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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公告

交通部航港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航員字第1051910805號

主旨： 航海、輪機及電技實習生自105年8月1日起，應於受僱前依職務領有船

員專業訓練證書，並應領有畢業證書或航海人員訓練國際公約課程學分

證明文件，請協助宣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船員服務規刖」第5條第2項辦理。

二、 航海、輪機及電技系科學生於臺華輪或育英二號進行「船員服務規刖」

第74-3條所述之短期教學訓練，非屬旨揭規定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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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5梯次『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

辦理地點：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會議室(基隆市義一路56號4樓)
辦理時間：中華民國105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08:30-15:30

【課 程 表】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主持人致詞/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陳理事長振煌

09:00~10:30 局限空間作業規範
陳于仁講師
現職：陽明海運
安全衛生管理師

10:30~10:40 　　　　　　　　茶　　敘

10:40~12:10 職災案例分享
陳于仁講師
現職：陽明海運
安全衛生管理師

12:10~12:30 　　　　　　　　午　　餐

12:30~14:00 船員傷病案例分析與探討 彭銀珍護理師
現職：陽明海運

14:00~15:30 基礎急救常識與疾病預防 彭銀珍護理師
現職：陽明海運

15:30~ 　 　 　 賦 歸

………………………………………………………………✄………………………

105年第5梯次『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報名表

中文姓名 職務 中文姓名 職務

服務公司 午餐 □葷食□素食 服務公司 午餐 □葷食□素食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
日期

身分證
字　號

出生
日期

聯絡電話(公)      　      (手機)                      聯絡電話(公)      　      (手機)

傳真： E-mail： 傳真： E-mail：

※備註：

　1.本表填妥後請傳真至本會（02)2425-2893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2.聯絡人：林俊佑先生 /電話(02)2424-1191~3 /
　　　　　　電子郵件：ncsu.net@msa.hinet.net。
　3.本訓練因名額有限，請於7月8日(星期五)前報名，以便統計參加人數。

　4.本次未達開班下限人數20人，將延期至下一梯次擇期辦理。

　5.請以正楷清楚填妥基本資料，俾辦理保險，謝謝！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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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第6梯次『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主辦單位：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

辦理地點：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會議室(基隆市義一路56號4樓)
辦理時間：中華民國105年8月12日(星期五)上午08:30-15:30

【課　　程　　表】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 講 人

08:30~08:50 報　　　　到

08:50~09:00
主持人致詞/

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陳理事長振煌

09:00~10:30 船 舶塢 修 與 塢 修 單 的 編 制
陳德銘助理教授

現職：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0:30~10:40 茶　　　　敘

10:40~12:10 船 舶塢 修 與 塢 修 單 的 編 制
陳德銘助理教授

現職：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12:10~12:30 午　　　　餐

12:30~14:00
有關STCW 2010年公約修正案相關

規定的探討

高俐玲科長

現職：北航船員組規劃科

14:00~15:30
有關STCW 2010年公約修正案對船

員申請訓練及發證事項之探討

趙榮坤科長
蔡鎮篷科員

現職：北航監理科

15:30~ 賦 　 歸

………………………………………………………………✄………………………

105年第6梯次『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練』報名表

中文姓名 職務 中文姓名 職務

服務公司 午餐 □葷食□素食 服務公司 午餐 □葷食□素食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日期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日期

聯絡電話(公)      　      (手機)                      聯絡電話(公)      　      (手機)

傳真： E-mail： 傳真： E-mail：

※備註：

　1.本表填妥後請傳真至本會（02）2425-2893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2.聯絡人：林俊佑先生 /電話（02）2424-1191~3 /
　　　　　　電子郵件：ncsu.net@msa.hinet.net。
　3.本訓練因名額有限，請於8月5日(星期五)前報名，以便統計參加人數。

　4.本次未達開班下限人數20人，將延期至下一梯次擇期辦理。

　5.請以正楷清楚填妥基本資料，俾辦理保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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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高雄分會於105年5月31日訪問

「LUNG YUIN」輪，致送紀念品並

合影留念。(右一)高雄分會宋主秘永

利、LUNG YUIN船員、(左一)高雄分

會魯曉平幹事。

本會高雄分會於105年6月7日訪問

「LUCY」輪，致送紀念品並合影留

念。

自左至右：LUCY輪船員、高雄分會宋

主秘永利、高雄分會魯曉平幹事。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6月2日訪問

「GLORY FUTURE」輪，致贈紀念

品並合影留念。自左至右：C/O黃金

湖、CAPT上官木金、彭組長興漢。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6月14日訪問「亞

泥6號」輪，致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

自左至右：本分會彭組長興漢與隨和

的CAPT焦信祥。

本會基隆分會於105年6月16日訪問「華運輪」，致贈紀念品並合影留念。自

左至右為王主秘瑞珍、4/E劉宛渝、C/O賴彥志、 2/O劉亭妤，望著沾油的工

作服，3位年輕的會員表示，這才是工作啊。

會 務 報 導 登輪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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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員工會復會70周年慶祝活動」交流訪問

本會於105年6月16日至18日由陸理事長王均(二排右七)率蘇秘書長國愛(前
排左三)、宋長榮幹事(二排右八)，參加「香港海員工會復會七十周年慶祝活

動」，並於6月17日由香港海員工會李主席志偉(二排左七)帶領中華全國總工

會之中國海員建設工會、中國全國總工會之中國職工交流中心、廣東省總工

會、香港海員工會、香港商船高級船員協會、集美大學等與會人員前往位於赤

柱東頭灣道之香港航海學校(HONG KONG SEA SCHOOL)交流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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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活動

