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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託運人之義務 

 

7   OBLIGATIONS OF THE SHIPPER 

7   託運人之義務 

 

7.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he shipper shall 
deliver the goods ready for carriage and in such condition that they 
will withstand the intended carriage, including their loading, 
handling, stowage, lashing and securing, and discharge, and that they 
will not cause injury or damage. In the event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in or on a container or trailer packed by the shipper, the shipper 
must stow, lash and secure the goods in or on the container or trailer 
in such a way that the goods will withstand the intended carriage, 
including loading, handling and discharge of the container or trailer, 
and that they will not cause injury or damage. 

7.1 

除運送契約另有規定外，託運人應交付待運之貨物，貨物之狀態並可

承受約定之運送，包括裝載、搬移、堆存、加固、卸載，不致造成傷

亡或損害。貨物由託運人裝於貨櫃內、或貨櫃、拖車上而交付者，託

運人應堆存、加固貨櫃內、或貨櫃、拖車上之貨物，使其能承受貨櫃

或拖車之運送、包括裝載、搬移、卸載，不致造成傷亡或損害。 
 

7.2  

The carrier shall provide to the shipper, on its request, such 
information as is within the carrier’s knowledge and instructions that 
are reasonably necessary or of importance to the shipper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7.1. 

7.2 

為使託運人可履行草案 7.1 所定之義務，運送人應依託運人之要求，

提供運送人所了解之資訊、及託運人所合理需要、或重要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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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The shipper shall provide to the carrier the information, instructions, 
and documents that are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a) the handling and carriage of the goods, including precautions 
to be taken by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b) compliance with rules,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quirements 
of authori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nded carriage, 
including filings, applications, and licences relating to the 
goods; 

(c)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nd the issuance 
of the transport documents or electronic records, including 
the particular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8.2.1(b) and (c), the name 
of the party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shipper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nd the name of the consignee or order, unless the 
shipper may reasonably assum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lready known to the carrier. 

7.3 

託運人應提供運送人為下列事項所合理需要之資訊、指示、及文件 

〈a〉 搬移及運送貨物，包括運送人及履行輔助人應採取之預防措施 

〈b〉 所約定之運送遵守法令、規章、及主管機關之要求，包括與貨

物有關檔案、申請、及許可 

〈c〉擬定契約事項及簽發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包括草案 8.2.1〈b〉、

〈c〉所定事項、被當成託運人而記載於契約事項之人的名稱、

受貨人或訂單之名稱，除非託運人可合理推斷運送人已知悉上

述資訊。 
 

7.4   

The information, instructions, and documents that the shipper and 
the carrier provide to each other under articles 7.2 and 7.3 must be 
given in a timely manner, and be accurate and complete. 

7.4 

託運人及運送人依照草案 7.2 及 7.3 之規定應互相提供之資訊、指

示、文件，應及時、正確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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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The shipper and the carrier are liable to each other, the consignee, 
and the controlling par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either 
party’s failure to comply with its respective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s 
7.2, 7.3, and 7.4. 

7.5 

託運人及運送人未履行各自在草案 7.2，7.3，7.4 所規定下之義務，

而導致滅失、毀損者，應賠償對方，及受貨人、控制權人。 
 

7.6   

The shipper is liable to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damage, or injury 
caused by the goods and for a breach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article 
7.1, unless the shipper proves that such loss or damage was caused by 
events or through circumstances that a diligent shipper could not 
avoid or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a diligent shipper was unable to 
prevent. 

7.6 

託運人應賠償運送人因貨物、及因違反草案 7.1 下之義務所造成之滅

失、毀損、傷亡。但託運人能證明滅失、毀損是勤勉之託運人無法避

免的事故或環境所造成，或者勤勉之託運人無法防止其後果者，不在

此限。 

 

7.7   

If a person identified as "shipper"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lthough not the shipper as defined in article 1.19, accepts the 
transport document or electronic record, then such person is (a) 
subject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liabilities imposed on the shipper 
under this chapter and under article 11.5, and (b) entitled to the 
shipper’s rights and immunities provided by this chapter and 
by chapter 13. 

