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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告

中華海員總工會104學年第1學期會員子女獎學金發放公告

壹．錄取名單（發放獎學金及獎狀）

大專院校（含研究所）148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黃洪齊 本　人 李夫民 李冠儀 陳生富 陳信志 郭宗富 郭雅玲

林武賢 林于婓 郭忠勇 郭威成 莊秋國 莊逸銘 梁鴻斌 梁致武

翁康富 翁宇鴻 陳森緯 陳秉洋 陸王均 本　人 陳源成 陳璋進

鄭　祥 鄭凌婷 黃聿銀 黃薰誼 俞德順 俞妍緹 陶玉龍 會員本人

葉宗榮 葉壹宏 施詔峰 會員本人 陳宇平 陳奕君 許木德 許弘籲

葉信權 葉婷安 林文賓 林柏翔 沈民強 沈佳瑩 王鳳田 王怡軒

林威壯 林沅美 盛國屏 盛宇航 許樂安 許毓庭 于紹文 于孟婷

許明華 許文琳 李華龍 李若瑄 林文傑 林珈瑜 林威壯 林璟筠

杜交國 會員本人 顧維雄 顧恕齊 謝鵬貴 謝博任 陳泰宗 陳又瑄

王本盛 王藼譽 陳丁戊 陳宗瑩 牛國成 牛芷翎 林添福 會員本人

林東隆 林韻涵 林自賢 林煥傑 夏嘉震 夏慈憶 洪家和 洪慶源

林添福 林千皓 顧善揚 顧珉瑞 顏順保 顏嘉增 簡逸斌 簡雷岳

劉祥泰 劉羽馨 鄭佳泉 鄭元禎 王宗文 會員本人 陳得邨 陳靖婷

黃世煌 黃子灝 文天恒 文怡婷 林安允 林宥宗 呂天賞 呂詠雲

朱泳霖 會員本人 許中豪 會員本人 黃鐘慶 黃培瑜 陳永和 陳宛萱

翁康富 翁萱蘋 張博孝 張京育 塗凱帝 塗是柔 黃順發 黃亦涵

李敦武 李梓瑜 陳安樂 陳玉玫 洪丞佑 會員本人 錢建明 錢恩宇

王德敏 王立暉 王振華 王煜堂 王耀庭 王仲祥 朱正陽 朱芸廷

林政建 林宸鋒 朱傳芬 朱孝琪 柯星霞 柯盈帆 鄭世澤 鄭宜婷

張文彬 張琇怡 洪金財 洪韻男 魏期奇 魏啟勛 王德敏 王立昕

康誠孝 康智翔 鄧鍊富 鄧友誠 黃鐘慶 黃金福 林世昌 林柏亨

陳仕昌 陳紫庭 戴崧宇 本　人 陳安樂 陳壯沅 王世龍 會員本人

林雲山 林聖芬 連林茂 連筱瑋 楊文福 楊慧君 陳源成 陳怡君

黃台達 黃寶萱 顏興順 顏敬勻 謝春德 謝珮均 黃金章 黃懷萱

柯力壬 柯安妮 陳其送 陳亭穎 王國基 王小芃 沈民強 沈嘉祥

陳文彬 陳怡馨 黃明義 黃昱家 鄔彰廉 鄔慧貞 孫哲英 孫瑄蔚

李建成 李天惠 施允天 施鑌芳 陳國文 陳靖育 郭宗富 郭彥政

韓永祥 韓怡婷 文天恒 文悅真 吳文輝 吳祥宇 鄔彰廉 鄔永杰

李坤益 李念錡 葉長坤 葉宗豫 徐紹文 徐永鑫 石峻源 石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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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陳生本 陳貞蓁 李揚禮 李雅平 鄭祥 鄭宜婷 李靜耀 李　祺

甄惟善 甄育葳 劉　瑛 劉方傑 張明山 張家銘 賴宗麟 賴宥均

劉正忠 劉家伶 陳文彬 陳怡臻 陳生本 陳薇安 葉君健 葉怡廷

陳國富 陳冠霖 黃順發 黃以群 高安允 高秀婷 陳志福 陳奕竣

王耀庭 王仲丞 鄭照文 鄭惠美 陳興漢 陳　濬 金烈永 金恒安

陳志福 陳奕鴻 黃志鵬 黃讌婷 陳國富 陳識宇 蔡隆進 蔡育霖

張振全 張桂娟 陳  清 陳岱詩 林文傑 林承佑 林自賢 林玨廷

高玉星 高仕杰 李揚禮 李道生 郭宗富 郭彥廷 蘇茂偉 蘇群閎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鄔華勤 鄔佩潔 陳國祥 陳雅惠 陳國祥 陳雅萍 劉文貴 劉彥舲

陳福棟 陳愉心 陳泰宗 陳玫樺 張修群 張佳瑜 翁康富 翁萱懿

楊禧雲 楊茜雯 洪清泰 洪靖雯 唐廣逮 唐德芬 林添福 林彥宏

林龍順 林孟勳 蘇茂偉 蘇靖雯 鄭石正 鄭丹瑀 曾英仁 曾毓婷

沈民強 沈佳玟 許　萬 許家源 金烈永 金恒生 蘇坤蔭 蘇郁倫

郭蘇文 郭庭瑋 夏志榮 夏瑜彣 張高琪 張玟婷 許志強 許文寧

黃志鵬 黃唯峻 佘定賢 佘宗潁 唐合強 唐湘怡 蘇有位 蘇允祥

李金朋 李玉瑄 葉信權 葉婷云 張孝靈 張殷綺 胡春元 胡雅淨

翁智能 翁庭凱 楊文圳 楊懷昇 林夫緯 林佳琪 莊晉涵 莊亦鈞

黃永光 黃文婷 莊世仟 莊繡昕 塗凱帝 塗是純 李坤益 李政霖

張榮華 張綰蓁 鄭石正 鄭琰勳 樊先雲 樊穎璇 周德運 周潁亘

陳光明 陳君瑜

高級中學 45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林國鐘 林偉翔 黃仲賢 黃依理 何守彬 何秀軒 李進慶 李俊諺

盛國屏 盛怡萱 黃永光 黃育瀚 洪明俊 洪恩琪 蘇有位 蘇湘婷

李金朋 李香霖 張榮華 張馨云 韓中元 韓振怡 蔡中和 蔡彥加

葉長海 葉淨淳 李世杰 李佳聲 蔡中和 蔡念臻 李建成 李郁詮

楊登來 楊丞翔 蘇萬枝 蘇詠晴 李鍵智 李宗晏 林夫緯 林中豪

黃金章 黃少儀 蘇坤蔭 蘇郁軒 楊仁義 楊　祺 顏興順 顏美芳

陳錫堅 陳梓睿 陸忠良 陸奕元 洪全良 洪怡婷 葉思根 葉子嘉

李鍵智 李宥德 郭忠勇 郭亭郁 謝仕龍 謝長賢 葉宗榮 葉芸瑄

張文義 張沅轅

國民中學 3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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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申請者 子女姓名

