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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公 告

財團法人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9日
發文字號：航訓 (105) 訓字第044號

主旨：本中心預定於105年5月31日至105年8月上旬，辦理「乙級船員養成
班」第82期航海科與輪機科各1班，請貴會協助刊登月刊及予以公告相
關資訊，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中心訓練計畫及實際需求辦理。
二、隨函檢附招生簡章、報名表。

主任

李

蝶

蘭

中華航業人 員 訓 練 中 心
乙級船員養成班 第 8 2 期 招 生 簡 章
一、招收科別：航海、輪機科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5年4
月13日止

五、訓練地點：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15 號。
六、報名方式：上網下載報名表或先

三、甄試日期：105年4月18至20

以電話報名後本中心另寄簡章及

日（正確時間在寄給個人之甄

報名表，但均須傳真報名表並以

試通知單有公布，已登記未收

電話確認。

到甄試通知單者請來電詢問正
確甄試時間），切勿遲到，請
勿未報名逕至本中心甄試。
四、訓練日期：105年5月31至105
年7月26日【養成班預估結訓
日】。其他專業訓練預計在
105年8月上旬前結訓。

七、報名資格：
1.船員法規定違反槍砲彈藥刀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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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被限制出境者，請於解除限
制出境後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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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與他人有訴訟爭議有可能至

2.代辦費：3,000元、包括項

司法機關出庭者，請於面試時

目：①船員服務手冊②海員工

事先告知，以免造成缺課無法

會入會費③工作服等）。

發證或至船上工作須出庭而須

3.住宿費：10,500元（住宿

下船導致船公司派船之困擾。

至 105年8月保全職責訓練結

4.由本中心協助分發者資格為：

束，不住宿者免）。

中華民國國民18歲以上，35

4.伙食費：全伙（3餐）每天

歲以下，服完兵役（以服正

155元；半伙（午餐）60元。

常兵役者為佳），學歷高中

報到時，可視需求搭伙。

（職）畢業以上，無前科與不

九、結訓並通過評估合格者，即可領

良紀錄，無出入境管制，無刺

取结業證書，成為行駛國際航線

青，體格健全，無潛在疾病，

或國內航線乙級船員。

無色盲、色弱或夜盲症，合乎

十、聯絡人：訓練組江組長；電話：

「船員體檢標準」（請參閱空

02-24922118分機 23，

白體格檢查表背面之說明）。

傳真：02-24922117

5.自行就業者資格為：中華民國
國民18歲以上，65歲以下，
非報名資格第1、2項所列
者，國中畢業以上，合乎「船
員體檢標準」。
八、應繳費用：住宿者每人學什費共
計64,500元；不住宿者每人學
什費共計54,000元，（以上均
不含伙食費），各項費用如下：
1.訓練費：51,000元（包含乙
級船員養成訓練、基本安全訓
練、助理級航行或輪機當值訓
練、救生艇筏及救難艇操縱訓
練、保全職責訓練、保全意識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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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乙級船員養成班第 82 期招生報名表
報名方式：所有報名者必須傳真報名表並電話確認，並請於甄試時間準時到達。
姓名：

除電子信箱外其餘資料均需填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住家：

電子信箱：
最高學歷（請填校名）
：
兵役軍種：
報名科別：
身高：

□畢業

役別：

（若是替代役、國民兵或免役理由：

□航海

□輪機

公分

體重：

辨色力：□正常

□色盲

夜盲症：□是

□否

身體有無刺青：□是

□肄業

公斤

）

□航海與輪機兩者之一均可
近視：左

度右

度 □無

□色弱

□否

※持有何者英文檢定：_______ 分數

□否

政府或民間證照：
有無卡債而被法院扣除薪資所得 1/3（被扣款）
：□是
有無前科或紀錄：□是

□否

□否

前科或紀錄：_________________

有出入境管制：□是

□否

原因：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有無訴訟：□是

□否

事由：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是否由中心分發：□是

□否（自行分發船公司名稱：

）

訓練地點：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15 號）
訓練日期：105 年 5 月 31 至 105 年 8 月上旬（含基本安全訓練、救生艇筏及救
難艇操縱訓練、助理級航行當值或輪機當值訓練、保全職責訓練、
保全意識訓練）
報名資格：詳如招生簡章，或至本中心網站下載
※乙訓班结訓並通過評估合格者，即可領取结業證書，成為行駛國
際航線或國內航線之乙級船員。
聯 絡 人：訓練組江組長，電話：
（02）24922118 分機 23
傳真：
（02）249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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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50359號

主旨：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行
政院定自105年3月15日施行，請查照。
說明：依據交通部105年3月4日交郵字第1050005930號函暨本局105年3月7
日航企字第1050052246號函辦理(影附原函暨修正條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
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第六條至第八

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

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

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四十一

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

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
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日公布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
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

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

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

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

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

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

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措施。

第六條

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
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
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
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
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
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
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
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
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
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
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
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
項規定，並以書面為之。

海員月刊第750期

6

第七條

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十九條

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
使之權利及方式。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同意，指當
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

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

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

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

表示。

權益之影響。

第十六條第七款、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同意，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前
項之告知：

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

一、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圍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

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

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

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明
確告知當事人第八條第一項各

要。
三、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

款應告知事項時，當事人如未

法定職務。

表示拒絕，並已提供其個人資

四、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料者，推定當事人已依第十五

五、當 事 人 明 知 應 告 知 之 內

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五款之規定表示同意。

容。
六、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

蒐集者就本法所稱經當事

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

人同意之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
第八條

無不利之影響。
第十一條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應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

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並應

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

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

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

或補充之。

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
稱。
二、蒐集之目的。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
區、對象及方式。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
求停止處理或利用。但因執
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並經註明
其爭議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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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外之利用：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

一、法律明文規定。

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

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
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

者，不在此限。

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
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應主

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該個人資料。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

因可歸責於公務機關或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非公務機關之事由，未為更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應於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更正或補充後，通知曾提供

別特定之當事人。

利用之對象。
第十五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第十九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

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

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

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

者：

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執 行 法 定 職 務 必 要 範 圍
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十六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
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
之安全措施。

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

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

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

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

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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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

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

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

事人。

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五、經當事人同意。

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別特定之當事人。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
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

