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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告

交通部航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106141號

主旨： 公告舉辦105年第二次交通部

航海人員測驗。

依據：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

書辦法第43條。

公告事項：

一、測驗類別：

(一)一等船副。

(二)二等船副。

(三)一等管輪。

(四)二等管輪。

(五)一等管輪加註。

(六)二等管輪加註。

二、 測驗日期：105年7月16日至7

月17日舉行。

三、 測驗地點：臺北及高雄試區

（詳細地點另於寄發入場證時

通知）。

四、測驗方式：電腦化測驗。

五、報名有關規定：

(一) 網路報名期間：自105年6月

6日0時起至6月15日下午5時

止完成網路報名。

(二) 報名收件截止日期：參測人員

須於105年6月16日前（郵戳

為憑），以掛號郵寄紙本報名

表件，始完成報名程序，逾期

不予受理。

(三) 報名郵寄地點：10669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1巷1號3樓

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船員考照

科。

(四)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

紙本寄件」方式辦理，參測人

員請至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

務平臺MTNet（網址為http：

//www.mtnet.gov.tw/），

點選「航海人員測驗專區」進

行線上報名作業，報名前請先

下載參測須知詳細閱讀，登錄

完成後務必下載列印報名書表

（網路報名系統6月15日下午5

時準時關閉），並連同參測資

格文件於收件截止日期內以掛

號郵寄報名地點。

六、 本測驗各類別之參測資格、測驗

科目、試題題型、成績計算及

格方式與其他有關事項，均詳載

於本測驗參測須知，參測須知請

至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

MTNet（網址為http：//www.

mtnet.gov.tw/）「航海人員測

驗專區」內「最新公告」下載。

　　　　　　局長　祁　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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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2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0002187號

主旨： 公告105年度第1梯次「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含重行評

估）」參訓人員合格名單。

依據：「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第33條。

公告事項： 本梯次各職等適任性評估（含重行評估）合格人員計陳德玉等109

位，依參訓證編號順序將姓名榜示如后：

一、一等船長：15名

A船103011-1陳德玉　

A船103052-2許駿杰　

A船104001-2胡家豪

A船104030-2黃建軍　

A船104038-1張家瑞　

A船104042-1黃原太

A船104043-1吳建緯　

A船104044王仲豪　

A船105001譚少文 

A船105004端木榮　

A船105012侯宏源　

A船105013葉時文

A船105014許榮文　

A船105020林信宏　

A船105025黃財寶

二、一等大副：25名

A大103025-1鄧艾妮　

A大103030-3葉長海　

A大103072-4陳香萱

A大103111劉子綾　

A大104006-1徐志輝　

A大104015-1簡銘信

A大104019-3潘廣頤　

A大104045-2陳顥予　

A大104056-1簡浩庭

A大104059-1王冠勛　

A大104075-1羅文成　

A大104088-1錢穩中

A大104093-1廖宏哲　

A大105002楊　達　

A大105005游泓柜

A大105012王祉鈞　

A大105013柯則先　

A大105014朱發頎

A大105016林佳鴻　

A大105019何晟瑋　

A大105024羅昌華

A大105026俞祥昇　

A大105027王智韋　

A大105029朱志威

A大105030張雅琪

三、二等船長：0名

四、二等大副：2名

B大104001-2王文傑　

B大105001李繼國

五、三等船長：5名

C船104001-2朱冠達　

C船104002-2楊金華　

C船104012-2顏文章

C船104018-1王瑞璁　

C船94011-1吳鎮仰

六、三等船副：25名

C副105001周允剛　

C副105002侯沛君　

C副105003馮裔潞

C副105004黃鼎倫　

C副105005劉立宏　

C副105006許建元

C副105009涂泳宏　

C副105010張克銘　

C副105011黃祖隆

C副105012呂佳龍　

C副105013湯凱翔　

C副105014高國林

C副105015邱奕欣　

C副105017林久雄　

C副105020王志文

C副105022于會中　

C副105023謝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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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副105024李虎辰

C副105025陳元凱　

C副105026洪丞佑　

C副105028黃竑恩

C副105030陳奕甫　

C副105031石　強　

C副93281-10楊文正

C副96083石憲雄

七、一等輪機長：10名

a輪101013-11湯真理

a輪102016-4張尹瑋

a輪104028-1林隆生

a輪104030-1沈義隆　

a輪104036-1甘煜彬　

a輪104043陳光明

a輪105003陳科仁　

a輪105005林鉍研　

a輪105007蘇培彰

a輪105009劉豐稑

八、一等大管輪：25名

a大102035-4吳慈群　

a大102036-9鄒和生　

a大102063-3李致維

a大102064-5王亦宏　

a大102077-2劉書明　

a大102080-5張彥仕

a大103019-3陳禹州　

a大103024-2蔡易恂　

a大103026-4張志杰

a大103030-3陳慶裕　

a大103039-2陳昱睿　

a大103069-2郭亞文

a大103087-2鄭盛吉　

a大104001-2李偲豪　

a大104018-1陳致綱

a大104047-1劉哲安　

a大104079-1陳俊明　

a大104087-1鄧春勝

a大104097-1劉璁樺　

a大105001鐘慶祥　

a大105007陳以理

a大105008鐘瑋琳　

a大105009陳寰頤　

a大105035彭忠清

a大105036趙健凱

九、二等輪機長：0名

十、二等大管輪：0名

十一、三等輪機長：0名

十二、三等管輪：2名

c管104014陳志強　

c管105002蔡建宏

　局長　祁　文　中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5月6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10608號

主旨： 自106年1月1日起申請核發適任證書，應檢附依據STCW國際公約2010

年修正案適任性要求之船上訓練紀錄簿，已完成STCW國際公約1995年

版船上訓練紀錄簿者，屆時需再併附簽署完成之訓練項目補差表申辦，

請惠予協助轉知船員，請查照。

說明： 旨揭補差表置於本局局網（網址：http：//www.motcmpblgov.tw/）

下載專區/船員類/編號72。

訓練紀錄簿購買公告
最新版的STCW2010修正案之適任性要求＂船上訓練紀錄簿＂現在已

經可以在中華海總工會及基隆與高雄兩地分會購得，若有需求的會員，歡迎

前往購買！



　5



海員月刊第752期　6

主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  　合辦單位：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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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00-16:00

