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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專論》
瑕疵判斷的補救

瑕疵判斷的補救 
─判斷後的仲裁程序 

藍瀛芳* 

判斷主文及事實與理由欄記載的筆誤或誤算難以避免，在仲裁法

的傳統理論中，判斷一經製作完成此判斷立即有既判力，且仲裁人的

職權也隨即解除。因此，仲裁人對此筆誤與誤算皆無權更正。對遺漏

的記載與漏判也無權補正或追加判斷。這項問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才開始有學者注意，並加以探討，而出現補救此瑕疵的新理論。直到

八十年代才開始逐步出現立法。在我國六十年代的立法裡已存在允許

仲裁人自行更正的規定，其理論依據為何，值得玩味！ 

壹、引述 
執行審判工作的自然人在製作其裁判書時難免發生錯誤，諸如書寫的筆

誤、計算的誤差等。這種情事發生在法官的裁判書裡，法院可以隨時自行更

正或依當事人的聲請予以更正。由於法官係代表法院執行審判職務，對於裁

判書的錯誤得由法院更正，不受質疑。各國民事訴訟法皆有此規定，就一般

顯然的錯誤均認法院可以更正（註一）。相反的，仲裁人的職權來自仲裁協

議，且依據仲裁協議與聲明事項執行其職務，而其職務又有一定的期限。因

此，仲裁人於做成判斷與職權期限終了後，對錯誤的判斷即無權更正，縱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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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民事訴訟法第232條即做此規定。詳，請參閱陳計男著，民事訴訟法論(上)，增

訂三版，第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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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機構仲裁時，仲裁機構亦無權更正。這是訴訟法與傳統仲裁法差異的所

在。又，仲裁無上訴制度，判斷書發生脫漏未判的情事時，其救濟途徑與法

院裁判書有脫漏的情形也非完全相同。在此之外，判斷書有非法律人士或不

同法律教育背景人士的參與製作，此判斷書可能發生其表達的文字或用語未

能使當事人知悉，而有待澄清或解釋的問題。這項問題更是法院的判決書所

無。詳言之，判斷書發生上揭判斷瑕疵的情事時，如不能有補救的途徑，將

使判斷不能滿足當事人的期待。如果無任何補救的措施，此判斷將形同有瑕

疵的判斷。這種判斷是否也可以循撤銷判斷的程序來救濟，也是問題。嚴格

分析，這類判斷的瑕疵與判斷的違法有別，應有其獨特的補救措施。這裡將

先從理論面探討瑕疵判斷補救問題的突破，然後探討其補救機構與其權限等

問題，最後敘述其補救的內容。 

一、傳統理論的問題與其突破 
在基本上，判斷的效力有下列兩種層面的問題存在：（i）首先，判斷本

身有既判力，（ ii）判斷在做成時，仲裁人的職權即終了，也就是「仲裁人

職權的解除」（法dessaisissement des arbitres）。這兩種效力，使瑕疵的判斷

無任何補救的機會。這是傳統仲裁法的原則。詳言之，判斷於做成時即發生

既判力，可以由當事人逕自依照判斷意旨履行，也可以依據判斷內容強制執

行。在此效力的基礎下，判斷的主文與其內容當然已確定，而不能有所更

動。再者，仲裁判斷是仲裁庭對其任務的交代，也是全部仲裁程序中最後程

序階段的終了。既然全部程序已終結，傳統上就形容仲裁庭在作成判斷的同

時，仲裁人的職權也隨即結束，為所謂的仲裁人的「職務終了」（ functus 

officio）。既然有此結果，仲裁庭縱使發現判斷書在其主文或是在其理由有

各種錯誤，皆無法自行更正。另者，縱使仲裁庭發現當事人的聲明或請求事

項有遺漏未被判斷，也同樣無權自行追加判斷，予以補正。同樣的，當事人

對判斷書的錯誤或疑惑無權請求仲裁庭更正或解釋，對仲裁庭的漏判基於上

揭法理亦無權請求救濟。這項原則早已見諸羅馬法，也在普通法裡被接受

（註二）。這項仲裁法傳統立場的妥當性，長久以來未曾受到質疑。 

                                                                                                                                                                     
註二：在十九世紀初期，英格蘭即有過不少仲裁人自行更正判斷的案例。法院認為其更正

不能生效，真正有效的判斷還是未更正的判斷。詳細資料，見R. Merkin,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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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判力的原則與仲裁人「職務終了」的立論雖然促使了仲裁人對判斷書

有更加慎重其事的責任，可是人非聖賢，在判斷書的撰寫上難免有誤。如果

持續堅守此原則，對仲裁制度並無益處。基於這項情況必然當然會有學者思

考其改善的途徑，也會引起法院對這種情事的介入。在最後，還會促成相關

立法規範的更新。換言之，這些情況促成上揭傳統立場的變動，使後來判斷

的瑕疵有補救的可能。以下分別就學者、司法實務與立法等三方面對此原則

變動的過程加以觀察： 

在學術方面，仲裁人「職務終了」的原則長期未曾受到質疑，一直到二

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才有法國學者R. Perrot首度發表有關「判斷書的解釋」之

專文，他在文內指出「判斷書的解釋，這項主題到目前為止，還沒引起著者

的好奇。應該說這項問題，也只限於幾希的個案（法院）判決而已」（註

三）。此文即指出這個問題是早已存在的，只是未被思考，而法院已有介入

的個案存在而已。此詳，將述於下段。自此以後，這類探討的論述逐步增多

（註四），且提出各種解決瑕疵判斷問題的意見。例如B. Moreau 就認為在

「 職 務 終 了 」 後 ， 對 於 「 判 斷 書 的 改 善 …… 還 有 仲 裁 人 的 殘 留 權 能 」

                                                                                                                                                                     
Law, Para. 18.117 Note 10, Russell, op.cit., p. 277。 
美國1925年的聯邦仲裁法[section 11]也同樣基此原則，而規定有關判斷書的明顯錯

誤與誤算，由法院予以更正的原則。 
註三：Roger Perrot, L’interprétation des sentences arbitrales, Revue de l’Arbitrage, 1968, pp.7： 

“l’interprétation des sentences arbitrales est un sujet qui, jusqu’à présent, n’a guère retenu 
la curiosité des auteurs. Il faut dire que la jurisprudence en cette matière se reduit à 
quelques décisions isolées.”文內提到的《單獨的個案》(décisions isolées.)見後瑞士法

的情況。 
註四：往後這方面的論述日漸增多，尤其自九十年代後更多。諸如N. Garnier, L’interpréter, 

Rectifier et Compléter les Sentences Arbitrales Internationales, Revue de l’Arbitrage, 
1995, pp. 565； Robert D A Knut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bitral Awards, When is a 
Final Award not Fi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11, No. 2(June 1994), 
pp.99； Ph. Fouchard, Rapport Final de la Commission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 de la 
cci sur le statut de l’arbitre, Bulletin de la Cour Interntionale d’arbitrage de la CCI, Mai 
1996；  Pierre-Yves Gunter, L’Interprétation de la sentence : examen de quelques 
questions à la lumière d’un cas réel, Bulletin ASA, Vol. 4(1996), pp.574；A. Vollmer and 
A Bedford, Post-Award Arbitral Proceeding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15, 
No.1, (1998), p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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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voirs résiduels de l’arbitre …..d’amélioration de la sentence）得行使，使

