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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海員總工會第24屆選任幹

部『海南島三亞市』中海集團交流訪

問，已於100年3月5~9日舉辦共計

五天，於海南島海口及三亞市二地交

流訪問，參與會員包括台北、基隆及

高雄會員選任幹部及眷屬共計33員，

參訪地點為大陸海南島海口市、瓊海

市及三亞市；參訪地點及交流活動豐

碩及紮實，使會員及選任幹部得到最

新參訪資訊及書面資料，感謝主辦單

位高雄王理事長傳義，宋主秘及林組

長們的規劃，五福旅遊呂秀卿小姐精

心設計及安排，使會員及眷屬們順利

完成所有行程及中海集團交流任務，

充滿感謝及各個滿載而歸。

一、高雄及台北二地集合出發
1、3月5日早上0630高雄及桃園

機場，會員及選任幹部完成機場

報到，搭乘華信航空早上0745 
AE981班機高雄到香港，0915順
利抵達香港赤臘角機場。

2 、 1 1 4 5 搭乘香港航空 1 1 4 5 
UO107班機香港到海南島海口

市，下午1300順利抵達海口市。

　　　海口市是海南島省省會，由於

它位於海南島最大的河流－南渡江

口西側，地當南渡江的出海之口，

故取名為海口。

3、海口市地陪葛洪華小姐備妥大型

旅遊專車展開如下行程：

(1)第一站瓊台書院：海口市瓊台書院

始建於清朝康熙四十年(西元1705
年)，是為紀念明朝大學士丘浚而

建造的，由於丘浚被人們稱為瓊台

先生，書院由此得名。這裏曾是瓊

州的最高學府，現為瓊台師範學院

的校址。書院的主樓魁星樓是一座

綠瓦紅廊的磚木結構建築，保存完

好。樓內雕梁畫棟，樓前綠樹成蔭，

瓊劇傳統劇目搜書院中的故事就發

生在這裏，瓊台書院也隨著這齣戲

而蜚聲海內外(如圖1~4所示)。

(2)海南島博物館：海南島博物館為

本次參訪最有教育義意的活動，

本館於2008年11月15日開館。

物館工程占地面積60餘畝，主要

包括陳列展廳、文物庫房、技術

用房、服務設施、辦公用房(如圖

5~8所示)。正在規劃設計的二期

工程建設面積約7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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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博物館，不僅是全省重要

