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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字第310號判例）

◎就勘驗言，如勘驗之標的物即將毀滅或變更其現狀，
若不即時行勘驗，將無從實施勘驗程序 或縱行勘驗程
序，亦不能獲得其現狀之證據者 均屬之。（最高法院82年台

◎證據有礙難使用之虞：指「證據若不為保全，將有不
及調查使用之危險。」( 最高法院85年台抗字第305號判例)

要件：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
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
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

（民事訴訟法368~372）

2.2. 證據保全

主講人︰王昭文 Alice Wang
日期：西元2016年10月19日

以法律觀點探討大宗物資案例

產物保險

IV、貨物追償訴訟之常見爭議:
程序爭議、實體爭議

III、假扣押

II、證據保全措施:
海事公證、保全證據

I、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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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案件之特殊調查方式~

3.評議小組之任務(《要點》2）：
(一)船舶沉沒、碰撞、觸礁、強迫停泊或其他意外事故及有關船舶
貨載、海員或旅客之非常事變等海事案件之調查評議事項。
(二)有關船員及不屬船員部分之過失責任評議事項。
(三)海難事件海損評議事項。
(四)有關船舶航行安全之建議改善事項。

1.依據:
 《海事評議作業小組及評議作業設置要點 -2012.8.17訂定》
 2.組成 (《要點》3）：
- 評議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
- 當然委員：航港局局長、港務長、航務組組長 、船舶組組長及船員組組
長
- 其餘委員選聘：船長、引水人、輪機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代
表。、驗船師、具有資望之有關教授或教師或保險從業人員、法官、
檢察官或律師、具有資望之會計師或海事公證人員。、其他對海事案
件之處理特具經驗之人員。

【補充資料】海事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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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或強制管理 拍賣、分配
賣、分配

擔保金

執行費用

執行程度

V (0.8%)

X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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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扣押

（假執行、終局執行）之比較

3.1. 假扣押 與其他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一般最快2個工作天。
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三十
日者，不得聲請執行。 (強執132(III))

A. 聲請假扣押裁定 (民訴522~527)
B. 提存擔保物 (民訴106, 102(I)&(I))
C. 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強執4)

1. 假扣押之A B C三階段：

3.2. 假扣押程序之發動及進行

PART III 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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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扣押強制執行之聲請：
由應執行之標的物所在地或應為執行行為地
之法院管轄 (強執7(I))

假扣押裁定之聲請
由本案管轄法院或假扣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
院管轄 (民訴524)

2.假扣押之管轄法院



債務人雖迭經催告，均置之不理，恐將其財產搬
遷隱匿及轉讓脫產」

Ｂ. 釋明
 乃謂當事人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使法院就其
主張之事實，得生薄弱之心證，信其大概如此而
言。 (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11號判決)
C. 請求之原因
 所謂請求之原因，係指債權人金錢請求或得易為
金錢請求之發生緣由。（民事訴訟法522(I)）
D.假扣押之原因







3.2. 假扣押程序之發動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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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貨主為例。
以貨物保險人為例。
14

(民訴526(I)「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II)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 擔保或法院
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
扣押)。

Ａ. 須足以釋明「請求之原因」及「假扣押之原
因」

3.債權人之聲請書狀

現金
有價證券
- 無記名可轉讓定存單
- 中央政府公債 （實體 or 無實體）
- 股票 →不建議
保險人或經營保證業務之銀行出具擔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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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人或管理人：債務人、有關機關、自治團體、商業
團體、工業團體或其他團體。 (強執114(I)準用強執76~79)

查封之方法：揭示，已登記之船舶，執行法院
並應先通知登記機關為查封登記 。

保全程序之強執時點：
(原則)運送人或船長發航準備完成前；或航行完成
後。
(例外) 船舶碰撞所生之損害，可在發航準備完成時
～航行完成時之間 (強執114(II)&(III)) 。

海商法所規定之船舶，其強制執行，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準用關於不動產之執行 (強執114(I))。

