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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與2018年柯達飯店集團特約商務優惠合約
訊息
◎有關「船員訓練檢覆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
ITF訊息
◎掌舵人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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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分會登輪訪問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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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新生報航運版新聞摘錄
航運公司徵才廣告
會員服務
◎會員退休(註銷會籍)補助金一覽表
◎會員急難救助名單
勞保資訊
◎ 不可錯過的國保黃金十年勞保局與知名藝人許效舜帶你一
起把握！

◎ 105年、106年及107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期間
利率為年息1.39％

健保知識
◎臨床醫師的AI個管師--健保雲端資訊系統
◎ Print推動分級醫療 北市聯醫強化社區醫療整合，聯合各
界「醫」起「手」護市民健康

專刊暨經驗交流
◎ 中華民國(R.O.C)、臺灣(Taiwan)、基隆港+台北港 

(Keelung port + Taipei port)港口與碼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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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以

交航字第10700193425號令有關

「船員訓練檢覆及申請核發證書辦

法」修正條文，請參閱中華海員工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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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交通部於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以交航字第10700193425號令有關「船員

訓練檢覆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修正條文，請參閱中華海員工會網站。

ＩＴＦ訊息

訊息-1

掌舵人史密斯

挪威海員工會擔任秘書長的賈桂琳·

史密斯（Jacqueline Smith）接任了

ITF 海事協調員一職。該職位原先由

聯盟秘書長斯蒂夫·科頓擔任，這項

工作是ITF 對海員的需求、關注和力

量所作全部承諾的核心。在此，她告

訴我們她希望如何將畢生的海上工作

經驗，包括在挪威海員工會經驗帶來

這裡。

背景說明

我出生在美國的懷俄明州，基本在挪

威長大。我學過一年法律，然後決定

離開大學，找了一份從挪威到丹麥和

德國的渡輪上做賭場管理員的工作。

我只是想用一年的時間做一些不同的

事，但我幹了八年，因為我喜歡船上

的環境，工作兩周，休息兩周很適合

我。

您爭取工人權利的激情從哪兒來？

當時我意識到我們沒有同工同酬，

所有賭場管理員個人合同上的條件

都不同。我們需要集體協議，所以

我就組織同事並接觸挪威海員工會

（NSU）。該工會從未組織過為海員

代言爭取權利，但在挪威總工會的干

預下，他們同意代表我們。

您是怎樣從那裡起步擔任挪威海員工

會主席的？

1998年，我當選為代表大會的代

表，然後擔任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隨

即，我受邀擔任管理美國邁阿密郵輪

的助理主管，帶著年幼的女兒，這是

具有挑戰性的一步，但非常愉快。

2002年，我被要求去競選秘書長，

於是返回挪威奧斯陸。2006年，我

被代表大會推選為挪威海員工會主

席，並在2010年再次當選。

您最引以為豪的成就是什麼？

在這樣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組織中成

為最年輕的、也是第一位女性當選主

席，部分得感謝會員們的革新觀念。

在挪威海員工會，我引以為豪的有兩

項成績：一是通過船隻訪問與會員發

展起來的個人聯繫，我瞭解他們的問

題，教育他們維護權利；二是結構變

動，將工會的所有權還給會員。改變

人的態度很富有挑戰，但看到工會中

的轉變，就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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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感到非常驕傲且欣慰的是，挪威

海員工會以我的名義捐錢設置了一個

項目，為菲律賓孤兒院中受虐待的兒

童提供心理和教育上的幫助。

您想對海員說些什麼？

海員需要更多地瞭解工會——工會提

供什麼及如何變得活躍，還有他們自

身該如何利用集體協議確保權利不受

侵犯。知識就是力量，我們需要讓海

員具有自我保護能力。

您對未來怎麼看？

我們必須確保全球海員都受集體協定

的庇護，並且確保支持並強制執行這

些協議。我們在不斷努力地改善條

件，通過談判降低工作時長。

我將致力於保護國家沿海航行權——

由於現在到處都實行低工資，因此，

巴西、挪威、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難

以競爭，所以我們需要確保本國海員

能夠繼續在本國海域作業。

確保碼頭工人的工作是首要任務。他

們目前四處遭受打擊。沒有碼頭工

人，反對方便旗運動就不存在——是

碼頭工人的力量使該運動得以推行，

而且港口是其他運輸方式的連接點。

我們無法阻止自動化，但我們可以努

力確保碼頭工人接受再教育，適應新

職位。我們還必須阻止公司利用自動

化來避免與工會打交道，這是在打擊

工會，並且我們必須反對會導致缺乏

培訓、長時間勞動、帶來安全和健康

風險的合同外包活動。

我們需要在全球網路碼頭實現最低標

準。因此，我們必須加強碼頭工人和

海員之間的團結，明確我們在網路上

的影響力和優勢，把我們的資源集中

在那裡。

漁業有巨大的潛力，就像拓荒前的美

國西部，尤其在亞洲。我希望看到我

們在挪威的一些成績能夠擴大，尤其

是深海漁民能受集體協議的保護。改

善漁船標準是一項重大挑戰。ITF 和

國際食品、農業、旅館工人聯合工會

的一個項目是應對非法捕魚和業內缺

少監管的問題，目前已經取得一些

成績，我們需要以此為基礎，學習借

鑒。我們希望所有的漁民都受可強制

執行協議的保護，這樣他們可以有體

面的工作條件。

今後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應對船東不斷企圖降低成本、增加投

資人利潤的做法。我們必須用信念和

專門知識進行鬥爭，對政策制定者、

從政者和全球機構產生真正的影響。

ITF 是一個強大的組織。我希望能通

過內部能力建設，與相關組織和海員

一起讓它更加強大。這是我在未來幾

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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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阿拉伯世界網路

