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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仲裁判斷的監督與救濟

摘要
藍瀛芳＊

具經濟與快速解決爭議的仲裁，也有其缺陷。為了避免有終局效

的仲裁判斷出現其缺失，仲裁制度即逐步規劃出一些監督與救濟的機

制，以匡正與防範。這些機制有非司法的與司法的兩類型，前類型的

機制主要是仲裁庭，尤其是仲裁機構，為了仲裁品質的提昇與仲裁機

構信譽的維護，所出現的各種形態的監督工作，其範圍有時還及於判

斷的實體問題。因此，這項機制大多見於仲裁規則，在一般仲裁法上

則較少出現。司法監督原則上以維護判斷的合法性為目標，這種原本

依附於民事訴訟法的制度，自八十年代後已出現新的思維，因而出現

了新機制，且在國際法中予以規範。文內所介紹的歐美國家的新立法

皆可見到這種嶄新的監督與救濟立法。

引  述

與訴訟比較，仲裁向來被形容為有較快速與經濟的優點，而仲裁判斷

的終局性與有效性，則是形成這項優點的因素。這種具終局性與有效性

以解決爭議的仲裁機制，更是訴訟的判決所欠缺。以上的描述，在傳統上

皆為正確，也少受質疑。因為傳統上，自古希臘的私仲裁，其仲裁判斷都

是一審即終局解決，並無向法院聲請救濟的機制。而長期以來的仲裁皆在

處理同地人間或近地域性人間的爭議，規範這類爭議的法律相較單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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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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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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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的金額有限。可是近幾十年來的仲裁事件急速增多（註一），且多

涉及國際事務，其間的法律關係複雜，規範的法律也隨即繁複，尤其這些交

易牽涉巨大資金（註二），與過去的交易有許多不同處。詳言之，在傳統仲

裁下，仲裁人發生誤判的情況較少，當事人的容忍度較大。而在近年來的仲

裁下，特殊經貿的專業仲裁人較少，其發生誤判的情況相較的多，且因爭議

標的大，當事人對此判斷幾近無法忍受。如果判斷錯誤而尋求撤銷判斷的訴

訟時，雖然仲裁法強調只於有違背程序保障的事由時，才有向法院聲請救濟

的機會，然而各國法院在實務上對實體問題也有所介入，加以這類訴訟程序

進行得緩慢，已使判斷的終局性受到重大質疑。更加嚴重的是，並非所有仲

裁人皆為完人，其判斷難免發生錯誤。在限制撤銷判斷事由的情況下，判斷

實體的合法性更欠缺保障。因此，仲裁使用者對仲裁的期待，古今已有差別

（註三）。近代國際的仲裁條約保障判斷的效力雖然加強了判斷的有效性，

可是這項作用還是未能彌補判斷終局性的缺陷。 

在仲裁法上，判斷是否應同時注重其終局性、有效性與其公平性為一項

備受探討的問題。早期的仲裁，終局效曾經是被特別重視的要點（註四）。

註一：依據專家對全球十一大仲裁中心的統計，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其每年的收件總量已

超過二千七百件。這僅是這十一個機構仲裁而已，並不包括行業仲裁與其他機構以

及專案仲裁。上揭確實的統計數字，見 Dr. Loukas Misteli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Corporat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 12 Perceptions Tested: Myths, Data and Analysis- 
Research Report. ARIA, Vol.15, No.3-4（2004）, p.528統計表。

 另，依據倫敦大學仲裁學院與PWC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所進行的統計，全球22個
仲裁中心其2003年到2007年的收件量，已由2,929件增加到3,166件。資料，引自

Arbitration, Vol.74, No4（Nov. 2008）, p.428。

註二：依據American Lawyer期刊的統計2003年六月所公知的美國四十件重大仲裁事件，其

中有兩件牽涉的金額超過兩億美元。同期刊在其2005年所作的統計中，有五十件重

大的一般仲裁與另五十件重大的投資仲裁中，有四十一件的爭議標的超過十億美元。

見，同上報告，p.529.

註三：爭議標的重大，是否適合採用仲裁處理已受到關切。依據2000年專家向美國六百零

六位大企業的律師做問卷調查，竟然有54.3%的律師，建議寧可訴訟，而不建議採用

仲裁。見W. Knull,III and N. Rubins, Betting the farm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s it 
time to offer an appeal option?, ARIA, Vol. 11, No.4 (2000), p.532 and note 5。

註四：同樣的，到了七十年代還可看到美國法院認為寧可犧牲仲裁的法律精確度，以獲得

仲裁的快速與判斷的終局性。“However, speed and finality come at a price: ’The 
sacrifice that arbitration entails in term of legal precision is recognized”. -- Sobel v. 
Hertz, Warner & Co., 469 F.2d 1211,1214（2d Cior. 1972）..引自上Knull 文 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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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此問題的探討已開始尋找終局性、有效性與公平性間的調整。值得

注意的是，在爭議處理上，訴訟為一般的與強制性的程序機制，而仲裁則是

特別的與自願的程序機制。在此基礎下，如果仲裁判斷沒有一些優於訴訟判

決的誘因，仲裁將不會有其使用者。因此，仲裁判斷的監督功能將不再是以

監督判斷的合法性為任務，也有提升判斷品質、公正與終局性，以建立使用

者的信賴作其目標。仲裁與訴訟同屬對抗性的程序，如果判斷品質欠佳，仲

裁就無法獲得仲裁使用者的信賴，更不受青睞，而無發展的空間。詳言之，

如何建立仲裁使用者對仲裁的信賴才是探討監督判斷機制的目標（註五）。

由比較仲裁法的探討中可以發現在仲裁的制度中，早已存在著不少監督判

斷的機制。這些機制可以歸納成在法院內進行訴訟的監督，通稱「司法的監

督」（Judicial Review） 與法院以外的監督，概稱「非司法的監督」（Extra-

Judicial Review/ 法院外的監督程序Review Procedure other than by the Courts 

）。以下先就後類監督問題作說明。

一、非司法的監督

任何民主機制的裁判都需受到監督，仲裁人的判斷也無例外，尤其在此

一審終結的判斷，更是如此。此判斷在受司法監督之外，還有非司法機制的

監督。事實上，由於仲裁的形成早於法院的訴訟，古希臘的仲裁就出現仲裁

使用者對判斷有不服時，可以向由無不良記錄的公民所組成的「司法大會」

（Diskasterion） 提出申訴，由此大會對系爭判斷予以審核與監督。這類非司

法的監督機制，在時間的推移下，到目前已逐步出現多種不同的型態。筆者

將之整理成下面三大類型：

註五：依據一位曾經多次參與國際仲裁事務的跨國企業的法務主管Charles O’Neil指出，仲

裁使用者對判斷有兩個基本期待：首先是仲裁庭的判斷是否及於當事人爭執的所有內

容；另即是判斷理由的推論是否充份，是否妥適。他最後就指出：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 reiterate what I said before: we want 
to be satisfied that the decisions in the award are supported by the reasoning that is 
sufficiently adequate to th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our company management and 
our legal advisers, so that we can conclude that we have had a fair and just hearing and 
should accept the result, even if it is not what we are hoping for.” --cited from Charles 
O’Neil, Arbitration from a Commercial Client’s Perspective, Arbitration, Vol. 75, No.1
（Feb. 20090.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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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仲裁機構的自行監督

這種監督的類型又可因狹義的與廣義的仲裁機構之不同，而再區分為仲

裁庭的自行監督與仲裁中心的自行監督。前者指在判斷後如仲裁人自己發現

判斷有瑕疵得自行更正、說明或追加判斷。如當事人發現有瑕疵時，也得向

仲裁庭請求救濟，英文稱此為「向仲裁人申訴」（appeal to arbitrator）。這種

機制於專案仲裁，同有適用。又，這類監督通常屬於瑕疵判斷可以補救的情

況。其詳，請見瑕疵判斷的救濟。這裡將以向仲裁機構申訴時，組成「仲裁

機構的申訴局」（Appeal Board of Arbitration Agency）之類型，作為說明的內

容。此外，這類機制原則上只於機構仲裁時存在，併予敘明。

當事人採用機構仲裁時，受理事件的仲裁中心皆有規範其程序的仲裁規

則，為維護中心的信譽與判斷的品質及其有效性，規則內規定仲裁人對外送

交判斷書前，此判斷書草案須經仲裁中心的監督與審核。基本上，這是屬於

事前的監督。以下舉出兩則機構仲裁的實例作說明，供參考：

1、國際商會仲裁院的監督

就一般機構仲裁而言，國際商會的仲裁制度與其他機構仲裁有許多的

差異，其中最主要的兩項就是國際商會仲裁制度中的所謂「審理範圍書」

（Terms of Reference – Art.18）的整理與「判斷書草案的審核」（Scrutiny of 

Draft Award – Art.27）。前者是指仲裁庭組成後與正式開始庭審以前，即須

先依雙方交換的書狀整理出不爭執與爭執的內容作為將來審理的範圍，供當

事人簽認。後者是指仲裁庭在完成審理工作並作出評議後，應將判斷書草案

送交國際仲裁院（通稱仲裁院）審核。這兩項特有的制度於國際商會的仲裁

院初創時即已規劃，已形成為此仲裁的傳統。規則雖經半世紀的適用有所更

迭，但整體來說，變動不大，幾次的修訂使其更加完善。然這裡僅就與仲裁

判斷監督有關的「判斷書草案的審核」機制作說明（註六）。

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  [Art.27]  規定「仲裁庭在簽署任何判斷書前，應將

