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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林誼勳＊

摘要

有別於法院訴訟程序，國際商務仲裁因其制度之特色，能以快

速、保密之方式，以專業及效率解決當事人之紛爭，受到國際貿易當

事人之青睞。依模範仲裁法之增訂，當事人得於仲裁程序中，向仲裁

庭申請臨時保全措施（interim conservative measures），以確保未來

仲裁判斷之執行。然仲裁庭之組成需一段時間，如於爭端已發生，仲

裁庭尚未組成時，當事人若僅能向法院聲請臨時保全措施，與當事人

選用仲裁作為爭端解決機制之精神大相逕庭，更可能喪失以仲裁解決

紛爭之優勢。

   鑑此國際仲裁機構近年來紛紛將緊急仲裁人程序引入仲裁規則。

本文旨在對於現行國際仲裁機構所採行之緊急仲裁人程序為研究，並

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可能面臨之挑戰為深入之分析。

關鍵字

緊急仲裁人程序、緊急仲裁人決定、臨時保全措施、國際商務仲裁、

承認執行

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壹、前言

於國際仲裁中，當事人於仲裁庭組成後，可向法院以及仲裁庭聲（申）

請臨時保全措施，以便保全另一造當事人之資產或為證據保全等。而緊急仲

裁人程序（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則係當事人於「仲裁庭組成前」，

得向仲裁機構申請，由機構指定之緊急仲裁人，依審理發予合適之臨時保全

措施，可謂國際仲裁之一大突破，亦為各大國際仲裁機構所採納。然而，

＊林誼勳：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生，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士；中

華民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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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人程序作成之主體與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不同，其係由本案仲裁庭

組成前臨時選任之緊急仲裁人所作成，制度上具有其特色，又緊急仲裁人所

為之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與各國仲裁法相容，進而得為國家法院承認執行，

均是緊急仲裁人程序面臨之挑戰。本文將由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必要性以及發

展進程出發，探討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本質，並於第三部分分析目前國際仲裁

機構仲裁規則中之緊急仲裁人程序，據以探討目前緊急仲裁之現況以及所面

臨之挑戰；於第四部分，本文將針對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可執行性為深入之分

析，探討緊急仲裁人決定於各國仲裁法之執行風險，並於第五部分探討數個

有關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實務見解，進而歸納目前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地位，

並於文末提出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觀察以及立法建議。

貳、緊急仲裁人程序之進展

緊急仲裁人程序與其必要性

於一般民事訴訟，保全程序為重要之制度，此係因原先為實現私權之制

度（如訴訟、仲裁等），通常須耗較長之時間，在此期間內，難保不會遇有情

事之變更，改變當事人間法律關係或事實現狀（status quo）（註一），進而
影響未來判決或仲裁判斷執行之實益，故對商務糾紛之當事人而言，私權之實

現與保全程序之制度設計之關聯性，甚切（註二）。於國際商務仲裁，保全

程序則為特殊制度程序，其設計超越一般民事法院之管轄權（註三），當事人

除向法院請求保全程序外，亦可於「仲裁庭組成後」，向仲裁庭請求臨時措

施（interim measures）（註四）（註五），由仲裁庭為必要之處分（如保全財

註一：王甲乙等，民事訴訟法新論，2007年6月版，頁746（2007）。

註二：姜世明，民事訴訟法基礎論，8版，頁307（2011）。

註三：藍瀛芳，仲裁的保全程序，仲裁，94期，頁40（2011）。

註四：國際仲裁機構規則對於臨時保全措施訂有不同之用語，如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第28條
規定，其名稱為「保全性臨時措施」（Conservatory and Interim Measure），新加坡

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第26條則稱之為「臨時與緊急救濟」（Interim and Emergency 
Relief）。各國際仲裁機構規則間之用語雖有不同，然於概念上，均係本文所稱由緊

急仲裁人所為之緊急仲裁人決定類似。

註五：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Jan.1, 2012, ar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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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禁止揭露秘密或禁止處分特定財產等）。然通常而言，組成仲裁庭需耗時

二至三周，當事人此時如僅能向法院聲請保全措施，仍有緩不濟急之可能。

向法院聲請保全措施雖亦為適途，然因法院程序之特性，仲裁當事人

可能面對以下問題：一，相較於仲裁，法院程序可能是較為冗長的，更有

公開審理的需求，制度上更有上訴、抗告等救濟機制，使急需處置之法律關

係或事實狀態，在法院程序中長時間懸而未決；其二，跨國爭端中，當事人

恐擔心另一造當事人之國家法院，對於該國之當事人有偏袒之情形；其三、

向另一造當事人之國家法院請求保全措施將產生額外之費用（此處指於原

先仲裁程序外所產生之費用，如外國法院之規費及委請外國律師之費用）

（註六）；最後，當事人間於締約之初如係約定以仲裁作為爭端解決之途

徑，若因保全措施一事必須與另一國法院有涉，恐與當事人間之約定有所衝

突，亦將喪失仲裁解決爭端之優勢（註七）。

為補足仲裁庭組成前仲裁當事人無法透過仲裁機制，請求臨時保全措施

之情形，國際仲裁機構紛紛將緊急仲裁人程序納入機構仲裁規則中。由上可

知，緊急仲裁人程序係為填補「仲裁庭組成前」仲裁上臨時保全措施制度之

真空，使當事人於爭端之始末，均可向法院或仲裁機構申請臨時保全措施，

以周全保障急迫之利益與權益。

參、國際仲裁機構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一、緊急仲裁人程序之發展與歷史

http://www.iccwbo.org/Data/Documents/Buisness-Services/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
Mediation/Rules/2012-Arbitration-Rules-and-2014-Mediation-Rules-ENGLISH-version/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ICC Rules 2012/ 國際商會仲裁規則]. 

註六：Guillaume Lemenez & Paul Quigley, Emergency Arbitrator: The ICDR's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in Action Part I: A Look at the Empirical Data, 63 DISP. RESOL. 
J. 60, 62 (2008). Ben H. Sheppard Jr & John M. Townsend, Holding the Fort Until the 
Arbitrators Are Appointed: The New ICDR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Rule,  61 DISP. 
RESOL. J 74, 77(2006).

註七：Erin Collins, Pre-Tribunal Emergency Relief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0 
LOY. U. CHI. INT'L. L. REV. 105, 1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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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最早可溯及國際商會仲裁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下稱國際商

會）所推行之「仲裁前緊急審理人程序」（pre-arbitral referee procedure），

該程序係源自法國民事訴訟法中之「緊急事件的審理法官」（ juge  des 

référés）制度，於訴訟程序開始前，如有必要，法院將指派法官依當事人所

主張之緊急情事為必要之處分，國際商會即將與其類似之「仲裁前緊急審理

人程序」導入其仲裁規則中（註八）。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亦曾於1990年間推行緊急保障措施（emergency measures of 

protection），然前開二緊急仲裁人程序，均係由當事人自由選用（optional）

之，亦即，僅於當事人約定選用後，該等程序始有適用之餘地（註九）。

由於當事人較少「刻意」的於仲裁契約或條款中特別選用前揭二程序

（註一〇），故該二程序於當時並不盛行。一直至2006年國際爭端解決中心
（註一一）（International Center of Dispute Resolution，下稱ICDR）始於其

仲裁規則中加入「緊急保障措施條款」（註一二），由於該程序係採排除制

（opt-out），故如當事人同意適用該中心之仲裁規則進行仲裁，除當事人另

行合意排除外，此種緊急仲裁人程序亦將隨之適用。依照當時國際爭端解決

註八：藍瀛芳（註3），頁62。James Hosking & Erin Valentine, Pre-Arbitral Emergency 
Measures of Protection: New Tools for and Old Problem,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11:  NEW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ES FOR EFFICIENT,  COST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199,  201 ht tp: / /www.chaffetzl indsey.com/wp-content /
uploads/2011/10/000954671.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九：Sheppard & Townsend, supra note 6, at 78.

註一〇：Collins, supra note 7. Hosking & Valentine, supra note 8, at 202.

註一一： I C D R為美國仲裁協會（A m e r i c a n  A r b i t r a t i o n  A s s o c i a t i o n）之分支機

構，專責管理與協助國際仲裁之進行。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e n t r e  f o r  D i s p u t e 
Reso lu t ion ,  About  the  Amer ican  Arb i t ra t ion  Assoc ia t ion  (AA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CDR),  ht tps: / /www.icdr.org/
icdr / faces /s /about?_afrLoop=1257495586868620&_afrWindowMode=0&_
afrWindowId=pjaefv4vh_1#%40%3F_afrWindowId%3Dpjaefv4vh_1%26_
afrLoop%3D1257495586868620%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 .c t r l -
state%3Dpjaefv4vh_55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二：於當時，ICDR將緊急仲裁條款置於第37條，然ICDR現行之仲裁規則，已將前揭條

款改置於第6條，條款名稱仍為Emergency Measures of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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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緊急仲裁條款第a款規定，緊急保障措施適用於所有當事人於2006年5

月1日後，於仲裁條款或契約中合意適用國際爭端解決中心規則之仲裁，此舉

大大增加緊急保障措施之適用（註一三）。

當時國際爭端解決中心所採行之緊急保障措施，已有現代緊急仲裁人程

序之雛形，然而其規定仍較陽春，許多程序上之細節仍未訂明。因應國際仲

裁當事人之需求，國際仲裁機構於2010年後逐漸將緊急仲裁人程序加入其仲

裁規則中。本文將進一步就2010年後國際仲裁機構引入之緊急仲裁人程序為

分析與探討，除提出進行緊急仲裁人程序當事人所須關心之面向外，更藉此

分析緊急仲裁人程序目前所面臨之挑戰。

二、國際仲裁機構仲裁規則中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一）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前提

國際仲裁機構對於申請緊急仲裁設有若干之時間規定與要件，基本上係

以「仲裁庭組成前」（註一四）為規範。然各國際仲裁機構對於申請緊急仲

裁之前提，設有些許不同之規定，部分僅為規則用字上之不同，而部分則係

與申請之前提，以及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後需續行之程序有關。

如國際商會規則（註一五）係言明：緊急仲裁之申請，必須先於該機構

之秘書處（secretariat）將仲裁相關的資料傳送予仲裁庭前，始得為申請，

註一三：Lemenez & Quigley, supra note 6, at 74.

