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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論文架構以觀，第一章緒論，描述寫作源起、研究方法及全文結構。第

二章則介紹何謂仲裁？有何特色?以及最新發展概況，如線上仲裁與 ADR

的興起等等。承續先前對仲裁制度概括性認識，接著第三章即以仲裁契約



為主題，分別研析制度上之意義、形成背景暨其效力，而仲裁契約效力部

分，尤為重要，例如「妨訴抗辯」的爭點，除涉及仲裁庭與法院管轄權限

劃分外，更與仲裁機制核心亦即「尊重當事人意思」息息相關，此亦為吾

國 一九九八年,仲裁法修正重點，故將於本章另闢第五節專節討論之。另

外，為求更深入了解,撤銷仲裁判斷之訴，第四章,擬以「仲裁判斷」為主

題，自判斷形成之經過起，次分述其類型，文末則論其效力，其中，尤以

實質確定力主觀範圍最富討論價值。第五章則進入本文的核心－瑕疵判斷

與其救濟途徑，本章擬以專節評析各國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相關規定，計

有英國法、美國法、德國法、日本法、聯合國模範法以及中國大陸法制，

並與我國仲裁法(含商務仲裁條例),實務學說,相互參照，希望藉由相互比

較，以明吾國仲裁法制優劣，然最要者莫過於掌握缺失之所在，提出可行

對策，不僅符合法律適用需要，亦可為爾後立法的參考。(紐約公約,好的

不得了，邁向模範法絕對錯不了)緊接著第六章，本章,是以木柵捷運線馬

特拉案為研究對象，簡介當初提付仲裁之背景後，依次整理並評析各級法

院，就撤銷之訴及仲裁判斷之強制執行所表示之立場，過程十分戲劇化，

訴訟結果更是天壤之別，不過，大家最關心的還是，台北市(捷運局)到底

要不要賠？？？第七章結論。 依聯合國模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規定，撤銷事由原則上僅僅限於程序有重大瑕疵而不及於實體部分，此為

防杜司法權過度介入仲裁制度之具體設計。相較之下，西元一九九八年通

過施行新仲裁法，固標榜「國際化、自由化」(國際化，乃指參酌模範法

及其他外國立法例)，惟有關撤銷事由之設計，卻仍沿襲商務仲裁條例時

代老舊立法，將民事訴訟之再審事由列入(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至第九

款)，此或有吾國仲裁發展未臻成熟仍需法院積極介入以維持品質之考

量，惟如此設計，除與前述國際立法潮流相違，且無異鼓勵受不利判斷當

事人提起撤銷之訴，果爾，不僅仲裁機制特有之迅速、經濟等功能無法發

揮，亦無法達成疏減訟源的目的。 就工程仲裁與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來

說，木柵捷運工程仲裁案，無非是指標性案例，仲裁人非常辛苦、程序也

是異常緊湊的，要在短短六個月審理期限內作出判斷,(現行法為最長九個

月)，仲裁庭最後准了十億餘元(馬特拉索賠二十餘億元)，後來，捷運局不 

服，提起撤銷之訴，纏訟將近七個年，業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定讞(與

此 同時，馬特拉也提出執行裁定之聲請，捷運局亦依法聲請駁回)。全案,

目前處於停止執行狀態，債務人異議之訴上訴中，最新消息為台灣高等法

院九十年重上字三 OO 號維持地院見解，所以，捷運局無須支付這筆款

項。 木柵捷運線馬特拉工程案，關於程序方面重要爭點有二，其一為

「裁決程序」欠缺之法律效果，其二為協議書第九條的定位問題。本案各

級法院就裁決程序之法律性質、目的以及不履行之法律效果，見解大致相

同，認為應構成「仲裁判斷與仲裁契約標的 爭議無關」(商務仲裁條例第

二十二條第一款、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終審法官(八十七年台上字

第二一四七號)亦認上訴人(馬特拉公司)提付 仲裁前，並未依兩造仲裁條

款所定應先經建築師就其爭議為裁決之程序，仲裁契約標的之爭議並不存

在，系爭仲裁判斷即與之無關。惟學界與前揭法院見解有如南轅北轍，兩

者固均認為系爭仲裁判斷不得撤銷，惟理由構成大相逕庭，實務所採「仲

裁判斷與仲裁契約標的之爭議無關」，不無研敲餘地。實應從「仲裁前置

程序」用語不當、裁決程序條款之建制目的、程序瑕疵業已補正以及定型



化條款之規制諸面向，認為系爭判斷不得撤銷，較符合當事人真意以及仲

裁制度的基礎法理。也期盼最高法院能儘速召開民事庭會議，統一法律解

釋，以免優質的外國承商畏於到我國,承攬大型工程，最終受害的,還是廣

大吾國子民。至於,協議書第九條的定性，作者贊成最高法院主張(協議書

第九條乃新仲裁合意)，易言之，不論履行前置程序與否，當事人,皆得援

引該規定提付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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