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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告

中華海員總工會 公告
中華民國103年3月13日
台25業字第0520號
主旨：�公告本會所屬基隆、高雄兩分會第25屆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選舉事項。

公告事項：
一、投票日期：�基隆、高雄兩分會會員代表選舉，開航船會員投票自103年5月3

日起至5月12日止（包括外籍開航船及國輪），另在岸會員投票

普選日於103年5月12日當天。

二、投票時間：�每日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會員必需攜帶「會員證書」及「私

章」親自前往投票。

三、投票地點：������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高雄兩分會代表選舉投票所地點如下：

基隆區各投票所分配表

時　間 103年5月3日至12日
(基隆港)(台北港)(台中港) 103年5月12日

投票所 流動特別投票所 流動投票所
普選日投票所

第一投票所 第二投票所

投票地點
或

投票單位

船舶停泊處 基隆市義一路
56號4樓會議室

台北市南京東
路3段25號8樓

基隆、高雄港船
籍開航船及沿海
船會員在此投票

外籍開航船會
員在此投票 所屬會員

高雄區各投票所分配表

時　間 103年5月3日起至12日
（高雄港、興達港） 103年5月12日

投票所 流動特別投票所 流動投票所 普選日投票所

投票地點
或

投票單位

船舶停泊處 高雄市鹽程區七賢三路12號
（高雄分會騎樓）

基隆、高雄港船
籍開航船及沿海
船會員在此投票

外籍開航船會員
在此投票 所屬會員

　　　　　　　　　　　　中華海員總工會������������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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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

本會為鼓勵會員及其配偶、子女

利用休閒時間參加有益身心之技藝活

動，並擴大對會員服務之領域，依本

辦法予以補助，藉以磨練家庭副業技

能，增進日常生活情趣。

二、申請方式：

申請人先持戶口名簿或身分證至

本會領取證明單（證明單一式三份，

一份交申請人持往團、社報名；一份

存本會行政處；一份存業務處）憑證

明單和身分證自行前往團、社報名。

三、申請限制：

以參加青年救國團、中國青年服

務社或本會指定之技藝訓練單位舉辦

之書法、語文、電腦、打字、烹飪、

插花、繪畫、手工藝、縫紉或儀容班

別為限，每戶每期限參加乙種，每戶

每年限申請補助二次。

四、補助辦法：

1.申請人需依團、社規定自行繳納費

用，結業後憑結業證書或繳費單於

二星期內至本會領取補助金新台幣

參佰元整（所繳費用未達參佰元時

本會僅補助自繳費用）。

2.如未曾先至本會登記領取證明單而

自前往團、社報名者或持逾時結業

證書或繳費單者本會不予補助。

五、�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

施，修改時亦同。

備註：

1.民國79年12月15日第17屆第9次

理事會通過。

2.民國87年9月28日第20屆第7次理

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海員總工會
會員及配偶、子女技藝訓練補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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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31910146號

主旨：�公告舉辦103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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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事項：

一、測驗類別：

(一)�一等船副。

(二)�二等船副。

(三)�一等管輪。

(四)�二等管輪。

(五)�一等管輪加註。

(六)�二等管輪加註。

二、�測驗日期：103年6月28日至6

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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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至

5月5日下午5時止完成網路報

名。

(二) 報名收件截止日期：參測人員

須於5月6日前（郵戳為憑），

以掛號郵寄報名表件，始完成

報名程序，逾期不予受理。

(三) 報名郵寄地點：10669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1巷51號2

樓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考

照科。

(四)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

名紙本寄件」方式辦理，參

測人員請至交通部航港單一

窗口服務平台MTNet（網址

為http://www.mtnet.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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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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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MTNet（網址為http://www.

mtnet.gov.tw/）「航海人員測

驗專區」內「最新公告」下載。

交通部航港局103年度第2次航海人員測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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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報名時間： 103年5月5日至

5月16日

第二梯次開訓時間：103年7月7日

第三梯次報名時間：�103年9月1日至

9月15日
第三梯次開訓時間：103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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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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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報到：�表件2（報名回件信封）、

表件7（申請書）。1吋照片

2張、原參訓證。

成績複查：�表件10（申請書）、及信

封、成績單正本。

筆試測試或答案疑義申請表：3日內

（附件9：共2頁）

（評估辦理完成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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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ing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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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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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30001696號

主旨：�有關貴會提請將「保全意識」、「保全職責」及「船舶保全人員」專業

訓練證書強制實施日期，展延至104年7月1 日起施行乙案，原則同意並

依國際海事組織(IMO)2014年2月25日STCW.7/Circ.21公告辦理，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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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等船長：15名

A船101034-1曾晉廷 

A船101039-2陳威男 

A船102002-2黃世明 

A船102012-1張博晃 

A船102031-1陸早知 

A船102034-1陳達正 

A船102040-1熊承鵬

A船102042-1黃士銘

A船102043-1王振仰 

A船102055-1邱正賢 

A船103001余吉村 

A船103005許敦皓 

A船103007簡秉信 

A船103009馬忠豪 

A船103014張榮升 

二、一等大副：41名

A大101034-5宋建宏 

A大101085-3林浚哲 

A大102014-2黃詠麟 

A大102025-2鄭沛南 

A大102032-2陳松年 

A大102046-2何契緯 

A大102048-1陳佩君 

A大102058-2鄒彥輝

A大102080曾瀚毅 

A大102086-1袁惠瑩 

A大102101-1王信智 

A大102102-1陳宜新 

A大102104-1曹惟勝 

A大102117陳宏益 

A大102118李維修 

A大103003張謝嵩

A大103004周宗國 

A大103006林志儒 

A大103008杜建成 

A大103009陳柏青 

A大103011傅寧霞 

A大103013于明德 

A大103014楊豐榮 

A大103016徐晨峯

A大103017連　晨 

A大103018李念學 

A大103023吳筱梅 

A大103027吳尚軒 

A大103028簡郁芬 

A大103029康秉豐 

A大103033蔡政安 

A大103034王彥眾

A大103036陳世熙 

A大103037陳君正 

A大103038王星博 

A大103040黃志明 

A大103041李立書 

A大103042王官苒 

A大103043陳詔儒 

A大103047王文彥

A大103048許永寧

三、二等船長：0名

中華海員總工會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台25（103）業字第0576號

主 旨：�公告交通部航港局103年度第1梯次「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

（含重行評估）」參訓人員合格名單。

依 據：�依據交通部航港局103年4月24日航員字第1030002511號函，辦理放

榜公告。

公告事項：�本梯次各職等適任性評估（含重行評估）合格人員計曾晉廷等122

位，依參訓證編號順序將姓名榜示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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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等大副：2名

