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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詐騙 
某船舶代理行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以為是其委託人

所發，卻未注意到發件地址與正確的位址存在細微不

同。該封電子郵件通知代理人稱委託人的銀行資訊發

生了變更，要求代理人將錢款匯至新的銀行帳戶。新

帳戶所在國家與原帳戶不同，與委託人沒有明顯聯

繫。 

 

船舶代理人未進行任何核實，並如期將53,000美元轉

入了新的銀行帳戶。隨著時間的推移，顯然，委託人

並未收到相關款項，船舶代理人遭到了欺詐，將錢款

付至了錯誤的帳戶。ITIC全額賠付該代理行。 

 

 
 

ITIC見過大量此類詐騙案例。雖然詐騙的受害者和目

標物件大多是船舶經紀人和船舶代理行，但ITIC也接

到過其他各種業務領域會員的報案。 

 

任何付款人都可能成為詐騙者的目標。任何聲稱變更

銀行帳戶詳情的資訊均應以懷疑的眼光看待。 

 

ITIC提醒所有會員在轉帳時電話聯繫收款人辦公室裏

可信任的代表核實帳戶詳情。簡單的核實就可以打擊

詐騙者。 



很抱歉，您的貨

物已經到了 

某船舶代理人收到了其委託人發來

的電子表單，其中將運載貨物的原

船舶列於一欄裏，而將其兩艘後續

接駁船（將用於載運貨物至最終卸

貨港）列於另一欄裏。後兩艘船舶

計畫相隔一周到達。 

 

代理人看錯電子表單，並向部分收

貨人通知了錯誤的貨物抵達日期。

這一錯誤直到第一艘船舶抵港後才

被發現，但部分收貨人尚未提交所

需清關文件，因為他們以為貨物還

有一周才會抵達。 

 

另一受害者 
某船舶經紀人收到船東電郵發送的一張金額為120,000美元的運費發票。發票
中列明的銀行帳戶與船東先前在與同一承租人的往來中使用的帳戶相同。數
小時後，該經紀人又收到一封看似船東所發的、通知變更發票上銀行帳戶詳
情的電子郵件。郵件寫道，“因明天開始內部稽核，原銀行帳戶無法再用於
收款”。 

 

該資訊實際上並非真船東所發，而是發自一個看起來十分相似的電子郵件位
址。詐騙者創建的郵件地址將船東公司名稱中的“點”改成了“連接號”。
除了經修改的發票外，詐騙者還提供了一份載明該帳戶詳情屬實的偽造的
《帳戶登記表》。 

 

經紀人未能注意到電子郵件位址中的變化，相信了所謂帳戶證明和解釋。經
紀人將該“船東發來的”發票轉發了出去。直到船東詢問運費付款進度時，
騙局才被揭穿。 

 

承租人不得不再次支付運費，並就經紀人未能發現郵件位址變化且未能充分
核實帳戶詳情的過失而向經紀人提出索賠。經紀人不得不賠償承租人必須二
次支付的運費。ITIC對該經紀人進行理賠。 

 

 

 
 

清關混亂 
 

船舶商業管理人安排了兩個連續的航次。 
 

第一個航次結束時，船舶在港口的外邊界卸貨，並立即返回裝貨港裝載下

批貨物。當船舶抵達裝貨港時，商業管理人發現船舶這一快速回轉造成了

一個問題。 
 

由於船舶在港口的外邊界卸貨，該輪並未登記為入港船舶，因而在卸貨作

業結束時未在該港口清關。因此，船舶駛抵下批貨物的裝貨港時，由於無

法出示證據證明其在上次掛靠結束後清關，違反了當地的法規。 
 

該輪因當地主管機關的滯留而發生延遲。船東就該遲延向船舶商業管理人

提出損害賠償要求。經協商，雙方同意由管理人支付50,000美元。ITIC對

此進行了賠付。 

 