陳萬六 陳佳樺 劉昌沅 劉米樂 林健勇 林欣柔 林正忠 林若純

吳燕飛 吳正憲 林財興 林亞蓁 袁修全 袁帷馨 林龍順 林玟綺

黃俊翔 會員本人 胡春元 胡筑婷 丁健生 丁　寧 趙少明 趙汝森

陳威男 陳裕智 石峻源 石崧禾 楊文圳 楊欣佳 劉正忠 劉仲倫

陳正平 陳佳華 林世昌 林柏均 趙少明 趙榕珊 張高琪 張秀綾

劉昌沅 劉湘羚 趙建行 趙尹瑄 楊仁義 楊婕 金國龍 金莒譯

吳州烽 會員本人 葉思根 葉子豪

獎學金之名額及金額規定如下:

一、 大專院校（含研究所）：每學期148名(私立學校不得超過二分之一）每名

獎學金新臺幣貳仟元。

二、 高級中學：每學期60名(私立學校不得超過二分之一）每名獎學金新臺幣壹

仟元。

三、 國民中學：每學期60名(私立學校不得超過二分之一）每名獎學金新臺幣伍

佰元。

四、 在不增加獎學金總額下,超額組別分配遞補順序為大專組、高中組、國中組

仍有不足時，各組未獲得獎學金之申請者均發給獎狀以茲鼓勵。

五、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學業成績最低請領分數，大專：75.52分（公立：

75.52分、私立：81.9分）高中：75分， 國中：76.05分。

貳．達到申請標準，限於名額未錄取名單（發放獎狀）

大專院校（含研究所） 2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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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基25業字第0703號

主旨： 為委任詹振寧律師擔任本分會法律顧問，並轉至海員月刊刊登乙案，敬

請　備查。

說明：一、依據本分會第25屆第9次理事會議討論提案第二案決議辦理。

　　　二、檢附原案影本、相關附件暨會務報導乙份。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理事長　陳　振　煌

本會基隆分會自本(105)年5月起特約詹振寧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凡我

會員，持有效會員證書，先至工會登記，書明事由俾便予以安排。

備註：

　一、本服務屬免費諮詢，律師得視情節緊急與否，給予書面或是電話回覆。

　二、請尊重律師見解僅為建議。

　三、若有需撰狀、調查、出庭，則須另行付費。

本會基隆分會105年自強活動預定辦理宜蘭太平山因勘查

當地兩部遊覽車住宿訂房不易，故變更旅遊地點為「中台灣」

二日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詳細行程與舉辦時間將於8月刊載中華海員總工會官網及海員

月刊，盼為會員暨眷屬打造一個輕鬆愉快的休閑之旅。

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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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保費團字第10513071731號

主旨：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業奉勞動部修正發布，增列上限第20級

45,800元並自105年5月1日施行，貴單位外僱船員及上岸候船自願加保

者之投保薪資，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照勞動部105年3月18日勞動保2字第1050140080號令及105年3月

29日勞動保2字第1050140177號書函辦理。

二、 貴單位外僱船員之月薪資總額如已逾43,900元，請填具「投保薪資調整

表」申報調整，投保薪資調整均自申報之次月1日起生效。另請進行會員

會籍清查，不再具會員資格者，應即申報退保；至上岸候船自願加保者

因屬待職停薪狀態，仍應維持原申報之投保薪資，不得予以調整，並請

貴單位進行清查，如渠等上岸候船期間滿3年，應即申報退保。

       局長　羅　五　湖

臺灣燈塔協會籌備處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11日
發文字號：臺灣燈塔協會籌備字005號

主旨： 檢送「臺灣燈塔協會」徵求會員入會公告，懇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

加，敬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會籌備處105年3月29日臺灣燈塔協會籌備字第004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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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本會經內政部105年2月4日台

內團字第1051400587號函准

設立，並成立籌備處，茲公開

徵求會員。

公告事項：

一、本會宗旨：

1.結合國內產、官、學資源，推

展臺灣燈塔及航標設施工程、

航標設施施規範，促進航運安

全，提高國家競爭力。

2 .參加國際航標與燈塔協會

(IALA)相關活動。

3.推展我國燈塔觀光活動。

二、入會資格：

1.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年滿二十歳，且繳交「入會

費」新台幣500元及當年度

「常年會費」新台幣500元

者。

2.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

機構（學校）或團體，且繳交

「入會費」新台幣6,000元及

當年度「常年會費」新台幣

6,000元者。

三、 籌備期間申請入會之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105年5月31日止。

四、籌備處地址、電話及聯絡人：

　　臺灣燈塔協會籌備處　

　　會計　張明珊小姐         

　　庶務　畢家銘先生

　　專線電話：(02)8978-2565

　　專線電話：(02)8978-6804

　　傳真電話：(02)2701-8492  

　　傳真電話：(02)2701-8492

　　地址： 10669台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三段1巷1號4樓

五、 入會申請有關資料請向前項地址

索取（附回郵信封）或至「臺灣

燈塔」FB粉絲團下載相關資料

備註： 欲入會者請先將入會申請書郵

寄或傳真至本會籌備處，會費

請於第一次會員大會召開時繳

交（完成繳費者始算完成入會

手續）；不克前來者請將現金

或郵局匯票寄至本會籌備處，

謝謝！

                                         

       

   　　主任委員   祁 文 中

附件一：徵求會員入會公告

臺灣燈塔協會籌備處公告
105年3月31日
臺灣燈塔協會籌備字第0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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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流程：

　 請依個人/團體/學生/贊助/永久身分選擇「申請表」下載，填妥後以傳真(傳

真號碼：02-2701-8492)、郵寄或親送至本會籌備處，繳費方式請將郵局匯

票(抬頭：「台灣燈塔協會籌備處」)或現金袋郵寄(或親送)至本會籌備處。

(1)  填寫申請表郵寄(可傳真或親送)至本會籌備處。

(2)以現金或郵局匯票繳費。

(3) 申請人回覆繳費資訊(親送現金或郵局匯票者免回覆該流程)。

(4) 協會回覆審核結果，符合資格者將發給會員編號，不合者將其所繳款項退

還該申請人。

(5)入會手續完成。

2.會員身分類別及資格：

(1)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歳者。

(2)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學校）或團體，得推派二至六名會員

代表。

(3) 學生會員：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 

(4) 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會務之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 

(5) 永久會員：無論個人或團體會員，一次繳納入會費及十年常年會費者。

(6) 榮譽會員：對燈塔及航標設施、航運及海洋有顯著成就或特殊貢獻者，由

五名理事連署推薦，並經理事會通過者。

3.會費：

(1)首次入會需繳交：「入會費」加上當年度「常年會費」(元/新台幣)

      會員別
費別

個 人
會 員

團 體
會 員

學 生
會 員

贊 助
會 員

永 久 會 員
個人 團體

入 會 費 500 6,000 200 500 6,000

常年會費 500 6,000 200 5,000 60,000

(2) 繳費方式：現金/郵局匯票

     匯票抬頭：「臺灣燈塔協會籌備處」

(3) 聯絡方式：

　　　臺灣燈塔協會籌備處　會計　張明珊小姐

　　　專線電話：(02)8978-2565

        傳真電話：(02)2701-8492

        地址：10669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1巷1號4樓

附件二：會員入會申請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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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燈塔協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團體
名稱