B大102007-1陳國文 

B大102009-1余立忠�

五、三等船長：10名

C船102027-1林竹青

C船103001林明訓 

C船103002許國偉 

C船103003曾志雲 

C船103004江泰男 

C船103005李雨涵 

C船103006李添財 

C船103007鄭安堂

C船103008紀建國 

C船103009宗瑞強

六、三等船副：12名

C副101035-4洪水吉 

C副102021-2蘇詠仁 

C副102041-1葉正華 

C副102045林清松 

C副102048-1林耕範 

C副102049-1林瑞祥 

C副102051-1蔡佳興 

C副102053李國瑞

C副103001陳和璘 

C副103002洪承廣 

C副103004陳睿鈞 

C副99033-4洪嘉銘

七、一等輪機長：10名

a輪100010-3王成毅 

a輪102002-1倪宗華 

a輪102029-1蘇聖欽 

a輪102036陳延定 

a輪103001何耀宗 

a輪103002許志銘 

a輪103003洪國元 

a輪103004吳舜祈

a輪103006戴俊仁 

a輪103007何曙光

八、一等大管輪：28名

a大100048-5方毓稚 

a大100063-3陳韋利 

a大101004-2洪文郎 

a大101023-2陳鴻崴 

a大101046-3劉祐霖 

a大101047-3林慶華 

a大101049-5孫紹寧 

a大101066-2吳志胤

a大101073-1蔡村益 

a大101078-1朱柏璋 

a大101081-2潘建融 

a大102001-1徐嘉陽 

a大102012-2梁子軒 

a大102014-1陳民浩 

a大102017-1黃宏奇 

a大102025-1陳俊穎

a大102026-1陳俊翰 

a大102043-1賴威瑲 

a大102061-1劉哲宇 

a大102081-1楊曜彰 

a大102082-1戴成翰 

a大102084-1何尚清 

a大102086-1周育清 

a大102088-1龔柏綱

a大102090-1邱連中 

a大103005孫鳳岐 

a大103015楊凱能 

a大103027楊令吉

九、二等輪機長：1名

b輪101001-1張森灼�

十、二等大管輪：0名

十一、三等輪機長：0名

十二、三等管輪：3名

c管100006-1蘇育億 

c管102007-1陳麒森 

c管97013-12呂　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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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

地點：中華海員總工會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5號8樓)
時間：中華民國103年05月22日(星期四)上午09:00－12:40

【議　程　表】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人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開 幕 式
中華海員總工會
陸王均  理事長

09:10~09:30 中華海員總工會之簡介 中華海員總工會

09:30-11:00 國際海事勞工公約之介紹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11:00-11:10 休 　 　 息

11:10-12:40 ISM/ISPS/MLC法規宣導及
注意事項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12:40 賦 　 　 歸

…………………………………………………………�……………………………………………………

『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報名表

基本資料（請以正楷清楚填寫）請填妥下列資料，謝謝！！

中文姓名 會員證號碼

性別 □男   □女 午餐 □葷食　　□素食

服務公司 職務

聯絡電話(公司)    ─          　     (手機)                      

傳真號碼     ─               E-mail：

※備註：

     1.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填妥後傳真至本會（02）2507-8211。

     2.報名表請於103年4月30日(星期三)前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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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每個故事，都能在你面臨困難

抉擇或困倦時，如同黑夜中的閃閃星

光，給你指引和勇氣，你就能遠行。

•作者：張榮發口述；陳俍任採訪撰文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2014/3/27

•ISBN：9789863204268

•語言：中文繁體

•適讀年齡：成人適讀

內容簡介�

與大海搏鬥過的張榮發，

其人生故事蘊藏了無限的生命能量與

人生體悟。

跟他一起回看人生的種種，

不論是即將展開人生冒險的你，

還是準備攀向另一個山頭的你，

都將找到勇往直前的勇氣，    

並且學會堅韌、無懼與感恩，

嘗到生命最甘甜的滋味。

人生像是一趟不知終點的遠行，

該帶著什麼才能永不困倦地昂揚前

行？

該留下什麼才能毫無遺憾地再次出

發？

這本書是經歷風霜，跟大海搏鬥過的

老船長張榮發，給即將啟程和正在路

上的你，最溫暖的叮嚀和鼓勵。

張榮發身上有一般人少見的熱情

與韌性，八十八歲的他，仍然孜孜不

倦地工作，熱情真心地待人。他不曾

因成功而忘卻來時路的種種艱辛和苦

澀，這些生命曾經的苦樂，都在時間

的篩濾下轉化為他不斷前行的能量和

養分。他對志業、對朋友、對興趣、

對社會的熱情和良善，八十年來始

終如一，這些付出所得到的回報，也

讓他嘗到了人生中最甘甜的滋味，他

精采圓滿的人生告訴我們，人生最大

的獲得或許是事業成功也給不了的滿

足。

書中的每個人生故事，都能在你

面臨困難抉擇或困倦時，如同黑夜中

的閃閃星光，給你指引和勇氣，相信

帶著「本心」，你就能遠行。

新書欣賞 本心：張榮發的心內話與真性情

＜資料來源：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board.asp?RankType=nd&selltype=sel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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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張榮發

現任長榮集團總裁。生於一九二

七年，自少年步入社會即進入海運公

司半工半讀，藉由自修苦讀成為航海

技術人員，歷經三副、二副、大副到

船長等職務。一九六八年憑著一艘雜

貨船建立長榮海運公司，一九八四年

開闢史無前例的環球雙向貨櫃航線，

長榮海運自此在全球貨櫃船公司長踞

領導地位。一九八八年為提升國內飛

航安全及服務品質，張榮發投入鉅資

創立台灣第一家民營的國際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並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一

日正式起飛。長榮集團成為海、陸、

空全方位發展的多元化國際企業。

在企業穩定成長之餘，張榮發

同時一肩扛起企業社會責任，自一九

八五年成立張榮發基金會以來，二十

多年來默默推動「關懷台灣、回饋社

會」慈善文教等公益活動，從慈善醫

療救助、創辦「長榮交響樂團」、成

立「長榮海事博物館」、提供清寒助

學金、發行《道德月刊》到協助海內

外風災地震災民重建家園，善盡企業

家回饋社會、國家的責任。

陳俍任

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曾任《聯合

報》記者、編輯，壹電視生活中心副

主任、《經濟日報》撰述委員。過去

主跑台北市政、交通航空、通訊傳播

等路線新聞，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與

創意人。

詳細資料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18開17*23cm

頁數：272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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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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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交部兩岸海行政許可四

