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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適用範圍 
 
3   SCOPE OF APPLICATION 
3   適用範圍 
 

3.1    

Subject to article 3.3.1,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apply to all 
contracts of carriage in which the place of receipt and the place of 
delivery are in different States if 

(a) the place of receipt [or port of loading] specified eithe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b) the place of delivery [or port of discharge] specified eithe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c) [the actual place of delivery is one of the optional places of 
delivery specified either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nd is locat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d)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entered into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state that the transport 
document or electronic record is issued in a Contracting State, 
or] 

(e)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provide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or the law of any State giving effect to them, are to 
govern the contract. 

3.1  

除草案 3.3.1 另有規定外，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草案之規定適用收受

地與交付地位於不同國家之運送契約 

〈a〉 運送契約或契約事項所載之收受地【或裝載港】，在締約國內，

或 

〈b〉 運送契約或契約事項所載之交付地【或卸載港】，在締約國內，

或 

〈c〉 【運送契約或契約事項定有可選擇之數交付地，其中之一為實

際交付地，而該實際交付地在締約國內】，或 

〈d〉 【運送契約在締約國內締結，或契約事項記載運送單據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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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錄在締約國內簽發，或】 

〈e〉 運送契約規定，草案之規定或任何批准國家之國內法，對該契

約有約束力者 

 
〈一〉僅國際運送受草案規範 
 

1 概說 
 
依照草案 3.1前段之規定，須運送契約之收受、交付地為「不同國家」時，

方受草案所規範。觀諸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該規則
僅適用「兩國港口間」有關貨物運送之載貨證券，漢堡規則第 2條第 1項前段亦
規定，該規則僅規範「不同國家間」之海上運送契約1，可知草案僅規範國際運

送，係延續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之立場。至於屬於國內運送之運送契約，

則不受草案所規範。當然，後者情形，各國可以草案為範本而立法規範國內運送
2。 

 
2 何謂國際運送 

 
雖然草案所規範之運送契約須屬國際運送3，但只要貨物之收受、交付地

位於不同國家內即為已足，而海上運送前、後之內陸運送，係國際運送抑或國內

運送，是否具有國際性，則在所不論。內陸運送係國際運送者，如貨物預定從柏

林運至水牛城，最先柏林到鹿特丹用鐵路運送，鹿特丹到蒙特婁以海運完成，而

最後蒙特婁至水牛城以公路運送。而內陸運送係國內運送者，如貨物從馬德里運

至費城，而除從卡狄斯到紐約是海運外，海上運送前之從馬德里到卡迪斯、海上

運送後之從紐約到費城，皆使用公路運送。以前例而言，雖然海上運送前、後之

鐵、公路運送為國際運送，而後例海運外之公路運送皆為國內運送，但由於二者

之貨物收受、交付地都處於不同國家內，所以海運外之運送是否為國際運送，並

                                                 
1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0 條第 1項前段規定，「無論船舶、運送人、受貨人、或其他有關人

員之國籍為何，本公約各條款於下列情形之一者，適用兩國港口間貨運之每一載貨證券」。漢堡

規則第 2條第 1項前段規定，「本公約於兩國間之海上運送契約，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適用之」。 
2 Erik Rφsæg,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ventions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and for multimodal 
transport,LMCLQ,part3,August 2002, 331 
3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係規範「兩國港口間之運送」，換言之，所規範之運送契約亦須屬於國

際運送。但解釋上，即便於目的港前，貨物已在裝載國之其他港口卸載，裝、卸載均在同一國內

為之，只要所約定之目的港在其他國家內，則所生之運送契約爭議，仍受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所規範。所以實際上運送是否在兩國港口間完成，並不重要，只要當事人約定於兩國港口間運送

即可。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408。至於草案所要
求之收受、交付地須位於不同國家，是否亦可採取上述對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之解釋，只以運

送契約之約定為判斷標準，則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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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重要。若上述二例之運送契約另外符合草案 3.1所列事由之一，草案即可對渠

