因

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本次修訂其仲裁規則時，

即增訂第22條第3項：「雙方當事人可以各自推薦一至三名仲

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人選，並將推薦名單在第（二）款規定的

期限內提交至仲裁委員會。雙方當事人的推薦名單中有一名人

選相同的，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有一名以上

人選相同的，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在相同人

選中確定一名首席仲裁員，該名首席仲裁員仍為雙方共同選定

的首席仲裁員；推薦名單中沒有相同人選時，由仲裁委員會主

任在推薦名單之外指定首席仲裁員。」之規定，期在不延遲仲

裁程序的前提下，給予當事人在選定首席仲裁員上更多的決定

權，使首席仲裁員的選定更為開放和透明（註11）。此規定亦適用

註 11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6，2005 年；於次仲裁規則修訂前，即有學者建
議參考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8條第 1項及第 2項：「（一）雙方
當事人應當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日內或者在仲裁協議確定的期限內，
分別在仲裁員名冊中選定或者委託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員、共同選定或者共
同委託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員。第三名仲裁員為首席仲裁員。（二）雙方
當事人可以在第（一）款規定的期限內，各自推薦一至三名仲裁員作為首
席仲裁員人選；本會也可以提供五至七名首席仲裁員候選名單，由雙方當
事人在第（一）款規定的期限內從中選擇一至三名仲裁員作為首席仲裁員
人選。推薦名單或者選擇名單中有一名相同的，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
首席仲裁員；有一名以上相同的，由主任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在相同人選中
確定，確定的仲裁員仍為雙方當事人共同選定的首席仲裁員；推薦名單或
者選擇名單中沒有相同的人選，由主任在推薦名單或者選擇名單之外指定
首席仲裁員。」之規定，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以
最大限度地體現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的尊重，請參見：王文英，仲裁規
則比較研究及貿仲規則的修改，仲裁與法律第 94輯，頁 27，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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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獨任仲裁人之選定（註12）。

(五) 倘當事人未於期限內選定仲裁人時，應如何處理？

在台灣，關於仲裁人之選定程序，原則上優先尊重當事人

之約定，倘當事人未就此為特別約定時，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

規則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已選定仲裁人之一方當事人得於其

選定仲裁人後，以書面催告他方於受催告之日起，14日內選定

仲裁人。倘他方當事人逾規定期間而不選定仲裁人者，催告人

得聲請中華仲裁協會或法院為之選定（註13）。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2條第1項則規

定：「申請人和被申請人應當各自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

內選定一名仲裁員或者委託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當事人未在

上述期限內選定或委託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的，由仲裁委員會

主任指定。」。

(六) 當事人之一方有二人以上時，仲裁人之選任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就此並無特別規定，惟台灣仲裁法

第9條第5項規定，當事人之一方有二人以上時，仍應先視當事

人關於仲裁人之選定是否已有所協議，倘有，即應遵循當事人

之協議；倘當事人對仲裁人之選定未達成協議者，則依多數決

定之；人數相等時，以抽籤定之。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4條第1項及第2

註 12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3條。
註 13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9 條第 1項；並請參照台灣仲裁法第 11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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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則規定：仲裁案件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申請人及／或被申請

人時，申請人方及／或被申請人方應當各自協商，在仲裁委員

會仲裁員名冊中各自共同選定或者各自共同委託仲裁委員會主

任指定一名仲裁員。如果申請人方及／或被申請人方未能在收

到仲裁通知之日起15天內各自共同選定或者各自共同委託仲裁

委員會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員，則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至於

首席仲裁員或獨任仲裁員之選任，與前述當事人之一方僅有一

人之情況相同，惟當事人按照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規則第22條第3項的規定選定首席仲裁員或獨任仲裁員時，應

各自共同協商，並將其各自共同選定的候選人名單提交仲裁委

員會（註14）。

(七) 發生特殊事由時，仲裁人之選定

倘仲裁人於仲裁程序終結前，因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缺，

或拒絕擔任仲裁人或延滯履行仲裁任務者，仲裁程序不宜因上

開事由而受到延滯，故有另行選任仲裁人以續行仲裁程序之必

要，此際，基於當事人自治原則，應先視當事人是否再行約定

仲裁人，倘有約定，即從其約定；如當事人就新仲裁人人選及

其選定方法未能達成協議者，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20條

之規定，應視該有「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缺，或拒絕擔任仲裁人

或延滯履行仲裁任務者」等事由之仲裁人的原選定方法不同，

而異其處理程序，謹分述如下：

倘前述事由之仲裁人為當事人選定之仲裁人，他方當事人得

註 14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4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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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告該當事人，自受催告之日起，14日內另行選定仲裁人（註15），

但已依台灣仲裁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共推之主任仲裁人不受影響

（註16）；倘受催告之當事人，已逾規定期間，而不另行選定仲裁

人者，催告人得聲請中華仲裁協會或法院為之選定（註17）。特別

應予注意的是，縱令在此情況下，當事人選定之仲裁人已有更

替，但已依仲裁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共推之主任仲裁人不受影響

（註18）。亦即，由當事人重新選定之仲裁人參與仲裁程序後，毋

需重行共推主任仲裁人之程序。

倘有前述事由之仲裁人為中華仲裁協會或法院選定之仲裁

人，則中華仲裁協會或法院得各自依聲請或職權另行選定（註

19）。

倘有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20條第1項所定事由之仲裁人

為由雙方選定之仲裁人所共推之主任仲裁人者，法院得依聲請

或職權另行選定（註20）。

相對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則區別特

殊事由之不同而異其處理程序。倘仲裁員係在法律上或事實上

不能履行其職責，或者沒有按照本規則的要求或在規則規定的

期限內履行應盡職責時，仲裁委員會主任有權自行決定將其更

換，該仲裁員也可以主動申請不再擔任仲裁員（註21）。就是否替

註 15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2項。
註 16 台灣仲裁法第 13條第 2項但書。
註 17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3項。
註 18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2項但書。
註 19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4項。
註 20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20條第 5項。
註 21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7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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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仲裁員，由仲裁委員會主任作出終局決定並可以不說明理由 

