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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摘要
藍瀛芳＊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原則是現代仲裁法的重要原則，其目的     

在促使仲裁程序能快速開始及順利進行，發揮其快速與經濟的效率。     

這項原則本來是由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所衍生，因其係自主原則延伸的

間接效力，卻經常被與由自主原則所衍生的直接效力問題相混淆。事

實上，這兩項原則各有不同的法理依據，發揮不同的法律功能。為強

化其功能，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近年來還已質變。這裡將透過

其形成過程與比較的方法，加以觀察。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是由德文Kompetenz- Kompetenz所譯成，

呈現出抽象性的意義。本文一開始就其用語問題先做詮釋，然後說明

其形成的過程與這原則的效力內容。在這原則的效力上，積極的效力

是仲裁權的授與，這種效力的執行，如果沒有法院權力的限制或排除

將難以實踐。因此，其消極效力的探討與其相關立法，將成為本文主

要的探討內容。

關鍵詞：

裁判籍、管轄 　　　Kompetenz、Jurisdiction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 Principle of Kompetenz-Kompetenz
積極效力與消極效力 positive effect and negative effect
對仲裁人管轄權的異議 Pleas that an arbitrator lacks jurisdiction
對仲裁人逾越權限的異議 Pleas that an arbitrator is  exceeding the 

scope of his authority
仲裁條款的存在與有效性 Existence and val idi ty of  an arbi t rat ion 

clause
仲裁的容許性  Arbit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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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詮釋
─原則的發展過程與現行實證法的比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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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

Kompetenz-Kompetenz是現代仲裁法的重要原則，國家的仲裁法如果沒
有這項原則的規定，即沒資格被認為是現代化國家（註一）。可是接受此原

則的各國間，在這原則的運作上，卻出現相當大的分歧，經常引起仲裁學術

界與實務界的關切。另在這原則的用語或稱謂上，發源地的歐陸使用「裁判

籍」的字眼，而在英語國家，則使用「管轄」的文字。在進行探討前，宜就

此用語問題，加以說明。因此，在這引述裡先說明這些用語後，然後才說明

原則的形成過程與這原則的效力內容。最後，在結語內將對此原則與仲裁條

款自主原則的關係，做些比較與觀察。

1、 Kompetenz 一 詞的詮釋
在字源學上，德文的Kompetenz係源自法文的compétence。而此法文

（名詞）則源自拉丁文的competentia（名詞）。這字在拉丁文的原型動詞是
competere，意指恰當於、合適於、對…合適（appropié à）（註二），如法官

職務適合於處理糾紛。某類事務適合歸那一單位處理，該單位即成為此類事

務的「主管機構」（法 les autorités compétentes/ 英文competent authority），
使其有處理此事務的權限。獨立的主權國家，依照分權的原則，其憲法就特

定事務的性質分別隸屬於行政、立法與司法機構，使各該機構就相關的特定

事務，有其「行政的權能」（compétence administrative）、「立法的權能」
（compétence législative）或「司法的權能」（compétence judiciaire）。這
些權能皆由國家主權所衍生。如果事務有涉外的性質，有可能數國同時皆

有處理的權能，此事務即成為「國際的司法權能」（compétence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問題，也成為權能的衝突（conflit des compétences）問題。
通常事件的發生地或當事人所屬國，對該事件有處理的權能。國際私法認為

該國法院對此事務有受理的權能，稱此為「一般的直接權能」（compétence 

註一：聯合國2010年在修訂「仲裁規則」有關對仲裁人管轄異議條文[Art.23(1)]中，有專家
指出在該段的文字解釋認為當事人未對管轄提出異議時，仲裁庭即無權決定自己的
管轄。這樣的立場，並不反映現代仲裁的實務。See, Jan Paulsson and G. Petrochilos, 
Revision o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para.181, p.96. 

註二：T. Clay,L'arbitre, Dalloz, 2001, p.125,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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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énérale directe）。如該事務已由外國法院受理，國內法院將來因有是否承認
與執行外國判決的權能，而有所謂「一般的間接權能」（compétence générale 
indirecte）（註三）。在司法權能下，各國依照各自的司法體制，往往再依

據當事人的身份與事務的性質，將之分配與民事、刑事與行政的審判機構

處理。審判機構得受理的這種權限，通稱為「管轄」（德Gerichtsbarkeit，
法jurisdition）。由以上內容說明Kompetenz /compétence與 Gerichtsbarkeit/ 
juridiction 是兩種不同的觀念。

2、 Kompetenz-Kompetenz  用語的說明
在早期德國的仲裁實務，當事人為了防止仲裁庭對爭議事件有關裁判

籍的爭議，糾纏不清而影響仲裁程序的開啟。當事人雙方就在約定的條款

上，除了授權仲裁人對爭議實體的裁判權以外，還約定授權仲裁人對程序的

裁判籍爭議也有權處理。這種約定的條款，德文稱為Kompetenz-Kompetenz 
Klausel。其原本的意義就指「仲裁人對裁判籍（權）的爭議，也有自行審
核裁判籍的條款」。仲裁人對於裁判籍的決定，有其終局效，且不受法院的

事後審查。在開始的當時，這種條款的效力，也完全被當時的德國法院所承

認。這是此條款的原始意義。

Kompetenz- Kompetenz既然是指在仲裁事件中，爭議事件是否有仲裁
的容許性與其是否在仲裁庭的權限範圍內，對這些發生的裁判籍爭議，先

由仲裁庭自己審理與決定。法文也予以仿照，使用了類似的compétence-
compétence或 compétence de la compétence[審認裁判籍的裁判籍]。以上抽
象用語，使用一般用語時，是指le pouvoir de l'arbitre de statuer sur sa propre 
compétence[仲裁人審認自己裁判籍的權能]。通常法國人在解釋此語時，認
為是指「仲裁人有審核自己有無審判籍的權能（或自己有無妥善審判籍的權

能）」（pouvoir des arbitres de vérifier leur compétence（vérifier leur propre 
compétence）（註四），也有指「仲裁人審議其被授與的審判籍的有效性

註三：J-P. Niboyet,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français, Tome VI, Le conflit des 
juridictions(fin), Sirey, 1950, p.100.

註四：M. de Boisséson, le droit français de l'arbitrage, Gide Loyrette Nouel, 1983, p.217, 
Para.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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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限制的權能」（pouvoir des arbitres de statuer sur la validité et les limites 
de leur investiture）。由於近代的國際仲裁法對裁判籍與管轄的區分，日趨
曖昧，或欠明確，使在法文也出現「決定管轄的裁判籍」（compétence à la 
juridiction）的文字。其他歐陸國家，也都使用這類「裁判籍」的民事訴訟法
的用語。在現代的國際商務仲裁事件，國家主權的地位已被當事人的意思所

替代。在這類國際事件裡，國家主權色彩的裁判籍也已隨即喪失，使「裁判

籍」與審判機構的「管轄」（德 Gerichtsbarkeit，法juridiction）間的分野，
已呈現式微的現象。在普通法國家的訴訟法裡，向來並不重視「裁判籍」的

概念，且通常將之視同「管轄」（註五）。在Lord M. Mustill等著作的「索

引」裡，只有管轄一詞，而未見裁判籍的字眼（註六），即其一例。再者，

普通法向來認為爭議的管轄歸法院決定，仲裁人不能介入調查。因此，歐陸

人士就仲裁管轄的見解，在普通法國家不易被接受（註七）。歐陸出現的

Kompetenz-Kompetenz開始在英格蘭被注意到與探討時，也就直接使用德文的
Kompetenz-Kompetenz或使用其較近能接受的法文competence，而使用自己的
語文表達時，則使用管轄字樣的jurisdiction，其觀念就譯成the determination 
of jurisdic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by the tribunal itself（註八）。美國人也

大致相同，例如G. Born教授將此術語譯為the authority of an arbitral tribunal 
to consider and decide disputes over the arbitrator's own jurisdiction 或 Arbitral 
Tribunal have the power to consider and decide the disputes concerning their own 
jurisdiction（註九），而William W. Park教授就將裁判籍直接譯為管轄，稱之

為An Arbitrator's Jurisdiction to Determine Jurisdiction（註一〇）。聯合國國

註五：依英國出版的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edited by David Walker, Clarendon- 
Oxford, (1980)對英文的competence一字解釋為是「法院處理特定事項的權力，得與
管轄一字不同或與之為同義字」(“The authority of a court to deal with specific kinds 
of matters. It may be distinguished or be synonymous with jurisdiction.”)。

註六：Sir M. Mustill and S. Boyd,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gland, 
second edition (1989), See Index.

註七：詳情，見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前期間，英格蘭法的情況。 

註八：英格蘭的通常一般著作使用 jurisdiction，而R. Merkin的著作則使用kompetenz-
kompetenz的原文。詳情，見R. Merkin, Arbitration Law, 7.4.3, Series Issue No. 38:2 
Aug. 2004.

註九：G.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olters Kluwer, Vol. I, p.853. 

註一〇：William Park, An Arbitrator's Jurisidction to Determine Jurisdiction, a report presented 
to ICCA Congress of Montreal, May-June 2006,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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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在其相關聯的立法內，皆隨英美國家的上揭情
況，使用「管轄」（jurisdiction）用語（註一一）。至於我們國內的法院在處

理國際訴訟事件時，判決書經常使用諸如「國際裁判管轄權」、「國際管轄

權」、「法院管轄權」等字眼（註一二）。考量以上現實的情況，這裡也隨

之使用「管轄」的用語，而未循歐陸的通例，譯用「裁判籍」。

嚴格說來，在深入認識這原則後，可發覺仲裁人審認做成的決定，並無

終局性，而此權力的內容也非關「裁判籍」（註一三）。因此，須先承認這

種用語，並不妥當（註一四）。

3、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的新觀念與後續的更迭 
在用語的問題之外，這項原則的確切內容與源由，也有爭論。法國有學

者指出這裡要探討的問題與原則，在羅馬法已存在（註一五）。仲裁人的權

限來自當事人的約定，仲裁人在開始執行其職務時，就須先審核自己權限的

合法性，當事人的仲裁約定是否存在，約定的內容是否法律所允許等等。詳

言之，當事人的「授權」（法文investure）依據與合法性的審核也是仲裁人
的基本義務。法國學者也發現其最高法院自1813年以來一直就有系列判決，
一再的確認此原則（註一六），因而否認這項原則是近代的產物。不過在探

討中，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仲裁人自行審認當事人的授權的合法的權限，為一

註一一：例如“Kompetenz-Kompetenz means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independently rule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has jurisdiction, including⋯”. Cited from para. 25 of 
Explanatory Note by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n the 1985 Model Law on ICA as 
amended in  2006. Doc. A/CN 264.[Reproduced in UNCITRAL Yearbook Vol.XVI] 

註一二：諸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79號民事判決等。

註一三：對此用語的評判，見T. Clay, op.cit., p.105, note 1.

註一四：德國Dr. Peter Schlosser 教授指出Kompetenz-Kompetenz一詞源自德國的法律術
語，但在其在德國的法律意義與許多非德語系的著者所想像的有甚大的不同( 原
文 ”The term “Kompetenz- Kompetenz ” is taken from German legal terminology. 
But in the German legal setting it means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stands 
for in the minds of many non-German legal writers”.)引自 The Competence of 
Arbitrators and of Courts, AI Vol.8, No.2(1992), p.199.

註一五：詳見 T. Clay, op.cit., p.108, note 1.

註一六：詳見 T. Clay, op.cit., p.106, note 1內羅列系列判決與著作可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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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審認當事人授權的裁判籍」（compétence-investure）內容，而與仲裁人
有「裁判籍以審認裁判籍」（compétence-compétence）在本質上互有差異，
不宜混淆。當然在探討中，也有學者認為裁判籍可包含審核授權的內容、另

有主張兩者內容相同等等（註一七）。這項爭論在法國法相當急遽，值得一

提。

這裡須注意到的是，仲裁人與法官的權源不同，尤其自十九世紀國家主

權觀念高漲後，國家司法主權例外的仲裁，受到法院監督的情況更加嚴謹，

仲裁人權限已與過去情況完全不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國際經貿的發

達，國際仲裁事件的增加，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問題已凸顯其重要性。這

原則也成為八十年代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重要立法內容。此後的判例法與學者

的見解也改變觀念，不再認為這項原則是單純出自仲裁協議，而與仲裁人職

務的固有權有關。這種質變的情況，將是文內觀察的內容。

壹、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形成

在敘述所謂「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的權能原則」前，宜先對此原則的形

成過程有所交代，然後探索此原則的效力內容與後來持續發展的情況。

一、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形成過程

在所有對抗（審）性的程序中，當事人總是會想盡各種方法，提出各種

程序抗辯，企圖在程序開始，即以程序手段取勝。這種招數在仲裁程序開始

時，最為尋常。當事人經常以契約已履行等為理由，辯稱仲裁條款也已隨同

消滅，爭議已無仲裁的根據。更有可能使用仲裁條款不存在、已失效、無效

或爭議不在仲裁條款範圍內等，做抗辯理由，直接挑釁仲裁人的權能。上面

這些抗辯為法院訴訟程序所少見。詳言之，這種被當事人指稱「審判者，無

權源」的情事，更為非「法官法定」的仲裁人所易於招架。如果面對這類程

序抗辯，仲裁人又無權處理，而期待法院介入與支援，不僅緩不濟急，更與

註一七：詳情，見T. Clay, op. cit., p.114 A. Le principe traditionnel de la compétence-
compétence. p.116, a) La distinction refusée entre investure et compé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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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使用者的期待不符。這種情況，致使仲裁程序無端的遲延，被形容是造

成仲裁程序的災禍，也被學者認為是對仲裁制度存在的威脅與推動仲裁的真

正的絆腳石（une véritable pierre d'achoppement de l'arbitrage）（註一八）。

事實上，防止與排除這種程序干擾的基本基礎就在決定爭議事件管轄權的歸

屬。詳言之，這是指在仲裁條款的內容有爭論時，決定這項爭議事件的管轄

權歸屬於仲裁人或是歸屬於國家法院的問題。如果認定歸屬於法院，其結果

將是程序無限期的延誤。採用這種措施與仲裁的基本功能以及與當事人的期

待皆有違背。如果認其應歸屬仲裁人，其法律依據又為何？如果尋找不到法

律依據，其仲裁的實務是否也得做為依據？這是當初仲裁界所探討的內容。

在進一步說明仲裁管轄權宜優先歸屬仲裁人以前，就其可能性先做些

觀察。在二十世紀初對此構想是難以想像的情事（註一九）。到二十世紀

中葉出現的這種構想，與務實的需要考量有關。假如仲裁條款根本不存在或

欠缺有效性，當事人一方提請仲裁，他方以選定的仲裁人欠缺權源，提出仲

裁管轄異議時，仲裁人如何自認有仲裁管轄權? 面對這種問題時，就須考慮
到當時這類管轄異議情況的普遍。因此，只有允許仲裁人在任何情況下，即

不問仲裁條款的存在或其有效性是否明確，須允許仲裁人先有這種解決難題

的權能，才有可能防制當事人的濫用其管轄異議。更何況這種仲裁對管轄異

議的決定，僅為暫時性。仲裁管轄的決定事宜，最後還是受法院的監督與審

核，以資糾正。基於同上的質疑，當時的學者也認為有利害關係的當事人，

提出管轄異議時，仲裁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審核自己對爭議事項有管轄權，

且審核自己的權限範圍。仲裁人的審核皆「於事後」（a posteriori），才受
到法院監督（註二〇）。基於以上理由，過去有人所主張仲裁人審核自己

管轄權是依據當事人在約定仲裁時的授權等做論述基礎，顯然還是不夠。也

據此理由，有學者認為仲裁人的這種權能是一種法律的虛擬（legal fiction）

註一八：H. Motulsky, Menace sur l'arbitrage: la prétendue incompétence des arbitres en cas de 
contestation sur l'existence ou la validité d'une clause compromissoire, JCP 1954, I, 
1149 etc.

