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國際公約 STCW 78/95與現職船員訓練認證的謀合 

 
第 一 節   聯合國與國際海事組織(UN & IMO) 簡介 

 
國際組織是一種跨國界的、多目標的多國組成機構，凡是兩個以上的國家，其政

府或人民團體、個人，為促進國際間合作之目的，以一定的協議或形式創設之機構，

稱為國際組織。實體上，國際組織有政府組織（IGO）、非政府組織（NGO）與跨國公
司。聯合國是一個國際組織，依據《世界知識年鑑》1994年版，會員國總數為 184個
(亞洲 38/非洲 53/拉丁美洲 33/東歐 27/西歐/22北美 11)，我國於 1971年退出聯合國，
國際組織幾乎全面排除我國會籍，近年來，政府推展國際化、全球化的施政理念，參

加國際組織與活動是全國的共同期望。 
依據聯合國大會 1991年 12月 20日通過的第 46/221號決議，各會員國對於聯合

國的經費必須攤派，承擔會費比例，以美國最高為 25%，2005年美國分攤聯合國常態
預算約 4億 3,960 萬美元，但美國眾議院通過 2006年將刪 2,200萬美元。日本為
12.45%，義大利為 4.29%，德國為 8.93%，法國 6%，加拿大 3.11%，中國大陸 0.77%，
這是會員國的應盡的義務。聯合國的國際組織經費支出成長迅速，如 1946年為 1,939
萬美元，1972年達 2.13億美元，1978年 24.32億美元。                  
聯合國憲章（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於 1945年通過計有 19 章 111條： 

依據該憲章第三章第七條，設有六個主要機構： 
 

1. 大會（General Assembly）、 
 
2. 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 

 
3. 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4. 託管理事會（Trusteeship Council）、 

 
5. 國際法院（Inter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6. 秘書處 (Secretariat) 

 
 

 
 
 
 



主管聯合國國際海事的 IMO，其與聯合國的關係如圖 2-1 
 

 
 
      
 
 
  

 
        ------------------------------------------------------------------------------- 

 
 

 
 

圖 2-1 國際海事組織與聯合國(UN)的組織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聯合國大會由全體會員國組成，每一會員國出席大會的代表限為五人，每一會員國

僅有一投票權，聯合國會員可分為三類：完全會員、准會員(associate)、部分會員。完
全會員可以參與國際組織的所有活動並具有完全的權利與義務，准會員(associate)或聯
繫會員可以參與國際組織的有關活動並不具有完全的權利與義務，亦無表決權，部分

會員指參加國際組織的部分活動。 
  我國船員證照，中國大陸宣稱同意比照香港模式，以准會員(associate)的規定執行，
但有損國格及不符國家獨立自主利益。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的誕生，係聯合國於 1948年 3

月 6日在日內瓦召開海事會議，設立 Inter-governmental Maritime Consultative 
Organization ，於 1982年更名為國際海事組織（IMO），會址設在英國倫敦，創設宗旨︰
促進各國對國際航運事業的合作、促使各國政府採取最高標準的海事安全設施及航運

設備、消除國際航運差別待遇及非必要的限制、對於航運界採行互惠公平的措施。 
國際海事組織（IMO）的主要機構： 
大會  ：為決策機構，每兩年開一次會。 
理事會：為結盟締約事宜討論 
委員會：係依專業性質分工小組 

海事安全委員會（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IMO全體會員均為成員。 
海事環境保護委員會（Maritime Enviro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法律委員會（Legal Committee） 
技術合作委員會（Technic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秘書長：由理事會任命，處理會務及公約，籌開會員大會     
 

聯合國大會

安理會 經濟、社會理事會
託管理事會 國際法院 秘書處 

國際勞工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

IMO 

世界氣象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IMO)在海上安全方面發布較重要的國際公約有： 
 
1.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SOLA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2.國際公約船舶載重線 ( LL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0n Load Line 1966 
 
