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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摘要
伍偉華＊

　　涉外仲裁之準據法，大致分為：一、仲裁協議本身之準據法；

二、仲裁程序應適用之準據法；三、仲裁實體判斷應適用之準據法。

此外，法院在處理撤銷仲裁訴訟及妨訴抗辯之涉外事件時，亦有選法

之問題。而仲裁準據法之選擇，雖僅為程序上之問題，但實際影響實

體上勝敗之判斷，且於當事人法律策略之規劃、仲裁機構（仲裁庭）

處理仲裁事件，或於法院審理撤銷仲裁訴訟、妨訴抗辯、承認執行

外國仲裁判斷事件，均有選用準據法之需求。本文試依仲裁之各個環

結，分別論述其準據法，希能供仲裁實務參考。然仲裁當事人於約定

仲裁協議時，同時就仲裁協議本身之準據法、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及仲

裁實體判斷之準據法，均明確約定其準據法，應較能避免仲裁準據法

之選法爭議。

涉外仲裁之準據法

壹、前言

涉外民事事件，應先確認其國際裁判管轄權，再由管轄法院依內國選

法規則決定應適用之準據法。就涉外仲裁而言，除強制仲裁外，仲裁機關

固係當事人所合意選擇者，但仍有選法問題。一般而言，涉外仲裁之準據

法，大致分為 （註一）：一、仲裁協議本身之準據法（The law governing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二、仲裁程序應適用之準據法（the lex arbitri）；

三、仲裁實體判斷應適用之準據法（the lex causae,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merits of the dispute）。此外，法院在處理撤銷仲裁訴訟及妨訴抗辯之涉外事

註一：Dicey and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paras 16-007–16-010 (14th ed. Sweet & 
Maxwell Ltd. 2006) ; Mozambique Buyer v. Netherlands Seller, 13 Y.B. COM. ARB. 
110, para. 7 (1988).

＊伍偉華：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國立政治大學法學博士、碩士，美國

芝加哥約翰馬歇爾法學院法學碩士。作者由衷感激匿名審稿委員之悉心

斧閱及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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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亦有選法之問題。

三、仲裁實體判斷應適用之準據法（the lex causae,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merits of the dispute）。此外，法院在處理撤銷仲裁訴訟及妨訴抗辯之涉外事

件時，亦有選法之問題。

無論為仲裁程序或實體事項，其適用準據法之不同，均可能使仲裁實

體法律關係隨之而異，且涉外仲裁之當事人、仲裁機構（仲裁庭）及受訴

法院，均有選用準據法之需求。涉外仲裁之當事人，需預先規劃仲裁之準據

法，或在他方提付仲裁、起訴或仲裁程序進行中，適時提出法律適用上之攻

擊防禦；仲裁機構或仲裁庭則需藉以決定是否受理仲裁、依何程序規則及實

體法仲裁；而法院在審理妨訴抗辯、撤銷仲裁訴訟及承認、執行外國仲裁判

斷等涉外事件時，亦有確認準據法之必要。因此，涉外仲裁準據法之分析，

應有相當之討論實益，本文嘗試論述供參。另涉及大陸地區之民事事件，為

區際私法事件（註二），經常援用國際私法之法理，故本文附帶論及涉陸仲

裁之準據法問題，如無特別說明，涉陸仲裁準據法之原理，應與涉外仲裁相

同。

貳、涉外及涉陸仲裁之認定

一、涉外仲裁

民事事件如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即具涉外因素（foreign element）

註二：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
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而兩岸條例第1條規定：「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
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
件，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另兩岸條例第2
條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
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二、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因此
不問意識形態或兩岸關係之政策主張為何，在法言法，依憲法增修條文及現行法制之
用字遣詞及文義解釋，兩岸民事法律關係，係屬區際私法關係。參見：伍偉華，論認
可大陸地區民事裁判之要件，玄奘法律學報，第10期，2008年12月，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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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因此就撤銷仲裁判斷或妨訴抗辯之民事訴訟而言，當事人一方為

外國人，或該訴訟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事件，而有國際

私法之適用。仲裁之涉外因素，應包括：當事人約定仲裁地在外國、當事人

為外國人、仲裁協議係在外國成立、生效、仲裁協議約定外國人或外國（國

際）仲裁機構為仲裁人等 （註四）。換言之，國際組織機構所為之仲裁，或

仲裁之連結因素（connecting factor），例如：當事人之國籍、住所地、居所

地、法人之準據法地、營業中心地或主事務所所在地、契約訂立地、履行地

或仲裁地等涉及內外國或兩個以上不同之國家，即可能發生多國法律均可被

適用之法律衝突問題 （註五）。

本文另認：一、仲裁法第47條第1項固規定在外國舉行之仲裁或在臺灣

依外國法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但在此對外國仲裁判斷加以立法

定義之目的，係為決定是否得依同法第48至50條規定予以承認及執行，而

紐約公約第1條第3項（註六）對於國際仲裁定義之目的，亦在於承認與執

行外國仲裁判斷。惟本文在此定義仲裁涉外因素之目的，則係為區別有無選

註三：馬漢寶，國際私法，總論各論，2009年3月，頁4、5。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1805
號判決：「按凡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
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

註四：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2010年9月，頁709。

註五：林益山，國際商務仲裁契約之準據法，月旦法學，第86期，2002年7月，頁34。

註六： "An arbitration is international if : (a) the parties to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have,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at agreement, their places of business in different States; 
or(b) one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is situated outside the State in which the parties have 
their places of business:(i)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if determined in, or pursuant to,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i) any place where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obligations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is to be performed or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 subject-matter of 
the dispute is most closely connected ; or (c)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greed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relates to more than one country."（下列情
形所為之仲裁為國際仲裁：（a）於仲裁協議時，仲裁當事人營業所位於不同國家，
或（b）下列任一地點位於仲裁當事人營業所在地國之外：（i）仲裁協議所定之仲裁
舉行地；（ii）當事人間商業法律關係之主要義務履行地，或與爭議標的關係最切之
地；或（c）當事人明示同意：仲裁協議標的涉及兩國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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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必要，因此定義「外國仲裁判斷」與「仲裁之涉外因素」，目的既有不

同，內涵隨之而異，在此所謂之涉外仲裁，並無追隨仲裁法第47條第1項或

紐約公約第1條第3項規定之必要。即使並非仲裁法第47條第1項所稱之外國

仲裁判斷，仍有可能為具有涉外因素之涉外仲裁，而有選法必要，例如：在

臺灣依本地法所為之仲裁判斷，但其仲裁當事人一造為外國人者是也；二、

反之，臺灣仲裁機構所為之仲裁，其仲裁人、仲裁當事人均為臺灣人，且均

住居於臺灣，而仲裁舉行地在臺灣，仲裁標的亦僅涉及臺灣，僅當事人約定

依外國實體法仲裁，依仲裁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則屬外國仲裁判斷，惟是

否具涉外因素，不無疑義，故此時就其仲裁協議或仲裁程序，是否有選法必

要，同屬有疑。

二、涉陸仲裁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例」）第41條規

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

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將涉陸案件定義成為「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