ITF 檢查員Mohamed Arrachedi 介

紹了他所協調的ITF 新建阿拉伯世

界網路將如何應對眾多複雜的海員

在阿拉伯世界被拋棄或拖欠工資案

件所帶來的越來越大的挑戰

這一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還沒有批准

《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MLC, 

2006），雖然北非國家有幾個活躍的

工會，但海灣地區的情況卻不是這

樣。這意味著這裡沒有我們可以在其

他地方依賴的機制和資源，因此停靠

阿拉伯世界港口的海員特別容易受到

剝削。

ITF於2017年1月設立了阿拉伯世界

專案，以制定一個更強大的工會聯絡

機構——我們的同盟工會中具有英語

能力以及工會和海事經驗的具名人員

來應對海員的求助。

我負責處理和協調案件，聯絡當地的

工會聯絡人和ITF秘書處。當我們收

到求助電話的時候，我們會聯繫已經

建立的ITF連絡人，在沒有連絡人的

情況下會聯繫工會尋求幫助。如果

在我們的戰略和目標方面是適當的

話，我們會建議與他們合作，然後他

們可以成為未來的連絡人。我們在阿

爾及利亞和摩洛哥設有ITF連絡人，

在葉門、巴林和阿曼、科威特、伊拉

克、約旦和突尼斯有ITF 反對方便旗

（FOC）運動的工會連絡人。

我們在培訓更多的連絡人來處理案

件。ITF培訓包括船舶檢查、MLC，

ITF協議，FOC運動以及當地工會如

何參與。來自阿爾及利亞、巴林、

埃及、伊拉克、約旦、科威特、摩

洛哥、阿曼和突尼斯的超過25人於

2016年12 月在約旦參加了為期兩

天的課程。從那以後，這些聯繫人在

一些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有效地提供了

幫助，包括幫助在葉門被捲入衝突的

“Yas”號輪的船員。2018年初，我

們將培訓在葉門的連絡人。

與該地區海事當局的合作至關重要。

2017 年10 月，ITF 與阿聯酋聯邦

運輸局（FTA）之間的會議是一項重

大成就，雙方同意共同努力解決阿聯

酋水域的拋棄案件，包括擬定今年年

初（2018年）簽署的合作計畫議定

書。FTA 宣佈將推動阿聯酋批准MLC 
2006，ITF 承諾支持他們實現這一

目標。

ITF於2017年12月11-12日在巴林

召開會議，會議彙集了阿拉伯世界

區域辦事處、地方工會GFBTU 和巴

林海事管理局的代表以及其他阿拉伯

國家的代表。我們期待在這些新的網

路關係基礎上繼續努力，爭取在不

久的將來批准《2006 年海事勞工公

約》。

到目前為止，進展不錯。現在我們要

鞏固成果，向前邁進，通過更加多樣

化，更深入的培訓和團結一致，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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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擴大到新的工作領域、同盟工會和

國家。我們還在積極與伊朗的同盟

工會合作，計畫在2018年初進行培

訓，在那裡建立FOC 運動連絡人。

“ITF 與阿聯酋聯邦運輸局（FTA）
之間的會議是一項重大成就，雙

方同意共同努力解決阿聯酋水域的

拋棄案件”ITF 檢查員Mohamed 
Arrachedi

協調有序地幫助“Yas”號輪

船員離開衝突四起的葉門

巴拿馬船旗“Yas”號貨輪的船員于

2017年4月向ITF尋求協助，該船于

葉門亞丁港停泊後被扣留

12 名男子——6 名印度人，5 名烏

克蘭人和一名來自敘利亞人——告訴

我們，他們自3月份以來一直沒有領

取薪水，沒有得到必需品或燃料，並

被船東拋棄。此外，在戰區受到的壓

力，護照被沒收，不知道什麼時候將

被遣返，這些對海員都造成了傷害。

我們與當地工會取得聯繫，即亞丁集

裝箱碼頭勞工委員會（ACTLC），他

們受理了船員的案件並組織他們安全

遣返。ITF 協助為船員提供酒店費用

和零用錢，並出於人道主義為他們安

排回國的航班。

由於霍亂爆發，該國的邊界已經關

閉，因此遣返困難重重。ACTLC 安
排了兩個階段的緊急遣返：一組海員

從葉門的一個機場飛往肯亞，然後飛

往奧德薩和孟買，另一組從海上到吉

布地，從那裡飛往印度和烏克蘭。

工會、亞丁港和海事當局的每個人都

非常努力地與我們配合，克服了種種

困難。

 “我們非常感激你們把我們的兒子、

丈夫、父親……送了回來。謝謝你

們，你們是我們的救星。”被遣返烏

克蘭海員的妻子

一線報導

“Qaaswa”號船員得救回家 

當我們從馬爾他聽到該國水域之外一

艘船的船員受到船主威脅後，那裡的

ITF連絡人Paul Falzon立即提供了

協助。最終，船員在5月13日有了回

應，從那時起他每天都在幫助他們。

“Qaaswa”號油輪在經過馬爾他

之後，在離海岸100英里處停泊，之

後又收到命令在突尼斯的Sfax海岸

附近停泊。13名印度籍和兩名巴基

斯坦籍海員報告說，Alco Shipping 
Services海運服務公司四個多月沒有

支付工資，拒絕給他們現金，並長時

間沒有給他們提供淡水和食物。這意

味著他們無法聯繫他們的家人。

該公司也沒有對油輪進行維修，並試

圖迫使船員把不適航的油輪開往埃

及。

Falzon先生聯繫了ITF阿拉伯世界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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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員和突尼斯的ITF同盟工會國家運

輸聯盟／UGTT。通過我們的共同努

力，這艘船被允許留在突尼斯水域，

突尼斯當局於5月25日下令對該油輪

進行港口國管制訪問。ITF還敦促印

度和巴基斯坦駐突尼斯使館代表船員

開展工作。

令人高興的是，這些海員在7月份收

到了工資，終於能夠回家了，相信

ITF將繼續為他們追討5月份的一份欠

薪和6月份所有船員的薪水。

更新： 公司為“Qaaswa”號油輪帶

來了新的船員。斯里蘭卡和埃

及的海員已經被拖欠了三個月

的工資，有七名斯里蘭卡和埃

塞俄比亞的海員要求遣返和支

付工資。ITF 已經聯繫了船旗

國——阿聯酋FTA——協助與

船東談判。

“Lean Fong Tsai”號船首先得益 

ITF漁船檢查

“Lean Fong Tsai”號船的菲律賓

船員是ITF 有關將海上檢查擴大到漁

船的新政策的最先受益者之一。菲律

賓宿務檢查員Joselito Pedaria 介紹

了ITF 的協調工作如何成功地為他們

贏得了欠薪。

2017年8月18日，Seafarerhelp 接
到船員的求助要求。“Lean Fong 
Tsai”號船當時在肯亞水域，其玻利

維亞註冊已過期，船只的身份不明。

11名船員抱怨飲水不衛生，工資拖

欠。

案件被轉交給我處理，隨後我要求

ITF在肯亞蒙巴薩的檢查員Betty 
Mutugi 參與。她立即訪問了這艘

船，並把船員帶到海員使團用餐並獲

得其他支持。

菲律賓的配員代理拒絕Mutugi 女士

要他們支付船員欠薪的要求。

這艘船因船隻存在的缺陷及工資等問

題被地方當局扣留。

後來，配員代理提議遣返船員，並在

菲律賓支付其未付工資。8月30日，

船員抵達馬尼拉，在那裡得到當地檢

查員Rodrigo Aguinaldo的支持，並

在AMOSUP 水手之家得到了舒適的

膳宿和住宿。

與此同時，Aguinaldo 先生仍在追討

欠薪，並成功為船員討回25,312 美
元。船員在9月2日收到了錢。

船隻成為敘利亞海員的避難

所

當ITF檢查員Mario Sarac檢查一艘

停靠在克羅埃西亞，裝載公牛前往

土耳其的牲畜運輸船時，情況令他

吃了一驚

“Sarah”號船於2017年9月13日在

Rasa 港停泊。在檢查過程中，我和

21 名船員中的幾個人進行交談，驚

訝地發現好幾個人已經在Sarah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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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連續航行多年。這是他們自願的

