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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海商法受到 1952 年國際扣押公約之影響，遂於 1999 年而

為修正，然而該次修正留下一些問題。其中最重大之問題點即在於

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的情況，即使船舶發航準備完成，「為使航

行可能所生之債務」仍可以假扣押。 

債權人固可以假扣押船舶，然而按我國海商法第 24 條之規定，

由於「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非我國海事優先權所得以擔保之

優先債權，故在此情形之下即造成了一個適用我國海商法後之窘

境，亦即，若所得以執行之金錢已被優先債權人（海事優先權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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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優先分配後，將導致第 4 條第 1 項但書而向法院提出假扣押

之債權人最後可能分文未取，但是相關訴訟費用等等都已繳納下，

最後卻一無所獲。真可謂此次修法使得相關債權人陷入不但賠了夫

人，又折兵的最大困境。 

本文作者擬將上開問題予以探討，就我國修法以來相關之國際

公約予以比較及研析，最後提出個人相關之淺見以及未來得以修法

之建議，期待於下次修法時，解決此一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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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ip Arrest” and “Maritime Lien” - 
Focus on “Obligations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Commencing the Voyage”  

Wu-Cheng Yen∗∗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Arrest of 
Sea-Going Ships 1952, the Taiwan’s Maritime Act has been amended in 1999. 
However, it still remains a number of doubts; the most doubtful one is resulted 
from the proviso of article 4 paragraph 1 of the Maritime Act, under which the 
ship is allowed to be provisionally seiz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bligations 
may have been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commencing the voyage”, even though the ship has completed preparations for 
that voyage. 

Certainly, the creditor is allowed to apply for provisional seizure; 
nevertheless, the blur is whether “the obligations may have been incurred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commencing the voyage”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the scope of maritime liens stated in the article 24 of the Taiwan’s 
Maritime Act is entitled to a preferential right of compensation. Having bee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aw, Overseas Chinese 
University.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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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ly distributed to the preferential creditors, the other creditors just apply 
for provisional seizure on the basis of the proviso of article 4 paragraph 1 of the 
Maritime Act;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such creditors may still obtain nothing, 
even if they have paid the litigation expense. The result of the last amendment 
is unfair yet.  

The issues addressed above will be discussed and resolved by means of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domestic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Finally, several recommend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next amendment will b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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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訴訟深奧，法界老手也難免困惑。」 
(Admiralty litigation - a body of law whose arcane rules 

sometimes befuddle even grizzled veterans.) 
 

(Paule. Ehorn v. Sunken Vessel Known As The Rosinco, etc., 2002 
American Maritime Cases, 1572 at 1574) 

 

壹、前言：我國海商法部份條文有矛盾  

海商法領域，非我國所固有，係自歐美及日本繼受而來 1，實質

上則是仿自日本商法的海商編，其間亦採取德制 2。由於翻譯有誤及

立法技術上的瑕疵，兼以我國過去國際貿易及國際海運均落後，海

商爭訟事件不多，以致海商法學之研究素為我國法界所忽視 3。近年

來，我國對外貿易雖大幅成長，海運日多，但很多國際貿易卻以外

國法律為準據法 4，所以我國海商法適用機會相對較低。 

一、特定債權可以假扣押 但未能優先受償 

此外，我國海商法上若干條文有矛盾。其中之一是，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的情況：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即使船舶發航

1 張特生（1998），《海商法實務問題專論》，頁 101。 
2 張特生，同前註。鄭玉波著，林群弼修訂（1999），《海商法》，頁 7。 
3 張特生，同前註。 
4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為依我國法律設立之法人，但該公司簽發之載貨證券卻記

載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及適用英國法律；見台灣高等法院 96 海商上字第 6 號

判決。該案中之上訴人及被上訴人都是依我國法律設立的法人。 

                                                

125



高大法學論叢 第 8 卷．第 2 期 

 

8 

準備完成仍得假扣押（保全程序之強制執行）。但是，「為使航行可

能所生之債務」因非海事優先權 5擔保，不能優先受償，所以雖然

可以假扣押，但可能分文未得。 

以下舉實例說明。 

A 是船舶所有人，也是運送人；A 僱傭 B 為船長，C、D、E
為海員；A 向 F 銀行借貸 1 000 萬元，以船舶設定抵押權；船舶經

過基隆港，B 向 G 購買燃料油，200 萬元價金未付。A 積欠 B 工資

200 萬元，積欠 C、D、E 工資各 100 萬元。船舶發航準備完成，隨

時可以出航。 

就假扣押之部份而言： 

我國海商法第四條規定「船舶保全程序之強制執行，於船舶發

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行至次一停泊港時止，不得為之。但為使

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或因船舶碰撞所生之損害，不在此限。」又

所謂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依司法院所頒布之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