註一九：見R. David, L'arbitrag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1982, p.397.

註二〇：有關這問題在五十年代前的法國法院判決與學說等，見 H. Motulsky, Ecrit: Etudes 
et notes sur l'arbitrage, Dalloz 1974, p.162與此頁內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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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一）。

這裡擬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後的期間，歐美三大法系國家在本問題的

理論與實務情況，做概括性的整理如下：

1、在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
在瑞士與義大利，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就認為國際仲裁事件與國

內仲裁事件應有區隔，宜各自有其規範的法律規定。因此，瑞士邦聯最高法

院在1931 年的Goldschmidt事件中，認為瑞士法院在受理外國判斷的執行事件
時，須審核當事人間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問題，而原仲裁庭在審理時，也有權

自行審核仲裁協議的有效性，以認定自己是否有權審理（註二二）。在1960

年義大利最高法院，也認為國際契約的仲裁條款是否有效應由仲裁庭自行認

定，以確認自己的裁判籍的有無（註二三）。

上揭國際仲裁的特殊性問題，也同樣在法國受到重視。因此，巴黎法

院在1957年的Constantine事件中，就宣示著名「其涉及國際的經貿利益」
（mettant en jeu des interest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用語，使許多國內仲
裁規範不再適用於國際事件（註二四）。1956年巴黎法院民事庭的判決即宣

示：「經查仲裁人應先審核仲裁協議行為是否授權其裁判籍，以處理爭議」

（“Attendu que les arbitres doivent en premier lieu vérifier si les actes d'arbitrage 
leur attribuent compétence pour connaitre du différend porté devant eux;..” ）
（註二五）。在此之後，另有系列與裁判籍有關的判決（註二六）。

2、 在普通法法系國家：

註二一：J.Lew, L. Mistelis and S. Knoell, op. cit. p.333, Para.14.16.

註二二：Arret Goldschmidt c/ Arn du 2 octobre 1931, Clunet , 1932, 1157.

註二三：Rev. arb., 1960, 47。以上兩案件，引自Ph. Fouchard, op.cit., p.146 para. 250, notes        
45-46.

註二四：D. 1957, 566, Note J.R. Rev. arb., 1956, 134.

註二五：Tri. civ. Seine, 17 oct. 1956, Sté Kohorn c/ Sté Dimitrov, JCP 1956, II. 9647, note 
Motulsky.

註二六：其他詳細資訊，見Ph. Fouchard, op.cit. pp.14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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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法系國家裡，也同樣認為仲裁的管轄權源自當事人的授與，然而英

美等國家認仲裁人得先行決定此管轄，可是其最終的決定權還是歸國家法院

（註二七）。

事實上，在五十年代以後，英格蘭法院還持續維護著這種立場。例如

在1978年著名的Dalmia Dairy Industrties v. 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事件中
（註二八），當事人約定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仲裁，而受理撤銷判斷事件的

英格蘭上訴法院，以其契約實體的適用法律規則是印度法，而印度法與英格

蘭法相同。因此，法院認為國際商會有關仲裁權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規定，

無其適用。其理由有二：首先，仲裁人無權審核自己的權限，認該原則與

「任何人不得為自己事件的法官」（Nemo debet esse judex in propria causa）
有違；再者，1979年仲裁法已承認當事人得為捨棄撤銷判斷之訴（exclusion 
agreement）的約定，此將使法院完全喪失審核仲裁管轄的權限（註二九）。

到了1987年專家在對模範法的報告書提到此問題時，就表示「在英格蘭
法，只有法院能就管轄做出有拘束力的決定，仲裁人對管轄的決定通常只

受到法院的尊重而已」（“Under the English law the court alone can make a 
binding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but arbitrators' rulings on jurisdiction are often 
honoured.” ）（註三〇），況且「仲裁人更不應該關注到自己的管轄權，而

深入調查」（The arbitrator should take care, however, not to carry his enquiries 
into his jurisidction too far）（註三一）。

  3、 在社會主義法系國家：

註二七：這只是實務的情況。在其理論的探討上，R. David教授發現普通法國家的仲裁法專
家，竟然未曾觸及仲裁人在這方面的權能問題。詳見，R. David, L'arbitrag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1982, p.398.

註二八：[1978] 2 Lloyd's Rep. 223.

註二九：詳細資訊，見 C. Schmitthoff, The Jurisdiction of Arbitrator, in The Art of Arbitration, 
Essay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iber Amicorum Pieter Sanders, 12 September 
1912 -1982, edited by J.C. Schultsz and A.J. van den Berg, Kluwer 1982, pp.292-293.

註三〇：見Para. 3 of The Mustill Committees' Consultative Document, cited from AI. Vol.3. 
No.4, (1987), p.282.

註三一：M. Mustill and Boyd, op. cit.,2nd ed., 1989, p.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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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法系國家裡，仲裁機構與法院同屬國家機構，法院管轄並無駕

凌仲裁管轄的情勢，因而無先由仲裁庭先行認定，再歸法院審核的機制。

因此其法律已明文規定仲裁庭有權自行決定管轄事宜。這類規定見於法律

明文規定仲裁人自行決定其管轄權，此即見於羅馬尼亞與當時的南斯拉夫

（註三二）。基於仲裁經濟的理由，保加利亞、蘇聯等仲裁實務也採此機制

（註三三）。

以上是當時三大法系國家就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形成的初期，

在處理同一問題的三種不同情況。在此之外，當時在德國的實務上，當事人

為因應這項仲裁管轄問題也出現一種因應的協議，值得加以說明。按德國民

事訴訟法規定有關仲裁管轄事項，由仲裁人先行決定，但最終的決定權在法

院。可是聯邦法院在判例中，也允許當事人得以明文授權仲裁人，由其自行

審認管轄權的爭論，且其決定有終局的效力（註三四）。這種約定條款，在

德文稱為Kompetenz – Kompetenz Klausel，已說明於前。這種以約定處理仲
裁人管轄爭議的條款，後來就成為一種專門的用語。可是值得注意的是，這

種約定僅於當事人間事前的約定，才有適用，與後來演進成特定Kompetenz-
Kompetenz Doctrine的意義，已不相同。以下先就六十年代以後，這一原則的
後續演變，再做進一步的觀察：

如何遏阻不懷善意的當事人，藉仲裁條款的各種理由，妨礙仲裁程序的

開始與進行是這六十年代期間的重大議題。在問題的突破上，當年東歐如羅

註三二：依據蘇聯文獻所記載仲裁條款自主原則與此所謂的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
已見於三十年代的實務！詳細資訊，見ASA Bulletin 1999, p.287.

註三三：詳情，見Ph. Fouchard, op.cit., p.146, para. 250, note 44.

註三四：這段資訊及其詳細註解等，請參閱Philippe Fouchard, L'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Dalloz, 1965, pp.136-137.

            對這段內容的解釋，另見Klaus P. Berg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in Germany, Mealey's IAR, Vol.13, No1,  (1998), p.44“Abolishment of 
the German Notion of “Kompetenz - Kompetenz”.
德國判例之詳情，見Zivilsenat. Urt v.5 Mai 1977 i.S. Fa. GmbH(AG) w. F.SA(A 
St.) IIIZR 177/74, 68 BGHZ 356. P. Berger, Ds Recht der Internationalen Privaten 
Schiedsgerichtsbarkeit, (1989) #556. 
另有資訊認1955年已有此判例，見R. David, op. cit., p.400, note 17，及Prof. Dr. P. 
Schlosser, The Competence of Arbitrators and of Courts, AI Vol.8, No.2(1992), p.202, 
Note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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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等仲裁機構，就以其仲裁規則授權機構主管（或其

特別委員會）或仲裁人，直接自行處理這類管轄異議。按在當時的社會主義

國家，仲裁院或仲裁委員會既然是國家機構，在處理國際仲裁事務，有專屬

的司法管轄權，有關對仲裁管轄權的異議，當然不受命於國家法院。這項原

則即是後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間，在1972年簽訂莫斯科公約第1條內所宣示
的原則。依據五十年代的資訊，在羅馬尼亞所謂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是

僅授此權能與仲裁機構，而在捷克與波蘭則將此權能授與仲裁委員會的主席

（註三五）。而在這些國家的仲裁機構，尤其一些仲裁機構的主管，在受理

這類仲裁管轄爭議事件時，原則上皆展現出仲裁專業與明快處理方式，使人

印象深刻。這類措施後來也見於西歐的一些行業公會的仲裁規則。這種國際

仲裁所形成的實務，也逐步被西歐國家法院所肯定。例如1957年巴黎上訴法
院在審理這類事件的判決，就持肯定的態度，也不認其有違反國際公序，且

獲得學者的支持（註三六）。自此之後，法院肯定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仲裁

管轄的判決，隨同普遍的見於歐洲的大陸國家，也終於導致1963年承認仲裁
條款自主的Gosset事件重要判決的出現。這件判決雖然不直接牽涉到仲裁人有
權自行審認仲裁管轄的問題，卻使這問題在學術界受到重視，因而在1961年
召開的第二次國際仲裁大會中被肯定。依據法國F. E. Klein教授向大會提出的
報告有關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已見於德國、義大利、荷蘭、瑞典

與瑞士的蘇黎世邦等，隨後又有希臘、比利時、法國等的跟進（註三七）。

這些發展情況，除了國際法院在其章程[Art.36（1）]有其規定之外，使同
（1961）年的歐洲國際商務仲裁公約（法文La Convention européen de 1961 / 
英1961 Geneva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成為史上第
一次以國際立法的條文[Art.V（3）]予以規定，其內容為：

「除仲裁地法律另有保留規定而受後來法院審核外，仲裁人就事件的管

轄受異議時，不應捨棄。仲裁人有權對自己的管轄權、仲裁協議的存在或有

效性或其所附屬的契約（有權）予以審認」　

註三五：R. David, op. cit., p.398 et note 11.

註三六：Affaire Constantine, D.1957, 166, note J.R., ibid, p.147, para.251. 關於此判決文與評
論，見H. Motulsky, Ecrit⋯p.232.

註三七：R. David, op. cit., 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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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s réserve des controles judiciaries ultérieurs prévus par la loi du for, 
l'arbitre dont la compétence est contestée, ne doit pas se dessaisir de l'affaire; il a 
de pouvoir de statuter sur sa proper compétence et sur l'existence ou la validité de 
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ou du contrat dont convention fait partie.“

這是第一次有關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仲裁管轄原則的國際立法，且在

條文內已明確宣示仲裁人的管轄爭議先由仲裁人自行審認，然後再由法院審

核。這立法持續為後來的國際法與國內法所繼受。在國際公法的仲裁方面，

依據1965年華盛頓公約設立的解決投資爭議國際中心（ICSID）章程[Art.41
（1）]也宣示「仲裁庭是其管轄（事項）的法官」（“The Tribunal shall be the 
judge of its  own competence”）。另在國際（私）法的仲裁方面，隨即有1966
年歐洲統一法公約[Art.18]。雖然這公約後來未曾生效，可是其在仲裁庭自行
審認管轄的立法，卻發生了作用。

二、八十年代以後的新觀念

前已提到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國際經貿的發達與仲裁事件件數量

急速的增加，在仲裁實務上也出現一些嚴重拖延仲裁程序的策略風險，且已

損害到仲裁使用者對仲裁的信賴（註三八）。在此新挑戰下，仲裁人對自己

裁判籍的審判權的基礎問題再度受到重視，成為八十年代國內與國際立法的

重要內容。以下先以經驗與資訊豐碩的法國法與聯合國的模範法，做說明與

參考的內容。

法國實務界在這年代，為了處理這類程序爭議，也因應實務的需求，

認為仲裁法為達成仲裁的目標，應允許仲裁人有權逕自處理此類有關仲裁條

款存在與否問題。連仲裁條款的有效性與其範圍等相關的程序爭議以及當事

人間所引發程序爭議與程序干擾等問題，都能在這項問題的探討中一併獲得

解決。這時也開始有人認為仲裁人的這項權能，並非直接的來自仲裁條款，

也不以仲裁條款確切存在為必要。這一原則在運用多年後終於獲得法國最高

註三八：這即是P. Mayer教授所說的：“Les risque du dilatoire apparait le plus grave (⋯ ), il 
entache la credibilite de toute justice arbitrale.”資訊，引自 T. Clay, op. cit., p.117,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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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肯定（註三九），後來持續發生的案例也獲得學術界的解說與支持

（註四〇），且在觀念上也逐漸的成熟。八十年代初的立法隨即出現了第

1458條與第1466條的規定。前面的條文（Art.1458）規定當事人間有仲裁條
款的約定，且已聲請仲裁，而另向法院提出訴訟者，受訴法院須宣示其對

約定的爭議「無裁判籍」（incompétente）。如當事人尚未提請仲裁，而逕
自向法院起訴者，亦同。除非仲裁條款有明顯的無效者，不在此限。在這

法條的規定裡，已明確的承認仲裁人的權能，使國家法院的裁判籍受到牽

連！後面的條文（Art.1466）規定當事人向仲裁人提出其管轄權或其權限範
圍（étendue le pouvoir juridictionnel）的異議者，仲裁人有權就「其授權的有
效性與其範圍」（sur la validité ou les limites de son investiture）自行審認。
條文內使用的「授權」（investiture），使法院的「裁判籍」與仲裁人的「經
授權」（investi），有相同的效果，也發生條文「用語的混合」（amalgame 
terminologique）現象，並引起不少的爭論（註四一）。2011年的新法已將上

揭原則統合規定在第1448條內，新法已見不到「授權」的字樣，不僅避開了
用語的混淆，也使仲裁人的權限更明確。

在國際法方面，除了上揭六十年代的華盛頓公約與歐洲公約外，最主要

的是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1976年仲裁規則[Art.21]及1985年的模範法
[Art.16] （註四二）。這兩立法相距不到十年，可是在本原則的立法內容上，

兩個國際立法卻互有重大的不同。這說明本原則在這期間的變動。

綜合觀察，法律原則的形成不一定完全須依據邏輯，有時也得因實務上

的需要，由社會的生活經驗去尋找，使其能更迎合實務的需要（註四三）。

註三九：Caulliez, le 22 fev., 1949, JCP, 1949 II, 4899, obs. H. Motulsky.

註四〇：H. Motulsky, Ecrit內有許多這方面資訊。

註四一：對這兩條文用語的探討，見J. Robert, op.cit., p.106-107, para.126; T. Clay, op. cit., 
p.127.

註四二：按仲裁規則的立法係供專案仲裁事件使用，而模範法的制訂係在供各國仲裁法之
用，具統一與調整各國立法的目的。關於仲裁規則[Art.21]與模範法[Art.16]這兩
項立法的差異，見UNCITRAL's Project for a Model Law on ICA, ICCA's Congress 
Series No.2, p.75；Holtzmann and Neuhaus, op. cit., p.479.