5.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

[Note]
1. 如以有價證券，聲請假扣押時，即須記載證券完整名稱，
但不須證券編號。
2. 假扣押裁定核發後若需變換，須另行向法院聲請變換擔保
物，經裁定後始准許變換。 (民訴105(I))







4.提存物 (民訴102(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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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人代理人導引法院民事事務官及書記官到
港區，會合港務警察總隊(及外事警察)。
登船，揭示封條。
法院送達假扣押裁定。
船舶於查封後，應取去證明船舶國籍之文書，
使其停泊於指定之處所，並通知航政主管機關
(民訴114-1)。
船長緊急通知港口代理、船東。

＊執行法院執行命令送達航政組、港務警察總隊。
＊航政組：禁止船舶發航。



警察總隊)

(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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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務警察總隊/台中港務警察總隊/高雄港務

遞狀
連絡分案室，確定分案股別後，連絡承辦書記
官最快之出差時間。
確認船舶目前所在碼頭、浮筒。必要時安排接
駁船隻。
連絡港務主管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 北部航務中心/中部航
務中心/南部航務中心 –航政組)。
連絡港警所、外事警察。

查封
公告→
(貼駕
駛台
下方)











6.假扣押強制執行(扣船)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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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人：船東? P&I? Underwriter? 其他？
擔保金額 ‡ 日後實際賠償金額
所擔保之債權/索賠/求償權之具體內容
付款前提：和解、法院判決(或仲裁判斷)
於此前提下，unconditionally to pay; within
____ day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Warranty no demise charter
本案訟爭地之約定管轄法院＋約定準據法(或
仲裁地＋約定仲裁程序法)
LOU之約定管轄、約定準據法
其他 (e.g. 指定該國律師應訴, etc.)

3. Letter of Undertaking (LOU)

查封
公告→
(貼在
船長室
門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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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撤銷假扣押強制執行 (放船)
- 由債權人聲請。(例如，船舶之P&I願提
供LOU)
- 由債務人/船舶所有人聲請。

(強執132(I):「假扣押或假處分之執行，應於假扣押或
假處分之裁定送達同時或送達前為 之。」)

1. 由於假扣押之保密性、迅速性，故往
往直到法院登船時，船舶所有人才會收
到假扣押裁定、及假扣押之聲請書狀。

LOU





3.4.假扣押強制執行之聲請撤銷

抗告之可能理由：
- 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 船舶非債務人所有。
- 同一債權已進行足以受償之假扣押，嗣又重複假扣押。

5.2. 抗告
債務人提起異議後，倘經法官裁定駁回異議，若仍不服，則
對該裁定得為抗告。
抗告期間：裁定送達後10天內，向原裁定法院提起抗告，
再由上級法院（高等法院）審理。

抗告中，已實施之假扣押執行程序→不受影響。(民訴528(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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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過程：
- 執行法院發撤銷之命令，送達於兩造、港務警察總隊、
航務中心。
- 之後，船舶所有人或船長可自行除去船上之封條或揭示.
- 航務中心准予發航。

債務人/船舶所有人須按假扣押裁定所定之「免為或撤銷
假扣押之擔保金」(民訴527)，以現金提存於法院。
倘船舶所有人欲變換為其他擔保物，亦需聲請法院許可。
（如同本文第1.3.4項）

此時，撤銷包括2階段：
- 提存擔保金
- 遞“聲請撤銷假扣押強制執行狀”

5.船舶所有人之因應(一)
- 債務人對假扣押裁定之異議及抗告









4.由債務人供擔保而聲請撤銷

異議中，已實施之假扣押執行程序→不受影響。

[5.船舶所有人之因應(一)]

異議之可能理由
- 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
「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應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加以釋明，兩者缺一不
可。該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始
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
311號判決)
- 船舶非債務人所有。
- 同一債權已進行足以受償之假扣押，嗣又重複假扣押。

