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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船員訓練 STCW國際公約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締約國會議之蕆事文件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船長及甲板部門 
第三章 輪機部門 
第四章 無線電通信及無線電人員 
第五章 對特定型式船舶人員之特殊訓練要求 
第六章 應急、職業安全、醫療及求生專長 
第七章 另一發證方式 
第八章  當值 

決議案三 過渡規定 
決議案四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無線電操作員訓練 
決議案五 服務於滾裝船上人員之危機處理及行為訓練 
決議案六 客船上人員之訓練 
決議案七 替代證書含意之監督 
決議案八 航海人員之技術知識、技能及專業之提昇 
決議案九 研訂航海人員健康檢查之國際標準 
決議案十 引水人、船舶交通服務人員及受雇於可移動離岸平臺之海上人員訓練

決議案十一 技術合作之提昇 
決議案十二 在達成加強海事訓練標準方面世界海事大學（ＷＭＵ）之貢獻 
決議案十三  國際海事組織所出版之典型課程修訂 
決議案十四 促進婦女參與航業界 
 
決議案二 
A 篇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章程之採納 
 

引 言  ：  關於ＳＴＣＷ公約附錄所規定之強制性標準 
第一章 關於總則之標準 
第二章 船長及甲板部門之標準 
第三章 輪機部門之標準 
第四章 無線電人員之標準 
第五章 特定型式船舶人員特殊訓練要求標準 
第六章 應急、職業安全、醫療及求生專長之標準 
第七章 另一發證方式之標準 
第八章 有關當值標準 

 
Ｂ篇  

 
有關ＳＴＣＷ公約及其附錄之建議準則-                        



 - 2 -

引言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有關船長及甲板部門之準則 
第三章 有關輪機部門之準則 

第四章 有關無線電通信及無線電人員之準則 

第五章 有關特定型式船舶人員特殊訓練之要求準則 
第六章 有關應急、職業安全、醫療及求生專長之準則 
第七章 有關另一發證方式之準則 
第八章 有關當值之準則 

 
STCW 78/95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 
國際公約締約國會議之蕆事文件 
1. 依據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締約國於一九九三
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國際海事組織(IMO)第六十二次海事安全委員會之決定，嗣
後又經 IMO第七十次理事會及第十八次大會決定，依據前述公約第 XII(1)(6)款之規
定，業已召開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之締約國會議，並

經與國際勞工組織秘書長諮商，考慮修正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之附錄及
相關之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STCW)章程，並予以採納之。 
2. 徇國際海事組織之邀請，本次會議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七日假倫敦召開。 
3. 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之七十一個締約國派遣代表參加本次會議，即下列國家代表： 
阿爾及利亞 安哥拉 阿根廷 澳大利亞 巴哈馬 比利時 貝寧 
巴西 保加利亞 加拿大 智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 哥倫比亞 
象牙海岸 克羅埃西亞 古巴 賽浦路斯 丹麥 厄瓜多爾 
埃及 芬蘭 法國 加彭 德國 迦納 希臘 冰島 印度 印尼 
愛爾蘭 以色列 義大利 牙買加 日本 拉脫維亞 
賴比瑞亞 利比亞 盧森堡 馬來西亞 馬爾他 馬紹爾群島 
墨西哥 緬甸 荷蘭 紐西蘭 奈及利亞 挪威 巴拿馬 
巴布亞新幾內亞 祕魯 菲律賓 波蘭 葡萄牙 韓國 
羅馬尼亞 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 新加坡 斯洛文尼亞 
所羅門群島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突尼西亞 土耳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國 烏拉圭 萬那杜 委內瑞拉 
4. 下列國家派遣觀察員參加本會議： 
安提瓜及巴布達 剛果 愛沙尼亞 教廷 伊朗 
摩洛哥 泰國 烏克蘭 

5. 國際海事組織準會員香港派遣觀察員參加本會議(Associate Member)。 
6. 下列聯合國系統組織派遣代表參加本會議：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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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ILO) 
7. 下列各政府間組織派遣觀察員參加本會議： 
歐洲共同市場(EC) 
阿拉伯國家聯盟 
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 
歐洲郵政及電信行政聯盟(CEPT) 