民間」之民事事件，專以「人」而不以「地」為判定基準，僅侷限於兩岸人

民間之民事法律關係，顯與涉外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之判斷基準迥異。

復依兩岸條例第2條第3、4款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係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

人民，而大陸地區人民係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摒除抽象之住所或

居所概念，而以甚為明確之戶籍為基準。因此仲裁之一方當事人為大陸地區

人民者，即為涉陸仲裁。

另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下稱：「港澳條例」）第38條規定：「民事事

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未規定者，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重要牽連關係地法律」，復依港澳條例

第4條規定，香港居民係指具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澳門居民係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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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

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乃係以類似「國籍」之標準定義港澳地區人民，此

與兩岸條例之戶籍標準相似，同樣不採住所或居所之概念。因此仲裁之一方

當事人為港澳地區人民者，即為涉及港澳之仲裁。

倘不採自然人住所或居所之概念，對應至法人，即不採營業所或事務

所之概念，因此仲裁當事人若為法人而非自然人，如公司企業，應如何判定

其是否具涉陸或涉及港澳性質，兩岸條例及港澳條例均未明文規定，即成問

題。本文認為，此時應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13條規定：「法人，

以其據以設立之法律為其本國法」，以其依何地區法律設立，定其為何地區

法人。

涉陸或涉及港澳之仲裁，倘同時具有涉外因素時，應如何定位？參酌兩

岸人民間之民事事件，倘同時涉及外國地者，例如：兩岸人民在美國結婚，

關於其結婚產生法律問題，在臺灣涉訟，法院應否適用兩岸條例之規定，行

政機關函釋（註七）及有力學說（註八），咸認此際應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因此本文認為：仲裁同時具有涉外或涉陸（或涉及港澳）因素者，即

屬涉外仲裁，僅於仲裁不具涉外因素時，始有可能屬於涉陸或涉及港澳者。

參、仲裁協議之準據法

一、討論實益

註七：法務部1994年8月18日法律決字第17951號函：「查事件之事實有牽涉外國人、外國
地或兩者兼具即有『涉外因素』，而為涉外事件，其間之法律關係，自應適用我國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準據法後，始得依各該法律之規定解決之。本件臺灣地區人民
凌某與大陸地區人民鄭某在日本結婚，依上開說明，應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適
用」。

註八：劉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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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協議分為兩種：其一，為當事人於爭議發生前，預先約定將來發生

爭議時以仲裁方式加以解決。其二，爭議發生後，兩造合意將該爭議提付仲

裁。無論為何種，非強制仲裁之任意仲裁，均需有仲裁協議為據，否則即屬

不當剝奪當事人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或接近法院之基本人權（right of access 

to court）。因此仲裁協議之要件是否欠缺？當事人間是否具有效成立之仲裁

協議？有效成立之仲裁協議效力範圍為何？各國法律規定或有不同，使得仲

裁協議之存否或其範圍因之有異，進而造成爭議解決途徑之不同（仲裁或訴

訟），故以何準據法判斷仲裁協議之有無或其範圍，確有討論必要。

二、仲裁協議準據法之適用事項

（一）影響仲裁協議效力或範圍之事項

仲裁協議之本質為契約，契約係法律行為之一環，而法律行為成立要

件為：當事人、意思表示及標的，而生效要件為：當事人須有行為能力，標

的須可能、確定、適法、妥當，至於意思表示則須健全等（註九）。據此對

應至仲裁協議，可知影響仲裁協議效力或範圍之事項，包括締結仲裁協議之

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仲裁協議之成立要件、生效要件、仲裁協議方式（要

式）、仲裁標的之可仲裁性等事項，均有可能發生爭議，致有判斷準據法之

需求，而為仲裁協議準據法之適用事項。

（二）與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之關係

認定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圍，除用以事前審查某項爭議是否屬於仲裁協

議之標的範圍（尤其在審理妨訴抗辯之場合），以決定是否須以仲裁程序解

決外，在仲裁判斷作成後，亦用於事後審查仲裁判斷是否欠缺仲裁協議之基

註九：王澤鑑，民法概要，2011年8月，頁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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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而為撤銷仲裁訴訟之審理事項。然審查是否具有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

與審查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圍，縱有重疊之可能，仍屬二事。例如：依甲國

法，仲裁協議無效之情形下所為之仲裁判斷，仍為有效而不得予以撤銷，蓋

因當事人參與仲裁程序即屬默示仲裁協議，但乙國法，則規定在仲裁協議無

效時，仲裁判斷即具撤銷事由。關於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如應適用乙國

法，始有進一步審理仲裁協議效力或範圍之實益，此際始有必要探討仲裁協

議之準據法，倘關於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應適用甲國法，則無必要再探討仲

裁協議之準據法，故審查是否具有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與審查仲裁協議之

效力或範圍，尚有不同，故準據法未必一致。

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之受訴法院，在審查仲裁判斷是否具撤銷事由時，

即使該撤銷仲裁判斷訴訟具有涉外因素，仍應遵循內國仲裁之相關法律，蓋

因某國關於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之規定，涉及該國之公序良俗或基本政策，而

為指示法官在何等情況下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公法、法官法，並在受訴法院之

內國，具強行法規之性質，並無當事人合意選法或適用外國法之餘地。但在

法定撤銷事由之構成要件要素中，如需認定涉外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圍，例

如：依仲裁法第38條第1款規定，認定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或仲裁協議之範

圍，或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認定仲裁協議是否不成立、無效，或

於仲裁庭詢問終結時尚未生效或已失效，則仍有選法問題。換言之，撤銷仲

裁判斷之事由為何，固以法庭地法為準，但於判斷是否符合撤銷仲裁事由之

某些構成要件要素時，仍需定其準據法。

三、仲裁協議之準據法

茲以當事人是否有明示合意選法，分述如次：

（一）當事人明示合意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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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當事人自主（party autonomy）原則合意選法，應為普世原則，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31條（註一〇）及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

（註一一）均採之，訴訟如此，仲裁協議應復如是，故當事人所明示合意

選擇之仲裁協議準據法，原則上應予尊重並適用，自不待言，祇不過在實務

上，當事人多僅就仲裁實體判斷之準據法達成合意，對於仲裁協議本身效力

或範圍之準據法，常未慮及。

如仲裁當事人合意以外國法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而適用外國法之結

果，違背內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因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依本法

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

適用之」之規定，既未明示僅適用於實體事項，則仲裁協議適用外國法時，

亦應有其適用，則此時即例外以內國法審查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圍。例如：

就妨訴抗辯之事由、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以及可仲裁性（arbitrability）之認

