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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摘要

藍瀛芳＊

「衡平仲裁」一詞在國內已是耳熟能詳的用語，幾乎無人不曉。

其與「法律仲裁」的區別，雖然是仲裁的一大分類，可是「衡平仲

裁」本身的確切內涵卻有不同的派系與爭執。在比較法上，這是一項

備受探討的議題。

羅馬人將衡平仲裁由法律仲裁分離，以濟嚴格適用法律之窮。

可是經中世紀的發展，到近世紀這種特殊的仲裁，已出現了仲裁人

得自由或寬鬆的適用法律，以做判斷的「衡平仲裁」，與得完全擺

脫法律的規範，以做判斷的「衡平仲裁」兩類型。在外文裡，前者稱

ex aequo et bono，而後者，則另稱為amiable composition。由

於這是兩種特殊的仲裁，現代的國際立法為了「兼容並顧」，就出現

了 ”amiable composition or ex aequo et bono”的條款用語。

本文先以比較的方法，分析這兩種衡平仲裁及其在其他國家的影響情

況。然後觀察普通法國家對這種仲裁的立場，與英格蘭法在近年來的

改變，以及國際立法在衡平仲裁的規範內容。最後，當然還要探討國

內的立法[第三十一條］是否確實仿造自其「立法說明」所載的內容

之外，也要觀察國內司法實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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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平仲裁意義與類型的解析
—從比較的法制觀看國內的立法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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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使用的「衡平仲裁」係指概括性的用語。在比較法上，這種仲裁原

本就有不同的類型，彼此互有差異，惟近來的國際立法則予以單純化，尋求

其統一。事實上，各國間還持續使用amiable compositio與ex aequo et bono的不

同用語。因此，在說明這主題的問題前，宜先對這兩個外國文字的意義，做

些說明。前者為法文，後者為拉丁文。至於兩者在仲裁運作機制上的異同，

將在後面說明。按Composition這一名詞是指當事人就各自的主張，經過自己

的協商所達成的或是透過第三人的協商，所達成的和解（註一）。當事人自

行協商的和解屬民事實體法所規範，而由仲裁人協助促成的和解，則為仲裁

法所規範，為這裡探討的內容。Amiable則是其形容詞，指友善的或和解的

（註二）。這兩字在國內通常被譯成「衡平仲裁」（amiable composition），

執行此協商工作的第三人，為仲裁人時，即稱之為「衡平仲裁人」（amiable 
compositeur）。至於所謂Ex aequo et bono，言簡意賅就是「公平與善良」

（註三），也即是羅馬法的aequitas（衡平）。在羅馬法裡，aequitas係其民法

的構成部分，為避免法律的極端與惡果所適用的法律原則。因此，以上文字

註一：這是依照法文字典Le Petit Robert對這個字的解釋，其原文為« accord entre deux ou 
plusieurs personnes qui acceptant de transiger sur leurs prétentions respectives. »（雙
方或多方當事人，就各自的主張，互相讓步，所達成的和解）。事實上，這個法
律用語，並非一般人所能輕易瞭解。Ph. Fouchard教授在為E. Loquin的論文「衡平
仲裁」專書（論文全名之詳，見後註5）寫序文時，一開始就問道「誰不知道這個
字？誰能毫不猶豫的給與定義？」（qui ne connait le mot? Qui peut, sans hésitation, 
definer la chose?）。又，這種授權仲裁人和解的機制，早見於羅馬法，此仲裁人
被稱以amicabilis compositor或 tractator concordiae。和解一詞即法文composition
或transaction、義大利文為composizione或transaczione。基於這樣的觀念，這種仲
裁人的判斷，在英文只能使用settled by（in） arbitration，而不是decided by（in） 
arbitration。 

註二：如果欠缺對法（原）文的認識，往往會發生誤解。例如，在英格蘭就有法律人曾對這
amiable composition兩個字誤會是「友善的印刷業者」或「親切的排版人」（friendly 
printer）！﹝引自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2nd edi., p.36﹞。與原文較接近的英
譯，也許是 «friendly compromiser » See Henry P. deVrie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Transnational View,1984 J.Int.A, Vol..1, No. 1,p.17。

註三：Ex aequo這拉丁文原本指並排或並列，而有「平等」的意思，在法律意義上，即
為「公平」。羅馬法一開始就認為法律的適用與解釋，不宜嚴苛，因而有須遵循
aequitas（衡平）的原則。在羅馬法此aequitas等同ex bono et aequo，即期待法官遇
到嚴格的法律（jus strictum）時，能依照個案情況，做適度的調整，予以寬鬆。因
此，「法」（jus）一語就被形容為一種「善良與公平的藝術」（jus est ars boni et 
aequi）。詳言之，羅馬法的這項ex aequo et bono係由aequitas演進形成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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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與其功能，皆互有不同。

一般所謂的衡平仲裁是指當事人授權仲裁人，使其得不依照法律條文

的規定，做判斷的機制。因而有將仲裁的基本類型區分為「法律仲裁」（法

arbitrage selon le droit / 英 arbitration by law）與「衡平仲裁」（法amiable 
composition、瑞士arbitrage en équité /英arbitration by equity）。而在「衡平仲

裁」中，對所謂不依照法律條文的規定做出判斷，又可分為兩類型：（i） 一
種是指完全不受法條的規範或拘束，而自行依據法律規範以外的原則做其判

斷；（ii） 另一種指不嚴格的適用法律，允許仲裁人對過於嚴苛的法律規定，

經授權予以修正或變更，使之成為較和緩，且依之做其判斷。因而據此差

異，可再區分為Amiable composition與arbitrage en équité。這即是法國法與瑞

士法在制度上的不同，影響了其他國家與國際的立法。有謂aequo et bono的仲

裁，僅是指後者。這種見解是否正確，將待探討。由以上內容也說明這種問

題，在原則上僅涉及實體法的適用，而不涉及程序法。至於介於兩者間的權

利，諸如時效與期限等問題，只要不違反公序，仲裁人有其適用的裁量權。

總之，這種「仲裁」的觀念，原本僅見於歐陸國家，可是在這些國家間出現

如上所說明的觀念分歧。在國際立法上，不但對這種分歧，未加區隔或分別

規定，反而予以「同一化」，以規避分歧的深化，因而兩者間的區隔似乎也

在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內被淡化。

基於以上的說明，這裡在提到衡平仲裁一詞時，不僅指 a m i a b l e 
compositeur，也包含ex aequo et bono及其他促成和諧關係的類似機制。再者，

國際公法由於欠缺實體的規範，許多國際爭端往往循衡平的原則處理，使這

裡的相同衡平用語，也普遍的見於國際公法的相關著作裡。這裡將僅就私法

的衡平仲裁，做敘述的內容。

這裡擬先依照法系別，做外國國內法的內部比較，然後觀察國際的仲裁

機構與國際立法情況。之後，再對以上國外制度做些綜合的觀察後，最後將

以比較的方法，探討國內的立法及在實務上的一些問題。

一、國內法

國內法的比較觀察，宜先依照法系的不同類別做基礎。以下就以兩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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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系的國家，做觀察的內容。

（一）羅馬日耳曼法系

目前通稱的amiable composition雖然是法文，可是這種衡平仲裁，並非

來自法國法，而是源自羅馬法。事實上，古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381 – 
222, BC）在其倫理學提到「法律未達到宇宙性的理性時，就須更正法律」（a 
“rectification of law where law falls short by reason of its universality”），而衡

平可以更正法律。因此，在其修辭學裡他寫出「仲裁人依衡平，而法官依法

律；仲裁就是為了適用衡平原則才被發明的」。羅馬的仲裁法演進到後來有

arbitrium boni viri與arbitrium ex compromissso的區分，此與後來發展的arbiter
（「司法仲裁人」）與arbitrator（契約仲裁人」）有關（註四）。事實上，早

在十三世紀中葉，即有學者認為當事人將爭議訴諸仲裁時，仲裁人［arbiter］
須依法律規定做判斷。可是到了十三世紀中葉，這些學者認為當事人將爭議

訴諸仲裁時，仲裁人［arbiter］也同樣須本於慈愛的精神，使用調解的方法，

幫助當事人解決糾紛，而稱這種仲裁人為arbiter in causis bonae fidei（即衡平

仲裁人）。這即是仲裁時，也須折衷arbiter與arbitrator兩種機制與其功能，

而稱其為amicabilis compositor［友善的和解人］制度（註五）。可見這種機

制與羅馬法發展的軌跡及與古希臘哲人所強調的法律須基於理性的以及教會

法等的期待有關聯。法國法只是將羅馬法的這種機制，予以延續與發揚而已

（註六）。例如不僅有衡平仲裁，當事人也得依法［民訴Art.12］授權法官依

衡平原則做判決。

這法系國家遍布全球，可是並非所屬國家皆有衡平仲裁。詳言之，

amiable composition係在法國使用，只有在受法國法影響較深的國家，諸如比

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才有這類制度［詳，後述］。在此之外，瑞士也有

註四：關於以上所說明的制度與其區分，見前導篇「仲裁制度的形成與其發展過程」中羅馬
社會的仲裁與同篇第三章。

註五：這方面的專門著作，見Eric Loquin, L’amiable composition en droit comparé et 
international, Libraries Techniques Paris, 1980, pp.13, para.5-7。

註六：有關羅馬法的aequitas與ex bono et aequo之英文資訊，見M. Rubino-Sammartano, 
Amiable Composition and Ex Bono et Aequo-Apparent Synonyms Revisited, 1992J.Int.A, 
Vol.9, No.1,p.7 and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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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機制，可是與法國法在實質上，並不完全相同。這裡將先以法國法做

說明的重點，也將比較觀察瑞士法以及其他受法國法與瑞士法影響的情況。

 1、法國法
「衡平仲裁」在法國盛行已久，經驗豐碩，專門著作也不少（註七）。

這裡僅敘述其要點與特殊性，供後面比較的參考。

（1） 選擇商事正義的另類機制

法國法也是將仲裁人視同法官，因而規定「仲裁人依照法律規則解決

爭議…」（Art. 1474  L’arbitre tranche le litige conformement aux règles de 
droit,…），這即宣示仲裁人須依據法律做判斷。如果仲裁人與法院法官地位

相同，而皆須完全的依照法律規定做判斷時，仲裁將不會有特色。當事人如

果捨棄法院的訴訟途徑，而約定將其爭議訴諸仲裁時，是否另有期待，期待

仲裁人做出的判斷與法官的判決不同，所獲得的將是異於法官判決的另一類

公平正義。仲裁不能強制，而自願的仲裁如果沒有任何特色，必然無當事人

的任何期待性。這種仲裁將無被選擇採用的機會。因而在規範仲裁人須依據

法律規則仲裁的原則下，另外還得允許當事人可以授權仲裁人，使其不依法

律規定做出判斷，將是另一條必要的途徑。

衡平仲裁在法國的原始目的是指於爭議發生後，不去計較法律規定的

原則或其契約約定的內容，而是為了當事人間和諧關係的重建，得使用法律

規範以外的原則，以處理爭議。當法國人在描述此制度時，總是使用 viser / 
a visé［以……為目的或瞄準］與en vue de（dans l'entention de）［為了……

意旨］等的字眼，指明係以和諧關係重建為目的。在此意旨下，此機制的目

標就在獲得衡平的結果，而不在是否依據遵循衡平原則的方法（註八）。

因此，衡平仲裁人的行為是以和解的方式在「處理」爭議，而不在以衡平的

原則為爭議做「判斷」。既然依照法律規定原則的判斷不能滿足當事人的期

註七：除Loquin的專門著作外，另見J.  Pelletier,  L’amiable composition en 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Thémis, Paris, 1998.