判斷書草案形式送交仲裁院審核。仲裁院在不影響仲裁庭的自由決定權下，

註六：關於國際商會的仲裁制度，可參考拙文「國際商會仲裁與國際工程合約爭議的仲裁程

序」，營建知訊，N0. 3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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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判斷形式提出修訂說明，也得就審核其實體上的問題提請仲裁庭注意。

在其形式未經仲裁院認可前，仲裁庭不得作成判斷」。按上揭規定係1998年

實施的現行規則，此原則本來見於舊規則  [Art.21] ，該規則僅明文規定須送

審核的為「部分的或確定的」（partial or definitive）判斷，而新規定則將其

範圍規定為「任何判斷」（any Award）。這項變動也說明規劃原則的越趨嚴

格。由條文的文字也見其監督並非局限於判斷的形式，更何況形式與實體有

時難以區分。依照新規則的立法說明，判斷形式的監督包含有關仲裁庭管轄

權的決定、仲裁庭就爭議實體所適用的法律、仲裁程序的語言、相關的仲裁

程序事項如專家的指定、其他先決問題的決定、保全措施 （中間判斷） 與實

體的索賠等（註七）。由以上立法說明所列舉的事項即見形式與實體有時難

以區隔。為避免被批評干涉仲裁庭的獨立審判，仲裁院對形式事項儘量作狹

義的解釋，通常所謂的形式指判斷書上的文字誤置、數目的誤算等，也包括

依適用法的規定，判斷書有遺漏應記載而未記載的事項以及「怠權判斷」、

「越權判斷」等情事。就經驗與資料顯示，在每年兩百多件送交審核的件數

中約百分之三十的件數在形式上或實體上被仲裁院發回仲裁庭要求修改，此

見機制審核的嚴格（註八）。

仲裁院設主席一位，並由全球各大洲的不同國家選出十位專家擔任副

主席。院內設有秘書處與委員會以及顧問。仲裁院一旦受理聲請的事件即指

派一位駐院工作的專業律師負責該事件的管理與監督工作，當事人與仲裁人

也透過此顧問與秘書處溝通或請求必要的協助。顧問在程序進行中，如發現

有程序上的瑕疵或錯誤時，也隨時向仲裁庭提請注意與更正。因此，在實務

上判斷書草案皆先送交顧問過目，再依其指示送交秘書長與副秘書長及總顧

問。判斷書草案的審核有兩類型，一種是一般性的判斷由仲裁院的定期性月

會審核，另一種則是月會在審核中認為宜由委員會審核的判斷以及較重大與

複雜事件的判斷。這種委員會由仲裁院選定的專家組成，每三個月舉辦一次

（註九）。綜合而言，仲裁院的這項工作，係其在仲裁體制內的監督，其功

註七：引自Y. Derains and E Schwartz, A Guide to the New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Kluwer 
Law, 1998. p.37。 

註八：見，上資料 p.290 and note 666。.

註九：同上註 p.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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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屬於判斷的事前監督，其目的在確保該判斷能依照仲裁規則所期待，發生

法律上的效力  [Art.35] 。

2、世界銀行仲裁中心的監督

聯合國的世界銀行依據華盛頓公約（Washington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of 1965）設立的「處理國際投資爭議的仲裁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 ICSID）其原本設立的目的在處理

此多邊條約的投資爭議，近來由於雙邊投資條約（BITs）的發達也成為處理

雙邊投資爭議的仲裁機關（註一〇）。在其仲裁規則中對判斷的監督設立一

套自主性的內部審核機制（註一一）。當事人不服判斷時，得向中心的秘書

長請求更正、解釋或撤銷。對於這項請求，中心得將之交給原仲裁庭自行妥

為處理。如果遇到原仲裁庭無法重新組成妥為處理時，仲裁中心可重新組成

新的仲裁庭予以審核及加以處理。當事人認為判斷有撤銷的事由時，應向

中心的理事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Administration Council）聲請，由主席

就中心的「仲裁人小組」（ICSID Panel of Arbitrators）中挑選三位，以組成

「專案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審核是否予以撤銷（註一二）。又，

其規則 [Art52(1)] 規定於有所列五項事由之一時，「專案委員會」始得撤銷

判斷（註一三）。詳言之，只要有基於規定的事由，委員會才得為判斷的全

註一○：到2000年此公約的簽約國有133國。在1997年間此中心受理的投資爭議，每十件中

即有六件屬雙邊的投資爭議。　

註一一：詳，見 Chapter VII Interpretation, Revision and Annulment of the Award.—Rules 
50-55.

註一二：相關規定，見Rules, Art.50-51。資料引自 Redfern and Hunter op.cit.,pp.413-417.較
新的案例如單一仲裁人的判斷被專案委員會撤銷的實例，見Malaysian Historical 
Salvors SDV BHD v.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ICSID Case No. ARB/05/10） 
28 Feb. 2009, IAR Vol.24, No.4（April 2009）, B-1。　

註一三：規則 [Art.52(1)] 有關撤銷判斷的事由只有五項，其內容與紐約公約（Art.52 ）規

定的內容大致相同。雖然所規定的嚴苛僅以程序違反為限，可是早期的三件撤銷

事件Holyday Inn, Klockner et al v. Cameron, ICSID Case No.Arb/81/2.，Amco v. 
Indonesia, ICSID Case No.Arb/81/1 皆獲得撤銷成功。此情況引起仲裁界對此中心

判斷的終局效與合法性存疑，更有直接指出專案小組在審核時，事實上已進行實

內頁.indd   7 2009/12/16   4:10:02 PM



《仲裁專論》
仲裁判斷的監督與救濟

8

仲
裁
季
刊
第
8 9
期
9 8
年
11
月
�
日

部或部分的撤銷（“ to annul the award or any part thereof on the grounds set 

forth”）。為確保「專案委員會」對事務處理的公正，同規則 [Art.52(3)] 另

規定，除原仲裁庭成員不能再擔任委員會委員外，與原仲裁庭成員有同國籍

人、與爭議當事人有同國籍人、就此同一事件曾擔任過調解人以及之前曾推

選原仲裁庭成員的委員等，皆不能擔任委員會成員（註一四）。

值得一提的是，簽約國法院對此類判斷無權撤銷，且法院對當事人提出

經認證的判斷書只有依條約予以承認與執行而已。因此，中心的「專案委員

會」還是對判斷進行嚴格的審核工作。             

（二）第二級仲裁庭的監督

仲裁與訴訟的基本差異在仲裁以無審級為原則，而訴訟則必有審級，以

維護判決公正的客觀與穩定。當事人約定仲裁的目的在使爭議能一審終結。

可是這種一審終結是仲裁的缺點，這種缺點或許可籍由引進訴訟審級的優點

做補救（註一五）。詳言之，為了補救仲裁的這種缺點，使判斷能更完善，

仲裁制度本身就須對判斷有救濟的特殊途徑。而這種途徑似乎與向上級申訴

的制度有關。這種構想早已見於古希臘的「公仲裁」制度，允許不服判斷的

當事人向由年資較深的公民組成稱 Dikasterion 的公民司法大會，再行審理。

後來歐洲有些行業公會的傳統仲裁制度往往也因應這種需求，規劃出第二級

的仲裁庭，以對判斷獲有監督與救濟的機會。事實上，這類監督不僅見於行

業公會的仲裁，且也見於目前的一些國內仲裁法。以下就目前所存在的這類

機制，分開敘述：

體上的審核，但這也許是因為中心開創經驗不足所導致。見 Alan Redfern, ICSID :
Losing Its Appeal ?, AI, Vol.3, (1987), p.98.

註一四：P.Sanders, p.158, note 814。
註一五：八十年代末，有歐洲學者認為仲裁人也許在法律專業外較法官優秀，可是在與法

律有關的一般事務方面，仲裁人的平均專業標準也許不見得比法官好。因而提議

仲裁也宜採用兩審的機制，使不服第一次判斷的當事人得向合議制的上級仲裁庭

（an appeal panel / an appellate arbitration panel）提出申訴，予以補救。見，M. 
Rubino-Sammartano,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l Court of Appeal as an Alternative to 
Long Attacks and Recognition Proceedings, JIA,Vol.6, No.1 (1998), p.180, esp.p.182: 
Appeal to an arbitration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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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業公會仲裁制度的監督

