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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載貨證券為一具有繳回證券性之有價證券，受貨人請求交付

貨物時，應將載貨證券繳回
1
。然隨著科技的進步，海上航行速

度相較以往為快，且近洋線航程較短，易生貨物已抵達港口，受

貨人卻尚未取得載貨證券，無法提領貨物之情況。實務上因此衍

生出擔保提貨書及電報放貨之貨物交付方式，使受貨人在無載貨

證券的情況下，亦可提領貨物。電報放貨乃託運人於裝貨港將載

貨證券正本全數交還運送人，請運送人在目的港無須再收回載貨

證券，直接交付貨物予受貨人。運送人則將載有電放字樣之載貨

證券副本或影本（以下簡稱電放載貨證券）
2
交付予託運人，託

運人將此電放載貨證券交付或傳真予受貨人，受貨人憑此於目的

港領貨。 

然此電報放貨方式下，託運人既已將載貨證券正本繳還運送

人，其僅持有電放載貨證券，受貨人亦僅持有電放載貨證券，然

此電放載貨證券究有何效力？是否與正本載貨證券有同樣效力？

此對於託運人、運送人及受貨人三方之權利影響頗大。我國法院

判決實務之見解尚非一致，如電報放貨方式下「已繳回」正本載

貨證券之效力，有肯定其效力之見解，亦有否定其效力之論述；

電放載貨證券是否具有或證明正本載貨證券之文義性，亦有正反

兩面不同見解之判決；對於電放載貨證券是否具有或證明正本載

貨證券之物權性方面，雖多否定，然仍有許多判決並非明確；電

報放貨下受貨人及託運人之權利方面，各法院亦有不同之見解。

                                                           

1 參閱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30 條之規定。 
2 或有稱之為電報放貨通知單或電放提單者，本文統稱之為電放載貨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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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徵我國法院裁判實務之見解不具可預見性，致使各相關航貿產

業增加風險管理之困難程度。國內亦少見對此深入探究之文獻，

因此有深入探究之必要性。本文即係對於此電報放貨方式下之法

律問題予以探究，分析當前學者及法院實務見解，並提出本文之

建議，期對於載貨證券之各當事人或關係人有其助益，促使我國

裁判實務之見解益臻於實質之公平性。 

貳、電報放貨之緣由及其實務運作 

海上貨物運送大都簽發載貨證券，此載貨證券係一有價證

券，依海商法第 60 條第 1 項準用民法第 630 條之規定，「受貨人

請求交付運送物時，應將提單交還」。運送人亦須收回載貨證

券，如未收回，將承受無單放貨之責任
3
。而電報放貨，係指託

運人於裝貨港將載貨證券正本全數繳回給運送人，請運送人在目

                                                           

3 依海商法第 58 條第 1 項之規定，「載貨證券有數份者，在貨物目的港請求

交付貨物之人，縱僅持有載貨證券一份，運送人或船長不得拒絕交付。不

在貨物目的港時，運送人或船長非接受載貨證券全數，不得為貨物之交

付。」又同條第 3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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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持有人之載貨證券對運送人失其效

力。」載貨證券上也多有印刷類似如下之文句：“If required by the Carrier, 

this Bill of Lading duly endorsed must be surrendered in exchange for the Goods 

or delivery order.”以及 “In witness whereof, the undersigned, on behalf of 

(Carrier), the Master and the owner of the Vessel, has signed the number of 

Bill(s) of Lading stated under, all of this tenor and date, one of which being 

accomplished, the others to stand void.”因此載貨證券如未收回，運送人承擔

著載貨證券持有人請求交付貨物時，應交付貨物之義務。如載貨證券尚未

收回，貨物已交付，則運送人對於該未領到貨物之合法的載貨證券持有

人，應負擔未能交付貨物之責任，亦即無單放貨之責任。因此收回載貨證

券係運送人須謹慎注意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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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港無須再收回載貨證券，直接交付貨物給受貨人。此電報放貨