註八：“Pour un arbiter, statuer en amiable composition ne consister pas à trancher un litige 
suivant l’equité, mais plutot en vue de l’équité.”（對仲裁人而言，衡平仲裁並不在於依
據衡平原則解決爭議，而更恰當的說還是在看到衡平（的目標）」– M. de Boisésson, 
op. cit. p..295, para.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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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以及依照法律規定所解決的爭議不能為當事人帶來和諧的結果，這時就

須思考其變通的解決途徑，經當事人的授權，使用和解方式「處理」爭議。

詳言之，建構在自主原則的仲裁，當事人已授權仲裁人不受「法律主義」

（juridisme）的拘束，並「休止」（congé）法律規則的駕馭，允許仲裁人

提出「一種和解式的解決途徑」（une solution transactionnelle），在當事人

解決的爭議的同時，也為當事人重建其和諧關係（註九）。因此，Philippe 

Fouchard等在探索為衡平仲裁做定義時，即使用消極的擺脫法律規則的適用，

他們認為「衡平仲裁的定義，在實質上宜以消極的方式，使仲裁人無須遵循

法律規則的適用，且須允許其能基於衡平情感的要求，而完全的無視這些法

律規定」（註一〇）。E. Loquin在對衡平仲裁的專題著作中，更使用「超

（無）法律規範的商務仲裁之研究」（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non-droit dans 
l’arbitrage commercial）做為其副題，這正表明衡平仲裁人係以超越法律規範

以外的方法，以處理爭議的重要意義（註一一）。這裡須再補充說明的是，

上面提到的消極的擺脫法律規範，並非絕對的必要條件。因為近來法國最高

法院已認為如果衡平仲裁人認為依照法律規則，也能為當事人獲得衡平與和

諧的結果時，也得依照法律規定的原則做判斷，惟須於判斷理由內，予以敘

明而已（註一二）。

（2） 法條規定、存在要件與適用條件

現行的法國法［Art.1797］另規定「如在當事人的（仲裁）協議中，授與

其為衡平仲裁人的職務時」（ “l’arbitre statue comme amiable compositeur si la 

註九：法國民事訴訟法第12條也規定「爭議發生後，當事人也得就同類事件與依相同條件
授權法官行使衡平仲裁人的職務」（ « Le litige né, les parties peuvent aussi, dans les 
memes matières ert sous la meme condition, conferer au juge mission de statuer comme 
amiable compositeur,,, » ）經此授權法官即有衡平仲裁人的身份做判斷，惟在實務上
此類案例，並不多見。

註一〇：“ L’amiable composition se définit donc essentiellement de manière négative comme 
le pouvoir des arbitres de ne pas s’en tenir à l’application des règles de drout, ce qui 
leur permet aussi bien de les ignorer complètement que de s’en écarter en tant que leur 
sentiment de l’ équité l’exige.”  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op.cit., p.849, No 
1502.

註一一：Eric Loquin, Lamiable composition en droit comparé et international –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non-droit dans l’arbitrage commercial -, Librairies Techniques Paris, 1980。

註一二：Cass.civ.2ème, 10 juille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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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des parties lui a conféré cette mission.”），仲裁人得為衡平判斷。可

是條文內對授與仲裁人權能的方式，未做規定。換言之，法條並未要求有明

示的合意等字樣。事實上，在法國這項原則，早已明確。

按法國在大革命後，仲裁的地位備受重視，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可是仲

裁人卻被要求須依法判斷（註一三）。然而衡平仲裁的允許得不依法判斷，

這等同是對當事人利益與權利保護特權的捨棄。為不使此捨棄的意思有曖

昧不明的情況發生，因而要求「須以書面與明示」的方式（doit etre écrite et 
expresse）或「依照明白的合意」（en vertu d’un d’accord exprès）做成，方可

證明當事人曾有同意此衡平仲裁的約定（註一四）。這裡的明示約定，並沒

有所謂「經典用語」（le terme sacramental）的需要，也無需有衡平仲裁等文

字出現的需要，只要當事人有免除仲裁人適用法律規定的合意即足。在十九

世紀期間，里昂上訴法院就判稱「在提付仲裁（的約定）內，當事人無須使

用衡平仲裁的經典用語，只要授與仲裁人該衡平的權能即足」（« Il n’est pas 
nécessair que les parties emploient le terme sacramental d’amiable composition 
dans le compromi. Il suffie que le mandat qu’elles confèrent aux arbitres leur en 
donne les pouvoirs.»）（註一五），上世紀六十年代巴黎上訴法院也判稱「衡

平仲裁條款應明示或必需推斷出當事人的明確意思」（« la clause d’amiable 
composition doit etre express ou se déduire nécessairment de l’ intention manifeste 
des parties.» ）即足（註一六）。法國條文的這項約定方式，顯然與其過去的

傳統有關。

法律規則要求明確，也重視其穩定性。這些要求使其僵化，不能迎合

商人靈活的需求，尤其內國的法律規則更欠缺規範國際契約的妥善性。衡

平仲裁的出現即在彌補商人與國際交易契約的需求。可是衡平仲裁的功能，

也有其局限，並非適合於所有契約糾紛。詳言之，短期性的契約於完成履行

時，隨即消滅，並無持續性法律關係的存在。這類契約就無約定衡平仲裁的

註一三： R. David, L’arbitrag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a, 1982, pp.74-75。

註一四： Loquin, op.cit.,p.44.

註一五： Cour d’appel de Lyon, 28 juin 1881, DP.1882.2.190.

註一六：Cour d’appel de Paris, 4 févier 1965, Rev.Arb.,1966,27.以上資料皆引自Loquin, 
op.cit.,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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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又，行業公會的標準契約，其約定的原則，也因有明確的行業規範

與實務，亦同。相反的，長期性的契約在契約目的達成前，有許多可能的

變數或變動因素，影響到當事人的履行條件。這些條件所衍生的爭議只得

以衡平仲裁的方式處理，以降低當事人的對立，並可促成和諧關係的重建

（註一七）。

（3） 任務與衡平仲裁人須遵循的程序

前已提及，衡平仲裁重視其和諧的成果，而非其程序的方法如何運作。

因為衡平仲裁人經當事人的授權後，就有其應執行的任務。因為衡平仲裁人

不單只被授權，而且已被賦與執行這項任務（註一八）。因此，仲裁人的責

任重點就在此任務的實現。法國法的衡平仲裁人有廣泛的權限，除了不能違

反公序性的強行法以外（註一九），還得完全忽略各種法律規定，且其所適

用的規範也相當廣泛，在法規的自由解釋外，還及於衡平原則、交易慣例與

仲裁人的良心等等（註二〇）。詳言之，衡平仲裁人經授權後，與一般仲裁

人不同，並無須遵循爭議實體的適用法做判斷。其於審理契約爭議時，還是

不能違背強行法，更應遵循程序法的基本原則（註二一）。詳言之，在內國

事件，不能違背國內公序，在國際事件更不能違反國際公序［Art.1497］。在

審酌契約條款時，除了不能變動當事人協商的基本條款以外，還得不須嚴格

的適用契約的約定。因為約定衡平仲裁時，當事人不僅捨棄其契約實體法的

註一七：有關這方面的詳細理由，見Loquin, op. cit. P.142：L’influence de la nature de 
l’opération contractuelle sur l’utilisation de l’amiable composition；M. de Boisséson, 
op.cit.,pp.297-302。

註一八：“Amiable composition est investi d’une véritable mission, non d’un simple 
pouvoir.”（衡平仲裁是其被授與的真正職務，而不在其權限） –E. Loquin op.cit., 
p.245,para.421.

註一九：公序性的強行法包括程序的強行法與實體的強行法兩種，一般仲裁人與衡平仲
裁人皆有遵循的義務。其詳，見M. de Boisséson, op.cit.,p.307（para.361）,p.313
（para.369）。

註二〇：M. de Boisséson, op.cti.,pp.265, para. 344。

註二一：法國民事訴訟法﹝Art.1460﹞宣示仲裁程序不適用法院的程序規則，可是訴訟法上
有關的基本程序規則還須遵循。詳，見此條文第二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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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法律規則，而且也捨棄其契約條款的一般適用（註二二）。詳言之，在

契約條款的適用上，如仲裁人認為嚴格的解釋與適用將造成契約的不公平的

結果時，衡平仲裁人即須以調解人的功能予以調整，使契約條款有所寬鬆。

惟須注意的是，沒有當事人的授權，衡平仲裁人不得違反當事人的本意，替

代當事人進行契約的調整，而更動當事人的契約目的（註二三）。換言之，

衡平仲裁人如同一般仲裁人，都是由當事人授權，以解決契約爭議，而不是

委以代理權，為當事人就情況的變更或替當事人調整契約或填補契約的遺漏

（註二四）。

（4） 衡平仲裁判斷的救濟途徑

過去的長期間裡，學說與判決認為既然為了和諧關係的重建，而避開

訴訟，當事人約定衡平仲裁時，即推定已有捨棄對判斷救濟的意思。1980年
的仲裁法第一部草案也曾延續採用過此「古典的推論說」，卻引起爭論。反

註二二：下列判決皆在闡釋文內所敘述的原則：
（i）巴黎第一審法院判稱：「衡平仲裁人在執行其任務時，認為當事人依約獲得的

權利為得捨棄的權利，其履行的結果將違反公平者，可予以排除適用」（Qu’il 
entre dans la mission de l’aimiable compositeur d’écarter, s’il les juge contraire à 
l’équite, les effets d’une préscription acquise en droit auquels les parties peuvent 
renoncer. –Paris le 28 nov. 2002 Rev. Arb. 2003, p.1360），

（ i i）「衡平仲裁條款係對法律規定原則的效力與其利益的捨棄，（此約定）使
當事人喪失要求嚴格適用法律的特權，也使仲裁人相對應的獲得基於公平或
當事人所共同期待的共同利益，以變更或調整契約條款的權力」（La clause 
d´amiable composition est une renonciation conventionnelle aux effets et au 
bénéfice de la règle de droit, les parties perdent la préogative d´en exiger la 
stricte application et les arbitres recevant corrélativement le pouvoir de modifier 
ou de modérer ou de modérer les conséquences des stipulations contractuelles dès 
lors que l´équité ou l´intéret commun bien compris des partie l´exige.）

（iii）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判決中宣稱：「在國際契約關係中，仲裁人藉衡平與善意
原則的名義，為（避免）嚴格適用契約的後果，而執行衡平仲裁人的職權」
（Les arbitres qui se prononcent en modifiant les conséquence d´une application 
stricte du contrat au nom de l´équité et du principe de bonne foi exigé dans les 
relations contractuelles internationales, exercent ainsi leurs pouvoirs d´amiable 
compositeurs. –Cass.civ.le, 6 mai 2003, Rev. Arb. 2004, somm. 131.）。

註二三：M. de Boisséson, op.cit., p.321（para. 377）。
重要案例，見Paris, mai 6, 1988 Ste Unijet SA c/ SAR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lations, Rev. Arb. 1989, p.83；Paris avril 1991, Parfums Stern France v. CFFD et 
auitre Rev. Arb.1991,673.

