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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筆者本身在電子製造業擔任品

管工程師 ,主要的職務之ㄧ是負責

諸如ISO	9000,	 ISO	14000,	TS	

16949,	TL	9000,	TIPS	等系統的維

護,由於想要把自己在公司的專業領域

和船舶構造的範圍有所銜接,便開始往

這個方向去探討本上,一般人對於ISO

系統(注釋1	)的認知是針對整體組織

的規範,但其實在提到ISO這個國際組

織時,會針對許多領域都有制定相關的

規範,更特別的是雖然它是一個非官方

的組織,但這些標準都是經由國際認同

的,基於這樣的認識,船舶構造方面的

標準,便成了思考主題的主軸。

確定了方向,便開始了資料的蒐

集,由於廠內所生產之LCD模組,曾經

被某家遊艇業者運用在小型遊艇的儀

表板上,為了使主題探討的範圍可以更

靠近容易找尋資料的核心,於是就更一

步把討論範圍縮小到關於遊艇(Small	

Craft)的相關規範,接著在ISO	所核

定公佈的ICS/TC標準中皆有找到相

關的資料,並且發現歐洲共同體的CE	

Mark原來對於小型的遊艇構造方面

也有相關的規範,這樣就確定了兩個大

方向,一個是CE認證(注釋2)在遊艇構

造上的要求的相關探討,另外一個則

是ISO相關的標準討論,接著也對資料

來源之ㄧ的”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中心)作介紹,其中最重要的

關聯也是在於中心對於構造方面的熟

悉度,絕大部分也是在於對於相關標準

的了解,而中心在於這方面的產出,實

際上的確提供了不少的資訊,如果是針

對遊艇的構造方面的疑問,相信在實際

的案例上,也可以得到專業的回答。

到2007年時,台灣遊艇外銷的全

年出口遊艇產值已達92.6億台幣,而

且每台遊艇的平均單價更是有隨年提

高的趨勢,可以說是頗為重要的重點出

口產業之ㄧ,進行標準類的資料統整,

除了能夠以標準訂定的角度去了解歐

洲市場對於遊艇的結構要求,另一方面

專刊暨經驗交流

歐盟CE標誌對於小型船舶構造之要求

◎ 文／張　芝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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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從台灣的遊艇廠商去了解如果

要將遊艇外銷到歐洲市場或是歐洲以

外的市場,有哪些標準是需要去重視到

的,有那些標準可以放到廠內在製造遊

艇的流程中去要求產線。

二、CE	mark	認證

																					

�

圖一�CE標誌

有關於CE	mark這個安規標誌,

相信在身邊的電器用品上會常看到,正

如注釋2所提到的部份,而這個安規認

證實際上是針對要進入歐洲經濟區的

商品來進行規範,也就是說如果產品沒

有通過這個CE認證,就不能夠進入歐

洲市場販售,適用的產品如下頁表一,

各種產品獨立的指令(Directive)為歐

盟所公佈之法案,具有直接規範性。

遊艇這類是屬於其中	 Recre-

ational	Craft	 (Boats)	94/25/EC

所規範,相關的規定是要符合各種對於

船體構造的ISO標準,在下個章節有關

ISO標準相關的規範之內容敘述會做

更進一步的介紹。

三、ISO相關標準

		

		

【圖二�ISO組織標誌】

						

ISO這個組織制定了很多標準,而

這些標準也為大家所公認,譬如說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與ISO	14000環

境管理系統,基本上如果以台灣的產業

接受度來當成觀察的標的,現在兩者皆

已經是一家擁有信譽的公司必備的品

質系統了,就連服務業和公家機關都會

通過前述兩個系統來來確保自己的品

質系統管理是有一定規範的。

			

在前面提到的CE	 mark 	 ,在

94/25/EC中要求娛樂性船舶(船

隻)Recreational	Craft(Boats)符

合的ISO法規共有61條,去掉尚在審

核中的5條,規範充氣艇(Inflatable	

boats)的4條,其餘53條(有1條既在

審核中右為規範充氣艇之規範標準)

為主要規範Small	Craft的ISO標準

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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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CE相關規範指令列表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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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

			

	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是民國

63年經由經濟部部長、交通部次長、國防部

次長會同主持召開「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

發展中心」發起人會議後,再邀請中國造船公

司、台灣造船公司、中國石油公司、海軍總

部、中國驗船協會、台灣機械公司、招商局輪

船公司、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等單位為捐

助人,於民國65年成立的,當初找資料找到這個

網站(網址為http://www.usddc.org.tw,下

頁附圖並附擷取畫面),本來只是找裡面的其中

一部分的資料,後來發現這個中心本身有許多

資料,而除了網站上面的資料,更有機會挖到更

多更進ㄧ步的資訊。

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提供的服

務共分五項,船舶設計,技術服務,研發

服務,量測服務,其他服務,網站上就提

供了不少資料,另有型錄下載,也有實

績成果可以參看,如果還是學生的話,

會很希望可以安排一個時間去看看,其

中也提到了有關遊艇ISO和CE認證的

相關資訊,當然也包括一些其他對於船

舶構造上的新發明。

五、結論

			

