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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馥伊＊

摘要

   調解作為解決商務紛爭的管道，近年來逐漸普及於國際社會，在

實踐上，有越來越多國家設置專門的調解機構，通過調解規則讓私人

可以自由選擇進行調解，並由指定之調解人進行調解。然而調解因高

度仰賴當事人的協力參與，若不存在有效且具有執行力之調解契約，

調解制度難以發揮其機能。各國就商務調解契約的效力迭有不同規

範，本文以美國、英國、澳洲、新加坡等普通法系國家判例法中，針

對調解契約效力如何認定此一爭點之見解為分析，說明商務調解契約

之執行力。上開國家不僅是商務調解制度發展較早之國家，亦為我國

經貿往來頻繁之重要對象。本文並佐以國內法院之判決分析，試提出

具執行力之調解契約之通性，並透過案例研析，提出對我國調解法制

促進之具體建言。

關鍵字

商務調解、調解契約之效力、執行力、爭端解決

商務調解契約效力之實踐與展望

＊呂馥伊：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學士，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現

為美國史丹佛大學法學院碩士候選人。2015年曾於國際商會爭端解決中

心(IC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DR)實習，並為英國特許仲裁學會會員

（MCIArb）。

《調解專論》

壹、商務調解的國際浪潮

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科技的變動一日千里，人民之間的紛爭形態也隨

之複雜、多樣。我國訴訟實務上，法院受理案件量過多，冗長、複雜的審級

程序往往造成當事人時間、金錢及心神的耗費，或因法官專業不足，無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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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令人信服的判決，審判幾經上訴、發回之循環，紛爭無法迅速而有效地獲

得解決，法律關係長時間處於不確定之狀態。

據此，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或譯為「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應用逐漸興起。各國法律及商務實務運

用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不一而足。所謂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指一切替

代訴訟而使有糾紛的當事人達成爭端解決之方法、程序（註一）。常見者

如仲裁（Arbitration）、協調（Negotiation）、調解（Mediation）、調處

（Conciliation）等，若係私人間民事糾紛，或者單純商務糾紛而與公共利

益、人民生命身體安全之重大法益無涉時，學者如邱聯恭、沈冠伶等皆以人

性尊嚴的角度出發，認為人民應享有「程序選擇權（註二）」，國家當設置

可能的制度，供當事人依紛爭的類型及需求不同而為選用。我國民事訴訟法

第404條即為一例證（註三）。準此，理論上，訴訟及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

皆以解決紛爭為目的，屬於平行之爭端解決機制，而不應認為透過訴訟外爭

端解決途徑處理的結果，都必須以訴訟加以確認或審查（註四）。如此，對

於當事人權益保護及疏減訟源，方有正面積極之意義存在（註五）。

在諸多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中，調解制度緩和了訴訟及仲裁兩造對立的

結構，避免言詞辯論所導致商業合作關係破裂的情形（註六）。加以，調解

程序具有保密性（註七），所成立的調解方案，係由爭議方合意所形成的產

註一：SUSAN BLAKE, JULIE BROWNE & STUART SIME,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5 (3d ed. 2014).

註二：邱聯恭，程序選擇權論，頁276（2000）。

註三：參見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04條：「不合於前條規定之事件（按：前條規範強制調解前

置之民事案件類型），當事人亦得於起訴前，聲請調解。」

註四：蔡文育，「調解制度之研究—從訴訟外紛爭解決制度的角度出發」，頁14（1994）。

註五：姜世民，民事訴訟法基礎論，頁23（2011）。

註六：前揭註5，頁29。

註七：李念祖、李家慶主編，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頁33（2012）。保密性常見之約款

如：“Confidentiality: The mediation is a settlement negotiation and will be strictly 
confidential. No party may disclose any statements made by any other participant in 
the mediation. Mediation discussions, written and oral communications, propos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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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故日後較不易再起爭端，兼顧紛爭解決之效率，近年已為私人及企業體

所廣泛使用。由調解人促進雙方達成協議，較有彈性且不破壞關係，有助於

澈底解決紛爭。

商務糾紛中常用的調解模式為促進式調解（Facilitative Mediation），

可理解為—「經他人促成之談判（Mediation is facilitated negotiation.）」，

或「由第三方協助進行的談判（Mediation is negotiation carried ou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third party.）」。在促進式調解當中，雙方對於調解之協議皆

透過合意達成，並非屈就他人之妥協或退讓，較易執行調解成果。因此，

在歐美、亞洲各國逐漸受到重視及普遍採用，國際實踐上亦有越來越多國

家設置專門調解機構及調解規則，如新加坡調解中心調解規則（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 Rules）、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制訂的

調解規則（CIETAC Rules of Mediation）、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ICC ADR Rules（註八）等；另由國際組織頒布之規則如聯合

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發布的《國際商事調解模範法》（註九）（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2002））及《貿易法委

any unsign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n any court proceeding. 
Unless authorized by the Parties, the Mediator will not disclos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one party to the Mediator. Parties agree to not call the Mediator to testify 
concerning the mediation or to provide any materials from the mediation in any court 
proceeding. The only circumstances that permit the Mediator to break confidentiality are: 
1) if necessary to defend himself in any legal action; 2) if the Parties make a joint written 
waiver of confidentiality; or 3) as may otherwise be required by law.”

註八：截至2010年底  ，已有來自63國、超過250個當事人（多為公司行號、私人企業）

利用國際商會的調解服務解決爭端，其中，絕大多數當事人的國籍分布於西北

歐。Hannah Tumpel and Calliope Sudborough, ICC's ADR  Rules 2001-2010: Current 
Practices, Case Example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ADR I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SSUES ACROSS COUNTRIES AND CULTURES, Volume II, 255, 255-76.（Arnold Ingen-
Housz, ed., 2011）

註九：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2002)，亦可見http://
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l_texts/arbitration/2002Model_conciliation.html （最

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15日）。



《調解專論》
商務調解契約效力之實踐與展望

91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7
期

1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員會調解規則》（註一〇）（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 （1980））等，

皆為商務調解受到廣泛使用之佐證。

貳、商務調解契約之定義與分類

應區別者，本文所指之「商務調解」，係指當事人以其自主意志約定將

爭端交付調解之爭端解決機制，與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應經調解之案件類

型等國家以法律規定的強制調解類型有別（註一一）。蓋商務調解程序中的

當事人享有較高的主控權，也因此商務調解程序的展開高度仰賴當事人之協

力，需存在有效、具執行力之調解契約作為基礎。調解契約的契約標的非實

體權利義務，而是用當事人的意思形成程序的內容，關於效力如何認定，各

國不同，在跨國糾紛上就存在是否可以執行的問題。本文希望透過實際之案

例分析，作為訂定爭端解決條款時參考之依據。

當事人合意將爭端交付調解而締結商務調解契約的情形，一般而言有三

註一〇：UNCITRAL Conciliation Rules (1980)，亦可見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
uncitral_texts/arbitration/1980Conciliation_rules.html （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
15日）。_texts/arbitration/2002Model_conciliation.html （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
月15日）。

