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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大陸仲裁法重要課題之評論

摘要
黃正宗＊

仲裁是國際經貿爭議解決重要的方式之一。大陸仲裁法制的現代

化工程起自一九九四年仲裁法立法，其後二○○五年中國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完成修訂，此係大陸仲裁法制中最重要的兩個

法律文件。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並於二○○五年發布「關於適用『中華

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成為補充大陸仲裁法的重要文

件。而對我國台灣地區，大陸一九九四年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相關仲

裁解決爭議的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八年「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

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本文件亦適用於仲裁)亦均是極為

重要的文件。本文以比較法觀點觀察大陸仲裁法制中以仲裁法及中國

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為主之上開文件，並予以深入分析

評論及建議。

第一節：緒論

壹、研究動機
仲裁是國際經貿爭議重要的解決方式之一。相對於法院訴訟審判完全

是國家司法主權的行使，仲裁的基礎〔仲裁法〕固亦係國家主權行使的結

果，但仲裁係由當事人間合意約定的「仲裁協議」所發動，故亦係一「開放

社會」（open society）的表徵。一個國家社會現代化開放的程度，亦會反映

表現在其仲裁法與仲裁規則開放的程度上。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陸第

＊黃正宗：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財經暨管理學群

召集人、曾任政治大學商學院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主任、台灣海洋大

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商務仲裁條例研修小組」

委員、「仲裁規則」及「仲裁人倫理規範」研擬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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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

法」（以下簡稱「大陸仲裁法」），同日發布，自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起施

行（註一），大陸開始由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國務院發布的「經濟合同

仲裁條例」進入現代化的仲裁法時代（註二）。而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亦

於一九九三年六月成立了「商務仲裁條例研修小組」，經過了兩年的努力，

完成「商務仲裁條例修正草案」，報請法務部審查，其後歷經法務部、行政

院之審查及立法院之立法程序，終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並自公

布後六個月後施行，我國亦開始由「商務仲裁條例」進入現代化的仲裁法時

代（註三）。

大陸仲裁法發布以後，大陸國務院發布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規以落實仲

裁法的施行，如「關於做好重新組建仲裁機構和籌建中國仲裁協會籌備工作

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做好重新組建仲裁機構的通知」、「重新組建仲裁

機構方案」、「仲裁委員會登記暫行辦法」、「仲裁委員會仲裁收費辦法」

（註四），二○○四年大陸完成修正通過了新的「北京仲裁委員會仲裁規

則」（註五），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亦完成修正通過新的「中國國際經濟

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亦稱「中國國際商會仲裁院仲裁規則」），二

○○五年五月一日起施行（註六），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陸最高人

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一三七五次會議通過『法釋〔�006〕�號』「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六年九月

八日起施行（註七）。大陸仲裁法制的現代化工程已近完備。而中華民國仲

註一：參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祕書

　　　局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全書，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199�年�月，北京市，

　　　第1��-1�3頁。

註二：參見王泰銓編著，中共對外經濟貿易法，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五

　　　南出版社印行，民國8�年9月初版，台北市，第93�-9�6頁。

註三：參見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編著，飛躍中的我國仲裁制度，力霸文化傳播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出版，199�年3月，台北市，第�1-3�頁。並參見我國法務部編印，商務仲裁      
條例研究修正實錄，民國86年1�月，台北市。

註四：參見蘇慶、楊振山等編，仲裁法及配套規定新解新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

       出版，1998年�月，北京市，第1頁。

註五：黃進、宋連斌、徐前權著，司法部法學教材編審部編審，仲裁法學，中國法政大學出

       版社出版，�00�年1月第三版，北京市，第�6頁。

註六：同上註。

註七：同註五，第��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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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協會繼推動仲裁法立法後，復續協助法務部建立「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

序及費用規則」及「仲裁人訓練及講習辦法」，並於二○○○年十一月六日

建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倫理規範」，於二○○一年三月三十日建立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我國仲裁法制之現代化工程亦趨完備（註

八）。

此段期間中，國際社會主要文明國家亦競相進行其仲裁法制的現代化

工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於一九八五年建立其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後，

英國於一九九六年建立其新仲裁法（註九），德國於一九九八年建立其新

仲裁法（註一○），美國於二○○○年完成其修訂統一仲裁法（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註一一），日本於二○○四年建立其新仲裁

法（註一二），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建立其進行仲裁

程序應行注意事項（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s 
1996）（註一三），美國仲裁協會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修訂其國際仲裁規則

（AA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199�）（註一四），海牙常設仲裁

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於一九九七年完成修訂其仲裁規則

（Optional Rules for Arbitrating Disputes Between Two Parties of Which Only 
One Is a State）（註一五），巴黎國際商會國際仲裁法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及倫敦國際仲裁法院（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亦均於一九九八年完成修訂其仲裁規則（註一六）。國際社會中

註八：參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編，仲裁法規彙編。

註九：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Supplement �3:England.
註一○：LCIA Journal of Arbitrtion International,Volume 1�,November 1,1999, p.11.
註一一：參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發行，仲裁季刊，第66期，�00�年10月，第�1-99頁。

註一二：Haig Oghigian,Paul Hastings,Tokyo,Japan’s New Arbitration Law,Martindale-Hubbell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Directory,�00�, p.�1.

註一三：Martindale-Hubbell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Directory  
1999, p.96.

註一四：Reisman,Craig,Park & Paulson,Internat ional  Commercial  Arbi t ra t ion,The        
Foundation Press,New York,199�, p.196.

註一五：H. Smit & V. Pechota,Arbitration Rules Issued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Sweet & 
Maxwell,199�, p.��9.

註一六：Yves Derains & Eric A. Scartz,A Guide to the New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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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仲裁法制似可觀察到一清楚的現代化潮流。

本文的目的，在觀察大陸的仲裁法制，於國際社會的潮流中，是否足以

與國際社會接軌，可以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海峽兩岸及國際社會中許多人

均對仲裁此種可以由當事人選任其可信賴專業的仲裁人決定爭議，且快速、

經濟的解決方式予以相當的肯定，並對以仲裁解決兩岸人民的爭議寄以深厚

的期望。本文因此於觀察、評論之外，於此點亦予以建議。

貳、研究範圍與方法
為達到上開所述的目的，本文觀察與評論大陸仲裁法制之文件，除

一九九四年仲裁法、二○○五年「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

（即中國國際商會仲裁院仲裁規則）二項大陸仲裁法制最重要的文件外，並

觀察與評論大陸仲裁如下相關之重要文件：(一) 一九九四年台灣同胞投資保

護法、(二) 一九九八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灣地區有關法院

民事判決的規定」、(三) 二○○六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仲

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大陸仲裁其他文件，如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規則及

