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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告
交通部航港局103年度第3次

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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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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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請上中華海員總工會網站：http://www.ncsu.org.tw/training1.php

一、�本會暨基隆、高雄分會為服務會

員暨眷屬，推廣正當休閒活動，

特訂定本辦法。

二、�實施對象：入會滿一年且會費結

清，持總台字會員證書，並完成

會籍清查之會員，或持總臨字會

員證書，完成「聲明書」填寫之

會員及其眷屬（以直系血親父、

母、配偶、子女為準）；每位會

員暨眷屬每二年僅能參加一次。

三、�費用：以每一會員為單位，本會

視活動地點之遠近與費用多寡，

在每次舉辦活動報名前，公告該

次活動補助費用之金額數；會員

本人免費、會員眷屬第一位半

價，於報名時繳納。第二位以上

之會員眷屬須待當梯次報名截止

日後仍有空位時，繳交全額費用

參加。本會補助款部份由本會編

列預算支應。

四、�實施之方式：二年選擇國內同一

固定景點辦理兩天一夜自強活

動；每一會員以參加一次為限，

參加第二次以上(含眷屬)當視名

額有剩餘情況下，可以自費方式

參與。

五、�辦理日期、次數及地點由承辦單

位於編列年度工作計劃時配合考

量，並於年度開始時即公佈全年

三地預定辦理之時間及地點。

六、�會員因工作無法參加，會員配偶

在取得會員書面同意後並繳交二

分之一費用可參加自強活動。

備註： 比照本會會員自強活動補助方

式，邀請公司承辦人參加，原

則上以一公司邀請一或二人

（簽約船30艘以下1人，30艘

以上含30艘為2人）為限。

中華海員總工會暨基隆/高雄分會會員及
眷屬自強活動實施辦法

經本會第24屆第14次理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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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總統103年6月18日華總一

義字第1030093331號令公告修正

船員法部份條文，本修正案刊載於總

統府公報第7145期(http://www.

president.gov.tw)。

總統令
中華民國1 0 3 年6 月1 8 日
華總一義字第1 0 3 0 0 0 9 3 3 3 1 號

茲修正船員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六

條、第二十五條之一至第二十六條、

第四十二條、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四

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統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

交通部部長葉匡時

船員法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六

條、第二十五條之一至第二十六條、

第四十二條、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四

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103 年6 月18 日公布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船舶：指在水面或水中供航行

之船舶。

二、�遊艇：指專供娛樂，不以從事

客、貨運送或漁業為目的，以

機械為主動力或輔助動力之船

舶。

三、�動力小船：指裝有機械用以航

行，且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

船舶。

四、�雇用人：指船舶所有權人及其

他有權僱用船員之人。

五、船員：指船長及海員。

六、�船長：指受雇用人僱用，主管

船舶一切事務之人員。

七、�海員：指受雇用人僱用，由船

長指揮服務於船舶上之人員。

八、�甲級船員：指持有主管機關核

發適任證書之航行員、輪機

員、船舶電信人員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船員。

九、�乙級船員：指甲級船員以外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船員。

十、�實習生：指上船實習甲級船員

職務之人員。

十一、�見習生：指上船見習乙級船

員職務之人員。

十二、�薪資：指船員於正常工作時

間內所獲得之報酬。

十三、�津貼：指船員薪資以外之航

行補貼、固定加班費及其他

名義之經常性給付。

總統公布修正船員法部份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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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薪津：包括薪資及津貼，薪

資應占薪津總數額百分之五

十以上。

十五、�特別獎金：包括特別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非固定加班

費、年終獎金及因雇用人營

運上獲利而發給之獎金。

十六、�平均薪資：指船員在船最後

三個月薪資總額除以三所得

之數額；工作未滿三個月

者，以工作期間所得薪資總

額除以工作期間總日數，乘

以三十所得之數額。

十七、�平均薪津：指船員在船最後

三個月薪資及津貼總額除以

三所得之數額；工作未滿三

個月者，以工作期間所得薪

資及津貼總額除以工作期間

總日數，乘以三十所得之數

額。

十八、�遊艇駕駛：指駕駛遊艇之人

員。

十九、�動力小船駕駛：指駕駛動力

小船之人員。

二十、�助手：指隨船協助遊艇或動

力小船駕駛處理相關事務之

人員。

第三條   下列船舶之船員，除有關航

行安全及海難處理外，不適

用本法之規定：

一、軍事建制之艦艇。

二、海岸巡防機關之艦艇。

三、漁船。

前項各款外專用於公務用船舶之船

員，除有關船員之資格、執業與培

訓、航行安全及海難處理外，不適用

本法之規定。

第六條   船員資格應符合航海人員訓

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

約與其他各項國際公約規

定，並經航海人員考試及格

或船員訓練檢覈合格。外國

人申請在中華民國籍船舶擔

任船員之資格，亦同。

　　　前項船員訓練、檢覈、

證書核發之申請、廢止、外

國人之受訓人數比率與其他

相關事項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決

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上確定

者，不得擔任船員。

第二十五�條之一  雇用人僱用外國籍

船員，應向航政機關申請許

可，始得僱用；其申請資格

與程序、許可條件、廢止、

職責、僱用、僱傭管理、受

僱人數比率及其他相關事項

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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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之二  甲級船員、乙級船

員、實習生、見習生及外國

籍實習生上船服務，應向航

政機關申請許可；其申請資

格與程序、許可之廢止、僱

用、職責、外國籍實習生之

實習人數比率、航行應遵守

事項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規

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船員之報酬包含薪津及

特別獎金。

　雇用人不得預扣船員報酬作

為賠償費用。

第四十二�條  船員非因執行職務而受

傷或患病已逾十六週者，雇

用人得停止醫療費用之負

擔。

第八十四�條  雇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有

關船舶三十日以下之停航：

一、 違反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

二項、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至第

四項、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

十四條但書、第三十七條、第

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

六條、第四十八條或第七十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

二、 有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或第七款情事。

三、 違反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定

最低標準。

四、�擅自僱用不合格船員或不具船

員資格人員執行職務。

五、�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當方

法使船員偷渡人口。

　經許可僱用外國籍船員之雇用人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情節重大

者，廢止其僱用外國籍船員之許

可。

第八十四�條之一  雇用人僱用外國籍

船員時，違反第二十五條之

一所定規則中有關職責、僱

用、許可之廢止或僱傭管

理、受僱人數比率之規定

者，依其情節輕重，停止申

請僱用外國籍船員三個月至

五年。

　　　�　　前項處分，於雇用人僱

用外國籍實習生，違反第二

十五條之二所定實習人數比

率者，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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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27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４字第1030067795號

主旨：�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條、第3條、第38條、第38之1及第40條條文，業奉

總統中華民國103年6月18日華總一義字第10300092631號令修正公

布施行。檢送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條、第3條、第38條、第38之1及第40

條修正條文1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轄）知照。

第二條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優於本

法者，從其約定。

　　　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

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

之。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

四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

八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

限。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

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

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

規定。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招收之技術生及準用

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高級

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

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

生外，亦適用之。但第十六

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第二條、第三條、

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一及第四十條條文

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不在

此限。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

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

定。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受僱者：指受雇主僱用從

事工作獲致薪資者。

二、�求職者：指向雇主應徵工

作之人。

三、�雇主：指僱用受僱者之

人、公私立機構或機關。

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

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

者事務之人，視同雇主。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

時，視為第八條、第九

條、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103年6月18日總統103年6月18日華總一義字第10300092631號令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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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之雇

主。

四、�實習生：指公立或經立案

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修習校外實習課程之學

生。

五、�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

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

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六、�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

