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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射

頻辨識系統)是一種利用無線電波傳送識別資料的

技術，有關 RFID 的使用已引起相當廣泛的討論。

本文試以RFID之使用對載貨證券可能產生的影響

為主要議題，意即以 RFID 的使用是否能完全取代

載貨證券為主要討論議題。載貨證券為一載明船舶

名稱、託運人資料、託運貨物明細、裝載港及卸貨

港、運費交付等事項，由運送人或船長收受貨物

後，因託運人之要求，發予託運人為受領及運送貨

物時所用，並得以表彰交付請求權的有價証劵，主

要具有證明運送契約存在的證據功能、證明運送人

已收受貨物的收據功能、表彰貨物權利的功能、以

及表示責任歸屬的功能。RFID 具有很強的資料讀

寫能力、資料記憶容量大、耐用性等優點，於貨物

運送過程中，可以正確地表示貨物的位址，且附著

於產品或包裝上的RFID標籤使得貨品本身即可表

彰權利所有人為誰，不需使用任何書面文件證明貨

物權利的歸屬，故 RFID 的使用有助於書面文件使

用的減少。但是，以現有載貨證券所具有的功能為

基準來看，RFID 雖有證據、收據、表彰貨物權利、

表示責任歸屬等功能，在下述問題未能解決前，

RFID 之使用仍無法完全取代載貨證券，首先是如

何證明領貨人即是 RFID 標籤中所稱之受貨人，其

次，是如何為權利移轉，最後則為交付運送之際，

受託運的貨物有瑕疵時的處理方式，因為除非

RFID 標籤連同貨品一同損壞，否則無法由 RFID
標籤得知物品有瑕疵。 
 
關鍵字：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FID，載貨證券 

 
1 前言 

 
RFID指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一種利用無線電波傳送識別資料

的技術。1948 年時被提出來，1950 年代進入實驗

階段，1960 年相關的理論陸繼發展出來，最早使

用RFID技術並商業化的產品--電子防盜(Electronic 
Article Surveillance)亦於當時問世，1970 年代後

RFID技術廣為人們所發展與應用，包括動物追

蹤、車輛追蹤、工廠自動化等，1980 年代後商業

化使用RFID技術成為主流。 1 美國知名超市

Wal-Mart要求其前一百大供應廠商在 2005 年須於

產品上裝置RFID標籤。2美國政府部分單位亦鼓勵

或要求其供應商於產品上裝置RFID標籤，我國高

雄港務局則已導入RFID系統，與供應鏈業者SAVI

合作，先前在桃園動土的遠翔FTZ般空貨運園區亦

採用SAVI準標導入RFID，預計於 2005 年正式運作

該RFID系統。3

2000 年以後，RFID 的普及使用已促使人類生

活開始發生變動，所引發的議題包括個人隱私權的

保護、廠商供應鏈管理、載貨證券(Bill of Lading)
之存廢等等，本文將以 RFID 之使用對於載貨證券

之影響，即 RFID 之使用是否能完全取代載貨證券

為主要的探討議題。首先，就 RFID 之組成及運作

方式進行簡要之介紹，由於本文主要探討 RFID 之

使用對於載貨證券存廢之影響，因此，有必要瞭解

RFID 於物流上的使用，故本文以 EPC Network 在

供應鏈上的運作為例，說明 RFID 在物流上的運

用；其次，就載貨證券之概念及功能進行介紹；最

後，則針對 RFID 之使用對於載貨證券存廢之影響

進行討論。 
 

2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2.1 何謂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 線 射 頻 辨 識 系 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是一種利用無線電波傳送識別

