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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運費 

 

9   FREIGHT 

9  運費 

 

9.1 

(a) Freight is earned upon delivery of the goods to the consignee 
at the time and locat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4.1.3,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hat the freight is earned, wholly or partly, 
at an earlier point in time. 

(b)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no freight becomes due for any 
goods that are lost before the freight for those goods is earned. 

9.1 

〈a〉 在草案 4.1.3 所定之時間及地點交付貨物予受貨人者，運送人

取得運費之權利，但當事人約定在該時點前可取得全部或一部

運費權利者，不在此限。 

〈b〉 在取得運費權利前貨物已滅失者，運送人不得請求運費，但有

相反約定者，不在此限。 

 

9.2  

(a) Freight is payable when it is earned, unles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hat the freight is payable, wholly or partly, at an 
earlier or later point in time. 

(b) If subsequent to the moment at which the freight has been 
earned the goods are lost, damaged, or otherwise not delivered 
to the consign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freight remains payable irrespective of 
the cause of such loss, damage or failure in delivery. 

(c)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payment of freight is not subject to 
set-off, deduction or discount on the grounds of any 
counterclaim that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may have against 
the carrier, [the indebtedness or the amount of which has not 
yet been agreed or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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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a〉 運送人取得運費權利時即可請求運費，但當事人約定在該時點

前、或後可請求全部或一部運費者，不在此限。 

〈b〉 運送人取得運費權利後，貨物滅失、毀損、或未依運送契約規

定交付予受貨人者，運送人仍可請求運費，不論貨物滅失、毀

損、或未能交付之原因為何。 

〈c〉運送人所請求之運費不可與託運人或受貨人對運送人之反訴【此

債務尚未經商定或確定】相抵銷，但有相反約定者，不在此限。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9.1及 9.2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草案 9.1及 9.2規範了運送人之取得運費權利、何時可請求給付運費、以及

運費權利與貨方索賠可否相抵銷等問題。應注意者，現今國際公約尚未規範上述

議題，而係交由各國國內法解決，則草案之規範是否完備、具有新意，即值得研

究。茲以英國不成文法為比較對象，加以探討。 
 
〈二〉交付貨物時取得運費權利 
 

1  概說 
 
運費係運送人將貨物運抵目的地之報酬。以英國不成文法而言，若當事人無

相反之約定，運送人交付貨物與貨方給付運費，須同時履行，因此，運送人只有

在目的地已準備交付貨物予受貨人者，方可請求運費。若貨物未能運抵目的地，

除非貨損係出於貨方之故意、過失，否則運送人不可請求運費，即便貨損事故不

可歸責運送人、或該事故係諸多免責事由之一，亦同。按貨損事故可歸責運送人

與否，抑或是否被列入免責事由，僅影響貨損索賠時運送人賠償責任之有無而

已，與可否請求運費無關。惟應注意，即便貨物最後運抵目的地，若該貨物已然

損壞，對貨方而言，受領貨物已無意義可言者，運送人仍不可請求運費，例如船

舶碰撞後，因海難救助導致運送之水果被機油滲入，無法再供人食用，此時即便

將該批水果運抵目的地，運送人仍不可請求運費1。 
 
2  草案 9.1及 9.2規定之檢討 
 

                                                 
1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321,340。John F. Wilson,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3rd ed. 1998〉,27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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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將運送人取得運費權利及請求運費二問題分離，交由草案 9.1及 9.2分
別規範之，法律概念上自然較為周全，但運作上，與前述英國法大致相同。詳言

之，若當事人無相反之約定，草案 9.1〈a〉規定，運送人於草案 4.1.3所定之時
間、地點交付貨物予受貨人者，取得運費之權利，並且自該時點起，依照草案

9.2〈a〉之規定，即可向貨方請求給付運費。但因貨物滅失，未能於應交付之時
間、地點交付貨物者，運送人尚未取得運費之權利，並依照草案 9.1〈b〉之規定，
運送人亦無法請求貨方給付運費。 

