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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書的不同意見 

藍瀛芳* 

法系的不同，判決書的不同意見也受到不同的待遇。這種對立情

況迄今尚少改變。可是在仲裁事件，因仲裁的國際性，判斷的不同意

見的地位已有所更動。在英美國家，判斷的不同意見有所收斂與判決

的不同意見之普遍情況不同。在歐陸國家已逐步接受判斷的不同意

見，不再排拒。本文前半部介紹不同法系對判決書不同意見的立場與

其成因，後半部分則觀察判斷的不同意見在國際仲裁的實務狀況與其

不同的存在形態以及其法律性質。 

 

仲裁判斷是仲裁庭全體成員形成的共識。單獨仲裁人的判斷，係以單獨

仲裁人的意見為判斷的基礎，因此不會有不同意見的存在。合議制的仲裁

庭，則係以多數決結果作為其共識，如果此共識為絕對多數時，也不會有不

同意見存在。因此，只有在相對多數決的時候，才有不同意見的發生。再

者，在多數共識中，尚有可能出現實質上多數與形式上多數的不同情況。實

質多數是指多數人對判斷結論及意見有一致的贊同與共識，但在形式的多數

中，仲裁人雖支持同樣的結論，但彼此間仍有不同的意見。詳言之，多數決

作成的結論中，尚有分歧的意見，例如支持多數決的三票中有一票與另二票

有不同的意見，而在二票贊成的多數決中，一票是主任仲裁人的意見，而另

一票的見解與主任仲裁人的意見不同。這種與主任仲裁人見解不同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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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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個別意見」（ separate opinion/法 opinion separée）或「協同意見」

（concurrent opinion/法opinion concurrente），這種「個別意見」或「協同意

見」的仲裁人仍然願意為多數決而簽名背書。而反對多數決所達成共識的

「少數意見」（minority opinion/ opinion minoritaire）才是狹義的「不同意

見」（dissenting opinion/法opinion dissidente），這種少數意見亦有可能不表

示出來，而由此少數意見的仲裁人願在判斷書上簽名。如果此少數意見的仲

裁人拒絕在判斷書上簽名者，並將其不同意見以文字表示出來時，才出現本

文將探討的問題。 

在一般仲裁實務上，有關「個別意見」或「協同意見」很少在一般商事

仲裁出現，可是在國際公法的仲裁上，卻經常出現，且為國際常設法院的實

務之一（註一）。相反的，「不同意見」則較常見於商務仲裁事件的判斷。

此外，不同意見書的制度為普通法的司法傳統，但是這種制度卻為羅馬法系

的司法所排斥。由於法系的不同，這兩種制度也分別在各自的國內仲裁實務

中出現。仲裁制度在「去國家化」後，也日趨國際化。國際商務仲裁應否允

許不同意見書的存在，不但成為一項重要問題，而且也形成一項困擾實務界

的難題。在探討此問題之前，宜從比較法觀點先分別觀察普通法與羅馬法等

不同國家，對此問題的傳統立場與其理由，然後再來觀察其在國際仲裁的發

展情況，最後再對仲裁判斷不同意見的存在型態與其法律性質進行探討。 

一、不同法系的立場與其與發展 
在比較法上，普通法系與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間，在許多法制上有所分

歧。這種分歧不但見於法源上的不同，也見於其司法人員的教育與其養成與

其他實務問題。這兩個法系間，對仲裁判斷書不同意見的立場，也同樣地彼

此對立。以下對此問題分別觀察及說明： 

（一）普通法系國家的立場 
在英格蘭的司法實務上，每位參與合議制審判的法官都有表示個人意見

                                                                                                                                                                     
註一：以上資料與說明，請參閱 Redfern and Hunter, op, cit., p.398. 

這類案例，參上書註59、註60。 
ICSID的判斷也經常見此類問題。詳見ICSID, ASA 2003,（2）907,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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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得對系爭事件提出不同的意見。其所表示的不同意見內容，並成為

判決書的一部份。在制度上，這種表示不同意見的工作也算是法官的權責，

而且這種權責不僅僅出現於爭議事件的實體方面，也同樣可以在程序方面行

使此項權責（註二），這種制度自十九世紀初以來，已成為英格蘭的司法傳

統。這種傳統也被引進於一般的國內仲裁事件，而且也被推展到在英格蘭進

行的國際仲裁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格蘭的仲裁事務中，仲裁人表示不

同意見的情況，較法院實務而言，相對的減少。詳言之，仲裁人持有不同意

見時，通常都以拒絕在判斷書上簽名來表達其有不同意見，而不同意見書，

也僅於經其他仲裁人的同意時，將之附於仲裁判斷書，一併交與當事人或其

選定之當事人而已。在法律上，此不同意見書並不構成仲裁判斷書內容的一

部分（註三）。 

美國繼受英格蘭的普通法後，也將法院的不同意見制度予以引進，而且

還予以發揚光大，且猶有甚之。因而，在十九世紀期間，在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就出現了諸如Justice Harlan與Justice O.W. Holmes等著名的「偉大異議者」

（Great Dissenters），合議制的法官，在爭議事件各自表述的情況相當普

遍，也成為其司法的特色。在實務經驗上，美國法官在判決書中所表示的不

同意見或少數意見，往往到了後來，卻成為法院的主流意見與國會立法的對

                                                                                                                                                                     
註二：在審理中有不同意見的存在，表示程序的周全與公開，也使判決的實體基礎更穩

健。英美法許多重要的法律原則，都經由少數意見透過考驗後所形成。例如在過去

的英格蘭法，會計師受雇於公司，而與社會大眾間並無法律關係存在。因此，五十

年代初Candler先生以Crane Christmas公司會計帳目亮麗而投資，但投資失敗向法院

提出訴訟請求公司會計師賠償。當時上訴法院即以會計師僅與公司有契約關係，對

投資人不負注意義務的責任，而駁回Candler 的請求。在此事件中，Lord Denning 
法官以少數意見認為「會計師不但對他們的客戶負有注意義務，而且對其所準備的

帳目因信任此帳目而交易的所有人士，也負有此義務」（In my opinion, accountants 
owe a duty of care not only to their own clients, but also to all those whom they know will 
rely on their accounts in the transactions for which those accounts are prepared.）（見

