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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為維護海上航行人

命財產的安全，制定「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通稱

STCW 78 國際公約（如附錄一）。我國中央航政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政司，對船員訓練

發證政策配合該公約的規定，辦理各級船員訓練，以符合該公約的基本標準要求。但

船藝與造船技術的理論在實際操作上與模擬教學會產生落差，於是國際海事組織(IMO)

在原公約的架構下，修正(as amended in 1995)強化船員訓練內容與安全規範，並將船員

訓練適格證書列為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PSC)的查核。因此，對於我國船員訓

練發證政策與國際公約 STCW 78/95 對我國船員證照執業的限制，如何使船員訓練政

策能與 STCW 78/95 國際公約接軌，並藉執行第三軌道的策略，在國際社會中，爭取

認同，保障國籍船員執業資格，使現職船員訓練政策與船員執業證照的公共治理接軌。 

政策是組織行為的一種核心活動，是群體的意識表現。因此，一個組織是否能有

強韌的凝聚力，可檢驗政策的可行性及妥適性，在執行時的公共治理措施，應避免政

策的群體盲思(groupthink)。而公共治理則屬事務性的作為，是政策的執行效果，兩者

互為表裏，即公共政策為核心「裏」，公共治理為實際效果「表」，政策與公共治理必

須經政策論證(policy argument)的操作，才能彰顯其良窳，因為合理的政策，有時候並

沒有獲得期望公共治理的效果，因為在政策形成前，沒有整體考量公共治理執行的一

貫性，所以政策與公共治理的相容是很重要的公共政策觀念。政策就如大腦，公共治

理就如四肢，兩者互相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我國船員政策在實務上由交通

部主管，但在船員證照的公共治理上卻無核心主導機構，所以操作時，形成兩者無交

集。如船員發證政策未能與國際公約接軌，在船員證照的公共治理就產生嚴重落差。 



政府的職能隨著環境變遷而有所不同，在無為而治的時代，政府管得愈少愈好。

但在經濟利益衝突的情形下，以個人私利（重商）及本位主義為重心，尤其在資源有

限(limited resources)的情況下，對公共財的取得與享用產生搭便車(free rider)的現象，

因此，政府施政必須以週全的政策為依據，即政策與公共治理的接軌，船員政策是屬

社會政策，除公部門的政策要投入外，相關機構及航運界對公共治理亦應配合。 

由於政府各機關因主管核心業務不同，在公共治理的議題上，對於各項政策作為

投入程度亦不同，如要順利達成施政目標，船員發證政策與船員證照的公共治理必須

一致，避免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政策形成之前，主要的運作活動有： 

(一)要參與政策的形成，或掌握該議題訊息的脈動暢通，如 STCW 78/95 國際公約

對教育的影響、對考試制度的影響。 

(二)要謀合不同思維意見，全國船聯會(資方)與海員總工會(勞方)對該公約的評價。 

(三)要溝通不同意見，減少爾後政策執行的困擾或對立，如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船員