7.7 

雖非草案 1.19 所稱之託運人，卻於契約事項中被記載為託運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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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者，該人應〈a〉承擔本條及草案 11.5 所規

定託運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並且〈b〉享有本條及第 13 條託運人之

權利及免責利益。 

 

7.8  

The shipp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and omissions of any person to 
which it has delegated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is chapter, including its sub-contractors, employees, agents, 
and any other persons who act,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its 
request, or under its supervision or control, as if such acts or 
omissions were its own. Responsibility is imposed on the shipper 
under this provision only when the act or omission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at person’s contract, employment, 
or agency. 

7.8 

託運人將本章所定義務委託他人履行者，應為該人之行為、不行為，

如同自己之行為、不行為般負責，包括次契約人、雇員、代理人、及

其他直接或間接地依託運人之要求，或受託運人監督或控制而行為之

人。託運人僅於該人之行為、不行為係在契約、僱傭、代理範圍內時，

才依本條負責。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第 7條各項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託運人之賠償責任，可分為過失之賠償責任及絕

對的賠償責任，前者，依照該規則第 4條第 3項之規定，非因託運人本身或代理

人、受僱人過失所致之滅失、毀損，託運人不負賠償責任。後者，如未經運送人

同意或知悉而裝運危險物，或託運人提供之事項不正確，依照該規則第 4條第 6
項、第 3條第 5項前段之規定，託運人亦應賠償運送人，至於本身或代理人、受

僱人有無過失，在所不論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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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3項
規定，「運送人或船舶所受之滅失或毀損非由於託運人、其代理人或受僱人之行為、過失或疏忽

所生者，託運人不負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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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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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規則下，託運人之賠償責任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大致相同。規範託

運人賠償責任之該規則第 3章，包含了第 12及第 13條之規定，前者係針對過失
行為所設，後者特別規範危險物。簡言之，除非損害係託運人或受僱人、代理人

過失所致，否則託運人不負賠償責任。但於危險物之情形，託運人託運時未將該

情事通知運送人或實際運送人者，應賠償因此所致之損失，無論本身或受僱人、

代理人有無過失。 
 
另外，依照該規則第 12條之規定，除非託運人之受僱人、代理人對損害發

生有過失，否則託運人之受僱人、代理人毋庸賠償。此為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所無。惟依據舉證責任分配之解釋，該等人於被證明有過失前，本來就無賠償責

任可言，因此該規範並無新意。 
 
至於危險物者，該規則第 13條第 1、第 2項前段則另行規定，託運人應加

記號或標籤貨物之危險，並告知運送人貨物之危險性質，於運送人不知應採取防

範措施之情形，須告知應採取之防範措施。此亦為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所無2。

最後，該規則第 17條第 1項前段則規範託運人提供之事項不正確時，所應負之

絕對賠償責任3。 
 
草案於第 7條規範託運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惟內容遠較海牙及海牙威斯

比、漢堡規則繁複。舉其大要，一係託運人應交付適合運送之貨物，另一則係託

運人應適當提供資訊。應注意者，因為草案不再對危險物加以獨立規範，故草案

第 7條之規定可適用至各類型之貨物4。另外，草案第 7條甚至還規範了運送人、

及名義上之託運人，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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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及海

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5項前段規定，「託運人應視為已向運送人保證其所提供之標誌、個數、

數量或重量在裝運時之正確。託運人並應賠償運送人因是項提供細目不正確所致或所生之一切損

失、損害以及費用」。 
2 William Tetley, Articles 9 to 13 of the Hamburg Rules, in the Hamburg Rules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Samir Mankabady ed. 1978〉, 201-202,206。漢堡規則第 12 條規定，「託運人對運
送人或實際運送人遭受的損失或船舶遭受的損害不負賠償責任，除非這種損失或損害是由於運送

人、其受僱人或代理人的過失、或疏忽所造成。託運人的受僱人或代理人對這種損失或損害也不

負賠償責任，除非這種損失或損害是由於自己的過失或疏忽所造成」。漢堡規則第 13 條第 1、第

2項前段規定，「託運人對危險物必須以適當方式附加危險之記號或標籤。託運人交付危險貨物

於運送人或實際運送人時，應將貨物之危險性質以及必要時應採取之防範措施，告知運送人」。 
3 漢堡規則第 17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託運人對其所提供關於交運貨物之一般性質、標誌、個數、