3.統一船舶噸位丈量國際公約 (UT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Uniform of Tonnage Measurementof Ships 1969 
 
4.海上避碰規則國際公約 (RC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Reverting Collision at Sea 1972 
 
5.國際海事衛星組織公約 ( INMARSAT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0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1976 

 
6.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STCW 78 ) 
Convention 0n Standard of Traiing，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s，1778 
 
7海上搜索與救助國際公約 (MSR) 

197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8.國際安全管理規章 (ISM Code)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ment Code 
 
公海(The High Seas) 自由原則是一項公認的理念 (1982年聯合國海洋公約第 87條) ，
因此，國際組織基於該理念及原則，必定會陸續制定周延的國際公約，以維護海上人

命財產的安全與海洋資源的永續經營，以上僅是對於實施港口國管制時，有關船員訓

練證照查驗基本的公約項目。 
 

 
 
 
 
 

 
 



第 二 節  國際公約 STCW 概要 

 
從 DAMA, Databank to Safeguard Maritime Operations years 1981-1996資料說明： 
以 4,000個海事意外事故之原因分析統計結果顯示， 
一般原因中有 

 
23 %為技術因素， 

 
77 %則為人為因素。 

 
在操船的海事意外事故人為因素中， 
 

38 %是能力與適性因素， 
24 %為程序與工作條件之因素，  
38 %就是組織上的因素。 
 

而其中的程序與工作條件以及組織等因素則與管理有極大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因為

管理所造成的人為因素就佔了 76 %，而其中又有近 50 %與岸上公司的船員管理有關，
姑且不論此因素的精確度為何，此亦說明了船務公司船員的訓練管理與對於船舶的事

故有重大的影響。 

船員適格認證訓練是船舶航行安全的保障，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訓練水

準不一，為維持操船技術的最低標準，因此，國際海事組織（IMO）1978年 7月 7日
于英國倫敦舉辦專案會議，對於船員訓練發證之規範，正式定案為：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1978
（hereafter called STCW 78），並依聯合國憲章第 102條： 
「本憲章生效後，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及國際協定應盡速在秘書

處登記，並由秘書處公佈之。 
當事國對於未經依本條第一項規定之條約及國際協定，不得向聯合國任何機關援

引之」。 
將公約全文送聯合國秘書長登記公佈，該公約於 1984年 4月 28日全面生效，公

約的精義在海上人命財產之安全及海上環保，該公約開宗明義的宣示“ To promote 
safety of life and property at sea and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 
公約主要的內容有：本文計十七條及附錄六章， 
其附錄是操作性的規定，對於操船的主要適格訓練條件均詳細條列，是船員政策的重

要依循文件。內容如下： 
 
 



 
Annex            Regulations 

---------------------------------------------------------------------------------------- 
Chapter Ⅰ    General provisions               通則 
Chapter Ⅱ    Master deck department           船長  
Chapter Ⅲ    Engine department               輪機 
Chapter Ⅳ    Radio department                無線電通訊 
Chapter Ⅴ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ankers    液貨船特別規定 
Chapter Ⅵ    Proficiency in survival craft        救生筏`熟悉訓練 

 
我國船員訓練發證證書之效力如要國際認同，必須依據本公約的第四條規定，將我國

船訓相關文件、資料送達國際海事組織(IMO)的機關，該規定如下： 
資料之遞送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1.各締約國在實際可行範圍內，應盡速將下列資料提送 IMO秘書長： 
(1) 就本公約範圍內之法律、法令、命令、規則及文件； 
(2) 每一研習課程內容及研習期間之細節，依據本公約簽發之證書所須知國家
考試及其他規定； 

(3) 依據本公約簽發證書之足夠樣本。 
2.秘書長應將依據前項第(1)款所收到之資料分送全體締約國，尤其為達成本公約
第九條及第十條之目的，應徇締約國之請，將依前項第(2)款及第(3)款所收到之資
料提供各締約國。 
本條詳述締約資料遞送的方式，因為我國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亦未是該公約的簽約

