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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釋論自序

海商法制定於氏國十八牟十二月三十日，為我國航運法紀中最早公布之法典。當時國氏

此府真、林南京未久，與氏史始，主法陀與行成部門曾有長時聞之密切合作，努力於辦法之創

啊。海商法典里牟十二月初公布之船紅刑法船恥登記法均為分
LA
口作最顯若之事例。

時若對供職丈通部航此司兼任本部法抗委員，猶憶海商法僚主法院商法起草委員會起草
，交通部參加審議，品船紅刑法與船鼎登記注則由交通部起草，立法院商法起草委員會審說;

著對均曾參與其事，又率命主稿海商法雄行法反船如登記法，放對各法制定之原則與蜻義，
得志其投軌。

土述各法 FP取材於日本法制，品參戌國情。其英雄僚航運先進國家，但其法紀之訂‘五，
年代已久，往往越事實需妾，品陸續補克，包合鈍廣，內容難免雌雄。曰本為航運往起之秀
，因擷取其美(海洋)法泉之長，又採用拉法(大陸)﹒法率為藍本，善加聲理，故車就分明
。我國又叫“民刑法成抹大陸法傘，為恥
A口推行，商投容易，此我國航運法鈍，所此取材日本
之原周色。
我國航運﹒法現在制定之初，雄為軒祈之體制，進步之現象，具有 F列數項特點
一、主
外商船取得平等地位，將戌往海關兼管航此時代所桶行之丹斷簡略規章，一律廢止，實越細
密品有幸統之祈法鈍。二、航成管理權甸海開客仰移特於航此機闕，收問喪失八十年之航此
榷。=一、當時鐵路公路電信郵此重妥﹒法典，尚未制定，品安通部門中，航運法說首先完成中

••

也清程序 ， 為 社 會 入 ， 世 所 稱 道 。
惟此手法花公布已三十卒，追求修正椅克，

M今臼時代與霄，安品論，實屬永玲詳盡，亦

或未能配今遠洋航葉之發辰。第一、當呻航權尚求收同，我國商指在汁入航業壓制之下，僅

此航行內污沿海為花園。在今日競爭遠洋航素之情形下，若干保護性之條款顯見缺少。第二

、當時商船枝術捍準較低，訓練船員之學技不多，管理未能太嚴，故肘定把幸戌現在眼光視

之，亦覺未盡詳告。第三、當時船抽載重總公的、海土人命安全公約，尚永議定，國際航海

限制技少，此今日情況街量，若干條獸不速公約之委求，蹋示永他恥令。第田、悟護本國航

常船口肉之積極精神，仍插不足。此像當時樣境與事實限制使法，特立法時之疏忽 ι 。

中樞遺臺此來，我國商梅旬內河沿海，轉向遠洋，可謂方閥述徑，且祈船速增，已進入

折的時代。航違法花白應員起祈的使命，力求適應郎今，進而助長其發屁。前交通部長求?
誰先生學法務實，對此特別重施，於民國四十四千匙，，即迫退專家，分任本換工作。同時航

海通訊社法行人陸持芹先生，為配合此一此束之進行，亦邀請立法委員、法本人去、航業專

通意見協力促成之叫疚。芳﹒才不叫啦，曾荷邀灼，射與其事，經先徒縷時，如一「之意見。

家又教持學苟，舉行庄訣，毛次，並棠刊「航海法主座我妃，安」專冊，戌哄此府採擇，頗收溝

(一)整理修訂法坑，仍宜、你揖尿布象鈍，在編制土採夫陸法傘，品精神土刑兼擷海洋
﹒法采9、叫加速航運事葉之發辰。

士 -u
海商﹒法中有關船恥國籍反船“如丈書各條峰、叉，宜加刪除，品玖列於船恥刑法內，叫

判明兩汝之性質。

(三)甸於船如載重線公均、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竊國均已接宇加入，船抽汝內容宜增
加船描載重的郎、船站附設備反客船各章，此期充實，益將兩賄品尚未花行之船如載重線法廢止
，藉免重起。

(四)海商法中海員一章，宜械夫又叫頒專法，明定船如所有入僱用船員，應接訂僱傭
MR
均，仿研經雙方同意接訂，並可依照現定，而相且終主其HH
約T
，結社糾紛。對於船員待遇、醫
療、撫旬，1退休，尤應從優此定，成增進勞工之福祉。

(五)海商法中運送葬約一章，見定簡略，不敷運用，宜參考各國施行之海土貨物連手
條例，儘量，增訂。

(六)海商法說定船如所有人失事所頁之責任，雖屬有限，惟賠偕辦法則未明定。歷泉

施意外份之特定航線泛地區，均應得意外險，且即仇間企頓挫丈通部核准徒，載入客祟，視同努

船描失事，涉訟年久，常困此使船公司倒閉，宜君訂旅客意外險之技侍一條，丸定旅客於實

約，其保仇閃費包括於票價內，並此保險金額為損害時常之最高頌。

(之)海商法中共同海損一章，宜將一九五0年之約克||安德街普規則所定各項'的

(八)海商法中海土帶險一章各條條﹒叉，如帶險法已布明文祝定幸，宜於刪去，避免雷

手納入，戌持國際情例。
間

(十一)制定海難審議法，創立海事審議之建制及處理程序，益明定與民法刑法之聯繫

(十二)船如登記法拉行叫以來，雖尚無室唔，惟與船指法、海商法有關聯性，兩法修正

P
母章，之前作一叡論，叫“綜合說

明義章，妥當，弄槍之後，均加設釋，此明立法之精義，悶、亦徒舉示例，仲，勿峙解。所參考之

本書僚若者繼船抽汝鋒論之復昕續寫，仍‘你前書體例，於

修訂工作，可謂夫體完戚，其對今夜航葉之發辰，有決定性之效益，蓋已毋庸置訣。

意見，彙核品草成船如法、海商法修正索，要由行﹒成吃苦追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分別於土
年一月三十日及本#T月
t二
f十五日公布施行。商港法及船抽登記汝之修正索亦在立法能審議
及行此跎核轉中，航業監督規則交通部已決定泌部今制定公布。至此，基本航運汝此之全面

土項意見，蹋蒙文通部之採納，徐海頁法、海難審議汝暫不昂訂專注外，已將各方昕提

，則船描登記法亦應的加修正，什叫期原則與文字，彼此符合。

闢條。

監督法。其精神龐宮於建設性，多加此府葉勵及融通質金各項條款。

均主於內河沿海航逞，不合經營國際航葉之用，亟宜重加修訂，今併為航業監督規則或航血管用

(十)有關輪船業之監督登記合作，均丈核定航線事呀，係甸文通部各訂專章，惟重點

範圍，政訂為商港法。

營運、M反財務管理等重要事項，視未列入，殊不足泌適應實際常委，宜的前商港條例，棋夫

(九)商港條例二十九條，內容僅次船抽出入巷口事項，至有閥港埠之建設主程、素琦

四

有關，由品及芳者辛苦甚多，泣不備述，惟主列諸先生之若作與論丈， -P
主政雪芳海商法詮釋;

律顧遠若海商法，安義;
正孝通若商事法要義.，
錢閣成若氏汝債編各諭.，

桂搭若憬險法論;
成樹詰若海土帶胺.，
朱鍾串串、芳海商法或說.，

馬天擇丁式，如諱，海運業務名詞彙擇;

本書引用節採特多，至為拜品。全丈羊吭，並曾請由錢團成先生審閱持正。附錄載甘品 4.

沈琪論文停訂海商法貨物運送幸之商榷;

劉丹水填論丈停訂海商法問題之商榷;

劉丹朮淇諭丈海商法中載貨證券之發蛤足其技力問題.，

劉永漢論文海商法中海員船員及拭助撈恥扎在用語土之所完.，

••

五

洸序於中暴民國五十一斗之月二十八日

券中文譯本，亦經王文棋甘其投兩先生枝訂，此均為，若毒所深切成佩者
ι。
王

看命

王

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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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法體論

恬此等法規，公布已三十年，造宋修正補充，以-呈別時代與需要而論，實屬宋臻詳
亦戚不扭問合遠佯航業發展立需要。第一、因當時航權(內洞航行權、沿海貿易權)倚宋收

故法規首先完成立法程序，為一般人所稱道。

我國航政法規在制定之初，確為嶄新之體制，進步之現象，具有下列數頃特點 一 、 中
外商船取桿平等地位，將以往海關兼管航故時代所現行之芹斷簡略規章，一律廢止，較完整細密而有系統之新法規。二、航故管理權由海關客卿移搏於航故機關，收回喪失
年之航政權。三、當時鐵路公路電信郵故法規，尚未整理完成立法程序，在交通部門中，

辦航政後，我國航政與航業，始進入新的時代。

一為管理港埠之商港悔例。此三法連同她抽登記法與航改局組織法充分顯示國民政府北伐成
劫以往，重要放策之所在，郎收回航政
M權
A積極革新我國航業是也。蓋此等法典公布實施之
前，我國航政權係由海關客卿主管，我國航業在不平等條約典客卿施政之雙重壓力下，情沮
慘淚。自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交通部在各地設立航政局，實施以上各項法妞，岡時海關

我國航政法對中，有根本大法三種，一為管理水運之海商法，一為管理船艙之船艙法，

海商

釋

海商法釵論

法

海商法釋論

回p我國商船在外輪壓迫之下，僅以航行內河沿海為範圈，在今日競箏違洋航業之情形下，

許多保護性之悔款，顯屬缺少。第二、當時商船技術標準較低，訓棘船長海員之學投不多，

管理不能太嚴，故所定規章，以目前眼光揖之，亦覺未盡詳密。第二一、當時國際海上人命安
全公約尚宋議定，航行海洋限制較少，以現在情形而論，若干地方不及公約之要求，顯示宋

能阻合。第四、保謹航業船長海員之精神，與發展港埠之措施，仍嫌不足。此係受當時環境
與事實眼制之間係，在今日，吾人亟應力謀改進者也。

故府還臺以奈，我國商船由內河沿海，轉向遠洋，可謂封闢途徑，且新船逸增，已進入
新的時代。航故法規自應負起新的使命，力求龍臥適應配合，進而助長其發展。近年交通部
一如國民故府初建時期，對此特別重損，延聘專家，詳研前頒法規，並博採周話，己對海
法、船抽法、及商港保例，完戲一套新的修正案，報自行政院咨行立法院審議，現如抽法海
商法修正案，已完成立法程序，公布施行，匪特N
可U往
補之缺失，開啟航業新運，且亦堪稱
中興時代立法之盛事也。

海商法原案公布於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施佇於二十年一月一日，共計條
七四悔，此次修正公布之海商法，(佇政院於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八日咨送立法院)，許有一
九四悔。話將修訂之要旨，擇要分述於次

( 亡 海 員 僱 傭 契 約 旦 撫 腳 退 休 標 準 之 訂 足 船船所有人儒用海員，鷹簽訂一帽傭翼約，

••
••

該項龔約，極雙方同意簽訂之，並暉依照規定終止契約。(如船已沉沒矢路或失去安全械行

一船船所有人歸屬船抽，連續服訝，在十年阿拉上而已到達退休年齡，於退休時，廳向船個所有

之能力，海且不能勝任，海貝怠忽職務故遭重大損失，海員受傷患病不能工作及不守紀律，
違反契約及船船喪失國籍等，.均可由他方終止契約)海員在職期間死亡，海員因輛行職海而
受傷患病以致死亡，船船所有人對其法定繼承人應依照靚定給予喪葬費與撫郵金q海員在同

人依照規定，給予退休金。有關海員僱傭龔約，傷病撫螂退休等之規定，船長亦適用之。
(二)載貨誼賽之規定 關 於 載 貨 證 券 ( 提 單 ) 之 規 定 ， 自 一 八 九 三 年 美 國 通 過 之 哈 德
怯 為 噶 矢 ， 此 後 ， 澳 六 利 亞 於 一 九O四 年 ( 一 九 二 四 年 修 正 ) ， 紐 西 蘭 於 一 九O八 年 ( 一 九

海上貨運法案，大體亦依哈德法之姐定。國際法學會海商法小組於一
0九
年二
接受委託提具
草案，提交於一九一二年九月間，在海牙召開之會議討論，參加各閥代表終於通過決
「議
本會批准所謂「一扣一二年海牙規則」
Z(出
吋口 哩 。 同 丘
ω。
)
並建議國際問普遍採用。」制各

二二年及一九四
0年 曾 分 別 修 正 ) ， 加 拿 大 於 一 九
0一
年(一九一一年修正)，先後通過特

••

海商注釋論…一一

於一九二九年，義大利於一九三一年，美國、法國於一九三六年，德國於一九三七年，丹麥
於一九三八年，菲蘭、瑞士於一九四
0年 ， 乃 至 希 臘 、 西 班 牙 ( 一 九 四 九 年 ) 、 瑞 典 、 葡 蔔
牙 ( 一 九 五0年 ) 、 等 國 ， 均 將 一 九 一 三 年 海 牙 規 則 併 入 各 該 國 商 法 之 內 。 日 本 亦 於 一 九 五
七年學照海牙說則，另佇頒布國際海上物品運送法，盡量謀取相間原則。我國海南語原提勵

國於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筆字，鹿為公約。麓英國於岡年郎制定海上貨物運送儼例
(hmw
叫 且 品 。 。 峙g
的e σ 司 的g k p 2 )， 澳 大 利 亞 亦 同 時 批 准 生 殼 ， 而 荷 蘭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 比 利 時

••

海商法擇論

如斟修正增訂。
(三)按害意外隨之投保

海商法姐定如岫所有人因船抽失事所負之責任，雖屬有限制

於貨物運送中載質詮券之規定，宋臻詳盡，特參照一九三六年美國海上貨物運送侮例，分致

四

(四)共同海損之分擔 所謂共同海損者，郎珊船與貨載因海難所受之損害與費用，應

行加保意外肢者，其損害賠償依共約定，但應以書面為之。

保 險 費 包 括 於 票 價 內 ， 並 以 保 險 A R額 為 損 害 賠 償 之 最 高 額 。 旅 客 除 於 前 項 規 定 之 保 毆 外 ， 自

(危險航糗)及地區，均應投保意外險，保障金額經交通部按准後載入客票，現同契約，其

間接阻碑航業之發展，故另訂旅客意外時之投保一燥，規定旅客於賞施意外保時之特定航線

，惟賠償之辦法，則宋經詳明規定。歷眾如抽失事，涉語年丸，常因此便船抽所有人倒閉，

••

，經綱於船船怯內，以符名賞。

(五)關齡船抽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資格及船土應備之船抽文
不書
應說定於海商怯肉

'酌于加入，以特國際慣例。

之 。 此 外 共 同 海 損 一 章 各 悔 ， 均 參 照 一 九 五 0年 約 克 安 德 衛 4日4規 則 ( 呵 。 兵 ， 〉 且 還 角 ℃
g間
u已

，運費之半額，連同船抽及質載損害韻，而與共同海損之總領為比例，由各利害關係入分擔

五餘，宋將此精神列入，故加修正，規定共同海損，應以所存留之柚抽，所存留貨載之價格

韻，郎利害關係入海難前之權益，若不以之列入而分擔海損，聽欠公允。海商法原案括一三

由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 就 船 船 未 過 海 難 前3各 個 所 佔 之 權 益 共 岡 比 例 分 擔 之 。 船 船 及 貨 載 之 損 失

•.

••

則

一日國內海法，一日國際海法。國內海法又細升為二

本法於中華民闢五卡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總統明令修芷公布

一日公海法，一日私海法。悶，際海怯規定國家

閻麗醋，第一四九條規定船船碰撞後，件船長相互間之料科閻麗梅等是也。
海商法暉論

五

生之損害，免除船抽所有人或運送人之賠償責任，第一四二陳規定船長對於淹接或共他危難之人立物

四十三條第一百四十四條關於報酬之請求標是也。其關於公海法立性質者，如第一一五條為救助而設

優先受償權，第二十五保關於優先安價之標的物，第一一一十條關於優先安償牌之泊按時紋，以及第一百

海龍之雙重性質。其屬私海法立性質者，如第二十一條關於船抽所有人之阻制責任，第二十四條關於

，情形不同，其中若干條文，的為公法上所廳規定。故我國海商鼠，並非單純之私海話，實袋共公私

聽私注範圈，亦即所謂私海法之一種。然細考其內容，則與民法之單純規定私人間主權刺麓，海關係者

契約、共同海損、海上保股等事項，均係規定私人間之權利義揖且商業行為，自屬民法立特別話，聽

我國海商法之體倒，六部份涉及船抽所有權、船船抵押權、優先權、船長、海員僱傭闢係、運送

與私海法非盡嚴格的分為兩個法律，亦有在同一法律內最收並菩者。

人間之標利義務闢係，凡發生於海上者，木適用民法一般規定，而形成民法立特別注。然所謂公海法

肝、行故法規者居多，如海難投助奧船船稍一撞鐘之救助均是。私海法規定私人闇闢俠、海事之法規，即私

與國友間關於海事之法棍，係屬國際法之一部。公海法規定國家與私人間關於海事立法規，其中以屬

••

海商法 (EREBonoBBORE創t
建)木俾為商抖出之一部，亦為海法之一部。海法犬別有→
7.

第一章通

海商法釋義

一
一

第

海商法釋論

~

υ叫開適用本法之船船係適於在奧海相補水間或

水中航行者 Q依此，凡不船到海相通耐航行於的河湖泊之甜峙，除碰撞事件外，均不適用海關站 L凡芥

皆在排除之列。的適用本法立船抽，係適於海上航行者

本條所稱船帕之性質有一于﹒
ω適用本法之船艙爵商船，凡本法第一一一條規定之船船除碰撞事件外，

條本法稱船抽者，謂在海土航行及在與海相遇水面或水中航行之船抽。

究我國航運法規者，所應瞭解注意者也。

受其影響。故各國海商法條歡遂多與國際法相同之事倒，我海商法亦軍聞此事實，而不獨異，此為研

國內法具有同一效力，或將其現定納入國的法。至 HR禾簽約之國家，因共已形成國際上之先倒，亦胥

凡屬國際保約組求國參加接字，並獲政府批准者，即費生國際上之拘束致力，依各國立控制!與

及一九五 0年-兩次修正)，已成為各國國內法歷來所採行或接受之共同原則。

之海牙規則(一九二一年)，有關共同海損之納克安德衛普-規則(一凡九 0年公布，並民一九三四年

安全公約，一九五三年之國際航海船抽扣押公約，凡簽約國竅，鈞一蠶施行。此外叉如有關稅一鍵環

最早亦最多。如一九一 0年之國儕船抽邂碰及兢一海難數助及費投公約，一九四八年之國際海上人命

貨物運送、共同海揖 3海上保融等事項，亦將乏合意解決之道。故國際之集議與公約，以關涉海連為

象。設不採周國 J際共同之原則，則不僅如船抽碰撞數助及轉教等事之發生，苦無謂當處置之法，即如

而人頸聞之相互需要，亦日益繁傻，於是商船乃打破國際間立政俏藩籬，擴六以服曲曲全世界人額為對

機輪船，種展為內融機輪船，近史利用核予以為商船之撫料。商船日益聲遠，世界距離，日益縮短，

，當以海商法為先河，自工業革命以後，簡船由帆船門非動，刃船 V 進而為輪船(動力船)，再的蒸汽

我國海商法固屬於國內法，無實質上亦發具國際法之內涵或連篇闡際法之適用。考國際法之發試

/、

M、
P何種水間，為與海相遇

供航行之用，而懂泊俠、喝口主牆姆相聲抽、碼頭船、煙抽等，及縱有兩黨主之目的而不准、航行之拍拍

，如修駕船、倉庫船及作水上飯店之船船等，均非海商法上所稱之船抽。至

者，海布法未有具體規定，交通部前為便必適用汁，會於民國三十二年間以都令規定各地通海前攝，

奧海相遇之水面。

長江自海口至重慶一役，海河自海日至天津一役，諜江尚昆冊口至樁卅一段，湘江月漢口至長沙一段，
黃浦江自吳掘口至上海一役，聞江自海口至南臺一役，及其他沿海各港濁，扭過海牆之水道
T均作為

=帳本法稱船長者，謂受船艙所有人僱用主管船抽一切事務之人員;稱海員者，謂
受船船所有人僱用自船長指揮服務於船船上所有人員。

業所中之受催人，則不得釋為海員。縱有船船上服役而非繼續從事於一定動路者，亦不得稱其軍海員

本條規定船長海員之定義。商船分駕駛、輸攝、當信及黨轉四部份，其工作人員，悉帶、船長之指
揮監督。海員為船抽所有人之僱用人，而布船上總價徒事 M
肝、一定之勤務。凡非在船上服位一間有船抽營

;例如因修現抽抽而僱用之工人，或裝卸貨物附體用之快役，均不得稱為海員。

一、總咽位未滿二十嘲之動力船艙，或未滿五十喝之非動力船抽。

三條左列船船，除因碰撞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二、軍事建制之艦髓。

三、專用於公蕩之船抽。
四、本法第一慷規定以外之其他船抽。

總嘲位未滿二十噸之動，訂船帕(即輪船
U ﹒或禾滿五十噸之非動力船抽內部帆船U ，可謂小艙 1

對於水運闢係不大，且數目眾多，如強使其酒用海商法，皮不利於人民，且不屬於、管現'與小規模營

海商法體論

它

第
第

第

海高注釋論

AH
見川崎峙糙

AI艦、指情艦徒巡邏缸‘品、目的為輔助

立扣押，當以揭示、封閉或追繳船船誼番之方法行之，必要時持併用敢種古語。(參看阿制執行法第

立處分權之執行行為也。依呵呵制裁行法規定，抽岫之強制執行，敢用關於不動產執訂之現沌。是抽抽

相押即強制執行法上所謂之查封，乃以實沮債權人之私棉為目的，而剝奪債輯人對於執行構的物

國境內航行船抽之假扣押，特以揭示方法為之。

，不桿為之;但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不在此限。

四條船抽之扣押、假扣押，自運送入或船長發航準備完處時起，以造航行完成時止

，故關於碰撞為擴夫之適用。

以上各船抽何以碰撞的適用海商法，因碰撞之結果﹒影導甜甜本身與抽抽所有人私挂上闢係甚大

失為小型柚抽，且多航行於內河，木堪供航海立用。鑄免苛細起見，亦規定不適用海商扭。

本浩第一條規定以外之共他船艙，多以槽權為主要運轉芳法，縱設有簡單機器，容量不犬，仍不

非以營制為目的;應受各有關之行改法規支配，自均不應適用海商法之現定。

以及其他檢時站、測量船、氣象船、教難船、燈塔補給船、海底電纜敷設艙，的為執行特定之公路，

專用於公拷文船船，如海關之緝私艦，水凡響之巡邏輯，港還 ι
脅迫機關之引水船、絲一火站、交浦船

此無艦艇前非耐用性質，白不鷹適用海商抖出之規定。

作戰艦值作戰;有時陸軍空軍編制中亦有運輪船抽歐及交謂船笠，則的為拱共軍事使用之目的而設;

，時目的為作戰;運兵船、運輸艦、醫院船、驅逐位艦、潛艇

軍事建制立艦艇，如海軍所喝之川崎開艦、巡洋艦、航空母艦、驅逐恆、潛水恆、咱髓

葉之商業木滴用商業登品法，小工，何一小通用巳織法之殉正月。

i\

第

-月
2之，民事案件

三日十四條、第七 γ六條及伯伯泊，射八條)假扣押瑋山市全程序之一種，乃侵權人成金錢揣求或得臼祈禱

金錢請求之請束，對債揚人財產請求扣押，以保全共強制執行為目的而設之桂序。收

在判決確定前，恐日後執行困難，法歸根據侵權人之請求暫時扣押債撮人之財產，以的共自問處分。

船抽之得為扣押或假扣押，固與他種財產，初無稍具。惟於運送人或船長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

行完成時丘，寶貝多數人之權利有闕，如亦許侵權人聲請運予扣押或佰扣押，不僅船抽所有人遭受損

障強制執行可得實站之扣押或假扣押，自運送人或船長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造航行完成時丘，對於

失，凡貨主及旅客等均將受共影響。貨船抽於一定保件之下，可排除國眾司注樺之行使。即通常為保

船船不得為之。個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誨，如備辦航行之油料煤米或雇工修現之建用，則仍不在此

，尚有何人敢與船抽交易，供給勞務。故設木帳之規定，用賀敬濟。

眠。因此種債務，雖亦在發航以前，而時樹迫切，求償樹會較盟，設對此而不加以保護，則影響所及

在國境內航行之船船，法院控制甚日旬，如須執行佰扣押，規定得以揭示方控為之，俾站抽木致因
執行假扣押而影響其航行。

本條精神相間。

德國商法第四八二條規定，依強制執行而為立強制拍賣，不得施於由航準備業已完成之船船，亦
木得實施假扣押。為使航行而負立債務，對該債務施行強制執行或假扣押時，不適用前頃之現法。血

海商詰關涉從事航葉之商船及共相關之事項，共航行之目的為藉航行運輸而營利。至其所
J生
/

主條海商事件本法無現定者，適用民法及其他有關法律之兢定。

法律關係'木特含有物權，且袋及債權。因有木條之規定，以便禍用上有所依據。詛咒民拱為主迎怯、
海商怯為特別法，特別法未有規定者當然適用普通怯。

海商怯驛站

九

第

第二章
第一節

艙

船艙所有愉悅

J3!i

梅蘭法蟬諭

程序，不生效力。觀此，則船船之不動產性，可謂彰。彰甚明。

付即生效力，且無須壹記，(參照民法第七六一條)(註一)而船船全部，或一部立龍叫峙，非經接定

揖押之範圈向及於船柚之屬兵，純學者認為船抽有不動產性，實有理論上之根傲。因間產之露出仆，交

文關於蛤船之強制執行，誰用關於木動產執行之規定。而已登記歹也船抽，科為氓押立標的物，其

別。猶如一敵人之有國籍、住所、姓名相同，而非，是他「物」之所應有也。

能不確定其所屬之國竅，以及主要停泊處所，又以共體積甚大，更不能木有船抽上揮、一名稱，以食識

又非法人，何能有名稱、國籍、船轄器及行館等名甜。需閃船柚往來不定，從往通行數國領海，被木

船艙之木動產性，且將臨抽之人格性亦包括在內。人格性火為人之所具有，船船乃物，由非自然人，

與一般動產之性質不同。因而法律木能不予船抽以不動產之待遇。放木條所謂特別規定云者，不僅指

感困難，且不特在航行期間，人口聚集股船上，誰有不少人以船為家，猶如發屋。叫加岫立特性，又

所有權。但船柚攤為動產，而其價值甚高，每超曲多數主動產商木耐宜。丈船柚雖可移動，但移動常

σ船抽立所有權亦係財產

根據民法物構編，所有權有木動產及動產之外。船柚之所有槽，屬於吋產所有做惘。荒船抽師非完

條船抽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民社關於動置之現定。

J、

全木能移動位置之物，亦非須經破壞始能移動位置之物，所描怕當例為財產

個. . . .

海南怯體論

門話一)民法第七六一條 動產物權之讓與，非將動產交付，不生效力。但受讓人己內有勵在者，於讓別合意峙，即
生效力。

1讓人

船柚所有權立移牌，除棋食用之米糧麵粉蔬菜寫給養口同外，凡羅經、無線電、六分儀等航行技惜

部。

帳除給養品外，凡於航行上及營業上必需之一切設備及屬具，皆觀為船船之一

，以代交付。

以代交付。讓與動產物構，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肝、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一諮與於月

讓與動產物權而讓與人仍繼續占有動產者，讓與人與受讓人間，得訂立契約，使受讓人因此取得間接占有，

••

呵。改木條規定船抽全部或一部立運具，除經當事人之意思合致外，非作成書面，並依法定程序取得

立法，例多採取之。叉船抽為國肪潛力，在戰時可運送軍隊軍品，廳就可能保存共本回國籍，以資利

船抽航行海洋，等於國土之延長。在國際法上，一位學者多以船岫具土地同間;海運種達國夜之

二、在外國，應聲語中華民國領事館蓋印證明。

一、在中華民國，應聲請護與地或船船所在地航故主管機關蓋印詮明。

八條船抽全部或一部之讓典，非作成書面，並依左列之規定，不生妓力。

畏義時，推定為船岫之屬兵。

有權所民之範圈。德商法現定所有附置於抽上之物，視為船岫之屬兵。記載於船抽屬兵目錄之物而有

，皆冊為船岫之一部，應自然共同移蟬，共同為保臨之標的物，共同垂付，均不可分離。亦即船抽所

與鐵站、錯鰱、救生腫、教生帶、叫板等必需鳩兵，及客蛤餐室內之抹掉保俱陳說等營業上必需說備

t

第
第

蹲於敵對國袋，或落做為區作歹之人手中，揖及國家利益也。

主管掛闕，蓋印證悶不生效力，所以昭慎重。並予主管攪間以審核控制之做會，藉防船抽直接間接移

九儷船岫所有權之移暉，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站抽價值海較共他動產為高，為免當事人間無端發生掛爭起且，故對站岫所有標之移搏，須依法

船抽之移搏，無論係在接泊或航行中，亦不論其移轉係為全部或一部，非作成書面，且陸讓呵地

是方式登記，始能對抗第三人。木條所謂移轉者，包括有頁膏、繼承、贈姆，及公司合併等項。

商船抽所在地航故主管掛闕，或在外國之中國領事館蓋印譚明，不能發生所有權移轉之效力。且非登

記，其抽抽肘有權立移悴，亦不得對抗第一一一人，此為船抽肘有槽移轉之法定程序。

抽抽所有權之聲生取得，柄，可八?為兩類，叫

一為原始取得，一為繼承城得。原始取得者，不外

H船抽定迪人得將船抽及黨控交

o收取後，定迪人可交第三人建造之或自造之。

••

海商法體論

亦即公益計也。心
H拍拍定造人固得給償收取未完成立船抽及材料，同時並桿自行出資企原處完成超過

此種辦法，一面使未完成之船抽及材料不敢耗損，顧全破產人與定遁入之利益，一面維護法船事業，

付或預定之材料，照估價扣除已付定金，抬價收取之

是迪人不利，且有得航業之發展。故本條特說救濟辦法，真道有二

能依照契約訂定，繼抽回完成船個之建造，白不發生問題。若破產管理人，不能完成建垃峙，不特對於

由建造或捕獲而來;惟建造中之船船，於法攬人破產峙，則有問題護生，荒法臨所派破產管現人，如

••

出資，在原處完成建造。但使用船廠，應給與報償。

船抽及業經交付或預定之材料，照估價扣除已付定金，給償收取之。並特自行

+條船抽建造中，承攬人破產，而破濟管理人不為完成建造者，如抽定造人，桿將

第
第

海商法禪論
'章寫便利計，日可使用原承攬人立的脂，但時給與報酬

u

共有船抽之處分議決權，即船抽共有人參與船抽處外議決之權利，此乃標的物共有?當然結果，

商法之規定，則認駕船柚共有丹單純物槽關係'而無債權闢係，盡所謂單純共有說也。

則不能不承認共為台縣闢係'對於物權或債槽之適用時，膝關兵是否在經營航業與否而定。然依我海

君將扑向共有之船拍不從事航業時，則講單純共有關係，若從事航業係共有人以經營共同事黨為目的，

船抽本身而言，固為物榷闢係，就共同程營一點而昔日，必須承認袋有債權之合夥關係。或主張共有人

抽抽共有本為物權共有之性質。但論共內部及對外關係是否有債權上之 A
口備相關係'學者或主張兢

合夥關係'而我國海商品認為純物權關係'非債權闢係。

共有制度在歐洲法律上湖失其重要性。我國海聞法對肝、共有制度規定甚詳。但以往歐洲共有制應偏於

倒如法國習償土分船帕為二十四部，英國法律上分抽抽為亢十凹的是。惟自公司制反盛行以後，船抽

之財力所能捕，及共適時，損失闢鉅，又非一人財力所能勝，故以往歐洲各國騙通行船抽共有制度。

，係分別享有持分，與公同共有(民法第八二七條)(註二)，性質不同。抽抽價值甚昂，喧非一人

船抽共有者，船抽所有標為敵人所共有之詣。亦有稱立駕船抽分別共有者，革因共有人對於船抽

其應有部分之價值，合計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條共有船抽之處分，及其他與共有人共同利益有關之事項，應以共有人過半數並

而生之揖益，應歸何人負誨，木法無明文規定，若有此無情事發生，當適用民法之規定。

即因船抽捕獲而消姆。他如繼承取得，則係由露出咒或繼承而取得。惟麗與君在航行中為之，想因航行

至於捕獲之船船，亦屬原始取得之一陣，拍成國際法學者←致土主張，惟叮咚存於物上立擋叫做樣，

四

至其行使之方法及組團如何，事叫 HK當事人間多以契約訂定，但有當事人間無約定之時，則仍不能木

頓法律為之故濟，是以有木條之規定。至於廳以共有人過半數並共應有部分之價值合計巴過半數同意

為之，因共有船抽自以供營業利用為目的，當以過半之人數並共過半立自資桶為議決權從遠立標準'

藉以保障共有人之利益，俾免專斷，此與一般合夥法則，以人過半數為可決之標準有間再也。

(但一一)民法第八二七依
條法律規定或依契約，成一公間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間開餘，而共有一物者，為公開
共占何人。

海商注釋諭

一直

所有權轉供怯押之標的，本為法律上之一般原則，共有人中之一人，抵押共有勒之應有部分﹒-芯

第+一-一蜂船船共有人以其應有部分供抵押時，應桿其他共有人過半數之同意。

定因共有權一部分之出膏，而影響詰船立國籍峙，須經牡丹伯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能出賣也。

各種特權。如該站喪失中國國籍，亦即喪失享受特槽立資格，此與共有人全體之利位攸關。故本帳規

船抽均有英國籍，具有中國國籍之船抽，享有內河航行權、沿海貿易權及依照其他法律能享受立

有出賣共應有部分時，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儘先推賞。

木例外。位為達成共岡航行營利立目的，應儘量避免第三人參加共有關係'故本保規定，船帕共有人

所有權得自由讓見，太為一般法則之通例。其標的為共有時，共有人兢其應有部分得自由處分亦

體之同意。

因船船共有權一部分之出頁，致該如船喪失中華民國國籍時，應特共有人全

第+二條船船共有人有出賣主〈應有部分時，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儘先承買。

各公岡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間共自物之全部。

••

海商注釋論

門眼一-一)民法第六八一A
條
口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額，連帶負其責任。

第二項更為說輕共有人責任主例外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是抽抽共有人與 A
日戰人立責任，顯有不同(參照民怯第六百八十一帳)(註三)

拍得套裝共應有部分於伯共有人，而免該項債路之責。

模修措，認為入不敷出，或其他認為不應為主事項(雇用船長或解任船長)而聲明異議拒絕同意者，

，會扭扭，絕向宜而後可。例如對詰曲之航行現出租，認為可能發生危脆或特不價失或對於頭一船之六規

應不超越持分價頡應負讀詩以上，自毋庸贅述。惟共有人行使霎棄權，必頓對於龍生債務之管理行禱

有讀訝。蓋利益之分配，依一做法則，臨在不超越持分價額應得利益以上，而共損失之負情義撈，亦

船抽共有人應按共持分價韻，此咧措負利用船抽所生之費用及損失之各項債務，此為共有人之路

有部分於他共有人，而免其責任。

共有人對於發生債發之管理行為曾經拉絕同意者，關於此項債務，特委棄其膳

第十四條船抽共有人，對於利用船艙所生之債誨，就其應有部分，負比例分擔之責。

以保護多數人之權利也。

果，可能因債權債輯之料甜，危害及淤其他共有人之利益。故特規定須得其他共有人過半數之間章，

有部分時，依照本條所以須得共伯共有人過半數之間意者，?誰因船船揖押雖價為甘甜應有部分，惟其結

為一般法律所許可。前船抽共有人，得以其應有部分而為抵押，白無畏詣。權船岫共有人如抵押品牌

--A

份之資金。

第十五條船艙共有人為船長而故辭退或解任時，但付退出共有關係'並請求退還其應有部

••

前項費金數額，依當事人之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由法院裁判之。

第一項所規定退出共有關係之權，自故辭退之日起算，經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榮任船長之共有人，餌為扎叫他共有人辭退或解任，則彼此意見顯已不洽，如仍繼續持共有關係，

則日說恐難朋圓滿;故本條特予明文規定，以食保護。至關於請求退還共晦有部份立資金數繭，則依

當事人之協議定之，協混不成，由法院裁定之。翠共有人所有部份立價值，係隨社會合融主嘴遐而增

眼制，即且被辭退之日起算，體一個 A 木行使而消峙，因啥叫吟航啥呢貴乎一叫捷也。

刊娥，故請求起道共資企峙，勢必評定其數額也。惟關他船長行使退出共有關係之權利，本條亦予間，文

第十六條共有關係，不因共有人中一人之死亡、破產、或禁治景而終止。

船抽共有有其繼種性。著船帕比凡有關係不因共有人中一人之死亡而終止。退而言之，縱使共有人

中一人破產，因而將破產人之應有郎份出售，或共有人中有人受禁治產宣告，但其他共有人不因此而
失其內有關係。

第十七條船艙共有人應選任船岫經理人，經理其營業，船岫經叩門人之選住，應以共有人

過半數並其應有部分之價值合計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共有船柚如由各共有人自行經理，則因人數眾多，必故意見掛歧，一事惜不一，不但在共有人開動

多牽制，即與第三人間，亦多感不值，船抽營業勢必大受影響;從本法規九八
ι船
4柚共有人階選任船船經

理人，經盟共營業。就慣例一一詩，扭曲扭扭人多的船柚共有人中選任立，徊型材閃船抽共有人中無適任者

或因其他理由，不得已而選任非船柚共有人為抽柚經叫人，布為一出所許可;惟
v
恥、選任時，應以共有人

過bT數並共應有部分之價值合計過半數之同意為之。再船航籽間人之職瞞你捌為山間泛，其適任與否與各
海商法釋論

七

海商法體論

共有人之利害廟六，故有此捕判定，藉晴慎重。

職權上所執行之一切行為也。

有人得知航行之狀態。叉規定共有人得隨時給查具鋒也有情蝦，或者問艇裙，和藉以稽按船船經聽人在

船柚之財產，又不葫白鹿對船上一切事務，故規定船抽經理人必須報告興每次航行之經過情形，俾共

船船經輯人於每次航行完成後，報告踏遍情形於共有人，為共路車主義路。謹共有人自不能經營

隨時檢查其營業情形並查閱脹簿。

第二十條船岫經理人於每次航行完成後，應將其經過情形，報告於共有人。共有人亦相符

得主張之。

對於船抽經理人槽院所加之阻制，僅於拍拍共有人與扭岫經理人間為有效，對不知情之第三人，則不

處理;故木條現定非經醬面盡任，拍拍摺用人不得為之。所謂不得對抗荐章第三人者，何抽抽共有人

出賣或揖押船岫係處分行禱，而非利用行為，關係共有人之叫害甚鈕，自非抽柚經現人所能自由

如抽共有人對於船抽經理人權阻隔則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第十九條船岫經理人非經共有人依第十一條規定之書面安伍，不每出賣或揖押其船艙。

主任代隨人，而非法定代理人也。

惟拍拍經祖人之連任，實係主任契恥，其一拉榷方法，亦基於委任意旨。故船抽經理人乃船抽共有人之

代表船抽共有人為關必船航之倚渣，以及一切訴訟止或訴訟外行為之榷眠。此為怯扎比之代對樣範圈。

船船經理人代理機立性質，係鸝霎任代潭，而非注定代用。份為航行便利計，朮條閉走經理人有

第+八條船帕經理人關於船岫之營運，在訴訟上或訴誣外代表共有人。

A

第=+- 備

糖船所有人對左列事項所負責任，阿拉本次航行之船岫價值、運費及其他附屬費

為限。船岫所有人不提供船船價值而委棄其船船者，亦同。

』、船長、海員、別水人，或其他一切服務於船船之人員，因輛行某務所加損
害於第三人之賠償。

二、交付船長運送之貨物，或抽上其他一切財荒物品所受損害之瞎償。
三、.本於載貨證券所生之債誨。

四、在履行契約中所犯航行過失之賠償。
五、船船所加於港埠、倉庫、航路設備及工作物之損害所路修理之義誨。

六、關於除去況船、漂流物之義務及其從屬之義誨。
七、教助及撈救之報酬。

八、在共同海損中屬於船岫所有人應分擔之部分。
九、船長在如籍港外，以其職權因保存船艙或控續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行為，

或契約所生之債務，而其需要非白發航時準備不足，船具缺陋或設備疏忽
而生者。

前項運費，對於依約不扭收取之運費及票價，不包括在內。

第一項所稱附屬費，指船船因受損害應特之賠償，但保險金不包括在內。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損害，包括身體之傷害及生命之喪失。
海商注釋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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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

船抽所有人之責任郎係拍拍所有人對於船抽所生之債務，應負主責任;所謂責任乃債揚之措保，

有無阻責任具有眼責任之分。前者即債揚人就其全部債務，以共全部財產負共責任者是;後者即以一

定眠度主財產，負持責任是。後者文訓，分為 ω物的有阻責任，即叫債路人，之特定財產為峙，皮，負共

之趨勢。具理由可分四鞘

ω 船長在航行中，權阻極大，抽抽所有人不易指揮命令。叫阿海員在航行中

海員為之者，且航業情形特殊，具一位僱傭闢係略有差異。放對肝、抽抽所有人之責任，各國均有棋輕

各國立法例，均有特別之間間制。因船船所有人對於船抽之利用，多非調自處理，而係雇用船長與共他

得再為執行。俏量的有眼責任，郎以一定之觀數為快度，負清償之責任是。關於甜甜所有人之責任，

責任，債權人僅姆就該特定財產為強制執行，蹤共債權未因此而滿足，對於債指人以外之財產，亦不

••

之作為木作為或因故助海上生命財產，暨因質施放肋而變更航程所致之揖失毀鼠，均不負責。此俏係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船抽本身、船抽所有人或共代理人、傭船人，對於航行戒管理上之過失肘殺之
掛失毀損，以及因天民公敵載貨立性質或隱藏瑕疵，包裝不固，依法扣押，或因託運人貨主及共代表

，往來美國月岸運送財物之船艙所有人，如對赴船抽之安全航行能力，人員配備以改裝備哄，腦各方面

此項立法精神於美國哈德怯中，表現較為充分，琨己找為舉世一致公認之原則。說法第三條現定

均將視為畏途，而不願從事。

許是日者拍得充任，非船抽所有人所得任意選任。ω航業立危隙性頓大，如不減輕船抽所有人士責任，

，行為自由，抽岫所有人不能直接指揮與監督。盼船長及共他高故海員均須趕出國家考試合格而領有

••

關於船抽所有人責任之間此制，考請各國立法，其所持主義共有火種

此主義為德國所揀用，亦稱海產主晶。係嗨船船所有人士財產分為海在與陸在兩項

••

屬於屁事責任。

村執行主屆

••

ν執行其甜體制。申言之

，船抽所有人對於船長海員或引水人在船內執行業輯上之過失所負之責任，以本次船州及運費

負其責任，亦即以海產為眠。故船抽債權人僅得對於海產(即船抽財產

此主義為法國所採用，日本亦採用之。對船抽所有人之責任，原則上負無區實任，

。師船抽所有人自始僅兢其海產負擔物的有眼責任是也。
制垂付主義

的問金額眠制主義此主義原為英國所採用，不分陸產海產，僅一位其船船噸數為比例，分別就對人

有不間，海產經執行後，其金顧不足清償時，固免其責任，倘有餘擱仍歸船柚所有人所有也。

經委付以後，海產師成為債權人所有。至於債顧之多寡說超過或有餘，間無關係。執行主義則

。此與執行主義自始即以有眼責任為原則者不同。且在套付主義，套付立海產歸於債權人，一

訂立關於船船及航行所生之債話，應負履行之實 ν 亦得由船柚所有人委付其游產，免除其實任

無論海陸陸產皆可執行;惟在特種情形下，(船船所有人對於船長之行為應負責任，及由船長

••

海商法驛站

俏朱批准該公約。

損害或對物損害，以抉定船船所有人所負責任之範圍。例如，船船所有人對人之生命身體損學
者，按其船船主每噸負十 E時以肉之責任。對於貨物，加以損害者，按其船抽立每嘲負八時以內
之責任。是故船拙所有人自始創負人與貨物的有眼責任。一九六一年，比京自魯醬繭成立去的
，對於船船所有人之責任區制，係採取金額眼制主義。規定運送人對於旅客死亡故其身體傷害
所受之損害，應負實任，如損害事由，係發生於運挂過程中，並係因運送人說其但用人說代理
人，在彼得職諧範圍內之過失或疏忽所設者。如死亡或身體傷害，係研制破虹、碰撞、擱龍、
爆炸說，火燒所生或與有關聯苔，運送入及其權用人及代理人，推出化為有過失或疏忽
o遲遲人對
世每一旅客死亡或身閱傷害所負立責任，不特超過三十五萬金法郎。(的合美金一萬六于六有
一兀
U此項統一治上客運規定國際合的，已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生裁。戰國骨簽署甜甜公恥，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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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叫阿船價主義此主義為美國所探用，船航冊有人所貧乏責任，府則上雖以海產之價格為肢，但亦

回選擇主轟 萬國海且會議會終一九O七年在廚尼斯摸定草案，汽拍拍所有人得委付其船抽及運

對於人身傷亡賠償部份應補足為每嘲六十元。

美國法典彙編第四十六騙第八章第一百八十一一一節拍拍所有人之責任，不得扭過該次站岫價
運費。如對人身傷亡不足全部賠償，並共攤賠數額木及該站喵數依每嘲六十一兀計算之教組時

船價作擔保，則債掛人仍可為船船之處分或利用，且可免去主付主義拍賣之程序。物船抽所有
人木能提存船價，則可用歪付主詣，以歪付了其債務。一九三五年鈕，漿抹金桶眼制玉麓，依

，自由選擇執行之。即艙抽所有人得挺存船價，以代現實之海o
產
債機人騙得者為金錢，今有

得垂付海產，而免其責。易言之，船船所有人所負，又責任，得自海產價格與實在海產二者之中

••

責任。但均就一次航行所發生之責任而言。比利時一九O八年之商話，即探此主詣。
開併用主義 此主義蟻採金額眼制與船價兩主義，寫一九二三年船柚所有人責任恨制前一條的黨

費，或於航行終，止時，支付船抽及遷費之價格，或以每次航行為標準'支付每嘲二百法郎之金
額，以免其責任)使船艙所有人於雯付、執行、船慣、金頡阻制等主輯中，捧一探用，以免共

••

感恨，把柚縱使沉沒毀損，仍可揖償，實際上與木負責任相似。老朽船拍，則任意航行，日過海難
，往往任吳、由、沒而木殺，於放客貨物均極危障。惟令擷眼制主義無論研制本質優劣，一律按一定

上述六種主藹，互有長妞，若以執行、一萎付、船價→一一主義而論，拉、冊，咱所有人之責任，均以

於海產，海產揖無，則八歸之責任，帥不必執行。

所探用，船抽所有人所負之責任，以海產之價格為阻度，並就船船每噸負八歸之責任， NM其阻

••

叫做負責，則無此弊害。若以執行與妻付二主聶相比較，則以執行主聶為擾。蓋執行主龜，伸向船柚所有

人之責任，始終以海產為恨。委付主轟則須歪付後始眼於海產，若不為委付或主付原因泊攝時，則船

船所有人即須負擔無眼之責任，且垂付以後船船不能隨峙利用，其對船抽所有人與國家，兩均不利。

我國海商法對於船抽所有人之責任，係採執行主義，可謂屬於物的有阻責任。木條規定，船抽所

有人對主列車項所負責任，以本次航行之船船價值、運費及共他附屬著為阻。船船所有人提哄船抽價
」之揖定。、

值或有困難，本帳許其一歪棄船艙，以資桶敬。故有「船船所有人不提供艦船價值而妻棄其船抽血伯亦同

ω擅長、海員、引水人或其他一切服務於船曲之人員，因執行業務所加損害於第三人之賠償。此

種責任質生時，必須具備三要件
(一)須為船長、海昌、引水人或共他服務州的船柚之人員，
固執行業當所加損害懿第三人之賠償。所謂第一一一人者，卸貨主旅客等是，例如船長指梅航行，

海商怯釋論

如不能聲明白已成僱用人無過失，則應負賠償之責任。抑、船船所有人對証逼人所交付之貨勵，

商解釋，及參照民法第六三四條(註四)之規定，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揖夫、毀鎮訪遲斟等，

開交付船長遙控之貨物，或船上其他一切財產物品，所受損害之措償，依海商法第一一一一一條之反

責任，倒如託運人未報明其貨物，艦船長發現其鴛違禁品，而將共拋棄於海中，縱然託運人因
此而受損害，船抽所有人不負任何責任也。

員等於執行業當以外，對旅客所加之損害，如與其業務無關者，則船船所有人，不負任何責任
。三一)所加之損害，須為侵害第一一一人之權利，且受損害者積為適法者，否則船抽所有人不負

ν續固執行業話所加於第三人之損害。故共損害與業務間，必須具有實質的關睬，否船長、海

教與他船碰撞所生之損害賠償，又如海員裝卸貨物時，致損壞貨物所生之損害賠償等是。(二

••

海商法釋論

盼…仕共十間誨損中，屬於船船所有人，臨分擋之部份。海難之中，船長閃過兩船抽泣貨載之共同危毆

求報酬之權利，前帥加岫所有人應負支付此項報酬之義路。

開放助及掛放之報酬。抽拍過海難時，會程從事故助或掛技之人，無論其本於契約與否，皆有請

船抽所有人均積負擔除去之義務。

一小設法除去，勢必妨時航運或發生危眩，有害航行之安全，伊一小間共前沒或漂流之原因如何，

仙切關於除去況甜、漂流物之義務及其從屬之義務。船抽況沒於港口及航路，漂流物浮於海上，倘

各物有所揖毀峙，船抽所有人自暉負修理之義話。

備及工作物如燈塔、浮梅、攝誌等，關係航行之安全至為重大，如船船於出入港口時對於以上

的船抽所加於港埠、倉慮、航路設備及工作物之損害，所晦修耳之草動誨。因搗埠、倉庫、航路設

義誨。

船艙之人員，於航行法處置船船所生之過矢，致使旅客貨載受損失者，船抽所有人應負賠償之

基何時所發之載貨誰獄服生之債拷應負先責任也Q
仙在履行契約中所犯航行過失主賠償。即於實行運送之際，因船長、海員、引水人或其他服葫於

所記載峰為主行為，均臨負責;且對於各連誼通送人之行為，應負保誼之責任，被船船所有人

長所壁始之受領貨物證哥也。依海商法第三八條之規定，載貨證海之聲給人，對於載貨證券

送人仍須負靖封損失，從船船所有人於此情形應負賠價之責任也。
明本於載心民澄
tm所生之債掛 ω所謂載貨證券者，郎貨物裝載俊，因託運人之請求，由運送人或船

之規定，關於旗容之行卒，縱未﹒交託於運送人，如因運送人或其闖紅用人之過失而受斜拉…前者，運

如質生揖害時，原則上應負賠償責任。且依海商法第一 -X條及參照民法第六五八咚(泣 vav

四

，對肝、船抽或貨載有所處分，而直接發生損得耽心神用時，比損害與費用，即稱為共同海損。此

種共同海損，船船所有人均須負嚕一部份 ω所船柚所有人應就其分措之結份負清償之責任。

繼領航行而為之必要契約，凡此等行寫或契約所生之債務，船船所有人均負清償立責任。惟此
種債尸拇之種生，須具備下列條件始得主張有眼責任(一)非由於發航時準備不足。(二
U非

部或一部變賣或出質(木法第五一條)，給船長在船籍港外，因保存船船而為之必要佇為或因

L是也。船長在船籍站外得代表船船所有人訂立航行必要之契約，在航行中船長並得將貨載之全

因遇風氓，延長航程，燃料不足，抽還不得已將質的閩中之煤或油使用，因而對貨主所生之債務

務，而其需要非由於噩航時準備不足，站呆缺陋，或投備疏忽而生者。倒如抽船於航行中遂，

制船長在艙籍港外，以其職權，因保存艦船，或繼圖航行立實在需嬰所為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

戶，

運費之內

ovν

島

叫到扭曲所λ
有責任之阻制，係採海產主義，此與海產主義相違背，故規定不包括於本艦第一項所稱之

依約不能收取之遷費及票價，船艙所有人實際上並未收到，等於呆賤，不能視作海宜。我海商法

由於發航時船共缺陋。三一)非由於發航時前備疏忽。換言之，凡由於上述三項中任何一種原
因所負主債訝，則船抽所有人均須負無眠之責任也。

••

人所支付之賠慣令組在內。」

海商怯釋論

三五

第一項所稱附鴿簣，位同條第一一一頃之規定，係指船船因受損害晦得之賠峙的而一苔，此種賠償一

附屬費亦非運贅。的問最1
法
高院民崗山十年一月七日見刑庭會議決議「叫做商拉第二十三峰(盤即本帳)

執行之標的(海產)，若再就共保臨所得金額予以抵充，則船船所有人不覺受二董損失。特保臨金非

木條第三頃增加但番之理由如下 付保臉費多係由陸產業出，依照本條第一一明之規定，船船既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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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

二 -n

EX貨人之過失而致者，不在此限。

前條責任眼制之規定，於左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本於船艙所有人之行為或過失所生之債誨。
二、前保第九款所定債務經船船所有人之允許者。

三、本於船長海員及其他服務船船之人員之僱傭契約所生之債誨。

阻 責 任 也 。 茲 八7述 如 左

海員互利害關係人之權利計，復木能木揖倒外之規定@即在本條所定之情形下，船船所有人仍應負無

前條關於抽抽所有人對於船長或海員執行業務行為所負責任之眼皮，國規定起明，但為保護船長

第二十二條

門值五)民法第六五八條 運 送 人 對 於 旅 客 所 朱 爽 託 之 行 季 ， 如 因 自 己 或 其 僱 用 人 之 過 失 ， 致 有 喪 失 或 毀 損 者 ， 扔 負

，係因不可抗力，或因運送物之性質，或國託運人或

(阻四)民法勢六三四條 運送人對於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遭到，應負責任。但還送人能證明其喪失、毀損或遲到

••

.•

定，則不特其宣家有凍輯之處，即其自身，亦難免內顧之憂，而不能安心從事職動，航行之安全，亦

‘船長海員從事航行，不能盡室與俱，其家屬多喝其間背時所得以為生的，若船長海員之報酬不能欣

扭鐵路已極共允許者，則仍應負無阻責任。

而其需要非自費航時準備不足，艙具缺陋，或投備疏忽而生者，扭曲所有人雖可主張限制責任，但+一扭

船長在船籍港外，以其職權因保存船拙，或繪圖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誨，

示執行也是話，因而發生之債誨，甜抽所有人感負無隨責任。

本於船抽所有人之行為或過失所生之債路。其情形如對於船長或海員寫特別揭示，船畏等從其指

••

將因主而失均保障。故海商法特就此禱例外之規定。至船長悔自所享立報酬，原則主M
係m
基傭
m契
m約

之訂定，此乃純粹之普通債權，且船抽所有人與船長海員間立契約闢係'臨崩幌傭質性﹒則船艙所有

人因航行所獲意外利潤或盈餘時，船長海員固無由分潤;反立，如因航行而遭意外之損失時，船長海
應負無阻責任也。

員亦不與其實。是船長海員所受之報酬，在表面上與運費主損益，可謂毫無關保，故船船所有人對之

第二十三條船艙所有人如依第二十一慷之規定限制其責任者，對於本次航行之船船價值，
應誼明之。

船船價值之估計，以左列時期之船艙狀態為準。

一、因碰撞或其他事變所生共同海損之債權，及事變議以迄於第一到達港時所

生之一切債權，其估價依船船於到達第一港時之狀態。
二、捕於船船在停泊港內發生事變所生之債權，其估價依船躺在停泊港內事變
發生復之狀蔥。

2
川
i

三、關於貨載之積權或本於載貨證券而生之債權，除前一一款情形外，其估價依
船船於到達目的港時，或航行中斷地之狀態;如貨載應送達於數個不同之

港埠，而損害係因同一原因而生者，其估價依冊岫於到達該數港中之第一
港時之狀態。

四、關於第二十一條所規定之其他債權，其估價依船船航行完成時之狀態。

二七

甜甜所有人如依第二十一條之規定限制其責任者，無非欲保持其陣產，使其時產木捲入禪渦﹒

海商法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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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受海產連帶影響。加對於本次航行之站柚價值，應誼明之。關於海產主範圈，我海闊法所事者，為抽

柚價值、運費，(也括旅客票價在內)及就一一哉船柚所應得之賠償等。凡船柚所有人之私產，若跑一(叮咚

柚或運送無閥，則均非海產而為陣產，例如營業資本營業所等是也。本法之所謂海產，僅怯於由該抽

啪而生者，若船柚所有人，有多，破抽船供營利航行之用者，則其他船船航行所得之遷費及損害賠償令

船抽價值之估計，於船船所有人之有眼責任，殊關重要。苦的岫所有人欲依法律規定負有阻責任

額等，各債權人無權對之而染指也。

也。

者，對於本次航行之船岫價值，應語明之。且其價值，須依木條第二項所列各歌時期之船抽狀態為准

船岫所有人對於本次航行之船抽價值，若輕譚明，追其航行完成後，依照講明之結果，提存價金

優先權及抵押權

左列各款債權，有優先受價之權。

第二節

時，雖有扣押情事發生，仍可自由航行。興未完成航行前，船在中途依法不能扣押之情形相間也。

第二+四儷

一、訴訟費及為債權人之共同利益而保存船岫或標賞，並分咱賣價所支由之聲

用，如鈔，港埠建設費，別水費，拖船費，自船船開入最佳港復之看守晶質
，保存費，檢查費。

二、船長海具及其他服務如岫人員，本於偏偏契約所生之債權，其期間未滿一
年者。

一二、為救助及撈放所負之費用及報酬，及船艙對於共同海損之分措韻。

四、船岫所有人或船長海員之過失所設之船岫碰撞，或其他航行事變，旅客及

船長海員之身體傷害，貨載之毀損或減矢，加於港埠設施之損害賠償。

五、船長在船料港外，依其職權為保存船船或繼續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之行為
，或契約所生之債權。

六、對於託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優先權之位次，在船船揖押權之前。

優先權有物權及債權之分。物權方面之優先權，謂在同一物上，有數種權利存在，使其設定次序

o債掛方面之優先權謂對於債梅者之總財產或特

先後，以定共權利之優劣，優者得先於他人主權利而主版自日之榷利也。例如在同一不動產上設定數
個抵押權，先登記之揖押權，強過後登記之抵押榷是

定之財產得依法律之規定，先於其他債權人，而受清償之榷利也。水師所稱之優先機捐債構方面之優

先權而言，即船抽之一定債權，有優先 HR共他債權優先受債之權利。按常情一一玄之，物模效力曲終債權

而有共優先性，則對抽船有抵押構之償權人，其鐘韓之情償，必優先於一般對船柚所有人之債權，然

而抵押權雖為物權，不過以當事人間之契約定之。而債權之優先權則為法律所明是一九者，則亦可較揖押

權為強。盡如有若干債權，認為有優先楚的立現自及需要，即扭過揖押懼之優先受慣，白無木可。於

船抽債權所以享有優先權者，其坦白有一一一

一一九

是法律特以明史規定，使共全部或其中之一部，扭過抵押權之毅力，此即此項債權之優先權也﹒

海商法釋論

••

海商法釋論

ω為維護共同利益為推謹債權人之井岡利益而發生之價權，提
因，自應予以享受優先受價之相利。

一一o

-月
2之，因某項價格之發生，而其

他侵權人之債權得以鞏間或受清償者，設一碩債權師為其他債權清償之原因或其他債權擋保之原

利。

間為保護公益某項債權之情值為增加國庫財歐之投入戒為保護經濟上之樹者，自應享有優先權

償。

問為立法之衛平對 HR某項債權之致力予以阻制，在待遇上未免苛刻而顯失公平者，應予優先受

我海商法所規定享有優先權之各債權，即依據上述之任一理由也。茲依據本保規定，今折卸下
債權發生之原因，保維護共同之利益者。如付訴訟費及為債權人之共同利益而保存船抽或標簣，

並分配賣價所主之費用;開在最後矗立船抽看守費、保存費(與民沾上關於動產不動產保存贊優先受
償之意向)及檢查費 ;HW
引水費、拖晶質(與航行安全到達有關);閥投助費用及報酬(寓有獎勵意

眛)及船岫晦負之共同海損(以其保為免船船沉沒或損壞)分擋頡﹒'的站長在船轉站外依其職椒為保
者也。

存揖抽，或繼贖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之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權，均應予優先覺償。此屬於共同利益

的們對於託運人所負之損帶賠償，亦際予優先受償。此屬於立法上衡平之坦問趣部份也。

體擾，或共他之航行事鏈，旅客及船長海員之身體﹒惕旨，貨載之毀揖或揖失，港埠設指之損害賠仗〉

債權發生之原因，係基於立法上衛平之旨趣者。如 uu因抽岫所有人或抽畏海員立過失所致主柚柏

公益部份者也。

債權質生之原因，係基 MR保護公益上之理由者。如村關 HR航行船抽所課之船鈔、港埠建在賀。叫 H
因使傭契約上之甜，長海員，及其他服輯船船人員債權，其期間未滿一年者，均應予優先安償。此屬於

••

r叫
t甜甜抵押權係由當

主述各替侵先債權，除對向前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外，其餘優先權之位次，均在船柚抵押權之前。即優

先債權與甜甜揖押標五相競合時，則船岫揖押構不得先必優先債權行使之謂也。

事人主契約自由聲生，而優先債權保基於法律上強制之規定，如不嚴予阻制，恐船船所有人於優先債
權發生時，任意設定抵押權以國妨害也。

第二+五條依前條規定，得優先受償之標的物如左。

一、船岫設備及屬具或其搗餘物。

三、船岫所有人因本次航行中，船帕所受損害或運費損失應稱之賠償.