註一一：參見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03條：

 「下列事件，除有第406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於起訴前，應經法院調解：

一、不動產所有人或地上權人或其他利用不動產之人相互間因相鄰關係發生爭執者。 
二、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發生爭執者。

三、不動產共有人間因共有物之管理、處分或分割發生爭執者。 
四、建築物區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因建築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發生爭執者。 
五、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之租金或地租發生爭執者。 
六、因定地上權之期間、範圍、地租發生爭執者。 
七、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生爭執者。

八、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契約發生爭執者。

九、合夥人間或隱名合夥人與出名營業人間因合夥發生爭執者。

十、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長或家屬相

互間因財產權發生爭執者。

十一、其他因財產權發生爭執，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 
前項第11款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或增

至七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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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狀況：

一、爭端發生後由當事人間約定調解而締結調解契約（A g r e e m e n t  t o 

Mediate）；

二、當事人於爭端發生前（多於締結契約時）擬將未來紛爭以調解之方式解

決爭端，約定交付特定調解人或調解機構，並而締結調解契約（惟不排

除法院或仲裁之管轄權）；

三、當事人於爭端發生前（多於締結契約時）擬將未來紛爭以調解為解決爭

端之方式之一，約定交付特定調解人或調解機構，締結「複合式爭端解

決條款」（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之調解契約，以調解

作為訴訟或仲裁的先行程序。

三種情形中最理想的狀況是第一種，當紛爭發生後，由當事人合意將

爭端交付調解的情形，當雙方皆能高度配合並針對調解程序的進行達成共識

時，調解契約的效力自不待言，惟當有紛爭發生之大多數情況，當事人並不

一定能夠善意地達成提付調解的共識，此時就必仰賴當事人在簽訂契約時的

爭端解決條款，將紛爭交付特定調解人或調解機構解決（註一二）。近年有

許多亞洲國家地區鼓勵公司企業、個人將調解作為紛爭解決的第一手段，

例如香港就發起了「調解為先」承諾書（Mediate First Pledge），截至2017

年8月16日為止，願意以調解作為紛爭解決的首要手段的企業及組織已達

462個（註一三）。新加坡也不落人後，有類似的《調解憲章》（Singapore 

Mediation Charter），同意以調解作為訴訟或仲裁的前置爭端解決管道，截至

2018年1月12日共有117個企業簽署（註一四）。

紛爭發生前將調解契約訂入爭端解決條款的情形，可再行將規範模式

註一二：S.I. Strong, Beyo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Th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45 WASH. U. J. L. & POL'Y 10 (2014).

註一三：“調解為先”承諾書簽署者(公司/機構/組織)“Mediate First”Pledge Signees 
(Companies/Organisation/Association)，亦可見http://www.doj.gov.hk/mediatefirst/
chi/pdf/pledgeSigneec.pdf（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3日）。

註一四：Singapore Mediation Charter，亦可見http://mediation.com.sg/assets/about-us/2018-
Mediation-Charter-Form.pdf（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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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二類，第一類為將未來紛爭交付特定調解人或調解機構解決，但不排除

法院或仲裁庭之管轄權，這樣的規範模式較不常見，蓋因調解不具強制性，

若當事人未安排調解以外的爭端解決機制，毋寧是增加紛爭發生後爭端解決

的不確定性；第二類為簽訂「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通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仲裁或訴訟作為最後一個程

序，而以調處（conciliation）、調解、專家決定（expert decision）等訴訟外紛

爭解決機制作為前置程序（註一五），這是實務較常見的規範模式。應注意

者，在國際商務爭端解決的實務中，對於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的可執行性，

不同法體系存在不同的解釋，導致相同或相似的條款可能有不同的效力。

參、商務調解契約之效力

一、調解契約執行力之基礎

調解契約和一般常見的仲裁契約一樣均為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

惟其並未如仲裁契約於各國國內法多有其適用之準據法（各國之仲裁法，

蓋於國際商務仲裁底下，仲裁地法亦約束參與仲裁之當事人）規範其效力

（註一六）。參諸各國法制，針對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以法律規範其效力之

如德國民事訴訟法（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美國統一調解法（US 

Uniform Mediation Act）（註一七）、印度仲裁和調處法（Ind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註一八）、克羅埃西亞調解法（Croatian Mediation 

註一五：Klaus Peter Berger, Law and Practice of Escalation Clause, 22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 2（2006）.

註一六：如我國仲裁法對於仲裁契約的妨訴效果明文於仲裁法第4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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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七：Uniform Mediation Act and Official Comments 2003，參見http://scholarship.law.
missouri.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27&context=jdr（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
2月3日）。 

註一八：Ind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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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註一九）等，肯認當事人於契約中約定前置程序的複合式爭端解決條

款之效力（註二〇）。亞洲國家中，以新加坡為例，其於2017年1月通過調

解法案（註二一）（Mediation Bill），直接明文規定調解契約具有妨訴效果

（註二二），已於2017年11月施行生效，可謂先驅。另，許多國際組織亦頒

布相關規定，鼓勵成員國納入國內立法，例如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

商事調解示範法（註二三）及歐盟的第2008/52/EC號指令（註二四）（《關

註一九：克羅埃西亞調解法第18條規範當事人如擬調解契約中約定於仲裁程序開始前要先

進行調解程序，必須明示在一定期間內未開始或繼續仲裁之效果，或明示特定

條件成就後才可開啟或繼續仲裁之約定，該等調解契約方有執行力。參見http://
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5/05/28/12521/（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4日）。

註二〇： Wang Hui, Analysis on the Enforcement of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from clauses drafting and application to enhancement of legal system, http://www.
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88/2014/1013/422367/content_422367.htm（最後點閱

日期：2018年8月20日）。

註二一：Mediation Act 2016, https://www.parliament.gov.sg/sites/default/files/Mediation%20
Bill%2037-2016.pdf （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2日）。

註二二： Stay of court proceedings
 8.—(1) Where any party to a mediation agreement institutes any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against any other party to that agreement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at agreement, any party to that agreement may apply to that court to stay 
the proceedings so far as the proceedings relate to that matter.

 (2) The court hearing the application may make an order, upon such terms or 
conditions as the court thinks fit, staying the proceedings so far as the proceedings 
relate to the matter.

 (3) The court may, in making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2), make such interim or 
supplementary orders as the court thinks fit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4)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 reference to a party includes a reference to any 
person claiming through or under such party.