資料的技術，其組成主要有四個部分，分別是標籤

(tag)、讀取器(reader)、天線(antenna)以及應用系

統，當標籤進入讀取器的識頻範圍時，讀取器會驅

動標籤將資料傳送予讀取器，讀取器會將資料傳輸

出至相關的應用系統，該應用系統會將資料以予儲

存及處理，變成一般人可閱讀的資料。RFID標籤

可分為主動式及被動式標籤，前者有內建電池可提

供電力，具有讀取及寫入資訊的能力，能主動發射

訊息且傳輸距離較遠，但是相對而言成本較高，後

者無內建電池，主要經由讀取器取得運作的電力，

通常是唯讀性的標籤且傳輸距離較短，但是相對而

言成本較低4。 
與唯讀、需要對準標的、一次只能讀取一個

且易破損的條碼(Bar Code)相較，RFID具有以下幾

點明顯的優勢5： 
一、 具有強大的資料讀寫機能：標籤得重複

讀寫，且得回收重複使用。讀取器得同

時讀取多個標籤，得高速移動讀取，且

不需接觸標籤即得直接讀取資料，因此

不需要人力介入操作。 
二、 資料記憶容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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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進行穿透性通訊。 
四、 抗汙力大，具有強大之耐用性(使用壽命

約 10 年)。 
五、 讀取方面皆有密碼保護，安全性較高。 
雖然RFID具有諸多的優點，但是在發展仍存

有些許問題，首先是RFID會受金屬、液體等的干

擾，其次是RFID資料庫的容量，即RFID系統運作

過程中所產生之龐大資料的處理問題，於美國弗羅

里達州一家公司資料庫系統即曾被RFID資料所灌

爆，以及資料安全性的問題，例如駭客入侵RFID
網路的問題6。此外，RFID所引發的隱私保護議題

亦是在發展RFID時，所會面臨到的挑戰7。 
 
2.2 無 線 射 頻 辨 識 系 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於物流上

的應用 
 

2.2.1 應用：以 EPC Network 為例 
 
由於本文主要探討 RFID 之使用對於載貨證

券存廢之影響，因此，有必要瞭解 RFID 於物流上

的使用，故本部分以 EPC Network 在供應鏈上的運

作為例，說明 RFID 在物流上的運用。 
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電子產品條碼)

為RFID標準的ID編碼系統(產品編號系統)之一，其

架構有四個部分，分別是(1)EPC版本序號，(2)EPC
所附著的產品的製造者，(3)產品所屬的類別，以

及(4)產品序號8，為EPCglobal9所創，主要用以查

詢商品的屬性資料 10 ；EPC Network系統亦為

EPCglobal所創，主要運用於供應鏈的管理上，系

統架構主要有五個部分所組成，分別是(1)EPC、

(2)EPC 標籤及讀取器、(3) Object Name Service 
(ONS) ，其功能類似網域名稱，主要用以將EPC
號碼對應到該項產品資訊的途徑、(4) Physical 
Markup Language (PML)，主要用以描述有關於實

體物件資訊的語言，例如物品出貨通知，以及

(5)Savant，為EPC系統中的作業平台
11。  

在運作上，主要是將 EPC 標籤貼附於產品上

後，將產品裝箱完成後，於產品出廠時，會行經設

有讀取器的地點，讀取器會驅動 EPC 標籤將存於

其內的資料傳至作業系統中，作業系統會發出類似

出貨通知等之類的實體物件資訊，其間過程並不需

要人力的介入，例如不需要人為的出貨盤點，於配

送、倉儲的過程中亦不需人力的介入，行經讀取器

的識頻範圍，相關資料自會由 RFID 標籤傳送至讀

取器，透過後端的應用系統即可得知貨物是否進入

倉庫、貨架中以及庫、貨架上有多少的產品庫存，

且人員亦不需親自查驗產品的品項，RFID 標籤內

所儲存的資料即會顯示產品製造商、經銷商、產品

種類、產品序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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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RFID 在物流上所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 
 
