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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投資糾紛之仲裁與
調解機制

文◎吳梓生

壹、兩岸經貿投資之發展變遷

自1987年臺灣政府開放至中國大陸探親後，海峽兩岸之

長期隔絕狀況打破。臺灣政府於1990年起正式開放對大陸之

間接投資，先後訂頒「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

理辦法」、「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項目）審查原

則」，臺灣至中國大陸之投資，金額愈來愈高，規模愈來愈

大；兩岸的貿易額也愈來愈高。雖然1996年起，臺灣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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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戒急用忍」政策，此一趨勢並未改變。2000年臺灣政黨輪

替，但「戒急用忍」政策未大幅更張；因此原本預料兩岸均加

入WTO後會有更密切的經貿往來，實際上未有特別顯著發展。

2008年，臺灣再次政黨輪替，對中國大陸之經貿投資大幅放

寬，兩岸經貿往來顯著增加。2009年，臺灣政府修正「在大陸

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審查原則」，同時訂頒「大陸地區人

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兩岸更進一步於2010年6月29日簽署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使兩岸經貿往來邁入新

里程（註1）。

據統計，兩岸貿易總值（含香港）自2006年起超過美金

1000億元，2007、2008年均超過美金1300億元，2009年（金

融海嘯）仍有美金1090億元（註2）；臺灣政府核准至中國大陸之

投資，2006、2007年為美金數億元，2008年劇增至美金30億

元，2009年增至美金70億元以上（註3）。若據中國大陸之統計，

臺灣廠商之投資金額至2009年累計近美金500億元（註4）！

註 1 臺灣立法院於 2010 年 8 月 17 日議決通過 ECFA，預定自 9月 12 日正式
生效。

註 2 臺灣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統計系統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
http://cus93.trade.gov.tw/fsci/

註 3 臺灣海基會兩岸經貿網／台商經貿資訊／兩岸經貿交流統計　
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10/10.asp。

註 4 中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兩岸經貿／兩岸經貿統計／ 2009 年
1-12 月大陸與台灣貿易投資情況
http://www.gwytb.gov.cn/lajm/lajm/201101/t20110128_1737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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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經貿投資糾紛之類型

隨兩岸經貿投資往來，糾紛必然發生。海基會所受理之台

商投訴案件，在2007年前，每年均為兩位數；2008年巨幅升至

221件，2009年更倍增為428件（註5）！足見往來愈頻繁，糾紛

愈多。

對兩岸經貿往來所發生之糾紛，可按照經濟活動之型態或

糾紛之主體、地點來區分。

一、按經濟活動型態區分

經濟活動可大別為「貿易」與「投資」兩類。貿易之標的

主要為商品或勞務；近年來，智慧財產權／知識產權逐漸成為

重要之貿易內容（如影音製品、專利或商標授權等）。常見的

貿易糾紛如：遲延／拒絕付款、商品瑕疵、違約罰款等等。

在投資方面，由於2009年前，臺灣企業不許對中國大陸直

接投資，中國大陸對純外資之投資亦多所限制，因此合資、合

營之投資模式，勢所必然。許多糾紛亦環繞於合資合營契約之

履行，例如經營權之歸屬、盈餘分配等等。此外，中國大陸之

土地原則上為國有，故關於土地使用之糾紛亦不少。當然，勞

資間之糾紛，勢所難免；尤其中國大陸於2008年開始實施勞動

合同法，勞資間之關係更形緊張，勞資糾紛時有所聞。

註 5  臺灣海基會兩岸經貿網／經貿糾紛協處 ( ／服務案例統計 )
http://www.seftb.org/mhypage.exe?HYPAGE=/menu0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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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糾紛主體、地點區分

