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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尚記得

自己提著行李，登上一艘大油輪去

實習，那是民國六十八年的事了，經

過海上實習，考上船副證照，繼而服

義務役於海軍艦艇，退伍後上商船工

作，經過各式各樣的歷練，經歷人生

大小風浪，回首去看，心中只有充滿

感恩。年近花甲，是世代傳承交棒的

時候了，上帝很奇妙的讓我回到母校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航海系執教，

看到那些年輕稚嫩臉龐的年輕人，在

校園內穿梭，懷著海上的夢想，我很

高興知道臺灣的航海事業可永續經

營，薪火可以不斷地傳承下去。開學

後，得知航海系二專班的二年級學

生，在這學期(上半年)將有機會上育

英二號與台華輪作短期的實習，二專

班的同學，在航海知識背景上，有不

同的差異，所以那些不具海事教育背

景的同學，能在兩年內快速吸收航海

知識，及上船實習和工作也不簡單。

學生們非常期待上船實習，尤其知道

要去日本鹿兒島，早早就兌換好日

幣，蓄勢待發(後來因故，變更目的

港改去金門)，特別邀請育英二號實

習帶隊老師及有心的同學們，寫些他

們的心得感想，期望航海先進們能聽

到航海新鮮人的心聲，或許可提供更

多的機會給我們下一代的航海人。

育英二號實習帶隊老師-方凱弘

本次實習期間是由106年10月7
日到16日，此時東北季風增強，海

況不佳，出發前，大家持續密切注

意颱風動態，擔心影響實習行程，即

使到了出發當日早上，天氣仍陰晴不

定。一大早同學到校集合，個個身穿

桔色工作服，對接下來的海上體驗感

到雀躍，為期十天的登輪實習，是為

了將在校課堂上的理論、航海技藝等

知識，與實務相結合，方為完整的學

習。「慣者為師」，有航海界的熟能

生巧之意，海上實習也可以算是技職

體系裡的「三明治教學體制」吧。

我們在基隆和平島臺船廠碼頭區

登上育英二號輪，同學對於船體結構

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開始熟悉船員

生活作息及船上環境，結合「生活」

與「工作」兩個層面。他們發現船上

生活步調與陸地上的截然不同，人和

人的相處更為靠近，要在短時間內，

培養出默契並進行協調工作，亦為同

學們實習體驗的重點之一。部分學生

感到身體不適，而申請上岸就醫，已

體會到船員生活的不便。10月9日船

啟航後，鍋爐管路忽然發生破裂，事

出突然，因此不得已只好返航檢修，

考量到航行安全，遂將目的港從日

本鹿兒島更改為金門料羅灣，儘管如

此，仍不減同學的學習興致，更藉此

使大家體會到海上境遇的無常，十分

難得。

10月11日，育英二號再度啟

航，一天左右，抵達金門料羅灣，由

於潮汐差達6公尺，船舷與碼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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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航海系同學大合照

圖2: 實習帶隊老師和

同學們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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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位置差異，清楚可見，靠泊碼頭的