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

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

者，不在此限。

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

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
銷。

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

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

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

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

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

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

需費用。

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第二十條

第四十一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

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

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

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

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

項、第十五條、第十六

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

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

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

目的外之利用：

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

一、法律明文規定。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

險。

元以下罰金。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
害。

第四十五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
論。但犯第四十一條之罪

9

或利用者，應於處理或利

四十二條之罪者，不在此

用前，依第九條規定向當

限。

事人告知。

第五十三條

者，或對公務機關犯第

法務部應會同中央目的

前項之告知，得於本法

事業主管機關訂定特定目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的及個人資料類別，提供

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首

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參

次利用時併同為之。

考使用。
第五十四條

未依前二項規定告知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利用者，以違反第九條規定

五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

論處。

條文施行前，非由當事人
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本法

總統令

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後為處理

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3661號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10398號

主旨：為利已使用STCW公約 1995年版船上訓練紀錄簿之船員，符合STCW公
約2010年修正案適任能力規範，本局提供「STCW1995版轉換為2010
版船上訓練紀錄簿應補差項目表」(共8類)，請惠予協助轉知船員配合辦
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5年2月3日「研商修正船上訓練紀錄簿審核須知及船上訓練
紀錄簿」會議紀錄辦理。
二、旨揭表格另置於本局局網 (網址：http://www.motcmpb.gov.tw/）下
載專區/船員類/編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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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

IMO SUB-COMMITTEE ON
HUMAN ELEMENT, TRAINING AND WATCHKEEPING
3rd session HTW3

國際海事組織小組委員會
對人的因素、培訓和值班(HTW3)第三屆會議
2016年2月1日至5日英國倫敦IMO總部舉行
參會報告人：陸王均
February 2016 Provisional agenda for HTW3
2016年2月臨時議程 HTW 3

Opening of the session會議開幕

6 .C om p re h e ns i ve re vi e w of
the1995 STCW-F Convention

1. Adoption of the agenda通過議
程
2.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
其他海事組織機構的決定
3 . Va l i d a t e d m o d e l t ra i n i n g
courses (5.2.2.3)驗證模型培訓
課程 (5.2.2.3)

1995 年海員培訓、發證全面審查
7.Role of the human element (n/a)
人的因素 (n/a) 的作用
8.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on
Fatigue
關於疲勞的準則的修訂
9.Revised Guidelines on the

4. Reports on unlawful practic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SM

associated with certiﬁcates of

C o d e b y A d m i n i s t ra t i o n s

competency (5.2.2.4)

(resolution A.1071(28)) on

關於與合格證書 (5.2.2.4) 相關聯

training audits

的非法做法的報告

關於實施 ISM 規則由管理部門的

5.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0 Manila
Amendments (5.2.2.1)

訂正的準則(關於培訓審計決議
A.1071(28))
10.Review of STCW passenger

2010 馬尼拉修正案 (5.2.2.1) 的

ship-specific safety training

執行指南

(5.2.2.2)

11

Stcw公約客運船舶專用安全訓練
(5.2.2.2) 的審查
11.A m e n d m e n t s t o S O L A S

15.Review MODU Code, LSA
Code and MSC.1/Circ.1206/
Rev.1 (5.2.1.32)

chapter II-1andassociated

審查MODU代碼、LSA代碼和

guidelines on damage

M S C . 1 / C i r c . 1 2 0 6 / R e v. 1

control drills for passenger

(5.2.1.32)

ships(5.1.1.6)

16.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第二一章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和相

provisional agenda for HTW4

關的準則，損害控制鑽頭的客船

兩年期的狀態報表和 HTW 4 臨時

(5.1.1.6) 修正案

議程

12.Completion of the detailed

17.Election of Chairman and

review of the Global Maritime

Vice-Chairman for2017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2017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

(GMDSS) (5.2.5.2)
完成詳細審查的全球海上遇險和安
全系統 (GMDSS) (5.2.5.2)
13.Revision of requirements
for escape route signs and

18.Any other business
其他事務
19.R e p o r t t o t h e M a r i t i m e
Safety Committee
向海事安全委員會報告

equipment location markings
in SOLAS and related
instruments (5.1.2.3)

ANNEX附加

修訂的逃生路線和海上人命安全公
約和相關的文書(5.1.2.3)中的設

SUB-COMMITTEE ON HUMAN

備位置標記要求

E L E M E N T, T R A I N I N G A N D

14.A m e n d m e n t s t o t h e I G F
Code and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low-flashpoint
fuels(5.2.1.2)
修訂的指南低閃點燃料 (5.2.1.2)
發展與IGF的代碼

WATCHKEEPING
人的因素、 培訓和值班小組委員會
3rd session (1 to 5 February
2016)第三屆會議 (1 到 2016 年 2
月 5 日)

海員月刊第7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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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ed PROVISIONAL TIMETABLE修訂臨時時程表
Date

Item

Monday,
Opening of the session
1 February 1. Adoption of the agenda通過議程
2. Decisions of other IMO bodies其他海事組
織機構的決定
3. Validated model training courses驗證的模
型培訓課程
5.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0 Manila Amendments 2010 馬尼拉修
正案的執行指南
6.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1995 STCW-F Convention 1995 年海員培訓、發證全
面審查
10. Review of STCW passenger ship-speciﬁc
safety training stcw公約客運船舶的安全培
訓的審查
18. Anyother business (part) – guidelines
for port State control ofﬁcers on certiﬁcation of seafarers＇ rest hours任何其他
業務（部分）-港口國管制官員對海員的認證指
南休息時數
Tuesday,
7. Role of the human element人的因素的作用
2 February 8.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on Fatigue關於
疲勞的準則的修訂
9. Revised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SM Code by Administrations
(resolution A.1071 (28) on training audits
訂正的準則的執行情況由行政部門（關於培訓審
計決議 A.1071 (28) ISM 代碼
15. Review MODU Code, LSA Code and
MSC.1 / Circ. 1206 / Rev.1審查MODU代
碼、 LSA 代碼和 MSC.1/Circ. 1206/Rev.1

Working and
drafting groups

DG WG1
WG1
WG2
WG2

WG3
WG3
WG3

WG3

13

11. Amendments to SOLAS chapterII-1andassociated guidelines on damage control drills for passenger ships第二一章海上
人命安全公約和客運船舶損害控制演習相關指
導原則修訂
14. Amendments to the IGF Code and development of guidelines for low-flashpoint fuels修訂的指南低閃點燃料發展與IGF
的代碼
Wednesday, 4. Reports on unlawful practices associated
3February
with certificates of competency關於與合格
證書相關聯的非法做法的報告
12. Completion of the detailed review of the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完成詳細審查的全球海上遇險
和安全系統 (GMDSS)
13. Revision of requirements for escape
route signs and equipment location
markings in SOLAS and related instruments修訂的逃生路線和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和
相關的儀器設備位置標記要求
18. Any other business (remaining issues)任
何其他業務（剩餘的問題）
Thursday, No Plenary session will be held on this day
4 February 沒有全體會議將在這一天舉行
WGs and DG