異議期間：於司法事務官所作假扣押裁定之送達後10天內，向原裁定法院
提起異議，再由同法院民事執行處法官審理。

5.1. 異議：
目前（104年間）假扣押事件係移由司法事務官辦理（民事訴訟法第六節
之一）。
- 司法事務官所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民事
訴訟法240之3）。
- 當事人對司法事務官所作之假扣押裁定（係一終局處分），如有不服，
得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240之4）

若抗告法院認為「假扣押自始不當」而撤
銷假扣押聲請，則：
→原假扣押強制執行即失所附麗，債務人
可具狀陳報請求撤銷。
→債務人/船舶所有人有權請求債權人賠償
因假扣押或供擔保所受之損害。(民訴531(I))
→本條債務人賠償請求權之成立，不以債權
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
字第2723號判例)












5.船舶所有人之因應(一)
- 債務人對假扣押裁定之異議及抗告

仲裁法39(I)&(II)有類似規定，亦即，法院得命聲請人於一定
期間內提付仲裁，若未依期提付，則債務人亦可聲請撤銷假
扣押裁定！







記載「Freight payable as
per CHARTER- PARTY
dated (空白) 」或
「 Freight payable as per
CHARTER- PARTY dated
AS PER GOVERNING
CHARTER PARTY 」

提單正面記載「To be
used with charterparties」

載貨證券正面未記載船公
司名稱/標誌，俗稱 「無頭
提單」，此種運輸單證常
見於大宗物資、散裝貨、
油品之運送。

【無頭提單】



未依期起訴→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民訴529(IV))



支付命令 / 民訴之調解 / 仲裁
/ 其他經依法開始起訴前應踐行之程序（例如: 國家賠償法
第10條所定之書面請求&協議。）

下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民訴529(II))

本案尚未繫屬者，命假扣押之法院得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
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民訴529(I))





6.船舶所有人之因應(二)
- 聲請命限期起訴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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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單背面記載：「
(1)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liberties,
exceptions of this
Charter Party,
dated as overleaf,
including the
Arbitration Clause,
are herewith
incorporated. 」

［無頭提單之背面］

◎妨訴抗
辯?

◎準據法 契約
-基礎法律關係
-載貨證券
侵權
◎管轄權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
程度、數量及殘值

◎常見之免責事由

◎海上運送人之責任

◎對第三人之求償

◎起訴之原告

PART IV 貨物追償訴訟之常見爭議:
程序爭議、實體爭議

傭船契約之law and jurisdiction clause

現行涉民法第43條第1項規定，則改採承認載貨證券
背面「準據法」條款之效力。至於該等準據法條款於
具體個案中有無涉及規避我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現
行涉民法第7條參照），則係另一課題。

第4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二) 、最高法院92.4.15_92 年度第
7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貳 參照)。

2010.5.26修正涉民法之前，我國法院實務多數見解係
否認載貨證券背面條款之效力：「載貨證券附記「就
貨運糾紛應適用美國法」之文句，乃單方所表示之意
思，不能認係雙方當事人之約定，尚無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第六條第一項之適用。」(最高法院67.4.25_67年度

(a) *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law and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Act 1950 and 1979 or any authority
mediation or re-enactment thereof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Unless the parties agree upon a sole arbitrator, one arbitrator shall
be appointed by each party and the arbitrators so appointed shall
appoint a sole third arbitrator, the decision of the three man tribunal
thus constitute or any two of them, shall be final. On the receipt by
one party of the mediation in written of the other party ‘s arbitrator,
the party shall appoint their arbitrator within fourteen days, failing
which the decision of the single arbitrator appointed shall be final.
(準據法為英國法、倫敦仲裁暨英國仲裁法、三人或獨任)
For dispute where the total amount claimed by either party does not
exceed the amount stated in Box 25**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mall Claims Procedure of the
London Maritim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小額仲裁）」

「19. Law and Arbitration

- 例一（GENCOM charter, As Revised 1922,1976 and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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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第43條為載貨證券法律
關係準據法之重大變革！
裝貨港或卸載港之我
國法院、民其他法院

民事訴訟
法

被告可扣押之財產或請
求標的所在地(民訴3(1)
債權之債務人住所或債
權擔保之標的所在地民
訴3(2))

