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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運承攬運送業是臺灣航貿發展的重要角色，尤其該行業之服務範圍已不僅

止於提供併櫃服務，成為中小企業之好夥伴，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其更提供客

戶供應鏈解決方案等加值服務，擴展為當代所稱之「物流業者」，成為國際精品

與科技大廠的合作對象。又，國際商會於信用狀統一慣例 UCP600 之中，已經承

認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名義所簽發之提單可做為信用狀交易之押匯文件，由此可

知，該行業在航貿實務上的地位幾乎與船舶運送業者一致。而且，漢堡規則與鹿

特丹規則都不再將「自有或經營船舶」作為定義運送人的要件，似乎亦表示國際

間對於海運承攬運送業此種不經營船舶的業者，允許它們不無該當於國際公約中

之運送人的解釋空間。 
 然而，在決定該業者的貨物運送責任時，按臺灣民法規定，必須先判斷其為

「承攬運送人」，或是「自行運送而負運送人的承攬運送人」。是故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的要件是否公允就相當重要。觀諸英、美與中國對於其國內與臺灣海

運承攬運送業相類行業的法律地位之辨識亦有類似的討論，英、美與中國對此皆

採綜合判斷的方式，相較於臺灣採取符合單一要件即受介入擬制的規定顯有不同，

而這即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此外，自行運送的海運承攬運送人為實務上的大宗，惟其運送責任目前皆須

透過法院解釋何謂民法第 663 條之「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因此，本文試透

過對近年判決之整理，指出在此相對模糊的貨物運送責任之下的實務現況，再分

析臺灣海商法修正草案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貨物運送責任所可能產生的影

響。 
最後，本文參考前述外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相類行業的法律地位之判斷標

準與海運實務，建議立法者可為涉及以海上運送人為使用人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等新興之物流業者增定法規，以明確其貨物運送責任，並試對實務現況提出其他

法律建議。 
 
 

 
關鍵字：貨物運送責任、介入擬制、自行運送、海運承攬運送業、海運承攬運送

人、貨運代理、無船承運人、無船公共運送人、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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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industries of Taiwan. With the advancing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have been becoming maritime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s. They are not only as good partners with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relying on consolidation services but also wit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which contracting supply chain solutions. Besides, according to UCP600,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has allowed that a set of Bill of 
Ladings which issued by a freight forwarder would be acceptable for Letter of Credit. 
It means that the status of freight forward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is almost equal to 
shipping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e definition of “carrier” in the Hamburg Rules 
and the Rotterdam Rules has no more required being a ship owner or charterer, so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freight forwarders to qualify as a “carrier” according to above 
Rules.  

 However, concerning the cargo liability of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in the Civil 
Law of Taiwan, the court must judge its legal status as a freight forwarder or, as a 
freight forwarder who undertakes a carrier’s rights and duties assumed by the Civil 
Law §664 first. And it would be a decisive decision for the liability of a freight 
forwarder. There are similar situations of freight forwarders’ dual legal roles in 
English law, Anglo-American law, and China law, but their judging criteria are more 
flexible than the Civil Law §664. Thus, the criteria for deciding the legal roles of 
freight forwarders is the core of this study.  

In addition, it is common that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who undertake the 
carriers’ liabilities nowadays. But the cargo liabilities of such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are not stated in the Civil Law or the Maritime Law, it almost totally relies on the 
court’s explanation of the Civil Law §663. Therefore, this study would try to draw the 
practice situation and make it more clear through analyzing legal cases. Also, the 
study would review the influence of Maritime Law Amendment on the liability of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study takes the judging criteria among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mentioned above and maritime practic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uggests 
legislating for such emerging maritime logistics providers (including the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which subcontract with ocean carriers to clarify their cargo liabilities.  
 
Keywords: cargo liability,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forwarding agents, NVOCCs, 
spediteur, transitaire, commissionaire de transport, logistics providers, interme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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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為臺灣航貿發展的要角 第一項

雖然海運承攬運送業 1之名聲不如船舶運送業 2響亮，但其實海運承攬運送業

亦為臺灣貿易、運輸經濟上，不可或缺的角色。相較於船舶運送業者通常以「貨

櫃」為運送單位，並以貨主託運之貨櫃數量為報價基礎，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可以

滿足出口貨物不滿整櫃的中小企業貨主，併櫃貨物、照料貨物、洽定艙位、安排

戶到戶(door to door)之連續運送等需求，故尤受中小企業之青睞。 

隨著物流科技的進展及需求的轉變，現代之海運承攬運送業已從傳統上為貨

主之代理人，演進為第三方物流業者(third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3，提供多家航

商之船期、報價與複合運送(整合陸運、海運與空運)的服務，對併櫃貨物以及沒

有固定進出口時程的貿易商與電子商務的經營者而言，海運承攬運送業提供的服

務與價格往往較船舶運送業者所提供者具競爭力 4。 

而且，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服務品質日益受到肯定。國際上，信用狀統一慣例

於 2007 年公布之版本(UCP600)5中，已准許海運承攬運送人得以自己名義簽發運

                                                      
1 參航業法第 3 條第 4 項對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定義：「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船舶

運送業運送貨物而受報酬為營業之事業。」即俗稱之”forwarder”。 
2 參航業法第 3 條第 2 項對船舶運送業之定義：「指以總噸位二十以上之動力船舶，或總噸位五

十以上之非動力船舶從事客貨運送而受報酬為營業之事業。」即俗稱之船公司、航商。 
3
 第三方物流業指買賣雙方以外之第三方，擁有或經營運輸工具，為貨主提供物流服務。林光、

張志清、趙時樑，海運學，頁 72，2016 年 8月，第 10版。 
4
 自經濟學上的角度以觀，承攬運送人可利用其對運輸的專業知識，委任其他業者，與對方議價、

簽約並監督執行成效，提供貨主多元的優勢。此外，尚可收節省交易成本、降低多重契約之風險，

與緩解有限理性之效。參 HJ. Schramm, Introduction. In: Freight Forwarder's Intermediary Role in 
Multimodal Transport Chains.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Science. Physica, Heidelberg, 144 (2012) 
5 信用狀交易為國際貿易上常見的交易方式。信用狀係銀行應開狀申請人(即進口商)的指示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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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單據，作為信用狀貿易之押匯單據 6；又根據貿易情報公司 Zepol Corp 的統計，

美國無船公共運送人(Non-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以下簡稱 NVOCC)7

「在2007年控制著19.6%的美國入境量，2008年上升到19.7%，2009年為20.1%，

在 2010 年成長到 24.6%」8，成長迅速。於國內，航業法 2013 年修法之立法理

由中亦說明海運承攬運送業得以論程及論時傭船方式運送貨物 9，使業者有更高

的營運彈性。 

目前，臺灣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有 909 家 10、承攬約 60%的海運貨櫃貨載 11，

未來可望發展為第四方物流業(forth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12，為貨主導入企業組

織流程再造，提供供應鏈整合之服務 13。 

  海運承攬運送業模糊的貨物運送責任 第二項

由於我國並無「專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貨物運送責任所訂定之明文規範，

                                                                                                                                                        
求，開給受益人(出口商)的一種負有條件的承擔付款責任的憑證」，而信用狀統一慣例為全世界

公認遵行之信用狀標準處理方針(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二項第二款)，蔡孟佳，國際貿易實務，頁

81-85，2011 年。 
6 UCP 600 Article 14: “1. A transport document may be issued by any party other than a carrier, owner, 
master or charterer provided that the transport documen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s 19, 20, 21, 
22, 23 or 24 of these rules. “。 
7 臺灣沒有美國「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之行業別，但其定義與實際業務內容近似於臺灣之

「海運承攬運送業」，46 U.S. Code § 40102:” (A) does not operate the vessels by which the ocean 
transportation is provided; and (B) is a shipper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 ocean common carrier.”(詳見

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一項) 
8 美國有「海運承攬運送業(ocean freight forwarder)」與「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二行業別，

而此份統計之客體僅為「無船公共運送人」。聶夢娜、江南蒓，承運人和無船承運人之間爭奪訂

艙量的鬥爭愈演愈烈，航貿週刊，2012 年 5 月 21 日。 
9 2013 年 1 月 11 日航業法第 41 條立法理由：「海運承攬運送業得以論程及論時傭船方式，運送

其所承攬之貨物，惟『光船租賃』因涉及『船舶運送業』營運業務之範疇，需具有『船舶運送業』

資格並依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報經當地航政機關備查後始得為之。考量船舶運送業與公共

運輸人（Ocean Common Carrier） 之特性，爰酌作文字修正，俾使文義明確。」 
10 中華民國交通部，交通年鑑，2016 年。 
11 曾俊鵬、廖玲珠，海運承攬運送業理論與實務， 2010 年 9 月，頁 45。 
12 第四方物流業為買賣雙方以外，不擁有或經營運輸工具，為貨主協調安排物流運送服務者。

林光、張志清、趙時樑，海運學，頁 72，2016 年 8 月。 
13 林光、張志清，航業經營與管理，頁 182，2010 年 9 月；吳進發，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發展

多國併櫃業務之策略──以沛華集團為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頁 1-2，2012 年；

周貞慧，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複合運送合作夥伴風險評估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博

士論文，頁 1-2，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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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由法官透過海商法第 5 條，海商事件，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解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貨物運送責任應適用民法承攬運送一節；其次，依民法

承攬運送之規定，承攬運送業者之法律地位的認定 14乃辨明其運送責任之前提，

使得民法第 664 條規定當中，對其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成為決定承攬運送業者

貨物運送責任之關鍵。觀諸我國判決實務之趨勢，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極易被認定

為該當於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之規定而應承擔運送人責任，故系爭規定之標準

是否公允？即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再者，依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規定而應承擔運送人責任之承攬運送人，

二者應如何適用民法或海商法上關於運送人之相關規定亦完全仰賴法官之解釋，

更增加其權利、義務之不確定性。在海商法等海上運送之特別法未對海運承攬運

送業者之權利義務有明文規範，又其實際營業行為已與航業法及民法承攬運送一

節制定當時有所轉變的情況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模糊的責任狀態無形中提高了

貨主、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實際運送之船舶運送業者，以及其外部關係人，諸如

保險人、銀行及主管機關的交易風險與成本。 

隨著國際公約不再將「經營船舶」作為運送人之要件而改採寬認「運送人」

的趨勢，本文觀諸英國、美國與中國對相類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運送責任亦在

其法律地位之認定等問題上有所爭議；惟於目前國內之學術研究上似未見對海運

承攬運送業之貨物運送責任所涉議題有較整體性的討論，是故後學於此試就我國

海運承攬運送人與運送人相關法律規定之具體適用關係予以釐清，並對實務問題

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14 民法第 663 條：「承攬運送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得自行運送物品。如自行運送，其權利 
義務，與運送人同。」同法第 664 條：「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

者，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不得另行請求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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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範圍係以海運承攬運送業的法律地位以及其運送責任為核心。於

臺灣法制之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可能居於「承攬運送人」或「運送人」法律地

位；於外國亦有此多重法律地位的可能。此多重法律地位的現象，實係與該行業

之興起與背景、提供之功能與服務有關，而且法院實務上往往亦需要於個案中考

量業者所提供之服務行為，再對其法律地位為斷。此外，雖然各國皆有相類於我

國之海運承攬運送業的產業，但其名稱或有不同，故其間是否確實可相互類比，

並引為我國法之參考亦有先予釐清之必要。因此，本文會先介紹國際上海運承攬

運送產業的發展背景、服務範圍、與其他海運業者之比較與關係，並以供應鏈管

理的角度分析其功能與未來之發展性以供讀者了解，再比較分析英國、美國、中

國、臺灣以及國際公約中關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貨物運送責任之規定與相關實務

問題。 

本文以文獻蒐集與資料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亦即運用相關專書著作、學術

期刊、學位論文、國際公約、國內外法制、政府會議記錄、研討會刊物等資料，

透過整理、歸納，並比較外國相類於海運承攬運送產業的特性與法律問題之發展，

以期自不同國家所發展出的產業獨特性與法制異同的比較分析中，探索出適合臺

灣的航道。 

 預期結果 第三節

本文藉由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英國、美國、中國與臺灣的相關規範、法律

問題與發展歷史之整理，對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貨物運送責任之法制提出建議，

期能為建制海運承攬運送業明確之權利義務以減少海運貨物運送之糾紛貢獻於

萬一。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研究架構 第四節

承前述之研究範圍與方法，茲分別說明本文之研究架構如下： 

第二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概述 

海運承攬運送業是一個「演進中的產業」，自傳統上替貨主安排運送服務的

角色，逐漸朝向提供倉儲、包裝、品管、配送等服務之提供企業供應鏈解決方法

之物流產業。從而，法院對其所涉之法律問題的認事用法，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考

量其服務之範圍與性質。因此，本文亦須在進入其貨物運送責任之法律討論以前，

先在本章介紹該產業的發展背景、服務內容、社會功能與未來發展趨勢。一方面

係作為後述法律討論之基礎；另一方面，也令讀者認識海運承攬運送業在經貿與

民生上之重要性。 

第三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雙重法律地位 

各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的名稱及定義不同。臺灣航業法則將本業定義為海運

承攬運送業；英國則未專門為此類業者訂定法規；美國與中國除了有對此類業者

訂定行業監管之法律外，更將之細分為二行業別：美國稱之為海運承攬運送業

(Ocean Freight Forwarder)、無船公共運送人 (Non-Vessel Operating Common 

Carrier)，中國稱之為貨運代理業、無船承運業。 

而本章所謂之雙重法律地位，係自二面向以觀：(一)按臺灣法制，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對貨主而言，原則上係民法之「承攬運送人」的角色；對海上運送人而

言，則是「託運人」之角色。但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自行運送時，其對貨主之角

色即轉變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應負運送人責任(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

對海上運送人而言則維持託運人之角色。(二)按美國法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

貨主而言，可能係「貨主之代理」的角色；對海上運送人而言，無論海運承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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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者是否表明其乃貨主之代理，按美國之代理法則，其所為之法律行為對貨主

與海上運送人而言皆有效力 15。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貨主而言係「運送人」或

「獨立契約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的角色，對海上運送人而言，原則上該海

運承攬運送業者仍為「託運人」。 

因此，自上開(一)、(二)之外部以觀，臺灣與美國法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

法律地位的主體性與其責任之理解，即有兩套模式[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是承攬運

送人或運送人(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是代理或運送人(美國)]；或自(一)、(二)

二點之內部以觀，海運承攬運送業在其交易行為當中，對於貨主與海上運送人而

言，亦可能係居於不同之法律地位。而此即為本章所欲討論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之「雙重法律地位」，本文將於此釐清其間之異同、討論英美、中國與臺灣之實

務判決，並提出對現行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規定之建議。 

第四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運送單據之效力 

有鑑於民法第 664 條將承攬運送人自行簽發「提單」作為介入擬制之發生條

件之一，而令其負運送人責任；觀諸外國實務，亦多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載

貨證券」之性質作為認定其法律責任之重要因素。然而，在我國民法係規定簽發

「提單」，其用語不同於海商法上之「載貨證券」時，海運承攬運送人所簽發之

運送單據究竟有何效力？其簽發何種單據始該當於介入擬制之要件？即不無疑

義。故本章討論載貨證券與提單種類、性質與功能，並評析相關實務判決。 

第五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自行運送之運送責任 

按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其權利義務同運送人。

                                                      
15 英美法之代理法則尚有歐陸法系所未有的「本人不公開代理」(Undisclosed principal)之類型。

參美國代理法重述第三版[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Agency (3rd edn, 2006)]§ 1.04(2)(b) 
Undisclosed principal: “ A principal is undisclosed if, when an agent and a third party interact, the third 
party has no notice that the agent is acting for a principal.”. Jan Ramberg, Unification of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ing, 3 UNIF, LAW REV. 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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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即就實務上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所可能面臨的情況，例如：自行

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與海商法上商業注意義務之關係、其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免責

事由時的舉證責任分配等處境，探討其責任基礎與運送人之法律關係。 

第六章 臺灣相關制度之因應與展望 

海商法修正草案的提出對於海運承攬運送業之運送責任或有影響，故本章先

對此進行分析，再進一步討論我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貨物運送責任於法制上的

建構或制定通用之契約條款的可能，並提出法律建議。 

第七章 結論 

本章即統整本論文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貨物運送責任的觀察與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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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概述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源起與名稱 第一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源起 第一項

歐洲之貨物承攬運送業起源於 13 世紀時，為便利歐陸各國之內陸貿易，一

種被稱為”frachter”之業者應運而生。此係由轉運代理人(forwarding agent)16及護

衛所組成 17，最初為商人、貨主之代理人，處理貨物之裝卸、通關及倉儲等工作 18。

在歐洲各城市間，以篷車為貿易商提供服務，並為貨主處理關稅事宜，「可說是

貨物承攬運送業者最早之營運型態」19。之後，隨著鐵路系統發展及歐洲工業革

命的興起，使其得以低廉之鐵路運費及併裝整車服務，擴大活動範圍，而其角色

之重心亦因而自進口商之收貨代理人(receiving agent)，漸漸轉移至貨物之轉運與

出口 20。 

美國則是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逐漸發展起承攬運送業 21。第一次世界

大戰以前，鐵路在海上運輸中佔有重要地位，鐵路業者對於進出口貨物，通常簽

發涵蓋鐵路運送到船邊及海運部分之聯運提單(through bill of lading)22。第一次世

                                                      
16 貨物承攬代理係代表託運人，以及陸運、海運或空運之運送人，以被代理人之名義簽定租船

契約者(“Freight forwarders…… as forwarding agents on behalf of their consignors and/or carriers by 
land, sea or air and therefore they sign contracts of affreightment in the name of their principal, 
indicating this at least with the formulation ‘on behalf of our principals’.”)，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21. 
17 夏一峯，貨物承攬運送法律問題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頁 7(作
者係參考[A. Murr, Export/Import Traffic Management and Forwarding, (6th ed. 1982) 1-3]；Peter Cain,  
Complexity, Confusion and the Multifaced Legal Ro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 14 
MACQUARIE LAW J. 26-27 (2014). [作者係參考 Donald James Hill, Freight Forwarders (Stevens, 
1972) 4.] 
18 夏一峯，同前註。 
19 夏一峯，同前註。 
20 夏一峯，同前註。 
21 G.H.Ullman 著，連義堂譯，海上貨物承攬運送業出口商及有關法規，頁 2，1988 年 6 月。 
22 G.H.Ullman 著，連義堂譯，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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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戰後，美國躍升為工業國家，戰爭帶動海運的拓展，海運業者紛紛在內陸設

立分公司，積極招攬貨物，而複雜的相關單據、通關規章與領事規定等，使得貨

主與運送人依賴專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港區協助處理貨運。隨著工業發

展，貨運量增加，多數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轉以將貨物分類，使定期航運之運送人

運送為業 23。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為將龐大的軍事物資運送到世界各地，開始研究與

貨櫃原理相同的運送方式 24；1967年臺灣首次接收貨櫃運輸，亦係由美國而來 25。

而貨櫃自軍用物流轉為商業運輸的工具之歷史則可追溯自 1956 年，由美國泛大

西洋輪船公司(Pan Atlantic Steamship Co.)啟航。由於貨櫃運輸具有作業簡化、裝

卸迅速、貨物損壞失竊率較低等優點，於是在 1970 年代急速發展 26，自此開啟

了將零散的海陸空運網絡整合之契機，而相應而生之貨櫃集運、整併業務，亦成

為海運承攬業者代貨主安排之業務範疇。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名稱 第二項

 各國對本業之名稱因其各自對該業的理解與法律定位之不同而異。臺灣稱本

業為「海運承攬運送業」，其貨物運送責任原則上適用民法之承攬運送一節。在

德國及奧地利亦有類似的行業，其稱之為”spediteur”，與臺灣不同者係，德國

及奧地利將承攬運送業者具收貨、倉儲與投保貨物保險等功能納入其定義之中，

此可由數個德國之貿易與運送相關公會所聯合制訂之標準運輸條款(Allgemeine 

Deutsche Spediteurbedingungen, ADSp)27及奧地利商法典之相關規定窺見一斑 28。

                                                      
23 G.H.Ullman 著，連義堂譯，同前註。 
24 王御風，波瀾壯闊 : 臺灣貨櫃運輸史 ，頁 41，2016 年。 
25 同前註，頁 79。 
26 呂錦山，通往世界之路──貨櫃航運，科學發展，468 期，頁 12-13，2011 年 12 月。 
27 ADSp Article 1.13 “Spediteur: Die Rechtsperson, die mit dem Auftraggeber einen Verkehrsv
ertrag abschließt. Spediteure in diesem Sinne sind insbesondere Frachtführer im Sinne von § 40
7 HGB, Spediteure im Sinne von § 453 HGB, Lagerhalter im Sinne von § 467 HGB und Ver
frachter im Sinne von §§ 481, 527 HGB.”[“Freight Forwarder: Legal person, which concludes 
a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 with the Principal. Freight Forwarders are particularly carrier acc
ording to section 407, Freight Forwarder according to section 453, warehouse keeper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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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法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英國與美國，對該國內類似海運承

攬運送業者之規範的概念，亦有相當程度是衍生自德國與奧地利商法典之規定 29。

例如：瑞士於其商法典定義此業為”obligationenrecht”，乃一種特殊的佣金代理

(commission agent)30；法國之商法典則將本業區分為二類：一類是在其居於貨主

之代理(commission agent)地位，代貨主處理貨物運送之附加業務時，稱之

為”transitaire”，另一類為其居於契約運送人(contracting carrier)地位時，稱之

為”commissionaire de transport”，二者乃不同的業別，其權利義務有別，因此，

法國之承攬業者必須於承攬前先決定其服務範圍 31；英國如同其他普通法系國家，

對本業之權利義務沒有明文規範，但傳統上亦循代理之脈絡，稱之為”forwarding 

agent”，或泛稱之為”freight forwarder”，惟於其自為運送時，可能會被認為其

即為託運人本人(forwarder as principal)32。 

 美國於其海運法上，稱海運承攬運送業為”ocean freight forwarder(以下簡稱，

OFF)” 33，另有一行業別為”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以下簡稱，

NVOCC)”34，中文多譯之為「無船公共運送人」，此二者之業務範圍或有重疊。

                                                                                                                                                        
 to section 467 and sea freight carrier according to sections 481, 527 HGB.”英文版摘自 https://
www.dbschenker.com/resource/blob/16368/500e19fcd3523d38be9267b573873c06/adsp-pdf-data.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28 §407 UGB Spediteur, Anwendung des 3. Abschnitts: “(1) Spediteur ist, wer es übernimmt, 
Güterversendungen durch Frachtführer oder durch Verfrachter von Seeschiffen für Rechnung eines 
anderen (des Versenders) in eigenem Namen zu besorgen. 
(2) Auf die Rechte und Pflichten des Spediteurs finden, soweit dieser Abschnitt keine Vorschriften 
enthält, die für den Kommissionär geltenden Vorschriften, insbesondere die Vorschriften der §§ 388 bis 
390 über die Empfangnahme, die Aufbewahrung und die Versicherung des Gutes, Anwendung.” [“(1) A 
freight forwarder is someone who undertakes by profession arrangements for dispatching goods 
shipments through [inland] carriers or carriers of seagoing vessels on account of a third person (the 
consignor) in his name. (2) If this section contains no provisions for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a freight 
forwarder, provisions applicable to a commission agent, especially the provisions in 388 to 390 [UGB] 
about reception storekeeping, and insurance of goods have to be applied.”英文版摘自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15.] 
29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19; Jan Ramberg, supra note at 15. 
30 同前註。 
31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20. 
32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21. 
33 46 U.S. Code § 40102: “The term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means a common carrier 
that—(A) does not operate the vessels by which the ocean transportation is provided; and (B) is a 
shipper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 ocean common carrier.” 
34 46 U.S. Code § 40102: “OCEAN FREIGHT FORWARDER.—The term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means a person that—(A)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patches ship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vi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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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亦區分為二行業別，其一為「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以下簡稱，貨運代理)」，

此名稱係源於英文之”freight forwarder”或”forwarding agent”35；其二為自貨運代

理業衍生而來的「無船承運業」36，二者有各自的法源及主管機關。 

綜上所述，各國因其對海運承攬運送相關產業的認知及政策的不同，而產生

看似相近但略有不同之名稱與定義，在規範上亦受各自之法體系及政策態度的影

響而分歧，這部分本文將於第三章再作更深入的討論。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服務與功能 第二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服務 第一項

海運承攬運送人經常被描述為「運輸構築師 (the architect of transport) 

，其不僅具備連結海運、空運以及內陸運送之專業，還提供倉儲、包裝等照料貨

物之服務。其主要的業務如下 37： 

一. 提供最為快速、經濟的運輸建議(諮詢功能)。 

二. 提供包裝上的建議(包裝功能)。 

三. 協助貨物通關(清關功能)。 

四. 確保運輸相關文件符合進出口國之法規及信用狀之指示(文件功能)。 

五. 選擇最合適的運送人並與之簽定運送契約(租船、訂艙功能)。 

六. 提供集運服務以符合經濟運送(併貨功能)。 

七. 提供貨物運送保險(保險功能)。 

八. 提供關於倉儲及配送之建議(物流功能)。 

                                                                                                                                                        
common carrier and books or otherwise arranges space for those shipments on behalf of shippers; and 
(B) processes the documentation or performs related activities incident to those shipments.” 
35
 高双燕，国际货运代理人法律地位及其责任限制制度研究，中國中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論文，

頁 4，2013 年。 
36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23-25；孟雨，无船承运人法律问题研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

士學位論文，頁 14，2009 年。  
37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24-28. [作者參考國際多式運送協會聯盟(FIATA)於 1975 年發行之

手冊再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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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提供運送人以及承攬運送人之文件(忠實功能)。 

十. 監督貨物之運送(監督功能)。 

十一. 在運費為到付(freight collects)時，代收貨人墊付運費、稅金等費用(準

銀行功能)。 

十二. 以自己名義為運送人之行為(運輸功能)。 

由此可知，海運承攬運送業的業務廣泛，其扮演運輸專家的角色，運用當代

的運輸技術滿足貨主之需求，使貨物安全運送至目的港(to port)或運送至目的地

(to destination/ to door)。 

此外，根據不同國家行業監管上的業別規範，各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的名稱

及分類或有不同，而當業者進行不同的營業行為時，於不同國家法制的觀點之下，

可能有相異的法律定位。例如：美國與中國皆將上述服務範圍當中的第十二項：

「以自己名義為運送人之行為(運輸功能)」，獨立列為另一行業別──中國稱之為

無船承運業，美國稱之為 NVOCC。詳細內容本文於第三章第一節再做進一步的

分析。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功能 第二項

一. 物流為供應鏈之一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其中常扮演第三方物流業者 

供應鏈係指產品自生產源頭交至終端客戶手中的過程，於過程中直接涉及提

供生產、金流、資訊流等服務的一系列(三個以上)之上、下游主體所形成之連結

網絡 38。而承攬運送業者在供應鏈中，常扮演某產品之交易雙方以外，擁有或經

營運輸工具，為貨主提供物流服務之人，即學說所稱之「第三方物流業者」(見

                                                      
38 John T. Mentzer William DeWitt James S. Keebler Soonhong Min Nancy W. Nix Carlo D. Smith 

Zach G. Zacharia, Defin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2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 

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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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1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終端供應鏈之角色 

(資料來源：Mentzer, J. T.等，2001) 

又依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 (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SCMP) 對物流管理的定義：物流管理「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部分，

其透過資訊科技，對物料由最初的原料，一直到配送成品，以至最終消費者整體

過程中所牽涉的原料、半成品、以及成品的流通與儲存，以最有效益的計畫、執

行與控制，來滿足並符合消費者需求」。 

因此，不同於傳統之船舶運送業者著重於經營船舶，以港到港運送服務為主，

物流常要求適時、適量地運至貨主之倉庫或消費者手中，故非大批量的海運可以

滿足，尚須有倉儲及物流業者之配合 39；而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不經營船舶，其為

「運輸構築師」(the architect of transport)，提供客戶整體物流管理的建議，「直接

銷售服務給客戶」40，在物流管理的領域中更較船舶運送業者易於發揮其專業。 

二. 海運僅為物流之一部份，而海運承攬運送業係其中關鍵的中介角色 

海運為整個物流過程中之海上運輸階段，而「海運物流價值泛指透過海運物

流系統使貨物經由海運流通的過程來滿足客戶需求以創造價值」41。學者建議 42

海運業者應利用知識管理，管理物流服務及資訊流的程度，以創造更高的海運物

流價值，並獲得最大的客戶滿意度、降低各項相關成本，提升個別企業及整個物

                                                      
39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379。 
40 因此亦有航運公司透過垂直整合，成立海運承攬運送業來銷售服務。林光，張志清，同註 13，
頁 383。 
41 張嘉玫、楊清喬，海運承攬運送業關鍵物流能力之研究，航運季刊，24 卷 2 期，頁 92-93，2015
年 6 月。 
42  E.S. Lee and D.W. Song,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Maritime Logistics Value Discussing 
Conceptual Issue, 37 MARITIME POLICY AND MANAGEMENT, 563-58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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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統性能。「尤其海運承攬運送業扮演海運物流系統中關鍵的中介角色，必須

有效整合海運物流系統中有關資訊及貨物之流動」43，亦即，有效且即時管理資

訊與貨物流動，是其為顧客創造物流價值的關鍵。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能「成功

對知識資源進行管理，企業可創造更高層次的組織工作效率、服務品質、組織創

新和獨特性。」44 

三. 實務現況與未來發展  

整體而言，物流乃供應鏈之一環，而運輸鏈又包含於物流之中(見圖 2)。因

此，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除了傳統的安排運送之功能外，物流服務[例如：貼標籤、

包裝、集貨、契約物流(contract logistics)等]及其他為客戶貨品所設計之加值服務

(例如：參展品等特殊貨品的照料、貨物品質檢測、雷射切割、保固期檢查等)即

成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未來的發展趨勢，學理上稱之為第三方物流業者(third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目前業界的代表如 DHL45、DB SCHENKER46。 

若其可再進一步提供有效物流需求之解決方案與執行方法，並善用資訊科技，

進行物流資源整合之規劃、執行與控管，累積並運用整合之經驗與知識，為顧客

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者，即為學理上所稱之為第四方物流業者(forth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全物流提供者(total logistics provider)、整合服務的供應商

(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或領先物流業者(lead logistics provider)47，目前業界的

主要物流集團通常有協助顧客改善供應鏈的服務，朝向第四方物流業發展 48。 

                                                      
43 張嘉玫、楊清喬，頁 92-93。 
44 張嘉玫、楊清喬，同前註。 
45 http://www.dhl.com/en/logistics.htm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46 https://www.dbschenker.com/globa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47 連名慧，海運承攬運送營運條款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頁 6。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32. 
48 http://www.dhl.com.tw/zt/logistics/lead_logistics_provider_llp.htm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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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物流鏈、運輸鏈與物流服務之關係 

(資料來源：Schramm HJ., 2012) 

 海運承攬運送業與其他海運業者之比較 第三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與船舶運送業之比較 第一項

海運承攬運送業與船舶運送業皆對外提供運送服務，此二者最顯著之差異在 

於前者本身不運送貨物，其接受委託人(或稱實際託運人、貨主)託運後須再向實

際運送人簽訂運送契約，使運送人為其運送；後者則經營船隊，以自己運送貨物

為業。而臺灣之海運承攬運送業多年來受法令限制，不得租傭船舶 49，直到 2013

年航業法修訂第 41 條 50，始於立法理由 51中承認承攬運送業得「傭船」運送其

                                                      
49 2002 年 1月 30 日公布條文第 48 條：「海運承攬運送業除船舶運送業兼營者外，不得租傭船舶，

運送其所承攬貨物。」 
50 航業法第 41 條：「海運承攬運送業除船舶運送業兼營者外，不得光船承租船舶，運送其所承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 
 

所承攬之貨物，觀諸外國立法上則幾乎無此限制。以下再自服務面向分述各自之

特性。 

一. 服務彈性：海運承攬運送業可同時與多家船舶運送業來往，因此船期可能較

密集。例如：同一個航線，可以星期一、三使用萬海航運的服務，星期二、

四使用長榮航運的服務，星期五使用陽明航運的服務等。船期密集度較高，

可滿足客戶不同的需求 52。 

二. 服務範圍：海運承攬運送業因為同時使用各家船公司的運具，服務範圍可遍

及所有航線；再配合其目的港代理的內陸運送、轉運服務，使海運承攬運送

業相對於船舶運送業主要將承運貨物送至目的港(to port)，其可再提供託運

人到府(to door)的運送服務，將貨物送至目的地；特別是在冷門航點的內陸

運送上，託運人通常亟需海運承攬運送人的專業協助。 

三. 投資風險：依航業法第 43 條及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5 條，設立海運

承攬運送業的實收資本額門檻為 750 萬，相較於船舶運送業一條航線的投資

額動輒百萬至千萬美元，前者的投資風險較低。 

四. 營運結構：海運承攬運送業的人事成本佔營運費用高達 60-70%；而船舶運

送業的經營費用則以燃油消耗、造船及造櫃成本為大宗，人事成本僅約 3-5%，

成本結構差異甚大 53。 

五. 客戶群：海運承攬運送業之主要客戶群為中小型企業；船舶運送業之主要客

戶群為中大型企業 54。特別是在船舶大型化的趨勢下，船位的充分利用為船

舶是否發揮經濟效益的重點，鞏固基本貨源成為船公司的營運基本要求 55。 

                                                                                                                                                        
攬貨物。」 
51 2013 年 1 月 11 日航業法第 41 條立法理由：「海運承攬運送業得以論程及論時傭船方式，運送

其所承攬之貨物，惟『光船租賃』因涉及『船舶運送業」營運業務之範疇，需具有『船舶運送業』

資格並依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報經當地航政機關備查後始得為之。考量船舶運送業與公共

運輸人（Ocean Common Carrier） 之特性，爰酌作文字修正，俾使文義明確。』 
52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29-30。 
53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0。 
54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55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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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二者之互動關係以觀，船舶運送業者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亦為商業

夥伴關係。海運承攬運送業在所需艙位及運價上，通常須賴於船公司之支持，而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憑藉其運輸相關之專業服務，與貨主長期配合，掌握相當之貨

源，帶給船公司具品質且長期的貨載量，為船公司的重要客戶。有些海運承攬運

送業者甚至以船公司的攬貨代理(booking agent)自居 56。 

在運費報價方面，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與船舶運送業者並非於每條航線皆能以

簽訂服務契約(service contract)的方式相互訂定運送條件，未訂定服務契約的航

線「主控權在船公司」57；且在整櫃貨(full container load)的報價上，由於這部分

是「船公司自行攬貨的對象，為免形成競爭，因此除非簽定服務契約，否則一般

給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價差有限」
58。 

 綜上所述，海運承攬運送業既為船舶運送業之客戶、夥伴，互蒙其利，又在

整櫃貨等重疊業務範圍上兼容競爭與合作關係；且在船舶運送業紛紛成立自家物

流公司的趨勢下 59，其間相互依存也彼此競逐的關係更顯微妙。 

  海運承攬運送業與船務代理業之比較 第二項

按航業法第 3 條第 3 項：「船務代理業：指受船舶運送業或其他有權委託人 

之委託，在約定授權範圍內，以委託人名義代為處理船舶客貨運送及其有關業務

而受報酬為營業之事業。」次按船務代理業管理規則第 18 條：「船務代理業經營

業務如下：一、簽發客票或載貨證券，並得代收票款或運費。二、簽訂租船契約，

並得代收租金。三、攬載客貨。四、辦理各項航政、商港手續。五、照料船舶、

船員、旅客或貨物，並辦理船舶檢修事項。六、協助處理貨物理賠及受託有關法

律或仲裁事項。七、辦理船舶建造、買賣、租傭介紹、交船、接船及協助處理各

                                                      
56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27。 
57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58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27-28。 
59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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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海事案件。八、處理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有關委託船務代理事項。船務代理

業所經營之代理業務，應以委託人名義為之，並以約定之範圍為限。」 

由此可知，船務代理業只在船舶運送業的授權範圍內執行業務，且其業務重

點是對船舶運送業者提供服務，而海運承攬運送業則著重在攬載客貨，且可獨立

發展業務。再者，海運承攬運送業有自己的國外代理服務網，船務代理業則只和

委託其之船東往來，沒有自己的外國網絡 60。 

 整體而言，外國船舶運送公司在未設立自己當地的分公司前，多透過船務代

理業者辦理其服務，而其業務範圍是否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重疊？則視其代理合

約而定，不少船務代理業者為避免過度擴大人事，也與海運承攬運送人合作以增

加貨源 61。 

 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之特性與現況 第四節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家數、營收與貨量 

依 2008 年物流年鑑 62之統計，該年的業者數為 708 家、營收為新臺幣 527

億元。又依 2016 年交通年鑑 63之統計，目前海運承攬運送業計有 909 家，其中

本國 890 家、外國 19 家，營收則未有統計。貨量分配方面雖無正式統計，但據

估計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約掌握六成的貨櫃貨載，其中併櫃貨絕大部分由海運承攬

運送業承攬 64。 

二.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市場淘汰率高 

由於海運承攬運送業之開業，必須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證始可營業，故有

                                                      
60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4。 
61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62 臺灣物流年鑑，經濟部商業司，2008 年。 
63 交通年鑑，交通部，2016 年。 
64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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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65將許可證編號和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之會員家數比較，發現

至 2010 年 3 月底為止，許可證編號已發行到 1350 號，但公會會員家數則不到

650 家。由此推知，本業之淘汰率甚高，細究此現象之原因可能如下： 

(一)設立之資本額門檻低，僅 750 萬，增加投資人貿然進入本業卻經營不善

的可能；形成業者家數多，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 66。 

(二)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之營業內容受到法令及主管機關之侷限，未如多數

國家的海運承攬運送業，儘管名稱或有不同，多數業者可以合法自有或

租用倉庫，進行貨物裝拆櫃及貨物存倉、併貨、標籤、標誌及送貨等加

值服務，導致臺灣業者大多因其不具備這些服務能力，無法提供差異化

服務、建立市場區隔，而只有削價競爭一途
67。 

(三)由於海運承攬運送業的獲利主要來源為併櫃貨，必須投入較多人力攬貨

及處理文件，故其人事成本高達營運成本的六成左右；而員工人數多便

需要良好的管理制度，否則容易產生內部矛盾，甚至集體出走 68。 

三. 海運承攬運送業同行間的合作關係 

海運承攬運送公司的規模大小不一，但無論是貨源充足、具開櫃能力的大公

司，還是規模較小的業者，彼此間都會保持聯絡，以利在貨物多出來(over flow)

不滿一櫃，或正好不足一櫃的時候，互相拋貨，以便達到最佳的併櫃效益 69。而

規模較小的業者也可能成為有穩定開櫃的同行之客戶，為其貨載之重要來源。 

又承第三節第一項所述，船公司在整櫃貨上，除非與承攬運送業者簽有服務

契約，否則通常不會給予其太大的價差，在運送旺季時，也會以自家貨櫃為優先

                                                      
65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7-42。 
66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67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68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9。 
69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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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因此，無力直接與船公司簽訂服務契約的業者，為確保攬貨後有船位可載，

並享有優惠的運價，可能會透過使用已與船公司簽約同行的契約出貨 70。例如：

長榮物流和華夏物流，因與長榮海運有特殊關係及相當的貨量，享有特別優惠的

運費及船位的支持，故有同行會經由其合約交裝長榮海運 71。 

四. 小結 

雖然透過對市場淘汰率之觀察可推測得知，惡性競爭者長久下可能終因無法

穩定獲利而退場，但大型業者或許也因國內市場時不時地混亂波動，削減其擴大

市場的能量。目前市場上似罕見跨足提供物流管理服務的臺灣業者。 

  

                                                      
70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4。 
71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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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雙重法律地位 

 國際間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規範 第一節

  國際公約 第一項

國際海事委員會(Comit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係以研究國際海事 

法並結合商業慣例之非政府組織。其正式成立的時間約於 1897 年，國際上幾乎

所有的海運貨物運輸公約或海運單據相關的標準規章(Modal Rules)都出自於其

之手。目前有關海上貨物運送責任之公約有於 1924 年擬定完成的海牙規則；後

於1963年再經修改，而於1977年生效的與「威士比修正案」(Visby Amendments)；

又經 1979 年提出修改，後於 1984 年生效的「特別提撥款議定書」(The SDR 

Protocol)。此二件修正案，再加上原先之海牙規則未修正之部分，統稱為「海牙

威士比規則」。第二件已經生效的國際公約是 1978 年制定的「漢堡規則」(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 by Sea, 1978)，雖「漢堡規則」晚至

1993 年才生效，但卻帶動起各國修正自己國內的「海上貨物運送法」(Carriage of 

Good by Sea, COGSA)72。最新的國際公約則是 CMI 於 2008 年制定的「鹿特丹規

則」(Convention of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ying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而其目前尚未達到生效標準 73。 

 此三件公約，皆未明確規範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運送責任，而係須透過解釋，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始有適用國際公約之空間。細究此現象之原因可能有二：(一)

在「海牙威士比規則」制定之時空背景，當時各國之承攬運送業者大多仍單純從

事代為安排運送服務，貨櫃運輸尚未興起 74，故承攬運送業者亦尚未發展出裝併

                                                      
72 王肖卿，運輸單證與運送責任，2012 年，頁 20-26。 
73 http://www.rotterdamrules.com/content/introduction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18 日)。 
74 貨櫃運輸於 1970 年代始快速興盛(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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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等整合服務之能力；而且信用狀交易的型態也尚未興起 75，故其沒有必要以自

己為運送人名義簽發提單。亦即，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法律責任尚未形成一具體

的問題。(二)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各國內國法之定義及規範不同，故於國際公約

上，目前尚不易將其明文規範，只得自個案狀況進行解釋。 

例如：「海牙威士比規則」76將運送人限於船舶所有人或租傭船人。然「漢堡

規則」規定，只要以本人、或以本人名義與託運人訂立運送契約之人即為運送人

(carrier)77；且其另將「受運送人委託，履行全部或部分之運送，或其他受託履

行運送之人」定義為實際運送人(actual carrier)78。鹿特丹規則對運送人之定義為

「與託運人訂立運送契約之人」又更為簡明 79，但負運送人責任之人擴及「貨物

到達裝貨港至貨物離開卸貨港期間，為運送人履行義務之海運履約運送人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80。因此，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是否因其以自己名義

與託運人訂立「契約」的行為，而該當「漢堡規則」與「鹿特丹規則」之運送人，

承擔並享受運送人之權利義務的關鍵在於：法院對於系爭契約性質之定性。亦即，

若海運承攬運送人自始即自居於運送人地位與委託人簽訂「運送契約」，則於解

釋上其或可該當於「漢堡規則」與「鹿特丹規則」之運送人；惟若海運承攬運送

人係自居於海運承攬運送人地位與委託人簽訂「承攬運送契約」，則基本上其應

                                                      
75 信用狀交易為國際貿易上常見的交易方式。信用狀係銀行應開狀申請人(即進口商)的指示及要

求，開給受益人(出口商)的一種負有條件的承擔付款責任的憑證」，而信用狀統一慣例為全世界

公認遵行之信用狀標準處理方針，該慣例係於 1933 年始首次被提出，其中，運送人所簽發之已

裝船提單為銀行審查的重要單據(詳見本文第四章第二項第二款)。蔡孟佳，同註 5。 
76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1: In these Rules the following words are employed, with the 
meanings set out below: (a) `Carrier' includes the owner or the charterer who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a shipper.” 
77 The Hamburg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In this Convention: 1. ‘Carrier’ means any person by 
whom or in whose name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has been concluded with a shipper.”  
78 The Hamburg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2. ‘Actual carrier’ means any person to who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riage of the goods, or of part of the carriage, has been entrusted by the carrier, 
and includes any other person to whom such performance has been entrusted.” 
79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5. ‘Carrier’ means a person that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a shipper.” 
80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7.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forming 
par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f a ship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discharge of a ship. An inland carrier is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only if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its services exclusively within a por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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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當於國際公約上之「運送人」，例外於其經法院審查而該契約之性質被認定

為「運送契約」，始有解釋適用之可能。 

 有論者認為，「鹿特丹規則」並沒有強調運送人必須擁有或者經營船舶，否

則不會引入履約運送人的概念，由此可知，其在法律上承認了不經營船舶之運送

人的存在 81，例如：美國的無船公共運送人、中國的無船承運業者，以及臺灣之

自為運送的海運承攬運送人。實際上，聯合國國際私法統一協會(UNIDROIT)曾

於 1967 年草擬「國際貨運代理之代理協議公約」(the Draft Convention on Contract 

of Agency for Forwarding Agent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惟該

公約受到國際多式運送協會(FIATA)的強烈反對，因此仍停留在草案階段 82。 

  國際多式運送協會聯盟(FIATA) 第二項

第一款 概述 

國際多式運送協會聯盟(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Transitaires et Assimiles，以下簡稱 FIATA)於 1926 年 5 月 31 日成立於奧地利首

都維也納，總部設於瑞士蘇黎世。其會員來自世界各地之協會及公會組織，臺灣

之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International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and 

Logistics Association, Taiwan)亦為其會員，目前有會員數逾 6 萬個，是運輸業最

大、最具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並且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及聯合國國際法協會(UN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等

機構都具有顧問身分，也在很多政府組織、非政府機構及民間組織，例如：國際

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國際航空協會(International Air 

                                                      
81 孟雨，同註 36，頁 30-31。  
82 孟雨，同前註，頁 46；Alberto Pasino, General Conditions Applying to Services by Transport 
Intermediaries, UIA Dresden Congress,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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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Association)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代表承攬運

送業及運輸業為諮詢對象 83。 

該協會的主要宗旨為 84：一、結合全球的承攬運送業者。二、以顧問或專家

身分參與國際運輸事務之相關會議，促進並且保護產業之利益。三、透過發布資

料、發行刊物等方式，讓業內、業外之大眾熟悉本產業。四、藉由統一單據及標

準執業規章 85(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等方式，改善承攬運送業的服務品質。

五、協助各國會員有關責任保險、電子商務如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及條碼等之在職訓練。因此，在國際上沒有對海運承攬運送業相關的統一規範可

循，各國法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之規定又不完備之時，該協會的統一單據及相關

條款即成為業界之指標，以作為業者與委託人間之契約關係處理的參考。 

第二款 FIATA 之標準承攬運送條款 

FIATA 所制定的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標準承攬運送條款(FIATA MODEL 

RULES FOR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以下簡稱 FMRs)，將承攬運

送業者之責任區分為：一、承攬運送業者基本責任(except as principal)；二、承

攬運送業者自居於運送人之責任(as principal)，清楚釐清此二者之責任範圍。條

款共計有 20 則條文，分為四大部分：一般規定、承攬運送業者之責任、貨主之

義務與責任，以及爭議和法律。茲概述如下。 

一. 一般規定： 

(一)適用 

在契約中，不論以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引入標準條款，本標準條款即

可適用於貨物承攬運送服務(FMRs 1.1.)。當契約條款與標準條款發生衝突時，

                                                      
83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255-256。 

84 https://fiata.com/about-fiata/objectives.htm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85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另有被譯作「標準貿易條款」、「標準營運條款」者，本文此處之

中譯係參考：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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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標準條款為準，除非係當事人以契約條款增加承攬運送人的責任及義務

(FMRs 1.2.)。 

(二) 定義 

承攬運送服務係指所有關於貨物的運輸、裝併、堆存、包裝或配送的服

務，以及與此相關的輔助和諮詢服務，並且包含(但不限於)關務、財務、官

方所須之申報、保險之購買、費用或文件等(FMRs 2.1.)。承攬運送業者係指

與客戶締結承攬運送契約者(FMRs 2.2.)。運送人係指以其自有之運具(by his 

own means of transport)實際履行貨物運送者(履約運送人)，以及任何以明示

或默示承擔運送人責任者(契約運送人)( FMRs 2.3.)。客戶係指任何在與承攬

運送人締結之承攬運送服務契約中有權利或義務之人，或者因而與本服務契

約有關之人(FMRs 2.4)。 

二. 承攬運送業者責任 

(一) 基本責任(except as principal) 

承攬運送業者在承攬運送契約中，若未盡必要之注意義務(due diligence)

並採取合理措施，則其應依第 8 條，賠償貨主其貨物之毀損滅失以及因其未

盡責而生之直接經濟損失(FMRs 6.1.1.)。除非承攬運送業者有未盡慎選、指

示或監督第三人之情事，否則其不為第三方之行為及疏失負責，例如(但不

限於)：運送人、倉管、碼頭工人或其他承攬運送人等(FMRs 6.1.2.)。 

(二) 貨物承攬運送業者自為運送之責任(as principal) 

當承攬運送業者以其自有之運具履行運送契約(履約運送人)；簽發其自

有之運送單據，或者如以明示或默示表示願承擔運送人責任(契約運送人)，

此時，其應適用運送人責任。但若客戶已收到承攬運送業者以外之人所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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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送單據，而且其並未在合理時間內認定承攬運送業者應負運送人責任，

則不在此限(FMRs 7.1.)。承攬運送業者之責任如同運送人時，其應適用第 8

條，對第三人之行為及疏失負責(FMRs 7.3.)。 

(三) 除外責任、責任之計算與責任限額： 

1. 貴重品及危險品：客戶未於締約時申報其托運貴重或危險物品而造

成之損失；或係未經承攬運送業者同意賠償之因遲延而造成的損失，

承攬運送人在任何情況下皆不負責(FMRs 8.1.)。 

2. 責任限額：承攬運送業者對於第 7.3.條之賠償額，限於該毀損或滅

失貨物毛重之每公斤 2 單位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若承攬運送業者就系爭貨物大部分之損失已收到補償則不

在此限。若貨物已逾應送達之日連續 90 天，則在沒有相反證據的

情況下，客戶之請求將被視為貨物滅失之索賠(FMRs 8.3.1.)。 

3. 其他類型的損失：在本標準承攬運送條款未明文規範的責任限額上，

FIATA 刻意設計一項「其他類型之損失」條款，將責任限制之金額

留白，並註記此額度應依據各國規範(FMRs 8.3.3.)。 

(四) 通知 

貨損不明顯時，貨主應於提貨後 6 日內提出書面之貨損通知於承攬運送

人，否則視同貨物係在良好狀況下交付(FMRs 9.1.)。對於貨損之索賠，客戶

應於知悉或應當知悉時起 14 日內以書面提出並通知承攬運送業者，逾期應

視為放棄或中止索賠(FMRs 9.2)。 

(五) 時效 

客戶對於承攬運送業者之賠償請求權，自貨物送達後，或應送達之時，

或未送達有權利之收貨人而被視為遺失之時起，9 個月內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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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Rs 10.)。 

(六) 履行輔助人及其他人之責任(喜馬拉雅條款) 

本規則適用於向承攬運送業者之履行輔助人、代理人或其他人員（包括

任何獨立契約人）提出的索賠，無論此類索賠係基於契約或侵權行為，其貨

物的總體賠償責任不得超過承攬運送業者和客戶之間明示同意或根據本規

則的相關限制(FMRs 12.)。 

三. 客戶之義務與責任 

(一) 不可預見的情況 

客戶應支付承攬運送業者，在其不可預見之情況下，為客戶最佳利益所

支出之費用(FMRs 13.)。 

(二) 不可折抵 

客戶不得因索賠等事由折抵應付款項或延期付款(FMRs 14.)。 

(三) 留置權 

在客戶未支付應付款項時，承攬運送業者得在合法之程度內以合理適當

之方式行使留置權(FMRs 15.)。 

(四) 認賠責任(Duty of Indemnification) 