訓練中心與中華船員訓練中心及船長公會，在公共治理的互補性。 

公共治理是政策的效果，雖然各個施政核心價值與政治理念有不同，可是「為民服務」

及「民眾對施政的滿意度」的達成卻是共同的認知，這些資訊也是政策論證的根據；

為何當今許多政策與公共治理有很大的落差，就是兩者不能接軌。政府為因應國際公

約 STCW 78/95的訓練發證修正案，航政政策與現職船員訓練、教育政策與海事技職

訓練、考試政策與專技證書核發權責有落差的存在（交通部、教育部、考試院），如

何能使它們整合、銜接（將各個主管機關政策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訓練發證一

致），是關心海運發展學者責無旁貸的義務。尤其是船員訓練發證的中央主管機關交

通部(航政司船員科)，主管的現職船員監理業務：「船員國際公約之認可與施行，船員

培育計畫之擬訂，船員訓練計畫之研擬及訓練成果之檢討與改進，船員訓練設備之購

置及訓練技術之研究發展。」列為航政司(船員科)首要的業務，對應於「船員專業訓

練證書之核發」，有關職掌明確的將認可國際公約政策與訓練發證公共治理結合，就



是船員政策與證照公共治理的務實作為。 

政策效益是以全民經濟利益為主軸，因為在制訂政策時，會受不同利益因素左右，

如政治化、公共輿論、菁英的態度、政黨協商、利益團體、民意代表、承辦人員主觀

意見、外在環境因素等，這些因素都是一項複雜的綜效產物，故其效益是擴散的。 

民意(市場)效益是以私經濟利益為主，因為其政策治理範圍較為封閉，僅對特定的

目標制訂政策，限於同質的領域內，故效益顯現是收縮的，衡量焦點在「供給與需要」

的交集點。 

但在整體資源運用限制下，政經互依性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特徵，政策效益必須結

合民意(市場)利益，如航政政策制定時，就必須考量其經濟條件及預算資源，不能僅唱

高調，政策遵守 STCW 78/95國際公約(STCW 78/95 A) 強制規定，有政策效益，但公

共治理並未配合編列相關的預算支應，無民意(市場)利益，好像畫一個大餅(政策效

益)，欠缺政策的治理機制，例如對於白名單(White List)的回應機制，我們國家要採取

何種措施，相關部門並沒有認真考慮，這是政府執行全球化政策的危機，威脅來源是

政策函數 f(x)大於公共治理的民意函數 g(y)，政經互依性失衡，政策與市場經濟相違。 

f(x)政策函數︰前瞻性、國際性、經濟性、理論性、STCW 78/95白名單。 

g(y)民意函數︰普及性、可行性、市場性、操作性、船員證書的有效性。 

政策函數是政府施政的方向，民意函數則是經濟的需求，尤其屬於原創訴求的

民意型 Public opinion)函數，要求政府制定策，因應特殊的現實需求，是施政的基礎，

兩者的目標「值」必須相等，才能達到公共政策與政策治理的施政效果。 

政策與治理(民意)的恆等式如下： 

 f(x) = g(y)  ；在這個狀態下，公共政策與公共治理才有交集。 

在 2002年 2月 1日公約生效日，如我國的船員證照仍然被國際海事組織(IMO)的國際

公約 STCW 78/95等同認可，船員政策的目的是保障船員的工作權，公共治理(民意的

訴求)的作為是以船員證照被列入白名單之列為目標，我們可從相關文獻，如： 



a.從公共政策的理論到國際公約 STCW 78/95操作，實務的文獻探討， 

b.從港口國管制(PSC)的檢查結果，探討我國船員政策的有效性。 

這些公共政策作為及公共治理措施、文獻是可以被政策論證(policy argument)，並藉政

策論證落實。這是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海洋史是人類的歷史，海洋也是人類未來的希望，航海使人生富於挑戰，而海洋

經營，就是航運經營，航運的標的有載具、船貨、船員，這些標的的結合與管理，需

要團隊的合作，如載具無船員操作，無法產生市場地方效益(place utility)，船貨無載具，

亦不能貨暢其流，產生時間效用(time utility) ，甚且載具適航，船貨豐沛，但無適格之

船員，亦不能成行。海洋中的運輸活動是航運，航運的核心操作因素是船員，因此，

船員市場的素質影響航運的發展。重視航運發展的國家，尤其以海洋精神（海權建立、

海域維護）立國的國家，除擁有龐大的船隊外，還要有健全的海運政策及船員的訓練

發證監理，如英國於 1894公佈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美國於 1915公佈海

員法（Seamen of Act），均對船員予以法律的規範與保障。中國對於船員的任用和勞動

條件、權利、義務規定，納入中國〈海商法〉內。我國為因應時代的變遷與航運經營

型態的更迭，將與航運經營、海事商業行為無直接關係的船員相關章節規定，從〈海

商法〉刪除，因為船員是一種職業，屬於海上勞動性質，與船東係為僱用的勞資關係，

並無實質的商業行為，故另訂〈船員法〉，以確實維護船員之權益，落實海上商業經營

運作，並奠定海洋立國，永續經營海洋的契機。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從履行國際公約，落實海上人命、財產的安全，探討我國船員政策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為維護海上生命、財產的安全，制定相關國際公約，

以強制性的船員訓練、發證(STCW 78/95)公約標準，透過會員國的執行，將公約法制

化，納入國家的監理及教育訓練體制，如海商法、船員法、航業法、船舶法、商港法，

強化全球海運經營的適航環境，達到世界海運航行的安全標準。 

(二)我國船員政策國際化的瓶頸 

全球化是必然的趨勢，對於地球村的遊戲規則，每一成員均應遵守，但公共治理

（民意）的現實與兩岸國家意識形態的矛盾，中國與中華民國對於參與國際性之活動，

均互相泛政治化的牽制，對於國際海事組織 STCW 78/95 國際公約的生效執行，中國

亦以國家主權意識，同意台灣循「香港模式」以 Associate Member加入國際海事組(IMO)

的 STCW國際公約，保留以主權獨立之國家簽發船員適格訓練證書，排擠我國船員執

業證照的效力，使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邊緣化。 

(三) 論證船員訓練發證的公共治理符合國際公約標準 

因我國非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會員國，亦非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締約國，在法

理上，無法參與該組織的相關活動。但海運是我國主要的經濟發展憑藉，在實務運作

上，我國必須爭取該組織的認同，因此，以 STCW 78/95 國際公約為焦點，探討從政

策投入到公共治理產出效果的過程，經政策論證的操作，對於 STCW 78/95 國際公約

的議題，創導形成第Ⅲ軌道(走廊)的論述，並探討是否有效，其運作模式可作為聯合國

海事組織(IMO)公約修訂時，我國船員訓練發證政策與國際公約接軌的依循。 

(四)將本階段船員訓練發證的論證結果，作為下一波因應國際公約修訂的指導 

自 1978年船員訓練發證公約到現在的修正案，由於人類科技不斷進步，世界航運

(技術與經營管理)的進步是可預期的，因此，歷經 1978、1995年船員證照第二次的國

際公約換證事件，從蒐集文獻資料，顯示我國航政主管之船員發證政策是可行的，藉



此模式，以第三軌道（跳脫政治意識鬥爭）的公共治理完成船員訓練發證與國際公約

聯結，另國際勞工組織(ILO)於日內瓦第 94 次國際勞工會議(海事)議題 consolidated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通過「海事勞工公約」，我國不是締約國，國籍船舶