等適用4。 
  

〈二〉草案 3.1〈a〉、〈b〉規定之檢討 
 

1 運送自締約國內出發或抵達，均受草案規範 
 
草案 3.1〈a〉、〈b〉規定，國際運送之貨物收受、交付地，其中之一在草案

締約國領土內者，將受草案規範。換言之，運送係於草案締約國內出發、或抵達，

均可使運送契約受草案所規範。相較於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所
規定之「運送係自一締約國港口出發」者，僅將運送自該締約國內出發，作為適

用之原因，草案則與漢堡規則第 2條第 1項第 1、第 2款所採立場相近，後者規

定，不但貨物自該締約國裝載者，可適用漢堡規則，貨物在締約國卸載者，亦同

其效果5。對身處運送結束地之受貨人而言，自以草案及漢堡規則之保護較優6。 
 

2 貨物裝載、卸載港在締約國內者與草案之適用 
 
草案 3.1〈a〉、〈b〉之規定中，被以括號處理之「裝載港」、「卸載港」，是否

亦可作為適用草案之事由，仍值討論。茲以草案 3.1〈a〉所規定之貨物收受地，
裝載港為例，加以討論。 

 
港到港運送之情形，固應認為裝載港可作為適用草案之事由，但此時裝載港

已等同貨物之收受地，所以不必在貨物收受地外另行強調貨物之裝載港。若多式

運送並貨物收受地與裝載港在同一國內者，亦同。但當多式運送而貨物收受地與

裝載港在不同國時，是否要將裝載港納入適用草案的事由之一，即有規範之實益。 
 
反對者或許認為，多式運送下，各運送階段係由運送人決定使用何種運送方

式，託運人對貨物之裝載港常無所知悉，若以貨物裝載港位於草案締約國內作為

適用草案之事由，將增加草案適用與否的不確定。但假設多式運送確以海運為

主，裝載港並已記載於運送契約或契約事項內，則裝載港之地點無疑係重要事

項，應肯認該地點可作為適用草案的事由之一。此外，在貨物收受地外，若另外

承認裝載港亦可作為適用草案之事由，也可加大草案之適用可能，較能達成法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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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5 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運送係自一締約國內之港口出發者」。漢堡規則
第 2條第 1項第 1、第 2款規定，「海上運送契約所定裝貨港位於締約國內者」，「海上運送契約

所定卸貨港位於締約國內者」。 
6 Erik Rφsæg, supra note 2, at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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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一致性7。 
 

3 將運送契約與契約事項並列之問題 
 

草案 3.1〈a〉、〈b〉規定，運送契約所載之貨物收受地、交付地如在草案締

約國內，則運送契約將受草案規範，若上述地點記載於契約事項，亦同其效果；

但契約事項，依草案 1.6 所定，係記載於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中有關於運送契

