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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規則關於仲裁規定
對大陸海商法可能發生的影響

《仲裁專論》

摘要

黃正宗＊

國際社會中海事契約之定型化仲裁條款大約均約定於紐約或倫敦

仲裁，近代國際海事公約對此等不公平的條款有所規範，使國際社會

之海事仲裁趨於公平。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民國八十八年立法院修正

我國海商法時，即推動參考漢堡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五項關於

仲裁之規定載入我國海商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中，期使裝貨

港或卸貨港於我國境內之載貨證券有仲裁條款者，其請求權人有權選

擇於我國境內提付仲裁，不受原仲裁條款約定於國外仲裁之拘束。雖

則此項修正因立法院朝野協商時於草案文字中逕自決議加入「經契約

當事人同意後」之文字致未能成功，但聯合國大會於二○○八年十二

月十一日決議通過「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送契約公約」

（「鹿特丹規則」），以因應國際社會貨櫃「門至門」（door to 

door）運輸之需求，未來可能全部或部分取代一九二四年之「海牙規

則」、一九六八年之「威士比規則」及一九七八年之「漢堡規則」，

成為國際社會極為重要的國際海事公約。未來「鹿特丹規則」於國際

社會受主要海洋國家採行時，建議大陸海商法能參酌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過去的努力，採行「鹿特丹規則」第十五章關於仲裁之規定，明文

規定裝貨港、卸貨港、收貨地或交貨地在大陸境內之載貨證券有仲裁

條款者，其請求權人有權選擇於大陸境內提付仲裁，不受原仲裁條款

約定於國外仲裁之拘束。我國亦當同樣推動刪除我國海商法第七十八

條第二項「經契約當事人同意後」之文字，以共同促進海峽兩岸海事

仲裁之發展。

關鍵詞：大陸海商法、大陸海事仲裁、二○○八年鹿特丹規則、一九二四年海牙規

則、一九六八年威士比規則、一九七八年漢堡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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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與大陸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民國九十九年

十一月十五日於台北市福華飯店舉辦「海峽兩岸經濟貿易仲裁研討會」，

圓滿結束。其中一討論之主題是「鹿特丹規則關於海事仲裁規範對兩岸海事

仲裁之影響」。會中兩岸與會專家學者，特別是大陸海事仲裁委員會副祕書

長，均一致認為兩岸應尋找適當的方式將海事仲裁留於國內仲裁，以校正國

際社會中海事契約之定型化仲裁條款大約均約定於紐約或倫敦仲裁之不公平

的現象。由於國際社會業已注意及此種不公平的現象，故近代之國際海事公

約對此等不公平的條款均有所規範，使國際社會之海事仲裁趨於公平。大陸

及我國藉由採納國際海事公約對海事仲裁相關之規範，以促進海峽兩岸海事

仲裁之發展，當是兩岸未來得以努力達成的共同目標。  

貳、大陸海商法與海牙威士比規則及漢堡規則之　

　　關係

大陸海商法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人大常委會通過，自一九九三年七

月一日起施行，相較於我國海商法於一九二九年南京立法院通過制定，相距

有六十餘年時間，此期間中兩岸立法機構與法院不同的環境與經歷使兩岸海

商法呈現不同的結果。

大陸海商法最特殊之地方，是第二百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大陸締結

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本法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聲明保

留的條款除外。依國際海事委員會（Comite Maritime International）二○○

九年年報（CMI Yearbook 2009），就一九二四年海牙規則，大陸並未簽署

參加，僅承擔香港與澳門原簽署參加持續發生之效力（註一）。就一九六八

年威士比規則，大陸亦未簽署參加，僅承擔香港原簽署參加持續發生之效力

（註二）。就一九七八年漢堡規則及二○○八年鹿特丹規則，大陸亦未簽署

註一：參見CMI Yearbook 2009,p.441.　

註二：參見CMI Yearbook 2009,p.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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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註三）。故就與本論文相關之此四國際海事公約，大陸皆未簽署參

加，並未發生此四國際公約必須優先大陸海商法適用之情形。亦即漢堡規則

第二十二條規定：仲裁聲請人得自行決定於如下仲裁地提付仲裁：一、相對

人之主事務所或居所；二、契約訂立地，且相對人係經由該地之事務所、分

事務所或代理行訂立契約者；三、裝貨港或卸貨港；四、仲裁條款或仲裁協

議約定之仲裁地；並明定：此項規定視為是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之一部份，

任何相反之約定皆屬無效（註四），及「鹿特丹規則」第七十五條第二項類

似之規定（註五），皆未發生必須優先大陸海商法適用於大陸之情形。

大陸海商法雖未因簽署參加而需優先適用上開四國際公約，但大陸海

商法海上貨物公共運送之內容已實際採用海牙威士比規則及漢堡規則。如大

陸海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承運人在船舶開航前和開航時，應當謹慎處理，

使船舶處於適航狀態，妥善配備船員、裝備船舶和配備供應品，並使貨艙、

冷藏艙、冷氣艙和其他載貨處所適於並能安全收受、載運和保管貨物。同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承運人應當妥善地、謹慎地裝載、搬移、積載、運輸、保

管、照料和卸載所運貨物（註六）。此二條文應係採自海牙威士比規則第

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如下規定：Article III.  1.  The carrier shall be bound be-

fore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voyage to exercise the due diligence to - (a) Make 

the ship seaworthy. (b) Properly man,equip and supply the ship. (c) Make the 

holds,refrigerating and cool chambers,and all other parts of the ship in which goods 

are carried,fit and safe for their reception,carriage and preservation.  2.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IV,the carrier shall properly and carefully load,handle, 

stow,carry,keep,care for,and discharge the goods carried.（註七）。大陸海商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承運人在船舶開航前和開航時，應當謹慎處理，使船舶有適

註三：參見聯合國二○○九年九月三十日第L/T/4418號新聞及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L/133號發布之新聞。

註四：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p.141-142.　

