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船員訓練發證政策與國際公約接軌理論 
第 一 節   船員訓練發證的論證要素、論證模式與國際公約 

 
  航政政策與公共治理的執行，政策與行政的一致，是施政的理想，政策領先，而行
政落後是貧富、知識有差距的社會，政策落後，行政領先，是一個政治不穩定的社會；

除政策與行政的一致，沒有落差外，其餘都有執行落差存在。航政政策與公共行政執

行的介質是預算，有政策沒預算，也不能執行公共行政，或預算額度不能滿足政策規

模，相反的，有完善的公共行政執行計畫，及足夠的預算，但欠缺妥適的航政政策，

如 STCW78/95國際公約的航政政策，我們的相關措施就沒有妥適的配合。 
    船員政策的主要文獻或計劃均明示於相關的交通法規內，因為船員執業的特性是
屬國際性的職業，是內政衍生的外交事務，因此，相關行為準則必須與國際公約規範

一致，國內政策必須與國際公約接軌，國內主要船員政策之法規如下： 
 
〈航業法〉 
第 13條： 
交通部為促進航業發展，得聘請有關代表及專家、學者，設立航業發展委員會，

就下列事項審議之： 
船舶營運之分析、規劃及有關之獎助措施。 
航線開闢及調整。 
航業合作。 
船員培訓及雇用。 
協助船舶購建之資金籌措級獎助國內造船事宜。 
其他有關之獎助措施。 
第 30條： 
交通部為適應行業需要，應分年訂定船員培訓計畫，設立船員訓練機構，訓練船

員。船員訓練機構之組織規程，由交通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船員法〉 
第 6條(船員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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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條(職業訓練)： 
交通部為培養海運技術人才提高船員工作技能促進國民就業應設立或輔導設立船

員職訓中心或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實施船員之職前與在職進修之訓練。 
船員職業訓練所需之經費由交通部編列預算支應。 

 
 



交通部因應 STCW78/95國際公約的航政政策是很明確，但因為行政機關制度、人事的
更迭，使公共治理執行的認知斷層，於是有公共治理執行的落差發生。影響船員個人

權益，大者使國家航業面臨邊緣化，從業人員生計困頓。為了強化公共治理執行的能

力，首先要計畫前瞻化、資料資訊化、組織功能化、管理科學化、職責明確化，各級

承辦人員對航政政策要有整體觀念與團隊合作精神，不但要內部同質的協調，外部(海
事技職教育、專門職業考試制度)垂直的整合，另外要有國際化的思維。 
   通常執行落差的類別有時間性、配合性、技術性、綜合性等，交通部與 STCW78/95
國際公約執行係屬時間性的落差，一般有關國際海事公約，從發布生效到實施，均有

一段緩衝時間(本公約 1997/2/1生效--2002/2/1強制實施，其中 A篇為強制性最低要求
標準 )，如果航政政策與公共治理執行互相配合，許多因應措施應該配合完成，並皆
可符合公約的要求標準，但因政策與公治理執行的落差( 計畫與預算的斷層)，現在無
所適從，船東、船員、航商、教育機構、考試機構、訓練機構﹑工會等組織因為缺乏

共同的治理措施，無法建立共識，遂各有所思，本位主義為主，步調不一，內耗了優

勢的資源及作業時間。 
政策績效(Policy Performance)是指政策藉公共治理的執行，使政策產出，達成政策

目標的程度，它是政策論證(policy argument)的主要討論議題，而航政政策的
STCW78/95政策績效，初期由於沒有著力點，尚在虛無飄渺間，經過我們努力的結果，
期使 STCW 78/95評定政策論證時，呈現滿的政策績效。 
政策論證是公共治理的檢查，政策論政的結構有五大要素組成： 

1.政策主張（policy claim）：爭辯的立場，經過論證過程而得結論。 
2.事實資料（data）：與政策議題相關的資訊，如口頭陳述。。 
3.立論理由（warrant）：完成政策主張的支撐。 
4.反證（rebuttal）：不同立場的主張，是論證的主要變數。 
5.額外立論理由（backing）：是間接的佐證事項。 

