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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藍瀛芳＊

摘要

   單純仲裁條款的當事人在開始仲裁程序後，如果在判斷做成前，

自行和解或是經調解人促成和解時，得請求仲裁庭將此和解轉變成判

斷。這種判斷是基於當事人的意思所形成，而非經仲裁程序獲得的仲

裁庭共識。這種判斷的成立要件與效力問題皆是值得探討的內容。本

文循比較法的資訊，就和解判斷在近二、三十年來形成與立法的內

容，予以觀察。在其相關的發展資訊中，也可另觀察到當事人在事前

未有仲裁條款存在，當然不可能開始任何仲裁程序，可是當事人經調

解達成和解時，也得約定提付仲裁，並選定原調解人為仲裁人將其和

解轉變成判斷。這是由和解判斷衍生的新機制。文內的後部分即將和

解判斷在最近衍生的一些新類型，做說明的內容。

關鍵字

仲裁條款、提付仲裁、和解、判斷、和解判斷、調解仲裁的結合、仲

裁程序終止 

arbitration clause、submission、settlement、award、award by consent、

mediation-arbitration [Med-Arb/ Arb-Med] 、 termination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和解判斷與其衍生的新機制
 ——比較法上的觀察

一、引述

和解（英settlement/法transaction / 德Entscheidung）是各國傳統民法典所

規定的典型契約，例如國內民法有三條簡要規定，並將之定義為「當事人互

＊藍瀛芳：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目前為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除

擔任仲裁法課程教職外，還曾多次擔任國內及國際上仲裁案件之仲裁人與仲

裁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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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Art. 736(1)] （註一）。這項

定義與法國民法（Art. 2044）的定義「和解係指當事人終止已發生的爭執或

預防將來爭執發生的契約」（La transaction est un contrat par lequel les parties 

terminent une contestation née, ou prévient une contestation à naître）相近，惟

法國法還進一步要求「這項契約應以書面為之」（Ce contrat doit être rédigé 

par écrit.） [Art. 2044(2)]。在此之外，法國法內的和解還規定了其他諸如和

解人的行為能力、條件，與公序等等較深入的內容，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和解於當事人間，有終審法院判決的效力」（Les transactions ont, entre les 

parties, l'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ée en derier ressort ）[Art. 2052(1)]（註二）。

比利時法[Art. 1715]，亦同。這規定與國內民法的和解僅有實體法的效力不

同。詳言之，在法國法裡實體法的和解不僅只有實體法的效力，也有程序法

的效力。可是這種效力僅有國內法的效力而已。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CITRAL）在其1980年制訂的國際商事調解規則（Conciliation Rules）內

規定了調解程序達成和解的條文（Art. 13），條文要求和解須以書面做成，

且須有當事人與調解人簽名，始有拘束力。這是國際立法的規範原則。如何

使此和解發生國際的拘束力，正是聯合國專門工作小組目前正在研討的內容

（註三）。

註一：在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民法典內的「債編」裡，通常有「債總」與「債各」兩部分。

在「債各」的規範中，法國制的「各種的契約」(divers contrats)以契約為內容，而

德國制「各種之債」(Einzelne Schuldverhaelnisse)內則以債之發生的契約與證券等為

內容。這內中的和解，也是各國法典所規範的對象。詳言之，我國民法債編第二章

二十七種典型契約的「各種之債」內的第二十二節（第736條至738條）即就此設有

「和解」的簡要規定。另者，提付仲裁早見於羅馬法，法國的各種契約裡也規範到此

契約，與我國將之置於時效內規定不同。

註二：基於這項規定，在法國因車禍事件經當事人自行和解後，即難有訴訟的機會。              
事實上，法國法裡承認有此「有終審法院判決效力」的，在此之外，尚有一般判斷、

一般友善的和解人的判斷（amiable compositeur）與和解判斷以及其他非訟事件的裁

定。其法理依據等，詳見Thomas Clay, L'arbitre, Dalloz, 2001, p. 95, et note 1. 採用此

原則的其他立法例與資訊，見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 
II.  Kluwer, 2012, p. 2436, Note 52。

 在比較法的資訊上，法國、比利時等所規定和解的要式行為僅是特例。另有其他國家

允許當事人以口頭達成和解的。

註三：部分的工作內容見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 Enforceability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by Working Group II, UNCITRAL on 7 - 11 Sept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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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判斷（英award by consent, agreed award, consent award, award 

on agreed terms /法 la sentence d'accord, sentence d'accord-parties /德

Schiedsspruchvergleich）也見於近來各國的仲裁法、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與

國際立法，其詳後述。這種判斷以爭議當事人間有仲裁協議存在為前提，且

已依之開始仲裁程序後以及在判斷做成前，當事人於達成和解時，再透過仲

裁庭的審核機制，才有成立的可能。雖然和解判斷是否等同仲裁判斷是項可

以爭論的問題，但是商行為具國際性，其爭議以國際仲裁介入處理的國際後

果，更不容忽視。因此，和解判斷與和解的意義與效力等，完全不同。和解

判斷對商事爭議的解決具有許多正面的作用，它不僅使仲裁程序和諧的終

止，有維繫當事人交易關係的功能（註四）。

另外需先聲明的是，筆者在多年前曾對相同的問題表示過意見（註五），

這次再做更深入的探討，因此有此標題。在進行探討前，宜就與和解判斷有

形式上類似，易生混淆的「調解-仲裁」（Mediation - Arbitration ）機制間的

差異，略做說明。和解判斷是當事人在單純型的仲裁協議下，於仲裁程序進

行中及判斷做出前所達成的和解，請仲裁庭將之轉變成判斷。可是「調解 - 

仲裁」則是當事人將調解與仲裁兩種機制結合成混合型的仲裁協議機制，允

許當事人利用中立的第三人，使之同時兼具調解人與仲裁人身分或不同的身

分，利用調解程序機制或仲裁程序機制結合的搭配運作（combining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做出當事人所期待的和解或判斷，以解決其爭議。在開始運

作的早期，這種結合都是先行調解，調解不成時，才進行仲裁，通稱此機制

為「原始型的調解-仲裁」 （original Med-Arb）。事實上，這種中立第三人在

同時具有調解人與仲裁人身分的情況下，此人士也可以先行仲裁，於做出判

斷後，才個別的與當事人調解，以勸導當事人的和解，在無法達成和解時，

才對當事人公布其判斷。這即是所謂的「仲裁-調解」（Arb-Med / arbitration 

followed by mediation）。這種機制在後來還逐步改善更新出一些另類結合的

新類型。這些結合類型的機制與和解之全然由當事人自行解決爭議，無外力

註四：P. Sanders, Het nieuwe arbitragerecht, 1st edition, p. 245. 引自K. P. Berg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bitration, p. 581 