6月5日

統聯遊覽車的駕駛先生通過酒

測值的檢驗後，展開了我們精彩的旅

程。

一路上他平穩的開車技術讓人十

分地安心。領隊是中聯旅行社隨時面

帶微笑的鄒璽先生，以字正腔圓的磁

性嗓音，深入簡出地的介紹著各個名

勝古蹟和風土民情；工會則由親切有

禮，像個鄰家男孩般的朱先生隨車協

助。我深信有了他們最優質的服務，

旅行就已成功了一大半。

經國道3號來到清水服務區。室

內的商店街極為寬敞明亮，大型生態

水族箱內還有幾尾珍貴的鱘龍魚正自

在悠游著。室外庭園看見仿澎湖雙

心石滬的造景頗有巧思，令人會心一

笑。這裡被喻為是國道上最美的休息

站，可說是實至名歸。

接著是在豪華的今埔里飯店享用

午餐，第一次吃到如此精緻的團體合

菜，就連冷盤也毫不馬虎，有爽口的

涼拌沙拉半天筍、百香果蘆薈、紹興

醉元寶……另有鮮香的海苔炸蝦也教

人食指大動，其中以排列成花朵般的

海鮮石榴包最令人驚豔。

餐後，前往清境農場遊客中心，

改搭接駁車至北門口，先在綿羊城堡

前來個快樂大合照。多年不見，這裡

改變了許多，處處充滿著朝氣蓬勃的

活力。首先到綿羊區觀賞趕羊秀，放

眼望去滿山遍野都是等候開演的觀

眾，儘管山坡上隨處都有小地雷(羊

便便)的蹤跡，但草地上依舊是坐滿

了熱情的觀眾。

節目一開始先把羊群趕到草原高

處，兩隻牧羊犬各據一方的在羊群邊

密切監控著，牧羊人一聲令下，狗兒

便一路驅趕著羊群，集體穿越山下窄

門乖乖地上橋。這時一位現場來賓被

邀請上台互動，幫忙做出黑羊與白羊

的分類，她一陣慌亂、手足無措的神

情，引起觀眾一陣的哄堂大笑。

第二階段是羊咩咩脫衣秀，這位

牧羊人〝格蘭〞是來自紐西蘭的台灣

女婿。

他說在家鄉一天要剪300多隻

羊，在清境農場只需早午場表演各剪

一隻，才不一會兒就用電剪迅速地將

羊隻身上的毛剃個精光。我想，天熱

了，羊兒應該很高興能替牠脫掉厚重

的的羊毛大衣吧；可是當寒冬演出

時，被扒光的羊兒豈不是很容易感

愛上清新小旅行 

海員總工會105年清境農場+合歡山.石門山二日遊

文／武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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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一整片的羊毛究竟該作成衣服、

披肩還是帽子呢?格蘭比手畫腳的姿

態相當幽默(耍寶)。

最後則是鞭子秀，表演者邀請另

一位來賓上台，並請他戴上眼罩雙手

平舉起氣球，就在眾人屏氣凝神的緊

張氣氛下，拿起鞭子完美地擊破來賓

手中的氣球，就如同投手輕鬆地把對

方三振一樣的暢快.....

下個節目緊接地要開始了，我們

在趕往觀山牧區看馬術秀的途中，幸

運地用相機捕捉到大風車與天邊彩虹

難得一見的合影，在這片草原上留下

美好的回憶。

這個來自外蒙古的馬術秀，騎士

們個個英姿颯爽。而站在場地中央的

團長，是負責執鞭控制馬兒速度的馴

馬師，看著他們騎著馬豪放奔馳的畫

面，眼前這小小的圓形秀場，彷彿瞬

間化身為一望無盡的蒙古草原。

馬術秀的的第一段是幾匹馬兒互

相交錯而過的分列式表演，接續而來

是每個騎士各自展現獨門絕活。有的

表演者在馬背上作180度旋轉後倒著

騎、側身騎、躺著騎、站著騎、倒立

騎、吊掛著騎，有的則是一會兒在馬

背上跳上跳下，一會兒又跳左跳右、

前空翻下馬再牽著馬匹一起跑步、騎

馬射箭.........難以置信的是，這

一連串讓人讚嘆不已的驚險動作，全

都是在馬兒繞場高速馳騁的狀況下完

成的。

騎師本身的身段也是觀賞重點，

巾幗不讓鬚眉的兩位女騎師，不同於

男性騎師陽剛的表現，反倒像是體操

選手般，在馬背上下腰兼抬腿、單腳

跪騎、單手支撐懸空騎，呈現出肢體

平衡的美感；還有個四歲的小女娃，

放開雙手騎著迷你馬超可愛的出場，

博得滿堂彩！今天精湛的演出，蒙古

人不愧是天生駕馭馬匹的好手。

節目接近尾聲，騎士們騎著馬依

序舉著中華民國國旗(愛國心油然而

生)、蒙古國旗和清境農場旗幟繞場

謝幕。我極力推薦這場馬術秀，來到

清境農場絕對不容錯過。 

熱烈的掌聲響起，然而完美演

出的背後，想必是他們用無數的辛酸

血淚換來的。為了討生活必須離鄉背

井，在這裡作全年無休每天固定兩場

的搏命演出。所以當您看完表演後，

別忘了表達一點心意，買包胡蘿蔔牧

草餵食馬匹並與騎士們合照留影，給

予這群演出者一些實質的勉勵。

在導遊細心的規劃下，讓大夥兒

反向順著名為〝步步高昇〞的景觀步

道，步步輕鬆的沿階而下，節省我們

不少的體力，穿越了部落樂團正在演

唱的清境商場，一行人搭車抵達今晚

住宿的麗景山莊。

此時，山莊已為大家準備好豐

盛的晚餐：海鮮豆腐羹、沙茶魷魚

花、三杯杏鮑菇、鐵板豬柳、醬燒雞

丁、高麗菜涼拌大薄片、什錦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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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在山霧瀰漫中，結伴外出尋找