註五：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63/122,p.32.　

註六：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

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第一版，第684頁。　

註七：Payne & Ivamy'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Butterworths,London,1989,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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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性，此係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的特別規定，漢堡規則並無類似的

規定。而一九六一年海上旅客運送法律規則統一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

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arriage of Passengers 

by Sea,1961）第三條規定運送人之「適航性義務」則貫穿整個運送航程，不

限於「在船舶開航前和開航時」，其規定如下：

(1)  當運送人即為載運船舶之所有人時，其於運送之開始及運送過程中，

均應盡適當注意，並使其使用人及代理人於僱用範圍內盡適當注意，使船舶

有安全航行能力，使船舶配置適當之船員、設備及供應，並於各方面均得確

保旅客之安全。

(2)  當運送人非為載運船舶之所有人時，其應使船舶之所有人或營運人，

及其使用人及代理人於僱用範圍內，盡適當注意履行本條第一項之義務。

（Article 3－

(1)  Where a carrier is the owner of the carrying ship he shall exercise due 

diligence,and shall ensure that his servants and agents,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exercise due diligence to make and keep the ship seaworthy and 

properly manned equipped and suppli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arriage,and at all 

times during the carriage and in all other respects to secure the safety of the pas-

sengers.

(2)  Where a carrier is not the owner of the carrying ship,he shall ensure that 

the shipowner or operator,as the case may be,and their servants and agents act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employment exercise due diligence in the respects set out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註八）。

此種運送人貫穿整個運送航程之「適航性義務」，亦存在於二○○八

年鹿特丹規則第十四條（註九）。此外，大陸海商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承

運人應當妥善地、謹慎地裝載、搬移、積載、運輸、保管、照料和卸載所運

註八：Michael Bundock,Shipping Law Handbook,Informa,London,2007,pp. 268.

註九：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63／122,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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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亦明顯採納自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二項如上引的規定，唯其與我

海商法第六十三條同樣，皆未將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的開端詞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IV」適當地譯出，以釐清運送人「適航

性義務」是一絕對的義務，必須履行後始能有權主張法定的免責事由（大陸

海商法第五十一條、我海商法第六十九條、海牙威士比規則第四條第二項）

的保護，然運送人縱違反大陸海商法第四十八條、我海商法第六十三條之義

務，亦不妨礙其主張法定免責事由的權利，此等「相對的義務」的性質，即

係來自於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的上引開端詞，可惜兩岸海商法

皆未將其文義適當譯出（此可能係因美國一九三六年海上貨物運送法（Car-

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36）亦未採納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的此項開端詞「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IV」之緣故）。大陸海商

法海上貨物運送人核心責任，採納自海牙威士比規則，並見於大陸海商法第

五十一條的「運送人的法定免責事由」規定，雖則大陸海商法第五十一條第

一項僅有十二款之免責事由，但其應係整併海牙威士比規則第四條第二項

十七款免責事由而來，實質上似並無重大的差異（註一〇）。   

大陸海商法與我海商法一樣，雖然海上貨物公共運送人之主要責任基

礎是採自海牙威士比規則，但仍有些觀念係淵源於漢堡規則而來，以補海牙

威士比規則不足之處。如大陸海商法第五十七條規範的運送人「遲延交付」

之損害賠償責任，與我海商法第七十六條「喜瑪拉雅條款」中加入運送人因

「遲到」之抗辯或責任限制相同，皆係源自漢堡規則而來（註一一）。但大

陸海商法並未明示採納漢堡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仲裁聲請人得自行決定於

如下仲裁地提付仲裁：一、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居所；二、契約訂立地，且

相對人係經由該地之事務所、分事務所或代理行訂立契約者；三、裝貨港或

卸貨港；四、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約定之仲裁地；並明定：此項規定視為是

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之一部份，任何相反之約定皆屬無效（原條文英文參見

註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

定，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第一版，第684-685頁；並參見Payne & 
Ivamy'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Butterworths,London,1989,p.328 & pp.330-331

註一一：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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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四）。因此大陸海商法並無類似我國海商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裝貨港或

卸貨港為我國境內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境內裝貨港或卸

貨港或其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前項載貨證券訂有仲裁條款者，經契

約當事人同意後，得於我國境內進行仲裁，不受載貨證券內仲裁地或仲裁規

則記載之拘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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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大陸海商法實質上對「載貨證券仲裁條