註一四：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 including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Rules), June 1 ,2014, art. 6(1), https://
www.adr.org/aaa/faces/rules/searchrules/rulesdetail?doc=ADRSTAGE2025301&_
afrLoop=1002477624800152&_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null#%40%3F_
afrWindowId%3Dnull%26_afrLoop%3D1002477624800152%26doc%3DADRSTA
GE2025301%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12is7bev6w_146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hereinafter AAA Rules 2014]. LCIA Arbitration Rules, Oct. 1 
,2014, art. 9.4, http://www.lcia.org/media/download.aspx?MediaId=379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LCIA Rules 2014].

註一五：ICC Rules 2012, art.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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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看似係針對申請緊急仲裁之時間為一定之限制，然其或可被認為僅係

細緻化「仲裁庭組成前」一詞所為之解釋，對於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前

提要件影響較小。國際商會仲裁規則附錄V第1.6條之規定，如申請之一方

未於秘書處收到緊急仲裁人程序申請後之10日內，收到仲裁申請書（notice 

of arbitration），除緊急仲裁人認定需給予更長之期間為必要外，國際商會

仲裁院主席（president）應終止（terminate）緊急仲裁人程序（註一六）。

此十日之時限，有者認為係確保緊急仲裁人程序不成為申請方不當壓迫另一

方，避免緊急仲裁人程序被濫用所設之機制（註一七）。斯德哥爾摩仲裁院

之仲裁規則亦採相同之規範模式（註一八）。

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之規則對於緊急仲裁之申請前提設有相當程度

之限制，其要求申請之一方僅能連同（concurrent）仲裁申請書（notice of 

arbitration），於仲裁庭組成前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註一九）（註二〇）。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亦採相似之規範模式，除「連同」外，如申請方係「緊接

於」（following）送出仲裁申請書後提交緊急仲裁人程序之申請，亦符合香

港國際仲裁中心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前提（註二一）。

註一六：ICC Rules 2012, Appendix V, art. 10(6).

註一七：Christopher Boog, Chapter 4, Part II: Commentary on the ICC Rules, Article 
29[Emergency arbitrator],  in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THE PRACTITIONER'S 

GUIDE, 814, 818(Manuel Arroyo ed., 2013).

註一八：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Jan.1, 2010, appendix II-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1(1) , http://sccinstitute.com/
media/40120/arbitrationrules_eng_webbversion.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SCC Rules 2010]. Patricia Shaughnessy, Pre-arbitral urgent relief: the new 
SCC emergency arbitrator rules, 27 J. INT. ARBITR. 337-360, 337 (2010).

註一九：Hosking & Valentine, supra note 8, at 205.

註二〇：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pr.1, 2013,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1, http://www.siac.org.sg/our-rules/rules/siac-
rules-2013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SIAC Rules 2013].

註二一：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dministrated Arbitration Rules, Nov. 
1, 2013, Schedule 4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1, http://www.hkiac.
org/images/stories/arbitration/2013_hkiac_rules.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HKIAC Rul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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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下稱貿仲）亦於2015年修訂其仲裁規

則，並加入緊急仲裁人程序（註二二），其規則曰：「根據所適用的法律

或當事人的約定，當事人可以依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緊急仲裁

員程序》（本規則附件三）向仲裁委員會仲裁院申請緊急性臨時救濟。緊急

仲裁員可以決定採取必要或適當的緊急性臨時救濟措施。緊急仲裁員的決定

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此等條款與其他仲裁機構之規定有重大之差

異，所適用之法律必須容許緊急仲裁人程序，始可為之。然而，目前中國大

陸相關法律並未設有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容許規定，於中國大陸當事人目前僅

可向法院請求保全措施，故本程序似乎僅有在仲裁地法為香港法，而由貿仲

香港分會所管理之仲裁案件，始有適用之餘地（註二三）。

申請緊急仲裁之程序規定，各仲裁機構之規範模式相去不遠，此係因

緊急仲裁人程序之特色，容許當事人「於仲裁庭成立前」申請臨時保全措

施。此部分之規範或可區分為兩種模式：第一種為新加坡仲裁中心等需與

仲裁申請書一同繳交者，第二種為如國際商會之規範型，得直接申請者。

有者認為第二種模式可被認為係為較先進之模式，蓋就緊急仲裁之本質而

言，本係使當事人快速尋求臨時保全措施（註二四），如要求當事人須連

同較為複雜，且須投入較多心力準備之「第一份」書狀一同繳交，恐使當

事人錯失尋求臨時保全措施之時機，成為當事人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之障

礙。如採國際商會之規範模式，由於其設有命當事人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本

案仲裁之規定，應不至於被濫用（註二五）。

註二二：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Arbitration 
Rules, Jan.1, 2015, art. 23, http://cn.cietac.org/rules/rules.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hereinafter CIETAC Rules 2015].

註二三：Jessica Fei et. al., Going global: CIETAC introduces new Arbitration Rules 2015,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 ARBITRATION NOTES(Nov. 25, 2014, 7:07 AM), http://
hsfnotes.com/arbitration/2014/11/25/going-global-cietac-introduces-new-arbitration-
rules-2015/. James Rogers et. al., CIETAC's New Arbitration Rules 2015,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Feb. 17,2015),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5/02/17/
cietacs-new-arbitration-rules-2015/.

註二四：Marianne Roth & Claudia Reith, A Continuting Trend Towards Emergency Rules , 16 
VINDOBONA J. INT'L. COMMERICAL L. ARB. 113, 122(2012).

註二五：Id.



《仲裁專論》
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66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二）決定之形式與名稱

各仲裁機構對於緊急仲裁人所作成之臨時保全措施，於各仲裁機構

規則中所使用之名稱或有不同（註二六），然名稱上不外乎以「判斷」

（award）、「命令」（order）稱之。決定之形式及名稱，對於緊急仲裁人

決定是否得為各國法院所執行，有相當之重要性（註二七）。雖此類與實體

爭議（merits）「判斷」有別之臨時保全措施，近來用語上多採命令、救濟

等詞彙規避「判斷」一詞，然此類緊急仲裁人決定於實務上仍有不明確之處

（註二八）。蓋各國法院多依照其仲裁法判斷一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得為執

行，如該國之仲裁法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未設有容許性之規範，則有可能產

生扞格，進而有緊急仲裁人決定不能被承認與執行之風險。

如國際商會仲裁規則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名稱，係以「命令

（order）」（註二九）為名。此乃因於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中，緊急仲裁人決

定如被稱之為「判斷」，則須經仲裁機構進行審查（scrutiny）（註三〇），

故以命令命名之以簡化程序（註三一）。倫敦國際仲裁院規則中亦以「命

令」一詞稱緊急仲裁人決定（註三二）；而於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之規則

中，仲裁人得「下令（order）」或「頒布（award）」任何臨時救濟（interim 

relief），則將命令與判斷等詞轉變成緊急仲裁人之行為，而以「臨時救濟」

泛稱緊急仲裁人決定（註三三）；國際爭端解決中心亦採取此規範型，有者

註二六：為行文之便，如本文提及緊急仲裁人決定（emergency arbitrator's decision）一詞，

其係指緊急仲裁人所作成之臨時保全措施，無論其名稱為判斷（award）、命令

（order）、救濟（relief）、決定（decision）。

註二七：Louise Barrington, Emergency Arbitrators: Can They Be Useful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7 CONSTUCTION INT'L. 39, 42 (2012).

註二八：藍瀛芳（註3），頁45。

註二九：ICC Rules 2012, art. 29.2.

註三〇：Boog, supra note 177, at 819.

註三一：Stephen R. Bond et. al.,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Article 29 
[Emergency Arbitrator], in  CONCIS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413, 414(Loukas A. 
Mistelis 2d. ed. 2015). 

註三二：LCIA Rules 2014, art. 9.9.

註三三：SIAC Rules 2013,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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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類規則之規範型，或可被認為係確保未來可執行性所預留之彈性空間

（註三四）。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之緊急仲裁人程序，係於作

成決定時限之條款中（註三五），以緊急決定（emergency decision）乙詞

涵蓋所有由緊急仲裁人所為之決定（decision）、命令（order）以及判斷

（award），貿仲亦採相同之規範模式（註三六），斯德哥爾摩仲裁院規則以

「臨時措施之緊急決定（emergency decisions on interim measures）」一詞稱

之 （註三七），美國仲裁協會則是以緊急救濟（emergency relief）一詞稱之

（註三八）。

由上觀之，仲裁機構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所使用之名稱大有不同，申請

緊急仲裁之同時，當事人仍須特別注意機構規則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名稱，與

仲裁地法之相容性。雖大部分當事人均自願遵守緊急仲裁人決定，然於另一

方當事人不遵守時，緊急仲裁人決定可執行的風險仍須謹慎評估。由於實務

上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性之見解較為紊亂，故較難評估何仲裁機構之緊

急仲裁人決定名稱較為妥適，本文將於後進一步詳述執行之問題。

（三）緊急仲裁人決定之遵行機制

部分仲裁規則中，設有緊急仲裁人決定之遵行機制，如國際商會仲

裁規則中規定，雙方承諾將遵守（comply）緊急仲裁命令，且規則之附錄

（註三九）更揭示緊急仲裁命令對於雙方無拘束力之例外情形，反面而言，

緊急仲裁命令「原則上」對於當事人間應有拘束力一事（註四〇）。國際商

註三四：Jason Fry, Emergency Arbitrator-Flawed Fashion or Sensible Solution,  7 DISP. RESOL. 

INT'L. 179, 189(2013).

註三五：HKIAC Rules 2013, Schedule 4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art. 12.

註三六：CIETAC Rules 2015, art. 6 (3).

註三七：SCC Rules 2010, Appendix II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8.

註三八：AAA Rules 2013, arts. 38 (e)-(f).

註三九：ICC Rules 2012, Appendix V – Emergency Arbitrator Rules, art. 6 (6).