履行地(民訴12)

依侵
權行
為

民事
訴訟
法

適用
依據

侵權行為地
(民訴15(1)權
行為, 15(2)碰
撞或其他海
上事故)

準據法



(b)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itle 9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and the
Maritim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ould any dispute arise
out of this Charter Party, the matter in dispute shall be referred
to three persons at New York, one to be appointed by each of
the parties hereto, and the third by the two so chosen; their
decision or that of any two of them shall be final, and for
purpose of enforcing any award,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a
rule of the Court. The proceedings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of Maritime Arbitrators,
Inc.（紐約仲裁、三人仲裁、美國海事仲裁協會程序法）
For dispute where the total amount claimed by either party does
not exceed the amount stated in Box 25**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hortened Arbitration
Procedure of the Society of Maritime Arbitrators, Inc.（小額仲裁）

「19. Law and Arbitration
(a) …..

［傭船契約之law and jurisdiction clause，例1, Clause 19］

[註] 海商法78「(1) 裝貨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
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2)前項載貨證券訂有仲裁條款者，經契約當事人同意後，得於我國進行仲裁，
不受載貨證券內仲裁地或仲裁規則記載之拘束。(3)前項規定視為當事人仲裁契約之一部。但當事人於爭議
發生後另有書面合意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15(2)「因船舶碰撞或其他海上事故請求損害賠償而涉訟者，得由受損害之船舶最初到達地，或
加害船舶被扣留地，或其船籍港之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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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無住
所或住所
不明之人

依運送契約 民事訴訟 住所地(民訴2)
法律關係
法

依載貨證券 海商法
法律關係
78(1)

適用依據 管轄法院

4.1. 程序爭議(二)管轄權



［傭船契約之law and jurisdiction clause，例1, Clause 19］

Rider Clauses：

(A) Any dispute, difference or claim arising out of, relating
to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or the breach,
termination or validity/invalidity thereof, shall be finally
settled by arbitration referred to the Chinese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OC Arbitration Law
and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lace
of arbitration shall be in Taipei, Taiwan, R.O.C. The
arbitral award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upon both
parties. （台北市仲裁、中華民國仲裁法及仲裁協會規則）
(B)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construed and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準據法為臺灣法）」

- 例二「Arbitration Clause



［傭船契約之law and jurisdiction clause］

* (a), (b) and (c) are alternative; indicate alternative agreed in
Box 25.（以上擇一）
** Where no figure is supplied in Box 25 in Part I, this provision
only shall be void but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Clause shall
have full force and remain in effect. （未填小額數額時）」

(c) *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t the place indicated in Box 25, subject
to the procedures applicable there. The laws of the place
indicated in Box 25 shall govern this Charter Party.（指定地仲
裁、準據法為該地法令）
(d) If Box 25 in Part I is not filled in, sub‐clause (a) of this Charter
Party shall apply.（若未填，則適用(a)款）

(a) …..
(b) …..

「19. Law and Arbitration

依保險代位時 (我國法)：

◎保險法53(1)：「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
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
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負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
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
 ◎惟，如其損害金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
金額，則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者，應祇以該損
害額為限（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908號判
例）。




 Rider Clauses：
◎ 指“傭船契約之附加條款”
◎ 常記載為「Rider clauses to charter Party
dated (地點), (日期) per M.V. ＯＯ輪」

［傭船契約之law and jurisdiction clause］







◎ When rights are assigned instead of
subrogated the insurers are entitled to sue in their
name and the assured is then not entitled to sue at
all. (Compania Colombiana de Seguros v. Pacific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1963] 2 Lloyd’s
Rep. 479; [1965] 1 Q.B. 101; [1964] 2 W.L.R.
484; [1964] 1All E.R. 216)

(解套) Assignment of rights?

◎79(1) (全損)
Where the insurer pays for a total loss, either of
the whole, or in the case of goods of any
apportionable part, of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he therefore becomes entitled to take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assured in whatever may remain of
the subject‐matter so paid for, and he is thereby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assured in and in respect of that this subject‐
matter a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using the loss.