註五：見仲裁季刊，第81期、「合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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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響的機制不同。  

這裡將先就和解判斷的意義、近來的立法情況、成立要件的探討、性質

與效力等問題，以比較法的方法予以探討，然後此機制受到重視及其逐步被

再進一步更新，而衍生出的一些新機制的情況，略做整理與說明。

二、和解判斷的意義

在仲裁程序進行中，當事人就其爭議可以自行和解或在仲裁庭勸導下達

成和解。在自行達成這項和解情況時，當事人可以採取下列三種不同類型的

措施：

(1) 當事人自行和解，而不告知仲裁庭，此和解並不使仲裁程序自行終

止。詳言之，仲裁庭乃須持續仲裁程序，並做出判斷。這裡將有仲裁判斷與

和解的併存情況，在實務上這類情況幾乎看不到。因為判斷與和解的併存，

可以使和解毫無成果，得不償失。關於當事人有無告知仲裁庭的義務問題，

容後再說明。以下將說明的兩類型，原本僅見於兩大法系的不同國家，可是

這種情況，在近年來已有改變；

(2) 當事人於自行和解後通常會告知仲裁庭，由仲裁庭做成紀錄，隨即

以爭議不復存在，而終結仲裁程序，且使仲裁人契約也隨即終結。這是羅馬

日耳曼法系國家法律的基本觀念與實務，事實上也是仲裁的契約性質所使然

（註六）。這法系有些國家因已引進普通法系的實務，而有所改變。例如在

處理這類問題上，德國法[ZPO Art. 1056(1)(2)]即規定當事人自行和解者，此

當事人得選擇告知仲裁庭，以使仲裁庭逕行終結程序。當事人也得選擇在告

知仲裁庭的同時，請求將其和解轉變成和解判斷。這項終止程序的行為，稱

之為「附和解條款的判斷」（Schiedsspruch mit vereinbarten Wortlaut）。換言

註六：見J.F. Poudret et S. Besson, Droit comparé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 Schulthess, 
Génève 2002, p. 688, note 102.

       事實上，和解判斷使仲裁程序終結，也使當事人與仲裁人間的「仲裁人契約」

（receptium arbitrii）結束。由於這是有償契約的終結，仲裁機構或仲裁庭隨即有計

算應返還當事人部份金額的義務。詳見T.h. Clay, op. cit., p. 667, para.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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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事人未做此請求時，當事人間的和解，僅成立實體法上的和解契約。

在完成以上任何一種措施，而終止仲裁程序後，仲裁庭也隨即須就當事人預

先支付的仲裁費用額計算應退還的金額，並將以上內容做成紀錄（註七）。

這是過去一些歐陸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的實務情況；

(3) 當事人自行和解時，將和解內容以書面告知仲裁庭，請求仲裁庭將

之轉變為和解判斷，並經仲裁庭接受，予以做成判斷。這是普通法系國家

的一般觀念，認為如此才能使其和解在將來有履行的保障，具有濃厚的務實

色彩。過去的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規則即規定，當事人自行和解者「仲裁

庭得做出命令或命將當事人的和解併為判斷」[Arbitral Tribunal may issue an 

order or may render an award incorporating the parties settlement. – Art. 26(8)]。

後來1996年的英格蘭仲裁法[s.51(3)]也規定當事人自行和解者「仲裁庭應即

終結其實體的程序，而在當事人提出，且仲裁庭不反對下，將和解記錄成和

解判斷的形式」（The tribinal shall terminate the substantive proceedings and, 

if so requested by the parties and not objected to by he tribunal, shall record the 

settlement in the form of an agreed award）。這些規定皆是基於此項實務的呈

現。這項原則普遍的見於其他普通法系的國家。

註七：多年來歐洲各國的訴訟法一再強調在訴訟中，法官為當事人促成和解的重要。例如德

國民事訴訟法[ZPO, Art. 278]規定的這項原則，也見於其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R. DIS 
Art. 32(1)]。通常在訴訟中，當事人自行和解者，在其告知法院時，受理法官會在開

庭中將此事實記載於筆錄，並令當事人簽名，以終結程序。這種實務，也同樣見於仲

裁程序中的和解。這是文明法制的基本。

 筆者個人於多年前在台北地方法院的一件民事訴訟中，基於當事人雙方經濟利益的考

量，私下勸導范姓原告，如被告願即刻遷出共同經營的小餐館，即給予一定金額的補

償金，原告還須放棄所請求約定的賠償金，被告立即同意，雙方達成和解。受理的葉

姓女法官僅命令和解達成金額的支票，於當天下午由她開庭時轉交被告。可是支票

由她轉交被告後，她卻拒絕將此事實做成筆錄存查，還強行將律師與雙方當事人趕出

法庭。這種蔑視當事人法律權利的惡劣行為，連「黑道」或土匪還不如。如此的「法

官」應加以譴責。如此的司法，還有尊嚴！我們有多少優良的法官，就被少數這類利

用當事人「功德」，做為自己「升官業績」的無恥法官所遺害。司法改革重點是在法

官的基本人品，不只是制度而已。

 英格蘭民事訴訟法[CPR r 26.4(2A)]期待法官得暫時停止其審理程序，以「促成其事

件的和解」(“allow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case”），對於抗禦的當事人還得處以負

擔訴訟費用的權力[Halsey Case 2004]。台灣的這位法官對和解是多麼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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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種措施，各有不同的效果。首先，當事人自行和解不告知仲裁

庭，仲裁程序續行，已說明如前。另者，當事人告知其已和解，而未請求轉

變為判斷者，仲裁庭應終止仲裁程序（註八）。末者，當事人告知已和解，

並請求仲裁庭將之轉變成判斷，經接受後，做出和解判斷時，仲裁程序隨即

終結。如果仲裁庭認為和解內容有違反強行法或公序，予以拒絕時，仲裁庭

得以仲裁程序的續行無其需要等為理由，裁定終止仲裁程序（註九）。

綜合以上內容，所謂和解判斷是指當事人依據其仲裁協議在開始仲裁程

序後及在判斷做出前，就所達成的和解請求仲裁庭予以確認，並以仲裁判斷

的形式做出判斷。可見和解判斷既非一般和解，也非一般判斷。這是基於當

事人的意願做出的判斷，而非仲裁庭依據審理的結果，再依照仲裁庭的共識

做出的判斷。由此可見，和解判斷有其特殊的成立條件。

三、關於和解判斷的立法

在爭議處理學（Disputeology）或爭議管理（Disputes Management）裡，

其基本類型僅有「對審程序」與 「非對審程序」兩類。前者指公正獨立人

士，透過對抗性的程序機制，使當事人在「武器平等」的保障下，進行攻

防，以發現事實真相，據以做出對當事人有強制力的裁判。這類型的機制僅

指訴訟與仲裁。其他機制皆屬後者。在這後類型裡，類型繁多，其中最重要

的是調解或調停。這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完成仲裁立法後，近年來

所專注的工作重點，且已分別完成國際商事爭議事件的調解規則與模範調解

法的訂定，我們國人應予以重視。

當事人間的爭議，在透過調解、調停或類似的程序機制，所獲得解決

的成果，皆通稱和解（settlement of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by mediation, 

註八：可是德國學者Berger認為當事人未請求將和解轉變為判斷者，仲裁庭並不自動的終止

仲裁程序。K. P. Berger, op. cit. p. 585, Note 30.