法國的行業公會也採類似機制，即先由第一級的仲裁庭判斷，如當事人

認為此判斷可以接受，爭議即此確定的終結。如有一方當事人不願接受，即

可提出申訴，再由第二級仲裁庭審理，以其判斷終止爭議。例如巴黎商會的

仲裁院（La Chambre arbitrale de Paris）的仲裁即採用此機制，當事人的爭議

提出後，先由「第一級委員會」（commission du premier degré）邀集當事人以

仲裁庭的審理方式，在程序中先行調解，如當事人與其代理人未能和解時，

即由仲裁庭以多數決作成判斷書草案（un projet de sentence）。如果當事人在

獲得對此判斷書草案的十五天期間內不加爭執後，「經一方當事人請求（使

此判斷書草案）轉換成判斷」（“transformé en sentence sur le simple requete 

de l’une des parties”）。相反的，如當事人對此判斷書草案有爭執，此草案

即移到第二級由五位成員組成的「第二級委員會」（commission du deuxième 

degré）。此「第二級委員會」在審理後，得維持此判斷書草案，使之成為正

式判斷或以四票以上的多數決撤銷此判斷書草案，而更為判斷（註一六）。

詳加觀察，這種兩級制的仲裁在實質上是結合了調解與仲裁的優勢，使之成

為一種程序。其主要缺點即在因有審級使其程序隨即遲緩（註一七）。

行業公會中的大宗農產品交易，就自己形成特殊的所謂「大宗農產品仲

裁」（Commodity Arbitration）。幾世紀來這種大宗農產品交易，諸如Coffee 

Trade Federation（CTF）、London Brokers Trade Association（LRBA），Grain 

and Feed Trade Association（GAFTA）等皆有自己的定型化契約，契約內有仲

裁條款規範仲裁程序與機制。這機制即採用「兩階段」的仲裁（“Two-Tier” 

system of arbitration）監督，不服第一級仲裁庭判斷而提出申訴，再由「申訴

註一六：資料引自Matthieu de Boisséeson,op.cit., Gide,1983,p.288。　

註一七：關於2002年6月5日巴黎商會仲裁院（Arbitration Chamber of Paris）實施的新

仲裁「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的英文版，見Yearbook Comm. Arb’

n, Vol.XXVIII（2003）,pp.305。此版用語較貼切一般用語，例如第一級仲裁庭

（First Degree Arbitral Tribunal），其判斷書草案稱「暫時性判斷」（Provisional 
Award），受理申訴的由五位仲裁人組成的  [Art .18（2）]  第二級仲裁庭，稱

Second Degree Arbitral 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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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Board of Appeal）審理。在此仲裁下，所有仲裁人來自業界，不使用

律師。在審理時當事人自己出庭陳述也不委請律師。換言之，律師在此仲裁

最多只為當事人收集證物與撰寫書狀而已。所有業界的公會有自己的仲裁人

名冊，對於不服第一級仲裁庭判斷而提出申訴時，公會主管即由名冊中篩選

資深業者與較富交易經驗的會員五位，以成立「申訴局」（Panel / Board ）。

在審理的運作上，「申訴局」所審理的通常較前級的仲裁庭更深入，當事人

所提出的書狀也不再只是簡單扼要。詳言之，這時「申訴局」係以全新的事

件在審理，更不考慮原判斷的內容，換言之，這裡的審核程序與上訴法院的

審理不同。在評議中，「申訴局」須以四票以上的多數決才能通過判斷，且

與一般仲裁判斷有別，不得有不同意見的出現（註一八）。另外有待提及的

是，GAFTA大宗貨物交易的仲裁規則（註一九），其「申訴局」在判斷時

有絕對的裁量權，其判斷書只須記載當事人的攻防內容，而無需記載其理由 

（註二〇）。

在國際化的趨向下，各行業公會也同樣國際化。例如歐洲各國的皮革業

就設有「歐洲皮革業貿易商聯合會」（European Union of Leather and Skins 

Traders），此聯合會會員間的交易紛爭就依據新修訂的「皮革總會仲裁規

則」（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General Leather and Skins Association）以仲裁

解決。仲裁機構為巴黎商會，仲裁也是採用二級仲裁機制，不服第一級仲裁

庭的判斷即向第二級仲裁庭提出申訴（request a second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註一八：Mustill and Boyd, op.cit., pp.412。　

註一九：最近的規則如下：GAFTA No.125 Arbitration Rules（Effective for contracts dated 
from 1 July 2007）與GAFTA Arbitration Code of Practice（Effective 1 January 
2006）。附於 Merkin 著作的附件, D.13與D.13.1。依新規則 [Art.11 ] 第一級仲裁

庭得約定由單獨仲裁人或由合議制的三位仲裁人的仲裁庭審理。不服第一級仲裁判

斷（first tier arbitration award）時，第二級的仲裁庭組成人數則依前級的不同，而

有三位仲裁人與五位仲裁人的不同仲裁庭。詳言之，第一級為獨任仲裁人時，第二

級的仲裁庭由三位仲裁人組成。第一級為三位仲裁人組成時，第二級的仲裁庭由五

位仲裁人組成。所有判斷書在送交當事人前，皆須送 GAFTA 審核 [Art.9(3) ] 。　

註二○：由於此類判斷未附理由使這類判斷的撤銷訴訟在法院進行時，難以審查仲裁人是否

武斷或有無偏袒的依據。換言之，法院難以適用仲裁法的規定〔s.68(2)d〕予以撤

銷。詳細，見Merkin op.cit. paqra 20.27（Service Issue No.51 of Jan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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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by a SDAT – Art.17(1)] 。巴黎商會受理申訴後，即由其「仲裁院主席」

（Chairman of Arbitration Chamber）選出“三位”仲裁人組成第二級仲裁庭，

以進行第二級的仲裁程序，其他機制與上面所述相同（註二一）。

歐洲的這類行業仲裁也被引進新大陸。例如美國鑽石、毛皮、香料等

交易商等的公會（Diamond Trade Center, The Fur Merchants Association, The 

American Spice Trade Associa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Oilseed Products）等的

公會仲裁也都設有「申訴局」（Board of Appeal），以對公會仲裁庭的判斷

進行監督，其機制與歐洲公會的機制相同。例如美國毛皮公會的仲裁規則

（American Fur Arbitration Rules）第十八條就規定「申訴局認為妥當時得就

事件的證據與證人為聽審」（The Board of Appeals may hear such evidence and 

witness as it sees fit.）。類似的規則也見於種子油品公會仲裁規則（Rule 70 (3)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ilseed Products）（註二二）。

除了以上行業之外，國際金融業間的爭議仲裁，也有類似的制度。例

如透過VISA（Visa International Service Association）金融機構的交易糾紛，

即有此類似的仲裁規則。詳言之，VISA會員間透過其金融機構的服務所發

生的爭議，就須依照規定的仲裁程序向其「VISA國際仲裁委員會」（VIS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mmittee）提請仲裁。此委員會以「僅書面仲裁」

（Documents Only Arbitration）的方式作出判斷。當事人對此判斷如有不服，

可向「VISA國際理事會」（VISA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提出申訴，

由此理事會重新審核此判斷，理事會也得採用「僅書面仲裁」作其判斷。於

有必要時，理事會得召開詢問會，進行判斷監督的審理（註二三）。

註二一：關於巴黎商會受理不同國會員間的皮革交易爭議的案例與以上敘述的資訊，見該

商會於2003年3月18日第9726號判斷書，登載於Yearbook Comm. Arb., Vol.XXVIII 
(2003),  pp.13.

註二二：Martin Domke, op.cit., p.300..這種兩級仲裁也見於美國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見前

op.cit., p.316。

註二三：資料，引自Merkin, op.cit., par a.1.30 , AL Services Issue No.48 of 1 Januar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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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仲裁法上的第二級仲裁庭監督

上揭行業公會的第二級仲裁庭也見於近代一些國家的仲裁法。這裡除

了有下列將特別介紹法國與荷蘭之外，還見於奧地利法 [Old Art.54] 、希

臘法 [Art.895(2)] 、秘魯法 [1992限國內仲裁] 、阿根廷法 [Art.763-771] 等

（註二四）。

（i）法國法

法國仲裁法繼受歐洲行業公會的仲裁，也承認有兩級的仲裁，使仲裁判

斷在仲裁的體制內有救濟的機會。依據1980年新仲裁法（即民訴第1455條第

4項）當事人得約定採用此兩級的仲裁，而稱之為「兩級仲裁」（l’arbitrage à 

deux degrés）。其規定內容如下：

“負責組織仲裁的當事人得約定仲裁庭僅作出判斷書草案，如果此判

斷書草案受到一方當事人爭執時，事件即移交第二級仲裁庭。第二級仲裁

庭成員由負責組織仲裁的當事人選定，每一位當事人得更換選定的仲裁庭

成員”（La personne chargée d’organiser l’arbitrage peut prévoir que le tribunal 

arbitral ne rendra qu’un projet de sentence et que si ce projet est contesté par l’une 

des parties, l’affaire sera soumise à un deuxième tribunal arbitral. Dans ce cas, les 

membres du deuxième tribunal sont désignés par la personne chargée d’organiser l’

arbitrage, chacune des parties ayant la faculté d’obtenir le remplacement d’un des 

arbitres ainsi désignés）（註二五 ）。

（ii）荷蘭法

荷蘭法 [Art.1050] 也承認這兩級仲裁制。這種向第二級仲裁庭的申訴，

與上揭法國法相同，即僅於當事人間有約定時，才有可能。如果仲裁庭曾作

出部分的終局判斷時，其上訴須與最後的終局判斷結合，但當事人另有約定

註二四：以上立法例，引自P.Sanders, Arbitration, p.152, para.224.
  又，德國在實施新法以前，也與法國、荷蘭等國相同仿造行業公會的仲裁，允許

當事人約定兩級的仲裁，作為非司法的監督機制，惟目前僅有司法的監督途徑而

已）。此資料，見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 Arb., Suppl.17 (1994), p.17. by  
Dr. Dr. O. Glossner., p.50.　

