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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草案所代表之國際海上貨物運送法之新趨勢 

─代結論 

 

第一節  踏出巨大的一步─擴大適用範圍 

 

第一項  規範多式運送 

 
依照草案 1.5 之規定，若當事人約定，運送人收取運費、負責運送貨物，並

且運送全程或部分採用海運者，該份契約即屬草案所稱之運送契約。假設運送人

除使用海運外，在海運前、後亦使用公路、或鐵路來完成運送，只要全程運送均

在同一運送契約範疇之下，則該運送契約即成為草案 1.5 所稱的運送契約。故草

案無疑將可規範多式運送。也因此，草案 4.1.1規定，運送人對貨物所負義務之
期間，將自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收受貨物時起、至交付貨物予受貨人時止。 

 

草案可規範多式運送，顯然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不同。若依照海

牙及海牙威斯比第 1條第 2項、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之規定，多式運送牽涉內

陸運送及海運者，只有海運部分方屬前開規則所謂的運送契約，受前開該規則所

規範。 

 

由於草案可適用於多式運送，勢將侵及其他單式運送公約之規範範圍，因

此，為解決此衝突，草案 4.2.1 規定了獨樹一幟的「最低限度」網狀責任制。按

若貨物滅失、毀損、遲到並不只發生在內陸運送上、或根本無法證明發生於何處，

則多式運送契約即受草案所規範，不再適用其他單式運送公約。並且，即便提起

貨損索賠之地點，為單式運送公約之締約國，依該公約之規定，可適用貨損發生

於內陸運送上之爭議，也要該公約具有強行效力，無法以契約方式違背、或致侵

害託運人者方可。最後，即便該公約可規範內陸運送上所生之貨損爭議，依照草

案 4.2.1 之規定，草案也僅在運送人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訟時效之規定上，

被單式運送公約所取代，除此之外，草案其餘之規定，仍可適用。 

 

總之，草案不但規範多式運送，踏出傳統海上國際公約之規範範圍，更藉由

獨特的網狀責任制的設計，排擠其他單式運送公約之適用可能，以求多式運送下

之貨損爭議儘量受草案所規範、使適用法律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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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提出履行輔助人概念 