二、在發生優先債權之航行期內之運費。
四、船岫所有人因其岡海損應程之賠償。

五、船啪所有人在航行完成前，為施行救助成撈救所應特之報酬。

船抽本以航行營利為目的，故前條對肝、船船特定債榷人于扒優先安憤之榷。其優先每人債之事項，

亦予詳明規定。本保乃規定優先受價之標的物。非特以之梢充前條在實用上有所依爍，且可為當事者
交易往還之準蠅。

第二+六條第二十四慷第二設之債權，轉就同一僱傭契約期內所祥之全部運費優先受償，
不受前偉第二款之限制。

船長海員及其他服務船抽人員，木於僱←傭契約所生主債權白種生之日起，其明間未滿一年者，得

前同一體傭契約期內所得完全部運費優先受償，並不以種生優先債槽立航行期間主運譽為眠。
海商控體措

一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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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一事變所生之債權，諷為同時發生之債權。

復者優先受償。

第二十四條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列債權，如有二個以上屬於同一種蝠，其發生在

一款中有數債權者，不分先後，比例受償。

屬於同次航行名優先債權，其位次依第二十四條各歌之現定。

一
一
一

卅山。

第三十條

第二十四條各敬之俊先藤，除怯律別有規定外，以左列原間而泊誠。

本帳注意，持在保蔣優先債權， tt
恐m
船抽所有人避免其債話，而將其船船等標的物移轉必第三人

第二十九條優先債權不因船船所有權立移轉，而受影響。

以後勝肝、前者，以峙，失主傻充惜，有橫於能次債權人之保存甘、恥之歧也 u

優先債權如係就數次航行而質生者，則航次在使所生之債權，優先於前次航行所生之債權。其所

權。

第二十八條不屬於同次航行之優先債權，其發次航行之優先債權，先於前次航行之優先債

其侵權頓之成敢而且又清償。苦因是同時質生或因吋一事變所生之侵權也。

，非上述二種之覺槽，而為共他之值標順位相同，如最後站立船個保存費債權人有數人時，則應比例

要所為之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權互相載台峙，則後之債權人得先必前之債權人行使拉優先權。反是

報酬及抽岫對MR共同海損之分擔制;與夫船長在船籍港外，依其職權為保存船抽或糊糊。讀航行之實在需

使本條規定，屬於同次航行之優先債權，君五相揖 A口時，從其注定順位。但為蟬回故及投助所負之

第二十七條

--

一、該條第一款情形，船岫離去債權發生地者。

二、該僻第二款恬形，自積權人程為請求之日起，經過一年不行使者。

三、該條第三款情形，自教助或撈救之行為完成，或海損分搶時定之日起，將
過六個月不行使者。

四、該條第四款第六款情形，自損害發生之日起，經過六個月不行使者。

五、該做第五款情形，自慣權釋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六個月不行使者。

優先權問根棋種種必要之理由而存在，但對一絞債和之影響甚犬，即具有抵押靜之債權，貿際上

亦降為第六位。且同時在優先債權的又有優先順序，位次在後者必須位，次在先者受清償後，乃受清償

。故法律對於此項優先權，不符不阻制其存睡之期間，其作用即在保護共他債權或佐次在後者之優先

債權。故本條特予規定優先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左列原因而消說之。

ω訴訟費方…為債權人之共同利益而保存船抽或標E
賀H
，並分配賣價所支出之費用、船鈔、社他埠連訣

HP船抽離去債權發

生地時，其優先權即歸消峙。蓋以此種債權之優先位次最先，且如船妙、浩埠建說費等，此間帶

費、引水費、指船費、商船船開入最後揖佳之看守費、保存費及檢查費等，

o蓋以此瀨優先權，債

mAW楠契約所生~/一債槽，白發生主日起'，是期間未滿一年

有強制價收之性質，事撞上亦不能延遲過久也。
叫船長、海員及 共 他 服 耕 船 的 人 員 ， 木 門

權人理應從速行使也，

MF、共同海描Y一分擔韻，自救助棧撈敬之行為完成，

者，自債權人轉為請求之川妞，經過一作不行使者，其優先瞞你即歸拍攝
的情救助仿掛救所負立費用及報酬，以此船帕對

海商怯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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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揖分擔確定之日起，經過六個月不行使者，其優先權即歸消織已

生之日起，經過六個月不行便，其優先被凹佔消攝

Q

，自債權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六個月不行使者，其優先權帥歸消誼。

的船長在船籍站外，依其職權為保存船船或繼圖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之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權

本條各設所定期間，不許存種過久，學者稱為除斥叫間，此期間與時效不同，放不生中斷問題

(參照民法第一二九條U( 註六)所謂法律別有規定茗，因優先債榷雖經除斥期間而畏失其優先住.
(值六U民法第一二九條

消滅時效，因左列車由而中斷。

J

'貨載之毀損或按失，加的內措埠設俯立損即中巾賠償，又對於託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的自損害盈

的船艙所有人或船長海員之過失所致之船船耐撞，或其他航行事變，旅客及船長海國主身體傷害

四

在債權時效，未偉民法總則第六章消攝以前，(註七 U仍叫何以普通債權詰京之也@
一、請求。

二、承認.
一二、起訴。

笠、開始執行行為或曉請強制執行﹒

四、告知訴訟。

古一、報明掀產債權.

二、困和解而傅閉。

一、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左列寧頂，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

(但tu民法總則第六章消滅時放

第一百二十五條 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財定。

••

-、請求。

佛一百二十九條

二、承認@
--7
起訴。

左列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消滅時效，因在列寧由而中斷@

-、依督促程序，還遠支付命令@

左列寧項，興起訴有岡-效力@

海商法體論

=一五

耐用-百二十八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第行為時起算。

八、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關口間及其產物之代價。

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六、律師、會計師、公證人所收當事人物件之夸還@

豆、律師、會計師、公證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四、醫生、努師、看護生之診賢、藥費、報酬及其墊款。

台一、以租質動產為營業者之祖償。

二、運送貨、及運送人所墊之款。

-、旅店、飲食店及娛樂場之住宿費、飲食費、陸費、消費物之代價及其墊款。

甜m-百二十七條

，因五年間末行使而消滅。

勢一百二十六條 利息、紅利、租金、體養費、退職金及其他-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村精求繼

•• ••

••
••

••

海高法禪論
二、因而解而傳喚﹒
台一、報明破產債權。
凹、告知訴訟。

••

••

五、開始執行行為 A
吭聲請攝制輛行﹒
第→百三十條

••

，、

斗

恃效因和解傳嶼祠，中斷者，若相對人不到庭或和卿不成的，視為.不中斷。

時放因送達艾付命令而中斷者，治訴訟拘束失其欽力峙，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告知訴訟而中斷者，若於訴訟終結筱'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時效因報明被控債權而中斷者，若債權人撤問其報明時，視為不中斷。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百三十凹條
••

時效中斷者，白中斷之事由終止時，車行起恃卉。

時效中斷，以當事人、糧承人、受讓人之間為限，始有致力@

第一百三十八條

溺於過承財產之機利成的於治派川重之權利，白磁承人確定，或管理人選定，或破產之在告時起
，六個月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條

，一個月內，其時放不完成。

時效之期問終止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遊之事嘴，放不能申斷其時放者，自其坊礎事由消滅時起

第一百三十九條

••

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法，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峙，重行起算。

第三日三十七條

時汝昌強制執行而中斷者，若撤回寬(壁清或其聲請被駁回時，視為不中斷。

視為一本中斷。

m 一百三十六條 時效因開始執行行為而中斷者﹒心右因權利人之聲請或法律 tJ要件之欠缺，而撤銷其執行處分峙，

a

時效凶仙一訴而中斷右，“打撤回其訴，或凶 A不合法刀山受駁回乏判決，其判決稽定，視為不申斷.

第一百三十一條

時效因請求而巾斷詣，若於請求俊仁八個凡內不起訴，視為本申慚@

措一 -n
三十三條

第一百三十二條
••
••
••

••

••

••

P

總行為能力入或恨削行為能力人之權利，於時效期間咚止前六例月內，去做法定代用人者，自其

ω

夫對於妻或要對於央主權利，於矯姻關係消滅彼一年內，其時效不完成。

第一百四十三憐

以抵押權、賞梅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物質物或留置物取

主權利凶時效消滅右，其效力反於從權利。仙似法律有特別規定右，不在此限.

第一百凹十六條

記之船船，自得為抵押權主標的，而不適用動產質構之規定。(參照民法第八八四條至八九九條)(

O條)(註九)此為以式行為也

船艙抵押權制度，淘屬法良意美之制度。不但予船帕所有人以莫大便利，且使抵押權人誠少保管

蛀八)既為抵押權，共設定白山路以毒面為之。(參照民法第七六

梅爾法體論

七

費用。前不必移轉占有，更無庸恤愕地保存。同時，船柚所有人仍可禮贊利用蛤船，較句:般質構領移

Q

船抽抵押權制度，各國均採認之。我海商法佼此亦有明文規定。因船柚師有不動產情質，則已呵呵見

第三+一一儷船抽抵押權之設定，應以書面為之。

時效期間，不得以法律行為加長或減短之。並不得預先拋棄時汝之利益。

第一百凹十七條

••

前項規定，於利息及其他定期給付之各期給付請求權，經時效消滅者，木適用之。

償。

第一百四十五條

擔保者，亦間。

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債務人仍為履行乏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放為理由請求返還。其以契約承認玄債務或提出

時效完成候，債務人伺但絕給付

第一面四十四條

T小完成@

第一宙間十一一條 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對肝、民法定代際人之槽利，於代叩開係消滅後一年內，其時效

成為行為能力人或其法定代班人就職時過，六個月內，見時效不完汶

第一百四十一條

••
••

••

••
••
••

海商法陣為
嗎質物，原所有人不得利用，而實權人更增加保存貨擋，實不可同日而)誦。

稽。

民法第八八六條

質撥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出質一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構利，質懶人仍取得質

質構所擔保者為原債權、利息、還延利息、實行質權之費用反因質物隱有環值而生之損害賠償。

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八八七條

質構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質物。

民法第八八八條

••

價金，代先質物。

民法第九九三條

亦應負責。

民法第八九一條

質構入少品質權存續中，得以自己之責任﹒將頭物轉質於第三人，其囡"質所受不司抗力左惜矢，

前項擎息、先抵充收取華息乏費用，次摳原債權之利息，次，抵原憤惱。

質構人有收取質物所生揖平息之構利者，穗以對於自己財產同一之注意收取擎息，並為計算。

質權人得收取質物所生之擎息，但契約另有盯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八九 0 條

民法第八八九條
••

d

國貿物有敗壞之處或其價值顯有減少，足以客及質權人之權利者，質槽人得拍賣師團物，以其賣得

質構入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拍賣質物，就其實得價金而受清償

民沾仙唱唱八九阿拉的
阱何一條悄形，質岫個人際於拍賣的，通知出質人@但不能通知者，木在此相似。

約定於債權已搞清慣用而未為清償時，質物之現有糟移屬於質犧入者，其約定為無效。

員法第八九三條

i\

咱們動產質糟者，謂國擔保債權，占有自橫著人或第三人移交之動章，得就其官得價金，受

質慎之訣定，因移轉占有而生效力﹒

門話八)民法第八八四條

清憤之權。
民法第八八五條

••

質捕人不得使出質人代自己占有質物﹒

••
••
••
••
••

••

••

••

R法第八九五條

第八百七十八條之續定，於動產質構準用之。

動產質慎，因質構人返還質物於出質人而消滅。

質權人喪失其質物之占有，不能請求返還者，其動產質構消滅。

AJ一人。

動產質權，因質物滅失而消滅。如因滅失得安賠償金者，質權人得就賠償合敗績。

(區先)民法第七六
0 條 未動產物權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

民法第八九九條

民法第八九八條

返還質街時，為質構繼續存在之保留者，其保留無效。

民法第九九七條

國民法第八九六條 動產質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質撥人應將質物返還於有安領樽

••
••

••
•• ••

海商怯釋論

先

ARZ
便利，即

υ著.N帆

船帕拉押權之設定，不問航行中之船船，抑或建造中之船船，均非依法壺缸，木但何對拉第一一一人。

第三十四條船船抵押權之設定，非經登記，不符對抗第三人。

為無行為能力人時，得由法定代理人為之設定抵押榷是也。

制，法律為保謹船船所有人之利益起見，故有木條之規定。所謂話律別有規佐外者，例如船船所有人

船船所有人，不可能歷次椅揖船船航行，倘詰船，船遠離船籍港時，則船船所有人事實上多無法單為控

船抽抵押權之設定，陸特應以書因為之;且僅船抽所有人或受其特別委任主人，站得謂之

桿為之。

第三十三條船船抵押權之設定，除怯律別有規定外，僅船船所有人或受其特別委任之人始

造，動輒需要大量金錢與長久時間，為獎勵造船工業起見，自非予船抽所有人以滿融資
無由達成便利造船工業之目的也。

船船抵押權之設定，並一小阻於已成立動船，即在建造中立船船，亦得就之而為設定。葛川船船之建

第三十二備船船抵押權，得就建造中之船船設定之。

••

海商法釋論

四

附註

我國關於船抽所有人責任區制之規定，對船船所有人雖甚有刺;但在國際間，關於趾頭實

人或貫主不符僅以支付八仿制或買入部分相應之余額，即可阻押拯押權人之權制行使也。

拉押船船之應有部分雖經分割或出頁，如蚓抵押權人仍符對於份制或出賣部分行使其榷訓，份制

因此而受影響 U惟船船共有人中之為拉押者，事先瞧得其他共有人多數之間意。

之不動產，如經分割，或讓與其一部，說擔保一債權立數不勤任，而以其一一惑與他人者，其祖抑很不

有人設定拉押權後，得將不動產麗與他人，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叉民法第八六八條規定松一叫什

船抽揖押權有物權之性質，故本法按照民法而有本條之規定。(按民法第八六七條規是不動育所

受影響。

第一一一+五條船抽共布人中一人或數人，就其應有部分所設定之抵押權，不因勞割或自費而

之故定，亦非經登記不得對說第三人。

黨以組抽價值胡鈕，依本法第九條規定，其所有權之移暉，非輕聲記，不符對拉第三人，按其抗許稽

O

生事故，而自外國有管轄權之法院審理，自更無我圖法律之適用，而將依計獻法駐地法律容哩。

倒法臨將通用英法律審理，而不受我國關於責任眼制法律之拘束。若我國船舵在外國領海竄去為土恥卅一

，但在外國有管轄構之法院，仍得據以訴求，此項未經賠償之損害陪償詩求權，並不視為抽賊，該外

屬於我國人民者，固不符作為訴訟標的，再行訴求;屬於外國人者，則在我國法脫雖亦不得再行訴求

依我國海商法關於船抽所有人責任眼制之規定裁判，船抽所有人依裁判為居償後，其未經賠償之損害

任眼制之法律，並不視為受其相束。申 -Y
之R
，我國船船在我國領海草公海上發生事故，經我國法院，

••

第三章
長

a木一其例。採合

員」'包括船長與海員兩種人員。其單行法稱「船員法」'設法第一條規定 「本法稱船員者，指日本

併規定之方式者，可以日德為代我;採分別規定方式者，可以英美為代表。日本法之綜合名稱為「船

船員一詞，共涵義是否專指海員，或袋指船長奧海員兩種人員，衡之各國立法

曲曲

，規定於商法第四輛，共第四八一帳規定

「稱船員者，謂船長、船柚職員、船船屬員、及所有船抽

船船或日本船抽以外依命令所足之船船，在船上服揚之抽長、海員、及其備員。」德國有關海商事件

••

員事項。一九二六年底法國將商法中有關船員條文，均行廢止，另行公佈海士勞動怯。是法國將有關

(EOHnEEmESEm
〉nH)其第二編舖目為「船長及海員

LZSZ 『

船長部份，規定於商法中之海商騙，而有關船員都份，則另以舉行法規定，是採分別規定之方式也

「稱船長者，指

0 「稱海員者，指船長、別水人、交學徒以外，受僱或服

MN﹒→
oBUR-03.ERnEEmEUU〉
E
nm
g一書中，會肝、第七四二節分別加以解說

，探分別規定之方式。

鄭三十六條船長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海商注釋諭

國

務於任何船抽上之人員 L 。美國與英國為同一法系，們容亦次致相的。而我國海南怯，則如英美之例

引水人以外，指揮或主管船相之任何人員」

••

呂心的gsg 是海員一詞，顯然不包括船長，雖法律帳文中對於船長海員未有定義，但英國權威著作

英國一八九四年之商船法

b

帳至第二四九條規J店，有關站長事項，第二O
五條至第二五八條及第二式。條至第二七二條規定有關船

上之共他組成員。」法國有關海商事件亦規定於商法第二鋪，共第四章章目為「船長」，自第二二一

••

海商法釋論

代各國立法例上，多採干涉主義。德國美國英關須有合格背書，日本立船長，須有船長免狀。本訟僅

船長之職責，師如前述之重要'，峙措施得當與否，實闢係全船之生命財產。故船長立選任，在近

對於其儸傭闢係在本法未規定者，自適用民法債編第二章第七節儸傭之規定。(註十)

價輯」云云，是船長與抽抽所有人之法律關係，乃民法債鋪上之儒傭闢係，則依本法第七條之規定，

依釀本保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亦有「船長海員及共他服務船岫人員本
M悼
F傭契約所生之

受之損害。

船船既有人得隨時辭退船長，但無正當理由而辭退時，船長得請求賠償因此即

第三十七條船長由船岫間有人僱用之。

鼠，故必須為中華民國國民，方昭慎重。

令不服從者，船長在必要時，並得請求軍艦或航敢揖閱或當地官暑接助，加以制裁。船長因有如此槽

為保管或遲予投靡。有意圖危害人命或船抽之行為者，船長得於必要期間，拘束共身體自由。有對命

律揖肘，或加役或誠律或禁丘上睡。有揖帶危臨物品者，如兇器、毒藥及易於爆炸等物品等，船長得代

讀死亡者，船長必須記載於航海記事簿上，而將時本送交戶籍員。有不守紀律者，船長得加以懲嗤法

船上有犯罪行為者，船長得執行司法警察之職路。有作成遺囑者，船長得執行公證人之職務，有出生

在私挂上，有廣泛之權阻，即在公挂上亦揖有官吏之職權。此種職權，無援係由國家所賦予者，例如

為推持船上秩序完成航行目的，得對旗客或海員行使行敢構或司法警察榷。因之船長就航行事務不特

船抽為國土之延長，一船之首長，自應以中華民國國貝克任鴛宜。文船長負有指揮全措之職責，

四

出吭定，船長白船艙所有人儸用。共資格如何，本法雖未規定，而依考試院所頓特種考試河海航行員考

試規則及交通部所頒河海航行員執業說書按噩規則之規定。凡在二百個嘲以上輪船服務之駕駛員(如

船長六副二副三副)或輪機員(如輪機長大管輪二管輪三管輪)，及在二十總噸以上未滿二百總噸輪
霄，並由考選部還請交通部費給執業誼醫後，抬得上船服務。

軸服輯之駕駛(正駕駛副駕駛)及司檔(正司機副司攬)，胡須經過學語及格，於岩試院種給及格誼

船畏為甜抽航行中安危所岫蝠，一旦船船所有人對之喪失信心，說不予以隨峙將共辭退之樣，於租

船所有人利益，殊嫌保護未周，故本條規定船船所有人得隨時辭退船長。然恐其濫用此權，故無正當
(睦+)民法償編 第 二 章 第 七 節 僱 傭

理由，船長得請求賠償共損失，傳資保障。

第四百八十二條 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服勞務者，視為允與報酬。

僱用人非經受僱人同意，不得將其勞務請求權讓與第三人。受僱人非經僱用人同意，不得使館"

未定報酬額者，按照價目表所定給付之。無價目表者按照相慣給付。
人代服勞務。

第四百八十四條

當事人之一方違反前項規定時，他方得終止契約。

勢四百八十七條

僱用人受傾勢務猩紅者，安僱人如稍服務辦之教雖餌，仍得請求報酬。但受催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

二、報酬非分期計算者，應於勞務完畢叫付給付之。

一、報酬分期計算者，應於每期間消時給付之。

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無約定者，秋習慣。無約定亦無習慣者，依左列之規定，

第四百八十五條

受僱人明示或默一本保證其布特種技能者，如無此種技能時，僱用人得終止契約。

第四百八十六條

•.

海商法蟬論

四

第四百八十三條

••

••
••
•.

••

海商法體論

僱傭定有期限者，其僱傭關係於期限間馮時消滅。

問問

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成故意怠於取得之利益，僱用人得出「報酬制內扣除之.
第四百八十八條

慷另定處船長六月以下有朋徒刑之處分。

.，此無他，因站在航行中，更應對全船之生命財產盡力保陣也。站長如違反此噴規定，本法第五十一一一

嚴格快制。若在航行中，則船長身紫金艙之安危，縱其僱用朋恨巴滿，亦木得自行解除或中庄其職務

船長負有指揮全船事膀，及推護船上治安之職責，其個人進退，在平時雖依契約行事，不能加以

第三十 A一條船長在航行中，縱其僱用期限已滿，亦不符自行解除或中止其職誨。

前項事曲，如因當事人一方之過失而生者，他方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

第四百八十九條:一當事人之→方，遇有重大事銜，其權傭契約，縱定有期限，扔得於期限鼠瀚前終止之。

從其習慣。

僱傭未定期限，亦宋能依勞務之性質或自酌定其期限者，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有利於受僱人之習慣者，

••

故海商法將舉需責任，歸諸船長;用明文規定

「船長對於執行職務中之過失，應負責任。」木泊

「船長

...•••

如主張無過失時，應負誰明之賀。」酬詢

船長知不離誰明其執行職務為無過失，則對於船船所有人、租船人、託運人、校客、海員與其他一切

••

上事故與普通情事不間;倘以故害人之不能舉聾，即令共不能享受賠償請求之權利，殊非審理之平。

，船長執行職務中之過失依照一股證據法則立通例，雖原應由主張其有過失者先盡學禮之賣，但在海

致命或受傷，船長亦不得不負責任。故木條規定

••

事件，而使船抽所有人因之受有損失，船長固應負責，即如託運之貨物，因而毀損或遲到，放客因而

船岫航行，聽命於船長之指揮，船長前負船抽指揮之賞，話或車於注意，以致發生噸糧或觸礁等

第一一一+九帳船長對於輛行職海中之過矢，應負責任;如主張無過失時，應負證明之賞。

時才

站長因從抽抽所有人之指揮，致他人受有揖害，其對州的抽抽所有人，間可不負責任，但對於船航

之利害關係←人，木得免去損害賠償之責任。

所有人以外之人，應否負責，則為一問題。就船長時船湖所有人聞之儸傭契約關係霄立，受催人因從

懼用人之命令，致生揖霄，似木膺令受懼人員賠償之責任，但閃船長在航行職務仁、技術上，究須以

自白立輝驗學識能力，為適當之處置，抉不容藉口必受船抽所有人之指揮，而圖卸險責任何故仙人所

受之損害，間或因從船抽所有人之指揮而發生，而船長於此如有過失立行為，似不能免去損害賠償之

責任。日本商法會有此規定，我海商法則僅載「船長對於執行職輯中之過失﹒應負責任ω」並無受船
否由於他人之指揮。

抽所有人之指揮與否之規定，是我國立法酷和問船長之執行職務，是否有過矢，而不問其執行職務是

MA在船任何人員之權，將

第四十條悟岫之指揮，僅由船長負其責任。船長為執行職務，有命令與管理在船海員及
在醋任何人之權。

船長非因事變或不可說力，不緝捕艷更船岫之預定航程。

船長為一船之首筒，職責草六，於執行職務時，非給予命令與管理海員

木可能完成共任務。前有本條之規定，以加強共指揮之職權。

艙長於研經費航之後，非因事變或木可抗力，須直航至目的諧，木得變更預定之航程。著船船預

之選定，如無特別原因，無有不取航行主最安全最近使者，如兩船長任意輝、吏，每致費生街肢，或稽

定航程之變吏，木值有關船柚所有人及託運人等之利害，且於快鞭契約立責任亦有極吃闢係。況航程

運到達，故有此規定。惟亦有例外，如係邂熙掛勵之命令，或避的艦之追捕，或免海盜走掠奪，或為
海商注釋論

四
五

海商法禮品

/、

力也。

第四十二條

Q

-m船長有公法上之權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設有死亡者，鹿三一年斟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船長違反革一項之規定者，就自己所採措施負其責任:違反措二項之競定者，

放棄船岫時，船長非將旅客海具救出，不得離船;並應盡其力所能及，將峙抽
丈書、郵件、金錢從食重物救出。

但船長有最後決定權。

第四十三條船長在航行中，不論過何危肢，非經諮詢各重要海員之意見，不得放棄船船，

清單，且於必要時，抽賞而保管賣得價款是也。

故失蹤，船長得處分共財物，惟處分方法，須求最有利於詰旅客或海員種承人之方法為之。例如編製

處置死亡或失蹤之-政客或海員遺留財物，亦為船長晦護主義﹒訝。放在航行時，如遇旗客或海員亡

方法處置之。

旅客或海員死亡或失蹤時，其遺留於船上之財物，船長應以最有利於繼承人之

上治安，為保障國家法益，得為緊急處分。(如拘束共身體自由之處分)謹凹明

垂諸船長之手，任專則貴重;故船長在航行中，得對於旋客攻海員行使命令權可川、管理榷。其為推掃描

船長負責指揮海員，管理伯伯一切一事誨，維持船門秩序及完成航行業務，學凡全船生命財產，均

第四十一條船長在航行中，為維持船上治安，及保障國家法益，得為聽急處分。

害，船長亦不負責任

海難之故助，或使船柚之修理，以控離開預定之航程，亦即所謂因事變而變更航程，縱使因此而生揖

四

船長在法律上對何時抽咱所有人及失他託運人放客等，自筒、有重六立責任，遇有危晚自北諮詢各車

必須當機立斷，否則，眾議粉紅，往咕誤唔，抑、有但書，以明建船長有最佳決定權，庶臻妥當。本條

要海員之意見，不得輕意放棄船抽，或令他人連受生命財產主嚴重危管;惟船抽在危急狀態中應變，

L 與木條第一頃精神，頗為符合。

「船長於危時場合，雖得公適當峙，召巢船抽職員，學訂會品，但其決議無拘束力

對肝、船長違反第二項規定，明定刑罰，聲所以維護大眾之利鈕，並 h市
m惕船長瞧克盡具厥責 JUQ總商法
第五一八條胡風定

海商法釋諭

-u
船抽登記需書、(一二)船抽檢查

(JC船員名冊、(七)說備及屬具目錄、(八

J
防備有關載客酷的且各頡丈

個

七

船船之誼航性，是否適合安全航衍，以及混戰貨物與承載旅客，是否超過獻草數量，在在與生命

第四十五條主管機關依怯查閱船抽文書時，船長眠師送驗。

件，本法第五十一一一條另定處船長拘仗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以示臀惕。

關重要，故有本條之規定，以作執行上與審判士之有力聲明。船長在船土如

。如有海損事項龍生，更可對託運人及其他利和關係人有所報告。因此項文件必日後語拼之作成，極

為承運貨物權利謊話之約定，及貨物收付之憑諦，必不可少。且予船長遇必要時處分貨載立莫大使利

考，亦為旅客出入本國及進入外國必需查勵之文件。叉載貨之文件，即係運送契約見裝載貨物書額，

書等)關必載客購惜之文件，以旅客名冊最間草耍，用以記載船上乘客之姓名國籍性圳年齡館一可以便查

V航海記事祖冉、(九)法令所規定之其他丈害。(如客船之安全證菁、貨船之安全詩備背書、防鼠證

體書、(四)船船嘲位詩書、(五)船員執業譚菁、

前條及本保所指立船抽文書，係指(一)船抽倒籍背書、三

第四十四條船長在船柚上，除船船丈書外，應備有關於載客載貨之各頃丈件。

，船長仍就自己之措施，負其責任。

••

海商揖禪論

-u

Eu 故巖阻

傑件。叉帳文所謂船長在船個文近日未經還驗前，不得卸軾任何貨物X者，比意t為
t主
f管梭闢檢歐之便

勢須開艙施放，不但我事實上有必要之情事發生，師在法律上亦須有許可閒蜻之規定，始合肝、必裂之

到這。是以本帳鐵定，船長除有必要情形外，不得閒艙。所謂必要，當指如蛤內噩生火警浸水情薯，

船岫所有人之利益，除有必船抽本身外，厥惟營業上之利得心而託躍人之利益，則在貨物之安全

第四十八條船長除有必要外，不轉開艙，亦不縛在船船文書未經送驗前，卸載貨物。

本保係前悔之補充規定，船長違反木條及前條之風定者，處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令。

船長。

前項機關應將船船到港及離港日時，在航行記事簿上簽誼，於船船發航時發還

二、在國外，檢送於中華民國領事館。

一、在國內，檢送於該目的港或停泊港之主管機關。

第四十 t 條船長應於前條臨別定之期限內，將船抽文書檢送於左列機關。

船長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須報請蝕定。船長如違反本條，處掏役或五百元以下之割令

簽證。一則在使主管機關閉暸該站安全到達港口，再則於詰船日後證據之作成﹒亦極關主

本陳規定抽長報請挽足其船抽之到達日時，係在使主管揖閥，將該船到括日時，在航海記事簿上

請主管機關艙定其船抽之到達日時。

第四十六條船長於船抽到連目的港，或入停泊港益，除休恨自外，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報

拘位或五百冗以下立罰舍，以示警惕。

財產伯爾。貨船長膳有將脂船支書向主管機關進驗之輯鵲υ如船長違反本悔之規定，不予送驗，則處

四
九

利也。其建背此義海者，本法第五十一一一條另走出崎站長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九僱船長過船抽沉沒、擱淺、碰撞、強迫停泊.或其他意外事故及有關於船岫貨載，

海員或旅客之非常事變時，應作成海事報告，載明實在情前，按送主管機關。
前項海事報告，應有海員或旅客之證明。

船長在航行中，如遇船抽沉沒、擱淺、你撞以及發生意外事故時，瞎作成海事報告，載明實在情

形，槍還主管機關，且該報告應有海員或旅客之誰明，否則不能發生裁判上之證據力。船長臨有之報

告義撮，不僅此也，如抽船航行遭遇水山、漂流物、一間風及共他與航行有直接危險之情事麓生，船長

亦應在可能範圍內，將該項危胺消息，依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附屬章程第四十六條之規定，報告附

近各抽惜與航敢機關。所有傳達消息之各項費用，且不得取慣俠、受益人。同時，依國際海上人命安全

公約規定，抽長執行職務時，於肢到他抽遭難之電訊後，應將木船閥足馬力，馳往救援 Q但船長委覽

無能為力，或按當時情形為無理由，或無必要為之執行技助，或船長接到被徵通知正在執行應徵職務
德商法第五二二條規定

「船抽或載貨遇有揖夫毀損，以及航海中因此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損失，

者，或接獲他船已經到達遭難抽抽處所之通知，謂協助已無必要者，則仍不在此恨。

規定

「海難報告書應將航海誓要事故，尤其對於間企或請少損害所指示之方法，凡有關遭遇事故之

廳於到達避難嵩後，由抽長在所有抽員或多數船員之協助下，提出海難報告書。」岡法第五二三條並

••

九

於遭難接獨身脫險之處所作成者，不在此限。
海商法禪論

四

第五十條海事報告未經海員或旅客證明者，不能發生裁判上之證據力。但其報告係船長

完全控遇，應明白花載之。」與本條精神相符，可供我國船長參考。

••

海商法禪論

，但應扣除因贊賞或出質朋斌省之費用。

Q如海前申報告係船長
Mm禮難使桶身悅暐

••

之槽，自不在#除之列。船船在航行途中，因故揖食料茂燃料缺乏，而船上過運有食料燃料峙，船‘長

本法對船長有無消費貨載之攘，無明文規定，但就船長有趣賣貨載惱之法意解釋船長消費貨載

漲，純係由於注定。故船長為貨載贊賞或出質時，係肯載利皆可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

價峙，則應依-h當件利之法則而為返還也。船長與貨載圳等關係人初卸傾傭或于涓涓任館前閱本，共按權之

惜須由品價值中扣除因贊賞或出質所說臂之費用。(關稅還建卸載費)如貨載會價，超，叫阿載到遠地

計，故一叮叮託運人對於船抽所有人有賠偵請求榷。至於汁算標準'川h
以載
H
向峙圳連山吋目的陳一價值定之。

修繕貧、放助費及糧油田航行之必要費用，本應有抽岫所有人從嚕，本刊所為推護自載村f
抓
中人
常之
關利益

。叫何將貨載之全部或一部搗毀賣或出質。此係法律之規定，而非以船咱所有人之代現人資格為之也。但

船長因支付船柚修繕費、 M
波助費或失他繼續航行所必要之費用，得寫下列行為

付為金覺之借入

船長贊賞或出質貨載時，其損害賠償額，依其貨物臨到達時目的港之價值定之

二、將質就之全部或一部變賣或自質。

一、為全錢之借入。

左列行為。

第五+一條船長非為支付船岫之修縛費、救助費、或其他繼續航行所必要之費用，不符為

之處身作成者，則不在此眠。蓋此時如快速他一做員或坎客加以哲明，門為事實折不可能也心

發生也。本條所指海事報告須經海員或技客證明，係強制規定

本條規定之適用，乃在伯伯航行中措能質生，本 1
若拍拍停泊帆船籍港中時，刑事質上無此論詩之

E
O

為繼圖航行之必要，自可消費船上貨載。不過蛤岫所有人仍應就消費立阻庭負賠償之賞。至其賠償輔

本法對船長處分貨載之權，並無明丈規定，但就一艘航行情形霄士，船持為維護貨載利害關係人

之算定，可準用目的站立價值定之。

必要時，抬得為之。如戰事發生，而貨載卅為戒嚴地區叫價還品，文如遭遇海難，致貨載受潮，或有韓

之利益，在解釋上實有承認此權立必要。惟船長處分貨載，必須於運送契約應 AH責任之站圈外，有共

船運輸或遲於中途賣掉等是也。此指貨載之利害關係人未會隨船同行者而言。說彼在船中，自應由彼

壞立處，船長於此情形，自應選擇有利於託運人士方法，而為摘當處置。如卸載上時告為保管，或換

相機處分，毋庸船長曲坦代店。再貨載利害關係人因船長處分峙蚓、載生有債輯時，如貨載之保管費超過

貸載價格，或因貨載之瑕疵引起共他立損害等情事，各國立法例，對此，多許質載利害關係
λ採用委
付主義，以免其實。

依本法第五保及民法第二二四條立規定(註十一)，如站長濫用處分權峙，應由船抽所有人負其
責任。而船船所有人亦可依本法第一三條之規定主張恨制其責任。至船長處分貨載，大為貨載利害關

(睦--u
民社科第二二四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賴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

係人謀利益，故船長得代貨載利害關係人行使退還貨物前求權，並可什為訴迫。

海商法體論

五

此項情形在航行中立船恤，時有發生，應有本條之規定，以資依據。普通情形，昀係叫船上大副
代理執行船長之職路。

之海員中職位最高之一入，代理執行其職訝。

第五十二條船船在航行中，船長死亡或因故不能輛行職務而未有繼任入時，應由從事駕駛

失，負同一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

海 6商揖禪論

十八悔之靚定者，處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五+呈一暉 船長違反第三十八悔之規定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違反第間十四儷至第四

五

船長職專任重，稍一失蟻，則全船之生命財產，即受不利影響。故船長之監督木能不嚴，此本籬

士所以有處罰之現定也。

第四軍

貝

o惟充任甜

以及年老瑋休揖傷，亡撫郎各項規定，以符合國發保護勞工具發展航葉之政策，章與其價訂懲戒注視以

，使無後顧之憂，而後描能安心服甜，養成專業典、水業立精神。故木章各條訂有攻方終正契約立條件

就私法關保言，海員生活頗為辛苦，終年揮泊海上，無社會交往﹒鈕…灰塵濯暖，自必優單比待遇

修正或根立時亦同。以上係就公法關係言也。

契約之簽訂以攻方向黨為要件，但在國內須送航政機闕，在國外須送融中國領事館立認可，僻傭契約

彌具規定番格及\證明者，伸向健傭契約之簽訂，僅能以合格人員為蝕。以自荒僻傭契約須以毒而為之，雄

茂椅噩及格後，須向交通部聲請發給執業譚番，於領有執槃請書後，方得臘梅。總抽晏海員依法令須

要件。所謂船長海員之資格要件，例如河海航行員執業背書報發規則第二條規定，河海航行員於試驗

與資格要件兩種。凡職業性能對於交通安全，可護生直接影響者，則於能力要件之外!並須備具資格

晏海員者必須符合公法上一定之要件，六嬰可別為能力嬰件(指國輯、年齡、體格、學論及經驗而言)

定或木定之期阻內為他在服勞誨，他方給付報酬立契約，間也屬私法範疇，木龍生公法關係

體傭條件，可分公法關係與私法關係兩方面言之。依民法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

;每

明由 dM
肝、事後，白不若增訂獎勵法規，以杜絕 M、
P未然立海愈白。

第五十四條船船所有人僱用海員，應簽訂僱傭契約，該項契約種雙方同意簽訂之。在國內

應設請航故擒嚼，在國外送荷中華民國領事館認可。僱傭龔約修正或終止時亦
同。

國內無航故機關識國外無領事館之地區，應於到達船籍港二十四小時內，補辦
認可手續。

海員依法令須備具規定資格及證明者，其僱傭契約之簽訂，以合格人員為限。

海員與艦船所有人間之闢係'純係基於僱傭契約，廳一經雙方同意，以書面簽訂僱備與駒，俾昭信

守，而杜勞資料甜。所以規定在國內晦送請航故攝關，在國外送請中國領事館認可。修正或終正時亦

同。蓋據 NM至相遵守乏外，發利主管機關之監督也必按船抽為流動性質，海員立體傭，有時亦因臨時
二頂之規定，以資救濟。

需要隨時儷慵，如在國內無航故鷗關或國外無領事館之地區，對此頂規定，辦理時間感困難，故有第

第五+王曉僱傭契約廳載明左列事項

-、海員姓名、年齡、籍貫。
一一、一職跨名稱。
三、訂立日期及地點。
四、服游船抽名稱。
E 、航行種類。
海商注釋論

EE

••

海商怯嗶晶

六、薪資及樟貼。
七、僱備期間。

八、伙食標準。

九、其他雙方協議事項。

二、船岫已完全失去安全航行之能力者。

一、船抽已沉沒或已失蹤者。

第五十六條船船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僱傭契約師告終止

如略而不詳，則無所依據，亦易引起料研。故規定木條，以資依據

ω

悍傭契約之內容，關係抽個所有人奧海員雙方主權利義務甚鈕，如現定未聽合理，則難免偏頗。

五
四

睦事時為血。

第五十七條如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船抽所有人桿終止僱傭龔約
一、海且不能勝任職務者。
二、海起志忽職揚致遍重大揖失譜。

••

船抽扭巴況沒、失蹤、或巴完全失去安全航行主能力，則海員已失去服搗乏對象，其僱傭契約自
應絡血。至海員因站設船船人命或貨物主緊急措施而必須工作，其契約自應認為糧價有效，而造工作

認為契約繼續有致。

船船於四個月內無存在消息者，以失蹤論。
海員雖僱備契約終止，但因施救船抽人命，或貨物之聽急措施必須工作者，仍

••

三、海員不遵船長指定時間內上略者。
四、海員在船擾亂秩序而情節重大者。

五、海員因第六十七條但書之事由，受傷或患病敢不能工作者。
六、海員故意損害船船設備及屬具者。

海員在抽服務，如有本保所列六款中任何一種事向者，不淪契約有無定期，或定期契約是否屆滿
，抽柚所有人均得終止僱傭契約。其薪給及其他約定之一切，報酬，可領至終止僱傭契約之日偽止。

一、船抽喪失國籍者。

第 E+λ錯如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海員帶終止僱傭契約
二、違反僱傭其約之規定者。

三、受傷或患病致不能繼續工作者。

海商注釋論

五
五

由 一 方 面 聲 問 格 丘 之 ; 惟 必 須 依 照 與 約 們 所 規 定 之 預 告 時 期 辦 理 ， 而 該 項 預 告 ，T
時m悍間少 於 甘 凶 小

遭受損失。按海員健傭契約條件公約第九條規定，無定叫之契約，無論船船在接貨或卸貨之口岸，可

木條規定無定期僱傭契約之終止，船岫所有人或海員均應事先通知對方，俾對方有所準備，而免

第五十九條無定期僱傭契約，船船所有人或海員均得於七天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契約。

胡，或定期契約是否屆滿，海員均得格也院備契約。

拍拍所有人有本條一二一、四各款或侮具有本條一一一、五兩款中任何一種事由者，不開契約有無

五、海員介紹他人接替其職務，經如船所有人或船長同意者。

四、發航前隱匿真正目的港，設中逮捕煙區預定航程者。

••

海商法釋論

五亢

時，此風預告，您用書關行之。國友法律應視電頂告之于她間，以免攻方對於此划有所一帶執。

第六十條定期僱備契約，其期限於航行中屆滿者，以船抽到達第一港後，經過四十八小
時為終止。

船抽所有人奧海員問之儸傭契約，定有朋眠者於胡眼崎滿峙，其懼傭契約本，臨當然盼你丘。惟本法

有一特則，即峰以時，洒到達第一港後，徑通四十八小時，始為終丘，蓋使航行完成。且船柚所有人必
時間，儂得合適之海員也。

須於船抽到達最近之港後，的能僱得海員怯怯替工作。四十八小時之時間，亦使甜船所有人有鞍克格之

第六十一條海員於受僱港以外，其僱傭闡係終止時，不論任何原因，船長有送回原港之義
誨，其因患病或受傷而上陸者亦同。

前項送回原港之義話，包括運送居住食物及其他必要費用之負擔而言。

海員被遣送回國時，如有在航程中擔任工作者，聽得報酬。

海員在航行時解僱'有要求送還受僱港立榷。此為近代各國立法所採'故有本條之適用。惟在他

國立法例中，有採取眼制主義者;如(一)海船因不可抗芳致不能發航，或檔價航海者。(二)發航後

落海外，故規定不間其解僱原因如何，均許其享有此榷。至送回建僱峙，本不眼於由本船白為運遂，

非因自己過失而被解價者。具備以上條件之一，始有受僱港送還請求榷。本條立意，乃在避免海員流

「海員被遣送回國時，為充船員立一，則在航程中所作之工作，應得報酬」之規定，被

J 其為事實上之便利，支給費用而由他柚詮還者，解釋上自當許可也。讀送海員回國公約第五條第二項

正

第六十二條海員不相押在船抽上私載貨物，如私載之貨物為違禁品，或有致船抽或貨載受損

••

害之處者，船長得將該貨物技栗。

運費為拍拍所有人應得之報酬持利益，如海員私載貨物，無異剝奪拍拍所有人之利潤，自海取締

。且船船有一定之載重量，如超池載一痕，船拍即不得航行。故是揖或運送貨物之初，均階妥為前算裝

配，不許海員私載貨物，亦所以防超過載重數量也。私載筑物猶且不可，如載蓮違禁品商有故船船或

貨載受損害之處者，更為法所不許，被木條明史得兩船長將該貨物投樂也。

種或航行日數縮短時，不特說薪。

第六+一一一條搜航給薪之海員，於航程或航行日數延長時，桿按薪額比例請求增薪，但於航

按航次以定海員薪資數額者，海員通常路於航程終 f' 始有報酬請求權;惟繼積航行為崩過久，

得許海昌先請發給部份薪資。至於按航蛤訝，於航程或航行日戰延長時，如預定在中途港停泊一次，

乃竟停泊兩次，以致耽延時日或因節約燃料誠佳速力，鼓遲延昨日。此種情事麓生，海員仍得按失薪
必船抽所有人亦無不利，自應許其所謂也。

額比例增加霸資。皮之，如航程或航行日數結鎧峙，海員仍得請求薪食之全部。著航行間巴完成，對

者，自辭退之日起，加給一個月薪金。其在發航後辭退者，加給一二個月薪金，

第六+四條船艙所有人於發航前，非因海員自己之事由而辭退海員時，如海員係按月給薪

如係按航給薪而在發航前辭退者，鷹給半薪，其在發航後辭退者，應給全薪。

損會賠償請求權，在海員幌傭契約中，亦可適用。如海員非因自己之過失或不適任而被僻的附時，

海商出路備

五七

三)聾航前被解僱者，如保按月給薪之海員，則自辭退之日起，加給一個月薪金。如係控航給薪者

該海員得為損害賠償之請求。不過請求賠償之範國﹒非如通常之廣泛，而有一定之限制。具標准郎

••

海商法，禪論

五八

，應給半薪。 ( 二 ) 噩 航 後 被 解 儂 者 ， 如 係 按 月 給 薪 之 海 員 ， 加 給 三 個 月 薪 金 。 其 按 航 給 薪 之 海 員 ，

則給全訝。

o而

h
川朝大的當事人

第六十五條因不可扭力鼓不能航行而辭退海員時，海員僅得就其已服務之門數講求薪金。

海員之勞務報酬，本司令為勞務絡站與非終結兩種。其勞務的你結論求報酬之情形，

官，就→次航行訂定薪金數額，則海員於此次航行完成立時，海員白得為全部報酬請求權之行使

於勞藹未終結時之報酬請求，有因海員本身患病或受悔，以及共他特殊之原因者，此項情事發生，勞
利益，使本條規定，僅得此海員已經服海之日數請求支給薪金也。

務雖未終結，仍支原薪。但若船船因不可抗力故不能航行，而未終結勞務者，則因保障船船所有人之

第六十六條海員關於其職務，應服從其上級海員及船長之命令，非經許可，不得離船。

甜甜在航行中途，如放任海員得自由行動，則航行難朋安全;其航行觀於危隨之際，此頃規定，

U朮，條明定海員M、
P心職腸，瞎服從美上級海員及站長之命令，旨在維持紀律，保譚

尤為重要。仗日木抽員怯規定，當教護人命與抽個而須站以必耍手段時，如海員不服從船長之指揮，

安全也。又航行有一定時期，間站前之准備，到達後之整理，海員各有專賣，從事共工作，如任意離

則應受拘禁或制裁

υ

去其所服務之船船，必致影響工作，其而妨害航行之安全。故本條規定海員非經船長許可，不桿離去
其服務立船艙，俾船長得考慮令他人代替比職務，或作必要立措施也。

本法所稱海員，乃惜船長以外附心拷於仰抽上所有人員，船上海員之組織系前，如下二表
三百總噸以土輪船，兵趾上海員之拙，純系統，如于衷

••

1 助輪輪機回民

一|副生火長l 生火

-l加油

l生火長l一

l 報浦匠

l 冷氣匠

!電氣匠

l輪機長|大管輪|←|二管輪i 三管輪|四管輸!窗戶習生

「
lai等引水 l 二等到水 l 學習引水

l 核區

一|木匠

一|燈區

水手長l←

「舵工

一
l 副水手長|水手

l正即1間間l廚工

一副領班!|服務生

一|服務位領班 l 一
l 現髮工

一一|洗衣工

業發主任 i 業務員 l 助理業睦的貝
l-l

船醫l護士一

1 報務主任 i 報務鼠 l 值更民 l實習生

看

聲
liH:;
一

海商法嗶為

翰

五
九

海商法開論

未滿二百總嘲輪抽，共站上海員之組織系甜，如下表
!副駕駛 l 水手長|舵工|水手 l 實習生

員

眼廚
濟司

I
I

'、
O

人特遇揭曲。

為而受悔或患病時，其治療費則由艦船所有人負擔。是海員所享受之注定待遇，實瞥諾貝輯上之壁爐

人患病或受傷之時，僱主並無給其帶…藥費之義路。而本法則於海員非因酬酒或重大過失或不守紀律行

或不守祖律之行為而受傷或患病時，站抽所有人應負擔治療費。依民法規定，勞務關係存續中，受催

本儼係規定海員之傷病治療費請求權。依本法注意言之，海員在服鵲期內，非因酒醉或軍大過失

保因翻酒或重大過失或不守紀律之行為所致者，不在此限。

第六+七條海員於服藹期內受傷或患病者，由船抽所有人負擔治療費，但其受傷或患病，

部所發之「河海航行員執業譚書」(以前駕船員語道用)及「船柚無線電報請員執業誰也且已。

駕駛輪機及電信三部之各級海員，除各執有航故觀閱(航政局或括當局)所發之海員手冊及交通

每屆海員之人數，臨由所屬公司遵照交通部所闡牆員配額完之規定，分別配置。

生

芷駕駛l 「正司機 l 副司機 l 生火長或加油長 l 住火或加油 l 實習生

務

l 電信人員

事

第穴十八條 海員非因輛行職務而受傷或患病E逾一一倆一月者，研制所有人得停止治療費之負
擔。

海員非因酒醉或重大過失或不守紀律之行為而受傷或患病者，縱與執行職諸無關，船抽所有人於

ω

=一個月期間內，膺H
品
措治療費。惟逾此期間而不能均療之時，則船制所有人始得停吐卅療費之負措 υ

此與民法上受僱人患病或受傷之時，院主並無給予呵呵讀費之義務，則十八木相同。

海員在船上受傷或患病，因而上陣者，縱無職揚上之原因，亦應由船船所有人支給必要之費用

第六十九條海員因受傷或患病上阻，應由相抽所有人文給必要之費用。

至支給之數額，則須問事實上之。帝要或也→價上之常阱，以為支給之標準'原無不可位。

第 t 十條海員在如抽所有人負擔治療費之期間內，仍支原薪禪。
海員因執行職拷而受傷或患病，在抽柚所有人負擋共治療費之期間內，固臨支給陳薪。凹海員
，並亦晦支給共原薪

U

因執行職務而受悔或患病，有非因酒醉或重六過失或不守紀律之行為，船抽所有人固臨負擔其治療費

第 t 十一條海員不論其為按月或按航給薪，如在受僱期間因輛行職務而受傷或患病雖已痊
愈而成時間廢者，自傷病痊愈後，桿按其殘廢情泊之輕重，比照原薪樟給與六個
月以上二十個月以下之萬廢補助金。
υ

海員因執行職務受傷或患病成建廢者，犧牲甚大，其情可憫，自應按闡明庸之瞳草，由抽船所有人
比照吳原薪諱給與相當之磁層補幼金，以為械藉

第t十二條海員在職期間死亡，而有怯定繼承人者，船船所有人峰一次給與相等於原薪偉
海商法釋論

-~

'、

海闊

J
以關心沛

-Lo

9船岫所有人應樓前項之規定給與撫帥金

υ

ω

轉讓跎較困難，政府為鼓勵海員工作佑緒，維持海員俊良風扭，特於本法訂定退休制度，給予退休金

海員終年服務水上，工作辛勞，生的防軍祉，具體力精神立衰退，此間揖職業為快。文因年老後之

者，得聲請退休，年抽已滿六十五歲者，應強迫退休。

第t+ 五條海員在同一柚抽所有入所屬如抽，連續服務在十年以上，而年齡巳滿五十五攝

低血度汽原葫津一一一個月)主要葬貨 υ

海員在職死亡或因傷病死亡者，站，咱所有人除照第七十二條主洗完給與撫柳州金外，故，臨負隨其最

費。

第 t、十四條海員在職死亡或因傷病死亡者，船抽所有人應給與相等於原薪津三個月之喪葬

，並且應一次加給原諒創津十二個月之撫郁金，以一不優過

予從優撫峙。本條規定該海員如有注定程承人者，帖抽所有人除改前條規定立版(按年資給與撫峙金外

海員因執行職務死亡或因輛行職詩而受傷忠府以致死亡，與一位在臨崩憫之死亡，情形不同，應

十二個月之撫郁金。

'船，抽所有人除樓前慷規定之服務年資應給與撫郁金外，並應一次加給原薪津

第 t+ 三條海員一因軌行職蕩死亡，或因軌行職弱而受傷患病以致死亡，而有法定繼承人者

廳一次抬起相等於原封津六個月之撫峙金外，並膳按其收拷年資加給撫柳州企

海員在職期間死亡，或因船抽此沒失蹤故海員死亡，船個所有人對其法定繼承人眩予以撫峙，時

加拍沉沒或失蹤致海員死亡

六個月之撫師金，如其服務在三年以上者，每增加一年加給一個月。

J、

.在心理上消再比暐楚，在質際上又予以生活上相當之保障。本條規定海員自願及強迫退休之年齡，
以資依據。

第七十六條海員退休時，船帕所有人聽一次給與退休金，並不得低於左列之規定。

一、年齡已滿六十歲連禎服務滿十年者，給與相等於退休時薪津十五個月之退
休金，自第十一年起，每增加一年加給一個半月。
十五金額。
ω

二、年齡已滿五十五歲連位服務滿十年者，依照前款規定標準，給與百分之八
本條規定海員退 休 令 d
之提低標準

，所領賠償金額有不足峙，應予補足。

第七十七條海具依本怯之規定晦得之權利，如嘶叫所有人為其保眩，而負擔全部保險費者

u

前項保隙費如由海具負擔一部分者，其所個賠償全怨應全部臨海員所有。
本條例刷保障海 民 叫 除 權 利 而 江

o核定在所右公民營抗美抓織就本條之給

第七十八條建廢補助金，撫帥金，喪葬費及退休金之給付標車，交通部指就各公營航業組

織所定之扭頭中，訊為適當老核定之
付，不相低於該標車。

E障
h。

關股海員出廈前助金、撫師金、喪葬晶質及退休金之給付標準，在一位公民營航業組織無一定標準
'店門球障海員合法標益起見，因有木條之規定，以海因

第七十九條木章呵呵海員待遇傷病之規定，於船抽經政府徵班時﹒除另有規定或約定者外
海協注釋論

/、

海商法禪論

，由衛祖機關支給之。

等。蓋有三種原因

第…就公平原則可言，船長兩船抽所有人僱用，亦係以勞務換取薪資，非若船航所

我凶目恥之站長﹒同為水上勞動之一員，其待遇並不若歐美之優厚。在權利義，掛上應與海員同

用之。

第八+條本章有關海員僱傭龔約、薪津、傷病、撫帥、退休及保臉之規定，於船長得適

木條為顧全船岫所有人之合法利益而訝，控以通雄事宜上之需要。

，比例分瞻，但因輛行衛祖職務而對死亡者，其撫螂合由徽租機關負擔之。

依年資計算之退休金及撫郁金，由，附抽所有人及徵視機關按其服務扎扎徵租期間

'、
四

應作向教親信，而未使兩歧。

0年遇險海員之失槃賠

A市公約及海員給資休假公約中所規定立思

病傷亡、疾病保盼、社會容全、休假堯老卒，均對船長海員一睡過間，為履行國際義路計，國們怯亦

病保險公約草案，一九四六半海員社會安全公約，海員養老

償公約草案，一九三六年船抽凱利人對於海員之患病受傷或死亡乏實仟公約草案，一九三六年海員疾

僅如以獎助進修，且若干年後或將無船長可用。第三就國際義揚言，如一九二

及保肢，均能接侮法律保障，一旦考升以後，說使有關薪津惕病等保障均不能保存，並使多年辛勤所
誼之年食，亦因考升而不能卒受退休持過，則將使大副階掛之人員，成趨於真足不前之一途，如此不