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

提供勞務者。

七、�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

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薪資：指受僱者因工作而

獲得之報酬；包括薪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

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

九、�復職：指回復受僱者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

作。

第三十八�條　雇主違反第二十一條或

第三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反第七條至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十三條第一項後

段、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

　　　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四十�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三月八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十二月十九日修正之第十六條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者外，自公布日施

行。

註：�本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 1 4 5期(可查閱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

統）

「第二階段運輸產業（海運）論壇」網路直播
交通部航港局於103年7月18日辦理「第二階段運輸產業（海運）論壇」

採全場網路直播，讀者可於交通部航港局全球資訊網瀏覽，歡迎下載：

http://forum.io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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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地點：�後山傳奇花蓮鐵路之旅二

日遊

日期：�10月26~27日(星期日、一)

參加人數：40人

包租車輛：壹台遊覽車

承辦人：基隆分會─業務組王瑞珍小

　姐(連絡電話：02-24241192)

旅遊費用：

一、�全額4130元(火車部分暫以

103年初公告票價暫收，待出

發前若有調整再行多退少補差

額)，本會會員眷屬第一位半

價2060元，眷屬第二位須於

當梯次報名截止日後如仍有空

位時繳交全額旅費參加。

二、�本會會員免費，但須先繳交保

證金1000元，上車出發後退

還。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前往，

則所繳納之保證金將挪為此次

活動之用，不另退還。

注意事項：

一、�依據「中華海員總工會暨 基

隆高雄 分會會員及眷屬自強

活動實施辦法」規定，入會滿

一年之總台或總臨字會員及眷

屬以每二年參加一次為限，基

隆分會103至104年間之辦理

旅遊地點均為同一景點。

二、�因須及早訂票，名額有限，意

者請於8月4日起至8月20日止

之工會辦公時間內，攜參加者

身份證、總台字或總臨字會員

證(會費繳清，總臨字會員及

其眷屬並須完成「聲明書」之

填寫)以及旅遊 費用，前來本

分會洽辦。

三、活動行程如後附，請  卓參。

四、�出發時間：10月26日(基隆、

台北搭乘火車正確時間另行通

知)。

自強活動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辦理

103年第二梯次會員暨眷屬自強活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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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月26-27日(星期日、一)

地點：後山傳奇花蓮鐵路之旅二日遊

第一天�台北火車站～北迴鐵路～太魯

閣國家公園～夢幻湖～函園旅

店(宿)～搭乘太魯閣號火車或

普悠瑪號或自強號火車～

集合出發…火車站 撘乘火車前往花蓮

…欣賞北迴鐵路兩旁的風光，陪您渡

過每一個窗外的風情。

11:30~12：30　享用午宴風味大

餐~~(要吃飽哦!才會有力氣可以減

肥!)。

12:30~14:30　峽谷柔情太魯閣國

家公園(太魯閣峽谷、燕子口、錐麓

大斷崖、慈母橋、天祥、九曲洞、長

春祠，步道)健行賞峽谷風光與迴流

奇景---這裡的紙片會向上飄喔---，

九曲洞隧道全長1220公尺，是中橫

公路最長的隧道。全長二公里的九曲

洞步道，是太魯閣峽谷最精華的路

段，步道緊倚著高山深壑，向下俯瞰

則是急湍的立霧溪水，兩岸山壁緊

峙，鬼斧神工與險峻的地勢令人讚嘆

震懾。

15:00~16:00　花蓮有一個絕美的

秘境就是「夢幻湖」，這地方其實是

私人土地，因為一個黑松廣告而爆

紅，讓人不敢置信台灣也有這麼美麗

的地方。廣大藍色湖面，映照著藍天

白雲，搭配一旁綠色的樹林草地，真

的有讓人心曠神怡的感覺。

17:00　花蓮函園旅店：拿鑰匙!開

房間─「近悅遠來樂從容；府宴古來

酒伴歌，賓客如雲喜相逢」，從廣陌

田園的庭園造景，到隱含洞天的筆

墨情壞，函園不缺華麗炫目，卻更顯

隱含於精神中不凡。從庭園造景的錯

落有緻，到花窗筆墨的點睛神會，函

園不乏高雅的氣息，更添薀含於靈魂

品味。函園新館位於文化薪傳流長的

吉安鄉，更在鼎盛的慈惠宮旁，文化

氣息濃郁深遠，與函園所呈現中國風

情相輝映，在四方格局的設計下，函

園蘊含著內斂光芒，飛簷長廊、樓榭

燈臺、曲水彎橋，隨處可見當家揮毫

墨跡，無一不將函園新館蘊成您的先

選！它位處花蓮市中心逛街非常方

便，晚上時間可體驗花蓮夜生活。

18:00　晚餐後的約會  (晚餐後自由

活動如：卡拉OK歡唱、自行前往南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103年辦理
第二梯次會員暨眷屬自強活動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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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夜市或自強夜市或前往品嚐公正街

的小籠包、手工製成的曾家麻糬、好

吃到無法忘懷的滷味)

第二天�函園旅店～慕谷慕魚(3H～

4H)～鯉魚潭～台北～搭乘太

魯閣號火車或普悠瑪號或自強

號火車～

07:00~08:30　掙扎！敲鑼潑水叫

起床，美人遲起懶梳妝，睡眼惺忪用

早餐…

09:00~11:30「慕谷慕魚」位在花

蓮縣秀林鄉銅門村，距離花蓮市約有

二十分鐘的車程，原本屬於榕樹社區

和銅門社區，而「慕谷慕魚」是太魯

閣族原住民對秀林鄉這一帶地區的統

稱，地區內有木瓜溪和清水溪兩條河

流流過，最近隨著當地封溪禁令的解

除，又開始興起一股尋幽探訪熱。

慕谷慕魚 (Meqmeqi）的居民大部分

是太魯閣族人，據說他們的祖先是從

中央山脈的另一側南投縣春陽溫泉翻

山越嶺過來的，最早是居住在木瓜溪

的上游，後來再逐漸往木瓜溪下游遷

移。

11:30~12:30　享用午宴風味大餐

~~(呷乎飽哦!別客氣啦!)。

13:00~14:00　鯉魚潭位於壽豐鄉

池南村鯉魚山腳下，距花蓮市僅18公

里，是花蓮地區早期即頗負盛名的一

處風景區。鯉魚潭南北最長處約1.6

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30公尺，是花

蓮縣內最大的內陸湖泊，當地人原

稱之為「大陂」，阿美族人則稱之為

「巴鬧」，後因東傍鯉魚山而被命名

為鯉魚潭。

15:00~15:30　參觀阿美麻糬型像

館血拼帶些名產回家呦~~(如時間上

許可下再安排)。

~搭乘太魯閣號火車或普悠瑪號或自

強號火車~~花蓮車站~~檢查行李是

否都帶齊(心也要記得帶走喔~)，

 回程享用全世界最好吃精緻餐盒的火

車便當，讓您口齒留香、意猶未盡… 

返回溫暖的家…。

備註：�因台鐵火車時刻表每月均會調

整，所以-

**《火車時刻先行暫報，待台鐵開放

訂位，確認出發時間再另行通知，敬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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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日本海員工會（JSU）新任代理