行注意事項第 61 點(三)，包含「為備航而向之購置燃料、糧食及修

繕等所生債權是。」故 B、C、D、E 對 A 所積欠工資之債權請求權，

在 A 船發航準備完成時，不得向法院聲請假扣押 A 船。而 G 對 A
燃料費用之債權，為我國海商法所指之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故 G
可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該船舶。整理如下： 

其一：B、C、D、E 向基隆地方法院請求假扣押船舶，法庭裁

定不准 6。 

5 海事優先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受擔保的債權類型法定（海商法第 24 條）、不因船

舶所有權移轉而受影響 （海商法第 31 條）、但可能因時效經過而消滅（海商法

第 32 條）。本文重點不在討論海事優先權之相關內容，故僅略述。 
6 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文：「船舶保全程序之強制執行，於船舶發航準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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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G 向基隆地方法院請求假扣押船舶，法庭裁定假扣押 7。 

G 起訴，B、C、D、E、F 主參加訴訟 8。船舶拍賣 1 400 萬
元，價金分配如下： 

就實際清償債權之部分：     

本例而言，共有三種清償順序。最優先者為 B、C、D、E 之工

資請求權，因其係海商法第 24 條所規定之海事優先權，順序較船舶

抵押權更為優先。其次為 F 銀行對 A 之船舶抵押權。最後為案例中

唯一得聲請強制執行之 G，其對 A 為一般債權。整理如下： 

其一：B、C、D、E 的債權是海事優先權擔保，所以 500 萬元

工資優先受償。 

其二：剩下 900 萬元給 F9，未清償部份變成無擔保的債權 10。 

其三：G 的 200 萬未受清償，也變成無擔保的債權。 

本案例之結論： 

成時起，以迄航行至次一停泊港時止，不得為之。」 
7 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但 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或因船舶碰撞所

生之損害，不在此限。」燃料油是「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所以可以假扣

押。參閱本文註釋 5。 
8 美國實務上，一旦訴訟發生，法庭會要求原告刊登報紙，要求有海事優先權或其

他利益關係者共同訴訟。例如在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The F/V Milagros Z, et 
al. 案中，Milagros Z、Soleil Z 和 Larry Z. 被假扣押，法庭即要求原告刊登廣告。

結果，船舶被假扣押消息，於 1996 年 10 月 16 日刊登在聖地牙哥日報。參閱 2001 
AMERICAN MARITIME CASES (以下簡稱 AMC) 121 at 122。此外，1967 年海事

優先權公約第 10 條也有類似規定。 
9 我國海商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海事優先權之位次，在船舶抵押權之前。」所

以，船舶抵押權擔保的債權，次於海事優先權擔保的債權受償。 
10 船舶所有人責任限制只限於海商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至 4 款，本題之債權非屬

第 1 至第 4 款情況，所以不得主張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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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 G 之立場而言，G 繳交了裁定、船舶保管費用，結果因

為其對 A 所具有之債權為一般債權，在清償程序時劣後於其他海事

優先權或船舶抵押權，所以除未受清償外，反而白交了保全程序費

用。其次，就法規範之立場，保全程序之強制執行，係為確保債權

人得受清償，然而本案中明顯出現矛盾之現象。故在債權人無法被

保障之前提下，似有重新檢討海商法第 4 條之必要，做出選擇保障

債權人或債務人之立法決定，而非在兩者中搖擺不定，使兩者都蒙

受其害。 

二、國際公約無法配合的現象在我國法條上出現 

我國在 1999 年之前，依據 1952 年海船扣押國際公約（以下簡

稱「1952 年扣押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Arrest 
of Sea-Going Ships, 1952），修正了「強制執行法」，使得「船舶保

全程序之強制執行，於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行至次一停

泊港時止，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或因船舶碰撞所生之損害，

可以為之。」11該條文的修正是正確的。不料，1999 年修正海商法，

在海事優先權部份雖然扣緊 1967 海事優先權及船舶抵押權公約 
（以下簡稱「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Relating to Maritime Liens and 
Mortgages, 1967），但由於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和 1952 年扣押公

約規範並不一致，使得國際公約無法配合的現象 12在我國法條上出

現。 

11 強制執行法修正過程，參閱本文註釋 17。 
12 這兩個公約無法配合，國際上已經有討論，參閱本文頁 14 以下。兩個國際公約

無法協調，原因是 1952 年扣押公約是由國際海法會主導修訂，而 1967 年海事

優先權公約是由國際海事組織主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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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原告有 1952 年扣押公約第 1 條第 1 項 (e) 款：「不

論是否有船舶租賃契約，凡與船舶有關之運送契約」13所生之債權，

依據該公約規定可以假扣押船舶，但是，凡與船舶有關之運送契約

所生之債權，卻非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第 4 條有海事優先權擔保

的債權。換言之，依 1952 年扣押公約可以假扣押船舶，但依據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假扣押船舶後，債權卻未受海事優先權擔保，