註四〇：ICC Rules 2012, art.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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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規則更進一步賦予仲裁庭審理關於仲裁之任一方，因另一方不遵守緊急仲

裁命令所提出之主張（claim）的權能（註四一）。關於此遵行機制之定性，

有者認為係屬於契約上之違反，認為違反緊急仲裁人決定之行為，係屬違反

雙方之合意（仲裁規則），故可向司法機關提出如損害賠償或違約之救濟

（註四二）。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規則（註四三）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

則（註四四）亦採取類似之規範型。

此類機制設計之基礎，應係契約之雙方將自願遵守（ v o l u n t a r y 

compliance）緊急仲裁人決定，蓋如契約之雙方不遵守由緊急仲裁人決定

時，恐將影響其商業信譽外，亦有可能因不遵守緊急仲裁人決定一事，

使本案仲裁庭產生不良之心證，不排除對於違約之當事人產生不利之影

響（註四五），故實務上大多數之當事人均自願遵守緊急仲裁人決定

（註四六）。

（四）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時間限制

緊急仲裁人程序貴在能快速而有效的作成臨時保全措施，故多數仲裁

規則中對於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時間設有限制。如國際商會規則中則規定

註四一：ICC Rules 2012, art. 29.4.

註四二：Mohammed Al Marzouqi & John Gaffney, Al Tamimi & Company, The Use of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in the UAE: Som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http://www.tamimi.com/en/magazine/law-update/section-11/february-7/the-use-of-
emergency-arbitrator-procedures-in-the-uae-some-practical-considerations.html(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四三：SCC Rules 2010, art. 9 (3).

註四四：SIAC Rules 2013,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9.

註四五：Marc S. Palay & Tanya Landon, A Comparative Review of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vision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EGAL 
GUIDE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2, 5(9d. ed., 2012). Bernd Ehle, 
Emergency Arbitration in  Practice, in  NEW DEVELOPMENT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3, 87, 101 (Christoph Müller & Antonio Rigozzi eds., 2013).

註四六：Justin D'Agostino , First aid in arbitration: Emergency Arbitrators to the rescue,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Nov.  15,  2011),  ht tp: / /kluwerarbitrat ionblog.
com/2011/11/15/first-aid-in-arbitration-emergency-arbitrators-to-the-resc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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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命令，必須於緊急仲裁人程序相關檔案傳送至緊急仲裁人後之15日

內作成，相當迅速。然依照案件之複雜度，國際商會仲裁院主席認為於必要

時，或依緊急仲裁人之申請，展延前開時限（註四七）。多數仲裁機構規則

亦以15天作為時限之設計（註四八），然貿仲規則中時限雖同為15天，其

起算點係以緊急仲裁人受選任後即起算，倫敦國際仲裁院規則之起算點亦同

（註四九），當事人或可因而更快速的取得緊急仲裁人決定（註五〇）。而

斯德哥爾摩仲裁院對此設有更嚴格之規定，緊急仲裁人必須於案件轉介後5日

內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惟其亦設有必要時得展延之條款（註五一），以資

緩衝。有些仲裁規則中並未明定作成緊急仲裁決定之時限（註五二），然實

際上作成決定之時間，與前揭之15天應相去不遠（註五三），而依統計，當

事人平均可於申請後8至9天內取得緊急仲裁人決定（註五四），實務上亦多

有於申請後1至2天即取得合宜之緊急仲裁人決定者。

（五）緊急仲裁人於本案仲裁之地位及限制

緊急仲裁人原則上不得擔任本案仲裁之仲裁人，國際仲裁機構多設有

註四七：ICC Rules 2012, Appendix V- Emergency Arbitrator Rules, art. 6.4.

註四八：其他仲裁機構如HKIAC、.HKIAC rules 2013, Schedule 4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6.12.，而LCIA係以14天為時限。

註四九：LCIA Rules 2014, art. 9.8.

註五〇：CIETAC Rules 2015, Appendix III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6.1.

註五一：SCC Rules 2010, Appendix II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8 (1)

註五二：如SIAC規則中對於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時限未設有規範。

註五三：David Bateson & Matthew Howlett, King & Wood Mallesons,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http://www.kwm.com/en/es/knowledge/insights/emergency-arbitration-
procedures-20141205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五四：Ben Giaretta & Michael Weatherley, Ashurst Singapore, The Emergence of Emergency 
Arbitration,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
=10&cad=rja&uact=8&ved=0ahUKEwj4p9vfuLjKAhXIJaYKHSGEBvMQFghjMAk&
url=https%3A%2F%2Fwww.ashurst.com%2Fdoc.aspx%3Fid_Content%3D10412&usg
=AFQjCNHPiWhTfDiqHGmHKESxg0jVjXfXXw(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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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般規定，如國際商會規則即是（註五五），但仍有部分仲裁規則規定如例

外經雙方同意，緊急仲裁人仍可擔任本案仲裁之仲裁人（註五六）。然而，

國際商會仲裁規則未設有經當事人同意之例外，有者認為依當事人自主原則

（party autonomy），自可認為當事人可透過合意繼續選任緊急仲裁人為本案

仲裁人（註五七）。本類條款係保障本案仲裁人之獨立性，不因緊急仲裁人

續行擔任本案仲裁人，而使本案之實質判斷因而受到緊急仲裁人程序及決定

之影響（註五八）。

（六）當事人得另外尋求臨時保全措施

一般仲裁案件中，由於仲裁法上設有妨訴條款，如當事人間存有仲裁協

議，受理法院將駁回命當事人依仲裁解決爭端（註五九）。然而，緊急仲裁

僅係雙方於「仲裁前」得請求之程序，緊急仲裁人程序進行之同時，當事人

是否得向法院申請臨時保全措施，恐有疑問。然而，絕大多數之仲裁機構規

則，均規定無論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前後，緊急仲裁人程序並不會阻卻任

一方透過有權機關聲（申）請緊急措施（註六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及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之規則更加明確，其等之規則即載明緊急仲裁人程序與

註五五：ICC Rules 2012, Appendix V- Emergency Arbitrator Rules, art. 2.6. 

註五六：SIAC Rules 2013,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4. HKIAC Rules 2013, 
Schedule 4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21. SCC Rules 2010, Appendix 
II Emergency Arbitrator, art. 4(4). CIETAC Rules 2015, Appendix III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4.8. 

註五七：John Savage & Simon Dunbar, SIAC  Arbitration Rules, Schedule 1 [Emergency 
Arbitrator], in  CONCIS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828,830 (Loukas A. Mistelis ed., 
2013).

註五八：Boog, supra note 17, at 833. 

註五九：如我國仲裁法第4條：「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時，法院應依他

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

詞辯論者，不在此限。」。

註六〇：ICC Rules 2012, art. 29.7. HKIAC Rules 2013, Schedule 4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art. 22. CIETAC Rules 2015, Appendix III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s, ar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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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所作成之臨時保全措施並非不相容（incompatible），（註六一）以

明緊急仲裁人程序與法院程序之關係。

綜觀以上，應探討者係為何法院於仲裁程序中，仍可某種程度上干涉

（intervene）仲裁事件，同與仲裁機構作成臨時保全措施？此可從一般仲裁

庭作成之臨時保全措施與法院之保全程序之調和談起，蓋法院於此時介入

仲裁事務，應不被認為係干涉仲裁事務，反之，應被認為係協助仲裁事務

之進行。仲裁庭所作成之臨時保全措施雖多元而廣泛，然其仍有一定之限

制，如大多數之仲裁規則不允許於不通知他造之情形下，進行一造程序（ex 

parte），滿足當事人秘密進行臨時措施聲請之需求；或部分臨時保全措施亦

對仲裁外第三人作成始能達成保全之目的（註六二），如欲取得以上類型之

臨時保全措施，當事人仍須向有權之法院申請（註六三）。仲裁機構雖對於

滿足當事人於仲裁前尋求緊急措施之需求一事甚為關切，然使用仲裁機構服

務之當事人亦應無欲放棄部分僅有法院專有之權能，故多數仲裁規則明定當

事人得向法院尋求臨時保全措施。

於立法例上，由於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已於2006年修訂之模範仲裁

法言明法院與仲裁庭一般有作成臨時措施之權能（註六四），言明法院固有

之權限。

（七）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判斷標準

註六一：SIAC Rules 2013, art. 26.3,“A request for interim relief made by a party to a judicial 
authority prior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Tribunal, or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thereafter, 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se Rules.” HKIAC Rules, art. 23.9,“A request 
for interim measures addressed by any party to a competent judicial authority shall not 
be deemed incompatible with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s), or as a waiver thereof.”

註六二：Ehle, supra  note 45, at 98.

註六三：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522 (2d. ed. 2014).

註六四：Uncitral Model Law, art. 17J Court-ordered interim measures.“A court shall have 
the same power of issuing an interim measure in relation to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ir place is in the territory of this State, as it has in relation 
to proceedings in courts. The court shall exercise such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procedure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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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人依當事人一方之申請，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判斷標準為

何，應為實務上甚為關切之問題，蓋其將影響當事人書狀準備之方向，以及

所需事證之準備。國際上仲裁規則有者以明示之方式，揭示緊急仲裁人應依

循之判斷標準，如美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即載緊急仲裁人應考量申請方是

否已展示（demonstrate）其「如無該緊急救濟，將導致立即（immediate）且

不可恢復（irreparable）之損失（loss）或損害（damage）」，據以判斷是否

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註六五）。

而大多數之仲裁規則未明示緊急仲裁人作成緊急仲裁決定所應採之判

斷標準，緊急仲裁人於此情狀下，應被認為有較大之裁量權，而得以更為彈

性之方式，審酌作成緊急決定之合適性及必要性，據而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

（註六六）。

緊急仲裁人決定本質上又與法院或仲裁庭所作成之保全處分或臨時保

全措施有其類似之處，故緊急仲裁人於若干案例上，亦有採取聯合國國際貿

易法委員會之模範仲裁法、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註六七）對

於一般臨時措施所採之判斷標準者（註六八）。一般常見之標準為仲裁人之

初步管轄權（prima facie jurisdiction）、無法回復或嚴重損害之風險（risk of 

irreparable or serious harm）、緊急性、案件之初步證明（prima facie case）、

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等（註六九）。然緊急仲裁人是否須嚴格恪守

上開原則，始得作成判斷，並不必然，上開標準亦有可能因緊急仲裁人程

序之特質以及相關之配套程序設計，為合宜之調整或若干權重之重新分配

註六五：AAA Rules 2013, R-38. Emergency Measures of Protection (e).

註六六：Ehle, supra  note 45, at 96.

註六七：United National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hereinafter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s revised in 2010),art 26.3, Dec. 10,2010, http://www.uncitral.
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arb-rules-revised/arb-rules-revised-2010-e.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hereinafter UNCITRAL Rules 2010].