 
惟應檢討者，係當貨方故意或過失造成貨物滅失，使得運送人無法交付貨物

時，運送人是否仍須依照草案 9.1〈b〉之規定，不可取得運費之權利。另外，貨

物雖已交付予受貨人，但貨物毀損嚴重以至於貨方喪失任何收受貨物之意義者，

運送人依照草案 9.1〈a〉所述，仍取得運費之權利，而貨方只得給付運費後，將

該數額加進求償貨損之損害範圍中以求救濟2，如此結果是否公平，也值疑問。

面對上述草案 9.1及 9.2所規範不足或不公之情形，運送契約當事人只得以約定

之方式加以補救了。 
 
〈三〉當事人約定在交付貨物前取得運費權利 
 

1  概說 
 
既然運費係運送人將貨物運抵目的地之報酬，貨物未能運抵目的地者，除非

貨損係出於貨方之故意、過失，否則即便貨損事故不可歸責運送人、或該事故係

諸多免責事由之一，運送人仍不可請求運費。而運送人為避免將來無法請求運

費，可將運費加以保險，或者，藉由運送契約之約定，使運送人可在交付貨物前

請求給付運費。後者因為違反運送人交付貨物始可請求運費之原則，以英國不成

文法而言，須出於當事人之明示約定始可。現今定期船運送及計程傭船實務上，

已常見當事人約定運送人可於交付貨物前請求給付運費，此舉甚至也為使用信用

狀之國際貿易所要求3。 
 

若當事人合意運送人於交付貨物前可請求運費者，可約定以「簽發載貨證

券」、或「船舶啟航」、甚至「船長簽發載貨證券後五日內」來作為運送人可請求

運費之時間點。以英國不成文法而言，在該時點前貨物滅失者，運送人不得請求

給付運費，倘無，則自該時點之後，運送人即可請求運費，直到貨方給付為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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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3 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 at 274。信用狀統一慣例〈ICC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 UCP 500〉第 33 條第二項前段即規定，「如信用狀規定，運送單據須表明

運費業已付訖或預付，銀行將接受就其表面顯示以圖章或其他方式明白表明運費付訖或預付文字

之運送單據，或於單據上以其他方式表明運費付訖或預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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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便貨物於運送中滅失無法被運抵至目的地，亦同4。 
 

3  草案 9.1及 9.2規定之檢討 
 
對運送人於交付貨物前可請求運費乙點，草案 9.1及 9.2之規範，與英國不

成文法並無出入。詳言之，草案 9.1〈a〉本文雖規定，運送人須於草案 4.1.3所
定之時間、地點交付貨物予受貨人時，始取得運費之權利，但當事人約定運送人

交付貨物前，運送人即先取得運費權利者，仍為草案 9.1〈a〉但書所許可，例如

當事人可約定簽發載貨證券時，運送人已取得運費權利，並應被給付運費，無論

船舶或貨物滅失與否。接下來，若當事人無相反之約定，在當事人所約定運送人

取得運費權利之時點前，貨物即已滅失者，依照草案 9.1〈b〉之規定，運送人不

得請求運費。倘無，則過了該時點，運送人依照草案 9.2〈a〉本文之規定，即可
請求運費直到貨方給付為止。並且，即便貨物已滅失，依照草案 9.2〈b〉，運送
人仍可請求運費，不論貨物滅失之原因為何5。 
 