其對瑕疵判斷有權自行補救（註五）。瑞士學者A. Bucher與P-Y Tschanz也認

為仲裁法雖然無仲裁庭補正判斷的條文，可是仲裁庭應有增進判斷書的殘留

權能（註六）。比利時學者  Horsman 認為仲裁人「職務終了」的原則不能

無例外存在，仲裁庭對瑕疵的判斷應認為有其例外的權能，以便予以補救

（註七）。這些學者的意見當然影響到後來司法的實務與近來的立法。 

在司法實務方面，在各法系下各國的仲裁法皆承認「職務終了」的原

則，因而認為仲裁庭做出判斷後仲裁人的職權即行解除，無權對瑕疵判斷再

度介入。可是在學者的探討中，有認為法院對瑕疵判斷不宜以撤銷或不承認

其有效的方式予以處理，因而法院在受聲請後即須提供補救的途徑。例如瑞

士國內仲裁法（Le Concordat）在此更正判斷問題上雖無明確的條文規定，可

是法院往往依相關法條（Art. 39）在聽取當事人的說明後，認為所說明的有

其適當性者，得將判斷發回原仲裁庭，且限定原仲裁庭須於期限內更正或為

補充判斷。事實上，瑞士法院的這種措施，也引發學者間的正反意見。詳言

之，有持否定說，認仲裁人無此解釋權者（註八），其立論當然與傳統立場

有關。有持肯定說者，認為此解釋為「仲裁人的權能」問題（註九），其主

                                                                                                                                                                     
註五：Bertrand Moreau, Le pronconcé de la sentence entraine-t-il le dessaisissement des 

arbitres  ?, Etudes de procédure et d’arbitrage en l‘honneur de Jean-François Poudret, 
p.453。cite de IAR, Vo0l.16, #4[2001]。 

註六：“...an arbitral tribunal retains some residual powers….,in particular the power… to 
interpret or correct the award…”from A. Bucher and P-Y Tschanz,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1989, p.134。 

註七：引自 Besson et Poudret, op.cit., p.727, note 303 et note 304。 
註八：Thomas Rueede-Reimer Hadenfeldt, Schweizerisches Schiedsgerichtrsrecht, 2.Aufgabe, 

Zuerich, 1993,p. 309。 
註九：按瑞士邦聯的國內仲裁法(Le Concordat)並未對此問題的處理有明文規定，其第39條

僅規定於判斷有瑕疵時得訴諸管轄法院予以更正或補充而已。可是在八十年代出版

的相關著作皆認為仲裁人依該條的規定，也有權更正或補充其判斷。於此同時，聯

邦法院的判決也符合這項論點，判認仲裁人得於判斷書備查後，三十天內有權就瑕

疵判斷予以更正與補充[以上相關論文與法院判決見上揭Gunter文的註6、註7]。至於

其規範國際仲裁的國際私法第十二章內，並未規範到仲裁人更正或補充判斷書的條

文，更無上揭規範國內仲裁事件的類似第39條的條文，可是已有不少學者著文主張

解釋判斷為仲裁人的權能[見同上Gunter文的註12到註14]。而聯邦法院也支持肯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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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論為：（ i）  聯邦法院已認定解釋判決係一項通常適用的程序規則，縱

使沒有明文的規定，適用於法院的這項原則也同樣得適用於仲裁庭；（ ii） 

依照聯邦法院組織法第145條的規定，判決的解釋權歸該裁判的法庭（此原

則於此也得類推適用於判斷事項）；（ iii）仲裁人能比任何人都更妥當的解

釋自己的判斷（註一○）。詳言之，在肯定仲裁庭對瑕疵判斷有補救權能之

餘，還進一步肯定只有原仲裁庭才是具提供補救措施權限的妥善機構。再

者，英格蘭法也認同仲裁人於做出終局判斷時即「職務終了」，而無權更正

此判斷，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註一一）。為了

使此窘境能有所改變，以符合實際需要，在十九世紀中葉法院即將此瑕疵判

斷發回原仲裁庭，由其重新審核（註一二）。在1889年國會才通過法律授權

仲裁人，就此瑕疵得由仲裁庭自行更正（註一三）。二十世紀到五十年代的

仲裁法（s.17），立法者認同法院實務的作法，允許仲裁庭就輕微的書記的

或筆記的錯誤（clerical nature）以更正「抄寫錯誤」（to correct “slips”）做

處理。可是於遇到較嚴重的錯誤時，法院則認為當事人不能以雙方合意方式

要求更正，仲裁人更無權處理，而只得由當事人聲請法院將該瑕疵判斷發回

                                                                                                                                                                     
的立場。 
參閱P.Lalive, J-F Poudret, Claude Reymond Le droit de l’arbitrage interne et international 
en Suisse, Lausanne, 1989, Art. 39 du Concordat。 
以上資訊與詳細內容，請參閱Pierre-Yves Gunter, L’Interprétation de la sentence : 
examen de quelques questions à la lumière d’un cas réel, Bulletin ASA, Vol. 4(1996), 
pp.577-578。 

註一○：P-Y Gunter, op上註專文, p.579。 
註一一：“Once an award is made in final form an arbitrator or umpire is functus officio and 

cannot in consequence reopen the award unless the award is remitted by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or by order of the court exercising the jurisdiction arising under s. 22 of the 
Arbitration Act 1950.” -- cited from D.R. Thomas, The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appeals from arbitration awards, LLP, 1995, p. 291. 此頁note 3即記載十九世紀初的

判決。 
註一二：英格蘭法院到十九世紀中，也無能為力去面對此情況，那時只能依程序法發回原

仲裁人去重新審核(to the “reconsideration and redetermination”of the arbitrator )而
已。詳，見Russell, p. 305。 

註一三：Merkin, op.cit.,para 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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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仲裁庭更為處理（註一四）。這種發展情況，同樣見於九十年代以後的美

國法。詳言之，九十年代中以後，美國聯邦法院認為更正瑕疵判斷與解釋使

判斷完善為仲裁人固有的權能（inherent power）（註一五）。美國法有此變

動不能謂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務仲裁模範法（以下簡稱模範

法） [Art.33]的立法無關，可是對此補救的程序模範法設有明確期間的限制

（詳後述），而美國法僅要求須於「合理時間內」（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為之而已（註一六）。 