註二三：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 https://www.
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ml-conc/03-90953_Ebook.pdf （最後點閱日

期：2018年8月20日）。

註二四：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136:0003
:0008:En:PDF（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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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商事調解若干問題》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均鼓勵各成員國促進調解制度之推動，惟各國要求強

制使用調解或需依申請或批准而使用調解之國內立法有效性不受影響，乃期

許各成員國在保障公民訴訟權及司法近用權的前提下，為爭端解決開闢更為

經濟、便捷、平和的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

本文試就英國、美國、澳洲、新加坡等普通法系國家判例法中針對調解

契約效力認定此一爭點之見解，佐以國內法院之判決分析，嘗試提出具執行

力之調解契約之共通性以為草擬爭端解決條款之借鏡。

二、	國際實踐

（一）英國

英國法體系下並不承認所謂「締結契約的契約（an agreement to agree）」

（註二五），因此，對於草擬一有執行力的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判斷契約

標的是否單純為「締結契約」特別重要，若因約定不清而需要當事人就具體

爭端解決的步驟細節另行合意的話，很可能會被認定為是締結契約的契約而

無效。

例如1975年的Courtney & Fairbairn Ltd. v. Tolaini Brothers （Hotels） 

Ltd.案（註二六）中，英國法院拒絕承認調解條款具有執行力，在系爭工程

契約中，雙方當事人約定以協商的方式訂定一公平合理之工程款（fair and 

reasonable price）（註二七），Denning M.R.法官認為，當事人在還未決定契

約對價時，不能認為該工程契約已經有效成立（因為針對工程契約重要之點

尚未達成共識）；至於，當事人是否透過約定協商條款，單獨成立一個有效

註二五：The Jing Hong Tai [1989] 2 Lloyd's Rep. 522, 525-526; 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1991] 2 Lloyd's Rep. 127.　

註二六：[1975] 1 W.L.R. 297.

註二七：[1975] 1 W.L.R. 297,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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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商契約（agreement to negotiate）」而有拘束力，法官則認為，如果法

律並不承認一個約定要締結契約的契約，那麼就不應該承認約定協商的契約

為有效，當中牽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不宜讓這樣的條款具有執行力，

法院無法衡量不執行這類契約的損害，因為無法評估後續的協商會成功、失

敗、或無結果（註二八）。

類似的見解延續到1992年的Walford v. Miles案（註二九）中，Ackner法官

認為，賦予當事人真摯進行協商、談判的義務在先天上就是違反當事人的立

場，因為參與談判的各方都有權去追求他（或她）自己的利益，會導致在實

踐上，課予當事人真摯協商的義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與談判者的立場本

身就是矛盾的，而就是因為其中充滿不確定性，所以純以「協商」為義務的

契約不能認為有法律上的意義（註三〇）。

至於複合式的爭端解決條款中若課予當事人在將案件提交仲裁或法院審

理前先真摯進行協商或調解的義務，是否具有執行力？試舉一例探討。1993

年，Channel Tunnel Group Ltd. v.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Ltd.（註三一）一

案中，涉及一複雜的工程契約爭端解決條款。系爭工程是跨海連接英法兩國

的交通要道英吉利海峽隧道，在當時是世界矚目的重大工程。當事人簽訂的

註二八：[1975] 1 W.L.R. 297, 301 at H. “If the law does not recognise a contract to enter into 
a contract, […] it seems to me it cannot recognise a contract to negotiate. The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too uncertain to have any binding force. No court could estimate the 
damages because no one can tell whether the negotiations would be successful or 
would fall through: or if successful, what the results would be.”

註二九：[1992] 2 A.C. 128.

註三〇：[1992] 2 A.C. 128, 138 at E to G. “However the concept of a duty to carry on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is inherently repugnant to the adversarial positions of 
the parties when involved in negotiations. Each party to the negotiations is entitled 
to pursue his (or her) own interest, so long as he avoid making misrepresentations. 
[…] A duty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is as unworkable in practice as it is inherent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sition of a negotiating party. It is here where the uncertainty 
lies. Accordingly a bare agreement to negotiate has no legal content.”

註三一：Channel Tunnel Group Ltd. v. Balfour Beatty Construction Ltd., [1993] AC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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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攬契約第67條（註三二）為爭端解決條款（摘錄）：

（1）任何由本契約而生的紛爭，此項紛爭應當採用書面形式說明，並應當先

行提交由三人組成的專家小組解決…

（2）承攬人在任何情況下均應謹慎地繼續施工，經專家小組一致通過作出的

決定對締約方有拘束力，除非事後經仲裁庭作出對該決定進行修正的仲

註三二：Clause 67 provides as follows: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1) If any dispute or difference 
shall arise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s 
(but not after the issue of the maintenance certificate for the whole of the works or 
the last of such certificates under clause 62(1) or after abandonment of the works or 
termination or alleged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then, subject to article 6(4) clauses 
73(5) and 74(4) and the rules of the procedure for the calling in of the performance 
bond in schedule 25, such dispute or difference shall at the instance of either the 
employer or the contractor in the first place be referred in writing to and be settled by 
a panel of three persons… within a period of 90 days after being requested in writing 
by either party to do so, and after such investigation as the panel think fit, state their 
decision in writing and give notice of the same to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The 
panel shall be constituted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clause 67(6).

  (2) The contractor shall in every case continue to proceed with the works with all 
due diligence and the contractor and the employer shall both give effect forthwith to 
every such decision of the panel (provided that such decision shall have been made 
unanimously) unless and until the same shall be revised by arbitration as hereinafter 
provided. Such unanimous decision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the contractor 
and the employer unless the dispute or difference has been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s 
hereinafter provided.

  (3) Subject to article 6(4) of the contract agreement, if: (i) either the employer or the 
contractor be dissatisfied with any unanimous decision of the panel given under clause 
67(1), or (ii) the panel shall fail to give a unanimous decision for a period of 90 days, 
or such other period as may be agreed by both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after 
being requested by either party to do so, or (iii) any unanimous decision of the panel 
is not given effect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67(2) then either the employer or the 
contractor may within 90 day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such decision or within 90 
day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id period of 90 days or such other period as may be 
agreed by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as the case may be) notify the other party 
in writing that the dispute or difference is to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 . .

