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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六章，略述研究之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分為四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緣起；第二節研究架構，說明各章節之範

圍；第三節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說明研究題材為何及主要之研究方法；

第四節研究結果，探討國際公約、外國立法例及我國海商法規定，察知立

法趨勢，以期有效解決關於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之紛爭。 第二章 船

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之概念 第一節先對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意義作一

界定。第二節說明獎勵航海事業之政策普遍被世界各國採用的事實與理

由，繼而指出，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所以存在之理由。因法律制度，貴在

公允，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造成對於債權人之不利益，有賴船舶優先

權制度作一緩和，於第三節中說明。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主體須作一闡

述，何謂「船舶所有人」就國際公約，我國海商法之法律規定，在第四節

中論述。 第三章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之歷史發展 本制度確切的起

源已無法認定，本章係說明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十七世紀以前古老、中世

紀的法律淵源及以國際公約之演變為主，論述十七世紀以後之形成發展。 

第四章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立法主義 就各國立法例中所採立法主義之

型態加以介紹，雖然各國所採用之本制度在基本原則上，毫無二致，但是

在執行方式上，卻有所不同，進而各國立法例概分為：委棄主義、執行主

義、金額主義、船價主義、選擇主義以及併用主義第六大類，並分別各以

一節的篇幅介紹各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主要內容與優劣等問題。亦論述目

前我國所採用的制度性質上應屬船價主義兼採金額主義。 第五章 主張船

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要件 就我國責任限制之項目、例外及標的等有關之問

題，於各節中做詳細的闡釋。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歷經三百年左右的

演進，在精神上已自船舶所有人的保護轉而兼顧受害人權益的保護，因上

述基本精神的改變而導致了責任限制項目的減縮，責任限制例外的擴張，

責任限制標的增加，以及責任限制本身以外諸種有利於受害人之演變。修

正前之海商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有九種項目，修正後海商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之事項減縮為四種，在第一節說明。修正前海商法第二十二條有三種

責任限制之例外，修正後第二十二條增加為六種，其性質、理由及缺失在

第二節探究。仍抱殘守著「船價主義為主」之我國，有關「船舶價值」之

證明及估計標準，運費、附屬費之範圍均在第三節論說。 一九二四年海船

所有人責任限制統一公約、一九五七年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國際公約及一

九七六年海事求償責任限制公約為吾國海商法之部分法源，故以國際公約

規定之角度為研究重點，以釐清吾國海商法規定較為模糊或刻意保留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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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民國八十八年版。 54.劉清景，海商法，學知出版社，民國八十四

年。 55.劉宗榮，海商法，自刊，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初版。 56.賴來焜，最

新海商法論，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一年一月。 二、期刊論文

（依姓氏筆劃排列） 1.王肖卿，「論海商法修正草案」，交通建設，第四

十卷第十期，民國八十年十月。 2.王淑芬，論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吾國

立法之建議，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3.尹章華，

「我國海商法法理結構之探討」，航貿周刊，第九一二二卷，民國八十年

七月二十八日。 4.尹章華，「論船舶優先權與船舶所有人限制責任之法理

關係」，法學叢刊，第一四四期，民國八十年十月。 5.立法院公報，第七

十期（上），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版。 6.朱柏松，「我國核子損

害賠償法之構成及修正」，法學叢刊，第一四六期,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7.

林恆志，兩岸海商法有關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立法之比較研究，海洋法律

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碩士論文。 8.林群弼，「吾國現行海商法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之探討」，法令月刊，第五十一卷第十期，民國八十九年十

月。 9.林群弼，「由海商法第二十一條論船舶所有人之責任限制」，國立

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四期，民國九十年四月。 10.柯澤東，我國海商法

修訂之管見，航運與貿易第三八四期，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11.柯澤東，

我國海商法「通則」及「船舶」兩章修訂之研究，台大法學論叢，第十六

卷第一期，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 12.柯澤東，海商法演進之回顧與前瞻

－邁入新世紀國際同化之理想與困境，萬國法學，第一Ｏ四期，民國八十

八年四月。 13.柯澤東，海商法演進之回顧與前瞻－邁入新世紀國際同化

之理想與困境（續前期），萬國法學，第一Ｏ五期，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14.柯澤東，我國海商法修正評述，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十期，民國八十九

年五月。 15.柯澤東，新海商法溯源－實體統一國際公約對我國海商法修

正之影響，月旦法學，第六期，民國八十九年五月。 16.陳荔彤，海洋環

境污染的國際法規範，中興法學，第三十八期，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17.

許岳弘，「論船舶所有人之責任限制」，法令月刊，第四十三卷第一期，

民國八十一年一月。 18.許岳弘，「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對海上保險理賠

與代位求償之影響」，保險專刊，第二十九期，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19.