註二四：見M. de Boisséson, op.cit., p. 321：Interdicion de réviser le cont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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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論者認為就衡平仲裁判斷的救濟權的捨棄，須有明示的約定（註二五）。

詳言之，既然衡平仲裁是法律仲裁的例外，當事人授與仲裁人衡平仲裁的權

能，對此判斷的救濟也須有明示的約定，始符合例外須有明示的原則。為了

調整這兩種對抗的立場，且對「衡平仲裁」與「捨棄救濟」兩問題間做出必

要的措施，並避免到法院的訴訟，使爭議會被法院「依據法律」做判決，而

違背當事人期待衡平仲裁的初衷。因此，新法［Art.1482］採用「和緩的推

定」（atténuations apportées à la présomption）的方式，才在處理此問題上，

出現下例原則：

 -- 呼應過去部分學說與判決，新法先以條文［Art. 1482］規定衡平仲

裁判斷得訴請救濟，除非「當事人未明示保留此途徑」（les parties n’aient  
expressément réservé cette faculté）；

-- 為迎合當事人約定衡平仲裁的初衷，另以條文［Art 1483］要求「受

理救濟的法官，如同衡平仲裁人，以此仲裁人之有此職務為處理」（le juge 
d’appel statue comme amiable compositeur lorsque l’arbitre avait cette mission.）
（註二六）。 

綜合言之，過去一直被認為當事人約定衡平仲裁時，也同時捨棄對判斷

的撤銷權。這項原則自此之後，已修正為須有明示捨棄，始能認當事人已喪

失對判斷的救濟途徑，而且予以撤銷的法官還須以衡平仲裁人的地位，做出

其衡平的判決。

2. 瑞士法
瑞士邦聯於1969年制訂的邦際仲裁法（Concordat/Konkordat）內，有衡

平仲裁的規定［Art.31(3)］（註二七）。這項規定也被其1987年的國際仲裁

有關衡平仲裁［Art. 187(2)］所繼受。這即是條文上所謂「當事人得授權仲裁

註二五：關於這項爭論的過去與法律草案的處理，見E. Loquin, op.cit., p.64, para.102。

註二六：詳情與其參考資訊，見M. de Boisséson, op.cit., pp..368 - 370, Para. 440 -443。

註二七：「仲裁庭依照適用法的規則做判斷，除非當事人在仲裁協議內授權為衡平判斷
者，不在此限」（3. Das Schiedsgericht entscheidet nach den Regeln des anwenbaren 
Rechts, es sei denn, dien Parrteien haetten es in der Schiedsabrede ermaechtige, nach 
Billigkeit zu urte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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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依衡平解決」（Les parties peuvent authoriser le tribunal arbitral à statuer en 
équité）的依據。在這邦聯體制的法律條文中，並未有法文amiable composition
（衡平仲裁）的用語。很顯然的，兩國間的法制，對這種特殊仲裁有不同的

立場與取向。詳言之，瑞士法是直接訴諸衡平原則，而法國法則直接避開法

律規範。這裡的衡平就誠如瑞士Vaud邦的法院所宣示的「相對於實證法，

這不是由現行的法律規則所啟發的觀念，且有可能與此規則相反」（ “par 
l’opposition au droit positif c’est la conception d’une justice qui n’est pas inspirée 
par les régles du driot en vigueur et qui meme peut etre contraire à ces régles” ）
（註二八）。依P. Lalive的見解仲裁庭只要不違背國際公序的規定［Art. 190

（2）］，不受特定的程序法或實體法規定的拘束，仲裁庭得以公平的觀念

為判斷（註二九）。瑞士人自稱這即是其「瑞士特有的仲裁觀」（une notion 

concordataire spésifique），更因而強調「它（瑞士的衡平仲裁）與法國的衡

平仲裁（amiable composition）完全不同，且是另一回事」（II est tout autre 
chose que l’amiable composition du droit français）。這些皆是瑞士學者對其衡

平仲裁所說明的內容（註三〇）。

3. 法國法與瑞士法的分歧與比較
從以上法國與瑞士兩國制度的敘述中，可發現到法國法對衡平仲裁的

立場是要求衡平仲裁人須消極的避開法律規範，並在這法律規範以外的其他

規範中或所謂「非法律的」（non-droit）（註三一）、「法規範外」（extra 

legem）、「超越法律」（contra legem）等以外的規範中，尋找出建構公平

的基礎。這即是有人所形容的所謂「擺脫法律（規範），縱使是強行法（也

在排除之列）」（détaché du droit, meme impératif）的制度（註三二）。相

註二八：Poudret et Besson, op.cit.,p.652, note 222.

註二九：見P. Lalive, The New Swiss Law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I, Vol.4, No.1（1988）, 
p.15。

註三〇：以上見解與說明，皆引自Poudret et Besson, op.cit.,pp.654, para.710.

註三一：這裡法文所使用的non-droit，英格蘭譯其為 non-legal s tandards（見J. Lew, L. 
Mistelis and Knoell, op.cit., p.468, para. 18.77），在美國則譯用non-legal regimes
﹝見G. Born, op.cit.,（2009 edition,） p.2233﹞。

註三二：以上兩註皆引自Fouchard etc. op.cit.p.849,para.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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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瑞士法則將衡平仲裁的立場建立在法律規範內，且以之做為出發點，

而不能擺脫法律規範。為獲得衡平的仲裁，允許仲裁人就適用於爭議事件的

法律規範，予以修正與變動，且有甚大的權限，以獲得公正。在理論上，

這些被仲裁人適用的規範，諸如「法規範內」（infra legem）、「法規範間

的」（intra legem）、「次要的法規範」（secundum legem）、「（法官的）

實務法規範」（praeter legem）等等，以尋找出衡平的原則。在其實質上，

這種判斷的依據還都是在法律規範範疇內。這即是有人所形容的「僅只（允

許）仲裁人，在依法判斷時，對此（法律規範）的適用予以緩和的效果」

（seulement à l’arbitre, statuant en droit, de modérer les effets de l’application de 
ce（droit））而已（同註三二）。

由以上簡要的內容已說明法國的amiable composition雖然也是源自羅馬

法，可是自行發展已部份擺脫羅馬法，且超越羅馬法，不僅得不適用法律規

範，而得適用促成和諧的其他社會規範。這與瑞士的ex aequo et bono的延續羅

馬法，僅局限於法律規範的制度，有所分歧。

這裡將這兩種特殊的仲裁機制，先以圖示方式，繪出如下，供參考：

Conception française

Conception helvétique

[法國觀］

[海爾維（瑞士）觀］

droit

droit

non-droit
[法律規範］

[法律規範］

[非法律的規範］

嚴格法律規範的放鬆或緩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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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圖示已顯示出法國觀的amiable composition 與 瑞士觀的ex-aequo 
et  bono應有區隔，兩者並不隸屬於相同的衡平仲裁。在法國的衡平仲裁

裡，「法（律）的規範」與「非法（律）的規範」完全的區隔，為互不相隸

屬的兩種社會規範。在運用技術上，其等同當事人授權仲裁人適用「非法

律的規範」或避開「法律規範」，去處理爭議，以重建和諧關係。在實際

上，這等同授權仲裁庭運用其權限，允許其擺脫法律規範或是「去法律」

（déjuridier），且依照「法（律）的規範」外的其他社會規範，尋出其認為

對雙方公平，做為和解的方案，促使爭端的解決。這種判斷顯然不是依據法

律規範的衡平仲裁判斷。因此，René David教授就認為於單純的適用法律規範

無法獲得公平時，只有依循這種法律外的規範來做出的判斷，才有公平的感

受力（“s’appuyant sur des sentiments de justice”）。所以這種仲裁，在實質上

不是法律現象，而是異於法律，甚至於與法律對立（註三三）。

至於瑞士的衡平仲裁則是當事人授權仲裁庭，允許其在適用法律規範

時，排除其嚴格的適用或規避適用致生不公平的結果，使仲裁庭在解釋法規

上充份的裁量權。在這基礎下，仲裁庭所適用的還是法律的規範，最多只是

以擴充解釋或是變更解釋的方法，在適用法律做判斷而已。詳言之，仲裁庭

在解釋法律時，使其可以適用到「法律的一般原則」（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對國際事件，還可以有「文明國家普遍性的共同實務」（la pratique 
commune de la généralité des nations civilisées）或所謂的一種「現代自然法」

（une “sorte moderne droit naturel”）等抽象法律原則的適用。於遇有情事變

更情況時，也有權「修正」、「變更」或「廢止」 法律規範，以防止拒絕

正義情事的發生（pour prévenir un déni de justice）。換言之，仲裁人雖然

無立法的權限，卻可因當事人的授權，發揮填補法律遺缺（pour combler la 
lacune）的功能。基於以上情況，這種仲裁，嚴格說來在實質上還是「法律

仲裁」，不宜歸類為「衡平仲裁」。又，基於這種情況，瑞士的這種仲裁雖

經特別授權，允許仲裁庭緩和嚴格法的適用。因此，這種判斷是仲裁庭依據

法律的「決定」。這與在法國觀下，由當事人共同授權仲裁庭得不依據法

律規範促成「和解」的處理，顯然不同。義大利學者M. Rubino - Sammatano

註三三：“L’arbitrage” n’est pas, dans son essence, une phénomène juridique: l’arbitrage est 
dans son essence une phénomène du droit, antagoniste au dro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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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法國觀為Joint Mandate to Settle（共同授權的和解），而瑞士觀則是

Discretional Authority to Mitigate Strict Law（緩和嚴格法的裁量權）的「決

定」（註三四）。

由以上法國與瑞士兩國法的比較，顯然的法國衡平仲裁在適用的法律

規範上，較瑞士衡平仲裁為廣泛（註三五）。因為瑞士法僅局限於「法律規

範」內，而在法國法下，其衡平仲裁的依據，不僅包括瑞士的aequo et bono
（公平與善良），連德國法的Billigkeit、普通法的equity（衡平）、fairness
（公平），甚至於「非法律的」公平觀念等，都在其內。

在考量以上法理問題以外，歐陸其他國家的立法例、衡平仲裁人規避法

律規範是否及於強行法、私法的一般原則與衡平判斷應否附理由等問題，也

須需簡單的說明。這些問題，擬於下面逐一探討。

4、同法系其他國家的立法
由於有法國與瑞士的不同法制，在此法系的國家中，也出現選擇這兩種

不同方式的立法。由於國際法將兩種機制「同一化」，因而另出現第三種立

法的選擇：

（1） 採用法國式的立法例

選擇法國式［Art.1497］，而在條文中僅使用amiable composition的立

法，有比利時法［Art.1700：（惟限於提付仲裁）］、荷蘭法［Art. 1054
（3）］、葡萄牙法［內國Art.22, Art.29；國際Art.35］（註三六）、西班牙法

［Art.1700（1972年）、Art.34（2003年）］、摩洛哥法［Art.317］、魁北克

註三四：Mauro Rubino-Sammartino文，見前註6, 1992 J.Int.A., Vol.9, No.1,pp.1。

註三五：瑞士仲裁法專家Marc Blessing以在瑞士法裡，衡平仲裁人得不適用國內強行
法，而認為其ex aequo et bono的衡平，較法國amiable composition的衡平，更
為寬廣（“The aeqou power is, therefore, wider than the French notion of amiable 
composi t ion”）。資料，見氏著  The New Internat ional  Arbi t ra t ion Law in 
Switzerland, 1988 J. Int. A., p.64。他在同頁內另表明，這衡平仲裁人權能再廣，也
不得變更當事人的契約條款。如其有違反，即得依法﹝Art.190（2）c﹞訴請法院，
予以撤銷。這見解與前所敘述的法國法，相同。

註三六：葡萄牙法，見Antonio S. Caramelo, Arbitration in Equity and Amiable Composition 
under Portuguese Law, 2008 J.Int.A, Vol.25, No5, pp.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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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Art.944（10）］、墨西哥法［Art.1445］、拉美國家（註三七）等。

