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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

本 會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8日
發文字號：台25(103)行字第0413號

公告：中華海員總工會特約停車場停
車券使用管理辦法。
依據：本會第25屆第4次理事會議決
議及函請第 4 次監事會議備查
在案。

停車場地址：台 北市南京東路 2 段
139號。
電話：(02)25235000轉157。
三、特約停車場開放時間：週一至週
五08:00至18:00。
四、到
 會洽公會員、航商及來賓可以
至本會特約停車場停車，本會視

辦法：
一、為有效服務到會洽公會員、航商
及來賓，使用停車券，至本會特
約停車場免費停車，特公告本辦
法。
二、本辦法所稱特約停車場係指台灣
聯通停車場，停車場地址、電話
如下：

交通部航港局

公告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21910492號

洽公情形提供免費券，最高以 4
小時為上限。
五、請 憑停車磁釦向本會行政 處領

取計時券，至停車場 B6 管理
站繳交及消磁。

理事長

陸

王

均

二、航 海人員考試，自 101 年 8 月 1
日改由交通部以航海人員，「測
驗」方式辦理，並沿用考選部電

主旨：檢送103年第一次航海人員測

腦化測驗方式賡續執行，103年

驗公告 1 份，並請協助在所屬

定於 3 月、 6 月、 9 月及 11 月舉

網站、刊物公告，請查照。

辦4次測驗。

說明：
一、依據交通部102年12月3日召開
「 102 年度第 4 次航海人員測驗榜

局長

祁

文

中

示監試會議」決議辦理。

交通部航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0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21910492號

主旨：舉辦103年第一次航海人員測
驗。

依據：船 員 訓 練 檢 覈 及 申 請 核 發 證
書辦法第 39-6 條第 2 項規定
暨交通部 102.1.23 交航字第
10250009211號公告委任。
公告事項：



一、測驗類別：
(一)一等船副。

(四)報 名 方 式 ： 一 律 採 「 網 路 報

(二)二等船副。
(三)一等管輪。

測人員請至交通部航港單一

(四)二等管輪。
(五)一等管輪加註。

為 http://www.mtnet.gov.

名紙本寄件」方式辦理，參
窗口服務平台 MTNet （網址

(六) 二等管輪加註。
二、測 驗日期： 103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舉行，視報名人數多寡
必要時得延長之。
三、測驗地點：臺北及高雄考區（詳
細地點另於寄發入場證時通
知）。
四、測驗方式：均採電腦化測驗。
五、報名有關規定：
(一)報 名日期： 103 年 1 月 18 日至
1 月 27 日下午 5 時止完成網路

tw/ ），點選「航海人員測驗
專區」進行線上報名作業，報
名前請先下載參測須知詳細閱
讀，登錄完成後務必下載列印
報名書表（網路報名系統 1 月
27 日下午 5 時準時關閉），並
連同參測資格文件於收件截止
日期內以掛號郵寄報名地點。
六、本測驗各類別之參測資格、測驗
科目、試題題型、成績計算及格
方式與其他有關事項，均詳載於
本測驗參測須知，參測須知請至

報名。
(二)報 名收件截止日期：參測人員
須於 1 月 28 日前(郵戳為憑)，

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以掛號郵寄報名表件，始完成

mtnet.gov.tw/）「航海人員測

報名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驗專區」內「最新公告」下載。

MTNet （網址為 http://www.

(三)報名郵寄地點：10669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 3 段 1 巷 1 號 9
樓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考

       局長

祁

文

中

照科。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31910015號

主旨：檢 送本局舉辦 103 年 3 梯次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事宜公告乙
份，如附件，請查照。

局長

祁

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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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交通部航港局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預定日期
第一梯次報名時間：1 03年1月20日

未報到：表 件2（報名回件信封）、
表件7（申請書）。1吋照片

至2月6日
第一梯次開訓時間：103年3月24日
第二梯次報名時間：103年5月5日至

2張、原參訓證。
成績複查：表件10（申請書）、及信

5月16日
第二梯次開訓時間：103年7月7日

筆試測試或答案疑義申請表：3日內

第三梯次報名時間：103年9月1日至

（附件9：共2頁）（評估辦理完成之

9月15日
第三梯次開訓時間：103年11月10日

次日起）

※請 注意(三等船副、管輪需填表件
編號8)
一、第一梯次岸上晉升訓練僅北部開班
二、第二、三梯次岸上晉升訓練僅南
部開班
三、參加三等船副、管輪補考者，各
梯次均可擇於北部或南部補考
工會網站：WWW.NCSU.ORG.TW
補考：表 件2（報名回件信封）、表
件6（申請書）。1吋照片2
張、原參訓證或成績單影本。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９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30000145號

主旨：貴工會建請刪除「船員岸上晉
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參訓報名
表」 右上 角之「 節次 點名紀
錄」 乙案 ，同意 辦理 ，請查
照。

封、成績單正本。

評估結果「通過」者：請貼足掛號回
郵郵資25元之郵局標準信封(小信封)
寄交本會(成績單不用寄回)，寫妥參
訓人本人之姓名、地址、郵遞區號以
憑寄發合格證明。
報名地點：
104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5
號8樓，中華海員總工會。
報名方式：一 律 以 掛 號 郵 寄 通 訊 報
名，以郵戳為憑。
公告內容請上中華海員總工會網站：
http://www.ncsu.org.tw/training1.php
晉升訓練 －作業法規 －103年船員
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參訓須知

說明：
一、復 貴 工 會 1 0 3 年 1 月 2 日 台 2 5
(103) 業字第0400號函。
二、檢附103年度船員岸上晉升訓練
及適任性評估參訓（含重行評
估）須知，如附件，請刊登於貴
工會所屬網站，俾供船員查詢及
下載相關報名書表。

        局長

祁

文

中



「夏都沙灘酒店」優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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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拜

年

本會陸理事長王均率全體會務人員
恭賀各位會員
馬年迎春行大運
萬事如意、 闔家安康

船員重要訊息

中華海員總工會反對國輪船舶放寬外籍船員僱用

各位親愛的會員，大家好！
值此新春時節,在此先拜個年,
祝各個會員闔家平安歡樂、馬年行大
運。
本會設立之宗旨即在服務及保障
會員之權益，近來相信部分會員已從
報紙、郵件或其他網站上得知中華民
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船聯會 ( 船
聯會 ) 透過各種管道，以中華航訓中
心培育出之乙級船員轉向甲級船員
發展及年輕人不願從事低階工作等理
由，向主管船員政策之交通部、航港
局建言鼓吹放寬國輪僱用外籍船員人
數限制，本會已在103年1月13日中華
日報及新生報正重聲明，並仍持一貫
立場堅決反對。
我國甲級船員在數年前即已開始
出現短缺及老化現象，後經各方努力
在縮短學生取證時間、鼓勵非航海、
輪機系科畢業生或社會人士投入船員
職場等措施外，交通部並連續拍攝宣
導短片，導正一般國人對商船的認知
及提昇了船員形象，從三所海事院校
招生情況相較往年佳，即可得知已見
成效。

而乙級船員供給方面，因為海事
職業學校畢業生，未能直接就業，上
船擔任乙級船員，目前我國多借助中
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中華航訓）所
培訓出之乙級船員供應船公司。而中
華航訓每半年也向各公司詢問需求，
再配合對外招生。中華航訓在近期所
開設之乙訓班中也發現，台灣青年面
臨低薪資高物價的窘境，乙級船員的
薪津吸引了需要多賺錢貼補家用或陸
上轉業勞工，甘願自付訓練費，耗費
三個月時間參訓，上船意願及決心高
的青年人投入。
本會觀察各航運公司之狀況，
發現國籍船員長久以來對公司的忠誠
度相對較高，多可配合公司在特殊節
日、假期延長合約或代打，對船舶保
養維護亦優於一般外籍船員。雖然在
各種會議中常聽聞公司對台灣船員怠
工、年齡老化、未符公司標準等負面
評價，但仍相信多數會員在職場上仍
是盡忠職守、全力以赴。更有甚者，
是一些不良業者為僱用外籍低薪資的
船員而提出種種對我會員不實之指
責，對我勤奮工作之會員情何以堪？



我國在民國83年間開放國輪上僱
用外籍船員係為因應當時台灣經濟條
件，在台灣船員不足以供應時的補充
措施，也是造成台灣船員短缺的重要
原因之一。目前台灣甲級船員來源趨
向多元化，乙級船員參訓人員及素質
亦在逐期參加中，並無理由增加開放
外籍船員名額之必要性。本會仍堅持
不放宽國輪上外籍船員之限額，但船
員工作分為航海、輪機各級職之出缺
狀況不一，有時面臨對航運公司招募
不到我國籍船員時需由本會提供合格
人選的窘境，希望有意願上船工作之
會員能向本會登記，早日上船服務。
各位敬愛的會員兄弟姐妹，我
們深知船員的培育非一觸可及，若台
灣航運公司僅以一時之不足或少數船

員之行為、年齡為考量，或僅以低薪
為唯一考量，而廣開外籍船員之門，
解決所需，勢必嚴重阻礙台灣航運業
及未來航運界管理人才之發展。讓我
們學習前輩們為台灣船員留下優良聲
譽，固守崗位繼續為打拼，為台灣的
航運事業盡一己之力。
請發揮團結意志，各位待業之會
員務必與工會聯絡，以便本會整合名
冊，推薦至航運公司服務。親友中有
意向船員事業發展之年青人，亦請廣
為宣傳，視各別情況，可報考三所海
事校院、職校或向中華航訓報名，成
為未來海運界之生力軍。
再次感謝您對工會的信賴，請讓
我們攜手合作共同為台灣海運人才的
未來開創新局。

