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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運送人之義務 

 

5   OBLIGATIONS OF THE CARRIER 
5   運送人之義務 
 

5.1     

The carrier shall,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carry the 
goods to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 and deliver them to the consignee. 

5.1   

運送人應依草案之規定及運送契約之條款運送貨物至目的地並交付

予受貨人。 
 

草案 5.1規定運送人應運送貨物至目的地並交付予受貨人，海牙及海牙威斯
比及漢堡規則並無相類規定。解釋上，除有草案 6.1所列事由外，運送人交付受

貨人時，貨物之狀況，應與收受時相同1。雖草案 5.1未規範交付義務之內涵，惟
運送人若藉契約條款片面決定該義務，以致排除、減輕運送人賠償責任，依草案

第 17條有關契約自由限制之規定，該條款無效2。 
 

5.2.1    

The carrier shall during the period of its responsibility as defined in 
article 4.1, and subject to article 4.2, properly and carefully load, 
handle, stow, carry, keep, care for and discharge the goods. 

5.2.1   

除草案 4.2 另有規定外，運送人應於草案 4.1 所定之義務期間內，適

當並注意貨物之裝載、搬移、堆存、運送、保管、看守、及卸載。 
 
草案 5.2.1中「除草案 4.2另有規定外」之字句，應為「除草案 4.3另有規定

                                                 
1 Francesco Berlingieri, Basis of liability and exclusion of liability, LMCLQ, part3, August 2001, 337。 
2 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簡稱
UNCTAD〉,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omments submitted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Available: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3,3,2003), 22。UNCITR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ransport Law on the Work of its Ninth Session (New York, 15-26 April 2002), Available: 
http://www.uncitral.org/en-index.htm (3,3,200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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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誤植3。草案 5.2.1規範運送人之照管貨物義務，內涵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
規則第 3條第 2項相同4。惟就運送人應履行該義務之期間乙點，二者仍有不同，

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5項規定係貨物裝、卸載間，而草案 5.2.1則
以草案 4.1.1所定義務期間為準，換言之，自收受貨物時起至交付止，運送人均
負有貨物照管義務5。 

 
惟應注意者，草案 5.2.1所規定之貨物照管義務，雖係相沿海牙及海牙威斯

比規則第 3條第 2項而來，然而草案既可規範港到港、甚至多式運送，運送人之

義務卻僅限鉤至鉤間之貨物裝載、搬移、堆存、運送、保管、看守、及卸載，並

未及於「適當並注意貨物交付」，殊屬不當6。 
 

5.2.2   

The parties may agree that certain of the functi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5.2.1 shall be perform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shipper, the 
controlling party or the consignee. Such an agreement must be 
referred to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5.2.2 

當事人得約定，部分草案 5.2.1 所列工作應由託運人、控制權人、受

貨人履行或由他人代理渠等履行。上述約定須記載於契約事項內。 
 
〈一〉概說 
 
草案 5.2.2規定，部分貨物照管事項，得藉由當事人之約定轉由貨方負擔，

形成草案 5.2.1所規範的運送人貨物照管義務之例外。立法目的係為因應 F.I.O.
〈free in and out〉、及 F.I.O.S.〈free in and out, stowed〉裝卸條件而設7。因此，

解釋上，應僅限裝、卸載、堆存貨物之事項可讓當事人以約定交由貨方來負擔，

至於搬移、運送、保管、看守貨物之照管義務，應不許運送人藉約定之方式轉嫁

給貨方8。 
 
另外，依草案 5.2.2之規定，僅當事人之約定，即可轉嫁負擔部分貨物照管

                                                 
3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6 
4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除第 4條另有規定外，運送人應適當並注意於裝

載、搬移、堆存、運送、保管、看守、以及貨物之卸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5項

規定，「貨物運送包括自貨物裝載上船至貨物自船舶卸載之期間」。 
5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 at 340 
6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2 
7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51 
8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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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予貨方，因此，恐運送人會將該類約定納於標準條款而置於運送單據中，使

