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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船舶的停泊位置時，重要的是必須考慮到港口設備
(例如碼頭碰墊)所在地點以及關於船體凸出或內凹部分
該港口設備的相關位置如何。不僅需要考慮到船體顯著
的部位例如凸出的艏舷緣外傾或駕駛台側翼平台，也應
該顧及其它較不顯著的區域。
在本協會最近處理的某案件中，有一艘
汽車船大約在低水位前15分鐘靠泊完
畢。她靠泊的位置是根據岸基人員的指
示，但顯然當時岸基人員關注的焦點是
把船靠泊在他們想要的位置上以便讓艉
部汽車進出坡道可以擺置在碼頭上，卻
沒有考慮到碼頭碰墊所在位置。當時船
上無人注意到水位很低，使得艉部進出

坡道的基底直接位在碼頭碰墊下方，如
此一來當水位開始上升時會有讓船體被
碼頭碰墊卡住的危險。數小時後不可避
免的事故終於發生了。該船的船員設法
調整繫纜並將船身稍微調整更靠近碼頭
邊，但為時已晚，終究還是有部分的碼
頭碰墊因船體碰觸而被扯離碼頭岸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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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及船藝

靠泊時損壞碼頭碰墊 (續)
船長和船員應認知其對於船舶之操控以
及靠泊位置，通常依法必須由其負責，
無論引水人或岸基人員就相關作業是否
有提供指導或指示。
應考慮做適當的風險評估以確使船長和
船員知悉，相對於哪些港口設備而言，
是否有不適當的靠泊位置應予避免，例
如哪些位置在實際的靠泊作業中或隨著

水位的變動會讓船體損傷到碼頭碰墊。
在靠泊操船作業時，船長應從配置在船
艏和船艉處的船副那裏持續收到觀察結
果以及現場協助。應負責之船副應被指
派在「撤離崗位」以前去確認最終的靠
泊位置相對於本船或碼頭可能有的凸出
部分來說是安全無虞的。

更進一步的預防措施是在船體加上目視
提醒裝置，例如塗裝顯目顏色的船漆以
提醒哪些部位可能會卡到碼頭碰墊，以
及在靠近船艉區域標示警告用語「此處
不可有碰墊」。

剛果共和國：領海界限
本協會最近經手處理的一起事故涉及某船和船員在西非被
扣留。該案凸顯出想當然爾地認為即使沒有取得鄰近(沿
海)國家主管機關許可也可以在超過一般12海浬領海界限
以外水域內下錨或漂流移動，其實是危險的做法。

當時會員船舶把前票貨物卸完後已
經在距離剛果共和國海岸約50海浬
的海上漂流數日，以等待接下來的
航行指示。惡劣的天候狀況使得船
長決定把船往岸邊移動然後下錨在
距離最近的海岸線23海浬處。兩個
星期以後該船仍錨碇在相同位置，
但是讓船長嚇一跳的是，此時附近
出現兩艘軍艦並要求該船在軍艦護
衛下前往剛果的黑角港(Pointe
Noire)。該船抵港後隨即被扣押，
該船包括船長在內的四名船員被帶
上岸由當地主管機關(包括海軍和特
勤局)予以扣留訊問，因為該船被懷
疑是「海盜船」或可能準備受僱擔
任傭兵。請求釋放這些船員的協商

行動進展非常困難且耗費時日。船長和
另外三名船員被扣留在拘留所兩天，然
後被移送到當地旅館繼續被扣留一個星
期後才予釋放。
船長認為剛果領海是從海岸基線以外向
海洋延伸12海里的海域，所以他並未
把本船臨近剛果海域這件事通報給當地
機關。
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把領
海界限訂為12海浬(第三條)，仍有若干
國家主張其領海範圍超出12海浬界限，
其中包括剛果共和國，這些國家宣稱其
領海範圍為200海浬。