重量或數量〈容積或體積〉等應記載於載貨證券之事項，應向運送人擔保其正確無誤。運送人因

該事項不正確所致之一切損失，託運人應負賠償責任」。 
4 Stefano Zunarelli, The liability of the shipper, LMCLQ, part3, August 2002,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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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付適合運送之貨物 
 

1  草案 7.1所定義務 
 
依照草案 7.1之規定，託運人應依照運送契約交付貨物予運送人。換言之，

於約定之時間、地點交付約定之貨物。並且，託運人所交付貨物之狀況，必須能

承受預定之運送，例如包裝必須良好、危險物已加記號或標籤、須受溫度控制之

貨物，交付予運送人時係於正常之溫度內5。 
 
另外，在託運人以貨櫃、或拖車裝置貨物之情形，因為託運人交付貨櫃、拖

車予運送人後，運送人一般不會檢查貨櫃、拖車內之貨物，為此，草案 7.1後段
特別規定，對貨櫃內、或貨櫃、拖車上之貨物，託運人亦須適當堆存、加固，使

貨物得以承受該類之運送。尤其在以渡輪載運拖車時，拖車上之貨物有無加固，

即至關重要。 
 
惟應注意者，草案 7.1之規定中，尚有「除運送契約另有規定外」之字句。

則運送人恐將藉由運送契約之約定，就有關託運人交付貨物乙點，將遠比草案

7.1所規定更繁重之義務，加諸託運人身上。另外，若允許當事人以約定之方式，

減輕託運人有關交付貨物之義務，亦恐草案 7.1之規定將失去規範意義。故該段
文字應行刪去，至不濟，也應規定上述約定僅於運送契約當事人間有效，不可以

之對抗第三者6。 
 

2  草案 7.6所定賠償責任 
 

I  概說 
 
未適當搬移、運送貨物導致貨損，係屬運送人賠償責任之範疇，至於貨物本

身造成損失者，例如，貨物爆炸損及他人之貨物，導致運送人須對他人負起賠償

責任而受有損失，或者，船舶因貨物爆炸而受損7，此時即應探討託運人之賠償

責任。為此，草案 7.6規定，託運人未盡到草案 7.1所定義務，並且貨物造成滅
失、毀損、傷亡者，推定託運人有過失，除非託運人得證明滅失、毀損是勤勉之

託運人無法避免的事故或環境所造成，或者勤勉之託運人無法防止其後果，否則

託運人即應賠償8。 

                                                 
5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6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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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4 
7 UNCTAD, supra 1, at 42 
8 CMI, supra note 5, at 56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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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舉證責任之分配 

