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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許多涉外商務契約預先訂立仲裁條款，期使將來發生契約爭議後，能迅

速、經濟、有效、專業、保密、和諧地解決紛爭（註一）。

《仲裁專論》

 

   摘要
伍偉華＊

美國係我國最重要貿易夥伴之一，理解美國仲裁之法制，非但有

助於涉美商務貿易，更對我國法制具有啟發性。在締結仲裁條款時，

宜先理解所涉國家之法制，加以衡量比較之後，再訂立當事人雙方所

能接受之仲裁條款。如當事人將合意仲裁實體法律關係之程序事項，

合意提付仲裁，因其涉及一定之程序法律關係，且係由該實體法律關

係所生之爭議，應無不許其提付仲裁之理。反之，如當事人間，並未

就特定實體或程序事項具有仲裁契約或協議者，則除法律規定強制仲

裁事項者外，無論如何不得就該事項進行仲裁。再者，仲裁條款除宜

明確訂立仲裁地、仲裁機構、仲裁程序之準據法、仲裁之實體準據

法、仲裁人如何選定等事項外，尚宜明定仲裁標的之範圍。

＊ 伍偉華：政治大學法學博士、法學碩士，美國芝加哥約翰馬歇爾法學院

法學碩士（LLM, The John Marshall Law School, Chicago）。現為臺

灣苗栗地方法院法官、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高級訪問學者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at 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美國國務院

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訪問學者（Fulbright Visiting Scholar）。作者非常感

謝數位匿名審查委員非常用心的審查，並提供寶貴之意見，使作者獲益

良多。

註一：關於利用仲裁程序解決紛爭之種種優點，參見：Shahla F. Ali, Approaching the Global 
Arbitration Table: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of Arbitration as Seen by Practitioners in 
East Asia and the West, 28 Rev. Litig. 791, 833 (2009).

淺介美國法院對集團仲裁相關規定
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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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與美國互為重要貿易夥伴（註二），海空交通運輸頻繁。涉美商務

契約，其準據法條款或仲裁條款，多約定以美國法或我國法為準據法，如約

定為美國法，許多約定以紐約州法為準據法。而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

條有集團訴訟之機制，當事人間訂立仲裁條款之際，或涉美商務契約紛爭解

決前，合意將其商務契約所引發既有或未來之紛爭，提付仲裁，是否得以集

團仲裁方式為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甫於2010年4月27日作成Stolt-Nielsen S. 

A. et al. v. Animalfeeds In. Ternational Corp.案之裁定（Court Order, Writ of Cer-

tiorari）（註三），對仲裁條款與集團仲裁間之關係，詳盡論述，無論就對美

商務貿易及我國法制而言，均具啟發性，茲介紹並分析如次。

貳、Stolt-Nielsen案之介紹

一、訟爭大要
本案聲請人Stolt-Nielsen等（註四），係多家散裝化學品液貨船業者

（Parcel Tanker）（註五），將其海上貨輪分隔成許多小間，提供予不同之

客戶，而本案相對人Animalfeeds公司，即為聲請人等客戶之一。本案聲請人

等之一，向相對人提供貨船隔間，以運送散裝液體、食用油等。按運送人與

註二：經濟部國貿局網站上所公佈之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概況，最新資料為2008年，依其

所示：2008年我國與美國貿易總額達616.1億美元，其中，美國對我國出口252.79
億美元，美國自我國進口363.27億美元，比重為1.73%，在四小龍中僅次於韓國 
(2.29%)，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占有率，在2008年排名第12名。參見：http://ekm92.
trade.gov.tw/BOFT/OpenFileService?file_id=ccead5ed1b46a30f8844ea197d117986&con
text=83ee4cf785ad25a257533d1ac7c3b82f（最後瀏覽日期：2010年5月5日）。　

註三：130 S. Ct. 1758; 176 L. Ed. 2d 605; 2010 U.S. LEXIS 3672; 2010-1 Trade Cas. (CCH) 
P76,982; 2010 AMC 913; 22 Fla. L. Weekly Fed. S 269。本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編號為

No. 08-1198。　

註四：本文在此係以聲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Writ of Certiorari為準，將當事人區分為聲請

人及相對人。　

註五：散裝化學品液貨船業者，係運送多種化學及液態產品，常出現卡特爾（Cartel）之事

業聯合行為。參見：John Asker, Leniency and Post-Cartel Market Conduct: Prelimi-
nary Evidence from Parcel Tanker Shipp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
zation, 36th EARIE Papers and Proceedings issue 2,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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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船人間，通常係採用海上運送之標準制式「傭船契約」（Charter Party）

（註六），其中包含仲裁條款。本案相對人之仲裁條款略以：「仲裁：任何

訂立、履行、終止本傭船契約所引起之爭議，均應在紐約市仲裁，船東與傭

船人各自指定一仲裁人，其應為具有運輸業務經驗之商人、仲介或個人，如

該二位仲裁人未能達成仲裁判斷之共識，應再由該二位仲裁人指定第三仲裁

人，該第三仲裁人須為海商法律師。仲裁程序須依美國聯邦仲裁法之條文及

程序」（註七）。

嗣本案相對人，以本案聲請人等壟斷價格為由，對本案聲請人等提出反

壟斷法之訴訟（Antitrust Suit for Pricing Fixing），其他傭船人則在他州提起

相同之訴訟，均被跨區訴訟繫屬司法審查庭（註八）裁定合併審理。本案兩

造遂合意以仲裁方式，解決其間關於反壟斷法之爭議，結果本案相對人，卻

欲同時代表所有於1998年8月1日至2002年11月30日期間，由本案聲請人等提

供貨船之其他散裝化學品液貨船之傭船人，與本案聲請人等進行仲裁。本案

兩造於是合意就「兩造間之仲裁條款，究竟是否准許集團仲裁」乙節，先進

行仲裁，而受理之仲裁庭，須遵守後述聯邦最高法院Bazzle案後，美國仲裁協

會所定之集團仲裁補充規則。此項仲裁標的，係在反壟斷法之實體法律關係

仲裁標的前，所為程序上之前提仲裁或先決仲裁。兩造均同意其間之仲裁條

款，對於是否得為集團仲裁乙節，係未為約定（Silent）。

對此前提仲裁，兩造仲裁條款指定之紐約市仲裁機構，乃為先決之程序

註六：關此，聯邦最高法院之引註為：Com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arter Party 
Agreements “Subject to” Respective American and British Laws and Decisions . . .It’s All 
in the Details, 26 Tulane Mar. L. J. 291, 294 (2001–2002)；T. Schoenbaum, 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11–1, 200 (3ded. 2001).

註七："Arbitration.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the making, performance or termination of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settled in New York, Owner and Charterer each appointing an 
arbitrator, who shall be a merchant, broker or individual experienced in the shipping 
business; the two thus chosen, if they cannot agree, shall nominate a third arbitrator who 
shall be an Admiralty lawyer. Such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visions and proced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bitration Act [i.e., the FAA]".

