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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運送人之賠償責任 

 

6   LIABILITY OF THE CARRIER 
6   運送人之賠償責任 
 
6.1   Basis of liability 

6.1  賠償責任之基礎 

6.1.1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loss resulting from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s well as from delay in delivery, if the occurrence that caused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took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y as defined in article 4, unless the carrier proves that 
neither its fault nor that of any pers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3.2(a)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6.1.1 

造成貨物滅失、毀損、及遲到之事故，發生於草案第 4條所定之運送

人義務期間內者，除非運送人可證明貨物滅失、毀損、及遲到，非因

本身及草案 6.3.2〈a〉所定之人的過失所造成或促成，否則運送人

應賠償因貨物滅失、毀損、及遲到所生之損失。 
 

6.1.2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1.1 the carri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loss, damage or delay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a) act, neglect or default of the master, mariner, pilot or other 
servants of the carrier in the navigation or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hip; 

(b) fire on the ship, unless caused by the fault or privity of the 
carrier.] 

6.1.2 

【雖有草案 6.1.1 之規定，但因下列事由所造成之滅失、毀損、及遲

到，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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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行上或船舶管理

上之行為、疏忽、或過失； 

〈b〉 船舶失火，但係由運送人本身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不在此限。】 
 

6.1.3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1.1, if the carrier proves 
that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or delay in delivery has been 
caused by on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it is presumed, in the absence of 
proof to the contrary, that neither its fault nor that of a performing 
party has caused or contributed to cause that loss, damage or delay. 

(i) [Act of God], war, hostilities, armed conflict, piracy, 
terrorism, riots and civil commotions; 

(ii) quarantine restrictions; interference by or impediments 
created by governments, public authorities rulers or people 
[including interference by or pursuant to legal process]; 

(iii) act or omission of the shipper, the controlling party or the 
consignee; 

(iv) strikes, lock-outs, stoppages or restraints of labour; 
(v) saving or attempting to save life or property at sea; 
(vi) wastage in bulk or weight or any other loss or damage 

arising from inherent quality, defect, or vice of the goods; 
(vii) insufficiency or defective condition of packing or marking; 

    (viii) latent defects not discoverable by due diligence. 
    (ix) handling, loading, stowage or unloading of the good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shipper, the controlling party or the 
consignee; 

(x) acts of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in pursuance of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article 5.3 and 5.5 when the goods have 
been become a danger to persons, property or the 
environment or have been sacrificed; 

[(xi) perils, dangers and accidents of the sea or other navigable 
waters;] 

6.1.3 

雖有草案 6.1.1 之規定，但運送人可證明貨物滅失、毀損、及遲到係

由下列事由所造成者，除非有反證，否則推定滅失、毀損、遲到非因

運送人本身及履行輔助人的過失所造成或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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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天災】、戰爭、敵對行為、武裝衝突 海盜、恐怖行動、暴

動、民變 

〈ii〉 檢疫限制、政府、公權力機關、統治者或人民之干預、妨礙

【包括依法律程序之干預】 

〈iii〉 託運人、控制權人、受貨人之行為或不行為 

〈iv〉 罷工、封閉、停工、強制休工 

〈v〉 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 

〈vi〉 因貨物之固有性質、瑕疵或缺點所生之體積或重量之消耗或

其他滅失或毀損 

〈vii〉 包裝或標誌之不足或缺陷 

〈viii〉 以相當注意所不能發現之潛在瑕疵 

〈ix〉 裝、卸載、堆存貨物由託運人、控制權人或受貨人履行，或

運送人代理履行者 

〈x〉 當貨物對人員、財產或環境造成危險，或被犧牲時，運送人

或履行輔助人依照草案 5.3 及 5.5 所為之處置 

〈xi〉 海上或航路上之危險、或意外事故】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6.1.1、6.1.2以及 6.1.3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若貨物發生滅失、毀損、遲到，請求賠償者必先證明本身遭受損失。以貨物

毀損為例，須證明貨物抵達時之狀況、數量，與原先運送人收受裝船時不同。若

確定該人遭受損失，即應探討運送人應否賠償。理論上，運送人違反應盡之義務，

並未受免責事由保護時，即應負責。惟實際於貨損爭議中，當事人可能無法取得

貨物滅失、毀損之相關證據，而因為舉證之所在，亦敗訴之所在，故運送人賠償

責任之有無，往往繫於由何方負擔舉證責任。是以探討運送人之賠償責任時，不

可不深究舉證責任之分配。關於分配舉證責任乙點，應依賠償責任之規範而定，

若所適用規範未明確規定該點，則解釋上，凡主張有利於己事項之人，應證明之
1。 

 

草案 6.1.1 至 6.1.3 之規定，係規範運送人之賠償責任及舉證責任之分配，

惟闡明上述規定前，爰先探討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下之運送人賠償責任

並舉證責任分配，用以攻錯。最後方檢討草案規定之立法得失。 

                                                 
1 Regina Asariotis, Allocation of liability and burden of proof in the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LMCLQ, part3, August 2002, 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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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下之運送人賠償責任並舉證責任分配 

 

1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I  概說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運送人之義務，依照該規則第 3條第 1項及第 2

項之規定，須於發航前、發航時對船舶適航乙事盡必要注意，並除該規則第 4

條所定情形外，應自貨物裝載至卸載間注意照管貨物2。至於運送人之賠償責任，

即以滅失、毀損是否係因欠缺船舶適航能力所致，而分別適用該規則第 4條第 1

項、第 2項之規定。 

 

II  欠缺船舶適航能力 

 

若貨損係因船舶欠缺適航能力而生，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1

項，除非該情事係因運送人未盡必要注意所致，否則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惟舉

證責任上，貨方須先證明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並貨損與船舶欠缺適航能力間之因

果關係，之後，運送人方須舉證本身或受僱人、代理人對船舶適航已盡必要注意
3。 

 

    III  貨物照管過失 

 

    若貨方無法舉證船舶欠缺適航能力導致貨損，換言之，貨損應為貨物照管上

之處置所致，此時應適用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因該規定所列免

責事由所致之貨損，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惟舉證責任乙點，須依不同免責事由

而定： 

 

A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2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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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貨艙及

冷藏室，以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並安全於受載、運送及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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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裝載、搬移、堆存、運送、保管、看守、以

及貨物之卸載」。 
3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441-442。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1 項規定，「因船舶
無適航能力所生或所致之滅失或毀損，除係由於運送人方面缺乏必要之注意，未依第 3條第 1

項之規定，使船舶有適航能力，確使適當配置海員設備及供應，並使貨艙、冷藏室及其他供載運

貨物部分，適合並安全於受載、運送及保存者外，運送人或船舶均不負責任。因船舶無適航能力

至有滅失或毀損時，運送人或其他人主張本條所規定之免責者，應就已為必要之注意負舉證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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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貨損係因「船長、海員、

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的航行、或船舶管理之行為、疏忽、或過失」所致者，

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並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貨損非因運送人故意

或過失釀成火災所致者，運送人亦不負賠償責任4。 

 

按運送人理應為受僱人、代理人之過失負責，惟依前開規定，雖受僱人或代

理人因過失未能注意照管貨物，運送人仍不必賠償貨損，特殊地免除運送人應負

擔之過失賠償責任5。因此，舉證上，若運送人得證明貨損原因係前開規定事由

之一，除非貨方能反證推翻該事由，例如證明失火確因運送人本身之故意、過失

所致6，否則運送人將不負賠償責任。 

 

B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 

 

貨損原因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免責

事由者，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惟應注意，若因運送人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之

過失，致生該前開規定所列之免責事由者，運送人不能援引前開規定而免責7。

按此時貨損之真正原因，已非前開規定所列之免責事由，而係運送人貨物照管之

過失。 

 

因此，雖運送人已證明存有前開規定之免責事由，並免責事由與貨損間之因

果關係，若運送人未能證明免責事由非因貨物照管過失所致者，運送人得否不負

賠償責任，即值探討。由於前開規定並未規範舉證責任之分配，故運送人是否須

先證明無過失方能主張前開規定之免責事由，學說、實務仍有爭議。但通說認為，

運送人僅須證明存在前開規定所列免責事由，並造成貨損即可，之後，應由貨方

反證係因運送人之過失致生免責事由，若貨方無法證明運送人貨物照管上之過

失，運送人即可不負賠償責任8。 

 

C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 

 

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之規定，貨損非因運送人

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之故意、過失所致者，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惟舉證上，

依該規定，須由運送人負責舉證貨損非因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故意、過失所致

                                                 
4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失火，但係由運送人之實際過失或之情者，
不在此限」。 
5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84 
6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444 
7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54 
8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8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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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V  小結 

 

總而言之，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一旦貨方證明遭受損失，若未一併證

明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並造成貨損者，假設運送人可證明貨損係因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所列免責事由引起，即可不負賠償責任。若係援引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

款、及第 2款之規定，運送人可不為代理人、受僱人之過失負責，若係主張該規

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之規定，則須證明本身並代理人、受僱人無貨物照管上

之過失。但若運送人證明貨損係因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事

由所致，則貨方即須反證運送人、或代理人、受僱人貨物照管上之過失。如貨方

不欲負擔如此舉證之責，唯一方法，只得轉而證明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並造成貨

損，藉此適用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使運送人必須自行證對船舶適航乙事

已盡必要注意10。 

 

應注意者，除運送人可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1、第 2項免責事由，而免去過

失責任外，貨方最感不利者，當係運送人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事由引起貨損的情形。按即便實際上係因運送人之貨物照管過失造成

前開規定之免責事由，抑或船舶因欠缺適航能力造成貨損，若由於證據資料不

足，致使貨方無法證明運送人、或代理人、受僱人之貨物照管過失，或貨方無法

證明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並造成貨損，運送人便可僅憑證明前開規定免責事由存

在，毋庸證明無貨物照管之過失，亦無須證明對船舶適航能力已盡必要注意，安

然逸脫於賠償責任之外11。 

 

2 漢堡規則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因貨物遲到所生損失，該規則並未規範，解釋上，

若因遲到導致貨物產生物理上之損失，例如貨物品質惡化，則規範運送人違反貨

物照管義務之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已足規範，但若貨物遲到使得貨方喪失市場上

之轉賣利益，即無法依該規則處理，只得取決於各國之國內法。實務上，定期船

運送則多在載貨證券內載有免除、或限制貨物遲到賠償責任之條款。為杜此爭

議，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已將貨物遲到納入運送人賠償責任規範內12。 

                                                 
9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規定，「非因運送人之實際過失或知情，或非因其
代理人或使用人之過失或疏忽，所生之其他事由。但主張免責者，運送人對於無實際過失或不知

情，並其代理人使用人亦無過失或疏忽，應負舉證之責」。 
10 Id., at 385 
11 Id., at 388 
12 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規定，「貨物之毀損滅失、或遲到，若事故發生於第 4條所定受領貨物

期間內，運送人對該貨物之毀損滅失或遲到負其責任。但運送人證明本人、受僱人或代理人已盡

一切可能之合理辦法，以防止事故發生，或防止其結果發生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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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規範了賠償責任及舉證責任之分配，運送人若未能證

明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對發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之事故、及後果，已盡一

切可能之合理辦法防止，即應負擔賠償責任。換言之，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係過失

責任，舉證上則推定運送人過失。相較於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漢堡規則之舉

證責任分配規範顯然較為清楚、簡單，亦較利於貨方。惟在失火導致貨損的情形，

依該規則第 5條第 4項第 1、第 2款之規定，須由貨方證明火災係因運送人、或

代理人、受僱人之過失所致13。 

 

〈三〉草案下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並舉證責任之分配 

 

1 草案 6.1.1 之規定 

 

依據草案 6.1.1 之規定，貨方欲請求賠償貨損者，首先須證明造成貨物滅

失、毀損、及遲到之事故，係發生於草案第 4條所定之運送人義務期間內。惟解

釋上，只要貨方能證明遭受損失即為已足，例如貨物滅失、毀損時，係證明貨物

抵達時之狀況、數量，與原先運送人收受裝船時不同。至於造成貨損之事故為何，

及事故是否發生於運送人義務期間內者，應毋庸貨方證明。按要貨方證明造成貨

損之事故並不合理，另外，依照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之規定，要成立運送人賠

償責任者，亦須造成貨損之事故，係發生於該規則第 4條所規定的運送人掌管貨

物期間內始可，但事故是否發生於運送人掌管期間內，該規則並未規定由誰負擔

舉證之責，解釋上，應由運送人證明事故非發生於所掌管貨物之期間內。草案

6.1.1 之規定亦應同此解釋14。 

 

若貨方已證明遭受損失，則須由運送人證明貨物滅失、毀損、及遲到，非因

本身及草案 6.3.2〈a〉所定之人─包括履行輔助人，及其他為運送人履行運送

契約義務之人─的過失所造成、促成，否則運送人應賠償貨損15。解釋上，若運

送人可證明造成、或促成貨損之事故，並非因為違反草案 5.2 及 5.4 之貨物照管、

船舶適航義務所致，即可認定運送人對貨損發生無過失16。 

 

2 草案 6.1.2 之規定 

                                                 
13 漢堡規則第 5條第 4項第 1、第 2 款規定，「運送人對下列事項負賠償責任：〈一〉貨物之毀損

滅失、遲到，經賠償請求權人證明係由運送人、其受僱人或代理人之過失因失火所致者。〈二〉

貨物之毀損滅失、遲到，經賠償請求權人證明係由運送人、其受僱人或代理人怠於採取相當之措

施撲滅火災，並避免或減輕等結果者」。 
14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90。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63 
15 稱造成者，指貨損單因運送人之過失所致，若除運送人之過失外，另有其他原因共同導致貨

損時，則稱運送人促成貨損。 
16 UNCITR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ransport Law on the Work of its tenth session (New 
York, 15-26 April 2002), Available: http://www.uncitral.org/en-index.htm (3,3,200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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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草案 6.1.1 規定運送人須負過失責任，但依照草案 6.1.2 之規定，若貨

損係因「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行上或船舶管理上之行為、

疏忽、或過失」所致者，或貨損雖因船舶失火造成，但非由運送人本身之故意或

過失引發失火者，運送人毋庸賠償貨損。因此，上述情形時，運送人毋庸為所使

用之人的過失負責，例外地免除運送人之過失責任。舉證上，應由運送人證明貨

損係肇因自草案 6.1.2 所列事由，而貨方只得反證推翻該事由，例如證明失火係

因運送人本身故意或過失引起，否則運送人即可不負賠償責任。 

 

3 草案 6.1.3 之規定 

 

對貨損之發生，儘管草案 6.1.1 規定，運送人受過失之推定，但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若運送人證明貨損係因該規定所列事由所造成，則運送人被推定

對貨損之發生無過失，而貨方須負起反證運送人過失之責。解釋上，若貨方可證

明運送人違反了草案 5.2 及 5.4 之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因而造成、或促成

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則可認定運送人對貨損之發生具有過失17。另外，貨

方亦可證明草案 6.1.3 所列事由，實由運送人之過失所引起，貨損係因運送人之

過失所造成，而使運送人負賠償責任。 

 

草案 6.1.3 對舉證責任分配之設計並非獨創。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

運送人若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事由引起貨損者，依照

通說，運送人僅須證明前開規定之免責事由存在，並免責事由與貨損間之因果關

係即可，而貨方即須反證係因運送人之過失致生免責事由，造成貨損。惟應注意，

既然草案 6.1.3 對舉證責任分配已有明定，運送人主張該規定所列事由引起貨損

者，無法再透過學說、實務之解釋，要求運送人應先證明對免責事由之發生未有

過失18。 

 

4 小結 

 

I  草案 6.1.1 之規定被架空 

 

草案 6.1.1 雖係賠償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之基本規定，但因另有草案 6.1.2

及 6.1.3 之規定，運送人只要主張後二者規定所列免責事由造成貨損，即可免除

過失之賠償責任，或是發生舉證責任之轉換，改由貨方證明係因運送人之過失造

成或促成貨損。因此，草案 6.1.1 之文字雖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海牙及海

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相近，運送人均須自證無過失方可免責，但

                                                 
17 Francesco Berlingieri, Basis of liability and exclusion of liability, LMCLQ, part3, August 2001, 349 
18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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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6.1.1 顯然不具有前者之原則地位，而僅同後者般，成為所有賠償規範之補