款」的觀點，必須再觀察大陸法院於實際審判上的看法。    

參：我國海商法第七十八條發展的經驗

我國最高法院於六十四年度台抗字第二三九號判例中謂：「載貨證券係

由運送人或船長簽名之證券，難謂係當事人雙方簽訂書面之商務仲裁契約，

自無依該證券之記載而主張適用商務仲裁條例第三條之餘地，⋯。至於民法

第六百二十七條所謂關於運送事項，指以運送契約內容（如運費、運送物之

種類、品質、數量等）為前提，有關運送法律關係所生之事項而言。仲裁契

約法律既明定應以書面訂立，又非關於運送事項，殊無依提單（載貨證券）

記載之餘地。」（註一二）。我國最高法院認為「載貨證券仲裁條款」並非

「運送事項」，故非當事人之合意，不成立仲裁契約（或仲裁協議），實甚

為牽強並，不合於國際社會通常接受的自然的邏輯，主要是我國海商法並未

明示採納海牙威士比規則與漢堡規則認為「載貨證券是包含或證明運送契約

之文件」之規則（註一三）所致。

我國最高法院傾向於敵視載貨證券上之仲裁條款，係因載貨證券上仲裁

條款大部份皆以歐美國家為仲裁地，對我貨主產生相當的壓力。此種情形於

其他開發中地區應亦常有之，一九七八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送國際公約（漢

堡規則）為解決此種困難，乃於公約第二十二條明定：仲裁聲請人得自行

決定於如下仲裁地提付仲裁：一、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居所；二、契約訂立

地，且相對人係經由該地之事務所、分事務所或代理行訂立契約者；三、裝

註一二：林光、尹章華，海商法判例彙編，文笙書局印行，八十九年四月初版，第39頁。

註一三： Payne & Ivamy'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Butterworths,London,1989,p.328 &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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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港或卸貨港；四、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約定之仲裁地；並明定：此項規定

視為是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之一部份，任何相反之約定皆屬無效

（Article 22 – Arbitration  3.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at the option 

of the claimant,be instituted at one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a) a place in a State 

within whose territory is situated (i) th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defend-

ant or,in the absence thereof,the habitual residence of the defendant；or (ii) the 

place where the contract was made,provided that the defendant has there a place of 

business,branch or agency through which the contract was made；or (iii) the port 

of loading or the port of discharge；or (b) any place designa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arbitration clause or agreement. ⋯ 5. The provisions of paragraphs 3 and 4 

of this article are deemed to be part of every arbitration clause or agreement,and 

any term of such clause or agreement which is inconsistent therewith is null and 

void.）（註一四）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於一九九九年立法院修正我國海商法時，即致力於推

動將前述漢堡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五項條文要旨載入我國海商法中，

但因立法院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朝野協商時逕自決議加入「經契約當事人同

意後」文字致未能成功，現我國海商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裝貨港或卸貨港為

我國境內港口者之載貨證券所生之爭議，得由我國境內裝貨港或卸貨港或其

他依法有管轄權之法院管轄。前項載貨證券訂有仲裁條款者，經契約當事人

同意後，得於我國境內進行仲裁，不受載貨證券內仲裁地或仲裁規則記載之

拘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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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業已完全失去一九七八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送公約

（漢堡規則）第二十二條海事仲裁強制規定之意旨。建議我海商法第七十八

條第二項參採一九七八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送公約第二十二條文義，刪除現

條文中「經契約當事人同意後」之文字，回復國際公約規定之意旨。

註一四：Martin Dockray,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Professional 
Books Limited,Oxford,1987,p.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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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陸海商法得參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推動之工作

大陸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第四節「運輸單證」第七十一

條前段明文規定：「提單，是指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已經由承

運人接收或者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註一五），

此項提單之定義應係參採漢堡規則第一條第七款如下之規定而來：”Bill of 

lading”means a document which evidences a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and the 

taking over or loading of the goods by the carrier,and by which the carrier under-

takes to deliver the goods against surrender of the document.（註一六）。因此

大陸海商法應係與英國法一般，認為提單即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仲

裁條款既然是提單條款之一部分，則仲裁條款自然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部

分內容而構成仲裁協議。參見英國上訴法院The Merak一案（The Owners of 

Cargo on Board v. The Merak（Owners）,[1965] 1 All ER 230,CA）判決，本案

提單（載貨證券）包含一仲裁條款規定爭議必須於最後卸貨後十二個月內提

付仲裁解決；貨主未遵守提起訴訟，法院認為仲裁條款有效而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英國法院確認：海牙威士比規則第三條第六項之一年訴訟時效係包含

仲裁在內（The word “suit” in Art.III,r 6,included the commencement of arbi-

tration proceedings.）（註一七）。  

大陸海商法第七十一條既明示認為提單即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

故大陸法院對提單上選擇適用法律或選擇管轄法院具有公法性質之條款，原

則上仍承認其「合同」（契約）之效力，但法律有特別限制者依其限制。

如廣州海事法院於原告遠東中國麵粉廠有限公司訴請被告利比亞美姿船務公

司等損害賠償一案判決中即認為：「本案屬於涉外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

提單的簽發地在美國，裝貨港、起運港在美國，提單上載有適用美國法的條

款，而貨物到達港在中國，船舶扣押地也在中國，船旗國是利比里亞，案件

註一五：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

定，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第一版，第688頁。　

註一六：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p.86-87.