Friday,
16. Biennial status report and provisional
agenda for HTW4兩年期的狀態報表和 HTW
5 February
4 臨時議程
17. Election of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for 2017 Reports of working and drafting
groups選舉主席和副主席為 2017年工作和起
草小組的報告
19.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向海事安全委員會報告

海員月刊第7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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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REPORT TO THE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向海事安全委員會提交的報告草案

1 GENERAL

委員會主席不是可用來主持這次會
議

1.1 T h e S u b - C o m m i t t e e o n

1.2 The session was attended

Human Element, Training

by delegations from Member

and Watchkeeping (HTW)

Governments and Associate

held its third session from

Members of IMO; by

1 to 5 February 2016 under

representatives from United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Nations and specialized

Vice-Chairman of the Sub-

agencies; by observers

Committee, Ms. Mayte

from intergovernmental

Medina (United States),

organizations; and by

a s M r. B r a d l e y G r o v e s

observers from non-

(Australia), the Chairman of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HTW Sub-Committee,

in consultative status, as

who had been elected as

listed in document HTW3/

Chairman of the Maritime

INF.1.

Safety Committee was

來自成員國政府和國際海事組織聯

not available to chair this

繫成員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從聯

session.

合國及其專門的機構；政府間組織

小組委員會的人為因素培訓和值

的觀察員和從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

班 (HTW) 舉行第三屆從2016

織的觀察員，作為檔中所列 HTW

年2月1到5日主持的小組委員

3/INF.1

會副主席Ms. Mayte Medina
(United States), as Mr. Brad-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1 (Part

ley Groves (Australia), the

1)第一工作組的報告

Chairman of the HTW Sub-

TERMS OF REFERENCE受權調查

Committee, 曾被選為海事安全

範圍

15

3 The group was instructed,

new SOLAS regulation II-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

1/19-1 relating to the drill

ments and decisions made in

frequency requirements in

plenary, to: 群組被告知，考慮

square brackets, and advise

到的意見，並作出決定在全體會議

the Sub-Committee, as ap-

上，向︰

propriate; 考慮文檔 HTW 3/
WP.7，附件包含草案新國際海上

Agenda item 10:

人命安全監管 II-1/19-1 要求有

.1 consider document HTW 3/10

關的鑽頻率在方括弧內，並建議小

as the base document and,

組委員會，酌情適用;

taking into account section 5

Agenda item 18 (part):

of document HTW 3/5 related

.3 further consider document

to “Training and Instruc-

HTW 3/18/1 on the draft

tions＂ and some points from

MSC Circular on Guidelines

document HTW 3/10/1, pre-

for port State control ofﬁcers

pare draft amendments to the

on certification of seafar-

STCW Convention related to

ers＇ rest hours based on the

passenger ship-speciﬁc safet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raining for consideration by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

the Sub-Committee, with a

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view to approval by the Com-

for Seafarers (STCW), 1978,

mittee; STCW 考慮文檔 HTW

as amended, and manning

3/10 為基礎的檔，並考慮到部

requirements from the flag

分 5 文檔 HTW 3/5 的有關"培

S t a t e , i n p a r t i c u l a r, t a k-

訓和指示"和一些要點來自 HTW

ing into account paragraphs

3/10/1 號檔，準備修正案草案公

6.2.24, 6.2.26, 6.4.2.2,

約客運船舶專用安全與培訓有關的

7.2.7, 7.3.2.4 and 7.3.2.14 of

審議由小組委員會，以便批准委員

document III 1/18, annex 5,

會;

and document III 2/16 (para-

Agenda item 11

graph 7.12) for consideration

.2 consider document HTW 3/

by the Sub-Committee with a

WP.7, annex containing draft

view to approval by th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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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es; and 進一步考慮關於

Committee, as appropriate;考

港口國管制官員 MSC 圓準則草

慮關於stcw公約有關的資料，通

案關於海員休息時間基於國際公

過地理資訊系統，以減輕行政負

約》標準的培訓、發證和值班海

擔，傳達檔 HTW 2/6/1 檔 HTW

員），1978 年，作為修訂和人手

3/5/1 和告知小組委員會，酌情

要求船旗國，尤其是，考慮到上文

適用;

第 6.2.24、7.3.2.4、6.2.26、

.2 based on MSC 95/19/3 and

7.2.7、6.4.2.2 7.3.2.14 文檔

taking into account HTW 3/6,

1/18 第三認證檔 HTW 3/18/1

develop the principles and

附件 5，並記錄 2/16 （第 7.12

the scope of the review of

段）第三次審議小組委員會為了核

the 1995 STCW-F Convention

准由各委員會;和

for endorsement by the Sub-

.4 submit its report on Thurs-

Committee with a view to ap-

day, 4 February 2016 3

proval by the Committee, be-

2016年2月4日3.4 提交其報告

fore undertaking, as a second
step, the authorized review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2第二工作組的報告

nized manner; and基於 MSC

2 TERMS OF REFERENCE

95/19/3 和考慮到 HTW 3/6，

2.1 The working group, taking

制定的原則和範圍審查 1995 F

into account comments and

STCW 公約的委員會，然後才可

decisions made in plenary,

承諾，作為第二步，以系統和有組

was instructed to:工作組，考

織的方式; 授權審查核准小組委員

慮到帳戶注釋和在全體會議上作

會的認可和

出的決定，得到指示，要求

in a systematic and orga-

.3 submit its report on Thurs-

.1 c o n s i d e r d o c u m e n t H T W

day, 4 February 2016.. 在星期

3/5/1 together with docu-

四2016年2月4日提交了其報告。

ment HTW 2/6/1 on STCWrelated information to be
communicated through GI-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3第
三工作組的報告

SIS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TERMS OF REFERENCE

burden, and advise the Sub-

3 The group was instructed,

17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

法指南的修訂）和發展疲勞指南的

ments and decisions made in

修訂草案，供小組委員會，以便隨

plenary, to:群組被告知，考慮到

後批准由各委員會;

的意見，並作出決定在全體會議

Agenda item 9:

上，向︰

.2 c o n s i d e r d o c u m e n t M S C

Agenda item 8:

95/19/6 (Proposal to amend

.1 consider documents HTW 3/8

the Revised Guidelines on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

fatigue in the annex to MSC/

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irc.1014), HTW 3/8/1 (pro-

(ISM) Code by Administra-

posed amendments to the

tions (resolution A.1071(28))