定，如涉及法庭地法之公序良俗或公共政策，即不容當事人任意選法，而應

適用法庭地法之強行法規，例如：某些國家認為破產、僱傭契約等爭議並無

可仲裁性，且當事人明示選法時如此，未明示選法時更係如此。

（二）當事人是否得默示合意選法

茲有疑義者，係當事人之合意選法，除明示合意外，是否包括默示合

意？如為肯定，則在何種情形下，應解為當事人有選擇仲裁協議準據法之

默示合意？默示合意之範疇，如過於擴大解釋，是否反而侵越當事人自主原

則？中間尺寸如何拿捏？

註一〇：「非因法律行為而生之債，其當事人於中華民國法院起訴後合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者，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註一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
（2007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29次會議通過）法釋〔2007〕14號
第4條：「當事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通過協商一致，選擇或者變更選擇合同爭
議應適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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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有認：當事人如就實體準據法為合意，則視為對仲裁協議之準據

法默示合意為該實體準據法（註一二）。本文認為：涉外仲裁協議雖係以

程序事項而非實體事項為協議標的，但其本質上，仍為契約之法律行為，

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亦認仲裁契約係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

（註一三），故在選法之時，「默示意思表示」是否可為國際私法上之連

結因素，仍應視該仲裁協議效力或範圍之爭議，繫屬或將來可能繫屬於何法

院，而由該法院依內國關於「契約」之選法或法律衝突規則決定。蓋因一國

之國際私法，係指示該國法官應如何選擇準據法之法官法（Richterrecht），

對法官而言，應具有強行適用之拘束力，法官應適用而未適用，即使最後終

局判決結果相同，亦屬判決違背法令（註一四）。因此，內國選法規則如對

契約設有準據法之規定，無論該契約標的係程序事項或實體事項，受訴法院

均有適用該契約準據法規定之義務，因此端視法院地之選法規則是否容許默

示合意選法而定。

如受訴或將來可能受訴法院在臺灣，即有臺灣法律之適用。民法第199條

規定：「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第1項）。給付，不以

有財產價格者為限（第2項）。不作為亦得為給付（第3項）」，因此「不得

向法院起訴」之不作為，亦得為債務人給付之內容，此即為仲裁協議內涵。

仲裁協議訂立後，協議當事人即受其拘束，於紛爭發生時，即有義務將該爭

議提交仲裁機構解決，而不得直接向法院起訴，此種程序上之債權債務關

係，亦屬因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法律

註一二：Dicey and Morris, The Conflict of Laws, 597 (13th ed. Sweet & Maxwell Ltd. 2000).

註一三：例如：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671號判決、99年度臺抗字第733號裁定、98年度
臺抗字第396號裁定等。

註一四：最高法院83年度臺上字第3281號判決：「本件為涉外民事訴訟事件，原審未依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確定其準據法，逕行適用我國法律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尚有疏略」。另最高法院69年臺上字第1728號判決、69年臺上字第3085號判決、
87年臺上字第1203號判決均同此旨。兩岸條例及港澳條例應為同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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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第1

項）。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

關係最切之法律（第2項）」之規定，當事人無明示合意選法者，則直接適用

「關係最切」之次位連結因素，並無默示選法之餘地（註一五）。

（三）當事人未合意選法

當事人間之仲裁協議，通常僅約定仲裁判斷之實體準據法，而未慮

及該仲裁協議或仲裁條款本身，如發生爭議時，應適用何準據法。此時仲

裁庭應適用何準據法，用以判斷仲裁協議之效力及範圍？學者認有三說

（註一六）：第一，法庭地法說；第二，仲裁地法說（仲裁舉行地或仲裁判

斷地）；第三，主契約準據法說。茲先參酌外國法制後，再提拙見：

1、美國法律衝突第二次整編

美國法律衝突第二次整編第218條「仲裁協議之生效與效力」規定：「仲

裁協議之效力，及其所生之權利，依第187條、第188條所定準據法決之，該

準據法決定違反仲裁協議之訴訟行為是否能被維持」（註一七），而第187

條、第188條則為一般契約準據法之規定，因此美國法律衝突第二次整編，係

將仲裁協議本身與一般契約同視，而適用契約之準據法。

2、紐約公約

註一五：查考2000年5月26日公布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該法第20條規
定，立法者並無設限於實體事項之意思，故屬於程序事項之仲裁協議，雖非直接
創設或形成當事人間之實體權利義務，亦應涵攝（subsumtion）在其文義射程範圍
內。

註一六：林益山，前揭文，頁34。

註一七：§ 218. Validity and Effect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e validity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the rights created thereby, are determined by the law selected by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of §§187-188. This law determines whether a judicial action 
brought in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can be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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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公約」（Conven t 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簡稱：「紐約公約」

“New York Convention" ）（註一八）第5條第1項第a款規定：「聲請承認或

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相對人，向該聲請承認或執行之受訴法院，舉證證明本

公約第2條所稱仲裁協議之當事人，依其應適用之法律為欠缺行為能力，或

該仲裁協議依當事人約定適用之法律無效，或當事人未約定時，該仲裁協議

依仲裁判斷作成地法律為無效時，受訴法院得拒絕承認或執行該外國仲裁判

斷」（註一九），可知紐約公約對於仲裁協議，首依當事人之合意選法，在

當事人未合意選法時，則適用仲裁判斷地法。

3、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85年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以下簡稱：「模範法」）

第36條「拒絕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理由」第1項第（a）款規定：「聲

請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相對人，向該聲請承認或執行之受訴法院，

舉證證明本法第7條所稱仲裁協議之一方當事人欠缺行為能力，或該仲裁協

議依當事人約定適用之法律無效，或當事人未約定時，該仲裁協議依仲裁

判斷作成地法律為無效時，受訴法院得拒絕承認或執行該外國仲裁判斷」

註一八：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June 10, 
1958, 21 U.S.T. 2517, 330 U.N.T.S. 38.

註一九：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may be ref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it is invoked, only if that party furnishes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wher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s sought, proof that：(a)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article II were, under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m, under some 
incapacity, or the said agreement is not valid under the law to which the parties have 
subjected it or, failing any indication thereon, under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ward wa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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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〇），此與紐約公約類似，首依當事人之合意選法，在當事人未合意

選法時，則適用仲裁判斷地法。

4、英國實務見解

英國上訴法院關於仲裁協議準據法之見解並未統一。早期認為與仲裁準

據法（本案準據法）應分開論斷（註二一），但嗣後在1984年（註二二） 、

2002年（註二三）及2006年（註二四）之判決，均採仲裁準據法說。

然2001年XL Insurance Ltd v Owens Corning案（註二五），涉及當事人

依英國1996年仲裁法（Arbitration Act 1996）協議在英國倫敦仲裁之條款，

但協議以美國紐約州法為仲裁準據法，如以紐約州法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

則依美國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系爭仲裁協議因欠缺要式而

無效，故該判決認為，當事人既依英國仲裁法協議在英國倫敦仲裁，即默示

（by implication）同意英國仲裁法所規定之事項，包括仲裁協議之要式，亦即

默示選擇以英國法為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故採仲裁舉行地法說。

註二〇：Article 36 - Grounds for refusing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1.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irrespective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was made, 
may be refused only: (a)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it is invoked, if that 
party furnishes to the competent court where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is sought 
proof that: (i) a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article 7 was under 
some incapacity; or the said agreement is not valid under the law to which the parties 
have subjected it or, failing any indication thereon, under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ward was made."

