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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载货证券之性质

载货证券又称为提单，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中则使用“载货证券”一词，但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运送节则以“提单”称之，学界认为欲区分海上运送与陆上运送之差别，前者应以载货证券称之，

后者应以提单称之。〔1〕而载货证券为流通性证券，其性质与票据有何不同，我国台湾地区学曾就载货

证券与票据为比较，以下分就有价证券、要式证券、证权证券、文义证券四方面为说明。
1.有价证券

有价证券区分为完全有价证券与不完全有价证券，前者为票券与权利不可分离，例如金钱、支票

等；后者为原则上以证券占有为权利移转或行使之要件，例外可依其他方式主张其权利之证券，例如

股票、提单。〔2〕而票据系以占有为其票据权利行使之要件，若丧失该票据，自无票据权利可供行使。载

货证券则不然，载货证券仅是表彰货物已由运送人收受及货物已装船之表征，〔3〕尚得依其他方法主张

载货证券所载货物之权利。〔4〕

2.要式证券

要式证券可分为两种类型，前者为证券之作成须符合法定之要件，否则该证券无效，此属严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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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东亮：《海商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84页。
〔2〕林群弼：《海商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44页。
〔3〕刘宗荣：《新海商法》，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9页。
〔4〕前引〔2〕，林群弼书，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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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证券。后者为证券之作成须符合法定之要件，但并不当然使证券无效，此属一般要式证券。票据即

为严格要式证券，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24条、第120条及第125条规定，票据不符合法定必要记载

事项者，该票据自始无效。虽依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54条规定，载货证券有必要记载事项，但不

必如同票据般严格，一部未记载者，并非当然无效。〔5〕

3.证权证券

所谓证权证券乃指其非创设权利而仅证明权利之证券，其相对者乃设权证券。票据为典型设权

证券，票据上之权利乃票据行为所创设。而载货证券仅是运送契约之证明，运送契约得单独存在，载

货证券则不能单独存在，其须依附运送契约而生，〔6〕因此载货证券为证权证券。
4.文义证券

所谓文义证券系指证券上权利义务须依其所载文义，而决定其效力之证券。〔7〕例如，我国台湾地

区“票据法”第5条第1项规定，在票据上签名者，依其文义负责。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准用

“民法”第627条规定，载货证券签发后，运送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关于运送事项，依载货证券之记载。
亦即运送人须依照载货证券文义交付货物与载货证券持有人，因此载货证券为文义性证券。虽我国

台湾地区学说多将载货证券文义性与载货证券债权效力一并讨论，但有学说指出，载货证券文义性

仅是说明方法，并无明确请求权基础，〔8〕载货证券具有债权效力，其法源基础乃我国台湾地区“海商

法”第74条第1项规定：载货证券之发给人，对于载货证券所记载应为之行为，均应负责。
又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55条规定：“托运人对于交运货物之名称、数量，或其包装之种类、个

数及标志之通知，应向运送人保证其正确无讹，其因通知不正确所发生或所致之一切毁损、灭失及费

用，由托运人负赔偿责任（第一项）。运送人不得以前项托运人应负赔偿责任之事由，对抗托运人以外

之载货证券持有人（第二项）。”该规定明白表示，运送契约上的抗辩事由，不能以之对抗载货证券持

有人。但若载货证券持有人为托运人者，则应以运送契约为准。〔9〕此一说法理论基础为何？有三种不

同看法：

第一，要因说。此说认为在载货证券记载内容存在之前提乃运送契约关系之存在，若运送契约无

效或无实际运送货物情事（空单），其载货证券当然无效。又载货证券所载货物与实际运送货物数量

项目有所不同时，以实际运送货物为准。
第二，证券权利说。此说强调载货证券之文义性，运送契约是否成立，有无实际运送货物，并不影

响载货证券之效力。亦即本说并未如同要因说注重运送契约关系之存在，运送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

关于运送事项，依载货证券记载为之。
第三，折衷说。本说折衷要因说与证券权利说，乃我国台湾地区学界通说。〔10〕概说认为载货证券

并非如同票据采取票据行为无因性之证券，原则上系以运送契约存在为前提之证券。至于取得载货

证券善意持有人之保护，则可透过禁反言、缔约上过失或票据流通制度，使载货证券善意持有人得主

张运送人应依载货证券文义负责或请求赔偿。
5.要因证券

如前所述，依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55条规定，原则上载货证券持有人得依照载货证券文义