台灣海拔第二高的小7(海拔2050公尺

清境富嘉門市)(最高的7-11在阿里山

2170公尺處，而最高的超商則是同在

阿里山2200公尺的萊爾富)。回到飯

店後，在二樓走廊的休閒區和剛去水

療SPA池放鬆筋骨回來的會員朋友們

把酒品茗，讓遠離都市喧囂的我們，

沉醉在山中的靜謐與悠閒之中。

6月6日

清晨吃完清粥小菜，隨同一群

勇於嘗試登山的團員，分別搭乘5部

小巴上山。從梅峰(沒風)出發經翠峰

(吹風)到鳶峰(因為不識字，有邊讀

邊、沒邊讀中間，常被唸成「戈鳥

峰」)，稍作停留後，經過了唯有在

雪季交通管制時，才會有警員進駐的

昆陽派出所。途中不時瀏覽著窗外高

聳的針葉林及群山在風起雲湧山嵐裡

的萬千風情。偶爾也會與滿載高麗菜

的大貨車狹路相逢，第一輛車的司機

會通報有大船出現，提醒後面的車隊

要小心閃避。

原來他口中的大船就是大卡車、

小烏龜是汽車；機車稱之為風火輪、

行人則是頑皮豹，這些詼諧用語，還

真是饒富趣味。在原住民司機妙語如

珠的嚮導下，不知不覺就抵達石門山

步道的登山口了。

一叢叢夾道而生的玉山箭竹像是

招著手歡迎我們的到來。順著山稜線

而行的步道修有棧道與石階，還算好

走，沿途視野遼闊,隨時可駐足欣賞

山在雲霧飄渺間的景緻。

遠望分佈著淺綠色的箭竹草原和

深綠色的冷杉叢林，像是為層層的山

巒披了件綠色乳牛斑紋的斗篷；奇萊

峰頂也覆蓋上用白雲編織而成的美麗

面紗。相信此刻的你，一定也和我一

樣愛上了這片土地；但隨即看到多處

坍塌、傷痕累累的山壁，又讓我心底

湧起觀賞「看見台灣」紀錄片時的悸

動。

偉大的山脈卻相當可親，沒想到

像我這樣走走停停，也只花半小時就

能攻頂。標高3237公尺的石門山簡介

牌上寫著:除了她是最容易親近的百

岳外，當您走在步道時，您可能不知

道您正踏在台灣屋脊—中央山脈的稜

線上，踏在大甲溪流域與立霧溪流域

的分水嶺上，踏在花蓮與南投的縣界

上。

今天天氣不錯，遠出的山脈清

晰可見，但不知是否因為高山症的

關係，我感到有些頭疼還有些喘不過

氣來，然而身體的不適感絲毫不減低

站在山頂時內心劇烈的感動，從未料

到有這麼一天，不太運動的我竟然可

以輕輕鬆鬆就擁有攀登台灣百岳的經

驗，雖然這極可能是我空前，更是絕

後的唯一挑戰百岳的唬人紀錄了。

一旁的老公拿起手機360度的拍

攝群山圍繞的美景，開心地高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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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歲攻頂團------成功！」。領隊

也笑著附和「我們這群銀髮族年齡加

起來，肯定超過一千歲，待會兒也來

個千歲宴，慶祝登頂成功」。下山後

我們又陸續到合歡山遊客服務中心、

松雪樓以及最熱門的武嶺亭拍照。

司機說今天一口氣就讓我們經歷

了台灣的三高，這可不是高血壓、高

血脂和高血糖....而是(一)最高的廁

所(在武嶺觀景台基座旁)，(二)台灣

公路的最高點(標高3275公尺的武嶺

)，(三)最高的旅館(海拔3150公尺的

松雪樓)

在下山的途中，司機特別讓我們

在開滿了高山杜鵑的山坡下車賞花，

好讓我們拍下她那姹紫嫣紅的嬌媚。

隨後車隊將大家載往到海拔2044

公尺的清境魯媽媽餐廳享用雲南擺夷

特色料理。9菜1湯的菜色，獲得大家

一致好評。傣味包料魚（台灣鯛魚肚

內包入各式香料後烤熟）。雲南椒麻

雞、臘肉臘腸雙拼、錦撒(傣語意指

生肉)類似泰式打拋肉，以高麗菜包

著食用。涼拌薄片(山豬皮淋上檸檬

花椒酸甜帶辣的醬汁，清脆爽口。涼

拌豌豆粉，雲南乾燒蝦、清炒高山菠

菜、酸筍肉絲、當歸雞湯。

回程來到埔里酒廠，重溫記憶中

紹興米糕冰棒、紹興酒蛋和香腸的好

滋味，也買了金棗蜜餞與好友分享。

繼續搭車前往苗栗，眼前一幢紅

瓦磚牆、掛著大紅燈籠的建築，正是

今晚要來品嚐道地客家美食的鶴山飯

館。餐廳內的客家花布傘、藍布衫、

老酒甕等古意盎然的擺設，充滿了濃

濃的客家風情，紮著馬尾的老闆還會

熱情的在大門口迎賓和逐桌敬茶呢。

菜色有醃蘿蔔和花生麻糬、白斬

雞佐客家桔醬、蹄膀拉麵、蘿蔔糕、

香酥奶黃包+客家油飯、梅汁糖醋魚

塊、竹筍福菜湯、清炒冬瓜片、筍乾

肥腸、雞湯盅、蒸地瓜、手拉坏茶壺

裡的紫蘇梅子茶。又是非常豐盛的一

餐，只可惜與午餐時間相隔太近，肚

子實在騰不出空間來好好品嚐。

餐後，在夕陽餘暉下，大夥兒帶

著愉悅的心情，一起踏上了歸途。

行前曾上網查詢過氣象預報，原

以為整個行程都得在掃興的天氣裡度

過。但是真要感謝老天爺，許給大家

一個最適合拜訪大自然的天氣，無論

我們玩到哪兒，他都貼心撐起一把隱

形的大傘，為我們一團人阻擋住那調

皮鬧場的雷雨，也讓我們不會被過於

熱情的陽光曬傷；即使是在清境魯媽

媽那兒用餐時，下了一場短暫的雨，

或許也是為了讓我們品味這山區煙雨

濛濛的美而精心策畫的。

無庸置疑的，這是一次辦得極為

成功的清新小旅行，一切的美好都將

珍藏在心中細細品味。只是快樂的時

光總是讓人意猶未盡，望著窗外的絢

麗的晚霞，我不禁悄悄地期盼著下一

次的旅遊快點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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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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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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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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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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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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
2 2 2 2  