地
址

電
話

負
責
人

職稱 姓名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會
員
代
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學歷 經歷 職稱 備註

　　省(市)
　　縣(市)

姓　名 性別
出　生
年月日

出生地
　省(市)
　縣(市)

身分證
號　碼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戶籍住
址及電
話
審查
結果

會員
類別

會員證
號　碼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本會各會員入會申請書

1.臺灣燈塔協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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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會員人數 證照字號 發證機關 業　　務　　項　　目

審查結果 會員類別 會員證號碼

　　　　　　　　　　　　　　　　　　　　申請團體：

　　　　　　　　　　　　　　　　　　　　負 責 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10554號

主旨： 為因應急需受訓俾立即上船服

務之船員訓練緊急需求，本

局已協調訓練單位提供105年

5月專業訓練自費名額，請貴

會依附件報名方式協助受理報

名，請查照。

說明： 本 案 名 額 係 針 對 因 應

STCW2010年修正案所需增

訓項目之緊急需求，船員仍可

向訓練機構報名，訓練機構亦

將持續開辦訓練課程。

訓練報名 105年5月份專業訓練自費報名公告



　11

1. 船員如有急需完訓俾上船服務之需求，請檢具公司僱用證明文件向中華海員

總工會報名。 

2. 本案係以自費受訓，欲報名者請依報名時間將報名表及所需文件傳真至 中華

海員總工會 02-25078211，傳真完成後請電洽該工會確認（聯絡人：楊先

生02-25150304、02-25150307），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3. 本次受理之項目與名額如下： 

項　　目 訓練日期/報名時間 訓練地點 名額

電子海圖與資料

顯示系統

105/05/09-05/13
(報名時間04/29上午10點
至下午5點)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 2

領導統御與駕駛

臺資源管理

105/05/30-06/03
(報名時間05/18上午10點
至下午5點)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 8

領導統御與機艙

資源管理

105/05/30-06/03
 (報名時間05/18上午10點
至下午5點)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 7

4. 收到傳真後將依下列報名資格比對交通部航港局MTNET海技人員系統資料，

符合者依傳真順序通知受訓，通知受訓後取消或未到者，後續如有本案訓練

名額，將不予受理報名。

項　　目 資　　  　　　　　　　　　格

電子海圖與資料顯

示系統

1.效期內船員服務手冊
2.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3. 一、二等航行員資格文件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

資源管理

1.效期內船員服務手冊
2.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3. 一、二等航行員資格文件

領導統御與機艙資

源管理

1.效期內船員服務手冊
2.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3. 一、二等輪機員資格文件

備註：

1. 各訓練項目前2項報名資格（效期內船員服務手冊及公司僱用證明文件）須於

報名時一併傳真，始視為有效報名

2. 「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系統」、「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管理」、「領導統

御與機艙資源管理」等3項訓練，因每班名額少，每次傳真報名以1人為限。

因應STCW公約2010年修正案緊急待訓船員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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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待訓船員報名表

船員服務手冊　

字號
 連絡電話  

姓　　名
 

 
□電子海圖與資料顯示系統
　□船員服務手冊效期頁

　□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報名項目及繳　

驗證件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管理
　□船員服務手冊效期頁

　□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領導統御與機艙資源管理
　□船員服務手冊效期頁

　□公司僱用證明文件

會 務 報 導

本會基隆分會於1 0 5年4月2 0日訪問
「KIMOLOS TRADER」輪，致贈紀念品
與海員月刊並合影。(自左至右) 王主秘瑞
珍、波蘭籍大副 STENCEL Grzegorz。

登輪訪問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4月21日訪問「慶
順」輪，致贈紀念品與海員月刊並合影。
(自左至右) 郭重仁二管、郭康船長、孫永
杰大副、彭組長興漢。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4月7日訪問「鮮明」輪，致贈紀念品與海員月
刊並合影。(自左至右) 王閎田見習三副、黃柏元三副、王主秘瑞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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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105年度『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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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05月20日(星期五)10:00-17:00

【課　程　表】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人

09:30~10:00 　 　 　 報 　 　 到

10:00~10:50 解析沙灘船風險管理評估
台北海事檢定有限公司

海事公證人　游船長　健榮

10:50~11:00 　 　 　 休 　 　 息

11:00~12:00 解析沙灘船風險管理評估
台北海事檢定有限公司

海事公證人　游船長　健榮

12:00~13:30 　 　 　 休 　 　 息

13:30~16:00 維持廢氣鍋爐效率，
防止廢氣鍋爐煙道着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田教授  文國

16:00~17:00 Q&A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商船學系
田教授  文國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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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服務公司 午餐 □葷食　　□素食

聯絡電話(公司)    ―          　     　　(手機)                      

傳真號碼     ― E-mail：

※備註：
    1.本表填妥後傳真至本會（02）2507-8211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2.聯絡人：楊育錞先生。電話（02）2515-0304或0307。
　　　　　　  電子郵件：Duncan@ncsu.org.tw。
    3.本訓練名額有限，請於05月13日(星期五)前報名，以便統計參加人數。
　 4.敬請填妥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證，以便辦理保險。
　 5.本次未達開班下限人數20人，將延期至下一梯次擇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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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
2 2 2 2

貨櫃船隊增長放緩大船交付

阻礙運價回升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克拉

克森(Clarksons)發表最新貨櫃船運

市場展望報告指出，儘管今年需求增

速高於供應，全年貨櫃運量可望超過

一億八千萬TEU，但大船的不斷交付

阻礙了運價回升。

據分析，全球經濟仍面臨下行的

風險，且去(2015)年全球出口貨櫃

運量降至2009年來的最低水準，預

計今(2016)年全球貨櫃貿易量將增

長4.1%左右。2016年貨櫃貿易量

將會從1.754億TEU增長到1.825億

TEU。

克拉克森認為，2016年貨櫃船

隊的增長將會放緩至3.9%，原因

是超大型貨櫃船的新船交付有所放

緩。2015年全球貨櫃船隊數量較前

(2014)年度增長7.2%，截止2016

年三月初，全球共有貨櫃船5230

艘，總運量達到1980萬TEU，超大

型貨櫃船的交付仍將堅挺，2016年

一萬兩千TEU以上的新船將提供約

50.8萬TEU的運能，且明(2017)年

交付將進一步加速。因此需求增速雖

高於供應，但大船的不斷交付阻礙了

運價回升，此外，隨著過剩運能的不

斷累積，特別是超巴拿馬型船，運能

仍需要一段時間去消化。

另一方面，受歐洲和俄羅斯進口

需求疲軟的影響，2015年亞歐航線

貿易總量預計下降3.7%，但今年有

望恢復正常水準。估計今年亞歐航線

貿易量將達1540萬TEU增長3.8%，

但增長走勢仍受制於歐盟各國家的經

濟走勢；西向泛太平洋貿易將反彈，

與2015年下降3.4%相比，今年預計

增長1.4%；東向泛太平洋貿易增長

預計略低於2015年的6%，維持在

4.6%。

高港工會抗議組改 港務公

司:因應業務發展需求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高港

工會四月十八日上午在立法院前，抗

議港務公司利用政權交替期間推動組

織改造，假改造之名，行酬庸之實。

港務公司澄清表示，公司規劃推動組

織調整，是為整合單位業務職掌，

提升資源運用效益，解決專業人力不

足問題，強化公司整體競爭力。組改

後，高層主管不增反減，工會所稱

「假改造之名，行酬庸之實」及「肥

高層，瘦基層」與事實不符。另組

改案將在520後向新任交通部部長報

告，並經其同意後才會實施。

航  運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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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公司為讓同仁充分瞭解組