 
多式運送下，除了牽涉海運及內陸運送等不同之運送方式，也包括運送以外

之裝卸貨物等事項，與託運人締結運送契約之運送人，勢必無法一一為之，若運

送人身為海上運送業者，則運送人勢必得委由公路運送業者履行內陸運送、另外

裝卸事項交由裝卸公司來完成。則除了運送人以外，所有多式運送所牽涉之相關

業者，是否也應受草案所規範，負起運送人般之義務及賠償責任，即值得討論。

按此議題不但影響貨方求償之便利與否，也關係到草案所規範之對象應廣及何

處。 
 
對此，草案 1.17規定，「除運送人外，為完成運送，親自履行運送人依運送

契約所負之運送、搬移、保管、堆存貨物義務，而其履行直接、或間接依運送人

之要求、或為運送人所監督、管理，不論是否為運送契約之當事人、或被載於運

送契約、或依運送契約而負法律義務」。若屬於草案 1.17所稱之履行輔助人者，

依照草案 6.3.1之規定，於履行義務之期間，其權利義務等同於運送人，凡草案

所規範運送人之義務、賠償責任、得享免責利益等，均對之適用，並且依照草案

13.1之規定，貨方可直接對之訴請求償貨損。 
 
如是這般使非運送契約當事人依照有關運送人規定負責之規範，並非始自草

案。按依照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已規定，運送人以外之海運業者受委託履行全

部或一部運送者，可被稱為實際運送人，該規則第 10條第 2項規定，實際運送
人亦須依照有關運送人義務之規定負責1。 

 
然而，草案 1.17所稱之履行輔助人，所包括之主體顯然較漢堡規則第 1條

第 2項所規定的實際運送人為大遠較後者為大。按漢堡規則所稱之實際運送人
者，須為運送人為運送者始當之，但草案所規定之履行輔助人，不但為運送人運

送者屬之，如為運送人從事搬移、保管、堆存貨物等事宜，亦為履行輔助人定義

所包括。更何況，既然草案可規範多式運送，則除海運業者外，其他如公路、鐵

路業者，亦可為履行輔助人之概念所及，受草案所規範。 
 
惟應檢討者，若從擴大運送人規範之適用對象及便利貨方求償之角度觀之，

草案 1.17之規定仍有為德不卒之處。按依照草案 1.17之規定，只有運送、搬移、
保管、堆存貨物等事宜方屬運送人之核心義務，受運送人委託但履行上述義務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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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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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後者所提到之「本公約有關運送人義

務之規定」用語，解釋上應力求從寬，例如運送人之責任限制、短期訴訟時效利益等規定亦應屬

之。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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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事項，如負責看管貨櫃場的保全公司，負責修繕船舶以利航行的船廠，都非

草案 1.17所稱之履行輔助人。另外草案 1.17 更規定，所稱履行輔助人者，須「親

自」履行運送人之核心義務始足當之，若某運送業者將運送人所委託之運送義務

又轉包給他人，即非屬履行輔助人之列。不論係保全公司或轉包運送義務之運送

業者，草案均無法課以運送人般之義務、賠償責任了。 
 
其實，受運送人委託而履行運送人義務之人，若被認為有必要適用草案有關

運送人之規範的話，應不要再區分該人係履行運送人之核心義務或非核心義務、

是否親自履行或再委託他人完成。如此方能使得運送契約所牽涉之相關業者均受

草案有關運送人之規定所規範，並便利貨方求償。 
 

第三項  因應電子商務發展 

 
草案為因應電子商務之發展，在草案 1.8以及 1.9分別規範了電子通訊以及

電子記錄，只要依照草案 2.1之規定，使用電子通訊乙事有得到運送人以及託運
人間之合意，當事人即可捨棄傳統之書面運送單據，而以電子通訊將運送契約之

有關事項記載於電子記錄中，例如草案 2.3 便規定，所有草案其提到的通知、確

認、聲明、約定，都可以電子通訊之方式為之。 
 
為求電子記錄能與運送單據相提並論，草案草案除了以 1.14對可轉讓運送

單據加以定義外，何謂可轉讓電子記錄亦由草案 1.13加以規範，惟欲使用可轉
讓電子記錄者，依照草案 2.4之規定，須當事人間所合意規範電子記錄的程序規

定，對傳統上物權證券之功能有所規範，可讓持有人資以證明自己為可轉讓電子

記錄之持有人。至於草案第 8條被稱作「運送單據與電子記錄」，及草案各規定

都將運送單據、電子記錄、或者可轉讓運送單據、可轉讓電子記錄並列，更加顯

示草案為因應電子商務興起，欲將書面或電子通訊二種方式並駕齊驅之苦心。 
 

第四項  規範過去國際公約未處理之議題 

 
〈一〉概說 
 
草案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分別規範了運費、控制權、權利讓與以及訴訟權。

目前上述議題並未受國際公約所規範，而各國國內法對上述議題之處理，不但不

盡相同，甚至未加規範者亦有之。草案因此為上述領域擬出規範，以求國際運送

能在適用法律上趨於一致。茲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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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費 
 
草案第 9條係規範運費。草案 9.1 及 9.2 規定了運費權利之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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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草案 9.3〈a〉

規定，除非有相反約定，託運人應給付運費及其他貨物運送之附帶費用。草案

9.4 則為受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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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9.5 則規定了運送人留置

並出售貨物之之權利。 

 

〈三〉交付貨物予受貨人 

 