【課�程�表】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人

09:30~09:40 報 　 到

09:40~10:00 主持人/貴賓致詞

10:00~10:55
(55分鐘)

悠遊萬海系列講堂
健康幸福篇：
認識心率不整及檢測

馬偕醫院遠距照護服務中心

陳護理師盈如

10:55~11:10 休 　 息

11:10~12:00
(50分鐘)

悠遊萬海系列講堂
健康幸福篇：
認識心率不整及檢測

馬偕醫院遠距照護服務中心

陳護理師盈如

12:00~13:00 休息/ 健 康 諮詢(萬海航運沈護理師　怡雯)

13:00~14:30
(90分鐘)

悠遊萬海系列講堂
法務保險篇：
碰撞事故處理

林船長  廷祥

14:30~16:00
(90分鐘) 船上勞安事故之原因分析與預防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鄭船長　怡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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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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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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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 中華海員總工會105年度『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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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報 導 登輪訪問

本會高雄分會於105年5月17日訪問
「VIVA106」輪，致送紀念品並替海員合
影留念。

本會高雄分會於105年5月17日訪問「合
順」輪，致送紀念品並與海員合影留念。

(右一)高雄分會宋主秘永利、合順輪船
員、(左一)高雄分會魯曉平幹事。

本會高雄分會於105年5月20日訪問
「NEW CHANG SHIN」輪，致送紀念品並
替海員合影留念。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5月5日訪問「萬
明」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刊，並合影
留念。自左至右為王主秘瑞珍、葉俊毅二
副、方聖傑大副。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5月12日訪問「MSL 
ADVENTURE」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
刊，並合影留念。自左至右為彭組長興漢、
韓籍船長JO SONG YUL、菲律賓籍三副 
BAJADO FERNANDO JR SAN ANDRES。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5月19日訪問「中泰
8號」，巧遇同為湖北籍的彭安明船長，
留下難忘鏡頭。(左一)彭組長興漢、(右一)
彭安明船長。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5月23日訪問「易運」輪，致送紀念品與海員月刊，

並合影留念。(左一)黃暉船長、(圖中)王主秘瑞珍、(右一)魏凱林三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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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繼2015年11月成功完成美國海

岸警衛隊（USCG）型式認可陸基

試驗後，青島瑞BalClor®壓載水管

理系統於2016年4月12日順利完成

USCG型式認可實船試驗。

青島雙瑞USCG認證的實船試驗

由挪威船級社（DNV GL）下屬協力

廠商實驗室丹麥DHI進行，實船試驗

自2015年9月開始，分別在三個不同

海域進行了5輪試驗。青島雙瑞是全

球首家採用FDA-CMFDA測試方法完

成USCG實船試驗的壓載水管理系統

供應商，將成為全球首批獲得USCG

型式認可的壓艙水廠家。

目標以科技和創新持續改善海洋

環境，成為全球海洋環境工程領域領

航者。

中國重工（CSIC）-青島双瑞

非常重視台灣市場，秉持專業技術﹑

誠信至上﹑熱忱服務的傳承精神，再

次來台舉辦說明會。讓各位船東見證

「双瑞」努力的成果，分享双瑞的喜

悅，也感謝各位航運界，產官學和各

前輩及先進好友蒞臨參加。

中國重工(CSIC)-青島雙瑞BalClor®壓艙水設備已完成

USCG陸基和實船實驗，20160505台灣說明會圓滿成功。

台灣代理商：鑫明新貿易有限公司 
SHIN MING SHIN TRADING CO., LTD.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０號10樓１００６室

Rm. 1006, 10F., No.10, Sec. 1, Chongqing S.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TEL:(02) 2331-1919 / 2314-3555FAX:(02) 2314-9955
E-mail : shinmingshin@gmail.com



　9

怒海劫-是一艘美國貨櫃輪船被

索馬利亞海盜所劫持，之後該船船長

被劫走押在一艘救生艇上，駛往索馬

利亞的海岸。

這場電影我看過，情境非常逼真

如同真實現況，船晃ㄚ晃ㄚ讓曾為航

海人的我，也會有種很難過的暈船現

象。

這本中譯書我看過，內容比電影

更多更豐富，除非您(曾)是商船人，

否則裡面的環境情狀，比較不容易去

想像。

自從我從海事學校畢業，也踏

上了與故事中的人物一樣的路徑，

成為一個商船人。商船人在工作閒暇

之時，所聊的一些八卦，沒想到台灣

船員所說的這一切，美國船員也是這

樣傳說。假如我沒有閱讀怒海劫此書

籍的話，是不會知道此趣事。什麼兵

變、婚變、捲款棄走、跳海失蹤、家

眷從堅強的盼望到很例行性的公事應

付……………。二者真是相同。很顯

然的這行業是個很封閉的行業，這冷

故事居然可以流傳20年、30年。更

好笑的是可能是世界各國的海員都是

這樣說同一內容的故事。

航海人生活是個脫離群人群的

生活。在海上的生活每天就是值班--

工作--睡覺，值班--工作--睡覺，不

斷的重複此三項動作。沒有星期日

也沒有假日。因為這個行業的特性就

是，獨立、冒險、枯燥。如思想排斥

的人，將會視為苦悶無聊及鑽牛角

尖。但熱愛海洋，遠望去船頭看的是

大海，船尾看的也是大海，享受海洋

生活，欣悅接受放空自己冥想行空，

樂在其中。在航行中，不難發現歐美

澳紐人士一個家庭或幾對朋友，在地

中海航行或沿岸航行。因有冒險的基

因，所以熱衷此項運動。

怒海劫-我的船被索馬利亞海盜

劫持了。因為船長的堅忍，堅強、責

任心，不屈服的與海盜斡旋。最後下

船的人總是船長，這不是口號，而是

職責。

時勢創造出一個美國精神，美國

英雄，讓世人對美國的商船船長另眼

相看，充滿崇拜，充滿敬佩之意。

                                          