船公會與海員總工會就僱用外籍船員達成四項共識
中華日報航運電子報/103.1.15

局函「建請船公會續洽中華海員總工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

會協助提供適當之船員」辦理，雙方

全國船聯會、台北市輪船公會最
近與中華海員總工會就放寬國輪僱用
外籍船員議題針鋒相對，經雙方對談
及交通部介入協調，達成包括大陸籍
船員能夠在我國籍商船上工作等四項
共識，以及勞資雙方各自表述的個別
三項意見。
依據勞、資、政三方召開的「我
國船員人力不足之問題」研討背景說

開會研商並尋求實質上能解決我國船
員人力不足等問題之有效辦法，共創
勞資政三贏之局面，以解決目前航商
船員調度困難之現況。
台北市輪船公會暨全國船聯會與中華
海員總工會協商達成之四項共識如下：
1、有 關 國 輪 僱 用 外 國 籍 船 員 簡 化
申辦手續案，勞資雙方一致建
議 交 通 部 應 朝 「 線 上 申 請 核 准    

明，台北市輪船公會暨全國船聯會依

(e-application)等無紙化作業」

據兩會日前召開「建請放寬國輪僱用

之方向規畫。

外國籍船員人數及簡化申辦手續」之

2、有 關船員視為特殊行業來給予獎

船員委員會會議決議，及交通部航港

勵案，勞資雙方一致建議財政部

海員月刊第724期



應透過修法方式，獎勵我國船員

業之工作機會。

在國輪服務，享有台幣 300 萬薪

台北市輪船公會暨全國船聯會亦提出

資所得之免稅額。

以下三項意見：

3、有 關在現有僱用外國籍船員配額

1、有 關船員配置案，航商在滿足交

規定的人數上開放中國大陸籍

通部核發船員最低安全配額證書

船員能夠在我國籍商船上工    作

配置之人數外，建請交通部同意

案，勞資雙方一致建議行政院大

航商可再專案申請增加外國籍船

陸委員會比照同意中國大陸籍船

員之人數，本案並未影響我國籍

員能夠在我國籍漁船上工作的法

船員之工作機會。

規一樣，同意在現有僱用外國籍

2、為 保 護 國 籍 船 舶 懸 掛 國 旗 之 權

船員配額規定的人數上開放中國

力，而不是保護持有中華海員總

大陸籍船員也能夠在我國籍商船

工會會員證而不上船工作會員

上工作，俾解決國輪上我國船員

之利益，建請交通部同意航商

與外國籍船員語言上溝通的困難

在優先僱用合格之我國籍船員的

度。

條件下，全面開放僱用外國籍船

4、有 關交通部航港局建請台北市輪

員之名額如下：甲級船員增加至

船公會暨全國船聯會賡續洽中華

1/2( 不含船長 ) ，乙級船員增加

海員總工會協助提供適當之船員

至2/3。

案，勞資雙方一致同意，由中華

3、建 請交通部輔導中華海員總工會

海員總工會提供合格船員之名

建立我國「船員人力資源管理之

單，協調航商並創造中華海員總

經紀制度」，協調航商並創造中

工會會員上船工作之機會。

華海員總工會派遣會員上船工作

中華海員總工會與船公會亦分別表達
個別意見，海員工會方面三項意見如
下：
1、建 請教育部提供 3 所海事校院航
輪系科志願上船工作學生公費就
讀的名額。
2、建 請航商提供充分的航輪「實習
生」及「見習生」之工作機會。
3、建 請航商給予中華航訓中心乙級
船員訓練班結訓船員二度就業/轉

之機會。



新書 欣 賞 精準的閒晃：一種做事情、和打發時間的方式。叫做優雅
Joie de Vivre: Secrets of Wining- Dining- and Romancing Like the French
＜資料來源：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5380089536&actid=BookRecommend＞

「法式之道」的優雅，大喇喇的老美
都辦到了，你還有什麼問題呢

金石堂網路書店
作者：海瑞特．薇提．蘿契芙
譯者：陳芳誼
出版社：大是
出版日：2014/1/2
ISBN：9789865770051
語言：中文繁體
適讀年齡：13歲以上

內容簡介
《精準的閒晃：一種做事情、和
打發時間的方式。叫做優雅》Joie
de Vivre: Secrets of WiningDining- and Romancing Like the
French
精準的閒晃，這是愛迪生說的。他不
解、但很想試試．．．．．
閒晃—他們把享樂放在人生第一順位
精準—他們工時最短、放假又多，
還常常罷工，生產力卻是全球第六
這就是法國人，全世界最愛抱怨卻又
活得超開心的人
他們有一種獨特的做事情、打發時間
的方式，叫做優雅。
一個美國女人閃電嫁入一個法國家
庭，結婚超過40年，見識到了什麼
叫做「把享樂當成人生第一順位」，
這位法國人妻海瑞特．薇提．蘿契芙
（Harriet Welty Rochefort）決定
將這段充滿獨特的閒晃和無愧的法式
享樂生活，一口氣通通寫出來。
◎為何法國人都不胖？因為他們發現
「小」的生活方式：
德國點心很美味，但很膩；法國點心
非常輕盈、無負擔；

不管是愛馬仕或普通圍巾，法國女人
只靠一件小飾品，整體就亮眼，你完
全看不出她整晚沒睡。
還有，因為在乎小細節，所以晚宴時
千萬別開口說：祝福大家胃口大開
……
◎充滿生命力的煮飯、開車、調情、
辱罵……從不鬆懈：
你看過這種尋人啟事嗎——「那時我
們四目相交，請與我聯絡」。尋找的
歷程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超過真實擁
有。
想不到吧，這裡有唯一正確的親嘴方
式：翻動鏟子？重點不是怎麼講，重
點是去做。
◎曖 昧 是 主 流 ， 老 是 模 稜 兩 可 ， 更
好：
對法國人說「我們講清楚吧」，等於
在汙辱對方智慧，表示你講話的對象
沒有能力自己想清楚。
如果你受邀8點入席，千萬不能準時
到。8點15分可以接受，8點20分更
好，懂這些規矩，代表你有用腦袋。
◎時間不是金錢，是拿來「花」的：
法國人點菜迅速無比，但會慢下來好
好用餐，他們在道路上狂飆，卻在車
子裡面放酒架享受，他們發明高速列
車，卻最愛閒晃散步。
趕什麼呢？花時間享受，是對生命無
價的投資。
◎我吵，故我在。代表我很真
「下雨了，政府應該做點什麼吧？」
連天氣都可以引發各式各樣的憤怒、
歡欣或憂鬱。
但別緊張，他們是在對話，不是吵
架，上一秒脣槍舌戰，完全不影響下
一秒握手言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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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還有更多如何閒晃的精準祕
訣：
◎看著彼此的眼睛說話
不划手機閒晃，而是看著你的眼睛閒
晃。在網路時代依舊如此，太偉大
了。
◎感覺越糟、就應該打扮越美
所以，罷工好像嘉年華，卻也直擊痛
處；臨時抓來果腹的食物，也能精緻
上桌。
◎喝酒的重點不是乾，而是社交；不
一定懂酒，但懂微醺。難怪可以在兩
天內共花15個小時在吃飯。
◎熱愛傳統，但也敢搞革命──
對外面的世界感到悲觀，卻對個人的
生活感到滿意和樂觀。
我們不是法國人，也不可能住在法
國，卻可以將對方文化中最美好的部
分加進自己的生活中。「法式之道」
的優雅，大喇喇的老美都辦到了，你
還有什麼問題呢。
名人推薦
優雅閒晃推薦
《ELLE》時尚雜誌總編輯 盧淑芬
無可救藥上了「閒晃」的癮、《巴黎
症候群》作者 林鴻麟
遠征法國長達10年、《交換日記》作
者 徐玫怡
淪陷法國不可自拔、時尚旅遊作家
安朵
文藻外語大學法國語文系主任 陳郁君
「《精準的閒晃》是一趟精彩的冒
險，絕無保留。」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Le Cordon
Bleu International）總裁安德烈．
康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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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地，海瑞特完美地解構了法
國人的身心靈。她著名的幽默文風無
法模仿，加上數十年來旅法生活累積
的洞見，讓她成為法國文化的終極觀
察家。《精準的閒晃》讀來令人愉
悅，一定很快就成為法國相關書籍中
的必讀經典。」
──國際暢銷作家《學法國女人優雅
過日子》（What French Women
Know）作者黛博拉．奧莉薇
「海瑞特用幽默和權威感提供了解法
國人的關鍵，並且揭開了『過好生
活』的祕密。」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法國特派員艾
蘭諾．伯斯里
「海瑞特的新書充滿了機智、諷諭幽
默和動人的智慧，若你想了解法式
生活的喜悅，可千萬不能錯過這本
書。」
──《巴黎，巴黎：漫步光影之城》
（Paris, Paris: Journey into the
City of Light）作者大衛．道尼
「充滿啟發和豐富的故事，海瑞特以
內行人的身分帶我們認識法國，讀來
樂趣無窮。」
──《扇貝、白蘭地、奶油》
（Coquilles, Calva and Crème）
作者GY卓斯基
「很少人能像海瑞特一樣那麼『了』
法國人，因為她有著無人能敵的觀察
力，對於異文化的點點滴滴保持開
放，而且又能夠向讀者傳達她的發
現──《精準的閒晃》就是一本生
動有趣、觀察入微的集結之作。」
──《科學》雜誌特約撰稿，美食及
旅遊作家，紐約大學新聞學兼任教授
麥可．伯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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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運 要 聞
2

