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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履約爭議協調機制 
─以「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

解決工程爭議之芻議 

顏玉明* 

國內公共工程雖有履約協調機制之法源，然因欠缺具體配套處理

程序，迄今憾難完全發揮多層次紛爭解決的優點，而避免紛爭之擴大

於機先。本文介紹國際間「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之

產生背景，同時說明及比較國際間「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

員會」之機制與其運作模式，並提出國內設置「爭議審查委員會」/
「爭議裁決委員會」以落實公共工程履約爭議協調機制之芻議；期能

呼籲相關政府部門著手修訂相關法令引進「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

裁決委員會」機制，強化公共工程紛爭議處理功能，以分流法院壓力

及即時控制爭議，期能成為協助公共工程之順利推動，並落實政府採

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協調機制之具體方式。 

一、現行國內公共工程履約爭議協調方式 
 
（一）公共工程之履約爭議協調機制法源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

一處理：  一、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二、向仲裁機構提付仲

                                                                                                                                                                     

* 顏玉明：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英國曼

徹斯特大學營建工程與法律博士，曾任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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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2007年7月間，修正該規定第二項為：「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

關不得拒絕；工程採購經採購申訴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機關

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以強制不接受調

解建議或方案之機關，日後不得拒絕廠商提付之仲裁，以促成先行階段，即

「調解」階段中調解成立之機會，俾免耗費司法資源過鉅，並加速爭議之解

決。這也確立公共工程於訴訟外先調後仲機制的爭議解決雛型。 

採購契約要項第七十點亦謂：「契約應訂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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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一）依本法第八

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二）符合本法第一百零

二條規定情事，提出異議、申訴。（三）提付仲裁。（四）提起民事訴訟。

（五）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六）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

理。」該點前段揭示協調過程所應具有之態度，倘未能達成協議者，方依採

購契約要項第七十點後段所訂方式之一處理。值得注意的是，由政府採購法

第八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可知，在先調後仲機制之前，履約爭議應以「協議」

為紛爭解決之首項手段，且協調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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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即協調機制之法源依據。 

（二）公共工程之履約爭議協調機制前例 
 
1.以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例 
依據品質系統外部標準作業程序書流程之「工程履約爭議調解處理

（QSP-74004）」及「工程爭執仲裁處理（QSP-74005）」第5.2及5.3條：

「廠商或主辦機關對於契約規定所為之主張有歧異，或廠商認為主辦機關依

契約所為之處置不符合契約規定之爭執發生時，工程處於接獲廠商通知時，

應立即與廠商協商溝通尋求合理解決方式，協商溝通期間，廠商仍應履行契

約義務，不得藉詞爭執發生而全部或部分停工。廠商若不服工程處所作決

定，或發生其他任何爭執或歧見等情事，未能達成協議時，得逕向申訴會提

出採購履約爭議調解申請書，該調解申請書並應副知工程局。」故廠商原則

上應先行協調，若未能解決再申請調解。 

另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品質系統外部標準作業程序書流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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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爭執仲裁處理  （QSP-74005）」第5.3條：「廠商若不服工程處對爭

執事項所作之處理，或發生其他任何爭執或歧見等情事時，除可直接向法院

提起訴訟或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會提出「工程履約爭議調解處理

（QSP-74004）」外，如爭執事項係屬仲裁條款約定得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標

的，可將爭執事項通知工程處要求依契約規定「爭執」程序進行磋商。工程

處收得廠商要求依契約規定「爭執」程序進行磋商時，工程司應先確認契約

中有無仲裁條款，如有仲裁條款，且廠商通知爭執事項係屬仲裁條款約定得

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標的，應即召開誠意磋商會議，查核金額以上工程並應副

知工程局派員參加；如無仲裁條款，或廠商爭執事項非屬仲裁條款約定得以

仲裁方式解決之標的，則應函復廠商契約並無仲裁條款，或爭執事項非屬仲

裁條款約定得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標的，不應要求進行磋商，應請另依相關法

令辦理。如有仲裁條款，而廠商通知爭執事項無法確認係屬仲裁條款約定得

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標的，工程處可要求廠商補充說明爭執事項請求依據或召

開協商會議，以確認爭執事項是否確屬仲裁條款約定得以仲裁方式解決之標

的。前述無仲裁條款或廠商爭執事項非屬仲裁條款約定得以仲裁方式解決之

標的，廠商仍得循「工程履約爭議調解處理（QSP-74004）」或逕提訴訟解

決爭執事項。」 

2.以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為例 
2007年修正之一般條款第V.3條規定：「爭議之處理：主辦機關與承包

商因本契約之履行而發生爭議時，應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如未能達

成協議時，得以下列方式擇一處理：（1）申請調解。如承包商對主辦機關

之裁決不能接受或主辦機關逾期未作裁決時，得依據『採購履約爭議調解規

則』規定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2）提起民事訴訟。主辦機關就本工程契約或契約所引起之爭執，如無法

依契約相關規定予以解決而對承包商有所請求時，得逕行提起訴訟。（3）

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4）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由上觀之，條款用語無論為協議、協商、或誠意磋商，均屬協調先行，

再進入爭議處理之機制。然關於如何進行協調程序，似無提供任何具體可資

依循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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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參案件之履約爭議協調機制法源與前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22條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簽訂投資契約，得明定由雙方組成協調委員會，協商處理契約履行及其爭議