（註22）。本規定與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12條相近，賦予仲裁委

員會主任在特定條件下，得依職權替換仲裁人，加強了仲裁委

員會主任對仲裁人的監督管理（註23）。

倘仲裁員係因死亡、除名、迴避或者由於自動退出等其

他原因不能履行職責時，應按照原選定或者指定該仲裁員的程

序，在仲裁委員會規定的期限內選定或者指定替代的仲裁員（註

24）。

惟倘在最後一次開庭終結後，發生三人仲裁庭中的一名仲

裁員因死亡或被除名而不能參加合議及／或作出裁決，另外兩

名仲裁員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主任按照第27條的規定替換該

仲裁員；在徵求雙方當事人意見並經仲裁委員會主任同意後，

該兩名仲裁員也可以繼續進行仲裁程序，作出決定或裁決。此

際，仲裁委員會秘書局應將上述情況通知雙方當事人（註25）。本

條規定為本次修訂仲裁規則時所新增，其目的在於避免因個別

仲裁員的原因拖延仲裁程序，俾保障當事人之權利（註26）。

註 22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7條第 4項。
註 23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6，2005 年；於本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仲裁規則修訂前，學者王文英即主張參考國際商會仲裁規則 12及北京
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2條之規定，增訂本條，以加強中國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對仲裁人的管理，更有效地保證仲裁人獨立和公正地審理案
件，請參見：王文英，仲裁規則比較研究及貿仲規則的修改，仲裁與法律
第 94輯，頁 30-31，2004 年。

註 24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7條第 2項。
註 25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28條。
註 26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6，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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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仲裁人之揭露義務

為確保仲裁之公正性，絕大多數國家立法例及主要仲裁機

構之仲裁規則均規定仲裁人負有一定之揭露義務，使當事人有

機會得知仲裁人與系爭仲裁事件及相關當事人間之關係，並據

以考量是否請求仲裁人迴避，以落實迴避制度，兩會之仲裁規

則亦有相關規定，謹分述如下：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7條規定：「仲裁人應依仲裁法相

關規定負告知義務。」，台灣仲裁法第15條第2項則規定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仲裁人應即告知當事人：

1. 有民事訴訟法第32條所定法官應自行迴避之同一原因

者。

2. 仲裁人與當事人間現有或曾有僱傭或代理關係者。

3. 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代理人或重要證人間現有或曾有僱傭

或代理關係者。

4. 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認其有不能獨立、公正執行職務

之虞者。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5條規定：被

選定或者被指定的仲裁員應簽署聲明書，向仲裁委員會書面披

露可能引起對其公正性和獨立性產生合理懷疑的任何事實或情

況。在仲裁過程中出現應當披露情形的，仲裁員亦應當立即書

面向仲裁委員會披露。

(九) 請求仲裁人迴避之時間限制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對於請求仲裁人迴避相關事宜（包

括是否有時間限制等），並無明文規定，惟在台灣進行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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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仍遵循台灣仲裁法第17條第1項所定之時間限制，該項規

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當事人請求仲裁人迴避者，應於知

悉迴避原因後14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仲裁庭提出；倘仲

裁庭尚未成立者，其請求期間自仲裁庭成立後起算。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26條第3項規

定：「對仲裁員的迴避請求應在收到組庭通知之日起15天內以

書面形式提出；如果要求迴避事由的得知是在此之後，則可以

在得知迴避事由後15天內提出，但不應遲於最後一次開庭終

結。」。

三、仲裁程序事項

(一) 仲裁聲請書與答辯書

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仲裁規則之規定，當事人聲請仲裁時所應檢附之文件與仲裁聲

請書應記載事項，以及相對人所應提出之資料與答辯書應記載

事項，大致相同（註27）。並且，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當事人聲

請仲裁時，應預繳仲裁費用（註28）。惟兩會關於相對人提出答辯

書之時間限制不同，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11條之規定，

註 27 關於聲請仲裁時所應檢附之文件與仲裁聲請書應記載事項，請參見：中華
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8條及第 9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
規則第10條；關於相對人所應提出之文件與答辯書應記載事項，請參見：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1 條及第 12 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仲裁規則第 12條。

註 28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8條第 1項、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規則第 10條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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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應於收受中華仲裁協會檢附仲裁聲請書通知其答辯後14

日內向中華仲裁協會提出答辯書；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仲裁規則則區別「涉外仲裁」與「國內仲裁」為不同規定

（註29），就涉外仲裁事件，被申請人應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

45天內向仲裁委員會秘書局或其分會秘書處提交答辯書；就國

內仲裁事件，被申請人應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內向仲裁

委員會提交答辯書及有關證明文件（註30）。

(二) 反請求及反請求答辯

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提出反請求之一方當事人應預繳仲

裁費用（註31）。就提出反請求之時間限制而言，中華仲裁協會仲

裁規則並未明文限制相對人提出反請求之時間，惟倘當事人意

圖延滯仲裁程序而提起反請求者，仲裁庭得不許可其提出反請

求（註32）；相對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明

文規定：就涉外仲裁事件，被申請人如有反請求，應當自收到

仲裁通知之日起45天內以書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員會（註33）；就

國內仲裁事件，被申請人應當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內以

書面形式提交仲裁委員會（註34），惟仲裁庭認為有正當理由的，

不論涉外仲裁事件或國內仲裁事件，仲裁庭均可以適當延長該

註 29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2條第 1項。
註 30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62條第 1項。
註 31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5條準用同規則第 8條第 1項、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3條第 3項。
註 32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5條第 3項。
註 33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3條第 1項。
註 34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62條第 1項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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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註35）。至於何謂「涉外仲裁」與「國內仲裁」，則依最高