  (4) All disputes or differences in respect of (…) shall be finally settled under the Rules 
of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by three 
arbitrators appointed under such Ru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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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斷；

（3）如果定作人和承攬人對第67條（1）款規定的專家小組一致通過的決定

均不滿意，定作人和承攬人均可在收到此項決定後90天內，以書面通知

對方當事人將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決定；

（4）前項爭議的解決適用國際商會仲裁與調解規則，由三位仲裁人據此規則

進行仲裁。仲裁地點在布魯塞爾。

被告依據1975年仲裁法（註三三）聲請中止訴訟程序，認為法院有權

暫停訴訟程序，因為當事人間所約定的爭端解決程序當中的第一部分，即由

獨立專家小組決定的程序，尚未履行。據此，Mustill法官認為如同仲裁契約

會產生妨訴效果，對於（如本案中）近乎是即刻生效的仲裁協議，應拘束締

約各方，法院自然得以其職權暫停訴訟程序（註三四）。法院並指出，兩方

當事人所簽訂的爭端解決條款，是大型國際企業之間公平談判的結果，因此

不得事後背離原來的約定（註三五）。這樣的見解沿用到1999年的Halifax 

Financial Services Ltd. v. Intuitive Systems Ltd.一案（註三六）。

1994年，由於英國法院長期受理過多案件，大法官部（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指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爾夫勛爵（Lord WOOLF）評估法院

註三三：Article 1 Arbitration Act 1975: 1.—(1) If any party to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to 
which this section applies, or any person claiming through or under him, commences 
any legal proceedings in any court against any other party to the agreement, or any 
person claiming through or under him, in respect of any matter agreed to be referred, 
any party to the proceedings may at any time after appearance, and before delivering 
any pleadings or taking any other steps in the proceedings, apply to the court to stay 
the proceedings; and the court, unless satisfied that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null 
and void, inoperative or incapable of being performed or that there is not in fact any 
dispute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regard to the matter agreed to be referred, shall make 
an order staying the proceedings.

註三四：[1993] AC 334, 352 at H. “[…]It must surely be legitimate to use the same powers 
to enforce a dispute resolution agreement which is nearly an immediately effective 
agreement to arbitrate, albeit not quite.”

註三五：[1993] AC 334, 352 at C.

註三六：[1999] 1 All E.R. (Comm)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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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工作效率，並針對法院案量超荷一事及英國民事司法制度的諸多問題

提出解決建議。在伍爾夫大法官後續提出的《Access to Justice》報告中，提

倡應制定新的民事訴訟規則替代原來的最高法院規則和郡法院規則，法庭應

當負責案件運作，而當事人應當協助並配合法庭，另外伍爾夫大法官更強調

應當避免民事訴訟，推動ADR解決糾紛，鼓勵當事人儘量通過調解解決其糾

紛，而僅將訴訟作為其解決糾紛的最後手段，這些內容形成英國後來《民事

訴訟規則》之雛形（註三七）。

繼此，英國法院傾向賦予調解協議執行力，甚至，若雙方之一方於訴訟

前未進行真摯調解，則法院有權裁定敗訴一方毋須支付費用，或者敗訴之一

方必須支付加倍之費用。對於無合理事由拒絕進行調解者，法院可以加以裁

罰（註三八）。其中，最經典的案例為Cable & Wireless PLC v IBM United 

Kingdom Limited（註三九），原告Cable & Wireless公司與被告IBM公司簽訂

了全球框架協議（Global Framework Agreement，GFA），由IBM公司對Cable 

& Wireless公司提供資訊科技服務，契約期間為十二年。本案的紛爭係關於對

定價基準條款（Price benchmarking clause）的解讀，雙方無法就價格達成合

意，Cable & Wireless公司以第三人出具的報告書為佐證，向商業法庭提出訴

訟，IBM則主張，雙方尚未依GFA中所載之爭端解決條款訴諸任何其他的訴訟

外紛爭解決機制，請求法院裁定程序暫停。

本案的爭端解決條款如下：

「第41.1條：當事人就本契約因發生任何紛爭（difference），應即由

雙方當事人的代表依第40條之規定善意協商之；（The Parties shall attempt 

in good faith to resolve any disput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promptly through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respective senior 

註三七：Peter Tochtermann, Agreements to Negotiate in the Transnational Context - Issues of 
Contract Law and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13 UNIF. L. REV., 690 (2008).

註三八：See Dunnett v. Railtrack plc (in administration) [2002] 1WLR 803; Hurst v. Leeming 
[2002] C.P. Rep 59; Halsey Keynes General NHS Trust; Steel v. Joy and Halliday 
[2004] EWCA Civ 576; Burchekk v. Bullard [2005] EWCA Civ. 358.

註三九：[2002] 2 All ER (Comm)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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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s of the Parties who have authority to settle the same pursuant to Clause 

40.）

若爭端無法依上開之內部會議協商解決，則當事人應善意地透過爭端解

決中心所推薦的替代性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紛爭。

（If the matter is not resolved through negotiation, the Parties shall attempt 

in good faith to resolve the dispute or claim through 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procedure as recommended to the Parties by the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第41.1條所指稱之第40條內部會議步驟，包含了第一層級為IBM公司區

域營運負責人（regional executive）及Cable & Wireless公司之全球營運負責人

（global executive），第二層級為雙方的執行主辦人（executive sponsor），除

有正當理由為免損害擴大影響營業或保全其在法律上利益者外，雙方當事人

在未完成上開程序前皆不得將爭端交付法院（註四〇）。

註四〇：“Any question or difference which may arise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effect or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any Local Services Agreement or any matter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or any Local Services Agreement 
shall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referred to the C&W Project Executive and the IBM 
Project Executive (both as defined in Schedule 13 (Governance)) for discussion 
and resolution at or by the next Review Meeting. If the matter is not resolved at 
such meeting, the matter shall be referred to the next level of C&W’s and IBM’s 
management who must meet within five working days or such other period as the 
Parties may agree to attempt to resolve the matter. If the matter is not resolved at that 
meeting, the escalation shall continue with the same maximum time interval through 
one more level of management. If the unresolved matter is having a serious effect on 
the Services, the Parties shall use every reasonable endeavour to reduce the elapsed 
time in completing the process. Neither Party nor any Local Party may initiate any 
legal action until the process has been completed, unless such Party of Local Party has 
reasonable cause to do so to avoid damage to its business or to protect or preserve any 
right of action it may have.