大多數經貿糾紛發生於私人（企業）之間，多數發生於臺

灣企業／人民與中國大陸企業／人民之間，糾紛地點也多在中

國大陸。當然亦有台商之間在中國大陸發生糾紛。隨著臺灣開

放中國大陸來台投資，可以預見在臺灣發生糾紛之情形。

糾紛亦有可能發生於私人（企業）與政府之間，例如政府

採購案件或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案件。不

過目前似乎尚未出現此類糾紛類型。

參、 如何解決糾紛─臺灣之民商事糾紛解決
機制

欲以何種機制解決兩岸間之經貿投資糾紛？不妨先了解既

有之民商事糾紛解決機制。以臺灣而言，民商事糾紛解決機制

可大別為「法院」與「法院外」兩大途徑。中國大陸亦可做類

似區分。

一、法院

提及法院，必然想到兩造對立之「訴訟審判」；訴訟的結

果通常是「判決」。臺灣之民事訴訟制度為三級（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但地方法院設有簡易庭）三審（通常訴

訟程序；另設有簡易訴訟及小額訴訟兩程序）。已不得再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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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判決稱為「確定判決」，確定判決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

400、401條）及執行力（強制執行法第4條）。法院各審均須

繳納裁判費，一審為訴訟標的之1.1%，二、三審各為1.65%.。

一般而言，法院訴訟審判是解決糾紛之「最終」途徑。不過，

三審訴訟時間頗長，更有屢次發回更審之情形，頗令人訾議。

附帶言之，臺灣司法對於和解及調解十分重視，寄望「紓

減訟源」。民事訴訟法於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章中設有

「和解」專節（第377至380條之1）；第一審更設有「調解程

序」專章（第403至426條）；兩者於第二審程序均準用之（第

463條）。和解通常由法官於法庭或協商室中進行，調解則通常

先由調解委員進行。如果雙方之訴訟上和解或調解能成立，和

解筆錄或調解筆錄均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

條、第416條第1項）。而且若能成立訴訟上和解或訴訟中移付

調解成立者，將退還裁判費三分之二（民事訴訟法第84條、第

420條之1）。

二、法院外解決紛爭機制

(一) 法律規定機構／人員之機制

民商事糾紛並非只能尋求法院解決。臺灣有不少法律明定

之機構或人員，可以有效解決糾紛；其中又可分為一般性（受

理各類型案件）及特定性（針對特定類型案件）兩大類。前者

以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之調解（鄉鎮市調解條例）及仲裁

機構之仲裁或調解（仲裁法）為代表。後者如政府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之履約爭議調解（政府採購法）、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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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調處（土地法）、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中心之調處（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勞資爭議

之調解或仲裁（勞資爭議處理法）⋯等等。

1. 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之調解

在臺灣，鄉鎮市區公所為基層之政府機關。透過公所調

解委員會調解之案件甚多，包括普通民事及簡易刑事告

訴乃論案件，且案件數逐年上升。據統計（註6），自2003

年後，全臺每年結案之調解案件均在10萬件以上；2009

年結案124,806件，其中調解成立者有95,605件，比率達

76.6%。

民事調解成立之調解書經管轄之法院核定後，與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鄉鎮市調解條例第26、27條）。

2. 仲裁機構之仲裁及調解

在臺灣之仲裁機構早期只有中華仲裁協會（成立於1955

年，原名中華商務仲裁協會），1998年修正仲裁法（原

名商務仲裁條例）後，始有新成立者（註7）。截至目前

為止，仍以中華仲裁協會之規模最大，處理之案件數最

多。受理之案件以工程仲裁為多。2008年，中華仲裁協

會設立調解中心，積極推廣調解業務。

仲裁法第37條規定，仲裁判斷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力。此外，仿訴訟上和解，於仲裁進行中亦得為和

註 6 內政部內政統計年報一、民政 09. 辦理調解業務概況。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1-09.xls。

註 7 臺灣營建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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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解成立之和解書與仲裁判斷有同一效力（仲裁法

第44條）。

仲裁法中另賦予仲裁機構仲裁人進行調解之法源（第45

條），調解成立由仲裁人製作之調解書，與仲裁和解有

同一效力。換言之，與仲裁判斷／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

效力。但若調解人不具仲裁人資格者，則其作成之調解

書僅具民事和解契約之效力。

(二) 協商和解、調解

當然，當事人可自行協商，亦可尋求非法定之機構人員居

中調解。若能達成共識，則成立民法上之和解（民法第736至

738條）。此種和解具契約之效力，不同於前述之訴訟上和解具

有確定判決之效力。

肆、 兩岸經貿投資糾紛之特性及解決機制之
基本原則

其實經貿往來發生糾紛，不足為奇；無論是國內或國際

糾紛，早有各式途徑可供採用，以解決糾紛。不過，兩岸經貿

投資往來，受到極大之政治因素影響；且兩岸分隔數十年，雖

說同文同種，但政治、社會、文化發展方向及內容，頗有歧

異，可說「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因此，兩岸往往欠缺必要

之「信任」。此在糾紛發生時，尤為明顯。而欲有效、順利解

決糾紛，對解決機制之「信任」，實乃最根本之基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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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賴」為糾紛解決機制之第一基本原則。