充規定19。 

 

II  草案 6.1.3 之規定對貨方不利 

 

A  一般情形 

 

應注意者，在草案 6.1.3 之規定下，若運送人已證明因該規定所列事由造成

貨損，貨方即須舉證運送人之過失，若貨損相關證據資料不易取得，則儘管貨損

實因運送人之過失所造成、或促成，貨方因無法提出反證，只能徒呼負負。如此

不利貨方之結果，在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當運送人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

項第 3款至第 16 款免責事由時，依照通說之舉證分配，亦復如此。 

 

B  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之情形 

 

另應探討者，係運送人雖主張貨損起因係草案 6.1.3 所列事由，但實際上係

船舶欠缺適航能力造成貨損之情形，若貨方無法證明該點，如同上段所述，運送

人即可不負賠償責任，不論係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或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

則，結果均為相同。但於貨方可證明因船舶欠缺適航能力導致貨損時，運送人對

船舶適航是否已盡必要注意乙點，應由運送人抑或貨方負責證明，依照草案或海

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結果即大不相同。按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儘管運

送人舉證因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事由造成貨損，只要貨方

能反證船舶欠缺適航能力方為貨損之發生原因，運送人即無法再行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之免責事由20，而須適用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規範違反船舶適航義

務之賠償責任，依該規定，運送人須證明對船舶適航已盡必要注意，換言之，於

船舶適航能力欠缺導致貨損時，運送人須證明無過失方可免責。 

 

但草案並未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般，因貨損原因係違反船舶適航義務、

或貨物照管義務而區別賠償責任。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只要運送人已證明了

該規定所列事由造成貨損，則即便貨方證明貨損起因係船舶欠適航能力，貨方仍

須證明運送人有過失方可使運送人賠償貨損，換言之，貨方勢得證明運送人對船

舶適航乙點未盡必要之注意。一來一往間，貨方從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須

舉證欠缺船舶適航能力、及欠缺船舶適航能力與貨損間之因果關係，到依草案

6.1.3 之規定，另須證明運送人未盡必要注意而有過失，貨方之地位，更形不利
21。 

                                                 
19 Id., at 390 
20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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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四〉草案 6.1.1 至 6.1.3 規定之檢討 

 

1 草案 6.1.1 規定之檢討  

 

對草案 6.1.1 之規定，應檢討者，係草案 6.1.1 之規定如何與草案第 5條搭

配適用。按漢堡規則僅以該規則第 5條第 1項規範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並未規範

運送人之核心義務─船舶適航義務及貨物照管義務，但草案第 5條卻又承襲海牙

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1、第 2項之規定，規範了運送人之船舶適航、貨物

照管義務。可是海牙及海牙威比規則在賠償責任上，在該規則第 4條第 1、第 2

項，係區分運送人係違反船舶適航抑或貨物照管義務而別其賠償責任，草案中卻

未有相應設計，反而移植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之賠償責任作為草案 6.1.1 之規

定。 

 

如此做法，或許係為了保存過去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有關船舶適航及

貨物照管義務之法院判決及學說見解，也擔心刪去草案第 5條，將使認定運送人

賠償責任時，失去了可資判斷之基準。但草案第 5條與草案 6.1.1 規定間之關係

為何，仍須解決。 

 

如今只得透過解釋，在草案 6.1.1 之情形，若運送人可證明造成貨損之事

故，並非因為違反草案 5.2 及 5.4 之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所致，即可認定運

送人對貨損發生無過失。並於草案 6.1.3 之情形，若貨方可證明運送人違反了草

案 5.2 及 5.4 之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因而造成、或促成了貨物滅失、毀損、

遲到，即可認定運送人對貨損之發生有過失22。 

 

2 草案 6.1.2 規定之檢討 

 

I  概說 

 

草案 6.1.2 所列〈a〉、〈b〉事由，係沿襲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

項第 1、第 2款而來。若貨損係因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

行上或船舶管理上之行為、疏忽、或過失所致者，或貨損雖因船舶失火造成，但

非由運送人本身之故意或過失引發失火者，運送人毋庸賠償貨損。該類免責事由

使運送人毋庸為所使用之人的過失負責，免去運送人之過失責任，貨方除反證該

事由不存在外，別無舉證運送人過失而獲賠償之餘地。 

 

                                                                                                                                            
Available: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3,3,2003), 28 
22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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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草案 6.1.2〈a〉、〈b〉之免責事由只得獨立於草案 6.1.3 規定之外。

按草案 6.1.3 所列免責事由，並非免除運送人之過失責任，並且即便運送人能證

明該類免責事由造成貨損，依該規定，也僅受無過失之推定耳，貨方仍可反證運

送人之過失以獲賠償23。 

 

草案 6.1.2 之〈a〉、〈b〉情事，是否可作為運送人之免責事由，仍有爭議，

茲分析如下： 

 

II  草案 6.1.2〈a〉之妥適性 

 

草案 6.1.2〈a〉規定，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行上

或船舶管理上之行為、疏忽、或過失，運送人可不負賠償責任。但應指出，要認

定運送人所使用之人的過失，究竟發生在船舶管理上之行為、抑或貨物照管之上

行為，即屬不易，徒增訴訟上困擾24。另外，就運送人使用之人的航行上過失乙

點而言，應指出者，原始的華沙公約亦有航行上之過失運送人得免責之規定，但

因空中航行技術之發展，該公約於 1955年已刪去該免責事由。今日海運航行技

術亦非過去可比，仍以運送人所使用之人的航行上過失作為免責事由，未免有失

正當25。 

 

    雖然刪去草案 6.1.2〈a〉之免責事由，勢將改變運送人與貨方各自分擔風

險之範圍，並影響保險運作，但是否運送人所須繳交之保險費將大幅增加，導致

不得不調漲運費，最終由貨方承擔不利結果，仍言之過早。且即便該推論成立，

運送人及保險業者既可轉嫁該風險予貨方，似乎也不必反對刪去該免責事由。況

且，或許貨方寧願付出稍高運費，也不願因不利之免責事由而無法求償貨損26。 

 

折衷的辦法，或許係刪去草案 6.1.2〈a〉所列事由，但針對強制引水人

〈compulsory pilot〉航行船舶時之行為、疏忽、或過失，仍列為免責事由之一，

使運送人不必為所使用引水人的過失負責。但是，儘管就運送人之角度，要為強

制引水人之過失負責或許感到難以接受，畢竟係因港口管理單位之要求而使用引

水人航行船舶。但無論如何，該引水人仍係幫助運送人履行了運送義務27，況且，

可持續掌握該事務進行的，仍係運送人而非貨方。要之，運送人總比貨方更能保

護自己的利益、承擔該情事所帶來之風險。更何況，通常傭船契約下，運送人均

為引水人之故意、過失向傭船人負責28，因此，該折衷辦法，仍不可行。 

                                                 
23 CMI, supra note 7, at 553 
24 Id., at 552 
25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16 
26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2 
27 CMI, supra note 7, at 553。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17-18 
28 UNCTAD, supra 21,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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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草案 6.1.2〈b〉之妥適性 

 

因船舶失火造成貨物毀損、滅失、遲到，是否僅限運送人本身之故意、過失

所致，運送人才須負責，抑或即便係由運送人所使用之人引起失火，運送人仍須

負責，對此議題，採前者立場者，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2

款及草案 6.1.2〈b〉之規定。二者不同僅在草案 6.1.2〈b〉於「失火」字句前，

另加「船舶」二字。採後述立場者，當係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依該規定，即

便貨損係因船舶失火所致，運送人仍要為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之故意、過失

負責。 

 

應指出者，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2款之規定，係沿襲 19

世紀英國不成文法上之見解，即運送人毋庸賠償非因本身故意、過失引起火災所

導致之貨損，惟上述見解於 21 世紀能否仍然成立，深值疑問。再者，於船舶失

火係運送人無法預見且無法避免時，允許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尤有可說，要運

送人可自外於所使用之人的故意、過失所致失火造成貨損之賠償責任，無異將本

由運送人所應負擔之風險，強加貨方身上。此舉顯然與海牙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款如出一轍29。況且，貨方若要推翻該免責事由，只得舉證失火

係因運送人之故意、過失所引起，這在實務上已成了不可能的任務30。時至今日，

如此免責事由是否妥適，已值重新檢討。 

 

若刪去草案 6.1.2〈b〉之免責事由，使得運送人無法因失火係由所使用之

人引起而免責，則如何處理運送人對船舶失火所致貨損之賠償責任，亦有不同方

案可供選擇。首先，可考慮單以「船舶失火」作為免責事由，且置於草案 6.1.3

之規定內，只要運送人得證明貨損係因船舶失火所致，即可受無過失之推定，轉

由貨方去證明失火實因運送人本身或所使用之人的故意、過失所引起。如此之做

法，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4款相同─皆由貨方負責證明運送人或所使用之人對失

火的過失。此外，也可直接刪去草案 6.1.2〈b〉之事由，假設貨損係因船舶失

火造成，則草案 6.1.1 之規定足以規範─亦即由運送人自證船舶失火非因本身或

所使用之人所引起，否則運送人即應賠償失火所致之貨損31。 

 

上述替代草案 6.1.2〈b〉規定之不同方案，差別處在舉證責任之分配上，

依照前者，運送人或所使用之人的故意、過失造成失火乙點，由貨方證明，至於

後者，則要由運送人負責證明對失火無過失。由於失火造成貨損時，相關證據資

料極難取得，誰應負責舉證，往往就得承擔敗訴之後果32。所以如何選擇上述替

                                                 
29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2 
30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15 
31 CMI, supra note 7, at 553 
32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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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案，又成為應由運送人抑或貨方承擔失火風險之問題。 

 

3 草案 6.1.3 所列事由之檢討 

 

I  概說 

 

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若運送人證明貨損係因該規定所列事由所造成，則

運送人被推定對貨損之發生無過失，而貨方須證明貨損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造

成、促成。貨方可證明運送人違反草案 5.2，5.4 之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

因而導致貨損，具有過失，或者證明草案 6.1.3 所列事由，實由運送人之過失所

引起，運送人應負賠償責任。 

 

至於草案 6.1.3 所定之事由，係沿襲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之規定，惟亦有所擴充，而事由之性質，除係運送人無法掌握、

如戰爭外，亦有屬於運送人支配範圍內者33，即係草案 6.1.3〈ix〉及〈x〉之規

定，依該二事由，貨物之裝、卸載、堆存若由貨方實行，或由運送人代理為之者，

以及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照草案 5.3、或 5.5 之規定所為處置，因此所造成之

貨損，運送人受無過失之推定。該二事由為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所無。 

 

II  草案 6.1.3〈i〉之規定 

 

A  概說 

 

草案 6.1.3〈i〉所定事由係「天災、戰爭、敵對行為、武裝衝突、海盜、恐

怖行動、暴動、及民變」。其中「天災、戰爭、暴動及民變」係沿襲海牙及海牙

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4、第 5、第 11 款之規定而來。至於納入「敵對行動、

武裝衝突、海盜、恐怖行動」之事由，係為補充「戰爭」事由之不足34。按雖然

戰爭亦可包括未斷絕外交關係之兩國間的敵對行為，但海盜即非戰爭文義所能包

括，過去僅能以海上危險視之35。 

 

B  天災事由 

 

草案 6.1.3〈i〉所列天災事由被外加括號，係因天災應否作為事由之一，起

草者認為仍有探討餘地。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4款所列之天

災，依英國法，可依該事由免責者，須意外事故純因自然力引起、與人為因素無

                                                 
33 Id., at 16 
34 CMI, supra note 7, at 555 
35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4,228 



 88

關，無法合理期待運送人預見該事故、或要求運送人防止該事故之後果36。因此，

主張天災事由之運送人，似須先證明對造成貨損之事故發生無過失。若係如此，

則與草案 6.1.3所規定的舉證責任分配─運送人僅須證明貨損與所列事由之因果

關係，運送人過失與否，由貨方負責證明─大相庭徑。 
 
因此，草案起草者認為天災不宜再置於草案 6.1.3之規定中。至於替代方案，

首先，可於草案 6.1.3之規定中，僅列出如大雨、雷擊等事故來代替天災之字眼，

使運送人於主張該事故造成貨損後，即受無過失之推定，而由貨方舉證運送人因

過失未能預見、防止。另外，也可直接將天災自草案 6.1.3之規定中刪去，若貨

損係因意外事故造成，依照草案 6.1.1之規定，只要運送人能證明無過失，自可
免責37。 

 

惟上述說法，實不可取，因為不只是天災，其他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

條第 2項第 3款至第 16 款所列之免責事由，若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引起，運送

人本來就無法主張該類事由免去賠償責任。例如因罷工造成貨損，但運送人對罷

工之發生有過失者，依英國法之見解，運送人仍無法主張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

條第 2項第 10 款事由而免責38。但是否表示運送人於主張罷工造成貨損前，須先

證明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對罷工之發生無過失，條文仍未明確規範，而必須透

過學說、判例之解釋，分配舉證責任。而依照通說，應先由運送人證明罷工發生，

再由貨方反證運送人對罷工之發生有過失，若最終裁判者認為運送人對罷工乙事

有過失者，運送人當然無法依據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0 款而

不負賠償責任。 

 

同樣地，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4款所定天災的情形，運送

人亦僅須負擔證明造成貨損之事故屬於自然力範疇，至於運送人於合理情形下可

否預見、可否避免，仍交由貨方證明之。所謂有人為因素介入、運送人有過失，

運送人即無法主張天災作為免責事由云云，係指經過當事人舉證之攻防後，裁判

者認為貨損之真正原因係運送人之過失而非天災，則運送人賠償貨損，係天經地

義。吾人萬不可因此往回推論，認為運送人須先證明無過失始可主張天災事由39。 

                                                 
36 Id., at 219-220 
37 CMI, supra note 7, at 554 
38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5 
39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7。進一步言，依英國法，若運送人對船舶適航未盡必

要注意，導致貨損時，運送人無法主張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所定之免責事由。則是否意

味著運送人於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所定免責事由前，都要先證明對船舶適航乙事已盡必要注

意？當然不是，按貨方若無法證明船舶欠缺適航造成貨損，則運送人無論如何不會負擔證明對船

舶適航已盡必要注意之責。一般貨損情形，運送人直接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 項之免責事由即可，

貨方要擺脫不利的地位，自然要嘗試去證明船舶欠缺適航造成貨損，然後依照該規則第 4條第 1

項之規定，將舉證運送人過失與否的責任，推到運送人身上。因此，萬不能反過來推論運送人於

主張該規則第 4條第 2 項免責事由前，要先證明對船舶適航已盡必要注意。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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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草案 6.1.3〈ii〉之規定 

 

A  概說 

 

草案 6.1.3〈ii〉所列事由係「檢疫限制、政府或公權力機關、統治者或人

民之干預、妨礙，包括依法律程序之干預」。係稍事修改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第 4條第 2項第 7、8款事由後，合併於一處40。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

條第 2項第 8款之檢疫限制者，若因檢疫考量而限制貨物卸載，係政府所為之管

制，本來就可為君主、統治者或人民之拘捕或管制所包括41。草案將該二事由置

於一處，應屬妥當。 

 

B  用語之改變 

 

應注意，草案 6.1.3〈ii〉用「干預、妨礙」取代海牙及海牙威斯規則第 4

第 2項第 7款之「拘捕、管制」，用以表示因某事故而耽擱了運送進度42，至於耽

擱緣由，當然包括了「拘捕、管制」，如禁運貨物等。總之，因運送被干預、妨

礙導致貨損者，即符合草案 6.1.3〈ii〉之事由。 

 