註八：Judicial panel on Multidistrict Litigation(JPML)，複数の司法管轄区にまたがる訴訟を
監督する，広域系属訴訟司法委員会。



《仲裁專論》
淺介美國法院對集團仲裁相關規定之看法

46

仲
裁
季
刊
第
9 1
期
9 9
年
9
月
1 5
日

仲裁判斷（中間判斷），認為兩造間之仲裁條款，係准許集團仲裁者，並將

反壟斷法之仲裁程序暫停，以期仲裁當事人對該中間判斷，提出司法救濟。

本案聲請人等，遂對該中間判斷，向法院提出抗告，紐約市聯邦地區法院以

該中間判斷「明顯漠視法律」（Manifest Disregard of Law）為由，予以撤銷，

並認為：如仲裁庭適用選法規則（Choice of Law），將適用聯邦海商法（Fed-

eral Maritime Law），其規定契約應依商業習慣（Custom and Usage）予以解

釋，而集團仲裁係牴觸該商業習慣（Custom and Usage），故不應准許。本案

相對人上訴後，此項紐約市聯邦地區法院之判決，卻被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

院所撤銷，理由略以：本案聲請人等，並未引用任何學術或實務權威，以支

持其適用聯邦海商法上商業習慣之主張，該中間判斷之準據法，為美國紐約

州法，而該先決仲裁判斷，並未明顯違反紐約州法，因紐約州法並未禁止集

團仲裁，故該先決之中間仲裁判斷，應予維持（註九）。

二、本案聯邦最高法院之意見

本案聲請人等，對於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前述判決，向美國聯邦最高

法院聲請准予上訴之Writ of Certiorari。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開宗明義認為，本

案之爭點所在，厥在於：當仲裁條款對是否得集團仲裁並未約定時，集團仲

裁是否符合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 FAA）（註一〇）。本案聯邦

最高法院意見之結論認為，本案兩造當事人並未約定得為集團仲裁，故該先

決程序仲裁之中間判斷，乃違反聯邦仲裁法，應予撤銷。其理由如次：

（一）中間判斷之仲裁庭逾越權限，於仲裁時加入公共政策之考

量，而非選擇並適用美國聯邦仲裁法、聯邦海商法或紐約

州法

按法院得依聯邦仲裁法第10條第（a）項第（4）款，以仲裁人作成仲裁

註九：Justin Kelly, Featured News: ADR News: Supreme Court to Review Class Arbitration 
under FAA, 64 J. Disp. Resol. 5(2009) ; Cindy Fazzi, Featured News and Column: AAA 
Files Amicus Brief in Stolt-Nielsen, 64 J. Disp. Resol. 4-15(2009).　

註一○：Federal Arbitration Act (FAA), 9 U.S.C. §1 et seq. Pp.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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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逾越權限為由，撤銷仲裁判斷。聯邦最高法院在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n. v. Garvey（註一一）案中亦判認：倘仲裁人偏離解釋適用仲裁條

款，而廢弛其職責，法院即得撤銷其仲裁判斷。蓋因仲裁人之職責，係在解

釋及實現仲裁條款，而非制定公共政策。然而在本案中，仲裁庭卻採納相對

人所提「應准許集團仲裁，以貫徹公共政策」之主張。

在本案中，兩造當事人均同意：兩造關於反壟斷爭議之仲裁條款，對

得否集團仲裁並未約定。關於得否集團仲裁乙節之程序仲裁，仲裁庭應先確

認此先決程序仲裁所應適用之準據法。在聯邦最高法院Green Tree Financial 

Corp. v. Bazzle（註一二）案（以下簡稱：「Bazzle案」）之後，仲裁庭須恪遵

美國仲裁協會頒訂，於2003年10月8日生效之集團仲裁補充規則第3至7條之規

定。本案之仲裁庭，卻未先確認其先決仲裁之準據法，究竟為聯邦仲裁法、

聯邦海商法或紐約州法，並適用該準據法，以及依Bazzle案「依當事人仲裁條

款之文句，確認其有無准許集團仲裁之真意」之判決意旨，探求當事人之真

意。且該仲裁庭在確認（Acknowledge）兩造當事人均承認其未約定得為集團

仲裁之情形下，竟仍自行補充仲裁當事人之意思，自居英美法系下之法院地

位，而適用其所認之最佳規則，並以公共政策為由，判斷准許集團仲裁，顯

然故意逾越其仲裁庭之權限，從而依據聯邦仲裁法第10條第（b）款規定，本

院乃撤銷聯邦第二巡迴法院之原判決。

（二）無法由Bazzle案判決推論出本案之結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Bazzle案判決（詳如後述），係關於商業消費借貸與

借貸人間之仲裁條款，並未明示集團仲裁之案件，僅係在處理：究竟應由法

院或仲裁庭，來決定當事人是否約定得為集團仲裁，並判認應由仲裁庭來決

定，除非當事人均有意經由法院決之。但在本案，因當事人已合意將此問題

提付仲裁，故應由仲裁庭決定之。本案兩造及中間判斷之仲裁庭，均認為Baz-

zle案係關於決定是否得為集團仲裁之判決，容有誤解。

註一一：532 U. S. 504, 509.

註一二：539 U. S. 44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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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決仲裁判斷准許集團仲裁，乃違反聯邦仲裁法

聯邦仲裁法係規範關於仲裁之基本原則，其所規定之仲裁概念，即為聯

邦最高法院於Volt v. Board of Trustees of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註一三）

判決中所詮釋之「一種合意而非強制」。該判決並認：聯邦仲裁法規定，在

海事交易中，以書面契約合意，將某爭議提付仲裁之仲裁條款，須為有效、

不可撤回並可執行，且得依法律或衡平原則予以撤銷者，而當事人得據以向

聯邦地區法院，聲請仲裁程序應依仲裁條款進行之命令，因此聯邦仲裁法之

立法意旨，在於確保依當事人之仲裁條款進行仲裁，無論實現仲裁條款，或

解釋仲裁條款，法院或仲裁庭，均需賦予當事人該仲裁條款之權利及期待。

提付仲裁本身，即為契約行為，一切需在契約範圍內為之，從而其重心，在

於當事人之意思，當事人以仲裁條款賦予仲裁人權力。當事人有權利自由建

構其仲裁協議，並限制仲裁標的，或選擇仲裁程序應適用之準據法，以及選

任仲裁人。因此依據聯邦仲裁法，當事人不得被迫從事集團仲裁，除非當事

人合意為之。本案之仲裁庭，在兩造當事人均認為未約定得集團仲裁之情形

下，即進行集團仲裁，自與聯邦仲裁法所律定之當事人同意原則（註一四）

相背，其強迫（Impose）當事人接受集團仲裁，係違反當事人之意思及期

待。

另依據聯邦最高法院Howsam v. Dean Witter Reynolds, Inc.案之判決

（註一五），當事人固得默示授權仲裁人採行必要程序，以維持當事人間仲

裁條款之效力，但不應僅憑當事人間具有仲裁條款，即遽爾推定當事人間有

何同意集團仲裁之默示意思表示合致，蓋因單純兩造仲裁及集團仲裁兩者之

間，差距過大，具有本質上之分別：在集團仲裁，仲裁人不再是僅僅仲裁單

一紛爭，而是仲裁千百件紛爭，此外，在集團仲裁補充規則第9條規定下，集

團仲裁不再推定為隱私及保密（詳如後述），此均與當事人當初訂立仲裁條

款之期待相違，此種推定過於誇張（Too Great for Arbitrators to Presume），故

註一三：489 U. S. 468, 479. 