已為實務上常用之放貨方式，東北亞及東南亞之海上貨物運送，

實務上貨物之交付多採電報放貨之方式
4
。究其原因，有以下幾

點
5
： 

一、航程短 

隨著科技的進步，海上運輸速度相較以往為快速，或因航程

較短，以致產生貨物已運抵目的港，受貨人尚未取得載貨證券，

無法提領貨物，貨物滯留港口產生費用及損失，因此託運人於裝

載港將全套正本載貨證券交還運送人或其代理人，並由託運人指

示運送人以電訊方式通知其在目地港之代理人，無須憑正本載貨

證券交付貨物予其所指定之受貨人。 

  

                                                           

4 古田伸一「サレンダーB/L：船荷証券を元地回収した運送」（2006 年 7 月

24 日）http://www7a.biglobe.ne.jp/~s_furuta/303.pdf（最後瀏覽日 2013 年 2

月 1 日）1 頁；鴻昇集團「海空運知識庫，為何要使用電放、電放流

程 ？ 」 http://www.e-glory.com.tw/projects/sea-knowledge/sea-knowledge-30. 

html（最後瀏覽日：2013 年 2 月 12 日）；「亞洲國家間採用電報放貨，歐

洲則較採用海上貨運單」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サレンダード B/L の仕組み

と留意点」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qa/export_04/04A-010716（最

後瀏覽日：2013 年 2 月 12 日）。 
5 經由筆者之訪談及以下相關文獻彙整而成。古田伸一（註 4 文）1 頁；蔣

躍川「中国におけるサレンダーB/L の法的問題」http://www.globalcoe-was 

eda-law-commerce.org/activity/pdf/24/14.pdf#search='%E4%B8%AD%E5%9B 

%BD%E3%81%AB%E3%81%8A%E3%81%91%E3%82%8B%E3%82%B5

%E3%83%AC%E3%83%B3%E3%83%80%E3%83%BCB%2FL%E3%81%A

E%E6%B3%95%E7%9A%84%E5%95%8F%E9%A1%8C'（最後瀏覽日：

2012 年 1 月 31 日），151-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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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便利性及費用節省 

海運承攬運送人與海運運送人間之運送契約下，因海運承攬

運送人多指定自己或其代理人為受貨人，亦無須藉由載貨證券予

以貿易，因此多要求電報放貨。如此除可較為便利為之，更可節

省郵寄載貨證券之費用，亦可避免郵寄之遺失問題。 

三、習慣性 

電報受領貨物之方式相較於在裝貨港收受正本載貨證券，目

的港繳回並受領貨物之方式簡單。多數的貨主已習慣此簡易方

式，因此即使無載貨證券可能晚到之情況，亦會約定採用電報放

貨之方式。 

四、對於海上貨運單（Sea Waybill）6
認知之缺乏 

雖然貨物相較於載貨證券早到目的港之問題，可以海上貨運

單之方式解決
7
。然實務上仍有許多海上貨運業者及貨主，對於

                                                           

6 國際海運協會將海上貨運單定義為「係不得轉讓之單據，為海上貨物運送

契約與接收、裝載貨物之證明，運送人負有將貨物交付其上所載受貨人之

義務。」張新平「海上貨運單之研究」氏著『海商法專題研究』（1995

年）3 頁。 
7 張新平（註 6 文）18-19 頁；羅俊瑋「論海上貨運單」政大法學評論 97 期

（2007 年 6 月）244 頁（以下簡稱註 7 文 1）；羅俊瑋「馮京 VS 馬涼─

論電報放貨通知是否為學理上之海上貨運單」全國律師月刊 2012 年 7 月

號 42 頁（以下簡稱註 7 文 2）；程學文「海上貨運單（Sea Waybill）與電

報放貨是否相同？─從最高法院九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八○五號及九十年

台上字第一七九三號民事判決談起」全國律師月刊 2012 年 2 月號 24 頁。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サレンダード B/L と Sea Waybill の違い」

http://www.jetro.go.jp/world/qa/t_basic/04C-070301（最後瀏覽日：201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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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貨運單並不熟悉，業者亦多無自己之海上貨運單格式，因此

