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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草案釋義 

 

第一節  定義 

 

1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instrument: 
 
1   定義 
在本草案中 

 

1.1  

Carrier means a person that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a 
shipper. 

1.1 

稱運送人者，指與託運人締結運送契約之人。 
 

運送人係運送契約之當事人，除自行與託運人締約外，亦可透過受僱人、或

代理人表明運送人名義後代理為之1。但草案 1.1 所稱運送人者，僅限「與託運

人締結運送契約之人」，則海運業者透過他人代理來締結運送契約時，該業者是

否係「與託運人締結運送契約之人」，而可歸入運送人之列，即成疑問2。對此，

漢堡規則第 1條第 1項之規定則較為明確，依該規定，海運業者透過他人「以其

名義與託運人」締約者，即屬運送人無疑3。 

 

1.2 

Consignee means a person entitled to take delivery of the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a transport document or electronic 
record. 
                                                 
1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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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漢堡規則第 1條第 1項規定，「稱運送人者，指本人或以其名義與託運人訂立海上貨物運送契

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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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稱受貨人者，指依運送契約或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有權受領貨物之

人。 
 

漢堡規則第 1條第 4項規定，「稱受貨人者，指有權受領貨物之人」4。草案

1.2 之規範，除承襲該規定外，更規定受貨人須基於「運送契約」、「運送單據」、

或「電子記錄」有權受領貨物始可。若貨物所有人主張貨物遭竊，請求運送人交

付貨物，此時因為該人非依運送契約有所要求，故非草案 1.2 所稱之受貨人5。 

 

惟應注意者，儘管草案 1.2 之規定將「運送單據」、「電子記錄」與「運送契

約」並列，但運送契約才是受貨人請求交付貨物之權利基礎，至於運送單據或電

子記錄，僅係運送契約之證明而已。故應刪去草案 1.2 之規定中，有關「運送單

據」、「電子記錄」之文字。至不濟，也可修改草案 1.2 之規定為：「稱受貨人者，

指依運送契約有權受領貨物之人，該運送契約可以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為證」6。 

 

1.3  

Consignor means a person that delivers the goods to a carrier for 
carriage 

1.3 

稱艤裝人者，指為供運送交付貨物予運送人之人 
 

艤裝人可以是託運人、或草案 7.7 所規範之名義上託運人
7
，甚至為該等人

實際交付貨物予運送人者亦屬之8。惟交付貨物予運送人之履行輔助人9，例如裝

卸公司者，亦應為艤裝人之概念所及。故草案 1.3 之規定，應在「運送人」之文

字後加入「或其履行輔助人」之用語，以示明確10。 

 

關於艤裝人之權益，草案 8.1 規定，艤裝人於交付貨物予運送人或履行輔助

                                                 
4 漢堡規則第 1條第 4項規定，「稱受貨人者，指有權受領貨物之人」。 
5 CMI, supra note 1, at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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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7 若 F.O.B.貿易條件下之出賣人，或託運人之代理人，在運送契約中被記載為託運人，該等人並

且收受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者，依照草案 7.7 之規定，該等人之權利、義務與託運人相同。詳見

草案 7.7 之討論。 
8 CMI, supra note 1, at 536 
9 有關履行輔助人之概念，詳見草案 1.17之討論。 
10 UNCTAD, supra note 2,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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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得請求簽發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已收受貨物之收據。 

 

1.4 

Container includes any type of container, transportable tank or flat, 
swapbody, or any similar unit load used to consolidate goods, and 
any equipment ancillary to such unit load. 

1.4 

稱貨櫃者，包含各式貨櫃、可運送之槽罐、平台、可交換式貨櫃、或

任何拼裝貨物之裝載單位，以及附屬於裝載單位之設備。 
 

因為草案 1.4 使用了「包含」的文字，所以該規定所提到之「貨櫃、可運送

之槽罐、平台、可交換式貨櫃」等，僅係貨櫃之例示。換言之，任何用於拼裝貨

物之裝載單位，均有可能被認定為貨櫃，即便跟海上運送，尤其是甲板載運中人

所咸知的貨櫃不同。 

 