註九：其法律依據見[AR (old)Art. 34]，引自J. J. van Hof, Commentary o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Kluwer, 1991, p.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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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iliation or similar means）（註一〇）。筆者個人在國內參與過的國內仲

裁與國際仲裁事件的達成和解，皆循本文內所敘述的一般方式完成。可是我

們國內仲裁法的第六章「和解與調解」將之分成兩種程序機制予以規範，令

人費解。在這章內還分別規定所謂「仲裁事件，於仲裁判斷前，得為和解。

和解成立者，由仲裁人作成和解書」[Art. 44(1)]、「由雙方選定仲裁人進行調

解。調解成立者，由仲裁人作成調解書」[Art. 45(1)]等，類似這類無內涵的文

字規定，且所規範內容也完全與仲裁法理不合。這項立法顯然的天馬行空，

屬於世界性的特例。

這裡所將敘述的所謂和解判斷係指前段三種措施中的第三類型的和解判

斷。

事實上，這種和解判斷是使用非對審程序機制在達成和解後，運用已開

始的仲裁程序之對審機制，請仲裁庭將之轉變成仲裁判斷的程序。這裡值得

觀察到的是，近二、三十年來國際商事仲裁程序的思維已越來越趨向訴訟化

的思維發展，反而減緩了原本具有和諧性思維的「仲裁精神」。這種精神正

是近代推動司法民主化的一項成果。歐盟循其「綠皮書」（Green Paper）所

宣示與推動「政治上優先」（political priority）的ADR政策，尤其在民事訴訟

前的調解，也更新了一些司法的思維與制度。例如在英格蘭訴訟中的和解，

受理法院得將之做為法院裁定的附件（be annexed as a schedule to an Order），

通稱為Tomlin Order。對此裁定當事人如不坦誠的履行時，法院得處以「藐視

法院」（contempt of court）的罪行。換言之，訴訟和解的效力，已非一般和

解可比。這種訴訟和解的機制，也見於其他國家（註一一）。事實上，訴訟

註一〇：這是循聯合國模範國際商事調解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CC Art. 1(3)]從寬

解釋調解意義的必要。在此基礎下的聯合國相關立法，調解與調停(conciliation/
mediation)已無區分。

註一一：例如類似的原則，也見美國加州的民事訴訟法[California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s. 
664.6 ] 其條文：“If parties to pending litigation stipulate, in a writing signed by the 
parties outside the presence of the court or orally before the court, for settlement of 
the case, or part thereof, the court, upon motion, may enter judgment pursuant to the 
terms of the settlement. If requested by the parties , the court may retain jurisdiction 
over the parties to enforce the settlement until performance in full of the terms of th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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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機制最為「仲裁精神」所期盼，因而在仲裁實務上一直受到重視，有

逐步見於近年來的仲裁的規範內容。這裡就此等內容分別見於下列的規範：

在國內仲裁法方面，諸如匈牙利法[Art. 39]、奧地利法[Art. 605, Art. 

606]、荷蘭法[WBR Art. 1069]、比利時法[Art. 1715]、德國法[ZPO Art. 1053, 

Art. 1054]、英格蘭法[s. 51(2)]、新加坡法[s. 18 ]、印度法[Art. 30(2)]、中國

大陸法[Art. 51]、日本法[Art. 38(1)]等。這裡還值得一提的是，法國法迄今

尚無明文規範和解判斷，可是在其法律觀念上特別重視當事人的和解，且認

為民事和解有終審判決的效力。其法諺所謂「和解（比爭訟的）爭辯為佳」

（Accord vaut mieux que plaid），因而在其司法與仲裁的實務上，皆極力鼓勵

和解，因而早有和解判斷的實務（註一二）。

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諸如國際商會[ICC 2012 Art. 32]、倫敦國際仲裁院

[LCIA Art. 26(8)]、瑞典商會[SCC Art. 32(5)]、美國仲裁協會[AAA Rule-44 ]，

美國司法仲裁與調解中心[JAMS Arbitration Rules r. 36.1]、中國國際經濟貿易

仲裁委員會[Art. 47(5)]等。

在國際立法方面，諸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 [AR Ar t . 

34(1)]、模範仲裁法[ML Art. 30]、國際投資爭議處理中心規則[ ICSID Art. 43]

等。

在以上這些立法規定中，其相關條文皆以「和解」（settlement）做標

題，而在其條文內才出現「和解判斷」的字樣。由這些立法的情況說明和解

判斷的受到重視，且已成為目前相關仲裁法所規範的內容，也嚴然形成仲裁

法所需面臨與探討的對象。

四、成立和解判斷的條件問題

和解判斷開始見於仲裁實務，使當事人能避開「輸」「贏」明確的判

斷，以修復雙方的和諧關係。這種機制是在逐步的發展情況下，受到立法的

註一二：詳見 F. Dessemontet, L'instance arbitral et la transaction, in Etudes de procédure et 
 d'arbitrage. Mélanges François Poudret, 1999, 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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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可是這項立法尚未普及，目前的國內法尚欠一致性。在國際立法上，