8. 下列各非政府間組織派遣觀察員參加本會議： 
國際航運商會(ICS) 
國際航運聯盟(ISF) 
國際商會(ICC) 
國際自由工會 聯合會(ICFTU) 
波羅的海國際海事聯盟(BIMCO) 
國際船級協會聯合會(IACS) 
拉丁美洲船東協會(LASA) 
國際石油公司海運論壇(OCIMF) 
國際引水人協會(IMPA) 
國際石油探勘承包商協會(IADC) 
國際船長公會聯合會(IFSMA) 
國際石油業探勘及生產論壇(E & P Forum) 
國際油輪船東協會(INTERTANKO) 
國際液化氣體船及裝卸貨經營業協會(SIGTTO) 
國際救生艇聯盟(ILF) 
國際道路運輸聯合會(IRU) 
國際定期客船聯盟(ICCL) 
國際乾貨船東聯合會(INTERCARGO) 
國際海事講授聯合會(IMLA) 

9. 本會議開幕式由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W. A. O‘Neil先生主持。 
10. 本會議選舉丹麥代表團首席代表 T. R. Funder先生擔任本會議主席。 
11. 下列諸位代表當選本會議之副主席： 

Mr. Ahoula Browa (象牙海岸) 
Mr. Badawi Abd-Elwahab (埃及) 
Mr. A. Rozental (墨西哥) 
Mr. J. Brillantes (菲律賓) 
Mr. W.R. Dernier (南非)  

 
 
 
12. 本會議之祕書處由下列人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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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 Mr. W.A. O‘Neil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 
執行祕書： Mr. E.E. Mitropoulos 
  (海事安全部協理) 
副執行 Mr. T. Fossum 
祕書： (海事安全部經理) 
助理執行 Mr. J.L. Thompson 
祕書： (海事安全部副理) 

13. 本會議設下列各委員會： 
全體委員會 
主席： Captain J.H.A. Gauw (荷蘭) 
副主席： Captain D. Geraci (阿根廷) 
副主席： Mr. M.T. Addico (迦納) 
起草委員會 
主席： Mr. J. Briggs (澳洲) 
副主席： Captain F. Escobar (厄瓜多爾) 
副主席： Mr. J.-M. Schindler (法國) 
證書委員會 
主席： Mr. D. Dimitrov (保加利亞) 

14. 起草委員會係由下列國家之代表組成： 
澳洲 智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 厄瓜多爾 法國 
俄羅斯 新加坡 突尼西亞 美國 

15. 證書委員會係由下列國家之代表組成： 
保加利亞 印度 祕魯 葡萄牙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6. 本會議係以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修正案草
案，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STCW)章程草案及相關之會議決議案草案，作為本會
議工作之基礎。 
17. 本會議亦考慮及 1978 STCW公約締約國政府及有關國際組織向本會議提出之建
議、意見及見解。 
18. 本會議經過審慎的考慮，採納下列文件記載於各委員會之報告及本會議全體會議
與全體委員會會議所做成決議之紀錄，最後採納下列文件： 
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之修正案，及採納本修正案

之決議案一，如本蕆事文件之附件一；及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STCW)章程，及採納本章程之決議案二，如本蕆事文件之
附件二。  
19. 本會議亦採納下列決議案，如本蕆事文件之附件三： 
 
決議案三： 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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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予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之所有締約國，以符本公約第 XII(1)(b)(ii)之規定；及 
(c) 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修正案及 STCW章程原文決議案四： 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
系統(GMDSS)無線電操作人員訓練 
決議案五： 服務於滾裝客船上人員之危機管理及人類行為訓練 
決議案六： 客船上人員之訓練 
決議案七： 替代證書含意之監管 
決議案八： 航海人員技術知識、技能及專業之提昇 
決議案九： 航海人員健康檢查國際標準之制定 
決議案十： 引水人員、船舶交通人員及可受雇於可移動離岸平臺海上人員之訓練 
決議案十一： 技術合作之提昇 
決議案十二： 在達成加強海事訓練標準方面世界海事大學(WMU)之貢獻 
決議案十三： 國際海事組織所出版典型課程之修訂 
決議案十四： 提昇婦女參與航業界 
20. 本蕆事文件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作成單一原本，並

存放於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處。 
21.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應分送： 
(a) 本蕆事文件之認證副本連同附件三送予應邀參加本會議之各國政府； 
(b) 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修正案及 STCW章程原文之認證副本連同採納修正案之決
議案一及採納 STCW章程之決議案二之副本連同各自有關之決議案一及決議案二送予
非一九七八年 STCW公約締約國之各國政府。 
為此爰各簽署本蕆事文件共昭信守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於倫敦 
本會議蕆事文件附件一 
決議案一 
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修正案之採納 
本會議： 
憶及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以下簡稱本公約)第 XII(1)(b)
項之規定，有關由締約國會議修正本公約之程式 
業已考慮及經提出並經分送予本組織會員國及本公約所有締約國之本公約附錄修正

