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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  訴訟期間 

 
14   TIME FOR SUIT 

14   訴訟期間 

 

14.1 

The carrier is discharged from all lia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goods if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s have not been instituted within a 
period of one year. The shipper is discharged from all liability under 
chapter 7 of this instrument if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s have 
not been instituted within a period of one year. 

14.1 

經過一年期間未提出訴訟或仲裁程序者，運送人應免除對貨物之一切

賠償責任。經過一年期間未提出訴訟或仲裁程序者，託運人應免除草

案第7條之一切賠償責任。 

 
〈一〉概說 
 
草案14.1規範了對運送人或託運人提出訴訟或仲裁之訴訟期間。惟本規定仍

有多處議題值得檢討者，茲分述如下。 
 

〈二〉適用之主體 
 
雖然依照草案14.1之規定，須在一年內提出訴訟或仲裁者，僅限貨方對運送

人請求賠償、及運送人主張託運人違反草案第7條之規定應負賠償責任之情形。
然而，依照草案6.3.3之規定，若貨方向履行輔助人、或運送人之代理人、受僱人、

次契約人，甚至履行輔助人之代理人、受僱人、次契約人請求賠償者，亦將受草

案14.1所規範，必須在一年內提出訴訟或仲裁。 
 
惟應注意者，除上述之人可主張草案14.1之規定外，若運送人欲向草案7.7

所規定之名義上託運人請求賠償者，是也否要依照草案14.1之規定，必須在一年

以內提出訴訟或仲裁，即成疑問。按草案7.7所賦予名義上託運人有關託運人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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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者，並未包括草案第14條之規定在內1。另外，若運送人欲對控制權人、或受

貨人、甚至持有人請求賠償者，是否要遵守一年以內提出訴訟或仲裁之規定，草

案14.1亦未對此規範。尤有甚者，儘管託運人違反草案第7條之義務，運送人要
請求賠償者，必須依照草案14.1之規定，在一年以內提出訴訟或仲裁，但運送人

若是依照草案第9條有關運費之規範要求託運人給付運費，觀諸草案14.1之規
定，恐怕就毋庸在一年以內提出訴訟或仲裁了2。 

 
其實，為避免上述規範不足之窘境，草案14.1大可規定，草案所規範之運送

契約下的爭議，皆須在一年以內提出訴訟或仲裁，根本毋庸特別提到貨方對運送

人、或運送人因為託運人違反草案第7條義務而請求賠償之情形3。按漢堡規則第

20條第1項在規範短期訴訟時效時，即使用「關於本公約所定貨物運送」之字句，

故不論係貨方向運送人請求賠償，抑或運送人請求託運人給付運費，都得在該規

定所劃定之二年內提出訴訟或仲裁4。 
 
〈二〉一年期間之檢討 
 

1  期間之性質 
 
草案14.1規定應於一年內提出訴訟或仲裁者，所稱之一年期間，性質上應屬

除斥期間。按未於一年內提出訴訟或仲裁之後果，依照草案14.1之規定，運送人
或託運人將「免除對貨物之一切賠償責任」、或「免除草案第7條下之一切賠償

責任」。若觀諸海牙威斯比規則第3條第6項第3款之「運送人及船舶在任何情況
下均應免除對貨物之一切責任」之用語，以及漢堡規則第20條第1項之「如於兩

年內未起訴或仲裁者，即不得再行提起」之文字，顯然草案14.1所採立場係同於

海牙威斯比規則。而既然海牙威斯比規則所定之一年期間，解釋上咸認係屬除斥

期間5，而漢堡規則所定之二年期間係屬消滅時效6，則草案14.1所定之一年期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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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草案第 14 條卻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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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該規範顯係有關託運人利益之規定，名

義上託運人理當享受同等待遇。故草案 7.7 未提到草案第 14 條之規定，顯係立法疏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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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簡稱
UNCTAD〉,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omments submitted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Available: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3,3,2003),61 
3 UNCITRAL, supra note 1, at 47 
4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574。Samir Mankabady, 
Comments on the Hamburg Rules , in the Hamburg Rules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Samir 
Mankabady ed. 1978〉, 96。漢堡規則第 20條第 1項規定，「關於本公約所定貨物之訴訟或仲裁程
序，如於兩年內未起訴或仲裁者，即不得再行提起」。 
5 Scrutton, supra note 4, at 435。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6項第 3款規定，「除第六項之一另有

規定外，自交貨日或應交貨日起一年內倘不提起訴訟，運送人及船舶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免除對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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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認為係屬除斥期間。 
 