月起全程網上辦理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兩岸

海運行政作業進入無紙化，中共「交

通運輸部」行政許可下4月起全程網

上辦理。

中共交部近日發布通知，4月1日

起，對兩岸海運行政許可實施全程網

上辦理，兩岸海運業務包括申報、受

理、審批、證件打印和結果公開等過

程均可在網上辦理。據指出，借助兩

岸海運全程網上行政許可系統，航運

公司可在網上直接申報，各級交通運

輸主管部門在網上審核，企業根據審

批結果自行打印許可證書，各環節納

入交通運輸部電子監察系統，主動接

受監督。

該系統是中共「交通運輸部」第

一個全程網上行政許可、全程網上監

管的行政許可系統，由該部水運局會

同「中國交通通信信息中心開發」與

「智能交通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免費提供電子密鑰。

據稱，該系統進一步明確審批

條件、程序和資料，規範審批流程

和各個環節的操作，推進政務公開、

縮短審批時間，一般事項審批時間將

從法定的卅個工作日壓縮到七個工作

日內。系統還解決了審批自由裁量權

過大的問題，通過網上監控、預警糾

錯，達成權力運行的公開透明、全程

受控，確保行政審批的公開透明、標

準管理、高效運作、監管效率。

長榮長旺輪獲頒年度船舶獎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長榮

集團委請台灣國際造船公司承造的第

一艘「L」型環保船「長旺輪」獲中

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頒發「年度

船舶獎」，由長榮海運工務本部造船

部協理江授星代表領獎，頒獎典禮於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舉行，儀式簡單

而隆重。

配合船隊汰舊換新，長榮集團在

2010年船價趨於合理化時，啟動新

造船計劃，陸續訂造30艘「L」型貨

櫃輪，目前已有21艘投入營運，其

餘新船預計至2015年上半年全數交

付。

裕民航運海岬型散裝貨輪裕

澳/裕美輪命名交船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遠

航  運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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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集團旗下九大上市公司之一的裕

民航運船隊再擴充，該公司所屬子公

司裕民航運（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委託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CSSC)

所屬上海外高橋造船廠有限公司，

建造兩艘十八萬八仟載重噸級海岬

型散裝貨輪「裕澳輪」(M.V. "Cape 

Australia") 及「裕美輪」(M.V. 

"Cape America")3月17日在上海市

外高橋船廠分別完成命名交船及命名

儀式。

「裕澳輪」及「裕美輪」系同型

姊妹船，長299.8公尺，寬47.5公

尺，載重噸187,882噸，係裕民航運

以節能減碳為新船規格差異化訴求而

訂製重節能環保船型(Eco-ship)，不

僅有效提高船速，減少耗油，強化營

運效率，裝載容量較一般海岬型船增

加6%，油耗也可望減少20%，預期

將大幅提升運費的競爭力。

長榮長忠輪在韓命名投入遠

東-波灣航線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長

榮集團副總裁林榮華3月18日在韓國

三星重工造船廠主持該船廠承造的第

十八艘「L」型船「長忠輪」命名典

禮，由長榮集團管理總部醫務執行

長謝玲安女士擲瓶，祝福新船航行順

利，運能滿載，「長忠輪」將投入遠

東-波斯灣航線。

「長忠輪」隸屬長榮海運，可承

載8,452 個20呎標準貨櫃，船舶全

長334.8公尺，寬45.8公尺，配備有

942個冷凍櫃插座，吃水14.2公尺，

巡航速度可達24.5節，預計於本月二

十日交船，投入遠東-波斯灣航線，

替換其他船舶。

長榮集團在2010年船價趨於合

理化時，啟動新造船計劃，陸續訂造

三十艘「L」型貨櫃輪，並租用五艘

8,800 TEU與十艘13,800 TEU的船

舶，為進一步優化船型結構，並配合

聯盟航線的船隊需求，長榮近期簽約

承租十艘14,000 TEU的新貨櫃船。

隨著這些新船交付，長榮將逐步退還

到期的租船，使船隊更年輕化。

超大型貨櫃船潛在船舶與貨

物損風險上升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基於

降低營運成本考量，船公司貨櫃船隊

大型化已成趨勢，但據海運保險業者

看法，超大型貨櫃船的潛在船舶與貨

物損風險也隨之上升。

業者指出，去(2013)年發生的

兩起貨櫃船船身斷裂以及數起貨櫃船

失火事件都表明，貨櫃船型增大，加

之貨櫃重量申報不實以及櫃內貨種識

別有誤等因素，致使貨櫃海運業持續

遭受船貨損失。

安聯保險（Al l ianz  G lob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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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and Security）報告指

出，2013年對於海運保險公司更是

具有標桿意義的一年，當年度全球航

運損失案例94件，這在過去十二年，

僅僅第二次低於一百件。儘管總體航

運事故率有下降趨勢，但大型貨櫃船

卻頻頻中招。去年超過1/3的船貨損

失案例均集中在華南、東南亞、印尼

和菲律賓地區以及日本、韓國和華北

地區，前者報告18例，後者報告17

例。僅有一例發生在北美西岸海域。

報告顯示，2013年船貨損失案

例中超過1/3的船舶為貨船，此外漁

船和散貨船的貨損率也達到兩位數。

去年兩艘散貨船在印尼海域因貨物處

理不當導致全損，另外，幾艘貨櫃船

因櫃內危險貨物申報不清導致船上起

火。另一大貨損原因即是貨櫃超重。

隨著船公司訂造新貨櫃船型向一萬

八千TEU以上發展，航運風險也在加

大。由於船型加大，甲板堆放的貨櫃

可以堆至七層或更高，這將增加甲板

貨櫃落水甚至過重引起船身斷裂的風

險。

此外，海運業在全球範圍內仍缺

乏統一協調機制來部署救援拖船、駁

船和重型起吊船趕往事故海域進行有

效救援，船舶大型化將使得航運事故

的救援成本一路走高。

CSAV/赫伯羅德合併有譜將

成世界第四大航商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南美

輪船(CSAV)與赫伯羅德（Hapag-

Lloyd）合併案有所進展，外電消息

稱，南美輪船的多數股東已在上週批

准了該公司與赫伯羅德合併方案。

據悉，南美輪船將持有赫伯羅德

30%的股份，成為赫伯羅德最大的單

一股東，兩家合併後將成為世界第四

大貨櫃船公司。

ALPHLINER最新統計顯示，南

美輪船現有船隊規模以53艘、26.29

萬TEU，排名全球第廿大貨櫃船公

司，赫伯羅德計有152艘、運能達

73.77萬TEＵ，兩家公司船隊合計超

過兩百艘，船隊運能則達一百萬TＥ

Ｕ水準，成為僅次於P３網路聯盟成

員之第四大航商。

德翔4/20開闢台灣/上海兩岸

航線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德

翔海運持續看好兩岸經濟成長動能，

經向兩岸相關單位申請，近期終獲台

灣及大陸交通部核准經營兩岸航線，

因此德翔海運把握此一契機，將於四

月二十日新開闢航線，配置832TEU

和洋輪由上海首航，往來台灣基隆、

台中、高雄港、上海。並透過艙位互

換，提供週中、週末每週雙班航線，

提供兩岸客戶更便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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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續發展深耕亞洲之際，德翔