無法取得該公約的證書及申報書，亦同樣可藉本論文模式，以第三軌道（跳脫政治意

識型態鬥爭）的公共治理完成船舶發證與國際勞工公約聯結。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方法(methods)是蒐集與分析資料的一組程式和技術，方法論（methodology）則是

思考和研究社會現實的理論。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特性是不能重複做實驗，但從研究

的過程，可促使我們對這個現實的真實性（real nature of reality），世界如何運作獲得更

充分的理解。 

本論文研究係屬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其主要的內涵有三項： 

第一為資料(data)是一項原始的、真實的物件，它可證明事件的存在。 

第二為程序(procedures)是屬於第三方(third party)的明示活動，將資料轉化為資訊。 

第三為文獻(document)是一種公開的資訊，是事件發生與經過的證明紀錄。 

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是以質性研究為核心，在於發現原始資料間的概念和

關係，然後將其組織成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架構，將蒐集之資料，透過有系統的邏輯程

序，從資料的分析、論證，衍生可操作的理論。而資料分析是研究者與資料間的介面，

質性研究係始於資料的分析，研究方法是審視文獻的程序，衍生焦點比較，是個案研

究的基礎。 

在實務操作面，從國際海事組織(IMO)的STCW 78 國際公約執行到STCW 78/95 

國際公約的修正案，對應於我國產、官、學、研，因應該公約，並保障我國船員的工

作權與國家自主發證的國格，所採取的船員訓練、發證政策及從事非正式國際談判，

醞釀從第三軌道外交策略(third-track diplomacy)，化解我國船員無照執業的危機及避免

港口國管制 (PSC) 措施無適格船員操船而扣船風險的黑名單，從政府對我國船員訓

練、發證符合STCW 78/95國際公約的有效性議題，採取的施政措施及其船員政策效

果，論述相關政策的正當或不當、有效或無效，達到公共治理發證的操作目標。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即從四個質性研究理論開始，融入到七項研究程序。 

首先植基於四個理論： 

1.比較分析理論：中華民國船員訓練、發證政策與國際公約的比較。 

2.紮根理論：以國際公約、航政法規、船員政策、認證評估為研究文獻。 

3.賽局理論：兩岸策略賽局那許均衡的應用，設算兩岸發證理性值模型操作。 

4.政策論證：第三軌道聯合國(IMO)會員國的認同、美國(USCG)的等同宣示效應。 

從七項程序操作： 

1.文獻探討：確定質性研究船員的訓練證書與港口國管制措施的文獻。 

2.焦點比較：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以船員訓練發證的效果為比較焦點。 

3.三階段談判：國內訓練發證的事務性問題，用國際的談判程序處理。 

4.五要素與六段論證：應用結構式政策論證的步驟，以政策主張為核心。 

5.策略SWOT分析：船員訓練發證方式、模擬設備的購置條件、DNV的認證。 

6.光譜分類的運用：建構式漸進的連續分類模式探尋船員證照有效出路。 

7.第三軌道(track III)：突破傳統與意識型態的思考行為模式，開闢具體可行的模式。 

質性研究是指非由量化方法所獲得的任何類型研究，而紮根理論是典型的質性研

究。紮根理論的發展是以實用主義為核心並強調資料比較的必要性，實用主義與資料

比較的程序匯集而成為質性研究的理論。紮根理論衍生於資料，概念萌芽於文獻的比

較及邏輯程序，這些就是紮根理論的基礎，資料是建構理論的橋樑，嚴謹的(rigor)紀錄

資料之程序是質性理論的基本動作，有系統的蒐集事實資料，將記錄資料整理為文獻，

讓文獻呈現可接受的常態，於是理論便形成。 

 

 

 

 

 



本研究的具體研究方法，如下圖 

 

 

文獻操作說明                            研究理論                  程序 

 

文獻資料探討                                                        1 
 

政策與國際公約焦點比較    

                                                 -                2  
 

 

STCW 78/95 國際公約的政策佈局                                       3 
 
 

政策主張的操作 
                                                                  4 
 
 

 
我國船員政策與納許均衡                                      —5     5 
 
 
從兩岸關係構建我國船員政策                                          6 
 
 
船員訓練政策論證理論的形成                                          7 
 

圖1-1 研究理論與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應 STCW 78/95 國際公約船員執業證書修正，我國現職船員訓練發證相關公共

治理的研究方法： 

1.以質性研究為核心 ： 

由於社會科學幾乎不可能以量化的實驗研究法去計量不規則的社會現象。在自然科

學，相同的現象，必然有相同的解釋意義；但在社會科學，相同的現象，卻有不同的

解釋意義，即難從不同實務數據達到自然科學理論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適用。 

 