選擇，因為這艘船已成為他們逃避

本國敘利亞戰爭的避難所。Nasser 

Konyali船長告訴我：“不幸的是，

現在是他們不再需要船上的保護，而

是需要在自己的家園得到保護的時候

了”。

根據《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的規

定，這樣做是不允許的。但在這樣的

罕見情況下，我們面臨著無法回避的

困境。就目前這種情況而言，堅持遣

返工作一年了的船員就意味著將他們

直接送去打仗。

在“Sarah”號船上，我發現了一支

訓練有素，自我滿意的船員，他們得

到了很好的待遇，定期收到工資並得

到適當的食品。各類文件完備。船員

們正在好好照顧2,300 頭公牛。

我結束了考察，對看到的情況感到滿

意，但又產生了很多想法。

受傷索賠合作支持截癱海員

I T F 德 國 漢 堡 的 檢 查 員 U l f 

Christiansen報告說，對遭受嚴重

傷害的菲律賓海員的援助正在幫助

他適應變化的環境

“Flottbek”號船上的菲律賓雜工

Roldan Tamayo Cruz於2016年10
月18日與廚師一起去出席在漢堡舉行

的海員使團活動。

為了到達俱樂部，他們必須越過鐵

路，但他們都沒有聽到正在逼近的火

車。廚師及時跳出鐵道，但是火車撞

上了Roldan，並在拖行了50米之後

才被司機刹住。

Roldan受了重傷，昏迷了好幾個星

期。他的妻子飛到漢堡，住在附近的

一家旅館。當他從昏迷中醒來之後，

也不能說話。他被轉到了漢堡一家專

科醫院的截癱部門，最後他能說話

了。在整個住院期間，Roldan根據

船舶的ITF 協議收到了病假工資。

2017年1月，Roldan的妻子打電話

向我求助。我定期拜訪了這對夫婦，

並聯繫了相關人員。“Flottbek”
號船的德國船東RHL（Reederei 
Hamburger Lloyd）、海員使團提

供了現金和電話卡，以及醫務人員的

出色治療和護理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船的保賠協會（P&I club）支

付了夫婦倆的所有醫院和旅館帳單，

並且毫不猶豫地同意支付12.5 萬美

元賠償金，使Roldan 免受了額外的

曠日持久的法律爭端。

這對夫婦于2017年5月返回菲律賓。

他們已經用賠償費來調整住宅，因為

Roldan 目前處於截癱狀態，並且使

用輪椅，每天需要四到五個小時的治

療。

本案中的合作和支持體現了海員傷害

索賠應該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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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分會登輪訪問紀實

為慶祝航海節，基隆分會於7月12日購買食品致送「續明」輪，並合影留念。

自左而右:本分會余晨希組長、本分會莊凱安助理幹事、C/O 袁俊德先生、本分

會沈貝芬助理幹事、本分會林俊佑幹事。

為慶祝航海節，基隆分會於7月17日購買食品致送「台塑貨櫃4號」輪，

並合影留念。自左而右:本分會姚憶萍組長、3/O 吳枝坤先生、AB Ryan Hi-
dayat 先生、本分會黃品正幹事。

登輪訪問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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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運  要  聞

中華日報
2 2 2 2  

外僱船員許可及管理規則部
份條文修正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 交
通部預告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

規則部份條文修正，本次修正主要是

為利實務運作，增訂由航政機關依據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

國際公約規定發給外籍船員認可證

書；並修正外國籍船員在船服務人數

月報表由原紙本備查作業改於航政機

關網站系統填報，因此擬具本規則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刪除有關外國

籍船舶改登記我國籍後申請僱用之外

國籍船員，不得調動於船舶所有人之

其他我國籍船舶之規定。增訂外國籍

船員之合格有效適任證書，應經航政

機關審查後核發認可證書規定。

增訂就讀我國海事院校電技系科

之外籍生得擔任實習生規定，增訂就

讀我國海事院校畢業外籍生之僱用及

船員服務手冊效期，展延不以一次為

限規定。為提高服務效能，配合線上

申報功能，修正填報外國籍船員在船

服務人數月報表之方式。

航海人員測驗榜示首位通過
航海人員測驗外籍女性

【記者陳瓊如／台北報導】交通

部航港局於辦理107年第二次航海人

員測驗榜示，本次測驗到考人數494
人，一、二等船副、管輪等4個類科

總合格人數計118人，整體合格率為

23。89%，其中一等船副類科女生

合格率高達44%；另本次測驗一等船

副及一等管輪榜首均來自高雄科技大

學在校生。

航港局表示，自103年第四次測

驗開始開放來臺就學的外籍生參加測

驗，已吸引法國、馬來西亞、香港等

人士報考，在報考的十一位外籍入

士，共有五位通過都是外籍男士，來

自馬來西亞的劉力維是目前唯一通過

航海人員測驗的外籍女性。

劉力維國小開始接觸流星花園、

不良笑花等臺灣偶像劇，即種下與臺

灣不解之緣；中學時期念的是當地最

大型的華文學校─寬柔中學，劉力維

畢業後和大部分同學一樣前往海外念

書，原本選擇就讀澎湖科技大學休閒

管理系，後因學長的分析勸說，隔年

重新分發至臺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

就讀。開始的前半年，因基隆冬季的

寒風及濕冷讓她一度放棄想轉學，但

在下學期選修商船系課程時，一讀就

讀出興趣，愛上了航海，加上基隆春

天氣候逐漸轉好，讓她有信心堅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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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並決定畢業後以航海為志向，於

