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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運送人之義務期間 

 
4    PERIOD OF RESPONSIBILITY 

4   義務期間 

 

4.1.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4.3,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for the goods under this instrument covers the period from 
the time when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has received the 
goods for carriage until the time when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to the 
consignee. 

4.1.1 

除草案 4.3 另有規定外，運送人依草案對貨物所負義務之期間，自運

送人或履行輔助人為運送收受貨物之時起，至交付貨物予受貨人之時

止。 
 
〈一〉概說 
 
依照草案 3.1及 1.5之規定，凡屬國際運送而全部、或一部以海運為之者，

運送人對貨物所負義務之期間，草案 4.1.1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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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既然草案之適用範圍除海上運送外，亦擴

張至多式運送，故草案 4.1.1有關運送人所負義務期間之規定，即相應地以貨物
之收受、交付為準。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與漢堡規則皆僅適用國際海上運送，與草案所採立場

不同，惟此二者亦有相去之處。依照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5項，該規
則所規範之海上運送僅限「鉤至鉤」間，作為運送人所負義務期間之基準，係貨

物之裝載、卸載於船舶1；至於漢堡規則所規範之海上運送，依照第 1條第 6項
前段之規定，係以「港到港」為止，故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即以貨物是否在港
區受運送人實力支配為界，決定漢堡規則下運送人所負義務之期間2。 

                                                 
1 海牙及海牙威斯比規則第 1條第 5項規定，「貨物運送包括自貨物裝載上船至貨物自船舶卸載
之期間」。 
2 Scrutton,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20th ed. 1996〉, 561。漢堡規則第 1條第
6項前段規定，「稱海上運送契約者，謂運送人收取運費，承擔自一港口，運送至另一港口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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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案規範多式運送運送之檢討 
 

1  現今實務背景 
 
I  多式運送與貨櫃運送 
 
貿易實務上，可大分為散裝貨貿易、與一般貨物貿易。以前者而言，散裝貨

另可區分為二，即固態散裝貨、與液態散裝貨，如石油、化學製品。因散裝貨之

貨物本質使然，承運散裝貨之運送人所負義務之期間，係以貨物裝載於船舶之時

起，於將之自船舶卸載下時止，在固態散裝貨時，可稱之為「鉤至鉤」的運送，

於液態散裝貨情形，可稱之為「唧管至唧管」的運送。運送人僅使用海運來完成

運送。因此，散裝貨運送並無存在多式運送型態之可能。 
 
至於運送一般貨物，除少數如承運鋼鐵、木材、或車輛外，幾乎全以貨櫃方

式為之。又貨櫃運送，因貨物係置於貨櫃內，由一種運送方式轉換至另一運送方

式時，無須取出貨櫃內之貨物，故該類運送，實務上係由運送人收受供運送之貨

物，並於運送完成後，交付貨物。且收受、交付貨物之地點，均離船舶甚遠，例

如運送人係自託運人之工廠收受貨物，並將之交付至受貨人之倉庫、甚至銷售據

點。如是將裝載港外、貨方的內陸處所之貨物，運至另一卸載港外，貨方之內陸

地點，以海運、公路、或鐵路完成運送，即為所謂的多式運送。 
 
當然，貨櫃運送除屬多式運送外，仍有其他可能。例如運送人之收受、交付

貨物均在港區內之貨櫃場為之，此時即成為港到港運送。惟無論如何，多式運送

型態主要出現於貨櫃運送，應無可疑3。 
 
II 多式運送日形重要 
 
如上所述，多式運送型態，主要存在於以貨櫃運送一般貨物之情形。儘管貨

櫃運送所承運之貨物噸數，據估計，只為散裝貨運送之一半，但前者承運貨物之

價值卻高出散裝貨許多。以美國 2001 年國際海運貨物之價值為例，貨櫃定期船

業者所承運之貨物，佔了其中近七成的比例，達到 4900億美元之譜，且估計至
少近八成的貨櫃運送屬於多式運送。惟上述估算，係以貨櫃運送業者為對象，來

推估貨櫃運送中多式運送所佔比例，故該比例應有被低估之可能，例如無船運送

業者與託運人送締結運送契約之情形，其所約定運送之內容，幾乎全為多式運

                                                                                                                                            
運送之契約」。該規則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公約運送人自裝載港受領貨物起，經運送途中，至

卸貨港之期間，負其責任」。 
3 UNCITRAL, General remarks on the sphere of application of the draft instrument, Available: 
http://www.uncitral.org/en-index.htm (3,3,2003), 6-8 



 47

送，而該無船運送業者，通常另與貨櫃定期船業者締結港到港的運送契約，由後

者實行運送。故雖然以貨櫃定期船業者的角度觀之，此時所完成的只為港到港運

送，但由貨方的角度觀之，其與無船運送業者所締結之運送契約，係屬於多式運

送無疑。故實際上，貨櫃運送而屬多式運送的比例，可能比該估計值更高4。 
 
既然貨櫃運送承運之貨物價值如此之高，且幾乎全以多式運送完成，多式運

送在現今實務上已越形重要。 
 
2  草案應否規範多式運送之爭議 
 

I  多式運送與國際公約規範 

 

1980 年聯合國國際貨物多式運送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of Goods 1980 以下簡稱多式運送公約〉已嘗試
規範多式運送，但因航運先進國家認為該公約偏袒開發中國家利益，加以抵制，