至於在立法方面，由於問題論述的普遍與時機的成熟，已開始見於八十

年代的國內立法，諸如法國法[Art. 1475（2）]、比利時法[Art. 1702（3）]、

荷蘭法[Art.1060更正 , Art.1061追加判斷 ]等已加以規範。約相同期間的聯合

國立法[AR Art35（1）,Art. 36（1）, ML Art. 33]，亦同。詳言之，目前幾乎

所有新仲裁法皆有了這類規定，惟獨瑞士的國際私法第十二章內尚無此規定

（註一七）。 

在這問題上，較值得參考的實例為國際商會的情況。按在仲裁實務界向

來對仲裁規則富有革新氣息的國際商會，一直認為自己的仲裁規則為了防止

判斷書有錯誤或遺漏等情事以及為確保判斷書能生效且執行，早已有事前審

核判斷書草案的機制，這項機制足以匡正判斷書的可能缺失，因而直到其

1988年的仲裁規則內皆認為無需設立條文予以規範。事實上，這世界上並無

十全十美的制度，國際商會的判斷發生錯誤的情況還是難免，因而也出現有

待更正的案例（註一八）。因此，1996年國際商會決定修訂其仲裁規則時，

                                                                                                                                                                     
註一四：引自 National Report – England by Johan Steyn, Yearbook Comm. Arbitration, Vol. 

VIII(1982), pp. 25-26。 
註一五：九十年代後的聯邦法院有關判決不少，諸如Teamster Local 312 v. Matlack, Inc.,118 

F 3d 985,991-992(3rd Cir.1997); Clarendon National Insurance Co. v. TGI Reinsurance 
Co., 183 F.R.D. 112, 115-116 (S.D.N.Y. 1998)等。詳，請閱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Vol. 11,Nos.1-2 (2000), p. 238 note 150。 

註一六：同上註p.238。 
註一七：瑞士學者即指出瑞士是歐洲唯一無此立法規定的國家，可是瑞士的法院在實務

上，並未因而排除仲裁人對判斷的更正與解釋。詳，見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A Rigozzi, Corr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eld 
in Switzerland, IAR, April 2001, p.25. 

註一八：例如 ICC Case No.6653(1993), Note Arnaldez, Collection of ICC Arbitral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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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這項問題列為其修訂的目標。目前的新規則第29條已很明確的規範了仲

裁庭對瑕疵判斷有更正與解釋的權能（註一九）。 

仲裁法的發展既然已承認判斷做成後，仲裁程序尚未完全終止或仲裁庭

的權能得部分恢復或續行以處理一些善後問題，這種判斷後還得進行的程序

通稱為「判斷後的仲裁程序」（post-award arbitral proceedings）。至於這種

程序發生的理論基礎為何，恢復或續行後仲裁庭的權限為何，以及此程序的

性質與型態為何皆須加以探討。以下分別就此做敘述內容。 

二、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之理論基礎 
判斷既然是仲裁程序最終階段的結束，判斷做成時仲裁人的職權期限也

告終了，使仲裁人不再有任何權能以進行其他程序。這項傳統原則在現行法

中已被修正，其詳已述如上。換言之，目前的法律已允許仲裁庭對瑕疵判斷

有補救的權限，至於「判斷後的仲裁程序」的發動是依據什麼法理，也是有

待進一步的探討。依照現行法所呈現的情況觀察，有以下兩種依據： 

（一）基於當事人的約定 
當事人皆期盼仲裁人的判斷能發生效力，既然判斷因仲裁人的疏忽而發

生錯誤或漏判，當事人有權依原來的仲裁協議請求仲裁人續行其程序，以補

正瑕疵的判斷。英格蘭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仲裁法[s.17]所規定的原則即認

為仲裁庭的更正須經當事人的同意，即依此法理。目前的新法[s.57（1）]也

採用同樣的立場，認為這是當事人間的約定事項（註二○）。在判斷中如有

漏判，此判斷是否須有追加判斷也是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當事人得同意仲

裁庭不予以追加判斷或使於特殊情況時才做追加判斷（註二一）。在沒有法

條規定的情況下，這項進行判斷後仲裁程度的法理依據只能建立於當事人的

約定。 

嚴格觀察，這項論點並不完全正確，因為縱使當事人間有此約定，可是

                                                                                                                                                                     
1991-1995, p.525。 

註一九：Y. Derains and E. Schwartz, op.cit., p.299。 
註二○：R. Merkin, op.cit., Para.18.118, Series No. 47, 7 Sept. 2007. 
註二一：R. Merkin, op.cit., Para.18.124, Series No. 42, 5 De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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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並不一定會承認其做出的判斷有瑕疵，而願配合再行介入，以迎合當

事人的期待。 

（二）基於法律的規定 
基於法律的規定，也可謂其係目前仲裁法當然允許的道理。換言之，目

前有了法律的明文規定，一方面使當事人就瑕疵判斷的補救有聲請補救的依

據，另一方面也使仲裁庭有遵循的依據，使其對瑕疵判斷有了明確的補救權

限。 

詳言之，於有法條規定的情況下，不僅使當事人就瑕疵判斷有請示補救

的權利，而且也使仲裁人就此判斷有予以補救的義務。 

三、 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權能之限制 
在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權限範圍為何，也值得探討。在程序

續行後，此類仲裁庭的權能是否與一般仲裁庭相同，在其權能的行使上是否

受到期限的限制等等，皆有探討空間。 

基本上，這種特殊的仲裁庭係針對瑕疵判斷的存在而出現，其恢復的程

序也僅在此瑕疵判斷的補救。因此，這種仲裁庭的權限與其補救的期限皆受

有限制，而與一般仲裁庭的權限不同。以下分別觀察： 

（一）在權能的限制方面 
在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權能僅限於對特定判斷瑕疵的補救，

因此法律往往會規範其權能行使的範圍。在這項範圍上，有下列三種立法型

態（見A、B、與C）： 

A. 僅限於判斷的更正而已 
這是指在判斷後所進行的程序中，仲裁庭僅能對判斷書做更正。例如世

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仲裁規則[Art. 66]、倫敦國際仲裁院舊仲裁規

則[old Art. 17（1）]等皆僅規定有「更正」權而已。換言之，仲裁庭對判斷無

解釋權或其他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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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得更正與解釋判斷或得更正與追加判斷者 
這是指此仲裁庭在更正判斷外僅得另做解釋或追加判斷而已。法律規定

仲裁庭的權能及於判斷的更正與判斷的解釋者，例如美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

[Art.31]規定「更正」或「解釋」，國際商會仲裁規則有更正與解釋權 [Art. 