Candler v. Christmas & Co.,[1951] 1 All ER 426 ）。十二年後，大英最高法院在

Hedley Byrne & Co. Ltd., Heller & Partners Ltd.,（[1963]2 All ER 575）事件中，法官

們一致認為在法律上縱使會計師與之無契約關係，然因其所做的帳目還是使會計師

對之負有注意的義務。在美國其所謂的「產品責任」（products liability）也是由少

數意見形成後來的法律原則。 
註三： Redfern and Hunter, 2nd ed., op.cit., 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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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對美國法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例如產品責任法制的形成即其一例，而

美國的這項司法實務，也在其仲裁實務中被引用。 

普通法國家在仲裁制度中所以會持續此制度，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下列理

由： 

1.不同意見的存在促使判斷品質的提昇 
從仲裁人的立場來觀察，既然每位仲裁庭成員，都必須親自參與爭議的

審理，則仲裁人不能只有形式上參與，必須積極表示其意見，對判斷的形成

做出貢獻。況且，每位仲裁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權利，對多數決的反對

意見，也是仲裁人職責的履行。這項反對意見或少數意見的存在，可以促使

其他仲裁人對自己的見解，有重新思考的機會，而使得仲裁判斷的基礎更加

踏實，品質也因而提昇。有認為不同意見的存在，將洩漏評議的秘密，這種

說法並不正確。 

2.不同意見的存在使當事人對仲裁程序更有信心 
從爭議當事人的角度來觀察，仲裁程序不應只是在詢問程序中，賦予雙

方當事人有充分攻防的機會，更應確保這些攻防的內容與其證據，在評議程

序中，受到仲裁庭的公平審核與討論。因此，判斷書內應容許不同意見的表

達，以表示爭議當事人之各種主張與答辯，皆已在評議中受到公平地對待，

只是未被全體仲裁人所接受而已。詳言之，有了不同意見存在的制度，便可

以使當事人對仲裁的公平性更有信心。 

仲裁判斷的不同意見，雖然有以上存在理由，可是仲裁與訴訟，在本質

上還是不同，將訴訟實務完全引進仲裁，必然有不良後果。因此，不同意見

書的制度，在英國與美國的仲裁實務上，還是受到相當的限制，而有所限

制。英國在二十世紀的幾項新仲裁法也沒有將之加以立法，但一般人認為縱

未立法，不同意見書制度亦非在禁止之列。同樣地，在諸如GAFTA等的行業

仲裁規則，也沒有不同意見書的規則，但在其實務上還是有此制度的出現。

實則，一般仲裁法與仲裁規則就此，之所以不加以立法與規範，主要還是在

給予仲裁判斷內容保密的空間。 

（二）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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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法系國家的司法，為了維護法官評議的保密以及判決的合法性，不

允許判決書有不同意見書的出現，因此，這些國家的仲裁，也沿此立場不認

同仲裁判斷可以有不同意見書的存在。因仲裁有較訴訟更高的保密要求與其

他情況，使判斷不宜有不同意見書的出現，這種觀念一直在此法系的國家內

被強調。然而，仲裁應否有不同意見書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九○年代初，

便開始受到注意與研討。換言之，自二十世紀九○年代初，仲裁判斷的不同

意見問題，在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已開始出現新的轉機。以下先就羅馬法系

國家反對仲裁判斷存在不同意見的理由，然後再說明目前這些國家對此問

題，所存在之不同見解。 

1.傳統上反對不同意見的理由 
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反對判斷書有不同意見存在的理由甚多，其中較

重要的內容可以歸納如下： 

（1）不同意見違反評議不得公開的原則 

在這法系的仲裁法上，評議的守秘（secret du délibéré）是仲裁人的重要

義務。因此，如果少數意見的仲裁人，在評議時因其意見不被多數仲裁人所

接受，而表示其不同意見，此意見將違害到評議的內容，使評議的機密被公

開（註四）。在實務上，一般不同意見，大都出自少數仲裁人對多數仲裁

人，在事實認定的問題上，表示其不同的立場，在法律適用問題則較少有此

情況。如果少數仲裁人所表示的是相關爭議事實的認定問題，其情況尚非嚴

                                                                                                                                                                     
註四：法國學者M. de Boisesson在其著作中指出：「基此理由，評議的機密即受到威脅。縱

使少數意見的人不說出評議在何情況下進行，可是在其意見中必定提到那些實體的

問題被牽涉到、被討論到與被決定的方式。於是在一番熱烈的會議中，仲裁人提出

的一些法律問題在評議時發生互相影響的作用，仲裁人在經過迂迴曲折交相探討而

加以採用，且作為其決定的內容」（«Par ce biais, le secret du délibéré est en péril. 
Meme l’auteur de l’avis minoritaire de dit pas comment s’est déroulé le délibéré, il traduira 
fatalement, dans son avis, la manière dont les questions de fond ont été abordées, 
discutées, décidées. Or, au sens d’un délibéré vivant, finit par se créer une osmose entre les 
questions de droit évoquées par les arbitres, l’approche qu’ils ont suivie, le chemin souvent 
sinueux de leurs conversations, et, d’autre part, le contenu meme de leur décision. » [de 
Boisesson, op.cit., p.802] ）。由此中即可見仲裁庭在評議時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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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為這裡牽涉到的僅是另外仲裁人在形成其多數意見的過程而已。其更

