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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崇崴：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碩士、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士、現為理律法律事

務所實習律師。

＊本文不代表事務所立場。

參、初探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所生之若干法律疑義

本段落旨在介紹目前實務上與文獻上普遍被提及的，關於第三方資助用

於仲裁程序時可能會產生的法律爭議（註一〇三），依序將論及第三方資助

是否可能造成仲裁制度之濫用或無益案件之增加？第三方資助之揭露與仲裁

程序公正性之關聯性，資助者對於仲裁程序控制權爭議，以及仲裁庭於作成

仲裁費用判斷時，因第三方資助之存在所生疑義。

註一〇三：廖崇崴，〈第三方資助仲裁之研究〉，頁41~43，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2018年。

廖崇崴＊

摘要

   第三方資助仲裁（third party funding in arbitration）在晚近國際

仲裁界獲得熱烈的討論。本文首先說明其基本概念，並介紹若干管轄

區的第三方資助仲裁發展現況。緊接著初探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程序

所可能產生的法律疑義：包含第三方資助是否可能助長仲裁制度之濫

用？為維護仲裁程序公正性而強制揭露第三方資助之必要性？第三方

資助者對於仲裁程序之控制權疑慮，以及第三方資助費用與仲裁費用

判斷之問題。末探討第三方資助仲裁與我國公共政策是否相符。本文

基本上認為第三方資助者之資助行為並不觸犯我國刑法第157條挑唆

及包攬訴訟罪，同時第三方資助協議亦不違反我國民法第72條之公序

良俗條款（兼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

關鍵字

第三方資助仲裁、仲裁費用、仲裁人獨立性與公正性、公序良俗、

仲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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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成濫行提起仲裁請求或無益仲裁案件之增加

（一）問題說明：受資助者的賭博心態

文獻上質疑第三方資助之使用可能會增加當事人濫行起訴，進而使訴訟

案件因此大量增加之風險。從實證資料來看，此擔憂確實非無的放矢。美國

商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自從澳洲於2006年正式由法院肯認第三方資助之

合法性後（註一〇四），迄2009年間訴訟案件量增加了16.5%（註一〇五）。

而隨著第三方資助在國際投資仲裁程序中的使用，亦有論者擔心一旦外資企

業得以「更方便地」透過取得第三方資助的方式來分散費用及敗訴風險，可

能反而提高「東道國」面臨「被濫訴」的風險（註一〇六）。在國際商事仲

裁也有論者提出相同的質疑（註一〇七）。換言之，既然當事人的費用風險因

第三方資助而降低，獲得資助的當事人是否可能抱持「不打白不打」的賭博式

心態，將原先很可能是欠缺法律上或事實上依據之爭端送進仲裁庭之中？

（二）四點釋疑

本文以下將就上開問題提出四點釋疑。第一，文獻上以為這類的爭論

或許在第三方資助訴訟的框架下，始具討論實益，在仲裁似乎無庸擔心此問

題 （註一〇八）。法院司法資源之使用具有集團性（因而會產生訴訟經濟之

考量）（註一〇九），無益的或者以騷擾為動機而提起的訴訟確實會產生濫

註一〇四：Campbells Cash and Carry v. Fostif [2006] HCA 41.

註一〇五：John Beisner et al., Selling Lawsuits, Buying Trouble,  9 US CHAMBER INSTITUTE 

FOR LEGAL REFORM (2009), https://www.instituteforlegalreform.com/uploads/
sites/1/thirdpartylitigationfinancing.pdf.

註一〇六：郭華春，〈第三方資助國際投資仲裁之濫訴風險與防治〉，《國際經濟法學刊》，

第21卷第2期，頁96，2014年。

註一〇七：JOHNAS VON GOELER,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PROCEDURE 91 (2016).

註一〇八：Id ., at 92.

註一〇九：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 》，頁16-18，自版，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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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浪費司法資源之政策疑慮。然而，仲裁所使用者主要乃民間私人資

源，而與國家司法資源之浪費較無直接關係，此乃仲裁身為訴訟外紛爭解決

機制之本質使然。更進一步論，在任意仲裁之情形，仲裁案件之成立必須基

於紛爭當事人之間的仲裁條款或協議，此際被資助的當事人不論是否取得第

三方資助，其選擇依約將紛爭提付仲裁的行為，不論在私法上（合意仲裁）

或憲法上（程序選擇權之落實）都具有充分正當性，這等權利之正當性實不

因有無取得第三方資助而有別。

第二，第三方資助於仲裁之運用，理論上反而具有篩選無益案件之功

能。資助者既以此為業，自係以牟利為其宗旨，故欠缺實體理由的、欠缺

足夠證據的無益案件，自始應無法獲得其青睞。實務上當第三方資助者進

行盡職調查時，會檢驗受資助當事人的背景（know your client），包括其請

求之動機（what is driving the client? ），並確保受資助當事人於將來進行程

序時係基於商業考量在做決定（the client will make a commercial decision at 

the appropriate time），資助者對基於報復心態而提起之案件並無資助興趣

（註一一〇）。故那些試圖藉由仲裁程序不當騷擾、壓迫或打擊來敲詐對造

當事人之案件，理論上不會得到第三方業者之（繼續）資助（註一一一）。

就此而言，透過第三方資助者之把關，對於取得第三方資助之仲裁案件，長

遠來看是否會間接影響仲裁人之心證，亦不失為值得玩味之實證議題。

第三，文獻上認為，允許第三方資助協議在仲裁案件的使用能達到為法

院疏減訟源的公益目的（註一一二）。其實仲裁身為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註一一〇：NICK RWLES-DAVIES, THIRD 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116 (2014).

註一一一：有不同見解對於第三方資助具有淘汰無益案件之功能表示質疑，其認為只要能夠

獲得較高的資助報酬，第三方資助者仍會願意資助勝算不這麼高的案件。此類

現象主要發生在那些上市的資助公司為了將自己手邊的案件池(case pool)之收益

最大化所致，換言之，資助公司可能會既選擇資助那些「較穩健的，可期待提

早和解的」案件，也同時搭配若干「高風險、高報酬」的案件。參肖芳，〈國

際投資仲裁第三方資助的規制困境與出路—以國際投資仲裁“正當性危機”及

其改革為背景〉，《政法論壇》，第6期，頁73-74，2017年。惟本文認為，第

三方資助者之行為本質仍係獲利，實務上所謂的高風險案件並不當然指向所謂

的無益訴訟。

註一一二：ROWLES-DAVIES, supra  note 110, at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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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本即帶有為法院疏減訟源之實質功能，如今第三方資助之使用又能有

效降低當事人使用仲裁程序的費用門檻而得以進一步增加仲裁當事人將紛爭

帶到仲裁庭前之誘因，故從國家司法資源精簡之角度觀，在仲裁程序中使用

第三方資助理當是「多多益善」。長遠來看，藉由第三方資助以增強仲裁使

用者的融資效益，似也能有助於仲裁在我國社會與工商界中的推廣工作。

最後，根據文獻上的實證研究結果，絕大多數的第三方資助協議都是在

案件被提交後、業已成案之後才被簽訂（註一一三）。因而在多數情形，當

事人將爭端提付法院或仲裁之際，係不確定自己的案件將來是否能獲得資助

的，據此，所謂第三方資助可能造成當事人產生「賭博式心態」、「有恃無

恐」或「不打白不打」之心態等指控可能不當然成立。

二、第三方資助揭露與仲裁程序公正性疑義

（一）問題說明

以下將依序說明第三方資助揭露議題之問題緣由，以及相關立法與規則

之演變。在國際投資仲裁，早在2015年的Ticaret案之後，已建立起第三方資

助協議於ISCID仲裁程序中應揭露的實踐原則（註一一四），而在國際商務

仲裁，第三方資助的揭露議題也於2016年之後陸續獲得討論與關注。仲裁制

度之成敗，取決於該制度之公信力。而公信力如何，很大程度繫於仲裁人獨

立性與公正性之確保。仲裁人公正性與獨立性之要求均旨在確保仲裁人行使

職務時對於所有當事人不帶有任何偏私（favoritism）或偏見（bias）。另一

方面，在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的實務上，受資助當事人可能基於策略性考量

（tactical reasons），選擇主動向仲裁庭及對造揭露第三方資助關係與資助協

議內容。例如，受資助當事人為向仲裁庭博取同情，強調自己的財務狀況因

他造當事人之行為面臨困窘；或者向仲裁庭宣示本件請求在法律上或事實上

係站得住腳的，因為其請求已獲得第三方資助。另外亦可能藉此向對造顯示

註一一三：Mariel Rodak, It's about Time: A System Thinking Analysis of the Litigation Finance 
Industry and its Effect on Settlement,  155 U. PA. L. REV. 503, 519 (2006).

註一一四：Muhammet Cap & Sehil Ins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 v. Turkmenistan, ISCID 
Case No ARB/12/6, Procedural Order No 3 (12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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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獲得財務後盾，並且自己不惜與第三人分享損害賠償金，都要矢志解

決系爭紛爭之決心。這或許能增加受資助之當事人在和解談判過程中之籌碼

（註一一五）。

然而仲裁實務上並非所有第三方資助法律關係都會「攤在陽光下」，

當受資助當事人評估揭露之結果可能會對自己造成不利影響時，也可能基

於策略性考量而選擇不揭露。例如，向被請求方及仲裁庭透露自己已面臨財

務上窘迫之事實，可能反而給被請求方一個理由向仲裁庭聲請核發費用擔保

（security for costs）。

在國際仲裁的領域，仲裁人常常由律師擔任，因此，一個案件的仲裁

人常常在其他仲裁案件以其他身分出現，文獻上稱此為旋轉門現象（The 

Revolving Door）。尤其在國際投資仲裁，第三方資助公司、律師事務所與仲

裁人之間的來往可能比其他領域更密切（註一一六）。曾有研究針對1039起

投資仲裁案件與3910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統計，其中接案數量的前25名仲

裁人、代理案件數量最多的前25名律師以及擔任專家證人次數最多的前25名

專家名單，名單之間比較有不少重複的人名出現（註一一七）。

在第三方資助仲裁，一旦仲裁人與第三方資助者之間有利害關係，則可

能產生偏頗之虞而影響其公正性及獨立性，從而有文獻主張為了維護仲裁制

度之公信力，有必要通案地使「第三方資助協議之存在」及「第三方資助者

之身分」被揭露，使當事人能請求有公正獨立性疑慮之仲裁人迴避，也使仲

裁人得以在接受選任、或整個仲裁程序進行期間隨時就可能影響其獨立性及

公正性之事項，主動告知（揭露）於當事人的義務，否則無法確保仲裁人公

正與獨立性之維護（註一一八）。

註一一五：ALFONSO GOMEZ-ACEBO,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73 (2016); 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127.

註一一六：肖芳，前揭註111，頁74。

註一一七：Malcolm Langford, Behn Daniel and Runar Lie, The Revolving Doo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 INT'L ECON. L. Vol. 20 No. 2, 301– 332 (2017).

註一一八：LISA BENCH NIEUWALD & VICTORIA SHANNON SAHANI,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71 (2d ed. 2017); Victoria Shannon Sahani, Judging 
Third-Party Funding , 63 UCLA L. REV. 388, 428-433 (2016); 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26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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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上列舉出可能的利害關係狀況如下（註一一九）：「（1）本件仲裁

人A握有資助本件仲裁案件的F資助公司之股份；（2）本件仲裁人A所屬的L

法律事務所曾經為本件資助者F提供過法律諮詢或代理服務；（3）本件仲裁

人A係來自L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本件資助者F曾經或正在為L法律事務所之其

他客戶提供第三方資助；（4）包含本件仲裁在內，在過去3年間，所有或多

個資助者F資助的案件中都透過受資助當事人指派A為仲裁人」。

論者指出，第三方資助者與以往仲裁程序利害衝突問題（例如律師）最

大的不同在於，第三方資助者之存在一方面具有高度隱蔽性，但其與案件之

最終結果又有高度密切關聯（註一二〇）。故當事人若選擇採取機構仲裁，

仲裁機構實有必要於選任仲裁人之階段，要求當事人告知第三方資助協議之

存在並揭露資助者身分，如此始能確保被選任的仲裁人與資助者之間不存在

經濟上利害關係，進而發生仲裁人偏頗之疑慮。

（二）2014年IBA關於國際仲裁利益衝突指引

為因應近年來第三方資助在國際商事仲裁使用之趨勢，以及隨之而

來關於仲裁人公正獨立性所產生之衝擊，國際律師協會（ In te rna t iona l 

Bar  Assoc ia t ion ,  IBA）2014年 IBA關於國際仲裁利益衝突指引（ 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下稱IBA指引） 

（註一二一）。根據IBA指引的第7（a）條，受資助之當事人有義務向仲裁

人、仲裁庭、對造以及仲裁機構揭露自己與第三方資助者之關係。另根據IBA

指引第6（b）條，仲裁人亦有主動揭露自己與第三方資助者關聯之義務。根

據本項，假使一方當事人為法律實體（legal entity），而某人對於該法律實

註一一九：Jennifer A. Trusz, Full Disclosure? Conflict of Interest Arising from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01 GEO. L.J. 1649, 1670 (2013). 