對如此寬鬆之定義，論者或謂將貨櫃之定義修改為「專為海上運送所設計之

貨櫃」11。然而，貨櫃之定義，除了將影響運送人可否甲板載運、及甲板載運貨

物毀損、滅失時之賠償責任外，在討論單位責任限制之件數與裝船單位時，貨櫃

之認定也很重要，若運送人欲改變契約事項中有關貨物之記載時，也要探討「貨

櫃」是否已緊閉12。故儘管使用「專為海上運送所設計之貨櫃」的用語，將使甲

板載貨規範更形請楚，但考量到貨櫃之定義亦將影響單位責任限制、及運送人改

變貨物記載的權利等議題，草案 1.4 採行的較為寬鬆的貨櫃定義，或許仍有必要
13。 

 

1.5 

Contract of carriage means a contract under which a carrier, against 
payment of freight, undertakes to carry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1.5 

稱運送契約者，指運送人依照契約收取運費，而負擔將貨物自一處運

抵他處之義務，該運送可全部或一部以海上運送完成。 

                                                 
11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28 
12 相關議題分別為草案 6.6、6.7、8.3 所規範，詳見後述。 
13 UNCITRAL, supra note 6,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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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說 

 

草案 1.5 之定義運送契約，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相異，不

以運送契約是否簽發載貨證券、或相似物權證券14來決定規範是否適用。只要運

送貨物而收受運費，即屬草案 1.5 所稱之運送契約，如是之作法，與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相同15。然而，依照草案 1.5 之規定，除海上運送可適用草案外，多

式運送亦將受草案所規範。以下將對此點進行討論。 

 

〈二〉草案將規範多式運送 

 

稱多式運送者，指多式運送業者收受貨物後，使用至少兩種不同運送方式，

將貨物運抵應行交付之地點。而全部運送，託運人僅與多式運送業者締結單一契

約。另外，只要使用兩種運送方式即可，有無使用海運，與是否為多式運送無關。

惟本文為求用語簡明，若未特別指明，以下所稱之多式運送以有涉及海運者為限
16。 

 

在草案 1.5 之規定下，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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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運送全程屬於同一運送契約之範疇，則該運送契約因為

係屬運送人收受運費而「一部」以海上運送，為該規定所稱的運送契約17。因此

草案可規範多式運送，應無可疑。 

 

對多式運送，草案 1.5 所採取之立場顯然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不

同。按多式運送之情形，若觀諸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因該規則明言「對於既

包括海上運送又包括其他運送方式之契約，只有在涉及海上運送時，才視為本公

約所稱之海上運送契約」，所以多式運送牽涉內陸運送及海運者，只有海運部分

                                                 
14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前段規定，「運送契約僅指以載貨證券或有關海上貨運任

何相似之權利文件所定之契約」。惟解釋上，只要運送契約依交易習慣，於貨物裝載於船上時、

或之後，託運人得請求簽發該類物權證券者，該運送契約即受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所規範，即

便實際上並無簽發該類物權證券，亦不受影響。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423 
15 Id, at 559。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前段規定，「海上運送契約是指運送人收取運費而承擔由海

上自一港口運送貨物至另一港口之契約」。 
16 本文探討草案之適用範圍時，捨戶對戶運送而以多式運送為討論之對象，係因考量到多式運

送僅有單一之多式運送人，法律關係較單純。詳言之，稱戶對戶運送者，係指將貨物自裝載港外、

貨方的內陸處所，例如託運人之工廠，運至卸載港外，貨方之內陸地點，例如受貨人之倉庫，並

以海運、公路，或海運、鐵路完成運送。但戶對戶運送者，託運人就運送之各階段，可分別與不

同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而稱多式運送者，須就運送之全部，與單一多式運送業者締結運送契約

始可。 Jose’ M Alca’ntara The New Regime 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LMCLQ ,part3 ,August 
2002,400。 
17 CMI, supra note 1, at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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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屬漢堡規則所謂的運送契約，受該規則規範。對此，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

立場，與漢堡規則相同，此觀海牙及海牙威斯比第 1條第 2項之「有關海上運送」

用語自明18。 

 

草案欲將多式運送型態納入規範，勢將引起爭議。按草案係依海上運送之概

念所擬成，要公路或鐵路運送上所產生之糾紛亦適用草案之規定，容有不妥。但

草案 1.5 之規定中，「全部或一部以海上運送」之文字，也無法將「全部或一部」

之用語刪去。按此舉將使草案僅能適用海上運送契約，在運送契約除海運外、仍

伴隨其他方式運送之情形，草案將無法規範該契約之海上運送部分19。相較之下，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因有「涉及海上運送」之文字，對該類契約之海

運部份仍可適用。 

 

關於草案應否規範多式運送之相關爭議，詳見草案第 4條之討論。 

 

1.6 

Contract particulars means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to the goods (including terms, notations, signatures 
and endorsements) that appears in a transport document or an 
electronic record. 