理事長Mr. Yasumi Morita偕專任部

長Mr. Hiroyuki Watanabe專程於

7月16日拜訪本會，本會陸理事長王

均、ITF台灣區協調委員會馬潮主席

及王顧問仁德、羅顧問國城、基隆分

會陳理事長振煌、高雄分會王理事長

傳義、楊常務理事施傑及會務同仁們

熱情接待。

會議一開始陸理事長即熱烈歡迎

日本海員工會（JSU）兩位貴賓的到

來，並表示JSU是本會多年來極其重

視的友會，日本海員工會對船員們的

貢獻不容小覷。

Mr. Yasumi Morita表示，JSU
長期以來與本會互動關係良好，藉此

次拜訪會更加強兩會友誼及合作關

係。

本次會議議題主要是商討ITF墨

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實

施後，未來權宜籍船運動之執行以及

JSU與本會日後應如何加強合作關係。

會中除了簡介本會會務發展外，

ITF檢查員張國南並報告台灣船舶發

展近況，雙方互動熱烈，會後兩會理

事長互贈禮物象徵著友誼長存，期待

日後兩會在國際趨勢下領先攜手合作

為船員們共同努力。

日本海員工會（JSU）
新任代理理事長Mr. Yasumi Morita來訪

說明：�日本海員工會(JSU)新任代理

理事長Mr. Yasumi Morita。
說明：日本海員工會(JSU)國際局外航部
　　�專任部長Mr. Hiroyuki Watanabe。

說明：�ITF台灣區協調委員會馬潮主席

(圖右)應邀出席。

說明：由左至右，楊常務理事施傑、羅

　　　顧問國城、王理事長傳義、陳理

　　　事長振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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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理事長互贈禮物象徵著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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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訓練日期：預定7月24日、8月

26日計兩梯次。

2、�上課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3

時，共4小時(12時至下午1時午

餐休息)。

3、�訓練費用：每人新台幣1,100元

整（含證書費、保險費）。

4、�35-50人開班，請海員總工會於

開訓前15日提供學員名冊，內含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

一編號、船員手冊編號）以便報

航港局核備。

5、�進階滅火換證複習訓練後，由本

中心向航港局申請換發2010年版

進階滅火訓練證書，訓練單位統

一分寄各參訓學員。

6、�開訓前請海員總工會代為收取學

員：船員手冊影本、海勤資歷影

本（最近5年有1年或最近6 個月

有3個月海勤資歷）、身分證影

本、進階滅火證書正本、1吋照片

2張，以便向航港局申領證書。

7、�請海員總工會支付授課教師交通

費、午餐費

8、聯絡人： 訓練組副組長--謝偉成

先生

　 電話：02-24922118轉21

　 傳真：02-24922117

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代訓

中華海員總工會進階滅火換證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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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專欄

當人們熱鬧地在餐廳裡享用大餐

開心地贈送禮物時，有些家庭從未慶

祝過父親節，因為他們的父親這時正

在白令海凜冽的冷風中行走於甲板；

可能在印度洋裡抵抗著巨浪的搖擺；

又或者正在地球另一端的港口，汗如

雨下地拉著比大腿還粗的纜繩。

對這群人來說八月八日只不過是

日曆上的一天，甚至是另一個引起睡

眠不足的連續靠泊航程中的一環，在

下班後只想埋身於被窩中儘早入睡結

束這一天。

海風在他們的臉上刻下一道道皺

紋作為父親節禮物，在房間裡一個人

咀嚼著名為孤獨的父親節大餐。

縱然如此，但是他們的孩子知

道，即使家中父親這個角色鮮少登

場，但他卻從不曾在他們的生命中缺

席，能遮風避雨的房子是他強壯的臂

彎，衣櫥裡能保暖的衣物是他熱情的

擁抱，架上珍奇的舶來品說著他環遊

世界的床頭故事。在上學途中看著其

他同學的父親接送時，他知道他的父

親雖然不是赫赫有名或能日日陪伴，

但…卻是最偉大的英雄！��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以及所有

海員～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長榮海運】

本刊徵文
隨著8月8日父親節的到來，本刊謹獻上無限的祝福，在屬於您的日子祝

福您佳節快樂。希望藉由本篇作者的心聲來傳達每位為人子的感謝，感謝心

目中最偉大的英雄~父親；任憑您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家人無時無刻都

在殷切的關懷。

「海員」特殊的行業，開啟您人生的新境界，帶給您如何與眾不同的生

活及不同的視野。

我們期盼您的來稿，將您的寶貴的經驗分享與所有讀者，也給新進人員

最佳的學習典範。這個行業，就是多了一點不同。

                                              

　　　　　　　　　　　　　　　　　　　　　中華海員月刊社��敬上

父 親 節
文：黃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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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蘇松泙

� 出版社：SMART智富

� 出版日：2011/3/1

� ISBN：9789867283337

� 語言：中文繁體

� 適讀年齡：全齡適讀

內容簡介�

一、悲情的孩子

◆�我吃的第一口蘋果是從地上撿起來

的，8歲我就到火柴工廠打零工，

難聞的硫磺味讓人頭昏；還曾經在

河邊砍能賣錢的野薑花時，把自己

的腳砍傷、河水都被染紅…。

◆�這一生中媽媽唯一給我的五毛錢，

是要我半夜起床去對面的貯木場偷

木材。

◆�為了留點錢給自己，我下糞坑去撿

老師沒收的彈珠，洗乾淨後賣回給

同學，再拿去買郵票收藏。

二、命運帶我走上股市之路

◆�農校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聽力不好

也不能當兵 ，只好跟著父親作木材

生意，然而遇到石油危機，父親事

業垮了，我也跟著負債200萬元，

曾經想走上絕路。

◆�但為了老婆小孩、決定利用股市一

搏，把郵票賣得3萬元投入股市。

◆�看價格變化，短線進出強勢股、押

注除權股，同時在大盤崩跌時找出

主力股搭轎，讓我在投入股市10年

後終於還清債務。

三、股神真功夫基礎篇

◆�獨創有賺錢才能再加碼、沒賺錢一

定要減碼的「不蝕本投資術」。

◆利用除權行情及填權行情賺錢。

◆�平時應該認真看盤、牢記價格，進

行配對比價操作法。

四、股票心法進階篇

◆買高才能賣更高，買低價更低。

◆套牢如何換股？

◆�一檔股票到底要買幾張？同一時間

應該押注幾檔股票？

◆自創易懂易學的國字操作法。

◆十二生肖戰法，讓你融會貫通。

◆�簡單卻必須貫徹的資金控管法則，

讓你成為永遠的贏家。

本書特色

一位數學鴨蛋、不懂英文、不會

電腦，來自東勢的素人股票高手蘇松

新書欣賞 平民股神教你不蝕本投資術
＜資料來源：金石堂網路書店http://www.kingstone.com.tw/book/
book_page.asp?kmcode=2015630468456&actid=ActBillBoard＞

簡單卻必須貫徹的資金控管法則，讓你成為永遠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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泙，自創不蝕本投資術、買高賣更高

等投資方法，連賺40年，只靠投資股

票，從負債出發，到累積近億財富。

蘇松泙的投資與人生故事，在

2009年11月登上《Smart智富》月

刊封面故事，立刻引起廣大迴響，成

為最受讀者肯定的素人股票大師。

網路上沒有，部落格找不著，比

月刊封面故事更詳盡的蘇松泙股票賺

錢祕招，盡在本書揭露。

作者

蘇松泙

出生即就患有小耳症，書念不

好，農校畢業後也找不到工作，跟著

父親作木材生意又欠下大筆債務，走

投無路時，決定倚靠自己抄寫股價3

年功夫、進入股市一搏，用個股價格

變化決定買、賣，獨創「不蝕本投資

術」，40年來專心從股市「提款」，

沒有一年虧損，金融海嘯那年還賺了

200萬元，不但養活一家大小，還讓

二個兒子唸到碩士畢業。

民國40年生，台中縣東勢鎮人，

畢業於台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沒有

任何財務相關背景，也沒有其它工作

收入，40年來穩定在台股提款、養活

一家大小，以「專職投資人」為業。

每天進號子看盤操作，也因此看

盡「股市人生」的悲歡離合；他曾經

很感慨地說，錢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但很多人花錢在股市裡只買到「貧

窮」，但他自己卻靠著靈活的操作及

紀律的資金管理，只用3萬元本金就

還清前債，同時滾出上億的身家。

陳淑泰

民國62年生，台北市人，畢業

於政治大學新聞系。曾任中國時報社

會組、聯合晚報證券組記者，工商時

報證券組撰述委員、召集人。現任

《Smart智富》月刊主筆兼出版副總

監。

為「報導文學」信徒，擅長補捉

社會底層人物不平凡的光影；轉進財

經領域後，挖掘多位素人高手，拆解

出賺錢法則，讀者讚其文章「洗鍊易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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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
2 2 2 2  