海運仍不斷發展茁壯， 於三月二十四

日廈門自購辦公室已開始使用，蛇口

三百坪自購辦公室也將於九月份完工

遷入，德翔海運今年即將進入創業第

十四年，將秉持著服務、卓越、分享

的經營理念及彈性、機動、創新的企

業精神，提供客戶長期優質服務，以

期共同成長與進步。

德翔海運目前營運船舶三十二

艘，三十五條航線，航線遍及澳洲、

印度、亞洲區間。五月份起並透過策

略同盟，將陸續開闢新航線，提供更

密集的服務，持續深耕亞洲市場，

追求更完整的服務網路，滿足客戶所

需。

航政司海運四科長大調動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

通部航政司四位海運科長異動!交部

已同意包括航政司四位海運相關科長

商調到航港局及運研所，可說是航政

司大規模科長級人事調整，包括航政

監理科科長賴威伸七月一日調升運研

所運輸工程組研究員兼副組長，航務

科科長饒智平七月一日出任航港局港

務組副組長，港務科科長張家豪五月

三十日調任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副主

任，海事科科長賴英杰升任航港局航

安組簡任技正，自即日起生效。

由於四位科長對航運業務相當

嫻熟，本次調任航港局及運研所，將

可借重他們的長才，推動航港相關業

務。

吳盟分陞任交通部常務次長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通

部前常務次長陳建宇轉任交部政務次

長後所遺職缺，已奉行政院核定由公

路總局局長吳盟分陞任，公路總局局

長職務，在未派員遴補前，將暫由該

局副局長趙興華代理，均訂於4月1日

到任。

新任吳常務次長現年55歲，國立

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工程研究所碩士，

歷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長、專

門委員、臺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

處副主任、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副局長及公路總局局長等職務。

萬海航運22日起開闢民答那

峨/香港/台灣航線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 】為

提供亞洲地區客戶更完善及便捷的運

送服務，萬海航運將自今年四月二

十二日起開闢民答那峨 / 香港 / 台

灣航線（ Mindanao-Hong Kong-

Taiwan ，簡稱MHT ），此航線由兩

艘實裝七百TEU的全貨櫃輪擔任定期

巡航，提供每週一航次服務。 

巡航一次共計14天，沿線的靠港

順序為：香港(Hong Kong)－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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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hsiung)－宿霧(Cebu)－桑托

斯將軍港(General Santos)－達沃

港(Davao)－香港(Hong Kong)

交部服貿協議海空運輸業並

未對陸方獨資開放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有

關近日媒體提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對於運輸服務業開放存有疑義之報

導，交通部特此澄清，海、空運輸服

務業部分，本次簽署並未對陸方獨資

開放，僅以合資形式開放對貨運承攬

業、海運輔助服務業、航空貨物集散

站經營業等之投資，且均設投資比例

限制，陸方不得對該公司具有控制能

力，亦無開放其勞工來臺工作，因此

無陸方全面掌控我國運輸產業之疑

慮。

交通部強調，本協議開放陸資投

資參與經營，有利我國增加大陸轉口

貨源並提升海、空港之營運績效，帶

動我國港埠周邊產業之整體發展，進

而創造更多發展及就業機會。

至於有媒體報導中有關開放陸

資獨資經營公路運輸服務業部分，交

通部指出，為因應我國加入WTO組

織，「公路法」86年、92年及96年

修法、91年加入WTO及98年6月開

放陸資來臺投資後，貨運業、租賃業

及公路運輸支援服務業部分業別即已

對全世界開放多年，並未增加新的衝

擊；我國既有業主經營多年具有人

脈、能力者，在臺灣市場有地利及深

耕之優勢，國內業者可藉此契機積極

強化自我實力以提升體質。

另國內大部分運輸業費率上限

係由政府制定及管制，各自業者不可

任意抬高訂價，消費者權益可確保。

倘有不當低價混亂市場秩序，依我國

「公平交易法」規定，已有不公平競

爭調查之機制，可有效遏止透過價格

惡性競爭、進入市場豪奪巧取之不正

當行為。

交部表示，對於業者所憂心面對

之競爭，將持續輔導該產業發展，並

對業者進行宣導溝通、說明，建立良

好溝通管道，減輕業者之疑慮。

陽明海洋文化館十週年/基隆

童話藝術節開跑

【記者李錫銘／基隆報導】陽明

海洋文化藝術館歡慶十週年，同時宣

布與基隆市政府合作十年的-2014基

隆童話藝術節開跑！

該館4月1日舉辦2014基隆童話

藝術節「魚旗點睛祈福」儀式，由陽

明海運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王烑炫主

持，因適逢開館十週年，特別準備蛋

糕邀請現場來賓與孩童齊慶生，並邀

請基隆市長張通榮、基隆市議會議長

黃景泰參與本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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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7月起接辦轄區總噸位