　　【作者現服務益航公司】

書 目 分 享

怒海劫－我的船被索馬利亞海盜劫持了。讀後感

文：鄭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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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
2 2 2 2  

 盧峰海出任首屆亞洲船東協

會主席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全國

船聯會理事長盧峰海出任首屆亞洲船

東協會(ASA)主席。

據船聯會代表團出席在上海召

開的第廿五屆亞洲船東年會(ASF)傳

回消息，全國船聯會理事長盧峰海

身為ASF船舶資源回收委員會(SRC)

主席接下年會輪值主席，任期為期

一年。同時經由本次大會通過正式

升格為「亞洲船東協會」（Asian 

Shipowners' Associat ion ，

ASA），兩項決議均自五月廿日起正

式生效，盧峰海遂成為ASA首屆主

席。

ASF年會五月十九日在上海揭

幕，全國船聯會身為亞洲船東論壇創

始會員，每年持續參與亞洲船東齊聚

的盛會，本次由盧理事長擔任團長，

率領十名團員出席。盧峰海接下輪值

主席表示，期許「亞洲船東協會」轉

型升級後，進一步強化亞洲船東建議

的力道，而全國船聯會接棒將主辦明

(2017)年度大會，首屆「亞洲船東

協會」大會預定五月在台北召開，歡

迎ASA成員出席參加。

2016年會依照往例會期舉行三

日，由大陸「中國船東協會」主辦，

會議主題為：亞洲一體、同一呼聲，

並呼籲成員加強航運業和協會彼此合

作。與會代表於本屆年會關注話題包

括：船員勞動與培訓條件、航運經濟

展望、船舶保險與責任、船舶航行安

全與環境保護、船舶資源回收國際公

約與歐盟規則競合問題等，當前亞洲

船東基於1992年亞洲船東年會創立

共存共榮宗旨下永續發展。

此外，由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UN IMO制定「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

船舶資源回收公約」，又稱香港公約

（Hong Kong Convention，簡稱

HKC）已於2009年5月15日通過，

ASF呼籲會員鼓勵所屬國政府制定法

案批准該公約的實施，期使拆船廠設

備提升品質標準符合HKC的規範。

今年計有來自包括我船聯會與日

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

船東協會聯盟(由菲律賓、印尼、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及越南

船東協會組成)等船東組織近二百位

代表與會共商大計。

船長公會五位模範船長出爐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中華

民國船長公會召開模範船長評選評選

航  運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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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今年計有八家航運公司推薦十

位船長參選，評選結果計有下列五家

航運公司推薦的五人當選：長榮海運

公司顧國忠、陽明海運公司萬學敏、

信友實業公司曾森貴、裕民航運公司

曹以華、萬海航運公司沈國仲。

德翔臺北船貨移除投入人力

超過一萬兩千人次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德

翔臺北」船貨移除進度如何?據交通

部航港局追蹤報告指出，自今年三月

發生事故以來投入人力已超過一萬兩

千人次。

航港局發布訊息表示，截至五月

十八日止基隆港港區內剩餘一般貨櫃

十九只，並派遣清除垃圾及岸際復原

人員累計已投入12，121人次。

「德翔臺北」貨櫃輪於今年三

月十日因失去動力擱淺於新北市石門

北方0.3浬處岸際，本事件自事發日

起，截至五月十八日止，航港局已召

開五次現場應變中心會議，會中海巡

署說明十八日派員進行岸際及海上巡

查無發現新增油污地點。航港局將持

續督促德翔公司應儘速執行貨櫃及船

體移除進場作業，移除作業進行前，

應劃設警戒範圍及佈設警示燈號，另

於五月十九日審查該公司所提之防颱

計畫、海水水質監測計畫及打撈作業

警戒區計畫等後續相關事宜。

航港局五月十二日起無縫接軌續

召開現場應變中心會議，督責船舶所

有人德翔公司辦理船艙貨櫃及船骸移

除作業，主要監督移除作業進度及海

洋污染防治，建立各單位之損害賠償

求償之窗口。

長榮海運/高雄海科大簽訂產

學合作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為擴

大培養海事專業人才，長榮海運與國

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加強產學合作，

開辦學士後航運技術人才專班，並於

五月十六日舉行簽約儀式，由長榮海

運董事長張正鏞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校長呂學信代表簽署。

長榮海運公司董事長張正鏞表

示，員工除是公司資產也是夥伴，投

資訓練的成本是值得的，海勤人員不

是以往認為就是行船人，像是該公司

就有海陸輪調制，不只在船上工作，

也可輪調到陸地上，岸上也很多工作

機會，駐外人員也是比比皆是，培養

的是國際化人才，船員薪資也是國際

待遇，擔任三副就有月薪十三萬五千

元以上，遠遠高於大學畢業生的二十

二K。

本次長榮海運與國立高雄海洋科

技大學合作的學士後航運技術人才專

班，主要希望培育非航海科系畢業之

有志青年，透過一連串完整的知識專

業技能培訓，有機會投入航海工作，

因此只要是非航海科系且已取得學士

學位者皆可報考，通過遴選後即可就

讀。另該專班修業學程為一年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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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海運公司將補助全額學雜費及部分

住宿費，並提供修業合格學生至長榮

船上實習一年，且實習期間表現優秀

者即可至長榮船隊服務。

此外，此次課程師資亦將由長榮

海運優秀主管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老師共同擔任，授課地點除部分在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校區外，亦

會安排於2014年獲頒勞氏亞洲大獎

「年度訓練獎」(Training Award)的

「長榮船員訓練中心」進行。相關報

名簡章已於5月25日公告在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大學的網站(http：//acad.