註一七：Payne & Ivamy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Butterworths,London,1989,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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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許多涉外因素。因此，要解決本案實體問題，首先應確定所適用的實體

法。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45條的規定，確定涉外合同的準據法的原則，一是

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即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二

是最密切聯繫原則，即當事人沒有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情況下，

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本案中，作為運輸合同證明的提單

上載明了提單受1936年美國海上貨物運輸法的約束。在訴訟中原告、被告雙

方又一致選擇了該法作為處理本案的實體法，並且多次適用該法來闡述自己

的理由。依照民法通則第145條第一款的規定，本案可以適用美國法。」於本

案中，廣州海事法院確認了「作為運輸合同證明的提單上載明適用美國法條

款」的效力。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於粵海電子有限公司訴請招商局倉碼運輸有

限公司等損害賠償一案亦確認：「根據提單背面條款的規定，有關本提單的

一切糾紛依中國法律在中國法院解決；有關承運人的責任、權利、義務、免

責等，應適用1924年海牙規則。粵海公司在貨物到港後未憑正本提單向承運

人提出請求，而是在1990年7月9日才向法院提起訴訟，已經超過海牙規則規

定的訴訟時效。粵海公司稱海牙規則不適用本案依據不足，故其對倉碼公司

的訴訟請求不應受到保護。」（註一八）。此較諸我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第

四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準據法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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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九），大陸法院確顯

較為開明與自信，合於世界的潮流。

但關於「合意法院管轄」，大陸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有限制該合

意的法院必須與爭議有實際的聯繫，其規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財產權益

糾紛的當事人可以用書面協議選擇與爭議有實際聯繫的地點的法院管轄。」

（註二〇），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於原告太平洋恩利漁業公司訴請被告耐

註一八：邱錦添，兩岸海商法載貨證券之比較，國立編譯館出版，2002年初版，台北市，第

576-578頁及第394-395頁。

註一九：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法判解要旨彙編，2006 年 11 月一版，台北市，第 35 頁。

註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

定，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第一版，第19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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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伊斯特海運公司及東風運輸有限公司損害賠償一案二審判決中認為：「在

LINERB／LTIANJIN-CHINA提單背面條款第三條規定，本提單所產生的任何

糾紛應在承運人主要營業地所在國家的法院並根據該國的法律來審理，而該

提單第十七條「確認承運人條款」又規定本提單所證明的合同是船東同貨主

之間的合同，因而確定只有船東對於毀約或不履行合同而導致的貨物損壞或

損失負責，屬管轄不明確。在EASTWINDB／LMONTEVIEDEO-SHANGHAI

提單中規定「有關提單的所有爭議應提交英國倫敦高等法院裁決，適用英國

法律」，但是，該規定違反涉外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可以用書面協議選擇與爭

議有實際聯繫的地點的法院管轄的規定，應當認定為無效。」（註二一）。

雖則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於本案中分別以合意法院管轄不明確及合意法院管

轄違反大陸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認定其為無效，但法院並未否認提單

背面條款之合意法院管轄如為明確並符合大陸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規

定時，應為有效的約定。

大陸廈門海事法院於原告中國保險公司香港分公司行使代位求償權，

訴請被告運送人荷蘭鐵行渣華郵船公司與被告實際運送人福建省倌頭海運公

司損害賠償一案判決中，被告渣華郵船公司抗辯：依據提單背面條款第25

條規定，運輸合同項下的任何訴訟必須由鹿特丹法院審理，任何其他法院無

權審理有關糾紛，因此本案應由鹿特丹法院管轄。但廈門海事法院認為：

提單約定的鹿特丹法院僅為被告的住所地法院，鹿特丹並非本次貨物運送的

起運地、中轉地、目的地及海事事故發生地，與本案爭議並無實際聯繫。據

此，依據大陸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認定提單約定的管轄權條款為無效

（註二二）。

大陸法院既確認大陸海商法第七十一條的明示規定，認為提單即是海上

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故大陸法院對提單上選擇適用法律或選擇管轄法院具

有公法性質之條款，原則上承認其「合同」（當事人的約定）之效力，此項

註二一：邱錦添，兩岸海商法載貨證券之比較，國立編譯館出版，2002年初版，台北市，第

568頁。

註二二：同上註，第 615-6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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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理論上亦應延伸於提單所載的仲裁條款。仲裁條款既然是提單條款之一

部分，則仲裁條款自然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部分內容而構成仲裁協議。大

陸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七條規定：「涉外經濟貿易、運輸和海事中發生的

糾紛，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後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中華

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仲裁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

起訴。」（註二三），大陸仲裁法第十六條並規定：「仲裁協議包括合同中

訂立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書面方式在糾紛發生前或糾紛發生後達成的請求仲

裁的協議。」（註二四），大陸海商法第七十一條既明示規定認為提單即是

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故提單所載的仲裁條款自然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

的仲裁協議，此在大陸法，應屬自然的邏輯，應無疑義（此可參證吳煥寧，

海商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二版，第103-104頁）。此項結論，較

諸如前引我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度第四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仲裁條款問