惟應注意，雖然草案 9.2〈b〉之規定與英國不成文法相同，只要約定運送人

在交付貨物前取得運費權利者，不論之後貨物是否滅失，運送人仍可請求運費。

貨物滅失但又要給付運費之貨方欲求償貨損者，只能在依照草案 6.2之規定於計
算賠償範圍時，把運費之數額加進貨物之價值中，以求救濟本身之損失了6。但

如此之規範是否能為其他法律體系，如歐洲、美國所接受，仍質疑問，畢竟貨物

之滅失，可能係因運送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 
 
〈四〉運費權利不可與貨方索賠相抵銷 
 
運送人將貨物運抵目的地，但貨物卻已毀損者，只要毀損之情形不致使貨方

喪失受領貨物之意義，運送人仍可請求運費。同時，貨方亦可向運送人訴請賠償

貨損，則此二債權間可否直接抵銷，即成問題。英國不成文法上，除非有相反之

約定，否則運送人之請求運費，與貨方之訴請賠償貨損，二者不可相抵銷。按若

                                                 
4 另外，英國法上，若貨方已給付運費，但運送中貨物卻滅失者，若貨物滅失不可歸責運送人、

或貨損事故為免責事由所包括者，貨方即不可請求運送人返還所收取之運費。但即便貨物滅失可

歸責於運送人、或造成滅失之事故非運送人可免責者，貨方亦僅可於索賠貨損時將所給付之運費

列入所受損害之列，加以求償。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 at 275。Scrutton, supra note 1, at 324-325 
5 由於草案 9.2〈b〉僅提及「取得運費權利」之字句，似乎亦可規範運送人憑交付貨物以取得

運送權利之情形。但運送人於交付貨物後，如何竟又未能交付，並請求運費，實屬難以想像。其

實，草案 9.2〈b〉係專為規範運送人於交付貨物前取得運費權利的情形。故 9.2〈b〉應考慮修改
為「若交付貨物前已取得運費權利者，貨物滅失、毀損、或無法交付予受貨人，並不使已取得之

運費權利變成無法請求給付，不論滅失、毀損、無法交付之原因為何」。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5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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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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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貨方可以貨損賠償來抵銷自己應給付之運費，則實務上將可能出現貨方不問

有無根據，即動輒主張貨物毀損應受賠償，以求避免給付運費7。 
 
對此問題，草案 9.2〈c〉規定，除非有相反之約定，得請求之運費不可與託

運人或受貨人對運送人之反訴相抵銷。與英國不成文法相同。 
 

9.3  

(a)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shipper is liable to pay the freight 
and other charges incidental to the carriage of the goods. 

(b) I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provides that the liability of the shipper 
or any other person identified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s the 
shipper will cease, wholly or partly, upon a certain event or after a 
certain point of time, such cessation is not valid: 
(i) with respect to any liability under chapter 7 of the shipper or a 

person mentioned in article 7.7; or 
(ii) with respect to any amounts payable to the carrier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arrier has 
adequate security pursuant to article 9.5 or otherwise for the 
payment of such amounts. 

(iii) to the extent that it conflict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4. 

9.3 

〈a〉 託運人應給付運費及其他貨物運送之附帶費用，但有相反約定

者，不在此限。 

〈b〉 運送契約規定託運人、或於契約事項被記載為託運人之人的責

任，於發生某事故或自某時間點後將停止者，於下列情形，該

停止不生效力： 

〈i〉 有關託運人及草案 7.7 所提及之人依照草案第 7條所負

擔之賠償責任，或 

〈ii〉 有關運送契約下應給付予運送人之數額，但在某範圍

內，運送人可依照草案 9.5 或其他方法來適當擔保該部

分數額之給付者，不在此限，或 

〈iii〉 違反草案 12.4 之規定時。 

 

                                                 
7 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 at 272-273。Scrutton, supra note 1, at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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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草案 9.3〈a〉規定，託運人應給付運費及其他貨物運送之附帶費用，惟當事

人有相反約定者，仍為許可。惟應注意，草案 9.3〈a〉所提及之「附帶費用」用
語，未見草案於他處對之加以定義，故是否延滯費、共同海損分擔額、甚至運送

人可要求補償之損失，都可為附帶費用所包括而須託運人加以給付，即成問題。

原則上，應視個案上該費用是否與貨物運送有關、以及運送人請求託運人給付是

否正當而定。例如，運送人於一定期間內讓託運人無償使用貨櫃，但託運人超出

該期間卻仍使用運送人之貨櫃者，就超出期間使用貨櫃之部分，託運人即應為該

遲延而給付相當費用予運送人。再者，若貨物被海關拒絕入境者，運送人因此而

生之損失，託運人也應補償運送人8。 
 
而草案 9.3〈b〉所欲規範者，係託運人藉著運送契約之約定，使自己不再負

擔運送契約之責任的情形。至於何時託運人會為如是之約定，並草案 9.3〈b〉之
規範是否合理，都值探討。茲分述如下。 
 
〈二〉託運人之責任停止 
 
運送契約會約定託運人之責任在某情下將停止者，多見於傭船契約下，傭船

人將所傭船舶供託運人運送貨物的情形。按此時傭船運送對傭船人已無實質意

義，傭船人若不欲負擔傭船契約之運費或其他運送費用，即可於傭船契約中記載

「停止條款」，使得傭船人之責任自貨物裝上所傭船舶後，即告停止。惟另方面，

為使運送人得受償運費，運送人可向託運人請求給付，或者對貨物行使留置權9。

但是傭船契約依照草案 3.3.1，並不受草案所規範，故草案 9.3〈b〉所欲規範者，
當係件貨運送、以及傭船契約下有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並由傭船人