原告可能一無所獲。 

以下本文探討，這個錯誤的現象如何發生、應如何補救。 

貳、1999 年之前強制執行法修正  

一、強制執行法配合 1952 年扣押公約修正 

我國 1962 年海商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海事優先權如下：「左列

各款債權，有優先受償之權：一、訴訟費及為債權人之共同利益而

保存船舶或標賣，並分配賣價所支出之費用，船鈔港埠建設費、引

水費、拖船費，自船舶開入最後港後之看守費、保存費、檢查費。

二、船長、海員及其他服務船舶人員，本於僱傭契約所生之債權，

其期間未滿一年者。三、為救助及撈救所負之費用及報酬，及船舶

對於共同海損之分擔額。四、船舶所有人或船長、海員之過失所致

之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變，旅客及船長、海員之身體傷害，貨載

之毀損或滅失，加於港埠設施之損害賠償。五、船長在船籍港外，

依其職權 為保存船舶或繼續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之行為，或契約所

生之債權。六、對於託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14。   

13 該條項共有（a）款至（q）款，詳細內容，參閱本文第 10 頁以下。 
14 http://law.tii.org.tw/Scripts/Query4.asp#4（最後瀏覽日：09/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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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是，「船舶之扣押、假扣押，自運送人

或船長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行完成時止，不得為之；但為使

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不在此限。」15所以，發航準備完成時起，

扣押和假扣押都不可以。例外情況是，「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

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仍得假扣押。 

此項規定，就本法言，在執行程序上很困難。船舶無法查封，

但船舶價值甚鉅，船舶所有人在船舶建造中或船舶營運中為融通資

金，常有向金融機構借貸鉅款，並設定抵押權，如債權人取得執行

名義後，對於發航準備完成之船舶，不能實施查封拍賣，殊難保障

擔保物權之效益。對於維護航業之發展與航運資金之靈活融通，影

響至鉅。 

二、「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可以假扣押而且優

先受償 

我國法務部為解決以上困境，於是於 1975 年修正強制執行法 16 
時，該法第 114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船舶之強制執行，自運送人或

船長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行完成時止，仍得為之。」第 3 項

規定，「前項強制執行，除海商法第四條第一項但書（即「為使航

15 同前註。以上條文本來是繼受自日本商法海商篇，第 543 條；該第 543 條後來

修正成為第 689 條。第 543 條條文，參閱松波仁一郎（1919），《日本海商法》，

頁 127。田中誠二（1937），《海商法提要奧付》，頁 75。第 689 條條文，參閱田

中誠二（1943），《全訂海商法提要》，頁 195。日本商法第 689 條解釋見本文頁

11 以下。 
16 學者指出：「1975 年司法行政部 (法務部前身) 藉強制執行法之修正，以達修正

海商法之目的。」林群弼（2007），《海商法論》，頁 95。此外，強制執行法修正，

由法務部主導。在立法院歷次修正，皆由法務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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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能所生之債務」）之規定外，於保全程序之執行名義，不適用

之。」也就是說： 

第一、強制執行之扣押，無論是否在發航準備完成時，都可以。 

第二、對於假扣押，則分成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如果船舶非處於發航準備完成，可以。（原則） 

      其二：但如果發航準備完成，不可以。（例外）  

      其三：有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的情況，又可以。（例    
外中又有例外，限於特定債務，即「為使航行可

能所生之債務」） 

換言之，依據海商法原來的規定，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是

不得扣押和假扣押的。但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我國的法務部在修正

強制執行法時，一併修正了船舶扣押部份，立法理由指出，「海商法

第四條規定，船舶之扣押、假扣押、自運送人或船長「發航準備完

成時起，以迄航行完成時止，不得為之」。其立法原意旨在保護債權

人、債務人以外當事人之權益，以避免國際貿易糾紛。…… 此項規

定，…… 殊難保障擔保物權之效益。對於維護航業之發展與航運資

金之靈活融通，影響至鉅。且 1952 年扣押公約早已規定：船舶雖已

發航準備完成，仍得為強制執行之查封，英美二國之法制亦同。本

法為保障擔保物權之效益及維護航業之發展與航運資金之靈活融

通，特依國際公約及英美立法例，增訂第二項。」17。 

17 所謂增訂第二項的目的是，船舶即使是在發航準備完成，但如果已經有確定判

決，仍得扣押。至於假扣押仍有限制。立法理由，參閱 http://lis.ly.gov.tw/ lghtml/ 
lawstat/reason2/0453464041100.htm（最後瀏覽日：09/20/2012）修法過程，見立

法院公報，第 63卷第 97期，或 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6454970002; 0001; 
0010（最後瀏覽日：09/20/2012）此外，立法理由雖說，「英美二國之法制亦同」，

但其實仍有部份差異，即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如燃料油，在英國不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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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強制執行法修正時，第 114 條又修正，把船舶碰撞也

納入，條文修正後內容如下，「海商法所定之船舶，其強制執行，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不動產執行之規定；建造中之船舶亦同。