Guidelines on fatigue in the

and prepare amendments to

annex to MSC/Circ.1014) and

resolution A.1071(28), for

HTW 3/8/2 (ICS) providing

consideration by the Sub-

comments on the proposal for

Committee, with a view to

the revision of the guidelines,

subsequent approval by

together with document MSC

the Committees;. 考慮 MSC

95/9/3 (Proposed approach

95/19/6 號檔 (修改訂正準則》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Guid-

執行情況由行政當局的國際安

ance on Fatigue), and devel-

全管理 (ISM) 代碼的建議 (第

op draft revised Guidelines on

A.1071(28)) 號決議並編制決議

Fatigue for consideration by

A.1071(28)，修正案審議小組委

the Sub-Committee, with a

員會，以便隨後批准由各委員會;

view to subsequent approval

Agenda item 15:

by the Committees;. 審議檔

.3 consider the proposals and

HTW 3/8 （修訂關於疲勞 MSC/

comments related to man-

Circ.1014 附件所載的準則），

ning in document SSE 2/12,

HTW 3/8/1 （擬議修正案關於疲

paragraphs 12 and 13 of the

勞 MSC/Circ.1014 附件所載的

annex, and paragraph 12 of

準則）和 HTW 3/8/2 (ICS) 一

document SSE 2/12/1, with a

起提供的準則，修訂建議發表意見

view to providing general ad-

檔 MSC 95/9/3 （建議對疲勞方

vice and input to SSE 3; and

海員月刊第7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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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建議和評論有關管理在文檔

courses as presented, with a

SSE 2/12，第 12 和 13 段的附

view to validation by the Sub-

件與以提供一般諮詢和 SSE 3; 輸

Committee;. 比較與培訓有關的

入 SSE 2/12/1 號檔第 12 段和

檔 HTW 3/3/1（化學品船貨物操

.4 submit its report on Thursday, 4 February 2016.
2016年2月4日提交了其報告。

TERMS OF REFERENCE
3 The drafting group, taking
into account decisions and
comments in plenary, to consider documents HTW 3/3/1,
HTW 3/3/2, HTW 3/3/3, HTW
3/3/4 and HTW 3/3/7 and:3
起草小組，考慮到帳戶的決定和
意見在全體會議上，審議檔 HTW
3/3/1、 HTW 3/3/2、 HTW
3/3/3、 HTW 3/3/4 HTW
3/3/7 和︰
.1 compare the scop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STCW Code
related to training in documents HTW 3/3/1 (Advanced
training for chemical tanker
cargo operations), HTW 3/3/2
( Ra d a r n av i g a t i o n a t o p erational level), HTW 3/3/3
(Personal safe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HTW
3/3/4 (Engine-room simulator)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aforementioned draft model

作高級培訓）、 HTW 3/3/2（雷
達導航業務一級）、HTW 3/3/3
（人身安全和社會責任）和 HTW
3/3/4（引擎室模擬器）和上述草
案模型課程的內容中提出STCW公
約》中規定的適用範圍以驗證由小
組委員會;
.2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nnex to document HTW 3/3/7
(Secretariat) that provides
a template, prepare draft
terms of reference for the
review groups in accordance
with MSC-MEPC.2/Circ.15,
annex 2, for the following
model courses which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the SubCommittee to be developed
or reviewed with a view to
validation by HTW 4:. HTW
3/3/7 號檔（秘書處），提供了
一個範本，考慮到附件一所列的職
權範圍草案準備審查組根據 MSCMEPC.2/Circ.15，附件 2，以下
的模型課程由小組委員會必須發展
或審查，以便驗證 HTW 4 由被授
權人簽署︰
.1 draft model course on “Ratings as able seafarer engine

19

in a manned engine-room or

ratings and other personnel

designated to perform duties

on ships subject to the IGF

in a periodically unmanned

Code;草案示範課程為船長、高級

engine-room＂ (document

船員、評級和IGF的代碼; 船上其

HTW 3/3/5);＂評級作為能海員

他人員的基礎培訓

在載人的機艙發動機或指定履行職

.7 draft model course on Ad-

責中週期無人值守機房".1 草案示

vanced training for masters,

範課程（HTW 3/3/5 號檔）;

officers, ratings and other

.2 draft model course on "Rat-

personnel on ships subject to

ings forming part of a watch

the IGF Code;先進的訓練為船

in a manned engine-room or

長、高級船員、評級和受IGF的代

designated to perform duties

碼; 船上其他人員草案示範課程

in a periodically unmanned

.8 draft model course on Basic

engine-room" (HTW 3/3/6);"

training for masters, ofﬁcers,

評級形成部分的當值，載人的機艙

ratings and other personnel

或指定要履行職責，在週期無人

on ships operating in Polar

值守機房".2 草案示範課程 (HTW

Waters;草案示範課程為船長、高

3/3/6);

級船員、評級和極地水域; 經營的

.3 draft revised model course

船上其他人員的基礎培訓

3.12 on Assessment, Ex-

.9 draft model course on Ad-

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vanced training for masters,

of Seafarers;草案修訂示範課程

officers, ratings and other

3.12 評估、檢驗及認證的海員;

personnel on ships operating

.4 draft revised model course

in Polar Waters;先進的訓練為船

6.09 on Training course for

長、高級船員、評級和極地水域;

Instructors;. 草案修訂示範課程

經營的船上其他人員草案示範課程

6.09 培訓課程導師;

.10 draft model course for Rat-

.5 draft revised model course

ings as Able seafarer deck,

1.30 on On-board assess-

and草案示範課程評級作為能海

ment;. 草案修訂的示範課程

員甲板，和

1.30 板載評估;
.6 draft model course on Basic
training for masters, ofﬁcers,

.3 submit its report on Thursday, 4 February 2016.上星期四
2016年2月4日提交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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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 活 動