仍多傾向於簽發載貨證券。 

五、其他原因 

有些運送人之卸貨港代理人欠缺收回載貨證券之認知，因此

採用電報放貨之方式。此外，於簽發載貨證券情況下，對於運送

人而言並非有利，蓋因受貨人因尚未取得載貨證券而未能及時提

領運送物，除海商法第 51 條規定之情形，運送人得以受貨人之

費用，將運送物寄存於倉庫外，運送人在一定之時間內，於運送

物交付前，仍須就運送物負看守及保管責任及相關倉租費用等。

再者，在使用貨櫃運送之情形，如受貨人不能即早提領貨物，並

將空櫃儘早交還運送人，也會影響運送人有關貨櫃之調度使

用  

8
。亦有謂「大陸海運須經轉運，情況特殊，不太容易在轉運

處提示單據，再發單據，更易發生此種」電報放貨之運送方

式 

9
。 

電報放貨之實務作業為，由託運人向運送人申請電報放貨，

提出出口電放保證書（切結書），該保證書（切結書）表明因電

放所生一切責任後果由託運人負擔，並繳回全套載貨證券。運送

人同意接受後，於其載貨證券上加註 “Surrendered” 或 “Telex 

release” 或 “Express release” 等字樣（以下總稱為電放字樣），收

回全套載貨證券，發給託運人有如上註記之載貨證券影本或副

本，再對目的港之代理人傳送電放通知，允許受貨人以電放載貨

                                                                                                                           

月 12 日）。 
8 程學文（註 7 文）26-27 頁。 
9 臺灣高等法院 88 年度上更（一）字第 35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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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換取小提單。因此託運人收到該電放載貨證券後，即傳真給

受貨人。受貨人則將蓋有其公司章之電放載貨證券及其或其代理

人於目的港所簽立之進口電放保證書（切結書）交給目的港運送

人或其代理人，目的港運送人或其代理人則依此電放載貨證券，

確認受貨人身分後，交付小提單予該受貨人。貨物抵達目的港

後，受貨人即可憑小提單提領貨物
10
。前述作業亦有，運送人未

交付載貨證券正本，直接發給託運人電放載貨證券之情形，省略

正本載貨證券之交付及收回之作業。此外，運送人亦有在其載貨

證券上之份數欄內，記載為「ZERO（0）」者
11
。 

有謂此電放載貨證券並無押匯擔保之機能，因此國貿條規及

信用狀統一慣例中並未規定。因此，L/C 交易或 D/A、D/P 交易

原則上應不適用
12
。但實務上如 L/C 上載明  “Surrender B/L 

                                                           