其次，由於兩岸各有其糾紛解決機制，無論是法院之裁判

或其他機構之決定，必須在對方管轄領域內「可執行」，才有

意義。第三，經貿糾紛所涉者主要為財產，雙方可能仍期待未

來繼續合作，因此，和諧、彈性頗為重要，宜避免尖銳之兩造

對立。最後，解決糾紛所支出之成本應合理。當然，亦期待能

依案件類型，發展出類型化之糾紛解決機制。

伍、適合解決兩岸經貿投資糾紛之機制

本於上述基本原則可以發現，在經貿糾紛採取法院外解決

紛爭機制可能較符合現階段需求。而在此當中，法院訴訟外之

仲裁與調解兩種機制，最受重視。進一步細說如下。

一、仲裁

仲裁機制在兩岸發展迄今，無論是仲裁機構或是仲裁程序

規則，均已相當成熟、完備。仲裁之基礎在於當事人自願簽訂

之仲裁協議，仲裁人亦由雙方各自選出，因此具有良好之「可

信賴」基礎。

其次，依臺灣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規定：「（第1項）在大陸地區

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第2項）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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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而依中國大陸最高

人民法院通過，1998年5月26日開始施行之「關於人民法院認

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下稱「認可規定」）

第19條，台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亦可向人民法院申請裁定認可

其效力；於2009年3月30日之「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

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下稱「認可補充規定」），重

伸此一適用。認可後，即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

定之程序辦理執行（註8）。因此，兩岸仲裁機構各自所作成之仲

裁判斷／裁決，均能在對岸獲得認可與執行。

二、調解

相較於仲裁制度之發展成熟，調解則尚在發展中。不過，

調解制度合乎兩岸之民情，亦同樣必須本於當事人自願之原

則。其中，臺灣之鄉鎮市區公所調解，行之有年，頗具成效。

不過一般而言，企業間之商務糾紛較少循此途徑解決。至於仲

裁中之調解，雖於仲裁法中有所規定，但實務上似不常見。中

國大陸則在「和諧社會」之國家目標下，積極大力推動訴訟外

解決糾紛之制度，調解制度即為其一。其中，仲裁機構亦致力

於調解之推動。

但就調解文書之相互承認與執行而言，較諸仲裁判斷／裁

決，顯然不足。中國大陸之認可補充規定第2條明定，申請認可

之對象包括「調解書」，不過此處之「調解書」應僅限於法院

註 8 認可規定第 1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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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調解，亦即法院調解筆錄；鄉鎮市區公所之調解書或仲裁

機構之調解書，則不在其中（註9）。而依臺灣之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第74條規定，能被裁定認可之對象，並不包括調解成立之文

書。

陸、 調解機制之進一步介紹─以中華仲裁協
會爭議調解中心為例

雖然調解機制在兩岸之可執行性上，有待努力；不過，

其可信賴性、自願性、和諧性、彈性及相對低廉之費用，均有

值得稱道之處。在此，謹以中華仲裁協會爭議調解中心（下稱

「爭議調解中心」）之調解規則（下稱「調解規則」）為例，

做進一步之介紹。

一、得受理之案件

爭議調解中心所得受理之案件並不以仲裁法規定之調解事

件為限（註10），而且可接受其他機關委託辦理調解案件（註11）。

註 9 認可補充規定第 2條第 2款：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裁定、調
解書、支付令，以及臺灣地區仲裁機構裁決的，適用《規定》和本補充規
定。

註 10 調解規則第 4條第 3項。
註 11 調解規則第 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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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解人及調解場地