1.6 

稱契約事項者，指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中有關於運送契約或貨物之

資料〈包括條款、批註、簽名、與背書〉。 
 

關於契約事項，草案 8.2 規定了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所簽發之運送單據、或

電子記錄中，應行記載之契約事項。 

 

1.7  

Controlling party means the person that pursuant to article 11.2 is 
entitled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control. 

1.7 

稱控制權人者，指依草案 11.2 之規定，有權行使控制權之人。 

                                                 
18 Scrutton, supra note 14, at 423。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前段規定，「運送契約僅指

以載貨證券或有關海上貨運任何相似之權利文件所定之契約」。 
19 UNCITRAL, supra note 6,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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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11.2，以運送人是否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電子記錄為標準，分別規

範了何人得為草案 1.7所稱之控制權人。 
 

1.8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eans communication by electronic, 
optical, or digital images or by similar mean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is accessible so as to be usable for 
subsequent reference. Communication includes generation, storing, 
sending, and receiving. 

1.8 

稱電子通訊者，指以電子、光學、或數位圖像或其他類似方式通訊，

可使所通訊的資料供之後使用。通訊包括產生、儲存、發送、接收。 
 

因為電子記錄係由電子通訊而生，故在草案 1.9 定義電子記錄前，先以草案

1.8來闡明電子通訊之意涵。 

 

1.9   

Electronic record means information in one or more messages issued 
b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pursuant 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a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that  

(a) evidences a carrier's or a performing party's receipt of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 evidences or contain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oth. 
It includes information attached or otherwise linked to the electronic 
record contemporaneously with or subsequent to its issue by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1.9 

稱電子記錄者，指一個或數個電文所載的資料，由運送人或履行輔助

人依運送契約，藉由電子通訊所簽發，而可 

〈a〉 證明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運送契約已收受貨物，或 

〈b〉 證明或記載運送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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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兩者兼具 

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同時或隨後所簽發，附於或相連結於電子記錄之

資料、亦為電子記錄之一部。 
 

依照草案 1.9 之規定，簽發電子記錄後所附加、相連結之資料，仍為電子記

錄之一部。例如簽發可轉讓電子記錄時，若持有人依照草案 11.1〈ii〉之規定，

行使控制權，指示運送人於貨物抵目的港前為交付，則此類指示，縱非原先電子

記錄中之資料，若依照草案 11.2.〈c〉〈iii〉之規定，追加記載於可轉讓電子

記錄中者，仍屬電子記錄之一部。另外，電子記錄中之電子簽名、或附加之電子

背書，也係電子記錄之一部20。 

 

惟應檢討者，係草案 1.9 允許簽發電子記錄後另行附加、相連結之資料，成

為電子記錄之一部分。按此舉恐將促使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於簽發電子記錄

後，再發送另一個電文、並任意加入不利於貨方之契約條款，以致影響運送當事

人間之契約關係21。另外，因為草案 1.9 使用了「一個或數個電文」之用語，故

電子記錄亦可由數個電文來組成，惟於日後辨認到底電子記錄係由哪些電文所組

成時，必生困擾22，故應考慮規定僅可由單一電文來構成電子記錄。 

1.10  

Freight means the remuneration payable to a carrier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1.10 

稱運費者，指依運送契約，運送人運送貨物應得之報酬。 
 

草案 1.10 之規定僅規範運費之定義，至於誰應給付運費等議題，則由規範

運費之草案第 9條來處理23。 

1.11  

Goods means the wares, merchandise, and articles of every kind 
whatsoever that a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received for carriage 
and includes the packing and any equipment and container not 
supplied by or on behalf of a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1.11  
                                                 
20 CMI, supra note 1, at 537 
21 UNCTAD, supra note 2, at 9 
22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30 
23 Id.,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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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貨物者，指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收受而供運送之器皿、商品、及任

何物件，非由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提供、或非他人為渠等提供之任何

包裝、設備及貨櫃，亦屬之。 
 

依照草案 1.11 之規定，草案所規範之貨物將包含牲口、及甲板載運之貨品。

此作法與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3項不同，而近於漢堡規則第 1條第 5

項24。而草案 6.6 係處理運送人甲板載運時之賠償責任，關於牲口之部分則見草

案 17.2〈a〉之規定。 

 

