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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雇佣救助合同是指救助方依据被救助方的请求实施救助， 不论救助成功与否， 都按

照约定的费用收取报酬的协议。 在性质上， 其是海难救助合同还是雇佣合同颇有争议。 通过对不

同国家雇佣救助合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比较研究， 可以发现， 由于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 “不管

救助成功与否， 被救助方均需支付约定报酬”， 已经根本改变了海难救助合同的 “无效果无报

酬” 原则， 其不再具有海难救助合同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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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雇佣救助合同的法律含义

“雇佣救助” 一词最早见于 １９６５ 年魏文瀚教授编著的 《海商法讲座》 一书，① 至于其词义来

源却已不可考。 据该书海上救助法的主要内容为英美法推测， 它可能来自于英国法中的受雇的服

务 （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也可能是来自于美国法的任何情况下按费率计酬 （ｐｅｒ ｄｉｅｍ ｏｒ ｐｅｒ ｈｏｒａｍ
ｗａｇｅ，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ａｔ 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ｓ） 的合同救助。 雇佣救助合同是指被救助方雇佣救助方， 在海上可航水

域中援救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任何其它财产的行为或活动， 不管救助成功与否， 都要支付约定的

劳务报酬的协议。 雇佣救助合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合同， 一直莫衷一是， 这种争议在最高

人民法院的 “加百利” 案②中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该案中， “加百利” 轮遇险搁浅后， 船东与南

海救助局签订了雇佣救助合同， 分别雇佣南海救助局的三艘拖轮进行守护、 交通和救助， 此外，
还雇佣了一队潜水员进行水下探摸。 由于险情紧急， 船东嗣后根据海事局的行政命令进行卸油减

载， 最终成功脱险。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雇佣救助合同是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或我国 《海商

法》 中第 ９ 章规定的救助合同还是一般的海上劳务合同。
雇佣救助和雇佣救助合同经常被混用， 实际上， 它们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 雇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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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可以是指法律行为， 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它和雇佣救助合同可以在同一含义上使用。 其

次， 雇佣救助可以是指救助方式， 强调的是救助实施的外在表现形式， 与合同救助、 纯救助、 强

制救助等表示区别； 而雇佣救助合同， 强调的是救助双方对救助权利义务的内部约定。 因此， 雇

佣救助作为一种救助方式， 它会受到公法对救助作业的各种普遍性制约， 如谨慎施救、 防止和减

轻环境损害等义务； 而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需要从私法的角度确定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 故本文提及的雇佣救助仅仅是指其作为一种救助方式， 和合同救助、 纯救助等其他救助

方式进行区别而言； 如果要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概念使用， 本文将用雇佣救助合同来指称。
雇佣救助合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雇佣救助是双方法律行为， 一方负责救助的实施，

另一方负责给付报酬； 第二， 雇佣救助合同的标的为救助劳务本身， 不需要交付一定的工作成

果； 第三， 救助方只要依约提供了劳务， 即可请求支付报酬， 劳务有无结果不影响报酬请求权；
第四， 救助指挥权一般在被救助方， 救助方应当听从被救助方的命令； 第五， 救助方应亲自履行

救助义务， 不经被救助方同意， 救助方不得将救助作业委托给他人。

二　 英美法中的雇佣救助合同

（一） 英国海难救助法

　 　 １ 传统的 “无效果无报酬” 的海难救助。 英国海难救助法并非源自于普通法和成文法， 而

是英国海事法院在 １６３３ 年后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创设的，① 之后才慢慢地增加了制定法和国际

公约的内容。 英国参加了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纳入 《１９９５ 年商船航运

法》 （１９９５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ｃｔ） 第 ２２４ 节中。 按照英国海事法院的实践， 海难救助可以被描述

为： “海难救助作为一种服务， 在不存在事先的义务或非纯粹是为了救助人自身的利益的情况

下， 它通过对处于危险之中且非经帮助不能脱险的法律所承认的标的进行的自愿救助， 且取得了

一定的好处”。② 按照该定义， 海难救助需要具备的要件为： 法律所承认的救助标的处于海上危

险之中； 救助为自愿， 不存在事先的合同义务或法律义务； 救助应有一定的效果。 这些要件即为

传统上自愿救助的构成要件。
２ 受雇的服务 （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英国法中， 除了传统的 “无效果无报酬” 的自愿救

助外， 尚有救助方的救助本身没有效果， 但是财产因其他原因最终获救， 无救助效果的救助方可

以获得一定的救助报酬的例外情形， 此即所谓的受雇的服务。 受雇的服务是通过 １８６０ 年无畏号

（Ｔｈｅ Ｕｎｄａｕｎｔｅｄ） 一案的先例创设的。③ 在该案中， 勒欣顿 （Ｌｕ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法官认为： “纯救助中

的救助人和受雇于危险中的船舶的救助人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纯救助中， 救助人自负风险赚取报

酬， 如果其救助未成功， 不能获得救助报酬， 救助成功， 则可以获得救助报酬。 然而， 如果某人

受雇于一艘危险中的船舶， 即使他的劳动或服务对船舶没有救助效果， 他也应该按照其努力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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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① 后来， 经过一系列判例的补充， 英国法下受雇的服务成了现在的含义： 如果某人从事

了所请求的救助服务， 虽然其服务对救助没有贡献， 但财产最终因他人或其他原因获救， 他也可

以比照通常获得救助报酬的因素获得一定的报酬。 按照此观点， 如果受雇的服务对财产救助没有

效果但防止或减轻了环境损害， 也可以获得公约下的特别补偿。
受雇的服务和雇佣救助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其联系在于： 如果雇佣救助实施的后果是救

助本身没有效果， 但是财产最终因其他原因获救， 此时两者发生竞合， 英国法认可其可选择行使

救助报酬请求权或服务合同的约定报酬请求权。 其区别在于： 第一， 受雇的服务是指救助本身没

有效果， 但是遇险财产最终获救受雇方才可以获得救助报酬， 而雇佣救助则是指即便救助财产最

终没有获救也可以获得约定的救助报酬。 第二， 受雇的服务是基于鼓励救助的原则赋予救助方虽

没有直接救助成功但提供了无形或间接的援救行为以及在救助中花费的费用、 遭受的损失的一种

补偿， 而雇佣救助则是救助方为了保障自己救助没有成功时获得报酬的权利。 第三， 受雇的服务

是英美法中 “无效果无报酬” 海难救助方式的法定例外情形， 雇佣救助在英美法中只是合同救

助的一种形式， 双方对 “无效果无报酬” 的原则进行了相反的约定， 属于契约自由的范畴， 法

律并无专门规定。 因此， 雇佣救助和受雇的服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除了雇佣救助本身无效