另外，運送被干預、妨礙，造成貨損，須干預、妨礙係由政府、公權力機關、

統治者或人民為之者，運送人始可主張草案 6.1.3〈ii〉之規定。為避免公權力

機關〈public authorities〉一詞於非英語國家中意義廣狹不一，導致依法律程

序之扣押是否為草案 6.1.3〈ii〉事由所包括產生疑義，草案特別於括號中加入

包括依法律程序之干預，表示雖草案 6.1.3〈ii〉未同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7款般，設有「依法律程序之扣押」字句，但遭遇該事故之運送人

仍可主張草案 6.1.3〈ii〉之規定43。 

 

另外，統治者一詞，可解釋係限定於非民選產生之統治者，而人民，則相對

於警察及軍隊，係受公權力機關指示行動之人44。 

 

C  草案 6.1.3〈ii〉規定之妥適性 

 

因政府或公權力機關之處置，導致干預或妨礙運送，造成貨損時，運送人應

                                                 
40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 項第 7、第 8 款規定，「君主、統治者、或人民之拘捕或管
制，或依法律程序之扣押。檢疫限制」 
41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2,221 
42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5 
43 CMI, supra note 7, at 555 
44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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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享有證明該事由後，受無過失推定之優待，仍值思考。按政府或公權力機關干

預、妨礙運送之處置，往往係因運送人違反某些義務規範而起，運送人甚至因此

須負賠償責任，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被依法律程序所扣押時，更是如此。因此，

或可考慮因該事由造成貨損時，回歸草案 6.1.1 之規定，運送人須先負起證明對

貨損無過失之責任，方可免責45。 

 

IV  草案 6.1.3〈iii〉之規定 

 

草案 6.1.3〈iii〉所列事由係「託運人、控制權人、受貨人之行為或不行

為」，係沿襲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9款所列事由46，惟刪去了非

契約當事人之貨物所有人字樣、並將控制權人、受貨人與託運人並列。其中控制

權人，依照草案 11.2 之規定，可為託運人、或受貨人、或上述二者所指定之人、

或者於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時之持有人，因此檢討上，應最後再檢視控制權人之

行為或不行為。 

 

儘管草案 6.1.3〈iii〉僅重視行為或不行為與貨損間之因果關係，至於行

為或不行為之合法與否，似不生影響，惟以託運人而言，該人是否有違反草案第

7條所規定之義務，亦可作為草案 6.1.3〈iii〉事由是否成立之判斷標準。 

 

而除託運人外，受貨人之行為、不行為導致貨損之情況，可能係該人未於草

案 4.1.3 所定交付貨物之時間、地點受領貨物，則運送人因依照草案 10.4.1 所

賦予權利，處置貨物造成貨損，運送人即可主張草案 6.1.3〈iii〉之規定，對

貨損發生受無過失之推定。 

 

至於控制權人，依照草案 11.1 之規定，得行使控制權，例如可要求貨物於

抵達目的地前先行交付。草案 11.5 也規定，若運送人合理要求有關貨物之資訊

時，控制權人應提供之。則因上述之行使控制權不當，或未提供有關資訊，導致

貨損，運送人與主張該事由後，亦可受對貨損發生無過失之推定47。 

 

V  草案 6.1.3〈iv〉之規定 

 

草案 6.1.3〈iv〉所列事由係「罷工、封閉、停工、強制休工」，與海牙及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0 款所列事由相同，僅刪去了「不問原因為何」，

及「全面或局部」字樣，但應不影響實質內涵。按罷工、封閉、停工、強制休工

為何而起、又該情事影響範圍係全面或局部，本與貨損索賠無關，只須問該情事

                                                 
45 Id. 
46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9款規定，「託運人或貨物所有人或其代理人或代表之

行為或不行為」。 
47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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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無造成貨損及可。當然，若罷工並非全面，甚至僅針對運送人而來，因此

造成貨損者，則雖運送人可主張草案 6.1.3〈iv〉之事由，但此時貨方當然較易

舉證該罷工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引起，而使運送人負賠償責任48。 

 

VI  草案 6.1.3〈v〉之規定 

 

草案 6.1.3〈v〉所列事由係「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與海牙及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2 款完全相同。惟救助或意圖救助財產而造成

貨損時，運送人應否享有受對貨損發生無過失之推定，仍值再行探究。按依照

1989年國際救助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1989〉第 10 條

之規定，運送人僅於人員有危險時，方負救助之義務，而財產受危險時則否，惟

運送人救助財產並有效果者，亦得請求報酬。若救助財產造成貨損，卻仍允許運

送人於主張草案 6.1.3〈v〉之規定後，受無過失之推定，未免太偏頗運送人了。

或許有主張當船舶遭受危險時，船上人員也遭受危險，為救助船舶此財產若導致

貨損時，運送人主張該情事後享有無過失之推定，並無不妥，但若真的船舶及其

上之人員同遭危險，則以救助人命為事由即為已足，並無提及救助財產之必要49。 

 

應注意者，草案 6.1.3〈v〉事由僅可發生於海上。 

 

VII  草案 6.1.3〈vi〉之規定 

 

草案 6.1.3〈vi〉所列事由係「因貨物之固有性質、瑕疵或缺點所生之體積

或重量之消耗或其他滅失或毀損」，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3

款完全相同。要之，只要因貨物之固有性質、瑕疵、缺點，如易蒸發、退色，導

致貨物無法承受運送而滅失、毀損者，則運送人可主張草案 6.1.3〈vi〉之規定，

對貨損之發生受無過失之推定，之後，貨方即須證明貨損實因運送人未為適當並

注意照管貨物而起，使運送人負賠償責任50。 

 

VIII  草案 6.1.3〈vii〉之規定 

 

草案 6.1.3〈vii〉所列事由為「包裝或標誌之不足或缺陷」，係合併海牙及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4、第 15 款51而來，僅於標誌部分，由過去之

「不適當〈inadequacy〉」，改為比較傳神的「缺陷〈defective〉」，例如標誌因

落雨即褪去的情形，即為草案 6.1.3〈vii〉所包括52。 

                                                 
48 Id., at 346。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5 
49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6 
50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224 
51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4、第 15 款規定，「包裝不固。標誌不充足或不適當」 
52 CMI, supra note 7, at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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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草案 6.1.3〈viii〉之規定 

 

草案 6.1.3〈viii〉所列事由係「以相當注意所不能發現之潛在瑕疵」，與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6 款完全相同。惟潛在瑕疵究竟存在於

船上、岸邊設備、或貨物，條文並未指明。解釋上，岸邊的起重機具有潛在瑕疵，

以相當注意所不能發現者，因該設備造成貨損，運送人可主張草案 6.1.3〈viii〉

之規定，對貨損之發生受無過失之推定53。為求明確，似乎可考慮限定潛在瑕疵

存於船舶、及其儀器、設備者始屬之54。 

 

惟應注意，造成貨損之潛在瑕疵，須運送人以相當注意仍不能發現者，始符

合草案 6.1.3〈viii〉之規定。因此，主張該事由之運送人，除了證明潛在瑕疵

存在外，亦須證明潛在瑕疵無法因相當之注意而發現，換言之，必須證明對貨損

之發生無過失。如此則與草案 6.1.3所規定的舉證責任分配─運送人僅須證明貨
損與事由間的因果關係，由貨方負責證明運送人之過失─大不相同，故應刪去草

案 6.1.3〈viii〉所列事由，至於貨損係因潛在瑕疵造成者，依據草案 6.1.1之規範，
運送人於舉證無過失後，即可免責55。 

 

X  草案 6.1.3〈ix〉之規定 

 

草案 6.1.3〈ix〉之適用對象，係裝、卸載、堆存貨物由託運人、控制權人

或受貨人履行，或運送人代理渠等履行而造成貨損的情形。本事由為海牙及海牙

威斯比規則所無，係為配合草案 5.2.2 而制定。詳言之，依照草案 5.2.2之規定，
部分貨物照管事項，得藉當事人之約定轉由貨方負擔，若雙方約定 F.I.O.、或
F.I.O.S.裝卸條件，則裝、卸載、堆存貨物應由貨方為之，運送人如可證明貨損係
因履行該類貨物照管事項所造成，即可主張草案 6.1.3〈ix〉之規定，對貨損之發
生受無過失之推定，若貨方無法舉證運送人過失，運送人即可免責。 

 

若裝、卸載、堆存貨物係由貨方、或貨方所僱之裝卸業者履行者，運送人於

證明貨損係因該人履行上述事項而生後，可主張草案 6.1.3〈ix〉之規定，對貨損
發生受無過失之推定。此應屬適當，畢竟，貨方應承擔自己、或所僱之人行為之

風險。但以 F.I.O.裝卸條件為例，即使託運人裝載貨物，貨物之卸載也未必由受

貨人為之，實際上貨物仍由運送人卸載，但就貨物卸載乙點，依草案 5.2.2之規
定，運送人係受貨人之代理人，並且依照草案 6.1.3〈ix〉之規定，運送人可主張
貨損係因運送人代理受貨人履行卸載作業所造成，因此仍受推定對貨損無過失，

                                                 
53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5 
54 CMI, supra note 1, at 555 
55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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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貨方可反證運送人履行卸載作業有過失造成貨損，否則運送人不負賠償責

任。惟既然係由運送人實施卸載作業，貨方根本無法取得有關運送人卸載之證據

資料，要能反證運送人卸載上過失之可能，實在微乎其微56。 

 

XI  草案 6.1.3〈x〉之規定 

 

草案 6.1.3〈x〉之適用對象，係貨物對人員、財產或環境造成危險，或被

犧牲時，因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照草案 5.3 及 5.5 所為處置而造成貨損的情

形。 

 

應注意者，針對處置危險物部分，本事由僅限貨物對人員、財產或環境「已」

造成危險者，運送人依照草案 5.3 之規定處置危險物而造成貨損時，方可被認定

對貨損發生無過失。但依草案 5.3 之規定，若貨物「可能」於運送人義務期間內

危及人員、貨物、或環境者，運送人亦可依該規定處置危險貨物。但草案 6.1.3
〈x〉卻未納入該情形，形成草案 5.3與草案 6.1.3〈x〉規範不一致的情形，此應

係草擬時之疏忽57。 
 
另外，依照草案 5.3之規定，貨物對環境已、或將造成危險者，須該危險係

係非法或無法接受，運送人始得處置貨物。如今草案 6.1.3〈x〉僅將環境與人員、
財產並列，並未強調對環境的危險須非法、無法接受，又與草案 5.3之規定無法
搭配。其實，草案 6.1.3〈x〉毋庸再重複描述草案 5.3、5.5規定之內容，使用「運
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照草案 5.3、5.5所賦予權利而為之處置」的字句來表示即可
58。 

 
本事由中僅處置危險物部分，有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6項可資參照59，

貨損因運送人依該規定處置所造成者，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但解釋上，若運送

人違反應盡之義務，比如未對船舶適航盡必要注意，最後導致貨損時，則運送人

即無法主張該規定而不賠償貨損，惟該規定並未明文分配舉證責任60。如今草案

6.1.3〈x〉既已將運送人依草案 5.3 處置貨物造成貨損的情形，納入事由之內，

則運送人僅須證明貨損係因該人或履行輔助人依草案 5.3 之處置所致，即對貨損

                                                 
56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29 
57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95 
58 Francesco Berlingieri, supra note 17, at 34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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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53。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78, at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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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受無過失之推定，至於貨損是否實因運送人之過失所致，則由貨方負責證

明。 

 

另外，依照草案 6.1.3〈x〉之規定，依草案 5.5 犧牲貨物所造成之貨損，

運送人亦可於證明本事由與貨損間之因果關係後，被推定對貨損無過失，而由貨

方負責證明貨損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造成。 

 

XII  草案 6.1.3〈xi〉之規定 

 

草案 6.1.3〈xi〉所列事由係「海上或航路上之危險、或意外事故」，與海

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3款相同，草案將之納入括號，係因起草者

認為，該事由亦係運送人無過失始可主張，故不適宜納入草案 6.1.3 之規定中，

而直接依照草案 6.1.1 之規定，運送人於證明貨損純因海上危險所致後，即可免

責61。但上述說法實不可取，理由與本文對天災事由應否納入草案 6.1.3 規定中

之分析相同，不再贅述。 

 

6.1.4  

[If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is caused in part by an event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not liable and in part by an event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liable,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all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it proves that a specified part of 
the loss was caused by an event for which it is not liable.] 
[If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is caused in part by an event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not liable and in part by an event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liable, then the carrier is 

(a) liable for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arty seeking to recover for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proves that it was attributable to one or more events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liable; and 

(b) not liable for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to the 
extent the carrier proves that it is attributable to one or more 
events for which the carrier is not liable. 

If there is no evidence on which the overall apportionment can be 
established, then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one-half of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61 CMI, supra note 7, at 556 



 95

6.1.4 

【貨物滅失、毀損、遲到，部分原因運送人應負賠償責任、部分原因

運送人毋庸負擔賠償責任者，運送人應賠償全部貨物滅失、毀損、遲

到，但運送人能證明貨損特定部份其毋庸負擔賠償責任者，運送人就

該範圍不負賠償責任。】 

【貨物滅失、毀損、遲到，部分原因運送人應負賠償責任、部分原因

運送人毋庸負擔賠償責任者，則運送人 

〈a〉 請求賠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之人，證明一個或數個造

成貨損的原因運送人應負擔賠償責任、以及應負賠償之範

圍者，運送人應賠償該範圍內之貨物滅失、毀損、遲到，

並且 

〈b〉 運送人證明一個或數個造成貨損之原因運送人毋庸負擔賠

償責任、以及毋庸賠償之範圍者，運送人毋庸賠償該範圍

內之貨物滅失、毀損、遲到 

無法舉證賠償責任之分攤者，運送人賠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之半

數】62 

 

〈一〉概說 

 

針對多個原因共同導致貨損的情形，草案 6.1.4 提供了兩個解決方案供挑

選。假設有兩個原因導致貨損，但運送人僅就其中之一應負賠償責任時，依照方

案一，除非運送人可證明毋庸負擔賠償責任之範圍，否則運送人仍應賠償全部貨

損。而依方案二，運送人及請求賠償之貨方，均須負責釐清運送人之賠償範圍，

若雙方皆無法證明該點，則運送人僅須賠償貨損之半數，換言之，貨損由運送人

及貨方平均分攤63。 

 

舉例而言，若貨物因包裝不固及未受適當照管導致毀損時，依方案一，僅運

送人須負責證明該二原因對貨物毀損發生所佔比重為何，若運送人無法證明，在

賠償貨損時，即不可打折。但方案二卻要求運送人及貨方，對貨物毀損多少比例

係因貨物包裝不固所造成，又多少比例係因未適當照管貨物所促成，均負起證明

之責，若無法證明該二原因佔貨損成因之比例，則運送人僅賠償貨損之半數即可

                                                 
62 本文係以「原因」來翻譯草案 6.1.4 規定中「event」之用語。或許「event」翻成「事由」、

或「事故」會較忠於原文。但事由者，容易使人與草案 6.1.3 所列事由聯想在一起，而誤以為僅

因草案 6.1.3 所列事由造成貨損者，方為草案 6.1.4 之討論對象。其實，共同導致貨損之原因，

其中當然可有草案 6.1.3 所列之事由，但運送人違反船舶適航義務、貨物照管義務者，亦可為貨

損原因之一。因此，草案應考慮以「cause」來代替「event」。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0  
63 Id.,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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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二〉草案 6.1.4 之適用前提 

 

應注意者，若依證據資料顯示，係草案 6.1.3 所列事由造成貨損，抑或該事

由之出現，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致，或者，運送人違反草案 5.2，5.4 之貨物照

管、船舶適航義務，方為貨損發生之真正原因時，草案 6.1.4 均無適用餘地。按

無論係草案 6.1.3 所列事由造成貨損，或係運送人之過失造成貨損，貨損原因均

為單一，而草案 6.1.4 卻僅於多數原因共同導致貨損時，方可適用。 

 

