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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方法與範圍 因二○○一年阿瑪斯號油污事件，讓人體悟有

效且迅速之海難救助遠比事後求償來的重要，因此藉由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

救助公約為中心，進而論述國際通行之勞伊茲標準格式救助契約，並以大陸

海商法與我國制度相互比較。 第二章 海難救助行為 試著先敘述海難救助之

基本意義、法律性質、成立要件，並進而再介紹國際間相關之海難救助契

約。 第三章 國際海難救助公約 本章介紹一九八九年海難救助公約之沿革、

產生背景，及其中重要內容，並進而論述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與勞

伊茲救助契約相結合後之相關規定。 第四章 我國海難救助制度 以我國海商

法海難救助之規定為基礎，論述海難救助準據法之適用，並將之與一九八九

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相互比較。 第五章 兩岸海難救助之比較 本章全盤介紹

大陸海商法有關海難救助之制度，因大陸有關海難救助之規定幾將一九八九

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直接引用，是大陸海難救助制度規範甚為完善，值得我

國參考。 第六章 海難救助之其他法律概念 海難救助制度於實際發生船難

時，通常會與船舶拖帶、共同海損及海上保險息息相關，因此有必要就上開

法律概念與海難救助間之關連為一說明。 第七章 結論 以我國目前海商法有

關海難救助章不明確之處提出討論，以為再修法之參考。  

摘

要

(

Abstract Chapter 1 motivation, thesis and research scopes The incident of oil spill 

pollution of M/V Amorgos ship happened in 2001, have made us realized making 

assistance and salvage at sea efficiently and fas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emanding 



英

) 

compensation afterwards. As a resul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is 

the main issue needed to be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Furthermore, the 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would be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as well, and 

then the salvage of Maritime Law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would b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Chapter 2 Assistance and Salvage at sea The 

chapter states the basic definition, character and the requirement of salvage.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international Contract on Salvage. Chapter 3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background, impor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furthermore discusses the connection of 

that to the 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Chapter 4 Salvage in 

Taiwan On the basis of salvage system on Maritime Law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of 

applicable law of salvage is st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5 The comparis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law of salvage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salvage of Maritime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alvage of Maritime Law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therefore it is quite thorough and even better than Taiwan’s. As a result, it’s worthy 

to make reference to it. Chapter 6 The conception of towage of ship, general average, 

and marine insurance The salvage system usually relates to towage of ship, general 

average and marine insurance in the occurrence of wreckage. Therefore to st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ion of towage of ship, general average, and marine 

insurance and the salvage system is necessary. Chapter 7 Conclusion Summarizing the 

discussion and review above and commenting the defect of the legislation institution, 

this chapter provides the suggestion for the reference of revising the present salvage act.  