2

2

2 2

中華日報

定中，涉及本法規定事項，另有規定

與國際接軌交部研訂航業法
修正送立法院審查

際協定接軌。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基於
我國推動與東南亞、歐盟等國家洽簽
自由貿易協定，為利國內法規與國際
協定接軌，交通部研訂航業法第六十
條之一修正草案，並已送立法院進行
審查中。
由於過去我國與巴拿馬、尼加
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
斯、紐西蘭、新加坡等國家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中，涉海運服務業部分，均
秉持一貫平等互惠的原則，與上述國
家洽談市場自由化的承諾，但因各國
國情不同，我國於我方最大利益之前
提下，所作的市場開放承諾亦隨之而
異。
基於考量我國正積極推動與東
南亞、歐盟等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的相關工作，並準備參與未來服務貿
易協定 (TiSA)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 (RCEP) ，及跨太平洋戰略夥伴
關係協議 (TPP) 等談判，為免後續發
生協定簽署後修法不及或過於頻繁的
情形，因此參考關稅法第一百條及所
得稅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擬具航
業法第六十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 ”
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之協

者，從其規定 ” ，以利國內法規與國

今年貨櫃新造船交付量將創
紀錄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據
Alphaliner 針對今 (2014) 年貨櫃船
運市場供需發布預測報告指出，今年
貨櫃新造船交付量將創紀錄，閒置船
舶運能與減速航行成本控制仍是各大
航商因應運能過剩的不二法門。
權威航運諮詢機構Alphaliner指
稱，今年全球前廿大貨櫃船公司當中
有十七家航商在未來的十二佪月陸續
有新造船交付下水，使得今年全球貨
櫃船運能總量再創新高。Alphaliner
預計今年全球將有超過 160 萬 TEU
的新增運能湧入市場，其中 128 萬
TEU 自前廿大航商，所佔比重高達
76%。另有非經營性船東手中租約到
期的31.57萬TEU運能能也大都為這
廿大所用，同時有 8.5 萬 TEU 新運能
交付給其他中小航商。
今年新增運能航商包括了麥司
克、長榮海運、中海集運與漢堡南美
等主要船公司，承接運能在 11 萬到
20萬TEU上下，而日本郵船、川崎汽
船及以星航運則是今年沒有新船交付
的少數航商。日前包括現代商船、韓
進海運、中遠集運及長榮海運均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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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運輸合約，打造新船勢在必行，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增訂新籌

因此今年新船交付量攀高趨勢或將延

設的船舶運送業於許可籌設期間，倘

續至明(2015)、後(2016)年。

未依原核准計劃進行，其原許可籌設

航運最新數據顯示，去年十二

期限不變的規定。修正船舶運送業購

月中期，全球閒置集貨櫃船運能達到

買、出售及其同業間買賣船舶等報請

71.8萬TEU，預計今明兩年閒置狀況
仍將延續。隨著麥司克、阿拉伯聯合

航政機關備查或核轉主管機關備查之

航運與中海集運新造一萬八千TEU超

船舶運送申請廢止許可及註銷許可証

大型貨櫃船陸續交付營運，經營成本

的規定。

申請書表。增訂船舶運送業結束經營

相較一萬三千TEU型相對銳減三成，

增訂客票之應記載事項，以維旅

惟因市場運價短期難望好轉，超大型

客權益。及修正外國籍船舶運送業者

船可能成為船公司控制成本主要工

申請設立分公司的申請書表及文件，

具，船舶減速航行成功吸收 2013 年

刪船舶出租業的相關規定。修正船舶

船隊運能的 7.4% ，今年仍將成為航

運送業或外國籍船舶運送業設立分公

商因應運能過剩的策略， P3 和 G6 等

司申請許可証，應繳納許可証費用。

聯盟也將採行船隊營運網絡的精簡與

國際散裝船運市場新春開紅盤

優化以謀求獲利空間。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如果

交部修正船舶運送業及船舶
出租業管理規則

說去(二○一三)年度國際散裝船運市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通

年開紅盤以來的波羅的海綜合運價指

部法規會通過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
業管理規則修正草案，將送部務會報
審查。

場行情優於前 (二○一二)年，那麼今
數(BDI)表現更甚去年!
基本上，截至上週末(三日)整體
散裝船運市場指數呈現回落， BDI 由

由於航業法已於去(一百零二)年

去年底超過兩千兩百點滑落為 2036

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全文，共計六十

點，及海岬型指數 (BCI) 由同時期的

一條，其中涉及船舶運送業營運管理

四千點下滑至 3531 點，惟相較於二

事項之條文為第二章船舶運送業之管

○一二年同期 BDI 只有七百點， BCI

理第七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五章罰則

亦低於一千三百點，今年開盤指數已

第四十九條至第五十五條，另併刪除

讓航商不滿意但可接受了。

船舶出租業的相關規定，因此配合上

依據最近一項市場數據分析，

述內容的修正並因應實務管理的需
要，交部研擬船舶運送業及船舶出租

2013 年 BDI 平均值為 1205.86 ，
比2012年的平均值920.35高

業管理規則修正草案。

31.02%; 其中 2013 年 BCI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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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110.33 ，又比 2012 年的平均值

三千至五千 TEU 型船的數量計有 70

1573.29 高出 34.13%;2013 年波
羅的海巴拿馬型運價指數 (BPI) 平均

艘。在被拆除的船舶中，船型最大的

值為 1186.61 ，亦較 2012 年的平

為4,953 TEU的MSC Catania輪(建
於1994年)。另退出船隊的船型則是

均值 963.12 高 23.2 %;2013 年波
羅的海超輕便型運價指數 (BSI) 平均

8110 TEU型的MOL Comfort輪(建
於2008年)，該輪是在海上斷為兩截

值為 982.64 ，比 2012 年的平均值

後沉沒，這也是有史以來沉船事故中

904.73 仍高 8.61%;2013 年波羅
的海輕便型運價指數 (BHSI) 平均值

最大型貨櫃船。

為 561.93 ，也較 2012 年的平均值

萬 TEU ，僅次於 2008 年時的 158 萬

516.46高8.81%。

TEU ，交付與退出的比率接近 3:1 ，
2013年新船交付增速預計略低於

去年全球貨櫃船退出船隊數
量創紀錄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去
(2013) 年全球貨櫃船運市場新造船
訂單不少，退出船隊的數量也創紀
錄。

去年貨櫃新船交付量預計達 139

6% 。今 (2014) 年增速估計還將增
加，交付量可望達到創紀錄的 160萬
TEU。

我國際商港去年貨櫃量總計
1405萬TEU

據Alphaliner統計，去年全球貨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我

櫃船隊規模預計減少創紀錄的 45 萬

國際商港去 (102) 年全年貨櫃裝卸量

TEU ，而在此之前的紀錄是 2009 年
時創下的37.7萬TEU。在全年退出船

總計為一千四百零五萬 TEU ，較前

隊的 197 艘船中，有 184 艘被拆除，

(101) 年同期的一千三百八十八萬
TEU，增加百分之一點一九。

運能為43.52萬TEU，九艘被改建成

其中台中港貨櫃量增幅最大，去

其他類型船舶，運能為 8300TEU ，
另有四艘沉沒或毀損不可修復，運能

(102) 年一到十二月貨櫃量為一百四
十六點七六萬TEU，較前年增加百分

為1.14萬TEU。

之五點一七。基隆港去年貨櫃量為一

統計分析，被拆除船的平均船齡

百六十一萬TEU，較前年同期增加百

也創下新低 ( 僅為 22 年 ) ，低於早期

分之零點三二，台北港去年貨櫃量為

的平均最低船齡 28 年。拆船船齡的

一百零三萬TEU，較去年同期的一百

降低說明航運經營環境的惡化與運能

一十萬TEU，下滑百分之六點二二。

過剩，尤其是三千至五千TEU型貨櫃
船，租金長期在損益平衡點之下。
被拆除船的平均船型則創下新高
( 達 2365TEU) ，其中送往拆船廠的

高雄港去年貨櫃量近一千萬TEU
為九百九十四萬TEU，較去年同期增
加百分之一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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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交部將制訂上海自貿區
放寬船運業外資限制辦法

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中共

規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

「國務院」下發通知暫時調整上海自

改革的決定》、《國務院關於進

貿區內有關行政法規，其中包括將由

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

中共「交通運輸部」制訂有關上海自

見》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

自貿區放寬合資、合作國際船舶運輸

二、 擴 大 服 務 業 開 放 ， 暫 時 調 整

企業外資比率限制制，及允許設立外

《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登記條

商獨資國際船舶管理企業管理辦法。

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的補充

所稱相關管理辦法涵蓋其上海

際海運條例》、《征信業管理

自由貿易區管理措施之「船舶登記

條例》、《營業性演出管理條

條例」與「國際海運條例」出資額比

例》、《娛樂場所管理條例》、

率限制，如法人註冊資本有外商出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

的，中方投資人的出資額不得低於於

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

百分之五十，外商出資比例不得超過

理規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

百分之四十九，或允許設立外商獨資

文化部等部門關於開展電子遊戲

國際船舶管理企業項目。

經營場所專項治理意見的通知》

中共「國務院」決定在中國（上

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以及有關資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下列

