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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仲裁費用與其衍生的相關問題

摘要
藍瀛芳＊

仲裁與訴訟另一區別是在仲裁的有償原則，當事人須支付仲裁人

其審判工作的報酬。這項原則少見於一般立法。仲裁中心長久以來即

自行訂立相關規則供仲裁使用者遵循，可是這項原則並不一定適用於

專案仲裁。在歷史上，這是全體當事人與仲裁人約定協商的問題，現

代社會也持續使用。事實上，仲裁費用涉及的範圍甚廣，也可能衍生

許多相關的法律問題。在處理這類問題中出現不同的機制。本文是使

用比較法的資訊予以整理，供國人參考。

早期的仲裁有濃厚的社會服務色彩，社會長老與賢達也都樂於從事公益

活動，並接受擔任這項「榮譽職務」。因此仲裁人的職務為沒有報酬或金錢

對價的差事（註一）。雖然有時當事人樂於支付一些金錢，但此並非仲裁工

作的必要條件，並且早期在此期間擔任仲裁工作也非仲裁人維生的方式。這

項優良的美德，目前還存留於一些行業公會的仲裁，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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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Redfern 寫出，有些國家的國內仲裁，基於「睦鄰」原則（on a“good neighbour” 
principle），承認仲裁服務並無收取酬金的慣例，但此原則未出現於國際仲裁。見

Redfern and Hunter, op. cit., p. ��8。
 這種仲裁服務不收取報酬之情況縱使有給付報酬，也只是象徵性的輕微酬金而已。目

前，這種制度僅見於歐洲的大宗貨物交易仲裁。參考，Yearbook Comm. Arb. Vol. XII
〔198�〕,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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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仲裁仍然保留這種傳統（註二）。因為工商團體的仲裁具有維護團體信

譽與建立成員和諧的作用，兼有將團體協約之判斷解釋供成員共同遵循的目

的。再者，仲裁人與法官相同，皆以裁判做為實施正義的方法，而提供公平

與正義當然不能牽涉到金錢的問題，仲裁人如同法官般執行職務自然不能涉

及私益。因此，在無償的仲裁年代裡，當然不會在仲裁法上發生仲裁費用的

問題。

後來隨著仲裁制度的發達，仲裁事務越趨複雜，爭議標的也越來越大，

其要求仲裁人投入處理的時間與精神也相對地繁重，而仲裁工作更日趨專

業，且仲裁人開始有責任的負擔（註三），仲裁工作的報酬問題因而逐漸形

成。目前所謂仲裁無報酬的情況，僅存在於一些特殊的行業仲裁（註四）。

事實上，仲裁程序會牽涉到費用與報酬等問題，主要的原因還是受到近來國

際商事仲裁的影響。因為國際商務的發展需要專業人士與學者的參與，一些

國際經貿糾紛的當事人，往往因專業人士與學者的聲望，而願意支付報酬，

以委請其仲裁。這些專業人士與學者也因為有此誘因而樂於擔任此工作，其

接受此職務的目的已不再只是為了榮譽與義務（註五）。仲裁費用的支付除

了有此功能，還有遏阻當事人濫用仲裁權的作用。此外，仲裁機構若可以因

為服務仲裁事務獲得報酬，不但使其機構運作能獲得支援，更可提昇服務品

質及開創業務。綜合上開因素，過去在仲裁法上見不到的仲裁費用相關規

註二：美國六十年代的仲裁法專家Martin Domke在其名著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內提到機構仲裁的仲裁人雖有報酬制度的出現，但行業仲裁中仍是有公

益義務。他寫出：“However, those arbitrators serving in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re 
generally not compensated, especially not in trade associations. Their service considered 
part of their duty to the specific business community of which they are members. 
Arbitration there also serves the purpose of clarifying interpretation of standard contract 
terms and establishing a certain uniformity of customs which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trade. （p.3�3, para.��.01）。

註三：Mustill and Boyd, op. cit., p.1�1。
註四：ABA/AAA Code of Ethics Canon VI.D :“In many types of arbitration it is customary 

practice for the arbitrators to serve without pay.”
註五：這即是M.L. Smith所形容的 ”It is no longer a matter of honour and duty alone 

which leads arbitrators to accept the appointments.”--from M. L. Smith,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owed by and to arbitrators, AI, 199�, p.3�。

仲裁書冊.indb   3 2009/8/6   9:11:16 AM



《仲裁專論》
仲裁費用與其衍生的相關問題

仲
裁
季
刊
第　

期　

年　

月　

日

8 8

9 8

6

3 0

�

定，在近年來的仲裁法上已逐漸出現，且越來越明確。例如在1986年的荷蘭

法未見其條文，而1996年的英格蘭仲裁法〔s.�9 - s.6�〕、1999年瑞典仲裁法 

〔Art.3� - Art.��〕等皆有較詳細的規定，皆屬其例。至於仲裁中心的仲裁規

則，其情況與仲裁法則完全不同，因事關涉其業務的成長，致其不僅有詳細

的規定，而且有各自的特色，值得注意。

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為仲裁的基本類型，仲裁費用的項目及內容，往

往因為此類別而異。再者，仲裁費用與其類別，也因仲裁類型的不同，而異

其請求權的依據。嚴格來說，仲裁費用的發生與仲裁協議無關。換言之，仲

裁費用的法律關係僅存在於費用的義務人與權利人間而已。因此，有些仲裁

費用僅存在於因「仲裁人契約」成立後之當事人與仲裁人間，而有些仲裁費

用則僅存在於因「仲裁組織（管理）契約」成立後之當事人與仲裁中心間而

已。在機構仲裁下，雖然也有仲裁人契約，可是這種契約因與其他契約的

併立而發生部份「質變」，此部份已另述於拙文「仲裁的法律關係」 （註

六）。以下將先就與仲裁費用制度有關的意義、內容、計算標準、預付、擔

保、遲緩支付、判斷書的留置與分擔等問題分別敘述，然後再就仲裁費用法

律問題有關的法律性質、仲裁人對仲裁費用的決定權與其爭議等法理問題進

行探討。最後再將之與國內制度做比較觀察。

一、仲裁費用的意義與內容

(一)意義

仲裁費用是指當事人實施仲裁權後，就其仲裁程序所發生的相關費用，

而此仲裁費用還將涉及程序終結後，歸由何方當事人負擔的問題（註七），

這種費用及其問題歷年來少有法規明確規定。詳言之，在過去的仲裁法中皆

少見有關仲裁費用的規定，近年來的立法雖開始出現這方面的條文，惟其內

容還是相當的空洞。至於在國際立法例上，也只見到聯合國的仲裁規則內的

註六：請參閱拙文，仲裁的法律關係，月旦法學雜誌（No.1�9）, �008, 8, pp.1。
註七：這裡所謂的仲裁程序僅指一般意義的仲裁程序，不包含「判斷後的仲裁程序」。有關

判斷後仲裁程序的程序費用，則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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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Art.38- Art.�0〕規定，且適用於專案仲裁 （註八）。至於國際仲裁中

心與國內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註九），則開始對機構仲裁的費用問題有具

體的規範。

 
(二) 內容

一般而言，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t.38〕對仲裁費用的內容規定較為詳

細，惟內容似有重疊，而著名的國際仲裁中心的規則，則相當地簡要 。例如

國際商會〔Art.30〕與倫敦國際仲裁院的規則〔Art.�8〕雖提到此費用，但其

內容則分別規定於其「附件」（Appendix/ Annex）的Scale of Costs 與Schedule 

of Costs內。以下參考各國一般規定，將仲裁費用的內容歸納成下列類型：

1、仲裁人的酬�與費用

在法文以honoraire 指酬金，而以frais指酬金以外執行仲裁程序所衍生的

一般費用，例如仲裁庭租用審理的場所、雇用秘書或書記以及聘請專家或法

律學者出具的「專家意見書」或「法律意見書」等費用（註一○）。英文對此

一概使用 fees 與expenses。事實上，酬金是指仲裁人在做出判斷後，當事人對

其所為的酬謝金，與仲裁人為執行其職務所須支出的上揭意見書及其他諸如

交通費、旅館費、秘書費等不同。仲裁人報酬原則上於完成仲裁判斷後才發

註八：聯合國的仲裁規則第38條規定如下：仲裁庭於判斷中應決定仲裁費用。此「費用」一

詞僅包括

             a、仲裁庭的費用，此費用應由仲裁庭就每位仲裁人個別開列；

             b、仲裁人的旅費與其他費用；

             c、仲裁庭所要求的專家意見費及其他協助費；

             d、經仲裁庭認可的證人旅費及其他費用；

             e、在程序中勝方所請求的律師代理與協助費，仲裁庭僅就合理部分參酌決定其負擔額；

             f、海牙常設仲裁院秘書長因擔任（仲裁人）選定機構的開支與費用。

註九：國際仲裁中心規則在這方面的規定，諸如ICC Rules Appendix III, LCIA Rules Art.�8, 
WIPO Art.�1, SCC Art.�3, AAA Art.3�。其中費用項目較具體的為WIPO與SCC的規

則。換言之，這種費用的類型，各仲裁中心的規則也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其繁簡不

一。例如、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協會〔Art.�3〕將仲裁費用分成三類，如下：

1、仲裁人的費用（酬金）、�、仲裁機構的費用3、仲裁人與仲裁中心的開支。

註一○：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Traité de l’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LITEC,, 
1996, par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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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是在仲裁程序終結前，縱使當事人撤回仲裁、自行和解或仲裁人有正

當理由地辭任等，也還是有報酬請求權。但若因有判斷的瑕疵而重新更新的

程序，與另行追加仲裁判斷時，仲裁人則不得另行請求報酬。 

費用是指仲裁人在執行其職務所支出或代墊的費用，例如交通費、旅館

費、秘書人員費等。在專案仲裁中，仲裁人雇用的秘書、行政人員費用、程

序審理時租用的場所費用、翻譯費等，也在此項支出或代墊的費用內。如果

採用機構仲裁，費用的分類更加詳細，故另將敘述於後。

�、仲裁中心的行政費用

每個仲裁中心皆有各自的仲裁規則，且各自有不同的收費項目與其標

準。大致上，仲裁中心會要求收取行政（管理）費與一般費用，通稱「行政

費用」。如利用到其場所設備等時也會有其費用的負擔。這項費用僅於機構

仲裁才可能發生。換言之，此費用不見於專案仲裁。

 
3、其他費用

這是指於仲裁程序中偶然發生的費用，不是必然發生的費用。例如當事

人之一方受仲裁人的指示，請專家出具其意見書或鑑定書以及保留證據所支

出的費用，皆屬此類費用。至於律師代理等費用是否在內，則有爭論，另述

於後。

 
�、一方當事人所支出的費用

在程序開始後，為程序審理的需要，當事人之一方因仲裁庭或他方的要

求所先行支付的款項，得要求他方負擔，如這類費用支出對雙方皆有益處，

應由雙方共同負擔。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規則〔Art.��〕即規定除非當事

人另有約定，仲裁人得於判斷中，參考判斷的結果與其他相關情況，判令他

方負擔包括律師費等在內的相當費用。

在英格蘭法裡，當事人為使爭議事件能夠以仲裁方式處理所支出的費

用，以及在程序開始後，當事人在仲裁過程中，所支出與仲裁有關的費用，

也屬此類所謂「仲裁中支出費用」（costs in the reference）。過去的英格蘭

法稱此類費用為costs of the reference，而其他類型的費用為costs of th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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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費用）。自1996年的新法以後，已廢除了此項區分，所有費用一律稱