金融爭議仲裁規則等，容另於他論文中予以討論。

本文對大陸上開仲裁法制文件，參酌國際社會中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

會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及英、美、德、日、法等先進國家仲裁法制，及我

國仲裁法，予以比較觀察研究，並予評論及提出建議。

第二節：本論

壹、仲裁庭依據法律或衡平原則仲裁
仲裁最重要的核心問題是：仲裁庭究係應依據法律仲裁，或可不適用法

律逕依據其認為公平合理的原則（即衡平原則）仲裁。

美國法
此問題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仲裁法。美國聯邦仲裁法及予各州示範的

統一仲裁法（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 �000）對仲裁庭是否應適用法

律就實體的爭議為仲裁判斷，並未規定。因此於美國法，仲裁庭儘管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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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仍認為法律是最合理的原則而因此依據法律為實體爭議的決定，但理論

上除當事人對實體爭議適用的法律已有約定，或仲裁程序適用的規則有特

別規定，仲裁庭應受拘束外，仲裁庭於美國法上有權自由依據其認為公平

合理的原則決定實體的爭議（“If the agreement or the applicable rules, read 

as a whole, do not indicate the intention that the law be applied in determin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arbitrators are free to determine the controvers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sense of justice and equity. Even then,however,most 

arbitrators look for guidance to the law that they consider most appropriat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註一七）。 美國法如此的原則讓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其

代表了仲裁機制應有的特色，由此以區別仲裁與法院訴訟的不同：法院訴訟

應依法審判，仲裁則得逕適用公平正義的原則作成判斷。

美國法上開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時，仲裁庭應受其拘束之情形，其典型之

例子，即係當事人約定適用美國仲裁協會（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國際仲裁規則（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ules 199�）時，本規則第二十八條明

確規定：仲裁庭應適用當事人約定的法律規則為判斷，當事人未約定時，仲

裁庭應自行決定其應適用之實體法律。仲裁事件涉及契約時，仲裁庭應依據

契約條款為判斷，並斟酌契約相關的交易習慣。除當事人有明示合意授權，

仲裁庭不得逕行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s.�8 – 1. The Tribunal shall apply the 

substantive law（s） or rules of law designated by the parties as applicable to the 

dispute. Failing such a designation by the parties,the tribunal shall apply such law

（s） or rules of law as it determines to be appropriate. �. In arbitrations involv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acts,the tribunal shall deci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nd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usages of the trade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 3. The tribunal shall not decide as amiable compositeur or ex aequo et 

bono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uthorized it to do so.）（註一八）。此項

規則於仲裁庭依職權適用美國仲裁協會國際仲裁規則時亦有其適用。.

註一七：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Supplement �8,January,1999,U.
S.A.,I-�3.

註一八：Reisman,Craig,Park & Paulso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The Foundation 
Press,New York,199�,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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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法

英國法相較於美國法，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典型。於一九九六年新仲裁法

立法以前，英國法鮮少觸及仲裁庭就實體的爭議是否應依據法律作成仲裁判

斷的問題，但英國傳統上毫無疑義的共識認為：仲裁庭就實體的爭議應依據

法律為判斷（“one can find scattered over the decades a few isolated statement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arbitrator is indeed obliged to apply the law,and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1800 and 19�9 there are few indications that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duty ‘to decide the questions submitted to him according to legal rights of the 

parties and not according to what he may consider fair and 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In the absence of express provisions in the submission to the 

contrary effect, this must undoubtedly be so.”）（註一九）。

英國一九九六年新仲裁法（The Arbitration Act 1996）第四十六條則明

文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應依據當事人選定的法律決定仲裁事

件實體的爭議。當事人未約定實體關係應適用的法律時，仲裁庭應依據法律

衝突的原則決定應適用的法律。當事人約定適用之法律時，該法律應被視

為是該國實體的法律，而非其法律衝突的原則（Rules applicable to substance 

of dispute  �6. – （1）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the dispute – （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chosen by the parties as applicable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or（b）if the parties so agree,in accordance with such other considerations 

as are agreed by them or determined by the tribunal.（�）For this purpose the 

choice of the laws of a country shall be understood to refer to the substantive laws 

of that country and not its conflict of laws rules.（3）If or to the extent that there 

is no such choice or agreement,the tribunal shall apply the law determined by the 

conflict of laws rules which it considers applicable.）（註二○）。

上開當事人特別約定之情形，如約定逕為衡平仲裁，約定依據契約條款

並斟酌相關交易習慣仲裁，或約定以商業方式進行仲裁不受嚴格法律技術之

註一九：Sir Michael J. Mustill and Stewart C. Boyd,The Law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gland,Butterworths,London,1989,pp.69-�0.

註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Supplement �3,England,Annex 
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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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The evidence and proceedings upon any arbitration may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arbitrators or umpire be taken in a mercantile way without regard to legal technicalities 

respecting evidence.”－參見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Rules of Class 3,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註二一）

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一九八五年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明

確規定「爭議實體適用的規則」（Rules applicable to substance of dispute）

為：(一) 仲裁庭應依據當事人約定適用於爭議實體之法律規則為判斷。當事

人約定某一國家之法律或法律系統時，除有特別的約定外，係指該國實體之

法律，而非指其法律衝突的原則；(二) 當事人未約定時，仲裁庭應依據法律

衝突的原則決定應適用的法律；(三) 仲裁庭僅於當事人有明示合意授權時，

得逕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四) 於任何情形，仲裁庭均應依據契約條款為判

斷，並斟酌該交易相關之習慣。（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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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ing any designation by the parties,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apply the law 

determined by the conflict of law rules which it considers applicable.（3）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ex aequo et bono or as amiable compositeur only if the 

parties have expressly authorized it to do so.（�）In all case,the arbitral tribunal 

shall deci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nd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the usages of the trade applicable to the transaction.）（註二二）

此項規則獲得聯合國各國政府代表團之同意通過，可以認為已形成國際

註二一：The Britannia Steam Ship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Rules of Class 3,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199�, pp.69-�0.