故至今該公約尚未生效5。以此可知，若草案試圖規範多式運送，可能將減少各

方接受草案之意願，最後招致與多式運送公約相同之命運。並且實務上，當事人

之運送契約，也可依照 UNCTAD/ICC多式運送單據統一規則為之，似乎不需要

具國際公約介入6。惟應注意，UNCTAD/ICC多式運送單據統一規則並不具拘束

力，實務上多式運送適用何種規範，仍依當事人之約定，按不同運送方式，分別

依照已生效之單式運送公約、或內國立法7。若能有一廣為接受之國際公約，將

可使當事人於訴訟中，避免掉法律適用上，針對個別契約條款、或各該單式運送

公約規定爭議所生之不確定及相關法律花費8。 
 
II  衝擊內陸運送所適用規範 
 
本來，內陸運送上貨物毀損、滅失、遲到所生爭議，應依相應之單式運送公

約或內國立法來處理。然而，依照草案 1.5 之規定，內陸運送，若係出現於海上

運送前、或後，並為同一運送契約所規範，則內陸運送即屬多式運送之一部，內

陸運送上所生貨損爭議，須依照草案相關規範解決。換言之，今後內陸運送，將

因是否成為多式運送之一部分，而決定係適用草案、抑或其他單式運送公約、或

內國法9。 
 

                                                 
4 Id., at 9 
5 張新平,海商法,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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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張新平,同註五。 
8 UNCITRAL, supra note 3, at 28 
9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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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指出者，任何規範多式運送之制度，均會面臨上述結果。其實重點不在

多式運送應否受草案規範，而在草案如何處理發生在內陸運送段上之貨損爭議，

是採統一責任制，使該類爭議仍依海運規範處理，抑或採用網狀責任制，使可資

適用之單式運送公約適用該類爭議。關於此點，涉及草案如何處理與其他單式運

送公約、內國立法之衝突，容後於討論草案 4.2.1之規定時再行剖析。 
 
3  小結 
 
反對草案規範多式運送者，嘗主張草案應僅規範港到港運送10。但多式運送

型態所依附之貨櫃運送，多數不會在海上運送之起點或終點，讓貨方查驗貨櫃內

之貨物，反而多在港區外貨方處所完成查驗。所以將草案適用範圍限定在港到港

運送─亦即海上運送，將背離貨櫃運送之實務運作。既然實務上，貨櫃運送之貨

物價值佔所有運送承運貨物價值之大部，而貨櫃運送又大多以多式運送為之，並

且無船運送業者與託運人約定之運送內容、與所簽發之運送單據，亦涵蓋至多式

運送。如今草案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多式運送，係回應現今實務運作，應屬適當11。 
 

4.1.2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is the time and location 
agre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failing any specific provision 
relating to the receipt of the goods in such contract, the time and 
location tha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s, practices, or usages 
in the trade.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ch provisions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of such customs, practices, or usages,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is when and where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actually takes custody of the goods. 

4.1.2 

以運送契約中所約定之時間、地點，為收受貨物之時間與地點，契約

關於貨物收受未特別規定者，則依貿易習慣、實務運作、慣例決定收

受貨物之時間與地點。運送契約未有該類約定，或不存在該類貿易習

慣、實務運作、慣例者，則以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實際保管貨物之時

間、地點，作為收受貨物之時間與地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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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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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delivery of the goods is the time and location 
agre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failing any specific provision 
relating to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in such contract, the time and 
location tha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stoms, practices, or usages 
in the trade.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ch specific provision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of such customs, practices, or usages,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delivery is that of the discharge or unloading of the 
goods from the final vessel or vehicle in which they are carried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4.1.3 

以運送契約中所約定之時間、地點，為交付貨物之時間與地點，契約

關於貨物交付未特別規定者，則依貿易習慣、實務運作、慣例決定交

付貨物之時間與地點。運送契約未有該類約定，或不存在該類貿易習

慣、實務運作、慣例者，則以運送契約下，貨物自最後船舶或運輸工

具卸載之時間、地點，作為交付貨物之時間與地點。 

 
〈一〉概說 

 
為方便理解，茲將草案 4.1.2以及 4.1.3之規定併於一處來討論。 
 
運送人對貨物所負義務之期間，依照草案 4.1.1之規定，自運送人或履行輔

助人收受貨物時始，於交付貨物予受貨人時止。因此運送人、履行輔助人何時收

受，交付貨物乙點，草案 4.1.2、4.1.3分別對之詳為規定。關於貨物收受、交付
之時點，首先應取決於運送契約中關於貨物收受、交付之約定，若無上述約定，

則以貿易習慣為準，至於實際收受、交付貨物之時點，須於個案中遍循不著上述

準則時，方能以之界定運送人所負義務的期間。惟應注意，在貨物交付之情形，

依照草案 4.1.3之規定，若無約定及貿易習慣可資判斷時，係以貨物自最後船舶

或運輸工具卸載之時間、地點，作為交付貨物之時點12。 
 
〈二〉優先以約定為準的缺點 
 
運送契約若對貨物之收受、交付時點有所約定，例如運送人同意，於液態散

裝貨如石油通過唧管時，收受承運貨物，則運送人依草案所負義務之期間，即自

該約定時點開始。 

                                                 
12 UNCTAD, supra note 10,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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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運送當事人間所約定之貨物收受、交付時點，會與實際上運送人掌管

貨物之期間相符，但若發生兩者時點不同時，依照草案 4.1.2、4.1.3之規定，此
時運送人依草案所負義務之期間，仍以契約之約定時點為準13。 

 
惟應注意者，運送人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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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例如運送人實際為託運人實行港到港的運送，若以運送人實際掌管

貨物之期間為基準，則依草案所負義務之期間，無疑應為港到港。但由於上述規

定所致，運送人儘可在運送契約中約定，將只於鉤至鉤之期間負擔草案所定義

務，至於運送人在港區仍掌管承運貨物之事實即可不論。 
 
如此優先地以運送契約之約定，來決定運送人所負義務的期間，卻未對如何

約定加以規範、限制，則此一制度勢必被運送人濫用。運送人大可於運送契約之

標準條款中放入「同意⋯使用船鉤裝載、卸載貨物，即等同於貨物之收受、交付」

字句，使依草案所負義務的期間限縮至鉤至鉤間15。推而言之，負責履行多式戶

運送之運送人，亦可透過契約約定之方式，將其所負義務期間限縮至港到港運

送，運送人僅就海上運送部分，依照草案之規範對貨方負責。如此一來，草案原

先欲跨出海上運送而規範多式運送之立法目的，恐將落空16。 
 

4.1.4    

If the carrier is required to hand over the goods at the place of 
delivery to an authority or other third party to whom, pursuant to 
law or regulation applicable at the place of delivery, the goods must 
be handed over and from whom the consignee may collect them, such 
handing over will be regarded as a delivery of the goods by the 