事項。」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亦規定：「主管機關與

民間機構簽訂興建、營運交通建設之契約內，得明定由雙方組成協調委員

會，就契約履行及其爭議事項協商解決之。」以上規定賦予促參案件組成協

調委員會協商處理契約履行及其爭議事項之法源。 

以高雄捷運為例，業已依循法規訂定協調委員會之組織於契約內：高雄

市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簽訂之興建營運合約第20.2.1條：「雙方就關於本合

約所載事項、協調合約履行之任何爭議，於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其他救濟

程序前，應先依本合約規定之程序提交協調委員會處理」。第20.2.2條：

「雙方應本公平及誠信原則，於主管機關核定興建開工日前組成五至九人之

協調委員會，其組織另行協商定之」。 

然據悉，目前促參案件實施時，雖於契約內訂有協調委員會之組織，但

未有具體可資遵循之協調程序，致協議先行之美意執行效果不彰，機關與廠

商往往僅召開徒具形式之協調會議，作為仲裁或訴訟之前置程序，以求順利

進入後續程序，反失去避免紛爭之先機，甚為可惜。 

二、現行模式的缺失 
由以上介紹可知，國內雖於公共工程已有履約協調機制之法源，多數部

門亦已訂入其流程或條款，然因欠缺具體配套處理程序，故憾難發揮多層次

紛爭解決的優點，而避免紛爭擴大於機先。尤其對工程之執行而言，時程進

度之掌握為契約當事人亟欲控管之重要項目，並與成本支出及品質良莠息息

相關。倘若工程進行中發生當事人間相左之意見而互有爭執，導致工程之推

展發生衝突或延宕，則為無人所樂見。 

以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ADR）

解決工程紛爭向為國際工程契約所採用。訴訟係盡一切人力物力時間，以追

求事實真相與責任歸屬之判斷為方法；而ADR之主要目的乃在尋求當事人間

可接受之紛爭解決方案，而能大幅減省為判定是非所需之人力物力時間。並

且，ADR涉入之面向，並不侷限在爭議擴昇至法律行動時之訴訟外紛爭解決

機制，更應在問題、歧見發生時涉入，以避免紛爭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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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產生背景 
爭議審查委員會（Dispute Review Board，簡稱DRB）及爭議裁決委員會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簡稱DAB）是ADR的一種，其特色即是在契

約之執行發生問題、歧見時即涉入，一則可以緩和當事人之間的矛盾，體現

專業判斷的優勢；二則容易推動工程的繼續進行，避免歧見矛盾累積至仲裁

或者訴訟，即時的解決紛爭及管理契約。 

DRB/DAB發源於專家意見（Expertise）的概念。最初，在建築、房地

產、保險等領域發生爭議時，由於事涉專業意見，因此當事人協議求助於專

家，根據專家的意見來處理糾紛。但是專家意見僅僅是建議，對當事人沒有

約束力。後來為使專家意見更具有權威性，專家意見慢慢發展為具有約束力

的專家裁決（Expert Determination）。在專家裁決的基礎上，也有國家逐漸

發展為法定裁決制度。 

工程的執行由於工期較長、造價高昂、範圍廣泛、人員眾多、情況複雜

等多種因素，尤其適合以DRB/DAB方式處理紛爭。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hamber，簡稱 ICC）於 2004年制定爭議委員會規則（ Dispute 

Board Rules，簡稱DB Rules）（註一），將爭議委員會分為爭議審查委員會

（ DRB）、爭議裁決委員會（ DAB）、及綜合式爭議委員會（ Combined 

Dispute Board ，簡稱CDB）三種型態，也分別說明了三種型態的爭議委員會

機制之由來背景及其運作方式。此種爭議委員會機制係指通常在契約成立之

初成立，並於契約執行期間持續運作之獨立組織；由1至3位透徹熟悉契約條

款與履約方式之委員組成，於當事人請求時，以提供專業建議或裁決之方

式，協助當事人解決契約執行中的紛爭歧見（註二）。 

以下就ICC DB Rules第4條至第6條，即DRB（Dispute Review Board）、

DAB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及CDB（Combined Dispute Board）三

種型態概予說明： 

 

                                                                                                                                                                     
註一：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hamber Dispute Board Rules, in force as from 1st September 

2004.  （Internet URL：http://www.iccwbo.org，2008年8月20日。） 
註二：ICC DB Rules前言，詳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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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ispute Review Board（DRB） 
Dispute Review Board（DRB）原則上係針對個別爭議依當事人請求而作

成暫時不具拘束力的「建議」（  recommendation ），倘當事人未在收到建

議後30日內，以書面提出異議（ dissatisfaction），該建議始對當事人雙方發

生拘束力（註三）。當事人應即依「爭議評審委員會」的建議履行契約，不

得再提出異議，倘若當事人之一方在建議發生拘束力後，雖未提出異議，但

同時亦未依建議履行契約，則他方當事人得依仲裁或訴訟程序請求履行建

議。 

（二）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DAB）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DAB），則是針對個別爭議，DAB應依當