改內容，期間共計辦理17場公開說

明會，與工會及同仁面對面溝通，並

兩度邀請公司內7個企業工會座談，

其中僅高港工會兩次均拒絕參加，以

致於對本次組改案有所誤解，深表遺

憾。但公司表示將持續與高港工會溝

通，以達勞資雙贏局面。

另港務公司表示，人員進用均

是因應公司業務經營發展需要，且依

國營事業人員進用相關規定辦理公開

徵選，絕無黑箱作業，又有關員工考

核制度均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其最主要精神是為使員工表現具有鑑

別度。尤其是對於表現較為落後者，

能夠給予專案輔導，幫助同仁迎頭趕

上，以達到「獎優輔弱」的目的。

港務公司表示，公司成立4年多

來，整合各港資源，以「臺灣港群」

之姿發揮「對內協調分工，對外統合

競爭」的綜效，每年營收均有所成

長，感謝每位同仁的努力付出。希望

未來仍能勞資一條心，共同開創新

局，讓港務公司營運更上一層樓。

 貨櫃船運市場需求穩升 運

能過剩運價走跌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上

海航運交易所市場週報指出，歐美主

航線貨櫃船運輸市場總體需求穩中有

升，但受運能過剩影響，截至上週整

體運價呈現走跌態勢。

上海航交所分析說，上週歐洲航

線貨量繼續呈小幅回升態勢，但運能

過剩局面依然嚴重，船舶平均艙位利

用率介於85%至90%，部分航次裝

載率超過九成。市場運價延續本月上

旬以來的下滑走勢，多數航次運價已

跌近月初漲價前水9準，部分航次最

低運價跌破200美元/TEU。

4月15日，上海出口至歐洲基本

港市場運價（海運及海運附加費）為

271美元/TEU，較上期下跌6.9%。

地中海航線貨量表現優於歐洲航線，

加上前期部分航商採取較大幅度的運

能收縮措施，供需關係繼續改善，船

舶平均艙位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

部分地東、黑海航次裝載率達95%左

右。由於供需基本面尚可，雖然市場

運價繼續下滑，但總體水平仍高於漲

價前水平。

4月15日，上海出口至地中海

基本港市場運價（海運及海運附加

費）為409美元/TEU，較上期下跌

6.6%。據悉，鑒於地東、黑海航線

供需關係好轉，部分航商計劃於本月

下旬再度漲價，幅度則視後市情況而

定。

北美航線方面，美國經濟保持平

穩復甦態勢，美國勞工部最新報告顯

示，上週初美國申請失業金人數大幅

下跌至25.3萬人，處於歷史低位。支

撐當地居民消費需求逐步增長，推動

運輸需求穩中有升。美西航線，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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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接受部分亞歐航線大船，運能過

剩明顯，船舶平均艙位利用率介於85

斯至90%之間，市場運價繼續下滑。

美東航線，供需關係略有改善，船舶

平均艙位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運

價延續下調走勢，但幅度小於美西航

線。

4月15日，中國出口至美西、美

東航線運價指數分別為644.88點、

820.02點，分別較上期下跌8.3%、

1.2%。

ASF五月中上海召開船聯會盧

峰海率團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由

大陸船東協會主辦的第廿五屆亞洲船

東年會(ASF)將在五月中旬於上海召

開，我方全國船聯會決定籌組十一人

代表團與會，與會成員還包括以顧問

身份出席的交通部航港局與外交部四

名官員。

ASF本屆年會訂今年五月十八至

廿日期間在上海舉行，我方由全國船

聯會理事長盧峰海擔任團長，率同萬

海航運副董事長陳力、萬海航運董事

陳致超、陽明海運資深協理包競明、

長榮海運副總經理林沛、顧問交部航

港局劉德財、杜文允、邱詩耘、外交

部謝政璋，及船聯會秘書長許洪烈與

組長黃雅羚等十名團員出席。

川崎超大船米歐橋輪首航越

南港口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

CKYHE聯盟成員川崎汽船(K LINE)

所屬一萬四千TEU級超大型貨櫃船

「米歐橋」輪(Millau Bridge)輪四月

十一日首航越南港口，該輪靠泊越南

巴地頭頓省蓋梅國際港CMIT碼頭，

係CKYHE聯盟首艘靠泊越南港口的

超大型貨櫃船。

據瞭解，CMIT碼頭是目前越南

唯一可以容納超大型貨櫃船靠泊的深

水港，越南交通運輸部副部長阮文功

出席了本次迎接儀式，充分肯定蓋梅

國際港對越南港口系統所發揮的重要

作用。

「米歐橋輪」係於去(2015)年

三月底新建完成，該輪15萬總噸、

船長366公尺、船寬51公尺，投入中

遠、川崎、陽明、韓進及長榮海運合

組的CKYHE聯盟所屬的NE 2遠歐航

線，該航線由陽明海運及K LINE各投

入五艘船舶所組成，該輪亦在年前自

廣州市南沙港首航高雄港。

二月份船期準確率萬海再度

蟬聯全球第二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根據

英國海運諮詢機構Drewry發佈的今

(2016)年二月貨櫃航商船期準確率

績效調查顯示，萬海航運繼今年元月

後，二月份排名再度蟬聯全球第二。

Drewry分析指出，二月全球

船期準確率最高依序為商船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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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萬海航運(WHL)和馬士