除了承攬運送業者依本條款第二部之規定應負責之情形外，客戶應賠償

承攬運送業者所有因執行其服務而產生之責任(FMRs 17.1.)。客戶亦應賠償

承攬運送業者因其受共同海損之請求所生之責任(FMRs 17.2)。 

四. 爭議和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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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雙方另有約定，否則只能在承攬運送人之主要營業地對其提起訴訟，

並適用該地區之法律(FMRs 19.)。本條款之效力僅存在於其內容不違反強制

性的國際公約或國內關於承攬運送服務之法律時(FMRs 20.)。 

  英國 第三項

無論是關於行業監管或是運送責任，英國對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並無任何明

文規範。在名稱上，英國依循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發展，稱居於傳統角色，以貨

主之代理人名義與他運送人簽約之承攬業者為”forwarding agent”，或泛稱其

為”freight forwarder”86。此時，其法律責任即如其名，適用關於代理之規範 87，

代理人所做的行為視為委託人所為。在代理人責任方面，由於代理人不能安排財

產、自交易中獲利，只能獲取報酬(fee)或傭金(commission)，因此其在代理範圍

不承擔代理事務之風險 88，「但就代理行為不得逾越代理權限，負有嚴格責任」89，

類似臺灣民法第 544 條對受任人逾越權限行為所生之損害不以過失為要件 90。故

居於代理地位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如被法院認為有逾越代理權限之事實，則其

不僅擔負嚴格責任，且無法主張單位責任限制等海上運送人之權利。 

隨著承攬運送業者的營運型態及業務範圍之拓展變化，英國法院並不排除承

攬運送運送業者有承擔運送人責任之可能，學者亦參考法院之判決先例提出承攬

運送業者係居於代理或本人地位的相關判斷因素(詳見本章第三節第二項)91。而

在此沒有明確規範承攬運送業者權利、義務與責任的情況下，英國之承攬運送業

者多係根據英國國際承攬協會(British International Freigh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

                                                      
86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14-21. 
87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28; Jan Ramberg, supra note 15. 
88 Eric Rasmusen, AGENCY LAW AND CONTRACT FORMATION, 323, Harvard Law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4, (2001). 
89 陳自強，英美法本人不公開代理，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60 期，2018 年 6 月，頁 56。 
90 陳自強，同前註。 
91 Carr,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376-37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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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A)之標準承攬運送條款(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STCs)作為承攬運送業的

遊戲規則 92，而客戶也會以業者是否具有會員資格作為締約對象之考量。茲介紹

BIFA 及其標準承攬運送條款如下。 

第二款 英國國際承攬協會(BIFA) 

BIFA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其會員皆為登記於英國之運輸與物流業者，包含

空運、海運、公路運送、鐵路運送等方式，大約有 1500 名會員，其中多數為提

供複合運送服務的承攬運送業者，部分會員尚有提供通關或其他跨境管制(cross 

border controls)服務。 

 本協會之宗旨為：一、代表全英國之物流及供應鏈管理之企業會員，活躍於

其他國內外之組織或官方主體，提供產業意見。二、透過發行刊物、網站資訊、

舉辦會議等方式，使會員獲得最新的產業資訊，並確保重要的議題能獲得重視及

適當的處置。三、提供貿易、運送與關務之相關課程，協助從業人員之訓練及進

修；四、透過產學合作、協助新成立之進出口廠商以及舉辦貿易展會等方式，促

進產業發展 93。 

第三款 BIFA 之標準承攬運送條款 

BIFA 會員根據全國公認的標準承攬運送條款(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以下簡稱 STCs)進行交易，這些交易條件受保險部門的支持 94，總共有 28 條，

區分為五大部分：定義與適用、業者、客戶、責任與限制，以及管轄權與法律。

茲說明如下： 

                                                      
92 HJ. Schramm, supra note 4, at 21. 
93 https://www.bifa.org/about/overview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94 同前註。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https://www.bifa.org/about/overview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0 
 

一. 定義與適用 

(一) 定義 

業者，係指依本條款交易之會員。客戶，係指任何個人，或代表其公司，

承擔業務、提供意見、資訊或服務之人。貨主：貨物或運輸單位的所有人與

任何與此，或可能因此有利害關係之人(STCs 1.)。 

(二) 適用 

若有任何強制適用於經營業務之法規，這些條款將如同該經營業務，被

解讀為受到系爭法規之限制，但這些條款不應被解釋為業者放棄或豁免任何

權利，或者被解釋為增加業者於該立法規定上之責任、義務；如果這些條款

有與立法規範相抵觸之處，則該部分應適用立法規範[STCs 2(B)]。無論客戶

係保證其為貨主，或其為經授權之代理，其本人，或其本人及被代理人，皆

接受本條款(STCs 3.)。 

二. 業者 

(一) 業者之法律地位 

在不影響下列之第 11 條及第 12 條的情況下，業者應以經授權之代理身

分採購任何服務，或者，以本人之身分(as a principal)提供這些服務[STCs 

4(A)]。除非根據並按照客戶之書面指示，且該指示受業者之書面接受，否

則不會有任何保險生效，而且業者實施的所有保險都受保險公司保單的一般

例外和條件的約束，否則由承保人承擔全部的風險[STCs 11(A)]。就業者同

意實施保險而言，業者僅作為客戶的代理人，根據第 26 條規定的責任限制

即不適用於業者在第 11 條下的義務[STCs 11(B)]。除非業者之高階主管以書

面授權或以業者簽發的印刷文件作出特別的安排，否則業者在接受關於在特

定情況下交付或放行貨物的任何指示時，其係為遵循該指示而以客戶代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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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第三方交涉[STCs 12(A)]。 

(一) 自由條款 

業者於執行業務的過程中，在不違背本標準條款之情況下，對於運送方

式、路線以及程序保留完全自由的權利[STCs 4(B)]。 

(二) 業者以本人之身分提供服務 

當業者作為任何服務契約的簽約本人時，它可以完全自由地執行這些服

務，或者就部分或全部的服務再與他人簽約，契約的形式不限(STCs 5)。 

(三) 業者以客戶代理之身分提供服務 

當業者作為客戶之代理，且經客戶明確地作出授權時，業者應有權代表

客戶簽訂任何契約，以滿足客戶之指示，並有權代表客戶決定這些契約是否

受制於他方的交易條件或其他情況[STCs 6(A)]。業者應在客戶允許的 14 天

內，提供其以客戶之代理身分簽訂契約的證據。若業者沒有義務提供此類證

據，則應視為其已與客戶簽訂契約，履行客戶的指示[STCs 6(B)]。 

(四) 認賠 

無論業者係以何種形式提供建議和訊息，其皆僅係為客戶而提供。業者

因客戶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此類建議或訊息而遭受的一切損失和損害，業者應

賠償之(STCs 13)。 

三. 客戶 

(一) 客戶承諾不得向任何業者的董事、員工或履行輔助人，以此等強加或企

圖強加給他們於本條款中涉及的服務責任求償；儘管如此，如果有的話，

客戶還是應該對其提出索賠，以免業者受其後果(STC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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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TCs 亦如 FMRs 有關於客戶之認賠責任(STCs 20)與應付款項不可折抵

的規定，甚至更詳細的要求客戶應以現金支付[STCs 21(A)]；除非經業

者和客戶之授權人員之書面同意，否則業者在請求客戶對違反上述第

21 條(A)(B)之賠償時，並不構成對客戶系爭條款任何責任之免除[STCs 

21(C)]。而共同海損也屬於客戶應賠償的部分(STCs 22)。 

四. 責任與限制 

(一) 基本責任 

STCs 第 23 條訂定業者應盡「合理程度的注意義務」(duties with a 

reasonable degree of care, diligence, skill and judgement)，與 FMRs 在基本責任

中使用「必要之注意(due diligence)」作為其注意程度之標準類似。 

(二) 除外責任 

與 FMRs 相同，原則上業者不對貨物之遲延(STCs 25)、未申報之危險

物(STCs 15)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STCs 更明確地將事件之發生係業者「不可

預見」且「縱盡合理注意義務亦無法避免」作為其免除責任之要件[STCs 

24(B)]，且列示罷工、封港、壅塞或勞動力限制等事由[STCs 24(A))。 

(三) 責任限額 

STCs 與 FMRs 同樣以該毀損或滅失貨物毛重之每公斤 2 特別提款權

(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作為計算標準，但 STCs 明確規定，無論由於何

種原因所造成之損失，每一筆交易之最高賠償額為 75,000 SDR (STCs 26)。 

(四) STCs 關於通知時間與起訴期間之規定與 FMRs 相同(STCs 27)。 

(五) 管轄權與法律 

本條款的管轄法院與法律為英國法院、英國法；不同於 FMRs，S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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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當事人在符合一定的條件之下採用仲裁解決爭端(STCs 28)。 

  美國 第四項

承第二章所述，美國如同英國為普通法系國家，故關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

貨物運送責任同樣須經法院依個案判斷而無明文規範，而其責任在發展脈絡上，

原則上應適用代理之相關法律規定。然而，其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對於海運承攬

運送業的監管上有特別規範，並且在海運承攬運送業(ocean freight forwarder，以

下簡稱 OFF)以外尚有另一業務範圍或有重疊之行業別──無船公共運送人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以下簡稱 NVOCC)。茲說明關於海運承攬

運送業與無船公共運送業之規定如下，而其貨物運送責任於法院實務上的發展脈

絡將於下一節討論之。 

第一款 1984 年海運法 

1984 年海運法(the Shipping Act of 1984)95之立法目的在於：一、以最小的政

府干預和監管成本，建立美國對外貿易中貨物運送的非歧視性監管程序；二、在

美國的海洋貿易中提供一個高效率和經濟的運輸系統，並盡可能合乎國際上之航

運實踐；三、鼓勵滿足維護國家安全所需的經濟且高效率的定航艦隊；四、藉由

具競爭力和高效率的海洋運輸，促進美國對外貿易的成長，並拓展對美國市場的

依賴 96。 

本法將 OFF 及 NVOCC 分別規定，其對 OFF 之定義為 97：「稱海運承攬運

                                                      
95 後被編纂於 46 – Shipping, U.S. Code § 40101 – Regulation of Ocean Shipping。 
96 46 U.S. Code § 40101. 
97 46 U.S. Code § 40102: “The term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means a person that— 
(A)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patches ship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via a common carrier and books 
or otherwise arranges space for those shipments on behalf of shippers; and (B) processes the 
documentation or performs related activities incident to those sh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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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業者，謂在美國境內從事代託運人向公共運送人訂定艙位及安排貨品運送，以

及製作文件或執行與該貨載有關之作業。」，而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ion，以下簡稱 FMC)實施之發證規則 (46 CFR, Part 515 - 

Licensin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Requirements, and General Duties for Ocean 

Transporation Intermediaries)中則有列舉該業之十三項服務功能 98。 

至於 NVOCC 定義則為 99：「稱無船公共運送人者，乃不經營船舶但提供運

送服務的公共運送人，其與海上公共運送人之間係居於託運人地位。」其發證規

則 100列舉十一項服務功能，與 OFF 的主要差異在於：「確立 NVOCC 係以自己

                                                      
98 46 C.F.R. § 515.2(h): “(h)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refers to the dispatching of shipments on 
behalf of other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hipment by a common carrier, which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Ordering cargo to port; (2) Preparing and/or processing export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required 
`electronic export information'; (3) Booking, arranging for or confirming cargo space; (4) Preparing or 
processing delivery orders or dock receipts; (5) Preparing and/or processing common carrier bills of 
lading or other shipping documents; (6) Preparing or processing consular documents or arranging for 
their certification; (7) Arranging for warehouse storage; (8) Arranging for cargo insurance; (9) 
Assisting with clearing ship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xport regulations; 
(10) Preparing and/or sending advance notifications of shipments or other documents to banks, 
shippers, or consignees, as required; (11) Handling freight or other monies advanced by shippers, or 
remitting or advancing freight or other monies or credi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patching of 
shipments; (12) Coordinating the movement of shipments from origin to vessel; and (13) Giving expert 
advice to exporters concerning letters of credit, other documents, licenses or inspections, or on 
problems germane to the cargoes' dispatch. [(1)安排運送貨物至港口；(2)準備或製作出口申報文件；

(3)向運送人洽訂、安排並確認艙位；(4)準備或製作交貨單或碼頭收據；(5)處理公共運送人之提

單或其他運送單據；(6)代辦領事簽證；(7)安排貨物存倉；(8)代辦貨物保險；(9)代辦貨物通關；

(10)視個別情況要求，發出貨通知給銀行、託運人或受貨人；(11)代貨主處理運費或其他費用的

支付或墊付事宜；(12)協調出貨地至航行過程中之貨物運送事宜；(13)對於貨物運送的相關事宜

諸如信用狀、檢驗或許可證等，提供專業的諮詢。(中文為本文自行翻譯)] 
99 46 U.S. Code § 40102: “The term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means a common carrier 
that—(A) does not operate the vessels by which the ocean transportation is provided; and (B) is a 
shipper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 ocean common carrier.” 
100 46 C.F.R. § 515.2(K):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services refers to the provision of 
transportation by water of carg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foreign country for compensation 
without operating the vessels by which the transportation is provided, and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1) Purchasing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from a common carrier and offering such services for resale to 
other persons; (2) Payment of port-to-port or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charges; (3) Entering into 
affreightment agreements with underlying shippers; (4) Issuing bills of lading or other shipping 
documents; (5) Assisting with clearing ship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U.S. government regulations; (6) 
Arranging for inland transportation and paying for inland freight charges on through transportation 
movements; (7) Paying lawful compensation to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8) Coordinating the 
movement of shipments between origin or destination and vessel; (9) Leasing containers; (10) Entering 
into arrangements with origin or destination agents; (11) Collecting freight monies from shippers and 
paying common carriers as a shipper on NVOCC's own behalf. [(1)向公共運送人購買艙位，並將此服

務轉售；(2)洽取港到港之費用或複合運送之費用；(3)與履行託運人簽定運送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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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託運人身分與運送人訂定運輸契約」，可以「可以向託運人收取運費」。 

有關 NVOCC 監管規範之伊始，可溯及至 1940 年代 101。當時美國的海事委

員會(United State Maritime Commission)必須決定 Alaskan Rates102案中的當事人

是否該當於 1916 年海運法 103所訂之公共運送人(common carrier)104。1961 年，

美國海運當局(Federal Maritime Board)年發布「海運公共運送人──快遞公司、卡

車公司與其他無船運送人之地位」(Common Carrier by Water—Status of Express 

Companies, Truck Lines and Other Non-Vessel Carriers)，這份報告的結論中提到

「個人或企業機構在滿足某些條件之下可能會被歸類為海運公共運送人」105：首

先，該個人或企業機構必須「建立並維持一定之運費表，以廣告招攬或其他方式，

藉以凸顯自己係提供洲際或國際貿易上的海運服務」106；其次，「無論該個人或

企業機構是否擁有或控制運輸工具，他們必須以自己名義或以履行運送人

(underlying carrier)之名義，安排貨物運送，並承擔貨物運送責任，或具有依法應

負之貨物安全運送責任」107。 

1984 年美國海運法生效實施後，正式肯定 NVOCC 於法律與海運公共運送

人(common carrier)地位平等 108，因此適用海運法中關於運送人之規定，例如其

                                                                                                                                                        
(4)簽發載貨證券或其他相當之運輸單據；(5)依照美國法規協助貨物清關；(6) 於連續運送時，安

排內陸運送並支付該運費；(7)支付合法的賠償金予海運承攬業；(8)在出貨地或目的地與航行過

程之中，協調貨物運輸事宜；(9) 租賃貨櫃；(10)與出發地或目的地之代理簽訂協議；(11)向託運

人收取運費，並以自己為託運人本人向實際運送人支付運費。(中文為本文自行翻譯)] 
101 Kehagiaras, A. D., Duty Call: Do NVOCCs Have a Duty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Make a Ship 
Seaworth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Maritime Law Journal, 27, 47, (2014). 
102 1970 FMC Report, at 16 (1970), as cited in Id. at 47. 
103 Act of Sept. 7, 1916, ch. 451, 39 Stat. 728 (1914) (codified as amended at former 46 U.S.C. app. §§ 
801-842). 
104  "Common carrier by water": "a common carrier by water in foreign commerce or a common 
carrier by water in interstate commerce on the high seas or the Great Lakes on regular routes from port 
to port. "Other person subject to this Act" to mean any person not included in the term "common carrier 
by water, carrying on the business of forwarding or furnishing wharfage, dock, warehouse, or other 
terminal facil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a common carrier by water. Id. 
105 Kehagiaras, A. D., supra note 101, at 50. 
106 Id. 
107 Kehagiaras, A. D., supra note 101, at 50-51. 
108 王肖卿，承攬運送業之坎坷租船路：http://www.cdnsp.com.tw/article/art103/140923.html (最後

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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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定聯運運費(through rate)，且無須在其申報之運價表上列明聯運費率中之內

陸運費 109。 

第二款 1998 年海運改革法 

1998 年海運改革法(the Ocean Shipping Reform Act of 1998)新創一名詞「海上

運輸中間人」(ocean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ries，下簡稱 OTI)，將無船公共運送

人(NVOCC)與海運承攬運送人(OFF)並列，統稱為 OTI110。惟比較修法前後對二

者之定義，可發現除了在法條順序上的排列不同以外，其定義內容並無改變，故

有論者認為此舉係由於無船運送人(NVOCC)的快速發展，不僅對運送人產生威

脅，其兼併港內裝卸業，跨界經營裝卸，亦使裝卸公司同感威脅，故在法律遊說

下促使立法者刻意藉由海上運輸中間人 (OTI)一層，貶抑無船公共運送人

(NVOCC)在海運法之位階，使其較公共運送人為低 111。 

此外，本法中有關海上運輸中間人(OTI)規定之主要變革，在於其正式授予

主管機關行政立法權 112；且無船運送人(NVOCC)與海運承攬運送人(OFF)皆須依

行政法規向主管機關申請營業執照 113。再者，本法強制規範海上運輸中間人(OTI)

除須領得執照外，尚須提供足額之財務保證，例如：提出保證金、保險，或其他

經委員會認可之保證方式，再送財政部接受之保證公司認證，以取得其簽發之財

務責任保證書，方能以海上運輸中間人(OTI)身分於美國境內營業 114。最後，本

法強化主管機關之監理權限，授權主管機關針對違規營業者，可撤銷其營業執

                                                      
109 46 U.S. Code § 40501. 
110 46 U.S. Code § 40102 (19) “OCEAN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RY.—The term “ocean 
transportation intermediary” means an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or a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 
111 王肖卿，同註 108。 
112 鄔德傳，海運承攬運送業運送責任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5 年，頁 14。 
113 46 U.S. Code § 40901. 
114 46 U.S. Code § 4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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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115，並有對於申訴案件之調查權，可針對任何可能之違法行為或違法協議進行

主動調查；其尚得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訴請禁制令以減少不當競爭 116。 

  中國 第五項

承第二章所述，中國區分海運承攬運送業為二業別：一為「貨運代理業」，

係承襲自英文”forwarding agent”之概念而來；二為「無船承運業」，係自貨運

代理業演變而來 117。二者分屬不同的主管機關所管轄，並有各自的法源。但在私

法責任上，正如學者傅廷中 118所見，無船承運業與運送人之間在法律上沒有必然

的聯繫，因為「國際海運條例」要解決的是市場准入的資格問題，不涉及運送契

約中權利、義務。無船承運業在海上運輸中扮演之角色，應視特定航次的具體情

況而定。而在判決實務上，法院確實需要結合具體案情綜合判斷──「簽發提單

的不必然就是無船承運人(無船承運業者)，表明其是貨運代理人的有時候卻履行

了運送人的義務」
119。茲分述相關規範如下。 

第一款 國際貨運代理業 

一. 公法規範 

國際貨運代理業於行政上的主要規定為於 1995 年發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貨代管理規定」)，其立法宗旨在於

保障進出口貨物收貨人、發貨人和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的合法權益，促進對外

                                                      
115  Passas, Nikos & Jones, Kimberly, The regulation of non‐vessel‐operating common carriers 
(NVOCC) and customs brokers: Loopholes big enough to fit container ships, 14 JOURNAL OF 
FINANCIAL CRIME 86 (2007). 
116 46 U.S. Code § 41307. 
117 Guo Ping & Yingying Li, Freight Forwarder and NVOCC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Practice 
and Law, 16 ASIAN BUS. LAW. 114 (2015) 
118 傅廷中，在爭論中求發展的無船承運業務──中國無船承運人行業回顧與展望，中國船代協會

通訊，第 2 期，頁 25，2004 年，轉引自孟雨，同註 36，頁 18。 
119 孟雨，同註 36，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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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發展；以及於 1998 年發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管理

規定實施細則」(以下簡稱「貨代實施細則」)，其制定目的為維護國際貨運代理

市場秩序，加強對國際貨運代理業的監督管理，促進中國國際貨運代理業的健康

發展。主管機關為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 

依貨代管理規定第 2 條對「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業」的定義為：「接受進出口

貨物收貨人、發貨人的委託，以委託人的名義或以自己的名義，為委託人辦理國

際貨物運輸及相關業務並收取服務報酬的行業。」120，同法第 17 條 121則為對其

業務內容的描述。然而，貨代實施細則第 32 條 122亦對貨運代理之業務內容訂有

規範，但貨代實施細則特別強調貨運代理可以提供中轉及相關的短途運輸、租船、

包機等服務，有論者認為，應當解釋該規定係指貨運代理「以代理人名義」為

之 123。 

次依貨代實施細則第 2 條規定：「國際貨運代理企業作為代理人從事國際貨

                                                      
1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 2 条：「本规定所称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是

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国

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并收取服务报酬的行业。」  
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 17 條：「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接受委

托，代为办理下列部分或者全部业务：  
  (一)订舱、仓储；  
  (二)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拼装拆箱；  
  (三)国际多式联运；  
  (四)国际快递，私人信函除外；  
  (五)报关、报检、报验、保险；  
  (六)缮制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交付杂费；  
  (七)其他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在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从事前款有关业务，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经有关主管机关注册」 
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 32 条：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可以作为

代理人或者独立经营人从事经营活动。其经营范围包括 
  （一） 揽货、订舱（含租船、包机、包舱）、托运、仓储、包装； 
  （二） 货物的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拨、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三） 报关、报检、报验、保险； 
  （四） 缮制签发有关单证、交付运费、结算及交付杂费； 
  （五） 国际展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六） 国际多式联运、集运（含集装箱拼箱）； 
  （七） 国际快递（不含私人信函）； 
  （八） 咨询及其他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123 孟雨，同註 3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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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代理業務，是指國際貨運代理企業接受進出口貨物收貨人，發貨人或其代理人

的委託，以委託人名義或者以自己的名義辦理有關業務，收取代理費或佣金的行

為。國際貨運代理企業作為獨立經營人從事國際貨運代理業務，是指國際貨運代

理企業接受進出口貨物收貨人，發貨人或其代理人的委託，簽發運輸單證，履行

運輸合同並收取運費以及服務費的行為」。本規定將國際貨運代理作為純粹代理

人和獨立經營人時的法律地位區分開來 124，而所謂的「獨立經營人」，係指貨運

代理業進行無船承運業務而言 125。 

有論者指出，1995 年頒布的貨代管理規定第 2 條關於貨運代理業之定義，

以及同法第17條關於貨運代理業的業務「都屬於傳統貨運代理的代辦貨運業務，

絲毫未涉及現代國際貨運代理業擴展出來的獨立經營人」126業務。但是 1998 年

發布的貨代實施細則第 2 條，卻規定貨運代理「既可以作為傳統貨運代理人，又

可以作為獨立經營人，這就背離了國際貨物運輸業管理規定，同時也與國際海運

條例相衝突」127。 

又依貨代管理規定第7條 128、第8條 129及貨代實施細則第8條 130、第9條 131，

                                                      
124 高双燕，同註 35，頁 7。 
125 傅廷中，同註 118，頁 25，轉引自孟雨，同註 36，頁 2； Guo Ping & Yingying Li, supra note 
117。 
126 孟雨，同註 36，頁 2。 
127 孟雨，同前註。 
128 第 7 条 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根据其行业特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从事

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必要的营业设施；(三)有
稳定的进出口货源市场。 
129 第 8 条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经营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500 万元人民币；  
130第 8 条 《规定》第七条规定的营业条件包括：（一） 具有至少 5 名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3
年以上的业务人员，其资格由业务人员原所在企业证明；或者，取得外经贸部根据本细则第五条

颁发的资格证书；（二） 有固定的营业场所，自有房屋、场地须提供产权证明；租赁房屋、场地，

须提供租赁契约；（三） 有必要的营业设施，包括一定数量的电话、传真、计算机、短途运输工

具、装卸设备、包装设备等；（四） 有稳定的进出口货源市场，是指在本地区进出口货物运量较

大，货运代理行业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潜力，并且申报企业可以揽收到足够的货源。 
131 第 9 条 企业申请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经营范围中如包括国际多式联运业务，除应当具备《规

定》第七条及本细则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中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从事本

细则第三十二条中有关业务 3 年以上；（二） 具有相应的国内、外代理网络；（三） 拥有在商务

部登记备案的国际货运代理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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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立條件之最低資本額為 500 萬元人民幣，須取得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頒發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貨物運輸代理企業批准證書」，並且必須有與其從事的國

際貨物運輸代理業務相適應的專業人員與固定的營業場所和必要的營業設施，而

所謂「專業人員」，係指至少須有 5 名從事國際貨運代理業務 3 年以上的業務人

員，其資格由業務人員原所在企業證明，獲取的專業機構的資格證書。上開規定

皆定有罰則，對違反行政程序或不當競爭等違法行為者，主管機關可處以行政罰，

並追究其刑事責任 132。 

二. 私法規範 

現行的法律框架係以民事、商事法律為基礎。參酌「民法通則」第 4 節對代

理的規定與「合同法」133對國際貨運代理人的權利義務與其他契約主體的關係與

責任之規範；此外，當國際貨運代理作為運輸契約的主體時，其責任則受到「海

商法」的調整 134。 

自前述之規定可知，貨運代理企業可能作為代理人以委託人名義或自己名義

從事有關業務，如代為訂艙、代辦保險等，或者將貨物寄存於自己控制的倉庫中

而直接成為保管人，或者成為簽發運輸單據、履行運送契約的獨立經營人，形成

多樣、複雜的法律關係。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於 2012 年 1 月 9 日頒布，5 月 1

日施行「關於審理海上貨運代理人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解決其間之責

任問題。 

貨運代理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要情形有：無權代理、越權代理的責任；違約責

任；與第三人聯合損害貨主的利益，或者與貨主串通損害三人利益之連帶責任；

由於其故意過失而造成第三人之損害的賠償責任；其未及時表明與委託人的代理

                                                      
132 管理規定第 23 條至第 26 條；實施細則第 46 條至第 48 條。 
133 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亦如同英國，定有「標準交易條件」，但只有在契約中有明確定入者才

具有效力。 
134 高双燕，同註 3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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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第三人可選擇由委託人或代理人承擔責任；其違反相關行政法規之行政責

任 135。 

第二款 無船承運業 

一、公法規範 

關於無船承運業務的行政法規有 2001 年，由國務院頒布之「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際海運條例」(以下簡稱「海運條例」)、2004 年由交通運輸部頒布之「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海運實施細則」)、2010 年由交

通運輸部頒布之「關於實行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保證金責任保險的通知」，以及

2010 年由交通運輸部頒布之「關於公布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者運價備案實施辦法

的公告」。 

依海運條例第 7 條第 2 款規定：「稱無船承運業務，是指無船承運業務經營

者以承運人身分接受託運人的貨載，簽發自己的提單或其他運輸單證，向託運人

收取運費，通過國際船舶運輸經營者完成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承擔承運人責任的

國際海上運輸經營活動」。故實務上亦經常稱經營無船承運業務者為「無船承運

人」。而其實施細則第 3 條第 4 款 136對無船承運業之營業範圍之規範，主要在於：

「確立無船承運業係以承運人(即臺灣所稱之運送人)身分與託運人訂定運輸契

約」，可以「收取運費」。 

                                                      
135 孟雨，同註 36，頁 47-48。 
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第 3 条第 2 款：无船承运业务，是指《海运条例》第

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业务，包括为完成该项业务围绕其所承运的货物开展的下列活动 
    （1）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订立国际货物运输合同； 
    （2）以承运人身份接收货物、交付货物； 
    （3）签发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 
    （4）收取运费及其他服务报酬； 
    （5）向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或者其他运输方式经营者为所承运的货物订舱和办理托运； 
    （6）支付港到港运费或者其他运输费用； 
    （7）集装箱拆箱、集拼箱业务； 
    （8）其他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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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海運條例第 8 條，無船承運業者須向主管機關辦理提單登記，並交納保

證金 80 萬元人民幣，存入中國境內的銀行；其交納目的係用於支付無船承運人

不履行義務所產生之債務及罰款，但保證金及利息歸於無船承運業者所有。惟相

較於貨運代理所繳納之保證金，無船承運人之保證金屬於凍結資金，業者無法靈

活運用該筆資金，故交通運輸部又於 2009 年推出「保證金責任保險制度」，業者

可自由選擇繳納保證金或訂立保證金責任保險 137。無船承運業如同船舶運輸業，

其運價應向交通運輸部備案，並且不得以低於正常，合理水準的運價提供服務，

妨礙公平競爭或其他損害交易對方或者國際海上運輸市場秩序的行為。若國際海

上運輸業務經營者、國際海運輔助業務經營者有海運條例第 35 條和海運實施細

則第 38 條規定情形的，可依照海運條例第 35 條的規定請求交通部實施調查，交

通部亦有開處行政罰等限制性措施之權利。 

最後，與臺灣不同的是，中國尚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

適用於確認海事案件的管轄權，並解決管轄權競合的問題。 

二、私法規範 

 無船承運人的私法責任，適用「海商法」以及相關國際條約 138。其承擔法律

責任的主要情形有：在不該當法律規定之免責條件的情況，對貨主的損害賠償責

任；與第三人簽訂契約時，承擔當事人的義務與責任，例如，因貨物申報不實而

對實際運送人造成損失之損害賠償責任；違反相關行政法規的行政責任 139。 

三、中國無船承運人與美國 NVOCC 之異同 

美國與中國對本行業之規範，同樣強調：(一)業者是「以自己為託運人名義，

                                                      
137 馬得懿，公私法接軌模式下無船承運業務的系統性監督,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

报,第 4 期，頁 105-106，2014 年。 
138 孟雨，同註 36，頁 47。 
139 孟雨，同註 36，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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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運送人簽約」；(二)業者以運送人身分提供運送服務；(三)業者可以收取運費。 

其間之主要差異在於：(一)美國並未如中國明文規定業者與託運人間成立運

送契約關係。(二) 美國之規定係強調業者「不經營」船舶 140，中國則強調業者

為「不擁有」船舶。而中國學者間對於所謂「無船」、不擁有船舶的概念，應如

何解釋？則有爭論。按聯合國船舶登記條件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ditions for Registration of Ships, 1986)規定：「船舶經營人，是指所有人或光船

租賃人或經正式轉讓承擔所有人或光船租賃人之責任的其他任何自然人或法

人。」，通說亦認為無船承運業者不得以光船租賃方式經營船舶 141；而航次租船

人、定期租船人可否為本業則似仍無定見 142。三、美國 NVOCC 不必然簽發自

己的提單或者其他運送單據，其係按託運人之請求始簽發之；而中國無船承運人

則必須以運送人身分簽發自己的提單或者其他運送單據。 

  臺灣 第六項

海運承攬運送業為臺灣航業法所列之特許行業，須經主管機關核發營業證照，

始可經營，然其貨物運送責任於法並無特別規範。按海商法第 5 條規定：「海商

事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故海運承攬運送

業之貨物運送責任原則上應適用民法「承攬運送」一節。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款 航業法 

按航業法第 1 條可知，本法之立法宗旨，亦即監管之目的在於：健全航業制

度，促進航業發展，繁榮國家經濟。而本法對海運承攬運送業之規定始於 1981

                                                      
140 孟雨，同註 36，頁 17。 
141 吴琼，无船承运人制度的法律研究，中国海事，頁 33，2006 年 3 月 8 日；孟雨，同註 36，
頁 15；陈晨，论无船承运人法律地位及所涉法律关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學碩士學位論文，頁 1，
2008 年 10 月。 
142 吴琼，同前註；孟雨，同註 36，頁 17-18。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年，當時航業法第 2 條第 4 款定義：「船舶貨物承攬業：指以自己名義，為他人

計算，使船舶運送業運送貨物而受報酬之事業」。1995 年修正該條款名稱為「海

運承攬運送業」，其定義則維持不變。2013 年修法前，航業法第 48 條規定：「海

運承攬運送業除船舶運送業兼營者外，不得租、傭船舶，運送其所承攬貨物」。 

對此，論者有認為航業法限縮海運承攬運送業之經營型態，即無民法第 663

條規定：「承攬運送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得自行運送物品。如自行運送，其權

利義務，與運送人同」之適用，而僅有按民法第 664 條，簽發提單之擬制介入 143。

亦有論者認為，「民法以是否自為運送作區分，但航業法則僅承認接受委託，使

船舶運送業運送物品部分，未對自為運送部分作規範」144。修法後，同法第 41

條(原前述之第 48 條)修正為：「海運承攬運送業除船舶運送業兼營者外，不得光

船承租船舶，運送其所承攬貨物。」，立法者並於該條之立法理由中，承認海運

承攬運送業得以論程或論時傭船方式，運送其所承攬之貨物 145。 

關於其設立規定，按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6 條：「海運承攬運送業之

實收資本額不得少於新臺幣 (以下同) 七百五十萬元。每增設一分公司應增資一

百五十萬元」。又按航業法第 39 條：「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申請核發許可證

時，應繳交一定金額之保證金，或依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承攬運送責任保

險」。而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20 條亦有類似中國對無船承運人提單登記之

規範，要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應將其提單正本之樣本，向航政機關辦理登記；惟

臺灣航政機關並沒有將承攬業者登記之提單樣本對外公布，如此一來，一般託運

人似仍無法藉此分辨其所持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之運輸單據是否即為提

單。 

                                                      
143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7。 
144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181。 
145 2013 年 1 月 11 日航業法第 41 條立法理由：「海運承攬運送業得以論程及論時傭船方式，運

送其所承攬之貨物，惟『光船租賃』因涉及『船舶運送業』營運業務之範疇，需具有『船舶運送

業』資格並依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報經當地航政機關備查後始得為之。考量船舶運送業與

公共運輸人（Ocean Common Carrier） 之特性，爰酌作文字修正，俾使文義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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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處罰規定，按航業法第 51 條、第 57 條，僅有違反行政規定所處之行

政罰，未如美國尚有對於其違反競爭之違法行為處以行政罰之權限。至於主管機

關之權限，綜觀航業法全文，僅有第 43 條第 2 項提到：「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最低

資本額、外國籍海運承攬運送業設立分公司經營業務之營運資金、籌設申請、許

可證之核發與換發、公司變更登記、營運、管理、保險金額、保證金及證照費收

取等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由此可知，本法僅授權主管機關管理最低

資本額、最低營運資金、籌設申請等事。而目前航業法修正會議 146的相關討論

主要在於是否應訂定海運承攬運送業具有 NVOCC 的法定身分，及比照船舶運送

業需報備運價表。 

 學者對於航業法海運承攬運送業之規定「未能就現時需求因應作完善之修

正」147早有批評。有鑑於海、陸、空運之安全性與服務品質已達到一定的水平，

多式運送的運送方式業已為常態，承攬運送業的業務重點自單純的「安排運送」

轉變為「安排符合各國貿易相關法規的運送」，以及提供客戶其他附加價值的服

務(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然本法仍沿襲民法「承攬運送」之舊有規定，

且將承攬運送業證照切割成海運、空運與鐵、公路運三者，阻礙海運承攬運送業

的進步發展，有待改進 148。 

第二款 民法 

按民法第 660 條：「稱承攬運送人者，謂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

運送人運送物品而受報酬為營業之人。承攬運送，除本節有規定外，準用關於行

紀之規定。」本節規定之承攬運送人，為使運送人運送物品而為營業之人，而運

                                                      
146 參「研商航業法有無訂定海運承攬運送業具有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之法定身分及比照船

舶運送業需報備運價表之必要性會議紀錄」，交通部，2014 年 12 月 22 日。 
147 尹章華、彭銘淵，海事行政法(下冊)，頁 808-809，1995 年 11 月。 
148 尹章華、彭銘淵，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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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之方式不限。其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計算，僅其與相對人發生法律關係，學說

稱此為「間接代理」。通說認為海運承攬運送業適用本節之規定，惟尚有學者認

為，從海運承攬運送業之實務運作以觀，承攬運送業並非單純僅行承攬運送，其

業務尚包括貨物品質管控、包裝等其他服務，故較類似民法「行紀」之性質 149。

而德國於1998年修法以後，其承攬運送人可以自己之名義或委託人之名義行事，

且已不準用行紀之規定，學說及法院實務有主張承攬運送人為統籌安排與完成運

送所訂立的契約為利益第三人契約之趨向 150。 

又按民法第 663 條：「承攬運送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得自行運送物品。如

自行運送，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及第 664 條：「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

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不得另行請求報酬」，

海運承攬運送人可能因其行使介入權，而承擔運送人之權利義務；或因介入之擬

制而被視為承攬人自己運送，不得另行請求報酬。關於後者之法律解釋，通說認

為，所謂「被視為承攬運送人自己運送」，亦即海運承攬運送人應承擔運送人之

權利義務 151。惟海上運送人的權利、義務之規定多量身打造於海商法之中，故

海運承攬運送人應如何適用海商法之規定，即為本文第五章的討論重點。本文以

下僅先就「非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說明其權利、義務與責任之相關規

定。 

一. 承攬運送人、委託人與運送人之關係 

承攬運送人與委託人之間成立承攬運送契約，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間

成立運送契約，故原則上承攬運送人應對委託人負承攬運送人責任，而運送人應

對承攬運送人負運送責任。惟如海上運送人符合海商法之免責規定時，則僅承攬

                                                      
149 林誠二，債編各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中)，頁 478-479，2015 年 6 月。 
150 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頁 369，2004 年 9 月。 
151 不同見解，如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7 年度重上字第 565 號判決將之解釋為：「上開規定僅

明示承攬運送人不得另行請求報酬而已，尚非承攬運送人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

發提單於委託人者，即擬制視同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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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人須對委託人負責。 

二. 承攬運送人之義務 

(一) 完成運送之義務 

按民法第 661 條：「承攬運送人，對於託運物品之喪失、毀損或遲到，

應負責任。但能證明其於物品之接收保管、運送人之選定、在目的地之交付，

及其他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未怠於注意者，不在此限。」由此可知，其

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完成運送任務 152。又按其修法理由，「承攬運

送人不自為運送，則與運送有關事項，並非其所能完全掌握，不應令其負注

意義務」，故其僅須就「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證明其已盡注意義務，即

可免責。 

(二) 為委託人計算之義務 

承攬運送人應將承攬運送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託人義務，非有急迫

情事，並得推知允許變更者，不得違背指示(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77

條、第 535 條前段、第 536 條)；將金錢、物品及孳息交付與委託人之義務(民

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77 條、第 542 條)；保管占有委託人交付而用以託

運之運送物之義務，並適用寄託之規定(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83 條第 1

項)；對於瑕疵或易腐敗之託運物，有為委託人利益而為處置之義務(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84 條)。承攬運送人基於對運送人之契約所取得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應移轉於委託人(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77 條、第 541 條)153。 

三. 承攬運送人之責任 

(一) 債務不履行責任 

                                                      
152 尹章華、彭銘淵，同註 147，頁 799-800。 
153 史尚寬，債法各論 ，頁 627，197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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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999 年民法第 661 條之修正理由 154，承攬運送人所負之責任為抽象

輕過失之中間責任，而運送人所負之責任為無過失之事變責任。在舉證責任

方面，承攬運送人受過失推定責任，委託人不必舉證承攬運送人有故意過失，

僅以證明契約存在且有損害即為已足；承攬運送人則須舉證對於託運物品之

喪失毀損遲到無可歸責於己 155。 

(二) 承攬運送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責任 

承攬運送人對其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責任，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

否則原則上適用民法第 224 條之自己責任。惟通說認為運送人並非承攬運送

人之使用人，因此運送物於途中因運送人之過失而喪失、毀損遲到，對承攬

運送人與委託人間之承攬運送契約而言係通常事變，承攬運送人不須負責，

亦無民法 224 條之適用 156。 

(三) 賠償責任 

1. 賠償範圍 

(1) 過失責任 

關於民法第 665條準用民法第 638條第 1項限額賠償之規定，

由於承攬運送人係負推定過失責任(民法第 661 條參照)，故其仍僅

於應負抽象輕過失責任時，始為限額賠償；如其無過失時，則毋庸

負責。至於民法第 638 條第 3 項完全賠償之規定，則當承攬運送人

對託運物品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於與承攬運送有關事項上有故意

                                                      
154 本條 1999 年之修正理由：「承攬運送人與運送人所負之責任不同，前者為中間責任，後者為

事變責任。原條文但書規定承攬運送人之免責事由，以『其他與運送有關之事項』為限，惟承攬

運送人既不自為運送，則與運送有關事項，並非其所能完全掌握，不應令其負注意義務，為符合

承攬運送之本質，爰修正如上。」 
155 戴修瓚，民法債編各論，頁 210，1989 年 10 月，2 版。 
156 林誠二，同註 149，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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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大過失時，按民法第 665 條規定準用之 157。 

(2) 貴重物品 

按民法第 665 條準用同法第 639 條之規定，除託運人於託運時

報明其性質及價值者外，運送人對於其喪失或毀損，不負責任。 

(3) 遲到 

按民法第 665 條準用同法第 640 條，因遲到之損害賠償額，不

得超過因其運送物全部喪失可得請求之賠償額。 

(4) 請求權競合 

如運送物因承攬運送人之故意或過失而喪失、毀損或遲到，委

託人除主張民法 661 條之契約損害賠償請求權外，尚得主張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若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因運送人之故

意或過失所致，因委託人與運送人間並無契約關係，故委託人對運

送人僅得主張侵權行為 158。 

2. 賠償利益之轉付 

海運承攬運送人與海上運送人之責任不同。由於海運承攬運送

人非自行運送，關於運送部分非直接負責 159，因此民法第 661 條

規定其對於託運物品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所負之責任，係在中間責

                                                      
157 邱聰智，債法各論中冊，頁 579，2008 年 8 月。 
158 林誠二，同註 149，頁 486。 
159 戴修瓚，同註 155，頁 208；民國 88 年民法第 661 條修正理由：「承攬運送人與運送人所負之

責任不同，前者為中間責任，後者為事變責任。現行條文但書規定承攬運送人之免責事由以『運

送有關之事項』為限，惟承攬運送人既不自為運送，則與運送有關事項，並非其所能完全掌握，

不應令其負注意義務，為符合承攬運送之本質，爰修正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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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之基礎上負推定過失責任 160；然其對於物品之接收保管、運送

人之選定、在目的地之交付，即為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對其而

言應係在直接責任之基礎上負推定過失責任 161。而海上運送人對

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在通常事變的責任基礎上，負推定

過失的責任(民法第 634 條)，惟其尚有特殊之免責與單位責任限制

事由(海商第 62 條、第 69 條以下、第 21 條)。因此，承攬運送人

與運送人間有四種可能的責任情況，茲分述如下： 

(1) 二者均無法舉證免責 

如在承攬運送人選任運送人怠於注意，又運送人因其未對貨物

之照管盡必要注意義務而導致貨損，此時，運送人應因其違反海商

法第 63 條之義務而對承攬運送人負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承攬運送人亦應按民法第 661 條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2) 二者均可舉證免責 

在二者皆未違反各自之義務的情況下，例如：貨損係發生於運

送人管領貨物之階段，肇因於天災、暴動、航路上之危險等海商法

第 69 條之免責事由所致，且運送人已證明其滿足海商法第 62 條、

63 條之適航性、適載性與照管貨物義務時，其即可主張免責；此

時，如承攬運送人可證明其對於物品之接收保管、運送人之選定等

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皆無過失，則承攬運送人亦不負損害賠償

責任。 

(3) 運送人舉證免責、承攬運送人無法舉證免責 

                                                      
160 戴修瓚，同註 155，頁 207；史尚寬，同註 153，頁 628。 
161 戴修瓚，同註 155，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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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貨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因承攬運送人之過失所致者，

運送人不為此負責。承攬運送人如無法舉證證明其對物品之接收、

保管、運送人之選定等未怠於注意，則僅其須對委託人負損害賠償

責任。 

(4) 運送人無法舉證免責、承攬運送人舉證免責 

如貨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係因運送人不可免責之事由所致，

然承攬運送人未怠於注意而舉證免責，此時則生「賠償利益之轉付」。

因承攬運送人對運送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係為委託人之利益而存

在，並非承攬運送人固有利益受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

660 條第 1 項為他人計算之立法意旨，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讓與委託

人或於受領賠償後交付於委託人 162。委託人本於物上請求權，可

逕向託運物品之無權占有人請求返還 163。此外，委託人尚可依民

法第 225 條第 2 項向承攬運送人主張代償請求權，請求承攬運送人

讓與其對運送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164。 

3. 短期消滅時效 

(1) 民法第 666 條：「對於承攬運送人因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

到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運送物交付或應交付之時起，一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165 

(2) 至於非承攬運送人因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所生之其他債

務不履行責任，則回歸民法第 125 條之規定，時效為 15 年。 

四. 承攬運送人之權利 

                                                      
162 最高法院 21 年上字第 87 號判例參照。 
163 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 119 號判例參照。 
164 林誠二，同註 149，頁 487-488。 
165 修正理由：「承攬運送人之責任不宜較運送人為重，故……修正為一年，以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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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酬請求權 

原則上準用行紀之規定(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用第 582 條參照)；或者

再適用委任之規定(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用第 577 條，再適用第 547 條、

第 548 條參照)。 

(二)費用償還請求權 

承攬運送人因承攬運送相關事項，為委託人之利益而支出之必要費用，

得再加上利息請求委託人償還(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用第 582 條參照)。 

(三) 特殊留置權 

按民法第 662 條：「承攬運送人為保全其報酬及墊款得受清償之必要，

按其比例，對於運送物，有留置權」，適用上限定於「為保全其報酬及墊款

得受清償之必要」。 

(四) 損害賠償請求權 

民法第 665 條準用第 631 條：「運送物依其性質對於人或財產有致損害

之虞者，託運人於訂立契約前，應將其性質告知運送人。怠於告知者，對於

因此所致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此請求權僅得依一般留置權(民法第 928

以下)行使其權利。 

(五) 介入權 

1. 定義及性質 

按民法第 663 條：「承攬運送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得自行運送物

品。如自行運送，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承攬運送人因介入而

成為運送人，其與委託人間除承攬運送契約外，再成立運送契約，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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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條規定行紀人之介入權的意義與性質相同，皆為形成權，係屬有相

對人之意思表示的單獨行為。學說上有認為此承攬運送人形成權之行使，

無待意思表示之成立或到達即具有事實上契約關係 166；惟通說認為為

此時仍適用民法第 94 條、第 95 條關於意思表示之規定，而介入權之行

使應屬默示之意思表示 167。 

2. 賦予介入權之理由 

有學者 168認為，由何人運送，對委託人利益並無不同；承攬運送

人自為運送人，所負之通常事變責任較原來之過失推定責任更重，對委

託人更有保障。惟本文觀察實務現況，委託人通常會事先與承攬運送人

確定實際運送之船隊或卡車公司之聲譽，縱使委託人未明確表示禁止承

攬運送人自為運送或不得更換實際運送人，似亦不代表運送人為何對委

託人之利益並無不同。故本文認為，此處應解釋為：「賦予承攬運送人

介入權係為達成運送任務、滿足委託人之服務要求，而使其有自為運送

之彈性空間」，較切合實務現況。 

3. 拍賣提存權 

委託承攬運送人運送之物不能運送，或委託人撤回運送委託時，如

委託人不於相當期間處分其物，承攬運送人得依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

用第 586 條，再準用第 585 條，拍賣提存之。 

                                                      
166 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7。 
167 史尚寬，同註 153，頁 640；林誠二，同註 149，頁 491；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中)，頁 508，
2007 年。 
168 林誠二，同註 149，頁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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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美國、中國與臺灣之實務判決 第二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法律地位究竟為託運人的代理、本人或為運送人(更確

切的說法應為一新型態的運送人)，在外國多有爭議，必須針對個案進行判斷。

又各國實務對海運承攬運送人之法律地位偶有相似之考量，故本文在此臚列其可

能的法律地位，以之為綱，直接在相類的判決結果之下，比較各國判決之異同。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代理人(Agent) 第一項

第一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委託人之代理人 

第一目 英美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英美之傳統上、歷史上的角色，即係作為委託人之代理

人。在英國 Jones v. General Express169的判決中，有一段經典的描述：海運承攬

業者(freight forwarder)「願意為你發送貨物……到世界的盡頭。它們不會為你承

擔責任，也無須親自運送或使它們的代理人為之。它們僅承諾會找人完成運送工

作，而且只要盡到合理謹慎的選任義務，使被選任人完成運送任務，其即為履約」。

惟觀諸英美之法院實務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法律地位之判斷近年來似有轉變

之趨勢(詳見本節第二項)。本文於此先以 Prima U.S. Inc. v. Panalpina, Inc.170案說

明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代理角色。 
                                                      
169 " willing to forward goods for you ... to the uttermost ends of the world. They do not undertake to 
carry you, and they are not undertaking to do it either themselves or by their agent. They are simply 
undertaking to get somebody to do the work, and as long as they exercise reasonable care in choosing 
the person to do the work they have performed their contract” (1920) 4 LI.L. Rep 127., as cited in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29. {作者整理此段文字為下列判決所引用：C A Pisani and Co Ltd v Brown, 
Jenkinson and Co Ltd (1939) 64 LI L Rep 340, 342.; Hair & Skin Trading Co Ltd v Norman Air 
Freight Carriers and World Transport Agencies Ltd [1974] 1 Lloyd's Rep 443; Carrington Slipways 
(1991) 24 NSWLR 745; Geofizika DD v MMB International Ltd; The Green Island [2010] 2 Lloyd's 
Rep 1; [2010] EWCA Civ 459} 
170 Prima U.S. Inc. v. Panalpina, Inc., 223 F.3d 126 (2d Ci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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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事實 