自強活動公告

總會訂於105年6月5、6（星期日、

後退還，若因個人因素而無法前

一）兩日舉辦105年會員及眷屬自強

往，其所繳納之保證金將挪為此

活動

次活動之用，不予退還；眷屬報
名時依前條規定繳交費用，名額

一、地點：南投清境合歡山二日遊。

40人，依序額滿截止，敬請踴

二、參加人員及費用：會員全額免

躍報名。

費，眷屬限一人半價須繳交自付

四、請親自辦理報名事宜繳交保證金

費用約新台幣貳仟元整，眷屬超

及填寫姓名（含眷屬）總台字號

過1人者第2位眷屬須全額繳交

（會員證）身分證字號、出生年

自付費用新台幣肆仟元整。

月日、聯絡電話、地址等資料。

三、報名日期：自105年4月11日起開

五、出發日期：104年6月5日（星期

始報名 ，報名地點：（總會業

日）上午7時30分於本會門口集

務處電話02-25150307，承辦

合，8時準時開車，逾時不候。

人：朱皓麟。基隆分會業務組電

六、為擴大會員參與面並兼顧公平

話02-24241191、承辦人：林

性，每名會員暨眷屬每2年僅能

俊佑）會員報名時需繳交保證金

參加一次。

每人新台幣壹仟元整，報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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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登輪訪問、退休合影(右圖四)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3月8日訪問「民
春」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刊並合影。
(自左至右) 韋俊如大副、林康發駐埠船
長、基隆分會王主秘瑞珍。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3月17日訪問「恆
明」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刊並合影。
(自左至右) 林浚哲大副、基隆分會王主
秘瑞珍、吳宸明三副。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3月24日訪問
「曉江」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刊並
合影。(自左至右) 李恆船長、于榮斌三
副、劉永其船東代表、基隆分會彭組長
興漢。

本分會行政組簡映君小姐(左三)屆齡退
休，與陳理事長振煌(左二)、陳常務監
事德銘(左五)暨全體會務同仁合影留下
珍貴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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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運 要 聞
2

2

2

2 2

中華日報
萬海航運與寶昇船務召開AEO
資格認證啟始會議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基隆
關表示，為配合我國推動安全認證優
質企業（AEO）政策，萬海航運股份
有限公司與寶昇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
司三月十日召開聯合AEO啟始會議，

有限公司與寶昇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
司宣示加入AEO陣容，也歡迎更多供
應鏈相關業者共襄盛舉。凡有意願業
者可洽該關單一窗口：電話（02）
24202951分機2313鄭宇淨小姐或
查詢該關網站（http：//keelung.
customs.gov.tw）優質企業AEO專
區所提供之相關資訊。

決心，基隆關AEO驗證小組亦應邀到

交部修法鼓勵業者於蘇花安
平港設貨櫃站

場見證，關務署署長莊水吉也親臨致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通

對外宣示其取得安全認證AEO資格之

部研議修正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

詞。
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

則部分條文，本次修正重點包括 為符

國54年，以貨櫃運輸為主要業務。為

合業者經營需求及鼓勵業者於花蓮、

提供符合全球貿易安全與便捷標準架

蘇澳及安平港設立港區貨櫃集散站經

構（WCO SAFE Framework）供應

營業。

鏈體系之服務，積極向海關申請優質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管理規則則

企業安全認證，俾更臻完善企業內部

於六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訂定施行，

各項安全機制，以期提升企業國際形

經十四次之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

象及競爭力。

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為因應海

基隆關表示，AEO安全認證制度

運產業作業型態與日俱增，避免對新

旨在建立海關與企業間夥伴關係，加

興產業活動之不必要管控與限制，朝

速貨物通關便捷安全，對認證合格之

向產業活動自由化、降低行政干預及

夥伴，在美國及新加坡等與我國已完

提升企業操作彈性方向之需，因此針

成AEO相互承認之國家，亦可享受等

對管理規則進行修正，其修正重點如

同於該國優良廠商優惠進口通關之利

下：為利申請籌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

益。目前基隆關完成安全認證之AEO

之營業計畫書內容具體明確，增訂營

累計已有74家廠商，涵蓋進出口業、

業計畫書內容，為符合業者經營需求

製造業、報關業、承攬業、倉儲業、

及鼓勵業者於花蓮、蘇澳及安平港設

海運運輸業。該關樂見萬海航運股份

立港區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因應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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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與市場供給變化取得不易，就營

應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強

運所需之部分機具數量、噸數酌作調

制貨櫃裝船前過磅作法」，事實上這

整。為利營業計畫書內容具體明確，

件看似急迫的海運法規在國際上尚未

於第四條申請書填表說明欄第一點增

成定論。

列機具預計配置圖等。

香港海運港口局將於四月份
成立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香港
政府部門航港體制改組的新機構-香
港海運港口局將於四月份正式成立。
香港消息指出，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透露訊
息，港府將整合現有的香港航運發展
局和香港港口發展局，成立新的"香
港海運港口局"。這個高層次的督導
組織的目的在加強官商學合作，協助
政府制訂進取的策略，以及督導落實
發展海運及港口業的政策與措施，並
大力促進高增值海運服務業的發展，
包括船舶管理、融資、海事保險、海
事法律及仲裁等，打造香港成為國際
海運服務樞紐。
據稱，新組織下將設立三個功能
委員會，分別專注於人力資源開發、
推廣和對外關係以及產業發展。"香
港海運港口局"的成立，體現香港政
府推動海運服務業及港口發展方面的
決心，促使漸走頹勢的香港海運和港
口發展將進入一個新時代。

強制貨櫃裝船前過磅國際海
運未成定論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交通
部航港局三月八日邀集政府有關部門
與船貨雙方團體召開會議，研商「因

正當國際海事組織(IMO)如火如
荼推行強制貨櫃裝船前過磅規定，最
近卻傳出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拒
絕執行貨櫃重量驗證新規，為這項新
制添變數。
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日前
就"SOLAS公約修正案(貨櫃重量驗證
新規)"舉行聽證會，聽證會上一些利
益集團建議，如果美國航運業沒有準
備好，那麼計劃於2016年七月一日
生效的修正案必須延期，其中美國本
身的USCG即拒絕執行此一新規。
據悉，IMO負責監管船舶安全
問題的當權者正受到USCG衝擊，
USCG拒絕執行將於七月一日生效的
貨櫃重量驗證新規，USCG的態度令
承運人代表和提供建議給美國託運人
的安全專家十分驚訝。這項新規旨在
提高貨櫃重量驗證的安全性，並被世
界大部分地區所接受，而美國則持不
同立場，提出各種反對意見。
USCG認為他們沒有管轄權監
管託運人或碼頭業者，日前於長堤
舉行的泛太平洋航運會議（TPM）
上，USCG預防政策助理指揮官Paul
Thomas少將表示美國不適用任何國
際法規。在此之前，Thomas少將曾
對勞氏表示，他完全支持修正案，並
沒有提及可能涉及USCG管轄權的法
律障礙，所以他現在突然聲稱US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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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上對託運人沒有權力，令業

