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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 ADR启动协议和处理协议的效力

查达来 ,徐　卫

(厦门大学 法学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ADR启动和处理协议的效力则是关系到 ADR在解纷体系中的生命力 。讨论该课题具有重要意

义。ADR启动协议对当事人有纠纷方式确定效力 、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和使当事人负担附随义务;一部分 ADR

处理协议相当于契约效力 ,另一部分 ADR启动协议相当于判决效力 ,作者提出了强化 ADR处理协议效力(即

实现 ADR处理协议由契约效力到判决效力转化)的一些设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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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 ion)即诉讼外纠

纷解决机制 ,是指一切通过诉讼以外途径解决民商事

纠纷的方法和程序 ,它主要包括和解 、调解 、仲裁和混

合程序。以启动程序为标准 , ADR可以分为合意型

ADR 、半强制型 ADR和强制型 ADR。[ 1] (P155-156)合

意型 ADR是 ADR的主要形式 ,通过 ADR解决纠纷

一般必须获得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即使是强制型

ADR和半强制型 ADR ,也仅仅是参加的强制 ,当事

人对程序的运行掌握着控制权。在任何一种形式的

ADR中 ,ADR协议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 ADR

协议的效力则是关系到 ADR在解纷体系中的生命

力 ,因此 ,本文拟简要论述一下ADR协议特别是启动

协议和处理协议的效力。由于国内相关研究极其少

见 ,但该问题在非诉讼解纷中又异常重要 ,所以 ,作者

不揣浅陋 ,对ADR启动协议和处理协议效力发表一

孔浅见 ,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ADR协议 、启动协议和处理协议的内涵

ADR协议是指当事人从试图利用 ADR到 ADR

结束为止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总称 。其中有两种

最重要的协议 ,即当事人同意利用ADR的ADR启动

协议和当事人之间就纠纷解决所形成的ADR处理协

议。

ADR启动协议是指当事人之间达成的 ,将已经

发生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定实体法律争议 ,通过一

种或多种 ADR程序加以解决的意思表示。ADR处

理协议是指当事人双方在 ADR程序终结时 ,就纠纷

处理所达成的解决方案 。在纠纷解决实践中 , 大量

ADR的利用及纠纷解决结果并不一定采用书面协议

的形式 ,例如即时履行的协商和调解等 ,这些情况可

以归入口头或实践性 ADR协议的范畴 ,在正式的民

商事活动中 ,ADR协议则往往必须采用要式协议的

形式。本文的重点是论述正式的ADR协议 。

二 、ADR启动协议的效力

(一)对 ADR协议之双方当事人的效力

1.纠纷处理方式确定效力 。当事人一旦在 ADR

启动协议中约定通过某种ADR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

的纠纷 ,就排除当事人任意通过其他 ADR方式或行

迳提起诉讼的权利。例如 ,如果当事人签订了仲裁协

议 ,选择了仲裁方式结案 ,在通常情况下 ,任何一方不

得将该争议提交法院审判 、行政机关裁处 ,这是仲裁

双方当事人最基本的义务 。当然 ,在当事人已经进行

了其所选择的 ADR尝试 ,不能达成 ADR处理协议

时 ,当事人可以重新约定通过其他ADR方式解纷 ,或

提起诉讼。

2.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效力 。所谓诉讼时效期

间的中断 ,指在有法定事由发生时 ,此前已计算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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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间全归无效 ,待中断事由消灭后时效期间重新计