以草案 6.1.3〈iv〉之罷工事由為例，運送人雖證明該事由造成貨損，但貨

方可證明該次罷工係因運送人之過失所引起，或者，證明貨損實因船舶欠缺適航

能力所致，運送人並未盡必要注意者，則貨損純因運送人之過失所造成，單依草

案 6.1.3 即可處理運送人之賠償責任，無適用草案 6.1.4 之必要。但貨方可證明

除罷工外，運送人之違反草案 5.2，5.4 之貨物照管、船舶適航義務，亦促成了

貨物的滅失、毀損、或遲到，則此時係多個原因導致貨損，即須依照草案 6.1.4

之規定，決定由何方負責舉證運送人之賠償範圍65。 

 

多個原因共同導致貨損者，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漢堡規則如何規範，與

草案 6.1.4 所提供之二種方案有何異同，亦值得討論，故於檢討草案 6.1.4 之立

法得失前，爰先探討該二規則之規範。 

 

〈三〉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 

 

1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因多個原因共同導致貨損，且其中之一符合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所列免責事由時，運送人賠償貨損之範圍為何，該規則並未規定。惟解釋上，

運送人須證明貨損中多少比例係因可免責之事由所引起，若無法證明毋庸賠償之

範圍，則運送人仍須賠償全部的貨損66。 

 

2 漢堡規則 

 

若運送人或代理人、受僱人之過失，與其他因素結合，共同導致貨損者，漢

堡規則第 5條第 7項規定，運送人僅賠償因過失所致之貨損部份，但須運送人能

                                                 
64 Id., at 19。CMI, supra note 7, at 557 
65 Regina, supra note 1, at 393,396。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0 
66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6。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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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該範圍始可67。因為依照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第 4項之規定，除因失火導

致貨損外，推定運送人對貨損發生有過失，所以貨損係多原因所造成者，運送人

就貨損發生先受過失之推定，運送人須證明貨損原因中，多少比例無運送人之過

失，就該部分，運送人毋庸賠償，若無法證明該比例，則運送人仍須賠償全部貨

損68。 

 

〈四〉方案一之檢討 

 

1  概說 

 

若因多個原因導致貨損，運送人就其中之一無須負賠償責任時，依照草案

6.1.4 之方案一，除非運送人可證明毋庸負擔賠償責任之範圍，否則運送人仍應

賠償全部貨損。此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項之規定相彷彿。 

 

2  無法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款相提並論 

 

僅以草案 6.1.4 方案一及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款規定而言，二者均將劃清運

送人賠償範圍之責任，加諸運送人身上，運送人須承擔無法舉證時應賠償全部貨

損之風險。但因相關賠償責任制度之不同，草案 6.1.4 方案一所能起之作用，仍

無法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款相比69。 

 

詳言之，依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第 4項規定，除因失火導致貨損外，推定

運送人對貨損之發生有過失，故多原因導致貨損時，運送人先被推定對貨損之發

生有過失，貨方不必證明貨損亦由運送人之過失所促成，若運送人欲避免賠償全

部貨損，自須依照該規則第 5條第 7項，證明貨損原因中多少比例運送人無過失。 

 

但依草案之規定，儘管導致貨損的原因有多個，但假設草案 6.1.3 所列事由

亦為原因之一時，運送人於證明該事由造成貨損後，依據草案 6.1.3 之規定，貨

方即須證明運送人之過失亦為促成貨損之原因，若無法證明該點，將推定貨損非

因運送人之過失所促成，運送人根本毋庸賠償貨損，並且，因為貨損被認定純由

草案 6.1.3 所列事由而造成，草案 6.1.4 也無適用餘地。但貨方往往不易取得有

關貨損之證據資料，難以證明貨損原因亦有運送人之過失在內，尤其在運送人違

反船舶適航義務促成貨損之情形，貨方為舉證運送人之過失亦為貨損原因之一，

不但要證明船舶欠缺適航能力促成貨損，還要證明運送人未對船舶適航盡必要注

                                                 
67 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項規定，「運送人、其受僱人或代理人之過失，結合其他原因造成貨物毀

損滅失或遲到者，運送人僅就過失所致毀損滅失或遲到之範圍，負其責任，但運送人應對此數額

負舉證責任」。 
68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87 
69 UNCITRAL, supra note 16,at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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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此，即便事實上係因運送人之過失與草案 6.1.3 所列事由共同導致貨損，

因貨方不易舉證運送人之過失，可能僅少數情形，運送人方須依照草案 6.1.4

方案一，負責證明貨損中何部分毋庸賠償，其餘時候，運送人直接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即已免責70； 

 

因此，草案 6.1.4 方案一能發揮之空間還有多少，值得懷疑。比之漢堡規則

下，所有想避免賠償全部貨損之運送人，均須依該規則第 5條第 7項之規定，自

證貨損中多少範圍運送人無過失不必賠償，二者自不可同日而語。 

 

〈五〉方案二之檢討 

 

1  概說 

 

草案 6.1.4 所列之方案二，將確定運送人賠償範圍之責任，交由貨方及運送

人共同分擔，貨方應證明運送人應賠償之範圍，運送人則證明毋庸賠償之範圍，

若二者均無法證明，則運送人僅賠償貨損之半數。 

 

惟應注意者，適用草案 6.1.4 方案二之前提，須依證據資料顯示，係多數原

因共同導致貨損始可，因此，若實際上除運送人過失外，草案 6.1.3 所列事由亦

為貨損原因時，若運送人可證明貨損係因草案 6.1.3 之事由所造成，且貨方無法

證明貨損亦由運送人之過失所促成者，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運送人將被推定

對貨損之發生無過失，不用賠償貨損，草案 6.1.4 方案二即無適用機會可言。因

此，由於草案 6.1.3 之存在，不但使草案 6.1.4 方案一所能發揮之功用，無法與

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項相比，草案 6.1.4 方案二亦同受影響，恐無用武之地71。 

 

2  改變證明賠償範圍之責任 

 

傳統上，無論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解釋，或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項之

明文，對於多數原因導致貨損，其中有運送人可主張免責之情形，皆要求運送人

去證明無庸賠償之部分，否則仍應賠償全部貨損。雖然草案 6.1.4 方案一之功用

無法與漢堡規則第 5條第 7款相提並論，但至少仍規定了運送人應負起證明賠償

範圍多少之責，並承擔因證據資料不足無法證明時，須賠償全部貨損之風險。但

草案 6.1.4 之方案二，要求貨方及運送人均負起釐清運送人賠償範圍之責，並在

無法舉證的情形，規定運送人賠償貨損之半數，相比之下，貨方不但要負起證明

貨損中，何範圍運送人須負賠償責任，若貨損相關證據資料已滅失殆盡，則因運

                                                 
70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96 
71 Id., at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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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僅賠償半數貨損，貨方就得自行吸收另一半貨損了72。 

 

草案 6.1.4 方案二之規定適當與否，可從不同角度觀之。若從貨方與運送人

不對等之角度觀之，運送人往往掌握了貨損相關證據資料，貨方則不易取得，要

證明貨損中多少比例運送人具有過失應負賠償責任，幾乎是不可能的事，倘若運

送人亦未提出有關賠償範圍之證明，貨方即須承擔貨損的一半，如此當對貨方不

利73。 

 

但就運送人角度觀之，草案 6.1.4 之方案二當然較方案一受歡迎，尤其假設

要刪去草案 6.1.2〈a〉之規定時，更是如此。按運送人若無法再主張貨損係因

所使用之人的航行過失所致，以此免去賠償責任，則因航行上之處置促成貨損發

生者，運送人輒無法證明本身或所使用之人於該情事上無過失，因而須負賠償責

任。且依草案 6.1.4 方案一，運送人更須證明貨損中多少比例與航行上之處置無

關，因而毋庸賠償，運送人之證明責任不可謂不重，最後結果，運送人恐須賠償

全部貨損矣。惟相同情形，若依草案 6.1.4 方案二，則貨方亦負起證明貨損多少

比例係因航行處置上之過失所致，若無法證明，且運送人亦未提出證明，則運送

人僅可賠償貨損之一半，對運送人較為有利74。 

 

3  可能產生之流弊 

 

令人玩味者，草案 6.1.4 方案二既然將劃清運送人賠償責任範圍之責，交由

貨方及運送人共同承擔，但最後又針對二者皆無法證明的情形，直接規定運送人

僅賠償貨損之半數。因此，假設貨方無法證明運送人應賠償之範圍時，運送人即

有兩種選擇，其一，可嘗試證明毋庸賠償之範圍，其二，放棄證明貨損中多少比

例毋庸賠償，而直接賠償貨損之半數。 

 

上述兩種選擇，多數運送人應該會接受第二個─草案 6.1.4 方案二之最終解

決方法─賠償貨損之半數。不僅是因為運送人嘗試證明毋庸賠償之範圍，勢將遭

遇困難，更因為賠償貨損之半數，責任清楚明確，除非運送人自知且可證明，應

負賠償之範圍遠低於貨損之一半，否則運送人顯無動機去嘗試證明毋庸賠償之範

圍。 

 

因此，依照草案 6.1.4 方案二，在多原因導致貨損之情形，若貨方無法證明

貨損之多少運送人應賠償，運送人將直接選擇賠償貨損之半數，而該規定有關運

送人應證明毋庸賠償範圍之規範，恐成具文75。 

                                                 
72 Id. 
73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0 
74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19 
75 Regina Asariotis, supra note 1, at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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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alculation of compensation 

6.2  賠償計算 

 

6.2.1   

If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the 
compensation payable shall be calculated by reference to the value of 
such goods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delivery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6.2.1 

運送人對貨物之滅失、毀損應負賠償責任者，其應支付之賠償額應參

照運送契約所定交付地點、時間之貨物價值來計算。 
 

6.2.2   

The value of the goods shall be fixed according to the commodity 
exchange price or, if there is no such price, according to their market 
price or, if there is no commodity exchange price or market price, by 
reference to the normal value of the goods of the same kind and 
quality at the place of delivery 

6.2.2 

貨物價值應依據商品交易所之價值確定，無該價值者，應依市場價

值，無商品交易所之價值及市場價值者，應參照交付地點相同性質及

品質之貨物之一般價值。 
 

6.2.3   

In cas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nd save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6.4, the carri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payment of any 
compensation beyond what i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6.2.1 and 6.2.2. 

6.2.3 

除草案 6.4 另有規定外，於貨物滅失、毀損時，運送人僅於草案

6.2.1、6.2.2 所定範圍內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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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6.2.1、6.2.2、及 6.2.3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草案 6.2 規範了貨物滅失、毀損時，如何計算運送人應賠償之數額。草案

6.2 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2款相近76，惟後者於同一項中一併規範

了運送人之單位責任限制，草案則於草案 6.7 中規範該點。另外，草案雖亦規範

託運人之賠償責任，但如何計算賠償數額，卻未有如草案 6.2 之條文可資適用77。 

 

〈二〉計算賠償數額 

 

運送人應賠償貨物滅失、毀損時，賠償數額為何，可參照貨物之價值，又貨

物之價值每隨時空不同而有異，須有明確之規範以杜爭議。雖有主張應以運送人

收受貨物地的貨物價值為準者，但以交付貨物地之貨物價值為準，較有助於確定

貨物價值，利於計算賠償數額，故草案 6.2.1 仍規定以貨物交付地之價值為準78。 

 

決定參照運送人交付地、而非收受地之貨物價值，來計算賠償後，即須探討

該地點之貨物，價值究竟為何。草案 6.2.2 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2

款相同，先以貨物之商品交易所價值定之，若無，則代之以貨物之市價，仍無，

則以該地點內，相同性質、品質的貨物之一般價值充之。或許草案可嘗試化繁為

簡地，推定貨物之價值係交付地之市價，並容許貨方證明貨物之價值高於此數，

換言之，可反證貨損遠比以貨物市價為高79。 

 

〈三〉草案 6.2 係賠償範圍之上限 

 

貨物毀損、滅失者，運送人之賠償範圍，是否僅以貨物價值之減損為限，抑

或其他間接使貨方受到的損失，如轉運貨物之支出，因購入替代貨物之花費，甚

至原本可預期之轉賣收益，運送人仍須賠償貨方。關於此點，海牙威斯比規則下，

仍有爭議，按該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2款，雖規定有「賠償總額〈the total amount 

recoverable〉」之字句，似乎表示除貨物價值減損外，運送人毋庸賠償貨方所受

的其他損失，但該規定亦有「應參照⋯來計算〈calculated by reference to〉」

之文字，所謂「參照」者，亦可解釋成，就算依該規定計算出貨物價值之減損，

也僅於計算賠償總額時用供「參照」耳，運送人之賠償總額並非以貨物價值減損

                                                 
76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 項第 2款規定，「賠償總金額應參照依據契約約定之時間、地點卸

載或應予卸載之時間與地點市價，計算該貨物之價值。貨物之價值，應依據商品交易所市價；如

無商品交易所市價，應依當時市價；如無商品交易所市價，亦無當時市價，則應參考同性質與品

質之其他貨物一般價值確定之」。 
77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0-21 
78 Id., at 20 
79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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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80。 

 

為平息上述爭議，草案 6.2.3 特為規定，除貨物遲到外，於貨物滅失、毀損

之情形，以草案 6.2.1，6.2.2 之規定所計算出之賠償額，即為運送人賠償範圍

之上限。換言之，運送人僅須賠償貨物價值之減損即可，至於間接造成貨方的損

失，運送人均不付賠償之責81。 

 

6.3   Liability of performing parties 

6.3  履行輔助人之賠償責任 

  

6.3.1 

(a) A performing party is subject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liabilities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instrument, and entitled to the 
carrier’s rights and immunities provided by this instrument (i) 
during the period in which it has custody of the goods; and (ii) at 
any other time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participating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the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by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 If the carrier agree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ies other than those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instrument, or agrees that its 
liability for the delay in delivery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is higher than the limits imposed under 
articles 6.4.2, 6.6.4, and 6.7, a performing party is not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unless the performing party expressly agrees to 
accept such responsibilities or such limits. 