本案足以提醒讀者注意審慎檢查各
別國家應適用之領海界限，以避免
當船舶在鄰近海域下錨或漂流移動
時牴觸了沿海國當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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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嵐山港外的養殖漁場
本協會持續收到船舶進入養殖漁場造成損害之事故通知，這些事故通常是發生在山東
省嵐山港外的水面下貽貝(蚌)養殖筏漁場。
在這些被通報的事故當中，有某艘船已
經駛抵嵐山港準備要去卸貨。當她抵達
港口外的安全錨地時，船長收到由當地
航務代理業者提供的港口航行指示以及
海圖，這些資料有標注養殖區。該船二
副於是把所標注之養殖區標繪在船上的
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海圖
上，然後根據這些更新後的海圖從錨地
駛往指定碼頭。在前往碼頭的航行過程
中，雷達螢幕上沒有出現反射光點，也
沒有收到來自嵐山港航管中心(VTS)或
來自據稱受命監看養殖漁場狀況的漁船
所發出的任何信號或警告。當該船靠泊
碼頭兩天後，才經由當地船務代理業者
轉來養殖漁場業主提出的索賠通知。
隨後針對這起事故以及其他較小規模的
通報事故一併展開調查，結果顯示大部
分涉及這類事故的諸船舶實際上在某段
時間裏都有誤闖行經領有執照的養殖
區，而且更糟糕的是這些船舶都沒有注
意到當地官方通告和航行指導(雖然也
同時發現到在某些事故中所謂的養殖區
實際上已超出指定的周長範圍)。眾所
周知，當地主管機關會允許養殖漁場設
置在很靠近航道的位置上，然而這對於
航行時不慎稍微偏離航道的船舶來說卻
是額外的風險。

在某些案例中，有證據顯示由當地船務
代理業者所提供的港口資訊並未標明這
些領有執照的養殖漁場所在區域，在相
關的海圖上也沒有標示出來。此外，這
些不同案件所涉及的養殖漁場都沒有設
置足夠的導航警示標誌。雖然養殖漁場
業主負有義務在養殖漁場周圍設置適當
的警示標誌，但是實際上他們通常只用
小型旗幟標示，並沒有使用其他適當的
指示標誌，例如雷達反射裝置或燈浮標
等等導航警示設備。這使得船舶很難判
定養殖漁場位置在哪裡，尤其是能見度
不佳的時候更為困難。
縱使在某些情況下養殖漁場業主違反了
設置適當警示標誌之義務，或者甚至把
全部或部分的養殖區設置在超出獲准養
殖的指定區以外的區域，只要養殖漁場
業主能夠證明肇事船舶有偏離航道之事
實，船東對於養殖漁場受損事故幾乎還
是要負擔全責，很難避免。

有鑑於以上所述情狀，建議會員們
隨時盡量謹慎小心，並考慮採取以
下額外措施：
• 當船舶駛入及駛離嵐山港時，應

遵行(並應遵守其他航行要求)指定
航道不得更改航向，縱使海圖上顯
示航道兩側的海域並無其他障礙物
亦然。
• 在規劃航行計畫的階段時，應向

當地航務代理業者、港務機關及
VTS單位取得關於養殖漁場位置之
最新資訊。
• 密切遵守由海事局(MSA)所發佈

的航行警示，並向其尋求協助，尤
其是對於當地航務代理業者所提供
之資訊有所疑慮時更應如此。
• 船上隨時保持適當瞭望並以對於

未標示或未適當標示之漁網風險來
說屬於相對安全之速度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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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及貨物

貨物受損：包裝不固
本協會最近接獲通報某案件，某船從香港駛往美國休斯頓途中因天候稍為不佳使得
加壓鍋爐零件貨物受損。該船在航行中遇到大浪及蒲福風力9級強風。船長有調整船
速和航向試圖減少船身橫搖俯仰的情況，但雖然如此，當船長事後檢查貨艙內積載
之貨物時仍發現二號貨艙內貨物已經受損。
受委託調查事故的檢驗師在休士頓港進
行卸貨作業時登船檢查貨物受損性質及
狀況。檢驗師發現貨物的積載和繫固狀
態良好且有遵守該船貨物繫固手冊
(CSM)之相關指示。檢驗後做出的結論
是貨物包裝及使用小面積的角鋼作成的
保護框架(兩者皆由託運人自行負責)，
對於海上航程來說並不足夠。