為嚴重的情況，則是少數仲裁人所表示的不同意見內容，有可能不僅僅是多

數仲裁人形成其見解的過程，而是一些與「不同意見」不相關且與「判斷的

意見」主題偏離的問題，此時，反而會使當事人對於仲裁程序喪失信心，而

對於有此情況的發生將是仲裁制度的不幸。瑞士學者Jacques Werner認為只有

加強對仲裁人的倫理教育始可避免此情事的發生（註五）。 

（2）不同意見的存在往往妨礙評議的進行，也出現無理的舉止 

仲裁人如同法官，在評議過程中往往會堅持已見，在不能接受多數意見

時會出現放縱與不文明的舉止。在有些的情況下，其言論不限於法律上的論

述，更會涉及到非法律性的事實，甚至於進行人身攻擊，為防止這類情況的

發生，美國法院特別訂有規則要求參與評議的法官「應禮貌、尊重…」同庭

的成員。國際律師公會也曾考慮在「國際仲裁人的偏袒規範」內要求仲裁人

參與評議時，須遵循某些規範（註六）。 

（3）不同意見的存在使仲裁庭的共識較難建立 

原則上，各仲裁法與所有仲裁規則，皆鼓勵仲裁庭爭議事件形成共識，

以多數決解決爭議，如果允許不同意見制度，往往會促使仲裁人更積極表達

個人的意見，反而使仲裁庭的共識難以形成。 

（4）不同意見書的存在易使仲裁人發生偏袒，也影響到判斷的效力 

在法理上與法律上，所有仲裁人對雙方當事人皆應公正與獨立。可是在

事實上，仲裁人對其選定人往往存有特殊的情節，而不同意見書的存在，往

往使少數意見的仲裁人，為了討好選定當事人，才表達其不同的意見，以

                                                                                                                                                                     
註五：« Such deviations, in our experience, are minimal and he proper way to prevent them is 

through a stepped-up effort to expose to arbitrators their ethical duties. » --Jacques Werner, 
Dissenting Opinions – Beyond Fears, JIA,1999, p.25. 

註六：在國際律師公會的倫理規則就規定仲裁人有權書寫其不同意見使當事人知悉，惟應

避免違反仲裁庭評議的守密義務等文字（…dissenting arbitrator has the right to make 
his dissent known to the parties. In doing so, however, he should avoid any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of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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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盡職」與「保護其當事人的權益」。換言之，這種意見並非基於其良

心與專業所表達的個人意見，此意見的出現減弱了判斷的效力，實際上有害

於仲裁制度（註七）。甚至有時此少數的仲裁人為顧慮到選定人的利益或自

己的利益，費盡心思出具不同意見書，而出現不該有的偏袒與不公正的心

態。 

公平、獨立為仲裁人執行其職務的基本條件，任何仲裁人均不該因為有

了不同意見的存在而違反這項職責，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卻會發生上述的情

況。 

 

（5）不同意見的存在往往超越評議的時程，增加仲裁費用 

由於有不同意見的出現，不僅評議有較長的過程，且在逐步探討各自的

立場與意見的交換中，使評議時程拉長。尤其在以時數計算仲裁人的報酬的

事件中，必然發生當事人費用增加的結果。 

 

（6）不同意見促使當事人提出撤銷判斷的訴訟，且為這項訴訟提供理

由 

仲裁人不僅有義務制作有效的仲裁判斷，以解決爭議，而且還必須促使

當事人依據判斷內容快速履行。然而，不同意見書的出現，反而促使當事人

不信賴此項仲裁判斷，甚至於對此判斷提出撤銷的訴訟，且還可能持此不同

意見內容做為其撤銷訴訟的依據。 

綜合以上內容，不同意見書的出現，對仲裁制度不能謂無負面的作用。 

2.目前歐陸國家面對不同意見問題的分歧 
日耳曼羅馬法系的司法，相當堅持判決評議不公開的原則，此情況與普

通法系的實務完全相反。然而，近年來，歐陸國家在仲裁的實務上，對此問

題似乎已有所改變，因此出現了不同的發展情況。此情況可歸納成以下三大

類型：（1）立場持續對立中的法國法；（2）法無明文，惟學者多持肯定見

                                                                                                                                                                     
註七：見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 op.cit., para 1400.  

事實上，世界銀行的仲裁中心於1983年的Kloeckner事件的不同意見所發生的後續問

題，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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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瑞士法等國家；（3）法律已明文規定承認的西南歐國家。茲就這三種

國家對此問題的立法與其實務分別說明： 

（1）尚在持續爭執中的法國法 

法國法為典型的日耳曼羅馬法系之一主幹，其對判斷書的不同意見所引

發的爭論，也是一種值得參考的實例。近來歐陸一些國家，對於仲裁是否允

許有不同意見的立場，與法國法的情況相近，因此宜對法國法的問題略做敘

述。傳統上，法國有對不同意見持否定的立場者，然經過多年的爭辯後，多

位著名學者諸如Jean Robert（註八）, Matthieu de Boisesson（註九）等至今

還堅持其傳統立場（註一○），他們認為所有參與評議的仲裁人，如果不贊

同多數決者，最多只能拒絕在判斷書上簽名而已，而不應該以不同意見表示

其立場。允許其表示不同意見即違背評議的守秘義務。換言之，不同意見的

發表違背了評議不公開的原則，也違反了其民事訴訟法第1469條的規定，上

                                                                                                                                                                     
註八：法官對其評議有守秘義務，法條明確規定[Art.448：”les deliberation du juges sont 

secret.”]，而相同的原則亦見於仲裁事件，即要求「仲裁人對評議須守密」[Art. 
1469: “les deliberation des arbitres sont secrets.”]。顯然地，就此法條並無例外的規

定。又此法條雖僅適用於國內仲裁，對國際仲裁並無適用，但當事人約定適用法國

法時則有其適用。J. Robert L’arbitrage, 1983, P.310, 引自Fouchard Note 139, Note 
140。 

註九：例如M. De Boisesson即指出「不同意見或少數意見的撰寫看起來似乎不利仲裁。在

這點問題上，不管在慣例上或在適用各種不同的法律規則上皆如此。事實上接受少

數意見原則的結果將減弱仲裁人獨立性價值，且有可能開啟仲裁人依從一方當事人

的途徑。有些仲裁人為不損其選定的企業或國家對其信任，往往試圖將其在評議中

未能獲得的成就見解，以固執己見的方式撰寫其不同意見，並將之周知當事人」

（La rédaction d’opinions dissidentes ou d’avis minoritaires ne semble pas favorable à 
l’arbitrage, quelle que soient, sur ce point, les usages ou meme les règles applicabl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ystèmes juridiques. En effet, accepter le principe de l’opinion dissidente 
revient à atténuer la portée de l’indépendence de l’arbitre, et à ouvrir peut-etre la voie à 
une reconnaissance non avouée de l’inféodation de l’arbitre à une partie. En effet, certains 
arbitres, pour ne pas perdre la confiance des enterprises ou des états qui les sont désignés, 
seront tentés, s’ils n’ont pas fait triompher leur point de vue au sein du délibéré arbitral, de 
rédiger systématiquement une opinion dissident, et d’insister pour que celle-ci soit 
communiquee aux parties. »M. De Boisesson, op. cit., No 781,p.802。 