以應海洋航業發展之諒。惟船長均係由大副考升，如大間以下之階層，關於薪津、傷病、撫蚓、退休

旨。第二就商船政策言，國家希望長期增楚船.長人才，便能發生新陳代謝作用，目前尤掃大量培養，

船抽所有人之僻傭闢係'並無二致;如法律僅對海品加以保謹，而置船長於不顱，似不免有失公平之

有人太身擁有充裕資力者可比，在職跨上此之一股忽員雖有神責自下立不間，但在法律性質上，與

••

第五章 運送契約

我國民法債編有運送營業一節，其所指者為運送物品或技客而收受軍費之待業。凡陸上

送營業一節，僅可謂運送營業之普通法，而海商法之運送契約一章，則係特別法也。

用此項規定;惟關於水上運送則另有海商法之規定，木完全適用民法關必運送營業之規定。散民法運

運送契約云者，即當事人之一方(運送人)，允以其船柚在水上由甲地至乙地遲遲貨物、旅客，

4月述之如次

客主運送，除特有規定外，車用關於貨物運送之規定。

而由他方(託運人)給付相當報酬(通貨)之契約。又可分為筑物運送契約與技客遲遲契約兩種。旅
就水上運送立性質而言，運送契約可

面為之。

海商法體論

六五

叫道送契約為要式與約。戰國海南挂規定，以船抽立全部或一部供應遣送為目前者﹒契約臨NH曹

即為有償契約。

州開運送契們為有償契約。託運人之一方，對於運送人立一方，臨約定給付以相當報酬，此種契約

方，應給付相當之運費，而在運送人之一方，領完成其運送立業鶴。

開運送契約為雙揚契約。謹以運送契約之當事人，其雙方皆須負擔相當主義務，師在託運人之一

契約，較為適當。

的，係在於業務之完成，而不在於勞務之供給。故運送契約與其謂為儸傭契約，毋寧謂為承攬

ω 運送畏的為一戒攬契約。就貨物或旅客之運送言之，其性質與僻傭契的雖相類似，然其訂立之目

••

海商桔甜甜

第一節

貨物運送契約，可分為三種

貨物運送

ι
川兵

川兵一-為搭載一封旬，兩吉布胃口。口月間已峙。門Mu古
m巴巴

二、以船抽之全部或一部供注拉為目的者。

一、以件質之起送為臼的者。

第八十一一條 貨物運送契約，為左列二撞
••

定，其運費亦屬劃一也。

傭船契約具搭載契約之不同點

-3日 SH) 即

ο所謂傭船契

V 運送物品之契約。而搭載契約

υ依傭船契約之規定，不特可悲載自己物

約。制在搭載契約，船艙接貿如有空處，運送人無論對於何人均得自由訂約聽載貨物;在傭船契約，

就傭船人所包定都份，雖有空處可裝貨物，船柚所有人非得傭船人主同意，不得任意與第三人訂約裝
載。但在搭載契約，共計算運費立嘿雄，多以還設貨物之質量容積或件數等而定。在傭船契約，則其

-Z

J惟此種契約，船柚所有人對於第一一一人木負直接

付搭載契約係指運送人與託運人或送貨人，約定代為運送物晶

常屬特定。此外傭船契約之停泊期間及航線運費等，常由攻方協議約定，而搭載契約則對此係先經規

履行之責任。依搭載契約之規定，則託運人或送貨人不得更與第三人締結運送契約，故其載貨之憬的

晶，且可載道第三人物口間，其載貨之標的為不特定的

，則指運送人與託運人或送貨人約定代為運送物晶之契約也

約，乃船抽所有人(遲浩人)以船個之這叫或一部怯傭抽八(託逼人

。以船個之全部供運送者，為全部站站契約，以的淵之一凶供運送者，為一部傭船契約

凶件貨之運站起為目的者。此八三為站站契約，即以加岫之全划或一部汽或其特定艙位)俱運送寫目的者

••

契約，而傭船契約則為船抽所有人(連送人)以船柚之全部或一部供情船人(克運人)遣送物晶之契

••

這費之計算，多使所估船抽部份之六小及所約定期間立長垃而決屯乏一

期航線。的在搭載契約，其闢係常為單純，而在傭船契約別比較複雜

J惜在搭載契約，多囑川以一定期班

付儲抽契約為承攬契約之一種，以完成遣送為目的。通常所

υ的依照本怯之規定，傭柚契約

船，在傭船契約，係屬必不定朋晶。個在搭載契約，今發生必定期，侃的，在佈站契約，多一種生於木定

傭船契約與抽抽祖貸契約之木同點

「不因晶晶所有權立移轉而受影響」，對俠、搭載契約則不適用心

條個血闡明定，應以書面寫之 3

第八+-z一條前保運送契約，應載明左列事頃
海、筒挂轉站

••

六七

運送喪約之成立在法系商法，明史以書棋J
作成為必要條件。本位立位例，與法系商法相付。故本

第八+一一條以船岫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為目的之運送契約，應以書面為之。

自係，由眾租人雇用。(論時租質川也抽抽叫有人備用抽……攻海員，與情柚契約相似)

之利用 υ何在情抽契約，傭站人對於抽長海員，並無何等關係，而在租貨契約中之光抽租賞，站長悔

在傭船契約，雖為全部傭艙，亦不過利用船艙而已。而在租質契約，則站岫之全部載位，均供承租人

，傭船人僅支付運簣，一股無須負擋航行之費用。而在租貫契約，則航行費用亦由承祖人負措之心的

岫仍由抽抽所有人修理之。而在租貸契約中之光船祖賞'，是法祖人須由行修理其船咽。曲在傭船契約

則承租人關於船柚之利用，對於第三人，與船抽所有人具有同一之權利與義務。同在傭船契約，其抽

祖人僅取得船抽之使用權。關在佈抽契約，傭船人對於第三人，無何等位律之關係。而在租貴契約，

約，傭船人不得占有船抽，而在租質契約中之光柚租賞，則承租人取得柚柚立占有。而論時租貨則承

祖賞 3 月。.σ。znZ 泣。叫自己 oszmhFRZ叫)及論時祖賈 (dB巾 nE 丘。吋)兩種。且在傭船契

謂計程租借具有。首嚀。「、間，已℃nE2 月)。而租貨契約則以船抽之使用及收詩寫目的。通常有光船

••

梅爾法轉論
-、當事人之姓名住既

二、船抽之國籍。

a

三、運送貨物之種類及其嘲數@
四、運話之預定期限。
五、運費。

ω 船抽所有人及傭船人之注定名稱

G

一般傭船契約，不但有晦載明之事項，且有一定之格式。寇將必須規定之各頃，分列必定

以上列舉者，是為法定的晦記載之事項。

R

倒裝卸期恆。

制運費之計算方位暨運費 2支付時日地點及方法。

明訂約時船抽所在地 υ

位許可立阻量」或「共計若于嘲惟待任意增減百分立聽

L。

ν

盼貨物立撞額及數量。關於貨物之敏墓，實際上當避免採用確定數字，而訂定「裝載至吃水或蛤

叫裝貨港及卸貨港，有時且須註明裝卸地點場所。

ω船拍攝一昂。說明一一將船之機提種類與總嘲位、淨嘲位及裁軍嘲位。

問船級。船抽所有人於交站時，應負責詰船之適航性措。

間亦畏，無法於簽約時預先決定船名，可價調配船名確定，再由船艙所有人通知傭船人

開船名。(某某船或其替代船，有時船名亦可不載，如自臺灣運日本之搪及鹽數量過鈕，遣送鼎

••

F、

船抽所有人亦得付給相當之快速獎。

"延曲仰費心傭抽人們討桂祖安)控均不力，建設川閥，則應付程滯賞。何發卸迅速，提前完成，

曲留置權悔款。承租人拖欠運晶質或延滯費，船抽所有人得留官兵貨物。

個海運責任。船抽所有人之海運責任，多引用干九一三年海牙規則之有關條文。

的開免責保款。如
(-v
船長海員惡意行為非由船抽所有人命令或指使者。全一)船被敵國捕獲我

匪類搶劫佔有。(一一一)因他國之敵對行寫而引起立損失 ω( 四 ν 因各地法律眼制而引起立損
失。(五)海上不可說力。
叫共同海損。應照約克||安德衛普共同海損理算規則處理之@
儡仲裁。雙方發生箏議時立仲裁辦法。

MW罰則。一方不履行契約時立違約金數目。
制開始裝載日期及解約日期。

e

岫變更航程條款。如船抽因海上放難而變更航程以及費生費用時，政方槽責之規定與處理立方法
.，按照海牙規則，任何企圖拯救海上生命或財產，或有理由立變更航程，均不作違約論。
倒駁船費及裝卸贅。

叫傭船人之責任。於貨物裝安付清運費，盎艙費及程滯費後為止。
的黨獨或加載。黨灣祖埠並加撞他人貨物。

州附傭艙經紀人何金。

運是契約，若絕對自由，則不特有害公益，且更影響商業之進
ω步
設航業發達國家，多依布魯蜜
爾國際商法會議之決定。主張
(-v
帖船所有人就其抽船負適航性之擋保義路，(二)貨載保管受耐

緝捕注釋論

.丸

。、

海商法陣論

d否則，任意解約之一右，時有法律根據外，

。本法馬桶偏投弊起且，軒詐託運人(傭船人)於發航的緝任意解除契約。又為調劑雙方利益計，特

現他方所受之損失，應僑、賠償之賞。此乃契約上之一位法則，不能適應水上遣送貨物契約立特殊關係

-艘
d契約立成立解除，川叫
J使
H當
J器人問之合意為要件

第八+六條以船船之全部供運送時，記運人於發航前得解除契約
4
，但應支付運費一二分之一
。如託運人已裝載貨物之全部或一部者，並應負擔裝卸之費用。

非解除契約之原因。( 參 閱 民 法 第 一 一 亢 六 條 )

可歸責﹒於運送入及託運人之事白，致不能完成契約，依債法通用膳為契約闢係當然格了(消輯)，而

之故意過夫，而況沒，故捕獲，貨物因不可說力攝矢，到達揖提前枯水，或被封鐵等情事，均厲因非

者有共一，則運送貨物主目的不能完成，託運人自得解除契約。又抽咱非因抽抽所有人、船長、海員

水上運送貨物契約解除之原因，一在所運貨物不龍依約定時間送到，一，在加柚壁生重犬瑕疵。兩

第八+五條運送人闊別供給之船船，有瑕疵不能達運送契約之目的時，託運人得解除契約。

有權謹揖第三人，其租貨契約，對於受護人，仍機直存在」之意義相同。

木因描抽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影響。與民法第四百二十亢悔所定，「出租人於租貨物交付後，縱將共所

的，本係就一切事項主結果以為給付，而非就各個之仟為分離以為給付。從而運送契約訂立以後，並

保瞥，從受取貨物時起至到達目的地止，所有一切行為，運送人均應役其責任。且當事人間沛的主昌

運送契約立性質，與私法上立承攬契約，大敢相同。故運送入為遲遲契的而往搗物品占/一受取運送

第八十四條以船抽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之契約，不因船岫所有權之移轉而受到加醬。

上主誠信法則相 A口，應有探行主必要也已

義輯，(一二)站長海員及其他僱用人之重大過失等，不得依村民特約而免其責任。此種主張，宜與社法

七
O

定託運人(傭伯人)於解約時，應為相當之支付。即託運人(全部傭船V
人於船柚護航前解除契約者

，續支付運費三分之一。(德日規定為二分立一)其於裝運貨物之全部或一部後而鴛解的者，則其裝
載及卸載費用，由託運人(全部傭船人)負措之。其他附隨費亦同。

第 λ+ 士條以船抽之一部供運送時，託運人於發航前，非支付其運費之全部，不符解除契

約。如託運人巳裝載貨物立全部或一部者，並應負擔裝卸費用及賠償加於其他
質載之損害。

前項情形，託運人皆為契約之解除者，各託運人僅負前線所規定之責任。

前鋒所定解除契約，係全部備和契約。本帳所定係一部備船契約。託運人(一部傭船人
U如已將

貨載之損害。如託運人皆為契約之解除者，則各站運人應支付運費三分之一。如巴拉載貨載之全部或

貨物全部或一部裝載竄，單調解除契約者，則除支付全部運費外，並應負擋裝卸費用及賠償加於共他
一部者，並應負措裝卸立費用。如此，方得其平也。

第λ+λ 條前二悔之規定，於按時或為數次繼續航行所訂立之運送契約，不適用之。

以上二峰(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叫為偏船人於發航前回得任意解的。但聲航以後，即不計

nsznE-Z〈ammmhFRZC 而訂立

其有任意解約之權，而應從一位怯則。即任意解約之一方，就他過因餌約而生之全部損害，應負賠償
立責。木條所示蓮送契約，係站時或為數次體輯航行(即

者，則不適用前述聾航前任意解約之規定也。持

第λ+ 丸偉以船船之全部於一定時期內供運送者，託運人僅桿門以約定，或以船抽之性質而
定之方話，使為運誼。
海商法驛論

七

海商法禪論

(45仰的Z1 月)立情啥，託運人即祖輯人(的}眉立
OB『)懂

第丸+-一儸以船船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者，託運人所裝載之貨物不及約定之數量一時，仍膳
負擔全部運費;但應扣除船岫因此所減省費用之全部，及四另裴貨物所取祖喃道
費個份之三A

依本帳所定，在契約締結後，託運人僅就船抽可使用之期間負攜起費。但因航行事變所生立停止
，運送人仍不畏失真運費之請求權，此係取自傳前，託運人參加航海危悔之意義 ω詩或船抽之停吐，
係因運送人或其代理人之行為或因船抽之狀歸所設者，則託運人木負繪運費。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
償。叉船船行蹤不明時，託運人以得最後掏息之日為此，負續運費之全部。並自且暇接消息鼓以追於數
次航行通常所需之期間應完成之日，運送人有這費半數之請求榷。
運費請求權，僅能在直接有關運送費用之範圈行使之。

前項船船之停止，保因運送人或其代理人之行為，或因船船之狀態所致者，託
運人不負擔運費，如有損害並特請求賠償。
如柚行蹤不明時，託運人且帶最後消息之日為止，負擔運費之全部。並自最佳
消息種以造於該次航行通常所需之期間應完成之日，負擔運費之半數。

仿應繼續負擔運費。

第九+條前儼託運人，僅就船艙可使用之期間，負擔運費;但因航行事變所生之停止，

。共他各國法例，雖無明文現定，亦屬許可，但租船人仍受本條之約束，對船抽所有人負其責任。

性質，予以使用。至祖船人自轉與第三人更為締結運送契約 GZEOE口肉)，在日德法倒上有明文規定

得以與船抽所有人約定之方法，使用船抽，如論時租貨契約門未經明定者，託運人亦僅得以依船帕之

木條適用於以船帕全部為論時租賞

七

全加州俯對犬的肺結後，需惦卅日舟全州州注造良物之挂載，叫的)是有發航主義撈。傭站人亦有抽

o反之，其因不裝載一其物全部而

棄其全部或一部裝載之椎利，而詰求船長發航，唯此等事貨發生，傭船人仍瞎支給全部運費。但船抽
因此所誠省費用之全部及因另裝貨物所得運費四分之一二，應為扣除也

增加之費用，如因吃水闢係之壓載補充費用，依理依法，傭抽人亦應照給。設船抽所有人請求擋惜時

，並須提供相當之措山阱。蓋以柚柚遭遇侮難，柚柚所有人與傭船人，瞎共同負擋海損。乃傭船人前不

全部裝載，則其負擋擷減少，而柚抽所有人立負措增加也。前船船所有人得頂計被損害之金韻，使供
相當之擋保也。

第九十二條託運人因解除契約應付全部運費時，悍扣除運送人因此成省費用之全部，及另
裝貨物所緝運費凹分之一一一。
木條係專指結識此計程契約之花運而言。

通知受貨人。

第九十三帳以船啪之全部或一部供運京者，於卸載貨物之準備完成時，運送人或船長廳帥

仲貨運送之受貨人，應依運送人或船長之指示，師將貨物卸載。

卸載之貨物離船時，運送入或船長解除其運送責任。

本條法則之適用'，臨行注意之點有二一即村卸載場所係指目的社的立叫載處所而言。依一股法則，

海商怯體論

七一一←

認許也。的
H
卸載准備完成，木僅指船船已經到這約定之卸載港口，且頓就臨行報關檢疫等項程序，均

應行卸載之場所外，別求適當而且瞬近安全立場所為卸載貨悔之準備。此明措施，六陸及英美法系均

除全部傭曲人或共代理人得預為指定外，抽柚因故治上，防疫上，或天然上之阻持原因，船長亦得川自

••

海商法釋論

木條所稱之受貨人，其意義如次

也

本法規定受貨人基於貨物運送契約，直接享有權利，負有義撈

卸載之貨物至離船時止，運送人或船長解除其運說責任，係參照海牙規則第一條第五款而規定。

，其範國當屬較廣，所有卸載之地點、時間及應納之費用等項均屬立。

間，法律師用即時文藹，則不容詩有相反之習值，自不待言。至於運送人或船長之指示，依通常解釋

件貨運送之受貨人，於該貨到達之時，應依運送人或船長之指示，即將貨物卸載。關於卸載之明

規性質，被當事人間可以特約排除之。

聽須船船到達頂定卸載場所即為卸載準備完成者，也不相同也。甘卸載準備先成立通知，係屬任意法

巴實施完壘，受貨人得立刻領受貨物之情形而言。此乃六陣哄系學者一位之見解。與英開學者主張，

七
四

雖不能認為真正之受貨人，依一位怯則，仍瞎制為受貨

λ 也。

指示立人，或被背書人，皆為當然領受民物主人。倘若受何人主監護人，破產管野，人，遺囑執行人，

所有，抑或為他人所有，均非所間。至若因運送貨物而聲討載詞譜圳特者，一譜、海所載主受貨人，或其所

於契約上主權利，不特能自持領受貨物，旦得霎任他人呵為領受。前受貨人領受之貨物，是否為自已

受貨人之解釋，通常均係以自已名義基於契約上主權利而領受貨物之人，謂之受貨人。受質人基

分權矣。

人請求交付益，受貨人取得託運人因運送契約所生之權利門民法第式四四條 U' 託運人即不得再有處

立運送，退還運送物或為共他肉分，(民法第六四二條)汽註一二)但運送物達到同的地，旅程受貨

上運送，正復相同。惟陸運貨物，運凡是人於遣送物到達後，受貨人請求交付前，提單持有人得請求中

。但受貨人並非貨物運送契約士當事人，乃因貨物運送契約'，在實質上多形成三面或四面闢係'與陸

••

因運送貨物而發行載貨證海時，受貨人立義務，以該努所載者鴛準 o若未發行載貨證祿，則受貨

故受貨人之重要義務，阪唯支付費用，假使各種費用(運費、體款、關稅、倉庫費等項)之數額，未

人瞎按運送契約之間谷，而決定共應役之義詣。再受貨人於領受貨物時，臨將各種費用，同時交付。

經明確約定，亦無法預為約定之時，則受貨人瞎依民事上之誠信法則及實際上運送之支出，酌定正確

上述各笛，街為單一-Z受貨人。說苦受貨人為多數人時，則在一部傭船契約，仍可適用此法則，

立數額，公平，支付。

但若當事人間有特約，使多數之受貨人就彼此間之義輯，負連帶責任之時，自當從英特約也。

(區=-u
民法第六四二條 連送人未將運送物之連到通知受貨人的，或受貨人於運送物達到後尚未請求交，付運送物

海商法體論

七五

及由主影響他人士利益計，特有木條之說定，正所謂謀但當事人者也。叉爵確定贊同負擔並使受貨人

倘怠於受領貨物，帥不免影響他人之利益。本法立法意旨，為使貨物得按峙卸載，免牌運逼人之營業

貨物運至目的港，運送人或船長又有領貨通知，則受貨人應郎行使領受貨物之權，而領受貨物。

通知託運入及受貨人。

受貨人不明或受貨人拒絕受領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伯特依前項之規定辦理，並

管理機關或合法經營之倉庫，並通知受貨人。

第九+四條受貨入怠於受簡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持以受貨人之費用，將貨物寄存於港埠

出之費用;並一得請求相當之損害賠償。

處分。前項情形，還送人得妝照比例，就其已為運送之部分，請求運贅，及償還因中止返還或其他屁份所支

前，託運人對於運送人，如已填發提單者，其持有人對肝、運送人，得請求中止運送，返還運送物或為其他之

••

海南怯釋晶

與運送人戊船長免滋糾紛也此，特

之用1日起算

M、
V條文市，作揖詩之鐵定。

七六

卸載期間，以受貨人悽煦契約瞬間始卸貨時之

mt
日起算。無約定

第九+五健以船艙之全部或一部供運法者，其、接我期間，以託運人接划船叫準備裝貨通知

呵，則係事現之當然也。

通裝卸不可能之日，始不算入。王若閃志於裝卸'而超過裝卸期間，踩過有不可說力峙，亦在算入之

，亦得請求相當賠償，不認運送人有譯為發航之權也。本條之規定，係採日木立法例，裝卸期間，僅

叭 叭 何 種 時 因 ， 效 措 卸 有 障 時 者 ， 淹 沒 人 亦 無 久 待 之 義Q
掛
依日例，則於此情事，僅泊運送入雖無特的

關於裝卸期間，總日立法例不同。依德例，若運送人會約用裝卸應於一定日期完了者，則無論基

時，亦算入之。

第九+六條裝卸期間，僅遇裝卸不可能之日，抬不算入。超過裝卸期間，雖遇有不可抗力

之 揖 矢 ， 得 請 求 相 常 之 損 害 賠 償 υ且 此 頃 超 過 裝 卸 期 間 ， 休 個 日 亦 路 障 入 。

慵船人於約定裝載或卸載倒閉輝過後，而且吶裝，載山耐心卸載試物者，則船船所有人對必超過裝卸期

立站詐，法律並不加以于涉。詩當事人間無特約或無地方習償叮據者，則應適用本條主規定。

木條係採周日本立位例。蹦於貨物主裝載及卸載蚓問及其起算，一任當事人間之約定，或習慣上

前項超過裝卸期間，休假日亦算入之。

裝載或卸我超過裝卸期間者，運送入持按共超過之日期，請求相當損害賠償。

前項裝卸期間，休假日不算入。

時 ， 裝 卸 期 間 及 其 起 草 ， 從 各 地 之 m R憫 。

••

第九十士條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應聲給載貨禮券。

依木條立注意旨，可知託連人有一副求載心只諒你之榷。過詮人」賊船長有發行載貨需努
-Z責。換言之

，載貨需心亦即遲遲貨物之受取背書，間為提載貨物之收揍，但亦有崎讓貨物之效用，實具有一般誼券

立性質，與倉庫持黨立倉單及陸土運益之將單相同。至於發行時間，木浩採裝載後之注例。審問貨物在

未裝載前，一切蝴係皆未確定，而對請綠立疏通，木萌發生種種流弊。但海運發達國家之航業習慣，

主事例。惟木抱一間為指定裝載立的個全 HM載
m其誰漾，因此明船岫仍得依特約以共他船柚代替之也。至

則木諱相同。，即運送人或其代理人於俱受貨物後未為壯、載前，基M、
P事實上之需要，仍有潛行載貨背斜竹

卅一府發行份蔽A
，
法
t
↓
一任當事人白的約定。而有事封上各因託運人防吐意外及便於行使追索權起見，因

載貨背於一屑一方對他+沙發行之文書，而含有個受貨物主飛認刊川、義神之表示者也。其性質不價為轉

而請求發行股份者，屯人有人在。此時載貨誰知怖之發行，木惶元、認人稱便，即於擇送人亦不無便利焉。

髏證緣，且為屁分詩恭。師法榨寫過臨近代商事貴迅速做捷且關貨物融通便利起見，除當事人間禁也

背醫啤謹外，均得以背虫目睹護之。故依背書而接受載貨證券者，法律上師認具有收受貨物立榷利也。

載貨譚心件有物棋上之效力，亦有債權上立效力。關於前者，非依峙載貨證券不得處分貨物，其以

背世間麗與該蛇神者，與讓具貨物有同一之效力。又依載貨證海有收受貨物標利之人受誰你怖之交付時，共

貨物雖在船抽所有人保管中，而共取得貨物上立權利，亦與貨物交付有同一之效力。關於後者，在現
失等事實發生，船抽所有人基於特約之訂定，亦可木負債權上之責任

n

行航業事例上，若因侮盜、扣押、消毒、或悶悶m
罷工等情事，而有遲程或不罵道話，或貨物受毀損揖

在第一次世界犬戰前，各國載貨諱的你
SEm。{「且昌的)2立怯及格式，殊不一致，做業界，及控
海南怯驛諭

七
七

海商法體論‘

4 少數評價 L4小

坦上所犯過失而聆訊立喪失，毀損或遲訓，得不負責任。此頃公約之要旨，於修正之海商怯中，多軒納

主性質而發生者外，須負顯似保臉人士責任，今則負注意保叩門日立責。其因船長海員在附抽駕駛上或管

貨物在運送中之喪欠毀損或遺訓，除由於天災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或由於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失或貨物

擔保其抽抽有航海之能力，今叫僅須以相當注意使船抽在發航時有航海能力為足。過去，所有人對於

異而已。該公的宗旨在統一各凶怯令，以誠軒運送人之若于法定責任。過去，如柚所有人街對託運人

議，簽訂一九二四年海洋載貨證券公約。從此立品例及格式，巴漸趨前一，各國間僅

學眾人士，乃於一九二一年在海牙召開國際海法會議，及一九二二年在布魯業爾召開載前請勿小組會

七
i\

ω 裝後裁政誼恥有志一同】它苟且。口切。血『已回\「)，註明貨物確

7一種類，則因使用上之性質不同，可分為下列四類

刊以接受貨物方式之不悶，可分為

入。至於載貨證條

••

倍以抬頭人之有無，可分為

ω 記 名 載 貨 證 券 ( ω可 旦m E 切 \ 廿 ) ， 載 明 將 貨 物 交 付 於 某 一 特 定 之

，至裝載前所發給之證明文件，晦為收據之一種，不能構成證樣效力也。

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餒，因託運人之請求，應聲給載貨語絲。」是設海之聲給，瞎以貨物裝載為要件

船;二者效力不同。我凶海聞法規定，僅有裝傻載貨證叫作，而無候裝載貨諒我。因本帳規定，「運扒拉

巴裝載上抽;開候裝載貨證街悼詞 mnmZ且咕。「 ωEugm旦回 \-k，
)註問貨物確巳收到，尚未裝載之

••

芝明額分頸，但依民法第六百二十八條

「提單縱為記名式，仍得以背菁移轉於伯人。但戶車上有林一心

木同，僅在流通方面之強弱而已，指示者當然流通，記名者何以丈字華正其流通。而事實

L〕就國際低

傑之規定'，本法對的載貨哥海亦道，用之，是載貨譚心卅有記名拇指示之分，時為顯然。二者布他覽上立

正背書之記載者，不在此峙。」兢文義以推論，所謂「縱為站名式」者，則通常為指示式可知，而諸

••

人。開指示載貨譚絡(。且叩門回\「)，載明將貨物交付於共所指示之人。我海商法中雖無組名及指示

•.

目以運送之任務之不同，可分為

Lω自連載貨證券(。一門白白門
\切
F)
，係由相關船柚將貨物直接自

還慣例而言，除高價民日叩開用品各方式外，指示句，ι
載 JH
證海則血泊較頁。
A

(QE口切 \F)
表示運送人所承運之貨物，確係

(5名 EZEMHS門戶。且而叫自已BEE-o
口)。尚不潔

ω 清潔載貨證海

接貨站運達目的港之載貨證緣。助聯連載貨詩也仙也(、叫，宵。zmp切\F)，係經由一個以上之運盤人將貨

M
刊以收貨情況而區分，可分為

物自控貨措運達目的惜之載貨證券。

個數，及標誌。

四、裝載港及目的港。
五、運費。

六、載貨誼券之份數。

七

七、填發之年、月、日。
海商注釋論

九

一二、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貨物種頡、品質、數量、情狀、及其、包皮之種攏，

二、託運人之姓名，住間。

一、船抽名稱及國籍。

第九十八條載貨證券應載明左列各款事項，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

海起見，往往以兵站盲目}二叩門 Z『)方式，向運送人負責擋保共一旬俊泉，藉以換取清潔載貨誰緣。

載貨證券 (dEZSZ 悶。已切\戶)，則為遣送人在校貨時，發現貨物包裝有破惜坦叭叭等情事，因
在諱的仲上將辜百附帶抽明。此兩種證涂在商場上之經濟價他相差懸殊。託運人為免除接受不潔載貨證

完整且無破揖垣缺而註明貨物表面情況良好者

••

。

〔揖三一一)民法為六二七條提單境發此間，運送人與提單恃右川人間，明於運送事頃﹒依其提單之把故。

啊，以減輕運送人有船長之責任。

之通知一呎咐，與所收貨物之實際情況有顯著跡象艇兵不相符合或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站長得不予載

Q

，投請您上所記載之貨物種期品質等等，臼應依照品運人書面括知者為準。叉為使本條第一一明第一一一款

之包敬、仲敏、分量或重量記載﹒加以明訂。蓋以載貨證券記載之內容，有關遣送人所訂責任之範圈

木條參照美國海上貨物用唯一送條例站一章講三節第三條第一項(乙)款所定，依照託運人遣回國通知

事項，除別有約定外，自與安白人無關。凡此均遣送人與受貨人基於載貨證券所生之債權效力也

，亦晦以記載之數為女心丸之標準;始能邀安心民八之個笠，而載貨證券始能名符是實也。至於末一記載之

當然以證氛所記載者為準。(民法第亢三七條)(註一一二)若運送人或船長收受立貨少於記載之敏時

，椅發生證心怖之效力。於此有怯注意者，即柚岫所有人與受貨人間於運送事頃，而發行裁員證券時，

載貨譚心怖主解釋，巴如川述 υ木條所指則係載 HH誼如你瞧載明之事咦，與必須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

無法核對時，運送人或船長伯特不予載明。

前項第三裁之通知事項，如與所收貨物之實際情前有顯著跡象疑其不相符合或

海商法體諭

八
A 費用，自記運人負賠償責任。

外之第三人。

運送人對於前頃賠償請求雄，不相何以之限制其載貨誼揮之責任，對抗託運人以

切毀損減夫

標誌之通知，應向運送入保誼其正確無批，其因通知未正確所發生或所鼓之一

第九+九條記運人對於交運貨物之種酒、晶質、數量、情狀、及其包皮之種續、個數、監

•.

按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載只證添上即把載之貨物種頡品質等等，應依照託運人毒面之通坤

，原以之確定運送人應這責任之路圈，但同時託逼人對於該頃通知，自行保證此為正確無訛'運送人

方予役責。否則倘因此而發生之一切損失及費用，膺由託運人負責賠償，以昭公尤心唯此峭章任與義

「托運人

務，係屬基於運送人與託運人間之關係而聲生，放運送人所有該項賠償請求權，白不得以之阻制…恥、載

貨證券之責任讀蟬，對抗第三人。本條特參照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第一章第三節第五條

上之責任義弱，以對抗站逼人以外之第三者。」及他向怯第瓦六三帳

「慵船人及站起人對於海上運

之一切車司尺毀仗的品質用自站起人但賠償責任;但運送人對於詰頃賠償請求權，不持以之間問制遣送契均

關於裝貨時貨物之壘碼、數量、分量、重量之通知，對運送人應保證共正確無訛'因通知不正確所致

••

海南法驛論

j\

質物研經有受領權利之人提出，且於提貨前或當時並無任何異請者，則運送人之責任白照予以餌

使而泊滅。

受價權利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貨物受顧之日或自應受債之日起一年內不行

三、在收貨證件上，詰明毀損或減矢者。

二、毀損減夫不顯著而於提貨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運送入者。

一、提貨前或當時，受債權利人巳將毀損減失情形以書面通知運送人者。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一 OO 條貨物一經有受領權利人受慎，視為運送人巴依照載貨證券之記載交清貨物，但

土運送人分叫 Aq賠償責任」立規定，加以叫汀。

送人就貨物體積、數量、重重、揖站所為之通知，位有其實之責任。因通知不真貫卅欲之以害，對海

••

條

海商法體論

「依提單有受個運送貨物權利之人，除在卸載品於提貨前，或當時將喪失毀損及其性質，書面通

，自仍保留再賠償請求權，以待日使之行使。前木條特參照美國海上貨物運吟片條例第一章第三節第六

除。惟若受債權利人，已陣地叫揖掛欠情形於提貨前或當時以書面通知道送人者，話還人有受債權利人

i\

ο貨物

E 儘力予對

(臨一四)民法第六二三條
關於物品或旅客之遣送，如國喪失、損傷或遲延而生之賠償請求權，自運送終了或叫他終

者之早日行使共權利，故第三項仍從美國海上貨物遣送條例及德商法之規定，定為一年。

惟按我國民法第六二一一一條之現定，主芒四)此想請求權之時效照為兩年;本法寫促使有請求權

方查驗掛財之便利。」加以明訂。

訟權木受影響。不論貴失毀損巳否確實，或有發生要失毀損之虞叫，運送人與贊貨人權相

木依本臼規定，通知顯明或暐藏之喪失毀損者，託運人仍有自提貨後，或路提貨日起，一年內挺起訴

提取後，或自應提取之日起草，一年內木提起訴訟者，運送人對於要失毀損之賠償責任免除之。但雖

註明喪失或毀損，以代通知。收受時貨物已經共同檢驗或查驗者，得不以書面通知貨物之情狀

貨物毀揖不顯著者，應肝、提貨後一一一日內，書固通知之。提貨人M
待
、
P提貨時，在收受貨物請書上，背書

知道送人或共代起人外，貨物一經提出，視作遲送入巴依照提單昕一站載將貨物交付之表面上證操;但

••

者，記運人不負賠償責任。佇

我間民院債的制何餌似木條之規定，被參照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第一章，第叫師第一 -條
4

「非自費

話運人，或共經坦人但用人之行為過夫不注意所故運送人或船船史有損害，記逼人不佔川崎位責任。」

••

第一。一條道送人或船岫冊有人冊受之損害，非由於託運入或其代理人受僱人之過失所致

了之時起，三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加以明訂。

第一 O 二條載貨證券有數條者，在貨物目而川港請求交付貨物之人，縱僅持有說貨證券一條
'運送人或船長不符拒絕交付。

木，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如長非接受載貨證券之交數，不得為貨物之交
付。

二人以上之我貨譜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運送人或船長應師將貨物按照站

九十四條之規定寄存，並通，刺骨為請求之各持有人，運送人或船長已依第一項

之規定交付貨物之一部後，他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者，對於其間餘之部分亦悶。

水運參-為六量之運送，且提貨地往往在遠遠之國外，將載貨證條街發給地送至提質地，難免無遺

可存留一份備至。至於份數之多寡，各國不同，英國足為主多三份，法國知為于晶晶多四份。本條僅-Z載

失之處。為頂時此種遺失起見，同村民國際體票種給俊本之理由，載貨證券亦可發給數份，而託運人亦

運送人或船長基於載貨誼海所負之義務，以本帳及第一 O →一一蜂所列舉冉冉為回瑕。如水上遴選而發行

貨證線有數役時，而未確定共份數.，按頭磁抖出雖未規定程票使本立份數，但在票據怯施行法第七條，
則規定誼慕之使本以三份為鼠，故實際上載貨證券之複木似亦以三份為宜。

載貨證獄，則運送人或船長於證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即負有交付之義務。但在事實上，常因貨

物已否到達目的諧，以說運送人或船長交付貨物而有不問之處理。即村在目的港請求交付者，不間發

行譚獄之份數，對於僅有一份而請求交貨之持海人，須為交付﹒'運送人或船長不得拒，絕。科持緣人在

貨物間的站外請求交付貨物者，則非俟接受載貨設你全部後，不得交付貨物。的持海人在二人斟上，
海商品擇論

九

海商法釋論

四

，可不交付。

過有睡注意者

付受交付之人，領係有瞞你受領之人。HH苦受有代收貨價之妻託峙，非收足該項貸價值

條文內所謂交付去者，不僅指到達目的措而言，郎中注因拉伯情事而為交付者，亦包括在內。不

即采盡必晦章之義站也。

。如有須寄存或通知曾經請求之各抖社人之情事時，仍須為寄存或通知之處哩。否則，運送人或船長

持中存人中持有先受護送或交付之誰教者，得先圳股他之持緣人行使其權利外，運送人或船長得拒絕交付

持之載貨詩谷失足效力。再如二人以上之持券人各站求交付時，在運送人或船長尚未交付貨物前，除

證坊，肌肉證祿文歸二人以上之持社伸人所得時，如共中一人先於他持券人領取貨物，則共他之持緣人所

木條之 M
耐心瓜，仍鵲起送人飛船長基於載貨詮券所負立起話之缸圈。師因水上運送而發行數份載貨

送或交付之證券者，程先於他持有人行使其權利。

載貨證券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而運送人或船長尚未交付貨物者，其持有先受發

持有人之載貨證券，失其妓力。

第一 OE條載貨證券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者，其中一人先於他持有人受貨物之交付時，他

膳依存存改通知之方法處理之心

請求之各持血本人。開運送人或船長依法巴為一部之交付，僅於剩餘之部份而壁見第三項之惜一學峙，亦

各論決交付貨物峙，雖在目的擋，遣送人或艙長亦須拒絕交付。應即寄存兵貨物，而速發通知於會經

j\

(註一五)

第一 O 四條民法第六百三十七條至第六百三十蝶，關於提單之說定，於載貨韋拉骨車用之。

••

木條陳規定準用民法上提單之規定。議員誰也卅且背書方法移時時，其、誰家上所講叫刊物主所有槽亦

即移傳民受讓人。換言之，當事人間僅海載民證缸怖之交付，即足以發生貨物移搏之效力，木必為實物

﹒前者係要因證券，與票據係為不必要因證勞者不同。復者則須共備本法第九十八條所規定之方式，與

之交付，董準用民法第亢二九條故也。此外載貨證券之成立，須有一定之原因，並須具備一定之方式

，且可於共中批明為先受交付或護送之證翁。此則與提單不同比旨趣也。

票據之一起載事頃亦不相同。再本法所稱載貨證海之份敢，因載其說圳特須防盜遺失，投呵耐心水壺給

《值一直)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提單填發後，運送人與提取持有人間，間於運送事項，依其提單之記載。
民法第六百二十八條

民法第六百二十九條
，有同一之效力。

提單縱為記名式，的得以甘苦移轉於他人。但提單上有禁止何苦之記載者，不在此限。

交付提單於有受領物品權利之人峙，其交付就物品所有權移轉之間係'與物品之交付

受貨人請求交付運送物時，應將投單交還。

上，貨物運送帳例第一章第三節第八條 「運送契約范載條款條件市約定，以免除運站起人或船冊封於因
木注意過矢，或本保例規定應屁行之義務問木及行，致貨物喪失毀揖之責任者，共條款條件約定不住

接影響誰缸相信用，間接亦有阻滯經濟之處，投此種任意規定，不為國際問所採用。木條係參照美間倒海

證券具有物榷效力，如運送人之責任，許由雙方自由約定，則將使物榷常處於不確定之狀態，直

過矢，或本幸規定應履行之義務而不履行，致有貨物毀損誠失之責任者，芷八俾
款儼件約定不生妓力。

第一 O五條運送契約或載貨證券記載傑款使件或約定，以免除運送入或船岫所有人對於因

民法第六百三十條

.•

•• ..

.•

海商法驛站

九五

敷刀。約定為運送人利益保障者，或共他類似之條款，視同免除運拉人拉駒，為之條款」之規定，寫保障

••

海商法釋論
話運人及公決之利益而討。

六

A措

間家負完全責任可並特種證書，如停泊站所在國查有木持者，得制止共出航。是船

技備、放生赴刑備、持火及攝火說備，無不在挽坡之列。依該公約規定，所有各種械齡均態自船姻登記

一次立定明檢驗，以及遇有一共他特殊情形之臨時檢驗。學凡站皓構造，機器設備，站時鍋爐川MH通
A訊

的第二章中，以專章現定機駿工作。使諱奪第七條甲項檢驗工作者有立了即站柚服務前主檢驗，一竿

非持有檢驗合格證薯，無法出航，此不獨國內如此，國際問亦然。一九四八年之國際海上人命安交公

張其賠償責任之免除，僅須負學謂之實耳。惟船制之是否適航，國家訂有船船法及詳章之檢驗視川，

注意，而仍不能建見者，託運人雖或因此受有損害，運送入商船咱所有人亦不負措賠償責任。抽欲主

主注意及捨置者，非謂凡因航行所生主損害，船如所有人概須門負責，如船制之瑕疵，已經所有人予以

，運送人或站帕所有人尤 zE為必要之注意及措置，故有木條之規定。所謂安全航行主能力，應為必安

闊跨海員立配置及船上之設備聾供應是否相當，與乎供載扎貝勒部分是否適宜，均與運誼責任有關

運送人或船抽所有人為免除前項責任之主張，應負舉詮之責。

船艙於發航後因突失航行能力所設立毀損或減夫，運送人不負賠償責佳﹒

三、一使貨槍冷藏室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於受載運送與保存。

二、配置相當海員設備及船帕之供鷹。

一、使船岫有安全航行之能力。

置。

第一 O六條運送人或船艙所有人於發航前泛發航時，對於左列事項，應為必要之注立

九

亦足影響站抽之安全。再就貨物運送 J日
-，
2縱使船柚本身安全，如共裝置註備不過於貨物運送與保存，

…能力之學謹﹒向非難事。又影響安全之因素，木僅適航能力一端，學凡海員時詰悔之是否配誼通立，

「不論何種運送契約，海上運送人對於船抽具有過航能力立狀盤下，賠為適

亦能單輯釀成貨物之損害。前運送人」賊船抽所有人尤甘為必要之注意及揹
φ世也。
德商法第五五九條

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第一章第一一一節第一一條
「在壺航前及開始時，運送人應使用相當注意。

眠。」

，應對載貨利害關係人負責。但其瑕疵至發航時為止，海上運送人以通常注意而不能通見者，不在此

、輸送、保管立狀瞌汽挂載能力 U 均應注意。海上運送人因適航能力交接載能力立瑕疵，致生損害時

當之聲備、蜻裝、充實船員，必需品之充分準備用適航能力)以及包括冷藏皇之船艙在內，適於受取

.•

保第一現各款。

「除運送人未依第一一一節第一款之

o對此均有明白之兢定，我海商法前予採用，訂入本

木條第二項保探用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第一章第四師第一傑

海南怯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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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ot 帳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卸、做移、堆存、扣除智、運送及清守，應為必要之注

主張怯噱本款規定免除責任者，何同學誰責任，誰明其巴章相當今注戚。」加以明訂。

、運送人或船抽不負賠償責任。因拍拍未共安全航行能力所致，或引起立喪失、毀揖、運送人或其他

及共他裝貨部份適於安全受裝、運送、保藏貨物者外，因妞，咱未具航行能力所致或引起立喪失、毀損

規定，使用相當注意力，使船抽有安全航行能力，配置相當船員、設備、在棋礁，誰使貨銷冷藏庫宮一

••

其他載貨部份，過於安全受載、運送、與保存」

(甲〉使船岫有安全航行之能力。(乙〉配置相當船員設備及船抽立供應。(丙)使貨蛤冷藏庫哼一及

••

七

海商法體論

意及處置。

j\

同種貨物應付最高級之運費;如有損害，並相何請求賠償。

2
毀損船抽

「禮遇人臨河肯吋

前項貨物在航行中發見時，如係諱禁物或其性質足以發生損害者，恥川
之。

託運人違反原約旭日趣，裝載戰時禁制品及其他危臨

••

第一一 0條船抽發航益，因不可抗力不能到達目的港而將原裝貨物運回峙，純其船船約定

種貨物之提高額運賞。如有損害，更得請求賠償﹒

有損害，仍得請求賠償。再如發見未經報明之貨物，運送人斗賊船長得將共起岸，或使支付岡一航程岡

紡設有危及他人貨物土虞峙，則運送人或船長得予以卸載，君航行中途無法卸載時，更得為投棄。如

措運送之養路，但此義葫並非絕對立晶晶。例如

損害賠償之請求及違禁物品之岫枝葉，係法律上賦予船長之權利。放運益人雖依州時契約之訂定，負

ET叭
wt葉

第一 O 九條運送人或船長聽見宋經報明之貨物，祥在裝載港將其起舟，或使支付同一航種

拒絕違法或背約之運送，係運送人應有之義笛，故有木條之適用。位本法僅揖定，違反此規定者
，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而對運送人憊的 H抬舉立逞，未予河入 Q

運送人違反前項之規定者，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跟一 OA 條運送人對於禁運及偷運貨物之運送，應拒絕之。其貨物之性質，足以
或危害船船上人員之健康者亦同。

萬棋裝載、搬移、堆裝、運送、保管、看守及卸載貨物」之規定，加以明訂。

本條係參照德商法第五五九條及美國海上貨物遠遠條例第一章第一一一篩講一一條

八

••

(;

為去航及歸航之運送，記運人僅負擔去航運費。

關於運費之數額及支付方法，原則上均任當事人間之約定。惟木條及第一一→條第一一二條係因
明文規定，蓋免當事人間多所箏執也。

偶質之特殊事件，木閉目的地到達與否，運送人只績有服藹，即可取適當運費作報酬，怯律上特予以

第一一-條船船在航行中，因海上事故而須修構時，如託運人於到達目的港前提取貨物者
，應付全部運費。

υ

拍拍在航行中，如因受海盜攻擊，」耐心過意外事鐘，而船抽受有揖傷，須為修牆時，若託運人於到

達目的港前提取貨物者，應付全部運費。此為保付運費之法律根據

第一一三條船船在航行中遭難或不能航行，而貨物仍由船長設法運到目的港時，如其運費

較低於約定之運費者，託運人減支兩運費差街之半數。
如新運費等於約定之運費，託運人不負擔任何費用。如新運費較高齡約定之運
費，其增高額由託運人負擔之。

艙船在江海中航行，不但天然之災壁，不但那防範，而人為之事故，亦難阻止其發生。故抽柚遭難

或不能航行，並非罕有之事，法律為防止當事人間多所箏議起且，故有本保現定。船帕遭難或不能航

行以後，而貨物仍由船長試法運到目的措阿，划新運費低肝、約定之原運貨，託運人誠支兩通費差額之

牟數;相等者，託運人不負措任何費用，較高者，託運人可做錯啥H
叩門增高韻，此明規定，於法於盟，成
無不遇。

第一一一一一條
困在列事由所發生之毀損或減矢，運送入或船岫所有人不負賠償責任。
海商怯蟬諭

八

九

海商法釋論

九

十六、船抽雖經注意仍不能發現立眩，否瑕疵。

十五、質物所有人託迷人占其代理人主行為或不行為。

十四、四貨物之瑕疵變質或病韓所致分量重量之耗損毀損或械矢。

十二一、標誌不清或不符。

十二、包裝不固。

十一、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

十、罷工或其他勞動事故。

九、搬疫限制。

八、依法之拘捕、扣押、管制、做用或沒峰。

七、公共敵人之行為。

六、暴動。

五、戰箏。

四、天災。

三、矢，火。

-一、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或意外事故。

週失者。

一、船長、海具、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因航行或管理船抽之行為而有

O

失所發生之毀損或誠先。

十七、非由於運送人或船抽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或其代理人受僱人之品

運送人或艙船所有人對於運送貨物所發生之毀損或站矢，非證明共對貨物之接受交付保管運送均

經注意不志，不得免除賠償責任。因此為共所負之一般注意轟詣，非此則貨物運詮契約即無由完成，

.本保對屁不可歸責事項，係參照美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第一章第四節第二條之規定，分別列舉，

而託運人之利益，亦將因之而無保障也。

甚為詳盡，依據亦殊便利。按美國該研條例之精神，認為船抽出航後，船長海員以及共他受僱人在航

行中所為之過失行為，事質上非運送人或抽抽所有人管且能力所及，不應強令負責。此一原
H為
則國
際間所採用，各國已有兢一塊足，蓋免航商之責任過車，而影響共噩展也。

第--四條託運人於託運時，故意虛報質物之性質或價值，運送人或船船所有人對於其質
物之毀損或減矢，不負賠償責任。

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載前已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載貨誼券者外，運送人

或船啪所有人對於貨物之毀損誠先，其賠償責任，以每件不超過三千元為限。

求條第一項所謂故意虛報貨物之性質或價值之估形，其認定標準H
為凡依據此用為免責之主張

者，應負聲明之宜。科確係故意虛報貨物性質心的~價值，詰共虛報並非出於故意，僅係由於過失之時，

••

則無本條之適用。甘虛制軍主時，應否適用此怯則，法無閑文規定。但在解釋士應包括在俏，因重量
與價值有關也 o

九

.本帳第二峭係學問美國海上貨物運詮條例第一章第四節第五條 「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載前，
海悶、以控

••

准商注釋諭

九三

已經託運人聲叫，並在提單註明者外，遣送人或的長對於閏月物主頭突、毀損，其賠償責任以每包不趨

過美金五百元為恤，貨物非以包裝者，依照一位裝貨單位或以同價值之他種貨幣計算。前項眼頡，經

在提單上記問者，有表面上之證據力，對於運送人非有絕對譚據力，運送人船長或遣送人立經理人得

見託運人約定高於第一限額之最高額，但不得低MR第一項規定之但韻。無論如何，運送人之賠償責任

，以實際損害數額為阻。貨物之性質價值，因託運人之故意或詐術'誤報內民提單上者，運送人或船抽

，對於貨物之喪失、一對揖、或因運送所致之喪失、毀損、不負賠償責任。」加以明訂。按該條例所定

立賠償金額阻制為每包不超過美金五百元。英國海上貨物運送條例規定每件賠償額以不超過一百館為
眠。故本條參酌站定以不超過一一一干元為峙。

第一一五條為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財產，或因其他正當理由變更航程者，不得認為違

反運送製約，其因而發生毀損或誠先時，船岫所有人或運送人不負賠償責征，

但變更航程之目的為裝卸貨物或乘客者，不在此限。

如適時適地適有其倘船啪經行其間，此

本法第一四二條茂第一四九條，雖規定船長負有海土放助之義誨，然均指航程中獲知遇難船柚順
道救助而言。事實上船柚立禮遇海難，時間不一，她叫不

而在運拉人之一方，有依約完成共運送工作之義務。道還契約中應載問運送之預定期間啊，亦鳴本法翱

相趕快契約乃叩科院契約之一，攻方常事人皆負有相常接峙，即在託運人之一方，應給付相當之道贅，

程」，成為本法第四十條所問定，係屬強行規定之一，船長白不能因故助他人而陷自身於違法。且此

近 的r帕 ， 繞 道 相 助 ， 而 後 柏 克 聽 於 海 全 之 境 。 惟 「 船 長 非 因 事 變 或 不 可 抗 力 ， 不 緝 捕 史 更 船 柚 之 預 定 航

為偶發聶件，而非必有現象，專恃其從事救助事一時，殊未能盡、冉冉上安全之能事。故必使共他航程

.•

八十三條之掛行規定，繞道相助，其影響遣送之預定胡阻，亦為勢所必然。依本法第一一三條，因不
可歸責MR運送人或船抽所有人之事由所發生之毀損或站犬，運送人或艙柚所有人始木負責;侈，更航程

而放助他艙，在通輯上雖木能謂係歸責之事由，在法律上非共常然龍諧。故本條參照美國海上貨物運

造條例第一章第四節第四條 「為故助或意圖數助海上生命財產，覺史航程，或其他合理之變更航程

「船長為數助海上

••

海商法釋論

九

貨物，必須確為同意時所認定之貨物，倘同意故而裝載之貨物有覺更者，則無本條之適用也﹒

所謂同意云者，木僅指得船長或運送人意思上之熱諾，且須將貨物列入載貨證券。同時所裝載之

或重大過失時，則損害賠償之責任，當不在免除之列也。

仍應適用一般法則，而為負責之認定也。倘或貨物之毀損或揖失，係問於運送人或船船所有人之惡意

。如適合上列條件而經譚明者，則運送人或抽抽所有人對於共貨物之毀損或蟬矢，始木負責任;否則

責任之特別規定。但在適用上，必須證明:付因不可歸責於運送入商船柚所有人之事由所設立毀損或
按矢。叫
H託運人確係故意虛報貨物之性質或價值。門口託運人立貨物確未經船長或運送人之同意而裝載

本條及第一一三條、第一一四條之規定，均係基於特殊情事，而為運送人或站抽所有久免除賠償

毀損或誠先不負責任。

第一=八條貨物宋經船長或運送人之同意而裝載時，運送人或船船所有人，對於其貨物之

。尤其海上運送人對於因此所生之損害不負責任 ω」之現定加以明汀，以解除此種困難也。

人命或財產之目的或自其他正當可行航路脫離原有航線時，對於當事人聞之權利及義務不生任何影響

更航程之目的，為卸載客貨，應認為非合理之變程。」'及德商法第氏三六甲條

，木得認為是-背或違反本條例之規定或運送契約，如因而發生喪失毀損，運送入木負賠償責任。但變

••

海由法蟬諭

經託運人之同意或航運種類或商業習慣廚許者，不在此恨。

運送人或船長如 J將貨物裝載於甲板上，致生毀損或誠先時，鷹負賠償責任，但

四

MR目的港之運送也。各連讀遣送人根據本法之規定，僅對

再如因貨物逼到所生之損害，運送人亦應依一位法則或契約之訂定，負賠償損害之責。但其遭到

犬，危險性亦大，所以誠輕運逼人之責任也。

間。蓋根據民法第六三七峰之規定，(註一七)相繼為運送立數運送人負連帶責任。此則因水運數量

於共自己航程中所生立攝失毀揖及遲到，負其責任。此指各連種運送人各別負共責任，真睡上運送木

民航程中，聽轉交付貨物於他還送人，以達

讀遞送人，僅對於共白日航程中所生之揖失毀損及逼到負其責任。木條所謂連值運送者，係指運送人

暉負其賞。叉在繼讀運送中，載貨證券發給人對於貨物之連圖運送人之行為，應貸保證之賞，但各連

本保規定，運送物遭受毀損或溺失時，由於載貨譚券發給人未盡共約定立責任者，則證券費給人

人，僅對於自己航程中所生之毀損誠失及遭到負共責任。

前項發給人，對於貨物之各連續運送人之行為，鷹負保語之責，但各連續運送

第-一八條載貨證券之發給人，對於依載貨證券朋記載應為主行為，均鷹負責。

甲板之上。說因站長擅將貨物裝載於甲板之上，或生毀損或站失時，托運人自得請求損害賠償@

有必要情形外，不得開睡，且非種託運人之同意，或為航運種獨或兩講習慣所許者，不得擅揖貨物於

貨物安全連連目的懂，木為託運人之唯一目的，亦為道送人或船長之唯一責任。故本法規定，除

動 --t條

九

門控-tu
民法第六三七條

運送物自教運送人相能為運送者，除其中有能證啊叫“叫前三此間所規定之責任者外，對於且也

，若因海盜、扣押、消毒或同盟罷工等情事，雖因貨物之遲到，而有損害，船抽所有人亦不負責任。
••

旅客運送

送物之喪失毀損或遲到，嗯溫帶負責。

第二節

拉客運、送去者，乃運送人基於旅客運送契約對於旗客及其行李的甲地運送至乙地之謂也@

第--九條旅客之運盒，隊本節說定外，準用本章第一節之規定。

旅客運送契約亦分傭船契約奧搭客契約兩種，與貨物運送同。備船契約亦有全部情抽契約冉一部

傭抽契約之別。普通旅客運送參為搭客契約。其為倚船契約者，多係闢體運站起，例如軍隊及移民輸送

是。旅客運控契約，一位認為屬於諾成契約，謂奧貨物運送之傭船契約為要式契約，頗不相同。攸其

契約之成立，無須具備若何之形式，但就航業習慣言，未有不發行船票者，船票有無記名式與記名式

υ故關於旅客運退，除本節

兩種;前者自由讓具，而後者不得護與他人。在旅客運遂，船船所有人與傭船人之關係'與貨物運送

立傭艙契約間，船抽所有人奧旅客之闢係'與貨物運送之件貨運送契約問

規定外，準用關於貨輪運送之規定 d

旅客在船抽上犯罪時，我國刑法第三條有:「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笙機內犯罪

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之規定。若犯罪發生於他國領恥的者，他國亦有管瞎擠，惟通常僅

其犯罪影響當地治安秩序者或受害人或加客人為該國人民者方加管轄。又犯罪發生於馳騁國領海或公

海者，如受害人或加害入為非船籍國人民而該國法律鍛州屆人主義或森林保護主義者，則該國當亦有

管轄權。至航行外國領海之旅客，對於領海國之海上驗查等規則，自應遵守。

t
體論

第一二 O 悔對於旅客棋膳者，其膳費應包括於票價之的。
梅蘭怯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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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均且影響航業之聲展。在木負陪慣責任之情祝下，依怯原木影響船船所有人士經濟基礎，權依據

肥抽所有人者，歸賣者固可責令所有人依法賠債，木可歸責者，所有人自木負賠價責任。然此兩種情

按旅客之傷亡，大抵由於抽抽之舉事，而肇事之原因，有可歸責於抽抽所有人者，有不可歸責於

間一
-F八年法院因太平輪前沒死亡多人，扣押共姊妹船聾，使中聯公司破產，為策顯著。

嚴重後呆，間接亦足引起船抽所有人之重大損失，甚至陷於破產。此瑣事例，在我國屢見不鮮，如民

海上危臉木僅財物可以蒙受損害，旅客之生命身體，亦同精蒙受損害，而放容之傷亡，往往別趨

扭過法院判決，則雙方均木勝共煩。可能涉訟經年，木易解決。

快客之運送，為數甚多，事前勢難一一估足其身份或價值，事後亦難遠然斷定其請求是否合理，若均

但民法所定賠潰，係按實際所受損害之額敢給付，如有宰執，且須經過法院審判。惟運送人每次接受

運送人對於旅客運遂，因業務上之過矢，所生損害，須負賠償責任，依照民法規定，毫無擺著。

前項特定航線地區及保臉金額由交通部定之。

，祖同契約。其保險費包括於票價內，並以保險金額為損害賠償之最高韻。

第一一二條旅客於實施意外保險之特定航線及地區，均暉投保意外臉，保障金額載入客票

遲人在甜甜修繕期內仍須負供給放客食物之讀詩也。

自問航時起至格航時血。開週船拍在中途修繕，如非遲遲人設法另覺他站將旅客遲遲目的地時，則遲

給。至鈴供給之晶質及等盞，則因艙位等級之木同，其食品亦因之而有異。此項膳食供給之聶謗，係

之挽客前不能股 ι站時多備食物，且海洋中又無從隨時聽取，故其朧晶質應包括票價之內，而由抽抽供

航必
慣t
例除按埋距離之航行，旗荐膳食保自備外，運送人有供給旗客浦常飲食之藹誨。華航行中

九

H則問題

木巴，於是涉訟經年，航商受氣無窮。事實上旅客直亡，家屬貧苦無依，如其人數眾多，不僅情殊可

事寶艦恥幟，並木若是之單純。一且按客遭援農亡，則社會輿論，掛起責難，而死難痠屬亦對航商

惘，亦足釀成社會嚴重問題，其結果仍不免出於航商路給撫恤立一途。如其依法應予賠償者

更為複雜。誰旅客死亡，依民法規定，不僅潰葬費之支出，應負賠償責任，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