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出現簡單的規定，連八十年代出現的模範法才逐步

在效力上予以明確的肯定。可是在和解判斷的成立條件上，以上國內與國際

立法，尚欠一致性的規範，使和解判斷的成立條件問題尚有探討的空間。因

此，這裡就這項成立條件問題，略做綜合性的整理如下，供參考：

 1、和解判斷的內容須出自當事人的意願
和解判斷如同一般和解須出自當事人的意願，不能強制。而和解的形

成，有不同的態樣，諸如單純的自行談判達成的和解（negotiated settlement）

或以透過第三人調解或協助所達成的和解（mediated settlement）等。在後

類態樣中，較常見的是在開始仲裁程序後，才透過調解人或仲裁人促成的和

解。如果和解是透過中立人士的調解時，調解人有多種勸導的技巧，諸如採

用評估型的調解而提出各種解決爭議的方案，供當事人參考等。在此情況

下，由於調解人對爭議無決定權，因而無法影響當事人在對其提供解決爭議

方案的取捨，當事人的決定權更不受調解人意見的影響。換言之，調解人提

出的方案或其他措施皆不影響到當事人的權益（註一三）。可是在仲裁程序

裡，仲裁人對爭議事件有決定權。因此，在仲裁程序中，仲裁人向當事人進

行勸導或協調時，仲裁人即不宜提出任何解決爭議的方案，供當事人參考。

因為這項行為與仲裁人的職責不符（註一四）。如果有此情事時，仲裁人即

註一三：雖然調解人提出爭議處理方案措施不影響當事人的和解取捨，可是這位調解人是

否可以擔任同一事件的仲裁人職務，卻是另一項問題。普通法的傳統係採否定

說，可是近來已有採用肯定說的立法。例如澳洲1985年的統一商事仲裁法[Uniform 
Australi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 1985 s. 27(1)]允許當事人在仲裁協議約定，

不問是在仲裁程序開始前或後，由仲裁人為當事人調解以尋求和解，也得授權仲

裁人擔任調解人[(1) may seek settlement of dispute between them by mediation....(2) 
may auhorize an arbitrator to act as a mediator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proceeding 
to arbitration… ”]。新南威爾斯州的新仲裁法也自2011年開始允許當事人得以

書面授權仲裁人擔任調解工作。詳見Alan L. Limbury, Mediation under the NSW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t 2013 s. 27D, Arbitration, Vol. 77, No.1 (2011), p. 105. 目
前的香港與新加坡等的仲裁法也都採取相同的立場。

註一四：文內所敘述的內容為一般仲裁法理。筆者擬在此提醒的是，東方法律文化與西方法

律文化的分歧。在重視調解而忽視仲裁的東方，在仲裁程序進行中，東方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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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迴避的事由，其所為的判斷也有可能被撤銷。

 2、當事人將和解事實告知仲裁庭及其請求仲裁庭將之轉變成
判斷

 這裡涉及當事人的和解與仲裁庭的配合兩方面的問題。以下僅先就當事

人應履行問題的內容，分成三方面分別說明：

 (1) 當事人應共同告知或是得由一方個別的告知即足？

就和解轉變成和解判斷的請求是否應有雙方當事人的聲請，或是僅只一

方的聲請即足之問題，有過爭論。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1976年的仲裁

規則[Art. 34]的條文使用的是雙方當事人的請求（requested by both parties），

後來的模範法[Art. 30]也使用相同的用語。事實上，委員會在後項立法的過程

時，即曾面臨過此問題的爭論。最後以維護公益與避免不公義和解判斷的出

現，採用了共同聲請的原則（註一五）。荷蘭法[Art. 1069(1)]也採用此共同

的仲裁人較樂於介入調解，於調解不成功時，往往出現一些不尋常的情事。例如，

中國大陸仲裁法[Art. 51]允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同時也進行其調解。這種規定

過去未見於西方國家的立法。相反的，受西方法律教育的仲裁人則嚴守仲裁分際，

較不樂於介入調解。

 兩三年前發生一件香港商與中國大陸商人間的礦場股權契約糾紛的仲裁事件，受理

的西安仲裁委員會仲裁庭在完成第一次實體問題的審理會結束時，仲裁庭向當事人

探詢調解的意願後，即安排在西安某大飯店內進行調解，出席的調解人有西安仲裁

委員會秘書長、聲請人選定的仲裁人與相對人的友人。這位友人是用來向相對人做

「工作的」( to“work on”）。其所提出的方案是雙方的股權移轉協議有效，相對

人應給付聲請人一定的金額。這項方案未被當事人所接受。詳言之，調解不成立。

後來續行的仲裁，仲裁庭判斷雙方契約為無效，且聲請人須支付相對人一定的金

額。聲請人不服，向西安中級人民法院訴請撤銷判斷，被駁回。相對人持其判斷向

聲請人所在地的香港法院訴請強制執行。香港法院以調解場所在大飯店內餐會進

行，勉強可接受，而其調解方式顯然與香港的公序違反，予以拒絕。香港法院的判

決，見Gao Haiyan v. Keeneye Holding Ltd, [2011] HKCA 459。
            對這事件探討的部分資訊，見P. Mason, The Arbitrator as Mediator, and Mediator 

as Arbitrator, J. Int'l A., Vol. 28, No. 6(2011), pp. 541-552; R. Rhodes, Mediation-
Arbitration [Med-Arb], Arbitration Vol. 78, No. 1(2012), p. 116.

註一五：詳見，G. Keutgen et G-A Dal, L'arbitrage en droit belge et international, Bruylant,    
Bruxelles, 2012, p. 1004.

  另見，Doc /A/CN 9/ 232. para. 274-75 引自Aron Broches, Commentary on the 
UNCITRAL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1990,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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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的立場（同前註）。事實上，一些國家在立法中要求和解判斷須有當事

人與仲裁人簽名，也在呈現當事人有和解判斷的共同意願。至於告知行為是

否應以書面為之，對此問題宜持肯定的立場。詳言之，當事人未以書面告知

時，仲裁庭也須開庭詢明，並製成紀錄請其簽名。

  (2) 告知是否為當事人的義務？

仲裁程序在開始後，當事人在庭外自行和解時，當事人是否有告知仲裁

庭的義務？在法條未有明文規定下，這項問題，出現了下面正反兩說：

否定說認為當事人自行和解，並無告知仲裁庭的義務，其所以告知仲裁

庭，其主要的目是在請仲裁庭能將其僅具實體法效力的和解轉變成判斷，以

發生更大的程序法的強制力。例如法國法與比利時法等皆認為一般和解僅有

「有終審法院判決的效力」，可是這種效力僅止於其國內效力而已。因此，

這種效力遠不及仲裁的和解判斷之具有域外效力。詳言之，和解判斷具有多

層的效益，在前揭效力之外，使仲裁程序的提前結束，也降低了程序費用的

負擔，並且維護了當事人間的原本和諧關係。這些僅是告知人的實益，而非

其義務。

肯定說認為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負有善意的義務，就其在仲裁程序中

的自行和解，應告知仲裁庭。例如在程序進行中，當事人請求仲裁庭暫時停

止程序，以方便其調解。如果自行和解而不告知仲裁庭，使其仲裁程序形同

「睡眠的仲裁」（sleeping arbitration）。持此見解的有德國學者（註一六）。

上面否定說與肯定說的爭論，目前還見於學術界（註一七）。可是就實

務效果予以觀察，當事人不告知仲裁庭時，弊大於利，在其和解被判斷所淹

沒外，不但不能要求返還部分預付款外，也許另外還有仲裁程序費與顧問費

等的負擔。

(3) 告知行為的方式是否應以書面為之？

註一六：K. P. Berg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rbitration, p. 582.