6.3.1 

〈a〉履行輔助人於〈i〉保管貨物之期間，〈ii〉其他從事履行運送

契約所定活動之時點，應負起草案所規定運送人之義務及賠償責

任，且取得草案下運送人之權利及免責利益。 

〈b〉運送人同意承擔草案規定以外之義務，或同意因貨物遲到、滅

失、毀損，或與貨物有關之賠償責任，高於草案草案 6.4.2、

6.6.4、及 6.7 所定之限制者，履行輔助人除有明示同意該義務

                                                 
80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52 
81 CMI, supra note 7, at 557。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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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該限制外，不受該約定所拘束。 
 
〈一〉概說 
 
草案 6.3.1〈a〉係規範履行輔助人之賠償責任。詳言之，草案 1.17所稱之履

行輔助人，雖未與託運人締結運送約，非運送契約之當事人，但依照草案 6.3.1
〈a〉之規定，仍須依照草案中有關運送人義務、賠償責任之規範負責，且取得
運送人之權利及免責利益。例如多式運送下，內陸運送業者親自履行內陸運送

時，若確定貨損係發生於該運送階段內，因該人符合草案 1.17之履行輔助人定

義，貨方向該人索賠時，依照草案 6.3.1〈a〉之規定，應適用規範運送人義務期
間之草案第 4條，由其下 4.2.1所規定之網狀責任制，來決定應依照草案、抑或

其他單式運送公約來規範貨方與該人間之關係82。 
 
應注意者，若運送人同意承擔草案規定以外之義務，或同意貨物遲到、滅失、

毀損時之賠償責任，高於草案 6.4.2、6.6.4、及 6.7 所定之限制，甚至約定運

送人願在草案所定賠償限制外，另行補償貨方83。則該類約定，貨方雖可向運送

人主張，但依照草案 6.3.1〈b〉之規定，除非履行輔助人明示同意該類約定，

否則不受拘束。此規範與漢堡規則第 10條第 3項規定之相同84。 

 
雖然貨方向履行輔助人請求賠償貨損時，依照草案 6.3.1〈a〉之規定，該人

之賠償責任與運送人相同，惟以貨物毀損為例，須貨物毀損係發生於該人掌管貨

物之期間，或該人從事履行運送契約之時點內始可。關於此點，應由貨方證明之
85。 

 

履行輔助人在運送上之角色，係受運送人委託，負責履行運送相關業務之獨

立承攬人。有關獨立承攬人是否為運送契約之當事人，又漢堡規則及草案如何藉

由「實際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的概念，來使某些獨立承攬人負起運送人

之義務、賠償責任等之議題，亦有討論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二〉獨立承攬人之地位 
 

1  概說 
 

                                                 
82 CMI, supra note 7, at 558 
83 Id. 
84 漢堡規則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依特別之約定運送人承擔非本公約所規定之義務或放棄本公
約所賦予權利者，非經實際運送人書面明示同意，對實際運送人不生效力。實際運送人雖未同意，

運送人仍受此承擔義務或放棄權利特約之限制」。 
85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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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不成文法下，海上運送時，除船舶所有人外，與運送契約履行有關，可

為貨方索賠對象者，計有傭船人，船長，船員，及獨立承攬人。獨立承攬人者，

係受運送人委託，獨立履行運送相關業務之人，例如受運送人委託從事裝卸之裝

卸業者，或海上連續運送時，除運送人以外之海上運送業者86。 
 
獨立承攬人受運送人委託，實施運送、或裝卸作業，幫助運送人完成運送者，

僅係運送人之次契約人，並非運送契約之當事人，以英國不成文法而言，傳統上，

運送人得依運送契約主張之免責事由，該人均不可主張87，更遑論要以運送人之

義務、賠償責任規範相繩之。 
 
惟至今日，因漢堡規則之出現，某些獨立承攬人，卻要依運送人之義務、賠

償責任規範對貨方負責，草案 1.17及草案 6.3.1之規定亦同，惟二者所規範之獨
立承攬人，範圍仍有不同，茲分述如下。 

 
2  漢堡規則 
 
傭船契約下，傭船人以所傭之船舶為貨方實施運送時，貨方輒感不知運送人

係船舶所有人抑或傭船人，為避免貨方索賠時之困擾，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提
出了實際運送人的概念，只要受委託去履行運送者即屬之88。因此，海上運送除

運送人外，亦有其餘運送業者實施運送者，雖該人僅係運送契約中之獨立承攬

人，但依該規則第 1條第 2項之規定，即屬漢堡規則下之實際運送人。至於該人
之權利義務，依該規則第 10條第 2項，須取決於有關運送人義務之規範，雖然
該規定僅使用「本公約有關運送人義務之規定」用語，但解釋上應力求從寬，運

送人得主張之利益，如責任限制、短期訴訟時效等規定，實際運送人亦可主張89。 
 
   3  草案 
 
草案為規範運送契約中獨立承攬人之地位，於草案 1.17創設了履行輔助人

之概念，相較於漢堡規則之實際運送人定義，二者有數處不同，首先，漢堡規則

之實際運送人，僅限為運送人從事運送者始當之，但草案所稱之履行輔助人，不

但為運送人運送者屬之，如係為運送人從事搬移、保管、堆存貨物等事宜，亦為

履行輔助人定義涵蓋之列，故裝卸業者亦為履行輔助人。另方面，實際運送人只

                                                 
86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247 
87 為使獨立承攬人亦可主張運送人之免責事由等利益，英國不成文法上，遂發展出其他方式，

如運送人以獨立承攬人之代理人自居，於載貨證券中納入條款，規定貨方向該人索賠時，該人得

以享有運送人般之保護。Id. 
88 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規定，「稱實際運送人者，謂實際執行或受其委託擔任運送一部或全部

者，其他更受委任之人包括之」。 
89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67。漢堡規則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本公約關於運送人責任之
一切規定亦適用於實際運送人就其履行所負之責任」。 



 105 

須受運送人「委託而履行運送」即可，但在草案下，履行輔助人卻須「親自」履

行運送、搬移、保管、堆存貨物，才能作數。最後應注意者，草案之適用對象，

及於多式運送，因此內陸運送業者，只要親自履行運送，亦為草案所稱之履行輔

助人。與漢堡規則僅規範海上運送，所稱實際運送人僅海上運送業者始可當之，

自然大大不同。 
 
總之，雖然草案下之履行輔助人，須親自實施運送相關作業者始足當之，但

因草案 1.17所列之作業範圍非僅以運送作業為限，又多式運送亦可為草案所規

範，故草案將獨立承攬人納入規範者，範圍遠較漢堡規則為大，包括裝卸業者、

內陸運送業者等，均可為履行輔助人概念所及。 
 
另外，草案所稱之履行輔助人，依照草案 6.3.1〈a〉之規定，須依草案下運

送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規範負責，並可主張運送人之權利及免責利益，相較於

漢堡規則第 10條第 2項，僅提及實際運送人應適用運送人之義務，仍須學說解

釋，才可使實際運送人得以主張運送人之利益，自然以草案 6.3.1〈a〉之規範較
為周延。 
 

6.3.2   

(a) Subject to article 6.3.3, the carri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and 
omissions of 
(i) any performing party, and 
(ii) any other person, including a performing party’s 

sub-contractors and agents, who 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any of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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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if such acts or omissions 
were its own. A carrier is responsible under this provision 
only when the performing party’s or other person’s act or 
omission is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contract, employment, or 
agency. 

(b) Subject to article 6.3.3, a performing party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and omissions of any person to whom it has delegated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ncluding its sub-contractors, employees, and 
agents, as if such acts or omissions were its own. A performing 
party is responsible under this provision only when the ac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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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ssion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contract, 
employment. 

6.3.2 

〈a〉除草案 6.3.3 另有規定外，運送人應為下述人之行為、不行為

負責 

〈i〉任何履行輔助人，及 

〈ii〉任何履行或承擔履行運送契約下運送人之義務之其他人，

包括履行輔助人之次契約人及代理人，只要該人之行為，直接或

間接地依運送人之要求，或受運送人之監督或控制，即視同運送

人自己之行為、不行為。運送人僅於履行輔助人或其他人之行

為、不行為係在契約、僱傭、代理範圍內時，才依本條負責。     

〈b〉除草案 6.3.3 另有規定外，履行輔助人應為所委託，履行運送

契約下任何運送人義務之人的行為、不行為負責，如同自己之行

為、不行為般，包括次契約人，僱員、代理人。履行輔助人僅於

上述人之行為、不行為係在契約、僱傭、代理範圍內時，才依本

條負責。 
 

〈一〉概說 

 

雖然草案 6.3 名為規範履行輔助人之賠償責任，但草案 6.3.2〈a〉卻仍規

範了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依照草案 6.3.2 之規定，任何為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

從事運送相關作業之人的行為、不行為，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皆須負責，只要

該人之行為、不行為，未超出各自的契約、僱傭、代理範圍之外90。就草案 6.3.2

〈a〉而言，若內陸運送業者與一個擁有車輛的駕駛締約，由後者實施內陸運送，

雖該內陸運送業者非親自履行運送業務，非草案 1.17 所稱之履行輔助人，但仍

屬草案 6.3.2〈a〉〈ii〉所稱「承擔履行運送人義務之其他人」，對該人在職務

範圍內之行為、不行為，運送人仍應負責91。 

 
草案 6.3.2 詳為羅列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應為哪些人職務內之行為、不行

為負責，為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所無，僅漢堡規則有部分與草案 6.3.2 接近之

規定。茲擬藉由草案 6.3.2 與漢堡規則之比較，來探討草案 6.3.2 之規範到底有

無新意。 
 
〈二〉與漢堡規則作比較 

                                                 
90 Id., at 559 
91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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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草案 6.3.2 之規範中，僅草案 6.3.2〈a〉部分之規定，可見於漢堡

規則第 10 條第 1項，依該規定，運送人須為實際運送人、及實際運送人之受僱

人、代理人實施運送的行為、不行為負責，只要該行為、不行為未超出職務範圍

內即可92。至於草案 6.3.2〈a〉除了規範運送人應為履行輔助人、及該人所使用

之人負責外，對於運送人本身所使用之人的行為、不行為，運送人依照草案 6.3.2

〈a〉〈ii〉之規定，亦應負責。另外，運送人所使用之獨立承攬人，未親自履行

運送相關業務者，該人雖非草案 1.17 所稱之履行輔助人，但依草案 6.3.2〈a〉

〈ii〉之規定，運送人亦須負責。當然，若上述之人的行為、不行為超出職務範

圍之外，運送人即毋庸負責。至於草案 6.3.2〈b〉之規定，漢堡規則即無類似

者可資比較。 

 

雖然漢堡規則未如草案 6.3.2 之規定般，對運送人應負責之人詳為羅列，但

觀諸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於貨方索賠時，運送人除證明本身無過失外，亦要

證明貨損非因所使用之受僱人、代理人的過失所引起，始可免負賠償責任，可知

運送人當然要為所使用之受僱人、代理人於職務範圍內之行為、不行為負責。並

且該人係親自、抑或僅承擔履行運送相關業務，亦在所不論。另外，該規則第

10 條第 2項亦規定，實際運送人須依運送人之義務規定負責，則對照規範運送

人賠償責任之該規則第 5條第 1項，亦可得出實際運送人亦應為所使用之受僱

人、代理人，於職務範圍內之行為、不行為負責，無待類似草案 6.3.2〈b〉般

的規範介入。因此草案 6.3.2 之規定，雖較漢堡規則第 10 條第 1項來得詳細繁

複，但其中多數只為傳統法規範運作之明文化而已。 

 

6.3.3    

If an action is brought against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carrier, 
mentioned in article 6.3.2, that person is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defences and limitations of liability available to the carrier under this 
instrument if it proves that it acted within the scope of its contract, 
employment, or agency. 

6.3.3 

索賠向運送人以外，草案 6.3.2 規定所列之人提起者，該人有權享有

草案下運送人之抗辯及免責利益，只要能證明行為係在契約、僱傭、

代理範圍內。 
 

                                                 
92 漢堡規則第 1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運送人就實際運送人所履行之運送，對實際運送人、其

受僱人、或代理人之作為或不作為負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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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英國不成文法下，海上運送時，除船舶所有人外，與運送契約履行有關，可

為貨方索賠對象者，計有傭船人，船長，船員，及獨立承攬人，但因傭船人等並

非運送契約之當事人，除非以某種方式，比方運送人以該等人之代理人自居，於

載貨證券中納入條款，規定貨方索賠時，該人得以享有運送人般之保護外，上述

之傭船人、船長、船員、獨立承攬人，將無法主張運送人依運送契約所可主張之

免責事由等利益93。 

 

    也因此，自海牙威斯比規則開始，連同漢堡規則，都透過明文規範之方式，

使得某些為運送人實施運送相關業務之人，亦得享有運送人依各公約所可主張之

利益，草案 6.3.3 亦同此立場，惟各該規定下，究竟何種人可取得如是之利益，

仍待討論。 

 

〈二〉海牙威斯比規則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2項規定，若貨損索賠係向運送人之受僱人或

代理人提起，只要該人非為獨立承攬人，則可享有運送人依該規則所可主張之抗

辯及責任限制94。應先探究的是，受僱人及代理人所包括之範圍有多廣。若以該

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7 款所稱之受僱人及代理人而言，即便係獨立承攬人之雇

員，如裝卸業者所僱之裝卸工人，亦屬運送人之受僱人、代理人95。因此，為運

送人從事運送相關業務之人，例如船長、海員、獨立承攬人、甚至獨立承攬人之

雇員，均可為受僱人、代理人之概念所包括。但依該規則第 4條之一第 2項，僅

獨立承攬人以外之運送人的受僱人、代理人，可主張運送人之抗辯、責任限制，

則如海上運送時，運送人將部份航程交由其他運送業者完成者，該運送業者，以

及裝卸業者，甚至該等人所使用從事運送相關業務之人，均無法主張運送人依該

規則所得享有之利益了96。 

 

〈二〉漢堡規則 

 

漢堡規則第 7條第 2項規定，若貨損索賠係向運送人之受僱人、代理人提起， 

只要該人可證明所作所為係在職務範圍之內，則運送人依該公約所享有之抗辯及

                                                 
93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247 
94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2項規定，「倘訴訟係對運送人之受僱人或代理人〈該受僱人或

代理人非獨立之承攬人〉提起者，該受僱人或代理人得引用本公約內運送人所得引用抗辯及責任

限制之規定」。 
95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7 
96 Id., at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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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限制，該人亦得主張97。又該規定並未如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2項

般，將獨立承攬人排除在外，因此，只要為運送人實施運送相關作業，均可主張

運送人得享有之利益。但應注意者，若係海上運送業者，為運送人實施部分海上

運送者，因為已被實際運送人之概念所包括，依照該規則第 10 條第 2項之解釋，

本可主張運送人所享有之利益，並且該人所使用之受僱人、代理人，依該規則第

10 條第 2項，亦可享有運送人得主張之利益98。於是，雖然漢堡規則第 7條第 2

項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2項相比，獨立承攬人自此可主張運送人之利

益，但僅以允許裝卸業者得享有運送人之利益乙點，較具意義。 

 

〈三〉草案 

 

相較於海牙威斯比規則、漢堡規則，草案並未使用受僱人、代理人之字句， 

草案 6.3.3 所允許，可享有運送人的抗辯及免責利益之主體，係草案 6.3.2 所列

之人，但該處所列之人，一言以敝之，即為運送人所使用完成運送相關作業之人，

履行輔助人屬之，履行輔助人所使用之人亦屬之，就算獨立承攬人未親自履行運

送相關業務，仍屬之。只不過，履行輔助人依照 6.3.1〈a〉之規定，本來就已

享有運送人於草案下可主張之利益了。 

 

惟應注意，草案 6.3.2 所列之人，非草案 1.17 所稱之履行輔助人者，例如

內陸運送業者與一個擁有車輛的駕駛締約，由後者實施內陸運送時，因為該內陸

運送業者非親自履行運送業務，非履行輔助人，又例如為運送人親自履行運送、

搬移、保管、堆存貨物以外事宜之人，也非履行輔助人，則一方面，該人毋庸依

照草案有關運送人之義務規範負責，另方面，依照草案 6.3.3 之規定，卻仍得享

有運送人之諸多利益，是否妥適，也值得再思考99。 

 

6.3.4  

If more than one pers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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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rticles 6.4, 6.6 and 6.7. 

6.3.4 

二人以上應賠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者，於草案 6.4，6.6，6.7

                                                 
97 漢堡規則第 7條第 2項規定，「對運送人之受僱人或代理人提起訴訟，其受僱人或代理人如證

明其行為係在僱傭契約範圍之內，得依本公約對運送人之保護，提出抗辯，並主張責任限制」。 
98 漢堡規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本公約關於運送人責任之一切規定亦適用於實際運送人就其

履行運送所負之責任。對實際運送人之受僱人或代理人提起訴訟，第 7條第 2 項及第 8條第 2

項適用之」。 
99 UNCTAD, supra note 21, at 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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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限制範圍內，負連帶責任。 
 

有數人應賠償貨損者，草案 6.3.4 規定渠等應負起連帶賠償責任。 

 

6.3.5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8, the aggregate 
liability of all such persons shall not exceed the overall limits of 
liability under this instrument 

6.3.5 

於不違反草案 6.8 之情形下，所有應賠償之人的賠償總額，不得超過

草案所規定責任限制之總額。 
 

除非發生不得主張責任限制利益之情形，否則依照草案 6.3.5 之規定，賠償

總額以草案所規定之責任限制額度為限。 

 

6.4   Delay 

6.4  遲到 

 

6.4.1    

Delay in delivery occurs when the goods are not delivered at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in any 
time expressly agreed upon [or, in the absence of such agreement, 
within the time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o expect of a diligent carrier, 
having regard to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port,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voyage]. 