是申請雙主修課程。去年畢業的她因

想體驗不同的生活，並不打算返國工

作，期盼帶著熱血沸騰的心踏上航海

旅程。

八十一年次，今年二十六歲的劉

力維，現任職於友聖航運負責船員管

理工作，未來希望能實踐上船夢想，

繼續未完成的航海夢。

航港局表示，本次測驗榜示後，

應考人可利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

查詢榜單，本項測驗榜示後將於3日
內寄發成績及結果通知書。應考人如

欲複查成績，應在榜示之次日起10日
（107年6月23日起至7月2日），登

入交通部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
Net (網址為https://web02。mt-
net。gov。tw/MTNet/Default。
aspx)「航海人員測驗專區」內之

「試題疑義／複查申請項下」點選

「成績複查申請」，依序填具資料並

送出網路申請即可。

第三次測驗將於107年6月28
日至7月7日報名，詳情請至交通部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MTNet(網址

http://www。mtnet。gov。tw/)
航海人員測驗專區查詢。

 
 

台灣新生報
2 2 2 2 2

日本商船三井將攜手企業、
學術單位研發船舶導航支援
系統

【 記 者 周 家 仰 ／ 台 北 報

導 】 根 據 中 國 大 陸 相 關 單 位 表

示，日本商船三井 ( M O L ) 將與

MOLTechno│Trade、日本海上港

灣航空技術研究所及東京海洋大學合

作，共同研究先進的船舶導航支援系

統。

消息指出，由於船舶改變航向時

與導航周圍附近船舶存有潛在碰撞的

危險，透過船舶導航支援系統，與實

際看到的景觀圖像一致，同時顯示可

能碰撞的危險方向，及呈現可能撞擊

的危險目標，可使船舶提前預防，進

而成功避碰。

商船三井認為，幾個單位共同

研究，能彙整各方對船舶安全航行

及未來船舶自主航行的各種先進航行

支援系統，進行基礎性研究。該研

究將應用船舶自動防撞擊協助工具

（ARPA）技術，開發出導航支援系

統，使船舶在航行過程迴避撞擊。

陳政龍分享海員總工會一年
來會務成果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中

華海員總工會理事長陳政龍昨天在航

海節記者座談，分享該會一年來重要

會務成果，包括深入了解國際海事訊

息、掌握最新國際海事動態、爭取海

員福祉、積極爭取船員勞保自負額費

率能比照一般勞工、《船員法》等相

關法規修正、辦理「一○六年度船員

分流管理委託檢討案」及與北海科大

簽訂MOU，和長榮、陽明海運合作

辦理「提升會員人力服務品質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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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海員總工會與基隆、高雄分會教

育訓練共辦理四十二場次，參訓學員

計一千二百五十七人。

基隆慶航海節 表揚優秀人員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上

週五「基隆區第六十四屆航海節慶祝

大會」於基隆長榮桂冠酒店舉行，大

會公布「模範航港從業人員」由永然

船務代理公司孫良傑等十五人獲得；

「優良航商」、「模範海員」、「模

範裝卸效率從業人員」及基隆港從事

航運工作滿五十年的資深從業人員名

單也一併公布。

「基隆區六十四屆航海節慶祝

大會」上週五於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舉行，由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劉詩

宗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包括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添貴、基隆

市議會議長宋瑋莉、基隆關關務長蘇

淑貞、基隆市國際輪船公會理事長林

正義、基隆市船務代理公會理事長曹

育民、中華民國引水協會理事長方信

雄、中華海員總工會基隆分會理事長

陳振煌等貴賓及航運界人士齊聚一

堂，歡慶一年一度的航海節。

大會公布「優良航商」共有五

家：一、台正船務代理公司；二、

華泰船務代理；三、吉洋船務代理；

四、威爾森船務代理；五、聯國船務

代理等五家公司獲得。

「模範航港從業人員」名單：邱

昌民(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蔡鎮蓬

(航港局北部航務中心)、孫良傑(永然

船務代理公司)、曹惠容(南昌船務代

理公司)、楊陳棟(基隆港務分公司)、
繆麗玫(基隆港務分公司)、楊慧恕(基
隆市船務職業工會)、殷大樂(基隆港

引水人辦事處)、林承賢(中天裝卸公

司)、張順國(關務署基隆關)、陳晉

鋒(關務署基隆關)、蕭健堂(基隆市

報關公會）、許貴斌（基隆市報關公

會）、許智宇（振大理貨公司）、徐

幼立（冠銘理貨公司）等十五人。

「模範海員」名單：郭正德（關

務署基隆關）、趙康龍（基隆港務分

公司）、劉正和（海巡署艦隊分署北

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呂連忠（基隆

海巡隊）、陳瑢（中華海員總工會基

隆分會）、劉政得（中華海員總工

會基隆分會）、苗林華（台船公司基

隆廠）等七人。「模範裝卸效率從業

人員」：蔡東洋（吉春裝卸承攬公

司）、林基昌（鎮洲裝卸公司）等兩

人；「基隆港從事航運工作滿五十年

資深從業人員獎」：義和船務代理公

司總經理林正義。

第64屆航海節高雄區模範航
港從業人員 揭曉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第

六十四屆航海節高雄區模範航港從業

人員」揭曉，由長榮海運公司協理陳

榮覺等三十七人獲得。

第六十四屆高雄區航海節慶祝大

會昨（二）日下午在高雄市國賓大飯

店舉行，由高雄區航海節籌備委員會

主任委員、臺灣港務公司執行副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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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陳劭良主持慶祝大會，邀請航港業