紮根理論

比較分析法

霍斯提 (Holsti)的談判三階段 

六段政策論證模式 論證五個要素

賽局理論與 SWOT分析 

光譜分類（Spectrum Classification）

第Ⅲ軌道外交策略與船員政策論證理論



質性研究範疇的主要比較研究方法有三類： 

(1)個案比較(case study)：中華民國船員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個案資料交集。 

(2)焦點比較(systematic study)：以船員訓練、發證為政策論證焦點比較。 

(3)全球比較(global comparisons)：訓練發證的爭議僅有台灣與大陸兩岸政治訴求，較缺

乏一般性操作的環境。 

本篇論文主要擷取焦點比較方法，以我國船員訓練、發證政策通過港口國管制 (PSC)

為焦點論述。 

2.霍斯提(Holsti)的三階談判：  

該模式是構建式的佈局、過程、結果的談判模式。 

a.在佈局階段，談判代表處理基本的準備事項； 

b.在過程階段，談判代表相互討價、還價，尋求雙贏； 

c.在結果階段，談判的具體目的是解決爭端、展現價值、分配資源、處理關係。 

如果談判在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主權爭議下進行，對於國家認同之意識形態，

必須尋找一個非政治性的中性模糊空間，謀合交集，才會有結果。因此，我國船員職

業證照與國際公約進行三階談判的具體操作內容如下： 

佈局：以宣示遵行 STCW 78/95 國際公約為訴求，主動接觸(IMO)的會員國及策

劃國際有影響力的驗船公司 DNV適時介入。 

過程：邀訪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會員國，同時完成 STCW 78/95國際公約之師

資教材設備的國際品質認證。 

結果：對於我國簽發的船員訓練證書效力等同白名單的國際公約證書效力，其

附簽亦屬有效。 

 



精要的談判邏輯流程如下圖 

 

 

 

 

 

 

圖1-2  應用霍斯提(Holsti)的談判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霍斯提(Holsti)的談判模式完全以談判實際作業為主，可以說是一種談判的標準作

業過程 (SOP)。談判是一種利益交換或避免不利因素及損失擴大的對等競爭行為，在

折衝的行為中，加入「試探意願」與「尋找方案」、「非正式的外交活動」的流程，可

增雙贏的目的，使談判結果更完美。在船員訓練發證實務上，運作以非正式的外交活

動，試探國際海事組織(IMO)對我國船員證照認同且又有互利的友善會員國及發證國

家，爭取該等會員國的驗證，藉非正式的外交活動，達到可能的證照認證程序。非正

式國際外交談判「過程」是整體流程的核心。 

本文政策論證談判模式之流程如圖1-3所示。    

 

 

 

 

 

 

 

 

 
 
 
 
 

圖1-3 政策論證談判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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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員訓練證書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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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策論證，探索我國船員執業證書在國際性港口國管制(PSC)檢查的效用： 
船員監理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政司，因應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修正，對於船員

訓練政策措施論證。從一般傳統公共行政，封閉系統的政策循環檢驗，對於公共政 
策的執行係以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為核心，僅屬內部檢討的作業，頃向於績效檢
討；而政策論證，在實質上，非論功過但求是非的公共治理機制，是屬於開放系統的

政策治理循環，有助於政府永續經營的施政，政策評估是屬於行政措施良窳的檢討，

政策論證是屬於行政責任的歸屬。 
傳統的政策分析屬於事後檢討、論功行賞的性質，但在一個民主、多元化開放的社

會，政策的制定與政策的治理是經得起前瞻性的考驗，政策論證才是永續經營的必要

策略，本論文引用結構式政策論證： 
主要的論證組成要素1 5個要素(如圖 1- 4)： 

(1) 政策主張 (policy claim)：： 
政策主張，係指爭辯中的基本態度或立場，是經過論證過程而產生的共識。 
(2) 事實資料 (data)： 
事實資料，係指與政策議題相關的資訊，但同一事實資料經由不同之利害關

係群組織解讀，可能轉化成不同、衝突的政策主張。 
(3) 立論理由 (warrant)： 
立論理由，係指事實資料形成政策主張的介質。 
(4) 反    證 (rebuttal)  ： 
反證，係指不同、衝突的政策主張的理由與假設。 
(5) 額外立論理由 (backing)： 
額外立論理由，係指凡足以支撐政策主張的其他資訊，如經協商的事項。 

該五個政策論證要素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相關內容如下 
(1)政策主張     ： 符合 STCW 78/95國際公約強制規定。 
 
(2)事實資料     ： 師資、設備、教材均達到國際公約標準。 
 
(3)立論理由     ： 政策宣示遵行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要求並確實履行。 
 
(4)反    證     ： 中國大陸的介入發證變數，中華民國非 IMO的會員國。 
 
(5)額外立論理由 ： 港口國管制(PSC)的挑戰及船舶檢查進入白名單的壓力。 

 

                                                 
1
陳彥慈，〈金門酒廠民營化政策論證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頁 21。 
 



 
本文五個政策論證要素運作的流程如下圖，其中「議題」 與「政策主張」在運作上是
雙向調控的通路，即政策論證過程中，「議題」與「政策主張」是因果關係，且保持動

態的回饋。 
 
 
 