定拱養義務者，對設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韻。訣非死亡而受傷，則不僅賠償醫藥費用，如故害人因此喪失或誠少勞動能

力，或增加生括上之需要時，亦應負摘害賠償責任。法脫並得因當事人之聲詣，出院為支付定期金，且

頭命加害人提出措保。所謂定期金之計算，最高法院島國二十二年上字第三五一一一號判例亦有詳盡規定
JL
「應先認定故害人因喪失或誠少勞動能力而不能陸值取得之金額，按其日復本可陸讀取得之時期，

如照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依法定率計算之中間利息，再以各時期之總數為加害人一次所應支付之賠

償總餌，始為尤當」。蓋損害賠償率之原則，依民法規定，應以填捕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月份為準

。可得頓期之利益，亦問為所失利益。以是賠償總額，每成鈕數。每一船柚肇事，則傷者死者，棋以

而每個傷亡旅客士所得，為數亦極有恨，或無以撫恤孤寡，或無以膽養餘年，亦有兩敗俱傷之勢，為

)俱來，旅客師有傷亡，則貨物抽柚之喪失毀損，乃屬事冊必然，共結果必至船船所有人破產而後巴，

，保險金額之多少，可由航政機關閉當地之生活情形，經濟提帖，斟酌定立。為簡化手續起見，此項

針對此種情形，實有創立旅客人身保險之必要。對於易生危險之航線或地區，強制旅客實施意外保險

保險費包括於票價之肉，以保臨金桶為損害賠償之最高額。如旅客照次帳之現定，自行加保意外險者

，其損害賠償可依共約定，如此一旦發生臉雞，旅客之傷亡者，由能賠款有淆，而船船所有人遭受之

七

損失，亦木致過於重大。此種創造性之立法，消極合乎我國之國情也。
海商注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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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故特訂旅客意外

(A
一m
般航線如賞自聞電廈一段之川註棍，喜灣省之

張病h
耳其他一基於本身不掉巳之事曲，不站或拒絕乘船者，運送人稱請求票價十

第一三四條旅客於發航二十四小時前，桿給付票價十分之二解除真約，其於發航前因死亡

應使船宙間所載，運送般客至目的措係屬當然之義誨。倘有違反，自當解約，如有損害，並晦賠償。

運送至目的准時，依一般法則，當然不能適用本條賠值責任之規定。又提客運送契約，運送人或船長

視之時，例如運送人於締約後或運盆中，因戰事關係，船抽被徵用或被捕獲或因共怕不可拉力，不能

.本條所指運送人或船長、遲遲放客到達目的惜之義誨，須在通常情況之下，始能適用。設在非常情

運送人或船長違反前項規定時，旅客桿解除契約，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一儼運送人或船長鷹依船票闊別載，運送旅客至目的港。

明訂木峰，以資依據。

按客除前條保臉外，如認為所定之保時金頡數少，可自行加保意外隘，其損害賠償依其約定。特

為之。

第-=二條旅客除前條保臉外，自行封加保意外臉者，其損害賠償依其約定;但應以書面

括於票價內，並以保胺金桶為損害賠償立最高額。

高雄烏拉線)及地區，均晦拉保意外險，保時金額經交通部按准接載入客廳，關同契約，其保臨費包

瞬之投保一帳，規定拉客於實施意外慌臨之特定航頓

願。以前歷次船軸失事，涉訟年久，常因此使輪船公司倒閉，間接阻滯航業之壁展

定。如照民抖出接實際損害立飯給付賠償，固非船帕所有人力量所能負嚕，且涉訟拖累，亦非雙方所情

.本法第二十一帳，規定船個所有人失事所筒、立責任，雖屬有眼制，惟賠償主辦法，則未經詳明規

于[
j\

分之一。

旅客在船船發航二十四小時前，得由其本人意思解除契約，須付票價十分之二(原為三分之一 U

。華人事變遷，難以預測，旅客雖巴購定船票，在情理上亦不宜使之受絕對相束，而禁正其解約。冊

以規定給付票價十分之二者，乃在補償還送人之損失也。至公坎客於發航前因死亡疾病或其他基於本

U

付票價十分之一即可(原為凹分之一)。至在聖航後解約者，則，聽支付全晶，因運送人帥不能招攬旅

身不得已之事由，不能或拒絕乘船者，情形尤有可誼之處，補佳運送人之損失，應理誠少，故規定給
客補充缺頓，為維持公平計，故應支付金額

第一三五條旅客在船艙發航或航程中不依時聲船，或船長依職權實行緊急處勞迫令其離船
者，仍曬給村全部票價。

竣客不依時覺船，應付票價，此為一般之值例。船抽何時閥甜、事先均有過告，旅客自應遵守及

時主醋，木能因價一人，而避邁開站時間。蓋航程有時阻，潮汐有丹時，稍有延誤，可能影響船期及

其他拔容之行程也。所謂航程中不依時登船，係指在停泊揖坎荐偶爾上陸，而不及依時登船者而言。

船長過此等情事，得連為護航或繼續航行。此等不依時-登船而失去乘船崗山會之按客，係白日之過失，

其責任當然由是自己負之，故應給付票價之全部。事實上旅客於登船前均門購待站圓明，運送入過此等

秩序瓦去來利益起見，得以職權，實行緊急處分，迫令旅客離船，其巴付票價，自亦不應退還。

情事，則不過不予退還其票價而已。又放客在船上，發生違法亂紀，妨害公安情事，船長為維護船上

預定發航日期，乃遣送入應有主轟謗，亦為還是人應有之責任，航朝一扭頭定，回應通告或刊登

第一二六條船岫不於頭定之日發航者，旅客待解除契約。

轉商法體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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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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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而訂佬，俾資依蟻。

按客之意廟，將共送至最近之措口或送返原乘船醋，以盡旅客運送立責任。此條係參渚英國旅客乘船

旅客之目的浩如發生天災戰亂瘟疫或其他特殊事故，致船船不能進站卸客者，運送人或船長得依

卸客者，運送人或船長得依旅客之意願，將其送至最近之港口或送返乘船站。

第一二丸條旅客之目的港，如發生天爽、戰亂、瘟疫、或其他特雄事故，致船艙不能進港

竭力保護旅客利益之表現，值得稱道。

規定，船抽雖因不可抗力木能繼圖航行，運送人或船長應儘可能設法將旅客運送至目的諧。此為立法

船船況沒或不增航行或缺捕麓，在伯國立法例，多認為旅客運送契約之終了原因。惟本法則明女

第-=八條船抽因不可說力不能繼續航行時，運送人或船長應設法將旅客運送至目的港。

立至意，且亦疾病相抉持故策之施諸於法律也。

規定，關於旅客因疾病上幢或死亡時，僅按共巴運送航程，負擔票價。此不特寓有持郎息捕或死亡者

額票價之理。他如旅客在航程中死亡，當然應即終止運送契約，更無令其負續金頡票價之理。故本條

棒，旅客當然應負擔金額票價。芷若因接病上睡，則旅客之出於不得巴，可想而知。自無令其負措金

本條亦為法是解約之現定。設船船發航後，旅客自頤上陸，晦奧到達目的地上岸之情形，關同一

已運送之航程，負擔票價。

旅客在航程中自願上陸時，仍負擔全部要價，其因疾病上陸或死亡時，僅按兵

新聞輯瓶。不但不得任意變吏，且須絕對進守。投本條明定，船帥不於預定之日發航者，讀客得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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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選人或相長，在忱行中，為研抽修縛峙，應以同等級船船完成其航程，旅客在使
船期間，並應無償供給膳宿。

船船在航行中途，投護生不堪航行情事，而須修繕峙，如旅客之全部或一部應離開船抽者，則運

以同等級船抽完成共航程，棋客並非損失，而運送入 4
賊船長亦已盡共運進技客至目的港之義路矣。如

逢人或船長照雇行兩種義務之了 -H
以問等級船柚完成共航程。甘在候船期間應無償供給膳宿。此因

運送人或船長一時不能盡此讀誨，即時供給坎容膳宿而不取慣，是亦可誠免拉客經濟上立損失。

旅客於抵達目的港鈕，如延不上陸，勢將影響船船業話。故兢定應依船長之指示，即行離艙，以

第一一一二條旅客於梧岫抵達目的港後，應依船長之指示，郎行離船。
資依據。

第一二節 船船拖帶

第一一王一條 拖船與被拖船，如不屬於同一所有人時，其損害賠償之責任，應由拖船所有人
負擔;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艘船拖帶云者，乃以此拍拍拖帶彼船抽而為航行之謂也。拖帶之船抽，稱為拖艙，被拖帶之船船

，稱為被拖船，船岫拖帶多見於江河，而在海洋較為罕見。揖船具被拖船如不屬於同一所有人時，其
責任，應由拖站負之。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眠。

損害賠償之責任，應由拖船所有人負之。蓋被拖船前不能自動航行而係隨同拖船航行，故損害賠償之

第一三三條共同或連接之拖船，因航行所生之損害，對被害人負連帶責任，但他拖船對淤
梅商注釋論

C

海商法禪諭
加害之拖珊，有求償權。

接英國法例，認為一位情形，拖船均係受但於被拖船，故共應接受被拖抽之指揮，從而認定，拖

已，至共內部之闢係'則仍應由貿際加害之船抽負之，因此，他拖船對於加害之拖船，有求償榷。

諱，均甚難證明。法律為保護被害人起見，乃不得不令其負適帶一責任。惟此種連帶負責，僅瑋對外而

連帶負責，此因多數站站連接一起，究的何一船個所加芝揖霄，以至於此等拍拍之航行指揮權究竟屬

任原則」者是。依此原則，抽抽拖帶所加於他人之損害，本應由加害者船船單獨負責，本法何以規定

二一人之揖霄，保由於拖柚揖故施船中任何一抽肘說，故宮人均得向任一拖站或辟有拖抽請求連帶賠償
，亦即調各拖船所有人對外應負連帶責任。一仇恨言之，誰為加害行為，即應由誰負責，所謂「自已責

拖帶丙站)間內連接拖幣(甲船連接己船共同拖帶丙船)之情事，此峙各船抽師五相牽連，則無論加於第

害之責是也。接抽抽拖帶，固以單一純幣(甲船拖帶乙抽)為常，但亦多共同拖幣(甲、乙兩船共同

人得向拖牆之全體，或拖船中之任何一位拖抽請求損害賠償，而任何一幢拖船均有賠償被告人全部損

凡共同或連接之拖船，因航行所生之損害，對於被害人廳負連帶責任。所謂連帶責任者，即被害

。

「拖船具故抽船五相碰撞峙，應也

究者也。又拖抽丹 WM拖站之出，相距街過，難免不發生互相碰撞之事實，但本法對此可能發生之一事實

船對第三者如有質生揖霄，應由被拖站負責陪潰。惟契約另有訂定者，則不前依共訂足。此則堪供研
，未有明文規定。品者認為似可參照英國法例，增訂如下之一帳
有過失之一芳，負損詩骷位之責任 L' 仲叫周密。

••

第六章 她岫碰撞

以前帆船時代，船抽碰撞情箏，鮮有所間，碰撞結果，亦木甚慘。惟近代艙艙， k
持傳輸抽，其數

量與連串俱增，來往臨黨，碰撞事件乃時有發生。共所生之損害，亦常比帆船為嚴重。即有寫共同海

不論發生於何地(海上或內河航路上)，皆仕大，章之規定鹿謂o
之
共未規定者，自應適用民法中關於

損者，然一般情形以單調悔揖者居多，故本法於共同海損外，對船柚飾撞特設本章。凡船抽之碰撞，

所謂船抽碰撞者，乃指二個以上脂抽相互搜觸而發生損害之情形而言，起分別說明之。

侵權行為之規定哭。

單俯甜、測量的足一切小艇均包括在內，但船抽血、碼閥、棧橋、浮標、沙洲、時石導師叫撞，則

的耐撞須為站岫具船，湖之摟間所謂拍拍，乃指間龍芝船稻，無淪軍艦、潛腫、兩船、公撐的、

木得咱們為船個碰撞
υ至海抽身內河船之碰撞，條國際航悔過碰章程規定，仍抽用船抽碰撞之規

例如巾站咒乙抽碰撞，因而被及丙船，此時丙船雖未受甲艙之直接碰撞，在法律上仍問為甲乙

伸碰撞須為三個以上立的湖船個碰撞之毀，通常為二個，然超過三個之數者，亦為轟所值有。

丙一一一抽聞之碰撞。叉船湖之一方心地雙方，在停泊中而揖燭者，仍不你為碰撞。

害程度，是否構成抽柚之車要傷害，則係另一問題，惟此碰撞之事實，必須存在品無契約關係

問碰撞獨有碰撞之事實碰撞之事實者，即船抽之一部因耐撞之結呆而禮受扭悍立謂也。至共損

一。一一一

立第三人船柚悶，肯為自己柚船，對附馬載治說客之小蜓磁撞，因而有所損害者，則應用本怯
第二十一艦第一款之規定，而不適用船岫碰撞之法則也。

海商法程論

海商法禪諭

-O四

木條所謂抽冊，乃指廣義之甜甜及共他浮動水面能借載罩之舟輯而且舌。師總嘲位未滿二十嘲之動

第一三四條船船之碰撞，不論發生於何地，皆依本章之規定處理之。

外之其他抽船，依本法第一一一條主規定，均適用本法第五章艙抽碰撞之規定。

力船船或未滿五十嘲之非動力船船，與夫軍事建制之艦值及專用於企輯之抽船，暨本怯第一條規定以

第一三五條碰撞係因不可抗力而發生者，故害人不待請求損害賠償。

在航行中因不可抗力(如缸風暴雨，船咱驟欠駕駛之力)而致如柚帥撞，其碰撞且非預見之意外

情事發生，雖共結呆招說人或物之損害，雙方應各自承受，不得向任何一方請求損害賠償。民主，均

0年船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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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可抗力之原因而碰撞者，則按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自不待言也。本條係參照一九一
避碰統一法律公的

EHN
白宮Egno---戶
z。口)第二條而訂定。

木條係參照船抽過碰統一法律公約第三條而訂定。至監事船長海員所負之責任，並不因船艙負有

第一三六條碰撞係因於一船抽之過失所致者，由該船抽負損害賠償責任。

賠償責任之故，而實身事外，廳就共過失之行為，照一扭扭則負其責任。

碰撞係因於一船抽之過失所設者，事實上譚明甚厲困難，各國審定責任之趨勢，均有採取誼據推

定之意向，即於一定情形之下，推定做損害之船船，保由其他船船之船長海員過失引起碰撞也。例如

一抽旋泊中，受他船主碰撞，致均受損失是。又如雙方船抽出港之際，互相碰撞，如一船末依航海過

碰章程而開燈者，即可推定該船艙晏海員有過失也。再如因船長海員過失，與其他船柚珊珊撞之結果，竟連

幢碰揖苦于船岫時，則前之有過失甜甜之所有人，扔應對於最佳甜甜或載貨所有
e人
H始積損害之實也。

第一三七幌

碰嗤之各恥叫做有共同過失時，各依其過矢程度之比例負其責任。不能判定其遍，

失之輕重時，雙方平均負其責任。

有過失之各船船，對於因死亡或傷害所生之損害，應負連帶責任。

船抽碰撞，各方均有過矢，而其間輕重無法判定之時，則因碰撞所生之損害，應由各船平均負措

之。本條係參照船抽避碰統一法律公約第四條及德商法第七三六條而訂定。關於此點，舉一實例，以

資引證 o即英國某兩保時公司為青島轟稿樓等三商號，裝運棉紗至營口之保般人，裝運該商號等棉妙

之間安輪船與聯興輪船在山東角梅灣碰撞，同安輪即遭況沒。該兩保時公司，當賠償義德揖等商號銀

元五萬三于五百元。而該號等於收受賠款後，即以共原有關於該項貨物之一切權刺謹奧保股人。旋由

保險人訴求賠償。第一審採諱結果，除暸望疏忽，駕駛不慎，及依當時夫氣所採遠率過高為兩船共同

過失外，聯組八輪船於耐撞同安前世向轉右，顯違航海避碰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實係重夫過矢，因判

令同安就其請求之五萬三干五百元，負捲五分之一了聯興負擔五分之三。

依德國法院判例，關於人之傷害，廳關船抽所有人為連帶債務人，與朮法本條第二項之立怯意旭日
死傷者，亦應負責是也。

相同。所謂連幣負責者，即凡有過失之船抽，對於他船之死亡或傷害，固應負責，即對於自已船上之

第三三八條前二條責任，不因碰撞係由引水人之過失所致而免

引水人AT兩種，凡引領商船出入沿海晶口者，為領諧。引領商船行駛內河江湖航道者為領江。引

一O 五

水制度可分自由及強制兩種，凡屬自由伊水區城者，船抽出入移泊，胡可兩船長自行們領，如需聲詰

禪商法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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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 亢

引水者，可揖掛萬國適用旗訝，臨暐搞請，或由輪抽公司先朗聲講，引水人木得拒絕，而須

L船
L引
J績

。(招商局民生實業公司等航行長江各段之船抽，常健用長期引水人間船工作，月給薪工)如係實行

強制引水者，則所有船抽出入該醋，必須經由引水人引餌，船長不得擅自駛入。

閃侵權行

本條係參照船船過碰兢一法律公約第瓦條而訂定。但對引水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責任，本法並
未加以詳確立現定。此則因另有引水法主制定，可補共缺也。

第一三九條因碰撞所生之請求權，自碰撞日起算，經過兩年不佇使而消棋。

本條注意，與民法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原則，適相符合。民法第一九七條規定

。凡船抽碰撞之結果，其受害者為中國船船或中國人，法院管得扣押加害之船船。此所以張國權，而

.本保立法意旨，對監事者扭加以懲罰，對被持者叉施以做障。且木為空間時制，亦木曼時間拘束

前兩項投扣押船船，得提供擔保，請求放行。

加害之船抽，進入中華民國價水後伯特扣押之。

碰撞不在中華民國領水港口河道內，而被害若為中華民國船抽或國民，法院於

第一回 O侮船躺在中華民國價水港口河道內碰撞者，法院對於加害之船艙，得扣押之。

共價惜之請求標者，如貨物主買主，別無此槽，是木可木牌也。

至於有請求槽之人，為柚咱一所有人、貨載所有人、旅客、船長海員及其他因碰撞而受損害之人，

完成後，仍應依關肝、木常刺得之規定，退還其所受之利益於控告宙人。

合前項公約第七條之精神。又損害賠使主義務人因侵權行為曼利益，致被害人受損害者，於前項時效

為所生之損害司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路人時起，三年間木行使而消攝。此條亦符

••

NM怯 NM外，晶就顧及船上所載旅客

木論為欣客，抑或貨物，往往又不能久待時日，如必俟訴訟程序終結，始准放行，則純情上時間，上兩

給民仕寸至反被扣押之艙恤，究應擋風何一項責任，在法律程序上，自非片刻所能決定，而其載道者，

u
法院。

受其害，蝶非良策。本條特現定得提供擔保，請求放行，是叉於組之
與貨物也。

第一回一僱關於碰撞之訴盔，轉向左列法院起訴。
一、控告之住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
二、碰撞發生地之法院。

一一一、控告船船船籍港之法院。
四、船船扣押地之法院。

本條第一款與民事訴訟怯第一條第一項(註一八)及第六候(誼→九 V之規定相合。第二款與民

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註二 0)之規定相合。第三款、第四款與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末二
(值一八)民事訴訟法第一條第一項 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

旬(註二一)，恰屬相同。本條現定與船抽碰撞事件之民事管轄公約第一條甲，晶各款，亦相符合。
••

(體一批)民事訴訟法第六條 對於設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人，因關於其事務所或營業所之業務涉訟者，得由該事務

(捏一一。)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因侵權行為涉訟右，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

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

.•

初到達地，或加害船骷被扣留地，或其如銷路之法院管轄。

梅商扭轉論

-O七

(EZ 一〕民事一的訟法第十五條愣了項 因船船叫撞或其他海士亭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之船船攝取

••

••

第七章
救助及撈救

按放助(〉目前ERO)與掛救古巴〈mmm)同為船柚遭遇海難時，第三人所為之施救行為，惟兩者

表示海難程度之輕重木同。各國立法例，無論為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無不採用兩種名詞，以一本區別

。所謂故助者，指海難程度較髓，所有站抽或貨物未離船長海員之占有，船長海員尚有處分能力，而

自第三人加以協助之行為。所謂掛救者，指海難程度較重，所有船抽貨物巴離船長海員之占有，船長
海員失去處分能力，而且況沒漂流，由第三人予以施拉之行為。

關於海難設助制度之首見於法律明文者，為一只八一年法國路易十四所制定之海事條例。其後風

各國制定法律漸次採用，德國新舊商法均然，而英國商船法對此規定尤為詳盡。後又因各國救助制度

規定分歧，諸多不便，乃有一九一 0年在比京議定之前一海難設助公約十九條，經各國相繼批准舉行
。木章所列各條，夫部份符合該公約之精神。

各國立法例，對於海難設助規定之主旨，固在釐定數助者或掛救者與被殺助者或被撈救者彼此間

之一切法律關係，而對投助費或掛投贊方面尤所應然。但對於船長之應負海上放助之義腸，則拔為指
出，如我海商法第一四二條第一四九條之規定是也。

助。

第一回二條船長於不甚危害其船船海員旅客之範圍內，對於淹沒或其他危難之人應盡力放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O丸

船長數助淹沒或其他危難之人，瞎盡如鑄之。唯此項投助，眼於不甚危害其船蚓、海昌、 u
服客立
海商法體論

海商法禪諭

一一O

戰圖以內，蓋以從井技人，木耳為訓也。皮之，如船長於不甚危害其船抽、海員、缺容之範圈以內﹒

而對淹沒或其他危難之人，不盡力投助者，依本條規定，應鹿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木條參照公約第十一條之精神訂定。該條且規定雖屬敵人亦應教助之。

第一四三條對於船船或如船上所有財物施以放助或撈赦，而有教呆者，轉按其投呆請求相
當之報酬。

(-u必其數助或掛投無法律上之義藹，如遭難船抽之

本帳規定對於船船或船抽上所有財物施以放助或掛故而有效果者，衡情酌哩，自應有報酬請求榷
。惜在適用上，有下述數項，須加注意。即

也。

第一四四悔屬於同一所有人之船岫救助或撈救，仍輯請求報酬。

本條參照公約第二條之精神而訂定。

使人在客觀上得以辨認，否則，投助人對於教助而有效果峙，仍應給與相當之聶酬。

他如船船過難，禁且他人數助時，必須有明確之禁且他人救助之意思表示，其明確立程度，必須

義路。即或自彼之故助行為而獲毀，亦不過使共賠償之責，藉此得以誠少而巴，白無所謂報酬請求權

人之過失或故意所說。設若梅難係因故助人所招致，則彼不特無故助費請求權，且更負有賠償損害之

為;否則，縱因共投助而獲相當效果，亦不能請求相當之報酬。(四)必共海難之發生，非由於投助

相當效果，如無相當致是時，則不能請求相當之報酬。(一三)必須合於被投助者之意思，而為數助行

船長海員，對於船抽或貨物，原有數助聶腸，白不能因此詰朮報酬。(二)必共投助或撈殺行為盈生

••

海員懼情契約之義誨，僅以服務之木船駕眠，而不及他肝，如她被仟為屠於同一所有人主船抽，
前非兵法定義務，自應有報酬請求榷。本條符合公約第五條之堉神。

第一四五條報酬金額由當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特請求航故機關調處，或由法院裁
判之。

教助及撈救報酬合頓，本刊同為尊雷叮當事人賣出自及地方習慣，詐，有當事人協議定之。惟郎、酬傘額之

數韻，不得超過被救助物立價值。其被放助物上存有優先權者，報酬余蚓憫之數額，一小悍超過扣除優先

顯失公平，法未曾約定報酬數額，而當事人就共數額有爭執時，自得請求航政捕關調處，或自怯院裁

債權之餘韻。蓋貸載附有人僅以放投助之物局支付報酬金額之義輯位。設相當事人所約定之報酬金頓

形，而定其數額。木條符合公約第六條之精神。

判之。此時航故機關或法院自當斟酌危臉程度，教助成果，及因數助所需之勞訂費用，並共他一切情

救助及撈故報酬金額，木法規定由當事人協議定之。當事人間就比數額有宰執峙，得請求航政攬

第一四六條前蝶規定，於組數人與船船問及施數人間之分配報酬之比例，準用之。

關調處或由法院裁判之。至共分配報酬之比例，如抽投入與船柚間，及施放人間之外配報酬成數有血管

執時，亦得準用當事人協議之規定。如協議不成，並得請求航政機關諷處或由法院裁判之。此因海南
情神。

事件，本係私怯上權利轟輯之一種，故本法對當事人間之協議，多所推崇也。本條符合公約第只條之

第一四七條於實行施放中救人者，對於船抽及財物之故助報酬金，有參加分配之權。

德商怯第七五0條胡扎克 「於實繭掛敘或教助中，椎事人命教助者，對於船船去財枷之數助報酬
海商法禪諭

••

海商法體論

違反第一項之說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知於他船岫。

各該船長應於可能範圍內，將其甜甜名稱及船籍港，並閒庸小及開往之處所，通

災難之處所。

於他船岫船長海員及旅客，應盡力投助。
各該船長除有不可說力之情形外，在未確知總續救助為無益前，應停留於發生

第一四九條船抽碰撞後，各碰撞船船之船長，於不甚危害其船的海員或旅客之範圍內，對

木得請求報酬，此亦理之當然也 0本條符合公約第三條之精神。

因搜助人不得反於被救助人之意思而捕殺助行為。否則，縱因料科助人之故助而獲相當結朵，教助人亦

遇雄船柚有正當理由，經以信號肺結，拒絕婚數，而如叫助人仍桶為施救者，則不得請求報酬，此

第一四八帳經以信號聯絡有正當理由拒絕施杖，而仍強為施放者，不伯特請求報酬。

神。

定施殺人命之獎金，由船抽所有人負嚕，亦與英國商船法之精神相同也。本條符合公約第九條之精

使滴攻者勇於數人。我國航行川江之船抽，常因韓聽眾多，發生臨難，交通部鑄境勵掛故旅客﹒會核

英圖商船法第五四四條之規定，則不相同，認為從海難中數人亦得請求報酬，蓋臨無揖州民人格，且可

人為科撈費之前求，至每值可因漏救船船或船抽上所有財物而得有報酬者，向共參加分配而已。然在

木能作為橫利之攏的，且為不可以合錯計算者，而放助人命，更屬於道德上之應有義揚。故不許施放

金，得請求公平分配。被救人木須支付撈放或投助費。」我海商法保探德國立法例，認為人有人格，

-

Mm柚碰撞，致生鷗難，各碰撞柚抽之抽長，於碰撞後，木惟木瞎互相

mv講，且晦於不甚危害拉、拙

蚓、海員或投客之範圍內﹒對 M、
F他船船長海員及校客盡力投助之。此領規定符合公約第八條之精神。

船柚師叫撞後，在未確知繼續救助為無益前，除有不可抗力之情事發生，共船可離去發生災難之處

違佼者處五年以下有問倩刑，蓋所以維護水上安全也。

也。

所外，否則，晦停留的肇事地點，以尋覓失蹤旅客或失物。並盡力呼籲救助，此無他，旨在危中求全

船船做揖後，雖擷胺墟，各該船長，仍應在叮能範圍內，將其船抽名稱及船轄站，並開來及閉住

之處所，過卸於他艙，盡力呼籲放助，即或明知呼救已無補峙，亦應採取此種法也荒措艦。否則，各該

船長之職責，即有未盡也。至所稱他船，在解釋上當然為本同船船或外岡州你拍不分也。

侮商法體措

hh

第八章

其間海損

一、海損之種類

肥拍在水上行動或停靠拋錯中，如遇意外事麓，接拍拍及其所載貨物漿受橫空間，是頃損害即為海

海膚淺嗶諭

，波浪滔天，船船反復個斜，情形危急，如不宜

一一五

i削減輕載頭，訪船制政入士的貨載的有研汝土虞

+巾被制憫之貨物，是明堆地的-貨物，假咒罵空港航運習慣上前許叮者，常叮咚船，航行歌凶，'缸風犬作

犧牲花費用，晦由各利害關係人分權之。如某船滿載雜貨，由寮體間往香港，前艙憎坡上堆置

一航行事變中，罵共同安全及保存財產悅院起見，故意及合理所發生之特叫犧控及費用。此項

倒共同海損 (CSOB〉〈OEmo) 共同海損行為依照國際廿九同海損用算規則之定義，謂在同

仲叭，為何同擋。

抽抽所有人負擔，其加諸於貨載者，自貨物所有人負擔，如分別投街向院者，則由各別保臉人

國破漏，海水侵入，砂岫個全，必溶化，被海水沖盡，是峨山你損為單獨海損，伸向加諸必船柚者，出

史向侵權行為人請求賠償之。例如某船由學灣滿載砂研駛往日本，付手一中涂一觸礁擱淺，結果拉

保海上向險者，可轉由保按人負婚之。共由趴叫他人之侵權行為向發生者，亦可依侵權行為之現

災不可抗力而避生者，可使天災歸所有人負擋之原則，兩船抽所有人或貨物所有人負擔之，投

拉力或不法行為所生之損害及費用。惟共程庭僅此肝、局部，不能構成全部海損，叫父不屬必共同
海揖。具損害之責任應由何人負擋，當依民法一般損害賠位之原則定之。如單鞠海描之本於天

∞單獨海損 (33凹的
-口
R〉〈oghHO單
)獨海揖，亦名局部海損或分損，指俗航行中閃犬災不可

揖立損害，又可升為在列三種

••

海兩制科驛諭
。在此危急之際，站長下令，宜將堆置瞌面木板額

一一只

-7
罵ι
共向海損。其揖

2 貨載，全部段實入誨，結果柚柚轉危為安

，是現東坡擷立貨物所蒙受之損害，時間為保公船貨此間完全而犧牲者，稱

害峙憑自船員各利害關係人共同分搏，倘船貨均保有水時者，叫踐自保股人各別代為只擂。

叫全部海損 (4
。Z戶戶。自)簡稱全攝
oA實
H際金抽血推定全損兩懂。凡海上保股之標的業經毀說

，現抽貨受損立程度巴失去原有之形體或要保人對於保胺標的之例有權，是純剝掌而永不能歸

復者，謂之實際全損。凡海上保晦之標的或因全部損失之不可避免，或因保臉醋的雖未全損，

但修彼時所付之費用，將扭過修彼鐘之價值而予以合理之委付者，謂之推定全晶。此兩種損害

「船抽或貨物業經沉沒或於沉沒後而無法數助，或固有之狀態業故破壞;或巴被宣告捕時餌，

自船柚所有人及民主分別負擔，如保有水時者，則由保胺人代為負措。德商拉第八五凹條規定

，木能否定船抽之全損。第八八在條現定

二、共同海損名詞之涵義

名詞，兮析一百之，應含左列一一一種意義

「運費金額損失時，視為有運費全損之存在」。第

共同海損之名詞，原指船貨共同所受之損害而言，制以閱峙久長，使用範崗日廣，遂成為龍統之

Al鶴立全部。

「廳行到達目的港之貨物，而未到達時，呵成有價期利益或手積費全揖之存在
••

。」對全揖之舉例，尤為明確。全惜時，保險人怯支付保隙

八五六條規定

••

而被保騙人不克收回時，均視為船船或貨物之全損。被難船體之破片或屬兵之破斤，縱被救助

••

過火災因權水放火，而揖及某種貨物，均為共同質全所發生之損害，亦可稱之為共同海損立損

ω 共同海損立損害 3月立『
MS) 如前舉賞例，接堆置於拍拍甲板上之木板顯貨物之投槳，又如船

••

害。

而無法重行浮起，因急電某駁船公司，派來拖船一值、鐵駁兩蟬，即將一部份木板雜貨過駁，

倒共同海損之費用(開Maso且古但是開u胃
h口丘吉呵。)如前舉實例，某柚鷗在航行途中觸礁擱情

並將船鹿漏洞趕修完好，該站因告悅艙，仍接原載貨物駛往香港，是項拖駁及趕裝費用，乃為
貨船共同安全而龍生，可稱立為共同海捐之費用。
各利害關係入分擔之。

明共同海損之分擋 (nszg
丘吉口)因共同海損行為所種生之損害或費用，應由組船及貨載之

三、共同海損構成之條佇

共同海損制度乃木於同舟共濟之宗旨而產生，其構成之條件，約有下列六項。

共同兮，擂。例如某船所載之貨物中，一部份為某種重要軍用品，在航行途中，被敵追逐，船長

ω共損害必續為共向您全其損害部份之目的非為共同安全者，則不得謂為共同海損，更不臨自

不關該項軍用品落入敵人之手，下令投棄於誨，是項犧牲，並非為共同安全而奮生，木能認為

A情
T況
h巾，其船抽或貨載所種生之損害，必須由於人為

共同海損。又如交戰國拿捕敵肌恥而不及艙內所載中立國人所運之貨物，按海盜攔船胡貨後，將
船抽放行，均不發生共向海損問題。

的共處分行為必須發自船長當船船在危

w
斯州聾，如不被輕載重，即有沉沒女虞，關照船長

命令將一部份貨物控棄入誨，結果轉魚為安，是項貨載之犧牲，係厲共同海損行為。瞎由各利

處分。例如船船航行中，遭遇証風巨浪，何

一一七

害關係人共同分擒。且是一胡人為之處分，必須當自船長，倘船長不有船上，訪問疾病木能執行

海商法釋論

海商怯釋諭

行為。

一一八

職務時，必須發白，持代理人，其他人員木負全船定危之責者所為之處分，則不能認為共同海揖

船船不及貨物，或僅沒貨物木及船船，木得認為共同海損。例如船船在中途，過海盜截站，共

川
W其危急情狀必須共同共危急情狀必須加諸船上共同財產者，悄僅加諸財產之一方國，如僅及

λ 之過失

目的僅在一部份重要貨品，並無加害船柚之窟，經交涉結果，乃給付巨額傘鐘而丟，是項海損
木能認為共同海損;海抽船方面，未入危急情狀，而海盜初無加血管船船之意也。
UA危時必須為現實扎扎吋同海損之危艙，必須為現實，若因預想木確定之危臨師為處分，則非共

同危艙，至共危臨之原因為何，則非所間。縱因船抽或貨物固有瑕疵，或因利害關係

所致之損害及費用，仍緝視之為共同海損，其他闢係人仍臨分揖立。但利害關係人，對於固有
瑕疵或過失之負責人，得請求償還。

，為A口血與摘當，倘輕舉妄動所為木必要之損害，不得認為共同海損。例如船長為誠輕船載而

岡比、處分必須合理共同海損行為，係因船長之聚合處分而發生，是項處分，必須在當時情視下

係入分擂。

拋貨，但木將笨草貨物下An投梅，反將軍量不大而極珍貴之物品拋下，其損失即木應由利客關

如某船，因擱淺於潛臨木能浮起，詰船乃使用快順車快倒車，結果詰船詳妞，但攬揮部份致蒙

盼共情節必須為特殊損害或費用必須為經常航行以外之特殊情節，抬得自各關係方面負嚕。例

安全所為之特殊使用而發生之損害，除為共同海損。倘該輪鷗在航行中，因風被關係使用過度

受損失。按輪機之順車倒車，係在水土航行中之則作，泄非在陸上使用者，若因擱淺，為共同

而蒙受損害者，則此項損害，乃經常航行可軒發生之情酌，則木能知叫罵共同海損。

四、共同海損之債權問題

共同海損之債權 -E者，即共同海損立海損額問題是也﹒亦即因共同海損處分所直接發生之損害蔑

費用，其受損害人或費用支付人得向利害關係人請求分擔立槽利也。行使此種帶利立人日共同海損
債權人。直將共同海損債權之種類，略述如次。

矢，應認為共同海損。然躍投棄而獲撈救之貨物，對於共同海損，則仍應分擔。

ω因投棄而直棲麓生之損害控載於船抽甲披上而為航運詞世所許可立貨物，解投罪而發生之損

開鑿洞口，故使柚抽之甲板或站建蒙受洞裂之揖霄，是頃揖害亦得認為共同海損。

開因投棄而間接發生之損害船翰內貨載準備投棄時，為便於將貨物擲出艙外，而在船遲或艙國

失衡，危瞳棋虞'為共同安全計，將其聯繫部份砍斷，投票於海，所砍斷立詭桿、帆謹、繩索

關船抽一部割棄川聾生主損害船拍在航行中禮遇恆風，峙捍折斷，但一部份向繫於船上，抽身

，尚有相當價值者，則是項損害，亦得認為共同海損，應共同分擋士。

由於船長立命令，立向艙內湛水，同時將船上一部份房間拆毀，以防延攝，並將蛤面或船現擊

仙過制延燒所發生之損害某站起火，勢將蔓延，如不立即過制，則有船貨全部發生損害文處，

洞，以利灌水。是項甜甜以及各貨水潰之損失，亦均為共同海損。

獲得安全，然攬諱因此而蒙受損害;輪樹立順車倒車保水中航行之動作，今在陸上使用，贅，更

開變更經常使用狀態所龍生之損害船抽擱淺於混水淹籬，將制烈使用順車倒車，結果船貨共同

其經常使用狀麓，唯其所為係罵共同完全，故其所受損害，應認倩共同海損。

一一九

開貨載充非常使用所發生之損害船抽航行因非常之風說，鼓鼓船迷失航程，曠日費時，懦睬用
海商怯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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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盡，它暐措處，木得已將貨載一部份憎充攏抖，結挺得以安全到遠離口。是指析中尤燃料之所為
，乃貨載之非常使用，放所受立損害，亦應認為共同海損。

，將船故意擱置於洩蟬，輛使火雖被熄，惟詰站不能自動浮起，經用枕木鸚鹿，挖沙滑數結果

仰仗意擱淺使抽葛浮所質生之損害船行海中，忽然起火，船長為共同安全起見，立向岸邊行駛

，設拍拍能重行浮起﹒'是項重浮之種種費用，係故意擱灣所致，亦﹒隙認為共同海損。

n船長對於投助所給報酬之損失，亦應認為共

制對於數助所給予報酬之損失船抽在航行中，失落草葉，危胺雄處，因之呼裁，遂自另外航行
向海損。

之船繭，拖至安全諧口，是項拖幣，稱立為數助

仙過難站修理及進出梅等費用之揖失船抽因共同海損，發生損害，必須駛赴附近避難港修埠，

其進站及出揖費用，均係共同海損，如因修到船船，共貨載必須卸下入極者，共卸貨費、修理
費、禮租費及軍裝費，均應認為共同海損。

倒還費因貨載之揖失或毀揖所致之損失運費因貨載之掛失或毀揖說誠少或全無者，亦應認為失
同海揖 Q

第 -EO條稱共同海損者，謂在海難中船長為避免船船及貨載之共同危臉所為處分，而直
接發生之損害及費用。

木條闡釋共同海損之定義，並祖定此項處分命令必須童自船長，係仿照日本海商法而制定，木搖…
詳盡，木若德闢商怯規定立臨街 ω德國商法第七 OO帳，對於共間海揖立定義
「為避免拍拍及貨載

揖宣霄，以及為實施上述目的所發生之費用。」叉所學共同海損之揖客及費用，如次

••

(一
U 船艙屬呆

某一共同危臨為目的，由的長對的船或貨載，法兩者問時故意所為立一切加害處分，因而發生立意外

••

或貨載之投賽。(二)請輯載重將貨載改裝展的所生之費用或損害。(一二)為避免抽她沉沒萬象持前

使船抽擱淺所生之費用或損害。(四)為避免船岫汰貨裁之共同危臨而進入避難混跡立之費用。(五)

為抵抗敵人或海盜昕生之費用或損害。(山川)船貨品敵人或海盜拘留而質固其船抽或貨裁之費用。

(七)為共同海損立賠償，在航海中調撥必要金錢所生之描央與費用以及利害關係人間因現算所生之
費用。上述例聾殊為詳叫，亦可併作木條之解釋也。

第一王一條共岡海損廳以左列各項與共同海損之總額為此例，由各利害關係人分擔之。
一、所存留之船船。

一一、所存留貨載之價格。~
三、運費之半額。
四、為共同海損行為所犧牲之財物。

共同海揖'.本為避免船岫及貨載失同危臨而且之損害，則其船岫及貨載之利害關係人(船拍即有

人或託運人受貨人等)應就船抽未過海難前各個所佔之植益共同比例分擋之。至分擔之各項，應以因

海損所存宙之船抽，所存留貨載之價格，運費之 AT蟬，罵共同海損行為所犧牲之財物，而與共同海損

之總額為比例，由各利害關係人分措之。拉開闊際通例﹒關於運費一一頃，保以運費之給付辦法而定其

AA擔共同海損立責任，惟木條第三一款則係硬性現足為運費之半個個。

負捲此種藹輯之人日共同海損債務人。惟共同海闊債撮人並非與共同海損債權人劃然對立。蓋膺

品A
揖此種損害或費用者，木僅峽於被保存立船抽與貨載井，因﹒即被損害之拍拍與貨載方面亦應分措之

。否則被損害之甜甜或貨載臨受賠償，而木令-措損害或費用﹒顯然特優於彼保存之甜甜或貨戲，亦即
海商注釋翰

海商法釋誼

總額駕 -E0萬元。如此則各刺害關係人之分擔額有如左列

J

位本條規定，其應 AM擔海損之總額應為六 O 五萬元，回揖存之財耽擱值，其爵王 OE 蘭克，海損

元，遷費 AT額為五萬元。

十萬元，的海損細觀為一百E十萬元，是存臂之船點價值為四百五十萬元，存臂之質勒價值喝王十萬

為所犧牲之財物揖女為一百萬元，(其中船航損失觀為五十萬元，貨物損女賴為
E十萬元)費用為E

設船啪價值為五百萬元，運費收入為十萬元，貨物價值為一百萬元，禮遇海難後，偶共同濟損行

央美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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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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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7 四0 萬元，貨物都紛為二一﹒凹

貸物古面臨依卸載地及卸載時之時價1
比其份情糊。机貨物價格中間械失無續支付之運費及其他費用(

依本條規定，計算共同海損之分擋額，在臨船主函，膽怯到達地及到達時之價格定其分擔額。在

第一五二條關於共岡海損之分擔額，船抽以到達地到達時之價格為單，貨物以卸載地卸載時
之價格為單;但關於貨物主價格，應扣除因滅失無頓支付之運費及其他費用@

0 萬元。

〈四)共間浴損行為所曦牲之財物都份 l| 叫。月甜甜)l1luNK萬g
元。其中船柚都紛傌

E 。(揖凶)XE只聽凶)

已。只耳凶U

〈一一一)運費品?顧部分之也
海只
損間
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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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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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U
胡L萬N
元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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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存留貨蜘部分之海損，，仍擔翱傌

••

••
••

'球錦載贊關現等)，仍須知除也。

第一里一一一條共同海損之損害韻，以到達地到達時之船船價格，或卸載地卸載時之貨物價格
定之;但關於貨物價格應扣除因毀損或減失無須支付之費用。

依本帳規定，計算共同海損之損害顱，明史以到達地、到達時之船柚價格或卸載地卸載阿之貨物

價格定之。但貨物價格中因毀損或攝失無須支付之費用，亦應扣除之。

第 -E四條運費因貨載之舉損或減矢，致熾少或全無者，認為共同海損，但運送人因此誡
省之費用，應扣除之。

在臉難中，船長為避免船抽及貨載之共同危時所為處分，而直接發生之損害及費用，問稱之為共
3木條立法，堪稱周至。

同海損。即運費因貨載之毀損4
斌說夫，說誠少蔑全無者，如扣除運送人因此誠省之費用汽如卸載質用
)亦廳稱立為共同海損

第一 EE一條因船啪或貨物固有瑕疵，或因利害關係人之過失朋致之損害及費用，其他關 Mm

人仍應分擔之;但對於固有瑕疵或過失之負責人，特請求償還。

本條係特別規定，在普通法上，凡因故意哉過矢，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始負損害賠償責任。

尺見法第一八四條)(註二三)換言之﹒即招致損害之人，不間共是否因自已過失或故意，只要第三

者未參展其事，帥不能令第三者負分措賠償責任。而本條所定之共同海損，雖因船船或質物固有瑕前

或因利害關係人之過失，所致之損害及費用，共他闢係人仍臨良分擔損害立寰。不過依本保立規定，
揚同舟共濟立精神也。

各分揖之利害關係人對於固有瑕疵或過失人有求值之榷耳。此明立怯意旨，無非為推護航行安全民藍

海商法擇，而

呵呵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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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7如捕撈故而彼得，別的應AA指共同帖UKQ至於上述貨幣得如對船長究鳴牛肉閉，明桿側的立和噶棋申研制叫

凡無載貨證券，亦無船長收棋之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貴重物品，雖發生損害，木認為共同海損

數者，仍應分擔共同海損。

第一五八條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自電物品，除經報明船長者外，不認為共同海損，但經撈

不課罵共同海損也。

或船長收據及共他足以評定貨載價值 1日顯而裝載之貨物，以及未記入目錄之設備屬具等經投樂者，則

目錄之設備屬共之所有人，如釋撈枝，均臨分擔共同海惜之責任。皮之，如未經撈杖，則無載貨請勿

同舟之利害關係人，皆有分擔共同海搞文賣佳。但載找誰券或船長收據之貨物所有人，未記載於

為共同海損，但經掛救者，仍應分擔共同海損。

第一五七條無載貨證券亦無船長收噱之貨物，或未記載於目錄之設備屬其經技棄者，不認

載為航運習慣所許者，共枝棄即認為共同海慣也。

上，自雄於保金，易遭危騙。並八裝載之時，即自抽泛流賞，故比 1
投棄不認為共同海損 υ反之，如其裝

裝載於甲板上之貨物，經投果者不認為共同海肘，苦甲板之上，本非載貨之冊，如將貨物裝載兵

前項貨物，若經撈故者，仍應分擔共同海損。

，不在此限。

第一五六條裝載於甲板上之貨物，組投棄者不認為共同海損，但其裝載為航連習慣所許者

，加損害於的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你定其有過矢。

門話一一一一)民法第-八因
凹故
條意或過矢，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

，請瑋丹
Hh
刑忱。主共告明之方式，必須具備有足食證明言語可丌'掛態有效。
J難
否以
貼糟考，郎
無法使他人分措也。

第一五九條毀損或滅失之貨物，於裝載時會為不實之聲明，而所聲明之價值，少於實在之

價值者，其毀損或減先以聲明之價值為車，分擔額以實在之價值為準'聲明之

價值多於其實在之價值者，其毀損或辦先川品實在之價值為準，分擔額以聲明之

價值為車。

第一五二條所定分繪額及第一五三僚所定之損害額，共計算方法係於裝載時未為聲明價值，或其

聲明無法計算時，始適用之。至裝載時會插不實之聲明，而所聲明之價值如少於實在之價值者，其錢

損或攝失之貨物，以聲明之價值為串。分措額以實在立價價為準。如所聲明之價值，多於其實在主價

值者，其揖損或按失之貨物，以實在立價倩為準，分擋額以聲明之價倍為準。此木條之為懲刁按而保

去益所定計算方法，時第一五二條第一五三條之計算方法之肘以不同也。

第一六 0條船上所備糧食、武器、海員之衣物、薪律，及旅客之行李，皆不分擔海損。
前項物品，如故技葉，其損害應由各關係人分擔之。

.本條係分措共同海損之例外規定，譯本帳所載之物品，或為全體之利益而設置，或因其數額細微

，如強令AN擒，則於旗客行程上，不免費生許多不便。訣或此等物晶被投棄時，則其損害額應由各利
害關係人予以分擋以資填補也。郵包因非一般海運貨物，並不接發載貨誰券，故亦不分嚕共岡海損。

一二五

第一六一條共岡海損立計算，由全體關係人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特請求航故機關調處
，或商務仲裁協會仲裁，成自怯院裁判之。
梅爾怯體論

海商法禪諭

一二六

共同海揖之計算，事極繁復，非專眾木既得之。通常多延聘海損理算人(〉

4而且有〉 25 宮門)

，製成共同海損計算書(的。口oz-〉
EEm巾〉門口zmHB
口O
同ωZHOB自己，以資辦理。

.本條立法，旨在尊重利有關係人之協議，以免久尪木決，且可濟法律立窮。在協議木成時，仍不

闢便利哼闢係人訴諸法律，峙悶得請求航政攬闢調處，或商旅仲裁協會仲裁或由法院裁判之。

，不在此限。

第一 -A一
-條運送入或船長對於末清們分擔額之貨物所有人，但甘留置其貨物，但提供擔保者

貨物所有人有清償共同海損分擋擷之義誨，各國海商法之規定，中八致相同。木浩亦循各國之前例

，明定貨物所有人有清償共同海損分措翻之義誨。站附運送人或船長對於未清償分措額之貨物所有人，

入或船長行使留置榷。並一得提出與各個留置物價值相當之措保，以消攝對於該物之國置權，役，本條但

得留置共貨物。如設項貨物係禁庄扣押之物，則不能留置。同時，貨物所有人得提供擔保，以免連進

書規定，提供擔保者，木在此映。

船長雖非共同海損立價權人，但船長師受抽柚所有人之但用，處理船抽事務，且負有公挂上之責

任，而共同海損之發生亦由於船長下令所說，故對於不提供措保，而叉木清償分措顧之貨物所有人，

自晦為各債權人之共同利益，而賦予船長以留置一該所有人貨物之構也。

條一六三條利害關係人，於受分擔價值，復得其船岫或貨物之全部或一部者，應將其臨別受

之分擔韻，退還於關保人，但緝將其所受損害及復得之費用扣除之。

.本條所舉事項，雖在共阿海損亦一擔後，
M仍
m必共同海揖分擔頓有關問題立祖國。故設有此事實發

生，利害關係人雖於分擔共同海損後，假如船抽或共技備屬具或貨載立全部或一郵復歸於所有人時
4

積返還閥門?措八，以示公允。

則其人臨就所受價命中，將救助費及一部鵲失或毀損所生立損害額扣除後，以其餘額，按照照分擔成

第三八四條應負分擔義誨之人，轉委棄其存留物，而免分擔海損之賞。

連起人或船長，對肝、未清償共同海搞分措翻亦米提供擔保之貨物所有人，由得留置共貨物，則晦

負 AA措義務之人，如不提供擔保，自轉雯棄共存留物以代措保，始能免分措海搞文責制。此種委葉與

海上保險之主付，不能同間，設一經表示委棄，不必得債權人承諾，凹可免共分揖立宜。

第三八五條因共同海損所生之債權，自計算確定之日起，經過一年不行使而消滅。

航業變化多端，凡因船船所生之債排，均定心何行使朋鼠，從而因持阿海損所生立債權，白不能不

-二位

有行使期眠之規定。本條規定，自計算確定之日起，經過一年木行使一而拍攝，亦即經過一
T年
m行使者

,

，即無詰求權，華所以肪航黨制甜久延不決也。

海-噶法障而

2

第九章

海土保險

海上保暐 (EREO口
H
m
口E 口n0)者
-，
Z乃當事人約定以膳償因航行事故所費生之損失憊目的之
償責任之契約是也。

保胺契約也。質雪之，即保股人對於保脆標的物因水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毀損過失讀費用，負賠

凡控保海上保臨者，必須具有保肢利益(-口gEEOHERmm。
H所
)謂保臨利益者，為要保人對

民保時標的物所必需具備之一種關係，即保臨標的物存在，對要保人有金錢上之利益，民之，則對其

(一)貨物

有金錢上之損失也。茲就貨物、船抽、動一款、利得、運費各項，分別說明其保時利益如次。

汽甲〉責任闢係第一、如運送人對於貨物之運送，除載貨證綜訂明之豁免責任外，運送人應負

貨物完整運遠之責任，是以運送人有保臉之資格存在。第二、如貨物交駁運人 (FKZ白白宮)自岸搬

運至船，或自船至岸，或交其運輸至河之對岸，除為天災、兵災外，則於搬運時之一切損失或毀壞均

由毆運人負責，是以駁運人有保險之資格存在。第一二、打撈人(ω丘吉『)凡與船抽所有人或船長有契

約關係代替將所打撈之貨物運往市場錯位同，或運載於其他抽上，則打撈人即可將此貨物保肢。第四、
船長於運貨物時質為各貨物所有人之代現者，扣在航程未了之前，因特種關係須將其貨物轉託他船代

運至目的地，而原來之提單又無此項轉託運輸之規定，則貨物於一該段航程中即可由船長出而為之保蝕

一一一九

(乙
ν危險闢係第一、貨物所有人有保臨利益之存在，但如實者將貨物之所有權轉龍於買者，

。上述諸例，如運送人之對於運送物，駁運人之對H、
P搬運物、打撈人之對於打撈物，船長之對於運往
貨物，皆有使各識貨物完整存在之責任，故日此項保臉利益由責任闢係而產生。

海商法釋論

海商法釋論

一三O

契約上有特別之規定。再就賞者一一=7如雙方所訂費約不負貨物在上站以前之危險，亦不能享有資者所

則資者即無保搶利益存在，位亦不能將其應享之保臉卜的利益連問轉讓於買方，除非此種捕時謹於銷售

訂保悔罩上之保護兩利。第一一、受貨人 (ng
血肉口
8) 可以保險，此蓋指受貨人對所受之貨物已有代

質無所有權，但此貨如有損失，則其盟款即有危臨之影響，此項鶴款之危時，即保臉利益存在處也。

動一款真等情事，因此詰貨物之存在與否，與其所代獄中一款一崎等能收回與杏，深有關係，故受貨人雖對

故如受貨人僅代貨物所有人接收貨物而對於貨物無利害關係者，則此種受貨人對冊受貨物即無保晦利

益。第二一、打撈人打撈沉沒之貨物，如於契約規定，其打撈賀肘，須胡貨物被打撈俊運至銷售市場或

轉運地之價格若于，然後再按照現定數或騙足之百分比在該市場或恃迫地付給者，則該打撈人對於其

所打撈之貨物即有保時利益。

(二)船如

汽甲
U責任關係第一、組船人可以保肢。租船人向船抽所有人租船使用，規定於租用期滿後須

將原船交還，則租抽人於租用胡內對於船抽所有人帥，前有相當責任，故可以保臉。第一一、扣留船船人

(而且其。目
h。
mEgo-)
可以保肢。因其於船抽之扣 mN條件不能成立而價交還原來所有人時，應付給

對方相當之損失費也。第三、如船長於船船發生攝壞情形後，駛往遠處之揖口修理，而不在附近之借

口修理者，則船長負有使抽抽平安之責任，故可保胺。第四、當船船代理人接得所有人之通知，一瓷其

將船出售，有時船雖出售，但售價績使船駛-全他港口後拍得照付，如此該代理人即可以其名義，按售

汽乙
U危臨蹦係如船抽所有人以如抽為抵押品，由人借款，則受押人(宮。zmmmm
對m
越)
船船

價而保時，設拍拍於行駛途中遇峙，則拍拍所有人亦能獲得相當之款項。

即有保儉利益之存在，困的抽存在川詰債待人之抵押品存在，如的怕無有，則該債輯人之抵押晶亦無

有，使借款之收回有發生 A
川崎立可能，惟受押人如此投保之保額，不能超過其借款合顱，設超過之額
數係為抵押人(宮。 2mmmZ)所保者，別無不可。

(三)墊歡

今日此種動付款項之有保臉利益最多兌者，為共圖海揖之費用，當抽抽於航行中遭遇意外，而必

須折返護航晶 am--E。
m呈
M現
M駛至附近括以持難時，則船抽代理人每以共間利益而代付所有之費

用。此項費用於船抵目的港後，當由船船、貨物及運費三者，按比例分搶而歸還者也'是以代付此項

費用之人於避難港市。泣。同岡州巴巴肉。)至目的港之航程肉，對盟付之款，有保臉利益之存在。

(四)利得、

利得與貨物之轉運深有關係'貨物一部之損失，常致一部利得之損失，故與貨物有揖益關保之人

，即對該貨物之利得有保時利益之存在，通常此種利得保臉，往往在貨物保瞳額上增加若干百分數而
'二、一個誼明設貨物無損失其利得確有存在之可能。

已。投利得呆隨貨物之損失而損失，被保按人請領賠款時，→、須證明其對貨物之利得或所有權關係

(五)運費

還費本可包含在的抽價值內，但運費亦因白有其金額或數目，可離個抽之價值而獨立，故將扭，費

海上保胺一稱水臉，按我國海商怯姐足，可分為船抽保毆、貨物保館、運費保歐、利得保胺四種

一項作單獨之保障利益論之，亦無不可。
。茲闡述如次。

海商法釋論

一
一
一
一
一

梅爾法釋臨
(一)指指館會(出口口可。出的明)

一
一
一

一

--

類甚多，六體可分為

(甲)論時保臉(吋-BO句。
--4)，(乙)計程保臨(〈 CM函悅。可。口是)，

azmp司
d戶nHH

mZEROF--a簡稱保單)內戰明，自某年某月某

簡稱開 ω吋)等，共

期間，除契約別有訂定外，關於船船及其設備屬具，自船船起錯或解纜之時，以造目的港投錯或繫纜

「從」(旱。
5)字者，其效力以抽柚啟聽從事共航程時為標準而開始。本屆一百六十八條稱「保臉

v計程保學中之「在與從」(〉片自已咐，55) 條款，為明定保單開始發生有殼立時地。如僅用

人之同意，保臉人得問為「變更航程」(口 2 古巴。口亦有譯作時緝航程者)而宣告保單無效。(註一一一一一)

