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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搞一新臺幣一百元

二、友聲基金:

陳捕人新蓋幣六百元 買揮新臺幣一千元

陳倚在張義昭各美金二十元

汪遵平、王志忠、鄧克平各美金十元秦紹安新臺幣二百元

三、同學錶印刷費:

夜路勛新臺幣五百元

能也是交大八十年有史以來最高紀錢，給學校帶來一股蓬勃生機，校園中

增色不少，

這學期k舍前大興主木，加高圍牆，加密大門鐵欄，同時修築了一道

長而婉蜓曲折的欄杆，夜晚配上柔和的路燈，確賞景色非凡，為一幽美的

新天地，同時女舍門前也增設了一共對講機，或許是為了避免同學望之均

步而設，但頗有「心J 的同學能多多利用。這比當年平越的木蘭齋豪華太

多了。

同時郭院長關懷同學飲食問題，於本學期增定兩項重要措施:

(一)餐具之洗濯，改由工讀生擔任，一方面可增加工讀生人數，解決清

寒同學之經濟問題，另一方面也減少廚工人數，將研餘之款，全部投入同

學之伙食費中。

口接款 i‘萬元，將餐廳中所有木製盛器及竹製簣宜，一律改為不鏡

鋼，以改善餐廳之衛生設備。 一一交大文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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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母校早日成立商船學院

一且，﹒

五年前，正當中國造船公司成立之時，商船海運十分景氣的時候，校

友陳槃元、陳玉書及唐;i扯謊等，骨旱請政府成立交通大學商船學院，並得

&t校長等人贊助。其目的在繼承往昔聲譽卓著，且屬於交大系統的商船學

校。後因教育部長蔣彥士，認為真立學院一事，必須配合政府財源預算，

且積由行政院會議決議通過，方i指責現，滋事體大。乃決定先在母技工學

位內，把計劃中的商船學院應有的航海、輪機及造船三系，合併成為航運

技術學系，以後再出學校分組教學，再把航運管理系更名為海徉運輸系

(編者按:明年起將改名為海運管理系) ，一併設在工學院內，等候時換

成熟，再成立商船學院。但是教育部對這新設的二系，當年度已無經費預

算，因此出商船校友，捐贈了新:去幣一百萬元，作為這兩系的開辦經費。

於是屬於商船教育的兩系，方始i貝利的誕生。

五年來，由於石油的上漲，全世界工商業受到打擊，商船海運，也不

例外，一直走下坡，迄今尚未復元。昔日建議成立商船學院一事，缺乏校

友推動，因此擱淺。而臺灣省立海洋學位，已決定自六十八學年度起，改

為國立。該校正依賴共建校有二卡五年的歷史，有意領導商船教育，且，有

合併母校航運技術系之意。直接i苗接的均阻碟母校成立商船學臣之計劃。

本人有感於斯，乃分別寫出下列二文，自報章雜誌發表，其能提醒政府及

社會人士之注意，以便促使母校早日成立商船學院，主主將該二文摘于眩目

車

e

扭

.c:- 1 ,

誌訝于徵信

一、會費:



一、談商品教育與海洋教育
目前我國有很多人，因為不了解商船教育，以致誤認商船在海洋上航

行，使屬於海洋教育範圍之內，貴在是一種錯誤。

商船，無可否認的籍海洋航行，作為發展貿易，維護海上交通運輸的

工具，因此世界各國，尤其是海島國家，對發展商船隊無不重扭。
to 二、確立商品教育政笨改進商船教育制度

育當局重視的一環。

臺灣四面環海，漸漸已成為工業化國家的模範省，對外工業成品的磁

然。因此建立良好的商船教育制度，用以培養優秀的商船船員，便成了教

姐，對內工業原料的輸入，無不依靠商船海運，昕以商船的地位，非常重

要，她實在掌握若我國的經濟命服。

位司自Ij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美商泛大西洋航運去可旦河屬「大乾坤」及

「大宇宙j 兩艘各載重三十三萬頤之超級大油輸在南非洲外海因疏忽而發

生互撞事件，船東損失十餘億臺幣，經查兩船船員，均為我國之外僱船

員，因此該公司特派人事經理齊白先生(MR. GIBB) 於同年四月到奎灣

寶地查若我國的商船教育概況，並參觀了交通大學等設有航海輪機兩系之

二臼關學校，作為再檢討該公可日後僱用技國船員安全性的參考。緊接若七

月向中華民國外僱船員委員會公佈:七月份外僱船只之輪船數量，比一月

玄R

份減少十一艘，其中除半數為停航或解體外，其餘則係船東改僱韓國船

員。凡此諸事，均顯示我國商船的船員素質，日亮起了嚴重的紅燈，需要

重新按討我國商船教育制度的時候了。

唔

，但是有了龐大的商船隊，沒有人，沒有良好的駕駛人才，也是在

商船在海洋上航行，要與狂風巨浪搏間，爭取勝利，完成運貨使命，

即以商船教育的目的，除了授予必要的航海知識外，一定要訓練出克苦耐

財」

勞，有毅力，有決心，並有以「責任、榮譽、紀律J 為第一的優秀船員，

這樣方能肩負起全船生命財產的重大主二任。因此世界各國對於商船教育，

發展商船隊，對於駕駛商船人才的培植，也非常重要，我們可以套一

句格言說: r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J '改為「有人斯右船，有船斯有

都很重視，對於商船學校，都是國立，尤以美國的重視商船教育為最，全

國沒右一個國立大學，僅有紐約皇點的國立商船學院是國立的。

商船對我國的重要性

按國是沿海國家，海岸線長達一萬一干i里。依照 國欠的買菜計剖，

商船與海洋的關係，雖然密切，但是商船教育，均與海洋教育，不可

混為一談。海洋教育的目的:是發掘海洋資源，如開發海底石油，海底嚷

物等， ，是研究海洋生物之繁殖及如何撈獲海洋生物，以補充岸上食物之不

足;其他是研究海洋氣象，以測出海流及颱風動態，預防災害等，這些海

詳教育，如果沒有獨立的海洋學院t 都可設立在→般的理工學院內，與其

他科系教育的方法"大致相似。獨有商船教寄根按上述理由，是要獨立，

不可與海洋教育混在一起。

司，

日後需建立北方、東方、南方三個大港，及四個二等港，九個三等港，以

奠立我國航運基礎，先總統蔣公:ziJ'於「中國之命運J 一書中 9 明確指示

我國需要建立商船像一千四百萬噸，以維護海上經濟命脈。二位偉大的債

和i給說們的啟示，證明海運建設確係我國重要的建設之一。目前我國正進

行的卜大建設中，有關海運的建設，就f占了三項，這便是政府有鑑於我國

近年來外貿發展的形勢冊致。根接交通部統計處既編「近年我國航運概

況J 中指出:六十六年度我國邁出口貿易經由商船運輸者共計四千四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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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幾佔全國進出口量的全部，顯示目前我國在海島經濟型態下，商船