Westinghouse 電器公司(託運人)委由 Panalpina 公司(承攬運送業者)安排戶到

戶之運送服務。Panalpima 公司沒有簽發提單，其與 Westinghous 公司係訂立書

面契約 171。在契約中，Panalpima 公司對 Westinghous 公司約定會盡己之最高的

注意、監督義務，以確保貨物於戶到戶運送服務之接收 172。又按該定型化契約

之背面條款，約定 Panalpima 公司於選任運送業者、倉儲業者或其他經手貨物之

人，應盡合理的注意(reasonable care)義務 173；而且該定型化契約條款尚約定

Panalpima 公司之責任限額為每貨運(per shipment)美金 50 元。此二間公司近十年

來逾一千筆之交易中皆採取此種契約 174。此外，這次貨物於海運階段係使用平

板櫃(flat-rack)，故 Panalpima 公司又委由知名的 CSM 公司裝載、繫固貨物，且

CSM 公司亦為此次船公司所指定負責碼頭裝卸業務之公司，而 Panalpima 公司並

未對繫固過程詢問或監督 CSM 公司之執行。另一方面，Westinghouse 公司亦從

未要求 Panalpima 公司提供其貨物追蹤之相關資訊。在海上運送階段，船舶遭遇

巨大風浪，該批貨物由於 CSM 公司之過失，平板櫃繫固不良而導致貨物摔落、

毀損 175。 

因此，該貨物所有人 Prima 公司之保險人代位其向船公司、Westinghouse 公

司與 Panalpima 公司，為因 CSM 公司之過失行為所生貨損負賠償責任。船公司

則請求 Westinghouse 公司為該貨損以及因該貨損所生之清潔費用負責。

Westinghouse 公司則主張 Panalpima 公司違反前述契約所約定之注意義務，應賠

償其損害 176。 

地方法院認為：(一)根據 COGSA 規定，Westinghous 公司應為船公司因貨損

                                                      
171 Id. at 127. 
172 “rest assured your shipment will receive door to door our close care and supervision……’’ Id.  
173 Id. at 128. 
174 Id. 
175 Id. 
17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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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的清潔費用與 Prima 公司的貨物損失負直接責任 177。(二)Panalpima 公司違

反與 Westinghous 公司間契約所約定之注意義務，而應為 CSM 公司的過失行為

負責，賠償 Westinghous 公司之損失 178。 

Panalpima 公司不滿此判決結果而提起上訴，並主張其僅是承攬運送業者，

無須補償 Westinghouse 公司之損失。 

本件爭點在於：Panalpima 公司之法律地位是否為運送人？如為運送人，則

其應為 CSM 公司之過失行為負責。 

二. 第二巡迴法院之見解 

法院首先解釋，區分 Panalpima 公司之法律地位是一個混合法律與事實的問

題 179。其認為：(一)NVOCC 的特點是提供併櫃服務與簽發提單，其因自己簽發

提單之行為而應為於該航次所生之事故向託運人負責。承攬運送業者之任務則在

於促進貨物運送：與船公司確認艙位；提供官方文件、港口安排、信用狀交易等

運輸事宜之建議；並使貨物及時裝船 180。(二)有別於運送人、卡車司機、裝卸業

者等人直接經手運送貨物，承攬運業者僅係按客戶之指示安排之 181。(三)承攬運

送業者不簽發提單，因此其不為貨物運送途中所生事故負責 182。(四) 本件，

Panalpima 公司未簽發提單、亦無裝併貨物之行為，其僅係受 Westinghous 公司

之委託而安排貨物運送，其行為如同該貨物之「旅遊代理」(travel agent)183。雖

然 Panalpima 公司確實有於契約中提到其將盡注意與監督義務等語，但是承攬運

送業者與運送人的法律性質不同，該約定並無法使承攬運送業者之法律地位轉變

                                                      
177 “Westinghouse was directly liable to United for the spilled silicon;  and directly liable to Prima for 
the broken laser, because Westinghouse had stipulated that it was engaged in a maritime venture, and 
thus subject to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COGSA’’).  46 U.S.C.App. § 1300 et seq.” Id. 
178 Id. at 128-129. 
179 “We apply a de novo standard in this case because the question whether an entity is a freight 
forwarder is a mixed question of law and fact.” Id. at 129. 
180 Id. 
181 Id. 
182 Id. 
183 Id.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為運送人 184。(五)而且，CSM 公司亦為此次船公司所指定負責裝卸貨物之公司，

故應認 Panalpima公司代表 Westinghous 公司委任 CSM 公司的行為已盡承攬運送

業者之義務而無須為 CSM 公司之過失行為負責 185。 

三. 評析 

本件第二巡迴法院認為承攬運送業者與 NVOCC 的主要區別在於是否「裝併

貨物」與「簽發提單」，而簽發提單之行為係使簽發者負運送人責任的主因，未

如我國法院，通常尚會按民法第 664 條規定強調業者的收費方式。 

再者，本件法院認為承攬運送業者之義務在於慎選實際履行運送服務者 186，

這部分則與我國民法第 661 條規定相似，如其已盡此義務則無須為該實際履行運

送服務者之行為負責。惟如裝卸服務係如本件，由承攬運送業者所委任者履行，

則於我國民法第 661 條之解釋上，此似較接近於與「承攬運送有關事項」而非其

毫無監督、控制能力的「運送相關事項」，故縱使承攬運送業者之法律地位為承

攬運送人(而非居於運送人地位)，其按民法第 224 條規定對裝卸業者之過失行為

應非於中間責任之基礎上負責，故可能仍免不了賠償責任。至於承攬運送人可否

主張其應與港區裝卸業者一樣有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則為另一回事。 

最後，法院認為，只要承攬運送業者未簽發提單，其行為僅在於「安排」運

送服務，那麼即使如本件係屬戶到戶運送之案件，涉及陸運、海運、裝卸等服務，

該業者仍僅為承攬運送人，不負運送人責任；惟如於我國，業者似可能會因其安

排陸運之行為被法院認為該當於民法第 663 條之自行運送，而應負運送人責

任 187。 

                                                      
184 Id. at 129-130. 
185 Id. at 130. 
186 Id. 
187 參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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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中國 

 中國上海乾丰公司的案例 188亦顯示了無船承運人在實務上可能被認定為貨

運代理人，茲說明如下： 

乾丰公司接受託運人華晨公司的委託，透過具有無船承運人資格之上海宏達

公司，向實際運送人訂艙。宏達公司接受委託後，履行了訂艙、裝箱、報關等業

務，並提供託運人記載為華晨公司之提單底本。乾丰公司向宏達公司預付代墊運

費 30000 美元，宏達公司出具載明收費內容為海運費之發票。之後，貨物遭到退

關，未能出口，因此宏達公司最終沒有拿到實際運送人簽發的正本提單，宏達公

司也沒有向乾丰公司簽發提單。宏達公司以虧艙費 189為由向乾丰公司收取 8000

美元，卻沒有出具實際運送人收取該筆費用的收據等相關單據。因此，乾丰公司

主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收取虧艙費是運送人的權利，上海宏達公司作

為貨運代理，無權收取該筆費用，應予退還 190。然而，宏達公司主張自己是合

法的無船承運人，其與乾丰公司成立運送契約。 

本案爭點在於：宏達公司的法律地位為何？其是否如同運送人而有權收取虧

艙費？ 

法院認為，宏達公司雖然具有無船承運業務經營資格，但就其事實行為觀察，

其完成訂艙、裝箱、報關等業務，屬於貨運代理業務；且涉案的裝箱單、發票、

提單底本之託運人皆為華晨公司，提單底本的抬頭為實際承運人之公司名，證明

宏達公司在運輸過程中係居於國際貨運代理而非無船承運人之地位，與乾丰公司

                                                      
188 轉引自孟雨，同註 36，頁 51。 
189 英文稱 Dead freight，臺灣稱空艙運費或空載運費，即因託運人未在一定時間內取消艙位又未

使用艙位，造成艙位閒置，船公司因此向託運人收取彌補此項損失的費用。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754。 
190 孟雨，同註 36，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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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形成貨運代理契約，從而沒有收取虧艙費的權利 191。 

由此可知，中國無船承運人身分乃公法上的業別，法院對於當事人權利義務

之判定仍須按照其實際服務行為，個案判斷 192。 

第二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委託人及運送人之代理人 

 根據學者 Jan Ramberg 的觀察 193，承攬運送業者可以發揮「雙重」(dual)代

理的功能──同時為委託人(或稱實際託運人、貨主)及運送人之代理人。傳統上

承攬運送業者為委託人的代理人，而業者也可能因為其優異的攬貨能力而被運送

人視為代理。又由於代理與本人(被代理人)的契約關係，代理人在執行職務時必

須盡到忠實義務(fiduciary duties)194，而忠實義務在此所反映的是：承攬運送人身

兼委託人及運送人的代理人，必須避免自己於自身對雙方的義務之間，產生衝

突 195。學者 David Glass 亦認為承攬運送人有雙重代理的身分，其提到：在貨物

運送的過程中，承攬運送業者可能在不同的部分，分別扮演委託人或運送人的代

理 196。而且，在海運產業中，承攬運送業者此雙重代理的特性，已為英國部分法

院於判決中所接受 197。 

                                                      
191 孟雨，同前註。 
192 邓丽娟，无船承运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认定，世界海运，第 30 卷第 5 期，頁 46，2007 年 10
月。 
193 Jan Ramberg, supra note 15, at 5-14. 
194 係指被信賴託付之一方對他人所應盡的忠誠且篤實的義務，是一種以他人利益優先於自己利

益而為行為的義務。Wex Legal Dictionary,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fiduciary_duty (最後瀏

覽日：2018 年 8 月 22 日)。 
195 Beach Petroleum NL v Abbott Tout Russell Kennedy (1999) 48 NSWLR 1, 46-7, 2014, as cited in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0.  
196 DAVID A. GLASS, FREIGHT FORWARDING 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TRACTS 49-50 (2004), as cited in H. Edwin III Anderson, The Status and Associated Liability of 

Ocean Freight Forwarders, 36 TRANSP. L.J. 121, 132(2009). 
197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1. [作者整理亦考量此雙重代理特性，且不具爭議或被批評的實務

判決：CA Pisani and Co Ltd v Brown, Jenkinson and Co Ltd (1939) 64 Li L Rep 340; Heskell v 
Continental Express Ltd (1950) 83 Li L Rep 438.; Marcan Shipping (London) Ltd. v. Polish Steam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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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本人(Principal) 第二項

在英美法中，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本人(as principal)，或稱之作為運送人

(as carrier)，通常係指同一件事：海運承攬運送人在其與委託人所簽訂之運送契

約中，為運送人(as carrier)，承擔運送人責任；而在其與實際運送人簽訂之運送

契約中，為託運人本人(as principal)，故在此情形下二名詞可相互替代
198。 

第一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獨立契約人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美國法院常猶豫應否採用代理法之原則(the principal of agency law)199，判斷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法律地位 200；且亦有學者認為，由於託運人不能指定承攬

運送業者完成運送任務的方式及對象，因此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的關係應為獨

立契約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201。茲以 Farrell Lines, Inc. v. Titan Industrial 

Group202 說明如下： 

貨主(Titan)透過承攬運送業者(Baltimore Dispatch)向數間運送業者訂艙，其中

                                                                                                                                                        
Co., (1988) 2 Lloyd's Rep 171 (Q.B.D.), as cited in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1.] 
198
 僅在少數判決中，例如：M Bardiger Ltd v Halberg Spedition Aps，承審法官認為系爭承攬運送

業者並非為代理人，亦非為運送人，而為一真正的中介人(a true intermediary)──其居於本人

(principal)地位與其他運送人簽約，但不同於契約運送人(contract carrier)，真正的中介人不承擔運

送人責任，二者不可混淆。然而本案見解後來在 Aqualon (UK) Ltd v Vallana Shipping Corp 案中

未被採納。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4. 
199 英美法系之代理的適用範圍甚廣，包括事實行為、契約行為，依美國代理法之理解尚包括侵

權行為與犯罪行為。其成立關鍵在於中間人「是否為本人之利益而為行為」，而不在於「是否以

本人之名義」。Eric Rasmusen, AGENCY LAW AND CONTRACT FORMATION, 323, Harvard Law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1, (2001). 陳自強，同註 89，頁 52。 
200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69, at 127. 
201 G.H.Ullman 著，連義堂譯，同註 21，頁 7。 
202 Farrell Lines, Inc. v. Titan Indus. Group, 306 F. Supp. 1348 (S.D.N.Y. 1969), affd, 419 F.2d 835 (2d 
Cir. 1969), cert. denied, 397 U.S. 1042 (1970), as cited in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69, at 
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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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航次係由 Baltimore Dispatch 向海上運送人(Farrell Lines)訂艙，從美國運送至

非洲。Titan 支付運費予已宣告破產的 Baltimore Dispatch，然 Baltimore Dispatch

尚未支付運費給 Farrell Lines。Farrell Lines 因此主張，無論根據法律 203或契約 204，

Titan 有義務支付運費給它。Titan 則抗辯 Baltimore Dispatch 實際上身為 Farrell 

Lines 的代理，因此其無須再支付運費予 Farrell Lines。 

本件爭點在於：Baltimore Dispatch 之法律地位為何？Titan 是否應支付運費

予 Farrell Lines？ 

法院認為：(一)承攬運送業者視其所收取的傭金高低，選擇運送人、洽訂艙

位、安排裝運、準備提單等服務。無論是託運人或運送人，對承攬運送人的服務

行為都沒有任何控制力。(二)而且，承攬運送業者可能和眾多契約當事人以外的

託運人及運送人簽約。(三)因此，在缺乏關鍵的控制力及專屬性之要素下，承攬

運送業者並非運送人的收款代理，亦非託運人與運送人交易之代理，而係一獨立

契約人」205。(四)自當事人的實際行為以觀，Farrell Lines 視 Baltimore Dispatch

為運送契約之簽約「本人」(principal)、義務人(obligor)206，Baltimore Dispatch 之

法律地位應為一獨立契約人。從而，Farrell Lines 與 Titan 並無契約關係，沒有對

其收取運費之權利。 

本件判決過後，法院經常援引「獨立契約人」的概念定義海運承攬業者的法

                                                      
203 Id. at 1349.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hipping Act of 1916, 46 U.S.C. §§ 812, 814-817, the 
Transportation Act, 49 U.S.C. §§ 6(7), 906 (c), mandates that the carrier receive full freight. The 
provisions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common carriers from giving preferable or favored treatment to 
particular shippers such that all shippers may book carrier with the carrier pursuant to the rates and 
terms of the carrier's public tariff. The Court held that "as long as someone is liable for the full amount 
of the freight, so there is no overcharge or undercharge, the public interest is protected and the statutes 
are satisfied." Id. (citing Louisville & Nashville R.R. Co. v. Cent. Iron & Coal Co., 265 U.S. 59, 66 
(1924). 
204 Id. Farrell Lines relied on a provision of its Bill of lading which stated that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shall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to the carrier for payment of all freight." Id. The Court 
held that Farrell Lines could not rely on this provision as it had issued Freight Prepaid Bills of lading 
and had otherwise dealt with Baltimore Dispatch as a shipper, stating that "allowing the carrier to recast 
the transaction in a different mold because of the forwarder's insolvency would be most unjust." Id. at 
1351. 
205 Id. at 1350. 
20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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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位 207，且在陸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時，亦有法院認其為「獨立

契約人」208。除非有其他因素指出承攬運送業者係居於代理地位，否則法院傾向

於不使用代理法則分析承攬運送業者與委託人之間的權利義務 209。 

在本件判決發生當時，美國法制上尚未有 NVOCC 之規定，而是否在美國對

NVOCC 制定業別規範，以及漢堡規則提出契約運送人(contracting carrier)之概念

以後，法院在此類判決的判斷標準及論理方式會有所不同？在下述之判決中可見，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第二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契約運送人(Contracting Carrier)

或履約運送人(Performing Carrier) 

 此處所稱之契約運送人，係指承攬運送業者將「全部或部分」的實際運送任

務轉由其他運送人履行；履約運送人則係指承攬運送業者將「部分」運送任務轉

由其他運送人履行。學者觀察英美的案例，發現在承攬運送業者原本就以某些運

送工具之運輸為本業時，此種模式允許其在部分航程以自己為履約運送人，又以

自己名義與其他運送人簽訂從契約，將部分航程交予他運送人履行 210。 

然此二種運送人，在理論及實務上的運送責任或許並無太大的差別。若貨物

發生毀損或滅失，承攬運送業者皆可能得以立於運送人地位，援引運送人之免責

事由；縱然係發生不可免責之情事，其亦可適用運送人之單位責任限制 211。 

                                                      
207 例如 Koninklijke Nedlloyd BV v. Uniroyal, Inc., 433 F. Supp. 121, 128 (S.D.N.Y. 1977); Strachan 
Shipping Co. v. Dresser Indus., Inc., 701 F.2d 483, 488-89 (5th Cir. 1983). 
208 Gulf & W. Indus., Inc. v. Old Dominion Freight Line, Inc,. 633 F. Supp. 688, 1988 AMC 1516 
(1986). 
209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69, at 130. 
210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1-33. 
21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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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英美 

一. Westrac Equipment Pty Ltd v 'Assets Venture'212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ZENTNER)在澳洲本島西部及基林島(Keeling)之柯柯斯

(Cocos)之間承攬貨物運送，其與貨主(WESTRAC)簽約，約定為貨主安排機械貨

物自貨主所在地至目的港(West Island)之運送 213。ZENTNER 提供貨主支撐、固

定貨物之工具，並安排(由次契約人提供之)卡車拖運貨物至裝貨港，再與其他海

上運送人(其中之一為船舶'Assets Venture'的所有人)簽約 214。然而，貨物在轉船

時滅失。 

貨主因此主張 ZENTNER 違反契約，應負賠償責任，並申請對船舶'Assets 

Venture'的禁制令 215。ZENTNER 則抗辯其與貨主之契約間已約定「ZENTNER

會與其他獨立契約人安排系爭貨物之運送」216，故不承擔運送人責任。 

本案爭點在於：ZENTNER 係居於貨主之代理人地位而不負賠償責任？或是

居於運送人法律地位而需負賠償責任？ 

法院認為：(一)契約內容中並未見上開 ZENTNER 所主張之約定，縱然貨主

人知悉 ZENTNER 係與其他人簽約，本件也非屬貨主授權 ZENTNER 為其代理

與他人簽約的情形，而係 ZENTNER 與貨主約定，由 ZENTNER 以自己之名義

(as principal)與他人簽約，安排運送 217。(二) ZENTNER 的營業範圍超乎承攬運

送業者之服務 218。於本案中，其以自己名義親自簽訂契約並交付貨物予其他運

                                                      
212 Westrac Equipment Pty Ltd v 'Assets Venture' (2002) 192 ALR 277. 
213 Id. at 5. 
214 Id. at 6. 
215 “a writ in rem against the ship ‘Assets Venture’.” Id. at 1. 
216 “would arrange with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transport of the [machine] from [the plaintiff’s 
premises] to [West Island].” Id. at 35. 
217 Id. 
218 “The business offered more than the service of a freight-forwarder.” Id.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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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而非運用其作為代理之技巧使其他運送人為貨主運送貨物 219。(三) 

ZENTNER 向貨主收取一總額費用，而其中的運送方式、費用項目皆無須經貨主

之同意 220。綜上，ZENTNER 應對其再簽約之獨立契約人的行為負責 221。 

二. GIC SERVICES, L.L.C., v. FREIGHTPLUS USA, INCORPORATED, 

Industrial Maritime Carriers, L.L.C.222 

託運人(GIC)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FREIGHTPLUS)約定，由 FREIGHTPLUS

為其安排運送貨物(一艘名為”the Rebel”的拖船)。FREIGHTPLUS 無經營船隊運

送，故其又與船務代理(Yacht Path)簽約，而 Yacht Path 再與海上運送人(IMC)簽

訂運送契約 223。FREIGHTPLUS 簽發分提單(house bill of lading)予 GIC，其上登

載正確之卸貨港、運費條件為預付(freight prepaid)，然 IMC 所簽發給 Yacht Path

的母提單(master bill of lading)上，卻登載錯誤之卸貨港，以致於最後拖船卸載於

錯誤之港口，而且該拖船因 IMC 主張其尚未收到運費而受到留置 224。 

GIC 從而請求 FREIGHTPLUS 為其所受之損害負運送人責任；

FREIGHTPLUS 則主張 IMC 為海上運送人，應為其所受損害負責；IMC 又反訴

請求 FREIGHTPLUS 支付運費，並對該拖船訴訟以補償之 225。 

地方法院判決 FREIGHTPLUS 應按其所簽發之提單負運送人之禁反言責任，

賠償 GIC 因此所生之損害；IMC 對 GIC 的損害有百分之三十的過錯，故其應支

付 FREIGHTPLUS 對 GIC 之賠償金額的百分之三十以及律師費。惟，法院後來

修正判決，解除 IMC 支付律師費之義務，FREIGHTPLUS 與 IMC 皆不滿其間之

                                                      
219 “in the instant case it contracted personally to effect delivery of the machine, not to use its skills as 
an agent to obtain a carrier or carriers for the plaintiff.” Id.  
220 Id. at 37. 
221 Id. at 39. 
222 GIC Servs., L.L.C. v. Freightplus USA, Inc., 866 F.3d 649, 673 (5th Cir. 2017). 
223 Id. at 654. 
224 Id. at 654-655. 
225 “IMC counter-claimed against Freightplus and the REBEL in rem to recover its unpaid freight. “ Id. 
at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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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分配而再上訴 226。 

本案爭點在於：(一)FREIGHTPLUS 應否對 GIC 負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二) 

IMC 是否須賠償 FREIGHTPLUS 之損害？在海事侵權行為法下，公共運送人

(common carrier)應補償 NVOCC 因其過失所造成的損害。故在此必須判斷領取

OFF 營業執照的 FREIGHTPLUS 於本案是否居於 NVOCC 之法律地位。 

地方法院在 FREIGHTPLUS 之法律責任的判斷上，認為禁反言原則(the 

doctrine of estoppel)在提單上亦有適用，而且運送人應對於提單上的錯誤登載負

責。本件，GIC 信任 FREIGHTPLUS 提單上對於運費條件及目的港的登載而受

有損害，故 FREIGHTPLUS 應予負責 227。又 FREIGHTPLUS 曾向 GIC 之銀行擔

保其所簽發之提單為唯一之正本提單(the only OBLs [original bills of lading]to be 

issued against this shipment)228，因此法院在此即就其簽發提單之責任為斷，而未

如其他案例明確提出多種判斷當事人法律地位的考量因素。 

至於 IMC 的賠償責任，第五巡迴法院亦肯定地方法院對於 FREIGHTPLUS

的法律地位之判斷，故本文以下僅引用第五巡迴法院之論述：(一)海事侵權賠償

責任之成立限於特定情況 229，其中之一係發生在 NVOCC 與公共運送人之間，

此時，如一方因其過失而造成他方之損害，行為人應補償受損害者之損失 230。(二) 

FREIGHTPLUS 是否為 NVOCC 的判斷，同時涉及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 231。

                                                      
226 Id. at 649. 
227 120 F.Supp.3d 572 (E.D.La. 2015), at 583. 
228 Id. 
229 “Onc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maritime law, maritime tort indemnification is now available only in 
limited situations. Hardy v. Gulf Oil Corp., 949 F.2d 826, 833 (5th Cir. 1992). One of these situations 
arises from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ntities. Cities Serv. Co. v. Lee– Vac, Ltd., 761 F.2d 
238, 240 (5th Cir. 1985) (citing Fed. Marine Terminals, Inc. v. Burnside Shipping Co., 394 U.S. 404, 89 
S.Ct. 1144, 22 L.Ed.2d 371 (1969)); see also LCI Shipholdings, Inc. v. Muller Weingarten AG, 153 
Fed.Appx. 929, 931 (5th Cir. 2005). Supra note 222, at 656. 
230 相同見解見 SPM Corp. v. M/V Ming Moon, 22 F.3d 523, 526–27 (3d Cir. 1994); Ins. Co. of N. Am. 
v. M/V Ocean Lynx, 901 F.2d 934, 937, 941 (11th Cir. 1990). Supra note 222, at 656. 
231 “To the extent this question involves factual issues, ‘‘[m]ixed questions of law and fact are also 
reviewed de novo.’’ Trinity Indus., Inc. v. United States, 757 F.3d 400, 407 (5th Cir. 2014); see also 
Prima U.S. Inc. v. Panalpina, Inc., 223 F.3d 126, 129 (2d Cir. 2000) (reviewing de novo whether party 
was an ocean freight forwarder as a mixed question of law and fact). Id. at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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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OCC 是一種混血型態的業者(hybrid)232，其居於公共運送人地位簽發提單，故

其應對貨物於航行過程中所生之任何情事，向託運人負責 233。(三)雖然

FREIGHTPLUS 並非 IMC 提單所載之託運人，但 FREIGHTPLUS 如同 NVOCC：

(1)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簽發提單；(2)僅由 GIC 支付其費用，故其地位應同

NVOCC234。而且，判斷該業者是否為 NVOCC 的重點在於其實際之行為、功能，

而非該業者之名稱、抬頭 235。因此，本件，FREIGHTPLUS 之地位為 NVOCC，

在 IMC 有過失的情況下，IMC 應為 FREIGHTPLUS 所受之損害負責 236。 

三. 小結 

在 Westrac 案中，ZENTNER 雖然沒有簽發提單，但法院審查其與託運人之

「契約內容」與「實際營業行為」，認為其「居於本人名義與運送人簽約」(因素

1)、「安排自貨主所在地出貨運送至目的港」之約定(因素 2)並收取一總額費用，

其中之費用項目不受託運人之干涉(因素 3)，已超乎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服務範

圍，故澳洲法院認為 ZENTNER 應對其再簽約之獨立契約人的行為負責。 

然而，何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服務範圍？在未對此詳加描述的情況下，似

乎難以預測缺乏任一因素會對判決結果產生何等影響。尤其若按德國、臺灣等地

之承攬運送相關法律，皆未限制業者不可以自己名義與運送人或其他獨立契約人

簽約的情況下，便大幅降低了因素 1 的參考價值；而因素 3 的部分，雖然本案法

院尚對於託運人對該費用項目、運送方式之選擇有無置喙餘地而加以斟酌，但此

                                                      
232 “An NVOCC is therefore something of a hybrid: it is a common carrier 11 vis-`a- vis the shipper, 
but it is itself a shipper vis-`a-vis the ocean common carrier. Ins. Co. of N. Am., 732 F.2d at 301; All 
Pac. Trading, 7 F.3d at 1429–30.” Id. at 657. 
233 “Because of an NVOCC’s role as a common carrier and the issuance of a bill of lading, the 

NVOCC is liable to the shipper if ‘‘anything happens to the [cargo] during the voyage.’’ Prima, 223 

F.3d at 129; see also Landstar, 569 F.3d at 495.” Id. 
234 Id. at 658. 
235 “…an entity’s status as an NVOCC (and as a shipper) depends on its function, not the labels 
ascribed to it by third parties.” Id. 
236 Id. at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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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因素是否足以作為判斷一實體法律地位的主要判準？本文認為，似乎應視個案

狀況而定；至於因素 2，則為現下運輸物流業的趨勢──自港到港的服務延伸至

戶到戶，承攬運送業者是否會僅因此而改變其運送責任？又其「代安排拖車服務」

或「以自有之拖車為陸上運輸」，是否會影響法院對其運送責任之判斷？凡此種

種，在不同的法制下、於個案狀況中，可能有歧異的論理與答案。惟，可以見得

的是：上開因素經綜合判斷，形成一較具體的判斷標準後，反而更能彰顯各項參

考因素之價值；若如本文前述，試僅以單一因素論斷承攬運送業者之法律責任，

則其說服力相對薄弱。 

有別於前案，在 GIC 案中，美國法院透過其為行業監管所設之法律中對

NVOCC 的定義 237，加以解釋，抽繹出其核心特性：(1)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

簽發提單(OFF 則不簽發提單)238；(2)僅由託運人支付費用(OFF 則收取委託人及

運送人給予之報酬)239。法院並認為，居於公共運送人地位簽發提單者，應對貨

物於航行過程中所生之任何情事，向託運人負責。而此判決觀點似與臺灣法制異

中有同： 

(一)在「收費方式」的判準上，臺灣民法第 664 條係以是否「收取總額費用」

為準；而本件則是按業者的收入來源，是否「僅由託運人支付費用」。(二)在法

理基礎上，臺灣在承攬運送業者之貨物運送責任的判斷上，似無直接以公法規範

為適用法的情況；而本件則援引監理規範作為判斷標準。惟若不論其法理基礎，

本件之判斷標準其實與臺灣民法第 664 條之「自己簽發提單」或「收取總額費用」

相似，只是民法較為嚴格，只要構成「單一因素」，承攬運送業者即應負運送人

責任。 

                                                      
237 46 U.S.C. § 40102(16). 
238 “Unlike an NVOCC, a freight forwarder (1) does not issue a bill of lading, Prima, 223F.3d at 129; 
and (2) ‘‘receives compensation for its services both from its customer…… and from the ocean carrier.’’ 
Nat’l Customs Brokers, 883 F.2d at 95; Landstar, 569 F.3d at 495.” Id. at 658. 
23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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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中國 

盛泰案 240中，出口商(盛泰公司)透過貨運代理，委託物流公司(上海海隆达)

運送貨物，上海海隆达接受後，簽發抬頭為「華南物流」、託運人登載為「盛泰」，

並以「華南物流」名義簽發全套正本提單予盛泰之貨運代理，而該提單之運送範

圍為自上海港裝貨至芬蘭科特卡港卸貨，再經內陸運送至目的地莫斯科；貨物裝

船後，上海海隆达亦開具包括訂艙、整櫃費、文件費等項目之兩張「貨物代理發

票」。貨物抵達目的港後，實際運送人地中海航運在未經盛泰公司同意，且未回

收正本提單的情況下，根據其所簽發之不可轉讓之海運單 241放貨給收貨人(進口

商)。然而，盛泰公司尚未收到進口商之貨款，亦未將正本提單交付予進口商。

因此，盛泰公司主張上海海隆达應為此負運送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本案爭點在於：上海海隆达是否居於運送人(大陸稱為「承運人」)地位而應

為盛泰公司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法院按照上海海隆达的實際營業行為，認為其(一)係以託運人身分向實際運

送人訂艙，且簽發提單予盛泰公司，故實際上已從事無船承運人的業務，其法律

地位應同無船承運人。(二)無船承運人責任期間包括自上海至芬蘭以及自芬蘭至

莫斯科的全程運輸。又實際承運人已將貨物放行給海運單記名的收貨人，貨物已

不在無船承運人掌控之下，故上海海隆达應對此局面負直接責任。 

至於上海海隆达未使用經主管機關登記備案的提單、涉案提單的抬頭不符，

且簽發以貨物代理為抬頭之發票(費用項目中不包含「運費」)等情，法院並未於

判決中述及此等事實對法院在判斷業者法律地位時的參考價值，似認為業者(一)

以自己為託運人名義訂艙，並(二)簽發提單予貨主，為主要判斷因素，又綜觀其

                                                      
240 上海海事法院 2009 年沪海法商初字第 752 号。 
241 此種海運單(sea waybill)所載明的收貨人只需在目的港證明自己身份即可提貨。張新平，海商

法，頁 134，2016 年，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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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實大抵未與無船承運人的業務範圍相左，即得心證。 

第三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身兼代理人與本人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可能居於一種「混血」(hybrid)的法律地位，在運送全程

中，一部分以代理人名義安排運送，一部分以本人名義執行任務 242。 

一. The Maheno243案 

本件之承審法官認為：「……被告的責任受其立場之拘束。首先，其作為航

程陸上段收受報酬的運送人和受託人；其次，其對海上航段的責任僅是海上運送

人或託運人之代理的責任。因此，該運單(the consignment note)不應被視為一涵

蓋整個運輸過程的連續(through)提單
244。」 

亦即，承攬運送業者在運輸過程中的某一航段居於運送人、本人的角色，又

以代理的身分協調整個運輸過程。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某一

運送階段自己履行運送任務，但不希望在整個運送過程中承擔更多的責任時
245。 

二. Norfolk Southern Railway Co v James N Kirby Pty Ltd246 

貨主(Kirby)是一間澳洲公司，欲出口 10 只貨櫃從新德里(Sydney)到位於美

國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Huntville)的進口商處，Kirby 將全部的運送事宜交由澳洲

籍的承攬運送業者(ICC)安排。ICC 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as carrier)簽發連續提單

(以下簡稱，ICC提單)給Kirby，其提單內容包含海上段航程應適用美國COGSA247

的單位責任限制的條款以及喜馬拉雅條款，將責任限制條款的適用範圍延伸至獨

                                                      
242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5. 
243 [1977] 1 Lloyd's Rep 81. As cited in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5. 
244 又稱為聯運提單。 
245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5. 
246 NORFOLK SOUTHERN RAILWAY CO. v. KIRBY, 125 S.Ct. 385 (2004). 
247 U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46 USC App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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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之後，ICC 再與船務集團(Hamburg Sud)簽訂運送契約，Hamburg Sud 並簽發

提單(以下簡稱，Hamburg Sud 提單)給 ICC。在 Hamburg Sud 提單中，亦有海上

段航程適用美國 COGSA 單位責任限制的條款，也有置入喜馬拉雅條款及至上條

款，「將 COGSA 責任限制的範圍延伸至包含陸上段的全部運送過程之中」248。

Hamburg Sud 又與鐵路公司(Norfolk)簽約，約定由 Norfolk 負責將貨櫃自卸貨港

運至內陸點。然於美國的陸運階段，因火車出軌而造成美金150萬元的貨物損失。

Kirby 因此提起訴訟，要求 Norfolk 按過失與違約責任等，賠償其損害 249。 

本案爭點在於：Norfolk 可否適用對其較有利的 Hamburg Sud 提單的責任限

制條款，而非 ICC 提單之條款？Hamburg Sud 提單對 Kirby 是否有拘束力？ 

(一) 第十一巡迴法院之見解 

(1)Hamburg Sud 提單上之託運人為 ICC，除非 ICC 係 Kirby 的代理人，

否則 Kirby 未同意該提單條款，即不受該條款之拘束。(2)承攬運送業者之行

為係居於代理人或本人地位，必須依照個案事實判斷。若承攬運送業者以自

己為運送人名義，簽發提單予託運人，則其係居於本人(principal)地位，再

與海上運送人訂定運送契約 250，而本件屬之。(3)又 ICC 已於其提單條款中

表示其為運送全程承擔責任 251，顯示 ICC 與 Kirby 間約定之真意係欲 ICC

以自己名義安排運送，再與其他運送人簽約 252。(4) ICC 提單格式係採取國

際多式運送協會的多式運送提單”FIATA Multimodal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248 ‘‘all agents, servants, employees, representatives, all participating (including inland) carriers and all 
stevedores, terminal operators, warehousemen, crane operators, watchmen, carpenters, ship cleaners, 
surveyors and all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whatsoever.’’ 300 F.3d 1300 (11th Cir. 2002), at 1305. 
249 “Kirby’s claims included negligence and breach of contract, among others.” Id.  
250 Id, at 1305. 
251 ICC was undertaking ‘‘to perform…the entire transport,’’ or ‘‘in [its] own name to proc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ire transport.’’ Id. 
2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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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L)”，而按該提單制定者之原意，使用該種提單之承攬運送業者，代表其

擔任運送人之角色 253。綜上，ICC 係以自己名義與 Hamburg Sud 簽訂運送

契約，故 Kirby 不受 Hamburg Sud 提單之拘束 254。 

(二) 最高法院則認為： 

(1)由於Kirby無法控制 ICC的行為，其間並非傳統所指的代理關係 255。

(2)ICC 與 Kirby 之間的代理關係，僅「限於單一目的」(for a single, limited 

purpose)──ICC為 Kirby 和次運送人簽訂責任限制條款 256。(3)如同 1918 年

Great Northern Railway Co v O’Connor257案之決定，係為符合「卡車產業之

實務慣例」(tracks industry practices)並產生公平的結果(produces an equitable 

result)，本件， Kirby 尚可向 ICC 請求其賠償超過單位責任限額之損失 258。

據此，ICC 應是自居於託運人本人(principal)之地位，與 Hamburg Sud 簽訂

運送契約，僅於雙方同意契約之單位責任限制條款的部分，係代Kirby為之。

從而，Norfolk可合法適用Hamburg Sud提單上對其較有利的責任限制條款。 

(三) 評析 

1. 美國實務對 NVOCC 之代理功能有限縮代理法則適用之趨勢 

第二巡迴法院在 Insurance Co. of N. Am. v. S/S AMERICAN 

ARGOSY259案當中指出 NVOCC 為一種運送型態的混血(hybrid)，其對貨

                                                      
253 “Commentary from the drafters of the FBL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FBL form is used, the freight 
forwarder assumes the role of carrier and therefore becomes a principal. See Jan Ramberg, The Law of 
Freight Forwarding and the 1992 FIATA Multimodal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7 (1993) (chair of the 
FIATA committee that initially drafted the FBL explaining that ‘‘[b]y use of FBL the freight forwarder  
progresses from the legal jungle and clearly establishes himself as a carrier with carrier liability’’). Id. 
at 1306. 
254 Id. 
255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traditional indicia of agency, a fiduciary relationship and effective control 
by the principal, did not exist between Kirby and ICC. See Restatement (Second) of Agency § 1 
(1957).” NORFOLK SOUTHERN RAILWAY CO. v. KIRBY, 125 S.Ct. 385 (2004), at 399.  
256 Id. 
257 232 US 508 (1918). 
258 Id. at 299. 
259 732 F.2d 299, 1984 A.M.C. 1547 (2d Ci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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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而言為公共運送人，應負運送人責任；然對於海上運送人而言，

NVOCC 僅是貨主的代理人 260。此時，海上運送人所簽發之提單條款對

貨主之效力，以往地方法院多援引 Stolt Tank Containers, Inc. v. Evergreen 

Marine Corp261案之判斷邏輯，認為只要貨主有收到通知，知悉貨物按

該提單所載已裝船，則該提單條款對貨主而言應屬有效 262。 

第九巡迴法院在 Kukje Hwajae Ins. Co., Ltd. v. M/V HYUNDAI 

LIBERTY263案中，則係以 NVOCC 為貨主之代理乃商業習慣為由，亦認

NVOCC 為託運人之代理人，因此貨主應受海上運送人所簽發給

NVOCC 之提單當中的訴訟法院選擇條款之拘束 264。惟此代理關係，是

總體而言存在於 NVOCC 與運送人簽訂運送契約的行為之中？或僅存

在於 NVOCC 與運送人簽訂的特定提單條款之間？最高法院於 Kirby 案

中認為 Kirby 無法有效控制 ICC 之行為，其間之代理關係僅存於 ICC

為 Kirby 與實際運送人簽訂之「責任限制條款」而已 265。但不同的是，

法院稱 ICC 為「中介者」，未如同前述案例係明確涉及”NVOCC”之法律

地位。 

至此，雖然可以肯定美國法院對於 NVOCC 之代理功能係採限縮解

                                                      
260 “……the NVOCC is a hybrid; it is a common carrier with respect to the shippers who use its 
services; as such it files a rate tariff with the 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and is subject to all laws 
governing common carriers. With respect to the vessel and her owner, however, the NVOCC is an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thus merely a customer—indeed, only one customer among hundreds on any 
given voyage.” Id. at 301 (emphasis added) (citing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R.R. Co. 
v. Acme Fast Freight, Inc., 336 U.S. 465,467-68 (1949). 
261 962 F.2d 276, 1992 AMC 2015 (2d Cir. 1992). 
262 Ultimo Cabinet Corp. v. M/V MASON LYKES 1991 AMC 1343 (S.D.N.Y. 1991). ; Orion Ins. Co., 
PLC v. M/V "HUMACAO” 851 F. Supp. 575, 1994 AMC 1922 (S.D.N.Y. 1991). ; Jockey Int'l, Inc. v. 
M/V "LEVERKUSEN EXPRESS” 217 F. Supp. 2d 447, 2002 AMC 2377 (S.D.N.Y. 2002). Id. at 
217-220. 
263 294 F.3d 1171, 2002 AMC 1598 (9th Cir. 2002). 
264 “That is because the commercial role of an NVOCC, as well as the facts of this case,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Glory Express was acting as Doosan's agent when it accepted the Hyundai bill of lading. 
As a result, Doosan—and thus Plaintiff, as Doosan's subrogee—are bound by the forum-selection 
clause in the Hyundai bill of lading. Id. at 1175. 
265 “we hold that intermediaries, entrusted with goods, are ‘agents’ only in their ability to contract for 
liability limitations with carriers downstream.” NORFOLK SOUTHERN RAILWAY CO. v. KIRBY, 
125 S.Ct. 385 (2004), at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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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的立場，但其適用範圍究竟係僅限於哪些條款仍須就個案認定 266。

如 NVOCC 與實際運送人締結運送契約之行為有代理法則之適用，則無

論法院認為 NVOCC 係屬於「本人公開代理」267或「本人不公開代理」268

的代理類型，貨主皆可選擇直接請求 NVOCC 或實際運送人，按該運送

契約所約定之內容負責 269；反之，如因託運貨物包裝不固、未據實申

報等可歸責於託運人之原因而造成實際運送人的損害，實際運送人亦可

選擇按契約關係請求 NVOCC 或貨主負責 270。 

2. 有學者認為不應使 ICC 承擔內陸運送之責任 

此判決結果引發各界激烈的評論 271。學者 Andrew D. Kehagiaras

認為，憑 ICC 提單所簽發之格式為 FBL 而推論 ICC 為居於運送人法律

地位的承攬業者在美國法的觀點之下是行不通的。縱使不論其是否取得

美國的營業許可證，ICC 安排美國的內陸運送這點就使其不該當於

OFF(美國將海運、陸運之承攬運送業分別規定)，FBL 的喜馬拉雅條款

也不包含內陸運送服務；此外，海運承攬運送業(OFF)為海運中間人

(OTI)，根據海運法的定義，它並非運送人，因此不能承擔自收貨地至

                                                      
266 尚可能涉及代理法則是否適用於法庭地選擇條款(Forum Selection Clauses)或不起訴條款

(Covenants Not To Sue)。Richard L. Jr. Kilpatrick, How Limited Is Limited Agency: Lower Courts Rock 
the Boat by Broadly Applying the Supreme Court's Narrow Kirby Guidelines for Interpreting Bills of 
Lading, 40 TUL. MAR. L.J. 53 (2015) 
267 第三人與代理人交易時，知道契約當事人另有其人負擔契約上義務並享受權利，第三人未必

知道該本人之姓名、該本人亦未必被特定。無論是否以代理人名義簽約、是否揭露本人姓名，均

有代理法則之適用。陳自強，同註 89，頁 57。 
268 英美法之代理係以「本人及代理人同一性理論」(doctrine of identity of principal and agent)為基

礎，從而，於此「單一概念的代理」(unitary concept of agency)發展出「本人不公開代理法則」

(doctrine of the undisclosed principal)。按美國代理法重述第三版[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Agency 
(3rd edn, 2006)] § 1.04(2)(b)之定義與多數學者之解讀，認為「本人不公開代理」應解讀為「訂約

時第三人不知有本人之存在，第三人根本無意與本人交易，而願與代理人個人交易之情形」。陳

自強，同註 89，頁 57-59。 
269 Eric Rasmusen, supra note 88, at 29-36.; 陳自強，同註 89，頁 58、60。 
270 Eric Rasmusen, supra note 88, at 29-36.; 陳自強，同註 89，頁 60。 
271 Peter Cain, supra note 17, at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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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貨地的運送責任 272。 

3. 有學者認為應釐清 ICC 之法律地位與 NVOCC 的差別 

學者 Anderson H. Edwin III 則認為，法院稱本案之代理關係，僅「限

於單一目的」(for a single, limited purpose)的用語，與聯邦海事委員會的

政策及法規，定義承攬運送業為「代表託運人」(on behalf of shipper)簽

訂契約，二者有所衝突 273；此外，ICC 在本案的地位形同 NVOCC，但

在法院判決及 FBL 當中皆未提到 NVOCC(第 11 巡迴法院仍稱 ICC

為”freight forwarder”，最高法院則稱之為”Multimodal Transport 

Operator”)，留下 NVOCC 與「負運送人責任之承攬運送業者」

(forwarder-carrier)其異同之疑問 274。 

4. 由台灣法制觀察本案，似將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 

如本案之準據法為臺灣法，Kirby 應係向 ICC 主張契約責任，而向

Norfolk 主張侵權責任。至於是何種契約責任？按 ICC 自己簽發提單，

並已於提單中表示承擔運送人角色，又自其實際營業行為以觀，其確實

以自己名義為 Kirby 安排全程運送，法院很可能會根據民法第 664 條，

認 ICC 應負運送人責任，ICC 即獲得賠償。但即使如此，無論 ICC 係

請求 Hamburg Sud 為 Norfolk 的行為負責，或直接對 Norfolk 求償，仍

然會面臨因 Hamburg Sud 提單之責任限額條款及喜馬拉雅條款延伸適

用至內陸運送段，可能導致其無法自 Hamburg Sud 或 Norflok 獲得一致

的補償額。 

然而，在臺灣法院判斷 Kirby 是否受 Hamburg Sud 提單條款之拘束

                                                      
272 Andrew D. Kehagiaras, NVOCC: Secret Agent Pacific Admiralty Seminar: Selected Articles, 17 
UNIV, SAN FRANC. MARIT. LAW J. 231 (2004). 
273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69, at 135. 
274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69, at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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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決問題，應是「Hamburg Sud 提單條款，使陸上運送人亦可主張海

上運送人單位責任限制的約定是否有效」？此則涉及提單背面條款效力

之認定與運送人責任期間的問題。縱使法院認為此條款為當事人合意之

約定，惟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61 條規定，系爭條款約定超

過商港區域作業範圍的陸上運送人亦可主張海上運送人特權的部分應

屬無效。是故陸上運輸階段的貨物賠償額，應適用公路法 275或鐵路法 276

之規定，對業者而言，按公路法或鐵路法之賠償金額亦未必不利於海商

法。從而似將產生不同於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作為承攬運送人 第三項

 承本章第一節第六項所述，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貨物運送責任適用民法

「承攬運送」一節，故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民法已居於法律主體的地位，而此主

體地位與相應之責任即稱為「承攬運送人責任」；又按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

當海運承攬業者「自行運送」(行使介入權)，或受「介入擬制」時，其權利義務

與運送人同。因此，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臺灣法制之下，可能居於「承攬運送人」

或「運送人」，此二種主體地位。 

再按民法第 661 條，海運承攬運送人對運送物之毀損滅失係負「推定過失責

任」，若其能證明於物品之接收保管、運送人之選定、在目的地之交付，及其他

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未怠於注意，即可免責。而海上運送人之責任雖然亦為

「推定過失責任」，但其義務內容包含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

保管、運送及看守，以及使船舶適於航行等事項，責任範圍較廣。故此二法律主

                                                      
275 公路法第 64 條：「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財、物損毀、喪 
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抗力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所致者，

不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貨物損毀、滅失之損害賠償，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載前經託運人 
聲明，並註明於運送契約外，其賠償金額，以每件不超過新台幣三千元為限。」 
276 鐵路法第 55 條：「運送物遇有喪失毀損之賠償，依民法之規定；但其請求權依前條之規定。 
行李、貴重品、動物及已繳保償費之運送物，其損害賠償依其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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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責任不同。 

此外，本章所稱之「承攬運送人」的法律地位，雖然其為民法上之法律主體，

但實際上其地位係居於海上運送人與代理人之間，故亦有別於前二項所述之代理

人或本人之法律地位。茲按照我國關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實務判決區

分為三種類型：(一)海運承攬運送人因收費方式而受介入擬制者；(二)海運承攬

運送人因填發提單而受介入擬制者；(三)海運承攬運送人之收費方式及提單性質

是否符合介入擬制之要件皆有疑義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 海運承攬運送人因收費方式而受介入擬制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45 號判決 277 

貨主(晶品公司)經訴外人綜麗公司及其境外公司之仲介，將晶品公司所

有設備，出售與泰國買家(POLE STAR)。晶品公司委由綜麗公司代辦出口相

關事宜，綜麗公司再委託承攬運送業者(燁泰公司)承攬運送系爭貨物(5 只貨

櫃)至泰國。之後，燁泰公司向運送人(陽明海運)訂艙，陽明海運指定中國貨

櫃公司及松順公司裝載系爭貨物之貨櫃，自貨櫃場拖往船邊裝船，惟拖車及

貨櫃在貨櫃場內傾覆，造成貨損。法院認定該拖車翻覆係因輪胎老舊、胎紋

磨損且鋼絲外露而爆胎所致。 

因此，晶品公司主張，燁泰公司與綜麗公司之間成立承攬運送契約及運

送契約，應為此負賠償責任。燁泰公司則抗辯其未自行運送，亦未就運送全

部約定價額，僅為承攬運送人，無民法第 664 條之適用；而且陽明海運非燁

泰公司之履行輔助人，燁泰公司無須為其行為負同一之責任；再者，陽明海

                                                      
277 本案先後歷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重訴字 127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重上字 56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臺上字 2150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重上更(一)字 172 號判決、最

高法院 101 年臺上字 1157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重上更(二)字 81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臺上字 426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重上更(三)字 45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5 年臺上字 142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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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係託運人所選任，依民法第 538 條第 2 項，燁泰公司亦無選任疏失。 

本案爭點：燁泰公司係居於運送人地位而須與陽明海運負同一責任，或

僅為承攬運送人而可主張其已盡選任義務即免責？ 

本案第一審法院 278認為：(一)承攬運送人係以「自己名義」履行義務，

與參加之運送人直接締訂契約，故承攬運送人本身即實際執行運送之運送契

約之當事人。惟(1)陽明海運所簽發之提單，Shipper 欄明確記載為 Pole Star

公司，綜麗公司並以自己名義所出具予陽明海運切結書，應可確定燁泰公司

非以自己名義使運送人運送；(2)由燁泰公司傳真予報關行之運費報價單僅

分別列明各項費用，尚非就運送之全程約定單一價額。(二)晶品公司未提出

證據證明綜麗公司與燁泰公司間有承攬運送契約關係存在，故其主張燁泰公

司負承攬運送人或視為運送人之請求無據。 

在第二審法院 279的審理中，法院接受晶品公司之證明，認定綜麗公司

與燁泰公司間有契約關係，而且一反前審法院之見解，二審法院認為「運費

報價單分別列明各項費用，足證雙方就系爭貨物之整體運費達成合意，由燁

泰公司為綜麗公司之計算」，從而有民法第 664 條之適用。 

後來迭經更審，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亦認為燁泰公司之行為該當於介入

擬制之規定，其理由為：(一)運費本應由承攬運送人與運送人約定，既由託

運人與承攬運送人約定，足認承攬運送人自任於運送人之地位。準此，燁泰

公司報價單係與綜麗公司就包括燁泰公司及實際運送之陽明海運之全部報

酬，概括約定由綜麗公司支付，未就燁泰公司之報酬另行約定，係就運送之

全部約定價額。(二)燁泰公司不爭執其係以「自己名義」與陽明海運直接締

結運送契約，權利義務均歸屬於綜麗公司，非僅由燁泰公司受綜麗公司委任

                                                      
27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重訴字 1274 號判決。 
279 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重上字 56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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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陽明海運公司締結運送契約。(三)陽明海運所簽發之提單上雖未有燁泰之