案，以取代本公約附錄現有內容 
1. 採納本公約附錄之修正案，係依據本公約第 XII(1)(b)(ii)目之規定，其全文如本決議
案之附錄 
2. 決定依據本公約第 XII(1)(a)(vii)2目決定本公約附錄之修正案，除非在一九九六年 
八月一日前，超過三分之一本公約締約國，或合計擁有商船隊不少於全世界商船總噸

位百分之五十之締約國(指總噸位一百以上者)，業已通知秘書長反對該修正案外，應視
同業已接受 
3. 請求各締約國注意本公約附錄修正案，依據前述第 2項一旦視同業已被接受後，依
據本公約第 XII(1)(a)(ix)目之規定應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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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蕆事文件 附件三 
決議案三 
過渡規定 
本會議， 
業已採納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之一九九五年修正案， 
業已同意該修正案將涵蓋規則 I/15之過渡規定，俾使締約國依本會議所採納修正案之
要求簽發、認可及加簽證書前，有五年之許可期間， 
鑑於欲在二○○二年二月一日前達到完全符合，締約國政府迅即開始採取適當措施在

其國家訓練、發證及管理制度中，執行該修正公約，相當需要， 
擔憂有關執行該修正 STCW公約之要求可能遭受困難，並可能削弱在儘快可能之時間
內達成最高實作適任性標準之目標， 
1. 呼籲各締約國，依其國家制度執行本會議所採納 STCW公約修正案之要求時，對規
則 I/15之過渡規定之進展，連同在此方面所遭受之困難,與國際海事組織之海事安全委
員會連繫； 
2. 請求海事安全委員會為促使儘早採用此最高實作適任最高標準，監督所有締約國對
該修正 STCW公約執行之進展，其目標在鼓勵有制度地轉移，且預先得知問題之所在，
而該問題可能對完全有效之執行有所影響。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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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 
(民國 93 年 01 月 07 日 修正)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五條規定訂

之。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 (以下簡
稱本考試) ，分下列各類科： 
一、航行員： 
 (一) 一等航行員：船副。 
 (二) 二等航行員：船副。 
二、輪機員： 
 (一) 一等輪機員：管輪。 
 (二) 二等輪機員：管輪。 
前項一等船副、管輪之等級，相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二等船副、管輪之等級，相當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第    三   條  一等航行員指在總噸位三、○○○以上航行於國際航線
或總噸位一○、○○○以上航行於國內航線船舶服務者。
二等航行員指在總噸位五○○以上未滿三、○○○航行於
國際航線或總噸位五○○以上未滿一○、○○○航行於國
內航線船舶服務者。 
船舶在總噸位三、○○○以上未滿八、○○○，且航行於
東經九○度以東，一五○度以西，南緯一○度以北及北
緯四十五度以南近海區域者，得適用二等航行員。 

第   四   條  一等輪機員指在主機推進動力三、○○○瓩以上船舶服
務者。 
二等輪機員指在主機推進動力七五○瓩以上未滿三
○○○瓩船舶服務者。 
船舶主機推進動力在三、○○○瓩以上未滿六、○○○瓩，
且航行於東經九○度以東，一五○度以西，南緯一○度
以北及北緯四十五度以南近海區域者，得適用二等輪

機員。 

第    五   條  本考試每年舉行之次數及日期，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

核定後公告之。 

第    六  條  本考試採筆試方式行之。 

第    七   條  應考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應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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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之一者。 
二、船員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情事者。 

第    八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附表一所列資格之一者，得應各該

類科考試。 

第    九   條  本考試應試科目依附表二之規定辦理，各應試科目之

試題題型均採測驗式試題。 
各應試科目之考試細目表由考選部另定之。 

第   十    條  應考人 (含報名補考部分科目者) 應於每次考試舉行
四十日前報名，應繳交之表件、照片、報名費，依應

考須知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繳驗外國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在學全部成績單、學

分證明、法規抄本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均須附繳正

本及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

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中文譯本。 
前項各種證明文件之正本，得改繳經當地國合法公證