註二五：M. Boisesson, Le droit francais de l’arbitrage, Joly, 1983, pp.2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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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此限。又，中間判斷的上訴也須與最後的或部分的終局判決結合，

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上揭上訴須於判斷書在向區法院登記後三

個月內為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註二六）。

（三）特設仲裁申訴機構的監督

在以上兩種類型的監督外，還有在仲裁庭以外另行特設機構進行監督的

型態。這種型態有可能是民間團體，也有可能是政府的特設單位。以下分開

說明其實例：

（i）特設的民間團體

這種規劃最典型的實例即是於1979年設立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的「解決

爭議的公資源中心」（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 CPR）。按美國社會向來

重視「裁判外紛爭解決」（ADR）的機制，這種ADR機制有在特定機構或中

心進行，也可以由當事人自己安排依照自己所期待的程序與場地進行。後者

在美國稱為「非管理（機構）」（non-administered）或「自行管理」（self-

administered）的ADR。這是一種與「機構的」（institutional）機制相對稱

的所謂「專案的」（ad hoc）機制。為使「非機構」的專案機制有發展的空

間，美國大企業界、律師事務所、法學院、政府單位等就聯合創辦了此「公

資源中心」，以擴大推廣紛爭解決工作。通稱此中心為「解決爭議的公資源

中心」（The CPR Institute for Disputes Resolution）（註二七）。這項專案的

機制原以處理國內的爭議事實為限，可是自1992年起才擴充及於在美國國內

進行的國際仲裁事件。中心在其2000年修訂的「國際爭議的專案仲裁規則」

（CPR Rules for Non-Administered Arbi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內就允

許當事人對判斷有申訴的程序。

註二六：Dr. A.J. van dem Berg, National Report - The Netherlands, Yearbook Comm. Arbit’n, 
Vol.XII（1987）, pp.30。  

註二七：依據最近其網站 [www.cpradr.org] 資料，已有超過四千家的三分之二全美大公司與

五百多家大律師事務所為此中心的成員，且設有「爭議預防與處理的國際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last accessed May 
5,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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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心協助與進行的仲裁，於當事人不服仲裁庭的判斷時，得向中心

申訴。依據仲裁規則的規定，中心係就已卸任的前聯邦法院法官編制成仲裁

人名冊，並由中篩選七名交與當事人從中選出三名，以組成「上訴仲裁庭」

（Appeal Tribunal）以受理不服判斷的申訴事件。仲裁庭一經組成即採用對審

程序進行審理，並以簡要的書狀及口頭辯論審理。此程序完全更新，且須於

六個月內作出其「上訴庭的判斷」（Appellate Award）。此仲裁庭如發現原判

斷所認定的事實在案卷內無所依據，所適用的法律也無所依據時，此情事即

構成撤銷判斷之實質上的事由（substantive grounds），由上訴仲裁庭予以撤

銷，並更為判斷。如原判斷有美國聯邦仲裁法 [Art.10] 所規定的四項撤銷判斷

事由時，亦同（註二八）。

（ii）特設的政府機構

依據文獻記載這種機構有下列實例：

A、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申訴局

保守封閉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為嚴格遵守伊斯蘭法（shari’a），允許

人民對法院的判決與行政機關的行為有所不服時可向「申訴局」（Board of 

Grievances）提出申訴。對於判斷不能信服時，也可向其政府的「商事糾紛

處理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Settlement of Commercial Disputes）請求救

濟，受理的委員會即得對該判斷加以審核其合法性（註二九）。申訴局設立

二十五年後，國王為其法制的更新曾撥款二十億美元進行規範，在2007年10

月1日完成法院組織與申訴局的相關法律（Law of the Board of Grievances）。

依此新法的規定，申訴局直接隸屬於王室，為一司法與獨立的行政機構。凡

是臣民對司法判決、準司法裁判或行政機構的行為有不服，而提出申訴時，

申訴局皆有權予以審核（註三〇）。

註二八：資料，參考後面美國法的撤銷判斷的事由。　

註二九：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p.412.　

註三○：Faisal Al-Fadhel, The New Judicial System of Saudi Arabia, Arbitration, Vol.75, No.1,  
(Vol.765), p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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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位處非洲東北角的吉布蒂（Djiboutie）國的仲裁法規定，當事人不服

判斷時，得向政府所設立由最高法院院長與外國專家組成的「申訴局」請求

救濟（註三一）。

（四）綜合觀察

這種非司法監督係在仲裁體系或政府機構的體制下，由特定的機構對判

斷加以監督。這類機構對判斷的審核內容通常包括判斷的形式與其實體問題

的審核，各機構的審核程序也許互有差異，惟整個機制而言大多屬於判斷的

事前監督，與司法監督的事後性有所不同。

二、司法的監督

判斷受到司法的監督有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型態：（i）積極的監督是

指不服判斷而提出撤銷判斷或發回判斷才發生；與（ii）消極的監督是指請

求法院承認或執行判斷才會發生不同。前一種情況是指敗方當事人或不服判

斷的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撤銷判斷或發回判斷的訴訟，這時受理法院即須審核

判斷是否有法律規定的事由，此判斷就受到該法院的監督。後一種情況是指

勝方當事人於敗方不依照判斷意旨履行，而向特定法院聲請承認或執行，經

敗方當事人向法院舉證聲請拒絕承認或執行。這時受理法院就須審核該判斷

有無法律所規定的拒絕承認與執行的事由，也使此判斷受到法院的監督。在

立法上，撤銷判斷的事由與拒絕承認或執行的事由皆相同，其詳見後兩者的

同質性。關於積極的與消極的兩種型態的更具體內容，見後「判斷的救濟途

徑」。

在國內事件，撤銷判斷事件與發回判斷事件的管轄法院皆與判斷的執

行法院不一定相同，但皆在同一國內。可是在國際事件時，積極的與消極的

兩種訴訟事件的管轄法院則不一定在同一國內。詳言之，國際判斷事件的撤

銷訴訟，原則上僅歸仲裁地的國家法院管轄。因此其監督僅只在此國家的法

註三一：S.K. Chatterjee, The Djibouti Cod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IA, Vol.5, No.1 (1988) 
,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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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相反的，這種判斷的承認與執行法院不一定僅在仲裁地的國內。勝方尋

求承認與執行判斷的國家也許在數個國家進行，因此該判斷也許受到數國法

院的監督。以上所敘述的這些監督概稱為司法監督。

在這些司法監督中，最主要的還是撤銷判斷的訴訟。按公家法院的訴訟

判決有救濟途徑，受到監督已成常規。民間團體的仲裁判斷應否受到監督，

卻一直有爭論。持否定見解的人認為當事人約定仲裁的目的，在企求爭議的

快速處理與其判斷的終局效。如果對判斷還需受到監督，即與當事人自主原

則違背，仲裁的目的也無意義。持肯定見解的人認為如果判斷不受監督，將

使貪瀆、武斷、偏袒、不當行為等的判斷無救濟的機會，也使仲裁使用者將

對仲裁喪失信心。因此，判斷接受司法的監督實有必要（註三二）。

這兩種見解各有其客觀的立場。仲裁雖然以自主原則為其基礎，可是自

主原則並無絕對性，有其例外。司法監督縱使有其必要，如果這項監督不加

限制或做特殊的規劃，也將影響到仲裁的推展。因此，自主原則與司法監督

兩者間如何調整，不但是立法者在立法時須考量的重點，也是司法者在解釋

時所須注重的問題。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司法監督的問題與仲裁法的發展過程也有關連。在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長期間裡，許多仲裁法的思維受到民事訴訟法的影

響，對於違法判決的救濟原則皆被適用於判斷的救濟途徑。詳言之，在過去

的長期間中法院在受理判斷的救濟事件中，有關提出訴訟的事由與其程序皆

建立在訴訟法的架構上，使這些事件帶有訴訟法的影子。法國學者R David指

出這種傳統思維下的機制當然不能迎合仲裁的基本，法國八十年代以前有關

判斷救濟的機制皆建立在此思維，自八十年代初的新法才擺脫此思維，並就

仲裁判斷的有關救濟途徑建構出自己獨特制度（⋯l’institue en ce qui concerne 

註三二：在談到撤銷判斷的訴訟功能時，英格蘭法官Sir M. Kerr就描述如下:
 “This system is our bulwark against corruption, arbitrariness, bias, improper conduct 

and – where necessary - sheer incompetence in relation to acts and decisions with 
bindings legal effect for others. No one below the highest tribunal should have 
unreviewable legal powers over others. ”引自 M. Kerr, Arbitration and the Courts: 
The UNCITRAL Model Law, 34 ICLQ, 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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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sentences arbitrales un règime proper de voies de recours）（註三三）。事實