果但财产因他人获救和受雇的服务可以竞合外， 彼此之间几无联系。
３ 有特别约定的救助合同。 除了 “无效果无报酬” 的自愿救助和无效果有报酬的受雇的服

务之外， 英国法下尚有救助的 “特别合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如在合同中同时规定有效果才能

获得救助报酬， 但是无效果可以对其损失、 花费和损害进行补偿的条款在整体上并不减损合同的

救助性质。 如在船舶处于危险之中， 船东委托船长按照固定的费用救助船舶， 最后救助没有成

功， 法院判定船长可以请求约定的金额。② 典型的如 １９８０ 年劳氏救助合同 （ＬＯＦ８０）， 在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生效之前， 其对特别补偿的规定就是对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的一种特别的背离

约定， 法院也认可其效力。 英国法院对有特别约定的救助合同经历了一个从严格到放松的过程：
早期，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无效果也有报酬， 则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救助方不能获得

救助报酬， 也不能请求一般服务合同下的对价； 现在， 法院的态度比较宽松， 一般认为救助方有

选择的自由， 他既可以在救助成功时按照救助报酬提出请求， 也可以在救助未成功时按照一般服

务合同提出请求。
由此可见， 在英国法下， 海难救助是一个广义的救助概念， 它既包括 “无效果无报酬” 的

自愿救助和 “无效果无报酬” 的合同救助 （结果主义）， 也包括无效果有报酬的受雇的服务 （比
照结果主义） 和对救助报酬进行约定按劳务计酬的特别合同救助 （劳务主义）。 原则上， 救助方

的救助报酬按照救助效果进行确定， 但是在受雇的服务和合同的特别约定下， 其也可以获得救助

报酬。 不过在从事了受雇的服务中， 只有财产在最终因救助人外的其他原因获救的情况下才能获

得报酬； 在特别合同约定的救助中， 救助方可以按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订立， 也可以在合同

中对救助报酬进行相反的约定。 因此， 在英国法下， 雇佣救助只是合同救助的一种， 享有一定的

缔约自由， 不过这种缔约自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例如会受到合同是否公平的限制。③ 如果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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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助合同订立得非常明确， 例如像雇佣救助合同一样不仅规定了固定的费用或费率， 同时又规

定在任何情况下， 不论救助成功与否均能获得报酬， 除了该雇佣救助符合受雇的服务的情况， 在

实践中， 被救助方可以以双方存在固定费用的合同对救助方的救助报酬请求进行抗辩。

（二） 美国海难救助法

美国海难救助法肇始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对 １８０２ 年的梅森诉美州獾号 （Ｍａｓｏｎ
ｖ Ｓｈｉｐ Ｂｌａｉｒｅａｕ） 一案的判决。① 目前， 美国海难救助法由其参加的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国内制

定法和普通海商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② 三部分组成。 布朗 （Ｂｒｏｗｎ） 法官在 １８９８ 年埃尔弗

里达 （Ｔｈｅ Ｅｌｆｒｉｄａ） 一案中， 将海难救助分为按救助效果计酬的自愿救助、 任何情况下都要按日

或按时计算工资的合同救助和仅在救助成功才支付报酬的合同救助。③ 自愿救助在较早时期比较

盛行； 按日或按时计酬的救助大多数发生在五大湖区； 救助成功才能取得救助报酬的救助主要是

指有对价 （救助效果） 的救助。 实际上， 任何情况下都要按费率支付报酬的合同救助即为本文

所说的雇佣救助， 只不过现在美国法已经不再将其作为单独的类型， 而仅仅是作为合同救助的一

种特殊形式。
１ “无效果无报酬” 的纯救助或自愿救助。 美国权威著作将海难救助定义为 “在没有法律

义务的情况下， 自愿实施对海上或其他可航水域遭遇海上紧迫危险的财产的援救行为。”④ 在

１８６９ 年的布莱克沃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ａｌｌ） 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海难救助设立了一些基本规

则， 其中包括合同救助中的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 法院在该案判决中写道： “救助成功是诉讼

的必要条件， 一旦财产未能获救， 灭失、 被捕获而未能重新占有， 则不能获得补偿”。⑤ 按照美

国法对自愿救助的定义， 其构成要件为： （１） 救助标的存在海上危险； （２） 救助是自愿的， 不

存在事先的合同义务或法律义务； （３） 全部或部分地救助了财产。⑥ 美国法中的自愿救助不限于

双方没有签订合同的救助， 还包括签订了救助合同， 但是按救助效果确定救助报酬的救助； 或救

助双方在合同中订立了一个初步的救助金额， 但留待法院确定最终救助报酬的救助。 因此， 在美

国法下， 被救助方遇难后， 未曾向救助方请求外来援助， 救助方自行救助的行为， 和双方签订了

救助合同并约定救助成功才支付救助报酬的自愿救助一样， 实施的都是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
２ 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救助报酬的合同救助。 在美国法下， 合同救助原意是指救助双方口

头或书面约定， 不管救助是否有效果， 被救助方都需要支付固定报酬的救助形式。⑦ 随着法律实

践的发展， 美国法中的合同救助慢慢地扩展到了可以约定救助报酬但仍然需要救助成功才能支付

救助报酬的合同类型。 斯托里 （Ｓｔｏｒｙ） 法官认为： “当事人在救助合同中约定救助成功时可以获

得固定的救助报酬并不改变合同的救助性质， 如果双方自愿在合同中约定了固定的报酬， 或者按

照劳务、 服务的数量计算救助报酬， 但由法院最终来确定救助报酬的取得， 这样的合同仍然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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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Ｍａｓｏｎ ｖ Ｓｈｉｐ Ｂｌａｉｒｅａｕ，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Ｕ 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０４， ｖｏｌ ６， ｐｐ ２３８ － ２６５
即在海商法中， 人们普遍认为存在一套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 它通行于全球， 在海运世界里尽人