未滿20小船監理業務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市縣

政府小船監理業務業經行政院核定，

並定於七月一日正式由交通部航港局

接續辦理。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表

示，未來會儘量簡化各種程序，一切

以服務便民為原則，並且樂意為船主

提供意見及解決問題。

北航中心於核定後，即會同縣

市政府人員宣導及清查所管轄小船，

截至（三）月底，尚計有臺北市十三

艘、連江縣十七艘及桃園縣一百艘小

船無法清查，北部航務中心已函請市

縣政府，再聯繫未完成清查船主儘速

完成清查，如確無法聯繫，亦應依規

定完成公告程序，以為維護船舶所有

人權益。

未來全國小船檢查、丈量、註

冊及給照等業務，將由航港局負責辦

理，北航中心期望能如期完成接管任

務，並有效提升小船監理業務品質，

維護船舶航行安全，達成小船監理業

務一元化目標。

萬海50周年全球感恩 兒童節

起跑 
【記者梁翠華／台北報導】萬海

航運〈WANHAILINES〉將於明年二

月二十四日邁入第五十個年頭，該公

司策劃從四月四日兒童節開始，展開

為期一年的慶祝活動。為慶祝這重大

的日子，定調以一系列社會的感恩及

回饋活動為主軸，第一個活動，在台

北市京華城舉行慶祝兒童節「Baby-

Boss職業體驗任意城」活動，進行萬

海航運公司體驗館的啟用儀式，藉由

縮小版貨櫃輪的模擬真下水典禮，邀

請小小命名人進行擲瓶儀式揭開活動

序幕。

國籍船舶僱私人武裝保全法

施行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航業

法已修正公布全文，航港局依航業法

辦理九項子法修正作業，其中「船舶

運送業管理規則」、「中華民國籍船

舶於受海盜或非法武力威脅高風險海

域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辦法」已頒

布施行。

另「指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定航

線客貨運送補償及監督辦法」、「船

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及「海運承

攬運送業管理規則」甫於三月底經交

通部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在完成

「指定船舶運送業經營特定航線客貨

運送補償及監督辦法」修法後，將使

陸空交通中斷之備援機制更臻完備，

維護民眾行的基本權利並確保民生物

資運送無虞。另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

規定聯營行為須受公平交易法規範之

「船舶運送業聯營監督辦法」亦配合

航政機關組織及業務權責調整，修正

部分條文文字，以達事權統一之效；

「海運承攬運送業管理規則」則刪除

業者需每年提報財務報表之條文，並

將其他法律已有規範部分，回歸該法

律規範管理。「船務代理業管理規

則」、「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

則」、「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

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以及

「船舶運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及

旅客傷害保險辦法」等子法刻由航港

局積極研議辦理中。

各項子法修正重點及相關效益，

說明如下：為分攤船舶運送業經營風

險，保障旅客及託運貨物之權益，

「船務代理業管理規則」及「船舶運

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及旅客傷害

保險辦法」均增訂船舶運送業應投保

營運人責任保險規定，「船務代理業

管理規則」並刪除部分管制規定，以

期貫徹解除管制、自由化、國際化之

航業管理政策；「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管理規則」增訂移至港區內營運者，

不受整塊土地總面積及基本設備之限

制。

交通部試辦「兩岸駛上駛下船

舶運輸和車輛互通試辦計畫」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為推

動台灣海峽兩岸駛上駛下（RORO）

船發展及車輛互通，經交通部航港

局與關務署、公路總局等單位多

次協商，達成簡化兩岸駛上駛下

（RORO）船載運拖架入、出境通關

程序共識，先以兩岸車架互通試辦方

式實施半年，視實施成果及遭遇問題

進行滾動式檢討，作為後續增修規定

依據。

航港局說明，本試辦計畫以兩

岸駛上駛下（RORO）船載運經檢驗

合格且已登記使用的車架（不含曳引

車）為試辦項目，適用於兩岸通航港

口間，試辦期為六個月（自即日起至

九月三十日止），後續視試辦期間運

行狀況進行滾動式檢討，必要時延長

試辦期間。

航商可依該試辦計畫申請程序

檢附相關文件向航港局提出駛上駛下

（RORO）船載運車架入、出境之申

請，經航港局核准後統一向公路監理

單位申領車架入境汽車臨時牌照，航

商再向海關申請特別准單辦理裝卸船

入出境。

並依核准有效期間進行載運作

業，透過車架由駛上駛下（RORO）

船直接載運前往目的地，縮短貨櫃於

碼頭吊上吊下車架之作業時間及處理

費用，以提高運輸效率及節省作業成

本，促進航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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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船員停留 放寬延期1次   
【中央社台北十日電】內政部今

天表示，外籍船員於漁訊期常發生不

及於七天內訂妥返國機位，因此修正

放寬必要時得申請延期一次，延長以

七天為限。

內政部說，全案將依法制程序送

行政院核定後發布施行。

內政部表示，為解決漁業勞務

人力需求，且顧及國外僱用的外籍船

員於漁訊期間因申請簽證需求大幅增

加，且不及於七天內訂妥返國機位的

窘境，部務會報下午通過修正「外國

人臨時入國許可辦法」，放寬於必要

時得申請延期一次，延長期間並以七

天為限。

陽明文明輪首航高港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

陽明海運公司所屬貨櫃輪「文明」

（YMMODERA-TION）輪，於4月

14日首航高雄港，停靠該港一○八號

碼頭，台灣港務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總經理黃國英特致贈首航紀念牌以示

祝賀。文明」輪於去年新造完成，該

船舶總噸七•一萬噸、船長二九三•

一八公尺、船寬四十公尺，設計容量

可裝載貨櫃量六三五○TEU，該輪經

營美西（PSW）航線，行經香港－鹽

田－高雄港－基隆－洛山磯－奧克蘭

－釜山－光陽港－基隆－高雄等。

超 雄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Super Hero International Co.,Ltd.
營業項目: 免稅菸酒 Bonded Store 

　　　　　　　船食.船舶日用品 Provision
        船用五金 Ship Store����

吳　惠　珠  Juily,Wu  0915177120
806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104號(渡輪站對面)
Tel: 886 - 7 - 8230330
Fax: 886 - 7- 8230356
http://www.superhero.com.tw
email :sales@superhero.com.tw

高雄港30-2號倉庫
Tel: 886 - 7 - 8417904



　��

  裕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YU PIN SHIPPING CO.,LTD

(一)專營港勤拖船、船舶管理、船舶維修。公司制度完善，為擴編船隊需要，招募儲備船員。
(二) 工作選擇多元，代管理國籍油化船、全新7000噸級港區自航耙吸式挖泥船及國家實

驗研究院所屬3000噸級海洋研究船。
(三)公司為民營港勤拖船企業中，擁有全國商港區最大總馬力及艘數最多之拖船船隊。
(四)英屬開曼群島尼米克船舶管理公司LNG船隊，台灣籍船員唯一代理公司。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適任船型

船長 / 輪機長 持有本國籍一、二、三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
練證書；曾任遠近洋油輪、化學輪、港區自航耙吸式
挖泥船、拖船、海洋研究船、客船經驗者尤佳。

拖船、
油/化輪、
港區自航耙
吸式挖泥船、
海洋研究船、
客船

大副 / 大管輪
船副 / 管輪

乙級船員
水手長、銅匠、幹練水手、機匠、廚工等，符合
STCW95資格者；曾任遠近洋油輪、化學輪、港區自航
耙吸式挖泥船、拖船、海洋研究船、客船經驗者尤佳。

航海/輪機實習生 應屆畢業生或無實習經歷。
TOEIC成績，航海650分以上，輪機500分以上

LNG船、
油/化輪

郵寄履歷表：�備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影本、本國籍適任證書影本、STCW95訓練證影
本、船員體檢表影本，並於信封上註明應徵職稱、船型逕寄本公司船務部收。

1.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9樓之6 公司網站：www.yupinshipping.com.tw
2.E-MAIL：dpachen.yp@yupinshipping.com.tw or 
                personnel.yp@yupinshipping.com.tw
3.電話TEL：(07)968-6833 傳真FAX：(07)968-8898

應
徵
職
別
報
名
資
格

船副/�
實習船副

‧ 持有交通部一等航行員適任證書/及格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 具英語溝通能力

管輪/
實習管輪

‧ 持有交通部一等輪機員適任證書/及格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
‧ 具英語溝通能力、閱讀能力