nkmu.edu.tw/student/index.

asp)，並於今年九月正式開學。

長榮海勤人員的職涯發展相當多

元且完整，除了海上工作外，透過業

界首創的「海陸輪調」制度使船員得

以兼顧家庭，並藉由角色互換，讓船

岸合作更有默契，並可提升產業服務

鏈的整體運作效能。此外，長榮海運

為國際化的運輸企業，服務網路遍及

全球，有許多派駐海外的機會，培養

國際經營視野與格局，進而成為中高

階海事管理人才。

麗娜輪開展花蓮-石垣島航線

試航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推動

太平洋左岸經濟圈發展，東聯航運所

屬「麗娜輪」五月十四至十五日開展

花蓮-石垣島航線試航。

交通部航港局訊息指出，為促進

臺灣東部地區的區域發展，航港局積

極推動「太平洋左岸經濟圈發展」，

期藉此帶動雙邊之觀光、農特產品、

民生物資等經貿交流，透過海運客貨

航線將宜蘭、花蓮、臺東與日本與

那國町、石垣島、沖繩等地區之產業

及觀光鏈結，強化產業發展技術與能

量，拓展品牌與通路。

航港局去(104)年八月於花蓮舉

辦「太平洋左岸經濟圈發展」座談

會，邀集航商業者、花蓮縣農業、觀

光等相關公部門與業界公協會代表，

以及沖繩縣相關單位進行產、官、學

座談，就開闢海運客貨航線及當地產

業與觀光鏈結，互相進行業務交流。

此外，航港局也成立跨部會「推

動太平洋左岸經濟圈工作小組」並於

今年一月及四月召開兩次工作小組會

議，大致區分為「港埠費用優惠措

施」、「農產品檢疫及綠色通關」、

「開發觀光客源」、「臺灣與沖繩自

由貿易港區對接」、「航線開闢待解

決事項」等五項分組議題，由小組成

員共同研擬方案及討論有關航線開通

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東聯航運所屬麗娜輪對於臺灣東

部地區發展，近年來除投入「蘇澳-

花蓮」航線外，更積極規劃拓展臺灣

東部至日本石垣島之航線。藉由此次

試航首次靠泊石垣島，與日本官方、

民意代表及相關業者進行業務交流，

期盼未來客、貨運業務能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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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成航線的開闢及永續經營，並以

期推動業者經營蘇澳至與那國町、花

蓮至石垣、花蓮及基隆至沖繩間客貨

航線，善用太平洋左岸地理優勢，有

助於雙方觀光旅遊與貿易發展，促進

東部地區經濟繁榮。

台灣新生報
2 2 2 2 2  

張清風：臺灣需海洋戰略 擺

脫陸權思維
總統蔡英文就職，宣告台灣首

位女總統時代正式來臨，航運界對新

政府有諸多期許。「臺灣需要海洋戰

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

一語道破臺灣海洋發展長期的隱憂，

他認為臺灣長期以來充滿「陸權」的

思維，並未真正重視海洋的發展，相

對中國大陸近十多年來一直以海洋為

國家發展重點項目，其中海上絲綢之

路主要即以海運為主，海洋戰略清楚

且格局非常大。臺灣格局不夠，戰略

不清，以當今東海、南海的海域及島

嶼主權爭議來看，更顯海洋戰略的重

要。

我國目前管轄擁有一百二十多

個島嶼，一千五百六十六公里的海岸

線，十七萬平方多公里的領海面積，

為國土面積的四·七二倍。張校長表

示，我們臺灣是真正的海洋國家，是

海洋大國、養殖大國、漁業大國與航

運大國。尤其海洋占地球表面積七○·

八％，近年在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情

況下，海洋愈趨重要，且海洋環境受

到許多挑戰。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

更應重視海洋發展。

張校長指出，近十多年來，中

國大陸一直以海洋為國家發展重點

項目，習近平二○一三年更提出「一

帶一路」發展策略，指出「絲綢之路

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其中海上絲綢之路主要係以海

運為主，重點為「推動港口岸基礎設

施建設，開闢海洋通道，暢通陸水聯

運，推進港口合作建設，增加海上航

線，加強海上物流等重要的措施」，

對岸的海洋戰略清楚且格局非常大，

相對臺灣格局不夠，戰略不清。

因應海洋日益重要且影響至鉅，

臺灣當然要「加強投資在海洋的發

展」，張校長強調，人才為國家發展

之本，應加強海洋專業人才培育，並

增加國民的海洋素養，對海洋教育的

重視及投資實需大幅強化。我們更應

重視航輪海事人才的培育，另亦應強

化水產漁業與海洋科學科技、海事工

程、造船科技、海洋政策及海洋人文

的探討，以促進海洋海運水產的產業

發展。

張校長指出，海洋的永續開發利

用是國家發展及社會經濟命脈最重要

戰略，鄰近的中國、日本、韓國與新

加坡等無不採取積極的戰略，我們應

將海洋產業發展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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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動力，展現一個海洋國家應有的