皆知， 曾被认为是独立于一国法律之外并应为一国法院直接适用的法律渊源。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Ｒｅｅｄｅｒ， Ｂｒｉｃｅ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ｐ ３８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Ｎｏｒｒｉｓ，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ｏｎ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ｅ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７ｔｈ ｅｄｎ， １９９１）， ｐｐ １ － ４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ａｌ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Ｕ 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６９， ｖｏｌ ７７， ｐ １
Ｓｅｅ Ｂ Ｖ Ｂｕｒｅａｕ Ｗｉｊｓｍｕｌｌｅｒ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 ２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３， ｖｏｌ ７０２， ｐｐ ３３３， ３３８
Ｓｅｅ Ｍａｒｔｉｎ Ｊ Ｎｏｒｒ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Ｍｏｕｎｔ Ｋｉｓｃｏ， Ｎ Ｙ ： Ｂａｋｅｒ， Ｖｏｏｒｈｉｓ ＆ Ｃｏ ， Ｉｎｃ ， １９５８）， ｐｐ ２６０ － ２６１



助合同， 其报酬仍然是救助报酬。”① 不过， 即使救助成功， 这时法院一般也只按照双方约定的

数额确定救助报酬。
对约定不考虑救助效果的救助合同来说， 沃克 （Ｗａｌｋｅｒ） 法官在巴黎人号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ｉａｎ）

一案中指出： “虽然救助服务是某人帮助援救处于海上危险中的船舶， 但是， 救助合同约定一方

在任何情况下支付报酬， 另外一方接受这种固定的或合理的报酬的服务， 毋庸置疑， 这种合同和

其他有效的合同一样……， 就像这些潜水员受雇于其他约定他有权获得报酬的合同一样”。② 换

言之， 救助合同中约定了任何情况都得支付固定或合理的报酬并不妨碍合同的有效性， 不过合同

的有效并不等于救助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提起海难救助请求， 如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地非常明

确， 不管救助成功与否， 救助方都可以获得约定的固定报酬， 则会阻碍救助方提起海难救助请

求。 柯蒂斯 （Ｃｕｒｔｉｓ） 法官在 １８５５ 年独立号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一案中认为： “当处于海上危险

的财产被救助后， 为了阻止一个海难救助之诉的提起， （被救助方） 必须提出抗辩并证明双方签

订的有约束力的合同中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 不管被救助的财产灭失还是获救， 他都要按照试图

救助财产的工作、 劳务或服务支付报酬”。③ 之后， 在 １８６９ 年的卡曼奇 （Ｔｈｅ Ｃａｍａｎｃｈｅ） 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克利福德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法官认为： “规则是合同中对实施的服务约定了固定的金

额， 不管救助成功与否， 在任何情况下均需支付约定的报酬， 将会阻碍海难救助请求权的有效提

起。”④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１９８７ 年埃克塞尔西奥 （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 一案中， 布拉奇福德

（Ｂｌａｔｃｈｆｏｒｄ） 法官认定该案为救助服务合同， 他的理由为： “这里不存在约定的固定报酬， 也没

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报酬的约定， 也不存在救助工作完成后， 只按劳务计酬的约定”。⑤ 此

后， 美国很多法院的案件判决都重申了这一原则。⑥ 由此可见， 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报酬的合同

救助在美国法下， 已经不再具有救助的法律性质， 该合同也不再具有救助合同的性质， 它成了一

般的海上服务合同， 当事人不能依据海难救助的法律规定诉请救助报酬， 而只能按照一般的服务

合同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⑦

雇佣救助合同， 即为在美国法下的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固定报酬的救助合同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ｐａｙ ａ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ｍ ａｔ ａｌ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ｏｒ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 如果合

同约定在任何情况下， 不论救助成功与否都可以获得约定的固定救助报酬， 这种约定会否定救

助人的救助法律地位， 会阻碍救助方在诉请救助报酬时海难救助之诉的提起， 他只能根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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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ｈｅ Ｓｉｌｖｅｒ Ｓｐｒａ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ｅｄ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７２， ｖｏｌ １２， ｐ ８５７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ｉａ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２０， ｖｏｌ ２６４， ｐ ５１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ｅｄ Ｃ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５５， ｖｏｌ １３， ｐ ９４６
Ｔｈｅ Ｃａｍａｎｃ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Ｕ 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６９， ｖｏｌ ７５， ｐ ８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ｓｉｏ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Ｕ 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７， ｖｏｌ １２３， ｐ ４０
Ｓｅｅ Ｆｌａｇｓｈｉｐ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 ｖ Ｂｅｌｃｈｅｒ Ｔｏｗｉｎｇ Ｃｏ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 ２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 ｖｏｌ ９６６， ｐ ６０２； ＬａＰｌａｎｔｅ ｖ Ｓｕｎ
Ｃｏａｓｔ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Ｆ Ｓｕｐｐ ２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３， ｖｏｌ ２７９， ｐ ６７８； Ｂｉｓｃａｙｎｅ Ｔｏｗｎｉｎｇ ＆ Ｓａｌｖａｇｅ，
Ｉｎｃ ｖ Ｋｉｌｏ Ａｌｆａ， Ｌｔｄ ， ２００５ Ａ Ｍ Ｃ １２９， ２００４ ＷＬ ３３１０５７３ （ Ｓ Ｄ Ｆｌａ ２００４ ）； Ｋｅｙ Ｔｏｗ， Ｉｎｃ ｖ Ｍ／ Ｖ Ｊｕｓｔ ＪＳ， ２００５
Ａ Ｍ Ｃ ２８４０， ２００５ ＷＬ ３１３２４５４ （ Ｓ Ｄ Ｆｌａ ２００５）； Ｌｅｗｉｓ ｖ ＪＰＩ Ｃｏｒｐ ， ２００９ ＷＬ ３７６１９８４ （ Ｓ Ｄ Ｆｌａ ２００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ｖ Ｎｅｐｔｕｎｅ Ｔｏｗｉｎｇ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ｃ ， ２０１１ ＷＬ ５１０４４４３ （Ｍ Ｄ Ｆｌａ ２０１１）．
在本文作者和美国杜兰大学戴维斯教授的讨论中， 其认为虽然雇佣救助下救助方只能请求劳务报酬而不能获得救助