幹練水手/
一等水手

‧ 持有乙級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格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者
‧ 具日用簡單英語溝通能力

銅匠/機匠/�
副機匠

‧ 持有乙級輪機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95訓練證書者
‧具日用簡單英語溝通能力

大廚/服務生
(培訓大廚)

‧ 持有STCW95訓練證書，餐廚人員知能訓練證書，中華民國中餐
烹調丙級技術士執照

‧ 有意願上船挑戰及配合船隻航行工作者
甲板/輪機見習生
(培訓為水手/副機匠)

‧ 業經乙級船員資格訓練持有STCW95訓練證書
‧ 有意願上船挑戰及配合船隻航行工作者

工作地點 隨船航行

索取報名表 請電洽船務本部海技部海員課　航行員：賴先生 / 03-312-3817    
　　　　　　　　　　　　　　輪機員：陳先生 / 03-312-3840

報名方式 請電洽索取報名表後，並依應徵職級將所需文件郵寄至相關負責人員 
 (1、3、6項 賴先生，2、4、5、6項 陳先生)

時間/地點 即日起受理報名 / 338 桃園縣蘆竹鄉新南路一段163號8樓 海員課
面試時間 經初審合格者，將以電話通知安排面試時間；不合格者恕不退件。

派船日期 依派任服務之船舶而定(約面試通過後2個月內)
特別聲明 1.託人關說者，恕不錄用。 2.本公司與外界求職補習班無任何合作關係。

長　榮　海　運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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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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船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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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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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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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副/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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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級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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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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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機長/大副/大管

學歷:�專科(含)以上；語文:�英文中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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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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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務代理分公司主管
船務代理分公司運作相關事務，大專以上，具相關工
作經驗5年以上。【工作地點：花蓮和平】

船務主管
大專以上，航海、輪機科系畢，具遠洋散裝船長或輪機
長經驗者。【工作地點-台北市】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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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船　長　/　輪機長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大　副　/　大管輪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船　副　/　管　輪 持有國籍一等證書。
乙　級　船　員 符合STCW2010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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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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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稱 資��������������������格

船 長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大 � � 副

船 � � 副

輪 機 長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大 管 輪

管 輪

銅 匠 持有乙級船員輪機當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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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海勤)
船長 / 輪機長

1.持有本國籍或巴拿馬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2010訓練證書。
2.船長具雜貨船、原木船或散裝船經驗者尤佳。

(海勤)
大副、大管輪、船副、
管輪

1.持有本國籍或巴拿馬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2010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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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或輪機長者。

(海勤)
水手長、木匠、AB幹練
水手、加油長(銅匠)、
電機員、大廚

符合STCW2010資格，最近一年具有遠洋、近洋、雜貨、散
裝船經驗者，優先任用。

(岸勤)
駐埠輪機長/資深大管輪

1.持有一等輪機長或一等大管輪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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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稱 資���������������格�

海　

勤

船長/大副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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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公約2010年資格者。

本公司為世界第三大貨櫃公司之台灣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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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市場需求，自今年三月一日起,全面調升各級船員薪水。並對主要幹部
施予工作六個月，休假三個月的人性化管理。休假三個月後，公司並予以一
個月的全額薪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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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徵 海勤人員

C N C  L I N E
正利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CMA CGM group

德翔海運(股)公司
徵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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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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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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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至104人力網站投遞履歷   　　　　　　 4.傳真：02-2719-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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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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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級船員 銅匠、幹練水手、廚工等，符合STCW資格者

岸����

勤

駐　埠
船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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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　埠
輪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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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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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務人員(OP)

� 1.   大學以上航海、航管、航技、企管、外文、國貿及運輸相
關係所畢業

� 2. 3年以上運務及船舶租賃經驗或具備上船經驗尤佳
� 3. 英文能力佳(TOEIC 750分以上) 

◎應備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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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33-8000#6164, 
     　　hannah@mail.uming.com.tw
� 海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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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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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船　長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遠洋航線散裝船船長經驗。

輪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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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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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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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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日期�:�2014/4/15 ��������������������製表單位�:�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C00534 郭月麟 2014/3/17 退休補助金 $68,400

C00535 汪登輝 2014/3/18 退休補助金 $39,600

C00536 常克煌 2014/3/19 退休補助金 $11,550

C00538 馬發璋 2014/3/20 退休補助金 $27,900

84430 黃柏睿 2014/3/20
註銷會籍補助金
(因死亡二擇一) $20,700

38466 陳忠粗 2014/3/20 退休補助金 $59,700

51747 高翊進 2014/3/20 退休補助金 $12,450

67021 常金強 2014/3/21 退休補助金 $14,550

C00539 陳勝源 2014/3/24 退休補助金 $59,400

C00537 樂茂禮 2014/3/24 退休補助金 $15,300

C00541 安耀宗 2014/3/25 退休補助金 $53,550

86940 葉玉賓 2014/3/27 退休補助金 $7,950

C00542 李　恆 2014/3/27 退休補助金 $30,150

38342 莊遠定 2014/3/27 退休補助金 $50,700

41801 陳海宗 2014/3/27 註銷會籍補助金 $61,200

27496 魏富平 2014/4/1 退休補助金 $39,600

C00543 蔡淇郁 2014/4/2 退休補助金 $24,450

37450 歐長明 2014/4/7 退休補助金 $69,750

人�　��數 18 總金額 $666,900



　��

行政處會證遺失名單

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一覽表
製表日期�:�2014/４/14��������������������製表單位�:�業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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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額

87012 許育瑋 2014/3/17 父喪慰問 1,000

73749 鄭文忠 2014/3/20 父喪慰問 1,000

67197 王忠輝 2014/3/20 母喪慰問 1,000

64786 鍾宏邦 2014/3/20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2285 蔡宣喆 2014/3/20 母喪慰問 1,000

55000 傅建雄 2014/3/2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0000 謝OO 2014/3/21 在岸受傷住院 2,000

35247 謝國雄 2014/3/26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57790 林及人 2014/3/2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68363 陳瑋谷 2014/4/1 在船服務期間死亡 48,000

73837 王傳義 2014/4/2 母喪慰問 1,000

65718 曹慶台 2014/4/3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68646 黃文化 2014/4/7 母喪慰問 1,000

36278 宋永利 2014/4/7 母喪慰問 1,000

82480 蕭嘉興 2014/4/8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3080 楊青山 2014/4/8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2343 余木火 2014/4/9 母喪慰問 1,000

52908 孫晶海 2014/4/11 母喪慰問 1,000

89773 郭耀鴻 2014/4/11 父喪慰問 1,000

55558 嚴國強 2014/4/11 父喪慰問 1,000

人　　數 20 總金額 75,000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台字024861 吳舜祈 總台字086431 夏金勝