事人之請求作成具拘束力之「裁決」（decision），該裁決自當事人收受時即

刻發生效力（註四），即使當事人在收到裁決後30日內提起異議，亦同。除

非該項爭議最終經過仲裁或訴訟並作成相反之結果，否則該裁決對雙方當事

人持續發生拘束力。倘若當事人之一方在收受裁決後，並未依其內容履行契

約，則他方當事人亦得依仲裁或訴訟程序請求履行。 

（三）Combined Dispute Board（CDB） 
Combined Dispute Board（CDB），其原則上僅針對個別爭議提出「建

議」，此時應依DB Rules第4條規定辦理，但本委員會亦得在他方未表示反

對建議之情形下，經當事人之一方聲請後作成裁決，如經作成「裁決」，當

事人自應依DB Rules第5條規定，履行該裁決之內容。倘若他方反對作成裁

決，則「爭議評審/裁決委員會」應就是否作成裁決，亦或作出建議，作成最

終決定（DB Rules第6條）。 

DRB機制的歷史，最早可以溯及到美國華盛頓州在1960年代興建的邊境

水壩工程：在水壩施工進入關鍵階段時，業主Seattle City Light與承包商之間

發生爭議。此時，承包商方面因進度落後且生財務問題，無力負擔進入訴訟

程序所生之龐大財務負擔；而業主方面因其他工程正與他人進行訴訟，為避

                                                                                                                                                                     
註三：ICC DB Rules第4.3條，詳註一。 
註四：ICC DB Rules第5.2條，詳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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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進行另一冗長之法律訴訟，故提議雙方當事人各指定二名工程專家組成一

四人制之顧問委員會，委員會因應工程爭議發生而隨時組成，並由此委員會

針對工程爭議作成建議。雙方當事人乃將紛爭解決的權限，透過契約約定的

方式，透過該委員會進行的例行工地巡視、溝通會議，充分暸解工程進度，

確保在具體爭執發生時，得以最充分的知識為雙方當事人提出解決紛爭的意

見。此機制後來成功運用在許多大型土木工程，因此，美國土木工程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簡稱ASCE）的地下工程技術研究會

議於1989年出版了爭議審查委員會標準規範，該規範在1991年修正改版，

ASCE並於1996年出版工程爭議審查委員會手冊；該手冊在北美洲被廣為使

用。 

DAB機制則發源於英國，目前廣用於世界銀行及FIDIC契約。英國在

1970 年 代 ， 自 工 程 契 約 當 事 人 間 合 意 約 定 開 始 ， 發 展 出 爭 議 裁 決

（Adjudication）之機制。在此機制下，紛爭可提出至一常設之中立機構，由

該機構提供一拘束契約當事人之裁決，以利契約之繼續執行。雖謂具有拘束

力，此裁決仍得於事後提經仲裁或訴訟程序審查決定，以取得終局確定力及

執行力。此便捷迅速之裁決機制在英國被契約當事人普遍接受，順利解決了

許多工程紛爭；大約在提出於DAB之紛爭中，有97％被順利解決，而無須再

於事後提付仲裁或訴訟（註五）。因此英國在1996 年房屋補助、施工及重

建 法 案 （ Housing Grants, 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Act 1996 ， 簡 稱

HGCRA 1996），明定於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地區，除法定得予免除之

特定工程外，均須遵守先經法定裁決之程序；於此即賦予爭議裁決機制之法

令依據。英國的土木工程師協會（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簡稱 ICE）

也在2005年公布「爭議解決委員會程序規則」（Dispute Resolution Board 

Procedure）採裁決方式處理，並提供爭議處理委員會契約範本及三方協議範

本，以符合法令規定。 

世界銀行約自1990年代開始，建議（實際運作上幾等於要求）各項融資

貸款工程採用DRB。於1995年，世界銀行的工程招標標準文件（Standard 

Bidding Document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Works，簡稱SBD-W）即謂，除少

                                                                                                                                                                     
註五：Gaitskell, R., Using Dispute Boards under the ICC’s Rules. Society of Construction Law 

UK, Decem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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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工程規模小於5千萬美金，且工程師係獨立於業主而執行職務之契約者，

契約當事人得將爭議交由工程師決定外，其餘工程若生紛爭，均應交由爭議

審查委員會（Dispute Review Board）處理，而非逕由工程師決定。此即呼應

許多業界對「工程師最後決定權」的質疑：經業主選任之工程師，在紛爭之

決定時能否不顧日後仍須向業主請款之壓力，不偏向業主而能獨立公正的做

出決定（quasi-judicial role of the Engineer）？ 

在2000年之前，世界銀行的SBD-W爭議審查委員會所作的建議對當事人

是不具拘束力的；但自2000年後世界銀行的態度已經修正，在目前使用的

2004年版SBD-W即明文規定，對於5千萬美金以上的契約，強制要求首先應

將爭議提送3人組成之DRB，且該委員會所為的建議除日後另經仲裁判斷

外，於作成之時起即對當事人具拘束力（爭議審查委員會雖名為DRB，但其

建議具拘束力）。 

FIDIC（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法文為 Fé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génieures-Conseils，縮寫為 FIDIC）則自 1995年始，橘皮書（ the Orange 

Book，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Design/Build and Turnkey）即不再賦予

工程師審查及對爭議做出決定之權。1997年版的紅皮書（the Red Book，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Works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 4th 

edition）及黃皮書（the Yellow Book，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Works，3rd edition ），也明文規範所有爭議須提交爭議裁決