英國MIA 1906
- Article 79(1)及79(2)



民法297：
 (1)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
務人，對於債務人不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2)受讓人如將讓與人所立之讓與字據提示於
債務人者，與通知有同一之效力。」

民法294：
 (1)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於第三人。


【補充】★債權讓與★（我國法）

◎79(2) (分損)
 Where the insurer pays for a partial loss, he
acquires no title to the subject‐matter insured,
or such part of it as may remain, but he is
thereupon subrogat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of the assured in and in respect of that
this subject‐matter insured as from the time of
the causing the loss, in so far as the assured has
been indemnified, according to this Act, by such
payment for the loss.」。


例二（高等法院89年度上字第49號民事判決，小麥）
- 我國航運公司：依運送關係及載貨證券法律關係。

例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78號判決）
- 承攬運送公司：依承攬運送(且視為運送)法律關係
- 外國航運公司：依載貨證券法律關係

1.運送人（基礎契約關係）
2.載貨證券簽發人

【4.2. 實體爭議(二)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4.2. 實體爭議(二)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例一 船舶所有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
（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0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8號判決 ：「惟按，關於船
體設備（包括船艙、艙口蓋等設備）乃附合於船體，而為船舶所有人之財產
之一，故關於其保養維護， 恆屬船舶所有人之責任，此觀諸船舶法第23、31、
50條有關船舶之定義及檢查，均由船舶所有人申請及為之即明。 而於短期傭
船，只屬階段任務型之傭租船舶使用，於該次 任務結束，船舶即歸還船舶所
有人，則關於該船舶之設備悉由船舶所有人提供，傭船人只就其所提供之既
有設備為短期之使用，則船舶所有人就該船舶設備如未具適航、適載之能力，
而因此發生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之規定，自仍應負
責。」、「再觀該報告第四項所附照片 （本院海商上字卷(三)第一八四頁），
亦顯示艙口蓋有銹蝕破損。該等硬化、銹蝕依目視觀察，可知已發生一段相
當長時間，足見系爭船舶於本件發航前，即已欠缺安全航行 及適於裝載貨物
之能力」、 「揆之系爭船舶卸貨所見之 濕損其情形，足認系爭船舶船艙確實
欠缺應具備之水密性 ，而不適於裝載貨物」、 「被上訴人仍將之出傭以執行
本件系爭貨物傭船運送職務，致系爭貨物濕損，自有過失，被上訴人自應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規定，負賠償損害之責任。」 ）

3.船舶所有人

4.運送人之我國籍代理人

3.船舶所有人

2.載貨證券簽發人

“外共保”



→各文件間須注意一致。

1.運送人（基礎契約關係）

“內共保”



4.2. 實體爭議(二)對第三人之求償

【4.2. 實體爭議(二)對第三人之請求權】

［註：我國海商法62(1)「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於發航前及發航時，對於下列事項 ，
應為必要之注意及措置：一、使船舶有安全航行之能力。二、配置船舶相當船員、設
備及供應。三、使貨艙、冷藏室 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於受載、運送與保存。 」
海商63「運送人對於承運貨物之裝載、卸載、搬移、堆存、保管、運送及看守，應
為必要之注意及處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一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 (CY櫃)：「按
「FCL/FCL」之運送方式，雖貨物係由託運人自行裝卸，裝櫃
與拆櫃均與運送人無關，惟貨櫃既在船舶上，運送人仍應對貨
物在貨櫃內之「保管」（譬如維持一定溫度、濕度）、「運送」
及「看守」盡海商法第六十三條之照管義務。」）

2.應使船舶具備適航適載能力，並就貨物照管盡注意義務

4.2. 實體爭議(三) 海上運送人之責任

［註］（高等法院93年度海商上字第10號民事確定判決：「代理人既係因代理行為
而負擔連帶責任，自應以該本人有責為前提，代理人始屬有責。若本人已無責任，則
代理人自無連帶責任之可言。