6.4.1 

貨物未於明示約定之期間內，【或無上述約定者，斟酌契約條款、運

送性質、航程情況後，未能於可合理期待勤勉之運送人遵守之期間

內，】於運送契約所定目的地交付者，為遲到。 
 

〈一〉概說 

 

依照草案 6.1.1 之規定，運送人之賠償責任，除貨物滅失、毀損外，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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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亦包括在內。因此，何時構成貨物遲到，即須草案 6.4.1 加以規範。亦有

規範運送人遲到賠償責任之漢堡規則，則於該規則第 5條第 2項規範該點100。草

案 6.4.1 除有部份新增外，與該規定大致相同。 

 

〈二〉有明示約定之交付期間 

 

依照草案 6.4.1 之規定，若當事人已明示約定交付之期間，則運送人未能於

該期間內，在契約所定之目的地交付貨物者，即為遲到。此部份與漢堡規則第 5

條第 2項前段相近，除了該規則因僅規範海上運送，故係使用「契約所定之卸載

港」之字句。 

 

既然此處交付之期間，須經運送人與託運人之明示約定，若運送人為避免因

貨物遲到而可能面對之賠償責任，預先於標準條款、或運送單據的背面中，納入

有關交付期間之條款，使得該期間寬鬆、或過長，有利於運送人者，該條款因非

屬於當事人間之明示約定，故貨物遲到與否，與該條款所定交付期間無關101。 
 
應注意者，運送人未於明示約定之期間內，交付貨物至目的地者，構成貨物

遲到，但規範運送人義務期間之草案 4.1.3，卻僅以運送契約中所約定之交付時

點、作為運送人義務期間之終點，未要求該時點須出於當事人間之明示約定。雖

然二者所規範之議題不同，其一係貨物遲到時的賠償責任，另一係運送人之義務

期間102。但因用語不同，非經明示約定之交付時點，一方面可決定運送人義務期

間之終點，另方面，在判斷貨物是否遲到時，卻無法發揮作用，故上述二條文之

用語應再形斟酌為當。 

 

〈三〉未有明示約定之交付期間 

 

儘管當事人未明示約定交付貨物之期間，依照草案 6.4.1 括號內之字句，運

送人未於「合理」期間內完成交付者，亦屬貨物遲到。惟此點須由貨損索賠之承

審者來認定。至於判斷合理期間之依據，則為「契約條款」、「運送性質」、「航程

情況」、及「對勤勉運送人之合理期待」，其中前二者，為漢堡規則第 5條第 2

項後段規定所無。 

 

應注意者，一般說來，運送人為避免貨物遲到之賠償責任，往往不願承諾在

某預定之期間內交付，因此漢堡規則第 5條第 2項後段之規範，確有必要，貨損

索賠之承審者，可以於斟酌「實際情況」、及「對勤勉運送人之合理期待」後，

                                                 
100 漢堡規則第 5條第 2項規定，「運送人未依海上運送契約明定之期限內，交付貨物於卸貨港者，

為遲到。於契約無規定時，未於可要求一勤勉運送人之相當期限內交付者，亦同」。 
101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63 
102 UNCTAD, supra 21,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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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貨物是否構成遲到103。但草案 6.4.1 括號內之字句，卻又多出了「契約條款」

乙項，則於運送人明示不願保證貨物抵達時間的情形104，究竟如何判斷貨物遲到

與否，即成疑問。此時，依照草案 6.4.1 之規定，似乎只能認定運送人因該類約

定毋庸負擔貨物遲到之賠償責任了。 

 

6.4.2    

If delay in delivery causes loss not resulting from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carried and hence not covered by article 6.2, the amount 
payable as compensation for such loss is limited to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 . . times the freight payable on the goods delayed]. 
The total amount payable under this provision and article 6.7.1 shall 
not exceed the limit that would be established under article 6.7.1 in 
respect of the total loss of the goods concerned. 

6.4.2 

遲到造成之損失，非承運貨物滅失、毀損所致，因而非草案 6.2 所規

範者，為補償上述損失所應賠償之數額，限相當於【遲到貨物所應給

付運費之⋯倍】之數額。除此之外，依本條及草案 6.7.1 所得出之賠

償總額，不得超過依照草案 6.7.1 就貨物全部滅失所應負之限度。 
 

〈一〉概說 

 

草案 6.4.2 係規範貨物遲到時，運送人之責任限制，與漢堡規則第 6條第 1

項第 2、第 3款相較，二者在用語上歧異甚大，但實質規範效果則近似105。 

 

〈二〉僅限貨物遲到所造成之損失 

 

漢堡規則第 6條第 1項第 1款係規範貨物滅失、毀損時，運送人之責任限制，

至於貨物遲到，則受該規則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所規範。但因貨物遲到而導致貨

物滅失、毀損者，例如易腐壞之貨物因遲到而有毀損，解釋上，運送人之責任限

                                                 
103 John F. Wilson, Basic Carrier Liability and the Right of Limitation, in the Hamburg Rules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Samir Mankabady ed. 1978〉, 145 
104 CMI, supra note 7, at 560 
105 漢堡規則第 6條第 1 項第 1、第 2、第 3 款規定，「運送人依第 5條對貨物之毀損滅失所負賠
償責任，以每包或每託運單位八三五記帳單位或依毛重每公斤二‧五記帳單位，計算總額之高者

為限。運送人依第 5條對遲到所負責任，以遲到貨物之運費二‧五倍為限，但不得逾海上貨物運

送契約所訂之運費總額。運送人依本項第 1、第 2 款之賠償總額，不得逾運送人依本項第 1款就

貨物全部滅失所負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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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應依照該規則第 6條之第 1項之第 1款、而非第 2款處理106。 

 

為求明確，草案 6.4.2 前段特為指出，適用草案 6.4.2 所定之責任限制者，

不包括貨物滅失、毀損的情形，若因貨物遲到造成貨物滅失、毀損，則運送人之

責任限制，應依照草案 6.7.1 解決107，至於計算賠償數額，係受草案 6.2 之規範。 

 

〈三〉責任限制之數額 

 

在純因貨物遲到造成貨損之情形，依照漢堡規則第 6條第 1項第 2款，運送

人之賠償範圍，限制在相當遲到貨物所應付運費之二‧五倍數額，並不得超過依

海上運送契約所應付之運費總額。 

 

草案 6.4.2 下，運送人之責任限制的數額究竟為何，仍未決定，現階段草案

僅擬出「遲延貨物所應付運費之⋯倍」之字句，並置於擴號中。由於貨物之價值，

僅於認定貨物滅失、毀損時方具意義，若因貨物遲到造成貨損，仍應以運費為基

礎，來決定運送人責任限制的數額。 

 

〈四〉不得超出貨物全損時之責任限制 

 

草案 6.4.2 後段之規範目的，與漢堡規則第 6條第 1項第 3款相同，無論如

何，依照貨物全部滅失時，所計算出運送人應負之責任限制數額，即為運送人所

負責任之上限。 

 

詳言之，依照草案 6.4.2 後段之規定，若貨損起因有貨物遲到、及貨物毀損

二種，則分別依照草案 6.4.2 前段、及草案 6.7.1 之規定，所計算出貨物遲到部

分、及貨物毀損部分之責任限制數額，相加後，再與假設貨物全損時，依據草案

6.7.1 所計算出之責任限制數額相比。若超出後者時，運送人所負之責任限制，

僅以後者之數額為限。另外，解釋上，若貨損單因貨物遲到所致，依照草案 6.4.2

前段所計算出之責任限制數額，卻仍超過假設貨物全損時，依據草案 6.7.1 所得

出之責任限額，則運送人亦僅以後者之數額內，負擔賠償責任108。 

 

6.5 Deviation 

(a) The carrier is not liable for loss, damage, or delay in delivery 
caused by a deviation to save or attempt to save life or  property 

                                                 
106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64 
107 CMI, supra note 7, at 560 
108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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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sea, or by any other reasonable deviation. 
(b) Where under national law a deviation of itself constitutes a 

breach of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such breach only has effect 
consistent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6.5  偏航 

〈a〉 因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之偏航、或其他合理之偏

航，所生滅失、毀損、遲到，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 

〈b〉 根據國內法，偏航本身構成運送人義務之違反者，該違反僅有

與草案條文相符之效力 
 

〈一〉概說 

 

草案 6.5 係規範偏航議題，依照草案 6.5〈a〉之規定，為救助、意圖救助

海上人命、或財產，以及其他合理情形下，運送人之偏航係屬正當，毋庸賠償因

此而生之貨損。另外，由於各國法制不一，有認為運送人之不正當偏航係運送契

約之違反，運送人因而不得再行主張免責事由、及免責利益者，對此，草案 6.5

〈b〉特為規定，即便草案締約國之國內法認定運送人之不正當偏航，構成運送

人違反運送契約之義務，但其效力，仍不得違反草案之條文，簡言之，運送人不

會單因不正當偏航即喪失草案所賦予之利益109。 

 

〈二〉正當之偏航 

 

1  概說 

 

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4項之規定，「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

上人命或財產之偏航、或其他合理之偏航」，係正當之偏航，因而造成之滅失、

毀損，運送人不負責任，與草案 6.5〈a〉相較，除了草案另有規範貨物遲到外，

二者可說完全一致110。 

 

漢堡規則並未規範偏航時運送人之賠償責任，原則上，因偏航導致貨物滅

失、毀損、遲到者，須依照該規則第 5條第 1項之規定，運送人證明本身或代理

人、受僱人無過失後，方可免責。但該規則第 5條第 6項亦承認，「為救助海上

人命的措施、或救助海上財產之合理措施，因而所致之貨物滅失、毀損、遲到，

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因此，若貨損係因偏航而起，又偏航係該規定所稱之合

                                                 
109 CMI, supra note 7, at 560 
110 應注意者，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2項第 12 款，亦將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
產，列為免責事由，草案 6.1.3〈v〉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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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措施者，運送人仍可不負賠償責任。但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4

項、及草案 6.5〈a〉相較，漢堡規則下，運送人即無法以「意圖」救助海上人

命或財產，或「其他合理情形」為事由，而正當偏航之行為了，即便救助財產，

但措施非合理者，運送人亦無法主張111。 

 

但「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之偏航」，及其他「合理之偏航」，是否得作

為正當偏航之理由，卻仍有爭議，茲分析如下： 

 

2  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 

 

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而偏航時，應肯認運送人毋庸賠償偏航所生之貨

損，但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而偏航時，尤其當該救助毫無涉及人命的情形 

，運送人應否仍得享有毋庸賠償貨損之利益，值得討論112。或許在運送人救助海

上財產導致偏航，因此造成貨物遲到時，僅依草案下貨物遲到之賠償責任規範，

即可解決，因此有關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所致偏航之字句，應自草案 6.5〈a〉

中刪去。 

 

惟反對者亦輒言，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者，救助人命往往也為目的之

一。若先將上述之爭論擱置一邊，吾人可考慮之折衷的辦法，或許係─仍然肯定

運送人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財產之偏航係正當之偏航，但在運送人偏航救助

海上財產，並可獲得報酬之情形，草案 6.5〈a〉可針對此狀況特為規定，該報

酬應用以補償貨方因偏航導致貨物遲到所受之損失113。 

 

3  合理之偏航 

 

何謂合理之偏航，原則上，須考量何情形下，一個掌握航行且謹慎之人，於

審酌相關情事，例如契約條款、以及所有當事人之利益後，會決定且維持偏離原

定航道114。然而，偏航合理與否，最終仍繫於貨損索賠承審者之判斷，成為如何

解釋合理一詞的問題。各國之國內法對此也可能產生相歧異之見解，造成法律規

範之不確定及不一致。因此，若草案 6.5〈a〉不試著釐清合理與否之標準，則

有關合理偏航乙點，似可考慮刪去，以免爭議。 

 

但是，既然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之偏航係屬正當，則若有其他類

似情形出現，導致偏航，卻不認為該偏航正當，似乎又失事理之平。至於有哪些

情形係屬合理，立法者也無法設想周到，為避免掛一漏萬，亦不宜於規範中明定

                                                 
111 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03, at 143-144 
112 Id., at 143 
113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4 
114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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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之要件。解決辦法，或許係當事人於契約中約定到底「合理」所指為何115。

不然，亦可於草案 6.5〈a〉之規定中，以負面表列之方式，列出何種情形非屬

合理偏航，例如規定，運送人為賺取報酬而裝卸貨物或載運乘客而偏航的情形，

即非合理偏航。 

 

〈三〉不正當偏航之後果 

 

運送人不正當偏航後，在法律上所要承擔之後果，以英國不成文法而言，不

正當之偏離航程，稱為偏航，該舉並構成運送契約之根本違反，運送人將失去原

先得以主張之利益。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4項之規定，所稱偏航

係指偏離航程，但符合該規定情形下之偏航，不構成該規則及運送契約之違反，

運送人仍可享有該規則第 4條所規定之免責利益及權利。但非屬正當偏航者，英

國法院認為，除了該規則第 3條第 6項第 4款之一年除斥期間、及第 4條第 5

項之責任限制等規範，因為條文中有著「任何情形下」之字句，故運送人仍可據

以主張外，其餘該規則第 4條第 2項所列之免責事由等，運送人均無法再行主張
116。 

 

草案 6.5〈b〉則規定，若依照草案締約國之國內法，偏航本身構成運送人

義務之違反者，該違反僅有與草案條文相符之效力。詳言之，以上述英國不成文

法為例，不正當偏離航道，儘管被認定為運送契約之重大違反，運送人不得再行

主張免責事由等利益，但依照草案 6.5〈b〉之規定，運送人是否會喪失免責事

由、或責任限制等利益，仍須依照草案各該規定決定之，例如草案 6.8 即已規範

何情形下，運送人不可主張責任限制。因此，英國不成文法之見解因與草案相關

規定不符，無法適用於草案所規範之運送契約。 

 

總之，草案 6.5〈b〉之立法目的，即在言明，運送人無法僅因不正當之偏

航，即被剝奪一切可主張之利益117。相較於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4項，

因該條文僅針對正當偏航之情形，規範該舉不違反運送契約，因此在非正當偏航

時，各締約國仍可透過國內法之解釋，使得運送人喪失可主張之利益，如此情形，

在草案 6.5〈b〉之規範下，當不復見。 

 

 

 

 

 

                                                 
115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4 
116 美國法院則根本無視「任何情況下」之用語，非正當偏航者，連短期除斥期間及責任限制均

無法主張。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257,448-449 
117 CMI, supra note 7, at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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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Deck cargo 

6.6  甲板載運 

6.6.1    

Goods may be carried on or above deck only if 
(i) such carriage i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s or administrative 

rules or regulations, or 
(ii) they are carried in or on containers on decks that are 

specially fitted to carry such containers, or 
(iii) in cases not covered by paragraphs (i) or (ii) of this article, 

the carriage on deck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complies with the customs, usages, and practices 
of the trade, or follows from other usages or practices in the 
trade in question. 

6.6.1 

貨物僅得依下列情形為甲板載運 

〈i〉因所適用之法律、法令規章要求而為如是之運送，或 

〈ii〉貨物係置於貨櫃內或其上而甲板載運，該甲板係特別適於

運送貨櫃，或 

〈iii〉非本條文〈i〉、〈ii〉所定情形，但甲板載運係符合運送

契約、貿易習慣、實務運作、慣例，或個案之貿易之其他慣

例、或實務運作者。 

 

6.6.2  

If the goods have been shipp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6.1(i) and 
(iii), the carrier is not liable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se goods or 
delay in delivery caused by the special risks involved in their carriage 
on deck. If the goods are carried on or above deck pursuant to article 
6.6.1 (ii), the carrier is liable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such goods, or 
for delay in deliver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instrument w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they are carried on or above deck. If the goods are 
carried on deck in cases other than those permitted under article 
6.6.1, the carrier is liable, irrespective of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1,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or delay in delivery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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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ly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carriage on deck. 

6.6.2 

依照草案 6.6.1〈i〉、〈iii〉之規定而運送貨物者，因甲板載運所牽

涉之特別風險所致之貨物滅失、毀損、遲到，運送人不負賠償責任。

依照草案 6.6.1〈ii〉之規定甲板載運貨物者，運送人依草案之規定，

對貨物滅失、毀損、遲到負賠償責任，毋庸考慮係甲板載運貨物。非

草案 6.6.1 所允許之情形，卻甲板載運貨物者，雖然有草案 6.1 之規

定，但運送人應賠償完全因甲板載運所致之貨物滅失、毀損、遲到。 
 

6.6.3   

If the goods have been shipp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6.6.1(iii), 
the fact that particular goods are carried on deck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Failing this, the carrier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at carriage on deck complies with article 6.6.1(iii) and, if a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or a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is 
issued, is not entitled to invoke that provision against a third party 
that has acquired such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or electronic 
record in good faith. 