對於船舶之強制執行，自運送人或船長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

行完成時止，仍得為之。前項強制執行，除海商法第四條第一項但

書之規定或船舶碰撞之損害賠償外，於保全程序之執行名義，不適

用之。」1.在船舶之強制執行，沒有任何限制。2.保全程序的強制執

行（主要是假扣押），沒有任何限制。但如果發航準備完成的話，則

只限於「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 或船舶碰撞之損害賠償」才可

以。解釋上，強制執行法上的保全程序，相較於海商法上的保全程

序，是特別法 18，依據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的法理，適用上尚無困

難。 

以上是強制執行法修正，和海商法本身沒有關係，但是，卻和

1952 年扣押公約立法目的一致，和當時海商法規定的海事優先權擔

保的債，也能配合。 

參、1999 年海商法修正  

1999 年，我國海商法修正。這次修正，海事優先權方面受到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 19的影響，連同先前強制執行法修正受到 1952 年

事優先權為擔保，所以不可假扣押船舶，參閱 Bominflot Inc., et al. v. The M/V 
Henrich S, et al. 案，2006 AMC 2510 at 2513。但在美國，是海事優先權為擔保

的，可以假扣押船舶，參閱 S.E.L. Maduro v. Ant. De Gastaneta 案，1990 AMC 
2097。 

18 林群弼，同前註，頁 95。 
19 學者指出，我國海商法 1999 年時，在海事優先權和船舶抵押權方面，是受到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的影響。參閱 柯澤東（2010），《海商法修訂新論》，頁 100，
台北：元照出版社。張新平（2012），《海商法》，頁 65，台北：五南出版社。楊

仁壽（1977），《海商法修正評釋》，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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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公約 20的影響，所以，我國在這兩方面的修正各有所本。 

一、「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可以假扣押卻非優

先受償 

在海事優先權部份，內容與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規定原則一

致，即我國海商法第 24 條第 1 項：「下列各款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

債權，有優先受償之權：一、船長、海員及其他在船上服務之人員，

本於僱傭契約所生之債權。二、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人身傷亡，對

船舶所有人之賠償請求。三、救助之報酬、清除沉船費用及船舶共

同海損分擔額之賠償請求。四、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陸上或水上財

物毀損滅失，對船舶所有人基於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五、港埠費、

運河費、其他水道費及引水費。」 

以上五款的內容都和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內容大同小異。比

較我國 1962 年海商法和 1999 年海商法，其中最大不同處在，原來

的第五款刪除，即「船長在船籍港外，依其職權 為保存船舶或繼續

航行之實在需要所為之行為，或契約所生之債權」及第六款，「對於

託運人所負之損害賠償」。第六款刪除後，對於船舶假扣押和海事優

先權之間的關係尚不矛盾，茲略而不談。問題出在刪除了第五款。

刪除了第五款之後，為使航行可能所生的債務，可以假扣押，卻非

海事優先權擔保優先受償，即出現了如本文前述實例所示的窘境。 

 

20 學者指出，我國海商法 1999 年時，在船舶強制執行方面是受到 1952 年扣押公

約的影響。參閱柯澤東，同前註，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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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種條件結合出現八種案例 

此外，把 1999 年修正後的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文及但書、第

24 條第 1 項、第 96 條結合來看，可以發現，在船舶所有人或光船

傭船人（charterer by demise）有債務、債權人有無海事優先權、船

舶發航準備完成時可否假扣押三種條件互相結合，即出現了如下表

所示之 8 種案例，由於並無實例，作者設想以下這八種情況。 

 
案例編號 船舶所有人有

沒有債務 
債權人有沒有

海事優先權 
債權人可否

主張假扣押 

1. 有 有 可以 

2. 有 有 不可 

3. 有 無 可以 

4. 有 無 不可 

5. 無 有 可以 

6. 無 有 不可 

7. 無 無 可以 

8. 無 無 不可 

案例 1.：對船舶所有人有海上債權，並有海事優先權，即使船

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仍可以假扣押船舶。（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之「船舶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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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和 B 的船舶發生碰撞 21，A 的船舶有

過失，縱然船舶已發航，依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但為

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或因船舶碰撞所生之損害，不在此限。」

B 仍可以假扣押 A 的船舶。 

案例 2.：對船舶所有人有海上債權，並有海事優先權，船舶發

航準備完成時起不可假扣押船舶。（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文） 

例如 A 是船舶所有人，A 以自己之船舶，從事海上商業行為，

並僱傭 B 為船長、C 為海員。又 A 積欠 B、C 工資。B、C 對 A 有

海上債權，並有海事優先權，惟海商法第 4 條本文規定「船舶保全

程序之強制執行，於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以迄航行至次一停泊

港時止，不得為之。」故 B 不得主張對船舶假扣押。 

案例 3.：對船舶所有人有海上債權，沒有海事優先權，但即使

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仍可以假扣押船舶。 

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A 向 B 購買燃料油積欠價金（「為使

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22，依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債權人 B
可以向法院聲請假扣押 A 的船舶 23。  