拯救航運業韓政府推出95億

美元選擇性QE政策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為拯

救韓國航運業，韓政府當局宣布推出

95億美元的選擇性QE政策。

消息指出，韓國政府與該國和央

行宣佈推出"選擇性QE"政策，協助國

有銀行向深陷債務之中的造船公司和

船運公司提供融資。

韓政府與韓國央行將設立11兆韓

圜（95億美元）的基金，來購買兩家

國有銀行-韓國產業銀行和韓國進出

口銀行發行的混合債券。這些債券將

在為處於困難中的造船和船運公司提

供融資。這兩家銀行在造船公司和航

運公司的頭寸高達470億美元。

其中韓國產業銀行是正在重組

的主要造船廠和船運公司的主要債

權人，這些船運公司包括大宇造船

海洋株式會社（DSME）和現代商船

（HMM）。

據瞭解，韓國多家造船公司已經

宣佈出售資產、削減員工數量的償債

方案。由於韓國的國內船運公司和造

船廠受到打擊，韓國銀行系統持有的

不良貸款總額已躍升至十五年新高。

海大張清風校長獲太平洋科

學會頒獎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第二

十三屆太平洋科學大會在中央研究院

舉行，共有來自20多個國家、超過

500多名國內外人士與會，會中頒發

ShinkishiHatai Metal Award給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表彰他

長期在黑鯛、珊瑚生殖生理研究的重

大貢獻，張清風校長也是國內第一位

獲得這項殊榮的學者。

太平洋科學大會成立迄今已有

近百年的歷史，今年首度移師臺灣

由中研院主辦，針對「氣候變遷與地

球系統科學」、「生物多樣性與自然

資源」、「糧食/水/能源」、「人類

健康」、「種族多樣性與包容性發

展」、「降低自然災害風險」、「科

學建構綠社會」及「協助永續發展的

新興科技」等八大議題，探討應如何

為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永續的未來，又

如何以科學、技術與創新做出最佳貢

獻，對於臺灣目前所面臨的挑戰，不

僅適時而且相當重要。

ShinkishiHatai Metal獎由日本

太平洋科學學會在1966年創設，每

四年由學會主動推選在海洋生物研究

領域卓越貢獻的人士，在太平洋科學

航  運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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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頒獎表揚，迄今已經有12位美

國、日本、法國、澳洲等國際頂尖研

究學者獲獎，張校長為國內首位獲頒

此項殊榮的學者。

海大校長張清風國家講座教授，

是海大水產養殖學系的教授，也是食

品科學系的傑出校友，曾獲選全國十

大傑出青年，並榮獲多次國科會「傑

出研究獎」與教育部「學術獎」等

榮譽，更在2006年榮獲教育部第十

屆國家講座、2012年獲「臺法科技

獎」、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傑出校友

等。主要從事珊瑚與魚類內分泌及生

殖生理等相關研究，尤其在鰻魚及黑

鯛等魚類與珊瑚之生殖內分泌生理等

領域，對水生動物生殖生理生態與環

境適應等領域有重大的貢獻。

我國際商港前五月櫃量近

600TEU減少1.54%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我國

際商港今(105)年前五月貨櫃裝卸量

總計為五百九十八萬TEU，較去年同

期的六百零七萬TEU，減少百分之一

點五四。

其中在高雄港方面今年前五月

櫃量為四百二十一萬TEU，較去年同

期的四百二十七萬TEU，下滑百分之

一點二八，台中港一到五月貨櫃量為

六十一萬TEU，較去年同期六十三萬

TEU，減幅百分之三點一五。

基隆港今年前五月貨櫃量為五

十六萬TEU，較去年同期的六十一萬

TEU，下跌百分之七點七一，台北港

今年前五月櫃量為五十九萬TEU，較

去年同期的五十六萬TEU，成長百分

之四點八三。

張國發出任中遠海運北美公

司董事長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中遠

海運集團重整牽動集團高層人事，原

中海集團總經理張國發近日轉任中遠

海運（北美）有限公司董事長一職。

據瞭解，該公司為中遠海運集

團直屬的海外控股公司，公司高層一

般都由集團層面高層來擔任。中遠海

運（北美）有限公司由張國發任董事

長，馮波任公司總裁，張登輝任公司

副總裁，程華泉任總會計師。

張國發是原中國海運（集團）

總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成員。

於1980年開始從事航運業，歷任交

通部水運管理司副處長、處長、副司

長；2004年十一月任中國海運（集

團）總公司副總裁；2005年十一月

起任中海集團副總裁、黨組成員；

2013年十一月起任中海集團董事、

總經理、黨組成員。張國發畢業於武

漢大學，具博士學位。

今(2016)年一月中共中央組織

部副部長王京清宣佈關於中國遠洋海

運集團有限公司主要領導配備的決

定，當時張國發中國海運（集團）總

公司總經理職務自然免除。而在此之

前，張登輝曾任原中海集團總船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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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馮波曾任原中遠集團戰略發展部

總經理。

海大/長榮產學合作攜手培育

航輪人才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與長榮海運公司產學合

作，推出產業實習計畫，安排學生利

用暑假期間到長榮海運公司船務部實

習，透過實際參與船務工作，提升同

學未來從事海勤工作的能力，及培育

航輪人才。

海洋大學表示，只要是海大商

船系、輪機系、學士後商船學士學

位學程及學士後輪機學士學位學程的

學生，都可以申請參加長榮海運公司

航、輪科系學生培育計畫，利用暑假

到長榮海運公司進行兩個月的實習，

學習船務相關工作，如果船期及住艙

位可配合，還將安排獲選培育計畫學

生上船短期實習1-2個月，畢業後可

以直接到長榮海運公司工作。

海大實習暨就業輔導組表示，

航、輪科系學生培育計畫每年五月上

旬接受申請，學習表現優良或有志經

營船員事業的學生可以透過長榮海運

公司派遣至學校授課的業師、導師、

系主任推薦或自行提出申請，由長榮

海運公司彙整推薦與申請資料後，在

六月上旬進行審查與面試甄選，每學

期還會舉辦座談會，以了解獲選培育

計畫學生的學習狀況與需求，並進行

適職評估。

海大校長張清風表示，近年來航

運業出現人才短缺，航輪人才嚴重斷

層的情況，為了協助產業培養優質人

才，海大積極與產業合作，推出產業

實務課程，由產業界高階主管擔任業

師到校授課，同時安排學生到產業實

習，透過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降低學

用落差，培育更多有興趣從事海勤工

作的人才，為產業所用。

為培育未來的海運菁英人才，

長榮海運公司每學期在商船學系及

輪機工程學系都開設「海運菁英培育

講座」課程。另外，商船學系也開設

「船舶實務作業」講座課程，邀請來

自陽明、萬海、台塑、裕民等多家海

運公司的主管先進，到校講授商船實

務工作知能。

裕民：汰弱留強航運業將可

回歸正常市場機制
【記者李錫銘／台北報導】國

際散裝市場低迷，裕民航運董事長

徐旭東與總經理王書吉在日前召開的

股常會中信心喊話，聲稱目前只是暫

時性的供需失衡，相信由於同業造船

「零」訂單與拆船行動，相信一兩年

內汰弱留強將可回歸正常市場機制。

該公司分析，綜觀近年嚴峻的散

裝航運市場，因受全球經濟復甦的不

確定因素持續影響，仍處於景氣循環

低檔。在景氣持續低迷刺激下，船東

繼續淘汰老舊船舶，拆解船齡將趨向

年輕化，加上新船交船高峰已過，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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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噸數成長可望持平或減少。而中國