                                                 
13 CMI, CMI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CMI Yearbook 2001, 546 
14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簡稱 UNECE〉, UNECE Comments to the 
UNCITRAL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Available: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3,3,2003), 7 
15 UNCTAD ,supra note 10, at 18。解釋上，漢堡規則第 4條第 2項也存在此種弊病。按同條第 1
項規定，運送人於卸載港內將貨物之管領移轉給貨方後，運送人依漢堡規則所負義務之期間即告

結束，但同條第 2項卻針對受貨人未向運送人提領貨物之情形，規定運送人得依契約約定，將貨

物置於受貨人支配下，以終止其依漢堡規則所負義務之期間。則運送人即可在載貨證券中加入如

是之條款，使運送人依漢堡規則所負義務之期間，僅到卸載港內之船鉤為止。Scrutton, supra note 
2, at 561。漢堡規則第 4條第 4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至運送人依下列規定交付貨物時為止。〈一〉

交付貨物予受貨人者。〈二〉受貨人未向運送人領取貨物時，依契約或卸載港之法律或特殊商業

習慣，由運送人處置者。〈三〉依卸貨港法律或命令，應交付貨物予有權機關或第三人者」。 
16 William Tetley, ”Let’s Have a Two Track Approach” Commentary of William Tetley on the CMI’s 
Final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of Dec. 10,2001 and the UNCITRAL Preliminary Draft 
Instrument on Transport Law of January 8,2002,Available: 
http://Tetley.law.mcgill.ca/maritime(3,3,20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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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to the consignee under article 4.1.3. 

4.1.4 

運送人依交付地之法律或規定，應在該地移轉貨物占有予應取得貨物

占有之當局或第三人，受貨人並得自該當局或第三人處取得貨物占有

者，則上述之移轉貨物占有，即視為運送人已依草案 4.1.3 之規定交

付貨物予受貨人。 

 
若運送人依照交付地法律之規定，須將貨物交付給依規定有權受領之人，則

草案 4.1.4規定，於交付貨物予該人時，即視為運送人已完成交付貨物之義務。 

 

4.2.1   Carriage preceding or subsequent to sea carriage 

Where a claim or dispute arises out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goods or 
delay occurring solely during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periods: 

(a) from the time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by the carrier or a 
performing party to the time of their loading on to the vessel; 

(b) from the time of their discharge from the vessel to the time of 
their delivery to the consignee;  

and, at the time of such loss, damage or delay, there are provision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hat 

(i) according to their terms apply to all or any of the 
carrier' s activities under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during 
that period, [irrespective whether the issuance of any 
particular document is needed in order to make suc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pplicable], and 

(ii) make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carrier's liability,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or time for suit, and 

(iii) cannot be departed from by private contract either at 
all or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shipper, 

such provisions,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are mandatory as indicated in 
(iii) above, prevail ov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nstrument. 

4.2.1   針對海上運送前、或後之運送 

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到，係單獨發生在下述期間之一者，因此所生

之索賠或爭議： 

〈a〉 自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收受貨物之時起，至渠等將貨物裝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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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之時止 

〈b〉 自渠等將貨物卸載下船舶之時起，至渠等將貨物交付予受貨人

之時止 

並且，在貨物滅失、毀損、或遲到之時，有國際公約之規定 

〈i〉依其規定，該公約可規範運送人在前述期間內運送契約下

之行為【不論是否以簽發任何特定單據為適用該公約之前

提】 

〈ii〉該公約對運送人之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訟時效有特

別規定 

〈iii〉不能以私人契約違背該公約、或損及託運人 

上述規定，在〈iii〉所述具有拘束力之範圍內，優先於草案之規定

而適用。 

  
〈一〉概說 

 
因草案將規範多式運送，故海上運送前、後之內陸運送，也將受草案所規範。

但是國際上也存在著單式運送公約規範內陸運送，例如統一國際空運規則公約

〈the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Air, signed at Warsaw on 12 October 1929,as amended by the Protocol 
signed at The Hague on 28 September 1955 and by the Protocol No.4 signed at 
Montreal on 25 September 1975,簡稱華沙公約〉、國際公路貨物運送契約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oad,1956 as 
amended by the 1978 Protocol,簡稱 CMR 公約〉、內陸水路貨物運送布達佩斯公約

〈the Budapest Convention on the Contract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Inland 
Waterways,2000,簡稱 CMNI 公約〉、1999年關於國際鐵路貨物運送契約統一規則

〈the Uniform Rules Concerning the Contract for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by 
Rail, Appendix B to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Rail, as 
amended by the Protocol of Modification of 1999,簡稱 1999年 COTIF-CIM 公約〉。 
 

既然草案規範了多式運送、侵及該類公約之規範範圍，對此衝突，勢必加以

解決。或者採取統一責任制，不問貨損爭議係發生於多式運送之任何部分，運送

人均依草案所定規範負責，至於各該單式運送公約，則在所不論。抑或採取網狀

責任制，依貨損爭議之發生地而有別，若貨損係發生於內陸運送，則可資適用之

公約將優先於草案而適用。草案 4.2.1 之規定，即為解決此類衝突而設。 

 

以下容先討論草案 4.2.1 之規定，再探討多式運送運送契約，除受草案所規

範外，有多少現行單式運送公約，依據各該公約之規定，亦可適用該類契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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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渠等能在草案 4.2.1 之網狀責任制下發揮作用─換言之，可規範該類運送契