實掌握我國經濟發展的命脈，不可稍加忽視。

然而在如此鉅額的運輸量中，民國六十六年由國輪承運的部份，去P僅

115百分之二卜七，這實在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旦戰爭發生，外輪停駛我

國，則我國之物質運輸必將萎縮，經濟也必將衰退，更何能支持戰爭，獲

取勝利?政府有鑑於此，自六十六年起便擬定了「國輪國鐘，國貨國運J

的政策，期能帶動整個海運事業之起飛，進而建立我國白布的龐大商船

餒，還是非常明確而健全的國家航運政策。

世界各國的商船教育制度

由於商船的地位非常特殊，除了平時擔任海上的運輸外，在戰爭時

期，更需充作海軍的預備隊;同時商船更是國家領土的延伸，對外需維持

國家的尊嚴，因此世界各國，無不重展商船教育，此點可由各國均採獨立

的商船教育制度，說見一般。

姑先以美國的商船教育制度言之，美國的艾森豪總統曾經明確的指

出，商船是海軍的第四臂膀，他們把商船教育，劃分為大學，專科及養成

教育三種，全國各校，均受商務部航運管理局的i航務總署〉監督與津

貼，其後備海軍哥II蝶，則由海軍部派遣敢官駐技訓練。束前週知，美國乃

是一個極度重觀分榷的國家，所有的敬育，均授權各州獨自辦理，去P獨有

紐約的皇點商船學院是全國惟一的國立大學。此外美國尚右數昕獨立的州

立商船學院，制度大都相的，僅設有航海，輪機兩系，學生均招收高中畢

業生，修業四年，除第二學年於各校昕備之貫習船實習六個月外，其餘均

在校受諜，日常生活質行軍事管理，俾養成海員之服從精神，課程則採理

論與宜習並重，畢業後授予甲種三副或三管輪，理學土及海軍預備少尉軍

再說亞于['，諸國中，日本為一著名之海運國家，其商船教育制度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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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遲，船隻，人員三者，故由文部省，運輸省，船主協會及海員工會合組

成一右關教育政策之審議會共同辦理，全國共右二所商船大學及五朋商船

專科學校，均屬國立。這七所商船學校，每校皆僅設航海及輪換兩科系，

學生經考取後，均須住校，買施統一管理，在學三年半後，需於運職省

(相等於我國之交通部)即右的五艘貢習輪船或兩艘賞習帆船上實習半年

或一年。畢業後大學制學生除授予理學士學位外，並可取得二日1或二管輸

考試資格。而東北亞另一個國家一一-韓國的商船學制則類{t{美國，有國立

海洋大學一冊，設在笠山港，此海洋大學，質的商船學位，亦僅有航海及

輪機兩系，惟經費充裕，設備完善，且有新型的三干五百噸級實習輪船一

艘，航行全球。

此外歐州各國，如英國、德國、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瑞典

辱，承繼了往日無敵艦酸的傳統，均十分重視商船教育，但其教育制度均

比較倚重賞際組驗。

綜觀各國商船教育制度，不論其為公立或私立的，抑或公費與自費，

均具有 F列數項共同要點:

(一1各國均極重視商船教育，並以國立者為多數，尤以美國之皇點商船

學臣，為美國惟一之國立大學，其受重視之程度，可見一斑。

(二)各國商船教育，均由故府運輯部門監督，直接配合國家商船故策。

但)各國之商船學校，均僅辦理航海、輪機兩門，聞而偶右與商船有關

之造船，航運管理等科系設立，但絕未與其他不相同之教育相混合。

個)各國商船教育，均極重觀賞習制度，並設有各校自用或全國共用的

實習船，以供學生質習。

(五)各國商船教育，特別重視情神教育，幾乎全部規定學生必頸住授，

並貫施半軍事化管理，以建立日授在代表國土廷仲的商船上，保持良好紀

律，維護國家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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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國商船教育，均極重靚師資之經驗及校內之貴習器材。