國，這是我國在國際社會活動的盲點，亦是該國際公約(STCW 78/95)公共政策因予的
著力點。 
本公約的主要目的是藉標準的訓練規則，確認船上服務之航海人員具有適當資格及

執業能力，並確保海上人命及財產的安全並維護海上環境。 
針對人因關係與航安的關聯性，國際海事組織(IMO)發布 1978年航海人員訓練、

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附錄之 1995年修正案，強化船員訓練及其適任性評估，將原
STCW 78國際公約附錄修正為： 
決議案一「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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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案二「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章程 STCW Code之採納」，為 A篇與 B篇 

A 篇為 STCW國際公約附錄之強制性標準， 
B 篇為 STCW國際公約附錄之建議準則。 

本公約 A篇必須強制全面實施，其項目係最低評估標準，訓練發證內容必須完全符合，
是港口國管制檢查的重要項目。 
適任證書之能力以操船功能分為： 
 
 



a.操船功能七專長 seven functions ： 
 

1. 航海           navigation  
2. 貨物作業與儲存 cargo handing andstowage  
3. 船舶操控與管理 controll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ship and care for persons on board 
4.輪機工程       marine engineering 
5.機電控制工程  electrical，electronic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6.保養及維修     maintenance and repair 
7.無線電通信     radiocommunications 
 

b.航行責任三層級 three level responsibility： 
 

1. 管理級         management level 
2. 操作級         operational level 
3. 助理級         support level 
 
我國〈海商法〉於 1999年 7月 27日修正，將有關船員之權利義務規定刪除，並

於 1999年 6月 23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8800142720號令公佈〈船員法〉計 93條，
開宗明義，制定船員法係要加強船員培訓，相關船員訓練規定條文如下： 
第 6條：船員資格應符合一九七八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規

定，其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 89條：本法未規定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交通部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或協定

及其附約所訂規則、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採用發佈施行。 
因此，雖然我國不是國際海事組織(IMO)之會員，對於國際公約均轉軌為實際的應

用法規及教育訓練政策，如交通部航政司船員科 27項職掌中，第一項就是：船員國際
公約之認可與施行。證明船員事務的國際化，並已確實執行，善盡航運安全監督的責

任。 
一般人對於國家編列預算主導航運公司訓練船員，很難理解，但從宏觀面探討，

將訓練視為國家基礎建設，就如教育部編列預算辦理高等及職業教育，學生畢業後，

投入職場。交通部主管全國陸、海、空之交通運輸業務，責無旁貸，航政司船員科 27
項職掌中，第五項就是：船員訓練計畫之研擬及訓練成果之檢討與改進。依船員認證

程度不同，可分為甲級船員與乙級船員，大專院校航海輪機科系畢業，通過考試院專

門技術人員資格考試，檢附相關資料申請職業證照經交通部審批後，核給之執業證書，

稱之為甲級船員，如船長、輪機長。除此之外，均為乙級船員，如銅匠。交通部對於 
船員訓練，每年均遵照船員法、國際公約與船員訓練政策及國家考試制度，在有限的

預算額度內，完成船員的各項訓練，以符合公約安全執業的最低標準，這是船員政策

與公共治理的接軌。 
回顧我國政府有關現職船員訓練預算編製的狀況，由於預算法於 1998.10.29修 



訂，配合該法第 12條及第 99條規定，八十九會計年度預算執行期間為 18個月，現職
船員訓練預算編列 24,275千元，八十八會計年度預算編列 20,782千元，因此九十會計
年度之現職船員訓練概算原係參考前列數額編列，且在交通部概算審查也達成協議，在