註一○：J. Werner, Dissenting Opinions –Beyond Fear, JIA, Vol. No,4 （1992）, p.24, note 2在
此註內另列有此否定論的著者與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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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原則的維護，於國際仲裁事件也同樣有其適用。 

另有學者諸如Ph. Fouchard等並不認同上述立場，其指出上揭民事訴訟法

的規定僅於仲裁程序適用法國法時，才有其適用。換言之，如果仲裁程序不

適用法國法時，不同意見應不在禁止之列（註一一）。更何況在國內仲裁事

件中，仲裁人違反守密原則的行為，並不構成撤銷判斷之事由[巴黎大審裁判

所1981年3月19日判決]（註一二），依據此原則禁止仲裁人的不同意見，實

無理由。 

由以上說明，可看出法國法迄今學者間的立場，還在持續對立中，其法

院的立場迄今亦欠明確（註一三）。 

 

（2）採肯定說的瑞士等國家 

多數歐陸國家迄今尚未立法規範此問題，但在仲裁實務上做出的不同意

見已受到法院的肯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瑞士法 

瑞士與法國不同的是，法國法因法條有明文禁止，而引發學者見解的反

對。然而，瑞士則是法條未有明文規範，但學者間也有爭論。詳言之，瑞士

邦聯的國內仲裁[Concodat art. 33]僅規定仲裁判斷應依多數決的原則作成，對

不同意見書問題，則未有明文規定。其國際仲裁的立法[Art. 189]，也相同，

對判斷得否附不同意見，皆無明文規定，學者對不同意見的看法也有些分歧

（註一四）。值得一提的是，邦聯體制的瑞士，在訴訟程序上一直有公開進

行的傳統，因此連法官的評議亦在公開之列。因此，瑞士法之所以接受判斷

的不同意見，與此項司法傳統有關（註一五），這也是多數瑞士人持肯定見

                                                                                                                                                                     
註一一：引自Fouchard etc.,op.cit., para。1398。 
註一二：引自Fouchard etc., op. cit., p.778, para.1398, Note 141。 
註一三：詳，見J-F Poudret, Légitimité et opportunité de l’opinion dissidente dans le silence de 

la loi?, in Liber Amicorum Claude Reymond, LITEC, 2004,p.245. 
註一四：瑞士學者間的爭論，見Poudret, Legitimite…p. 249。在英文方面的不同見解，可參

考Laurent Levy, Dissenting opin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Swirtzerland, AI, 
Vol.5,No.1（1989）, pp.35. 與M. Bless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in 
Switzerland, 5 JIA （1985）, p.67. 

註一五：資料引自J. Werner, Dissenting Opinions, 文p.24,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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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理由，其並認為不同意見的發表與評議的公開問題無關，不能以之做為

反對的理由，予以禁止。此外，C. Reymond教授亦指出國際私法對國際判斷

書內容的規定[PIL Art. 189]，既然未規定到其不同意見的問題，即不得解釋

有加以禁止的理由（註一六）。 

 

荷蘭法 

荷蘭法[Art.1057]宣示仲裁判斷採多數決的原則定之，且應做成書面，由

全體仲裁人簽名，如少數意見的仲裁人拒絕簽名時，其他仲裁人應敘明此事

實，並簽名予以證明。此條文第4項係有關判斷書的形式與內容的規定，惟

內文中並未提及不同意見的問題，可是在國內仲裁事件還持保守的立場時，

在其國際仲裁實務中，即曾出現過不同意見的案例。荷蘭學者雖認為荷蘭法

無此傳統，卻對不同意見問題持肯定的立場，不應予以禁止（註一七）。然

而，其認為此不同意見僅為判斷書的附件，但不構成判斷書的一部分（註一

八）。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荷蘭仲裁協會的仲裁規則[NAI Art.48（4）]雖

然禁止不同意見的出現，但在國際仲裁事件中，卻認為少數意見的仲裁人有

權制作不同意見書（註一九）。 

 

比利時法 

比利時法[Art.1701（4）]就仲裁判斷書內容的規定與荷蘭法相近，同樣

沒有規定到不同意見的問題。比利時學者也持肯定立場，認為應允許不同意

見書的作成，但其內容不得違背評議守密的原則。布魯塞爾上訴法院也曾於

判決中表示，不同意見的發表，並不違反評議的守密原則（註二○）。 

 

義大利法 

                                                                                                                                                                     
註一六：Poudret et Beson, op. cit., p. 717note 252. 
註一七：P. Sanders and J. van dem Berg, The Netherlands Arbitratioon Act of 1986, Kluwer, 

p.33. 
註一八：Poudret et Besson, op.cit., p.715, note 24. 

P. Sanders and J. van den Berg, The Netherlands Arbitration Act 1986, ed. 1987, p.33. 
註一九：此條文與說明，見Poudret, Légitimité…p.246, note 22. 
註二○：Poudret et Besson, op. cit., p.715, note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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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在1994年修訂的有關規定[Art.823與Art.837]，並未觸及此問題，

惟學者認為該規範就評議與判斷書的內容，雖皆未提到不同意見的問題，但

不能就此認為有加以禁止的必要。事實上，義大利最高法院在1998年的判決

中，已承認其未違法（註二一）。 

 

德國法 

德國在1997年制訂新法的規定[Art. 1054]係仿照模範法[Art.31]，同樣因

該規範未對不同意見的問題有所觸及，導致學者間對於不同意見應否存在，

見解也一樣分歧（註二二）。 

 

瑞典法 

瑞典法[Art 31]相關規定內，對不同意見問題未有明文規定，但在其仲裁

實務上，皆認為可以有不同意見的出現。首都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規則[SCC 

Art. 32（4）]，已承認判斷書得有不同意見的記載。該商會於1989年的判斷

書中，即出現對於確認公司的國籍是否可以採「控制說」之問題，有不同意

見的案例（註二三）。 

 