 
 
 
 
 
 
 
 
 
 
 

 
 
 

 
圖 1- 4 論證的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政策論證質性研究的領域中，杜明(Toulmin)的政策論證模式結構為一較完整、

嚴僅結構化模式，其政策論證模式架構，可使利益關衝突的團體及政策背景不同的組

織，經由論證過程，能充分表達意見，經由說服（persuasion）異見、談判（negotiation）

溝通整合利益，強迫政策規劃者與議題設計者，針對各種政策主張進行批判與回應。 

杜明(Toulmin)的政策論證模式：將政策論證之架構(framework)模式化，在此六段

論證理論中，我國因應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修正案，政策實務的操作，船員證照

認證的六階段模式架構過程如下： 

 

 

事實資料 
D：data 

立論理由  
W：warrant 

額外立論理由 
B：backing 

政策主張 
C：claim 

反證 
R：rebuttal

議題 
I：issue 



1.政策相關資訊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生效及執行 

2.政策背景（利空）：我國船員訓練發證的效力 

3.政策論據       ：我國自行簽發船員訓練證書及政府頒行的法規 

4.政策背景（利多）：STCW 78/95國際公約的遵行 

5.政策變因       ：中國大陸的介入及船籍檢查(PSC)的觀察(灰)名單 

6.政策主張       ：維護我國船員國際發證的自主操作 

 

 

 

 

 

 

 

 

 

 

  

 

 

 

 

 

        

圖 1- 5 ：杜明(Toulmin) 的政策論證模式結構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圖虛線為政策論據相對的論證，是與政策相左的論點，在多元化的政治治理生態中，

是必要的條件。 

 

                                                 
2
孫本初、劉祥得，〈政策論證興起之探討〉，《中國行政》，國立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出版，第六十七期，民國八十九年，頁 17。 

政策相關資訊 政 策 主 張 

政 策 論 據 政 策 反 駁 

政 策 背 景 政 策 背 景 

政策議題



由於對公共政策訴求或利益形成之背景不同，進行論證模式可分為二類如下： 

(1) 政策背景不同：對於政策主張自始存有歧見，缺乏共識，屬於政策變因 

如︰不同政治意識型態 

a.中華民國的船員發證政策    vs.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船員發證政策。 

b.國際運輸勞工聯盟(ITF)政策  vs. 權宜輪(FOC)船員待遇。 

c.航運界需求的船員訓練計畫  vs.  政府整體資源對船員的配置 

 

下圖的流程是顯示自始存有歧見的政策背景下的政策論證過程 

 

 

 

 

 

 

 

 

 

 

 

 

 

 

 
 

 
 
 
 
圖1- 6：政策論證模式/不同政策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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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背景相同：在同一意識型態（ideologies）運作的政策， 

如下： 

a.中華民國船員訓練政策           vs. 國際海事組織(IMO)公約 

b.台灣海洋大學模擬機訓練驗證政策 vs. 顧問公司挪威 DNV的標準訓練驗證 

c.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港口國管制     vs. 東京備忘錄（Tokyo MOU） 

d.交通部船員訓練政策             vs. 教育部海事教育政策 

e.考選部專技證照考試（如附錄二） vs. 交通部船員發證政策 

下圖虛線是協商、談判及說服的節點(node)。 

 

 

 

 

 

 

 

 

 

 

 

 

 

 

 

 

圖 1-7：政策論證模式/相同政策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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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藉管理策略「SWOT」分析方法，探討我國航運業在全球競爭市場中，船員的執業

優勢與機會，以情境變化為背景，採取靈活的最佳策略。 

孫子兵法的精義是在戰場上「知己知彼的謀略」，競爭環境的管理經營亦如此，有

內在的知己與外在的知彼，在策略運用時，能取長補短，知所進退。 

SWOT的策略分析組合， 

a.  上上策略是 S O ，是操之在我的策略，如美國宣布我國等同白名單。  

b.  下下策略是W T，時不與我的環境，中國主導發證，考慮撤退的停損點策略。 

c.  觀望策略是 S T，蓄勢競爭的策略，以發揮主觀之強勢，消除威脅的政策。  

d.  待機策略是W O，稍具風險的環境，必須掌握絕處逢生力挽狂瀾的策略。 

策略矩陣排列如下： 

 

 

 

 

圖 1-8：策略管理 SWOT政策治理矩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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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對於複雜的決策因素的分析及掌控，必須要明確迅速，管理學對

於市場競爭，發展出 SWOT分析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就可迅速的擇優汰劣策略，

或從弱中選強之「上駟與下駟」有利策略，尤其我國在劣勢競爭的國際環境中，對於

國際事務的參與，更應具發揮彈性的優勢功能。 

(1) 知己的內部核心價值 

a.強勢(strength)：船員訓練質量均優，載重船噸具相對優勢，營運管理有競爭力。 

b.弱點(weakness)：國家認同的政治因素，外損與內耗優勢資源，船隊出籍。 

(2) 知彼的外部環境競爭 

c.機會(opportunity)：全球化船隊營運具經濟規模，且擁有相對的市場競爭力。 

d.威脅(threat)：受非經營因素干擾，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受國際社會排擠的弱勢。 