（2） 採用瑞士式的立法例

選擇瑞士式［Art.187（2）］而在條文中使用ex aequo et bono立法的，

有義大利法［內Art.822；Art.834（1）、國際Art.832］（註三八）、德國法

［Art.1051（3）（註三九）、希臘法［Art.890、匈牙利法［Art.492］等。

（3） 採用國際併列式的立法例

這是聯合國模範法［Art. 28（3）］的立法，將以上兩種並列［詳情，見

後面的敘述］，如土耳其法［2001年Art. 12（c）］及其他採用聯合國立法的

其他國家。

5、衡平仲裁人是否可排除一切強行法？
荷蘭法［Art. 1054］先（以第一項）規定仲裁人須依據法律判斷的原

則，然後（以第三項）規定經當事人授權者，仲裁得以衡平仲裁人的地位

做判斷。條文使用的是「依照善良（衡平的）人」（als goede mannen naar 
billijkheid）的地位做判斷，其所排除使用的不包括公序性的強行法。由此

可見，荷蘭法將強行法分為具公序性的強行法與非公序性的強行法。對於後

者，得由衡平仲裁人排除不適用。換言之，衡平仲裁人的判斷僅於違反公序

性的強行法時，才成撤銷判斷的事由［Art.1065（1）c］。又，衡平仲裁也須

附理由。以上情況與法國法相同。荷蘭法的另一特點是，因其內國的仲裁實

務盛行衡平仲裁，使荷蘭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NAI Art.45（1）］承認以衡

註三七：P. Sanders, op.cit.,p.138, Note 715。

註三八：按義大利在1 8 6 5年的民事訴訟法﹝A r t . 2 0﹞仿照法國法，而有 a m i c h e v o l i 
compositori的用語，惟在1942年的新民事訴訟法，仿效瑞士法而改用in equitas。惟
此年的法律宣稱仲裁條款如授與為衡平判斷，此約定無效。但此規定後來被廢除。
見G. Bernini, National Report：Italy, pp.39-40,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註三九：事實上，德國最高法院早在1923年即以判決承認衡平仲裁制度﹝Billigkeitrecht = 
Aequitas﹞，見Loquin, op. cit. p.88, note 4。詳言之，德國到新仲裁法﹝Art.1051
（3）﹞實施以前，未曾有過明文規定衡平仲裁。可是當事人於有此約定，仲裁人
得不遵循實體法或程序法做判斷。通常法院也皆予以尊重。但約定有違公序良俗
時，不在此限。引自Intern’l Handbook on Comm. Arb., Suppl. 1994 by Glossener, 
p.14。以上為供參考的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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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仲裁為原則。因此，仲裁人僅於當事人已約定法律仲裁時，其判斷才須依

據法律的規定。相反的，在國際仲裁事件則［NAI Art.45（2）］規定仲裁庭

須依據法律規定做判斷。換言之，在國際事件中，仲裁人不能推定有衡平仲

裁人的權限（註四〇）。

  6、私法的一般法律原則，不為考量的內容
仲裁人與法官相同，就受理的爭議事件得自行引用法律原則，諸如禁止

權利濫用、情況變更、誠實信用或善意等原則，做判決或判斷的依據。尤其

是權利濫用的禁止更是歐陸各國學說所強調。因此，在瑞士判例法，就認為

「情況變更」（clausal rebus sic stantibus）也是基於權利濫用禁止的結果，其

於具備下列條件時，法院有其適用：（1）有新情況的出現、（2）請求人無

故意或過失、（3）情況係非可預見或非當事人所能預期、與（4）新情況已

達相當程度的嚴重性。惟此判例法認為此原則的適用，須由當事人的請求，

而非法官所得自行引用（註四一）。

 7、衡平判斷書須附理由
關於衡平的判斷書是否應附理由，以前曾有過爭論。有認為衡平判斷

既可以不依據法律原則做成，衡平仲裁人就無需在判斷書內陳述其理由。目

前，絕大多數國家皆以要求判斷書應記載其理由。在此發展趨勢下，採用衡

平仲裁的國家，皆都立法要求衡平判斷書應附理由。詳言之，衡平判斷書應

否附理由問題，雖然不涉及公序問題（註四二）。如果其未簡單的交代其做

成衡平判斷的理由時，即有構成撤銷判斷的事由（註四三）。換言之，判斷

書附理由，可以使當事人對此類仲裁，有更高的預期性，也使敗方當事人更

為心服。尤其在瑞士觀的衡平仲裁，使當事人瞭解，其判斷是否符合法律規

註四〇：引自Dr.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The National Report – The Netherlands，YB Comm. 
Art’n,（Vol. XII）, p.25。

註四一：見Dr. R. Briner, National Report：Switzerland, Int’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Supp.27,（1998）, p.13。

註四二：R. David, op.cit. para.357。

註四三：以上資訊，見F.Knoepfler and Phi. Schweizer, Making of Awards and Termination of 
Proceedings, in Essay on ICA, ed.by P. Sarcevic,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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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所做成。

（二）普通法法系

這第二重要法系的國家也同樣遍及全球，且都使用英語，其中最主要的

是英格蘭與美國。可是在面對衡平仲裁的制度上，這兩國間的情況，卻迥然

不同，值得注意。在此有須先說明的是，在普通法國家的民事法裡，有「普

通法」（common law）與「衡平法」（equity/ equity law）的對立。當事人的

權利無法在「普通法」內獲得保護時，可以另循「衡平法」的途徑，訴請向

法院救濟。這種「衡平」（equity）與羅馬法上的aequitas有相類似的觀念，可

是在羅馬法裡，aequitas是羅馬市民法（jus civiles）的一部分。就此體制的不

同，在此不做深入的比較探討。

1、 英格蘭法
 基於裁判者須依法裁判的傳統觀念，英格蘭法不可能允許衡平仲裁的

存在。可是國際交流的結果與法律的發展趨勢，英格蘭的新仲裁法不得不另

有考慮。因此，以下先觀察傳統觀念的變動，然後再觀察新近的發展，而分

成以下兩方面探討：

（1）英格蘭法的正統觀（The Orthodox View of English Law）

英格蘭自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即已建立出仲裁人須依據法律判

斷的判例，仲裁人的判斷只要呈現出違反法律的情事時，即須予以撤銷

（註四四）。這項原則一直被持續維護，到二十世紀中葉還在強調。到這

時代還可見到著名的法官如Lord Goddard CJ在其判決書寫出「一開始被看

到的，仲裁人有義務依據這個國家的法律在做事」（that prima facie the duty 
of an arbitrator is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land.）（註四五）。

註四四：此判例如Morgan v. Mather（1792） 2 Ves. Jun. 15 ; Kent v. Estob（1802） 3 East 
18 etc.等事件，而在1801年的Aubert v. Maze﹝（1801） 2 Bos. Pul. 371, 375﹞事
件中，Chambre J 法官就明言：“There is no doubt that an arbitrator is bound by the 
rules of law like every other judge, and if it appears on the fact of the record that the 
arbitrator has acted contrary to the law, his award my be set aside.”

註四五：Podar Trading Co. v. Tagher ﹝1949﹞ 2 K.B. 277,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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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Denning LJ法官更直截了當的說「這裡沒有仲裁人適用一種法律，

法院適用另一種法律。他們都只適用同一套法律」（There is not one law 
for the arbitrator and one for the courts. There is only one law for all of them.）
（註四六）。仲裁人既然與法官一樣適用法律做判斷，當然不能在「法律規

範外」（extra legem）做判斷（註四七）。二十世紀中即有判決宣示「仲裁

人不得允許適用一些不同的原則，諸如仲裁人對抽象公平或衡平原則的個人

見解」（Arbitrators…cannot be allowed to apply some different criterion such 
as the view of the individual arbitrator or umpire on abstract justice or equitable 
principles.）（註四八）。法院為監督仲裁人是否依據法律規定做判斷，還有

一套所謂「特別案件」（special case / case stated）的機制，以審核仲裁人所

適用的「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是否妥當。當事人約定，仲裁人得不

依法做成的判斷，這種判斷並不生效（註四九），且任何有關類似仲裁人得

不依法判斷的「君子協定」（見後述）以及排除這項「特別案件」機制的約

定，也一概不能生效（註五〇）。據載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在維持商事法的

穩定性（註五一）。再者，歐陸的「衡平仲裁」在英格蘭人的眼中，只是調

解人的行為而已，並不算是仲裁。由以上發展情況可以想像，歐陸的衡平仲

裁或ex aequo et bono機制，難以在此島國生根立足（註五二）。另外在文獻

上，就曾見過十九世紀在其屬地的加拿大，就有當事人約定衡平仲裁的案件

註四六：David Taylor & Son Ltd. v. Barnett Trading Co.﹝1958﹞ 1 W.L.R. 562,570.

註四七：以上資料，引自D. Rhidian Thomas, The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appeals from 
arbitration awards, LLP, London, 1994, 其詳，見Para. 1.2.2.2 Duty of arbitrators to 
apply the law。

註四八：Orion Compania Espanola de Seguros v. Belfort Maatshappij Voor Algemene 
Verzekgringeen ﹝1962﹞ 2 Lloyds Rep.,257.

註四九：這類判例不少，詳見R. David op.cit., p/461, note 62。

註五〇： Czarnikow v. Roth, Schmidt and Co.﹝1922﹞ 2 K.B. 478（C.A.）。

註五一：D. Rhidian Thomas op.cit.,p.32。

註五二：Int’l Handbook on Comm. Arb., by V.V. Veeder, V.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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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三），以及二十年代在印度也有約定衡平仲裁的案例（註五四），可

是這些事件上訴到英格蘭的最高司法機構後，皆未受到肯定。

英格蘭的再保險業的契約通常皆有一則所謂「衡平條款」（equity clause），

要求仲裁人將再保險契約視同「榮譽協定」（honorable engagement），寧可

依照合理的方法，而不依照其文字解釋做判斷（註五五）。在英格蘭，這

「衡平條款」所使用的equity文字，只要求公平的方法，並無英格蘭「衡

平法」（equity law）的衡平意義，與歐陸國家的amiable composition、模

範法規定的或國際商會仲裁規則規定的ex aequo et bono，皆有不同意義

（註五六）。英格蘭法院向來以這種「衡平條款」的約定欠缺明確的法律

規範，不承認其有效，對此條款最多只能解釋為當事人願意以仲裁解決其

爭議而已（註五七）。由法院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判決，到二十世紀八十年

代的判決裡，皆認為「衡平條款」只不過是類似「君子協定」（gentlemen’s 
agreement）而已，並非有拘束力的契約約定，於約定當事人間尚未有法

律上的義務（註五八）。由上發展顯見這類條款的地位，一直未受到肯定

（註五九）。再加以「特別案件」的機制過於嚴苛，商事法院於1978年提

出的仲裁法修正報告書裡，即曾建議予以廢除，更由於同年有多件判決的呼

應，使英格蘭法在此問題上開始出現轉變。可是法院的監督權，並未完全被

註五三：在Mustill and Boyd的著作裡即提到於1888年的案件中，當事人約定衡平仲裁人可
完全忽視法律規定（as amiable compositeurs to disregard all law）的事件 。這類事
件與equity clause皆少見於實務（見 op.cit. p.80 note 20）。

註五四：見R. David, op.cit., p.461, note 64。

註五五：這「公平條款」如下：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umpire shall interpret this reinsurance as an honorable 

engagement and they shall make their award with a view to effecting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is reinsurance in a reasonable manner rather than in accordance with a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註五六：引自Merkin, op.cit., para. 7.47（Service Issue No.39. Dec.2004）。

註五七：Merkin, op.cit., para. 7.49（Service Issue No.39. Dec.2004）。

註五八：詳細的這類判決，請參考Merkin,  op.ci t . ,  para.  7 .50（Service Issue No.39. 
Dec.2004）。

註五九：關於equity clause是否即amiable composition問題的探討，見Mustill and Boyd, 
op.cit. pp.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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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註六〇）。次（1979）年仲裁法修訂的仲裁法［s.l (1)］「特別事件」