惟應注意，草案 1.11 所定義之貨物，須為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所「收受而

供運送」始屬之。若某商品運送人並未收受、或雖收受但未將之裝載於船上者，

該商品是否屬於草案 1.11 所稱之貨物，運送人對之應否依照草案相關之規範負

責，即成疑問。故應刪去草案 1.11 之規定中，有關「收受供運送」之文字，至

不濟，也可考慮代以「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負責』運送之器皿、商品、及任何

物件」的用語代替之25。 

 

1.12  

Holder means a person that (a) is for the time being in possession of a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or has the exclusive [access to] 
[control of] a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and (b) either: 

(i) if the document is an order document, is identified in it as the 
shipper or the consignee, or is the person to whom the 
document is duly endorsed, or 

(ii) if the document is a blank endorsed order document or 
bearer document, is the bearer thereof, or 

(iii) if a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is used, is pursuant to article 
2.4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t has [access to] [control of] such 
record. 

1.12 

稱持有人者，指〈a〉在當時持有可轉讓運送單據、或獨自【利用】

【掌握】可轉讓電子記錄，而且〈b〉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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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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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規則第 1條第 5項規定，「貨物包牲口、若貨

物併裝或包裝於託運人所提供之貨櫃、墊板或其他類似運送器具內，貨物應包括此類運送或包裝

器具」。 
25 UNCTAD, supra note 2, at 10。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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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指示單據者，係單據所記載之託運人或受貨人，或經正當

背書之被背書人，或 

〈ii〉經空白背書之指示單據、或不記名單據者，係上述單據之

持有人，或 

〈iii〉簽發可轉讓電子記錄者，依照草案 2.4 之規定，可證明

其【利用】【掌握】該電子記錄。 
 

託運人、受貨人亦得為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之持有人，若該等人之代

理人持有可轉讓單據或電子記錄，對外使用自己名義，也可成為持有人。持有人

之定義，對之後討論控制權、權利讓與、及運送人交付貨物等議題時相當重要26。 

 

草案 1.12〈b〉〈ii〉之規定較草案 1.12〈b〉〈i〉來得簡潔，此因草案立法

者認為，不記名運送單據在實務上不至於有太大的問題。按若發生不記名運送單

據遺失、被竊之情形，則由無權利人手中購得該類運送單據之人將受保護，而原

先正當持有該類運送單據之人，即不得再依該運送單據而有所主張。任何使用不

記名運送單據之人，本當考量此一風險27。 

 

草案 1.12〈b〉〈iii〉之規定，僅要求運送人用來簽發可轉讓電子記錄之系

統，必須依照草案 2.4 之規定，具有可供持有人證明本身為可轉讓電子記錄持有

人之功能。至於所使用之系統為何，草案並不設限，不論是用登錄方式的系統，

或是透過密碼或他種安全措施進入運送人資料庫的系統皆可。另外，草案 1.12

〈b〉〈iii〉並提供可資選擇之【利用】與【掌握】二用語，前者為技術性用語，

而後者較法律化28。 

 

1.13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means an electronic record 
(i) that indicates, by statements such as 「to order」, or 
「negotiable」or other appropriate statements recognized as 
having the same effect by the law governing the record,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consigned to the order of the shipper or to 
the order of the consignee, and is not explicitly stated as being 
「non-negotiable」 or 「not negotiable」, and 

(ii) is subject to rules of procedure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4, 
                                                 
26 上述議題分別由草案第 11、第 12、第 10 條所規範，詳見後述。 
27 CMI, supra note 1, at 537 
28 Id., at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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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nclude adequat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transfer of 
that record to a further holder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holder of that record is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it is such 
holder. 

1.13 

稱可轉讓電子記錄者，指該電子記錄 

〈i〉 藉由「憑指示」、或「可轉讓」、或其他依規範該記錄之法律

認定有同一效力之適當記載，可知貨物已依託運人或受貨人

之指示託運，且未有明確禁止轉讓之記載，並且 

〈ii〉  依草案 2.4 之規定所引置之程序規定所規範，而該程序規則

對轉讓該記錄予後手、與記錄持有人證明其為持有人的方

式，須有所規定。 
 

草案 1.13〈ii〉之規定中所提及之程序規則，將依運送人據以簽發可轉讓

電子記錄之系統而定。該類程序規則，可引置於該類電子記錄中，而不必羅列全

文29。 

 

1.14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means a transport document that 
indicates, by wording such as 「to order」 or 「negotiable」 or other 
appropriate wording recognized as having the same effect by the law 
governing the document,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consigned to the 
order of the shipper, to the order of the consignee, or to bearer, and 
is not explicitly stated as being 「non-negotiable」 or 「not 
negotiable」. 