草案第 10 條係規範運送人之交付義務。草案 10.1 規定，若受貨人行使運送

契約之權利，則須在草案 4.1.3 所定之交付貨物時間、地點收受貨物。若運送人

未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者，草案 10.3.1〈i〉規定，控制權人應於貨

物抵達目的地之前、或當時，將受貨人之姓名告知運送人，以便運送人交付貨物。 

若運送人有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草案 10.3.2〈a〉規定，持有人
有權請求運送人交付貨物。假設持有人未請求交付貨物，依照草案 10.3.2〈b〉、
〈c〉之規定，在有他人給予指示的情形下，運送人不必等到持有人提交載貨證

券，即可交付貨物，完成交付貨物予受貨人之義務。若貨物已運抵目的地，但受

貨人卻未在草案 4.1.3所定時間、地點收受貨物，或者貨物被扣押、或依法令不

許交付予受貨人者，此時，不論受貨人是否已經行使契約上之權利、是否有收受

貨物之義務，亦不論簽發之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可否轉讓，依照草案 10.4.1之規
定，運送人可寄存貨物、開啟貨櫃、以及其他運送人認為有必要之處置，甚至出

售貨物。 
 
〈四〉控制權 
 
草案第 11條係規範控制權。依照草案 11.1之規定，所稱控制權者，係指給

予運送人有關貨物指示之權利，例如控制權人可指示運送人應在何種溫度下運送

貨物、控制權人亦可於貨物抵達目的地前要求運送人先交付貨物、甚至以自己或

他人來代替原先之受貨人、控制權人在與運送人達成合意後，亦可更改運送契

約。至於何人得為控制權人、控制權之讓與、及如何行使控制權，草案 11.2則
以運送人有無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電子記錄為界，分別加以規範。 
 

〈五〉權利讓與 

 

草案第 12 條係規範權利讓與。草案 12.1.1 及 12.1.2 分別規範了運送人簽

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時，持有人如何轉讓該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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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之權利，例如控制權。然而，在運送契約簽發不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

甚至根本未簽發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時，運送契約上之權利，究竟應如何轉讓，

草案卻未對此規範。相反地，草案 12.3 規定，轉讓權利之方式，須依運送契約

應適用之國內法的相關規定來決定。 
 
〈六〉訴訟權 
 
草案第13條係規範訴訟權。依照草案13.1〈i〉、〈ii〉之規定，若貨物滅失、

毀損者，託運人或受貨人只要能證明本身受有損害，即可向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

請求賠償。另外，依照草案13〈iii〉之規定，前開之人可將請求賠償之權利讓與

第三者。並且，假設運送契約應適用之國內法規定，保險人可代位前開之人的賠

償請求權者，依照草案13〈iv〉之規定，保險人亦可向運送人訴請賠償。在有簽
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之情形，持有人依照草案13.2之規定，亦可訴請運
送人或履行輔助人賠償，至於係本身遭致貨損、抑或為貨損之苦主提起，則在所

不論。只不過，若持有人未受有損害者卻訴請賠償者，依照草案13.2後段之規定，
此時訴訟係持有人為受有貨損之人而提起。以免運送人重覆賠償。惟應注意者，

即便如此，草案13.1所列之人之訴訟權並不因此喪失，草案13.3規定，該等人無
待持有人之協力，於證明本身遭受損失後，仍可向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求償。 
 

第二節  擺盪到另一端的鐘擺─有利運送人之賠償制度 

 

第一項  賠償暨舉證責任有利於運送人 

 

〈一〉概說 

 

草案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暨舉證分配之規定，明顯偏頗運送人，並將妨礙貨

方求償貨損，茲舉草案第六章中之數規定，加以說明， 

 

〈二〉單一原因造成貨損時之舉證責任分配 

 

以運送人賠償暨舉證分配基本規範之草案 6.1.1 至 6.1.3 而言，草案 6.1.1

雖然規定運送人對貨損要負起推定過失之賠償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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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成為運送人賠償責任暨舉證分配之補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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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此之作法，運送人在舉證上不但毋庸負擔漢堡規則下之推定過失責任，