註一二〇：丁漢韜，〈論第三方出資下商事仲裁披露義務規則之完善〉，《武大國際法評

論》，第19卷第二期，頁226，2016年。

註一二一：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ttps://www.
ibanet.org/Document/Default.aspx?DocumentUid=e2fe5e72-eb14-4bba-b10d-
d33dafee8918，（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9日）。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下)

  7

108

31

108



《仲裁專論》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上)

79

仲
裁
季
刊
第

1 0 7
期

1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體具有實際控制權時（controlling influence on a legal entity），其應與該法律

實體同等視之；或者某人於仲裁程序之判斷結果有直接經濟上利益（direct 

economic interest）時，其亦應與該法律實體同等視之。儘管IBA指引中並未定

義何謂直接經濟上利益，但是本項的解釋文（Explanation to General Standard 

6（b））中直接將第三方資助者（Third-party funder）與保險人（insurer）列

入作為例示。

關於仲裁人之就任，根據2014年IBA指引第4（c）條的規定，所謂可聲

明免責紅色清單（waivable red list）指的是在評價上屬於有高度可能引發嚴重

利益衝突者，故凡屬之者，除非經揭露後獲得全體當事人、仲裁人與仲裁機

構之明示同意（expressly agree），否則原則上仲裁人不得就任。而前揭狀況

（1）：「本件仲裁人A握有資助本件仲裁案件的F資助公司之股份」之情形，

將構成可聲明免責紅色清單中的2.2.1項。前揭狀況（2）：「本件仲裁人A所

屬的L法律事務所曾經為本件資助者F提供過法律諮詢或代理服務」之情形，

則會構成可聲明免責紅色清單中的2.3.1項。最後，前揭狀況（3）：「本件仲

裁人A係來自L法律事務所的律師，本件資助者F曾經或正在為L法律事務所之

其他客戶提供第三方資助」之情形，將可能被納入可聲明免責紅色清單2.3.6

項之規範範圍。當個案中發現上開情形時，選擇採用IBA指引的當事人應注意

仲裁人於就任前是否已依規定取得免責聲明。

其實，不論當事人間是否同意採用IBA指引，仲裁人是否與第三方資助者

具有利害關係，應於選任仲裁人時便應及早揭露以避免後續之爭議（例如在

程序開始，爭執仲裁人之公正獨立性，進而請求仲裁人迴避，甚至於仲裁程

序終結後始陷入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之泥沼）。不過，2014年的IBA指引對於各

個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之修訂工作實有高度參考價值，因而論者主張各個

仲裁機構宜參照IBA指引著手研擬「有關第三方資助之揭露規則」並進行仲裁

規則之修訂，或直接建議當事人約定採用IBA指引（註一二二）。

（三）各國相關立法與仲裁規則

註一二二：Sahani, supra  note 118, at 430-31; Trusz,  Supra  note 119, at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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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也不乏對此議題有所著墨的立法及機構仲裁規則修訂。衡諸國

際間以法律規定第三方資助揭露者，主要內容可分成：「揭露之義務人與對

象」、「揭露之內容」以及「揭露之時機」。

按香港2016年仲裁及調解立法修正案（第三方資助）第98T條及98U條，

一名受資助的當事人必須揭露「簽訂第三方資助協議之事實」、「資助者之

姓名」，揭露的時機必須是「仲裁開始前」（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或者「第三方資助協議簽訂後的15天內」（within 15 days after 

the funding agreement is made） ，端視個案中的第三方資助協議係簽訂於仲裁

開始前或後而定。揭露之對象係其他仲裁全體當事人以及仲裁機構與仲裁庭

（arbitration body）（註一二三）。

加拿大—歐盟全面性經濟貿易協定（C a n a d a - E u r o p e a n  U n i o 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貿

易協定之一，於2017年進行修訂時，將第三方資助之揭露義務納入其中。按

CETA第8.26條：「1.若有第三方資助存在，受資助之一方應向對造及仲裁庭

揭露資助者之姓名與地址。2.前項揭露，應於受資助方提交請求之際為之，或

者，若資助協議及……係於提交請求後始有效成立，受資助方應毫不遲延地

於資助協議有效成立後立即為之（註一二四）。」

此外，國際間的部分仲裁機構也已將第三方資助的揭露義務放入仲裁

規則之中。並且不單著眼在消彌仲裁人與第三方資助者之間的潛在利益衝

突，尚且給予仲裁庭在仲裁程序進行期間，命令當事人揭露第三方資助協議

內容之權力，方便仲裁庭在作成費用判斷時將第三方資助的事實考量在內

（註一二五）。

註一二三：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Legislation (Third Party Funding) (Amendment) Bill 
2016, at §98T and §98U, available at http://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
bills/ b201612301.pdf, (last visited 8/15/2018) .

註一二四：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 available at http://data.
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0973-2016-INIT/en/pdf (last visited 
8/15/2018) .

註一二五：請進一步參照下述四、第三方資助與仲裁費用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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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2 0 1 7年的投資仲裁規則（C h i n 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For Trial Implementation），下稱2017年CIETAC規則）第

27條：「（一）在本規則中，“第三方資助”是指當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或

實體協議承擔參與爭議的一方當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的全部或部分費用的情

形。（二）獲得第三方資助的當事人應在簽署資助協議後，毫不遲延地將第

三方資助安排的事實、性質、第三方的名稱與住址，書面告知對方當事人、

仲裁庭及管理案件的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或香港仲裁中心。仲裁庭也有權命令

獲得第三方資助的當事人披露相關情況。（三）在就仲裁費用和其他相關費

用作出裁決時，仲裁庭可以考慮是否存在第三方資助的情形，以及當事人是

否遵守第（二）款的規定（註一二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三方資助

之存在以及資助者之身分以外，採用本套規則的仲裁庭有權命當事人揭露第

三方資助的「相關情況」。所謂相關情況應係指第三方資助協議之部分具體

內容，例如第三方資助者依約擬自本仲裁程序獲得多少報酬？報酬之計算方

式？資助者是否承諾協助受資助當事人提供費用擔保？……等第三方資助協

議中更具體細節之條款。

另按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2017年的投資仲裁規則（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下稱2017年SIAC規則）

第24條（l）項：「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以及除非所應適用準據法有與之牴

觸的強行規定，否則：……仲裁庭得命揭露下開資訊：仲裁當事人所簽訂之

第三方資助協議及（或）第三方資助者之身分，以及其認為適當的，關於第

三方資助者擬藉由程序所獲之報酬，以及（或）第三方資助者是否承諾負擔

不利費用，……（註一二七）」。

2017年SIAC規則與2017年CIETAC規則之最大不同，在於「發動機制」

上。後者係強制性、通案性地揭露，當事人只要合意採取CIETAC規則，並且

註一二六：The CIETAC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ules, Article 27(2), available at https://
mp.weixin.qq.com/s/2kY_dw62_w-281QXua3yPA,（last visited 8/15/2018) . 

註一二七："SIAC IA Rules", 1st edn. (1 January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siac.org.sg/our-
rules/rules/siac-iarules-2017,  (last visited 8/15/2018) .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下)

  7

108

31

108



《仲裁專論》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上)

82

仲
裁
季
刊
第
107
期
107
年
12
月
31
日

取得第三方資助，便一概需揭露。然而，前者似乎將揭露與否委由個案的仲

裁庭裁決。換言之，採取2017年SIAC規則而取得第三方資助之當事人，有可

能因為仲裁庭不要求揭露而不揭露。如此之安排初步看似成為一種仲裁人獨

立公正性之漏洞，其實不然。

新加坡政府於2015年通過法律執業規則（Legal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s 2015） ，要求法律執業人員（律師）需依本法第49條（A）

項（1）款（此乃另一種形式的法定揭露義務），向法院或仲裁庭以及他造

當事人揭露第三方資助協議（third-party funding contract）之存在（如果有的

話），並且對之提供第三方資助者的身分與地址。至於揭露之時機，則區分

第三方資助協議有效成立之時機而有所不同，假使當事人係於仲裁程序開始

前即已取得第三方資助，則其應「於爭端解決程序開始之初」（at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of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edings）揭露；假使當事人係於仲

裁程序開始後始取得，則應於確定取得第三方資助後以「儘可能之速」（as 

soon as practicable）揭露（註一二八）。

這樣的做法應能避免仲裁當事人有意隱匿已取得第三方資助之事實。蓋

因仲裁程序之自願性本質使然（consent-based nature of arbitration），第三方

資助揭露義務制度的妥善建立，必須以當事人與資助者之誠信（good faith）

與自律（self-policing）為基本前提，儘管揭露係「義務」，但這等義務之遵

循，很大程度須仰賴當事人與資助者之自願配合（註一二九）。另有論者提

到，資助者其實有充分敦促受資助當事人依法揭露第三方資助資訊之誘因。

因為一旦存在利害衝突而未即時揭露，可能發生仲裁判斷因仲裁人公正獨立

性之欠缺而遭到撤銷之結果，這對資助者來說可能意味著其投資將付諸流水

（註一三〇） 。

註一二八：Legal Profession (Professional Conduct) Rules 2015, Part 5A Rules Applicable 
to Third- Party Funding, available at http://statutes.agc.gov.sg/aol/search/display/ 
view.w3p;ident=dc37692e-e97b-4751-81bd de82cd9bfd02;page=0;query=Doc
Id%3 Ae61bfe00-bda6-4ed2-8978535bf9ef5f27%20Depth%3A0%20Status%3 
Ainforce;rec=0# pr49A-he- (last visited 7/30/2018) .

註一二九：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157-58.

註一三〇：覃華平，〈國際仲裁中的第三方資助：問題與規制〉，《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2018年第1期，頁57~58，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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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受資助當事人與第三方資助者有心「隱瞞」或「堅決逃避揭露」第

三方資助事實，欲確保其遵循其揭露義務在實務上實有相當困難性。或許是

意識到這般困境，新加坡當局相當務實地，選擇透過對律師的規管來儘可能

確保每一個仲裁程序中的第三方資助法律關係均會揭露。考量到拒絕揭露之

有限不利後果，即令法律或仲裁規則要求揭露，只要「隱瞞得當」，當事人

或第三方資助業者仍可能得過且過、拒不服從。但是，律師必須遵守有關律

師倫理的法律。

最後，除了當事人以合意採用一套具有第三方資助揭露義務的仲裁規

則之外，文獻上有建議律師亦能於當事人仲裁協議中直接明文約定第三方資

助揭露義務條款。往後實務上也能預先於仲裁協議之中增加一第三方資助條

款，條款中可明定，假使將來協議任何一造就依據本協議所進行之仲裁程序

有取得第三方資助時，應主動將該事實通知他造當事人（註一三一）。

（四）我國現況

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為例，該會於網站上公布的仲裁人聲明書

（Arbitrator statement）範本可知，關於仲裁人公正性與獨立性之要求的部

分聲明，乃要求參考最新版本之「國際律師協會國際仲裁利益衝突指引」

（註一三二）。就此而言，即使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相關規則中尚未有第三方

資助的明文規範，仲裁人或仍足以維持公正性或獨立性。並且，前揭仲裁人

聲明書之公正獨立義務為持續性，故假使仲裁庭成立以前不存在第三方資

助，而是於程序進行期間才有一方當事人取得第三方資助，理論上仲裁人仍

有義務於斯時，依照最新版本的國際律師協會國際仲裁利益衝突指引，於個

案中判斷是否應構成迴避的事由。但是在實際運作上，如仲裁程序進行期間

始取得第三方資助的一方當事人，是否願意主動揭露自己取得第三方資助的

事實，自是另一問題。 

註一三一：NIEUWALD & SAHANI, supra note 118, at 119.