1.14 

稱可轉讓運送單據者，指該運送單據藉由「憑指示」、或「可轉讓」、

或其他依規範該單據之法律認定有同一效力之適當記載，可知貨物已

依託運人或受貨人或單據持有人之指示託運，且未有明確禁止轉讓之

記載。 
 

                                                 
29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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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草案 1.14 之規定，須有記載「憑指示」、或「可轉讓」或類似記載之運

送單據，方為可轉讓運送單據。此一做法應屬正當，按載貨證券若記載運送人僅

可交付貨物予指定之受貨人者，則該份載貨證券即屬不可轉讓。相對地，若載貨

證券記載運送人可交付貨物予指定之受貨人、或受貨人所指示之人者，該份載貨

證券即屬可轉讓之運送單據30。至於可轉讓運送單據持有人如何轉讓該類運送單

據以讓與權利予他人，則請見草案 12.1.1 之規範。 

 

1.15   

Non-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means an electronic record that 
does not qualify as a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1.15  

稱不可轉讓電子記錄者，指不符合可轉讓電子記錄定義之電子記錄。 
 

草案 1.13 既然已定義了可轉讓電子記錄，則不符合該處定義之電子記錄，

即屬於不可轉讓電子記錄。 

 

1.16   

Non-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means a transport document 
that does not qualify as a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1.16  

稱不可轉讓運送單據者，指不符合可轉讓運送單據定義之運送單據。 
 
草案1.14既然已定義了可轉讓運送單據，則不符合該處定義之運送單據，即

屬於不可轉讓運送單據。 
 

1.17   

Performing party means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carrier that 
physically performs [or fails to per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of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for the 
carriage, handling, custody, or storage of the goods, to the extent that 
that person act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 the carrier’s request 

                                                 
30 John F. Wilson,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3rd ed. 199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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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under the carrier’s supervision or control,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at person is a party to, identified in, or has leg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he term 「performing party」 does 
not include any person who is retained by a shipper or consignee, or 
is an employee, agent, contractor, or subcontractor of a person (other 
than the carrier) who is retained by a shipper or consignee. 

1.17  

稱履行輔助人者，指除運送人外，為完成運送，親自履行【或全部、

一部未能履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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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行輔助人不包括託運人、及受貨人所聘之人，

亦不包括託運人、及受貨人的受聘人〈除運送人外〉所僱之受僱人、

代理人、契約人、或次契約人。 
 
〈一〉概說 
 
草案 1.17提出了履行輔助人之概念31。依該規定，非運送人但卻親自運送、

搬移、保管、或堆存貨物者，係履行輔助人。並且，依照草案 6.3.1之規定，該
人於履行義務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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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簡言之，履行輔助人雖非運送人，但

草案仍將有關運送人之規範加諸該人之上。 
 
應注意者，此種未與託運人締結運送約，並非運送契約之當事人，卻仍依運

送人規範負責的制度，漢堡規則亦有之。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定義了實際運送

人，並於該規則第 10條第 2項規定，實際運送人須依有關運送人義務之規定負
責33。則將草案 1.17之履行輔助人與漢堡規則之實際運送人相較，何者包含主體

較廣。草案 1.17對履行輔助人之界定是否有加以擴張、或限縮之必要。漢堡規

                                                 
31 應注意者，草案 1.17 所稱之履行輔助人，與我國民法第 224 條所規範之履行輔助人無關，按

後者係規定債務人須為所使用之代理人、使用人的故意、過失負責，而依前者之規定，被草案之

履行輔助人概念所及者，卻要負起運送人般之責任。惟草案亦有類似我國民法第 224 條之規定

者，按依照草案 6.3.2〈a〉之規定，運送人亦要為所使用之代理人、或其他替運送人從事運送

事宜之人的故意、過失負責，請見草案 6.3.2〈a〉之討論。 
32 UNCTAD, supra note 2, at 32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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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ra note 14, at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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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制定實際運送人時所欲達成之目的，草案 1.17之規定可否達到。凡此種種，
都有值得討論的必要，茲分述如下。 

 
〈二〉履行輔助人與實際運送人之比較 

 
草案 1.17所規定之履行輔助人，在適用對象上，較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

之實際運送人為廣。按漢堡規則所稱之實際運送人，須為運送人履行運送者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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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堆存貨物等事宜，亦為履行輔助人定義所包括。 
 