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

題的意見（試行）》第178條：「凡民事關係的一方或者雙方當

事人是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法人的；民事關係的標物在外

國領域內的；產生、變更或者消滅民事權利義務關係的法律事

實發生在外國的，均為涉外民事關係。」（註36）之規定為區別標

準，台、港、澳部分則參照涉外仲裁處理（註37）。

關於聲請人於收受反請求後，是否應於一定期限內提出關

於反請求之答辯，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無明文規定；相對

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則有明文規定：就

涉外仲裁事件，申請人應在接到反請求書及其附件後30天內對

被申請人的反請求提交答辯（註38）；就國內仲裁事件，申請人應

在收到反請求書及其附件後20天內對被申請人的反請求提交答

辯（註39）。

(三) 對仲裁管轄之異議與程序責問權之喪失

關於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無明

文規定。依台灣仲裁法第22條之規定，關於仲裁庭管轄權之異

議，當事人應於就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為陳述前提出，倘其已

註 35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3條第 1項及第 62 條第 1項
後段。

註 36 引自：馬原主編，經濟審判司法解釋及相關案例第一輯，頁 55，人民法
院出版社，1999 年。

註 37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管轄權決
定選編，頁 342，中國商業出版社 2004 年 2月。

註 38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13條第 4項。
註 39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62條第 2項。



18

就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為陳述者，即不得再行異議；此所謂之

「陳述」包括口頭陳述與書面陳述。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6條第3項則規

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及／或仲裁案件管轄權的異議，應當

在仲裁庭首次開庭前書面提出；書面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第一

次實體答辯前提出。」可見二者之規定略有些微差異，例如在

開庭審理之案件中，倘當事人在開庭前提出書面陳述時，依台灣

仲裁法第22條之規定，倘當事人就仲裁庭之管轄權有所異議，

其應於該書面陳述中提出，否則即不得再為異議；若依中國國際

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之規定，即便當事人未於該書面

陳述中提出關於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於首次開庭前，當事人

仍可能另行提出書面陳述，以提出關於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

相對地，關於程序責問權喪失之時點，兩岸仲裁法之規定

則無二致，台灣仲裁法第2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知悉或可

得而知仲裁程序違反本法或仲裁協議，而仍進行仲裁程序者，

不得異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8條亦

規定：「一方當事人知道或者理應知道本規則或仲裁協議中規

定的任何條款或情事未被遵守，但仍參加仲裁程序或繼續進行

仲裁程序而且不對此不遵守情況及時地、明示地提出書面異議

的，視為放棄其提出異議的權利。」。

(四) 保密義務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6條前段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

或法令別有規定外，中華仲裁協會及仲裁人應就所處理之仲裁

事件保守秘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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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案件原則上不公開審理，

就不公開審理的案件，雙方當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證人、翻

譯、仲裁員、仲裁庭諮詢的專家和指定的鑑定人、仲裁委員會

秘書局的有關人員，均不得對外界透露案件實體和程序的有關

情況。

比較前述規定，可發現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及台灣仲裁

法均未規定「當事人」本身對於仲裁事件之守密義務；相較而

言，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33條之規定即較

為周密，應值為日後修訂台灣仲裁法及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

時之參考。

(五) 遲延提出文書是否產生失權之效果？

台灣仲裁法及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均未明文規定當事人

未於期限內提出文書之法律效果，依台灣仲裁法第19條之規

定，當事人就仲裁程序未約定且台灣仲裁法亦未規定者，仲裁

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而台灣民事

訴訟法第268條之2復規定：當事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

定時限提出書狀或聲明證據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當事人未說明其理由者，法院得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註40），認定該當事人不得為相關主

註 40 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276條規定：「（第 1項）未於準備程序主張之事項，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於準備程序後行言詞辯論時，不得主張之：一、
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二、該事項不甚延滯訴訟者。三、因不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不能於準備程序提出者。四、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者。（第
2項）前項第三款事由應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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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因此，就理論上而言，倘

當事人未於期限內提出相關文書時，仲裁庭可依台灣仲裁法第

19條準用台灣民事訴訟法第268條之2之規定，依聲請或依職權

命該當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倘當事人未說明其理由者，並

得進一步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6條之規定，認定該當事人不得為

相關主張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惟在實務運作上，

鮮見仲裁庭於當事人未於期限內提出文書時，準用上開規定，

而多未苛責當事人，並實質審酌當事人逾時提出之書狀及證

據。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36條第2項及第

3項則明文規定：「 仲裁庭可以規定當事人提交證據的期限。

當事人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內提交。逾期提交的，仲裁庭可以不

予接受。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材料確有困難的，可

以在期限屆滿前申請延長舉證期限。是否延長，由仲裁庭決

定。」、「當事人未能在規定的期限內提交證據，或者雖提交

證據但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因此

產生的後果。」同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

並規定，仲裁庭有權決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答辯書或反請求

答辯書（註41）。

(六) 開庭筆錄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31條第1項規定中華仲裁協會應就

仲裁詢問程序錄音，並據以作成仲裁詢問筆錄。該仲裁詢問筆

註 41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12條第2項及第13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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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為依據錄音內容逐字製作，完整地呈現了仲裁庭詢問時之情

況。中華仲裁協會並應將筆錄按仲裁人及雙方當事人人數製作

繕本送達（註42）。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則區別涉外仲裁與國內仲裁

而異其規定，在涉外仲裁，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規則第35條之規定，開庭審理時，仲裁庭可以製作庭審筆

錄及／或影音記錄，但該審筆錄和影音記錄僅供仲裁庭查用，

並不提供予當事人。當事人可能取得之開庭記錄，為仲裁庭認

為必要時所製作之「庭審要點」，該庭審要點經當事人及／或

其代理人、證人及／或其他有關人員簽字或者蓋章，依實務觀

察，庭審要點僅擇要記錄，其詳細程度與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

則第31條所定之「仲裁詢問筆錄」有極大差別。

在國內仲裁，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64條則規定，仲裁庭應當將開庭情況簡要記入筆錄。當事人和

其他仲裁參與人認為對自己陳述的記錄有遺漏或者有差錯的，

可以申請補正；仲裁庭不同意其補正的，應當將該申請記錄在

案。該記錄由仲裁員、記錄人員、當事人和其他仲裁參與人簽

名或者蓋章。

(七) 簡易程序

1. 適用簡易程序之仲裁事件

依台灣仲裁法第36條之規定，適用簡易仲裁程序者有

二：其一，為民事訴訟法所定應適用簡易程序事件，經

註 42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32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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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合意向仲裁機構聲請仲裁者；其二，則為其他經