上，這種思潮並非僅見於法國，在英格蘭也有此現象（註三四）。因此，在

八十年代以後在判斷監督上的立法大致上已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可是在事實

上，許多國家的判斷監督的機制上或多或少還保留自己各自的傳統機制。因

此，在敘述近代新思維下的司法監督以前，宜先觀察目前尚存留的一些傳統

思維下的司法監督機制。

（一）傳統思維的司法監督

自十九世紀以後各國的民事訴訟制度逐步發達，對違法判決發展出各種

不同的救濟程序。這些程序往往被適用於對判斷的救濟程序上，這些程序經

長期的更迭，有所變動。後來不服判斷的當事人得向法院聲請救濟的途徑大

致上有下列的主要類型（註三五）：

     A 判斷違背實體法得向法院提出申訴；

     B 判斷因有法律適用的錯誤得向法院提出申訴；

     C 判斷因有違反法律規定向法院請求更為裁判；

     D 判斷因違背程序保障的原因向法院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

以下就這些程序制度的內容，簡單的說明如下：

1、判斷因違背實體法的申訴

仲裁不僅須遵循當事人的仲裁協議，也須遵守法律規定。這些原則為

仲裁的基礎，此原則包括仲裁人的判斷也須適用實體法的規定。判斷違反實

體法的規定時就須受到法院的糾正，當事人得向管轄法院提出申訴。基此認

識，一些國家的仲裁法就規定這種訴訟權是對抗不法判斷的法定救濟途徑。

註三三：R. David, L’arbitrag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a, 1982, p.522

註三四：Mustill and Boyd, op.cit, pp.449。

註三五：Pieter Sanders, Arbitration, pp.15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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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斷因法律適用錯誤提出申訴

在英格蘭法的思維中，仲裁人與法官相同都有義務正確的適用法律以解

決爭議。仲裁人對於法律的解釋與其適用不容與法官有所不同。因此當事人

對於仲裁判斷，認為有「法律上的問題」（points of question of the law）時得

向法院申訴，要求救濟。繼受英格蘭法的國家，諸如澳大利亞、新加坡 [s.28 

of 1980 Act] 、香港等也皆採用此制。詳言之，1990年的香港仲裁法 [s.23] 就

繼受此救濟途徑，惟允許當事人以約定予以捨棄 [s.23b] 。由於香港在國際仲

裁事件繼受模範法 [Part II A] ，有關國際判斷事件僅只撤銷判斷的途徑而已。

3、判斷因有違反法律請求法院更為裁判

法院的撤銷判斷屬於一項相當激烈的措施，且當事人的爭議並未因而獲

得解決。受理法院為減緩這種措施，往往採用「發回判斷」由原仲裁人更為

判斷的作法。在英格蘭，這種所謂remission或refer back的措施首見於十九世

紀的上半葉的司法實務，後來在1854年被正式立法規範（s.8）。可是後來還

經多次的更迭（註三六）。在1981年又重現於實務（註三七）。事實上，當

事人在向法院請求撤銷判斷（setting aside the award）時，受訴法官在審酌中

認為其嚴重性未到撤銷判斷的程度，而認為將判斷發回由原仲裁人更為判斷

為宜時，法官就作出「發回判斷的裁定」（a motion to remit the award）。在

這裁定內法官會表明一些「法院的意見」（opinion of the court）供仲裁人更

新判斷時的參考（註三八）。由於這種機制有其優點，已受到國際立法所採

註三六：J. Steyn, National Report: England, Year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 VIII 
(1982), pp.28-29. 　

註三七：Mustill and Boyd, op.cit, pp.547, 643.　

註三八：在英格蘭法，法院在受理撤銷判斷事件中需將其撤銷或是發回有甚大的裁量權。而

此裁量權行使的標準完全依照判斷違誤的嚴重性而定，仲裁人在行使職務上的疏忽

是一項重要的考慮因素。在判斷有錯誤或明顯的不公正時，通常即將之撤銷，如果

僅屬事實欠明確或證據不足時，則將之發回調查。在被法院認為判斷理由欠缺時，

如果情況不嚴重，也儘量不予以撤銷，而採用發回，使其有補救的機會。詳細，見

Mustill and Boyd, op.cit., p.563 “Choice of Setting Aside or R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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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註三九）。國內法在繼受這種「發回」的立法後，就尚且存在的爭議應

如何處理的立場卻不一致，其詳後述。    

 4、判斷違反程序保障的原則請求法院予以撤銷的訴訟

當事人的程序保護為仲裁法的基本原則，判斷違背這些保護原則，當事

人得訴請撤銷。這種權利為各國仲裁法所承認，並無爭論。

（二）新思維的司法監督

在法典化百年後，原本依附於民事訴訟法的仲裁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越趨國際化，尤其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在司法監督判斷的機制上開始

落實新思維，使司法監督的機制更加強化與單純化，可是一些國家在司法監

督上還部分保留上面所提到的傳統機制，與國際立法的要求並未完全一致。

以下先分別就國際法與一些典型的國內法受新思維影響所出現的內容作觀

察，然後再就其救濟途徑作說明。

1、新思維對近來立法的影響

這種影響的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國際立法與其新機制

國際立法的目的在統一各國的法律，以排除國際經貿的障礙。在過去歐

陸國家的立法上以及國際立法上，撤銷判斷的訴訟為司法監督的主要途徑。

詳言之，在撤銷判斷之訴外，對判斷別無其他的救濟途徑。在這些國家的仲

裁法如此，其於重要國際立法，如1958年的紐約公約第五條內也同樣如此。

可是1985年的聯合國模範法 [Art.34] 在繼受紐約公約第五條時就受到新思維的

影響，對於激進的撤銷判斷措施開始進行修正。因此，這裡須就此修正內容

加以說明。

按模範法第34條在繼受紐約公約第五條時，就認為於有法定的撤銷事

由時法院就須撤銷判斷，這種措施未免過於嚴苛。因參考英格蘭法的實務經

註三九：見後，有關模範法 [Art.34(4)]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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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後就認為宜允許法官在受理這類訴訟中有相當的裁量權，使其得以裁定將

判斷移回原仲裁庭更為判斷，以獲得更佳解決爭議的機會。這即是模範法內

增添第四項的原因 [Art.34(4)] 。詳言之，這一條款為紐約公約所無。前已提

及，將判斷發回更新審理的措施確比將判斷撤銷較溫和。原來的爭議經過更

新判斷後，前判斷為後判斷所替代而消失。這種措施確比判斷經撤銷後原本

的爭議尚存在，還須使用訴訟或仲裁處理的情況不同。一般人認為這種措施

相當於介於「撤銷判斷」與「申訴」間的途徑，有其參考的價值。這種機制

不但被一些普通法國家所繼受（註四〇），也引起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的重視，且加以規範（註四一）。這第三十四條第四款的內容如下：

『法院於受理撤銷判斷的訴訟時，如認為合適且經當事人之請求者，得

決定於一定期限內停止審理撤銷判斷的程序，以便允許仲裁庭有機會更新仲

裁程序或採取仲裁庭認為在排除撤銷判斷以外的其他措施』

（The Court, when asked to set aside an award, may, where appropriate and 

so requested by a party, suspend the setting aside proceedings for a period of time 

determined by it in order to give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 opportunity to resume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or to take such other action as in the arbitral tribunal’s opinion 

will eliminate the ground for setting aside.）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秘書處在探討此問題時就說明這項「發回」

程序與機制為普通法國家所存在，但在其他法系國家皆不存在。秘書處也認

為採取這套機制可以使受理撤銷判斷訴訟的法官，在「撤銷判斷」與「不撤

銷判斷」中間有另外一種選擇的途徑，以避免出現過於激烈的措施。這即是

在此條款中所謂「允許仲裁庭⋯.有機會更新仲裁程序」（to give⋯.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 opportunity to resume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這項立法顯然的也

明確的承認仲裁庭有法定的權源，以更新其程序，而排除仲裁庭於作成判斷

後，其職權即行終了（functus officio）的困擾（註四二）。詳言之，在目前的

註四○：例如美國法的情況，見後。　

註四一：見後，有關模範法 [Art.34（4）] 的說明。　

註四二：Holtzmann/ Neuhaus, Guide to Model Law, p.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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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立法中法院以裁定發回判斷，以便仲裁庭更新判斷也是一種司法監督的

類型。這項國際立法影響了國家立法，尤其採用模範法做立法的日耳曼羅馬

法系國家皆採用此機制（註四三）。

國際立法的目的在統一各國的法律，以排除國際經貿的障礙。在司法

監督的機制上，國際立法僅承認撤銷判斷的訴訟一途。詳言之，在撤銷判斷

之訴以外對判斷別無其他的救濟途徑。當事人對判斷不能有其他的救濟措

施。這項國際立法首見於1958年的紐約公約第五條。1985年的聯合國模範法 

[Art.34] 在繼受紐約公約的這一條款時就受到新思維的影響，對於激進的撤銷

判斷措施略加修正，因此後來被不少採用模範法為範例的國家所繼受。因此

須就其內容加以說明。

按模範法這一條款於繼受紐約公約第五條時，就認為於有法定的撤銷

事由，法院就須撤銷判斷未免過於嚴苛。因此認為宜允許法官在受理這類訴

訟中有相當的裁量權，得以裁定將判斷移回原仲裁庭，更為判斷。這即是模

範法內增添第四項的原則 [Art.34(4)] ，為紐約公約所無。聯合國國際貿易法

委員會的秘書處在探討此問題時就說明這項「發回」程序與機制為普通法國

家所存在，為其他法系國家所無。秘書處也認為採取這套機制可以使受到撤

銷判斷訴訟的法官，在「撤銷判斷」與「不撤銷判斷」中間有另外一種選擇

的途徑，以避免出現過於激烈的措施。另者，在此條的立法上因允許仲裁庭

有機會更新仲裁程序（to give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 opportunity to resume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此立法顯然的承認仲裁庭已有法定的權源以更新其程