註二一：Black Clawson International Ltd v Papierwerke Waldhof-Aschaffenburg AG [1981] 2 
Lloyd's Rep. 446 and Channel Tunnel Group Ltd v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Ltd 
[1993] A.C. 334 at 357–358.

註二二：Sumitomo Heavy Industries Ltd v Oil & Natural Gas Commission [1994] 1 Lloyd's 
Rep. 45 at 57, col.1

註二三：Sonatrach Petroleum Corp v Ferrell International Ltd [2002] 1 All E.R. (Comm) 627 at  
[32].

註二四：Leibinger v Stryker Trauma GmbH [2006] EWHC 690 (Comm).

註二五：[2001] 1 All E.R. (Comm)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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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上訴審法院2012年Sulame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v Enesa Engenharia SA案（註二六）（下稱：「本案」），係涉

及位於巴西氫電廠工程之保險契約，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巴西人，而系

爭保險契約中之仲裁條款，約定在倫敦仲裁，並約定專屬適用巴西法律解決

爭議，除約定仲裁地之涉外因素外，實為不折不扣之巴西本地保險契約。保

險人基於數項理由拒絕理賠，遂將爭議提付仲裁，被保險人則在巴西法院起

訴確認保險人無權在英國提付仲裁，並向巴西法院提起禁制令，禁止保險人

在英國提付仲裁。為求反制，保險人則在英國法院聲請禁制令，禁止被保險

人在巴西法院起訴，第一審法官核發禁制令，被保險人於是上訴，即為本

案。在本案中，被保險人主張依雙方之系爭仲裁協議，保險人提付仲裁之要

件，係被保險人同意將爭議提付仲裁，因被保險人不同意將爭議提付仲裁，

故仲裁之要件並不具備，且被保險人另主張系爭仲裁協議，僅能仲裁保險理

賠數額之問題，至於當前所發生保險人依系爭保險契約是否應負理賠責任之

爭議，則非系爭仲裁條款所協議仲裁之範疇；而保險人則主張已符仲裁之

要件，故其得將爭議提付仲裁，並無問題。因此，法院於本案應解釋雙方

當事人（保險人、被保險人）間之系爭仲裁協議，究竟是否以當事人之同

意為提付仲裁之條件？系爭仲裁協議究竟為強制性（mandatory）或任意性

（permissive）？然應依何法律解釋？系爭仲裁協議之準據法為何？此為本

案法院首要處理問題。保險人主張準據法為英國法，被保險人則主張為巴西

法。本案判決認為：關於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於當事人欠缺明示約定時，先

前英國上訴審法院雖有採仲裁準據法說（the lex causae）及仲裁舉行地（seat 

of the arbitration）或仲裁判斷地法說（the lex arbitri），見解不一，但當事人

如協議倫敦為仲裁地，即應適用英國仲裁法，而採仲裁舉行地法說，並引用

2007年英國上訴法院之一宗判決（註二七），認為仲裁舉行地與仲裁協議之

註二六：[2012] EWCA Civ 638; [2012] 2 All E.R. (Comm) 795 (CA (Civ Div)).

註二七：[2007] EWCA Civ 1282; [2008] 1 All E.R. (Comm) 1001.



《仲裁專論》
涉外仲裁之準據法

15

仲
裁
季
刊
第
99
期
103
年
3
月
31
日

間，通常具「最密切及實質之關聯」（closest and most real connection），當

事人之仲裁協議，通常與其協議仲裁舉行地，較之本案（保險契約之實體法

律關係）準據法之地，具更密切及實質之連結（註二八），故仲裁協議之準

據法，應為仲裁舉行地法。亦即，在約定實體仲裁之準據法並非英國法之情

形下，本案判決仍認英國與系爭仲裁協議具最密切實質關聯，打破一般認為

當事人合意實體仲裁判斷準據法即可推定為當事人默示合意仲裁協議準據法

之成見；再者，本判決否認當事人約定實體仲裁之準據法即可謂默示選擇仲

裁協議之準據法，而適用「最密切及實質關聯」原則認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 

（註二九），對於是否應將仲裁協議適用或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條規定，於欠缺明示選法時，否定默示選法而適用關係最切原則，甚具啟

示性。

至於「最密切及實質之關聯」說與當事人「默示選法」（ i m p l i e d 

choice）說間之關係，本案判決認為後者包含在前者之內，但亦有學說認前者

係客觀基準（subjectivist），後者為主觀基準（objectivist）（註三〇）。

5、本文之見解

（1）主契約與仲裁協議並非必然相關聯，而得各自獨立（註三一）。

仲裁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間之契約訂有仲裁條款者，該條款之效力，應獨

立認定；其契約縱不成立、無效或經撤銷、解除、終止，不影響仲裁條款之

效力」，亦同此見解，故仲裁協議應有其獨自之準據法。另參酌美國法律衝

註二八：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will normally have a closer and more real connection  
with the place where the parties have chosen to arbitrate than with the place of the law 
of the underlying contract."

註二九： Alexander Trukhtanov, The proper law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 a farewell to implied 
choice? Int. A.L.R. 2012, 15(4), 140, 144(2012).

註三〇：J.G. Collier, Conflict of Laws 1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註三一：Fiona Trust & Holding Corp v Privalov [2007] UKHL 40; [2008] 1 Lloyd's Re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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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第二次整編第218條註釋b：「與仲裁爭議具最重要牽連關係之州，並不等

同與主契約具最重要牽連關係之州。可能之實例為：主契約主要之要素均在

X州，但仲裁主要之要素均在Y州，因此與主契約具最重要牽連關係之州係X

州，而與仲裁具最重要牽連關係之州係Y州」（註三二），明確指出主契約與

其仲裁應屬二事。基此，主契約準據法說有待商榷。

（2）仲裁地法說，因國際仲裁實務上，同一仲裁案件可能分由數地同時

或分階段仲裁，或以網際網路、電腦視訊、通信等方式仲裁，仲裁判斷草稿

亦可能在不同國家由不同之仲裁人輪流簽名（註三三），致有仲裁地不明確

之疑義，故亦有商榷餘地。

（3）「羅馬公約」（Rome Convention）（註三四）第1條第2項第d款及

「羅馬規則I」（Rome I Regulation）（註三五） 第1條第2項第e款規定，雖均

明示規定仲裁協議及管轄法院契約不在其適用範疇（註三六），但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20條所謂「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卻未明示排除關於仲裁

協議在內之程序事項契約。又即使認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規定不包

註三二：Restatement (Second) Conflicts of Laws §218, comment b (1971) “Situations 
will arise where a state of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arbitr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tate of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other issues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A possible example is where a contract whose 
principal elements are located in state X provides for arbitration in state Y. Here it may 
be that, although X is the state of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most of 
th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Y is the state of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espect to the issue of arbitration." 

註三三：Filip De Ly,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and Arbitration Plan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12 NWJILB 48, 54(1991).

註三四：[2009] OJ L307/87.

註三五：Regulation (EC) 593/200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June 17, 
2008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2008] OJ L177/6.