报酬， 但是该类合同也可以认定为广义上的救助合同， 救助报酬之外的法律规定仍可适用。 但该说法仅仅是该学者

的观点， 笔者并未找到相关的案例支撑。



请求约定的报酬， 这种合同约定的报酬并非法定的救助报酬， 而是一般的服务合同的约定

报酬。①

三　 大陆法中的雇佣救助合同

（一） 德国海商法

　 　 德国是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的缔约国， 海难救助被规定在 《德国商法典》 （２００９ 年） 第 ５
编 （海商编） 第 ８ 章救助中。 该法并未给海难救助下定义， 但是在第 ７４０ 条列举了三种救助： 一

是对处于海上危险之中的海船、 内河船舶或其他财产提供的救助； 二是对内河中发生危险的海洋

船舶提供救助； 三是在内河中海洋船舶对内河船或其他财产提供的救助。 从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 在海上救助中， 德国法的规定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 条 （ａ） 项关于救助作业的定义基

本一致， 只不过在船舶和内河的适用范围上有所保留。 由此可见， 在对救助行为的定义上， 《德
国商法典》 采广义的概念： 只要在特定水域中， 对遭遇危险的法律所承认的船舶和其他财产的

救助， 均属海难救助行为。 对于救助报酬， 该法第 ７４２ 条规定： “救助措施获得成功的， 救助人

享有救助报酬的请求权”。 对于环境救助的特别补偿， 该法第 ７４４ 条的规定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

约》 第 １４ 条基本一样。 对于救助合同， 该法并没有定义和详细规定， 只在第 ７５０ 条规定揉合了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６ 条第 ２ 款船长签订救助合同的法定代理权和第 ７ 条救助合同可因胁迫、 趁

人之危、 和显失公平撤销或变更的规定，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任何条款涉及救助合同。 综合 《德国商

法典》 关于海难救助第 ７４０—７５３ 条规定， 可以判断， 德国海难救助法的主要内容和 《１９８９ 年救助

公约》 基本一致。 在 《德国商法典》 中， 海难救助是狭义的 “无效果无报酬” 的海难救助。 除了

该法第 ７５０ 条规定的船长的法定缔约代理权和合同内容撤销和变更的效力控制外， 并不涉及救助合

同的其他权利义务规定。 由此可见， 德国法对海难救助亦采结果主义， 在海难救助中， 当事人对具

体海难救助合同约定， 如果符合 《德国商法典》 中海难救助的规定， 则可以直接适用该规定； 如果

与该法规定不一致， 则可以适用与该约定相符的其他法律的规定。 从雇佣救助合同的定义来看， 它

并非 《德国商法典》 意欲调整的海难救助合同， 而是由合同法或民法的有关规定来进行调整。

（二） 日本海商法

日本并非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的缔约国， 《日本商法典》 （２００５ 年） 第 ３ 编 （海商） 第 ５ 章

为海难救助， 从第 ８００ 条到第 ８１４ 条， 共计 １５ 条。 该法并没有对海难救助下定义， 其第 ８００ 条规

定： “在船舶或所载货物的全部或一部分遭遇海难时， 无救助义务而实施救助者， 可以视救助结

果请求相应的救助费。” 根据日本学者的观点， 日本的海难救助可以分为广义的海难救助和狭义

的海难救助。 广义的海难救助是指 “对遭遇海难的船舶或者货物进行救助的行为， 其中包括基

于合同进行的救助”； “狭义的海难救助， 即商法规定的海难救助， 是指非基于既有义务对遭遇海

难的船舶或者货物的全部或部分进行救助的行为”。 故在日本， 一般认为海难救助成立的要件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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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ｅｅ Ｍｕｎｓｏｎ Ｌｉｎｅｓ ｖ Ｓｅｉｄｌ， ７１ Ｆ ２ｄ ７９１ （７ｔｈ Ｃｉｒ ）， ｃｅｒｔ ｄｅｎｉｅｄ ｓｕｂ ｎｏｎ Ｆａｒｌｅｙ ｖ Ｓｅｉｄｌ， ２９３ Ｕ Ｓ ６０６ （１９３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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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船舶或者货物遭遇海难； （２） 非基于义务所实施的救助； （３） 船舶或货物的全部或者部分得

到救助。 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 “在救助不成功时， 也可以通过特别约定要求支付一定的报酬， 因

此， 与其将该要件称为海难救助的成立要件， 不如将其称之为产生救助报酬的原则性要件”。①

从 《日本商法典》 的规定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 《日本商法典》 第 ８００ 条中的 “无救

助义务” 仅仅是针对纯救助而言的， 一旦签订了救助合同则因约定义务而成为合同救助， 转而

适用民法规定。 由此可见， 日本海难救助法律规定采结果主义而非劳务主义， 调整的只是 “无
效果无报酬” 的纯救助， 即狭义的海难救助； 广义的海难救助中的合同救助视其合同性质由民

法进行调整， 雇佣救助只不过是合同救助之一种。
从上述各国法律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到， 英国法的海难救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既包括 “无

效果无报酬” 的海难救助， 也包括无效果有报酬的受雇的服务， 还包括当事人对救助效果进行

特别约定的合同救助。 与英国法相比较， 美国法中的海难救助范围稍窄， 一方面， 它原则上仍然

坚持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 故没有英国法中无效果有报酬的 “受雇的服务” 这种特殊的法律

制度。 另一方面， 如果双方约定非常明确， 规定了不论救助成功与否都能获得约定的报酬的情况

下， 学界对于这种合同是否为救助合同仍有争议，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再确认： 法院

将不支持其海难救助报酬的请求权， 而作为一般合同的服务报酬处理。 德国法和日本海商法中的

海难救助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仅包括 “无效果无报酬” 的纯救助， 合同救助被排除在外； 在法

律适用上， 合同救助以其性质不同， 分别适用商法或民法上的有关规定。 雇佣救助作为合同救助

之一种， 自适其例。

四　 《１９８９ 年海难救助公约》 的调整范围

历史上， 海难救助经历了自由占有遇难物时代、 对救助人补偿时代和鼓励海难救助时代。 在

古代， 公元前 ８００ 年前后的 《罗得海法》 规定， 自愿的救助者有权对他们的救助服务获得报酬，
救助报酬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比例的分配。 在近代， １６８１ 年法国路易十四制定的 《海事条