約之資料，所以契約事項本應同於運送契約之內容，將契約事項與運送契約並

列，似屬多餘8。 
 
〈三〉草案 3.1〈c〉規定之檢討 
 
草案 3.1〈c〉規定，運送契約、或契約事項定有可選擇之數交付地，其中之

一為實際交付地，並且實際交付地位於草案締約國內者，草案將可適用該運送契

約。此規定與漢堡規則第 2條第 1項第 3款相近，後者亦規定了，「運送契約定

有可選擇之數卸貨港，其中之一為實際卸貨港，並實際卸貨港位於締約國內者」，

運送契約將受漢堡規則所規範。二者不同之處，僅草案以貨物之交付地代替漢堡

規則之卸貨港而已。 
 
惟應注意者，在海上運送中，貨物以傭船契約所傭之船舶實行運送時，運送

契約的確可約定數卸貨港以供選擇。但草案不僅規範海上運送，而多式運送，一

般來說，當事人並不會約定數交付地以供選擇。故以貨物實際交付地係數個可選

擇交付地之一、並位於草案締約國中，來作為適用草案之事由，仍值斟酌。並且，

如是之規定，顯將增加交易上之不確定，因為運送人於收受貨物時，無法當下確

知運送契約是否將受草案所規範9。本處規定被以括號處理，以示保留。 
 

〈四〉草案 3.1〈d〉規定之檢討 
 

依照草案 3.1〈d〉之規定，若運送契約締結地，或契約事項中記載運送單據、

電子記錄之簽發地位在草案締約國內，則運送契約將受草案規範。惟運送實務

上，締結運送契約之地點並無關於運送之履行，且契約在何處締結也難以舉證，

此在電子商務之情形尤是10。本處規定被以括號處理，以示保留。 
 

                                                 
7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44-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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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8 UNCTAD, supra note 7, at 15 
9 Id, at 16 
10 UNCITRAL, supra note 4,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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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草案 3.1〈e〉規定之檢討 
 

依草案 3.1〈e〉之規定，若運送契約約定，草案之規定或任何批准國家之國

內法，拘束運送契約者，則運送契約所生爭議，即受草案所規範。惟應注意，若

有締約國批准草案，並制定內國法以資適用，但該法雖以草案為基礎，卻仍有少

數規定與草案相左時，該內國法是否仍屬此處所謂之「任何批准國家之國內法」，

即值疑問11。 
 

3.2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apply without regard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ship, the carrier, the performing parties, the 
shipper, the consignee, or any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3.2  

草案規定之適用與船舶、運送人、履行輔助人、託運人、受貨人、或

其他利害關係人之國籍無關。 
 
草案 3.2之規定與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0條第 1項前段、漢堡規則第 2條第 2

項相同12，特別指出，運送契約所牽涉之船舶或利害關係人之國籍，與運送契約

受草案規範與否無關。按假設運送契約草案 3.1之規定，已受草案所規範，卻又
限制只有草案締約國之國民才能主張適用者，如是之做法或許能促使各國簽署草

案，但此舉將使適用法律更形分歧，因此並不可採13。 
 

3.3.1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do not apply to charter parties, 
[contracts of affreightment, volume contracts, or similar 
agreements]. 

3.3.1   

草案之規定不適用傭船契約【租船契約、數量契約、或相似約定】 

 
〈一〉概說 

                                                 
11 CMI, supra note 7, at 544 
12 漢堡規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本公約之規定，無論船舶、運送人、實際運送人、託運人、受

貨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之國籍，均適用之」。 
13 Erik Rφsæg, supra note 2, at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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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1.5之規定與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前段相當14，只要約定運送而收受

運費，即屬運送契約。惟傭船契約亦屬收受運費而運送，符合草案及漢堡規則所

定義之運送契約，但傭船契約中，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間之關係，一般卻咸認，

由當事人自由約定權義關係即可，無待國際公約加以規範15。漢堡規則第 2條第
3項前段即規定，「本公約，不適用於傭船契約」，而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

第 1條第 2項之規定，若傭船契約未簽發載貨證券，或雖有簽發但載貨證券仍在

傭船人手中時，傭船契約甚至並非該規則所稱之運送契約，無疑將不受該規則所

規範16。草案 3.3.1之規定亦同，傭船契約下，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之關係，不

受草案規範。 
 

〈二〉定義傭船契約之必要 
 
是否須於草案中定義傭船契約，亦值討論。按國際公約雖未定義傭船契約，

但實務上也未因此感到困擾，且商業運作變化迅速，嘗試在國際公約中定義傭船

契約，可能會面臨日後定義與實務脫節之危險，因此傭船契約之定義，交由學說、

實務解釋即可17。但傭船契約，依草案 3.3.1之規定將不受草案所規範，若未加

以定義傭船契約，恐日後亦將滋生爭議。或許草案可嘗試擬定傭船契約之定義，

例如可規定，稱傭船契約者，係「契約約定，無論以期間或航程為基準，使用船

舶、或其一部供運送貨物，如傭船契約、或廂位、艙位租用」18。 
 
〈三〉草案不規範數量契約之問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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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國際公約，是否就不應介入傭船契約中，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間之關係，對此也有不同意見。