總台字086368 黃奕筌 總台字088054 許書瑋

總台字017890 辛  建 總台字087748 葉展銓

總台字088314 高一理 總台字088204 張啟泉

總台字078814 陳長貴 總台字089162 許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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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勞動部今日邀集勞、雇團體及專

家學者研商，國定假日若逢勞工之例

假或非屬例假之休息時間時，均應朝

補假的方向調整。勞動部將參酌有關

意見，儘速處理。

對於各界關注勞工可否比照「紀

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之修正，於紀

念日及節日遇星期六、日時，得以補

假，勞動部表示，勞動基準法所定之

法定正常工時為每2週84小時，每7

日應休1日為例假，至其國定假日則

有19日；依原規定，國定假日遇勞

工之例假應補假1日，但週內如有第

2個休息日，現行法令並無強制補假

規定。然因企業營運型態多元，每週

工作日數不同，例假或休息日亦不見

得均排定於星期六及星期日，必須為

更細緻、周延之研議。勞動部今日邀

集勞、雇團體及及專家學者共同討論

後，大多數意見認為，國定假日不論

遇到例假或其他休息日可朝均應補假

的方向處理，較為衡平。

    

勞動部進一步就可能處理的模式

舉例說明：104年的國慶日落於星期

六，每星期一到五上班的勞工，可補

假1日，其當週休息（假）日數為3

日；如因輪班因素，固定於星期三、

星期四休息的勞工，該星期六為原來

應上班日，但因適逢國慶日，依法放

假1日，其當週休息（假）日數亦為3

日。總括而言，其放假權益相當，亦

較公平。

勞動部指出，有關不減損勞工

國定休假權益之補假原則定案後，將

依相關法定程序進一步處理，預計自

104年起實施。

明年起國定假日遇例假或休息日勞工可望補假
＜資料來源：勞動部＞



　��

民眾結算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時，若選擇採用列舉扣除額方式，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和補充保險費皆可

以全額列舉扣除的，不受2萬4,000

元保險費扣除額之上限限制。

健保署表示！在5月份申報綜合

所得稅期間，各區國稅局網站均可查

調健保費資料，若利用綜合所得稅電

子結算申報軟體，查詢健保費金額申

報扣除，即可免檢附繳費單據。如果

仍需要健保費繳費資料時之取得方式

說明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繳費證明，

在公司（行號）或在工會（漁

會、農會、水利會）加保的民

眾，請向投保的公司（行號）或

工會（漁會、農會或水利會）申

請102年度的健保費繳納證明。

二、�有關補充保險費的扣繳證明，可

向各扣繳補充保險費的單位申

請，健保署亦會彙整扣費單位申

報之扣費明細資料，於4月中旬

起提供民眾前一年度的繳費證明

查詢，該資料亦同時提供財稅單

位資訊平台，以便利民眾申報綜

合所得稅時，作為列舉扣除額使

用。

三、�為讓民眾能輕鬆地列舉申報健保

費，在鄉（鎮、市、區）公所加

保的第六類被保險人102年度健

保費繳納證明，健保署於103年

4月中旬以前完成寄發，再者，

民眾亦可於5月報稅期間，選擇

下列您最便利的方式申請補發：

(一) 使用自然人憑證，透過各區國

稅局網站的綜所稅電子結算申

報軟體，或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的網路申辦及查詢作業，自行

查詢及下載。

(二) 攜帶個人身分證正本，至國稅

局所屬分局、稽徵所、加保的

鄉（鎮、市、區）公所、健保

署各分區業務組或聯絡辦公室

查詢申請。

(三) 在便利超商之多媒體資訊工作

站使用自然人憑證，列印前一

年度繳費之繳費證明。(每年

1~3月份配合繳納證明轉檔作

業，該期間暫不提供列印)

健保署再次提醒，倘若您自行蒐

集的健保費繳費單據與財稅單位資訊

平台所查詢健保費資料不符，請檢附

自行蒐集的繳費單據正本列舉申報。

民眾倘若尚有相關疑問，可逕

上各區國稅局網站查詢或就近向轄

區國稅局分局、稽徵所及本署各分區

業務組洽詢(健保署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030-598)。

要報稅了！輕鬆查詢102年度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和補充保險費繳費證明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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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分析發
現，心血管疾病名列國人第二大死
因，而且有年輕化傾向，包括名歌手
馬兆駿、盲人走唱歌手金門王、國寶
茂伯…等，許多正值壯年，事業起飛
的名人都敗在心肌梗塞之下。

諮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醫

審及藥材組技正　何小鳳

撰文╱丁彥伶

家人發生心肌梗塞該送哪家醫院

好？常令民眾無所適從，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加強心肌梗塞的治

療品質，並呼籲國人重視預防心肌梗

塞，特別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

網的「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上設定

「急性心肌梗塞資訊」專區，提供民

眾選擇就醫醫院時的參考。民眾可從

該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將指標指到上

方粉紅色條塊中的「主題專區」，點

選「醫療品質資訊公開」，進入「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

再由該網頁點選「院所別之醫療品質

資訊」，點進後即可再點入「急性心

肌梗塞疾病」。

公開專區讓評估指標更客觀
健保署醫審及藥材組技正何小

鳳表示，為使評估指標更加客觀且

具參考價值，急性心肌梗塞醫療品質

公開專區，特別參考美國心臟學院╱

協會，以及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出版

的心臟病相關治療指引，並與臺灣介

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台灣內科醫學

會、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台灣急診醫

學會、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等專

家代表討論後，擇定公開數項具客觀

科學意義的實證醫學指標，使民眾能

確實掌握醫療院所的心肌梗塞治療醫

療品質資訊，做為就醫時的參考。

健保署公開的指標分三大類，包

括各醫療院所在患者住院期間過程面

評估、出院持續藥物治療評估，以及

治療結果面評估，總共有19項指標。

住院期間過程面評估項目：

1.急性心肌梗塞（AMI）病人於住院

期間執行血脂LDL 檢查比率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即俗稱的「壞的膽固醇」，是

造成血管硬化及心肌梗塞的重要因

素，血中LDL-C濃度愈高愈不好。急

性心肌梗塞發生的24小時內，院內治

療應該評估患者血中的LDL-C 的濃

度，若患者血中LDL-C濃度高於標準

值，醫師可使用降血脂相關藥品，以

預防心肌梗塞之復發及降低死亡率。

醫院的檢查比率指標值，若低於

健保署各分區或全國醫院的指標值，

表示該家醫院在患者住院期間抽驗

LDL-C 濃度的次數比較少；相反的，

防治冠狀動脈猝死第一步
心肌梗塞醫療指標要注意

保健知識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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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院的LDL-C 抽驗比率高於分區或