委員會（DAB）決定。進而，在1999年FIDIC新版標準條款出版後，新紅皮

書（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新黃皮書（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Plant and Design-Build）及銀皮書（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EPC/Turnkey Projects）均採所有爭議須提交爭議裁決委員會（DAB）決

定的方式；FIDIC的DAB所為之裁決（非僅為建議性質）具拘束當事人之效

力，除非依據契約異議相關規定，另行以仲裁或訴訟方式變更之。 

DRB/DAB之組成時間，容有不同看法：有在契約成立之初即組成者，稱

為常設委員會（standing DRB/DAB），也有在爭議發生之時組成者，稱為特

別委員會（ad hoc DRB/DAB），或另有在契約成立之初組成，但在爭議發生

時方始運作之預備委員會（standby DRB/DAB）。採常設委員會之優點，從

客觀上言，在於DRB/DAB隨同契約之執行進度與時俱進，熟悉契約執行之背

景，常毋待當事人費心舉證說明，即可瞭解紛爭形成之源頭，自然容易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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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之雙方當事人尋找出可接受的解決之道。優點之二，是從契約當事

人主觀因素來看，往往在雙方意見相左時，連指定DRB/DAB成員之合意也難

達成，造成DRB/DAB及時組成之阻撓；因此，倘在雙方當事人歡喜簽約合作

之時，即一同合意指定DRB/DAB成員，將使DRB/DAB之組成較為容易。從

另一方面來看，採特別委員會之優點，一在於費用的節省：包括DRB/DAB的

長期聘任費用、定期會議、工地訪視、定時報告等的成本將可降低；二在於

DRB/DAB成員的彈性：在爭議發生之時，較能針對爭議之實質內容尋求專家

組成DRB/DAB，將可切合爭議問題所需。預備委員會則採中道，優點在契約

成立之初即組成，避免了爭議發生時委員會組成之困難，另亦省去DRB/DAB

的長期聘任費用及定期會議等的費用；但其相對的缺點即是未能藉由工程進

行期間DRB/DAB定期會議、工地訪視、定時報告等方式，使DRB/DAB成員

瞭解工程進行之各項環節，而有錯失紛爭解決時機之虞，且將抹煞DRB/DAB

與時俱進之特點。在實務運作上，此三種方式皆有所採，而依據 ICC DB 

Rules第3條之規定，原則係採常設委員會之方式，除非當事人另行約定外，

契約當事人應於契約成立時即組成爭議委員會 ，並應指明所採用者為DRB、

DAB或CDB。此亦為爭議委員會機制與其他ADR最大的不同：爭議委員會與

雙方當事人一同走過契約執行的每個階段，而期能在紛爭發生的當下即時避

免問題之擴大，而非事後重新審視舉證以解決是非歸責的問題。 

對於爭議委員會所做出之決定，應採建議（不具拘束力）或裁決（具拘

束力）性質，容有不同看法。採爭議委員會解決紛爭，其基礎建立在當事人

間互信及夥伴關係的基礎上；倘任一方對裁決或建議不以問題能否解決的角

度看待，而侷限在「輸」「贏」的觀念，此機制將難以維持，也將成為具

文，難以發生功效。有論者以為，採取「裁決」性質之優點，係對工程之承

辦人提供了執行的依據，也較易說服上級長官或監督機關遵守具拘束力之裁

決，勝於說服他們自發性地遵循簡單的建議（註六）。 

無論是何種型態的爭議委員會，DRB/DAB畢竟仍與法院或仲裁庭不同。

DRB/DAB的角色定位在暫時地解決問題，以避免因當事人間的歧見癱瘓工程

的執行。也因此，即便是對當事人具拘束力的裁決，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外，

                                                                                                                                                                     
註六：Boucly, J-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spute Boards. Proceedings of DRBF 8th Interna-

tional Conferenc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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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力仍與法院判決或仲裁判斷有所差異；爭議委員會的裁決是在「私法自