註四三：詳如美著名法官Oliverf W. Holmes 所說的“The life of law has not been logic,⋯.” 
見其Common Law 的序文。



《仲裁專論》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詮釋─原則的發展過程與現行實證法的比較觀察

15

仲
裁
季
刊
第
9 8
期

1 0 2
年
1 0
月
3 1
日

以上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內容，有一共同跡象即是越來越明確的將仲裁視同

一種制度，也隨即將仲裁人視同有國家法院法官的地位，從而認為國際仲裁

人為國際經貿爭議事件的法官（註四四）。既然是法官，在理論上與實務

上就須承認「所有法官是自己裁判籍事件的法官」（Tout juge est juge de sa 
compétence）的法諺，使仲裁人如同法官有權審核自己的裁判籍。這是執行審
判職務，發揮司法功能（function juridictionnelle）的法官所需要的固有權，
也是仲裁人應有的固有權。這項固有權的形成除了見於法國新法外，也見於

模範法。例如法國法（Art. 1465）規定，當事人約定仲裁人無審核自己裁判
籍者，該約定不生效力。模範法[ML, Art.16（1）]對仲裁庭的裁判籍的審核，
以不再以當事人的異議而開啟，仲裁庭也得「自己」（sua sponte）發動審查
[詳，後述]。在實質上，這些都在肯定這種權限為仲裁人的固有權，也使此原
則不再以當事人的仲裁協議做其基礎。事實上，基於務實的社會需要，1982
年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則著名的判斷書中，獨任仲裁人B. Comard教授就認為
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自己的裁判籍的實質理由，是建立在一種法制上。這種

法制能提供企業使用仲裁或一種完全獨立於當事人或其所屬政府機構，以解

決其不能以談判處理的爭議（註四五）。同樣的，法國E. Gaillard教授也強調

仲裁人自行審認裁判籍的原則應該建立於其制度面，而不再是基於仲裁條款

所衍生的基礎上（註四六）。詳言之，新的固有權與其仲裁法的制度，使這

項原則隨即出現了質變問題。

在認識這種演變的情況後，才較方便進一步觀察這項原則的效力內容。

註四四：“L'arbitre esrt  unanimement reconnu comme le juge naturel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 Clay, op. cit., p.112, Chapitre 2, section, #2 II.

註四五：Elf Aquitaine c/ 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 Preliminary Award rendered in January 
14, 1982. T. Clay, op. cit, p.154, note 1.

註四六：“Ce n'est pas 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qui fonde la compétence-compétence mais 
le droit de l'arbitrage de l'Etat du siège de l'arbitrage ert, plus généralement, de 
l'ensemble des Etats susceptible  de reconnaitre une sentence rendue par des arbitres 
sur leur propre compétence.”, Ph. Fouchard, E. Gaillard, et Goldman, Traité⋯, spéc. 
para. No.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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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效力內容

單獨仲裁人經選定或合議制仲裁庭依約定或法定方式組成後，其就

仲裁權的基礎，諸如仲裁條款的存在、有效性、已失效，尚未生效或主契

約不成立、無效等相關問題，受到挑釁時，仲裁人或仲裁庭對這類攸關自

己管轄權能的窘局，有權力予以破解，並有自行處理的權能。承接上面的

說明，目前多數國家已立法承認仲裁庭有這種權能，使仲裁人的這項權能

已演變成為一種法律的依據。因而在這新年代的一些判斷與學者的著作

裡，出現了諸如「真實的國際法律規則」（“une règle de droit réellement 
internationale”）、「國際公序的基本原則」（“un principe fondateur d'ordre 
public international'）、「國際仲裁的基本原則」（”principe fundamental dans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等等文字在形容這原則（註四七）。這種權能所

發揮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即是這原則的積極效力。而欲求這種積極

效力能夠確切的發生作用，在邏輯上就須限制或禁止國家法院介入同一事件

的審理。這種對法院權能的限制作用，即是此原則的消極效力。事實上，這

裡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與消極效力的發生，與仲裁條款的積

極效力與消極效力有相似的原理。不過在這裡的消極效力中，因涉及國家法

院是否須對仲裁庭讓步，先由仲裁庭審認其管轄問題。因而有較多的爭論問

題存在。以下就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兩種不同效力內容，先分別說

明，然後再探討其相關問題：

一、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積極效力（法effet positif 
de la compétence-compténce/英positive effect of 
Kompetenz-Kompetenz）

如上所述，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效力，雖然不是直接的

源自仲裁條款，而這種積極效力卻與仲裁條款的積極效力相似，皆在肯定仲

裁的機制。這裡所謂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效力是指仲裁人在開

始其審理程序後，對其受理事件所牽涉到的各種管轄爭議，有權自行審認。

註四七：詳細依據與出處，見T. Clay, op. cit., pp.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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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審認的權限及於仲裁條款的存在、有效性、仲裁的範圍等等皆在其權限

內。縱使仲裁人自己認為仲裁條款不存在、無效、失效或不能履行，也不影

響到這種審認權能。詳言之，法律須承認仲裁人於仲裁條款的相關問題受挑

釁時，仲裁人須有權自行先審認處理，才能使仲裁條款的積極效力有其實質

的意義。如果仲裁人在審理仲裁條款的事項中，發現仲裁條款有不存在，欠

缺有效性、無效或已失效等情事時，縱使認定自己無仲裁的審判籍，也有權

做出其駁回聲請的判斷。這種情況也不能認其有違反常理（註四八）。在表

面上觀察，以上論斷有違邏輯的推論。在實質上，如果不做此推斷將必然的

使惡意的異議當事人大開方便之門，動輒干擾仲裁程序，延誤仲裁程序。因

此，這是一種務實的必要措施，而不能認其有所謂謬誤。

前已提到，這項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效力，並非直接由

仲裁條款所衍生，其效力的受到肯定與仲裁地、判斷執行地的仲裁法皆有關

係。詳言之，如果仲裁人的這項積極效力不能獲得肯定，將能輕易的以任何

契約上的與仲裁條款的瑕疵做理由，提出仲裁管轄的異議，使仲裁程序無法

進行。對仲裁的機制，只有其弊，毫無其利。因此，當初一般支持仲裁人自

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其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在使仲裁人能快速解決程序爭

議，以便其能快速做出判斷（註四九）。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效力，在實務上首見於法國最高法院

在1949年的Caulliez事件判決（註五〇），隨後也見於巴黎的第一審法院在

1956年的判決（註五一）。自六十年代以後，開始較普遍的被實務所接受。

1985年的聯合國模範法[Art.16]，予以規範，也在各國所普遍的被接受。

二、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消極效力（法effet negatif 
de la compétence-compétence/英negative effect of 
Kompetenz-Kompetenz）

註四八：詳見，H. Motulsky論著。

註四九：法國學者與判決一再認為，不宜以邏輯方法探討此原則，而認為以務實的方法處理
此原則。

註五〇：Cauliez, le 22 fevrier, 1949, Cass. Com., JCP 1949 II 4899, obs. H. Motulsky.

註五一：Trib. Civ.Seine, le 17 oct., 1956, JCP 1957 II 9647, obs. H. Motul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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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積極效力與其消極效力，兩者有互補的

作用。前者在建立仲裁人對爭議事件的管轄權的基礎，而後者則在排除法院

的介入管轄，妨礙到仲裁管轄權的運作，使其功能較有保障。因此，這裡所

謂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消極效力，指國家法院對仲裁條款的有效性

爭議不得介入審核，也即是指相關法院對仲裁管轄事項的排除，使法院對仲

裁條款的存在、有效性、仲裁的範圍等等爭議事項的管轄權被排除。這樣的

解釋，才能確保上揭仲裁人有關仲裁管轄權限的執行，使仲裁人自行審認管

轄權原則有其意義。可是這種措施，並不即承認仲裁人為爭議事件的惟一

法官，而僅只承認仲裁人對爭議事件的管轄爭議事項的第一位（先位）審理

法官。法律允許仲裁人就此管轄爭議得先自行審認，國家法院暫時不介入而

已。法國法院在過去的判例法上，僅將此原則適用於國際仲裁事件，惟自

九十年代以後，已將這原則適用於國內與國際事件（註五二）。

按在國際法諸如紐約公約、歐盟2001年的規則[European Jurisdiction 
Regulat ion – 44/2001]內，皆無這原則的相關規定。由於這項原則的消
極效力是確保其實踐的最佳方法。因此，在一些專家學者長期的宣導下

（註五三），逐漸在立法上獲得肯定。2011年法國新法[1448]的修訂，使八十

年代的規定[Art.1458]原則更加明確，認為這項規範消極效力的規定為強制規
定，當事人不得為與法律規定相反約定[Art.1448（3）]。在有仲裁條款的情況
下，有關仲裁管轄的爭議，先歸仲裁庭認定，而不先由法院決定[Art.1465]。
換言之，在目前的法國法，這項消極效力的具體內容，就在於有下列條件

成就時，法院就須駁回訴訟：（1）仲裁庭已受理的事件，法院不得受理；
（2）仲裁條款須無明顯的不能履行的情況；（3）法院不得依職權駁回訴
訟。易言之，其駁回須有當事人的聲請[Art. 1448 （2）]。

至於國家法院何時介入，各國法的立場不一致。詳言之，一般說來仲裁

條款分離原則，已普遍被接受，少有爭論。可是由自主原則所衍生的這項仲

註五二：這方面的判例與專文，見E. Gaillard, L'effet négatif de la compétence-Compétence, 
Etudees en l'honneur de Jean-François Poudret, Lausanne, 1999, p.387;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mpetnece-Competence, in IAR, Vol.17, No.1, p.27.

註五三：諸如 Prof. E. Gaillar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mpetence- Competence, Mealey's 
IAR, Vol.17, No.1(2002), p.27.

                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op.cit. para.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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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在其積極效力方面，也一樣受到肯定，然而在

這原則的消極效力方面，在各國間立場上卻欠一致。再者，仲裁人自行審認

管轄權原則的消極效力與前面已說明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間，另有微妙的關

係，且在現代仲裁法上有其重要地位，也將在最後的比較中再做交代。以下

先說明其在國際法的情況。至於在國內法方面，各國在運作上與其效力範圍

上，皆互有分歧。聯合國認為此原則為現代仲裁的重要基礎，應予以強化，

並加以統一。因此，就其於國際公法的情況做觀察後，下面將先說明模範法

的立法內容，最後才觀察國內法的實務現況：

（一）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在國際公法仲裁的情況

關於近代國際立法規定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消極效力，除了前

面提到的1961年日內瓦公約[Art.VI（3）]外，另有紐約公約[Art.II（3）]的間
接規定。到八十年代前後，這項原則的消極效力已成仲裁法的重要原則，且

在國際仲裁普遍被適用。值得先說明的是，在這國際公法的仲裁事件中，在

國際仲裁庭之上或其周邊，別無「超國家的法院」。因此，這類國際仲裁庭

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問題當然順暢，別無後述仲裁程序的困擾情況。

這裡僅舉當時的兩則著名案例，供說明；

1. Texaco Overseas Petrtoleum Co.（US） v. Libyan Arab 
Republic

美國石油開發公司，因被利比亞政府終止特許合約，即依其仲裁條款將

爭議提請仲裁。由於條款內已約定採用獨任仲裁人制，於是此仲裁人就委請

國際常設法院院長代為選定。利比亞政府發函給國際常設法院院長指稱合約

已經被終止，辯稱仲裁人已無仲裁管轄權。仲裁人一經受理即開始收集有關

仲裁管轄的國際案例、學說等各種資訊，諸如日內瓦公約等，認定仲裁人對

此管轄爭議有權自行決定，何況合約的仲裁條款[Art.28]內已約定「…獨任
仲裁人應決定本條款的適用性與仲裁應遵循的程序」（“…the sole arbitrator 
shall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clause and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in 
arbitration.”）。仲裁人即依據這項約定文字認定管轄的爭議僅獨任仲裁人有
權決定，還進一步指稱特許合約因國有化而無效，並不影響個別的仲裁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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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註五四）。

2. Anglo French Steel Corp., SA v. El Nasr Export Import Co.
這是件歐洲公司與埃及公司間交易支付錢款糾紛。聲請人在日內瓦

提請仲裁，相對人則以仲裁人的仲裁管轄權問題為異議。仲裁人認為其被

選定時，已有當事人的授權，使其有權審核自己的管轄事宜。相對人不服

判斷而訴請撤銷判斷，受理的日內瓦上訴法院予以駁回。再上訴邦聯最高

法院後，受理法院也以仲裁人對自己的管轄權異議，有權決定，再度駁回

（註五五）。詳言之，瑞士各審法院皆肯定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

（二）模範法有關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立法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涉及仲裁與法院的關係，而這項關係在三大主

要法系國家間，即有嚴重的分歧[詳情，見前]。在自由經濟體制的兩法系國家
間的分歧，更為明顯。基於經貿交流的要求，各國皆在尋求此原則的調整與

統一。其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間，已見其變動的明顯。仲裁人自行審認管

轄原則不但在釐清仲裁庭與管轄法院的關係，還涉及仲裁程序的經濟與效率

等問題。因此，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1976年的仲裁規則[AR, Art 21]與
1985年的模範法[ML, Art.16]內已分別將這原則做為重要的立法內容，以尋求
其國際統一。這兩項的國際立法，在時間上相距還不到十年，可是在同一原

則的規範上，模範法對此做了重要的更動與提昇。這種情況也再度見於2010
年的修訂，值得注意。

    基上所述，以下先就模範法的立法內容，做些說明後，然後另就其運
作上可能出現的一些相關問題，略做探討：

1、 立法內容

（1）關於模範法第16條第1項的內容

這裡將以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做探索內容，可是在模範法的立法

註五四：Yearbook Com. Arb. Vol.4(1979), pp.177-178.