 
貨物本身造成損失，依照草案 7.6之規定，託運人係負擔推定過失之賠償責

任，就此而言，運送人未適當搬移、運送貨物造成貨損時，依照草案 6.1.1之規
定，運送人亦負擔推定過失之賠償責任，二者相同。惟託運人之賠償責任，究竟

無法與運送人相比。按運送人同時可主張草案 6.1.2，6.1.3之免責事由、及草案
6.7之責任限制利益，託運人則無上述利益可資主張。 

 
本來，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3項、漢堡規則第 12條，除非

運送人可證明損害係因託運人或受僱人、代理人之過失所致，否則託運人不負賠

償責任9。如今在草案 7.6之規定下，不但託運人反倒須自行證明無過失，又無法

如運送人般可主張免責事由、責任限制，託運人之地位顯然大為不利。 
 

III  危險物之定位 
 
依據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4條第 3項、第 6項之規定，雖然原則上，除

非損害係託運人或受僱人、代理人之過失所致，否則託運人不負賠償責任，但於

危險物之情形，託運人託運時未將該情事通知運送人者，應賠償因此所致之損

失，至於本身或受僱人、代理人有無過失，則在所不論。換言之，一般貨物時，

託運人係負擔過失責任，但於危險貨物者，託運人之責任即屬絕對。漢堡規則第

12、第 13條亦復如此。 
 
雖然解釋上，須造成物理上危害者，如爆炸造成船舶毀損，始與危險一詞相

當10。但實務上，受到病菌寄生之貨物導致船舶必須檢疫、其餘貨物必須被海拋

時，該貨物亦被認定係危險物。因此，即便貨物不至於造成物理上之危害，也可

能適用危險物之規範。此時，只要託運人託運貨物時未告知運送人該情事者，無

論過失與否，即須對貨物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因此，原先託運人僅於有過失時

方須負責之原則，即被危險物之絕對賠償責任規範所架空11。 
 
如今，草案第 7條已不再專為危險物另設規範，所有貨物，託運人均須負起

草案 7.1所規定的，使其適宜運送之義務，並且於未履行該義務、貨物造成損失

時，依據草案 7.6之規定，負擔起推定過失之賠償責任。按貨物危險與否，本應
視情形而定，原本無害之貨物若未受適當之堆存、加固，即可能產生危險，而有

毒或易爆炸之貨物，若經妥適包裝，亦可安全渡過運送全程12。因此，依據草案

                                                 
9 楊仁壽,漢堡規則,頁 77 
10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453 
11 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4 
12 CMI, supra note 5, at 565-566 



 140

7.6之規定，運送人知悉或同意運送危險物與否，並不影響託運人之賠償責任，

託運人只要違反草案 7.1所定義務，貨物造成損失，即負擔推定過失之賠償責任
13。 
 
然而，若運送人於載貨證券中記載「危險或不正常貨物引起損害，而該貨物

性質未告知運送人者，託運人應負責賠償」字句，以使託運人就危險物仍負擔絕

對之賠償責任者，該約定是否有效，即值探討。按草案 7.6所定賠償責任，係以
託運人違反草案 7.1所定義務為基礎，但草案 7.1卻有著「除運送契約另有規定

外」字句，換言之，運送契約所約定的，託運人交付適宜運送貨物之義務，若較

草案 7.1為重，亦被允許，因此上述約定，似乎可認定有效14。為避免此結果，

草案 7.1之「除運送契約之規定外」字句，實應刪去為是。 
 
〈三〉適當提供資訊 
 

1 草案 7.2所定義務 
 
依照草案 7.2之規定，任何託運人所不了解者，都可向運送人詢問，而運送

人為了方便託運人履行草案 7.1所定義務，也應提供運送人所了解之資訊、及託

運人所合理需要、或重要之指示15。草案 7.2之規定係在體現誠信原則，即便沒

有該規定，解釋上，運送契約當事人本應依誠信原則相互協助。惟草案 7.2既係
規範運送人之義務，卻仍置於規範託運人義務之草案第 7條中，體例上似有未

妥。此舉或許係因考量到，運送人之適當提供資訊，與託運人是否能交付適合運

送之貨物相關，因此將二者接續排列著16。 
 
應討論者，係運送人未履行草案 7.2所定義務，導致託運人交付之貨物不適

合運送，最終貨物造成損害時，託運人是否應仍依照草案 7.6之規定，賠償該損
害，抑或託運人可以運送人未提供所要求資訊為理由，主張不負擔貨物造成損害

之賠償責任。對此，草案 7.6並未規範，解釋上，應以後者較得事理之平，惟此

點亟待明文規範17。 
 

2  草案 7.3所定義務 
 
依照草案 7.3之規定，計有三類事項，只要係合理需要，託運人應提供資訊、

指示、及文件予運送人。若貨物有毒、或易爆炸，屬於危險物，則依照草案 7.3

                                                 
13 UNCTAD, supra note 1, at 41 
14 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4 
15 CMI, supra note 5, at 564 
16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44 
17 Id., at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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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之規定，為搬移及運送該貨物應採取之預防措施，及該運送為遵守法
令規章所需之檔案、申請、許可，託運人須提供予運送人18。 