船公司認為船舶代理行應對碼頭因

提貨遲延而收取的額外費用承擔責

任。ITIC對9,500美元的索賠額進

行了全額賠付。 

 

 

 

 

 

 

 

 

 
 

機器上的標籤錯誤 
 

某海事公證人對兩批卡車、起重

機和其他設備進行了裝運前檢

查。這兩批貨物預計運至南美洲

兩個不同港口。作為檢驗工作的

一部分，船舶檢驗人需要確保每

件貨物的標籤標示正確。 

 

貨物抵達第一個港口後，海關發

現大部分貨物的標籤標示不正

確。一些標籤與車輛上的正確底

盤號並不相符，一些標籤則標錯

了目的地。 

 

海關扣押了車輛和設備，導致收

貨人在等待問題解決的數月內不

得不租用替代卡車。海關在四個

多月後才放行設備，使得海事公

證人遭到總額達68,260美元的索

賠 ， ITIC 對 此 進 行 了 賠 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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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C網站上有專門的防詐騙版面，包含潛在欺詐行為相關的建議

和資訊： 

https://www.itic-insure.com/knowledge/circulars/fraud-circulars/ 

http://www.itic-insure.com/knowledge/circulars/fraud-circulars/


解約權 

某船舶經紀人訂立了一份帶有常見的受載期(Laycan)條款的租約。該條款規

定，如果承租人認為船舶將延遲抵達裝貨港，則承租人可要求船東說明預計

船舶何時能準備裝貨。該條款進一步規定，如果船東告知的日期晚於解約

日，則承租人有權選擇解除租船契約，但承租人必須在收到船東通知後九十

六個小時內作出選擇。如果承租人沒有解約，則新的解約日將依船東通知而

定。 
 

船東發出資訊稱抵港時間將發生延遲。在未與承租人商議的情況下，經紀

人發出資訊回覆道“請告知船東的受載期延期情況”。 

 

船東回覆稱希望將受載期延長兩天。經紀人將該受載期延期請求轉發給了

承租人，但承租人未作回覆。當原受載期屆滿後，承租人提出解除租約，

但船東主張，由於承租人之前未作回覆，應被視為接受了新的受載期。隨

後承租人責怪經紀人未經授權擅自發送資訊。 

 

最終雙方達成了商業和解方案，由經紀人分攤承擔其中25,000美元，ITIC對

此進行了賠付。 

 

可避免的武裝保全任命 
 

重複申報 

某南美船舶代理行向海關申報了47

件轉運貨物。該項申報透過電子方

式作出，並提及了一份具體艙單。

不到一周後，代理行錯誤地就相同

貨物又進行了申報，但提及的卻是

另一份不同的艙單。 

 

海關隨後對該代理人開出了39,885美

元的罰款，ITIC對此進行了賠付。 

某船舶管理人管理的一艘油輪駛入

西非海域。管理人以為租船契約的

條款規定任用武裝保全的費用由承

租人承擔，故以170,000美元的價格

就該航次正式僱傭了武裝保全。 

 

承租人拒絕支付這筆款項。雖然租

船契約的條款中確實有關於僱傭武

裝保全的規定，但這一部署並非強

制要求。而且，租船契約規定，承

租人承擔的費用金額不超過20,000

美元。承租人表示願意支付20,000

美元為限。 

 

船舶吃水問題的窘境 
一艘船舶正在駛往卸貨港。卸貨港船

舶代理通知托運人稱卸貨港所允許的

最大吃水為40英尺。由於該輪吃水略

低於41英尺，船舶進行了臨時掛靠以

卸載部分貨物。 

 

代理隨後收到托運人提出的索賠。托

運人稱該資訊是錯誤的，吃水超過40

英尺的船舶也能掛靠該卸貨港，只是

船上應配備兩名領港（而非一名）。

托運人表示代理本應知曉這一可能

性，並就該多餘的掛靠和額外貨物的

運輸費用提出250,000美元的索賠。 

 