界人士、政府相關機關及民意代表等

蒞臨大會共同歡慶航海節。

「第六十四屆航海節高雄區模範

航港從業人員」名單揭曉如下：

吳俊億（高雄港務分公司副管

理師）、徐自強（高雄港務分公司

高級專員）、于凡（高雄港務分公司

副管理師）、李柏遠（臺灣港務港勤

公司副工程師）、許正德（關務署高

雄關小艇駕駛）、謝麗娟（關務署高

雄關小艇駕駛）、邱金龍（關務署高

雄關小艇駕駛）、歸政廣（關務署高

雄關機工）、黃志方（航港局南部航

務中心技士）、許銘娟（航港局南部

航務中心技士）、陳逸勳（航港局南

部航務中心專員）、李宥陞（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科員）、曾志雲（警政

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巡佐）、陳添裕

（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警員）、

劉緯倩（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

總隊科員）、陳啟文（警政署高雄

港務警察總隊副中隊長）、林雲龍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高雄港隊分隊

長）、謝育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

高雄港隊科員）、徐孟眉（移民署國

境事務大隊高雄港隊科員）、張寶安

（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引水人）、

林榮泰（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引水

人）、林文泰（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

引水人）、陳榮覺（長榮海運公司協

理）、王東河（連海船舶裝卸承攬公

司副理）、朱淑郁（正利航業高雄分

公司專員）、洪育霖（中國貨櫃運輸

公司主任）、江翠萍（貫倫船務代理

公司操作）、王淑姮（海德船務代理

公司經理）、紀懿娟（永信通運有限

公司經理）、王和貴（富匯報關有限

公司負責人）、陳志強（台船公司拖

船機匠）、陳永昇（台造公司航海工

程師）、林承蔚（中國驗船中心驗

船師）、陳俊凱（台灣中油公司工

程師）、李平財（台灣中油公司領

班）、袁蓓蒂（亞太國際物流公司經

理）、陳明泰（裕品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總船長）等三十七人。

「第六十四屆航海節高雄港績

優航商環保貢獻獎」是由台灣塑膠工

業公司、台灣中油公司、高雄港勤公

司、美國總統輪船高雄分公司、中鋼

公司等五家公司獲得。

昨天慶祝大會並頒發高雄港信號

台辛金山、引水人代表張寶安、高雄

燈塔林莒富等三位受獎代表及高雄區

高爾夫球、羽球、桌球、網球聯誼賽

等優勝者及優勝隊伍，大會最後由高

雄港合唱團演唱海港及慶典歌曲，在

歡樂氣氛下為今年度航海節活動畫下

圓滿句點。

5月國輪僱外籍船員759人 印
尼籍426人最多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根據

中華民國僱用外國籍船員輔導委員會

（簡稱僱外會）統計，今（一○七）

年五月我國輪僱用外國籍船員在船服

務人數總計為七百五十九人，其中印

尼籍四百二十六人最多，緬甸籍二百

三十三人居次，菲律賓籍一百人排名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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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外會指出，截至五月三十一

日止，該會核轉各國輪公司申請案，

經交通部航港局核准僱用甲級船員

六十六人（船副三十二人、管輪三十

四人），乙級船員三百七十一人（艙

面二百三十八人、輪機一百三十三

人），共計四百三十七人，均為男

性；累計達成今年預算九百五十人之

四十六%。該會統計，各輪船公司申

請僱用外國籍船員，今年五月在船服

務人數，總計為七百五十九人，國籍

以印尼、緬甸、菲律賓籍為主，乙級

船員計六百三十四人，甲級船員為一

百二十五人，所有外國籍船員性別皆

為男性，女性為零人。

北市輪船公會建請增列優良
航商支持船員訓練貢獻獎項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台

北市輪船公會昨（廿八）日召開理監

事會會中決議通過，建請交通部訂頒

「表揚績優船舶運送業實施要點」，

增列「優良航商支持船員訓練貢獻」

獎項，將函請全國船聯會轉陳交通

部航港局研議辦理，與會代表一致建

議國家政策應能引導航運產業健全發

展。

台北市輪船公會（簡稱北市輪

船公會）昨天召開「第十六屆第十

一次理監事會議」，由理事長張正鏞

主持，由於之前該會提出「優良航商

支持海事教育貢獻」獎項一案遭主管

機關回函指「海事教育為教育部所業

管，以至無法設置該獎項」。昨天理

監事會有理事提案，因國內特種船師

資缺乏，業者主動與各院校合作，積

極投入培訓特種船員，藉此培養學生

更具專業素質，得以進入國際海運市

場，將來進入國際社會，能進一步提

升自我競爭力。

也有理事對獎項遭到否決，建議

改以「優良航商支持船員訓練貢獻」

的名稱，再請全國船聯會轉陳交通部

航港局辦理。對此列席的交通部航港

局船員組副組長李宸宇回應，假如獎

項內容與「訓練」有關，就比較有著

力點。

台北市輪船公會總幹事許洪烈則

建議，希望國家重視航運產業，讓國

家政策引導產業發展，而非業者自己

出去衝，國家政策都不支持。以上發

言獲得理監事會多數理監事支持決議

通過。

5位模範船長 7/11表揚 
【記者周家仰／台北報導】中華

民國船長公會公布「一○六年度模範

船長」名單，計有陽明海運公司曹修

孝等五名船長當選，當選人員將於七

月十一日第六十四屆航海節慶祝大會

上接受頒獎表揚。

當選「一○六年度模範船長」名

單及優良事蹟如下：

一、 陽明海運公司曹修孝船長：在震

明輪研製滅火一接三接頭，堪

稱船上「滅火神器」，增進船

舶安全；榮獲美國Galveston港
頒發榮譽港務局長證書一張，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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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船長期間培養船員工作默契與

士氣，深受各國籍船員愛戴與支

持；任職陽明船長廿三年來，細

心訓練船員，關心照顧船員生

活，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於美國

沿岸航行時，發現遇難信號，立

即通知USCG前往救援成功。

二、 台塑海運公司許振呈船長：於二

○一一年服務於台塑全善輪時，

曾於某日午餐後，在駕駛台發現

航線前方五海浬處有不明漁船，

馬上手操舵「左滿舵」。該漁船

隨即放下快艇，手持AK│47步
槍海盜，瞬間即達右舷崗位處，

由於已廣播進入防盜部署，高壓

水柱及加速逃離，經過一小時左

右順利擺脫海盜，隨即改變航向

及VHF通報附近船隻注意，報

告公司經過及防盜中心；二○○

一年服務於台塑至善輪時，航行

於印度西岸附近水域，由VHF接
獲他輪VLCC告知有船員落海，

請求協助，配合一起搜尋落海人

員，經過五小時共同搜尋，因天

色已晚，印度海岸防衛隊通知該

輪繼續航向裝貨港，並予以致

謝。

三、 陽明海運公司張明東船長：二○

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杜拜│吉

拜阿里港港內水面濃厚油漬污

染，船方提出無責訴求，經碼頭

當局無條件清除四週船殼，如期

開航，並維護船東權益；二○一

七年八月十六日美國洛杉磯港被

警方追緝，一男子摔落船艉甲板

案，該船對外保護國籍船員權益

與所屬國國格，減少船東損失暨

保護船籍國顏面；急難救助部

分，海上救生兩次，南方之月輪

救起廿六人等。

四、 萬海航運公司林山本船長：在職

期間在航安及節油效益皆有優秀

績效表現，深獲公司肯定；石春

輪獲得二○一六年第三季船隊工

安環保節油評比第一名；光春輪

獲得二○一七年第四季船隊工安

環保節由評比第一名；對公司節

油政策相當配合，任內實際油耗

較預估少號一點二%；光春輪並

獲得二○一七年度績效評比第一

名。

五、 長榮海運公司陳立文船長：為公

司新造八千五百TEU三十艘大船

首艘新船接船船長，秉持公司使

命圓滿達成任務，並不畏艱難陸

續為公司接多艘新船，全力以赴

精神足為典範；於一九八八年進

入長榮海運服務迄今，歷經二

副、大副，並於二○○一年四月

因表現優異盡心盡力投入工作，

深得主管信任而晉升船長，至今

海上年資廿一點八年，船長年資

十二點七年，現為公司英籍船的

主力船長，前後任職英籍船十艘

以上，參與多次MCA外稽表現優

異，對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推動做

出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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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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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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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roupwagon.com
      華  岡  集  團 