例二
‐ 我國進口小麥，目前由麵粉公會代各會員廠統一洽辦小麥採購、
運送及保險事宜。有關運送，係由麵粉公會公開招標，而投標
人不乏我國籍船務代理公司代理國外船東（或time charterer）來
投標，並於得標後代理該船東（或time charterer）與貨方簽訂航
程傭船契約之情形。遇此情形，貨物保險人追償時可考慮對我
國籍船務代理公司亦提出索賠。

例一
台中地方法院93年度海商字第8號民事判決：「被告億通船務代
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民法總則施行細則第15條之規定，係代理巴
商億通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之行為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4.運送人之我國籍代理人

註1：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196號判例、68年台上字度第196號判例。
註2：
◎未盡到第62條第1項適航能力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61號民事判決意
旨 (配置相當船員)）
◎未盡到第63條照管注意義務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號民事判決認「運
送人如欲依海商法第六十九條規定 主張免責，則須先證明其已依海商法第六十三條
之規定使船舶具有堪載能力，即證明確已「使貨艙、冷藏室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
合於受載、運送與保存」等情事，始得主張免責。」）

＿＿＿＿＿＿＿＿＿＿＿＿＿＿＿＿＿

3. 依我國最高法院判例[註1]及近期判決實務見
解[註2]，似有逐漸採「運送人若未盡海商法第
62或63條之強制注意義務，即不得主張同法第
69條之免責事由」見解之趨勢。

我國實務已有定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51號民事判決）
「按海上貨物運送人之過失，我國海商法仿世界各國之立法例，
採推定之過 失責任主義，即關於運送人之責任，只須運送物有
喪失、毀損情事，經託 運人或受貨人證明屬實，而運送人又未
能證明運送物之喪失、毀損，有海 商法所定之免責事由，且關
於貨物之裝卸、搬移、堆存、保管、運送、看 守，已盡必要注
意及處置，暨船艙及其他供載運貨物部分，適合於受載、 運送
與保存。則不問其喪失、毀損之原因，是否係可歸責於運送人
之事由 ，運送人均應負法律上或契約之責任。」

1.推定過失責任

4.2. 實體爭議(三) 海上運送人之責任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0年度海商上字第6號判決：「故本件船
舶碰撞事故，顯屬船長或船員航行上過失所生之船舶碰撞致系
爭貨物受損至明。綜上所述，堪認系爭貨損與系爭船舶之船長、
海員對於航行有過失行為具有因果關係。從而，OOCL公司抗辯
其得依海商法第69條第1 款規定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
據。 」）

例一 海商法第69條第1款「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
僱人，於航行或管理船舶之行為而有過失」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海商法第69條：「
因下列事由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不負賠
償責任：
一、船長、海員、引水人或運送人之受僱人，於航行或管理船
舶之行為而有過失。
二、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事故。
三、非由於運送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火災。
四、天災。
五、戰爭行為。
六、暴動。
七、公共敵人之行為。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 （高等法院100年度保險上更(二)字第4號民事判決：「惟其
海事 報告僅空泛記載：「 experienced and encountered
heavy weather in area of TAIWAN STRAIT」，並無詳述遭遇
幾級風 浪。而依HOAM輪92年4月30日航海日誌（見原審卷
(二)第275頁） ，當日13時固有出現最大風力7級，然參諸蒲福
風級表，7級風力之海面情形為「海面湧起，浪花白沫沿風成
條吹起」，尚難 認該風浪已達無法抵禦之程度。況HOAM輪於
92年4月30日中午 12時35分已下錨於臺中港L5錨地，此觀航
海日誌之記載（日誌 原文：Anchored At TAICHUNG L5
Anchorage，見原審卷(二)第 275頁）甚明，由此益徵系爭貨
損與天候無關。 」