名，且所載”Shipper”為 POLE STAR 公司，但自陽明海運係要求綜麗公司而

非 POLE STAR 公司出具切結書 280可知，提單所載僅為押匯需要之形式上託

運人。(三)依民法第 664 條規定燁泰公司應視同運送人，其權利義務與運送

人相同，燁泰公司與綜麗公司間之契約應「視同運送契約」，另燁泰公司再

以自己名義與陽明海運公司就系爭貨物成立運送契約，應堪認定。從而，燁

泰公司應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本件當事人均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認為上

訴均不合法而裁定駁回 281。) 

(二) 評析 

1. 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判決對燁泰公司與陽明海運之間契約關係之

判斷值得肯定 

本件燁泰公司形式上似未以自己名義與陽明海運訂艙，然而，承攬

運送人是否只得以自己名義向運送人訂艙始該當於民法之承攬運送？

有實務見解認為：「承攬運送契約之履行，重在運送物之運達，承攬運

送人如何執行受託事務，不應影響契約之效力，是於承攬運送人代理委

託人，而逕以委託人名義與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之情形，仍應類推適用

關於承攬運送之規定(最高法院 93 年臺上字第 2049 號裁判意旨參

照)」282。美國法也認為 OFF 係代表(on behalf of)委託人安排運送，但

不限於以自己名義或以代理人名義為之。德國於 1998 年修法以後，承

攬運送人也可以委託人之名義安排運送 283。因此，在承攬運送契約關

                                                      
280 該切結書之內容，參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重上字第 565 號判決：「綜麗公司雖出具切結書予陽

明海運公司，承諾系爭貨物因颱風造成二櫃之覆蓋帆布被風吹掉，而由綜麗公司以自己名義切結，

不再重蓋新帆布，如因此造成損失願自負其責，請求陽明海運公司准予放行裝船……。」 
281 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1429 號裁定。 
282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3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5 號。 
283 黃立，同註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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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解釋上，承攬運送業者以何名義向運送人訂艙，不一定會影響其與

貨主間承攬運送契約關係之成立。 

第一審法院係自法條文義解釋，較為僵化。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則

以燁泰公司之不爭執其係以自己名義與陽明海運直接締結運送契約；而

且按國貿實務及當事人真意，解釋提單上登載之託運人僅為「形式」託

運人，本文亦贊同之。惟若燁泰公司對此有爭執，則法院應再就收費方

式等其他因素，綜合判斷為宜。 

2. 法院對民法第 664 條「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之解釋適用不甚明確 

按民法第 664 條「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之要件，係斟酌當事人真

意，既然運費並非由承攬運送人與運送人約定，而已由貨主與承攬運送

人約定，足認承攬運送人自居於運送人地位 284。再者，所謂之全部價

額，不一定須有一明確的數額，只要有一具體的計算標準能讓委託人掌

握其所須支付的全部費用即可 285。 

由此可見，本案第一審判決僅以報價單上列出各項費用論斷此非屬

約定全部價額之情形，即有可議。而高等法院在第三次更審中，除了審

酌貨主在一審所提出之報價單，主要係採納貨主委任之報關行的證詞：

「因為攬貨公司海運費比船公司便宜，經過比價結果，就打電話找燁泰

公司訂艙位……如果貨物順利出口，運費是綜麗公司付給燁泰公司……

如果曼谷當地需要由我公司承攬，吊櫃費用約 USD3000。建議：改送…

不必產生吊櫃費。」而認為燁泰公司符合介入擬制之規定。惟本文以為，

自上述證詞中，似無法分辨燁泰公司對報關行詢價(海運費)時之回應，

係依其自己之固定費率表所為，還是其係按照報關行提供之託運貨物資

                                                      
284 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8。 
285 黃立主編，同註 150，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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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經詢問運送人後才回報其海運費？若此海運費係經燁泰公司再向運

送人詢價而來，則本案之情況似仍與所謂之「由貨主與承攬運送人約定

運費」有別。 

此外，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判決中提到，按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

之效果，燁泰公司與綜麗公司間之契約應「視同運送契約」，似認為當

事人間本成立承攬運送契約關係，係受介入擬制後始將之「視同運送契

約」。惟按通說見解，介入擬制後運送關係之成立，乃法律關係之新生，

並不使承攬運送關係消滅，故二者之間係居於併存地位 286，而實務上

亦有採此見解者 287。而且，若採「視同運送契約」之見解，似也難以

解釋承攬運送人原有之費用償還請求權(民法第 660條第2項準用第582

條)歸於何處？ 

二. 海運承攬運送人因簽發提單而受介入擬制 

(一)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 

上訴人(出口商：龍隆公司)委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瑞可運通)運送貨物

至印度，瑞可再向運送人(萬海航運)訂艙，並自己簽發正本提單予上訴人。

貨物到印度目的港後，萬海航運經貨物買家(ACACIAA 公司)指定之印度船

務代理(即印度收貨人 ADVENT 公司)之指示，將系爭貨物放貨予三角貿易

之印度客戶(FABTECH 公司)，而未憑正本提單交貨。然而，貨主尚未收到

ACACIAA 公司之貨款，且此筆係信用狀交易，正本提單亦未交付予買家。

貨主因此根據民法第 634 條、第 661 條等運送、承攬運送之規定，及載貨證

券、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主張瑞可運通應對其負責。 

                                                      
286 史尚寬，同註 153，頁 640；林誠二，同註 149，頁 492；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9；劉春堂，

同註 167，頁 509。 
287 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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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可運通則主張，其所簽發之運送單據性質上僅為收貨憑證；又本件進

出口商之貿易條件為 F.O.B.，故系爭貨物之運送、承攬運送，乃 ACACIAA

公司透過訴外人 TRIPLE CROWN 公司分別委託萬海航運及伊為之，並由

ACACIAA 公司負擔各項費用。系爭貨物之運送契約及承攬運送契約，係分

別存在於 ACACIAA 公司與萬海航運，以及 ACACIAA 公司與伊之間，故

貨主與其之間並無任何契約存在，且伊亦無任何債務不履行之情事。 

本件爭點在於：瑞可運通與龍隆公司之間是否存在承攬運送或運送契約

關係？瑞可運通應對龍隆公司負運送人賠償責任，或僅為承攬運送人而可按

民法第 661 條主張其僅負中間責任而免責？ 

高等法院認為：「貿易條件雖約定為 F.O.B.，即系爭貨物之運費由買家

負擔，惟此約定僅存在於身為出賣人之上訴人與其買受人之間，實與被上訴

人無涉」。故法院將分析重點放在確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瑞可公司所簽發予

出口商之運輸單據的性質：(一)該單據載明持有人可用以換取貨物，具有物

權效力；(二)其文件右上角之記載更明證該文件具有背書轉讓性及換取或繳

還證券之性質；(三)該文件右上角又揭明運送人與載貨證券持有人間發生如

同運送契約之文義性效力。準此，上開文件所載內容與海商法第 54 條規定

之事項相同，自為載貨證券。 

惟高等法院雖肯認被上訴人應受介入擬制而負運送人責任，但因本件已

罹於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一年期間而解除責任。(本件後來經龍隆公司上

訴，最高法院認為原審應有再斟酌侵權行為賠償責任成立之餘地而判決有理

由 288，兩造後來於更審法院成立調解 289。) 

(二) 評析 

                                                      
288 最高法院 102 年度臺上字第 864 號判決。 
289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海商上更(一)字第 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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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法院對民法第 664 條「填發提單」之解釋適用值得肯定 

按民法第 664 條係規定以「填發提單」為介入擬制之要件；次按我

國法，係將「提單」與「載貨證券」分別規定於民法與海商法之中。故

雖然此二者之名稱常被互通使用，但法律性質仍有相異之處(詳見本文

第四章)。又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係規定業者簽發之「提單」應送

交主管機關備查，而非使用「載貨證券」一詞；且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適

用海商法規定與否，尚須仰賴法官於個案中解釋判斷。因此海運承攬運

送業者適用本條時，其所填發之單據性質係以何者為基準？如果業者係

簽發電放提單等未具物權效力之單據，是否該當於本條？即非無疑。 

本件，瑞可運通既然已填發具海商法之載貨證券性質的運送單據，

無異於自己運送，而法院自始至終皆以載貨證券為衡量基準，表示其認

同海運承攬運送事件屬於海商事件，本文亦肯定之。 

2. F.O.B.貿易條件與海運承攬運送契約之爭議 

按 INCORTERMS 2010，F.O.B.係指賣方將貨物交到出口港輪船上，

責任即告解除，此後的費用與風險均由買方負擔的貿易條件。又在此貿

易條件下，貨物運送之安排通常仍須仰賴賣方協助，是故如有貨物毀損、

滅失之發生，賣方與承攬運送業者是否有契約關係而可請求其負賠償責

任？又該業者是否有民法第 664 條之適用？即非無疑。 

本案認定買賣契約之貿易條件與承攬運送契約相互獨立，貿易條件

與承攬運送契約成立與否無涉，並肯定有介入擬制之適用。然而，實務

上對此尚有認為，雖然賣方與承攬運送業者之間成立承攬運送契約關係，

但無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之適用者 290；或者認為出口商與海運承攬

                                                      
290
 參臺灣高等法院 89年度上更(一)字第 428號判決：因買賣雙方係採 F.O.B.貿易條件，委託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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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業者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契約關係，當然無擬制介入之適用

者 291。 

學說上對 F.O.B 契約則有更細緻的分類：(1)典型.F.O.B 契約；(2)

額外服務型 F.O.B 契約；(3)簡單型 F.O.B 契約 292。(1)典型 F.O.B 契約

係「由買受人指定適合的船隻」，由出口商與運送人簽訂運送契約並獲

取以自己為託運人的載貨證券，再轉讓給進口商 293。(2)額外服務型

F.O.B 契約係指出口商不只為進口商之利害而安排運送，而且還「為進

口商指定運送之船舶」294。(3)簡單型 F.O.B 契約則係由進口商指定運

送船舶並與運送人簽定運送契約，出口商僅負責出貨，自運送人處領取

載貨證券或大副收據，然後再交給進口商；或者直接由運送人簽發載貨

證券給進口商 295。 

至於進口商與運送人間之契約關係，在典型與額外型 F.O.B 契約的

情況，可能有二種思考脈絡：(1)出口商與運送人間，雖有蘊含(implied)

一運送契約，但在載貨證券作成時，進口商即成為載貨證券所證明之運

送契約的原始當事人，而出口商不再為運送契約之當事人；(2)出口商

乃作為進口商之代理人與運送人簽約，而在英國法上之代理關係，出口

商雖是以進口商之代理人身分簽約，但是其與運送人就運送契約之權利

義務仍具契約關係 296。而在簡單型 F.O.B 契約的情況，英國法院在個

                                                                                                                                                        
口商)與承攬運送人之間並無約定海運費，海運費係由進口商與承攬運送業者處理，故其間雖「成

立承攬運送契約關係，但無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之適用」。 
291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1 號判決：按 F.O.B.貿易條件，出口商應無再與臺

灣承攬運送業者訂立運送或承攬運送契約之必要；且出口商與承攬運送業者對於運費或報酬數尚

無意思表示之合致，不符合民法第 153 條第 2 項契約成立之要件；且臺灣承攬運送業者雖有簽發

載貨證券，惟其所交付者為影本，該載貨證券影本僅在彰顯 F.O.B.交易時之出口商公司名與進口

商公司名、運費到付之貿易條件等情。 
292 許忠信，海商法要義，頁 64-66，2016 年 1 月。 
293 許忠信，同前註，頁 64-65。 
294 許忠信，同前註，頁 65-66。 
295 許忠信，同前註，頁 66。 
296 許忠信，同前註，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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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判斷下數度認定出口商仍可對運送人主張契約之損害賠償責任，而不

限於侵權行為 297。 

本文以為，提單本作為(承攬)運送契約存在之證據之一，而非契約

本身，縱使承攬運送業者僅交付提單副本予賣方，亦不應影響該提單副

本作為雙方(承攬)運送契約存在之證明的功能。而且，買賣契約與(承

攬)運送契約二者本相互獨立，縱使法院係藉買賣契約中之貿易條件以

釐清案件事實，卻又似乎未考慮到，在貨損、無單放貨等事故發生後，

買方可能便拒絕履行給付價金之義務(甚至有可能是買方自始即惡意詐

欺的情況)，而產生解除買賣契約之事由。亦即，在涉及 F.O.B.交易條

件之運送契約糾紛中，可能當事人在買賣契約的部分已有請求債務人履

行給付義務、解除契約之訴訟。縱使該買賣契約尚未經法院判決解除而

仍具效力，然為避免將來產生判決論理上的矛盾或理由不備，建議法院

可參考前述學說之見解，似不宜以買賣契約之交易條件作為判斷當事人

法律關係的主要依據。 

三. 海運承攬運送人之收費方式及提單性質是否符合介入擬制之要件皆有疑義 

(一) 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781 號判決 

託運人(歐惕目公司)委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沛華公司)運送貨物，沛華

公司再將貨物交由實際運送人(陽明公司)運送，而陽明公司因其與陽海公司

間之「艙位互換契約」298而轉交陽海公司以其所有船舶運送。該船舶於抵達

新加坡外海時，因恐遭陽海公司之債權人查扣而不敢進入港內，故於航程中

決定改至中國上海港安排轉船，導致系爭貨物(為參展品)遲延十天始抵達目

的港。歐惕目公司乃以展會商品之貨物運輸為業的承攬運送業者，為維持商

                                                      
297 許忠信，同前註，頁 76。 
298 船公司間為使艙位運用之效益更佳，在策略聯盟關係之下允許多方調配艙位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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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已先補償實際貨主因貨物遲延所生之損失。故其亦請求沛華公司應按契約

為其因此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並且主張：其與沛華公司為同行，所以沛

華公司僅向其收取提單費用三百元，至於海運相關費用，沛華公司依作業慣

例，由沛華公司目的地代理商向其目的地代理商收取，並未額外計算承攬運

送報酬，故仍屬就運送全部約定運費價額；沛華公司交付電放提單 299，合

於民法第 664 條規定；又陽明公司就系爭貨物之遲到顯有重大過失，沛華公

司應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負同一責任。沛華公司則抗辯：其交付之電放提單

並未簽名，且僅收取提單費三百元，不可能含括全部運費，其間係成立承攬

運送契約，而其於選任運送人乙事無怠於注意之情事。 

本件爭點在於：沛華公司是否符合介入擬制之規定，而對託運人負運送

人賠償責任？或僅為承攬運送人而可按民法第 661 條主張其以盡於選任運

送人義務即免責？ 

高等法院 300認為：(一)依訂艙通知單之記載包含船名、航次、日期等資

訊，係歐惕目公司與沛華公司間就系爭貨物如何運送等事宜而為之具體約定。

(二)沛華公司簽發提單（Ocean Bill of Lading）。(三)雙方所為合意內容，均

無記載有委由沛華公司另為委託其他運送之相關承攬運送之權利義務細節，

足見於締約時，雙方係以成立運送契約為真意。(然陽明公司對於系爭貨物

之遲到，應僅有抽象輕過失之責任，又陽明公司為沛華公司之履行輔助人，

故沛華公司自無重大過失責任之可言，是歐惕目公司主張沛華公司應對系爭

貨物遲到負重大過失之責任應無理由。) 

最高法院對此則尚無定論，其理由為：(一)沛華公司以經營海運承攬運

                                                      
299 電放是指託運人請運送人以電報通知目的港代理，某票貨物無須憑正本提單提貨，通常託運

人申請時須提交擔保函。電放提單則係指經電放申請後，運送人所發出之提單，此種提單上通常

印有”Telex release”或”Surrendered”字樣，因非正本提單，故其上通常無簽發人之簽名。 
300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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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為業，且歐惕目公司與沛華公司一致主張彼等間就系爭貨物成立承攬運送

契約，原審對於沛華公司是否有民法第 664 條之適用應再予釐清。(二)倘認

沛華公司並無民法第 664 條規定應負運送人責任之情形，則陽明公司、陽海

公司均非沛華公司之使用人，尚不得使沛華公司就陽明公司、陽海公司之過

失負同一責任。反之，倘若沛華公司應負運送人責任，其以陽明公司代為履

行運送契約之勞務，係以陽明公司為其使用人，雖陽明公司復將系爭貨物交

由陽海公司運送，因沛華公司無從監督、指揮陽海公司，固不得逕認陽海公

司係沛華公司之使用人，惟就陽海公司實施運送之過失，應由陽明公司承擔，

始符事理之平，則「沛華公司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亦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

一責任」。 

(二) 評析 

1. 法院對民法第 664 條之解釋不甚明確 

按民法第 664 條之立法理由 301，係認為在承攬運送人自己填發提

單或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時，其行為無異於運送人，即應負運送人責任；

且既已收取運費，則不得在運費以外再收取(承攬運送人)報酬。又承前

述，學者認為本條係立法者考量當事人間為如此約定時之真意所訂

定 302。 

本件最高法院認為原審對於沛華公司是否該當於本要件之認定，僅

憑提單抬頭載有 Bill of Lading 等形式上之觀察，有自認主張之疑義，

本文亦贊同之。惟就其判決理由中似無法見得最高法院對於原告之主張

及被告之抗辯的立場，仍留待再審法院釐清。 

                                                      
301 民法第 664 條立法理由：「僅按承攬運送人之報酬，與運送人之報酬，雖可分別訂定，然若承

攬運送人已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已由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則與承攬運送人自己

運送無異，自不許於約定價額之外，另有請求報酬之權利也。」 
302 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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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為，雖然自文義以觀，沛華公司「交付未簽名之電放提單」

似與民法第 664 條「填發提單」之規定有別，然電放提單仍屬海運實務

上常見於運送人所簽發之提單，法院在本條之解釋上無須拘泥於文義。

惟本件之原告亦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其應了解提單正本與副本之法律

效力天差地別，但為求作業方便而選擇不領取正本提單；且其選擇委託

沛華公司而非船公司運送，係為透過承攬運送業間之行業慣例以獲取較

低之運送成本，似難以再期待開櫃同行(沛華公司)須如同船公司，對其

負運送人責任。是故，如自原告不領取正本提單及僅支付提單費的行為

以觀，當事人間約定之真義似不包含沛華公司對同行(原告)負運送人責

任。 

2. 建議法院對沛華公司受介入擬制與否之責任可以有不同的考量 

在沛華公司不符合介入擬制規定，僅負承攬運送人責任時，若法院

認為沛華公司已盡慎選義務，無須為此負責，其尚可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闡明原告可主張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請求沛華公司讓與

其與陽明海運間之運送契約的債權，使原告可直接於本案中請求陽明海

運負運送人責任。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第三節

雖然有學者說過，判斷承攬運送業者究竟是代理人還是運送人，僅為一「事

實問題」，在英美法中還沒有任何判例認定其為法律問題 303。在臺灣，判斷海運

承攬運送業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先透過當事人有無收取總額運費或簽發提單，此

等對事實問題的認定，再就系爭事實評價其法律效果。然而，於本章第二節第一

                                                      
303 William Tetley 著，张永坚等译，海上货物索赔，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第 3 版，頁 551，1993，
轉引自孟雨，同註 36，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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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一款所提到的 Prima 案 304與同節第二項所提到的 GIC 案 305中，法院已指出

「是否為 NVOCC 的判斷，同時涉及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區分不易。而這個

特徵，於行政法規上將類似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之行業者，再區分為二行業別之

中國與美國的司法實務上格外顯著，從而產生紛沓的判決。 

是故本節透過整理判決、學說與各種規範上有關海運承攬運送業法律地位之

判斷標準，提出有效的判斷邏輯，並藉以預防日後臺灣若引進 NVOCC 制度，卻

在私法裁判上落入窠臼。 

  國際規範 第一項

聯合國國際私法統一研究所草擬之「國際貨運代理之代理協議公約」(the 

Draft Convention on Contract of Agency for Forwarding Agent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提出三個主要的判斷因素來區分貨運代理和運送

人：(一)貨運代理是否簽發單據表明承擔運送人責任；(二)貨運代理是否替委託

人將貨物併櫃；(三)貨運代理是否有固定的運價表。根據該公約的規定，當上述

三項條件皆具備，則貨運代理應被視為運送人 306。 

FIATA 制定之「標準承攬運送條款」的第 7.1 部分對此亦有規範 307：當承攬

                                                      
304 Prima U.S. Inc. v. Panalpina, Inc., 223 F.3d 126 (2d Cir. 2000).. 
305 GIC Servs., L.L.C. v. Freightplus USA, Inc., 866 F.3d 649, 673 (5th Cir. 2017). 
306 孟雨，同註 36，頁 46；Alberto Pasino, General Conditions Applying to Services by Transport 
Intermediaries, 1, UIA Dresden Congress (2012).  
307 7.1.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as Carrier: “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as 

principal not only when he actually performs the carriage himself by his own means of transport 

(performing Carrier), but also if, by issuing his own transport document or otherwise, he has made an 

express or implied undertaking to assume Carrier liability (contracting Carrier). However,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not be deemed liable as Carrier if the Customer has received a transport document 

issued by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Freight Forwarder and does no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maintain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nevertheless liable as C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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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業者(一)以其自有之運具履行運送契約(履約運送人)；(二)簽發其自有之運

送單據，或以明示或默示表示願承擔運送人責任(契約運送人)，只要其符合上開

條件之一，即應適用運送人責任。但若客戶已收到承攬運送業者以外之人所簽發

之運送單據，而且其並未在合理時間內認定承攬運送人應負運送人責任，則不在

此限。 

  英國 第二項

一. 實務見解 

在 Texas Instruments Ltd. V. Nasan (Europe) Ltd. 308、  M. Bardiger Ltd. 

V.Halberg Spedition Aps.309、Colley v. Brewer's Wharf & Transport310等案例中，法

院都提到了應考量承攬業者的獲利方式，以「統包運費」(lumpsum freight amount)

的方式收費為承攬業者應居於運送人地位的指標；惟學者也提到，相對於德國商

法明文令收取總額運費的承攬業者應負運送人之權利義務，收費方式並不總是被

英國法院作為判斷時的有力因素
311。 

另一個常被法院提及的判斷標準為「運輸單據的法律性質」(The legal nature 

of the transport documents.)，在 The Bentex Fashions Inc. v. Cargonaut Canada Inc312

案，法官基於承攬運送業者簽發之連續提單，而認定其為「應負運送人責任之承

攬運送業者」。於 MacWilliam Co. Inc. V.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313案，

                                                      
308 [1991] 1 Lloyd's Rep. 146, as cited in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69, at 143; Haydn Owen 
Yiu-Hei Howard, The Liability of Intermediaries in Shipping Under English Law, 35-43 (2016). 
309 DAVID GLASS, FREIGHT FORWARDING AND MULTI MODAL TRANSPORT CONTRACT,  
at 68, 2012. 
310 [1921] 9 LI L Rep 5, as cited in DAVID GLASS, FREIGHT FORWARDING AND MULTI 
MODAL TRANSPORT CONTRACTS, 2.72 (2013). 
311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69, at 143-144. 
312 (1995) F.T.R. 192 JI, as cited in Borka TUSHEVSKA, Civil Law Versus Common Law Concept of 
Freight Forwarder, 4, 58 (2014).  
313 JI MacWilliam Co. Inc. V.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 [2005] UK HL11(“The Rafaela  
S”)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0405/ldjudgmt/jd050216/mac-1.htm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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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審法官認為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記名提單(straight bill of lading)也是一種物

權文書(document of title)，符合英國 1971 年海上貨物運送法第 1 條第 4 項、海牙

威士比規則§I（b）所指的「提單或任何類似的物權文書」，從而應負運送人責

任 314。 

此外，Aqualon v. Vallana Shipping315案的承審法官，在該判決文中列出了用

以判斷海運承攬運送人的法律地位的五大因素：(一)特定契約的形式與用語 (the 

terms of the particular contract)；(二)當事人使用或採納的描述(any descriptions 

used or adopted of the parties)；(三)交易的路徑 (the course of dealings)；(四)收費

的基準及性質(the nature and basis of charging)；(五)所簽發之任何運送單據的用語

及性質 (the nature and terms of any consignment note issued)。 

二. 學說見解 

學者 Carr316又據以針對承攬業者的外在行為與特徵，補充四項決定性的評斷

因素：(一)運送單據的形式，尤其在海上運送時，係簽發何種載貨證券 317；(二)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於交易中的用語 318；(三)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溝通的頻

率及程度 319；(四)承攬運送業者通常的業務能量，例如，業者基本上以代理或運

送人的身分提供服務 320。 

三. 本文整理 

                                                      
314 Comalco Aluminium Ltd v. Mogal Freight Services Ltd., [1993] FCA 96; Troy v. The Eastern 
Company of Warehouses, [1921)] 8 Ll L Rep 17; Midland Rubber Company v. Robert Park ع Co., 
[1922] 11 Ll L Rep 119 也是以承攬運送業者簽發之單據性質作為其責任之主要判準, Borka 
TUSHEVSKA, supra note 312, at 58-59. 
315 [1994] 1 Lloyd's Rep 669, at 674, as cited in Haydn Owen Yiu-Hei Howard, supra note 308, at 
18-19. 
316 Carr,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376-377 (2014), as cited in Haydn Owen Yiu-Hei Howard, 
supra note 308, at 19. 
317 “the type of transport docu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of sea transport, the type of bill of lading 
issued” Id. 
318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consignor and forwarder” Id. 
319 “the extent and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onsignor and forwarder” Id. 
320 “the usual capacity of the forwarder-i.e. whether the forwarder normally provides services as agent 
or principal”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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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判決實務與學說所提出之判斷標準，雖然用語不同，但實際內容或有重

覆，茲統整如下。 

實務見解 學說見解 

簽發之任何運送單據的用語及性質 運送單據的形式(特別是載貨證券的種類) 

特定契約的形式與用語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於交易中的用語 

當事人使用或採納的描述 

交易的路徑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溝通的頻率及程度 

收費的基準及性質   

  
承攬運送業者通常的業務能量(業者基本上

以代理或運送人的身分提供服務) 

表 1  英國法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美國 第三項

在美國，所謂的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判斷標準，據本文觀察，嚴格

來說應分為二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直接判斷運輸中介者(OFF 或 NVOCC)應負

代理人或運送人之貨物運送責任者，實務多為此種。惟有學者似乎主張，法院應

在個案中就當事人貨物運送責任之判斷上，明確區分當事人係法規上之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OFF)或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321；又或者像是在本章第二節第二項

第二款所說明之 GIC 案中，為符合海上侵權責任之特定關係，而必須辨別當事

人是否該當於 NVOCC 者，本文稱之為第二種類型。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OFF)或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一) 實務見解 

                                                      
321 Jessica Link Martyn, Alistair Christian Deans, Mark DiCicco, Sarah Yantakosol Gayer 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dmiralty and Maritime Law, 50 Tort Trial & Ins. Prac. L.J. 155, 170-175 
(2015); Andrew D. Kehagiaras, supra note 272, at 231; Anderson H. Edwin III, supra note 196, at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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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48年，Milwaukee, St. Paul & Pac. R.R. v. Acme Fast Freight, Inc.322

案中，法院就觀察到海運承攬運送業有兩種型態： 

第一種型態為承攬運送業(forwarder)一詞的原型，其義務僅作為託運人的代

理人，為託運人向實際運送人訂艙，處理貨物運送期間的細節，不需要替貨

主併貨、送至櫃場，而其收費方式即為實際運費加上其他服務費用。 

第二種型態為承攬運送業者安排自託運人處至目的地的貨物運送，並確保貨

物安全，而收取涵蓋運送全程的費用，其中，尚包含因集貨、併櫃所產生的

利潤，而託運人通常不曉得誰才是他真正的實際運送人。在第二種型態中，

貨物已經被「託付」(entrusted)給承攬運送業者，故其應承擔運送人責任 323。 

(二) 學說見解 

學者 H. Edwin III Anderson,324，綜合美國判決實務整理出四大因素： 

1. 相關文件上對責任義務的描述，但當事人的自我描述對整體判斷並無

絕對的控制力(the way in which the obligations are described 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However, a party's self-description is not controlling) 

有時承攬運送業者會自稱為代理，但實際行為卻如同運送人，因此法院

仍會考量整體事實為判斷 325。 

2. 雙方的交易歷史(the history of dealing between the parties) 

學者認為，這項是用來檢視託運人是否能根據其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過

                                                      
322 336 U.S. 465 (1948), as cited in Andrew D. Kehagiaras, Id. at 231; Borka TUSHEVSKA, supra 

note 312, at 63;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35.  
323 Id.   
324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0-144. 
325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0-141. [本段作者係參考 Prima U.S. Inc., v. Panalpina, 
Inc. 223 F.3d. 126 (2d Cir. 2000); Sabah Shipyard SBN. BHD. v. MV Harbel Tapper, 178 F.3d 400 (5th 
Cir. 1999)而作解釋]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3 
 

去的交易經驗，期待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負運送人責任 326。 

3. 是否簽發提單，但並非以提單之標題”bill of lading”為決斷(the issuance 

of a bill of lading, although a document described as a "bill of lading" is 

not determinative) 

承攬運送業者無須負運送人責任，乃因其不簽發提單 327；然而，當提單

標題為”house bill of lading”，則是用以促進承攬運送的過程能流暢地完

成運送任務，因此不構成與運送人提單相同之效力 328。雖然當承攬運送

業者之提單上，載有”as carrier”等表示其可承擔類似運送人任務之詞彙，

或者該文書具有 COGSA 所定之物權證書的性質時 329，可能會被英美法

院認定為其應負運送人之貨物運送責任。 

4. 收費方式，特別是承攬運送業者是否洽取傭金(the method of charging 

for the services, especially if the forwarder charged a commission.) 

如同英國法，雖然承攬運送業者洽取統包運費(lumpsum)可作為其形同

運送人之指標，但這項因素經常不被法院所重視，不僅未作為關鍵性

因素，在整體考量的比重上似亦較其他因素為輕 330。 

                                                      
326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1.(本段作者係參考 generally, Hoffman-LaRoche, 
Inc., 731 F. Supp. at 110 而作解釋) 
327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2.(本段作者係參考 Prima U.S. Inc., 223 F.3d at 126
而作解釋) 
328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2.(本段作者係參考 Zima Corp., 493 F. Supp. at 275
而作解釋) 
329 46 U.S.C. § 1300 (2006) ("Every bill of lading or similar document of title which is evidence of a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to or from 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eign trade, shall 
have effec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69, at 
142-143. [本段作者亦參考 Matsushita Elec. Corp of Am. v. S.S. Aegis Spirit, 414 F. Supp. 894, 901, 
1976 A.M.C. 779 (W.D. Wash 1976) (holding that "COGSA is an act of limited scope intended only to 
gover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suer and holder of a bill of lading (or similar 
document of title.")而作解釋] 
330 H. Edwin III Anderson, supra note 196, at 143. (本段作者係參考 Hoffman-LaRoche, 731 F. Supp. 
At 111.; Zima Corp., 493 F. Supp at 275 而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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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攬運送業者的收費方式上，雖然早期聯邦海事委員會曾發布命令要

求有承攬運送業之許可證者應在發票帳單上，載明：每一貨運的(1)海上公

共運送人所收取的實際運費額；(2)實際支付的領事費用；(3)保險金額、保

險費率，及所安排保險之保險費；(4)提供與該貨運有關之每一附帶服務的

費用。331而且第二巡迴法院堅稱此命令之合理基礎係在於避免業者違反海運

法禁止對託運人有差別待遇的行為，但卻沒有證據證明業者從保險業者接受

折扣確會導致對拖運人的差別待遇，海運法中也沒有規定向託運人收取比運

送人運費更高的費用即為違法，此命令施行上又使部分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感

到困難。因此聯邦海事委員會在 1966 年作了修正：業者不用分別列明支出

和附帶服務的服務費，開給託運人的發票上僅須列有花費加上服務費的總金

額 332。 

由此可知，美國官方亦曾試圖管制或指示海運承攬運送人之收費方式，

但並沒有提出令眾業者心悅誠服的理由，最後在業者之收費發票的行政指示

上，仍採取較為寬鬆、尊重市場機制的態度。 

(三) 本文整理 

美國法院之考量因素與英國有雷同之處──其關鍵因素皆在於當事人

所簽發之提單的法律性質，而運費的收取方式則不被重視(見表 2)。但由於

美國法規尚對於 OFF 與 NVOCC 有所規定，使得美國判決比英國更加分歧

複雜。此外，雖然關鍵在於提單的法律性質，但是目前尚未有判決先例具體、

明確地指出，OFF 或 NVOCC 簽發何種內容、形式的提單時，應承擔運送人

責任。原則上法院對各項參考因素的解釋方式仍係採於個案中綜合考量的方

式，而非「有無」簽發「運送人」提單這種是非題式的標準。而且，當上述

                                                      
331 該命令只是一種行政解釋，沒有管制力和約束力，而且文字上並未要求承攬運送人顯示他所

安排其他附帶的服務諸如貨車運送和堆存的淨成本。G.H.Ullman 著，連義堂譯，同註 21，頁 94。 
332 G.H.Ullman 著，連義堂譯，同註 21，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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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因素發揮作用，而排除當事人的代理地位後，法院也未必會明示當事人

究竟係居於何種法律地位 333。 

英國實務見解 英國學說見解 美國多數見解 

簽發之運送單據的用語及

性質 

運送單據的形式(特別是

載貨證券的種類) 
是否簽發提單 

特定契約的形式與用語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於

交易中的用字遣詞 

相關文件上對責任義務

的描述 當事人使用或採納的描述 

交易的路徑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溝

通的頻率及程度 

雙方的交易歷史 承攬運送業者通常的業務

能量(業者基本上以代理

或本人的身分提供服務) 

收費的基準及性質 
 

收費方式 

表 2 英、美法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二.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OFF)與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之區分標準 

在 Kirby 案以前，大部分的判決都是按照海運法 334上對 NVOCC 與 OFF 的

定義，以「是否簽發提單」區分當事人之身分 335。例如：最高法院於 United States 

v. American Union Transport, Inc.336的決定；第一巡迴法院於 Fireman’s Fund 

American Insurance Co. v. Puerto Rican Forwarding Co.337中認為，無論業者之行業

名稱，只要他自己以運送人名義(as carrier)簽發提單，就是 NVOCC。在近年的判

決中，則有法院提到「公司之行業名稱及其所簽發單據之性質」為判斷其法律地

                                                      
333 例如 543 US 14 (2004) ('Norfolk v Kirby'): "in the classic sense. It only requires treating ICC as 
Kirby's agent for a single, limited purpose: when ICC contracts with subsequent carriers for limitation 
on liability... here we hold that intermediaries entrusted with goods are "agents" only in their ability to 
contract for liability limitations with carriers downstream.” 
334 46 U.S. Code § 40102. 
335 Jessica Link Martyn, Alistair Christian Deans, Mark DiCicco, Sarah Yantakosol Gayer et. al., supra 
note 321, at 172. 
336 327 U.S. 437 (1946), as cited in Jessica Link Martyn, Alistair Christian Deans, Mark DiCicco, 
Sarah Yantakosol Gayer et. al., Id. 
337 492 F.2d 1294 (1st Cir. 1974), Jessica Link Martyn, Alistair Christian Deans, Mark DiCicco, Sarah 
Yantakosol Gayer et. al.,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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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判斷的關鍵 338；也有在 OFF 自行簽發提單的情況下，如同 Kirby 案，仍稱該

業者為 OFF 之判決者 339；惟亦有同早期判決，引用海運法上的規定，認定當事

人應為 NVOCC 者 340。 

學者認為，海運法乃釐清 OFF 及 NVOCC 法律關係的適用法，在 Kirby 案

之後的判例法卻幾乎都混淆了 341。在經歷十多年的混亂後，GIC 案 342的承審法

官以海運法為適用法，並明確指出：FREIGHTPLUS 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as 

carrier)簽發提單」343予委託人，並且「僅由委託人支付其費用」344，此二點乃

NVOCC 的特性。而 NVOCC 居於公共運送人地位簽發提單，使其應對貨物於航

行過程中所生之任何情事，向託運人負責 345。 

三. 小結 

第二種類型這種自性質上屬於行政法之海運法規上的定義，判斷當事人在個

案中之法律地位與其相應之責任的推理方式，本文發現似其實與第一種類型的判

斷標準，殊途同歸。畢竟行政法上的業別規範，本是基於產業現況所作，因此在

第一種類型中，法院試圖自個案分析 OFF 與公共運送人的特徵，評價當事人的

行為趨近於何者的作法，產生類似的參考因素(是否簽發提單、簽發名義、收費

方式)與結論。 

                                                      
338 Talbots, Inc. v. Dynasty International, Inc., 808 F. Supp. 2d 351, 357 n.35 (D. Mass. 2011)  
339 Scholastic Inc. v. M/V Kitano, 362 F. Supp. 2d 449 (S.D.N.Y. 2005).; Kawasaki Kisen Kaisha, Ltd 
v. Plano Molding Co., 696 F.3d 647, 650, 656 (7th Cir. 2012). 
340 A.P. Moller-Maersk A/S v. Ocean Express Miami, 550 F. Supp. 2d 454, 464 (S.D.N.Y. 2008).; 
Strickland v. Evergreen Marine Corp., No. 05-695, 2007 WL 539424 at *4-5 (D. Or. Feb. 15, 2007). 
Mitsui O.S.K. Lines, Ltd. v. SeaMaster Logistics, Inc. 913 F. Supp. 2d 780, 783 (N.D. Cal. 2012) 
341 Jessica Link Martyn, Alistair Christian Deans, Mark DiCicco, Sarah Yantakosol Gayer et. al., supra 
note 321, at 175. 
342 866 F.3d 649 (5th Cir. 2017). 
343 參考 Prima, 223 F.3d at 129 (NVOCC issues bill of lading to each shipper); Landstar, 569 F.3d at 
495 (same)。 
344 參考 Landstar, 569 F.3d at 495; Nat’l Customs Brokers, 883 F.2d at 101。 
345 “Because of an NVOCC’s role as a common carrier and the issuance of a bill of lading, the 

NVOCC is liable to the shipper if ‘‘anything happens to the [cargo] during the voyage.’’ Prima, 223 

F.3d at 129; see also Landstar, 569 F.3d at 49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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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第四項

中國法律上並沒有對貨運代理與無船承運人的身分進行區分 346。根據「國際

貨運代理業管理規定」及其實行細則之規定，國際貨運代理可單純作為委託人之

代理人，也可充當獨立經營人從事無船承運業務。然而，按「國際海運條例」之

規定，經營無船承運業務，必須先取得無船承運業之營業資格，還得另向交通部

辦理提單登記並繳交保證金或辦理責任保險。如此一來，未具有交通部無船承運

業資格之貨運代理可否以獨立經營人身分從事無船承運業務？學說上有認為貨

運代理仍應先取得無船承運人資格始得以該種形式經營業務者 347；實務上則認為

貨代沒有取得無船承運人資格並不影響其作為無船承運人的法律地位
348。 

又貨運代理或無船承運業者應否負運送人責任之判斷標準，實務與通說認為

主要有四項參考因素 349：(一)當事人間的契約約定；(二)有無簽發提單；(三)

收入的取得方式；(四)雙方的交易習慣。茲說明如下。 

一. 當事人間的契約約定 

若雙方對於當事人的法律地位有明確的約定，法院應當予以尊重。惟若當事

人簽訂的契約名稱與內容之性質不一致時，法院通常會按照契約內容來確定契約

的性質與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或者傾向於認為貨運代理有利用條款混淆視聽之虞，

而將該契約視為運送契約 350。 

                                                      
346 孟雨，同註 36，頁 54。 
347 孟雨，同註 36，頁 54- 55。 
348 參「關於審理海上貨運代理人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 4 條第 1 款：「貨運代理企業在處

理海上貨運代理事務過程中以自己的名義簽發提單、海運單或者其他運輸單証，委託人據此主張

貨運代理企業承擔承運人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民

事提字第 243 號裁定書。 
349 王彥君、傅晓强，《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司法

解釋理解與適用，2012 年 11 月；孟雨，同註 36，頁 50-54。 
350 高双燕，同註 35，頁 21；孟雨，同註 36，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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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否簽發提單 

若貨運代理係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向委託人簽發提單，此時對於委託人而

言，貨運代理即是締約運送人。但若貨運代理雖然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as carrier)

簽發，用得卻是他人的提單(亦即提單抬頭與簽發人名不符)，則需要綜合其他情

況判斷之。若貨運代理從未簽發提單，僅轉交運送人簽發之提單，則通常不被認

為是無船承運人
351。 

三. 收入的取得方式 

中國合同法、國際貨物運輸代理管理規定以及其實行細則僅規定，受託人有

權收取報酬，而未規定其收取報酬的方式。故有別於大陸法系將收取一個統包費

用之承攬運送業者視為自己運送，中國實務上對於這個因素的看法傾向於英美法，

並不將之視為一項重要的指標，上海海事法院對一件貨運代理公司向貨主收取人

民幣 300 元「總運費」案件中，曾明確表示：發票的記載不足以否定該貨運代理

公司的法律地位；根據交易習慣，運費的收取是以美元計算 352。學說上則有學

者認為，貨運代理業為符合商業效率，有其收費習慣和通常做法，因此「不能僅

以貨運代理收取差價的收費方式就認定其具有承運人的法律地位」353。 

四. 雙方的交易歷史 

如同美國法中所提出之交易歷史的判斷標準，係自客觀上，觀察委託人是否

可期待貨運代理承擔運送人責任。 

綜上所述，中國貨運代理與無船承運人之概念源自英美，而其司法實務及學

說發展上之判斷標準(見表 3)，亦與英美的標準相似。 

                                                      
351 高双燕，同前註。 
352 孟雨，同註 36，頁 53。 
353 郑肇芳主编，海上货物运输代理案例，頁 218，2006 年，轉引自孟雨，同註 36，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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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實務見解 英國學說見解 美國 中國 

簽發之任何運送單

據的用語及性質 

運送單據的形式，載貨證券

的種類尤其重要 
是否簽發提單 是否簽發提單 

特定契約的形式與

用語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的

用字遣詞 

文件上對責任

義務的描述 

契約的內容 

當事人使用或採納

的描述  

交易的路徑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溝

通的頻率及程度 
雙方的交易歷

史 
雙方的交易歷史 承攬運送業者通常的業務

能量(業者基本上以代理或

本人的身分提供服務) 

收費的基準及性質 
 

收費方式 收入的取得方式 

表 3 英、美與中國法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臺灣 第五項

臺灣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判斷標準，即為民法第 664 條之「就運

送全部約定價額」，或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承攬運送人滿足其中一

項條件，則視為承攬運送人自己運送，應負運送人責任。 

 關於「填發提單」的認定，法院主要是依據海商法第 54 條就載貨證券應載

事項之規定，與系爭運輸單據之外觀作比較分析；至於法院對單據內容的審查密

度雖然未有一定，但是仍可見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應在於承攬運送業者係以何名義

簽發之。若該運輸單據內容包含提單之應載事項，且承攬運送業者之簽名上有標

記”as carrier”，通常會被視為其自己運送，應負運送人責任 354。惟如本章第二節

第二項第四款所述，在進出口雙方以 F.O.B.交易的案件中，法院曾認為，海運承

攬運送業者雖然簽發提單，並給予出口商提單影本，但其間是否成立承攬運送契

                                                      
354 93 年度臺上字第 1720 號判決、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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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運送契約，並非無疑 355，而再就雙方是否「約定全部價額」，進行判斷。 

又關於「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一項，在判決實務的觀點下，係指無論承攬

運送業者之請款單或報價單是否依運費、清關費、併櫃費等逐項計費，皆符合向

委託人收取全部費用的行為而該當於本要件。不少未簽發提單的承攬運送業者係

因本要件而被法院認定為「其與委託人間成立承攬運送契約，但應負運送人責

任」356。 

  小結 第四節

一. 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判斷因素之統整 

 在契約對當事人責任的約定不明或有偏頗之虞的情況下，英美與中國皆係以

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運送單據的用語及法律性質為主要考量因素，若業者係以

自己為運送人名義簽發提單，則此將成為法院認定其應負運送人責任的重要理由。

其他因素，諸如雙方的交易歷史、收費方式等，則為輔助因素(見表 4)。 

 而在臺灣民法及 FIATA 承攬運送人標準營運條款(FMRs)的規範下，承攬運

送業者是否被視為運送人，並非如英美或中國以綜合考量的方式進行判斷，而是

只要承攬運送業者有滿足一項因素，即被視為運送人。其中，簽發提單、表示願

承擔運送人責任，與在部份航程中自為運送，在各國判決實務中亦為重要的判斷

因素，但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卻不然，反之，有時它甚至不被納入考量(見圖 3)。 

 

 

                                                      
355 100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1 號判決參照。 
356 106 年度海商上字第 8 號判決、104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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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實務 英國學說 美國 中國 臺灣 

簽發之任何

運送單據的

用語及性質 

運送單據的形式(特別是載

貨證券的種類) 

是否簽發 

提單 

是否簽發 

提單 

是否填發 

提單 

特定契約的

形式與用語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於

交易中的用字遣詞 

文件對責任

義務的描述 

契約約定的

內容 

 

當事人使用

或採納的描

述 
 

交易的路徑 

承攬運送業者與託運人溝

通的頻率及程度 
雙方的交易

歷史 

雙方的交易

歷史  
承攬運送業者通常的業務

能量(業者基本上以代理或

運送人的身分提供服務) 

收費的基準

及性質  
收費方式 

收入的取得

方式 

就運送全部

約定價額 

表 4 各國判斷標準參考因素之比較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圖 3 常見考量因素於不同體系之下的參考價值 

(來源：本文自製) 

 自上圖 3 中可見，除了 FIATA 的標準規則(FMRs)與臺灣民法第 664 條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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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滿足單一因素即被視為其居於運送人法律地位之外，英、美與

中國皆是採綜合考量。雖然本文尚難以量化分析的方式具體標出各項因素於各國

法之參考權重數值(況且學說見解對參考因素的建議更無法量化)，惟就本章所述

之案例及後學於研究中之整體觀察，在英、美與中國法「皆有論及的四項因素之

間的比較」上，各國基本上都認為：(一)收費方式的參考價值最低；(二)運輸單

據之性質的參考價值最高；(三)契約形式與用語係探求當事人真意的重要根據，

居於次高的位階；(四)雙方的交易歷史與行為過程於相關論述中的比重上通常較

單據性質與契約內容為低。至於前述(一)至(四)項因素「於各國之間」的權重高

低，則或許是因為中國於貨運代理及無船承運人之法制上受英美之影響甚多，故

本文並未觀察到顯著的差別，因此於上圖中將重覆的參考因素於各國中擺在相同

的程度。 

二. 對臺灣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要件之反思 

按本法令明明不經營船舶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承擔運送人責任之主要理由，

是立法者考量在承攬運送人之行為「與自己運送無異」，具保護託運人之交易安

全、兼顧運送業者與承攬運送業者運送責任分配之公平性而作的調整，並強調此

時承攬運送業者不得另行請求報酬 357。 

又關於所謂「與自己運送無異」之判斷，英美與中國法係採綜合考量之方式，

我國則以民法第 664 條之單一要件判斷之。惟是否承攬運送業者有簽發提單或就

運送全部約定價額之行為，即足以使其形同運送人？本文以為，填發提單與約定

全部費用的行為，固然是運送人的重要特徵，但業者僅滿足民法第 664 條要件之

一的行為，在個案中不一定足以使其與自己運送無異，也未必有令其負運送人責

任之必要。畢竟託運人有要求運送人簽發提單的權利，而提單簽發人清楚署名於

                                                      
357 民法第 664 條立法理由：「僅按承攬運送人之報酬，與運送人之報酬，雖可分別訂定，然若承

攬運送人已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或已由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於委託人者，則與承攬運送人自己

運送無異，自不許於約定價額之外，另有請求報酬之權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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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更可作為雙方皆認同何者為運送人的直接證據，若僅憑業者收取一總額費

用作為判斷因素，在某些案例中似形同法院僅以業者的收費方式，即推翻當事人

於提單、契約上所表明之真意。 

另一個可能的觀點是：獲益越高者即應承擔相應的、較高的責任。然而隨著

時代變遷與科技發展，是否居於供應鏈或產業較上游者，其獲益力即較高？已非

無疑；且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收取統包運費的做法仍難以使其於單筆運送的獲益等

於船舶運送業者 358，或使其收益必定高於其他承攬運送業者。實務上較大型的

承攬運送業者(俗稱開櫃公司)，會直接和船公司簽訂服務契約，而小型的承攬運

送業者通常會選擇和開櫃公司訂艙，免於承擔開櫃成本，可較不受景氣影響而穩

定獲益。質言之，何種定價方式較有利似乎只能「自己和自己比」，實難得出一

客觀標準套論之。 

此外，或有認為按民法第 660 條「承攬運送人」收取「報酬」乃重要的特徵，

因此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欲適用相關法規必須符合其特性。在英美法與中國法之

判準中，亦肯定若業者係收取「傭金」，則傾向於認定其不負運送人責任，惟相

對於是否簽發提單等因素而言，這並非一項重要的因素。本文以為，或許承攬運

送人收取報酬，本是符合該行業商業習慣的做法，但收費方式實涉及高度經營自

由的行為，相較於提單的簽發與否，收費方式更容易隨社會發展而改變。實際上，

現代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經營範疇亦有轉變(見第二章第二節)，業者須要為客

戶裝併貨物、倉儲貨物、辦理貨物保險等，其與客戶間之契約內容已不僅止於民

法承攬運送的規定範疇，若仍執固有的標準繩之，不無疑慮。 

最後，鑒於海上運送之國際性並且與國際貿易息息相關，為降低運送人、貿

易商、保險人等相關人之交易風險，其判斷標準應趨向一致為佳。因此，本文建

                                                      
358 船舶運送業者不是中介商，所以可以更有效地從價值鏈中得到利益。聶夢娜、江南蒓，承運

人和無船承運人之間爭奪訂艙量的鬥爭愈演愈烈，航貿週刊，201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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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法院可將民法第 664 條所示之「填發提單」或「約定全部費用」解釋為本法所

例示之行為，係立法者所強調之重要考量因素，但並非符合其一即絕對應受介入

擬制；法院尚可參考上述各國實務學說之共同因素──(一)業者是否簽發提單、

(二)契約等相關文件的內容、(三)雙方的交易歷史與(四)業者之收費方式，採綜合

判斷之方式，或許是更能實現介入擬制規定之核心價值的方法。 

三. 美國 NVOCC 與中國無船承運人運送責任之異同 

此外，關於無船承運人與 NVOCC 的貨物運送責任，中國與美國的態度不盡

相同。中國原則上認為無船承運人雖然只是業別名詞，但它有以自己為運送人名

義簽發提單的義務，因此原則上應負運送人責任，適用海商法 359。但若法院在

個案中發現有無船承運人資格的當事人，其實際營業行為傾向於貨運代理而非無

船承運人時，則其應負代理責任，適用民法、合同法。 

至於美國法院對於 NVOCC 貨物運送責任的態度，雖然原則上亦類似中國，

認為具 NVOCC 資格且履行其義務的業者，係一公共運送人，應對貨物於航行過

程中所生之事故向託運人負責，但美國法院尚就 NVOCC 之代理功能有所保留，

認為其對於實際運送人而言，或有為實際託運人之代理的可能。 

  

                                                      
359 孟雨，同註 36，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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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運輸單據之效力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運輸單據之種類 第一節