以外第三人持有之情形。就前者而言，實務上，件貨運送鮮有約定託運人可因貨

物裝船即免付責任者，但當事人要約定出類似停止條款之效果，並非不可想像。

就後者而言，傭船契約包括停止條款者，則往往透過引置條款而成為發給第三人

之運送單據─如載貨證券─的一部分，姑且不論該引置是否為貨損訴訟承審者所

認可10，總之，上述二種情形下，即便運送契約中約定有停止條款，依照草案 9.3
〈b〉之規定，在該規定〈i〉、〈ii〉、〈iii〉所列範圍內，託運人仍要對運送人負

責，無責任停止可言11。 
 

                                                 
8 UNCTAD, supra note 6, at 50。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53 
9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54。Scrutton, supra note 1, at 178-179。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 at 
281 
10 詳見 Scrutton, supra note 1, at 75-76 
11 UNCITRAL, supra note 2, at 54。惟應注意，草案 9係處理運費議題，但以草案 9.3〈b〉〈i〉

而言，卻提及草案第 7條之託運人賠償責任，體例上是否正確，仍值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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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9.3〈b〉規範之主要目的，係在確保運送人得受運費清償，故與規範運
費由誰給付之草案 9.3〈a〉不同，係一強行規定，當事人即便有相反之約定，亦

為無效。但運送人於契約締結過程中多佔優勢，本可透過所約定之條款來保護本

身之利益。將草案 9.3〈b〉之規範定位為強行規範，會使得當事人欲偏袒託運人

亦不可得，是否必要，值得檢討12。 
 

9.4 

(a) If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in a transport document or an 
electronic record contain the statement 「freight prepaid」 or a 
statement of a similar nature, then neither the holder nor the 
consignee, is liable for the payment of the freight.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apply if the holder or the consignee is also the shipper. 

(b) If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in a transport document or an 
electronic record contain the statement 「freight collect」 or a 
statement of similar nature, such a statement puts the consignee on 
notice that it may be liable for the payment of the freight. 

9.4 

〈a〉 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之契約事項記載「運費預付」或有相類之

記載者，則持有人及受貨人毋庸給付運費，但持有人或受貨人

係託運人者，不在此限。 

〈b〉 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之契約事項記載了「運費到付」或有相類

之記載者，該記載係通知受貨人可能須給付運費。 
 

草案 9.4 之立法目的，係為受貨人、或其他非運送契約當事人之人闡明運送

單據或電子記錄中，有關「運費預付」、以及「運費到付」記載之意義。就前者

而言，草案 9.4〈a〉規定，見到「運費預付」記載者，非託運人之運送單據、

電子記錄持有人、及受貨人，毋庸給付運費。因此，C.I.F.貿易條件下之貨物買

受人，因為係運送契約上之受貨人，若遇運送人主張運費尚未收取而要求給付

者，該人依照草案 9.4〈a〉之規定，即可以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上有關「運費

預付」之記載為由，主張運費業經預付，自己毋庸再給付運費。但是，若係 F.O.B.

貿易條件下之買受人，因為係運送契約上之託運人，即便該人自出賣人─運送上

之艤裝人─處取得記載有「運費預付」之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依照草案 9.4〈a〉

但書，仍不可因此拒絕給付運費13。 

 

                                                 
12 Id. 
13 UNCTAD, supra note 6, at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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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若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記載有「運費到付」者，依照草案 9.4〈b〉

之規定，受貨人即有可能須給付運費。詳言之，除該記載存在外，受貨人若收受

貨物、或行使有關貨物之權利，即須給付運費予運送人14。 

 

9.5 

(a) [Notwithstanding any agreement to the contrary,] if and to the 
extent that under 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he consignee is liable for the payments referred to below,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retain the goods until payment of 
(i) freight, dead freight, demurrage, damages for detention and all 

other reimbursable costs incurred by the carrier in relation to 
the goods, 

(ii) any damages due to the carrier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ii) any contribution in general average due to the carrier relating 

to the goods  
has been effected, or adequate security for such payment has been 
provided. 

