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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爭議處理

人民（包括廠商）的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本為受到我國憲法
保障的基本權利（憲法第 16 條）
，視爭議的性質，當事人之一方
本可考量採取請願、訴願、訴訟（包括行政或民事訴訟）的方式
解決爭議。
但為考慮到爭議的妥善處理、訴訟經濟、專業性等因素，法律另
依事務性質，在上述的救濟途徑以外，設置了其他不同的救濟方
式。
以下，僅針對請願、訴願、訴訟等一般性規定以外，其他在辦理
都市更新招商案件過程中可能碰到的特殊救濟程序，概要介紹如
下：

第一節 都市更新相關爭議處理方式
為落實都市更新條例第 16 條及第 32 條有關審議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權利變換計畫及處理有關爭議，各級都市更新主管機關
設有「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以受理相關爭議。
（中央主
管機關，如「內政部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設置要點」
、地
方主管機關，如「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設置要點」
等規定參看）
。

第二節 關於公開評選程序爭議之處理
都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第 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關於都市更新
條例第 9 條之公開評選程序，準用促參法第四章有關申請及審
核程序之規定辦理。
促參案件甄審爭議可依促參法第 47 條及「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申
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理規則」
（以下簡稱「促參爭議處理規則」）
準用採購法處理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為異議或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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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法規競合，就同時符合促參公共建設等相關規定與都市更
新規定的案件，主辦機關適用促參法辦理招商作業者；或因主
辦機關視個案特性，適用採購法辦理公開評選者，例如：主辦
機關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9 條第 1 項自為實施者，而公開甄選廠
商出資參與之案件，性質上，其爭議自應視情形，分別依促參
法第 47 條及「促參爭議處理規則」
、或採購法第 74 條以下的「異
議」與採購法第 80 條的「採購申訴」方式處理爭議。
惟工程會於 99 年 5 月 24 日工程訴字第 09900122180 號復內政
部營建署函文中，曾提及：
「基於都更條例、政府採購法及促參
法分屬不同法系，各有其適用特性及法定職掌，為免造成民眾
及申請人混淆的困擾，爰仍應由都更（條）例中央主管機關自
行訂定公開評選程序及爭議處理程序為宜。」
（詳參附錄一）根
據內政部 99 年 6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4438 號復宜蘭縣政
府並通知各縣市政府「關於政府為主都市更新案公開評選能否
準用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理規則疑義」之
說明四提及：
「有關行政院『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之政府為
主都市更新示範計畫地區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
構為實施者，評選過程所產生之爭議事項，建議已公告招商者，
依公告招商文件內容處理；後續辦理公告招商之案件，在本部
尚未立法設專責之救濟制度前，建議參酌採購法爭議處理之精
神，於招商文件中規定，申請人對評選過程中認為違反法令，
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向主辦機關提出異議，若對異議處
理結果不服，得依訴願法相關程序申請行政救濟。」 （詳參附
錄一）
，並考量到「訴願」原則上係對機關之「行政處分」提起
（訴願法第 1 條參看）
，參酌採購法爭議處理之精神，
「（申訴）
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
（採購法第 83 條規定），
「主辦機關
之異議處理結果」應具「行政處分」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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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參法爭議處理規定
（一） 異議
促參法第 47 條：「（第 1 項）參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與主辦
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異議及申訴，準用政府採
購法處理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
（第 2 項）前項爭
議處理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促參爭議處理規則」，申請人對於主辦機關辦理申請及
審核程序，認為違反促參法及有關法令，致損害其權利或利
益者，得於下列期限內，以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異議（促參
爭議處理規則第 2 條、第 3 條參看）
：
1. 對公告徵求參與文件之異議
對公告徵求參與文件（即「招商文件」）規定提出異議
者，為自公告之次日起等標期之三分之二，其尾數不足
一日者，以一日計。但不得少於十日。
2. 對申請及甄審過程、決定或結果異議
對申請及甄審之過程、決定或結果提出異議者，為接獲
