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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文件第 20/2016 號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本地合格證明書考試規則》的擬議修訂  
 

目  的  
 
 本文件載列《本地合格證明書考試規則》（ “《規則》”）
的擬議修訂。該等修訂旨在紓緩本地航運業的人手短缺問

題，以及提升本地載客船隻的航行安全。  
 
 
本地航運業的人手短缺問題  
 
背景  
 
2. 本地航運業近年面對嚴重的人手短缺和青黃不接問

題。除勞動人口老化、出現退休潮和未能吸引新血入行外，

一些大型海事基建發展（例如港珠澳大橋建造工程及即將展

開的機場第三條跑道計劃）亦對本地海事勞動力有殷切需

求。有關情況已對本地渡輪業構成負面衝擊，如不及時改

善，公共交通服務在未來數年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建議  
 
3. 為回應業界的建議，海事處建議採取以下須修訂現行

《規則》的措施，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 
 

(a) 簽發批註以容許船長二級證明書或 “60噸 ”船
長證明書持有人在總長度超過 26.4米的指定船
隻上擔任船長  

為紓緩行業的人手問題（特別是短缺操作大型船隻的

一級船長），現建議簽發批註予船長二級證明書或 “60
噸 ”船長證明書持有人，容許其操作大型本地船隻，唯

須受以下條件規限— 

(i) 申請人已完成獲海事處批准的船公司在

職船上訓練課程；  



2 
 

(ii) 申 請人已通 過由 海事處進 行的 實務測 

試 1；以及  

(iii) 批註只適用於船長證明書內的指定類別

船隻及指定路線。  

 
(b) 容許考生在取得船長三級證明書發證所需的

海上經驗前參加船長或輪機操作員三級考試  

(i) 在現行考試制度下，有意取得船長三級

證明書資格的考生必須先完成海事預備

課程和九個月的船上訓練課程，才可參

加船長三級證明書的考試。  

(ii) 輪機操作員三級考試的考生無須參加海

事預備課程和船上訓練課程，但仍須在

報名考試前已具備 12個月的船上工作經

驗。不過，對於已妥當完成獲批准的海

事預備課程的考生，則考試規定的海上

工作經驗可減少三個月。  

(iii) 業界意見指這項安排有礙年青人入行，

因為即使他們已在本地船隻上工作了一

段長時間，仍可能未能通過考試。  

(iv) 考 慮到業界 的意 見，現建 議修 訂《規

則》，容許有意取得船長三級證明書資

格的考生可在完成規定的海事預備課程

後參加考試（但在報讀課程前仍須具備

一個月的船上經驗）。考生如通過船長

三級證明書考試，可在完成餘下八個月

的船上訓練課程後，取得船長三級證明

書資格。  

(v) 同樣地，具備一個月船上經驗的考生如

有 意取得輪 機操 作員三級 證明 書的資

格，可先參加考試；在通過考試後，如

取得規定的 11個月船上工作經驗，或已

妥當完成獲批准的海事預備課程及取得

                                                      
1 實務測試綱要見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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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八個月船上工作經驗，即可取得

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資格。  

 
 
本地載客船隻的航行安全  
 
背景  
 
4. 《 2012年 10月 1日南丫島附近船隻撞船事故調查委員

會報告》（《調查委員會報告》）於2013年4月發表。其中，《調

查委員會報告》建議規定獲准載客超過 100人的本地載客船

隻必須安裝雷達。2海事處認同有關建議有助提升整體海上和

船上乘客的安全，現正進行相關的法例修訂 3工作。  
 
建議  
 
5. 海事處建議的法例修訂除要求船隻安裝雷達外，亦規

定船上安裝的雷達設備必須由一位船長證明書持有人使用

和操作。該船長證明書上須有批註訂明該持有人有能力使用

和操作雷達設備。雷達操作員需要修畢由海事處處長認可的

雷達操作訓練課程，才能取得上述批註。  
 
6. 政府現正擬備有關的修訂法例。同時，海事處會修訂

《規則》，訂明在擬議的修訂法例實施前，發出 /批簽雷達操

作員合格證明書的資格準則及程序。  
 
 
諮  詢  
 
7. 在 2016年 10月，我們就第 3段所述措施諮詢了香港海

運港口局轄下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成員並無

對有關建議表示反對。  
 
                                                      
2 請參閱《2012 年 10 月 1 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第 443(3)段（可於以下網址

檢索：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527-rpt20130430-c.pdf） 
 
3 海事處建議在第 I類別船隻安裝雷達的規定，不適用於水上食肆、固定船隻，以及受運作牌照

所限只准在避風塘內航行的第 I類別船隻，亦不適用於提供專營或領牌渡輪服務及只在維多利

亞港內航行而沒有獲准以超過法定許可航速航行的第 I類別船隻。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0527-rpt2013043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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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2014年 4月 25日舉行的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通過建議安裝雷達的規定以及相關的操作要求。 4 
 
9. 在 2016年 11月，我們就第 3段、第 5段和第 6段所述的

建議，分別諮詢了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第 I類別、第 II
類別和第 III類別船隻小組委員會。各委員會成員並無對有關