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範圍限

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文件規定的行政審

制等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批或者准入特別管理措施：

長榮長輝輪命名典禮投入遠歐航線

一、改革外商投資管理模式，對國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長

家規定實施准入特別管理措施之

榮集團於台灣國際造船公司高雄廠舉

外的外商投資，暫時調整《中華

行該造船廠承造的第三艘「 L 」型船

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
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

「長輝輪」 (EVER LUCID) 命名典
禮，由長榮集團首席副總裁林省三主

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中

持，並邀請長榮香港公司陳綱齡董事

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的夫人胡敏德女士擲瓶，祝福新船航

法實施細則》、《指導外商投資

行順利，運能滿載，該船交船後將投

方向規定》、《外國企業或者個

入遠歐航線。

人在中國境內設立合夥企業管理

林首席副總裁在致詞中提到長

辦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

榮委請台船建造的十艘『 L 』型貨櫃

營期限暫行規定》、《中外合資

船，已經有二艘投入營運，新船各

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

方面的表現都符合該集團所預期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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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長輝輪』與其他新船陸續交船

期的船舶，因此整體運能沒有增加。

後，將會汰換舊船，提升長榮在全球

   這批新船在設計上特別注重節
油功能，耗油量遠低於 2010 年以前

海運市場的競爭力。
「長輝輪」隸屬長榮海運公司，

訂造的同型船，不但能提升營運效

為目前最大的台灣籍貨櫃船，載重量

益，更能吻合長榮一貫堅持的環保需

約105,000噸，可承載8,508 個20

求。

呎標準貨櫃，配備有 948個冷凍櫃插
座，船舶全長334.8公尺，寬45.8公

裕民航運作好準備喜迎未來裕光輪
命名交船

尺，吃水 14.2 公尺，巡航速度可達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裕民

24.5 節，預計於本月 15 日交船，投
入遠東-歐洲航線。

航運作好準備喜迎未來，該公司在上

長榮集團在 2010 年船價趨於合

海訂造之20.6萬載重噸散裝貨輪「裕
光輪」一月十三日命名交船。

理化時，啟動新造船計劃，陸續訂

遠東集團旗下九大上市公司

造三十艘8,000 TEU的「L」型貨櫃
輪，並租用五艘 8,800 TEU 與十艘

之一的裕民航運在上海市外高橋

13,800 TEU 的船舶，共計四十五
艘。隨著新船交付，長榮將逐步退還

船廠完成「裕光輪」 (M.V. "Cape
Splendor") 命名接船典禮，典禮由
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親自主持，並

到期的租船，使船隊更年輕化。

邀請台灣大學教授張韻詩女士，擔任

長榮集團租用十艘14000 TEU
貨櫃船汰舊換新

「裕光輪」之命名夫人，透過命名夫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長
榮集團持續進行船隊汰舊換新計劃，
已與希臘船東 Costamare 及日本船
東正榮汽船株式會社 (Shoei Kisen
Kaisha) 簽訂合約，分別承租五艘
14,000 TEU的新貨櫃船，這十艘新
船包含長榮海運及其子公司日前宣布
承租的七艘，預計於2016年至2017
年陸續竣工起租。
這些新造的貨櫃船投入營運之
後，將有助於優化長榮船隊的船型結
構，並降低單位營運成本，隨著這些
新船交付，長榮也將同步歸還租賃到

人張韻詩女士的禮讚，期盼於上海舉
行命名接船典禮的「裕光輪」，能夠
隨著全球景氣露出的曙光，為裕民航
運帶來光彩炫目的業績。
裕民航運表示，該公司係自
2010年起開始危機入市、擴張船
隊，於新船價格處於低檔時向外高橋
船廠訂造12艘海岬型新船。而「裕光
輪」是繼去年四月和十月的裕月輪及
裕星輪，及前年十月的裕日輪加入船
隊後，外高橋建造完成之第四艘同型
船舶，「裕光輪」的加入，也是裕民
航運立足當下、展望未來之象徵性指
標。

海員月刊第724期

16

該公司指出，目前全球經濟已逐

該書以袖珍方式出版，讓讀者

漸復甦，航運需求隨之提升、運價逐

攜帶方便，並以優惠定價一○○元，

漸回揚，散裝航運業的谷底已過去。

推廣此項專門常識。有意洽購請電

繼前年11月與日本大島造船廠簽訂四

（02）27791228，航貿周刊李小姐

艘 8.4 萬噸超巴拿馬極限型船舶外，

分機1002；陳小姐 分機1001。

去年12月裕民又向大島造船廠簽訂四

星國註冊船籍攀高一年間增
近860萬總噸

艘 6.2 萬噸超輕便型節能船，將可趕
上日趨興盛的散裝船運市場需求，為
公司帶來豐厚利益。裕民航運已結合
中國及日本堅強的造船實力，打造出
陣容堅強、高效、環保的年輕化散裝
船隊。
為迎接下一波景氣回溫，裕民
持續進行船舶的汰舊換新，以提升
競爭力。目前訂造之新船尚有 16 艘
（含 8 艘上海外高橋船廠建造之海岬
型及由日本 Oshima 船廠建造之 4 艘
Post Panamax船型及4艘超輕便型
船型），預計於 2017 年前陸續完成
交船。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新加
坡港航局(MPA)統計，去(二○一三)
年星國註冊船籍持續攀高，一年間增
加了將近八百六十萬總噸，噸位較前
(二○一二)年度增加了一成三。
MPA 統計，截至上 ( 十二 ) 月底
止，星國註冊船籍計有4379艘、
7361.5 萬總噸，較二○一二年十二
月份之4232艘、6501.8萬總噸，一
年間增加了147艘、859.7萬總噸。
統計顯示，隨著星國政府推出優
惠稅賦制度，該國註冊船噸係自二○
○八年首破四千萬總噸，二○一○年

王肖卿教授新著租船業務與
租船術語問世

遞增至 4878.3 萬總噸，其後三年陸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王肖
卿教授新著「租船業務與租船術語」
出版 ! 該書讓您無師自通不定期航運
之租船業務；告訴您船東以「租船」
取代「造船」或「買船」之事實。
坊間租船專書甚少涉及業務實
務，因此王肖卿教授以其三十多年豐
富的實務經驗及教學心得，避免冗長
艱澀之文字陳述，以精簡易懂、平鋪
直敘之方式說明，期使實務界或一般
大眾更易於吸收租船之專業常識，一
窺該領域堂奧。

六千萬總噸 (6501.8 總噸 ) 與去年的

續突破五千萬總噸 (5736 萬總噸 ) 、
七千萬總噸，呈現近三年每年上一個
台階態勢。

日本海事協會推出最新版
HCSR因應IACS規範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日本
海事協會（ClassNK）日前宣布獨步
全球推出最新版「PrimeShip-HULL
(HCSR) 」船體設計支援軟體，主
要是為因應 IACS( 國際船級協會聯
合會 ) 於去年十二月公告採納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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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輪及散裝船之協調共同結構規範

合新規定的船舶。對於這款軟體，我

（HCSR）。

們的目標是要開發一套可使設計過程

該協會表示，花費四年多時間

合理化、能有效節省設計工時、又可

與造船廠合作，以原有 PrimeShip-

符合船舶設計新規定的全面性且功能

HULL-CSR軟體為原型投入研發後，
終於完成最新軟體，不但將規範的計

強大的設計支援工具」「透過與商用

算要求加以結合，還具有以FEM有限

CAD軟體的連動功能，這套軟體不光
能自動建構船首至船尾的FEM模組，

元素法，計算直接強度的功能，甚至

諸如細網孔和屈曲板數據也能顯示出

可支援商用 CAD 繪圖軟體、標準運

來。

算軟體與直接計算軟體。此外，為協
助業界建造更安全的船舶，該軟體可
免費提供給造船廠與船舶設計公司使
用。
據瞭解， IACS 新採納的共同結
構規範將適用二○一五年六月一日之
後簽約建造、船長九○米以上散裝船
與一五○米以上油輪。該規範不僅統
合現行對於油輪和散裝船的技術要求
外，為了提升船舶的安全與可靠性，
也針對結構強度新增要求：例如，在
設計船體時， FEM 有限元素法分析
範圍必須涵蓋所有貨艙，並為屈曲強
度、疲勞強度、殘餘強度，訂定新的
標準。
雖然共同結構規範提高了船舶安
全，但對造船廠和船舶設計者而言，
卻是新的挑戰。因此，為了減輕船廠
及設計者的負擔，該協會開始自主研
發新的設計支援軟體。該協會副會長
兼PrimeShip-Hull軟體開發負責人–
米家卓也博士對此表示，若新規定能
使船舶結構更安全，那麼船廠和設計
者就必須投入新資源，進而設計出符