人證明與正本完全一致，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

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證明之影印本。

第 十二 條  船舶主機分柴油機、蒸汽推進機組、燃氣渦輪機三種，

其已領有輪機員考試及格證書註明諳習機器僅為一種

或二種者，得報名加註同級他種機器之考試。 
報名加註船舶主機科目考試者，以各科成績滿六十分

為及格。 

第  十三   條  本考試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制。 
前項科別及格制，指各應試科目之成績，以各滿六十

分為及格，部分科目及格者准予保留三年；其未及格

之科目，得於連續三年內繼續補考之，期限屆滿尚有

部分科目未及格者，全部科目應重新應試。 
前項保留期間之計算，以應考人第一次報名考試，並

有部分科目及格經審定之日起算滿三年。 
部分科目及格者，參加補考期間，除報名重新參加考

試外，其已及格科目不得再行應試。 

第  十四 條  本考試全部科目及格人員，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發給

考試及格證書，並函交通部查照。 
前項考試及格人員，申領執業適任證書，應具備一定

之服務經歷、訓練或適任性評估，均依交通部有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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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本考試每年組織常設典試委員會，主持典試事宜。 
本考試試務由考選部辦理。 

第 十六 條  每次考試完畢，典試委員會應將辦理典試情形及關係

文件，送由考選部轉報考試院核備。並於年度內最後

一次考試辦理典試情形及關係文件經考試院核備後裁

撤。 

第 十七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三】 
我國船員證書換發巴拿馬共和國相關證書說明會，交通部業務主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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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共和國度銘格 Jose Antonio Dominguez大使：  
各位航運界先進及貴賓： 
今日非常榮幸參加巴拿馬共和國駐華大使館主辦之「STCW 78/95國際公約我國

船員證書換發巴拿馬共和國相關證書」說明會，對巴拿馬共和國政府及度銘格 Jose 
Antonio Dominguez大使謹致十二萬分的感謝。 

〈STCW 78/95國際公約〉已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一日生效，並於一九九八年八月
一日全面施行。為符合 STCW 78/95國際公約規定，交通部委託挪威商立恩威公司(DNV)
辦理「我國船員證書國際認證及 STCW 78/95國際公約規定之訓練師資、課程、教材
與設備之評估規劃」；對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中國海事商業專

科學校、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及長榮船員訓練中心等(三校兩中心)進行認證等相關工
作，已於九十年十月三日完成認證。近期內挪威商立恩威公司(DNV)將簽核中華民國
STCW 78/95 符合聲明書-STCW 78/95 STATEMENT OF COMPLIANCE與我國，俟取
得該公司認證書後，我國將向國際海事組織(IMO)及其會員出示我國履約文件-INFO 
REPORT，俾使我國船員證書等同白名單（Whit List）上國家船員證書。 

依 STCW 78/95 國際公約規定，交通部於九十年度編列相關經費辦理 STCW 
78/95國際公約規定之船員專業訓練及購置相關軟體、硬體訓練設備，以提昇我國船員
執業品質，以達到該公約章程 A篇強制性要求標準。交通部委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及長榮船員

訓練中心等(三校兩中心)等專業訓練機構辦理航行當值等十六項船員訓練及專案購置
操船模擬機等九項訓練設備。 

因我國非聯合國(IMO)會員國亦未屬 STCW 78/95國際公約締約國，為使我我國
船員證書能間接列入白名單國家，並順利通過二 OO二年二月一日該公約之生效要求，
爰需依公約規定取得締約國之證書，因此，積極與巴拿馬共和國及其他世界重要海運

國家談判合作，希望該等國家經實地評鑑我國之師資、課程、設備及訓練發證均符合

公約規定後，依據我國所核發之證書另再核發該等國家之相關證書及認證給我國船員。 
巴拿馬共和國海事局官員已多次來台參訪，並前往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國立高

雄海洋技術學院、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及長榮船員訓練中

心等(三校兩中心)進行評鑑，經實地訪視，確定師資、課程、設備及訓練發證均符合公
約規定。交通部將與巴拿馬共和國海事局欣然同意簽署 STCW 78/95承諾書「AN 
UNDERTAKING」，巴拿馬共和國海事局同意依公約核發相關證書給我國船員該國相關
證書。交通部將貫徹 STCW 78-95國際公約有關師資、課程、教材、設備及訓練發證
均符合公約標準，落實現值船員培訓體制，以符合公約要求，俾使我國船員證書等同

白名單國家證書，並使我國航商之船舶能通行各國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