6.6.3 

依照草案 6.6.1〈iii〉之規定而運送貨物者，特定貨物係甲板載運

之事必須載於契約事項中。否則運送人應證明甲板載運係符合草案

6.6.1〈iii〉之規定，並且有簽發可轉讓載運送單據或可轉讓電子記

錄者，運送人不可主張該規定以對抗善意取得該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

之第三者。 
 

6.6.4   

If the carrier under this article 6.6 is liable for loss or damage to 
goods carried on deck or for delay in their delivery, its li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extent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6.4 and 6.7; however, if 
the carrier and shipper expressly have agreed that the goods will be 
carried under deck, the carrier is not entitled to limit its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that exclusively resulted from 
their carriage on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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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運送人依照草案 6.6 之規定應賠償甲板載運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

者，其責任以草案 6.4、6.7 所定範圍為限；但運送人及託運人明示

約定貨物將於艙內載運者，完全因甲板載運貨物所致之滅失、毀損，

運送人不得主張責任限制。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6.6.1、6.6.2、6.6.3、以及 6.6.4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

論。 

 
甲板載運者，於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中，若運送契約記載貨物將以甲板載

運，且實際上亦如此運送者，依該規則第 1條第 3項，甲板載運之貨物將不受該

規則所規範118。但若實際上以甲板載運貨物，只欠運送契約之記載者，運送人對

該貨物之貨損，仍依該規則負責。 
 
漢堡規則下，甲板載運之貨物毫無疑問受該規則所規範，惟須考慮甲板載運

是否正當，依該規則第 9條第 1項，因法令規定、或符合貿易習慣、契約約定而

甲板載運者，始屬正當。並且，在依契約約定而甲板載運的情形，依該規則第 9
條第 2項，該約定必須記載於運送單據中，若無，則推定運送人及託運人間無該

類約定，另外，運送人不可以該約定對抗善意取得載貨證券之人。若甲板載運被

該規則第 9條第 1項所允許而正當時，運送人對該類運送貨物之貨損，仍依該規

則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範負責。但運送人甲板載運不被允許者，甲板載運之

貨物若發生貨損，運送人依該規則第 9條第 3項，係負絕對之賠償責任，不容運

送人證明本身或代理人、受僱人無過失後免責。最後，若運送人違反了與託運人

間之明示約定，強以甲板載運貨物，依該規則第 9條第 4項，運送人不得再主張

責任限制119。 
 
運送人以甲板載運貨物時，貨物因暴露所將遭遇之風險及危害，遠較以艙內

                                                 
118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3項規定，「貨物包括物品、器皿、商品、以及除牲口以外之
一切其他物件，暨依契約得裝載於甲板之貨品」。 
119 UNCTAD, supra 21, at 36。漢堡規則第 9條規定「運送人與託運人約定，或依商業習慣，或依
法律規定，得將貨物載運於甲板之上。運送人與託運人合意得將貨物載運於甲板之上者，運送人

應將此事實註記於載貨證券或證明該項海上運送契約之其他文件，未為此項記載者，運送人須就

當事人間有甲板載貨之合意存在，負舉證責任，運送人並不得以此合意對抗包括受貨人在內善意

取得載貨證券之第三人。違反本條第一項之規定，而將貨物載運於甲板之上，或運送人無法主張

有第 2項合意之存在者，運送人對純由甲板載貨所致之毀損滅失或遲到依本公約第 6條或第 8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運送人不得主張第 5條第 1項之規定。貨物運送違反明示艙內載運之約定，

將貨物載運於甲板，視為第 8條所謂之運送人之作為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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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時為高，因此草案 6.6特為規範此型態之運送。草案 6.6.1規定了三種被允

許之甲板載運情形。草案 6.6.2則以甲板運送被允許與否，規範該類運送之貨物

發生貨損時，運送人之賠償責任。草案 6.6.3則規定，符合草案 6.1.1〈iii〉所定
情形之甲板載運，該情形必須記載於運送單據內，藉以闡明甲板載運乙事，亦應

兼顧運送人以外之託運人、甚至買賣契約之當事人之利益。最後，草案 6.6.4規
定，若運送人依照草案 6.6甲板載運之規範，須賠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時，
運送人可主張草案 6.4、6.7之責任限制利益，但甲板載運係違反運送人及託運人

間之明示約定者，於造成貨物滅失、毀損時，運送人不得主張責任限制之利益120。 
 
茲以草案 6.6.1所定允許運送人甲板載運之情形為經，草案 6.6.其餘條文為

緯，來探討草案有關甲板載貨之規範。 
 
〈二〉依照草案 6.6.1〈i〉而甲板載運 
 
因法令要求而甲板載運貨物者，符合草案 6.6.1〈i〉之情形，但承運之貨物

竟發生貨損者，依照草案 6.6.2之規定，若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因甲板

載運所牽涉之特別風險所致，運送人毋庸賠償，至於特別風險者，例如海浪拍打

甲板即屬之121。觀諸漢堡規則，即便係該規則第 9條第 1項所允許之甲板載運，
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仍與一般型態運送相符，草案 6.6.2之規範，當較有利於運送

人。 
 

〈三〉依照草案 6.6.1〈ii〉而甲板載運 
 
時至今日，為運送貨櫃而設計之船舶早已為數甚多，且每艘船中，近六成五

之貨櫃係置於甲板之上，貨櫃運送業者自然希望可自由決定要在甲板上抑或於艙

內載運貨櫃，原則上，若當事人對此點未有約定，則貨櫃置於何處，應委由貨物

運送業者決定，只要該人有盡到貨物照管等義務即可122。 
 
依照草案 6.6.1〈ii〉之規定，貨物置於貨櫃內或其上者，若船舶之甲板係專

為載運貨櫃而設計，則運送人得甲板載運貨物。因為草案 1.4所稱之貨櫃，亦包
括平台，所以除稱貨物置於貨櫃「內」外，亦使用貨物置於貨櫃「上」之用語123。

如此甲板載運者，運送人對承運貨物所負之賠償責任，根據草案 6.6.2之規定，
將依草案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範負責。總之，貨櫃運送業者若決定將貨櫃置

於甲板之上而運送，自屬正當，但對貨物亦應負起草案所定之義務及賠償責任。 
 

                                                 
120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5 
121 UNCTAD, supra 21, at 36-37 
122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5-26 
123 Id., 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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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探討者，係運送契約雖已明示約定，貨櫃應置於艙內而運送，但運送人仍

將貨櫃置於甲板上時，運送人之賠償責任為何。依照草案 6.1.1〈ii〉之規定，貨
物若置於貨櫃內，且承運之船的甲板又專為甲板載運而設計者，運送人以甲板載

運貨物即屬正當，至於當事人是否明示約定不准如此運送，不生影響。觀諸草案

6.6.3之規定，該情事亦毋庸記載於契約事項中。果真貨物滅失、毀損、遲到，

根據草案 6.6.2之規定，運送人之賠償責任僅依草案相關規範處理。充其量，不

過是在貨物滅失、毀損的情形，依照草案 6.6.4之規定，運送人將喪失責任限制
之利益耳。即便如此，依照草案 6.2之規定，運送人之賠償總額亦僅以貨物價值
之減損為限124。 

 
至於違反明示約定而甲板載運，卻造成貨物遲到者，依照草案 6.6.4之規定，

運送人仍享有草案 6.4之責任限制利益，觀諸漢堡規則第 9條第 4項，草案 6.4
之規定較有利於運送人。按違反了與託運人間之明示約定，強以甲板載運貨物

者，依漢堡規則第 9條第 4項，運送人被認定具有該規則第 8條第 1項所稱之行

為、不行為，除了貨物滅失、毀損所造成貨損，不可主張責任限制外，若貨物遲

到者，運送人亦喪失責任限制之利益。 
 
〈四〉依照草案 6.6.1〈iii〉而甲板載運 
 
依照草案 6.6.1〈iii〉之規定，甲板載運符合運送契約、貿易習慣、實務

運作、慣例，或個案貿易之其他慣例、或實務運作者，亦屬正當。另外，根據草

案 6.3.3 之規定，契約事項中必須記載貨物係以甲板載運，否則，運送人須證明

甲板載運係符合草案 6.6.1〈iii〉所定情形。但是於善意第三者持有可轉讓運

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者，運送人即無法以草案 6.6.1〈iii〉為由，向該人主張

甲板載運係屬正當。惟以甲板載運貨櫃而運送貨物之情形，運送人直接主張草案

6.6.1〈ii〉之規定即可，因此，恐怕僅貨物非置於貨櫃內，運送人卻仍以甲板

載運者，方須依照草案 6.6.1〈iii〉之規定，主張甲板載運正當125。最後，若承

運之貨物發生貨損，依照草案 6.6.2之規定，若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因

甲板載運所牽涉之特別風險所致，運送人毋庸賠償。 
 
〈一〉不正當之甲板載運 
 
運送人以甲板載運貨物，卻非草案 6.6.1所定任何情形之一者，係不正當之

甲板載運，依照草案 6.6.2，因此而生之貨損，運送人係負絕對之賠償責任，不

容運送人有舉證無過失後免責之餘地。 
 

                                                 
124 UNCTAD, supra 21, at 37 
125 Id., a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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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正當甲板載運導致貨損時，運送人如欲避免負擔絕對之賠償責任，須證明

甲板載運符合草案 6.6.1所定之情形，否則，即須證明貨損非因甲板載運而起。
然而，因為草案 6.6.2使用「運送人應賠償『完全』因甲板載運所致」貨損之用
語，在貨損原因有多個時，運送人可否於證明貨損非「完全」因甲板載運而生後，

免去草案 6.6.2 所定之絕對賠償責任，仍質疑問。似乎可考慮刪去「完全」一語
126。若不正當甲板載運連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貨損者，運送人依照草案 6.1.4 方

案一，須證明何範圍之貨損非因不正當甲板載運所致，就該部分，始可免責。 

 

6.7   Limits of liability 

6.7 責任限制 

6.7.1   

Subject to article 6.4.2 the carrier’s liability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is limited to […] units of account per 
package or other shipping unit, or […] units of account per kilogram 
of the gross weight of the goods lost or damaged, whichever is the 
higher, except where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the goods has been 
declared by the shipper before shipment and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or where a higher amount than the amount of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set out in this article has been agreed upon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the shipper.] 

6.7.1 

除草案 6.4.2 另有規定外，運送人對貨物滅失、毀損之賠償責任，應

限於每一件或每一裝船單位【⋯】記帳單位，或滅失、毀損貨物之毛

重每公斤【⋯】記帳單位，擇其較高限額者適用之，但託運人於裝運

前已將貨物之性質與價值聲明並記載於契約事項內，【或運送人及託

運人已約定了較本條責任限制數額為高之數額】者，不在此限。 
 

6.7.2   

When goods are carried in or on a container, the packages or 
shipping units enumerated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s packed in or 
on such container are deemed packages or shipping units. If not so 
enumerated, the goods in or on such container are deemed one 

                                                 
126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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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ping unit. 

6.7.2 

貨物置於貨櫃內或其上而運送者，契約事項內所記載裝載於貨櫃內或

其上之件數或裝船單位數，即視為件數或裝船單位。未記載者，貨櫃

內或其上之貨物，視為一裝船單位。 
 

6.7.3    

The unit of account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is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amounts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are to be converted into the national 
currency of a State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such currency at the 
date of judgement or the date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The value 
of a national currency, in terms of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of a 
Contracting State that is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s to b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thod of valuation 
appli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effect at the date in 
question for its operations and transactions. The value of a national 
currency, in terms of 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 of a Contracting 
State that is not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s to 
be calculated in a manner to be determined by that State. 

6.7.3 

本條所稱之記帳單位，係指由國際貨幣基金會所規定之特別提款權。

本條所稱之數額，應按某一國家貨幣於宣判日或雙方當事人合意之日

之貨幣兌換率，換算等值之該國貨幣。締約國為國際貨幣基金會之會

員國者，其貨幣應按特別提款權計算之價值，依當日國際貨幣基金會

為其運作及交易所採用之定價方法計算。非為國際貨幣基金會會員國

者，其貨幣應按特別提款權計算之價值，依該國決定之方法計算。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6.7.1、6.7.2以及 6.7.3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草案 6.7係規範貨物滅失、毀損時，運送人之責任限制。該規定並未改變海

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及漢堡規則第 6條、第 26條以來之規範。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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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數額到底為多少記帳單位，尚未決定，故僅將記帳單位數目留白，並置於括

號內。不過，草案起草者認為，海牙威斯比規則所定之責任限制數額可為討論之

基礎127。惟該規則所定之責任限數額，於 1978 年漢堡規則通過時，即已被認定

為過時，無論如何，草案 6.7之責任限制數額應較海牙威斯比規則所定者為高128。 
 
另外，草案 6.7.1之規定下，除了託運人於裝運前，已將貨物之性質與價值

聲明並記載於契約事項內者，運送人不可主張責任限制外，草案另考慮，若運送

人及託運人約定了較本條責任限制數額為高之數額時，即以該數額決定運送人之

責任限制。之所以將後者置於括號內，係考量應否允許當事人一方增加自身之賠

償責任129，若否定之，則運送人要依較草案 6.7.1為高之責任限制數額負責者，

自然需要託運人之同意。其實，若運送人與託運人約定之責任限制數額高於規

範，本來就該被允許，若是運送人單方面欲提高責任限制之數額，吾人也好奇，

有何理由強要託運人對此亦為同意始有效力。況且，草案 6.7.1係規範運送人而
非託運人之責任限制。因此，刪去草案 6.7.1括號內之字句可也130。 
 

6.8   Loss of the right to limit liability 

Neither the carrier nor any of the pers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6.3.2 
is entitled to limit their liability as provided in articles [6.4.2,] 6.6.4, 
and 6.7 of this instrument, [or as provid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f the claimant proves that [the delay in delivery of,] the loss of, or the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resulted from a personal 
act or omission of the person claiming a right to limit done with the 
intent to cause such loss or damage, or recklessly and with knowledge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would probably result. 