例二 海商法第69條第2款「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
事故」或第4款「天災」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八、有權力者之拘捕、限制或依司法程序之扣押。
九、檢疫限制。
十、罷工或其他勞動事故。
十一、救助或意圖救助海上人命或財產。
十二、包裝不固。
十三、標誌不足或不符。
十四、因貨物之固有瑕疵、品質或特性所致之耗損或其他毀損
滅失。
十五、貨物所有人、託運人或其代理人、代表人之行為或不行
為。
十六、船舶雖經注意仍不能發現之隱有瑕疵。
十七、其他非因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及非因
其代理人、 受僱人之過失所致者。」

[我國海商法69]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3號判決：「 據財團
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九十三年十一月二日食研技
字第 一六二七號函可知，在系爭油品未裝載滿艙之情
形下，若系爭油品未充填足量氮氣且為密封時，油品
將因二個月餘海上航行運送 導致過氧化價升高，此應
屬自然之物理變化，除非系爭油品有充 填足量氮氣且
為密封時，始可有效抑制過氧化價升高現象。依證人
何勵文之證詞觀之，足認系爭油品縱有酸價偏高即氧
化之現象 ，亦屬自然形成的結果屬實。」

例三 海商法第69條第14款「因貨物之固有瑕疵、品質或特性
所致之耗損或其他毀損滅失」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00年度重上更(三)字第28號民事判決：
「再據中央 氣象局九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中象參字第
○○○○○○○○ ○八號函檢附該海域之「本航次時段及歷年
氣象資料」， 可知：「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零時，其風浪為蒲
福風級表 十級，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零時，其風浪為蒲福風級
表十 級，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六時，其風浪為蒲福風級表十
級 。」則本次航次所經歷之最大風浪，無非十級，並未逾該
海域往年之最大風力，且十級風浪參照氣象局函覆之「蒲 福風
級表」，僅是「猛浪翻騰浪峰高聳、浪花白沫堆集， 海面一片
白浪，能見度減低」；則本航次所遭遇之風浪， 不得謂係無法
預料或無法抵禦。」

［例二 海商法第69條第2款「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事故」或第4款「天災」］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殘值之處置

◎噸數計算，宜採一致之標準

◎公信機構之檢驗（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結塊發霉」與「混雜受損」

4.2. 實體爭議(五)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程度、數量及殘值

-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27號民事判決：「而本
件海上事故係從高雄駛往基隆途中發生，乃在台灣沿
海，上訴人未能提出當時氣象資料以 證明當時海上風
浪如何，自不得僅以前開海事報告書斷定確係因遭遇
強烈風浪而致發電機故障。」）

［例二 海商法第69條第2款「海上或航路上之危險、災難或意外事故」或第4款「天災」］

4.2. 實體爭議(四) 常見之免責事由
（註：下列實務見解僅為個案認定，
他案事實若不同則結論可能有異）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4.2.4修正) 15：「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
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 」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104.2.4修正) 52：「(1)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經依第 四十一條規定查核或檢驗者，
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查核或 檢驗結果，為下列之處分： 一、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 入銷
毀。….」、「(2)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予沒入之產品，應先命製造、販賣或
輸入者立即公 告停止使用或食用，並予回收、銷毀。必要時，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得代為回收、銷毀，並收取必要之費用。 (3)前項應回收、
銷毀之產品，其回收、銷毀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
- 《一般食品衛生標準》（104/8/20部授食字第1021350146號令修正）3：
「一般食品之性狀應具備原有之良好風味及色澤，不得有腐敗、不良變色、
異臭、異味、污染、發霉或含有異物、寄生蟲。」。第4條「微生物限量」。

註： (參考法條)

4.2. 實體爭議(六)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程度、數量及殘值

物有喪失、毀損或遲到者，其損害賠償額，應依其應交付時目的地之價值計算
之」規定計算。
- 單位責任限制（海商法第70條）：「
(1) 託運人於託運時故意虛報貨物之性質或價值，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其
貨物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責任。
(2) 除貨物之性質及價值於裝載前，已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載貨證券者外，
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對於貨物之毀損滅失，其賠債責任，以每件特別提款權六
六六‧六七單位或每公斤特別提款權二單位計算所得之金額，兩者較高者為限。
(3) 前項所稱件數，係指貨物託運之包裝單位。其以貨櫃、墊板或其他方式併
裝運送者，應以載貨證券所載其內之包裝單位為件數。但載貨證券未經載明者，
以併裝單位為件數。其使用之貨櫃係由託運人提供者，貨櫃本身得作為一件計
算。
(4) 由於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
或船舶所有人不得主張第二項單位限制責任之利益」。