在研究的的過程中,其實對於遊

艇產業也越來越有興趣,而各種標準的

相關規定,可以算是對於自己在CE安

規和ISO標準這兩個專業領域的再加

強,總論,不管是CE認證或是ISO	所發

行的標準,因為要遵守符合的都是很大

的範圍,甚至是全球,所以整個系統必

須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可以看到有關

船舶構造部分的標準,這也是比較屬於

實務面的了解,畢竟在製造一條單價都

是破千萬的船舶時,是需要有很多標準

去促進整體的信賴度和安全性,才能夠

跟船體完成後不理想或是產生危險的

風險去相比。

娛樂用船隻 (Rec rea t i ona l	

c r a f t ) 相關的造船與船舶結構

(Shipbuilding	 and	 maritime	

structures)部分之指令	94/25/EC

內容包含的ISO標準都節錄下來,然後

進行翻譯的動作,將條目的內容轉換成

中文,一方面是找不到相關的資料,另

一方面覺得如果親自進行這樣子的動

作應該會讓相關的知識更加容易記憶

下來,所以在過程中是用理解性的方式

來進行的。

				

不可否認的,這份文章還有許多

空間可以發揮,譬如將每一個標準的內

容都搜尋出來,然後進行更進一步的統

計和了解,或許可以成為一個資料庫的

了解以外,還可以模擬出歐盟在造船,

尤其是小型船舶如遊艇這方面理想船

體的基本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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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聯合船舶發展中心網站頁面擷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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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文獻

1 .歐盟指令（娛樂性船舶相關）

Recreational	craft	94/25/EC

七、注釋

	1.	ISO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 英 文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ISO）成立

於1947年2月23日，是製作全世界

工商業國際標準的各國國家標準機構

代表的國際標準建立機構，總部設

於瑞士日內瓦，成員包括130個會員

國。該組織自我定義為非政府組織，

官方語言是英語、法語、俄語。參加

者包括各會員國的國家標準機構和主

要公司。

中華民國是ISO創始國之一，

但因未按章交會費而在1950年被停

止會籍。目前台灣不是ISO成員，但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通常仍有參考

ISO標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8年9月

1日以中國標準化協會的名義參加

ISO，並在1982年9月當選並連任理

事國（1983年～1994年）。1985

年和1989年，分別改由國家標準局

和國家技術監督局參加。2001年

起，在ISO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會籍

的會員機構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

會。

香港是ISO通訊成員。澳門已獲

同意成為ISO通訊成員，但還未加入

ISO。

ISO與負責電子設備標準的國際

電工委員會（IEC）密切合作。

ISO的國際標準以數字表示。

例如，「 ISO 	 11180:1993」

的「 1 1 1 8 0 」是標準號碼，而

「1993」是出版年份。

2.CE	marking

CE是法語Conformite	 	Europende

的簡稱。

該CE標誌（也稱為CE標誌）是

一項強制性符合產品放置於單一市

場，在歐洲經濟區（歐洲經濟區）	。

該CE標誌（縮寫為法語"Conformité	

Européenne"），該產品符合歐盟

健康，安全和環保規定，確保消費者

的安全。

八、附表

【附表一】歐盟指令94/25/EC規範

與小型船舶相關的ISO標準

< 作者目前就讀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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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因其天然獨特的地理位置，

自古就是台灣優良的海港，數百年

來，各式各樣的華舶、舟帆跟洋船週

而復始泊靠於此，使基隆與船結下了

不解之緣。船，載來了人和貨，也載

來了繁榮，更承載著基隆的希望與夢

想。

來到基隆港邊，觸目所及，白

鷗、黑鷹悠然盤旋在軍艦、遊艇上

方，空氣中混合著鹹鹹的海水味，這

就是基隆的味道。沿著海岸邊走，穿

過熱鬧的市中心，來到位於基隆火車

站旁濱海的一棟古老建築，斑黃的外

牆，映著蔚藍跟海連成一片的天，這

就是有近百年歷史的「陽明海洋文化

藝術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原為日

本郵船株式會社所有，於1915年5

月4日落成啟用，由此展開其一連串

的故事，是當時基隆西岸碼頭最重要

的建築，對於基隆航運地位有著特殊

的指標意義。舊建築原為兩棟對稱的

「折衷式樣建築」，頂端有尖塔圓拱

裝飾，其中一棟及尖塔部分在二次大

戰期間毀損。台灣光復後，該建築由

招商局接管，委由陽明海運公司經營

迄今，目前從外牆立面及復古典雅的

圓弧拱廊上，依舊可看出日治時代的

風貌。

這棟名列基隆市十大歷史建築

之一的老建築，走過九十五年歲月，

如今已蛻變為傳承海洋文化夢想的角

色，陽明海運有鑒於台灣身為海島國

家卻沒有一個可展示海洋文化的海事

博物館，遂於2003年著手規劃整建，

並在2004年以「陽明海洋文化藝術

館」之名開館啟用，成為台灣第一座

展現海洋文明與船文化的博物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的定位

以吸引國中小學生為主，藉由展示、

教育、研究、蒐藏、推廣、觀光、休

憩活動等多面向功能，引領參觀者深

入瞭解我國海洋立國的精神及海洋文

化藝術的內涵，進而「喜歡海洋、親

大海「船」奇－探尋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 文／王　新　偉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是基隆著名的
歷史建築。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就在基隆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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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洋、保護海洋、開發海洋、利用