註一四：應即為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註一五：537 U. S.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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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為之。

參、分析

一、仲裁標的為程序事項之程序仲裁

在本案中，先決仲裁之中間判斷標的，係「兩造間之仲裁條款，究竟

是否准許集團仲裁」，而該仲裁條款之法律效果，係程序而非實體，亦即先

決仲裁判斷確定後，始開始進行本案反壟斷法之實體法律關係仲裁。在本案

中，無論何一審級之聯邦法院，均不否認程序問題亦得提付仲裁，後述之Baz-

zle案判決，亦直接挑明此程序問題，應由仲裁庭判斷之，故「程序仲裁」為

美國法之特色。

我國仲裁法第2條規定：「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非關於一定之法律關

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不生效力」。所謂「一定之法律關

係」，根據法務部之函示（註一六），係指：「以當事人得依法和解之民事

爭議」，然程序事項僅能合意，無從為實體法上之和解，若係如此，則係指

一定之民事實體法律關係，而不包括一定之程序法律關係。但法務部函示並

非司法實務判決，對法院不具拘束力，且分析仲裁法第2條之文字，即使將

「非關於一定之法律關係」，解釋為實體法律關係，但「由該法律關係所生

之爭議」，文義上應包括程序爭議，並未限縮於實體爭議。另從目的論予以

解釋，仲裁之目的在於定分止爭、紓解訟源，如不准當事人合意將程序問題

提付我國仲裁機構，就仲裁標的實體爭議所生之程序爭議一併仲裁，以便早

日進入實體爭議之仲裁，實難達仲裁機制之上開目的，亦不尊重當事人之程

序選擇權。

註一六：法務部（86）法律決字第15020號函：「一、按有關商務上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

事人得依商務仲裁條例訂立「仲裁契約」、「約定應付仲裁之契約，非關於一定之

法律關係，及由該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不生效力。」現行「商務仲裁條例」第

1條第1項、第2條定有明文。目前實務上對仲裁之解釋，雖不以商務上爭議為限，

惟仍以當事人得依法和解之民事爭議為限，始得提付仲裁」。參見：法務部法規諮

詢意見（四）下，2003年6月，頁48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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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當事人間之仲裁契約，或合意將程序問題提付仲裁，我國仲裁機

構並為程序事項之仲裁判斷，似非屬仲裁法第40條撤銷仲裁判斷之法定事

由。依同法第38條第1款及第4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

標的之爭議無關者，始得撤銷之。而實體仲裁標的之仲裁程序事項，當然

與該實體仲裁標的有關，故在此情形下，不得撤銷我國仲裁機構所為之程

序仲裁判斷。

二、仲裁判斷之準據法

在本案中，依兩造之仲裁條款，係合意在美國紐約市仲裁，卻未約定就

其程序仲裁，於判斷其仲裁標的時，應適用之準據法為何，導致有應適用美

國聯邦海商法、紐約州法或聯邦仲裁法之疑慮。在本案中，紐約市聯邦地區

法院認應適用聯邦海商法，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應適用紐約市所在之

紐約州法，聯邦最高法院最後定調為適用聯邦仲裁法，以為本案之準據法。

三個審級所認定之準據法各有不同，各唱各調。

本案兩造當事人對程序仲裁契約之效力，並不爭執，且當事人並未約定

衡平判斷，故有疑義者，係法律仲裁判斷（註一七）之準據法。本案當事人

對於程序仲裁之契約，並未約定準據法之原因，極有可能係認為程序問題與

實體問題，應為相同之處遇，因實體上之反壟斷法爭議，雙方既以仲裁條款

約定適用聯邦仲裁法，則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以聯邦仲裁法為準據法，應係

解讀當事人默示之意思表示。

倘當事人間對於仲裁之準據法，並無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國際間

之一般做法：歐洲商務仲裁公約第7條（Article 7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規定：「除當事人另有規定外，當事人未約定仲

裁準據法者，仲裁人應依衝突法則選用適當法仲裁」（註一八），此一條文

註一七：法律仲裁係相對於衡平仲裁而言。

註一八："Article VII - Applicable Law 1. The parties shall be free to determine, by agreement, 
the law to be applied by the arbitrators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Failing any 
indication by the parties as to the applicable law, the arbitrators shall apply the proper 
law under the rule of conflict that the arbitrators deem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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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啟發其他國際規範（註一九）。 1 9 8 5年聯合國國際商事仲裁示範

法（U N C I T R A L Model Law）第28條第2項（註二〇）、國際商會（Inter-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仲裁規定第17條第1項（註二一），均有類

似之規定。因此仲裁庭原則上，需要像法院一般，依衝突法則（註二二）決

定應適用之準據法，而「最重要牽連關係」係當代選法規則之主流，此何以

在我國一般認為，在欠缺當事人合意準據法之情形下，仲裁庭應依「最重要

牽連因素」原因去尋找準據法（註二三）。以本案而言，聯邦仲裁法及聯邦

海商法係事物牽連，紐約州法係土地牽連，何以聯邦仲裁法最後脫穎而出，

本案聯邦最高法院對此並未多所著墨，似為美中不足之處。但其認為事物牽

連較土地牽連更為重要，應屬可取。但本案所提供之啟示，係對美商務貿易

往來，如欲約定仲裁條款，除宜明確約定仲裁地之外，更宜明確約定實體及

程序仲裁判斷之準據法，避免二度紛爭，致消耗兩造當事人寶貴之時間及財

力，尤其係如美國之聯邦制國家，州法與聯邦法律交錯縱橫，疊床架屋，事

 Available at: http://www.jus.uio.no/lm/europe.international.commercial.arbitration.
convention.geneva.1961/portrait.a4.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年5月5日）。

註一九：Okezie Chukwumerije,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25(Quorum, 1994).　

註二○："Article 28. Rules applicable to substance of dispute (1)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the dispute in accordance with such rules of law as are chosen by the parties as 
applicable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Any designation of the law or legal system 
of a given State shall be construed, unless otherwise expressed, as directly referring 
to the substantive law of that State and not to its conflict of laws rules. (2) Failing any 
designation by the parties,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apply the law determined by the 
conflict of laws rules which it considers applicable."

 Available at: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ml-arb/07-
86998_Ebook.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年5月5日）。

註二一： "The parties shall be free to agree upon the rules of law to be appli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the merits of the dispute.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ch agreement, 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apply the rules of law which it determines to be appropriate.". Available 
at:http://www.iccwbo.org/uploadedFiles/Court/Arbitration/other/rules_arb_english.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0年5月5日）。

註二二：Rule of Conflict, Conflict of Laws.  亦即為選法規則（Choice of Law）。　

註二三：林益山，國際商務仲裁契約之準據法，月旦法學，第86期，2002年7月，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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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因素與土地因素，均涉入牽連，其仲裁條款，更不宜僅空泛約定「以美國