例》 第 ４ 编第 ９ 章设有专款规定船上货物的救助问题， 并对遇难物的救助给予奖励， 被认为是现

代海难救助法的鼻祖。② 在现代，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 的制定生效标志着海难救助法律制度在世

界范围内确立，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则是当代对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 的继承和发展。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 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均未对海难救助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这可能是

各国国内法对于海难救助的定义范围不一， 难以给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不过，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

约》 第 １ 条 （ａ） 项给救助作业作了定义： “系指可航水域或其他任何水域中援救处于危险中的

船舶或任何其他财产的行为或活动”。 此外， 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除合同另有明示或默示的约定

外， 本公约适用于任何救助作业”。 根据这两条规定， 可以看出， 除了合同另有明示或默示约定

外， 公约适用于任何在可航水域或其他任何水域中援救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任何其他财产的行为

或活动。 这个范围比较广泛， 既可以包括单方法律行为 （如纯救助）， 也可以包括双方法律行为

（合同救助）； 此外， 单纯的事实行为， 如无偿救助和强制救助也可以涵括在内， 但是仅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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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的规定还是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需要结合其他条款一起分析。 第一，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

约》 第 １７ 条规定： “在危险发生之前所签署的合同， 不得依本公约的规定支付款项， 除非所提

供的服务被合理地认为已超出正常履行该合同的范围”。 这就是所谓的自愿原则， 亦即， 公约中

的海难救助是在救助方无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进行的救助， 因此， 船长船员因劳动合同的规定对本

船的救助并非海难救助， 同理， 存在着法定义务的救助， 如碰撞船舶之间的救助也不属公约调整

的范围。 第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２ 条规定： “有效果的救助作业方有权获得报酬。 除另有

规定外， 救助作业无效果， 不应得到本公约规定的支付款项”。 因此，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中的

海难救助具有几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 海难救助的标的是船舶、 货物等法律认可的财产； 第二，
被救助的财产处于危险之中； 第三， 救助需为自愿， 不存在事先约定或法定的救助义务； 第四，
海难救助必须有效果才能取得救助报酬。

值得注意的是， 公约第 １４ 条规定了虽然救助没有效果但其救助作业防止或减轻了环境损害，
可以获得公约规定的特别补偿。 这即为公约第 １２ 条所称的 “另有规定”， 是 “无效果无报酬”
的例外。 从公约的总体规定来看， 公约对救助报酬的规定是救助有效果才能获得救助报酬， 采结

果主义， 而非不论救助成功与否均能获得救助报酬的劳务主义。
有学者认为，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对特别补偿的规定突破了传统海难救助的 “无效果无报

酬” 原则， 而且， 公约第 ６ 条第 １ 款规定 “除合同另有明示或默示的规定外， 本公约适用于任何

救助作业”， 说明了公约的任意性， 当事人可以以合同的方式对公约的条款 （如救助报酬） 进行

相反的约定， 因此， 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中救助不再需要有救助效果。① 但是， 在 １９８４ 年国际海

事委员 会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提 交 给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 《国际救助公约草案的报告》 第 ３ 章 “救助人的权利” 中明确指出公约草案第

３ １ １ 款和第 ３ １ ２ 款 （即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正式文本第 １２ 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 遵循了

《１９１０ 年救助公约》 第 ２ 条确立的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并作为海难救助补偿的主要框架。② 公

约之所以采取任意性主要是因为要给劳氏救助合同 （ＬＯＦ） 中特别补偿的适用留出空间， 因为在

实务中双方当事人的特别补偿约定往往更有效地给予救助方补偿而不产生争议。 当然， 公约的任

意性表明救助双方可以约定和公约规定不同的内容， 例如， 约定和公约救助报酬不同的计算基础

和计算方式， 只不过， 合同救助中约定的固定救助报酬或按费率计算出来的救助报酬不再是公约

意义上的救助报酬， 换言之， 公约第 １２ 条和第 １３ 条规定的救助报酬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纯救助

基础上的救助报酬。 故在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中， 海难救助是指救助方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

可航水域， 对遇险的船舶和其他财产进行救助并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救助报酬的行为， 可

以包括单方法律行为的纯救助也可以包括双方法律行为的合同救助。 但是， 一旦双方约定了与公

约不同的海难救助内容， 则其就超出了公约的管辖范围， 而属于合同自由的约定内容， 故在这个

意义上， 公约并不意图穷尽所有的海难救助情形， 双方约定与公约不同的内容， 不再受公约的内

容制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雇佣救助是否属于海难救助， 雇佣救助合同是否属于海难救助合同，
公约本身并不给出答案， 而是留给各国国内法予以调整。 不过， 对于公约本身来说， 它只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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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下的海难救助或海难救助合同， 亦即纯救助和 “无效果无报酬” 的合同

救助。

五　 雇佣救助合同在中国法下的实证分析

我国是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的缔约国， 《海商法》 第 ９ 章关于海难救助的法律规定， 其主要

内容为移植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而来。 该法第 １７１ 条规定： “本章规定适用于在海上或者与海相

通的可航水域， 对遇险的船舶和其他财产进行的救助”。 这个适用范围是从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 条 （ａ） 项对救助作业的定义 （系指可航水域或其它任何水域中援救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任

何其它财产的行为或活动） 和第 ６ 条第 １ 款 （除合同另有明示或默示规定外， 本公约适用于任何

救助作业） 演化而来， 只不过取消了合同另有规定除外的字样。 故根据该法第 １７１ 条， 《海商

法》 第 ９ 章可以适用于一切的海上救助行为， 由此可见， 当雇佣救助作为一种救助行为或方式来

说， 《海商法》 第 ９ 章与救助行为相关的义务性强制规定应可适用无疑。 但雇佣救助作为一种救

助方式可以适用公约中规定的救助方的权利义务， 与雇佣救助合同的法律适用并无必然的联系。
例如同是借贷法律行为， 签订的合同因有偿和无偿， 其合同法律适用就不一样。 由于雇佣救助合