院頒概算額度內，依原計畫調整編列，但其他相關單位及層峰尚未察覺事態嚴重性，經

交通部航政司業務主管(船員科)緊急備妥說帖資料，四處說明現職船員訓練預算之必要
性，如未適時編列對船員、對國家會有嚴重影響，最初計畫書資料的金額約為 11億元，
理想是動用第二預備金，預算一次核編足額，經行政院主計處於 2000年 1月 27日書面
意見： 
「本案設備之購置及現職船員之專業訓練等需經費 11.86億元，擬依預算法第 70條規

定動支第二預備金支應一節，鑒於本八十九會計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依據

預算法第 22條係由行政院編列）已所賸不多，且尚需因應未來臨時、重大政事需要，
無法支應本案所需。又查本計劃係屬重要行政計劃之範圍，本案如經檢討仍有辦理之必

要，請交通部依院頒：〈行政院重要行政計劃先期作業實施要點〉，規定將具體實施計劃

報核，所需經費並在行政院核定交通部主管各年度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檢討編列概算

後，循預算程序報核，不宜動支第二預備金支應。」 
為考量政府整體財政因素，幾經折衝、協商後，以新台幣 4億元核定編列，該項預算
爭取實在不易，(當時，預算的行政作業及立法程序持續協商進行中)，它在立法院審議
過程及實際執行時，亦困難重重，尚須考量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與採購作業，尚存有許

多不確定變數(如預算額度專案折減、通案打折、計畫保留)。 
九十會計年度(2001.1.1~2001.12.31) 現職船員訓練概算計編列 469,977千元, 
主要計畫及預算內容有： 

1.委託辦理 STCW78/95國際公約規定的故項專業訓練, 
2.對北區船員專業訓練中心進行適任性評估,其中委辦費計列 107,275千元(委
託國際認證機構對我國各船員專業訓練機構進行評鑑及適任性評估,協助
我國遞送 IMO 相關資料 25,000,000元,委辦訓練費$81,276,000元,我國證
書國外認證費$1,000,000) 。 

3.購置 STCW78/95國際公約強制性最低要求標準之訓練設備(如模擬機、 
實習工場)$362,500,000元。 

九十一會計年度(2002.1.1~2002.12.31)編列 35,863千元 
九十二會計年度(2003.1.1~2003.12.31)編列 33,727千元 
九十三會計年度(2004.1.1~2004.12.31)編列 43,652千元 
九十四會計年度(2005.1.1~2005.12.31)編列 38,010千元 
預算支出主要項目委託辦理船員專業訓練、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 

這些都是為符合 STCW78/95國際公約並配合船員政策具體計畫作為，從以上五個年度
的預算資料分析船員政策與船員治理，可以得知：2001年是關鍵的一年，政府投入相
當的預算資源(預算編列 4.69億元)，配合 STCW 78/95國際公約修正案的實施，維護國
籍船員訓練證書的執業證照效力，在產、官、學、研各界，投入的人力，符合政策函數

與民意函數一致，達到公共政策結合公共治理 f(x) = g(y) 之施政目標。 



 
第 三 節   我國現職船員訓練特性與執業特性 
 
航運市場特性及船員職業的流動性與現職船員訓練的關聯，航運市場是一種輻射性

的相關供需市場，並不是單一最終的需求消費，而是以船、貨為中心，衍生出的運輸

服務行業，當然，岸上的航運市場係由船務代理業為主，海上的航運市場係由船舶操

作為主﹙船舶與船員﹚，它是將點的航運市場連接成面的航運市場關鍵作為，其主體

有載具、航線、船員。 
載具是重要的投資計畫，依船舶法及船舶登記法之規定事項，船舶是不動產，經營

管理必須船舶設籍，有關船籍費用，依據船舶法，國輪必須接受中華民國航政機關之

檢驗，交通部依法委託中國驗船協會( China Corporation Register of Shipping)檢驗，因
此，國輪應有中華民國船級(CR Class)，但 CR的角色並非國際驗船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Classification Society. IACS)之會員，中華民國船級證書在國際上不為保
險業界承認，迫使船東需另謀船籍證書，具備雙重船級(Dual Class)，才能取得船舶經
營上的保險權益。STCW 78/95國際公約訓練發證的港口國管制(PSC)檢查，對我國船
員執業上，亦有同樣的窘境，遇港口國管制檢查，我國船員沒有國際公約承認的適格