載應負責之人，仍應盡量留意貨物之包
裝/保護對於預定航程來說是否適當，
若有明顯顧慮則應通知傭船人及/或託
運人。無論如何，船長有義務確認貨物
有適當之包裝及保護以避免因此造成該
貨物受損或因此使得該貨物對船舶及其
他已裝船貨物造成危害。

大副有全程監看貨物裝船及積載的整個
作業過程，但他沒有注意到貨物的包裝
及保護狀況。用來保護貨物的鋼材結構
其設計以及面積(角鋼)顯然不足以抵擋
海上航程預期會遭遇到的外力，這種結
構設計僅適合於內陸運輸以及陸上存放
之用。
託運人應負責貨物的包裝，其包裝方式
應足以抵擋海洋航程的嚴格運輸條件。
雖然船長(船東)在傭船契約條款下可能
無須負責貨物之積載和繫固，亦可能無
須對貨物因此所受損害負責，而且通常
也無須對貨物包裝不固之後果負責，但
是船長及/或對這樣的貨物之裝船及積

來自印度的磷酸貨物
最近發生幾起事故都是因為化學船上的不銹鋼材質貨艙在運載來自印度東岸的磷酸
貨物以後受損。
不鏽鋼材質貨艙的受損情況不等，從貨
艙表面出現輕微的銹孔到較大面積的腐
蝕現象都有，因此使得貨艙表面塗料剝
落，如右圖照片所示。所需要的修理工
作極耗人力並相當費時，此外還有可能
會污染到已裝船貨物的風險。為了降低
這些風險，應將下列各項列入考慮：
船員知識
重要的是船員應當熟悉船上承運貨物的
種類以及船上貨艙不銹鋼材質的種類。
食品等級的磷酸不會腐蝕不銹鋼但肥料
等級的就具有相當的腐蝕性。船員必須
熟悉安全管理系統(SMS)，該系統應該
提供與運載磷酸有關之危險的資料以及
即將裝船運送之貨物的最高溫度上限之
相關指導。

貨艙耐抗表
氯化物和氟化物數量以及貨物溫度都會
影響貨物與不銹鋼材質貨艙產生化學反
應的程度。通常由製造商所提供之貨艙
耐抗表會顯示適合於海上運輸之安全溫
度等相關資訊。
裝船時應設置溫度記錄簿
有時候貨物裝船時溫度過高。此時船員
應知道溫度計所在位置為何並在裝貨作
業開始時和裝貨過程中監看作業狀況。
若發現溫度過高，應立即停止裝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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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新知

液化：託運人應研發取樣及試驗程序以控制含水量
自西元2017年1月1日起，國際海事組織(IMO)將實施《國際海運固體散貨規則》
(《IMSBC規則》)之修正案，該修正案首度制訂了《易液化固體散貨含水量之取樣、
試驗及控制之編制及審核程序指南》。
該指南之宗旨在於：

該指南亦要求託運人應擬訂含有下列
各項之試驗程序：

主管機關
裝貨港主管機關應為下列事項：

• 協助託運人按照IMSBC 規則之要求
編制關於含水量取樣、試驗及控制之
程序。

• 說明確定含水量所採用的試驗方法
以及確定拖運貨物之可接受性的方法

• 協助裝貨港主管機關按照IMSBC規
則之要求審核或核查該程序之執行情
況。

• 以清單列表載明關於IMSBC規則所
提及之不同物質確認其含水量之公認
的國際及國家方法

• 提供初次驗證。該驗證須在託運人
向船長或船長之代表人提交文件聲明
託運人所制訂之程序已經通過審核(
依照IMSBC規則4.3.3.之要求)以前為
之。如此應可確保託運人之程序符合
IMSBC規則之要求規定且相關人員皆
已接受過適當訓練。

某些散裝貨物的含水量若超過適運水
分極限（TML）時，會產生液化現
象。這些貨物被列在規章附表A類。
因此，除該船舶在設計上專供運載液
體貨物例如散貨油或該船為礦砂船以
外，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含水量不超過
貨物的TML。若固體散貨在一般的
散裝船上出現液化現象，可能會造成
災難性後果，因為船隻會很迅速地失
去正穩度隨後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就沉
船。