題：載貨證券係由運送人或船長單方簽名之證券，其有關仲裁條款之記載，

除足認有仲裁之合意外，尚不能認係仲裁契約。」，大陸法之邏輯確顯較為

合理與文明，合於世界的潮流。

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於原告太平洋恩利漁業公司訴請被告耐干伊斯特

海運公司及東風運輸有限公司損害賠償一案二審判決觀察，大陸法院對提單

上的公法條款，包括選擇準據法的條款、選擇法院管轄的條款、約定提付仲

裁的條款，還是有壓力的，常會尋找一些理由拒絕接受。廣州海事法院於原

告中化國際化肥貿易公司訴請被告海面航運有限公司損害賠償一案判決中亦

以：本案提單背面條款就法律適用明確約定，如裝貨港國家實施1924年海牙

規則，應適用海牙規則；否則應適用目的港國家的法律。本項約定是運輸合

同雙方當事人法律適用的「意思自治」，符合法律規定。本提單貨物的裝貨

港在俄羅斯，俄羅斯至今未加入海牙規則，在俄羅斯沒有實施海牙規則。而

本案貨物的目的港是廣州港，故本案實體爭議應適用大陸法律（註二五）。

註二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

定，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年11月第一版，第1919頁。

註二四：同上註，第1924頁。

註二五：同上註，第 645-6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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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提單係1997年2月24日於俄羅斯簽發，貨物1997年4月16日運抵廣州黃埔

港，原告1997年6月4日提起訴訟，依國際海事委員會2009年報（CMI Year-

book 2009）第488頁及第489頁，俄羅斯（Russian Federation）於1999年4月29

日同時加入（accession）1968年海牙威士比規則及其1979年特別提款權修正附

約議定書，俄羅斯1997年確尚未加入海牙規則，廣州海事法院本案判決並無

錯誤，但亦似仍體會及法院對公法條款所帶來的壓力。

國際社會中，提單（載貨證券）本身條款載有仲裁條款的並非通常的狀

態，如國際社會中固定航線班輪廣泛參考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推薦的BIMCO Liner Bill of Lading（Code 

Name：”CONLINEBILL 2000”）第四條即規定，除另有特別約定外，由提

單（載貨證券）產生或與其有關之爭議應專屬由第一頁所示運送人主營業所

所在地的法院依據該地之法律審判解決：

4.Law and Jurisdiction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exclusively determined by the cour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Carrier has hi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s stated on Page 1, except as 

provided elsewhere herein. （註二六）

國際社會中，提單（載貨證券）載有仲裁條款的，主要是因提單（載

貨證券）依據傭船契約（大陸海商法稱為「租船合同」）簽發，致經由「併

入條款」（Incorporation Clause）將傭船契約之仲裁條款併入提單（載貨證

券）。國際社會中與傭船契約（大陸海商法稱為「租船合同」）併同使用

之提單（載貨證券）標準格式，受非固定航線船舶廣泛參考者為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推薦的BIMCO CONGENBILL 2007（Bill of   

Lading to be used with charter parties），其背面條款之第一條即為「併入條

款」：日期如另頁所示之傭船契約上所有條款、條件、自由權之約定、除外約

定，包括準據法與仲裁條款／爭議解決條款均併入於此（Incorporation Clause：

註二六：參見 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 官方網站 www.bimco.org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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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liberties and exceptions of the Charter Party,dated as 

overleaf,including the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are 

herewith incorporated. ）（註二七）。此「併入條款」所以會特別提及併入

「準據法與仲裁條款」（the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係因一九七八年漢

堡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特別要求：傭船契約包含有仲裁條款，依據傭船契

約簽發之提單（載貨證券）未特別附記本仲裁條款對提單（載貨證券）持有

人仍具有拘束力者，運送人不得以該條款對抗善意的提單（載貨證券）持有

人（Article 22. ─Arbitration　2. Where a charter-party contains a provision that   

disputes arising thereund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nd a bill of lading is-

sued pursuant to the charter-party does not contain a special annotation providing 

that such provision shall be binding upon the holder of the bill of lading,the carrier 

may not invoke such provision as against a holder having acquired the bill of lad-

ing in goods faith.）（註二八）。此與英國海事法的傳統觀點相同，英國海

事法亦同樣要求提單（載貨證券）之「併入條款」必須要有足夠的清楚與寬

廣，傭船契約之條款（包括仲裁條款）始能併入提單（載貨證券）之中對提

單（載貨證券）之持有人發生拘束之效力（“there is a clause in the bill of lad-

ing incorporating some or all of the terms of the charter-party in itself；such clause 

must be clear and express；”－ 英國法院判決參見The Merak[1965] 1 All ER 

230,CA，本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判決傭船契約之仲裁條款有效併入提單（載貨

證券）之中；The Annefield[1971] 1 All ER 394,CA，本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判決

傭船契約之仲裁條款未能有效併入提單（載貨證券）之中。） （註二九）。

國際社會之傭船作業（chartering），絕大部分均使用國際性海事組織推

薦的標準格式再予增補。於國際社會中，使用最廣的「傭船契約」基本標準

格式為(1)美國New York Produce Exchange Time Charter Form Code Name ：

“NYPE 93”，及(2)歐洲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BIM-

註二七：同上註。

註二八：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p.141-142.