请求运送人交付货物，但载货证券持有人为托运人时，运送人得以运送契约为抗辩。虽台湾地区学说

认此条规定乃采取折衷说见解，亦不可否认载货证券具有要因证券之性格。正由于载货证券为要因

〔5〕前引〔1〕，张东亮书，第290页。
〔6〕前引〔3〕，刘宗荣书，第269页。
〔7〕前引〔2〕，林群弼书，第447页。
〔8〕许匀睿：《论载货证券之移转特性对其流通性之影响》，2005年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硕士论文，第46页。
〔9〕前引〔2〕，林群弼书，第469页。
〔10〕前引〔1〕，张东亮书，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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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当托运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同时向运送人请求货物时，何者孰先孰后？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最

高法院”有不同见解，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说更有依“民法”为基础论述托运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间关

系。以下分就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见解与学说见解说明之：

（1）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见解。
第一，载货证券持有人权利优于托运人说。此说认为载货证券持有人权利优于托运人，在船长签

发载货证券与托运人，且托运人交付载货证券与第三人后，托运人就运送契约权利之行使即告休止；

直至载货证券重新回到托运人持有状态，其运送契约相关权利自行恢复。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

法院”1987年度台上字第660号判决表示：查载货证券签发后，运送人对于载货证券持有人应依载货

证券之记载负其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04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6条、第629条参

照），是故在载货证券持有人得行使权利期间，托运人对运送人依运送契约所得行使与之有关之权

利，殆处于休止状态而不能再予行使，旨在防止运送人受双重请求之危险，但托运人并非完全脱离运

送契约所定之法律关系。嗣后载货证券如辗转复为托运人取得时，上述休止状态即行回复，托运人自

得本于运送契约向运送人主张权利。〔11〕更有认为载货证券签发后，发生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运送人

与载货证券持有人，与托运人毫无关系。〔12〕

第二，载货证券持有人与托运人权利并存说。有认为签发提单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与

载货证券持有人之权利可同时并存，不因受货人取得权利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即消灭。〔13〕

严格而言，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的上述两个见解并无太大冲突之处，载货证券持有人与托

运人权利并存说与载货证券持有人权利优于托运人说均未承认载货证券签发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

约权利归于消灭。但载货证券持有人权利优于托运人说更细微地说明在载货证券签发后，托运人权

利暂时休止，此一见解与先前学说对于载货证券文义性之见解相同。学说认为运送人与载货证券善

意持有人间载货证券内容与运送契约不符时，以载货证券记载为准。若载货证券持有人为托运人者，

应以运送契约为准。其无异暗示载货证券签发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暂时休止。
至于载货证券签发后，若托运人未取回全部载货证券，是否就不能恢复其权利呢？由于前述权利

休止的见解，系为避免运送人受双重请求的风险所致，若运送人已无受双重请求的危险，应无必要再

使托运人权利维持休止状态，否则反而可能使得运送人获得减免责任的不当利益。基此，我国台湾地

区“最高法院”2001年度台上字第1982号判决表示，查系争运送物之载货证券共有三份，其中一份已

由汉旭公司退还被上诉人，为两造所不争。而被上诉人主张其余二份业由汉旭公司销毁等语，亦据提

出汉旭公司出具之证明书及信函为证，衡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其与汉旭公司之买卖契约，及被

上诉人因系争货物未能运交汉旭公司而以另批同类货物运送汉旭公司之载货证券，均不争执其真

正。可见，上开证明书及信函之内容为真实，应可采信。则被上诉人已无持有全数载货证券之可能，上

诉人积玛传斯公司亦无受其他载货证券持有人请求交付货物之危险，于此情形，被上诉人提出仅存

之一份载货证券，自不能谓其对于上诉人积玛传斯公司依运送契约所得行使之权利尚处于休止状

态，而不得行使。

〔11〕相同见解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2年度台上字第862号、2007年度台上字第1180号、2011年度台上字第1081号判决。
〔12〕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7年度台上字第1615号判决：“海商法”第104条既规定：“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条至第六百三十条

关于提单之规定，于载货证券准用之。”依“民法”第629条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其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

物品之交付，有同一效力。本件被上诉人所持有之载货证券一式三张，既已交付于日本受货人，则依上开法条之意旨，仅载货

证券持有人与运送人间发生关系。被上诉人系托运人似无牵涉之余地。原审既以侵权行为之法律关系为其判决依据，自应审

究何人系受侵害之人及所侵害为何种权利。
〔13〕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74年度台上字第1417号判决：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44条规定，于一定条件之下，固许受货