由上列 EPC Network 的例子，可以發現 RFID

物流上具有下列幾點功能。第一項功能是藉由

FID 的使用可以得知貨物的確切位置，利於風險

控管，以及相關物流作業的進行，例如商家得以

確的掌握庫存，降低存貨成本。第二項功能是附

於產品或包裝上的RFID標籤可以表示貨物的數

、品項、內容物、製造商，甚至於買受人之資料

可以載明於 RFID 標籤內，故物品在此種情況，

需任何書面證明文件自得表示誰是貨品的所有

，同時減少大量書面文件的使用。 
但是，如果於貨物運送過程中造成物品瑕玼

是交付運送即有瑕玼時，仍無法由 RFID 標籤得

物品有瑕疵，除非 RFID 標籤連同貨品一同損

，否則仍須人力介入檢視貨物是否有瑕玼。 
 

 載貨證券(Bill of Lading) 
 

3.1 載貨證券(Bill of Lading)之意義 
 
我國海商法第 53 條規定「運送人或船長於貨

倉 儲 作 業

過程中，運

用 RFID，

無 需 人 工

盤點，透過

讀 取 器 可

得 知 產 品

庫存，適時

地 補 充 庫

存。 

智慧型貨架，透過

RFID 系統，可以正

確地掌控貨架上的

產品數量，避免消

費者於購買時，發

生貨架上貨品短缺

的情況。 

配 送 過 程

中，透過 EPC 
標 籤 及 讀 取

器，可正確地

掌 握 貨 物 的

位址。 

將 RFID 系統與收

費系統相結合，無

需人工結帳，消費

者 可 結 省 更 多 時

間。 

圖一：將 RFID 應用於供應鏈上的流程 



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券」，

同法第 54 條則規定載貨證券應載明船舶名稱、託

運人姓名或名稱、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名

稱、件數、重量或其包裝之種類、個數及標誌、裝

載港及卸貨港、運費交付、載貨證券之份數等事

項，並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 
有關載貨證券之定義，學者及實務之見解並

不完全一致，民國 64 年台抗字第 239 號指「載貨

證券係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之證券」，學者楊仁壽

稱載貨證券「指證明依海上貨物運送契約而收受或

裝載貨物，以表彰交付請求權之有價証劵12」，學

者張東亮指「載貨證券為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

後，因托運人之請求，所發給託運人，承認貨物業

已裝船，約定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及受領貨物之

特種有價証劵13」，學者鄭玉波指「載貨證券係海

上運送人船長發給託運人為受領及運送物所用一

種有價証劵14」。 
綜合上列的看法，所謂的載貨證券應是指一

種內容載明船舶名稱、託運人資料、託運貨物明

細、裝載港及卸貨港、運費交付等事項，由運送人

或船長收受貨物後，因託運人之要求，發予託運人

為受領及運送貨物所用，並得以表彰交付請求權的

有價証劵。 
 
3.2 載貨證券(Bill of Lading)之功能 
 
載貨證券最基本的功能為表彰貨物運送之資

訊，包括貨物的種類、數量、包裝、運送日期、到

貨港、出口港等。就法律觀點而言，載貨證券具有

下列幾點功能15： 
一、 證據功能 
載貨證券雖然不是運送契約，但是載貨證券

上通常載有相關的運送條件，例如 F.O.B 或 C.I.F.，
可以證明運送雙方曾就運送條件有達到意思表示

一致的情況。換言之，載貨證券可作為運送契約存

在的證據。 
二、 收據功能 
運送人於收受貨物必須開立收據，並通知託

運人已收到受託貨物，該收據必須載明所收貨物之

明細，包括件數、貨物品項與名稱、包裝明細、是