證書，除扣船外，將航商將列入港口國管制(PSC)檢查的黑名單，並衍生航運業的危機。 
深入探討航運市場經營及船員職場方面，誠如經濟生產的五要素：土地、資本、勞

力、企業、市場。航運事業的經濟三要素：船員、船舶所有權、船舶管理。 
船員是航運永續經營的夥伴及操控船貨安全的主體，而船舶管理以船員執業適格能

力為主，基於其執業是國際性的，其執業必須要具有特定的操船適格標準，進出職場

有一定的限制及條件，即進入困難又轉業不易，較屬於寡占市場的職業特性，在航運

市場內，船員又是整體營運的核心價值所在。 
船員職場概況，目前我國持有有效船員執業或適任證書之國籍船員人數計有 16,117
人（2005年 5月），甲級船員 9,492，乙級船員 6,625，其中受僱於外國船舶運送業計
有 3,276人，為避免我國船員於國際港港口國管制(PSC)之檢查，遭到杯葛，依據 IMO
的國際公約必須於 2002年 2月 1日前完成所有規定之強制性訓練，核發符合
STCW78/95國際公約規定之證書，否則影響我國船員執業及工作權。我國配合公約規
定，經跨部會協商，全面修訂船員教育、訓練、考試、發證專門執業證書發證作業，

自 2004年起，考選部辦理一、二等船副及管輪專門執業航海人員特種考試，其他各
級船員資格由交通部依據 STCW 78/95國際公約標準辦理，如適任性評估﹑岸上晉升

訓練等。 
 
 
為使我國船員證照符合國際公約的最低標準，宣示對 IMO國際公約的認可，由政
府編列預算，依據國際公約的要求，積極全面辦理船員適格訓練，詳細分工如下。 

 
 



 
a. 辦理岸上晉升訓練機構，經交通部考評其師資、設備、教學特性，有： 
    訓練機構                訓練專長內容 

-------------------------------------------------------------------------------------------------- 
台灣海洋大學            一等船長、二等船長、一等大管輪、二等大管輪 
高雄海洋科大            一等輪機長、二等輪機長、一等大副、二等大副 
中國海事專校            三等船長、三等船副 
中華航業人員訓練中心    三等輪機長、三等管輪 
--------------------------------------------------------------------------------------------------- 

b. 辦理船員適任性評估機構： 
中華海員總工會 

交通部航政司主管船員訓練發證，負責政策面監理，對於事務執行面，均委由教育機

構或相關航運團體辦理。(中國交通部設有科技教育司、國際合作司、綜合規劃司、交
通部海事局、交通部大連海事大學等等單位，船員教育訓練計劃可納入) 
 

航海輪機人員教育、考試、訓練執業資格適任流程 
  

 
 

圖 2-2： 航海人員資格取得、職務晉升之發證流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1.海事院校教育： 
畢業證書、航海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2.甲級航海人員訓練： 
訓練結業證書、航海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3.航海人員職務岸上晉升訓練及適任性評估測驗：
訓練結業證書 

船上在職訓練： 
船上訓練紀錄簿 

實習經歷證明文件： 

船副需具六個月、管輪需具三個月 

發 給 適 任 證 書 

 



 
輪機人員執業專業等級晉升流程 

 
 
 
 
 
 
 
 
 
 

 
 
 
 

 
 

 
 
附註:              考試             船上訓練、適任性評估、晉升訓練及測驗 
 
 