基(MAERSK)，萬海船期準確率達

71.4%。

萬海表示，船期準確率向來為

顧客所重視，隨著國際市場競爭日趨

激烈，各航商為了提供客戶更優質的

服務，船班準確已成為關鍵競爭力之

一。身為營運績效全球第一的貨櫃航

商，公司長期致力於航線優化，提供

定期、密集的航次，靈活調度航班作

業以確保船期準確，有效提升貨主的

營運效率，因此服務品質深獲肯定。

萬海在亞洲區間擁有密集、完整

的航運網絡，並逐步串聯歐美各點，

提供多樣化的航線選擇外，專業的經

營團隊為運輸全程把關，使客戶享受

安全、便捷、快速的運送服務。 

釜山港今年貨櫃量目標邁向

兩千萬TEU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釜山

港去(2015)年貨櫃量創新高，其中

中轉貨櫃量突破了一千萬TEU，負責

經營該港的釜山港灣公社（BPA）訂

定今年貨櫃量目標，全港櫃量將邁向

兩千萬TEU。

BPA總經理禹禮鐘表示，BPA將

致力於吸引新的中轉貨物量，釜山

港是繼新加坡港和香港之後的世界

第三大中轉港，2015年在全球經濟

萎靡的情況下，中轉貨櫃量仍增加

4.2%，全港年櫃量達到1946.7萬

TEU，其中中轉櫃量即佔1010.4萬

標箱，係自釜山港開埠以來中轉櫃量

首次突破一千萬TEU，今年BPA更將

把年櫃目標定為兩千萬TEU。

據稱，今年BPA將充分發揮釜

山新港和北港功能，迎向年櫃量兩千

萬TEU新時代。釜山港開埠以來最大

工程北港改造工程和全球腹地園區中

樞建設也將進行下去。他還指出，目

前，全球各港口間競爭越來越激烈，

針對這一情勢，BPA今後將加強對信

息的採集、分析及預測，進一步鞏固

釜山港全球港口領先地位。

禹禮鐘指出，自釜山新港於

2006年投入營運，釜山港就一直採

用北港新港兩港分管體制。目前釜山

新港佔釜山港整體櫃量的66.2%，呈

現出向新港集中趨勢，北港2015年

櫃量則達660萬TEU，表現出較強港

口競爭力。今年上半年BPA將合併北

港四家營運公司，以解決各公司間的

過度競爭以及裝卸費過低、經營困難

等結構性問題。

談到郵輪業務發展，禹禮鐘表

示，2004年釜山港郵輪僅為22艘

次，遊客也僅約一萬人次左右，而今

年預計釜山港將有230艘次郵輪和約

45萬人次遊客量。因此BPA決定擴

建碼頭、舉辦展銷會，並將2016年

定為扶植郵輪產業的元年，大力扶植

郵輪產業。BPA為宣傳郵輪城市釜山

市，訂於五月十二至十四日在釜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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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客運碼頭召開國際會議並舉辦了

展銷會。

目前BPA正效仿新加坡港和鹿特

丹港提高港口腹地園區使用效率，激

活各項港口相關項目，提供綜合港口

物流服務，致力於把釜山港建設成為

全球物流中心。BPA將大力扶植釜山

港新的藍海產業-郵輪產業、船用品

產業、修船造船園區、LNG加油站等

港口相關產業，並依託韓國IT技術，

加強信息搜集、分析和預測能力，提

供高效準確的港口物流信息。

船聯會籲海攬業另設船舶運

送業購建船舶共創海運經濟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MCC

議題持續發燒，全國船聯會除呼籲海

運承攬運送業另設船舶運送業購建船

舶共創海運經濟，並認為海攬公會引

用法條失據，而我國港口貨櫃進出口

貨物量的增加與否，與承攬業申報進

出口貨物艙單並無關聯性。

全國船聯會秘書長許洪烈呼籲海

攬公會在民國103年財政部關稅法第

20條之1開放海攬業申報轉運、轉口

MCC貨物艙單的權利後，更進一步

要求關稅法第20條之1【再增加開放

海運進出口貨物】申報艙單權利的同

時，應承擔【公平正義】的【基本責

任】，因為權利的適法性來自於法律

基本責任的明確性。

全國船聯會鼓勵海攬業另設船舶

運送業購建船舶行使法律賦予彼此的

權利和義務，創新航運物流的經營模

式，共創海運經濟的【成果價值】，

何來【海攬公會所謂貨主大底已不再

直接洽詢船公司託運之詞】。

船聯會重申反對關稅法第20條之

1【再增加開放海攬業申報海運進出

口貨物艙單】的法律依據如下：

交通部航業法(公法)設計管理制

度的條文中沒有無船經營公共運送人

NVOCC業別的定義及管理的制度，

故海攬公會引用法務部民法(私法)的

條文失據。

海攬業管理規則第16條要求業者

申報費率備查的條款，是道德勸說的

條款，因為沒有母法航業法授權管理

該業者費率應申報備查的依據條文，

故違反該規則第16條的規定，根本不

在母法航業法第57條?則處分海攬業

的範圍內。

3. 然而船舶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18條要求業者申報運價備查的條款，

不是道德勸說的條款，是依據航業法

第22條規定，要求業者申報運價的備

查，故違反該規則第18條的規定，該

業者是要接受航業法第54條?則處分

該業者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十二萬

元以下罰鍰的範圍內。

基於航業法對運價備查的處罰

只罰船舶運送業，不罰海攬業，有違

管理業者之間的【公平與正義】。海

攬業違反關稅法第20條之1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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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依據關稅法第84之1條處分海攬

業，船舶運送業違反關稅法第20條的

申報，海關依據關稅法第84條處分

船舶運送業，看似公平，其實不然，

因為海關緝私條例母法的裁罰對象只

有船舶運送業，不見海攬業，故海攬

業承攬申報的貨物若有走私的事件，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的裁?對象只有船

舶運送業，有違緝私的【公平與正

義】。

船聯會要求，民國103年財政部

關稅法第20條之1開放海攬業申報轉

運、轉口MCC貨物艙單，海攬公會

應說明至今確實累計的貨量到底是

多少？是當年承諾的4萬TEU？10萬

TEU？

船聯會認為，事實上我國港口貨

櫃進出口貨物量的增加與否，與承攬

業申報進出口貨物艙單並無關聯性。

交部發佈港澳船舶入出臺灣

懸旗規範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通

部發佈，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訂定「香港澳門船舶入出

臺灣地區港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懸旗

規範」，並自即日生效。本次訂定重

點，主要是以前是由各港自行發佈，

本次則是統一各港規定。

香港澳門船舶入出臺灣地區港

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懸旗規範如下:

一、香港、澳門船舶入出臺灣地區港

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懸旗方式依本規

範規定辦理，本規範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二、本規範所稱

香港、澳門船舶，係指在香港或澳門

登記（註冊）之船舶。但不包括軍用

或公務船舶。三、香港、澳門船舶入

出臺灣地區港口及在港口停泊期間，

得懸掛其公司旗及信號旗，在船艉旗

桿，祇懸掛特別行政區區旗；在船舶

主桅桿，不掛旗。

台灣新生報
2 2 2 2 2  

第一次航海員測驗 高雄海科

大榜示
今（一○五）年第一次航海人員

測驗於四月十八日上午在國立高雄海

洋科技大學辦理榜示，由交通部航港

局長祁文中主持榜單接榜儀式，並與

命題、審題委員合影。本次測驗報名

人數六百一十九人，全程到考人數五

百五十六人，一、二等船副、管輪等

四個類科成績合格人數計一百三十三

人，合格率為二三·九二％。

航港局指出，一○五年第一次

航海人員測驗放榜，首次來到高雄海

科大，該校是唯一以海洋特色為教學

主軸的科技大學，創校數十年來，已

為國家培育大量優秀海事人才，對國

家經濟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更積

極推展國際學術與技術交流，帶領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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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洋相關事業追求精進，走向科技