雖然因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限縮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但我們在國際社會的

存在是事實，當今在世界航運市場，如陽明海運公司及長榮海運公司具優勢的競爭力，

為爭取我國船員證照的認可，理想治理策略應以「S O」展現政策的優勢，以知己的內

部核心價值-強勢(strength)：船員訓練質量均優，載重船噸具相對優勢，經查交通部統

計資料 2005年 12月登記總噸位 339萬噸，載重噸 545萬噸，營運管理有競爭力及知

彼的外部環境競爭-機會(opportunity)：船隊營運具經濟規模，交通部統計資料 2005.12

登記 100總噸以上之船舶貨運噸有 867萬公噸，在航運經營管理面，擁有市場競爭力。 

5、發現第Ⅲ軌道外交理論(track III diplomacy)運用於船員證照的運作 

從外交理論操作，第一軌道是指政府與政府間的互動管道，在歐美稱第Ⅱ軌道是

指非政府間的互動管道，是一種去結構化的活動。在台灣，真正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不存在的，市民外交（citizen summitry）功能欠缺運作的環境，如兩岸關

係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實際操作功能有限，僅為意識鬥爭

的場所。 



美國的精神醫療與外交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 and Foreign Affairs)主席 

William Davidson 與美國外交官 Joseph Montville，為化解國際外交冷戰的衝突，在市

民外交(Citizen Summitry)的運作下，建立一個務實國際外交，「去結構化」的互動空間，

能有充份協商的機制，使雙方在真實的自我前題下，並相容在國家意識的匡架外，相

關外交談判者運用誠意及智慧，謀求雙贏的途逕，是第二軌道外交。該理論必須存在

於「市民社會」成熟的政治環境，因為必須跳脫結構性的國家組織，使解構性的「市

民社會」能自主運作，其效用的發揮，甚至高於國家組織，就是第二軌道外交的理論。

但我國在國際生態環境的運作較特殊，首先是「市民社會」不成熟，第二軌道外交淪

為執行國家外交利意的宣導途徑，附屬於第一軌道外交，我國正式外交的活動空間非

常有限，第二軌道外交，實質上根本不存在 3。 

由於內在的政治意識型態、外在國家認同、妥協時空的壓力及為船員生存的現實

條件下，必須另闢途徑，以世界海運航行安全為訴求，從師資管理、教材(法規)編輯、

職業訓練、品質制度等方面，經由國際專業顧問公司評鑑、認證後，再爭取國際海事

組織(IMO)的認同，擠壓出第三軌道的操作介面，簡稱第三軌道理論，這是本研究認為

較可行，是政策治理參與國際化活動的(第三軌道)策略。 

國際勞工組織(ILO)於日內瓦(2006.2.23)通過「海事勞工公約」；ILO186 公約，台

灣亦不能成為該公約締約國，同樣面臨港口國管制(PSC)的檢查，因為我國船舶無法提

出符合該公約規定的「證書」、「申報書」資料，這將是船員政策與國際公約接軌的另

一個政策治理參與國際化活動的(第三軌道)策略挑戰。 

 

 

 

 

3
石之瑜、黃競涓，〈我國第二軌道外交中的，國家-社會論述〉，《政治科學論叢》，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出版，1999，第十一期，頁 103-125。 



 

本論文研究流程如下圖：  

 

  

 

 

 

 
 

 

 

 

 

 

 

 

 

 

圖 1- 9：論文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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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以我國船員訓練政策與國際公約的發證標準為範圍，籌謀兩者結合，並參酌第二

軌道操作現象資料，突破船員執業訓練證照的港口國管制檢查 PSC適格檢查，因應國

際公約 STCW 78/95 船員執業證書修正案，在國際社會裡，就我國現職船員訓練發證

政策論證第三軌道操作。 

主要的研究範圍有七項： 

1. 國際海事組織(IMO)的國際公約  

2. 教育、訓練、考試政策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3. 教育、訓練、考試執行機構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4. 相關海運社團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5. 第三軌道介面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6. 港口國管制（PSC）的查核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查核船員證照。  

7. 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的港口國管制(PSC)政策 

本研究的實質內涵如下： 

1.聯合國海事組織(IMO)的國際公約： 

STCW 78   ：規範船員訓練發證的標準 

STCW 78/95：強化 STCW 78 的標準 

ISM Code   ：國際安全管理章程 

PSC        ：港口國管制 

 

 



 

2.有關船員教育、訓練、考試政策執行機關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關係： 

船員訓練政策主管機關交通部：航政司 

船員教育政策主管機關教育部：技職司高教司 

船員考試政策主管機關考選部：第四科 

3.有關船員教育、訓練、考試政策治理執行機構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NTOU)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NKIMT) 

中國海事商業專科學校 (CMCC) 

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CSTC) 

長榮海運公司船員訓練中心 (ESTC) 