的各國商船教育，均極重視學生之志頤與興趣，各校均為單獨招收有

志於航海的青年，主口美國皇點之國立商船學院，考生領由兩位參議員推

薦，始能報考，故日後畢業生之上船服務率 1 佔絕大多數。

我國的商船教育觀況

我國商船教育之創立，始於遜清光緒末年南洋公學(的交通大學前

身) ，在上院內設船政科，辦航海一班，後於宣統三年，右鑑於商船學堂

之性質，與當時所辦工科學堂，截然不同，乃單獨成立「郵傳部高等商船

學堂J '民國後更名為「吳混商船專科學校J '直屬交通部，出一部長兼任

校長，抗戰時在重慶設立「國立重慶商船專科學校J '後又併入交通大學

，及至抗戰勝利，仍在上海復校，成立國立吳掘商船專科學校，三十八年

大陸淪陷後，政府還畫，始於四十二年在基隆設立「壹灣省立海事專科學

校J '仍設航海輪機等科，後改制升格為「海洋學位J '並絡績設置有關

海洋之科系，遂使商船教育之專業化精神，逐漸轉變為注重海洋之一般科

學。後中國文化學院，交通大學及淡江學院'?JJ王先後設立航海及輪機等

系，此外尚有兩即海事專科學投亦設有類似科系培植商船船具。

分析說國現在昕有的商船教育情況，去;制度有 F列主要缺點:

(→我國商船教育未能顧及其特殊性而單獨成立商船學校，反Ji守航海及

輪機兩科系， PIT設在有其他學科之學校內，成為舉世唯一的混合式商船教

育制度。

(二)故國教育政策認為教育必讀統一，因此特妹的商船教育，亦屬教育

部監督，而實際主管商船及船員的交通部雪可J;F參與商船教育的決策，僅

在表面分發學生至各輪船公司賞習而已。

(三)故國設右商船教育之專科以上學校，計有國立者一庇，省立者二

所，私立者三昕，分配雖尚適合，但以有眼之經費與師資，在臺灣海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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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之地，是否右必要如此分散，頗值商討餘地。

(四)目下在國設有航海輪機兩系之位技，均不以專門辦理商船教育為

主， 1&至今未有一校擁有自備之實習船，全國亦無一艘共用之貢習的，遂

令極端重視經驗之商船教育，不免右重大的缺失。 Fl 前學生實習，祇可利

用各公營民營商船，作為貢習之用，但因該等商船，均純屬營業性質，既

無專人指導實習，又有要求貢習生兼任乙級船員去口水手、生火等職位的，

藉以節省船上的人事費用，這樣的學生，雖在四年結業後，再加土半年賞

習，昕學所習，均極為有限!如此畢業生，教他如何能勝任三副或三管翰

的重職重任?

(五)我國附設布商船教育的學技，除交通大學外，無一所學校謀用學生

性技制度，用以培養健全的聞隊精神。

的近年來我岡山於要提高大學教育水準，骨由教育部舉辦過教育績殼

的評鑑工作;其中師資一項，特別強調要以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數，作為

評分之部份標準，然而商船教育，是實除經驗與理論並重的教育， I吱冊資

應聘請資深而優秀的船長及輪機長任教，最為適合，然聘請資深船長及捕

機長任教，亦有買路 k的困難，以目前教育部即規定的大專教師眾反原準

來君，獲有學士學位後，從宰相關事業六年以上的人，始能受聘為講師，

一位資深船長或輪機長專任講師，月薪僅新臺幣九T-元;相反的，一位商

船科系的畢業生，在六年的船土工作中，大多可順利的取得船長或輪機長

職位，而月薪則在新臺幣七萬元以上，兩者比較，既無名(無論任船長輪

機長多少年均只能聘為講師) ，又無利的情況下，想聘資深船長或輪踐長

任教，如何可得?不聘這些專家任教，學生又如何可得質學?門前各佼附

設之航海科系，有船長專任教師者，僅右四位，共中三位集中在交通大

學，一位在淡江學院。

(七)由於哉園的商船教育係分設於各個綜合學位內，學校當局白不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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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結論以上諸點，皆為筆者身歷經驗及近年考察美、日、韓等國商船

