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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共分文七章，茲分述各章論述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

論：說明撰寫本論文的動機、研究範圍及方法。 第二章船舶拖帶之基本

概念：說明船舶拖帶之歷史沿革、定義、拖船與被拖船之類型、特徵、

拖帶設備以及拖船行為之意義及其類型等基本概念。另因各國學說對於

船舶拖帶之定義不盡相同，有單純就船舶拖帶之固有內涵，予以定義

者，亦有為表示船舶拖帶有各種不同法律類型存在，而於船舶拖帶定義

中，加入僱傭契約或承攬契約之要素者，本章以日本、法國及我國學說

見解為例，說明各個學說對於船舶拖帶定義之差異後，再自上開船舶拖

帶之基本概念為出發點，探討船舶拖帶之定義內涵，以及拖船行為之客



體是否以船舶為限等問題。 第三章船舶拖帶之法律性質：由於船舶拖帶

在各種情形下所顯現的態樣不同，因此各國學說或實務上對於船舶拖帶

之法律性質及其判斷標準為何？意見亦不相同。在船舶拖帶之法律性質

方面，有主張船舶拖帶係屬單一的物品運送契約、僱傭契約或承攬契約

性質者，以及主張船舶拖帶並非單一之法律性質，而係有多種法律性質

之契約類型存在者二類。在判斷標準方面，則有主張應依船舶拖帶客觀

事實之表徵，例如，拖船列航行指揮權之所在、被拖船之型態或拖船有

無保管被拖船之事實為判斷標準，以及主張應以拖船契約之內容為判斷

標準二者。本章即列舉德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及我國，對於船舶拖

帶法律性質及其判斷標準之各個學說見解，予以歸納分析，據此說明船

舶拖帶之法律性質及其判斷標準。 第四章船舶拖帶之對內關係：在考量

船舶拖帶之特性，參酌外國及我國法令規定、學說及實務判例見解後，

依法理解釋，說明拖船所有人與被拖船所有人間，包括拖船所有人之權

利、拖船所有人對被拖船所有人所負擔之義務與責任、被拖船所有人之

義務等內部之權利義務，以及拖船與被拖船在履行拖船契約之過程中，

發生碰撞時，究應屬拖船契約之債務不履行，抑或應適用海商法船舶碰

撞規定予以解決。在拖船所有人方面，擁有拖船列航行指揮權、拖船費

請求權、代船使用權、偏離航路權、拖船行為拒絕權、輔助拖船使用權

等權利。負擔提供船舶義務、航行條件考量義務、拖帶能力擔保義務、

服從指揮命令義務、提供拖船纜繩及注意距離品質義務、編成拖船列義

務、適當調整拖船列義務、有效監視被拖船義務、檢查被拖船及為措置

義務、遵循拖帶程序義務、懸掛拖船燈義務等義務。對於被拖船因其履

行拖船契約義務時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損害，視有無參雜拖船方面之侵

權行為在內，而負有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抑或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二者競合存在。在被拖船所有人

之義務與責任方面，負有完成發航準備義務、堪航能力擔保義務、服從

指揮命令義務、給付拖船費義務、受領進出港許可義務、跟隨航行義

務、據實說明義務及協力義務等義務，且亦須負擔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

為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章船舶拖帶之對外關係：探討在拖船契約履行

過程中，拖船與被拖船對於第三人因構成拖船列之船舶之侵權行為所生

之損害賠償責任關係，討論重點在於，因拖船或被拖船之過失，致與第

三船發生碰撞時，應由拖船列中何艘船舶之所有人對外負損害賠償責任

及其理論依據。其中介紹原僅適用於航行法上，嗣影響拖船列對外責任

甚鉅之拖船列一體原則之起源、發展過程及其內涵，以及德國、法國、

義大利及日本等國，在受到拖船列一體原則之影響後，學說及實務上對

於拖船列對外責任之各種見解及理論基礎。並自拖船列一體原則，探討

我國現行海商法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三條之規範意旨。 第六章船舶拖帶

與其他概念：分為船舶拖帶與海難救助及船舶拖帶與共同海損二部分。

前者，主要在釐清船舶拖帶與海難救助之差異，援引一九一０年海難救

助統一公約規定，說明在拖船契約履行過程中，若有由拖船救助發生海

難之被拖船時，拖船與被拖船之間得否成立海難救助、判斷標準及其與

既存之拖船契約間之關係，並就我國現行海商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規

定，提出修法建議。後者，則以各個學說見解為基礎，探討拖船契約履

行過程中，拖船與被拖船發生共同危險時，因為避免拖船與被拖船之共



同危險之故意合理行為所致之損害及費用，在拖船與被拖船間得否成立

共同海損之問題。並以一九七四年約克安特衛普公約明定視為共同海損

之損害及費用，例如，因撲滅船上失火所生之損害及費用、割棄船柏之

部分所生之損害及費用、故意擱淺所生之損害及費用、浮起擱淺所生之

損害及費用、供作燃料所生之損害及費用、避難所生之損害及費用、海

難救助所生之損害及費用、替代費用、因籌措資金所生之損害及費用、

共同海損損害及費用之利息以及過度使用機械設備中損害、投棄所生之

損害及費用、轉運費用、在船舶及或載間,因避難港缺乏裝卸設備，致須

破壞毀損船身進行裝卸工作所生之損害及費用等，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於

拖船列之範圍。 第七章結論：總結上述各章節所論述之結論，就我國海

商法規定不足之處，提出個人之修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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