案例 4.：船舶所有人以自己船舶，從事海上商業行為，積欠其

他一般債務。 

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A 和 B 有買賣契約 (非航行可能之所

需)，B 對 A 有一般債權，但非海事優先權為擔保，船舶發航準備完

成時起（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文），不得假扣押 A 的船舶。 

21 海商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4 款。 
22 參閱司法院，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1995 年 11 月。 
23 「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是否有海事優先權為擔保，各國規定不一。但在

我國是沒有的。見我國海商法第 24 條第 1 項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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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船舶所有人把船舶以光船租賃出租予光船傭船人後，

船舶發生碰撞，光船船舶占有人有過失。 

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B 是光船傭船人，和 C 船舶發生碰撞，

但是卻因 B 占有中的船舶有過失，然而 C 對 A 並無債權 (發生碰撞

時，船舶是由 B 使用、收益)，但 C 得對 A 的船舶主張海事優先權，

即使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

定），仍得假扣押 A 的船舶。  

案例 6.：船舶所有人把船舶以光船租賃出租予光船傭船人後，

光船傭船人積欠船長、海員工資。 

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B 是光船傭船人，B 僱傭 C 為船長、

D 為海員。C、D 對 A 並無債權，但仍得主張在 A 的船舶有海事優

先權，不過，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不得主張假扣押船舶（我國海

商法第 4 條第一項本文）。 

案例 7.：船舶所有人把船舶以光船租賃出租予傭船人後，光船

傭船人積欠燃料油價金。 

例如，A 是船舶所有人；B 是光船傭船人，也是運送人；B 僱

傭 C 為船長，D、E、F 為海員；A 向 G 銀行借貸 1000 萬元，以船

舶設定抵押權；船舶經過基隆港，C 向 H 購買燃料油，200 萬元價

金未付。B 積欠 C 薪資 200 萬元，積欠 D、E、F 薪資各 100 萬元。

船舶發航準備完成，隨時可以出航。 

第一，C、D、E、F 向基隆地方法院請求假扣押船舶，法庭裁

定不准。第二，H 向基隆地方法院請求假扣押船舶，法庭裁定假扣

押。H 起訴，C、D、E、F、G 主參加訴訟。船舶拍賣 1400 萬元，

價金分配如下：其一：C、D、E、F 的債權是海事優先權為擔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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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優先受償，所以 500 萬元優先受償。其二：剩下 900 萬元給 G，

未清償部份變成無擔保的債權。其三：H 的 200 萬未受清償，也變

成無擔保的債權。所以本案立即出現一個法律上之窘境，即在於 H
雖然繳交了裁定、船舶保管費用，結果卻是白忙一場 24。 

案例 8.：光船傭船人積欠其他一般債務。參閱上述各例，不贅   
述。 

上述案例 1.的情況，和 1967 年海事優先權公約規定一致，無適

用上困難。案例 3.的實例，既無海事優先權為擔保，但對船舶所有

人求償，並對船舶所有人的船舶為假扣押，只是沒有優先受償，等

於一般債權。案例 7.的情況最難解。船舶所有人既非債務人（債務

24 1952 年扣押公約第 3 條第 4 項規定：「在光船傭船契約情況下，如果是光船傭船

人對與該船有關之海事訴訟有責任，而登記之船舶所有人並無責任時，原告可

依據本公約假扣押船舶外，並可假扣押光船傭船人之其他船舶，但不可假扣押

船舶所有人其他任何船舶。」（Article 3(4) When in the case of a charter by demise 
of a ship the charterer and not the registered owner is liable in respect of maritime 
claim relating to that ship, the claimant may arrest such ship or any other ship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charterer by demis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vention, 
but no other ship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registered owner shall be liable to arrest in 
respect of such maritime claim.）我國海商法 1999 年修正時，在船舶強制執行方

面是受到 1952 年扣押公約的影響，已如前述。（參閱本文註釋 20）我國海商法

對此問題並無明文規定，但既未規定限於船舶所有人占有中的船舶才可假扣

押，自與國際公約為同一之解釋為宜。此外，國際海法會曾對各會員國做了意

見調查 (QUESTIONAIRE AND REPLIES)，其中之 7.1 是：「原告對光船傭船人

訴訟時，可否假扣押船舶？」（Can a ship be arrested in respect of a claim against the 
demise charterer?）這個題目參照前後文閱讀，真正意思是「如果原告債權有海

事優先權為擔保，而對光船傭船人訴訟時，可否假扣押船舶？」 德國、瑞典、

英國、希臘答覆可以。以上參閱 FRANCESCO BERLINGIERI, BERLINGIERI ON 
ARREST OF SHIPS：A commentary on the 1952 and 1999 arrest conventions, fourth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mite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MI), 
2006, London, pp. 364-67。美國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但美國是英美法國家，有對