4.相關海運社團對於船員訓練發證的政策治理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 

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中華海員總工會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5.挪威驗船機構的規範(DNV of Rule)對我國船員訓練及發證的影響： 

該機構的各類驗證標準，均由國際海事組織(IMO)認可，這是一項國際接軌的介面

精心工程，我國船員訓練相關品質認證及模擬訓練設施均由挪威 DNV辦理認證，持

續提供船員訓練 STCW國際公約專案諮詢顧問業務。 

6.第三軌道介面的產生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交集：        

經由非正式的與國際相關社團、國家接觸，承認我國船員證照等同白名單(Whit List)

的國家維持雙向友善關係： 



 

(1)巴拿馬共和國海事局 (Panama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2)加拿大 COMAR公司(中加海事合作)海事體系技術合作 

(3)馬紹爾群島共和國（The Marshall Islands） 

(4)英國 

(5)新加坡 

(6)香港 

(7)義大利 

(8)貝裏斯 

我國船員訓練發證均依 STCW 78/95國際公約相關規定，因此，基於船舶航行安全的

一般理念，在教育設施、師資、教材的品質質均經國際認證(挪威驗船協會 DNV/挪威

利恩威 Det Norske Veritas公司)，以這些條件，取得以上國家船員訓練發證合作默契，

承認我國船員的執業證照。 

7.港口國管制（PSC）的證照查核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查核船員執業證照。 

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PSC)制度，如同海上安全的一道安全網，扮演 

促進海事安全與保護海洋環境之重要角色，因為國際航運經營競爭激烈，部份 

航商為降低營運成本，以次標準及不符合國際航行安全規定之載具航行，港口國

管制(PSC)的國際公約主要目的就是查緝這些船舶，維護海上環境的永續經營。 

港口國管制(PSC)方式在執行上，可分為三類：單邊多規、單邊單規、多邊多規 

(1)傳統上係由各港口國政府依國際公約之規定逕行施行檢查與管制作業，也就

是所謂的「單邊施行多邊的規定 (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multilateral 

regulations)」﹔ 

(2)有些如美國、澳洲、加拿大等檢查與管制作業標準高於國際公約規定之國家，



則依其本國法規之規定對其境內之外籍船舶施行檢查與管制作業，也就是所

謂的「單邊施行單邊的規定(unilateral enforcement of unilateral regulations)」。 

(3)鑑於有關各單一國家於施行港口國管制之能力與效率等因素，在藉由備忘錄

的簽署之下，區域性、跨國性的港口國管制合作，乃應運而生，也就是 

所謂的「多邊施行多邊的規定 (multilateral enforcement of multilateral 

regulations)」。 

8.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的港口國管制政策 

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成立於 1915年，原隸屬於美國財政部，1967年改隸於運輸

部(DOT)，主要職掌為：海上執法(單邊單規) 。 

美國的港口國管制(PSC)作業是由海岸防衛隊來負責，美國並不屬於任何一個港

口國管制備忘錄的組織成員，只是以觀察員參與巴黎備忘錄與東京備忘錄，

美國海岸防衛隊是根據美國本國的法律規定來實施港口國管制，美國的港口

國管制由海岸防衛隊負責海洋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副司令來監督作業。自「911」

事件後，國土安全是政府全力投入的主要施政，在航運船舶安全檢查方面，

美國政府考慮到國際航線的船舶施行的狀況及港口保安等級，鎖定可疑目

標、檢查其履行相關國際公約的情形，較差的船旗國、船東以及船舶，必遭

留置或拒絕其進入境內。 

 
 
 
 
 
 
 
 
 
 
 
 



 
第四節 文獻回顧及相關法令 
 

為因應海上商業的盛行，避免航業運輸行為的糾紛，海峽兩岸在近年來積極參與國

際海運組織及對船員訓練發證政策的關注，但因政治立場與國家認同不盡相同，其中

衍生船員訓練發證政策法規的互異，但對於船員訓練發證政策的文獻可說是很少，因

為船員訓練發證政策係配合國際公約修訂時，另定，僅可從有限的文獻資料予以研究

分析。 

中國在 1992年以前並沒有〈海商法〉，但成立中國海商法協會，及遵行相關船員的
訓練發證國際公約，對實務面及法制面落實於無形，如 1990 年出版〈中國海商法年
刊〉，由中國海商法協會主辦，將有關海上經營的事項充分表達，1992 年通過〈海商
法〉，1993年 7月 1日生效，內含船員一章。 

我國，則在修訂〈海商法〉時，因為船員的職業是一種僱傭關係，將船員任用及權

利義務條款從〈海商法〉刪除，另訂〈船員法〉，並明確規定船員執業資格應符合國際

海事組織(IMO)的船員訓練發證 STCW 78/95國際公約規定。 

 

本論文研究重要相關文獻及法規： 

 
1.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STCW 78)：(如附錄一)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簽訂國際公約，本公約是第一份船員專業適任標準的操作公

