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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Letter of credit eUCP1.1 UCP600  

摘要

(中) 

論文提要 電子商務盛行，國際貿易亦開始逐漸走向電子化，然而，國際

貿易之電子化係包括貿易、運送、保險、金融及通關等流程之電子化問

題；其中貿易部分之電子化，係有關於電子市集提供買賣相關資訊、撮合



當事人，電子契約成立及效力等資訊流之供應，運送方面乃是屬於物流如

何電子化之問題，如貿易標的貨物之運送、交付，物權移轉。保險則有如

電子保險契約、電子保單等，金融則是著重於電子方式的付款及電子票據

等金流問題，通關有如各國海關通關程序及通關文件等電子化部分，其所

需工程及涉及範圍將十分深奧寬廣。電子商務是利用電子數據交換 EDI 或

XML 展延式標示語言應用於商業上，此時，跨國貿易因涉及兩國以上貿

易、運送、保險及海關等事項，在各國法規尚未統合之情況下，其運作上

所生之法律問題遠比國內電子買賣交易行為更為複雜。我國是資訊科技供

應大國，又以對外貿易為經濟命脈，對此不能置身事外。 於國際貿易

中，常用之付款條件－信用狀交易，因使用最多之貿易文件及書類，且應

用上頗具歷史，若欲進行及研究國際貿易電子化時，乃最具脈絡可供探

究。適逢今年七月 ICC 即將施行新版的信用狀統一慣例 UCP600，並且同

步公布施行修訂後之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 eUCP1.1 版，有鑑於此，本文擬

就國際貿易電子所引發信用狀交易電子化將面臨諸般技術上機制、法律上

機制等問題進行探討，期能有助於瞭解爭議解決問題。 本文討論範圍各

章摘要為第一章：緒論，分別說明本論文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研究方法及

架構，即分析現行電子設備對電子商務及國際貿易之影響及國際貿易電子

化所處之現行環境。第二章：信用狀交易，本章共分四節，先就傳統信用

狀交易之介紹，包括其定義及流程、信用狀之特性、當事人及信用狀交易

之法律性質等，再將其電子化的過程及現行實務電子化的程度，就現行應

用的系統技術及電子傳輸網路之安全機制作一瞭解及整理。第三章：電子

信用狀統一慣例 eUCP1.1 版，乃針對新施行的電子信用狀統一慣例之內容

逐條討論，有助於瞭解甫施行之電子信用狀交易之商業規則。第四章：電

子信用狀所涉相關之法律問題，如國際付款、電子簽章法及交易安全認證

及電子載貨證券、及電子信用狀交易糾紛之解決。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將就本文對於電子信用狀交易所涉及技術、實務運作、法律爭議問題之探

討心得，作一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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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位論文 1、王朧賢，國際貿易電子交易市集組織關係相關法律問題

研究－以 BOLERO.NET 為中心，世新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8

月。 2、王俊傑，電子付款法律問題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 95 年 6 月。 3、王舒慧，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之法

制面研究，東吳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碩士班民商法組碩士論文，民國 94

年 1 月。 4、王堉苓，從載貨證券之性質論無單放貨之法律責任，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民國 93 年 6 月。 5、吳佳

育，電子信用狀相關法律問題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徫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 90 年 6 月。 6、荀曉明，由電子銀行及電子商務之發展論銀行電子資

金移轉之規範，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 7、李

偉仁，載貨證券之本質及其持有法律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民國 93 年 12 月。 8、林一德，電子數位資料

於證據法上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9 年 1

月。 9、許勻睿，論載貨證券之移轉特性對其流通性之影響，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10、梁志偉，國際海上貨物運送

法之新趨勢－國際海事委員會運送法草案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2 年 9 月。 11、張啟祥 12、張文德，從 eUCP 跟單

信用狀進入電子商務時代引發問題之探討，龍華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6 月。 13、張瓊惠，自當前海運單據之發展，論

我國新修正海商法之規定－以電子載貨證券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 14、馮馨儀，電子付款與轉帳之法律問題研

究，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7 月。 15、蔡聰明，載貨證

券國際管轄權與準據法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學

位論文，民國 94 年 1 月。 16、賴克林，電子商務與電子載貨證券法律制

度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民國 93 年

6 月。 四、外文資料（含電子資料，依字母排序） 1、CMI Rules for 

Electronic Bill of lading 1990/10/12,（國際海事委員會之電子載貨證券規則） 

2、DIRECTIVE 1999/9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 

December 1999 on a Community framework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s。（歐盟電

子簽章指令） 3、Digital Signature Guideline, 200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美國律師協會之數位簽章指導原則） 4、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 2000.（美國全球暨國家電子商務簽章法） 5、

Electronic Commerce Act, 2000 （Number 27 of 2000）, Ireland.（愛爾蘭電子

商務法） 6、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1998, Singopore（新加坡電子交易



法） 7、GENERAL RULES FOR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FCI）。

（國際應收帳款承購業務統一規則） 8、Law Goveming Framework 

Conditions for Electronic Signatures and Amending Other Regulations。（德國電

子簽章法） 9、PKI Assessment Guideline,2201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0、UCP600 + eUCP1.1，ICC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2007 Revision and Supplement for Electronic Presentation（eUCP）

Version1.1, Implementation Date July 1. 2007.（信用狀統一慣例及電子信用狀

統一慣例） 11、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聯合國電

子商務示範法） 12、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聯合

國電子簽章示範法） 13、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1999.（美國統

一電子交易法） 網路資料 1、www.bolero.net 2、www.coface.com 3、

www.eff .org 4、www.fisc.com.tw 5、www.tradecard.com 6、cweb.trade.gov.tw 

7、www.us.thomasc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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