教育之前及，堪為拉國改革現行商船教育之參考。此不但對我國日後建立

龐大船國右其重大影響，即使對目前我國每年右兩萬五千名船員外借，可

賺取一億餘美元的外涯收入而言，亦有極大關係，買不應忽誼。切望改府

當局，能注意、及此，早日確立國家商船政策，迅速成立獨立的商船院校，

以切貫改進目前缺失暴重的商船教育制度，這應該是今日經營海島的經濟

建設政中，最重要的課題，也可以說是治理海洋國家的根本大計。

標準，俾船長或輪機長資歷?可以折算講師年宜，准由副教…授起聘。或設

立專款，扇，以獎助放棄優厚待退之船長，輪機長專:任教師，傳授海上學識

(目前交通大學已有類似基金，但僅限於該技校友)。

的設法提高受商船教育畢業生的上船就業率:除現在由各輪船公司大

量提供獎學金以鼓勵就讀於商船科系的學星上船外。在目前良好的聯招制

度下，惟有成立獨立的商船學院，使得考生在聯招填志願時，可比照考慮

讀特殊性質的師範院校一樣，自行選擇。如此當能吸收有志航海的人才，

日後畢業生的上船卒 ， 1品能提高，國家之教育投資，亦不致浪廢。

(七)就目前共有商船科系學校的狀況下，各校路加強技際之實習設備合

作，以利用有限之經費，使學生在求學時能得到更多更新的儀器使用方

船教育為主，觀念中從無一人主張海島經濟的教育， ~頁以商船為主。故有

關最新的實習儀器，各校均極缺乏。如近年來極為普遍而又僅需一百萬元

蓋幣自!J可購置的衛星導航設備，全國各按至今均未設置，以致學生畢業後

上船，對此'i'fr儀器均不知如何操作運用，削弱了教育上的投果。

的我國商船教育，在目前探用綜合制院校的情況下，各校畢業生，上

船就業者，普遍的不到二分之一，造成嚴重的教育浪費。主要原因，是目

前的六專招生，採用聯招制度，考生在填寫志願時，往往因商船各系附設

在各綜合院校內，而忽略了兵工作的特殊性，以致考中的人，常常是非其

所志，可說是偶然碰~: '在心理上毫無乘風破浪及遨遊四誨的雄心壯志，

文如何能要求畢業生於畢業後上船就業，用以提高士.船工作的服務率及減

少國家委主育投資的浪費?

如何改進我圓的商船教育

綜觀世界各國的商船教育制度來接討我國的商船教育，不難看出很多

缺失，亟待徹底改進，而改進的方法，不外下列諸點:

(斗儘速設立獨立的商船學蹺，以專家來領導此種特殊教育，合併各按

有關的商船科系，以集中國家有恨之人才及經費，充作最有裁之用途，收

取最宏大的投果。

(二)交通部應與教育部密切配合，共同擬訂商船教育政策及予以應有的

正鼠。

但)迅速建造一艘移標準的貢習船，以供各校商船科系學生質習，否則

應建立嚴密的責習監督制度，並強制各輪船公司不得讓買習生兼任乙級船

員(水手生火等) ，及派專人指導賞習，以收取實習的故果。

個)所有商船科系的學生，應集體住校，並貫施半軍事化管理，養成以

「責任、榮譽、紀律j 為第一的優秀船員，來改善目前船上故漫的紀律。

的迅速成立航運技術研究肘，以培養專門師資，或放寬大專教師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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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醫

心聲

無知宵小沐j佐証 j監唱人權騙世歡 那管立言非夕照

妄操背義縱橫術 激起諜論斥討j闌 與虎謀皮終被日齒

九億蒼生水火深人權何日 ~O'追尋遙揮涕誤徒悲債

毒虐兇搖能割去安和樂利自來臨 同仇敵備齊努力

和何南史詞長愛國自強韻部寄

舞舉國旗馳全民怒吼時幸心團結合土氣壯王師

憤憑填胸臆 自強應及時人人心愛國禦侮誠妖搞

和何南史詞長頌高華德先生韻部寄

我敬高華德義行四海知于秋萬代永舉世薦琮店

有小縱橫術豈能友誼移大仁中正義愛囡囡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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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思毀盟拋秋就

永留史跡一污圈

速誠妖魔救鷺禽

重整乾坤恆素J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