城市持續城鎮化及一帶一路沿線新興

國家的基礎建設需求下，中國的鋼材

需求量將逐漸增加，帶動原物料運輸

需求，有助於改善低迷的散裝航運市

場，一掃陰霾。

面對世界快速變化的腳步，裕民

航運目前訂造之在建船舶尚有十二艘

新式節能環保船，預計於2018年前

陸續完成交船，在新船全數交付後，

裕民航運散裝貨輪及油輪船齡將低於

七年，提升經營績效與競爭力。

裕民股東會通過104年度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配等議案，且完成新任

董監事改選，104年合併營收新台幣

79.24億元，合併淨利新台幣8.24億

元，基本每股盈餘為0.96元，會中通

過發放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1.0元，

仍維持高度盈餘發放比例及高現金股

息殖利率。

台灣新生報
2 2 2 2 2  

國艦國造加持 國防部將參加

海事展
國內第一屆「高雄國際海事船舶

暨國防工業展」，將於九月十四日至

十七日在高雄展覽館隆重登場。此次

展會是國內首次集合產官學界與國際

資源、開放民眾近距離接觸、產業專

業人士齊聚交流的大型展會。造船公

會表示將與國防部合作，預計將為潛

艦之路共同創造嶄新里程碑！同時也

為第一屆「高雄國際海事船舶暨國防

工業展」帶來新亮點！

造船公會理事長韓碧祥表示樂見

「國艦國造」政策落實，預估台灣未

來造船產業年產值將達七百億元；推

動我國海事展是勢在必行，期盼藉由

專業優質的設備與技術廠商的展出，

透過分享最新訊息、創造更多訂單。

據了解，此次展會主題涵蓋「國

防、船舶機械、海事工程、通信航

儀，及綠色港口」等五大項目。已協

調海軍磐石艦、沱江艦、海獅艦及海

巡署新型巡護艦等艦艇，靠港開放民

眾登艦參觀，規模媲美國際；同時也

開放具船舶設計、建造、載台裝備、

戰鬥系統、軸系、雷達、通信、遙

測、水下作業、兩棲特戰裝備等相關

技術發展廠商參展。

主辦單位表示，目前參展計有

台船、中信、慶富、龍德、中鋼、漢

翔、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中國

驗船師協會、中科院、美商雷神、洛

克希德馬汀、L3通信、法商達利斯及

MTU、FME等國內外指標性船舶廠商

及研究單位。韓碧祥表示：「展會可

望凝聚台灣多元海事能量，與國外交

流，極大化船產價值，將台灣經驗推

向國際。」

英皮爾港口集團 用地磅供動

態貨櫃VGM服務
英國貨櫃碼頭經營人皮爾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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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Peel Ports）將使用地磅提

供SOLAS公約有關貨櫃驗證總重

（VGM）服務，動態稱重地秤將在多

車道自動門處安裝，類似安排措施也

將在都柏林和格里諾克的皮爾港口其

他貨櫃碼頭建置，所需使用的地秤及

相關操作流程目前均已獲相關監管機

構英國海事海岸警備局討論並同意。

皮爾港口指出，所有載運貨箱進

入碼頭的重載貨車輛（HGV）將會要

求登記其運行順序重量（MIRO），

即按歐盟法規要求，在到達碼頭之前

申報車輛運行順序重量。任何進入

貨櫃碼頭而無VGM的貨箱或所申報

VGM超出指導允差的貨箱，將有電子

紀錄。至於在入門處車輛將緩慢經過

地秤，系統將確定車軸重量及隨後的

車輛總重，該申報的MIRO之後將被

應用於確定出口貨箱VGM，並在入門

處由港口共同體系統進行更新。

關於貨櫃稱重基礎設施附加費和

貨櫃稱重收費部分，將由港口共同體

系統自動處理，在入門處和自動門處

稱量貨櫃後，由英國的海運貨物處理

（MCPD8）系統運作。

賴比瑞亞海事局推減免費用 
賴比瑞亞海事局近期推行一系列

費用減免措施，以期減輕賴比瑞亞船

旗船東及營運商在航運市場景氣持續

低靡下的經濟負擔。

賴北瑞亞海事局台北辦事處指

出，賴比瑞亞海事局於海事操作備

忘錄二○一六年第二期（Marine 

Operations Notes 02-2016）及

海事操作備忘錄二○一六年第三期

（Marine Operations Notes 03-

2016）中發表一系列費用減免措

施，包含減免賴比瑞亞船旗首年註冊

費、抵押登記費及船舶轉換船旗國時

所產生的ISM及ISPS證書核發費用

等。同時，該海事局亦倡導其他優

惠政策，如：延長船舶檢期、統一

ISM/ISPS與船旗國年度安全檢驗項

目及開放電子船員證書辦理系統等。

此一系列減免措施確保在節省

成本、簡化程序前提下，實現船舶

閒置期的安全保障，惠及包含閒置的

現役船舶、在建船舶及轉換船旗國的

船舶。賴比瑞亞海事局對船舶安全配

員、閒置申請及安檢間隔等均做詳細

說明。

賴比瑞亞海事局與企業登記處執

行長Scott Bergeron表示，我們將

盡全力協助航運業者度過當前困境。

剛宣布的新措施將為現行的賴比瑞亞

船旗船舶帶來更優惠的費用減免。

受益於先前簽訂的中國與賴

比瑞亞共和國海運協定，S c o t t 

Bergeron表示，賴比瑞亞船旗船舶

可享有停泊中國港口優惠政策。相較

於非此優惠船旗國船舶，賴比瑞亞船

旗船舶享有二八％噸稅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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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巴拿馬碼頭獲延約20年
總統蔡英文於六月廿六日參加巴