法為準據法」或「以紐約州法為準據法」，而應明確指定係適用何年月日生

效或最後修正之何一版本之何部具體法律。

三、仲裁條款之解釋

（一）Bazzle案之內容

本案所提及之Bazzle案，係解釋仲裁條款之極佳案例。在Bazzle案中，有

兩組客戶，分別向同一商業消費借貸公司借款，而借款契約均有類似之仲裁

條款，亦即均約定因該借款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或法律關係，均由兩造合意

選定之獨任仲裁人，依聯邦仲裁法為終局仲裁判斷。

嗣該公司，並未依南卡羅來納州法規定之要式，通知該二組客戶：「客

戶有自己選任律師及保險經紀人之權利」，並提供相關填寫欄位。該二組客

戶，遂分別起訴該公司違法，並請求法定損害賠償（Statutory Damage）。在

1997年4月，第一組客戶聲請法院核准集團仲裁，該公司則聲請停止訴訟程

序，並請求法院發給強制仲裁命令。在1998年1月5日，法院准許集團仲裁，

並核發強制仲裁命令。第二組客戶，亦經該州上訴法院命令強制仲裁。

在第一組客戶之仲裁程序，即涉及家境改善消費借貸之程序，兩造選

出一位仲裁人進行集團仲裁，最後判斷借貸公司應賠償超過美金一千萬元之

法定損害賠償以及律師費，南卡羅來納州事實審法院並認可該項判斷。在第

二組客戶之仲裁程序，涉及汽車貸款，最初南卡羅來納州上訴法院判認仲裁

條款無法執行，之後兩造卻選任第一程序中之同一仲裁人，該仲裁人准許集

團仲裁，並判斷借貸公司應賠償超過美金九百萬元之法定損害賠償以及律師

費，南卡羅來納州事實審法院亦認可該項判斷。

該公司乃對南卡羅來納州事實審法院前述二項認可裁定，提出抗告，

主張該集團仲裁為法所不許，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遂將兩案合併審理，並

合併判認該二程序之仲裁條款，並未約定是否得為集團仲裁，依該州法律解

釋，應予准許，故該二項仲裁均應予維持，其理由為：仲裁條款並未約定不



《仲裁專論》
淺介美國法院對集團仲裁相關規定之看法

53

仲
裁
季
刊
第
9 1
期
9 9
年
9
月
1 5
日

得進行集團仲裁，且集團仲裁，係符合效率及公平正義者，故應予准許。

    在Bazzle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之前述判

決，認為：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是否確實對得否集團仲裁乙節並未約定，

或如上開公司所稱之禁止集團仲裁，聯邦最高法院對此不能自行決定，而應

由仲裁人決之，蓋因當事人間於借貸契約內之仲裁條款，係約定一切「與

該契約有關」（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之爭議及法律關係，均應提付仲裁

（註二四），其應包括該仲裁條款效力是否及於集團仲裁之問題，且卷宗記

錄顯示，仲裁人對此仲裁條款解釋問題，並未做出獨立判斷，僅寫下其認仲

裁條款應容許集團仲裁之記錄，故撤銷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之判決，由仲

裁人再行作出獨立判斷。

（二）評述

本文以為，在Bazzle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解釋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認為

仲裁條款所約定之得為仲裁標的，其是否包括集團仲裁乙節，亦屬仲裁條款

合意提付仲裁之範疇，容有疑義，因仲裁條款固然約定與該借貸契約有關之

爭議，均應提付仲裁，但何謂「有關」，不應無限上綱，毫無節制地空泛解

釋，否則一切事物均可包括內，蓋因一切事物均與該契約同存於世間，因而

「有關」。

「有關」，應指與當事人間之借貸契約直接相關，而存在於當事人間之

註二四："ARBITRATION--All disputes, claims, or controversies arising from or relating to 
this contract or the relationships which result from this contract . . . shall be resolved by 
binding arbitration by one arbitrator selected by us with consent of you. This arbitration 
contract is made pursuant to a transaction in interstate commerce, and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at 9 U.S.C. section 1 [9 U.S.C.S. ?1] . . . . THE PARTIES 
VOLUNTARILY AND KNOWINGLY WAIVE ANY RIGHT THEY HAVE TO A JURY 
TRIAL, EITHER PURSUANT TO ARBITRATION UNDER THIS CLAUSE OR 
PURSUANT TO COURT ACTION BY US (AS PROVIDED HEREIN). . . . The parties 
agree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arbitrator shall have all powers provided by the law and the 
contract. These powers shall include all legal and equitable remed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money damages, declaratory relief, and injunctive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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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似不應包括公司與該二組客戶以外之第三人間，得否進行集團仲

裁之關係。在Bazzle案中，三位大法官聯袂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依該仲裁條

款，公司有權選擇仲裁人（該仲裁人並需經仲裁對造即客戶之同意）；如依

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之前述決定，公司與當事人以外之其他3,734位客戶間

之仲裁，均須由同一仲裁人為之，而剝奪公司依該仲裁條款，有選任不同仲

裁人之權利，故聯邦最高法院應自為判斷該仲裁條款不准集團仲裁，而非交

由仲裁人判斷之。

Bazzle案中仲裁條款所援用之「有關」字句，與許多制式仲裁條款之用

語，均相類似。涉美貿易糾紛，倘以美國法為契約爭議之準據法，因Bazzle

案之故，在美國法院獲得相同解釋之判決機率極高。即使仲裁條款之仲裁

標的「是否包括集團仲裁」乙節，依據仲裁條款，應由仲裁人予以判斷，

然而，仲裁人明明已經在集團仲裁程序中，做出判斷法定損害賠償之實體

判斷（實體仲裁），即默示認定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係准許集團仲裁

者，不僅如此，更曾載明其認為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應係容許集團仲裁

者，僅因該項認定並非以獨立判斷為之，聯邦最高法院即據此要求仲裁人

再次做出獨立之程序仲裁判斷，其結果可想而知，如此往返周折，實浪費

程序及時間、費用。

四、集團仲裁制度

（一）集團仲裁之意義

值得介紹者，係為因應Bazzle案判決，美國仲裁協會已頒佈關於集團仲裁

之補充規則（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s Supplementary Rules for Class 

Arbitrations，以下簡稱：「補充規則」），其自2003年10月8日生效，係美國

集團仲裁規則之濫觴。

集團仲裁乃對應於美國聯邦民事訴訟法第23條之集團訴訟（Class Ac-

tion），其定義，依補充規則第1條規定，係代表或對於一群當事人或據稱當

事人提出仲裁（Where a Party Submits a Dispute to Arbitration on Behalf of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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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a Class or Purported Class），復依第4條第a項第2款規定，集團當事

人須具法律或事實上之共通爭點，亦即「在一仲裁程序中，當事人主張，其

係同時代表其他法律境遇相似者進行仲裁」（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n which 

the Claimant Purports to Represent a Class of Similarly Situated Individuals）

（註二五）。其著例，係日本豐田汽車公司（TOYOTA）最近之產品瑕疵，

導致在美國之消費者集團訴訟及仲裁（註二六）。

（二）美國之集團仲裁制度

美國集團仲裁制度之美國仲裁協會關於集團仲裁之補充規則，共分為12

條文，每一條文均有一標題，茲分述如次：

1、本規則之適用

 補充規則第1條規定：「(a)補充規則，應適用於所有依本會規則及補充

規則所定之仲裁協議，當事人代表或對於一群當事人或據稱當事人提出仲

裁，亦適用於法院轉介集團訴訟於本會之仲裁，或當事人對正在本會仲裁之

案件，代表或對於一群當事人或據稱當事人提出主張。(b)如本補充規則與其

他本會之規則不同，則以本補充規則為準。仲裁人有權解決仲裁條款與本補

充規則相衝突之處，其衝突之解決，應兼顧其他缺席之集團當事人或據稱當

事人之利益。(c)如原應由仲裁人依本補充規則解決之事項，經法院以命令解

決後，仲裁人應遵守該命令」。

2、仲裁人名冊及編號

補充規則第2條規定：「(a)依本補充規則所為之集團仲裁，其中至少一位

仲裁人，應自本會全國性仲裁人名冊中選任。(b)倘當事人未能合意仲裁人之

註二五：David S. Clancy and Matthew M.K. Stein, An Uninvited Guest: Class Arbitration and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s Legislative History, Available at：http://www.skadden.
com/content%5CPublications%5CPublications1354_0.pdf（最後瀏覽日：2010年5月1
日）。　