註二二：Holtzmann & Neuhaus,A Guid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Legislative History and Commentar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9�,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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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共識，其中包含美國代表團在內。而美國聯邦政府亦已積極考慮繼加

州、康乃狄克州、奧瑞岡州、德州之後，將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採納

成為其國內法。（註二三）

此外，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之原則，除已實質上為

美國仲裁協會一九九七年國際仲裁規則第二十八條及英國一九九六年仲裁法

第四十六條採納外，並已於國際社會中為如下法律及仲裁規則所採納：(一)

德國一九九八年仲裁法（民事訴訟法）第一○五一條（註二四）、(二)法國

民事訴訟法第一四七四條、第一四九六條、第一四九七條（註二五）、(三)

瑞士、義大利、瑞典、比利時、盧森堡、芬蘭、丹麥、挪威、葡萄牙、奧地

利、希臘及日本仲裁法（註二六）、(四)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一九九八年仲裁規則第十七條（註二七）、(五)美洲商務仲裁委

員會（The Inter-Americ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ommission）一九七八年

仲裁程序規則第三十三條（註二八）、（六）聯合國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仲裁規則第

五十五條（註二九）、(七)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組織（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一九九四年仲裁規則第五十九條（註三○）、(八)聯

合國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一九九七年仲裁規

則（Optional Rules for Arbitrating Disputes Between Two Parties of Which Only 

One Is a State）第三十三條（註三一）。由此可觀察得知：聯合國國際商務仲

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所揭示之原則已形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思想。

註二三：Gary B. Bor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9�, p.38.

註二四：LCIA Journal of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ume 1�,Nov. 1,1999, p.11.
註二五：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France,Annex I-6 and I-9.
註二六：林俊益，西歐大陸法系國家衡平仲裁之研究，仲裁季刊，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發行，

第五十五期。

註二七：Yves Derains & Eric A. Schartz,A Guide to the New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 p.�1�.

註二八：H. Smit & V. Pechota,Arbitration Rules Issued by International Insitutions,Sweet & 
Maxwell, 199�, p.�0�.

註二九：Ibid., p.18�.
註三○：Ibid., p.�9�.
註三一：Ibid.,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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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仲裁法制

大陸一九九四年仲裁法第七條規定：「仲裁應當根據事實，符合法律

規定，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註三二）。本條所謂「仲裁應當符合法律規

定解決糾紛」是否係規定：仲裁庭必須依據法律就仲裁事件之實體爭議為裁

決？

大陸仲裁法的起草單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與中國國

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局一九九五年二月共同編著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仲裁法全書」就此問題詮釋如下：「符合法律規定，即仲裁庭在清查事實的

基礎上，應當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確認當事人各方的權利與義務，確定承擔

賠償責任的方式以及賠償數額的大小，而不能撇開法律，隨心所欲。」（註

三三）。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是大陸仲裁法的起草單位，其

詮釋應屬可信。故就依法仲裁的原則來說，大陸仲裁法應係較接近英國法與

國際社會的主流思想，而與美國法不同。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亦稱中國國際商會）二○○五年仲裁

規則第四十三條第一項進而規定：「仲裁庭應當根據事實，依照法律和合同

規定，參考國際慣例，並遵循公平合理原則，獨立公正地作出裁決。」（註

三四）。此項規定更接近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亦因此產生了於大陸仲裁法，除依法仲裁外，仲裁法第七條

「仲裁應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及本仲裁規則「並遵循公平合理原則⋯作出

裁決」之措詞是否係法律授權仲裁庭可以不適用法律逕適用衡平原則為裁

決？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委員會秘書局編著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全書」對上開條文文義解釋如

下：「公平合理，首先是仲裁庭處理糾紛應當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仲裁

員應當處於公正地位，無論仲裁員是由哪一方當事人選定的，他都不代表任

何一方當事人的利益，而是公平地對待雙方當事人，公正地處理糾紛。為了

保證仲裁能夠公正地進行，仲裁法確定了較為完善的仲裁迴避制度，以避免

註三二：同註一，第1��頁。

註三三：同註一，第�1頁。

註三四：同註二，第911頁。

仲裁書冊.indb   47 2009/8/6   9:11:36 AM



《仲裁專論》
大陸仲裁法重要課題之評論

仲
裁
季
刊
第　

期　

年　

月　

日

8 8

9 8

6

3 0

�8

仲裁中不公正的情況的發生。其次，公平合理還意謂著，在仲裁中所適用的

法律對有關爭議的處理未作明確規定時，可以參照在經濟貿易活動中被人們

普遍接受的作法，即經濟貿易慣例或者行業慣例來判別責任。這與訴訟有著

明顯的區別。」（註三五）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與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一九九八年「中國

涉外仲裁年刊」（China Internati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Yearbook 1998）

刊載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局工作人員李虎所撰論文「中國的公

允善良仲裁」持續闡明如下：「在中國，無論仲裁員被授權以公允善良原則

裁決與否，他們都必須依法裁決，儘管，如前所述，衡平原則在裁決的過程

中可以予以適用。⋯根據中國有關立法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選擇適用

於合同爭議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果當事人未作選擇，則適用與

合同具有最密切聯繫國家的法律。不過，中國法律並未如同西方國家的立法

那樣，在規定法律適用的同時，規定當事人可授權仲裁員僅以公允善良原則

裁決案件。看來，中國立法並未給仲裁員提供僅以衡平原則裁決案件的可能

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只允許依法仲裁。公允善良仲裁僅僅附屬於

依法仲裁。無論如何，公允善良仲裁不可單獨存在。」（註三六）

因此大陸仲裁法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上開條文，僅

明確規定仲裁庭應依據法律仲裁的原則，並未採納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仲裁庭於當事人明示合意授權下得逕適用衡平原則為

判斷的原則，洵為顯明。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之「仲裁法及配套規

定新釋新解」一書，對大陸仲裁法第七條規定「仲裁應當根據事實，符合法

律規定，公平合理地解決糾紛」，尚有一極為特殊與積極正面的詮釋值得參

考：「仲裁⋯與民事訴訟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明定為民事

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不同，⋯確立了“根據事實，符合法律”，同時“公平合

理”的原則，可見前二者為根本，後者為補充。⋯雖然仲裁機構裁決案件也

要“根據事實，符合法律”，但仲裁的民間性決定仲裁庭查清事實的手段必

註三五：同註三十三。

註三六：李虎，中國的公允善良仲裁，中國涉外年刊，1998，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及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年刊，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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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仲裁的自願性又決定仲裁庭不必死摳法律規定。