註五五：Yearbook Com. Arb. Vol.10(1985), p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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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一開始在其1981年提出的專題報告書中，就提到仲裁條款自主原則
是本原則的基礎，也列舉出其他應同時考慮與兼顧的相關問題，希望能同時

一併予以規定（註五六）。基於這種理由，在這一模範法的條款[ML, Art.16

（1）]內，並不僅規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也同時規範仲裁條款自主原
則與其效力：

仲裁庭得認定自己的管轄，包括有關仲裁協議的存在或有效性異議的認

定。基此目的，構成契約部分的仲裁條款應視同獨立於契約內的其他條款。

仲裁庭認定契約無效時，在法律上並不致其仲裁條款隨同無效。 

在此需先說明的是，這一條款內有三段，分別規範下列不同的原則：第

一段規定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原則；第二段規定自主原則；第三段規定自

主原則的效力。另外還須注意的是聯合國仲裁規則在2010年的修訂第23（3）
條中還再度宣示縱使相同的問題有法院的介入審理，仲裁庭的程序持續進

行，不受影響，強化了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效力。

前已提到「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牽涉到仲裁與法院的關係問題，

由於到目前有些國家對自己國家法院還堅持有優勢，因此在表面上雖仿傚模

範法立法的有些國內法，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原則上，尚欠一致的立

場。關於其實務情況，將另敘述於後。

有須認識清楚的是，此條第一項第一段所規定仲裁庭的權能既無絕對

性，亦非終局。因此，本條第三項即規定仲裁庭一旦做出決定，即得向管轄

法院請求救濟。在此之外，在模範法的規範下，同樣問題還在撤銷判斷的訴

訟中[Art.34]與判斷的承認及執行中[Art.36]受到主管法院的檢驗。

（2）關於模範法第16條第2項的內容

當事人對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異議權的行使，宜受到限制。這種限

制的內容有兩類型，一種是提出事由上的限制，另一種是時間上的限制。這

裡就關於時間上異議權行使的限制與規範問題，先做些說明。

通常程序的進行，在聲請人提出仲裁而開始仲裁後，相對人隨即提出答

註五六：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A Guid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482 and its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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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雙方持續交換書狀，甚至於與仲裁人做出其「審理範圍書」（Terms of 
Reference）。當事人對仲裁人的管轄皆無異詞，仲裁人原則上對自己的管轄
不會進行審核。可是有時相對人在程序進行到相當程度，發現有不利於己的

情況時，就開始使出程序抗辯與管轄異議等情事，以干擾程序的進行，甚至

於造成程序的脫軌。對這些程序爭議，基於程序先於實體的原則，仲裁人須

先面對。詳言之，立法者須就當事人的管轄異議以干擾程序的困擾，有所預

防與規範。第16條第2項的立法目的，即在於此。

仲裁法上在這裡所謂的程序異議有以下兩類型：一指對仲裁人無管轄權

的異議（pleas that an arbitral tribunal lacks jurisdiction /法compétence），另指
對仲裁人行使審判權時發生的逾越其權限的異議（pleas that an arbitral tribunal 
is exceeding the scope of its authority/ 法excès de pouvoir）。前項管轄的問題，
通常於仲裁程序開始時即存在。後項逾越權限的異議，通常發生於程序進行

中。對這些不同情況必須依照各自的情況，做明確的規劃。詳言之，就管轄

的異議，立法者設立的時點是相對人須在提出其實體答辯（in limine litis）以
前。換言之，未在此期限提出異議，即認為其已喪失或捨棄其異議權。後項

逾越審判權範圍的情況，原則上是在實體審理程序中才發生，也即是仲裁庭

在解釋仲裁條款的意義及其範圍時，才被發現。對此情況，當事人僅得於程

序進行中發現或知悉時，即立即提出異議。因此，這種異議的權限與前項管

轄權的情況不同（註五七）。雖然有這些不同的情況，有時這兩種情況也會

發生重疊。基上說明，模範法[Art.16（2）]的立法者，即依據以上情況，建構
其思維，規劃出下列的不同異議時程及其對特殊情況的處置原則：  

對仲裁庭無管轄的異議，在實體答辯後，即不得提出。當事人不因其已

選定仲裁人或參與仲裁人的選定行為，其提出管轄異議權即被剝奪。對仲裁

人逾越權限範圍的異議，須於程序進行中認為有逾越權限時立即提出。

就任何一項情事的發生，仲裁庭認其遲延（異議）有合理事由時，得接

受延誤的異議。

註五七：在管轄異議事件中，如當事人於提出其實體答辯書狀後，仲裁庭對爭議事件即發生
完全排除法院介入管轄的「專屬裁判籍」(conclusive competence)效果。詳言之，
仲裁條款的有效性，自此確切的獲得了保障。另見模範法第8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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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其第一段規定在提出實體答辯後，當事人不得就無管轄問題提

出異議。第二段規定當事人選定仲裁人不影響其異議權。第三段規定對仲裁

庭逾越權限的異議，在程序進行中發現時，即須立刻提出異議。當事人就以

上兩類情況的異議之延誤係出於有正當理由時，仲裁庭得允許其異議。

依據以上模式立法的國內法，有荷蘭法[Art .1052（2）]、英格蘭法
[s.31]、德國法[Art.1040（2）]等。

關於未依法提出異議的法律效果問題，也宜另加探討。本條第2項規定
仲裁庭無管轄權與逾越其權能範圍等的異議，須於法條規定的期限內提出。

除了涉及公序與無仲裁容許性等事由，仲裁庭有「依職務」自行審核的義務

外，有其他撤銷判斷事由而未於期限內異議者，即視同其已捨棄異議權。

詳言之，在後續的程序，不問是後續的仲裁程序或是後續在法院的撤銷判斷

的訴訟或是請求執行判斷的程序，皆不得再提出相同事由的異議。除非其有

涉及公序與欠缺仲裁容許性等事由（註五八）。另一值得注意的還有，模

範法的工作小組認為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的權能已是國際商務仲裁的一項

重要原則，因而認為這項原則是強制規定，不允許當事人事先以約定放棄

（註五九）。

（3）關於模範法第16條第3項的內容

立法工作小組一致認同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決定應受主管法院的監

督，可是對法院介入監督的時程與範圍有不同的意見。至於對管轄與逾越權

限的異議，原則上由仲裁人自己決定選擇先行以先決問題的方式，以程序性

的中間判斷或命令處理，或是選擇到最後做出其實體判斷時，在此判斷內一

併處理。這兩種措施，各有利弊。其被列於實體判斷內處理時，於以仲裁人

無管轄權使判斷被撤銷，造成過去時間與金錢的浪費。其被列以中間判斷處

理，依傳統法理，不服判斷的當事人的請求，管轄法院得立刻介入監督，造

成仲裁程序的延誤。為處理這種兩難的困境，工作小組在其第四次的工作會

註五八：Secretariat report: Possible features of a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oc. A/CN. 9/207(May 1981). Cited from Dr. Aron Broches, op. cit., p.73, 
Note 16.6.

註五九：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op. cit., 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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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決定以折衷方式訂立了如下原則：仲裁庭如認定自己有管轄權時，當事

人僅得於後來的撤銷判斷訴訟中請求救濟；如仲裁庭認為自己無管轄權時，

條文不處理此消極決定問題（註六〇）。基上說明，此條款的內容如下：

仲裁庭對本條第二項所提出的異議，得以處理先決問題或處理實體判斷

之情況裁決之。如仲裁庭以先決問題裁決仲裁庭有管轄權者，當事人於收悉

裁決書後三十日內，向第六條所規定的管轄法院聲請決定。對法院的決定，

不得有救濟。聲請尚在法院審理期間中，仲裁庭得續行其程序，並做出其判

斷。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規定似乎未明確的處理到下列一些仲裁法上的議

題，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

（i）仲裁庭的管轄與其相關爭議，優先歸仲裁庭或歸法院管轄?

在仲裁條款存在下，仲裁條款的解釋及其牽涉到管轄問題是否一概優

先歸仲裁庭管轄，並暫時排除國家法院的介入? 對此問題，多數國家認為既
然仲裁條款有排除法院管轄的效力，有關管轄及其相關爭議即須先歸仲裁庭

認定，法院僅保留後來的監督審核權而已。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律採用此原

則。可是還有少數國家，諸如普通法系的英、美及瑞典、德國等則認為當事

人就仲裁條款的爭議，包括仲裁的管轄等事項得先訴請法院介入處理。例如

依英格蘭法[s.72（1）]當事人就仲裁條款是否有效、仲裁庭是否已合法組成、
就已聲請的爭議的事項是否與仲裁條款相符合等，得請求法院先行處理。

綜合以上內容，模範法顯然的為了符合多數國家的立法採取其立場，原

則上排除法院介入仲裁事務，尤其是管轄的相關事項，以防止仲裁程序受到

司法的干擾。

（ii）仲裁庭面臨有關管轄的相關異議時，宜以單純的程序機制先行處理
或是將之與實體問題在終局判斷時，同時處理? 

就目前的實務觀察，在仲裁程序開始後仲裁管轄權與權能範圍受到異議

時，這項程序爭議宜與實體爭議同時處理或分開處理的問題，有兩種立場。

多數國家如法、比、荷等採用同時合併處理的原則。這種措施可避開法院的

註六〇：Aron Broches, op. cit., p. 79, note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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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影響後續仲裁程序的進行。可是有少數國家，諸如英格蘭法[s.31（4）]
與瑞士法[DIP, Art.186（3）]則採用先由法院處理管轄爭議的原則，以避免將
來判斷被撤銷的浪費。在這兩種對立下，模範法並未採取明確的立場，將此

權限委由仲裁庭自行決定。

    仲裁人既然有權決定，而需依據何項標準做其妥善的決定? 英國特許
仲裁人協會頒行的指導方針建議仲裁人認為有以下三種情況之一時，不宜依

先決問題的因素，以中間判斷，再由法院介入：（1）管轄或其相關爭議與
實體爭議牽涉到相同的事實或爭點者；（2）當事人提出的異議係出於惡意
者：（3）將來受理的法院在處理其程序上，向來即動輒經年的緩慢著稱者
（註六一）。

（iii）當事人就仲裁庭對管轄異議的決定，如有不服的救濟途徑為何?

 這項救濟因異議方式不同，而異其途徑。如果仲裁庭就管轄與其權限
是否逾越的異議，認係單純的程序爭議，而以中間判斷或命令方式處理時，

不服的當事人須於收悉該判斷或命令三十天內，得向主管法院聲請救濟。當

事人對法院的裁定，不再有救濟途徑。這裡的法院即模範法[Art.6]所謂主管
法院指受理中間判斷的管轄法院。其詳，依各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果仲

裁庭就管轄與其權限是否逾越的異議，將之與實體問題在終局判斷合併處理

時，不服的當事人須參考模範法有關撤銷判斷之訴[Art.34]及承認或執行判斷
[Art.36]等規定，由各該法院管轄。這說明有關法院對撤銷判斷事件與其承認
或執行事件的救濟途徑，與上面中間判斷的救濟不同。例如以法國與德國為

例，受理撤銷判斷之訴的管轄法院，並不在第一審法院，而都在第二審的上

訴法院。而依據學者Peter Schlosser的說明，德國法[ZPO, Art.1040（2）]仲
裁人於當事人提出管轄異議時，只能以中間判斷方式處理，受理的上訴法院

（Oberlandesgericht），得以簡易程序予以處理，甚至於無需口頭辯論程序，
逕行予以裁決，使後續的上訴救濟成為單純的法律救濟問題（註六二）。其

他國家法制的詳情，見後相關章節。

註六一：See Para. 4.6.: Ruling on jurisdiction: the Process , Practice Guideline 6: Approved on 
Sept. 20, 2010 by the Practice and Standard Committee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In Arbitration, Vol.77, No.1(2011), p.225.

註六二：P. Schlosser, Arbitral Tribunal or State Courts who must defer to whom?, in ASA 
Special Series N.15,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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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問題的探討
模範法[ML,Art.16]並非單純以仲裁人自行審核管轄原則做規範對象，與

此原則相關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及其效力等皆在其內。而這些規範並不能完

全的解決相關問題。這裡僅再擇取幾則實務內容，以探索一些可能的問題：

（1）關於仲裁人自行審核管轄問題的發動

在一般實務上，暫且不問當事人就仲裁人提出管轄的異議，是否基於惡

意，通常對仲裁事件提出管轄異議的，皆出於當事人。這裡要探討的是，仲

裁人或仲裁庭本身是否也得就自己的管轄，提出疑義，並自行審核的問題。

在過去的觀念與其立法中，大多是基於當事人的立場，在考慮仲裁管轄

權的問題。只要當事人對仲裁人的管轄沒有異議，仲裁人向來不過問自己的

管轄權問題（註六三）。可是時間的推移，問題已日趨明確的有了改變，認

為仲裁人也有權利與義務，就自己的管轄提出疑問，做出應該的判斷。這種

改變可以從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與聯合國的立法內容，見其改變的情況。

在國際商會方面，其仲裁規則長期以來皆限定在當事人對管轄有異議

時，仲裁庭才有審核的需要。例如其1975年的規則[Art.8（3）]就認為僅
於「當事人一方對協議仲裁的存在或有效性提出一項或多項請求（異議）

時」，仲裁人才須對管轄問題，做其決定。到了1998年的仲裁規則[Art.6
（2）]才可以說允許仲裁人，甚至於要求仲裁庭[..can be said to authorize, or 
even oblige,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decide…]審核管轄權問題做出決定。連相對
人在尚未提出答辯前，即得先行自行審核（註六四）。

在聯合國的立法方面，1976年的仲裁規則[AR, Art.21（1）]僅規定仲裁
庭有權「對其無管轄的異議…做決定」（to rule on objections that it has no 
jurisdiction….）。這是基於當事人的行為促使仲裁人審核管轄權的合法問
題。事實上，這是要求仲裁庭做出有效，且可執行的判斷，也是仲裁庭的義

註六三：例如快到九十年代了，英格蘭法還認為仲裁人根本就沒有自行審認自己的管轄權
的義務(“An arbitrator is under no legal duty to rais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on his 
own initiative.”)引自 Sir M. Mustill and S. Boyd, op. cit., 2nd ed. (1989), p.574.

註六四：以上資訊，引自Y. Derains and E. Schwarz, A Guide to the ICC⋯, 2nd edition(2005), 
pp.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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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仲裁人就爭議事件，自己有無管轄的權限有自行審核調查的義務，如果

未進行此審核，其做出的判斷將來也有可能不生效。實質上，紐約公約[Art.V
（2）]與模範法[ML, Art.36（1）（b）]在有關外國判斷的承認與執行的規定
中，已將判斷是否違反公序與有無仲裁容許性等兩項事由，列為仲裁人「依

職務」（ex officio）應行審核的內容。基於這些因素，聯合國在1985年的模
範法在對相同問題[ML, Art.16（1）]進行立法中，幾經討論後，將仲裁規則條
文內所謂「對其無管轄的異議」文字刪除，並允許仲裁人如發現有管轄問題

的質疑時，得「自發的」（sua sponte）提出疑義，並得自行決定管轄的疑義
（may rule on its own jurisdiction）（註六五）。詳言之，當事人沒異議時，

仲裁庭即不審核自己管轄權的有無。這種觀念已過時，更不再見於現代的仲

裁實務。在自行審核發現爭議欠缺仲裁容許性時，仲裁庭即須做出無管轄的

決定。2010年聯合國修訂的仲裁規則[Art.23（1）]，已循此原則更新其規定
（註六六）。目前多數國家的仲裁法與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已循此原則予

以規定[詳，見後]。

經此立法，有關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並不限於因當事人的異議或請

求，仲裁人亦得自行進行審核。有了這樣的立法措施，不僅可以使其判斷更

完善，至少使判斷不致發生管轄上的瑕疵，而且因管轄的可能爭執早期予以

處理，使仲裁庭能集中於實體問題的審理，且快速的做出其判斷，結束仲裁

程序。

仲裁人還須注意到的是，除了管轄牽涉到公序與仲裁容許性事由須依職

務自行審核外，其他牽涉到管轄的事由，而當事人本身未有質疑時，仲裁人

是否有需要向當事人提醒，請其要求由仲裁人審核的需要? 對這項問題，英國
仲裁人特許協會在2010年頒發的第六號指導方針，建議仲裁人宜順其自然，
勿向當事人提及此情事為宜（註六七）。

註六五：見 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op. cit., p.479.

註六六：關於這段所敘述內容與其依據，Revision of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Report 
by J. Paulsson and G. Petrochilos (Not an official UNCITRAL document), p.96.