調解人以一人為原則，至多三人（註12）。而且以爭議調解

中心調解人名冊中登記之調解人為限（註13）。但調解場地不以臺

灣為限（註14）。

三、調解方式

爭議調解中心採行之調解模式為「促進式調解」

（facilitative mediation），亦即調解人之主要作用在協助爭議雙

方了解彼此之真正利益所在，著重未來關係之持續，由當事人

自行決定是否達成協議及協議之內容。為體現此種調解模式，

調解人應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註15）；認有必要時，得與當

事人分別單獨會談（註16）。必須注意，調解人對於分別單獨會談

之內容須保密，非經當事人同意，不得對他造當事人揭露，亦

不得公開（註17）。

僅管採取促進式調解模式，但由以往調解之經驗，及對東

方文化尋求權威協助（甚至決定）之了解，調解規則亦容許調

解人提出調解建議；但若雙方當事人均不同意其提出者，則不

得提出（註18）。

註 12 調解規則第 14條第 1、2項。
註 13 調解規則第 14條第 6項。調解人名冊
註 14 調解規則第 4條第 2項。
註 15 調解規則第 17條第 1項。
註 16 調解規則第 18條第 1項。
註 17 同上註。
註 18 調解規則第 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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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與調解之結合在程序上之安排

首先，雙方當事人得以書面同意，於調解不成立時，依仲

裁法進行仲裁程序（應另行繳納仲裁費）。此時，調解人不得

就該仲裁事件擔任任一方當事人之代理人；非經雙方當事人之

書面同意，調解人不得擔任該仲裁事件之仲裁人（註19）。此為

「先調後仲」（Med-Arb）。

另種情形，則是於仲裁判斷作成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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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20）。此為「先仲後調」（Arb-Med）。不同於「先調後仲」

之調解人原則不得擔任仲裁人，「先仲後調」之仲裁人直接轉

為調解人。因此，有論者認為：若是調解不成，直接回復仲裁

程序，則先前仲裁人於調解時與雙方當事人分別單獨會談之內

容，恐會影響仲裁人之心證。

柒、 兩岸仲裁機構進行仲裁／調解所待努力
解決之問題

面對兩岸經貿往來日益密切，糾紛隨之增多，兩岸仲裁機

構之仲裁及調解應為解決糾紛之重要機制。但欲達此目的，尚

有以下值得努力之處： 

註 19 調解規則第 27條。
註 20 調解規則第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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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解之認可

如前所述，依臺灣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規定，能被

裁定認可之對象，並不包括調解成立之文書；而中國大陸之認

可補充規定第2條之「調解書」亦僅限於法院調解。因此，仲裁

機構調解書之承認與執行，有待兩岸各自立法或解釋。

二、機構合作

目前兩岸仲裁機構頗有往來，其中尤以中華仲裁協會與中

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每年輪流互訪、舉辦論壇，互動

相當密切。故有論者倡議於兩岸共組一仲裁機構，或兩岸仲裁

機構互納仲裁人／員，或聯合仲裁。其中，共組仲裁機構恐非

易事，目前亦尚乏兩岸共組之團體。

在互納仲裁人／員部分，中國大陸已有部分仲裁機構納入

臺籍仲裁員。但臺灣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2條規定：「（第

一項）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為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成員或擔任其

任何職務。（第二項）前項許可辦法，由有關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而迄今許可辦法仍未訂定。此為臺灣方

面有待努力之處。

至於聯合仲裁／調解，其基本概念為雙方當事人各自向各

自之仲裁機構請求，成立聯合仲裁庭／調解小組，依據共同訂

定之聯合規則進行仲裁／調解。此一構想首須有兩岸各自之法

源依據或授權，並對聯合仲裁／調解作成之文書，予以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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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執行。

捌、結語

於ECFA簽訂生效後，兩岸經貿投資往來應會進入一常態

增長之階段，可預見糾紛必然發生。而透過適切之機制解決糾

紛，給予兩岸人民及企業充足之信賴，方能維持兩岸經貿往來

之正向發展。仲裁與調解，實為解決經貿投資糾紛之適切機

制。如何擴大運用，有待兩岸仲裁機構積極努力，敦促兩岸相

關機關協議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