- 貨物保險人日後若是向運送人索賠，其損害賠償額則須依民法638(1)「運送

◎理賠數額≠可得向第三人追償之數額

4.2. 實體爭議(五)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程度、數量及殘值

4.2. 實體爭議(六)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程度、數量及殘值

- C個案：全部不准進口→據稱退運/轉運國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個案：異常貨物約1300噸不准進口（棄貨&由運送
人處置），其餘許可進口。

- A個案：全部禁止供食品或飼料用途→肥料?

◎食品衛生主管機關之介入（104年間大宗物資個案）

4.2. 實體爭議(六)
受損大宗貨物之損害程度、數量及殘值

故，ＯＯ輪之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於適用我國法時係按照船
價即可，無須再按噸位補足。

依船價：US$1500萬+ US$20萬 =US$1700萬
依噸位：54 SDR x 20846 MT = 1,125,684 SDR, （若以1 SDR
= US$1.4計）
US$1,125,684 SDR x 1.4 = US$1,575,957

【舉例】
我國籍雜貨輪ＯＯ輪載運散裝貨物，海運途中因貨物於貨艙內
繫固不良，致貨物遭撞擊嚴重受損，該輪總噸位 20,846 MT，
船價US$1500萬元，本次航行之運費US$20萬元。貨主就貨物
受損之求償金額（已扣殘值）US$1620萬元。

4.2. 實體爭議(六)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2)前項所稱船舶所有人，包括船舶所有權人、船舶承租人、
經理人及營運人 。

「(1)船舶所有人對下列事項所負之責任，以本次航行之船舶
價值、運費及其他 附屬費為限：
一、在船上、操作船舶或救助工作直接所致人身傷亡或財物
毀損滅失之損 害賠償。
二、船舶操作或救助工作所致權益侵害之損害賠償。但不包
括因契約關係 所生之損害賠償。
三、沈船或落海之打撈移除所生之債務。但不包括依契約之
報酬或給付。
四、為避免或減輕前二款責任所負之債務。

2.標的、項目及範圍（海商21）：

1.我國法採船價主義兼噸位主義

4.2. 實體爭議(六)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前條責任限制之規定，於下列情形不適用之：
一、本於船舶所有人本人之故意或過失所生之債務。
二、本於船長、海員及其他服務船舶之人員之僱用契約所生之
債務。
三、救助報酬及共同海損分擔額。
四、船舶運送毒性化學物質或油污所生損害之賠償。
五、船舶運送核子物質或廢料發生核子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
六、核能動力船舶所生核子損害之賠償。」

3.例外不適用（海商22）：

4.2. 實體爭議(六)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3)第一項所稱本次航行，指船舶自一港至次一港之航程；所稱運費，
不包括依法或依約不能收取之運費及票價；所稱附屬費，指船舶因
受損害應得之賠償。但不包括保險金。
(4)第一項責任限制數額如低於下列標準者，船舶所有人應補足之：
一、對財物損害之賠償，以船舶登記總噸，每一總噸為國際貨幣基
金，特別提款權五四計算單位，計算其數額。
二、對人身傷亡之賠償，以船舶登記總噸，每一總噸特別提款權一
六二計 算單位計算其數額。
三、前二款同時發生者，以船舶登記總噸，每一總噸特別提款權一
六二計算單位計算其數額。但人身傷亡應優先以船舶登記總噸，每
一總噸特別提款權一○八計算單位計算之數額內賠償，如此數額不
足以全部清 償時，其不足額再與財物之毀損滅失，共同在現存之
責任限制數額內比例分配之。
四、船舶登記總噸不足三百噸者，以三百噸計算。

［2.標的、項目及範圍（海商21)］

4.2. 實體爭議(六)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