一. 非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360 

依海商法第 53 條，運送人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

券」；次依民法第 660 條，承攬運送人其職務乃「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

使運送人運送物品而受報酬者」。因此，基本上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並非海商法上

簽發載貨證券之運送人，其係「轉交」運送人所簽發之載貨證券予委託人。此時，

海運承攬運運送業者可能簽發收貨收據，由其履行輔助人收到貨物時簽發 361；

簽發倉庫收據，證明貨物已經進倉 362；亦可能於有內陸運輸服務時簽發運輸收

據。而此等單據之性質僅為一種收據、憑證 363。 

二.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依民法第 663 條自己運送，或依第 664 條被視為自己運送

時，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相同。此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當然仍可簽發前述之各

種收據，惟若其簽發抬頭為”Bill of Lading”之運輸單據，則此單據之性質為何？ 

按民法第 625 條，運送人於收受運送物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填發「提單」，

而非海商法上所稱之「載貨證券」；且參考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13 條第 2

項 364、第 15 條 365，主管機關既已規定海運承攬運送業簽發之「提單」應送請備

                                                      
360 即不符合民法第 663 條或第 664 條規定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361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18。 
362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363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364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13 條第 2 項：「海運承攬運送業代理簽發提單或收貨憑證，與委

託人就提單或收貨憑證所應負責任，負連帶責任。」 
365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15 條：「海運承攬運送業應將簽發之提單或收貨憑證樣本送請航

政機關備查。提單或收貨憑證變更時亦同。前項之提單或收貨憑證應印製公司全名、地址及海運

承攬運送業許可證字號。其提單或收貨憑證記載之船名、裝船日期，應於貨物裝船後，始得登 
載並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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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似除非主管機關認為提單與載貨證券乃相同之概念，否則原則上仍應稱海運

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者係「提單」較為恰當。然而，「提單」與「載貨證券」二

者之英文名稱皆為”Bill of Lading”，故在以使用英文文件為慣例的航運實務上，

「提單」與「載貨證券」之實體單據的抬頭幾乎相同；而且在航運實務、判決實

務 366上乃至學者著述，亦常將此二名稱互通使用 367。 

本文以為，鑒於「提單」與「載貨證券」於我國法制仍有不同之處(見表 5)；

而且嚴格來說，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依民法第 664 條或第 663 條規定，其權利義

務同運送人時，法律上並未賦予其適用特別法──海商法之直接規定，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尚須仰賴法官，依個案情況對其所適用之法律關係為解釋，始得適用海

商法。此外，承前段所述，按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其對業者所簽發運輸單

據之用語乃「提單」。是故，本文對於臺灣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Bill of 

Lading”，基本上仍以「提單」稱之。又系爭運輸單據是否確實具有提單之性質

與功能，則應由法院依提單之相關規定個案判斷。 

 海商法載貨證券(海上運送) 民法提單(運送) 

規範法律 海商法第 53 條以下 民法第 625 條以下 

份數 得請求份數有分數記載 無規定 

責任 有特別免責事由之過失責任 通常事變責任 

責任額度 
除民法第 638 條外，於未聲明並註記

性質及價值時，尚有單位責任限制

(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 

故意、重大過失者，以所受損害所

失利益為範圍。過失者，以所受損

害為範圍(民法第 638 條) 

免責 
較優惠之免責(海商法第 62 條第 2
項、64 第 2 項、69 條、第 70 條第 1
項、第 71 條、第 72 條) 

不可抗力、運送物之性質、貨方之

過失(民法第 634 條) 

                                                      
366 參「惟民法第 664 條所謂承攬運送人填發提單（即載貨證券），應係指承攬運送人以自己名義

所為，不包括代理運送人簽發載貨證券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5 號判

決；「依上開判決理由所示，該件係載貨證券或提單不當交付第三人之爭議，顯與單純貨損有別」，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判決；「簽發系爭提單即系爭載貨證券交付被上訴人」，最高

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 
367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78；張新平，同註 241，頁 125、145；曾國雄、張志清、鍾

政棋，載貨證券理論與實務，頁 262，2008 年，3 版；楊仁壽，最新海商法論，頁 385，2005 年

4 月，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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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約款

之效力 
減免因過失不履行第三章應履行之

義務者，無效(第 61 條) 
託運人未明示同意者，無效(民法第

649 條) 

發給時間 貨物裝載後(海商法第 53 條) 收受貨物後(民法第 625 條) 

表 5 海商法載貨證券與民法提單之比較 

(資料來源：張新平，2016 年)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之意義 第二節

  提單於國際貿易與運送交易流程的定位 第一項

國際貿易不僅與貿易業、運送業有關，尚涉及保險業、銀行業、倉儲業與檢

驗公證業，且載貨證券/提單在過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見下圖 4)，茲概述貿

易與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實務流程如下： 

在進出口商之買賣契約成交，雙方採信用狀(L/C)方式交易時，進口商應向

開狀銀行申請開發信用狀 368，於開狀銀行開出信用狀予押匯銀行之後，通常由

出口商向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訂艙位 369，取得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訂艙號碼號

碼(shipping order no.)。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再向實際運送人訂艙 370。 

待至出貨日，一方面出口商需自行安排卡車，或委任報關行、海運承攬運送

業者代其安排，將貨物直接送至實際運送人所指定之櫃場，送達後取得碼頭收據

(dock receipt)371；另一方面，出口商委任之報關行，應將貨物出口資料提供予承

攬運送人，供其製作提單。由報關行本身代辦或提醒承攬運送業者替託運人代辦

貨物保險，以及進行出口報關的手續。 

當貨物裝船(on board)，承攬運送業者簽發提單予託運人之後，當事人即各

                                                      
368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243。 
369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245。 
370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183。 
371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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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趕著在貨到目的港之前，完成各項事宜：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必須將實際運送人以其為託運人所簽發之載貨證券寄送

至目的港之代理處，並傳送自己簽發之提單副本予目的港代理，以利代理於貨物

到港時可第一時間至實際運送人之目的港代理處，換取實際運送人所簽發之小提

單(delivery order)372。 

二. 出口商 

出口商應將載貨證券、貨物保單等信用狀要求之押匯單據，送交押匯銀行審

核 373。待押匯銀行審核通過後，將墊付押匯款項予出口商，並寄送信用狀上所要

求之單據給開狀銀行 374。開狀銀行審核後於一定時間內償付押匯款項予押匯銀行，

並通知進口商可繳錢贖單 375。 

三. 進口商 

貨物到港後，理想上，進口商應已收到開狀銀行可繳錢贖單之通知，可前往

銀行贖回單據 376；再憑取回之押匯文件中的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載貨證券之全套正

本提單(通常為一式三份)，交回於承攬運送人目的港之代理，以換取承攬運送業

者代理簽發之小提單 377，最後再以小提單至倉庫提貨，完成交易。 

                                                      
372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183。 
373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245。 
374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246。 
375 林光，張志清，同前註。 
376 林光，張志清，同前註。 
377 林光，張志清，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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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海運承攬運送人自為運送流程圖 

(資料來源：林光、張志清，2016) 

  載貨證券的性質與功能 第二項

第一款 載貨證券的性質 

載貨證券具有不完全有價證券、繳回證券與物權證券之性質，概述如下。 

一. 不完全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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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貨證券之有價證券性，係指其權利之發生、移轉或行使，須全部或一部依

證券為之，但不以三者均須依證券為之為必要。若三者均為必要時，則屬完全之

有價證券。其與「票據」之完全有價證券的差別在於：(一)其權利之發生並不以

載貨證券之簽發格式為必要；(二)如有遺失或毀損，原持有人仍得以他法主張其

權利之存在，故其為不完全有價證券；且持有人不具追索權 378。而載貨證券在

商業交易習慣上之所以具有價證券之性質，係因其滿足要因證券、要式證券、流

通證券及文義證券四個條件。 

(一) 要因證券 

按海商法第 53 條及海牙規則第 3 條第 3 項，運送人於貨物裝載後，因

託運人之請求，應發給載貨證券。又按漢堡規則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只要

符合本規則第 1 條第 7 項有關運送契約存在之規定，縱使載貨證券欠缺數項

法定事項，仍屬有效。由此可知，基於海上運送契約「收受貨物或裝船之事

實」與「託運人請求」之原因，即為載貨證券生效之要因性 379。 

(二) 要式證券 

按海商法第 54 條第 1 項，載貨證券應載明「船舶名稱」、「託運人之姓

名或名稱」、「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名稱、件數或重量，或其包裝之種

類、個數及標誌」、「裝載港及卸貨港」等項目，惟本法解釋上亦如同前述漢

堡規則之規定，欠缺數項並不影響載貨證券之效力，以維護託運人權益。而

鑒於票據法規定票據須有「票據文句」之記載，載貨證券理應有「載貨證券」

文句之記載為宜，惟實務上均以英文書寫，故載貨證券上應載有 Bill of 

                                                      
378 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同註 367，頁 19。 
379 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同註 367，頁 20。惟亦有認為載貨證券之作成與運送契約之存在

乃彼此獨立者，參見許忠信，同註 296，頁 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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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ng 一詞 380。 

(三) 流通證券 

於交易過程中，載貨證券乃代替運送物之商品功能而流通於商業交易行

為中。因此，載貨證券之流通性不僅受法律保障，其流通之方法亦受限制(海

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28 條參照)。 

(四) 文義證券 

英美法系較著重航運利益，而使運送人除被禁反言者外仍得推翻載貨證

券上記載之表面證據力；大陸法系則較強調貿易利益，保護載貨證券權利人

對其上文義之信賴 381，於我國法可見一斑。按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

法第 627 條與同法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運送人與託運人以外載貨證券持有

人間之關係，依載貨證券之記載。又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1 條第 2 項、漢

堡規則的 16 條第 3 項規定，解釋上，載貨證券之文義責任應僅適用於運送

人與託運人以外之善意持有人之間 382。 

二. 物權證券 

按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29 條規定：「交付提單於有受領物品權

力之人時，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由

此可知，載貨證券具有受領、處分貨物之功能，具備物權性。又按實務見解，此

物權效力之發生須以提單收受時，其運送物係在運送人占有中(間接占有亦可)始

合乎要件(最高法院 76 年度臺上字第 771 號判例參照)。而此見解亦與德國法相

                                                      
380 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同前註，頁 20-21。 
381 許忠信，同註 296，頁 304-307。 
382 曾國雄、張志清、鍾政棋，同註 367，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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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383。 

三. 繳回證券 

載貨證券乃為法律為確保交易安全所創設，作為運送物之分身。當交易完成，

運送物即不需要此分身之存在，故收貨人應交還予運送人(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

準用民法第 630 條參照)。 

第二款 載貨證券的功能 

一. 收受貨物收據之功能 

按海商法第 53 條及第 54 條，運送人簽發載貨證券，表示貨物業已收到，並

依載貨證券記載之數量、狀態等條件收受；若為裝船載貨證券(on board bill of 

lading, shipped bill of lading)，更表示貨物已經裝船。 

二. 運送契約證明之功能 

運送契約為非要式契約，不以載貨證券之作成及交付為要件。惟如前述載貨

證券要因性之性質，海上運送契約之存在為載貨證券有效之前提，故載貨證券可

作為運送契約存在之證明文件之一，且此為鹿特丹規則第 1 條所明文肯定。 

三. 表彰貨物所有權之功能 

按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29 條規定：「交付提單於有受領物品權

力之人時，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關係，與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載

貨證券之交付乃貨物占有之擬制交付 384。持有人得憑載貨證券之交付處分貨物、

                                                      
383 許忠信，同註 296，頁 300。 
384 許忠信，同註 296，頁 303(作者係參考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頁 60，198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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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權利質權等，故載貨證券具有表彰貨物所有權之功能。 

四. 信用狀統一慣例所審查之重要單據 

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L/C)係「銀行應開狀申請人(進口商)的指示及要求，

開給受益人(出口商)的一種負有條件的承擔付款責任的憑證」385。進出口雙方透

過銀行作為付款人。對出口商而言，只要其履行信用狀所規定之條件，即可獲得

付款保證，如此一來，可降低進口商不守信用而違約，對其造成的收款風險；相

對地，對進口商而言，由於出口商欲憑信用狀取款，必須完全遵守信用狀規定之

條件、備妥相關文件單據，通常不敢輕易違背信用狀規定，而銀行也須對其押匯

文件之提出詳予審核，所以，「只要信用狀規定及銀行之選擇得當，進口商即可

獲得相當的交易保障」386。 

銀行審理押匯文件之標準係按照一民間經貿組織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所制定之信用狀統一慣例(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UCP)。該組織成立於 1919 年，係為因應第一次

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沒有關於貿易，投資，金融和商業關係的規範體系而生 387。

其於 1933 年首次頒布信用狀統一慣例 388，目前最新的版本為 2006 年 11 月頒布

之 UCP 600，為全世界公認遵行之信用狀標準處理方針 389。 

根據 UCP 600 之規定，銀行受理之海運單據包括：(一)海運載貨證券、(二)

海運單、(三)傭船載貨證券、(四)多式運送載貨證券、(五)海運承攬運送載貨證

券 390。該規則對於提交於押匯之載貨證券的內容有嚴格要求 391。 

                                                      
385 蔡孟佳，同註 5。 
386 蔡孟佳，同註 5，頁 82-84。 
387 https://iccwbo.org/about-us/who-we-are/history/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6 月 24 日) 
388 同前註。 
389 蔡孟佳，同註 5，頁 85-86。 
390 張新平，同註 241，頁 139。 
391 UCP 600: Article 20 Bill of Lading: “a. A bill of lading, however named, must appear to: i. i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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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的種類、功能與性質 第三項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分提單 

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以運送人名義簽發提單給委託人，而自己則居於託運人

之地位領取實際運送人所簽發之載貨證券，此時，「由海上運送人簽發給承攬運

送人或 NVOCC 之提單稱海運提單(Ocean Bill of Lading)或主提單(Master Bill of 

Lading)」392。「由承攬運送人或 NVOCC 另行簽發給託運人之提單稱為承攬人提

單(Forwarder Bill of Lading)或分提單(House Bill of Lading)」393。 

然而，此分類方式所表彰的主要是「海上運送人與承攬運送業者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提單的簽發主體」
394，而非謂一特定之提單形式 395；且該單據之法律效

                                                                                                                                                        
the name of the carrier and be signed by: the carrier or a named agent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carrier, or 
the master or a named agent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Any signature by the carrier, master or agent 
must be identified as that of the carrier, master or agent. Any signature by an agent must indicate 
whether the agent has signed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carrier or for or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ii. indicate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shipped on board a named vessel at the port of loading stated in the credit by: 
pre-printed wording, or an on board notation indicating the date on which the goods have been shipped 
on board. The date of issuance of the bill of lading wi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shipment unless the 
bill of lading contains an on board notation indicating the date of shipment, in which case the date 
stated in the on board notation will be deemed to be the date of shipment. If the bill of lading contains 
the indication ‘intended vessel’ or similar qualif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name of the vessel, an on 
board notation indicating the date of shipment and the name of the actual vessel is required. iii. indicate 
shipment from the port of loading to the port of discharge stated in the credit. If the bill of lading does 
not indicate the port of loading stated in the credit as the port of loading, or if it contains the indication 
“intended” or similar qualif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ort of loading, an on board notation indicating the 
port of loading as stated in the credit, the date of shipment and the name of the vessel is required. This 
provision applies even when loading on board or shipment on a named vessel is indicated by 
pre-printed wording on the bill of lading. iv. be the sole original bill of lading or, if issued in more            
than one original, be the full set as indicated on the bill of lading. v. contain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arriage or make reference to another source contain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hort 
form or blank back bill of lading). Contents of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arriage will not be examined. 
vi. contain no indication that it is subject to a charter party. b.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transhipment means unloading from one vessel and reloading to another vessel during the carriage 
from the port of loading to the port of discharge stated in the credit. c. i. A bill of lading may indicate 
that the goods will or may be transhipped provided that the entire carriage is covered by one and the 
same bill of lading. ii. A bill of lading indicating that transhipment will or may take place is acceptable, 
even if the credit prohibits transhipment, if the goods have been shipped in a container, trailer or LASH 
barge as evidenced by the bill of lading. d. Clauses in a bill of lading stating that the carri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tranship will be disregarded.” 
392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182。 
393 林光，張志清，同註 13，頁 183。 
394 楊仁壽，同註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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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仍須由法院考量該提單之簽發名義、是否為正本等因素，判斷其具有何等功能

與效力。 

二.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國外代理的提單 

此係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在國外代理的授權之下，簽發其提單 396。這種情

況通常發生在由於某些國家，對於簽發提單的行政管制較嚴，提單之簽發人需要

符合一定之資格，並且簽發之提單樣式必須經過行政機關之核准，始可簽發時，

承攬運送業者評估自身於該國的業務量及發展性，可能策略性地選擇簽發當地代

理的提單，取代自己設立公司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核准 397。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此時通常係以其國外代理的「代理」之名義(as agent of/ on 

behalf of)簽發提單，而非以自己為運送人之名義(as carrier)簽發之。實務判決認

為，民法第 660 條第 1 項所稱之承攬運送人，係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

者，但海運實務上亦有以委託人之代理人名義與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者，後者為

直接代理，與前者之間接代理固有不同；惟承攬運送契約之履行，重在運送物之

運達，承攬運送人如何執行受託事務，不應影響契約之效力，是於承攬運送人逕

以委託人名義與運送人訂立運送契約之情形，仍應類推適用關於承攬運送之規定 

(最高法院 93 年臺上字第 2049 號裁判意旨參照)398。而「民法第 664 條所謂承攬

運送人填發提單（即載貨證券），應係指承攬運送人以自己名義所為，不包括代

理運送人簽發載貨證券之情形」399。從而，以代理名義簽發此種提單之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應無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之適用。最後，根據 UCP 600 第 20 條，由

運送人之代理人簽發者亦為銀行押匯受理之載貨證券。 

                                                                                                                                                        
395 主提單與分提單在實務上的用途，可參考：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83。 
396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81。 
397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398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5 號判決。 
39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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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自行印製的提單 

無論是船舶運送業者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提單，許多國家對其形式

都沒有強制性的統一規範 400；而且由於提單容易取得，業者可能以海運承攬運

送業者名義為抬頭，直接參考船舶運送業者或其他同業所簽發之提單條款內

容 401。此種形式的提單效力，仍須由法院考量該提單之簽發名義、是否為正本

等因素，判斷其具何等效力或僅為一收貨憑證。 

四.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 FIATA 標準提單(FBL) 

此提單形式係由國際多式運送協會聯盟(FIATA)、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

(UNCTAD)及國際商會(ICC)所合作制定，在提單格式上印有 ICC 的標章 402。在

UCP 600 公布以前，銀行普遍不接受承攬運送業者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所簽發之

提單，但簽發 FBL 者除外 403。 

FIATA 藉由此種合作方式，強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聲譽，逐漸拓展託運人

對本業的信任，並成功在 UCP 600 為承攬運送業者打開另一扇窗──此後非使用

FBL 的承攬運送業者，其所簽發之提單在符合一定規範之下亦可能該當信用狀交

易之合格運輸文件，而且可在簽發人署名處以”freight forwarder”的名義簽發(不必

以運送人名義簽發)404。判決實務上，在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所說明之

Kirby 案中，法院即以系爭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 FBL 為由，認為其應承擔運送

                                                      
400 美國為少數對提單內容規範多有規範的國家，參考 

Th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Council: 
https://www.tlcouncil.org/sites/default/files/images/special_report_-_nmfta_changes_the_uniform_strai
ght_bill_of_lading_1.pdf  
ICC Compliance Center - US Bill of Lading New Requirements: 
http://blog.thecompliancecenter.com/us-bill-lading-new-requirements/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401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80。 
402 曾俊鵬、廖玲珠，同註 11，頁 181。 
403 曾俊鵬、廖玲珠，同前註。 
404 UCP 600 Article 14 Standard for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 l. A transport document may be 
issued by any party other than a carrier, owner, master or charterer provided that the transport 
documen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s 19, 20, 21, 22, 23 or 24 of thes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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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法律責任。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效力之實務判決 第三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與提單效力之爭議可能涉及二種面向：(一)海運承攬運送

業者簽發之提單本身是否使其該當於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之規定？(二)該提單

所載之事項是否有效？茲說明如下。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 

貨主(廣達)委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好好公司)運送貨物，但於運送途中遭遇

風浪致該貨物落海滅失。保險公司(上訴人)於賠付貨主後，就好好公司部分，依

保險法第 53 條、民法第 634 條、第 663 條、第 664 條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就

陽明公司部分，則依保險法第 53 條、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第 634 條及債權讓

與法律關係，請求擇一有利判命好好公司、陽明公司各負賠償責任。 

好好公司主張：其僅開立電放提單，並未簽發正本提單(載貨證券)予廣達公

司，故其間不存在載貨證券之法律關係；另本件貨損乃因系爭船舶於航行途中遭

遇海上危險以及惡劣天候所致，即使認為其為運送人，其亦有權援引途中遭遇海

上危險及惡劣天候等免責事由而主張免責。 

陽明公司部分：好好公司係以自己之名義與實際運送人訂立物品運送契約，

故在外部關係上，好好公司係基於承攬運送人地位，另與其成立另一運送契約，

而廣達公司既非該次運送契約之當事人，其與實際運送人之間即未直接發生契約

關係，上訴人基於保險代位權請求其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本件之爭點在於：好好公司所開立之電放提單是否使其符合介入擬制之規定，

而須負運送人責任？陽明公司與貨主之間是否具運送契約法律關係？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8 
 

高等法院認為：(一)依本件電放提單之記載……該文件以較大字體載印

「EXPRESS RELEASE」、右下方另有「Number of Original B（S）/LZERO」等

語，足見該文件並非載貨證券，而僅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證明或電報放貨通知。(二) 

系爭電放提單雖不具載貨證券之物權性質，然仍足為運送契約之表徵，則觀諸該

提單記載，託運人（Shipper）為廣達公司，好好公司則為貨運代理人（Delivery 

Agent），是好好公司與廣達公司間係成立承攬運送契約，惟好好公司既自行簽發

提單予廣達公司，依據民法第 664 條、第 663 條規定，視為好好公司自己運送。

(三)在外部關係上，好好公司係基於承攬運送人地位，另與陽明公司成立一運送

契約，而廣達公司既非被上訴人間該運送契約當事人，其與實際上之運送人陽明

公司即未直接發生關係（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578 條規定及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1961 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陽明公司與廣達公司間無運送

契約關係之存在，而好好公司與廣達公司間之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四)本案之

貨損係由於天災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好好公司自得依據海商法第 69 條第 2

款、第 4 款規定之法定免責事由，主張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評析： 

(一) 電放提單不一定該當於介入擬制之規定 

承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所述，電放提單雖然亦常見於運送人所使用，但

其僅為「未簽名之提單副本」，且電放提單之發給有二種情況：其一，運送

人簽發正本提單在先，嗣託運人確定收到該批貨物之價金，再交回正本提單，

請求運送人電報放貨予收貨人；其二為運送人自始即未簽發正本提單，只發

給電放提單。 

在第一種情況，正本提單雖然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發給電放提單時即被

回收，但仍無法改變業者曾在該次交易中自己簽發正本提單的事實而隱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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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運送人地位依該提單內容承擔運送責任的意涵；對託運人而言，業者簽

發正本提單的行為可能足以使其形同運送人，之後託運人請求電報放貨、業

者發給電放提單，僅是託運人依照航運慣例選擇其於此次交易中的取貨流程，

似不因此而改變業者之法律地位。 

第二種情況雖然也可以被解讀為係託運人對取貨流程的一種選擇，但由

於業者是自始即「按照託運人之指示」不簽發正本提單而只發給電放提單，

亦即，其發給電放提單並非單方面之意思，而是託運人向承攬運送業者表示

其只需要受領電放提單，因此難以僅憑此即推測出業者有承擔運送人責任、

對託運人而言形同運送人的行為。尤其在託運人非為貨物之所有權人，而為

其他承攬運送業者等運輸中介者時，客觀上應可期待專業之中介者知悉正本

提單與電放提單副本的法律效力、功能有別，援斟酌當事人真意應無使發給

電放提單之承攬運送業者承擔運送人責任之必要。反之，若託運人為貨物所

有權人，則當然應考量其指示業者直接發給電放提單可能係基於長期合作之

信賴，法院應再審查個案狀況，經綜合考量後判斷業者是否符合民法第 664

條規定。 

(二) 本件判決對於電放提單之理解與考慮不盡周全 

本文自前述判決理由中尚無從得知本件好好物流所發給者係屬於上述

何種電放提單。如本件屬於第二種情形，而法院仍僅憑好好物流發給電放提

單的行為擬制其自為運送，似非無疑。 

二. 最高法院 94 年度臺上字第 946 號判決 

訴外人(新歷芳公司)委由被上訴人(海蕎運通)承運冷凍櫃特殊貨物，被上訴

人認為其係居於承攬運送人地位，再委託上訴人(凱達運通)運送貨物，凱達運通

簽發提單予海蕎運通，提單上有註明貨物須維持於攝氏 20 度。然該貨物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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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後，受貨人發現貨櫃之溫度設定於攝氏零下 18 度，貨物因此結冰而產生碎裂。

嗣承保該貨物之保險公司將實際貨損賠付新歷芳公司後，向海蕎運通主張代位權，

請求同額損害賠償。海蕎運通爰依運送契約及侵權行為規定請求凱達運通賠償。

凱達運通則主張該貨物乃整櫃運送，係託運人自行裝載貨物，其運載過程一開始

之溫度，為貨主所自行設定，海蕎運通主張為其及代理人之故意或過失，誤調溫

度致貨物受損害，應負舉證責任，否則依海商法第 69 條第 15 款規定，其不負賠

償責任。 

本件之爭點在於：凱達運通是否應依其所簽發之提單，為該貨物之損害負運

送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最高法院認為：(一)因該貨物屬性特殊，新歷芳公司託運之初，及被上訴人

與上訴人簽定運送契約之際，均明確要求有關裝載該貨物之貨櫃溫度須設定維持

於攝氏 20 度，並記明於提單已經證明屬實。(二)依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準用同

法第 578 條之規定，承攬運送人對於運送人自得行使權利。至依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77 條、第 541 條規定，承攬運送人應向運送人行使其請求權，將其所

受領之賠償物交付委託人，或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移轉於委託人，方可免其責任，

此為其與委託人間之另一問題。(三)本件，依載貨證券所載，該貨物應維持在攝

氏 20 度，於上訴人運送過程中，經人為調降至攝氏零下 18 度，致該貨物受損而

不堪再使用，被上訴人依兩造運送法律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損害，自應准許。 

最高法院雖未援引海商法第 74 條規定，但就上述之判決理由以觀，其應已

肯定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亦應按其簽發之提單所記載應為之行為負責，且

該提單具載貨證券之性質。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1 
 

 小結 第四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提單，已如同船舶運送業者所簽發之載貨證券，

為 UCP 600 所認可的押匯單據；且二者在各自所簽發之提單(載貨證券)的形式內

容相近。在貿易上，內容完備的海運承攬運送人提單與運送人載貨證券幾乎具有

相同的性質與功能。惟在法律上，我國實務將分別定義於民法之提單與海商法之

載貨證券二詞互用；對民法第 664 條之「填發提單」作較寬鬆之解釋，簽發電放

提單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亦構成介入擬制。 

在觀察實務判決後，本文發現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經常被法院判定有介入擬制 

規定之適用，然，部分法院仍以民法運送人之規範作為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

攬運送人的適用法 405。在法律對於依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負運送人責任之

海運承攬運業者之權利義務未有明文規範、學說上亦少有討論之現狀下，確有進

一步檢討海商法之運送相關規定對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適用性之必

要。 

  

                                                      
405 參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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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自行運送之運送責任 

當海運承攬運送人因其行使介入權或受介入之擬制，而應承擔運送人之義務

與責任時，通說認為其與委託人間之原承攬運送關係仍存續 406，又自介入時起

再與委託人之間成立運送契約，承攬運送人與委託人之間，即有二種法律關係。

承攬運送人應對委託人負運送人責任，實際運送人亦應對承攬運送人負運送人責

任。 

 責任期間 第一節

海上運送人責任期間可分為「強制責任期間」與「非強制責任期間」。前者

係指「貨物裝載」上船至「貨物卸載」，此期間運送人對貨物之照料、管理義務，

不得以特約免除或減輕責任(海商法第 61 條)，若貨物之延遲交付、毀損或滅失

的原因發生在此期間之內，運送人應予負責；後者係指貨物之待運與待交期間，

運送人於此期間內，在不違反民法第 222 條不得預先免除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規

定之前提下，得減輕或免除其責任 407。 

關於強制責任期間之認定，若按海牙威士比規則，此期間為「貨物裝載」上

船至「貨物卸載」(又稱，鉤至鉤原則)408。按漢堡規則，此期間為「貨物於商港

區內待運」至「貨物於商港區內待交」(又稱，港至港原則)409。至於鹿特丹規則，

則將責任期間延伸至港區外「貨物交付」至港區外「貨物收受」(又稱，戶至戶

原則)410，但不同於前述之規則乃強制性規定，鹿特丹規則允許各方當事人約定

                                                      
406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冊，頁 634，1992 年；史尚寬，同註 167，頁 640；林誠二，同註

149，頁 492；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8；劉春堂，同註 167，頁 509；戴修瓚，同註 155，頁

214。 
407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29。 
408 許忠信，同註 296，頁 165。 
409 楊仁壽，同註 367，頁 191。 
410 許忠信，同註 296，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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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期間 411。 

有學者認為，按我國海商法第 63 條規定係參照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2

項 412、同條第 8 項 413及第 1 條第 5 款 414之規定而來，故於本法之解釋上應採鉤

對鉤原則 415；但又考量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在「商港區域內」之獨立契約人亦

可主張運送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及責任限制之規定，為避免運送人與獨立契約人權

益不平衡之矛盾，此責任期間應解為於「貨物於商港區內待運」至「貨物於商港

區內待交」，只是應再區分「貨物裝載」至「貨物卸載」之強制責任期間，與「裝

載前於商港內之待運」及「卸載後於商港內之待交」之非強制責任期間 416。惟

多數學說認為我國法係採港至港原則 417，其理由除亦同前述係為避免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造成權益不平衡之外，尚考量海商法課予運送人交付貨物、寄存貨

物等義務，均係於係卸載之後的義務 418。 

除非託運人與承攬運送人或海上運送人之間另有約定，否則承攬運送人與海

上運送人之責任期間基本上皆是自貨物之接收到交付，不過海上運送人之責任期

間又再區分強制責任期間與非強制責任期間而已。故無論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

其係自始即居於運送人地位與貨主簽訂一份運送契約，或是後來才介入運送，而

                                                      
411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2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3.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the carrier’s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the parties may agree on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receipt and delivery of the goods, but a provision in a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void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ides that: (a) The time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is subsequen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ir initial loading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 The time of delivery of the goods is prior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final unloading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412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3: “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IV, the carrier shall 
properly and carefully load, 16 handle, stow, carry, keep, care for, and discharge the goods carried.” 
413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3: “8. Any clause, covenant, or agreement in a contract of carriage 
relieving the carrier 30 or the ship from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goods 
arising from negligence, fault, or failure in the duties and obligations provided in this article or 
lessening such liability otherwise than as provided in these Rules, shall be null and void and of no 
effect. A benefit of insurance in favour of the carrier or similar clause shall be deemed to be a clause 
relieving the carrier from liability.” 
414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3: “(e) `Carriage of goods' covers the period from the time when the 
goods are loaded on 8 to the time they are discharged from the ship.” 
415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31。類似見解：饒瑞正，喜馬拉雅條款與一體適用原則－評臺灣高等

法院九十二年度海商上字第一二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3 期，頁 63，2012 年。 
416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32-233。 
417 許忠信，同註 296，頁 165；楊仁壽，同註 367，頁 191。 
418 楊仁壽，同註 367，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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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貨主之間並存承攬運送契約與運送契約者，應皆有前述海上運送人責任期間規

範之適用。 

 海上運送人商業上注意義務 第二節

  船舶適航性、適載性義務 第一項

第一款 相關規定 

按海商法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於發航前及發航時，對

於下列事項，應為必要之注意及措置：一、使船舶有安全航行之能力。二、配置

船舶相當船員、設備及供應。三、使貨艙、冷藏室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於

受載、運送與保存」。本條係參照海牙威士比規則所制定，其中，第一款、第二

款為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之適航性(seaworthy)義務，第三款則為適載性義務。同

條第 2 項僅規定船舶發航後「突失航行能力」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不負賠

償責任，而未就「突失適載性」為規定。因為發航後失去適載性是貨物管理的問

題，按海商法第 63 條及第 69 條第 17 款規定，必須當運送人及其履行輔助人都

沒有故意過失，才能主張免責。又按實務及學說見解，運送人符合海商法第 69

條免責事由之前提乃其已盡同法第 62 條之義務，使船舶於發航前及發航時具備

適航性與適載性 419。故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是否具有、又該如何履行船

舶安全義務？若其不具有船舶安全義務仍可主張享有免責事由之特權？茲生疑

義。 

                                                      
419
 許忠信，同註 296，頁 210；楊仁壽，同註 367，頁 222；劉宗榮，海商法近期立法與裁判狀

況──兼論海上運送人適航性義務與貨物照管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200 期，頁 221，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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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實務判決 

實務上並不否認海運承攬運送人有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免責之可能。如臺灣

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 420：「自裝載系爭貨物船舶之甲板環境，

裝載系爭貨物之平板櫃堆置在甲板上櫃位，以及系爭貨物週遭有其他更高之貨櫃

環繞包圍等情以觀，堪可認為被上訴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已善盡對系爭貨

物之照管義務，並無違反海商法第63條……此亦係因託運人自行包裝不固所致，

被上訴人自得援引海商法第 69 條第 12 款規定主張免責」421。又如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系爭船舶於系爭事故發航前，確已具備船舶適

航性與適載性，系爭船舶於航行前亦依專業公司提供之氣象報告及航行計畫航行，

惟因遭遇未經預期之天候巨大轉變，致生海上危險而有貨物落海滅失之情，應屬

天災及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好好公司(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自得依據海商

法第 69 條第 2 款、第 4 款規定之法定免責事由，主張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開判決涉及貨物於船舶上之繫固、照管，或船舶適航性有無之審查，而實

際運送人為案件中之被上訴人或參加人。惟觀諸判決內文卻未見法院對海運承攬

運送人的貨物照管義務或適航性義務的具體描述，其所參酌之航海日誌、船級證

書、船員名單與證書等符合國際安全管理章程(International Safety Manegement 

Code, ISM Code)之證明文件，皆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於運送過程中之行為無涉。

由此以觀，似乎只要法院認定實際運送人已履行對貨物於船舶上之照管義務或船

舶適航性義務，則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亦同實際運送人，得按海商法第

69 條規定之事由主張免責。 

                                                      
420 本件後來上訴至最高法院，法院認為原審就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因何不足採，恝置未論，遽

為其不利之認定，有理由不備之違法，發回更審(106 年度臺上字第 71 號判決)。 
421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保險上字第 17 號民事判決亦同此旨：「本件被上訴人(自行運送之承攬

運送人)已盡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照管義務，系爭貨損係因託運人 A Sung 公司包裝不固，而

有海商法第 69 條第 12 款免責條款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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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實際運送人無法主張免責，或未參加訴訟的情況，如於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該案之承審法官認為，系爭貨物毀損係因運送人

繫固不當導致貨物在惡劣天候中於船舶上移動所生，實際運送人無海商法第 69

條第 2 款、第 4 款、第 12 款、第 15 款與第 17 款免責事由之適用餘地，自行運

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亦同。又如於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

該案之實際運送人並無參加訴訟，而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欲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第 1 款與第 17 款免責，法院要求其「應證明已依同法第 62 條、第 63 條規

定，使本件實際運送之船舶具堪航能力、堪載能力，並對於承運之系爭貨物之裝

卸、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守已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又「按船舶無安

全航行之能力，為事實問題，自不得因船舶曾經依船舶法第 27 條之規定為定期

檢查，即得謂船舶之適航性絕無問題，惟船舶既經航政主管機關施行檢查，其檢

查結果，當事人仍非不得以之為證據方法而主張之（最高法院 69 年度臺上字第

3292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因無法提出系爭船

舶之船員名單、艙單或貨物積載圖，且無法證明系爭貨損係因船長、海員於航行

或管理船舶之行為過失所致，故無法主張免責(但其可適用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

單位限制責任之規定)。 

 綜上所述，法院實務上對於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適航性、適載性義務之

舉證責任的要求，與對實際運送人之要求並無二致，只要能舉證證明船舶具有適

航性、適載性，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亦享有適用海商法第 69 條免責事由的機會。

然而，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僅能仰賴實際運送人履行適航性、適載性義務，其對船

舶無實質控制力亦為顯明的事實，因此形成法院要求「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替

實際運送人履行船舶適航性、適載性義務之舉證」的現象。美國法院也面臨無船

公共運送人(NVOCC)是否具有適航性義務的問題，而目前未有法院明確表示無

船公共運送人應自行承擔適航性義務 422。儘管如此，鹿特丹規則第 14 條 423又將

                                                      
422 Andrew D. Kehagiaras, Duty Call: Do NVOCCs Have a duty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Mak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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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航性義務擴展為運送人於開航前、開航時與航行中之義務，亦即從貨物裝載上

船到貨物卸載為止，而不採預訂航程主義 424。在此規則之下，自行運送之海運

承攬運送人仍不免要面對這些質疑 425。 

第三款 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相關義務 

船舶安全相關規定的規範主體為船舶所有人 426或運送人等對船舶有實質控

制力者，俾免其在免責事由與單位責任限制的保護傘下有恃無恐而損害託運人及

其受僱人、履行輔助人之權益。在承攬運送人介入運送後，法律上僅要求其享受

並承擔運送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海上運送人的法律狀態則絲毫不受影響。實

際上，法律也不需要再要求第二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盡相同之船舶安全義務。

因為可以滿足向來所謂之船舶適航性、適載性義務者，除了船舶運送人以外，別

無他人。是故關於「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是否具有船舶適航性義務」一題，更

貼切的問法或許是：令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承擔實際運送人未盡適航性、適載

性義務之後果是否合理？ 

按鹿特丹規則第 1 條 427、第 18 條 428，若履行輔助人在運送人直接或間接的

                                                                                                                                                        
Ship Seaworthy, 27 UNIV. SAN FRANC. MARIT. LAW J. 37-64, 2014.. 
423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4: “ Specific oblig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voyage by sea 
 The carrier is bound befo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d during the voyage by sea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a) Make and keep the ship seaworthy; (b) Properly crew, equip and supply the ship and keep the ship 
so crewed, equipped and supplied throughout the voyage; and (c) Make and keep the holds and all 
other parts of the ship in which the goods are carried, and any containers supplied by the carrier in or 
upon which the goods are carried, fit and safe for their reception, carriage and preservation.” 
424 「運送人在貨物之裝載港，於船舶發航前及發航時，若提供一艘足以抗拒預定航程上所可能

遭遇危險，勘以航行之船舶，即認其有適航能力。」楊仁壽，同註 367，頁 222；許忠信，同註

296，頁 205。 
425 Andrew D. Kehagiaras, supra note 422 at 62-63. 
426 此船舶所有人係指船舶所有人為運送人時，始須就船舶之勘航能力負責(最高法院 91 年臺上

字第 859 號參照) 
427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6. (a)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carrier tha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respect to the receipt, loading, handling, stowage, carriage, keeping, care, unloading or 
delivery of the goods,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person act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the carrier’s 
request or under the carrier’s supervision or control. 
 (b) ‘Performing party’ does not include any person that is retain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 sh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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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監督或控制下，從事貨物運送的核心業務，諸如接收、裝載、操作、堆放、

運送、照料、卸載或交付(delivery)貨物之人，即為運送人之「履約運送人」

(performing party)；如果前述履約運送人，係裝載港到卸貨港間，履行或承諾履

行運送人之義務者，則屬「海運履約運送人」(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429；而

運送人應為任何履約運送人違反運送人義務之行為負責。惟此規則仍要求運送人

對履約運送人應具一定之控制能力，且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未必可該當於本

規則所定義之運送人。 

目前我國判決實務 430上對此法律關係有說明者，則係按民法第 224 條規定，

將實際運送人視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履行輔助人而令其為實際運送人之

故意過失負責。然而，根據民法第 224 條規定與其立法理由 431，本許可當事人

以特約免除債務人之此項責任，但由於此時的承攬運送人係負海上運送人責任，

應受海商法第 61 條之限制而不得以特約免除為其履行強制責任期間義務之履行

輔助人的責任。又民法第 224 條規定之適用是否限於債務人對履行輔助人有指揮

或監督之權利者仍有爭議，目前多數實務見解認為二者之間不以負有法律關係或

具從屬地位者為限，「只要債務人於必要時得加以監督或指揮即足」432；惟海運

承攬運送業者對船舶之適航性、適載性與海上航行事務等幾乎皆無控制能力，形

                                                                                                                                                        
by a documentary shipper, by the controlling party or by the consignee instead of by the carrier.  
7.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forming par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f a ship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discharge of a ship. An inland carrier is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only if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its services exclusively within a 
port area.” 
428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8 Liability of the carrier for other persons: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the breach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caused by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a) Any performing party; (b) The master or crew of the ship; (c) Employees of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or (d) Any other person tha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erson act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the carrier’s request or under the carrier’s supervision or control.” 
429 楊仁壽，運送人履行輔助人概念的演變，航貿週刊，2012 年 1 月 9 日。 
430 如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所述之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781 號判決。 
431 「查民律草案第 360 條理由謂凡人就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責任，是為原則。然為確保交易之

安全起見，則關於其代理人及使用人之故意或過失，亦應使債務人任其責。但當事人訂有免除責

任之特約者，法律亦所許可，蓋以保護債務人之利益也。故設本條以明示其旨。」 
432 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980 號判決；楊仁壽，同註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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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只能一概接受運送人適航性、適載性義務的履行結果之

現象。此外，無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是負運送人或承攬運送人責任，其與貨主通

常需要透過兩段求償，以填補其各自因同一件貨運事故所受之損害。 

本文以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須負海上運送人責任固有其理，但由

於其無法不仰賴實際運送人履行義務；再者，若實際運送人確實有違反其適航性、

適載性義務(縱使其未必是最終應負責之人)，這也表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有

對實際運送人行使其另一個身分的權利──託運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可能；而

且，在部分案件中，法院認為貨主除了可向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請求其負運

送契約責任以外，尚可對實際運送人為之 433。鑒於上述負運送人責任之承攬運

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間特殊且緊密之關係，本文有二項建議如下： 

一. 舉證責任之分配 

如前述，海商法第 62 條適航性、適載性義務僅係實際運送人之義務，故自

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於訴訟中，應證明至本義務係由實際運送人履行即為已

足。接下來由該實際運送人對本義務之履行盡舉證責任。 

二. 集中審理之應用 

第一種情況：若法院認為實際運送人未盡其義務，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

人固然須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此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受有損害，亦

可基於其與實際運送人之運送契約另提訴訟。 

第二種情況：承上，海上運送人(實際運送人)未盡義務，若法院認為海運承

攬運送業者係負承攬運送人責任，且其對於承攬運送相關事宜已盡注意義務而得

免責，此時，雖然承攬運送人可根據其與海上運送人之運送契約請求海上運送人

                                                      
433 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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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賠償責任，對貨主而言則可按民法第 660 條第 2 項、第 577 條、第 541 條規定，

主張承攬運送人應將該損害賠償請求權或所得利益移轉予自己，但是此種做法仍

然不甚方便，尤其當承攬運送業者與貨主間之合作關係在訴訟後未如以往和睦時，

貨主未必可以期待承攬運送人將積極履行義務而使其獲得補償。 

本文以為，按民事訴訟法已放寬訴之變更與追加之限制 434、增訂法官之闡

明義務 435與爭點集中審理 436等規定，故在第二種情況時，法院似得依法闡明貨

主有按民法第225條第 2項規定請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讓與其對實際運

送人之運送契約債權之可能，進而在(第一審或第二審)判決終結前為訴之追加。 

至於在第一種情況，由於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應與實際運送人負相同

責任，故此時其應不符合「不可歸責於債務人」的要件而無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之適用。除非貨主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按民法第 294 條規定達成債權讓與之合

意，否則似仍應循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向貨主負責、實際運送人向海運承攬運送業

者負責之途徑為損害賠償。 

                                                      
434 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被告同意者。 
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 
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 
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

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 
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 
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435 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

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被告如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原告請求之事由，

究為防禦方法或提起反訴有疑義時，審判長應闡明之。」 
436 民事訴訟法第 296 之 1 條：「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法院訊問

證人及當事人本人，應集中為之。」立法理由：「……為迅速發現真實，並達到審理集中化之目

標，法院審問證人及當事人本人，應集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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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之注意義務 第二項

第一款 相關規定 

按海商法第 63 條規定，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

保管、運送及看守，應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係運送人從事海商活動對於貨物之

一般注意義務，與第 62 條適航性、適載性義務，同為海上運送人商業上注意義

務屬強制責任事項 437。惟若狹義而言，運送人商業上注意義務則專指本條規定 438。

而本條所謂「必要之注意」，係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439。 

次按海牙規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關於船舶之適航性係規定運送人應為「相

當注意」(due diligence)；對於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

守則規定應「適當加以注意」(properly and carefully)，二者用語不同。惟我國法

繼受時則均以「必要之注意」稱之，容易使人誤解對於承運貨物，若已滿足本條

規定，即可不問適航性、適載性之有無而免責 440。實則，如運送人未能證明其

已對第 62 條規定事項盡必要之注意及措置，仍難謂其已盡商業上注意義務 441。 

鹿特丹規則對此亦有規定。按該規則第 1 條第 1 項：「在第 12 條規定的責任

期間內，除須遵循第 26 條的規定外，運送人應妥善而謹慎地接收、裝載、操作、

積載、『運送』、保管、照料、卸載並『交付』貨物」442，惟其既已規定運送人有

「運送」及「交付」貨物的義務，卻又於第 11 條專就此二者規定：「運送人應根

據本公約，按照運送契約的條款，將貨物運至目的地並交給受貨人」443。且其所

                                                      
437 張新平，同註 241，頁 197。 
438 楊仁壽，同註 367，頁 217-218。 
439 楊仁壽，同註 367，頁 225。 
440 楊仁壽，同註 367，頁 233。 
441 張新平，同註 241，頁 199；楊仁壽，同註 367，頁 234。 
442 楊仁壽，運送人一般性之義務，航貿週刊，2012 年 7 月 2 日。 
443 楊仁壽，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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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文，兩條皆用「運送」(carry)及「交付」(deliver)。學者認為解釋上，第 11

條規定雖無「妥善而謹慎地」之句，但從其制定之史料觀之，其仍採過失責任，

不因其於該規則被訂定為「一般性義務」，而與所規定之具體義務有所不同 444。 

第二款 實務判決 

承本節第一項第二款所述，實務上在實際運送人已證明其未違反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規定，而得主張同法第 69 條免責事由之情況，認為自行運送之

承攬運送人亦得主張之 445。惟在涉及系爭規定之案例中，貨物之毀損、滅失通

常係發生在實際運送人的控制期間內，因此在貨主向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求償

時，法院在運送人是否已盡海商法第 63 條注意義務的審理上，亦係由實際運送

人參加訴訟並對此加以證明。 

少數有可能涉及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本身就系爭義務之案例，例如：

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該案之承攬運送業者(越洋公司)被法院

認定為符合民法第 664 條規定而應負運送人責任；而法院發現其承運貨物受損之

主因，係由於貨物裝載時即繫固不當，才會造成該貨物於海上航行時位移、碰撞；

又該負責繫固之商行係受越洋公司之委任，為越洋公司之履行輔助人。此時，或

許有認為越洋公司違反海商法第 63 條裝載之注意義務的可能。惟本案法院係援

引民法第 634 條規定為越洋公司之責任基礎，判決越洋公司應向貨主負貨物損害

之賠償責任，故未述及其違反海商法第 63 條義務的問題。 

另一個案例是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1 號判決 446。本件貨主委由

                                                      
444 楊仁壽，同前註。 
445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保險上字第 17 號判

決。 
446 本件後來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原審在賠償額之計算上有疏漏，發回更審，最後兩

造於更審法院和解[最高法院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海商上更(一)
字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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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沛榮公司)為戶到戶之承攬運送，然而，貨物抵達目的港後，

於內陸運送階段，由於陸運司機未交付正確之關務資料予目的地海關，導致貨物

被海關扣留，造成貨主未能準時運至目的地及緊急補料之損失，因此向沛榮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沛榮公司則主張：(一)其可依海商法第 69 條第 8 款、第 15 款規

定免責；(二)依海商法第 7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其履行輔助人（包括海運

公司、陸運公司）既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其又與履行輔助人負同一責任（民法

第 224 條），故其自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 447。 

本案法院認為：(一)貨運司機係沛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司機提錯貨櫃又未

核對提單與通關文件顯有疏失，沛榮公司於履行與承攬運送有關之事項，顯有疏

失，是依民法第 661 條前段規定，應就系爭貨物之喪失負責。(二)沛榮公司既自

認由其負責系爭貨物之內陸運送，則其權利義務即與運送人同，就其履行輔助人

之重大過失，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亦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任。(三)姑不論

系爭貨物喪失是否發生在海上運送期間，沛榮公司並未舉證證明關於系爭貨物之

裝卸、搬移、堆存、保管、運送、看守，已盡必要注意及處置，且系爭貨物喪失

之原因，是因沛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之重大過失所致，故被告對於系爭貨物之保

管及運送相關事宜，難謂已盡必要注意及處置。(四)沛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就系

爭貨物之喪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而有重大過失，應與沛榮公司之過失同視，

按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主張單位限制責任之利益。 

從而，本案法院似認為，若貨物遭到海關扣留，非因沛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

的重大過失所致，且沛榮公司可證明其已盡海商法第 63 條義務，則有主張同法

第 69 條第 8 款「有權力者之扣押」而免責之餘地。惟，如此一來，法院應釐清

沛榮公司援引海商法的基礎係因其自行運送(民法第 663 條)負運送人責任而來；

抑或是認為沛榮公司在陸運段仍屬海上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故得主張免責特權。

                                                      
447 換言之，託運人與運送人簽訂之海上運送契約，除已就陸上運送階段部分之責任為特別約定

外，自無另於海商法外，再適用其他陸上運送法規以定海上運送人責任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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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本案可知，縱使是在承攬運送人於陸運段自行運送的情況下，海商法第

63 條所謂之對裝卸、搬移、運送等行為之注意義務，仍係指自裝載港到卸貨港

階段之事務，其履行與否需仰賴海上運送人之舉證。 

第三款 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相關義務 

綜上所述，除非港區作業之人員係受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所委託，否則在

海商法第63條貨物照管之注意義務上，似乎如同法第62條適航性、適載性義務，

係由實際運送人所履行，故就舉證責任之分配，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應該僅須

證明該義務係由實際運送人所履行，再由實際運送人證明其已盡該義務。 

如實際運送人未能證明其符合注意義務之規定，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

固然須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惟同本文於前一項第三款所提之建議，此時法院似

得在實際運送人未盡注意義務，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無須負責的情況，依民事訴

訟法第 199 條之 1 闡明貨主有按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自行運送之海運

承攬運送人讓與其對實際運送人之運送契約債權之可能。 

 海上運送人之責任 第三節

  責任基礎 第一項

臺灣海上運送人之責任基礎較陸上運送人輕：前者採推定過失責任 448，在

過失責任的基礎外尚有特殊之免責事由與責任限制之規定(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第 69 條以下);後者採通常事變責任，且無責任限制之規定(民法第 634 條、