治原則」及「契約自由原則」前提下，依當事人合意而以契約約定之拘束效

力，倘若當事人的任一方不同意DRB/DAB的裁決或建議，此當事人得將該爭

議提付訴訟或仲裁，以獲得確定終局的判決或判斷；該判決或判斷方為具有

法律上執行力之依據。 

在提付訴訟或仲裁後，該當事人雖取得不依DRB/DAB之裁決或建議履行

之權利，然而，在國際慣例上，常在當事人間契約事先明定，不依DRB/DAB

之裁決或建議履行將視為當事人可歸責之事由，該當事人應負賠償責任。此

亦係國際工程契約執行時，即使任一當事人不滿意DRB/DAB的裁決或建議，

仍能被當事人自發地執行而不延宕工程進度的原因（註七）。 

並且，在紛爭解決途徑的各種選項中，相關法律經濟分析理論顯然已成

為策略分析之重要考量因素。依據「超級賽局」理論（註八），只要適當的

均衡策略介入，例如營造誘因協助各當事人在不同的具體紛爭中，齊頭並

進，尋找成本最低、最容易達成共識的方式逐項解決擊破而趨向合作。尤

其，小的成功將帶來大的成功，第一次的成功將鼓勵第二次、第三次的成

功，如此將致當事人間在紛爭的多次接觸過程中，相互理解逐漸形成，「超

級賽局」將使DRB/DAB機制之成效積微成著，更加安定的夥伴關係亦能在契

約執行中呈現；因此DRB/DAB機制為許多國際工程契約所採用。 

依據Dispute Resolution Board Foundation（簡稱DRBF）之統計，於1982

年至2005年期間，有1338項工程採用DRB/DAB，其中已有1571項爭議已以

DRB/DAB方式解決，無須進入法律行動之程序，達到98％之效率（註九）。

這也是DRB/DAB與其他ADR主要的區別：DRB/DAB是與工程之執行及紛爭

之發展同時俱進之機制，強調契約夥伴關係之維繫與增長，以即時及衡平之

                                                                                                                                                                     
註七： Boucly, J-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spute Boards. Proceedings of DRBF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8. 
註八：「超級賽局」（Super Game）係指先前賽局中雙方合作行為，與往後賽局中雙方合

作態度之間，只要經由適當策略的介入即可達成。參閱廖緯民，仲裁制度的法律經

濟分析，仲裁季刊第68期，2003年5月。 
註九：Summary of DRBs 2005（Internet URL: http://www.drb.org/manual/Summary_of_DRBs 

_2005.xls, 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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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解決工程執行中遭遇的問題（註一○）。因此，DRB/DAB毋寧不僅是解

決爭議，更是避免爭議的一種手段。 

四、國際間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機制之簡介 
下文將對英國、世界銀行及FIDIC的爭議審查委員會（DRB） /爭議裁決

委員會（DAB）機制度作簡要的介紹和比較（註一一）： 

（一）英國HGCRA1996的裁決（Adjudication）制度 
 
1.法定性質： 
依據HGCRA 1996，無論在當事人契約中是否約定DRB/DAB程序，任何

一方當事人有權不需要經過對方同意採用法定裁決程序（Adjudication）。 

2.時程： 
在契約履行過程中，任一當事人可以在任何時間向對造當事人以書面通

知啟動法定裁決程序，並在通知後7日內選定裁決者；爭議提交裁決者後，

裁決者須在收到裁決申請後28日內，或當事人約定的日期內作出裁決，如果

遇到特殊情況經過當事人同意可以延長14日。 

3.可裁事項和裁決的範圍： 
基於契約的任何爭議，包括對工程師任何證書的簽發、決定、指示、意

見或估價的任何爭議，均可提交裁決。裁決的範圍是依申請人提交的爭議、

各方當事人同意的相關事項等為準。 

4.程序規則： 
HGCRA1996並未對法定裁決的程序作出規定，一般實務所採的裁決程

                                                                                                                                                                     
註一○：DRBF, Dispute Review Boards: Real Time Avoidance and Resolution of Construction 

Disputes. 
註一一：參見863建築工程資訊網 （Internet URL：http://www.863p.com/Article/ArcPlan/ 

200806/，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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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由當事人約定，或者採用一些民間組織制定的有關法定裁決專門規則。

在英國比較著名有CEDR（Center for Effective Disputer Resolutions）的法定

裁 決 程 序 規 則 、 TeCSA （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Solicitors 

Association）的法定裁決規則。 

5.裁決者的權限： 
裁決者有權要求各方當事人提供資料、現場調查、詢問專家和其他契約

關係人，有權安排聽證會、促成各方達成解決協議、作成最終裁決。 

6.裁決： 
裁決是書面的，具有約束力，當事人應該執行。當事人如果不服該裁決

可以一致同意該裁決無效；如果不能達成一致，任何一方可以請求訴訟或仲

裁（如果約定仲裁時）解決，但是仲裁和訴訟不影響裁決的執行，當事人可

以申請法院執行，直至該裁決被推翻。另外，當事人可以約定該裁決是終局

裁決。在實務上，除存在欺詐和明顯的錯誤外，法院和仲裁機構一般會直接

採納法定裁決。 

（二）世界銀行的爭議審查委員會（DRB）機制 
依據世界銀行SBD-W，其Dispute Review Board機制為：  

1.強制約定： 
SBD-W是世界銀行貸款專案強制採用的契約條件，因此該檔規定的DRB

制度也是強制性的。但是這種強制性與英國的法定裁決制度的強制性不同，

英國的法定裁決制度的強制性來源於國內法；而世界銀行的法定裁決制度的

強制性是世界銀行專案貸款的附加條件。 

2.時程： 
契約的任一當事人得因履約時不滿意的事項，發出書面的通知，通知對

造要將爭議提交爭議審查委員會（Dispute Review Board）或爭議審查專家

（Dispute Review Expert）解決，對造應在14天書面回應。如果雙方在14天內

沒有解決爭議，或者對造未在14天內書面回應，任何一方可提交爭議審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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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解 決 。 爭 議 審 查 委 員 會 收 到 申 請 後 56 天 內 作 出 建 議

（Recommendation）。如收到建議後任一方表示不能接受，或爭議審查委員

會在56天內未能作出建議，則可在14天要求仲裁解決。由上觀之，世界銀行

的DRB機制在時程上長於英國的Adjudication程序所需的時間。 

3.可裁事項和審議的範圍： 
基於契約的任何爭議均可提交裁決。裁決的範圍是依申請人提交的爭

議、各方當事人同意的相關事項等為準。 

4.程序規則： 
SBD-W就爭議審議機構和爭議審議專家的選任，及裁決遵循的程序規則

作了特別規定。 

5.裁決者的權限： 
如同英國的法定裁決程序，世界銀行的爭議審查委員會和爭議審查專家

之權限也包括：要求各方當事人提供資料、現場調查、詢問專家和其他契約

方、組織聽證會、促成各方達成解決協定、作成最終裁決。 

6.建議的效力： 
在2000年前，世界銀行規則規定爭議審查委員會的建議不具有拘束力。

2000年世界銀行修改SBD-W，規定爭議審查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具有拘束力，