主辦機關通知或公告之次日起三十日；其過程、決定或
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
三十日。
3. 對甄審結果後，簽訂投資契約前之相關決定異議
對甄審結果後，簽訂投資契約前之相關決定提出異議
者，為接獲主辦機關通知或公告之次日起三十日。
（二） 申訴
異議人對於異議之處理結果不服，或主辦機關逾促參爭議處
理規則第 5 條所定期限不為處理者，應於收受異議處理結果
或處理期限屆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工程會所設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訴會） 提出申訴（促參爭
議處理規則第 7 條以下參看）。
提出申訴時，應依促參爭議處理規則所要求的格式（促參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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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處理規則第 8 條、第 9 條參看），並應繳納審議費（每一
申訴事件為新台幣五萬元）
（促參爭議處理規則第 19 條、第
20 條參看）
。申訴會亦可能向申訴人收取鑑定費及其他必要
費用（促參爭議處理規則第 19 條第 2 項）
。
主辦機關認為異議或申訴有理由者，應自行撤銷、廢止或變
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申請及審核程序之進行。但為應緊急
情況或公共利益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申請及審核程序之
進行者，不在此限。主辦機關為前開處理者，應即通知異議
人或申訴人及申訴會。
（促參爭議處理規則第 31 條參看）
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如不服審議判斷，得於審議判
斷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等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
訟。
（促參爭議處理規則第 30 條第 1 項參看）

二、 採購法爭議處理規定
（一） 異議
廠商對於機關辦理採購，認為違反法令或我國所締結之條
約、協定，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於下列期限內，以（中
文）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異議（採購法第 75 條參看）
：
1. 對招標文件之異議
對招標文件規定提出異議者，為自公告或邀標之次日起
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數不足一日者，以一日計。但
不得少於十日。
2. 對釋疑、後續說明、招商文件之變更或補充異議
對招標文件規定之釋疑、後續說明、變更或補充提出異
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
3. 對程序之過程或結果異議
對採購之過程、結果提出異議者，為接獲機關通知或機
關公告之次日起十日。其過程或結果未經通知或公告
者，為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次日起十日。但至遲不得逾
決標之日起十五日。
（二） 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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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如對公告金額以上採購異議之處理結果不服，或招標機
關逾法定之期限不為處理者，申請人得於收受異議處理結果
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地方
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
理。
（採購法第 76 條第 1 項參看）
此外，因政府採購對廠商有「停權」制度（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02 條），如廠商係對關於「停權」的採購法第 102
條第 1 項的異議處理結果不服，或招標機關逾法定之期限不
為處理者，則無論該事件是否逾公告金額，廠商均得於收受
異議處理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
申訴會申訴。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2 條第 2 項）
提出申訴時，應依採購法第 77 條與採購申訴審議規則所要
求的格式（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3 條、第 4 條參看），並應
繳納審議費（每一申訴事件為新台幣三萬元）（採購申訴審
議收費辦法第 3 條、第 4 條參看）。申訴會亦可能向申訴人
收取鑑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 7
條）
。
招標機關認為異議或申訴有理由者，應自行撤銷、廢止或變
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行。但為應緊急情況或
公共利益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者，不在此限。招
標機關為前開處理者，應將其結果即時通知該管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採購法第 84 條）
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
（採購法第 83 條參看）如不服
審議判斷，得於審議判斷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等
行政法院提起行政訴訟（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
參看）。

第三節 關於履約爭議之處理
如雙方係於簽約後，對於履約相關事項有爭議，一般關於契約
的爭議處理方式除訴訟之外，尚包括協調委員會、調解、仲裁