論

文

目

次

第一章緒論………………………………………………………………………1 第

一節研究動機………………………………………………………………1 第二節

研究方法………………………………………………………………2 第三節研究

範圍………………………………………………………………3 第二章海難救助

行為…………………………………………………………4 第一節現代海難救助

之基本概念……………………………………………4 第一項海難救助之意義及

法律性質……………………………………4 第二項救助之主

體………………………………………………………6 第三項救助客

體…………………………………………………………9 第二節海難救助之成立

要件……………………………………………12 第三節海難救助契

約…………………………………………………………15 第一項海難救助契約

之訂立……………………………………………16 第二項海難救助契

約……………………………………………………17 第一款勞伊茲標準格式救

助契約……………………………………17 第二款內國救助契

約…………………………………………………25 第三章國際海難救助公

約……………………………………………………30 第一節相關海難救助公約

之沿革……………………………………………30 第二節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

救助公約………………………………………31 第一項產生之背

景……………………………………………………31 第二項制訂之經

過……………………………………………………33 第三項公約之內



容……………………………………………………34 第四項「無效果無報酬」

原則修正……………………………………38 第一款救助報酬的估

算…………………………………………38 第二款救助報酬之創新規

定……………………………………39 第三款為鼓勵救助服務的新救助報酬制

度……………………40 第四款支付救助報酬之主

體……………………………………41 第五款救助報酬之分

配…………………………………………43 第五項環境保護之課題兼論第十四

條特別補償…………………45 第一款環境保護之加

強…………………………………………45 第二款政府的權利及義

務………………………………………46 第三款第十四條特別補

償………………………………………47 第六項救助報酬債權的保

護…………………………………………54 第一款提供擔保之責

任…………………………………………54 第二款海事優先

權………………………………………………55 第三款暫定給

付…………………………………………………55 第七項國際性海難救助契約

之修正…………………………………56 第一款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

與一九八○年勞伊茲標準救助契約之比較………………………………56 第一

目修正目的……………………………………………56 第二目最低淨值條款的

適用對象…………………………58 第三目過失行為所致之法律效

果…………………………59 第四目最低淨值適用時

機…………………………………59 第五目最低淨值報酬的求償對

象…………………………60 第六目最低淨值報酬的求償對

象…………………………60 第七目救助費用所得附加的限

度…………………………61 第八目利息規定的差

異……………………………………62 第二款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和

一九九○年勞伊茲標準救助契約的結

合…………………………………………62 第一目擴張附加報酬的適用範

圍…………………………63 第二目擴張最低淨值報酬的範

圍…………………………64 第三目擴張地理上的範

圍…………………………………65 第四目救助客體範圍的擴

大………………………………65 第五目契約當事人責

任……………………………………66 第三款一九九○年勞伊茲標準救助契約

與一九八○年勞伊茲標準救助之相異處……………………………………67 第

一目適用範圍的界定……………………………………67 第二目擔保條

款……………………………………………68 第三目仲裁條

款……………………………………………69 第四目利息的給

付…………………………………………69 第五目救助服務的終止

權…………………………………70 第四款晚近之發展－二○○○年特別補償

金防護及補償協會條款及二○○○年勞伊茲標準救助契約……………70 第一

目二○○○年特別補償金防護及補償協會條款……71 第二目二○○○年勞伊

茲標準救助契約…………………76 第三目勞伊茲標準救助及仲裁條

款………………………80 第四目勞伊茲程序規

則……………………………………83 第四章我國海難救助之制

度………………………………………………84 第一節我國海商法之規



定……………………………………………………84 第二節海難救助法之準據

法…………………………………………………85 第一項海難救助法律關係基

本問題…………………………………85 第一款涉外事件特殊連繫因素－船舶

國籍……………………85 第二款海難救助之定

性…………………………………………86 第二項海難救助契約準據決

定………………………………………87 第一款當事人合意選擇準據法－當事

人意思自主原則………88 第二款當事人未合意選擇準據

法………………………………88 第三項海難救助準據

法………………………………………………90 第一款統一

論……………………………………………………91 第二款區別

論……………………………………………………93 第四項準據法適用範

圍………………………………………………95 第五項結

語……………………………………………………………95 第三款我國海商法

與一九八九年國際海難救助公約之比較………………96 第一項救助標

的………………………………………………………97 第一款對財物救

助………………………………………………97 第二款對人命救

助………………………………………………98 第三款防止或減輕環境損

害……………………………………98 第二項當事人義

務……………………………………………………99 第一款施救人的義

務……………………………………………99 第二款被救助船舶或其他財物所

有人之義務………………102 第三款小

結………………………………………………………103 第三項施救人之報

酬………………………………………………103 第一款無效果即無報酬原

則…………………………………104 第二款姊妹船救助之報

酬………………………………………105 第三款報酬金額之決

定…………………………………………106 第四款不得請求報酬之規

定……………………………………108 第四項環境損害之特別補

償…………………………………………110 第一款何謂「環境損

害」…………………………………………110 第二款特別補

償…………………………………………………110 第五項契約之救

助……………………………………………………112 第六項軍艦或公務船舶之

救助………………………………………113 第四節我國海商法海難救助制度之