，對於航棍，雖通常未予明史，但如航行超出正常路線範圍之外，或變更起埠或能埠而未經徵得保酸

(乙)計程保臉即船船在某一航程中，自某埠至某埠期內投保水險之輯。保單內載明起琵埠名

眼，不得超過一年，共他國家如美國，雖無此間制，但亦鮮有超過一年者。

論時保險之期眠，可由保騙人典要保人雙方約定，通常以一年為翩。英國法律阻制論時保瞬之期

(ZEEmZ
起)
，造絡，止日之午夜為丘。德商法則為訂約日之正午開始，至期間終止日之正午終了。

未註明者，則以簽發保單地點立時間計算。如保單上僅載明年月日而未及時間，則以開始日之午夜

ZS 口ds 。簡稱的 zd 或「龔國東部標準時間」(開 SZ 吋口ωZ口EEdgo

白菜時起，造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丘，並註明所探時間立標準，如「格林風治時間」

脆責任。該項約定期間，必須在保隨契約白白

(甲)論時保臉都定期保晦之謂，在約定期間內，保騙人對於保臨標的物(船抽)，負有保

(丙)站內保晚(可。立自己的阿句。
--4)
及 (T)造船保臨(即已ERK-cmw
句。口是)四類。

••

抽抽保臉木但為抽鼓典船擻，凡牆上航行所需之一切設備及屬兵，如按輯、錯鏈皆包括之。其種

~

若「在」血汗「從」(〉戶且旦兩
32) 兩字俱甩者，叫保學之效力，晦於船艙停留護航港之時，即

之時，為共期間」即此意也。

行開始。在此情形下，雙保人必須做拉略有之速度(巴巴。口 23 月廿)，使船抽出航。否則發生延滯
，保險人均得宣告保單無奴。

(口已是)以致增加航程之危蟑性，仰自夏季航程延為冬季航程，或由平時航程程為颱風季風航程等

(內)港內保險凡站抽因長期修理讀宣告停航而需長時間停留港內者，可投保「港內保瞳」

投保之船帕，木得離開停留諧，但在梅內得自由移泊，不受阻制。(如保學內指定某一艙席或不

(艾稱措口保時)。保單內載明停留措名，並採論時方式，載明起龍日期。

准移泊者，不在此例)。如船抽修理睦事或宣告復航，並得在梅內作種種出航之準備及接貨，均在尤

許立例。但如臨抽一切準偏就緒並辦妥出航手蟬，則雖仍在港內﹒港內保時間行終止。

(T)造抽保臨船船在建造過程中，得投保造船保蝕。此類保險由造船廠拉保，惟因一般造船

均探分期付款制，問船船進至某一階段，站抽所有人即須付一部分價款予追胎廠，設保單上載明以造

船廠與抽柚所有人為共同受益人 SS 且在自3) ，俾於出事後，各可獲得共相當之陪償。

造船保臉與此他船抽保臨相比較，其最犬木同之點，即鑄造船保臉所承負之危晦，有一部份為岸

上之危臉是也。一切建造時之危峰，不僅抽身所遭過之損失，即堆置抽旁待用之材料，亦均在承負之

費用，船架之陷落，基岸之破壞，起重揖之損毀，以及火災等危晦，亦均在造船保時範圍之內。道船

列。共他如女架之筒倒，站身下水時之危晦，站岫試航時之色峰，船抽下水工作不能完成時所產生之

保時復包括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責任，但人身之傷害及傷亡除外。

造船保臨之時效，自安放龍骨乎是古悅。『』 hmm開
C始，至驗交船船(巴巴 za 。同ωEHH
為)
此

指商法禮品

一
一
一
一
一

-

海商法轉站

一三四

船抽保隨之期間較長，且保隨資金之周轉亦歡不易，投其保隨費亦較貨物等保臨禱高。拍拍保晦

，故亦可視為一種論時保暐也。

之保臨金額決定甚難，要保人凶多保金研為利，而保騙人則以適中為宜。盡保臨金額過大，易引起要

保人之自盟以圖賠款也。惟船抽價值變動頓大，計算不易，雖得依其運費與造價比率而定其價值之六
小，然亦不能以立為依據。因之，扭岫保險金額之大小，多以當事人雙方立協議而定，如無慮偽之弊

000 美元以上者)，保隘人得不負賠償責任，即所謂賠款眼擷

，則雙方官應受此約定之拘束。站抽保一臉亦具貨物保臉相同﹒對於賠償之責任，常說種揖阻制。一
般通則，如抽抽損害之程度而在百分之一二(通常保頡未滿一λ二、000美元者)，或四、八五 0
(咐，『
n臼
F戶
口的內)。

美完以內(通常保頓在一只二、

甜甜保隨範圈立種韻，經當遍採用者，可分為一一一

34EEmrFEE

9學凡全部海

(noE
已。口)等損害，均由保騙人負賠償立責

暴風，船身受到揖自由，是為單稍海損，旋即灣駛避難諧，經臨時修理說，餾績航程，是

負責賠倍;惟如過單獨海損，叫須也要保人自行負責，保臘人不予賠償。例如某輪遭遇

範圈奧「各種損失臨」大致相同，即全部海拍、共同海損奧船帕瓦撞等損害，由保騙人

而乙)單獨海損除外臨(咐， 2 ∞咐，
3 日可臼『HFnz-〉
R〈自ω海關師可圳，﹒可﹒〉﹒)，此頡保臨

;但以投保之金頡為眠。因其保隨範圈最盾，故保隘費率亦最高。

損、單獨海損、共同海損，以及抽抽互撞

中之各種危臨除外，須另行投保外，其他一切危隨發生峙，均可獲得賠償

口門內)改遣送人責任陳(呈但已早早。同叩門已。口 hVHE
仰自旦哥]口巨『gnm間稱可 hv
『)

(甲)各種損失晦(司已}司。2
司) 此為船柚保險範圈中之最廣者，除兵臨

••

由要保人自行負責。此類保胺範圖較椒，保胺費率亦較低。

躊共同海損，保臘人在此種情況下，社賠付共同海揖之揖霄，至於單獨海損之損害，則

BO 司SBMMR 門戶口
-口
R 〉 ZEmow開口m-ZFn
。且在。口)簡稱叫什﹒可﹒〉﹒開

單獨 海 損 除 外 肢 ， 又 可 分 為

海商法禪論

撞責任而遭受重大之損害。

時，類多加保可船抽互撞版」

SBMM且已戶口口R 〉呵。
Emp 〉BO『戶口也口口。口丘丘。口開稱戶可﹒

EOM刊
ZSMM自己 nER 〉 SEmm 〉σgZZ 可簡稱明﹒可﹒〉﹒〉﹒)

(mzog
已們皂白 nE 晶宮)，得由保臘人負擔之。

三一年
4

ac--E。口ngzmo
亦稱 HN口
Z口戶
m口口。看口nzg0) ，以防間負繪碰

扭帕保臨範圍以祖院全部海損臨為最挾，仗保鷗費率亦最低，船柚所有人在投保值映全部海揖臨

海損，因而發生之訴訟與互作費用

等損害，均由要保人自己負責，保臘人不予賠付。惟如因助，止或扭救船艙使共免於全部

船個聲生全部海損時，保按人方負賠償之責，餘如單獨海損、共同海損，以及船抽互撞

(丙)抵恤金部海損鷗(、呵，己已戶。帥的。旦『簡稱吋﹒們-0.) 此類保臉範團最獄，聽恨使

費率亦依共保時範圍之廣獄，而發生高低之差別。

此三種中，自以英國方式之保臨範團最廣，羹國方式次之，絕對除外，叉次之，其保臉

規定}切單獨海損，均不予賠付。

叫絕對除外(司

〉﹒〉-n﹒)奧英國方式相似，惟恨於直接引起之單獨海損為恨，間接引起者不予賠償。

帥美國方式(句話。明

朽。
--z。口)而引起之相關單獨海損，仍可由保臉人負賠償之賞。

n﹒凡由於擱揖 (23 口門戶戶口間)前
(沒
ωzrgm)火燒(切已『口戶m
口) 及船船互撞(

ω 英國方式可

••

海商怯輯論

(二)肯物保晴 (n『
m悶
M。可。
{】
ns

一=一-h

貨物保隨中稱為貨品(的。。已的自已 EZnEEUO) 者，指貿易上之物品(即商品)，非屬貿易

貨物保臉鑄一種計程保時，即貨物在某一航程中自某埠至某埠朋內控保水曠之謂﹒

ω此種保

得列作貨品，牲口及飼料，須經特別訂明，始悍且為其口間，至其抽為專供裝運牲口之用者，則牲口自

者木在其內。故船長海員之衣物，特船之行李、糧食、及票碟，皆非為貨品，但錢幣、金銀、寶石亦

亦為貨品。貨物保胺利益不僅峙於貨物之原價，即貨物之包裝存儲以及手償等費皆可列入之

鷗在海上保隨中最為發達，凡貨物所有人、運送人、對於貨物有利害關係者管得為要保人。貨物保鷗

揖失及費用之保股也。俏僅因水而潮濕河損，不能維持其原價，由保隨人負責者則為水潰臉焉。

在我國習價上分為二撞，郎平安時水潰臉是也。平安臨云者，關於因水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殷損

貨物保眩，就共數量而論，則較他種保險為大，就共期間而論，則較他種保臉為值。因之，木但

普通貨物保晦，規定保臘人責任之範圈，在發航晶，以貨物上船時為起點，在目的禮，以貨物上

保隨人之資金得易週蟬，而其危臨發生之樹會，平均亦較他種保險為少。

(4〈白色。己的。言詞ROFEggEZ) 者，則承保範

(K
同F
自口
H內
FOB)則承保責任，廳提前於貨物按戰時開始。

貨物保時，有掠用「倉庫至倉庫條款」

岸時為終點。如保單載明「在與從」

間，應擴展為以貨物自離開發航站，或由內陸(同口阱。丘。在之倉庫為起點，以貨物搬進目的港接共內

陸之倉鹿為終點'並包括內陸浩口問運輸及裝卸危臨在門。

貨物保艙，又有採用駁抽條款(約旦悸。同口﹒cm己的。)者，亦為承保範圍擴展之一例。凡貨物在

曬船牌運過程中，無論自岸至船或由船至岸，悉在承保範國之柄。

貨物之共有特殊性質者，如危胺講冊

(Ug海
mSSU 『品的)，設緝令。
2) 、麵粉 (2
。口『)、黃

孺 (HEO)、像膠(如各σ角)，、冰肉(明gNODES片)、牲口 (HLzronr
等)
等，保單上均載有無

各詰類貨物特定之公會條款(古叩門叩門口阱。
2。月)，對於保晦之槽利與義詣，予以眼制或補充。

貨物保臉範國之種餌，經普通採舟者卜可分為
-一
u年
\
(甲)各種損失臨(注-目前押回P
簡H
稱RM于此為貨物保胺範屆中之最廣者，除兵隨成

雪白除叫作須另行投保外，其他各種揖霉包括全部海揖、單獨海損、共同海損以及盜竊
(2『立品。)短缺司的首丘吉普
V 等一均由保臘人負責賠價。此顯貨物保艙，保腹中費率

時高，但較諸各種損失時為低。

海商法體論

一一-一七

海上恩劣天氣便說的遭受棍打而噩生水潰，亦可獲得賠償而巴。此類保險費率較平努臨

而 引 起 ， 均 在 平 詩 時 h T可 同 樣 獲 得 賠 償 ， 則 此 類 保 蹟 範 圈 ， 較 諸 平 安 肢 ， 僅4 7
一損由於、

但我國保臨業中，說稱為永潰騙。良以單獨海損之由於擱曲、況沒、火燒、及組柚碰撞

(丙)水潰悔 35旱，〉〈而且有簡稱還﹒〉﹒)就英文字面解釋，廳局單獨海損在的之意 3

適 盜 竊 者 ， 可 加 保 盜 竊 悔( 2 - P E m 0
，)
藉資保障。

，玻璃口間或瓷雄之
H、
易
F破 裂 者 可 加 保 碎 裂 鷗 ( 切
g「
-sm0
，)
貴重品如呢借閱藥等，為

要 保 人 亦 可 就 貨 物 之 品 質 ， 予 以 加 保 。 例 如 桶 裝 流 質 品 ( 則 可 加 保 滲 漏 臨( F S E海
M)

撞叫引起之貨物單獨海氓，亦仍由保除人賠償之。此頡保脆費桶，較各種現失肢為低。

部海悶悶、共同海損等損害，即均可獲得賠慣。惟如遇船抽擱淺、沉沒、火揖、及船抽五

內乙)平安峰(咐，﹒可﹒戶)即單獨海揖由要保人自行負賀，保融入不負賠償之賞，其他

HEINo

海商法禪論

一-Z入

(三)運費保險句話 EZ 可。】戶的可)
運費為一一種無形的利益，非如船船或貨物主為一種有冊的蜘物質，故共保瞌利谷須暉運送契約

賀禮品峙，亦即提單巴-戶。同「且
m古
戒租船翻來約nYR
畔。咱可阻且可)中之給付運費辦法而定。

按運費為運載貨物之酬金，亦即船船所有人將貨物運至目的地所撞得主代價.，而對連載旅客立票
價，則不與禱。運費可分四類

∞旦旦』卜、且吉閻明，司m
。Z
一) ，共付費方法，計有四種

7

第 二 類 普 通 或 載 貨 譚 券 道 贅 ， 須 視 其 給 付 運 費 辦 法 ， 以 決 定 其 保 暐 圳 聳 立 有 無 。 如 ( 甲 J喝 之 到

上述第一類運贅，船咱所有人還埠共自有之貨物，往往將貨物還揖目的地後之增值部份，併入貨
物主原價，一併投保貨物保擒，故不復另投保遷費保峙。

關 論 時 間 租 之 抽 租 ( 、H J目 。 n E 三 角 色 咐 ，Z E Z Z E g o n z 2 Z E Z )

目 計 程 出 租 之 船 租 ( 〈 。 首m o n z 2
角 色 早 已 m Z E 〈 。 可M
凶H o n三
E角 2 月
2)

景若干，均領照約定之載量，給付遷費~。

(丁)包載運費(「口
-自
u E B咐 ， 品 的 耐 F S 郎 託 運 人 認 付 一 約 定 載 量 之 運 費 ， 木 論 卸 貨 時 立 數

損失與否，其運費均予認付。

( 丙 ) 保 付 運 費( C S E E S
已開
JZmZ
〉 回 遷 費 雖 采 預 付 ， 但 託 運 人 保 盡y 不 論 抽 或 貨 完 全

( 乙 ) 預 付 運 費 ( 句B
話E 早 已m v c
國運費於貨物裝船時間行預付。

( 甲 ) 到 付 運 費 右 。- z門
n早 已m H Z
四)
運費價於貨物安全到違目的地後，始行詩付。

Eaz

..

目船船所有人將其抽抽承運他入貨物以收取道費」該類運晶質稱為普通或載貨證券運費白(。且γ

甘甜抽所有人運送其自有之貨物「該積貨物組遲遲至目的地市場後，其增值部份，視作運費。

••

付運贅，須使貨物遲到目的地，並仍維持康狀，艙岫所有人椅能收到進贅，所謂仍繼持清狀者，指運

到之貨，仍不失原來-商品之意接也。換言之，貨物如不能遲到目的地，或難道到而不能仍維原狀，船

抽所有人即有龔失運費之危臉，故船船所有人對路到付遺贅，具有保臨利益，可以投保。

再如(乙)頃之預付運贅，似船柚所有人巴無保臉利益，但如貨物不能在仍推開狀下運到目的地

，仍須將頭付之道贅，退還託運人，放吳到付運費無異。必須載貨體券上訂明，不諭船或貨完全損失

與否，預付之遷費概不退還等字樣，船制所有人伯龍免於買夫還晶質之危臉，不復具有保臨之利益。
(丙)項保付道簣，雖並未預付，但扭扭託運人保證不論船典貨完全損失與否，共遷費均予認付
，故船帕所有人對於保付運贅，亦無保脆利益。

(T)
項包載運費，如船柚所有入具有保胺利益時，可扭扭保全揖時，而無須投保單獨海損除外
臉，因卸貨時縱有短少，託運人仍須負責全部載量之運費也。

第三頸計程出祖之船租，又稱計程出租運費。船咱所有人將這船柚租予租船人
(ngzo
『Z
)接

連貨物，雙方訂立傭船契約，載明貨物數量，起話埠名，裝貨日期，每嘲，將-債，以及付費辦出等。共

付費辦法，亦分到付、預付、包付、包載凶撞，故央保險利益亦觀其付費辦法而決定，與第二鍋載貨

第四頡論時出租之船租，為甜甜所有人將?再船拍在約定期間內租予祖船人營運，從而收取'之租金

證線運費相同。

，投亦可視為速建之一種。雙方訂立租船契約，教問起迄日期，交船，從還船埠名，租企費率(六部以

三一一九

每月每載軍嘲計算)及付費辦法等。此項租金此之給付，每以艙。咱之存在血肉完評為條件，即船抽存在完
仔可作營運工兵使用者，訂定立起余，自可邂仙們付
J給
O一駕船拍發生況復或損壞超過二十四小時街禾修
復者，租船人得停付租金，其已預付咀令者並悴，學求退還。故船抽所有人對於論峙的租立租金，具有
海商怯體論

海南岔路論
保胺利益。

司保時為契約行為，保胺法對保時卅作之定義如下

一四O

「本法所稱保肢，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支付保自

第-六六條關於海上保臉，本幸無兢定者，適用保險法之晶晶定。

解為開始川成貨物離陸之時，終r於貨物到達目的站出賣之峙。

臉之價額無甚差異，故以保脆金額推定共保脆價韻，亦無不當。其保臨期間我海商怯並無規定，自瞎

確定，能否獲得，亦難頂期，故共保障價顧之計算，殊無一定之標準。而此時之保脆金額，但與共保

原物之價值有一事賞之可考，故學者亦有名之為希望利益 SMGo
同n
且可82)保時者。此項利益，由非

險為保障之利益，圳此二千元之超額，即為利得保臉也。以此二干元之利益，尚在希望之中，並非如

為保險之價頓。所謂利益者，例如商人以一萬元之貨物，希望到達後出贅，得價一萬二干元，遂以此

挂而為保騙者。若保胺契約未定保臉價額用保按標的物以貨幣估計之寶價)時，則以共保臨金額推定

利得保晦之目的，亦為無形之利益。與運費保險，六說相同。即就貨物安全到達時所可預期之利

(由)利得悟險(可門。自官司。
--3)

入貨價內投保貨物保肢，被鮮有另行投保運費保障者
Q

以上所述均鑄抽抽所有人奧運費保臉之間保，至於貨主方面，六多數將持預付或聽付之遷費，但

'"l"

章對損失保臨，則作定義如下

「損失保峰為賠償毀損或按失之契約。」對責任保時)則謂「止頁任保

費於他方，他方對於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汝責任，負擔賠償之契約。」向法第二

••

批二種與約而成者，為保驗告中損失保艙特倒之一。與火央保艙責任保蟑何其地位，於無軒別規定時

時人於被保臨人對於第一一一人負損失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峙，Aq賠償之賞。」海上保臉，係包括

••

，仍情一用保暐法之規定。

第一六七帳航詩中)可能發生危險之財擇權益，得以貨幣估價者，皆得為保臉樺的。

海上保肢係要式行為，必須訂立契約，均能生效。此南海上保時契約之成立，須具備三六研究伴

即八鬥極保晦之利益。UH借蝕。曲報酬(即保隘費)是也。本條條就第一男仲言之。凡在航行中，可能

木條係就海上保晦契約之第二成立一要件「危臨」'作一概括規定，即損失保蝕遇則所謂偶然一

損減先及費用，負賠償責任。

第-六九條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因海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毀

暐血，為共期間。

立法例，特就航行保胺為始期的時期之規定。即就計程之船柚保臨言之，保胺人之責任以船柚甜銷或解
憫之時寫始，以造目的港投錯或繫纜之時正為其期間。關於貨物，則自離岸乏時，以造目的樹起岸立

海上保臨慣例，關必保按期間，當事人多預以契約訂定，事實上甚難種生箏議。本法係循多數之

的港起岸之時，為其期間。

時，以造目的港投銷或聽纜乏時，為其期間。關於貨物自貨物離岸之時以誼目

第-六八條保時期間，除契約別有訂定外，關於船艙及其設備屬具，自船艙起錯或解攬之

搜保隨之利益，應以貨幣估價之物為恤，先木能以貨幣估價之物，不得以之為保毆攝的。向

發生告晦之財產模益，不特船曲或貨物等'，得以之為保隨標的，即運費與利得亦得為保晦之標的。惟

••

BRE 常可)，們註二五)閻

定之事山凡是也。投保悔當時，危臉已不存在者，其契約寫無殼，至於海上危晦之多'，本不勝校舉。例

如村海難(早已的且早巾的自的)，(註二四)的 H船長海員之惡意行為

海商注釋論

四

海商法釋論

有前頃約定時，要保人不得將未經保險之部分，男向他保叫人訂立保險真約。

第 -、
J七一條保險人得約定保險標的之一部分，應由要保人自衍負擔一向危惜一兩壁之揖矢。

原保臘人不復負賠償立責。呵

以後，兵時保單，自動矢殼，所有因戰箏行動而發生立船曲曲攝價或揖矢，以及船長海員之，傷亡疾病等

債。惟兵搶冉湘草中均HM有「自動機，止條款」，即在睡爭行動用不論宣戰或不宣而戰)謹生四十八小時

海員之傷亡疾府等，不諭由於遭遇海難或兵災(如遭遇水#同學況，敵人攝相)所致，均可獲得保險賠

有兵臘月 4哥哥己的
FωEFnoE
。FhwnE-n。gso丘。口)及運進入責任暉，對俠、敝嗤之損害以及船長

此即為於採取概括主揖外，並重視當事人間之約定也。的抽在營運中，大都除投保船體臉之外，另保

木商法則採概括主義。。總之，無論所採者為概括的列舉主義，抑為概括主義，當事人開得以契約擴充
或誠縮之，白為本法之所詐。本條明定，因鞍暮之損害，除契約有反對之訂立外，保臘人騙你為賠償。

海上保瞬之保臉人階為賠償損害之臨圈，各國法例，多不相同。、德國商法棵概括的列舉主義。 7日

第一
-t
條0
戰事之危險，除契約有反對之訂定外，保股人應負賠償責

異(註三一)。

僅投保水臉之水潰火災及戰箏等臉是。可叩門於傑臘人對股所保揖失之責任，則祖承保責任範圈之不同而

定，木受法無明文之拘束。至於保臨蟬的物之一t之市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于旬，一所謂一昂有規定，葦指

舉，特作揖括之語何，旨在叫樹.而廠黨也。此使站在使當事人間，對於「危胺」保臨契約，可自由的

海難校棄(]叩門立的。口的)(註二九)，的其他海一雄
5主
月口。
3 門口的)(註一去。中均屬之。本保未予列

(註三七)，的問捕盤一、拘捕、可必一禁制內過
)制
2停名
泊 EZY 〉可ggwHN
胡O
同昌一己的)(註ν
二'
八的

講盜(吋YZE的)(話一一式)捕商艙執行故壤令而且報復令 (FZZZEZR 再呂已口。5 月。2
司月月)

四

保騙人為使要保人提高警戒性，缺少災害之發生起且，得約定由要保人自行負擋部分損失。例如

「四分之一一一船帕瓦撞條款」
(4
頁。。
-EE岳 HN口
Z口
Em 口。看口的
EZmo)規定船船發生五撞責任峙，

要保人(即船抽所有人)須自負四分之一之責任，藉以促使要保人對於船柚之間備及船晏海員之任用
等，可多加以慎重。

依本條之規定，該自行負擔部分，要保人不得再向其他保臘人另行投保。惟如上述「四分立三船
抽互撞緣故之例，則因要保人聞組成「互會」(早已 E囚一〉
gongz8相
)互承保此凹分之一自行負擔

部分，使原來四分之三條款，失去盡著;故近代辦抽保單中，多採用「四分立四船抽互撞條款(句。丘，

FEFHNZ口口宙間巳。建口
ngzmm)，不僅責令要保人自行負措部分惜失矣。

保胺人對於前項費周本償還?以保搬金額對於保臉攝的立價值比例定之。

約另有訂一定者不在此限、。

第 Ft三條保險人對於要保人或缺保險人為避免或前報揖先之感要行為所生之費用
3負償
還之責。其償還數額與賠償金額合計雖超過保險標的之價值，仍應償還;但莫

保人。

諾頓避免或誠輯損失之費用，大旨為「放助費用」白色
Emong品而)及「訴訟與工作費用L
SZOS已阿拉
σ。『ng品。由)，保暐人對於諾頓費用，且保臉金組對是保融棋的之價值，比例償還要

第一
-tz蜂

因要保人或投保按人車其代理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先冊費之損失，個保險人不負賠
償責任。但本語第一百十三一儼第一款東第十一歡立情事，不在此限 c

依前述賠償損失之遇則，則保時入應為陪償損失之範園一，可謂至賀。本跨海調協當事人問之利益

一囚一一一

起見，特胡明建因要保人，截肢A
保讀
臨其代理λ之故意或重大過失府設立攝失'，保障人不負賠償責任。
海商法釋論

海商法禪論

-四四

付以船岫或以運費為保時峙，因船船本身之不適航性(口口 ZN呵
H。
t同岳戶口拘留)，讀末備置各隔牆

仍應負責。

第一﹒
τ四條貨物保險時，未確定裝運之船船者

人不即時通知於侃時人，則保隙契約即失共殼力。保臘語第二十條規定 「當宰人之一方，對於他方

質物是否分裝數艙，有無再保臉之必要，在在均得為及時之考慮，始
Mm坐失時機。倘要保人或被保搶

，無非為保護保騙人之利益也。華船抽之構造具海上運送之安危有關，能否接載該頃貨物及所保晦之

本條係規定通知之養路，關於貨物之海上保時，法律所以責要保人車被保臘人負靖通知之義務者

致力。

，一應將該船船之名稱及國籍，即通知於保歐人，不為通知者，保隙契約失其

3要保人或被保按人於知其己襲載於船帕時

第一一一一一條第一款)或由於教助讀意圖教助海上人命或財產(同條第十一款)者，不在此恤，保胺人

之賠償。但由於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但人，因航行或管理船抽之行為而有過失者(本法

讀貨載到達之瞎徉利益為保時峙，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惡意或軍六過失而生之損失，保般人亦可木為

更航程(己而Sm丘。口)致生損失，因其所承擋之危臉有所輯坦克也。開但悔之目的如為違法者。輔以貨載

抽請注目而遭扣留或捕獲峙，純為要保人等之過失，共因此所生之損失，白不應責保騙人賠償也。何變

例如

••

更船抽之裝載者，則保時人對於變更以後之保臨一事故不負其賞。但共變更如非可師資於要保人或被保

再海上保臉契約，如係以貨物為保險之標的吋'要保人或被保騙人如未得保隨人之間窟，冊為變

約失其效力，所以符海上保胺之誠意精神也。

廳通知之事項而怠於通知者，木間是否故意，他方得情為解除保脆契約之原因。」木條則定為保險契

••

自人之事白，且因保臘人負擔危晚輩生之結呆時，叫仍不在此限
改盤中立國立船船，其使該的竟發生保時所載之事故是。

限。

υ例如焚純國文糧站受檢艦坦醋，乃

第一七五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保時人蔽產時，轉解除真約;但以保險人不提供擔保者為

當保時人破產，要保人或缺保臘人，預知賠位無望時，可解除契約，惟保時人如提供擔保，則不
在此恨。

ο

9裝載貴、稅捐、應付之運墅、

船抽保臉，北保晚間制(註一一三V之算足，以保時人責任開始時立船削價顧為保臨偵韻。而保時

第一七六條關於船一抽之保險，以保歐人責任開始時之如岫價韻，為保險價額。
人主何時有什山，亦白是時開始

第一七七條關於貨物之保峙，以裝載地裝載時之貨物價頓
保險費，反可期待之利悍，為保險價韻。

υ

貨物保晦，共保險價額之計算，以接誠地裝載時之貨物價韻，連同裝載費、稅捐、催付之運費、

保嗡贅，以及可期待之利得，為保擒價韻。而保臨人之保陳責任，亦白是一時間指

第一七八條關於因貨物之到達時應有利程之保險，其保障價觀未經契約約定者，以保險金
額組為保險價頓。

貨物到達峙鵬有利得之保肢，隨保隨價頡均未約定，則以保肢金額(注→一一一一一)神為保險ω
價本
頡
且在事實土保障金額與保臉價額多屬相當，故有此推定怯肘。
海商怯驛站

第一七扎條

海商法釋論

一四亢

關於運費之保肢，于以運送龔約內所載明之運費觸及保險費，為保險價傾;還遠

契約，未載明時，阿
3卸拉
載時卸韓港認為相當之運費額及其保繳費，為保愉價額。
費。

以帶運費為保險諜的理而其總額宋紐約定者，以總運費百分之六=十為淨運

u共未約定

GA以掙運費為保肢憬的物，而其

運費保艙，共保自價額之起定，以遣送契約內所載明之運費額及其保鹽醬禱保暐價掛
者，則以卸載時卸載括所認為相當之道費額及共保搶費為保險價制

c

總額未經約定時，則以總運費百分之汽十為掙運贅。普通所謂總迋杆，即毛運費，係包括插曲費用、航

行費用及貨物費用。其中農扣除因貨物而發生乏費用後，部所講淨遲費

值比較定之。

第一 AO條貨物之損害頓，依其在到達港於完好狀態下所應有之價值耳與其受損一狀態之價

海上保胺揖害頓(註三四V借債額(註主五V之計算，主要可分為二，其一篇船抽之計算，共…
為貨物之計算。本保係關於貨物計算之規定。郎以貨物為保時時，其損害輔依共在到達港股完好狀態

下所應有之價值，具其受損狀態之價值，比較定之。亦即以貨物在到達港之完好狀撮應有文價值，減
去受損狀誼之價值，所餘之載，即為該項貨物揖寄居償頓也。

V

第一八一條受損害之船船或貨物，如經變賞者，以變賣價頓與保險價額之差鶴為損害頓，

但因變寶俊所辦省之一切費用擺扣除之。但

前項體質除由於不可拉力或船長一依輯處理者外，應特保險人之同意。

以船抽揖保時時，抽因該船不堪航行，或因不可缸力，而自船船附有人踹瑰寶，峙，則保甜人負擋之

，應以f寶寶價頓與保艙價額之差韻，定保臘八

4
應賠價立額。但船岫或貨物蠻賣後，所誠省之一切費用

損害額度按央變賣價額爾咒保晦價額之蓋帽棚算定之。至接貨物如自船長依法寶寶戒出質師，則具損害捕

，均應拘除之一。第二項係明定贊賞立條件，與保障保旗人之權益。

第一八三條戶海上保暐之香村，措被保雄人九食費生復列四悔香付原因時 1
，戶轉將保障標的勒之

一切權利移轉於保瞳人，而請求支付該保障標的物之告都保險金!額。

F違於保險金額間分之一平時。

第一 λ=一條被保險船岫之委付，德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為之。
一、船岫搜捕獲或沉沒或破壞時。
三、+船船不能為修牆時。

二、船抽因海損所致之修轎費總額

四、船輛行蹤不明，或投扣押，已逾四個月仍未放行時。

r
或被保按人持共建餘之利盤或樺的物上

所謂雯付(〉
ZEO 口自自己者?即海上保障標的物，雖未達於全部海損(峙。"
-但
rg巴拉但其狀盤

盤與全部攪失無異，或確偉全部損失尚難費用，而由要保人

j則稱自分損(可恥泣EFog) ，其中文分

mHEn
才H
巾斗。z-r。自)之情形，而取得全部實損(〉 nE旦 OH〉宮。-EO
斗~
。帥"二b冊的)之結果是位

所有一切權利，表示接轉於傑臘人，一以請求全部保嘴金顧之謂也。簡一一百之
-R委付係由全部虛損 (nOMH
。盡海上災蝸肋發生之損失，如當樺的物之一部蒙損失者

鴛共開海損(的 SOB-〉〈OEms及單劉海損(可 MRZnER
〉zzhm)並放一勘費用白。-EMHmn﹒
z

品。由)一-一種。全部海揖即係對此分損而言，乃標的物之全叫蒙揖火也。共中叉有全部實扭及全部虛晶

-四七

之別。全部實損即實際全部梅損，有如船貨祝俊少打撈軒的叭，如船失酷永扣鼎鼎望，貨物永祖祖失仲卅一被
海商法釋論

海商出臨陣論

一回八

.，怕拍觸礁覺良形體皆是。師為全部實揖，保騙人自庸給付保臨金額之全部，即無待雯付.，鞭有建即

斷鐵硨口問剩渣仍歸保時人所有，此不過折舊之性質，非一姿付也。全部虛揖即推定全損，謂標的物雖非

全部實揖'而自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之利害關係上觀之，直同於全部實損，無可桶數也。開如船岫受損

瞎可修理，然共費用將超過於船柚之價值，自可向保臨人請求保時金額之全
a部
J也。

全部虛揖之搏蹺，各國法律規定木同。英國法律最為嚴謹，規定必須營投及修繕費用超過修復後

扭曲之價值百分之百以上，始能成立全部處損。美國法律規定，只須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法疆等國

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即可成立全部虛損。其美等國對於全部虛接之解釋，雖皆以船抽之價備為此觀

之標準'但保單上六部規定，即以船岫保挽金額，作為修復後船曲之價值，故全部虛揖之成立與否，

本條規定，船抽因海損所致之修禧費總額達於保肢金額四分之三時，要保人或被保臨人可以履行

實際上乃以保蝕金賴為比臨之標準也。

(ZZ
戶的。已

雯付之權，亦即全部虛損可以成立，此項規定與注韓兩國相似，所木同者為以保毆金顧為此模之標單

在全部虛揖發生之時，要保人或被保騙人，即可履行其妻付權，將委付通知書

，比較更切合實際。

〉σω
旦。口自由口門)還遠保臨人，習慣上第一次送達時，保按人參予扭絕，須俟再次送達時，保騙人方

賠償。說保時人扭枯萎付，發生爭執，可以訴諸法律恥，待其裁判而後決定。在此一爭執或訴訟進行期內

考慮接受。垂付一經接受後，全部虛揖即告成立，要保人車被保股人可向保臘人獲得全部保脆台輔之

，要保人或被保臨人的均保除人皆可進行救濟工作，藉以誠輯船柚之損失，此種投濟工作，如進行者為

全部虛損中，其營殺及修轄費用?有時接近保頡邊轍;要保人或被保臉入認為超過，可以成立全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能間為放棄妥付之行為，如進行者為保騙人，亦木能視為接受委付之行為也。

部虛損，而保時人則認為不足，拒絕萎付，僅過雙方協議，由要保人或仗保悔人作相當讓步，全部虛

(ncBZ。目前且已〉門 E 口m且吋 CE二 LS研)。作

船抽行蹤不明始朗之計算，如艙抽在護航後即無消息，郎以發航為始期，如有抽息時，則以最佳

損因以成立，是謂「全部協損」

消息發出時為始期。消息斷絕由要保人或被保按人宣布。如保時人認為有人會獲何消息時，則由其學

諱。如為定期保艙，最後消息在保臨有放期內，而四個月後則逾有效日期，無法獲知艙抽失蹤係在保

伽時有放期內或失效以後，在此情視下"，應假定其失蹤為在有效期內。

第一八四條投保險貨物之委付，轉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為之。

一、船啪因遭難或其他事蠻不能航行，已逾四個月，而貨物尚未突付於受貨人
‘要保人、或被保防人時。
二、.裝運貨物之輸船，行雌不明，已逾四個月時。
'之一一一時。

立一、因應由保此間人負保險責任之損害，於航行中變賣貨物，達於共全價值四分

四、貨物之毀損或腐壤，已失其全價值四分之三時。

1聲生全

貨物之全部海損，亦可今為全部監損與全部虛禍兩醋。全部實損之成立，自必貨物物質上巴達於

e全部損失之程度，極易明瞭，無情贅述。至全部虛損，則較為幌雜。其成立之原因，如貨物之變更原

有商品狀麓，致貨物不能仍以原來商品之代價出售是。或竟因此種變更之後，致貨物之什價

部之喪失是。又如貨物雖未受任何損失而承運貨物之船帕，其擱淺之地點，為無抖出再使貨物到建市場

-四九

者，則縱無物質上立全部損失，而經濟上巳摘失殆盡;拉，為全部虛損，亦無綻開。誰常貨物巳旻措失
海商法釋，論

海商法障論

一五。

，仍可整理或補修，使…再做復原來狀醋，但所需整理或修補之費用，超渦整修後貨物之代價，是該項

貨物已損失至毫無價值輯度，亦為全部虛風之一倒。本條規定，因晦由保臘人負保臉責任之損害，投

航行中贊賞貨物，達於其全價值四分之三時，或貨物，之毀損濟、喝頃，已失其全價值四分之一一一時，要保

人或被一慌騙人可以鹿村委付槽，是則貨物之損失木論共方4
甘露叫懈可賣抑為毀揖與腐壤，，若其程度巴達貨
修費用之數目。

物全價值四分之一一一時，即可闢」乙揖全部虛諷。而估計全部虛損。之標準'乃鑄貨物損失之程
μ
而
度非
，聖

第-八五條運費之委付品，得於船抽行蹤不明已逾四個月時為之。

關民運費之妻付，僅做於船組仟雖不明巴逾四個月時得一一為之一Z蓋如因船艙被捕獲或前沒讀破壞教
向難決定，為便要保人或缺保時人早有所獲計，投但付以之姿付也。

運費無從收戰略，保暐人原負有借債責任，本無所謂這付;今僅艦船行蹤不明，運費是否全部喪失，

本條及前二艦所定各節，街為法定得為美付之事項。惟當華人間亦得就此為聲更或縮短，以求與

t
者，截一保險名船船貨物或運費之委付，得在破捕獲或被扣

事實相符合卜，間不必多所拘泥也。

留時為之。

第一八六條專就戰事危毆為保毆

數事危擒做一峰已，難拷問於海上其他惜時事情嗨，但酷名女為戰事保險呵，無論兵保臉標的枷駕船抽、
本條對此項保融事頃，得在被捕獲或地此可怕宙行為這付色。

貨物、或運費、畢竟較平時主觸醋、研撞一、捕獲 n拘軍守保隘的學故土發生時機為多，且不易晚時，故

第一八七條委付廳就保險標的物之全部為之，但保險單上僅有其中一一種標的物聽生委付原

國時，得鼓鼓一種標的物委付，請求其保險金鶴。
委付不轉附有悔件。

本條規定於垂付之意思考不時，不得附有保留條件。且須就全部峙隙憬的物為之，所以防建何人

發生委付原因時，得僅就該一種標的物為委付。其以保障價甜之一部為保臉者，要保人或缺保險大僅

車被保臨人兢保隨樣的物利益部份選擇保留，或保隘入史有損害也。但保隨單上僅有其中一種憬的州

。貨物則如屬可分之物，與一部份發生-怒付原因者，當可就一部分為之。例如以件貨為單位。

能按照保胺金額對於保障價額之成數而為委件焉。船柚立于租借付，應為整個拍拍，未能分叫船飯或機

垂付之不得附有條件，旨在連結當事人間之掛箏，故共意思表示須無保留，而對美付加以眼制，

否則益增煩潰，自廳認為J
無殼。此如要保人或按保搶人因抽輔故懺闢扣押而寫妻付，則不能約以日接

投行時，退還具受領之保嘴金額而仍取固其措柚是。

第一 AA條霎付經承諾或經判決為有積後，自發生香付原因之日起，保險標的物帥樹為保
股人所有。

要保人或被保臉人為委付意思表示後，經采諸或經判決為有放時，則凡存於保障標的物上之一切

權利，自龍生委付原因之日起，均移轉肝、保酸人。至於未收之還贅，保臘人亦取得請求榷。此即保障

(EmZ丘 ωz
宵。它已。口)。英海上保槍院第七十先條之
ι規定品，遇標﹒的物發生全

部冉、損或分揖時，經保騙人賠償後，皆有代位享受權立存在。

制度中之代位享受權

第一八九條投保憤之船艙，於依第一百八十三艦第四款之姐定為委付種歸京者，保障人仍
應給付保險金額。
海商法陣論

五

海商法釋論

→五

重付之意思表示，不得撤回，此寫過例。且委付之意思表示，經承諾或判決確定後所生之事實，

金額之給付矣。位在于輯上，於保臉人給付保股金斟之先，要保人須交出其所妻付之二切權利誼賽及

不妨害是殼力。前故保梅州加岫行蹤不明，要保人於為委付能忽歸來者，保臉人仍應給付保險金額也。
蓋為貫油菜付之筒崎椅神，既為妻付，即使當初妻付之原因消失，保臨人亦不能再持異議，而唯保臨

共他有關契約;不然，保股人自件以之為遲延給付保時金額之抗辯一寄自。

第一九 0條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於知保險之危險發生後，聽郎通知保臉人。

，無非為保護侏騙人之利益。革保胺攝的物，如發生保臨事故，其經過情形若何?有無拉山胡運希學

木條明確規定，要保人或被惜股人於知保除之危臉麓生後，膳即刻通知保騙人。設木為此通知，
則應適用保按法第二十條立規定，保悔人得解除契約。法律所以責要保人或改保臉人負擔通知義務者

?在在均須保悔人周密考慮，不使坐失時樹。故木帳規定要保人均仗侏臉人有通知之義務也。

第一九一條保險人鷹於收到要保人或被保份人證明文仲後一二十日內，給付保險金額。
保歐人對於前項詮明文件如有提義，而要保人或投保歐人提供擔保時，仍應將

4 保險金額全部給付。
前項情形，保股人之金額退還請求拉;自給付錢經過一年不行使而消誠。
木條法意，係對給付保臨金組問題，作一詳閉規定。閉凡保臉人就共應為賠償之範圈，於收到要

保人或極保按人證明文件後，三十日肉，給付保臉金額。設保院人對前項丈件發生接義!而要保人或

遮還請求榷。但此權自給付後，扭過一年，即因不行使而消幟。此條為保障婆也叫人或被保時人，木便

被保障人提倪擔保持，仍應將保險金額全部給付。說因事後譚悶不質，或數額有出入暐'則保險人有
保臨人聶故拖延賠款。

第一九三條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自接到貨物之日起，
或其代理人時，視為無損害。

p咱名

一個月內不將貨物所受損害通知保險人

本保持第一七四條及挖一九 0條，均保這知義詩之規定。關於貨物之海上保肢，其想起之抽

一九0條詳述一犬。本條保規定貨物保險，如叫保人或被何臘人自接到貨物之日起，一個月內，不將貨

稱、國繕，暉即通知於保搶人。於保胺事前發生後，亦晦即通知何股人。共意義已在第一七四條及第

物所受品中佇活知川流臨人或共代坦人峙，則視為無損扭扭白。
蓋貨物運送到逞，理應凹時檢壺，一個月別問誰不為坦，猜不以貨物之損害通知保按人或共代理

人，則縱有投寄亦個輕徵'為法律關保早日確定，並避免事後誣詐，世間為無損害。

而消誠。

第一九三條委付之權利，於知悉委付原因發生後，自得為委付之日起，經過四個月不行使

書付槽木為保護要保人或故保臉人之利益而設。但若使共永積存在，則權利狀態長久不能確定，

於保股人甚為不利。故本條特為委付期間之規定，即於知悉交付原因發生後自得為委付之日起，經過

問個月不行使而消說也。如逾此期間，每保人或被保按人不得為委付。

慣經過之路程。@經過路程之停泊應怯地蹤之次序。仙過下列情形則為例外

@凡保險契約胸有特別之規

(腥=一一一)欲使不犯變更航程之保設，租船須遵守下閒原e
則航程之間始與終了有合理之迅述。@航行須根據習

梅爾法體論

一五三

門居一一閥門)海難凡保險標的物，在站上因非常風浪成怒外事時發生之指失，謂為海雄。其損失之發生係經常事件或

延醫診視抽上人員之疾病者。

不能駕駛者。@為保護的船之安全者。@為以謎生命或伯笠者。@船上發生暴動行為而不可避兔者。@為

定者。@以戰爭闢係'依原來之路線航行有問雌雄情形者。的一以氣候上或其他之自然關係而為船長或海員昕

••

••

海商法禪諭

→五四

意料中事件，如船的航行中之自然清耗或油類貨物之自然滲昂，其損失雖在海上發生，然係事屬經常，並
之損失，木能稱為海難。最普通之海難有左列四種

非意外事件，保險人不負責任。文海難之發生，必須船船在水上星漂浮狀態，倘該船在岸擱置，其所發生

@領有非法之企圖;@

••

(自=tu蔚船執行的以壞令或報價令此為峨的政府間叫叫你的船，法楠敵對凶家航船船，或為創刊復之行軒的。

客之時間竊行為亦屬之。海盜除真正之浴巾m行為外，向包括組長海口且以山叮叮之課題，及岸上暴徒之襲擊@

(但=六U竊盜依英國法例，海上保險之所詞「竊盜」'均船外人之強盜行為而昔日;但依美國法例，船長海員及技

載甲板等行為，自可皆目為「船長詣員之惡怠行為」 o

意行為」。至如挾船私逃，縱火焚燒，繫洞沉船，私賈船質，私運違禁品，或將應裝載艙內之貨物故意裝

關稅法規，致船伯被拘捕，所有人被科罰合右，即立在利位所有人，然以其結果損及所有人，故仍軒的「惡

苔，法損害的船所有人為要件，但其結果則必損及所有人，而呵呵行為人所明知而故犯右。若船長違反海潛或

行為人有重大泊失，並應負其他刑事交倍，亦非保險契約上之所討切自 ERM
『。再者惡意行為雖不必以

須為故意損害所有人之行為;@須為所有人所不知情;@須所有人實際交其損害。若不具備上項條件，縱

稱為(切 RE 冒出『)，犯者應受刑事處分，其條件如次 由行為人須為船長或海員

(括一
-EU
船長海員之惡意行為即船長尚且因非法之企呵，未經所釘人知柄，而為侵害所有人之行為。英美法

@碰撞 (no--EO
所D
謂)
碰撞，僅限於船航與船船之雄撞，至於伯船與碼頭岸壁之磁撞，不在比例﹒

淺(吋gnvhw。0)
，木得謂之擱淺。

石上或沙礦上被阻停留，經過相常期間之靜止狀蟬，如該船僅在礁石砂積上樣過，娃，未被阻停留，謂為掠

而叩擱淺(ω肯自白色冒間)船船在航行中，因風波銜擊，而觸碼或擱置沙積上稱之。但所謂擱淺，必須該船在礁

@伯破(切已可看呵n
呵r)
即船航在航行中，被風浪費擊而破漏之誦。

已沉沒(明OC
口已叩門戶口問)即全船沉沒之謂，此所謂沉沒者，係指因風波沉沒而言，因超載沉沒者不在此例。

••
••

令執行之處分。船船在海上航行時，過國際風雲緊急，或戰爭法潑，摔一小及防，每易遭受交戰間惚之干擾

(但=八)捕獲、拘捕及禁削門強制仟泊)凡此兩種均為職時或平時間咕咕間有非常之吩故時，主俑者，或找政者

，t
或以違背封鎖，或禁航命令，還盟運禁物等學由，依間際法被逮捕，海上保險若未經明文除外，應包括

此項危險。惟所謂拘捕係指有上述非常情勢存在之處置而言。如船船在外國負債或有不法行為，經其他地
方官場，依正常法律途經而予拘捕或扣留者，不在此限。

(隨二先)海難投棄航悔過危險時，為滅種載畫畫而以貨物或船共之一部枝葉浴中，以救護其餘部份者，調海難投

即因敵艦駛近，畏其搜集，將所載之特種貨幣投棄海中，兔被逮捕者，亦仍可認為海難投棄。梅難投棄之

棄，屬共同海損，保險人應負賠償之賞。依外國判例，海難投棄不以有自然未可抗力之危險存在為條件，

EnvBROO船

損失，如經保險人賠償者，則共同海損之分配償還權，應移轉於保險人，由其代位行使。

發生事件而命名。凡由於船長、海員、輪機員或引水人之疏忽，或爆炸、鍋爐爆裂、翱桿折斷以及任何船

門屆三。)其他海難指與上述列舉各種危險相類似之其他危險而言。有所謂疏忽條款，此條款因
亮或機器之潛在瑕帥的等，保險人均負賠償之責。

保此積保險時，其責任範園如下

@因海難所致之實際或推定全損;@船船在航行中，因擱淺、沉沒、失

由單獨海損除外險{句話 mpoBMM值已戶口旦角〉
SE 間。﹒司-H
﹒U
〉﹒〉肝、貨物保險時常稱為平安險。保險人承

(但一一
U保
二險人對所保損失之責任，因承保責任範圍之不悶，通常有下列五糧

••

海商怯釋論

一五五

單獨海損皆示負賠償責任，至於損失之原因，是否與發生之危險相闕，或事後因其他事故而受損失，保險

規定與美國不間，英間所規定者，除船的發生之擱淺、沉沒、火燒或五掩等危險所受之損失負責外，其餘

規則，為保護全船利害關係人之共同安全與利益，所造成之直接或分雄之損失。對於投保平安險，英國之

之責任範圍內，要保人對偶然事件之發生，企圖減輕其損失所支付之施救費用;@根按國際共同海損理算

火或碰撞，以致承保之貨物遭月
1
之單獨海損;而吵整件貨物，在進行裝卸轉站時之完全以失;@在承保危險

••

海高法禪諭

一五六

人則概不過問。但美同所規定者，則校嚴格，除悅失之成凶，由於細細擱淺、沉沒、火燒或主撞所致者，

應由保險人負責外，如月 1損原因，不與此項原凶相關押莉，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單獨海損險(司的丹FM
叫自立戶口旦旦m
〉E
〈間已石 -M
﹒ω
〉t
有﹒〉--於貨物保險時，常稱為水潰險。保險人

C曲曲。已于吋 -roL 即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由共同海損或單獨海損所致之損失

EU
間，投須隘昀調整其質率。

〔捏一一荒山)指玄街心快門川，…悍的物間能做亭故發生，其附和絨的而輔相少，或完全消滅之晶。

不得超過保險仗頌，如行超過，其超過部分仍以。惟貨物保險，其保附令翎圳(保險價額常相叮叮

J 故此種保險

4

(捏一一=一一)保險金額為以保險價傾全結或一部，付諂保險，肝、損害發生之時，領受保險人所支付之金額。保險金額

門時一-一一一)保險價類為保險標的物以貨幣估計之間叫但。

原因屬於何種，保險人均負賠償責任。惟其保險質

@各種損失險(注 -EmE)各徑損失險，包指各種危險在內。愉快言之，舉凡貨物保有此險者，不論其損失

之保險費甚高。

險人投保平安險，而不保蛤而險，遇有損失時，保險人‘不負賠偵責任。通常因艙面危險甚大

除保有平安險外，須同時另保艙面險，於遭受損失時，始負賠償之賞。若託運人將貸物裝於艙函，僅向保

@艙面險(。出口 2-r。-UU一般保險人對於艙面貨物 s多不一本保。故保險人惟有對於貨物之裝於艙函者，

船拍保險。

'概不負賠附加責任，必俟其全部損失，始負賠償責任。因其責任較輕，保險費亦較低廉。此種保險，多屬

@抵限全損險可旦旦廿

水浸者，如易於潮濕或不耐沾濕右，多投保水潰險。

失。此種保險，保險人之責任較高，故保險賞亦以高，通常保險質較平自叫做高百分之五十。凡貨物末增遭

所發生之單獨海損，其損失已達到保險契約上昕訂明之成蚊者，要保人得向保險人要求賠償受損部分之損

承保此一也站附峙，除包將平安間所有一切你丸之賠償責任外，倘昕保貨物於航行中，因一切事變或災害，

••

第十章
第-九四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各公司所有者。

(甲)無阻公司其股東全體為中國人者。
東全體為中國人者。

(乙)兩合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其無阻責任股
(丙)股份有阻公司其董事三AH
二以上為中國
者。

個

門。

一五七

本條關必中國拍拍闢籍之規定，巴移併於艦船法

由

本條規定本法施行白期。

二、中國人民所有者。

貝也

三一、依照中國法律所設立在中國有本店之左列

丈

人並其資本三 AH
二以主為中國人所有

每高法體諭

併

附

附海商法原條文刪併表
帳

左列船抽為中國船船。

併

一、中國官學所有者。

第三條

個

••

海商注釋晶
凡帖拍在船上，時備有在列史書。

ψ

υ

船帕所有人或船抽共有人為船長時

-ah
八

一本條船岫訣內，巴詳為規定，故予刪除，以
紋。

刪除之理由與第四條同。

一、船長與拍拍所有人身份各別，無此規定必閑時。

一一、德日兩國商訣，均無與此相等之明丈。

船長得代表甜抽所有人假用服務於一船長不得代表柚抽所有人儂用人員並訂立航行契
••

鑄。

本君在該糧時，船長非經其同意不悍為前項行

船在船籍措或聽接措而船船所有人或共代理

船抽之人員，並得訂立航行所必要之契約。船一約，本條規定與事質不相適應，故予刪除。

第五十二艦

，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主張快制其責任。

.，僅得對於共航行過失及船抽服替人員之過失

一第二十六慷
••

-行，但怯令別有規定，不在此快

- 第 五 條 船帕非經登記，價有闡釋證書，本得航

-六、航海記事簿。

一一五、屬具目錄。

一四、旅客名冊。

一豆、海員名冊

一二、通行譚書。

-一、國籍請書。

…第四條
.•
••

一第五十三恢 船 柚 非 體 第 叫 十 八 帳 第 一 項 所 列 它 一 船 柚 之 變 安 全 為 加 柚 所 恥 川 之 權 利 ， 以 往 因
，署哥叫罵不堪航行者，船長非受船航所有人之(不甚種遠，在海外遇有此種情事，權予船長以因

第 一 四 六 條保隘契約瞎以書面為之，加除載明一保臨拉第一章第十五條，巴有d
悶樣規

| 陳 川 岫 唷H
明世
清嗎 峙H
順l l l l i 一商請柚柚所有人決定處岡比仆做休順舟

特別委託，不得變賣之;但契約旦有訂定者不一晦之處理。本條之原意，亦在乎此。
在此眠。違反前項規定而為變費者，其變賣無一直撞，船抽過不堪航行情事，船長可

•.

之。

再保蝕。木輩札圳股保臨之規定，於再保隨車用一

海問怯臨詢

一五九

第一四九條 保晦人得將共所保立時，向他人用一否保臨法向巴有再保之臨現足，放本條刪除。

臉人要晨空空。于

七、無效及央權之原因，利害關係人皆得向保一

六、保臨費。一

五、保臨金額。一

四、保隨責任開始之時日及保臉期間。一

一一一、所保臨去性質。一

二、當事人姓名及住肘。一

一、訂約之年月日一

左列事項。一

••

••

使有七。'的五請人五|
而規四

消攝 定
條
外:
因

得
自保

請
為 臉女
朝
求所
約

之生
日之
起請

'求

蔑訂凶求盡二

保臘人 定
條 約
條
前:定保
，就保胺保

巴要危臨人自豈

知保臨費之於

窮人之之苦危
或有半胺

l

之被無數而設 i

安臨
保禱

。解生

是
做
到人肢
達巴者

經權

主甜，

年- 本
除

要尸無J

過，

海商怯禮品

船航1 醉

苦
時者 甜,

I

閃

:S wT
, 歸

之 [Jji

請

臨公

保責

除望至

*=未保

木法
以杏

刪除臨
保
。法

第
五

。臉
保條種自

規生契
怯|定，約
第顯 Jt:~，
十

J\
一-

條 i

'

有巴同
樣

規
定

'

'"

本前條予

條
日

有
l司
樣

之

規
定

'

故本
條
個

不經過 約

合訂

理期保

聞之 自豈

!

予回投蜍 傑暐費 間 開蛤

﹒後|

J.fS\(解

開除

約，

定計 雖

收胺
fit

'、設

一六O

此率而定。保險令額與保險偵訊相穹的，其拍 ψ
品的制圳一賠償額亦相等，兩者余額不相等阱，其情申h
宿附
M
制伯
削山

者，賠償額甘足為五千元之十 AA之六，即三千元拉也。

傾亦-相
-等
m，例如保險的額為它自元，保的
A問
K詞為六千元，叩等於你做個領十分之六，如扣寸口制約五千元

(位
=-E
賠U
償額為保險人叫做其因危險發住而攻之損害獄之-部或全部，賠償額之標箏，以保險命類與保險個知

行另一效失契一得保一。

水險實務

物

「要索賠款之手縮」導擇其要點，簡解如下，以供參考

一、要保之手繭

甲﹒向保時公司或保險公司通聘之經紀人，索取空白求隙技保單，混項詳實填妥
。船隻名稱及開船日期。

QU
被保勵人性名或公司名稱。

臼起連地及到達地(如有轉船"一須註明轉船港口)。

λ許可誰號碼)。曲"

傅建運之貨物名稱、件數或數量(在可能範圍並須註明曬頭號碼)@

回信用狀號偽(進口貨物最好加填轍

險金額亦可以外幣投保，保費繳村其辦法如下
海府法釋論

••

付保險金額或保險價值||技界價格加必需之運費等或按信用狀規定金額投保@保

••

•.