註三六：Jonathan Haydn-Williams, Sulamerica: the problem of the proper law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Arbitration 2012, 78(4), 387, 39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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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程序事項契約之仲裁協議，亦應有類推適用之餘地（註三七） 。

（4）涉外仲裁協議，雖係以程序事項而非實體事項，為其協議之標的

（註三八），但其本質上仍為契約之法律行為，已如前述，故仍應視該仲裁

協議效力或範圍之爭議（通常為妨訴抗辯或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中之爭點）之

受訴法院地國際私法決定，亦如前述。因之，本文係採法庭地法說，但認應

非直接依法庭地之民事實體契約法，以決定涉外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圍，而

係依法庭地關於契約準據法之國際私法，認定該仲裁協議之準據法，此乃依

各國國際私法之屬性，以及仲裁協議之契約本質，所為當然之解釋，亦為前

述美國法制所採。

（5）如受訴或將來可能受訴之法院為我國，例如：因仲裁協議效力或範

圍之爭議，發生撤銷仲裁之訴，或在我國法院繫屬是否承認、執行外國仲裁

判斷之事件，其判斷者為我國法官，而我國法官就涉外事件，有適用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之義務，否則即為判斷違背法令（註三九）。又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關於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準據法之規定，並未限定為實體契約，程

序事項之契約亦應包括在內，故我國法院就涉外仲裁協議，如關於仲裁協議

成立或生效要件等事項，應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關於法律行為所

生債之準據法規定，以定其準據法，我國仲裁機構，自須隨之同樣適用涉外

註三七：劉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712，即採類推適用，故其結果與本文所採之直接適
用說並無二致。

註三八：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234號判決：「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規定仲裁程
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當事人得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僅係就程序上
有瑕疵之仲裁判斷所設之救濟方法。至仲裁判斷實體之內容是否合法、妥適？則不
在上開條款規範之列。且該款所稱之『仲裁協議』，乃祇指當事人間就有關現在或
將來之爭議，選擇以私程序仲裁取代司法程序，並同意依仲裁判斷方式以解決紛爭
之程序約定而已，並不涵攝上開提付仲裁程序約定以外涉及實體之其他契約內容，
此觀該法第一章規定自明」。

註三九：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859號判決：「查上訴人甲公司為外國法人，本件應屬涉
外民事事件。原審未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確定其準據法，遽依我國法律而
為甲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
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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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之規定，以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而依該規定所定之

實體準據法，不必然為法庭地法、仲裁地法或主契約準據法，任何準據法均

有可能，此即接近美國法律衝突第二次整編所採之「契約準據法說」。

（6）當然，其他關於仲裁協議之事項，同有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適

用，如涉及仲裁協議當事人之權利能力，應適用該法第9條規定，如涉及仲裁

協議當事人行為能力之事項，則適用該法第10條之規定，如涉及仲裁協議方

式之準據法問題，即應適用該法第16條之規定，茲不贅述。

（7）茲有疑義者，係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第2、3項規定：「當

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依關係最切之

法律（第2項）。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

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

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第3項）」，於仲裁協議，

如何認定何為「特徵債務」？按一般認定特徵債務，均以實體債務為例：於

單務契約，為唯一之給付；於雙務契約，涉及不動產物權者，依不動產所在

地法，涉及不動產債權，通常為不動產所在地法：在買賣為物之交付；在勞

務、服務契約（僱傭、委任、承攬、運送），為勞務、服務之給付，在連鎖

加盟契約，為加盟行為（加盟者住所地）；在經銷契約，為經銷行為（經銷

者住所地），在授權契約，為實施被授權行為；在居間契約，為居間行為

（居間人住所地），在行紀契約，為行紀行為（行紀人住所地）；在寄託、

倉庫，為保管行為（受寄人住所地）；在保證契約，為保證行為（保證人住

所地），如特徵性債務同時存在，例如互易契約，此時則應回歸「最重要牽

連關係」，應比較分析：標的物所在地、當事人住所、居所、營業所地、財

產所在地、契約締結地、履行地、發要約通知地、發要約當事人住所地或營

業地（註四〇）。而仲裁協議，由於雙方互負相同之不起訴義務，即屬此特

註四〇：何佳芳，契約準據法中推定的關係最切之法—以「特徵性履行」之判斷為中心，月
旦法學雜誌，第197期，2011年10月，頁20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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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性債務同時存在之契約，雙方當事人均對他方負有不向法院起訴之不作為

義務，即應綜合判斷當事人住所、居所、營業所地、財產所在地、仲裁協議

締結地、仲裁協議發要約通知地、發要約當事人住所地或營業地、仲裁標的

財產所在地、協議仲裁地、仲裁協議約定之仲裁準據法、主契約準據法等，

綜合判斷，並以關係最切法決定仲裁協議之效力及範圍。此與英國法院前述

判決所採之最密切及實質之關聯說，並無二致，故約定之仲裁判斷地，亦屬

重要考量因素。

（8）如此一來，「以關係最切」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決定仲裁協議之準

據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每一個案具體情況未必全相同，且不同法官可能

有不同詮釋，顯難事先預料。但就解釋論而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在我國

既有強行性，且仲裁協議本身即為契約之一種樣態，故我國法院似不得不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規定，決定仲裁協議之準據法。若依以上論點，

仲裁協議準據法容有不確定性，妨訴抗辯或撤銷仲裁訴訟因之勝負難料，故

應不至有物色法庭（forum shopping）之疑慮（註四一）。

（9）以上關於涉外仲裁協議準據法之論述，主要在於撤銷仲裁訴訟時，

對於仲裁協議準據法之判斷，至於承認外國仲裁判斷時，需藉由仲裁地法判

斷仲裁協議是否無效（註四二），僅係用以判斷是否應承認外國仲裁判斷，

尚非當然表示仲裁協議之成立與效力發生爭執時，仲裁法係規定仲裁協議之

準據法為仲裁地法，學說亦同此見解（註四三）。

（10）至涉陸仲裁協議之準據法，依上述說明，應適用兩岸條例第48條

註四一：該項疑慮，參見：黃鈺華，國際商務仲裁中之法律適用問題，國立臺灣大學法學碩
士論文，1986年6月，頁61。

註四二：仲裁法第50條第2款：「當事人聲請法院承認之外國仲裁判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他方當事人得於收受通知後20日內聲請法院駁回其聲請︰二、仲裁協議，依
當事人所約定之法律為無效；未約定時，依判斷地法為無效者」。

註四三：劉鐵錚、陳榮傳，前揭書，頁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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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之契約依訂約地之規定。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前項訂約地