中華郵政工會理事長鄭光明在儀

界震驚。此外，Thomas少將還表

式致辭時說，五二○新政府輪替後的

示USCG的責任僅限於船舶，他透露

所面臨的挑戰，工會與政府間的溝通

SOLAS修正案將不會適用於《瓊斯

協調將更為重要，持續為勞工的權益

法案》的船隻。

做努力。

2

2

2

2

2 2

台灣新生報
海員總工會成立船員訓練中心
中華海員總工會三月十一日召
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開幕典禮由

全球海員供不應求的情況，台灣
航運業者對於本國籍船員需求更加迫
切，有鑑於此中華海員總工會為加強
台灣航運產業航員職能提升，該會成
立船員訓練中心，期望中心成立後可
為航運業注入新力量。

通部、台灣碼頭裝卸業職業工會聯合

拓展亞洲遠洋服務 陽明海運
攜手泰國

會理事長楊曜菖、全國船代會秘書長

在全球航商的思維佈局之下，

王國傑、航技會秘書長趙曼青、中華

陽明海運與緊密合作多年的泰國宏

郵政工會理事長鄭光明均應邀出席致

海箱運集團RCL於十四日簽署合作意

詞，會中海員總工會提出成立船員訓

向書，未來將持續深化並擴大合作的

練中心，以提升船員就業進修及職能

範圍，策略合作項目包括了航線聯合

發展，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船員行列。

投船、航線計劃換艙、碼頭、貨櫃場

理事長陸王均主持，包括勞動部、交

據了解，該計畫案是希望提供海

站、拖車等，透過航線及資源整合佈

洋事業從業人員晉升進修及提供航運

局，希望能在泰國成立發展基地，以

產業人力訓練需求。中華海員總工會

擴大整體合作範疇。

理事長陸王均表示，該會一向秉持為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鴻海
箱運集團有限公司合作意向書簽署儀
式」由陽明海運董事長盧峰海、RCL
總經理Mr. SumateTanthuwanit代
表簽署。
透過相互提供租賃船舶作為租賃
標的，以提高船舶利用率極減少租賃
成本、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雙方分
別於台灣、泰國投資之碼頭、堆場與
卡車等，藉由相互合作借以節省營運
成本。貨櫃Interchange也能因此節
省空調成本的費用。

船員服務、促進船員就業等立場。成
立船員訓練中心，強化產學界資訊交
流，能提升培訓更多航運專精優質人
才。
全國船代會秘書長王國傑指出，
新時代的航員不僅只是勞力的付出，
更要的是專業知識跟技術。而未來航
運業發展需要大量專精人才，所以航
運人才的培訓及海員人才的提升更顯
得十分重要。

25

過往陽明海運在開發東南亞區間

才公布，同樣預計二○一八年交付。

載貨的過程中，經常借助宏海箱運集

另外，一名匿名船東在Flens-

團RCL集貨船(Feeder)網絡，以提供

burger下單訂造兩艘滾裝船，預計二

在偏港貨載轉運的需求;而RCL多年

○一八上半年交付；深圳市鵬星船務

發展下，在亞洲區間航線有一定的規

則在英輝南方造船訂造了一艘三三八

模，透過更進一步的策略合作經驗交

GT和一艘四百GT的高速客船，預計

換，不僅只是合作航線範圍的拓展，

二○一七年一月和四月交付。

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下，更期待能產生

航海員測驗登場 4/18放榜

加乘合作效益，共創雙贏。

三月全球新船訂單量大增 油
船最多
根據Golden Destiny最新周報
指出，三月初全球新船訂單量大幅增
加，主要集中在油船。
三月首周，全球船東共打造十五
艘新船，包含十三艘油船和兩艘滾裝
船，總運力達三十一萬三千五百八十
載重頓。當中有六艘新船具體造價並
未公布，其餘九艘新船總投資成本約
兩億五千兩百萬美元，較前一周增加
六百五十％。

交通部一○五年度第一次航海人
員測驗，於三月十二、十三兩日在華
夏科技大學及正修科技大學舉行，測
驗預訂於四月十八日放榜。
航港局表示，為讓參測人員熟悉
測驗作答流程，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
服務平台MTNet特別開闢「航海人員
測驗專區」，已提供線上應試模擬練
習、電腦化測驗參測人員注意事項及
電腦化測驗作答操作等說明，接下來
要參加航海人員測驗者可多加利用，
提前熟悉測驗操作方式與程序。

根據數據顯示，三月首周油船

為服務考生，這次測驗仍設北

訂單量最多，占總訂單量的八十六點

部、南部二考區，測驗方式、科目、

七％，滾裝船訂單量占十三點三％，

及格標準與原考選部辦理航海人員

與前一周相比，散裝船訂單輛從兩艘

考試相同；應測資格方面，增加國內

降為○艘。

海事大專校院航海、輪機相當系科學

Clarksons Hellas則指出，韓國

生，於在校期間修畢符合STCW公約

船東Y-Entec在Pha Rung船廠下單

之課程學分，即具備應測資格。航港

訂造一艘六千五百DWTIMO-II型化

局表示，航海人員測驗測驗是為推動

學品油船，預計二○一八年交付。散

航海人員考訓合一優質環境，縮短國

貨船部分，Fednav則於去年在日本

內大專校院航輪系科學生畢業後就業

大島造船訂造四艘三萬四千五百載重

時程，提升學生畢業後上船服務意願

頓的散裝船，這筆訂單也是三月首周

及促進國民就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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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海勤人員
職

稱

資
格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具一年以上遠洋海岬型、
船長/輪機長 巴拿馬極限散裝船經歷。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具一年以上遠洋海岬型、
大副/大管輪 巴拿馬極限散裝船經歷。
水手長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木匠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幹練水手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機匠長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持有STCW2010訓練證書、餐勤人員基本知能、丙種以上廚師執照，具船
廚師
上經驗。
本公司隸屬中鋼集團，待遇佳、給付三節禮金、國(外)輪皆享勞健保、升遷管道暢通、人
性化管理、有機會擇優海陸輪調等福利，誠摯歡迎您加入中鋼運通團隊。
應徵方式：
備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等影本，逕寄本公司船務處收。
公司地址：80661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24樓
聯絡人：徐高雄總船長
聯絡電話：(07)3378836
黃威程經理
(07)3378845
陳敬杰管理師
(07)3378846

			
			

◎誠徵優秀海勤服務人員◎
職

稱

資

格

大

副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大

管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銅

匠

持有本國籍乙籍船員輪機當值證書及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幹練水手

持有本國籍乙籍船員航行當值證書及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各職級船員

持有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具有貨櫃船經驗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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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備妥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影本、本國籍適任證書、STCW2010
訓練證書影本、公會證影本、護照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外籍證書影
本，郵寄本公司船員組 謝小姐收。
本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7樓
連絡電話: 02-2712-2211 #7780
2.連絡方式 E-MAIL: cynthia-fpmc@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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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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STCW公約2010年資格者
海
勤