等。主辦機關應視個案辦理法源、以及個案具體需要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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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參法爭議處理規定
（一） 協調委員會
在適用促參法辦理的案件，依現行法，契約雙方「應」於投
資契約中明定組成「協調委員會」以處理該契約之履約爭
議，當協調委員會協調不成時，再以訴訟等其他方式解決。
促參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
「投資契約，應明定協
調委員會之組成時機、方式及運作機制，以協商處理契約履
行及其爭議事項。」
關於「協調委員會」究竟是「得」設立、還是「應」設立，
促參法原並未強制，而可由契約當事人自行約定。但在 97
年 1 月 21 日修訂促參法施行細則時，已將任意規定改為強
制規定，故依現行法，如採促參法辦理的案件，均「應」於
投資契約中約定組成「協調委員會」
。辦理時應加注意。
當協調委員會協調不成時，再以仲裁、訴訟等方式解決。
（二） 仲裁
仲裁法第 1 條第 1 項規定，有關現在或將來之爭議，當事人
得訂立仲裁協議，約定由仲裁人一人或單數之數人成立仲裁
庭仲裁之。
得以仲裁解決之爭議，以「依法得和解者」為限（仲裁法第
1 條第 2 項參看）
；且「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非關於一定
之法律關係，即由該法律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不生效
力。」（仲裁法第 2 條）
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
（仲裁法第 1 條第 3 項）
如當事人間之契約訂有仲裁條款者，該條款之效力，應獨立
認定；其契約縱不成立、無效或經撤銷、解除、終止，不影
響仲裁條款之效力。（仲裁法第 3 條參看）
茲就仲裁主要的執行程序分述如下。
1. 訂立仲裁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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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仲裁法第 1 條第 3 項規定，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
之。一般仲裁協議中，當事人會約定仲裁地、適用的仲
裁規定、仲裁機構、仲裁庭的人數、使用的語言等等。
可以僅為「仲裁條款」
，亦可為完整的「仲裁契約」
。各
仲裁機構網站上都有提供建議的仲裁條款範例，可以參
考。
2. 提付仲裁
根據法務部公告資料，目前國內登記有案的仲裁機構計
有：「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臺灣營建仲裁協會」
、「中
華工程仲裁協會」
、
「中華民國勞資爭議仲裁協會」等四
個機構（請參法務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8128&ctNode=118
96&mp=202）。其中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前身為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
）成立最早（民國 44 年成
立），受理案件也最多。如為國際商務案件，也常見當
事 人 約 定 根 據 國 際 商 會 （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簡稱 ICC）仲裁規則辦理的仲裁案件。各
仲裁機構都有自己的仲裁規則，關於提付仲裁、仲裁程
序進行的方式、繳費、選定仲裁人等，應依各仲裁協會
的規定辦理。
仲裁法第 18 條規定：「（第 1 項）當事人將爭議事件提
付仲裁時，應以書面通知相對人。（第 2 項）爭議事件
之仲裁程序，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自相對人收受提付
仲裁之通知時開始。（第 3 項）前項情形，相對人有多
數而分別收受通知者，以收受之日在前者為準。」學說
上，對於我國合法的仲裁是否必須為「機構仲裁」？有
不同的見解。為避免爭議，機關辦理都市更新案件，若
擬採仲裁方式作為爭議處理方式之一，則以先於契約中
選定一個仲裁機構、並依該仲裁機構的程序規定循序辦
理為宜。
3. 仲裁協會收案
仲裁協會於收受聲請人之仲裁聲請書後，會將聲請人之
書狀送交相對人，並通知相對人答辯及選出仲裁人。
4. 相對人選出仲裁人
相對人於收受仲裁協會之通知後，即應於期限內選定仲
裁人。如相對人經聲請人催告，於 14 日後仍不選定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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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人，聲請人得向仲裁協會或法院聲請代相對人選定。
（仲裁法第 9 條至第 12 條）
5. 組成仲裁庭
以最常見的由三位仲裁人組成仲裁庭的方式為例，雙方
仲裁人選定之後，再由雙方仲裁人共同推選主任仲裁
人，共同組成仲裁庭。
如當事人對於仲裁人的人數以及其推選方式有所約定
者，即應依當事人約定的方式組成仲裁庭。
無法於約定或法定的時間內決定所有仲裁人者，當事人
得依法向法院聲請或依約定向仲裁協會聲請選定。（仲
裁法第二章參看）
6. 仲裁詢問程序
仲裁程序以由當事人約定為原則。但若當事人對於仲裁
程序未約定者，則應適用仲裁法的規定；仲裁法未規定
者，仲裁庭得準用民事訴訟法或依其認為適當之程序進
行（仲裁法第 19 條）
。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程序以不公開為原則（仲裁
法第 23 條第 2 項）。
當事人、代理人於仲裁詢問程序中均得出席發言。
仲裁庭認仲裁達於可為判斷之程度者，應宣告詢問終
結，依當事人聲明之事項，於十日內作成判斷書（仲裁
法第 33 條第 1 項）。
7. 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
仲裁庭應於六個月內作成仲裁判斷書，必要時得延長三
個月（仲裁法第 21 條第 1 項）
。
仲裁與一般訴訟最大的不同，在於仲裁庭經當事人明示
合意者，得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仲裁法第 31 條）
；而
在訴訟程序中，法院則必須依法為判決。