註一三二：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聲明書，http://www.arbitration.org.tw/upload/down/
paper_2_3_4.pdf，（最後瀏覽日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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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助者對於仲裁程序之控制權

（一）問題說明：仲裁程序之控制權分配

資助者可能會根據第三方資助協議，對所資助之仲裁案件取得（全部或

一部）之影響力或控制權（註一三三）。晚近文獻對於資助者對案件之控制

以及隨之而來的法律風險，有相當熱烈地討論（註一三四）。根據我們對第

三方資助協議的定義，倘若受資助的標的案件敗訴，因為受資助的當事人不

必償還資助者所資助的費用。從而當資助者提供資金，供當事人去打訴訟或

仲裁時，其獲利與否及多寡既繫於案件之成敗，為避免血本無歸，會想對案

件之進度表達關切，並非不能想像。

作為一名第三方資助者，從一個投資人的觀點，對自己的投資表達關

心，乃人之常情。而每一份第三方資助協議中的資助者對於案件所施展的關

切程度不一，資助者可能是袖手旁觀型 （hands off），而是選擇信任受資助

當事人與其律師（但實務上通常資助者會指定自己密切往來的、信任的律師

為受資助當事人代理，並且在第三方資助協議中明文約定自己有這般權利）; 

也可能做一名相對被動的旁觀者，對於若干事項希望保留置喙之餘地（例如

和解的條件）；資助者也可能是「事必躬親」（active participants）型，這類

的資助者會想有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案件之決策，但凡仲裁程序中的各種

細節性事項均積極發揮影響力（註一三五）。

註一三三：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207; Sahani, supra  note 118, at 394.

註一三四：Anthony J. Sebok, Should the Law Preserve Party Control? Litigation Investment, 
Insurance Law, and Double Standards,  56 WM. & MARY L. REV. 833, 834 (2017); 
Victoria A. Shannon, Harmonizing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Regulation, 
36 CARDOZO L.REV. 861, 863-64 (2015); Maya Steinitz, Incorporating Legal 
Claims, 90 NOTRE DAME L. REV. 1155, 1198-1202 (2015); Jennifer A. Trusz,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Case for 
Amending Arbitration Rules to Require Disclosure,  32 ALT. HIGH COST LITIG.101 
(2014); Trusz, supra note 119, at 1655. 

註一三五：Christopher Hodges, John Peysner, and Angus Nurse, Litigation Funding: Status and 
Issues,  OXFORD LEGAL STUD. RES. PAPER No.55, 13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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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獻上也提到，當資助者與被資助者之間存在一定信賴關係（尤

其兩者之間存在對辦理特定案件經驗之差距時），受資助之當事人可能會主

動「邀請」資助者參與或主導仲裁案件之處理（註一三六）。申言之，資助

者既然有足夠的專業能力拿著大把鈔票在市場中篩選有利可圖的案件標的，

當事人也可能選擇向其尋求除了金錢以外的「專業諮詢」。例如，澳洲最大

的第三方資助公司IMF Bentham之代表在接受學者訪問時表示：「根據IMF

過去的經驗，多數接受資助的人對案件應如何進行並無想法（do not have a 

view），並且表示願意在做決定時接受IMF的『建議』（suggest），甚至邀請

其更進一步對案件進行『監督』（oversight）」（註一三七）。

（二）資助者控制權之問題

然第三方資助者的控制權不免可能產生以下問題。第一，「利益衝

突」，第二，「權責不相符下的制度濫用危險」。資助者與受資助者之利

益可能不一致，以至於雙方在「案件應如何處理」的層面上產生不同意見。

首先，實務上曾發生資助者與受資助之當事人間就若干程序事項之處置有不

同意見，資助者從而選擇終止資助而迫使當事人必須放棄繼續進行仲裁的前

例。

第三方資助協議之兩造在程序進行期間並非總是和諧，而有可能在案件

應如何處理上發生意見不一致的情形。以S&T Oil案為例，Juridica Investments 

Ltd.（下稱Juridica）是一間以為他人提供第三方資助為業的投資公司，而

S&T Oil 則是一間石油公司，其於2009至2010年間擬與羅馬尼亞政府進行國

際投資仲裁，因而向Juridica簽訂第三方資助協議。然而，在仲裁程序進行

期間，Juridica與S&T Oil之間因就「若干文件是否披露」、以及「受資助的

石油商疑似有不實陳述」等事項有意見不合的情況。Juridica公司遂拒絕繼

續為S&T公司支付後續的程序費用，使得仲裁庭一度將審理程序暫停，最終

註一三六：Radek Goral, Justice Dealers: The Ecosystem of America Litigation Finance , 21 
STAN. J. L. BUS. & FIN. 98, 133 (2015).

註一三七：Hodges et al ., supra  note 135,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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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Oil確定因無法按仲裁機構指示將應預繳之費用存入機構指定帳戶而撤

回其仲裁案件（註一三八）。當意見不一致的情形在資助者與被資助者之間

發生，且爭議無法被調解時，除非受資助當事人願意自行負擔後續的程序費

用或者另尋金主，否則一般而言，受資助當事人難免受到資助者意志之牽引

（註一三九）。

和解談判或許是一種典型情況。理論上，資助者之資助行為既然係以

「獲利」為目的，其必然會希望最大化自己的投資報酬，而盡可能地追求

「更高」的賠償金額，或者希望「更快」地獲得賠償。假設對造當事人於仲

裁程序進行期間提出若干和解條件，受資助之當事人因各種原因想和解了，

但資助者卻認為對造之和解條件太少，欲追求更高的賠償金額而希望受資助

之當事人能拒絕和解條件；或者情況相反，資助者為了儘早將投入案件的成

本回收，轉而要求當事人接受眼前「尚可接受，但未必最佳」的和解條件，

而當事人卻希望爭取更好、金額更高的條件。在此前提下，倘若資助者已透

過資助協議之設計，在「案件應如何處理」一事的決策過程中取得「參與

權」、「發言權」乃至於「控制權」等程度不一的影響力時，想當然爾地，

資助者會不吝於運用其影響力來試圖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落實在仲

裁程序之上（註一四〇）。

若資助者係法人機構身分（institutional funder），例如專門以投資他人

爭端藉以獲利為業的資助公司，一般而言更可能希望採取「儘早和解」的策

略。因為這類的公司出於分攤成本與風險之目的，並不會同時或先後只資助

一個或少數個案件；而隨著單一案件的風險得以降低，將產生資助公司因此

與「個案」的受資助當事人之間產生「風險不對等」的情形（註一四一）。

註一三八：S&T Oil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Ltd v. Romania, Order of Discontinuance of the 
Proceedings (ICSID Case No. ARB/07/13).

註一三九：為了避免資助協議遭到終止，學者稱資助者對受資助當事人「在仲裁程序的推進

方面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參覃華平，前揭註130，頁57。

註一四〇：Maya Steinitz & Abigail C. Field, A Model Litigation Finance Contract , 99 IOWA L. 
REV. 711, 736-41 (2014).

註一四一：Victoria Shannon Sahani, Reshaping Third Party Funding , 91 TUL. L. REV. 405, 
430-3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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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資助者得藉由分散資助來分散其資助失敗之風險，拿取資助的個別當事

人之敗訴風險卻未減少，一來一往之下，資助者與受資助者雙方就單一系爭

案件所承擔的敗訴風險顯得不對等。

當資助者係一公開上市公司時，利益之衝突更顯得複雜。一間公開發

行資助公司的經營者可能依法或依契約對於其公司負有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ies），其具有優先為公司及其投資人牟取最大利益的職責（prioritize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但是經營者對於受資助的當事人卻無類似這種

義務（註一四二） 。承此，從第三方資助的「投資組合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的立場來說，與其採取「鋌而走險」的策略在單一案件上追

求高報酬，理性地看，不如廣泛地從每一件投資標的上儘早取回「儘管不豐

厚卻尚可接受」的報酬（“to settle early in order to maximize profits across a 

portfolio rather than in a particular case”）（註一四三）。

總而言之，資助者往往會希望拿到更高的賠償、更早拿到賠償或者至

少拿到以金錢為給付內容的賠償。然而，這未必是受資助的當事人在個案

上的實際需求。一旦當事人在和解的策略上堅決不同意資助者的想法時，資

助者理論上可能基於其在資助協議中所取得的影響力，對當事人施加壓力，

迫使受資助之當事人接受資助者之想法，以求貫徹自己認為較佳的攻防策略

（註一四四）。在最極端的情形，受資助者可能主張當事人違反資助協議，

而以終止資助為脅，要求受資助當事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此際受資助之當事

人將受到個人利益之損失。不過，利益衝突下的犧牲畢竟可期待透過第三方

資助協議的條款擬定來獲得控制，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受資助者彷彿成為虛

有其表、如同空殼一般的程序上傀儡。

一旦當事人成為程序上的傀儡，對之握有控制權的資助者形同實質當

事人般隱居在幕後，我們便無法排除資助者可能濫用仲裁程序的危險。資助

註一四二：Maya Steinitz, Whose Claim is this Anyway? Third-Party Litigation Funding,  95 
MINN. L. REV. 1268, 1319 (2011).

註一四三：Steinitz, supra  note 134, at 1205.

註一四四：Goral, supra  note 136, at 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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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倘若為了在個案上追求更高賠償金額，而「不擇手段」地在程序上使用各

種騷擾、拖延、不配合仲裁庭命令……等欠缺誠信之做法時，儘管資助者鋌

而走險的程序攻防策略必然會提高敗訴之風險，惟理論上，當報酬愈豐厚，

採取高風險手段的誘因也會相對增加。文獻上舉出一最極端的案例，假設受

資助當事人係一名下幾乎無任何資產的公司，而某資助者依約有權取得之資

助收益高達80%或甚至接近100%時，資助者所預期可得之報酬遠大於其所

實際承擔之風險，此時受資助當事人僅係一程序上空殼（a merely procedural 

shell），即便於敗訴時，對造之費用獲得補償之希望亦可能落空，資助者之行

為便形同「肇事逃逸仲裁」（arbitral hit and run）（註一四五）。

（三）各管轄區之態度

澳洲係迄今少數明文承認資助者得合法取得所資助案件之控制權的司法

管轄區。2006年由澳洲高等法院撰寫的Fostif案判決中，除了明確宣示了在澳

洲遂行第三方資助行為之合法性之外，另一個指標性意義便係認同（默許）

第三方資助者就所資助案件之程序取得控制權之合法性（註一四六）。判決

中提到：「既然第三方資助者必須（共同）承擔敗訴之風險，其欲就訴訟取

得控制實『不足為奇』（註一四七）。」Fostif案中的多數意見認為，關於人

們質疑資助者之控制可能叢生的「濫用程序危險」，諸如「捏造不實的高額

賠償」（inflame the damages）或「買通證人」（suborn witnesses）等行為，

得以在既有的法律與法庭規則所織起的防護網中得到控制，並且可以期待律

師本於其應有的執業倫理，為受資助當事人提供適當保護（註一四八）。

值得注意的是，Fostif案的承審法官們認為澳洲既有的程序法規則及律

師倫理規範應能有效抑制資助者因取得程序控制權所可能發生的程序濫用危

險。此等見解之評價對象為訴訟程序，是否能適用於仲裁程序猶未可知。事

註一四五：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219.

註一四六：Campbells Cash and Carry Pty Ltd v. Fostif Pty Ltd [2006] HCA 41. 

註一四七：Fostif (2006) 229 CLR 386, at [89].