.•

將「要保手續」簡單說明如下外，並將「承保各種估胺乏條件」'「保臉責任之始終」及

無不以該國所訂者為蟬，。站為便利要保水險及要索賠款時局於明暸保險單敢保內容起見﹒除

高圍以內也海上運輸保險說起於英國，有其悠久之歷車，而一應保障單文字及其令種條款均

時可財產，因運輸所需之目失保險，不論為上述一種航程，或單樓之一陣以上航程﹒均在水除

『水驗』為『海上運輸時』之通常簡稱，並包括陸上運輸及空中運輸險。凡貨物、行車

貨

海商怯釋論

一六

(Uh苦
r，
H須
l於精髒時攪烏煙口

ω出口貨物投保外幣址隘《甲〉如有Cn 名，於結揖仰可由缺行轉懼。代己〉如帳戶~口若
'謂繳付原幣。'、

叫進口貨物投保外幣水儉《甲〉切有戶古文條件係咐。∞或

(乙U 如無立的有﹒則神，山繳付照幣

e

牠贅保險費枯拉憑單一式三缸，一紙存結推銀行，一紙山結經銀行蓋章後發還要保人，要保
人憑此單可向保份公司投保外幣水翰，而間休費可繳付桔紅譚歲以輯推證償新付新警幣。

υ

u

關要保帳件||在拉何單上將不需要保障之條件制除(各種主要承保條件見下)。
的預宣賠款給付地點

份於投保單上簽字譯章

乙、進口貨物之起草日期成單喻工具(帥船賽)名稱，無法於要保時確定，亦可拾得保

勵公司間背後，先行出立保險單或暫保單;但一經確定知悉後，應儘速通知保險公

司以背書批明戒掉發保險單。

丙、要保人如因某批貨物立起連地點及到撞地點均已確定，但需分批分船裝蓮，無法確
定每吠每批接連數量及金頓時，可拾得保障公司之間意，先行一吹
-m
單承保該說貨
物之總額，但於每吹每批接連數量確宮後，須儘速通知保障公司@

T 、運輸工具(的船雙)名稱、航程、或起運日期如布變更或中控轉軸等情事，亦須儘
還通知保險公司。

戊、保險公司接符要保人投保單後，依據要保之條件、航程、貨物主類別及悟雙控甘情形
立可核定保艙費埠，儘述問立保時單
ε

-一、 保 險 責 任 之 始 終 ( 即 保 險 單 有 效 期 限 )

--一、承保各種危險之條件

保險均繼續有效。

上述航程內，如因船蚓股離航線，或為被保險人無法控制之滯延，或被迫的載及再行裝
船或轉船，或因其他航程變動向)船東或船船租用人行使運送契約所授權者，在此時期

貨物運輸保時單為「航程保險單」。不論所保條件如何訂定，其保障之有按期限均為
「倉庫至倉庫」@的自所保貨物離開保險單所載地點之倉庫起運時開始生殼，直至保驗
單所載目的地之收貨人倉庫或其他最終倉庫時為﹒止。體無論如何其有強期限以所保貨物
全部從海船在最終卸載港口卸載完畢後起算，以不超過六十天為限。

••

寫影響所受之水清倡失，簡言之'的包括單獨海損。

閥、〉 --Emg遁常稱為「全險」'承保所保質物遭受減失或毀損之一切保險。但兵時

••

除外@

T 、其他於甲識乙兩條件以外男再靚個別情形立必需，可選擇加保之危肢，如

、慘漏險、極少險、一知運酸、偷聽館等須障時向保險公司接拾。

帶喝法…釋諦

被指時

己、司﹒〉﹒適常稱為「水清毆」'除上述甲項規定之損失外，並個相運輸途中悶氣偎聽

提毀所受之損失;或因爆炸或碰槽所受之損失;或因裝載鵬還或卸載時整件貨物之
滅失(如墜落海中)為限，並包括共同海損。

甲、司﹒可-K﹒
F通常稱為「平安時」。以所保貨物因承運之船蚓或駁船遭過擱淺、沉沒或

•.

海商法釋輪

之減失或毀損。

一六四

虎、海上兵臉(司REmrm亦
)叮承保，但一小單獨承保。
上述甲、乙、丙、
T所述之任何條件，鈞一小包括貨物固有瑕疵或貨物本身癱質所當
四、賠款芋續

•.

保臉公司拾詞。

海土兵險費盡﹒由英國保險界隨時觀世界局勢決定後，由世界各地-律遵照。
水險費率需靚船船之情形，航程之起皂，貨物之性質及包裝，承保之條件等個別抉足，
但平安險及水潰險由各個業公司協定最紙費卒，與國際所定者上下相差極穢，須聞時向

五、保險費率

己、進口貨物 ll 如於提貨時發現所保貨物等受損須立即通知保險公司派員敢指派公證
人查驗。但為使被保險人早 H獲得賠償起見，續提供
QU
賠償申請書，。原保險單
，閻公證報告書，倒提貨單，開發嘿， ωw保臉公司器為必要時並須提供船芳或運輸
人之海難體明丈件。

甲、出口貨物 1! 保歐公司為價利投保險人保險出口質物至世界各大小港埠受損失後迅
的獲得賠償起見，特於世界各地普遍洽設信用可靠並右悠久服務經驗之公司或專家
為本險賠款代理處，故貨物到達外悶港口，均發現受損，被保險人或其委託人或其
代表人郎可查明保時單上註明之賠款代理處地址及名稱;就地逕與聯絡拾商，如損
失數額在若干以下者，保險公司並授權各該代理人或代理處先行塾賠，超過約定數
額者，亦可由該代理處與保險公司商電聯絡，迅獲解決。

••
••

附

(提單)
(一)
會醉金開乏載貨誼券

錄

﹒玉

(nSHE阱
n。怖的月立個個叩)。因此載貨證券實為貨運上最重要之單據。

四十九條，更有如下之規定

普通並在載貨詮釋正面印明
海商法體論

••

「下開各冀，經託運人、受貨人及貨主同意照本單及背面所列各項運質條款

故輪船去司所揖蜜之載貨證券，其背面所開列之運質條獸，即為「琵除或眼制運送人責任立記載」。

其責任之免除或阻制明示同意外，木生效力。」

「遲遲人交奧託運人之提單或其他文件上，有免除或眼制遲遲人責任之記載者，除能證們缸運人對HR

••

我國民法第六百二十七帳至六百三十條及六百四十九條，對接提單立性質有明白規定。其中以第六百

該項貨物之運送契約

之轉的管而轉移;第二為運送人(白白『芯片)對法託運貨物之收釀;第一一一寫道送人與託運
(人
ωESOC
關於

為一種有價證穗，故我國海商法命名為載貨證緣。其功用有 =7.第一馬運宜之物權誼書，物權隨載貨詮券

HF且戶口閃)，因經合法背書(旱。℃叩門m
}
且可
自由且)，可以互相轉議，成

先

一
一

載貨證緣一戲稱為提單(自己。

---.

」字撮，以求合法。民國四十八年以前，招商局之載貨誰能掉書式，即有如此文字。

海商法館臨
'託由本企司承運

番話之箏，亦木難瓷明復拉，作合法合晦之處暉，或恆心哉闢航業及貿易掠，不無掉益。

著者木揣讚陋，經將此項載貨證券，譯成中文，俾本國客商及從事貿易者，得以免份暸解，設有權利

成中文本，木無引峙。

便利，惟因術語眾多，及國際控例聽課，對我國客商而論，究屬木價，然沿用多年，迄今甜未有人將其譯

士。英文為世界通行之文字，尤以海運為然，故招商鑫航之載貨語錄，歷來均用英文本，在國外使用固甚

惟因船華航行海外，經過各國港口，攬貨承運，託運人、受貨人及貨主除本國籍者外，惡為不同國籍之人

我國招商局及臺灣航業公司現行載貨誼券，即係參照統一提單格式及我國海商陸與各國噴例而齣定。

貨物聽損，亦得據以辦理賠償，俾免事債發生斜韌。

任及陪殘辦法。換言之，即為船船所有人對 HR運貨途中可能聽生立種種意外責任，予以合理之保障，遇有

召開立國際海法會議提單小組，會議定提單劃一格式，各國多巴採用)其目的在載明運送人對於運貨之責

查載貨證緣上所列之運貨條款，六都係依據本國法律及國際價倒而定，(一九二二年在此京宿魯墨爾

所州各項聲明或修款，當經過目，明示同意，白無畏義。

盡託萬人所價受之載貨證券，其中應載貨名內容細節，習價上多規定由託運人揖列，則其對民載貨體線上

•••.•.

••

M.N~;ffm~~l

TAIWAN NAVIGATION COMPANY. LTD.

HEAD

OFFICE

6 Chungking Road S-l, Taipei, Taiwan, China.
BILL OF LADING
ORIGINAL
RECEIVED from the shipper, the goods or packages said to contain goods herein mentioned, in ~pparent
good order and condition, except as otherwise indicated
herein, to be transported to the port of discharge
named herein and/or such other port or place as
authorized or permitted hereby, or so near thereunto
as the ship can get, lie and leave always in safety
and afloat under all conditions of tide, water and
weather, and there to be delivered to consignee or
on-carrier on payment of all charges due thereon.
The receipt, custody, carriage, delivery and transshipping of the goods are subject to the terms appearing on the face and back hereof, which shall govern.
the relations, whatsoever they may be, between shipper,
consignee, carrier and ship in every contingency.
wheresoever and whensoever occurring and whether
the carrier be acting as such or as bailee, and also
in the event of, or during deviation, or of conversion
of the goods. The terms hereof shall not be deemed
waived by the carrier except by written waiver, signed
by a duly authorized agent of the carrier.
The descriptive words or titles prec~ding eacb
numbered clause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re inserted for
conveni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nly and are not part
of nor in any way qualify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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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VOy
PORT OF LOADING
PORT OF DISCHARGE FROM SHIP

.
..
.

(Where the goods are to be delivered to consignee or
on-carrier)
DESTINATION OF GOODS
.
(If goods are to be transshipped at the port of disch-

arge from ship)
SHIPPER
CONSIGNED TO: ORDER Ol<~
ADDRESS ARRIVAL NOTIC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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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GHT&
CHARGES

PARTICULARS FURNISHED BY SHIPPER OF GOODS

i

I

MARKS AND I
I·
DESCRIPTWNOF
I
I
]
NOS.
I NO. OF PKGS. PACKAGES AND GOODS WEIGHT CU.FT.] RATE

ON BOARD
DATE:
SIGNATURE

~

(RATES, WEIGHT AND/OR MEASUREMENTS SUBJECT TO CORRECTJO:-l)
FREIGH'I & CHARGES PREPAID/COLLECT
AT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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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UPERSEDING CLUSE - All agreements or-

freight engagements for the shipment of the goods
are superseded by this bill of lading. if required by
the carrier, a signed bill of lading, duly endorsed
must be surrendered to the carner on delivery of the
goods.
IN WITNESS WHEREOF. the master or agent of the
said vessel has signed
Bills of
Ladmg. all of the same tenor and date. one of which,
being occompJished. the others are void.
l:'lsued at.

STAMP
TAX

'"

this

day of.

T AIW AN NAVIGATION
COMPANY. LTD.

Per

_

19

..

B/L

No.1

'"

For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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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FINlTlONS OF WORDS AND TERMS - Without limitat10n of any definition

in any applIcable Carriage 01 Goods by Sea Act. Ordinance or Rules herein mentioned
and except when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 hereof;-

"SliP" shall include the vessel nam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any substituted vessel,
and any.vessel craft, lIghter or other means of conveyance whatsoever owned, chartered,
operated or controlled and used by the carrier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contract.
"CARRIER" shall, except m the provision against waiver of the terms thereof mchlde
the ship defined herein, her owner, operator and demise charterer, and also any time

charterer or p2rson to the extent bound by this bill of ladmg, whether acting as
carrier or bailee. "ON-CARRIER" shall mclude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person
mcluded in the word "CARRIER" above, owning chartering or. otherwise operating
any vessel, hghter o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by which the goods are to be or may

be forwarded or transshipped to final destination or otherwise as provid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shall also include any such vessel, craft or lighter and the master thereof.
"SHIPPER" shall include the person named as such in this bill of lading ;"'1d person
for whose account the goods are shipped. "CONSIGNEE" shall include the r,older of
this
endorsed, or the person whe owns 01' IS entitled to or
. bill of lading, properly
" . . . . , "
-,

receives deiivery of the goods. "PERsON'; shall include an individuaL cOiporation
partnership and any other entity. "GOODS" shall include the package said to contam
g()ods and the goods themselves herein mentioned or described- "CHARGES" shall
include freight, dead-freight, additional freight, distance freight, sub-freight, demurrage,
storage advance charges, general average or salvage obligations or ,both, and all other
expenses, costs, indemnities, damages and money obligations .whatsoever> payable by or
changeable to or for account of the goojs, shipper or consignee or any of them,
regaI'dless of whether sustained incurred or paid by the carrier in the first instance;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means, in addition, at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shipper or consigIlee. "INVOICE VALUE" shall mean the market value
(jfthe goods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the shipment, exclusive of profits, freight,
insurance and other charges, irrespective of any different value stated in any consular
or commercial invoice of otherwise. "LOSS OR DAMAGE"shall include,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 suatained by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in connection w.iththe goods-,- including' ,that by
; ,reason of delay, non-delivery, misdelivery, deviation or conversion. "TRANSSHIP
ANDjOR FORWARD BY ANY MEANS"shali mean and refer to transportation by
rail. land or air or by two or more of such means and whether operated by the carrier
or ,ot~rs or whether under another flag. "GOVERNMENT" & "AUTHORITIES" shall

~ ~ m·~ i~

10

each includ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ny simil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also
persons having or purporting to exercise power, control or other functions of a governmental or military nature in the name of a sovereign state or of a political subdivision
thereof, whether de jure or de facto.

1 ~*~~~~~--~~~~*~~~~$~~~~~~~~~~m~~~~~~~~~~*~*~~

r~~J~~*5~~~~~~~~~~~~~~*~~q$~~~~~~~~~~~~~~~

{>{~:a:~~~*' . -

~~~~~~~~~~~~$~~~~~*~~~~~~~~~~~~H~·~r~~~J
~ ~~~~

~~~~tr~~~~*~~~*~~~~~m~~~~~~~~~~~~~~~~q~~~~~~~

~·<'1&~*5~rr.;'1H!B!l%{~!;i~-K:~~~ f§ ~~:!rrKmfQKat:U~~~$£~~~<l~IiX~~ ·~r$'w~~~~JlIlW

.a

r~~~J ~~*i$~~')l~-K:5~~:J!t{]b!~l1t~~~:E:f¥);\;~~~~~'"

rtfX~~J ~l\IE'*5~m;'f;\

~~~r~~~Jq~f§~~~$~~~~~~~~~*~~~~~~~~~~~H~q~~~q~
~~~.~~~~~~~'w~*5~~~~~m~~~~~~~~~~~~~*~~~~~~~~~

ml\lE'

~ ~1iU ~

r*~J

..

1~~

~lW

~~~'r:!:1iP~~Dl~~~~ ~fn\'~~~~~~~~~~fn\'iiH\~~e~IiX~~'"

r-<J

4n~~~~ict~m~· .. r~~J ~~~~m~~~~{willa~~~$~J!~-K:~~~~·

r

1~~~Nll1{:E: ~ ~* ~ ~.tJ!~ ~ !$B:!rrM!t~~Il¥ni.~~~ ~.~~~~ilK~~

~*~~~~*~~*~*~~~~*~~~~*~~R*~~~*~~~*~~~~~~~~~~
*~11~<$;;lm~~*q~

~~tr~~l ~~w~ ~ ,*~~~~~~~~~f§~gJ[:!nK'JI!IIII.~IIIj!;1~~~~~~~fY-( ~ ~~tfX~4II{~·a

~~.:!J;;1~]J($)(~~~~J !lIW$£~lmH~:~~.* ~ li[~~w~~~~Iii'\~~~~~~~~*~'" r~~~

I tr(<<~fu'if~J

If;li!ff~!#!~~p~l!!It'l ~~«

~~J~~~*~~~~.~~~~~~~~~~*~~~~~~~~~~~~~~~~~~~~~
~~~1ID~~:b{~t\~~~liJ~~ ~ ~~:i$!! ~ 'i#~ ~~.~

~~~~~~~~~~~~l!!~~~~~~liJ~~«~fu'if~~~~~~~~~~~~~~~~«~~

nJ~~ (~) !i:lnK~~'M~JIWJ ~~~1ffit~!i!i\~~ iiJ!j..LJ~{Q1tl-~!i..y:Wlll~~!i..y~~'M*

~ffii(~mf~:WIi!~ 'A

~:lnK~~~~~~~~~~~~~~~.~~~~.~~~~·~r~~J~r~~J~~~~~~~

~~~~~~~~~!i1:l2\liJ~~!i<iDm~i$lffi1rr(..LJ#lJr!~~~:!rrK~~{fa$~J:&;~mJK~~~~~U~:~~~~

2 CLAUSE PARAMOUNT - This bill of lading if issued in a place or locality

SBt.:ttl.~~-R~ ~1rrr~~:!rrK~II~0

where there is in force a statute, law, ordinance or rules, which incorporate or are r
of a similar na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 dated at Brussels August 25, 1924, (hereinafter called
Hague Rules) i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ch statute, law, ordinance or rules.

If there are no such statutes, laws, ordinances or rules in force at the place or
locality where this bill of lading is issued,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have effect,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H3gue Rules, which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corporated

11

If any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be repugnant to such statute, law, ordinance or

herein. and the carrier shall be entitled to all rules, limitations, exemptions and
immunities provided for in such Hague Rules.

~~;1;l1D.

rules

J

I)

Hague Rules, as the case may be, to any extent, such term shall be void

~i@:;I;!!.llm
orth~

to that extent, but no further.
The provisions of such statute, law, ordinance or rules, if ,applicable, or the Hague

Rules (except subdivisons 2 (j) and 2 (q) of Art. 4 of the Hague Rules or similar
provisions of any such statute,law, ordinance or rule) shall govern before the goods
are loaded on and after they are discharged from the ship and throughout the entire
time the goods are in the custody of the carrier. The carri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damage of delay arising or occurring before loading or afterdischarge unless
affirmatively proved to be due to the actual fault and privity of the carrier or the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agents or servants of the carrier, provided the carrier-explains,
if it is in a position to do so, why the goods were not delivered, ordetivered in the
condition other than that receipted for in the bill of lading or shows that it arose or
resulted from hostilities, or from acts of sabotage or of malicious persons, or from
stI'ikes, lockouts, stoppages or restraints or lack of or labor or labor troubles from
whatever cause, whether of employees of the carrier or others and whether partial
or general, and whether existing or anticipated at the time of delivery of the goods
to the carrier or at any other time.
The carrier shall not be liable in any capacity whatsoever for delay, non-delivery
or mis-delivery or loss or damage occurring while theg-oods arc not in the actua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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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dy of the can:ief.
The, mone.taryunits mentioned in said statutes, laws, ordinances or rules or the
Hague Rules and. this bill of Jading are deemed to be the lawful currencie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or were intended to be delivered.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separable and if any part or term thereof
is inV'alid or un~nforceable, such circumstances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r enforceabilit·y of .any other term or part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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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ERV AnON OF CERTAIN RIGHTS - The carrier shall also be entitled to
the full benefit of all rights and immunities and all limitations of, exemptions from,
liability contained in any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ose

provided in or authorized by Sections 4281 to 4286, inclusive, and Section 4289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 Statutes and amendments thereto, or any other country or place
whose laws shall be applicable.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not be deemed to be or give
rise to a personal contract of the carrier. Nothing in this bill of lading, expressed or
implied, shall be deemed to waive or operate to deprive the carrier of or lessen the
of any such ri~hts. immunities, limitations or exemption~!
~lfnifj.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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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EMISE-If the ship IS not owned by or chartered by demise to Taiwan

Navigation Co., Ltd.,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with respect to the carriage. custody
and care of the goods while aboard the ship or on her tackles. have effecl only as a

contract between the shipper. consignee and the owner of the ship or demise charterer,
as the case may be. as principal made through the agency of said company which

shall be under no IibilIty whatsoE'ver for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or with
respect to such carriage. custody and care of .the goods. If it shall be adjudged that
the Taiwan Navigation Co.• Ltd., or any person other than the owner or demise

charterer is the carrier or baIlee of the goods. all nghts. exemptions. imm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llabilltY provIded by law and all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available to it or such other person.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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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pper warrants he knows the name of the owner and/or demise charterer
of the ship and Wal\ie", any non-dIsclosure of the owners or demise charterer's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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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OPE OF· VOY AGE.-,The voyage mayor maynol include all, u~ual, scheduied,
geographic, direct, customary, ordinary or advertised routes, ports or places, whether
or not named or disclos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As often as and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which the carrier or master may deem
advisable. whether relating to the current or a prior, intermediate, subsequent or
overlapping voyage, or to matters occuring, known or anticipated before or after receipt
or loading of the goods, and whether or not the voyage may have commenced,the
ship, at any stage of the voyage and without notice to the shipper or consigee: (a)
may proceed under any conditions of sea and whether; depart from or change the
intet.ded, u~ual,scheduled geographic, direct, customary, ordinary or advertised route
and proceed in any direction by any route whatsoever or return to or call at or stay
or delay at any ports or places in any rotation, sequence or order, backward, or
forward, or omit calling at any ports or places: and (b) may also, at any time or place,
w!1"ltsoever. wit!1 or wIthout the goods aboard. proceed under sailor in tow. adjust

1~~~oE '"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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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13se-s, carry live stock, deck cargo and dangerous goods, drydock, go on ways or
to repair yard, shift berths or places in port, lie on bottom or aground in berth, make
trial trips or tests, take fuel or stores at any place, lie at anchor or moorings, sail in
or out of ports or elsewhere without pilots, whether or not pilots are compulsory or
customary and available, tow and assist vessels or craft in any situation, or save or
attempt to save life or property whether the property be that of the carrier or others,
including the liberty to depart from her course to any extent for any of such purposes.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are not to be restricted by any word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whether printed, stamped or incorporated herein or by prior notice or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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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SK OF CAPTURE. ETC. ~ In any situation whatsoever occurring and whether
existing or anticipat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or during the voyage, which in
the judgement of the carrier or the master is likely to give rise to risk of capture,
seizure, arrest, detention, injury, damage delay or danger, detriment or disadvantage
to, or loss of any goods, the ship, or any persons, or to make it unsafe, imprudent,
inadvisable or unlawful for any reason to receive, keep or load the goods or commence
or proceed on or continue the voyage or to enter or discharge or disembark the goods
or passengers at any p:>rt, the carrier or the master (a) before, during or after receipt
or loading of the goods or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may dec1 ine to
receive. keep or load the goods or may discharge them or any part thereof, may
rec,uir ~ the shipper or person entitled thereto to take delivery at port of shipment or
elsewhere and if he fails to do so, may warehouse or store or hold the goods; or (b)
at any time anl'whether or not the ship is proceeding toward or entering the port of
discharge or the usual or intended place of discharge therein, may discharge the goods
into any depot, lazaretto, craft or other place: (c) may have the ship proceed or return,

K

directiy or indirectly, to or stop at any port or place, and discharge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at any such port or place into craft, or into or on any other place

whatsoever, or Cd) may retain the goods, or any part t hereof, on board until the return
trip or until such time as the carrier or the master deems advisable and discharge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into craft or into or on any other place whatsoever at
port of shipment or elsewhere; or Ce) at port of shipment or elsewhere, substitute

another vessel or may transship or forward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by any
means, but always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Any measures or procedure whatsoever authorized by this clause may be taken
without notice to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an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taken as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and at their risk and expense, but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lien
of the carrier. Any disposition of the goods pursuant to this clause shall constitute

complet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nd performance of this contract by the carrier who

to proportionate additional freight if the length or duration of the voyage is increased.

shall be free of further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nd aU services rendered as herein
provided, the carrier shall be entitled to extra compens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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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or not relating to the ship, the goods, other cargo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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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OVERNMENTAL ORDERS- The carrier, master, and ship shall have
liberty to comply with any orders, directions, regulations, requests or suggestions,
including any such which may be given or effected pursuant to or by reason of any
agreement or undertaking exacted from or considered advisable by the carrier or

crew, or other persons aboard, howsoever, whensoever and wheresoever given by_, or
>c'
received from the gcwernment of any nation or department, thereof or by any person
acting or purporting to act with the authority of such government or department,'l or
by any committee or person having or purporting to hav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war
risk insurance on the ship, the right to do so or to approve the voyage. Any disposition
whatsoever of the goods pursuant to this clause shall constitute deli\'ery and be a
fulfillment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the carrier, which shall not be under any further
obligation, and the goods shall thereafter be solely at their own risk and expense.
: For a'ny and an expenses or charges incurred by the carrier in connection with any
such compliance, the carrier shall be entitled' to extra compensati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portionate additional freight if the length or duration of the voyage is
: increased. ,
The ship may carry contraband, explosives. ; munitIons, warlike stores; dangerous
and hazardous cargo. and may sail armed or unarmed, with or without convoy, and
with or without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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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IBERTIES - The carrier or master, in its or his descretion, at any time and
place, whether or not the reason for its or his action or inaction was known at time
of receipt of the goods. without notice (a) may substitute another ship, whether
operated by the carrier or others or of a different flag. type or speed, or whether
before. during or after loading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whether the substituted ship arrives or departs or is scheduled to do so before or after the ship
named herein: (b) may. in case the goods Dr any part thereof are shut out. have the
ship proceed without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the goods may be forward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ny means: (c) may, If the goods or any part of them are
damaged or lost or in danger of damage or ioss or of becoming worthless or subject·
to charges disproportionate to their value, or because of th~ir condition, take any
measures to salve. protect. recondition, reCDver possession of, '3ell, return to shipper,
hold, store or otherwis-e deal with or dispose of the goods or any part of them, or

iorward the goods or any part of them by any means to ot toward port of discharge;

Cd) may, in case of lack of discharging facilities ora failure to find or identify the
gDods at the p::>rt of discharge or elsewhere, carry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goods

beyond the port of discharge and return to the port of discharge or forward the goods

in whole or in part to the port of discharge by any means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and (e) may, if there shall be a forced interruption, abandonment or frus-

tration of the voyage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r elsewhere or because of the need of

rep:lir to the ship or of the inability of the ship to promptly prosecute the voyage at
the port of loading or elsewhere, substitute another vess~1 or may forward the -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by any means.
The carrier is not required, to, and does not undertake to, deliver the goods at

Inrt of discharge or elsewhere at any particular time or to meet any market or in
time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or use nor does it undertake that the ship or substitute

ship will sailor arrive at any stated or scheduled time. The carrier shan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lffilge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delayed or earlier arrival of

t .11'

the goods or any damage or exp,;nse incurred by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because of
any change in date or time of- sodling or arriving.
AI! such measures, procedures or acts taken pursuant to this clause shaH be at t~e

It~l{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mW ;l)!

marked, secured and packed in adequate containers and may be handled in "ordinary
'1'
cOurse without damage to the goods, ship, or property or persons; (b) and guarante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articular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goods and agrees to ascertain
and to disclose in writing on shipment, any condition, character 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goods, or which might indicate they are of an in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radioactive, noxious, hazardous or dangerous nature, or any condition, character or

characteristic that may cause damage, injury or detriment of the goods, other property.
the ship or to persons, and the shipper agrees to be liable for, full indemmfy the
carrier and hold it harmless in respect of any injury or death of any person, loss or
damage to cargo or property, judgement, fine, claim, legal expense. or any other joss.

damage, detriment. cbarge or expense whatsoever aTIsing or resulting in whole or in
part from the shipper's failure to do so or to comply With its agreements, guarantees
and u.ldertaking as aforesaid; (c) agrees to declare in writing, on shipment the true

gross weight of each piece or package, exceeding two long tons in weight, and to

clearly and durably place in letters and numbers at least two inches high on the

outside of each piece or package, such weight. together with the name of the port of
discharge and the mark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goods.

If at any time the goods, whether ashore or afloat, are. in the judgement of the

tlk:l

carrier or master or of the health or other authorities of any place, spall mg. decayed.
~~;J;ij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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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ri0us, offensive, unfit for further carriage or storage, or dangerous to J:ealth or

disposed of by the carrier or master or others, solely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other property, or if the goods are condemned or ordered destroyed by any such
authorities, the goods may, forthwith and without notice, be thrown overboard, destroyed,
discharged, stored, put ashore at any place or aboard lighters or craft or othe r WLse

goods, and the carrier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whatsoever.

Any goods that are in fact or may be considered by any civil or military authoritie5
or the master, in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radioactive, noxioU5, hazardous or
dangerous, shipped without such full disclosure. or if shipped with the knowledge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arrier or master as to their nature and character, shall become a

danger to the ship or those aboard, the goods or other property, or any part thereof,

without compensation to the shipper and/or consignee thereof, and extra charges and

may at any time or place be landed, thrown overboard, destroyed or rendered innocuous

thj~

bill of

expenses, if any, for discharging, lightering, handling, earring for, disposing of or
otherwise occasioned by such goods shall be borne by the shipper andjor consignee.

The particular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goods or packages appearing in

lading are furnished by the shi;);:>er and are not conclusive on and do not constitute

admission of or representations by the carrier of the correctness of marks, brands.

counter marks, quantity, measurement weight gauge, contents, nature, condition, c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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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PECIE & VALUABLES - Platina, gold, gold dust, silver, bullion, or other

pictures, or gold or silver plate or plate articles, or glass, or china, or silks in manu'

precious metal or coin, or jewelry, or bill of any bank or public bod y, diamonds or
other precious stones, or any gold or silver in a manufactured or unmanu1acturedstate,
or watches, clocks, or timepieces of any description, or trinkets, or orders, notes, or
securities for payment of money, stamps, maps, writing; title deeds, printings engravings,

factured or unmanufactured state, and whether brought not brought up with any other
material, furs, or lace, or any of them, contained In any parcel, or packing. or trunk.
will not be received by the carrier unless their true character and value are dlsclosed

to .the carrier and a special written agreement therefor has been made in advance, and

will not, in any case, be loaded or landed by the carrier. No such valuables shall be
considered received by or delivered to the carrier until brought aboard the ship by the

Such valuables will only be delivered by the

shipper .and there put in actual possession of, and a written receipt therefor is given
by the master or other officer in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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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r aboard the ship on presel'tation of bill of lading properly endorsed, and upon
such delivery on board,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y shall cease. If delivery is not so
taken promptly after the ship's arrival at the port of discharge, the goods may be
retained aboard or landed or carried on, solely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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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ERISHABLE GOODS - Fruits, vegetables, meats and any goods of a perishable
nature when accepted may be carried in ordinary cargo compartments or on deck and

11~

without spE'cial facilities or attention, unless the carrier has made and insert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such goods will be carried in a refrigerated,
chilled, heated, spec;ally ventilated or otherwise specially equipped compartment. The

1J.l!#Emmt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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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igerating, chilling or ventilating machinery and any other such special equipment

shall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machinery and appurtenances of the ship and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applicable thereto and to the goods carried in such
compartment. if"
€l.
Unless a special agreement is made and insert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the carrier does

not undertake and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failure to give the goods, whethPf or not of
a perishable nature, any unusual or special care, handling, stowage, storage or facilities
not given ordinary non-perishable general cargo, or discharge or deliver the goods into

~ ~:lnK~~~:lI;;;~-N~~:tt: ~ ~m!$£¥,IlI!~

'~$~~~~~--~.~~~~~~~~.~~~~N~~~~~~~$*~~~~~~~~~

or to any refrigerated, chilled. cooled, ventilated, insulated, heated, drained, dry, moist
or specially equipped place, compartment or other facility, and the shipper represents
and warrants the goods do not require any such care or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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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IVE ANIMALS - Live animals, when accepted, are received, kept and carried
solely at shipper's risk of accident, disease or mortality and without any warranty or
undertaking whatsoever by the carrier that the ship is seaworthy, fitted, manned,
equipped and supplied for their reception, carriage and preservation.
With respect to live animals, all risk of loss or damage by perils inherent in or
incidental to the carriage of live animals shaH be borne by the shipper and the carrier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and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and the same rights, immunities, exemp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provided for in Act 4 of the. aforesaid Hague
Rul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of any Act that may be applicable, excepting
sub-divisions (1), (2) CD, (2) (q), (3) and (4) thereof. In no event shall the carrier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o live animals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any cause
whatsoever, including unseaworthiness, unless affirmatively proved to be due to lack
of due diligence or to the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carrier or those for whom it may
otherwise be responsible, but the carrier shall not in any event be liable for any act,
neglect or default in the navigation 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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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pper represents that the goods covered by this bill of ladmg need not be

13. STOW AGE ON DECK, ETC. - Goods stowed in poop, forecastle, deckhouse,
shelter deck, passenger space, storeroom, bunker space or any other covered-in spa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stowed under deck for all purposes, including General Average.

stowed under deck and it is agreed that it is proper to and they may be stowed on
deck unless the shipper informs the carrier in writing before delivery at the goods to
the carrier that under deck stowage is required.

With respect to goods carried on deck, all risk of loss or damage by perils inherent
in or incidental to such carriage shall be borne by the shipper and the carrier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and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alI and the same rights, immunities,
exemptions and limitations as provided for in Act 4 of the Hagt:e Rules or the corres-

~ny

ponding provisions of any Act that may be applicable, excepting subdivisions, (1), (2)
loss or

(D, (2) (q), (3) and (4) thereof. In no event shall the carrier be liable for

damage to goois so carried on deck arising or resul ting fro m any cause whatsoever.
including unseaworthiness, unless affirmatively proved to be due to lack of due diligence
or to the fault or neglect of the carrier or those for whom it may otherwise be

responsible, but the carrier shal1 not in any event be liable for any act, neglect or
default in the navigation 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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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ULK CARGO - As the carrier has no reasonable means of checking the
quantity or weight of goods shipped in bulk, the carrier does not represent the quantity
or weight of such goods as furnished by the shipper or appearing in this bil\ of lading
as being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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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ROUGH CARGO AND TRANSSHIPMENT - The carrier or .master, in the

exercise of its or his discretion and although transshipment or forwarding of the goods
may not have beep contemplated or provided for herein. may at port of discharge or
any other place whatsoever transship or forward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by any
means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and at any time,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loading on the ship named herein and by any route, whether within or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voyage or beyond the port of discharge or· destination of the goods and
without notice to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The carrier Or master may delay such
transshipping or forwarding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waiting a
vessel or othe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hether by the carrier or others.
The carrier or master in making arrangements with any person for or in connec,

tion with all transshipping or forwarding of the goods or the use of an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not used or operated by the carrier, shall be considered solely the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and without any other resp:msibility whatsoever or for
the cost thereof. The receipt. custody, carriage and delivery of the goods by any such
person or on-carrier and all transshipping and forwarding shall be subject to all the
terms whatsoever of such person's or on-carrier'sform of bill of lading or agreement

then in use, whether or not issued and even though such terms may be less favorable
to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in any respect than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Jading.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authorize the carrier or master to arrange with any such person

or on-carrier that the lowest valuation or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contained in the bJll
of lading or other agreement of such person or on-carrier shall apply.
A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in any capacity shall alt:)gether cease and the

goods shall be deemed delivered by it and this contract of carriage shall be deemed
fully performed on actual or constructive delivery of the goods to itself as such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or to any such person or on-carrier at port of discharge
from ship Or elsewhere in case of an earlier transshipment.

111 k:l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shall be liable to this carrier for and shall mdemmfy
it against all expense of forwarding and transshipping, including any mcrease ill or
additional freight or other charges whatsoever.
Pending or during forwarding or transshipping thIS carrier OT the master may
store the goods ashore or afloat solely as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at the n"k and ex·
pense of the goods and this carrier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s, neglect, delay
or failure to act of anyone to whom the goods are entrusted a: delIvered for storage,
handling, or any service incidental thereto.
In case the carrier issues a biJI of lading covenng transportation by a local or
other carrier prior to the goods being delivered to and put into the phySIcal cust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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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arrier, it shall not be under any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o the goods occurring prior to or until the actual receipt custody of

. ~$!ffit~~~

the goods by it at the port or place or transshipment and in arranging for the transportation to such port or place where the goods are put in its physical custody, it acts
solely as the agent of the sh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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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IGHTERAGE - The carrier or master, in the exercise of its or his discretion,
may at any time, whether or not customary and without notice, require the goods
to be lightered to or from the ship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and, in this
event, the carrier or master may make arrangements for lighterage or use of craft
but, in so doing, shall be considered solely as the agent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and without any other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The carrier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hoice of, condition, seaworthiness or manning of such lighter or craft nor for
any loss or damage to the goods while on such lighter or craft or in the custody of
the lightermen who shall be considered agents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I1~

If the carrier selects to lighter the goods in or with lighters or craft operated or
~~ml!:~

~~ml!:o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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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d by it. the carrier shall have the benefit of all the liberties, rights, exemptions, immunities and limitations contain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with respect to such
lighterage and may collect the cost thereof from shipper or consig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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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ISCHARGE, DELIVERY, ETC. - The carrier shaH be not required to give
any notification whatsoever of arrival, discharge or any disposition of or action taken
with respect to the goods, any custom or practice of the port, the carrier or others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and even though the goods are consigned to order
with provision for notice to a named person.
The carrier or master may appoint a stevedore or any other person to unload and
tak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nd such delivery from ship's tackle shaH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nd a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shaH then terminate.

It is agreed that when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is received or taken by the customs

or other authorities or by any operator of any lighter , craft , dock , pier , store, ware-

house , refrigerator , elevator or other facilities whether selected by the carrier or
master , shipper or consignee ,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 such authority or pers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received possession and delivery of the goods solely as agent
of and on behalf of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 at the risk of the goodsand subject to
any lien of the carrier thereon. Also if the consignee does not take possession or
delivery of the goods as soon as the goods are at the disposal of the consignee for
removal , the goods shaH he at their own risk and expense , delivery shall be considered
complete and the carritr may , subject to carrier's liens , send the goods to store ,
warehouse , put them on lighters or other craft , put them in possession of authorities ,
dump , permit to lie where landed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them , always at the risk
and expense of the goods , and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shall pay and indemnify
the carrier for any loss , damage, fine , charge or expense whatsoever su任ered or
incurred in so dealing with or disposing of the goods. or by reason of the consignee's
failure or delay in taking possession and delivery as provided 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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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受損為保護、保管」卅一為貨物之利益所生之用嗯，及還送人沌的抽關於貨物所負揖、時生、或受

十九、修錯，修補，罰金等 1ll
為修禱，修桶，包朵修理或改裝貨物或其容器之用費及費用，及不問貨物

許可證、證明書或文件，或託運人未能供給資料茂遵守各項有關貨物之法律、規則或法史事頃，或

命組約，或因貨物已在於船上立原白，或因而運人未能獲得任一站口或地點得需提供之領事或其他

自役託運人或受貨人之行為或不行為之各項支付、用費、違約金、罰金、捐、關甜、親或輸入說，

喪失，損害，扣留，賠償金，延滯費，或任何性質立債醋。叉第三者或訴訟參加人對貨物所為主張

或各項訴訟行為所發生之要求或扣押、沒收、執行而運送人為確定貨物所有權占有權所採取各頃措

施而發生或給付之各項損失，費用、訴訟費、用的H
或支始，以及為重行取得或意圖重行取得貨物占

有之用費或費用，託逼人及受貨人晦氣償付運送人及附抽之責任，並應使遲遲人及船帥不受侵害暨

使運扒拉人對
M、
P貨物膳享有留置榷。託運人及受貨人拉你運送人罵，仁述各該頃費用、用費及其他事件

立給付及/或負擔，而運送人或船長得先來寫而運人立代理人並由比自行負擔費用雇用他人為修繕

、修補、包紮、修理或改裝包件或貨物，賣行取得或敢出這行取得貨物占有及為貨物利話問鴛摘當
立各項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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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lt bill current on the day of the ship's entry at the customs house of her port of
discharge , or on the day of delivery , whichever the highest.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shall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to the carrier for
the payment of all freight , charges and other amounts due the carrier and for any
failure of either or both to perform his or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they shall indemnify the carrier against and hold it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 loss, damage and expense which the carrier may sustain or incur arising
or resulting from any such failure of performance by the shipper and consignee or
either of them.
The carrier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hipper shall be liable for return
freight and charges on goods refused exportation or importation by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ies.
The carrier shall have a lien on the goods , which shall survive delivery. for all
freight , charges and other amounts due under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may enforce thIS
lien , by all available means, including public or private sale and without notice. upon
the goods or any part thereof and any other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shipper or
consignee which may be in the carrier's possession. The net proceeds of any such

目時

開峙， after deducting all costs and expenses in executing the lien. shall be applied
towards the settlement of the freight. charges and any other amount due the carrier
i揖值 1且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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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或二人意必需如批屁衍而對運詮人的叫負措或遭遇所發生或導致之一切責任，頭夫，損害，改用

履行其依本載貨誼券各條規定之義膀，應對運送入共同及連帶負責，又託運人及受貨人因其中任何

託運人及受貨人，就一切運費，費用及其他欠付運送人之金額以及其中之任何一人或二人意於

本~貨日所通行之銀行見票承兌值率二者以其較高者為準'木得為抵銷、民訴、或誠除。

用，應以本載貨證錄所稱之貨幣，或自運送人擇定，以其他貨幣全部給付於船柚抵達卸貨站立臼戚

各項付奧運送人之費用或金額於發生時即為到期，又該頃費用，金顧及一切未付運費蔑失他費

及或貨物之要失或未喪失，或航程蠻吏，破裂，阻時，或棄船，而收取及留存之。

，而運送人臨絕對有權主張一切運費及費用，不論共已賢際付給與否，並在任何情混下，木甜甜甜

或意圖先付或於卸貨港或目的地或隨後收取，肝、運送人收受貨物時，應認為失巴(由運盤人 U 雄偉

對懿貨物至本勢所列卸貨港之全部運費及各項預付費用，木問是否具道費或費用得先付或載明

對於貨物之檢查、衡量、度量及估價所生之用費，應負其責任。

得岐取共增加金額。如託運人提供之詳細項目發現有誤而須付頡外運費時，託運人、受貨人及貨物

及估價，及打開包件而橡查之。如運貧或仲咐他費用有錯誤而扭扭正設運費或費用應提高時，運送人

定。計算運費得接託運人所提供關於貨物之詳細項目為標準，但運送人得隨時為貨物之衡量、度量

二十、運費，留置權，等 |l 運費之給付，由運送人使投貨毛草或卸貨重量或反量或從價或其他標準而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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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何政府或行股官署不許出口或進口貨物之回程運費及費用，運送人睡不負責而應由話還人

費，時仿付湛送人並使之木受侵害。
負責 ψ

說一切運簣，及積欠運送人費用與共他全額之給付，運送人對於貨物應享有干項優先於交付之

留置權，並得以各種可能方法包括公開或私人間出售而無庸通知，就貨物或其部份或就屬公託運人

或受貨人而為運送人所佔有之財物行使此一留置權。經各設方式出售之淨價，於誠除行使留置權之

各種經費及用費後，應作為，運費及積欠運進入費用與共他金額之抵付，而遲遲人，除此項售價如有
費給付時，託運人時仍役，必責任。

餘頡結算共餘胡外，對此瞧不再負有任何詣話，倘運送人就貨物行使留置權而無法獲得此項積欠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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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the event of a higher value is declared by the shipper in writing and Inserted

in this bill of lading and extra freight paid thereon if required , the carrier's liability ,
if any. for loss , damage or delay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ods sha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such declared value and proγata of such declared value in the case of
partial loss or damage , provided such declared value does not exceed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goods.
In the event of any loss. damage or delay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goods of a
value of $300 or less than $300 per package , lawful money of the United States , or in
case of goods not shipped in packages, per customary shipping freight unit , the
carrier's liability. if any. shall be deemed t. o be t. he invoice value of the goods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herein. on which basis the rate of freight is adjusted. It is agreed
that in no event shall this clause operate to increase the extent of the carrier's liability
beyond the market value at port of discharge. if that be less than invoice value.
It is agre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package" includes animals, pieces and
all articles of any description except goods shipped in bulk.

兩 i

In no event shall the carrier be liable for more than the loss or damage actuaily
sustained. The carrier sha11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tial or special damages
and shall have the option of replacing any lost goods and. of replacing of repairing any
damaged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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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t of lading. If the loss or damage is not apparent the notice must be given within
three days of the d e l i v e r y . ι
》
1(,' Unless written notice of claim ,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clause IS given
to the carrier within fourteen days after delivery of the goods , or where the goods
are not deliveled. within ten days after vessel completes discharge at port named
herein , the carrier and the ship shall be discharged from all liability.
Any claim against the carrier for any adjustment. refund of , or with respect to
freight charges or expenses must be given tothe carrier or its agent in wnting by
or before the date when t he goods are or sh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f written claim is not given in any case as provided herein to enable the carner
to make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lleged claim. the
carrier shall be considered prejudiced thereby and the claim shalt be considered barred
and the waiver may be pleaded in and constitute a defense to any suit that may be
brought against the carrier on saidclaim.

制 III

.~ ; [n any event , the carrier andship shall be discharged from a ll. liability forany loss
of. or damage to or delay of goodsor with respect to the freight.. charges or expenses.
or the refund thereof for any other claim whatsoever , unless suit is brought within
one year after delivery of the goods or the date when the. goods shoul d. 'have been
delivered. Suit shall not be deemed brought against the carrier or ship until jurisdic難恆起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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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對炭運送人或船抽之訴訟，在膳已獲得對於運送人或船抽或二者之管轄祺前，或如過海事拱睦
相他許者，民提出訴狀之通知應巳送達炭運送入前，應禍為未經提起。

喪失、損害或貨物之遲延或有關運費鬼，費用或一周贊成各一詰唱起款之任何請求v
權
轍解除其責任 ψ

除訴訟之挂起於貨物交付或的山貨物晦已交一付日一年門為之外，遣送人及抽抽在任何情形，對於

故桿主張權利之拋棄釋為抗辯。

農該項請求權得向運送人提起之訴訟中，運送人應關罵共巴因此而且文侵害，該頃請求權應予排除，

如在任何情形不依本條規定送達書面請求權而使運送人對於所主張之請求能寫調查其情況時，

或以前，以書面退款於運送人或其代理人。

有關運費、建用或用晶質之核算，還故而向運送人提出之請求樁，應於貨物交付或應巳安付立日

船聾在本保列問借口完成卸貨後十天內送按遣送人，運送人及船船應解除一切之責任。

木條請求權之書面通知﹒除另有填完外，除非 MR貨物交付後十凹天肉，或過貨物未為交付時肝、

們為之。

載貨證券載稱由遣送人所禱，安付之確切費用。俯喪失或損害並木顯著者，其通知必頌肝、安付之一一一日

e於搬遷貨物自行保管之前或當峙，在卸貨港臥室周一面向運送人或其代理人庸之外，是積搬護照構版本

三五、請求權之通知|1喪失或損害或該研要失或損害 Zf 般情班之通知，除依遲一送契約有憎受交付之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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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土貨鞠連進條例

美 國 議 院 於 一 九 一- 2几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通 過 施 行 ， 凡
-切
M提 單 葫 頡 似 植 利 艷 霄 ， 作 為 要 棋 各 也 掉 遁 入 邁 出

實

\一/

緒

_-.
本條例昕一稱﹒.

第一節

讀

一一軍

第

第一一一節』資任奧轟甜甜

揖卸載之責任駐勘及梅利﹒且現實依照干列主規定。

梅奇法陣論

軍五

除第只節圳有規定外，海上運送契約，關於運送人對於貨物之裝載、搬侈、堆裝、遣送、保管、看守

第二凶權義關係

五、稱可運送貨物」者，謂自貨物裝船時起至船卸載後﹒止。

四 、 「 船 船 」 係 指 用 H f海 上 運 送 貨 物 之 船 船 而 一
口r
。

一 二h
、
憎 「 貨A物 」 者 ﹒ 謂 貨 物 、 路 血 、 商 品 及 一 切 物 件 ， 但 動 物 u m連 話 契 約 載 間 接 在 甲 板 土 貨 物 ， 不 在 其 吶 。

持有人之闢係而續給之接單或頓州妙語害。

二、~稱「運拉契約」者，調提單或關
H、
P海 上 貨 物 遣 送 之 顯 制 軒 利 證 害 ， 包 括 傭 船 人 用N M確 定 運 送 人 與 請 寄

一 、 六 運 送 人 」 者 ， 係 指 一 甜 甜 所A
有或 傭 船 人 典 語 運 人 訂 立 運 送 契 約 而 言 @

定

國外貿易立貨物梅土連起契約者，故本條倒之規定。

、

海商法釋論

(甲)使船抽有海全航行之能力。

一、在發航前及開始時﹒連送人應使用相當注意﹒
(乙)配置相當船員設備及船抽名棋躍。

i看守及卸載貨物。

(丙)使貨給冷藏庫室及其他載貨都訝，過於安全受載、遣送、與保存﹒
二、遣送人應摘當而撞慎裝載、搬移、推裝、運送、保管

五」八

ME
本輝包裝之貨

H
個於識別，臥龍航行完成。

(間，)依照託運人MR貨物裝載前喜函通知用以識別之主要還碼﹒該項聲碼應顯明表示

三、收受貨物後，運送人或船長﹒或運送人之經理人，因託運人之請求，應填給提單記載下列事局

物上，如貨物裝箱或接包，其箱子或包反上，並使本易詮蟬，

'(內)貨物之表面完好情狀 但 如 有 一 必 當 坦 白 ， 認 為 通 知 之 墨 碼 數 量 、 分 重 、 或 重 量 ， 與 其 所 收 受 之

(乙)依照託運人書面通知之包數、件數、分量、或軍量。

••

確 所 說 之 一 切 要 失 毀 損 及 費 用 由 託 運 人 負 時 使 責 任 ， 但 運 詰 人 對 於 該 頃 賠 償 請 求 權 ， T m得 以 主 快 制 共

過 施 行 之 各 洲 間 ， 及 國 外 貿 易 ， 關 H r提 單 之 條 例 ) 任 何 部 份 有 所 修 改 ， 或 眼 制 。
五 、 托 運 人 關 H、
F裝 貨 時 貨 物 之 墨 娟 、 數 量 、 門 室 里 、 電 量 之 通 知 ， 對 運 送 人 應 保 證 共 正 確 無 訛 ﹒ 間 通 知 不 正

木條例之規定木得解作對於「保美倫」提單法案
( 2 S R S O回 去 曲 。 同 戶 且 古m 〉n C門 帥 一 九 一λ年 通

)證明貨物巴照提單所記載由遣送人收吏。

四、依照第三條第一二一二二、項之現定填聲之提單，視作表面上之誼懷(即如無反置，即可成立之器擴

提單上。

貨物質際情狀，可展共不相符合﹒或無怯頓對時，運送人船長或運送人之經理人，得不記載設

••

對運送契約土之責任與義務，以對抗託運人以外之第三者。

六、依提單有受領運送貨物權利之人，除在卸載港股提貨前，或當峙將護失毀損反其性質，書由品冊一知運是

c提貨人得於提貨時，在收受貨物醫善土，背道回註叫毀

人或共代理人外，貨物一體提出，視作運送人巴依照提單所記載牌貨物交付之表面上詩鵲.，但貨物毀
揖不顯著者，應於、提貨後三日內，醬面通知之
央或毀鼠，以代通知。

收受時貨物巴經共同椅驗或杏毆者，得不以書面通知貨物之情狀。貨物提取後，或自臨提取之H起算

，三年內不提起訴訟者，運是人對於喪失毀價之賠償責任免除之。但雖不依本節規定，局如顯叫嘆隱

藏之鹿失毀揖者，託運人仍有自提貨後，或瞎提貨日起，一年內扭起訴訟棺木受影響。

利。

tm故後叫時間早

木論畏失毀損巴否確實，或有發生畏失毀拍之處峙，運送人與受貨人應相互儘力與封，力，企盼愉點之

七、運送人、船長或運送人之經理人，肝、貨物裝載後，所現質之提單，因托運人之請求應作成一

」'託運人已取得其他權利詮霄，應於「裝後揖單」揖聽後，交還之該項權利諦吉，如絆迪拉人船長

或控理人，在鸝裝揖背番話用裝載該貨之船名，及裝載日期，其殼力胡同一‘裝俊提取」。

八、遲遲契約記載條款條件或約定，以免除還是人或船抽對於因不注意過失，或本條例規定雌雄行之義詣

而不居行，致貨物聾失毀揖之責任者，其條款帳件約是不生效力。

第四節

權利與免賀

七

約是為運是人利益保胺者，或其他類似之一保款，靚同免除運送人誼弱之條款。

海商法理論

五

的故助茂意幽蚊叫海上人命進吋虛心

的是助及民聚騷擾。

之衍盾，臨負之責任。

『
# 4 ，J

倘 不 論 任 何M m因 全 部 一 部 之 罷 工 ， 揖 出 工 人 之 行 為 述 一 份 文 、 怠
L ， 但 本 頃 不 得M
叫作免除還凡此人間自己

山託運人汶貨物所有人或其經用人代表人之行為，我不行為。

的檢疫阻削 Q

的航的者或人民之拘捕或管制依拉沒收。

山叫去共敵人之行為。

開戰箏。

間天災。

由海上可以航行之水面上之危艙，成意外事故。

目失火，但因重六過失或遣送人默許者，不在此間問 u

H船 長 、 船 員 、 引 水 人 或 運 送 人 之 僱 用 人 ， 於 駕 駛 或 管 理 船 抽 之 行 為 過 失 或 失 掛 J

二、因下列車揖之一所發生，或所致之要失、毀揖'遣送人或船岫不負賠償責任心

負舉單位同任，證叫起巴章相當之注意。

因 的 岫 木 具 安 全 航 行 能 力 所 設 ， 或 引 起 之 喪 失 、 毀 損 ， 運 送 人 吱 足 他 生 強 依 按 本 款 城 的 K A m除 賞 位 霜 ，

航行能力所致或引起立喪欠、毀損，運送人或船船不負賠償責任。

、 及 供 ， 峙 ， 並 使 貨 稍 冷 按 屆 窒 及 其 他 裝 良 品 份 適 份 安 全 壁 挂 卜 、 運 送 、 保 版 社 物 有 外 ， 肉 航 船 ， 木 制 封 封 八J

-、陳遣送人未依第一三師講→款之規定，使用相當注意力，使拍拍一旬建全航行能力，耐炯炯桶沿船員、結備

海商法蟬晶

-LL

自散接貿或分量之耗損，或其他因貨物之內柱瑕疵性質，所致立喪失或毀損。
由墨媽不足。

關包裝不完固。

~r，
i以
-說
-明運進入無亞大過失或默許﹒運送人立經商人或你用人亦

由非由於運送人之重大過失及默許﹒及遣送人之經理人﹒儂用人之過失或不注意所授主叫陳因﹒但

開雖用相當注意仍不能發琨之暐攝瑕晶。
學語責任應由主張免 除 責 任 者 筒

無過失或不注意，使喪失或毀間主發生。
責任。

一一一、非由於託運人，或其經理人僻用人立行為過失不注意助教遣送人戒船船受有揖當﹒託海人不負賠償

規定或運送契約，如因而發生喪失、毀損﹒運送人不負賠償責任。但變更航程之間的，為卸載客貨﹒

四、為總助或意圖救助海上生命財產，變更航程，或美他合理一之糧農航程﹒不得認為違背或違犯本儼例之
應招為非合肉之變程。

五、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載前"巴經託運人聲明﹒並在提單註問者外﹒運送人或船長對必貨物主體仗、

毀揖﹒其賠償責任以每包不超過獎金五百元為眠，貨物非以包裝者叭依照一般裝貨單位或以問價偏之

他種貨幣計算。前頃阻韻，經在提罩上記明者，有表面土主雷據力，對於運送人非有絕對誰據力﹒運

送人船長或運送人之經聽人得與託運人約定高於第一阻制制之最高輛，徊不得低於第→用悅的前在
t眼胡
無論如何，運送人之賠償責任，以實際慣害敢胡為恆。

貨物之性質價拍﹒因託運人之改意成詐術'誤報肝、提單上者"運送人或船抽?對必貨物立輛汽矢，費頃

九

，或因運送所致之農失、一毀損，不負陪償責任。
海商法釋+論

五

六

央去危障性。

，明記肝、填護之提單。

木條例之規定，對侵傭船契約不適用

權利與免費立描槳及責任與義輯之增加

2

但酸甜租用人續給提單，應載本條例立規定，提取得記載一

運送人得全啤或一部拋棄共依本條例規定之權利與免賣，或增加其責任聽醫務，世將概與或增加情衫

第五節

達於信誓船抽或載貨之程度時，除關於共同海損部份外，運送人亦得木負責任，將共起自阿盟組成w
的
之

直接或間接發生損害及費用，詰種貨物之託運人，負賠償責任。雖經明知故問意裝載時，該站貨物已

，在卸載前
H‘
V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將比起岸或毀滋﹒或使之失去危蝕性，而不負賠情責任﹒到州閃閃加

易川叫做燒爆炸，或有位驗性質之貨物﹒碧輝運逼人艙長或運送人主將現人旬悉﹒而不同滋滋送者﹒得

海商法陣諭

O

前 明 規 定 之 A口 約 ， 應 有 法 律 上 之 效 力 ， 但 不 滴 用M、
P普 通 一 骰 商 葉 還 給 被 驅 按 於 特 種 運 輸 ﹒ 閃 還 必 問 財 區

款記載的另一一小得崎器之請書，並記明不得岫呵護字樣。

之挂載、搬移、堆裝、運送、保管、看守與卸載應有動關注意﹒但運送人不得續發提單，放將該搞特別條

力 之 義 掛 ( 鷗 M R保 需 船 抽 有 安 金 航 行 能 力 合 的 ﹒ 以 不 違 反 公 共 政 策 為 阻 」 攻 關 的 是 你 用 人 評 用 人 的 M r貨 物

以任何保款，規定運送人對於該特糧貨物運送之責任與義甜可汝協仰利與免育‘成關的保持船的有小可全航行健

木論以上各節如何規定﹒運送人、船長或運送人立經理人與托運人﹒對於特每貨物遣送﹒得訂合的，

第六節

第六節至第八節特別帳件。

切關於共向海損之合法帳款﹒本艦倒不眼觀主。

.•

之性質情狀，以及運訣當峙之環境，遣送之保件，且認訂立特種合約，為公正必宴者。
第七飾

裝入海上運送站抽之前，及巳自海上運 UF船抽卸載之後，運送人，於託運人對於貨物之喪失毀攝之責怔

，或閱於貨物之保管看守與搬移應負之責任龍說，得訂立合約依款帳件限制之，或保留之，或免除之。

第八節

運送人依照一九→六年海商法，美國修正法律保例第凶二八一節至凶二八九節，修正怯案以及共他現

行怯令，限制海上航行船抽所有人之責任，規定所有之權利聶醬，均不因本保例有所讀吏。

第二軍
第九節

運送人不符以本條例之揖定，對於同樣時間環境內之競爭託運人，就下列事項有所差別待遇
(甲)依照本條例，託運人有請求發給提單之權利。

也JU

第十節

(丙)一九-六年修正海南法禁血事項。

事項。

(乙)照本保例第一﹒章第五節之規足，運、進入填監控單時，記明關於拋棄權利免貴或增加責任龍一路之

••

E

依隔海上貨物運送條例之規定辦理」。
海商法體前

六}

各州間貿易條例二十五節第四頃臨予修正加列下列但室一一
「間但 本 節 現 定 關 於 海 上 貨 物 運 站 起 之 提 單 ， 須
••

海商怯體論
第十一節

占

所變更之。

第十三節

本保例適用於國外貿易貨物由美國口偉運出，或運入之一切海上遲遲契約。稱美國者

利影響峙，經商輯部長之詮閉，美國大總前得臨時命令暫時或無定期停丘本條例。

本保例第一章任何一節之規定，或因外國闢於海上貨物遺送之法律對於美圈圈外貿易，對外兢箏有不

第十四節

契約之提單，讀其他權利證贅，應用自記載一切依照本條例規定辦理字樣。

利證膏，明白約定依照本條例規定辦理者外，不適用本條例。再國外貿易貨物由美國口岸運出之海上運送

口岸關內外國口岸往來運輸，美國口岸閱或聽共殖出的地問貿易之海上運送契約，除證明契約之雄單草其他權

••

••

有土地，及殖民地在內，但菲律賓進出口海上運輸得立法不使適用越菲律賓日岸，稱國外貿易者

謂美國

包括美國州市

通過施行之「關於船船航行揖單及運貨責任怯」(譯者按即哈德、自U 民共他有關怯令，本條例不得解作有

閱於貨物挂上站之前，及卸載之後，拍拍或運送人，應借用責任奧蓊路，仍適用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三日