（3）立法承認的伊比利半島國家 

歐陸國家在此問題的立法相當保守，已說明如上。但伊比利（Iberia）半

島的葡萄牙與西班牙則分別在1986年與1989年的新仲裁法予以明文規定。詳

言之，葡萄牙法 [Art.23（92） ]規定判斷應有仲裁人的簽名，且得附不同意

見。西班牙的新仲裁法[Art. 33（1）]也正式承認少數仲裁人有權發表不同意

見，這是歐陸國家中，在這項問題上明文立法的首例（註二四）。 

二、在國際仲裁的情況 
長久以來，國際公法的審判機構，在其判決書中皆允許法官發表不同意

                                                                                                                                                                     
註二一：Poudret, Légitimité…p.426,note 24。 
註二二：Poudret, Légitimité…p.247, note 26. 
註二三：關於此案例，可參閱IAR, 2005, # 7, pp.8-12。 
註二四：Poudret, Légitimité…pp.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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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制度。因此於國際常設法院的判決書中，出現不同意見乃為常規。在此

情況下，所謂條約仲裁的判斷，因具公法色彩，判斷書出現不同意見的合法

性，即不容質疑。尤其在資訊公開法日趨重要的年代裡，身為當事者的國家

或公法人，要求判斷書有不同意見的存在確實有其需要，這也正是不同意見

存在的理由，與私權爭議的仲裁有所不同。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與美國間

的Alabama Claims仲裁事件的判斷，出現不同意見。這件1872年發生的仲裁

事件中，仲裁庭的判斷書才8頁，而少數仲裁人的英國法官Cockburn所出具

的不同意見書竟然有250頁（註二五）！此外，國際常設法院的章程[Art.57]

也規定，法官有權在判決書中發表不同意見，且在其實務中，這些不同意見

的存在，也相當的頻繁（註二六）。秉此原因，目前伊美索賠仲裁庭的仲裁

規則[Art. 32（2）]（註二七）、世界銀行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Art.48（5）]

等，皆有明文予以規定。有趣的是，前蘇聯仲裁院的仲裁規則[Art.35（2）]

也曾就不同意見問題加以規定，且要求須附於判斷書後，而與上揭國際公法

的判斷規範相同。 

至於在私權爭議的國際仲裁方面，各仲裁機關的立場則相當分歧。例如

法 德 工 商 協 會 的 仲 裁 規 則 [Art. 21 （ 4 ）  du reglement d’arbitrage de la 

chambers Franco- Allemamd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就明文禁止有不同

意見出現。相反的，歐洲阿拉伯商會（la chamber de commerce Euro-Arabe）

的仲裁規則，則沒有禁止的條文（註二八）。此外，頗令人玩味的是，普通

法國家雖有不同意見的傳統，但在其國際仲裁的實務上卻做了些許保留，這

種現象，可以由其兩大國際仲裁中心的規則，即倫敦國際仲裁院與美國仲裁

協會的國際仲裁規則，皆未規範此問題，見其端倪，此部分將另詳述於後。

                                                                                                                                                                     
註二五：引自J Werner文 p. 24, note 9. 

事實上，有時在少數仲裁人與多數仲裁人間的激烈對立下，而寫出的不同意見

書，也有所見。例如1990年紐約市的FFM Arbitration事件。在此事件中，不同意見

書不但用語極端，且長達八百頁！資料引自Mary Reilly,The Courts’ Power to 
Invade Arbitrators’ Deliberation,JIA, Vol., No.2,（1992）,p.29. 

註二六：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p.389。 
註二七：這條規定「仲裁人得要求其不同意見的投票或就其不同意見的投票連同理由做成

記錄」（Any arbitrator may request that his dissengting vote or his dissenting vote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e be recorded.） 

註二八：以上資料引自Fouchard etc., op, cit. p.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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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兩個仲裁中心，也都認為不同意見書制度不宜過於放鬆，因而故

意不加以立法規範。 

在國際立法方面，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仲裁規定，原本並無條文

規定。後來在制訂模範法的相關條文﹝Art.31﹞期間，則曾就判斷書應否允

許少數意見的仲裁人發表不同意見的問題，有過尖銳的爭論，若詳細觀察其

爭辯的內容，就可完全反映出羅馬法系與普通法系對此問題的傳統立場。例

如挪威代表持普通法國家的立場，認為對多數仲裁人意見不能接受時，少數

意見的仲裁人有權陳述其不同意的意見。相反的，蘇丹代表則持日耳曼羅馬

法的傳統立場，堅持評議不能公開的原則，認為判斷書內不應該容許有「任

何不同意見的判決」（any dissenting judgment）。由於各方對問題的堅持與

對立，最後委員會決定不處理此項規定（註二九）。但總括來說，反對不同

意見的國家還是占多數，因此才決定不加以規範，致使這項問題只好留待其

他相關規定[即Art.19]處理，亦即視當事人的約定及若未有約定時，則由仲裁

人決定之方式進行其程序（註三○）。 

 

以下另就幾個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說明如後： 

倫敦國際仲裁院的仲裁規則[Art.16（3）]只規定仲裁人有拒絕簽名時應

記明而已，並未就不同意見問題為規定。 

美國仲裁協會的國際仲裁規則[Art. 42]僅要求判斷書須有多數仲裁人簽

名而已。 

國際商會的仲裁對不同意見問題，向來即甚為重視，在八十年代末期，

甚至設立專門研究委員會，委託英格蘭專家M. Hunter主持研究工作，且提出

一份報告（註三一）。惟1998年開始實施的新規則，對此並未有所規定。換

言之，現行的仲裁規則[Art.25 （1）]僅宣示，仲裁庭的判斷採多數決，於無

法達成多數決時，由主任仲裁人單獨決定之，條文內容完全沒提到少數人的

不同意見的問題。事實上，因為有了上揭條文的規定使少數仲裁人無發表其

                                                                                                                                                                     
註二九：Holtzmann and Neuhaus, Guide to the… p.837；A.Broches, op.cit., p.163。 
註三○：A. Broches, op. cit., p. 163 para.2 fin。 
註三一：詳閱”Final Report on Dissenting and Separate Opinions”,ICC Court Bulletin, Vol.2, 

No.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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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的機會，而這項立法亦與不少國家的立法例類似。國際商會認為判斷出