這也正是公平合理原則存在的前提和現實依據。依公平合理原則，仲裁庭不

一定非在“絕對查清事實，嚴格依據法律”的基礎上作出裁決不可，只要仲

裁員本著公平合理的精神審理案件，⋯即使部份事實未查清，或未依法律而

依貿易慣例或行業慣例而作出裁決，也會得到承認和執行，因此，不宜認定

這樣的裁決不合法。這是仲裁與訴訟一個顯著區別，也是仲裁優越性的具體

表現之一。」（註三七）。此實是一個了解仲裁具有深度智慧的詮釋，但其

也持續確認於大陸仲裁法，僅有「法律仲裁」，並無「衡平仲裁」（或稱

「友誼仲裁」或「公允善良仲裁」）。

評論

綜上觀察，大陸對仲裁特性之瞭解深刻而且正確，仲裁庭原則上應依

據法律為法律仲裁，但無需受嚴格的法律拘束。其唯一之缺陷係未依國際社

會的主流思想，採納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的衡平仲

裁，即當事人合意明示授權時，仲裁庭得不適用法律，逕適用衡平原則為裁

決。大陸仲裁法此種情形，似與我國仲裁法正好相反。我國仲裁法第三十一

條參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仲裁庭經當事

人明示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明示採納衡平仲裁體制，但對仲

裁庭無當事人衡平仲裁之授權時，是否應依據法律就實體之爭議為裁決，並

無任何規定（註三八）。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商務仲裁條例研修小組」曾建議「商務仲裁條例

修正草案」第二十六條如下：「仲裁庭應依據法令為判斷，但當事人亦得約

定適用衡平原則及相關之交易習慣。」（註三九）。我國法務部於審查會議

中法律事務司亦研擬本條之修正草案如下：「仲裁庭應依據當事人約定之準

據法而為判斷；當事人未約定者，應依據法律為判斷；法律未規定者，並得

斟酌相關交易習慣。除前項規定外，其經當事人明示合意者，仲裁庭得適用

註三七：同註四，第�1-��頁。

註三八：同註八，第11頁。

註三九：同註三，第1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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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原則為判斷。」（註四○）。但此等條文均未獲採納。我國法務部於

其「立法院司法、經濟委員會審查商務仲裁條例修正草案研處意見表」說明

其不採納明示仲裁庭就實體爭議應依據法律為仲裁判斷的立法之理由如下：

「本條立法委員提案條文與協會版研擬條文相同。本部未採納之理由如次：

一、上開規定可能造成仲裁與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有違，此時得否作為撤銷

仲裁判斷之理由，見解分歧。二、民法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未規定者，

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仲裁仍有其適用。三、目前實務上不乏仲裁人

形同當事人代理人者，對於此類仲裁人，如增訂上開規定，其仲裁判斷之公

正性，不無疑義。綜上意見，建議仍不予增訂。」

我國法務部上開意見顯示：我國仲裁法雖未明訂仲裁庭應依據法律為

仲裁判斷，但我國民法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

慣者，依法理，此項原則仲裁庭仍受拘束，於我國，仲裁庭仍應為「法律

仲裁」。至於法務部上開第一項顧慮，我國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

一六九○號判決意旨已予以適當的回復如下：「仲裁判斷實體之內容，不以

有法律依據為必要，在準據法無誤之情況下，依我國仲裁條例之規定，實不

允許當事人再以仲裁判斷適用法規不當或有誤為由，請求撤銷仲裁判斷。」

（註四一）。此項觀點與上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觀點相同：就爭議之實體，

仲裁庭原則上應依法律仲裁，但得不受嚴格法律之拘束。對仲裁特質之保

持，深值贊許。

於大陸，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選擇適用於合同爭

議的法律，如當事人未作選擇，則適用與合同具有最密切聯繫國家的法律。

此項〔法律衝突的原則〕，可參照大陸一九八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

則」第一四五條（註四二）、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法

（經）發二十七號「關於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通知」及一九九九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二六條規定（註四三）。此與聯合國國際

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當事人未約定時，仲裁庭應依據法律衝突

註四○：中華民國法務部編印，商務仲裁條例修正實錄，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第��9頁。

註四一：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編，仲裁法判解要旨彙編，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第�3�頁。

註四二：同註一，第1�1頁。

註四三：同註二，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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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conflict of laws rules）決定應適用之法律，互相符合。

大陸是一個快速朝向現代化開放社會發展之社會，而我國已是一個充

份開放的社會，因此大陸仲裁法尚猶執著於「法律仲裁」，未採納「衡平仲

裁」賦予人民較大的選擇實質公平正義的空間，而我國自由開放的程度使得

輕易採納「衡平仲裁」，但唯恐嚴格的法律過於拘束人民的自由權利故難以

就「法律仲裁」獲得共識完成立法。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

是聯合國會員國政府代表共識建立的指導原則（guidelines），國際社會絕大

部份的文明國家仲裁法均已採納。至期兩岸仲裁法均能拋棄成見，採納聯合

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以早日與國際社會主流思想接軌。

貳、仲裁程序之準據法
仲裁庭辦理仲裁事件的程序法問題，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十九

條有原則性的規定如下：一、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當事人得自由約定仲

裁庭進行仲裁程序應遵循的程序，二、當事人未約定時，除本法有特別規

定外，仲裁庭得依其認為適當的程序進行。仲裁庭被賦予之權力，包括決

定證據之容許、關聯、實質與重要性。（Article 19. Determination of rules 

of procedure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the parties are free to 

agree on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 conducting the 

proceedings.  （�） Failing such agreement,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conduct the arbitration in such manner as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The power conferred upon the arbitral tribunal includes the power to 

determine the admissibility, relevance, materiality and weight of any evidence.）

（註四四）

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上開第十九條之規定，英國與德國仲裁法

更進而澄清：仲裁法關於程序事項的強制規定，當事人不得改變，強制規定

以外的仲裁程序，當事人得自由約定。英國一九九六年仲裁法第四條第一項

明定：本法附件一所列條文為強制規定，當事人不得改變；第二項則規定，

非強制規定部份則容許當事人自行約定。（Mandatory and non-mandatory 

註四四：同註三，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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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s  �. –（1）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are listed in Schedule 

1 and have effect notwithstanding any agreement to the contrary.（�）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Part （the“non-mandatory provisions”） allow the parties 

to make their own arrangements by agreement…）（註四五）。德國一九九八

年仲裁法（編於民事訴訟法中）第一Ｏ四二條第三項亦有類似之規定：

“Otherwise,subject to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this Book,the parties are free to 

determine the procedure themselves or by reference to a set of arbitration rules.”