長榮13800TEU級大型貨櫃

輪海忠號首航高港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

大船入港！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13,800 TEU(20呎標準貨櫃單位)級

大型貨櫃輪海忠號(Talassa Pistis，6

月29日首航高雄港，停靠該港116

號碼頭，臺灣港務公司高雄港務分公

司總經理黃國英特請港務長程建宇登

輪致贈首航紀念牌以示祝賀，該船也

成為臺灣港口至今迎來最大型之貨櫃

輪。

「海忠輪」於2014年1月新建完

成，該船舶146,700總噸、船長368

公尺、船寬51公尺，最大裝載貨櫃

量13,800TEU，該輪將航行歐亞航

線，此次自馬來西亞丹絨帕拉帕斯港

首航高雄港，29日靠泊高雄港營運，

由高雄港出發，航線行經高雄港－上

海－寧波－蛇口－鹿特丹港－漢堡港

等港口。自「海忠輪」後，該航線每

週將逐次由13,800TEU新船取代原

有船舶投入營運。

高雄港務分公司黃國英總經理表

示，高雄港港口水深條件優良，加上

多家主力航商均承租專用碼頭，在各

遠洋航線並紛紛提升船型規模，目前

在高雄港已常態性可見萬TEU以上的

大型貨櫃輪到靠，今年1至5月份已

有28艘次萬TEU以上貨櫃輪來靠，較

於去年同期大幅增加25艘次，成長

顯著。而繼G6聯盟於今年3月起佈署

13,200 TEU等級貨櫃輪於高雄港，

本次國籍航商長榮海運一舉佈署逼近

14,000 TEU等級之「海忠輪」貨櫃

輪前來掛靠，成為臺灣港口至今迎來

最大型之貨櫃輪。

交部核定績優船舶運送業名

單長榮是大贏家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交

通部核定去(102)年度績優船舶運送

業名單，並將在本七月十一日第六十

屆航海節慶祝大會當中由交部公開表

揚。

本次計有長榮、陽明、萬海、

光明、中鋼運通裕民、藍海、台灣航

業、新興等九家公司獲選，獎項包含

四座頒給公司負責人的績優獎牌，以

及廿八紙各類獎狀。

據瞭解，交部基於獎勵國輪僱用

本國籍船員政策，因此增加了獎勵項

目，而長榮海運總計獲得三座獎牌與

六紙獎狀，成為九家獲選績優船舶運

送業的大贏家。

航  運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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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核定七個獎項績優航商名單

如下：

營運收入績優-長榮、陽明與萬

海等三家。

發展港口績優 -光明、中鋼運

通、裕民等三家。

擴建船隊績優-長榮、陽明、中

鋼運通與藍海等四家。

接受學生上船實習總人數績優-

長榮、萬海、中鋼運通等三家。

接受學生上船實習總天數績優-

長榮、萬海、中鋼運通等三家。

接受實(見)習(不含國內海事院

校學生)上船實(見)習生人數績優-長

榮、萬海、中鋼運通等三家。

接受實(見)習(不含國內海事院

校學生)上船實(見)習生天數績優-萬

海、長榮、陽明等三家。

協助救災措施績優 -長榮、陽

明、萬海等三家。

發展綠色航運績優 -長榮、陽

明、萬海、中鋼運通、裕民、藍海、

台灣航業與新興航運等八家。

海運有功暨模範航港從業人

員名單揭曉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第

六十屆航海節籌備會通過表揚海運有

功人員暨模範航港從業人員名單，其

中包括交通部航港局航務組副組長饒

智平、燈塔主任管理員陳議星、台灣

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港務長程建宇、

海聯總處秘書長相重發、全國船代會

秘書長王國傑等五位當選海運有功人

員。

至於合計卅三名模範航港從業

人員分別選自航政機關及港務公司

李和曉、黃公甫、彭念陸、楊士毅、

林育信、盧聰明、張欽聰、林棟、劉

忠義等九名，船舶運送業陳志宏、邱

韻如、陳嘉、李世憲、宋振綱、蘇麗

梅、傅璻如、張新億等八名，船務代

理業吳天明、劉立芸、曾衣毅等三

名、海運承攬業陳永惠、蔣懷德、陳

益謙等三名，及其他航運團體傅定

傑、吳進發、郭信一、楊瑞如、蕭在

均、沈長江、鍾錚榮、高幼玲、鍾添

泉、蔣鎧凌等十名。

陽明海運集團部分主管人員

異動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陽明

海運集團部分主管人員異動，其中光

明海運副總經理郭志成升任總經理，

原任總經理葛仁友調回陽明總部出任

陽明韓國公司總經理，該項人事自七

月一日起生效。

據瞭解，原擔任陽明韓國公司代

張見陸回返總部擔任風險管理及法務

部主管，葛仁友則將在七月七日完成

韓國公司內部程序後到任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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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實明輪命名交船投入遠

東/中東CGX航線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陽

明海運公司七月一日在台灣國際造

船公司高雄廠舉行4662TEU全貨櫃

輪「實明輪」（YM Essence）新船

命名交船儀式；典禮由陽明海運集團

董事長盧峰海及台灣國際造船公司董

事長賴杉桂共同主持，同時邀請正新

橡膠工業(股)公司羅才仁董事長夫人

邱麗卿女士擔任「實明輪」命名擲瓶

人。

實明輪營運後將投入遠東至中東

的CGX航線，替換現有其他船舶，提

供亞洲地區貨載往返中東間，更高品

質與更快速便捷的運送服務。CGX航

線靠港順序為：上海-寧波-高雄-廈門

-蛇口-巴生港-杰貝阿里-達曼-巴生港

-新加坡-高雄-上海等九個港口。

實明輪係陽明海運委由台灣國際

造船公司所建造五艘4662TEU全貨

櫃輪的第二艘，該船型可裝載4662

個廿呎標準貨櫃，配備有400個冷凍

櫃插座，船舶全長259公尺，寬37.3

公尺，最大吃水12.8公尺，巡航速度

可達22.9節。

陽明海運為落實綠色航運的概念

並持續推動船齡年輕化，透過船舶的

汰舊換新，不斷建構陽明海運新一代

的優質船隊；並採用最新節能的船形

設計，如：節能球艏、高效率螺槳，

可大幅減少油耗與CO2排放量。

台船方面指出，陽明海運集團向

台船公司總共訂造了87艘不同類型的

大小船隻，實明輪為4662TEU級第

二艘船，總計為第84艘，目前還有

4662TEU三艘新船尚在台船公司建

造中。昨日舉行命名之「實明輪」於

去（102）年六月底開工建造、十月

中安放龍骨、並於今（103）年三月

中下水，六月中完成海上試，昨日命

名後即交船。 

第60屆航海節攝影比賽入選

名單揭曉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為慶

祝今年第六十屆航海節，由台北市輪

船公會所舉辦的的攝影比賽入選名單

揭曉，前三名將於七月十一日航海節

慶祝大會中接受表揚，並致贈獎狀乙

紙，作品與其他廿名佳作在慶祝大會

會場公開展覽。

本次攝影比賽經台北市攝影協會

代表周鶴輝及曾添義擔任評審，所選

出前三名分別是分別任職於交通部航

港局東部航務中張益銘以Cute Rat 

Guard作品獲選第一名，台灣港務

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劉正怡「郵輪之

美」為第二名，長榮海運吳瑞錡「一

片榮景」獲得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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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委會確認貨櫃船公司再獲