 東聯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億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麗娜輪/臺北快輪 

誠徵海勤/客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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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大管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船副/管輪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乙級船員 水手長、幹練水手、機匠、大廚等符合STCW2010資格者。

客服/實習生 持有STCW2010訓練證書。(客服限麗娜輪)

麗娜輪為華岡集團旗下東聯航運股份有

限公司所有，船舶總噸位10,712噸，

長112.6米，寬30.5米，航速40節，

最大載客人數800人，同時可搭載355
輛小客車。

    其航線為 蘇澳←→花蓮 / 台北

←→平潭 固定航線之高速客貨輪,均
為日間航班,蘇花航線備有岸上飯店供

宿，本公司並負責高速船專業訓練，

及享有每月固定六天在岸備勤輪休。

台北快輪為華岡集團旗下億洋航運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船舶總噸位18,080噸，

長167.7米，寬24米，航速24節，同時

可搭載113櫃四十呎之櫃車。

    其航線為 台北←→平潭 固定航線之

汽車船(航程約5-6小時),本輪為兩岸快

件運輸性質，每周固定兩航班，往返兩

岸海上航行時間短，靠泊時間長。

所屬船員備有海勤/岸勤輪替制度，升遷制度暢通，人性化管理。歡迎您加入我們

的團隊。

應徵方式：

備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適任證書及STCW2010相關證照影本，及學經歷證

明等文件寄至104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103號10樓 
海務部 周專員 陳專員收   
E-mail：marinedept.jt@groupwagon.com
連絡電話：02-2504-6111 #1304 or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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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F SUPPLY CO. LTD. 
    國免供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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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H/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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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G/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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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TPE/SUO)

  

       

誠徵海勤人員
職　　　務 條　　件　　資　　格

一等大管/一等輪機長
‧ 持有交通部一等大管 / 一等輪機長適任證書及

STCW2010訓練證書
‧具英語溝通能力

船副 / 見習船副
管輪 / 見習管輪

‧ 持有交通部一等航行員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具英語溝通能力

幹練水手 / 一等水手
‧ 持有乙級航行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者
‧具簡單英語溝通能力

機匠/銅匠
‧持有乙級輪機當值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者 
‧具簡單英語溝通能力

大廚 / 服務員
(培訓大廚)

‧持有STCW2010訓練證書，餐廚人員知能訓練證書   
   中華民國中餐烹調丙級以上(含)技術士執照
‧具簡單英語溝通能力

◎應職方式： 請電洽海員部 甲板甲級 林先生/03-312-3815、甲板乙級 杜先
生/03-312-3827、機艙管理級 曾輪機長/03-3123890、機艙
甲級 張先生/03-312-3832、機艙乙級 林小姐/03-312-3840

◎時間/地點： 即日起受理報名 / 33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163號8樓 海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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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U-MING MARINE TRANSPORT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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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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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2010資格者

乙級船員 銅匠、水手長、廚工等，符合STCW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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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 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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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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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應徵資料Email至聯絡人信箱，或郵寄應徵資料：106台北市敦
化南路二段207號29樓

◎聯 絡 人

✦岸勤：02-27338000  #6128王政銘；#6196 賴怡瑛
      　　uminghr@mail.uming.com.tw
✦海勤：02-27338000  #6124陳志平；#6147卓雅秋  
　　　　crew@mail.uming.com.tw

➢�裕民航運為遠東集團國內八大上市公司之一，船型分布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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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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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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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麗航運公司

百麗航運公司將於2019年2月和3月接兩條高速客輪，將跑嘉義布袋-澎湖馬公航
線，誠徵優秀的船員加入本公司，具有客輪經驗的船員尤佳，職務需求如下

職　　務 資　　　　　　　　　格

船長 持有二等船長以上適任證書，如有客船資歷尤佳。

輪機長 持有二等輪機長或一等大管輪以上適任證書

大副 持有二等大副以上適任證書

大管 持有一等管輪以上適任證書

幹練水手/機匠 持有「基本安全」證書，有當職證書者尤佳

應徵方式：
請函寄履歷(附照片)、海員手冊影本、相關證照影本及學經歷證明等文件，並於
信封上註明應徵『百麗航運』及『職缺』，逕寄本公司海勤部收。
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37號2樓
聯絡人：詹小姐 聯絡電話：02-77119000#233
EMAIL：sma@wisdomlines.com.tw
面試通過者，公司協助安排受訓取得「駛上駛下客輪訓練」證書和高速客輪相關
培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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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 副/管輪 持有一等國籍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水手長/木匠
/幹練水手

持有助理航行當值以上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機匠長/機匠 持有助理輪機當值以上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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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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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標註（船員應徵）。職缺與應徵所需文件歡迎至中鋼運通官網查詢
下載。
公司地址：80661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88號24樓
聯絡人：徐興隆船長   聯絡電話 ： (07)3378831
   黃威程經理           (07)3378845
   黃詠麟管理師  (07)337884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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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勤)
稽核人員(船舶業
務)

需具輪機長/船長/大管/大副證照經驗及船舶塢修經驗，並能配
合隨船稽核工作。
工作內容：(1)船舶年度費用預算編列之參與和審查(2)船舶一
般性/塢修機配件採購之審核(3)船舶相關例行採購平台之審核作
業(4)船舶塢修現場實地稽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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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王小姐(陸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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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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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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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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STCW公約2010年資格者

　中塑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SIMOSA SHIPPING (TAIWAN) CO.,LTD.

