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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回顧 

無過失責任 

船舶經紀人為承租人和船東商定了一份包運租

船契約（“包運契約”）的條款。船舶經紀人收

到的指示全部來自於聲稱代承租人行事的代理

行。該包運契約規定 12個月至少運輸 18票貨。 

 

承租人在包運契約期間未指定任何貨物。 

 

船東起訴承租人，要求 31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 

 

在抗辯過程中，承租人否認自己是包運契約的當

事方，並主張船舶經紀人和代理行均無權代其商

定或訂立該包運契約。 

 

因此，船東將船舶經紀人追加為被告，主張船舶

經紀人違反了授權保證。並主張船舶經紀人曾向

船東陳述，稱承租人已授權其簽訂包運契約，且

若其無此授權，其將對因此導致的損失負責。 

 

根據英國法律，船舶經紀人承擔違反授權保證的

責任並不以其存在過失為條件。該責任在《ITIC

規則》載明的承保範圍內。 

 

船舶經紀人抗辯稱，船東知曉經紀人係依代理行

指示行事且船舶經紀人並未聲稱代表承租人。代

理行宣稱其已獲得簽訂包運契約的授權。 

 

在提交答辯意見後，承租人並未積極參與訴訟。

該事宜在其餘各方當事人之間進行調解，但當天

未達成和解。經調解，船東表示願意大幅降低其

索賠額。 

船舶經紀人和代理行最終得以協商達成和解款

項的分攤方案，由代理行支付大部分款項。ITIC

賠付了船舶經紀人分攤承擔的 26萬美元。 

 



 船帆保管不當 

某船舶代理接受了一艘停靠於地中海島嶼的超級風帆遊艇的船東的指定。

船東要求取下遊艇上的兩個大三角帆並運至其他港口修理。在修理作業安

排好之前，船東指示代理安排臨時堆存保管這兩個船帆。代理指示其通常

負責清理碼頭垃圾的分包商取走船帆並安排臨時堆存保管。九個月後，遊

艇船東詢問船帆的下落。但當時該分包商已經停業。代理這才意識到他們

尚未收到要求支付堆存保管費用的帳單，而且很遺憾，船帆已無法覓得。 

船東認為代理應承擔責任。ITIC同意賠償新船帆的費用，但扣除船帆狀況

改善部分的費用。 

10個貨櫃運輸過頭 

某中美洲船舶代理行負責安排一艘船舶在抵達最終目的地前掛靠兩個不同

的港口。就在開始裝貨之前不久，代理收到指示，要求在倒數第二個掛靠

港卸載 10個原定運往最終卸貨港的貨櫃。然而不幸的是該資訊並未傳達至

代理部門正確的人員，結果 10個貨櫃被運到了最終卸貨港。 

因此，這 10個貨櫃不得不安排下一艘船舶運回。代理被認定應承擔 6萬美

元的費用，ITIC對此進行了賠付。 

 
 
 
 
 
 
 

 

承保傭金 

某船舶買賣經紀人訂立了一份船舶

買賣協議備忘錄（“備忘錄”）後不

久，因發生繫泊纜纏繞螺旋槳事故，

該船舶無法滿足備忘錄規定的受載

期。 

 

船舶入乾塢進行修理。買賣雙方在賣

方賠償該遲延的基礎上商定了新的

受載期。 

 

然而，船舶在海上試航的過程中發生

齒輪箱故障，不得不再次進塢修理，

無法在修改後的受載期前準備就

緒。因此，在進一步賠償的基礎上，

雙方商定了第三個受載期。 

 

船舶駛出乾塢後，舵機發生漏油。船

級社將該問題列為船級（遺留）條

件，並告知船舶必須進行修理。 

 

船舶無法滿足第三個約定受載期，買

方因此取消了協議。船舶經紀人本可

就此項船舶買賣賺取 11.5 萬美元的

傭金。船舶經紀人購買了 ITIC的佣

金損失險。 

 

因此 ITIC 對該佣金損失作出了賠

付。 
 
 
 

 

 
 
船舶管理人資訊過時 
某船舶管理人管理的一艘船舶經常航

行至美國港口。 

 

2017年 7月 1日，加利福尼亞州新頒

佈的法律生效，要求自公海駛入的船

舶應在離岸 200 海浬以外的海域排放

壓艙水。加利福尼亞當局以通函的形

式向航運業傳播了此項變更。船舶的

保賠協會也發佈了該資訊。但該管理

人卻未接收到這一變更資訊，因此未

依據新規則更新壓載水管理計畫。 

 

2017年 7月 21日，在該船駛往加利福

尼亞州的航程中，船員在離岸 50餘海 

 

 

 

 

 

 

浬但不足 200 海浬的海域排放了

壓艙水。雖然這種做法符合舊規

則的規定（船員上個月才這樣做

過），但卻違反了新的法規。 

 