註一七：德國學者K. P. Berger指明英格蘭的Redfern和Hunter持否定說，而德國的Wegen等持 
肯定說。相關資訊，見K.P. Berger, op. cit., p. 582 and Note 6, Not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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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投資爭議處理中心（ICSID）的仲裁實務，仲裁庭認為當事人既然

得以口頭達成和解，書面的和解不是成立和解的必要條件，因而認為當事人

得以口頭方式告知仲裁庭其和解內容（註一八）。

在機構仲裁中，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雖然重視和解判斷的促成，並認為

基於當事人自主原則下，促使仲裁庭負有做成和解判斷的義務[詳後述]。基於

此原則，宜認為當事人的自行和解有告知仲裁庭的義務，也基於此原則仲裁

庭發現當事人的和解內容，有違反強行法、有虛偽不實或不法等情事時，皆

得予以拒絕（註一九）。

3、仲裁庭有權決定是否接受當事人的聲請
和解判斷是判斷的一種類型，由其書面內容見得到仲裁機構與仲裁人的

姓名等，可見其非僅僅牽涉到當事人間個人權益的問題。換言之，既然是判

斷，這項和解判斷的內容即應有公平正義的表徵。如果當事人的和解內容有

明顯的不公不義，仲裁庭不加以審核，即無異為欠缺公義行為予以背書。因

此，各精明的立法者皆認為仲裁庭自有允許與否的裁量權。詳言之，在這種

和解判斷形成的機制上，各國彼此間還是互有分歧。例如德國法規定仲裁庭

僅於和解內容有違反公序時，始得拒絕當事人的請求[ZPO Art. 1053(1)]，而

荷蘭法則認為仲裁庭是否承認其為判斷，有完全的裁量權決定是否允許，且

在拒絕予以承認時，還得不具明其理由[WBR Art. 1069(1)]。這兩國的法律還

允許這種判斷得不具理由[ZPO Art. 1034(2), WBR Art. 1069 (2) b]。相反的，

奧地利法[Art. 605(2)]規定和解判斷與一般判斷皆須具明理由，始有相同的效

力，除非當事人已約定和解判斷得不記載理由。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律雖然要

求判斷書應記載判斷理由，可是這項規定並不適用於和解判斷。在國際立法

上，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 Art. 30(1)]已明文規定和解判斷得不記載理由[詳見

後]。

國際間著名的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如國際商會[ICC Art. 32]、倫敦國

註一八：引自上J. J. van Hof, op. cit., p. 273.

註一九：詳見Y. Derains and E. Schwarz, A Guide to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Kluwer Law, 
2005, 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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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仲裁院[LCIA Art. 26(8)]、美國仲裁協會[AA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29(1)]等皆是如此。在國際商會不僅將和解判斷視同一般判斷，且將規範

判斷的規定[舊Arts 24 to 29，新Art. Arts .30 – 35]也適用於和解判斷。至於和

解的判斷理由[Art. 31]，只是可以很簡單的敘述即足。例如記明其係依據當事

人的和解所做成（註二〇）。再者，和解判斷的草案也如同一般判斷的草案

須依規定[Art. 33]送交仲裁院審核。綜合以上所述，有了以上的審核機制，才

有可能預防和解判斷有違反公序、強行法與不公平的情事發生。

有需注意的是，仲裁庭如認同當事人和解的內容時，在將其和解轉變成

和解判斷外，尚同時須宣示仲裁程序的終結，除非當事人還請求仲裁庭續行

其仲裁程序（註二一）。可是在美伊索賠仲裁院的多年實務經驗中，尚未見

過有上揭實例（同前註）。另者，受理審核和解內容的仲裁庭應知悉仲裁庭

自己的權限範圍，如果當事人和解的內容逾仲裁協議的範圍時，仲裁庭即無

審核的權限，更無權予以「背書」。仲裁庭違反此原則所審核的判斷將形同

「越權判斷」（ultra petita award）。在此之外，仲裁庭在審核時也須注意到

和解判斷的內容不得侵害到第三人的權利。

 4、 關於和解判斷的形式
和解判斷應具備何種形式要件，尚無定論。有些國家法律規定其應依一

般判斷的形式做成，例如英格蘭法規定和解判斷的條文[s. 51(4)]要求和解判

斷內應記載一般判斷的內容[ s. 52 – s. 58]，德國法[ZPO Art. 1054]等亦同。另

有些國家要求和解判斷書應有當事人與仲裁人的簽名，例如荷蘭法[Art. 1065 

(2)]、義大利法（註二二）等。比利時法[Art. 1715 ]在要求同上簽名外，尚須

向法院報備。事實上，仲裁人的簽名有多種作用，在其認許之外，另有認定

爭議事件的仲裁容許性的功能。

期待各國仲裁法統一的模範法第三十條的第二項內要求此和解判斷能循

註二〇：Y. Derains and E. Schwarz op. cit., p. 312, Note 32.

註二一：UN Doc/ A/CN.9/SER.A/1976, at 179. Cited from K.P. Berger, op.cit. p. 585, note 30. 

註二二：引自 Practitioner's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Press, p. 591 para. 8.228 ( Chapter 8 by Mauro Rubino-Sammart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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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模範法規定有關「判斷的形式與內容」（form and contents of awrard） 的第