 The levels of escalation referred to in Clause 40.1 above are:
 IBM      C&W
 First Level – Regional Executive  First Level – Global Executive
 Second Level – Executive Sponsor  Second Level – Executive Sponsor
 If any of the above are unable to attend a meeting, a substitute may attend provided 



《調解專論》
商務調解契約效力之實踐與展望

101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7
期

1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IBM主張內部會議雖未果，但雙方尚未訴諸任何其他的訴訟外紛爭解決

機制；Cable & Wireless則主張，爭端解決條款當中所指涉的ADR機制，因為

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屬於一「締結契約之契約（Agreement to agree）」而無

執行力，當事人既已經過繁複的內部協商程序未果，應得將爭端交付法院。

對此，法院認為本案爭端的爭端解決條款尚非屬於英國法下不容許的

「締結契約的契約」。法官指出應區分「單純約定協商之合意（Agreement 

to negotiate）」以及「約定遵循特定爭端解決程序之協議（an agreement to 

follow a particular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前者因未來協商結果未知

且不確定，因此無執行力；後者的情形則有所不同，當事人所同意的並非單

純約定協商，而係約定雙方將共同將爭端經由特定爭端解決程序步驟解決，

這類約定並非無效，因為雙方就送交ADR之後的程序，包括合意指派調解

人、遞交調解相關文件及出席調解庭等，皆可透過CEDR所頒布的模範調解

規則（Model Mediation Procedure）而為特定，並不會有不清楚或窒礙難行之

處。Colman J. 法官認為，這類條款的安排已包含了足夠的明確性，讓法院得

以判斷上述程序是否已經實踐；若無視條款的指引，逕認定其缺乏明確性而

無效，毋寧是罔顧英國民事訴訟規則（Civil Procedure Rules）當中所指稱的公

共秩序。

Cable & Wireless公司進一步提出，主張系爭爭端解決條款的文字，明示

保留當事人採取訴訟之法律途徑，因此應認為當事人並未限制或排除法院對

爭端的管轄權，法官則認為，從爭端解決條款的整體觀之，當事人乃欲透過

其他爭端解決程序排除訴訟，而僅將訴訟作為爭端解決的最後手段。另第40

條雖提及在複合式的爭端解決下，若有正當理由，為免損害擴大影響營業，

或保全其在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訴訟，惟在ADR程序尚未實踐以前，可提出

訴訟的狀況，應限於法律要求提出禁制令或因時效完成即將失權的例外情形

that such substitute has at least the same seniority or reasonably comparable 
managerial or directorial responsibility and is authorised to settle the unresolved 
matter.

 If the dispute is not resolved by esca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40.1 the parties 
shall seek to resolve disputes between them pursuant to Clause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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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適用（註四一）。

晚近案例中英國法院已跳脫出一味否定締結契約之契約效力之窠臼，在

符合明確性且不違反公共秩序的大前提下，法院皆傾向認定複合式爭端解決

機制中的前置程序具有執行力，如Leicester Circuits Ltd. v. Coates Brothers Plc. 

（註四二）案及Emirates Trading Agency LLC v. Prime Mineral Exports Private 

Limited（註四三）案。

（二）美國

1997年的Cecala v. Moore案（註四四）是美國第一個承認調解契約妨

訴／仲裁效果的案子，該案被告聲請依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 

FAA）暫停訴訟程序；當時的聯邦仲裁法對於「仲裁」一詞並未有明確的定

義（註四五），法院將所有非訴訟而以解決爭端為目的的機制皆歸類為仲

裁（註四六）。到了CB Richard Ellis, Inc. v.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aste 

Management案（註四七），法院指出聯邦系統相當傾向以仲裁及調解解決爭

端，其認為仲裁係一連串解決爭端的程序，調解契約亦屬之，因此若存在有

效之調解契約，當事人聲請強制交付調解應予准許（註四八）。

註四一：Charles Debattista, Drafting Enforceable Arbitration Clauses,  21 ARB. INT'L, 233, 233-
40 (2005).

註四二：[2003] EWHC Civ 290 and 222.

註四三：[2014] EWHC 2104 (Comm).

註四四：Cecala v. Moore, 982 F. Supp. 609 (N.D. Ill. 1997).

註四五：9 U.S.C. Section 2: “A written provision in […] a contract evidencing a transaction 
involving commerce to settle by arbitration a controversy thereafter arising out of such 
contract or transaction, or refusal to perform the whole or any part thereof […] shall 
be valid, irrevocable, and enforceable, save upon such grounds as exist at law or in 
equity for the revocation of any contract.”

註四六：AMF, Inc. v. Brunswick, Corp., 621 F. Supp. 456, 461 (S.D.N.Y. 1985); Fisher v. GE 
Medical Systems, 276 F. Supp.2d 891 (M.D. Tenn. 2003)

註四七：CB Richard Ellis, Inc. v. American Environmental Waste Management, No. 98-CV-
4183 (JG), 1998 WL 903495 (E.D.N.Y. Dec. 4, 1998).

註四八： Id ., at 4.



《調解專論》
商務調解契約效力之實踐與展望

103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7
期

1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調解契約效力適用聯邦仲裁法的見解並非毫無爭議，在Lynn v.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註四九）案中，法院認為仲裁契約與調解契約的效力並

非一致，蓋因當事人約定仲裁時，其效果為當事人放棄以訴訟之爭端解決管

道之權利（因仲裁判斷具有終局性，與訴訟為平行之爭端解決機制，互相無

審查權）；而當事人在訂定調解契約時，並不會放棄將爭端訴諸訴訟的權利

（註五〇）。上開論述被廣泛接受，晚近穩定的見解皆反對將仲裁契約及調

解契約的效力混同討論（註五一）。

繼此以往，案件如HIM Portland v. Devito Builders（註五二）案、

Kemiron Atlantic v. Aguakem International（註五三）案、Annapolis Professional 

Firefighters Local 1926 v. City of Annapolis（註五四）案，法院在賦予調解契約

執行力時，並不借重聯邦調解法為執行基礎，而係直接以當事人在私法自治

底下所約定不違反公共秩序的調解契約為基礎，認定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只

要具備明確性，如就調解時間、地點、次數、調解人、調解預期效果等事項

規範皆明確，就可以認定為有效且具執行力之調解契約（註五五）。

（三）澳洲

1992年的Hooper Bailie Associated Ltd v. Natcon Group Pty Ltd（註五六）

案中，當事人在紛爭發生之後合意將爭端交付臨時調解人進行調解（ad hoc 

conciliation），在調解程序進行到一半時，被告發動仲裁，原告基此向法院

聲請暫停仲裁程序。法院認為當事人所同意的並非無從確定的談判結果，

註四九：Lynn v.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No. 03-2662-GTV-DJW, 2005 WL 701270.

註五〇： Id ., at 6.

註五一：American Law Institute, STRATEGIES FOR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SK074 ALI-ABA, 205, 218 ff. (2005).

註五二：HIM Portland, LLC v. Devito Builders, Inc., 317 F. 3d 41.

註五三：Kemiron Atlantic Inc. v. Aguakem International Inc., 290 F. 3d 1287.

註五四：Annapolis Professional Firefighters Local 1926, IAFF, AFL-CIO, et al. v. City of 
Annapolis, 100 Md.App. 714 (1993).

註五五：HIM Portland, LLC v. Devito Builders, Inc., 317 F. 3d 41, 42 (1st Cir. 2003).