有認為，若要真正保護貨物之受領人，則傭船契約也應受國際公約規範。例如在 C.I.F.貿易條件

下，出賣人以傭船方式讓船舶所有人運送貨物，而買受人則為貨物之受領人，並持有傭船契約下

所簽發之載貨證券。若買受人以載貨證券持有人的身分，向船舶所有人請求賠償貨損時，其間之

法律關係，國際公約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均有適用。若依該等國際公約之規定，船舶

所有人須賠償貨損，則因索賠而生之損失，船舶所有人即可轉向傭船人、亦即 C.I.F.貿易條件下

之出賣人求償，最後出賣人因此所受之損失，又可透過與買受人間之契約再轉嫁予買受人；所以

儘管買受人係載貨證券持有人，最終仍無法享受國際公約所提供之保護。若該等國際公約亦適用

於傭船契約下，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間之法律關係，則上述輾轉求償而使貨物受領人無法得到保

護的情形，即可避免。Erik Rφsæg, supra note 2, at 328 
16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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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傭船契約情形下或依傭船契約所簽發之證券文件，而該證券文

件自簽發時起用以規範運送人與持有人之關係者」。 
17 運送契約若約定，在一個、或數航程中、抑或於某期間內，船舶之全部將供運送，而該運送

契約並以傭船契約之書面方式呈現，則有權使用該船舶之人即為傭船人，該運送契約即為傭船契

約。只以船舶之一部供運送之傭船契約則較為少見，多出於定期船商間彼此租用艙位之安排。

Scrutton, supra note 3, at 2 
18 CMI, supra note 7, at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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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說 
 
稱數量契約者，係運送人承諾願運送特定數量之貨物，但運送義務之詳細內

容，在契約締結時卻未解決，例如，運送人準備供託運人運送貨物之船舶名稱，

即未記載於契約中。須待日後實際要運送的時候，才會特定運送之內容。另外，

由於託運人所要託運之貨物數量龐大，運送人必須提供一艘或數艘船舶在一定期

間內為託運人運送，並且承擔運送延誤之風險。就此點而言，數量契約與計程傭

船契約較為相似。數量契約也有被稱作租船契約者，惟僅係用語差異耳19。 
 
應指出者，數量契約中，託運人因為可提供大量之貨物供運送人運送，故貨

方之地位，遠非一般件貨運送下之託運人可比。故數量契約應否如傭船契約般，

毋庸受國際公約所規範，即值得草案加以討論。茲擬敘述如下。 
 
2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漢堡規則之規範 
 
數量契約是否受國際公約所規範，須視實際運送時之運送型態而定，漢堡規

則第 2條第 4項規定，數量契約下，若個別的運送以傭船方式為之，則該次運送

不適用漢堡規則，但其他非以傭船為之的運送，仍受漢堡規則所規範20。以海牙

以及海牙威斯比規則而言，若數量契約下某特定之運送有簽發載貨證券，則該次

運送即屬於該規則第 1條第 2項所稱之運送契約，須受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所

規範21。 
 
3  草案應仍規範數量契約 
 
現今草案 3.3.1之規定中，在「租船契約、數量契約、或相似約定」之字句

外，另加以括號，表示立法者仍未決定數量契約應否不受草案所規範。然而，若

果真將括號除去，則依照草案 3.3.1之規定，數量契約將如同傭船契約般，被排

除於草案之適用範圍之外，託運人與運送人間之關係，將依照當事人間之約定來

解決，至於個別的運送是否以傭船方式為之，即無關緊要。如是作法，將與上述

國際公約之規範大相庭逕。惟應注意者，據估計，美國之貨櫃運送有八成係以數

量契約之方式來締結，若將數量契約排除在草案適用範圍之外，恐怕草案之規範

                                                 
19 應注意者，租船契約係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之侈譯，然而該用語在英國不成法中，係所有

運送契約之泛稱，可包括件貨運送以及傭船運送。Scrutton, supra note 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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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6 
20 楊仁壽,漢堡規則,頁 23。漢堡規則第 2條第 4項規定，「若契約訂定將來於一約定期間內，為