的社會文明標誌，對建設國際旅遊島和

促進省內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參訪覽歸納如下：

1)號展廳－非物質文化遺產

海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海南省

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

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

化空間。包括民間文學、表演藝術、

民俗活動、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

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製品，還

有定期舉行的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

現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場所，如歌

舞、廟會、傳統節日慶典等。這些特

點是有傳承性、民眾性，是一種『活

態』的文化。

(i)黎族原始制陶

按照黎族的風俗，制陶業以婦女

為主，這門手藝只傳女不傳男。獨具特

色的物物交換原始貿易方式：以物換

物，即一般以陶器交換稻穀或魚幹。以

該陶器容量平滿為度進行交易。

(ii)黎族鑽木取火

黎族鑽木取火技術是古代原始

的人工取火術之一，具有鮮明的地域

特色。黎族鑽木取火工具由兩部分組

成，一個為鑽火板，一個為鑽竿或弓

木。取火時，板固定，棒或弓運動，

由機械能轉為熱能，其溫度達到一定

高度時，空氣中的碳、氫或炭氫化合

物燃燒。黎族的鑽木取火技藝，是種

“活態的”文化。傳遞著古老文化的許

多資訊和密碼，對史前史、考古學區

域類型和民族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

鑒作用。

(iii)黎族骨簪

白沙等黎族地區保留著較為古老

的骨雕工藝。黎族骨簪製作有洗刷去

油脂、截料、修整成型、磨制、鑽孔雕

刻、裝飾著色等六道工藝。如今，北方

狩獵民族的制骨工藝已經基本消失，

海南島的骨雕工藝在全國來說彌足珍

貴，黎族骨雕製品中人形骨簪、騎靈獸

紋骨簪、骨梳主要用作婦女頭飾品。其

圖案內涵豐富，工藝精巧，是研究黎族

傳統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

2)號展廳－重器靈光展

本展廳的文物都是國家珍貴文

物，其中亓北古劍為國寶，文物都夠

得上重器之稱。珍貴文物重在於承載

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科研價值，代表了

古代中華民族的工藝水準；閃耀著歷

史之光、民族靈魂之光、先民智慧之

光、中華文化底蘊之光。

唐三彩馬－此馬為立馬俑，高

73.1釐米，長81.3釐米。四腿直立於

圖3 瓊台書院奎星樓 圖4 瓊台書院院園一景



　��

長方底板之上，通體施棕黑釉，呈自

然毛釉斑點，馬前臉、鬃、尾、四蹄為

白色，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立式馬俑。

3)號展廳－海南歷史陳列

海南先民自各個時期移民而並未

繁衍發展，用自己的智慧創造了絢麗

多彩的海島移民文化。漢代開始，隨

著中央封建統治不斷加強，或有將士

揮師南下。開疆拓土；或有逐客萬里

披荒，開啟文明；更有海南名士巍然

崛起，彪炳古今，創造了瑰麗奇特的

海南人文歷史。近代以來，海南得風

氣之先，濃郁的海洋氣息和異域風情

彌漫在海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瓊

崖革命23年紅旗不倒的英雄主義精神

更是激勵海南人民奮鬥的動力。

海口騎樓－海南是中國著名的僑

鄉。僑居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特

別是東南亞各國的海南鄉僑有200多
萬。數百年來，他們拓殖海外，歷盡

艱辛，創下了輝煌的業績，對居住國

的政治、經濟和科技文化事業的發展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愛鄉愛國，

一往情深，為祖國的繁榮和家鄉的進

步、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4)號展廳－海南館藏文物

在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河中，

海南先民用自己的智慧創造了燦爛的

古代文明，在這片熱土上留下了較為

豐富的文物寶藏。本展館薈萃了海南

全省博物館館藏精品文物近百件，有

渾厚凝重的銅器、絢麗奪目的陶瓷

器、筆墨精妙的書畫等。這些文物是

海南歷史和文化的重要見證。它們濃

縮地再現了海南古代文明的發展軌

跡，展示其同祖國大陸源遠 流長的密

切聯繫和豐富的文化內涵。

(3)萬綠園：其原本屬填海區的土

地，經過幾年的建設、養護，已呈

現出綠草如茵、花木扶疏的美好景

象。徜徉在沿海的馬路邊，更有近

萬棵以椰子樹為主的熱帶樹木，婆

娑起舞，鬱鬱蔥蔥……。對於海口

這個『袖珍』省會城市來說，萬綠

園堪稱黃金寶地。

　　　行程緊張了大半天，會員及眷

屬們參觀園內熱帶林木及使用休憩

設備，並由導遊葛洪華小姐招待新

鮮椰子每人一個，喝到清涼的椰子

汁，使會員們回憶起以前船停靠菲

律賓時的美好回憶。

(4)印象海南島歌舞秀：晚餐後，本

日行程最為值得的節目，本歌舞秀

為中國大陸第一台以大海為實景、

以大海為背景的演出。70分鐘的

演出，以『我在大海邊』為主題，

圖5苗族居家服飾 圖6苗族居家杵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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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美的燈光與震撼的音響效果，讓

觀眾充分感受到了海邊生活。澎湃

的大海、歡樂的大海、夢幻的大

海，比人類歷史更久遠的大海；觀

眾坐在印象劇場看臺上，宛如置身

於細軟綿延的沙灘，在『鐵三角導

演』張藝謀的引領下，展開了對大

海的浪漫暢想，盡情感受美麗海島

的印象之美(如圖9~12所示)。

(5)住宿：5星級金色陽光酒店(海景

房)，本日由台灣一大早出發，乘

機、轉機及馬不停蹄的密集參訪安

排，會員及眷屬們都累了，洗個熱

騰騰的溫泉澡，在也沒有多與餘的

體力散步了。

二、第二天海口市－瓊海市－博鳌水城

很遺憾由於高速公路修路，且

『海南熱帶飛禽世界』修理工程正進

行中，使飛禽世界公園無法成行，為

本次參訪最大的遺憾。由海口市至瓊

海市車行約2.5小時。

1、博鼇水城：博鰲因亞洲論壇首屆

年會的舉辦讓博鰲從海南眾多美麗

而不為人知的小鎮中脫穎而出。

博鰲也是萬泉河的入海口(如圖

13~16所示)。

2、玉帶灘乘船覽集三河－『萬泉

河、九曲河、龍滾河』、三島－

『東嶼島、鴛鴦島、洲坡島』的這

一被金氏世界紀錄認定的『分隔

海、河最狹窄的沙灘半島』的玉帶

灘。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河流

入海口，登上吉尼斯世界記錄的最

長的河流入海口的玉帶灘。

3、興隆熱帶植物園：興隆熱帶植物

園占地400多公頃的興隆熱帶植物

花園，熱帶植物花園是中國旅遊業

發展優先專案，是融自然、人文、

圖7黎族狩獵 圖8黎族居家生活

圖9印象海南島歌舞秀場外觀 圖10印象海南島歌舞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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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園林與環境生態保護於一