2

2

2

2

2 2

台灣新生報

2013年十大國際航運新聞
【記者陳維強／綜合報導】二○
一三年全球航運業出現鉅大變化，業
界整理出的十大國際航運新聞包括全
球前三大航運公司組成P3聯盟、多家
知名航商申請破產保護、索馬里海盜
頭目宣布「退休」等，回顧過去，祈
迎二○一四航運市場出現榮景。
一、全 球前三大航運公司組成 P3 聯
盟：
六月十八日，馬士基、地中海、
達飛海運達成協議，在亞歐、跨
太 平 洋、跨 大 西 洋 等 航 線 組 成
「P3聯盟」，計劃從二○一四年
第二季開始營運。六月十四日，
馬士基第一艘3E級船舶以馬士基
集團第二代繼承人馬士基·邁克
-凱尼·穆勒名字命名，七月起馬
士基首批3E型貨櫃船開始營運。
二、多家知名航商申請破產保護：
六月，希臘乾散貨船東卓越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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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破產保護申請。六月五日，

價約三二·三億歐元（四三·六億

韓國最大散貨船公司世騰汎洋海

美元）。前九月二手船交易量共

運正式申請破產保護。世騰汎洋

一一一八艘，希臘船東購買二手

（STXPanOcean）將「STX」更名

船數量約佔二成五。前九月希臘

為「汎洋海運」（PanOcean）。

船東下單訂造一三一艘新船，總

三、索馬里海盜頭目宣布「退休」

投資額約一一·六億歐元（十五

英國「每日電訊報」一月十日報

億美元）。四月起希臘船東的訂

導，索 馬 里 海 盜 頭 目 之 一 的 穆

單開始激增，大量訂單下在中國

罕 默 德·阿 布 迪·哈 桑 宣 布「退

船廠。

休」。惟二○一三年十二月英國

七、DNVGL集團開始營運

「勞氏日報」評選二○一三年度

挪威船級社（DNV）和德國勞氏

全球航運界最具影響力的一百人

船級社（GL）合併組成的DNVGL

中，哈桑仍列第九十名。

集團通過中、美和歐盟審查，九

四、蘇伊士運河通行費上漲

月十二日正式投入運營，合併後

五月一日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施行

的DNVGL集團為全球最大的船級

新的通行費。載運原油、石油產

社。

品、化學品的貨船及散裝貨船通

八、川崎重工社長遭解職

行費提高五％。貨櫃船、滾裝船

日本第二大重型設備製造商川崎

通行費提高二％，其他船隻通行

重工株式會社六月十三日突然宣

費則提高三％。成為埃及繼去年

布解除社長長谷川聰的職務，並

三月提高運河通行費三％之後，

終止公司與三井造船株式會社的

連續第二年漲價。

合併談判。

五、「海事勞工公約」正式生效

九、「MOLComfort號」斷裂

「二○○六年國際海事勞工公

日本三菱重工建造的貨櫃船

約」（MLC2006）於八月二十日

「MOLComfort號」（隸屬日本商

正式生效，該公約是在國際勞工

船三井）六月十七日在葉門外海

組織三方經政府、船東和海員三

二百英里處發生事故，船舶從中

方取得共識後締結的綜合性海事

斷成兩截隨即沉沒。日本船級社

勞工條約，將海員權益納入統一

隨即對「MOLComfort號」的姊妹

國際標準。

船展開安全檢查。

六、希臘船東購船數全球第一

十、美歐對伊朗石油制裁鬆綁

船舶經紀商Intermodal數據指

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宣布解除對

出，二○一三年一至九月，希臘

包括印度、中國的部分國家進口

船東共購買二七一艘二手船，總

伊朗石油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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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輪新生力軍 世邦海運入列

分別購得兩艘雜貨輪-亞洲和睦輪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政府

（ M.V.ASIANHARMONY ）及世邦

為拓展我航運發展，持續鼓勵成立國

光輝輪（ MARINEDIAMOND ），

輪公司，隨著世邦海運成立，且經台

主要是考量集團日後開發穩定散雜貨

北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會通過

進出口業務；另外有關貨櫃輪方面，

申請加入會員，象徵我國輪公司又有

考量現今全球貨櫃輪均朝大型化趨勢

新生力軍入列。

發展，基於多年代理貨櫃業累積的經

世邦海運公司隸屬於世邦集團，

驗，決定發展「貨櫃接駁船隊」，希

為集團旗下船代、貨代等事業外，再

望與船東合作互補，相輔相成，達到

拓展營運版圖，跨入船東事業開端，

經營目標，今年與日本造船廠簽訂建

成立資本額一‧二億元，現擁有客輪

造兩艘一千一百TEU的貨櫃輪，分別

「世富輪」，載重噸十六‧五九噸，

命名為世邦基隆輪、世邦高雄輪，該

該公司船隊陣容還有正出租營運雜貨

船設計特色以船橋較高裝載量高出

船二艘，另訂造二艘貨櫃船預計二○

一般同級船，預計於二○一五年一

一五年初交船。

月及三月交船後，加入集團營運行

投入船舶市場 李健發宣布成
立世邦海運公司
【記者梁翠華／台北報導】世邦
國際集團（ TVL ）為擴大集團經營規
模，正積極物色各類型船隻，投入船
舶市場，實現集團經營船隊之夢想；
特於一月二十日，由總裁李健發帶領
各單位總經理暨船舶管理處主管，召
開成立「世邦海運股份有限公司」記

列，未來可能在近洋地區營運；十月
該公司亦添購一艘客輪「世富輪」
（TVLWEALTH）該船船速二十節，
總噸量八十，是以強化玻璃籤維製
造，可載一百二十人（含海員），經
過裝潢整修後，目前正租給基隆港務
局參與協辦二十一日舉辦的「黃色小
鴨在基隆」活動。

索馬利亞海盜 劫船零成功

者會，並介紹該新公司的團隊共十多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海盜

人，未來將在南京東路三段二一七號

活動為航商營運隱憂，令人髮指索馬

十一樓為客戶服務。

利亞海盜劫持商船事件擬趨緩，據統

李健發在會中闡明該公司近

計，去（二○一三）年劫船成功案件

年積極投入船舶市場所做的努力與

幾乎為零，儘管如此航商不可掉以輕

船隻增加與船隊成立過程，他表

心，另位於法屬圭亞那地區崛起新勢

示，其實該集團經營船舶相關業務

力，宜提高警覺。

已有三十多年，近幾年積極進入

根據歐盟海軍公佈最新數據，去

市場，於去年年底及今年十月，

年起，索馬利亞海盜成功劫持商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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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零。但歐盟海軍警告，索馬利亞
海盜仍有劫船能力，活動從未停歇，
過往商船仍需保持警惕。
索海盜活動高峰期為二○一○

Tankers）其中的要求事項；（三）
修訂「 FR P 船於建造初始階段之定
義」（ Definition of 『 Beginning
Stage of Construction』for FRP

數量不斷減少，二○一一年為二十五

Ships）其中的要求事項；（四）
修訂「貨油艙之 I-MOPSPC 保護塗

艘，二○一二年僅五艘。

層性能標準之統一解釋」（ Unified

年，共成功劫船四十七艘，此後案件

大西洋邊，與巴西和蘇里南交界，當

Interpretations, etc. for the
IMOPSPC for Cargo Oil Tanks）

地沿海港區有船隻出沒，趁夜登船攻

其中的要求事項。該規範的PDF版可

擊，目標多為船用物料，航行船隻注

至該協會官網免費下載，欲下載者

意提高警覺。

須加入該協會的「 MyPage 」免費會

Class NK修訂最新船級規則  

員，另有光碟版與紙本印刷版可供選

另，法屬圭亞那位於南美洲北部

【記者梁翠華／台北報導】日

購。
二：已取得芬蘭政府授權，今後

本海事協會（Class NK）二○一四年
開年宣布兩項消息，一：推出最新規

將代表芬蘭政府，依 SOLAS 海上人

則（NK Rules and Guidance）修
訂版。該協會表示，為提升海上人員

污染國際公約、國際船舶載重線公約

生命財產安全及守護海洋環境，該協
會一直持續檢視、更新並修訂其技術
規範。最新版內容除了反映最新研究
與損傷調查結果，並合乎最新國際公
約規範、 IACS 統一要求及航運界期
盼。
此次修訂主要是為因應元月一
日起生效的 IACS 統一要求，大網如
下：（一）修訂「改裝散裝船之自

命安全國際公約、MARPOL防止船舶
等各項國際公約，可向芬蘭籍船隻進
行檢驗與發證。
該協會會長上田德（Noboru
Ueda ）對此表示，我們十二月初在
赫爾辛基設置服務據點後，現在又取
得這份新簽署的授權同意書，我們絕
對有能力提供更完善的船級服務給所
有芬蘭的船公司」「過去幾年，我們
誓言要改善在北歐、尤其是波羅的海

落式救生艇配備規範」（ Provision

區域的營運，除了在俄羅斯聖彼得

of Free-fall Lifeboatson Ships
Converted to Bulk Carriers）其

蘭赫爾辛基設置新的服務據點之外，

中的要求事項；（二）修訂「油輪之
貨物油管裝置接地規定」（Earthing
of Cargo Piping Systemsin

堡、立陶宛克萊佩達、德國漢堡和芬
我們還取得更多船旗國的授權，這意
味著我們能在這整個區域，提供更優
質的服務給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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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會表示，取得芬蘭政府授權

草案規定，台灣與離島間、離

後，該協會能代表船旗國執行檢驗並

島間之航空運送或臺灣各港口間之鐵

核發公約證書的歐盟國家數已達到十

公路運送，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

六個，全球總計達一一○個國家。

素，造成中斷，無法立即恢復，且在

船舶經營特定線補償及監督
修正草案 出爐

無船舶運送業者經營固定航線之情形

【記者陳維強／台北報導】交
通部公布「指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
定航線客貨運送補償及監督辦法」修
正草案，修正要點包括航政機關辦理
報請主管機關指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