一系列之貨物運送者，本公約之規定適用於每一次運送，但依傭船契約之運送，依本條第 3項之

規定」。 
21 UNCITRAL, supra note 19, a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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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將大為減少22。 
 
按國際公約之所以不規範傭船契約，係因船舶所有人與傭船人之締約、談判

能力相當，規範因而無須介入。若數量運送契約下，個別之運送契約有使用標準

條款，且該條款非經當事人個別商定，係由運送人單方決定者，則該次運送理當

適用草案之規範23。綜合上述考量，草案似乎仍不宜遽將數量契約排除於適用對

象之外。 
 

3.3.2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3.3.1, if a negotiable 
transport document or a negotiable electronic record is issued 
pursuant to a charter party,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volume 
contract, or similar agreement], then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apply to the contract evidenced by or contained in that 
document or that electronic record from the time when an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document or the electronic record govern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a holder other than the charterer. 

3.3.2 

雖有草案 3.3.1 之規定，但依傭船契約【租船契約、數量契約、或相

似約定】有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可轉讓電子記錄者，而該單據、

或電子記錄規範運送人與傭船人以外之持有人之關係時，草案之規定

可適用該單據、或電子記錄所證明、記載之運送契約。 
 
傭船契約雖然依照草案 3.3.1之規定，不受草案所規範，但僅限船舶所有人

與傭船人間。若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而該單據、記錄復由傭船人

以外第三者持有時，該單據、電子記錄所證明之運送契約，依照草案 3.3.2之規
定，即受草案所規範。漢堡規則第 2條第 3項亦有如是規定，即傭船契約雖不適

用該規則，但如載貨證券規範了傭船人以外之持有人與運送人間之關係，則漢堡

規則亦將適用載貨證券之相關爭議24；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第
5條後段之規定亦同此效果，若傭船契約簽發載貨證券、以之規範傭船人以外之

持有人與運送人間之關係時，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亦規範持有人與運送人間之

                                                 
22 Id. 
23 UNCTAD, supra note 7, at 17 
24 漢堡規則第 2條第 3項規定，「本公約之規定，不適用於傭船契約，但依傭船契約所簽發之載

貨證券，就運送人與非傭船人之載貨證券持有人間，有關載貨證券之部分，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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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事宜25。草案 3.3.2之規定與上述公約立場一致。 

 

草案 3.3.2 之規定中，仍有「租船契約、數量契約、或相似約定」之字句，

並加以括號。按若草案決定數量契約亦要如傭船契約般，不受草案所規範，則草

案 3.3.2即須規定，若數量契約下，個別之運送有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或電子

記錄，而該單據、記錄復由傭船人以外第三者持有時，該單據、電子記錄所證明

之運送契約，仍受草案所規範。 

 

3.4   

If a contract provides for the future carriage of goods in a series of 
shipments,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apply to each shipment 
to the extent that articles 3.1, 3.2, and 3.3 so specify. 

3.4  

契約規定將來為一系列之貨物運送者，在草案 3.1、3.2、3.3 所定範

圍內，每次之運送適用本草案之規定。 
 
草案 3.4之規定與漢堡規則第 2條第 4項相當，皆在規範數量契約，所持立

場亦同。依草案 3.4之規定，若運送人與託運人締結數量契約，而有個別的運送

以傭船方式為之，且未簽發可轉讓運送單據、電子記錄，或有簽發但該單據、電

子記錄仍存於數量契約之託運人手中者，則該次運送中，運送人與託運人間之關

係即不受草案所規範。當然，若草案 3.3.1規定中括號中文字獲得採納，則因數

量契約不受草案規範，毋庸再行探究個別運送是否具有傭船性質，草案 3.4即可
刪去。 
 
 
 
 
 
 
 
 

                                                 
25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2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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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傭船契約情形下或依傭船契約所簽發之證券文件，而該證券文

件自簽發時起用以規範運送人與持有人之關係者」。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5條後段規定，「本

公約之規定應不適用於傭船契約，但在傭船契約之情形下而簽發載貨證券者，該載貨證券應符合

本公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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