• 制訂執行試驗方法之步驟

有鑑於此，IMSBC 規則要求進行安
全裝運試驗以確定託運貨物之可接受
性。因此IMO發佈MSC.1/Circ.1454
/Rev.1號通告，協助託運人制訂出相
關指南，以建立關於含水量取樣、試
驗及控制之程序。這些程序必須經過
裝貨港主管機關之審核並由其核查該
程序之執行情況。該指南分別列出對
於託運人以級主管機關之要求內容。
託運人
託運人應制定確實說明下列各項之相
關程序：

該試驗方法必須：

• 依照裝貨港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間隔
期進行換證驗證，但該間隔期不得超
過5年。

• 具有可重現性
• 可以給出與整船相容之結果
• 與回饋一致
• 可以提供關於液態化風險的安全臨
界值
• 可以確保含水量低於TML

該指南亦要求託運人應制訂程序以控
制貨物含水量。含水量一經測定，重
要的是要確保該含水量低於TML。
制訂該程序之基礎應將所有可能影響
在生產區和船舶兩處之間的含水量之
所有因素列入考慮。該程序應處理規
範下列各項：

• 對於IMSBC規則所要求之文件應在
首次周年日前做期中驗證。

裝貨港主管機關應在驗證核可前先審
視託運人所制訂之程序是否有變更。
主管機關亦應提供文件聲明託運人所
制訂之程序已在依照IMSBC規則所
要求之初次驗證及期中驗證後通過審
核。此文件應由主管機關簽署聲明已
符合IMO之MSC.1/Circ.1454/Rev.1
號通告指南所列載要求之程序，且應
依IMSBC規則之要求將該文件副本提
供給船長或其代理人。

• 生產區的地形構造輪廓
• 堆積儲存區之位置

• 等待取樣之託運貨物
• 將貨物從生產區運輸至堆積儲存區然
• 物質(種類、顆粒大小、成分)

後再從堆積儲存區運輸到船舶之方式

• 取樣的時間、頻率次數以及地點

• 在堆積儲存區所採取的預防措施

• 取樣的方法

• 將貨物從岸上裝至船上之方法和為
防止降雨而採取之預防措施

• 取樣所使用的設備
• 在運輸/儲存之不同階段間之取樣
• 負責取樣之人員及其為履行職責所

受之訓練

• 判定貨物不准許被裝船之程序

• 負責取樣事務之技術主管及其為履
行職責所受之訓練

• 定期做內部控制
• 相關人員之訓練

• 關於訓練試驗程序中所述之、內部

評審、次樣本之可追溯性以及取樣設
備之保養，應予記錄並保存該記錄

• 保存記錄

期許IMSBC規則之相關規定實際實施
後有助於防止日後再發生類似的貨物
液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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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油污染在巴西 – 如何避免讓小規模污染事故變成大型事故
雖然全球大型油污染事故發生次數大幅度減少，但是較小型且因船舶操作所致之油污
染事故每年仍然頻繁發生。但是比較小規模的油污染事故並不意味著比較不嚴重：某
些小型油污事故並不一定就是小型索賠案件。
巴西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所採行的政策
是把小型油污染事故與大型事故等同視
之，理由是他們察覺到兩者一樣都可能
會有長期的影響。小型油污染事故也
可能會引起大規模的環境損害以及「精
神」損害索賠請求，而這些索賠請求可
能要等到事故發生的數年後才被提出。
屆時關於特定油污染事故事實部分的記
錄和資料可能都已歸檔儲存，而且也可
能已經無法連絡到當時的證人。因此，
縱使罰金數額不多看似小型案件，一旦
把罰金繳清後就想要直接結案，以長遠
的角度來看或許並非正確做法。