圖 2-3輪機人員職務晉升示意流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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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人員執業專業等級晉升流程 

 
 
 
 
 
 
 
 
 
 

 
 

 
 
 
 

 
 
附註:              考試             船上訓練、適任性評估、晉升訓練及測驗 

圖 2-4 航海職務晉升示意流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船長公會 

 
 

船員的核心價值就是穿梭於海洋，將陸地連結。地球大部分是海洋，板塊之間連繫，

運輸方式是以海運為主，無論是縮短人際關係或加值各類資源之經濟效用，就是藉船

員的船藝操控船舶，完成貨暢其流的經濟本質使命。相對的，海上的操船與海象的變

幻無測，風險無限，海事案件的肇因，主要是人為疏忽、失常的操作因素，其中又以

船員訓練的品質因各國經濟環境與教育素質未能達到一般的標準較嚴重，國際海事組

織通過的 STCW 78國際公約有初步的訓練管理架構，但對於海事監理主管及教育訓練
主管之訓練發證證品質並未予以認證，再加上船舶自動化、大型化，為保障航行安全，

對於船員的執業基本能力，應強制要求標準化，於是強化 STCW 78國際公約的要求，
通稱 STCW 78/95國際公約修正，使船員訓練發證當值公約更完美，該公約（STCW 
78/95）與 ISM Code 與 SOLAS是維護海上航行安全、海上環境及港口國管制（PSC）
檢查三項最重要的國際海事安全國際公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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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船員訓練發證政策與國際公約的一致 

 
政策是政府施政的方向，簡略分為基本政策與特別（專案）政策，基本政策是國

家生存發展的依據，如國防政策、外交政策，特別（專案）政策是針對特殊利益而形

成的施政，有其限制因素。交通政策是基本政策，其施政目標是安全、便利、服務、

發展，航政政策是特別（專案）政策，政策標的在港務、船舶、航務、氣象、空運、

船員、海事等範圍，其中，船員的監理及其相關的國際事務便形成船員政策，它屬於

特別（專案）政策，船員是國際性的職業，其專業素質良窳，事關船貨的航行安全，

及海洋環境的維護，更涉國家的主權（本國船員任用及外國船員的雇用），這些因素又

必須符合國際公約的規定，所以對於現職船員訓練、證照的施政-船員政策由交通部航
政司主導，逐年編列預算，落實船員政策。為符合 STCW78/95國際公約規定，及達到
該公約強制性要求標準，俾使我國船員證書能通過 PSC檢查，因我國非聯合國 IMO 的
會員，如何使船員證照的簽發之船員政策與國際公約的接軌，是一項國際事務衍生的

內政政策問題，交通部航政司的船員政策就是要達到船員證照在國際上的有效，為完

成此一政策，航政司於 2000年委由中央信託局辦理召開國際標顧問服務採購標，以
1,000萬元預算委託國際知名 IMO公約驗證機構，依據 STCW78/95國際公約規定，建
立一套有關船員「適任證書」執行之法規、課程、師資、教材及相關模擬訓練軟體設

備購建標準，並對現行訓練制度與系統提出建議及完成 STCW78/95國際公約品質認證
標準制度之措施，使國內船員訓練發證政策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一致，這是開
啟中華民國船員訓練發證並符合國際公約的第三軌道的一項重要的關鍵措施。 
中央信託局於 2000年 11月 18日公開招標，投標廠商資格：具有國際認證能力，

並有執行及核發 IMO相關國際公約證書資格者，且有接受列入白名單(white list)國家
之授權，可代為認證 STCW78/95國際公約規定之教育與訓練課程。必須在期限內（簽
約後半年）完成四大輔導工作： 
 

1.課程標準 
2.法規制度 
3.師資培訓 
4.品質認證（QSS） 

 
投標廠商計有 

1.美商 ABS GROUP INC.  
2.英商勞氏(Lloyd of Register)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DNV) 