現不同意見，將會對判斷的效力發生影響，因此盡力不鼓勵其出現。在其實

務上，國際商會皆盡量鼓勵仲裁庭成員都能有全體的共識，在不得已的情況

下，才允許有不同意見的出現。例如在1996年的217件判斷中僅出現一件由

主任仲裁人單獨決定的案件，又其中僅有19件附有不同意見（註三二）。事

實上，在其受理的仲裁事件中，不同意見的出現已逐年增加。到2003年所制

作的369件判斷書中，即有31件附有不同意見，約占10%（註三三）。在其仲

裁院的實務中，向來就不承認不同意見為判斷書的一部份，因此，仲裁庭將

其仲裁判斷草案依規定﹝Art.27﹞送仲裁院審核時，仲裁院對不同意見均不

予審核，也不予核可。仲裁院對此不同意見書，僅在於多數仲裁人不為反對

時，才將之送予當事人（註三四）。對於國際商會仲裁院的這項作法是否妥

當，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此措施有其合法性（註三五）。 

三、不同意見的存在類型 
判斷書中有不同意見時，此不同意見的呈現方式有許多種型態。其類型

可以依照其出處、範圍與呈現形式等三項基本標準來觀察，分別說明如下： 

（一）依不同意見的出現處（性質）不同而區分 

→實體判斷書中的不同意見與程序判斷書中的不同意見 

這是以仲裁庭在判斷中不同意見所呈現的性質予以分類。一種係在實體

性的判斷書中，由多數決的仲裁人指出就全部或特定事項有不同意見的存

在，或是有少數仲裁人表示其不同意見，此即為實體判斷書中的不同意見。

另一種則是就仲裁庭的程序性判斷，在此判斷書所出現對程序問題的不同意

見，稱為程序判斷書中的不同意見。 

就這兩種判斷的不同意見比較，實體性判斷內的不同意見有較重大的影

響力。詳言之，這類不同意見的存在，可能形成後來當事人持以提出撤銷仲

                                                                                                                                                                     
註三二：資料引自Derains and Schwartz, A Guide to.., first ed., p. 286, note 650. 
註三三：Ed. Silva Romero, op.cit., p. 179 
註三四：引自Derains and Schwartz, A Guide to.., first ed., p. 286, note 650. 
註三五：關於此瑞士判決的案例見Derains and Schwartz, A Guide to.., first ed., p. 286, note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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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斷的事由，且對此訴訟有一定的影響力。相反的，程序性判斷中的不同

意見，則無此重要性。 

（二）依不同意見的範圍而區分 
→全部性的不同意見與部份性的不同意見 

這是以判斷書中不同意見所呈現的範圍予以區分。如果少數意見的仲裁

人對多數決的仲裁人的認定內容，全部皆有不同意見，即成全部性或整體性

的不同意見。如果僅就其中的一部份加以接受，其他部份不予接受即為部份

性的不同意見。這裡所謂全部性的不同意見，有時會與個別的意見同時存

在，因為在三位成員制的仲裁庭中，有一位認同主任仲裁人的結論，卻在依

據的理由上見解不同，因此，這時的少數仲裁人的不同意見，往往會形成全

部性的不同意見。於有此情況發生時，通常這類仲裁庭成員間的關係已相當

的惡化。雖然這類情況不多，可是國際商會2003年的31件有不同意見判斷書

中卻出現了4件。 

（三）依呈現形式的不同而區分 
→可以出現多種的次類型 

依判斷書中不同意見呈現的形式，可再進一步深入不同層次而區分出下

列的類別： 

1.僅簡單的提及不同意見的存在而已 
這係指仲裁人在判斷書中隱含地提及其間有不同意見的事實。由於在作

風上採低姿態，使用類似「本判斷以◎票多數決作成」、「就＊＊項爭議，

僅有一位仲裁人不同意」等文字表示。這樣的表達，可以使當事人對判斷書

不同意見的印象含糊。在多數決時，仲裁人「策略」上得採用此方式表達，

有時也供少數仲裁人能向選定的當事人有所交代，並據以說明多數決的仲裁

人 不 接 受 其 意 見 。 法 文 稱 此 類 型 的 不 同 意 見 為 「 優 雅 的 不 同 意 見 」

（dissidence élégante）。 

2.在多數決的判斷書內詳述不同意見 
這是經仲裁庭同意，由少數意見的仲裁人就其不同意見予以詳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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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之登載於判斷書的專欄，或載明「不同意見」的部分。國際商會在2003

年的判斷中即有五件有此種類型的不同意見。 

3.在個別的文件中記載不同意見 
此係在仲裁庭不接受少數仲裁人在判斷書中有不同意見的出現，而由少

數仲裁自行撰寫其不同意見的做法。有時少數意見的仲裁人，也可能自己決

定以個別的文件表示自己對仲裁庭的不同意見。惟在其呈現的型態上，這種

不同意見又有下列不同的特色： 

（a）在不同意見的內容方面 

英格蘭仲裁法專家A. Redfern依照多年的觀察對不同意見的內容加以評

審，認為可以將之分為「好」（The Good）、「不好」（The Bad）與「惡

劣」（The Ugly）三類（註三六）： 

所謂「好」的不同意見，係指少數意見的仲裁人，對於多數決仲裁人的

決定，依照自己的良知與專業，提出自己的基本見解或是就自己所持立場加

以澄明。通常一位法學教授於不接受多數決的法律意見時，往往會依照其法

律見解提出法律辯解，其做法即屬此類不同意見。 

所謂「不好」的不同意見，係指少數意見的仲裁人，不服多數決的仲裁

人意見或理由加以評論，有些時候連仲裁庭在評議時的過程也予以曝光，甚

至於以此不同意見書羞辱其他仲裁人。這類做法很輕易的就成為「惡劣」級

的不同意見。 

所謂「惡劣」的不同意見，係指少數意見的仲裁人，為促使選定當事人

撤銷判斷的目的而撰寫的不同意見。詳言之，這種惡劣的不同意見，不僅針

對其他仲裁人的意見表達其不能接受的立場，而且還利用此機會以文字方式

攻擊其他仲裁人，指控它們以何等形式對特定當事人有偏袒，甚至於揭發非

為外人所得知悉的程序違誤以及指控其個人被其他仲裁人所排斥，致使不能

參與評議等等。這些事實的指陳，往往大開撤銷仲裁判斷之門。Redfern即指

出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即於2001年間發生一件類此事件，受理該件撤

                                                                                                                                                                     
註三六：A. Redfern, Dissenting Opin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AI, Vol.20, No.3 （2004）, 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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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判斷訴訟的上訴法院，為了解事實真相，不得不傳喚三位仲裁人到院說