(b) If the payment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a) of this article is not, 
or is not fully, effected,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sell the goods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if any, as provided for in the 
applicable national law) and to satisfy the amounts payable to it 
(including the costs of such recourse) from the proceeds of such 
sale. Any balance remaining from the proceeds of such sale shall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consignee. 

9.5 

〈a〉【雖有相反之約定】，但依照運送契約應適用之國內法，受貨人

須給付下列費用，則運送人有權留置貨物直到下列費用 

〈i〉 運費、空艙費、延滯費、扣留所致損失、及其他與貨物

有關而運送人可要求補償之損失 

〈ii〉 依據運送契約應給付運送人之損害賠償 

〈iii〉 應給付運送人有關貨物之共同海損分擔額 

已給付，或該類費用業經提供合理擔保 

〈b〉〈a〉所列費用未給付、或僅部份給付，運送人有權出賣貨物〈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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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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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國內法有程序規定者，依該規定〉並自出賣所得中受償應

得之費用〈包括請求之費用〉。出賣所得之任何餘額應交由受貨

人。 
 
〈一〉概說 
 
草案 9.5規定，就特定費用，受貨人若未給付予運送人，或未提供相當擔保

者，運送人可留置貨物，甚至出售之。至於受貨人是否須給付草案 9.5〈a〉所列

之費用，須依照運送契約所應適用之國內法決定。詳言之，首先，須依貨損爭議

起訴或仲裁地之國際私法決定運送契約應適用哪一國家之國內法，之後則須檢視

受貨人依照該法，是否須給付草案 9.5〈a〉列費用15。 
 

〈二〉可留置貨物情形之檢討 
 
英國不成文法上，運送人為求特定費用可獲清償，雖得留置貨物，但所稱特

定費用，僅限貨物交付時可請求之運費、貨物共同海損之分擔額、以及運送人為

保護貨物所支出費用。其他如空艙費、延滯費、扣留之損失等費用，若運送人亦

想以之為留置貨物的理由，則須有運送契約上之明示約定始可16。至於草案 9.5
〈a〉所列費用，已將空艙費、延滯費、扣留所致損失列入，甚至與貨物有關而

運送人可要求補償之損失、及運送契約下應給付運送人之損害賠償都包括在內。

相較之下，吾人可說，日後運送人主張草案 9.5〈a〉之規定而留置貨物的情形將

大為增加。 
 
〈三〉出售貨物之檢討 
 
另外，英國不成文法上，運送人為求特定費用可獲清償，雖得留置貨物，但

無法如草案 9.5〈b〉般，可直接出售貨物取償17。惟應注意，草案 9.5〈b〉中並
未提到受貨人可提供相當擔保以免貨物遭到售出，受貨人未給付全部費用者，運

送人即可出售貨物。另外，運送人行使該權利有無時間之限制，是否應為通知受

貨人，草案 9.5〈b〉亦未規範，似乎只得依照運送契約所適用之國內法解決18。 
 
〈四〉強行規定之檢討 
 
最後應檢討者，係草案 9.5應否成為強行規定，而不容當事人為相反之約定，

                                                 
15 UNCTAD, supra note 6, at 52 
16 John F. Wilson, supra note 1, 286,288 
17 Id., at 287 
18 UNCTAD, supra note 6,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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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係肯定，則草案 9.5擴號內之文句即可刪去。但運送人本可藉由運送契約之約

定來保護本身利益，所以，限制當事人無法自由約定有關貨物留置、出賣事宜者，

反而會產生當事人本欲以約定來保護受貨人，但卻因與運送契約所適用國內法相

牴觸導致約定無效之情形。如此結果，有無必要，也值檢討19。 
 
 
 
 
 
 
 
 
 

 
 
 
 
 
 

                                                 
19 Id., at 52。UNCITRAL, supra note 14, at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