 
3  草案 7.4所定義務 

 
草案 7.4規定，運送人及託運人依照草案 7.2、7.3所應提供給對方之資訊、

指示、文件，都須及時、正確及完整。使得接受該資訊、指示、文件之人毋庸再

行確認正確完整與否，即可依賴該資訊。如此相互協助下，才可確保貨物運送安

全及成功。至於提供之資訊是否正確、完整，應視具體個案而定，可能造成船舶

物理上損害之貨物，就該危險性質託運人未告知運送人者，即便託運人所提供之

其他資訊，如卸貨港卸貨所需之文件係屬正確，託運人仍應被認為違反草案 7.4
之義務19。 

 
4 草案 7.5所定賠償責任 

 
I  概說 

 
因為實際檢查貨物於現今實務上甚為少見，欲使運送順利，運送人或託運人

互相提供有關貨物之資訊，即至關重要20。因此，草案 7.5規定，託運人及運送
人未履行各自在草案 7.2，7.3，7.4規定下之義務，而導致滅失、毀損者，應賠
償對方，及受貨人、控制權人。詳言之，運送人或託運人提供之資訊不完整、或

不正確者，因此所致之滅失、毀損，係負擔絕對之賠償責任，不容該人舉證無過

失後免責21。 
 

II  絕對之賠償責任 
 
運送人或託運人違反草案 7.2，7.3，7.4所定義務，儘管依照草案 7.5之規定，

係負擔絕對之賠償責任，惟草案 7.2等規定中，不乏需要承審者主觀判斷之要素，
以草案 7.3之規定而言，託運人是否應提供相關資訊予運送人，須視有無「合理

需要」而定，因此託運人儘可主張於貨物交付運送人時，某文件並非運送人所合

理需要，或者，託運人相信某資訊已為運送人所知悉，故未違反草案 7.3之規定，
毋庸依照草案 7.5之規定，對滅失、毀損負擔絕對之賠償責任，即便之後運送人

發現的確需要該文件，似乎只能徒呼負負。因此，若草案 7.2等規定不能去除主

觀之要素，草案 7.5所建立之絕對賠償責任，恐有被架空之虞22。 

                                                 
18 UNCTAD, supra note 1, at 40 
19 CMI, supra note 5, at 565。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3 
20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45 
21 CMI, supra note 5, at 565 
22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45-46。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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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危險物未為告知者 

 
規範託運人義務之草案第 7條，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相比，最特

殊之處，當係草案不再針對危險物造成損害之情形，規定託運人於未告知該情事

時，須負絕對賠償責任。依照草案 7.6之規定，託運人交付貨物未適合運送者，
不論貨物危險情形告知運送人與否，因貨物所致損害，仍推定託運人有過失。 

 
然而，僅憑草案 7.3，7.4，7.5之規定，託運人就危險物似乎仍要負擔絕對

之賠償責任。按若貨物有毒或易爆炸者，依照草案 7.2之規定，託運人須告知運
送人有關搬移及運送該貨物應採取之預防措施，另外，未將貨物危險性質告知運

送人者，亦不符合草案 7.4所要求之提供正確、完整資訊，最後，依照草案 7.5
之規定，除非立法者認為，貨物所引起之滅失、毀損，不包括在草案 7.5 所稱滅

失、毀損之內，否則，託運人既然違反草案 7.3，7.4所定義務，因該貨物所生的
滅失、毀損，託運人即須賠償，不容舉證無過失以免責。換言之，未將貨物危險

情事告知運送人者，託運人仍應絕對賠償因此所生損害，較之海牙及海牙威斯比

規則第 4條第 6項、漢堡規則第 13條，並無不同。因此，即便立法者於草案 7.6
中宣示不再為危險物另設規範，一切回歸託運人之推定過失責任，但由草案 7.3，
7.4，7.5規定之運作，吾人可知，貨物之危險性質未告知運送人並造成損害者，
託運人仍得負擔絕對之賠償責任。 
 
〈四〉名義上託運人 
 

1 概說 
 
依據草案 1.19之規定，僅與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之人，方屬託運人，惟草

案 7.7 規定，非託運人，卻於契約事項中被記載為託運人，並接受運送單據或電

子記錄者，該人須承擔本條及草案 11.5所定託運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並且享
有本條及第 13條託運人之權利及免責利益。吾人可以名義上託運人〈documentary 
shipper〉稱之23。 