五年聯營體豁免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歐盟

委員會確認貨櫃船公司再獲五年聯營

體豁免，據悉，歐委會日前確認海運

業的聯營體豁免將延長到2020年四

月。

消息指出，這一決定將使聯合市

場佔有率不足30%的貨櫃船公司得以

簽訂合作協議聯合經營航線，該類協

議允許貨櫃船公司共同經營以實現規

模經濟。

歐委會公佈該項決定前，中共當

局甫否決了由麥司克航運、地中海航

運與達飛三家船公司提出的P3網絡協

議，歐委會在經過公開徵詢後表示豁

免制度運轉良好，為協議提供法律上

的確定性，這給消費者帶來了實惠，

並沒有不適當地擾亂競爭。

惟貨櫃船公司呼籲將限制提高

到35%的提議被歐委會否決，據瞭

解，在二○○八年禁止聯合定價後，

對市場比率的限制就從35%降低到

30%。基本上，歐委會反對聯合定

價，但贊成合作以降低成本。

交部不介入權宜籍船適用大

陸船舶噸位稅優惠稅率協商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交通

部不介入國輪公司所屬權宜籍船適用

大陸船舶噸位稅優惠稅率協商。

全國船聯會日前依據國輪公司提

案，促請我政府部門協商台灣船東所

屬船舶適用大陸船舶噸稅優惠，據交

部航港局回復指出，領有大陸「交通

運輸部」發給之「台灣海峽兩岸間船

舶營運證」及「台灣海峽兩岸水陸運

輸許可證」者得准予免徵。

至於兩岸資本權宜船噸稅繳納待

遇，依「大陸船舶噸稅暫行條例」第

三條規定，仍應由其所屬之船籍國協

調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條約或協定辦

理，我國尚不宜介入。

日本海事協會發佈最新版規

則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日

本海事協會(ClassNK)發佈最新版

規則(Rules and Guidance for 

the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of 

Steel Ships)。

該協會表示，為提升海上人員

生命財權安全及守護海洋環境，該協

會持續檢視、更新，並修訂其技術條

約規範。最新版內容除了反映最新研

究及損傷調查結果，並合乎所最新國

際公約、IACS統一要求、各船級國

規範及航運界期盼。此次修訂大綱如

下：

(一) 為符合業界期盼，修訂「斷電測

試特別檢驗」(Black-out Tests 

in Special Surveys)之要求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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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損傷調查結果，修訂「船體

檢驗(一般乾貨船的定義審查)」

(Hull Surveys (Review of 

the definition of General Dry 

Cargo Ships，etc.)

(三) 根據國際公約規定，修訂「營救

落水人員的計劃程序」(Plans 

and Procedures for Recovery 

of Persons from the Water)

(四) 根據IACS統一要求，修訂「露

天前甲板風管和通風口強度要

求」(Strength Requirements 

for Ventilators and Air Pipes 

F i t ted on Exposed Fore 

Decks)

該規範的PDF版可至該協會官網

免費下載，欲下載者須加入該協會的

「My Page」免費會員。

台灣新生報
2 2 2 2 2  

陽明夏日藝遊趣 闖關導覽培

養溝通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炎炎

夏日來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特別

為親子企劃「我是造橋小達人探索藝

術向前行」活動，從七月十二日起每

周休二日假期，推出超平價又優質的

課程活動，陪伴孩子以快樂學習，充

實過暑假。

體驗課程部分，活動時間從十三

日起至八月十七日，每周日下午每堂

課150元，含一張「陽明海洋文化藝

術館」免費入場券及1915文化館商

店「25元現金抵用券」，不需預先報

名，活動當日於文化館一樓服務台繳

費即可。

闖關導覽活動時間十二起每周六

日（8/9除外），下午分兩梯次，每

場60分鐘，限額20名，凡7-12歲孩

童及其陪同一位家長可免費參加，於

當日活動時間下午一點於文化館一樓

服務台開放領券參加。文化館介紹，

闖關導覽活動，透過玩活動闖關及夥

伴同樂成長概念，培養樂群與溝通的

好能力。

航海節一甲子 高雄盛大慶祝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航

海節邁入一甲子，高雄區慶祝大會於

七月八日率先登場，由高雄區籌備委

員會主任委員黃國英主持，業界人士

齊聚，歡慶這專屬於航港產業界重要

節日。黃國英表示，六十年來航運市

場外在環境瞬息萬變，在航港各界不

畏環境艱困努力下，才有今日輝煌成

果，往後更要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開創更寬廣、更亮眼的營運業績，再

造台灣海運事業的風華與經濟奇蹟。

交通部政次陳建宇受邀與會，並

期許高雄港務分公司團隊做為台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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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領航者，必須掌握改制公司的經營

彈性，提供港區業者更多元、更優質

的服務。此外，結合豐富經驗航港各

業者，深耕投資經營高雄港，共同進

一步強化高雄港的轉運樞紐功能，達

成「增值」與「創量」的目標。

40英尺超高櫃擬躍居市場新

主流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隨

著國際貨櫃化運輸發展，貨櫃航運

有效發揮單位經濟效益持續主導市

場，據航運諮詢機構Drewry貨櫃統

計（Con-tainerCensus）預測，40

英尺超高櫃不久將取代傳統40英尺貨

櫃，躍居市場新主流。

據統計，40英尺超高櫃年增

七％，去年年底更高居全球貨櫃比例

近半；漲幅明顯高於二○一三年全球

貨櫃量成長四‧三％。而20尺櫃比例

持穩，約為貨櫃總量的三分之一。

該統計預測，至二○一七年，各

尺寸貨櫃成長比例的長期變化仍將持

續，全球貨櫃量年增五％。

從貨櫃營運型式分析，租賃貨櫃

增速將持續高於自有櫃，租櫃公司相

較貨櫃輪航商，更有能力投資貨櫃設

備，後者因應資金運用面向的考量，

也將持續依賴租櫃。

該統計進一步預測，全球貨櫃產

量近期將顯著成長，年增率將維持過

去十年水準，每年達三百萬TEU。

貨櫃單位運輸，據國際標準組織

ISO認定，標準貨櫃尺寸為長度二十

呎或四十呎，普通貨櫃高度為八‧六

呎，超高櫃為九‧六呎，且大都為四

十呎櫃。

陽明海運第五屆國際青少年

繪畫比賽開跑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陽

明海運第五屆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

開跑，陽明海運文化基金會特別開放

基金會所屬基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

館」及「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兩館

讓小朋友作畫，即日起至十月十二日

止，歡迎學校老師帶隊至現場作畫，

畫紙由館方免費提供，畫具請自備，

畫作完成後可於現場交件，並請於一

週前先以電話預約場地，以便於安排

相關事宜，還可免費參觀精緻特展。

本次繪畫比賽作品規格在39公

分×54公分(四開)以內（不需裝裱或

加框），國內共分五組，分別為國中

組、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低年級組及幼兒園組，邀請中華

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專家學者擔任

評審，優勝作品將可獲得陽明海運獎

及優選獎之榮譽，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一萬元獎金及獎牌。

「2014年陽明海運第五屆國際

青少年繪畫比賽」的徵圖收件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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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孩童