註六七：See Para. 4.4.: Dealing with jurisdictional issues not raised by the parties, Practice 
Guideline 6: Guidelines for Arbitrators Dealing with Jurisidictional Problems, 
Approved on Sept. 20, 2010 by the Practice and Standard Committee of the Chartered 
Insitute of Arbitrators. In Arbitration, Vol.77, No.1(2011),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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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理論基礎

仲裁人的自行審認管轄可以因當事人的要求而開啟，也得基於仲裁人的

自發行為。這裡需探討的是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行為到底是仲裁人的權力

或是其義務的問題。從聯合國立法的條文，如仲裁規則的使用當事人的異議

[AR, Art.21（1）]或請求[AR, Art.21（4）]、模範法的使用「得自行決定」
[ML, Art.16（1）]等文字，看不出其內容。不過從上面提到期盼仲裁人做出
合法與有效判斷義務觀察，無待當事人的異議或請求，仲裁人的自行審核自

己管轄應該是其基本職責。只不過於有當事人的異議或請求時，仲裁人即有

義務在判斷中或中間裁定中特別且明確的交代而已。因此，在一些著作中，

學者一再認為「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是仲裁人的固有權。一切依法處

理，認為有仲裁協議存在或有效時，即持續審理。反之，仲裁人即以無管轄

權為由，拒絕受理（註六八）。

以上內容說明，契約內沒有仲裁條款，即不會有仲裁，也無仲裁條款

自主原則及所謂仲裁人自行審核管轄等問題。從形式上觀察，仲裁人自行審

核管轄原則是仲裁條款的產物。仲裁人自行審核管轄原則須以其「契約說」

做基礎，已無可否定。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尚須認識到，仲裁程序與法院

的訴訟不同。法院的訴訟程序須依照「訴訟地法」（lex fori），可是仲裁程
序有下列兩種因素需考量：第一項是當事人的意思，第二項是國際商務仲

裁中的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律規則。在前面第一項問題上，各方間有明確的

意思表示出時，其程序不是爭論問題。而在後面第二項情況時，因當事人

意思欠一致，當事人對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律規則成為其爭論點，仲裁庭的

管轄問題就成重要爭論內容。在國際商會的經驗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管轄

異議，皆出自此類型態（註六九）。現代仲裁所以如此重視仲裁人自行審

核管轄原則，強調仲裁庭對管轄爭議有一定的裁量權，即出自這種情況的

需要。如果無此項措施，許多仲裁程序將隨即停擺。基於以上發展情況，早

在九十年代初，A.Redfern與M. Hunter就形容這項權能係仲裁庭的「固有」

註六八：例如Lew, Mistekis and Knoell: “Irrespective of the wishes of the parties the tribunal 
should always verify the arbitrability of the dispute ex officio and should decline 
jurisdiction if the dispute is not arbitrable.”, op. cit., p.331.

註六九：持此見解有J. Lew, A. Mistelis and S. Knoell, op. cit., p.331, N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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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as an “inherent” power）（註七〇）。近年來的學者，也持相同的

見解（註七一）。連日本專家中村達也還進一步指出仲裁庭的這項裁判籍

不是仲裁協議所授與，反而是法律本身基於著名「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的

法律學說所授與（註七二）。國際法協會（ILA）在2009年發表的專家報告

也認為仲裁庭的這種權力視同其固有權（is deemed to have inherent power）
（註七三）。這種情況已另呈現出仲裁具「法律說」的情況。另者，除了英

格蘭法[s.30]允許當事人以約定仲裁人行使此審核權之外，一般國家仲裁的皆
立法規定當事人以其契約限制仲裁人管轄權限者，其約定無效（註七四）。

以上這些發展也說明此原則已不再是基於「契約說」，甚至於與仲裁條款自

主原則無關。事實上，這項發展也發生縱使主契約「不存在」，「仲裁人自

行審核管轄原則」更不受到影響。

（3）關於當事人提出仲裁庭管轄異議的事由

依據國際法所訂定的標準，撤銷判斷的事由有其局限，僅限於：（1）
仲裁協議的無效、（2）違背辯論主義、（3）越權判斷、（4）仲裁庭組
成不合法、（5）違反仲裁程序、（6）欠缺仲裁容許性與（7）違反公序
（註七五）。關於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裡，仲裁人就其管轄是否有違

仲裁容許性與公序，有「依職務」自行審核的義務，已說明如前。在其他事

由中，第（2）與第（5）是屬程序問題，與管轄問題不同屬性。其他事由與
管轄問題有關。詳言之，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通常是指仲裁庭在組成

後，當事人對其管轄的權限提出質疑，使仲裁庭須面對它。這裡所謂管轄權

註七〇：A. Redfern and M. Hunter, op.cit.(1991 edition), p.276.

註七一：J. Lew, A. Mistelis and S. Knoell, op.cit. p.332.

註七二：“Such competence is not conferred by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but instead is by law 
itself based on the well-known legal doctrine of ‘Kompetenz-Kompetenz’”.  Tatsuya 
Nakamura, Fina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on Existence and Effect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under the UNCITRL Model Law, Mealey's IAR, Vol.23, No.8, (2008), p.26.

註七三：Filip DE Ly and Audley Sheppa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IL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mmittee Reports on Lis Pendens and Res 
Judicata, AI, Vol.25, No.1(2009), p.23.

註七四：見 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op. cit., p.480.

註七五：詳見後，第四篇第八章第一節第一款第五目撤銷判斷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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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爭議或異議，其類型繁雜，大致上可以將之歸納為以下三類：（1）仲裁
條款有效性；（2）仲裁庭是否合法組成；（3）牽涉到的爭議是否為仲裁條
款所包含等。由這些內容見其在原則上皆與仲裁的管轄有關。英格蘭法將這

些內容，稱之為「實質上的管轄」（substantive jurisdiction）。通常仲裁人對
這類事由得自行進行審核。如果有這類事由存在時，當事人得向仲裁人提出

異議或請求處理，這是其權利。可是當事人不為異議或請求處理時，法律上

即視同其已捨棄。經此捨棄，即不得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

 值得一提的是，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是近代仲裁法所確立的原則，
使仲裁人能有效的執行其職務，做出合法有效的判斷。這項原則已儼然形成

國際商務仲裁法的重要原則。原本模範法[Art.16（1）]草案內，在訂定條文內
有「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文字即被刪除，使這項規定成為強行規定。基

於這種理由，當事人就某些事由不履行而捨棄，但不得以約定放棄仲裁人自

行審認管轄的原則（註七六）。

（4）關於當事人就仲裁庭自認無管轄的決定時，是否也有救濟途徑?

在模範法[Art,16（3）]中，條文僅就仲裁庭「以先決問題裁決」認定「仲
裁庭有管轄權」（that it has jurisdiction）的情況，予以規定。換言之，仲裁庭
的中間判斷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時，當事人於收悉裁決書後三十日內，

是否也有向第6條所規定的管轄法院聲請救濟的機會，條文內未做規定。為了
使問題有明確的答案，在立法上出現以下兩種措施，值得參考：

有些國家，如馬爾他、印度等在其條文內明確規定，對這類裁決得以撤

銷判斷之訴訟，尋求其救濟；

另有些採用模範法的國家，如蘇格蘭、紐西蘭的仲裁法條文內即將「仲

裁庭有權」的文字予以刪除，使仲裁庭認為自己無管轄權時，也有向法院請

求救濟的途徑。不過為了防止原仲裁庭人員的不悅，續行審理同一事件，當

事人隨後是否有權更換仲裁人，即有待進一步探討（註七七）。

註七六：詳見 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op. cit., p.480.

註七七：Lawrence Boo, Modifications, Changes and Additions Made by States Adopting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Celebrating 
Success：20 Years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06, SIAC,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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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與法院程序的併列問題    

在國際仲裁事件，仲裁庭就受理的事件有時還受到國內外法院的干擾，

諸如就約定的爭議事件，對方違反仲裁協議，在其本國法院先發動訴訟程

序，且其程序繁複。例如對接受仲裁人職務的所屬國法院，以系爭採購契約

不合法，不得提出仲裁為由，並指本國籍仲裁人接受該職務，亦屬違法。類

似這些事例即有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判決的介入其國有Hub 電力公司與巴國政
府被求償的國際商會仲裁事件（註七八）。美國奇異（GE）公司與德國Deutz

公司間的爭議，已在倫敦進行的國際商會仲裁事件，奇異公司竟回到本國的

賓州法院提出訴訟，由法院以民事陪審團做事實認定，認定兩公司間無仲裁

協議，企圖困擾仲裁庭的審理（註七九）。瑞士雖然是國際間公認偏袒仲裁

的國家，可是在一件在日內瓦進行的國際商會仲裁事件（註八〇），相對人

卻回到巴拿馬，就相同爭議向本國法院提出訴訟。瑞士法院以依據其國際私

法有關「訴訟程序併列」（lis alibi pendens）的相關規定[Art.9（1）]，巴拿
馬法院的判決既然在瑞士為有效，為了維持這項原則，瑞士法院即宣示仲裁

程序無優先性，而須暫行停止仲裁程序，等待巴拿馬最高法院做出判決。瑞

士法院這項立場，引起不少評論（註八一）。在這類訴訟之外，在普通法國

家，還另有所謂「反仲裁禁止令」（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的制度，由法
院以禁止令命令當事人不得提出仲裁或續行仲裁的措施等[詳情，見後]。這些
皆在影響仲裁庭的正常運作。

在面對這些訴訟問題上，到目前似乎僅只法國法與其學者的見解能提

供較為有效的措施。在法制上，英格蘭法等國家強調所有仲裁皆有仲裁地

的觀念，認為每件仲裁都與特定國家的法制序有關聯（connected with any 

註七八：這即是所謂Hubco事件，見Majeed, Commentary on the Hubco Judgment, AI, Vol.16, 
No.4, (2000), p.431. 

註七九：General Electric v. Deutz AG, 129 F. Supp. 2d 776 (W.D. Pa. 2000).

註八〇：Formento de Construcciones y Contratas SA v. Colon Container Terminal SA, Swiss 
Tribunal Federal du 14 mai 2001, in ALR N-28(2001). 

註八一：Oetiker, The Principle of Lis Pende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Swiss Decision 
in Fomento v. Clon, AI, Vol.18, No.2(2002), p.127.

             Vuiiemin, Litispendance et compétence internationale indirecte du juge étranger, ASA 
Bull. 2000, 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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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system of law）。法國法則強調當事人自主原則的優位，仲裁與仲
裁地間無隸屬關係，因而有所謂「仲裁人無仲裁地」（les arbitres n'ont pas de 
for.）的諺語。法國法[Art. 1465]向來就認為仲裁協議存在，即自然的排除國
家法院的管轄。仲裁程序開始後，法院僅在協助仲裁程序的推動，且明文規

定「支援法官」（juge d'appui）的制度，而不允許法院的介入干擾其程序，法
院僅於判斷做出後，才能介入審核。很明顯的仲裁程序有優先於法院訴訟的

地位。在國際事件，法國法認為國際商務仲裁本身具國際性，不隸屬於任何

國家的法秩序。在此情況下，仲裁程序只有法院的協助，而無干擾的可能。

仲裁人僅遵循當事人的仲裁協議與依據此協議所衍生自主原則與仲裁人自行

審認管轄的原則，而得拒絕遵循仲裁地國家法院的決定（註八二）。就近來

國際立法的內容觀察，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上皆循上揭法國法的趨勢

在發展。2010年聯合國的修訂的仲裁規則第23條第3項[ML Art.23（3）]即宣
示：「仲裁庭得續行其仲裁程序，並做出其判斷，縱使對其管轄的異議尚在

法院進行中 」（“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continue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and 
make an award, notwithstanding any pending challenge to its jurisdiction before a 
court.”）。換言之，仲裁庭就其管轄權的異議尚在法院審理中、受理的相同
爭議事件另在法院內進行審理，甚至於有法院的反仲裁禁止令禁止其審理，

仲裁庭的程序皆不受影響。

（三）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在國內法的現況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在國際法與在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等的情況，

已略說明如前。這裡僅就其在國內法的情況，進一步說明。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其效力的內容與仲裁地國家法院的管轄

權有牽連或相交叉，因為仲裁人的權能與法院的權能不能完全切割。因此，

這裡要探討的問題，主要將局限於其消極效力方面。換言之，這裡涉及的是

在爭議事件所牽涉到的是，除了承認仲裁人就仲裁管轄事項有自行審核的權

限外，同樣的問題還牽連到仲裁管轄權與國家法院間在管轄權的分配問題的

釐清。而這問題的探討又牽涉到以下兩種層面的問題：一是法院介入的時程

註八二：詳細的論述見 E. Gaillard, L'interférence des juridictions du siège dans le déroulement 
de l'arbitrage, Liber Amicorum Claude Reymond (Litec. 2004), pp.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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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法院介入的時程上，有仲裁程序開始階段、仲裁程序進行中與仲裁

程序終結後等，不同介入時程。在以上不同時程中，開始階段問題的探討，

較有實益。因此，將以此為中心。另一是介入的範圍，這裡可能僅指單純的

管轄異議，也有可能仲裁人的逾越仲裁權的異議。在此情況之外，也有可能

因仲裁協議在文字使用上欠明確，使雙方當事人分別提出訴訟與仲裁，或是

在同一契約內因同時有管轄條款與仲裁條款的存在，而發生訴訟與仲裁的競

合時（註八三），到底是法院或是仲裁庭有優先管轄的權限？這是仲裁法上

一項基本待解決的問題。這也即是英文所謂「誰讓誰？誰優先？」的 Who 
must defer to whom?的問題。在過去這曾是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有系列性的
探討專題、論述等等甚多（註八四）。

以下僅就「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在其意涵上的分析與其在各

國法的實務情況，分別觀察：

1、「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在意涵上的分析
為推展仲裁，實務界與學術界在解釋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問題時，通常

會出現不同的見解。例如當事人對仲裁協議衍生的管轄爭議，不問是單純的

管轄或是其管轄範圍有異議時，被挑釁的仲裁人應做何處置? 事實上，這項問
題牽涉到此原則的意涵問題。在此問題的解釋上，就出現了許多爭論。這些

爭論，可將之歸納如下類型：

（1）仲裁程序無需停止：

持這見解的認為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的原則是指仲裁庭對仲裁管轄權

的爭議，無需等待法院的介入認定，仲裁庭須自己決定續行仲裁程序。換言

之，縱使仲裁條款無效，也無須停止程序去等待法院的介入。這是站在仲裁

註八三：關於兩類條款競合問題的處理，見前第二款第四目二之（二）2.