（註四六）

美國為各州參考的二ＯＯＯ年統一仲裁法（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 �000）第四條第（a）項亦明定於本法容許之程度內仲裁協議得改變本

法之規定（Section �. Effect of Agreement to Arbitrate; Nonwaivable Provisions  

（a）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subsections（b）and（c）, a party to a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or to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may waive or, the parties may 

vary the effec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Act〕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law.）

（註四七）

大陸仲裁法第八條規定：「仲裁依法獨立進行，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

體和個人的干涉。」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當事人申請仲裁，應當向仲裁

委員會遞交仲裁協議、仲裁申請書及副本。」 「沒有仲裁協議，一方申請仲

裁的，仲裁委員會不予受理。」（第四條後段），「仲裁協議應當具有下列

內容：一 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 仲裁事項；三 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第

十六條第二項），「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

明確的，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達不成補充協議的，仲裁協議無效。」（第

十八條），「仲裁委員會是中國仲裁協會的會員」、「中國仲裁協會依照本

法和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制定仲裁規則」（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涉外仲裁規則可以由中國國際商會依照本法和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制

註四五：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Supplement �3,England,Annex 
I-�3.

註四六：LCIA Journal of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ume 1�,Nov. 1,1999, p.11.
註四七：同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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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七十三條）（註四八），由此等條文觀察，大陸仲裁法規定僅有

機構仲裁（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仲裁必須由仲裁委員會辦理，仲裁程序

問題必須進一步觀察仲裁委員會制定的仲裁規則。

於大陸，仲裁規則是進行仲裁活動時必須遵循和適用的程序規範，仲

裁員和當事人在進行相關程序時應當嚴格遵循（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

作委員會民法室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局編著「中華人民共

和國仲裁法全書」第八十頁）。北京仲裁委員會二○○四年仲裁規則第二條

規定：「當事人協議將爭議提交本會仲裁的，適用本規則。但當事人就仲裁

程序事項或者仲裁適用的規則另有約定且本會同意的，從其約定。」（註

四九）。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即中國國際商會仲裁院）二○○五

年仲裁規則第四條第二項則規定：「凡當事人同意將爭議提交仲裁委員會仲

裁的，均視為同意按照本規則進行仲裁。當事人約定適用其他仲裁規則，或

約定對本規則有關內容進行變更的，從其約定，但其約定無法實施或與仲裁

地強制性法律規定相牴觸者除外。」（註五○）。因此，當事人以合意約定

變更仲裁規則，於大陸的國內仲裁是需仲裁機構同意，有很大的限制的，但

於涉外仲裁，這原則上是有效的，除了不得違反仲裁地法的強制規定以外。

（於大陸，「涉外因素」依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二年發布之「關於適用『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當事

人一方或雙方是外國人、無國籍人、外國企業或組織的；(二)當事人之間民事

法律關係的設立、變更或終止的法律事實發生在外國的；(三)標的物在外國

的。此外依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七年發布之「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

法』若干問題的解答」，涉港澳地區之案件也依涉外法律處理，而後港澳回

歸大陸管轄後，因實施「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關係，涉港澳地區的仲裁案

件仍適用大陸法律關於涉外仲裁之規定。）（註五一） 

相對於大陸尚迅速地朝向開放社會發展，我國仲裁法確反映了一個

充份自由開放社會的放任不拘。我國仲裁法第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就仲

註四八：同註一。

註四九：同註五，第��頁。

註五○：同註二，第906頁。

註五一：同註五，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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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程序未約定者，適用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

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行。」（註五二）。本條規定當事人程序上

約定的效力，優先於我國仲裁法程序規定，固然係參採法國巴黎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國際仲裁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仲裁規則「去除仲裁地法化」（“de-localisation”）的理想，期

使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得不受仲裁地法強制規定的限制（註五三）。但「去

除仲裁地法化」到底僅係一理想化的國際社會期望，仲裁庭的判斷或裁決到

底常需仲裁地法院的承認或執行，始能真正實現。因此我國仲裁法第十九條

前段，終亦需同上引英國一九九六年仲裁法第四條、德國一九九八年仲裁法

第一○四二條、美國二○○○年統一仲裁法第四條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

委員會仲裁規則第四條第二項後段但書般，受我國仲裁法強制規定的限制，

於非強制規定的範圍，當事人的約定始能發生效力。

參：仲裁程序的開始 – 仲裁繫屬中斷時效問題

仲裁程序的開始，正如訴訟程序開始，可以中斷時效的進行，此可謂

國際社會文明國家法制的共識（“If proceedings are to be taken by way of 

arbitration,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usually provides that the‘commencement of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s sufficient to stop time running.”）。（註五四）

於英國法，傳統上均要求欲提付仲裁之當事人必須通知他方當事人請其

選任仲裁人，或通知他方當事人將爭議交付仲裁協議約定之仲裁人仲裁，而

仲裁程序係於他方當事人被視為收受該通知時開始，此英國一九五○年仲裁

法及一九三九年時效法即已成文法化，予以明確規定。（S.�9 (�), Arbitration 

Act,”An arbitration is deemed to be commenced when one party to the arbitration 

註五二：同註八，第9頁。

註五三：Paulson,Arbiration Unbound: Award Detached from the Law of Its Country of Origin,
〔1981〕 I.C.L.Q. 3�8; Deloc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en 
and Why It Matter？〔1983〕 I.C.L.Q. �3.

註五四：Holtzmann & Neuhaus,A Guid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egislative History and Cimmentar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9�, 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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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serves on the other party a notice which requires the appointment of an 

arbitrator,or when he is designated in a contract,serves a notice which requires the 

party to submit the dispute to such arbitrator vide Limitation Act 1939, s.�� (3).”）

（註五五）。此種無論機構仲裁或非機構仲裁，當事人均需通知他方當事

人，而仲裁程序係於他方當事人收受通知時開始之規則不僅影響及許多英美

法系國家，如美國二○○○年修正統一仲裁法（Revised Uniform Arbitration 

Act �000）第九條（註五六），並影響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務

仲裁模範法第二十一條明文規定：除當事人另有規定外，仲裁程序自相對

人收受將爭議提付仲裁之要求時開始（Article �1. Commencement of arbitral 

proceeding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arties,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in 

respect of a particular dispute commence on the date on which a request for that 

dispute to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s received by the respondent.）（註五七）。

依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之報告，本條「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之意義，

即指如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規定：仲裁程序自仲裁機構收受當事人之仲裁聲

請書時開始，此項規則即得由當事人約定而發生效力（“It was noted that,since 

article �1 was subject to contrary agreement by the parties,the purpose of the above 

proposal could be achieved by a provision in the arbitration rules,as is often found 

in standard rules of arbitral institutions,to the effect that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commenced on the date on which a request for arbitration was received by the 

arbitral institution.”）（註五八）

大陸仲裁法並未明確規定仲裁程序係於何時開始，大陸仲裁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當事人申請仲裁，應當向仲裁委員會遞交仲裁協議、仲裁聲請書

及副本。」同法第二十四條並規定：「仲裁委員會收到仲裁申請書之日起五

日內，認為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受理，並通知當事人；認為不符合受理條

註五五：William H. Gill, The Law of Arbitration, Sweet & Maxwell,London, 19�8, p.3.
註五六：同註十一，第�9頁。