全國指標值，表示該院在急性心肌梗

塞患者住院期間較重視追蹤血中血脂

濃度有關之醫療照護品質。

2 . 急 性 心 肌 梗 塞 病 人 住 院 期 間

Aspirin 的給藥比率

Aspirin（阿司匹靈）可抑制血

栓形成，據研究顯示，心肌梗塞患者

若無出血等相關禁忌，依臨床治療

指引，應於住院第一天起開始使用

Aspirin 相關抗血小板藥物，可快速

達到預防血栓，有效降低死亡率。

醫院的Aspirin 給藥指標值若

低於健保署各分區或全國醫院的指

標值，表示該院在患者住院期間

給Aspirin 的比率較低；若該院的

Aspirin 給藥指標值高於分區或全國

的給藥指標值，表示該院在患者住院

期間給Aspirin 的比率較高，有助降

低死亡率，但是使用Aspirin 必須評

估病人出血的風險。

3.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住院期間ADP 

受體拮抗劑的給藥比率

研究顯示，急性心肌梗塞急性期

前9 個月，尤其是有裝血管支架者，

宜將Aspirin 與ADP 受體拮抗劑類抗

血小板藥物併用。另外，ADP 受體

拮抗劑亦可用於因Aspirin 造成消化

道潰瘍之患者，有快速達到抗血小板

聚集的作用。醫院此項指標若高於健

保署各分區或全國數值，顯示該院在

病人住院期間給ADP 受體拮抗劑的

比率較高，有助於裝血管支架患者病

情控制。

4 .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住院期間β- 

Blockers 的給藥比率

β-Blocker（乙型交感神經接受

體阻斷劑）可降低心跳速率、減少心

血氧需求、減少心絞痛、減少心肌損

傷惡化，同時降低血壓，也被證實可

降低心肌梗塞住院病人的死亡率。因

此，醫院指標值若低於健保署各分區

或全國醫院，則需留意院內心肌梗塞

住院病人的死亡率是否有變化，並加

強病人照護品質。

5.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住院期間ACEI 

或ARB 的給藥比率

研究顯示，ACEI（血管收縮素

轉化酶抑制劑）和ARB（第二型血管

收縮素接受體阻斷劑）藥物的使用，

可減緩血管收縮作用，進而使血管舒

張及降低血壓，減少心臟負擔，及減

少心肌梗塞後發生心衰竭及死亡率。

ACEI 和ARB 藥物是常用的降血

壓劑，患者使用時必須持續追蹤血壓

值，而且也必須考量急性心肌梗塞患

者之病情，由醫師決定是否給藥。整

體而言，醫院給藥比率仍為急性心肌

梗塞病人住院期間過程面的重要評估

項目。

出院持續藥物治療評估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經過醫院住

院治療後，雖然病況得以緩解，但出

院後的藥物及非藥物的持續治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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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後預防再發、延長壽命及提高生

活品質很重要的因素。研究證實，若

醫師依急性心肌梗塞患者的病情，在

出院後處方持續使用Aspirin、ADP 

受體拮抗劑、β-Blocker、ACEI 或

ARB 等藥物，有助於減少患者心肌

梗塞再復發。

健保署在此部分之醫院治療品質

評估項目包括Aspirin、ADP 受體拮

抗劑、β-Blocker、ACEI 或ARB 等

藥物分別在3 個月內、6個月內、9個

月內的給藥比率，醫院給藥比率高於

健保署各分區或全國醫院平均給藥指

標值，表示該院相較重視急性心肌梗

塞患者出院後持續藥物治療之品質評

估，有利於協助病患控制病情。

結果面評估

1.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出院3日以內因

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急診返診

比率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出院後3日內

若因心肌梗塞或相關病情急診返診，

不僅增加急診資源耗用，也增加醫療

照護成本。研究顯示，許多急診返診

可藉由加強病人衛教，或提升首次住

院時醫療照護的品質來避免。若醫

院患者出院後3日內急診返診比率較

高，可能是病人照護問題的警訊，或

許是因缺乏適切的治療與追蹤服務，

或是患者出院後未能遵醫囑等等原

因。若醫院的指標值高於健保署各區

或全國醫院的指標值，表示該院需加

強各方面的照護。醫院若長期檢視此

指標，將可協助找出內部問題，及發

展與社區照護體系的合作機會，以減

少不必要的急診資源耗用。

2.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出院14日以內因

同一主診斷或相關病情之再住院比

率

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出院14日內，

因心肌梗塞或相關病情的非計畫性再

住院比率，可呈現患者在前次住院醫

療妥善照護的狀況，若發生出院14

日內的非計劃性再住院，可能顯示患

者病況複雜度高、易復發，或患者出

院後未能遵醫囑做好自我照護。若某

家醫院心肌梗塞患者的再住院比率，

高於健保署各分區或全國醫院的指標

值，顯示該院的照護品質或患者衛教

必須加強，但因為各家醫院收治的患

者嚴重度差異大，仍需再進行評估，

以保障病人的醫療照護品質。

何小鳳提醒，以上指標是以醫院

的健保醫療費用資料統計，整體醫療

過程與結果仍需視患者病況複雜性等

情況而定，指標不一定能完全反應醫

療品質。而在本專區網頁，民眾還可

進行「地圖式搜尋」，針對就近住處

的相關醫療院所進行查詢，選擇值得

信賴、照護適切的醫療院所。在專區

網頁裡，也提供相關醫學會有關心肌

梗塞的衛教資訊及網頁連結，能更便

於民眾搜尋醫療新知，有助提高民眾

自我照護或家屬照顧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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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燒牛腩飯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材　料

　牛腩肉一斤半、筒蒿菜或青剛菜

半斤、蔥碎一大匙、蔥一支、薑

二片、蒜頭三粒

調味料

　鹽半小匙、醬油三大匙、糖半大

匙、辣椒粉1/4小匙、油二大

匙、清水二碗半、八角三粒、太

白粉半大匙

做　法

1.牛腩處理乾淨切大塊，入油鍋中炒變即加下醬油、鹽、糖、八角、 蔥、薑、

辣椒粉、清水煮開後改用燜煮一小時，要爛透取出盛在中 型碗中上鍋蒸。  

2.食時將綠色菜炒好舖底將蒸好之牛腩扣轉在綠葉上。 

3.再將湯汁用太白粉勾芡撒下蔥碎淋在牛腩上面即可。 

註：

•不蒸亦可，用進口牛肉容易爛，水不必放太多，如用本地牛肉水要多放，燒

乾時可隨時加，燒爛為止。  

•或整塊牛腩燒爛後取出切片排在深碗中鍋蒸，食時扣出，整齊美觀。  

• 如澆在熱飯上更是方便、可口，胃口大開。

健 康 菜 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