6.8 責任限制之喪失 

原告證明貨物【遲到】、滅失、毀損，係由主張責任限制之人出於故

意，或重大過失之個人行為、不行為所致者，運送人及草案 6.3.2 所

列之人不得主張草案草案【6.4.2】、6.6.4 及 6.7【或運送契約所規

定】之責任限制。 
 

 

 

                                                 
127 CMI, supra note 7, at 562 
128 UNCTAD, supra 26, at 38 
129 CMI, supra note 1, at 562 
130 Marc Huybrecht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and of actions, LMCLQ, part3, August 200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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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運送人或所使用之人所享有之責任限制利益，應否不許例外情形存在，或

者，該例外情形應減至最低，以求規範適用上之一致與穩定，見仁見智。某些國

家之法院，甚至以契約根本違反為由，無視責任限制相關的規範，強要運送人喪

失責任限制之利益。至於草案，則僅於於草案 6.8及 6.6.4所定情形下，使運送
人或所使用之人喪失責任限制之利益。或許，草案 6.4.2及 6.7.1之責任限制數額，

應可考慮提高些，這樣，限縮不得主張責任限制之事由，也較具有正當性131。 
 
於探討喪失草案之責任限制利益的情形前，爰先介紹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

之規範，用以攻錯。 
 
〈二〉喪失責任限制之情形 
 

1  海牙威斯比規則 
 
於何情形下，本可主張責任限制之人，竟會喪失責任限制之利益，對此，海

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5款規定，「運送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損害者」，
運送人不得主張責任限制之利益，於該規定以外之情形，如不正當偏航，英國法

院即認為，此時不可再剝奪運送人責任限制之利益。至於運送人本得主張該規則

之免責事由，並不因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不得主張，僅於特定情形下，如不正當

偏航者，英國法院不准運送人再行主張。但同樣之行為、不行為係由運送人之受

僱人或代理人為之者，該人喪失的，就不僅是責任限制之利益了，依照該規則第

4條之一第 4項，該人不可再主張同條第 2項之規定，其結果是連該規則中之抗

辯事由都無法主張132。 
 

2  漢堡規則 
 
漢堡規則下，若「運送人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貨物滅失、毀損、遲到者」，

依照該規則第 8條第 1項，運送人不可主張責任限制之利益，除此之外，運送人

均享有責任限制之利益。同理，若運送人之受僱人或代理人為上述之行為、不行

為，則亦無法享有責任限制之利益。另外，若運送人違反了與託運人間之明示約

定，強以甲板載運貨物，依該規則第 9條第 4項，該行為視為該規則第 8條之運
送人之行為、不行為，運送人亦不得主張責任限制。 
 
                                                 
131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8 
132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52,455-456。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4項規定，「但如經證明
損害係由受僱人或代理人出諸造成損害之故意、或輕率且明知損害可能發生所為之行為或不行為

所致者，該受僱人或代理人不得引用本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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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案 6.8之規定 
 
根據草案 6.8之規定，運送人或所使用之人不得再主張責任限制的情形，係

該等人對貨物滅失、毀損、遲到，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個人行為、不行為。草案

6.8之規定仍有數點可值探討，擬分述如下： 
 
I  遲到 

 
海牙威斯比規則未處理貨物遲到時之賠償責任、及責任限制利益，因此，該

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5款，第 4條之一第 4項所規定喪失責任限制利益之情形，

自然僅於貨物之滅失、毀損時始能適用。漢堡規則有規範貨物遲到之賠償責任，

並依該規第 6條第 1項第 2款，運送人對貨物遲到所付之責任，限制於相當遲延

貨物所應付運費之二‧五倍數額，並不得超過依海上運送契約所應付之運費總

額。但依該規則第 8條，只要運送人或受僱人、代理人係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貨

物遲到者，該等人即喪失本可主張之責任限制利益。 

 

雖然貨物遲到時之賠償責任亦受草案所規範，草案 6.4.2並規範了貨物遲到

時之責任限制利益，但該利益應否不容例外，抑或要如貨物滅失、毀損般，因有

運送人或所使用之人的故意重大過失行為、不行為介入，即不准該人主張責任限

制之利益，起草者仍未決定。草案 6.8於是將「草案 6.4.2」及「貨物遲到」之字
句，置於括號內133。 
 

II  草案 6.8與 6.6.4之關係 
 
依照草案 6.6.4之規定，甲板載運係違反運送人及託運人間之明示約定者，

於造成貨物滅失、毀損時，運送人不得主張責任限制之利益。則該規定與規範責

任限制利益喪失之草案 6.8的關係為何，即待探究。吾人應認為草案 6.8係喪失
責任限制利益之原則規範，而草案 6.6.4則係舉證上之特別規定。詳言之，要依
照草案 6.8之規定使運送人喪失責任限制利益者，須貨損索賠之原告能證明，貨

物滅失、毀損係由主張運送人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個人行為、不行為所致。

但若甲板載運係違反運送人、託運人間之明示約定者，貨損原告欲使運送人喪失

責任限制之利益，即毋庸再舉證運送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之行為造成貨物滅

失、毀損，直接依照草案 6.6.4 之規定，運送人即不可再主張草案 6.7 之責任限

制利益。就此點而言，草案係將違反當事人明示約定之甲板載運，視為運送人之

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個人行為、不行為了134。 

 

                                                 
133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8 
1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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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個人之行為、不行為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 5款、第 4條之一第 4項，及漢堡規則第 8

條，僅使用「故意或重大過失之行為、不行為」字句，作為責任限制喪失之事由。

但草案 6.8卻另外加入了「個人」一詞。因此，草案下，要使運送人或所使用之

人喪失責任限制利益，原告勢必得證明故意或重大過失之行為、不行為係個人的

舉措。以運送人為例，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個人行為、不行為，可能意指公司管理

上之不當135。但是，要證明運送人在公司管理上之行為、不行為，係故意或重大

過失地造成貨物滅失、毀損，恐非易事136。 
 

IV  運送人所使用之人喪失責任限制利益與運送人之關係 
 

若貨物滅失、毀損之原因，係運送人所使用之人的個人故意、重大過失行為、

不行為，則運送人應否喪失責任限制之利益？關於此點，依照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5項第第 5款，及漢堡規則第 8條第 1項，運送人均不致因為受僱人、代

理人之故意、重大過失行為、不行為，而喪失了責任限制之利益137。草案亦同此

立場，即便運送人所使用之人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行為不行為，也與運送人

主張責任限制無關138。 
 
惟應注意，既然運送人所使用之人個人地故意、重大過失行為，依照草案

6.8之規定，僅使該人喪失責任限制之利益，不影響運送人，則貨損索賠之原告，

當直接選擇向船長或運送人之代理人請求賠償貨物滅失、毀損了139。 
 
6.9   Notice of loss, damage, or delay 

6.9   滅失、毀損、遲到之通知 

 

6.9.1   

The carrier is presumed, in absence of proof to the contrary, to have 
delivered the goods according to their description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unless notice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indicating the general nature of such loss or damage, was 
given to the carrier or the performing party who delivered the goods 

                                                 
135 CMI, supra note 7, at 563 
136 Marc Huybrechts, supra note 130, at 376-377 
137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455,565 
138 Marc Huybrechts, supra note 130, at 376 
139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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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the delivery, or, if the loss or damage is not 
apparent, within three working days after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Such a notice is not required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hat is 
ascertained in a joint inspection of the goods by the consignee and the 
carrier or the performing party against whom liability is being 
asserted. 

6.9.1 

除非貨物滅失、毀損之通知，記載了滅失、毀損之一般情形，並於交

付前、或當時，或者，於滅失、毀損不明顯時，於交付後三工作天內，

送交運送人或交付貨物之履行輔助人，否則，若無反證，則推定運送

人已依照契約事項之記載交付貨物。有關滅失、毀損，業經受貨人與

被請求賠償之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共同查驗貨物者，無需上述通知。 
 
〈一〉概說 
 
貨物滅失、毀損時，欲請求賠償者，須證明貨物於運送人掌管期間內發生貨

損，因此，證據資料須顯示貨物交付時有受到損害。依照草案 6.9.1之規定，貨
方可以二種方式證明該點，其一，貨方送交貨物滅失、毀損之通知，其二，受貨

人與被請求賠償之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業已共同查驗貨物。若未有上述通知與

共同查驗者，依照草案 6.9.1之規定，推定運送人已依照契約之記載交付貨物140。

此後，貨方只得另尋他法證明貨物滅失、毀損而求償。 
 
〈二〉草案 6.9.1規定之檢討 
 
草案 6.9.1仍有諸多問題值得探討，擬分述如下： 
 
1  通知之形式 

 
草案 6.9.1所要求送交之通知，未規定應以書面呈現，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6項第 1款、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1項之要求「以書面送達」通知，大相
庭徑141。此係考量到，若規定通知應以書面呈現，似乎太過拘泥形式，貨方為求

                                                 
140 Id., at 29 
141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6項第 1款規定，「貨物依照運送契約移轉於有受領權人保管下以前

或當時，除非已為滅失或毀損以及滅失毀損大概性質之通知，若滅失或毀損為不顯著者或於三日

內，以書面送達運送人或其在卸載港之代理人，則是項移轉應為運送人乙依照載貨證券記載交付

貨物之表面證據」。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1項規定，「除非受貨人於交付貨物之次一工作日以前，
書面通知運送人，詳細說明毀損滅失之一般性質，該項交付推定運送人已依運送文件內之記載而

為交付，未簽發運送文件時，亦以其交付推定為完好無缺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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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以書面送達通知當然最好，未做到此點者，若能證明實際上已送交貨物滅

失、毀損之通知者，亦可。惟原則上，為守誠實信用，除了交付貨物之當口外，

通知應以書面送達。另外，依照草案 2.3之規定，該通知亦可以電子通訊之方式
為之142。 
 

2  天數 
 
貨物滅失、毀損不明顯時，草案 6.9.1規定，於交付後三工作天內，應送交

通知予運送人或交付貨物之履行輔助人，否則即推定運送人已依照契約之記載交

付貨物。惟依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2項，同為貨物滅失、毀損不明顯者，所允許

之天數係「交付後連續之 15天」內143，因此，相較之下，草案 6.9.1之三天期間
是否太短，另外，應採工作天抑或連續天數計算期間，仍值討論。 

 
之所以規範應及時通知貨物滅失、毀損，係促使當事人能盡速查驗貨物，並

因此得以於損害擴大前，採取必要措施防止之，就此而言，草案 6.9.1將期間限
制在交付後三工作天內，並無不妥144。惟有時因交付地點偏遠，貨方或許不易於

交付後三工作天內送交貨損之通知，因應之道，貨方僅得於考量地理遠近、及草

案 6.9.1所定之三工作天後，與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時，盡力爭取較有利之交付

地點。 
 
另外，草案 6.9.1所採用之工作天，可能會因為各締約國間假期之不同，導

致適用上產上歧異，為避免困擾，或許可以「交付地之工作天」來代替之，或者，

為求簡明，直接以連續天數來計算也可。 
 
3  交付之意義 
 
相較於依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6項，係以貨方受領貨物為計算書面送達

通知之基準，草案 6.9.1則與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1項相近，都以界定運送人義務

期間之「交付」代替之。因此，應討論者，係後二者所稱交付，是否等同運送人

義務期間規範中，所規定之交付時點，抑或，必須貨物實際交付予受貨人始足當

之145。二者間之差異影響貨方權益至鉅。 
 
假設，依照交付地之法律，貨物應移轉佔有與有關當局，雖受貨人未收受貨

物，但依照草案 4.1.4 之規定，此時視為運送人已交付貨物，若草案 6.9.1 所稱

                                                 
142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29 
143 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2項規定，「毀損滅失不明顯，若貨物交付受貨人後，未於 15日內為書面
通知，本條前項之規定仍適用之」。 
144 CMI, supra note 7, at 563 
145 Scrutton, supra note 6, at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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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付等同於草案第 4條所稱之交付，則受貨人勢必無法於該時點送交貨物滅

失、毀損之通知，甚至於貨物滅失、毀損不明顯者，受貨人亦不易於該時點後三

工作天內，送交通知。因此，運送人很容易被推定已依照運送契約交付貨物。但

是，若草案 6.9.1 之交付，係指受貨人實際受領貨物，則須於該時，才可適用草

案 6.9.1 之規定，受貨人就可免去無法查驗貨物，卻又得坐看貨損通知期間流逝

之苦惱。 

 

草案 6.9.1 對於交付之意義為何，並未明確規範，但為求草案規範之一致，

草案 6.9.1 所稱交付應與草案 4.1.3，4.1.4 相同。雖然將產生上述不利受貨人

之後果，但觀諸草案 4.1.3 之規定，優先以運送契約上之約定來認定交付之時

點，也可避免受貨人拖延受領貨物，導致草案 6.9.1 之規定遲遲無法適用之困擾
146。 

 

6.9.2  

No compensation is payable under article 6.4 unless notice of such 
loss was given to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liability is being asserted 
within 21 consecutive days following delivery of the goods. 

6.9.2 

除非在交付貨物後連續 21 天內，將貨損通知送交於被請求賠償之

人，否則被請求之人毋庸依照草案 6.4 之規定賠償。 
 
依照草案 6.9.2之規定，貨物遲到者，若受貨人未於貨物交付後連續 21天內，

將貨損通知送交於被請求賠償之人，則受貨人即不得再請求賠償。換言之，只有

在貨物交付後連續 21天內，受貨人送交貨損通知者，受貨人方得依照草案第 14
條之規定，於交付日起一年內，請求賠償貨損。只不過，相較於漢堡規則第 19
條第 5款所允許之貨物交付後連續 60天，草案 6.9.2下之受貨人顯然較為不利147。 

 

6.9.3  

When the notice referred to in this chapter is given to the performing 
party that delivered the goods, it has the same effect as if that notice 
was given to the carrier, and notice given to the carrier has the same 
effect as a notice given to the performing party that delivered the 

                                                 
146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30 
147 Id.。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5項規定，「除於貨物交付後 60日內向運送人提出書面通知外，因
遲到所受損失不得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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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s. 

6.9.3 

送交本章所稱之通知給交付貨物之履行輔助人者，與送交運送人有同

一效力，並且，送交運送人者，與送交交付貨物之履行輔助人有同一

效力。 
 
草案 6.9.3之規定與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6項相似，為了便利實務運作，若履

行輔助人交付貨物予受貨人，則送交該人之通知，亦為有效。另外，若通知係送

交渠等之代理人者，草案中並未有如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8項般，明文規定該類

通知亦有效力，惟該等人代理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收受通知，依照代理之法理，

本可對運送人、履行輔助人生效，草案因此無意再就此點重複規範148。 
 

6.9.4 

In the case of any actual or apprehended loss or damage, the parties 
to the claim or dispute must give all reasonable facilities to each other 
for inspecting and tallying the goods. 

6.9.4 

貨物實際有或疑有滅失、毀損時，索賠或糾紛之當事人應相互給予他

方一切檢查與查點貨物之便利。 
 
草案 6.9.4係規定索賠或糾紛之當事人應互相合作。草案 6.9.4所提及應給予

便利之事項，僅限檢查與查點貨物二者，惟似可考慮將貨物運送之相關記錄及文

件，亦納入當事人互相給予便利之範圍。尤其是運送對溫度特別敏感之貨物時，

因為溫度之記錄常以電子檔儲存，僅運送人得以掌握，且容易被事後竄改，若運

送人依規範應提供該類資料，或有助於貨損索賠之進行149。 
 

6.10   Non-contractual claims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provided for in this instrument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imposed by this instrument apply in any 
                                                 
148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30。漢堡規則第 19條第 6項、第 8項規定，「如貨物係由實際運
送人所交付者，依本條規定，對其所為之通知和對運送人為通知有相同之效力，而任何對運送人

之通知亦和實際運送人為通知有相同效力。依本條之意旨，向運送人或實際運送人之代表，包括

船長、船舶之負責長官或託運人之代表為通知者，視為已分別向運送人、實際運送人或託運人為

通知」。 
149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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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against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for loss of, for 
damage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covered by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hether the action is founded in contract, in tort, or 
otherwise. 

6.10  非契約關係索賠 

運送契約內所載貨物之滅失、或毀損，向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提出訴

訟，無論係基於契約、侵權行為或其他事由，草案所規定之抗辯及責

任限制、和義務，均得適用。 
 
草案 6.10之目的，係為防止貨方以非契約之事由提出訴訟，藉此規避草案

之規範。換言之，貨方不會因為以侵權行為提出訴訟，就比以契約關係提出訴訟

來得有利。除了新增履行輔助人外，草案 6.10之規定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
之一第 1項、漢堡規則第 7條第 1項相似150，惟草案 6.1.1既然有貨物遲到之賠
償責任，草案 6.10亦應將之列入才是。 

 
草案 6.10係規範貨方與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間之訴訟，若貨方請求草案

6.3.2所提之人賠償貨損，之間的關係是否亦應受草案 6.10所規範。關於此點，
應認為無此必要，按非運送人者，若未親自履行運送相關業務，亦非草案 1.17
所稱履行輔助人，草案本來就未課予該人任何義務，不會因為訴訟係以非契約關

係提起，即產生該人藉此規避草案規範之弊病，因此毋庸將該人列入草案 6.10
之規定中151。惟應注意，該人依照草案 6.3.3之規定，於訴訟中仍可主張運送人
之抗辯及免責利益。 

 

 

 

 

 

 

 

 

 

                                                 
150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之一第 1項規定，「關於運送合約內所載貨物之滅失或損害，向運送人
提出訴訟，無論係基於契約或侵權行為，本公約所規定之抗辯以及責任限制，均得適用」。漢堡

規則第 7條第 1項規定，「本公約所規定之抗辯以及責任限制，適用於對海上運送契約中所包括

貨物之毀損滅失以及遲到之損害賠償，不論該項訴訟係基於契約、侵權行為或其他原因」。 
151 UNCITRAL, supra note 16, at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