註五七：同註三，第��9頁。

註五八：Holtzmann & Neuhaus,A Guide to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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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應當書面通知當事人不予受理，並說明理由。」（註五九）。大陸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秘書局

編著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全書」第四十二頁說明：「當事人提出仲裁

申請後，仲裁並未成立，只有在申請被受理後，仲裁程序才真正開始。」、

「仲裁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第一一二條的規定相比較，為體現

仲裁比訴訟快速的特點，仲裁申請是否受理的決定在收到申請書之日起五

日內作出，而起訴是否受理的決定在收到起訴書之日起的七日內作出。」大

陸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則第七章「訴訟時效」第一四○條規定「訴訟時效因提

起訴訟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義務而中斷。從中斷時起，訴訟時

效期間重行起算。」大陸仲裁法第七十四條規定：「法律對仲裁時效有規定

的，適用該規定，法律對仲裁時效沒有規定的，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因

此依據上開大陸民法通則第一四○條，當事人申請仲裁與起訴相同均得以中

斷時效。然則仲裁時效之中斷係於當事人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之日中斷或於仲

裁委員會決定受理仲裁申請之日中斷，此間可能相差五日。從自然的邏輯而

言，如仲裁委員會因仲裁申請不合法而決定不受理仲裁申請，則仲裁之申請

無效，視為未申請，自然不發生仲裁時效中斷之法律效果。但如仲裁委員會

決定受理仲裁申請，則從保護人民權益之立場而言，其受理決定之效力應溯

及申請之日起生效始為合理，故仲裁時效亦自應於仲裁申請之日發生中斷，

而非自仲裁委員會決定受理仲裁之日發生仲裁時效中斷。故中國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九條規定：「仲裁程序自仲裁委員會或其分會收到

仲裁申請書之日起開始。」（註六○）。仲裁時效亦自應自此仲裁程序開始

之日起中斷，時效重新起算。

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較適合於非機構仲裁之情

形，因當事人無仲裁機構收受仲裁聲請書及將仲裁聲請書副本送達相對人，

故自然會自行通知相對人提付仲裁，仲裁程序亦因此自然開始。但於機構

仲裁情形，當事人習慣於將仲裁聲請書遞交仲裁機構並倚賴仲裁機構將仲

裁聲請書副本送達相對人，當事人幾從無自行通知相對人以開始仲裁程序

註五九：同註一，第1�8頁。

註六○：同註二，第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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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念。因此仲裁機構如以聲請人委任授權之代理人身份送達仲裁聲請書以

中斷時效，可能會因遲延而誤事，因此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實隱藏

著極大的風險。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九條能不受聯合國

模範法的拘束逕以仲裁委員會受理仲裁申請時仲裁程序開始，其智慧及勇氣

均值贊許。而我國仲裁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當事人將爭議事

件提付仲裁時，應以書面通知相對人。爭議事件之仲裁程序，除當事人另有

約定外，自相對人收受提付仲裁之通知時開始。」此項條文係我國法務部法

律事務司研擬（註六一）。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商務仲裁條例研修小組」建

議「仲裁協會或一方當事人收受他方之仲裁聲請書，為提付仲裁時。」（註

六二）。以呼應我國民法提付仲裁中斷請求權中斷時效規定，掙脫聯合國模

範法第二十一條的束縛，兼顧及機構仲裁及非機構仲裁所需。可惜未為法務

部採取，致可能陷我國仲裁協會因遲延中斷時效產生極重大的責任危機，至

為遺憾。

肆、仲裁之妨訴抗辯問題

當爭議事件之仲裁協議有效，而一方當事人提起訴訟，他方當事人於

實體答辯前提出抗辯時，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八條第一項僅規定法

院應命當事人將爭議提付仲裁，對法院應如何處理已繫屬於該法院之訴訟，

並未規定應如何處理（Article 8.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substantive claim 

before court  （1） A court before which an acton is brought in a matter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shall,if a party so requests not later than 

when submitting his first statement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refer the parties 

to arbitration unless it finds that the agreement is null and void,inoperative or 

incapable of being performed.）（註六三）。大陸仲裁法第二十六條規定：

「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未聲明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

受理後，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提交仲裁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但

註六一：同註四十，第96頁及第�3�-�33頁。

註六二：同註三，第18�頁。

註六三：同註三，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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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協議無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未對人民法院受理該案提出異議

的，視為放棄仲裁協議，人民法院應當繼續審理。」（註六四）。大陸仲裁

法對仲裁之妨訴抗辯採取「不受理訴訟制」，與我國前「商務仲裁條例」駁

回訴訟之立法體制實質上相同。但我國現行之仲裁法，已修正為「停止訴訟

制」。我國仲裁法第四條規定：「仲裁協議，如一方不遵守，另行提起訴訟

時，法院應依他方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

裁。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不在此限。原告逾前項期間未提付仲裁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其訴。第一項之訴訟，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

如仲裁成立，視為於仲裁庭作成判斷時撤回起訴。」此項修正係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商務仲裁條例研修小組」之建議，其修正理由為：「我國現行法就

仲裁契約之妨訴抗辯採駁回訴訟制。依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訴訟因

不合法而受駁回確定，原告之請求權消滅時效視為不中斷。如原告之請求權

係短期時效，其時效極可能完成，產生時效抗辯權，致使當事人進行仲裁並

無實益。駁回制對當事人權利的保護似不周延，爰參考美國聯邦仲裁法、英

國仲裁法及日本一九八九年仲裁法草案，修正為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以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提付仲裁。」（註六五）。停止訴訟制較駁回訴訟

制對人民權利之保護確較周延，值得大陸仲裁法參考。

大陸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知

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

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註

六六）。於上開情形，如大陸人民法院駁回訴訟時，仲裁時效與訴訟時效

均已完成，而其情況不可歸責於權利人時，建議人民法院行使民法通則第

一百三十七條後段之權力（並適用大陸仲裁法第七十四條「仲裁時效沒有規

定的適用訴訟時效之規定」），酌予延長訴訟與仲裁時效，以使人民權利之

保護趨於周延。

註六四：同註一，第1��頁。

註六五：同註三，第183-18�頁。

註六六：同註一，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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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容許仲裁之範圍
何種爭議容許仲裁解決，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將其限於「商務」

（commercial）爭議。而本模範法將「商務」給予一廣義的解釋，包括所有

具商務性質的關係，無論是契約或非契約的關係（The term“commercial” 
should be given a wide interpretation so as to cover matters arising from all 
relationships of a commercial nature,whether contractual or not.）（註六七）。大