 
惟應注意者，草案 7.7 雖允許名義上託運人享有託運人在草案第 13 條下之

權利及免責利益，但並未提到草案第 14 條之規定。惟依照草案第 14 之規定，運

送人主張託運人違反草案第 7條義務應負賠償責任者，應於一年內提出訴訟或仲

裁，故該規範顯屬有關託運人利益之規定。而名義上託運人理當享受同等待遇。

                                                 
23 惟託運人與該名義上託運人均須賠償時，是否係負連帶賠償責任，草案 7.7並未規範。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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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草案 7.7 未提到草案第 14 條之規定，顯係立法疏漏24。 

 

2  草案 7.7 所欲規範之對象 

 

固然，與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者，係託運人，應依照託運人之相關規範解決，

然而下列三種人之法律地位為何，仍須探討。其一，係 F.O.B.貿易條件下之出

賣人，其二，託運人之代理人，但於運送單據中被記載為託運人，其三，除前二

者以外，實際交付貨物予運送人之人。其中，第三種情形，可為草案 1.3 之艤裝

人概念所包括，該人於草案下之權利義務，僅有草案 8.1 所規定的，於交付貨物

予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時，可請求取得作為貨物收據之運送單據耳。草案 7.7

所欲納入名義託運人概念內者，實係前二者之情形。 

 

F.O.B.貿易條件下之出賣人，經常被記載成運送單據中之託運人，並接受運

送單據，因此，符合草案 7.7 之要件，係屬名義上託運人，須依照草案有關託運

人之義務、賠償責任負責，並享有託運人之權利、免責利益。除此之外，於簽發

可轉讓運送單據之情形，該人即成為該單據第一個持有者，享有持有者之權利，

包括控制權。若簽發的運送單據不可轉讓，該人亦可依照草案 13.1〈i〉之規定，

取得起訴貨損索賠之權。並且，若 F.O.B.貿易條件下之買受人─同時也是運送

契約上之託運人、受貨人─通知運送人出賣人可行使控制權者，該人亦可依照草

案 11.2〈a〉〈I〉之規定行使控制權。 

 

至於託運人之代理人，受託運人明示或默示之授權，於運送單據中被記載為

託運人，並接受運送單據者，依照草案 7.7 之規定，亦屬名義上之託運人，須依

託運人有關規範解決。若不願受此拘束，則該人選擇不接受該類運送單據即可
25
。 

 

3  接受之意義 

 

要符合草案 7.7 所稱之名義上託運人，除於運送單據上被記載為託運人外，

另須接受運送單據始足當之。但是，若僅代理託運人收受運送單據，是否該當接

受，草案卻未規範。另外，接受一詞，於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時，係指成為該運

送單據─如載貨證券─持有人之過程，但簽發不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

時，接受所指為何，亦待討論，或許可考慮另立一名詞以規範後者情形26。 

 

〈五〉託運人應為其所使用之人負責 

  

                                                 
24 UNCITRAL,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ransport Law on the Work of its Eleventh Session 
(New York, 24 March-4 April 2003), Available: http://www.uncitral.org/en-index.htm (6,18,2003), 47 
25 CMI, supra note 5, at 566 
26 Stefano Zunarelli, supra note 4, at 351。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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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說 

 

草案 7.8 規定，託運人將草案第 7條所定義務委託他人履行者，應為該人在

契約、僱傭、代理範圍內之行為、不行為負責。該人可為託運人之次契約人、雇

員、代理人、及其他直接或間接地依託運人之要求，或受託運人之監督或控制而

行為之人。草案 7.8 係襲自 CMNI 公約第 8條第 2項之規定。惟立法上，則力求

與草案 6.3.2〈b〉用語一致27。 

 

2  與草案 5.2.2 之關係 

 

依據草案 5.2.2 之規定，當事人得約定，草案 5.2.1 所列部分工作可由運送

人代理託運人履行，因此，託運人是否要依照草案 7.8 之規定，為運送人之行為

負責，即成疑問。若係肯定，則運送人將轉嫁自身之過失而由託運人負擔28。為

避免此不公平之結果，應認為運送人代理託運人履行草案 5.2.1 事項者，與託運

人交付適合運送之貨物、及適當提供資訊之義務無關，非屬託運人委託運送人履

行草案第 7條所定義務，因此，託運人毋庸依照草案 7.8 之規定替運送人之該類

行為負責。 

 

 

 

                                                 
27 CMI, supra note 5, at 567 
28 UNCTAD, supra note 1, at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