應該立即執行，如收到建議任一方未在14天內表示不滿，該建議具有最終的

拘束力。與英國的法定裁決機制不同的是，在最終拘束力方面，SBD-W沒有

當事人特定期限內不反對裁決即為終局裁決的規定。 

（三）FIDIC的爭議裁決委員會（DAB）/爭議委員會（DB）機制 
FIDIC在1999年標準契約範本大改版時，融和並發展了英國法定裁決制

度和世界銀行的DRB制度，形成了DAB （Dispute Adjudication Board，爭議

裁決委員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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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約定： 
FIDIC工程契約標準條款的DAB機制，是標準契約條款範本的一部，僅

供有關契約的當事人選擇使用。但FIDIC的某些工程契約標準條款（例如

2006 MDB版之爭議委員會（Dispute Board，簡稱DB）機制，被世界銀行等

許多國際組織及有關國家在國際工程中採用，於此FIDIC之DAB/DB機制也成

為強制約定之性質。 

2.時程： 
FIDIC的DAB/DB機制，是由契約任一當事人向對造發出將爭議提交裁決

的書面通知，並向爭議裁決委員會以書面形式提出申請。爭議裁決委員會應

在收到上述爭議事宜的提交後84天內，或在爭議裁決委員會建議並由雙方同

意的其他時間內作出決定。如果爭議各方中任一方不滿意爭議裁決委員會的

裁決，得在收到該裁決的通知後28天內通知對方異議之提出，並進入下一步

爭議解決程序。倘任何一方未發出表示異議的通知，均無權就該爭議要求開

始仲裁或訴訟。由上觀之，FIDIC的DAB/DB機制在時程進行上，遠遠長於英

國的法定裁決程式和世界銀行的DRB機制。 

3.可裁事項和裁決範圍： 
基於契約的任何爭議均可提交裁決。裁決的範圍是依申請人提交的爭

議、各方當事人同意的相關事項等為準。 

4.程序規則： 
FIDIC就爭議裁決委員會的選任和裁決遵循的程序規則，以業主與承包

商間簽訂之工程契約條款（Conditions of Contract）、三方簽訂之爭議裁決協

議書一般條款（General Conditions of Dispute Adjudication Agreement）及程

序規則（Procedural Rules）作為依循。 

5.裁決者的權限： 
如同英國的法定裁決程序及世界銀行的DRB機制，FIDIC的爭議裁決委

員會之權限也包括：要求各方當事人提供資料、現場調查、詢問專家和其他

契約方、組織聽證會、促成各方達成解決協定、作成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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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裁決的效力： 
FIDIC條款規定，爭議裁決委員會的裁決對雙方立即發生暫時拘束力，

除非此裁決日後經友好解決（Amicable settlement）或仲裁判斷中得以修改

外，爭議雙方應立即執行爭議裁決委員會作出的每項決定。任一方在收到爭

議裁決委員會的裁決後28天內，得提出異議並通知對方，如此紛爭將擴昇至

友好解決程序和仲裁程序。倘任一方在收到爭議裁決委員會的裁決的28天內

未提出異議通知對方，則該裁決應被視為最終裁決，並對爭議雙方均具有最

終約束力，當事人均不得再提交仲裁或訴訟尋求救濟。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後的世界銀行DRB機制中「建議」效力的規定，和FIDIC DAB機制的「裁

決」效力已趨向一致。 

五、國際間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機制的運作 
 
（一）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機制主要之執行規範（註一

二） 
1.契約要項 

‧應明確規範選任DRB/DAB成員的方式，並指定倘協議不成時之選任

機構，以確保選任程序之中立性及即時性。 

‧應規範DRB/DAB於組成後儘速安排定期會議及訪視計畫的時程。 

‧應訂定三方協議，妥適規範權利義務。 

‧應訂明由業主及廠商平均分擔DRB/DAB費用 

‧ 可 考 量建 立 非 正式 的 聽 證程 序 ， 以儘 速 處 理小 型 紛 爭。 例 如，

DRB/DAB得經當事人之請求，以口頭或建議等不具拘束力之方式，

協助契約當事人解決小型問題，而避免紛爭擴昇為進入正式聽證之

DRB/DAB程序。 

‧契約內盡量不限縮DRB/DAB處理之範圍，應包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

議。 

‧應規範任一方當事人均得提交爭議至DRB/DAB。 

‧應建立緊急情況時，毋須完整履行提送程序之緊急聽證程序。 

                                                                                                                                                                     
註一二：參考DRB User Guide（Internet URL: http://www.drb.org/， 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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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契約內明確規範DRB/DAB裁決或建議之效力。在美洲地區的一