註五六：Hooper Bailie Associated Ltd v. Natcon Group Pty Ltd (1992) 28 NSW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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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約定雙方將共同將爭端經由特定爭端解決程序解決（註五七），因此

認定該調解契約有執行力，在未踐行前不得逕行仲裁。後案Elizabeth Bay 

Developments Pty Ltd v. Boral Building Services Pty Ltd維持Hooper Bailie 

Associated Ltd v. Natcon Group Pty Ltd案的見解，但認定該案的調解契約文

字未沿用所選定的調解機構之標準條款，故明確性不足而無執行力。1999年

的Aiton v. Transfield （註五八）案，法院認為若當事人間約定的前置程序夠

明確且明示為仲裁之先決條件（the early tier is a clear and determinative pre-

condition to arbitration），則調解契約有執行力，仲裁庭或法院應待條件成就

時方取得管轄權。Aiton案中澳洲法院針對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應具備的要件

提出如下幾點（註五九）：

1. 應明示調解等前置程序之完成為調解／仲裁之先決程序（the clause should 

operate to make the completion of preliminary tier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arbitration or court proceedings）；

2. 所約定之調解等前置程序應明確，當事人就履行該等程序不需另外達成

合意，否則會被視為一「締結契約的契約」（the processes established by 

the clause must be certain. There should be no part of the clause that needs 

further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or it will be considered an unenforceable 

agreement to agree）；

3. 所約定之調解程序之調解人或專家人選及其報酬應予特定，並於必要時約定

由第三人選任的機制（the processes for selection of mediators or experts and 

their remuneration should be specific, with a mechanism for selection by third 

parties if necessary）；

4. 所約定之條款應包含調解程序的所有細節，並納入所參考之調解規則，亦

註五七：Id ., at 206.

註五八：Aiton v. Transfield [1999] NSWSC 996.

註五九：Dolone Chakravarti, Australia: Handling Potentially Complex Disputes: Multi-
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參見http://www.mondaq.com/australia/x/43854/
trials+appeals+compensation/Handling+Potentially+Complex+Disputes+MultiTiered+
Dispute+Resolution+Clauses（最後點閱日期：201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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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表明選用的調解模式（the clause should include the mediation process in 

detail, or incorporate rules by reference. The mediation model to be followed 

should also be stated）；

5. 所約定的前置程序間啟動條件應清楚（通常以期間內是否達成協議為準）

（each level of the multi-tier process should include a clear trigger （usually by 

way of time limits within which a decision or an agreement has to be reached）

2005年的Urban Traders Pty Ltd v. Proceris Pty Ltd案亦肯認調解契約促

進當事人不用進入昂貴的仲裁或訴訟便能解決紛爭，因此應當儘量賦予執行

力，但認為法院仍有權視情況裁量是否暫停訴訟程序（註六〇）。

（四）新加坡

著名案例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rp PLC v Lufthansa Systems Asia Pacific 

Pte Ltd（註六一）案中，係涉及設備採購及服務供應協議，當事人在合作協議

中的複合式爭端解決條款共有四個層次。爭議第一階段應提交至由當事人的

聯絡人組成的委員會審查；第二階段，應提交至由當事人的指定代表組成的

委員會審查；第三階段，應提交至由當事人的執行董事組成的委員會審查；

最後階段，交由仲裁解決，（註六二）」。後雙方就爭端解決條款中的前三

階段程序是否為發起仲裁程序的強制前置程序產生了糾紛。

註六〇：Urban Traders Pty Ltd v. Proceris Pty Ltd [2005] NSWSC 360.

註六一：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rp PLC v Lufthansa Systems Asia Pacific Pte Ltd [2012] 
SGHC 226.

註六二：37.2.1  first, to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the Parties' Contact Persons or their 
appointed designates for their review and opinion; and (if the matter remains 
unresolved);

 37.2.2  second, to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Datamat's designee and Lufthansa 
Systems’ Director Customer Relations; and (if the matter remains unresolved);

 37.2.3  third, to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Datamat's designee and Lufthansa 
Systems’ Managing Director for resolution by them, and (if the matter remains 
unresolved);

 37.2.4  fourth, the dispute may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s specified in Clause 36.3 
[sic] her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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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等法院（Singapore High Court）的法官判決認為調解等前置程

序具執行力，若未踐行不得逕為仲裁，因其符合新加坡的文化傳統，特別是

弘揚友好協商、攜手共贏的亞洲價值觀。以此為鑑，在新加坡要求雙方善意

協商的條款，法院會儘可能的認為有效（註六三）。

三、我國實踐

本文整理自民國94年至106年共13件處理此一爭點之國內民事判決／裁

定，望能略窺我國法院針對調解契約採取何種態度；綜觀台灣法院之判決，

實務上對於調解契約的安排依其用語強制性高低概可分為五種規範模式：

第一類、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未調解不得逕行訴訟」（註六四）；

第二類、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訟）」

（註六五）；

第三類、約定「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訟）」（註六六）；

第四類、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訟）」

（註六七）；

第五類、單純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註六八）。

註六三：Herbert Smith Freehills LLP,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Agreement to  
Negotiate to Settle a Dispute,  亦可見http://www.herbertsmithfreehills.com/-/media/
Files/PDFs/2014/Japan%20dispute%20avoidance%20newsletter%20143%20-E-%20
September%202014.pdf（最後點閱日期：2018年2月6日）。

註六四：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重抗字第4號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
年度重抗更(一)字第2號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0年重訴字144號民事判決。

註六五：參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4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重訴字

1221號民事判決。

註六六：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35號民事判決參照。

註六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0年保險字99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簡抗字67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仲訴字6號民事判決參照。

註六八：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訴字1965號民事判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5年訴字361號
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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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未調解不得逕行訴訟」

第一類規範模式之調解契約，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未調解不

得逕行訴訟」，就調解為仲裁／訴訟之強制前置程序之意味甚明，實務上皆

認定為有拘束力且可執行。在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度重抗字第4號民

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重抗更（一）字第2號民事裁定、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100年重訴字144號民事判決三筆裁定／判決中，其爭端解決條

款如下：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不得逕行

訴訟，應先依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付仲裁」

法院認定當事人透過簽訂該爭端解決條款，已足見當事人間就系爭契

約履約爭議之解決程序，合意以調解及仲裁程序擇一為起訴前置程序，因此

就任何履約爭議兩造就履約爭議，皆應先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先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付仲裁，而不得逕行起

訴，調解條款對當事人有拘束力而可執行。

（二）	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

裁（訴訟）」

屬於第二類約定當事人「應」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

（訴訟）」規範模式之調解契約在實務上法院皆認定為有效且具執行力。

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4號民事判決為例，該案涉及兆盈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蘇榮林建築師事務所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台南縣

影劇三村基地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之技術服務工作，兩造於民國９

90年4月12日簽訂「委託技術服務工作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惟系爭工程

進行期間，工期延至98年4月10日始完成，致增加額外履約成本，原告（即被

上訴人）請求追加技術服務費用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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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第14條為爭議與處理之約定，條文如次：