體，集度假休閒、觀光遊樂及科研

交流諸功能於一處的大型現代化熱

帶園林。園內1935種植物其中國

家級保護植物18種。花園重點選

種棕櫚科、蘇鐵科、熱帶蘭花等物

種以及有海南蘇鐵2000多棵。

今晚安排入住銀湖溫泉假日酒店

(貴賓樓海景房)溫泉旅遊區的酒店，

會務幹部及眷屬們享受此地特有的溫

泉泡湯、游泳，值得一提的是興隆溫

泉的水溫長年保持在60℃左右，含有

豐富的礦物質，蒸騰的水氣帶有淡淡

的清香，沐浴其中能使人神清氣爽、

通體舒暢。

三、第三天興隆－三亞市

1、驅車前往中國東方夏威夷之稱的

三亞市。參訪行程如下：

(1)亞龍灣海上遊樂世界：亞龍灣全

長約7.5公里，集中了現代旅遊五

大要素：海洋、沙灘、陽光、綠

色、新鮮空氣於一體。海水清澈澄

瑩，海灣水溫常保持23度以上，

全年陽光燦爛。海底世界資源豐

富，有珊瑚礁、熱帶魚、海底珍

品、野生貝類等。珊瑚礁保存十分

完好，屬大陸國家級珊瑚礁重點保

護區，亞龍灣氣候溫和、風景如

畫，這裏不僅有藍藍的天空、明媚

溫暖的陽光、清新濕潤的空氣、連

綿起伏的青山、千姿百態的岩石、

原始幽靜的紅樹林、波平浪靜的海

灣、清澈透明的海水，潔白細膩的

沙灘以及五彩繽紛的海底景觀等，

而且八公里長的海岸線上椰影婆

裟，生長著眾多奇花異草和原始熱

帶植被，各具特色的度假酒店錯落

有致的分佈於此，又恰似一顆顆璀

圖11印象海南島歌舞秀沙灘舞 圖12印象海南島歌舞秀海中舞

圖13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所 圖14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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璨的明珠，把亞龍灣裝扮的風情萬

種、光彩照人。

(2)亞龍灣貝殼：目前大陸首家以貝

殼為主題，集科普、展覽和銷售為

一體的綜合性展館。在展覽廳裡，

分五大海域展出世界各地具有代表

性的貝殼三百多種，有象徵純潔的

天使之翼海鷗蛤、色彩絢麗的澳洲

海扇蛤、著名的活化石紅翁螺和鸚

鵡螺等。

(3)蝴蝶館：蝴蝶狀的展覽館色彩斑

斕，五個展室中，中國最珍貴的喙鳳

蝶、多尾鳳蝶和高山絹蝶等，巨形

翠鳳、貓頭鷹蝶、銀輝瑩風蝶、太陽

蝶、月亮蝶等世界名蝶歷歷在眼。

(4)美麗之冠：世界連續三年(西元

2003~2005年)舉行世界小姐總

決賽會場，其飄逸靈動的設計以

及唯美的架構使其成為三亞市的標

誌，70分鐘拉斯維加斯型式的節

目及表演，會員及工會幹部們深刻

感受世界頂尖規模及藝術、美女及

節目的氣息。

2、住宿：5星級三亞鴻洲埃德瑞套房

酒店。

四、 第四天上午1030中華海員總工會

幹部三亞埃德瑞酒店會議廳與

中海及集團交流團會議實錄

(一)出席人員

1、中國大陸中海集團

(1)中國大陸海運集團工會：柴淮

生副主席

(2)中國大陸海運集團中海工業公

司工會：黃雪麟主席

(3)中國大陸海運集團中海(海南)
海盛船務公司工會：王強主席

(4) 中國大陸海運集團中海(海南)
海盛船務公司：鄭俊海科長

2、中華海員總工會選認幹部

(1)中華海員總工會高雄分會：王

理事長、林世俊組長

(2)中華海員總工會高雄分會：林

清海、張家智顧問

(3)中華海員總工會理、監事：戴

祥、牛國誠、葉信甫、翁明樞、杜

金兆、黃志堅、鐘克興、甘正潮、

鄒清風、江坤祥、田文國等。

二、會議意見交換

相互介紹雙方會議成員後交流摘

要記錄如下(如圖17~20所示)：

(一) 中華海員總工會高雄分會  王理

事長發言

　感謝中國海運集團工會由上海及海

圖15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所 圖16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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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指派領導出席本次意見交換會