31條的規定做成。這項規定將是以後各國在和解判斷之形式上統一的目標。

5、關於文字的審核
按契約的語文與裁判的語文是兩種不同型態的語文。當事人的和解通常

使用的是一般契約的語文在表達，這種語文縱使明確，可是在將來有需法院

介入執行時，難免欠缺執行所需的明確性。因此，仲裁庭在介入審核時，如

果未加以修飾，使將來在履行上或法院的執行上可能會衍生不必要的爭議。

例如一般和解文寫的是「雙方合意，乙方支付甲方新台幣＊＊＊元」，在和

解判斷即宜寫成「乙方應支付甲方新台幣＊＊＊元」。因此，仲裁庭的審核

不宜僅限於其合法性而已，也須審核其條款文字與用語等，以便於發生當事

人不自願履行時，在執行時不致於有障礙發生。

五、和解判斷的性質

和解判斷與和解雖然都以當事人的和解意願存在為前提，可是和解判斷

尚需獲得仲裁庭的審核認可始能成立。因此，和解判斷的性質問題也成為爭

論問題。例如德國與瑞士學者認其具有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雙重性質，而荷蘭

學者認其僅有單一的程序性質（註二三）。至於和解判斷是否可以定性為判

斷，在學理上卻也同樣出現正反兩種不同立場，其詳後述。  

有學者認為和解判斷雖然經仲裁庭審核允許，可是在這判斷書內，既無

事實的記載，也無法律論斷做依據。因而不宜將此和解判斷視為判斷。德國

學者Berger即持此否定說（註二四）。在仲裁界，這是少數說。換言之，仲

裁學術界大多還是迎合實務界的立場認為和解判斷為判斷之一類型。法國學

者Ph Fouchard等即認為國際商事仲裁是以當事人自主原則做基礎，當事人

期待其爭議的仲裁，能以和解判斷方式做成時，仲裁庭即須承認有此義務存

在。基於這項原則，國際間一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即持此原則訂定其規則

註二三：關於這項性質論爭執資訊，見K. P. Berger, op. cit., p. 583, Notes 12, 13 and 14。

註二四：K. P. Berger, op. cit., p.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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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五）。例如國際商會仲裁規則[法文版 art. 17]即要求「如當事人自行和

解，而仲裁人受理案卷 [ ⋯]即以做成和解判斷以確認該事實」（si les parties 

se mettent d'accord, alors que l'arbitre est saisi du dossier [⋯] le fait est constaté 

par une sentence arbitrale rendue d'accord-parties） 。現行仲裁規則[Art. 32]也還

保留這樣的語氣（註二六）。其他重要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諸如倫敦國際

仲裁院規則[LCIA Art. 16(7)]、瑞典商會仲裁協會規則[SCC Art. 28(3)]等皆有

類似規定。

以上規範與多數學者的見解皆肯定和解判斷為判斷的一類型，而具有一

般判斷的效力[詳下述]。為不使和解判斷影響到第三人的權利，G. Born認為仲

裁庭在審核時，宜有所慎重，避免此情事的發生（註二七）。

六、和解判斷的國際效力

和解判斷的效力有別於一般和解，且各國國內法對國內和解效力的規

定，也不一致，已說明如前。在探討國際和解判斷的效力問題時，顯然不宜

過度將之與國內法的問題相牽連。可是在國際法上，與規範判斷國際效力有

關的1958年紐約公約與1961年的歐洲日內瓦公約等皆未明文觸及和解判斷的

適用問題。因此，這裡所牽涉到的內容，並不單純。以下分別就國內立法與

國際立法的情況分別觀察：

1、在國內立法方面

各國對和解判斷的效力，有正反兩種立場。持否定說的如義大利法。

註二五：Ph. Fouchard, E. Gaillard et B. Goldman, Traité de l'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LITEC, p. 758, para. 1365.

 該書 p. 759的 note 50與 note 51內提供此性質論的資訊，可供進一步參考。

註二六：現行2012年規則[Art. 32]英文版規定為: If the parties reach a settlement after the 
file has been transmitted to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6, the 
settlement shall be recorded in the form of an award made by consent of the parties, if 
so requested by the parties and if the arbitral tribinal agrees to do so.

註二七：見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 II, Kluwer, 2012, p. 2439.1



《仲裁專論》
和解判斷與其衍生的新機制——比較法上的觀察

17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按，義大利法未就和解判斷做出規定，因此在實務上，當事人自行和解時，

仲裁庭將之做成筆錄，並由當事人與仲裁人簽名，以終結仲裁程序。可是這

類文書不是和解判斷，而是一般文件。為使其發生強制的效力，即須請公證

人予以公證（註二八）。

持肯定立場的為以上提及的有立法例國家。法國迄未見立法，可是和解

判斷早已見於其實務。英格蘭的仲裁法[ s. 51(3)]規定「和解判斷載明其係仲

裁庭的判斷，與其他事件的實體判斷有相同的地位與效力」(An agreed award 

shall state that it is an award of the tribunal and shall have the same status and 

effect as any other award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 

目前的多數學說與判例法觀察，大多數認為和解判斷為判斷之一類型，

與一般判斷有相同的效力，適用一般判斷的國際規範（註二九）。

2、在國際立法方面，這裡分成以下兩方面做探討：
(1)  關於紐約公約[Art. V(1)]的規定有無適用的問題，紐約公約專家A. J. 

van den Berg 認為公約對和解判斷未有明文規定，可是他認為和解判斷也在公

約所規範判斷的範圍內，只要其具一般判斷書的形式要件時，即應受到公約

適用的保護，除非該判斷做成地的簽約國不認其為判斷（註三〇），惟德國

有學者持否定說（註三一）。英格蘭仲裁法[s. 51]認為，既然和解判斷與一般

判斷有相同的地位與效力，這種和解判斷也依法[s. 58(1)]應有一般判斷的「終

局與拘束力」（final and binding）。因此，著名仲裁著作Russell on arbitration

也持其有公約效力的見解（註三二）。 

註二八：引自 Practitioner's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Press, p.591 para. 8.228 ( Chapter 8 by Mauro Rubino-Sammartano).

註二九：F P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 688, note 104 此註內引述許多專註與見解可供深

入探討。

註三〇：A. J. van den Berg,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958, p. 50.

註三一：關於Reiner的否定說[和解判斷不同於判斷的論點]，見K.P. Berger, op. cit., p. 582, 
Note 11.

註三二：D. Sutton J. Gill and M Gearing, Russell on Arbitration (23r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7）, 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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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聯合國的仲裁立法主要有1976年的仲裁規則第34條[2006年修訂