註二六：www.wpbf.com/video/22462318/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1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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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則應由獨任仲裁人仲裁之，但本會依職權指定三位仲裁人仲裁者，不

在此限。本補充規則所稱之仲裁人，應包括一位或三位仲裁人」。

3、仲裁條款之解釋

補充規則第3條規定：「受選任後，仲裁人首應解釋仲裁條款是否准許集

團仲裁，並作成中間判斷，於作成中間判斷後至少30日內，停止仲裁程序，

供仲裁當事人對該中間判斷向法院提出救濟程序。但所有仲裁當事人均以書

面通知仲裁人不對中間判斷提出司法救濟，或期滿後，並未有任何當事人通

知仲裁人已提出司法救濟者，仲裁人即得依該中間判斷進行仲裁。倘在期間

內，有當事人通知仲裁人已有司法救濟者，仲裁人得停止一部或全部仲裁程

序，直至知悉法院判決為止。在解釋當事人之仲裁條款時，本補充規則或其

他本會之規則，不得作為解釋是否得進行集團仲裁之理由」。

4、集團仲裁之要件

補充規則第4條規定：「(a)集團仲裁之要件：仲裁人依前條規定，如認定

仲裁條款准許集團仲裁，或法院命令由仲裁人判斷是否得維持集團仲裁，此

際仲裁人應判斷應否進行集團仲裁。為此，仲裁人應審酌本條規定之標準、

任何法律規定或仲裁當事人之協議，並決定集團成員中之一人或數人，是否

得為該方全體當事人之代表。在下列要件均符合時，仲裁人應同意由集團代

表遂行仲裁：(1)集團成員數量龐大，全體到場聯合仲裁容有困難。(2)集團當

事人具法律或事實上之共通爭點。(3)集團代表之請求或抗辯，為整個集團典

型之請求或抗辯。(4)集團代表能公平、充分地保障集團成員利益。(5) 集團代

表所選任之律師，能公平、充分地保障集團利益。(6)集團中每一成員，均訂

有與集團代表及集團其他成員所簽署實質上相似之仲裁條款。(b)集團仲裁同

時符合下列要件者，應予維持並繼續進行：符合前項要件、仲裁人認定集團

成員間，具法律或事實上之共同主要爭點、仲裁人認為集團仲裁，係公平有

效解決紛爭之最佳方式。並應認定包括下列事項：(1)集團之利益，得以支配

該集團成員個別仲裁之攻擊防禦。(2)集團之其他成員，均已提起與該爭議有

關之其他程序。(3)集團當事人成員是否願意集中由同一仲裁庭解決紛爭。(4)

集團仲裁所可能遭遇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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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決定集團內涵之中間判斷

補充規則第5條規定：「(a)仲裁人關於是否得集團仲裁之判斷，應以附具

理由之中間判斷為之，並應敘明本補充規則第4條所列各點。(b)中間判斷應界

定集團之範圍、確認集團代表及律師，集團之請求、爭點及抗辯。依本補充

規則第6條所為之集團仲裁通知影本，應載明通知集團成員之方式，附於中

間判斷之後。(c)中間判斷，應載明在何情形下，集團成員何時及如何被排

除於集團之外。倘仲裁人認有不應予以排除之例外情形，例如：需解決聲

請禁制令之主張、供求償之債務人財產有限（註二七），使得准許成員申請

退出集團並不適當時，該中間判斷需說明其理由。(d) 仲裁人作成中間判斷

後至少30日內，應停止仲裁程序，供仲裁當事人對該中間判斷向法院提出

救濟程序，由法院確認或撤銷該中間判斷。但所有仲裁當事人均以書面通

知仲裁人不對中間判斷提出司法救濟，或期滿後，並未有任何當事人通知

仲裁人已提出司法救濟者，仲裁人即得依該中間判斷進行仲裁。倘在期間

內，有當事人通知仲裁人已有司法救濟者，仲裁人得停止一部或全部仲裁

程序，直至知悉法院判決為止。(e)該中間判斷得由仲裁人於作成終局判斷

前，予以變更或撤銷」。

6、中間判斷之通知

 補充規則第6條規定：「(a)前條期間經過後，仲裁人依本補充規則所為

之中間判斷，應依情況允許之最佳可行方式通知成員。該通知應送達所有經

合理努力而得確認之全體成員。(b)通知應以簡明易懂之語句，記載下列事

項：(1)程序之性質。(2)集團代表之定義。(3)集團請求、爭點與抗辯。(4)集團

成員得親自出席，或委任律師出席聽證。(5)仲裁人得應成員之請求，將特定

成員排除於集團之外，並敘明排除之時機及理由。(6)集團仲裁判斷對集團成

員具有拘束力。(7)仲裁人，以及經仲裁人許可之集團代表及律師，其身分及

履歷。(8)集團成員得與何人聯繫集團仲裁事宜，包括本補充規則第9條所規定

註二七：此多出現於債務人破產之情形，債務人供求償之財產有限，則集團成員不宜退出

集團另主張高額賠償。John C. Coffee, Jr., Class Wars: The Dilemma of the Mass Tort 
Class Action, 95 Colum. L. Rev. 1343, 145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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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會集團仲裁案件清單資料」。

7、終局判斷

補充規則第7條規定：「集團仲裁之實質終局判斷，無論其是否有利於

該集團，均應附具理由並界定集團之範圍。終局判斷亦應界定依本補充規

則第6條之受通知對象、仲裁人認定為集團成員者，以及選擇退出集團之人

（註二八）」。

8、清算、自願撤回或和解

補充規則第8條規定：「(a)(1)任何對於請求、爭點或抗辯之清算、自願

撤回及和解，非經仲裁人許可，不生效力。(2)仲裁人應將清算、自願撤回或

和解方案，以合理方式通知所有將受其拘束之集團成員。(3)經聽證並認定清

算、自願撤回或和解，係公平、合理且充足者，仲裁人始得許可具拘束集團

成員效力之清算、自願撤回或和解。(b)依本補充規則申請仲裁人許可清算、

自願撤回或和解者，應將任何相關方案提交仲裁人。(c)仲裁人得拒絕許可清

算，但集團成員前曾有機會退出集團卻未退出，且該清算賦予集團成員新的

申請退出機會者，不在此限。(d)任何集團成員得反對本條所定之清算、自願

撤回或和解方案。該反對須經仲裁人許可，始得撤回」。

9、保密規定及集團仲裁案件清單

補充規則第9條規定：「(a)在仲裁程序中應保護隱私及保密之推定，均

不適用於集團仲裁程序。所有集團仲裁之聽證及卷宗，仲裁人均得依職權公

開，或在其他特殊情形下公開。且任何集團成員或其律師，均不得被排除於

聽證之外。(b)本會應在網站上公佈集團仲裁之案件清單，並包括下列本會已

知之資訊：(1)仲裁請求書影本。(2)當事人身分。(3)每一當事人之姓名及其律

師之聯絡方式。(4)仲裁人曾作成之仲裁判斷清單。(5)聽證預定之日期、時間

及地點」。

註二八： 以明該集團仲裁之主觀效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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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判斷之程式及出版