不明而當事人又無約定者，依履行地之規定，履行地不明者，依訴訟地或仲

裁地之規定」之規定，故涉陸仲裁協議之準據法，依序為：訂約地法、履行

地法、仲裁地法，似無默示合意準據法之餘地。

肆、仲裁程序之準據法

一、仲裁程序事項

仲裁程序，包括仲裁人之資格、選任、義務及迴避、仲裁庭之組織、

仲裁人之權限、仲裁判斷作成之程序、仲裁地之決定、仲裁相關文書之送

達等 （註四四）。除此之外，尚應包括證據能力、證據與待證事實間之關

聯性、證明力等。應以仲裁程序開始至仲裁判斷作出之期間內，相關於仲

裁人或仲裁庭所為之一切程序上作為，均屬之，蓋仲裁程序規則之目的，

係在確保仲裁程序之進行有所依循，就具體紛爭作出判斷，故將仲裁程序

概念定位於自仲裁機構受理案件開始至案件處理完畢整個過程中，關於仲

裁機構、仲裁人員、雙方當事人、其他關係人（如代理人、證人、鑑定人

等）應遵循之規則，似較為妥適；至於過分擴張仲裁程序範圍，亦非妥

當，例如：關於司法監督或司法介入，及仲裁判斷之強制執行等問題，皆

為司法機關依法就仲裁程序或仲裁判斷之瑕疵、仲裁判斷結果之履行，經

由公權力之協助，以確保當事人之權益，本質上為司法權限或司法程序，

自不適宜將其列入仲裁程序之範圍而致侵害法院之職權（註四五）。至於

仲裁標的之可仲裁性，依何準據法決之，有認應屬仲裁協議準據法之範疇

註四四：最高法院91年臺上字第1106號判決：「另此之所謂『參與仲裁程序』，綜觀該條例
規定，除仲裁人之遴任或選任外，舉凡仲裁時應遵守仲裁契約及各項程序，乃至於
仲裁判斷之作成等，均應包括在內」。

註四五：陳煥文，國際仲裁法論，臺北：五南，1994年4月，頁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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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六），本文贊同，蓋因當事人、意思表示及標的三者為法律行為一

般成立要件，一般生效要件則為當事人須有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標的須

合法、妥當、可能、確定，意思表示則須健全並趨於一致（註四七），而

仲裁協議之本質，縱有司法說、司法契約說，混合說、自由說之爭，但通

說仍認其無從脫離私法契約之性質（註四八），既為私法契約法律行為，

自仍有法律行為一般成立要件及一般生效要件之適用，故其標的須適法、

妥當、可能、確定，而仲裁標的如不具可仲裁性，即屬標的不能，致使仲

裁協議失其效力，是仲裁標的可仲裁性之準據法，應為仲裁協議準據法之

問題。

二、探討仲裁程序準據法之實益

在我國探討仲裁程序之準據法，似涉及下列事項之判斷，故具實益：

（一）仲裁機構或仲裁庭究應依何程序進行仲裁？（二）依仲裁法第40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或法律規定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則當事人間於仲裁協議所約定仲裁程序之準據法為何？

（三）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當事人於仲裁程序未經合法代理之撤銷

仲裁判斷之訴事由，依何準據法認定是否經合法代理？（四）依仲裁法第50

條第5款規定，當事人聲請法院承認之外國仲裁判斷，仲裁庭之組織或仲裁程

序違反當事人之約定；當事人無約定時，違反仲裁地法者，他方當事人得於

收受通知後20日內聲請法院駁回其聲請。因此仲裁程序為何？依何準據法決

之？均有探究必要。

註四六：Gary B. Born, Choice of Law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409(2009).

註四七：施啟揚，民法總則，著者發行，1987年，頁198、199。

註四八：黃鈺華，前揭文，頁40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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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事人合意仲裁程序之準據法

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因意定仲裁係仲裁當事人行使程序處分權、程序

選擇權結果，為貫徹其程序上之權利及當事人自主原則，原則上應先依當

事人合意選擇之法律。除自憲法第16條訴訟權規定推導出之程序處分權、

程序選擇權（註四九），可為合意選擇仲裁程序之法理基礎外，由仲裁法

第18至21條、第23、25、31條、第33條第1項第5款、第32、36條、第50條

第5款規定，均可看出：仲裁程序相關事項，先以當事人之約定為準，當事

人未約定者，始依仲裁法規定。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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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指出當事人得先自由約定仲裁

準據法。

四、當事人未合意仲裁程序之準據法

當事人未合意仲裁程序之準據法時，應如何選定仲裁程序之準據法？茲

敘述如次：

（一）紐約公約

紐約公約第5條第1項第d款規定：「聲請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相

對人，向該聲請承認或執行之受訴法院，舉證證明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

違反仲裁當事人間之協議，或當事人間無協議者，違反仲裁舉行地國之法律

者，受訴法院得拒絕承認或執行該外國仲裁判斷」（註五〇），係採仲裁舉

註四九：邱聯恭，程序選擇權論，2004年9月，林雅英發行，頁5。

註五〇："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may be refus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it is invoked, only if that party furnishes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wher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s sought, proof that：(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rbitral authority or the arbitral procedure wa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or, failing such agreement, wa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rbitration took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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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法說。

（二）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模範法第19條關於仲裁規則之決定，規定為：「（1）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當事人得自行協議仲裁庭進行仲裁程序時，所應適用之程序。（2）當

事人如未協議，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仲裁庭得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

仲裁，包括決定是否有證據能力、證據與待證事實間是否有關及證據之證明

力」（註五一），乃依仲裁庭認為適當法說。

但在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場合，模範法第36條「拒絕承認或執行

之理由」第1項第a款第iv目規定：「無論仲裁判斷係在何國作成，僅能在下列

情形下拒絕承認或執行：（a）聲請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相對人，向該

聲請承認或執行之受訴法院，舉證證明：（iv）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序違反

仲裁當事人間之協議，或當事人間無協議者，違反仲裁舉行地國之法律者」

（註五二） ，則與紐約公約規定相同，係採仲裁舉行地法說。

（三）國際商會仲裁規則

2012年1月1日生效之最新國際商會仲裁規則（Rules of Arbitration of the 

註五一："Article 19 Determination of rules of procedure, "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the parties are free to agree on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conducting the proceedings. (2) Failing such agreement,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conduct the arbitration in such 
manner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The power conferred upon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clude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admissibility, relevance, materiality and weight of 
any evidence." 

註五二：Article 36 Grounds for refusing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 (1)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irrespective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was made, 
may be refused only : (a) at the request o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it is invoked, if that 
party furnishes to the competent court where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is sought 
proof that: (iv)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or the arbitral procedure wa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or, failing such agreement, wa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rbitration took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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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註五三）第19條規定：「仲裁庭應依本

仲裁規則，本規則未規定者，依當事人協議，當事人未協議者，由仲裁庭決

之，無論是否因此援引適用於該仲裁之某國仲裁程序規則」（註五四），乃

由仲裁庭決之，不限於特定國家之法律，依某仲裁機構之仲裁程序規則，亦

無不可。

（四）法國巴黎上訴法院判決

法國巴黎上訴法院1974年之Société OCPC v. Wilhelm Diefenbacher KG 

and Société OCPC v. Wilhelm Godfried Diefenbacher案（註五五），被上訴人

Diefenbacher授權上訴人比利時公司Société OCPC關於數項專利之專屬授權，

授權契約內之仲裁條款約定由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仲裁，並約定以比利時實體法為仲裁實體判斷之準據法。本案法國巴黎

上訴法院判認：仲裁當事人既約定由位於法國巴黎之國際商會仲裁，而國際

商會亦指定法國仲裁員進行仲裁，故仲裁當事人即默示選擇法國法為仲裁程

序之準據法，仲裁當事人約定以比利時法為實體仲裁判斷之準據法，不當然

使得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必然即為比利時法。

（五）本文之見解

本文認為，應區分撤銷仲裁訴訟之場合，以及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之場

註五三：全文參見國際商會官方網站（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http://
www.iccwbo.org/Products-and-Services/Arbitration-and-ADR/Arbitration/ICC-Rules-
of-Arbitration/（最後瀏覽日：2014年2月26日）。

註五四：Article 19 Rules Governing the Proceedings, "The proceedings before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Rules and, where the Rules are silent, by any rules 
which the parties or, failing them,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settle on, whether or not 
reference is thereby made to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a national law to be applied to 
the arbitration.."