人取得托运人因运送契约所生之权利，但受货人取得此权利，为由法律所赋予，非由托运人所移转，故托运人之权利，与受货

人之权利，可同时并存，不因受货人取得权利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即因而消灭。

132· ·



（2）学说见解。
载货证券持有人与运送契约当事人之货物请求权有所冲突时，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并无规

定，但可适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关规定。有学说认为，〔14〕载货证券持有人请求权应优先运送契约

当事人之请求权。盖载货证券之签发乃新债清偿（间接给付），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12条规定：

指示人为清偿其对于领取人之债务而交付指示证券者，其债务于被指示人为给付时消灭（第一项）。
前项情形，债权人受领指示证券者，不得请求指示人就原有债务为给付。但于指示证券所定期限内，

其未定期限者于相当期限内，不能由被指示人领取给付者，不在此限。债权人不愿由其债务人受领指

示证券者，应实时通知债务人（第二项）。运送人为该条规定中之指示人与被指示人，而托运人即为该

条规定中之债权人，因此托运人不得先请求运送契约之权利。
此一见解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结论相同，仅其推论过程不同，前者以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为依据；后者以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准用台湾地区“民法”第630条规定为依据，认托运

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为休止。本文以为载货证券签发后，托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虽已休止，但其以

载货证券交付与物之交付有同一效力为理由，显有疑义。盖运送契约与载货证券两相分立，我国台湾

地区“海商法”创设载货证券持有人法律权利，并非意味托运人请求交付货物即行终止。从而以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指示证券相关规定为依据，说明托运人请求交付货物权利劣于载货证券持有人请求

交付货物权利，较为可行。

二、载货证券物权效力

载货证券物权效力在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上的依据为该法第60条第1项准用台湾地区“民法”
第629条规定，然而是否载货证券之交付即有所有权移转之效力？早期我国台湾地区学界有肯定见

解，然而近期已较少被采纳。更有甚者，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于载货证券交付之效力虽承认有

物权效力，但仍就不同案例事实对其物权效力为不同解释。以下将介绍台湾地区学界及司法实务部

门关于载货证券物权效力之见解。
1.学界见解

载货证券是否有物权效力？该物权效力范围为何？在我国台湾地区早期学界，主要引介日本商法之讨

论，但近期学界对于早期学界看法似乎有所反动，以下简介我国台湾地区早期学界与近期学界见解。
（1）我国台湾地区早期学界见解。
我国台湾地区早期海商法学界深受日本影响，因此关于载货证券物权效力之讨论，乃参照日本

学界为讨论，大致可分为三说：

第一，绝对说。此说认为载货证券之交付，具有所有权移转性质之效力，其乃签发载货证券之人

与托运人间意思表示所特别创设之权利，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占有取得原因以外之特殊占有取得

原因。〔15〕此说依据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第1项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规

定：“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

效力。”纵使运送人丧失对货物之直接占有，而使货物流落至善意第三人，载货证券持有人仍得请求

返还。〔16〕有认为采取绝对说见解，如此对载货证券持有人保障实属妥适，盖载货证券持有人既可本于

所有权请求返还货物，抑或受让托运人之权利请求损害赔偿，两者择一行使之。〔17〕有认为采绝对说方

〔14〕黄茂荣：《论运送契约》，《植根杂志》2012年第2期。
〔15〕张特生：《有关载货证券物权效力的问题》，《法学丛刊》1988年第2期。
〔16〕邱锦添：《论载货证券之效力兼述两案海商法规定及实证案例之比较分析》，《法学丛刊》2005年第1期。
〔17〕前引〔15〕，张特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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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事习惯一致，且符合海商法制度之特性。〔18〕

第二，相对说。所谓相对说乃承认载货证券持有人虽具有物权效力，但其物权效力仅具相对性，

在此说下又分为严正相对说与单纯相对说：其一，严正相对说。所谓严正相对说系指载货证券之交

付，仅使载货证券持有人取得货物间接占有人之地位，运送人仍为货物直接占有人。因此，货物所有

权之移转，尚须履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1条动产移转相关要件。若运送人丧失对于货物之直接