們可以透過投稿方式，將畫作寄至

「20544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350

號，基隆市暖西國民小學收」。

有關訊息，請參閱「2014陽明

海運第五屆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活

動相關網站：www.ymculture.org.

tw，並可下載報名簡章。

航運市場看俏　明年會更好 
【記者陳維強／台北報導】全國

船聯會理事長盧峰海昨天預估，明年

航運市場預估會比今年好，而今年第

三季又較第二季樂觀，至於今年全年

航商是否會賺錢，仍須視第四季市場

消長而定，整體而言，由於美國經濟

正復甦中，美國航線較為樂觀，而歐

洲雖未見強勁走勢，但相對比去年好

太多，尤其下半年貨源需求面強，且

今年大多國家經濟都在正成長，初估

遠洋航線看好，大陸市場因出口量上

揚，應較去年為佳。

下半年全球貨品運輸需求面看

漲，電子產品貨量市場較初期好，盧

峰海表示，運輸業者對國際貿易影響

至鉅，全球航運業更對國際貿易業有

相當大的責任，因此維持穩定的運價

對國際貿易才有幫助，讓業界方便計

算物流成本，否則將無法報價，造成

國際貿易困擾，因此維持合理穩定的

品質及運價，才對國際經濟貿易有正

面貢獻。

ONI發布「航運業世界威脅

報告」

【記者陳維強／綜合報導】美國

海軍情報局（ONI）發布「航運業世

界威脅報告（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

日至七月二日）」，報告中提供過去

三十天內商船水手和海軍力量遭遇的

海盜威脅詳細訊息。如下：

區域月度海盜襲擊事件

中美洲-加勒比海-南美洲：

哥倫比亞：六月二十五日，盜賊

在卡塔赫納內港錨地“A”（10:19N - 

075:31W）附近登上一艘錨定的油

輪。船上值班巡邏船員在船艏樓發現

盜賊，並通知值班駕駛員，隨後值班

駕駛員拉響警報，並將探照燈打向船

艏樓。一聽到警報，盜賊就攜帶著偷

到的船舶貯備品匆忙逃離該船。（國

際海事局IMB）

西非：

象牙海岸：六月三十日，兩

名 盜 賊 攜 帶 著 長 刀 ， 搭 乘 一 艘

快艇在阿比讓錨地（05:12 .5N 

- 004:03.8W）登上了一艘錨定的

雜貨船。值班船員在巡邏檢查時發現

了位於船尾的盜賊並通知了值班駕駛

員，值班駕駛員立即拉響警報。一聽

到警報，盜賊帶著偷到的船舶貯備品

搭乘他們的快艇離去，所有船員立即

集合併對船舶進行了全面檢查，並向

附近的港口國檢查和船隻通報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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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國際海事局IMB）

尼日利亞：根據尼日爾三角洲

聯合特遣部隊（JTF）指揮官少將

Emmanuel Atewe透露的消息，

六月二十八日，持槍武裝人員在

巴耶爾薩州Southern Ijaw當地

政府區域襲擊了錫安社區（  Zion 

community）。根據報導，Atewe

說這些持槍武裝人員極度凶狠，搶走

受害者的錢財，然後迅速離開。而且

這一群盜賊還攔截兩艘客船並劫持了

數名乘客。其中一名被劫持乘客是一

家通信公司的一名技術員，他當時正

在維修出現故障的社區通信桅杆。

(www.osundefender.orq)

東南亞和印度次大陸：

印度尼西亞：七月二日，兩

名武裝盜賊搭乘一艘木質漁船在

民丹島以北十三海裡（  01:28N 

- 104:40E）處登上了一艘錨定的油

輪，警覺的船員發現了盜賊並拉響警

報。意識到已經被發現，盜賊便空手

而逃。（國際海事局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三十日，五名

持長刀武裝的盜賊在丹戎不魯錨地（ 

05:59S - 106:54E）附近登上了

一艘錨定的車輛運輸船。盜賊進入機

艙，劫持了值班加油工，並將他捆綁

起來，蒙住雙眼。盜賊偷取了發動機

零件並逃走。之後值班加油工順利解

開繩索並立即通知了值班駕駛員，值

班駕駛員立即拉響警報，並通知船員

集合。船長也將此事件通報至了引航

站，隨後印度尼西亞水警登上這艘船

進行檢查。（國際海事局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三十日，六名

武裝盜賊在Karimun Kecil 島以東五

海裡（01:07N - 103:30E）處登上

了一艘正在航行的液化石油氣船。盜

賊進入機艙並劫持了一名機艙船員，

並將他的雙手捆綁起來，偷走了發動

機零件。盜賊在逃離該船時釋放了這

名船員，隨後船員立即拉響警報。船

上船員立即集合併對船舶進行全面搜

查。（國際海事局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三十日，

盜賊在民丹島東南方向十五海裡

（01:25.3N - 104:44.3E）處登上

了一艘錨定的貨船。警覺的船員發現

了這些盜賊，隨後盜賊帶著偷到的船

舶貯備品迅速逃離了該船。（國際海

事局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二十七日，盜

賊在巴厘巴板內港錨地（01:17.6S 

- 116:47.6E）處登上一艘錨定的

貨船。值班船員在巡邏期間發現船艏

樓貯藏室的掛鎖被破壞了，並發現三

名持刀武裝的盜賊。該名船員立即通

知了值班駕駛員，值班駕駛員拉響警

報。意識到已被發現，盜賊帶著偷到

的船舶貯備品迅速逃離了該船。（國

際海事局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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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亞：六月二十五日，

五名盜賊在民丹島西北方向三．六海

裡（01:11N - 103:52E）處登上

了一艘正在航行中的化學品運輸船。

盜賊進入機艙，劫持了三管輪，並將

其捆綁起來。其他船員隨後發現了被

捆綁的三管輪，並幫他解開繩索，拉

響警報。一聽到警報，盜賊帶著偷到

的財物迅速逃離該船。（國際海事局

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二十六日，

盜賊在民丹島以北-東北方向十一海

裡（ 01:24N - 104:40E）處接近

了一艘錨定的集裝箱船。警覺的船員

發現了船舶附近的這艘小船，而且小

船上的人正在使用繩索和掛鉤試圖從

船尾登上該船，船員見勢不妙，立即

拉響警報，意識到已經被發現，盜賊

放棄登船，迅速離開。（國際海事局

IMB）

印度尼西亞：六月二十五日，盜

賊在民丹島以北十一海裡（01:25N 

- 104:34E,）處登上了一艘錨定的

油輪，並進入機艙，偷走了一些發動

機零部件隨後逃離該船。無人發現。

隨後一名值班船員在巡邏期間才發現

物品被盜，立即拉響警報，召集船員

對船舶進行全面搜查。（國際海事局

IMB）

菲律賓：六月二十五日，兩名

盜賊在巴坦加斯錨地（ 13:45N - 

121:02E）登上了一艘錨定的油輪。

值班駕駛員發現了船艏樓有一些動

靜，經過仔細觀察，他們發現盜賊正

在使用繩索將偷到的財物向下方的接

應小船上傳送。值班駕駛員立即拉響

了警報，並通知港口國檢查。盜賊攜

帶著偷到的財物立即逃離了該船。

（國際海事局IMB）

第二次航海人員測驗 放榜 
【記者黃雅羚／台北報導】年度

第二次航海人員測驗於七月十七日於

交通部辦理榜示，本次測驗報名人數

七五一人，全程到考人數六三九人，

一、二等船副、管輪等五個類科成績

合格人數計二四○人，合格率為三十

七％。

交通部為縮短國內大專校院航、

輪系科學生畢業後就業時程，提昇其

上船服務意願及促進國民就業目標，

接辦航海人員測驗將屆滿二年，陸續

實施「開放在校生報考」、「採認考

選部舊案考生成績」、「暫准報名」

及「增設高雄考區」等服務及保障考

生措施，為航運界引進航海人才獲有

具體成效，深獲外界一致好評外，近

年來亦先後完成拍攝「船員宣導短

片」，主題為「鼓勵青年投入船員

職場-挹注海洋新生命」、「航向大

海」，宣傳獲得普遍正面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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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海洋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陸續開辦航