陸仲裁法第二條將其限制於「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

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並於第三條明示排除「婚姻、

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及「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

（註六八）。而我國仲裁法則於於第一條第二項將得仲裁爭議「以依法得和

解者為限」，其立法說明為「參考德、日立法例，增訂第二項，得以仲裁解

決之爭議，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所謂「依法得和解者」係指系爭之財產法

上權利或法律關係得由私人以自由意思加以處分者，至於親屬法上、繼承法

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即使具有財產內容，例如受扶養之權利，亦非屬之。

至於刑事案件，因涉及公益，自非依法得和解。」（註六九）。依法得和解

之爭議始得以仲裁解決，係最精準與最合理的判斷標準，值得大陸仲裁法參

考。

陸、仲裁條款的獨立認定問題
大陸與我國仲裁法都有仲裁條款之效力應與主契約分別與獨立認定的

規定，但似均未能精確地掌握其法源－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十六條

的原意。大陸仲裁法第十九條規定：「仲裁協議獨立存在，合同的變更、解

除、終止或無效，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仲裁庭有權確認合同的效力。」

同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並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有異議的，可以請

求仲裁委員會作出決定或者請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請求仲裁委員會作

出決定，另一方請求人民法院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註七○）。 我

註六七：同註三，第��3頁。

註六八：同註一，第1��頁。

註六九：同註三，第18�頁。

註七○：同註一，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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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仲裁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間之契約訂有仲裁條款者，該條款之效力，

應獨立認定；其契約縱不成立、無效或經撤銷、解除、終止，不影響仲裁條

款之效力。」同法第二十二條前段並規定：「當事人對仲裁庭管轄權之異

議，由仲裁庭決定之。」（註七一）。 而其法源－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原規定：仲裁庭得自行決定其管轄權，包括得對仲裁協議

的存在與是否有效的抗辯予以決定。為此目的，包含於契約中的仲裁條款必

須被視為與其他契約條款分別獨立存在。仲裁庭論定契約無效之決定不得僅

依此法律論斷即當然推論及仲裁條款亦屬無效。（“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rule on its own jurisdiction,including any obj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existence 

or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For that purpose,an arbitration clause 

which forms part of a contract shall be treated as an agreement independent of the 

other terms of the contract. A decision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that the contract is 

null and void shall not entail ipso jure the in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註七二）。 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本章之標題為：仲裁庭的管轄權

（Jurisdiction of Arbitral Tribunal），本條之標題為：仲裁庭有權自行決定其

管轄權（Competence of arbitral tribunal to rule on its jurisdiction）。此意謂仲

裁條款的獨立性係為建立仲裁庭自行決定其管轄權提供論理之基礎。但其結

論僅係：仲裁庭因基於此前題組織成立後，如其嗣後決定主契約無效，此項

決定的論斷不得當然即僅依此法律邏輯導致（entail ipso jure）仲裁條款無效

之結論。（此意謂仲裁庭固因此可能認為仲裁協議有效，仲裁庭對該仲裁事

件有管轄權，據以繼續仲裁程序，但仲裁庭亦仍有可能最終認為仲裁協議無

效，仲裁庭對該事件無管轄權，據以即終結仲裁程序。）

仲裁條款與主契約分離各自獨立認定其法律效力，除上開仲裁法必須

先行建立仲裁庭之管轄權始能思考其它問題策略上需要以外，仲裁條款（仲

裁協議）之爭議，性質上係屬程序事項，而主契約之爭議，性質上係屬實

質事項，因其不同的性質而必須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判斷其法律效力。主契

約實體之爭議，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適用當事人約

註七一：同註八，第�頁。

註七二：同註三，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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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法律，當事人未約定時適用仲裁庭依法律衝突的原則決定適當之法律。

而仲裁協議之爭議無論係依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may be refused only：the 

said（arbitration）agreement is not valid under the law to which the parties have 

subjected it or,failing any indication thereon,under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award was made⋯）（註七三）、一九五八年紐約公約（承認及執行外國

仲裁裁決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裁決唯有於受裁決援用之一造向聲

請承認及執行地之主管機關提具證據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始得依該造之

請求，拒予承認及執行：⋯該項協定依當事人指定作為協定準據之法律係屬

無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為準時，依裁決地所在國法律係屬無效者；」（註

七四）、我國仲裁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當事人聲請法院承認之外國仲裁判

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他方當事人得於收受通知後二十日內聲請法院

駁回其聲請：⋯二、仲裁協議，依當事人所約定之法律為無效；未約定時，

依判斷地法為無效者。」（註七五）均屬相同適用當事人約定之法律或仲裁

判斷地法。大陸仲裁法雖無直接之規定，但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六年法釋〔�006〕�號）第十六條

規定：「對涉外仲裁協議的審查，適用當事人約定的法律；當事人沒有約定

適用的法律但約定了仲裁地的，適用仲裁地法律；沒有約定適用的法律也沒

有約定仲裁地或仲裁地約定不明的，適用法院地法。」（註七六）。大陸最

高人民法院此項規則與上開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及紐約公約的共識規

範均不同，特別是大陸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交存紐約公約加入書，紐

約公約並於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對大陸生效，但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上開

規則明顯與紐約公約不同，誠屬不妥，似宜採紐約公約設定的國際社會主流

規則較為妥適。

註七三：同註三，第���頁。

註七四：同註二，第9�0頁。

註七五：同註八，第�0頁。

註七六：同註五，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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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仲裁人與關係人的保守秘密義務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第三十三條對仲裁極為重要的

特質：保守秘密的義務，有極周延的規定：「一、仲裁庭審理案件不公開進

行，如果雙方當事人要求公開審理，由仲裁庭作出是否公開審理的決定。

二、不公開審理的案件，雙方當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證人、翻譯、仲裁

員、仲裁庭諮詢的專家和指定的鑑定人、仲裁委員會祕書局的有關人員，均

不得對外界透露案件實體和程序的有關情況。」（註七七）。此項守秘義務

的規定，相對地來說是比較周延的規定，其遺漏的部份大約僅有仲裁委員會

委員、輔佐人及其他仲裁庭准許列席的人或曾參與該仲裁案件之人，但比起

許多規則仍顯得優越許多，如我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第六條規定：「本會與

仲裁人應就所處理之仲裁事件保守秘密。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令別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註七八）。協會仲裁規則研擬委員會討論本條時，亦曾

擬將當事人及各關係人均一體納入守秘義務之規範，但因我國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五條明示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故未以仲