而貨方之地位甚至還比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規範為差。按以草案 6.1.3 之規

定為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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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漢堡規則第 5條第 1項之規定

下，運送人因為被推定對貨損發生有過失2，故因貨損證據資料取得不易而遭敗

訴者，非貨方而係運送人。 

 

另外，依照草案 6.1.3 之規定，假設運送人先證明因該規定所列事由造成貨

損，即便之後貨方證明係船舶欠適航能力才係貨損之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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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下，即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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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須適用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此時運送人須證明對船舶適航已盡必

要注意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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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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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數原因造成貨損時之舉證責任分配 
 

若多數原因共同造成貨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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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於多數原因導致貨損，其中有運送人

可主張免責之情形，皆要求運送人證明無庸賠償之部分，否則運送人仍應賠償全

部貨損。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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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不但顛覆了行之許

久之賠償制度，更將產生嚴重之流弊，按賠償半數貨損，對運送人而言責任清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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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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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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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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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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甲板載運時之賠償責任 

 

在甲板載運之情形，若甲板載運係出於法令要求、或符合運送契約、貿易習

慣、實務運作者，即便貨物發生貨損，依照草案 6.6.2前段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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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觀諸漢堡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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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有偏頗運送人之嫌。 
 

第二項  多數規範允許運送人規避責任 

 
〈一〉概說 
 

不少草案之規定允許運送人規避草案有關運送人義務、及賠償責任之規範，

實有未洽，以下試舉其要者，分述如下。 
 
〈二〉考慮不規範數量契約 
 
草案 3.3.1除規定草案不規範傭船契約外，另外更考慮要將數量契約排除在

草案適用範圍之外。但是即便數量契約之託運人的議約能力與運送人差可比擬，

在貨櫃運送常以數量契約締結之現實下，此舉恐將使多數貨櫃運送業者均不必依

照草案有關運送人義務、賠償責任之規範向貨方負責，故草案 3.3.1亟應刪去括
號內有關數量契約之文句。 

 
〈三〉優先以契約之約定來認定收受、交付時點 

 
草案 4.1.1雖規定運送人之義務期間始自收受貨物、終於交付貨物，但草案

4.1.2、4.1.3卻不約而同地優先以約定之收受、交付時點來作為運送人義務期間

之起、迄點。則恐運送人將透過運送契約之約定，自由限縮應負擔草案所定義務

的期間，例如多式運送人大可在標準條款中記載著「使用船鉤裝、卸載貨物等同

於貨物之收受、交付」，使得負擔義務之期間限定在鉤至鉤間。如此做法，將使

得草案欲規範多式運送之目的落空。 
 
〈四〉運送人可退出部分運送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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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運送人將部份運送、不論海上抑或內陸運送交由其他運送業者履行，依照

草案 4.3.1之規定，運送人就不屬於其履行運送之部分，可藉者運送契約中明示

約定之字樣，對該運送部分，以代理人自居，換言之，運送人成為承攬運送人，

為託運人與其他內陸、或海上運送業者訂立運送契約來履行運送。該運送部分，

即不再屬於運送人依運送契約應對貨方負責之列，此舉形同運送人退出部分運送

契約。 
 
應注意者，即便漢堡規則第 11亦允許運送人得藉由運送契約之安排，將其

對貨物滅失、毀損、遲到所負之責任，限縮於運送人實際履行運送之部分5。但

漢堡規則為保護貨方，另外於該規則第 11條規定，「若貨方無法於管轄法院對實

際運送人起訴時，則前開限制、免除運送人賠償責任之約定即為無效」。然而草

案 4.3.1卻未有類似之規定，相反地，只要當事人於運送契約中對該安排存有明

示約定，運送人就不屬於其履行運送之部分，即毋庸向貨方負責。就此點觀之，

草案之規範顯然較有利於運送人。 
 
更有甚者，依照草案 5.2.2之規定，部分貨物照管事項，得藉由當事人之約

定轉由貨方負擔，形成草案 5.2.1所規範的運送人貨物照管義務之例外。因此，

若當事人有約定 F.I.O.或 F.I.O.S.裝卸條件，則裝、卸載、堆存貨物之事項即可交
由貨方來負擔，而運送人就裝、卸載、堆存事項，即不再負擔草案 5.2.1所規定
之貨物照管義務、亦無賠償責任可言。 