29]；另規定仲裁庭得更正判斷與追加判斷者，例如荷蘭法有更正[Art. 1060]

與追加判斷[Art.1061]、英格蘭法[s.57 更正判斷或追加判斷]、倫敦國際仲裁

院新仲裁規則[ Art. 27]。詳言之，在後項立法型態中，法律不允許仲裁庭有

判斷的解釋權。 

C.及於判斷的更正、解釋與其追加者 
在此程序中，仲裁庭有較寬廣的權能，在判斷的更正及解釋之外，還將

其包括追加或補充判斷。例如法國法 [Art.1475（2） ]（註二二）、德國法

[Art.1058]、瑞典法[Art.32]、美國仲裁協會國際仲裁規則[Art.30]、倫敦國際

仲裁院規則[Art.27]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1976年的「仲裁規則」（以下

簡稱聯合國仲裁規則） [Art.35, Art.36]以及1985年的「模範法」（以下簡稱

聯合國模範法）[Art. 33]等。 

D.綜合觀察 
現代法已普遍承認判斷書有文字或計算等的錯誤時，原仲裁庭可以有權

更正的原則。至於判斷書上的漏判問題也開始逐步接受原仲裁庭有權予以補

充判斷，而不再以「怠權判斷」的違法情況處理。關於判斷書內有曖昧欠明

的情況發生時，原仲裁庭很明確的無權自行解釋，此情況是否可接受當事人

的聲請而予以解釋，在立法上還有少數立法持保留的立場。總體而言，原仲

裁庭在判斷後程序的權限僅有此三類型而已。 

在理論與實務上，判斷的更正與追加並不衍生重大問題。相反的，判斷

的解釋問題則不單純。一般而言，更正判斷僅是判斷書的外部問題，使效力

                                                                                                                                                                     
註二二：按此條文係有關國內仲裁事件的規定。在有關國際仲裁事件的條文[Art.1495]內，

並未將此條[Art. 1475]規定列為保留適用於國際仲裁之內，致使該規定是否也適用

於國際仲裁事件問題，在法國發生困擾。資料，見Fouchard etc, op.cit, p.788, 
para.1414。探討專文，見此頁(註188-1) N. Barnier, Interpréter, rectifier et compléter 
les sentences arbitrales internationales, Rev. arb., 1995,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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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與更明確。而判斷的解釋有時涉及原仲裁庭對自己內心的更新解釋，此

解釋有時變動原本的意思，影響到原判斷的效力，有時使原已確定的判斷變

成未確定（註二三）。 

因此，有些立法尚未予以接受即此理由。 

（二）在期間的限制方面 
發現判斷瑕疵後所進行的程序僅有短暫的期限，且不屬原仲裁庭權能期

間的範圍。立法之所以有此規定主要在明確仲裁判斷的效力，不允許判斷處

於不確定的狀態。又，這種判斷後所進行的程序受到多層的限制。首先，在

發動判斷後的程序上受到短期期限的限制。瑕疵為仲裁庭自行發現或由當事

人發現皆須於短期內發動此程序。再者，仲裁庭在受理或被發動而進行此程

序後，須在短期內有其必要的措施，即予以駁回或完成補救措施。 

在此期間的限制上，各國立法有所不同，以下就此期間限制的規範型態

分述之： 

A.依照補救措施的不同而異其期限 
這是指利害關係人對瑕疵判斷提出其補救的期限以及仲裁庭須完成此補

救的期限。在立法上採用此區隔的如瑞典法[Art. 32]，其內容如下： 

（a）利害關係人對瑕疵判斷提出其補救的期限 

仲裁人或其他任何利害關係人如發現判斷書有各種錯誤或漏判等情事

時，須於判斷書宣示後三十天內請求更正判斷或追加判斷。如當事人之一方

在收到判斷書後三十天內請求時，仲裁庭得更正、追加或解釋判斷 [Art. 32

（1）]。 

（b）仲裁庭須完成補救的期限 

因當事人一方的請求更正或解釋判斷者，仲裁庭的決定應於接到請求後

三十天內為之。其為追加判斷者，於六十天內為之[Art. 32（2）]。 

 

B.依照程序發動人的不同而異其期限 

                                                                                                                                                                     
註二三：此案例，可參閱 R. Knut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bitral Awards – When is a Final 

Award not Final?, JIA, Vol.11, No.2(June 1994), pp.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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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指補救程序的期間，因由當事人的發動或是由仲裁庭的發動而不

同。英格蘭法[s.57]即採用這種特殊的規則。以下依其情況分述之： 

（a）由當事人發動者 

除當事人間另有更長的期限約定外[s.47（4）]，當事人須於收到判斷書

後 二 十 八 天 內 向 仲 裁 庭 聲 請 。 除 當 事 人 間 另 有 更 長 的 期 限 約 定 外 [s.56

（6）]，仲裁庭須於原判斷做成日起五十六天內完成其補救措施。須注意的

是，這裡的五十六天不是由當事人提出其聲請後起算，而是由仲裁庭做成其

原判斷日即時起算。 

（b）由仲裁庭自行發動者 

此時仲裁庭應進行補救措施的期限，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須於原來的

判斷書做成日起算的五十六天內。 

以上各項期限為原則性的規定，這項期限規定得由當事人或仲裁庭聲請

法院予以延長[s.79]。 

四、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之特徵 
判斷後的仲裁程序為仲裁程序中特有的機制，欲瞭解此程序的特徵，最

好的方式是透過與其類似的制度做比較觀察。詳言之，判斷的瑕疵與判斷的

違法有些相似，以下即以此做觀察的方法。按仲裁庭在做出判斷後，其相關

的程序有下列兩種：（1）一種是判斷有錯誤或疏忽等瑕疵所進行的補救程

序。此程序即指判斷後的仲裁程序；（2）另一種是判斷有違反法律規定的

事由，其救濟程序即是指撤銷判斷的程序。 

以上兩種程序的相同點為同樣發生在判斷後的程序，且須於一定期限內

發動。可是兩者間有下列的區別： 

（1）判斷瑕疵的補救與其程序，由原仲裁庭續行。而判斷的違法的救

濟則由判斷地的管轄法院審理與執行； 

（2）判斷瑕疵的補救程序，無相對人，因而不一定有審理庭的召開。

判斷的違法救濟是另外一種訴訟法的程序問題，且有對造； 

（3）判斷瑕疵的補救程序由原仲裁庭續行，其目的是在使判斷更完

善，更有效力，為一種積極的行為。而判斷的違法所提出的訴訟則完全相

反，使判斷不能生效。 

就整體而言，撤銷判斷的程序與仲裁程序完全分離，而判斷的瑕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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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進行的程序則是由原仲裁庭對原來程序的延續。另者，此續行的判斷後仲

裁程序並不發生仲裁費用的問題。詳言之，因仲裁人疏忽所發生判斷的瑕疵

而衍生的程序不能令當事人負擔此程序費用。因此，聯合國的仲裁規則[Art. 