否有毀損等，使貨物在到達目的之後，貨物受領人

得以依據該收據領取貨物，並確認該批貨物確實為

託運人所寄送之同一批貨物。載貨證券係由運送人

或船長在收受貨物後所簽發，並記載所收貨物之名

稱、件數、重量或其包裝之種類、個數及標誌之份

數等事項。因此，載貨證券可以作為一種收據，表

明運送人已收到載貨證券上所記載的貨物及數量。 
三、 表彰權利之功能 
載貨證券得以表彰貨物之權利，運送人只得

將貨物交付予載貨證券文件持有者， 86 年台上字

第 2509 號判例指出「運送貨物經發給載貨證券

者，貨物之交付，應憑載貨證券為之，即使為運送

契約所載之受貨人，苟不將載貨證券提出及交還，

依海商法第一百零四條準用民法第六百三十條規

定，仍不得請求交付運送物。」運送人如未將貨物

交付予載貨證券持有者，因而發生任何損害，運送

人應對託運人負責16。依此，運送人在交付貨物時

只須就載貨證券的真偽進行判斷，而不須判斷持有

者的身份，因為持有載貨證券者即為貨物權利人。 
由於載貨證券得以表彰貨物之權利，故載貨

證券持有人得以藉由背書轉讓與交付的方式而達

到移轉貨物所有權之目的。當交付載貨證券於有受

領物品權利者時，即表示物品的所有權已同時移

轉，意即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而言，載貨證券

之交付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力17；除此之外，

載貨證券亦得與信用狀配合使用，透過質押載貨證

券的方式，向銀行融資。 
四、 表示責任之歸屬 
載貨證券因記載運費的交付方式、運送條

件…等，故得以顯示貨物運費以及運送途中所生損

害是由託運人或受貨人負擔，例如如果運送條件為

F.O.B，則運費由買受人自行負擔，且於運送途中

如有任何損害或遺失…等情況發生時，出售人亦不

須負責。除此之外，載貨證券亦能顯示運送人所應

負擔之責任。 
一旦運送人簽發載貨證券後，即受到該載貨

證券上所載事項的約束，必須依記載事項，將貨物

交付予載貨證券持有者18，故如果運送人所簽發者

乃為“貨物狀況良好”的清潔載貨證券(clean bill of 
lading)，那麼運送人即有義務依上面所記載的事項

交付貨物，如有任何毀損，運送人必須自負其責。 
然而，載貨證券最主要的實質意義不在於簽

名或是其是為正本或複本，而是在於使用人對於載

貨證券內所記載之資訊的信賴，載貨證券所代表的

乃是其上所記載的貨物，就如同作為一種付款工具

的紙鈔所象徵的意義，紙張本身並沒有任何意義，

重點在於人們對載貨證券所表彰之內容及意義的

信賴。雖然沒有任何文件值得人們百分之百的信

賴，但就如同紙鈔上會有浮水印的道理一樣，已發

展出來且為大多人所使用的規則及習慣，諸如

UCP500, INCOTERMS 1990 等等，使載貨證券的

作成或使用制式化，促使載貨證券被誤用或濫用的

機會大帳降低19。另一方面，由於載貨證券的作成

與使用已是制式化的，故交易成本得被降至最低，

例如運送人與託運人間不須花費大量的時間去協

商載貨證券所應記載的資訊，並得以快速地研讀載

貨證券內所記載的資訊內容。 
 

4 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之使用對於載貨證券

(Bill of Lading)之影響 
 
如前所述，附著於產品或包裝上的 RFID 標籤

可以表示貨物的數量、品項、內容物、製造商，甚

至於買受人之資料亦可以載明於 RFID 標籤內，有

助於書面文件使用機率的降低。但是，RFID 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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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否能完全取代載貨證券，本文試以現有載貨證