隔天，即發生纜繩嚴重磨損，甚至有

斷裂情事，同學們印象深刻，也藉此

機會教育學生，比在課堂上的講述情

境更有效果。10月16日由金門返航

基隆時，因遭受東北季風影響，該輪

嚴重頂浪搖晃，同學們深切地體會到

在船上工作的艱辛與安全的重要性，

當天平安抵達基隆港，大家經過這番

折騰後，很高興的下船，踏到平穩的

陸地，快樂的返校賦歸。

男學生甲:
我出生於炎熱的高雄，在彰化

讀書長大。高中時期選擇了建教合作

班，半工半讀來完成學業。畢業後，

由於家中經濟關係，所以選擇報考志

願役士兵。退伍後，選擇了裝潢工

作，整整做了三年多，工作期間還去

過南沙太平島，見識了海洋的美，它

的偉大及危險，這也讓我對航海產生

了很大的興趣。在自己快28歲前，

毅然決然，放棄了現階段薪資不錯的

工作，北上讀書，就讀台北海洋科技

大學的二專。由於本身並非海事學校

背景，所以在一年級時，讀書特別辛

苦，只好加倍努力去學習。現階段除

了英文有待加強，其他科目都還算過

得去。此次有機會上育英二號實習，

上船前一天，還興奮得睡不著覺呢！

上船第一天，大致上是分配學員

的裝備和寢室、然後熟悉船上的逃生

路線、小艇編組、滅火編組等等···
·，第二天操演滅火及小艇釋放，教學

大副很快的將我們學生編組。我被分

配到了消防E組，負責消防栓閥的開

啟及關閉，而救生艇演習則是分配到

了右側小艇。待這兩項操演結束後，

育英二號也準備好開航前的步驟了，

當船要離開碼頭時，我們航海系的學

生被分配到主甲板上解纜繩工作，看

著水手大哥們如何的解纜繩，只看見

大副及二副下著命令，水手大哥們就

鬆纜繩或是絞緊纜繩。待船隻稍離岸

邊，水手大哥們便招呼我們把纜繩拉

上來，然後盤好放在棧板上，這是我

的第一次參與船員甲板上的工作，很

新奇。開航後，上駕駛台，開始學習

當一個瞭望員，還有如何作船的定位

及航行計劃，雖然在學校老師們都曾

教導，但我個人覺得，不管如何的

教，如果沒有實際動手去做，那永遠

都不可能真正會，唯有腳踏實地，才

能牢記在腦海裡面，成為自己的本

領。

夜晚在駕駛台瞭望，看到來往

的船舶，除了左紅右綠的航行燈，其

它的燈號則完全分辨不出來，還好有

航行班的大副指導，才讓我們懂得辨

識。當值的航行船副，也每天一點一

滴的教導我們如何去看駕駛台上的儀

器，像是船的搖晃傾角、水深、風向

角度、主機俥的轉速、目前航速、回

舵效應、VHF如何使用、海上避碰、

如何辨別漁網方向等等，每一樣學

習，皆讓我們受益良多。也見識到漁

船們是如何勇敢的搶船頭，我當下站

在駕駛台，真的是提心吊膽，也見識

到潮起潮落的力量，在靠金門港的三

天內，纜繩就斷了八條。

在回程的最後一天，因為海上風

浪大，使船劇烈搖晃，我暈船了，雖

然沒有吐，但那不舒服的感覺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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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受，可是船上前輩們，還是兢兢業

業的堅守自己崗位，把我們平安的送

回台灣。這次實習學到很多在學校堂

課無法教給我們的知識，也了解到跑

船的辛苦，這也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

決心，我要努力成為一名合格的航海

員。

女學生乙:
我從完全不懂航海，到如今過

了一年多的時間，在學校學習各樣

航海課程與接受不同的訓練，終於讓

我們有機會能夠上船實習，去真實體

驗所謂的航海。到育英二號與台華輪

的實習，都讓我收穫頗豐。但相較之

下，長達十天的育英二號實習，更令

我記憶深刻。作為第一次的登船實習

體驗，最考驗我們的就是船舶在航行

中，並非像陸地一般的平穩，與我同

寢室的女同學，因水流產生的晃動，

剛登船便已無法適應，但我登船後，

船舶在港內期間，我沒有出現預期的

暈船，能和大家一起完成每日的例行

任務，依照當班表的排班當值。

此次實習計劃原本是去日本九

州的鹿兒島，但由於船舶管路出現

破裂，只能折返基隆港修理，並變更

目的地去金門，讓同學的日本之旅，

瞬間泡湯，卻使大家認清一個事實，

就是必須認真確實的學習，而非畢業

旅行。把自己當作是船員，嚴格的要

求自己，按部就班，在面對未來真正

的上船實習，有個好的開始。當船進

靠金門港口時，我們跟隨水手長在甲

板上，學習拋繩、繫纜工作，當靠泊

作業完成後，大家正高興休息時，港

內約五公尺的潮差，造成八條纜繩斷

裂，遠超出我對海及船舶的想像。在

金門最後一天，育英二號被要求離

港，在港外錨泊，當天風浪大，錨泊

中的育英二號就如海上風箏一般，晃

動的非常厲害，讓原本精力充沛的

我，開始暈船了，這一晃就是八小

時，原以為啟錨開航後，情況會改

善，但事與願違，我躺在住艙的床

上，竟被顛飛起來，船上同學人手一

疊嘔吐袋，或在餐廳，或在艙間，吐

得沒了力氣。我硬撐上駕駛台，想要

和同學一起當值，但依舊沒撐過半小

時，在這樣的風浪下，站在駕駛台，

更清晰的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我們如

同渺小的螞蟻，隨著海浪翻滾，被拋

起，又被壓下。我看到遠處的漁船，

或許是滿載之故，感覺下一秒，這艘

漁船就會消失在海浪中。後來，我實

在撐不下去，就回住艙躺平了。

經過一天的航行，終於返回基隆

港，腳踩到陸地的那刻，感覺瞬間復

活了。教學大副問我還要不要跑船，

我說要！這只是一個開始，我會堅持

不放棄我航海的願望！

 

圖3:學習救生衣穿著                         圖4:學習救生艇操演

圖5: 學習滅火器操作                      圖6:滅火操演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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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學生丙:
我今年二十二歲，我有兩個就