 補充規則第10條規定：「(a)依本補充規則所為之仲裁判斷，須以書面為

之，並經仲裁人或集團仲裁之多數當事人簽名，且附具理由。(b) 依本補充規

則所為之仲裁判斷，均應出版公開，以供價購」。

11、行政管理費及其滯納之停止仲裁程序

補充規則第11條規定：「(a)提起集團仲裁請求、反訴或追加請求者，各

應一次繳納美金3,350元之仲裁基本費用。該費用應包括所有本會作成是否

得集團仲裁之中間判斷行政管理費。如中間判斷得為集團仲裁，集團仲裁請

求人需另行繳納集團仲裁費用，該集團仲裁費用，應依請求人請求之數額，

按本會商務仲裁規則所定收費標準核計之。(b)關於仲裁當事人繳納行政管理

費，或繳納仲裁人依當事人仲裁協議或仲裁準據法應得報酬之爭議，得由該

仲裁人決之。但經當事人共同申請，本會得指定應受報酬仲裁人以外之其他

仲裁人，以中間判斷決之。(c) 行政管理費或仲裁人之報酬，未經當事人繳納

完足者，本會得通知當事人繳納。在繳納完足前，仲裁人得停止或終止仲裁

程序。如仲裁人尚未經選任者，本會得停止該仲裁程序。(d)如仲裁人依本條

規定停止仲裁程序，其停止，應公佈於本會之案件清單」。

12、責任免除

補充規則第12條規定：「(a)當事人提起關於集團仲裁之司法程序者，不

應視為拋棄其仲裁權。(b)無論本會，或集團仲裁之仲裁人，或依本規則得為

集團仲裁之仲裁人者，均不必且不宜為關於該仲裁之司法程序當事人。本會

之政策，為服膺法院對於仲裁當事人或有關仲裁行為之任何命令，無論本會

是否為該命令之列名關係人。(c)依本補充規則所為集團仲裁之當事人，關於

該仲裁判斷之爭議，應視為同意其得繫屬於管轄之聯邦或州法院。(d) 依本補

充規則所為集團仲裁之當事人，應視為同意無論本會或仲裁人，對當事人就

關於仲裁行為或仲裁疏失之損害賠償請求或禁制令，均不負責任」。

（三）美國集團仲裁制度對我國法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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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仲裁協會之集團仲裁補充規則，係為因應集團訴訟之仲裁而生，其

係關於仲裁程序事項之規定，仲裁人依該規則，既需中間判斷類如「仲裁條

款是否得准許集團仲裁」之程序事項，亦需於該中間判斷確定後，進行實體

法律關係之判斷。如當事人約定在我國仲裁機構之仲裁條款，明定其仲裁程

序之準據法係美國法，我國仲裁機構自應適用之，但應僅適用其中與集團仲

裁直接相關之規定，亦即本案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所稱之其中第3至7條，並加

上第8條關於清算、自願撤回及和解之規定，至於其他美國仲裁協會之內部規

定，例如：選定仲裁人、保密、案件清單、仲裁之程式、檔案卷宗及其是否

公開、繳費等事項，仍應適用我國仲裁機構之內部規定、仲裁法以及依仲裁

法第19條所準用之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又即使當事人於仲裁條款內約定得

在我國仲裁機構為集團仲裁，因該仲裁條款係仲裁當事人間之約定，僅有相

對性而無對世效，不宜當然拘束第三人；換言之，即使具法律或事實上共通

爭點之第三人收受仲裁之通知，而未表明退出集團者，仍不宜當然受該仲裁

判斷之拘束，否則無異因他人間之約定，而剝奪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與美國集團訴訟之規定有關者，係第41條至第44條

之4之選定當事人規定（第44條之3團體訴訟似應除外），然其與集團訴訟有

所不同：亦即無論在目的（是否僅在為個人實現權利）、要件設定、公告程

序、判決效力等，均有重大差異，尤其美國法上之集體訴訟，乃承認判決效

力，及於受通知而未申請退出集團訴訟之人，甚具特殊性（註二九），此與

我國選定當事人制度下，另行自為選定或自行訴訟者，不受該選定行為影響

（註三〇），有所不同，依我國法，不因受通知而不作為，而當然列入選定

人中（註三一）。將來倘擴大引進美國之集團訴訟制度於我國民事訴訟法，

以紓解訟源，則依仲裁法第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亦當然有集團仲裁

之適用。然若民事訴訟法並未引進美國之集團訴訟制度，在無法依仲裁法第

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之情形下，在立法論上，仲裁法是否適宜單獨引進

註二九：姜世明，選定當事人制度之變革—兼論集團訴訟，月旦法學雜誌，第96期，2003年
5月，頁13。

註三○：姜世明，前揭文，頁21。

註三一：姜世明，前揭文，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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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集團仲裁制度？本文採保留之態度，因仲裁判斷若無得撤銷之事由，

原則上即具既判力，幾乎等於一審終結。而在三審終結之訴訟程序，如受通

知卻未為選定行為者，並不受判決之拘束，倘在一審終結之仲裁程序，受通

知卻未表明退出集團仲裁者，即需因此受仲裁判斷之拘束，不免輕重失衡，

故仲裁法不宜有別於民事訴訟法之選定當事人制度，而自行引進美國之集團

仲裁制度。

    此外，本文以為，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下，亦得依仲裁法第

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選定當事人仲裁，祇不過未為選定行為者，即

使收受通知，亦不受仲裁效力所及。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本案為例，如當

事人在我國仲裁機構仲裁，因本案相對人所欲代表者，均為散裝化學品液

貨船之傭船人，而與傭船契約有關之請求，係屬我國選定當事人規定之共

同利益（註三二），故得選定本案被上訴人進行仲裁，效力乃及於所有選

定之人，同樣亦得經濟有效解決紛爭。至於選定當事人仲裁，究竟如何依

仲裁法第19條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本文認為，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2條

選定、更換、增減仲裁當事人之書面內，得準用同法第44條之規定，記載

限制被選定為捨棄、認諾、撤回或和解，或以書狀提出於仲裁庭。而為準

用同法第44之2條之公告曉示，仲裁機構恐需仿效法院設置公告看板，並將

公告登載於新聞紙，技術上並無問題。至於登載新聞紙之費用，如欲登載

發行量較大之全國性新聞紙，以真正達到公示性之效果，費用不貲，仲裁

機構無法比照國庫墊付，但得敦請公害、交通事故或商品瑕疵之行為人支

付，因在尚未確定選定人之前，行為人係選定當事人仲裁之受益人，其因

本於同一原因事實而有共同利益之多數人選定仲裁當事人，致享受無庸在

其他程序面對其他多數選定人之利益，節約其勞力、時間及費用，故其有

終局負擔登載新聞紙費用之動機與誘因。至於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4之4條之

註三二：最高法院29年滬上字第112號判例：「被上訴人甲等24人分別承租上訴人所有某處

之房屋，本於同一之原因請求上訴人依舊供給自來水，顯於各人有共同利益，按

之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自得由其中選定一人或數人為全體起訴」，分別承租

同一出租人之房屋，既有選定當事人規定之適用，則分別傭船同一船舶所有人之船

舶，亦應為相同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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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律師，得由仲裁機構比照法院函請全國性律師公會推薦，而全國性律