（case stated）機制，使法院嚴格要求仲裁人適用法律不得錯誤的嚴格條件才

稍微改善，可是仲裁人依據法律判斷的原則，卻從未改變。另一方面，由於

英格蘭不承認未依據法律規定的判斷有強制力，使外國的衡平仲裁的判斷，

無法在英格蘭生效。為避免這種窘局的持續存在，九十年代初的前後，衡平

仲裁的問題，才再度受到重視（註六一），期盼能修正的法律，予以承認，

且已形成了一種壓力。

在仲裁法的學者方面，M. Mustill 與S. Boyd發覺「衡平條款」的地位，

在事實上已受到肯定，更認為其在契約實體法的權利既然已受到了考慮，再

也沒有理由不去思考衡平仲裁在仲裁程序的地位（註六二）。同樣Redfern與

Hunter在八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也預測「衡平仲裁行將在英格蘭受到肯定」

（…amiable composition may come to be established in England.）（註六三）。

總之，在此國際潮流的發展下，英格蘭法已無法規避這種仲裁的機制。

（2）以「其他需要考慮的情事」（other considerations）承認「衡平仲

裁」

以傳統的英格蘭法的立場持續否定衡平仲裁，使國際間的衡平判斷在

英格蘭的地位，受到質疑。雖然法院曾以務實的立場認為其係「依據外國的

仲裁協議」（under foreign arbitration agreement）所做成的判斷，予以肯定

（註六四）。可是這樣的措施，並未解決衡平仲裁的合法性問題。「仲裁法

修訂的顧問委員會」（DAC）於1989年提出的報告書，已對這種傳統見解

予以評擊，也在委員會的努力下，排除眾多的反對聲音，最後促成了新法第

46條第1項第b款的制訂。此條的立法使equitable clause的地位自1997年起有

註六〇：詳細的資料，可參考D. Rhidian Thomas op.cit., p.28-29。

註六一：G. Kerr,“Equity”Arbitration in England, ARIA, Vol.2, No.4（1991）, pp.377, 383-
386.

註六二：“If…the presence of the clause can be reconciled with a substantive contract which 
creates legal rights, there seems no reason why the proceedings should not amount to 
an arbitration”. From Mustill and Boyd, op.cit., 1982 ed., p.605.

註六三：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1986 edition,p.22.

註六四：V.V. Veeder, England, from Int’l Handbook on Comm.Arb. Suppl.23,（1997）, p.53。



《仲裁專論》
衡平仲裁意義與類型的解析—從比較的法制觀看國內的立法與實務

22

仲
裁
季
刊
第
9 5
期

1 0 1
年
6
月
3 0
日

了合法性，已使英格蘭法在此問題上，符合了模範法的期待。條文雖未使用

模範法的用語，可是條文［section 46 (1) (b)］宣示「如當事人合意，（仲裁

庭）依據當事人所同意的或仲裁所決定的其他需要考慮的情事時」（If the 
parties so agre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other considerations as are agreed by 
them or determined by the tribunal）所做成的判斷，也是合法的判斷。條文所

謂的「其他需要考慮的情事」（other considerations）有廣泛的內容，可以包

括特定法制下契約共識的解釋、交易慣例、國際法、連法律規範外的衡平考

慮（equitable considerations）也在其內（註六五）。客觀而論，這項立法尚

屬有瞻望性的效果，值得肯定。新法雖然以模範法為仿效的對象，可是立法

者在此條款內，並未使用法文與拉丁文。這顯然與法系的自尊有關。可是在

立法上，使用與法律無關的other consideration（「其他需要考慮的情事」）

也呈現出仲裁人所適用的不是「法律」。這算是一項高明的技術，值得贊賞

（註六六）。總而言之，衡平仲裁在英格蘭，已不再是一種期待，而已是一

種制度。

2、美國法
 繼受英格蘭法的美國法，也同樣要求仲裁人須依法律規定進行程序與

依法做成判斷，可是美國法卻允許其判斷可以不具理由（註六七）。這項實

務不僅使判斷規避了接受司法監督的機會，也連帶使其判斷必需依照法律規

定做成的要求，形同虛設。在此情況下，美國制度也隨即出現仲裁人得不依

法判斷，而得依照交易慣例判斷的實務。美國早期仲裁法專家Martin Domke
就指出當事人約定仲裁時，並非期待仲裁人適用的法律做判斷，尤其選出非

法律人時，更 期盼仲裁人可以依照其經驗、交易慣例的認識與公正與衡平救

註六五：Merkin, op.cit. para.7.57（Service Issue No, 42  Dec.2005）。

註六六：Poudret et Besson, op.cit., p. 609-610, note 25。

註六七：詳見M. Domke, op.cit., p.260, para25.05“Impact of Not Stating Reasons fo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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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做判斷（註六八），連法院判決也如是認同（註六九）。事實上，美國早

在十九世紀中已有法院以判決認為「除非提付仲裁的約定已有限制，仲裁人

得忽視法律的嚴格規定或證據，而依照衡平的情感做判斷」（Arbitrators may, 
unless restricted by the submission, disregard strict rules of law or of evidence, and 
decide according to their sense of equity.）（註七〇）。仲裁人既然可以依據

個人的正義感做判斷（in accordance with arbitrators’ own sense of justice and 
equity），在此情況下美國早已有amiable composition制度的存在，為不爭的

事實（註七一）。美國的這一制度只是不使用上揭法文稱呼，而以「自然正

義」（natural justice）等文字做表達而已（註七二）。七十年代初，也有學者

指出法國的衡平仲裁與美國的實務間，差別不大（註七三）。事實上，在此

1968年即也同樣有法院判決認為仲裁人不受法律規定的拘束，其判斷基本上

皆為終局的。當然有些判斷不因適用法律錯誤而可以被撤銷。最重要的是仲

裁人沒義務在其決定或是判斷裡具明理由。因而使與成文法規定不同的判斷

註六八：Domke寫道：“It is said that the parties do not expect the arbitrators to make their 
decision according to law but rather, especially when not lawye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perience, knowledge of the customs of the trade, and fair and good sense of equitable 
relief.”（p. 256）

註六九：“It is well settled that the arbitrators are not bound by rules of law in determining 
the issues submitted to them, in the absence of an Express contrary direction in the 
contract or submission.” –A. Wenger & Co. v. Proper Sill Hosiery Mills, 239 NY 199, 
203 146, NE 203, 204（1924）. Cited from p. 256 in Note 3。

註七〇： Fudickar v Guardian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G2 NY 392（1875）。

註七一：M. Domke如此主張，且引用專書證明。詳，見同上註p. 256 in note 4。

註七二：美國仲裁協會在1970年出版的Dictionary of Arbitration（p.14）對此法文的做下列
的解說：“A French phrase for an arbitrator who has great freedom formulating the 
terms of his award. The concept of amiable compositeur is widely used in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s……An amiable compositeur is nevertheless subject to the rules of 
“natural justice”and …… The term is not in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此資料，引
自UNCITRAL’s project for a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Edited by Pieter Sanders, ICCA, 1986, p.194.

註七三：“It is probable that French arbitration by amiable composition does not materially 
differ from that generally practic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Fale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 Private Disputes The Draftsman’s Dilemma, 1971. cited from H. 
deVries’s article, p.18, not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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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與法院判決所解釋有不同的判斷，皆得被聲請執行（註七四）。

據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專家對仲裁人所進行的統計，百分之九十的

判斷都是依衡平原則做成（註七五）。這種情況發展迄今，還是沒有改變。

例如在1999年聯邦巡迴法院的判決內就有「仲裁人不受實體法與程序法所

拘束… .，…仲裁人推定自由的，得不適用”實體法與證據法的原則”…」

（the arbitrator will not be bound by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laws of procedure…
Arbitrators are presumptively free from “principles of substantive law or rules 
of evidence.” ）的文字（註七六）。至於2006年，由G. Wilner增訂出版的

M. Domke著作裡，還寫出「判斷不因適用法律或認可事實的錯誤，而被撤

銷」（a court cannot set aside the award for errors of law or fact made by the 
arbitrator）（註七七）。

綜合以上內容，美國的衡平仲裁相當普遍，且無書面約定的要求，而與

其他國家顯然不同。公平的判斷既然不一定依據法律規定才能獲得，仲裁庭

僅於當事人間，已有特定適用法的約定時，始排除衡平仲裁的必要。

3、同法系其他國家的立法
世界上兩大普通法系國家的英格蘭與美國，在對衡平仲裁的立場上，竟

是迥然的對立，且其對立的情況，明顯到著實令人感到意外。英格蘭法由傳

統的否定，在無法抵擋時代潮流下，到了九十年代末才間接予以接受。相反

的，美國法卻長期以來，即以之做基礎，未曾否定此機制，只是不使用歐陸

國家的用語或稱呼而已。而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這法系國家新修訂仲

裁法皆採用模範法，使聯合國1985年的模範法［Art. 28 (3)］與其2006年修訂

版有關衡平仲裁的規定，就直接被這些國家所繼受，例如印度法［1996年Art. 

註七四：In re Aimcee Wholesale Corp. v. Tomar Prods., 21 N.Y. 2d 621, 626-27,2237 N.E.2d 
223 225 289 N.Y.S. 2d 968,971（1968）. 引自上註文note 47.

註七五：S. Mentschikoff, Commercial Arbitration,61 Colum. L.R. p.861（1961）。

註七六：J.S. Harris Inc., v. Razai Bar Indus. Inc., 181 F. 3d（2nd Cir. 1999）。 

註七七：Para. 38.5 of Domke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3d ed.& update 2006）以上資料，
引自 G. Born, op.cit. p.2238, Note 601, Note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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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 （註七八）、紐西蘭法［Art. 28 (3)］（註七九）、愛爾蘭法［Art. 28 

(3)］（註八〇）等皆如此。 

同樣的，美國許多州，諸如加州、北卡、胡羅里達、奧列岡等的仲裁

法，也採用模範法，而使用國際仲裁的標準用語。

二、 國際法

 國際仲裁事件，有關爭議實體之適用法律規則的基本原則，皆依當事

人自主約定。於當事人未約定時，始由仲裁人決定。在單純的國際事件，其

適用法依據特定的國內法，並不發生太大的問題。於遇到複雜的國際事件

時，往往無規範的相關國內法可供適用，縱然有相關的國內法，也非妥善的

適用法。例如由A、B、C三國的公司合資設立的企業，到X、Y、Z等國或

其周邊地區發展交易。以上揭目標為宗旨的契約發生爭議時，此爭議是否有

國內的規範法律？縱使有此國內法，其是否為合適的適用法？等等皆有待探

討。除非當事人已有適用法的約定，於無此約定時，仲裁人為期妥善處理爭

議，往往訴諸於法律的一般原則或尋求國際交易慣例等這類不屬於內國法或

無所屬國的規則（a-national rules of law）做為事件的適用法律規則。有些

國際機構或仲裁人更期盼當事人能授與仲裁人有「衡平仲裁人」（amiable 
compositeur）的權能，使其能適用這些交易慣例，為爭議當事人尋得和諧的

解決途徑。基於這樣的期待，國際立法與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皆將國際

交易慣例與衡平仲裁等列為適用法的內容。有須注意的是，國際交易慣例等

「非內國的規則」（a-national rules）與衡平仲裁在處理國際事件中有替代

內國法的功能。在適用內國法時，有時還有彌補內國法不足的功能。可是有

須進一步認識清楚的是，這些非內國的規則屬於法規範的內容，於當事人無

註七八：v. P.Ramaswamy, Applicable law under the Ind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Mealey’ s IAR, Vol17,#5, p.38. 