註八四：UN Doc.A/40/17 (UNCITRAL Model Law). Art.16；UN Doc. A/CN.9/216.
               Arbitral Tribunals or State Courts Who Must Defer to Whom? 
               ASA and IBA Conference in Zurich of January 28, 2000, Reports and Materials, edited 

by Pierre A. Karrer, ASA Special Series No.15 (January 2001).
               William W. Park, Deyerming Arbitral Jurisdiction: Allocation of Tasks between Courts 

and Arbitrators, ARIA, Vol.8, No.2(1997),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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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立場觀察問題，使爭議能先處理。可是在法律上，法院對仲裁事務的

管轄沒完全被排除，只有介入時程不同而已。

（2）法院對仲裁管轄爭議僅於判斷後，始得介入：

  這說認為法院在不同的仲裁程序階段介入仲裁的管轄爭議，將影響仲裁
程序，與當事人約定仲裁的期待有違。因此，在原則上將法院介入的權能，

局限在仲裁判斷做成以後。除非仲裁程序尚未開始，且受理法院認為仲裁條

款有明顯的無效情況，才有例外。過去的法國判例，即曾採用過此說。

（3）仲裁管轄爭議先由仲裁庭認定，且此認定不受法院審核：

這說認為當事人約定仲裁即有以仲裁條款授權仲裁人審認自己的仲裁

管轄，且不願法院對此認定有所干擾，當事人也不得就仲裁庭的認定訴諸法

院。這是早期德國法對Kompetenz-Kompetenz一詞的解釋。可是後來的德國法
與其實務，皆已改變見解，不再做此解釋[詳，後述]。這種見解目前卻見於美
國。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在1995年的First Option v. Kaplan事件中，就認為仲裁
條款已授權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的爭議，也即其所謂就「”客觀仲裁容許性

本身”（the arbitrability question itself）[請注意；在美國法，此用語與仲裁容
許性無關，而是指仲裁人對爭議的審認權能問題]，法院須讓步，使仲裁庭有
相當的審認空間（give considerable leeway）」［詳見後］。

（4）其他類型

以上係較為常見的類型。在此之外，還另有其他的變型（variant）。例
如：模範法[Art.16（3）]對仲裁管轄的相關爭議允許仲裁庭，以程序性的中間
判斷，先自行審認。不服此判斷的當事人得就此判斷，在收悉判斷書後三十

天內，訴請法院救濟。再如英格蘭法[s.30]，就仲裁管轄的爭議認為是一種先
決性的爭點事項（as a preliminary matter），仲裁庭對此事項，得先以中間判
斷予以處理。

2、「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在各國的實務情況
對於以上不同立場，各國法院往往基於國家的經貿政策，而彼此不同，

且立場各別。其分歧程度，有兩個極端：認法院權能受緊縮者，有法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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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法院的介入被限制到判斷做成以後的時程；另外在其開放方面，即法院

隨時得介入的干涉的，諸如美國法。其他國家，各有其制。因此，有關仲裁

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法律觀念，彼此互異。多年來，前社會主義國家與一些

社會主義國家已開始立法規範仲裁人自行審核管轄的事項（註八五），世界

主要國家皆已判決與判斷實務承認，甚至於立法規定。而在各國中，法國法

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上，有較豐富的經驗與學理，且仲裁人對仲裁

管轄的權限較寬廣，資訊又多。因此，以之先做觀察的對象：         

(1) 法國法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問題，雖然早在十九世紀初已出現。可是其

法理問題卻是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才受法院判決的肯定，且受到學者

的支持。在1981年的立法[Art.1458]內，即予以明文規定（註八六）。可是

註八五：事實上，自蘇聯解體後，原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仲裁法在基本觀念上，已有
重大的改變，且皆已立法規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因，例如保加利
亞[1993 Art.19, Art.8(2)]、匈牙利[1994 Art.24、Art.8(3)、Art.25(2)]、立陶瓦
[1996,Art.19]、克羅西亞[Art. 18], Art.9(3)]、俄羅斯共和國[1993, Art.16]等。

註八六：值得一提的是，這八十年代的立法也是延續過去判決所整理，這一法條[Art.1458]
有其邏輯架構，值得參考。其內容如下：

          仲裁庭已依仲裁協議受理的爭議，向國家法院起訴時，法院應即宣示無審判籍
(Lorsqu'un litige dont un tribunal arbitral est saisi en vertu d'une convention 
d'arbitrage est porté devant une juridiction de l'Etat, celle-ci doit se déclarer 
incompétente.)。 

             如仲裁庭尚未受理者，法院也同樣須宣示無審判籍，除非仲裁協議有明顯的無效
( Si le tribunal arbitral n'est pas encore saisi, la juridiction doit également se déclarer 
incompétente, à moins que 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ne soit manifetement nulle.)。

           在以上兩種情況中，法院不得自行依職權宣示無審判籍(Dans les deux cas, la 
juridiction n e peut relever d'office son incompétence.)。

            這些條文雖然係供國內仲裁事件的適用，也準用於國際仲裁事件。詳言之，法條宣
示了下列重要原則：當事人的爭議已聲請仲裁者，國家法院即不得受理當事人的
訴訟。其提起訴訟時，應即予以駁回。換言之，有關仲裁條款的存在、有效性、
得請求事項的範圍等爭議，先歸仲裁人管轄。另者，當事人間有仲裁條款而未提
請仲裁前，卻逕行向法院起訴者，受理法院僅須就仲裁條款的存在、有效性或範
圍進行表見的審核。法院僅認為其有「明顯的無效」時，始得受理。通常法院在
認為無「明顯的無效」時，即將當事人移付仲裁。由以上機制可見，法院對仲裁
庭就管轄權爭議的審查係留待到撤銷判斷訴訟時，才進行審核。

            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管轄異議的原則與仲裁條款的自主原則，這兩種原則，在性質
上與功能上雖然互有不同，可是兩者卻互相關聯(這方面專文，見A. Mimolitsa, 
Autonomie et Kompetenz- Kompetenz, Rev. arb., 1998, 305)。對仲裁程序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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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十年的歷練後，2011年的新仲裁法（Décret du 13 janvier 2011 portant 
réforme de l'arbitrage）再依近年來的判例訂定出新規定，使這項原則在積極效
力與消極效力上，更加明確。以下分別說明之：   

關於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積極效力方面，新法（Art.1465）規定：

「就仲裁管轄權異議事件，僅只仲裁庭有裁判籍」（Le tribunal arbitral 
est seul compétent pour statuer sur les contestations relatives à son pouvoir 
juridictionnel.）. 

法條使用「僅只」（seul）仲裁庭就約定爭議事項的管轄爭議有管轄權，
其主要目的在排除法院對約定仲裁爭議事項的介入與干涉，以使仲裁程序能

快速進行。法院的監督則保留到判斷做成後，即在撤銷判斷訴訟與執行判斷

程序時，才存在而已。以條文宣示仲裁庭有「專屬管轄」，即首見於此！ 

關於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消極效力方面，新法（Art.1448）規定：

「就有關仲裁協議爭議向國家法院提出訴訟時，法院應即自行宣示無裁

判籍，除非仲裁庭尚未受理，且仲裁協議明確無效或明顯不能適用者，不在

此限」

（ Lorsqu'un litige relevant d'une convention d'arbitrage est porté devant une 
juridiction de l'Etat, celle-ci se déclare incompétente sauf si le tribunal arbitral 
n'est pas encore saisi et 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est manifestement nulle ou 
manifestement inapplicable.） 

    這是指當事人間，就特定事項已約定仲裁，卻違背約定，逕向法院提
出訴訟者，受訴法院得不待當事人的異議，自行宣示法院無裁判籍。這項規

定不但使前項規定仲裁庭有管轄權的效力更明確，且可避免司法介入的「併

行程序」（parallel proceedings）等問題的發生。

發揮重要貢獻。這就正如法國法院判決所形容的，促使仲裁條款有更明顯的「有
效性與固有的效率」(une validité et efficacité propre)(引自Paris, 28 nov. 1989, 
Cotunav, Rev. Arb. 1990, 675; Cass.civ, Ire, 25 juin 1991, Bull civ. 1991 I No. 205, 
p.134)。另值得注意的是，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異議權能問題上，法院對仲裁人
審認管轄異議的監督權，被限縮到仲裁判斷做成以後的期限，在無形間促使法國
仲裁法更加落實「利於有效性」(in favorem validitatis)解釋原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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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蘭法

荷蘭法與法國、瑞士等的仲裁法皆未採用模範法做範例，有自己獨特的

立法技巧，與其他國家的規範方式不同。其法條[Art.1052]先規定仲裁人自行
審認管轄原則，隨後才以另一條文[Art.1053]規範仲裁條款的自主原則。在前
面的條文裡，先以第一項[Art.1052（1）]宣示仲裁庭有權決定自己的管轄權，
隨後的幾項條款另依照當事人就管轄異議的不同程序事由，以規範其處理原

則。以下分開觀察其程序內容：

在以仲裁庭因組成不合法為理由，而提出管轄異議時，此情況涉及仲裁

庭非依據原本應遵循的法律規則而組成，如當事人曾參與仲裁庭組成的行為

者，該當事人即不得就仲裁庭的管轄問題提出異議。相反的，如當事人未曾

參與仲裁庭的組成行為，而參與仲裁程序時，當事人得對仲裁庭提出管轄的

異議，但此異議須於其提出實體答辯（in limine litis）以前為之。換言之，在
提出實體答辯後，即不得提出異議。這是第三項[Art.1052（3）]規定的內容。

在以仲裁條款欠缺有效性為理由，而提出管轄異議時，此情況涉及仲裁

庭有無管轄權的爭議，也許有當事人拒絕選定仲裁人。暫時不問仲裁條款的

效力如何，依法[Art.1027（3）]區法院院長或第三人得代為選定仲裁人，以組
成仲裁庭。此後參與仲裁程序的當事人須在提出實體答辯前，得向仲裁庭或

法院提出管轄的異議。這是第二項[Art. 1052（2）]規定內容。

在以仲裁庭對管轄爭議的不同處理原則為理由，而提出管轄異議時，法

條[Art.1052（5）]規定，當事人在異議後，如仲裁庭認為自己無管轄權時，
此爭議事件的管轄權歸屬法院。相反的，如仲裁庭認定自有管轄權時，法律

[Art.1052（4）]規定仲裁庭續行其仲裁程序。該管轄異議問題則留待後來在撤
銷判斷訴訟時，才由法院處理。

以上規範的目的主要在防止法院的介入，影響到仲裁程序的順暢

（註八七）。

註八七：參考Pieter Sanders, The New Dutch Arbitration Act, AI, Vol.3, No.3,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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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瑞士法

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問題上，國際私法第一章第二節有關裁判

籍的第7條內規定：

「當事人就得仲裁的事項已約定仲裁協議，而瑞士法院予以受理者，應

宣示其無裁判籍，但有下列情況時，不在此限：

a、 被告在其實體答辯前，未做保留者；

b、 仲裁庭已確認仲裁協議無效、失效或不能履行者；或

c、 因仲裁之相對人的事由，致使仲裁庭無法組成者。

另在規範國際仲裁[第十二章]的第186條規定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
原則，其內容為：「（1）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權（Le tribunal arbitral statue 
sur sa propre compétence）; （2）對（仲裁人）無管轄權的異議須於實體
審理前為之 （L'exception d'incompétence doit etre soulevée préalablement à 
toute défense sur le fond;（3）通常，仲裁庭就自己的審判籍（事宜），以中
間判斷為之（En général, le tribunal statue sur sa compétence par une décision 
incidente）」。這些原則與法國法不同的是，法院的介入，無須等到仲裁程序
終結後。換言之，仲裁庭只要做出程序的決定或中間判斷，當事人皆得訴請

法院救濟。因此，同法[LDIP,Art.178（3）]規定當法官被請求選定一位仲裁人
者，法官於受請求時應即選定，除非經簡易審核認定未能證明當事人間有仲

裁協議存在時，不在此限[（3） Lorsqu'un juge est appelé à nommer un arbitre, 
il donne suite à la demande de nomination qui lui est adressée, à moins qu'un 
examen sommaire ne démontre qu'il n‘existe entre les parties aucune convention 
d'arbitrage.]。

在以上相關規定中，與「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最直接關聯的就在第

7條。由於此條款有欠週延，使瑞士法在處理此仲裁管轄爭議的問題上，不
像法國法的明確與有效。例如在瑞士進行中的仲裁，因當事人在外國同時也

進行訴訟時，瑞士法院往往依據其國際私法[LDIP, Art.9]的規定，認為（1）
該外國訴訟與仲裁事件當事人相同，爭議內容相同，（2）外國法院將於短
期內做出判決，以及（3）該國判決在瑞士有被承認與執行等三項條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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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命令瑞士境內的仲裁程序暫時停止（註八八）。這項措施經常引發瑞士學

者的評論（註八九）。因此，有學者在2008年向國會提出法案，期盼在第7

條內，另追加下列條款：「在國際仲裁事件，瑞士法院不問仲裁庭的所在地

點，須暫停審核，直到仲裁庭就其裁判籍做出認定，除非法院經簡易審核後

認為當事人間無任何仲裁協議時，不在此限」（“En matière internationale, le 
tribunal suisse, sans égard au siège du tribunal arbitral, surseoità statuer jusqu'à ce 
que celui-ci se soit prononcé sur sa compétence, à moins qu'un examen sommaire 
ne démontre qu'il n'existe entre les parties aucune convention d'arbitrage.”）。
以上條款要求先由仲裁庭審認管轄原則的確立，將使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權

原則的消極效力，更加明確。只可惜這項草案，到目前（2013年），尚在
國會內等候審查中（註九〇）。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法認為程序的併列（lis 

pendens）是管轄問題，而不是程序問題，並認為當事人相同，其爭點也相
同，在兩審判機構處理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即違背瑞士的公序。吊詭的是

Formento事件的判斷，就依這樣的理由被瑞士法院撤銷。這說明在瑞士一個
被紐約公約認定有效的判斷，卻比不上巴拿馬法院的判決！

瑞士學者皆認為第186（1）條為強制規定，當事人不能以約定排除仲裁
人的這項權能或約定將之委由仲裁機構或法院行使。相反的，依照同法第192
條的規定，當事人得以約定捨棄對仲裁人就仲裁管轄爭議所做決定的救濟途

徑。這些規定與瑞典法[Art.51]、比利時法[Art.1717（4）]相近（註九一）。

註八八：例如著名的UAE & Ors. v. Westland Helicopters, 19 April 1994, ATF 120 II 155; 
Formento de Construcciones y Contratas SA v. Colon Container Terminal Sa, 14 May 
2001, ATF 127 III 279 (2001), ASA Bulletin 544.

註八九：Christian Oeger, The principle of lis pende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Swiss 
decision in Fomento v. Colon, 2002 AI Vol.18, p.137. 

註九〇：在瑞士，這項立法提案，稱 initiative Luescher。關於提案者的理由說明，見ASA 
Vernehmlassung voir p.585。探討本問題的資訊，見S. Besson, Réflexions sur le 
projet de modification de l'Article 7 LDIP, 29 ASA Bulletin 3/2011 (sept.), p.574.

註九一：詳細資訊，見Poudret et Besson, op.cit.,p.411, para.462。
 關於這第186條的分析，請參閱  Le chapitre 12 de la Loi fédérale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 par Pierre Lalive, in Le Nouvea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Suisse, éditées par François Dessemontet, 2ème édition, Lausane, 
1989,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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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對於上揭第7條有關仲裁協議排除法院管轄的內容，
尤其在消極效力的內容上，尚欠明確。為此，瑞士邦聯國會目前已有修訂草

案，正在探討中（註九二）。

(4) 瑞典法

在仲裁人自行審認自己的管轄問題上，瑞典舊法往往依照仲裁人就問題

處理的不同措施而定。如果仲裁人以判斷做出處理時，當事人得以撤銷判斷

之訴訟的方式，直接訴請法院介入。如果以中間判斷或程序性的決定時，當

事人不能訴請法院介入。1999年的新法重視這問題，將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
權列為其第2條的規定內容，而宣示仲裁人對自己管轄權的爭議得自行決定，
其積極效力明確。對此爭議，於有一方當事人的請求時，並不妨阻法院介入

做裁定，致其消極效力較薄弱。仲裁人得續行其仲裁程序，以做判斷。仲裁

人認為對管轄爭議有權決定，且在程序中做其裁決者，此裁決並無確定效。

本法第34條與第36條的規定對管轄爭議的裁決，也有適用（註九三）。

(5) 德國法

德國新仲裁法[ZPO Art.1040]係仿傚模範法[ Art.16]所制訂。為了徹底根絕
舊的觀念，法條第3項還做出強制規定仲裁人對自行審認管轄權的事件皆須受
到法院的最終審查。換言之，在新法的體制下，對於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

的事件，當事人已不得再行約定排除法院的監督。這也即是其「立法理由」

所謂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事件，最後皆由法院決定的意旨。換言之，仲

裁庭的任何決定，隨時可被法院予以撤銷。仲裁庭的權限不張且受限。在此

機制下，有關仲裁人對爭議事件的裁判籍的決定，法院不但在一開始仲裁

時，甚至於在尚未開始仲裁以前，可以「先說話」（first word），且在仲裁
人做出其決定後，還可以說出其「最後的話」（last word）。因此，國際間
就形容這種德國的機制，只是一種「虛擬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unreal 
competence-competence”）（註九四）。另依照聯邦最高法院在2005年的

註九二：詳見S. Besson, Réflexions sur le projet de modification de l'article 7 LDIP(initative 
Luescher), ASA Bull.,Vol.29, No.3(2011), p574.