海洋戰略，讓臺灣在人口及國土上雖

是一個小國，但卻是個海洋大國。

最近巴黎協定氣候公約對地球升

溫謀求對策，對全球抑溫新目標訂為

1.5°C。張校長指出，海洋提供許多

生物資源、非生物資源及空間航運資

源，並調節大氣的二氧化碳與地球生

態系統。人類污染海洋，獵殺海洋減

少許多海洋物種，造成海洋生物多樣

性銳減且破壞海洋生態，二氧化碳不

段飆升已高達400ppm及海洋酸化。

變動中的海洋，溫度與海平面逐步上

升，溫度升高造成海洋不安定，因熱

量都被海洋吸收，造成乾旱、豪暴雨

或強颱次數急遽增加，且海水溫度上

升冰帽溶解，海平面快速上升，都令

人擔憂。

OECD 2030年海洋經濟展望 

可為新政府參考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今年

四月發佈的《二○三○年海洋經濟展

望》。報告內容探討海洋經濟的增長

潛力，以及未來在創造就業、推動創

新，及應對全球挑戰的能力。報告中

指出，根據OECD數據計算，二○一

○年全球海洋經濟的價值（依據海洋

基礎工業對經濟總產出量和就業的貢

獻計算）為一•五萬億美元，接近世

界經濟總增加值的二•五%。至二

○三○年，許多海洋產業將可能超過

全球經濟的增長，對全球增加值將翻

番，超過三萬億美元。

海洋經濟包括基於海洋的產業

（如船舶、漁業、海上風能、海洋生

物等），以及海洋提供的自然資產和

生態系統服務（魚類、大洋航線、二

氧化碳吸收等）兩者互相關聯、互相

依賴。該報告指出，生態服務和生態

系統管理方案的很多方面，都始終以

海洋產業為重點。

海洋是全新的經濟領域。海洋

蘊含著龐大而豐富的資源，並擁有著

推動經濟增長、就業和創新的巨大潛

力。該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一、 加強海洋科學和技術的國際合

作，對於推動創新、實現海洋經

濟的可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在世界範圍內實施對比分析，評

估政府政策對海洋產業的作用，

特別是在促進和支持還是領域跨

行業技術創新方面；在跨行業海

洋技術領域，構建關於卓越科學

中心、創新孵化器和其他創新設

施建設交流觀點和經驗的全球網

絡，提高處於不同發展水平國家

間技術和創新共享。

二、 加強海洋綜合治理。特別是，需

要更加廣泛的將經濟分析和經濟

手段運用到海洋治理中，比如建

立知識、經驗和最佳實踐的國際

交流平台，以及加強對海洋研究

與觀測公共投資的經濟效果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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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此外，治理結構與流程的創

新、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都能夠使

海洋綜合治理更加有效。

三、 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改善統計和方

法論基礎，以有效測量海洋產業

的規模和效益及其對整個經濟的

貢獻。

四、 提高預判海洋產業發展前景的能

力，包括預測海洋產業的未來變

化，進一步提高OECD現有的預

估全球海洋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

能力。

臺灣四面環海，如何落實台灣

成為海洋國家，OECD所提出的二○

三○年海洋經濟展望或可為新政府在

規劃我國海洋產業發展策略時作為參

考。

全球貨櫃船總體運力將破2千

萬TEU 
全球貨櫃船船隊總體總合運力

即將來到歷史新高，將突破兩千萬

TEU。

根據近日BIMCO相關報告指

出，就目前的觀察，二○一六年全

球貨櫃船船隊運力增長的速度預計

將會創下三•四%的新低紀錄。預

計到六月份，全球運力就能達到兩

千萬TEU。在過去十年裡，全球貨櫃

船船舶的運力增長了近二四○%，

至二○一五年底甚至達到了一九七

○萬TEU。另外數據也顯示各種船

型的增長並不平均。其中超大型貨櫃

船（ULCS）的佔比相當突出，在二

○○七年的時候，ULCS運力僅佔總

運力的○•五%，至目前為止，佔比

已經達到十八%。BIMCO航運分析

師PeterSand在報告中也提到，從

二○○六年開始，全球貨櫃船船隊的

總運力平均每年增長了九%，但是從

船舶整體數量來看年增長量僅為三•

七%。船舶大型化發展的趨勢可見一

斑。

陸船舶登記禁用國家領導人

姓名
大陸交通運輸部發布「船舶登記

辦法」草案，將加強船舶監督管理，

規範船舶登記行為，並保障船舶登記

有關各方合法權益。草案規定，船舶

不能用與國家領導人姓名相同或相似

的名稱命名，另於自由貿易試驗區設

立的中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

合作企業及依據自貿試驗區相關方案

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和港澳台獨資企

業的船舶，可依照規定申請辦理國際

船舶登記。國際登記的船舶取得中國

國籍，可懸掛中國國旗，但只能從事

國際及港澳台航行、停泊和作業。

草案內文規定，船舶取得識別號

後，申請登記前，船舶所有人、由船

舶建造人等可申請核定船名。一艘船

舶只准使用一個名稱，船名不得與登

記在先的船舶重名或同音，船名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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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後，在任一船舶登記機關辦理船舶