為costs of the arbitration（仲裁費用）。

 �、關於律師代理等費用問題

另外值得探討的是，上揭所謂的「其他費用」可否包括當事人的律師代

理與協助等費用（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assistance）？事實上，在一般經貿

契約中約定敗方負擔費用的「律師費」條款相當常見。對這項問題，各國法

律規定的原則也相當分歧，其情況如下：

(1)  否定說

聘用律師或法律顧問係當事人自己的事務，其人數與費用當然由自己決

定，因而不宜要求他方來承擔這些費用。以下說明此否定說在各國的情況：

比利時法不允許勝方的當事人要求敗方負責其律師或法律顧問費，而

且，這是一項強制性的規定，當事人間縱使有負擔律師費用的約定，也不能

生效，但這項原則僅適用於國內仲裁。換言之，其於國際仲裁事件並不適

用。詳言之，在國際仲裁事件中，只要這項律師費用合理，還是可以允許由

仲裁人予以判斷由他方負擔（註一一）。而美國法原則上也是採用當事人各

自負擔律師費用的原則（註一二）。

註一一：Jacqueline Linsmeau et Vera van Houtte, Honoraires et frais des arbitres, Macht en 
Onmacht van de Arbiter / L’arbitre : Pouvoirs et Statut, Actes du Colloque du CEPANI, 
Bruylant, �003, p. ���, note 18。

註一二：美國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也禁止此費用由敗方負擔。紐約州民事訴訟法〔CPIR 
s. ��13〕也禁止仲裁人在判斷中就律師費的負責為酌定，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時，不

在此限。然在最近的發展中，紐約州法院對國際仲裁事件已開始開放，改採用肯

定說。例如涉及台灣電力公司核電工程的承包商與次承包商間的爭議事件（Shaw 
Group Inc. v. Triplefine International Corp.），契約中的仲裁條款約定依據國際商

會仲裁規則，在紐約市依照紐約州的實體法仲裁，勝方即台方的聲請人要求敗方

的美國相對人負擔其律師費的訴求，已獲得聯邦兩個審級法院判決的肯定（詳，

見Shaw Group Inc. v. Triplefine International Corp. �003 WL ��0��33� at 〔SDNY 
Sept. 8,�003〕）；Shaw Group Inc. v. Triplefine International Corp.�003 WL 
�9��0�99〔�d Cir., Dec. �0,�00�〕）。資料，參閱M. Buehler and Helen Conybeare 
Williams, New York Law: Awards of Attorney’s Fe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ealey’s IAR, Vol.�0,No.�, May �00�, p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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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當事人各自負擔說中，有一個特例需值得注意，即美國法所謂的

contingency fee agreement制度，也就是由當事人與其律師約定依照律師處理

事件的成敗結果以決定律師的收費額度，亦即是律師贏不了案件，就不能向

當事人收取費用的No cure, no pay（醫師：醫不好，無報酬；律師：贏不了，

無酬金）。此制度另稱No win, no fee，即以贏得官司作為收取費用條件的約

定（conditional fee agreement 或success fee uplift）。這項費用是指律師與當

事人間的約定報酬問題，與仲裁費用不同。因此，在此制度下，即不致有對

方負擔費用的問題。此制度的優點，在使經濟弱者的權利也有獲得法律保護

的機會，其缺點則有導致律師濫訴的可能，因而在許多國家不被允許。例如

德國於�00�年修正的聯邦律師費用法〔Bundesrechtsanwaltsordnung〕即明文

予以禁止，瑞士法也同樣禁止。法國法僅於國內仲裁事件中，以其違背國內

公序，予以禁止，其於國際仲裁事件，不認其有違國際公序時，不在禁止之

列。 

(�)  肯定說

聘請律師為當事人保護自己權益所必需，判斷中由敗方負擔此費用有其

必要。採此立法的國家，如下：

依英格蘭法，只要當事人聘用的撰訴狀律師（solicitor）是經認定合格

的，此律師費用即可請對方負擔（註一三） （註一四）。關於英格蘭採用此

肯定說的理由，另見後述「敗方負擔」的內容。

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t.38〕採用肯定說，允許仲裁庭就此費用做合理的

酌定（ e、 The costs for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assistance of the successful party 

if such costs were claimed…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determines that the amount of 

such costs is reasonable;）。此外，世界智慧財產權保護組織（WIPO）的仲

裁規則（Art.��）也允許判斷中也「包括法律代理發生…」（including those 

incurred for legal representatives…）等費用。

綜合各國法制觀察，前開四項費用之負擔，幾無爭議可言。至於最後一

註一三：Fowler v. Monmouthshire Ry., etc.（18�9） � Q.B.D. p.33�。
註一四：有關英格蘭舊法的內容，可參考Russel, op.ci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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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律師代理費用問題，各國立法例則欠一致，在這項問題上，可依據仲裁法

的原則使仲裁庭對之有裁量權，聯合國仲裁規則〔AR Art.�0〕即做此宣示，

已如前述，諸如國際商會等仲裁規則，也皆允許仲裁庭判令敗方的當事人負

擔此項費用。詳言之，國際商會規則〔Art.31(3) 〕規定仲裁費用與其比率分

攤原則，由仲裁庭做合理酌定（reasonable legal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 y the 

parties for the arbitration.）（註一五）、倫敦國際仲裁院規則〔Art.�8(3) 〕規

定，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仲裁庭決定的仲裁費用須反映當事人的成敗、

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規則〔Art.�1〕規定，除當事人間另有約定外，仲裁庭

因當事人的聲請，得決定由敗方負擔有關爭議事件的律師代理費用及其他費

用。因此，只要當事人能證明該費用有「必要性」與「合理性」，皆可判斷

由敗方負擔（註一六）。另外，在這項費用上，因有法制衝突的問題存在，

其適用上也有國際私法上的問題（註一七）。

二、仲裁費用的計算標準

基於仲裁法律關係之特殊性，其履行有償契約中的當事人即為爭議當

註一五：依此國際商會的規則，此費用問題一般認為概由仲裁庭決定。因此，在其�000年的

判斷中，即見到下列判斷內容：「一般認為國際商會的仲裁人，就仲裁費用的分攤

有廣泛的裁量權。再者，“法律費用”不僅包括律師費，而且還包括一方當事人為

準備與提出其仲裁事件所發生而支付的合理費用」（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ICC arbitrators have a wide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he apportionment of arbitration 
costs. Furthermore, “legal costs”do not encompass only attorney’s fees but also the 
costs of a party itself provided that they are reasonable and incur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case. 判斷文，見ICC final award in 
case no. 103�9 of �000. 登載於Yearbook Comm. Arb’n , Vol. XXIX（�00�）, pp.108 
at 13�./ p.108 at 13�.

註一六：這項費用的問題，可參考 I .  Meredi th  and S .  Aspinal l ,  Do Al terna t ive  Fee 
Arrangements Have a Pla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Vol. ��, No.1
（�006）, pp.��.

註一七：今（�008）年五月間，美國芝加哥聯邦法院就敗方應否負擔償還勝方的律師費用

問題，引用 Zapata Hermanos Sucessore, SA v. Hearthside Baking Co.（3001 F. 3d 
38�,388〔�th Cir.�00�〕）判決，也將其定性為程序問題（characterizes attorney’s fees as 
procedural），使敗方無此義務。見Irish Firm’s Foreign Fee-Shifting Law Argument 
Misses Mark, Mealey’s I.A.R., May �00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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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之一方。詳言之，僅爭議當事人負有支付仲裁費用的義務。如果進一步

分析，在專案仲裁的法律關係只有仲裁人契約，仲裁費用的債權人僅為仲裁

人。然而在機構仲裁下，因同時有三個法律關係存在，與仲裁費用有關的，

只有其中的仲裁人契約與仲裁組織（管理）契約，而其相關的債權人則為仲

裁人與仲裁中心。

在比較仲裁法上，仲裁費用的計算標準有以下三種基本方式：

(一)依據「爭議標的」（ad valorem）之價值做計算標準：

仲裁人的報酬依照爭議標的金額之比率以計算其支付的標準。例如以請

求爭議標的1%或�%做為仲裁費用。這裡所謂的爭議標的，一般是指聲請人

請求相對人支付的額度，而於相對人另有提出反請求時，也須將此反請求額

度計算在內。至於相對人對聲請人提出抵銷時，此抵銷的額度是否也計算在

內，尚有爭論。

這項標準的優點是使當事人事先能預估其負擔的仲裁費用。由於金額

固定，不因仲裁人後來工作的增減而變動。這項標準的缺點則是形成仲裁費

用過高或過低的現象。例如案情單純，仲裁人本得快速解決爭議，但報酬過

高；相反的，案情複雜，當事人的請求繁複，報酬卻甚低也會使仲裁人產生

得不償失的結果。

(二)依據仲裁人的「工時」（per diem）做計算標準：

仲裁人的報酬，依照其審理工作的日數或天數做基礎（time-based）以

計算數額。這種標準有時很細膩，有時採用工作時數與工作天數的結合計

算。例如在審理日以外，另再計算其實際工作的時數。因此其時數的計款單

（time-sheet ）有精密的列表。

這項標準的優點，在使當事人能依照仲裁人實際工作的情況負擔費用。

然而最大的缺點則是對有經驗與能力的仲裁人欠缺獎勵的功能，因為有經驗

與優質的仲裁人能快速又公正的判斷，當事人又不能給與相當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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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據約定的「總數費用」（lump sum fee）做計算標準：