註一四八：Id ., at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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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內國法院對於資助者之嚇阻力，理論上係遠遠大於仲裁庭的（例如，

仲裁庭的管轄權受到仲裁協議之限制），Fostif案為程序濫用危險所做的背

書，可能不當然得適用於第三方資助仲裁上。

在任意仲裁的情況下，仲裁庭的管轄權基礎源於「仲裁協議」，從而仲

裁庭的管轄權也僅及於簽訂仲裁協議之當事人。換言之，仲裁庭之管轄權源

於當事人均願受其管轄。承此，按私法自治及我國仲裁法第1條之精神，除非

在被資助的仲裁程序進行期間，有進一步依相關規定為第三人的程序「追加

與參與」，否則，仲裁協議的當事人既不包含並不拘束資助者，仲裁庭自然

無法對資助者取得管轄權。

然而，一名有心濫用仲裁程序之資助者，又何嘗願意主動地受到仲裁協

議與仲裁庭之拘束？申言之，如果缺乏適當揭露機制，仲裁庭甚至可能不會

知道資助者之存在。此時一旦資助者作為「藏鏡人」隱居幕後，有仲裁當事

人之實而無當事人之名，資助者可能使受資助當事人成為程序上的傀儡。我

們因而便很難掌控其於仲裁程序中發揮影響力，而於仲裁程序中採取拖延、

騷擾……等動作，不當造成程序的時間、費用、勞力之浪費，或者將仲裁程

序作目的外使用之危險。因仲裁庭無法直接對程序外的第三方資助者核發不

利費用（adverse costs）令或者其他有效的監督機制，故在風險有限（被隔

絕於仲裁之外），獲利卻或許相當豐厚的前提下，資助者便可能選擇鋌而走

險，在仲裁程序中採取不當行為。

反之，在英國與美國，倘若資助者就所資助案件取得任何形式的影響力

或控制權，可能因此觸犯挑唆及包攬訴訟禁止規定，而使得第三方資助協議

無效（註一四九）。在英國，對於第三方資助者之於仲裁或訴訟程序的「控

制」幾乎可說是零容忍（註一五〇），無論係資助者介入就所資助案件之策

略決定過程，或甚至越過受資助當事人而直接給予律師指示，均不被允許，

註一四九：Shannon, supra note 134, at 882; ROWLES-DAVIES, supra  note 110, at 7.

註一五〇：在英國訴資會2018年的行為規範準則(ALF code of conduct)9.3項中，明文禁止訴資

會的會員在第三方資助協議中約定取得所資助案件之控制權或任何形式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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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者不得在案件之處理上強加其意志於受資助者之上（註一五一）。同樣

地，歐盟委員會於2013年針對「訴訟」領域提出第三方資助的管制措施建議

書，供歐盟各國參考。建議書中指出：「第三方資助訴訟之資助者不得為下

列行為：1. 企圖影響原告有關訴訟程序進行之決定（包含和解）；2. 被告係

第三方之競爭對手或有賴於第三方時，則不得提供訴訟資助；3.要求對資助金

額之高額收益 （註一五二）。」然而，就第三方資助仲裁，歐盟委員會迄今

似未有明確立場或建議。

四、第三方資助與仲裁費用之判斷

仲裁庭於程序終結前，決定仲裁費用之際，將因仲裁當事人使用第三

方資助而產生何等影響，實務上爭議頻頻。本段落將依序說明當仲裁庭在

決定仲裁費用之數額與責任分配時，可能因第三方資助之存在而產生之問題

（註一五三）。

（一）問題說明：以2018年ICCA報告為綱

仲裁庭作成費用判斷需附理由。惟論者指出，相較於實體判斷，實務

上的仲裁庭不總是會花費許多時間、精力在寫費用判斷，儘管對於當事人

而言，有時費用判斷之重要性、所影響之權益不亞於實體判斷中的損害賠償

（註一五四）。通常仲裁庭在分配轉嫁當事人間費用責任時，往往被賦予很

大裁量空間（discretionary）（註一五五）。根據晚近的仲裁規則，大致上仲

註一五一：ROWLES-DAVIES, supra  note 110, at 8.

註一五二：參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June 2013 on common principles for 
injunctive and compensatory coll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in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violations of rights granted under Union Law轉引自沈冠伶，〈消費者

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台大法學論叢》，

第44卷特刊，頁1264，2015年11月。

註一五三：進一步之案例分析，請參廖崇崴，前揭註103，頁159~187。

註一五四：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68.

註一五五：Marie Berard, "Othe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Review of the 
Recoverability of Internal and Third-Party Funding Costs,  in DEFINING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01 (Julio Cesar Betancourt e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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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庭應會依照當事人間請求之結果（outcome-based allocation）或者成功之程

度（based on the degree of success）來做分配（註一五六）。因此，我們一般

假設仲裁程序中被認為失敗的那一方，要承擔比較大的費用責任。

因第三方資助在個案中之出現而在既有仲裁程序中所產生的仲裁費用判

斷、分配法律問題，文獻上已有所討論（註一五七）。謹舉一假設案例：藉

著與第三方資助業者F簽訂第三方資助，原欠缺仲裁資金的C始得以R為被請求

人，根據其之間的仲裁協議在倫敦進行仲裁。第三方資助協議約定C於請求成

功後應分享損害賠償數額的30%給F，C在簽訂第三方資助協議以前，自費支

付10萬美元給F，作為F自行對案件進行研究、評估及鑑定之費用。本件仲裁

程序終結後，F一共為C代支付了30萬美元的費用。

狀況（1）：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並將100萬美金的損害賠償判給請求

人C。仲裁庭在分配仲裁費用與當事人的法律費用時，C可否要求仲裁庭將其

依第三方資助協議應支付給F的30萬美金（第三方資助費用）納入其中？又C

可否要求仲裁庭將訂定第三方資助協議之前支付給F的10萬美金（案件研究評

估費用）納入其中？

狀況（2）：承狀況（1），仲裁的被請求人R抗辯上開C於仲裁程序中所

開銷的仲裁費用30萬美元，既然已由第三人F代其支付，故實際上C已就此部

分之費用已無補償必要。R之抗辯有無理由？

狀況（3）：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拒絕判給請求人C任何損害賠償。被

請求人R因參與仲裁程序而支出了45萬美金的抗辯費用，惟當仲裁庭在決定、

分配仲裁費用時，注意到C可能名下已無足夠資產用以補償R之費用損失，且

C此前所供費用擔保不足以清償上開45萬美元的抗辯費用，此際仲裁庭得否將

資助業者F列為費用負擔主體（subject to a costs order）?

狀況（4）：承狀況（3），仲裁庭可否在仲裁程序終結以前，以C取得第

註一五六：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75; Michael O'Reily, The Harmonizing of Cost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DEFINING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80 (Julio Cesar Betancourt ed., 2016) 

註一五七：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67; Berard, supra  note 155, at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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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資助為由命其供費用擔保（security for costs）（註一五八）？

透過上開案例，可知關於第三方資助與仲裁費用判斷之問題，主要應可

分成四個層次。第一，第三方資助之取得，是否影響費用的可分配性／可補

償性（recoverability）？換言之，既然當事人的律師費、仲裁庭報酬都已由第

三方資助者代付，該部分的費用仍能成為仲裁庭費用分配、轉嫁的客體嗎？

第二，當受資助當事人一方請求失敗時，對造當事人可否要求資助者為自己

的仲裁費用損失負責（尤其當受資助當事人已陷於無資力的情況）？第三，

既然第三方資助的取得，某種程度上可能間接反映了受資助當事人的財務狀

況不盡理想，仲裁庭可否因受資助當事人取得第三方資助，而命其供費用擔

保（security for costs）？第四，當受資助當事人一方請求成功時，對造當事人

是否應負擔受資助當事人的第三方資助費用？前開問題實務上迄今尚未有廣

泛共識（註一五九），故似有必要透過理論之建立，發展出一套指引準則，

使仲裁庭在決定涉及第三方資助的仲裁程序費用時得以有所依循。

國際商務仲裁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CCA）與倫敦大學皇后瑪麗學院法學院（The School of Law a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共同於2018年4月公布了其關於第三方資助仲裁的研究

報告（下稱ICCA報告）（註一六〇），本報告的第六章完整而有體系地針對

仲裁費用判斷之第三資助議題提出務實的建議。

關於終局的仲裁費用判斷，ICCA報告提出以下建議：「（1）仲裁程

序終結後，當事人取得第三方資助之事實並不免除他造可能所負費用補償責

任。受資助之當事人不因一部或全部之費用係由第三方資助者代為支付，

而喪失其請求對造補償其費用損失之權利。（2）第三方資助費用，即資助

者之成果報酬（a third-party funder's return/success fee）在概念上應屬於當

事人因仲裁程序而引起（incurred）或直接引起（directly incurred）之開銷

註一五八：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pril 2018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ICCA Report”), page 146, 
available at www.arbitration-icca.org last visited 7/9/2018.

註一五九：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68.

註一六〇：The ICCA Report, supra  note 158, at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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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3）第三方資助費用能否列入費用之分配，換言之，是否具有可補

償性（recoverable），應取決於個案中應適用之準據法或相關程序規則中

（applicable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or procedural rules），關於「可補償費用」

（recoverable costs）之定義。（4）若無進一步的授權（應適用之法律或程序

規則），仲裁庭原則上欠缺（在仲裁判斷中）針對第三方資助者發給費用命

令之管轄權（註一六一）。」

另關於第三方資助與費用擔保（security for costs）令， ICCA報告之建議

如下：「（1）費用擔保令之核發，不應一經證實有第三方資助協議存在，即

認為有核發之必要。（2）惟仲裁庭在決定是否有核發費用擔保令之必要時，

考量到請求方償付將來可能的不利費用令之能力，任何形式的第三方資助均

可能係相關（may be relevant）應考量的因素，尤其是資助者在第三方資助協

議中有終止條款的約定時。（3）假設費用擔保最終被證明為不需要，則請求

核發的一造應賠償他造因提出不必要擔保所生的合理損失（註一六二）。」

以下分別就上開建議進行延伸討論。

（二）費用損失之認定與第三方資助

關於費用損失之認定與第三方資助之關聯，可參考Ioannis Kardassopoulos 

v. Georgia（下稱Ioannis案）國際投資仲裁案之見解。Ioannis案中的投資人

（即請求人）取得了德國安聯訴資公司（Allianz Litigation Funding）之資助，

用以向喬治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Georgia）提起仲裁，請求因不合法

終止輸油管建造及保養合約所生之損害。仲裁庭判定本件之投資人請求有理

由，但被請求人在費用判斷部分抗辯道，既然投資人的仲裁費用已由第三人

為其支付，則其實際上已無費用損失可言，被請求人因而在投資人獲得第三

方資助代為支付之費用部分無補償之義務（註一六三）。

本件仲裁庭反駁被請求人的抗辯，並謂：「據本庭所知，並無任何既有

註一六一：Id.
註一六二：Id.
註一六三：Ioannis Kardassopoulos v. Georgia, ICSID Case No. ARB/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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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則要求本庭在判斷本件可補償費用的數額時，必須將第三方資助協議

納入考量（註一六四）。」Ioannis案之見解應已成為國際投資仲裁實務上的

有力見解，在後續的ICSID案件如RSM v. Grenada案（註一六五）以及ATA v. 

Jordan案（註一六六）均引用了上述這段文字。從而根據目前實務通說，受資

助者在仲裁程序中所支出的費用損失，不因取得第三方資助而被認為損失不

存在。

（三）第三方資助費用的可補償性

第三方資助費用之可補償性係晚近實務上、文獻上意見最分歧之爭點。

取得第三方資助的仲裁請求勝方，可否要求對造負擔自己因請求成功而依約

（第三方資助協議）應給付給資助者之第三方資助費用（資助者報酬）？此

處的第三方資助費用並不僅限於資助者所投入之成本的回收，因為仲裁打贏

了，故還包含後酬、投資報酬之部分，從而使得受資助者要付給資助者的數

額可能變得相當地高，甚至接近或超越實體法上損害賠償的數額。假設包含

仲裁庭報酬、管理費用、專家證人鑑定費。……以及律師費用等洋洋灑灑，

一名資助者可能在案件裡共投了100萬美金的資助，但受資助當事人請求成功

時，資助者可能依約能獲得300萬美金之資助報酬。此際，該名當事人能否要

求對造為自己負擔該300萬美金的資助報酬費用？仲裁庭是否「應該」准允？

或者，在哪些情況下應准允？仲裁庭應考量哪些因素，來判斷是否應准允？

仲裁庭是否有權限（法律依據）？該權限是來自契約、仲裁機構規則、抑或

是法律？

仲裁庭的權限可能來自內國仲裁法。例如英國的指標性案例Essar案，其

註一六四：Ioannis Kardassopoulos and Fuchs v. The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Case Nos.
ARB/05/18 and ARB/07/15), Award (3 March 2010), para. 691.

註一六五：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Grenada (ICSID Case No. ARB/05/14), Annulment 
Proceeding, Order of the Committee Discontinuing the Proceeding and Decision on 
Costs (28 April 2011), para. 68. 