註七九：New Zealand Arbitration Act First Schedule, Art. 28（3） :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ex aequo et bono or as amiable compositeur（according to consideration of 
general justice and fairness）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uthorized it to do so. 

註八〇：Irish Arbitration Act 2010,First Schedule, Art. 28（3） :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ex aequo et bono or as amiable compositeur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uthorized it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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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約定時，仲裁人有權決定引用［詳，見後］。可是衡平仲裁並非只是單

純的適用或不適用法律原則做判斷的問題，而是一種處理爭議的特殊機制，

須有當事人授權，使仲裁人始得依之運作，做成判斷。通常一般仲裁人在處

理國際事件時，得依當事人的約定適用非內國法的交易慣例，可是這類約定

並不使仲裁人有衡平仲裁的權能（註八一）。事實上，衡平仲裁人在國際

仲裁中，自認妥善時，自己就有權直接適用國際交易慣例。一般而言，有衡

平仲裁條款存在時，通常皆因當事人不想適用內國法或對方國家的法律，而

期待能適用國際的交易慣例。例如在過去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歐國家的

交易，為不使經貿契約的爭議適用與自己國內經濟及社會體制不同的法律規

範，而在契約內有衡平仲裁條款的約定（註八二）。這也說明過去這些國

家，既不排除國際間的交易慣例，也不拒絕衡平仲裁。這更加證明在國際立

法裡，往往將交易慣例與衡平仲裁兩項同時並列規範，實有其需要，以下所

述為此期待的部分具體內容。

（一） 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

當事人約定機構仲裁時，即認為當事人願意依據該機構的仲裁規則進行

註八一：Y. Derains, Possible Conflict of Laws Rules and the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UNCITRAL’s Project for a Model Law on ICA, ICCA, 1986, p.187.

註八二：v. Wolfgang Kuehn, Express and Implied Choice of the Substantive Law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381, in Planning Efficient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CCA Congress Series No.7, edited by A. J. van den Berg..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仲裁法﹝Art.7﹞與其「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
﹝Art.43﹞內，雖然皆以條文宣示仲裁庭須依據法律規定與「公平合理」作出裁決
（判斷）。中國學者認為有這些文字「但不能理解為我國承認友好仲裁制度」，且
強調到目前中國「在仲裁的立法和實踐中並沒有確立友好仲裁制度」。可是還進
一步認為中國仲裁「實踐中也已呈現出發展友好仲裁的趨勢」，且在其註釋內更
陳明如果能在中國發展友好仲裁具有積極意義的三大理由：（1）有利於保障當事
人意思的自治；（2）有利於實踐個案公正；（3）有利於中國仲裁制度與國際接
軌。看來中國出現友好仲裁是指日可待!個人認為，所謂「…依照合同規定，參考
國際慣例…」，前者指尊重當事人自治，後者指英文的transnational trade usage。
這是歐陸人士所謂lex mercatoria的部份內容，而友好仲裁（衡平仲裁）也正是lex 
mercatoria所期待與所包含的！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可肯定的解釋已允許友好仲
裁的存在，只有在非社會主義國家，依據聯合國的立法﹝UNCITRAL, AR Art.33
（3）, ML.Art.28（3）﹞，友好仲裁才須有當事人的明文授權。〔以上中國仲裁法
資料，引自江偉主編仲裁法2009年版,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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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程序。這裡僅將以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與其實務做說明的主要內容。

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自1922年第一版即有「衡平仲裁」（amiab le 
composition）的規定，且長期以來未有變動。目前實施的1998年新版，其條

文僅於衡平仲裁後增列「公平與善良」（ex qequo et bono）的文字，未做其

他更動，先此說明。其詳，後述。在適用法方面，新規則［Art.14、Art.15、
Art.16］先規定程序規則，就爭議的實體適用法，另有規則［Art.17］的特別

規定。此條第一項宣布適用法的自主原則，先依當事人的約定，於無此約定

時，始由仲裁人適用妥善的法律規則。隨後即以同條第二項規定「在任何情

況下，仲裁人應考慮到契約的約定與相關的交易慣例」，然後再以第三項規

定仲裁人須承擔衡平仲裁人的責任或依公平與善良的原則為判斷者，僅於經

當事人授權時為限（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assume the powers of an amiable 
compositeur or decide ex aequo et bono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give such 
powers）。新條文中增加ex aequo et bono的文字係參考最近的國際立法，使

其能包含在amiable composition外，另有ex aequo et bono的機制或也包含其他

可能類型的衡平仲裁（註八三）。值得一提的是，當事人於有這項授權時，

仲裁人於依規則［Art.18］規定準備「審理範圍書」（Terms of Reference）
時，即須將此衡平仲裁的約定記載其內，以提醒仲裁院注意。再者，衡平仲

裁人的判斷與一般判斷相同，依規則［Art.25 (2)］的規定皆須附理由，以

便仲裁院審核（註八四）。由以上規定顯見國際交易慣例與衡平仲裁在國際

商會仲裁的重要性。事實上，這即是國際商會仲裁的傳統特色，其判斷引用

國際交易慣例與以衡平仲裁判斷的案例，不勝枚舉。在國際仲裁事件中，衡

平仲裁須有當事人的授權，而在審理此事件中，衡平仲裁人得依交易慣例做

判斷。相反的，當事人約定依照交易慣例做判斷時，仲裁庭並未被授權，去

做衡平的仲裁。可是做為交易慣例要素的所謂國際慣例、法律的一般原則、

仲裁實務等等，這類交易慣例也同時都是衡平仲裁所依據的內容。因此，這

些原則也經常被一般仲裁庭做為這類仲裁判斷的依據（註八五）。在國際商

註八三：Y. Derains and E. Schwartz, op.cit., p.226, note 492。

註八四：Y. Derains and E. Schwartz, op.cit., pp.226-227。

註八五：Y. Derains, 107 Clunet（1980）, p.967, 引自Ole Olando,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Merit of the Dispute, p.155, in Essays on ICA edited by P. Sarce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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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判斷中，經常出現所謂「國際私法的一般原則」（selon les sentences, il 
est question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法律的一

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基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fondamentaux）、「接受的一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lement 
admis）、「法律與正義的一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et de 
la justice）、「國際交易應支配的一般法律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qui doivent régir les transactions internationales）、「國際仲裁實務所接

受的一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retenus par la jurisprudence arbitrale 
internationale）、「國際商事法所適用的一般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largement admis régissant le droit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適用於國際

經貿關係的一般法律原則」（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applicables aux 
relation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les）、「作為交易慣例部分的一般原則」

（d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faisant partie de la lex mercatoria）等原則做成

的判斷，在實際上這些判斷皆為衡平的仲裁判斷（註八六）。

其他國際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就衡平仲裁，也設有規定，且受到模範

法範例的影響，將amiable composition與ex aequo et bono並列，諸如瑞典斯

德哥爾摩商仲裁規則［2007年Art.22 (3)］、瑞士全邦聯商會共用的國際仲

裁規則［Swiss Rules fo 2006, Art.33 (2)及前蘇黎世工商會仲裁規則（Art.4, 
Art.5）］、美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AAA/ICDR, Art.28 (3)］、世界智慧財產

權保護組織仲裁規則［WIPO Art.59 (a)］等。

（二） 國際立法

國際公法的仲裁適用衡平原則做判斷的，早有成例。因此，1929年的國

際常設法院章程內，即已規定經當事人的同意，得依公平與善良原則做判斷

（註八七）。可是這種原則在國際私法的適用，卻較緩慢出現。詳言之，這

註八六：這些判斷與案號的詳細，見Bruono Oppetit, Théorie de l’arbitrage,PUF,1998, p. 91, 
notes 1 -10。

註八七：這項原則還見於目前的國際公法的仲裁，其案例，見J. Mason, The Role of Ex Quo 
et Bono in International Border Settlement, ARIA, Vol 26, No.4（2009）, 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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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五十年代以前的條約內，尚未見有關國際交易慣例與衡平仲裁的條文，

且到1961年日內瓦國際仲裁公約（Convention de Genève du 21 d’avril 1961）的

第七條內才出現「仲裁人如因當事人之約定或因仲裁的適用法所允許時，應

以衡平仲裁人的身份為判斷」（The arbitrators shall act as amiable compositeurs 
if the parties so decide and if they may do so under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arbitration.）的規定。由於有不少歐洲國家簽署此條約，使這項規定影響到

後來學者的思維與私仲裁的實務。1965年的華盛頓公約的投資仲裁，也就採

用相同的立法［Art.42 (3)］，還進一步要求，只要當事人已約定仲裁人依公

平與善良原則為判斷時，仲裁人對此權能即不得有成見（shall not prejudice 
the power to decide a dispute ex aequo et bono, if the parties so agree.）。因而使

其運作更有成果（註八八）。1975年的美洲國際商務仲裁公約（通稱Panama 

Convention）也有相同的規定（Art.33）。後來的國內法與國際條約仿造此立

法的也更為普遍，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下列立法將其加以規範，即其

顯例。

仲裁規則［Art. 33 (2)］仿1961年的日內瓦公約做規定，先以第一項規

定實體的適用法原則。然後以第二項規定「僅於當事人如已明白授權仲裁庭

時以及仲裁程序的適用法允許該（衡平）仲裁時，仲裁庭應以衡平仲裁人」

（的地位）或依「公平與善良」（的原則）為判斷」（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as “amiable compositeur” or “ex aequo et bono”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uthorized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do so and if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arbitral procedure permits such arbitration.）。由以上條文即見「衡平仲裁

人」的權源，有基於當事人的授權以及因仲裁的適用法使然。最後，以此條

第三項要求仲裁庭在任何情況下，皆須考慮到契約條款與所涉及的交易慣例

做判斷。值得注意的是，自此以後的國際立法已開始將amiable composition
與ex aequo et bono並列。又，「伊美索賠仲裁院」（Iran- U.S. Claims 
Tribunal）也採用聯合國的仲裁規則，做為其運作的基礎，其內容僅少受修改

（註八九）。

註八八：關於此仲裁中心依據此原則判斷的幾件重要案例，見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op.cot.,p.849, note 253。

註八九：J.J. van Hof, Commertary o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 The Application by 
the Iran-U.S. Claims Tribunal, Kluwer, 1991。實務上的案例，見後「無須授權」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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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法相關條文［Art.28 (3)］的制定值得重視，因為這是各國仲裁法

制訂與修訂的標準。按這第28條是模範法內有關「實體爭議適用法律規定」

（Rules Applicable to Substance of Dispute）的規定，前兩項為有關自主原則，

第三項為衡平仲裁，而第四項則要求仲裁庭審理時，須依契約條款及考量交

易的適用慣例。以下僅就第三項做敘述內容。

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一開始討論時，就肯定衡平仲裁的重要，認為模

範法內應有衡平仲裁的立法，並參考仲裁規則［Art.33 (2)］的原則進行立

法。由於許多國家沒有一句「仲裁程序的適用法允許該（衡平）仲裁」的制

度，因而將此段文字刪除，並略做文字的調整，而成「仲裁庭僅於經當事人

的明示授權時，得為公平與善良或衡平仲裁的判斷」（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ex aequo et bono or as amiable composition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authorized it to do so.）。委員會的工作小組認為將來各國都會採用衡平仲

裁，模範法的制訂不應僅承認特定國家的衡平仲裁制度，而排除其他國家

的衡平仲裁制度或類似的制度，更何況所有的仲裁皆在減少法院的訴訟負

擔，因而仲裁的推展即不應有此區隔。這即是其採用amiable composition與ex 
aequo et bono兩者並列的立法原因。如上面所述［見「同法系其他國家的立