占有，载货证券持有人无所有权得主张之。此说在日本已无人所采，而我国台湾地区曾有学者采此见

解，〔19〕但近年已少见类似主张。其二，单纯相对说（代表说）。单纯相对说又称“代表说”，其系指载货证

券本身即代表货物，货物在运送人直接占有或间接占有下，载货证券持有人不须再履行民法动产移

转相关要件，即得间接占有该货物。有学说以为衡诸海运实务，运送人间接占有在所常见，应采单纯

相对说为宜。〔20〕

第三、物权效力否定说。此说认为载货证券之交付不具有物权效力，其仅具债权效力，因此载货

证券持有人所取得者，乃交付货物请求权之效力。学界有认为此种说法无视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
第60条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规定，且对载货证券流通有所减损，应属不可采之见解。〔21〕

（2）台湾地区近期学说见解。
早期我国台湾地区学界受日本学说影响甚深，而未进一步探讨英国法在载货证券持有人所获得

之权利为详细探究，盖现今海上货物运送条款大致遵守1982年伦敦保险协会货物保险条款（Institute

Cargo Clause，简称I.C.C.条款），英国法对于载货证券交付效力之见解亦值得参照，以下就近期台湾地

区学界对载货证券交付效力进行讨论：

第一，拟制占有表征。有学说认为载货证券交付仅为拟制占有之表征，〔22〕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
60条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载货证券交付得发生与货物交付相同之效力，仅是拟制占有表

征之一。并非交付载货证券，即等同移转货物所有权。在外国立法例上，英国向来认为载货证券交付并不

代表所有权之移转，而产生载货证券持有人因无所有权而无法取得诉权向运送人提起诉讼之情形。所幸

英国在《1992年海上货物运送法》将所有权与诉权分离，使载货证券持有人得向运送人提起诉讼。〔23〕

第二，依当事人主观意思决定。有学说认为，既交付载货证券仅代表交付移转货物之占有，无法

等同载货证券持有人取得货物所有权，从而判断交付载货证券所移转之权利为何？亦即承认载货证

券交付有物权移转之效力，惟此物权究竟为何？系“移转占有”、“担保物权之设定”或“所有权之移

转”？〔24〕故有学说提出以受让载货证券双方当事人主观意思而定。〔25〕若托运人将载货证券交付第三

人，其目的系为缩短给付，可认该载货证券持有人仅取得货物请求权，并非货物所有权；若托运人将

载货证券转让押汇银行或开证银行，其目的仅系为成立动产质权或证券质权，该载货证券持有人仅

取得动产质权或证券质权；若托运人为出卖人，其将载货证券交付于买受人，其主观上即有移转所有

权之意，该载货证券持有人（买受人）即取得所有权。〔26〕更有学说认为载货证券“视为占有、象征占有”
之货物表征在于促进载货证券流通之本质，且保护善意载货证券持有人之信赖利益，〔27〕因此无须以

运送人占有货物或践行动产让与之手续为前提始得表彰之。
2.司法实务见解

〔18〕杨仁寿：《最新海商法论》，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99页。
〔19〕施智谋：《海商法》，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170页。
〔20〕张新平：《海商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86页。
〔21〕前引〔18〕，杨仁寿书，第399页。
〔22〕〔23〕程学文：《载货证券物权效力之探讨———从最高法院2002年台上字第二四二一号民事判决谈起》，《律师杂志》2003年总

283期。
〔24〕前引〔3〕，刘宗荣书，第272页。
〔25〕同上书，第271页。
〔26〕同上书，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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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7年台上字第771号判例采取前述“单纯相对说”之见解。近期我国台湾

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见解则再进一步区分当事人之意思，以决定交付载货证券是否发生物权移转的效力。
（1）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7年台上字第771号判例。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7年台上字第771号判例要旨表示,交付载货证券于有受领货物权利

之人时，其交付就货物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货物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固为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

“第104条（注：现行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所明定，惟此系

就运送人尚未丧失其对货载之占有（包括间接占有）之情形而言，倘货载已遗失或被盗用，而不能回

复其占有或已为第三人善意受让取得者，则载货证券持有人纵将载货证券移转与他人，亦不发生货

物所有权移转之物权效力，仅发生损害赔偿债权让与之问题。
（2）近期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趋势。
近期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于载货证券物权效力之见解，进一步区分当事人交付载货证券

之目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1年台上字第203号民事判决表示：“按台湾地区民法第629

条规定，系指为物品所有权移转之目的而交付提单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与交付物品有同一效

力而言。苟非就物品所有权交付提单，而系因其它原因而交付者，亦仅使受交付者取得请求交付物品

之权利，并不当然取得物品之所有权，故受交付提单者究竟取得何种权利，应依提单授受当事人间之

契约内容而定。”〔28〕

其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4年度台上字第1896号民事判决更明确将当事人真意之情形