登記手續時均可使用。二十四個月內

未辦理船舶登記手續者，經核定的船

名自動失效。船名不得使用帶有民族

歧視性或殖民主義色彩、或有不良文

化傾向和法律、行政法規明確禁止使

用的文字。除經有關機關批准外，船

名不得使用與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

名稱相同或相似，與國家機關、政黨

名稱相同或相似，與國家領導人姓名

相同或相似，與政府公務船舶名稱相

同或相似，申請人戶籍地以外的省、

市簡稱加船舶種類組成的文字。

「船舶登記辦法」適用範圍：

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主要營業所的中

國公民所有或光船租賃的船舶；依法

設立的主要營業所在中國境內的企業

法人所有或光船租賃的船舶。但在該

法人的註冊資本中有外商出資者，中

方投資人的出資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

十；外商出資額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中

國企業法人自用且不從事水路運輸經

營的拖船、躉船、浮船塢；公務船舶

和事業法人、社團法人和其他組織所

有或光船租賃船舶；在自由貿易試驗

區註冊的企業法人所有或光船租賃的

船舶。

管理權限由交通運輸部海事局負

責全國船舶登記管理工作，各級海事

管理機構依據權限開展轄區內船舶登

記工作。船舶所有權的取得、變更、

轉讓和消滅，應向船舶登記機關登

記；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

人。船舶由兩個及以上的法人、其他

組織或個人共有的，應向船舶登記機

關登記；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

第三人。

船舶抵押權、光船租賃權的設

定、變更、轉移和消滅，應向船舶登

記機關登記；未經登記的，不得對抗

善意第三人。船舶登記港為船籍港，

船籍港名稱由交通運輸部海事局統一

確定並對外公布。船舶登記港由船舶

所有人依據其住所或主要營業所所在

地就近選擇，但不得選擇兩個或兩個

以上的船舶登記港。企業法人依法成

立的分支機構經營管理的船舶，可依

據分支機構營業場所就近選擇船舶登

記港。

融資租賃的船舶，可由租賃雙

方依其約定，在出租人或承租人住所

地就近選擇船舶登記港。光租外國籍

船舶，由船舶承租人依據其住所地就

近選擇船舶登記港。船舶登記應按下

列程序辦理：（一）申請；（二）受

理；（三）審查；（四）記載於船舶

登記簿；（五）發證。

船舶取得識別號後，申請登記

前，下列申請人可申請核定船名：現

有船舶，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租賃外

國籍船舶的承租人向擬申請登記地船

舶登記機關申請；新建船舶，由船舶

建造人或定造人向擬申請登記地船舶

登記機關申請。未確定擬申請登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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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境外定造人建造的，由船舶建造

人向建造地船舶登記機關申請。

船名使用方面，一艘船舶只准

使用一個名稱，船名不得與登記在先

的船舶重名或同音。船名經核定後，

在任一船舶登記機關辦理船舶登記手

續時均可使用。二十四個月內未辦理

船舶登記手續，經核定的船名自動失

效。

有關禁止使用的船名，船名不

得使用下列文字：帶有民族歧視性

或殖民主義色彩；法律、行政法規明

確禁止使用的。限制使用的船名則規

定，除經有關機關批准外，船名不得

使用下列文字：（一）與國家、政府

間國際組織名稱相同或相似；（二）

與國家機關、政黨名稱相同或相似；

（三）與國家領導人姓名相同或相

似；（四）與政府公務船舶名稱相同

或相似；（五）申請人戶籍地以外的

省、市簡稱加船舶種類組成者。

自由貿易試驗區所在地的各級

海事管理機構對區內企業的船舶開

展登記的行為，適用有關規定。自貿

區登記的中國籍國際航行船舶，可由

外國驗船公司在經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認可，逐步開放的範圍內實施入級檢

驗。自貿區內海事管理機構、船舶檢

驗機構、無線電管理機構和地方交通

運輸管理部門應簡化各項業務辦理條

件、優化辦理程序，縮短辦結時間，

並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對通過信息共

享可以獲得的資料，免予申請人提

交。

海事一站式辦理，國際登記船

舶申請（臨時）船舶國籍證書時，可

一併申請辦理以下海事業務：（一）

（臨時）符合證明核發；（二）船舶

防污染證書核發；（三）船舶文書核

發。海事管理機構對申請資料進行統

一接收、統籌辦理和統一發證。

盧峰海接任首屆亞洲船東協

會主席
第二十五屆亞洲船東年會(ASF)

在上海召開，全國船聯會理事長盧

峰海身為ASF船舶資源回收委員會

(SRC)主席接下年會輪值主席，任期

為期一年，同時，本次大會通過正

式升格為「亞洲船東協會」（As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簡稱

ASA)，皆從二十日起正式生效。

本屆大會於十九日在上海揭幕，

全國船聯會身為ASF創始會員，每年

持續參與亞洲船東齊聚的盛會，本次

由盧理事長擔任團長，率領十人代表

團出席。

盧理事長接下輪值主席表示，期

許「亞洲船東協會」轉型升級後，進

一步強化亞洲船東建議的力道，而全

國船聯會接棒將主辦明年度大會，首

屆「亞洲船東協會」大會預定五月在

台北召開，由衷歡迎ASF成員出席參

加。



　19

本屆年會依照往例會期舉行三

日，由中國船東協會主辦，會議主題

為：亞洲一體、同一呼聲，並呼籲成

員加強航運業和協會彼此合作。

與會代表於本屆年會關注話題包

括：船員勞動與培訓條件、航運經濟

展望、船舶保險與責任、船舶航行安

全與環境保護、船舶資源回收國際公

約與歐盟規則競合問題等，當前亞洲

船東基於一九九二年亞洲船東年會創

立共存共榮宗旨下永續發展。

由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UNIMO

制定「國際安全與無害環境船舶資源

回收公約」，又稱香港公約（Hong 

Kong Convention，簡稱HKC）已

於二○○九年五月十五日通過，ASF

呼籲會員鼓勵所屬國政府制定法案批

准該公約的實施，期使拆船廠設備提

升品質標準符合HKC的規範。

來自各亞洲地區船東協會，包括

我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香港

及東南亞船東協會聯盟(由菲律賓、

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

甸及越南船東協會組成)，約近二百

位代表共襄盛舉。

中遠董座許立榮：亞洲船東

需團結維護利益

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董事長許立

榮於亞洲船東論壇第二十五屆年會中

指出，亞洲在世界經濟中佔有重要地

位，對國際航運的影響力不可忽視，

亞洲船東更需團結一致，加強對話與

合作，並加強與國際航運組織交流，

以維護亞洲航運界的利益，促進亞洲

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為世界經濟復

甦發揮應有的作用。

許立榮指出，全球貿易超過五成

的貨運量是由亞洲船東承運，亞洲船

隊運力已佔世界船舶總噸位的五成以

上，亞洲還是全球最大的船員輸出地

區，全球有九成的新造船也由亞洲完

成。面對當前全球經濟正發生前所未

有的變化，亞洲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

面臨重大改變，發展模式更面臨考驗

和調整。反映在航運業上，供需失衡

的矛盾依然沒有消除，航運業仍面臨

多重困境。

亞洲船東論壇是亞洲各國家及地

區船東協會與船東聯合會於一九九二

年自發成立的區域性民間國際組織，

下設五個專業委員會。宗旨是維護亞

洲船東利益，協調亞洲船東的訴求，

為亞洲船東發聲。

本屆年會，國際知名航商、專家

及相關航運組織機構等近三百名代表

與會，議題聚焦海盜及武裝劫持、船

舶資源回收再利用、二○○六年海事

勞工公約、船員相關事務及期租合同

等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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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良接海大商船系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