當事人合意者。所謂「民事訴訟法所定應適用簡易程序

事件」係指依台灣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應適用簡易程

序事件，其可分為三大類：

(1) 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之規定者：即台灣民事訴訟

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

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50萬元以下者」（註43），不

論爭議事件之性質為何，均適用簡易程序。

(2) 依事件性質，法律列舉規定者：即依台灣民事訴訟法

第427條第2項之規定，下列事件，不問其標的金額

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① 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

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② 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契約涉訟，其僱傭期

間在一年以下者。

③ 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主人或運送人間，因食

宿、運送費或因寄存行李、財物涉訟者。

④ 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⑤ 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涉訟者。

⑥ 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⑦ 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⑧ 因請求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或其

註 43 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7項並規定：「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
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台幣二十五萬元，或增至七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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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定期給付涉訟者。

⑨ 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⑩ 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

保證關係涉訟者。

(3) 依當事人之合意所定者：即依台灣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3項規定，經當事人合意適用簡易程序者，此合

意應以文書證之。

此外，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規定，中華仲裁

協會得斟酌事件之性質及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勸導雙方

當事人協議以簡易仲裁程序進行（註44）。

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50條之

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凡爭議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50萬元的，或爭議金額超過人民幣50萬元，經一方當事

人書面申請並徵得另一方當事人書面同意的，均適用簡

易程序。於有爭議金額或者爭議金額不明確的，則由仲

裁委員會根據案件的複雜程度、涉及利益的大小以及其

他有關因素綜合考慮決定是否適用簡易程序。比較兩會

之仲裁規則，可發現中華仲裁協會對於案件是否適用簡

易仲裁程序，僅得為建議與勸導，並無決定權；而中國

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有爭議金額或者爭議金額

不明確」的情況，則有決定權，可決定該事件是否應適

用簡易程序。

註 44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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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仲裁庭之組成

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簡易程序由獨任仲裁人進行

審理 （註45）。

3. 仲裁答辯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47條規定相對人應於收受

仲裁聲請書後7日內向中華仲裁協會提出答辯書；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53條第1項則規定：被

申請人應在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內向仲裁委員會提

交答辯書及有關證明文件。

4. 反請求及反請求答辯

與通常仲裁程序相同，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

未明文限制相對人提出反請求之時間，惟倘當事人意圖

延滯仲裁程序而提起反請求者，仲裁庭得不許可其提出

反請求（註46）；相對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仲裁規則明文規定，在簡易程序中，被申請人如有反請

求，應當自收到仲裁通知之日起20天內提交反請求書及

有關證明文件，惟仲裁庭認為有正當理由的，可以適當

延長該期限（註47）。

同樣地，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未明文規定聲請

人於收受反請求後，應提出關於反請求之答辯的期限；

相對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則明

註 45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44條第 1項、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規則第 52條。

註 46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15條第 3項。
註 47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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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簡易程序中，申請人應在收到反請求書及其附件

後20天內對被申請人的反請求提交答辯（註48）。

5. 審理方式

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49條之規定，雙方當事

人得約定由仲裁庭依據雙方所提之書面陳述與證據作成

判斷書，而不須開庭審理。在當事人無約定之情況下，

為求簡速，亦以一次期日詢問終結為原則（註49）。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亦基於相同

考量，賦予仲裁庭權限，使其能自行審酌是否有開庭審

理之必要（註50），倘決定開庭審理，除確有必要者外，

仲裁庭亦只開庭一次（註51）。

6. 作成判斷書之期限與內容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50條規定，在簡易程序

中，仲裁庭以於3個月內作成判斷書「為原則」。同規則

第51條並規定，簡易仲裁程序之判斷書，其事實及理由

得僅記載要旨，並且，倘經當事人約定無庸記載者，即

從其約定。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56條之規

定則更具強制性，規定在簡易程序中，仲裁庭「應當」

在組庭之日起3個月內作出裁決書，倘仲裁庭要求延長

註 48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3條第 2項。
註 49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44條第 2項。
註 50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4條規定：「仲裁庭可以按照

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審理案件；可以決定只依據當事人提交的書面材料和證
據進行書面審理，也可以決定開庭審理。」。

註 51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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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期限，須經仲裁委員會主任認為確有正當理由和必要

的，方可延長該期限（註52）。

四、仲裁庭之權限

(一) 仲裁庭決定其就系爭爭議有無仲裁管轄權之權限

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22條，仲裁程序中，當事人對

仲裁庭管轄權提出異議者，各具體案件之仲裁庭有權自行決定

其就系爭爭議是否有仲裁管轄權。同時，仲裁庭得視情況針對

其是否具有仲裁管轄權乙節先為中間決定或於終局判斷中一併

敘明，惟為避免作成二個判斷（即關於仲裁管轄權之中間判斷

與終局判斷）之煩，倘仲裁庭認定其具有仲裁管轄權的情況，

實務上仲裁庭多續行仲裁程序，迄至實體爭議達於可為判斷之

程度時，一併於仲裁判斷書中敘明（註53）。

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6條第1項之

規定，係「仲裁委員會」（而非各具體案件之「仲裁庭」）有

權對仲裁協議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轄權作出決定。

惟如有必要，仲裁委員會也可以授權仲裁庭作出管轄權決定。

此規定源自大陸仲裁法第20條前段：「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

力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或者請求人民法院

作出裁定。」之規定，此規定與國際上多數國家規定由「仲裁

庭」（而非「仲裁機構」）決定仲裁管轄權之立法例及國際上

註 52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56條第 2項。
註 53 楊崇森等 7 人合著，「仲裁法新論」，頁 221，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2002 年 5月修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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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仲裁規則之規定不同（註54），此項差異，須賴修訂大陸仲

裁法第20條之規定方能解決。於修法前，為和緩此一與國際上

多數規定不同之差異，並解決仲裁委員會作出的管轄權決定與

仲裁庭經實體審理後得出的結論相矛盾的問題（註55），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本次修訂其仲裁規則時，特別增訂第6條