序，而排除仲裁庭因作成判斷時其職權即行終了（functus officio）的困擾。詳

言之，在目前的國際立法中法院以裁定發回於仲裁庭監督，也是對判斷的一

種監督。這種立法措施也見於一些採用模範法的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諸如

德國法 [ZPO Art.1059(4)] 等。

（2）國內法與其特殊機制

國內的訴訟法皆承認程序法的違反與實體法的違反有不同的救濟途徑，

註四三：依據P.Sanders的資訊，採用模範法作立法範本的國家中僅保加利亞與埃及兩國未採

用此發回判斷的訴訟制度而已。見，P.Sanders,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Adoption 
of the Model Law, AI,Vol.11,No.1（1995）,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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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仲裁程序的違反與訴訟程序的違反也有不同的效果。近來仲裁法在違法判

斷的救濟途徑上，已著重獨特程序的建構。在此中值得重視的是仲裁程序中

仲裁人與訴訟程序的法官的不同專業背景。在訴訟上，審判者皆為法律專業

的法官，法律對法官的適用法律有嚴格的要求，當事人也期待其依法作公平

的判決。可是在仲裁程序中，仲裁人係來自工商界，其為法律人也是在服務

工商，法律仲裁雖然也期待仲裁人依法判斷，可是法律無法要求其如同法官

的嚴格適用法律。更何況當事人約定仲裁僅期待仲裁人的判斷符合工商人士

認定的公平。在這兩種不同期待的「公平」觀念下，仲裁程序中對實體法適

用的期待與在訴訟程序中對實體法的期待有所不同。基於這種因素，國內法

上往往就出現適用法律錯誤及違背實體法也成為判斷救濟的事由，使此等事

由形成國內法在判斷救濟程序上的所謂「地方的程序標準」（local procedural 

standard）與國際標準的統一期待及局限於程序事由的原則有別。詳言之，基

於各國或各地特有的「地方正義」（iusticia soli）的現實，在違法判斷監督

的立法上各國大多在接受國際立法的標準之餘，還保留一些傳統的地方標準

（註四四），這種現象就普遍見諸於各國的撤銷判斷的事由中（見後）。也

因為隨同國際立法的趨向下，在其救濟措施的撤銷判斷的程序裡採用有發回

（remision）的機制或在撤銷判斷之訴外，另有相關「發回判斷」的程序措

施。

依據以上所述內容，自八十年代後的國內法在撤銷判斷的事由上僅有

極少數國家完全接受國際立法的標準，將此事由局限於程序事由，而大多數

國家則在程序事由外其他特定事由也得為撤銷判斷的事由。又，在救濟途徑

上，除了撤銷判斷的訴訟外，另有其他的救濟途徑（註四五）。由於發回判

斷的訴訟為普通法國家的傳統機制，因此以下僅就其他法系國家在此機制的

情況也列為觀察的內容： 

註四四：例如英格蘭在繼受模範法第34條規定時，就認為在其事由以外尚須擴充其他英格蘭

法所特有的事由。這方面的內容，見後。

註四五：關於這些積極救濟途徑的事由，在下段內僅做簡要的提示，其詳將於各該制度的探

討中再加以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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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法國法

法國新仲裁法係依照新思維而立法，因此開始的法條 [Art.1481（1）] 

宣示「對判斷不得異議，也不得訴請廢棄」（La sentence arbitral n’est pas 

susceptible d’opposition ne de pourvoi en cassation.）。詳言之，新法在判斷的

不服程序上已刪除了過去訴訟法上的一些程序，而僅承認學理上所謂的「判

斷的撤銷」（appel-nullite / annulation de la sentence/ recours en annulation） 與

「判斷的變更」（appel-reformation / reformation or rectification de la sentence/ 

appel contre sentence arbitrale）。以下就此簡單分述之：

A、判斷的撤銷

判斷違反法定的程序事由時，當事人得訴請將判斷撤銷，使其無效 

[Art.1484] 。法文稱「無效的救濟」（recours en annulation）。這項撤銷判斷

之訴，受理法院可予以全部撤銷或部分的撤銷。

B、判斷的變更

這是指不服判斷的當事人向判斷地的上訴法院提出申訴，請求法院予

以廢棄，另為判決。依據條文 [Art.1483] 規定法院對申訴的途徑，為就判

斷予以變更或予以撤銷（la voie de l’appel est seule ouverte, qu’elle tende à la 

reformation de la sentence ou à son annulation）。法國法也稱此為「變更（判

斷）的救濟」（recours en révision）。受理此申訴的法院如認為申訴無理由

時，即駁回其請求。此駁回之訴形同法院確認判斷的執行力。如果法院認為

申訴為有理由，受理法院有兩種措施可採用：（i）即得自行判決或（ii）將之

「發回」由原仲裁庭更為判斷。如果受訴法院更為判決時，此時即依據一般

訴訟程序更為審理，並依原仲裁協議與仲裁的聲明內容循實體法規定自行判

決 [Art.1487] 。此判決已與仲裁判斷無關，為一般法院的判決，有布魯塞爾公

約（Art. 27）的適用。如果法院將其發回原仲裁庭為更新判斷時，法院在裁定

書內往往表明其意見，供仲裁庭參考（註四六）。

註四六：採用法國這套機制的有葡萄牙 [1986年法Art.29] 、秘魯、加拿大、突尼西亞等，資

料見P.Sanders, op.cit., p.153, para.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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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荷蘭法

荷蘭法也將判斷的救濟原則集中在其撤銷，且其事由也集中在程序方

面 [Art.1065(1）] ，可是例外的允許判斷違反實體的事由時也有救濟的可能 

[Art.068] 。因此，荷蘭法在判斷的監督上也有兩種機制：

A、判斷的撤銷

判斷違反法定的五項事由時，當事人得向管轄法院依法定程序 [Art.1065] 

訴請撤銷。判斷經撤銷，此爭議事件即歸法院管轄 [Art.1067] ，但當事人另有

約定時，不在此限。

B、判斷的變更

判斷的變更與上面判斷的撤銷有相同的效果，可是兩者的訴訟事由完全

不同。判斷的變更僅涉及實體的事由，諸如

a. 判斷的基礎全部或部分係依據虛偽不實的證據，惟在判斷後始發現，

且在程序進行中他方已知悉者；

b. 判斷的基礎全部或部分文件係經變造，惟在判斷後始發現者；

c. 在判斷作成後當事人始獲得文件，而此文件足以影響到仲裁人的決

定，且此文件因他方之行為被保留者。

以上事實影響到仲裁庭的判斷，當事人於知悉後得對此不公平的判斷有

所救濟。而規範此救援途徑的條文 [Art.1068] 在荷蘭文為 request civil，這是

源自法文的 requete civile，其有再審的意義，英文將之譯為 revocation，宜有

所注意（註四七）。

（Ⅲ）義大利法

1982年修訂的法律 [Art.827] 宣示「仲裁判斷僅得對其為撤銷與變更之救

濟」（La sentenza arbitrale è soggetta e soltanto all’ impugnazione per nullità e a 

註四七：Dr. J van den Berg, National Report: The Netherlands, Yearbook Comm.Arbitration,  
Vol.XII（1988）, p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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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a  per revocazione.），由此可見義大利法不再只有撤銷判斷的訴訟而已。

因此須分兩點說明：

A、判斷的撤銷（per nullita）

法律規定 [Art.829] 撤銷判斷的七點事由，法院僅於有此事由時即應予以

撤銷，另規定 [Art.830] 受訴法院如認為宜妥善的依實體法為判決者，即以裁

定發交法官更新審理作實體的判決（Se per la decisione del merito è necessaria 

una nuova istruzione, ⋯）。在此審理期間，受理法官得裁定停止判斷的執行。

此項立法顯然期待仲裁人能儘量依實體法為判斷，使判斷有效，而不希望由

法院宣告判斷無效。

B、判斷的變更（per revocazione）

義大利法雖有條文規定，可是學術界對其行使的條件卻有不少爭論，惟

一般認為依條文的文字於當事人無法撤銷判斷時，才有這種救濟途徑。又，

最高法院在1952年的判決中，認為此變更判斷的事由不得作為撤銷判斷的事

由。既然兩種事由有別，此也說明確有兩種不同的救濟措施。

法律規定 [Art.831] 判斷如有民事訴訟法 [Art.395 (1)(2)(3) e (6)] 所規定的

事由時，即得提出此訴訟。這項事由可歸納如下：

（a）如一方對他方施以「詐術」（dolus）而獲得判斷者；

（b）如判斷所依據的證據經自認為不實或經認定不實，且為他方所不知

悉者；

（c）如於判斷後發現對判斷所依據的證據為他方所持有或因有不可抗力

的情事而無法提呈者。

 於有以上事由之一時，當事人得依規定程序 [Art.828] 訴請法院予以變更

（註四八）。

註四八：部分資訊，引自 Prof. Giorgio Bernini, Suppl.17（1994）,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 bitation, pp.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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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瑞典法