一、凡因執行本契約所生或與本契約有關之一切爭議，甲（即上訴人）、

乙（即被上訴人）雙方應先行友好協商解決，如無法獲致雙方均同意之

結果時，應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向採購申訴委員會申請調解。但調解不

成立時，準用前條第4、6款之規定，由乙方以書面請甲方做作後決定，

並在期限內為仲裁通知，如乙方未依上述期限，將其提付仲裁之意願以

書面通知甲方者，視為乙方接受甲方最後決定；

二、提請仲裁程序：乙方於遵守前條第四款、第六款之規定，將其提付仲裁

之意願以書面通知甲方後，甲、乙雙方依仲裁前置程序先經友好協商，

如未能於收到意圖仲裁通知後30日內達成協議，則應於上述30日期間屆

滿後之14日提付仲裁；

三、仲裁之判斷應係最後之裁定，除有聲請撤銷仲裁判斷外，訂約之雙方同

意恪遵此項裁定。在仲裁期間除非業主提出需予擱置之工作項目應留待

裁定後辦理外，本契約內之其他作業及付款仍應繼續執行；

四、如任何一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訟，雙方當事人同意以台灣臺北地方

法院（下稱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被告（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提起本件訴訟前，本應遵循契約爭議

處理相關約定申請調解，詎被上訴人無故自行撤回履約爭議調解，逕向法院

提起本件訴訟，顯未遵守系爭契約爭議處理、仲裁協議。

前審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建上字第74號民事判決）中法院已認定

上開爭端解決條款第1項之「應」行程序為友好協商解決、向採購申訴委員會

申請調解，此外即非屬應行程序。案件至最高法院，法院進一步解讀認兩造

關於系爭契約所生爭議之解決程序，乃明確約定應先經協商，協商不成即申

請調解，調解不成立即由上訴人就爭議問題作「最後決定」，被上訴人若不

接受「最後決定」之結論，應表明提付仲裁意願，兩造即進入30日之仲裁前

置協商，協商不成，被上訴人應於期限屆滿後14日內提付仲裁。故認定前述

之「協商」、「調解」、「決定」及「仲裁前協商」等程序皆為妨訴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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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調解契約對雙方皆有拘束力。

另外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重訴字1221號民事裁定中，原告為財團法

工業技術研究院，因工程履約糾紛起訴，主張被告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

債權不存在，兩造間簽訂之「南部產業創新研發示範專區第二期設計建造統

包工程」契約一般條款第38.1條如次所示：

「業主與統包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

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應以下

列方式處理之：（1）依採購法第69條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2）於依前款規定調解仍未能解決爭議者，得提付仲裁，依仲裁法之規定以

仲裁方式處理，並以業主指定之仲裁處所為其仲裁處所。」

被告基於本條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主張相對人未遵守約定，於調解

進行中之就工程爭議提起本訴，已違反上開約定。法院則認為調解本為訴訟

外解決紛爭之途徑，當事人間並非不得約定渠等間之糾紛，應先經某機關之

調解，既已約定，當事人即應遵守，至於該機關依法令規定是否有權受理該

調解案件，要屬另一事，肯認調解契約之於當事人間有拘束力。

另案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95號民事判決亦反映同樣意

旨，該案中兩造於系爭工程約定有：「甲乙雙方如對本契約條款發生爭議，

且不同意甲方（即原告）之裁決而涉訟時，甲乙雙方特此同意提交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因本合約所生之一切糾紛或爭議，雙方應秉持誠信

原則協商解決之道，如不願協商、或協商不成時，雙方同意提交中華民國仲

裁協會…」。法院認定兩造約定就系爭工程所生爭議，於提付仲裁之前提，

為不同意原告裁決或無法達成協商之情形，即調解契約於當事人間亦有拘束

力。惟個案中是否已滿足相當之仲裁前置程序的要求，乃事實之認定，不影

響調解契約之效力。

（三）約定「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訟）」

第三類約定「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訟）」（臺灣高等法院96年

度重上更（一）字第135號民事判決）者，雖從調解契約文義上似以調解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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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進仲裁／訴訟之條件，惟在實務上法院似認此種條款並不拘束當事人。

以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35號民事判決為例，本案涉及當事

人就工程款給付及損害賠償之爭議，雙方約定之爭端解決條款如下：

「三、前款之協調仍無法解決時，得採仲裁或訴訟之方式辦理…。四、

以仲裁方式解決者，仲裁之判定為最終之裁判…。五、不以仲裁方式解決

者，雙方若進行有關本契約之訴訟時…。」

本案原由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作成仲裁判斷（93年仲聲愛字第127號仲裁判

斷），經被上訴人聲請撤銷仲裁判斷，其主張之一即為採取仲裁或訴訟方式

解決爭議，該選擇權應以系爭工程契約第33條第3項約定之「協調仍無法解

決時」為行使要件，因此上訴人於兩造尚未達到協調仍無法解決時，即提起

訴訟與系爭工程契約約定之要件不符，有嚴重違背誠信原則而屬權利濫用之

情形。

對此法院認定雙方本於自由合意約定於選擇以仲裁或訴訟方式最終解

決爭議前，應先踐行前置程序，其目的乃賦予他造充分考量之機會，以權衡

「接受求償」與「提付仲裁或提起訴訟」間之利弊，係屬有效之契約約款，

如透過訴訟外和解或第三人調解等較為簡便程序為磋商、斡旋，以避免直接

進入仲裁或訴訟程序，減省勞費支出之功能。惟按調解制度乃當事人基於私

權自治及處分自由之原則，本於程序選擇權以解決私權紛爭之機制，而調解

能否成立，須視當事人間有無意願達成，性質上並無強制性。因此，只要當

事人得證明客觀上已無調解成立之可能性，該調解契約亦不得作為妨礙當事

人尋求仲裁／訴訟救濟之依據。

（四）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

裁（訴訟）」

第四類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且「調解未果得／應進行仲裁（訴

訟）」之調解契約，其效果在實務上有不同之見解；其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年保險字99號民事判決中，涉及保險金給付之爭議，法院認定調解契約係

有拘束力且可執行，該案之爭端解決條款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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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關於本件保單中保險人責任之爭議發生，被保險人或保險人有權