政策論證的五大因素與我國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結合，我國船員訓練發證的政策
主張是「符合公約的規定並可達到港口國管制的檢查標準」，具體明確，相關教育、訓

練、考試機關均將 STCW 78/95的規定納入公共治理的範疇，這是事實資料；中華民
國的船隊及貨噸在世界航運市場有其競爭地位，船員的素質及管理制度、教育體制亦

是水平以上，船員政策必須維護證照的有效性，這是充分的立論理由；中國大陸是船

員的輸出國，台灣的船員證照，中國大陸當然要負責簽發，情理法均無爭議，這是意

識型態的反證；在政治性議題以外的事務，IMO的友善回應，屬額外立論理由。 
 

1.政策主張：凡持有台灣發給之船員證書船員，皆有適任 STCW78/95之能力 
2.事實資料：我們的船員訓練均依公約標準實施 
3.立論理由：師資教材設備均經過驗證，法規、制度的配合遵行 
4.反證    ：港口國管制(PSC)的考驗，國際驗船機構 DNV的查核 
5.回饋    ：白名單(White List )的效果，交通部主動的整合國內外機制作為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主旨與我國船員訓練主張一致，以航安為主軸，我國船員
符合規定的執業是事實，因為國際政治環境的困擾，必務實的突破不對等的政治活動

限制，依據理論建立有利的船員生存環境，協商反證的因素及異議，回饋﹙額外立論

理由﹚，奠定我國船員訓練發證應有的公共治理。杜明(Toulmin)將傳統的「三段式論證」
﹙syllogism﹚增加政策背景、政策反駁、政策論據，成為完美的六段論證模式，任何
事件都有正反兩面思考邏輯，公共治理是大眾之事件，存在多樣化不同背景，必定有

不同之聲音，必須疏導、反駁、減少糾紛，產生政策主張的共識，是政策論證必要的

過程。 
 

基本的論證結構五要素如下︰ 
1.主張  
2.事實資料 
3.立論理由 
4.反證 
5.回饋  

杜明(Toulmin)六段論證如下︰ 
1.  政策主張 
2.  政策相關資訊 
3.  政策論據 
4.  政策反駁 
5.  政策背景 
6.  相對政策背景   

 
論證結構五要素是政策論證的內涵，六段論證模式是政策論證的應用。 
 
 
 
 
 
 
 
 
 
 
 
 
 
 



 
第 二 節   國際關係的談判應用於現實的 IMO國際組織 
在談國際關係時，首先，確認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當然必須有國際

社會的活動，自然產生國與國的關係，目前(2006.2)有 25個邦交國(聯合國有 184會員
國)，分別為亞太區 6個，中南美洲 12個，非洲 6個，教廷(歐洲) 1個。就外交事務論，
是一較單純的國際關係(IR)，但從廣義的國際關係界說，國際關係是超國家界線的國
家、團體、個人間的交互行為關係。這些關係，在不同時段，會反應不同的議題，所

以國際關係(IR)有三個要素：角色(actors)/互動(interactions)/議題(issuses)，三者的三角
循環關係如下圖 
 
 
 
 
                                利益 
 
 
 
 

圖 4-1國際關係(IR)三個要素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個要素循環運作，議題先成立，國際關係的角色(利益團體)順應產生到位，各個角色
間的因利益關係的接觸，相互談判，於是有互動的往來，經過互動，又可衍生新的議

題。互動(interactions)是國際關係的動因(drivers)，利益是國際關係的核心，而國家利
益又是議題(issuses)的重點，我國雖然只有 25個邦交國，但因為廣義的國際關係包括
國與國、國與地方團體、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動，所以我國的國際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系統，國際關係的活動空間非常廣，如我國與國際海事組織(IMO)的關係，我國與中國
大陸的關係，對於船員執業證照，我國必須與國際海事組織(IMO)互動，必須與無邦交
國協商，必須與中國大陸接觸，這些都是國際關係的談判活動，。 
在國際社會，我國外交的遂行均在協商、談判中完成，無論是國際現實或國內政爭，