貨方受該類條款約束。為保障貨方權益，應如草案 4.3之規定般，明定該類約定

須出於當事人之明示約定始可9。 
 
〈二〉F.I.O.、F.I.O.S.裝卸條件 
 

若特定貨物，貨方較具裝、卸載、堆存經驗，或者貨方對裝卸業者較具議價

能力，可降低上述事項之費用，貿易上即約定，貨物之裝、卸載，甚至堆存工作

交由貨方履行，成為 F.I.O.、F.I.O.S.裝卸條件。上述裝卸條件，多依附於傭船契

約運送散裝貨之情形，罕見於定期船運送10，惟傭船契約下簽發可轉讓運送單

據、或電子記錄，記載上述裝卸條件之條款，並規範運送人與傭船人以外持有人

之關係時，依草案 3.3.2之規定，以該單據或記錄為證之運送契約仍將受草案所

規範，故草案確有規範 F.I.O.、F.I.O.S.裝卸條件之必要11。 
 
惟上述裝卸條件究竟係免除運送人之裝、卸載、堆存貨物之義務，抑或僅係

上述事宜花費由誰負擔之安排，仍有爭議，茲分述如下。 
 
〈三〉F.I.O.、F.I.O.S.裝卸條件定位 
 

1 減輕運送人賠償責任 
 
依草案 5.2.2之規定，若當事人約定 F.I.O.、F.I.O.S.裝卸條件，運送人就裝、

卸載、堆存事項，即不再負擔草案 5.2.1所規定之貨物照管義務。運送人對貨方、
或貨方所僱之裝卸業者履行上述事項所生之貨物毀損、滅失、遲到，不負賠償責

任12。畢竟，貨方應承擔自己、或所僱之人行為之風險及責任13。 
 
2 僅係由貨方支出裝、卸載、堆存費用之約定 
 
就草案 5.2.2之規定可減輕運送人賠償責任乙點，仍有檢討之處。以 F.I.O.

裝卸條件為例，即便託運人裝載貨物，貨物之卸載也未必由受貨人為之，若實際

上貨物係由運送人卸載，就貨物卸載乙點，依草案 5.2.2之規定，運送人僅係代

                                                 
9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3 
10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6 
11 CMI, supra note 7, at 551 
12 詳言之，若運送人得證明貨物毀損、滅失、遲到，係肇因於貨方、或貨方所僱裝卸業者之裝、

卸載、堆存作業，依照草案 6.1.3〈ix〉之規定，運送人將被推定對貨損無過失，除有貨方反證，
否則不負賠償責任。 
13 Erik Rφsæg,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ventions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and for multimodal 
transport,LMCLQ,part3,August 2002,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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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受貨人為之，運送人就貨物卸載仍不負擔照管義務14，因該卸載所生之貨物滅

失、毀損、遲到，運送人仍無庸負擔賠償責任15。如此似失事理之平。 
 
按交付貨物予受貨人前，運送人既然仍掌管貨物，似不應允許運送人就某些

貨物照管事項卸責16。而 F.I.O.、F.I.O.S.裝卸條件，應僅係約定裝、卸載、堆存
事項之開銷，轉由貨方支出耳。因此應刪去草案 5.2.2之規定，運送人就上述事
項仍應負起草案 5.2.1之貨物照管義務，因該類事項致生貨物毀損、滅失、遲到

之賠償責任，運送人無法主張上述裝卸條件而免除17。 
 

3 借鏡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規定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2條規定，運送人就貨物之裝、卸載所負義務及賠

償責任，應依該規則後開之規定，並該規則第 3條第 2項規定，除第 4條另有規
定外，運送人應適當並注意貨物之裝、卸載18。惟如何解釋上述規定，以規範貨

物之裝、卸載，意見仍有分歧，一說認為，運送人須負擔裝、卸載貨物義務，無

論有無意願，惟另一說主張，僅運送人同意自行、或安排他人履行裝、卸載貨物

時，運送人方負擔貨物裝、卸載義務。Renton v. Palmyra trading Corporation of 
Panama一案確定了後者主張19。因此，受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規範之運送契