物訴訟觀念，可以船舶為被告，所以也可以。實例請參閱 S.E.L. Maduro v. Ant. De 
Gastaneta 案，1990 AMC 2097，或本文註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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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光船傭船人），債權人（燃料油出賣人）也沒有海事優先權擔保

優先受償，則假扣押船舶有何實益呢 25？上述船舶假扣押和海事優

先權的關係，要從各國立法例找答案。 

肆、國際上特定債權可以假扣押並優先受償  

一、1952 年扣押公約規定 17 款假扣押情況 

1952 年扣押公約第 1 條第 1 項列出了（a）款至（q）款的 「海

事訴訟」（maritime claim），海事訴訟係指由於下列一個或多個原

因引起的訴訟：（a）船舶碰撞或船舶造成之任何損害；（b）由船

舶造成或與船舶營運有關所發生的人身傷亡；（c）海難救助；（d）
不論是否有船舶租賃契約，凡與任何船舶的使用或租賃有關的契

約；（e）不論是否有船舶租賃契約，凡與船舶有關之運送契約；（f） 
包括行李在內的任何船舶所載貨物的滅失或損壞；（g）共同海損；

（h）船舶抵押消費借貸（bottomry）26；（i）拖帶；（j）引水；（k） 
在任何地方供應給船舶為其營運或維持所需的物品或材料（goods or 
materials wherever supplied to a ship for her operation or 
maintenance）；（l）任何船舶的建造、修繕或裝備，或船塢費用和

款項；（m）船長及各種船員工資；（n）船長所支付的費用，包括

託運人、承租人或代理人代表船舶或其所有人支付的費用；（o）任

25 其他各案例情況雷同，茲不贅述。 
26 bottomry 是船舶所有人以船舶為擔保消費借貸金錢以完成航程，如果船舶在航

程中滅失，貸與人債權消滅 。（bottomry：A contract by which a shipowner pledges 
the ship as security for a loan to finance voyage, the lender losing the money if the 
ship is lost during the voyage.）參閱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ition, 2004,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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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關船舶的權利或所有權的爭議；（p）任何船舶的共有人之間對

該船的所有權、占有（possession）、使用 （employment）或收益 
（earnings）的爭議；（q）基於船舶抵押權（mortgage）或留置權 
（hypothecation）的爭議。 

該公約第 3 條第 1 項另規定，「除本條第 4 項 27及本公約第 10
條 28另有規定外，原告可假扣押 （arrest）引起海事訴訟的繫屬船

舶 （particular ship），或發生海事訴訟時繫屬船舶之船舶所有人

（owner of the particular ship）其他船舶，即使被假扣押之繫屬船舶

發航準備完成亦然（even though the ship arrested be ready to sail）。

但在第 1 條第 1 項第 （o）、（p）、（q）各款情況時，除引起訴

訟之繫屬船舶外，其他任何船舶不得因同一原因而被假扣押。」 

從上述說明可知，1952 年扣押公約規定了 17 款「發航準備完

成時起」仍然可以假扣押船舶的情況外，並在特定情況下，可假扣

押船舶所有人、光船傭船人之其他船舶。 

但是，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卻只保留了兩款，即「船

舶碰撞」（相當於 1952 年扣押公約（a）款）和「為使航行可能所生

之債務」（相當於 1952 年扣押公約（k）款）。這種立法雖說是受到

1952 年扣押公約的影響，但獨樹一幟。 

27 該條第 4 項條文如下：「在光船傭船契約情況下，如果是光船傭船人對與該船有

關之海事訴訟有責任，而登記之船舶所有人並無責任時，原告可依據本公約假

扣押船舶外，並可假扣押光船傭船人之其他船舶，但不可假扣押船舶所有人之

其他任何船舶。」 
28 該公約第 10 條是規定，各締約國可以有若干保留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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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德、法、英、美規定特定債權可以假扣押而

且優先受償 

我國海商法第 4 條第 1 項本文及但書，原來繼受自日本，日本

商法第 689 條規定，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扣押及假扣押都不可

以。條文如下：「查封及假扣押之執行，於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不

得為之。但其船舶因發航所生之債務不在此限。」(「差押及ヒ仮差

押ノ執行ハ発航ノ準備ヲ終ハリタル船舶ニ対シテハ之ヲ為スコト

ヲ得ス但其船舶カ発航ヲ為ス為メニ生シタル債務ニ付テハ此限ニ

在ラス。」) 而日本商法第 689 條則是繼受自德國商法第 482 條 29。

德國商法第 482 條，本來是規定：「對於發航準備完成之船舶，禁止

強制拍賣：1.依強制執行而為之強制拍賣，不得施於出航準備已完

成之船舶，亦不得實施假扣押。2.為使航行而負之債務，對於債務

施行強制執行或假扣押時，不適用前項之規定。」30。 

但德國在 1972 年批准 1952 年扣押公約，並在商法第 482 條

配合做了修正，即「如果船舶尚未出發，即可假扣押」。（paragraph 482 
of the Commercial Code), which prohibited the arrest of ships ready to 
sail, has been amended so as to authorize such arrest, provided the ship 
has not yet sailed.）31修正後條文如下，Deutsche Seehandelsgesetzbuch § 
482 : “Die Anordnung der Zwangsversteigerung einesSchiffes im Wege der 
Zwangsvollstreckung sowie die Vollziehung des Arrestes in das Schiff ist 

29 田中誠二，同前註，頁 195。 
30 林群弼，同前註，頁 83。 
31 FRANCESCO BERLINGIERI, op.cit., para. 52.29,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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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t zulässig, wenn sich das Schiff auf der Reise befindet und nicht in 
einem Hafen liegt.” 