註六八：Eduardo Muñoz, How urgency shall an emergency be? – The standard required to grant 
urgent relief by emergency arbitrators,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UME IV, 43, 57, Marianne Roth & Michael Geistlinger eds., 2015).

註六九：Born, supra  note 63, at 2468. Id .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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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〇）。

（八）緊急仲裁人決定之非拘束性

基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性質，緊急仲裁人決定應對本案仲裁庭不具有拘

束力，此部分於仲裁規則之制度上，可由兩點為觀察。第一，多數仲裁規則

均明文規定緊急仲裁人決定對於本案仲裁庭無拘束力一事，本案仲裁庭至多

參考緊急仲裁人決定之理由。

除此之外，多數仲裁規則亦規定緊急仲裁人決定可為仲裁庭（人）修改

（modify）、無效化（annul）、撤銷（revoke）、終止（terminate）等，此係

緊急措施本質上使然，蓋當初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客觀狀態，經過一段時

間後可能產生情事變更，致當初臨時措施之必要性及緊急性產生變化，當事

人即可據此申請仲裁庭考慮當下之客觀情況，針對原先之臨時措施為合適之

處置（註七一）。然此種安排，將成為緊急仲裁人決定與一般仲裁庭臨時措

施之差別，蓋緊急仲裁人與仲裁人如均被認定為係仲裁法制上之仲裁人，何

以後仲裁人得恣意對於前仲裁人所為之決定為相關處置，且緊急仲裁人決定

效力既可以被變更，則其是否具有傳統定義上對仲裁判斷之終局性，對於緊

急仲裁人決定可執行性問題產生一定之影響（詳後述）。

（九）小結

綜觀以上國際仲裁規則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規範，多數緊急仲裁人程

序之特色多源自於一般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之相關規定，差距不大。然而，

當事人如欲運用緊急仲裁人程序，宜特別注意如於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時，

所需具備之文件資料，如需同時呈交仲裁申請書者，恐拖延緊急仲裁人程序

之申請，宜預先準備。

此外，因仲裁機構規則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使用不同之名稱，且各國

註七〇：Id.
註七一：Baruch Baigel, The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under the 2012 ICC Rules: A 

Juridical Analysis,  31 J. INT'L ARB. 1, 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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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目前對於緊急仲裁制度之態度不一，又仲裁規則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

之遵行機制多為真空或採自願遵守制，故如當事人欲將緊急仲裁人程序納入

爭端解決之規劃中，仍須注意緊急仲裁人決定承認執行之問題，以避免當事

人花費勞力、時間及費用進行緊急仲裁人程序，最後因另一方恣意不遵守而

徒勞無功。本文將續就緊急仲裁人程序中最為迫切之承認執行問題為探討。

肆、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承認與可執行性

承前所述，緊急仲裁人決定於法院之可執行性關乎當事人是否能以法

院機制強制另一方當事人遵行緊急仲裁人決定。各國仲裁法受國際公約以及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所公佈之模範法影響甚深，目前部分國家之仲裁法

（新加坡、香港）已針對緊急仲裁人程序為相對應之修訂及增補，然而，如

國家未針對緊急仲裁人程序為仲裁法之修訂，法院僅能援引其他關於仲裁判

斷承認與執行之規定，透過司法解釋之方式判斷可執行性問題。本文謹就緊

急仲裁人決定之性質為探討，並進一步研究緊急仲裁人決定於各國仲裁法以

及司法實務中可執行性之問題，以探求目前緊急仲裁人決定承認執行之風險

與趨勢。

一、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性質

緊急仲裁人程序有定性上為一般「契約性質」（contractual）或某種程

度上具有「司法性」（jurisdictional）之討論。蓋如其僅為契約性質者，為

尊重當事人之契約設計及安排，緊急仲裁人程序所產出之決定亦屬雙方透過

合意之程序所產出者，為雙方當事人安排之一部，自不得由司法機關恣意干

涉當事人合意之內容，更無由法院撤銷或變更之餘地，然此同時意味著如該

決定未為當事人自願遵守，當事人亦不可透過法院為承認執行，僅能嗣後透

過請求損害賠償等手段救濟；反之，如認為緊急仲裁人決定具有司法性，則

該決定即可為法院承認執行，甚至撤銷等。過往，法國法院曾認為國際商會

仲裁前緊急審理人程序（pre-arbitral referee）所為之緊急命令（order），僅

屬於契約性質，認為仲裁前緊急審理人程序之權力，係源於雙方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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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二），且該程序之相關術語上儘可能避免使用仲裁等詞語，且法院指

出仲裁前緊急審理人程序之審理人與一般之仲裁人有異，其所為之決定，並

非基於仲裁人職權所為之決定，故不得被認定屬仲裁判斷，而僅具有契約之

性質不具有拘束力，遂認為該緊急命令並非屬於可被聲請仲裁判斷之標的，

據而駁回一方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註七三）。然由於國際商會 2012年版本之

仲裁規則，並未針對緊急仲裁人決定為契約性質或司法性質為特別之處理，

即便當初該版規則之起草委員會希望其具有司法性以便於執行等，然依照現

行之規則，緊急仲裁人決定仍以「命令」而非「判斷」為命名，規則中亦僅

有載明雙方應受緊急仲裁人決定拘束等特色，仍難直接於條文之客觀解釋

上，推論其具有司法性一事（註七四）。針對此部分之爭議，如仲裁規則或

國內法層次無明文規定具體明確化此類決定或程序之基礎性質，本質論之問

題恐將不會停止。本質論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自有一定程度之影響，然而，

就實務上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而言，各國仲裁法與此類決定之相容性亦為需

留意之重點，如各國仲裁法是否已定有緊急仲裁人程序之容許規定，又如

無，國家法院如何透過解釋准許或禁止此類緊急仲裁人決定為強制執行。

註七二：仲裁前緊急審理人程序於當時採選用制，故當事人須透過特別約定，仲裁前緊急審

理人程序始有適用，並非如同現代之緊急仲裁人程序，於當事人選定使用特定含有

緊急仲裁人程序之仲裁規則即適用緊急仲裁人程序。

註七三：Miloslav Kabrhel, EA Order- A Powerful Tool or Just a Piece of Paper?  in  COFOLA 
INTERNATIONAL 2015: CURRENT CHALLENGES TO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ROSS-BORDER ) DISPUT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55(Klára Drli ková ed., 
2015), https://www.law.muni.cz/sborniky/cofola-international/cofola2015.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Boog, supra  note 17, at 818. Ian Meredith & Marcus M. 
Birch, The ICC's pre-arbitral referee procedure-How valuable is it?  http://www.
klgates.com/files/Publication/ab0be67f-01ef-4206-9c12-6e91f5b4837e/Presentation/
PublicationAttachment/bae41c65-1f1b-43c3-b963-7de5c496b5bc/article_meredith_
icc_0108.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Emmanuel Gaillard, First Court Decision 
on Pre-Arbitral Referee,  http://www.shearman.com/~/media/Files/NewsInsights/
Publications/2003/06/First-Court-Decision-on-PreArbitral-Referee/Files/Download-
PDF-First-Court-Decision-on-PreArbitral__/FileAttachment/IA_060503.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quoting Societe Nationale des Petroles du Congo and Republic 
of Congo v. TEP Congo (extracts available in Revue Libanaise de l'Arbitrage, 25 (2003) 
17). 

註七四：Palay & Landon, supra  note 45, at 4. Kabrhel, id ,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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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仲裁人決定與各國仲裁法

國內仲裁法影響各國法院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合法性以及執行力，目

前各國之仲裁法立法進度上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態度仍有不同，如一直以

來對於期望成為國際爭端解決樞紐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Hub ）

之新加坡已於2012年，於其國際仲裁法（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加入有

關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配套規定；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亦於2013年於其香

港仲裁指令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中加入緊急仲裁人程序之規

定。由於機構作成之仲裁判斷將受到仲裁地（seat of arbitration）法之管轄，

雖國際仲裁機構於2010年後陸續於其仲裁規則中加入緊急仲裁人程序，然如

仲裁地之國內法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未設有明確規定，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

之當事人於請求仲裁地法院執行緊急仲裁人決定時，即受有法院不予執行之

風險，以下謹就若干國家之仲裁法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態度為分析。

（一）新加坡國際仲裁法(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

新加坡國際仲裁法（註七五）係於2012年6月之修法中加入若干有關緊急

仲裁人程序之修正，其修正之倡議，係為對於原來國際仲裁法第2條有關該法

第二部分「國際商務仲裁」之名詞解釋部分條文所為之修正，該修正案之內

容為：「立即於仲裁庭定義條文，於永久仲裁機構一詞後，加入『並包含依

據雙方所合意或採用之規則所選任之緊急仲裁人，其中規則包含仲裁機構或

註七五：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hapter 143A)[hereinafter Singapore IAA], June 1, 
2012. Republic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Acts Supplement [hereinafter 
No.12 of  2012 Acts  Supplement] ,  In ternat ional  Arbi t ra t ion (Amendment) 
Act 2012(No.12 of 2012),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view.
w3p;page=0;query=Id%3A0bd57089-3834-4564-ba0e-0390d2d6ce1d%20
Depth%3A0%20Status%3Apublished%20Published%3A28%2F05%2F2012;rec=0;res
Url=http%3A%2F%2Fstatutes.agc.gov.sg%2Faol%2Fsearch%2Fsummary%2Fresults.
w3p%3Bpage%3D0%3Bquery%3DId%253A0bd57089-3834-4564-ba0e-0390d2d6ce1
d%2520Depth%253A0%2520Status%253Apublished%2520Published%253A28%252
F05%252F2012(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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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規則』（註七六）」，此修正通過後，修正之部分即全然反映於修法

後之國際仲裁法第2條中（註七七）。

此修正最大之助益，在於其將緊急仲裁人之法律地位以及相關之權能，

提升至與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下之仲裁庭相同（註七八），並透過同條對於判

斷（award）一詞的定義：「判斷包含前開仲裁庭（包含緊急仲裁人）所作成

之臨時判斷」，大幅增加緊急仲裁人決定如同仲裁庭所作成之臨時措施被執

行之可能，使新加坡成為更加「仲裁友善」之仲裁地（註七九），學者亦認

為此二條文即為新加坡之緊急仲裁人條款，並適用於所有以新加坡為仲裁地之

仲裁案件（註八〇）。

（二）香港仲裁指令(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註七六：No.12 of 2012 Acts Supplement, Amendment of Section 2, 2. Section 2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referred to in this Act as the principal Act) is amended 
— (a) by insert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words "permanent arbitral institution" in 
the definition of  "arbitral tribunal" in subsection (1), the words ", and includes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agreed to or adopted 
by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of an institution or organisation" . 