無定型模式可遵循，就如一種不穩定的均衡現象，公共政策亦須有此認識，在不穩定

的情況下，談判是爭取均衡的程序，國際關係的三階談判佈局、過程、結果，應用於

我國特殊的船員訓練發證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是一項契機，可以駕簡御繁，因為
我國不是國際海事組織(IMO)會員國，無法循正常管道簽署認可接受批准及加入 STCW 
78/95國際公約 (signature,ratification,acceptance,approval and accession)，甚至區域性的
東京備忘錄(PSC)公約，亦不得其門而入。要完成公共治理的績效，船員訓練發證政策 
就必須經非常手段的談判協商，霍斯提(K.L.Holsti)的三階談判是法寶，操作性的實質
內容如下 

議題 
(issuses)

角色 
(actors)

互動

(interactions) 



 
a.佈局是爭取主動的要件，尤其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務實需要， 
b.過程要非常有彈性，因為中華國在國際社會裡，遭中國大陸的不平等待遇的困
擾，地位有所不明， 

c.結果“凡持有台灣發給之船員證書船員，皆有適任國際公約 STCW78/95國際公
約之能力”船員發證政策的作為，探索第三軌道策略的船員政策，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談判過程影響談判結果，三階段：佈局、過程、結果必須是一貫的作業，在兩岸關係

難以確定的情形下，在國際談判時，聚焦於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核心，要隨時試
探對手的意願並在灰色地帶尋找對盤方案，避免陷入兩難的困境。 
 
第 三 節   比較分析法的焦點比較與船員發證效力 

 
社會科學是人的科學，是活的學問，研究人與社會之間互動的行為及其刺激與反應

的學問，而比較分析是從互動行為去發現其共通的動因，作為行為準據參考。採用比

較分析法的主要理由是：他反映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無法參照自

然科學建立量化模式，以精確的實驗來探討人類行為效果。比較分析法在實務上分為

三種類型： 
1.個案研究（case study）在單一標的，運用同一分析架構的研究。 
2.系統性研究（systematic study）在有限數目標的跨域研究 
3.全面性比較（global comparisons）因為樣本數量多，以統計分析為工具， 

由於我國與中國大陸對於國家認同之政治因素，船員訓練發證的個案研究較無實質

的意義，系統性研究又稱焦點比較研究，係針對在單一標的內之特殊議題予以分析，

焦點比較研究(focused comparisons)的特性是較少的議題細節，但其結論卻更可達到通
則化的目的，船員訓練發證是航運管理主要的交通政策，交通部對航政監理有兩大系

統：船舶與船員，船員證照因 STCW 78/95的實施，政策必須滿足治理的需要的問，
因此，如何將國內船員發證效力與國際公約接軌是一個政策議題，屬於「有限數目標

的跨域研究」，如中華民國的船員訓練證書與巴黎備忘錄 (PSC)的關係，中華民國的船
員訓練證書與東京備忘錄 PSC的關係，以此為焦點，作系統性研究，探討實際可行通
則化的結果。 
比較分析理論在實務操作上與國際公約的 STCW 78/95國際公約焦點： 

應用比較分析研究的目的可分為兩個焦點，一是分析比較主體的相異點，稱為差異

分析，如中華民國船員訓練、發證證照與菲律賓船員訓練、發證證照的相異比較。一

是分析客體（外在因素）的相同點，稱為等同分析或焦點分析，如中華民國船員訓練、

發證證照與美國海岸防衛隊(PSC)的船員訓練、發證證照檢查標準及中國台灣白名單的 
差異。中華民國船員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公約的焦點比較，從公共政策的
作為分析我國船員證照的有效性，在於比較 IMO 會員國在船員訓練、發證證照的等同
性，核心是爭取同質的認同及承認我國船員適任證書，而不在於發現或敘述中華民國

船員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差異性。 



 
 第 四 節   管理策略 SWOT分析與現職船員訓練認證 
 
老子第三十三章記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在資訊不對

稱的現實環境，如國際社會的兩岸關係，中華民國受到中國大陸政治性因素的困擾，

因此，政府制定船員政策時，要知道外在環境的威脅-智（環境偵測的本能 environment 
scanning），要知道內在環境的利基-明，如果不能勝人就必須自強。所以船員訓練、發
證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策略必須考量台灣航運策略 SWOT強勢,弱點,機會,
威脅（strengths,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s）的關鍵因素。 
孫子兵法的精義是戰場上知彼知己的謀略，船員訓練、發證證照適任證書被承認的