些國家採不具拘束力的建議效力的方式；在國際工程契約，則常採

具暫時拘束力（binding in the interim）的裁決方式。 

‧應於契約內明定，DRB/DAB所為的裁決或建議，在法令許可範圍

內，得成為日後訴訟或仲裁時可採納引用的證據。 

‧ 應 於 契 約 內 明 定 ， 僅 有 契 約 兩 造 當 事 人 均 同 意 時 ， 方 得 解 任

DRB/DAB成員。 

2.契約當事人 

‧應儘早建立DRB/DAB，一般建議在簽約後不逾90天之期間內，或至

遲在開工前應成立DRB/DAB。 

‧在選定或同意 DRB/DAB成員前，應完整調查 DRB/DAB成員的資

格，特別是有無利益衝突及其中立性問題。 

‧DRB/DAB組成後，應提供DRB/DAB工程進度報告，及每週工程會

議記錄。 

‧應安排定期會議及工地訪視。一般而言，倘因未發生明顯歧見或問

題而省略定期會議及工地訪視，是比較不適當的方式。 

‧若有任何問題，應儘速協商解決；倘經協商而不能解決，應儘速提

送至DRB/DAB。 

‧ 應 盡 力 保 存 相 關 證 據 資 料 ， 並 完 整 提 供 予 DRB/DAB ， 以 助

DRB/DAB提出適當裁決或建議。 

3.DRB/DAB成員 

‧應完整揭露與當事人間及其關係人等過去及目前之利害關係。 

‧應謹守倫理規範。 

‧應保持中立，並避免可能引起偏袒疑慮之行為，例如單方通訊等行

為。 

‧應熟讀瞭解契約相關文件，包括施工計畫、規範等。 

‧應確實與契約之執行與發展併進。 

‧未經契約雙方當事人的允許，不得任意揭露非屬與公眾事務相關之

契約相關資訊。 

‧未經當事人請求，不得任意提供契約當事人履約方法之意見。 

‧應鼓勵當事人積極主動討論協商，以避免潛在紛爭擴昇至須待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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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爭議。 

4.聽證執行方式 

‧雙方當事人應清楚定義爭議之範圍。 

‧雙方當事人在聽證會前應向DRB/DAB與對造當事人提出說明原委及

立場之資料文件。 

‧雙方當事人應盡可能提供佐證資料。 

‧雙方當事人應在聽證會前提出出席聽證會之名單。 

‧在聽證會期間，雙方當事人應有充分陳述的機會。 

‧DRB/DAB之裁決或建議，應僅在雙方當事人請求之範圍內為之。 

‧經當事人之請求，DRB/DAB應提供裁決或建議之釐清說明。 

‧在某些特別約定之情況下，當事人得請求DRB/DAB重予考量其裁決

或建議。惟重予考量時所提出之證據須為先前程序所無者為限。 

（二）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費用問題 
DRB/DAB多屬3人委員會之型態，其費用由業主與廠商平均分擔之。

DRB/DAB如何組成、報酬如何計算、當事人間如何分擔等，通常於主契約及

三方協議中明定之。在國際間慣用之處理方式如下（註一三）： 

1.雙方當事人應各自負擔DRB/DAB報酬的半數。如此可能避免預設立場

的問題，同時也鼓勵契約的兩造多利用已付費的DRB/DAB解決問題。 

2.雙方當事人對於DRB/DAB成員的各項報酬及費用負連帶給付責任；因

此DRB/DAB成員得要求業主或廠商其中之一給付其全部報酬及費用。 

3.DRB/DAB報酬主要包括聘任費用及其後按日或按時計酬之費用（日費

/時費），以及合理的所需支出。 

4.聘任費用可為按月給付或按季給付的方式，由雙方當事人各自給付予

DRB/DAB成員。該聘任費用在確保DRB/DAB成員之可得性及獨立性；因

此，DRB/DAB成員應同意，在契約存續期間，務須定期或視需要召開聽證

會，熟悉契約執行狀況，並隨時更新相關文書檔案。 

                                                                                                                                                                     
註一三：Gould, N., Dispute Board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Dispute Board Costs”, 

Proceedings of Dispute Resolution Board Foundation’s 8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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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CC DB Rules 第26.3條規定，3位DRB/DAB成員應享有相同的日費費