註五五：OCPC v. Wilhelm Diefenbacher KG and OCPC v. Diefenbacher, Cour d'Appel, Paris, 
June 18, 1974, 1975 REV. ARB. 179 and note by Robert at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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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別判斷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必要時，仲裁庭似應先以中間仲裁判斷

（interim award）（註五六）決之：

1、撤銷仲裁訴訟

在撤銷仲裁訴訟之場合，且在非法定強制仲裁之情形，由於當事人將

爭議提付仲裁，必有其仲裁協議，而仲裁協議通常合意仲裁機構或仲裁人

（專案仲裁）。如約定仲裁機構，即有意適用該仲裁機構之仲裁程序，該

仲裁機構通常依該機構本身之仲裁程序規則、機構所在地仲裁法所定之仲

裁程序，如均闕如，似應解為：當事人既合意約定仲裁機構或仲裁人，即

有委諸於該仲裁人或仲裁機構選用仲裁程序之意思，則應依該仲裁機構就

各該仲裁個案所指定適用之仲裁程序準據法，專案仲裁亦應由仲裁人指定

仲裁程序之準據法。不過，仲裁機構或專案仲裁人（庭），亦有可能不論

仲裁程序之準據法，直接指定應適用之仲裁程序，或直接依其認為適當之

仲裁程序進行仲裁。祇有當仲裁程序應適用臺灣法時，始有仲裁法第19條

之適用。

至仲裁人或仲裁機構如何指定適當之仲裁規則？如預期仲裁將提交外

國法院承認，則有鑑於國際間承認外國仲裁判斷要件之一，係該外國仲裁

判斷依仲裁舉行地法之仲裁程序規定所作成，例如前述紐約公約第5條第1

項第d款規定，以及模範法第36條第1項第a款第iv目規定，此應係受「場所

支配原則」之影響，故宜指定仲裁舉行地法為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倘預期

仲裁判斷並無於外國聲請承認或執行之必要者，似宜指定適用仲裁舉行地

（未必等同於仲裁機構所在地）之仲裁程序規則，如為專案仲裁，則似宜

指定適用仲裁舉行地之仲裁程序規則，用以調和前述適當法說及仲裁舉行

註五六：Loukas Mistelis, Reality Test: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Lex Arbitri", 17 AMRIARB 155, 15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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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說之歧異。但如已有多邊或雙方協議明確規定仲裁程序之準據法，則

優先適用之。

2、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

在審查承認或執行外國仲裁判斷要件之場合，國際間適用仲裁舉行地

法，似為通則，已如前述，我國則將之明文於仲裁法第50條第5款規定。

仲裁舉行地與仲裁機構所在地，兩者未必一致，故仲裁舉行地法與仲裁

機構所在地法，亦未必相同。例如：依我國仲裁法第20條規定，當事人未約

定仲裁地者，由仲裁庭決定，因此內國仲裁機構可能基於仲裁人及仲裁當事

人之便利，而選擇外國為仲裁地。又所謂仲裁舉行地法，應係指仲裁舉行地

關於仲裁程序之規定，例如仲裁在臺灣舉行者，即為仲裁法第19條之規定。

而仲裁法第19條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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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規定「得」而非「應」，故仲裁庭自有相當之裁量

權。由於仲裁舉行地在外國，或依外國法作成之外國仲裁判斷，係屬外國仲

裁判斷（仲裁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參照），因此臺灣仲裁機構在外國舉行仲

裁，進而作成之仲裁判斷，亦屬外國仲裁判斷（註五七），如不符合仲裁舉

行地法，但符合臺灣法之仲裁程序，臺灣法院反而得不予承認（仲裁法第50

條第5款後段規定參照），似有商榷餘地，但為符合現制，在此情形，仲裁機

構或仲裁庭，似宜儘量使仲裁程序同時符合仲裁舉行地及仲裁法第19條所規

註五七：仲裁法第47條修正理由：「鑑於目前實務上對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非依我國商務仲
裁條例作成之仲裁判斷，認為非內國仲裁判斷，亦非外國仲裁判斷，因而無法獲得
承認及執行，為使類此仲裁判斷有所定位，並使我國仲裁制度邁向國際化，爰兼採
『領域說』及『準據法說』，於第1項增訂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仲裁法規、
外國仲裁機構仲裁規則、國際組織仲裁規則作成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俾資
明確。至於不同國籍之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當事人自行約定之程序，所為之仲
裁判斷，屬內國仲裁判斷之範圍。審查會說明：⋯本條採概括規定，而不採行政院
草案第45條的列舉規定，明定：『外國仲裁判斷』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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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立法院公報，
第87卷，第31期，2980號中冊，1998年5月29日，頁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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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程序規則，以免爭議。

伍、仲裁判斷之準據法

一、法律仲裁

法律仲裁即係以法律規定為當事人間實體法律關係之仲裁基準。依當事

人意思自主原則，法律仲裁首應適用當事人合意選擇之準據法（註五八）。

美國1996年仲裁及調解法（註五九）第28條第1項第b款即規定：「在國際

仲裁之場合，仲裁庭須依當事人指定之準據法，決定爭議之實體法律關係」

（註六〇），亦同此見解。而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之合意選法，又有限制說及

自由說之分，限制說係指涉及公共政策、公共秩序或規避法律時，例外不准仲

裁當事人選擇實體仲裁之準據法，自由說則認無論在何情形下，均允准當事人

自由選擇實體仲裁之準據法（註六一）。

問題在於：當事人於合意將爭議提付仲裁後，許多並未約定準據法，或

因信賴仲裁機構，故將仲裁準據法委由仲裁機構決定，此時應如何決定準據

法？有學說認應依最重要牽連因素原則定其準據法（註六二），但何謂最重

註五八：最高法院98年度臺抗字第396號判決：「惟按仲裁係基於私法上契約自由原則而設
立私法紛爭自主解決之制度。當事人間約定以仲裁解決爭議，基於契約信守之原
則，均應受其拘束。前揭系爭傭船契約第19條約定，意指『若有爭議的話，在香港
依英國法為仲裁』，為原法院所認定。該契約既約明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並明定
仲裁之管轄地及適用之準據法，足認兩造間已有仲裁協議。依上說明，兩造均應受
該協議之拘束」。