約因貨損發生於內陸運送上所生之爭議。並且，若現行單式運送公約，亦可規範

多式運送時，茲擬進一步探討渠等與草案之關係，是否草案 4.2.1 所定之網狀責

任制，能解決草案與該類公約在規範上之衝突。 

 

〈二〉獨樹一幟的「最低限度」網狀責任制 

 

1  概說 

 

依照草案 4.2.1 所定之網狀責任制，若多式運送契約下發生貨損索賠爭議，

而造成貨損的貨物滅失、毀損，遲到，確定係單獨發生於海運前、後之內陸運送

段內，索賠提起時且存有單式運送公約，並依該公約之規定，將可適用於多式運

送契約之內路運送段所生爭議，則該公約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

訟時效之規定，將優先於草案相應規定而適用。 

 

該網狀責任制因為具有下述特色，故可以「最低限度」之網狀責任制相稱呼

之。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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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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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2  貨物滅失、毀損、遲到之發生地 

 

要使其他單式運送公約能規範多式運送中，內陸運送段所生之貨損爭議，首

先須能確定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單獨發生於海上運送前、或後之內陸運

送段內。若以貨物毀損為例，除了以貨物毀損之「發生〈occurs〉」於內陸運送

段上，而啟動草案 4.2.1 之網狀責任外，另也可考慮以貨物毀損之「肇因〈be 

caused〉」、或「被發現〈be detected〉」於內陸運送上，作為決定該網狀責任制

啟動之標準。但以發現貨物毀損而言，由於發現貨物毀損多在貨物交付之後，而

貨物毀損之肇因，甚至常常在運送開始前便已種下，例如託運人草率將貨物填至

貨櫃而導致貨物毀損。因此，若以貨物毀損係肇因於、或被發現於海上運送前、

或後之內陸運送段內，來作為適用網狀責任制之前提，則恐怕該網狀責任制將毫

                                                 
17 Erik Rφsæg, The applicability of Conventions for the carriage of goods and for multimodal 
transport,LMCLQ,part3,August 2002,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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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適用機會。草案 4.2.1 仍以貨物毀損之發生，作為啟動網狀責任制之基準18。 

 

惟應注意，若以貨物毀損為例，雖然草案以貨物毀損之發生地作為啟動網狀

責任制之基準，但由誰來舉證貨物之毀損單獨發生於海上運送前、或後之內陸運

送段內，草案並未規定。換言之，上述之舉證責任分配，必須取決於貨損索賠提

出地之內國立法，而隨各國立法之不同，誰應負舉證責任乙點，勢將出現歧異之

結果，並使運送契約當事人於締約時對之難以預測19；因此，未於草案中規範由

誰舉證貨損之發生地，顯將減損草案規範之明確性。 

 

3  僅可適用其他公約中之運送人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訟時效規定 

 

應注意者，草案所規定之網狀責任制下，可資代替草案部分規範而適用者，

僅限單式運送公約，至於各國規範內陸運送之國內法，仍無法適用。若多式運送

之貨物毀損發生於內陸運送上，貨損索賠並於草案締約國提起，假設該國並未簽

定任何單式運送公約，或者雖係單式運送公約之締約國，但因該內陸運送非屬跨

國運送，無法適用單式運送公約20，此時即無可規範多式運送契約內陸運送段爭

議之單式運送公約可言。依照草案 4.2.1之規定，多式運送契約仍應依草案之全

部規範處理，而貨損索賠提起地規範內陸運送的國內法，即可不論。因為若將國

內法亦納入網狀責任制的選擇對象內，勢將破壞規範適用上之統一性21。 
 
若貨損爭議符合草案 4.2.1 之要求，則僅限單式運送公約中，直接與運送人

賠償責任有關之規範可加以適用─即運送人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訟時效三

者。至於該公約中，其他間接影響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定，如管轄之規定，則於

貨損賠償中無適用餘地。換言之，除上述直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三類規定

外，其餘草案所列規定，仍有適用。 

 

之所以不將單式運送公約之全體規定，代替草案而適用至貨損索賠，係因該

公約多針對特定內陸運送而設計，要將全部規定適用到多式運送契約，並不妥

適，若強行適用，亦恐與草案相扞格。例如 CMR 公約有關發貨通知書〈consignment 

note〉之規範，即無法與草案所規範之運送單據、或電子記錄相關規定相一致。

又如 CMR 公約也有規範對運送人為指示之權利，但草案第 11 條也有對此規範。

因此，即便依照草案 4.2.1，根據該公約之規定，可規範多式運送契約中，貨損

發生於內陸運送上之爭議，但前述草案有關單據、電子記錄、或有關對運送人為

                                                 
18 CMI, supra note 13, at 549 
19 Jose’ M. Alca’ntara, The New Regime and Multimodal Transport, LMCLQ, part3, August 2002, 
404 
20 UNCITRAL, supra note 6, at 11 
21 CMI, supra note 13, at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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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之權利的規定，仍將適用於貨損索賠22。 

 

4  草案 4.2.1 係規範貨方與運送人暨履行輔助人之關係 

 

草案 4.2.1 之網狀責任制，原則上係適用於運送人、或履行輔助人與託運

人、或受貨人間，至於多式運送下，運送人與內陸運送業者─即履行輔助人間之

關係，則不受草案規範。 

 