約，將船員操船必須具備的知識及證明適格一般化，因為在海運界有次標準的船

及 FOC的船，不但影響航行安全，亦降低船員適格素質，國際海事組織 IMO必
須予以規範，經由港口國管理(PSC)的制度，強迫淘汰或退出航運市場。 

2. 〈海商法〉：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 1992年 11月 7日第 28次會議通過，由楊尚昆主席公
佈。本法係中國大陸最多條文的法律(278條)，從 1952年開始研擬，第三章規範船員
條件與船長的職責，並強調執業的適任需要。 

 
3. 〈船員法草案〉：交通部於 1994年制訂 
我國海商法係於 1929年公佈，基於國際海運興革及海洋法律思潮之變遷，將第三章
「船長」、第四章「海員」合併，另訂船員法。 

 
 
4. 〈1995年修訂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STCW 78/95) 
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修訂國際公約（STCW 78/95），本公約是強化原 STCW 78公約。 



 
5. 〈商船船員法草案〉：立法院交通、司法委員會議案關係文書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船員法草案、徐委員少萍等廿人擬具，由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於 1996年 12月 20日
編印。 
本草案是民意代表對船員法制定另提的版本，以別於航運界與行政院的版本。 

 
6. 〈海商法修正草案〉：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司法、交通、財政、經濟委員會報告」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1997年 3月 5 日印發。 
本文獻是立法院接受行政院審議海商法之法案。 
 

7. 〈船員法〉於 1999年 6月 23日總統華總一字自第八八○○一四二七二○號令公佈
實施。 
海商法於 1999.7.14公佈，刪除船員相關法條，船員法在原海商法船員篇失效前，於

1999.6.23完成立法程序，計八章九十三條，將 STCW 78/95國際公約納入法條。 
 

8. 〈港口國管制規定對我國海運發展與港埠管理之影響即因應對策〉： 
 1995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本文獻係完整敘述港口國管制(PSC)的現況，特別建議我國要加入地區性的港口 
國管制組織，但對於操作性訓練發證議題並無提列，如跨部會的 PSC組織，相 
關計畫及預算來源。 

 
9. 〈因應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其 1995年修正案之補充
作業規定〉：交通部於 2000年 12月 6日交航字第一二七七五號令頒。 
本文獻係交通部主管船員監理部門對於「排我」的國際大環境，所作「要通求 
變」解套的精心設計傑作，主要的目的是要達到 STCW 78/95公約「Accession」 
的文書，計有 83條，簡稱 2000/83作業規定，是一項務實的行政命令，作為 
接軌 IMO國際公約的介面。 
 

10. 〈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CW 1978 , as amended 1995〉 
Submitted by MOTC, Taipei, Taiwan September 2001 
本遞交文獻係參照國際海事組織(IMO)之指導文件格式製作，內容與 STCW 78公
約標準一致，主要宣示我國對國際公約 (Signature/Ratification/Acceptance 
/Approval/Accession)應有的權利及應盡的義務，強調台灣船員執業證照均遵照公
約標準訓練，有適任資格。 「All seafares who hold the certificates issued by Taiwan 
and serve on board of ship registered in Taiwan must possess the adopted competence 
certificates」。 

 
 



 
11. 〈交通部委託國內船員訓練機構辦理船員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作業規定〉： 
交通部於 2004年 2月 23日交行字第○九三○○○一九五三號令訂定，二月 一日生
效。 
本文獻是政府法規鬆綁的典範，將政策與民意結合，如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所敘，使

f(X) = g(Y)，屬於「政策正當、民意有利」的政策論證，打破傳統的專門執業證照
一定要經過考試部門的筆試，才能取得證書。 
 

12.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規則〉，交通部，2004.1.7修訂。 
本文獻是船員考試制度革命性的改革，兼具五權憲法考試權與國際公約的堅持。

船員適任證照的認定並不一定僅經由筆試確認。 
 

13. 〈船舶設籍對航商船員成本之影響〉，馮正民，鍾政棋，袁劍雲，《運輸計畫季刊》  
第三十一卷第三期。 

本文明確分析國籍船舶(ROC)與權宜籍（FOC）船舶的船員成本差額，該文獻以實
際的船員雇用差額證明航商船舶設籍的誘因，如遠洋不定期船船員雇用費用為

例，國籍船舶(ROC)年成本為 594,636美元，權宜籍（FOC）年成本為 246,900美
元，國輪較權宜輪每年多付 347,736美元。 

 
14. 〈我國散裝船舶設籍關鍵影響因素之分析〉，黃承傳、鍾政棋，《運輸計劃季刊》 

第三十四卷第一期。 
本文明確說明船舶設籍的主要考量為經營成本因素，其中以船員成本是一重要出

籍關鍵，對於船員政策提出許多具體可行的操作建議，是制定政策的重要參考資

料及政策論證的因子。 
15.〈CANADA-TAIWAN,Maritime system technology program〉,project #2,port state  

control regume,COMAR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2001.10 
本文獻係由 COMART國際公司與交通部訂定的備忘錄，在港口國管制方面，建議
與加拿大交通部簽訂合作協議，取得該國港口國管制的套裝軟體，直接相容於船

舶檢查資料系統及東京備忘錄港口國管制之群組，該案發展成功後，將間接促成

我國船員證照的國際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