經專案評選委員依據評比項目評審，由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獲

得辦理資格。 
 



 
挪威商立恩威驗證股份有限公司(DET NORSKE VERITAS) 於 1864年在挪威成立，
是一獨立自主的機構，宗旨是保護生命財產與及自然環境，DNV於全球 100個國家中
設立了超過 300個辦事處，而員工數目已超過 5,800人，DNV是以科技知識及經驗為
服務基礎，主旨為保護生命和財產，也為保護大自然環境而效力，竭盡所能為客戶管

理風險，而世界各地的辦事處為機構造就一個靈活高效率的服務網路。在臺北和高雄

兩地 DNV都設了辦事處，在大中華地區包括大陸、香港、台灣已有員工 285人，其中
不乏專業驗船師、工程師和稽核員，為不同行業提供各種服務，包括：船舶入級和認

證、產品及管理系統驗證、以及科技服務等。DNV 於 2003年，已被授權成為一獨立
自主的認證機構，可代表美國海岸防衛隊執行事務，也是第一間非美國船級社與美國

海岸防衛隊簽訂的〈交流依從計劃(Alternate Compliance Program；ACP)〉，對於獲得美
國海岸防衛隊的委任，ACP是十分有意義的委託安排，對 DNV來說，就是被授權簽
發一廣泛系列的國際協定證書，也反映了 DNV在計劃複核和檢驗能力上達到肯定的專
業水平。而事實上，自 2000年夏季，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已允許 DNV代表他們簽
發大部份的法定證書; 從此，DNV一直鍥而不捨地強化檢驗和認證的專業工作，成為
自主的認證機構(autonomous certification body)。DNV挪威總部的海事業務總裁Mr Tor 
Svensen針對 ACP發表感言稱︰ 
「大家都知道美國海岸防衛隊對海上安全及船級社的要求很高。 因此，能成為第一
間非美國船級社獲此授權，DNV感到驕傲。」 

 DNV在美國紐約設立首間辦事處, 到現在已擴展到 30個分處，遍佈於南北美洲。
對於懸掛美國旗幟之船艦，DNV能簽發所有根據 ACP協約之證書：如 SOLAS 安全
儀器及 SOLAS 安全建築，MARPOL，國際負載線 International Load Line，船舶國際
噸位 International Tonnage及國際安全管理 ISM等證書。當獲委任 ACP之後，DNV會
負責懸掛美國旗幟之船艦整體的複核及檢驗，無論船隻在美國或其他國家。協約中包

含了貨輪，油輪及客輪。這項新協議將會為 DNV打開在美國市場很多新商機，如有關
新建船舶及轉換船級等等。DNV是重視質與量的船級社，肯定能為美國船東及船廠效
勞，特別是在海上安全事宜方面，必能為他們帶來超值的服務。由於 DNV特殊角色的 
介入，使我國 STCW78/95國際公約發證政策展現榮景，同樣的，DNV獲得辦理我國
相關船員認證業務，商機無限，如 2002年 5月 1 日至 2002年 12月 15 日與中華民國
交通部簽訂：中華民國持續符合 STCW公約案，針對國內海事機構品質標準系統之審
核、海事模擬機系統之認證及持續提供 STCW國際公約專案諮詢務，該案合約金額 
12,000,000元，陸續的相關 STCW78/95國際公約發證顧問案，均由該公司辦理，這是
我國船員證照第三軌道之政策治理的重要契機。 
 
 
 
 
 