40（4） ]即宣示仲裁庭就解釋、更正與追加等程序不得要求「追加費用」

（additional fees）（註二四）。 

五、補救措施的類型  
在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權能範圍受有限制。在此限制內容與

範圍上各國仲裁法與仲裁中心的仲裁規則各有不同。其詳，已述於前 [三、

（一）]。至於這三種補救措施是否有相同的程序或是各自有其程序，各國的

制度互有不同，因而難以一概而論。例如模範法[Art.33]即將三種程序置於同

條規範，只將追加判斷的期限延長，其他程序大致相同。瑞典仲裁法[Art.32]

規定判斷有瑕疵時，於判斷後三十天期限內，由仲裁庭自行更正或由當事人

於此期限內聲請更正、解釋或追加判斷。這一條文也顯然地將三種程序合併

規範，當事人有相同的三十天聲請期限與程序。其間的差異只在仲裁庭就更

正與解釋須於三十天內做成，而對追加判斷的期間則為六十天而已。詳言

之，仲裁庭認為聲請有理由時，須於收文三十天內為更正或解釋的判斷，其

有追加判斷者，得於收文六十天內做出其判斷（註二五）。 

為方便敘述，將這三種不同類型的救濟措施與其程序，分別說明。 

                                                                                                                                                                     
註二四：有學者認為倫敦國際仲裁院的仲裁規則雖無這方面的條文，仲裁院認有合理情況

時，得令當事人負擔此部分的程序費用。見，I. Dore, The UNCITRAL Framework 
for Arbitration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Graham & Trotman / Martinus Nijhoff, 
p.1993, p.43。 

註二五：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規則則上依此立法規定以其第41條與第42條分別規定更

正與解釋以及追加判斷的程序。其內容如下： 
(i) 關於更正與解釋程序[Art.41] 

當事人於接獲判斷書後，認判斷書的文字或計算等有錯誤或是對判斷書內的特
別點或部分有待仲裁庭澄清時，得於三十天內向仲裁庭聲請更正或解釋。仲裁
庭須於收文三十天內予以更正或解釋。仲裁庭發現有上揭情事時，也得於判斷
做成後三十天內自行更正或解釋。此更正或解釋應以書面做成。 

    (ii)關於追加判斷程序[Art.42] 
當事人於收取判斷書後三十天內就其聲明漏未被判斷部分聲請仲裁庭為追加判
斷，並將聲請書副本送他方。仲裁庭認為聲請合理時即須於六十天內做出追加
判斷。仲裁院主管(Board)認為有必要時，得將此六十天的期限予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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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正判斷 
 
1. 意義與目的 
這 是 指 仲 裁 庭 的 判 斷 書 內 有 誤 繕 、 誤 算 或 其 他 類 似 錯 誤 （ clerical, 

typographical, computational or similar error）等情況存在，為了將此錯誤修正

為與仲裁庭原來的意思一致，就須做出更正的判斷。事實上，此所更正的範

圍，並不以抄寫、印刷與計算數據的錯誤為限，仲裁庭只要認為判斷與其評

議時的原來意義或內容有不符合者，如日期、計算公式等有誤，皆可以加以

更正。詳言之，做此更正後才能使將來執行的判斷與仲裁庭的真意相符合。

須注意的是，有時當事人會利用更正的手段來達成變更判斷實質內容的目

的。仲裁庭對此情事宜有所注意，也因此在立法上對更正原則有所限制。 

2. 立法例 
判斷的更正有以上所述目的，由於這是較普遍存在的判斷瑕疵，使此機

制具有普遍性。目前除了瑞士法之外，幾乎所有國家的仲裁法皆設有相關的

規定，諸如法國法[Art.1475]、荷蘭法[Art. 1060]、義大利法[Art. 826]、德國

法[Art. 1058]、英格蘭法[s.57]、瑞典法[Art.32]等。在國際立法上有聯合國的

仲裁規則[Art.36（i）規定「在收受判斷書後三十天內，當事人的一方得請求

仲裁庭就判斷書內有誤繕、誤算或其他類似錯誤為更正的判斷，並通知他

方。仲裁庭在通知後也得自行為錯誤的更正判斷」。同條第二項規定「更正

應以書面並依據第32條第2項到第7項（有關判斷的程序與要求）等方式為

之」（註二六）。 

模範法第33條原則上依據仲裁規則第35條到第37條的範例加以整合，對

                                                                                                                                                                     
註二六：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 36： 

1.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receipt of the award, either party, with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request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correct in the award any error in 
computation, any clerical or typographical errors, or any errors of similar nature.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award make 
such corrections on its own initiative. 

2.Such correction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32, paragraphs 2 to 7, 
[setting out various procedural and other requirements for an award] shall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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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措施設有五款規定。就判斷的更正上規定[Art.33（1）a]除非當事人另有

期間的約定，當事人對錯誤的判斷應於收悉後三十天內聲請仲裁庭更正，並

將副本送達他方。仲裁庭認聲請合理時，須於三十天內予以更正 [Art. 33

（2）]。仲裁庭認為需要時得延長此期限[Art.33（4）]。 

仲裁機構的立法方面，幾乎所有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皆有此規定，諸如

國際商會規則[Art.29]、美國仲裁協會規則[ AAA Rules 30]、倫敦國際仲裁法

院規則[LCIA Art.27]等即此。 

3. 更正的程序 
由以上規範內容可見更正的聲請由當事人提出者，須以書面為之，其由

仲裁庭自行發動時，則無此需要。仲裁庭在接獲一方當事人的聲請後，應使

他方當事人有表示其意見的機會[瑞典法Art.32（3）]，並於一定期限內做出

許可或駁回的決定。關於此期間問題，各國規定並不一致。瑞典法與英格蘭

法的規定，已述如前。以下再就更正程序進一步分析之。 

多數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規定當事人須於接獲判斷書三十天內，向仲裁

庭請求更正判斷書中的誤算、抄錄上或印刷上的錯誤以及其他類似性質的錯

誤，並將其通知他方。如聯合國仲裁規則 [Art.36]、美國仲裁協會仲裁規則

[Art.30]、倫敦國際仲裁規則 [Art.27]等。荷蘭仲裁協會，亦同，不過此三十

天以判斷向法院報備日起算[Art.50,1,b]。至於在通知他方當事人方面，大多

數皆規定向仲裁庭聲請時將其副知他方即可，可是荷蘭制度則採聲請人向仲

裁機關或其主管處提出聲請後，再由其通知仲裁庭並同時通知他方。 

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規則[SCC Rules rule31]規定有法律所規定的錯誤情

事存在者，仲裁庭應自行更正，其規則還規定當事人得於仲裁庭為更正前，

到庭陳述意見。其規則並未規定當事人得聲請更正，而只要求仲裁庭自行發

現予以更正，可見在實務上當事人也有可能以非正式的方式聲請使仲裁庭自

行更正。 

除以上之仲裁庭應自行更正之例子外，大多數規則均規定仲裁庭得自行

更正。UNCITRAL 仲裁規則還規定須於接受聲請三十天內更正。倫敦的規

則則規定須在判斷後三十天內自行更正（LCIA art.27.2）。荷蘭規則對於部

分或終局判斷則規定在判斷書報備後三十天內更正（NAI art.52），其對中間

判斷的錯誤則未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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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會規則的更正程序與其他仲裁機構不同，此仲裁機構依規則