師公會亦得發文各律師，通知得報名參加仲裁代理人之行列，再以抽籤或

其他方式決定輪次。仲裁當事人聲請仲裁機構選任律師後，全國性律師公

會得依收受仲裁機構之來文次序，按輪次表推派仲裁代理人。選定當事人

仲裁既為可行，則在立法論上，得參酌美國法院轉介集團訴訟於仲裁機構

進行集團仲裁之設計，增訂法院得轉介選定當事人訴訟於我國仲裁機構進

行選定當事人仲裁之規定，俾能紓解訟源，並一次性解決紛爭。

五、「明顯漠視法律」（Manifest Disregard of 

Law, 法の明白なる無視）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

（一）美國法之介紹

 聯邦最高法院在Bazzle案判決，既然確立仲裁條款並未明示得集團仲裁

時，應由仲裁人判斷是否得集團仲裁，而在Stolt-Nielsen案，仲裁人也確實依

職權做出得否集團仲裁之判斷，則何以聯邦最高法院又欲推翻仲裁人之程序

仲裁，豈非出爾反爾？實則不然，聯邦最高法院之意思，是要仲裁人去解釋

仲裁條款之語句，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以決定是否得集團仲裁，而非在不探

究當事人真意之情形下，或與當事人之意思明顯相背之情形下，自行以公共

政策為由准許集團仲裁，蓋因探求當事人真意，始為聯邦最高法院以Bazzle

案判決所賦予仲裁人之權責，而非要求仲裁人進行公共政策之衡量，仲裁人

既非民選之代議士，亦非法院，並無進行公共政策考量之權責。故在Stolt-

Nielsen案，仲裁庭不探求當事人仲裁條款之真意，即以公共政策為由准許集

團仲裁，顯然超越其權限，故聯邦最高法院認其屬明顯漠視法律。

「明顯漠視法律」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乃源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Wilko v. Swan et al., Doing Business as Hayden, Stone & Co., et al.案之判決

（註三三）。在該案中，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證券經紀商購買證券，被上訴人

卻未依證券交易法對上訴人等，充分及公平揭露（Full and Fair Disclosure）所

註三三：Wilko v. Swan, 346 U.S. 427 (U.S.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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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證券之財務資訊、特性，致上訴人蒙受損害（註三四），上訴人乃依1933

年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訴請被上訴人損害賠償，被上訴人請求停止訴訟程

序，依仲裁條款約定之美國仲裁法進行仲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認

為：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明顯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4條保護投資人免於受證

券出賣人主張減免求償權利之意旨，因仲裁不具以訴訟保障投資人權利之確

定性，弱勢之證券投資人有權訴請法院判決，不應被迫在定型化仲裁條款中

放棄訴訟權，且在仲裁程序中，證券投資人對其不利事由欠缺判斷能力，故

該仲裁條款無效，聯邦最高法院遂撤銷該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

職故，依明顯漠視法律之仲裁條款，所作成之仲裁判斷，依美國法應

予撤銷，但單純之仲裁人誤解法律，則非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註三五）。

依美國聯邦法院判決，在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中，法院並非對仲裁判斷重行

實體審查（註三六），即使法院認為仲裁判斷認事用法有誤（註三七），

或有明顯之邏輯或結論上之錯誤，亦不得加以撤銷（註三八）。美國聯邦

仲裁法，亦僅以仲裁人詐欺、偏頗、越權等，為撤銷仲裁判斷之法定事由

（註三九），因此美國法院明顯無權在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中，進行實體審查

（註四〇）。然而，時至今日，美國法院仍不能精確定義何謂「明顯漠視法

律」，造成是否撤銷仲裁判斷，難以事先預見，致當事人反需投入大量訴訟

註三四：類似我國連動債投資人求償之案例。

註三五：Larry J. Pittman, The Federal Arbitration Act: The Supreme Court's Erroneous Statu-
tory Interpretation, Stare Decisis, and a Proposal for Change, 53 Ala. L. Rev. 789, 
831(2002).　

註三六：AT&T Tech., Inc. v. Commc'n Workers of Am., 475 U.S. 643, 650 (1986)；Tittle v. 
Enron Corp., 463 F.3d 410, 418 (5th Cir. 2006); BCS Ins. Co. v. Wellmark, Inc., 410 
F.3d 349, 352 (7th Cir. 2005); Vera v. Saks & Co., 335 F.3d 109, 117 (2d Cir. 2003).

註三七：Westerbeke Corp. v. Daihatsu Motor Co. Ltd., 304 F.3d 200, 208-09 (2d Cir. 2002).

註三八：I/S Stavborg v. Nat'l Metal Converters, Inc., 500 F.2d 424, 429 (2d Cir. 1974).

註三九：Federal Arbitration Act, 9 U.S.C. Section 10 (2002), N.Y. C.P.L.R. 7511(b) (McKinney 
2007).　

註四○：SCM Corp. v. Fisher Park Lane Co., 358 N.E.2d 1024, 1028 (N.Y. 1976)；Edward 
Brunet, Arbitr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Rights, 71 N.C. L. Rev. 81, 85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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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以爭訟原仲裁判斷是否明顯漠視法律（註四一）。

一般認為，明顯漠視法律，應與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有關（註四二），

必須在非比尋常（Unusual Circumstance）之情形下，方得援用之（註四三），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成上開Wilko案例後，各上訴巡迴法院嗣後將其發展為需

具備主觀及客觀要件：客觀上需違反法律基本原則（Fundamental Legal Prin-

cipal），主觀上則需有此明知該法律基本原則卻予以違反之故意（Scienter）

（註四四），亦有上訴巡迴法院判決，將其明確限縮為法律議題，故錯誤之事

實認定，則不與焉（註四五）。以聯邦最高法院Stolt-Nielsen案事實而言，仲

裁人明知當事人間，均承認其仲裁條款並未約定得否為集團仲裁，仍故意忽視

及違背聯邦仲裁法之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執意以公共政策為由，准許集團仲

裁，係屬明顯漠視法律之樣態。

（二）是否適宜引進我國之分析

美國法以判例所建立之「明顯漠視法律」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較為

接近、但不完全等同於我國民事訴訟法上「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民事判決

再審事由。我國現行法，撤銷仲裁判斷需有法定事由，其列舉於仲裁法第40

條，除該條列舉者外，別無其他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因此我國法上並未以

「明顯漠視法律」或「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撤銷仲裁判斷之法定事由。例

如：在最高法院99年臺上字第369號之案例中（註四六），當事人主張：兩造

註四一：Nicholas R. Weiskopf, Arbitral Injustice--Rethinking the Manifest Disregard Standard 
for Judicial Review of Awards, 46 U. Louisville L. Rev. 283, 312(2007). 

註四二：Gilmer, 500 U.S. at 27；Shearson, 482 U.S. at 224.　

註四三：First Options of Chi., Inc. v. Kaplan, 514 U.S. 938, 942 (1995).　

註四四：DiRussa v. Dean Witter Reynolds, Inc., 121 F.3d 818, 821 (2d Cir. 1997) ；Folkways 
Music Publishers, Inc. v. Weiss, 989 F.2d 108, 112 (2d Cir. 1993); Advest, Inc. v. 
McCarthy, 914 F.2d 6, 10 (1st Cir. 1990)；783 F.2d 743, 749 (8th Cir. 1986).　

註四五：Wallace v. Buttar, 378 F.3d 182, 193 (2d Cir. 2004)；Coutee v. Barington Capital 
Group, L.P., 336 F.3d 1128, 1133 (9th Cir. 2003).　