詳言之，若多式運送人就海上運送前、後之內陸運送段，與內陸運送業者締

結內陸運送契約，由後者為前者履行運送，若貨務毀損發生於內陸運送上，貨方

向多式運送人請求賠償貨損，則依照草案 4.2.1，其他單式運送公約中，直接有

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定，將可代替草案而適用。除此之外，若貨損索賠係由貨

方向該內陸運送業者提起，則只要該人符合草案 1.17所定要件，係屬運送人之
履行輔助人，依據草案 6.3.1，該內陸運送業者對貨方所負責任將與運送人相同，

因此，其間之關係亦須依照草案 4.2.1之網狀責任制而定。 
 
若貨損索賠係多式運送人向該內陸運送業者提起，則因該內陸運送契約，以

多式運送之角度來觀察，僅係運送人與履行輔助人間之契約，與草案所欲規範運

送人、或履行輔助人與貨方間之關係無涉，該契約更非「全部或一部」以海上運

送，不受草案規範，係屬當然，自然也無適用草案 4.2.1之網狀責任制可言。多

式運送人與內陸運送業者間之內陸運送契約，應受有關單式運送公約規範。例如

內陸運送業者係實行公路運送，且該公路運送之收受、交付地分處不同 CMR公
約締約國，則依照該公約第 1條對運送契約之規定，該段國際公路運送即受 CMR
公約所規範

23
。 

     

 

    5  草案 4.2.1〈i〉之括號內文字 

 

    草案 4.2.1〈i〉括號內之文字，係專為 COTIF-CIM 公約而設，按 1999年

COTIF-CIM 公約迄今尚未生效，現行有效之 1980年 COTIF-CIM 公約，依照 1980

年該公約第 1條第 1項規定，所規範之運送契約必須有簽發「連續發貨通知書

〈through consignment note〉」，是以運送契約是否受 1980年該公約所規範，

與鐵路單據之簽發息息相關。惟以多式運送而言，由於該類運送契約並不簽發該

類單據，一般認為，1980 該公約無法規範多式運送24。因此，草案特於 4.2.1〈i〉

                                                 
22 Id., at 549-549 
23 Id.。若多式運送人與履行輔助人間之運送契約，除約定有內陸運送外，另外並包含了海上運

送，則該契約亦屬草案 1.5所稱之運送契約，多式運送人與履行輔助人間，因貨損發生於內路運

送段所生之爭議，自當依照草案 4.2.1之網狀責任制解決。UNCITRAL, supra note 3, at 16 
24 UNCITRAL, supra note 3,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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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括號內，加入不論是否以簽發任何特定單據為適用該公約之前提的字句，使現

行有效之 1980年 COTIF-CIM 公約，不致因要求簽發鐵路單據，而無法成為草案

4.2.1 網狀責任制下，可資適用於貨損索賠之眾多單式運送公約之一。 

 

6  小結 

 

儘管草案之立法用意，係在提供草案締約國機會，經由批准其他單式運送公

約，使得因使用某種內陸運送方式─不論係僅使用該種運送方式之運送契約、或

仍使用他種運送方式之多式運送契約─所生之貨損賠償，全部、或一部置身於草

案規範之外25。但由上述「最低限度」網狀責任制的說明可知，即便草案之締約

國已經、或於將來簽定其他單式運送公約，除非運送契約純由該公約所定之運送

方式完成運送外，在多式運送而於內陸運送上，有使用該公約所定方式運送的情

形，首先，將來實務運作下，是否真能確定貨損之發生地，使該公約可規範內陸

運送段之爭議，即有疑問，即便答案是肯定，該公約所能發揮影響者，也僅侷限

運送人賠償責任、責任限制、與訴訟時效三者。草案締約國加入該公約所冀得到

之結果，因草案 4.2.1 之規定，無疑將大受減損。 

 

〈三〉現行單式運送公約 

 

1  華沙公約 

 
I  概說 
 
「以航空器跨國運送人員、行李、或貨物，並收取報酬，且出發地與目的地

分屬不同締約國」，依華沙公約第 1條第 1項、第 2項之規定，將受該公約所規
範。至於除使用空運外，中途另有使用海運的情形，該公約第 31條第 1項則規
定，「只要該空運部分符合第 1條所定情形，華沙公約仍適用該運送契約之空運

部分」。 
 
II  是否可規範多式運送 
 
由華沙公約第 31條第 1項之規定可知，若由海上運送業者與貨方締結多式

運送契約，其間有安排貨物以航空器運送者，只要空運之出發與目的地分處於兩

個華沙公約締約國內，則該公約將規範該多式運送中之空運段。因此，運送契約

除受草案所規範外，其中空運的部分，也將受華沙公約規範效力所及26。 

                                                 
25 CMI, supra note 13, at 548 
26 UNCITRAL, supra note 3, at 20。至於同為規範空運的蒙特婁公約〈全名為統一某些國際空運
規則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Carriag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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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草案與華沙公約 

 

若多式運送契約有使用海運與空運實行運送─當然，該空運須符合華沙公約

第 1條之規定─以發生貨物毀損為例，在能證明貨損係單獨發生於空中運送的情

形，依照草案 4.2.1，應適用華沙公約中直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三類規定。

而依照華沙公約第 31條第 1項，該公約亦可規範多式運送契約中，貨損發生於

空運段所生之爭議，當然該公約全部規定均可適用。因此，就直接有關運送人賠

償責任之三類規定而言，雖不致因貨損索賠係以草案、或華沙公約提起而有異，

但就其餘規範而言，二者仍存有衝突。如此結果，係因草案 4.2.1之網狀責任制，

讓其他單式運送公約的適用範圍，僅限於直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定所致。 
 
若確定貨損係單獨發生於海上時，依照草案 4.2.1之規定，多式運送契約須

依草案所定規範處理。就華沙公約而言，既然貨物毀損係發生於空運外之海上運

送部分，依據該公約第 31條第 1項，多式運送契約之非空運段部份，不受華沙

公約規範，此時草案與華沙公約不至於產生衝突。 

 

2  CMNI 公約 

 
I  概說 

 

依照 CMNI 公約第 1條，該公約所指之運送契約，「係運送人負責以內陸水路

方式運送貨物之契約」。「若貨物未經轉船，使用同一船舶以內陸水路、及海運實

行運送」，該公約第 2條第 2項則規定，「除非有簽發海運載貨證券、或海運之距

離較內陸水路運送為長，否則該運送契約仍受 CMNI 公約所規範」。 

 