巴西律師事務所Siano & Martins
Advogados Associados 提供的意見
是，縱使初步來看一旦繳清了主管機
關所課處的原始罰金同時也已經支付
了相關的除污費用後，此時把案件視
為終結似乎是相當合乎邏輯的做法，
然而對於小型油污染事故仍應謹慎處
理對待。可能因為若干特殊的法律議
題而會使得船東面臨困擾：
• 可能會對船方提起大規模的民事公
訴案件，主張環境棲息地以及各類生
物體因污染而受害，所以索求鉅額的
環境損害賠償。這時可能會因為加入
「精神」損害懲罰賠償以及利息和通
膨等因素而墊高了請求金額。
• 最近巴西最高法院的數件判決都認
為時效抗辯不適用於民事公訴案件
(因為要考慮到環境損害具有長期性)
• 檢察官可以在無須舉證損失之情況
下提出環境損害索賠。這是因為可以
套用由聖保羅環保局所製作之指數公
式來量化索賠請求，該公式為金額
(美金)等於k[10(4.5+x)](通稱為
CETESB公式)。(k為以往該當事人已
發生過的油污染事故(例如若該當事
人為首次肇事則k值為1，若為第二次
肇事則k值為2，依次類推)，而x則是
把5項變異係數在0.1到0.5的範圍內
評等後計算出的數值：漏油數量、生
態脆弱程度、毒性、油類持久性以及
生物體死亡率)。

這項計算損失金額的方法看起來很像
是專橫獨斷的公式，所以極具有爭議

性。ITOPF(譯註:國際油輪船東防治
污染聯盟)最近評論指出；「關於漏
油必然無可避免地會對特定性質或範
圍的環境資源造成損害的這種理論模
型之基本推論，在科學上來說是不正
確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公式
完全沒有考慮到事故發生後所做的除
污工作。除污作業若管理得當，必然
會加快受損區域自然復原的速率，而
且因此有助於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若欲抗辯這類索賠請求，必須以確實
的證據做為基礎。對於環境的實質損
害做科學化的評估，是抗辯以假設性
的數學公式計算所出的推定損害之最
佳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採取的措
施包括：
• 透過現場取樣的方法找出事故地點
附近是否有其他的污染源或複數污染
源；
• 對於任何的漏油事故，都應確定其
規模及程度，包括岸上油管線漏油狀
況和可能受影響的生物棲息地；以及
• 調查對於當地漁業以及觀光業可能
造成的影響。

總結來說，在巴西即使是小規模的漏
油事故，仍建議考慮採取以上所列措
施。重點現場勘查以及取樣所需費用
通常只是中等價位，然而這類措施將
有助於避免責任，並且可以保障船方
之潛在權利俾向任何第三人追償與環
境損害有關且一般而言相當鉅額之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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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宣傳海報活動：
國際避碰規則第3(6)、18 和27(1)條規定
近來有數艘船在海上漂流等待領港上船時因為錯誤地
使用「操縱失靈」(NUC)信號而遭受質疑。

第3條
一般定義
六、「操縱失靈之船舶」係指因某種異
常情況，不能依本規則之規定運轉，以
致不能避讓他船之船舶。
第18條
船舶間之責任
除第9條、第10條及第13條另有規定外：
一、航行中動力船舶，應避讓下列船舶:
(1)操縱失靈之船舶。
(2)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3)從事捕魚中之船舶。
(4)帆船。
二、航行中之帆船應避讓下列船舶：
(1)操縱失靈之船舶。
(2)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3)從事捕魚中之船舶。
三、從事捕魚中之船舶，在航行時應盡
可能避讓下列船舶：

海報所描繪的情境是：當時是黃昏時
刻，某船航行在海上交通繁忙水域；駕
駛台內的儀表板閃起紅色燈號警示轉
舵裝置發生固障；機艙傳令鐘下達了
「停俥」的指令；該船船速為12.5節；
NUC燈號(環照紅燈兩盞顯示在垂直線
上)而且也有顯示左舷燈及右舷燈和白
色艉燈。值班船副正在連絡當地的海岸
防衛隊告知本船狀況，同時解釋在該船
停止前進沒有避讓他船時他想要關掉
艉燈和舷燈(只留下環照紅燈兩盞顯示
著)。
國際避碰規則第3條 – 一般定義 – 關
於「操縱失靈之船舶」係指因某種異常
情況而不能依該規則之規定運轉以致於