議，

(二)中國海運集團工會  柴淮生副主席

1、中國海運集團以船運為主，經營

全球及中國大陸內陸水運業務，總

括有以下幾大區塊：

　(1) 中海貨櫃船公司；(2)中海油

輪公司；(3)中海散裝船公司；

(4)中海駛上駛下客貨輪公司；

(5)中海汽車船公司；(6)中海液

化氣體船公司。集團總計船舶472
艘，2,430萬載重噸。

2、中海工業公司經營主要業務如下：

　(1) 中海碼頭合資貨櫃公司；(2)
中海投資公司：建造貨櫃船業務；

(3)中海物流、電信、信息及船務

公司等；

　本集團正式僱用員工四萬五千人，

其中包括船員二萬五千人。集團

2010年總營運727億人民幣，

淨利潤75億，集團資產1,445億
元。

3、針對船舶開展三送工作如下：

(1)送信息：包括最新新聞、資料及

技術等；

(2)送文化：包括報刊及圖書等；

(3)送健康：包括保健書籍、醫療刊

物及遠洋船舶回國醫生上船提供醫

療服務等；

4、集團提供熱線服務包括：

(1) 家庭連絡站：設於廣州、上海及

大連，提供家庭互助及愛心服務；

(2) 健康熱線：提供船員及家屬健康

醫療服務；

(3)投訴熱線：提供船員上下船過

程，調整船員不公事宜，公正合理

解決船員事宜。

5、集團提供三基金包括：

(1)企業年金(養老基金)：除法定企

業年金外，集團額外提供企業年金

5%補助；

(2)補助醫療機基金：國家醫療提

供 7 0 ~ 8 0 %醫療補助，剩餘

20~30%由集團承擔補充療機保

險，另重大疾病由集團提供特殊另

外處理；

　船員由學校畢業後上船開始即投保

商業保險，一次退休可領最多120

萬人民幣；

(3)船員活動及專業技術學習基金：

提供：

(i) 專業技術學習約120個專業科

目課程訓練。

(ii)每艘船二台電腦提供考試晉升

題庫給各級船員使用；

圖17中國海運集團工會柴淮生副主席致詞 　　圖18雙方戶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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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年度測驗集團第1、2、3名各