II  是否可規範多式運送 
 
依照 CMNI公約第 2條第 2項，即便使用同一船舶，實行內陸水路運送與

海運，並未轉船，也要該次運送未有簽發海運載貨證券，且海運之運送距離不能

超出內陸水路運送，運送契約方受 CMNI公約所規範。但因戶對戶運送，一般
說來皆會有 CMNI公約第 2條第 2項所述之簽發海運載貨證券、或海運距離較

內陸水路運送為長的情形，故可斷言 CMNI公約無法規範多式運送契約27。 
 

                                                                                                                                            
Air,1999〉，其規定之第 1條第 1與第 2項與華沙公約相同，而華沙公約第 31 條第 1項在蒙特婁
公約裡即成為第 38 條第 1項。因此上述結論亦可適用於蒙特婁公約。Id.  
27 若運送契約以海運、與內陸水路實行運送，並使貨物有從海船轉船至內陸水路船，對此 CMNI

公約並未規範，但一般咸信，如是之運送契約並不受該公約所規範，因為該類運送契約並非約定

運送人負責以內陸水路運送貨物，與該公約第 1條對運送契約之定義不符。Id.,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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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9 年 COTIF-CIM公約 
 
I  概說 
 
依照 1999 年 COTIF-CIM公約第 1條第 1項之規定，「任何鐵路貨物運送契

約，只要貨物之收受、交付地在不同締約國家內」，均受該公約規範。而契約另

有以海運方式實行運送之情形，該公約之第 1條第 4項規定，「須該海上運送性
質上附屬於鐵路運送」，且為該公約第 24條第 1項所定服務項目─「以海運承運
鐵路車輛」，方有該公約之適用。 

 
II  是否可規範多式運送 
 
若多式運送契約下，有使用海運與鐵路實行運送，該鐵路運送並係實行於二

個 1999年 COTIF-CIM公約締約國間，符合該公約第 1條第 1項之要求，此時
多式運送契約，除受到草案所規範外，是否亦為該公約規範效力所及，應依照該

公約第 1條第 4項決定，換言之，須所使用之海運係附屬於鐵路運送，多式運送

契約方受該公約所規範。而一般認為符合如此要件者，係屬貨方與鐵路運送業者

締結運送契約之情形，換言之，只有當多式運送業者既屬於草案 1.1 所謂之運送

人，同時又為鐵路運送營運人，並且該海運係用來運送鐵路車輛時，多式運送契

約方同時為草案與該公約規範效力所及。但如是之情形，在實務上甚少出現28。 

 

4  CMR公約 
 

I  概說 

 

CMR公約的適用範圍，依照該公約第 1條規定，「若運送契約係約定，以公

路運送置於車輛中之貨物而收受報酬，且貨物之收受地、交付地在不同國家，而

其中一國係締約國時」，該運送契約即受 CMR公約規範。「若置於車輛中之貨物，

運送過程中部分以海運、或其他如鐵路、內陸水運完成，且貨物未有卸載下承載

車輛」，該公約第 2條第 1項則規定，「除非能證明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
發生在公路運送外之其他運送段，且非因公路運送人之行為或過失所致，否則係

爭運送契約所生貨損爭議，仍應適用 CMR公約」。 
 
II  是否可規範多式運送 
 
若多式運送契約，有使用海運與公路實行運送，該公路運送之貨物收受、交

付地並位於不同國家內，其中之一係 CMR 公約之締約國，符合該公約第 1條所定

                                                 
28 Id., a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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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此時多式運送契約，除受到草案所規範外，是否亦為該公約規範效力所及，

應依照該公約第 2條第 1項決定，只要貨物未有自承載車輛上卸下，原則上 CMR
公約即可規範該多式運送契約，可適用於多式運送契約下、公路運送段所生貨損

爭議，除非能證明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發生在公路運送外之其他運送段，

且非因公路運送人之行為或過失所致29。 
 
III  草案與 CMR公約 
 
若多式運送契約有使用海運與公路實行運送─當然，該公路運送須符合

CMR公約第 1條之規定─途中貨物並未自承運車輛上卸下，以貨物毀損為例，

在能證明貨損係單獨發生於公路運送段的情形，依照草案 4.2.1，將適用 CMR公
約中直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三類規定。若依照 CMR公約第 2條第 1項之規
定，此時該公約亦可規範該貨損索賠，並且全部規定均可適用。因此，就直接有

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三類規定而言，雖不致因貨損索賠係以草案、或 CMR公約
提起而有異，但就其餘規範而言，二者仍存有衝突。如此結果，係因草案 4.2.1
之網狀責任制，讓其他國際公約的適用範圍，僅限於直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

規定所致。 
 
但在上述情形之外，若無法確定貨物毀損之發生地點、甚至所確定之貨損發

生地橫越公路、及海運，則依照草案 4.2.1，CMR公約將毫無適用餘地，該公約
中直接、或間接有關運送人賠償責任之規範，均無法適用，貨損索賠都應取決於

草案之規範。但是，因為上述情形，也非屬「貨物之滅失、毀損、遲到，係發生

在公路運送外之其他運送段」，根據 CMR公約第 2條第 1項，這時多式運送契

約亦將受 CMR公約所規範，自然，是受該公約全體規定所規範。於是，同一多
式運送契約，將同受草案與 CMR公約所規範，而兩者規範間，從直接有關運送

人之賠償責任，到其餘如運送單據等規定，係屬全面衝突30。 
 
最後，在確定貨損係單獨發生於海上的情形，依照草案 4.2.1之規定，多式

運送契約須依照草案所定規範處理。而就 CMR公約而言，此時貨物毀損係發生
於公路運送外之海上運送段，依據該公約第 2條第 1項，多式運送契約將不受

CMR公約規範。此時不致於發生草案與 CMR公約規範衝突的情形。 
 

4.2.2    

Article 4.2.1 applies regardless of the national law otherwise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29 Id., at 19 
3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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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適用草案 4.2.1 之規定時，不問其他可適用於運送契約之國內法。 
 