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 故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和我国 《海商法》 中关

于救助方和被救助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的任意性规定， 如有抵触的将不予适用。 下文详述之。

（一） 被救助方船长的法定代理权

在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生效之前， 英美判例法中， 对船长签订救助合同的代理权有严格的

限制， 只有在符合紧急情况下其代理权才能成立。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将船舶遇难时被救助方船

长签订救助合同的代理权法定化并予以扩展， 船长不仅可以代船东签订救助合同， 也可以代货主

和救助人签订救助合同， 船舶所有人也可以代货主和救助人签订救助合同。 公约之所以给予船长

和船舶所有人的法定代理权，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 在遭遇海上危险时， 时间往往非常

紧迫， 为保证救助作业的及时顺利进行， 应该给予船长或船舶所有人此种权利。 第二， 即使现在

通讯非常方便， 但船长在遇难现场， 对是否签订救助合同其具有最为有力的判断， 应该信赖这种

判断， 对保障船东或货主的利益有帮助。 第三， 船上的货主可能众多， 而且联系可能也相当困

难， 要求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一一取得授权现实中不容易做到。 第四， 船长签订救助合同， 对于船

东和货主来说， 救助成功才需要支付一定的救助报酬， 救助不成功则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 所以

该代理损害他们利益的可能性较小。
但于雇佣救助合同， 情形并非完全如此。 雇佣救助合同并非按照救助效果计酬， 也就意味着

在救助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被救助方仍然要支付合同约定的报酬。 在这种情形下， 对于船东和货主

来说， 船长所签订的合同就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 因此， 在雇佣救助情形下， 不管是船长代理船

东签订救助合同， 还是船长和船东代理货主签订救助合同， 除非能证明是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并

且除了签订雇佣救助合同外别无他法可以保护被代理人利益的， 则不能具有这种代理权。 也就是

说， 船长代理船东签订雇佣救助合同， 或船长、 船东代理货主签订雇佣救助合同， 必须要符合：
（１） 船长在紧急情况下， 无法取得船东或货主的指示或授权； （２） 签订的雇佣救助合同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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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船东或货主的利益并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３）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保护船东或货主的利益。
因此， 其不具有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６ 条第 ２ 款或 《海商法》 第 １７５ 条第 ２ 款所规定的法定

代理权， 而是回复到一般的紧急代理权。

（二） 救助合同的撤销或变更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７ 条或 《海商法》 第 １７６ 条规定， 在胁迫或危险情况影响下签订的合

同， 且其条款不公平； 或合同项下的支付款项同实际提供的服务不大相称， 过高或过低； 当事人

一方可以要求法院或仲裁庭撤销或变更救助合同。 雇佣救助合同的约定偏离了一般救助合同的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 在救助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救助报酬， 对被救助方的保护难言

充分和公平， 也和鼓励海难救助的法律政策不一致，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 根据公约第 ７ 条或

《海商法》 第 １７６ 条的规定， 它是完全可以被撤销或变更的合同。
事实上， 雇佣救助合同背离了海难救助的结果主义而采劳务主义， 此时， 雇佣救助不再需要

提供相应的劳动成果， 其报酬只是提供劳务的对价， 不能再按公约或 《海商法》 对救助合同的

效力规定去判断其是否公平， 而应按照 《合同法》 的一般规定去决定该合同的效力。 因此， 雇

佣救助合同不再适用该款规定， 转而适用 《合同法》 第 ５４ 条之规定： “下列合同， 当事人一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 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

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由于 《海商法》 第 １７６ 条和 《合
同法》 第 ５４ 条的主要内容基本一样， 实际上适用两者的结果可能基本相同， 但是其法律适用的

逻辑关系却是不同的。

（三） 救助方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

救助报酬是指救助方救助成功后获得比一般报酬高得多的款项。 在海难救助中， 救助报酬的

取得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它是特指按照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３ 条或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８０ 条

的十个因素计算出来的报酬， 远远高于一般的劳务报酬， 体现了对海难救助的鼓励和奖励性。 当

事人可以将救助报酬留待法院或仲裁庭进行计算， 也可以约定一个固定的金额， 但无论如何， 这个

金额的取得必须要以救助有效果为前提。 雇佣救助合同中规定的报酬和救助效果并无关系， 其数额

为确定的费率或费用， 因此， 它并非公约或 《海商法》 中按照十项因素计算出来的法定救助报酬。
我们所说的雇佣救助的救助方能否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 指的是在其救助成功时， 能否获得

比合同约定更高的救助报酬。 在英国法中， 有的法官认为救助方有选择的自由， 救助成功选择救

助报酬请求权， 救助未成功选择劳务合同的报酬请求权。 在美国法中， 法官则不给予救助方这种

选择的权利， 因为这种选择会让救助方和被救助方的地位产生极大的不公平。 在签订救助合同的

时候， 救助方为了自己的利益， 签订一个不管救助效果的费用保障的合同， 而最终待救助成功提

出更高的要求， 这明显违背了合同的诚信要求， 因此， 不应赋予救助方选择的权利。
那么， 救助方在救助成功后， 只请求合同中规定的报酬， 这个报酬算不算是救助报酬呢？ 理

论上， 约定的救助报酬仍然可以是救助报酬， 只不过这种报酬不再属于公约或 《海商法》 意义

上的救助报酬。 实际上， 其是否具有救助报酬之名， 并不影响到其实际费用的收取， 但它能否享

有救助报酬的其他法律地位， 如船舶优先权等， 则需进一步分析。 否则， 认定其为救助报酬，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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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它为一般劳务合同的对价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实践中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７９ 条规定了 “合同另有约定外， 救助没有效果的， 当事

人不能取得救助款项”， 从而取消了救助报酬中救助要有效果的要求， 因此， 当事人没有救助效

果的情况下约定的报酬也是 《海商法》 中的救助报酬。 按照英美法的理解， 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７９ 条规定和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６ 条和第 １３ 条的理解是一致的， 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救助

报酬， 只不过这种报酬并非公约下的报酬， 属于合同自由的范畴。 按照德国法或日本法的理解，
海难救助只调整纯救助， 雇佣救助合同属于普通合同法的范畴， 故合同中约定的救助报酬只是一