註九三：Poudret et Besson op. cit., p.425.

註九四：Filip De Ly and A. Sheppard, IL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eport on Lis 
Pendens and res Judicata, AI, Vol.25, No.1(2009), p.29 Note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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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則判決，當事人不但不能約定授權仲裁人就仲裁的裁判籍做終局性決定，

而且法院還得就仲裁人的裁判籍問題，先做出指導性裁判，供仲裁人參考

（註九五）。因而不用等待仲裁人就其裁判籍爭議做出判斷後，再介入糾正

或予以救濟。

新法對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做以上規定外，就法院對仲裁

事件的管轄另做一些新規定。例如在得作出判斷的撤銷訴訟之理由[ZPO 
Art.1059（2）]，與模範法[Art.34]規定相同。新法規定[ZPO Art.1026]的「除
本（仲裁）篇有特別規定外」，法院不得介入仲裁，也是引自模範法[Art.5] 
（註九六）。

(6) 英格蘭法

英格蘭法向來不承認仲裁協議，有排除法院管轄權的功能。後來雖允

許當事人對此管轄提出異議，可是法院還是隨時得介入而已。詳言之，在其

傳統的觀念中，在當事人對仲裁庭有無管轄權的爭議問題上，普通法一直認

為須先由法院認定。在此觀念下，難免使人感受到法院對仲裁條款沒信心，

也不信賴仲裁人（ a lack of trust in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 
secondly, demonstrated a lack of trust to arbitrators.）。不過因時代的進步，這
些司法優位的觀念，已因仲裁立法的國際化而改變（註九七）。依據模範法

修訂的新仲裁法，就仲裁的管轄事項即有四條（sections 30,31,32 and 33）以
上的相關規定。

條文[Section 30]在明文規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衍生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
間接效力的原則，且先宣示「除當事另有約定之外」，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

轄權的原則裡，仲裁人得就（1）仲裁協議的有效；（2）仲裁庭是否合法組
成；（3）聲請的內容是否與仲裁協議的事項相符合等內容進行實體的審核；
然後另規定仲裁庭就上揭事項依仲裁程序，所做出的決定，得依本部分的規

註九五：NJW 16/2005, S.1125.

註九六：Klaus P. Berg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CITRAL Model Law in Germany,⋯
p.49.

註九七：關於舊法的這項觀念，見Peter Gross, QC, Competence-Competence：An English 
View, AI Vol.8, No.2, (1992), 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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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法院提出救濟（appeal or review）。由以上內容即見這繼受自模範法的英
格蘭法裡，這項原則的規定不是強行規定。另者將這原則與仲裁條款自主原

則分開規定，也與模範法不同。

條文[section 31]另宣示當事人對仲裁人欠缺實體管轄的異議須於仲裁在開
始進入實體程序前提出。這是對當事人異議權行使的限制（註九八）。在此

之外，英國仲裁法[s.72(1)]還允許當事人就仲裁條款是否有效、仲裁庭是否已
合法組成、就已聲請的爭議的事項是否與仲裁條款相符合，得請求法院優先

處理。

(7) 美國法

仲裁條款自主原則在美國被接受的情況，如上所述，已很明確。可是在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上，迄今尚欠明顯的立場。

按美國向來就將「仲裁容許性」（arbitrability）做超廣泛的解釋，連爭議
事件的管轄問題，也在其內。換言之，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問題，也被

與仲裁容許性問題，糾纏在一起，皆同屬「仲裁容許性的問題」（question of 
arbitrability）。這種情況與歐洲的情況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美國對仲裁人的
管轄有下列的推斷方式：（1）仲裁涉及當事人的契約約定，當事人間沒有仲
裁的約定者，即不能強制其仲裁；（2）爭議事項有無仲裁的容許性，須先由
法院決定，而不歸仲裁人決定；（3）在決定當事人是否曾約定特定爭議的仲
裁，法院並不就其實體問題做認定；（4）當契約內有仲裁條款存在，尤其仲
裁條款是廣義條款時，即須做爭議有仲裁容許性的推定。這是六十年代初，

美國最高法院就有關鋼鐵工人（Steelworkers）事件的三件判決，所獲致的所
謂「鋼鐵工人三部曲」（Steelworkers Trilogy）的內容。就其內容深入觀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雖然認為在仲裁條款受到質疑時，須做有利仲裁的認定，

且於上揭條件具備時，即可依法將爭議「強制（移交）仲裁」（to compel 
arbitration）。可見在事件的仲裁管轄權爭論的問題上，既然先由法院決定，
即還持續保留法院傳統的優位立場，而未允許仲裁人得先自行審認其管轄爭

議。

註九八：主要資訊，見Doug Jones, Competence – Competence, Arbitration, Vol.75, No.1(2009),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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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最高法院在著名的First Option of Chicago v. Kaplan事件的判決內
容，值得注意。按First Option係證券交易所，與投資公司Kaplan的爭議，經
仲裁庭以Kaplan夫妻係公司的實質投資人，依據揭露公司面紗的法理，判斷
此夫妻與公司連帶對證券交易所負責。Kaplan夫妻以其非契約簽約人，不受
仲裁條款拘束為抗辯，且辯稱其不受該判斷的拘束。此訴訟到最高法院後

（註九九），法院才表示除非當事人已授與仲裁人審核仲裁管轄的權能，否

則法院還是要依據仲裁約定對其有效性與其牽涉到的當事人及其事項範圍予

以審查。換言之，法院還是認為仲裁條款效力範圍的爭議，為法院的權限問

題。因此，在此判決內，最高法院並未明確與直接的觸及仲裁人自行審認管

轄的原則問題。

在聯邦仲裁法尚無相關法條規定與最高法院又無相關此原則的判例法

下，依其判決所謂的「除非當事人以明確又無錯誤的另行約定」（unless the 
parties clearly and unmistakably provide otherwise）的原則下，通常仲裁人並
無自己審認仲裁管轄的權限。由這件判決顯然的可見美國法在仲裁人審核自

己的管轄問題上，得循當事人的約定，而與德國舊法的觀念，還有些類似

（註一〇〇）。

由以上英美兩國制度觀察，說明兩者在這原則上，還是彼此有別，且與

歐陸國家也不相同（註一〇一）。

(8) 其他自由經濟體制國家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更是近年來各國國內仲裁法規範的重

註九九：514 U.S.938(1995)。
             “If [the parties agreed to submit arbitrability to arbitration] then the Court's standard 

for reviewing the arbitrator's decision about that matter should not differ from 
the standard courts apply when they review any other matter that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arbitrate⋯. That is to say, the court should give considerable leeway to the 
arbitrator, setting aside his or her decision only in certain narrow circumstances.”(at 
943 ). 

註一〇〇：詳見 William W. Park, The Arbitrability Dicta in First Options v. Kaplan: What Sort 
of Kompetenz-Kompetenz Has Crossed the Atlantic?, AI, Vol.12,137(1996).

註一〇一：詳情，參閱M. Jailili, Kompetenz-Kompetenz: Recent U.S. and U.K. Development, 
1996 J. Int. A. Vol.13, No.4,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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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例如日本法[Art.23]、2011年出現的突尼西亞法[Art.52，Old Art.26]、
葡萄牙法[Art.5, 1986 old Art.21（1）]、西班牙法[1996, Art.23]、墨西哥
法[Art.1424,Art.1432]、巴拿馬法[Art.17]、巴西法[Art.8]等，皆其實例
（註一〇二）。其他國家，再如比利時[Art.1697]、荷蘭[Art.1052]、義大利

[Art.819]、印度[Arts. 16, 8 ]、希臘[Art.887]、墨西哥[Art.1424]等等。

(9) 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仲裁的審判系統與國家的司法體系並列，兩者

同屬國家機構。仲裁院對國際經貿爭議有專屬的管轄，其與法院間就管轄事

務，並無何者有優先的問題，這完全與其他法系國家不同。在此情況下，仲

裁院獨立執行審判事務，不但對仲裁條款有獨立審認其存在與效力的權能，

且就當事人對其審判管轄的異議也得自己審核決定，根本無國家法院介入或

協助的機制。因此，仲裁條款自主原則與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的原則，在

三十年代已見於蘇維埃的仲裁（註一〇三）。只是這種機制未受到西方國家

注意到，或許西方國家不承認其「強制仲裁」也說不定！

自蘇聯解體後，國家法院雖然恢復對這類爭議事件的部份管轄權，不過

法院對過去仲裁院或仲裁委員會有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與一些仲裁實務，

還是持續加以尊重。例如俄羅斯共和國於1993年制定的國際商務仲裁法，
就規定國際商務仲裁院自行審認管轄，惟隨後這類事件再由共和國最高法院

審核。仲裁地在莫斯科市進行者，歸莫斯科市法院管轄（註一〇四）。詳言

之，在東歐國家的情況，如保加利亞法[Art.19-Art.20]，也大致相同。

註一〇二：突尼西亞新法，見W. Ben Hamida, L'arbitrage et le nouveau contexte politique en 
Tunie, 29 ASA Bull. 4/2011 (December), p.838；A. Ouerfellli, Recent Development 
of the Arbitration Lae and Practice in Tuinisia(2009 – 2011), p.296；葡萄牙新法，
見J. M. Judice, The New Portuguese Arbitration Law, 30 ASA Bull.1/2012, p.7。

                   以上拉美三國的條文與機制，見Mealey's Vol.22, No.7,pp.44-47。

註一〇三：近來歐洲學者在此年代出版的「全蘇莫斯科仲裁委員會判斷匯集」(Collection 
of Awards of the Moscow Arbi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All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passed in 1932 -1933, Moscow, 1934. )內，可見到這些原則的相關
判斷。詳情與資料，引自V. Godbillon, La problematique acutelle de l'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russe, ASA, Vol.1999, No.3, p. 237, Note 7.

註一〇四：關於相關條文與進一步的資訊，見I. Yoshida, Interpretation of Separability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AT, Vol.19, No.1(2003) 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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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社會主義法制特色的中國法，可以分成以下兩個層次觀察：在國家

實證法方面，中國法雖然也承認仲裁管轄權與司法管轄權有並存的可能，惟

其民事訴訟法[Art. 111（2）]與仲裁法[Art.5, Art.26]卻規定，當事人間有仲裁
協議存在時，司法管轄就被排除。如約定仲裁的當事人之一方，向法院提出

訴訟，而他方未在開庭前提出異議時，視為放棄仲裁協議；另外在仲裁機構

的仲裁規則方面，有關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在1956年以前仲裁委
員會的仲裁規則裡，未曾有規定過相關規定，可是在1988年制訂的CIETAC仲
裁規則[Art.2（3）]內，就宣示仲裁委員會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與仲裁事件的
管轄爭議有權決定。這項仲裁委員會自行審認管轄權的原則，一直持續見於

後來的仲裁規則，諸如1994年規則[Art.4, Art.5, Art.6]等（註一〇五）。這一制

度與一般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相似。可是仲裁庭受理後，管轄權的爭議也與

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相同，歸仲裁委員會決定。詳言之，仲裁人（庭）僅是

仲裁委員會的「手足」，其本身無自行審核管轄爭議的權能（註一〇六）。

(10) 台灣法的欠完善與仲裁實務的忽視

國內仲裁法第3條所宣示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依其立法理由的「說明」
是，「為符實際需要及國際社會之共識，爰參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第16條第1項之規定，增訂本條」（註一〇七）。如果能細心研讀上揭模範

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條文與說明，請見前），其內容是「仲裁人自行審認
管轄權原則」與「仲裁條款自主原則」併列，且以前原則列於自主原則的前

面。這說明國內仲裁法第3條的立法，並「未按圖施工」，使「仲裁人自行審
認管轄權」，這一項現代仲裁的重要原則，未完整的見於第3條，顯然有欠妥
善。這如何算是已「符合實際需要及國際社會之共識」? 

在台灣進行的仲裁，當事人以仲裁條款挑戰仲裁人權能，使其不能進入

實體審理的情況，相當普遍，而且嚴重。曾有一件已發生的工程爭議，聲請

人認為已經調解由雙方簽訂仲裁協議，在提出仲裁聲請後，相對人以其尚未

註一〇五：Yanming Huang, On Decision-Making Powers Over Jurisdiction Of Arbitrations At 
CIETAC, Mealey's IAR, Vol.13, No.7 (1998), p.18.

註一〇六：J.Lew, L. Mistelis and S. Knoell, op.cit. p.333, Note 8。

註一〇七：見商務仲裁條例研究修正實錄，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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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級主管同意，該聲請人認定之仲裁協議僅係仲裁的「預約」尚未生效為

由，提出仲裁庭無管轄權的抗辯，仲裁庭最後就該有關仲裁約定是否成立之

爭點認定為「未達仲裁的合意」，其將本文著者認為顯為仲裁協議的書面解

釋成其尚未達仲裁的合意，實令人遺憾。另一件撤銷仲裁判斷事件，發現仲

裁庭竟然花了兩年多在審核管轄權的爭議。個人認為如果國內的教授、律師

能參考一下國際的與外國的經驗，在國內尚未有立法前，可以輕易破解當事

人的程序干擾，使以上這些「台灣經驗」無法出現。希望台灣將來也能確實

參考聯合國的模範法立法，當然更希望仲裁人也一樣能參考外國的經驗，以

進行其仲裁程序。

結語：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與仲裁條款自主原

則的關係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係由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所衍生，後者曾是前者

的基礎，兩項原則都是仲裁人行使其仲裁權能的依據。前面已說明過，這兩

原則所衍生的法理依據不同，且發生不同的法律功能，可是經常被人混淆。

這種情況，除了開始提到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前秘書長Dr.A. Broches的回
憶（註一〇八）外，美國也有專家發現這兩個原則還經常被無經驗的律師所

誤解，也被法官所不當適用（註一〇九）。在這裡我們透過對這兩個原則的

比較與觀察，將可使人更深入認識這兩個原則各自的特殊性。謹此就兩個原

則間的綜合在面與特殊面，做不同層面的觀察：

 1、綜合面的觀察
「仲裁條款自主」與其所衍生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這兩項原則

在歷史上，原本僅見於國際仲裁。前者係依據其自主性，以推定仲裁條款存

在，使仲裁庭得以組成。後者依據存在的仲裁條款，允許仲裁庭有權自行審

註一〇八：“It is my recollection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ussion did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two pinciples involved.”- Dr. A.Borches, Commentary 
UNCITRAL Model Law, 1990, p.75.