因此，依照草案14.1之規定，一年期間經過之後，貨方以及運送人將喪失受

賠償之權利，而非僅被限制不得提出訴訟或仲裁7。 
 

2  期間之長短 
 
草案14.1所規定之一年期間，是否過短，也值得討論。按僅一年之時間，索

賠者要釐清應負賠償責任之人，並非易事，漢堡規則第20條第1項所定之二年期

間，對索賠者當較為有利。然而，規定起訴或提起仲裁須於一年內為之者，亦可

促使法律關係早日確定，使當事人毋庸揣揣於可能上門之賠償責任，亦有其優

點。訴訟期間應為一年或二年，可說各有利弊8。 
 

14.2  

The period mentioned in article 14.1 commences on the day on which 
the carrier has completed delivery of the goods concerned pursuant 
to article 4.1.3 or 4.1.4 or, in cases where no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on the last day on which the goods sh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The day on which the period commence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period. 

14.2 

草案14.1所提及之期間，自運送人依照草案4.1.3、4.1.4完成貨物交

付之日起算，若貨物未經交付，則自貨物應當交付之最後一日起算。

期間之計算，始日不算入。 

 
草案14.2之規定係揉合漢堡規則第20條第2項、第3項而來9。惟漢堡規則之計

算消滅時效之起日，係以運送人實際交付貨物之日為準，但草案14.2卻以草案
4.1.3及4.1.4所定之交付之日起算。換言之，若運送契約有約定交付之日期者，則

應自該日起算，即便運送人實際交付貨物之日期遠在該日之後。 
 

                                                                                                                                            
物之一切責任，但於起訴之事由發生後，此一期間如經當事人同意得予延長」。 
6 Samir Mankabady, supra note 4, at 97 
7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94。UNCTAD, supra note 2, at 
61。 
8 UNCITRAL, supra note 1, 47-48 
9 漢堡規則第 20 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時效期間自運送人交付貨物之全部或一部之日起算，
如貨物未經交付，則自貨物應當交付之最後一日起算。時效期間之計算，始日不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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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運送人可能藉由擬定標準條款時，加入「契約上同意以某日為交付貨

物之日」的字樣，使得草案14.1所訂之除斥期間儘早開始起算，損及受貨人之權
益10。但是，若以運送人實際交付貨物之日為起算之基準，在受貨人單方面推遲

受領貨物時，何時才算是完成交付，便須繫諸貿易習慣、實務運作，甚至交付地

之法令規章、主管機關之介入等等，容易使得一年除斥期間之起始變得不確定，

無法早日確定法律關係。故草案14.2之計算除斥期間，藉由適用草案4.1.3有關交
付之規範，優先以當事人約定之交付日期作為基準，仍屬適當11。 
 

14.3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a claim is made at any time during the 
running of the period may extend that period by a declaration to the 
claimant. This period may be further extended by another 
declaration or declarations. 

14.3 

被請求賠償之人於期間內，得向賠償請求人權人聲明展期。該期間並

得因一再聲明而延長之。 

 
草案14.3之規定，係承襲自漢堡規則第20條第4項，除了草案14.3未要求聲明

須以書面為之外，二者完全相同。惟應注意者，依照草案14.1之規定，受一年除

斥期間所規範者，係貨方向運送人、及運送人主張託運人違反第7條義務求償之
情形，然而草案14.3竟然未使用「被請求賠償之運送人或託運人」的用語，僅直
接照抄漢堡規則第20條第4項之「被請求賠償之人」的字句。但是漢堡規則第20
條第1項之二年消滅時效，適用對象廣及「關於本公約所定貨物運送」之訴訟、

仲裁，所以該規則第20條第4項使用「被請求賠償之人」之概括用語，猶有可說。

草案14.3之使用「被請求賠償之人」此概括用語，未注意到規範上之一致，實有
未當12。 
 

14.4  

An action for indemnity by a person held liable under this 
instrument may be instituted even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mentioned in article 14.1 if the indemnity action is instituted within 
the later of 

                                                 
10 UNCTAD, supra note 2, at 62。 
11 UNCITRAL, supra note 1, at 48 
12 UNCTAD, supra note 2, a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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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time allowed by the law of the State where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or 

(b) 90 days commencing from the day when the person 
instituting the action for indemnity has either 
(i) settled the claim; or 
(ii) been served with process in the action against itself. 