拿馬運河拓寬工程竣工典禮，巴國內

閣今通過長榮海運的箇朗碼頭延長廿

年租約，長榮海運表示，明年首季完

成浚深三號碼頭後，可同時停靠兩艘

一萬TEU大船。

長榮海運表示，巴國內閣今天通

過延長長榮集團所屬CCT科隆碼頭公

司承租大西洋岸科隆市箇朗郊區碼頭

合約廿年。長榮海運表示，在巴拿馬

運河拓寬竣工時傳來這項佳音，助長

榮海運在當地服務及經營效率，同時

鞏固巴國在美洲轉運中心的地位。

長榮海運指出，長榮海運在箇朗

碼頭擁有三個可停中小型貨櫃輪的碼

頭，去年底舉行第四號深水碼頭完工

啟用典禮，從此可停靠一萬TEU（廿

貨櫃）以上的遠洋大型貨櫃輪。

長榮海運說，目前正在進行中的

是四號碼頭的二期工程，也就是將三

號碼頭浚深，並聯結四號碼頭，屆時

兩個碼頭總長度可延伸至七百八十公

尺，將同時提供兩艘一萬兩千到一萬

四千TEU的大型貨櫃輪靠泊作業。

強化港口國檢查 航港局完成

檢查員訓練
為促進海上航行安全、保護海

洋環境及改善船員工作環境，並與國

際同步接軌，交通部航港局參採國際

海事組織（IMO）所訂港口國管制

（PortStateControl）程序、東京備

忘錄（TokyoMOU）及相關國際公約

規範，要求對往來本國各國際商港之

外國籍船舶施行港口國管制檢查，對

次級船舶採取船舶航行安全、適航性

及海洋環境維護之必要查核作業。

臺灣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之交通

樞紐，為履行港口國與船旗國之權利

與義務，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於各

國際商港正式實施港口國管制，對於

外國籍船舶進行必要查驗，並留置嚴

重違反管制檢查規定者，至完成改善

後，始得航行。

據悉一○三年起東京備忘錄針

對船舶篩選系統，採取與巴黎備忘錄

（ParisMOU）一致之標準，依船舶

船型、船齡、船東、認可組織、公司

管理、缺失及滯留數篩選高風險、標

準及低度風險船舶等三類，為與國際

採取相同之檢查標準。

航港局參考該等規定，於一○四

年度建置完成船舶篩選系統。同時為

強化港口國管制檢查能量，也已於一

○五年五月三十日起舉辦為期兩週的

船舶公約檢查員專業訓練，課程內容

係依據國際海事組織港口國管制檢查

規範辦理，其中包含國際公約、港口

國管制程序、船舶設備及模擬機操演

與船上實務見習演練等。

英註冊船隊 4年來首增8% 
英國航運協會指出，在英國註

冊的貿易船隊在近四年來首次出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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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船隊規模上升八％，惟英國船東

擁有的船隊噸位，卻下降一八％。

英國交通部資料顯示，在英國註

冊的貿易船舶總噸位已從二○一四年

的一二六○萬載重噸，增長至二○一

五年的一三七○萬載重噸。懸掛英國

國旗的船舶在二○一○至二○一五年

每年平均下降三％，同期全球船隊每

年增長率為五％。

對於英國掛旗船噸位在四年來首

次增長八％，市場認為不排除與之前

英國政府進行大幅改革有關，但英國

船隊在全球所佔比例出現下降，也顯

示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海大STCW中心接軌國際 產官

學研聚焦船員福利
交通部航港局與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於六月八日舉辦「STCW資訊研

究中心交流研討會」，邀請產、官、

學、研代表與會共同針對「MLC國際

公約發展及內國法化之因應」及「國

內港勤船員管理機制」等重要議題進

行深入研討。

海洋大學表示，為解決國內面

臨的海事議題，在交通部航港局祁文

中局長大力支持下，於一○四年八月

成立「STCW資訊研究中心」，由海

大副校長李選士擔任計畫主持人，推

動中心相關業務健全國內航業制度及

促進海運發展。為廣徵專家學者之意

見，特別舉辦STCW資訊中心交流研

討會，希望透過學術研究以及產官學

界的交流，促進國內海事相關產業與

政策與國際接軌，並落實國際公約內

國法化，讓我國各項作業符合國際公

約相關規定。

高教司李彥儀司長致詞時強調，

海洋教育將是未來國內教育的主軸。

她說，臺灣是一個島國，但是大家對

於海洋的認識不多，從事航輪海勤工

作的人越來越少，海運人才培訓相當

重要，如何配合STCW國際公約的規

範，進行教學改善及教育投資，都是

重要的課題。

本次研討會針對「MLC國際公約

發展及內國法化之因應」進行研討，

邀請長榮海運公司林沛樵副總經理進

行分享，林副總經理表示，國際勞

工組織(ILO)二○一四修正海事勞工

公約(MLC)，希望當船員被遺棄或因

職業傷害導致永久性殘疾等情事發生

時，透過財務保障與補償，以擔保船

員及其家屬的權益與福利。建議為了

保障船員權益，國內船員勞動條件與

福利應符合海事勞工公約與其他各項

國際公約規定，船員法應明文規定船

舶所有人應建立財務單保系統，以擔

保護送船員回雇傭地之相關費用，以

及支付海員、法定繼承人或受扶養人

所提出之契約性索賠。

為解決國內面臨的海事議題，

海大STCW資訊研究中心也針對「國

內港勤船員管理機制」作出初步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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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由海員總工會陸王均理事長負責