券所具有功能為基準，討論 RFID 是否具有與載貨

證券一樣或更佳的法律功能，從而決定 RFID 之使

用是否能完全取代載貨證券。 
一、 就證據功能而言 
運送契約與載貨證券二者相互獨立存在，載

貨證券系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船後，應託運人之

要求所簽發之文件，由此可見，當運送契約已發生

效力，運送人尚未簽發載貨證券，或託運人未提出

請求，運送人或船長因而未簽發載貨證券，並不會

影響到運送契約之效力，故載貨證券之存在僅能證

明運送契約之存在。如果運送契約不存在，運送人

則不會收受貨物、簽發載貨證券。因此，如果運送

人或船長有簽發載貨證券，則得表示運送雙方曾就

運送條件達成意思表示一致的情況。然而，證明運

送契約存在之功能並不限於載貨證券才有，例如裝

船通知，而 RFID 亦可以證明運送契約的存在。

RFID 標籤具有強大的資料儲存能力，有些標籤甚

至具有主動讀寫的功能，可以直接將運送雙方同意

之運送條件寫入標籤中，故即便船長或運送人不簽

發載貨證券，亦有他法可以證明運送契約之存在，

而 RFID 標籤即得寫入運送契約之內容，無需載貨

證券之證明。 
二、 就收據功能而言 
載貨證券為運送人或船長於收受貨物後，方

會簽發之文件，故可以做為一種收據，表明運送人

已收到貨物。然而，若使用 RFID，但未使用載貨

證券，得否有辦法告知或證明運送人已收受貨物？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船倉內置有 RFID 讀取器，當