註七七：Singapore Arbitration Act, Art. 2, "(1) In this Par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 "arbitral tribunal" means a sole arbitrator or a panel of arbitrators or a 
permanent arbitral institution, and includes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appointed pursuant 
to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agreed to or adopted by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rules of 
arbitration of an institution or organisation;".

註七八：KC Lye & Samuel Leong, Emergency arbitrators in Singapore,  http://www.
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21383/emergency-arbitrators-in-
singapore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七九：Jonathan Choo, Singapore amend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increasing 
attractiveness of Singapore as arbitration venu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BLOG (Apr. 12 ,2012), http://singapore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com/2012/04/12/singapore-amends-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ct-increasing-
attractiveness-of-singapore-as-arbitration-venue. Julian Wallace & Glen Rosen, 
Recent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http://www.siac.org.sg/2013-09-18-01-57-20/2013-09-22-00-
27-02/articles/199-recent-amendments-to-the-international-arbitration-act-and-their-
influence-on-the-insurance-industry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八〇： Fry, supra  note 34, at 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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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於2013年修訂其香港仲裁指令（註八一）（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 inance），並加入第3A部份「緊急濟助之執行」（enforcement  o f 

emergency relief），內容包含第22A段關於緊急仲裁人定義之條款：「在本

部中 — 緊急仲裁員 （emergency arbitrator） 指為處理各方在仲裁庭組成前提

出的緊急濟助申請，而根據各方協議或採用的仲裁規則（包括常設仲裁機構

的仲裁規則）委任的緊急仲裁員。」（註八二），言明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正

當性及法律地位。

第22B段則係有關執行問題之「強制執行緊急仲裁員批給的緊急濟助」

（註八三）（Enforcement of emergency relief granted by emergency arbitrator）

規定，直接解決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之問題。首先，該段明文承認緊急仲裁

人所為之緊急救濟（emergency relief），不論係由香港或香港以外之地方所

給予者，均可如同於法院之命令（order）或指示（direction）般被執行，並

具有同等之效力（註八四）；其次，同條第2項對於香港以外地方所作成之

註八一：Chapter 609 Arbitration Ordinance [hereinafter 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Gazette Number E. R. 2 of 2014 (Apr.10, 2014),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
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C05151C760F783AD482577D9005
41075/$FILE/CAP_609_e_b5.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八二：Hong Kong Arbitration Ordinance, Section 22A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rt—
emergency arbitrator （緊急仲裁員） means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appointed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a permanent arbitral 
institution) agreed to or adopted by the parties to deal with the parties' applications 
for emergency relief before an arbitral tribunal is constituted. 此部份翻譯係

參考香港律政司所公布之中文條文ht tp : / /www.leg is la t ion .gov.hk/ch i /home.
htm?SearchTerm=%u4EF2%u88C1 （最後瀏覽日：2016年6月15日）。

註八三：此部份翻譯係參考香港律政司所公布之中文條文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
home.htm?SearchTerm=%u4EF2%u88C1 （最後瀏覽日：2016年6月15日）。

註八四：「濟助」一詞為香港仲裁法中文文本所使用之詞彙。Hong Kong Arbi trat ion 
Ordinance, Section 22B Enforcement of emergency relief granted by emergency 
arbitrator, subsection (1), Any emergency relief granted, whether in or outside Hong 
Kong, by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under the relevant arbitration rules is enforceable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 order or direction of the Court that has the same effect, but only 
with the leave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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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人決定，設有一定之限制，聲請強制執行香港以外緊急仲裁人決定

之一方，必須向法院釋明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內容須符合該條所列之事項，法

院始可准許執行。而所列之事項，包含：（1）於爭議解決前維持或恢復現狀

（status quo）；（2）採取特定行動防免對於仲裁程序所造成之危害或損害，

或如不採取可能造成危害或損害之行動；（3）為日後履行仲裁判斷為目的而

保存資產之方法；（4）為保存對於解決爭端有相關或重要性之證據；（5）

為以上各款之完成所提供之擔保（security）、為仲裁費用所提供之擔保。

香港及新加坡仲裁法即為目前明文肯認緊急仲裁人程序者，然其規範模

式有所不同，新加坡係將緊急仲裁人納入仲裁庭之列，「間接的」解決承認

執行之問題，而香港之規範模式則係直接將執行力問題以明文直接肯認，緊

急仲裁人與仲裁庭仍為獨立之行為主體。基本上，香港法之規定係直接跳躍

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為有權主體所作成之層次，以及是否如仲裁判斷般有終

局性等子問題，當事人如以香港作為仲裁地，則面對較小之執行風險，惟須

特別注意者，如緊急仲裁人決定係於香港以外地區所作成，則可被執行之緊

急仲裁人決定，其決定之實質內容恐受該法之箝制，於申請緊急仲裁人程序

時需一併納入考量。

（三）未明文承認緊急仲裁人程序之仲裁法

除前揭新加坡以及香港之仲裁法，世界各國之仲裁法均未對於緊急仲

裁人程序為配套之規定，多停留於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之階段，或根本隻

字未提及臨時保全措施。美國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對於臨

時保全措施未設有特別之規定（仲裁庭作成者與緊急仲裁人程序者均無），

多仰賴法院之解釋判斷執行或撤銷仲裁判斷之問題；1996年英格蘭仲裁法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中，僅有第39條有關仲裁人有權於仲裁程序

中作成預先判斷（provisional award）之規定（註八五），且該條本身對於臨

註八五：English Arbitration Act 1996, art. 39,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6/23/
section/39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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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保全措施設下較多之限制，並不如其他仲裁法般彈性允許多元之臨時保全措

施（註八六），且最重要者，英格蘭仲裁法下可作成預先判斷者主體為仲裁

庭，並非緊急仲裁人（註八七），未如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以擴張仲裁庭定義

之方法，解決緊急仲裁人決定可執行性之問題；而法國法對於臨時保全措施

之規定，係規定於法國民事訴訟法（Fren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中，其

第1468條（註八八）規定正當化仲裁庭作成保全或預先措施（conservatory or 

provisional measures）（註八九），並得嗣後修改或增加之；中國大陸2012年

所修訂公布之民事訴訟法（註九〇）以及仲裁法（註九一）之規定，仍將作

成臨時保全措施之權限保留在國家法院中（註九二），有者亦建議中國大陸

註八六：Born, supra  note 63, at 2438.

註八七：Sarah Zagata Vasani, King & Spalding LLP, The emergency arbitrator: doubling as an 
effective option for urgent relief and an early settlement tool,  LEXOLOGY ENERGY LAW 
EXCHANGE (May 8, 2015), http://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786221a-
8823-4f25-8307-d28df1078fdc. Jue Jun Lu, Berwin Leighton Paisner, The emergency 
arbitrator procedure: effective tool or enforcement headache?,  https://www.blplaw.
com/expert-legal-insights/articles/the-emergency-arbitrator-procedure-effective-tool-
or-enforcement-headache/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八八：Republic of Franc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ivil Liberties, Decree No. 2011-48 of 
13 January 2011, reforming the law governing arbitration., http://sccinstitute.com/
media/37105/french_law_on_arbitration.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Referring to 
art. 1468 of the French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註八九：李貴英，法國新仲裁法之評析，高大法學論叢，10期，頁21（2014）。

註九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01條：「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

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

採取保全措施。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

關係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

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http://www.gov.cn/flfg/2012-09/01/
content_2214662.htm （最後瀏覽日：2016年6月15日）。

註九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28條：「一方當事人因另一方當事人的行為或者其他原

因，可能使裁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的，可以申請財產保全。當事人申請財產保

全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將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提交人民法院。

申請有錯誤的，申請人應當賠償被申請人因財產保全所遭受的損失。」，http://
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624.htm （最後瀏覽日：2016年6
月15日）。

註九二：DIORA ZIYAEVA ET AL. ,  INTERIM AND EMERGENCY RELIEF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LAW, ARBITRATION AND PRACTICE 178 (2015) .  Cameron Hassal l ,  Cl i 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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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民事訴訟法以及仲裁法之規定以接軌國際（註九三）。

（四）我國法

我國之仲裁法係於民國87年由商務仲裁條例轉變之仲裁法，其規範與緊

急仲裁人決定較有關者，應係第47條有關「外國仲裁判斷」承認與執行之條

文（註九四），且依照司法實務之見解，外國仲裁判斷係「在中華民國領域

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

仲裁判斷」（註九五），目前亦無法搜得於我國當事人聲請執行緊急仲裁人

決定之案例（註九六）。如僅於外國仲裁判斷之層次考量，外國仲裁判斷僅

在非常限縮之情形被拒絕承認與執行，故就外國仲裁判斷執行乙事，應非緊

急仲裁人決定聲請執行之障礙（註九七），然我國實務對於臨時保全程序之

規定，仍未若他國以及模範仲裁法之規定。

因仲裁法並未規定關於保全程序之事項，將依照仲裁法之規定準用我國

民事訴訟法（註九八），於此情形，保全措施將僅能限於假扣押、假處分、

Chance,  Changes  to  the  CIETAC Arbi t ra t ion Rules:  Another  s tep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http://www.cliffordchance.com/briefings/2014/12/changes_to_
the_cietacarbitrationrulesanothe.html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Matther Gearing 
QC & Matthew Hodgson, Allen & Overy, CIETAC's New Arbitration Rules 2015,  
http://www.allenovery.com/publications/en-gb/Pages/CIETAC's-New-Arbitration-
Rules-2015-.aspx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九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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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http://cn.cietac.org/magzine/97-3.shtml （最後瀏覽日：

2016年6月15日）。

註九四：仲裁法第47條：「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

律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外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後，於

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並得為執行名義。」

註九五：參見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非抗字第61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抗字第4026
號民事裁定。

註九六：於2016年6月15日於法源法律網、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查詢之結果。

註九七：林俊益，外國仲裁判斷互惠承認之研究，仲裁，61期，頁42-62（2001）.