代理未在當地引水人協會網站上找到

該條規定，網站上列明的最大吃水深

度為40英尺。代理遂向托運人詢問其

消息來源。托運人指出代理自己的網

站上有個文章鏈結，文章載明吃水超 

船東要求管理人支付不足部分。船東

指出，他們已向管理人發出該航次指

令，其中載明瞭僱傭武裝保全的決定

權在船東。事實上，在過去十次前往

該海域的航次中，船東只有一次僱傭

了武裝保全；而在那次，租船契約要

求承租人全額支付保全費用。 

 

ITIC全額賠付了150,000美元的索賠

金額。ITIC見過的許多索賠案都是由

於船舶經紀人和管理人僅依其記憶中

的租船契約內容行事，而沒有核對租

船契約的實際規定。 

 
 
   
 

過40英尺的船舶在船上有兩名領港的

情況下可以靠港。代理聯繫了當地的

引水人協會，該協會確認吃水41英尺

的船舶的確可能可以靠港，且其網站

上確有載明這一資訊，只是不易找

到。代理已在契約中併入標準交易條

款，將其責任限制為代理費的10倍，

即36,500美元。托運人接受了這一金

額，而ITIC也對代理作出了賠付。 

 

這一案例體現出了所有商業交易中併

入標準交易條件的重要性。ITIC推薦

的標準條款，以及在契約中併入此等

條款的相關指南可在以下網站查詢： 

https://www. itic-

insure.com/knowledge/standard- 

trading-conditions/standard-trading- 

conditions-indemnity-wording/ 

 

偽造的提單 

某定期航線代理在收到其以為是正本

的提單後放行了一批自遠東運來的陶

瓷貨物。隨後，該提單被發現是偽造

的。 

 

托運人對航運公司提起訴訟。根據當

地法律，航運公司未根據真實的提單

放行貨物負有嚴格責任。索賠總額為

25,000美元。航運公司遂向其代理索

求賠償。問題在於，代理是否存在過

失。判斷此類案件中代理是否有責

任，應考量代理在謹慎的履行職責後

是否會發現該騙局。 

 

向代理提交的偽造提單除缺少一處細

節外，與真實提單幾乎完全一樣。雖

說可以主張代理本可以認出這是一份

假提單，但它與正本提單如此相似，

很難分辨真假。在此情況下，航運公

司和代理達成和解，由代理分攤承擔

其中15,000美元。ITIC對代理進行 

了賠付。 

 

在ITIC見過的船舶代理索賠案件中，

源自提單的索賠佔據了主要部分。

ITIC有一個關於提單的線上學習課

程，您可以藉此瞭解與提單相關的各

方面風險，進而規避業務損失。點擊

此 處 觀 看 影 片 ： https://www.itic- 

insure.com/knowledge/e-learning/ 

bills-of-l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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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船級社的要求 電郵差錯 

某遊艇經紀人兼管理人協助一位客

戶購買一艘家用的、但亦可進行商

業出租的遊艇。 

 

該客戶看上了一艘僅登記為私人船

舶的遊艇。據悉，該遊艇需要首先

進行商業登記，且為使遊艇符合商

業登記的要求，必須展開一定的改

裝工作。 

 

經紀人安排了購船前檢驗並就船旗

和 商 業 合 規 等 事 宜 進 行 了 法 律 諮

詢。儘管該等檢驗報告和諮詢意見

均來源於第三方，但經紀人對其進

行了概括並加上了自己的意見。該

諮詢報告建議變更遊艇的船籍，但

船級社保持不變。 

 

客戶購買了該遊艇，並就遊艇改裝

工程的管理與監督事宜訂立了一份

書面管理協議。 

 