1929年的立法依其傳統將不法判斷分成絕對無效與相對無效，分開規

定 [Art.20與Art.21] 出撤銷判斷的「無效判斷之訴」與變更判斷的「可撤銷判

斷之訴」。在其體系下，凡是仲裁協議不存在、未經當事人簽名或欠缺仲裁

容許性等所製作成的判斷皆屬此類絕對無效的判斷。而判斷逾越當事人聲請

的範圍、仲裁協議已失效、仲裁地點欠明、仲裁人資格與約定不符等即屬相

對無效的判斷。1999年的新法繼續維持此原則，而分別將相當於撤銷判斷之

訴的「判斷絕對無效」 [Art.33, Art.34] 與發回判斷之訴的「判斷相對無效」 

[Art.35] 予以規定。值得一提的是，在發回判斷的措施上，瑞典立法者參考模

範法的原則制訂了此新法條 [Art.35] 。依其規定受理判斷無效或撤銷之訴的法

院，如經當事人一方的請求，經法院認可者或是如雙方當事人提出請求時，

法院得於一定期間內停止其程序，並使仲裁人恢復其程序，以便採取必要的

措施，俾排除判斷無效或撤銷的事由。詳言之，仲裁人得依之更新判斷或修

正判斷（註四九）。

（Ⅴ）瑞士法

瑞士法因採用雙軌的立法，此問題須分別觀察：

A、在國內仲裁事件

邦際仲裁法第七章「無效的申訴與發回」（Nichtigkeitsbeschwerde und 

Revison）內，分別規範下列兩種救濟途徑：

a、撤銷判斷（判斷無效的申訴Nichtigkeitsbeschwerde）

於有第36條規定的九項事由之一時，當事人得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

b、發回判斷（Revision） 

於有第41條所規定之事由，有（i）因依據瑞士法所宣判的犯罪行為，而

影響到判斷時，或（ii）因於判斷當時，當事人對重要事實與其證據無從知悉

者等之一情事時，當事人得訴請判斷的發回更新判斷。

註四九：此瑞典法的修訂，見L. Ulrichs and R. Akerman, The New Swedish Arbitration Act,  
ARIA, Vol.10, No1 (1999), pp.69, esp. pp.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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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國際仲裁事件

在規範國際仲裁的「國際私法」第十二章的國際仲裁裡，並未如上揭國

家分別規範撤銷判斷訴訟與發回判斷訴訟的程序。詳言之，在瑞士的新法 [即

國際私法（Art. 176）] 的積極救濟途徑中，並未有發回判斷的相關規定。可

是聯邦法院在其1999年的判決中，已以判決承認法院有權受理這種法條所未

規定發回判斷的措施，由仲裁庭更新判斷的訴訟程序（註五〇）。   

2、新思維下的救濟途徑

引  述

仲裁判斷是終結仲裁程序的「產品」，是仲裁人完成任務的證明。由

於仲裁職務的終了，此仲裁判斷的品質與其合法性受到國家法院的監督。關

於當事人訴諸法院請求救濟的途徑，各法系國家彼此間有分歧，已述如上。

在積極的救濟途徑中並非僅只撤銷判斷而已，因此在其稱謂上就互有不同。

在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過去因重視撤銷判斷的訴訟，曾以此稱之。近年

已認其欠妥，改以概括性的「救濟」或「救濟途徑」稱呼，以可包含判斷的

撤銷、判斷的發回（變更）等訴訟途徑。在普通法法系國家，各國雖皆承認

多種措施，可是對這種訴訟稱呼，在英格蘭則有 challenge, appeal, remedies, 

judicial review, control, judicial control等不同，以形容受理法院的審核方式，

註五○：這即是1999年5月11日聯邦最高法院民事庭的判決。此判決書未對外公開（arret 
non publié / Nicht in der Amtlichen Sammlung veroeffenlicht），但部份內容則登載

於 ASA Bulletin 1999, p.323.
        按這是涉及兩公司集團的子公司間，就兩棟在西班牙旅館及其高爾夫球場的投資事

件，因出售公司的負責人個人擔保一定金額的獲利未達成所引發的爭議。仲裁庭在

1998年1月作出1993年度與1994年度的賠償判斷，但駁回其他年度的請求。聲請人

於1998年9月以有新事證，聲請發回交由另一仲裁庭審理，在同（1998）年10月間

又因發現1995年與1996年損失的新證據，再追加請求這兩年度的更新判斷。這兩

項更新判斷的聲請皆為受理法院認為有程序經濟的實益予以接受。這項判決即宣示

雖然瑞士法在法條上無明文規定，但判斷的發回更新判斷已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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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未以撤銷判斷的訴訟（action of setting aside）稱之。至於美國聯邦仲裁法 

[Title of  U.S.C. 12（Ch.1）] 則以「聲請撤銷變更或改正判斷」（“a motion 

to vacate, modify, or correct an award”），而在其一般用語上也有appeal, 

judicial review, judicial control, challenge等各種不同，以描述法院的處理方式。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探討相關規定 [Art.34] 時就曾面臨其稱謂的用語問

題，也在經過一番探討後，在英文方面使用了與法文recours（救濟）相近的

recourse文字。

（1）救濟途徑的類型

這種由國家法院受理的救濟途徑，即是上面所敘述的司法監督。這種

由國內法院執行的司法監督有積極的救濟途徑與消極的救濟途徑兩種救濟型

態。仿照紐約公約第Ⅳ條與第Ⅴ條立法的模範法第35條與第36條之規定，即

此兩類型救濟途徑的實例。因此，於說明仲裁法有關判斷的救濟途徑前，宜

簡單的先敘述這兩種不同型態的救濟途徑：

A、積極的救濟型態

這是指對於違法的判斷，敗方的當事人有權採取積極的方式，向管轄法

院提出訴訟，請求法院將該違法或違約的判斷予以撤銷或變更，以避免此判

斷對其發生法律效力。在性質上這種措施帶有懲罰的作用，使違法的判斷不

復存在，致其效力失所附麗。詳言之，當事人在提出這類訴訟時，判斷的適

法性即受到法院的監督。這種積極的救濟途徑有撤銷判斷的訴訟與變更判斷

兩種，其簡要內容，已述如前。目前多數國家皆立法承認這兩種措施，只有

少數立法僅承認撤銷判斷的訴訟而已，其詳細情況將另行敘述於後。

B、 消極的救濟型態

這是指判斷在法律上有被撤銷與被變更等的情事，如果這種判斷沒有被

撤銷或被變更，只要有法定或約定的事由存在，此種判斷並不一定就必然會

生效。換言之，債權人持其判斷向執行法院請求承認與執行時，債務人可以

持法定或約定的事由請求執行法院不予承認與執行。這種措施的性質與上面

的措施不同，這裡只有預防的作用，使判斷不生效而已，但不影響其存續。

詳言之，既然有這些法定或約定的事由存在，可使判斷不能生效，當事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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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荒廢精神與費用採取積極的方式加以撤銷。因而敗方的當事人得「以逸

待勞」的方式，等待勝方向執行法院聲請執行時，才以上揭事由請求法院駁

回其聲請執行。

對於這項消極的救濟措施，英格蘭專家另有精緻的見解，值得引述。依

據Lord Mustill and Boyd對之持較理論性的觀點，他們認為此消極的救濟途徑

宜依事由的情況而運用，如果是涉及下列兩種情事時，很清楚地判斷已有明

顯不能執行的後果。這時宜採取此救濟途徑：

  i、 判斷有形式上或實質上的缺陷而不能執行；與

  ii、判斷因仲裁人的逾越權限而有全部或部分違法不能生效。

詳言之，具此情況的判斷屬於絕對無效（void），當然不能執行。相反

的，如果仲裁人僅有認定事實的錯誤及適用法律違法或是有「不當行為」

（voidable）時，其判斷並不當然無效，只是可得撤銷使其無效而已。這

時即不宜採此消極的途徑，而應以積極方法予以撤銷（註五一）。另依據

Redfern與 Hunter等所持較實務性的觀點，他主張敗方可以有依判斷履行、

提出撤銷判斷訴訟與提出執行異議的選擇。採消極的不履行以等待執行的異

議可尋找到與對方的再協商的機會（註五二）。在實務上，消極途徑與積極

途徑僅能擇一行使，不能兩種併為行使（Annulment action and Opposition to 

enforcement are alternative, not cumulative option）（註五三）。

綜合而言，積極的救濟途徑與消極的救濟途徑在目的與效果上，亦互有

不同。在目的方面，前者在原則上因被撤銷，使判斷不復存在。而後者僅在

執行地使判斷不生效而已，並無使判斷失所附麗。在效果方面，前者因判斷

被撤銷，該判斷即不復存在。如果判斷未被撤銷，即其效力同時受到確認。

相反的，後者的效果只是使判斷在執行地無法受到肯定或執行而已，對判斷

註五一：Mustill and Boyd, Commercial Arbitration…,2nd edition, p.546. 　

註五二：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p.473-474.　