[Art.29]對判斷的事前審核及於一切判斷。換言之，也及於此更正判斷。因

此，仲裁庭所更正的判斷，其草案也須依規定[Art.29]在三十天內呈送仲裁院

獲取核可（…provided such correction is submitted for approval to the Court 

within 30 days of the date of such Award”）（註二七）。 

依照模範法[Art.33（4）]，判斷的更正以判斷的形式[Art.31]做成。大多

數國家的立法與仲裁規則皆循此原則。 

（二）判斷的追加或補充 

1. 意義與目的 
這 裡 所 謂 的 追 加 判 斷 或 補 充 判 斷  （ additional award / supplemental 

award）有可能是指以下兩種情況之一的判斷﹕ 

（1）對部分判斷（partial award）的追加或補充（註二八） 

這是指仲裁庭對當事人的請求或聲明在先做出部分判斷後，為了符合當

事人所提出的全部聲明的內容，對尚未判斷的聲明事項後來再做出追加或補

充的判斷。這裡所謂的「部分判斷」是指實體上的判斷，其不同於程序性的

「中間判斷」。可是仲裁庭如果曾以「中間判斷」名義做出實體判斷時，就

尚未解決的爭議事項亦得在後來以實體的追加或補充判斷予以補全，使前後

判斷的內容可涵蓋當事人所提出全部聲明。 

（2）對終局判斷（final award）遺漏的追加或補充 

這是指仲裁庭在其所做出的單一的終局判斷中對當事人的聲明有漏判的

情 況 。 事 實 上 ， 於 有 此 情 況 發 生 時 ， 即 發 生 所 謂 「 怠 權 判 斷 」（ infra 

petita）的違法問題。 

就以上兩種情況觀察，仲裁庭在做出部分判斷後，得於其職權期限屆滿

前做成追加判斷，以完成其應盡的職責。如果在其職權期限屆滿前未追加其

                                                                                                                                                                     
註二七：見Derains and Schwartz, op. cit., p.299。 
註二八：按仲裁程序富靈活性，允許仲裁庭依事件的特殊性，在不同的時程中做出不同的

判斷，即以各別的判斷解決各別的問題，也允許對聲請人之一方或對反聲請人之

一方為判斷。這些皆屬部分判斷。此具體立法例，可參考英格蘭法[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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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者，即構成其職務的違反，得就其部分判斷提出撤銷之訴訟。在實務

上，這種情況鮮少發生。仲裁庭在做出終局判斷時，發生漏判的「怠權判

斷」之主要理由有二：（ i）對自己審判權的誤認，與（ ii）疏忽的漏判。如

果是出自不當的審認，以為仲裁協議無效或失效而發生的漏判，縱使當事人

聲請追加判斷也將不會被接受。對此程序的救濟途徑只能循撤銷判斷之訴

訟。如果漏判係非出自仲裁人對仲裁審判權的不當審認，而是一時的疏忽，

仲裁庭自己發現有此漏判或經當事人聲請而接受追加判斷時，且在其權限尚

未屆滿者，這時宜允許有補救的機會，而不宜以撤銷判斷的方式處理（註二

九）。詳言之，對仲裁庭的漏判如能以補救程序補正者，即不宜以仲裁人違

背職務等方式處理，以符合快速與經濟的功能。換言之，法院判決的遺漏有

可能在上訴審加以補救，但仲裁沒有上訴制度，則判斷的漏判無法院或其他

仲裁庭可加以救濟。因此，對此問題的處理與思考方法，應與法院判決遺漏

的情況不同。如果判斷有漏判情事發生而能使其有追加或補充的機會，確有

避免判斷被撤銷的功能，也有促使其快速與經濟解決爭議的功能。 

2. 立法例 
在此立法例上，以聯合國的仲裁規則第三十七條最具典型。其條文規

定： 

「在收到判斷書三十天內，當事人須對其所聲請而在仲裁程序中被判斷

所遺漏者，得聲請仲裁庭為追加判斷，並將之通知他方」。「如仲裁庭認為

聲請追加的理由合理，且認為此遺漏可無需開庭審理即予以補充者，須於收

到聲請六十天內完成此判斷」（註三○）。在模範法上就追加判斷即規定

                                                                                                                                                                     
註二九：關於怠權判斷的撤銷理由，見Sophie Crépin, Les sentences arbitrales devant le juge 

français, LGDJ, 1995, pp.240-242。 
註三○：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37: 

1.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award, either party, with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request the arbitral tribunal to make an additional award as to claims 
presented in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but omitted from the award. 

2. If the arbitral tribunal considers the request for an additional award to be justified and 
considers that the omission can be rectified without any further hearings of evidence, 
it shall complete its award within sixty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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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33（3） ]，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當事人之一方收到判斷書後三十天

內，就遺漏未判的聲明請求仲裁庭追加判斷，並將副本送他方。仲裁庭認聲

請合理須於六十天內做此判斷。此期限得自行延長[Art.33（4）]。 

除了以上所舉的UNCITRAL仲裁規則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外，一些重要的

國際仲裁機構因重視此問題，也都在其機關的仲裁規則中加以規範，如美國

仲裁協會國際仲裁規則 [AAA Rules Art.30]、倫敦國際仲裁法院規則 [LCIA 

Rules Art. 17.3]、荷蘭仲裁協會規則[NAI Rules Art.53]、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

仲裁規則[SCC Rules Art.31]等。  

如果看到上面立法，也可想像其有一定的條件。當事人必須就仲裁程序

進行中所提出的聲明為其追加或補充的內容，而不能提出新的聲明或論點，

須有如此規範才可防止此制度被濫用。例如在仲裁程序中，當事人只聲請賠

償，且就其計算與金額為辯論。因此，當事人在收悉判斷書後，不但一方不

能以他方有返還特定的標的物為理由，再聲請要求追加其返還的判斷（形同

新的聲請），他方也同樣不能以既然要支付賠償金，而從程序中未曾提出的

抵銷抗辯在此要求追加或補充判斷才願支付的請求（形同新的反聲請）。如

果其在程序中曾提出反請求而被駁回者，亦同。值得一提的是，國際商會為

防止這項濫用的發生，在舊規則內未加規範，因而在現行1998年的新規則

內，也無追加判斷的措施。詳言之，新規則[Art. 29]設有更正判斷等規定，

完全是為配合第35條的期待其製作的判斷能夠發生效力的需要。惟仲裁庭在

製作此判斷時，也須遵循一般製作判斷的程序（註三一）。 

3.追加判斷或補正判斷的程序 
在此程序上，有下列問題須處理。關於提出聲請追加或補充的期限方

面，大多數規則皆規定當事人須在收悉判斷書後三十天內提出追加或補充的

請求，並將其通知對方。而荷蘭仲裁協會的規則（Art.53）則規定以判斷書

提報法院日起算三十天內請求，至於此事實則由仲裁機構通知仲裁人與對

造。而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的仲裁規則（Art.31）則規定受理的仲裁庭須通

知他方，並使雙方都有表示其意見的機會。由此可見，在此程序中，仲裁庭

認為有需要時還得重新開庭審理與審酌證據。這是在此程序中有延伸期限的

                                                                                                                                                                     
註三一：Y. Derains and E. Schwartz, op. cit.,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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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註三二）。 