職
稱
船長/大副
輪機長/大管輪
船副/管輪
乙級船員

資
格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水手長、水手、銅匠、機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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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4年10月1日起，全面調升各級船員薪水。並對TOP 4 (KEY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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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公司一律以通訊方式投遞履歷，如欲親訪公司，請務必事前預約，敬請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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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YU PIN SHIPPING CO.,LTD
＊ 專營港勤拖船，船舶管理。公司制度完善，為擴編船隊需要，招募儲備船員。
＊ 民營港勤拖船企業中，擁有全國商港區最大總馬力之拖船船隊。
＊ 工作選擇多元，除代安排國籍油化船船員，並為新加坡日商NYK船舶管理公司在台唯一船
員代理公司。本公司已取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MLC2006之「船員招募與安置服
務機構」(SRPS)認證，可無償代為推薦至國內優質航商船隻服務。
職
稱
船長 / 輪機長
大副 / 大管輪
船副 / 管輪
乙級船員
岸勤工務部
經理 / 工程師

資

格

條

件

適任船型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曾任
拖船、
遠近洋油輪、化學輪、拖船經驗者尤佳。
油/化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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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船經驗者尤佳。
海事院校輪機、造船科系所畢業；具管輪以上或岸勤工程
師經驗者尤佳。具有主副機修復經驗者，為優先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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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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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ING MARINE TRANSPORT CORPORATION
※誠徵海勤/岸勤服務人員※
職

務

海    
勤

船長/大副

資

格

條

件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符合STCW2010資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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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STCW2010資格者
乙級船員

勤
岸     

駐埠船長/
駐埠輪機長

工程師

◎應備資料

◎應徵方式

◎聯 絡 人

銅匠、水手長、木匠、廚工等，符合STCW2010資格者
 學歷：海事院校航海、商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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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2010訓練證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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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2010訓練證書、當值證書等影
本。
 至本公司網站登錄資料： www.uming.com.tw (就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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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勤：王政銘 02-2733-8000#6128,
賴怡瑛 02-2733-8000#6196,
uming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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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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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各型遠裝船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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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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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
台灣船員編制，根留台灣、放眼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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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輪機長
大副/大管
船副/管輪
見習船副/管輪
乙級船員
大廚

資
格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水手長、木匠、幹練水手、加油長、銅匠等，符合
STCW2010資格者。
具STCW2010相關訓練證書。
具餐勤人員基本知能訓練合格證書及中餐烹調丙級以上技術師執照。

(陸勤)駐埠船長/
具航海/輪機等相關背景，具船上經驗及相關執照者尤佳
輪機長/大副/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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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應徵：請至本公司網站線上徵才登錄 www.wanhai.com.tw
2.連絡人：02-25677961#5113陳小姐(甲級船員)；#5116黃先生(乙級船員)
3.公司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2號10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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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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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純汝專員 Tel : (02) 2552-0818 #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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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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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機
管

資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具貨櫃船經驗者

長
輪

管

輪

銅

匠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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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者請至
http://www.yangming.com/traditional_chinese/asp/about_us/
jobs_career/want.asp下載履歷及個資同意書，填寫後Email至 emsm@
yangming.com，或與船務部船員管理組聯繫。
聯絡人：蔡侑穎
地址：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50號12樓
Tel：02-2429-8255
Email： emsm@yangming.com

德翔海運(股)公司
徵才訊息
職
海
勤

船
輪
大
大
船
舵

稱
機

長
長
副
管
副
工

資
格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STCW2010訓練證書、航行當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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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靠泊台灣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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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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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do the best service !
高雄、台南安平港：高雄市前鎮區大華一路22號（30-2號倉庫）
電話：(886)07-8413167、(886)07-8413881
傳真：(886)07-8113243
聯絡人：王星海(JOHNNY) 0986085966、0910898608
E-mail:cdf.tw@msa.hinet.net
台中、麥寮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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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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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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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表日期 : 2016/3/21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81906

會員姓名
林○華

日 期
2016/2/1

摘
要
註銷會籍補助金

金 額
46950

61715

沙○山

2016/2/1

註銷會籍補助金

49050

C00732

鄧○真

2016/2/1

退休補助金

55050

32035

廖○康

2016/2/1

退休補助金

26400

34017

畢○鴻

2016/2/2

退休補助金

42150

54450

林○章

2016/2/2

註銷會籍補助金

54300

65219

邵○璋

2016/2/2

註銷會籍補助金

51900

75504

陳○隱

2016/2/2

退休補助金

54750

34056

薛○邦

2016/2/3

退休補助金

49500

52524

應○友

2016/2/4

註銷補助金

60600

85162

陳○生

2016/2/5

退休補助金

9750

C00734

傅○雍

2016/2/5

退休補助金

34500

56861

曾○成

2016/2/15

註銷會籍補助金

12900

70122

楊○松

2016/2/15

退休補助金

53850

C00736

黃○卿

2016/2/16

退休補助金

63900

38649

謝○傑

2016/2/19

退休補助金

24150

84267

張○泉

2016/2/22

註銷會籍補助金

41700

65250

周○偉

2016/2/23

註銷補助金

31800

C00745

劉○羽

2016/2/24

退休補助金

66450

52914

邱○芳

2016/2/24

註銷會籍補助金

58950

45873

莊○練

2016/2/25

退休補助金

54750

C00738

陳○基

2016/2/25

退休補助金

58950

C00737

黃○禎

2016/2/26

退休補助金

18750

C00739

邱○財

2016/2/26

退休補助金

13500

24

總金額

10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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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3/21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64726
花○模
2016/2/16
妻喪慰問
1000
89423
曹○森
2016/2/19
在岸受傷住院
2000
65410
游○逸
2016/2/22
因母喪奠儀
1000
C00267
孫○成
2016/2/2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7771
林○豐
2016/2/2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3882
王○成
2016/2/23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8553
吳○湖
2016/2/23
母喪慰問
1000
80668
李○耀
2016/2/26
父喪慰問
1000
88722
陳○興
2016/3/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4455
許○能
2016/3/1
母喪慰問
1000
89516
洪○廣
2016/3/3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C00344
李○選
2016/3/4
在岸死亡
6000
55028
金 ○
2016/3/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9306
李○銘
2016/3/7
父喪慰問
1000
84879
朱○州
2016/3/9
父喪慰問
1000
84885
陳○銓
2016/3/9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47906
徐○明
2016/3/10
母喪慰問
1000
85313
徐○昇
2016/3/10
母喪慰問
1000
76965
黃○祺
2016/3/1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C00672
李○富
2016/3/11
在船受傷住院
2000
89493
陳○興
2016/3/1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42375
陳○銘
2016/3/14
父喪慰問
1000
60455
周○乾
2016/3/14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61443
陳○生
2016/3/14
在岸生病住院
2000
84156
李○野
2016/3/14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8281
潘○春
2016/3/15
母喪慰問
1000
26
45000
人
數
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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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062