化、精緻化，引導學生親近海洋、認

識海洋、利用海洋、保護海洋，培養

人文通識素養，是支持「海洋立國」

精神的重要高等教育學府。

局長祁文中巡視新建高壓電設

備訓練課程之教學設備時，除感謝該

校對臺灣海洋事業的貢獻，更希望日

後高雄海科大仍能不斷給予航港局協

助，不吝嗇分享專業知識，共同增進

臺灣航運的發展繁榮。

航港局指出，鑑於船舶高壓電

的使用日趨普及，有關船用高壓電裝

置、操作、安全管理事項，攸關人員

與船貨之安全，STCW公約二○一○

修正案增訂輪機員對於高壓電裝置適

任能力要求，目前雖僅英國與新加坡

籍等英系船籍國強制發證，但基於人

員與船貨之安全考慮，有越來越多國

家港口國管制人員列為觀察事項。為

因應業界人力需求，高雄海科大透過

產學合作規劃籌設船員高壓電專業訓

練課程，相關軟硬體設備業已安裝完

成，正向新加坡海事局申請認證符合

STCW公約品質標準認證資格，完成

認證程序即可開訓。據了解，該等設

備功能與規格完全比照新加坡海事學

院之標準，是亞洲第二套國內第一套

由學界籌設的船員高壓電專業訓練課

程。

全球四大航運聯盟 版圖將重

新劃分
據外媒報導分析指出，全球前幾

大航運聯盟正在重新劃分勢力範圍，

目前正在等待某幾家集裝箱航運公司

正相關監管機構批准。

法國達飛海運集團（CMA CGM 

SA·）也在爭取三個監管部門批准其

去年十二月份公佈的以二十四億美

元，以收購新加坡海皇輪船有限公司

的交易。

同時，中國遠洋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Co·和中國海運

（China Shipping Group）的合併

案也正在請等候歐盟和美國監管機構

批准。中國方面已經批准了此次合

併，合併後的中海集運將成為全球第

四大集裝箱班輪公司及總吞吐量全球

第二大的碼頭運營商。

全球航運聯盟包括由赫伯羅特、

日本郵船、東方海外、美國總統輪

船、現代商船、商船三井組成的G6

聯盟；由中遠集運、川崎汽船、陽明

海運、韓進海運和長榮海運組成的

CKYHE聯盟，其在亞洲-歐洲航線的

市場佔有率為百分之二十五；由馬

士基航運和地中海航運組成的2M聯

盟，佔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市場；以及

由中海集運、阿拉伯聯合航運和法國

達飛輪船組成的O3聯盟，在亞洲-歐

洲這條全球最繁忙的遠洋貿易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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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貨運市場佔有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

先前《華爾街日報》報導稱

達飛輪船正考慮是否退出其所在的

O3聯盟。而且，國際航運諮詢機構

Alphaliner報導顯示，達飛輪船還打

算吸納中遠海運集裝箱有限公司、台

灣長榮海運和香港東方海外三家班輪

公司組建新聯盟CCEO。

根據法國海事諮詢機構AXS-

Alphaliner的統計數據，CCEO聯盟

的合計運力規模將達到四二九•四萬

TEU，佔全球集裝箱航運市場規模的

百分之二十一，僅次於由馬士基航運

和地中海航運組建2M聯盟。

若CCEO聯盟成立，一方面將對

目前集運市場最大聯盟2M帶來巨大

的挑戰，導致其在東西主幹航線的地

位受到極大衝擊；另一方面，一些實

力較弱班的成員在未來處境堪憂。目

前，全球航運市場依舊在低谷徘徊，

有機構預測，2016年是航運市場異

常艱難的一年。

紐約打造成全美第一大港

紐約和紐澤西州港務局宣布一項

三十年投資計畫，將打造紐約港成為

未來超過加州洛杉磯及長灘的全美第

一大港口。首要的配套設施就是連結

港口的快軌，預計將投資一·四九億美

元，在今年夏天於紐澤西州Bayonne

旁的GCTUSA貨櫃站開始動工，預估

二○一九年完成。屆時，紐約港可接

受遠至賓夕維尼亞州匹茨堡、伊利諾

州芝加哥廠商的貨物，加上二○一七

年Bayonne橋擴建完成後，也將會吸

引更多的船隻。

紐約港目前年貨運吞吐量為六

四○萬個TEU，位居加州洛杉磯（八

二○萬）、長灘（七二○萬）之後。

但紐約港去年貨櫃處理量增加一○•

四％，長灘增五•四％，洛杉磯則下

滑一％。市場分析，美西部港口貨櫃

處理量的下降，主要是因勞資談判所

致。

目前紐約港工人仍執行每天工

作十小時、每週五天的工作制，相對

於其他港口的「二十四小時／七天」

工作時間，競爭力自然受到挑戰，因

此這類問題仍需港務局及工會進行談

判。

紐約和新澤西州港口是繼美西洛

杉磯、長灘之後，全美第三大繁忙港

口，東岸最繁忙的港口，每年平均處

理約值二千億美元貨物。

今年初，該港曾有超過一千名碼

頭工人發動罷工，導致貨物轉運站一

度無法正常運作，大批貨品囤積，九

小時後碼頭運作才陸續恢復正常，原

因是工人不滿當局干涉工會與紐約託

運人協會的集體談判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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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通過國際航運強制性電子

數據交換要求

在 最 近 召 開 的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Internat iona l  Mar i t ime 

Organization, IMO）便利運輸委員

會(FAL)第四十次會議上，通過了有

關貨物、船員和乘客的電子信息交換

強制性要求。作為國際便利海上運輸

公約(FAL公約)修訂和現代化附則的

一部分，旨在協調有關船舶抵港、停

留和出港的程序。

該新標準是修訂的附則中重要變

化事項，其有關在通過修正案後三年

內建立電子信息交換系統的義務，預

計按照默認接受程序將於二○一八年

一月一日生效。自電子傳送事項為強

制性規定起，將有為期十二個月的過

渡期，在過渡期間可允許使用紙本和

電子文件。

繼全面複審有關規定後，FAL委

員會通過了修訂的FAL公約附則。該

更新事宜旨在確保FAL條約充分闡明

航運業目前和新出現的需求，並促進

和加快國際海上運輸。其目的是防止

對船舶和船上人員及財產造成不必要

的延誤。新建議的做法鼓勵使用『單

一窗口』理念，使所有要求有關船舶

抵港、停留和出港等訊息能夠通過單

一網站窗口作提交。

巴拿馬運河擴建 攪動航線布

局

巴拿馬運河即將在兩個月內開

通新船閘，將加劇與蘇伊士運河的

競爭，特別是對從亞洲到美國東岸

的貨櫃運載。擴建的巴拿馬運河將

於六月二十六日啟用，將可讓一二

○○○TEU容量的船舶通過運河，最

終，一四○○○TEU的船舶也將可通

過運河。

Sea Intel最新研究指出，一些

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航線如果改為通

過巴拿馬運河，將會節省時間和金

錢。基於目前的船舶網絡，亞洲到美

國東岸的航線可以通過蘇伊士運河或

者巴拿馬運河，對於承運人來說各自

擁有許多的差異和限制因素。雖然從

北亞地區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航線能提

供最短的航程和航行時間，但直到現

在為止它能允許通過的最大船型是五

○○○TEU的船，船舶運量成了貿易

中最主要的限制。另一方面，雖然通

過蘇伊士運河的航線允許使用任何大

小的船舶，但是除了東南亞地區，其

他地區貨載通過蘇伊士運河到美東都

是一條很長的航線。

目前二十三條從亞洲到美國東海

岸的航線中，有十四條通過巴拿馬運

河，另外九條通過蘇伊士運河。許多

通過蘇伊士運河的航線僅僅是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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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讓承運人配置載重更大的船舶。