遊艇實際需要進行的工程量比預期

的要多得多。船級社對需要進行的

改裝專案，和船旗國方面沒有達成

一致意見。此外，有些工程是購船

前檢驗中沒有發現的，因此時間和

費用均有所增加。遊艇管理協定遭

終止，船東隨後提起了仲裁，索賠

670萬美元。 

仲裁訴求書涵蓋了兩方面的申訴——

一方面是關於遊艇經紀人的工作，另

一方面則是關於遊艇管理人的工作。 

 

經紀工作方面的申訴稱，在調查有關

向船舶登記機關進行商業登記，以及 

隨後與船級社的要求相衝突方面，存

在過失。船東聲稱，因受到誤導，其

支付了過高的遊艇費用，還在改裝工

程上浪費了錢。經紀人所面臨的麻煩

是，其未在客戶購買船舶之前向船級

社確認其意見。 

 

遊艇管理工作方面的申訴稱，改裝費

用大大超過了原預算，且改裝工程超

時導致了在夏季的大量租金收入損

失。船東在這方面提出的索賠金額為

260萬美元。 

 

遊艇管理契約規定了140萬美元的責

任限額。但主要問題在於，仲裁庭很

可能會認為改裝作業的管理缺乏計劃

性。 

 

雙方於2018年7月進行了調解。儘管

當天並未達成和解，但雙方繼續協商

並以225萬美元達成和解，ITIC對此

進行了賠付。 

某船舶經紀人安排訂立了一份租船契

約，其中包含了“受載期（Laycan）為

15天。承租人應於受載期開始前至少提

前30天予以申明。”這一條款。 

 

七月初，承租人向船舶經紀人發出電子

郵件通知，稱其指定八月上半月為受載

期。經紀人遺漏了該封電子郵件，亦錯

過了承租人三天後發送的另一封郵件。 

 

經紀人最終于七月底才將指定受載期的

電郵轉發給船東，但為時已晚。船東稱

其無法按租船契約中約定的運費率，在

八月的前15天內於指定裝港提供船舶；

同時稱其有另一艘船可以提供裝貨，但

由於前述租船契約訂立之後市場價格上

漲，承租人需要額外支付大約220,000

美元的費用。在進行市場詢價後，經紀

人認為不可能以低於220,000美元的價

格與另一家船東訂船，因此承租人決定

在此基礎上進行訂租，隨後就此項損失

向經紀人提出了索賠。 

 

顯然，承租人220,000美元的損失係因

經紀人未將受載期聲明轉發給船東而造

成的。經紀人應賠償承租人因此招致的

額外費用， ITIC 對經紀人進行了賠

付。 

   護照風險 
 
一艘遊輪停靠在加那利群島中的一

個島嶼。在該輪抵達之前，船舶代

理向西班牙邊境當局提交了乘客名

單，名單顯示上岸乘客中有15名南

美洲公民。 

 

根據歐盟法規規定，非歐盟公民必

須親自到邊境站取得必要的入境許

可。在這15名巴西乘客中，只有一

名乘客在西班牙邊境管制站辦理了

正確的手續。西班牙內政部隨後依

法起訴了代理。

 

  

 

因為法律規定“運輸責任方”在未

核實外國人通行證件有效性並確保

其已遵守登陸手續的情況下，將其

帶入西班牙境內的行為是違法的。 

 

由於巴西乘客未向邊境管制站提交

其護照，初步看來是違反了該規

定。代理可能面臨高達140,000歐元

（每名乘客10,000歐元）的罰款。

代理指定律師為其抗辯。最終，代

理人承諾以後不再違反規定，西班

牙當局沒有對其處以罰款。

 

 

 
 

代理產生了7,500美元的訴訟費用，

ITIC對此進行了賠付。 

 

ITIC經常為面臨因違反入境法規遭到

罰款這一風險的船舶代理人提供協

助。雖然本案涉及的是乘客，但更多

案件與船員未辦理必要手續下船的情

況有關。雖然許多這類案件屬於船東

的責任範圍，但移民當局經常在船舶

出航很久後才去追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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