下，航政機關得視當地需求，由航政
機關報請主管機關指定船舶運送業經
營特定航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定航
線所生營運損失之補償條件、範圍、
方式及監督考核等事項，由航政機關
辦理。
草案規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

定航線之條件；公告事項、審查資料
項目、評定方式；補償範圍及補償方

定航線應於完成最後一航次客貨運送

式。

後三十日內，檢具執行情形報告、補
草案第四條有關補償範圍規定，

償評估報告、營運補償請款書、切結

受指定之船舶運送業經營特定航線客

書、受款憑證、其他航政機關要求之

貨運送，所受之營運損失補償範圍包

補償佐證資枓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補

括下列各項加總：

償。

一、自接獲通知後調派所屬之船舶，

航政機關辦理船舶運送業經營特

自船舶所在港口航行至指定航線

定航線，應予公告並載明補償內容、

端點港口，及完成特定航線最後

作業時程、補償金額之核給、監督考

一航次，自所在港口航行返回船

核方式及申請所需書表文件等相關事

舶原所在港口所產生之成本。

項。申請受指定之船舶運送業應依前

二、經營特定航線之補償金額，以每
航次浬合理營運成本計算之。
三、完成運送旅客至目的港後，協助
接駁至當地高鐵、機場及鐵公路
轉運中心之費用。
四、經營特定航線客貨運送，致無法
執行原本經營固定航線或不定期

項規定，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表、
成本分析表及補償金額概算表，送交
航政機關審查，評定優先順序。航政
機關得派員監督考核營運計畫之執行
情形，船舶運送業未依核定之營運計
畫執行者，得扣減撥發補償款。船舶

航線，所產生之合理利潤損失。

運送業配合辦法之辦理情形列為年度

五、除第一款至第四款外之其他經營

績優船舶運送業表揚審核之參考依

特定航線所產生費用。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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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海航運的航行網從亞太到中東、美西與世界各地不斷延伸，因應新造船隊，
組織擴編，歡迎符合以下資格之優秀人員加入萬海!

誠徵優秀海勤/陸勤服務人員
職
稱
資
格
船長/輪機長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大副/大管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船副/管輪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乙級船員/大廚
持有本國籍航行當值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陸勤)駐埠船長/ 學歷: 專科(含)以上；語文: 英文中上程度
輪機長/大副/大管 具航海/輪機等相關背景，具船上經驗及相關執照者優先考慮
～本公司薪資待遇優渥，福利制度良好，升遷管道暢通及人性化管理～
應徵方式：
1.郵寄履歷表：備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影本、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影本、
STCW95訓練證書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並於信封上註明應徵職稱
逕寄本公司船務部船員人力資源課收。
本公司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2號10樓
2.網路應徵：請至本公司網站線上徵才登錄 www.wanhai.com.tw
3.連絡人：江俊士02-25677961轉分機5116 Email：crew_mar@wanhai.com

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Sincere Navigation Corporation
誠徵優秀海勤服務人員
職

稱

船 長
輪機長
大副/大管
船副/管輪
乙級船員

資
格
持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 訓練證書，具遠洋散裝船船長經驗
持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 訓練證書，具遠洋散裝船輪機長經驗
持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 訓練證書，具遠洋散裝船大副大管經驗
持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 訓練證書，具有遠洋散裝船經驗者
符合STCW95 資格；具有遠洋散裝船經驗者優先任用

應徵方式：
備履歷(附照片) 海員手冊、適任證書及STCW95 訓練證書等影本，逕寄本公司
船務處收。
公司地址：106 臺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68號14樓
聯絡電話：(02)2703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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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 誠徵海勤人員 *
   

本公司為陽明海運子公司，待遇優渥，福利佳，管理人性化，歡迎洽詢
職

稱

資

      格

船長/輪機長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具遠洋海岬
型、巴拿馬極限型散裝船經歷尤佳。

大副/大管輪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具遠洋海岬
型、巴拿馬極限型散裝船經歷尤佳。

船副/管輪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水手長/機匠長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木匠/幹練水手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機

匠

持有助理輪機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報名地點：10359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243號6樓 船務部航務組
聯絡人：曹船長 修孝Tel：(02)2552-0818 # 611
           沈專員 怡君Tel：(02)2552-0818 # 623
           Fax：(02)2552-0885  E-mail：mdp@kms.com.tw

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陸勤人員
職

稱

資
格
船 務 代 理 分 公 司 運 作 相 關 事 務 ， 大專以上，具相關工
船務代理分公司主管
作經驗5年以上。【 工 作 地 點 ： 花 蓮 和 平 】
大專以上，航海、輪機科系畢，具遠洋散裝船長或輪機
船務主管
長經驗者。【工作地點-台北市】
大專以上，具5年以上散裝船業務經驗或5年以上船公司
業務主管
業務主管經驗。【工作地點-台北市】
意者請e-mail履歷至 sophiachen@taiwancement.com

誠徵海勤人員
職
稱
船 長 / 輪機長
大 副 / 大管輪
船 副 / 管 輪
乙 級 船 員

資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符合STCW2010資格者

格

本公司隸屬台泥企業團，待遇佳、給付休假返船獎金及年終獎金，福利優、國(外)輪均
享勞健保及福委會福利，升遷快、彈性化調度及人性化管理，歡迎您加入達和團隊。
公司地址：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3號10樓
聯 絡 人：船務部船員課
Tel:(02)2531-0909分機20126 沈大敬 E-mail:djs@th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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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海勤人員*
職

稱

船

長

大

副

船

副

輪

機

長

大

管

輪

管

輪

銅

匠

資

格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
持有乙級船員輪機當值證書

本公司待遇優渥，福利佳，管理人性化，歡迎洽詢
報名地點：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50號12樓 船務部船員管理組
連絡人：陸忠良Tel:(02)2429-8296  Fax:(02)2422-5525
           	 E-MAIL:emsm@yangming.com

     四 維 航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IH WEI NAVIGATION CO., LTD.
誠徵優秀海勤 / 岸勤人員
職         稱

      格
資  
1.持有本國籍或巴拿馬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海勤)船長 / 輪機長
2.船長具雜貨船、原木船或散裝船經驗者尤佳。
1.持有本國籍或巴拿馬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海勤)大副、大管輪、 2.大副具雜貨船、原木船或散裝船經驗者尤佳。
3.持有船長證書或輪機長證書之資深大副、大管輪欲晉升船
船副、管輪
長或輪機長者。
(海勤)水手長、木匠、
符合STCW資格，最近一年具有遠洋、近洋、雜貨、散裝船
AB幹練水手、加油長
經驗者，優先任用。
(銅匠)、電機員、大廚
1.持有一等輪機長或一等大管輪證書。
(岸勤)
駐埠輪機長/資深大管輪 2.對岸勤工作有興趣者，英文佳，熟悉電腦基本軟體操作。
本公司營運7,000噸級至70,000噸級散、雜貨及原木船舶六十餘艘，船齡輕、上船機
會多，尚有日本建造中新船多艘待接。
應徵方式：
1.海勤人員：請備妥履歷表(附照片)及證書影本，並於信封註明應徵職稱，逕寄本公司行政
部船員人事處或電洽(02)87121888分機211紀小姐 E-MAIL：adm@swnav.com.tw
2.岸勤人員：請備妥履歷表(附照片)、自傳及相關證件影本，並於信封註明應徵職稱，逕寄本公
司行政部行政事務處或電洽(02)87121888分機209游小姐 E-MAIL：hr@swnav.com.tw
地址：10547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67號1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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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LINE

CMA CGM group

正利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 海勤人員
職

稱

海

船長/大副

資

格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

勤

輪機長/大管輪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船副/管輪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乙級船員

水手長、水手、銅匠、機匠等，符合STCW95資格者。

本公司為近洋航線全貨櫃船，擁有國輪兩艘，一艘跑兩岸三地，每週固定停靠基隆、台中、高雄
各港; 一艘跑東北、東南亞，每月兩次固定停靠基隆、台中、高雄各港，歡迎加入正利團隊!!!