海、輪機學士後學程（即通稱的航

海、輪機4+X學程），提供有志成為

甲級船員者新的管道，吸引年輕人投

入船員職場服務，提升我國航運國際

競爭力。

交通部航港局表示，本次榜示

典禮後，考生即可上交通部航港局

網站查詢榜單，成績及結果通知書將

於榜示後三日內寄發，對成績有疑義

考生，可於榜示之次日起十日內（十

八日起至二十七日），登入交通部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Net (網

址為http://www.mtnet.gov.tw/)

「航海人員測驗專區」內「試題疑義

／複查申請項下」點選「成績複查申

請」，依序填具資料並送出網路申請

後，即可辦理成績複查，逾期不予受

理，且申請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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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副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幹 練 水 手 具STCW2010訓練證書、航行當值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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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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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訓練證書等影本
1.郵寄：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6樓船員課 2.Email：crew_m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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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林小姐     相關職缺您亦可至104人力銀行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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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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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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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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不固定國際航線散裝船，待遇優渥，福利佳，管
理人性化，國(外)輪皆享勞健保及福委會福利。

職　　稱 資           　　　                       格
船長/輪機長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 STCW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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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副/管 輪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 STCW2010訓練證書。
水手長/機匠長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 STCW2010訓練證書。木匠/機匠
幹練水手

應徵方式： 備履歷、海員手冊經歷影本、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影本，
逕郵寄本公司船務部航務組收。亦可參考公司網站：http://www.
kms.com.tw/ 經初審合格者，將以電話通知面試時間。

地　址：10359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243號6樓 
聯絡人：沈正雄船長 Tel：(02)2552-0818 # 613
　　　　沈怡君小姐 Tel：(02)2552-0818 # 623
　　　　Fax：(02)2552-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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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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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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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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駐埠總船長 歐陽定　聯絡電話：02-2508-03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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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8 ��������������������製表單位�:�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31573 黃順益 2014/6/13 退休補助金 $31,200

40559 張德霖 2014/6/13 退休補助金 $21,900

55402 吳奇敏 2014/6/13 註銷會籍補助金 $49,950

68855 潘立孝 2014/6/13 註銷會籍補助金 $44,250

51053 陳勇在 2014/6/17 註銷會籍補助金 $29,250

31986 徐潤豪 2014/6/19 退休補助金 $26,400

C00569 黃文章 2014/6/20 退休補助金 $27,450

56974 李宣用 2014/6/24 退休補助金 $18,450

66153 陳國泰 2014/6/24 退休補助金 $55,050

41994 劉宗武 2014/6/26 退休補助金 $55,350

38313 張國夤 2014/6/30 退休補助金 $33,300

85661 蔡萬來 2014/6/30 註銷會籍補助金 $15,750

C00576 丘益隆 2014/7/1 退休補助金 $56,100

C00575 季壽山 2014/7/1 退休補助金 $67,350

33118 莫立新 2014/7/1 退休補助金 $37,200

83735 張民安 2014/7/3 註銷會籍補助金 $30,600

70204 李洪添 2014/7/3 註銷會籍補助金 $44,100

41649 郭漢波 2014/7/4 退休補助金 $18,300

52868 蔡成仁 2014/7/7 退休補助金 $13,800

31827 曾人哲 2014/7/7 退休補助金 $49,950

27422 潘一民 2014/7/7 退休補助金 $62,850

C00574 王偉均 2014/7/7 退休補助金 $31,950

79684 蔣秉承 2014/7/11 註銷會籍補助金 $24,450

人　數 23 總金額 $84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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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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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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66 馮台健 2014/6/16 在船工作受傷(一個月以上治療) 2,000

86533 吳清管 2014/6/16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6792 陳弘彥 2014/6/1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4624 范文慶 2014/6/19 在船工作因病住院 2,000

63895 魏開通 2014/6/19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B09179 羅煥昇 2014/6/20 父喪慰問 1,000

56664 呂順卿 2014/6/24 在船受傷需長期(1個月以上)治療 2,000

44489 胡仙友 2014/6/26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6291 劉增年 2014/6/26 母喪慰問 1,000

89033 江明翰 2014/6/30 在岸受傷住院 2,000

42863 鳳濤汕 2014/7/1 母喪慰問 1,000

70113 張文言 2014/7/2 在岸受傷住院 2,000

70907 呂春長 2014/7/2 在岸受傷住院 2,000

84755 賴嘉雄 2014/7/2 在船受傷住院 2,000

82631 魏鎮均 2014/7/4 母喪慰問 1,000

49812 陳光明 2014/7/9 母喪慰問 1,000

89017 呂韋達 2014/7/14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王文杰 2014/7/11 在船服務期間死亡 48,000

人　數 18 總金額 77,000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臨學8036 李纘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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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近 5 年

(2008～2012年)學生因工讀而發生

的意外事故高達64件（附表1），若

再包括效園內實驗、實習場所所發生

的328件傷害事件，學生客學生實習

及課餘工讀發生意外傷害件數多達

392件。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

研究所（以下簡稱勞安所）提醒學生

暑期或課餘工讀時，千萬要注意工作

安全。

勞安所歸納近年學生重大意外事

件案例，發現學生打工傷害類型主要

以感電及機械操作不當而致災最多。

分析這些意外事故成因，顯示打工時

預防意外事故並不難，同學只要虛心

請教、小心謹慎就能保平安。例如，

操作電動機具，記得以下原則，就可

以避免大部分感電事故的發生：

� 切勿使用沒有安全裝置的電動機

具。

� 切勿操作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機具或

因好奇而亂動機具。

� 潮濕的皮膚或環境皆不宜按觸或使

用電動機具。

�切勿使插座超過負荷。

� 電動機具在開動時，切勿進行清潔

或維修。

此外，操作機械設備時，應遵守以下

注意事項，以避免切、割、夾、捲事

故：

�切勿使用沒有安全裝置的機器

� 切勿操作自己不熟悉的機器、切勿

因好奇而亂動機器

� 機器在開動時，不應對該機器進行

清潔工作。

�未經許可，不可自行操作機器。

�使用操作時所需的個人防護用具。

� 穿著適當的工作服，因寬鬆的衣物

及長頭髮都會很容易被機器纏繞。

� 遵守公司所訂機器的安全操作程

序。

根據勞動部調查發現，學生課餘

打工比率有40.4%。其中，打工主要

場所以服務業(速食店、飯店餐廳、

飲料店等)居多，約為26.4%；有二

成的學生表示在工作中受過傷。對

此，勞安所針對學生打工主要處所提

出以下工讀安全錦囊：

� 餐飲業：小心刀具或機械器具(例

如：碎肉機、攪拌機)的使用，且

應由專業人員教導後方可操作。另

在飲料店工讀時，千萬不可將手指

伸入封口機。

� 加油站：絕不可在加油站抽菸。此

外，加油站附設的自動洗車機械，

便曾經發生過工讀生在操作洗車機

械時，不慎將手伸入洗車軌道內遭

滾輪夾斷骨折，因此，打工時如需

操作機械，一定要經過專業人員教

導使用後才可自行作業。

� 超商、大賣場：注意肌肉骨骼傷

學生暑期工讀請注意工作安全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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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對於物料搬運，應儘量利用機