註二九：Payne & Ivamy's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Butterworths,London,1989,p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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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Uniform Time Charter （as revised 2001) Code Name： “BALTIME 1939”

及(3) BIMCO Uniform General Charter （as revised 1922,1976 and 1994） Code 

Name： “GENCON”。此外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並

推薦「光船租賃契約」標準格式 BIMCO Standard Bareboat Charter Code Name 

： “BARECON 2001”。於我海商法學者通常用語，英文中之Charter-party

一語包含著傭船契約與租船契約，因此總稱之為「租傭船契約」較為合適。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

ment）檢討租傭船契約（Charter parties）之報告中確認：傭船契約與租船契

約不同，航程傭船契約、定期傭船契約與載貨證券之貨物運送契約相同，均

屬貨物運送契約之性質（“As distinct from the bareboat charter,there is a cat-

egory of contracts of affreightment which may be classified as contract of carriage. 

These are contracts under which the owner,broadly speaking,undertakes to perform 

a carrying service with a vessel which is equipped and manned by him,and for 

the navig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hich be remains responsible througho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This category includes contract for voyage and time 

chartering.”,“Contracts of carriage also include the carriage of goods under bills 

of lading in liner trades.”）（註三〇）。英美法定期傭船契約重要著作Terence 

Coghlin, Andrew W. Baker, Julian Kenny, John D. Kimball, Time Charters,Informa, 

London, 2008亦與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之觀點相同，認為定期傭船契約並

非船舶租賃契約（“A time charter is not a lease,the charterers do not acquire 

possession of the ship or any other right of property in her.”,“Under a tme 

charter,there is no hiring in the true sense⋯the chartered vessel remains in the pos-

session of the owners⋯”） （註三一）。”NYPE 93 ” 「定期傭船」標準格

註三○：Charter part ies,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of UNCTAD,United Nations,New   
York,1979,p.4.

註三一：Terence Coghlin,Andrew W. Baker,Julian Kenny,John D. Kimball,Time Charters,I
nforma,London,2008,p.2；國際重要之著作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亦確認如此的觀點："Modern time charters almost always contain expressions 
such as "letting","hiring","hire","delivery"and "redelivery", which are really only 
apt in charters by demise. These expressions serve to distinguish such charters from 
voyage charters,but they do not in themselves characterize such charters as charters by 
demise.”參見 Scrutton on Charterparties and Bills of Lading,Stevens & Sons,London, 
1996,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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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第二十六條「航行」（Navigation）條款中復明文澄清規定：本契約無任

何條款得被解釋為本船舶被租賃予定期傭船人，船舶所有人就船舶之航行、

引水人與拖船之行為、保險、船員、與所有其他事項，均需以為自己營運一

般負責運作（“26.   Navigation   Nothing herein stated is to be construed as a 

demise of the Vessel to the Time Charterers.  The Owners shall remain responsible 

for the navigation of the Vessel,acts of pilots and tug boats,insurance,crew,and all 

other matters,same as when trading for their own account.”）（註三二）。 「定

期傭船」標準格式之此項澄清，對國際社會對「定期傭船」（time charter）性

質之認知，有極為重要與關鍵性之影響。因此本文將”charter party”一詞譯

為「租傭船契約」，並視各該契約之性質，將time charterparty譯為「定期傭船

契約」，將voyage charterparty譯為「航程傭船契約」，將demise charterparty

（或charter party by demise）譯為「船舶租賃契約」，並將bareboat charter-

party譯為「光船租賃契約」，以避免發生「傭船契約」與「租船契約」混淆

之困擾。大陸海商法稱time charter party為「定期租船契約」，將voyage char-

terparty譯為「航次租船契約」，與船舶租賃契約較易混淆不清，與聯合國及

英美法觀點較為不同，本文為論述之方便暫將time charterparty譯為「定期傭船

契約」，將voyage charterparty譯為「航程傭船契約」，將demise charterparty 

（或charter party by demise）譯為「船舶租賃契約」，並將bareboat charter 

party譯為「光船租賃契約」，俾以澄清。

國際社會通常使用之「傭船契約」基本標準格式，無論是“NYPE 

93”、“BALTIME 1939”或“GENCON”， 其標準條款均有仲裁條款：

“NYPE 93”第45條規定船舶所有人（Owners）及傭船人（Charterers）就其

所有的爭議得選擇於紐約依美國法仲裁或於倫敦依英國法仲裁（“(a) New 

York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is contract shall be arbitrated at New York in 

the following manner,and subject to U.S. Law：⋯“；”(b) London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is contract shall be arbitrated at London ⋯  Any dispute arising 

註三二：Terence Coghlin, Andrew W. Baker, Julian Kenny, John D. Kimball, Time Charters, 
Informa, London, 2008, p.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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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under shall be governed by English Law.  ⋯ “＊Delete para (a) or (b) as ap-

propriate） （註三三）。“BALTIME 1939”第22條爭議解決條款（Dispute 

Resolution）亦規定船舶所有人（Owners）及傭船人（Charterers）就其所有的

爭議得選擇於倫敦依英國一九九六年仲裁法或其修正仲裁或於紐約依美國法

仲裁，當事人亦得合意選擇其他地方依該地之法律進行仲裁（＊(A) This Char-

ter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English and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hart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in 