競爭環境管理經營亦如此。當東方的孫子兵法的理論遇到西方的 SWOT實務策略，真
是一個完美的策略操作註解，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知己的構面 

內部核心(core competence)價值 
S 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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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弱點： 全球化的政治因素，在國家認同方面，外損與內耗優勢資源。 

知彼的構面 
外部環境競爭(business operation)利基 

O 機會：船隊營運管理具經濟規模，且擁有市場競爭力。 
T機會：受非經營因素之干擾，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際社會的弱勢。 

本論文藉策略 SWOT分析，探討我國航運業在全球市場中，了解船員執業的弱勢與
威脅，善用整體航業的強勢與機會，經查 2005.12交通部統計資料，100總噸以上國
輪登記 212艘。知己，我國的船員的教育、訓練、發證質量均超過公約的標準。知彼，
可分為兩個構面：兩岸事務與國際關係，由於中國大陸（PRC/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與中華民國（ROC）國家認同事務，所謂〝既聯合又鬥爭〞，既聯合是兩岸對
一中原則均有共識，又鬥爭是國家認同個自表述，所以對於船員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公約的策略是威脅也是弱點，在運作上必須淡政治化；在國際關係方面，
因為我國的載重船噸、船員素質、航運業經營的效率均是國際市場的強者，對於船員

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的策略可因勢利導，用事實展適任性現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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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公共政策方面，必

須釐清現階段兩岸國家認同是政治問題，船員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
約是國際關係(IR) 的事務，尤其要認清我們的存在是事實，尤其在世界航運市場，如
陽明海運公司及長榮海運公司具有相對優勢的競爭力，在教育的質量是在 STCW 78/95
國際公約標準以上，並且崗位訓練制度日益彈性化與自主化，如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將 
海運學院（商船學系所、航運管理系所、海洋法律研究所）與技術學院（運輸技術系、

輪機工程系所、通訊與導航工程系所）合併為航運暨管理學院，完全符合 STCW 78/95 
國際公約的功能導向教育，逐漸將傳統的航海、輪機、報務職務分工突破，配合公約

以適任證書之能力專長及責任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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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中國大陸已將航海與通信專長職能合一專業（駕通合一），輪機管理與船舶電氣合一

專業（機電合一），船舶電信與船舶機電合一專業（電電合一），如此調整專業結構，

不但符合公約「功能發證」(seven functions)的規定，亦能整合船員整體技能與完整的
操船認知，就如船舶舵機出問題，輪機長說是船長的事，因為分工與專業不同，但船

難發生，大家都會有危險，所以就可以理解 STCW 78/95國際公約功能適任證書的實
質意義。 
 
第 五 節   應用光譜分類原理闢建第三軌道 

 
政治事實難於用學理分類，如民主政府的定義：依照人民主權、政治平等、大眾

討論及多數統治原則所組成的政府。獨裁政府的定義：一個國家的最後統治權唯一個

人所佔有及使用，而不向任何其他人級制度負責 1。准此定義，世界上沒有民主政府，

亦無獨裁政府。於是從建構模型研究，將理論與事實相互對照，以接近事實、接近理

想比較分類，就稱為光譜分類法（spectrum classification）。兩岸的事務（affair）、國際
之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三方主體(中國大陸、中華民國、IMO會員國)在船員
訓練、訓練發證證照與 STCW 78/95國際公約執行上，亦產生相互間不協調的現象，
必須藉光譜法分類，建構模型，在實務上，探尋三方可接受的解，衍生出第三軌道： 

第一軌道--中國台灣獨立發證(國家獨立) 
 
第二軌道--中國大陸配合發證(兩岸統一) 
 
第三軌道--IMO 會員國認證(各自表述) 

三者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第一軌道是理想但不可行(台灣獨立自主)， 
第二軌道可行但不可能（大陸放棄國家主權）， 
第三軌道在現階段船員訓練發證政策，以務實化、淡政治化，較可行。 
 
1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頁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