算。[ 3] (P24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40

条规定 ,引起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定事由有起诉 、

以其他方式主张权利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

当事人签订ADR协议 ,应属于以其他方式主张权利 ,

这和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在实质上并无二

致。司法权作为一个社会判断性 、终极性的权力 ,是

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屏障 ,因此 ,当事人不能因 ADR

程序而导致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的结果。

ADR协议作为当事人主张权利的证据 ,当然产生时

效中断的效力。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ADR协

议后 ,可以证明其有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另一方当

事人不得提出诉讼时效消灭的抗辩 。在进行ADR尝

试后 ,如果 ADR失败或者 ADR协议有瑕疵 ,当事人

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他们

之间的纠纷。

3.附随义务。即当事人不得任意解除 、变更

ADR启动协议 ,认真履行 ADR启动协议中约定的各

种义务 。当事人在 ADR运行过程中必须诚实信用 ,

积极与ADR组织配合 ,提供证据 ,进行证据交换等义

务。

(二)ADR启动协议对ADR组织的效力

1.权力授予和限制效力 。在 ADR进行中 ,ADR

组织和中立者的具体权限只能由当事人通过ADR协

议授予 ,此种授权系单独行为 ,ADR组织或个人通过

受理行为即可行使该权力。同时在当事人约定了

ADR规则 、适用的标准 ,也是对 ADR组织或个人权

力的限制 ,其只能按照当事人的合意行使ADR权力。

2.对ADR范围的限制效力 。当事人通过 ADR

事项的约定限制 ADR组织或个人的活动空间 ,ADR

只能就 ADR事项进行斡旋 、调解等 ,超出 ADR事项

所做出的 ADR处理决定 ,对当事人没有约束。

三 、ADR处理协议的效力

(一)相当于一般契约的效力

除了仲裁裁决外 ,在通常情况下 ,其他ADR处理

协议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当于合同的效力。即当事

人均应按照ADR处理协议享有权利 ,履行义务。如

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 ,当事人另一方得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司法保护。

(二)相当于判决的效力

无瑕疵的仲裁裁决具有相当于法院判决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仲裁裁决的义务 ,另一方可以直接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他ADR处理协议经过一

定的程序 ,如:请求公证机关公证 ,请求仲裁机构或人

民法院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后 ,当事人若不履行 ,另

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这种效力在形式

上首先表现为撤诉或者 ADR程序的终止 ,表明纠纷

解决过程的结束 。ADR处理协议生效后 ,产生一定

的法律后果 ,具有不可取消性和确定性。在实体上 ,

这种效力理论上应产生既判力 ,即当事人不得上诉 、

不得以同一理由再次起诉 、在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时

可以强制执行。这种强制力对于双方当事人和法院 ,

具有同等的约束力。

(三)ADR处理协议的既判力

ADR处理协议签订后 ,如果没有经过相应的程

序 ,ADR处理协议相当于契约的效力 。值得探讨的

是 ,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ADR处理协议 ,另一方当事

人起诉到法院 ,是依 ADR处理协议还是依原权利义

务起诉 ,是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所谓ADR处理协议的既判力 ,是指ADR处理协

议达成后 ,特别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ADR协议时 ,如

果依原法律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则 ADR处理

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无约束力 , ADR处理协议对原

有纠纷不具既判力。如果依ADR处理协议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一般只是审查 ADR处理协议

的有效性 ,ADR处理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有约束力 ,对

原有纠纷具有既判力 。

英国争议解决中心(CEDR)的示范调解协议第

七条规定:所有源于调解程序或于调解有关的信息都

毫无例外地不在以后的诉讼或其他程序中被使

用 。
[ 4] (P78)

可见 ,CEDR的立场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ADR处理协议 ,另一方应以原权利义务起诉 , ADR

协议没有溯及力 。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

签收后 ,即具有法律效力 。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

当事人必须履行 。一方拒绝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台湾地区的民诉法也规

定诉讼上和解与判决具有同一效力 。因此 ,可以肯

定 ,在现行法上 ,诉讼上调解协议有溯及力。根据该

法精神 ,推而广之 ,法院附设 ADR的处理协议 、仲裁

裁决以及经过公证或法院审核程序的 ADR处理协

议 ,只要不存在违反自愿原则 、强制性法律和公俗良

序的情形 ,均应该具有既判力。

耐人寻味的是 ,其他仅仅具有一般契约效力的

ADR处理协议是否具有溯及力呢 ? 《法国民法典》第

2052条也规定“和解在诸当事人之间具有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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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既判力 。台湾地区民诉法亦规定 ,诉讼外的法院调