Lond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 or any statutory modification 

or re-enactment thereof⋯ ＊(B) This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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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shall be referred to three persons at New York,⋯  ＊(C) This Charter shall be gov-

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plac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parties and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hart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rbitration at a mutually agreed place,subject to the procedures ap-

plicable there. ⋯  ＊(A),(B),(C) are alternatives；indicate alternative agreed in 

Box 23.）（註三四）。“GENCON”第19條的準據法與仲裁條款（Law and 

Arbitration）亦與“BALTIME 1939”的仲裁條款大體實質上相同，規定當事

人就其所有的爭議得選擇於倫敦依英國一九五○年或一九七九年仲裁法或其

修正仲裁或於紐約依美國法仲裁，當事人亦得合意選擇其他地方依該地之法

律進行仲裁。但“GENCON”增加了一個規定，即是當事人就仲裁地無特別

規定時，即視為選擇於倫敦依英國一九五○年或一九七九年仲裁法或其修正

仲裁（“(d) If Box 25 in Part 1 is not filled in,sub-clause (a) of this Clause shall 

apply.”）（註三五）。此等「傭船契約」基本標準格式仲裁條款透過BIMCO 

CONGENBILL 2007提單（載貨證券）之「併入條款」或類似的條款即可有

註三三：同上註，p.776.

註三四：同上註，p.785.

註三五：Julian Cooke,Timothy Young,Andrew Taylor,John D. Kimball,David Martowski,LeRoy 
Lambert,Voyage Charters,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93,p.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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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為提單（載貨證券）仲裁條款。如上開說明，國際社會之「傭船契約」

基本標準格式，其仲裁條款原則上都選擇於倫敦或於紐約仲裁，雖此並未排

斥當事人得合意選擇其他地方依該地之法律進行仲裁，但此必須當事人得共

同合意選擇其他仲裁地始有可能。提單（載貨證券）仲裁條款亦當然受此影

響致多數選擇於倫敦或於紐約仲裁，此未見得純然皆是出於當事人的自由意

志，常實係因無法合意選擇倫敦或於紐約以外之第三仲裁地，而不得已選擇

於倫敦或於紐約仲裁。此種不甚合理的壓力亦自然常顯現於我與大陸的貨主

身上。

漢堡規則為解決英、美以外地區貨主所承受的此種不甚合理的壓力，

乃於公約第二十二條規定：仲裁聲請人得自行決定於如下仲裁地提付仲裁：

一、相對人之主事務所或居所；二、契約訂立地，且相對人係經由該地之事

務所、分事務所或代理行訂立契約者；三、裝貨港或卸貨港；四、仲裁條款

或仲裁協議約定之仲裁地；並明定：此項規定視為是仲裁條款或仲裁協議之

一部份，任何相反之約定皆屬無效。（註三六）。其後聯合國為使國際社會

現有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公約之法律規範趨於一致，且能適當地考慮及現代運

輸的實際作業，包括貨櫃化、門對門之運送契約及電子運送單證之使用之需

求，聯合國大會於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六十三屆大會中，以第A／RES

／63／122號決議通過「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

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聯合國官方之中文公約

名稱為：「聯合國全程或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原文字為以大

陸使用之中文表達），本文依我海商法之法律用語譯為：「聯合國全程或部

分海上國際貨物運送契約公約」）。聯合國並依大會上開第A／RES／63／

12　2號決議，於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荷蘭鹿特丹舉行公約開始開放

簽署之儀式，並因此建議本公約之規則稱為「鹿特丹規則」（“Rotterdam 

Rules”）。（參見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ixty-third session,Agenda 

item 74,A／RES／63／122, Distr.：General,2 February 2009）。「鹿特丹規

則」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亦規定：

註三六：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p.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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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程序應依向運送人主張請求之人之決定於如下地方提起：

（一）仲裁協議為此目的指定之地；或

（二）一國之中如下之地：

        (1)  運送人之住所地；

        (2)  運送契約約定之收貨地；

        (3)  運送契約約定之交貨地；

        (4)  貨物最初開始裝載於船上之港口或貨物最後自船上卸載之港口

 （Article 75　Arbitration agreements      

     2.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at the option of the person asserting a 

claim against the carrier,take place at：(a)Any place designa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or (b)Any other place situated in a State where any of 

the following places is located：(i)The domicile of the carrier； (ii) The place of 

receipt agre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iii)The place of delivery agreed in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or (iv)The port where the goods are initially loaded on a ship 

or the port where the goods are finally discharged from a ship.)（註三七）

由於「鹿特丹規則」業已獲得美國、法國、荷蘭、丹麥、挪威、西班

牙、希臘、喀麥隆（Cameron）、亞美尼亞（Armenia）、剛果（Congo）、

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加彭（Gabon）、

迦納（Ghana）、幾內亞（Guinea）、盧森堡（Luxembourg）、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馬利（Mali）、尼日（Niger）、奈及利亞（Nigeria）、