【應

徵

方

式】

請備履歷表、海員手冊及證書影本，寄本公司「船員課」收，或電洽分機2769
黃小姐 E-MAIL: tpe.kahuang@cnc-line.com
公司地址：10480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號15樓
聯絡電話：(02) 2183-2888   

德翔海運(股)公司
徵才訊息

海

職
稱
資
格
岸 勤
駐埠大副/船副
具擔任貨櫃船二年以上船副資歷者尤佳
船
長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輪
機
長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大
副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大
管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水
手
長
具STCW2010訓練證書、航行當值證書
銅
匠
具STCW2010訓練證書、輪機當值證書
各級職乙級船員
具各級適任證書
◎ 新型貨櫃船（一萬五千總噸）
勤

本公司提供岸薪(Stand by pay)福利

持有輪機長、大管及大副適任證書的資深大管、管輪及船副，可擇優擔任
輪機長、大管及大副職

本公司為台灣第四大、全球第二十六大貨櫃船公司，船舶新穎、待遇及福利優渥、
晉升管道暢通，提供舒適、愉快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及人性化的管理，誠摯的歡迎台
灣海勤同仁加入德翔的大家庭，並與我們一起分享經營的果實：
應徵方式：
備履歷、海員手冊、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等影本
1.郵寄：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6樓     
2.Email：hr@tslines.com
4.傳真：02-2719-5543       
3.至104人力網站投遞履歷   
洽詢電話：02-27190909 #112范小姐
相關職缺您亦可至104人力銀行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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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U-MING MARINE TRANSPORT CORPORATION

※誠徵海勤/岸勤服務人員※
職

務

資

格

條

件

海

船長/大副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有散裝船經驗優先任用
輪機長/大管輪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
船副/管輪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

勤
   

乙級船員
駐
船

埠
長

岸
勤
    

駐 埠
輪機長

工程師

◎應備資料

銅匠、幹練水手、廚工等，符合STCW資格者
 學歷：海事院校航海、商船學系所畢業
 資歷：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二年以上大副/大管資歷或一年以上船長/輪機長或駐
埠船長/輪機長經驗
 其他：具稽核員背景尤佳，英文溝通能力，熟悉電腦基本軟
體操作
 學歷：海事院校輪機工程科系所畢業
 資歷：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
二年以上大副/大管資歷或一年以上船長/輪機長或駐
埠船長/輪機長經驗
 其他：具英文溝通能力，熟悉電腦基本軟體操作
 學歷：海事院校輪機、造船科系所畢業
 資歷：不拘，具管輪以上或岸勤工程師經驗者尤佳
 其他：具英文溝通能力，熟悉電腦基本軟體操作
 岸勤：中英文履歷(附照片)及自傳、學經歷證明、考試及訓
練證照等，註明應徵類別及希望待遇
 海勤：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當值證書等影本。

◎應徵方式

 至本公司網站登錄資料： www.uming.com.tw
 email應徵資料至連絡人信箱
 郵寄應徵資料：106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07號29樓

◎聯 絡 人

 岸勤：王程皓 02-27378000#6128,
wesleywang@mail.uming.com.tw
     
黃一珍02-27338000#6164,
     
hannah@mail.uming.com.tw
 海勤：林明輝02-27338000#6141,
卓雅秋02-27338000#6147,
crew@mail.uming.com.tw


裕民航運隸屬遠東集團之一，多角化經營下擁有豐富資源與完善的管理機制，公
司具無窮的發展潛力。

裕民航運擁有海岬型散裝貨輪、巴拿馬極限型散裝貨輪(經常往返台灣)、輕便型
散裝貨輪、自動裝卸船(多數屬環島航線)，具各型散裝船舶，船型分布多元化，
並持續擴充船隊中。

裕民航運現有船隊多艘懸掛中華民國旗，另有新加坡旗及香港旗, 中華民國籍船
員上船機會多。
裕民航運待遇優渥，福利完善，對年輕優秀船員具完善的培訓計畫與船岸輪調規劃
〜歡迎加入裕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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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 CHIEN MARINE CO., LTD.

新健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海勤／岸勤人員
職

稱

船

長

輪機長

資

格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遠洋航線散裝船船長經驗。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遠洋航線散裝船輪機長經驗。

大副 / 大管

持適任證書，具散裝船經驗，英文佳。

船副 / 管輪

持適任證書，具散裝船經驗，英文佳。

應徵方式：
海勤人員：備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影本、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影本、STCW
訓練證書影本，並於信封上註明應徵職稱，逕寄本公司船務部收
本公司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3段4號3樓
聯絡電話：02-25080389
E-MAIL：marine@hcm.com.tw

TAIWAN CDF SUPPLY LTD

台灣中免供應有限公司

專供船用免稅煙酒，一流團隊，誠摯服務！
The best service team to the best of you!

高雄總公司：高雄市前鎮區大華一路22號（31號碼頭）
電話：(886)07-8413167、(886)07-8413881
傳真：(886)07-8113243
聯絡人：王星海(JOHNNY) 0986085966、0910982330
E-mail:cdf.tw@msa.hinet.net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梧棲區中橫十路147號
電話：(886)04-2658-3295、(886)04-2658-3040
傳真：(886)04-2658-4691
E-mail:cdf.tcg@msa.hinet.net
基隆分公司：基隆市中正區東海街8號之1(東14號碼頭)
電話:(886)02-2428-6880、(886)02-2428-6881
傳真:(886)02-2428-6887
E-mail:cdf.keelung@msa.hinet.net

海員月刊第7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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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服務

中華海員總工會 會員退休(註銷會籍)補助金一覽表

製表日期 : 2014/1/10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C00506

王留世

2013/12/6

退休補助金

$59,700

C00512

王振興

2013/12/6

退休補助金

$18,300

29658

李青城

2013/12/9

退休補助金

$48,900

C00507

劉玉榮

2013/12/17

退休補助金

$52,950

C00508

陳武富

2013/12/18

退休補助金

$49,350

35419

陳衡光

2013/12/18

退休補助金

$43,500

34858

劉有洋

2013/12/20

退休補助金

$27,750

31416

羅國城

2013/12/20

退休補助金

$28,800

C00510

王優香

2013/12/25

退休補助金

$61,800

56151

黃

榮

2013/12/26

退休補助金

$38,700

32878

白世豪

2013/12/30

退休補助金

$38,400

34168

莊志強

2013/12/30

註銷會籍補助金

$13,050

12

總金額

$481,200

人          數

＊申請退休(註銷會籍)補助之註銷會籍會員，得於註銷會籍之日起2年內提
出補助之申請，符合規定之申請註銷會籍會員，應於申請註銷會籍之同時提
出補助之申請，逾時申請者，均不予受理。
＊民國77年7月1日前入會會員，在岸會費 若超過2年未繳，爾後在核算其申
請之會員退休（註銷會籍）補助時，則以民國77年7月1日為起算日期。
＊補助金額 = (在船年資 × 1800元/年 + 在岸年資 × 300元/年)
＊敬請各位會員珍惜權利，按時至工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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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一覽表
製表日期 : 2014/1/10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額

66277

李致生

2013/12/11

母喪慰問

1,000

40544

金貴屏

2013/12/1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5222

王德敏

2013/12/12

父喪慰問

1,000

A06935

周俊翰

2013/12/13

父喪慰問

1,000

86243

戴俊仁

2013/12/17

父喪慰問

1,000

70339

李永安

2013/12/18

母喪慰問

1,000

56072

王中台

2013/12/18

在海上工作受傷住院

2,000

69292

許福慶

2013/12/20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6243

戴俊仁

2013/12/24

母喪慰問

1,000

55259

陳正賢

2013/12/30

母喪慰問

1,000

80631

呂

2013/12/31

父喪慰問

1,000

64922

吳步然

2014/1/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12

總金額

16,000

人

數

松

以上救助項目，除在船服務期間死亡者外，須入會滿 1 年並於案發後3個月內
提出申請，申請時須繳清會費。敬請各位會員珍惜權利，按時至工會辦理。

會證遺失名單

行政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台字086205

黃仁和

總台字 088379

陳財位

總台字086614

謝仲文

總臨訓 006880

蔡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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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被保險人申請勞保老年給付前，請先試算老年給
付金額，確認申請年金或一次給付以維護權益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勞保老年給付申請一次請領或申

個月為限。但是選擇請領老年年金給

請年金給付，保險年資和平均投保薪

付者，平均投保薪資，是按加保期間

資有不同的計算規定，被保險人在請

最高60個月的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領老年給付前請先試算一次請領及年

勞保年資則無計算的上限，是計算到

金給付分別可領多少錢，再選擇領取

退保當日止。

方式，以確保自身的給付權益。
因為老年給付經本局核付後，不
報載今年 9 月有位勞工勞保年資

得變更，所以被保險人申請老年給付

有22年，卻只能領到8.3個月的老年

前，請先試算老年一次給付及年金金

給付。查這名被保險人於56歲多才首

額，考量何者較符合自身需求後，再

次參加勞保，保到79歲退休時，勞保

提出申請，以維護自身權益。

有22年多，因他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
付，依規定，60歲以後的勞保年資，
最多只能計算 5 年核給，因此該被保
險人是以 8 年多的勞保年資計算給付
月數，所以領到8.3個月老年給付。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規定，選擇一
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平均投保薪資，
是按退保當月起前 3 年的月投保薪資
平均計算，而 60 歲以前的勞保年資
30 年以上，最高核給 45 個月老年給
付，逾60歲以後的勞保年資，最多再
計算5年，合併所有年資最高核給 50

被保險人可以透過下列方式試算
老年給付金額：
1.在勞保局全球資訊網，輸入預估的
勞保年資及平均月投保薪資，做粗
略的試算。
2.用自然人憑證，在勞保局全球資訊
網，依個人的投保資料試算。
3.本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到勞
保局各地辦事處臨櫃試算。
4.本人檢附身分證影本，以書面方式
寄到勞保局索取試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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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停可續保，勞保年資不會少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勞工朋友如果因育嬰需要經雇

辦理繼續加保的手續非常簡便，

主同意留職停薪，在留職停薪期間除

只要投保單位為員工填寫「勞工保險

了可以依規定申請育嬰津貼外，受僱

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繼續投保申請

滿 1 年者，還可以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書」，並檢附子女出生證明 ( 或戶籍