檢討…………………………………115 第五章兩岸海難救助之比

較………………………………………………117 第一節序

言…………………………………………………………………117 第二節大陸海

難救助之制度…………………………………………119 第一項適用水

域………………………………………………………119 第二項救助客

體………………………………………………………120 第三項船長救助人命之

義務…………………………………………121 第四項救助合

同………………………………………………………122 第五項權利及義

務……………………………………………………123 第六項報酬規

定………………………………………………………124 第七項救助款

項………………………………………………………131 第八項同一所有人之船

舶救助………………………………………134 第九項主管機關之救



助………………………………………………135 第三節大陸海難救助與我國海

難救助制度之差異………………………136 第六章海難救助與其他法律概

念…………………………………………138 第一節海難救助與船舶拖

帶………………………………………………138 第一項船舶拖帶之意

義………………………………………………138 第二項海難救助與船舶拖帶之

比較…………………………………139 第三項海難救助與船舶拖帶之區

別…………………………………141 第四項海難救助與船舶拖帶之轉

換…………………………………142 第一款船舶拖帶轉換為海難救

助………………………………143 第二款海難救助轉換為船舶拖

帶………………………………145 第三款舉證責

任…………………………………………………145 第二節海難救助與共同海

損………………………………………………145 第一項共同海損之意

義………………………………………………146 第二項海難救助與共同海損之

區別…………………………………147 第三項海難救助與共同海損之相互適

用……………………………149 第三節海難救助與海上保

險………………………………………………150 第一項保險人對於救助費用之

賠償…………………………………150 第二項海難救助與海上保險之實務層

面……………………………151 第七章結

論……………………………………………………………………156  

參

考

文

獻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一、書籍 1、王衛恥，海上保險法與共同海損，文笙

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 10 月。 2、林益山，國際私法各論，興大法學叢

書編輯委員會，1996 年 6 月。 3、洪應灶，國際私法，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社，1988 年 7 月，4 版。 4、施智謀，海商法，自版，1979 年，初版。 5、桂

裕，海商法新論，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 5 月，4 版 6、陳榮傳，國

際私法各論集，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9 月。 7、陳猷龍、林群

弼、梁宇賢、張新平、尹章華、李復甸、崔卞生等人著，兩岸海商法比較導

讀，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 8、梁宇賢，海商法論，三民書

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8 月。 9、陸亞東，國際私法，正中書局股份有限

公司，1992 年 10 月。 10、黃隆豐，海難救助之法律問題，聯經出版社，1986

年。 11、曾國雄、張志清著，海商法，航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8

月。 12、楊仁壽，最新海商法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修

訂版。 13、賴來焜，海事國際私法（下），神州出版社，2002 年 8 月。 14、

魏靜芬，國際海洋法與海域執法，神州出版社，2001 年 6 月。 15、蘇遠成，

國際私法，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11 月。 16、蔡鎮順，海商法研

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年 9 月。 17、柯澤東，海商法修訂新論，自版，

2000 年 11 月初版。 18、劉宗榮，海商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4

月初版。 19、張元宵、尹章華，兩岸海商法，文笙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2 月初版。 二、期刊文獻 1、王肖卿，一九九○年勞氏救助契約之探討，

航貿週刊，第 9108 期，1991 年 4 月。 2、吳光平，海難救助準據法之研究，

台灣海洋法學報，2003 年 12 月。 3、吳光平，論國際私法發展之新趨勢，軍

法專刊第 48 卷第 3 期，2002 年 3 月。 4、張志清，我國海商法對海難救助規

定之適用性研究-兼論一九八九年海難救助公約及二○○○年勞伊茲標準格式

海難救助合同之內容，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運學報，第八期，2001 年 1 月。 

5、黃裕凱，私救助一國際私海難救助法之晚近發展一 LOF 2000 及 SCOPIC 



2000，全國律師，2004 年 3 月。 6、黃裕凱，1989 年聯合國海難救助公約第

十四條特別補償金 The Nagasaki Spirit 案（上），海運月刊，1997 年 4 月。 

7、黃隆豐，論海上救助事件的準據法，法學叢刊，第 102 期，1980 年 7 月。 

8、鄭田衛，就國際標準論大陸海難救助法律制度－大陸「海商法」海難救助

章的立法得失，中華民國海運月刊，1998 年 10 月。 9、鄭田衛，海難救助合

同格式之比較，海運月刊，1999 年 11 月。 10、鄭田衛，海難救助行為構成

之比較研究（上）（下），中華民國海運月刊，2001 年 6、7 月。 11、聶紹

雄，海難救助與海上保險，法學論著第 1349 期，2003 年 3 月。 12、張志清、

祈敏、銀柳生三人合著，我國海難救助制度之探討，航運季刊，2003 年 6

月。 13、饒瑞正，拖帶與海難救助，保險專刊，2001 年 3 月。 14、鄭田衛，

海難救助款項之比較研究，海運月刊，2000 年 10 月。 15、周偉，勞氏海上

就難契約與修訂之 P＆I 特別補償條款，海運月刊，2000 年 4 月。 三、學位論

文 1、徐當仁，救助契約與海上保險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1983 年。 2、黎文德，保險人對於救助費用賠償之研究，國立海洋