般合同的对价， 并不具有救助报酬的性质。 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７９ 条的规定将不需要救助效果的

救助报酬约定也纳入 《海商法》 意义上的救助报酬， 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漏洞， 应该采用目的

性限缩解释， 将雇佣救助下的救助报酬约定排除在 《海商法》 的调整范围之外， 和 《１９８９ 年救

助公约》 的规定相一致。

（四） 救助方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４ 条规定了救助没有效果但防止和减轻了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形下，
救助方可以从被救助方那里获得特别补偿。 公约第 １４ 条特别补偿的触发条件是救助没有效果或

效果极小， 救助报酬不能涵盖救助方救助中所花费的费用。 故特别补偿的取得是以特别补偿和救

助报酬的差额来计算的， 而救助报酬的取得又是以救助需有效果为前提。 由此可见， 雇佣救助合

同中约定的报酬不再以救助效果为依据， 因此， 不论是否防止或减轻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救助

方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费用进行请求， 而且， 此时约定的固定费用和费率一般也不会低于救助方

所花费的成本， 并无触发特别补偿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 由于其有受雇的服务这种海难救助特殊的类型， 雇佣救助合同中的约

定符合其没有效果但仍然有报酬的规定， 所以， 在英国法下， 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的救助报酬过

低导致不能弥补其支出成本的， 可能会产生特别补偿。 不过， 如前所述， 这种约定的报酬低于成

本的情形几乎不大存在， 故在现实中应极为罕见。
雇佣救助中防止或减轻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是否要给予救助方特别补偿的权利， 更多的取

决于法律政策， 从鼓励海洋环境救助的角度出发， 除了约定的雇佣救助报酬外， 给予其一定的特

别补偿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特别补偿建立的初衷是给予救助没有效果或救助效果极小而

无法涵盖成本支出的费用的补偿而言， 雇佣救助中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自由约定防止和减轻海洋

环境污染这类情形的金额， 没有必要给予其额外的补偿。

（五） 船舶所有人要求货物所有人分担救助报酬的权利

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８３ 条规定： “救助报酬的金额， 应当由获救的船舶和其他财产的各所有

人， 按照船舶和其他各项财产各自的获救价值占全部获救价值的比例承担。”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并无此项规定， 只在第 ２１ 条规定了获救船舶的所有人， 有义务向救助方提供满意的担保； 此外，
获救船舶的所有人， 应尽力保证在货物释放前， 货物所有人对向其提出的索赔， 包括利息和诉讼

费用在内， 提供满意的担保。 这两种规定对于救助方来说， 并无多大区别， 因为救助方可以根据

救助合同向船舶所有人或货主提起诉讼请求。 但是， 在我国 《海商法》 的规定下， 更为明确地

赋予了船舶所有人对救助方的索赔只按财产比例承担救助费用的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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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８３ 条要求货主分摊救助报酬的权利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船货双方要遭遇了共同的危险， 如果仅仅只是船方的危险则不存在货主分摊救助费用的前提； 第

二， 船舶所有人在签订救助合同时， 有权代理货主签署救助合同并实际行使了该种代理权； 第

三， 船舶所有人在救助结束后向货主提出按比例分摊救助报酬的请求。
雇佣救助合同中， 由于其对救助效果并无要求， 如果救助成功的情况下， 要求货主进行分摊救

助费用并非完全不合理； 如果救助没有成功， 仍然要求货主分摊救助费用， 那么就显得不大公平。
在 “无效果无报酬” 的救助合同中， 货主能预见自己的货物只有在获救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分摊救助

费用的义务， 所以赋予船长或船舶所有人签署救助合同的法定代理权和救助成功的救助报酬分摊权

并不损害货主的利益。 而在雇佣救助的情况下， 货主面临的法律后果是不确定的， 可能会产生没有

救助效果货物灭失的同时还要支付额外的救助费用的情形。 因此， 在雇佣救助的情形下， 应当区分

以下问题： （１） 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不能当然地享有公约或 《海商法》 规定的签署救助合同的法定

代理权， 而是只能按照紧急代理的情形去判断其是否可以代理货主签订雇佣救助合同； （２） 如果符

合紧急代理的情形签署了雇佣救助合同， 救助如果成功， 货主分摊有关的救助费用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 但是其并非按照 《海商法》 第 １８３ 条的规定分摊， 而是根据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代理其签订的雇

佣救助合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分摊； （３） 如果一旦救助失败， 货主也应当根据代理的法律关系承担相

应的救助费用。 此时， 由于救助未能成功， 船舶或货物已经灭失， 货主承担的救助费用分摊也无法

按照货物价值的比例计算， 所以在签订救助合同时， 船长或船舶所有人应该就费用的分摊和货主进

行约定， 否则会面临无法要求分摊的窘境。 所以， 雇佣救助合同中船舶所有人和货主之间的费用分

摊不再是按照 《海商法》 第 １８３ 条的规定进行， 而是按照代理法中紧急代理的规定进行， 并且在救

助未能成功时， 也无法按照 《海商法》 第 １８３ 条的规定根据获救财产的比例进行分摊。

（六） 人命救助的救助方从财产救助方获得合理份额的权利

作为对人命救助的鼓励，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在发生需要救助的事故

时， 参与救助作业的人命救助人有权从支付给救助船舶、 其他财产或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救助

人的报酬中获得合理份额”。 我国 《海商法》 第 １８５ 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雇佣救助中， 如果救助方救助了人命， 他能否从其他救助方的财产救助报酬中获得合理的份

额呢？ 由于单独的人命救助并不产生救助报酬， 人命救助方从其他财产救助方中获得合理的份额

是以财产救助方 “无效果无报酬” 原则所计算出来的救助报酬为基础的， 因此， 本问题其实可

以分为两个问题： （１） 不管雇佣救助是否有效果， 其他的人命救助方是否可以要求雇佣救助方

给予其合理的补偿； （２） 如果雇佣救助方救助了人命， 其他人救助了财产， 此时， 雇佣救助方

可否向其他财产救助人要求获得合理的份额？
对于第一个问题， 如果雇佣救助成功， 但是其约定的报酬一般远远地低于按照 “无效果无

报酬” 原则计算出来的金额， 此时人命救助方向其请求合理的份额固然可以体现对于人命救助

的鼓励， 但是， 却忽略了对雇佣救助方的利益保护。 如果救助财产没有成功， 这时人命救助方也

请求获得合理的份额， 就和公约或 《海商法》 规定的救助成功获得救助报酬前提下， 人命救助

才能获得合理的份额相违背了。 因此， 第一种情形， 不管雇佣救助是否成功， 人命救助方不应该

向雇佣救助方请求合理的份额。 第二种情形， 雇佣救助方未能救助财产， 但救助了人命， 此时根

据合同的规定， 它仍然能获得约定的报酬， 而单独的人命救助因为不能获得救助报酬， 故例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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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其一定的合理份额， 两者的立法目的并不一样， 所以法律并无给予雇佣救助方从其他财产救助