第2項：「如果仲裁委員會依表面證據認為存在由仲裁委員會

進行仲裁的協議，則可根據表面證據作出仲裁委員會有管轄權

的決定，仲裁程序繼續進行。仲裁委員會依表面證據作出的管

轄權決定並不妨礙其根據仲裁庭在審理過程中發現的與表面證

據不一致的事實及／或證據重新作出管轄權決定。」，並且規

定：仲裁委員會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授權仲裁庭作出管轄權

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有學者主張，大陸仲裁法第20條僅

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的」，當事人可請求仲

裁委員會作出決定或者請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但對於其他關

於管轄權之異議，例如當事人主體資格異議、對仲裁請求本身

的管轄權異議，法律並未明文規定，因此，建議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修改其仲裁規則時，區別「關於仲裁協議的成

立及效力的異議」與「除此之外的其他管轄權異議」，將前者

（即「關於仲裁協議的成立及效力的異議」）依大陸仲裁法第

註 54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通過之國際商事仲裁模範法第
16條第 1項；英國 1996 年仲裁法第 30條第 1項、德國 1998 年仲裁法
第 1040 條、UNCITRAL 仲裁規則第 21 條、ICC 仲裁規則第 6條、LCIA
仲裁規則第 23條等。

註 55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5，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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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之規定，由仲裁委員會決定，而將後者（即「除此之外的

其他管轄權異議」）交由仲裁庭決定（註56）。此說之困境恐在於

實務上未必能明確界分當事人所異議者，是否純為「關於仲裁

協議的成立及效力的異議」，抑或屬「除此之外的其他管轄權

異議」，甚或二者兼而有之。本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修訂仲裁規則時，並未採納此一見解，仍規定由仲裁委員會

行使對仲裁協議及管轄權異議的決定權。

(二) 仲裁委員會總會與分會間管轄權之競合

鑑於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除在北京之總會外，尚

有上海分會及華南分會，故當事人倘僅約定將爭議提付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而未指明在北京總會、上海分會或

華南分會仲裁時，難免發生爭議，故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仲裁規則第2條第8項特設有明文規定，原則上肯認當事人

自治原則，當事人可自由約定在總會或在任一分會仲裁，如無

此約定時，則由申請人選擇，為此選擇時，以首先提出選擇的

為準；如有爭議，應由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

相對地，中華仲裁協會雖在台中及高雄均設有辦事處，惟

其並非分會，故無上述爭議。

同時，應予辨明的是：上述論及仲裁委員會總會與分會間

管轄權之競合與開庭地點係屬二事（註57），當事人可合意約定將

註 56 王文英，仲裁規則比較研究及貿仲規則的修改，仲裁與法律第 94輯，頁
22-23，2004 年。

註 57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管轄權決
定選編，頁 438-439，中國商業出版社，2004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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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提付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分會仲裁，但約定

開庭地點為北京市（註58）；惟除有如前述當事人之特別約定外，

原則上，由仲裁委員會受理的案件應當在北京開庭審理；如仲

裁庭認為必要，經仲裁委員會秘書長同意，也可以在其他地點

開庭審理。同理，由仲裁委員會分會受理的案件應當在該分會

所在地開庭審理；如仲裁庭認為必要，經該分會秘書長同意，

也可以在其他地點開庭審理（註59）。相反地，倘當事人僅約定仲

裁地點而未約定仲裁機構者，該仲裁協議無效（註60）。

(三) 仲裁庭是否有權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依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37條之規定，仲裁庭僅在有當

事人明示合意授權之前提下，方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相對

地，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3條第1項則規

定：「仲裁庭應當根據事實，依照法律和合同規定，參考國際

慣例，並遵循公平合理原則，獨立公正地作出裁決。」，本條

規定，與大陸仲裁法第7條：「仲裁應當根據事實，符合法律規

定，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之規定相近，一般認為係大陸仲

裁庭得為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之法律基礎，亦即，在大陸，無

待當事人明示合意授權，仲裁庭即得「遵循公平合理原則」作

註 58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32條第 1項。
註 59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32條第 2項。
註 60 依大陸仲裁法第 16 條第 2項之規定，「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即仲裁機

構）」為仲裁協議之必要記載事項之一；並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
僅選擇仲裁地點而對仲裁機構沒有約定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的函》，法函
﹝1997﹞36號，引自：馬原主編，經濟審判司法解釋及相關案例第二輯，
頁 478，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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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判斷。

(四) 保全措施

台灣仲裁法並未規定仲裁庭有採取保全措施之權限，倘當

事人認為有進行保全程序之必要者，於聲請仲裁前或仲裁程序

進行中，均得依台灣民事訴訟法關於保全程序之規定，向法院

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註61）。惟在取得當事人合意之前提下，中

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36條第1項特別規定：「仲裁標的物易於

敗壞或有緊急保存之必要者，一方當事人得向仲裁庭聲請，經

雙方同意後，將其變賣或交由第三人保管或為其他必要之保全

措施。」。

大陸仲裁法制亦同，採取仲裁庭並無採取保全措施之權限

的立法制（註62），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17

條及第18條並配套規定：「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的，仲裁委員

會應當將當事人的申請轉交被申請財產保全的當事人住所地或

其財產所在地有管轄權的法院作出裁定」及「當事人申請證據

保全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將當事人的申請轉交證據所在地有管

轄權的法院作出裁定」。惟有學者認為此種立法例否定了當事

人於提付仲裁前聲請財產保全之可能，並且，申請人於聲請仲

註 61 台灣仲裁法第 39條規定：「（第 1項）仲裁協議當事人之一方，依民事
訴訟法有關保全程序之規定，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者，如其尚未提付仲
裁，命假扣押或假處分之法院，應依相對人之聲請，命該保全程序之聲請
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但當事人依法得提起訴訟時，法院亦得命
其起訴。（第2項）保全程序聲請人不於前項期間內提付仲裁或起訴者，
法院得依相對人之聲請，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

註 62 大陸仲裁法第 2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258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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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後，再透過仲裁委員會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曠日費時，被