为详细描述，其谓：“载货证券之交付，就物品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之效力，此一效

力仅于将载货证券交付于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时始发生，如将载货证券交付于非有受领物品权利之

人时，例如将载货证券交付押汇银行办理押汇或将载货证券设定质权，而交付于各该押汇银行或质

权人时因各该押汇银行或质权人均非有受领物品权利之人，自不发生物品所有权移转之效力。再者，

交付载货证券于有受领货物权利之人时，其交付就货物所有权移转之关系，与货物之交付，有同一之

效力，固为前述台湾地区‘海商法’准用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所明定。惟此系就运送人尚未丧失其

对货载之占有之情形而言，倘货载已遗失或被盗用，而不能回复其占有或已为第三人善意受让取得

者，则载货证券持有人纵将载货证券移转与他人，亦不发生货物所有权移转之物权效力，仅发生损害

赔偿债权让与之问题。”另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8年度台上字第1669号民事判决亦谓：“载

货证券具有换取、缴还或物权移转证券之性质，运送货物，经发给载货证券者，货物之交付，须凭载货

证券为之。故在签发记名式载货证券之情形，载货证券上所记载之‘受货人’，并非当然即为台湾地区

‘海商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所称之‘有受领权利人’，必该‘受货人’兼持有载货证券始得成为‘有受

领权利人’，运送人亦须交付货物与该‘有受领权利人’后，其货物交清之责任方能谓为终了，此观台

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第1项准用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第630条之规定自明。”〔29〕显见我国台湾

地区“最高法院”对于载货证券之物权性质，并非一概认其仅具有所有权之性质，应依不同情形而定

其性质。
（3）学说评释。
持绝对说之学者对此判例之批评乃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将“运送物之占有”与“载货证券交

付”混为一谈，〔30〕按绝对说之脉络，载货证券交付即生所有权移转效力，其与运送人是否对货物占有

毫无关系。而有学说以为该判例较单纯相对说更进一步认为：“倘货载已遗失或被盗用，而不能回复

其占有或已为第三人善意受让取得者，则载货证券持有人纵将载货证券移转与他人，亦不发生货物

〔27〕饶瑞正：《载货证券物权效力———绝对性效力 vs. 相对性效力》，台湾《法学杂志》2013年总226期。
〔28〕相同见解见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2年度台上字第2421号判决。
〔29〕相同见解见于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4年度台上字第624号判决。
〔30〕前引〔18〕，杨仁寿书，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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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前引〔20〕，张新平书，第187页。
〔32〕前引〔3〕，刘宗荣书，第271页。
〔33〕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01条规定：“动产之受让人占有动产，而受关于占有规定之保护者，纵让与人无移转所有权之权利，

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第948条规定：“以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之移转或设定为目的，而善意受让该动产之占有者，纵

其让与人无让与之权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护。但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让与人无让与之权利者，不在此限。动

产占有之受让，系依第七百六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为之者，以受让人受现实交付且交付时善意为限，始受前项规定之保护。”
〔34〕前引〔8〕，许匀睿文，第158—159页。

所有权移转之物权效力。”然货物已遗失或被盗用，如何判断其已不能回复占有？〔31〕因此，该学说认为

若知悉运送人已丧失货物之占有，仍转让载货证券，除赔偿责任外，应构成诈欺。

三、关于载货证券的相关问题

1.提单涉及物权效力问题

（1）提单是“物权凭证”说法是否确切？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界，固然有“载货证券为物权证券”的说法，〔32〕但其内涵并不等同于“移转载货

证券等同移转物权”，而仍应视授受载货证券之当事人间契约内容而定，并以运送人对于运送物仍有

直接或间接占有为要件。实质而论，将提单理解为“占有凭证”，或许更贴近我国台湾地区学界与判例

实务的见解。
（2）提单在提单项下物权变动中的作用如何？

提单在提单项下物权物权变动中的作用，系代替运送物的“占有”，物权变动所需的“交付”（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第761条第1项），在货物运送过程中，系以提单的交付来代替。
（3）提单持有人是否得主张物权保护请求权？

提单持有人须合法取得运送物的所有权，始能主张运送物的物上请求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第767条）。提单持有人是否合法取得运送物的所有权，依照前述“单纯相对说”及我国台湾地区“最高

法院”判决观之，须运送人对运送物仍有直接或间接占有，且提单之交付系基于当事人间转让运送物

之目的而为，才能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9条，认为提单之交付与物品之交付有同一效力，进