約，運送人是否有義務裝、卸載甚至堆存貨物，仍取決當事人之約定，若運送人

同意為之，自應依該規則第 3條第 2項之規定，適當並注意裝、卸載、及堆存貨
物，但轉由貨方負擔該義務之條款，仍屬有效20。 

 
因此，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將裝、卸載、堆存貨物事宜轉由貨方負擔

之 F.I.O.、F.I.O.S.裝卸條件，應為有效，運送人就上述事項，就不再負擔該規則

第 3條第 2項所規定之貨物照管義務，因貨方、或貨方所僱之裝卸業者履行上述

事項致生之貨物毀損、滅失、遲到，運送人亦無賠償責任可言。 
 
4  小結 
 
由上述討論可知，草案 5.2.2之規定，僅係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解釋

                                                 
14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7 
15 詳言之，運送人得證明貨物毀損、滅失、遲到，係因運送人代理受貨人履行卸載作業時所造

成，依照草案 6.1.3〈ix〉之規定，運送人將被推定對貨損無過失，除有貨方反證，否則不負賠償

責任。 
16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 at 340 
17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8 
18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2條規定，「除第 6條規定之情形外，在每一海上貨物運送契約下，

運送人就貨物之裝載、搬移、堆存、運送、保管、看守、及卸載所負之責任與義務，與享受之權

利及免責，應依後開之規定」。 
19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427 
20 Id., at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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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化耳。惟應注意，F.I.O.、F.I.O.S.裝卸條件係依附於海運型態，在該運送型
態下，允許運送人藉該約定免除裝、卸載、堆存事項之貨物照管義務，減輕賠償

責任，或屬適當。但草案除適用海上運送外，亦擴及多式運送，後者之情形可否

接受由貨方負擔轉運港之裝、卸載、堆存事項，承擔因該事項而生之貨損，仍有

疑問21。 
 
〈四〉運送人退出部分運送契約 
 
草案 5.2.2之規定，允許當事人以約定之方式，轉嫁部分貨物照管事項予貨

方，另外，草案 4.3規定，只要明示約定，運送人可就部分貨物運送，代理託運

人與其他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由該人履行運送。因此，多式運送契約下，依照

前開規定，運送人僅須言明，運送人就內陸貨方工廠與港區間之內陸運送，並貨

物之裝卸載作業，僅係託運人之代理人，對貨方負責之範圍，就可限縮於貨物裝

載後、卸載前，由運送人親自實行之海運部分。此一結果，當非貨方所樂見22。 
 

5.3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5.1, 5.2, and 5.4, the 
carrier may decline to load, or may unload, destroy, or render goods 
harmless or take such other measures as are reasonable if goods are, 
or reasonably appear likely during its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to 
become, a danger to persons or property or an illegal or unacceptable 
danger to the environment. 

5.3 

貨物係、或很可能於運送人義務期間變得對人員或財產有危險，或對

環境有非法或無法接受之危險者，雖有草案 5.1，5.2，5.4 之規定，

但運送人仍得拒絕裝載、或得卸載、毀滅、或使之無害、或採取其他

合理措施。 
 
〈一〉概說 
 
草案 5.3規定，於特定情形下，運送人得毀滅貨物、使之無害、拒絕裝載貨

物、或卸載之，構成草案 5.1，5.2，5.4所定交付、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之
例外。 

 
                                                 
21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7-38 
22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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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注意者，依草案 5.3之規定，只須貨物已危及、或可能於運送人義務期
間危及人員、貨物、或環境，運送人即可處置危險貨物，至於該類貨物之裝船是