建議表示反對。  
 
 
徵詢意見  
 
10. 就上文第 3段、第 5段和第 6段所述的建議，以及分別

載於附錄 1和附錄 2的建議實務測試綱要和《規則》修訂擬

稿，請委員提出意見。  
 
 
 
海事處船舶事務科  
2016年12月  

                                                      
4  詳 見 第 15 次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的 第 3 段 至 第 8 段

(http://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lvac_m140425c.pdf)。 

http://www.mardep.gov.hk/hk/aboutus/pdf/lvac_m14042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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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實務測試綱要  

1. 駕駛台操縱與設備的知識  

2. 甚高頻無線電頻道用法，包括緊急呼叫和與港口電

台的正常無線電通訊  

3. 在航道航行時所須採取的預防措施  

4. 在情況許可下依循避碰規則採取避碰行動  

5. 船隻操縱（例如掌舵控船、船隻迴旋、停船或緊急

停船，以及靠泊和／或離開靠泊設施／或錨固）  

6. 緊急事故應變（例如漏油，觸礁、拯救墮海者、滅

火、棄船、碰撞和本地處理緊急情況的知識）  



6 
 

附錄 2 
 

《規則》的修訂  
 

1. 在第2章新增一個分段—雷達操作員批註  

2.12 雷達操作員批註  

操作裝設在本地船隻上的雷達的人，除須持有適當的船

長證明書外，還須持有雷達操作員批註，以證明持有人

有能力使用和操作雷達設備。  

2. 修訂現有的第3.1.1段—船長三級證明書  

3.1.1 要符合資格報考船長三級證明書考試，申請人

必須：  

(1) 年滿18歲；  

(2) 能夠證明：  

(a) (i) 曾在任何機動船隻（遊樂船隻除

外）上擔任任何甲板或輪機職位至少

一年九個月；或  

 (ii) 倘若他 /她已完成處長認可的海事

課程，所要求的服務年資將縮減至 9
個月；  或  

(b)  (i) 具備兩年至少十八個月的非機動

貨船服務年資；或  

 (ii) 倘若他／她已完成處長認可的海

事課程， 所要求的服務年資將縮減至

18個月；或  

(c) (i) 在持有任何類別的遊樂船隻合格

證明書，期間取得兩年至少十八個月

的遊樂船隻服務年資，   

 (ii) 倘若他／  她已完成處長認可的

海事課程， 所要求的服務年資將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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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8個月；  

(3) 達到本考試規則第4章所述的視力標準；  

(4) 自2015年1月2日起的考試：  

(4)  (a) 能夠證明已完成和上述第 3.1.1(2)(a)至
(c)段相關的在職培訓。該培訓記錄須符合

處長指定的適合文件；及  

(5) (b) 能夠證明在參加船長三級證明書考試

前已完成處長認可的海事課程。  

(5) 倘若申請人沒有完成處長認可的海事課

程，  但已符合上述 3.1.1(1) 、 3.1.1(2) 段
內任何一 (i) 分段及 3.1.1(3) 的資格並於

2015 年 1 月 2 日前申請船長三級證明書

考試，  准予參加於 2015年 6月 30日或之前

舉行的考試，  但只許一次。  

(6) 申請人可在完成一個月的船上培訓和認可

的海事課程後報名考試，但在取得船長三級

證明書之前，須取得餘下的規定海上工作經

驗和完成船上訓練計劃。  

3. 在第3章新增第3.7段  -- 雷達操作員批註  

3.7.1 要符合資格申領雷達操作員批註，申請人必

須：  

(1) 已取得任何等級的船長證明書或同等證明

書；及  

(2) 能夠證明已完成處長認可的雷達操作員課

程。  

4. 修訂現有的第3.4段—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  

3.4.1 要符合資格申領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申請

人必須：  

(1) 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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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夠證明：  

(a) (i) 在任何機動船隻（  遊樂船隻除

外）上擔任任何甲板或輪機職位

至少一年；  或  

 (ii) 如申請人妥當完成處長認可的海

事課程，海上工作經驗可縮減至

九個月；或  

(b) 在持有任何類別的遊樂船隻合格證書

期間取得兩年的遊樂船隻服務年資；  
或  

(c) 曾經接受認可的技工或機械員學徒訓

練，以免除全部或部分服務年資；  及  

(3) 通過本考試規則第6.4及第7.3段所述的輪機

操作員三級考試。  

3.4.2 儘管有上述第 3.4.1(2)(a)段列明的要求，申請

人在完成一個月的海上工作後，即可報名考試，但在取

得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之前，須取得餘下的規定船上

工作經驗和通過考試。  

3.4.23 申請人如符合第 3.4.1(1)段訂明的年齡規定，

並且持有下列證書，則亦符合資格申領輪機操作員三級

證明書：  

(1) 按照《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章）

的規定發出的輪機員本地合格證明書（輪機

不超過150匹制動馬力的船隻）；或  

(2) 按照《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313章）

的規定發出的漁船輪機員本地合格證明書

（無限制條件）。  

則亦符合資格申領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