船長向加利福尼亞州當局承認船

員對該法律變更不知情。當局對

船東開出了 28萬美元的罰單。 

 

經過協商，罰款降為 21.5 萬美

元。船東以管理人本應知曉法律

變更並更新壓艙水管理計畫為由

向管理人索賠該筆款項。 
 

 

落海遺失 

某遠東船舶代理安排了一艘交通艇

向某船舶運送備件。就在運送備件

時，交通艇不幸發生部分傾覆，重型

零件落海遺失。 

 

交通艇船東並未購買保險、亦無財力

賠付該等零件。船舶船東指責代理選

擇了不恰當的服務提供商。儘管代理

可以說他們之前向同一家當地交通

艇船東訂過船，但之前提供的服務是

協助少數船員下船登岸。顯然，船東

可以指責該代理安排同樣的交通艇

來運輸重型備件，欠缺妥當。 

 

代理同意分攤船東的損失，並獲得了

ITIC的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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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睡眠不佳 

某造船工程師受雇對一艘船舶進行改造，包括新建一個可以容納 67人的

居住艙室區域。 
 

船舶根據該造船工程師設計的方案進行了改造。海上試航時，船級社發

現船舶的噪音級和振動級均不符合要求。經第三方驗船師調查，問題的

原因在於造船工程師在計算減震和隔音要求時疏忽大意，未考慮到新的

居住艙區域就在機艙正上方。 
 

為了矯正這一問題，不得不對初始設計進行修改，並展開工作落實新的

改造方案。新改造方案包括增加地面和牆面的厚度、加大地面和牆面邊

緣與鋼結構的距離，以及對機艙和窗戶採取隔音措施。 
 

此等工作完成後，船級社重新對船舶進行了檢驗，結果符合要求。船東

就糾正該問題產生的費用和因遲延交船導致的收入損失向造船工程師提

出了索賠。 
 

經協商，ITIC以 44萬美元解決了這項索賠。 
 
 
 
 
 
 
 
 
 
 
 
 
 
 
 
 
 
 
 
 
 
 
 

 
 

差點被拍賣 

某船舶經紀人被一艘定期掛靠開普敦船舶的船東拖欠傭金。該船東對船舶

經紀人和 ITIC 發出的付款要求均置之不理。在南非律師按指示威脅扣船

後，該船東才向船舶經紀人支付了部分逾期款。 
 

船舶經紀人認為其耐心已到極限。律師告知船東，除非船東付清款項，否

則其將按指示扣船。在這最後關頭，承租人發來資訊，表示將保證付款並

從其應付船東的款項中扣付。船舶經紀人同意不扣船。 
 

2個月後，船舶經紀人仍未收到承租人承諾的款項。最終，船舶返回開普

敦時遭到了船舶經紀人的扣押（ITIC提供了協助）。隨後不久，另外兩方

當事人同樣因未結賬目扣押了船舶。 
 

儘管船舶遭到了扣押，船東依然未立即支付拖欠船舶經紀人的佣金。船舶

經紀人取得了勝訴判決，這意味著其可以申請出售該船舶。船舶將被司法

拍賣的事實終於使得船東支付了拖欠債務。 
 

部分訴訟費得以從船東處獲償，其餘訴訟費金額根據 ITIC“額外訴訟費

用與債務追收”險獲得了理賠。 

 

 
 
 
 

訂租失敗 

某船舶的商業管理協議規定，未經

批准，船舶管理人不能為船舶訂立

特定天數以上的租約。而該管理人

在未能取得明示批准的情況下，訂

立了一份最長期限超過管理人許可

權範圍的租約。 

 

在租約即將結束之際，市場價格上

漲，船東就租約費率和當時市價之

間的差價提出索賠。管理人抗議

稱，船東對訂租一事早已知情，但

管理人無法提供在租約訂立之前與

之有關的書面記錄，且未遵守船舶

管理協定中規定的程序。 
 

雙方最終達成了和解。 
 

貨煤數量是多少？ 

某澳大利亞船舶代理負責將船東和

托運人就待裝運至中國的煤炭數量

作出的指示，傳遞給一艘散裝船的

船長。 

 

代理收到的指示是“85,000 公噸，

溢短裝 10%”。然而，代理人向船

長傳遞的資訊卻是“80,000 公噸，

溢短裝 10%”。承租人批准的配載

圖顯示待裝貨數量為 91,036公噸。 

 

基於此等指示，船舶裝載了 88,000

公噸，即比船長收到指示的 80,000

公噸溢裝 10%，但比起按照配載圖

本該裝載的數量卻少了 3,036公噸。 

 

租金是基於 88,000 公噸這一已裝數

量進行支付的，因此船東按照未裝

載的 3,036 公噸煤相關的運費向承

租人索賠 3.8萬美元的空艙費。 

 

顯然，短裝的發生完全是由於代理

人在向船長傳遞相關資訊時犯的錯

誤所造成的。代理支付了這筆索賠

款項，而 ITIC則向代理進行了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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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標費用帳單 