否為運送人知悉並同意，即可不論。按運送人知悉所載貨物危險與否，僅與託運

人賠償責任有關，為安全起見，運送人均得處置該類貨物23。此舉與海牙及海牙

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6項不同，按依後者之規定，須危險貨物之裝船未經運送人

知悉同意，或該類貨物雖運送人同意裝船、但已成實際危險時，運送人方得處置

該類貨物24。 
 
〈二〉船舶適航義務之例外 
 
儘管運送人行使草案 5.3所賦予權利時，依該規定，可不論草案 5.1，5.2，

5.4之交付、貨物照管、及船舶適航義務，惟列入草案 5.4之船舶適航義務，是
否妥適，仍有爭議。草案 5.3之規定，應否僅係運送人貨物照管義務，而非船舶
適航義務之例外25？若運送人未對船舶適航乙事盡必要之注意，以致貨物將造成

危險時，運送人仍否得依草案 5.3之規定，將該貨物毀滅，並不負擔賠償責任26？ 
 
觀諸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解釋上，對危險貨物，運送人可依該規則第 4

條第 6項之規定，將之起岸、毀滅、使之無害，即便此舉違反該規則第 3條第 1
項船舶適航性義務，亦在所不論27，但須貨損與該義務之違反無關始可。若貨損

起因，係由運送人違反船舶適航義務所致，運送人即無法再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6項28。 

 
吾人以為，草案 5.3之規定，應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解釋相符，而前

開爭議，係未深究貨損原因所致。詳言之，若貨損純因運送人依照草案 5.3之規
定的處置而生，運送人自然不負賠償責任29，並該行為係運送人合法行使權利，

                                                 
23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 at 340。關於危險貨物是否為運送人知悉、以致影響託運人
賠償責任乙點，係規範於草案第 7條。 
24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4。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6項規定，「貨物具有易燃性、

亦爆性、或危險性，如運送人、船長、或運送人之代理人知悉其性質或特質即不同意予以裝運者，

得於卸載前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予以起岸，或予以毀滅，或使之無害，而不負賠償責任。所

有因此項貨物之裝運直接或間接所生或所致之損害以及費用，託運人並負賠償之責。若此類貨

物，其性質係經知悉，經同意予以裝載運者，對於船舶或其貨載有危險時，運送人仍得於任何地

點予以起陸，或予以毀滅，或使之無害，運送人除係由共同海損者外，亦不負賠償責任」。 
25 論者有將草案 5.3 之規定定位成草案 5.2 之運送人貨物照管義務的例外者。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 at 340 
26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4-25 
27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項規定，「運送人於發航前及發航時，應就下列事項為必要

之注意，〈一〉使船舶有適航能力。〈二〉適當配置船舶之海員、設備、及供應。〈三〉 使貨艙、

冷藏室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並安全於受載、運送及保存」。 
28 Scrutton, supra note 19, at 453 
29 詳言之，若運送人得證明貨物損係因運送人行使草案 5.3所賦予權利，依照草案 6.1.3〈x〉之
規定，運送人將被推定對貨損無過失，除有貨方反證，否則不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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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再以船舶適航義務相繩。惟若運送人未盡船舶適航義務，導致貨物「對人員

或貨物有危險，或對環境有非法或無法接受之危險」，則因運送人「拒絕裝載、

或卸載、毀滅、使變為無害、或採取其他合理措施」造成貨損，運送人應負賠償

責任，係屬當然。草案 5.3將運送人依該規定之行為，作為船舶適航義務之例外，

應屬適當。 
 
同理，草案 5.3之規定，與貨物照管義務間之關係亦如是。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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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equip and supply the ship; 
(c) make [and keep] the holds and all other parts of the ship in 

which the goods are carried, including containers where 
supplied by the carrier, in or upon which the goods are 
carried fit and safe for their reception, carriage and 
preservation. 