Art. 36]與1985模範法[Art. 30，2006年修訂]。仲裁規則係將「和解或其他終

止程序的事由」（settlement or other grounds for termination）一併規範。後

來的修訂僅將原本的「雙方當事人」（both parties）改成多數的當事人（the 

parties），以方便於「多方當事人仲裁事件」（multi-party arbitration）的適

用。在和解判斷問題上，無何變動。可是模範法[Art. 30]有關和解判斷成立

的意義的第一項與上面仲裁規則的內容相同，僅在當事人人數的用語做相同

的調整。可是此第30條的第二項內規定和解判斷的形式應循第31條的規定做

成。既然和解判斷與一般判斷有相同形式。因此，法條[Art. 30 (2)]內就宣

示依照法律規定做出的仲裁判斷將使「該判斷與其他事件的實體判斷有相同

的地位與效力」（英文版Such an award has the same status and effect as any 

other award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法文版 a le même statur et le même effet 

que toute autre sentence prononcée sur le fond de l'affaire ）。這項規定已明確

宣示和解判斷具有國際效力的原則。

七、和解判斷衍生的一些新機制

和解的效力遠不及判斷，可是和解的結果對交易關係的調整與維護的優

勢，卻是判斷的決定當事人的「輸」「贏」、使交易關係中斷等不良後果所

不及。和解的缺失是沒有程序法的強制力，因此當事人如欲實現其權利尚須

透過訴訟或仲裁程序。如果當事人間已有仲裁協議存在，而欲彌補這項缺陷

時，可以在開始仲裁程序後可自行和解，然後請求仲裁庭將之轉變成和解判

斷，使其具備強制力。這種優勢的發揮與利用是仲裁與調解等機制使用者所

不宜忽視。為了能使這種良好的機制也可以供事前沒有仲裁協議存在以及其

他類似情況的當事人運用，一些國家與仲裁機構已仿傚上揭成立和解判斷的

機制，逐步規劃出一些相類似的特殊機制，值得重視。這裡將這些機制與規

範，分成下列兩段觀察：

1、關於當事人間未有仲裁條款情況下，是否有成立和解判斷
的可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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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觀念的和解判斷是指契約當事人間已有仲裁條款，且已開始其仲裁

程序後，因達成和解所形成的判斷。這種條件的存在，使事先沒有仲裁條款

存在的當事人無法以和解判斷解決其爭議。可是調解與仲裁皆是當事人自主

原則的產物，當事人就爭議的解決與其效力，在遵循一定原則下有自行規劃

的空間。換言之，以上妨礙成立和解判斷的條件，在一定的安排情況，應該

有予以擺脫的可能，以便能在沒有仲裁條款情況下，所達成的和解有被轉變

成判斷的可能。

這裡僅就資訊所得整理出以下三類型，分別說明：

(1) 在先前無仲裁條款存在的情況下，當事人間就已達成的和解可否另約

定仲裁協議（即提付仲裁），使其有轉變和解為和解判斷的可能？

當事人就其爭議因有調解協議，經調解人調解已達成和解時，當事人

為使其和解有強制力，可否另行約定仲裁協議，並選定仲裁人將已成立的和

解轉變成判斷？在理論上，已和解的爭議再將之做為仲裁協議的標的，這項

約定是否可能以「欠缺客觀仲裁容許性」而被認定無效？另者，僅有仲裁協

議，而未曾有仲裁程序的判斷是否也能成立和解判斷？這些都是在處理以上

問題時，有待探討的內容。

事實上，解決的爭議在其效力方面，其類型可以分成有強制的與無強制

力的不同，經調解達成的和解與經仲裁獲得的判斷之不同，即其實例。另在

仲裁程序方面，依當事人自主原則下，在前面提到的和解判斷機制中，當事

人間僅有形式的仲裁程序。詳言之，爭議事件的仲裁並不一定需經過實質的

審核。因此，仲裁程序的有無與和解判斷的成立無關。在重視當事人自主原

則的仲裁，以上這些問題不宜成為探討的內容。換言之，在這類問題裡，當

事人既然不滿意達成的和解，當然可以就已和解的爭議再行仲裁，在達成和

解後再另約定以仲裁解決爭議，當然無禁止的理由。基於這樣的理由與其機

制的安排，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的調解協會在1999年頒布的調解規則[Rules 

of the Medi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第十二條就

規定「依據達成的和解約定，當事人在經過調解人的許可後，得選定調解人

為仲裁人，並請其在仲裁判斷中認許其和解」（“Upon reaching a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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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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當事人的和解經仲裁庭的認可才成為和解判

斷。這項規定為當事人自主原則的靈活運用的成果，值得肯定。國際間稱這

類安排為「斯德哥爾摩選項」（Stockholm option）。事實上，仲裁人在其判

斷內認許的和解等同和解判斷，與一般判斷具同等效力。惟須認識到的是，

調解人僅於在調解達成和解的情況時，始有可能被選定擔任仲裁人，以做出

此判斷。換言之，未能調解成功的調解人，即無機會與權限做出這種和解判

斷（註三三）。

(2) 在先前無仲裁條款存在的情況下，專業法律人調解成功的和解有無發

生強制力的特殊機制？

國際商事爭議的調解是聯合國近年來推動的重點，更是民主法制提昇到

一定階段的國家法院所重視的機制。在普通法法系國家所謂的「法院監督或

管理的調解」（court-annexed mediation / court-ordered mediation） 的具有強制

力，即此情勢發展的結果。例如在澳洲法律體制下，所謂「在法院監督範圍

內」（the sphere of court-annexed conciliation schemes）的調解所達成的和解，

其管轄法院得依之裁定承認其具有強制力。可是非其監督範圍內所達成的和

解，即無此可能（註三四）。事實上，這是對仲裁與調解等程序機制持開放

心態的國家法院所應建構的原則。因此，在這類型的國家，法院所管理或監

督的調解與和解判斷也相較的盛行，可是這類型的調解皆屬「機構調解」。

法院與爭議處理機構外的「專案調解」是否也有獲得相同效力的可能，值得

思考。例如在拉丁公證體系的國家，私人間的和解書經公證人公證後，於當

事人間皆有強制力。在此公證之外，當事人在法院或仲裁機構以外的調解，

由專業調解人調解或經調解訓練過的律師等調解所獲得的和解，是否也能經

註三三：Ch. Newmark and R. Hill, Can a Mediated Settlement Become an Enforceable 
Arbitration Award ?, AI, Vol. 16, No. 1(2000), p. 81.

註三四：A/CN 9/514, para. 97. 資訊引自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with Guide to Enactment and Use 2002,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4, 
para.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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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法院審核或其他機制認定後，即將有強制力，也是值得思考與建構的機

制。

(3) 在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的和解，仲裁庭是否得自行予以做出和解判

斷？

本文前面已提到過，和解判斷有其必要的成立條件，可是在東方有些國

家有其獨特的文化，調解與仲裁兩種機制有時欠缺明確的區隔，使其和解判

斷的成立條件相當的寬鬆。這裡提出兩則實例如下：

(i) 韓國仲裁法未就和解判斷有明文規定，可是韓國商務仲裁局（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在其1993年的商務仲裁規則[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18(3)]內規定調解人為當事人調解達成和解時，此調解人

得被視同當事人選定的仲裁人，其做出的和解等同和解判斷（註三五）。

 (ii) 中國大陸仲裁法[Art. 51]規定仲裁庭得為當事人調解，其促成的和

解，仲裁庭得依之做成和解書或依據此和解書內容做成判斷書。和解書與判

斷書有相同的效力（同前註）。又，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

（第47條）還就「仲裁與調解相結合」有詳細的規範，在其機構仲裁裡又有

仲裁主管的監督下，其於仲裁程序進行中所促成和解的年平均比率約有20% 

到30%（註三六）。

 2、最近仲裁機構的新規則
和解判斷與促成此判斷的調解機制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問題，尤其歐

盟在 2002年發表其「綠皮書」（Green Paper）期待各會員國，將ADR的

推展列為其「政治的優先」項目（political priority）。其在2004年頒布的

指令（Directive）更將調解機制列為這些會員國法院「無比重要的目標」

（overriding objective），使執行調解程序成為在訴訟開始前的「無比重要的

註三五：資訊引自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with 
Guide to Enactment and Use 2002,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004, para. 90.