至於受理的仲裁庭對追加或補充判斷的製作或其是否有製作期限的限制

各規定不一。UNCITRAL （AR Art.37）  IAC（Art.37）規定在受聲請後無

須開庭審理時，須於六十天內做出判斷。倫敦仲裁（Art.27.3）則規定六十天

內做出，美國（AAA Art.30）則限定在收件後三十天內。   

（三）判斷的解釋 

1. 意義與目的 
所謂判斷的解釋（ interpretation）是指仲裁庭就其判斷書內，因使用的

文字或詞句曖昧欠明確（ambiguities），而需要予以澄清（clarification）。

因為仲裁庭在所製作的判斷書中也許使用了曖昧的文字，使當事人或他人無

從瞭解仲裁庭的意思，這時仲裁庭可以透過解釋再做清楚說明。這種情況在

國際仲裁事件中，有較多的可能性。因為仲裁人所使用的語言不一定是自己

的母語，其於判斷書內有此情況存在時，更是需要另外予以解釋與澄清。例

如，仲裁人使用其特殊的法律用語或特殊的計算方式，使當事人或執行法院

不能知悉時，往往需要仲裁人的解釋予以澄清。須注意的是，判斷的解釋既

然是仲裁庭對自己做出判斷書的解釋與澄清，這種解釋與澄清在方法上就須

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涉及原判斷書上的爭點與其判斷的理由。如果解釋與

澄清牽涉到判斷書的爭點或其理由時，那就不屬於解釋的問題，此行為將有

不良的後遺症。因此解釋的仲裁庭應小心謹慎，並避免因解釋而引發其他不

必要的誤會。另值得注意的是，判斷書欠明確而有需解釋的，通常是指這種

欠明確的事實係存在於判斷主文的情況而言。因為判斷的理由欠明確，並不

影響到其執行，有此情況即無需訴諸此程序（註三三）。 

通常一種判斷牽涉到長期契約關係的維護時，仲裁庭也可能藉此解釋的

方法協助此關係的建立。例如在有關租金的調整、定期利息的計算等事件的

判斷有時利用解釋的方法，排除一些誤會並使雙方在履約上能建立更佳的契

約關係。 

                                                                                                                                                                     
註三二：關於此立法理由，參閱模範第33條的註釋。 
註三三：Fouchard etc. op.cit., p.789 ,para.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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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法例 
在這項問題的立法例方面，聯合國的立法也屬典型。仲裁規則第35條規

定：「1.在收到判斷書三十天內，當事人之一方得聲請仲裁庭對判斷給與解

釋，並將之通知他方。2.在收到聲請後四十五天內應以書面做出解釋。解釋

成為判斷書的一部分，並應適用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到第七項之規定」（註三

四）。 

模範法也規定[Art.33（1）b]如經當事人同意後，當事人之一方得於收到

判斷書三十天內，就判斷書的特殊點或部分請求仲裁庭予以解釋。仲裁庭認

為所請求合理，即須於三十天內予以解釋。經此解釋即構成判斷書的一部

份。 

採 用 類 似 於 此 的 立 法 尚 有 世 界 銀 行 仲 裁 中 心 的 規 則 [ICSID Rules 

Art.50]、美國仲裁協會國際仲裁規則[AAA Rules Art. 30]、瑞典斯德哥爾摩商

會規則[ SCC Art. 31]等。 

3. 請求解釋的程序 
由以上立法內容可見解釋的程序僅由當事人發動聲請，與其他兩種程序

也得由仲裁人自行發動者不同。在期間方面，就大體而言，多數仲裁機關的

仲裁規則皆要求當事人應於收到判斷書三十天內，提請仲裁庭解釋，並通知

對方當事人[UNCITRAL AR Art. 35、 AAA,IAR Art.36]。而瑞典仲裁協會的

仲裁規則則規定向協會聲請，再由協會轉知仲裁庭以及他方當事人 [SCC 

Art.31]。仲裁庭還須允許當事人到庭陳述其意見。至於仲裁庭做成解釋的時

間，一般規定為收文後三十天內，也有規定須在四十五天內做成者[如聯合國

仲裁規則Art.35]。 

在立法上尚欠明確的瑞士，其全邦聯工商會所共用的「瑞士工商會仲裁

規則」就對判斷的解釋有明確的規定，此規則[Art.35]規定當事人於接獲判斷

                                                                                                                                                                     
註三四：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35： 

1.Within thirty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award, either party, with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request that the arbitral tribunal giv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ward.  

2.The interpretation shall be given in writing within forty-five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the request. The interpretation shall form part of the award and provision of art.32, 
paragraphs 2 to 7, shall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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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三十天內得向仲裁庭聲請解釋其判斷，並將聲請書副本送他方當事人。

仲裁庭在接獲聲請書後得訂定期限請他方當事人表示其意見，此期限通常不

超過三十天。仲裁庭於接獲聲請書後之四十五天內以書面做其解釋。此解釋

以判斷書的形式做成，且適用判斷書之形式與效力的相同規則。 

有待補充的是，過去的國際商會與倫敦國際仲裁院的規則皆未設立有關

解釋判斷的規定。前者之未設規定是因其仲裁院對判斷的草案有先行審核的

機制，排除了判斷書錯誤與遺漏的機率。可是其錯誤與遺漏的情事並未因而

消失，其情況已述如前。因而1998年的新規則[Art.29]，即加以規範。但是後

者到1998年的仲裁規則還是維持原狀，未有明文規範。依據國際商會的新規

則，當事人於收悉判斷書後三十天內，得向秘書處請求解釋，並將副本送他

方與仲裁庭。仲裁庭應允許他方於三十天內對聲請解釋事有表示其意見的機

會。如果仲裁庭決定就請求予以解釋時，應於接到他方意見後三十天內做解

釋，並將其解釋草案送仲裁院請求核可。仲裁庭的這項解釋以「追加書」

（Addendum）的形式做成，且構成原判斷書的一部分[Art.29（3）]。 

綜合而言，判斷的解釋由仲裁庭以判斷書的書面形式做成，此解釋構成

判斷的一部分。與一般判斷相同，對所有當事人有判斷書的拘束力。在聯合

國的兩項相關立法中，既未排除仲裁庭於接獲當事人聲請後以評議進行此解

釋，亦未排除仲裁人得發表不同的解釋意見（註三五）。此見判斷的解釋另

有探討的空間。 

貳、「判斷後的仲裁程序」之濫用與其預防 
更正判斷、補充判斷（或追加判斷）也是判斷的之類型，與一般判斷同

樣有確定性與強制力。至於判斷的解釋雖然說是對判斷的澄清，但卻是詮釋

判斷書的一部分。由於仲裁人就爭議事件與法官有相同的權威，仲裁人的裁

判行為等同法官的「裁判行為」（acte judiciaire）。因此，仲裁庭於做出以

上各類型的裁判行為時不得不小心，要特別謹慎。在其更正或補充時如欠缺

謹慎，還是不能使判斷發生應有的效力。更正內容逾越範圍有可能變動到原

判斷內容與性質，而且其如還有欠缺時就無再行更正判斷的機會。仲裁庭在

                                                                                                                                                                     
註 三 五 ： Isaak. I. Dore, The UNCITRAL Framework for Arbitration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Graham & Trotman/Martinus Nijhoff, 1993,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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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判斷的範圍亦同樣要小心，如果其有逾越時，原可不必以提出撤銷判斷