隨著巴拿馬運河將能通過尺寸

更大的船舶，選擇通過蘇伊士運河的

動機將減少。從香港以北的亞洲港口

運送至美東海岸的貨物，通過巴拿馬

運河的航線將會是更好的選擇。相反

的，從越南VUNGTAU或者在它以南

的港口運送的貨物通過蘇伊士運河會

是好的選擇。隨著北亞地區的承運人

部署更大的船舶通過巴拿馬運河，巴

拿馬期待恢復他們先前由於運河規模

限制所失去的貨運量。

針對這種情況，蘇伊士運河開始

為從美東到亞洲航線上的船舶在通行

費上提供折扣作為對承運人的一種回

應。雖然這樣一個刺激方案在當前低

油價的環境下是可行的，但是如果燃

油價格再次升高將會失去作用。新巴

拿馬運河將會帶來更低的運費，更短

的通過時間和經濟規模的提升，真正

受益者將會是承運人，最終的受益者

將會是託運人。

首批甲醇遠洋運輸船問世
據 國 際 船 媒 報 導 ， 四 月 初

Waterfront航運公司（WFS），商

船三井（MOL），Westfal-Larsen

管理公司（WL）以及Marinvest/

Skagerak投資公司(Marinvest)將

共同迎來一批具清潔高效的新船。這

七艘五○○○○TEU的船舶都安裝了

全新的MANB&WME-LGI雙沖程雙燃

料發動機，能在甲醇、燃料油、船用

重柴油或輕柴油燃料之間運行。

該船舶發動機技術不僅減少排

放，同時還提供給船東一個可行、

高效且便捷的替代燃料選擇。甲醇是

一種很重要的船用替代燃料。能夠滿

足該行業日益嚴格的環保法規。甲醇

是一種生物降解且清潔燃燒的船用燃

料，甲醇可以減少如顆粒物、硫氧化

物和氮氧化。

運力過剩首季全球散貨船訂

單僅2艘
VesselValue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全球散貨船新船訂

單量迅速減少，僅為二艘（不包括

VLOC）；與去年同期相比，去年第

一季散貨船新船訂單量七十八艘。

全球散運市場的低迷是導致散貨

船新船訂單量大跌的主要原因。由於

散運市場存在嚴重的運力過剩問題，

散貨船運費率持續走低。同時，油船

等利潤較高的船型市場需求穩定。受

此影響，船東和船廠沒有建造散貨船

的意願。

儘管如此，隨著散貨船報廢量的

迅速增加，散貨船訂單量也有可能會

逐漸回升。根據克拉克森的數據，今

年第一季度散貨船報廢量創下新高，

船東正在努力恢復市場運力平衡。

今年一月，波羅的海國際海運理

事會（BIMCO）曾提出預估，今年

散貨船報廢量將達到四○○○萬載重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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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友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INCER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擴  大  徵  才  訊  息 
“表現良好優先轉岸勤” 

職    稱 資                        格

船　長

☞持「本國籍一等船長執業證書」或「巴拿馬籍船長證書」，

　並持「ISPS SSO證照」 
☞歡迎持船長證書僅有大副經驗者，

　若有潛力六個月可提升為船長 

輪 機 長 
☞持「本國籍一等輪機長執業證書」或「巴拿馬籍輪機長證書」

☞歡迎持輪機長證書僅有大管經驗者，

　若有潛力六個月可提升為輪機長 

大副/大管 
船副/管輪

☞持「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最新訓練證書」 

岸      勤 
☞航運相關科系畢業為佳

   或具有航運各部門各職級相關服務經驗均可

~信友船隊為輕便型散裝船，待交新船艘數多，船齡輕、上船機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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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性調度、海勤服務時間彈性~ 

  　　　意者請E-MAIL：marine@sinceremarine.com 

  　　☎電洽：02-27001400 船員處 分機229、236、237

 　　✉台北公司：(106)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9號15樓

加 入 信 友 團 隊 共 創 新 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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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海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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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一年以上遠洋海岬型、
巴拿馬極限散裝船經歷。

大副/大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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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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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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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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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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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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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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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條　 件 適任船型

船長 / 輪機長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95訓練證書；曾任
遠近洋油輪、化學輪、拖船經驗者尤佳。 

拖船、 
油/化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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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船經驗者尤佳。

岸勤工務部
經理 /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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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STCW公約2010年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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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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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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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匠、水手長、木匠、廚工等，符合STCW2010資格者

岸    

勤

駐埠船長/
駐埠輪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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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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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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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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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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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絡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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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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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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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格

船長/輪機長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大副/大管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船副/管輪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見習船副/管輪 持有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乙級船員
水手長、木匠、幹練水手、加油長、銅匠等，符合
STCW2010資格者。

大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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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機長/大副/大管

具航海/輪機等相關背景，具船上經驗及相關執照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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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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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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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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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翔海運(股)公司
徵才訊息

職　　　　稱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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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舵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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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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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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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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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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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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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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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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4/18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期 摘要 金額

21216 張○選 2016/3/1 退休補助金 48600

51159 陳○欽 2016/3/2 退休補助金 47100

52256 李○坤 2016/3/3 退休補助金 17400

C00740 李○淵 2016/3/3 退休補助金 59400

87439 楊○座 2016/3/4 退休補助金 7500

85811 許○川 2016/3/7 退休補助金 12300

47778 陳○發 2016/3/9 退休補助金 28650

46410 甘○潮 2016/3/9 退休補助金 36000

69693 曾○趾 2016/3/10 註銷會籍補助金 22650

68171 陽○華 2016/3/10 退休補助金 57300

43997 林○靖 2016/3/10 退休補助金 37650

C00742 陳○興 2016/3/11 退休補助金 63300

C00743 李○民 2016/3/11 退休補助金 15300

50140 余○富 2016/3/14 退休補助金 58350

61728 陳○成 2016/3/14 退休補助金 50700

84835 黃○福 2016/3/17 註銷會籍補助金 23550

82815 呂○成 2016/3/18 註銷補助金 37350

28062 吳○寶 2016/3/18 退休補助金 35400

49771 蘇○財 2016/3/22 退休補助金 21900

C00749 邱○榮 2016/3/23 退休補助金 48600

81927 顏○良 2016/3/23 退休補助金 28050

43932 章○傑 2016/3/23 退休補助金 26550

44855 蔡○山 2016/3/24 退休補助金 59250

69576 潘○滿 2016/3/29 退休補助金 27750

42034 劉○峰 2016/3/30 註銷會籍補助金 45900

57342 樓○龍 2016/3/31 註銷會籍補助金 40050

C00752 蔡○德 2016/3/31 退休補助金 35100

人　　數 27 總金額 99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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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一覽表

製表日期 : 20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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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處會證遺失名單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88723 施○峰 2016/3/16 母喪慰問 1000

86769 王○富 2016/3/21 在岸因病死亡 6000

54504 郭○誠 2016/3/21 母喪慰問 1000

75867 陳○揚 2016/3/21 在岸生病住院 2000

87447 許○明 2016/3/2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9510 張○宗 2016/3/23 母喪慰問 1000

83327 黃○源 2016/3/24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5859 尤○斌 2016/3/29 父喪奠儀 1000