這是由仲裁人提出一固定的報酬額度或由當事人提出一固定願意給付報

酬的額度，經接受後的「固定金額」（fixed fee）。這項金額包含將來審理工

作，判斷資料的收尋等，有時還包括機票，旅費等。其情況有如工程契約的

「總價承攬契約」（lump-sum contract），在約定金額外，則不另付費。

此標準的優點，是仲裁人契約的當事人皆事前知悉報酬或負擔的額度，

其缺點則是仲裁人有時將面臨案情繁複，所出現實際工作與報酬不對稱的現

象。

就以上三種標準綜合觀察，每種標準皆有其優劣。在實務運作上「總數

費用」的標準較少有，而依照「工時」計算的標準較常見於專案仲裁，且也

見於少數的機構仲裁。至於依照「爭議標的」計算的標準則為大多數仲裁機

構所採用。

基於上面所述因素，實務上也有就不同標準予以調整而配合適用的情

況。

以下先依仲裁的類型分別進一步觀察仲裁費用的計算問題：

 (一) 專案仲裁

當事人在其仲裁協議少有提到仲裁酬金的問題，縱使其已提到此約定，

並不使仲裁人因此受到拘束。因為仲裁費用問題，應由全體當事人與仲裁人

間為約定，這是屬於仲裁人契約的約定事項。這項費用有多種約定方式，諸

如依照仲裁人的工作時數或天數，固定酬金再加以執行仲裁職務的必要開

支。如果案情複雜而須要仲裁秘書或行政專人的協助時，這項人事費用的負

擔也須另行約定。這項仲裁人費用也有可能以積極的方式比照特定仲裁中心

的費用標準，或以消極的方式排除特定仲裁中心的費用標準等等。通常這種

仲裁費用，宜在尚未開始任何程序前明確約定，以免影響仲裁人的工作情緒

與職務。就一般經驗言，當事人與仲裁人間，往往為達到這項費用的協商與

預付款的安排，而曠日廢時，影響到仲裁程序的開始（註一八），而被認為

是專案仲裁的一項缺點。

註一八：Ronald Bernstein etc., Handbook of Arbitration Practice, pp. ��9, para. 10-�� Fe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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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採用專案仲裁通常與特定仲裁人的聲望有關，當事人仰望特定

仲裁人的聲譽，國際間聲譽著稱的仲裁人也無暇輕易接受此職務，因此酬金

成為獲得優秀仲裁人的誘因。雖然報酬合理的原則很重要，可是仲裁人的資

歷、經驗、案件的重要性或複雜度、開庭次數或花費的時間等等，皆與此費

用的約定有關。

(二) 機構仲裁

所有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皆將仲裁費用列為其規範的重要內容，由於

各中心在收費標準與項目等，皆各自有特色，故不能一概而論。以下舉出三

個著名國際仲裁中心的實例，供說明其分歧情況之參考：

國際商會

國際商會將費用問題規定於其規則的附錄三，其計算方式係以爭議標

的金額做為預估仲裁費用的標準，此項預收款分為行政費用與仲裁庭費用

兩大項。在此前提下，這兩項費用完全由仲裁院依照其「費用表」（Cost 

Schedule）計算出當事人應繳交的暫時預付款（provisional advance），於聲請

時預付（Art.30）。仲裁費用的確實數據，於程序終了時再由仲裁院核算確定

（Art.31）。對此費用仲裁院可以依照情況，決定是否由聲請人與相對人平均

分擔仲裁費用，而加以調整。

茲依照資料，簡單列示幾則費用計算供參考：

標的在�0,000美元以下，預收的行政費用為�,�00美元，預收的仲裁庭費

用最低�,�00美元，最高為標的之1�%；

標的在�0,001美元到100,000美元時，預收的行政費用為3.�%，預收的仲

裁庭費用最低�%，最高為標的之11 %；

標的在�00,001美元到1,000 ,000美元時，預收的行政費用為1.1�%，預收

的仲裁庭費用最低0.��%，最高為標的之3.� %；

標的在�,000 ,001美元到10,000 ,000美元時，預收的行政費用為0.1%，預

收的仲裁庭費用最低0.1%，最高為標的之0.�� %。

以上只列幾項參考，詳細可參閱仲裁規則附錄III（Appendix III to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的附表（p.�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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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是機構仲裁，這項費用除非有特殊情況，不得由仲裁人與當事人

直接進行其協商與約定〔Art.�(�) 〕（註一九）（註二○）。

倫敦國際仲裁院

此處係以工作時數計算費用，詳細內容見其規則第二十八條。所預收的

項目也是行政費用與仲裁庭費用兩項。在行政費用方面，於聲請時要收取案

件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s due at filing）、登記處費（Registrar fees）每小時

1�0英鎊、秘書費（Secretariat’s fees）每小時��英鎊、秘書開支（Secretariat’s 

expenses ）以時計或依實支出（hourly rate or at cost）及其他行政負擔，依仲

裁庭收取額的�%（Further administrative charges art �% of the Tribunal）。在仲

裁庭費用方面，仲裁人每位一天通常在800英鎊到�,000英鎊間，未及一天時，

每小時計為在100英鎊到��00英鎊間計付。

瑞典斯德哥爾摩仲裁規則

仲裁規則附錄II 〔Appendix II Schedule of Costs〕分別規定仲裁人費用與

行政費用的表格。

在行政費用方面，也以爭議標的做基準，在��,000歐元以下者，收1,�00

歐元；

在��,001歐元到�0,000歐元者，收1,�00再加��,000歐元之�%；

在�0,001 歐元到100,000 歐元時，收�,�00歐元再加上�0,000歐元的� %；

註一九：Craig Park and Paulsson,（op.cit., p.3��）即提到此特殊情況另行安排費用的可能：

“If,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arbitrators, the Parties themselves propose to the Court 
a fee arrangement different from….the ICC Scale, the Court tends to adopt the agreed 
scheme.”。詳言之，經仲裁人同意後，國際商會仲裁院得與當事人協商與費用表

列不同的酬金。

註二○：有關國際商會的仲裁費用之著作，見W. Laurence Craig et al.,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Craig, Park and Paulsson’s Annotated Guided to the 1988 ICC 
Arbitration Rules with Commentary app. B at ��3（1998）.

 M. Buehler, Costs in ICC Arbitration: A Practitioner’s View, 3 Am.Rev.Int’l Arb. 116, 
1�3（199�）.

            E. Schwartz, The ICC Arbitral Process, Part IV: The Costs of ICC Arbitration, $ ICC 
Inter’l Arb. Bull, 8,（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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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01歐元到�00,000 歐元時，收3,�00歐元再加上100,000歐元的1.6 %；

在100,001 歐元到�00,000 歐元時，收13,900歐元再加上100,000歐元的0.� %；

在10,000 ,001 歐元到�0,000 ,000 歐元時，收�8,900歐元再加上10,000 ,000

歐元的0.0� %；最高為60,000歐元。

在仲裁人費用方面，也以爭議標的做基準：

在��,000歐元以下者，最低收�,�00歐元，最高收�,�00歐元；

在��,001歐元到�0,000歐元間者，最低收�,�00歐元再加上��,000歐元之

�%，最高收�,�00歐元再加上��,000歐元之1�%；

在�0,001 歐元到100,000 歐元時，最低收3,000歐元再加上�0,000歐元之

�%，最高收9,000歐元再加上�0,000歐元之�%；

在100,001 歐元到�00,000 歐元時，最低收�,000歐元再加上100,000歐元之

1%，最高收11,000歐元再加上100,000歐元之�%；

標的在一億歐元以上者，由仲裁院理事會決定之。

以上為原則性的規定，如下列因素存在時，仲裁人的費用也會受到相

當的影響，如：案件的複雜度、當事人的立場、當事人人數、程序層面、仲

裁人人數、判斷是否須具理由、仲裁人的辭任等等，皆成為考慮的因素（註

二一）。

小 結

仲裁費用高低也是吸引仲裁使用者的誘因，有些仲裁中心即以此作為考

量，儘量降低其收費標準。至於採用那樣標準對仲裁使用者較有利，難有絕

對的答案，而宜依照個案去探討。例如以國際投資爭議事件為例，目前其主

要受理機構為國際商會的仲裁院與世界銀行的仲裁中心，前者採用「爭議標

的」計費，而後者依照「工作時數」計費，一般使用者即認為後者較前者便

宜（註二二）。

註二一：詳情，見Arbitrator’s Guidelines,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CC, May, �00�.
註二二：參考The Ameri. Rev. of Inter’l Arbi., Vol.1�, No.�（�00�）,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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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費用的預收、擔保、遲緩支付與判斷書的

    留置

仲裁費用既然是履行有償契約的對價，且為使仲裁人能專心其職務，

而出現仲裁費用預收與擔保的制度。在此之外，仲裁也有可能允許或發生全

部或部分仲裁費用遲延支付的情況，以及為預防當事人有事後不願支付仲裁

費用，所發生之仲裁人留置判斷書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地分別探

討。

(一)仲裁費用的預付

按仲裁人在執行其職務時就仲裁費用訴請當事人支付，實有失榮譽職的

形象。因此，仲裁人在接受選定與組成仲裁庭後，仲裁庭是否有權決定仲裁

費用的預付，尚有爭論，此詳述於後。縱使仲裁庭有此權限，但若因而發生

爭執，也可能影響到後來的程序與仲裁人的職務及形象。此外，如果無預付

仲裁費用的機制，而允許判斷後才支付仲裁費用者，難免發生當事人於程序

進行到一定程度，發現其無勝算的機會，即停止程序，並拒絕支付仲裁費用

等問題。可見仲裁費用的預付制度確有其必要性。

仲裁費用的預收或預付有可能因仲裁機制的不同，而異其措施，分述如

下：

1、專案仲裁

一般的專案仲裁當事人間，有高度的善意，仲裁費用很可能在成立仲裁

人契約時即約定明確，先由當事人平均支付或一方支付。如有反請求時，也

須談妥此增加費用的分擔問題。如未預付時，則仲裁人不宜接受其職務，以

免將來發生不必要的誤會。聯合國仲裁規則〔Art.�1 (1)〕規定仲裁庭在組成

後，得依同規則〔Art.38 (a) (b)〕之規定，請當事人平均繳交預付款，即本於

此旨。其於程序進行中須按階段支付者，亦同〔Art.�1 (�)〕。仲裁庭在判斷

後，則須向當事人交代其就預付款使用之情況，並將未使用部分返還當事人

〔Art.�1 (�)〕。

費用的協商為仲裁人與全體當事人的問題，不能與當事人一方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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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三）。如當事人無法有共識，仲裁人宜選擇不接受此職務。又如談妥

後，當事人仍不履約，仲裁人亦宜選擇辭任。 

�、機構仲裁

在機構仲裁事件，幾乎所有的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皆就其仲裁費用列

有計算表，且皆規定於提出聲請書時，即須預先繳交。因此，少有此類爭議

或誤會的發生。例如：

荷蘭仲裁協會〔Art.�9〕通常要求聲請人在提出聲請時，即須繳交仲裁費

用與仲裁人的酬金（註二四）。如相對人也提出反請求時，仲裁中心也須令

其預付仲裁費用。

國際商會規則對行政費用與仲裁人費用有明確的規定，其仲裁院於

聲請人提請仲裁的聲請時，即請聲請人支付其所計算的「暫定預付款」

（provisional advance）〔Art.30〕。而程序進行中，更得催促下一階段程序

的預付款，程序終結後，再由仲裁院確定費用的內容與細節〔Art.31〕。近

年來，國際商會已開始接受以銀行擔保的方式來替代此現金的預付方式（註

二五）。

(二)仲裁費用的擔保問題

仲裁自古即有國際性，少有區分本國人與外國人而異其程序制度，更

註二三：值得一提是，美國國內仲裁的仲裁人有兩種。由當事人自行選定的稱「當事人選定

的仲裁人」（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經此兩位仲裁人共推的仲裁人稱「中立

仲裁人」（neutral arbitrator）。前類仲裁人之酬金，由選定人自行與此仲裁人協

商。後類仲裁人的酬金，則由全體當事人與此仲裁人協商。例如Center for Public 
Resources, Inc.（CPR）於199�年制訂的有關仲裁程序規則〔Rules with Respect 
to the Conduct of Arbitral Proceedings〕〔Rule 16〕即規定：“Unless the parties 
otherwise agree, the compensation of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 shall be agreed to 
between the appointee and the appointing party. The compensation of other arbitrato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oth parties….”〔Cited from Amer. Rev. of 
Inter’l Arb.,Vol.8,No.3-�（199�）, p.131.