申請人可能於此期間內將財產轉移，致申請人承受難以回復之

損失，故建議修法以解決此一問題（註63）。

五、仲裁判斷書

(一) 作成仲裁判斷書之期限

依台灣仲裁法第21條第1項之規定，仲裁進行程序中，當

事人未約定者，仲裁庭應於接獲被選為仲裁人之通知日起6個月

內作成判斷書；必要時仲裁庭得延長3個月。同時，中華仲裁協

會仲裁規則第41條規定：仲裁判斷書，應於宣告詢問終結之日

起10日內作成。仲裁庭縱未逾仲裁法第21條所定期限，自詢問

終結之日起，逾1個月未交付判斷書者，由本會發函催告；逾3

個月仍未交付者，中華仲裁協會得將仲裁人姓名於本會刊物上

公佈。但已逾仲裁法第21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或約定之期限而

仍未交付者，中華仲裁協會得逕行將仲裁人姓名於其刊物上公

佈（註64）。

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之規定，倘為涉外

仲裁，仲裁庭應當在組庭之日起6個月內作出裁決書（註65）；倘為

國內仲裁，仲裁庭應當在組庭之日起4個月內作出裁決書（註66）。

註 63 趙千喜，國際商事仲裁中臨時措施的適用問題—兼及我國仲裁立法的完
善，仲裁與法律第 97輯，頁 22-23，2005 年。

註 64 即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出版之「仲裁」季刊。
註 65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42條第 1項。
註 66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6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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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論涉外仲裁或國內仲裁，在仲裁庭的要求下，仲裁委員會

主任認為確有正當理由和必要的，可以延長該期限，並且，就

該可延長之期限並無最長期限之明文期間限制。

(二) 仲裁判斷之作成

兩會之仲裁規則均規定合議仲裁庭之判斷以過半數意見定

之（註67）。倘合議仲裁庭之意見不能過半數者，依中華仲裁協會

仲裁規則第43條第3項之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程序

視為終結，仲裁庭並應將其事由通知當事人。惟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之規定則有所不同，依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3條第5項，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數意

見時，裁決依首席仲裁員的意見作出。此際，少數仲裁員的書

面意見應當附卷，並可以附在裁決書後，但該書面意見不構成

裁決書的組成部分。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並就關於數額之評議，倘仲裁人之

意見均不過半數的情況設有特別規定：「關於數額之評議，仲

裁人之意見各不達過半數時，以最多額之意見順次算入次多額

之意見，至達過半數為止。」（註68），相較而言，中國國際經

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則無類似規定，故「關於數額之評

議，仲裁人之意見各不達過半數」之情形，仍屬「仲裁庭不能

註 67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38條第 2項、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
裁規則第 43條第 4項。

註 68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 38 條第 3項，此規定與台灣仲裁法第 32 條第
3項同，係源自台灣法院組織法第 105 條第 2項，請參見：商務仲裁法
規編，頁 60-61，法務部印行，1994 年 3月。



33

形成多數意見」的情況之一，依前引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仲裁規則第43條第5項之規定，應依首席仲裁員的意見作出

仲裁裁決。

(三) 不同意見書

關於持少數意見之仲裁人是否能另作成「不同意見書」之

問題，在仲裁法學界向有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不同看法，各國

立法例亦有不同。持肯定說者主張在國家間之仲裁，早於19世

紀中即建立仲裁人有出具不同意見書之權利（註69），並且，國際

法院規約第57條亦規定：「判詞如全部或一部份不能代法官一

致之意見時，任何法官得另行宣告其個別意見。」（註70），基於

相同理由，仲裁人亦應有權出具不同意見書；持否定說者則認

為：基於仲裁庭之評議應為秘密的考量，應不允許仲裁人出具

不同意見書（註71）。

中華仲裁協會於1995年3月提出商務仲裁條例修正草案前

之研修討論時，就應採肯定說或否定說之立法例，曾有相當討

論，經詳加討論後，認為無予強制規定之必要，既不鼓勵，亦

註 69 ALAN REDFERN & MARTIN HUNTER,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461 (2004); 在英國
法之架構下，因有對仲裁判斷提起上訴之制度，則不服該仲裁判斷之當事
人對仲裁判斷提起上訴時，可能仰賴仲裁人所作成之不同意見書為相關主
張，請參見：DAVID ST. JOHN SUTTON & JUDITH GILL, RUSSELL ON 
ARBITRATION, 248 (22nd ed. 2003).

註 70 中譯文引自：王鐵崖、田如萱編，「國際法資料選編」，頁 1033，法律
出版社，1986 年第 2版，1995 年第 6刷。

註 71 ALAN REDFERN & MARTIN HUNTER,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462 (2004). 



34

不禁止，而由仲裁人自行決定是否另作成不同意見書（註72）。

嗣法務部於1996年11月25日以法85律決字第29959號函表示：

「按商務仲裁協會組織及仲裁費用規則第十八條規定：『仲裁

人應以公正負責之態度處理仲裁事件，並保守秘密。』又商務

仲裁條例第十九條就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項已明文列舉，並未

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對大

法官決議之解釋文或憲法法庭之判決，訂有公布或公告不同意

見書之規定，故仲裁判斷書不得附具不同意見書。」（註73），明

確表示仲裁判斷書不得附具不同意見書，自此函釋後，在台灣

仲裁實務上，幾未見仲裁人於仲裁判斷書附具不同意見書者（註

74）。中華仲裁協會於2001年3月30日通過施行之仲裁規則並於

第38條第1項增訂：仲裁人有不同意見者，僅得附具其意見於評

議簿。

就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3第4

項則有規定：「少數仲裁員的書面意見應當附卷，並可以附

在裁決書後，但該書面意見不構成裁決書的組成部分。」，

本項規定為本次修訂仲裁規則所新增，其增修之考量在於認

為：允許少數意見附於裁決書後可以對仲裁員起到監督和制

約作用，有利於提高裁決書的品質，同時也增加了仲裁庭裁

註 72 林俊益，「法院在商務仲裁之角色」，頁 110，永然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6 年 4月。

註 73 轉引自：商務仲裁第 44期，頁 103，1996 年 12 月。
註 74 陳煥文，「仲裁人手冊（一）仲裁人倫理規範」，頁 65，崗華傳播事

業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楊崇森等 7 人合著，「仲裁法新論」，頁
227，中華仲裁協會，2002 年 5月修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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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透明度（註75）。