此外，法國法系和依循法國法系的國家，本來也和德國商法規

定雷同，即發航準備完成時起不得假扣押 32，但在 1952 年扣押公

約制訂後，法國是締約國，所以已經依據該公約，執行假扣押的相

關規定 33。 

換言之，本來在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不得假扣押的規定，德國

和法國都已經改成可以假扣押。 

至於日本，日本「船舶發航準備完成時起」可以假扣押的情況，

仍只限於「船舶因發航所生之債務」。日本商法第 689 條規定「船舶

因發航所生之債務」可以假扣押，但假扣押的債權是海事優先權（船

舶先取特權的債權）為擔保的。 

日本商法第 842 條規定如下：「左列各款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

權，以船舶、屬具、未收取之運費為標的，有優先受償之權：1.船
舶及其屬具之拍賣費用，及拍賣手續開始後的保存費用；2.在最後

港口的船舶及其屬具之保存費用；3.航海的船舶所課徵的各種稅

捐；4.引水費用及拖船費用；5.救助之報酬、船舶共同海損分擔額之

賠償請求；6.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權；7.船長、海員本於僱傭契約

所生之債權；8.船舶於買賣後或製造後、或尚未航海的場合，製造

以及艤裝所產生的債權，以及最後航海所產生的船舶的艤裝、食物

及燃料的債權。」 

（第 842 条船舶先取特権ある債権：「左ニ掲ケタル債権ヲ有ス

ル者ハ船舶、其属具及ヒ未タ受取ラサル運送賃ノ上ニ先取特権ヲ

32 同註釋 30。 
33 William Tetley Q.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nd admiralty law, 2002, p.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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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ス：1.船舶並ニ其属具ノ競売ニ関スル費用及ヒ競売手続開始後

ノ保存費；2.最後ノ港ニ於ケル船舶及ヒ其属具ノ保存費；3. 航海

ニ関シ船舶ニ課シタル諸税；4.水先案内料及ヒ挽船料；5.救助料及

ヒ船舶ノ負担ニ属スル共同海損；6.航海継続ノ必要ニ因リテ生シ

タル債権；7.雇傭契約ニ因リテ生シタル船長其他ノ船員ノ債権；

8.船舶カ其売買又ハ製造ノ後未タ航海ヲ為ササル場合ニ於テ其売

買又ハ製造並ニ艤装ニ因リテ生シタル債権及ヒ最後ノ航海ノ為メ

ニスル船舶ノ艤装、食料並ニ燃料ニ関スル債権。」） 

日本商法第 689 條既規定：「查封及假扣押之執行，於船舶發航

準備完成時起不得為之。但其船舶因發航所生之債務不在此限。」

而且，這種因發航所生之債務，早在 100 年前，日本商法即規定，

是海事優先權為擔保的 34。這種立場，百年以來一貫 35。換言之，

日本商法第 689 條規定雖然和 1952 年扣押公約不同，但第 689 條 
船舶因發航所生之債務 可以假扣押，而且是海事優先權（先取特權）

擔保優先受償，理論卻是一貫的。 

回頭來看德國、法國的立法。這兩個國家都是大陸法系的國家，

沒有對物訴訟的觀念。所以，以對人訴訟為原則，但輔以假扣押。

由前述可知，這兩個國家都可假扣押，假扣押之後，對於船舶發航

所生之債務（如必需品的供應），在法國、36德國、37美國 38是海事

34 松波仁一郎，同前註，頁 128-9。 
35 日本有關因發航所生之債務可以假扣押，並有海事優先權為擔保，這種立場經

百年而不變。參閱 松波仁一郎，同前註，頁 128-9。田中誠二，海商法提要奧

付，同前註，頁 501。田中誠二，全訂海商法提要，同前註，頁 573。重田晴生、

中元啟司、志津田一彥、伊藤敦司（1994），《海商法》，頁 99。 
36 William Tetley Q.C, op.cit., p.494. 
37 德國商法第 754 條第 3 款規定：「船舶使用造成物之滅失之債」（Der Verlust der 

Sachen wegen der Verwendung des Schiffes）是海事優先權為擔保。 
38 美國的情況參閱本文註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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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擔保優先受償；至於英國，原則相同但觀念上有區別 39。  