然而，要符合草案所稱之履行輔助人者，該人必須「『親自』履行運送、搬

移、保管、或堆存貨物」才能作數。但在漢堡規則下，實際運送人只須受運送人

「『委託』去履行運送」即可，故即便某海運業者將受託之運送事宜再委託他人

完成，該業者仍係漢堡規則之實際運送人。 
 
惟應注意，受貨人或裝貨人之受雇人或代理人，可能在某些情形下履行了運

送人之義務，即便如此，依照草案 1.17後段之規定，該人仍非所稱的履行輔助

人34。 
 
〈二〉履行輔助人概念寬窄之爭議 
 

1  概說 
 
儘管草案 1.17業已規範了履行輔助人之定義，但究竟履行輔助人之概念應

寬應窄，對此立法過程中各說聚訟盈庭。有認為根本不應規範履行輔助人者，有

認為應極力擴大履行輔助人概念者，亦有提出折衷見解者，茲分述如下。 
 

 
1 毋庸規範履行輔助人 
 
主張草案毋庸規範履行輔助人者認為，草案僅須規範運送人與託運人間之關

係即可，即便運送人利用其他海運業者、裝卸公司來完成運送者，草案亦無須置

喙託運人與其他海運業者及裝卸公司間之關係。簡言之，不必定義何謂履行輔助

人35。甚至可規定，貨損索賠時，貨方僅可向締結運送契約之運送人求償，至於

運送人因此所受損失，則可對所僱從事運送之人求償。 
 

                                                 
34 CMI, supra note 1, at 540 
35 Id., at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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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將履行輔助人概念自草案中刪去，並且規定僅締結運送契約之運送人要

向貨方負責之做法，實難以接受。因為如是之做法，在貨損索賠時對貨方非常不

利。試想，運送契約之運送人，將運送義務之一部，交由其他運送業者負責，最

後並由後者交付貨物予受貨人者，若能讓受貨人對交付貨物之運送業者請求賠償

貨損，相對於限定受貨人只能向締結運送契約之運送人求償，自然前者之做法對

貨方保護較高。 
 

2  擴張履行輔助人之範圍 
 
相對於刪去履行輔助人概念之主張，亦有認為應擴大履行輔助人之範圍者。

其認為，只要為運送人履行運送契約所負之義務，皆為履行輔助人，不必區分是

否係履行運送、搬移、保管、或堆存貨物，亦不問該人是否係親自履行。如此寬

鬆之定義，方能使草案適用到任何可能身處貨損索賠被告之人，不論是在侵權行

為、或其他非因契約關係涉訟之場合。如此，非依草案解決紛爭之情形將大為減

少，而貨損索賠之法律關係勢必更為統一36。 
 

3  折衷辦法 
 

i  相對限縮或相對擴張履行輔助人之範圍 
 
在上述兩種極端意見間，有兩個折衷方案值得考慮，其中之一即為目前草案

1.17所採納的定義，可稱之為「相對限縮」說，另一個則可被稱為「相對擴張」

說。相對擴張說者，主張將草案 1.17之用語，更改為「稱履行輔助人者，指除

運送人外，為完成運送，『履行、或負責履行〈performs or undertakes to perform〉』
運送人依運送契約所負之搬移、保管、堆存貨物義務，⋯」。 
 

ii  二者相同之處 
 

不論主張相對限縮抑或相對擴張，其共同的立場是，履行輔助人必須履行運

送人之核心義務〈core responsibilities〉，亦即運送、搬移、保管、堆存貨物等事
宜者，始足當之，例如海上、陸上運送業者、裝卸業者、終站營運人，便可稱為