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 6 月。 3、楊育純，一九八九年海難

救助公約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12 月。 

4、祈敏，我國海難救助制度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航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年。 5、吳麗英，船舶拖帶之研究，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 年 12 月。 6、吳光平，代理法律衝突及其選法之國際私法問題－準

據法選擇方法論的回顧及前瞻，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6 月。 7、舒瑞金，海商法上海難救助之研究，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

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 8、黃國兆，我國海難沈船及擱淺之處理研

究，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9、黃隆豐，現代海

難救助法律問題之研究，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10、李松

樵，中美海難救助作業系統實務比較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 年。 四、電子資料 1、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http://www.safesea.com/boating_info/salvage/salcon_89.pdf#search='International%20C

onvention%20on%20Salvage%2C%201989'（visited on 2006/4/26） 2、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1995 

https://www.lloydsagency.com/Agency/Agency.nsf/vwAll/856731F0768244CB80256B8

F0034E2BD?OpenDocument（visited on 2006/4/26） 3、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2000 

https://www.lloydsagency.com/Agency/Agency.nsf/vwAll/856731F0768244CB80256B8

F0034E2BD/$file/lof%202000.pdf （visited on 2006/4/26） 4、Lloyd’s Standard 

Salvage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https://www.lloydsagency.com/Agency/Agency.nsf/f03ef5d2c4a8329580256a700049219

8/856731f0768244cb80256b8f0034e2bd/$FILE/Standard%20Salvage%20and%20Arbitr

ation%20Clauses2000.pdf#search='Lloyd%E2%80%99s%20Standard%20Salvage%20an

d%20Arbitration%20Clauses'（visited on 2006/4/27） 5、Lloyd's Procedural Rules 

https://www.lloydsagency.com/Agency/Agency.nsf/vwAll/856731F0768244CB80256B8

F0034E2BD/$file/1995%20procedural%20rules.pdf#search='Lloyd%E2%80%99s%20Pr

ocedural%20Rules'（visited on 2006/4/27） 6、Special Compensation Protection and 

Indemnity Clauses（SCOPIC） http://www.marine-

salvage.com/documents/scopic2000.pdf#search='SCOPIC'（visited on 2006/4/27） 7、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especting Assistance and Salvage at 

Sea,1910 http://www.admiraltylawguide.com/conven/salvage1910.html（visited on 

2006/4/26） 8、大陸海商法 

http://www.tbweb.com.tw/tbdoc/tbsd03.asp?docs=mfl1992-11-07（拜訪時間：

2006/4/27） 貳、外文部分 1、Anthony Miller, Lloyd's Standard Form of Salvage 

Agreement, LOF 1980,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12, No.2, Jan. 1981. 2、Donald A.Kerr,The 1989 Salvage Convention: expediency 

or equity?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20, No.4, October 1989 3、

Edgar Gold, Marine Salvage: Towards a New Regim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20, No.4, October 1989 4、Geoffrey Brice, Salvage: Present and Future,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Part3, Aug.1984 5、Geoffrey 

Brice, Salvage and Enhanced Awards,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Part1, Feb.1985 6、Michael Ker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1989-How It Came to b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39, 

July 1990 7、Michael Alle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and LOF 1990,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22, No.1, Jan.1991 8、N.J.J. Gaskell,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alvage 19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4, No.4, Nov. 1989 9、Nicholas Gaskell，LOF 1990, 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Part 1, Feb. 1991 10、Steven J. Hazel, P&I 

clubs Law and Practice, Third Edition, 2001 11、Lloyd's Law Report, vol.1, 1975,The 

ILO, Lloyd’s Law Report, vol.1, 1982, The Helenus and Montagu, Lloyd’s Law 

Report, vol.2, 1982 12、Rabel, Ernst, The Conflict of Laws: A comparative study, vol. 

Three. Second ed. 1973 13、The Tojo Maru, Lloyd's Law Report, vol.1, 1971 14、

Salvage, Sea Venture, vol.13, Oct. 1990 15、Lloyd's Maritime and Commercial Law 

Quarterly, Part 1, Feb. 1991  

論

文

頁

數

161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