吳寧寶

總臨學B00006

季

總台字076303

王光成

總台字086713

莊東諺

總台字082504

翁明義

總台字090323

王峙涵

總台字082723

賴長正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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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勞保投保薪資上限自本(105)年5月1日
起調高至45,800元
《資料來源：勞動保險司》

勞動部表示，為保障勞工之勞保

勞動部說明，上開分級表修正草

權益，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將自

案已由行政院核定，並訂自本年5月1

本年5月1日起調高為45,800元。

日實施，預計將有213萬名被保險人
適用新增加的45,800元投保薪資等

現行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
43,900元已維持9年多未調整，許多
勞工團體均表達調高之意見。因此，
該部於去年12月即召開會議廣邀各方
團體開會研商，並擬具投保薪資分級
表修正草案，於本(105)年1月送請
行政院核定。

級。另外，該部指出，對於之前部分
團體認為增加雇主保費負擔部分，經
加強溝通並整體評估後，對雇主經營
成本不致造成太大影響；至於未來因
保險給付增加，對勞保財務之影響部
分，將配合整體年金改革持續研擬配
套措施，俾使長期財務穩定，確保全
體勞工權益。

勞動部強化大量解僱預警機制， 有效掌握事業
單位營運及財務異常情事，避免勞工權益受損
《資料來源：勞動關係司》
面對近年發生多起企業經營狀

等六大情事，皆列為本部加強入廠查

況不佳大量解僱勞工個案，勞動部

訪對象，以達到先期掌握大量解僱情

朝向加強對事業單位大量解僱預警指

事及完善保障勞工相關權益目的。

標設計，除目前法定「積欠工資」、
「積欠勞健保費」及「併購」等指標

勞動部表示，《大量解僱勞工

外，更增列事業單位「發生重大影響

保護法》「預警通報」指標係朝向

股東權益或證券市場波動事件」、

勞工權益受損(例如工資或勞健保費

「財務長頻繁更換」、「為票據交換

遭積欠)時，政府立即入廠了解事業

所公告拒絕往來戶」、「存款不足致

單位是否有重大經營困境，及有效先

退票」、「聯合徵信中心信用報告異

期掌握可能發生大量解僱勞工之事業

常」及「資金或資產設備移(轉)出」

單位，以輔導及協助事業單位依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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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勞工權益相關事宜。惟近年發生多

及提供專業意見，例如去(104)年臺

起大量解僱勞工個案，企業雖有經營

中市政府針對販售業某一發生預警指

困境但未出現積欠勞工工資或勞健保

標之事業單位，透過本部補助聘請律

費用等情形，使預警指標無法全面掌

師，了解其經營及財務狀況(包含積

握發生大量解僱勞工情事的企業，為

欠債務情形，如銀行貸款、相關借貸

此，勞動部於去（104）年主動邀集

契約、勞工債權狀況)及人員異動情

金管會、財政部及法務部，針對企業

形(包含自願或非自願離職、無薪假

發生下列營運及財務相關具體重大資

等情形)，藉由判讀文件及訪談勞資

訊時，視為有大量解僱勞工情事之預

雙方，提供大量解僱勞工可能性之評

警指標：1.事業單位發生影響股東權

估，有效掌握大量解僱勞工之可能，

益或證券市場波動性之重大事件，或

並適時導入必要之協助(包含經濟部

有財務長頻繁更換之情事；2.事業單

所提供產業相關協助)，避免勞資爭

位經票據交換所公告列為拒絕往來

議發生。

戶，或已有存款不足致退票之情形；
3.事業單位有欠稅資訊或經聯合徵信

勞動部說明，經由增列觀察事

中心之信用報告異常；4.有事業單位

業單位經營及財務有無異狀之預警指

資金轉出或資產設備移出等情事。前

標，及專業人士入廠查訪等強化預警

面相關指標情事發生時，政府於第一

機制措施，期更有效掌握事業單位可

時間即安排查訪事業單位，了解其財

能大量解僱勞工之精準度，並提出適

務及經營狀況，適時採取必要輔導協

切之診斷與評估之建議，以全面防範

助措施，預防可能發生之勞資爭議。

勞工權益受損情事，落實保障勞工權
益之目的。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為使政府
入廠查訪事業單位時，對於相關財務
報表及相關資料可更精準判讀，達到
落實預警目的，勞動部於去（104）
年8月25日訂定「補助地方主管機關
落實大量解僱預警通報查訪機制實
施要點」，透過補助地方政府聘請會
計師及律師等專家陪同查訪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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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菜單

烤秋刀魚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材料：
秋刀魚2尾 鹽1/2茶匙。

做法：
1.秋刀魚去鱗洗淨抹鹽。
2.放入烤箱烤10分鐘。
註：食用時淋上檸檬汁將更可口，
如無檸檬可用白醋替代。

保健知識

有關旅居海外國人返台就醫之健保醫療支出乙事補充說明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有關旅居海外國人返台就醫之健

二、健保署表示：該署之資料庫中並

保醫療支出乙事補充說明

未針對旅居海外之國人做身分別

一、針對旅居海外之國人返台就醫乙

之註記，因此，此類保險對象係

事，健保署表示：依全民健康保

以一年內短期返國復保，又出國

險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保險對

辦理停保之保險對象進行統計。

象出國超過兩年戶籍被註銷，返
國後須重新設籍滿六個月後才

三、據健保署統計資料顯示，104年

能重新加保；另外，保險對象

度於一年內短期返國復保，又

如預定出國六個月以上，得辦理

出國辦理停保之保險對象共計

停保，並自返國之日復保；且

有5.7萬人，全年保險費收入約

自102年1月1日二代健保施行

3.109億元，其中有就醫紀錄者

後，增訂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三

為 40,554人，健保支出之醫療

個月，才可以再次辦理停保之條

費用共計約2.81億元，平均每人

件，讓停復保制度更趨於嚴格，

之健保醫療支出約6,949元。

以適度處理出國停保民眾僅短期
返國復保就醫，與繳交保險費義
務失衡之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