註一〇九：見Janet Rosen, Arbitration under PIL: The Doctrines of Separability and 
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 (1994), in 17 Fordham International L.J.,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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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仲裁管轄權能的爭議，以發揮仲裁條款的效力。這兩項原則的結合，使仲

裁庭能持續進行程序與實體的審理，在根據調查的事實與適用法律，做出判

斷。這種權能不因主契約的無效等情況而受影響。在早期開始探討的期間，

這兩種學說完全無法條的依據，更無明確的法理基礎。其出現完成是國際仲

裁的實務界與學者，在尋求仲裁自主的哲學與規避國家法院干涉仲裁事務所

逐步形成。說實在的，國際仲裁如果沒有在這兩項原則有所突破或是予以發

明，也許快速與經濟的仲裁程序即無存續的機會（註一一〇）。經過半世

紀多的演進，這兩項原則已逐漸適用於國內仲裁，且見於國內仲裁法與仲裁

機構的仲裁規則內。再綜合而言，這兩項原則的存在，使受理爭議的仲裁庭

（人）最少具有下列權能：仲裁條款的存在與有效性受到挑釁時，仲裁人得

持續進行仲裁程序，自行審核，程序不受影響。在判斷前，法院也不得介入

干涉；仲裁條款的意義，其範圍與仲裁人的權限範圍等爭議，完全由仲裁人

自行認定。僅在仲裁庭做出決定後，始受到管轄法院的審核；仲裁人被聲請

迴避時，仲裁人得自行審核，自行決定應否迴避，其決定最終受仲裁機構或

法院的審核。

仲裁管轄權與法院管轄在併列時，如何調整與調和，一直是項重大問

題，在三大法系間的不同立場，更加分明。聯合國在訂定模範法（第8條）
時，即面臨過這項問題的困擾。例如有些國家向來不認為仲裁協議有排除法

院管轄的效力，而東歐國家則認為經貿爭議是歸「仲裁機構」的「專屬管

轄」事項。在如此對立的情況下，模範法的工作小組，只好折衷調整，期待

仲裁條款存在與有效時，既不剝奪法院的管轄權（“does not deprive the court 
of jurisdiction to decide the dispute”），也不允許仲裁庭有專屬管轄，而期
盼法院能不行使其管轄權（“ the court is directed to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if 
there is a valid arbitration agreement”）而已（註一一一）。在實務上，仲裁管

轄與法院管轄間的關係如不明確界定，仲裁程序的順暢必然沒有保障。為解

註一一〇：“The invention of the doctrine of severability and compétence de la compétence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great judges and arbitrators who used these concepts to 
make arbitration a viable adjudicatory process and an inexpensive alternative to 
litigation particularly in business and technical matters.” – from Dr. K.V.S.K. 
Nathan, The ICSID Convention, Juris, 2000, p23. 

註一一一：詳見 H.Holtzmann and J. Neuhaus, op. cit.,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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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這項問題，法國的新立法即受仲裁庭判斷與其慣例的影響，採取明確的立

場，出現了新立法與措施。其詳，已述如上。

    綜上所述，目前各國在立法上，就仲裁條款的自主原則方面，已普遍
被接受。至於在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方面，國內法的情況還是欠一致

性，尤其在法院不得介入干涉上立場即有分歧。其情況如下：

a、 在判斷做成前，僅仲裁庭有管轄權，法院無權介入；如法國法與瑞士
實務：

b、 在判斷做成前，法院原則上有權介入；如德國法[ZPO Art.1032（2）
+（3）]、英格蘭法、美國法。

從以上諸項問題的探討中，不問是自主原則或是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

原則的出現，這兩原則的目的功能皆與防止欠缺善意的當事人，利用契約及

其仲裁條款做藉口，以妨礙仲裁程序的開啟與其進行。前項仲裁條款的分離

或自主原則，係使用實體的解釋權限，防止當事人以主契約無效等做藉口，

使仲裁程序的開啟欠缺其依據。後項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係使用程

序的權限，使仲裁人有權能面對當事人以仲裁條款本身的各類狀態與理由的

藉口，在排除仲裁的管轄。換言之，對這些藉口，允許仲裁人自行決定自己

的管轄權問題，無庸法院先行介入。

在過去的實例中，經常見於下例類似案例出現，而這些案例即顯現這兩

原則的關聯性：

（i）

A公司的居間，且為B公司的利益，先與C公司簽訂合作開發契約。在簽
約過程中，Ｂ公司曾支付賄賂款項與Ｃ公司人員。簽約後，逾期未履約，合

約經一方終止。在此案例，有下列兩種情況可能出現：

Ｃ公司依仲裁條款提請仲裁，Ｂ公司可能辯稱A公司未依其國內法規定完
成簽約的合法程序，該契約無效或尚為生效，仲裁條款也無效；

B公司依約提請雙方爭議的仲裁，C公司辯爭A與B向其承辦人員，共犯賄
賂，該契約無效，其仲裁條款無效，因而提出仲裁人對爭議事件無管轄權的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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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同一程序中以自主原則與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權原則的相近，使當事

人將之同時提出抗辯。例如七十年代初，西德公司與東德公司就設備的專利

授權使用事，簽訂合約。西德公司簽約後，所交付的設備，功能欠佳，使東

德公司無法獲得預期的生產利潤，而拒絕支付約定的權利金。經向東柏林外

貿商會的仲裁院提請仲裁。相對人西德公司辯稱約定標的物，因受輸出許可

管制，並引用相關法令為證，主張該約定合約既然不復存在，其仲裁條款即

隨同無效，仲裁庭也欠缺爭議合約的管轄權。仲裁庭判稱縱然授權合約真的

無效，並不自動的使其仲裁條款也無效。基此有效的仲裁條款，仲裁庭有權

自行審認管轄爭議（註一一二）。

2、特殊面的觀察
在仲裁程序進行中，仲裁人有多種權能，而各權能有各自不同的依據。

以下分別就這兩原則在功能上的特殊性、立法型態與互相關聯性，予以觀

察： 

（1）兩原則在功能上的特殊性

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與仲裁條款自主原則分別源自不同的法理基

礎，因而各有應對的功能，出現各自的特殊性。以下分別說明：

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或分離原則，通常是指仲裁條款雖然依附於主契約

內，為其條款之一。可是在仲裁程序中，主契約在其存在、成立與效力等問

題受到質疑時，仲裁條款的地位完全不受影響。這項原則至少還產生以下兩

種功能：（i）在當事人方面，其爭議的仲裁權不受影響，一方當事人還得依
仲裁條款提請仲裁，他方當事人更不能抗拒仲裁，辯稱仲裁條款，已失所附

麗；（ii）在仲裁人方面，仲裁人的仲裁權也不受影響，不但當事人不能以主
契約無效等向仲裁人提出仲裁人無仲裁管轄的抗辯，仲裁人還得依據尚且存

在與有效的仲裁條款，解釋爭議的主契約與其仲裁條款。由這項說明的內容

可見，在這原則下仲裁人的權能主要在其實體法上的權限。這項權限使其有

權認定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也有權能據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管轄權限。

註一一二：Yearbook Comm. Arb., Vol.4(1971), pp.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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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就其最原始的Kompetnez-Kompetenz字義言，
是指當事人得約定仲裁人的管轄爭議委由仲裁人自己認定，法院承認這項約

定的效力。這項條款的約定，後來經由判例法與學說參考，逐漸演變形成現

代的新意義。換言之，目前這一用語已是指仲裁人有權自行審認自己的仲裁

管轄。這項原則原本係由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所逐步的衍釋形成，以解決仲裁

人有無管轄的爭議，無需當事人特別授權。尤其是如果僅承認或授權仲裁人

自己有權認定尚有不足，還須排除法院的介入審認才有可能。因此，學理上

就在仲裁條款自主原則的間接效力上，不但肯定的積極承認仲裁人有這項決

定權，而且還立法消極的限縮法院的介入仲裁管轄的爭議。以上原則已在目

前發展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受到肯定。經此肯定後，仲裁人在有

關其管轄的各種爭議，有權自行認定，使仲裁程序得以順暢的進行，縱使法

院予以干擾，其程序也不受影響，並做出其判斷。這項發展情況在新近的聯

合國立法更加明顯[詳，見2010年修訂的仲裁規則Art.23（3）。由以上內容說
明，在這原則下仲裁人的權能主要在其程序指揮權的層面，也有部份牽涉到

實體法上的權限。事實上，這項實體權限即在探索自己管轄權能的依據、內

容與範圍等等。這項權限的承認，才能使仲裁人發揮更大的程序效力，以符

合當事人的期盼。

（2）規範兩原則的立法型態

這兩項原則的性質與功能有基本上的差異，已述如上。這些功能的內容

都與仲裁人的權限有關，可是在其立法的規範上，出現下列兩類立法型態：

A、合併規範

仲裁庭自行審認管轄原則與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是兩種不同性質與功能的

原則，可是目標相同，都在強化仲裁庭的權限，使其發揮程序效率。通常當

事人依仲裁條款選定仲裁人時，即授與仲裁人解釋爭議契約與其仲裁條款的

權能。這項權能當然包括有關其管轄權的相關爭議。仲裁庭的決定雖無終局

效，至少可以使程序能快速開始，與順利進行。這項原則自被開創後，發展

順暢，少受阻礙。而仲裁條款自主原則主要強調其與主契約的關係，有自主

性，可與從主契約分離與獨立，不因主契約的更動而隨其更動。基此原則，

主契約無效、失效、解除、終止、已履行等等，仲裁條款持續有效，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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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爭議可以委請仲裁，選定仲裁人，且使仲裁人有爭議的實體審理權與程

序的審理權。只是在主契約未曾存在過（non-existence）時，依「無中不能生
有」的法諺，使此原則的存在，備受關注，也在理論上與實務上受到爭論。

由此可見，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是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基礎。如果沒有

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時，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即失所附麗，尤在探討仲裁

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時，即必然會觸及仲裁條款自主的原則。因此，模範法

的工作小組一開始即認為兩項原則須同時規範，不應將之分別規範。由於自

主原則有以上的爭論，工作小組即在技術上，將兩立法的順序倒置（in reverse 
order），先規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然後再規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與
其相關的效力問題（註一一三）。其詳情，已說明於前。

採用此立法的實例，最明顯的即是聯合國供國際專案仲裁適用的仲裁規

則[Art.21]與供各國仲裁統一的模範法[Art.16]。關於模範法的內容，已詳細說
明於前。以下再就採用此立法的實例，列出如下：

  （a） 在國內仲裁法方面：

     比利時法[Art.1697]，其內容如下：

   -- 仲裁庭自行認定有裁判籍，且基此目的得審核仲裁協議的有效性；

   -- 認定契約無效，並不當然使契約所包含的仲裁條款自動無效；

   -- 仲裁庭認定有裁判籍時，（當事人）不得逕向第一審法院訴請救濟，
而僅能於實體判斷的救濟中同時提出。仲裁庭認為自己無裁判籍時，經一方

當事人請求救濟後，第一審法院得審核其事由的合法性。

（b）在仲裁規則方面：

國際商會[Art.6（2）]、倫敦國際仲裁院[Art.23]、美國仲裁協會[Rules 
Art.15；CPR Rule 8]、世界智慧財產權保護組織[Art.36]等（註一一四）。

又，瑞士工商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Swiss Rules, Art21（2）]，在這一條款內有
下列原則的宣示：

註一一三：A. Broches, op. cit., p.74.

註一一四：以上仲裁規則的條文與比較說明，見C. Solomon, The Conduct of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Do the Rules Make a Difference?, 2004 J. Int. A., Vol.21, No2, pp.10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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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就仲裁庭管轄的疑義，包括仲裁條款的存在或有效性所涉及的管轄
異議，不問是出自當事人的發動或仲裁庭的自動，這項管轄問題仲裁庭有權

自行認定；這項原則即通稱的「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

（ii）通常契約內有兩類條款，一類是約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所謂「實
體條款」，另一種是約定處理實體爭議的所謂「程序條款」，也即是仲裁條

款。 前類條款構成契約的權利義務的內容，為契約所必備。因此，這部分成
主約。  

至於後項程序的仲裁條款不是契約成立所必要，僅是其附屬部分，且可

由主約獨立或分離。換言之，主約的存在與否不影響到仲裁條款的效力。這

項原則即通稱的「仲裁條款自主原則」（或仲裁條款分離原則）。

B、 分別規範

仲裁條款自主原則與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是兩種不同的原則，各該

原則所依據的法理基礎不同，仲裁人持以發揮的權能與其功能也互相不同，

甚至於彼此無關的，縱使權能與功能有些重疊，對這兩種不同原則，還是宜

以分開立法處理。採用這立場做立法基礎的最顯然的實例有法國。詳言之，

法國法先在仲裁協議章內的第1447（1）條宣示「仲裁協議獨立於其相關聯的
契約，不因該契約無效而受影響」，然後在仲裁程序章內另以第1465條規定
「就仲裁管轄權異議事件，僅只仲裁庭有裁判籍」。這條文在肯定「仲裁人

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積極效力。至於「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的消極

效力，則另見於仲裁協議章內的第1448條所宣示「就仲裁協議約定的相關爭
議，向國家法院提出訴訟者，受訴法院應即宣示無裁判籍，但仲裁庭上未受

理，且仲裁協議有明顯的無效或無法履行者。不在此限」。就其立法形式與

其實質而言，這樣的立法算是相當符合邏輯。

    在法國法以外，採用此分別立法的實例，還有英格蘭法[s.7, s.36]、瑞
典法[Art.3, Art. 2]、荷蘭法[Art.1053, Art.1052]、瑞士國際仲裁法 [DIP, Art.178
（3）, Art.186]等。

（3）兩原則的關聯性與互補功能

兩原則雖有不同的法理依據，各有不同的特定功能，可是在支撐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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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仲裁管轄權能上則是有共同的目標。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既然曾經

衍生自仲裁條款的自主原則，後項自主原則的存在使前項仲裁人自行審認管

轄原則的基礎更加強化與堅固。換言之，如果仲裁人自行審認管轄原則沒有

了仲裁條款自主原則做基礎，仲裁管轄受到挑釁時，仲裁人可能因欠缺契約

實體的解釋權，而減弱支撐仲裁人的權限，使後續的仲裁程序遭遇到困境。

因此，兩者間的互補性亦高。仲裁程序的效率，往往在這兩原則彼此的配合

下，得以發揮。

時代的推移，這兩項原則已成現代仲裁法的基本原則，且有明文予以規

定。這兩項源自當事人仲裁條款的原則其及衍生的效力，已普遍的被認為是

仲裁人的固有權。仲裁法專家P. Sanders 即說出：「仲裁條款自主，如同仲裁
人自行審認管轄的權能，已形成一項真正的國際法律原則」（La séparabilité 
est devenue, comme le pouvoir de l'arbitre de statuer sur sa propre compétence, une 
règle de droit véitablement internationale.）（註一一五）。這種現象實在不是

當初在推動這兩項原則時，所曾經預料過。

註一一五：P. Sanders, L'autonomie de la clause compromissoire, Hommage à Frédéric 
Eisenmann, Liber Amicorum, 1978, 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