註二四：National Report-Netherlands by A J van den Berg, Yearbook Comm. Arb., Vol XII
〔198�〕, p.��.

註二五：詳閱Y. Derain and E Schwartz, A Guide to the New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pp.31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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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一方為「外國人」而受到特殊的待遇。因此，羅馬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

法，允許本國籍的被告，以原告為外國人在訴訟地無住所，請求受訴法院裁

定命令外國原告提供「訴訟擔保金」，即所謂Cautio judicatum solvi的制度

〔如國內的民事訴訟法第96條等〕，但在仲裁法上並無其適用。然而，這項

類似制度在其他法系國家的仲裁制度仍有採用者，例如在英格蘭仲裁法上即

有規定，值得注意。

在一般人對仲裁認識上皆形容其為快速與經濟的程序，然而，在國際

仲裁的發展上，程序的確是快速，但卻不一定經濟。理由是當事人往往因仲

裁費用與其律師費用的支出，到後來有「得不償失」之慨。既然是敗方付費

體制，何以勝方亦必然遭受仲裁費用的負擔？為了不使他方受此遭遇，且就

其負擔能得到獲償的保障，因而將其訴訟法上的訴訟費用擔保原則也適用

到仲裁程序，而出現了允許相對人有權請求聲請人提供「仲裁費用的擔保」

（security for costs）的制度。如果聲請人被裁定命令提供「仲裁費用的擔保」

而不履行，仲裁庭即得「停止（其）索賠程序」（stay the claim），停止仲

裁。甚至於期限內不提供「仲裁費用的擔保金」時，駁回其索賠（dismissal 

of the claim）。由於有此項措施，英格蘭的這項「仲裁費用的擔保」制度不但

減少了不少欠缺勝算的仲裁事件，也使仲裁費用的爭議隨即消失。目前英格

蘭的仲裁法〔s.38〕，就明確地宣示仲裁庭得命當事人提供仲裁費用的擔保。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制度也影響了仲裁提出的策略，亦即成為當事人規避在

英格蘭仲裁的理由。事實上，這項制度已被香港、新加坡〔見SIAC, Rules 

�� (m)〕、澳大利亞〔見ACICA, Rules �8.� (e)〕、紐西蘭等地所繼受（註

二六）。

倫敦國際仲裁中心的規則〔Art.��〕對此項制度有較詳細的規定，其

註二六：關於紐西蘭與澳大利亞繼受英格蘭此項制度的情況與其間的差異，見Stephen 
Colbran, Security for Costs of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n England, New Zeeland 
and Australia, AI, Vol. 9, No.1,（1993）, pp. 8�. 英國制度，見 John Beechey,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Award of Security for Costs in England, Bulletin ASA, 
199�, No.�, pp.1�9. 這制度適用上較新的情況，可參考 Weixia GU,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Vol.��, No.3（�00�）, pp.16�。
Christopher Ke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Security for Costs – A Brief Report on 
Two Developments, Am. Rev.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11, N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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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即宣示仲裁庭有權命聲請人或反聲請人，就其他當事人的法定或其

他費用，提供擔保（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order any 

respondent party to claim or counterclaim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all or part of the 

amount in dispute⋯）（註二七）。

在此之外，瑞典新法〔Art.38〕也規定，仲裁人得依爭議事項決定擔保金

的提供。如當事人未於所定期限提供擔保金者，仲裁人得停止全部或部分仲

裁程序（註二八）。在1999年美國聯邦法院也出現一則有關仲裁費用擔保的

判決，法院認為仲裁協議特別排除擔保金約定時，仲裁庭仍命當事人提供仲

裁費用的決定並不違法（註二九）。對此問題，美國仲裁協會的立場向來並

不明確。直到�000年所制訂的國際仲裁規則〔Art.�1 (1)〕，才明文允許仲裁

庭有權裁定擔保費用的提供（註三○）。 

有關聲請提供「仲裁費用的擔保」之裁定權的歸屬問題，有過長期的

爭論，且在傳統上一直被認為這是法院的權限。但是法院未曾接觸到爭議事

件，事實上只有仲裁人與爭議事件有接觸，仲裁人卻無裁定權限，實令人費

解。在191�年雖有判決允許當事人以明示方式，約定允許仲裁人有權裁定

（註三一），但是此原則實際上並無助益。因此，目前的新法才規定〔s.38〕

除非當事人特別約定仲裁庭無此裁定權限，否則一般仲裁庭已被授權具有裁

定提供「仲裁費用擔保」的權限（註三二）。

就法制的發展來看，近年來雖有一些仲裁中心的規則也採用了「仲裁

註三 ○：上註Ed. Leahy C. Bianchi 文 p.��。
註三一：Mustill and Boyd, op.cit.,p.336。在此 Re Unione Stearinerie Lanzaq and Wiener

〔191�〕 � KB ��8中，法院以此判決承認當事人約定仲裁人有此裁定權，其約定

為有效。 
註三二：有關這方面的著述與其實務運作，請參閱楊良宜著國際商務與海事仲裁，中國大

連海運出版社, 199�年, pp.190-199。楊良宜等著仲裁法，中國法律出版社, �006年, 
pp.8�1- 91�。

註二七：詳見 Bernstein etc., op.cit., p.��3, paragraph. 10-30。 
註二八：見，C. Soerderlund, A Comparative Overview of Arbitration Law, AI, Vol.�0, No.1, 

p.83。
註二九：此報導，見Mealey’s IAR, �8 April 1999, p.1�。判決的說明，見Ed. Leahy C. 

Bianchi, The Changing Face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I.A,Vol. 1�, No.�（�000）, 
p.��, note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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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擔保」制度，諸如國際商會〔ICC Art.�3〕、世界智慧財產權保護組織

〔WIPO Rules �00�, Art.�6 (b)〕，可是在其實務的適用上仍相當保守，少見使

用，可見其問題尚多，而有待進一步思考（註三三）（註三四）。

(三)仲裁費用的遲緩支付

在訴訟有償的制度中，訴訟行為所須支出的費用，原告有預繳訴訟費用

的義務，惟法律為了給與經濟上的弱者有行使其訴訟權的機會，在具備一定的

條件下，諸如其案件「非顯無勝訴之望」者（國內民訴 Art.10�），有允准暫

時遲緩繳納者，即所謂「訴訟救助」制度，這是訴訟法所承認的制度。在英美

國家還有國家立法建立所謂「法律扶助」（legal aid），由國家編列預算扶助

經濟上弱勢的當事人執行其訴訟權，我國也於�00�年通過立法，以協助經濟弱

者行使其訴訟法。早期的仲裁為無償原則，因此從未有過類似的制度。然而，

近來國際仲裁的發展，使仲裁的有償原則比訴訟更為明顯。仲裁中心為確保其

費用的收取，還進一步明訂預估，預收相關仲裁費用的規則，使得仲裁權的行

使與當事人的財務能力產生更密切的關係，也使得經濟弱者的仲裁權受到重大

的影響。仲裁是否應該只為經濟強者而存在？可否考量經濟弱者亦有使用仲裁

權，以保障其權利的空間？既然仲裁允許仲裁人行使對判斷書留置的機會，相

對而言，對仲裁費用的遲緩交納是否亦應加以考量與規範。

例如案情明顯有勝利的機會，聲請人的請求權有時效的壓力，對此情

況，制度上有無舒緩的可能？茲依照不同之情況做如下列分析：

註三三：相關問題的探討與進一步的比較法資訊，見Noan Rubins, In God We Trust, All 
Others Pay Cash: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m. Rev.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11（�000）, pp.30�,

註三四：關於仲裁費用擔保的專文，在上註所列之外，另見O. Sandrock, The Cautio Judicatur 
Solvi in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or The Duty of an Alien Claimant, JIA, Vo0l.1�, No.�
（199�0, pp.1�.

              T. Lavitt and A Howard, Securing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Vol.6�, 1998, pp.180.

 Cl. Reymond,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Quaterly Review, 
Vol.110,（199�）, pp.�01.