多式運送契約，因貨損發生於內陸運送段而生貨損索賠，若依照草案 4.2.1

之網狀責任制，決定了貨損索賠應受其他單式運送公約所規範，儘管同時可能亦

有其他可適用於該貨損爭議之國內法，惟依據草案 4.2.2之規定，該類國內法仍

無法規範貨損索賠。舉例而言，多式運送契約係約定自新加坡運送貨物至比利時

之安特衛普，其間並自荷蘭之港口卸載貨物，之後運抵目的地的過程係內陸運

送，貨物並於該公路運送段發生毀損。若貨損索賠提起地係草案之締約國，則即

便因當事人之和意，選定新加坡法律適用該契約，若提起地之國家，為單式運送

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並可規範多式運送契約之內陸運送段，則無論如何，該單

式運送公約依草案 4.2.1之規定，將適用於多式運送契約中，內陸運送段上所生

爭議，而新加坡之法律，則因草案 4.2.2之規定，將無法規範貨損索賠31。 
 

4.3   Mixed contracts of carriage and forwarding 

4.3   運送契約與承攬運送契約之混合 
 

4.3.1    

The parties may expressly agree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hat in 
respect of a specified part or parts of the transport of the goods the 
carrier, acting as agent, will arrange carriage by another carrier or 
carriers. 

4.3.1 

當事人得於運送契約中明示約定，就特定某段、或數段之貨物運送，

運送人成為代理人，來安排由其他運送人為運送。 

 
〈一〉運送人可退出〈opting out〉部分運送契約 

 
海上運送而由數運送業者先後運送，或多式運送、因使用不同之運送方式，

運送人將內陸運送、甚至海上運送之一部，交由其他運送業者履行時，一般情形，

係以簽發連續載貨證券32、或多式運送載貨證券之運送業者，做為運送契約之運

                                                 
31 CMI, supra note 13, at 549 
32 稱連續載貨證券〈through bill of lading〉者，該載貨證券證明了將貨物運送過程分為數段之契

約，而至少其中一段為海上運送。一般之海上運送也可分為數段而由不同船舶所有人經由一連串

之轉船，而為運送。若海上運送外，另有以公路、鐵路、空運為運送，則該連續載貨證券也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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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該人就運送之全程對貨方負責。至於其餘實行運送之運送業者，只為前述

運送人之次契約人〈sub-contractor〉，並非契約之當事人33，於契約中之角色，係

「受與貨方有契約關係之人所雇之獨立承攬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34，或

者，海上運送時，以漢堡規則第 1條第 2項而言，係「受委託履行運送之實際運

送人」，而於草案中，則為 1.17所稱之「親自親履行運送、搬移、保管、堆存貨

物之履行輔助人」。 
 
惟依照草案 4.3.1之規定，本應就運送全程向貨方負責之運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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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運送人就不屬於其履行運送之部分，係退出運送契約。 
 

本來在英國不成文法上，即便於運送契約中稱自己為承攬運送人，在法律上

並不一定就會被認定係託運人之代理人，很多情況下，該人仍會被認定為運送契

約之當事人，負起運送人之賠償責任35。但在草案 4.3.1 下，應無如此之解釋空

間。若已於運送契約中記載，就某一段運送，運送人只為其他運送業者之代理人

時，就該部分運送而言，運送人將僅為託運人之代理人。否則，若仍就該部分繼

續探討運送人─聲明自己係代理人─與託運人間，有無名義上係承攬運送人、而

實際上為運送人之餘地，不但法律適用更形複雜，亦將使草案 4.3.1 之允許運送

人退出部分運送契約之立法目的落空。 

 
〈二〉運送人退出部分運送契約應可允許 

 
不論係海上運送或多式運送，簽發連續、或多式運送載貨證券、並收取全程

運送運費之運送業者，是否即應以運送人之地位，就運送全程向貨方負責，容有

探究之餘地。在英國不成文法上，關於數鐵路運送業者就同一貨物先後為運送之

情形，簽發連續票券〈through ticket〉而收受連續運費〈through freight〉者，乃
被推定為運送人而就運送全程負責。但如是處理之原因，係著眼於該類鐵路運

送，全程多使用同一運輸工具，並且駕駛、看守者亦相同。但海上運送或多式運

送，除了載運貨物之車輛直接以海船承載外，鮮有與上述鐵路運送可相比擬之情

形。也因此，海上運送、或多式運送時，應許可運送人藉由連續、或多式運送載

貨證券之條款安排、或於審視個案背景後由法院決定，使得運送人無須就非其履

行運送之部份負責。以多式運送而言，該類單據可規定，運送人就卸載港外之內

                                                                                                                                            
稱為多式運送載貨證券。Scrutton, supra note 2, at 369 
33 Id., at 370 
34 Id., at 247 
35 Id., at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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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運送，僅負承攬運送人之責任36。而現今草案 4.3.1之作法，正是如此。 
 
另外，漢堡規則第 11條對連續運送37之規定，也可資借鏡，儘管該規定所

規範者，僅限海上運送而交由數海上運送業者接力完成的情形，與草案 4.3.1規
範對象及於多式運送，可由數海上、內陸運送業者先後運送不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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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言之，漢堡規則允許運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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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4.3.1之允許運送人退出
部分運送契約，就不屬於其履行運送之部分，只負擔承攬運送人之責任，若較之

漢堡規則，可說兩者均承認運送人得於運送契約中，以「明確規定」、或「明示

約定」之方式，使運送人應於所定義務期間內就運送全程負責之原則，出現例外。 
 
惟應注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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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運送人無法僅因契約上之安排而直接限制應負之責任38。而