研擬與分享，以釐清於港區內及近岸

航程等工作船上服務之船員工作時數

規範與限制，建議為本國船員建置一

招募和安置系統，增設船員投訴的岸

上處理機制，提升我國船員之薪資最

低標準，修改工時和休息時間，增修

船員定期雇傭契約和增訂港勤船雇傭

契約範本，促進本國船員之就業、職

業發展和技能開發。

海大副校長李選士表示，STCW

中心藉由對海事相關議題之探討，期

待能充分掌握國際海事組織及國際勞

工組織等涉及船員之公約、章程、

規範、決議等其相關修正與更新情

形。了解船員國際公約規定現況及未

來發展可能性，以適時提出相關因應

策略。探討國際與國內間船員規定與

執行上之差異。強化國內船員訓練、

船員驗測、船員證書核發及船員培

育等。進而與國際相關STCW中心建

立合作關係，以利我國持續與國際接

軌，船員相關規定、訓練與考試符合

世界潮流，船員訊息與國際同步，以

提升我國船員水準及強化船員競爭

力。

本次研討會由交通部航港局、中

華民國船員外僱輔導會、中華民國海

員總工會、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公

司、陽明海運公司、中華民國船長公

會、中國驗船中心及財團法人船舶暨

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等單位代表參與討

論。以上協會與各公司代表均對成立

STCW資訊研究中心及相關研究案之

探討，持高度贊成與支持，並讚許交

通部航港局對海事教育與國際接軌之

努力，期待在交通部航港局與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的共同努力下，能逐步促

使國內法規與國際法規接軌，並期許

我國對於船員之培訓能更臻於完備。

星工作船隊移除德翔臺北輪

殘骸

新加坡工作船隊 (SMIT CY-

CLONE一千噸級起重平臺船、GI-

ANT 6半潛式駁船及SMIT SERAYA

拖船)於六月五日進入基隆港進行機

械設備整備後，於六月八日上午十點

抵達德翔臺北輪事故現場，接續進行

最後的船體殘骸移除作業階段。

由於船體移除需要更高的技術、

設備與安全要求，因此需要較長的作

業時間進行計算和施工；如海氣象許

可，可望於六十個工作天完成船體移

除。未來交通部航港局仍將持續要求

德翔海運公司依計畫期程辦理船體殘

骸移除作業，並確實執行汛期來臨前

船體穩固及防範二次污染環境之因應

措施。

祁文中鼓勵同仁接觸多元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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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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港局局長祁文中近期在航港

局內主持【國外海難事件案例研討

會】時，由局內同仁研析並詳細解

說「二○一一年貨櫃船雷納輪(MV 

Rena)於紐西蘭外海觸礁擱淺案」及

「二○一五年汽車專用船赫格大阪輪

(Hoegh Osaka)於英國索倫特海峽

擱淺案」，這兩件國外知名海難事件

中可知，海難多由人為疏失造成，而

海難事故發生後的處理及調查對日後

政策的研擬及執行亦非常重要。

局長祁文中表示：希望透過研討

會，藉由經驗傳承，讓同仁能接觸多

元領域的知識，並且思考在海難事件

處理上有哪些能借鏡的部分，同時也

加強各相關機關、人員(船員)對SO-

LAS、STCW等公約的瞭解及落實，

並研議導入虛擬導航系統(virtual 

AIS)及海事調查動畫還原等技術，來

提升航行安全的強度及海事調查的效

率及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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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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6/21                     製表單位 ： 業務處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日　期 摘　要 金　額

38893 蔡○煌 2016/5/4 退休補助金 7200

52549 嚴○昇 2016/5/4 退休補助金 26550

34215 樂○昌 2016/5/4 退休補助金 34500

56440 張　○ 2016/5/6 註銷會籍補助金 12300

C00760 張○孝 2016/5/9 退休補助金 66450

41703 韓○政 2016/5/10 退休補助金 67050

C00762 陳○輝 2016/5/11 退休補助金 59700

42029 叢○清 2016/5/12 註銷會籍補助金 48300

C00763 顧○發 2016/5/12 退休補助金 60600

C00753 傅○璞 2016/5/16 退休補助金 19650

87826 莊○盛 2016/5/17 退休補助金 6450

85031 高○崙 2016/5/18 退休補助金 22650

57790 林○人 2016/5/18 註銷會籍補助金 48900

59280 劉○光 2016/5/20 註銷會籍補助金 20550

81987 常○環 2016/5/20 退休補助金 40950

70555 王○吉 2016/5/20 註銷會籍補助金 34050

C00764 陳○智 2016/5/24 退休補助金 13800

53457 曾○源 2016/5/25 退休補助金 3450

61672 姚○生 2016/5/26 退休補助金 49050

31619 柳○明 2016/5/26 退休補助金 22800

C00765 張○聖 2016/5/30 退休補助金 4650

46436 張○堯 2016/5/30 退休補助金 47700

人　　數 22 總金額 7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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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一覽表

製表日期 ： 201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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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60 林○興 2016/5/3 母喪慰問 1000
87740 沈　○ 2016/5/3 子喪慰問 1000
84054 呂○ 羽 2016/5/3 母喪慰問 1000
86560 歐○ 誠 2016/5/5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90071 馬　○ 2016/5/9 在船工作受傷需長期
(一個月以上治療) 2000

C00640 江○ 標 2016/5/9 在岸死亡 6000
83927 孫○ 仁 2016/5/9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C00429 邱○ 忠 2016/5/9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64459 湯○ 棠 2016/5/10 在船工作受傷需長期
(一個月以上治療) 2000

84624 范○ 慶 2016/5/12 在船因病住院 2000
86864 吳○ 淇 2016/5/16 父喪慰問 1000
79783 陸○ 芳 2016/5/1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3857 張○ 祥 2016/5/17 在岸因傷住院 2000
C00769 周○ 平 2016/5/1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87992 顏○ 良 2016/5/18 父喪慰問 1000
85115 李○ 慶 2016/5/20 父喪慰問 1000
87283 劉○ 治 2016/5/20 母喪慰問 1000
64590 黃○ 田 2016/5/23 母喪慰問 1000
45977 曹○ 伙 2016/5/24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C00741 洪○ 發 2016/5/24 父喪慰問 1000
67510 林○ 輝 2016/5/26 母喪慰問 1000
C00269 劉○ 宏 2016/5/27 母喪慰問 1000
63682 王○ 杰 2016/5/30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人　　數 23 總金額 39000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會員姓名

總台字066846 傅○璞 總臨學B07934 周○筠

總台字088371 王○宇 總臨學B09429 芮○霖

總臨學B04066 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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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資訊