 Henchie, Cost Procedure in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Vol. �0（�00�）, pp.��.
 M. Buehler, Awarding Cos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Bull. SAS

（�00�）, p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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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仲裁

有此情況，只要全體當事人與仲裁人間能獲得共識，則非問題所在。然

而，若當事人雙方欠缺善意時，此情況將難以突破，亦即當事人無從獲得費

用遲緩支付的機會。

機構仲裁

一般仲裁中心皆採用仲裁費用的預收規則，因此，此情況宜有特別的規

定。事實上，仲裁中心能夠接受全部仲裁費用或部分仲裁費用的遲緩繳納或

是有第三人的擔保制度的理由，即在增加案源，因此允許當事人遲緩繳交費

用即有考量的空間（註三五）。

(四)判斷書的留置

判斷書的留置與上揭仲裁費用遲緩支付問題有關，這裡所探討的範圍將

限於已發生遲緩支付的措施，先予敘明。

依法與依約仲裁人有做出判斷書的義務。在此前提下，以下所須探討的

兩則問題與雙務債務的性質與同時履行的抗辯及質權問題等有關。各國對此

問題的處理方式也許各異，在此略做說明探討：

1、如果當事人未支付約定的仲裁費用，仲裁人是否有權拒絕

做出判斷書？

按仲裁人契約也屬雙務契約，因而一方違約時，也將發生他方有同時履

行抗辯權的問題發生。不論是專案仲裁或機構仲裁，除當事人已就仲裁費用

繳交預付款或提供擔保外，仲裁人對已進行程序所支出的費用，有權要求當

事人支付。如果當事人不為履行，仲裁人有下列選擇：（i）自行辭任，拒絕

進行下一階段的程序或拒絕製做判斷書；（ii）請求法院判令當事人支付（註

三六）；或（iii）請求法院判決允許其辭任。事實上，有法院介入的措施往往

有程序拖延的後果，且損及當事人的情面，因此，直接的自行辭職將較為務

實。一般而言，機構仲裁面臨上述情況發生時，通常皆有規則規定請仲裁人

註三五：Derains and Schwartz, op.cit., p.30�, note �03。
註三六：關於以訴訟方式獲取酬金（enforcement of the right to remuneration by action），見 

Mustill and Boyd, op.ci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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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其程序，諸如荷蘭仲裁協會〔Art.�9 (6)〕、國際商會〔Art.30 (�)〕等皆

如此。倫敦國際仲裁院則較極端，於有相同情況發生時，即得禁止仲裁人進

行其程序〔Arft.� (6) of Annex III〕。

目前多數仲裁中心，皆已規定仲裁費用的預付機制與其擔保，此原則已

形同當事人的義務。在無預付款與擔保等機制下，一些仲裁中心也有依照上

述原則採取防範措施。例如，�00�年的倫敦海事仲裁規則（The LMAA Terms 

�00�）為防範仲裁費用的風險，已規範其原則如下：在程序進行的任何階段

中，仲裁人得隨時要求當事人支付已發生的仲裁費用。如當事人不履行，仲

裁人得選擇辭職。在此之外，仲裁人還得向聲請人要求支付預約費（booking 

fees）與合理的費用擔保等（註三七）。

�、如果做成判斷後，當事人不支付仲裁費用或補足應支付費

用時，仲裁人可否行使質權，而拒絕交付判斷書？

       在此問題上，各國分歧較大，其情況如下：

(1) 否定論：瑞典法〔Art.�0〕、俄羅斯法等禁止仲裁人持判斷書做為獲

得仲裁費用的條件，只是允許仲裁人在未獲得其酬金前得中止其程

序而已（註三八）。

(�) 肯定論：英格蘭法〔section �6〕仲裁人得留置判斷書，但對此爭議當

事人有權訴請法院處理（註三九）。

綜合而言，一般仲裁中心就仲裁費用的預收相當嚴謹，因而在實務

上少有這項問題的發生。換言之，此類情況於專案仲裁較為尋常。

判斷書的留置係因當事人怠於履行其義務，但仲裁人與仲裁中心欲

行使此權利，亦須小心謹慎為宜。因為仲裁人與仲裁中心，不僅有

通知當事人其判斷書已完成的義務，並且此判斷書須於期間內完

成。因此，不宜為了此留置權的行使而怠於此通知，而影響到此判

斷書的完成期限。

註三七：參上揭 楊宜良等著，p.8�9。
註三八：前引用Soederlund文 p.8�內做此說明。

註三九：關於以行使質權方式獲取酬金（enforcement of the right to remuneration by lien），

見 Mustill and Boyd, op.ci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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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費用的分擔
仲裁費用牽涉到不少其他相關的問題，且因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之不同

而有不同的分擔情況。以下先說明此不同的情況，然後再分析其於國際仲裁

的實務情況及其衍生的問題。

 (一) 專案仲裁 

仲裁費用的額度與當事人對仲裁費用的分擔額，通常依當事人與仲裁人

的約定。如果契約當事人事先無此約定，依一般仲裁法的原則，仲裁人有決

定權。例如英格蘭法〔s.61〕即規定「仲裁庭決定當事人對仲裁費用的分擔

額」。

 (二) 機構仲裁

由於每個仲裁中心皆有其仲裁規則，規範收取仲裁費用的標準，當事人

約定到機構仲裁時，即推定願意依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決定其仲裁費用。

在任何仲裁機制下所進行的仲裁，仲裁人在製做判斷時就仲裁費的金額與其

分擔須在判斷主文與其理由內有所交代。但在這項仲裁費用分攤的決定時，

仲裁人須遵循約定原則與法定原則，以下就這兩項原則分別說明：

 1、約定原則

 此係指仲裁費用如何分擔，當事人於先前已有約定，仲裁人於判斷時須

加以遵循。這項約定有下列兩種方式：

(1) 當事人間的約定

仲裁費用的分擔，可以由當事人自行約定其分擔的方式。這種約定有明

訂於仲裁協議內容中，也有另行約定者。歐洲的保險業，有關仲裁費用的約

定即明訂於其保險契約內，且記載由雙方平均分擔。事實上，這項約定是否

有受濫用的可能，值得思索。在各國法制上，有加以設限的立法例。

例如英格蘭〔s.61〕規定仲裁費用的判斷「依照其事件」，「但有其他合

理的情況或當事人另有協議者」不在此限，詳於後敘。然而同法〔s.60〕卻將

這項當事人自己約定的原則，局限於爭議發生以後的提付仲裁（submission）

事件。換言之，預先於仲裁協議內的仲裁費用分擔約定，不能生效。若然如

此，則仲裁費用的分擔只能由仲裁人依法決定，而不能依照當事人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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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設此規定主要的目的，就在防止當事人的濫用（註四○）。

(�)  當事人與仲裁中心的約定

此係指機構仲裁下所存在的約定情況。當事人在仲裁中心仲裁，即可

推定當事人同意接受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所規定之仲裁費用標準與其分擔原

則。仲裁人在判斷時，即須遵循這項約定。

 �、法定原則

這是指仲裁法對當事人分擔仲裁費用所規定的原則。在不同國家進行的

仲裁，仲裁人在決定當事人對仲裁費用的負擔問題時，即須遵循仲裁地仲裁

法的規定。在立法體系上，有關仲裁費用的負擔大多依附於訴訟費用負擔的

原則下，因而產生下列三種制度：

(1) 敗方負擔原則

這是普通法的傳統原則，在任何程序中，程序費用一概歸敗方全部負

擔。這也是法條所謂「費用依循事件」（costs“following the event”/ costs 
follow event）結果的原則。Costs follow the event在一般用語即指「敗者付

費」（“loser pays”），也就是誰輸了訴訟或仲裁，就由誰負擔費用。換言

之，即所謂「贏家盡取」（“winner take all”）的結果。英格蘭的仲裁費用也

依循訴訟費用分擔原則而採用這項原則〔s.61 (�) 〕。其立法目的係在期盼對

將來可能的敗方產生心理壓力，使其在事先衡量，自己是否無理由即忽提出

程序或抗拒程序，以防止不必要的程序浪費。在仲裁費用上採此原則的，在

英格蘭以外，還有直接繼受英格蘭法的澳大利亞、香港、新加坡等，瑞典法

與俄羅斯法也採用此原則（註四一），但美國並未採用此立法（註四二）。

註四○：Merkin, op.cit. para. 18.��。
註四一：引自 Soederlund 文 p. 83.
註四二：當事人約定就其船務糾紛，在倫敦依英格蘭法仲裁。結果美方敗北，勝方持判斷書

到美國聲請執行時，美方以仲裁協議未有仲裁費用負擔的約定，仲裁人有關仲裁費

用的判斷為越權行為，以其違反美國法為由聲請拒絕執行。美國受理法院認為仲裁

協議就費用未約定者，仲裁庭得依英格蘭仲裁法〔sections �9-6�〕的規定決定，

因而判稱仲裁人判斷仲裁費用並不違反美國法的「最基本公序觀念」（the Court 
does not find the award of costs to violate the“most basic notion of morality and 
justice ”of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此判決書，見August Aasma v. American 
Steamship Owners Mutual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U.S.D.C, Northern District Court 
of Ohio, Western Division, 8 January �003, Case No. 1:90CV ��80.登載於Yearbook 
Comm. Arb’n XXVIII（�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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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敗者付費」的思維下，輸方負擔的費用，當然就包含負擔「贏方」

所支出的律師費用。而且英格蘭法這項措施也多少有懲罰明知違約還引起訴

訟或仲裁的作用。可是法律還未忽略「疏減訴源」的機制，亦即在開始程序

前，相對人或輸方曾經以公開方式提出要約（open offer）共同協商和解，或

是以秘密方式提出要約（sealed offer）和解協商（註四三），這些行為的存

在，將多少會影響到仲裁人對仲裁費用的裁量。因此，如果勝算不高的聲請

人，宜盡量與相對人協商解決爭議，以避免仲裁。同樣的，理虧的相對人也

宜提高其解決爭議的金額，使爭議能獲得合理解決。仲裁人須考慮到這項因

素以決定仲裁費用，以免造成不公（註四四）。此外，贏方所要求的律師費

用並非毫無限制，須該律師所做的工作與此件仲裁事務有關連，以防止律師

隨便開單就使輸方負擔的情況發生。換言之，律師費的負擔有一定的「寬容

度」（allowance），受到仲裁庭與法院的監督（註四五）。

(�)  比例分擔原則

這是德語系國家所採用的原則，即由當事人就其判斷結果的勝負或其勝

負的比例，以決定其仲裁費用的分擔。如果聲請人全部勝利，所有仲裁費用

就由相對人負擔。如果聲請人僅獲得百分之十的勝利，自己須負擔全部仲裁

費用的百合之九十，另外的百合之十才由相對人負擔，其餘類推。

(3)  平均分擔原則

這是一些行業仲裁所採用，以團體協約約定或契約約定，一概由當事人

平均分擔仲裁費用的原則。歐洲的保險業的仲裁，即採用這樣的原則。在此

原則下，聲請人縱然全部勝利，相對人也僅負擔半數的仲裁費用。在此制度

或約定下仲裁人有遵循此原則判斷仲裁費用的義務。過去即有仲裁人忽視此

原則，自己以勝負的比例原則等為判斷，而受到法院的糾正。

註四三：這裡的sealed offer也另稱「無損害」(without prejudice)的邀請和解。其目的在保護

當事人本身，以免和解不成將來還被聲請人要求其負擔仲裁費用的風險。因此，

也稱此為without prejudice save as to costs。此詳，請參考楊宜良等著，仲裁法, 
p.86�。   

註四四：J. Wood,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Costs’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Vol.��, No.� （May �008）, pp.139.