第 638 條以下)。 

                                                      
448 柯澤東，海商法──新世紀幾何觀海商法學，頁 130，2010 年，2 版；許忠信，同註 296，頁

198，2016 年；張新平，同註 241，頁 126；劉宗榮，新海商法，頁 218，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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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規定，(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其

除了就與運送相關事項亦根據前述陸上運送人或海上運送人責任基礎之相關規

定負責以外，在其與貨主之間的承攬運送契約關係仍存續的情況下，其自然仍須

就與承攬運送相關事項，按民法第 661 條規定負承攬運送人責任。 

  免責事由 第二項

按海商法第 69 條定有 17 款之免責事由：(一)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

之受僱人，於航行或管理船舶之行為而有過失。(二)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

或意外事故。(三)非由於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火災。(四)天災。(五)

戰爭行為。(六)暴動。(七)公共敵人之行為。(八)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

程序之扣押。(九)檢疫限制。(十)罷工或其他勞動事故。(十一)救助或意圖救助海

上人命或財產。(十二)包裝不固。(十三)標誌不足或不符。(十四)因貨物之固有瑕

疵、品質或特性所致之耗損或其他毀損滅失。(十五)貨物所有人、託運人或其代

理人、代表人之行為或不行為。(十六)船舶雖經注意仍不能發現之隱有瑕疵。(十

七)其他非因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及非因其代理人、受僱人之

過失所致者。其中，第 1 款至第 16 款之間，並無一定關係，係屬於列舉規定 449；

而第 17 條規定係指於運送人不能舉證貨物毀損、滅失之原因，是其他各款所致

時，如能證明其或其履行輔助人「無過失」者，亦可免責 450。 

系爭規定乃參照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4 條第 2 項 c 款至 p 款而來，其規範理由

乃鑑於海上活動之高風險，而設法保護及鼓勵運送人經營海商企業 451。此外，

海商法第 62 條、第 64 條、第 65 條、第 70 條至第 72 條亦對免責事由有所規定。 

                                                      
449 楊仁壽，同註 367，頁 318。 
450 楊仁壽，同前註。 
451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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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 452認為，海商法第 69 條第 1 款、第 4 款與第 11 款，只有實際運送

人才能遇到，故不構成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免責事由。然而，觀諸上開

事由之共同點與立法理由可知，為鼓勵航運發展、分散海上風險，非因運送人及

其代理人之故意過失所致之系爭事故，運送人可免其責。而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

人亦擔負海上運送之風險，負運送人責任，當實際運送人主張上開免責事由而被

法院認為有理由時，按民法第 224 條之法理觀察，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自然同

免其責。此理可明白見於我國實務判決之中 453。 

  責任限制 第三項

按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除貨物之性質及價值於裝載前，已

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載貨證券者外，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貨物之毀損滅失，

其賠償責任，以每件特別提款權六六六‧六七單位或每公斤特別提款權二單位計

算所得之金額，兩者較高者為限。前項所稱件數，係指貨物託運之包裝單位。其

以貨櫃、墊板或其他方式併裝運送者，應以載貨證券所載其內之包裝單位為件數。

但載貨證券未經載明者，以併裝單位為件數。其使用之貨櫃係由託運人提供者，

貨櫃本身得作為一件計算。」本規定係為避免未將貨物性質價值聲明並註明者，

於貨損時漫天要價，亦為避免運送人利用其強勢之經濟地位，在載貨證券上減輕

其賠償數額 454，甚至怠於防止貨物損害之發生，因此特別設立之「最低強制責

任」455。 

考量國家貨幣之變動風險，海牙威士比規則於 1979 年 SDR 議定書(The SDR 

Protocol 1979，以下簡稱 1979 年 SDR 議定書)將幣值修改為國際貨幣基金會

                                                      
452 孟雨，同註 36，頁 56-57。 
453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系爭船舶於系爭事故發航前，確已具備船舶

適航性與適載性……惟因遭遇未經預期之天候巨大轉變，致生海上危險而有貨物落海滅失之情，

應屬天災及不可預料之意外事故，好好公司自得依據海商法第 69 條第 2 款、第 4 款規定之法定

免責事由，主張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454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53-254。 
455 施智謀，海商法專題研究，頁 127-128，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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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創造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456，

我國海商法本條規定即係參考 1979 年 SDR 議定書而來。 

此外，責任限制之適用尚有其阻卻事由：(一)貨物之性質及價值於裝載前，

託運人已經聲明並註記於載貨證券時(第 70 條第 2 項前段)。實務及多數學說見

解認為，性質與價值須併與記載，始足排除運送人之單位責任限制 457。(二)由於

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生之貨物毀損、滅失(第 70 條第 4 項)。

此處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係指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不包

括其履行輔助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 458。 

 由於海商法已明文規定「運送人」為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主體，且按該制度

之立意，解釋上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既為直接對貨主負運送人賠償責任者，

亦應有適用之必要，故觀諸目前實務判決幾乎皆肯定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

以及與其成立運送契約關係之相對人，皆有主張單位責任限制之可能 459。 

  對履行輔助人之責任 第四項

第一款 相關規定 

 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1 項規定：「本節有關運送人因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到

對託運人或其他第三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及責任限制之規定，對運送人之代理人或

受僱人亦得主張之。但經證明貨物之滅失、毀損或遲到，係因代理人或受僱人故

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本條是喜馬拉雅條款 460的成文法化，立法

                                                      
456 楊仁壽，同註 367，頁 333；張新平，同註 241，頁 255。 
457 楊仁壽，同註 367，頁 337；張新平，同註 241，頁 255。 
458 楊仁壽，同註 367，337-338。 
459 參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4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

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 年度海商上字第 1 號判決。 
460 喜馬拉雅條款最早出現在 1954 年之 Adler v. Dickson 案，因該案之船名為「喜馬拉雅」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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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保護運送人的履行輔助人，使其亦得主張運送人所享有的優惠。然本條

多了一個「對」字，從而在語意上容易使人誤解 461，應將之解為贅字 462。而本

條所稱之「代理人或受僱人」，為受運送人指揮監督者，故又統稱為非獨立(從

屬性)之履行輔助人 463。 

 次按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之規定，對從事商港區域內之裝卸、搬運、保

管、看守、儲存、理貨、穩固、墊艙者，亦適用之」。鑑於本項的增訂主因係貨

櫃運送之陸上段的利害關係人爭取而來；於立法過程中未將之與運送人責任掛勾；

再者，獨立性履行輔助人 464如非由運送人選任，似亦無與運送人責任掛勾之理。

是故學者認為，不論學說及實務上對於運送人責任限制與抗辯適用期間的理解為

何，均宜將本項解為獨立性履行輔助人的「獨立抗辯事由」，而與喜馬拉雅條款

之原意不同 465。關於本條之適用主體，學說上有認為本項僅為商港區域內為特

定作業之人的一種特殊權益保障 466，而不宜概括地解為本項係將主張運送人之

抗辯及責任限制的主體延伸至不受運送人指揮監督之獨立性履行輔助人者；惟尚

有學者認為享有此項權利之主體應不區分非獨立性履行輔助人與獨立性履行輔

助人，一體適用者 467。至於運送人是否應對獨立性履行輔助人之過失行為負責，

應視其所執行之事項是否屬於其與運送人間契約約定之事項而定 468。 

                                                                                                                                                        
此一稱。原告 Adler 於船上受傷，但因船票上的運送人責任條款而無法向運送人索賠，所以 Adler
轉而向其受僱人 Dickson 船長索賠，經判定按契約當事人原則(privity of contract)，系爭運送人責

任條款的免責範圍無法延伸至受僱人，因此 Dickson 應賠償 Adler 的損失。為因應此一狀況，運

送人制定出使其受僱人、代理人等，亦適用運送人之免責及責任限制條款。張新平，同註 241，
頁 276。 
461 劉宗榮，同註 419，頁 214。 
462 張新平，同註 241，頁 281。 
463 楊仁壽，同註 367，頁 275-276。 
464 獨立性履行輔助人與從屬性履行輔助人之分辨，於英美法上係以運送人對其有無指揮、監督

關係為區分標準；而獨立契約人雖得為履行輔助人，但以對之「有選擇可能性」者為限。楊仁壽，

同註 367，頁 276。 
465 葉啟洲，喜馬拉雅條款與獨立承攬人責任──評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度臺上字第一三二九號判決，

月旦法學雜誌，第 190 期，頁 196，2011 年。 
466 黃裕凱，論「喜馬拉雅條款」及「次契約條款」(下)，輔仁法學，28 期，頁 122，2006 年。 
467 柯澤東，同註 448，頁 138-142；張新平，同註 241，頁 280。 
468 藍君宜，海上貨物運送履行輔助人之研究—以鹿特丹規則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

所學位論文，頁 16，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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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馬拉雅條款於國際公約之規定上，(一)海牙威士比規則排除獨立性履行輔

助人為適用主體 469；(二)漢堡規則雖擴張適用主體至獨立性履行輔助人，但以「證

明其行為係在僱傭契約範圍內」為限 470。(三)鹿特丹規則規定海運履約運送人有

權享有運送人之抗辯及責任限制 471；且運送人與「海運履約運送人」之間有連

帶賠償關係 472。本規則第 1 條第 6 項、第 7 項分別對履行輔助人與海運履約運

送人定義：若履行輔助人在運送人直接或間接的要求、監督或控制下，從事貨物

運送的核心業務，諸如接收、裝載、操作、堆放、運送、照料、卸載或交付(delivery)

貨物之人，即為運送人之「履約運送人」(performing party)；如果前述履約運送

人，係於裝載港到卸貨港間，履行或承諾履行運送人之義務者，則屬「海運履約

運送人」(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473。 

 綜上所述，臺灣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所列之人皆為於港區作業者，解釋上

應亦屬於鹿特丹規則之「海運履約運送人」，皆有運送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及責任

限制之適用。但不同於鹿特丹規則，臺灣現行之海商法並未規定運送人與海商法

第 76 條第 2 項所列之獨立性履行輔助人間為連帶賠償關係，且獨立性履行輔助

人亦無須承擔運送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不負運送契約上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469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4 bis: “2.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against a servant or agent of 
the carrier (such servant or agent not being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uch servant or ag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which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invoke 
under these Rules.” 
470 The Hamburg Rules Article 7 Application to non-contractual claims: “2.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against a servant or agent of the carrier, such servant or agent, if he proves that he acted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employment, is entitled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which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invoke under this Convention. 3. Except as provided in article 8, the aggregate of 
the amounts recoverable from the carrier and from any person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provided for in this Convention.” 
471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9 Liability of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ies: “1.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is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s and liabilities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Convention and is entitled to the carrier’s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as provided for in this 
Convention if…..” 
472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20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1. If the carrier and one or more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ies are liable for the loss of, damage to, or delay in delivery of the goods, their 
liability is joint and several but only up to the limits provided for under this Convention. 2.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61,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all such pers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overall limits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Convention.” 
473 楊仁壽，運送人履行輔助人概念的演變，航貿週刊，2012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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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惟，此部分規定於臺灣海商法修正草案中有所變化，本文將於第六章第一

節說明之。 

第二款 實務判決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8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

重上更(三)字第 45 號民事判決 

本文於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曾說明本件之部分判決。如前述案件事實，貨主

委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燁泰公司)承運貨物，燁泰公司再向實際運送人(陽明海運)

訂艙。之後，貨物於裝船前即於港區內毀損，而法院認為貨損主因乃與實際運送

人締約之拖車公司，於港區內執行業務時因拖車之輪胎老舊、爆胎翻覆所致。 

貨主除了按契約關係向燁泰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以外，其於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81 號判決中，尚主張燁泰公司為託運人，得對運送人陽明

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惟燁泰公司遲未主張，伊為保全債權，自得代位燁泰公司對

陽明公司主張民法第 224 條、第 634 條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此貨損

係司機(賴智勇)與貨櫃場之受僱承辦人共同侵權所為，故基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請求權，要求司機(賴智勇)、司機之雇主(松順公司)與貨櫃場(中國貨櫃公司)負連

帶賠償責任，並認為本件貨損係發生於裝船前，因此無海商法第 76 條單位責任

限制規定之適用。 

松順公司、賴智勇部分則主張其有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中國貨櫃公司主張

其並無監督賴智勇完成其工作之權利，亦難認其員工就此有何過失可言，依民法

第 189 條規定，其不負賠償責任。陽明公司主張綜麗公司與燁泰公司間係屬運送

契約關係，而非承攬運送契約，自不得主張代位承攬運送人燁泰公司向伊求償；

且貨主未舉證證明燁泰公司如何陷於無資力或怠於行使權利之保全之必要，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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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燁泰公司則主張陽明海運公司、中國貨櫃公司均係由託

運人自行選任指定，並非其所指定之履行輔助人；其於本件承攬運送契約僅係代

為向陽明海運公司訂艙，之後由託運人直接至中國貨櫃公司領取空櫃，再交重櫃

至中國貨櫃公司，是就選任運送人及物品接收保管部分均係由託運人自行指定處

理，依民法第 661 條但書規定其不負賠償責任 

本件之爭點在於：燁泰公司是否符合民法第 664 條規定，而應為賴智勇等人

之過失行為負責？如燁泰公司應負運送人責任，其是否有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

貨主可否按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燁泰公司請求陽明公司負賠償責任？賴智勇

與松順公司是否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中國

貨櫃公司之承辦人與中國貨櫃公司是否應依民法民法第 184 條、第 188 條第 1

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高等法院在第二次更審中，認為：(一)燁泰公司係承攬運送人，其與陽明海

運之間另成立運送契約關係。(二)民法第 242 條之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

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本件燁泰公司就系爭

貨物毀損既得為免責之抗辯，貨主對燁泰公司即無債權關係存在，自無主張行   

使代位權之可言。(三)松順公司之受僱人賴智勇載運系爭貨物時，應注意其拖車

輪胎已老舊無胎紋，須適時檢修更換，竟疏未注意，致行駛中發生爆胎而傾斜翻

覆造成系爭貨物受損，故松順公司與賴智勇應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與第

188條負連帶賠償責任。(四)中國貨櫃公司將貨櫃搬移工作轉交由松順公司承攬，

而承攬人執行其工作事項，有其獨立自主地位，定作人對於承攬人並無監督其完

成工作之權限，按民法第 189 條規定，定作人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五)松順公司

及賴智勇係從事商港區域內之裝卸、搬運者，且其疏失未至重大過失的程度，依

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亦得主張適用責任限制規定。(六)本件貨損係發生

在臺中港商港區域內，並非道路，尚非公路法第 2 條第 1 款、第 34 條所指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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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汽車運輸，自無公路法適用餘地。 

在第三次更審判決時，松順公司與賴智勇之賠償責任已定，二者非為本件之

訴訟人，法院僅再就燁泰公司之責任為斷。而第三次更審法院認為：(一)因燁泰

公司與貨主概括約定價額的行為，而改認其受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應負運送

人責任；又賴智勇係運送人之代理人，故燁泰公司應負賠償責任。(二)「賴智勇

既係於從事商港區域內之裝卸、搬運者，依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系爭貨

物之運送人燁泰公司亦得主張適用責任限制規定」。(三)燁泰公司與松順公司、

賴智勇間係基於法律規定之不同原因而對貨主各負全部給付責任，雖其給付具有

同一目的，然其中一人為給付，其他人即同免其責任，其性質為「不真正連帶債

務」。 

評析： 

(一) 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仍可適用海商法第 76 條；法院關於燁泰公司可主張

單位責任限制的論據似有不周 

在第二次更審判決中，由於貨主對陽明海運及其履行輔助人(櫃場、拖

車公司、司機)無契約關係，因此貨主僅得以侵權行為作為請求權基礎，而

法院認為在此基礎上，港區作業人員亦有海商法第 76 條規定之適用。由此

可知，雖然「免責事由」、「責任限制」係專為運送契約所訂定，但在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仍有其適用 474。 

在第三次更審判決時，法院認為燁泰公司應受介入擬制而對貨主負運送

人責任，並說明自拖車司機於前審中得主張海商法第 76 條而適用單位責任

限制可知，「貨物之運送人燁泰公司亦得主張適用責任限制規定」。此語或許

有二種可能的解讀方式：(1)由於運送人係為履行輔助人之行為負責，因此

                                                      
474 楊仁壽，同註 367，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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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賠償責任應相同；(2)拖車司機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所援引者，即

係運送人得主張之權利，故燁泰公司亦有單位責任限制之適用。 

然而，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之立法意旨及文義，有學者認為本項應

係港區作業人員之獨立抗辯事由，而與喜馬拉雅條款之原意不同 475；運送

人之抗辯權應不因此從舷至舷延伸至商港區域 476。此外，第二次更審法院

係認為拖車司機應負「侵權責任」，第三次更審法院則僅依「契約關係」對

燁泰公司之責任做認定，在二者法律責任基礎不同的情況下，第三次更審法

院只援引拖車司機的賠償責任作為燁泰公司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的論據，似

有不周。 

(二) 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之適用範圍限於港區 

法院表示港區內之服務有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之適用，且港區內不屬

公路法第 2 條第 1 款、第 34 條所指之公路汽車運輸，無公路法適用餘地。 

(三) 受擬制介入之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間的法律關係 

本件法院認為，受擬制介入之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間屬不

真正連帶債務關係。。學說及多數實務見解認為，不真正連帶債務人間無相

互分擔部分，從而亦無求償關係 477，因此可能產生先受請求之人承擔全部

責任的狀況。 

                                                      
475 葉啟洲，同註 465，頁 196。 
476 饒瑞正，海上件貨運送人就港區發生之貨損得否主張海商法法定抗辯權──最高法院一○四年

度臺上字第四二六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頁 65，2015 年 12 月。 
477 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第 345 頁，2013 年，2 版；孫森焱，民法債編

總論（下），第 895 頁，2014 年 9 月；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 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第 253 
頁，2014 年，2 版；最高法院 85 年度臺上字第 975 號判決；最高法院 86 年度臺上字第 2656 號

判決；最高法院 92 年度臺上字第 154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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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478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越洋公司)與貨主(台朔公司)簽訂「貨物運輸承攬書」，越

洋公司之後委託船務集團(SK 公司)運送系爭貨物，由 SK 公司簽發託運人登載為

臺朔公司之載貨證券，再以傭船的方式以韓進公司營運之船舶為實際運送。後來，

該批貨物於海上發生毀損，經公證後發現貨損發生之原因係貨物繫固不當導致貨

物在惡劣天候移動所產生之嚴重損害，高等法院認為主因係由於「裝載時」即繫

固不當所致，而負責繫固之商行係受越洋公司的委託。 

台朔公司於獲得保險公司補償後，將貨物損害賠償請求權移轉予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因此主張越洋公司應依承攬運送契約負責並有介入擬制之適用；SK 公

司簽發載貨證券應對其負運送人責任。越洋公司主張其未簽發提單而不負運送人

責任，且其代台朔公司委由 SK 公司運送，係經台朔公司明示同意並接受，其已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SK 公司則抗辯貨物裝載係由越洋公司負責，故越洋

公司之過失應視為台朔公司之過失，其得援引與有過失規定減輕責任。 

本件之爭點在於：越洋公司、SK 公司是否應負對貨主負運送契約之債務不

履行責任？該負責繫固之商行是貨主或是越洋公司之履行輔助人？ 

高等法院認為：(一)越洋公司係與台朔公司簽訂承攬運送契約，安排系     

爭貨物運送並收取運費，故越洋公司為承攬運送人，並因收受全程運費，自應對

台朔重工公司負民法第 634 條運送人責任，越洋公司顯非台朔公司之代理人。「另

既有請款單、收據及發票為憑，自難認越洋公司與台朔公司間未成立運送契約，

越洋公司辯稱上開貨物運輸承攬書為預約一節，顯不可採」。而系爭載貨證券之

簽發人為 SK 公司，是 SK 公司係另依載貨證券關係負運送人責任。(二)貨損主

因係貨物繫固不當所致，而負責繫固之商行係受越洋公司之委託，自屬其履行輔

                                                      
478 本件當事人分別指摘原判決於己不利部分違背法令，上訴至最高法院，法院認為均無理由而

判決駁回(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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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應由越洋公司就鋼索斷裂之結果負責。(三)台塑公司係基於載貨證券關係

而得向 SK 公司請求貨損賠償，越洋公司係因承攬運送關係對台朔公司負運送人

責任，故台朔公司與越洋公司、SK 公司間之契約關係各自獨立，越洋公司不得

皆援引 SK 公司所得主張之所有抗辯。(四)按海商法第 63 條與第 74 條第 1 項規

定，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照管應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載貨證券之發給人 SK

公司自無法免責。(五)越洋公司與台朔公司之間係承攬運送契約關係，SK 公司

對台朔公司係載貨證券之運送人責任，各自乃獨立關係，自不得轉嫁他人負擔，

亦無援引與有過失主張減輕責任的問題。(六) SK 公司稱裝載係託運人台朔公司

所負責，故應由台朔公司負繫固不當疏失責任，其應得主張過失相抵，然貨物裝

載、繫固係由越洋公司委請之公司負責，自與台朔公司無關。(七)越洋公司與 SK

公司對貨主之賠償責任屬不真正連帶法律關係。 

評析： 

(一) 法院對運送契約法律關係之認定未臻明確 

按民法第 660 條規定，運送契約應係存在於實際運送人與承攬運送人之

間。又在承攬運送人受介入擬制後的當事人法律關係，有實務見解認為，對

實際運送人而言，「實際託運人」應為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載貨證券

上所登載者乃「形式託運人」，故按契約相對性原則，貨主無法請求實際運

送人負契約責任 479。 

本件，依照判決理由(一)，法院肯定越洋公司與台塑公司係簽訂承攬運

送契約，惟越洋公司應受介入擬制而負運送人責任，之後卻又提到二者間應

成立「運送契約」。此處所謂之「運送契約」，係指二者合意成立之契約，或

是法律擬制之運送契約 480？此運送契約之性質關乎後續對當事人法律關係

                                                      
479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45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

決。 
480 按原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海商字第 15 號判決：「被告越洋公司之運送人責任既是法律

所擬制，自無所謂同一運送事件成立 2 個運送契約之問題。」以及通說見解，咸認承攬運送人受

介入擬制後係「再成立」一運送契約。鄭玉波，民法債編各論下冊，頁 634，1992 年；史尚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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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論。如按法院所言「越洋公司辯稱上開貨物運輸承攬書為預約一節」推

測，此運送契約似係指二者合意成立之契約(但本文尚無法自判決理由中查

得越洋公司此項主張的具體內容)。從而，按前述實務見解，既然受介入擬

制之承攬運送人始為「實際託運人」，則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

人之間似亦應為託運人與運送人之關係始合其理；另一個觀點是，如台塑公

司與越洋公司間有成立運送契約之合意，理論上台塑公司應不會再以自己名

義為同一批貨物向 SK 公司締結第二份運送契約，故於此基礎上，實際與 SK

公司締約之託運人為越洋公司才是。 

然而，本件法院又肯定 SK 公司因其簽發載貨證券之行為而直接對台塑

公司負運送人責任，且否定越洋公司在台塑公司與 SK 公司運送契約訂定上

的代理角色，因此形成法院在未對貨主如何突破契約相對性與 SK 成立運送

契約的部分加以說明，即判斷台塑公司可同時對越洋公司及 SK 公司主張運

送契約責任，似有未盡合理之處。 

(二) 貨物繫固公司與 SK 公司、越洋公司之法律關係似有疑義 

參照前述判決理由(二)至(七)，法院認為該貨物繫固公司乃越洋公司之

履行輔助人，故越洋公司應為其行為負民法第 634 條之運送人責任；SK 公

司則係因違反海商法第 63 條注意義務而負運送人賠償責任。又由於越洋公

司並非台塑公司之代理人，該貨物繫固公司並非台塑公司之履行輔助人，所

以沒有過失相抵的問題。 

由此似可推知，法院雖然認為本件越洋公司與 SK 公司皆應負運送人責

任，對貨物之裝載負責，但也強調二者與台塑公司係各自獨立之關係。不過，

如果該貨物繫固公司之過失、越洋公司為此過失行為負責等情皆與 SK 公司

無涉，又，法院認為，船長、大副對貨物裝載的部分亦無過失，則 SK 公司

有何違反海商法第 63 條義務之處？為何其不得依海商法第 69條第 17款「非

                                                                                                                                                        
同註 167，頁 640；林誠二，同註 149，頁 492；邱聰智，同註 157，頁 588；劉春堂，同註 167，
頁 509；戴修瓚，同註 155，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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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及非因其代理人、受僱人之過失」而免責？ 

再者，越洋公司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無論其係受介入擬制或自行運送，

解釋上應當有海商法之適用餘地。本件法院將越洋公司與 SK 公司之運送責

任分別以民法運送及海商法為適用法，並且認定二者對台塑公司之債務係屬

「不真正連帶關係」，這不僅使得越洋公司之法律地位有較 SK 公司為不利

之疑慮，亦令人懷疑本件是否確實符合不真正連帶債務係基於「個別原因」

的要件 481。 

另一方面，法院認為 SK 公司不因該貨物繫固公司非由其選任而可減輕

責任，本文亦贊同之。正如貨損若係由 SK 公司之履行輔助人所造成，越洋

公司縱使無從指揮監督亦不得因此主張減輕責任，何況本件之裝載公司雖然

為越洋公司所選任，但在現場仍有受船長、大副指揮之可能，而且其尚須受

領船上大副發給之完工證明書。是故本文以為，按照本件法院認越洋公司與

SK 公司皆應負運送人責任之推斷，已無異於使二者負同一責任。 

最後，按實務見解認為民法第 224 條之適用不以負有法律關係或具從屬

地位為限，「只要債務人於必要時得加以監督或指揮即足」482。因此，假如

法院認為本件越洋公司單純為承攬運送人，其於裝貨港所指派之繫固業者於

執行業務時亦受船長、大副之指揮監督，故似可認其為海上運送人之履行輔

助人，從而，該繫固業者亦不無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1 項主張單位責任限制

等權利的可能，或者直接按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主張其獨立之權利(本件台

塑公司之求償額遠低於單位責任限制之金額，故無此問題)483。 

                                                      
481 按不真正連帶債務係指「多數債務人基於個別原因，對於同一債權人產生具有同一目的的債

務，且各負全部給付之義務。因給付目的同一，故債務人中一人為給付時，他債務人亦同免責任。」

孫森焱，同註 477，頁 891，2014 年 9 月；邱聰智著，姚志明修訂，同註 477，頁 253，2014 年

2 月；謝銘洋，連帶債務與不真正連帶債務，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5 期，2000 年 10 月，頁

120。 
482 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980 號判決；楊仁壽，同註 429。 
483 以上係本文就有關「運送人對履行輔助人責任」的部分，於法院判決理由之框架下所為之分

析。惟就後學之淺見，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特點應在於「併櫃貨物」(這使其可向

數名貨主收取提單費、併櫃費等費用，而向海上運送人訂艙時則以「數只整櫃貨物」的託運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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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1 號判決 484 

本文於本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曾說明本案。如前述案件事實，本件貨主委

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沛榮公司)為戶到戶之承攬運送，然而貨物在目的港送至內

陸之階段，由於陸運司機未交付正確之關務資料予目的地海關，導致貨物被海關

扣留等損失。貨主因此按依民法第 661 條、第 634 條與第 664 條規定向沛榮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沛榮公司則主張：依海商法第 7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其履

行輔助人（包括海運公司、陸運公司）既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其又與履行輔助

人負同一責任（民法第 224 條），故其自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 485。 

高等法院認為：(一)貨運司機係沛榮公司之履行輔助人。(二)沛榮公司既自

認由其負責系爭貨物之內陸運送，按民法第 663 條則其權利義務即與運送人同，

就其履行輔助人之重大過失，依民法第 224 條規定，亦應與自己之過失負同一責

任。(三)本件錯誤全係因司機於提貨通關時錯拿報關資料，致遭海關扣留並沒收，

故司機於香港碼頭提領系爭貨櫃並非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之情形，自無單

位責任限制之適用。 

由此可知，海商法第 76 條第 2 項所謂之「從事商港區域內服務者」，除係指

文義上之於港區內之服務人員，解釋上還須「該人員所造成之貨損係發生在其於

港區內服務時」。此外，沛華公司係自認其於陸上段自行運送，本案法院自始自

終皆未言明沛華公司為「海上」運送人，惟如本件沛華公司的履行輔助人符合該

                                                                                                                                                        
分自居，因此僅被洽取一套提單費、吊櫃費等，可賺取較多差價)、簽發提單等，而本件越洋公

司之實際行為似皆仍在「為台塑公司之整櫃貨物為運送等相關服務之安排」。此外，台塑公司與

越洋公司係簽訂「貨物運輸承攬書」，契約內容係雙方當事人逐一訂定，且越洋公司可能係按台

塑公司之指示要 SK 公司之載貨證券託運人載明為「台塑」，縱使台塑公司並未有此指示，然其

亦可於收受提單時即知悉 SK 公司為運送人。如採本文第三章所建議之綜合考量、目的性解釋的

方式判斷其法律地位，則本文傾向於認定越洋公司之行為並未使其「無異於運送人」，其應僅為

承攬運送人。 
484 本件後來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認為原審在賠償額之計算上有疏漏，發回更審，最後兩

造於更審法院和解。(最高法院民事 101 年度臺上字第 1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海商上

更(一)字 2 號判決)。 
485 換言之，託運人與運送人簽訂之海上運送契約，除已就陸上運送階段部分之責任為特別約定

外，自無另於海商法外，再適用其他陸上運送法規以定海上運送人責任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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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法院似未必會否定其可主張單位責任限制。 

第三款 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相關責任 

海運承攬運送人無論是否被視為運送人，對實際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都沒有

控制、監督的權力，但卻會因為其法律地位的不同而絕對性地決定其應否與實際

運送人負同一責任──對該履行輔助人之故意或過失視為自己之故意或過失。從

而，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認定標準即成為決定其責任之關鍵，對此更應

力圖合理、明確。 

此外，在實際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侵害貨主財產權之案件中實涉及多方之法

律關係，縱使貨主僅基於契約關係直接向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求償，法院審理

時仍須探求實際運送人與履行輔助人等間之法律事實，且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

的財務狀況未必穩健，故鹿特丹規則第 20 條規定運送人與海運履約運送人(亦包

含實際運送人)間具連帶債務關係，確實不失為一方法。 

惟此連帶債務關係似僅得確保於數債務人中其一之賠償責任成立時，債權人

(貨主)的債權即得向各連帶債務人請求給付而有較高的實現可能，但法院未必會

在判決中對債務人間之分擔額為斷(況且債權人亦未必會起訴全部債務人)。又按

民法第 280 條，在法院未判斷分擔額的情況下，各債務人間原則上應平均分擔義

務，這對當事人而言未必公平。因此，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等之

間，可能仍有興訟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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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訴期間 第四節

  相關規定 第一項

按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貨物之全部或一部毀損、滅失者，自貨物受

領之日或自應受領之日起，一年內未起訴者，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解除其責任」。

本法之立法說明言明係參考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第 4 款：「於適用第 6 項之

1 規定的情形下，自提領日或應提領日起一年內倘不提起訴訟，運送人及船舶在

任何情況下應免除對貨物之一切責任，但於起訴之事由發生後，此一期間如經當

事人同意得予延長」。惟觀諸上開規則之「一年內倘不提起訴訟」、「此一期間如

經當事人同意得予延長」等語可知，本項規定之性質不無爭議。 

多數見解 486大多因「一年內未起訴」之文義及國際公約本採除斥期間等理

由，認為本項規定乃「除斥期間」。然按民法第 147 條規定，時效期間不得以法

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效之利益，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定有

延長規定之時效期間尚且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何況屬於不變期間的除斥

期間，故有學者 487站在兼顧公約之規範原意、臺灣法制與海運實務的立場，認

為本項應解為「特殊消滅時效」；或主張跳脫消滅時效與除斥期間的二分法，將

國際公約視為法理予以適用者 488。另一方面，如立法者採納民法學者 489提出之

「將時效期間及除斥期間簡化為訴訟時效期間」之建議，此問題或可迎刃而

                                                      
486 尹章華、徐國勇，海商法，頁 221，2002 年；施智謀，海商法，頁 201，1999 年；楊仁壽，

同註 367，頁 352；張新平，同註 241，頁 111；賴來焜，新海商法論，頁 397，2002 年；立法院

公報，第 83 卷，第 48 期。 
487 黃裕凱，「海上貨物運送「一年起訴時效」之性質及「時效延長」之效力」，月旦民商法學，

第 10 期，2005 年 12 月。 
488 詹駿鴻，「我國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妥適性之研究」，法學叢刊，第 196 期，頁 107，2004
年 10 月。 
489 曾世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法學思維－請求權的時效期間和形成權的排斥期間能否簡化為訴

訟時效期間的思維，臺灣本土法學，第 99 期，頁 6，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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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490。 

  實務判決 第二項

時效期間於臺灣實務上之爭議，除了有關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之性

質 491，尚有法院援引民法第 623 條作為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其海上運送契

約之時效規定者 492。本文於此再補充其他相關判決，以具體化貨主、自行運送

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間的求償關係，以及時效限制所發揮的作用。 

一.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5 號判決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昱臺公司)於民國(下同)91年7月間承攬運送貨主(明承公

司)之整櫃貨物，昱臺公司於受託運送後即將貨物委託予威爾森公司所代理之

Gemartrans 公司為運送，並由威爾森公司代理 Gemartrans 公司簽發以 Gemartrans

公司為運送人、威爾森公司為代理人之載貨證券予昱臺公司。然，該批貨櫃於航

行中，部分貨櫃落海損失，明承公司因此於 92 年間就系爭落海貨櫃事件起訴請

求昱臺公司賠償。 

昱臺公司於 92 年 6 月 23 日民事告知訴訟狀聲請向威爾森公司、Gemartrans

公司告知訴訟，嗣二者皆到庭輔助昱臺公司。明承公司與昱臺公司之案件歷經數

審 493，在高等法院第一次更審判決中，法院認為昱臺公司發給電放提單的行為

符合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而且昱臺公司及其參加人無法證明其已盡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商業照管義務，復不符合海商法第 69 條第 2 款、第 4 款之情，

故昱臺公司應對明承公司負運送人損害賠償責任，雙方之後於 99 年 6 月 24 日達

                                                      
490 張新平，同註 241，頁 112。 
491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易字第 2 號判決。 
492 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 
49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2 年訴字 132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4 年海商上字 1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6 年臺上字 2239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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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解。昱臺公司因此亦依運送契約、載貨證券不完全給付、及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向 Gemartrans 公司求償；並主張 Gemartrans 公司係依一般債務不履行（不

完全給付）所生致其對明承公司所負之損害賠償，故本件應無現行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應適用民法第 125 條規定之 15 年時效；而 Gemartrans 公

司為未經我國認許成立之外國法人，威爾森公司以 Gemartrans 公司之名義與昱

臺公司締結運送契約，並代理 Gemartrans 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依民法總則施行

法第 15 條之規定，威爾森公司應與 Gemartrans 公司，就威士比規則所負載貨證

券簽發人責任；民法第 634 條運送人責任；海商法第 53 條、第 74 條載貨證券發

給人責任；民法第 227 條不完全給付責任負連帶責任。  

威爾森通運則主張：(一)昱臺公司既係基於系爭運送契約及載貨證券之法律

關係就貨櫃落海事件向運送人 Gemartrans 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二)現行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係採除斥期間之立

法例，且不能以告知訴訟中斷時效之方式延長該除斥期間；又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主體並不限於貨物之「受領權利人」，即不論是託運人或受領權

利人均有該條之適用，昱臺公司主張其係本於託運人之地位為本件請求故無海商

法第 56 條規定之適用，顯非的論。(三)本件縱有威士比規則之適用，依該規則

第 3 條第 6 項第 3 段規定，上訴人應自貨櫃應交付之日起一年內對運送人即

Gemartrans 公司提起訴訟請求賠償，否則 Gemartrans 公司即解除其責任。而本件

貨櫃應交付之日為 91 年 7 月 11 日，則昱臺公司依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

自應於 92 年 7 月 11 日前向 Gemartrans 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但昱臺公司卻

遲至 96 年 9 月 3 日起訴，已逾該規定之一年起訴期間。Gemartrans 公司則未於

任何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本件爭點為：本件適用海商法第56條第2項或民法第125條15年時效規定？

威爾森通運、Gemartrans 公司是否已逾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之 1 年期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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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其責任？（1 年期間係除斥期間或消滅時效期間？訴訟告知是否與起訴同，

且中斷時效？） 

高等法院認為：(一)按海商法第 5 條規定，按海商事件，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88 年 7 月 14 日修正之海商法，仿 1968 年

威士比規則之例，於立法說明中稱：「本章內容非限於契約之規定」。昱臺公司因

系爭落海貨櫃事件遭明承公司求償，於賠償明承公司後，經核本件起訴事實為海

上貨物運送毀損、滅失所生之損害賠償事件，應優先適用海商法。(二)海商法第

100 條原為消滅時效期間，與威士比規則規定不同；嗣 88 年參照威士比規則而

修正，改採除斥期間之立法例，若仍欲維持消滅時效之立法例，第 56 條第 2 項

無須為任何文字之修正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性質為除斥期間。從而，(1)昱臺

公司主張本項規定經當事人同意得延長期間，性質上非除斥期間之抗辯無理由。

(2)昱臺公司於民國 92 年與貨主之訴訟中，曾以民事告知訴訟狀聲請向威爾森運

通等「告知訴訟」，僅為民法第 129 條規定消滅時效之中斷事由，不能認其已於

除斥期間內起訴。(3)亦無民法第 128 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之

適用。(三)最後，法官亦不採納昱臺公司認為本件得類推適用威士比規則第 3 條

第 6 項第 3 段當事人得合意延長起訴期間之主張，其理由為：「按法院為類推適

用時，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以為適用，若

非屬法律漏洞，縱有不當，亦屬立法論之問題，無類推之餘地……運送人向第三

人求償期間，既已規定應於 1 年期間內起訴，縱認該除斥期間過短，或運送人具

體確認自己損害賠償責任時點已超過 1 年之情形，昱臺公司仍得於現有法律規定

下於除斥期間內起訴，俾免權利消滅。至損害責任確認時點發生於起訴之後，尚

有停止訴訟之規定得以適用」。 

二. 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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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即為本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三款曾提到的「燁泰案」494之延續。貨主於

94 年向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燁泰公司(上訴人)託運貨物，但在裝船之日，系爭貨物

在實際運送人陽明海運(被上訴人)所指定之櫃場，因拖車輪胎過度磨損而爆胎、

車輛翻覆，造成貨損。貨主與上訴人之訴訟，於 105 年高等法院第三次更審中，

判決上訴人應給付委託人 307 萬 1394 元，上訴人與拖車公司及司機為不真正連

帶債務關係，經最高法院認為上訴人未合法表明上訴理由而裁定駁回 495。 

燁泰公司因此主張：(一)於其與貨主案件之確定判決中，亦認定其與陽明海

運間就該貨物之運送亦存有運送契約，陽明海運依運送契約自應對其負損害賠償

之責，爰依民法第 634 條、第 227 條第 1 項(給付遲延)規定請求陽明海運負運送

人賠償責任。(二)貨主既已於該貨物應受領之日起 1 年內提起前案事件，代位原

告行使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且前案事件之歷審判決均認定未逾越海商

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 1 年期間，則燁泰公司對陽明海運之權利，已繫屬於前案事

件而未逾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期間。 

陽明海運則主張：(一)燁泰公司未於貨損後 1 年內對其起訴，依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其賠償責任業已解除。(二)依據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11 次民事庭

庭推總會議決議，債權人代位債務人對於第三債務人提起之訴訟，與債務人對於

第三人提起之訴訟，並非同一之訴。是故尚不得僅因貨主提起代位訴訟即謂燁泰

公司已在 1 年期間內起訴。何況，該代位訴訟業經確定判決駁回。(三)本件係海

上運送契約，依海商法第 5 條應優先適用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縱使得適

用民法第 227 條、第 634 條規定，上訴人起訴亦逾民法第 623 條 1 年時效。 

本件爭點為：本件損害賠償是否適用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燁泰公司

是否在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所定期間內起訴？ 

                                                      
494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第 45 號判決。 
495 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1429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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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認為：(一)拖車於港區內翻覆所致貨損亦有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

之適用：「託運人與運送人簽訂之海上運送契約，除已就陸上運送階段部分之責

任為特別約定，而於該階段發生事故時適用該特別約定外，依當事人之本意，自

無另於海商法外，再適用其他陸上運送法規以定海上運送人責任之餘地。此觀

88 年修正後海商法第 76 條第 1、2 項規定……等旨自明（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

字第 1147 號判決意旨參照）」。(二)貨主於民國 95 年代位燁泰公司向陽明海運請

求損害賠償的行為，因該確定判決否定貨主若不代位燁泰公司行使對陽明海運之

權利有無法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從而該代位訴訟不發生任何代位效果，自不因

而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三)本件為海上運送契約，依海商法第 5 條規定應優先

適用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無從再適用民法相關規定。則燁泰公司主張其仍得

按照民法第 227 條第 1 項、第 634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消滅時效長

達 15 年云云即非可取。 

三. 評析 

 上開二案件之貨損發生原因，皆可歸責於海上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然在前

案的訴訟過程中，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仍被要求為其無控制力的情

況──海上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運送、搬移貨物期間所生之事，負舉證責任。雖

然在現行的訴訟制度下，海上運送人通常會被列為參加人，協助訴訟之進行，但

也因此通常必須待至判決末了，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始知究竟參加人(海上運送人)

與其是否確實為合作關係，可協助彼此免於對貨主之賠償責任。甚至，燁泰案的

初審判決 496結果為貨主之請求無理由，燁泰公司與貨主之間不成立運送關係；

待至貨主上訴，二審開庭已是二年後。是故，雖然現行訴訟法尚有停止訴訟之規

定可資運送，但事實上似未必能如前述昱臺案之承審法院所言那般順遂：「上訴

人仍得於現有法律規定下於除斥期間內起訴，俾免權利消滅。至損害責任確認時

                                                      
49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訴字第 1274 號判決。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6 
 

點發生於起訴之後，尚有停止訴訟之規定得以適用。」 

  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的相關問題 第三項

實務上，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為避免其轉向實際運送人索賠時已逾起訴期間(海

上運送人載貨證券之起訴期間條款多約定為 1 年)，故其所簽發之提單背面之起

訴期間條款多定為 9 個月，本文第三章所介紹之 FIATA、BIFA 亦皆將起訴期間

訂定為 9 個月。惟此條款於臺灣可能被法院視為違反海商法第 61 條不得減輕義

務或民法第 147 條不得減短時效期間之規定而無效 497。又據本文之觀察，臺灣

判決實務上似未有承認 9 個月起訴期間條款的案例，但卻發現海運實務上仍有採

用 9 個月時效條款的提單，以及一再挑戰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規定的案件。為

何如此？除了前開論據以外，觀諸系爭法規在「適用主體」上的討論似乎也不利

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由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未必會簽發提單予貨主，其可能僅簽發收貨收據或

「轉交」實際運送人所簽發之提單(其上登載託運人為貨主名)予貨主。因此，當

貨損發生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可能以為運送契約關係係存在於貨主與實際運送

人之間，故其無須對實際運送人求償；縱使其認為自己與實際運送人之間具運送

契約關係，其又非提單之持有人，故未必可證明自己具訴之利益。 

具體而言，以前述之「燁泰案」為例，貨主係直接領取實際運送人所簽發之

載貨證券，貨損發生後以運送契約與承攬運送契約為請求權基礎向燁泰求償。當

貨主與燁泰公司爭訟時，燁泰公司未持有載貨證券，更非載貨證券上之託運人或

收貨人，客觀而言可能不被認定為實際運送人的託運人，恐怕不該當於海商法第

56 條規定之可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者。其對貨主應負運送人責任，又對實際運送

人係居於託運人地位，實乃經過歷審判決之後才確認的結果，故似難以要求法律

                                                      
497 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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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不明的燁泰公司即時依法主張其對實際運送人之訴訟權 498。 

 小結 第五節

或許法院係按民法第 224 條之法理，將實際運送人視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

人的履行輔助人，所以無論是在海商法第 62 條與第 63 條之商業上注意義務、海

商法第 69 條之免責事由的適用上，法院對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在相關義務的

履行與免責事由之存在的舉證程度，與對實際運送人的要求無異。再者，如有實

際運送人須為其履行輔助人之故意過失負損害賠償責任的情形，自行運送之承攬

運送人亦須為此負責。然而，上開義務只能由實際運送人履行，而且通常自行運

送之承攬運送人亦無法加以監督、控制。是故民法第 663 條所謂之「其權利義務

與運送人同」，就此部分而言，似乎更像是「其責任與運送人同」。 

此外，由於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的起訴期間規定僅有一年除斥期間，貨主

以契約關係請求、並自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處獲得補償後，自行運送之海

運承攬運送人再向實際運送人請求損害賠償時，經常因前案複雜的法律關係而超

過一年期間。造成此法律關係複雜的可能原因其實前已論及，例如：該案件涉及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認定、涉及實際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的問題，也可

能因為法院令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為商業照管義務之履行及免責

事由之存在等事為舉證，故而需要實際運送人為訴訟參加等。 

本文認為，實務採取令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負相同貨物運送

責任的方式固有其理，且亦非造成上述現況問題的主因。在現行法制之下，造成

問題的主因應係在於民法第 664 條規定過於僵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的

認定標準無法反映海運實務，而此又為當事人賠償責任成立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498 雖然燁泰公司在被地方法院認定為僅負承攬運送人責任時，有可能因為自己無須對貨主賠償

而怠於向運送人行使債權，但此僅為個案狀況，且已逾越本文可獲悉、置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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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容易受當事人反覆爭執。另一個原因則涉及訴訟程序。無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被認定為民法之承攬運送人或是應負運送人責任者，在貨主對承攬運送業者的訴

訟中，其實隱含有即將發生另一起訴訟的可能──若貨損係可歸責於海上運送人，

而承攬運送業者僅負承攬運送人責任而免責，則貨主或承攬運送人需要再向實際

運送人求償；在相同情況下，若承攬運送業者應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且無法免責，

則其亦可能會再轉向實際運送人求償。易言之，按現前的訴訟模式，債權人通常

需要經由二件訴訟案才能使因同一事故所生之損害獲得完全的補償。 

因此，本文建議，在貨主向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請求賠償案件之第一審法院，

如其係認為該業者為承攬運送人，且已盡注意義務而可以免責，法院應闡明貨主，

在海運承攬運送人給付不能或不完全給付時，有按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或按第

227條第1項準用第225條規定，受讓海運承攬運送人對實際運送人債權之可能，

再按民事訴訟法上訴訟追加之規定，在判決終結前追加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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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臺灣相關制度之因應與展望 

 臺灣海商法修正草案 第一節

臺灣海商法最近一次的大幅修正於 1999 年，距今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間

海運實務與國際情勢的變化，有關國際海商的公約修改及締結不計其數，我國現

存之海商法顯有不足 499。2015 年，國內海商法修正草案終於釋出 500，迄今有社

團法人臺灣海商法學會提出之「海商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海商法學會版本)501

與輔仁大學黃裕凱教授提出之「海商法修正建議」(以下簡稱，黃裕凱版本)502二

種版本。茲就其中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貨物運送責任相關之部分討論如下。 

  海商法修正草案 第一項

第一款 修正方法 

本案的主要修正方法係立於海牙威士比規則之背景下，採取海牙威士比規則

外加模式(Hague-Visby Rules plus)，將海牙威士比規則的 11 個條文內國法化。至

於海牙威士比規則未規範者，本為締約國之內國立法空間，我國自能如同海牙威

                                                      
499 參海商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http://twmla.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E6%B5%B7%E5%95%86%E6%B3%95%E4%BF%A
E%E6%AD%A3%E8%8D%89%E6%A1%88%E5%85%A8%E6%96%87.pdf?i=1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500 參海商法學會網站  http://twmla.org/law-release-no62/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501 本節所引用之「海商法修正草案」條文為 2017 年提出之版本，財團法人臺灣海商法學會 
http://twml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E6%B5%B7%E5%95%86%E6%B3%95%E4%BF%A 
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E6%96%87%E5%B0%8D%E7%85% 
A7%E8%A1%A8%E6%9C%80%E5%BE%8C%E7%A2%BA%E5%AE%9A%E7%89%88%E6%9C  
%AC.pdf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502 本節所引用之「海商法修正建議」條文於黃裕凱教授的海商人網站 
http://merchantmarine.financelaw.fju.edu.tw/251-%E6%B5%B7%E5%95%86%E6%B3%95%E4%BF
%AE%E6%AD%A3%E5%BB%BA%E8%AD%B0%E5%85%A8%E6%96%87%E4%B8%8A%E5%
82%B3.htm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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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締約國，部分引入漢堡規則、鹿特丹規則等規定。亦即，在不影響運送人之

責任基礎、免責權、限制責任權等抗辯權利之下，綜合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漢

堡規則和鹿特丹規則，以解決現行實務難題。 

第二款 條文說明 

一. 補充法及解釋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4條新增第 2項：「解釋海商行為，應參酌國際海商習慣」。

此項係參考德國商法第 346 條：「解釋商人間行為與不作為之意義與效力應參酌

商事習慣」而增訂。原海商法第 5 條僅規定：「海商事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

無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按學者 503之建議，臺灣判決實務經常以

民法為優先補充法，然在臺灣無法參與國際公約之簽訂，又未有能跟進國際規範

發展與海運實務之機制的情況下，謹守民法更無法提升經貿的全球競爭力；本案

的補充法順序，應為：(一)海商法各章節被爰參修法的國際法；(二)展現於國際

定型化契約、條款與仲裁判斷的海商習慣；(三)海商法先進國家所承認的海商學

說、法理；(四)民法與其他國內法。而此項規定可能影響法院對海運承攬運送業

者提單內容效力之認定。 

二. 定義 

(一) 運送契約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1 款，係參考鹿特丹規則對運送契約第 1 條

第 1 款，定義運送契約為「運送人收取運費，承諾將貨物自一地運送至另一

地之契約。此種契約應規定海上運送階段，且得規定包括海上運送階段之多

                                                      
503 饒瑞正，海商法法源與其補充法－以請求權競合理論與一體適用原則之競比為例，第 259 期，

臺灣法學雜誌，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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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運送」，明確將多式運送納入規範，而此亦符合多數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係

簽發多式運送提單之現況。 

(二) 海上運送階段 

海商法學會版本同條第 2 款前段，擴大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1 條第 5 項定

義之海上運送階段，自「貨物抵達裝載港商港區域或運送人於裝載港商港區

域收受貨物，以迄貨物離開卸貨港商港區域或運送人於卸貨港商港區域交付

貨物之期間」，以反映單式海運之實務。此期間即為運送人海上運送階段之

強制責任期間 504，而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亦須為此期間所生事

故負責。 

(三) 運送人 

海商法學會版本同條第 6 款，係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1 條第 5 款，定義運