105年5月1日起，「勞工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增列投保薪資等

級第20級45,800元，勞保局已主

動比對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及健保

投保金額辦理投保薪資逕行調整為

45,800元，105年5月實際逕調人數

約為157萬餘人；另職業工會及漁會

被保險人雖非勞保局逕行調整對象，

但至105年4月底止，職業工會自行

申報調整所屬被保險人投保薪資為

45,800元者，約為3萬餘人，漁會約

為3百餘人。

再者，由於此次逕調之被保險

人人數龐大，為便於投保單位查閱核

對，逕調明細提供方式按投保單位是

否為勞保網路申辦單位區分如下：

1.網路申辦單位：逕行調整投保薪資

之被保險人明細資料建置於『勞保

局e化服務系統』，網路申辦單位

可於105年5月30日後至該系統下

載完整之逕調名冊核對。

2.非網路申辦單位：逕行調整投保薪

資之被保險人明細資料，列印於

105年5月份保險費繳款單(105年

6月下旬寄發)之當月有異動被保

險人計費清單提供給投保單位，惟

逕調人數100人(含)以上之投保單

位則附光碟資料。

勞保局呼籲，105年5月1日起，

投保單位申報所屬員工加保時，應按

其月薪資總額，依新修正之「勞工保

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的等級金額

申報，並自行檢視員工月薪資總額，

如有變動並逾43,900元以上者，應

即時申報調整投保薪資至45,800

元。

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自105年5月1日起增列
45,800元等級，請投保單位檢視員工薪資並覈
實申報調整其投保薪資，以確保員工權益。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您為什麼不繳納國保保費呢?

月領40K的李小姐，偶爾轉換工

作收到國保繳款單，卻認為年老有勞

保老年給付，所以不繳國保也沒有關

係。正在讀研究所剛滿25歲的黃同學

覺得現在還年輕，不懂參加國保有什

麼好處?所以也不在乎有沒有繳納國

民年金。家裡經濟狀況不好的家庭主

婦黃媽媽，因為只靠先生一人賺錢養

家，沒有多餘的錢繳保費，所以一直

都沒繳納國保保費也無所謂。

國民年金保險費，繳?不繳?繳!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海員月刊第753期　32

您是不是也一直這麼認為呢?您

是否就在這「沒關係」、「不在乎」

或「無所謂」中，漠視您的權益了

呢?

其實，繳納國保保費好處多而且很

重要喔!

1.國保提供生育、老年、重度身障、

喪葬及遺屬5大給付！

國民年金保障範圍涵蓋廣，另外

領取老年年金約3年多就超過所繳納

保費，回本快，活到老領到老。繳納

國民年金保費政府至少補助4成，每

繳納一次保費，就賺進政府至少4成

補助，而家庭總收入較低者，還可以

申請提高政府補助保費的金額，補助

比率可以到55%或70%，若是低收

入戶，則保費由政府全額負擔。

2.轉職空窗繳國保，保障不中斷，年

老雙重保障！

以往失業或轉職就沒有社會保險

的保障，現在則有國保可以銜接未就

業期間的保障空窗期，當被保險人遭

逢生育、老年、重度身心障礙或死亡

事故時，國保提供相關的給付保障，

有效降低對個人與家庭經濟造成的影

響。意外不會挑什麼時候來，千萬不

要以為只是短暫離開職場，就認為不

繳國保沒有什麼大不了，在未就業期

間，務必如期繳納國民年金保費，社

會保險才能無縫接軌，保障不空窗。

您繳納的每一筆國保保費，都能

累積國保年資，等到符合請領老年給

付時，若國保和勞保都有年資，則兩

邊都可以請領，讓自己的退休生活更

有品質。

3.不繳保費大大影響給付權益

不繳納保費將影響到請領給付的

權益，在發生意外時，如有欠費未繳

清，勞保局將暫行拒絕給付，如此就

無法立即享有國保保障。另外如果有

欠費超過10年也將無法補繳，無法計

算保險年資，還影響身心障礙年金基

本保障以及老年年金擇優領取A式的

權益。

精打細算後，當然繳保費，請把握

10年保費補繳期，保障給付權益

國保保費逾期沒有超過10年都

可以補繳，而且繳納後保險年資照樣

可以累計，不會影響給付權益。只是

已經累積多年的保費如果要一次繳清

(例如5年的保費總計要繳4萬多元)，

可能無法負擔，建議提早規劃分次補

繳欠費，申請將欠費拆成多張小額繳

款單，才可紓緩繳費壓力。另外欠費

期間愈長，利息愈多，還不如儘早繳

清保費，才是最有效率的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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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菜單
蕃茄蘆筍夏日養身汁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材料：

　大蕃茄三顆、蘆筍一條、柳丁汁三十西西、芹

菜一支、冰塊適量

做法：

　將蕃茄、柳丁汁、蘆筍、芹菜、打勻後加入冰

塊即可飲用。 

評價：

　蘆筍有降火氣、退火等功效，蕃茄富含茄紅素

可以發揮抗氧化作用，炎炎烈日下，勸君來

一杯蕃茄蘆筍夏日養身汁吧！

　創力指數八分•活力指數十分•魅力指數八分

保健知識 查詢看診時間，便利又迅速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民眾可透過健保署網站或「全

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查詢所

在地點附近醫療院所的資訊及看診

時段，到適當的地點就醫，避免至大

醫院急診，讓急診資源留給急重症病

人。

健保署提供各特約醫療院所的看診時

段查詢路徑及方法如下：

1.健保署首頁>一般民眾>健保醫療

服務>看診時段查詢服務

民眾可以直接輸入院所名稱或依

需求選擇要查詢之縣市、鄉鎮市區、

診療科別或診療時段等條件，即可查

詢該院所開診情形。

2.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醫療快搜>醫療院所>固定看診

時段

透過「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醫療快搜/醫療院所查詢專區，

輸入醫療院所名稱或選擇地址、特約

類別等條件，即會出現該搜尋條件下

之醫療院所資料，進一步點選院所

後，即可在其「固定看診時段」查詢

該院所開診情形。

民眾除了可利用上述功能查詢

特定節日看診時段外，還可利用「全

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醫療快搜/

附近院所的功能，查詢所在地附近診

所的資訊，民眾如有輕微急症時(例

如：感冒或腸胃炎)，利用居家附近

的診所門診就醫，方便又省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