不能避讓他船之船舶。當船舶主機或
操舵裝置發生故障時，或是發生某種
異常情況時，都算是正當理由，但是
若某船只是在海上漂流等待領港上
船，那麼就不算是正當理由。若某船
因錯誤地顯示了NUC燈號或號型因而
導致與另一艘機動船舶發生碰撞，則
主管機關可能會對肇事船長及/或當
值船副採取行政處分。
當主機、操舵裝置或其他缺失已經修
復，那麼船舶就應該關掉NUC燈號
(或降下白日信號 -垂直線上連掛兩黑
球)，在行船時中避碰規則之要求顯示
航行中之正常「機動船舶」燈號。

(1)操縱失靈之船舶。
(2)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四、(1)除操縱失靈或運轉能力受限制之
船舶外，任何船舶如環境許可，對於顯
示第二十八條規定信號受吃水限制之船
舶，應避免妨礙其安全通行。
(2)受吃水限制之船舶應特別謹慎航行，
並充分注意本船之特殊情況。
五、在水面上之水上飛機，通常均應遠
離一切船舶，並避免妨礙其航行。但在
有碰撞危機之環境存在時，仍應遵守本
章各條之規定。
六、(1)飛翼船在起飛、降落和貼近水面
飛行時均應遠離一切船舶，並避免妨礙
其航行。
(2) 在水面上操作的飛翼船應作為機動
船遵守本章各條之規定。
第27條
操縱失靈與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一、操縱失靈之船舶應顯示：
(1)環照紅燈二盞，於最易見處之一垂直
線上。
(2)球形或類似之號標二個，於最易見處
之一垂直線上。
(3)在水面移動時，除本項規定之號燈
外，應加舷燈及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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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nnia協會製作駕駛
台作業影片
本協會利用英國南安普敦瓦薩希海事學院的全功能型航海模擬儀製做了一段22分鐘
長的影片，更多的其他影片正在製作當中。
這段影片是以本協會曾經做過擴大根
本原因分析調查的數起實際事件為基
礎編輯而成，這些事件涉及固定物以
及非固定物受損之理賠案件。
該影片演示了駕駛台團隊每天例行的
作業行動以及在某次的例行作業時團
隊成員與第三人互動的狀況卻最終不
幸造成意外災難。

我們邀請會員們把這段影片及模擬討論
併入自有的訓練課程內。這段影片適合
供船員及岸基工作人員觀看，因為影片
內容可以提醒相關人員意識到自己對於
如何在組織內建立安全文化這件事情上
也扮演了必要的角色。

片所提到的三種場景模式的主要學習
重點，以及影片文字稿。
www.goo.gl/NFTO1O

會員如欲索取影片檔，請寄電子郵件
到下列信箱：
info@britanniapandi.com

讀者可在本協會網站上的影片專頁觀看
這段影片，亦可下載引導說明，包括影

其它議題

社群媒體：切勿張貼事故照片
本協會某會員之入會船最近所發生的火災事故凸顯了船員所拍攝的現場照片在事故
發生後立刻被張貼在社群媒體網站上的惱人問題。
在該案件中，某船員所張貼的事故現場
照片被某家航運媒體網站搜尋到並被搭
配使用在敘述出事船舶以及事故詳情的
文章裏。
散佈流傳到公共領域內的照片對於會員
和協會來說都會造成困擾，原因如下：
• 貨方或傭船人將會得知發生事故，如

此一來可能會促使他們更積極地向船方
提出要求，俾讓他們的律師或專家在船

舶停靠下一個港口時就要登船勘查事故
詳情。
• 照片會讓人形成印象，可能損及會員
日後處理索賠案件之立場。

建議船長要求船員不得在事故發生時或
發生後拍攝現場照片，但若船員仍有拍
照，應確保這些照片不會被上傳到社群
媒體平台上，以避免可能被第三人任意
拿去使用。

編者的話：我們相當努力地維持以及添增本風險觀察家季刊內文章之有益性、相關性、以及閱讀趣味性。非常歡迎讀者提
供意見到電子信箱： rwatched@triley.co.uk
(中文翻譯: 不列顛船東責任互保協會駐台灣代表處宏銘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譯註：英文原文若與中文翻譯有出入，則以英文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