波蘭（Poland）、塞內加爾（Senegal）、東加（Togo）、瑞士（Switzer-

land）等二十三國之簽署及國際社會重要的國際組織，包括The International              

Chamer of Shipping （ICS）、the European Community Shipowners' Associa-

tions （ECSA）、The 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BIMCO）、

The World Shipping Council （WSC）、Comite Maritime International（CMI）

註三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RES/63/122,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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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等的認同與支持（註三八），此

項觀點在國際社會應屬已趨於成熟，可以予以採納。而提單（載貨證券）或

其他類似的運輸單證（或運送單證）（transport documents）是證明或包含運

送契約（Evidences or contains a contract of carriage）的文件，已是大陸海商法

及國際海事公約（包含海牙規則、威士比規則、漢堡規則、及鹿特丹規則在

內）的共識。因此海峽兩岸未來採納「鹿特丹規則」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此項

觀點透過修法或立法納入於兩岸海商法中，應是對海峽兩岸海事仲裁的推展

有所助益。

此外，關於大陸海商法中的「喜瑪拉雅條款」，大陸海商法第五十八條

規定：

「就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所涉及的貨物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對承運人

提起的任何訴訟，不論海事請求人是否合同的一方，也不論是根據合同或者

是根據侵權行為提起的，均適用本章關於承運人的抗辯理由和限制賠償責任

的規定。

前款訴訟是對承運人的受僱人或者代理人提起的，經承運人的受僱人

或者代理人證明其行為是在受僱或受委託的範圍之內的，適用前款規定。」

（註三九）

此為國際海事法通稱之「喜瑪拉雅條款」，此等條款淵源於英國法院

Adler v. Dickson,The Himalaya [1954] 2 Lloyd's Rep 267一案判決。此判決中英

國法院確認：旅客因船員管理船舶之過失受傷所受損失，船員依侵權行為仍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運送人依法或依契約得主張之免責事由或其他保護並不

適用於其受僱人或代理人（servants or agents）（註四〇）自此之後，國際社

會海運業即以運送契約條款之方式約定：運送人依法或依契約得主張之免責

註三八：參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官方網站www.uncitral.org資訊。

註三九：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法律法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

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2002 年 11 月第一版，第 686 頁。

註四○：Carver's Carriage by Sea,Stevens & Sons,London,1982,Volume 1,p.256.



《仲裁專論》
鹿特丹規則關於仲裁規定對大陸海商法可能發生的影響

21

仲
裁
季
刊
第
9 2
期
9 9
年
1 2
月
3 1
日

事由或其他保護適用於違反運送契約及侵權行為之訴訟或仲裁程序，並適用

於其受僱人或代理人（servants or agents）（或包括其獨立之契約承攬人inde-

pendent contractors）。此等契約條款因係由The Himalaya一案判決而來，因此

通常稱之為The Himalaya Clause（「喜瑪拉雅條款」）。

大陸海商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顯係採納漢堡規則第七條第一項與第二

項如下規定：  

Article 7.   Application to non-contractual claims

 1.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provided for in this Convention apply 

in any action against the carrier in respect of loss or damage to the goods covered 

by the contract of carriage by sea,as well as of delay in delivery whether the action 

is founded in contract,in tort or otherwise.

2.  If such an action is brought against a servant or agent of the carrier,such 

servant or agent,if he proves that he acted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employment,is 

entitled to avail himself of the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which the carrier is 

entitled to invoke under this Convention.（註四一）

而「鹿特丹規則」第四條規定之「喜瑪拉雅條款」，特別明示規定同

時適用於法院司法與仲裁程序，於第一項適用於運送人之一方，就運送人得

主張之抗辯或責任限制，除運送人外，亦適用於（一）海運履行人；（二）

船長、海員或其他於船上服務之人員；或（三）運送人或海運履行人之受僱

人。同時並增訂第四條第二項關於貨方之「喜瑪拉雅條款」之規定：「本公

約有關託運人或單證託運人所得主張之抗辯亦適用於對託運人、單證託運

人、或其次契約承攬人、代理人或受僱人提起之司法或仲裁程序，無論其係

基於契約、侵權行為或其他之原因。」

 （Article 4  Applicability of defences and limits of liability    

1.  Any provision of this Convention that may provide a defence for,or limit 

註四一：W. E. Astle,The Hamburg Rules,Fairplay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81,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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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ability of,the carrier applies in any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ing,whether 

founded in contract,in tort,or otherwise,that is instituted in respect of loss 

of,damage to,or delay in delivery of goods covered by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r for 

the breach of any other obligation under this Convention against (a) The carrier or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b) The master,crew or any other person that performs 

services on board the ship；or (c) Employees of the carrier or a maritime perform-

ing party.   

2.  Any provision of this Convention that may provide a defence for the 

shipper or the documentary shipper applies in any judicial or arbitral proceed-

ing, whether founded in contract, in tort,or otherwise, that is instituted against the 

shipper, the documentary shipper, or their subcontractors, agents or employees.）

（註四二）。

「鹿特丹規則」之喜瑪拉雅條款顯較「海牙威士比規則」及「漢堡規

則」更為周延與精密，值得大陸及我國海商法未來修法時考慮予以採納，喜

瑪拉雅條款於兩岸海商法中明示肯定適用於仲裁程序，對兩岸之海事仲裁亦

應當有所助益。

註四二：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 ／ RES ／ 63 ／ 122,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