註一六六：ATA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and Trading Company v.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ICSID Case No. ARB/08/2), Annulment Proceeding, Order Taking Note of 
the Discontinuance of the Proceeding (11 July 2011), para.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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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認為根據英國仲裁法的規定，仲裁庭有

權將第三方資助費用納入可分配、補償的費用之中。承審的Waksman法官認

為不論從語意、脈絡及邏輯之觀點，所謂第三方資助費用，均可被涵攝於英

國仲裁法第59條第一項（c）所稱「其他費用」（other costs）之概念下。至

於仲裁庭於個案中如何分配第三方資助費用，其判斷之合理公平性如何，則

為另一問題。惟此亦屬於仲裁庭之裁量，法院既不是也不應是仲裁程序第二

審，故通常不會也不應介入再為審查（不論是後續可能的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或仲裁判斷許可執行程序）（註一六七）。ICC於2015年也針對第三方資助費

用於仲裁的議題發表了研究報告，根據報告中的統計，採用ICC仲裁規則的仲

裁庭，可能「有條件地」准允由對造（一部或全部）負擔第三方資助費用之

請求（註一六八）。

仲裁庭是否有權核發涉及第三方資助費用之費用判斷，應視個案中是否

所應適用之仲裁法律以及仲裁機構規則，是否允許如此為之。但絕大多數管

轄區的內國仲裁法通常不會針對第三方資助費用為明文規定，倘若個案中所

應適用之法律並未直接明文允許，毋寧需要透過解釋時（例如Essar案中英國

仲裁法裡「其他費用」的用語是否包含第三方資助費用），不同的管轄區便

可能有不同的態度。是否都會如英國法院一般作出對第三方資助產業及受資

助當事人較為友善之解釋，便值得再行觀察。

假設個案中仲裁庭有權限如此為之，則仲裁庭進一步應依據哪些理由、

參考哪些因素，要求對造負擔第三方資助費用？這類費用判斷是否可能在後

續的承認與執行程序遇到阻礙？學說上有認為，考量到第三方資助費用於個

案中的數額可能相當可觀（畢竟是投資報酬性質），即令對造在仲裁程序中

註一六七：Essar Oilfields Services Ltd v. Norscot Rig Management Pvt Ltd, Queen's Bench 
Division (Commercial Court) 15 September 2016, [2016] EWHC 2361 (Comm.), 
paras 56,68 and 69.

註一六八：ICC Commission on Arbitration and ADR Report,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2015) paras. 92-93, available at: http://www.iccwbo.
org/Advocacy-Codes- and-Rules/Document-centre/2015/ Decisions-on-Costs-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ICC- Arbitration-and-ADR-Commission-Report (last 
visited 8/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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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請求人被認為是（抗辯）失敗的一方，要求其負擔這類費用，可能對

之造成過重的、不公平的負擔（would substantially and unfairly increase the 

amounts owed by the losing party）（註一六九），因而對於將第三方資助費用

列入可補償費用之範圍，有見解持懷疑與保留之態度（註一七〇）。另有見

解認為，這類做法應僅限於例外情形（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nly），僅

有在「被請求人之行為顯然不當」（respondent's conduct has been egregious）

時仲裁庭始能得要求其負擔第三方資助費用（註一七一）。

ICCA報告則提出一折衷而合適的做法：仲裁庭原則上可以將第三方資助

費用列入其費用判斷之中，但必須通過合理性之檢驗（should be treated under 

the test of reasonableness）。所謂合理性檢驗，必須緊貼著個案事實來進行操

作（largely depend on the f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報告中進一步地

提供若干具體地考量因素，例如（註一七二）：（1）若請求人陷於無資力，

是否可歸責於被請求人之行為？（2）請求人在實現、救濟其法律權利之路途

上，是否除了尋求第三方資助，已別無他法？（3）被請求人是否自始知道請

求人取得第三方資助之事實？（4）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中所約定的第三方資

助費用（資助者報酬），是否符合市場行情（standard market rates）？

本文認為，上開四項因素中，除了市場行情之外，其餘考量因素均緊

扣、圍繞著當事人訴訟權之概念開展。「近用司法」（access to justice）

精神本身作為第三方資助行為與第三方資助協議本身之合法性基石

（註一七三），也成為仲裁庭在費用判斷作成階段時的重要指導原則。然而

什麼樣數額的資助報酬是合理的？被請求人的某些行為是否達到可歸責之程

度？……上開四項因素之判斷，仍高度倚賴仲裁庭於個案中之裁量。除非所

適用之程序準據法、仲裁規則、或者仲裁協議有更具體的規定或約定，否則

「合理性檢驗」標準也好，「被請求人行為顯然不當」之標準也罷，其在實

註一六九：Berard, supra note 155, at 302. 

註一七〇：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87-396.

註一七一：The ICCA Report, supra  note 107, at 162.

註一七二：Id. , at 161.

註一七三：廖崇崴，前揭註103，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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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上可能並無不同。

（四）第三方資助者的費用補償責任

關於第三方資助者在所資助案件請求失敗時，是否應與受資助當事人一

同就對造的費用損失負責，於國際仲裁實務上亦有不同意見。有認為負擔對

造費用應係「仲裁當事人」的責任，資助者對於程序的影響力及對於案件的

知識畢竟不及受資助當事人，與之終究不可等量齊觀。反之，英國司法實務

上的Arkin案（註一七四）、Excaliber案（註一七五）以及指標性的Jackson 

Report （註一七六）均認為，既然資助者藉由訴訟程序獲利，也應該於請求

失敗時負擔對造的費用（註一七七）。同理，藉由仲裁程序獲利之第三方資

助者，理應也要為仲裁對造所因此損失的費用負補償責任。此外，資助者

理應對自己所投資之仲裁或訴訟案件確實經過勤勉地研究，假使其確實做

到，便不應總是擔心其資助會讓自己陷入費用責任（註一七八）。

當資助者於個案中對於「訴訟程序」取得足夠之影響（控制）力或者

對於「訴訟結果」有足夠程度的經濟上利害關係時，英國與美國法院似乎並

不吝於對身為訴訟程序第三人的資助者發給費用命令，惟相同情形搬到仲裁

程序，便發生仲裁庭欠缺管轄權之困境。儘管新加坡國際仲裁院2017 SIAC

規則中，已前衛地賦予仲裁庭對資助者發給費用令的權限，惟據此作成之費

用令，能否於新加坡以外的管轄區獲得承認與執行，ICCA報告持保留態度

（註一七九）。值得一提的是，前揭提到的英國2018年訴資會行為規範守則

（ALF code of conduct）第10條已明確要求身為會員的資助業者必須在不利費

註一七四：Arkin v. Borchard Lines Ltd & Ors [2005] EWCA Civ 655.

註一七五：Excalibur Ventures LLC v. Texas Keystone Inc [2014] EWHC 3436 (Comm).

註一七六：Rupert Jackson LJ, Review of Civil Litigation Costs, Final Report, 2009, Ch 11.

註一七七：差別僅在於，資助者所應負之費用責任，有無「上限」之問題。Arkin案的見解認

為資助者僅在自己出資之部分有責，但Jackson Report則認為資助者不應有責任

上限。

註一七八：The ICCA Report, supra  note 158, at 162.

註一七九：The ICCA Report, supra  note 158, at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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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令甚至費用擔保令上有責。

（五）仲裁費用擔保與第三方資助

所謂仲裁費用擔保，其意義在避免，當仲裁庭把被請求人的費用轉嫁給

請求失敗的一方負擔時，請求方卻兩手一攤、付不出錢來的結果。故基於費

用得獲償的保全目的，仲裁庭得經被請求方之請求，要求聲請方當事人（尤

其針對瀕臨破產的公司法人或者名下欠缺實質資產的紙上公司時）預先提出

仲裁費用之擔保（security for cost），以確保將來敗訴時對造的費用損失得以

獲得清償。目前國際間一些主要機構的仲裁規則均賦予仲裁庭核發「仲裁費

用擔保令」的權力（註一八〇）。但通說也認為費用擔保令之核發必須審慎

而不能淪於浮濫，在國際商事仲裁實務上，核發費用擔保令之時機僅限於極

端例外的情況（only in extreme circumstances）（註一八一）。因為費用擔保

令對於請求方所造成的費用門檻，恰恰與近用司法（access to justice）之精神

相違背，尤其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外資企業要向東道國（地主國）提起仲裁

時，這類費用命令之核發尤其敏感（particularly sensitive）（註一八二）。

在國際投資仲裁實務中，RSM v. Saint Lucia一案（下稱RSM案）的仲

裁庭認為，在請求人明顯欠缺足夠資力，並且有取得第三方資助的前提下，

要求被請求人承擔將來抗辯成功時卻無法在費用上獲得補償的龐大風險（即

仲裁的肇事逃逸）係「不公平的」，又考量到本件請求人在過去確有不配合

仲裁判斷執行之過往，加上無法確保其資助者是否將承諾協助其支付將來

可能的費用判斷，仲裁庭於是准予本件被請求人請求核發費用擔保令之請

註一八〇：藍瀛芳，〈仲裁費用與其衍生的相關問題〉，《仲裁季刊》，第88期，頁17，2009
年6月。

註一八一：但目前國際間對於什麼才是例外而必要的情形欠缺廣泛而一致的共識。學說與實

務上曾有過：請求方有明確濫用程序之行為時(abusive conduct)、請求端當事人

是否有令人擔心的財務狀況、其財務狀況較雙方當初交易往來時有顯著巨變、請

求端是否有不配合仲裁判斷執行的過往、……請求端主張是否顯無理由等因素。

參Trusz, supra  note 134, at 1678. 

註一八二：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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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註一八三）。Griffith先生在本件協同理由書中甚至主張，單單是「取得

第三方資助」一事，本身便足以成為仲裁庭核發費用擔保令之理由；或者

至少應改由取得第三方資助之當事人舉證說明為何費用擔保令不應被核發

（註一八四）。

惟在South America Silver Limited v. The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一

案中（下稱South America Silver案），則呈現與之不同的立場。本件仲裁庭

指出，單單是取得第三方資助一事並不足以構成仲裁庭核發費用擔保令的理

由，其更非決定性之因素。毋寧尚須綜合考量個案中的其他因素，否則將可

能造成往後被請求人一經知悉請求人獲有第三方資助，便機械地請求仲裁庭

核發費用擔保令，不僅可能造成仲裁程序無端延宕，長久以來恐怕將造成許

多實際上合法的請求被拒於門外（註一八五）。

ICCA報告之立場傾向South America Silver案，認為單單取得第三方資助

之事實並似乎不當然構成核發費用擔保令的必要性。並且進一步指出，實務

上取得第三方資助之當事人不當然代表其財務狀況有顯著之惡化（material 

deterioration of the claimant's finances），許多財務狀況穩定良好的當事人也實

際上會使用第三方資助來分散其財務及敗訴風險（註一八六）。然而第三方

資助協議中的「資助者終止條款」（funder's termination rights），或稱跳船條

款，確實可能會使仲裁庭擔心資助者跳船後徒留無資力的受資助請求人，以

及於程序終結後可能在費用上求償無門的被請求人。不過本文認為，理論上

每一份第三方資助協議中都會有這類跳船條款，因此關鍵或許是在，此類條

款之具體內容是否過於寬泛，因此使得資助者何時會跳船顯得欠缺預測性。

另一方面，仲裁庭也必須意識到，在正常的情況下，只要第三方資助協議有

註一八三：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Saint Lucia, ICSID (Case No. ARB/12/10), Decision 
on Saint Lucia's Request for Security for Costs, para86  (13 August 2014). 

註一八四：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Saint Lucia, (ICSID Case No. ARB/12/10), Assenting 
Reasons of Gavan Griffith (12 August 2014).

註一八五：South American Silver Limited Bolivia v. The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PCA 
Case No.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11 January 2016), para. 77.