送人為「指與託運人訂定運送契約之人」。在此規定之下，如海運承攬運送

業者與貨主之間成立「運送契約」，則該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解釋上似不無該

當於本案之運送人的可能。 

(四) 實際運送人 

海商法學會版本同條第 7 款，係參考漢堡規則第 1 條第 2 項，增訂實際

運送人為「受運送人委託，實際完成貨物運送之全部或一部之人，並包括任

何受委託以完成此等運送之人」。如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可該當於本法之

「運送人」，則受其託運之海上運送人似可該當於本款所指之「實際運送

人」。 
                                                      
504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頁 51 
http://twml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E6%B5%B7%E5%95%86%E6%B3%95%E4%BF%A 
E%E6%AD%A3%E8%8D%89%E6%A1%88%E6%A2%9D%E6%96%87%E5%B0%8D%E7%85% 
A7%E8%A1%A8%E6%9C%80%E5%BE%8C%E7%A2%BA%E5%AE%9A%E7%89%88%E6%9C  
%AC.pdf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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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本款與鹿特丹規則之海運履約運送人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係指從貨物到達裝載港至貨物離開卸載港期間，履行或

承諾履行運送人任何義務之履行輔助人。內陸運送人僅在履行或承諾履行其

完全在港區範圍內之服務時，方為海運履約運送人」505之定義不同。 

此外，海運履約運送人在鹿特丹規則之下與運送人同樣是責任主體，二

者之權利義務相同；而本案規定之實際運送人僅就其履行運送範圍內負運送

人責任(本案第 49 條第 2 項)。因此，以港區裝卸人員為例，如按鹿特丹規

則，其為海運履約運送人，應與運送人負連帶責任；如按本修正草案，則其

應非實際運送人，而是運送人的使用人。 

(五) 運送單據 

海商法學會版本同條第 10 款，增訂運送單據係「指運送人依運送契約

簽發之單據，為運送人已依運送契約收受貨物之收據，且為運送契約之證明

或運送契約之一部分」。按本款規定之立法理由，此增訂係為解決部分實務

見解認為載貨證券背面條款僅為運送人單方面之意思表示，不構成契約之一

部，產生與國際公約、海運慣例歧異的情形，本款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1 條第

14 項規定 506，明文承認其可作為運送契約內容，以強化載貨證券背面條款

之效力。故而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內容效力的解釋亦或有影響。 

三. 抗辯及責任限制之一體適用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8 條修正原海商法第 76 條為：「本章有關運送人因貨物

                                                      
505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7.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forming par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f a ship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discharge of a ship. An inland carrier is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only if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its services exclusively within a port area.” 
506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14. “Transport document” means a document issued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the carrier that: (a) Evidences the carrier’s or a performing party’s receipt of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and (b) Evidences or contain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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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對託運人或其他第三人所得主張之抗辯及責任限制之規定，

運送人或實際運送人之使用人或代理人亦得主張之。但經證明貨物之滅失、毀損

或遲延交付，係因使用人或代理人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本條增列實際運送人之使用人或代理人為適用主體，以涵蓋本案第 49 條運

送人為其他人負賠償責任之規定 507。又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4 條之 1 第 2項 508

之本意，係指使用人而非以受僱人為限，爰修正受僱人為使用人，因此得以涵蓋

運送人或實際運送人之從屬履行輔助人與獨立履行輔助人；與民法第 224 條之使

用人作相同解釋 509。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9 條係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4 條之 1、漢堡規則第 7

條第 1 項、鹿特丹規則第 4 條 510等國際公約，新增「本章有關運送人抗辯與責

任限制之規定，適用於契約、侵權行為或任何法律關係，對運送人提起貨物滅失、

毀損或遲延交付之損害賠償請求」的一體適用規定 511，以解決在請求權競合時，

運送人抗辯與責任限制之規定是否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仍有適用的爭議 512。 

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該當於本法之運送人，則承第五章第三節第四

項所述，目前實務見解似不否定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履行輔助人可

                                                      
507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63。 
508 The Hague-Visby Rules Article 4 bis: “2.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against a servant or agent of 
the carrier (such servant or agent not being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such servant or agent shall be 
entitled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which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invoke 
under these Rules.” 
509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63-64。 
510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4 Applicability of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1. Any provision of this 
Convention that may provide a defence for, or limit the liability of, the carrier applies in any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 whether founded in contract, in tort, or otherwise, that is instituted in respect of 
loss of, damage to, or delay in delivery of goods covered by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for the breach of 
any other obligation under this Convention against: (a) The carrier or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b) 
The master, crew or any other person that performs services on board the ship; or (c) Employees of the 
carrier or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2. Any provision of this Convention that may provide a defence 
for the shipper or the documentary shipper applies in any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 whether 
founded in contract, in tort, or otherwise, that is instituted against the shipper, the documentary shipper, 
or their subcontractors, agents or employees.” 
511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65。 
512 相關討論見饒瑞正，喜馬拉雅條款與一體適用原則－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度海商上字第

一二號民事判決，第 13 期，月旦裁判時報，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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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海商法第 76 條之權利，故其使用人或代理人亦容有本條之適用。又，縱使

港區貨物裝卸作業係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選任者進行，惟在作業現場仍屬船長、

大副可指揮監督之處，此時，按實務對民法第 224 條之適用不以負有法律關係或

具從屬地位為限，「只要債務人於必要時得加以監督或指揮即足」513。從而，只

要運送人於必要時可對裝卸作業人員指揮、監督，則縱使該人等係由海運承攬運

送業者所選任，仍不無該當於海上運送人之使用人的可能。 

四. 免責事由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3 條修正原海商法第 69 條為：「因下列事由所發生之滅

失、毀損或遲延交付，運送人不負賠償責任：一、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

之使用人，於航行或管理船舶之行為而有過失。二、非由於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

過失所生之火災。三、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事故。四、天災。 五、

戰爭行為。六、公共敵人之行為。七、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程序之扣

押。八、檢疫限制。九、貨物所有人、託運人或其代理人、代表人之行為或不行

為。十、不論基於任何原因，亦不論為局部或全面性之罷工、停工、勞動之中止

或限制。十一、暴動及民變。十二、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十三、因

貨物之固有瑕疵、性質或特性所致之體積或重量之耗損或其他滅失或毀損。十四、

包裝不固。十五、標誌不足或不符。十六、船舶雖經注意仍不能發現之隱有瑕疵。

十七、其他非因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其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所致

者。但主張本款免責之利益者，應負舉證之責，證明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既非

歸因於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亦非歸因於運送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所

致者。」 

本條補列遲延交付之損失類型，以配合原海商法第 61 條、第 74 條第 2 項及

                                                      
513 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980 號判決；楊仁壽，同註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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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條第 1 項所明定運送人應負之遲延交付責任 514；並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4 條第 2 項 515之原意，將第 17 款文字自受僱人修正為「使用人」，以包括裝卸貨

之人員 516。 

五. 運送人責任期間與為其他人負賠償責任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9 條係修正原海商法第 74 條之規定為：「運送之全部或

一部係轉託實際運送人所完成者，不論此項轉託行為，是否基於海上運送契約所

許可之自由權限，運送人仍須依本章之規定，對運送全程負其責任(第 1 項)。本

章有關運送人責任之規定，亦適用於實際運送人就其履行運送範圍內之責任(第 2

項)。運送人依任何特約，承擔非本章所規定之義務或放棄所賦予之權利者，僅

於經實際運送人書面明示之同意後，始對實際運送人發生效力。但不論實際運送

人是否同意，運送人仍受該項承擔義務或放棄權利特約之拘束(第 3 項)。運送人

及實際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應連帶負責(第 4 項)。自

運送人、實際運送人及其使用人或代理人所得受償之總額不得超過本法第七十條

規定之責任限額(第 5 項)。本條之規定，不影響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間之求償權

(第 6 項)」。 

本條係參考漢堡規則第 10 條、鹿特丹規則第 18 條 517、第 19 條 518及第 20

                                                      
514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71。 
515 The Hague Visby Rules Article 4: “2. Neither the carrier nor the ship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loss or 
damage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q)Any other cause arising without the actual fault or privity of the 
carrier, or without the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agents or servants of the carrier, but the burden of proof 
shall be on the person claiming the benefit of this exception to show that neither the actual fault or 
privity of the carrier nor the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agents or servants of the carrier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r damage.” 
516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76。 
517 Thw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8 Liability of the carrier for other persons: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the breach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caused by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a) Any 
performing party; (b) The master or crew of the ship; (c) Employees of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or (d) Any other person tha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erson act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the carrier’s 
request or under the carrier’s supervision or control.” 
518 Thw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9 Liability of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ies: “ 
1.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is subject to the obligations and liabilities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Convention and is entitled to the carrier’s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as provided for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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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519，修正連續運送時，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責任關係 520。若法院肯定自行

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受其託運之海上運送人之間，該當於本條運送人與實際

運送人之法律關係，則貨主依契約關係請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負運送人

賠償責任時似亦得援引本條規定，請求實際運送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六. 批量契約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4 條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80 條規定 521，賦予批量契約當

                                                                                                                                                        
Convention if: 
 (a) The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received the goods for carriage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delivered 
them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performed its activi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goods in a port in a 
Contracting State; and (b) The occurrence that caused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took place: (i)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f the ship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discharge from the ship and either (ii) while the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had custody of 
the goods or (iii) at any other time to the extent that it was participating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the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by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2. If the carrier agrees to assume obligations other than those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Convention, or agrees that the limits of its liability are higher than the limits specified under this 
Convention,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is not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unless it expressly agrees to 
accept such obligations or such higher limits. 
3.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is liable for the breach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vention caused 
by the acts or omissions of any person to which it has entrusted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under the conditions set out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4. 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imposes liability on the master or crew of the ship or on an employee of 
the carrier or of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519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20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 
1. If the carrier and one or more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ies are liable for the loss of, damage to, or 
delay in delivery of the goods, their liability is joint and several but only up to the limits provided for 
under this Convention. 
2.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61,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all such pers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overall 
limits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Convention.” 
520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78。 
521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80 Special rules for volume contracts: “ 
1.Notwithstanding article 79, as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the shipper, a volume contract to which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may provide for greater or lesser rights, obligations and liabilities than those 
imposed by this Convention.  
2. A derogation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is binding only when: 
 (a) The volume contract contains a prominent statement that it derogates from this Convention; 
 (b) The volume contract is (i) individually negotiated or (ii) prominently specifies the sections of the 
volume contract containing the derogations;  
 (c) The shipper is given an opportunity and notice of the opportunity to conclude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n terms and conditions that comply with this Convention without any derogation under this 
article; and 
 (d) The derogation is neither (i)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from another document nor (ii) included in 
a contract of adhesion that is not subject to negotiation. 
3. A carrier’s public schedule of prices and services, transport document, electronic transport record or 
similar document is not a volume contract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but a volume contract 
may incorporate such documents by reference as terms of the contract. 
4.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does not apply to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rovided in articles 14, subparagraphs (a) and (b), 29 and 32 or to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he 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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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一定之契約自由，而新增本條：「批量契約符合下列要件者，不受前條之限

制：一、批量契約載明背離本章規定之聲明。二、批量契約經當事人個別商議，

或載明偏離之條款。三、運送人已告知託運人，有依本章之規定，訂定契約之機

會(第一項)。託運人以外之第三人，除以書面為明示同意外，不受前項之拘束(第

二項)。本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不適用第一項之規定(第三項)」。而本案第

73 條為對原海商法第 61 條契約條款效力規定的文字修正：「運送契約條款或約

定，以減輕或免除運送人，對於因過失或本章規定應履行之義務而不履行，致有

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之責任者，其條款或約定不生效力」。 

批量契約為海運實務上的一種契約類型。按本條之增訂說明，係認為即使在

定期航運，亦有如傭船契約當事人般談判能量相當的情形，故賦與其一定的契約

自由 522。而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與船舶運送業者簽訂年度、季度的定期航運服

務協議時，解釋上似亦屬於一種批量契約 523，但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必須透過船

舶運送業者履行運送任務，相較於船舶運送業者對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攬貨能力的

依賴，託運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身為託運人)的數量畢竟遠比運送人(船舶運送業

者)來得多，故此種合作關係似未必可說是談判能量相當的情形。而且，有學者

指出：「在批量契約之下，運送人與託運人立於平等的地位，此或有其表面上之

理由，但在實質上，則端在減輕運送人之義務與責任」524。從而，本條是否可確

實反映實務，促進航運貿易之發展，抑或僅為一有利於海上運送人的規定，仍有

                                                                                                                                                        
thereof, nor does it apply to any liability arising from an act or omiss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1. 
5. The terms of the volume contract that derogate from this Convention, if the volume contract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 2 of this article, apply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shipper provided that: 
 (a) Such person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prominently states that the volume contract derogates from 
this Convention and gave its express consent to be bound by such derogations; and 
 (b) Such consent is not solely set forth in a carrier’s public schedule of prices and services, transport 
document or electronic transport record. 
6. The party claiming the benefit of the derogation bears the burden of proof that the conditions for 
derogation have been fulfilled.” 
522 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97。 
523 海商法修正草案第 38 條第 12 款：「批量契約，指在約定期間內，分批裝運特定數量貨物之運

送契約。」 
524 楊仁壽，批量契約之特色，航貿週刊，2011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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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驗 

七. 起訴期間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5 條修正原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為：「貨物之全部或一

部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者，自貨物受領之日或自應受領之日起，一年內未起訴

者，運送人解除其責任(第 1 項)。前項一年期間不得停止或中斷；當事人於起訴

之事由發生後，得合意延長之(第 2 項)」。  

本條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 525、漢堡規則第 20 條第 4 項 526、鹿

特丹規則第 63 條 527，而增訂第 2 項，允許當事人合意延長起訴期間 528。至於此

期間之性質涉及各國司法實務見解之差異，因此本條明文規定此期間不得停止或

中斷，亦即此不屬於民法之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其乃國際公約之特殊規定，稱

「起訴期間」(time for suit)529。 

                                                      
525 The Hague Visby Rules Article 3: “6. Unless notice of loss or damage and the general nature of 
such loss or damage be 24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carrier or his agent at the port of discharge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the removal of the goods into the custody of the person entitled to delivery thereof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if the loss or damage be not apparent, within three days, such removal shall 
be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the delivery by the carrier of the goods as described in the bill of lading. The 
notice in writing need not be given if the state of the goods has, at the time of their 25 receipt, been the 
subject of joint survey or inspection. Subject to paragraph 6 bis the carrier and the ship shall in any 
event be discharged from all liability whatsoever in respect of the goods, unless suit is brought within 
one year of their delivery or of the date when they sh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This period, may 
however, be extended if the parties so agree after the cause of action has arisen. In the case of any 
actual or apprehended loss or damage the carrier and the receiver shall give all reasonable facilities to 
each other for inspecting and tallying the goods.” 
526 The Hamburg Rules Article 20 Limitation of actions: “1.Any action relating to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this Convention is time-barred if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s have not been instituted within a 
period of two years.  
2. The limitation period commences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carrier has delivered the goods or part 
thereof or, in cases where no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on the last day on which the goods sh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527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63 Extension of time for suit: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62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suspension or interruption, but the person against which a claim is made ma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running of the period extend that period by a declaration to the claimant. This period may be 
further extended by another declaration or declarations.” 
528 「參考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漢堡規則第 20 第 4 項、鹿特丹規則第 63 條，均規定

起訴期間得延長之。」，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98-99。 
529 「現行條文參考之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未明文規定起訴期間是否得停止或中斷，因

此產生締約國內國法適用空間與各國司法實務之見解差異，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63 條規定起訴期

間不得停止或中斷，以解紛爭，爰增訂之。此一年期間， 並非民法消滅時效，亦非除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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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期間既然不屬於民法之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則民法之消滅時效仍然存

在，請求權人似不無按民法第 129 條規定抗辯其有中斷時效事由之可能。 

八. 追償訴訟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6 條係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64 條 530追償訴訟(action for 

indemnity)而增訂：「依本章應負責之人，得於第七十五條一年期間屆滿後，提起

追償訴訟，其起訴期間，以下列較後者為準：一、依起訴之管轄地，應適用之法

律所定期間。二、自解決原損害賠償之日起，或自向其送達起訴文書之日起九十

日內提起追償訴訟，以先至者為準」。海牙威士比規第 3 條第 6 項之 1 及漢堡規

則第 20 條第 5 項亦有相當之規定。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6 條與第 75 條規定，涉及目前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在

確定與貨主之損害賠償關係後再向實際運送人求償已逾起訴期間的問題。對此，

本文將於本節第三項將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海商法修正建議 第二項

第一款 修正方法 

黃裕凱教授所提出之海商法修正建議，與海商法學會版本之主要區別在於：

後者係採取海牙威士比規則外加模式(Hague-Visby Rules plus)；前者則係採取鹿

特丹規則簡化(Rotterdam minus)的立法標準，除了將若干鹿特丹規則之規定簡化

                                                                                                                                                        
乃公約之特殊規定，稱『起訴期間（time for suit）』。」，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99。 
530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64 Action for indemnity: “An action for indemnity by a person held 
liable may be instituted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provided in article 62 if the indemnity action 
is instituted within the later of: (a) The time allow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in the jurisdiction where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or (b) Ninety days commencing from the day when the person instituting the 
action for indemnity has either settled the claim or been served with process in the action against itself, 
whichever is ear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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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外，亦去除若干爭議性大、尚不急迫適用的規定 531。 

第二款 條文說明 

一. 補充法及解釋 

本建議第五條之內容與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 條之意旨相符，皆明文將相關國

際規範的補充性置於其他法律規定之前。 

二. 定義 

(一) 運送契約 

黃裕凱版本第 80 條第 1 款對運送契約之定義同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1 款之規定前段，定義運送契約為「運送人收取運費，承諾將貨物自一

地運送至另一地之契約」，而未如海商法學會版本系爭條款後段，明文將海

上運送階段之多式運送納入規範。 

(二) 運送人 

同條第 2 款之定義，與海商法學會版本相同。 

(三) 履約運送人 

不同於海商法學會版本參考漢堡規則第1條第 2項而增訂實際運送人，

黃裕凱版本同條第 3 款係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1 條第 6 項(a)款而增訂履約運

送人為：「運送人以外，履行或承諾履行運送人於運送契約下有關貨物收受、

裝載、搬移、堆存、運送、保持、看管、卸載或交付之任何義務之人」。海

                                                      
531 黃裕凱，海商法修正建議說明 
http://merchantmarine.financelaw.fju.edu.tw/2013-03-12-18-45-43.html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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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學會版本之實際運送人係指為「貨物運送」者，而黃裕凱版本之履約運

送人則包含履行運送以外任務者。 

(四) 運送單據 

同條第 8 款，如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10 款規定，明文承認其可作

為運送契約內容，以強化載貨證券背面條款之效力。 

三. 抗辯及責任限制之一體適用 

黃裕凱版本第 85 條第 1 項僅在權利主體的用字上與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8

條、第 39 條規定不同，其意旨皆在令履約運送人及其受僱人或代理人，無論係

於契約、侵權行為或任何法律關係而對運送人提起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之

損害賠償請求中，可主張運送人之抗辯或責任限制之規定。 

同條第 2 項另外規定，託運人之履行輔助人、代理人或受僱人，亦可主張託

運人得主張抗辯之規定。 

四. 運送人義務期間與責任基礎 

黃裕凱版本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4 條規定，係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12 條 532，

訂定運送人之義務期間為其「因運送目的而收受貨物起至交付貨物為止」。「運送

                                                      
532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2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 
1. The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for the goods under this Convention begins when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receives the goods for carriage and ends when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2. (a) If the law or regulations of the place of receipt require the goods to be handed over to an 
authority or other third party from which the carrier may collect them, the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begins when the carrier collects the goods from the authority or other third party. (b) If the 
law or regulations of the place of delivery require the carrier to hand over the goods to an authority or 
other third party from which the consignee may collect them, the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ends when the carrier hands the goods over to the authority or other third party. 
3. For the purpose of determining the carrier’s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the parties may agree on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receipt and delivery of the goods, but a provision in a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void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ides that: (a) The time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is subsequent to the beginning of 
their initial loading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 The time of delivery of the goods is prior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final unloading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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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對於此義務期間內事故所造成之貨物毀損、滅失或遲延交付負責」。有疑問

者係，此義務期間是否等於強制責任期間？ 

若按鹿特丹規則解釋，則此義務期間應等同於強制責任期間(強制適用期

間)533，但是本建議似未有如鹿特丹規則第 12 條第 3 款，各方可約定接收和交付

貨物的時間和地點之規定，故就此而言，黃裕凱版本之義務期間規定似較鹿特丹

規則及海商法學會版本所規定之強制責任期間 534嚴格。 

五. 免責事由 

黃裕凱版本第 105 條與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3 條主要的不同在於：黃裕凱版

本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17 條第 3 項，將航海過失及管理船舶過失列為備選條款，

亦即建議條文的基調係不將之列入免責項目；並參考德國法將活體動物列入免責

項目。此外，海商法學會版本對船上火災的免責事由係規定為「非由於運送人本

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火災」，黃裕凱版本則訂定為「船上失火」，此二者之意義，

在黃裕凱版本係採鹿特丹規則「完全的過失責任主義」535，將法定免責事由建立

在「不可歸責於運送人或履約運送人本人之故意過失或第 113 條所述任何人過失

之原因」536的前提可知，「船上失火」並不排除非由於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

所生之火災。 

六. 舉證責任原則及順序 

黃裕凱版本第 106 條新增對於運送人責任基礎及船舶適航性的舉證責任。按

黃裕凱版本之總說明，本條之目的在於簡化鹿特丹規則第 17 條各項繁複的舉證

規則，特別增定：「運送人或履約運送人提出船舶相關期限內的合格檢驗證書、

                                                      
533 楊仁壽，運送人的責任期間，航貿週刊，2012 年 7 月 9 日。 
534 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2 款：「貨物抵達裝載港商港區域或運送人於裝載港商港區域收受

貨物，以迄貨物離開卸貨港商港區域或運送人於卸貨港商港區域交付貨物之期間」。 
535
 楊仁壽，完全過失責任主義，航貿週刊，2012 年 8 月 13 日。 

536 黃裕凱版本第 104 條第 2 項、第 10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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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名冊及國際交通安全管理證書者，推定船舶具有第 104 條船舶適航性。運送

人或履約運送人能證明事故原因完全因本節各項免責事由所致者，推定運送人或

履約運送人對於貨物毀損滅失或遲延交付並無過失(第 3 項)。運送人及履約運送

人間互負提供或便利檢視能證明前項適航性及事故為免責事由所致之相關證明

文件或其他佐證資料。[拒絕提供之一方，推定船舶不適航或非免責事由所致。](第

4 項)」。 

系爭規定雖然有利於減輕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在船舶適航性的舉證

負擔，但其是否妥適？本文將於本節第三項進一步分析之。 

七. 履約運送人之義務及責任 

黃裕凱版本第 112 條類似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9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履

約運送人就其履行或承諾運送人義務之部分及階段，承擔本章所課以運送人之義

務及責任，且有權享有本章賦予運送人之抗辯及責任限制」。惟海商法學會版本

之責任主體為「實際運送人」，因此僅有為運送任務者享有並承擔運送人之權利、

義務。 

八. 運送人為其他人負賠償責任 

黃裕凱版本第 113 條，類似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項規定，

令運送人及履約運送人為彼此之履約運送人因完成運送契約所規定事項之行為

負責。並於其一應負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之責任時，另一方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 

九. 起訴期間與追償訴訟 

黃裕凱版本將時效規定獨立於第 12 章，針對不同請求原因而設定相應的時

效規定。雖然本建議第 413 條第 4 款亦規定「因違反件貨運送或運送單證義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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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請求權，自交貨日或應交貨日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不同於海商法學會

版本第 75 條之修正理由說明起訴期間係特別規定，不得停止或中斷，本建議於

第 417 條規定：依督促程序、聲請調解、提起告知訴訟等程序者，與起訴具同一

效力，於外國起訴亦同。其認為此係「特殊消滅時效制度」，本質上仍屬消滅時

效 537。 

又黃裕凱版本第 416 條亦有如同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6 條追償訴訟之規定，

惟前者係規定「於清償原債務之日『或』其收到原債務之請求或起訴文書之日起

90 日內」仍有權向應負責之人請求之，後者則要求以該二時點「先至者為準」。 

按黃裕凱版本之修正理由，其承認起訴以外行為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乃係鑑

於近年司法實務對此之肯定 538；且若海商法將時效規畫為「期限內起訴」及「可

聲明延長」，則此本質上仍屬消滅時效，仍應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 539。 

海商法學會版本與黃裕凱版本對於時效的定性各有其理，惟在實務現況問題

的解決上何者較具實益？本文將於下一項比較分析之。 

  綜合分析 第三項

海商法學會版本與黃裕凱版本有諸多相似之處，而其在解釋上與自行運送之

海運承攬運送人責任相關規定的相異之處主要在於責任主體、義務期間、舉證責

任、起訴期間、追償訴訟與批量契約之規定(見表 6)。 
                                                      
537 「國際海商相關公約所採之時效制度，大都採用英美法系之訴訟時效制，該制度並不同於我

國或大陸法系之請求權時效或形成權之除斥期間，在我國學理運用上，其性質可將其歸類為『以

起訴為時效屆滿之特殊消滅時效』，而與民法一般消滅時效規定略有差異。因此必須予以特別規

定，以期儘量予國際規範接軌。」，海商法修正建議總說明，頁 11。 
538 參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年度海商更(一)字第 1號判決；司法院大法官 2012年 12月 21日 1398
次會議決議；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 6 號判決。 
539 「若干國際公約規定時效之中斷及不完成依審判地國法(如船舶碰撞公約)，然另有若干國際

公約規定時效期間不得中止或中斷。本修正建議基於海商法時效可規劃為『期限內起訴』及『可

聲明延長』之特殊消滅時效制度，本質上仍屬消滅時效，因此本章修正建議規定以外之事項，仍

應適用民法消滅時效規定，包括時效之不完成等。」，海商法修正建議總說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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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學會版本之修正草案 黃裕凱版本之修正建議 現行法 

定
義 

實際運送人：受運送人委託，實際

完成貨物運送之全部或一部之人，

並包括任何受委託以完成此等運送

之人(第 34 條第 7 款) 

履約運送人：運送人以外，履行或承

諾履行運送人於運送契約下有關貨

物收受、裝載、搬移、堆存、運送、

保持、看管、卸載或交付之任何義務

之人(第 80 條第 3 款) 

X 

批量契約(第 34 條第 12 款) X X 

義
務
期
間 

港至港原則：於港區收受貨物至於

港區交付貨物之期間 
(第 34 條第 2 款) 

戶至戶原則：收受貨物起至交付貨物

(第 101 條) 
第 63條 

免
責
事
由 

第 43 條 
航海過失及管理船舶過失為備選條

款(第 105 條) 
第 69條 

舉
證
責
任 

X 
運送人提出船舶安全相關文書推定

船舶具有適航性(第 106 條) 
X 

運
送
人
為
其
他
人
負
賠
償
責
任 

實際運送人就其履行運送範圍內承

擔運送人責任 
(第 49 條第 2 項、第 3 項) 

 
運送人轉委託實際運送人完成者，

其仍須對運送全程負責。二者對於

運送物之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負

連帶賠償責任 
(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項) 

履約運送人就承諾運送人義務之部

分承擔運送人責任(第 112 條) 

 
運送人及履約運送人為彼此之履約

運送人因完成運送契約所規定事項

之行為負責。並於其一應負貨物滅

失、毀損或遲延交付之責任時，另一

方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第 113 條) 

第 74條 

起
訴
期
間 

自交貨日或應交貨日起一年；得合

意延長期間(第 75 條) 

自交貨日或應交貨日起一年(第 413
條第 4 款)；得合意延長期間 

(第 417 條第 3 項) 

第 56條
第 2 項 

特別起訴期間(修正理由) 消滅時效(第 417 條) X 

追
償
訴
訟 

自解決原損害賠償之日起，或自向

其送達起訴文書之日起 90 日內提

起訴訟，以先至者為準(第 76 條) 

於清償原債務之日或其收到原債務

之請求或起訴文書之日起 90 日內 
(第 416 條) 

X 

表 6 海商法各修正版本於貨物運送相關責任之主要異同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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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本的新規定雖然可能有益於緩解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實務爭議，但相

關問題在海商法修正草案的討論過程中似乎未受重視，從而在修正條文中並沒有

展現出對系爭問題的解決力道。是故，本文在此僅就按海商法學會版本或黃裕凱

版本之新規定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運送責任相關問題有影響之處討論如下。 

一. 海運承攬運送人法律地位轉換之法源 

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6 款與黃裕凱版本第 80 條第 2 款，寬認運送人

之範圍為「與託運人訂定運送契約之人」，如此一來，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

人若本與貨主訂定運送契約，則其似已符合本款之文義。 

雖然根據「海商法修正草案之研究(延續計劃)」期末報告的團隊回應 540，立

法團隊應係認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適用海上運送人之海商法仍係因其符合民法

第 663 條或第 664 條規定而來，但是，本文考量本款規定及其所參考之鹿特丹規

則並沒有限定運送人必須經營船舶或任何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不該當之要件，而

且實務上多數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損害賠償之案件皆涉及以海商法為適用法，是故，

本文在此仍提出未來或有使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人直接適用海商法之解釋空

間。 

二.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適航性、適載性義務的關係 

承第五章第二節第一項所述，由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船舶本身及航行事務

無實質掌控力，故無論其介入運送與否，海商法上之適航性、適載性義務仍為實

                                                      
540 「海商法修正草案之研究(延續計劃)」協同主持人回覆：「freight forwarder 與客戶間法律關係，

性質為承攬運送法律關係，即應適用民法承攬運送規定，如依照債各規定擬制使之提升至 nvocc，
擬制為運送人，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如為公路運送則公路運送人損害賠償責任基礎 依公路法

第 64 條。如為航空運送則應適用民用航空法規定，因此法律適用即應優先適用民法，僅在民法

承攬運送章規定擬制後，且為海上運送，始適用海商法貨物運送。」 
http://twmla.org/%E6%B5%B7%E5%95%86%E6%B3%95%E4%BF%AE%E6%B3%95%E5%B0%8
8%E5%AE%B6%E8%AB%AE%E8%A9%A2%E5%BA%A7%E8%AB%87-%E6%9B%B8%E9%9D
%A2%E6%84%8F%E8%A6%8B%E5%9B%9E%E5%BE%A9%E8%A1%A8/ (最後瀏覽日：2018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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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mla.org/%E6%B5%B7%E5%95%86%E6%B3%95%E4%BF%AE%E6%B3%95%E5%B0%88%E5%AE%B6%E8%AB%AE%E8%A9%A2%E5%BA%A7%E8%AB%87-%E6%9B%B8%E9%9D%A2%E6%84%8F%E8%A6%8B%E5%9B%9E%E5%BE%A9%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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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送人所履行。從而，目前司法實務要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達到實際

運送人已盡系爭義務之舉證，其實係令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替「海上運送人」的義

務為舉證。因此增加訴訟的複雜度與時間，進而產生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

運送人補償貨主後再向實際運送人求償，卻已逾起訴期間的可能。 

又承前項第二款所述，黃裕凱版本第 106 條第 3 項，增訂運送人提出船舶相

關合格檢驗證書等國際交通安全管理證書者，推定船舶具有適航性之規定。若按

此規定，則在現行司法實務上，(被視為)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對船舶適航

性、適載性存在之舉證責任則與海上運送人同受其益，舉證上較為簡易。然而，

此亦表示在運送人提出相關證書文件後，舉證責任就落在請求權人一方。 

囿於本文對船上事務及船舶安全管理章程(ISM Code)等控制標準的所知甚

少，難以具體評析此舉證責任之安排。惟如以訴訟法學觀之，按我國民事訴訟法

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

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本條前段應可認為係舉證責

任分配一般原則之明文，但書則係對舉證責任減輕之規定 541。而所謂「依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學說上認為乃指「若法院就某類型事件進行評價，依舉證責任

分配一般原則所得結果，在確認與斟酌其所具有於危險領域理論 542、武器平等

原則、誠信原則或蓋然性理論等所考慮之因素(尤指證據偏在問題)，而得認為該

依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所確立舉證責任歸屬，於某該當事人乃屬不可期待者，

法院即有就此一依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所得結果加以調整之必要」543。而調整

                                                      
541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下冊，頁 90，2014 年 2 月。 
542 基於公平之原則，加害人所掌握之危險領域之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其

理論基礎在於被害人無法知悉加害人控制下之危險領域所發生之事實，且通常無法期待加害人會

詳加說明，故被害人難以舉證。此外，「實體法上損害賠償之相關規定，亦含有令加害人預防損

害發生之意旨。就此，唯有令加害人就其掌握危險範圍內之待證事實負舉證責任，加害人才會盡

力防止損害之發生。」，姜世明、黃國昌、楊淑文、吳光陸，舉證責任(二)，頁 86-87，2016 年。 
543 姜世明，同註 541，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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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包括舉證責任轉換、資訊義務、證明度降低等 544。 

本文以為，船舶適航性義務之履行，縱使身為運送人者，亦須透過船長、海

員、海事機構協助進行，實難以期待請求權人可獲知並為此舉證，故若承認系爭

條項，日後恐怕會產生法院應如何調整舉證責任的問題，不可不慎。 

三.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免責事由的關係 

承第五章第三節第二項所述，運送人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免責事由之前提乃

其已滿足同法第 62 條、第 63 條之義務 545，法院並不會因為自行運送之承攬運

送人對於海上事務無掌控力而否定其得主張海商法第 69 條各項之免責事由，但

也因其將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視為運送人，而令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為實際

運送人已滿足相關義務負舉證責任 546。又按契約相對性原則，貨主與實際運送

人之間基本上無契約關係，其僅得依成立要件較嚴格之侵權行為向實際運送人求

償，因此，在貨主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案件中，實際運送人未必會身為被告，

但其經常身為訴訟參加人。 

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9 條第 4 項與黃裕凱版本第 113 條第 3 項規定，運送

人與實際運送人對貨物之損害賠償與遲延交付負連帶賠償責任。次按實務見解，

當海運承攬運送人依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具運送人之權利義務以後，法院通

常會肯定其可適用海商法。又解釋上，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不無該當於修

正規定所定義之「運送人」的空間。是故，未來法院實務似應有肯定自行運送之

海運承攬運送人與受其託運之海上運送人之間該當於本條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

法律關係的可能。如此一來，貨主依契約關係請求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負

運送人賠償責任時，亦得援引本條規定，請求實際運送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544 姜世明，同前註。 
545 許忠信，同註 296，頁 210；楊仁壽，同註 419，頁 222；劉宗榮，同註 419，頁 221。 
546 參見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

決、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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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原本往往僅居於參加人地位的情況，實際運送人可能因本規定而在貨

主與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案件中即成為被告，其與該案件及自行運送之

海運承攬運送人的連結度將更強。若法院認為該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應負

賠償責任，則實際運送人亦負連帶賠償責任。惟此連帶債務關係似僅得確保於數

債務人中其一之賠償責任成立時，債權人(貨主)的債權即得向各連帶債務人請求

給付而有較高的實現可能(民法第 273 條第 1 項)，但法院未必會在判決中對債務

人間之分擔額為斷(況且債權人亦未必會起訴全部債務人)。又按民法第 280 條，

在法院未判斷分擔額的情況下，各債務人間原則上應平均分擔義務，這對當事人

而言未必公平。因此，自行運送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等之間可能仍有興訟

的必要。 

至於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按實務及通說見解，其於受民法第 664 條介

入擬制之時而再與貨主成立運送契約。此時，其似亦符合修正草案對運送人文義

上之定義，為海商法上之運送人。惟此運送契約係由法律擬制而來，故受介入擬

制而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是否有相關規定之適用，仍有疑慮。 

四. 起訴期間與追償訴訟 

承第五章第四節之說明，實務上不乏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於其與貨主間

之賠償責任確定後再向實際運送人求償卻已逾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期間規定之

案件。目前多數學說及實務認為該期間之性質為除斥期間；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75 條規定為符合國際公約之原旨而將之定性為特別起訴期間 547；黃裕凱版本則

認為起訴期間本質上仍屬消滅時效 548。 

                                                      
547 「現行條文參考之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3 條第 6 項未明文規定起訴期間是否得停止或中斷，因

此產生締約國內國法適用空間與各國司法實務之見解差異，參考鹿特丹規則第 63 條規定起訴期

間不得停止或中斷，以解紛爭，爰增訂之。此一年期間， 並非民法消滅時效，亦非除斥期間，

乃公約之特殊規定，稱『起訴期間（time for suit）』。」，海商法修正草案說明，同註 504，頁 99。 
548 「若干國際公約規定時效之中斷及不完成依審判地國法(如船舶碰撞公約)，然另有若干國際

公約規定時效期間不得中止或中斷。本修正建議基於海商法時效可規劃為『期限內起訴』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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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追償訴訟規定則未見於現行之海商法，海商法學會版本將之訂定於第

76 條，黃裕凱版本則係定於第 416 條，且二版本之規定亦有不同。此二修法模

式對本條之相關規定是否可解決前述求償逾期之問題？本文在此試以前述之「燁

泰案 549」為例，實際驗證適用不同規定所可能產生的結果： 

(一) 如按海商法海商法學會版本之規定 550 

按第 75 條規定，除非當事人合意延長，否則起訴期間為 1 年。如燁泰

與當事人合意延長，即不受 1 年起訴期間之侷限。 

次按第 76 條第 2 款，衡量「解決原損害賠償之日」與「向其送達起訴

文書之日」何者為先。前者應係於民國 105 年，燁泰公司遭最高法院裁定駁

回之日；後者似乎是指貨主向燁泰公司送達「第一審」起訴文書之日，則此

日期應在於民國 95 年第一審判決 551之前。故應以貨主向燁泰公司送達「第

一審」起訴文書之日為準。所以，實際適用本條規定的情況，燁泰對實際運

送人的「追償」期間，為「向其送達起訴文書之日後 90 日內」(民國 95 年

至 96 年間)或「自貨物應受領之日起 1 年」(自事故發生日為民國 95 年 10

月推測此期間應在民國 96 年底以前)，此二時點估計相去不到半年。因此在

新規定之下，燁泰公司無法有效追償。 

                                                                                                                                                        
聲明延長』之特殊消滅時效制度，本質上仍屬消滅時效，因此本章修正建議規定以外之事項，仍

應適用民法消滅時效規定，包括時效之不完成等。」，海商法修正建議總說明，頁 67。 
549 貨主對燁泰公司之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重訴字第 1274 號判決；最高法院 105 年度

臺上字第 1429 裁定。燁泰公司對實際運送人之案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第 105 年重訴字第 3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判決。 
550 第 75 條：「貨物之全部或一部滅失、毀損或遲延交付者，自貨物受領之日或自應受領之日起，

一年內未起訴者，運送人解除其責任(第 1 項)。前項一年期間不得停止或中斷；當事人於起訴之

事由發生後，得合意延長之(第 2 項)」。 
第 76 條：「依本章應負責之人，得於第七十五條一年期間屆滿後，提起追償訴訟，其起訴期間，

以下列較後者為準：一、依起訴之管轄地，應適用之法律所定期間。二、自解決原損害賠償之日

起，或自向其送達起訴文書之日起九十日內提起追償訴訟，以先至者為準。」 
55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訴字第 127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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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按黃裕凱版本之規定 552 

本建議亦有當事人合意延長期間之規定，並認為起訴期間本質上仍屬消

滅時效，有民法上相關規定之適用。 

至於追償訴訟的部分，按第 416 條規定所謂之「清償原債務之日」或其

「收到原債務之請求或起訴文書之日起」九十日內，解釋上應同上述，前者

應係於民國 105 年，燁泰公司遭最高法院裁定駁回之日；後者似乎是指貨主

向燁泰公司送達「第一審」起訴文書之日，則此日期應在於民國 95 年第一

審判決 553之前。而本規定並未有「以先至者為準」之規定，故燁泰公司於

民國 105 年向陽明公司之訴訟，可能符合本條追償訴訟之規定。 

綜上所述，在當事人無法達到延長期間之合意的情況下，黃裕凱版本之相關

規定對請求權人的保障較高，但是否有必要訂立較原立法所參考之鹿特丹規則第

64 條為寬的追償期間？尚有考慮空間。因為，既然海商法學會版本將起訴期間

定性為不屬於除斥期間或消滅時效之「特別起訴期間」，則民法之消滅時效仍然

存在，請求權人似乎原本即不無按民法第 129 條規定抗辯其有中斷時效事由之可

能。 

此外，鑒於各國法制不同，如按英美法之代理法則，縱使第三人不知有本人

之存在而訂立契約，該名未公開之本人仍得起訴或被訴 554，亦即，如法院認為

本案有代理法則之適用，則貨主可選擇直接對實際運送人或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求償；反之，實際運送人亦得選擇向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或貨主求償 555。德國海

                                                      
552 第 413 條第 4 款亦規定：「因違反件貨運送貨運送單證義務所生請求權，自交貨日或應交貨日

起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 417 條：依督促程序、聲請調解、提起告知訴訟等程序者，與起訴

具同一效力，於外國起訴亦同。第 416 條：「被認定為應負責之人，既使對其他應負責之人依本

節第四百一十三條時效期間已經屆滿，仍有權於清償原債務之日或其收到原債務之請求或起訴文

書之日起九十日內，向該其他應負責之人請求之。」 
55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重訴字第 1274 號判決。 
554 陳自強，同註 89，頁 60。 
555 陳自強，同註 89，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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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承攬運送業者與貨主間則訂有一套受實務肯定之標準運輸條款(Allgemeine 

Deutsche Spediteurbedingungen, ADSp)約款 556，該條款第 25.1 條規定：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居於運送人法律地位時，不對船公司之使用人的故意或過失負責，因操

作、管理船舶所生之毀損，或於船上所生之火災、爆炸，以及非以貨物利益為優

先考量之行為，身為運送人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均不為此負責 557。 

由此可知，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貨物損害賠償案件，在德國法制下，應較不

會發生如臺灣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須為船上事務舉證、負責之情形；在美國法制

下，貨主則可以選擇直接對實際運送人按契約關係提告，而這亦是臺灣法制所罕

見的狀況。因此，本文建議，在採納國際公約或外國法之規範意旨時，立法者尚

應多加考量各國實體法、訴訟法、航運及判決實務發展的不同情況，以及法規於

國內適用上的實際效益。 

五.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條款效力的問題 

承第五章第四節第三項所述，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為避免其轉向實際運送人索

賠時已逾起訴期間(海上運送人載貨證券之起訴期間條款多約定為 1 年)，故其所

簽發之提單背面之起訴期間條款多定為 9 個月。惟此條款於臺灣可能被法院視為

違反海商法第 61 條不得減輕義務或民法第 147 條不得減短時效期間之規定而無

效 558。 

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10 款及黃裕凱版本第 80 條第 8 款之規定，明

文承認載貨證券可作為運送契約內容，以強化載貨證券背面條款之效力。次按海

                                                      
556 ADSp 2017. 
https://www.dbschenker.com/resource/blob/16368/500e19fcd3523d38be9267b573873c06/adsp-pdf-dat
a.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557 §25.1: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12 (2) No. 1 HGB, it is agreed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its position as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fault or neglect on the part of 
its servants or of the ship’s company, insofar as the corresponding damage was caused in the course of 
steering or otherwise operating the ship, or was caused by fire or explosion on board the ship and the 
measures taken were not predominant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argo.” 
558 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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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學會版本第 73 條及黃裕凱版本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運送契約條款或約定，

以減輕或免除運送人，對於因過失或應履行之義務而不履行，致有貨物滅失、毀

損或遲延交付之責任者，其條款或約定不生效力。再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 條第

2 項及黃裕凱版本第 5 條增訂，解釋海商行為，應參酌國際海商習慣。是故海運

承攬運送業者常訂定的 9 個月起訴期間條款，雖然係符合國際上之海運實務慣

例 559而可能得按新規定，解釋其為國際海商習慣之約定故承認其效力，但仍不

免有被法院認為係牴觸禁止減輕運送人義務規定之虞。 

 海運承攬運送業貨物運送責任規範之訂定 第二節

  規範之法源 第一項

第一款 英國、美國、中國與德國之相關規範 

承第三章第一節所述，英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無專門之法規範，但靠公會

(BIFA)的營運條款規範會員業者所簽發之載貨證券條款內容與行為準則。美國對

海運承攬運送業之明文規範僅止於行政監理之用，其運送責任係由法院個案判斷。

中國對之亦僅有行政法上之專法，其貨物運送責任基本上仍係採用民、商法判斷；

特別的是，關於提單條款，上海航運交易所配合中國「國際海運條例」的實施，

邀請專家制定無船承運人提單範本(Shanghai Shipping Exchange Form)560，期待能

廣為業者所採用。 

至於德國，其將承攬運送人與海上運送人之責任皆規範於同一部商法典中。

承攬運送人被歸類於該法第 4 冊「商店」(Viertes Buch, Handelsgeschäfte)之第 5

章「承攬運送業」(Fünfter Abschnitt, Speditionsgeschäft)，同冊第 6 章則為「倉儲

                                                      
559 按第三章第一節所說明之 BIFA(STCs 27)、FIATA(FMRs 10.)皆規定起訴期間為 9 個月。 
560 孟雨，同註 36，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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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Sechster Abschnitt, Lagergeschäft)，接著便是第 5 冊「海商」(Fünftes Buch, 

Seehandel)。其中，第 5 章有類似臺灣民法第 663 條之規定，如 HGB§ 458：「承

攬運送人有權自行運送貨物。若其自行運送貨物則應享受並承擔運送人在運送方

面的權利和義務，且除了報酬以外，其尚可請求運費」561。 

此外，德國的海運承攬運送相關業者與貨主之間的契約條款，則仰賴由數個

德國之貿易與運送相關公會所聯合制訂之標準運輸條款(Allgemeine Deutsche 

Spediteurbedingungen, ADSp)562，明確訂定出在不同情況下之承攬運送業者應如

何適用該國商法典之規範。ADSp 對承攬運送契約的定義廣泛，涵蓋承攬運送業

者所涉及的所有活動，例如：承攬運送、海運、倉儲、報關、貨物追蹤等物流服

務 563。而且其特別強調，如該契約係按貨主指示而使用汽車運送，該契約仍屬

承攬運送契約 564。其對承攬運送業者之定義則為「與貨主簽訂承攬運送契約之

人」，該業者在符合商法典§407 規定時為運送人；在符合同法§453 規定時為承攬

運送人；在符合同法§467 規定時為倉儲管理人；在符合同法§481、§527 時則為

海上運送人 565。 

                                                      
561 Handelsgesetzbuch § 458 Selbsteintritt: “Der Spediteur ist befugt, die Beförderung des Gutes durch 
Selbsteintritt auszuführen. Macht er von dieser Befugnis Gebrauch, so hat er hinsichtlich der 
Beförderung die Rechte und Pflichten eines Frachtführers oder Verfrachters. In diesem Fall kann er 
neben der Vergütung für seine Tätigkeit als Spediteur die gewöhnliche Fracht verlangen.” 
562 ADSp 2017. 
https://www.dbschenker.com/resource/blob/16368/500e19fcd3523d38be9267b573873c06/adsp-pdf-dat
a.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5 月 11 日)。 
563 ADSp 2017 Article 1.14: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s (“Verkehrsverträge”): The ADSp cover all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s undertaken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as contractor for all activiti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freight forwarding,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warehousing or other, 
typical services pertaining to the freight forwarding business, such as customs handling, tracking of 
goods or cargo handling.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lso apply to all typical logistical services 
included in freight forwarding, if these are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port or warehousing of goods, in 
particular to activitie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loading units, consignments, labelling, weighing of goods 
and returns processing.  
564 ADSp 2017 Article 1.14: Contracts about the presentation of manned motor Vehicles for use on 
instruction by the Principal shall also be deemed as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s 
(“Lohnfuhrverträge”). 
565 ADSp 2017 Article 1.13: Freight Forwarder: Legal person, which concludes a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 with the Principal. Freight Forwarders are particularly carrier according to section 407, 
Freight Forwarder according to section 453, warehouse keeper according to section 467 and sea freight 
carrier according to sections 481, 527 H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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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儘管各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之規範各異，但似可得出：該產業

的貨物運送責任在各國的實踐中，除了受法律規範以外，業者也仰賴由相關公會

所共同制定之標準營運條款 566作為契約內容之一部，以使其權利義務更加明確。

如一國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責任無法律之明文規範，則應許有具凝聚力的公會規範；

或者是在有相關法規的情況下搭配公會規範，協力完足。此外，鑒於國際間，海

運承攬運送業者的業務範圍可能涵蓋陸上運送及倉儲、關務、裝卸、標籤、秤重、

託運等物流業務，所以德國不將之置於商法典之海商冊中，而是以 ADSp 統整海

運承攬運送業於不同業務行為時的責任與準據法條，確有其理，值得作為我國之

借鑑。 

第二款 臺灣的進路 

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業公會曾於 2011 年提出制定標準營運條款之構想，並

參考 FIATA 標準營運條款而擬定 567。然其制定方式係由公會自行制定，而非如

外國係由相關承攬運送業團體、貿易商、保險業者等，共同協議而成；且其條款

內容簡略，大多為現有法令之彙整，論者認為，在現行法令不備的情況下尚無法

發揮效用 568。 

又觀諸臺灣海運實務，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目前確實以作為貨主與海上運送人

間之中介者為主要業務；且其在自行運送、與貨主簽訂運送契約時，解釋上容有

該當於海商法學會版本與鹿特丹規則中之「運送人」的空間。因此，如針對「負

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將其運送責任於海商法中另訂專章，似未必不

可。 

                                                      
566 其他有同類標準營運條款的國家：北歐承攬運送業協會(the Nordic Association 
of Freight Forwarder)、新加坡物流協會(Singapore Logistics Association)、加拿大國際承攬運送業

協會(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Freight Forwarders Association )等。 
567 連名慧，同註 47，頁 1。 
568 連名慧，同註 47，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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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文亦期待可見到有如德國 ADSp，對海運承攬運送產業整合性

的規則。惟無論此規則係由各民間公會協力制定，須定入契約始生效力者，或是

由主管機關制定之專法、規則者，實皆涉及產業需求、未來之發展政策以及保護

交易安全等考量，需要相關主管機關對此進一步之理解與正視。 

綜上所述，海運承攬運送業貨物運送責任之規範方式上，可能的做法有：(一)

於海商法上，為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權利義務增訂章節(以下簡稱，

專章)；(二)協助民間公會共同制定或由主管機關制定標準營運條款，並藉以改善

臺灣海運承攬運送實務上提單條款各異且效力不明的問題；(三)由主管機關制定

海運承攬運送業貨物運送責任之專法(以下簡稱，專法)。而此三種做法之間或許

不是互斥關係，而是存有相互調和的可能。 

  海運承攬運送業運送責任相關規範之修正建議 第二項

第一款 海運承攬運送人法律地位之識別問題 

一. 本文建議對民法第 664 條重新詮釋，或者另外於海商法第 38 條增訂貨物運

送契約之類型 

(一) 方法一：民法第 664 條的重新詮釋 

承第三章第四節所述，民法第 664 條令不經營船舶之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承擔運送人責任之主要理由，是立法者考量在承攬運送人之行為「與自己運