第十二節

認作託運人對於接貨時貨物之重量保體其 E確。

，不論本條例有否相反之規定，不得認作運扒拉人已依照揖鼠記明之重量，收受貨物之表面之證釀，亦不得

散裝貨畫畫，係價冊商業習懂，由運送人或託運人以外之第三者冊稽定或放謂之畫畫
i記明於揖學者

f、

第一章任何規定之適用，並得隨時將停且按力之禁令解除之，使各項規定做復有效措用於一切海上遣

送契約，停止效力或撤回停丘之命令，底是明生效日期，該日期應為自命令公佈日起十日以上，受本條例

約束之一切海土運送契約法有蚊期內，本帳倒第一輩任何部餘，經命令停止毅力，依照現行或將來對於停
丘致力部份之法律規定辦理。
第十五節

央主

.本條例自通過後九十日生效，但通過以前訂立之誨上運送契約，及在通過以前或後因運送契約嗔避之
提單，或類似權利置書，)年內木適用本條例。

./

第十六節

F

.本保例定名為「海上貨物遣送條例」
批准日期為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

海商法

論

嗶

-

一九五0年約克|安德衛普共岡海損理算規則

、-.../

原則乙

帶共同海損行為者，謂在同一航行事變中，為共同安全民保存財產晚臨起見，故意及合理所發生之特

原則甲

除分揖揖即現定外，共同海損須依照分頃原則辦理。

在現算共同海損時，須依照以下各明原則及分按規則辦理，與上明原則規則扭觸之怯令習慣不適用

通則

一

響。

海高法嗶論

原

則

T

成

六五

及補賞之權利，但該項規定，應不間為受有損失之一方對過失之他方，在華後之來借權利，種生任何

共同海損之犧牲或費用，雖其發生原因保由某方過失所致者，該項過失之存在，咄咄木影響各方封分攤

原則

種程所費生之損害，及其間接損害，例如程運費用，市場損失，均不得認為共同海損。

共同海損之膳受補償部份，須以共同海損行為所直接費生之損害揖失或費用為峙，船岫或載貨因航程

原則丙

共同海損之犧牲及費用，鷹由各利害關係人依照下列攝準分捲之。

別犧性或費用。

之。

r、

海闊沾蟬晶
海損或費用發生後，請求賠償之一方，須負舉證責任。
原則已

向民

治

第四條割斷建物
凡某物因海難發生之結巢，業成建膺，或結杆巴大部份禮膺，所有該殘廢掘抨剩餘部份讀其他各物

部份所蒙受之損害，木應享受補償。

團共同海損補償，但船抽某部佐'或散裝載貨某部位，叉件裝載貨某一件，卸工都紛巴在聽揖時
J其 巴 勝 、

為息揖船上火焰起見，對船帕及載貨，或其中之一所加主揖霄，例如水潰、擱淺、或擊沉等。頃，均應

第一一一帳息揖船火

，站抽蒙受損害或載貨蒙受水潰峙，均路由共同海損補償。

共同安全所壺生之犧牲結果，船抽或載貨蒙受損害時，或為共同安全意在拋棄冊為之閒艙或開洞結

第二帳為共同安全經描聶榮反犧牲結呆所發生之損害

裝 載 M甫
P﹒ 板 上 之 載 貨 經 拋 棄 者 ， 木 得 自 共 同 海 損 補 賞 ， 但 其 接 選 為 航 運 習 價 所 許 可 者 ， 木 棧 此 眠 。

第→帳描栗載貨者

理算害製成地點之決定，不噩生影響。

於 理 算 共 同 海 損 之 損 害 ， 及 分 婚 時 ， 路 以 航 程 絡 了 之 時 日 、 一 地 點 為 價 格 計 算 之 攝P
準
本原則對於海揖

原則庚

凡應受補償之共同海損費用，其替代費用，亦晦認為共同海損，享受補償，但以所藏省之數額為揖@

-nn-h

J割斷時，均不得由共同海損補償。

第五帳自願擱淹甜甜

如木放意駛上沙山草擱淺，即有被逼上岸或觸礁女虞q
者
其因投意上建﹒對船抽載貨邏輯商或其中之一所

句發生之損害不應由4
月同海損補償，但在浮趣稜船時，所有損失或損害﹒可列入共同海損。

l船帆之損害或揖失

在其他情節下，罵共同安全之故意上岸行為所麓生之損害，應認為共同海損。
第六帳船帆滿風

為共同安全起見，強使船抽脫離擱淺，或驅使船船向高地擱消﹒對船帆反悅杆或其中之一，發生描繪口

4
斌說失時，是項損失，應由共同海損舖償，但於船船漂浮時船船載貨運費﹒或其中之一﹒因船帆滿風所蝴

受之揖害或揖失，木得由共同海損補償。
第七帳懺捍鍋爐之損害

船艙擱置岸上，情勢危迫，為共同安全，有意使船抽車為漂浮起見﹒按不惜甘冒機轉及鍋練蒙受慎害

帳

船船擱潛山坪上所醫生之誠郵費用及其損失

時，是項損害應由共同海損補償，但在船船漂浮峙，其岫閥混伊鍋爐因過份使用所種生之銷售‘木何由此向海

損輔償。

i\

梅商品釋諭

戶戶七

?船抽之材料及船用物料或其中之一項，於站甜甜中馬共間安全起見，必需用作聽料時，是項捐焚應認為

第九帳船岫材料茂船用物料用作燃料

璽費用、駁船費用、軍裝費用(如聾作
ι
時)，以反因城都數孽，過駁重裝所發生之描霄，均時認為共同梅扭。

船曲擱置擇上，其載貨、棋料及船用物料，或其中立一項，因共同海損行為而卸載時，提所醬缸恥之誠都載

第

'、

第十條避難站立費用等項

日之市價計算價韻，列入共同海損貸方項下。

(甲)船抽因偶然一事件，或故意犧牲，或其他特殊情節﹒為共同安全所必需而駛太潛臨嘟嚕

帶費用轉運費用，或其中之一者 (
以
4
所節省之特別費用為阻)，應此照所師佇立軒昂內有關各背負擔。

船抽復被拖一主其他修繕站或目的戀者，丈載貨之全部或一部，由倘船或以其他方式現連者，其卅種生之拖

(了」如船抽因蒙受海損停留於可為修繕之港口，以便運送原裝之全部載貨，然為節省情用起見，該

損，至載貨卸完之日為，止。

海揖，當船抽經確定直失植航能力，或放棄原航線時，如載貨尚未完全卸下，前開之情租仍應認為共同海

定喪失續航能力，或不駝行原定航線時，自確定聾失能力，或放棄原航線之日起，其惜祖師不得認為共同

物抖之軍裝費用'，在船上之堆放費用，連同樓祖費用(六挽保費在內)，亦應認為共同海損﹒桐船船經確

代丙)載貨、…臨料、成船用物料之聲理或卸下費用，講經認為共同海損時，關於是項載貨縣、料或站用

全所必需之加個修現為眠。

所發生者，向勝認為共同海損，但以是項整理或卸下為共間安全所必需﹒或因犧牲或車間，為繼續航程安

(乙)載貨燃料或船用物料，在站上之整理費用，或卸下費用，無論在控貨揖﹒或停泊站，或避難港

費用補償。

時，其在另一階埠之費用，趟用本帳避難港之規定，並按第十一悔之規定，計算由移動而延長航程期內之

，持因駛入詩，駛回所龍生駛出費用﹒亦應認為共同海損，如船在、避難戀不能修理，必須駛往另一幣均修理

貨器時，其駛入是現港口之費用，應認為共同海損﹒於詰船裝載原貨或原貨之一部份﹒由是研港口駛卅峙

-4
川、瞬間

共同海損，但以燃料充分準備者為眠，其應消耗立融料究為若干，於估計清楚一佳﹒按照說船最餃借口駛離

海商法體論

i\

第十一條海員在迪難港立薪企給賽等明

(甲)艙抽依照第十條.「申」情節駛入某港，或在某站停留，以便修緒時，其船長各組船員在此特別

{乙)抽抽因偶然事件，或故意犧盤，或其他情節，為突同安全所必誨，或為繼禮航行的有全所必需﹒

延過期間之薪企給聾，均應認為共同海損。

確定要女糧航能力或木駛行原定航線時，其船長及各級船員之薪金給養以依照第十條申項現定邂難費用，

而駛入某諧，為損害之修理，在此特別停留時期主船長及各級甜員之蕭令給薯，得列為共同海損，抽柚辭

或放棄原航線峙，如載貨尚未完全卸下，前聞自間工薪給仍晦認為共同海損，至載貨卸完之日為止。

列入共同海損為眠，自確定直失能力或放棄原航線之日起，不得認為共同海損，當船抽確定要失續航龍力

聽料及船用物料在特別停留時期，得列為共同海揖'但上研費周非因共同海損之修理所說者除外。

(丙)依本帳及其他各條所稱之聶金，保包括付與船長，及各組船員之一切給付，及共他利益，不間

設項給付係因法律或由僱傭契約所規定者。

(了)船長及各艘船員所領之額外工作津貼，為維持船帕或修理者，不得列入共同海損，但如不付該
項津貼，即木能節省共同海損費用者，不在此眠。
第十二條因卸貨所發坐之損害等明

載貨、…照料、或抽用物料如因整迪、卸下、入持、一富裝及堆放等手續發生損害時，是明損害廳認為共
第十三條修繕費用之相誡

阿海揖'然以各設項之措施經認為共同海損者為阻。

丸

當計算共同海揖之各項損害請求時，闖一股由共同海搞補償之修理部份，如以曹抖改換新抖，暉依「葫

吉它

換舊」情節作下列之扣誠
聲商法禪論

••

海商法種論

(乙)一年至三年者

hT)六年至十年者

鍋爐及其裝設物在內)扣減六分之一外，其餘均照上開乙項扣誠。

除抽完料、站站頂、拉杆、帆虹、小船、木器、窗懦、﹒抽誠三一分之一，及粒杆帆缸之鐵器樹器(包括

(丙)一三年至六年者

車、起重揖及接連物、暨電氣機掛除電動推進機外，均扣誠六分之一，其他修措均完全承認。

無線電器兵、測向儀、回音測深儀、及類似用自娟、環鯨及環、隔離設備、輔助櫻器、舵機及接連物、較軍

船身之木器、拉杆、小船、傢兵、窗懦、陶器、五金、改璃器且、鉛赫索回娟、繩索、巨纜、電羅盤、

分之一。

船肌、一果兵、繩索、被單、巨纜門與鋼絲鍊環者有別)、幕陸、套子、油漆、船用物料等，均扣誠三

扣減船底油漆扣上「申」。

所有修繕瞎完全承認，但船臣之油漆划扣誠三分之一。

(甲)一年之內者

船鹿創新，油路費用，除出事前六個月內會施工倒新油漆者外，木列入計算。

進塢、出鳴、及移船費用 ， 十 足 計 算 。

扣減須依新料之成本、工資，正設備費用計算，但拆除費用臨木計扣誠﹒

伙食、抽用物料之未啟用部份，木予相誠。

鋪爐等，瞎依有關部份壽竿而定外，其他扣誠依船抽霹年而定，由原始登記日起軍事變之日立?

除伙食、船用物料、隔離試帽、教生腿、電羅盤、無線電、測向儀、回音測深儀及穎仙用兵、觀器、

七
O

除巨纜、繩索、被單、拉特、帆缸之鐵器、帆住之修措掉換，電攝蠱，無線電器具、測向儷、一且

嘿儀及類似用具、隔離設備、輔助懺器、舵棍、較軍車，起重觀及接連物，以及其他各種觀器(包括儡蟑
及美裝設物在內)，扣誠三分之一外，其他部份，依照上開丙項扣誠。

(戊)十年至十五年者
(己)十五年以上者

除船身鐵器、水泥及錦蟬，扣誠六分之一外，其餘之修繕掉換，均扣誠三分之一，如抽錯則完全承認。
所有修繕掉換，均扣說三分之一，鍊揖扣誠六分之一，船錯完全承認。
第十四健臨時修繕

為共同安全，或因共同海損犧牲之損害船船，須在接貨諧、停靠諧、或控難浩臨時修繕時，是項修禧
費用，應認為共同海損。

俏是項臨時修繕，係由偶然事變之損害所說，而共修繕目的僅為完成航程者，其轉認為共同海揖部份

，應以為不為是項修繕，即發生共同海損費用時所減省之共同海損費用為眠。
凡臨時修轄費用，須由共同海損補償者，均木為「新換舊」之扣誠。
第十五峰造晶質損失

運費之損失，由載貨蒙受損失所說者，應由共同海損捕償，但以是項載貨之損失，係因共同海損行會
所設者，或膳受共同海損補償者為眠。

第寸六艦載貨因犧牲所應受債之數額

由損失之運費總額肉，臨扣減船東之應支而尚未付龍之各頃費用民雜蝕。

海商怯蟬論

七

海商法嗶諭

軒價格之怕值，扣除木耳於共同，侮誠之修制和估計費用，及出售所徊憫之價款。

倘船帕蒙受全損時，其因共同海損行為所發生之損害，須由共同海損補償，其輔噴之數額應囑鼓點肯

之修繕數額痛恨。

窗際合理價格參照第十三峰之規定計算扣誠，如不修繕時，其合理之折舊價格臨受補償，但以木超過估計

抽船及其機器草樹睛，聞發生損寶須修種草更換時，其共同海損享受捕償之數額，這躊躇輯錯或更換之

第十八帳船船損晶晶間

凡未在、載貨體緣戰明之拉客行李及隨身什物，不分擔共問海損。

為共同海損者木在此蝕。

關偵財物方面之扣誠，凡在共同海損行為以設所發生之雜顱，均應由保留財勒價格的扣誠之，但巴認

滴血生，是項雜擻工資於木應認罵共同海損時，應由船東應收之客貨運費內扣誠立。

闢於客貨連費方面之扣誠，如在共同海損行為日，甜貨均全部揖失，其為獲得連費之雜搬主資即無由

何未計入時，亦應併入計算，但應作下列扣誠。

共同海損立 AA措價格，應在航程棒了諧，依照實際淨值，粽集計算，其廳受共同海損補償之數額，如

第十七帳分擔價格

上述間的輯或轄丘地之市價聞之蓄額。

受損之貨物如未經收貨人同意，其損害程度而貶賞者，其在共同海損耳不應計之補償，為貶賣所得具

卸貨完暖時之市價鴛準，如航程在目的港以外之地點終了時，依照終丘地當地之市價為準。、

凡貨物因犧牲所嘩眾受之損害，臆如何由共同海揖縛價﹒須以貨主所費λ
品
之揖失為標準'依照船船到連

七

啼啼十九傑未嚮申呻吃不實申仰之前hk

凡未聽措東或其代坦人知悉川裝載芒貨物，或共性質在裝運時故為蔬報之貨物，於蒙受廣害時，木悔

貨物於共裝運時為木宜之聲明，而其價值少於實際價值者，其損害或揖失之受償權利，應依照聲明師們

自共同海損補償，但是項貨物如故保全時，仍應分擋共同海損。

值計算，但該項貨物之分擔給付，廳照實際價值計算。

第二十條款項之供給

為共同海損所支付款項，其百分之二應作為傭金，由共同海損補償，但如該款不由分擋闢係人供給者

，因當款所為蟑抽抵押或其他借款之必需費用，或因籌款將貨贊賞，其貨主所蒙受之損害，合併由共同海
損積償。

第二十一條損害之利息亦臨由共同海損補償

第共同海損開支所付之甜甜…款，如須保按時，其保瞳費亦應由共同海損補償。

為共同海損行為之間支犧牲，及臨受補償部份，應依照年且百分之五計算，由質生日起算，計至海損

第二十二條保證金之處理

理算完成立日為丘，但在理算完成前，業由分擔各方，或由共同海損保詮金支村一部份款項者，其利息臨

隨之誠少。

載貨為共同海揖'為施放費用，或為共他費用所負揖之義醬，應做納保證金，是項保證金厲以特別戶

名，以船貨兩方之代表人名義(一為船東代表一為纖款人代表)，存入許可之銀行，是項保證金連同利息

。是項保置金之收付或退還，具各﹒引力瞎負之最後責任，木生影
c響

，即係載貨為共同海損施特叫起現用或其他費用所負義路之保諱。其支用或退還，應憑理算人之醬面通知辦理

海商法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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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船抽買賣契約軍本

先

(ZZ
宅。
mE口 ω京℃σgFn
代R
〉目的n
。E
泣。口)所接乏其實船抽契約藍本 (EOB。E

通過，抹用，電碼簡稱ω〉廿閻明0月旨，殊可供我航業國外之參考。至雙方如有特殊之約定，或購抽價款有分

稱公尤'，業經蹦戚抽東公會(ZR
宅品宙口ωE34
『
ggw〉曲曲。立即神戶。口)按准，並提經搜羅的國際海運會

E口內古巴。同〉咱-BBB神向日ω丘。但口已H
用E$800
同ω叮叮的)，對於買賣雙方立權利義醋，均能顧及，堪

定。叫戚船抽經紀人公會

不無懸慮。查國際間貴資抽岫，現亦有如租站契約(口E 泣。叫均創立志乏有標準本，以供買賣雙方套考酌

明確，規定，即易引起抖帥，損失堪虞。近年國人向外商選購艙聾，為數日多，究應如何規定，方稱公允，

抽抽買賣，雙方須簽訂契約，俾昭信守。尤以向國際市場上購艙，其契約條款，闊係權義甚鈕，如不

王

明付款立協定，自可透過抽柚經紀人就契約藍本，作必要之補充與增損，初非一成不變也。去年臺灣航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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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向法商購買宮。口神話的。及宮。早〉阿巴兩站，即係參酌詰契約藍本而簽訂，茲特將共一九五六但

實 E

立修正本 u'譯立於後，以供我航業界之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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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s a security for the correct fulfilment of this contract, the Buyers sball Pay a
deposit of lO%-ten per cent-of the Purchase Money on signing this contract.
This amount shall be deposited with
and held by them in a joint accoU»t
for the Sellers and the Buyers. Interest, if any, to be for Buyers'accoun.t. A:IJ.yfee char.
ged for holding said deposit, shall be borne equally by the Sellers and the Buyers.
~

需各項費用，由雙方負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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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祖於啟交接收。

第四僻賣方須提供船帕之蝕盔，買方亦須及時施行指查，不得無故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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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ers shall provide for the opening up and closing of these parts, and all expenses in this
connection shaH be borne by them. The purchase shall become definite if the vessel is
accepted after such inspection and provided the Sellers have received written notice hereof
within 24 hours after completion of such inspection.
Should the vessel be refused, this contract shall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 and the
deposit immediately released to the Bu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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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or inspection of bottom and other underwater part(s), the Sellers shall place the
vessel in drydock at the port of delivery. If rudder, propeller, bottom or other underwater
part(s) be found broken, damaged or defective, so as to affect the vessel's clean certificate
of class, same shall be made good at the Sellers' expense to
satisfaction to
retain vessel's class without qualification.
Whilst the vessel is in drydock, and if required by the Buyers or the representative oJ
the Cla~sifi(:ation Societ}', the Sellers shall arran~e to Imvethe tail end shaft draWl}. Shoul.d

same be condemned or found defective so as to affect the vessel's clean certificate of class,
it shall be renewed or made good at Sellers' expense to the Classification Society's safisfaction to retain vessel's class without qualification.
The expenses of drawing and replacing the tail end shaft shall be borne by the Buyers
unless the Clas~ ifiation Society requires the tail end shaft to be drawn (whether damaged
or not), renewed or made good, in which event the Sellers shall pay these expenses.·
The expenses in connection with putting the vessel in and taking her out of drydock
including drydock due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urveyor's fees shall be paid by.the sellers'if
rudder, propeller, bottom, other underwater partes) or the tail end shaft be found broken,
damaged or defective as aforesaid or if the Classification Society requires the tail end shaft
to be drawn (whether damaged or not). In all other cases the Buyers shall pay the afor-

esaid expenses, dues and fees.
The Sellers shall at their own expense bring the vessel to the drydock an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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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dock to the place of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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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種說聽錯

t乏了。

華茁崗輯@.rr;哩嘩付晰度恥禮也即可科研聽一恥迴品是呂西盤蠹毒室個斷帶草草軍官職(當程車喝聲陶)間請寄4普通

串起 r 鹽4思想翱醋 F 輯也?哥特坦將個體$肖1!JlE揮重載草且體目1l!r摳，咱村蜜富起軍體儲量盟趴惜重重起$Ij.輸

告官恥鹽啞衛科研暫住樟懈頁。

令情坦因譯(輯:種單嚼哥陣)建r:1l!r1l!r~起草棚宙萬韓村黨E 串串串醬醋崗重重起點 BE 趴真!聾啞僻罵那耳聽。 4哥

特超度伸直!E~全盤迎間科研體斗想想做畏。盟軍如剛起聽輯也蝠鑽附中只起單單付醫~llE趴封面哥科領疇。

頭擺.W'毒品巨星笛聲匿若望{!!i
N兩輯也fE!2-N國是主鬧革起草草叫1固梢鹽1和鞘~.~調堅甚至連巨型器時僅留智體

賦于再睡僅關起越宮睡恥盤〈還盟
N倒是章，意施監玄，但何單亞華哀。這是最斗摺嗯盤草草§.肖區

7. The Buyersshall take over and pay the current market price at the port of delivery
for provisions, remaining bunkers, unused oil andunusedsto問s. Unused; S'阱認e;partsand
nnused spareequipment oveT and abov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Ia田ification Society and
the vi閻明的 National Institution ()f Ship ContTdl shaH be taken overandpaid 'for fby th,e
Buyersat original ‘ cost price , but not above the current mat，k~t prj.目前甘le port 'of :deli.
very.
The Sellershave the right ito take ashore crockery , plate, cutlery , , linen and ， o組er; O'到i·
des 加ating the Sellers' flag or name, providedthey substitute 甜me withan司 dequate
nutnbet'of 'similar unmarked itemsfoT 。但cers and crew. Library, forms , ·etc., extlusively
tor u'Se inSeUers'vessels, shaH beexcluded without compensation.
Payment'under this clause shall be made in thesame currency :as, the ， p盯eha田 Money.
'*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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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買方擔保在新所有權下運用抽柏前，更換抽名及煙自標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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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船抽及一切屬件，在移交於買方前，應由賣方負責其用費及可能遭受之危肢，但抽抽及一切屬

。但仍心。曲ω
。
口同
可已仰的仍叫戶苟同戶。口﹒

。同已。自〈命
w吋
臼可
]可阱。
}『
H卓
-斗
同
n計
F。
ωmz『
o凹的甘甜--O
U口
凶。
〈叫仰的句。σ
口
且的
常戶
可峙。『
H。
U凹的
σ印
]。同ωZR
曲。『已omnr

雪芹-HO呵。司同甘冒mZ 戶。口悅m
戶Z
口FO 『的E--σ
叩門戶而且4月而已郎Z
自W
已O口。2 吋島、的-HmZ 且在心已目。

口口同口的計巾的叩門峙。出呵。『
F而
m已
切阱
且。
可同
而『少σZ
帥的口
σ]
自立阱。片
-HO。
n口門出丘。口
h的
H。
V
前仍。口可
ωnF
片
}HO〈仰的的叩

口﹒斗 FO〈巾的的旦司芹}Hm呵。『芷-戶
H口悅
σ已。口悅m
戶g
口vo 『的計色}σ。但

第十條無線電通訊設備及航海儀器，如係賣方之財產，應包括於船抽民賣內，不另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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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l this contract, in which case the amount deposited shall be forfeited to the Sellers.
If the deposit does not cover the Sellers' loss, they shall be entitled to claim further compensation for any loss and for all expenses together with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5% per
annum.
Should the Buyers unduly delay the inspection of the vessel, they shall compensate the
Sellers for any loss thereby incurred.
~+I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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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ment of this contract.

14. If default is made by the Sellers in the execution of a legal transfer or in delivery
of the vessel with everything belonging to her in the manner and within the time herein
specified, and the default shall have arisen from events for which the Sellers are responsible,
the Buyer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ancel this contract and the deposit in full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Buyers together with interest thereon at the rate of 5% per annum. The Sell·
ers shall, in addition, make due compensation for any loss caused to the Buyers by no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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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f any dispute should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and fulfilment of
this contract, same shall be decided by arbitration in the city of
and shall be
referred to a single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by the parties' hereto. If the patties clMfiot
agree upo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single Arbitrator, the dispute shall be settled by three
Arbitrators, each party appointing one Arbitrator, the third behlg appointed by the High
Court or the Corresponding cour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arbitration is to Be held~ If either
Of the appointed arbitrators refuses or is incapable of acting, the party Who appointed him,
shall appoint a new Arbitrator in his place.
If one party fails to appoint an Arbitrator-either originally or by way of subStitutioh-for
,-wo weeks after the other party having appointed his Arbitrator, has served' the party making default with notice to make the appointment, the High Court or the corresponding
cour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arbitration is to be held shall, after a~piication !tom the party
having appointed his Arbitrator, also appoint an Arbitrator on behalf of the party making
default.
The award rendered by the Arbitration Court shatt be filial and' bihd'mg upon the
parties and may if necessary be enforced by the Court or any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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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ame manner as a judgement in the Cour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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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指定一仲沁人，咕咕一一一仲裁人則旬仲裁所在地之高等法院是相常立法院指定。如任一方之仲

裁人扭柄或不能執行時，原指定之一方瞎指定一新仲裁人替代之

如一方於巴指定仲裁人立他方通知詰延誤之一方為指定二星期後，不指定一仲裁人，||原始的或用

以替代的||仲裁所在地高等法臨或相當之法隘，應巴指定仲裁人立他方之申請，悍並為該延誤之一方指

苟且的
OEnSEE--M
、自且早但戶口。已

仲裁庭之決定，乃雙方最後且躍居行之決定，必要時得由此區或其他有資格當局強制執行之，與一般

定一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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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本契約簽訂兩份，由其實雙方，各執原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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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項簽約之見證人

八五

已 CZ〉→古月間U

上項簽約之見陸人

海商法蟬論

條

條

左列船一船，靄中國船拍

一?中國官器所有者。
二、中國人民所有者。

申揖取民必十八年十三月三，H1日叫民版時公布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一
R 施行

••

凡柚輛在船上應備有左列文書﹒.

〈海商法修正業刪)

k
所有者。

別丙M股份有眼公司，其董事之一分之二以上為中國人，並共資本=一分之二位土為中國人

《乙)一兩A口公司或股份兩合公司，共無眼中頁吐心以東全體罵中國人者。

(用)無眼去司，其股東全體為中國人者。

一-一、依照中國法律所設立，在中國有本店之左列各公司所有者

••

(海高法修正案第三條)

-一一、以嚕種措主要運轉古法在輪船。

二、車用時企聲令海抽。

一、“趟巖不及二者嘲，草莓賽不友二百捲立船船。

••

，本屆禪船艙者，調在海上航行及在奧海相遇，能俠海船行間之水土航行之站岫.
而游商茁修草案第一條)

(自5

主那艦船，1
除艦歡離撞外，不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梅、商怯轄論

七

A

第

傑

第一章通則

(五) 海器法、陳案

四

第
第

(海商法修正集刪)

六、航海記事簿。

五、屬具目錄。

四、技客名冊。

三、海員名冊。

二、通行證書。

一、國籍證書。

海商法悍，諭

七

J\

五

{璟

f~

( 海 商 法 修 正 集 刪U

為使航海可能所生之債路， Tm在此阻。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條)

船

第一節船抽所有權

第二章

h'海
(商法修正案第五條)

條

(梅爾法修正案第六幌 U

抽抽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適用民法關於動產之境定。

抽

條海商本法無現定者，適用民怯之現定。

八

A\

y、

船抽非經登記，頓有國籍證書，木得航行;但法令別有規定者，不在此恨。

第
.J-

船抽立扣押、假扣押，自船長執有發航許可喜之時起，們以追於航海完成時丘
T，
m釋 為 之 但

第

••

、"

第
第

十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幌

第十四幌

船抽全部或一部主讓峙，非作成退回面，並依左列之規定，不生致力

除給養品外，凡於設備上及營業上必要之一切成分及屬具，皆視為船船之一部。

海商怯釋諭

(海商怯修正案第十二條)
船船共有人且其應有部街棋揖押時，應得其他共有人多數之間宜。

因船抽共有權一部份之出賣，致該船帕要失中國國籍時，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靈。

船抽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份時，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儘先承賞。

(海商怯修正案第十一條)

其過半數決之。

共有船抽之處分，及其他與共有人共同利益有關之事項，應按各共有人應有部份之價值，以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條)

船廠，應給與報償。

或頓足之材料，照估價扣除巴付定金，給償收取之，並得自行出資在原處完成建造;但使用

船抽建造中，承攬人破產，而破產管財人不寫完成建造者，拍拍定造人得將船抽及業經交付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條)

船艙所有權之移轉，非經登記，木得對社第一一一人。

(海商怯修正案第八條)

二、在外國，應是經中國領事官壤，蓋印誼明。/

一?在中國，應且經龍奧地或船船所在地主管宮署，蓋印聲明。

(海商法修正案第七條)

傑

••

九

第十五幌

條

l\
丸

第
第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海商注釋論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一一
V一條

船抽經理人，關於船曲之蜻盤及利用，在訴訟上或訴訟外，代表共有人。

甜甜共有人對於船抽經理人模眼所加之阻制，不得對枕著意第一一一人。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八條)

第二十條

抽抽經理人，非經共有人之書面許可，不得出賣或抵押共組抽。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七條)

體之同意。

船柚共有人，暉選任船抽經起人值理其營業。如經理人為共有人以外之人時，廳經共有人全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六條)

共有關係，不因共有人中一人之死亡、破產、或黨治產而終血。

(海商法修正集第十五條)

第 J項所規定退出共有關係立權，自被辭退之日起算，經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攝。

前項資金數額，價當器人之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也法院裁判立。

船抽共有人為船長而被辭退時，得退出共有掛屎，並請次返還其晦有部份立資金。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四條)

共有人，而免其責任。

共有人對於發生偵話一之管租行為，曾經拒絕同意者，關於此項債緝令，得華恥舟共輯有部份於他

船船共有人對於利用抽柚所生之潰誨，沈是血有部份，負比例分擔之責。

九

第二十一條

第十九條

O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十九條)

船柚經理人於每次航海完成後，應將其經過情形，報告於共有人。
(海商注修正集第二十條U

船抽所有人對主列事項所負責任，以本次航海之船抽價值，運費，及其他附屬費為峰。
償。

d

一、船長、船員、引水人或其他一切服務於船抽立人員，因執行業務所加損害缺第三人立起

一-一、本於載貨證券所生之債誨。

三、交付船長運送立貨物，或船上其他一切財產物品所受損害之賠償。

五、抽抽所加於海港、倉庫、成航路之工作物立損害所應修理立聲器。

四、在履行契約中所犯航海過失立膳償。

六、關於除去況甜、漂流勵之聲話，及其從廳主義路。

七九救助及掛設立報酬。
八、在共同海損中，屬於船抽所有人路分擋-立部份。
九、船長秩船籍站外，以其職權因保存抽顱，心內鸝輯航海之寶J
在一需要所為行為，或與約兩生
之債時間，而其一需要非由發航時準備不足，船兵缺陋，或許備疏忽而生者。
前項運費，包括說客票價在內。

第一項所稱附屬費，指船抽因受損害獲得之陪償。

一、本於船船所有人之行為或一過失所生之償路，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條 U
前幌責任恨制之規定，於左列情形不適用之。

海商法釋論

九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

海商法禪論

一一一、木於船員及其他服轉船船之人員之僱用契約所生之值勤。

二、前條第九款所定債醬，體艙抽所有人立允許害。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
船抽價值立估計，以左列時期之船船狀態為導

船船所有人欲依第二十三悔之規定眼制其責任者，對民本次航海之甜甜價值，應證明之。

先

一、訴訟費，及為債權人士共同利益而保存船抽或標責，並分配賣價所寰的立費用、嘲說、

主列各款債權，有優先受償之權。

第二節優先權及抵押權

(海商法修正案刪U

十三條之規定，主張恨制其責任。

船帕所有人或船抽共有人為船長時，僅得對民共航悔過失，及船船服甜甜人員之過矢，依第二

〈海商法修正集第二十三條)

四、關於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立其他債權，其估價依船船航海完成時立狀態。

因而生者，其估價依船岫於到達該數港中立第一站時立狀態。

目的港時，或航海中斷地之狀擂，如積貨應邊遠於數個不同主海堪，而損害係因同一原

一一一、關於積貨之債權，或本於載貨證勞而生之債權，除前二款情形外，其估價依船抽於到達

二、闖世船船在停泊梅內發生事變所生之債權，其估價依船船在停泊站內事變謹生後立狀態。

，其估價依船柚於到達第一站時立狀鶴。

一、因碰撞或其他事變所生共同海損之債權，及事變能以造良第一到達過時所生之一切債權

••

'她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體塔說、浩視及其他同觀主捐甜、引水費、皓船費、自船船開入最佳港後之看守費、

存費及檢查費。
-一、船長、船員及其他服務船抽人員，本於儂傭契約所生立債權，其期間未滿一年者。

一一一、為掛救及數助所負之報酬及拍拍，對於共同海損立分擔額。

積貨立誠失或損壞，加於海港、倉晴、航晦之工作糊立獄中背賠償。

四、甜甜所有人或船員之過失所設立船抽碰撞，或其他航海事變，旅客及船員立身體傷害，

五、船長在船籍港外，使其職模為保存蛤岫或鞍韻航悔之浸在需要所為之行為，或獎的所生
之債 權 。

六、對於託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條
U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優先標之泣次，在船船抵押權之前。

一、船船艙兵及屬具或共殘餘物。

位前條規定，得優先受價之標的物如左

二、在發生優先債權之航海期內之運費。

海商法輯論

九三

弟二十七條弟二款之債權，揖就同一但情契約期﹒們所為一切航海臨神運費立全部優先受償，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條)

五、船抽所有人，在航海完成前，為施行救助茂撈梭所瞧得主報酬。

四、船抽所有人，因共同海損應得立賠償。

一一一、船抽所有人，因本次航海中船抽所受損害，或運費損失膳得之賠償。

••

第三十條

海商法禪論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六條)

不受前條第二款之眼制。

一款中有數債權者，不好先說，比例一位償。

屬於同次航海之優先債權，其位次使第二卡七條各裁之規定。

償。

第二十七條第三款及第五款所列的攏，如布二個以上屬於何一種餌，其發生在後者，優先受

因同一事變所生之債權，間為同時發生之債權。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十七條 U
不屬於同次航海之優先債權，共能次航海之優先債權，先於前次航海之優先債權。
優先債權，木因柚柚所有權之移峙而受影響。

(海商法修正集第二十八條)

第三十二條

第二十七條各款之優先權，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左列原因而消攝

(海商法修正集第三十條 -U

五、該條第五款情形，自債權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六個均不行使者。

c

四、該條第四款第六款情形，自損害發生之日起，經過六個封不行使者。

使者。

-一了一百條第一一一款情形，自數間或掛敬之行為完成，或梅損們可接確定之日起，輕過六個且不

二、一該條第二款情形，自債權轉為詰求之日起，經過一年不行使者

一、一苗條第一款情形，船柚離去債權發生地者。

(海商法修正集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一條

九
四

••

第三十四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一條)

船抽抵押權之訣定，應以書面為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二條)
船柚抵押權之設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僅艘抽所有人車受其特別主任之人，拾得為之﹒

第三十五條 船胡抵押權，得就建造中之甜甜設定之。
第三十六條

船抽抵押權之訣定，非經登記，不得對社第三人。

九五

船長對於執行職揚中之過矢，應負責任，如主張無過失時，應負證明之責﹒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八條 U

船長在航海中，縱其價罔聞眼已滿，亦不得自行解除或中且其職醋。

(海商法修E果第三十七條)

船船所有人得隨時辭退船長;但無正當理由而辭退時，船長得請求賠償因此所受之損害。

船長白船抽所有人體用之。

第一節船長

第三章海員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五條)

抽抽持有人中一人或數人，就其應有部份所訣定之抵押權，不因分割或出賣而受影響。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四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條
第四十一條

海商法釋諭

海商法體論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十九條)

抽抽之指揮，僅由船長負其責任。

船長在航海中，為維持船上治安，轉為緊急處分。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凶 十 六 峰l v

其船抽立到達日時。

船長於描拍到達目的港或入停泊港後，除休假日外，應在二十四小時間，報請主管官署搶定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四 十 五 條V

主管官薯，依法交闊的抽文書時，船長應即星驗。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四 十 四 條V

船長在船船上，除船抽文書外，應備有關於載貨立各項文件。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十三條)

有期徒刑。

船長意門民前項之現定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有死亡者，處無期徒刑，載十年以上

金錢，及貴賓貨物救出。

( 海 商 法 修 正 集 第 四 十 一 條V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五傑

曲長在航海中，不論過何危峙，非經諮詢各重要抽員之意見，不得放棄抽輛。
放棄抽抽時，船長非將旅客船員放出，不得離晶。並眩盡其力所能及，將給抽文霄，站件，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四 十 悔V

船長非因事變或不可抗力，不得變更船抽立預定航程。

丸
......

J、

船抽在抽籍擋車在聽垃站，而拍拍所有人或共代理人亦在該站時，船長非經共同意，不得為
前項行為。(海商法修正葉帥)

站長得代表脂抽所有人僱用服路於拍拍之人員，並得訂立航海所必督之契約。由

(海商法修E案活五十條)

獨身脫晦之處所作成者，不在此腿。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十九條)
海事報告，未輝船員或旅客證明者，不能發生裁判上立證噱力;但其報告，阿南路長難遭投鐘

前項海事報告，應有船員或技客之證明。

事變時，應作成海事報告，載明實在情況，是送主管官署。

船長除有必要外，不得閉嘴，亦不得在船船文書未經是驗前，卸戰任何貨物。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條)
船長過船岫況沒，擱淺，意外事設，強制停泊，或共他有關於船抽積貨、船員或技客之非常

一甜頃官署，應將抽拍到器及離過日時，在航海記事措上簽譚，於船艙世航時發還船長。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十七條ν

二、在外國，呈送於中國領事官署。

第四十八條 船長臨於前條所定之胡隨內，將船柚文血肉，壘起於左列官器。
一、在中國，呈送於該目的港或停泊港之主管官譽。

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條

講五十一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

七

拍拍非經第四十八條第一頃所列官暑證明為不堪航海者，岫 4長非受船抽所有人之特別委託，
木得寶貴之;但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眼。
違反前項規定而為寶貴者，共贊賞無故;如有損害，並瞎賠償。
海商注釋論

九

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六條

海商法陣論
(海商法修車乘咽)

J海
(商 法 修 正 賽 第 六 十 六 條 U

般 員 闊 按 其 職 鶴 ， 醋 服 攏 其 上 級 船 員 及 船 長 之 命 令f船 員 非 體 詩 可 ， 不 得 離 艙 。

第二節船員

(海商法修正案第五十三梅)

五百完以下立罰金。

脂長連皮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五蜂至第四十九條立觀的疋者，處六月臥下有期徒刑，讀鞠役或

(海商法修芷案弟一一七條)

頭或商業習慣所許者，不在此眠。

船長如將貨物裝載於甲板上接生損害讀攝失時
L應 負 責 任 ; 但 一 盤 託 運 人 立 同 意 ， 或 為 航 運 插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五 十 一 條V

贊賞或出質所誠情之費用。

一一一、將積貨之全部或一部贊賞或出賞。
船長贊賞或出質頂山民峙，其揖害賠價韻，使其貨物一廳到鐘時目的潛之價值足之;但應扣

二、為金錢立借入。

一、揖押抽抽。

站長非為，支付甜甜之修繕費可數冊費、或共他繼贖航海所必要立費用，不得為主列行為

λ

第γ
立十八條 抽 貞 不 得 在 船 抽 上 私 載 貨 物 。 如 私 載2 .貨 物 為 違 縈 品 ， 直 有 數 甜 甜 或 積 貨 受 揖 害 立 虞 者
長得將該一貨物授栗。

的

第五十七條

••

九

第五十九條

第六十蝶

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二條

們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條V

按航船薪之船員，-於缸程或航海日數延長時，得按薪額比例，請求增薪;但於航程或航海日
戰攝題時 F不得轉薪。

(海商法修正案弟六十五條)

船員最服時期內受傷或患病者，兩船抽所有人負擔治療費;但其受悔或患摘，係因酒醉，或

重大過夫，或不守紀律之行為所設者，不在此眠。

(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七條U

船員非因執行職務耐受傷或申請，巳逾一一一個月者，船抽所有人得停丘治療費之負擔。
(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八梅 U

船員因受悔或患病故死，而其泠岫你會-南柚
-騙
K
魚既
J
播有
者，喝膳益擴其聲葬贅。
(海商法修芷案第七十四條)

船員於受懼站以外，其價一傭闢係略此時叭不論任何原因，n
船長，有退回康港主義腸。其因患蜻

(海商注修正集第七十條)

船員在船艙所有人負擋椅黨變之期間內，伯克原載。

(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九條)

第六十一一一條輯員因受傷或患椅上盤，~晦樹脂船所有人主輯必要之費用。

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五條

或受傷冊上隨者，亦同。
(海商法修正案第只十一條)

九

前項送回原潛之義揚，包括運誼，居住，食物及其他必要費用之負擔而宮。

離商話引暉論

九

海商法關論

是期總傭詞有約，其期眼於航海中間滿者，以抽抽到達第一港後，經過山十八小時馬路止。

以相抽之全部或一部俱運送為目的主運送契約，厲以書面寫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一條)

二、以柚抽之全部或{部棋運選為目的者。

一、以件賞之運送為白的者。

貨物運送契約，為左列二種

第一節貨物運送

第四幸運送契約

(海商法修正集第式十五條U

因不可說力，故但悔不能而辭退船員時，船員僅得就其巴服輯之日數，請求薪金。

(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四條)

退者，應給 AT薪﹒其在發航後辭退者，應給全薪。

起，加給一個月薪金。其在聲航後辭退者，加給二個月薪金。如係按航船薪，而在發航前辭

船長或船抽所有人，於發航前無正當事由而辭退船員時，如船員係按月給新者，自辭退之日

門海商法修正案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二條)

薪金。如因執行職詣致死亡者，應自死亡之日起，比照原薪，加給一年薪金。

(海商法修正案第六十條)。心

第六 .r
六條

船員木九九叫其為措月或按航給訝，扣在受體期內死亡者，自死亡之日起，比照時掰加給一一一個

-oo

第六十七條

第只十八條

第六十九條

第七十條

第七十一條

••

第七十二條

(海而法修正案第八十二條L
前條運送要約，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當事人之姓名住所。

二、船抽名稱、國觸及嘲數﹒

運送人所供給之船抽有瑕疵，不能達運送興約之目的時，託運人得解除典的。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五 條V

第七十固條

已接載貨物之全部或一部者，並應負捲裝卸之費用。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六條
U

海商扭轉論

O

前項情形，託運人皆為與約之解除者，各託運人館負前帳所規定之責任。
( 海 商 法 修 正 案 第 八 十 七 條V

以抽抽之一部棋運送時，托運人於發航前，非支付其運費之全部，不得解除契約。
巴裝載貨物之全部或一部者，並應負揖裝卸費用，及賠償加投其他積貨之損害﹒

南市

以船抽之全部供運送時，託運人於發航繭，得解除契約;但應支付運費三分之一﹒如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五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四悔
U

以拍拍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鐘之契約，不因抽抽所有權之咽，轉而受影響。
錯七十一一一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三條)

五、遷費。

圓、運送之預定期眼。

一-一、運送貨物之種類及其概數﹒

••

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八條

第七十九條

第八十條

第八十一幌

第八十二條

海商法體論

-O三

前二條之規定，提按時或為數次離頓航海所訂立之遣送龔約，不適用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八條V

以船抽之全部於一定時期內供運送者，託逼人懂得以約定，或以甜甜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便
(海商法修正案第八十九條〉

為運送。

運賞。

前條託運人，僅就抽曲可使用之期間，負擋運費;但因航海事變所生之停血﹒仍應耀祖負擔

捲運簣，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前項船抽之停止，係因抽抽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之行為，或因船抽之故態所致者，託運人不負

牆抽行臨不明時，託運人以得最後消息之日為血，負搶運費之全部。並自最後消息後，以造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十條)

於訣，次航海通常所需之胡間應完成之日，負攜運費之半數。

以抽曲之全部或一部供運送者，其託運人所接載之貨物不及的定之數量時，仍應負擔全部遼

費;但應扣除抽伯因此所誠省費用之全部，及因另裝貨物所取得運費四分之一一一。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十一條)

以船抽之全部或一部哄運送者，於卸載貨物主準備完成峙，船長應配通知受貨人﹒

件賞之運送，受貨人應依站長之指示，即將貨物卸眠。
(海商法修正案活九十三條)

受貨人怠於受領貨物時，船長得將貨物提存，並通知受貨人。

第八十三條

第八，γ盟條

第八十五條
.第八十六條

安貨人不嗨，或受白人扭禍受領貨物時，船長晦提存貨物，並通知託逼人。
八海商法修正果第九十四條)

以抽岫之全部讀一部供運送者，共裝載蚓間，以話運人接到站柚准備裝，其通旬之望日趟車。
各地之習 慣 。

卸載別間，以受貨人按照契約應開始卸貨時之璽日起算。無約定時，裝卸期間及共起算，從

前頃裝卸朋間，休價日木算入。

裝載或卸載，超過裝卸期間者，遣送人得按其超過之日期，謂求相當損害賠償。
前項扭過裝卸期間，休假日亦算入之。

八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卡五條V
之。

裝卸期間，僅過裝卸不可能之日，始木算入。超過裝卸期間，雖遇有不可拉力時，亦算入
司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十六條 V
船長沙、貨物裝載後，因託運人之請求，臨發給載貨證緣。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十七條)
一、船柚名稱改國籍。

載貨譚心卅膺載明左列各款事項，由船長簽名
二、託運人之姓名住所。
四、裝載港及目的站。

海商法釋論

一O三

一一一、貨物主種頸、品質、數量、及其包庇之種頓、個數、及記韓.

••

梅商法輯論
五、進贅。

六、載貨證券之份數﹒
七、填龍之年月日。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十八悔V

用之。

一。因

民法第六百二十七條至第六百五十條，及第六百四十九條，闢股提單之規定，於載貨禮品帶揖﹒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一一條)

得先於他持有人，行使其權利。

載貨證勢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而船長街未交付貨物者，其持有先安發送讀史付之體勞者，

質誰券，失共 效 力 。

(海商法修正接第一O 二條)
載貨譚街怖之持有人有二人以上者，其中一人，先構成他持有人受貨物之交付時，他持有人之戰

，亦同。

船長已使第一項之規定，交付貨物之一部後，他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者，對於其贖餘之部分

有人。

二人以上之載貨證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船長應即將貨物提存，並通知曾為請求之各持

不在貨物目的糧峙，船員非接受載貨證錄之全數，本得為貨物之交付。

絡交付。

第八十七-條 載貨證品帶有數份者，在貨物目的溫請求交付貨物之人，蹤僅持有載貨證緣一份，船長木得拒

第八十八條

對八十九條

第九十條

第先十一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O 四條 V

船抽所有人，應措保船抽於發航時，有安全航海之能力。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 O 六條)

船抽所有人為免除前項責任之主張時，應負學誼之責。

或旅客之鱷康者，亦同。

遣送人對於禁運及倫運貨物之運逞，應拒矗立。其貨物之性質，足以聽損船帕，或愈害海員
違反前項主規定者，對於因此所生之揖害，負賠償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O 八條)

一O 五

船抽在航海中遭難，讀不能航海，而貨物仍由船長設法運到目的地時，如其運費較低於約定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一條〉

費。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 O條)
船抽和航海中，因海上事故而須修龍時，如託運人於到達目的抽前提取貨物者，暉付全部運

航立運送，託運人僅負擋去航運費。

船抽噩航後，因不可抗力不能到達目的地，而將原裝貨物運回時，縱其船拙的定為去航及歸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O 九條)

前項貨物在航海中蠶見時，如係違禁物，或其佐質足以發生損害者，船長得投棄之。

還費。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九十二蝶、船長發見未經報明之貨物，得在裝載揖將其起陸，或使支付同一航程同種貨物應付最高額之

第九十三條

九十四陳

第九十五條

海商法釋諭

謂九十六條

第九十七探

第九十八條

第九十九幌

第一 OO條

海商法禪論
立運費者，託運人戚支兩運費差額

2 半數。

一O 式

如新運費等於約定之運費，託運人不負措任何費用。如新運費較高於約定之還簣，共增高額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三條)

，由託運人負措之。

託運人因解除契約臨付全部運費時，得扣除運送人因此被省費用之全部，及另裝貨物所得運
費四分立一 一 一 。

(海商法修正案第九FT
二條)

因不可歸責於船抽所有人、運送人、或其代理人之事由，所設立揖失或損害，船抽所有人、
運送人不負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三條)

為前項不負責乏主強者，應負舉證立責@

失或損害，不負責任。

託運人於載貨證券，故意虛報貨物立性質或價值時，運送人或抽抽所有人，對於其貨物之揖
(海商法修正案，弟一一四條)
不負責任。

貨物未經船長或運送人之同意而裝載時，船抽所有人或運送人，對於其貨物之揖失或損害，

(海商怯修正案第一一六條)

載貨譚心你立發給人，對於依載自證券所記載路為之行為，均廳負責。

前頡噩給人，對於貨物之各連盟運送人之行為，應負保誼之賞;但各連艘遞過人僅對於是自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入條 V

自航捏中所生之揖欠揖濤向及遇到，負其責任。
第二節說客運送

第一。一條 棋客之運送，除本節另有規定之外，準用關於貨物遲遲之規定。
(海商語修正案第二九條)

第一O二條 拉客之膳費，包括於票價之內。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二
0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一一-一條)
旅客於發航前，得給付票價一一一兮之一，解除興約;但因死亡疾病或共他基於本身不得巴之事

第一 o=一條 船長膽怯船票所載，運送校本主目的地。
船長違反前項規定時﹒技容得解除契約，如有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第一 O四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二四條)

由不能航海者，運送人得請求祟個四分之一。

抽抽不於預定之日發航者，吹容得解除契約。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二五條)

第一O五條 放客在船抽發航或航海中，不依時空船者，仍應給付全部累償。
第一O 六幌

(海時法修正案第二 -J川條)
，負措宙 間 償 。

一O七

第一O七條 說存在航海中自騙上陸峙，仍負搶全部攝償。其因疾病上陸法死亡時，僅仙甘共巳運鐘之航程

海商法種論

第一 O 八條
第一 O 九幌

第一 -0條

第一一一條

第一一二條

第二三條
第一一四條

海商法組論
(梅爾法修正案第一二七條V

-O凡

船抽因不可說力，不能繼糧航海時，船長臨設法將按客蘊送至目的地。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二八條)

船長在航海中為甜甜立修措峙，非以同等船船完成其航海者，對於旅客，應無償供給居住丑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
0二
條)

給養。

(海商法修正案第四十二條)

拉客死亡時，共在船上之行李，船長應以最利於繼承人之方法處置乏。

第三節船抽拖帶

共同或連接立拖船，因航海所生立損害，對被害人負連帶責任;但他指柚對世加害立拖艙，
有求債權。

內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三三條)

拖船典故拖艙，如不屬於同一所有人時，其損害賠償立責任，應由抴站所有人負之.，但契約
(海商法修正案第三二二條)

另有訂定者，不在此眠。
第五﹒草船抽碰撞
抽抽之儡撞，木論發生於何地，皆依本章立規定處理之。
全帶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一一四條)
師叫撞係因木可抗力而生者，彼客人木得請求損害賠償。

碰撞係因於一船抽之過失所致者，吶詰船抽負損害賠償之責。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二六條)

而海高法修正案括一三五條V
第一→五條

研摟立各船抽，有共同過失時，各依其過失程度之比例，負其責任。不能判定其過失之輕車
時，雙方平均負其責任。

第一一六條

第一一七條

因碰撞所生之請求權，自耐撞UH也算，經過兩年木行使而消迪。

前二探責任，木因耐撞保向別水人之過失所致而受影響。

有過失之各船繭，對於因死亡或﹒惕蓄所生立損害，應負連帶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三七條)

第一一八條

抽柚碰撞，不論發生於何地，若悅閉門者為中關船船或中國人，在中國話口河道或領水肉，不

關於碰撞之訴訟，得向左列法院起訴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
0條 U

前項缺扣押船蝠，得提供相當錯保，請求放行。

論何時，法臨管得扣押加害立船抽。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一一九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一一一八條)

第一一九條

第一二 0條

一、被告之住所或待業所所在地之法脫。
三、碰撞發生地立注院。

三、被告抽抽船籍站立法歸。
海商法釋論

O
if.

••

第三三條

第三三條

第三=三條
第三一四條

海商法釋論
四、船抽扣押地之法歸。

第六章我助及撈投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一條)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鹿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一一O

船長於不甚危害其船船、船員、投容之扭圍內，對於淹沒或其他危難之人，應盡力投助。
(海商法修正果第一四二條)

對投踏抽或船的上所有財物，施以放助或撈投而有效果者，得按其殼個隅，請求相當之報酬
(海商法修芷案第一四三條 U

屬於同一所有人之船抽間之投助或掛拔，得請求報酬。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四條
U

報酬金額，由當客人協議是之，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注臨定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五條U

第三一五條
前
條
規
定
，
於
搞
技
人
與
船
抽
闕，及施放人間之分配報酬之比例，準用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六條
U
第二一六條 於實行施放中投入者，對於船艙及財物之投助報酬金，有參加分配之權。

抽抽碰撞仗，各磁盤站抽之站長，股不甚危害其拍拍、船員、車旅客之範圍內，對民他

(海商怯修正案第一四八條U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七條U
第一二七條 經以正當理由扭絕施投而仍強為施放者，不得請求報酬。
第一二八條

海員及旅客，應盡力投助。

各詰船長，除有不可抗力之情形外，在未確知繼價投助為無益前，鷹停留於發生災難之處所。

各該船長，臨於可能範圍內，將其船抽名稱及船籍醋，並開來及閉住之處所，通知世他船抽。

違反第一項之現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章共同海損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四九條V

無載貨證券亦無船長收據之貨物，或采記載於屬共目錄之屬 HH經投聽者，不認為共同梅揖.，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六條V

前項貨物，若經掛故，仍應 AA措共同海損。

不在此眠。

裝載於甲板上之貨物經投罪者，不認為共同海損;但其裝載為航運種類或商業習慣所許者，

;但對於固有瑕疵或過失之負責人，得請求償還。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五條V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0條 V
因船抽或貨物固有瑕疵，或因利害關係人之過失所說之損害及費用，其他闢係人仍應分擔之

害及費用。

第三一九條 蹲共同海損者，謂在海難中，船長為避免船抽及讀貨之共同危蝕所為處分，而直接發生之損

第一一一
0一
條

第三三一條

第一三二條

一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七條V

一

但經撈杖，仍應分搗共同海損。

海商法釋論

‘圖·

第三一三帳

海商法嗶論

運費因鞘貨之說失或損害致減少或全無者，認為共同海損;但運送人因此誠省之費用晦扣峰
(海商法修正案第→五四條)

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八條)

第三一一四條 貨幣，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除經報明船長者外，不認為共同海損。

關於共同海損立分擋額，船抽以到達地到達時立價格為價格，積貨以卸載地卸載時立價格為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一條)

利害關係人 AA揖之。

一一=五條共同海損暉以所存嗤之船抽，積貨立價格及運費之AT韻，與共同海損立捐害桶為此例，由各

第三一六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二條)

價格;但關於積貨立價格，應扣除因揖失無須支付之運費及其他費用。

積貨價樁，膳村時因攝失或毀損無須支付立費用。

第二一一七條 共同海揖立損害頓，以到達地到達時立船抽價格，或卸載地卸載時立積貨價格定立;但關於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五三條)

船上所備糧食，武器，海員立衣物，薪資，及技客立行李，皆不分撥海鍋。

(海商法修正果第一五九條)

，共揖失或損害，以實在之價值為準'分攜額以聲明立價值為準。

揖失或損害之貨物，於裝載時會為不貫之聲明，而所聲明之價值，少設實在立價值者，其揖
第一一-一八條
失或損害，以聲明立價值為準'分靖額以實在立價值為堪。聲明立價值多怯其實在立價倍者

第二三九條

前讀物品，如被投嘿，其損害眩由各關係人分擋之

共同海損之計算，由全體關心間人協議定之，協道不成時，由商事公斷處或法院定之。

J

第一凹 0 條

船長對於末清償分擔顧之貨物所有人，得留置共貨物;但缸供捲保者不在此峰。

(海商品修正果搞一六 0 條)

第一四→條

利害關係人，於受分擔後，值得其船柚或重物之全部或一部者，聽將共所受之分撥韻，返還
於關保人;但得將其所受損害及使特之費用扣除之。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六二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二三條)

第一四二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只三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六五條)

因共同海損所生之債權，自計算確定之日起，經過一年不管使而消竭。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六四條)

第一囚一一一條應負分攤麓輯之人，得全付其存留物，而免分繪海損之責。

第…叫四條

第八章海上保畸
關於海上保艙，本章無規定者，適用保挽法之規定。

而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六六條)
傑驗契約，廠以醬面為之;並應載俐在列事項

--

第一四五條

第一回六條

一

一、訂約之年月日。

一

-

二、當華人立姓名及住所。

梅蘭語蟬論

••

第一四七條
第一四八條

第一四九條

海商法釋論

四、保瞳責任開始之時日及保臨期間﹒

、一=、所保危臨 之 性 質 。

五、保臨金額。
六、保臉贅。

七、無妓及失權之原因﹒

利害關係人，皆得向保臨人請求保按學之膳本。
「海商法修正案刪V
得以貨幣估價之物而屬於航海危騙者，皆得為保晦之攝的勵。

(海商法修正集第一只七條)

一一回

保臨朗間，除與約別有訂定外，關於船抽泣共攝獨自冉，自船拍起銷或解纜之時，以造目的措投

站或繫攪之時，為其期間@闢於貨物，自貨物離峰之時，以迄於目的糧起陸之時，為其期間。
(海商法修正集第一式八條)
保騙人得將其所保之肢，向他人為再保時.