率。 

6.日費 /時費適用於工地訪視、 DRB/DAB內部會議、聯繫準備、聽證

會、研閱相關文件及差旅時間等。 

7.差旅費用：ICC DB Rules 第29條明定DRB/DAB成員自住所至差旅處

所之差旅費用為DRB/DAB成員得請求之費用。 

8.其他實支費用：DRB/DAB成員得憑實支單據請求。 

9.稅捐規費：各項稅捐，以及簽證、工作許可等規費之負擔方式，宜以

三方協議約定之。 

10.物價調整：聘任費用及日費 /時費，可於三方協議內約定是否依物價

調整，及若須辦理物價調整之調整依據予計算方式等。 

11.付款時間：通常契約當事人於請款後28或30天內付款；依FIDIC規定

則較為寬鬆，付款時間可至56天內。 

12.利息：三方協議書得約定DRB/DAB若未能按時收到付款時，所得請

求之利息。於此情形下，DRB/DAB成員當然也有權要求暫停或終止契約。 

13. 行 政 管 理 費 ： ICC DB Rules 第 32 條 明 定 ， 於 請 求 ICC 協 助 指 定

DRB/DAB成員、請求ICC裁決DRB/DAB成員有無應拒卻事項，以及請求ICC

審查DAB或CDB之裁決格式時，提出請求之當事人均須繳納行政管理費。 

依據DRBF的分析（註一四），倘若一件工程發生數量不多的紛爭，

DRB/DAB的費用大約僅須花費總工程費的0.05％。在DRBF所作的統計裡，

DRB/DAB費用最高約佔總工程費的0.26％，最低僅約0.04％，平均約為0.15

％，可提供參考。 

六、爭議審查委員會/爭議裁決委員會機制之發展芻議 
 
（一）大陸地區概況 

大陸地區目前多採DRB機制。近年來採用DRB機制較著名者，為世界銀

行投資的二灘水電站項目及小浪底工程等。大陸地區自2003年始，參考世界

銀行、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等國際組織的經驗，著

                                                                                                                                                                     
註一四：DRBF Summary（Internet URL：http://www.drb.org，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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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標準文件」的編制工作，包括「標準施工招標文件」、「標準施工招標

資格預審文件」之試行規定及相關附件，並業於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該標

準文件附件的建築施工契約文本內規定了爭議評審程序（ DRB）（註一

五），因考慮到目前的司法體制及工程建築行業的現狀，未將DRB列為強制

                                                                                                                                                                     
註一五：標準施工招標文件（2007年版） 

24. 爭議的解決 
24.1 爭議的解決方式 
發包人和承包人在履行合同中發生爭議的，可以友好協商解決或者提請爭議評審

組評審。合同當事人友好協商解決不成、不願提請爭議評審或者不接受爭議評審

組意見的，可在專用合同條款中約定下列一種方式解決。 
（1）向約定的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2）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4.2 友好解決 
在提請爭議評審、仲裁或者訴訟前，以及在爭議評審、仲裁或訴訟過程中，發包

人和承包人均可共同努力友好協商解決爭議。 
24.3 爭議評審 
24.3.1 採用爭議評審的，發包人和承包人應在開工日後的28天內或在爭議發生

後，協商成立爭議評審組。爭議評審組由有合同管理和工程實踐經驗的專家組

成。 
24.3.2 合同雙方的爭議，應首先由申請人向爭議評審組提交一份詳細的評審申請

報告，並附必要的檔、圖紙和證明材料，申請人還應將上述報告的副本同時提交

給被申請人和監理人。 
24.3.3 被申請人在收到申請人評審申請報告副本後的28天內，向爭議評審組提交

一份答辯報告，並附證明材料。被申請人應將答辯報告的副本同時提交給申請人

和監理人。 
24.3.4 除專用合同條款另有約定外，爭議評審組在收到合同雙方報告後的14 天

內，邀請雙方代表和有關人員舉行調查會，向雙方調查爭議細節；必要時爭議評

審組可要求雙方進一步提供補充材料。 
24.3.5 除專用合同條款另有約定外，在調查會結束後的14天內，爭議評審組應在

不受任何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獨立、公正的評審，作出書面評審意見，並說明理

由。在爭議評審期間，爭議雙方暫按總監理工程師的確定執行。 
24.3.6 發包人和承包人接受評審意見的，由監理人根據評審意見擬定執行協定，

經爭議雙方簽字後作為合同的補充檔，並遵照執行。 
24.3.7 發包人或承包人不接受評審意見，並要求提交仲裁或提起訴訟的，應在收

到評審意見後的14天內將仲裁或起訴意向書面通知另一方，並抄送監理人，但在

仲裁或訴訟結束前應暫按總監理工程師的確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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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置程序，而由契約雙方自行決定是否採用，故仍屬於導向性質，待實踐

經驗豐富後再予細化。 

同時，北京仲裁委員會制定了供當事人選用的「建築工程爭議評審規

則」，該規則包括DAB、DRB、CDB解決爭議方式的內容，推動多元糾紛解

決機制發展（註一六），亦值參考。 

（二）台灣地區發展芻議 
DRB/DAB制度的優點，一是可以分流法院的壓力，二是能夠即時控制爭

議，對於工程執行的爭議尤其重要。倘能利用國際間運作之經驗，並結合我

國實際情況，在公共工程紛爭解決程序中增設DRB/DAB機制，將是落實政府

採購法第85條之1第1項協調機制之具體作法。 

初步而言，或可考量將採購契約要項第70條為以下修正： 

七十、（履約爭議之處理） 

（修正第一項，增列後段）      

契約應訂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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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廠商得於契約

成立時，合意指定爭議審查（或裁決）委員會成員，以組成爭議審查（或裁

決）委員會，協助機關與廠商即時解決因履約而生爭議。 

（原條文後段移列第二項） 

未能依前項規定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依本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符合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情事，提出異議、申訴。 

（三）提付仲裁。 

（四）提起民事訴訟。 

（五）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六）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其他處理程序規則及三方協議等文件，則列於契約附件，以利遵

循。） 

                                                                                                                                                                     
註一六：北京仲裁委員會動態信息：爭議評審小組（DRB） 爭端解決方式培訓在北仲舉行

（Internet URL：http://www.bjac.org.cn/news/，200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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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DRB/DAB機制在國際間已廣泛採用，且利於公共工程之推行，誠摯

期待相關政府部門著手修訂相關法令引進DRB/DAB機制，強化公共工程爭議

處理功能，協助公共工程之順利推動，亦實現與國際接軌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