註四五：請參閱楊良宜著 國際商務與海事仲裁，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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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仲裁的實務與其面臨的問題

仲裁法就仲裁費用的分擔問題，在法制上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原則，其於單

純國內事件的適用不生爭執，但在國際仲裁事件中如何適用，即有待探討。

在此問題上，國際立法尚欠明確（註四六），而且在實務上也還無統一

的標準。因此，在國際商會的仲裁事件，仲裁費用的分擔往往因仲裁人所屬

國的法律背景不同而異其判斷原則，可謂相當分歧（註四七）。其於國際商

會的實務如此，而在伊美索賠仲裁院的情況，亦同。在此仲裁院內雖然只有

三個常設仲裁庭，可是因仲裁庭對仲裁費用有裁量權，也出現「在實務上未

能一致即屬常見，三個仲裁庭各自採用不同的原則⋯」（“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ts practice has been less consistent⋯the three Chambers adopted different 

approaches⋯”）的現象（註四八）。所幸各該原則皆無絕對性，在立法上也

允許仲裁庭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況做衡量。例如傳統上採用「敗方付費」的

英格蘭，其仲裁法〔s.16 (�) 〕內雖然規定依據「費用依循事件」（…that costs 

should follow the event）原則，但其後還例外地宣示「仲裁庭認為有關全部或

部分費用負擔有不合理的情況時，不在此限」（except where it appears to the 

Tribunal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this is not appropriate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or 

part the costs.）。倫敦國際仲裁院的仲裁規則〔Art.�8 (3) (�) 〕也允許仲裁庭

依照其所認定的合理基礎（on such reasonable basis as it thinks fit）、當事人

在仲裁判斷中的成敗比率（reflect the parties’relativ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award or arbitration）、特別情況（except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等因

素酌定仲裁費用的負擔數額。

註四六：事實上，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t.�0〕在原則上就採「敗方負擔」，因而規定「除

第二項另有規定外，仲裁費用原則上由敗方負擔，但仲裁庭得考慮事件的情況就當

事人應負擔數額做合理的酌定」。

註四七：Y.Derains and Schwartz在其著作中就形容：“The approaches of ICC arbitrators 
are just as diverse. Not surprisingly, however, the treatment of costs by arbitrators is 
often influenced by their national background. In this regard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at appear to be most commonly followed. -- Cited from A Guide to th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nd edition, p.3�0.

註四八：George H. Aldrich,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Oxford Press,1996,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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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仲裁庭既然對仲裁費用有決定權，即使上揭問題可能發生的

嚴重性隨即被降低。

(四)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在分攤上的差異

在說明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等費用的計算及分擔原則後，這些內容可做

為當事人選擇適用特定仲裁的參考。至於那一種仲裁較經濟，通常在事前難

以精確估計。

就表面而言，當事人在機構仲裁中除負擔仲裁人酬金與費用外，另有

機構的行政費用負擔，而專案仲裁則無後項費用的負擔，呈現專案仲裁較機

構仲裁便宜的情況，而在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因為經驗豐富的專案仲

裁人為維護自己的公正，盡量不與爭議當事人有所接觸，而須雇用有相當經

驗的行政人員或秘書時，這項費用的負擔不見得比機構仲裁的行政費用來得

少。如前所敘，機構仲裁就仲裁費用事項，事前已有固定的表列供參考，有

名譽的仲裁人擔任此仲裁人也受此表列所規範，不能另訂標準，予取予求，

要求當事人支付更高費用。相反的，在專案仲裁因無費用表可供參考，全

體當事人與仲裁人就此費用的協商，就十分容易受到仲裁人意見的影響（註

四九）。

五、仲裁費用的法律性質問題
仲裁費用係當事人為實施其仲裁權而對仲裁人、仲裁中心或其他關係人

所發生之債務。然而，這項行為有可能衍生出一些意料外的法律關係。通常

專案仲裁僅有仲裁人契約，而在機構仲裁時即同時有三種不同的法律關係，

且每一法律關係皆有債之發生。以下分述論之：

(一)仲裁人契約所生之債

仲裁人契約之債，主要係指仲裁人的酬金與費用請求權。對此問題宜分

成理論層面與實務層面觀察：

註四九：在美國即有法院誤認專案仲裁費用較機構仲裁費用少的誤會案例，即法院為減輕

當事人的負擔，將當事人原約定依國際商會仲裁的約定命變更為專案仲裁。詳，

見Hans Smit, May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Calling For 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De 
Denied Enforcement Because Of The Cost Involved？, Ameri. Rev. of Inter’l Arb., Vol 
8, No.�, p.1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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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理論層面上，仲裁人契約係存在於全體當事人與仲裁人間，在此契

約下的仲裁費用債權具有其特性。詳言之，一般仲裁事務費用與仲裁人的報

酬在性質上不同，仲裁事務費用是仲裁人因履行仲裁職務為當事人所先行墊

付的費用，當事人本來即有支付的義務，對仲裁人自有返還的義務。至於仲

裁人的報酬與之不同，在仲裁法上此報酬有下列性質：

(1)  仲裁人對酬金請求權並無絕對性

仲裁人的法定或約定報酬權，並無絕對性。在原則上，此項權利須待其

完成判斷後，始得請求。如果仲裁人在程序進行中，因辭任或其職位被更換

或未製做出判斷書，致新仲裁人須更新程序者，即喪失其報酬請求權。如果

有上揭怠職情事，當事人對已支付的酬金得依情況請求部份或全部返還（註

五○）。這項原則雖未見於一般仲裁法，但國際律師公會的倫理規則，在其引

言內即做此主張（註五一）。國際商會的仲裁院在其實務上，對仲裁人酬金

有重大的裁量權，得依情況做出其審酌（註五二）。英格蘭法〔s.��(�) 〕規

定仲裁人經法院裁定解職者，法院在裁定中，得就其應得的報酬與費用或就

其已收取應返還金額，做適當的認定。

(�)  仲裁人須於約定工作完成後才有報酬權

通常仲裁人須於約定的或法定的仲裁權能期限內完成其判斷，且於此後

才能獲得其應得的酬金。在機構仲裁下，這項原則一方面可避免仲裁人與當

事人就酬金有協商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促使仲裁人在期限內完成判斷（註

五三）。國際律師公會倫理規則即做此要求〔IBA Art.�〕。國際商會的實

務，亦採此原則（註五四）。

(3)  當事人的仲裁酬金債務是否為連帶債務

仲裁人契約係存在於仲裁人與仲裁協議的當事人間，此契約為多邊契約

註五○：Fouchard etc. op. cit., p. 63�, para. 11��。
註五一：IBA Rules Introductory Note: “The normal sanction for breach of an ethical duty I 

removal from office, with consequent loss of entitlement to remuneration.”。

註五二：詳可參考 The Status of the Arbitrator, ICC Publication No. �6�（199�）, p.96, note 
111。

註五三：參考The Status of the Arbitrator, ICC Publication No. �6�（199�）, p.96, note 11�, 
Note 113。  

註五四：參考 The Status of the Arbitrator, ICC Publication No. �6�（199�）, p.96, not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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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已於前述。在仲裁程序中，仲裁人與各方當事人間皆有契約關係，即

為所有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仲裁。因此，所有當事人對仲裁人的報酬債務是否

即負有連帶債務的責任？ 對此問題，在立法上尚有下列分歧，分述如下：

A、 肯定說：

仲裁中明文規定此項原則者，有義大利法〔Art.81� (1) 〕、英格蘭法〔s. 

�8 (1) 〕、瑞典法〔Art.3� (1) 〕、瑞士法〔CIA Art.�0 (3) 〕等。在仲裁法領

域中，倡導此說的學者，也不在少數（註五五）。

 B、 否定說：

有認為仲裁人契約為全體當事人與仲裁人間的契約關係，但這種情況並

不因而使所有當事人，須對仲裁人的報酬債權負擔連帶債務。因此，判斷書

中才有當事人之仲裁費用分擔的判斷，否則此判斷即無實益。詳言之，當事

人對預付款的支付亦非連帶義務。比利時法即採此原則（註五六）。又，美

國的國內仲裁，當事人僅對其選定之仲裁人員負酬金義務。

如上所述，這項問題在學理上實有不少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可是在

實務上仲裁費用因有預收制度與擔保措施，使此問題喪失被探討的機會，而

且在一般判斷書中也都對費用的分擔有所處理，亦使此問題少受注意。

至於在台灣，因有民法〔Art.���〕的規定連帶債務須以法定或明示為

限，此問題是否可能被探討或接受也是值得注意。

(�)  酬金不得由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一方做片面的約定

酬金為所有當事人對仲裁人的連帶債務，此酬金的約定就須經過所有

當事人的同意。在實務上，雖然經常見到當事人在選定仲裁人時，即與仲裁

人協商仲裁人的酬金問題。然對此協商或約定，通常應告知他方當事人，且

經其同意或接受。換言之，當事人應避免片面與仲裁人約定仲裁人的酬金。

註五五：例如德國的Berger, op. cit., p.��0、法國的 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op. cit., 
para.11�9.等。

註五六：見上Jacqueline Linsmeau et Vera van Houtte, Honoraires et…文，p.��3。此比利

時著作的見解似乎有待商榷。因199�年的比利時仲裁協會的規則〔Art.�8(�) du 
Cepani〕規定「當事人就仲裁協會與仲裁人的費用負連帶責任」（Les parties sont 
solidairement tenues des frais de l’arbitrage à l’égard du Cepani et des arbi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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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律師公會的倫理規則〔IBA Rules of Ethics, Art.1�〕，即有禁止的建議

（註五七）。

在實務層面上，由於有仲裁費用預收的機制及其他機制的存在，仲裁人

報酬金與費用的獲償少有問題，因此上述問題並未受到重視。

(二)仲裁組織契約所生之債 

仲裁中心受委託協助組織仲裁庭及其程序的運作，除了仲裁的審判職

務不得參與或介入以外，一般仲裁的行政事務皆由仲裁中心承擔，仲裁中心

因此所支出的費用當然須由當事人負擔。這類費用的性質與仲裁人的酬金有

所不同，屬於一般契約之債的性質。惟仲裁中心通常皆先預估出仲裁費用數

額，向當事人預收費用，其實務上之爭執不多。

(三)仲裁合作契約所生之債

這是指存在於仲裁人與仲裁中心間的契約，仲裁中心受理仲裁事件向當

事人預收仲裁費用，其本身應得的行政費用得扣抵，就仲裁人應得的酬金與

費用也是以受委任或其他契約關係代為保管，於仲裁人做出判斷或合法辭任

後，即應依規定支付與仲裁人。由於機構仲裁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且有

一定的規範可循，事前又由當事人預收費用，因此在實務上這項問題較少發

生爭議。

六、分攤仲裁費用的決定權
仲裁費用的預收與其擔保等，只是當事人依約定暫時存放於仲裁機構或

約定的第三人處所而已，當事人應支付與仲裁人及仲裁中心的確實數額或其

比率，則須於審理程序終結後的判斷書中予以決定。此仲裁費用與訴訟費用

不僅性質不同，且其決定的時程也有異。詳言之，訴訟因有審級，當事人就

其訴訟費用的負擔，須於判決確定後，才能由原審的受理法院核算後決定。

仲裁程序無審級，且一經判斷即確定。因此，當事人負擔仲裁費用的問題，

註五七：引自ICC Brochure No/ �6�, 199�, p.96, note 11�。相關案例，見K/S Norjarl A/S v. 
Hyundai Heavy Industries Co. Ltd.,〔1991〕1 Lloyd’s Rep., p.�60 and p.���。