誠徵油輪船員

職　　　  稱 資  　　　　  格

海勤人員

船長/輪機長

大副/大管

1. 具中華民國一等適任證書、STCW2010相關證照及
油輪相關證照。

2.至少1年以上油輪服務經歷。
3.具有英文溝通能力。

船副/管輪 具中華民國一等適任證書及油輪相關證照。

幹練水手/機匠
具中華民國當值適任證書及油輪與STCW2010相關證
照。

陸勤人員
駐埠船長

1. 具中華民國一等適任證書、STCW2010相關證照及油
輪相關證照。

2.至少1年以上油輪實務相關之服務經歷。
3.具有英文溝通能力，熟悉電腦操作。

駐埠輪機長

本公司屬輪為近洋國際航線油輪，每月固定返台，薪優福利佳，歡迎來電洽詢！

應徵方式： 將履歷表、船員經歷證明、海員手冊、適任證書及油輪與STCW2010相
關證照影本，及學經歷證明等文件寄至11494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200號
5樓 船員組收

(應徵陸勤人員，請於文件中註明應徵職務名稱)
連絡電話: 02-87972277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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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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洽詢。

職　　稱 資           　　　                       格

輪機長/大管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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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噴船經歷尤佳。

水手長/木匠/幹
練水手

持有甲板助理員適任證書、助理航行當值適任證書
及STCW2010訓練證書。

銅匠/機匠
持有輪機助理員適任證書、助理輪機當值適任證書
及STCW2010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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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務部航務組 Tel：(02)2552-0818 #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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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工程師
大專以上，輪機科系畢，具遠洋散裝輪機長2年經驗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

駐埠船長
大專以上，航海科系畢，具遠洋散裝船長2年經驗者。
【工作地點-台北市】

意者請mail履歷至sophiachen@taiwancement.com聯絡人:陳小姐(02)7719-7623
誠徵海勤人員

職　　　稱 資　　　　　　　　　　　格

船　長　/　輪機長 持有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大　副　/　大管輪 持有國籍一等適任證書書。

船　副　/　管　輪 持有國籍一等適任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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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假獎金，福利優、國(外)輪
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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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2)2531-0909
http://www.thmc.com.tw  聯絡人：船務部船員課
分機20126 沈先生 　分機20122 許小姐
E-mail:recruit@thm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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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誠徵海勤及駐埠船副人員*

 

 本公司待遇優渥，福利佳，管理人性化，歡迎洽詢，海勤人員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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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家偉     地址：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50號12樓
Tel：02-2429-8256    Email： emsm@yangming.com
※岸勤-駐埠船副:
  請至本公司網站-線上徵才登入  https://www.yangming.com/LocalSite/Tw/HR/want.aspx 

職 稱 資                    格

船 長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需有貨櫃或散裝船經驗

大   副

輪 機 長
持有國籍一等執業證書

大 管 輪

銅 匠 持有乙級船員輪機當值證書

(岸勤)駐埠船副
大專以上，商船、航技、航海等相關科系畢，具船副執照

及船上經驗者佳

裕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YU PIN SHIPPING CO., LTD 

＊專業港勤拖船，港內及港外拖帶、海難救護、外海戒護、離岸海事工程、船舶管理。
＊公司制度完善，全國最多艘之拖船公司，擴編船隊所需，招募儲備船員。
＊ 民營港勤拖船企業中，擁有全國商船區最大總馬力之拖船船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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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 2006之
「船員招募與安置服務機構」(SRPS)認證。

職　　 稱 資　格 　條　 件 適任船型

船長 / 輪機長 
持有本國籍一等、二等、三等適任證書及所有STCW2010訓
練證書；曾任拖船經驗者尤佳。 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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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2010
資格者；曾任拖船經驗者尤佳。

岸勤工務部
經理 / 工程師

海事院校輪機、航運系所畢業；具管輪以上或岸勤工程師經驗
者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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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W2010訓練證影
本、船員體檢表影本，並於信封上註明應徵職稱、船型逕寄本公司船務部收。 

1.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110號9樓之6 公司網站：www.yupinshipping.com.tw 
2.E-MAIL：dpachen.yp@yupinshipping.com.tw  or  personnel.yp@yupinshipping.com.tw 
3.電話TEL：(07)968-6833  傳真FAX：(07)968-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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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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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輪 具本國籍一等適任證書及STCW2010訓練證書
乙 級 船 員 具STCW2010訓練證書

岸 勤 駐 埠 船 長 具有貨櫃船船副或是船長兩年以上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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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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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勤
人
員

職　　稱 資  　　　　　　   格

船  長/大 副 具中華民國一等適任證書，持有油化相關證照，符合
STCW2010訓練證書。

輪機長/大管
具中華民國一等適任證書，持有油化、LPG相關證照
或具貨櫃船工作經驗，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銅匠/乙級船員
具中華民國輪機/航行當值證書，持有油化及LPG相關
證照，符合STCW2010訓練證書。

★本公司兩岸直航貨櫃船，甲級船員另有優渥裝卸貨獎金，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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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檢表影本、護照影本、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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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122211#7780
2.連絡方式 E-MAIL：cynthia-fpmc@fpg.com.tw

◎誠徵優秀海勤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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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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3 ��������������������製表單位�：�業務處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申請日期 摘　要 金　額

鄭○陸 43483 2018/06/04 退休補助金 34350

陳○成 68088 2018/06/06 退休補助金 29400

張○全 68040 2018/06/07 註銷會籍補助金 59850

傅○棠 C00924 2018/06/11 退休補助金 54900

黃○龍 C00922 2018/06/12 退休補助金 53100

曾○盛 66849 2018/06/15 退休補助金 21750

唐○強 C00925 2018/06/15 退休補助金 26100

邵○中 76788 2018/06/15 註銷會籍補助金 14400

趙○明 66974 2018/06/19 退休補助金 61200

徐○明 60213 2018/06/19 註銷會籍補助金 54450

張○宗 C00931 2018/06/20 退休補助金 11400

蔡○來 C00926 2018/06/20 退休補助金 31650

陳○松 55310 2018/06/20 退休補助金 60750

王○仁 C00927 2018/06/20 退休補助金 57150

陳○祿 C00928 2018/06/22 退休補助金 23100

涂○松 48540 2018/06/22 退休補助金 26250

徐○寶 58294 2018/06/22 退休補助金 20250

李○龍 36327 2018/06/25 退休補助金 63600

張○曜 44889 2018/06/27 註銷會籍補助金 66000

人　數 19 總金額 76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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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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海員總工會 急難救助慰問濟助名冊
製表日期�：�2018/7/13�������������������製表單位�：�業務處

會員姓名 會證號碼 申請日期 摘　要 金　額

葛○禮 58375 2018/6/5 父喪慰問 1000

林○有 87939 2018/6/5 生育補助金 2000

李○益 88295 2018/6/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陳○桐 87022 2018/6/8 父喪慰問 1000

翁○能 81908 2018/6/11 父喪慰問 1000

李○家 85003 2018/6/11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孫○慶 87737 2018/6/12 生育補助金 2000

葉○豪 83586 2018/6/13 父喪慰問 1000

呂○緻 86353 2018/6/14 生育補助金 2000

王○國 48190 2018/6/19 母喪慰問 1000

許○勇 89108 2018/6/21 生育補助金 2000

伍○萱 91033 2018/6/22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許○銘 90540 2018/6/26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歐○誠 86560 2018/6/27 在岸因病住院 2000