14.4 

依照草案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欲請求他人賠償者，雖已逾草案14.1所定

之限期，只要在下列期間內，仍得提起， 

〈a〉 於法庭地法許可之期間內 

〈b〉 自請求他人賠償之人遇下列情事之後的九十天內；或 

〈i〉 已解決對其之索賠；或 

〈ii〉 對其本人所提訴訟的傳票送達之日。 
 

草案14.4之規範，除用語稍有出入外，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3條第6項之一、

漢堡規則第20條第5項並無二致13。以海上運送為例，若毀損之貨物係經過數運送

業者之接力運送方抵達目的港，則運送人雖受貨方訴請賠償，但在運送人與其他

運送業者所締結之運送契約下，運送人實係另一運送契約之託運人或受貨人。若

運送人已與貨方對賠償數額達成協議，就該範圍內運送人欲向其他運送業者求償

者，只要運送人與其他運送業者間之運送契約受草案所規範，則依照草案14.4

〈b〉〈i〉之規定，即便貨物業已交付超過一年，只要在該協議完成後90日內，

運送人仍可以託運人或受貨人之身分，向其他運送業者求償14。 

 

惟應注意者，草案14.4〈b〉〈i〉、〈ii〉之規範，亦不無商確之餘地。以

草案14.4〈b〉〈i〉之規定為例，儘管英國法上，只要受賠償請求之人與他方達

成賠償協議，即符合「已解決對其之索賠」的要件，受賠償請求之人可轉而向其

他更應負責者求償。但亦有相當國家之國內法規定，不待受賠償請求之人與請求

者間之官司定讞，受賠償請求者不得轉而要求別人賠償15。故何謂「已解決對其

之索賠」，草案似乎須要進一步闡明。 

 

                                                 
13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3條第 6項之一規定，「如未超過受訴法院之允許期間，前項規定之一年

期限雖已屆滿，仍得向第三人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但法院所允許之期間，應自賠償請求人對其請

求已經獲得解決或自傳訊送達之日起計算，不得少於三個月」。漢堡規則第 20 條第 5項規定，

「在以上各款規定的時效屆滿後，仍可對認為負有賠償責任者提出要求賠償的訴訟，但此項訴訟

必須在提起訴訟地國家法律准許的期限內提起。但准許之限期不得少於九十日，自提起此項要求

賠償訴訟者已解決索償要求或對其本人所提訴訟的傳票送達之日起算」。 
14 Scrutton, supra note 4, at 437 
15 UNCITRAL, supra note 1, at 49 



 218

另外，依照草案14.4〈b〉〈ii〉之規定，若受賠償請求者收到被訴之傳票

者，90日內即可轉向他人求償。然而，即便收到傳票，也不代表收受傳票之人就

一定會被訴請賠償，故應考慮以「對其本人之訴訟成立」為基準，須待該情事發

生後，再起算90日之期間16。 

 

[14.5 

If the registered owner of a vessel defeats the presumption that it is 
the carrier under article 8.4.2, an action against the bareboat 
charterer may be instituted even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period 
mentioned in article 14.1 if the action is instituted within the later of 

(a) the time allowed by the law of the State where proceedings 
are instituted; or 

(b) 90 days commencing from the day when the registered owner 
both 
(i) proves that the ship was under a bareboat charter at the 

time of the carriage; and 
(ii) adequately identifies the bareboat charterer.] 

14.5 

船舶之註冊所有人推翻了草案 8.4.2 之運送人推定者，則向光船傭船

人求償者，雖已逾草案 14.1 所定之限期，只要在下列期間內，仍得

提起 

〈a〉 於法庭地法許可之期間內；或 

〈b〉 當船舶之註冊所有人作到下列之事後之九十天內 

〈i〉 證明運送時船舶業經光船傭船；以及 

〈ii〉 適當地指明光船傭船人 

 
若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未記載運送人之姓名及住址，則依照草案8.4.2前段之

規定，契約事項記載有運送船舶之名稱者，該船舶所註冊的所有者，除非可證明

運送時船舶業經光船傭船，否則該船舶所有人即被推定為運送人。此時，貨方得

以船舶之註冊所有人為索賠之對像。然而，假設運送時船舶果真交由光船傭船人

營運，為避免船舶所有人延誤證明他人為光船傭船人，導致貨方得知船舶所有人

推翻運送人之推定後，已無法在草案14.1所規定之一年除斥期間內，向實施運送

之光船傭船人起訴，草案14.5特別規定，即便貨物交付後已過一年，只要船舶所

                                                 
1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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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反證他人係實行運送之光船傭船人，則自該日起90日內，貨方仍可向光船傭

船人提出訴訟或仲裁17。 

 

 

 

 

 

 

 

 

 

 

 

 

 

 

 

 

 

 

 

 

 

 

 

 

 

 

 

 

 

 

 

                                                 
17 CMI, supra note 7, at 595。UNCITRAL, supra note 1, 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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