本章關於保晦之規定，於再保胺準用之。

保騙人對於保胺攘的物，因海上一切事變及災害所生之揖夫，損害，及費用，負其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亢九條U

(海商法修正案制 U

第一五 O條

戰箏之危時，除契約有反對之訂定外，保臨人路負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七O僻」

第一五一條

第一五三條 保臉於位自發生前，因可歸實於要保人或被保臘人之一學自而解除契約者，叫阿酸人得請求的

因要保人，或被保雄人，或共代理人之重大過失所生立起艙，保騙人不負責任。

(海商法修正案師)

保臨費之牟數。

第一五三條

就危晦之有無為保隨者，經證明在契約訂立前，要保人或被保臘人已知船柚之纖夫，車惜自叫
人已知船柚之安全到連者，伸向契約無殼。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七三條)

第一五四悔
(海商法修正案刪)

要保人或被保騙人民保騙人破產時，得解除契約;但以保臘人不提供梅爾保者為峰。

(海商法修正案府卅一七四條)

立名稱及國籍，即通知於保騙人;不為通知者，保臨契約失吳放力。

第一五五條 貨物保隨時，未確定接連之拍拍者，要保人或被保騙人於知其已裝載於艙抽峙，慮將識站抽

第一五六侮

關於船岫之保嗨，以保騙人責任開始時立船抽價韻，為保臨價韻。
(海商法修正案弟一七六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七五條)
第一五七條

關於貨物之保峙，以裝載地接載時之貨物價巔，裝載贅，所納稅揖，聽付之運費，保的費，

一一五

關於運費之山河穢，以運送契約內所載明之道資額，為保隨價韻，遣送契約未載明時，以卸鼓

及可期待之利得，為保按慣額。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七七條)

第一五八條

第一五九條

梅商品館論

海商法個月論
時卸載遍認為相當立遷費額為保鐵扇風額。

一一六

以淨邏輯責為保臉攘的物，而其神韻未盟約定者，以總遷費百分之亢十為浮起焚。
(海聞法。修正案第一七九條)
價韻。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七八條)

貨叫主損害甜，仗，夾在訓連通於完舟扶適應有之演症，舟共交攝放韓

一、抽柚被捕獲，或況沒，或破壞時。

立了拍拍 . 不 姥 禱 臘 神 措 峙 。

二、艙抽因海拔昕裁之修繪費總頓，遍提陳健金擷四分之一一一陣。
四、甜甜行蹤不明，謹慎官著扣押，已過四個月仍未放行時。

汽海高法修正案第一八三條)
泣保臨貨物之養付，得世有正列各款清 mM之一陣講主。

7-價恤，比較定之。

4

第一六 O條 關民國貨物之到達峙擋一個刺得之保隘，共保騙慣攝末艦契約的。此者，以保自全韻，間為保姆

第二么一條

受損害之艙描摹貨物，由抽長依第五十一一一條，4
第十凶悔之喝足，或因不可抗力而漫賞者，

(海高法修正案第一八 0條)

第一六三條

司海商法修正案婚了八一條)
被保險軸抽之妻付，得股有丘列各款情形之二時為之。

以變賣價制具侏搶價胡之差胡論損審額;但因扭扭覺後所攝省之一切費用，應扣除之。
第一六三條

括一六四條

→、一站咱國遭難或沌迎各遣，不能脫誨，已逾叫晶月，而貨物海求父付此受貨入，要保人，

第二《五條
背口 44 、.、 2 、

或被保險人時。

一一八接連貨物之船船行蹤不明，巳逾四個月峙。

一一一、因應由保臉人負保臨責任之損害，於航海中變賣貨物，連於共全價值四分之三時。
(海南法修正果第一八四條U

悶、貨物之毀損或嘴壤，已失其全價值四分之三時。
運費之歪付，得於船抽行蹤不明，已逾四個月時為之。

(梅商怯修正案第一凡五條U
(海商怯修正集第一凡六條U

車就戰事位時為保胺者，故保蹟之船船貨物或運費之一東南付，持在被捕獲或被

對mm 」
/J/hh

一一七

要保人或被保臨人，1
投知保臨之危時避生簣，應即通知保臨人。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八九條U

額。

被保時之船船，於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四款之規定為垂付後歸來者，保臨人仍應給付保胺金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八八條
U

一姿付經承諾或經判決為有故後，自發生是付原因之日起，保脆標的物即靚為保臨人所有。

第二 μ七條 主付臨就保臨標的物之全部為之;但僅一部聲生蛋付之原因者，得就其一部份為之。
妻付不得附有條件。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凡七條
U
第一只凡際
第二川九條

第一七0條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九
0條U
海商法釋諭-

海爾法釋論

一一八

因保臉契約所生之請求權，除本怯另有規定外，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抽姆。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九三條)

委付之權利，於知悉委付原因發生後，自得為歪付之日起，經過四個月不行使而拍攝。

(海商法修正果第一九二條U

理人時，視為 無 損 害 。

要保人故被保臨人，自接到貿物之日起，一個月內不將貨物所受損害通知保時人，或其他代

(海商法修正案第一九一條U

前項情形，保臘人之金胡鬧返還請求權，自給付後，經過一年不行使而抽誼。

給付。

保臉人對於前胡說明文件如有回俠義，而要保人或被保暐人提供擔保時，仍應將保時金額全部

第一七一條 保臘人應於收到要保‘人或被保臉人設明文件麓，三十日肉，給付保時金額。

第一七二條

第一七三條
館一七四帳

圳海聞法修正案刪
U

Article 190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upon being aware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risk insured against, shall forthwith notify the ins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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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1

An insurer shall pay the amount insured within thirty days upon

receipt of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from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surer has entertained doubt with respect to the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nd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therelore subsequently furnishes guaranty,
the insurer shall nevertheless have the insured amount paid in its e:ntirety.
Und~r

the circumstance a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right

of claim of the insurer for refund of the payment made is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One year after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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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2

When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fails to

notify the insurer or his agent of the damage sustained by the goods within one
month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goods were

r~ceived,

it is deemed to be that

there was no such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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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3

The right of abandonment is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four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abandonment may be effected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the cause of abandonment being known.

Chapter X
Article

194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This Law becomes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promulgation.
-

46-

Article 184

Abandonment of goods insured may be effected upon occurrence of any

one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That the ship, incurring disaster or other accident, has been incapable of

navigating for more than four months and the goods are not yet delivered to
the consignee,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2. That the whereabouts of the ship carrying the goods has been unknown for
more than four months.

3. That the portion of goods, up to three quarters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goods,
has been sold during the voyage on account of damage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insured risk covered by the insurer.

4. That the goods by reason of damage or deterioration ·have lost three quarters
of their total value.

lIIi-aI\+ji.
Article 185

lIJlL~ttt.'l-1iNl{\'ilil1Tl!lIt/fa.!lB~lLqll9J}jll'ifmL
0

Abandonment of freight may be effected when the whereabouts of the

ship has been unknown for more than four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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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n the event that war risk is the only risk insured against, abandonment

186

of the ship, goods Or freight insured may be effected at the time of being captured
or de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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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7

Abandonment shall be effected in whol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provided, that, if the oause of abandonment arises from only one kind of the objects
covered by insurance policy, the insured may effect abandonment of t~at particular

kinp ()f object and claim its amount insured thereof.
Abandonment shall not be attached wiih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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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8

In the event that an abandonment has been accepted or adjudged to

be valid,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is deemed to be owned by the insurer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cause of abandonment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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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9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 insured is .restored after abandonment has

been effected in pursuance of the provision of sub-paragraph 4 of Article 183, the
insurer shall nevertheless pay the amount in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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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of the damaged ship or goods having been sold, the

Article 181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le proceeds and the insurable value is taken to be the
amount of damage provided, that all expenses saved by reason of the sale shall
be deducted therefrom.
Consent of the insurer shall be secured for the sale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xcept where the sale is caused by force majeure or is made by the
shipmaster in pursuanc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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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2
occurrence

The abandonment in marine insurance denotes that the insured, upon

of

the cause of abandonment as sta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rtic1~s,

may have all his rights on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urance transferred to the insurer

thereby claiming payment of the -full insured amount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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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3

0

c

Abandonment of a ship insured may be effected upon Occurrence of

anyone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Thilt the ship is captured or sunk or wrecked.

2. That the total repairing cost of the ship caused by damage amounts to threequarters of the amount insured.

3. That the ship is beyond repair.
4. That the whereabouts of the ship has been unknown Or the ship has been
seized for more than four months while the ship still not being rel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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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 of the said ship; in case such notice is not served,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loses its valid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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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5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at the time when

the insurer is declared bankrupt, may rescind the contract, provided, that such

rescission may be effected only when the insurer fails to furnish guaranty.

vVith regard to insurance of a ship, the value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Article 176

when th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commences is te.ken to be the insurabl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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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gard to insurance of goods,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t the place

Article 177

and time of loading, together with loading expenses, taxes and dues, freight due,
insurance premium anq expected profit is taken to be the insurable value.

• -W ~TA. M~~';i~ ZJlJlt~~;§;fIJ~ Z *~:Jt*~t'.~* ~~~~jJE~ )o).*~~
~jdim*~~~o

With regard to insurance of profit due at the time of arrival of the

Article 178

goods, where the insurable value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by contract, the amount

insured is deemed to be the insurabl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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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9

With regard to insurance of freight, the freight as stat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ogether with the insurance premium is taken to be 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absence of such statement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the freight deemed as
appropriate at the time and port of unloading together with the insurance premium

thereof is taken to be the insurable value.
In the event that the net freight is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and its amount
has not been agreed upon, sixty percent of the gross freight is taken to be the net
fr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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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0

The amount of damage of goods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at the

port of arrival, the value which the goods should have if in perfect condition and
the value of the goods in damage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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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suhject matter insured, is liable for the indemnity of damage, loss and
expenses arising out of all kinds of accidents and calamities at sea.

Article 170 Except that there is a stipulation to the contrary, the insurer shall be
liable for the indemnity resulting from war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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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1 A.o insurer may stipulate in the contract that any damage and loss
arising from risk for a por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shall be borne by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Where there is such a stipulation as stat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shall not enter into an insurance contract with
another insurer for the portion uninsu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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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 172 An. insurer is liable for reimbursement of the expenses arising out of
the acts of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which acts are
necessary for avertin~ or lessening the damage or loss; even though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reimbursement and indemnity exceeds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the insurer shall nevertheless make the reimbursement;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where it is otherwise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The reimbursement of the insurer with respect to the expense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to be determined in proportion to th~ amount in~~.Hed
and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 insu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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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3 An insure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of the damage or loss resulting
from the willfulness Ot gross negligence of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or the agent of either,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events stated in sub-paragraph 1 and sub-paragraph 11 of Article 113 of
thi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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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4 In the event that, at the time insurance on goods is contracted, the
shi p on which the goods are to be loaded and carried is not yet decided, the
person obtaining the insurance or the insured, upon knowing that the goods have
been loaded on board a ship, shall forthwith notify the insurer of the na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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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3

An interested party who, after receipt of contributed amount, recovers

his ship or the whole Or a part of his goods, shall refund to the parties concerned
the contributed amount received;

provided, that he may deduct therefrom the

damage already suffered and the cost of such recovery.

Article 164 A person bound to make contribution may abandon the things preserved
for him to exempt himself from the liability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average.

Article 165 Claims of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general aV.erage are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adjustment
became final.

Chapter IX

Marine Insurance

Article 166 In regard to marine insurance. the provisions of the Insurance Law
are to apply where no provisions are set forth in this Chapter.

Article 167 Rights or interests pertaining to properties, which are exposed to perils
possibly arising during navigation and may be valued in terms of currency may all
be made the subject rna tter of insuranc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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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8 Unless otherwise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in
respect of a ship and her equipment and appurtenances commences at the time when1
the anchor of the ship is weighed or her moorings are quit, and ends at the time
when her anchor is dropped or her moorings are set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in respect of goods comrn-:;'nces at the time when the goods
are removed from the shore and ends at the time when the goods are landed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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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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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ss otherwise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tll,;, insurer, with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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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7 Goods for whicn there is neither a bill
receipt or equipment and appurtenance!;) which are
inventory are not deemed as general average when
provided, that they, once having been salvaged, shall
general average.

of lading nor a shipmaster,
not recorded in the ship's
they have been jettisoned;
nevertheless contribut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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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8 Currency, negotiable instrument or other valuable article, except having
been reported expressly to tbe shipmaster, is not deemed as general average;
provided, that it shall nevertneles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average when it has
been salv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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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9 With regard to the goods damaged or lost, for which false declaration
has been made at the time of loading, it the declared value is lower than the actual
value, the< clamage or loss is to be based on the declared value and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is to be based on the actual value; if the declared v;alue is higher than
the actual value, the damage or loss is to be based on the actual value and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is to be based on the declare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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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0 Food and weapons provided on board the ship, clothes and other
personal properties, salary and a,l1owance of the mariners, and luggages of the
passengers are all not to contribute to general average.

If the thing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ave been jettisoned, the
damage shall be shared among the parties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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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1 The adjustment of general average is to be decided by mutual agreement of all the concerned parties; if no agreement be reached, shipping admini-,
stration may be requested to mediate or th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to
arbitrate, or the adjustment is to be adjudicated by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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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62 The shipmaster, with regard to the owner of goods who has not paid
his amount of contribution, to the general average, may detain the goods; provided,
however,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where guaranJY is fur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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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alue of the ship preserved.

2. Value of the cargo preserved.
3. One half of the freight.
4. Value of the properties sacrificed for the general averag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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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2 With regard to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to a general average, that
of a ship is to be based on her value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arrival; that of goods
is to be based on their. value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unloading; provided, that
regarding the value of goods, the freight and other expenses unnecessary to be
disbursed by reason of loss shall be deducted ther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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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ount of damage of general average is to be ascertained on the

value of the ship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arrival or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t the
place and time of unloading; provided, that, in connection with value of the goods,
the expenses unnecessary to be disbursed by reason of damage or loss shall be taker
into consideration for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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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4 Reduction or total loss of freight resulting from damage or loss of
cargo is deemed as general average, provided, that the expenses tqus saved by the
carrier shall be deducted ther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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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5 Damage and expenditure resulting from inherent defect of the ship Or
goods, or from the fault of an interested party shall nevertheless be contribu ted to
by the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may claim reimbursement against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such inherent defect or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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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6 Goods which were stowed on deck and have been jettisoned are not
deemed as general average;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where
such stowage is permissible under the practice of water transportation.

The good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f having been salvaged, shall
nevertheless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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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 remu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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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9

Subsequent to collision of ships, the shipmaster of each colliding ship

shall, so far as he can do so~ withoul serious danger to his ship, her mariners or
passengers, make his best efforts to re1der assistance to the other ship, her shipmaster, mariners and passengers.
Every such shipmaster shall, except under circumstance of force majeure, stand

by on the scene of disaster before it is convinced that further assistance would be
of no benefit.
Every such shipmaster shall, so far as possible, make known to the other ship
the name of his ship and her port of registry and the places from which she
departed and to which she is bound.
A person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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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II General Average
Article 150

The expression "general average" denotes the damage and expenditure

arising directly from the measures taken by a shipmaster during an accident at sea
in order to avert common peril to the ship and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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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1

General average shall he adjusted on basis oi the total amount of

general average, in proportion to, and to be contributed respectively by each of
the interested party or parties,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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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I Assistan.ce an.d Salvage
Article 142

A shipmaster shall, so far as he ,can do so without serious danger to

his shi p, her mariners and passengers, make his best efforts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person in danger of being drown or in other distress.
A shipmaste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three years or d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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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3

\Vhoever has rendered assistance or salvage services to a ship or any

property on board a ship with useful result achieved ma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claim an equitable remuneration.

Article 144

Remuneration for assistance and salvage services rendered between ships

belonging to one and the same owner may still he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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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te 145

The amount of remuneration is to b~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

ment of the concerned parties; if no agreement be reached,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may be requested to mediate or the amount is to ·be adjudicated by court.

Article 146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applies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proportion of distribution of remuneration between the salvors and the ship,
and among the salvors.

Article 147

Whoever has saved human life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salvation is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muneration for salvation ot the
ship and properties.

Article 148

Whoever has obtruded salvation despite refusal of salvation, which

was Ci:ommunicated by signals and for which there was justifia hIe reason, shall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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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ly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ships at fault. with respect to damage arising from death or personal
injury, shall be held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Article 138

Liability under the preceding two Articles is. not to be exempted on

accoun t of collision being caused by the fault of ·pilot.

Article

139

The right of claim arising out of collision is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Qf 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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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0

In the event that a collision of ships takes place in the territorial

waters, ports or rive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urt may impose seizure on

the ship which inflicted the damage.
In the event that a collision of ships takes place not in the territorial waters,
ports or rive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injured party is a national or ship of

the R,:public of China. the court may impose seizure on the ship which inflicted
the damage upon her entering into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ship under seizure a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two paragraphs, an

application for her release by furnishing guaranty may be fil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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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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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gation in respect of collision may be filed with a court listed

below:
1. The cour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domicile or business establishment of the
defendant is located.
2. The cour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collision takes place.
3. The colirt at the port of registry of the

defen~ant's

ship.

4. The cour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ship is under sei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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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Towage ot' Ship
Article 132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 towing and the ship towed do not belong to

one and the same owner, the liability for indemnity of damage· shall be borne by
the owner of the towing ship;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where it is otherwise sti~lated in the con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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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33

Ships towed in parallel Or in succession me held, with respect to the

injured party,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the damage arisi"g out of navigation;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other ship has right of recourse against the ship which
inflicted the damage.

Chapter VI Collision of Ships
Article 134

Collision of ships, regardless where it takes place, is to be govern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rticle 135

In the event that a collision takes place by reason of

!1}7ce majeure,

the injured party shall not claIm indemnity for damage.

Article 136

In the event that a collision is caused by the fault of one ship, that

ship is held liable for the indemnity of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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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37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s involved in a collision are jointly at fault;

each is to bear a liabilit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her faultsj if the

relative degree of the faults cannot be adjudged, the liability is to be apport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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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5

In the event that a passenger fails to board the ship on tim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o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voyage or is o:rdered -to leave the
ship by the shipmaster taking .emergency· measures persuant to his .duties and
authority, the passenger shall nevertheless pay the full amount of the ticket 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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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 event that a ship fails to commence the voyage on the scheduled

Article 126

date, the passenger may rescind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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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7

In the event that a passenger, at "his own discretion, disembarks on land

during the coursc of the voyage, he is nevertheless to bear the full amount of the
ticket fare. Where a passenger disembarks on land on accoutnt of -illness or dies, he

bears only he ticket fare On basis of the distance of voyage through which carriage
has be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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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8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is incapable of continuing

the voyage

.by reason of force majeurfi,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shall manage to have the
passenger carried to his port of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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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9

In the event that natural .calamity, war, distuI:bance, epidemic

or

other

special event occurs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f a passenger, therby causing the

ship incapable of entering the port to unload the pa~senger.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may, pursuant to the will of the passeng'er, have him sent to the nearest

port or sent back to the port ot embark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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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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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carrier or shipmaster effects repair of fhe'hip

during the cour~e of a voyage, he shall complete the voyage by means of a ship
of equivalent class and shall provide board and lodging, free of charge, to the
passengers while' awaiting such ·ship.

Article 131

A passenger upon arrival of the ship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shall

forthwith di~embark in a;:cordance with the' directions of the shipma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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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0 Where passenger is provided with meals, the cost required thereof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ticket 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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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ecific navigation routes and regions where accident insurance

Article 121

is enforced, all passengers shall obtain accident insurance. The amount insured is
to be inserted in the passenger ticket, this being deemed as insurance contract with
the insurance premium included in the ticket fare; and the amount insured is
taken to be the maximum amount of indemnity for damage.
The specific navigation routes and regions and the amount insured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re for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to de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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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passenger, besides ·the insurance referred to in the

Article 122

preceding Article. obtains for hiqlself additional accident insurance, the indemnity
for damage thereof is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such agreement shall be made in writte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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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rrier or shipmaster shall carry a passenger to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as stated in the passenger ticket.

Article 123

In the event that a carTier or shipmaster violates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passenger may rescind the contract and may also claim
indemnity for damage, i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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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4

Twenty four hours in advance to the comm~ncement of the voyage, a

passenger may rescind the contract upon payment of tw~ tenths of lhe ticket fare.
In the event that,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a passenger, by resasn of
death, illneSs or other uncontrollable cause pertaining to himself personally; is
unable to, or is refused to, board the ship, the carrier may claim one tenth of the
ticket 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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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5

Any deviation in saving or attempting to save life or property at sea

or by reason of other reasonable cause shall not be deemed a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and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of
the damage or loss resulting therefrom;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in the event that the purpose of deviation is to load or unload goods or
pa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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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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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goods have heen load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shipmaster or carrier,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is not liable for damage or loss of
such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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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7

In the event

~hat

a carrier or shipmaster stows the goods on de'ck

thereby causing damage or loss, he shall be liable for indemnity thereof; provided,

ho~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if such stowage has been consented to
by the

consignor or is permissible under the particular kind of water trans-

portation or the trade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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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8

Issuer of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acts which should

be done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 of the bill of lading.
The issuer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 liable as guarantor
in respect of the acts of each consecutive carrier of the goods; provided, however,
that each consecutive carrier is only liable for damage, loss and delay arising during
his own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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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Carriage of Passengers
Article ) ~ 9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in this Section,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 of thi:"> Chapter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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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3

A carrier' or shipowne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of damage or loss

caused by any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1. Faulty act of the shipmaster, mariner, pilot or the employee of the carrier with

respect to navigation 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hip.
2. Peril or accident at sea or on'route of navigation.

3. Fie-e.

4. Natural calamity,

5. War.
6. Riots.
7. Act of public enemy.
8. Arrest, seizure, restraint, expropriation or confiscation under legal process.
9. Quarantine. restriction.

10. Strike or other labor incident.
11. Saving or attempting to save life or property at sea.

12. Insufficiency of packing.
13. Ambiquity or inconsistency of marks.

14. Wastage in bulk or weight or any other damage or loss arising from inherent

defect, change of quality or vice of the goods.
15. Act or omission of the owner or consignor of the goods or the agent of either.

16. Latent defect of the ship, which notwithstanding due diligence remains to be
not discoverable.

17. Damage or loss arising not from the willfulness or gross negligence of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or the fault of the agent or employee of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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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4

In the event that a consignor at the time of making consignment

intentionally misstates the nature or value of the goods,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of damage or loss of such goods.
Unless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the goods have been declared by the consignor
prior to loading and inserted in the bill of lading, the liability of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for indemnity with respect to the damage or loss of the goods is not
to e~ceed three -thousand yuan per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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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0 In the event that
reach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the goods originally loaded,
both outward and homeward
outward voyage.

lfi-8+-_

a ship, after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cannot
on account of force majeure and ha~ hrought back
even though the ship i, contracted for carriage of
voyages, the consignor bears only the freigh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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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II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while being under way needs to be repaired
on account of accident at sea, if the consignor takes delivery of the goods prior
to arrival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he shall pay the full amount of the fr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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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2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while heing under way incurs disaster or is

incapable of navigating and,yet, the shipmaster manages to· have the goods

transported to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if the freight is lower than the freight
previously' agreed upon, the consignor pays the latter freight with a deduction
of one half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reights.

If the new freight is the same as the freight previously agreed upon, the
consignor bears no additional expenses. If the new freight is higher than the freight
previously agreed upon, the amount of increment is to be borne by the consig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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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6

A carrier or shipowner, prior to and at the time of commencemeni:

of the voyage, shall effect due diligence and arrangem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following:
1. To make the ship possess capability of navigating safely;
2. To properly man, equip and supply the ship;
3

To make the holds, refrigeration and cool chambers, and all other parts of the
ship provided for carriage of goods, fit for reception, carriage an,l p"reservation.

A carrie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against the damage or loss resulting from
sudden loss of capability of navigating to the ship after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The burden of proof shall rest with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when he makes
contention to exempt himself from the liability under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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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7

A carrier shall exercise due diligence and discre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loading, unloading, handling, stowage, custody, carriage, care and keeping of
the goods undertaken to be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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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 08

A carrier shall refuse carriage of contraband and smuggled goods;

the same rule applies where the nature of the goods is such as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ship or endanger the health of the personnel on hoard the ship.
A cnrrie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liable for indemnity
against damage arising t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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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9 A carrier or shirnnaster discovering goods which have not been
declared may at the loading port land the goods, or cause freigh~ paid according
to the maximum amount chargeable to the same kind of goods under the same
voyage, and may also claim indemnity against damage, if any.

In the event that the goods mentioned under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re discovered
while the ship is under way, if the good~ <tre contraband or their nature is such
as may give rise to damage, the shipmaster may jettis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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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94 and notify respectively the. holders having
applied for delivery; if, after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has delivered a part of the
goods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another holder
applies for delivery of the goods, the same rule applies to the remaining part of th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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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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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here are two or more holders of bill of lading and

one of them has taken delivery of the goods bdore the other holder(s), the bill(s)
of lading held by the other holder(s) loses its validity.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Bre two or more holders of bill of lading and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has not yet delivered the goode, the onc holding the bill which has
been forwarded or delivered earlier may exercise his right in preference to the

other holder(s).

Article 104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bill of lading as contained in Article 627

to Article 630, both inclusive, of the Civil Code apply mutatis mutandis to the bill
of lading prescribed her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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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5

In the event thar a contract of carnage or bill of lading contains

clause, covenant or agreement relieving the carrier or shipowner from liability for

damage or loss of goods resulting from fault or non-fulfillment of obligations
required to be lulfilled as stipulated in this Chapter, such clause, covenant or

agreement shall be inva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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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0

That once the goods have been delivered to the person entitled to

take delivery is deemed to be that the carrier has effected complete delivery of
the good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pecified particulars of the bill of lading;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to anyone of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1. That prior to or at the time of delivery, the person entitled to take delivery
has notified, in written fOfm, the carrier of the condition of damage or loss.

2. That the damage or loss which is not apparent has been notified, within three
days after delivery, to the carrier in written f~)fm.

3. That the damage or loss has been stated on the receipt of goods.
The right of claim for indemnity of damage or loss as exercisable by the person
entitled to take delivery is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within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taking delivery of the goods or from the date on which delivery should
have been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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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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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ignor is not liable for indemnity of the damage or loss sustained

by the carrier, which is not caused by the fault of the consignor or his agent or

.-w.=_
emplo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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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2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are several copies of a bill of lading,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shall not refuse delivery even though the person applying for
delivery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f the goods only holds one copy of the bill
of lading.
. At place other than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f the goods,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unless having received all copies of the bill of lading, shall not effect delivery of
the goods.
In the event that two or more holders of bill of ladin'g apply for delivery of the
goods,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shall forthwith tum over the goods for cust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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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8

A bill of lading shall specify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and be signed

by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1. Name and nationality of the ship;
2. Name and domicile of the consignor;
3. The description, quality, quantity and

condit~on

of the good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acking materials, number of pieces and their marks as furnished by
the consignor in wri ting;
4. PoTt of loading and port of destination;
5. Freight;
6. Number of copies of the bill of lading;
7. The year, month and date of issuance.
In the event that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goods received, from apparent
indication or phenomena, arise reasonable doubt as being incompatible to, or
incapable to check with, the furnished particulars stipulated in subparagraph 3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may have such furnished particulars
not spec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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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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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signor shall guarantee to the carrier the 3_cCuracy of the descri-

ption, quality, quantity and condition of the goods turned over for carriag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acking materials, number of pieces and their marks as
furnished by him; of all the damage, loss and expenses arising out of or resulting
frOm the inaccuracy of his furnished particulars, the consignor is held liable for
indemnity.
The carrier shall not, on account of the right of claim for indemnity pr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limit his own liabilities arising out of the bill of lading
thereby setting up a defence against a third party other than the consig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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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5

In the event that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is provided for carriage,

the time allowed for loading commences to run from the day next to the day
when the consignee received the notice that the ship is 'ready for loading; the
time allowed for unloading commences to run from the day next to the :lay when
the consignee shall commence to unload as required by the contract; in absence
of agreement, the time allowed for loading or unloading and the day when it
begins to run follow the custom of respective situs.
Holiday is not counted in the time of loading or unloading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 the event that the time of loading or unloading exceeds the time allowed, the
carrier ma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days exceeded, claim due indemnity for
damage.
With respect to the time exceeding that allowed for loading or unloading a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holiday is also coun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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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6

With respect to the time of loading or unloading, only the day when

loading or unloading is rendered impossible is not to be counted in. As to the
time exceeding that allowed for loading or unloading, such day, notwithstanding
there being force majeure, is also counted in.

Article 97

A carrier or shipmaster, upon loading of the goods, shall, on demand

of the consignor, issue bill of la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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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1

In the event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being provided for

carriage, if the goods loaded by the consignor fall short of the quantity agreed
upon, the consig'lor shall nevertheless be liable for the full amount of the freight;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full amount of expenses thus sav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ship and three quarters of the freight receivable from the substituted goods
carried shall be deducted ther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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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2

In the event that the consignor, on account of rescinding a contract, is

obligated to pay the full freight, he may deduct therefrom the full amount of
expenses thus saved by the carrier and three quarters of the freight receivable
from the substituted good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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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3

In the event that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is provided for carriage,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shall,

when preparation

of unloading the goods is

completed, forthwith notify the consignee.
In case of carriage of goods on piece basis,. the consignee shall unload his good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directions of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 without delay.

At the instant when the goods' being unloaded leave the ship,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relieves his responsibility of c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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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4

In the event that a consignee neglects to take delivery of his .goods,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may, at the expenses and for the account of the consignee,
turn over the goods to the custody of the harbor administration or a legitimatelyoperated warehouse and notify the consignee.
In the event that the consignee is not ascertainable cr a consignee refuses to
take delivery of his goods,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may take action in pursuance
of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and notify the consignor and consig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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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unless he pays the full amount of the
freight, shall not rescind the contract. It the consignor has loaded the whole or
a part of his goods, he shall also bear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expenses and
indemnify the damage inflicted upon other cargo.
Under the circumstance described in the precedil1g paragraph, if all the consignors
rescind their contracts, each consignor assumes only the liability as set 'forth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Article 88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two Articles are not applicable where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is entered into on a' scheduled voyage or for several
consecutive voy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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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9

In the event that the whole of a ship is provided for carriage within

a fixed period of time, the consignor may only have the carriage effected by the
rr:ethod as agreed upon or a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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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90

The

consignor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is liable only

for the freight within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ship is capable of being
employed; provided, that, if the suspension of employment is caused by incident'

of navigation, the consignor shall nevertheless continue to be liable for the freight.
In the event that the suspension of employment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caused by the act of the carrier or his agent, or caused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the consignor is not liable for the freight and may also
claim indemnity ior damage. if any.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s whereabouts is unknown, the consignor is liable for

the full amount of freight up to the date when the last news of the ship is
received and is also liable for one half of the amount of the freight after the
date of receIving last news till the last day of the period normally required to
complete that particular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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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le

82

A contract providing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for carriage as its

purpose shall be made in written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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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cle 83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Article shall

specify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1. Names and domiciles of the parties;
2. Nationality of the ship;
3. The categories and tonnage of the goods to be carried;
4. Scheduled time limits of carriage;
5. Fre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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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ct of providing'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for carriage shall
in no way be affected by transfer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ship.

A.-ticle 84

A.-ticle 85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 provided by the carrier has defect thereby

being incapable of attaining the purpOf'e of- the contract of carriafSe, the consignor
may rescind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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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cle 86

In the event that the whole of a ship is provided for carriage, the

consi.gnor may,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rescind the contract,

provided that he shall pay one third of the freight. If the consignor has loaded
the whole or a part of his goods, he shall also bear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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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cle 87

In the event that a part of a ship is provided for carriage, the consign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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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ursuance of the provision of this Article shall not he less than the sai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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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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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is expropriated or leas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agency effecting such expropriation or lease shall,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or agreed to, implement the prest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treatment, injury or
illness of a mariner as stipulated in this Chapter.
The retirement fund or pension which is calculated on basis of

servi~e

duration is

to be apportioned and borne respectively by the shipowner and the agency effecting
the expropriation or lease in proportion to the duration of his service rendered
to the shipowner and the duration of his service under expropriation

Or

lease;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the death of a mariner is caused by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under expropriation or lease, his 'pension is to be borne by the agency
effecting the expropriat~on or lease.

Article 80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salary and allowance, injury and illness, pension, retirement and insurance with
respect to mariner may be applicable to ship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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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 Contract of Carriage
Section 1 Carriage of Goods
Article 81

Contracts of carriage for goods ar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as follows:

1. Those with carriage of goods on piece basis as their purpose.
2. Those providing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for carriage as their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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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5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has continually served on board the shipes)

belonging to one and the same shipowner for more than ten yea£s and he is over

fifty five years of age, he may apply for. retirement; a mariner being over sixty
five years of age shall be forced to re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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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 76

0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retires, the shipowner shall pay, once for

all, a retirement fund which shall not be less than the standard as prescribed
below:
1. A mm:iner being over sixty years of age and having continually serv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be given a retirement fund equal to his salary and allowance,

at the time of retirement, :or fifteen months plus one and half months ·for
each increment of one year starting from the eleventh year.
2. A mariner being over fifty five years of age and having continually serv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be giver. eighty five percent of the amount calculated
in pursuance of the standard stipulated in the preceding sub-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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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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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shipowner, for the benefit of a mariner, effects an

insurance on. the privileges which the mariner is entitled to in pursuance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and assumes the payment of insurance premium in whole,

the shipowner shall make up the deficiency if the indemnity amount received is
insufficient.
In the event that the payment of insurance premium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assumed in part by the mariner, the indemnity amount received

shall belong to the mariner in its entir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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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 78

With regard

to

the standards of prestations of disability subsidy, pension,

funeral expenses' and retirement fund, the Ministry
approv~,

of

Communications shall

as the standards, the amounts which are deemed appropriate among those

fixf'..1 ~y various public-operated shipping organizations.

Upon such approval,

prestations made by all public-operated and private-operated spipping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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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irrespective of his, salary being paid, on

Article 71

monthly or voyage basis, has recovered from an injury or illness which was caused

by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during employment period yet henceforth becomes
disabled, he may, after his recovery from such injury or illness, be given

a

disability subsidy in an amount of his ,original salary and allowance for a period
ranging from more than six months to not

more

than -twenty months, to be

determined upon the degree of severity of his disable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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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2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dies during service period and has statutory
heir(s), the shipowner shall pay a pension, once for all, i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mariner's o.riginal salary .a.ndallowance for six mnnths; if the said mariner has
serv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an additional payment for one _month is to be
given for each increment of one year.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sank or disappeared thereby causing the death of a mariner,
the shipowner shall pay pension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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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3

I~ th~ event that a mariner dies owing to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 or

dies as a consequence of injury or illness caused by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and

has statutory heir(s), the shipowner shall pay, besides the pension which shall be
paid on basis of service dur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p ,preceding Article, an
additional pension, once for all. equal to the mariner's original salary and ?llowance

for twelve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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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74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while in service,. dies or ('bes as a conse-

quence of injury or illness, the shipowner shall pUJ' funeral expenses in an, amount
equal to the mariner's sabry and~allowancc, for three mont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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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4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owner,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a voyage,

by reason of cause not attributable to a mariner himself, dismisses the mariner
whose salary is paid on monthly basis, an additional payment oi salary for one
month, since the date of dismissal, shall be gi yen; in the event of dismissal mad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a' voyage, an additional payment of salary for three

months shall be given. In the event that the salary is paid on voyage basis, half
amount of the salary shall be given for dismissal mad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full amount of the salary shall be given {·or dismissal mad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Article 65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is dismissed by reason of incapability of

navigation owing to force rnajeure, the mariner may claim dnly the payment of

salary for days of his service havinl'( been rendered.

Article 66

A mari.ner shall in respect of his duties obey the orders of his superior

marin,er and the shipmaster and shall not, unless having been permitted, leave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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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7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during his service period has sustained

injury or got ill, the shipowner undertakes the expenses of medical' treatment
therefor,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does not apply where the injury or
illness has been caused by intoxication or gross negligence or non-observance of

disci 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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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8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jury or illness of a mariner was caused not

by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and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the
shipowner may thence cease to undertake' the expenses of medical treatment.'

Article 69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 disembarks on land by reason of injury or

illness, the shipowner shall provide necessary expenses therefor.

Article 70

A manner, within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shipowner undertakes the

expenses of. medical treatment, is still entitled to 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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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l salary

and allowance.

ment, either the shipowner or the mariner may tei'minate the contract by, seven
days in advance, serving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Article 60

In case that the validity period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ith fixed

duration of emploYment expires while the ship is under way,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is to be terminated forty eight hour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ship at
the first immediate 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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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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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ment terminates, for whatever

the cause. out of the port of employment, the shipmaster is under the obligation
of sending the mariner back to the original port. The same rule applies wher~
the mariner disembarks on land by reason of illness or injury.
The obligation of sending a mariner back to the original port as pr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ncludes the

encumbrance

of

transportation, lodging,

food provisions and other necessary expenses.
In the event that a mariner, while being sent back to his country, undertakes

work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voyage, he shall be entitled to remune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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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2

Mariner shall not carry any goods on board the ship on basis of secretive

personal operation. In the event that the goods so carried are contraband or it is

apprehended that they may cause damage to the ship or the cargo, the ,shipmaster
may have the said goods jettis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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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63

Where a mariner is paid on voyage basis, if the course of voyage is

extended or the number of days of sailing is increased, he may claim increase of
salary in proportion to the original amount of salary; provided, however, ·that, if
the course of voyage is curtailed or the number of days of sailing is decreased,

the original amount of salary shall not be de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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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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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ipowner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upon occurrence

of anyon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1. That the mariner is incompetent to perform his duties.

2; That the mariner has committed negligence of his duties thereby causing a

heavy loss.
3. That the mariner has failed to be present on board the ship within the time
limit set by the shipmaster.
4. That the mariner on board the. ship has disturbed the good order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circumstance is deemed severe.

5. That the mariner, by reason of cause stated in the proviso of Article 67, has

sustained injury or become ill thereby being unable to work.
6. That the mariner has wilfully inflicted damage to the ship, or her equipment
and appurte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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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8

A mariner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upon occurrence

of anyon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1. That the ship has lost her nationality.

2. That the provision of contract of employment has been non-observed.
3. That the mariner has sustained injury or become ill thereby being unable to
continue to work.
4. That the true port of destination has been kept concealed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voyage that the scheduled course of voyage is altered in the midway.
5. That the mariner has introduced other person to substitute himself in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upon consent of the shipowner or shipmaster.

Article 59

In case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ith unfixed duration of emp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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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the contract of empioyment for such mariner may

.

only be executed with qualifi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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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5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shall clearly specify the following:

1. Name, age and native city of the mariner;
2 Title of the job;
3. Date and place of contracting;
4. Name of the shi p to be in service of;
5. Category of the voyage;
6. Sarary or wage and allowance;
7. Duration of employment;

8. Standard of food provisions;
9. Other terms mutually agreed to by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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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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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is forthwith terminated utJon occurrence of

anyon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to the ship:

1. That the ship has sunk or has disappeared.
2. That the ship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capability of safe navigation.
Where ·lack of infurmation about existance of a ship has continued up to a period
of four IT'.onths, the ship is deemecl as having disappeared.
Notwithstanding termination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such contract is nevertheless
deemed as continually running in force. in the event of such emergency measures
taken for salvation of the ship, life or goods that the mariner must render ser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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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vent that a shipmaster has sold or pledged the cargo, the amount of
danlage indemnity is to be ascertain'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such cargo at the
port cf destination at the time when it should have arrived there; provided, however,
that any expenses which were saved by reason of the sale or pledge shall be
deducted ther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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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2

While a ship being under way, if the shipmaster dies or, due to any

cause, is unable to perform his duties and there is no successor to take over, the
highest ranking one among the mariners undertaking navigation shall perform the
shipmaster's duties in acting capacity.
M: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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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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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0

A shipmaste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38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six months. A shipmaster violating anyone
of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44 to Article 48, both inclusive, shall be punished with
det(·.ntion or a finc of not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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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V Mariner
Article 54

A shipowner in employing a

mariner shall execute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The contract of employrnent is to be executed upon mutual agreement
of both parties and shall be 6ubmitted, for approval, to the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if executed in the State, or to the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f executed
out of the State. The same rule applies in the event of amendment to, or termination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In a region in the State where there is no such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or out
of the State where there is nO such consulate, submission for approval shall he
suhsequently conducted wit bin twenty four hcwrs upon arrival of the ship at her
port of registry.
Where certain mariner is required by law or ordinance to possess of 'stip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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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ut of the State, submit to the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dministration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certify in the
logbook the respective dates and hours of the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the ship
and, at the time of commencement of voyage by the ship, return the ship's
documents to the shipmaster.

Article 48

A shipmaster., except in the event of necessity, shall

llQt

open the hold

and also shall not, bt.fore the ship's documents having been submitted and examined, unload the c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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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9

In the event that a ship has sunk or stranded, or collision, forced

anchorage or other accident relating to the shIp nas taken place, or in the event
of any unusual happening to the cargo, mariner or

pas~enger

on board the shiJ?

the shipmaster shall make out a maritime report stat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occurrehce and submit it to thecompeteni administration.
The maritime report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bear the attesta~ion

of mariner or pa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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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0

A maritime report without having been attested by mariner or passenger

gives rise to no evidential power in any judic;ial proceedings;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does not apply to a report made out by the shipmaster at a place
wher~

he surviVES ::done after th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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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1

0

A shipmaster, unless tor defrayin~ the expenses for repair of the ship,

salvation remuneration or other expenses necessary for continuance of the ,:oyage,
shall not do the following acts:
1. To borrow Dloney;
2. To sell or pledge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car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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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e 43

\tVhile a

ship

0

bein'g uncler way,

no matter what danger she may

encounter, the shipmaster, unless having consulted the key mariners of the ship,
shall not abandon the ship,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shipmaster has the final
discretion power.
vVhile abandoning a ship, the shipmaster, unless having the passengers and mariners rescued out of the ship, shall not leave the ship. The shipmaster shall also
exert all hls----~fforts as far as practicable to save the ship's documents, mails,
money and valuable articles out of the ship.
A shipmaste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is held
responsible to the measures he has adopted.

A shipmaster violating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second paragraph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seven years or,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death caused thereby, with
imprisonment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hut not more than ten years.

Article 44

A shipmaster shall keep on board his ship, besides the ship's documents,

vari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assengers and cargo carried thereon.

Article 45

\iVhen a competent administration demands, in pursuance of law, inspec-

tion of the ship's documents, the shipmaster shall forthwith submit them for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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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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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ipmaster shall within t,wenty four hours upon arrival of his ship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r a port of sojourn~ except for holiday, report to the
~ompctent

administration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date and hour of the arrival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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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7

0

A Shipmaster shall, within the time limit set forth in the preceOlng

Article, submit the ship's documents to the administration - as stated below:
1. In the State, submit to the competent administration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r the port of sojo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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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el" 37

Shipmaster ig to be employed'by the shipowner.

Shipowner may dismiss his shipmaster at any time, provided, however, that in the
event of being dismissed without due cause, the shipmaster may claim indemnity
for damage arising therefrom.

Article 38

While a ship heing under way, even though his employment period has

expired, the shipmaster shall not at his own option relieve himself of, or suspend,

his duties.

Article 39

A shipmaster shall be liable for his fault committed in performance of
his duties; the burden of proof shall rest with the shipmaster when h" makes contentionof no 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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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0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mmanding a ship reSts solely with the shipmaster, To perform his duties, the shipmaster has the authority of directing and
admini:;tering the mariners On board the sl'~ and any other persons on board the
ship.
A shipmaster, unless by reasen of accident or force majeure, shall not alter the
scheduled course of the vay: ~.,-('.

Article 41

While a ship is being under way,

the shipmaster, for maintaining

peace and order on board the ship or safeguarding the leg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may take emergency meas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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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2

In the event that a passenger or mariner dies or disappears, the ship-

master shall dispose of his personal properties left On -board the ship in a manner

to the best advantage of his he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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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 2 of that Article,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has not
been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one year from thl

date on which such claim

became exercisable.
3.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

cj

of that Article,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has not

been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act of
assistance or salvage was completed or the allotment of general average con-

tribution became final.
4.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 4 or sUb-paragraph 6 of that Article,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has not been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damage arose.
5.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 5 of that Article,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has not
been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became exercisable.

Article 31

Creation of a ship mortgage shall be made in written form.

Article 32

Ship mortgage may be created upon a ship under construction.

zo
Article 33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by law, ship mortgage may be created

only by the shi powner or by the person who has received his special mandate.

Article 34

Creation of a ship mortgage, unless having heen duly registered, shall

not he set up as a defence against a third party.
M=+.E~ Jai}RJ'l~:fiAcp- AJ"ltItAgUl;[@'!'f$51i'JT119:5Ezfujljlil/!;;r;I"l51:l1UJ"lt!±lN1ffi"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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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5

Mortgage created by one or more than one co-owner of a ship upon

his share or their shares entiled rhereto shall in no way be affected by partition
or sale.

Chapter III
Article 36

Shipmaster

Shipmaster sha+l be a nation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

M=+~~ ~=~m~$=~z • • ~~~-~.~~M~m~z~$~~~*~m~~
1itrj~JJi'C~z~Hij;IJ0

Article 26

The claim of obligation under

suo~paragraph

2 of Article 24 may be

paid in priority order out of the total amount 01 the freight earned during the
validity period of one and the sam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 of sub-paragrdph 2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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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7 Preferential claims of obligation pertaining to the same voyage rank
actording to the order as the various sub-paragraphs are set forth in Article 24.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are several claims of obligation under anyone subparagraph of Article 24, they are indemnified

pro rata without precedence.

In the event that under either sub-paragraph 3 or sub-paragraph 5 of Article 24,
there are two or more claims of obligation pertaining to orie and the same kind,
the one arising later is to be paid in priority order.
Claims of obligation arising Qut of one and the same accident are deemed to be
claims· of obligation occurring at the same time.

Article 28

As

regard~

preferential claims of obligation not pertaining to the same

voyage, the preferential claims of obligation of a later voyage take precedence
o~er

the preferential claims of obligation of an earlier voyage.

Article 29

Preferential claim of obligation is in no way affected by transfer of the

ownershi p of the shi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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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0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by law, the preference under each sub-

paragraph of Article 24 is extinguished by reason of the cause stated below:
1. In the case of sub-paragraph 1 of that Article, the ship has departed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claim oj obligation wa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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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Article 24

Preferences and Mortgages

Any of the claims of obligation listed below is entitled to preference of

payment:
1. Costs of litigation, expenses incurred i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creditor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ship or to procure its sale by open bidding and distribute the sale proceeds; tonnage dues, harbor re~onstruction fee, pilotage dues,
towage charges; or charges incurred for safe watch, preservation or inspection
of the ship after the time of the entry of the ship into the last port.
2. Claim of obligation of the shipmaster, mariner or other person in service of
the ship arising, within a period of time less than one year, out of the contract
of employment.
3. Remuneration for assistance and salvage, or -the allotted contribution of the
ship to general average.

4. Indemnity, arising from the fault of the shipowner, tqe shipmaster or mariner,
for collision of ships or other incident of navigation; for the personal injury
inflicted on passenger, shipmaster or mariner; for damage or loss of cargo; or
for damage inflicted on harbor facilities.
6. Claim of obligation arising of act done or contract executed by the shipmaster
in pursuance' of his duties and authority, while away from the port of registry,
for·actual necessity of preserving the ship or continuing the voyage.
6. Indemn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ccnsignor.
The rank of the preferences listed under sub-paragraphs 1 to 5 inclusive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takes precedence of the right of mortgage over the 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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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5

0

The objects which may be subject to preferential payment in pursuance

of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are as follows:

1. The ship, her equipment and appurtenances, and/or residual materials thereof;
2. The· freight earned in the voyage during which the preferential claim of obligation ,was created;
3. Indemnity due to the shipowner for damage sustained by the ship and/or for
loss of freigh, during that particular voyage;
4. Indemnity due to the shipowner on account of general average~
5. Remuneration due to the shipowner for assistance and salvage services rendered
prior to the consulnmation of the voyage.

-8-

:= '

~mm·JiKl'!III1'EWlrJli!lfJjt1ol>~I'JittzllliXftill!ljt.JI!J'.tI!tEj;$m Ii!lfJ*~jt101~ z~

m,

-= , Ml~j!j:fkz lli1h~*~~~m~jjjjttz fi'(!lil~iltr~~'ljlfjfMi·)t;f,5ll1:jt.JI!J'.tI!~~l!l! El~
fl!\fr;\'jj)l;I\Jt1':i"!~IT11!l zM*!l!'<~~lii:1&ll!JH!1t.·Jt(fllil/frti]Z li!l:t.1ljjjjm~~~ 1Pl- J»:~

iffltt;jt

:Jj;f5!ll1'jt.JI!J'.tI!~¥IJ~~.li!ltpZ~-·~$fzM*!l!'<0

1m '

Ml1t.'~~·I·-1b1<mm5Ez;)'l;11!lf1ti1Ul;ltiIJ(I:&JI!J'.tI!1\Jt1i%IJ-,(lP.fzM*!l!'<

Article 23

0

The shipowner who avails himself of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21 to limit

his liability shall prove the value of his ship in that particular voyage.
The assessment of the value of the ship shall be based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as set forth below:
1. For claim of obligation in general average arising out of c;ollision or other
accident, or any claim of obligation arising after the

acciden~

and up to the time

of arrival of the ship at the first port reached, the valuation shall b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of her arrival at that first port.
2. For claim of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accident occurring while the ship is in a
port of sojourn, the valuation 811a11 b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in
the port of sojourn after the accident.
3. For claim of obligation relating to the cargo or claim of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bill of lading except those pr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two sub-paragrapb ,
the valuation shan b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of lIer
arrival at the port of destination of the cargo or at the place where the voyage
is broken. If the cargo is destined to several different ports and the damage has
arisen out of one and. the same cause, the valuation shall be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of her arrival at the first port of such several
ports.

4. For other claim of obligation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21, the valuation shall
bt;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ship at the time of consummation of her
voy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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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bill of lading;
4. Indemnity due by reason of fault of navigation committed in', the executiun of
a contract;

5. Obligation of repairing the damage inflicted by the ship upon harbor, warehouse, waterway facilities or other works;

6. Obligatic;m to remove the wreck of sunken ship or obligation connected therewith;
7. Remuneration for assistance and salvage;

8. Contribution to be borne by the shipowner in general average;
9.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act done or contract executed by the shipmaster, on
basis of his duties and authority, while away from the port of registry, for actual
necessity of preserving the ship or continuing the voyage, provided, that such
necessity is not caused by insufficiency of preparation, deficiency of appurtenances or negligence in providing for equipment at the time of commencement

of the voyage.
The freight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does not include the freight
and the ticket fare as being uncollectable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a':t.

The a'ccessorie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denotes the indemnity due to the ship by reason of damage inflicted thereupon, provided, that
payment on insurance is not included therein.

The damage referred to in the sub-paragraph 1 of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includes personal injury and los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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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2

The proviswn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on limitation at liability does not

apply to any of the following cases:
1.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act or fault of the shipowner.
2. Obligation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9 of the preceding Article having been
consented to by the shipowner.
3. Obligation arising out of contract of employment executed with the shipmaster,
mariner or 'other person in service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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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9

No ship's husband shall sell or mortgage the ship unless a written

mandate 1.S granted by the co-owners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l.
No restriction imposed upon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of a ship's husband shall' be
set up as a defence agamst a bona fide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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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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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consummation of each voyage, the ship's husband shall rt!port

to the co-owners on the happenings of the voyaRe. Co-owner- may also, at any

time or from time to time. inspect the business condition and review the account

books,
~~S f'Mr Mttli0J*J&f'Jr~'ittH)' 4:*ll1Cfj·z~!l8IJ{11t)'lft.&
M!l8f'Jr1f A/Gffl!{jl;M!l8f1'l1iKmi'i'Ji1':!tMM'l'ft!F1OJ

11=-+--11'1<

;ll;ftl![lftIlJt~~

0

.-,

M:lkii\HgI7KAjj\;)l;ftll.~(;IJ,jlJ.m1it'~~s;z)d'1.i"l'lJ\:rrlimffi1Jlltll.~~~I~Az~lt
0

=. 'R'f1M:li\1l1~;z)!i:~jj\;M.l:)l;ftll.~(;IJJtti!i\~J'"FJi:'ittll.~;Z~f1t
c".'
I'g ,
II. '

0

*1it'1Ilt'O'{:m~f'Ji:'Ezll'tm0
:fEJlli:rrji'H:"rpf'Ji1(lJJ1Lfi·j&1~;z~f1t

0

M!l8I1Ji1JD~i!ttJjJ.itfil1Il1CJl!\[,):{Jljj:&:I:fF~;Zm~ffil@:;r~l"l!;z~m,

-:; ,

~~1it'~*i5CMij'j\VlE~;z~m7{ltitf~;z~m

·t '

>!(j:JlfJ.&m~{Z;};iUil\l

0

0

A,~#~mffirp.*.~~#Al@:;%.;z.%o

:It ' M.&:fE~1iWlti!t7l-j;),;ll;JllQffI[[i ~;fj:M!l8jj\;I'UIffit:1J;Z:J!:tE~~ r-,o~:rrWijj\;~¥"i'Ji:'Ez.~
'l1l'mi~'f;\'iJ:["fEE~ffit:II'!Ffl!111lli/GJEMJHiJ(IWjj\;[,):-li1llj9U'!,mi:'E:'/f
iitjm;illJ1(:tt~It<¥"/f~ii~Ji'J:lf:<;zill[!J1t:&~lll/G-E1.tf;:{".N

v

0

~-~i'Jimm.~mM!l8~:'itm~~~;z~fflili*~~/G~mtENo
~ -'J&tl\~,,*f'JrmZtA ~-E1.m $tflJ.;z !JJ.j!~ :&/4'1fjrZ~~;t:

Article 21

0

The liability of a shipowner in respect of the matters falling under the

following sub-paragraphs is limited to the value of the ship, the freight and
other accessories within the bounds: of that particular voyage; the same rule

applies in the event that the shipowner gives away his ship without putting up
the value of the ship;
L Indemnity for damage inflicted upon a third party by the shipmaster, mariner,
pilot or any other person in service of the ship, due to performance of duties;

2. Indemnity due for damag\i caused to goods delivered to the shipmaster to be
carried or to any other property or article. on board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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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8

'When a Co-owner mortgages his share in the co-ownership of a ship,

he shall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of all other co-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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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4

The co-owners of a ship shall be liable,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s

in the co-ownership, for the obligation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utilization of the
ship.
A co-owner, who has refused giving conse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which
brought about an obligation, may exempt himself from such obligation by giving
away his share in the co-ownership to other co..:...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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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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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co-owner is the shipmaster and is discharged from or relieved

of such service, he may withdraw from the co-ownership and claim refund of his
share in the co-ownership of the ship.
The amount of refund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is to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if no agreement be reached, it is
to be adjudicated by court.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co-ownership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first
paragraph is extinguished if not exercised upon a lapse of one month from the
date of discharge

Aaticle 16

Relationship of jointly owning a ship does not terminate by reason of

death, bankruptcy or interdictIOn of one of the co-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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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7

Tbe' ~o-owners of a ship shall appoint a ship's husband to administer

her business. The appointment of ship's husband shall be made with consent of
such majoii'{y of the co-owners that the total value of shares in the co-ownership,
which are possessed by such co-ower'S in majority, is also more than one haH of
the total valucqf all the shares combined.

Article 18 Ship's husband represents the co-owners in all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act~ relating to the busines,s and carriage pertaining to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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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the event of transfer mad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ompetent shipping administration at the place of transfer or
at the place where the ship is situated tor its certification. and seal evidencing
such transfer.

2. In the event of transler made

10

a loreign country, an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consula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tioned there for its
certification and seal evidencing such transfer.

Article 9

Transfer of the ownership of a ship, unless having been duly registered,

shall riot be set up as a defence against a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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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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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ip, if the contractor is declared bankrupt

and the administrator in bankruptcy does not undenake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the person who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thereof may take over the ship anct its
materials delivered or ordered by paying compensation for the assessed values

thereof with deduction of the deposit money already paid, and may also on his
own account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at the original place of construction, pro-

vided, however, that compensation shall be paia for utilzation of the docky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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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1

Disposal of a ship jointly owned or other matter relating to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co-owners shall be made with consent of such majority of the
co-owners tnat the total value of shares in the co-ownership, which are possessed
by such co-owners in majority, is also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total value of all
the shares combi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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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2

0

Whenever a Co-owner sells his share in the co-ownership of a ship, the

other co-owner(s) may by prior emptio pur..:::hase that share at the same price.

When sale of a part of the co-ownership of a ship is such as will bring about the
'ass of her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ent of all the co-owners to
such sale shall be requir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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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chanically propelled vessel of less than twenty tons in gross tonnage or
non-mechanically propelled vessel of Jess than fifty tons in gross tonnage;
2. Vessels constitutionally listed under the armed forces;
3. Vessels exclusively used for official purpose;
4. Vessels other than those stipulated under Article 1 of thi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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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4

0

Neither seizure nor attachment shall be imposed on a ship from the time

when the carrier or shipmaster has completed preparations for commencement of
her voyage till to the time when such voyage is con[.ummated,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rule is not applicable to such obligation as has been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voyage practicable.
Attachment to a ship which navigat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State may be
made by means of a court proclamation affixed to a designated post.

Article 5

To maritime matters· which are not provided for in this Law, the pro-

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and other relevant laws are to be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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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I
Section 1
Article 6

ll€l

~M1m-~f11

Ship

Ownership of Ship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in this Law, the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relating to movable property are to be applied to ship.

Article 7

With the exception of supplies for subsistence. all equipment and appur-

tenances of a ship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navigation and conduct of her business
are deemed to b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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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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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of the whole or a part of a ship is not valid unless it be put

in written ferm and be effected in conformity with following provi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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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
Art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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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Provisions

The expression Hship" as referred to in this Law denotes any vessel

which navigates on sea or waters connected with sea, or by submerging there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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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2

0

The expression "shi-pmaster" as referred to in' this Law denotes a person

who is employed· by the shipowner to take f"ll charge of all operational and
managerial matters of a ship. The expression "mariners" as referred to herein

denotes all persons who are employed by the shipowner to render their services

=..

on board a ship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hip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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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3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except those relating to collisiQOof ships

are not applicable to the following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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