方的救助报酬中获得合理份额的必要。 同理， 雇佣救助方救助财产的同时又救助了人命， 他也只

能根据合同的约定获得固定的报酬， 对于人命救助部分并无单独获得救助报酬的权利。 综上， 在

雇佣救助中， 雇佣救助方即使救助了人命， 其也不能从其他财产救助方获得合理的份额。

（七） 雇佣救助报酬能否列入船舶优先权

如果认为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的救助报酬并非是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第 ２０ 条或我国 《海商

法》 第 ２２ 条、 第 ２３ 条的救助报酬， 则其不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性质， 反之则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性

质。 在美国法中， 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的不管救助成功与否均可获得固定报酬的规定， 使合同受

雇方不再具有救助方的法律地位， 同时， 该报酬也不具有救助报酬船舶优先权的性质。① 亦即，
在美国法下， 雇佣救助合同中对救助报酬的约定， 会被法院认定在救助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有约

束力的合同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这种约定就排除了可以根据海难救助获得高额的救助报酬的权

利， 约定的救助报酬不再是海难救助法意义上的救助报酬， 而是服务合同的一般对价。 因此， 在

美国法下， 雇佣救助合同约定的报酬不再作为救助报酬取得船舶优先权。 不过， 不以救助报酬取

得船舶优先权， 不等于雇佣救助合同约定的报酬就完全不能取得船舶优先权， 如果该报酬符合其

他船舶优先权的构成要件， 它还是有可能取得船舶优先权的。 例如， 雇佣救助合同中约定救助人

员提供船上劳务， 其可以作为船员劳务报酬取得船舶优先权。
笔者认为， 雇佣救助合同中的约定报酬不应作为救助报酬的船舶优先权， 其理由如下： 第

一， 船舶优先权是从对物诉讼发展而来的， 其本意在于该债权可以直接依附于物而转移， 传统的

救助报酬因救助有效果而获得， 因财产灭失而消灭， 刚好契合了对物诉讼的内在要求。 而雇佣救

助不管是否有效果， 其都可以向被救助方提起合同报酬的请求， 属于对人诉讼， 无需船舶优先权

予以特殊保护。 第二， 如果雇佣救助最终无效果， 但救助方仍然可以获得合同约定的报酬， 其所

得到的法律保护甚至比船舶优先权更优， 从权利义务的平衡来考虑， 不宜给予其特别的保护。 第

三， 雇佣救助合同的方式多种多样， 如果要给予其船舶优先权， 也就意味着大量的海上雇佣合

同、 服务合同和承揽合同都能被赋予船舶优先权的性质， 其范围大大地扩张， 这种扩张与压缩船

舶优先权范围的国际趋势相悖， 不利于缓解船舶优先权和船舶抵押权的法律冲突。② 因此， 不宜

给予雇佣救助合同约定的报酬以船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雇佣救助合同中救助方能否享受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和我国 《海商法》 中规定的救助方的

权利，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 雇佣救助方不能享受这些法定权利， 因此， 我们很难说雇佣救助

合同可以适用公约或我国 《海商法》 规定。 当然， 作为一种救助方式来说， 公约或法律中规定

的对一切救助作业均需遵循的要求和义务， 雇佣救助方当然也应遵守， 但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

说， 雇佣救助应当遵循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 就表明雇佣救助合同必须遵循法律中赋予救助方

的一切权利， 这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联系。 恰恰相反的是， 由于雇佣救助合同中， 当事人对于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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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报酬的约定偏离了传统的 “无效果无报酬” 的海难救助形式， 其约定的内容不再受 《１９８９ 年

救助公约》 或我国 《海商法》 第 ９ 章海难救助的制约， 而进入了合同自由的领域， 适用与其同

样、 相似或相关的诸如合同法、 民法等法律规定。

六、 结语

在英国法中， 雇佣救助合同作为一种海难救助的特别合同， 英国法院一般认定其救助合同的

性质， 特别是当它和无效果有报酬的受雇的服务重合的时候， 有关海难救助的法律一般均可予以

适用。 但是， 如果雇佣救助合同中对救助报酬的约定非常具体， 而且完全排除了对救助效果的要

求， 那么， 法院可能会认定其排除了救助合同的性质， 而只能按照一般合同的对价向被救助方提

出请求。 在美国法中， 由于没有受雇的服务存在， 故雇佣救助合同的无效果有报酬约定被认为否

定了救助合同的性质， 合同受雇人不再具有救助方的法律地位， 其约定的报酬也不具有救助报酬

性质的船舶优先权性质。 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中， 法律只规范纯救助或自愿救助， 雇佣救助作为合

同救助之一种， 分别适用合同法上与其性质一致或相近的有名合同或无名合同的规定。 在我国，
由于我国是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的缔约国， 我国 《海商法》 第 ９ 章也基本上按照公约的内容进

行制定， 通过对公约和 《海商法》 中权利义务的分析， 我们发现雇佣救助可以适用公约或 《海
商法》 中的义务性规范， 但是对于其中赋予救助方的权利性规范， 雇佣救助方却均无享有的余

地。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相对稳妥的结论， 《１９８９ 年救助公约》 和我国 《海商法》 第 ９ 章对雇佣

救助合同并不适用， 由于救助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已经超出了该法调整的范围， 应当由调整

与雇佣救助合同性质同样或类似的合同法或民法来进行规范。 不过， 至于是否需要在 《海商法》 修

改时对雇佣救助这种方式规定特别的法律规范以加强调整的针对性， 那是立法政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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