給予10,000、8,000、6,000
元人民幣獎勵；

(iv)船上小組織，以船員為主領

取工會活動年費12,000元人民

幣，包括工會活動、綠化節能及

刊物等；

(v)職工之家考核活動通過良好後

再加活動年費4,000元人民幣。

(vi)船員生日：集團寄生日賀卡，

船方長壽麵加菜並加發200元人

民幣生日禮金。

(vii)年終獎：加發一個月工資，儘

管2009年集團虧損，但船員依

然加發一個月工資。

(三)中國海運集團中海工業公司工會  
黃雪麟主席

　中海工業公司以造修船業務為主，

擁有6間船廠，4000多名職工，

會員退休後依然是工會會員。工會

提供如下會員權益：

(1)堅持職工代表大會合法、合理及

合情要求，平等協商福利待遇，關

心職工與企業，不能忘了老職工對

企業供獻。

(2)增長智能：提供進一步技術服務；

(3)站立於企業職工雙贏基礎。

(四)中國海運集團中海(海南)海盛船

務公司工會  王強主席

　本企業為A股上市特種運輸公司，

主要經營石油、石化、瀝青及散裝

業務為主。

　本企業擁有二家貿易公司，總資產

46億元人民幣，淨資產26億元人

民幣，主要以國內線為主，擁有

20艘船舶總載重64萬噸，船型種

類相對複雜。

本企業船員由廣州、上海及大連

三個基地提供船員。

(五)雙方交流討論事項

(1)田文國理事提出：有關LNG船

舶、船員及訓練課程等事宜，柴淮

生副主席給予完整回覆。

(2)方文德理事提出：有關會員會費收

取及工會領導與企業角色拿捏等事

宜，柴淮生副主席給予完整回覆。

(3)田文國理事提出：有關考慮召收

台灣海事專業大學實習生，赴中國

海運集團遠洋船舶實習訓練一事，

柴淮生副主席給予完整肯定回覆。

　由於貴賓們公務忙碌，也不願影響

我們下午參訪行程，會後即返工作

單位，我們則繼續下午行程。

(六)午飯後驅車前往三亞市名景點參

訪包括：

　圖19雙方戶贈紀念品 　圖20交流會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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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崖海角海邊公園：在海南島的

最南端，是一處令人神往的遊覽勝

地。這裏南臨碧藍的大海，遠眺浩

渺南海，波濤起伏，海闊天空，征

帆片片，白鷗點點。海濱上險石聳

立，著名的“天涯”、“海角”和“南
天一柱”等刻石，就在群崖之中，

甚為壯觀。

(2)南山大小洞天：開山歷史至今已

有800多年，這裏的景致在宋代就

已經很有名。唐代高僧鑒真率日

本留學僧人等35人第五次東渡日

本，海上遇台風漂流萬裏至此登岸

並修建大雲寺，傳播佛教文化；宋

末元初女紡織家黃道婆往返於崖州

灣，把先進的植棉、紡棉技術帶至

中原大陸，留下千古史話。這裏有

四個風景區，分別為佛教文化苑、

大小洞天旅遊區、金玉觀音閣及長

壽穀。奇特秀麗的海景和山景相得

益彰，美麗的海岸上遍地都是鬼斧

神工的大小石群，山海構成了宛若

一幅古樸優美的長卷書畫。

(3)鹿回頭山頂公園：位於三亞市

南部5公里的三亞灣，主峰海拔

275.1米。這裏三面臨海，四季山

青，以其美麗的神話傳說聞名於

世。據傳，五指山區的一位黎族青

年獵手將一隻鹿追趕到海濱的石崖

上，鹿兒一看已經無路可逃，就一

回頭變成了美麗的黎族少女，從此

兩人過著幸福的生活，並繁衍了一

個黎族村寨。這座山嶺就叫“鹿回

頭嶺”，這個村就叫“鹿回頭村”，
這個半島就叫『鹿回頭半島』。公

園內曲徑通幽，順著山勢建有哈雷

慧星觀測站、通體白色的聽潮亭、

情人島，另有猴山、鹿舍、黎家寮

圖21鹿回頭山頂公園 圖22鹿回頭山頂公園

圖23鹿回頭山頂公園鳥瞰新建七星級帆船酒店 　圖24鹿回頭山頂公園鳥瞰山三亞市街景



海員月刊第691期　�0

房、龜鱉天堂、游魚仙池等景點。

山頂是俯瞰大海，遠眺山巒和三亞

市城區景色的佳處(如圖21~24所
示)。

(4)住宿：5星級三亞鴻洲埃德瑞套房

酒店。

五、第五天三亞－香港－高雄

上午全體三亞鴻洲埃德瑞套房

酒店附近走走，臨岸邊風景區包括

魚船、帆船及遊艇，留下美麗的回憶

(如圖25~28所示)。
午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豪華客機

帶著滿滿的行囊與美好的回憶，飛往

香港轉機，分別返回高雄及桃園，結

束此次難忘的海南之旅。此趟不僅是

旅遊，更獲得大陸海南島美麗山水的

洗鍊，充分的瞭解中華歷史的淵源流

長。

六、參訪總結

高興的出訪，滿載順利平安而

歸，為此次出訪劃下完美的句點，更

為日後返回職場繼續工作帶來了更充

足的見識。再次感謝主辦單位高雄王

理事長傳義，宋主秘及林組長們的規

劃，五福旅遊呂秀卿小姐精心設計及

安排，中海集團 柴淮生副主席、中海

工業公司工會 黃雪麟主席、中國海運

集團中海(海南)海盛船務公司工會 王

強主席及中國海運集團中海(海南)海

盛船務公司 鄭俊海科長，百忙中專程

由上海趕來海南島完成交流任務。

（作者： 海洋大學商船系副教授）

圖25三亞市埃德瑞套房酒店正門一景 圖26三亞市埃德瑞套房酒店正門一景

圖27三亞市機場入口 圖28三亞市機場入出境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