的普通事故保險及就業保險，不但勞

資料 ) ，向勞保局提出申請即可，保

(就)保的保障不會中斷，保險年資也

險費繳款單會按月寄給投保單位，請

可以繼續累計，保險年資增加，退休

被保險人按月向投保單位繳納應自行

後可領的老年給付金額也隨之增加。

負擔的保險費，如選擇遞延繳納者，
保險費繳款單將在遞延的繳款期限屆

勞委會勞保局說明，性別工作

滿時，寄到被保險人的戶籍地址。

平等法自91年開始實施，受僱滿 1年
以上，撫育 3 歲以下子女，並經雇主

勞保局提醒，被保險人如提前復

同意育嬰留職停薪的勞 (就)保被保險

職，請投保單位填寫通知書寄 (送)勞

人，即符合繼續加保的資格，目前申

保局，若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薪期

請育嬰留職停薪繼續加保的被保險

間終止勞動契約，或留職停薪期限屆

人數有 3 萬多人，且有逐年增加的趨

滿未復職工作而離職，則請為其辦理

勢，今(102)年1到6月每月平均申請

退保。另外，任職未滿一年的被保險

人數已近 3 千人，顯見被保險人愈來

人，並不符合續保規定，投保單位應

愈重視自身的勞(就)保權益。

先申報其退保，待復職時，再辦理加
保手續。如仍有育嬰留職停薪繼續加

為了減輕雇主及被保險人負擔，
育嬰留職停薪續保期間，原由雇主負
擔的 70% 保險費，不須繳納 ( 公家單
位仍由各機關、學校於年度預算人
事費用下支應 ) ；被保險人應負擔的
20%保險費，則可以依其意願選擇延
後3年再繳納。

保的問題，請至勞工保險局全球資訊
網(http://www.bli.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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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菜大賞

團圓美饌迎新春
文／武

一、陽光情人果
二、黃金溏心蛋
三、松柏長青
四、年年有餘
五、步步高昇
六、蒜蓉玉蒸蝦
七、四季常平安
八、芙蓉海皇羹
九、鴻運口水雞
十、迎春醃篤鮮
十一、好運旺旺來 十二、繽紛水果茶

一、陽光情人果
1.南瓜去皮去籽，切0.2公分片狀。
2.鹽漬半小時，冷開水清洗，瀝乾，
倒入冰糖、醋和話梅，冷藏入味。

二、黃金溏心蛋
1. 醬汁 : 糖 1.5 大匙，醬油 1.5 杯，
水 4 杯，蔥 2 枝 ，薑 1 片，八角一
顆，米酒少許，煮開。
2.鍋中備水蓋過雞蛋，加白醋、鹽各
兩茶匙，放入未冷藏過的雞蛋十
顆，以中小火蓋鍋煮 ( 須常輕輕地
翻轉雞蛋，讓蛋黃保持在中央)。
3. 煮沸後，續煮 4.5 分鐘，將蛋放入
流動的冷水中，再改放冰開水中徹
底降溫後，用湯匙輕柔敲出蛋殼出
現許多裂紋後，剝除蛋殼。
4.蛋泡在醬汁中冷藏一天待上色、入
味。用棉線將蛋分割成兩半，蛋黃
朝上排盤。

三、松柏長青
1. 山東大白菜梗 200 克，橫向切成
細絲，鹽醃 3 分鐘後，以冷開水洗
淨，瀝乾。
2. 白菜、滷豆干切絲、蒜末、辣椒
末、白醋、糖、麻油、鹽，撒上花
生及香菜拌勻。

四、年年有餘
材料：
黃 ( 鱸 ) 魚，玉米粉，番茄醬，
糖，醋，鹽，蒜末，香菜。
做法：
1.魚身兩側各切3 - 4刀(直刀切入碰
到魚骨時，刀刃轉朝魚頭方向將
魚肉橫向片開，不要切斷 ) ，將魚

玉

鳳

身、切口處裹上黏稠濕的玉米粉。
備半鍋油，油溫七分熱時，拎穩魚
2.
尾，將魚頭輕輕入鍋，不停的將熱
油淋在懸空的魚身切槽處，定型
後，整條魚入鍋炸熟，起鍋，改大
火回鍋搶酥，瀝油，立放盤中。
3.爆香蒜末、番茄醬加水、糖、醋、
鹽後加太白粉水勾芡，淋在魚身
上、香菜點綴。

五、步步高昇
1.白菜橫向切粗絲。
2.肉絲以醬油、太白粉、白胡椒粉略
醃。
3.熱油鍋，肉絲炒至8分熟，盛起。
4.續放2大匙油，爆香蔥花後，倒入
胡蘿蔔絲及白菜翻炒後，加寧波年
糕片、鹽、醬油和水燜煮。湯汁變
濃稠僅剩一半時，加肉絲拌炒至
熟，灑蔥花淋麻油。

六、蒜蓉白玉蒸蝦
材料：草蝦10隻，豆腐一盒。
醬汁：醬 油 膏 4 . 5 大 匙 ， 蒜 泥 2 小
匙，黑醋和糖各 1 小匙，半小
碗水，麻油調勻。
做法：
1.豆腐切 1公分片狀，斜式疊放在長
盤上，蝦子從頭部橫剖成尾部相連
的蝴蝶刀，用手劈成人字形 ( 尾部
朝上、剖半的蝦頭朝向兩側 ) 立放
在豆腐上，淋上醬汁。
2. 放入煮滾的蒸鍋裡，蓋鍋大火蒸
2-3分鐘。
3.取出灑上蔥花、蒜末，再淋上滾燙
熱油。

七、四季常平安
材料：四 季豆半斤，滷大腸頭 2 條，
蘋果一小片。
調味料：
蒜末、辣椒末、薑末、蔥花、
鹽、糖、白胡椒粉皆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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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蘋果連皮切0.5公分薄片，大腸切
成手指般粗細，與四季豆皆切成四
公分長段。
2.油鍋中高溫將四季豆炸至表面略皺
後瀝油。
3. 續炸腸條，撈起，再回鍋炸至酥
脆，瀝油。
4.少許的油，爆香調味料，蘋果、肥
腸、四季豆入鍋拌勻起鍋。

八、芙蓉海皇羹
材料：蟹腿肉、蝦仁、透抽圈、鯛魚
片、鮮蚵、筍絲、白菜絲、香
菇絲、金針菇。
做法：爆香蒜、蔥、薑末，加白菜絲
及筍絲拌炒，加高湯煮沸後，
沾上少許太白粉的海鮮入鍋，
倒入金針菇。水沸後勾芡，再
次水滾後，放入打散的蛋白，
熄火，灑上香菜、蔥花，白胡
椒粉、麻油。

九、鴻運口水雞
1.備一鍋水，放入蔥段、薑片、米酒
煮沸。
2.放入兩隻去骨雞腿，水滾改小火燜
煮 6 分鐘後熄火，用餘溫將雞肉泡
熟。
3.取出雞腿待涼，冷藏兩小時。
4. 切片後，淋上醬汁 ( 一大匙開水加
入蒜、薑泥、糖、醋、花椒油、辣
椒油、(或辣豆瓣醬)、醬油、麻油
和炒香的芝麻 ) 、撒上花生碎，蔥
花、香菜末。

十、迎春醃篤鮮
材料：金 華火腿 ( 或鹹豬肉 ) 、五花
肉、鮮冬筍各300公克，百頁
結 12 個，青江菜適量，雞骨
高湯 ( 雞骨加水大火煮沸後改
小火煮2-3小時至湯汁變為濃
郁的乳白色。

做法：
1.鮮筍切滾刀塊川燙;火腿蒸十分
鐘。
五花肉放入冷水中以中火煮沸後，
2.
即關火燜熟。將火腿、五花肉切成
1.5x2.5公分。
3.鮮筍、火腿、五花肉、高湯煮滾，
改小火煨煮30分鐘，倒入百頁
結，續煮 10 分鐘，起鍋前，放入
青江菜、鹽後再煮滾，以砂鍋盛裝
上桌。

十一、好運旺旺來
材料：圓糯米一斤、鳳梨一個、葡萄
乾、砂糖適量。
做法：
1.糯米洗淨，泡水2.5小時，瀝乾後
放入電鍋內鍋裡，外鍋加一杯水，
用筷子在表面戳些透氣小孔。
葡萄乾泡軟；挑選外型飽滿可站穩
2.
的鳳梨，洗淨切開頂部成蓋，用小
刀切米字刀口，由上往下的挖出
果肉，(不要挖破外殼)，果肉切小
丁，加糖、葡萄乾拌勻。
3.將蒸好的飯趁熱拌入果肉、果汁和
葡萄乾，再蒸 20 分鐘。將鳳梨飯
裝入微波 3 分鐘的鳳梨盅後，墊著
小圓盤上桌。

十二、繽紛水果茶
材料：蘋 果 半 顆 ， 鳳 梨 兩 大 片 ，
百香果2顆，金桔12顆，柳
橙2顆，紅茶包2包、水約
1200cc、冰糖(砂糖)適量。
做法：
1.百香果取出果肉，蘋果(連皮)、鳳
梨各切丁狀，金桔、柳橙皆擠汁，
果皮留用。
2.將紅茶包沖泡熱開水備用。
3.水煮滾，放入鳳梨、蘋果丁，小火
煮 3 分鐘，倒入金桔、柳橙續煮 3
分鐘，至香味溢出，取出果皮。接
著加入百香果肉及果汁和已沖好的
紅茶拌勻，加糖調味，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