法例」］既然composition與ex aequo et bono不是各國所通用，如此並列可以

使仲裁有更廣泛使用的機會，也使一些國家在其國內法所適用，尤其條文以

要求須有明示的約定，更使約定的當事人知所警惕，不致輕率。同條第四項

要求仲裁庭在審理時，還須考慮到契約條款與適用的交易慣例，已述如上，

更須「遵循特定國家的強制規定，以確保（國際）公序的維護」（observe 
thos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 regarded in the respective country as ensurng 
its（international） ordre public）］（註九〇）。詳言之，條文不但對衡平仲

裁皆能受到肯定，例如當事人約定仲裁人得在不違背其所屬國的國際公序範

圍內做成公平與衡平的判斷（“request a fair and equitable solut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of their national states.）都是合乎此標準

的衡平仲裁（註九一）。

註九〇：詳，見H. Holtzmann and J. Neuhaus, A Guide to…,p.770

註九一：資料，引自A. Broches, Commentary on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1990, pp.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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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觀察

在對外國國內的與一般國際的衡平仲裁做了一般的說明後，這裡擬再對

這種仲裁提出幾項問題，做為綜合觀察的內容：

（一） 關於衡平仲裁是否須明示的約定問題

衡平仲裁的機制，對不同法系間的交易或是不同法制間交易糾紛的解

決，有其積極的功能。因此，這種機制在經貿發展需要的情況下，已普遍被

肯定與接受。既然如此，這裡就需進一步探討的是，這種機制是否一定需有

當事人的明示授權。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衡平仲裁的成立，有以下三種制

度存在：

1、須有明示的授權
在這些國家裡，衡平仲裁是例外的仲裁制度。為對沒有衡平仲裁經驗

的當事人言，在這種仲裁裡，仲裁人得不嚴格遵循法律，甚至於得不依據法

律做判斷，為使當事人對此情況確實已有認識，因而法律才有明示授權的要

求。這是對使用者的一種保護措施（註九二）。採用此制度的，有聯合國貿

易委員會的立法［AR Art.28,/ML Art.32（3）］以及採用此立法的各國。

在採用這種立法的國家，仲裁人的衡平仲裁判斷，未有明示約定時，得

在仲裁地的管轄法院，訴請予以撤銷。

2、得以默示授權
在這種國家是在此機制上，已有一定傳統，才出現此較特別的情況。例

如，在荷蘭法裡，其仲裁法［Art.1065 (1) c］規定得依據衡平的善良（仲裁）

人者（als goeds mannen naar billijkheid），須有明示的約定。這項規定只適用

在國際仲裁事件。可是在荷蘭的國內仲裁事件與行業仲裁事件（見下一段）

中，仲裁人通常都可逕行依衡平原則做判斷。因此，荷蘭仲裁協會的仲裁規

註九二：立法理由，見UN Doc.A/CN.9/264.Art.28, para.8。另見K. Berger, op.cit, p,565, 
Note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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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NAI Rules, Art. 45］，即做此規定（註九三）。另在瑞士法，亦與此相同

（註九四）。

德國有部分學者認為當非法律人士被當事人選定為仲裁人時，即認定當

事人已默許其得為衡平仲裁（註九五）。

採用這立法的國家，仲裁人在通常的實務中，就其不依據嚴格法律規定

做判斷的依據，須在其判斷書做說明（註九六），以確保其判斷的合法。

3、無須授權
在美國，幾乎一般仲裁皆屬衡平仲裁。仲裁人無須當事人的明示或默

示的授權，得依個人對公平的感情，做判斷。仲裁人適用法律或認定事實有

誤，皆不請求法院予以撤銷。事實上，這種制度也曾見於1988年的西班牙仲

裁法［Art4 (2)］內。此法條規定「當事人未明白選擇法律仲裁時，仲裁人須

依據衡平（en equidad）做判斷」（註九七）。可是2004年實施的新法，因

隨模範法的立法，改以法律仲裁為原則，衡平仲裁須明示。另在荷蘭的「咖

啡交易公會的仲裁規則」（Art.12 (1) 就指示仲裁人以衡平（善良）人做判斷

（註九八）。

在國際仲裁事件，如仲裁庭須依照國際交易慣例做判斷時，經常會適

用衡平原則，尤其在國際公法的仲裁，更是顯然。例如伊美索賠仲裁庭，在

1983的一件仲裁事件中，仲裁庭就以因遵循當事人所約定條款做判斷，將造

成不公平。因而在判斷中，很威嚴的判稱「我們找尋（的目標是在）公正與

註九三：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 Arb., Suppl.7（1987） by Dr. A.J. van den Berg, 
p.23-24; 另見 P. Sanders / A. van den Berg, The Netherlands Arbitration Act, No.68.

註九四：Lalive, Poudret et Raymond, op.cit. note 445, Art.187. 引自K. Berger, op.cit.,., p.565, 
Note 452。

註九五：K. Berger, op,cit. p.565, Note452。

註九六：K. Berger, op.cit. p,565, Note 453。

註九七：P. Sanders, op.cit., p.138。

註九八：  J.Lew, Applicable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 Study i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1978）, 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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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Our search is for justice and equity）（註九九）。

（二） 關於衡平仲裁人權能的限制 

衡平仲裁人與一般仲裁人必須依法判斷，雖然不同。可是這裡的衡平仲

裁人之權能，在其審判權的行使上，還是不能違反國際公序，也須遵循當事

人的意願。公序問題，已說明如前。以下僅就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願問題，

做說明。

按契約爭議約定衡平仲裁時，衡平仲裁人得不依據法律規定做判斷，而

此衡平仲裁人是否也得不遵循當事人約定的契約條款做判斷，為這裡須探討

的內容。

契約條款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在Pacta sunt servanda［契約神聖］的原則

下，不但當事人須遵守，連法官與仲裁人也同樣有遵守的義務。可是自十七

世紀以後的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情事變更］的例外的出現，允許法官

與仲裁人，經當事人的請求，做出以符合原約定效果的裁判。事實上，這也

是所謂Judex aequitatem semper spectarte debet  ［法官應經常尊重衡平］的期

盼。換言之，既然於有此情事時，一般仲裁人也有此權能，更無需衡平仲裁

的約定，也可處理此問題。詳言之，契約內有了衡平仲裁的約定，當事人的

意思顯然的在超越上面（一般契約約定）的期待，允許衡平仲裁人在不違背

公序的範圍內，有排除契約條款的權能，以做出和諧的判斷。這即是為了將

來的和諧而修改合約（réviser le contrat pour l’avenir）的功能（註一〇〇）。

（三）關於與衡平仲裁有關的一些用語與彼此關係

在對外國國內法的敘述中，可以見得到「衡平仲裁」與「公平與善

良」兩種制度的競相存在，而在國際法的說明中，另外還出現「衡平仲裁」

（amiable composition）、「公平與善良」（ex aequo et bono） 與「交易慣

註九九：CMI International, Inc. v. Ministry of Roads and  Transportation, et al.（1983） 4 
Iran-U.S. CTR263, 268。

註一〇〇：可是這項見解，在瑞士法尚有異見。詳細學者的見解，參考Poudret et Besson, 
op.cit., p.660, para.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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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lex mercatoria）三種不同的用語。事實上，在國際法的引述中，已就這

三個用語的出現有所說明。謹此再就前兩個用語的內涵，簡單的說明如后：

「衡平仲裁」運用羅馬私法的實體法的原則，將這種原則程序化，以促成當

事人互相讓步，而獲得一種「和解的方案」（solution transactionnelle）。因

此，在基本上這是一種程序機制，授權仲裁人使其能依照法律規範以外的原

則，建構和解方案並做判斷；而「公平與善良」則是抽象的原則，使仲裁人

透過嚴格的法律鬆綁技巧，以製作衡平的判斷，俾使符合當事人期盼的一種

「衡平的方案」（solution equitable）。在羅馬的民法裡，衡平（aequitas）也

是實體法的一部分。經「修改」、「變動」等技巧所獲致而被適用的規範，

還是法律規範。因此，嚴格的說來，這並不是程序機制。可是在一般概念

裡，將之做為程序機制在運作。因而在以上國內法的說明中，才呈現出「衡

平仲裁」與「公平與善良」的不同，表面看來有點「經緯分明」，可是在實

質上，兩者只是在以不同方法，尋求衡平的目標。其間如有不同，只是在

開始思考的取向而已。這即是國際法將兩者同一化（assimilation）的原因。

七十年代學者I. Nestor向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提出的專題報告就認為amiable 
composition與ex aequo et bono兩者相同，並無分歧（註一〇一）。因此，聯合

國的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其兩項立法中，不僅不做區隔，而且將之同一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立法中，未對這兩個用語加以定義，也不提出其指導方

針。這都是為了將來建立統一的制度，在做準備。

至於「交易慣例」與「公平與善良」都是屬於判斷所依據的法律規範。

在國際事件中，由於當事人期待「衡平仲裁人」依據「交易慣例」做判斷，

且衡平仲裁人也因規避法律規範的適用，而以超越法律規範的途徑尋求和諧

的結果。這種現象使「衡平仲裁」與「交易慣例」兩者關係密切，且往往並

存，致使兩個用語經常在同一法條出現。可是這兩個用語間有實質的不同，

不能予以混淆，宜有所釐清。有謂國際交易慣例僅具衡平指標（equitable 
directive），在實質上僅是事實，尚非法律規範，卻被仲裁人以「法」（lex）
的地位在適用。因此，一般提到lex mercatoria時，經常被聯想到這種「法」

的適用問題。另有人認為衡平仲裁基本上僅免除仲裁人適用法律規範的義

註一〇一：Loquin, op.cit.,p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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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可是交易慣例還是一種「法」（“as a set of legal principles and rules”），

衡平仲裁人所引用的交易慣例還是擺脫不了「法」的範疇。這種思維與法國

法上的衡平仲裁在避開法律規範的思維正好相反！（註一〇二）綜合言之，

「交易慣例」不問內容或性質為何，衡平仲裁人皆無須當事人的授權，而

可逕行引用。相反的，做為處理爭議機制的「衡平仲裁」，不問是amiable 
composition或是ex aequo et bono，皆須有當事人的授權，才屬合法。

在法國的制度中，衡平仲裁人權限寬廣，除了不能違反公序性的強行法

以外，可完全排除各種法律規範。在審理契約爭議時，除了不能變動當事人

契約目的之基本條款以外，還得不須嚴格的適用契約的約定。可是有些國內

法，諸如荷蘭法［Art.1054 (4)］、國際法與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皆強調，在

國際仲裁事件中仲裁人於任何情況下須考慮到契約條款的約定與交易慣例。

（四） 關於衡平仲裁的國際統一現實

在學理上，法國的amiable composition與瑞士的ex aequo et bono 間，確

有其分歧。可是兩者的目的皆在規避嚴格法，以維護當事人的公平與和諧關

係。在促成這目標的達成上，兩者難以區隔或有持有評論其不同的實益。

其詳，已略說明如前。因此，法國仲裁法專家Jean Robert就認為法文的「衡

平仲裁」（amiable composition）一詞，在其他國家就使用其他的不同用語

（註一〇三）。另專家I. Nestor在對各國的仲裁做了觀察後，發現同樣是衡

註一〇二：Lord M. Mustill就提出這樣的質疑，見The New Mercatoria: The First Twenty-five   
Years, AI, Vol.4, No.2（1988）, p.103。

 Lord Mustill在此文內的Note 59還提到法國的R. David教授認為衡平仲裁有兩個基
本功能：一是調解的功能；另一是於當事人期待能依法判斷時，其所依據的不是
內國法而已。