明。這件撤銷仲裁判斷的訴訟，雖然沒有成功，但卻使仲裁制度，受到了相

當大程度的傷害（註三七）。類此事件，也曾於1990年間，在美國紐約的聯

邦法院發生，少數意見的仲裁人與多數決仲裁人間的爭執，遠比爭議當事人

間的糾紛還嚴重。這位仲裁人在發表其八百多頁不同意見書之餘，在文字上

還指控多數決的仲裁人，面對具重要性的證據竟然「白眼轉向」（“turning a 

blind eye” to crucial evidence）、「心存根深柢固的敵意」（holding a deep-

rooted hostility）對某方偏袒等等刻薄的語文，而且也同樣提到自己如何被排

拒參與評議等等。敗方的當事人在提出撤銷仲裁判斷的訴訟後，少數意見的

仲裁人還親自到庭證述，指陳其書寫的事實，當時法院雖然無意傳訊其他仲

裁人，但原告卻請求法院聽取另外兩位仲裁人的證述。雖然最後受理法院仍

未撤銷該仲裁判斷，但在其判決書中也不得不指出該名仲裁人「誇張與極端

的語言」（hyperbole and extreme language）與「漫長散佈及不公正地激烈攻

擊多數仲裁人」（longwinded and unfair broadside attacks upon the majority）

實在有所不妥（註三八）。 

由以上兩事件即見這類「惡劣的」不同意見書，對仲裁制度只有百害而

無一利。 

 

（b）在不同意見先前審查方面 

有些仲裁法與仲裁規則規定，少數意見的仲裁人的不同意見，須先送多

數決的仲裁人審核，這種做法有時可以改變多數決仲裁人的意見，或促使判

斷的理由更加週延，甚至於可能化解原來的歧見。國際商會的仲裁規則即有

此規範，且在其實務中，多數決的仲裁人有時還可接受少數仲裁人的意見，

修改自己撰寫的判斷書草案，以回應不同意見的訴求。 

 

                                                                                                                                                                     
註三七：這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受理的CMF v. Czech Republic事件，資料見 

AI,Vol20, No.3（2004）, p.229 and note 30。 
註三八：這是美國仲裁協會的Fertilizantes Fosfatados Mexicanos,SA et al v. Chemical Carries, 

事件。聯邦法院的案號為 Inc. 751 F Supp. At 468。美國稱此事件為FFM 
Arbitration。資訊，引自 M. Reilly, The Court’s P{ower to Invade the Arbitrators’ 
Deliberation Chamber, JIA, 2000, p.27, at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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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不同意見的交付方面 

關於不同意見書是否可以交付與當事人，曾為一項爭論問題。在普通法

的國家，既然承認不同意見的合法性，此交付當然不受質疑。而不同意見書

的法律地位問題，在羅馬日耳曼法系國家雖有所爭論，惟目前已被大多數國

家所肯定，僅有比利時還以不同意見之交付，等同違反判斷的評議為由，加

以禁止。 

 

綜合觀察： 

仲裁判斷出現不同意見的原因有許多種。大致上來看，有基於仲裁人的

良知與專業，這種理由值得重視，而不宜反對，但仍有不少是基於維護其選

定當事人的利益。這種立場即與仲裁人應有的職責不合，成為學界關注的問

題（註三九）。在國際商會2003年的上揭統計中，30件不同意見書出自敗方

當事人所選定的仲裁人，僅1件反常地出自主任仲裁人。 

四、不同意見書的法律性質 
目前在國際化的發展下，判斷書有不同意見已見於各國的國際仲裁實

務。因為國際仲裁經常結合不同法系教育背景的人士擔任仲裁人，因此有這

種現象的出現，已是國際仲裁實務所不可避免，尤其在一些國際條約的仲裁

判斷中，更為普遍，已詳述如前，然在私法仲裁的領域中，這種情況還是有

所收斂。詳言之，在普通法國家，仲裁判斷書出現不同意見係過去的尋常現

象，但情勢發展至今已受到相當的限縮，以期其不過於發揮，致影響仲裁判

斷的效力。在日耳曼羅馬法系國家，過去不允許在判斷書有不同意見的出

現，而目前已不再完全加以排斥。而在上述發展情況下，此不同意見書的性

質為何，即值得進一步探討。對這項問題的解答，宜分成兩個不同層次去討

論。首先是判斷的不同意見的構成要件問題，再來即是其存在是否將影響到

判斷書的效力問題。 

（一）在構成要件方面 

                                                                                                                                                                     
註三九：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p. 240-242。 

Th. Clay, L’arbitre, p.653, para.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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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的意見可以構成判斷書的不同意見，必須該意見具備其實質的與

形式的兩種要件，茲分別說明如下： 

1.實質要件 
在實質要件方面，該少數仲裁人的意見，必須曾經在仲裁庭的評議中被

共同討論過，即經過評議而未被接受者，始得當之。換言之，未曾在仲裁庭

被討論過而未被接受的仲裁意見，並非此處所稱判斷的不同意見。因此，這

裡所謂的仲裁人的不同意見，係指未被仲裁庭接受的意見而言。 

2.形式要件 
這種不同意見的存在形式有兩種型態：一種是直接的記載於判斷書中；

另一種是以判斷書的附件出現於判斷書末。由於前面實質要件的限制，凡是

未曾在仲裁庭評議過的其他任何不同意見，皆不得以任何方式出現或附於判

斷書後（註四○）。因此，在符合實質要件的前提下，這兩種型態的不同意

見，皆具有相當的合法性，其主要的條件是與正式的判斷，同時交付與當事

人。事實上，除上述兩種型態外，也出現過少數仲裁人個人將之寄予當事人

的案例。這種意見或文件是否為不同意見？對於此類問題的處理，宜以其寄

出的時間因素，作為其合法性的考量。在仲裁法的觀念上，仲裁庭做出判斷

以前，並無所謂不同意見存在。如果少數仲裁人，以此文件表示個人意見，

其僅供多數仲裁人參考，期其改變多數意見而已。如果將其送交雙方當事人

即有違其職務，依據其適用法，應負有法律責任，若僅送交一方當事人，則

另應負擔其他的法律責任。而在判斷書做成後，少數仲裁人才做出「不同意

見書」寄予當事人之情況，依據「職務終了」（functus officun）的法理，此

文件是否有「不同意見書」的性質？縱使肯定有此性質，其合法性亦令人質

疑（註四一）。 

（二）在效力方面 
判斷書出現不同意見時，對於判斷效力是否有影響？換言之，不服判斷

                                                                                                                                                                     
註四○：見前註 J. Robert著述。 
註四一：關於時間因素對不同意見的合法性之影響，見 L. Levy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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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事人，是否可以持不同意見之事由，做為撤銷判斷訴訟的事由，或於勝