仲裁書冊.indb   29 2009/8/6   9:11:28 AM



《仲裁專論》
仲裁費用與其衍生的相關問題

仲
裁
季
刊
第　

期　

年　

月　

日

8 8

9 8

6

3 0

30

須於判斷中一併決定。另外，仲裁因有不同的機制，致確定的方式也有異。

在專案仲裁，此仲裁費用的負擔問題完全由仲裁人自行決定，不假手他人。

而在機構仲裁時，仲裁費用的預收或擔保皆先由仲裁中心處理。因此，在仲

裁程序終結後，仲裁中心的主管人員應依據其規則，將其使用情況與分擔原

則核算後，交仲裁人審認，並由其於判斷書中予以決定（註五八）。詳言

之，仲裁人在其審核中，不僅須確認自己的酬金與費用，也須審核仲裁中心

的費用，以使當事人知悉其分擔額。由此可見仲裁費用分擔的判斷，也是仲

裁人的義務。仲裁人須於判斷主文與其理由中，就此費用問題有所交代。如

果未對仲裁費用做出處理，此判斷書即非完整，屬於一種瑕疵判斷。在此情

況下，仲裁人得自行追加判斷或另做出個別判斷，予以補救，或由當事人請

求，以進行上揭補救。

一般的實務運作，已如上所述，仲裁人就當事人對仲裁費用的負擔或其

分攤有決定權，而這些費用又涉及到仲裁人的酬金與費用。這項決定權的行

使，在仲裁法上有其探討的空間。以下分成兩方面探討：

(一)仲裁人對仲裁費用及對自己酬金的決定權問題

仲裁人的基本職責，本來僅是依據仲裁協議處理所約定的爭議，並將之

作成判斷。除非仲裁協議對仲裁費用也有所約定，否則仲裁費用並非其仲裁

標的。因此，在判斷中，仲裁人是否有權就自己的酬金問題，也一併予以判

斷，值得思考。

按仲裁人的酬金與費用以及仲裁中心的費用與開支等問題，與仲裁人本

身皆有利害關係，前者為直接的利害關係，後者為間接的利害關係。因此，

仲裁人對這項仲裁費用的決定，是否與「任何人不得擔任自己事件的法官」

（Nemo debet esse judex in propria causa.）的法諺有違背。事實上，在面對這

項質疑問題上，國際間向來有肯定說與否定說的不同意見。詳述如下：

1、否定說

有認為仲裁人與仲裁費用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對此問題仲裁人不應介入

註五八：例如國際商會、倫敦國際仲裁院等的仲裁費用皆於仲裁庭決定，可是在事實上，此

決定前皆由仲裁院先行確認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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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決定。持此說的立法例者，如下：

法國法

巴黎上訴法院於1998年，受理一件關於仲裁判斷未依仲裁機構有關仲

裁人費用計算表規定的糾紛，所提請撤銷判斷事件，其判決中即認為「仲裁

人酬金金額的決定並非（當事人間）爭議的標的」（“la fixation du montant 

des honoraries des arbitres ne fait pas partie de l’objet du litige.”），當事人以

之作為撤銷判斷的理由，自不應受理（註五九）。因為酬金為仲裁人契約

的內容，與規範當事人爭議的仲裁協議不同，酬金糾紛的爭議應歸一般法院

管轄。惟有不少學者認為如果仲裁費用分擔爭議中，還包括仲裁人費用問題

時，始得認為與當事人的爭議有關，就此部份的判斷才有作為撤銷判斷理由

的可能（註六○）。但瑞士學者J-F Boudret et S. Besson 並不認同此見解，

因為仲裁人對酬金的決定，既然不是基於仲裁協議，此決定還是欠缺判斷的

「法律價值」因而不能適用 〔NCPC Art.1�0�〕的規定（註六一）。

義大利法

義大利法〔Art.81�(�) 〕規定，在判斷書中「仲裁人自行決定酬金與

支出費用者，此決定並不拘束當事人，但當事人已接受者，不在此限」

（Art.81�(�) Diritti degli arbitrii: Quando gli arbitrii provvedono direttamente all 

liquidazione delle spese E dell’onorario, tale liquidazione non e vincolante per le 

parti se esse non l’accettano.）。且這項爭議歸法院管轄，同款末段宣示，法院

就此爭議的裁判，對當事人有執行力（L’ordinanza e titolo esecutivo contre le 

parti.）。然而，法院對此類事件的審核，依仲裁的類型而異。其為專案仲裁

事件者，依一般程序。如果事涉機構仲裁時，因酬金部分已有機構的計算表

可循，依據簡易程序處理即可（註六二）。

 �、肯定說

有認為仲裁人對仲裁費用的負擔或其分攤問題有權決定，且這項決定權

註五九：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 393, note ��6。
註六○：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 393, note ���, Fouchard etc, para.116�。
註六一：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 393。
註六二：參考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39�,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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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於仲裁制度所使然。換言之，這是經當事人的授權，允許仲裁人就仲裁

費用的負擔或其分攤以及仲裁人自己的酬金費用等，皆有決定的權力。事實

上，目前多數國家的立法例皆採用此原則。以下分就各國國內與國際的立法

說明之：

(1) 在國內法方面

近年來制訂的國內仲裁法，大多以明文規定，仲裁費用由仲裁人決定的

原則。以下以德國、英格蘭、瑞典與瑞士等立法例作為說明的實例。這些國

家的國內仲裁中心的規則，也都循相同的原則做規定，諸如如瑞士日內瓦工

商協會仲裁規則〔Art.3 (1) 〕、蘇黎世工商協會仲裁規則〔Art.�3〕、瑞典斯

德哥爾摩仲裁規則〔Art.�3〕等。換言之，這些仲裁規則皆規定仲裁人的酬金

也是由仲裁機構決定，仲裁人只不過是依據此決定記載於判斷主文而已（註

六三）。

德國法

德國過去的判決，皆排除承認仲裁人在判斷書有權決定仲裁人的費用，

其情況與上揭歐陸國家相同。可是目前的新法〔ZPO Art.10�� (�) 〕已承認

仲裁人有此權限，而宣示下列原則：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應於判斷

書中決定當事人應分攤的仲裁費用。仲裁庭就此須以裁量權為之，惟須考慮

事件的具體情況，尤其是程序的結果等。仲裁費用須於程序終結後才能確定

者，仲裁庭就各當事人應分擔額，得以個別的判斷為之。

瑞士法

瑞士的國內仲裁事件，仲裁人有此權限。當事人如不服此決定者，

可訴請法院處理。受理法院僅對仲裁人就其酬金有「明顯的不合理」

（manifestement excessive）時才介入（註六四）。惟此屬國內法的規定，於

註六三：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cit., p.39�, note �80。
註六四：瑞士Valaise邦法院在199�年的判決中就認為司法機構需整體的參酌主觀情況與客

觀情況以決定仲裁人的酬金。如果一位仲裁人酬金明顯的過高，司法機構得予以酌

減（Emsenble de critères tant objectifs que subjectifs à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pour 
déterminer les honoraries de l’arbitre. En l’espèce, réduction par l’autorité judiciare des 
honorares manifestement excessifs de l’un des arbitres〔art.36 let. 1 et �0 al.3 CIA; 
consi.3〕）。此判決書，見Bulletin ASA, 1996, No.�, p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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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仲裁無適用餘地（註六五）

英格蘭法

仲裁人在判斷書中有權決定酬金的制度，早已見於英格蘭法（註

六六），後來雖未有明確的法條規定此一權限，但在實務上還是一直被維持

此項制度。新法〔Section �8 (�) 〕規定當事人之一方對酬金等認為不合理

時，得請求法院逕行予以調整。詳言之，新法對仲裁費問題有較多的規定

〔s.�9-s.6�〕，其中即有特別條文〔s.61〕宣示：（i）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

由仲裁庭決定當事人間應負擔的仲裁費用額；（ii）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

仲裁庭依事件結果的原則決定仲裁費用的負擔，但仲裁庭認為其全部或部分

費用之負擔，有不合理的情況時，不在此限，已述於前。

瑞典法

瑞典法〔Art.3�〕規定當事人就酬金負連帶責任，且仲裁人應於終局判

斷書中，決定當事人應支付酬金的數額及其自判斷書宣告後一個月起算之利

息。此仲裁人的酬金應個別列出。

(�)   在國際立法方面

聯合國仲裁規則〔AR Art.38, Art.39〕、國際商會〔Art.31〕、倫敦國際

仲裁院〔Art.�8 (1) , Art.�8 (�) 〕、美國仲裁協會〔Art.33〕等皆有相似的規

定。

(二)仲裁人對仲裁費用所做出判斷的性質

在法條與規則上，皆要求仲裁人須在判斷中決定仲裁費用，使仲裁費用

成為判斷主文之一部分。然而，此有關仲裁費用的判斷究是何種性質，值得

探討。

在專案仲裁，仲裁費用有可能成為仲裁協議的部分內容，經仲裁人同

意，也有可能是仲裁人契約的約定內容。對此約定內容，若已獲得相關人員

註六五：J-F Boudret et S. Besson, op. cit. p. 39�, note�83。
註六六： Merkin, AL,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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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識，則無需在判斷中加以決定，若無此共識或當事人另有請求時，才須

另以判斷決定。

機構仲裁的約定與運作，使當事人與仲裁人皆受仲裁中心的規則所拘

束，仲裁費用的內容與標準，須依仲裁中心的規則。在此基礎下，仲裁人就

仲裁費用的決定，顯然是屬於一種實體問題的判斷。可是這一實體事項又

與一般仲裁協議內容之契約爭議不同，雖然當事人請求事項或聲明中，有請

求判令對方負擔仲裁費用，然此費用的判斷與契約實體爭議的判斷間，不僅

互異，且性質上亦不相同。因此，在仲裁法上有關仲裁費用判斷的違法或

違約，並不構成撤銷判斷的事由或影響到整個判斷的效力，因而另有救濟途

徑。

仲裁費用為相關當事人間的契約約定事項，為實體事項，已如前述。然

而，仲裁費用部份卻常與仲裁的程序規則同時訂立，形式上被認定為是程序

事項。因此，仲裁人有關仲裁費用的判斷決定，通常被認為具有程序法上的

效力。當事人對此「決定」如有不服，只能循「異議」程序，或有訂定「不

得抗告」等程序措施，但並不涉及「整體判斷決定」的撤銷。

七、仲裁費用的爭執問題與其司法監督
仲裁費用，不問是基於仲裁人契約或是基於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這