66559 葉○堅 2016/3/29 父喪慰問 1000

83206 賀○利 2016/3/31 在船死亡 48000

人　　數 10 總金額 65000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台字042170 俞○敬 總台字081927 顏○良

總台字070329 邵○祥 總臨學B08468 陳○興

總台字073574 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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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北臺灣「物聯網」、「布可思藝」雙主
題創客基地，讓您實現夢想的開放空間

《資料來源：勞動力發展署》

創客經濟崛起，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在全國各地依轄區重點產業規

劃，成立具前瞻性的「創客基地」，

於北分署五股訓練場內規劃設立的

「物聯網」及「布可思藝」雙主題創

客工房，透過顛覆傳統職訓的模組化

訓練模式，引導民眾激發創意、動手

實作，同時結合創業資源，發展出新

型態的職業訓練、就業模式與創業機

會，歡迎民眾加入創客自造領域。

勞動部表示，創客基地展現

Maker動手作精神，由政府提供空

間、企業贊助設備、專家聚合社群，

建立「物聯網」與「布可思藝」雙主

題基地，分別聚焦當前正夯的雲端、

大數據與科技穿戴裝置，同時與數十

所學校與企業推動產學合作，讓人才

無縫接軌順利養成！

北分署「物聯網」創客工房自

去(104)年9月開始籌備，「布可思

藝」創客工房也於105年1月籌建完

備，2基地陸續開始試營運，共計近

400坪空間，依創客創作場域規劃了

創客空間(Maker Space)、共同工

作空間(Co-Working Space)、共同

交誼空間(Social Space)等3大實作

分享空間；基地並設有小型攝影棚、

展演空間及展示室，提供創客商業攝

影，能即時登上北分署行銷展示平

臺、同步建立官方網頁，虛實整合提

供多元行銷管道。

曾參加北分署自辦訓練3D列印

模組課程的林柏瑋學員，於今年3月

結訓前和班上同學江柏彥等組成團

隊，觀察到市面上的夾娃娃機常被詬

病夾爪操控的問題，於參訓期間便常

參加基地的工作坊，瞭解創客其他運

用，並運用基地空間及設備彼此討論

與試做，還能請教基地內的老師；目

前已運用Arduino撰寫程式，開發出

類似鋼鐵人手臂的夾娃娃機，利用手

套的手勢直接控制傳統夾娃娃機、甚

至不用手套也可直接遙控，未來還朝

向APP、語音辨識及虛擬實境等時下

最夯的技術研發，已有廠商跟他們接

洽，開啟了創客創業的一條新路。

北分署創客基地試營運以來，已

辦理單晶片控制、3D建模、雷射雕

刻切割製造、精工、商品設計、智慧

銀髮設計、服裝立裁、智慧型紡織設

計、織品時尚設計等主題式工作坊，

深受青年朋友喜愛，聚集跨專業人才

討論。近期正辦理規劃「時尚創意設

計」模組化課程，由基礎訓練慢慢進

入服裝設計三大要素「色彩、材質、

形」應用，更多最新課程及活動訊

息，可加入北分署創客基地FB粉絲專

頁(https://www.facebook.com/

makerbase/)，或上官網(http://

www.nmaker.wda.gov.tw/)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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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近來部分雇主未具申請資格

條件即接續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勞

動部呼籲，為使被看護者得到良好的

照顧及保障外籍勞工工作權益，雇主

應先取得被看護者申請資格，再行接

續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

勞動部表示，現行外籍勞工轉換

雇主制度，是在兼顧外籍勞工權益及

保障本國勞工就業目的下，對於無法

繼續受聘於原雇主而需轉換工作或雇

主的外籍勞工，可透過勞工、原雇主

及新雇主三方合意轉換雇主機制，轉

換至新雇主處工作，另為縮短新雇主

等待之空窗期及增加外國人轉換雇主

機會，放寬雇主得持指定醫院開具的

診斷書或身心障礙證明接續聘僱家庭

看護工。

勞動部指出，為使雇主得以儘快

在國內承接轉出的外勞，縮短人力等

待的空窗期，已簡化雇主於國內申請

接續聘僱外勞的相關程序，但仍有雇

主於醫院專業醫療評估為被看護者不

符合申請家庭外籍看護工資格，即先

行接續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對於此

類申請案，勞動部將依「外國人受聘

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

款至第11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

作程序準則」相關規定，不予核發接

續聘僱許可，又雇主如有非法容留或

聘僱未經許可外勞的情形，將依就業

服務法相關規定裁處。

勞動部再次提醒，雇主接續聘僱

外籍看護工前，應先瞭解申請資格條

件規定。以上相關法令資訊均公告於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http://

www.wda.gov.tw），另對於聘僱

外籍看護工規定如有任何疑問，亦可

洽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電話：02-

8995-6000)。

虱目魚肚湯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材料：

　虱目魚肚2個、水6杯、薑絲

　1/2兩、鹽1茶匙、胡椒少許 

做法：

1.魚去鱗，順中骨剖下魚肚後去內臟洗淨，

（餘下背肉可作為虱目魚 粥材料）。

2.水滾放入薑絲、鹽、魚肚煮五分鐘即可

接續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前，被看護者應先具備法定資格
《資料來源：勞動力發展署》

健康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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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健康保險署運用雲端科技，

於102年7月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收集病患用

藥紀錄之雲端資料庫，提供醫師及藥

師即時查詢病人最近3個月用藥明細

紀錄，協助醫師診斷病情並避免醫師

重複處方及病人重複用藥，為民眾用

藥安全把關。

104年全國計有18,690家院所

查詢使用「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使

用的醫事人員共51,440人，共查詢

1億6,562萬4,399人次。花東地區

查詢家數計420家，包含全部17家醫

院、約88％西醫基層215家，中牙醫

及其他醫事機構188家使用系統查詢

之醫事人員共1,443人，共查詢427

萬7,115人次。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使用後，

本署統計被查詢病患之跨院所用藥重

複率，104年六大類門診用藥（降血

壓、降血脂、降血糖、思覺失調症、

憂鬱症及安眠鎮靜劑）已較103年降

低約3至5成，推估104年全年門診醫

師因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及併

同例行審查及重複用藥核扣等綜效，

約可減少104億元之藥費支出；病人

正確用藥後得到健康減少用藥負擔，

也達節制浪費機制。

為持續精進及擴增醫療資訊查詢

內容及系統功能，自105年起將「健

保雲端藥歷系統」擴大為「健保醫療

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內容除原有之

「病人用藥紀錄」及「管制藥品」

外，增加「檢查檢驗」、「手術明

細」、「凝血因子用藥紀錄」、「過

敏用藥紀錄」、「65歲以上病人宜注

意用藥品項註記」、「牙醫處置及手

術項目」、「復健醫療項目」及「中

藥用藥紀錄」等查詢項目之安全把

關，達到為我國民眾全方位的就醫安

全保障。

由於台灣醫療院所多、分布密

集，民眾就醫方便，跨院就醫情形普

遍，以致個人就醫紀錄分散在不同院

所。健保署提醒民眾看病時或陪同看

病的家屬，可以主動請醫師或藥師查

詢「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運用本署雲端資料庫之就醫紀錄與結

果資訊檔為民眾健康把關。

保健知識 雲端醫療展效率‧民眾用藥更安全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