授郭俊良五月十六日正式接任商船學

系系主任，交接典禮由海大海運暨管

理學院院長桑國忠主持，前系主任翁

順泰副教授功成身退。

新任商船學系系主任郭俊良，為

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博士，係商船

學系畢業校友，具有大副職照，曾任

育英二號大副，實務經驗豐富，同時

曾兼任該校實習暨就業輔導組組長及

航訓中心主任等職，行政資歷豐富。

他除了感謝前主任翁順泰奠下的基礎

外，也將遵循翁主任所提與業界緊密

聯繫，努力維持繼有的成果。

該系系主任人選係依遴選辦法，

由郭俊良脫穎而出，並在昨天交接典

禮中，自院長桑國忠手中接下聘書，

桑院長並頒贈卸任系主任翁順泰副教

授感謝狀，象徵承先啟後、經驗傳

承。

第二次航海員測驗6/6起網報
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將在臺北及

高雄考區舉辦一○五年第二次交通部

航海人員測驗，報名時間自六月六日

起至六月十五日下午五時止，欲報名

參測民眾，請把握報名時間完成報名

手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紙本

寄件」方式辦理，參測人員請至交通

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Net，點

選「航海人員測驗專區」進行線上報

名作業。

航港局指出：航海人員測驗於

去(一○四)年度啟用自建題庫，題目

設計目的在於落實教、訓、考、用合

一，降低產學落差，由學界、業界及

政府機構共同合作命製的航海人員

測驗題庫，於去年第三次測驗正式啟

用時，因考生不熟悉新題庫之題型，

該次測驗成績整體合格率僅有七.七

五％。航港局於去年度至各海事校院

辦理題庫命題方式暨參考教材說明

會，本年度第一次測驗成績整體合格

率已上升達二三•九二%，顯著改

善。

為利民眾熟悉新題庫題目題型及

測驗操作方式與程序，航港局公開一

套題目，放於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

務平臺MTNet(網址http：//www.

mtnet.gov.tw/)航海人員測驗專區/

電腦化測驗專區/參測人員專區/電腦

化測驗模擬作答網站，供參測人員進

行模擬作答之用。

此次測驗得使用電子計算器之科

目，參測人員應使用考選部核定通過

之電子計算器。相關機型登載於考選

部全球資訊網應考人員專區之「國家

考試電子計算器措施」專區，參測人

員可逕行查詢，俾備妥合格之適當機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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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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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NK旗下ShipDC新領導掌

舵 展開營運
日本海事協會(ClassNK)的全資

子公司船舶數據中心有限公司（Ship 

Data CenterCo.， Ltd.）為提升大

數據在整個海事產業的應用範圍，進

而為該產業相關利益者開創新價值。

自2016年4月正式展開其大數據中心

ShipDC的營運，該協會情報技術部

部長永留隆司(Takashi Nagatome)

已被指派為該子公司的代表董事兼社

長。

該數據中心成立於2015年12

月7日，其宗旨是要提供一個安全平

台，收集並累積船舶相關的大數據，

再提供給最終使用者。

永留社長在ShipDC的啟用典禮

上表示：「在成功完成從船舶到岸上

的資料傳輸測試後，ShipDC已正式

展開營運。現在，這個中心正持續蒐

集來自多家日本船公司旗下多艘船舶

的航行資料，不但船公司可即時監測

航行中的船體結構應力，貨主也可監

控航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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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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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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3 ��������������������製表單位�：�業務處

行政處會證遺失名單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82140 顏○華 2016/4/1 註銷會籍補助金 36300

39940 趙○茂 2016/4/14 退休補助金 61800

C00755 梁○輝 2016/4/15 退休補助金 36450

32886 董○芳 2016/4/19 退休補助金 60150

82620 馬○宜 2016/4/19 退休補助金 24150

28086 顏○益 2016/4/20 退休補助金 50400

83327 黃○源 2016/4/21 退休補助金 16650

50895 張○安 2016/4/21 退休補助金 57600

78081 姜○昌 2016/4/26 退休補助金 54450

28427 洪○俤 2016/4/28 退休補助金 59700

C00757 王○文 2016/4/28 退休補助金 59850

62104 陳○山 2016/4/29 註銷會籍補助金 51450

人　數 12 總金額 568950

中華海員總工會會員急難救助一覽表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台字037714 陳○輝 總台字090379 許○翔

總台字086689 吳○賢 總臨學B08808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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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一覽表

製表日期�：�2016/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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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18 陳○星 2016/4/1 在岸死亡 6000

80999 江○祥 2016/4/7 母喪慰問 1000

64222 王○田 2016/4/8 母喪慰問 1000

84406 楊○忠 2016/4/11 父喪慰問 1000

88979 李○龍 2016/4/11 母喪慰問 1000

88042 許○華 2016/4/13 在岸意外死亡 6000

83554 郭○章 2016/4/14 母喪慰問 1000

53556 宋○英 2016/4/18 母喪慰問 1000

81900 芮○松 2016/4/18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79738 徐○龍 2016/4/18 在海上工作因病住院 2000

84389 吳○輝 2016/4/19 母喪慰問 1000

53486 陳　○ 2016/4/20 父喪慰問 1000

54341 林○盛 2016/4/22 父喪慰問 1000

83921 黃○東 2016/4/2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7902 邱○城 2016/4/25 母喪慰問 1000

82246 賀○祥 2016/4/2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2345 王○平 2016/4/28 在船死亡慰問 48000

C00482 蘇○通 2016/4/28 母喪慰問 1000

84794 吳○群 2016/4/29 妻喪慰問 1000

人　數 19 總金額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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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向以服務、便民、效率、