裁規則訂定。而我國仲裁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仲裁程序，不公開

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是否即係規定當事人及關係人保守

秘密之義務仍有疑義，因此建議參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一九九六年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s之建議，由仲裁庭訂定保守秘密之協

議（agreement on confidentiality）使其規範趨於周延（“the arbitral tribunal 
might wish to discuss that with the parties and,if considered appropriate,record any 
agreed principles on the duty of confidentiality.”）（註七九）。此亦同值大陸

仲裁法制之參考。

捌、重新仲裁
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受理撤銷仲裁

判斷之訴之法院，得依當事人之聲請，於一定期間中停止訴訟程序，並命仲

裁庭重新進行仲裁程序或採取其他措施消除得以撤銷仲裁判斷之理由。」

註七七：同註二，第909頁。

註七八：同註八，第�9頁。

註七九：Martindale-Hubbell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Directory,1999,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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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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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nds for setting aside.）（註八○）

依據此法源，大陸仲裁法第六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銷裁決

的申請後，認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內重新仲

裁，並裁定中止撤銷程序。仲裁庭拒絕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恢

復撤銷程序。」（註八一）。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六年法釋〔�006〕�號）第二十一條至第

二十三條並補充規定如下：人民法院就撤銷國內仲裁裁決的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時得命重新仲裁：(一)仲裁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二)對方當事人

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第二十一條）。仲裁庭於期限內開始

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撤銷程序，未開始重新仲裁的，則恢復

撤銷程序。（第二十二條）。當事人對重新仲裁之裁決不服的，得於重新仲

裁裁決書送達之日起六個月內依據仲裁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撤

銷。（第二十三條）。（註八二）

仲裁機制最主要要避免的缺陷，是仲裁庭的仲裁判斷（裁決）被法院撤

銷，使仲裁沒有一個原預期應該會有的結果。受理撤銷程序的法院命重審或

更正之機制，可以大幅度地減少此方面的風險，是一積極正面的制度。我國

仲裁法當初修正時，亦曾思考及法院命重審的制度，但當時多數意見認為：

仲裁判斷如可能受法院撤銷，當事人對仲裁已無信心，再行仲裁已無意義。

故我國仲裁法僅於第四十三條規定：「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者，除

另有仲裁合意外，當事人得就該爭議事項提起訴訟。」（註八三）。法院命

重新仲裁或更正錯誤之制度得在幾乎不增加當事人費用負擔之情況下，大幅

增加仲裁被肯定接納的機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

及大陸仲裁法第六十一條之規定深值我國仲裁法參考。

註八○：同註三，第���頁。

註八一：同註一，第1�0頁。

註八二：同註五，第��8頁。

註八三：同註三，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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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結論

大陸是一個快速朝向現代化開放社會發展的地方，從大陸的仲裁法制亦

可觀察到此。大陸一九九四年仲裁法固然有許多優點值得肯定與參考，但其

到底是十餘年前的法制，反映著十餘年前的大陸社會開放的程度。現在大陸

的改革開放又已過十餘年，理應可以開始思考修正仲裁法制，以反映大陸現

時改革開放的社會現況，諸如：一、仲裁委員會參考國際社會的主流改為仲

裁協會，減少其半官方的性質，成為開放社會的民間協會，仲裁員由聘任制

改為登記制，使人民有較大的選擇空間；二、除法律仲裁外，開放人民可以

以其合意授權仲裁庭越過法律直接適用衡平原則為「衡平仲裁」，減少嚴格

的法律技術規範的拘束；三、除仲裁法的強制或禁止規定外，開放人民得以

其自由意志合意決定仲裁程序；四、除仲裁機構辦理的機構仲裁外，開放人

民得進行臨時的專案仲裁（ad hoc arbitration），追求最高程度開放的仲裁程

序，並參考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第二十一條，以相對人收受要求進行

仲裁之通知時，仲裁程序視為開始中斷仲裁時效；五、開放人民得和解的法

律關係皆可以提付仲裁解決，無論其為民事、行政或其他法律關係；六、準

確處理仲裁條款與主契約的分離與獨立認定問題；七、仲裁機構、仲裁員、

當事人與關係人保守秘密之義務以法律明確訂定之；八、仲裁的妨訴抗辯改

為「停止訴訟程序」以完整保護人民的訴訟與仲裁時效權益；九、於撤銷仲

裁裁決程序中，建立完整的仲裁重審與更正之機制，以圓滿保護仲裁的完整

性。

大陸建立了現代化開放社會的完整仲裁法制後，兩岸便可開始思考參考

聯合國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之前例，合作設立

〔兩岸常設仲裁法院〕（或常設仲裁庭），以選擇專業、經濟、迅速、有效

的仲裁方式解決兩岸人民間的爭議，減少兩岸特殊情況可能帶來的困擾。這

是兩岸許多人民共同深切的期望。

大陸人大常委會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通過「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台

胞的投資保護進入新的階段。本法第十四條規定：「台灣同胞投資者與其他

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各人之間發生的與投

資有關的爭議，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者協調解決。當事人不願協商、調解

的，或者經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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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當事人未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事後

又未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註八四）。相對

於大陸國務院一九九○年八月「關於鼓勵華僑和香港澳門同胞投資的規定」

相對應的條文係規定：「⋯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的書面

仲裁協議，提交境內或者其他仲裁機構仲裁。」（註八五）。台灣同胞投資

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提交仲裁機構仲裁。」顯示台胞的法律地

位似更不確定，更國內化，此一問題僅只能靠兩岸政府暫擱置雙方的政治爭

議，透過海基、海協二會協商建立兩岸關係協議解決。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發布「關於人民法院認可台

灣地區有關民事判決的規定」，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起施行。依據本規定，

台灣地區的仲裁裁決與台灣地區之法院判決一樣可以向大陸人民法院申請認

可，獲得認可後，可依大陸民事訴訟法規定申請執行。依本規定第九條，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大陸人民法院得不認可台灣地區之仲裁裁決：一、仲裁裁

決未確定；二、裁決是在被申請人缺席又未經合法傳喚或者在被申請人無行

為能力又未得到適當代理的情況下作出的；三、案件係人民法院已作出判

決，或者外國、境外地區法院作出判決或境外仲裁機構作出仲裁裁決已為人

民法院所承認的；四、裁決違反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

益的。（註八六）

「兩岸常設仲裁法院」或「兩岸常設仲裁庭」的設立，除需兩岸政府透

過海基、海協二會建立正式協議外，尚需兩岸立法機構正式立法承認，果其

有日完成，當即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擾，為兩岸人民之爭議提供一更為妥

適的解決方式。

註八四：同註二，第1�1頁。

註八五：同註二，第1�0頁。

註八六：同註五，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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