註一八六：The ICCA Report, supra note 158, at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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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立，一旦第三方資助法律關係正式開展之後，若非不得已，通常資助者

亦不會輕言終止。

英國的「訴資會」（Association of Litigation Funders of England and 

Wales, ALF）所公布2018年訴資會行為規範守則10.1與10.3便分別要求會員

於第三方資助協議中必須承諾為受資助者負擔於將來可能的不利費用責任

（adverse costs），以及費用擔保令（security for costs）責任。

肆、第三方資助仲裁於臺灣之合法性評估

考量到第三方資助的國際潮流，早已於2017年底即有國內論者呼籲：

「除仲裁法本身之修正外，於各國受到熱烈討論之第三方資助仲裁，亦係我

國應深入探討研究之問題，推動第三方資助仲裁，雖加強我國作為國際仲裁

重鎮之籌碼，但是否符合我國之公共政策更係值得深思（註一八七）。」本

文故於以下探討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在我國的合法性評估。

一、問題說明

「律商聯訊」（LexisNexis）在2017年出版的「爭端解決法律指南」

（Dispute Resolution Law Guide 2017）中針對臺灣法律目前是否允許第三方

資助提出看法，其中認為：目前除了我國刑法第157條挑唆及包攬訴訟罪之

外，並沒有其他特定法律規範限制第三方資助行為，或者限制第三方資助者

分享受資助當事人的爭端解決成果。故除非系爭第三方資助行為構成刑法第

157條之罪，否則第三方資助應係被法律所允許的（should be permissible）

（註一八八）。

似乎第三方資助在我國唯一的法律阻礙，即刑法挑唆及包攬訴訟罪。然

註一八七：李復甸、蔡惟鈞，〈國際仲裁制度回顧與展望〉，《月旦法學雜誌》，第269期，

頁20，2017年10月。

註一八八：Angela Y. Lin ＆ Jeffrey Chien-Fie Li, LEXISNEXIS DISPUTE RESOLUTION LAW 

GUIDE 2017 (Jurisdiction: Taiwan) 101 (2017), available at https://acica.org.au/wp-
content/uploads/2016/12/Dispute-Resolution-Eng-Book_v5-Final.pdf (last visited 
6/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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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據我國歷來的實務與學說見解，第三方資助行為究竟是否會構成我國

刑法第157條之罪？資助標的係訴訟或仲裁案件，答案是否會有不同？如果答

案是肯定的，一份第三方資助協議依我國民法第71條而無效，然而是否即便

不構成上開之罪，該協議仍可能按我國民法第72條而無效？換言之，第三方

資助行為是否與我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相牴觸？此外，假設第三方資助協

議的準據法為外國法，而適用該外國法之結果係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為有效

時，也可能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之解釋適用。

二、資助他人仲裁之行為與刑法第157條

（一）刑法第157條挑唆與包攬訴訟罪之構成要件

按中華民國刑法第157條：「意圖漁利，挑唆或包攬他人訴訟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金。」儘管一般來說律師比其

他人更容易該當本罪，但本罪行為主體不限於律師，乃「一般行為犯」

（註一八九）。故解釋上無庸強調行為人是否具有律師身分，任何人只要

為挑唆或包攬訴訟行為，均有本罪之適用。另本罪之行為客體為「他人訴

訟」，即行為人以外之人的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而言（註一九〇）。

而本罪之行為態樣有二，「挑唆訴訟」及「包攬訴訟」。按司法院院解

3104號之意旨，「……所謂挑唆，係挑撥唆使之意，如他人本無興訟之意，

巧言引動，使其成訟之情形是。所謂包攬，係承包招攬之意，如不法為他人

包辦訟詞之情形是。……」所謂「巧言引動」，指當事人本不願涉訟，本罪

行為人以各種方法，以利誘之（訴訟可以獲利），或危言聳聽（若不訴訟將

面臨何等不利益）以挑撥唆使成訟。蓋挑唆行為必須該他人原本沒有意願要

提起訴訟才符合挑唆行為的概念，假設個案中該當事人自始帶有起訴意願，

則行為人發生在後的挑唆既未影響其興訟意願，自不該當於本罪行為態樣。

因此，個案上必須在簽訂第三方資助協議時，受資助當事人原本沒有要打官

註一八九：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頁138，新學林，修訂六版，2013年。

註一九〇：參司法院院解字31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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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意思，而係因資助者以提起訴訟得以獲利為誘引才答應接受第三方資助

並起訴時，始有構成本罪之可能。反之，倘若係當事人主動接觸資助者，並

向其直言：「我一定要告，你（資助者）是否願意資助我？」便無論以本罪

之空間。

再者，論者認為所謂包攬指「承攬包辦」（上開院解字以「承包招攬」

稱之），例如行為人對於涉訟之人，欺以不懂法律，一手承攬包辦整個訴訟

案件之進行（註一九一）。包攬行為未必要求使用不法手段，例如某甲以代

書為業，某日參考報載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來戶名單，逐戶寄傳單共一百

份，載明可代撰自首狀以減輕票據法刑責。實務上認為某甲寄發傳單行為該

當於本罪包攬訴訟之要件（註一九二）。因此，以資助他人法律爭端為業者

即令依法成立公司並刊登廣告，仍可能該當包攬行為，而不必以詐術或者脅

迫方式使人簽訂第三方資助協議，始能論以本罪。

本罪行為人主觀上除需具備挑唆或包攬之故意外，尚需具「漁利」之意

圖。所謂漁利，指自本罪行為中取利（註一九三）。論者分析，漁利一詞之

用語具有負面意涵，從而解釋上必須行為人所圖之利益被認為「不正當」，

從而本罪意圖不包含行為人意圖獲取合法利益在內，故本於代鳴不平、仗義

執言之意圖行挑唆或包攬訴訟，並不該當於意圖漁利之要件（註一九四）。

倘若行為人僅因親友關係，或同情他人不懂法律、不知訴訟程序而予以指導

或代為撰擬書狀，自不能論以本罪（註一九五）。

綜上所述，是否會構成刑法第157條之罪，很大的關鍵在於行為人主觀

要件上之「取利」是否被評價為不正當。漁利意圖之「利」有正當性與否的

價值判斷在其中，而利益是否正當、相當，毋寧只能憑個案事實認定之。因

此，若要為第三方資助行為之合法性做辯護，必須要積極為資助者之「獲

註一九一：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冊》，頁258，臺灣商務，四次增訂本，2004年。

註一九二：參法務部(75)法檢(二)字第1753號法律問題。

註一九三：盧映潔，前揭註189，頁140。

註一九四：黃仲夫，《簡明刑法分則》，頁141，修訂版，2014年。

註一九五：褚劍鴻，前揭註191，頁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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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賦予某種正當性，甚至是公益性。惟困難處在於，應如何具體分辨什麼

樣的利益是「可取」的？什麼樣的利益又是不正當的？不論在現行實定法、

實務見解或者立法理由中均未給出一個明確或有用的資訊。本文認為，此部

分之解釋需進一步探求本罪制訂時之歷史背景、本罪之編篡體系或者本罪可

能存在之客觀目的（註一九六）。因此，儘管乍看之下，個案上證明資助者

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有相當難度，第三方資助用於訴訟案件在我國仍存在可

能的刑事風險，產生遵法上的高度不確定性（註一九七）。

（二）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之行為不構成刑法第157條之罪

所幸上開爭議並不發生在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案件之情形。因為刑法第

157條之構成要件客體為「他人間之訴訟」，根據上開院解字之意旨，不論

是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均在文義上均與仲裁有別。因此，即便在個案上的

第三方資助行為該當於挑唆或包攬行為，但只要該資助行為之對象係仲裁案

件，本於罪刑法定主義，資助者為當事人提供仲裁費用之行為，即令該當於

挑唆及包攬仲裁行為，仍無法以刑法第157條之罪相繩。

不過解釋上是否存在將刑法第157條所指「民事訴訟」擴張解釋及於仲裁

之空間？在此仍需注意刑法解釋上類推適用與擴張解釋之微妙區別。基於罪

刑法定主義，刑法之解釋於我國禁止類推適用，但學說上認為目的性擴張解

釋於刑法釋義學上係被允許的。儘管兩者之區別不易，但一般會視解釋是否

「超越法文可能理解的意義範圍（註一九八）」為準，若解釋已超乎文義之

可能範圍，則已非解釋而係法的續造。又所謂法文可能理解的意義範圍，以

社會日常經驗為基礎，當法律條文在日常用語之邊際範圍內被理解，或者一

般語言用法有時亦將指者時，即屬擴張（廣義）解釋（註一九九）。

註一九六：廖崇崴，前揭註103，頁95-105。

註一九七：筆者因而認為，不單是遵法上的不確定性，考量到臺灣訴訟程序普遍之冗長、以

及訴訟費用不包含律師代理報酬等因素，第三方資助訴訟在我國應無發展之空間。

註一九八：甘添貴，謝庭晃，《捷徑刑法總論》，頁20-23，瑞興，2006年修訂2版。

註一九九：Karl Larenz著，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255，五南，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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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法第157條之文義與過去之司法實務見解（司法院解字3104號解

釋文），本條之客體以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及行政訴訟為限，故下一個問題

是，當我們嘗試將仲裁涵攝在本條所稱（民事）訴訟用語之下時，是類推適

用抑或僅係擴張解釋？換言之，仲裁之於民事訴訟，是否屬於「民事訴訟」

日常用語之邊際範圍？根據社會通念，一般人們在使用民事訴訟一詞時，是

否有時亦得兼指及仲裁？

實則，立法者制定現行刑法第157條時，選擇使用「訴訟」一詞，並不應

解為帶有兼指仲裁之意，訴訟之用語在本條語義脈絡之中無法包含仲裁。蓋

訴訟與仲裁，即令兩者在功能上確有相似之處，仲裁本即帶有替代訴訟之功

能，而功能上之替代性往往指向事物之「相似」性，兩者均係以對審形式來

解決民商事爭端之法律程序。但兩者在用語上仍不能混為一談，尤其在做刑

法解釋時。訴訟與仲裁本質上仍相異，仲裁既係替代訴訟，則除了強調兩者

之間的相似性之外，也同時意味著二者畢竟有所不同。

最關鍵之不同在於國家司法資源消耗的面向上。根據學說上之說法，刑

法第157條之可罰性基礎主要係在防免國家司法資源的不當浪費（疏減訟源）

（註二〇〇） 以及避免被告因行為人之唆使而「為訟所累，精神物質倆俱

失」 （註二〇一） 。訴訟程序之使用會消耗國家總體司法資源，但任意仲

裁則帶有係減輕法院訟源之本質。況且在任意仲裁，被請求人是先簽了仲裁

協議的，仲裁請求人依據仲裁協議請求仲裁，似乎很難說被請求人係「為案

件所累，精神物質倆俱失」，其情況顯與訴訟上地位被動的應訴被告有所不

同。綜上所述，將仲裁納入刑法第157條之客體，在方法論上已非擴張解釋而

係類推適用，因而受到罪刑法定主義之禁止。

最後，本文欲指出，第三方資助原則上不僅不助長當事人濫用制度之

風險（濫訴），反而能堅實仲裁制度分擔法院訟源之功能，已如前所述。此

註二〇〇：李茂生，《刑法分則講義》，頁111，2012.3，http://www.law.ntu.edu.tw/main.   
phpmod=document&func=do_get_document&doc_id=281&site_id=0，（最後

瀏覽日：2018年6月5日）。

註二〇一：黃仲夫，前揭註194，頁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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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藉由降低仲裁當事人遂行仲裁程序所需的費用門檻，本文認為第三方資

助協議本身能積極發揮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功能，進一步落實我國

大法官會議解釋第591號之意旨。故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不僅係消極地不構

成刑事責任，反而能彰顯某種積極的、政策性上的意義，從而與刑法第157條

之規範意旨相互呼應（註二〇二）。

三、第三方資助協議於我國之私法效力

上開已說明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在我國並不會違反包含刑法第157條之

規定。然仲裁當事人與資助者簽訂的第三方資助協議，是否即使不違反我國

刑事法規，卻仍違反我國民事的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下稱公序良俗）？此

可能涉及我國民法第72條以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之解釋。關於第三

方資助協議與我國公序良俗之關係，思考上首先應視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是

否有涉外因素，例如資助者是否為外國公司。若無，自應適用民法第72條；

若有，則法院應進一步決定系爭協議應適用之準據法。倘若準據法為外國

法，則依據該外國法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有可能為無效，也有可能為有效。

若為後者（在第三方資助協議有事先約定準據法之前提下，多半結果會是有

效），且法院認為第三方資助協議與我國公序良俗有違時，便牽涉我國涉外

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之討論。

又本文在論述第三方資助協議於我國之私法效力時，僅區分協議本身

之涉外性質與否，但協議之資助標的國籍係內國仲裁或國際仲裁則不特別予

以區分。本文認為當法院在判斷第三方資助協議是否違反審判地之公序良俗

時，不論係內國仲裁案件或者國際仲裁案件，其資助標的之涉外性與否並非

法院據以給予區別待遇之因素。申言之，一份第三方資助協議是否因為違反

我國公序良俗而無效，或者因此而拒絕適用系爭協議所應適用之外國法，其

結論並不因系爭協議之資助標的為國際仲裁、國際投資仲裁或者內國仲裁案

件而有所不同，合先敘明。

註二〇二：廖崇崴，前揭註103，頁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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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法第72條與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41號判決