註四六：最高法院99年臺上字第369號民事判決：「系爭仲裁判斷，已表明依據民法第227條
之2有關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而為判斷，非本於衡平原則所為，並於理由項下記載

其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之理由。⋯ 。從而，上訴人依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3
款、第4款之規定，請求撤銷系爭仲裁判斷，為無理由等情，指摘為不當，並就原

審命為辯論及已論斷者，泛言謂為違法，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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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以工程合約第9條第4項明定：「本工程無物價調整波動調整工程款之規

定，投標廠商乙方同意總標價中，自行估列施工期間物價波動，乙方同意不

要求補貼、賠償」，惟系爭仲裁判斷竟仍以：「營建物價漲價部分全由被上

訴人吸收，應屬顯失公平」、「系爭契約第9條第4項規定並不全然排除民法

第227條之2規定之適用」，顯係基於衡平考量，適用衡平原則，然兩造於仲

裁程序中並未有合意得適用衡平原則，系爭仲裁判斷顯然違反仲裁法第31條

規定等語，提出上訴，遭最高法院以：「系爭仲裁判斷，已表明依據民法第

227條之2有關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而為判斷，非本於衡平原則所為」為由，

予以駁回。倘若上訴人最初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係主張：「系爭契約已

以第9條第4項明文規定排除民法第227條之2情勢變更原則之適用，該條規定

為任意規定而非強行規定，原仲裁判斷，乃明顯漠視系爭契約之前開規定，

以及民法第153條之規定，而仍錯誤適用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以物價膨脹為

由，調整增加工程款，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明顯漠視當事人意思自主

之法律基本原則」等語，而聲請法院撤銷原仲裁判斷，恐亦無法達其目的，

蓋因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或明顯漠視法律，均尚非現行仲裁法所定撤銷仲裁判

斷之法定事由（註四七）。

自仲裁判斷相當於確定判決乙節觀之，三審確定之終局判決，可以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由，聲請再審判決撤銷之（民事訴訟法第496條參照），

則仲裁判斷倘明顯漠視法律，應為相同撤銷仲裁判斷之立法，否則無法救

濟仲裁人明顯違背法律基本原則之錯誤仲裁判斷。但另一方面而言，如前

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更未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

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其已合法

表明上訴理由」。　

註四七：最高法院94年臺上字第492號民事判決：「惟按撤銷仲裁判斷之訴，非就原仲裁判

斷認定事實、適用法規是否妥當，再為審判，法院僅得就原仲裁判斷有無仲裁法第

40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含第1款所稱第38條各款情形），加以審查。故仲裁法

第38條第3款規定仲裁判斷係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者，自係指仲裁判斷

主文所命之給付行為或其他行為，有違法律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而言；至於當事人於實體法上有無請求權，仲裁人所命給付是否有

誤，並非所問。仲裁人縱因認定事實或適用法規有誤，而命無給付義務之一方為給

付，亦非該款所稱之『命當事人為法律上所不許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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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美國判例法上，「明顯漠視法律」之確切內涵如何，本身即有爭

議，而當事人係依程序處分權、程序選擇權，選用仲裁作為終局解決紛爭

之方式（註四八），即有服膺其判斷之意思，倘出爾反爾，需有堅強之必

要性，而仲裁之目的，即在於迅速有效定分止爭，如加入「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非但未能紓解訟

源，反而使紛爭擴大而多出一審級，使仲裁僅不過成為當事人解決紛爭之

第一審而已，實有背建立仲裁制度之本旨。此間兩難，如何取捨衡量，恐

需集思廣益，詳為斟酌。

肆、結論

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涉外經貿往來更形重要，而美

國係我國最重要貿易夥伴之一，理解美國仲裁之法制，非但有助於涉美商務

貿易，更對我國法制具有啟發性。美國經驗之價值所在，未必在於我國需全

盤接受，有時亦在於：由其窒礙難行之處，反而益見我國現行法制之優點。

例如其集團仲裁制度，對於受通知卻未申請退出集團之當事人，可能有欠缺

程序保障之疑慮，以及其「明顯漠視法律」之撤銷仲裁判斷事由，因其概念

不易界定，反而往往擴大紛爭而非迅速有效解決紛爭，均不足為我國法制效

仿。美國法制之正面啟示，係在立法論上，我國得參酌美國法院轉介集團訴

訟於仲裁機構進行集團仲裁之設計，增訂法院得轉介選定當事人訴訟於我國

仲裁機構進行選定當事人仲裁之規定，俾能紓解訟源，並一次性解決紛爭。

仲裁具有多重優點，並能取代複雜勞費之跨國訴訟，故涉外商務契約多

具有仲裁條款，以求迅速、經濟、有效、專業、保密、和諧地解決紛爭，然

在締結仲裁條款時，宜先理解所涉國家之法制，加以衡量比較之後，再訂立

當事人雙方所能接受之仲裁條款。如當事人將合意仲裁實體法律關係之程序

事項，合意提付仲裁，因其涉及一定之程序法律關係，且係由該實體法律關

係所生之爭議，應無不許其提付仲裁之理，以定分止爭、紓解訟源，並尊重

註四八：沈冠伶，陳英鈐，仲裁、程序選擇權與訴訟權之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158期，

2008年6月，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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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反之，如當事人間，並未就特定實體或程序事項具有

仲裁契約或協議者，則除法律規定強制仲裁事項者外，無論如何不得就該事

項進行仲裁。

仲裁條款之訂立，倘僅以「關於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應以仲裁方式

解決」一語帶過，寥備一格，所引發之紛爭，恐較所欲減少之紛爭更多，尤

其係在涉外商務契約之場合。仲裁條款除宜明確訂立仲裁地、仲裁機構、仲

裁程序之準據法、仲裁之準據法、仲裁人如何選定等事項外，尚宜明定仲裁

標的之範圍，不宜僅概括訂立「關於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議」。例如：涉美

商務涉及多數具共同利害關係之當事人，為節約程序，得訂立仲裁程序之準

據法為美國法、得依美國仲裁協會之集團仲裁補充規則進行集團仲裁、其他

仲裁程序事項發生爭議時，該程序事項是否得仲裁（關於該仲裁條款之仲裁

程序事項，是否亦屬仲裁條款規範之內容），始為完備，以徹底杜絕不必要

之程序紛爭。以聯邦最高法院Stolt-Nielsen案為例，當事人間之仲裁條款，僅

空泛約定有關傭船契約所生之爭議，需在紐約市仲裁，以及仲裁程序需依美

國聯邦仲裁法，並未約定就其實體法律關係仲裁判斷之準據法。嗣後當「仲

裁條款是否約定得集團仲裁」之程序事項發生爭議時，當事人亦僅空泛約

定應將此程序事項提付仲裁，其餘如程序仲裁判斷之實體準據法、程序準據

法，甚至仲裁地等，均未進一步約定，即使事後聯邦最高法院將其準據法及

仲裁地，解釋成適用原仲裁條款之規定，而以原傭船契約之仲裁條款定其準

據法及仲裁地，卻已引發相當之紛爭，導致雙方勞費不已。

倘當事人於仲裁契約，漏未明示約定其仲裁之準據法，我國仲裁機構，

宜先探求其有無默示約定之準據法，如當事人間並無默示約定之準據法，則

宜適用我國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以定其準據法。如仲裁標的屬於我國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所未規定之事項，例如某些程序事項之仲裁，則宜參照國

際趨勢，由仲裁庭依「最重要牽連因素」原因尋找準據法。　

本文僅為介紹性之描述與分析，拋磚引玉，期待各方先進再為深入研

究，俾利我國仲裁法制之進步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