送無異」，具保護託運人之交易安全、兼顧運送業者與承攬運送業者運送責

任分配之公平性所作的調整。而所謂「與自己運送無異」之判斷，英、美與

中國法皆採綜合考量之方式。雖然民法第 664 條之填發提單或就運送全部約

定價額的行為，係屬運送人的重要特徵，但如業者的行為僅滿足要件之一，

有時難謂「與自己運送無異」。尤其當提單簽發人清楚署名於正面時，似更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7 
 

可作為雙方皆認同何者為運送人的直接證據。 

因此，本文建議法院可將民法第 664 條所示之「填發提單」或「約定全

部費用」解釋為本法所例示之行為，係立法者所強調之重要考量因素，但並

非符合其一即絕對受到介入擬制；法院尚可參考上述各國實務學說之共同因

素──(一)業者是否簽發提單、(二)契約等相關文件的內容、(三)雙方的交易

歷史與(四)業者之收費方式，採綜合判斷之方式。方法二：於海商法第 38

條增訂貨物運送契約類型 

(二) 方法二：另外於海商法第 38 條增訂貨物運送契約之類型 

本文建議，於海商法第 38 條第 2 項增訂：「運輸及倉儲業者 569，以前

項二款運送契約之運送人為使用人者，準用本法之規定。」；於同條第 3 項

增訂：「前項情形是否為介入擬制，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

判斷標準： 

一、該業者是否以自己名義簽發提單。 

二、契約等相關文件的內容。 

三、雙方的交易歷史。 

四、收費方式。 

五、業者的實際營業行為。」 

承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所述，隨著資訊科技之發展，海運承攬運送業已逐

漸轉型為物流業者，其不僅提供運輸服務，亦為客戶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

而此服務範圍之拓展，實已逾越航業法或民法承攬運送的相關定義，此亦可

自德國 ADSp570對承攬運送契約之定義可知。又考量現行海運承攬運送人受

                                                      
569 行業標準分類之分類系統表 H 大類，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年 1 月。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8 月 24 日)。 
570 ADSp Article 1.14 Freight Forwarding Contracts (“Verkehrsverträge”): The ADSp cover all Fr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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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664 條介入擬制後，其法律效果乃按民法第 663 條規定「自行運送之

承攬運送人，其權利義務，與運送人同」，產生法官在處理自行運送之海運

承攬運送人爭議時，尚必須透過法律解釋始使之適用關於海上運送人之海商

法相關規定，且不無法官援引民法而非優先適用海商法作為自行運送之海運

承攬運送人貨物運送糾紛的適用法者 571。 

因此，本文建議於海商法第 38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使新型態之物流業

者(按我國行業表應係分類為「H 類：運輸及倉儲業」)，於其與託運人簽訂

以海上運送人為使用人之運送契約時，即可準用本法之相關規定，以免前述

適用法之爭議。至於該業者是否符合介入擬制情形，則按增訂之第 3 項所列

判斷標準，綜合審酌之，使法院於國際物流業者於我國涉及海上貨物運送之

案件時，得優先適用本項規定，俾免業者皆限於民法承攬運送的框架之中。 

第二款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運送責任問題 

一.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運送人商業上注意義

務，以及運送人之履行輔助人的關係 

承前一節第三項所述，目前司法實務要求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為

其達到運送人系爭義務之舉證，無異於令其替海上運送人的義務為舉證，並且以

滿足運送人系爭義務之標準對其為審查；又基於契約相對性，貨主原則上只能對

海上運送人以成立要件較嚴格之侵權行為為請求權基礎，進而產生法律關係複雜、

訴訟過程冗長等狀況。對此，本文之建議如下： 

                                                                                                                                                        
Forwarding Contracts undertaken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as contractor for all activiti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freight forwarding,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warehousing or other, typical services 
pertaining to the freight forwarding business, such as customs handling, tracking of goods or cargo 
handling.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also apply to all typical logistical services included in freight 
forwarding, if these are in relation to the transport or warehousing of goods, in particular to activitie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loading units, consignments, labelling, weighing of goods and returns 
processing.  
571 參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1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DOI: 10.6814/THE.NCCU.LAWID.011.2018.F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9 
 

(一) 於專法或專章中訂定海運承攬運送人負運送人責任時之舉證責任 

除非貨物之裝卸等事務係由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委任之履行輔助人進行，

否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之舉證責任，應只要達到

「證明該義務之履行者為海上運送人」即足。當然，其不因此即免除運送責

任，而仍應同海上運送人承擔義務履行與否之結果。 

(二) 善用現行民事訴訟法之機制，擴大法官之闡明義務 

一般而言，無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是否自行運送，其皆係以自己名義與

海上運送人簽約，因此其間存在一運送契約關係；又按契約相對性原則，僅

有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可依此向海上運送人求償。故本文以為，在貨主向海運

承攬運送業者求償時，如法院認為該業者係居於承攬運送人地位，且有民法

第 661 條但書免責之適用，此時，法院得向貨主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闡明貨主可按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或第 227 條第 1 項準用第 225 條規定，請

求承攬運送人讓與其對海上運送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再按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為訴之追加，增列海上運送人為被告。 

另一方面，如法院認為該業者應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且該貨損之發生

可歸責於海上運送人，此時，解釋上應無「不可歸責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

的情況，故無民法第 225 條之適用。 

(三) 允許並鼓勵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與貨主於契約中約定：「若貨物發生毀損、

滅失或遲延交付，貨主得請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讓與其對實際運送人之

債權，且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受請求時，應讓與之」 

本條款之立意係延續前述(二)之考量：(1)此條款可令貨主，於貨損發生

時，即按契約條款請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讓與債權，使貨主得自由選擇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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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簡化求償之過程。(2)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與實際運送人間非為一般運

送契約關係，他們互為雙方公司長期營運上的合作夥伴，若能避免二者間之

訴訟對立較有助於增進產業之和諧與發展。實務上亦有實際運送人受讓海運

承攬運送人之債權，直接對貨主請求因其包裝不固而造成鄰櫃損害之賠償，

且法院肯認此債權讓與有效之案例 572。 

二. 起訴期間與追償訴訟 

按海商法及民法對貨物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規定，皆為使請求權人從速行

使而訂定為一年短期時效，且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第 1 項 573尚訂有停止訴訟之

規定。然而，在我國法律實務上，卻有因法院對當事人是否適用民法第 664 條規

定之判斷變更，影響其應否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之結果，似也使得當事人因此錯過

其對實際運送人之求償時效者 574。 

若司法實務能如本文前述之建議，由貨主根據其與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契約中

的債權讓與條款，或善用現行民事訴訟法之機制，擴大法官之闡明義務以收縮短

求償過程之效，或可減少海運承攬運送人轉向實際運送人求償時逾起訴期間的問

題。在這樣的基礎上，立法者若欲維持起訴期間應與國際接軌，其性質乃「特別

起訴期間」，只可在一定的條件下由當事人合意延長，否則不得更動的見解，本

文亦認同之。 

                                                      
572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易字第 655 號判決：「關於鄰櫃貨物之損害，被上訴人(實際運送人)
本可基於與名海公司(承攬運送人)間之運送契約對名海公司求償，而名海公司賠償後，又可基於

與上訴人(貨主)之承攬運送契約對上訴人(貨主)求償。是名海公司既因上訴人託運貨物之包裝不

固，對運送人即被上訴人應依與被上訴人間之運送契約負損害賠償責任，名海公司自受有須對他

人負擔損賠償責任之債務之損害。今名海公司將對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讓與被上訴人，以代

對被上訴人之損害賠償，而縮短求償之過程，應屬債權讓與之性質，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依契

約關係，就上訴人裝櫃不固致鄰櫃貨物毀損之損害，向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應屬有據」。  
573 民事訴訟法第 182條第1項：「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

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574 本文係指燁泰案(貨主對燁泰公司之案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 95年重訴字第 1274號判決；

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1429 裁定。燁泰公司對實際運送人之案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第 105
年重訴字第 33 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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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效力的問題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之效力 

承第四章所述，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以自己為運送人名義所簽發之提單於國貿

實務上之效力可與運送人之載貨證券相同；且在實務判決中，亦有法院係以海商

法有關載貨證券之規定作為判斷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之單據是否該當於民

法第 664 條所謂之「填發提單」者。故本文建議，既然航業法、海商法係定義海

上運送人所簽發之者乃「載貨證券」，為降低用語上之不一致所造成的誤解，似

應將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上之用語亦改為「載貨證券」為宜。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並非指僅有在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簽發載貨證券的情況始

符合民法第 664 條之「填發提單」，相反地，本文認為系爭規定之解釋應採取綜

合判斷，故在單一要件上應保有彈性解釋之空間，前述意見僅係就法條用語之建

議爾。例如：在涉及電放提單的案件，法院應進一步考量電放提單的發放過程，

是業者已簽發正本提單在先，託運人確定收到貨款，始交回正本提單，請求業者

電報放貨？或是業者自始即未簽發正本提單，只發給電放提單？如系爭案件屬於

第二種情形，則僅以業者發給該提單的行為應不足以使其受符合系爭規定；然若

是屬於第一種情形，則此提單應為業者居於運送人地位之有力指標。 

二.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條款之效力 

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34 條第 10 款之規定，明文承認載貨證券可作為運送契

約內容，應可緩解部分實務上否定載貨證券登載內容效力之問題。而目前涉及海

運承攬運送業者的主要問題應在於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經常訂定的 9 個月時

效條款，是否係屬減輕運送人責任之約定而無效？或係屬國際海運實務之商業習

慣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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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業者訂定此時效條款之主要目的，係因海商法或實際運送人之提單條款

亦規定起訴期間為一年，為確保自己對實際運送人之訴訟權可獲得實現，其始訂

定小於一年之起訴期間。故本文以為，若其訴訟權已自海商法修正草案之追償訴

訟規定獲得充足的保障，則此條款使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追訴期小於其

他海上運送人，解釋上應屬減輕運送人責任之約定；然若在沒有追償訴訟等規定

得以保障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的訴訟權之情況下，此條款解釋上應傾向於

國際海運習慣，係在未有國際公約或專法明文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的權利義務為

規範時，產業公認使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得以運作的契約機制 575。 

另一個可能的做法是，在專章或專法中明文規定對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

人的起訴期間，即可不再仰賴追償訴訟等海商法上專為海上運送人所設計之規範，

並且消除各家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起訴條款規定或有不一的疑慮。 

 小結 第三節

海商法學會版本與黃裕凱版本對於解決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實務問題的部分

尚有改善空間，無法解決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於海商法的適用明確性

不足、以及求償過程冗長等問題。因此，本文建議： 

 (一)對民法第 664 條重新詮釋，或者另外於海商法第 38 條增訂貨物運送契

約類型，使法院對海運承攬運送業等運輸及倉儲業者 576，以前項二款運送契約

之運送人為使用人者，得直接準用海商法之規定，並使法院對該業者之法律地位

的判斷有就多項因素綜合考量之空間；(二)訂定專法或於海商法中增訂相關規定，

使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有適用海商法的明確基礎以及舉證責任分配；(三)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與貨主之契約中可約定「若貨物發生毀損、滅失或遲延交付，貨主得請

                                                      
575 按第三章第一節所說明之 BIFA(STCs 27)、FIATA(FMRs 10.)皆規定起訴期間為 9 個月。 
576 行業標準分類之分類系統表 H 大類，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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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讓與其對實際運送人之債權，且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受請求時，

應讓與之」的條款；(四)法院應按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之 1 規定，適時闡明貨主

可主張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規定，受讓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對實際運送人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再按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追加實際運送人為被告。(五)於專法或專章

中增訂對海運承攬運送業者之起訴期間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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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一. 各國對於海運承攬運送業的規範及理解方式不同 

美國及中國皆將海運承攬運送業區分為二行業別──美國區分為海運承攬運

送業(OFF)與無船公共運送人(NVOCC)；中國區分為貨運代理業與無船承運業。

然而，在貨物運送責任上，美國並不排除 OFF 有承擔運送人責任的可能，而

NVOCC 雖然原則上應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但在部分業務行為上仍可能為貨主

之代理人(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中國亦認為無船承運業者原則

上應承擔運送人責任，貨運代理則應承擔代理人責任，但由於二者之業務或有重

疊，實際上區分不易(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五項)。因此，於美國及中國之判

決實務，仍須由法院對該等業者之運送責任為個案判斷。而且，美國及中國皆採

「綜合考量」的判斷方式，考量之重點在於「運送單據之性質」、「契約內容」與

「雙方的交易歷史」(詳見本文第三章第四節)。 

英國雖然沒有任何專為海運承攬運送業所訂定之規範，在其傳統之觀念係認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為「代理」(forwarding agent)性質，應適用代理法則；然在判

決實務中，亦對於「以自己名義簽發提單」之承攬運送業者課予其運送人責任。

而相關業者之提單形式、運送契約(條款)、行為準則等規範，則由一有力公會

(BIFA)所訂定，多數英國業者皆有加入此公會(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三項)。 

臺灣如德國，對於海運承攬運送業的運送責任，傳統上係以「承攬運送」之

概念解讀之，而非如英、美與中國，係以「代理」之概念為解釋。惟在成文法之

外，德國運輸相關公會亦制定標準營運條款(ADSp)。ADSp 是承攬運送業者與客

戶間的契約條款，其內容係基於海運承攬運送業於提供各式服務時，應適用商法

典何項規定、應盡何等義務與其違反之法律效果的約定，較 BIFA、FIATA 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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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所制定之類似條款準則更為詳盡(見本文第六章第二節第一項)。而且，德國身

為國際主要物流集團 DHL、DB SCHENKER 等的母國，其允許承攬運送業者按

ADSp 為承運條款，使縱使居於運送人身分的的承攬運送業者仍不必為船公司之

使用人的故意或過失負責 577，雖然此乍看之下似與我國民法第 224 條履行輔助

人以及海商法第 61 條禁止減輕或免除運送人責任之規定有違，但或許不失為一

種縮短給付的做法，使託運人可分別就船公司或承攬運送業者之過失求償，值得

我國反思。 

二. 臺灣的實務現況 

實務上有關海運承攬運送業者運送責任之案例，大多涉及該業者法律地位之

爭議，而法院間對此亦有不同的判斷。然而，法律地位為後續責任認定之基礎，

故海運承攬送業者運送責任之相關問題即由此而生(見表 7)。 

裁判字號 法律問題 
第三章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
第 45 號判決(燁泰案)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因其就運送全部收取

費用而受介入擬制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

判決 

FOB 貿易條件不影響介入擬制之判斷；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因簽發提單而受介入

擬制 

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781 號判

決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僅收取提單費並發給

電放提單的行為是否符合介入擬制之規

定不無疑義 
第四章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
第 5 號判決 

承攬運送人逕以貨主名義與運送人訂定

運送契約者，仍應類推適用關於承攬運

送之規定；民法第 664 條所謂承攬運送

人填發提單應係指承攬運送人以自己名

                                                      
577 ADSp Article 25.1: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512 (2) No. 1 HGB, it is agreed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its position as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fault or neglect on the part of 
its servants or of the ship’s company, insofar as the corresponding damage was caused in the course of 
steering or otherwise operating the ship, or was caused by fire or explosion on board the ship and the 
measures taken were not predominantl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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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為，不包括代理運送人簽發載貨證

券之情形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 

海運承攬運送人因其發給電放提單的行

為而受介入擬制 

最高法院 94 年度臺上字第 946 號判決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依其所簽發

之提單已註記應將貨櫃定溫於 18 度，故

而應對實際運送人於航行中溫度設定錯

誤所造成的貨損負責 
第五章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4
號判決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可主張海商

法第 69 條而免責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保險上字第 17
號判決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可主張海商

法第 69 條而免責 
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 

受介入擬制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可主張海

商法第 69 條而免責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實際運送人無海商法第 69 條之適用餘

地，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亦同 

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海商上字第 2
號判決 

實際運送人未參加訴訟，自行運送之海

運承攬運送人亦未能證明已盡海商法第

62 條、63 條義務；但自行運送之海運承

攬運送人可適用海商法第 70 條第 2 項單

位責任限制之規定 
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
第 81 號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三)字
第 45 號判決(燁泰案) 

受介入擬制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應為實際

運送人之使用人的過失行為負責；其於

貨物裝船前所生事故仍有單位責任限制

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海商上字第 3
號判決 
最高法院 103 年度臺上字第 578 號判

決(越洋案) 

海運承攬運送人因收取全部運費的行為

受介入擬制；貨主可按運送契約關係請

求海運承攬運送業者及實際運送人為海

運承攬運送業者之使用人的過失行為負

責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海商上字第 1 號

判決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之使用人，

於內陸運送部分的過失行為無海商法第

76 條之適用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海商上字第 5
號判決 

受介入擬制之海運承攬運送人於賠償貨

主後，向實際運送人請求運送契約之債

務不履行，屬於海商法第 56 條第 2 項之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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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613 號

判決 

受介入擬制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對貨主的

賠償責任確定後向實際運送人求償已逾

起訴期間 
表 7 本文各章摘錄之臺灣實務判決彙整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一) 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 

本文於第三章討論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法律地位之判斷標準，發現司法實

務除了按照民法第 664 條文義解釋，斟酌業者是否就「運送全部約定價額」

或「填發提單」以外，於判決理由中幾乎未見其他考量，亦少有提及本條規

定之立法目的係就業者之該等行為使其「與自己運送無異」者。又觀察海運

承攬運送業之服務內容多元(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個案間之具體狀況或

有差異，且國際趨勢係採較有彈性之綜合判斷方式(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

故本文建議法院可將民法第 664 條所列之「填發提單」或「約定全部費用」

解釋為本法所例示之行為，係立法者所強調之重要考量因素，但並非符合其

一即絕對受到介入擬制；法院尚可參考各國實務、學說之共同考量因素──(1)

業者是否簽發提單、(2)契約等相關文件的內容、(3)雙方的交易歷史與(4)業

者之收費方式為綜合判斷。惟在英、美與中國的實務與學說上皆否定收費方

式是一項重要的判斷因素，其認為，如業者收取報酬或傭金，應傾向認定該

業者並非運送人；然若業者係收取概括運費，則此亦不足以代表其立場。 

另一個可能的方法，則是於海商法第 38 條第 2 項增訂：「運輸及倉儲業

者 578，以前項二款運送契約之運送人為履行輔助人者，準用本法之規定。」；

於同條第 3 項增訂：「前項情形是否為介入擬制，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為判斷標準：一、該業者是否以自己名義簽發提單。二、契約等

相關文件的內容。三、雙方的交易歷史。四、收費方式。五、業者的實際營

                                                      
578 行業標準分類之分類系統表 H 大類，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年 1 月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51230162221KI9NIEKP.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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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行為。」如此一來，可避免國際物流業者之貨物運送責任皆限於民法承攬

運送的框架之中，亦使法院對該業者之法律地位與責任的判斷，可直接適用

海商法，並有彈性考量之空間(詳見本文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一款)。 

再者，目前實務上就民法第 664 條的適用，似乎傾向於寬鬆認定，縱使

業者並未於提單上簽名，而僅是交付電放提單，亦可能構成介入擬制。惟此

種按照文義解釋為寬鬆認定的立場，在業者僅發給電放提單並收取提單費

300 元之案例中，最高法院亦對此產生懷疑而未有定論 579。故本文於第四章

說明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所簽發運送單據之種類與性質，以及該單據於海運實

務上之運用，期能供法院作為判斷之參考。 

在國貿實務上，海運承攬運送業者提單可能與運送人載貨證券有同等效

力，例如符合 UCP 600 規定之海運承攬運送提單與運送人載貨證券皆可作

為押匯文件。然在我國法制上，提單與載貨證券係分別規定於民法與海商法，

其法律意義不同，而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與航業法亦將海運承攬運送業

者與船舶運送業者所簽發之運送單據分別稱為「提單」與「載貨證券」；惟

於海運、法院實務與學說上，則經常互用此二名詞。本文以為，當海運承攬

運送業者因符合民法第 664 條而受介入擬制，理論上亦應表示其係居於海上

運送人地位簽發運送單據，因此本文建議將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之用語

修正為「載貨證券」為宜(詳見本文第六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三款)。 

(二) 自行運送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之法律關係 

按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海運承攬運送業者自己運送，其權利義務

與運送人同。本文於第五章釐清法院實務應係按民法第 224 條規定，令負運

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為對其而言無指揮、控制能力的海上運送人之使

                                                      
579 參考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78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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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的行為負責 580。而在貨物損害係發生於裝船前，因海上運送人之使用

人的過失行為所造成者，實務認為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應為此損害對貨

主負運送人責任(燁泰案)；反之，若貨物損害之主因係發生於貨物裝載時，

因受介入擬制之承攬運送人的使用人之過失行為所造成者，實務亦認為海上

運送人應為此「對貨主」負運送人責任(越洋案)。雖然各法院之論理或有不

同，但法院往往強調負運送人責任之承攬運送人與海上運送人，其對貨主之

賠償責任係基於個別獨立的法律關係，因此二者間之法律關係乃「不真正連

帶責任」(詳見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第四項)。 

惟，據本文之觀察，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不僅在海商法第

62 條、第 63 條與第 69 條的履行與舉證上，須仰賴海上運送人為之，並為

海上運送人履行、舉證之結果負責；在涉及履行輔助人之過失行為的案例中，

更顯見雙方係負相同責任的現象。此二者間之法律關係，在中國，法院可能

按中國海商法第 63 條 581，令居於承運人地位之貨運代理或無船承運人，與

實際承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582；在美國，實務上亦承認於 NVOCC 與海上

運送人之間，當一方因其過失而造成他方之損害時，行為人應補償受損害者

之損失 583。易言之，於美國、中國，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與海

上運送人之間似具有內部求償關係，而與臺灣之實務見解不同。此外，鹿特

丹規則又再度將運送人連帶責任擴展至「海運履約運送人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584，使貨主可直接對造成損害之海運履約運送人求償，

                                                      
580 參考最高法院 105 年度臺上字第 781 號判決。 
581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63 條：「承運人與實際承運人都負有賠償責任的，應當在此項責任

範圍內負連帶責任。」 
582 參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07 年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123 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5
年闽民终字第 95 号。 
583 GIC Servs., L.L.C. v. Freightplus USA, Inc., 866 F.3d 649, 673 (5th Cir. 2017); SPM Corp. v. M/V 
Ming Moon, 22 F.3d 523, 526–27 (3d Cir. 1994); Ins. Co. of N. Am. v. M/V Ocean Lynx, 901 F.2d 934, 
937, 941 (11th Cir. 1990).  
584 The Rotterdam Rules Article 1 Definitions: “7.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forming 
party to the extent that it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f a ship and their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discharge of a ship. An inland carrier is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only if it perform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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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該人等受運送人強制責任的規範 585。 

在此趨勢之下，我國海商法修正之討論中亦引入運送人與實際運送人負

連帶責任之概念，而黃裕凱版本更是直接採用鹿特丹規則海運履約運送人的

方式立法。又按實務見解，當海運承攬運送人依民法第 663 條、第 664 條具

運送人之權利義務以後，法院通常會肯定其可適用海商法；又解釋上，負運

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不無該當於海商法學會版本定義之「運送人」的

空間 586。從而，待新法施行後，貨主似亦有按海商法學會版本第 49 條第 4

項規定，直接請求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及實際運送人負連帶賠償

責任的可能(見本文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項)。 

(三) 實務問題與建議 

目前司法實務要求負運送人責任之海運承攬運送人為其達到運送人相

關義務之舉證，無異於令其替實際運送人的義務為舉證，並且以滿足運送人

系爭義務之標準對其為審查；又基於契約相對性，貨主原則上只能對實際運

送人以成立要件較嚴格之侵權行為法為請求權基礎，進而產生後續訴訟關係

複雜、冗長等狀況。另一方面，如法院認為業者為承攬運送人，且對貨主有

免責事由，此時，如承攬運送人怠於向運送人求償亦對貨主相當不利。 

對此，本文於第六章第二節提出法律建議，包括：未來可於專法或海商

法中訂定海運承攬運送人負運送人責任時之舉證責任分配；善用現行民事訴

訟法之機制，擴大法官之闡明義務以促進訴訟；允許並鼓勵海運承攬運送業

者與貨主於契約中為債權讓與之約定，使貨主得自由選擇求償對象以縮短求

償過程等。希冀本文能為實務現況之改善盡棉薄之力。 

                                                                                                                                                        
undertakes to perform its services exclusively within a port area.” 
585 Jan Ramberg, Global Unification of Transport Law: A Hopeless Task?, 27 PENN STATE INT. 
LAW REV. 857 (2008).  
586 海商法修正草案第 34 條第 6 款：「指與託運人訂定運送契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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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IATA MODEL RULES FOR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PART  I  GENERAL PROVISIONS  

 1.  Applicability  

1.1. These Rules apply when they are incorporated, however this is made, in writing, 

orally or otherwise, into a con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FIATA Model Rules for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1.2. Whenever such reference is made,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se Rules shall 

supersede any additional terms of the contract which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se Rules, 

except insofar as they increase the responsibility or obligations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  

2.  Definitions  

2.1.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means services of any kind relating to the carriage, 

consolidation, storage, handling, packing or distribution of the Goods as well as 

ancillary and advisory servic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ustoms and fiscal matters, declaring the Goods for official purposes, procuring 

insurance of the Goods and collecting or procuring payment o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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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reight Forwarder means the person concluding a contract of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with a Customer.  

2.3. Carrier means any person actually performing the carriage of the Goods with his 

own means of transport (performing Carrier) and any person subject to carrier liability 

as a result of an express or implied undertaking to assume such liability (contracting 

Carrier).  

2.4. Customer means any person having rights o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of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concluded with a Freight Forwarder or as a result of his 

activity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services.  

2.5. Goods means any property including live animals as well as containers, pallets or 

similar articles of transport or packaging not supplied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2.6. SDR means a Special Drawing Right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7. Mandatory Law means any statutory law the provisions of which cannot be 

departed from by contractual stipulation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Customer.  

2.8. In writing includes telegram, telex, telefax or any recording by electronic means.  

2.9. Valuables means bullion, coins, money, negotiable instruments, precious stones, 

jewellery, antiques, pictures, works of art and similar properties.  

2.10. Dangerous Goods means Goods which are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hazardous as 

well as Goods which are or may become of a dangerous, inflammable, radioactive 

noxious or damaging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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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surance  

No insurance will be effected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except upon express 

instructions given in writing by the Customer. All insurances effected are subject to 

the usual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ies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or 

Underwriters taking the risk.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not be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effect a separate insurance on each 

consignment, but may declare it on any open or general Policy held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4.  Hindrances  

If at any time the Freight Forwarder's performance is or is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any 

hindrance or risk of any kind (includ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Goods) not arising from 

any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 and which cannot be avoided by the 

exercise of reasonable endeavour,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abandon the carriage of 

the Goods under the respective contract and, where reasonably possible, make the 

Goods or any part of them available to the Customer at a place which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deem safe and convenient, whereupon deliver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respect of such 

Goods shall cease. In any event,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agreed 

remuneration under the contract and the Customer shall pay any additional costs 

resulting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circumstances.  

5.  Method and route of transportation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carry out his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s 

instructions as agreed. If the instructions are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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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contract,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Customer act as he deems fit.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without notice to the Customer arrange to carry the Goods on or under deck and 

choose or substitute the means, route and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in the handling, 

stowag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Goods.  

PART II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6.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except as principal)  

6.1. Basis of liability  

6.1.1. The Freight Forwarder's duty of care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liable if he fails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and take reasonable measur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in which case he, subject to Art.8, shall compensate the 

Customer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s well as for direct financial loss 

resulting from breach of his duty of care.  

6.1.2. No liability for third parties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not liable for acts and 

omissions by third partie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Carriers, warehousemen, 

stevedores, port authorities and other freight forwarders, unless he has failed to 

exercise due diligence in selecting, instructing or supervising such third parties.  

7.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as principal  

7.1.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as Carrier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subject to 

liability as principal not only when he actually performs the carriage himself by his 

own means of transport (performing Carrier), but also if, by issuing his own transport 

document or otherwise, he has made an express or implied undertaking to as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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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liability (contracting Carrier).  

However,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not be deemed liable as Carrier if the 

Customer has received a transport document issued by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Freight 

Forwarder and does no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maintain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nevertheless liable as Carrier. 

7.2.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as principal for other services With respect to 

services other than carriage of Good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storage, handling, 

packing or distribution of the Goods, as well as ancillary services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be liable as principal:  

1. when such services have been performed by himself using his own facilities or 

employees or  

2. if he has made an express or implied undertaking to assume liability as principal.  

7.3. The basis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as principal The Freight Forwarder 

as principal shall, subject to Art. 8,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and omissions of third 

parties he has engag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other 

services in the same manner as if such acts and omissions were his own and his rights 

and duties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mode of 

transport or service concerned, as well as the additional conditions expressly agreed or, 

failing express agreement, by the usual conditions for such mode of transport or 

services.  

8. Exclusions, assessment, and monetary limits of liability  

8.1. Exclusions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in no event be li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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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aluables or Dangerous Goods unless declared as such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2. loss following from delay unless 

expressly agreed in writing, 3.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loss of profit and loss of market.   

8.2. Assessment of compensation The value of the Goods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mmodity exchange price or, if there is not such pric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or, if there is no commodity exchange price or 

current market price, by reference to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Goods of the same kind 

and quality.  

8.3. Monetary limits  

8.3.1.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The provisions of Art. 7.3. notwithstanding,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not be or become liable for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in an amount exceeding the equivalent of 2 SDR per kilogram of gross weight 

of the Goods lost or damaged unless a larger amount is recovered from a person for 

whom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responsible. If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delivered 

within ninety consecutive days after the date when the Goods ought to have been 

delivered, the claimant may,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reat the 

Goods as lost.  

8.3.2.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delay If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liable in respect of 

loss following from delay, such liability shall be limited to an amount not exceeding 

the remuneration relating to the service giving rise to the delay.  

8.3.3. Other type of loss The provisions of Art. 7.3. notwithstanding, the Freight 

Forwarder's liability for any type of loss not mentioned in 8.3.1. and 8.3.2. shall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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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ed the total amount of ...... SDR*)  for each incident unless a larger amount is 

received froma person for whom the Freight Forwarders is responsible.                                                  

 *) The maximum liability amount is intentionally left open and has to be complet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Model Rules are applied.  

9. Notice  

9.1. Unless notic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specifying the general nature of 

such loss or damage, is given in writing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by the person 

entitled to receive the Goods when they are handed over to him, such handing over is 

prima facie evidence of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in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Where 

such loss or damage is not apparent, the same prima facie effect shall apply if notice 

in writing is not given within 6 consecutive days after the day when the Goods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person entitled to receive them.  

9.2. With respect to all other loss or damage, any claim by the Customer against the 

Freight Forwarder arising in respect of any service provided for the Customer or 

which the Freight Forwarder has undertaken to provide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and 

notified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within 14 days of the date upon which the Customer 

became or should have become aware of any event or occurrence alleged to give rise 

to such claim. Any claim not made and notified as aforesaid shall be deemed to be 

waived and absolutely barred except where the Customer can show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comply with this time limit and that he has made the claim as 

soon as it was reasonably possible for him to do so.  

10. Tim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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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unless otherwise expressly agreed, be discharged of all 

liability under these Rules unless suit is brought within 9 months after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or the date when the Goods sh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or the date when 

failure to deliver the Goods would give the consignee the right to treat the Goods as 

lost.  

With respect to other loss than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the 9 months period 

should be counted from the time when the failure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 giving 

right to the claim occurred.  

11. Applicability to actions in tort  

These Rules apply to all claims against the Freight Forwarder whether the claim be 

founded in contract or in tort.  

12. Liability of servants and other persons  

These Rules apply whenever any claim is made against a servant, agent or other 

person the Freight Forwarder engag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including 

any independent contractor) whether such claims are founded in contract or in tort, 

and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the Freight Forwarder and such servants, agents or other 

pers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applicable to the service concerned as expressly 

agreed between the Freight Forwarder and the Customer or following from these 

Rules.  

PART III  THE CUSTOMER'S OBLIGATIONS AND LIABILITY  

13.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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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case of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act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ustomer extra costs and charges have to be borne by the 

Customer.  

14. No set-off  

All monies due shall be paid without any reduction or deferment on account of any 

claim, counter-claim or set-off.  

15. General lien 

The Freight Forwarder shall,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law, have a 

general lien on the Goods and any documents relating thereto for any amount due at 

any time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from the Customer including storage fees and the 

cost of recovering same, and may enforce such lien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which 

he may think fit.  

16. Information  

The Customer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guaranteed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the 

accuracy, at the time the Goods were taken in charge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of all 

particulars relating to the general nature of the Goods, their marks, number, weight, 

volume and quantity and, if applicable, to the dangerous character of the Goods, as 

furnished by him or on his behalf.  

17. Duty of indemnification  

17.1. General duty of indemnification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reight Forwarder 

is liable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Part II, the Customer shall indemn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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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ght Forwarder for all liability incurr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17.2. Duty of indemnification in respect of General Average The Customer shall 

indemnify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respect of any claims of a General Average nature 

which may be made on him and shall provide such security as may be required by the 

Freight Forwarder in this connection.  

18. The Customer's liability  

The Customer shall be liable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for all loss or damage, costs, 

expenses and official charges resulting from the Customer's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r instructions or the handing over by the Customer or any person acting 

on his behalf to the Freight Forwarder, or to any other person to whom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become liable, of Goods having caused death or personal injury, 

damage to property, environmental damage or any other type of loss.  

PART IV  DISPUTES AND MANDATORY LAW  

19.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le law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actions against the 

Freight Forwarder may be instituted only in the place where the Freight Forwarder 

has hi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nd shall be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country of that place.  

20. Mandatory Law  

These Rules shall only take effec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not contrary to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r 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the 

Freight Forward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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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INTERNATIONAL FREIGHT ASSOCIATION (BIFA) 

STANDARD TRADING CONDITIONS 2017 EDITION, © BIFA 2017 

THE CUSTOMER’S ATTENTION IS DRAWN TO SPECIFIC CLAUSES 
HEREOF WHICH EXCLUDE OR LIMIT THE COMPANY’S LIABILITY 

AND THOSE WHICH REQUIRE THE CUSTOMER 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THOSE WHICH LIMIT 

TIME AND THOSE WHICH DEAL WITH CONDITIONS OF ISSUING 
EFFECTIVE GOODS INSURANCE BEING CLAUSES 7, 8, 10, 11(A) and 11(B) 

12-14 INCLUSIVE, 18-20 INCLUSIVE, AND 24-27 INCLUSIVE. 

THE CUSTOMER'S ATTENTION IS ALSO DRAWN TO CLAUSE 28 
WHICH PERMITS ARBITRATION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ll headings are indicative and do not form part of these conditions 

DEFINITIONS AND APPLICATION 

1 In these conditions the following words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Company" the BIFA member trad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Consignee" the Person to whom the goods are consigned 

"Customer" any Person at whose request or on whose behalf the Company 
undertakes any business or provides advice, information or services 

"Direct Representative" the Company acting in the name of and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nd/or Owner with H.M.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 as defined by 
Artcle 18 of Regulation (EU) No. 952/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amended. 

"Goods" the cargo to which any busines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relates 

"Person" natural person(s) or any body or bodies corporate 

"LMAA" the London Maritime Arbitrators Association 

"SDR" ar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ransport Unit" packing case, pallets, container, trailer, tanker, or any other device 
used whatsoever for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land, sea or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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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r" the Owner of the Goods or Transport Unit and any other Person who is or 
may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m 

2 (A) Subject to sub-paragraph (B) below, all and any activities of the Company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whether gratuitous or not, are undertaken subject to these 
conditions. 

2 (B) If any legislation, to include regulations and directives, is compulsorily 
applicable to any business undertaken, these conditions shall, as regards such business, 
be read as subject to such legislation, and nothing in these conditions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surrender by the Company of any of its rights or immunities or as an 
increase of any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or liabilities under such legislation, and if any 
part of these conditions be repugnant to such legislation to any extent, such part shall 
as regards such business be overridden to that extent and no further. 

3 The Customer warrants that he is either the Owner, or the authorised agent of the 
Owner and, also, that he is accepting these conditions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also as 
agent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Owner. 

THE COMPANY 

4 (A) Subject to clauses 11 and 12 below,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procure 
any or all of the services as an agent, or,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as a principal. 

4 (B) The Company reserves to itself full liberty as to the means, route and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service provided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undertaken subject to these conditions. 

5 When the Company contracts as a principal for any services, it shall have full liberty 
to perform such services itself, or, to subcontract on any terms whatsoever,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such services. 

6 (A) When the Company acts as an agent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and the Customer hereby expressly authorises the Company, to enter 
into all and any contracts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s may be necessary or desirable 
to fulfil the Customer’s instructions, and whether such contracts are subject to the 
trading conditions of the parties with whom such contracts are made, or otherwise. 

6 (B) The Company shall, within 14 days' notice given by the Customer, provide 
evidence of any contract entered into as agent for the Customer. Insofar as the 
Company may be in default of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such evidence, i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contracted with the Customer as a princip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ustomer’s 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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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 all and any dealings with HMRC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nd/or Owner, 
the Company is deemed to be appointed, and acts as, Direct Representative only. 

8 (A) Subject to sub-clause (B) below, 
the Company: 

(i) has a general lien on all Goods and documents relating to Goods in its possession, 
custody or control for all sums due at any time to the Company from the Customer 
and/or Owner on any account whatsoever, whether relating to Goods belonging to, or 
services provid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to the Customer or Owner. Storage 
charges shall continue to accrue on any Goods detained under lien; 

(ii) shall be entitled, on at least 21 days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Customer, to sell or 
dispose of or deal with such Goods or documents as agent for,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ustomer and apply the proceeds in or towards the payment of such sums; 

(iii) shall, upon accounting to the Customer for any balance remaining after payment 
of any sum due to the Company, and for the cost of sale and/or disposal and/or 
dealing, be discharged of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in respect of the Goods or 
documents. 

8 (B) When the Goods are liable to perish or deteriorate, the Company's right to sell 
or dispose of or deal with the Goods shall arise immediately upon any sum becoming 
due to the Company, subject only to the Company taking reasonable steps to bring to 
the Customer's attention its intention to sell or dispose of the Goods before doing so. 

9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retain and be paid all brokerages, commissions, 
allowances and other remunerations customarily retained by, or paid to, freight 
forwarders. 

10 (A) Should the Customer, Consignee or Owner of the Goods fail to take delivery at 
the appointed time and place when and where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deliver,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to store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at the sole risk of 
the Customer or Consignee or Owner, whereupon the Company’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Goods, or that part thereof, stored as aforesaid, shall wholly cease. The 
Company’s liability, if any, in relation to such storage,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se 
conditions. All costs incurred by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of the failure to take 
delivery shall be deemed as freight earned, and such costs shall, upon demand, be 
paid by the Customer. 

10 (B) The Company shall be entitl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ustomer to dispose of or 
deal with (by sale or otherwise as may be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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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fter at least 21 days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Customer, or (where the Customer 
cannot be traced and reasonabl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act any parties who 
may reasonably be supposed by the Company to have any interest in the Goods) 
without notice, any Goods which have been held by the Company for 60 days and 
which cannot be delivered as instructed; and 

(ii) without prior notice, any Goods which have perished, deteriorated, or altered, or 
are in immediate prospect of doing so in a manner which has caused or may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cause loss or damage to the Company, or third parties, or to 
contravene any applicable laws or regulations. 

11 (A) No insurance will be effected except pursuant to and in accordance with 
clearly stated instructions given in wrting by the Customer and accepted in writing by 
the Company, and all insurances effected by the Company are subject to the usual 
except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olicies of the insurers or underwriters taking the 
risk.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in writing,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under any 
obligation to effect a separate insurance on the goods, but may declare it on any open 
or general policy held by the Company. 

11 (B) Insofar as the Company agrees to effect insurance, the Company acts solely as 
agent for the Customer, and the limits of liability under clause 26(A) of these 
condition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Company’s obligations under clause 11. 

12 (A) Except under special arrangements previously made in writing by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 so authorised, or made pursuant to or under the terms of a printed 
document signed by the Company, any instructions relating to the delivery or release 
of the Goods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against payment 
or against surrender of a particular document) are accepted by the Company, where 
the Company has to engage third parties to effect compli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nly as agents for the Customer. 

12 (B) Despite the acceptance by the Company of instructions from the Customer to 
collect freight, duties, charges, dues, or other expenses from the Consignee, or any 
other Person, on receipt of evidence of proper demand by the Company, and, 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of payment (for whatever reason) by such Consignee, or other 
Person, the Customer shall remain responsible for such freight, duties, charges, dues, 
or other expenses. 

12 (C) The Company shall not be under any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such arrangements 
as are referred to under sub-clause (A) and (B) hereof save where such arrangements 
are made in writing, and in any event, the Company’s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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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or arranging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instructi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s set out in clause 26(A) (ii) of these conditions. 

13 Advice and information, in whatever form it may be given, is provided by the 
Company for the Customer only. The Customer shall indemnify the Company against 
all loss and damage suffered as a consequence of passing such advice or information 
on to any third party. 

14 Without prior agreement in writing by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 so authorised, 
the Company will not accept or deal with Goods that require special handling 
regarding carriage, handling, or security whether owing to their thief attractive nature 
or otherwi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ullion, currency, securities, precious stones, 
jewellery, valuables, antiques, pictures, human remains, living creatures, plants. 
Should any Customer nevertheless deliver any such goods to the Company, or cause 
the Company to handle or deal with any such goods, otherwise than under such prior 
agreement, the Company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howsoever arising. 

15 Except pursuant to instructions previously received in writing and accepted in 
writing by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will not accept or deal with Goods of a 
dangerous or damaging nature, nor with Goods likely to harbour or encourage vermin 
or other pests, nor with Goods liable to taint or affect other Goods. If such Goods are 
accepted pursuant to a special arrangement, but, thereafter, and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pany, constitute a risk to other goods, property, life or health, the Company shall, 
where reasonably practicable, contact the Customer in order to require him to remove 
or otherwise deal with the goods, but reserves the right, in any event, to do so at the 
expense of the Customer. 

16 Where there is a choice of rates according to the extent or degree of the liability 
assumed by the Company and/or third parties, no declaration of value will be made 
and/or treated as having been made except under special arrangements previously 
made in writing by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 so authorised as referred to in clause 
26(D). 

THE CUSTOMER 

17 The Customer warrants: 

17 (A) (i) that the following (furnish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re full and 
accurate: the description and particulars of and Goods; any information furnish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nature, gross weight, gross mass (including verified 
actual gross mass of any container packed with packages and cargo ite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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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s of any Goods); and the description and particulars of any services 
requir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Customer are full and accurate, and 

17 (A) (ii) that any Transport Unit and/or equipment supplied by the Customer in 
relation to the performance of any requested service is fit for purpose; 

17 (B) that all Goods have been properly and sufficiently prepared, packed, stowed, 
labelled and/or marked, and that the preparation, packing, stowage, labelling and 
marking are appropriate to any operations or transactions affecting the Good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ods. 

17 (C) that where the Company receives the Goods from the Customer already stowed 
in or on a Transport Unit, the Transport Unit is in good condition,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carriage to the intended destination of the Goods loaded therein, or thereon; 

17 (D) that where the Company provides the Transport Unit, on loading by the 
Customer, the Transport Unit is in good condition,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carriage to 
the intended destination of the Goods loaded therein, or thereon. 

18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rights under clause 15, where the Customer delivers to 
the Company, or causes the Company to deal with or handle Goods of a dangerous or 
damaging nature, or Goods likely to harbour or encourage vermin or other pests, or 
Goods liable to taint or affect other goods, whether declared to the Company or not, 
he shall be liable for all loss or damage arising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Goods, and 
shall indemnify the Company against all penalties, claims,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whatsoever arising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and the Goods may be dealt 
with in such manner as the Company, or any other person in whose custody they may 
be at any relevant time, shall think fit. 

19 The Customer undertakes that no claim shall be made against any director, servant, 
or employee of the Company which imposes, or attempts to impose, upon them any 
liability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ervices which are the subject of these conditions, and, 
if any such claim should nevertheless be made, to indemnify the Company against all 
consequences thereof. 

20 The Customer shall save harmless and keep the Company indemnified from and 
against:- 

20 (A) all liability, loss, damage, costs and expenses whatsoever (including,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the foregoing, all duties, taxes, imposts, levies, deposits 
and outlays of whatsoever nature levied by any authority in relation to the Goods) 
arising out of the Company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er's instruction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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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ing from any breach by the Customer of any warranty contained in these 
conditions, or from the negligence of the Customer; 

20 (B) without derogation from sub-clause (A) above, any liability assumed, or 
incurred by the Company when, by reason of carrying out the Customer's instructions, 
the Company has become liable to any other party; 

20 (C) all claims, costs and demands whatsoever and by whomsoever made or 
preferred, in excess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Company under the terms of these 
condit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such claims, costs, and/or demands arise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reach of contract, negligence or breach of duty of the Company, 
its servants, sub-contractors or agents; 

20 (D) any claims of a general average nature which may be made on the Company. 

21 (A) The punctual receipt in full of sums falling due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ompany is critical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a business and its performance of 
its obligations to the Customer. 
Accordingly the Customer shall pay to the Company in cash, or as otherwise agreed, 
all sums when due, immediately and without reduction or deferment on account of 
any claim, counterclaim or set-off. Time is of the essence of payment of all and any 
sums payable by the Customer to the Company. 

21 (B) In the event of any failure by the Customer to make full and punctual payment 
of any sum payable to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21(A) above): 

(i) Any and all other sums properly earned by and/or otherwise due to the Company 
(but which, but for this clause 21(B), would otherwise not yet be payable by the 
Customer, whether by virtue of an agreed credit period or otherwise) shall become 
immediately payable in full; and 

(ii) Any sum thereby becoming immediately payable shall be paid to the Company in 
cash, or as otherwise agreed, and without reduction or deferment on account of any 
claim, counterclaim or set-off 

21 (C) No omission to seek compensation for breach of 21(A) and (B) above by the 
Company shall constitute a waiver or release to the Customer from any liability under 
21(A) and (B) above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terms unless agreed in writing by 
authorsed officers of the Companyand Customer. 

21 (D) The Late Payment of Commercial Debts (Interest) Act 1998, as amended, shall 
apply to all sums due from the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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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here liability arises in respect of claims of a general average natur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the Customer shall promptly provide security to the Company, or to 
any other party designated by the Company, in a form acceptable to the Company. 

LIABILITY AND LIMITATION 

23 The Company shall perform its duties with a reasonable degree of care, diligence, 
skill and judgement. 

24 The Company shall be relieved of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is caused by:- 

24 (A) strike, lock-out, stoppage or restraint of labour,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e 
Company is unable to avoid by the exercise of reasonable diligence; or 

24 (B) any cause or event which the Company is unable to avoi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the company is unable to prevent by the exercise of 
reasonable diligence. 

25 Except under special arrangements previously made in writing by an officer of the 
Company so authorised, the Company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ith regard to any 
failure to adhere to agreed departure or arrival dates of Goods. 

26 (A) Subject to clause 2(B) and 11(B) above and sub-clause (D) below, the 
Company’s liability howsoever arising and,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cause of loss or 
damage be unexplained, shall not exceed 

(i) in the case of claims for loss or damage to Goods: 
(a) the value of any loss or damage, or 
(b) a sum at the rate of 2 SDR per kilo of the gross weight of any Goods lost or 
damaged 
 
whichever shall be the lesser. 

(ii) subject to (iii) below, in the case of all other claims: 

(a)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Goods of the relevant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its Customer, or 
(b) where the weight can be defined, a sum calculated at the rate of two SDR per kilo 
of the gross weight of the subject Goods of the said transaction, or 
(c) 75,000 SDR in respect of any one transaction, 
 
whichever shall be the l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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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n the case of an error and/or omission, or a series of errors and/or omissions 
which are repetitions of or represent the continuation of an original error, and/or 
omission 
(a) the loss incurred, or 
(b) 75,000 SDR in the aggregate of any one trading year commencing from the time 
of the making of the original error, and/or omission, 
 
whichever shall be the lesser. 

For the purposes of clause 26(A), the value of the Goods shall be their value when 
they were, or should have been, shipped. The value of SDR shall be calculated as at 
the date when the claim is received by the Company in writing. 

26 (B) Subject to clause 2(B) above and sub-clause (D) below, the Company’s 
liability for loss or damage as a result of failure to deliver, or arrange delivery of 
goods, in a reasonable time, or (where there is a special arrangement under Clause 25) 
to adhere to agreed departure or arrival dates, sha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s whatever 
exceed a sum equal to twice the amount of the Company’s charges in respect of the 
relevant contract. 

26 (C) Save in respect of such loss or damage as is referred to at sub-clause (B), and 
subject to clause 2(B) above and Sub-Clause (D) below, the Company shall not in any 
circumstances whatsoever be liable for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loss of profit, loss of market, or the consequences of delay or deviation, 
however caused. 

26 (D) On clearly stated instructions in writing declaring the commodity and its value, 
received from the Customer and accepted by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may accept 
liability in excess of the limits set out in sub-clauses (A) to (C) above upon the 
Customer agreeing to pay the Company’s additional charges for accepting such 
increased liability. Details of the Company’s additional charges will be provided upon 
request. 

27 (A) Any claim by the Customer against the Company arising in respect of any 
service provided for the Customer, or which the Company has undertaken to provide, 
shall be made in writing and notified to the Company within 14 days of the date upon 
which the Customer became,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become, aware of any event 
or occurrence alleged to give rise to such claim, and any claim not made and notified 
as aforesaid shall be deemed to be waived and absolutely barred, except where the 
Customer can show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to comply with this time limit, and 
that he has made the claim as soon as it was reasonably possible for him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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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 (A) above, the Company 
shall in any event be discharged of all liability whatsoever and howsoever arising in 
respect of any service provided for the Customer, or which the Company has 
undertaken to provide, unless suit be brought and written notice thereof given to the 
Company within nin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event or occurrence alleged to give 
rise to a cause of action against the Company. 

JURISDICTION AND LAW 

28 (A) These conditions and any act or contract to which they apply shall be governed 
by English law. 

28 (B)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any act or contract to which these Conditions apply 
shall, save as provided in (C) below, be subject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English courts. 

28 (C) Notwithstanding (B) above, the Company is entitled to require any dispute to 
be determined by arbitration. 

28 (D) The Company may exercise its rights under (C) above either by itself 
commencing arbitration in respect of a dispute or by giving written notice to the 
Customer requiring a dispute to be determined by arbitration. 

28 (E) In the event that the Company exercises its rights under (C) above, the 
corresponding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as follows: 

(i) Where the amount claimed by the claimant is less than £400,000, excluding 
interest, (or such other sum as the Company and the Customer may agree, and subject 
to (iii) below), the reference shall be to a tribunal of three arbitrations and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MAA Intermediate Claims 
Procedue applicable at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i) Where the amount claimed by the claimant is less than £100,000, excluding 
interest, (or such other sum as the Company and the Customer may agree, and subject 
to (iii) below), the reference shall be to a sole arbitrator and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MAA Small Claims Procedure aplicable at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ii) In any case where neither of the LMAA Procedures referred to in (i) and/or (ii) 
above applies, the reference shall be to three arbitra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MAA 
Terms applicable at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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