註三六：這是依據仲裁委員會祕書長Yu Jianlong先生接受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期刊訪問

談到的數據。此資訊引自Arbitration, Vol. 79, No. 1, p. 119.



《仲裁專論》
和解判斷與其衍生的新機制——比較法上的觀察

22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義務」（overriding duty）。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在2008年就通過第52號指

令（Directive 2008/52/EC）要求各會員國自2011年5月21日起法院開始訴訟程

序前，須先行調解或其他ADR程序（註三七）。這是在促使以友善機制解決

紛爭期盼的實現。這種思維也同樣促使一些重要的仲裁機構跟隨，而在其新

制訂的仲裁規則裡，規範到調解的機制。這裡僅就國際商會與新加坡國際仲

裁中心的仲裁規則的規定說明：

(1) 國際商會的規範

依據2012年頒布的仲裁規則[附錄四之h項[Appendix IV: Case Management 

h]  有關爭議和解的規定，受理機構須告知當事人，其全部或部份爭議得

循調解程序處理，使其和解得成為和解判斷。另在其2014年頒布的調解規

則內也訂定出四款國際商會調解的建議條款 （Suggested Clauses for ICC 

Mediation），其中有兩條的條款內皆安排仲裁機制的運作，採用這類條款調

解的當事人可以就調解程序中所達成的和解轉變成和解判斷。

 (2)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規範

這個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在基本上皆仿照國際商會的規則。詳言

之，其2014 年頒布的仲裁規則內也同樣建構有「調解窗口」（Mediation 

Window），也使仲裁庭在仲裁程序進行中，有促使當事人以調解達成和解的

機制。這即是其「仲裁-調解-仲裁」（Arb – Med - Arb）的機制，且另在其調

解規則裡，也同樣有仲裁程序進行的可能。 

八、結語    

註三七：文內所提的「綠皮書」、「指令」與「第5 2號指令」等詳細內容，請參考 
Commission Green Paper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at 5, COM (2002) 196 final (April 19, 2002).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t 2 COM (2004/ 
718 final (October 22, 2004).

 E. Birc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EU Directive on Mediation, in Arbitration, 
Vol. 72,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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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既然有判斷所不及的優勢，有智慧或有ADR程序機制經驗的當事

人，在仲裁進行到一定階段，已有可能斷定將來輸贏的情況時，不妨依照案

卷資訊考慮和解途徑，在自行和解後，請仲裁庭將之轉變成和解判斷，以終

止仲裁程序。這樣的措施不僅可彌補當事人間已開始裂解的關係，且可修復

其友好關係，還可以節省後續的仲裁費用與律師顧問的費用，並獲得有強制

力的和解判斷。在國際商會的仲裁機制中，仲裁程序開始的階段是前一、兩

輪書狀的交換與證據的提交與其待證的提列，以供主任仲裁人準備「審理範

圍書」（Terms of reference -TOR）。在這項「審理範圍書」完成前後，雙方

各自的勝負大致可預期，這是當事人自行協調與和解的最佳時段。國際商會

的仲裁事件所以能獲得以和解判斷收場，與這種程序機制有關。這種情況也

促使國際商會在近年來的各相關新的仲裁規則與調解規則裡增訂相對應的調

解與仲裁規範的理由。

當事人達成和解並告知仲裁庭，不問是否和解判斷的做成，這項告知行

為使仲裁庭須終止仲裁程序，也使仲裁人契約隨即終結。就後項效果而言，

在仲裁法裡，有償的仲裁人契約，只要當事人共識即得隨時予以終止，無需

有仲裁人的故意或過失（註三八）。在仲裁程序經過一定階段當事人發現其

仲裁人的行為有難以符合當事人的期待時，自行和解，以獲得和解判斷，並

據以提前終止仲裁人契約，也是一種睿智的機制。

調解與仲裁都是國家司法民主化進展的表徵，在威權法律教育下的法

律人對這類爭議處理機制多少存有戒心。因此，在國際立法一再肯定專案仲

裁，且已促使社會主義國家都須承認這類固有的仲裁機制，卻在這自稱所謂

「民主陣容國家」的法院，竟然予以否定，令人匪夷所思。事實上，這也正

說明國家司法民主化的教育不足情況。如果在法律未有明文禁止下，固有型

的仲裁可以被否定，典型司法民主化的和解判斷，也有被否定的可能。因

此，成文法的國家應對和解判斷問題，亟需採用國際立法的原則予以明文規

定，使國內外爭議的當事人，約定在我們國內適用調解與仲裁等相關機制解

決時，其權益能獲得明確的保障。

註三八：這項法理的具體依據，見Th. Clay, op. cit., p. 729, note 4. [para.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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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判斷原本只是允許有仲裁條款的契約當事人在爭議發生後，且已開

始其仲裁程序，而在仲裁庭做出判斷前所達成的和解，可能請求仲裁庭將此

和解轉變成判斷，使其和解發生與判斷相同的效力。這種機制所發揮的優勢

已逐步被肯定，而在先進國家的仲裁法、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與國際立法被

明文規範。這種機制的優勢在被肯定後，也逐漸被略做修訂，而被擴充適用

到其他不同條件的情況。就其發展到目前的情況觀察，如當事人所達成的和

解事件，在其契約內未有仲裁條款存在，也可以另行約定提付仲裁，並選定

原來的調解人或中立人士為仲裁人，使其將和解轉變為和解判斷。另外也可

以在已開始的仲裁程序中，請求仲裁庭為其進行調解或第三人的調解，將所

達成的和解轉變為判斷或是在已開始的調解程序中，就已達成的和解內容，

選定原調解人為仲裁人，將和解轉變為判斷。以上各類型的機制都是當事人

自主原則所允許。這類機制尚在發展中，後續發展與其機制是否完善等問

題，尚有待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