(四) 仲裁判斷是否須經全體仲裁人簽名？

關於仲裁判斷是否須經全體仲裁人簽名之問題，在台灣於

1998年修訂仲裁法前，曾有爭議（註76）；嗣1998年修訂仲裁

法，增訂第33條第3項之規定：「判斷書之原本，應由參與評議

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名者，由簽名之

仲裁人附記其事由。」後，即已解決此一爭議，倘發生仲裁人

拒絕簽名或因故不能簽名之情事，僅須由簽名之仲裁人附記其

事由，即完備判斷書之形式（註77）。

值得注意的是：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43條第2項並規

定：「仲裁人無正當理由不參與評議或拒絕在判斷書上簽名，當

事人得於收受判斷書後30日內請求減免給付仲裁費。」。

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3條第6項之規

定，仲裁判斷書僅須多數仲裁員署名。持有不同意見的仲裁員

可以在裁決書上署名，也可以不署名。因此，不生是否須由簽

名之仲裁人附記其事由或為任何其他補正程序之問題。

(五) 仲裁判斷書之核閱制度

註 75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的說明，仲
裁與法律第 96輯，頁 37，2005 年。

註 76 當時有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不同見解，詳請參見：1997 年 11 月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法律座談會，引自：1997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頁 75-
79，1998 年 6月版。

註 77 陳煥文，「仲裁法逐條釋義」，頁 373，崗華傳播有限公司，2002 年
10 月增訂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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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5條規定：「仲

裁庭應在簽署裁決書之前將裁決書草案提交仲裁委員會核閱。

在不影響仲裁庭獨立裁決的情況下，仲裁委員會可以就裁決書

的有關問題提請仲裁庭注意。」，與本次修訂前，2000年版之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56條第2項：「仲裁委

員會可以就裁決書的形式問題提請仲裁員注意」之規定相較，

本次修訂將原「形式問題」修改為「就裁決書的有關問題」，

亦即，依修訂後之規則，仲裁委員會可就「形式問題」及「實

質問題」提請仲裁員注意，此係基於在實踐上，仲裁委員會核

閱仲裁裁決時，對裁決的實體問題提出意見，已非特例，故為

此修訂，以符實際（註78）。就此，論者有顧慮中國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是否會藉本條之規定對於仲裁裁決之實體內容與結

果為不當干預，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則表示該會向均

嚴守分際，僅就「有關問題提請仲裁庭注意」而已，至於是否

採納相關意見，仍完全由審理該具體個案之仲裁庭決定，並未

發生所謂干預仲裁裁決之實體內容與結果的情事（註79）。

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無關於仲裁協會核閱仲裁判斷書之

規定。    

註 78 王文英，仲裁規則比較研究及貿仲規則的修改，仲裁與法律第 94輯，頁
41，2004 年。

註 79 筆者於中華仲裁協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 2005 年 9 月 23
日共同在武漢舉行之《第五屆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中，就兩會仲裁
規則之比較為專題報告，報告結束後，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人員
特就此點向筆者說明：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實際運作之情況，
均僅就「有關問題提請仲裁庭注意」而已，仲裁庭完全可自由決定是否採
納其意見，亦即，仲裁裁決最終之內容與結果為何，均仍係依仲裁庭之意
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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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解、調解與仲裁

(一) 先達成和解協議後，再依仲裁協議組成仲裁庭作出仲裁判斷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0條第1項規

定：「當事人在仲裁委員會之外通過協商或調解達成和解協議

的，可以憑當事人達成的由仲裁委員會仲裁的仲裁協議和他們

的和解協議，請求仲裁委員會組成仲裁庭，按照和解協議的內

容作出仲裁裁決。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仲裁委員會主任指

定一名獨任仲裁員組成仲裁庭，按照仲裁庭認為適當的程序

進行審理並作出裁決。具體程序和期限不受本規則其他條款

限制。」，本項規定與1999年斯德哥爾摩調解中心規則第12

條：「當事人於達成調解協議後，得經調解人之同意，選任該

調解人為仲裁人並要求其依和解協議之內容作成仲裁判斷。」

（註80）之規定相近，二者之共同點在於：當事人於選定仲裁人

時，已就其間之爭議達成協議，其於爭議已達成協議後（亦即

實質上已無任何「爭議」存在後），再行選任仲裁人，依其達

成協議之內容作成仲裁判斷，其目的無非在於使當事人間之調

解協議能透過本條所定之程序轉換為具有強制執行力之仲裁判

斷，以免發生當事人於達成協議後，又不依協議履行之困境

註 80 Article 12 of the Rules of the Medi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provides that “[u]pon reaching a settlement 
agreement, the parties may,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Mediator, 
agree to appoint the Mediator as an arbitrator and request him to 
confirm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in an arbitral award.” please see 
website: http://www.sccinstitute.com/_upload/shared_files/regler/web_A4_
Medling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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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1），因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2000年修訂

仲裁規則，增訂上述條款時（註82），即特別說明增訂本條款

之目的在於「為了鼓勵當事人進行調解，通過簡易的仲裁途

徑使得調解所取得的成果能夠具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註

83）。

自紛爭解決一次性的觀點而言，本條規定確有其實益；

惟有學者自探討仲裁程序之定義出發，認為在本條所定的情況

下，並不存在真正、合法之仲裁協議與仲裁程序，蓋：所謂仲

裁程序，於仲裁人選定時，當事人間必須存有特定爭議（註84）；

倘當事人間曾存在特定爭議，而嗣後已就該特定爭議達成和解

協議時，仲裁人就相關爭議是否具有仲裁管轄權，須視達成和

解協議之時點而定，倘當事人間於仲裁人選定前即已達成和解

協議，則仲裁人就相關爭議即不具有仲裁管轄權（註85），因為所

謂仲裁人之選定，係指就「特定爭議」選定仲裁人，循仲裁程

註 81 KARL MACKIE ET AL.,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131(1995).