註九八：仲裁法第19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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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專論》
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82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將造成限制國際商務仲裁之不合宜情形（註九九），此

部分仍待修法，以及相關實務見解之發展始臻明確。

（五）小結

由上可知各國對於臨時保全措施及緊急仲裁人決定態度仍不一，有者已

嘗試以擴大仲裁庭定義之方法，或直接明訂緊急仲裁人決定可執行性規定，

減少緊急仲裁人程序與國內仲裁法之扞格；其他國家之規定仍停留於仲裁庭

臨時保全措施之規定，當事人於此情形僅能參酌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之規定

及法院見解，尋求執行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可能性。以下謹就部分國家法院，

針對緊急仲裁人決定作成之判決為分析，初探緊急仲裁人決定於「法未明

文」之狀態下，法院對其採取之態度。

伍、司法實務與緊急仲裁人決定

一、2010年美國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Michigan v. 
MedImpact Healthcare Systems,Inc.（註一〇〇）

本案為美國二家公司因兩造間之藥物供給管理服務契約（pharmacy 

benefit managing service）所生之爭議，原告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Michigan（下稱BCBSM公司）向美國密西根地方法院聲請禁制令，請求被告

MedImpact Healthcare Systems公司（下稱MedImpact公司）履行特定行為等，

法院命MedImpact公司依約先行給付部分金額予BCBSM公司，並要求雙方依

照契約之規定，依照美國仲裁協會規則中之緊急保障措施，進行保全程序，

並以仲裁解決紛爭，法院所為之禁制令，效力僅至仲裁庭取得管轄後，並頒

布其他形式之保全處分時。於2009年，仲裁人（註一〇一）遂作成一「臨時

註九九：藍瀛芳（註3），頁73。

註一〇〇：Blue Cross Blue Shield of Mich v. Medimpact Healthcare, No. 09-14260. , 2010 WL  
2595340 (E.D. Mich. Jun. 24, 2010).

註一〇一：判決中之仲裁人，應指美國仲裁協會當時作成緊急保護措施之緊急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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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爭端禁制救濟判斷」（Interim Award of Injunctive Relief on Commercial 

Dispute，下稱系爭判斷），其內容大致上與法院所為之命令相同，僅提高被

告履行之金額。BCBSM進而請求法院確認（註一〇二）系爭判斷；反之，被

告則向法院請求拒絕確認該判斷，並請求結束（dissolution ）法院之初步禁

制令。

就確認仲裁判斷之部份，法院係援引過去美國法院對於仲裁判斷之審查

原則，認為僅於仲裁判斷具有終局性時，始得為法院所確認或撤銷。至於如

何判斷終局性而言，法院認為需參酌仲裁人是否主觀上欲對當事人之請求為

之完整決定。而臨時判斷則係對於個別獨立之主張所為之最終處置（definite 

disposal）。

有關終局性之部份，原被告各有主張：原告認為本判斷已經彰顯了仲

裁人對於初步禁制令之議題所為之終局判斷，故具有終局性，應得為法院確

認；而被告係主張本判斷因嗣後得為仲裁人修改等，故應不具有終局性。

法院於此認為，任一方是否應於仲裁程序未決時，要求他方履行契約

之內容，此事應係分別、離散、獨立且可分之議題（separate、discrete、

independent、severable），且系爭判斷於目的上係為維持現狀，以使終局之

判斷有意義，故系爭判斷就該事項而言應具終局性，是可被確認之判斷。雖

MedImpact公司又主張雙方當事人將遵守仲裁人之判斷，故法院不宜涉入，然

法院認為當事人對於此判斷之現實狀況，應非法院應考量者，如此類判斷屬

可被確認之判斷，即應予以承認。

本案可謂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承認執行之重要案例，蓋於緊急仲裁人

程序中，法院亦採取類似有關於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將本案「實質問題」

以及「對於未決仲裁所為相關處置」為分別之處理，將本案實質問題，與緊

急仲裁之處置單元化，而認為緊急仲裁人決定內含之處置而言，應具有終局

性，緊急仲裁人決定之終局性，雖非如傳統終局性定義般堅實，然於論理上

仍可透過一定之放寬，依照鼓勵仲裁之精神而通過法院之標準，進而使緊急

註一〇二：此處之確認程序，係為美國聯邦仲裁法第9條規定之確認程序，意涵大致與仲裁

判斷承認相同，容後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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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決定得被承認執行（註一〇三）。

二、2011年Chinmax Med. Sys Inc. v. Alere San Diego Inc.
（註一〇四） 

本案為中國大陸籍Chinmax Med. Sys.公司（以下稱Chinmax公司）與美

國籍公司Alere San Diego Inc.（下稱Alere公司）就雙方間撤銷仲裁判斷事件，

於美國加州南區地方法院（United State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之爭訟。Chinmax公司為Alere公司所生產之醫療器材，於中國

大陸最大之獨家代理商，雙方於2001年簽訂一五年期之供銷合約（distribution 

agreement），並於2007年簽訂第二個五年期之供銷合約。

 然於第二個五年期供銷合約中，Chinmax應有權對Alere公司之新產品於

中國大陸註冊，然於2008年Alere公司卻自行註冊其新產品，故Chinmax公司

要求Alere公司返還因註冊其新產品所生之利益，並要求將Chinmax公司列為

Alere公司產品之服務商（service agent）。雖履約之過程中有此事件發生，

雙方仍續約彼此間之供銷契約，然而，於2010年時Alere公司主張Chinmax

公司對於該公司仍有未付之貨款，而Chinmax公司則辯此筆貨款係為抵銷

Chinmax對於Alere公司於先前「違法銷售」而生之債權，且該債權之實際之

金額，遠大於此筆Alere公司所主張之貨款。Chinmax公司進而於2010年通知

Alere公司將提起仲裁一事。雙方之仲裁條款中，約定所有爭端應依照美國仲

裁協會國際爭端解決程序與仲裁規則解決，並未特別敘明緊急仲裁人程序是

否適用一事（註一〇五）。

註一〇三：See Marc J. Goldstein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Chambers, Enforcement of Interim 
and Partial Awards: Emerging Coherence in US Law?,  http://arbblog.lexmarc.
us/2013/05/enforcement-of-interim-and-partial-awards-emerging-coherence-in-us-
law/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〇四：Chinmax Medical Systems Inc., v. Alere San Diego, Inc., No. 10cv2467 WQH (NLS), 
2011 WL 2135350 (S. D. Cal. May 27, 2011).

註一〇五："Any dispute, controversy or claim initiated by either party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its negotiations, execution, or interpretation, o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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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Alere公司係依照該規則之規定提出緊急臨時判斷（ Emergency 

Interim Award）之申請，緊急仲裁人對於Alere之申請作成一命令（order，下

稱系爭命令）。命令之內容：第一，命Chinmax公司立即將相關產品之註冊執

照以及相關文件，移轉至Alere公司所成立之交易中介（escrow）；其二，命

Chinmax公司禁止與上海之主管機關溝通與供銷契約有關之商品註冊以及更新

註冊之事宜，如有，則應向Alere以主管機關與Chinmax溝通之相同方式報告

之；其三，由於Alere已處於未受清償之狀態，故命Chinmax公司提出銀行帳

戶等財務資訊予Alere。

兩造於本件訴訟中各有主張，然其主要爭點，在於此類由緊急仲裁人所

為之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具有終局性，而得為司法機關審查。受不利命令

之Chinmax公司主張緊急仲裁人對於本事件無管轄權，因雙方僅同意由三位仲

裁人所組成之仲裁庭審理案件，並尋求具有終局性之判斷（award），並非緊

急仲裁人，且緊急仲裁人就本案「緊急性」之判斷應有所違誤。Chinmax更進

一步主張法院對於此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應有管轄權，蓋系爭命令係關於本案

仲裁事件有關保存資產之暫時衡平判斷（temporary equitable award），且命令

設有十天之遵守期限，故對於雙方應有拘束力。因而，法院應對於撤銷仲裁

判斷事件有管轄權，應基於前開理由撤銷系爭命令。

相反的，Alere公司於訴訟中主張依照仲裁規則之規定，系爭命令仍可由

仲裁庭嗣後修改、撤銷等，故不具有終局性，且依美國法院之見解，法院僅

the performance by either party of obligations under [the Distribution Agreement] 
... shall be finally resolved by binding arbitra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parties 
are unable to resolve it.... Any such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and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the "Rules") by a panel of three 
（3） arbitrators appointed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Rules …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either party shall have the right, without waiving any right or remedy 
available to such party under this Agreement or otherwise, to seek and obtain from 
any court of competent jurisdiction any interim or provisional relief that is necessary 
or desirable to protect the rights or property of such party, pending the selection of 
the arbitrators hereunder or pending the arbitrator's determination of any dispute, 
controversy or claim hereunder."



《仲裁專論》
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86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於極端情形（extreme circumstance）審查不具有終局性之判斷（註一〇六），

故法院對於本案撤銷仲裁判斷事件應無管轄權，並否認所有原告之主張。

法院首先援引先前案例指出仲裁庭臨時保全程序基本上得為法院所確認

與承認（註一〇七），並指出司法機關僅在極端之情形（extreme cases），才

會審查不具有終局性之判斷，且確認此類臨時保全措施並不會對仲裁程序造

成不正侵擾（undue intrusion），反而係為維護程序完整性（integrity）所必

要，故援引案例中仲裁庭作成名為臨時終局命令（interim final order）之臨時

保全措施，應得為法院所確認與准予執行之仲裁判斷（註一〇八）。

提出前開之標準後，法院遂對於本案之「緊急仲裁人決定」為判斷，認

為本案緊急仲裁人依照仲裁規則所為之命令，目的上僅係基於未來仲裁庭中

保全程序之考量所作成，此緊急仲裁人決定本身又言明「命令係為協助全權

仲裁庭保全之目的所作成」（註一〇九），且仲裁庭嗣後可能依照規則重新

考量、修改或撤銷該決定，故法院認緊急仲裁人並未意圖（intend）使此類仲

裁判斷具有終局性，且本案亦不存在所謂「極端情形」，故法院不應審查不

註一〇六：Pacific Reinsurance Management Corp.; Mission Insurance company v. Ohio 
Reinsurance Corp.; Walton Insurance Ltd.;abeille-paix Reassurances; Hamburg 
International reinsurance Company; Hassneh Insurance Company of Israelltd.; 
Seguros America S.a., 935 F. 2d. 1019 , at 1022 (9th Cir., 1991).