如是保護貨方之設計則不見於草案 4.3.1之規定中。由此可知，運送人得否退出
部分運送契約，並非探討重點，而允許運送人得退出部分運送契約之機制，以草

案 4.3.1之規定而言─當事人於運送契約中對該安排須有明示約定─，能否適當

保護貨方權益，才為重點所在。 
 
〈三〉明示約定之檢討 
 
草案 4.3.1之規定，以當事人有明示約定為條件，允許運送人退出部分運送

契約，若運送契約之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之談判能力，當然無可厚非，按渠等本

可自由決定所締結契約之範圍。惟應注意者，多數情形下，運送契約之內容，係

以運送單據中的標準條款為依據，並該單據也未經當事人磋商而單由一方簽發，

若允許運送人藉由運送契約中之安排，限制其依運送契約所負責之範圍，是否會

產生運送人濫用此機制而侵及貨方權益之後果，將完全繫於係爭個案中承審者對

於「明示約定」一詞之解釋。 
 
固然，將「就特定某段、或數段貨物運送，運送人係代理人，而安排由其他

運送人，或數運送人為運送」字樣，預先印製於標準條款、或運送單據的背面者，

                                                 
36 Scrutton, supra note 2, at 369-370 
37 連續運送〈through carriage〉之概念，可由連續載貨證券來理解，見註 32。 
38 其實，因為締結運送契約之當下，多半無法確知各運送段上實際運送之人的名稱。因此，漢

堡規則第 11條第 1項所規定的，須將實際運送人指明於運送契約上之要求，無形中亦發揮了保

護貨方之功能。Scrutton, supra note 2, at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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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為此舉不符合草案 4.3.1所規定的「明示約定」。但假設預先印製之條款，或
載貨證券表面方格中，記載有「『已明白同意』：以非為運送人所管理、掌握之船

舶實行運送，就該部分運送人應只為承攬運送人」的文字，是否即可認為當事人

對該類事項已有明示約定，只能留待日後承審者之判斷了39。 
 
對此，為求保護貨方利益，吾人應認為，要符合所謂的明示約定，必須要能

讓外界察知，草案 4.3.1所定事項係經由當事人之磋商、且當事人亦對此同意，
至不濟，關於上述事項之條款，若與其他條款分離地記載於運送單據、或電子記

錄上，則可認為當事人對該條款所列上述事項已有明白之同意40。 
 

4.3.2    

In such event the carrier shall exercise due diligence in selecting the 
other carrier, conclude a contract with such other carrier on usual 
and normal terms, and do everything that is reasonably required to 
enable such other carrier to perform duly under its contract. 

4.3.2 

上述情形下，運送人應在選擇其他運送人上，盡到必要注意，並與其

他運送人締結具有通常與正常條款之契約，並作到任何有合理需要，

以使其他運送人能履行其契約下義務之事。 
 
〈一〉概說 
 
運送人若就某一運送段成為貨方之承攬運送人時，為保護託運人或受貨人之

利益，草案 4.3.2規定了運送人應對貨方負起之責任41：包括了選擇其他運送業

者時，應盡必要之注意，與其他運送業者締結之契約，其條款應為通常與正常，

此外，任何有助其他運送業者履行契約義務之事，只要係屬合理需要，運送人也

應為之。 
 
〈二〉運送人應負起承攬運送人如何之責任 
 

1  與英國不成文法之規範相符合 
 

                                                 
39 UNCTAD, supra note 10, at 20 
40 如是之做法在實務上並不陌生，為避免適用現今國際公約所定單位責任限制，而聲明貨物具

有何更高價值之條款，即分離地記載於載貨證券之表面方格〈box〉中。CMI, supra note 13, at 550 
4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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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不成文法上，聲明自己係承攬運送人，亦在法律上被認定為託運人之

代理人時，承攬運送人應對託運人履行之義務，大要言之，即為─所有能使貨物

安全抵達目的地受貨人手中之事，只要合理，都要做到，包括了應合理注意地雇

用履行運送之人，應將貨物之指示說明傳遞予實際運送之人等等42。草案 4.3.2
之規定，亦復如是，只不過在蓋括地規定運送人應為任何合理需要、而有助其他

運送業者履行契約義務之事外，另外就選擇其他運送業者、及與其他運送業者締

結運送契約之條款上，另外特為列出。 
 
2  運送人選擇其他運送業者時未盡必要注意之認定 
 
於個案中，關於運送人選擇其他運送業者一事，如何判斷運送人未盡到必要

之注意，恐非易事。首先，由於草案 4.3.2之規定，並未規範其他運送業者履行

運送所應具備之能力程度，因此判斷上並無明確規範可資適用，另外舉證責任分

配的規定亦付之闕如，證明運送人未盡必要注意之責任，勢將落在託運人、受貨

人身上43。綜合上述，吾人不禁懷疑，於個案中，運送人要為其疏忽、輕率選擇

其他運送業者而對貨方負責之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3  運送人與其他運送業者締結之契約其條款應為通常與正常 
 
對運送人為貨方而與其他運送業者締結運送契約乙事，草案 4.3.2規定，該

契約之條款必須通常與正常。但通常、正常之內涵卻不見於草案規範之中，為何

要在通常之外另外規定正常，也令人費解。無論如何，就該事項，運送人至少要

像 C.I.F.貿易條件下之出賣人般，負責與運送營運人締結具備合理〈reasonable〉
條款之運送契約，藉由該類條款能確保所運貨物受到應有之保護。或許草案 4.3.2
應直接規定，運送人與其他運送業者所定之契約，其條款須符合草案相關規定之

要求44，以免去日後於個案中認定契約條款是否正常、通常之困擾。 
 
 
 
 
 
 
 

                                                 
42 Scrutton, supra note 2, at 56 
43 UNCTAD, supra note 10, at 21 
44 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