之訴救濟的，經其補充後反而因補充過頭須以訴訟救濟。這種情況亦復存在

於仲裁庭對判斷的解釋。由於「判斷後的仲裁程序」有這些情況存在，當事

人有可能加以濫用，仲裁庭更不得不謹記在心。 

另者，判斷的更正與判斷的解釋雖然各有不同的理由與依據，因而各自

有不同的補正措施，可是兩者皆在呈現仲裁庭的真意，而使其有相同的目

的。同樣的，在實務上雖然判斷的更正較判斷的解釋為容易，可是這兩項措

施卻經常被混淆，而被濫用。因此，對這兩種措施應深入的加以認識，瞭解

其差異與特徵，然後才能防止被濫用的情事。 

首先，更正為補正瑕疵判斷的普遍性程序，為仲裁法與仲裁規則所普遍

性的規範。相反的，解釋則為補正瑕疵判斷所存在的特殊程序，較少見於仲

裁法與仲裁規則。詳言之，縱使仲裁法與仲裁規則有解釋判斷的規定，當事

人行使此權利卻受到較嚴格的限制。例如聯合國的模範法[Art.33（1）b]即規

定判斷的解釋僅於當事人同意時始得進行。換言之，這類限制並未見於判斷

的更正[Art.33（1）a]。比利時 [Art.1702bis]即採用此原則。在此之外，有些

仲裁法與仲裁規則僅規範判斷的更正及判斷的追加，諸如倫敦國際仲裁院

[Art.27]，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Art.66]等，而未規定其解釋，這即與此

原因有關。再者，縱使有解釋判斷的立法，可是大多數立法僅允許當事人請

求時，仲裁庭才有義務考慮此請求。相反的，除了法國法以外，一般仲裁庭

無權自行解釋判斷。此情況與判斷的更正全然不同。法律對判斷的解釋之所

以如此保守與抵制，其主要原因就在防止敗方當事人使用此解釋機會以延緩

履行其判斷義務，同時也在防止敗方當事人利用解釋做為獲取撤銷判斷的理

由。 

結 語 
仲裁人與法院的法官因審判權的權源不同，使瑕疵判斷的救濟問題與法

院瑕疵判決的處理程序有別。在外國法與國際仲裁法上因受到functus officio

原則的影響，使判斷的瑕疵長期未能獲得補救。這種情況到近年來在學理上

有了突破，才有補救的可能。這是文內開始所敘述的內容情況。可是基於判

斷既判力的維護，這項瑕疵的補救受到短期期間的限制，逾越此期間此判斷

即無救濟的機會。再者，瑕疵判斷僅由原仲裁庭依其不同的情事，以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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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予以補救，此補救的判斷與一般判斷的效力相同。 

在本文中已提到，瑞士人自承其國內法為全歐洲唯一就瑕疵判斷的救濟

欠缺立法的國家。可是在其實務上，瑞士人在處理此類事務時，並未依賴民

事訴訟法的思維在做處理。茲舉一則2000年的案例供參考。日內瓦工商協會

（Chambre de Commerce et Industrtie de Geneve - CCIG）就其第130號仲裁事

件，相對人於收取敗訴的判斷書後，向協會指出其判斷主文有明顯的錯誤，

聲請仲裁庭就其「1999年7月19日的仲裁事件的判斷做出解釋」（“requete en 

interprétation de la sentence rendue par le Tribunal Arbitral le 19 juillet 

1999），並將副本送交聲請人。為仲裁機構的日內瓦工商協會仲裁委員會

（Comité d’Arbitrage）於收文後即做出決定，其決定的法理依據的主要內容

為： 

『經查當事人間的仲裁條款並未明白約定判斷的解釋原則，因而（此問

題）須遵循日內瓦工商協會的仲裁規則（ Le Règlement d’Arbitrage de la 

CCIG）處理，然而日內瓦工商協會的仲裁規則亦無其相關的規定….其未對

判斷的解釋有所規定並非有意的緘默，而是自訂定此規則時就對這一項重要

的實務問題（無意）的遺漏。然而依據日內瓦工商協會仲裁規則第二條第一

項所宣示的日內瓦工商協會對依據本規則仲裁的「當事人就仲裁的組織提供

必 需 的 協 助 」 （ la CCIG fournit aux parties l’assistance nécessaire à 

l’organisation de l’arbitrage selon les dispositions du présent règlement”）』。

為了彌補規則的這項遺漏，委員會在做此說明後還引用學者的論點，以說明

其做出決定的基礎，而決定如后： 

1.確認聲請並無明顯不能受理的理由（Constat que la requete n’est pas a 

priori manifestement irrecevable）； 

2.此（更正）行為逕行移送由仲裁庭處理（ Prend acte qu’elle a été 

transmise directement au Tribunal arbitral）； 

3.邀請仲裁庭依照相對人就其1999年8月30日的聲請判斷的解釋予以決定

（ Invite le tribunal arbtral à se déterminer sur la requete en interprétation de la 

sentence formée le 30 aout 1999 par X）.』（註三六）。這種處理方式說明其

遵循仲裁法的基本原則的正當性，足供參考。 

                                                                                                                                                                     
註三六：仲裁委員會的此決定書全文，請見 ASA, Bulletin, 2000,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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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國內仲裁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判斷書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

顯然錯誤者，仲裁庭得隨時或依聲請更正之，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其正本

與原本不符者，亦同」。在立法上，其僅允許瑕疵判斷的更正而已。依據法

務部編印的「商務仲裁條例研究修正實錄」（第548頁）對此條的記載「本

條係現行條文第二十條第三項移列」，說明其原自本來的「商務仲裁條例」

的規定未做修改。「商務仲裁條例」係六十年代初的法律，當時各國仲裁法

尚屬保守，即停留在堅持判斷有既判力及仲裁人因判斷而「職務終了」，不

可能允許仲裁庭更正錯誤的判斷。我們國內有如此「先見的進步立法」，可

能是引自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到了九十年代中修訂仲裁法時，對此條文未加

修改，顯然的，修正時並未「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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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先進國家立法例」，使此條的內容與精神皆與

國外立法有許多的不同。因而在國內於處理這類實務時即有由仲裁協會逕自

發文與當事人其處理的結果，而非由仲裁庭直接與當事人接觸的體制。這種

措施皆為準用民事訴訟法思維的結果，與仲裁法的基本學理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