通知他方其有意依當時有效施行之國際商會調解規則及增修規定將該等爭議

交付調解。如爭議無法透過調解解決，於被保險人或保險人決定調解失敗後

28天內，有權令該爭議應最終透過國際商會仲裁規則，交由3位仲裁人組成之

仲裁庭依據循前揭仲裁規則解決之。」

法院認定上開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之行使係約定以「通知他方」作為程序

選擇之方式，則在一方已經依照約定為程序之選擇時，即不應容他方另以受

理繫屬之先後作為程序選擇之判斷依據，否則此程序選擇權行使結果將失卻

「擇一」解決爭議之意義，亦與雙方契約約定之本意相違背，因此認定調解

契約有效拘束當事人。

另二則判決雖採取類似規範模式，法院卻認為該調解契約對當事人並

無拘束力；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簡抗字67號民事判決中，法院採取與

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重上更（一）字第135號民事判決類似之見解，認為仲

裁前置程序如「試行和解」或「第三人調解」之性質，任何一方不能接受，

和解即無法成立，其設置之目的為在仲裁程序以外，另設更迅速解決糾紛之

方法，期能更加快速排解爭議，而非為仲裁契約設定停止條件或額外之程序

障礙，以增加契約雙方進入仲裁程序解決爭議之困難。因此，如當事人之

一方或雙方認為已無經由此前置程序達成協議之可能，即得將爭議逕付仲

裁，而由仲裁人作成判斷，不得以未踐行此項程序作為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

（註六九）。

另一則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仲訴字6號民事判決中，原告新竹縣

政府訴請撤銷仲裁判斷，主張兩造依爭端解決程序，就契約爭議發生時，未

進行磋商協調之仲裁前置程序即逕行提付仲裁，違反仲裁前置程序之約定，

並據此主張兩造仲裁協議尚未生效，應撤銷仲裁判斷。法院亦採取相似態

度，認為仲裁前置程序屬仲裁協議之內容，固有拘束當事人之效力，惟當事

人之一方若認已無和解或調解可能，為避免因進入前置程序之拖延浪費，逕

註六九：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008號民事判決亦同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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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付仲裁，自未違反當初協定以仲裁解決爭議之初衷（註七〇）；故而仲

裁人不得以未踐行此項程序作為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本案法院更進一步闡

明縱認為有仲裁程序未具備之問題，應於仲裁程序之初即提出異議，嗣後自

不得再以前置程序問題以為異議，一併敘明。

（五）單純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

最後一類為單純約定當事人「得」進行調解之調解契約規範模式，法院

皆認為當事人約定者，屬選擇調解條款，而非強制調解條款，因此對當事人

無拘束力，不得以之為妨訴／仲裁之抗辯事由。

四、小結

綜觀上開國際及國內判決，雖然案情各有不同，但仍可歸納出法院在認

定調解契約是否有效及得否執行時共同審酌的要件：一、調解契約用語是否

具備強制性；二、調解契約所規範的爭端解決程序是否明確；三、有無因逾

期主張權利或禁反言原則等導致權利失效；四、個案中是否明顯有「調解無

望」之情事。

（一）調解契約用語是否具備強制性

如調解契約中包含「必須」、「應」、「非…不得」等詞語，法院傾向

認為調解契約具備執行力。若使用「得」、「有權」等詞語，則會被認定為

僅是容許當事人得選擇調解，而不具備妨訴／仲裁的執行力（註七一）。

（二）調解契約所規範的爭端解決程序是否明確

當事人間爭端解決程序有詳細的約定，能大幅降低法院認定條款無執行

力的可能，目的係使當事人就爭端解決相關程序不需另行合意，且就第三方

註七〇：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992號判決參照。

註七一：See also  ICC Case 10256, Interim Award, 2000, ICC ICArb. Bull. 14/1, 200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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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解決紛爭之細節（包含選任方式、責任歸屬）皆應有清楚定義。若條款

缺乏明確、細緻地，可能因為缺乏可操作性或內涵不明而落入單純為締結契

約的契約而被認定為無執行力。

（三）有無因逾期主張權利或禁反言原則等導致權利失效

當事人若於訴訟／仲裁前置階段皆未積極參與（例如不理會調解通知

書、未出席調解等），嗣後無權再依據未履行前置性程序而主張妨訴／仲裁

效果。或者有其他法律明文規定，未在程序開始之初提出異議者，不得再行

抗辯法院或仲裁庭之管轄權等，亦可能導致調解契約無法執行。

（四）個案中是否明顯有「調解無望」之情事

許多法院會斟酌個案情形，在確保當事人並無消極逃避契約義務的情形

下，若明顯無調解實益（如當事人已就踐行調解程序未果，但約定之調解期

間尚未屆至），則可能認定調解契約失去執行力。

肆、結論

許多跨境法律糾紛非單純訴諸法院即可獲得妥善及全面之解決，而往

往涉及複雜的適用法、管轄權問題。雖然仲裁及其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受

到廣泛使用，但因台灣本身的商務調解機構制度尚在發展中，使得幾乎所有

涉外的仲裁、調解案件都在國外進行，對於台灣中小企業而言，程序上的保

障實為不足，因此亟需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國際潮流的發展，同時必須建構

出真正適合台灣中小企業使用的相關制度。台灣在商務調解制度發展相對落

後，本文就鼓勵調解的出發點，試提出以下幾點法制建構之建議：

以調解契約之效力以觀，我國目前實務判決涉及國內之商務調解紛爭，

而未見針對國際商務調解契約效力而為認定之案件。筆者認為，我國應從法

律制度面切入思考改善的積極作為，且在建構合宜之相關法制時，得進一步

參考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調解模範法，整套採用，更可促進我國商務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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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制與國際相關制度及法令之接軌。例如，模範法第13條（註七二）即明

確規定就調解契約訴諸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之效果：

「當事人同意調解並明確承諾在一段特定時期內或在某一特定事件發生

以前，不就現有或未來的糾紛提起仲裁程序或司法程序的，仲裁庭或法院應

當承認這種承諾的效力，直至所承諾的條件實現為止，但一方當事人認為是

維護其權利而需要提起的除外。提起這種程序本身並不被視為對調解協議的

放棄或調解程序的終止。」（按：翻譯用字僅為參考）

我國於訂定相關商事調解法時如能納入本條意旨，即賦予調解契約明確

之執行基礎，避免調解契約效力不明，亦可同步於國際立法之趨勢。

惟，就筆者於國際商會爭端解決中心（ICC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ADR）服務期間接觸之跨國商務糾紛調解案件以觀，深感僅是訂入調解契約

於合約中並無法確保調解程序之順利進行，如缺乏專業調解人之引導或當事

人善意真摯之參與，亦難達成和解成果。因此，除法制面的改善外，更應從

教育、觀念由下而上推動調解之精神、規範及技巧，方能達到真正疏減訟源

的目的。

註七二：Article 13,“Where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conciliate and have expressly undertaken 
not to initiate during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or until a specified event has occurred 
arbitral or judicial proceedings with respect to an existing or future dispute, such an 
undertaking shall be given effect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or the court until the terms of 
the undertaking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except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a party, 
in its opinion, to preserve its rights. Initiation of such proceedings is not of itself 
to be regarded as a waiver of the agreement to conciliate or as a termination of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