關於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是否構成公序良俗之違反，我國司法實務迄今

未表態，然而吾等似可藉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41號判決稍窺最高法院對於

第三方資助用於訴訟之態度。本件案例事實如下：某甲有A地，民國79年間遭

政府強制徵收，後來因徵收機關未依徵收計畫使用，甲遂擬向徵收機關申請

收回A地，於是有一土地收回業務之案件待辦理。未有律師身分的乙於87年4

月1日與甲簽訂「委任申請收回土地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一紙，約定由

甲委託乙處理土地收回之包含行政程序及訴訟程序在內等相關事宜。雙方言

明乙完成A地之收回業務後，甲願以A地之2分之1作為乙之報酬。乙嗣後果然

為甲收回A地，政府機關於90年7月9日將A地發還甲。乙請求甲依約移轉A地

2分之1面積作為收回業務之報酬，甲卻拒絕履行該契約，乙遂以甲為被告提

起請求履行協議之訴。謹摘列系爭契約之具體條款包括：「第一條，未取回

土地所有權以前，訴訟費、申請手續費、律師等費用，全部由乙方（即被 上

訴人）負責支付。第二條，委任期限三年。乙方取回土地方式，如有觸犯法

律，均與甲方（即上訴人）無關。第三條，乙方在申辦收回土地業務期間，

甲方不得參與，並授權乙方全權處理，由乙方直接與主辦單位行文連（聯）

絡，並同意主辦單位直接知會乙方。第四條，土地若不能依法收回，甲方無

須付給乙方任何費用。第五條，土地若能依法收回，甲方須付給乙方以每平

方公尺新台幣九百十元計算，共計新台幣（詳細金額如系爭契約所載），作

為乙方取回土地之報酬。第六條，甲方願將取回土地之二分之一，以總價若

干元（即系爭契約第五條之同額報酬）讓售給乙方。過戶時，土地增值稅由

乙方負責繳納。……第十一條，本案甲方只得授權委任乙方，不得另外授權

他人，如有違約願負責賠償乙方損失」。

審理中甲抗辯系爭契約中關於業務處理之報酬過高且系爭契約違反公

序良俗為由而拒絕履行。對此最高法院謂：「按訴訟權係人民在司法上之受

益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益，不容他人從中牟

利。故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對可能涉訟之人，允諾

提供服務負擔全部費用，而與之約定應於勝訴後給予訟爭標的物之一部分或

其價額之若干比例為報酬，即與公序良俗有違，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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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屬無效。……則倘被上訴人並非律師，其以允諾負擔訴訟、律師等費用為

上訴人處理收回系爭土地之一切訴訟相關事宜（包括 申請、訴願、行政訴

訟），約定事成後取得標的物二分之一作為報酬，獲取利益，似此情形能否

謂上訴人所為被上訴人是項行為違反公序良俗應屬無效之抗辯，毫無足取，

非無研求之餘地。」最高法院於是將案件發回更審，要求原審應就系爭協議

是否違反公序良俗一事再行考量。

發回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系爭協議限制剝奪契約義務人訴訟

權為由，援引民法第72條判定其無效：「查系爭契約限制、剝奪陳進吉等八

人依法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司法受益權，而上訴人無律師資格，其以陳

進吉等八人於收回系爭土地前，無庸支付分文，誘使訂約，再限制渠等委任

其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處理上開事項，並以收回土地之二分之一為報酬，從

中牟取高額利益，所為約定違反公序良俗，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應屬無

效。」本件後上訴至最高法院，高院更審見解獲得最高法院之背書而將上訴

駁回。

關於本件之評釋如下。本件甲乙間所謂「委任申請土地收回契約書」

係一造為他造提供解決一定法律爭端所需之資金（由資助者某乙為受資助者

某甲代為支付為取回土地所有權所需之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並於爭端

解決後取得一定成果作為資助報酬（某乙因而有權獲有一定報酬，並有權以

一定價格承買系爭土地之一定面積），廣義地看，最高法院於本件所審理的

「系爭契約」應符合本文所定義之第三方資助協議。但是本件的第三方資助

協議係以訴訟程序為對象，故最高法院之法律見解並未處理第三方資助協議

用於我國仲裁程序之效力問題。

最高法院認為，當第三方資助協議構成「對受資助者訴訟權之限制」，

並且「資助者藉此牟取高額利益」時，違反公序良俗而依民法第72條無效。

首先，根據歷來大法官解釋，我國憲法第16條所規定的訴訟權，似未必有

排除他人藉訴訟牟利的內涵，本件最高法院對此之論述恐怕稍嫌跳躍。又從

「理論上」言，典型意義的第三方資助協議並非人民訴訟權實現的敵人，反

之，第三方應係人民訴訟權實現的朋友，此已如前述。目前盛行於英國、澳

洲等地的第三方資助活動多半屬於業者營利行為，其因而必然具備與資助案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下)

  7

108

31

108



《仲裁專論》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基本問題
— 兼論於臺灣現行法下之合法性及其效力(上)

108

仲
裁
季
刊
第
107
期
107
年
12
月
31
日

件處理之相關專業能力，實難想像會在第三方資助協議中約定排除或剝奪受

資助者尋求律師協助之機會。因此，實務上一份由專業資助者提供資助的第

三方資助協議，大概不會出現如同本件系爭契約第11條般荒謬的條款。

除了系爭契約第11條之外，本件最高法院所指摘的，也包含「資助者藉

此牟利一事」上。蓋本件系爭契約中所約定之報酬多寡既已由契約當事人合

意，最高法院亦非以民法第74條暴利行為之規定去針對報酬數額做調整，由

此可知，本件最高法院所真正質疑者，並非資助者獲利之數額過高，而是資

助者「藉他人訴訟獲利」之行為合法性。

（二）和解文化下的厭訟現象反思

為什麼法院會認為藉第三人之爭端牟利會與我國之公序良俗有違呢？或

許與我國的社會脈絡有密切關聯。論者以「和解文化」（conciliation culture）

來形容我國人面對爭議解決之態度（註二〇三）。在面對爭議時，本於不

同國家之文化差異，西方人往往傾向以訴訟伸張權利，屬於「訴訟文化」

（litigation culture），在訴訟文化的影響下，人們相信可以藉由努力爭取而

獲得權利（註二〇四）；而東方人則依賴倫理約束行為，寧願選擇「和解」

處理爭議問題（註二〇五）。在亞洲，由於人們多以和解作為爭議解決之方

式，社會一般對於訴訟抱持負面態度，人民一般羞於提起訴訟，文獻上又稱

此現象為「厭訟」（dislike of litigation/aversion to litigation）（註二〇六）。

這兩種面對爭議時的文化差異，係出於背後社會意識形態（social ideology）

註二〇三：吳光明，《仲裁法理論與判決研究》，頁15-16，漢廬圖書，2004年。

註二〇四：王澤鑑，《民法總則》，頁1，自版，2011年。

註二〇五：湯唯著，〈法律西方化與本土化的理性思考—也論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載於

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頁311，法律出版社，北京，2011年。

註二〇六：Joshua Karton, Beyond the "Harmonious Confucian" :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523 (Chang-
fa Lo, Nigel N. T. Li & Tsai-yu Lin eds., 2016); 陳玉心著，趙嵐譯，蘇亦工校，

〈清代健訟外證—威海衛英國法庭的華人民事訴訟〉，《環球法律評論》，2002
年秋季號，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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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致。有論者指出所謂「息事寧人」、「以和為貴」及「訟則終兇」等

觀念迄今仍普遍深植於臺灣傳統社會之中（註二〇七）。

我國社會受儒家孔孟思想薰陶至深，儒家向來主張以「禮」作為維持

社會秩序的主要規範，欲根除社會奸惡以求長治久安，唯賴禮教。自漢代

獨尊儒術之後，以禮制（入）法，儒家禮教或道德思想瀰漫典籍之中，例

律之解釋與案件之審理無不按儒家禮經為據（註二〇八）。馬漢寶教授便

認為，這類以禮教思想為中心的法觀念與法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之影響力仍

持續迄今，其謂：「排難解紛、伸張正義，法律所負擔的任務是次要的」

（註二〇九），法律以外的社會行為規範（即昔日所謂「禮」）仍舊能多

少支配當今臺灣中國社會一般人的生活（註二一〇）。在此類社會中，法

（刑）之功能是備位的（註二一一）。

但此仍無法充分解釋為何中國社會廣泛地對爭訟帶有厭惡、羞恥

或負面之傾向。實際上，法律功能次要的主張，同樣可在西方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中找到相似處（註二一二）。實則不論在東西方社

會，似乎都曾存有對訟爭抱持負面態度（厭訟）的歷史。文獻上指出法律

訟爭自身在中世紀歐洲一度被認為是邪惡的（a law suit was regarded as an 

註二〇七：陳聰富，〈法院訴訟與社會發展〉，《國家科學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第10
卷4期，頁465，2000年10月。

註二〇八：翟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頁329，里仁，2006年；馬漢寶，〈法律、道德

與中國社會的變遷〉，《法律與中國社會之變遷》，頁5，漢蘆，1999年。

註二〇九：馬漢寶，同前註，頁6。

註二一〇：馬漢寶，同前註，頁11。

註二一一：Veronica Taylor & Michael Pryles, The Culture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Asia, in 
DISPUTE RESOLUTION IN ASIA 13 (Michael Pryles ed., 1997)("unwillingness to 
mobilize formal legal processes")

註二一二："communitarianism" 指社群主義或稱合作主義，是一種提倡民主卻與自由主義、

個人主義相對的政治哲學。「社群」，或指社會制社會的成員，與John Rawls的
正義論相對立地，社群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認為國家在帶有受益權

性質的幾項基本權上，對公民負有積極落實的義務。參Roger Ames著，溫海明

編，《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頁206，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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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l in itself ）（註二一三），論者認為這背後或許係出於宗教背景，即

基督徒對於法律爭訟與世俗法庭之反感（hostility to litigation and secular 

courts）（註二一四）。然而，歷來東亞社會討厭法律爭端的「程度」卻似

乎強過西方社會，並且持續延續迄今日。有論者認為這背後的差異在於，

儒家思想對於社群關係的建構上，特別強調「和諧」（harmony）的重要性

（註二一五），甚至，儒家思想家似乎認為社群關係的實質「和諧」是比

「正義」更重要的美德（註二一六）。本文以為，此恰能說明為何在西方長

久以來同樣也有避免使用訴訟（avoidance of adjudication）的紛爭解決機制存

在（註二一七）（例如仲裁與調解），但時至今日「厭訟」的精神卻彷彿只

在東方華人社會中持續被宣揚強調。

析言之，傳統中國社會不但強調關係，所強調者，乃係「和諧的

關係」。因此打官司、爭權利一事在形式上便被影射為打破社會的和諧

（disruption of harmony）之行為（註二一八），此正是為何受到儒家禮教薰

陶的社會可能對於爭訟帶有如此根深蒂固負面感受之故。在中國，這般厭訟

之精神不限於訴訟，「強調和諧關係」之思想某種程度來說也延續到同樣帶

有濃厚對審意味的仲裁之上（註二一九），潛移默化地在東亞的仲裁程序中

註二一三：GOELER, supra note 107, at 89.

註二一四：Anthony J. Sebok, Litigation Investment and Legal Ethics: What are the Real Issue? 
55 CAN. BUS. L. J. 111,116 (2014); Max Radin, Maintenance by Champerty,  23 
CAL. L. REV. 48, 58 (1935) ("litigiousness was an indication of quarrelsome and un-
Christian spirit").

註二一五：Taylor & Pryles, supra  note 109, at 3.

註二一六：Michael J. Sandel, Learning from Chinese Philosophy , in ENCOUNTERING CHINA 
249 (Michael J. Sandel & J.D'ambrosio eds., 2018) 

註二一七：避免使用訴訟來解決民事爭端的態度，並非東方華人社會所獨有。在歐洲，尤

其是德國與奧地利，長久以來都強調調解(mediation)於其司法體系中的作用。參

Karton, supra  note 206, at 530.  