註 82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 2000 年修訂仲裁規則時，係增訂本條款
為第 44 條第 3項，嗣於 2005 年再次修訂仲裁規則時，即改列為第 40
條第 1項前段。關於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2000 年仲裁規則之修
訂及評論，請參見：陳希佳，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二○○○年仲
裁規則修訂條文評析，仲裁第 59期，頁 71-88，2000 年 11 月。

註 83 王生長，關於修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有關情況的
說明，仲裁與法律，第 70期，頁 32以下，2000 年 9月。

註 84 SIR MICHAEL J. MUSTILL & STEWART C. BOYD,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GLAND 46-47 (2nd 
ed. 1989)

註 85 SIR MICHAEL J. MUSTILL & STEWART C. BOYD,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GLAND 128 (2nd 
ed.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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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解決該特定爭議。倘選定仲裁人之際，當事人間已達成和

解協議，即無所謂「仲裁程序」可言。

再者依1958年紐約公約第2條第1項：「各當事人以書面協

議承允彼此間所發生或可能發生之一切或任何爭議，如關涉可

以公斷（仲裁）解決事項之確定法律關係，不論為契約性質與

否，應提交公斷（仲裁）時，各締約國應承認此項約定。」及

紐約公約第5條第2項：「倘聲請承認及執行地所在國之主管機

關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亦得拒不承認及執行公斷（仲裁）裁

決：(a)依該國法律，爭議事項不能以公斷（仲裁）解決者」（註

86）（底線及括號內文字為作者加註）之規定，可見在紐約公約

規定下，「仲裁」之基本前提在於當事人間存有特定爭議，倘

當事人間已達成和解協議，即已不存在待「仲裁」程序解決之

爭議，因此，於上述斯德哥爾摩調解中心規則第12條與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0條第1項規定的情況，因仲

裁程序開始前，當事人間已無爭議，故有論者認為依本條作成

之「仲裁判斷」，是否能依1958年紐約公約之約定，在國際上

獲得普遍的承認與執行（註87），殊值注意。

相對而言，中華仲裁協會之仲裁規則並無相類似之規定。

註 86 英文請參見網站：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
NY-conv/XXII_1_e.pdf；中譯文請參見網站：http://www.uncitral.org/pdf/
chinese/texts/arbitration/NY-conv/XXII_1_c.pdf。

註 87 Christopher New Mark & Richard Hill, Notes, Can a Mediated Settlement 
Become an Enforceable Arbitration Award? , 16 ARB. INT'L 81, 83-8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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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仲裁程序中之試行和解或調解

台灣仲裁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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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377條第1項前

段復規定：「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得隨時試行和解。」，

有鑑於此，中華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35條亦明文規定：仲裁

庭於仲裁判斷前，得勸導雙方當事人試行和解，倘和解成立

者，仲裁庭應作成和解書，記載當事人姓名、和解事由、內

容、成立之場所與成立之年、月、日等事項，並由雙方當事人

或其代理人及仲裁人簽名或蓋章。仲裁庭應於和解成立之日起

5日內，將和解書報知中華仲裁協會。實務上，仲裁庭常視具

體仲裁事件進行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勸諭兩造當事人和解。

此外，值得一併注意的是：中華仲裁協會爭議調解中心調解

規則第28條規定：「（第1項）仲裁事件，於仲裁判斷作成

前，仲裁人及雙方當事人均認該事件適合進行和解者，由仲

裁人適用本規則進行調解。（第2項）前項情形，當事人無

須另行繳納調解費」，這是中華仲裁協會關於「先仲後調」的

規定。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40條第2項則規

定：如果雙方當事人有調解願望，或一方當事人有調解願望並

經仲裁庭徵得另一方當事人同意的，仲裁庭可以在仲裁程序進

行過程中對其審理的案件進行調解。同時，在仲裁庭進行調解

的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在仲裁庭之外達成和解的，應視為是在

仲裁庭調解下達成的和解（註88）。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並就此程序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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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為詳細規定，以確保此程序之實際可操作性，例如，於仲

裁規則第40條第4項明定：「仲裁庭在進行調解的過程中，任

何一方當事人提出終止調解或仲裁庭認為已無調解成功的可能

時，應停止調解。」，以確保本條所定之調解程序係在當事人

自治、自願之基本原則下進行；同條第6項規定：經仲裁庭調解

達成和解的，雙方當事人應簽訂書面和解協議；除非當事人另

有約定，仲裁庭應當根據當事人書面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裁決

書結案，以確保當事人透過調解達成之協議具有強制執行力；

同條第8項規定：如果調解不成功，任何一方當事人均不得在

其後的仲裁程序、司法程序和其他任何程序中援引對方當事人

或仲裁庭在調解過程中曾發表的意見、提出的觀點、作出的陳

述、表示認同或否定的建議或主張作為其請求、答辯或反請求

的依據，期使當事人在調解程序中能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以

促進調解成功之機會。

參、結語

綜合言之，兩會之仲裁規則仍有若干差異，自比較法之觀

點，比較兩者之不同，故可供兩會日後進一步完善其仲裁規則

之參考，惟亦無使兩會之仲裁規則修訂為完全相同之必要，蓋

誠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長王生長博士於第五屆

註 88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 40條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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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註89）中所言：「不同帶來魅力」，

不同機構之仲裁規則實係體現各仲裁機構之特色的重要方法，

各爭議當事人可於了解各仲裁規則之不同後，考量各仲裁機構

之特色，選擇最符合其需求之仲裁機構進行仲裁。依兩會仲裁

規則之不同觀之，整體而言，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於

具體仲裁事件中，所享有之實質管理、監督之權限，較中華仲

裁協會為大，此或與兩會之歷史背景與兩岸之仲裁法制不同有

關，各項不同處，應值考量於兩會進行仲裁程序之實務界人士

注意。

註 89 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係由中華仲裁協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
會聯合舉辦，第五屆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於 2005 年 9月 25 日在武
漢舉行。2001 年至 2004 年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中所發表之論文，
業已收集成冊，請參見：中華仲裁協會編，「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論
文集2001~2002」，中華仲裁協會，2003年一版；中華仲裁協會編，「海
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論文集 2003~2004」，中華仲裁協會，2005 年一
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編，「海峽兩岸經貿仲裁研討會文集」，
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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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兩岸仲裁用語對照表

序號
中華仲裁協會

仲裁規則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仲裁規則

1 主任仲裁人 首席仲裁員

2 仲裁人 仲裁員

3 仲裁判斷 仲裁裁決

4 仲裁協會 仲裁委員會

5 仲裁詢問 審理 

6 仲裁聲請狀 仲裁申請書

7 相對人 被申請人

8 國際商事仲裁模範法 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

9 揭露 披露

10 聲請人 申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