吳○杰 78624 2018/6/27 母喪慰問 1000

人　數 15 總金額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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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保 資 訊
《資料來源：勞工保險局》

國民年金開辦即將滿十年，首期

保費的最後補繳期限是108年1月31
日，若超過就無法再補繳，直接影響

民眾的保障與權益。勞保局為提醒民

眾重視，今年特別邀請知名藝人許效

舜告訴大家國民年金十年補繳大限的

重要性，一旦錯過，領的錢不只縮

水，AB兩式年差至少3萬元，恐會影

響自己的權益。

勞保局邀請代言人許效舜以自

身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拍攝兩支影片

-「掌握篇」及「錯過篇」，透過影

片將人生可能錯過而遺憾的事情，以

戲劇化手法喊出無法挽回的悔恨及遺

憾，提醒大家，要好好把握國民年金

補繳期限。

配合影片推出，規劃「國保神

編劇」活動(https://easyclick。

com。tw/protcet)，邀請網友一起

來當編劇，即日起至9月30日止，改

寫兩部影片中畫面，發揮創意寫出內

含「國+保」兩字的超有梗台詞，就

有機會抽中香港雙人來回機票;民眾

參加「國保神編劇」投票活動，還能

再參加三明治機等100項好禮抽獎!
勞保局為鼓勵民眾用全國繳費

網繳納國民年金，另規劃「便民繳

費抽機票」網路活動，即日起到8月
31日止，民眾只要上全國繳費網繳

費成功，再到「便民一站通」活動

網(https://easyclick。com。tw/
Ticket)填寫資料，就有機會把香港

雙人來回機票等100項好禮帶回家。

希望藉由此次活動向民眾推廣線上繳

費的便利性，並提醒大家守護自己國

保年金的權益。

不可錯過的國保黃金十年 勞保局與知名藝人
許效舜帶你一起把握！ 

勞動部107年6月25日勞動保1字第1070140319號公告105年、106年
及107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之貸款期間利率自107年7月第一個營業日

（即107年7月2日）起為年息1.39％。

105年、106年及107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 
紓困貸款期間利率為年息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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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保 資 訊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案例1》

一位93歲高齡阿公，某天上午由

家屬及外籍看護陪同前往門診，阿公

呈現呼吸很喘、說話斷斷續續及心律

不整等症狀。在看完門診，病人拿藥

回家前似乎仍有很多疑問，於是由醫

師安排納入居家醫療個案，由居護所

同仁陪同前往評估訪視。

出發前，醫師透過健保雲端藥歷

查詢阿公的用藥紀錄，發現他有3種
以上疾病，超過10種以上多重用藥，

在到宅實際了解阿公的病史、就醫型

態及用藥狀態後，再與不同科別的主

治醫師溝通，進一步整合阿公多重用

藥的問題，並在數小時內將氧氣機送

到17樓的大廈住家，即時緩解阿公的

喘及血氧過低的問題。

《案例2》

一位91歲阿公在入住安養機構前

曾住院3次，1次股骨頭骨折、1次腰

椎骨折灌骨泥、1次胃出血，最近因

多重疾病又住院治療，回到安養機構

後仍有發燒、喘鳴的症狀，機構一邊

通知家屬，一邊通知醫師。醫師看到

阿公戴著氧氣罩，臉色發紺，有點躁

動不安。

眼看著阿公體力情況不佳，醫師

問阿公「要不要送醫院？」阿公透過

氧氣罩搖頭說「不」。醫師從健保雲

端查詢系統，發現阿公因肺部感染纖

維化很嚴重，血氧剩下60%左右，

小小的一個感染，很容易奪走他的生

命，在與家屬溝通後決定尊重患者意

願，啟動安寧照顧，讓他服用少量的

藥物得以呼吸平順，最後安祥地走完

一生。

上述兩個案例都是宜蘭縣醫師公

會王維昌理事長收治的案例，他說，

面對高齡社會及老人多重疾病、多重

用藥問題，個別醫師為居家病患，失

能老人所能提供的照護及用藥管理是

一件頗重的工作，所幸健保署建構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的內

容完整豐富，實用性高，為居家照護

提供便利診斷的有用工具。

王維昌理事長表示，大家都說人

工智慧(AI)很重要，也強調個案管理

很重要，幸好有健保雲端醫療資訊查

詢系統，醫師只要多花一些時間調閱

病人的影像資料如CT、MRI、X光、

檢驗、用藥資訊，甚至是出院病摘

等，就可以很清楚了解患者的病史，

醫界若能善用它，絕對是一個很重要

的醫療管理工具。

       • 發布日期：107-06-26

臨床醫師的AI個管師--健保雲端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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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

下稱健保署）目前積極推動分級醫

療，期透過醫療體系間分工、合作，

使民眾獲得最好的醫療照護；健保署

臺北業務組推動「共好合作」概念，

期藉由各醫療院所進行上、下游垂直

整合，運用健保電子轉診平台及雲端

醫療資訊之上傳與分享，落實雙向轉

診合作。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表示，近3年

由醫學中心轉入該院之病人數已成長

2倍，平均每年可達700人次；另近5

年來，各級醫事機構與該院雙向轉診

或轉檢之病人，平均每年約達1萬9千

人次，106年更較105年成長8%。

該院亦與近100家基層診所、護理所

及社福團體合作，提供居家醫療整合

照護、安寧療護及長期照護等服務，

成效卓著。今（16）日舉辦「分級醫

療雙向轉診，醫起手護市民健康誓師

大會」，期建構優質之社區整合照護

網絡，落實分級醫療政策，保障民眾

就醫安全、提升醫療品質。

健保署李伯璋署長亦表示，對於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實際行動響應分

級醫療政策，垂直整合上下游醫療資

源給予高度肯定，該院以成為地區醫

院與基層診所最堅實之後盾為核心理

念，並藉由應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及「電子轉診平台」，落

實就醫資源共享之目的。另健保署亦

於今年度總額協商時編列推動轉診之

預算及完成相關支付標準訂定，並自

107年7月1日起實施，務使基層醫師

之診療實力與時俱進，由厝邊好醫師

就近擔任民眾健康之守門員，撙節健

保財源、減少醫療資源不當耗費，相

信民眾、醫療院所及健保署三贏之共

好時局將是指日可待！

      • 發布日期：107-07-16

Print推動分級醫療 北市聯醫強化社區醫療

整合，聯合各界「醫」起「手」護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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