解有强制执行力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ADR制度的效

能 ,我们认为 ,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ADR处理协议的

溯及力 ,让 ADR处理协议对其所解决的争议具有约

束力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ADR处理协议 ,只能请求人

民法院确认 ADR处理协议的效力 ,只有在人民法院

确认 ADR处理协议无效后 ,当事人才能依原有法律

关系向人民法院起诉 。

(四)关于加强 ADR处理协议效力的设想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 ADR解决纠纷的作用 ,我们

认为 ,应该最大限度地保证ADR处理协议的效力 ,只

要ADR协议的作出 ,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标准和尊

重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 ,不和强制性法律和公序良俗

相抵触 ,就应承认 ADR处理协议的效力 。基于这个

指导思想 ,我们总结以往的学术研究成果 ,提出以下

几个加强 ADR处理效力的设想 。

1.法律对 ADR处理协议效力应该有明确规定。

为了使 ADR处理协议的效力落到实处 ,做到有法可

依 ,将来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作如下表述:当事人

对自愿达成的ADR协议 ,只要不存在无效 、可撤销和

效力未定的情形 ,应当自觉履行;对于相当于判决效

力的ADR处理协议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

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一般的 ADR

处理协议 ,当事人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转换成有当然

强制执行力的 ADR处理协议。对于一般 ADR处理

协议 ,当事人起诉到法院或者向其他机构申诉的 ,应

该尊重ADR处理协议的溯及力 ,依该协议为基础 ,提

起诉讼或申诉。但是如果该协议存在严重瑕疵 ,当事

人可以以原权利义务为基础 ,提起诉讼或申诉 。

2.实行ADR处理协议公证制 。郑耀抚先生提出

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公证以解决人民调解法律效力

不足的问题 ,建议由当事人自愿提出申请 ,由公证组

织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核 ,确保人民调解协议书内

容不违反法律 、法规 、规章 。理由有三点:(1)公证形

式庄重严肃 ,有利于增加当事人诚信感 、责任感;(2)

公证机构作为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国家证明机构 ,它的

公正原则和中立立场容易获得当事人的信任;(3)公

证机构作为法律专业机构 ,它审核过的人民调解协议

书的真实性 、合法性能够得到保证。
[ 5]
根据该思想 ,

我们认为 , 可以通过 ADR 处理协议公证程序 , 使

ADR处理协议获得当然的证据效力 ,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 ADR处理协议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按照经公证的 ADR协议内容强制执行。

3.实行人民法院审核制 。[ 6] (P28)ADR处理协议

达成以后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依照自愿原则 ,将 ADR

处理协议送交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核准 ,人民法院

主要审查ADR处理协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清楚 ,证

据是否充分 ,双方意思表示是否自愿 、真实;有无明显

的违法情形 ,经人民法院审查核准的ADR协议 ,经由

司法人员签名 ,并加盖人民法院公章 ,产生与法院判

决相同的效力。人民法院不予核准的 ,可以发回原

ADR组织重新处理或者直接开庭审理纠正。

4.实行人民政府复核制 。[ 6] (P30)ADR处理协议

达成后 ,ADR组织或者当事人可以将 ADR处理协议

送交基层人民政府复核 ,基层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司法

助理员按照《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的规定 ,对 ADR处

理协议依法审核 ,审核有效的 ,由助理司法员签章 ,并

加盖基层人民政府公章 ,此处理协议取得与基层人民

政府行政决定相同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的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基层人民政府交由公安派

出所予以强制执行。当然 ,应该保证人民法院的最后

保障权 ,当事人一方如果请求司法保护 ,则派出所不

得强制执行 。

5.实行仲裁机构见证制。对于已经提交仲裁庭

的纠纷 ,如果当事人在庭中或庭外和解或调解 ,所达

成的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 ,交由仲裁庭根据协议内容

制作仲裁裁决 ,对这种 ADR处理协议的效力当无异

议 。进一步拓宽思路 ,对于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 ,如

果达成ADR协议 ,由仲裁机构审查协议的有效性 ,然

后根据该ADR处理协议制作仲裁书 ,或在ADR处理

协议上直接加盖仲裁机构公章和有效字样 , 此类

ADR处理协议具有与仲裁裁决相同的效力 。一方不

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履行 ,当

然 ,人民法院保有最终的审查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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