5.4 

運送人於發航前及發航時【並航行中】，應就下列事項為必要之注意 

<a> 使【並保持】船舶有適航能力 

<b> 適當配置船舶之海員、設備、及供應 

<c> 使【並保持】貨艙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包含由運送人提

供供載運貨物之貨櫃，適合並安全於受載、運送及保存。 
 
〈一〉概說 
 
草案 5.4係規範運送人之船舶適航義務，除括號內、及〈c〉有關貨櫃之文

字外，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項如出一轍。惟應注意者，雖然草案
可適用至多式運送，但僅海運部分受草案 5.4規範30。 
 
〈二〉延長船舶適航義務 
 

1  延長該義務之正當性 

                                                 
30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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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採納草案 5.4括號內之文字，則航行中運送人亦須負擔船舶適航義務，異

於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項下，運送人僅發航前、發航時負擔該義務31。 
 
反對者嘗言，要求運送人於船舶在公海時保持船舶適航，並不合理，因航行

中運送人無法履行船舶適航義務，即便履行該義務，亦無法與船舶停於港內時相

提並論。且縱使船舶於航行中失去適航能力，運送人依草案 5.2.2 所規定之貨物

照管義務，仍須看守貨物，實有隱含保持航行中船舶適航之意32。 

 
惟上述論點不無商榷之餘地，按有關運送人無須、亦無法於航行中保持船舶

適航乙點，國際安全管理規則〈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已多所規
定運送人須保持航行中船舶安全、適航，例如要求須具有安全管理系統、並規定

船長之義務、以及應採行確保船舶適航之程序等。 
 
另外，運送人履行適航義務，是否盡到必要注意，本依客觀環境而定，不致

與船舶在港時相提並論。惟若違反國際安全管理規則之規範而致貨損，即應認定

運送人未盡必要注意。 
 
最後，就貨物照管義務已隱含運送人須保持航行中船舶適航乙點，應注意

者，草案 5.2.2之規定係沿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2項而來，而後者僅

限照管貨物有關事項，並無涉及管理船舶事宜，故不宜解釋草案 5.2.2之規定與
船舶適航義務有關33。 
 

2  立法用語之檢討 
 
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項，運送人負擔船舶適航義務之期間

係「發航前及發航時」，換言之，自尚未裝載貨物起、歷經完成裝載、直到船舶

開始航行時止。草案 5.4之規定於括號中另加以「航行中」文字，雖涵蓋了船舶

海上航行之期間，但自船舶抵達目的地後，因已結束航行，運送人不待卸載完成，

便可解除船舶適航義務。如此當非妥適，故應於「航行中」後另補充「至完成卸

載止」之字句，使運送人須待貨物卸載完畢，方可解除船舶適航義務。 
 
另外，草案 5.4〈a〉、〈b〉括號內之「保持」文字，不見於草案 5.4〈b〉之

規定中，似指船舶航行時，運送人無須適當配置船舶之海員、設備、及供應，因

此運送人之船舶適航義務，將因船舶係航行中而減輕。如此亦非妥適。 

                                                 
31 CMI, supra note 7,at 551 
32 Id. 
33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 at 338-339 



 73

 
為解決草案 5.4在立法上之缺失，應考慮分別規範船舶在港、及航行中運送

人之船舶適航義務。就船舶在港時運送人之船舶適航義務乙點，沿襲海牙及海牙

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項之規定即可，至於航行中運送人之船舶適航義務，則可

規定如下：「於貨物在船上並卸載之期間內，運送人在合理可能範圍內，亦應履

行草案 5.4所定義務」34。 
 

5.5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5.1, 5.2, and 5.4, the 
carrier in the case of carriage by sea [or by inland waterway] may 
sacrifice goods when the sacrifice is reasonably made for the common 
safety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eserving other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common adventure. 