10 劉宗榮『新海商法』（2007 年）312 頁；羅俊瑋（註 7 文 2）35 頁；藤田

和孝「船荷証券の元地回収と荷受人の運送品引渡請求─いわゆるサレン

ダーB/L について─」海事法研究会誌 206 期（2010 年 2 月）3 頁；古田

伸一（註 4 文）2 頁；古田伸一「船荷証券元地回収による運送」物流問

題研究 48 期（2007 年 1 月）18 頁。 
11 程學文（註 7 文）27 頁。亦有謂實務上「電放有時根本不發單證，船舶所

有人核對由承攬運送人發的『分提單』（House Bill of Lading）留底，在裝

貨港直接用電報作指示，即予放貨。方便相對的就是風險。目前許多貨櫃

船的船舶所有人，劃分艙位與承攬運送人，船舶所有人與承攬運送人間雖

或訂有契約，卻以互信為基礎，船舶所有人不進行了解承攬運送人所簽發

的提單細節，根據每航次查驗分提單副本即電報通知、尤其是大陸之船務

代理行放貨，既不依傳統方式，與承攬運送人間簽訂任何單據，使收、交

貨可資依憑之單證，當然更沒有收回正本單正再放貨的程序，潛在風險令

人憂心」。王肖卿「記名單證引起的法律不同意見」東吳法律學報 20 卷 2
期（2008 年 10 月）297 頁。此種完全未簽發載貨證券，而以承攬運送人

之分提單為電報放貨之方式，非本文所論述之範圍。 
12 合田浩之「船荷証券の元地回収について」日本貿易學會年報 43 號

（2006 年）2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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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ble” 等文句，銀行亦有可能會接受電放載貨證券之押匯。

此多為大公司與開狀銀行間有良好之信用關係，因此開狀銀行同

意接受電放載貨證券
13
。是故，電放載貨證券多為記名式

14
。 

參、我國法院對於電報放貨法律問題之實務見解 

一、電報放貨方式下「已繳回」正本載貨證券

之效力 

電放實務下「已繳回」載貨證券是否有其效力，有謂有效

者，亦有謂無效者。認為有效者，「以電報放貨方式，而將載貨

證券正本交還上訴人，或要求上訴人不交付載貨證券正本，而僅

交付載貨證券之影本，均不影響本件上訴人有簽發載貨證券之事

實。」縱然載貨證券影本上「載貨證券原本份數」欄位記載為

「ZERO（0）」亦然，蓋因此一記載係表示無載貨證券原本在外

流通之意，並非指上訴人未簽發載貨證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院 96 年度海商上更（一）字第 2 號判決
15
）。亦有直接認為運送人

既已簽發載貨證券，即應依載貨證券之法律關係負責者（臺灣高

等法院 96 年度海商上字第 9 號判決）。「縱認託運人為電報放貨

而將載貨證券正本繳回，其法律性質係託運人取得載貨證券正

本，以占有改定方式（民法第 761 條第 2 項）將載貨證券交付受

貨人，再為受貨人領取貨物之目的將載貨證券繳回，使受貨人得

                                                           

13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註 4 文）；古田伸一（註 10 文）18 頁。 
14 古田伸一（註 10 文）19 頁； 
15 此判決因提起第三審上訴後撤回而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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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實際提示載貨證券即得領取載貨證券所示貨物，然受貨人既

非託運人，不得基於運送契約對運送人有所主張，其與運送人之

關係，僅得依載貨證券文義定之」（臺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海商上

易字第 8 號判決）。 

認為無效者，有直接認定電報放貨下即無載貨證券之簽發

者，如「本件運送契約係以電報放貨之方式提貨，被上訴人並未

簽發載貨證券正本等情，有前開託運單及系爭載貨證券影本分別

記載『電放』、『SURRENDERED』可憑」（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

上字第 1352 號判決）。亦有認為繳回全數載貨證券後，改採電報

放貨，即取消載貨證券之簽發，如「本件被上訴人原雖自上訴人

公司取得載貨證券，惟因兩造就系爭運送改採電報放貨，被上訴

人因而於出口地之裝載港，繳回載貨證券予上訴人，……採『電報

放貨』，果爾，……被上訴人僅得依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

不得依載貨證券之法律關係為請求」（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05 號判決）。此外，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89 年度保險上字第 9

號判決謂，「載貨證券上蓋有『SURRENDEREED』註記，乃係運

送人收回載貨證券正本時，在其上蓋此章作為收回載貨證券之證

明，亦含有註銷此份載貨證券效用之涵義，此即當裝貨港之運送

人收回正本載貨證券，以電報通知卸貨港的代理行將貨物放行之

方式，係屬『電報放貨』作業程序，有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

同業公會函可按……
16
」（法官似係受臺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

業公會函覆影響而為此認定）。 

                                                           

16 本案經被告上訴第三審，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381 號裁定，以上訴

不合法駁回上訴，未遑指正，原判決即告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