為履行輔助人。相對地，負責守衛貨櫃場的保全公司、為運送人準備單據、船廠

為運送人修復船舶以確保其堪航行者，即非履行輔助人了37。 
 

iii  二者之區別 
 

                                                 
36 Id. 
37 Id. 



 23

而相對限縮說之異於相對擴張說，可用下述例子說明。假設有一無船運送業

者〈NVOC〉與託運人締約38，約定將貨物自鹿特丹港送至亞特蘭大，該無船運

送業者當然係草案 1.1規定下之運送人。若運送人將海上運送部分委託另一海上

運送業者完成，路上運送部分委由貨運公司完成，此外，海上運送業者因另有與

其他海上運送業者〈以下稱第二個海上運送業者〉訂有計時傭船契約，於是安排

將貨物交由第二個海上運送業者完成運送。並且，貨物之裝載、卸載則另由裝卸

業者為之。 
 
依相對擴張說而言，該海上運送業者、第二個海上運送業者、與裝卸業者皆

為運送人之履行輔助人，但若依草案 1.17之定義─相對限縮說─檢視之，則只

有第二個運送業者與裝卸業者屬於履行輔助人，至於海上運送業者，雖然有與運

送人約定，「負責履行」海上運送，但因該人並未「親自」從事運送，所以仍不

符合相對限縮說之定義，非屬草案 1.17所稱之履行輔助人。 
 
同樣地，若上例中，該貨運公司與一個擁有車輛的駕駛締約，由該駕駛將貨

物自美國莎凡那港運抵亞特蘭大，則貨運公司也非相對限縮說下之履行輔助人，

真正成為草案 1.17所稱之履行輔助人者，係該擁有車輛的駕駛39。 
 

iv  草案 1.17採用相對限縮說之原因 
 
草案 1.17之規定，之所以採用相對限縮說，係因草擬者亟欲避免相對擴張

說所造成履行輔助人數目膨脹的問題。按採取相對擴張說者，則上例中第二海上

運送業者又將運送工作轉包他人、或該卡車駕駛又找他人締約轉嫁運送事宜，諸

如此類，因為所簽訂契約皆為約定「負責履行」運送，最後在檢視運送契約下之

履行輔助人時，將發現符合者達四、五個之多。簽定運送契約之運送人是一端，

最終親自完成運送工作之人是另一端，這兩端拉起的鎖鏈中相干人等皆會為履行

輔助人定義所及。故草案 1.17規定，是否係履行輔助人，重點不在契約上之約

定，而在有無親自完成運送40。 
 
惟應注意，應親自履行運送人核心義務的人，只要未曾將該義務轉包出去，

儘管發生債務不履行，亦不影響該人成為履行輔助人的事實41。 
 

                                                 
38 基本上，無船運送業者係承攬運送人。不過在運送契約上，往往被當成運送人來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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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39 CMI, supra note 1, at 540 
40 Id. 
41 故草案 1.17規定中，有關「或全部、一部未能履行」之用語，即係為此規定。UNCITRAL, supra 
note 6,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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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 1.17之規定不利貨方求償 
 

1  概說 
 
漢堡規則之所以要設計出實際運送人的規範，係為了讓貨方於貨損索賠時免

去認定運送人為何之困擾。例如船舶所有人與他人締結計時傭船契約，該傭船人

另外為託運人運送貨物，而載貨證券則由船長或由傭船人代理船長簽發，假設貨

物發生毀損、滅失時，載貨證券持有人應向誰主張運送契約之權利，該份載貨證

券所證明之運送契約到底是存在於持有人與傭船人間、抑或存在於持有人與船舶

所有人間，對此實務上持有人並不易判斷，而必須由法院依個案決定。例如此處

所舉的例子，英國不成文法上即認為運送契約係存在於載貨證券持有人與船舶所

有人間42。而此時傭船人往往在所簽發之載貨證券中加入確認運送人條款，以求

免去依運送契約對載貨證券持有人負責之可能，但該條款是否有效，亦隨各國法

院之態度不同而有別43。 
 
但觀諸漢堡規則，前述之傭船人雖未從事運送，但因與託運人約定運送，為

運送人無疑，而船舶所有人受傭船人所託實際從事運送，成為該規則第 1條第二
項所稱之實際運送人。載貨證券持有人於短期訴訟時效壓力下，再不用傷神辨別

誰為運送契約中之運送人，其大可就船舶所有人或傭船人其中之一主張運送契約

上之權利。 
 
故草案 1.17所提出有別於實際運送人之履行輔助人概念，是否更能便利貨

方求償貨損，即係重點所在。然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茲詳述如下。 
 

2  限定須履行核心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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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履行輔助人須依照草案 6.3.1之規定，負起運送人之義務及賠償責任，前
述之保全公司、船廠在與貨方因侵權行為涉訟時，所依據之義務規範、賠償責任

等，即非依草案之規範來解決。於是，貨方於求償貨損時，便要依情形不同而適

用不同之法律規範。此舉將增加貨方涉訟時之困擾44。 
 

3  限定須親自履行 

                                                 
42 Scrutton, supra note 14, at 80-81 
43 張新平,海商法,頁 28 
44 UNCTAD, supra note 2,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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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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法似乎並無必要，以上述之例而言，裝卸業者係履行輔助