註一〇三：“Si le terme d’amiable composition est le seul légal（…）, la meme idée peut etre 
exprimée sous des formes équivalentes, par le ex aequo et bono, en équité, ou toute 
autre, des instant au moins ou l’accord se fait sur le contenu du teme employé.” – 
op.cit.,ed., 1983, p. 161  ﹝如果（在法國）amiable composition是惟一的法律用
語，（而在法國以外）只要有相同意願的合意，就可使用「公平與善良」（ex 
aequo et bono）、「衡平」（ en équité）或其他用語＊，以表達相同的觀念﹞。
﹝（＊例如西班牙法雖仿模範法，卻使用”as amiable compositeur, en equidad
（in equity）, in conscience, or in aequo et bono”等語（引自AI,Vo.20, No.2,2004, 
p.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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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仲裁，而有些國家稱其為amiable composition，而在其他國家卻稱其為ex 
aequo et bono（註一〇四）。基此情形，1976年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t.33 

(2)］內，就規定「仲裁人依公平與善良做判斷 」（the arbitrators decide ex 
aequo et bono［as amiable compositeur］）。這種情況，也同樣見於國際商會

的仲裁規則［Art. 17 (3)］（註一〇五）。

四、對台灣法與其司法實務的比較觀察

羅馬法的仲裁裡，早已出現「法律仲裁」與「衡平仲裁」的區分。這種

類別也見於後來的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可是在機制上有所精進，且出現更

細膩的次類型。其詳情，已說明如前。過去國內的舊「商務仲裁條例」內，

未曾就「衡平仲裁」有所規定。1998年公佈的現行仲裁法，依其立法理由的

說明宣稱在新法中採用聯合國的模範仲裁法〔Art.28 (3)〕的原則，訂定了31
條。此條只簡單的規定「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

斷」（註一〇六）。因此，這裡要分別探討此新法的規定，自實施以後，與

下列有關的兩項問題：（一）這條規定自實施以後，國內的「衡平仲裁」與

上面外國國家的「衡平仲裁」是否相同，與（二）國內的立法是否確切的源

自聯合國的模範法：

（一）仲裁法第三十一條實施後，值得探討的一些判決

新仲裁法實施後，有關第31條的衡平仲裁事件，出現不少判決。這裡僅

就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所出現的下列三類問題，做探討的內容：

註一〇四：資料引自UNCITRAL’s Project of ICA, ICCA Congress Series , Edited by P. 
Sanders, p.193.

註一〇五：Y. Derais and E. Schwartz, A Guide to the New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first ed., 
p.226。

註一〇六：依據「商務仲裁條例研究修正實錄」第543頁所記載的「說明」內容如下：
「一、本條新增。二，參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及學說，增訂
第一項規定仲裁庭原則上應依據……。三、增訂除第一項規定之情形外，如經當
事人明示合意，仲裁庭亦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為第二項，以明定仲裁庭適用衡
平原則之依據。」



《仲裁專論》
衡平仲裁意義與類型的解析—從比較的法制觀看國內的立法與實務

37

仲
裁
季
刊
第
9 5
期

1 0 1
年
6
月
3 0
日

1、依據情事變更原則做出的判斷是否屬於衡平判斷？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經常見到仲裁庭引用「情事變更原則」，做其判

斷的基礎。這種判斷經常被敗方當事人指稱其為衡平仲裁的判斷，並指其未

有衡平仲裁的明示合意，而訴請法院予以撤銷。對這類訴訟，最高法院對此

皆持否定的立場。下列判決即其實例：

  （1）  89年台上字第967號判決

「…仲裁人基於其得為仲裁判斷之法律上地位，於解決當事人間之實體

法律爭議事項，判斷其法律上之效果時，原即有適用法律之職權，而無待於

當事人之約定，亦不受當事人所述法律見解之約束。職是仲裁人於為仲裁判

斷時，依情事變更原則，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爭議，解釋上自為法之所許，並

不以事先取得兩造之同意為必要」。

  （2）  92年台上字第1330號判決

「所謂衡平仲裁乃指仲裁判斷如嚴格適用法律之規定，於當事人間將

產生不公平之結果時，當事人得明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

為判斷者而言。與所謂衡平判決係法院於法律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探求立

法之真意，本於一般原則，類推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而作成之判決者，迥然有

別。」

  （3）  92年台上字第1689號判決

「…惟該條所稱之『衡平仲裁』，係指仲裁庭如發現適用法律之嚴格

規定，將產生不公平之結果者，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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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當事人

間之契約內容或約定不明者，仲裁庭僅依民法第一條、第一百四十八 條及

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之『法理』、『誠實信用原則』進一步探究、解釋

而為判斷，並未將法律之嚴格規定加以摒棄，自仍屬『法律仲裁』判斷之範

疇，不生上述經當事人明示合意始得『衡平仲裁』之問題。」

   （4）  93年台上字第1893號判決

「…惟現行法律因衡平理念已融入法律，經由『抽象衡平』具體化為法

律之一部分，形成法律之基本原則。如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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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禁止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不再屬於衡平法則所謂『具體衡平』

之範疇。是以仲裁庭如有適用誠實信用原則、情事變更原則、公益違反禁止

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等法律明文化之基本原則規定時，自不以經當事人

明示合意為必要。」

以上判決皆一致認為仲裁庭對法條或約定條款所做的探究與解釋，並

以之做判斷的基礎，還是屬於依據法律規範內的判斷。這種判斷，並不是衡

平仲裁。這種立場與歐陸各國的一般見解相同，值得肯定。由這些判決可見

在新法實施後，我國的司法實務已承認有「法律仲裁」與「衡平仲裁」的分

類！

 2、仲裁庭是否有依據法律做判斷的必要？
在承認仲裁有「法律仲裁」與「衡平仲裁」類別的國家，皆以前者為原

則，後者為例外。前者，為一般仲裁。這種仲裁皆須依據法律規範做判斷，

而後者在原則上，得不適用法律規範做判斷。可是負有統一法律解釋任務的

最高法院，卻對此原則欠缺明確的立場。或許與對「專案仲裁」及「機構仲

裁」的基本區分一樣的欠缺認識，也對這一類傳統類型的區分同樣的欠缺認

識。因而就「法律仲裁」是否須「依據法律」做判斷問題，也沒應有的明確

立場。有些判決採用肯定說，而有些判決則持否定說，且這些否定說，還是

有不少實例。在95年度台上字第1078號判決中，最高法院判稱「仲裁判斷

實體之內容，不以有法律根基為必要，其判斷縱有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亦

不在得提起撤銷判斷之列」。其實以上判決文，早已是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

「金科玉律」，成為其照本宣科的範式（boilerplate）。因而類似或同樣的判

決文，就見於下列的判決內：81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判決、89年度台上字第

317號判決、92年度台上字第437號判決等。

按仲裁庭依據法律的判斷為各國所共同遵循的原則，所不同的只有適

用程度的嚴謹性，互有差異而已。例如英格蘭法要求仲裁人與法官不但適用

同一套法律，且其適用情況還受到法院的監督，歐陸國家則無英式的嚴謹。

至於美國仲裁制度比較特殊，其仲裁人得依個人對衡平的感覺做判斷，因而

判斷在原則上得不附理由，且其衡平仲裁，更無須當事人的授權。在此情況

下，當然這種判斷無依據法律的必要。最高法院在做出上揭判決時，不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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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否「依據美國法」或其他理由，當然令人質疑！

既然仲裁判斷不以有法律依據為必要，「衡平仲裁」即成為我國仲裁

的原則，使「法律仲裁」反而成為例外。這種結果與仲裁法第31條所宣示須

「明示合意」授權的規定不符。這不也正是在否定我國法有「法律仲裁」與

「衡平仲裁」的區分嗎？（註一〇七）

3、我國的衡平仲裁是「法國觀」的或「瑞士觀」的衡平仲裁？
「衡平仲裁」發展到近代，已精進到有次類型的存在，經當事人明示授

權的仲裁人，得完全擺脫法律規範（即國內法院的用語：無「依據法律做判

斷的必要」）制做判斷以及與放寬嚴格法的規定，依符合公平善良的法律原

則做判斷等兩類型。這是「法國觀」與「瑞士觀」在「衡平仲裁」的分歧。

近年來，法、瑞兩國以外的國內法在「衡平仲裁」的立法上，出現三種立法

模式，其詳情，已述如前。依照下列最高法院的判決文所稱「…當事人得明

示授權仲裁庭故意不適用法律之嚴格規定為判斷者而言。…」（92 年度台上

字第1330號判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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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度台

上字第1689號判決）等語，這些都是屬於「瑞士觀」的衡平仲裁，而尚未見

註一〇七：所謂「法律仲裁」在我們國內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外國法完全不同。依照我國
最高法院歷久不變的立場，「所謂『仲裁判斷書不附理由』係指仲裁判斷書完全
不附理由而言，至於其實質上理由是否正當，是否完全，並不構成撤銷判斷之理
由」（89年台上字第2677號裁判）、「現行仲裁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所謂『仲
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係指仲裁判斷書對於當事人聲請仲裁標的之判
斷，完全不附理由而言，倘已附理由，縱未盡完備或有不妥，均與前揭法條規定
『不附理由』或『應附理未附者』有間，....」（91年台上字第1697號判決）、
「按仲裁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所謂仲裁判斷書應附理由而未附者，係指未經當事
人約定無庸記載理由之判斷書完全不附理由者而言，倘已附理由，縱其理由不完
備，亦不得謂其附理由，據以請求撤銷仲裁判斷」（94年台上字第266號裁判）
等。類此僅以形式標準認定理由存在的判決，不勝枚舉，又立場明確，且一以貫
之。法律判斷既然得「不以法律根基為必要」，也不問其是否合法，這種判斷，
既不是法律判斷，也不是衡平判斷。在仲裁法裡，仲裁人的判斷如果沒有依據約
定的法律時，即與當事人的合理期待違背，而欠缺判斷的有效性[按在各外國
法，法律判斷的理由須符合一定的條件。詳，見「判斷理由的有效性」。另，
見Pierre Mayer, Refel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s Duty to Apply the Law 
– The 2000 Freshfield Lecture, AI Vol.17, No.3, （2001）,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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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仲裁庭得擺脫法律規範做判斷的跡象。由此可預測我國目前的司法實務顯

然只是在採用「瑞士觀」，做詮釋國內的「衡平仲裁」。

（二）國內仲裁法第三十一條的立法是否源自聯合國的模範法

［Art.28(3)］？

聯合國的「衡平仲裁」，對「法國觀」與「瑞士觀」的分歧或差異，並

未做選擇，而以平等方式對待兩種機制，且予以兼容並蓄。這即是條文內，

使用amiable composition 或ex-aequo et bono，以「或」一字，予以並列，不對

任何其中之一，有所排除，其詳細理由，已說明於前。按有些國際交易無法

尋妥法律規範做判斷，使法國觀的「衡平仲裁」受到較大的青睞，何況「法

國觀」的範圍還可包含「瑞士觀」。這是值得最高法院注意的問題。

在法務部編印的「修正實錄」裡，能尋找到此條立法的資訊有限。由

立法者所訂立的法條文字，在其形式上與實質上，可斷定其並未參考模範法

［Art.28 (3)］的立法，在其表面上又看不出來是採用目前現存三種立法類型

中的那一類型，將來最高法院在面對「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的文字做解

釋時，當然不能將之局限於「瑞士觀」的ex aequo et bono（公平善良），且使

其能包括「法國觀」的機制。這樣的立場，將可使國內的「衡平仲裁」有更

大的發展空間。

 三十多年前，法國學者Ph. Fouchard就法文的衡平仲裁一詞，寫過「誰不

知道這個字？誰能毫不猶豫的給與定義？」（Qui ne connait le mot? Qui peut, 
sans hésitation, definer la chose?）。這也正是對目前台灣的立法與司法實務的

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