海洋」，並配合不同之展示主題，

結合周邊文化觀光資源，舉辦相關活

動，以「寓教於樂」、「體驗感動」

的學習互動方式，帶領民眾探索海洋

文化與海洋人文、地理藝術廣袤深層

的領域。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讓這棟

在台灣日治時期建築史中沉寂的美麗

建築，再現經典風華、光彩重生，也

為基隆海洋發展的過程，增添豐富的

頁章。

	　　（作者為陽明海運員工眷屬）

館內廁所都洋溢著海洋風

服務台鮮紅的意象 館內珍藏展出從早期獨木舟到今日的
籃船模型

互動式的學習可以讓小朋友了解海洋
的歷史與文化

小朋友作的大貨輪

入口處展示陽明海運貨櫃船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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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受到了公用事業局要在濱海

灣建堤壩工程的影響，擁有73年歷史

的紅燈碼頭已於2006年4月1日停止

使用，走入歷史。取代紅燈碼頭的，

是濱海南(Marina	 South	 Pier)碼

頭。從前從紅燈碼頭乘船到新加坡外

島去遊玩的國人，今後得到這個新碼

頭去乘船了。

隨著紅燈碼頭的象徵物『希望之

燈』被移往濱海南碼頭，這個使用了

73年的碼頭正式走入歷史。紅燈碼

頭與舊港海關大樓幾座大廈組成的占

地2.62公頃的等哥烈碼頭地段，將保

留並發展成新加坡另一個消閒娛樂中

心。

幾張老照片多少60~80年代，

湧起現年50歲以上的船員弟兄興奮的

回憶，包括整潔的街道、有序的交通

及涼爽的林陰大道，好像完全忘記了

這是一個地處赤道附近北緯2度的熱

帶港口國家。

只要西航或東返的船到此地，下

地時間不一而可能無法相遇，但返船

時的交通船，時間一到幾乎該遇到的

同學、好友都會在此重逢，每人大包

小包的洋貨、信件傳遞、查詢訊息資

料，幾乎所有船員都會得到滿意的答

案，絕不會在此空手而返。

深令船員懷念的新加坡紅燈碼頭－熄燈了

文／田 文 國

讓船員們無法忘懷的紅燈碼頭的大門 這景象您還記得嗎？紅燈碼頭交通船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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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碼頭』這個名稱的由來，

是很有意思的。1933年碼頭建好

後，因為頂上裝有一盞向來往船隻指

明碼頭位置的大紅燈，大家覺得很有

特色，所以就將這個碼頭稱為『紅燈

碼頭』。

紅燈碼頭位於新加坡河畔，它

於1933年6月3日正式啟用，英文

名叫Clifford	Pier，是1927-1929

年海峽殖民地的總督克利福(Hugh	

Clifford)發起興建的。當時建築紅燈

碼頭，主要是因為先前的約翰斯頓碼

頭(建於1854年)無法容納更多的船

隻。紅燈碼頭建好後，它其中的一個

用途就是為了迎接更多到新加坡來謀

生的新移民。

紅燈碼頭候船室的古典鋼骨架構

　紅燈碼頭候船室的交通船 　紅燈碼頭的標誌大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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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燈碼頭也是新加坡早期的著名

地標，年輕男女聚會拍拖時相約碰面

的地方，由此向新加坡	河的方向走，

過了安德遜橋就是以前著名的『五叢

樹下』，那裡還曾經有個康樂亭。

紅燈碼頭的建築風格獨特，一進

入碼頭就能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吹

到陣陣的海風。知道紅燈碼頭即將停

用，人們紛紛到這裏拍照留念，看一

看熟悉的碼頭，緬懷過去。	

想到從前，從這裏出發不但有駛

往新加坡河的駁船，還有去往新加坡

外海各個島嶼的較大的遊船。出海的

遊船中最出名的是『鄭和』號，是仿

製鄭和下西洋乘坐的『寶船』建造的

中式雙層畫舫。從紅燈碼頭乘船出海

去『龜嶼』等外島觀光。行程三個多

小時，在龜嶼停靠約半個小時，再返

回紅燈碼頭。船票中還包含在船上的

自助飲料和小吃。濱海灣風平浪靜，

波瀾不驚，但是來到外海，海水的顏

色馬上變為澄靜的蔚藍，海風拂面，

遊船乘風破浪從巨型油輪身邊駛過，

令人心曠神怡，無盡的快樂開懷。

永遠讓人懷念的商行包括豐利、

陳捷昌、珍珠芭薩、大星百貨、中橋

百貨、牛車水市場、泰山中藥等。

懷念往日，大家都萬分不捨，畢

竟紅燈碼頭讓海外船員們大家擁有了

許多美好的回憶。

<作者為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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