5.5 

雖有草案 5.1，5.2，5.4 之規定，但運送人得於海上運送【或內陸水

運】時犧牲貨物，只要係為共同安全、或意圖保存共同冒險中其他財

產而合理為之即可。 
 

〈一〉概說 

 

草案 5.5 之規定，賦予運送人於一定情形下得犧牲貨物之權利。依該規定，

為共同安全、或意圖保存共同冒險中其他財產，運送人得合理地犧牲貨物。此舉

係草案 5.1、5.2、5.4 所定交付、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之例外。因犧牲貨物

所生損失，即為共同海損35，草案第 15 條係規範共同海損之理算及分擔。 

 

惟應注意者，依照約安規則第 1條，意圖保存共同海上冒險中遭危險之財產

而犧牲之貨物，係共同海損。惟草案 5.5 之規定並無「遭危險」之字句，運送人

僅須意圖保存共同冒險中之其他財產，即可犧牲貨物，不論該財產是否遭受危

險。但船舶、或貨物受「共同危險」威脅者，以英國不成文法為例，係成立共同

海損之前提36。草案 5.5 之規定，省去危險字句，將擴大運送人犧牲貨物之權限，

殊屬不當。 

 

                                                 
34 Id. 
35 依照約克安特衛普規則〈York-Antwerp Rules 1994，以下簡稱約安規則〉第 1條，「稱共同

海損者，係為共同安全、或意圖保存共同海上冒險中遭危險之財產，所故意並合理造成、發生之

特別犧牲、費用」。 
36 Scrutton, supra note 19, at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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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舶適航義務之例外 

 

儘管運送人行使草案 5.5 所賦予權利時，依該規定，可不論草案 5.1，5.2，

5.4 之交付、貨物照管、及船舶適航義務，惟列入草案 5.4 之船舶適航義務，是

否妥適，仍值討論。簡言之，運送人雖依草案 5.4 之規定，可不顧原定之船舶適

航義務而犧牲貨物，且不賠償貨損37，惟須貨損純因運送人依照草案 5.5 之規定

的處置而生始可。若係因運送人未盡到船舶適航義務、導致船舶、貨物、及其他

財產發生共同危險，則儘管運送人係為「共同安全、或意圖保存共同冒險中其他

財產」，合理地犧牲貨物，運送人對該貨損仍負賠償責任38。 

 

按運送人為避免航行遭遇之共同危險而犧牲貨物，雖該貨損係共同海損，惟

是否要賠償貨損，仍須取決於賠償責任制度，要無單因避免共同危險即可免責之

理。觀諸英國不成文法，若共同海損當事人依法對共同危險之發生須負賠償責

任，即不得請求共同海損分擔額39。若依約安規則第 4條，「雖當事人對共同危險

之發生有過失，不影響共同海損分擔額之請求，惟他方對該過失之索賠，仍為允

許」。並漢堡規則第 24 條第 2項規定，「運送人若依該規則須賠償貨損，則貨方

得拒絕分擔共同海損、已支付者更可追回」。以此可知，賠償貨損與否，與被犧

牲之貨物成為共同海損，係屬二事。若僅直觀草案 5.5 賦予運送人犧牲貨物之

權，遽認為無論運送人盡到船舶適航義務與否，皆不必賠償所犧牲之貨物40，則

謬已。 

 

同理，草案 5.5 之規定與貨物照管義務間之關係亦如是。 

 

〈三〉應刪去草案 5.5 之規定 

 

按共同海損係傳統且成熟之法律制度，草案 5.5 勢難詳加規範。該規定先是

賦予運送人犧牲貨物之權，獨步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所要求犧牲貨物

之前提，更未有「共同危險」乙點，背離傳統並獨鍾運送人，實非可取，故應刪

去草案 5.5 之規定。果運送人為共同安全、或意圖保存共同海上冒險中遭危險之

財產，故意並合理造成、發生之特別犧牲、費用，構成共同海損，規範共同海損

理算及分擔之草案第 15 條，足以處理41。 

                                                 
37 詳言之，若運送人得證明貨物損係因運送人行使草案 5.3所賦予權利，依草案 6.1.3〈x〉之規
定，運送人將被推定對貨損無過失，除有貨方反證，否則不負賠償責任。 
38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41 
39 Scrutton, supra note 19, at 273 
40 UNCTAD, supra note 2, at 25 
41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