人，依照草案之規範對貨方負責，但可能貨方根本不知道運送過程裡的裝卸業者

為誰，就算知道，也不一定能確定該人造成貨物毀損、滅失。相對地，受運送人

委託實行海上運送的海上運送業者，名下可能有數艘船舶可供貨方查封以滿足求

償，但貨方卻無法以草案之規範要求該人負責。 
 
進一步言，若貨方果真依照草案之規範向裝卸業者求償，裝卸業者也多半會

依照與該海上運送業者間之約定，向後者要求補償。另方面，若貨方向締結運送

契約之運送人依照草案之規範求償後，運送人亦可依照與海上運送業者間之運送

契約要求後者補償，而該等人間之海上運送契約，只要係屬涉外契約，並於契約

中引置草案之規範，依照草案第 3.1〈e〉之規定，該海上運送契約亦受草案所規

範。凡此種種，卻獨不許貨方對該海上運送業者直接依照草案之規範求償貨損，

顯失事理之平45。 
 

4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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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在草案第 14條所規定之一年除斥期間壓

力下，面對草案 1.17所規定如此複雜的履行輔助人定義，令人不禁懷疑貨方要

如何找出符合草案 1.17所定義之履行輔助人出來46。 
 

1.18   

Right of control has the meaning given in article 11.1. 

1.18  

稱控制權者，依草案 11.1 之規定 
 

控制權係給予運送人有關貨物指示之權利，請見草案第 11 條。 

 

1.19    

Shipper means a person that enters in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with a 

                                                 
45 Id., at 12 
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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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1.19   

稱託運人者，指與運送人締結運送契約之人。 
 
草案1.19之定義係為重申託運人為運送契約之當事人。 

 

1.20    

Transport document means a document issued pursuant to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a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that  

(a) evidences a carrier’s or a performing party’s receipt of goods 
under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 evidences or contain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both. 

1.20  

稱運送單據者，指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運送契約所簽發之單據， 

〈a〉 為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依運送契約收受貨物之證明，或 

〈b〉 證明或記載運送契約 

或兩者皆是 
 
〈一〉概說 
 
傳統上，運送單據本具有貨物收據及證明運送契約之功能，草案 1.20之規

定係承襲該概念而來。若傭船契約下簽發載貨證券，但載貨證券仍在傭船人手中

者，則屬草案 1.20〈a〉之規定所預設之情形，此時載貨證券只為運送人收受貨
物之收據。若在運送前或轉運時簽發之收據亦屬之。相對地，其他簽發載貨證券

或不可轉讓之貨運單時，即可為草案 1.20〈b〉之規定所包含。而關於載貨證券
另外具有表彰貨物所有權之功能，並未為草案 1.20之規定所規範，此因草案 1.20
之規定需要涵蓋可轉讓與不可轉讓之運送單據，所以載貨證券之轉讓與表彰貨物

所有權之特性，不見於該規定之中47。 
 
草案第 8條規範了運送單據所應記載之契約事項、誰可請求簽發運送單據、

運送單據係運送人收受貨物之表面證據、抑或絕對證據。 

                                                 
47 草案 1.20〈b〉之規定將「證明或記載」兩種用語並列，係因各國法律對運送單據是證明抑或

記載運送契約，可能採取不同之說法，因此特為寫明。CMI, supra note 1, at 541。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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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履行輔助人亦可簽發運送單據 

 

惟應注意者，草案 1.20 所稱之運送單據，由履行輔助人所簽發者亦屬之，

而在草案對多式運送亦將適用的情形下，如此之規定可能會產生相當困擾。例如

託運人與無船運送業者締約，由後者安排運送，而後者又另與海上運送業者、陸

上貨運公司締約運送事宜，若海上運送業者、陸上貨運公司在收受貨物後，皆簽

發了運送單據，由於該等人皆為草案 1.17 所稱親自履行運送之履行輔助人，所

以該等人所簽發之運送單據均為草案 1.20 所指之運送單據，須受草案第 8條所

規範。然而，即便貨方向該等人索賠時，該類運送單據相當重要，但事實上，該

類運送單據可能根本就不在貨方手上48。 

 

 

 

 

 

 

 

 

 

 

 

 

 

 

 

 

 

 

 

 

 

 

 

 

 

 

                                                 
48 UNCTAD, supra note 2,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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