讀高中的弟弟和妹妹，從小我們就由

奶奶扶養長大，因為爸爸和舅公是船

員，我從小就耳濡目染，使我立志成

為縱橫四海的航海人，而且可以實現

我的夢想-環遊世界。小時候，常聽

舅公說，跑船是件艱困的工作，但為

了家庭生計，就勇往直前，我覺得身

為一個男人就是要有肩膀、有擔當，

也許這條航海路上會遇上大風浪，但

我會運用所學一切，勇敢面對，開拓

我璀璨的未來人生。

到育英二號實習的第一天，我拎

著大包小包，到基隆台船廠的船泊碼

頭邊報到。看到壯觀的船廠，充滿好

奇和期待，我以前曾跑過漁船，暈船

感覺令人很不好受，面對實習，雖擔

心暈船感覺又浮現，但只要克服它，

相信在海上的工作就順遂了。

在實習過程中，船員在駕駛台為

我們講解介紹許多駕駛台上的設備，

包括許多航海儀器如雷達、俥與舵、

各式無線電、測深儀、GPS系統、

海圖室、電羅經外，還教導我們如何

駕馭操舵、學習船長如何下達舵令及

舵工如何操作，並口頭覆誦，當值人

員應注意事項及權責，如何在海圖上

定位等，進港時停靠船舶之技巧，下

錨時，應注意事項及程序方法等，錨

泊時當值之工作。在駕駛臺當值，如

擔任駕駛員，出航前要詳細了解航行

計畫，瞭望海面的狀況，隨時提高警

覺，定時在海圖上定船位並作紀錄，

確認航向是否正確，若有偏航情形，

則應適度予以修正，還有各項緊急狀

況處理，並且隨時與其他部門人員保

持良好聯繫，在這次實習中我學習了

許多船上事務，希望以後能學以致

用。

在台華輪實習，因時間較短暫，

且航儀設備與育英二號所看到的儀

器，大同小異，只是型號和形狀不同

罷了，因此所學有限，另外目前人工

智慧正快速發展，將來船員的工作機

會是否會受影響！

男學生丁:
此次學校安排之實習為兩艘不同

形式之船舶，第一艘為育英二號為期

十天，由106年10月7日到16日，第

二艘為台華輪為期三天，由106年11
月5日到7日。到達育英二號，我從登

船那一刻起，就看到船上船員是如何

收放舷梯的，看似簡單卻暗藏玄機，

因為船舶會因潮汐及波浪，造成上下

起伏，梯子會隨著移動，若撞到障礙

物，後果不堪設想。上了船後，首先

是熟悉環境，我發現住艙及甲板上有

許多水密門，以往老師曾在課堂上提

過，這次親眼見到，真想去開關操作

一下，可惜沒有機會。

船開航時，我被指派到船頭跟著

大副及水手長做事，這艘船是把纜繩

用轉盤(CAPSTAN)收回，將纜繩堆

在棧板上後固定，對我來說很新奇，

圖7: 基隆港解纜開航，
在船首學習解纜

圖8: 學習繫綁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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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出港後，我們上駕駛台，看到各式

各樣的航海儀器，我對它們皆一知半

解，經過教學大副解說後，才恍然大

悟。我被安排跟航行大副當班，這四

個小時，我學到了非常多的知識，包

括如何避碰，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

燈號怎麼看，舷燈可視角度是幾度，

雷達的圖像識別及電子海圖的使用，

在進港之前，我們先在錨泊區下錨，

我到船頭去看下錨作業，原來錨鍊是

以幾節為單位，一切都是那麼新奇。

進港靠碼頭時，船頭由水手長撇引繩

頭到碼頭上，由纜工將纜繩帶上纜

樁，船上用絞纜機絞緊，要注意纜繩

鬆緊度，學問真多。

台華輪為期三天的實習，比較

輕鬆，此艘船為高雄與澎湖之間的交

通客貨船，開航前，我由右舷側觀看

拖船如何協助船離開碼頭，它配合船

長下達的指令，使船順利地離開高雄

港。航行途中，我上駕駛台，看到的

航儀與育英二號的大同小異，唯一覺

得新奇的是傳聲筒的設備，又學到一

樣東西。

由這兩次的實習經驗，發現航

海儀器進步神速，但最基本的航行

技術，如目視瞭望，觀測岸標定位等

等，是最真實也是我們用眼睛看到的

東西。

男學生戊:
父母總是教導我要做認真負責的

人，家中許多事務由我包辦，養成做

任何事情的負責態度，我會來讀海科

大，是因為父親也是船員，所以強力

推薦。我希望完成學業後，可以順利

上船工作，並且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我們在學校學的都是知識和理

論，上船實習就是實務和所學的知識

相結合，這次實習，我發現到船上工

作，可不是只有學習而已，還要讓自

己快速習慣船上生活，例如：沒辦法

常常回家，還要耐得住寂寞。雖然跑

船薪資優渥，但是有些痛苦是要自己

默默去承受的。

我是第一次到台華輪，發現船真

的非常大，裏面竟然還有電動玩具和

按摩椅等等，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對這次實習的內容和安排，我覺得很

滿意，不僅學到專業領域的知識，也

發現自己的不足，待人接物也非常

重要，要有禮貌並尊重別人，將來在

船上工作，一定要和其他船員和諧相

處，如果處不好，在船的日子就不好

過了，希望我可以順利達成未來在海

上工作的目標。

圖9: 學習駕駛臺操
控面板

圖10: 海圖及定

船位學習

圖11: 至舵機房學習緊急舵操作                   

 圖12: 金門快樂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