 
然而，若將草案 5.2.2與草案 4.3之規定相結合，則運送人可藉由約定來規

避應負擔之義務、賠償責任的範圍就未免太過了。按不但草案 5.2.2允許當事人
以約定之方式，轉嫁部分貨物照管事項予貨方，另外，草案 4.3 更規定，只要明

示約定，運送人可就部分貨物運送，代理託運人與其他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由

該人履行運送。因此，多式運送契約下，依照前開規定，運送人僅須言明，運送

人就內陸貨方工廠與港區間之內陸運送，並貨物之裝卸載作業，僅係託運人之代

理人，則運送人對貨方負責之範圍，就可限縮於貨物裝載後、卸載前，由運送人

親自實行之海運部分。此一結果，雖有利於運送人，惟當非貨方所樂見。 
 
〈五〉承運牲口及特殊運送時運送人可免除、或減輕賠償責任 
 
在運送牲口、或貨物非屬一般商業運送且未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

時，草案 17.2允許運送人得藉由契約之條款來免除、或減輕前開運送時之運送

人賠償責任。無疑地，運送人又可藉由約定來限縮本身之賠償責任。 

                                                 
5 漢堡規則第 11條第 1項規定，「海上運送契約如明確規定，該契約所定運送之某一特定部分，

由運送人以外之指明之人履行時，該契約亦得約定，就該特定運送部分，運送人對貨物在實際運

送人掌管下發生事故所生之滅失、毀損、遲到，不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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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貨櫃運送時運送人毋庸依照貨物之記載負責 

 

在貨櫃運送之情形，若貨物置於閉合之貨櫃內才交付予運送人者，對託運人

所提供之貨物主要標誌、包數或件數、數量或重量之資料，依照草案 8.3.1〈b〉、

〈c〉之規定，除非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有實際檢查貨櫃內之貨物，或已知悉貨

櫃之內容，或託運人有要求運送人去秤貨櫃之重量並記載於契約事項之中，否則

運送人於簽發載貨證券或電子記錄時，得以適當之條款，來改變託運人所提供之

貨物資料，表明不依照該類貨物記載負責，並且依照草案 8.3.4 之規定，不被推

定或視為依該貨物記載收受貨物。至於運送人可否證明無合理方法加以核對、或

者合理相信該類資料不正確，並不重要。此舉顯然僅考量到運送人之利益，並且，

吾人可言，貨櫃運送倘生貨損，運送人所簽發之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內有關貨物

之記載，於訴訟中具有之證據價值，可說微乎其微了。 

 

第三節  結語 

 

CMI 自從 1998年成立指導委員會開始，經歷四年而誕孕了運送法文書草案，

並將之提交予 UNCITRAL，作為聯合國日後擬定國際海上貨物運送法之基礎。而

總括草案而言，儘管觀諸運送人之賠償責任，草案之種種規範，例如有利運送人

的賠償暨舉證責任制度、及運送人容易藉由約定來規避本應負擔之責任等，較之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之相關規範，草案較向運送人之利益靠攏。但僅以

規範廣度言之，草案涵蓋了多式運送、電子通訊及電子記錄、以及運費、運送人

交付貨物等議題，填補了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規範上之空白，因此，吾

人可說，在使國際海上貨物運送規範能與時俱進、並促進法律適用漸趨一致上，

草案實係國際海上貨物運送規範的一個重要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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