許美玲，「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制度之歷史發展與國際統一法化之研

究」，東吳大學法律學報，第十卷一期，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20.黃裕

凱，「吾國新海商法有關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法制之批評及再修訂建

議」，萬國法律，第一Ｏ八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 21.張新平，「海

商法有關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及海事優先權規定之探討」，台灣本土法

學，第十五期，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22.張元宵、尹章華，「涉外船舶擱

淺污染海事案件選法適用之研究－以『阿瑪斯輪』油污染消除及船貨移除

案件為中心」，法學叢刊，第一八七期，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23.溫弘

道，論「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演進及其未來之地位」，文化海洋研究

所，民國七十一年碩士論文。 24.景熙焱，「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之今

昔」，華岡法粹十三期，民國七十年六月，第五十二頁。 25.楊仁壽，

「海商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性格」，航運與貿易，第三百四十

期，民國七十三年 貳、日文文獻（依姓氏筆劃排列） 1.小町谷操三，商法

講義（卷三．海商），有斐閣，昭和十九年二月。 2.中村真澄，海商法，

成文堂，平成二年四月初版。 3.中村真澄，海上物品運送人責任論，成文

堂，昭和四十九年。 4.戶田修三，海商法，東京 : 文真堂，昭和五十八年

第三版。 5.田中英夫編纂，英米法辭典。 6.寺田逸郎，海事債權責任限制

條約ヘの加入と船主責任限制法の改正，海法會誌，復刊號第 26 號。 7.

谷川久，海事條約における SDR 條項について，海法會誌，復刊號第 23

號。 8.松本烝治，海商法（再版），中央大學，大正十一年。 9.松本烝

治，商行為法（三二版），有斐閣，大正三年。 10.松波仁一郎，日本海

商法，有斐閣，大正六年十月。 11.長谷川雄一，基本商法講義（海商

法），成文堂，昭和六十三年九月初版。 12.重田晴生，海商法，青林書

院，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版。 13.重田晴生，アメリカ船主責任限制制度

の研究，成文堂，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 14.重田晴生、中元啟司，海

商法，青林書院，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版。 15.烏賀陽然良，海商法論，

弘文堂，昭和十二年四月。 16.鈴木竹雄、石井照久合著，中華民國海商

法，上卷。 17.稻葉威雄、寺田逸郎合者，船舶の所有者等の責任の限制

に關する法律の解說，發行所財団法人法曹会，平成元年八月三十日第一

版。 18.鴻常夫、北沢正啟編修，英米商事法辭典。 19.藤崎道好，海商法

概論，成文堂，昭和五十三年。 參、英文文獻（按字母順序排列） 

1.Black & Gilmore, The Law of Admiralty, 2nd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1975. 

2.Braekhus & Rein, Jeremy Kingsley, P&I Handbook, GARD, 3rd edit. 3.Clive M. 

Schmitthoff, Schmitthoff’s Export Trade, ninth edition, 1990, Stevens & Sons. 

4.Cowan, Oil and Water-the Torrey Canyon Disaster, N.Y. 1968. 5.E.R. Hardy 

Ivamy,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twelfth edition, Butterworths, 1985. 6.E.R. Hardy 

Ivamy, Encyclopedia of Shipping Law Sources (U.K.),1985, Lloyd’s of London 



Press LTD. 7.Gilmore Black, The Law of Admiralty, 1957. 8.Grant Gilmore & 

Charles L. Black, The Law of Admiralty, second deition, 1975, The Foundation 

Press. 9.Kenneth C. McGuffie, P.A. Fugeman and P.V. Gray, Admiralty Practice, 

1975, Sstevens and Sons. 10.Michael J. Mustill and Jonathan C.B. Gilman, 

Arnould’s L. 11.Nagendra Sing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f Merchant Shipping, 

Stevens & Sons, London, 1963. 12.Patrick Griggs and Richard Williams,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Lloyd’s of Press, London, 1986. 

13.P.Griggs and R.Williams,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time Claims,1991. 

14.Raoul Colinvaux, Carver’s Carriage by Sea, Thirteenth Edition, London 

Stevens & Sons, 1982, Volume1. 15.Richard Hudson, Butterworths Insurance Law 

Handbook, vol.1-2, second edition, 1986, Butterworths. 16.Robert H. Brown, Marine 

Insurance, vol.1-3 (Principles, Cargo Practice, Hull Practice), 4th edition, 1985, 

Witherby & Co.LTD. 17.R.H. Brown, The Institute Cargo Clauses, 1982, Witherby 

& Co. LTD. 18.W.E. Astl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London: Fairplay Publication 

LTD.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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