而认为受让提单之人取得运送物之所有权。
（4）提单和提单项下的货物，涉及善意取得有哪些问题？

关于提单项下货物的善意取得，在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上并无特别规定，原则上应适用我国台

湾地区“民法”第801条与第948条之规定。〔33〕因此，若运送物之受让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以现实交

付的方式受让货物的占有，即可善意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依前述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7年台上

字第771号判例，此时提单的交付并不发生物权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87年度台上字第367号

判决谓：“取得运送物之占有者，若未持有载货证券，除有民法第九百四十八条‘善意受让’之情事外，

并不能取得运送物之所有权，申言之，载货证券持有人仍得对于运送人行使所有权人之权利。”其所称

“除有民法第九百四十八条‘善意受让’之情事外”，似即保留了货物转让适用善意取得的空间。
至于提单本身是否亦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或理论，使得受让人自无权转让提单之人处，善意取

得提单以及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尚未表示意见。而文献上有认载货

证券为权源证券，因此有证券善意取得规定之适用。其认为证券善意取得必须符合：〔34〕（1）依载货证

券流通方式取得。（2）由无处分权利人手中取得。（3）取得时无善意或重大过失。（4）对价相当。惟尚

未见到适用此一理论的实际案例。
而在托运窃盗物与载货证券持有人之情形，有学说认为依照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49条规定，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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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前引〔8〕，许匀睿书，第159页。
〔36〕同上书，第160页。

盗物真正所有人得于2年内向载货证券持有人请求返还窃盗物。盖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60条准用台

湾地区“民法”第629条规定，仅使载货证券持有人取得货物占有之效力，除非让与人使载货证券持有人

相信其为真正所有人且有让与之合意，〔35〕否则无法排除窃盗物真正所有人请求返还窃盗物之权利。
另在签发一式多份载货证券，可能引发载货证券善意取得之问题。例如，运送人签发一式二份载

货证券予B，B将其中一份背书转让予C，其后B又将另一份载货证券转让予D。此时C已确实取得货物

权利，B背书与D之载货证券乃为空券，多数学说认为空券并无善意取得之问题。然亦有认为纵使为空

券，仍有善意取得所有权或质权之可能性存在。〔36〕

2.提单涉及债权效力问题

（1）提单作为一种证券，是设权证券，抑或证权证权？

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说见解，其认为载货证券乃证权证券，纵使有认载货证券为权源证券，其

对载货证券仅认有“拟制占有”之效力。该拟制占有乃“权源”（title），并非权利（right）。
（2）提单与其所由产生的运输合同是何种关系？

提单乃基于运送契约而签发，并作为运送契约之证明，已如前述。在托运人与运送人之间，提单

仅单纯作为运送契约的证明，双方间的权利义务仍应依运送契约决定之。
若提单转让与善意的持有人时，则基于提单的文义性与独立性，运送人与提单持有人间的权利

义务即依悉依提单为准。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104条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7条规定，提

单填发后，运送人与提单持有人间，关于运送事项，依其提单之记载。此时运送契约之约定，并不影响

提单之法律关系。
（3）提单所表彰之债权，为独立的债权，亦或来源于运送合同？

提单所表彰的债权，原则上来自运送契约，因此，运送人乃被允许以运送契约上的抗辩来对抗托

运人。但又为了保护提单的受让人以及提单的流通性，一旦提单流通至善意持有人时，其表彰之债权

即具有独立性，因而可能发生提单持有人的权利大于托运人的情形。运送人虽可能因此受有损害，但

仍须视个案情况，始能决定运送人是否得向托运人请求赔偿其所受损失（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海商

法”第55条第1项之情事）。
（4）提单交货请求权是否排除或阻断了运输合同请求权？

依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见解，提单持有人的交货请求权，虽然并不使托运人基于运送契约

的请求权消灭，但提单持有人取得提单上权利之后，将使得运送契约上的请求权处于休止状态，以避免

运送人受双重请求的危险。因此，一旦托运人将提单转让与第三人时，不论其是否仍保有部分的载货证

券，应认为其权利已进入休止状态，须待其辗转取回全部载货证券后，始能恢复行使。但若托运人已证明

运送人无受双重请求的危险（例如其他未收回的提单业经销毁），则应容许托运人恢复行使其权利。
（5）运输合同的抗辩事由，可否对抗提单持有人？

如前所述，基于提单的文义性，运送人签发提单后，除提单持有人为托运人外，其与提单持有人

间的权利义务，悉依提单之记载，故不得以运送契约上的抗辩事由，对抗提单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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