註五九：The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

註六〇："(b)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the 
dispu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law designated by the parties as applicable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註六一：陳煥文，前揭書，頁166至168。

註六二：林益山，前揭文，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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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牽連關係，其本身即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仲裁庭究竟應依仲裁舉行地法？

或仲裁機構所在地法？仲裁當事人本國法？仲裁當事人住居國法？仲裁標的

所在地法？或其他相關之準據法解決仲裁實體爭議？即有疑義。另有認為：

如當事人契約發生爭議，而未明示選擇契約準據法時，仲裁人應如同法院法

官一樣，按照其認為應予適用之衝突法規則適用準據法，因此仲裁人應確定

與契約有最密切聯繫因素之法律，該法可能係仲裁地法、契約締結地法、契

約履行地法，或其他法律制度（註六三）。本文認為：如為機構仲裁，仲裁

庭應依仲裁機構所在地之國際私法，以決定仲裁判斷之實體準據法，如為專

案仲裁，則仲裁人應適用仲裁舉行地之國際私法決之，較符合當事人仲裁協

議之真意。

二、衡平仲裁

衡平仲裁係仲裁當事人刻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而改依公平正義

原則、國際商務慣例或其他法律原理原則進行仲裁判斷，其前提係當事人明

示合意不適用法律仲裁（註六四）。既經當事人明示合意不適用法律，乍看

下似無準據法之問題（註六五）。但何謂衡平原則？究竟是何種國際公約？

何種國際商務習慣？何外國立法例？何外國法院實務？何學說？或完全委諸

註六三：陳煥文，前揭書，頁166。

註六四：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1578號判決：「次按仲裁法第31條所稱之『衡平仲
裁』，係指仲裁庭發現若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將產生不公平之結果，經由當事人
之明示合意授權，基於公平、合理之考量，摒除法律之嚴格規定，改適用衡平原則
為判斷而言」。

註六五：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437號判決：「惟查仲裁判斷實體之內容，不以有法律依
據為必要，故其判斷縱有適用法規不當之情形，亦不在得提起撤銷判斷之列。且修
正前仲裁條例第23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相當於現行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4款。
修正前仲裁條例並無類似現行仲裁法第38條第1項關於仲裁判斷逾越權限作成仲裁
判斷，應駁回執行裁定之聲請或得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撤銷仲裁判
斷之訴之規定，自不應將仲裁判斷實體內容是否合法妥適，併認為亦係上開仲裁條
例第2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適用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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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仲裁庭主觀認定之公平合理？似仍不免有選法上之疑義，例如：回教世界

之商務習慣，即與西方世界者有時迥異。似宜由仲裁庭於仲裁當事人明示合

意衡平仲裁之後，再行使闡明權，瞭解仲裁當事人之真意，係適用何衡平原

則？或明列清單予仲裁當事人，請仲裁當事人於特定期限內表明是否不同意

適用清單上何項規則或何商務慣例，逾期則視為同意，力求將衡平原則具體

明確化。

陸、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之準據法

撤銷仲裁判斷訴訟，如當事人起訴請求撤銷之仲裁判斷，其一方當事人

為外國人，或仲裁標的物涉及外國，則其準據法為何？亦即撤銷仲裁判斷事

由，應依何國法決之？本文認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乃係基於法庭地之公

序良俗或公共政策，故法庭地法應有強行性，而具公法性質，對法官應有拘

束力，故應以法庭地法為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之準據法。

申言之，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之受訴法院，在審查仲裁判斷是否具撤銷

事由時，即使該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具有涉外因素，仍應遵循內國仲裁之相關

法律，蓋因某國關於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之規定，涉及該國之公序良俗或基本

政策，而為指示法官在何等情況下應撤銷仲裁判斷之公法、法官法，並在受

訴法院之內國，具強行法規之性質，似無當事人合意選法或適用外國法之餘

地。但在法定撤銷事由之構成要件中，如需認定涉外仲裁協議之效力或範

圍，例如：依仲裁法第38條第1款規定，認定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或仲裁協

議之範圍，或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2款規定，認定仲裁協議是否不成立、無

效，或於仲裁庭詢問終結時尚未生效或已失效，則仍有選擇準據法之問題。

亦即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為何，固係以法庭地法為準，但於判斷是否符合撤

銷仲裁事由之某些構成要件或要素時，仍需定其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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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妨訴抗辯之準據法

妨訴抗辯係認定當事人間是否應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用以節約司法資

源，故判斷是否應節約法庭地之司法資源，而在何種條件或情形下駁回原告

之起訴，究竟應採「抗辯駁回制」（抗辯即駁回）或「停止訴訟制」（仲裁

法第4條參照）（註六六）？涉及法庭地司法資源是否或如何予以節約之公

益，故涉外仲裁協議，自應依法庭地法判斷是否符合妨訴抗辯之要件或如何

處理妨訴抗辯，最高法院亦同此見解（註六七） 。

捌、結論

涉外或涉陸仲裁準據法之選擇，雖僅為程序問題，但實際影響實體上勝

敗之判斷，且於當事人法律策略之規劃、仲裁機構或仲裁庭或仲裁人處理仲

裁事件，或於法院審理撤銷仲裁訴訟、妨訴抗辯、聲請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事

件，均有選定仲裁準據法之需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試依仲裁之各個

環結，分別論述其準據法，希能對仲裁實務有所參考。

法國巴黎高等教育學院（HEC Paris）一項調查，訪問120位法律專業人

士，其中大多為公司內部律師或大律師事務所之律師，發現實務上在締結仲

裁協議時，仲裁準據法條款通常最後討論，且經常為欠缺仲裁實務經驗之公

司經理人或律師所議定者，有時竟夾雜許多非法律因素，例如：僅考量仲裁

地點之交通狀況及旅館舒適等（註六八）。學者亦指出：國際仲裁實務上，

對於攸關仲裁協議準據法及仲裁程序準據法之仲裁舉行地，許多仲裁當事人

註六六：關此二制，參見：吳光明，商事爭議之仲裁，臺北：五南，1999年9月，頁63、64。

註六七：最高法院100年度臺抗字第820號裁定：「系爭合約既約定因該合約所生之爭議，應
在新加坡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所定仲裁程序仲裁，即已成立涉外仲裁契約，而有仲
裁法第4條妨訴抗辯之適用」。

註六八：P. Durand-Barthez, The "governing law" clause: leg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I.B.L.J. 2012, 5, 505, 506, 51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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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考量其是否便利（註六九），缺乏選法之專業考量。實則，仲裁當事人於

約定仲裁協議時，倘富仲裁專業意識，宜同時就仲裁協議本身之準據法、仲

裁程序之準據法及仲裁實體判斷之準據法，均明確約定，或至少基於選法考

量，慎選仲裁舉行地，應較能避免涉外或涉陸仲裁之選法爭議（註七〇），

且在法律策略上，較能達預期之仲裁判斷結果。

註六九：Roy Goode, The Role of the Lex Loci Arbiti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7 ARB. INT'L 19, 32, 33 (2001).

註七〇：Jonathan Haydn-Williams, supra, at 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