RFID 標籤進入船倉時，即進入了 RFID 射頻範圍，

讀取器會驅動標籤將資料傳出至讀取器，讀取器會

將資料傳至後端的應用軟體，進而發出人類得以閱

讀的訊息，例如貨品已進入船倉之通知。因此，無

需載貨證券之發送，僅倚賴 RFID 仍得證明運送人

已收受貨物。 
三、 就表彰權利功能而言 
如前所言，載貨證券得以表彰其上所記載之

貨物的權利，持有載貨證券者即為該批貨物之所有

者，運送人或船長只得將貨物交付予載貨證券持有

者。其次，亦由於載貨證券得以表彰物之權利，因

此，載貨證券持有人得以藉由背書轉讓與交付的方

式而達到移轉貨物所有權之目的。最後，載貨證券

得與信用狀配合使用，向銀行融資。 
(一) 就貨物的交付而言 

就載貨證券得以表彰其上所記載之貨物的權

利一項而言，若未使用載貨證券而逕行使用 RFID
對於貨物之交付是否會有任何影響？某種程度而

言，是會的。附著於貨物上的 RFID 標籤得以記載

製造商、產品成本、包裝方式等，亦當然可以記入

誰為貨物之所有人或是受貨人，故如前列關於

RFID 的介紹中所言的，貨物在此種情況，不需任

何書面證明文件自得表示誰是貨品的所有人並得

減少大量書面文件的使用，但此亦引發新的問題，

即該如何證明領貨人就是RFID標籤中所記載的受

貨人。使用載貨證券時，持有載貨證券者即是貨物

的受領人，運送人並不需要去辨識領貨人的身份，

只須辨識載貨證券之真偽，而載貨證券通常為運送

人或船長所簽發之制式文件，具有一定格式，在判

斷上對於運送人或船長而言難度較低。但如果僅使

用 RFID，而不簽發載貨證券，運送人或船長則必

須判別領貨人是否為 RFID 標籤內所記載之受貨

人，此將會增加運送人在交付貨物所需負担的風險

與成本，因此，為求降低風險，他種得以表彰領貨

者身份的制式文件或是應用系統可能會因此產生。 
(二) 就權利移轉而言 

載貨證券是一種權利證券，載貨證券持有人

得藉由背書轉讓或交付的方式，達到移轉貨物所有

權之目的。然而，如果使用 RFID，是否可達到權

利移轉之目的？就使用上來說，RFID 標籤係附著

或嵌入物品中，或許有可能透過終端系統，更改所

有權人或有權受領該貨物之人的資料，但此法是否

可行，仍須視科技的演進而定。否則，就權利移轉

這一部分，RFID 能否取代載貨證券確實有待商榷。 
(三) 就與信用狀配合使用而言 

載貨證券雖得與信用狀配合使用，向銀行押

匯，但目前信用狀之使用率已不若從前來得高，因

此，載貨證券與信用狀搭配使用之機率亦不高。信

用狀之使用最主要是因為資訊不充份之原故，但就

目前的跨國貿易而言，廠商間多會形成類似夥伴關

係的供應鏈關係，交易的發生屬於常態，信用狀

況、交貨能力等資訊並非不充份，且較具有談判力

(bargain power)的大廠商在付款條件上通常亦較有

談判力，未必會使用較耗成本的信用狀為付款方

法，有可能會選擇 open account，或其他較結省成

本的方式進行付款。小廠商僅能配合，無選擇的空

間，故近年來信用狀的使用已不如以往來得盛行。 
在以信用狀做為付款方式之機率漸小，且改

採取他種付款方式的情況下，載貨證券做為押匯文

件之一的功能亦漸降低，故如果採用 RFID，則對

於廠商付款方式的影響並不大。 
四、 表示責任歸屬之功能 
載貨證券上記有相關的運送條件，因此可以

顯示貨物運費由誰負担，以及途中如有發生任何問

題，該由誰負責。RFID 亦具有此功能，因為 RFID
標籤可以儲存諸多資料，而運送條件或運送契約當

然地可以儲存入標籤內。 
至於運送人之責任問題，如果不使用載貨證

券，僅使用 RFID，則該如何為之？貨物於裝船時

會通過 RFID 讀取器，資料會從標籤傳送至讀取

器，再傳至應用系統，告知裝船貨物的數量、品項、

包裝明細等，而運送人有義務按此裝船時之貨物明

細交付貨物是當然的。然而，如前列於 RFID 的介

紹中所提及的，如果於貨物運送過程中造成物品瑕

玼或是交付運送即有瑕玼時，除非 RFID 標籤連同

貨品一同損害，否則仍須由人力介入，檢視貨物是

否有瑕玼。如果運送人於裝船之際發現貨物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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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除非其有權進入應用系統中更改或加註貨物有

瑕疵之情況，以免除自身的責任之外，否則類似載

貨證券此種可以表明貨物有瑕疵的文件仍有可能

存在。 
由上列的討論可以發現，RFID 的標籤可以儲

存大量的資料，包括製造商、產品內容、包裝明細、

買售人、運送條件等等，如果於貨運過程中確實可

以取代載貨證券，但仍會有問題，第一點為 RFID
標籤附著於產品上，不需任何書面文件，物品本身

自得表彰誰是物品的權利人，但將會產生如何證明

領貨人即是 RFID 標籤中所稱的受貨人，第二點為

權利移轉的問題，第三點為貨物於交付運送之際，

有瑕疵時的處理方式。 
 

5 結論 
RFID 是一種利用無線電波傳送識別資料的技

術，具有很強的資料讀寫能力、資料記憶容量大、

耐用性等優點。於貨物運送過程中，可以正確地表

示貨物的位址，且附著於產品或包裝上的 RFID 標

籤促使貨品本身可以表彰權利，而不需使用任何書

面文件證明貨物權利的歸屬，但如果於貨物運送過

程中造成物品瑕玼，或是交付運送即有瑕玼時，仍

無法由 RFID 標籤得知物品有瑕疵，除非 RFID 標

籤連同貨品一同損壞；載貨證券是一種上面有載明

船舶名稱、託運人資料、託運貨物明細、裝載港及

卸貨港、運費交付等事項，由運送人或船長收受貨

物後，因託運人之要求，發予託運人為受領及運送

貨物所用，並得以表彰交付請求權的有價証劵，主

要具有(1)證明運送契約存在的證據功能，(2)證明

運送人已收受貨物的收據功能，(3)表彰貨物權利

的功能以及(4)表示責任歸屬的功能；RFID 的使用

有助於書面文件使用的減少，但以現有載貨證券所

具有功能為基準來看，RFID 雖有證據、收據、表

彰貨物權利、表示責任歸屬等功能，但如果於貨物

運送使用RFID取代載貨證券仍會有問題發生待解

決，即為如何證明領貨人即是 RFID 標籤中所稱的

受貨人的問題，權利移轉的問題，以及於交付運送

之際，發現受託運之貨物有瑕疵時的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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