某運河通行代理所代理的船舶

發生了一起觸碰浮標事故。其後

收到運河當局開出的 22.5 萬美

元的浮標損壞賠償發票。船東對

發票金額有異議，指示代理與當

局談判。 

 

代理雖認為發票金額太高，但其

委託人提出的金額也低得不切

實際。 

 

運河當局要求代理行提交保證

金，擔保委託人的責任。在談判

變得拖拉之際，當局按發票全額

提取了代理人的保證金。船東拒

絕賠償代理人，而是反覆指示代

理人去談判降低索賠額。 

 

ITIC聯繫船東並告知，無論船東

如何看待運河當局的索賠金

額，其均應賠償代理。船東未積

極回應，甚至也未支付其認為恰

當的索賠額。 ITIC一直在追蹤

船舶並安排在遠東扣船。這一手

段最終解決了問題。 

留心詐騙 
 

某船舶代理人收到船東要求，在下次

掛靠港口期間交付船長4.5萬美元現

金。船東匯付且船舶代理收訖了該筆

資金。 

 

數天後，船舶代理接到了某供應公司

的電話，隨後是船長的電話。他們告

知代理，在將全額款項交給船長前應

先扣除部分款項支付新鮮食品供

給。該等供給品將在船舶停留港口期

間送上船。 

 

船舶代理同意了，因為這種請求並非

不常見，且他們也收到了船長的書面

確認（抄送了船東）。 

 

幾天後，船長確認要在船上交付的實

際金額為 2.3萬美元，而餘款應匯給

供應公司結算供給品。這封電子郵件

包含了一份某船舶供應公司簽署的

初步交貨單。 

 

當周晚些時候，船舶代理人收到船長 

 

 

消息，消息載明其預計該等供給品將

在當天 18:00時交付上船，消息後文說

明了所需資金的面額。該郵件抄送了

船舶供應公司，而且是在之前關於供

給品和向船長交付現金的郵件上回覆

的。然而，該電子郵件後來被發現並

非船長所發，船長的郵箱地址是

123@abc-fleet.com，但該封郵件卻發

自 123@acb-fleet.com。代理和船舶供

應公司均未注意到這點。 

 

船舶代理收到了載有銀行帳戶資訊的

發票（有船章和船長簽名，以及船舶

供應公司的蓋章和簽名）。發送該文件

的郵件看似抄送了船舶供應公司，但

實 際 上 郵 箱 地 址 已 從

supply@marineservices.eu 改 成 了

supply@marineservices-eu.com，這點同

樣未被發現。款項匯給了截取郵件鏈

騙取資金的人。 

 

ITIC提醒所有會員在轉帳時透過電話

向收款人辦公室裏可信任的代表確認

帳戶資訊。 

 

 

船舶經紀人和船舶商業管理人最常面臨的索賠原因之一是未及時轉發延滯費和其他付款要求的文件。等到發現錯

誤的時候，已經超過租船契約條款規定的提出付款要求的期限。以下是兩個此類出錯的案例： 
 

武裝保全發票遺漏 

某倫敦船舶經紀人的業務部門收到一封船東發來有關在具有高海盜風險

的區域進行海上卸貨的航程的郵件。該郵件隨附了運費發票和另一張關

於武裝保全費用的發票。根據租船契約條款規定，該費用應由承租人支

付。 

 

業務部門發現到運費發票抬頭書寫錯誤，要求修改發票，但同時，未轉

發船東的郵件。 

 

他們及時收到了船東發出的修改後的發票，並將其轉發，但未注意到新

郵件並未附上武裝保全費用的發票。 

 

一段時間過後，船東會計部門就未付的 8萬美元武裝保全費用發票提出

疑問。業務部門意識到了他們的錯誤。他們將發票發給了承租人，但由

於該付款要求未在租船契約允許的期間內提交，承租人拒絕付款。 

 

船東向經紀人提出索賠，經紀人不得不支付該筆發票金額。ITIC對其進

行了賠付。 

有害的刪除行為 

一名船舶經紀人的訂租後期業務部門員

工注意到許多承租人的郵箱會阻擋接收

超過一定大小附件的電郵。因許多電子

郵件附有包含公司圖示和類似符號的附

件，她養成了在把郵件資訊轉發給承租

人之前先將郵件裏的這些附件刪掉的習

慣。 

 

然而，在一次轉發延滯費付款要求時，

她無意中刪除了其中一個卸貨港延滯費

的部分證明文件。隨後，承租人以其並

未在租船契約規定時間內收到有適當文

件證明的付款要求為由，拒絕支付與該

次卸貨相關的該部分延滯費。最終 ITIC

對該金額為 3萬美元的付款要求進行了

賠付。
 

更多資訊，請登錄 itic-insure.com    撥打我們團隊的電話+44 (0)20 7338 0150             或關注我們的推特@ITIC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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