註一〇七：美國聯邦仲裁法對於國內做成之仲裁判斷，依法需透過確認程序，轉化為可

執行之形式。Susan Wiens & Roger Haydock, Confirming Arbitration Awards: 
Taking the Mystery out of a Summary Proceeding, 33 WILLIAM MITCHELL L. REV. 
1293, 1294 (2006).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9 U.S.C., art. 9. "If the parties in their 
agreement have agreed that a judgment of the court shall be entered upon the award 
made pursuant to the arbitration, and shall specify the court, then at any time within 
one year after the award is made any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may apply to the court 
so specified for an order confirming the award, and thereupon the court must grant 
such an order unless the award is vacated, modified, or corrected as prescribed in 
sections 10 and 11 of this title…".

註一〇八：Chinmax Medical Systems Inc., v. Alere San Diego, Inc., at 128. "temporary 
equitable orders calculated to preserve assets or performance needed to make 
a potential final award meaningful… are final orders that can be reviewed for 
confirmation and enforcement by district courts under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註一〇九：Chinmax Medical Systems Inc. , v. Alere San Diego, Inc., at 128. "…the temporary 
interim equitable order was issu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ny consideration by the full 
arbitration tribunal, once appointed, and thereafter as the tribunal may ord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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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終局性之命令，遂駁回原告撤銷仲裁判斷之請求。

於此案中，法院大量援引過往法院對於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之見解，並

據以作為判斷標準，然援引之結果，雖肯認臨時保全措施之終局性問題，然

而於綜合考量本案之緊急仲裁人決定後，法院遂認為緊急仲裁人決定之終局

性與其援引案例之「仲裁庭臨時保全措施」有別，此仍係因緊急仲裁人決定

之「終局性」所生之承認執行障礙。

有者認為，由本案中可觀察出法院對於仲裁程序之介入，仍然採取如

過往一般較為保守的態度，以儘量不介入仲裁事務為原則，遂作成以上之認

定（註一一〇）。本見解當然係對緊急仲裁人決定較為不友善，蓋其否定緊

急仲裁人決定之終局性，故可能影響其是否構成「判斷」而得為法院執行；

然而，本案係為「撤銷仲裁判斷」案件，而非一般之「確認執行仲裁判斷事

件」，不准撤銷「緊急仲裁人決定」，於反面而言，則使緊急仲裁人決定不

受司法審查，而使緊急仲裁人決定持續存續。但是，本案對於緊急仲裁人決

定「終局性」之認定，仍有可能構成於「確認及執行緊急仲裁人決定」事件

中之不利因子。

三、2013年Yahoo Inc. v. Microsoft Corporation（註一一一） 

本案被告Microsoft Corporation（下稱微軟公司）為Bing搜尋引擎之經

營者，並以其Bing Ads system提供搜尋廣告；而本案原告Yahoo Inc.（下稱

雅虎公司）亦經營自有之搜尋引擎，並以名為Panama之系統提供搜尋廣告。

於2009年，微軟公司與雅虎公司簽訂一「搜尋與廣告服務銷售契約」（2009 

Search and Advertising Service and Sales Agreement，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契

約中，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同意將兩家公司個別之搜尋引擎及服務為整合，

註一一〇：PETER ASHFORD,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64-66 (2014). Peter Yuen, The new HKIAC Arbitration Rules and 
how they compare to other institutional rules,  http://uk.practicallaw.com/3-542-
4605#a973567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一一：Yahoo! Inc. v. Microsoft Corp., 983 F. Supp. 2d 3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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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力抗其主要競爭對手谷歌公司（google）。因而，雅虎公司決定將其搜尋引

擎以及廣告服務，從Panama變更為由Bing系統提供。為利本件交易之進行，

微軟公司及雅虎公司將全球市場劃分為16個地理區進行。本件交易分為兩個

期別，第一為需求期（demand phase），即是雅虎公司廣告訂單之內容，將同

時出現於Bing系統以及Panama系統上；第二階段為移轉期（ramp phase），

雅虎公司將分階段將搜尋時所提供之廣告，分階段由Bing系統提供，如Ramp

值達10%時，則有10%之搜尋廣告由Bing提供，達100%時則全由Bing提供搜

尋廣告。全球市場均完成上開整合，惟香港以及台灣此二區域之交易並不順

利，故產生本件仲裁之爭端。

兩造間先約定於2011年前完成香港及台灣區移轉，然而因為若干技術

問題，雙方經過一次展延，於雅虎公司於再次啟動移轉期工作時，其以微軟

公司執行長將於隔年退位為由不進行移轉工作，故微軟公司認定雅虎公司違

約遂提起緊急仲裁人程序之聲請。依雙方之契約規定，雙方可於特定情形下

申請由美國仲裁協會指定之緊急仲裁人，請求其作成禁制救濟（injunctive 

relief）。該案之緊急仲裁人即作成前述之禁制救濟，命雅虎公司「禁止停止

移轉」資料庫，並命於期限內完成香港與台灣之移轉。雅虎公司不服該禁制

救濟，向法院請求撤銷該緊急仲裁人決定，微軟公司亦於訴訟中提出確認該

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反請求。 

本案中，法院適用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註一一二）之

相關規定，以援引美國法院數判決之見解之方式，揭示關於撤銷仲裁判斷之

相關標準。法院首先提出聯邦仲裁法所揭示鼓勵仲裁之精神，由於雅虎公司

係主張緊急仲裁人有逾越權限以及適用法律錯誤（manifestly disregarded the 

law），故法院首先針對此二點提出看法。與緊急仲裁人決定較有關者，係

仲裁人逾越權限之討論，法院認為如仲裁人確實有聯邦仲裁法規定於逾越權

限之情形，則構成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然如欲基於此理由聲請撤銷仲裁判

斷，仍須近一步證明仲裁人有嚴重錯誤存在。法院對於撤銷仲裁判斷之審查

標準非常高，只要仲裁人對於作成之結果而言，有顯然合理之解釋（colorable 

註一一二：Federal Arbitration Act, 9 U.S.C. §1, 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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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cation），法院即不會撤銷該仲裁判斷（註一一三）。 

於本案中，雅虎公司主張本案緊急仲裁人因授予微軟公司一終局永久

救濟（final permanent relief），已超越美國仲裁協會規則緊急保障措施程序

中，僅能作成臨時救濟之規定，故已有逾越權限之問題，並進一步主張僅有

由三人所組成之仲裁庭透過證據開示（discovery），始能作成移轉香港與台

灣區資料庫之禁制令，且本案禁制救濟之內容，命移轉若干地區之資料庫之

行為具有不可逆性（irreversible），故已有終局性之色彩而非臨時性。然法

院認為基於雙方2009年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已就「臨時、禁制令、或緊急救濟

（interim、injunctive、or other emergency relief）」等事項，採用當時為選用

性質之緊急措施與保護，且雙方又於仲裁條款中進一步言明緊急仲裁人得強

制或判決與特定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有關之臨時禁制令或緊急救濟

（註一一四）、或為保存本契約有關之服務之非財產上救濟（註一一五），

契約之相關用語既已賦予緊急仲裁人為保存現狀作成非財產上之救濟之權

限，由於本案所為之緊急仲裁人決定係為就雅虎公司原先就應該履行之契約

義務，故緊急仲裁人並未有聯邦仲裁法第10條第（a）款第（4）項逾越權限

之情事，自有權限作成此般處置。緊急仲裁人對於雙方2009年之契約解讀並

無錯誤，且於所賦予之權限內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即便移轉資料庫之行為

於本質上有終局性，仍屬合法。

最後，法院判決仍討論是否該確認本案之緊急仲裁人決定。法院認為本

案中並無聯邦仲裁法第10條、第11條所列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情形存在，故

基本上法院需就該緊急仲裁人決定為確認，雖雅虎公司者主張緊急仲裁人決

註一一三：本案援引美國法院判決ReliaStar Life Ins. Co. v. EMC Nat. Life Co.案之見解。See  
ReliaStar Life Ins. Co. v. EMC Nat. Life Co., 564 F. 3d 81(2d Cir. 2009).

註一一四：983 F. Supp 2d 310, at 316-17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arbitrator is authorized 
to compel and award interim injunctive or emergency relief… and the arbitrator[s] 
may compel and award specific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remedies and 
including in connection with claims for interim, injunctive or emergency relief."

註一一五：983 F. Supp 2d 310, at 317 "any non-monetary relief will be tailored to preserv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the scope of Service provided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the parties' intent with respect to suc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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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不具有終局性，故不得為司法審查，然法院認為依照前開討論，該緊急

仲裁人決定應有終局性，仲裁人亦無逾越權限或適用法律錯誤之情形，故駁

回雅虎公司撤銷緊急仲裁人決定之主張。又基於本案微軟公司之時效利益考

量，法院准予確認緊急仲裁人決定（微軟公司之反請求）。

本案中，法院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具有終局性一事，雖未有明確之

表態，然其肯認緊急仲裁人係有權依照規則與當事人契約作成緊急仲裁人決

定，某種程度上肯定緊急仲裁人程序之正當性（註一一六）。本案中可具體

體現緊急仲裁之價值，使當事人能快速取得有效之臨時保全措施，並得為法

院執行，對於緊急仲裁為一當頭棒喝（註一一七）。然需特別注意者，本案

判決理由中言明法院得確認此類「實質上」具有終局性之禁制救濟（緊急仲

裁人決定），恐係因系爭禁制救濟無終局性未成為重要爭執點，然如終局性

成為爭執點，因本案之緊急仲裁人決定，內容較類似一般對於特定事項臨時

處置者，法院是否仍會准許執行，仍有一定之風險。

四、2015烏克蘭JKX Oil & Gas plc, Poltava Gas B.V. and 
J.V. Poltava Petroleum Company v. States of Ukraine
（註一一八） 

本案係由烏克蘭Pecherskyi 地方法院所作成之判決，由於該案係投資仲

裁之緊急仲裁人作成之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得為國家法院執行之案例，由

註一一六：See Marc J. Goldstein Litigation & Arbitration Chambers , Judicial Attention to 
the Powers of Emergency Arbitrators, http://arbblog.lexmarc.us/2013/11/judicial-
attention-to-the-powers-of-emergency-arbitrators/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一七：Law 360, Microsoft Case Is Great Example Of Emergency Arbitration,  http://
www.law360.com/articles/495144/microsoft-case-is-great-example-of-emergency-
arbitration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一八：JKX Oil & Gas plc, Poltava Gas B.V. and J.V. Poltava Petroleum Company v. States 
of Ukraine, http://reyestr.court.gov.ua/Review/45009594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仲裁專論》
國際商務仲裁之緊急仲裁人程序