第 五 節   國籍船員訓練證書與國際公約 STCW 78/95的接軌 

 
船舶大型化、自動化、貨櫃化、全球化，對於操船技能必須保持相當水準，因此，在

政策上分為三項，由三個部門執行，即教育部、交通部、考選部。而教育、訓練與證照

考試是三個系統，教育是基礎，範圍要寬要廣，訓練是實用，範圍要專要精，教育落實，

訓練才能踏實，兩者必須接軌，為用而教，有用才訓，教訓合一，主要目的是提升船員

人力資源質量，以上是屬行政系統，另外，執業證照是考試系統，列為五權憲法的考試

權，操船界定為專門技術職業，須要經國家認證，要由考試院考試發證，核發執照。 
國際海事組織(IMO)為維護船舶航行安全，強化 STCW78/95國際公約的實質執業內
容，並統一訓練品質，對於符合最低適任標準之訓練，頒發證書，並接受港口國管制官

員(PSCO)的檢查。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正式活動的空間有限，但在實質上，
國內無論教育制度、師資素質、教材編輯、職業訓練、考試證照等均在該 STCW78/95
國際公約水準以上，政府對技職教育體系的投資目的就是充實就業市場的人力，並即教

即用，而交通部船員政策的主管部門對現職船員訓練的投資目的亦是充實就業市場的人

力，並即訓即用；兩者在就業市場上均有相同的使命感！因此發生競合現象，但對於船

員發證效力，受政治面的因素影響，亦有瓶頸的發生，尤其對 STCW78/95國際公約的
認知，教育、訓練與產業界各有各的意見，可是船員訓練證照係由交通部航政司主管，

教育課程由教育部主管，專業考試由考試院負責(如附錄二)，三頭馬車的操控(教育、考
試、監理)，使船員證照更複雜。 
    經查STCW78/95國際公約的規則 I/10 「證書認可」乙節明確規定︰certificates issued 
by or under the authority of a non-party shall not be recognized。我國不是國際海事組織
(IMO) 之會員國，同時亦不是 STCW78/95國際公約之締約國，在履行公約時，無法列
入白名單(White List)之列。白名單的設計意義就如 ISO 9000 及 ISM Code，其產生過程
係由國際海事組織從一個國家遞送之符合認可文件，證明該國完全採取公約的內容施訓

及發證，並經 IMO專家團評審合格後，才能列入白名單，1998年 8月僅有 82個國家送
件，因此，我國白名單將無由批准。依 STCW78/95國際公約的規定 2001/2/1生效以後，
我國所簽發的船員證照將面臨無效的危機，中華民國船員將無照執業，將遭港口國管制

官員(PSCO)扣船的風險，船員也不能在國籍船上工作，這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問題，但船
舶航行、人命財產安全、及海洋環保是全世界的責任，於是 STCW78/95國際公約附錄，
對強制性要求標準訓練證書認可，採取開放性的許可制度，即對於非締約國所簽發之證

書雖不予承認，但不應構成妨礙締約國在非締約國授權下簽發本國之證照，不過須符合

STCW78/95國際公約強制性海勤、教育、訓練、適任性之最低標準要求為限（section 
A-I/10-1），「換發證照」及附簽，就是我國第三軌道理論或第三走廊理論的策略。 

為使我國船員能在國際港口通過港口國管制(PSC)的查核，保障船員執業證書的效
力，具體對策，從兩岸政治生態與經濟現實面兩構面切入，因為兩岸政治意識形態無

交集，任何單方面運作均無效，在實務面發展符合政治的停格與現實環境有交集的方 
案，以光譜分類（Spectrum Classification）的原理，政治面的從右與從左均應務實匯流



向中-第三軌道，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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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軌道策略               第三軌道策略             第二軌道策略 

圖 2-5我國船員證照簽發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第三軌道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所敘走廊是引用運輸學原理，有關藉資訊傳達及通路獲取時間與空間效益的手

段。軌道外交是引用國際外交互動的方式，第一軌道外交係屬正式外交，第二軌道外

交（second-track diplomacy）係屬非正式外交互動的方式，我國因國際外交環境特殊，
兩岸事務關係複雜，本論文研究出第三軌道的治理機制。 

 

 

 

 

 

 
 
 
 
 
 

承認中華民國主權

獨立 
配合公約取得國際認同 一國兩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