註五三：Paklito Investment Ltd. V. Klockner Easzt Asia Ltd. [1993] , 2 HKLR 39, reported in 
Yearbook XIX (1994), pp.664. See also, Newspeed Int’l Ltd v. Citus Trading Pte. Ltd. 
High Court of Singapore, 4 June 2001, Yearbook Vol. XXVIII（2003）, pp.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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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存在無影響（註五四）。

（2）兩種救濟途徑的關連性 

消極的救濟與積極的救濟有同質性（註五五）。在立法上，法律允許

給與判斷消極予以救濟的理由，也同時是構成撤銷判斷的理由。具體的來

說，模範法有關撤銷判斷事由的規定 [Art.34] 係引自紐約公約對同一事由的

規定 [Art.V] ，而規定執行法院得拒絕承認與執行判斷的事由的條文 [Art.36] 

也與紐約公約的相關規定 [Art.V與Art.VI] 一致（註五六）。這種情況可以

從模範法第35條與第36條的立法技術見之。由此可見「判斷之承認與執行

的理由」與「撤銷判斷的理由」只是一體的兩面。詳言之，如果沒有撤銷判

斷的理由時，法院就須承認與執行仲裁判斷。相反的，有了拒絕承認與執行

判斷的事由時，此判斷即可訴請撤銷或變更。事實上，就整個仲裁法而言，

「仲裁協議存在與有效性」的原則不但與「判斷撤銷的事由」在立法上應前

後呼應，而且「撤銷判斷的事由」也應與拒絕「承認與執行判斷的理由」不

能互相矛盾。這種立法原則屢見於國際立法與外國法 [例如法國民訴有關判

斷之執行（Art.1502 - exequatur）與有關撤銷判斷事由（Art.1504- recours en 

annulation）的規定] 。因此，法國法認為法院受理「判斷的申訴」事件，法院

駁回申訴的請求時，此駁回申訴的裁定等同確認判斷的承認與執行，已述於

前。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救濟途徑的不同，有時往往使司法監督出現雙重的

監督作用。當事人積極行使救濟途徑而向管轄法院提出訴訟時，法院即須對

判斷進行監督。這種法院僅限於判斷所歸屬國籍的國家法院（註五七）。因

多數國家採用以仲裁地作認定判斷國籍的標準，此管轄法院多指仲裁地國的

註五四：Cf. P.Y Tschanz,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the U.S.: the Need for a New Act, AI, 
Vol.3, No.4 (1987), p.311。  　

註五五：關於這兩種救濟途徑的關係，見AI, Vol.3, No.4 (1987), pp.311。
        另，見 Hon. A. Diamond, Q.C. and V.V. Veeder, Q.C.,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 

Challenging an English Award before the English Court, ARIA, Vol 8, No.1（1998）, 
pp.49-50. 　

註五六：事實上，台灣法的規定 [見仲裁法Art.40與Art.50] 也與以上立法相近。　

註五七：關於判斷國籍的認定標準，見後「撤銷判斷訴訟的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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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因而使這一「撤銷判斷的法院」（vacating court）獲得監督判斷的「主

要管轄」（First Jurisdiction）作用。如果敗方當事人行使消極的救濟途徑，向

執行法院提出異議請求依法拒絕承認或執行判斷時，執行地的法院也須依法

對判斷進行審核其有無拒絕承認與執行的法定事由。這時也使「執行法院」

（enforcement court）獲得監督判斷的「次要管轄」（Secondary Jurisdiction）

作用。詳言之，在目前的仲裁法的規範下，這種判斷的司法監督有雙重性存

在。

積極的救濟途徑與消極的救濟途徑，並不一定在同一管轄法院進行，且

司法監督的雙重性也非絕對。以下就此提出說明。

在積極的救濟途徑與消極救濟途徑在同一管轄法院進行時，受理法院

駁回當事人撤銷判斷或發回判斷的訴訟時，等同受理法院確認判斷的合法有

效。這時不會有消極的救濟途徑與「次要管轄」的問題。可是積極救濟途

徑的管轄法院與消極救濟途徑的管轄法院不同時，司法監督的雙重性相對

增加。此情況於國際仲裁時，此雙重性成必然的現象，甚且在「主要管轄」

中，使仲裁地法院發生對「非內國判斷」也有權監督的情況（Review of Non-

Domestic Awards）。例如有些國家在判斷國籍的認定標準上採用「程序法

說」與「適用（實體）法說」，在這類國家內進行的仲裁，即以判斷未適

用仲裁地國的法律「而不考慮其為內國判斷」（not considered as domestic 

awards），但仲裁地法院卻會對這種判斷進行司法監督（註五八）。

綜合而言，積極的救濟途徑與消極的救濟途徑間，並無絕對的關聯性存

在。兩者可以切斷分開，尤其在「地方標準無效論」下，國際判斷在仲裁地

被撤銷，並不影響此判斷在其他國家的效力。換言之，積極的救濟途徑所獲

得的結果，對消極的救濟途徑的行使無影響。

（3）兩種救濟途徑的差異

關聯性的存在並不影響兩種救濟途徑的彼此差異，這些差異可以從下列

問題上觀察：

註五八：例如瑞士人與丹麥人在美國紐約市的仲裁，因當事人約定其程序法與實體法不依美

國法，即被美國法院認其非美國的內國判斷，但美國法院卻對此判斷施與司法監

督。見，Bergesen v. Joseph Muller Corp., 710 F 2d  928 (2d Ci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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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管轄法院方面

積極救濟途徑的司法管轄，通常歸仲裁地國的法院管轄。各國間也許

對管轄法院的層級容有不同，皆規定在仲裁地國進行訴訟的原則，少有爭論

（註五九）。至於消極救濟途徑的司法管轄則不一定在仲裁地，而依債務人

（敗方）資產所在地的國家定其管轄法院。在國際事件，如債權人（勝方）

在一個國家的執行不能獲得滿足時，這種管轄並不限於這一個國家的法院而

已，還有可能涉及其他數國的法院。可見兩者在管轄上差異之大。

B、在權能期間的限制方面

各國對不法判斷的撤銷訴訟，除在其事由上設有限制外，在其提出的時

間也有限制，且原則上相當短（註六〇）。換言之，積極救濟途徑的行使在

其訴訟權提出時間上受短期時程的限制。可是在消極救濟途徑的司法管轄方

面，無此短期時限的問題。雖然勝方的債權人在獲得判斷書後，可開始對債

權人要求履行或向法院請求強制執行，可是這種判斷有其存續期間，在其數

年期間屆滿前可隨後請求執行。換言之，於債權人行使其權利後，他方消極

救濟途徑的權利，才會發生。

C、在事由的觀念方面

行使積極救濟途徑的事由與行使消極救濟途徑的事由雖然相關連，可是

各國對這些事由的見解有所分歧。尤其兩種救濟途徑分別在不同國家進行皆

可能發生同一事由有不同觀點或解釋的問題。這種問題在「客觀仲裁的容許

性」與「公序」問題上最為明顯（註六一）。值得注意的是，積極救濟途徑

註五九：有關撤銷判斷之訴管轄法院的分歧，詳見於後。　

註六○：有關撤銷判斷之訴的提出時間的分歧，詳見於後。　

註六一：以上所敘述的內容，可參閱下文：

         “Although the grounds for setting aside as set out in article 34 (2) are almost identical 
to those for refusing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s set out in article 36 (1), a practical 
difference should be noted…. For that reason the grounds relating to public policy and 
non-arbitrability may vary in substance with the law applied by the court （in the 
State of setting aside or in the State of enforcement.）。資料，引自 Text of Model 
Law（amended in 2006）– Explanatory Note,par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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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由與消極救濟途徑的事由互有關聯，可各自獨立與自主。例如判斷在A國

被撤銷，並不影響此判斷在其他國家的效力。同一判斷在A國不被撤銷，並不

一定在B國一定可以生效。換言之，判斷在一個國家未被撤銷，並不一定在其

他國家會被承認或執行。

結 語 

目前各國有關判斷的司法監督已各自建構出特有的機制，與判決救濟的

民事程序機制有所不同。換言之，以上所敘述的積極救濟途徑與消極救濟途

徑為民事訴訟法所無。尤其在歐陸法系的國家，在積極的救濟途徑中不僅有

傳統上的撤銷判斷的訴訟，而且還另有發回判斷的訴訟。這種分類與其互補

性使判斷的司法監督更為周全，也彌補了傳統措施的缺失。可是值得注意的

是，仲裁法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初的年代裡，還有不少制度並未完全更新。在

處理違法判斷的積極救濟途徑之措施上，就未完全擺脫民事訴訟法的思維。

這種現象不但見諸於撤銷判斷訴訟內，也同樣出現在發回判斷訴訟中。例如

在撤銷判斷的訴訟事由上，國際立法一再強調此等事由應局限於程序公序的

違反。這些程序事由雖然已普遍的為各國內法所繼受，可是各國為其國內法

制的維護以及為「地方正義」的需要，判斷於有違背實體法的基本原則、仲

裁人在權能期限後始作出判斷、判斷理由矛盾或未附理由與判斷的製作有瑕

疵等情事時，還是得作為撤銷判斷的事由 [其詳見日後發表之『國際立法與國

內立法在撤銷判斷事由的比較』] 。另外在發回判斷的制度中，羅馬日耳曼法

系國家的仲裁法過去就曾將之依附於「再審之訴」的程序在運作，目前在比

利時與荷蘭還以「再審」作為發回判斷訴訟的名稱，其他國家的相同訴訟所

規定的事由也與「再審」的事由有關。這些現象更見於歐陸國家在發回判斷

訴訟的部分機制。詳言之，仲裁法與民事訴訟法的完全脫離，並非短期內可

達成。

綜合觀察，對不合法判斷的尋求救濟是敗方當事人所進行的權利，對於

合法判斷的要求實現則是勝方當事人所提出的權利。這兩項權利的請求皆須

向法院提出，且為兩種不同的程序。因此，宜分成判斷的司法監督與判斷效

力的實現等方面作各別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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