方當事人向法院聲請承認或強制執行時，敗方的債務人是否得以判斷書中的

不同意見的內容（事由），做為向執行法院請求拒絕承認或執行的事由。對

此問題，法國與瑞士的仲裁法學者認為判斷中的不同意見僅為單純的事實，

並不構成判斷的部分（註四二）。事實上，英格蘭學者也持此見解，認為不

同意見並不構成判斷書的一部份（the dissenting opinion does not form part of 

award itself.）（註四三）。換言之，學者認為此單純事實對爭議事件沒有既

判力。 

綜上所述，不同意見書的存在，並不影響判斷的效力，也不因而使其成

為撤銷判斷的事由。再者，不同意見並不構成判斷書的一部份，國際商會的

仲裁院在審核仲裁判斷草案時，對其不同意見部分亦不加以審核。 

在司法實務方面，也如同學者的見解，對不同意見的效力持否定說。例

如1980年瑞士日內瓦法院對此也表示「（評議時）單一（少數）仲裁人的意

見不是仲裁庭判斷的司法行為」（註四四）。1992年瑞士邦聯最高法院也宣

示「不同意見並非判斷書的部分，除非仲裁協議另有約定或多數仲裁人已予

同意，少數仲裁人不能要求其不同意見附帶於判斷書內，也不能要求將之送

交當事人 [… ]不同意見與判斷書無關，其不同意見既不牽涉到判斷書的理

由，也不干涉到判斷書的主文。有關判斷書的撰寫或其送達，可能牽涉到的

程序瑕疵，對判斷書不生影響。」（l’opinion dissidente ne fait pas partie de la 

sentence. Sauf si la convention le prévoit ou si la majorité y consent, l’arbitre 

minoritaire ne peut pas exiger qu’elle soit annexée à la sentence, ni qu’elle soit 

communiquée avec elle aux parties[....]. L’opinion dissidente est étrangère à la 

sentence ; elle n’en touche ni les considerants ni le dispositif. Les vices de 

procédure qui pourraient etre relevés quant à sa rédaction ou à sa communication 

restent, partant, sans incidence sur le sentence.）（註四五）。詳言之，判斷書

                                                                                                                                                                     
註四二：持此見解的學者如J. Robert op. cit., No. 1397, de Boisesson, op.cit., p.801, C 

Reymond, op. cit., p417,引自 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op. cit., p.781, note 158. 
註四三：Redfern and Hunter, 2nd ed., op. cit. p.398。 
註四四：Cour de justice de Génève le 17 oct. 1980, 引自 Fouchard, Gaillard et Goldman, op. 

cit., p.782, note 160. 
註四五：Trib. Féd.,11 mai.1992, Bull SAS, 1992, 381, spéc. 381. 引自 Fouchard, Gaillard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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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同意見，僅是事實行為，又非司法行為，此不同意見當然不是撤銷判

斷訴訟的標的，而不得以之作為撤銷判斷之訴訟事由，如果有些的不同意見

涉及仲裁庭的程序違法，例如不同意見中指出一方提出的文件未經他方審閱

並表示意見，此事實即與程序違法的問題有關，如果以此做為訴訟標的，受

訴法院即須就此程序違法的內容為調查，而不能單就不同意見之記載為審

核。 

結 語 
法院判決書的不同意見在不同法系國家，有完全不同的地位。這種原則

與其地位，長久以來被適用到仲裁判斷的問題上，且很少受到質疑。可是透

過對各國法的比較觀察後，我們可以發現判決書的不同意見與判斷書的不同

意見，有不同的成因，且有不同的性質，實不宜將之等量齊觀。法院的判決

書出現不同意見，成因單純，大多皆基於法官個人的價值判斷而表達，且此

問題亦無涉國際因素。然而，在仲裁事件中，仲裁人與當事人間存有私法上

的契約關係，在判斷書中出現不同意見往往與此契約關係有所牽連。再者，

在國際事件的仲裁庭，其成員來自不同文化，法律與社會等背景，這些成員

對事實的認定與法律的解釋更容易引發不同的意見，因而使此項問題更顯複

雜。是以，若國際仲裁否定判斷不同意見的存在，顯然會使國際仲裁無法推

展，這即是不同意見在歐陸日耳曼羅馬法系被逐步接受的原因。但反面而

論，肯定判斷書的不同意見，往往會使判斷書的威信受損，也影響到仲裁的

終局效力。這是普通法國家，在仲裁實務上，對判斷書的不同意見稍為保留

的原因（註四六），這種現象也說明了判斷書不同意見的效果，與判決書上

的情況，仍然有所不同。 

判斷書的不同意見與判決書的不同意見，有不同的存在型態，其構成要

件亦互有不同。事實上，判斷書不同意見，也為仲裁制度帶來不少缺失，過

去對此問題的探討，似乎著重在肯定面。對於少數仲裁人濫用其權利而制作

                                                                                                                                                                     
Goldman, op. cit., p.782, note 163. 
Redfern, Dissenting Opin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20 AI, （2004）, 223. 

註四六：見 Redfern and Hunter, op.cit., 2nd ed., 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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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所造成的負面效果，與仲裁本身因此應負擔的法律後果，則尚未被

深入探討，然而，這些問題之討論，亦是促使仲裁判斷的不同意見制度更加

健全所必要的。 

 

 

 

 

編者按： 

本會95年至97年完成仲裁判斷者共計227件，其中仲裁人提出不同意見

書者計有13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