械代替人力，40公斤以上的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

500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

其他機械搬運為宜。堆高機等機

械，其操作者應擁有合格之證照或

訓練合格，切勿因自己或其他人員

認為操作簡單便貿然嘗試，很多事

故便是在不了解的狀況下操作機械

設備而發生的。

勞動部調查有將近八成的工讀生

未曾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顯示學

生打工時，工作安全意識較欠缺。所

以雇主在僱用學生工讀前，一定要對

工讀生先施以與工作有關之安全衛生

訓練，讓工讀生了解作業場所可能的

危害，以及如何預防這些危害，勞安

所亦針對互動式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製發危害識別活動卡可供各界參考。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往往是家中

重要的經濟支柱，當被保險人不幸往

生，家人頓失依靠時，勞保遺屬年金

可以發揮保障遺屬經濟生活的功能，

縱使沒有在符合請領條件時馬上提出

申請，也不用擔心，因為遺屬年金可

以追溯5年發給。

勞保局指出，考量符合請領遺屬

年金資格之遺屬多為經濟弱勢、年邁

或年幼者，常因不知相關資訊等種種

因素而未能及時提出申請，為照顧遺

屬生活，只要不超過5年都可以追溯

補發。換句話說，遺屬雖沒有在符合

請領條件當月提出申請，但勞保局仍

會追溯補發，不會少領，最長可以追

溯5年的給付。

舉例來說，甲君於103年3月勞

保加保期間往生，當月遺屬即已符合

資格但未請領，遲至103年6月才提

出申請，經勞保局審核符合規定後，

可自103年3月起開始發給遺屬年

金，即3、4、5、6月的年金會於7月

底一併入帳。之後各月份的遺屬年金

會按月於次月底入帳。

另外，乙君在勞保加保期間，

不幸於98年3月往生，當時遺屬即已

符合遺屬年金請領條件卻未申請，

直到103年6月才提出申請，勞保局

審核符合規定，會追溯補發5年份的

年金。也就是說，從98年6月開始到

103年6月份的年金，會在103年7月

底入帳，之後各月份的遺屬年金則按

月於次月底入帳。至於98年3月到5

月份的年金，因為超過5年，勞保局

就不會再追溯補發。

忘記申請勞保遺屬年金不要慌！最多可追溯補發5年

＜資料來源：勞動部＞



海員月刊第730期　36

◎�汽車交通事故之醫療費用，立法
確立應優先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承擔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稱強保

法)於83年立法時即明確指出，健保

涉及全民之利益，其制定法律時宜規

定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者，應先向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請求；若由健保給

付者，得向辦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

保險人代位求償。故全民健康保險法

（以下稱健保法）訂定代位求償之相

關規定，確立汽車交通事故造成之醫

療給付責任，應優先由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承擔之原則。

◎汽車交通事故之賠償責任，不應
轉嫁由未使用汽車交通工具之全
民健保保險對象共同分擔
健保法有關汽車交通事故之健保

醫療費用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公司代

位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規定，係考

量有關汽車交通事故之賠償責任，不

應轉嫁由未使用汽車交通工具之全民

健保保險對象共同分擔，始符合公平

正義。

◎健保署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
人代位求償，係依法行政且落實
社會正義
健保法第95條規定略以：保險對

象發生汽車交通保險事故，對第三人

（加害人）有損害之賠償請求權，健

保署於提供保險給付後，得向加害人

投保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人（產

險公司）請求損害賠償。因此，健保

署向產險公司代位求償，係依法行

政。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精算時，
已納入健保代位求償金額之估算
，由其負擔交通事故醫療費用，
應屬公平合理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精算時，

已納入健保代位求償之估計；健保費

率之計算，已排除依法應由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負擔之汽車交通事故醫療費

用。健保收取之健保費中，並未含括

汽車交通事故所生之醫療費用，健保

費率因而降低。故由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被保險人負擔交通事故所生之醫療

費用，應屬公平合理。

◎健保署依法代位求償，不致對受
害人權益造成任何影響
依強保法施行細則第3條規定，

健保署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保險人

代位請求之金額，以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總金額（新台幣20萬元）扣除應給

付請求權人金額後之餘額為限。故健

保依法代位向各產險公司求償，不會

對汽車交通事故受害人權益造成任何

影響。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財務失衡，宜
重新精算費率，非轉嫁至健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率自90年7

月1日迄今調降10次，降幅約48%。

另該保險之死亡及第一等級殘廢給

付，調高保險金額4次，由120萬元

調整至200萬元，因而衍生之財務失

衡，宜重新精算費率，而非轉嫁至全

民健保。

◎健保署若逐案向加害人代位求償
，易使肇事者陷入困境，連帶拖

健保署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人代位求償
係依法行政且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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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家庭，社會保險之目的恐蕩然
無存
查社會保險係群體風險共同分

擔之公共制度，其強制全民均須參加

之主要原因，係因該項風險之可能嚴

重程度，非個人、家庭或一般商業保

險所能獨立承擔。經審慎衡量確須由

國家建立制度，並藉由社會群體之力

量，方得妥善解決該項風險對於民眾

生活及社會安定之威脅，因此，若將

特定對象 (如加害人)摒除於社會保險

制度保障之外，向其追償被侵權者相

關醫療費用，等同倒退回無社會保險

之狀態，將原應藉由社會力量共同分

擔之風險，回歸由其個人負擔，如此

一來，一旦醫療費用及其他賠償超越

加害人財務能力，不但加害者陷入困

境，連帶拖累家庭，社會保險之目的

恐蕩然無存。

保健知識

當心重複或不當用藥，危害您的健康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全民健康保險目前已經給付的藥品將近2萬項，民眾經醫師診斷必須使用

的藥品，大多可以在就診的醫事機構或特約藥局領到，也就因為健保就醫和領

藥的便利性，有些民眾在前次領的藥還沒吃完，就到另一家醫院看診，領到名

稱不同但藥理作用相似的藥品，而造成重複用藥發生嚴重副作用。也有些人

是貪一時方便，當這一次身體不舒服的症狀，感覺與前一陣子某次症狀「一

樣」，就直接將上次未服用完的藥品自行服用。

以上兩種行為都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用藥是一種專業的行為，藥品必須

對症下藥和適量使用才能有效治療疾病。大部分的藥品在治療劑量內可以改善

症狀和解除病痛，但若過量使用，不但正面的效果變成負面，也會對身體的其

他器官造成傷害，以降血糖藥品為例，服藥過量不但不能適當控制血糖還可能

因低血糖而造成昏迷甚至有生命危險，而民眾常用的退燒止痛劑，很多是對

肝、腎功能有不良影響的藥品，適量使用可以減輕疼痛和不適，但過量時則會

產生肝毒性，甚至成為將來必須洗腎的原因。

許多民眾有囤積藥品、藥品擺放過期仍不自知的經驗。大部分藥物對溫

度、光線及濕度都很敏感，如果儲存條件不對，藥物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變

質，服用過期的藥品如同「吃錯藥」，所以民眾最好能遵守不隨意擺放、不丟

棄藥袋、不囤積藥品的原則，此外，要避光、避熱、防潮，家居常備藥也應每

3個月檢查效期。

要查詢使用中的藥物資訊或想瞭解藥品更詳細的內容，如適應症、製造

廠等，民眾可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http://consumer.fda.

gov.tw）首頁/整合查詢中心/藥品、醫療器材、化妝品/藥物資訊整合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