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張
為必要之調查（仲裁法第 23 條第 1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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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書之原本，應由參與評議之仲裁人簽名；仲裁人拒
絕簽名或因故不能簽名者，由簽名之仲裁人附記其事由
（仲裁法第 33 條第 3 項）
。
仲裁庭應以判斷書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仲裁法第 34
條第 1 項）。
前項判斷書，應另備正本，連同送達證書，送請仲裁地
法院備查（仲裁法第 34 條第 2 項）
。
關於仲裁判斷的效力，明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
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
8. 請法院裁定與強制執行
仲裁人之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力。但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行裁定後，方得
為強制執行。但合於下列規定之一，並經當事人雙方以
書面約定仲裁判斷無須法院裁定即得為強制執行者，得
逕為強制執行：
(1) 以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
為標的者；
(2) 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仲裁法第 3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二、 採購法爭議處理規定
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至第 85 條之 4 規定，機關與廠商因履
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請履約爭議調解」，或以「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等方式
之一處理。
（一） 履約爭議調解
除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至第 85 條之 4 規定以外，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第 4 項以及第 85 條之 2 授權，主管機關訂頒有「採
購履約爭議調解規則」與「採購履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兩
子法。其主要內容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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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解管轄
應依事件的性質，由依採購法第 86 條設立的各級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管轄（詳參採購履約爭議調解規則第 2
條）
。
2. 調解申請
調解申請，應依法定的程式提出（請參採購履約爭議調
解規則第 6 條）
。
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第 2 項特別規定，採購爭議調解屬
廠商申請者，機關不得拒絕。
調解程序的進行，以不公開為原則（請參採購履約爭議
調解規則第 12 條）
。
調解事件應自收受調解申請書之次日起四個月內完成
調解程序。但經雙方同意延長者，得延長之。
（採購履
約爭議調解規則第 20 條第 1 項參看）
3. 調解建議
調解過程中，調解委員得依職權，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名義提出書面「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
。
對於「調解建議」
，如機關不同意該建議者，應先報請
上級機關核定，並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
說明理由（採購法第 85 條之 3 第 2 項）
。
關於「調解方案」
，則需在「當事人不能合意但已甚接
近」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始得「斟酌一切情形，並
徵詢調解委員之意見，求兩造利益之平衡，於不違反兩
造當事人之主要意思範圍內」以職權提出之。就委員會
所提出的「調解方案」，當事人或參加調解之利害關係
人若不同意，則需於法定期間內提出異議，方視為調解
不成立；其未於期間內提出異議者，則視為已依該方案
調解成立。如係機關提出異議者，機關應準用採購法第
85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先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以書
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說明理由，始得為之
（採購法第 85 條之 4）
。
（二）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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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仲裁的一般介紹外，於政府採購爭議案件的仲裁，應
特別注意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第 2 項後段規定：
「工程採購經
採購申訴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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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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