91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3
期

1 0 5
年
6
月
3 0
日

於緊急仲裁於投資仲裁中並不常見，故本案受到高度的關注（註一一九）。

本案係因外國投資人JKX Oil & Gas plc, Poltava Gas B.V. and J.V. Poltava 

Petroleum Company（下稱JKX公司）與地主國烏克蘭因投資保障協議所生之

爭議，依能源憲章（Energy Charter Treaty）（註一二〇）並以斯德哥爾摩仲

裁院仲裁規則所提起之仲裁案件。該案之緊急仲裁人依據前開仲裁規則之相

關規定，以規則中之用語「臨時措施」（interim measures）命烏克蘭政府不

得對於原告公司所生產之天然氣課超過百分之28之權利金等命令。JKX公司

遂向烏克蘭Pecherskyi 地方法院聲請依照紐約公約第V條以及烏克蘭民事程序

法（Civil Procedure Code）第396條（註一二一）有關執行外國法院判決之規

註一一九：Craig Tevendale et al.,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First enforcement of an Emergency 
arbitrator award against a state in investment treaty case,  HERBERT SMITH FREEHILLS 
DISPUTE RESOLUTION PIL NOTES (July 2, 2015), http://hsfnotes.com/publicinternati
onallaw/2015/07/02/first-enforcement-of-an-emergency-arbitrator-award-against-a-
state-in-investment-treaty-case/.

註一二〇：Energy Charter Treaty, art. 26(4)(c), 2080 U.N.T.S. 100. (1994). "Article 26: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an Investor and a Contracting Party (4) In the event 
that an Investor chooses to submit the dispute for resolution under subparagraph 
(2)©, the Investor shall further provide its consent in writing for the dispute to 
be submitted to: © an arbitral proceeding under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註一二一：Civil Procedure Code of Ukraine, art. 396.“Article 396. Grounds for denial of a 
motion for permission to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ourt decisions 

 1.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ourt decisions is not 
satisfied in the cases stipulated by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2. If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such cases 
are not provided for the petition may be denied: 

   1) if the decision of a foreign court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was 
decided have not gained legal force; 

 2)i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the decision was made by a foreign court was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al because he was not properly notified of the proceedings; 

 3)if the decision taken in the case, consideration of which belongs exclusively to the 
competence of a court or other authorized bod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Ukraine; 

 4)if the Court of Ukraine decided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same parties on the same 
subject and on the same grounds that entered into legal force or if court proceedings 
in the case of Ukraine is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same parties, with the sam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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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聲請法院承認與執行該案緊急仲裁人所為之臨時措施。

該法院認為如國際條約對於特定事項有規定，則民事程序法之規定將不

適用，故法院依據紐約公約之規定，判斷該案之緊急仲裁人決定是否得為承

認執行。法院認為緊急仲裁人決定係依照當事人選用之仲裁規則，所指定之

緊急仲裁人所作成，並不存在紐約公約所列應無不予承認執行之事由，故准

許執行（註一二二）。

特別的是，本案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態度，顯將其與一般之仲裁判斷

等同視之，完全對於傳統討論終局性以及拘束力之問題，以及緊急仲裁人與

仲裁庭不同等爭議置之不談（註一二三）。然本案目前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

（即烏克蘭）已提起上訴，而後之發展仍為觀察之重點。

五、小結

綜合觀察以上數個指標司法案例，我們可以發現法院對於緊急仲裁人

決定之態度並無一致性，早期之案例中法院著重之部分，仍是緊急仲裁人決

定本身是否具有終局性，而能等同一般仲裁判斷執行之。於美國聯邦仲裁法

and on the same grounds, the time of opening of proceedings in foreign courts; 
 5)if it was omitted the term presenting the decision of a foreign court to enforce in 

Ukraine set by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this Law, ratified by the Verkhovna Rada of 
Ukraine; 

 6)if the subject of the dispute under the laws of Ukraine is not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7)if the decision threatened the interests of Ukraine; 
     8)in other cases established by laws of Ukraine.

註一二二：本案仍有其他二個爭點：(1) 因雙方為等待冷卻期間(cooling period)經過後提起

仲裁，故緊急仲裁人對於本案應無管轄權；(2) 緊急仲裁人決定有違烏克蘭之公

序良俗(public policy)。然此二爭點與此處討論之「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承認與執

行」較無關連，故暫不詳述之，併予敘明。

註一二三：Dmytro Galagan, Enforcement of the JKX Oil & Gas Emergency Arbitrator Award: 
A Sign of Pro-arbitration Stance in Ukraine? ,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July 27, 
2015),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5/07/27/enforcement-of-the-jkx-oil-gas-
emergency-arbitrator-award-a-sign-of-pro-arbitration-stance-in-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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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及承認」之案例中，法院認為緊急仲裁人決定係對於現狀所為之相關

處分，應為獨立之判斷，故具有終局性；反之，於「撤銷」緊急仲裁人程序

之案件中，法院又一反其他判決之見解，認為緊急仲裁係「暫時」對於案件

所為之處分，性質上不具有拘束力。部分判決見解更提出與緊急仲裁較為無

關之「仲裁人主觀心態說」作為輔助判斷，更使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議題

更為發散，減少當事人之可預測性。然而，2013年Yahoo案肯認緊急仲裁人

得依照仲裁規則作成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正當性，並准予確認「實質上」具有

終局性之緊急仲裁人決定，對若干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之挑戰為解套。多數

美國法案件雖聯邦仲裁法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未設有配套之規定，然於實務

多直接透過該法第9條有關仲裁判斷之確認與執行之條文為載具，輔以對於

判斷之解釋，得到「可執行」之結論。而近來2015年美國以及烏克蘭之判

決，對於緊急仲裁人程序更為友善，如Hellmich v. Mastiff Contracting .LLC

（註一二四）案中對於更是跳過傳統關於最終性之討論，直接以撤銷方未盡

舉證責任駁回其請求，未進入實質之探討；烏克蘭法院更是直接將緊急仲裁

人決定當作紐約公約下之仲裁判斷，可謂緊急仲裁人決定之一大勝利。這樣

的趨勢或可與緊急仲裁人程序之盛行有所關連。然而，此類浮動之標準仍對

於使用緊急仲裁之當事人造成一定之困擾，更非制度工具之常態，仍宜立法

明文決定緊急仲裁人決定執行力一事，以使當事人於程序開始前為正確之風

險與成本評估。

陸、結論

離2006年國際爭端解決中心第一代排除制之緊急仲裁人程序問世至今已

約10年，緊急仲裁人程序因其能提供當事人仲裁前之臨時措施之需求，受到

仲裁當事人之青睞（註一二五）。其制度之設計，雖各機構有不同之規定，

註一二四：Christopher Hellmich v. Mastiff Contracting, LLC et al.,  No. 8:2014cv01354 - 
Document 57 (C.D. Cal. 2015), http://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
california/cacdce/8:2014cv01354/597734/57/(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註一二五：國際商會於2012年引入緊急仲裁人程序後，至2015年2月共受理15件緊急仲裁

人程序之申請；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於2010年引入後，至2013年受理24件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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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個別之制度特色相去不遠。

緊急仲裁人程序所面臨之相關問題，更係國際仲裁使用者甚為關切者。

如當事人能依照緊急仲裁人程序設置之目的，透過仲裁制度獲得臨時保全措

施，則可大幅降低於他國法院訴訟之風險與不利益。理想上，緊急仲裁人決

定仍係以自願遵守為原則，然而如被申請方甘願背負不誠信之名，不遵守緊

急仲裁人決定者，申請方除嗣後以如損害賠償之救濟外，依照本文分析之結

果，部分國家已將緊急仲裁人程序增補至其仲裁法中，當事人於該地聲請執

行緊急仲裁人決定之成功率較高。於無此類「緊急仲裁條款」之國家（如美

國），亦有數個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友善之案例，以解釋之方式，使緊急仲

裁人決定被承認執行。然而，吾等仍無法得到法院所持之穩定見解，僅能於

可能之訴訟發生時，援引案例為主張，並期待法院基於仲裁友善之態度，再

次准予執行緊急仲裁人決定。此法仍未完全將當事人之風險去除，並非長久

之計。

就我國立法之建議，由於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如有涉人民權利義務者

應以法律定之，如無對應之法律明文以明緊急仲裁人作成臨時保全措施之

權限，或對於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地位無配套性之規範，當事人可能較難於強

制執行程序據以主張。如我國欲引入緊急仲裁人程序，以接軌國際仲裁之發

展並增加國際當事人於我國進行仲裁之誘因時，本文建議宜如新加坡與香

港之作法，透過修法將緊急仲裁人條款納入其仲裁法中，使法院得以直接

援引此等條款，正當化緊急仲裁人程序，並宜如同香港仲裁指令之作法，

直接由立法明文承認緊急仲裁人決定之可執行性，然於我國立法中，應直

仲裁人程序之申請；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tatistics , http://www.
iccwbo.org/Products-and-Services/Arbitration-and-ADR/Arbitration/Introduction-
to-ICC-Arbitration/Statistics/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The experience to date- The 15 First Emergency Arbitrator Cases,  
http://www.jura.uni-hannover.de/fileadmin/fakultaet/Institute/Wolf/PreMoot/9th_
Hanover_PreMoot/EA_Presentat ion_Alma_Hannover_19.2.2015_final___
shortened_version_for_upload_to_Hanover_PreMoot_website.pdf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Vivekanada N., The SIAC Emergency Arbitrator Experience, http://
www.siac.org.sg/2013-09-18-01-57-20/2013-09-22-00-27-02/articles/338-the-siac-
emergency-arbitrator-experience (last visited: Jun. 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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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規定緊急仲裁人決定得為執行名義，以符合強制執行法執行名義之規定

（註一二六）。國家立法政策上當然可以如同香港仲裁指令般例外排除不適

格之緊急仲裁人決定，然仍須給予緊急仲裁人決定「原則上」之執行力，始

符合鼓勵國際仲裁之立法政策。

註一二六：強制執行法第4條：「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六、其他依法律之規

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故我國或可透過仲裁法修正，直接明定緊急仲

裁人決定得為執行名義，或可解決緊急仲裁人決定強制執行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