些內容皆為當事人間的約定事項，其有關的爭議歸一般法院管轄，不容質疑

（註六七）。不過在仲裁法上，宜就仲裁費用的不同內容，分別加以觀察：

關於包括仲裁人酬金與仲裁中心的行政費用在內等仲裁費用的預付，過

去曾經認為其爭議也歸一般法院管轄。如此規範將使初始的仲裁事務因有法

院的介入，有可能遲延後續仲裁程序的進行。所以，近年來的立法已允許仲

裁人有權先以仲裁判斷的方式做暫時性的措施，諸如國際商會〔Art.�3〕、比

利時仲裁規則〔Art.1�〕等，皆授權仲裁人有此權限，而仲裁地的管轄法院也

會遵循此中間判斷決定為執行。例如德國的新仲裁法〔Art.10�1〕也採用此原

則，規定「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經一方之請求，仲裁庭得考慮到爭議標的

註六七：瑞典法〔Art.�1(1) 〕即規定有關仲裁人酬金與費用等爭議歸第一審的區法院管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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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措施，做出中間保全措施的決定。仲裁庭也得命任何一方提供該必要

措施所需的擔保。」且就以上措施，當事人得請求法院予以執行。有些仲裁

中心，如瑞典斯德哥爾摩仲裁規則，雖要求當事人各自提供半數的預付款，

但在實務上，相對人往往拒不提供。對此情況，仲裁中心通常也有提供聲

請人必要的措施，但措施的決定機構是仲裁庭而不是法院，使其能快速就此

問題做出個別的決定，以免因相對人的不作為，影響到仲裁程序的進行（註

六八）。至於仲裁庭採用何種措施，完全由仲裁庭自行決定（註六九）。目

前多數立法例均認為，就仲裁費用事項，仲裁庭有決定權限。

至於仲裁人在終局判斷前，先決定仲裁費用的負擔，或是在終局判斷中

所為的仲裁費用的決定是否對當事人及法院有拘束力？對此問題，目前見解

尚有分歧，例如在法國，Beauvais一審法院與巴黎商事法院於1998年即分別認

定法院有管轄權，並判令當事人依仲裁庭的決定提供預付款（註七○）。然

而，在前一年（199�）的Meaux一審法院，卻認為預付款事項的管轄權僅歸仲

裁庭，一般法院無權介入（註七一）。

關於當事人對仲裁人的酬金所發生的爭執問題，基本上也屬於契約當事

人間的約定事項。但在實務運作上，法院的立場也分歧異。

(一)法院得介入者 

英格蘭法〔s.�8 (�) 〕允許當事人之一方，向法院請求調整仲裁人的酬金與

費用。

比利時法認為仲裁人契約屬於服務契約性質，是以，仲裁人在締約前與

契約存續中皆須有善意，因此可以援引法國法體系中所謂lésion（損害）的機

制，仲裁人不能乘人之危，獲得過當的利益。因而認為仲裁人所獲酬金過高

時，得請求法院酌減（註七二）。

註六八：K. Huber and W. McKechnie, New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CC, AI, 
Vol.�3, No.�, pp. ���.

註六九：Craig, Park and Paulsson, ICC Arbitration, 3rd ed., para.1�.0�。
註七○：TGI Beauvais du 9 avril 1998、T.comm.Paris（Ord. ref.）du 18 dec.1998 資料引自

Th. Clay, L’arbitre, Dalloz, �001, p. 6�1, note �.
註七一：T. comm.Meaux du 10 juin 199�,引自Clay, op.cit.,p.6��, note 1.
註七二：Linsmeau et Van Houtte文，p.�63 n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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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法〔CIA Art.36 (1) 〕規定，仲裁人酬金如明顯過高時，得由當事人

訴請法院重新審核。受理法院認為此費用確實過高時，即可將酬金的判斷主

文撤銷，並依法〔CIA Art.�0 (3) 〕核定酬金額及判定由全體當事人連帶負擔

（註七三）。至於法院如何酌定此報酬問題，199�年的Valais 邦法院的判決提

供了寶貴的資訊（註七四）。此判決書中引用不少學者的見解，指出此酬金

應與仲裁地通常所訂的酬金標準相當。如果無此標準者，依照合理的酬金。

此處所謂合理的酬金，須參考主觀的與客觀的標準來認定。所謂主觀的因

素，係指仲裁人的資歷、其職業內容；客觀因素則包括案件的複雜性、仲裁

人投入的時間，當事人的財務能力等等。除此之外，三位仲裁人間也須考慮

到其所投入的工作與分擔工作的複雜性（如撰寫判斷書）等因素，來決定個

別的報酬。在這方面通常主任仲裁人或撰寫判斷書的仲裁人所獲酬金較高，

諸如以�：3：3的比例，目前最多的比例有達�：�.�：�.�者（註七五）。

(二)法院的權限受限

法國法對所謂lésion（損害）的機制運作較為嚴格，因而不允許有裁減的

可能（註七六）。一般而言，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所訂定的費用，皆經各種

因素的考量後認定，亦經對外公開，故此標準應屬合理公允，無須再經法院

檢視。

瑞典法〔Art.39〕雖然規定法院有監督權，但僅見於專案仲裁事件而已。

換言之，在機構仲裁中，法院的監督權事實上並不存在（註七七）。

由以上內容可知，有關仲裁費用的爭議雖屬約定事項，歸法院管轄與

監督。可是在機構仲裁事件中法院的這項權限，卻因費用規範已制度化的結

果，使其監督權受到相當的限制。

註七三：在後註判決書內引用一些瑞士法的著作，此等著作見其內容。

註七四：這判決書即Arret du Tribunal cantonal valaisan（Chambre des affaires arbitrales） du 
3 fervier 199�，登載於Bulletin ASA （1996） No.�, pp.68�.

註七五：見判決書所引用Rueede/ Hadenfeldt著作p. 116�。
註七六：Linsmeau et Van Houtte 文，p.�63 note �3。
註七七：引自前 Soederlund 專文，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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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仲裁費用是當事人行使仲裁權時所須面臨的現實問題，由於仲裁機制有

專案仲裁與機構仲裁的不同，費用制度在其間也出現分歧。在機構仲裁中，

又因各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各有自己的費用標準，在在皆影響到當事人對其

仲裁事務的選擇。文內前半部所敘述的內容即說明相關制度的分歧，僅以費

用的內容為例，而我們國內的制度與之皆有不同。與國外制度相比較，國內

的仲裁費用僅有「仲裁人的仲裁收入」與「仲裁協會的仲裁收入」及其行政

事務費，實比國外費用內容單純多了，然這僅是機構仲裁的情況而言。至於

專案仲裁方面，國人如何運作，尚有待觀察。國人在面對國際仲裁事務時，

尚須認識到文內所敘述的國際實務。在有償基礎上，仲裁費用的預付已形成

一般規範原則，少有迴轉的空間，遲緩支付雖有可能，但僅屬例外。英格蘭

及其繼受國所採用仲裁費用的擔保制度雖然有其優勢，但究非財力雄厚的當

事人所能適用。除了有特殊策略安排外，約定在何國家仲裁以前，即須考慮

到此機制的存在及其可能的費用負擔。

再者，仲裁人對仲裁費用的負擔有決定權，而負擔的標準上，在國際間

卻有三種不同的原則。在國際仲裁事件，其處理往往因仲裁人的法律背景不

同而有軒輊。對此情況，國際間目前尚無共識，所幸各該決定原則皆無絕對

性，仲裁人仍得考慮特殊的情況做出合理的衡量與調整。因此，所選出的仲

裁人有無比較仲裁法的認識將成為當事人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專案仲裁下，僅有仲裁人契約發生之債，除了仲裁人的債權有其特殊

性，與一般契約之債不同外，所可能發生的爭議尚屬單純。在機構仲裁下，

契約關係較複雜，且三種契約所發生之債，各有其特性，須對之加以個別觀

察與分析，才能對仲裁費用的負擔問題，有正確的認識。這是涉及處理相關

仲裁費用事務時，所須認識的基礎。在國外的專案仲裁或機構仲裁，其發生

的仲裁費用，皆為當事人間的契約約定事項。換言之，當事人對此契約之債

有協商的可能。然而，我們國內仲裁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宣示，仲裁費用事

項「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因此，行政院與司法院即於八十八年間，

會銜發佈了「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這顯然是繼受自蘇維

埃仲裁傳統的結果。我國的仲裁費用在法律體制下，係由「法規命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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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相關當事人間似無協商的空間。反觀在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於

遇到案情複雜或爭議標的甚鉅時，縱使其規則已有規定，當事人與中心間就

費用問題，還是有談判的空間，此方為仲裁費用為契約約定事項原則的當然

結果。如果同樣事件發生在我們國內，仲裁機構是否可以違反「法規命令」

與當事人協商費用額？再者，如果因費用問題涉訟時，法院是否有權予以調

整？仲裁制度既然是當事人自主的產物，仲裁費用當然也是當事人協商的範

疇，然我國仲裁法上之立法是否與國際化及自由化有所矛盾？

仲裁雖有社會公益的色彩，卻不能以單純的社會服務工作予以看待。因

為有償的仲裁工作，至今已發展到使仲裁費用成為當事人的財務負擔問題，

導致仲裁使用者對之望而卻步。機構仲裁因各中心有彼此競爭的關係，在仲

裁費用的收取額度上有所節制，但在專案仲裁方面，有時當事人卻面臨仲裁

人予取予求的情況，處境艱難，這種情況在英美國家更為顯然。因此，有專

家認為在這些國家ADR會快速成長，亦與此有關，畢竟ADR不僅是替代法院

訴訟的機制，也是用於替代昂貴仲裁費用的機制的好制度（註七八）。

 

註七八：“The cost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is frequently – even if not always – high.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regarding ad hoc arbitration, in which several arbitrators seem to try 
to charge as much as possible. It is not by chance that ADR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U.S., where legal costs are particularly high, and rapidly followed by Great Britain 
on the same ground. … The best evidence of this is provided by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which is an alternative not only to court proceedings but even 
to arbitration itself….”- M. Rubino-Sammartano, Is Arbitration Losing Ground？, 
Ameri. Rev. of Inter’l Arb., Vol.1�, No.3（�003）,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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