註二一八：Nigel N. T. Li & Angela Y. Lin, How Confucianism Asserts Itself in Modern AD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 Revisit, in LEGAL THOUGHT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THE MULTILEVEL LEGAL ORDER 515 (Chang-fa Lo, Nigel N. T. Li & 
Tsai-yu Lin eds., 2016) 

註二一九：GUANGJIAN TU,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17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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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著影響力（註二二〇）。但此又與第三方資助的合法性何干呢？

在儒家思想的脈絡底下，即令是原本即打定主意要打官司，尚且可能受

到禮教觀感的勸阻甚或側目，然竟有意欲以此為生計謀利之人，其觀感之不

佳，或可想見。亦即，打官司已經夠糟糕了，居然還把訟爭變成投資的標的

並藉以獲利，顯然與傳統禮教之精神有違。在清代，社會中並無律師制度而

只有為人作辭牒的訟師。但訟師在當時被民眾譏為訟棍，往往顛倒是非、虛

構事實，或串通胥吏，危害社會不小（註二二一）。故本文假設，人們可能

潛移默化地，將過去社會中對於訟棍的負面觀感，投射至現代的第三方資助

行為上。在傳統儒家思想家的眼中，第三方資助業者或許便如同訟棍一般，

藉由他人間之訟爭以漁利之行為才會顯得與社會道德有違。而這種將第三方

資助業者比擬為「類訟棍」的負面觀感，是否會再進一步變成民事法律中的

公序良俗？似不無可能，否則，實在很難解釋，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41

號判決中，何以單單因為藉他人訴訟獲取高額利益一事，便構成公序良俗之

違反。

（三）資助他人仲裁案件與我國公序良俗無違

然而，訟則終兇真的屬於我國社會通念之中嗎？中國人民真的厭訟嗎？

本文認為，未必。蓋時代更迭，這類傳統的儒家思想已不能以這般形式生硬

地支配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有論者認為，法律與爭端解決機制在傳統華人

社會中的歷史地位與重要性常常被現代學者低估（註二二二），晚近已有一

些歷史研究「修正」（revised）過去關於華人厭訟的主張，反之，根據一些

可靠證據，過去生活在中國帝制時期的人民實際上相當健訟（quite willing to 

engage in formal litigation）（註二二三）。

註二二〇：Li & Lin, supr a note 116, at 510-12.

註二二一：戴炎輝，《中國法制史》，頁161，三民，1998年。

註二二二：Karton, supra note 206, at 531. 

註二二三：Fan Kun, Glocalization of Arbitration: Transnational Standards Struggling with 
Local Norms through the Lens of Arbitratio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18 HARV. 
NEGOT. L. R. 175, 190-9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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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針對清末中國內地法庭的實證研究成果，也或可間接證明在理論上

所謂的「訟則終兇」並未真的落實在民間，華人社會並非普遍地對於打官司

一事帶有根深蒂固地反感。1898年大清與英國簽署威海衛租借專條，將位於

山東的威海衛變成英國租借地，英人主要將此地用作英國皇家海軍訓練及休

養之基地，在此派任行政長官並在此地設立裁判官制度，也受理威海衛的中

國居民之申訴。據派駐此地的行政長官之回憶，本地中國居民對訴訟展現極

大的熱情，指出該地刑事訴訟罕見，但居民之間的民事紛爭，不分大小，一

律訴諸法庭而毫無躊躇，而與以往中國人厭訟的形象有極大出入：

「本地民眾熱衷於打官司，且將其視同於上劇場或其他休閒場所一般。

一位受到傷害的丈夫會步行二十里去向裁判官訴說他全然無力使其妻子恪守

為婦。一個滿腹委屈的鄉下人會踉踉蹌蹌地走出十里地向裁判官狀告鄰家偷

了他六捆草，而且他會在訴狀里用詩歌般哀惋動人的詞句來懇求這位大人為

他作主，在該案件中，他的感激之情比天高、比海深（註二二四）。」

清末毋寧係中國繼受西方文化法制的轉捩點，當時的中國人民尚未脫

離傳統父母官的時代，故「理論上」當時在威海衛生活的中國居民必然仍係

深受傳統「訟則終兇」文化影響的華人。然而根據實證出的結果，庶民們一

有機會接近裁判官便不怠於訴訟（註二二五）。學者認為，當時威海衛的大

清庶民之所以會如此樂於打官司，究其原因，除了當地中國居民信任英國法

庭的公正性之外，尚與「廉價的訴訟」有密切關聯。在起初，威海衛的英國

法庭係不收訟費的，直到後來才逐漸酌收並且有法定標準，但總體訴訟之

開銷一直都相當低廉。論者因此提出一個論點：只要有合宜的制度、合適的

訟費，中國人厭訟的印象並非不能被破除（註二二六）。換言之，傳統上所

謂「中國人厭訟」的現象或許確實存在，也並非全然源自於文化思想，而毋

寧更多地與制度之公正性、爭端解決費用之多寡有關。只要制度是有公信力

的，並且訴諸爭端解決的費用係可負擔的，即便被認為係骨子裡厭訟的華

註二二四：陳玉心，前揭註206，頁350。

註二二五：「…英國官員認為，中國人，至少是原告，幾乎都好訟。」參同前註，頁350。 

註二二六：同前註，頁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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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際上並不真的如此討厭打官司，甚至是踴躍於把紛爭帶到法庭上。過

去那些使人帶有厭訟印象的中國諺語，諸如「以和為貴」、「訟則終兇」等

不當然充分反映出華人社會的實際面貌。迄今在美國社會中也有許多關於律

師的笑話，但這並不代表律師職業在美國社會中不受到尊敬，也不當然推論

出美國人厭訟的結論（註二二七）。清末威海衛英國法庭的觀察經驗，頗值

得吾等反思。

因此，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41號判決援引民法第72條認定當事人間第

三方資助協議為無效之見解實有可議之處。吾等實在不應一概將現代第三方

資助業者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訟棍」畫上等號。蓋華人社會真的是全然的

和解文化嗎？恐怕未必。即令是，也不當然可證成當今的華人社會有普遍厭

訟的傾向，人們未必真的對第三方資助業持反感態度。

本文以為，第三方資助在東亞，不論用於仲裁或者訴訟，都不應該受到

由傳統禮教和諧精神所構築成的公序良俗高牆所禁錮。如同本文前述，同樣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所影響的新加坡已在過去三年間有效率地透過政策研擬

及修法，突破這層來自社會文化中的先天性、假想性阻礙，跨出公序良俗

的高牆，以法律明文肯認第三方資助之合法性（但是僅限於國際仲裁的部

分）。從比較法的觀點，新加坡的第三方資助法制發展，實值我國政策制

定者參考。

（四）第三方資助協議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

當臺灣法院在判斷第三方資助協議之私法效力時，系爭協議有可能為涉

外契約，而涉及國際私法問題。假設有某臺灣籍的仲裁當事人甲與某外國第

三方資助公司乙簽訂有第三方資助協議並取得第三方資助。嗣後由系爭協議

所資助的仲裁程序請求成功並獲有賠償時，甲卻以系爭協議違反我國公共秩

序與善良風俗為由，主張系爭協議無效，拒絕依約給付資助報酬與乙。此時

乙持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至我國起訴請求甲給付資助報酬時，便可能涉及到

註二二七：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8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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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適用問題。假使系爭涉外第三方資助協議依當事

人約定或者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應適用某外國法，而該外國法（例如

澳洲）卻係以第三方資助協議有效為適用結果時，我國法院是否仍有可能以

第三方資助行為有背於我國之公序良俗（參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而

拒絕適用該外國法？

首先，第三方資助不論用於仲裁或訴訟，均與我國之公序良俗無違，已

如前述。不過，即使我國法院認為第三方資助業者藉由他人爭端以牟利之行

為與我國公序良俗有違，在涉外的第三方資助協議上，仍不宜任意地斷然拒

絕適用所應適用的外國法。

國際私法學中有所謂外國法適用之限制，個案中如應適用之外國法，

「有妨害內國公益，危及法庭地一般私法生活之安定，則法庭地法院自無勉

強適用之理（註二二八）。」外國法適用之限制，具體規定於我國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8條：「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

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本條俗稱為公序良俗條款，蓋公共

秩序與善良風俗（下稱公序良俗）常因國情而異，東、西方之文明國情不盡

相同，一國似不宜單以本國之標準，就他國法制予以評斷（註二二九）。法

官在個案上應就系爭外國法律之立法意旨、法律適用，當時政治文化經濟背

景，以及所有法庭地現在道德標準及倫常秩序，應予以通盤斟酌，同時尚

應兼顧法庭地與國際法律思潮接軌之問題（註二三〇）。學者從健全發展

國際私法之觀點指出，就國際私法之性質與目的而言，外國法適用限制應

視為例外情形，且僅係針對個案做調整，並非永久變更衝突規則，法院於

援引、解釋本條時應從嚴、慎重，切勿單純以外國法與我國法規定有所不

註二二八：劉鐵錚、陳榮傳，《國際私法論》，頁217，三民，修訂六版，2018年。

註二二九：馬漢寶，《國際私法：總論各論》，頁224，自版，2014年3版。 

註二三〇：陳榮傳，《國際私法實用—涉外民事案例研析》，頁132-137，五南，2015年 ; 
Rong Chwan Chen, General Provisions in the Taiwa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nactment 2010,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EUROPE 74-75 (Juergen Basedow & Knut B. Pissler ed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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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便拒絕適用（註二三一）。

故儘管目前我國政府就第三方資助的公共政策尚未明朗，在立法或行政

權有進一步立場之前，姑不論我國法院見解應嘗試與國際接軌之期待，考量

到外國法適用限制應為例外情形之國際私法上基本精神，我國法院毋寧應視

個案中具體情事謹慎斷之，而不宜輕易援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8條拒絕適

用承認系爭第三方資助協議私法效力之外國法。

（五）小結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第三方資助協議不論係以仲裁或者訴訟程序為資助

對象，均與我國之公序良俗無違，該等協議並不因違反我國民法第72條而無

效，若協議係涉外性質，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系爭協議所應適用法

律為外國法，而依據該外國法系爭協議為有效時，法院也不宜援引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8條來拒絕適用該外國法。

關於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41號判決，本文反對最高法院認「為他人間

私法爭端提供資金，並藉以牟利」乃違反我國公序良俗之法律見解，已如上

述。又在第三方資助訴訟之情形，假使個案中係由專業的資助業者提供第三

方資助，並且於第三方資助協議中約定合理（符合國際間市場行情）之資助

條件，最高法院是否仍然會否定其私法效力？猶未可知。退步言之，即便最

高法院認為以訴訟為標的之第三方資助一概違反我國公序良俗，其見解仍不

當然能適用在仲裁的情況。考量到最高法院在個案上是以訴訟程序為對象，

故在最高法院針對第三方資助仲裁為進一步表態以前，以仲裁為標的之第三

方資助協議並不當然因為民法第72條而無效。

伍、結論

本文透過前述章節之說明，介紹當今國際間第三方資助之發展趨勢、實

際運作現況以及大概涉及的法律爭議。僅管實務上在資助者控制權，以及費

註二三一：劉鐵錚、陳榮傳，前揭註228，頁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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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判斷等層面仍有待發展，但大抵來說，目前包括英國、香港、新加坡、澳

洲，乃至於中國大陸等管轄區對於第三方資助仲裁之態度係友善的。其次，

本文指出第三方資助用於仲裁之行為，應不存在合法性疑慮，資助行為既不

構成刑法第157條之挑唆及包攬訴訟罪，且仲裁當事人與第三方資助者所簽訂

的第三方資助協議，也並不違反我國民法第72條公序良俗條款（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第8條之適用亦同理）（註二三二）。

第三方資助仲裁之發展，除了取決於政府之態度以及既有的客觀法

律環境（仲裁制度之公信與完善）以外，終究與市場（商務環境之熱絡繁

華程度）息息相關。蓋因我國特殊的國際地位而未能成為紐約公約的會員

國，以至於一份帶有我國籍的仲裁判斷可能在外國聲請承認與執行時遇到

阻礙，進而可能直接影響當事人選擇在我國遂行國際商務仲裁程序之意願

（註二三三）。然考量到我國法律費用保險市場並不普及，長遠來看，只要

我內國商事仲裁案件標的金額夠大、案件量夠多，臺灣或許仍有第三方資助

產業之潛在市場需求與利基。未來之相關發展，值得持續觀察。

註二三二：然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第三方資助行為在我國是否應該受到某種國家公權力的

監管？從事此業者是否應有某種積極或消極之資格限制？或者第三方資助協議之

內容是否應有應約定或不得約定之事項？

註二三三：Rong Chwan Che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n 
Taiwan,  i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BY NATIONAL 
COURTS 962 (George A. Bermann 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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