三、國際公約待整合 

其實，船舶假扣押和海事優先權規定不一致，國際上早已注意

到這個問題。例如，國際海事組織曾經成立了「海事優先權及船舶

抵押權相關議題跨政府聯合專家小組」（A Joint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Experts on Maritime Liens and Mortgages and Related Subject, 
JIGE），即設法整合這兩個國際公約的內容。1993 年 5 月，聯合國∕國
際海事組織會議，依據 JIGE 提供的草案上，通過了海事優先權和抵

押權新公約。該案中建議，和 1952 年扣押公約整合，並在和國際海

法會討論之後，提出了備忘錄，設法整合兩個公約的內容 40，唯迄

今成效不彰。 

此外，JIGE 在 1994 年 12 月日內瓦召開的第 7 次會議中，美國

代表建議，依據訴訟地法律，如果有海事優先權擔保的債務發生，

可以假扣押船舶（to permit the arrest in respect of claims secured by 
maritime liens recognized by the lex fori.）41，換言之，假扣押的真正

39 英國採行對物訴訟程序，如果有海事優先權存在，可以假扣押船舶。但如果沒

有海事優先權，而是其他擔保優先受償，雖仍然可以採行對物訴訟程序，不可

假扣押船舶。實例參閱 Bominflot Inc., et al. v. The M/V Henrich S, et al. 2006 AME 
2510 以下。該案訴訟標的是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出賣人出售燃料油，買受人

價金未清償。法官判決，依據英國法律，對船舶供應必需品，沒有海事優先權

為擔保，只能對債務人之財產請求，而不能對船舶請求。這仍然是優先受償的

權利，但這種優先權是類似「地毯式優先權」(blanket liens)；2006  AMC 2510 at 
2513。所謂「地毯式優先權」是指，「消費借貸之借用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

得占有債務人部份或全部不動產的權利」。(A lien that gives a creditor the 
entitlement to take possession of any or all of the debtor’s real property to cover a 
delinquent loan.) 參閱 Black’s Law Dictionary, op.cit., p.1006.  

40 F. Berlingieri, op.cit., paras. 99.4-5, p.9.  
41 Id., para. 99.9,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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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了執行海事優先權（或船舶抵押權）。 

伍、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在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等各國，船舶發航

準備完成，只要有海事優先權擔保的債權存在，債權人即可假扣押

船舶。反之，假扣押船舶，不一定有海事優先權存在，可能是基於

抵押權。至於日本，船舶發航準備完成，因發航所生之債務 可以假

扣押船舶，這種債務，也有海事優先權為擔保。 

反觀我國，「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雖可假扣押，但這種債

務卻非海事優先權為擔保。本文主張，要改變這種矛盾現象，海商

法第 4 條第 1 項但書，和同法第 24 條必須有對應關係，即「為使航

行可能所生之債務」既可假扣押，則「為使航行可能所生之債務」 修
正列為同法第 24 條第 6 款 （相當於日本商法第 842 條第 6 款）海

事優先權擔保的債，至於位次可以調整。這樣才不致前後矛盾。 

或者，考慮學習丹麥的立法。國際海法會對各會員國所做意見

調查中（QUESTIONAIRE AND REPLIES），其中之第 4 題是：「依

據 1952 年扣押公約規定，第 1 條第 1 項以外的訴訟，是禁止假扣押

船舶的；這是否意味著，在貴國中，公約第 1 條第 1 項以外，如果

還有其他海事優先權擔保的訴訟，是否也不可假扣押船舶呢？」 （4. 
Does the prohibition to arrest a ship in respect of a claim which is not 
listed in article 1(1) mean that national maritime liens securing claims 
other than those listed in article 1(1) cannot be enforced by means of the 
arrest of the ship?）這個題目意思很清楚，即除了 1952 年扣押公約

規定的可以假扣押的 17 款情形外，如果在各會員國中有其他海事優

先權（或抵押權）為擔保的訴訟發生時，是否可假扣押船舶。丹麥

答覆是：「1952 年扣押公約規定的第 1 條第 1 項內容，已規定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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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91 條第 1 至第 17 款。除此以外之訴訟，在丹麥不得假扣押船

舶。即使在其他國家，是有海事優先權擔保的訴訟，在丹麥仍不得

假扣押船舶。」42從丹麥答覆可知，在該國只要可以假扣押船舶，

必為優先受償的債（可能是海事優先權、抵押權擔保），所以立論一

致 43，或可為我國立法參考。 

 

 

 

 

 

 

42 F. Berlingieri, op.cit., p.349. 
43 類似情況有英國，英美法有對物訴訟的觀念，只要法律規定可以假扣押船舶，

必有 lien 為擔保，這裡的 lien 不一定是海事優先權（maritime lien），也可能是

法定優先權（statutory lien）、衡平法上優先權（equitable lien）；美國情況與英國

大同小異。唯和我國之對人訴訟觀念不同，茲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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