創新為精神指標，主軸即在服務，並

以同理心為出發點，不斷利用網路、

智慧型手機、簡訊等科技，規劃並提

供多元化便民服務，近期推出兩項便

民措施，頗具成效。

推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續保合一

申請書　續保比率大提升

勞保局為使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

人申請育嬰津貼及辦理繼續加保有更

便捷的方式，自104年10月起推出新

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書、給付

收據及繼續投保申請書」，一次就可

完成「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育嬰

留職停薪繼續加保」的申請手續。

使用新版表格後，參加育嬰續保

人數比率大幅提升，原本104年9月
申請育嬰津貼的被保險人繼續加保的

比率為83%，至104年11月已增為

91%，續保比率大幅提升，相對減少

被保險人只申請育嬰津貼而疏漏辦理

繼續加保的情形。

生育給付上網申辦真方便　歡迎民

眾多加利用

勞保局網路便民服務讓申請生育

給付的媽媽更為輕鬆方便，自104年
1月27日起，開放被保險人可利用自

然人憑證透過e化服務系統「個人網

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線上申辦勞保生

育給付，不受勞保局上、下班時間的

限制，也不需填寫申請文件，省去投

遞或跑勞保局的時間，大大簡化申請

手續，歡迎民眾多加利用。從開放至

今（105）年1月底止，利用網路申

辦勞保生育給付者，計有6千餘人，

每月申辦人數有逐漸提高的趨勢。

另為因應少子女化並鼓勵女性勞

工生育，《勞工保險條例》已於103
年5月30日將勞保生育給付的給付標

準，由30日提高為60日；此外，雙

生以上者也按比例增給。自施行以

來大幅增進被保險人請領生育給付

權益。計至今（105）年1月底止，

計有22萬8千餘名勞工受惠，其中分

娩雙胞胎者有4千餘人；3胞胎者有

26人，累計核付金額為133億677
萬餘元。其中以分娩3胞胎，平均

月投保薪資43,900元的勞工，領到

263,400元為領取最高金額紀錄。

在國民年金加保期間生產並已

經完成嬰兒出生登記的媽媽們，也可

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勞保局「e化服

務系統」完成申請國保生育給付的手

續，不必寄送紙本申請書或檢附嬰兒

出生證明文件，申請手續更為便利。

104年1月至12月透過網路申請國保

生育給付件數計722件。

另為增進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生育

給付權益，並落實照顧生育婦女，自

104年12月18日（含）起，國民年

金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分娩或早產，

將可一次領取2個月的生育給付，生

雙胞胎以上，並按比例增給。但被保

險人如於104年12月17日（含）前

分娩或早產，則依當時適用之法律發

給1個月的生育給付。以目前國保月

投保金額18,282元計算，發給2個月

將可請領到36,564元；若是雙胞胎

就發給4個月生育給付73,128元，以

此類推。自修法後至今（105）年1
月底止，計有528人受惠，其中分娩

單胞胎者有510人，雙胞胎者有18
人，累計核付金額為1,996萬餘元。

勞保局簡政便民、創新措施見成效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

勞健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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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賡續加強服務國民年金各項業務，讓被保險人深入瞭解國保各項權益，

今(105)年度本局將與各縣市政府共同辦理國民年金業務說明會，將從6月2日
至10月13日於各地陸續辦理，本活動完全免費，每場次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

止，歡迎踴躍報名。

您如有任何報名疑義，請逕向各地縣市政府洽詢：

105年度國民年金業務說明會開辦了！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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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國民年金保險業務說明

會課程時間配當表(下午)

105年度國民年金保險業務說明

會課程時間配當表(晚上)

課 程 內 容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時 間

報到 13：00－13：30 報　到 18：00－18：30

納保計費業務 13：30－15：00 納保計費業務 18：30－20：00

休息 15：00－15：10 休　息 20：00－20：10

給付業務 15：10－16：40 給付業務 20：10－21：40

健康菜單

炸雞腿飯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材　料：

　雞腿4〜5隻、切至2〜3方寸、胡椒

粉1/2小匙、麵粉一杯、方塊或整隻

半隻皆可、鹽一小匙、炸油半鍋

做　法：

1.  鍋內燒滾開水一大碗，先將分切成

塊的雞或雞腿，放入開水鍋內淡煮

1〜2分鐘，即行撈起，瀝乾水份

後，擦些鹽。

2.  胡椒粉拌在麵粉裏，裝入塑膠口袋中，然後取3〜4塊雞肉放進粉 袋中，搖

滾數下，待雞肉黏勻粉料後取出，再將其餘雞肉，照樣 依次放進粉袋中黏勻

粉料。

3.  炸油鍋燒八分熟，將滾勻粉料的雞肉塊，逐一放下油鍋，兩面炸 黃即撈起盛

盤內，食時佐以白飯或各種泡菜、青菜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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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知識

健保署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自104年7月起分階段實施「同醫事

機構門診六類特定藥品重複用藥核扣

方案」，期透過醫師及藥師的共同

把關，除保障病人安全外，並提升醫

師及藥師的專業地位，創造雙贏的局

面。

惟於實施過程中，健保署屢有

接獲民眾反映，部分醫事機構拒絕開

立處方或提供調劑服務，影響民眾用

藥權益。經了解，其常見原因可歸類

為「醫事機構因誤解本方案而拒絕民

眾」、「醫事機構經查詢民眾剩餘藥

量高於10天」、「藥局對於有疑義之

處方箋，請民眾洽詢原處方醫師確認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必要性，而病人

無法接受」等三類。爰此，為兼顧病

人用藥安全及用藥權益，將「跨醫事

機構門診六類特定藥品重複用藥核扣

方案」實施期程，由原105年7月1日

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並採分階

段逐步擴大，實施期程及適用醫事機

構對象如下：

(一) 106年1月1日，醫學中心及區域

醫院。

(二) 106年4月1日，地區醫院及基層

診所。

(三)106年7月1日，藥局。

健保署為推動跨醫事機構重複

用藥核扣作業，自105年3月起，即

開始對醫事機構進行輔導，並加強民

眾正確用藥宣導，在106年1月實施

前，健保署會持續進行各項宣導及輔

導作業。

健保跨院重複用藥核扣方案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