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時提供的專業資歷

如何加⼊遠洋船隻甲板 / 輪機部？

如何⼊⾏
⼊⾏遠洋船⾏船主要有甲板⾼級船員及輪機師兩⼤途徑，兩者均需要從業員⼀⽅⾯

累積⾏船經驗，另⼀⽅⾯逐步考取航海專業試。遠洋船員在完成相關海上實踐、訓

練和通過海事處考核後，獲發的有關牌照屬國際認可，符合國際海事組織對海員培

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國際公約的要求，可在不同船籍國的輪船上⼯作。

專業資歷
海事處於2018年獲教育局委任成為海事專業資歷評估機構，將專業認證與考試連
繫，頒發QF認可的專業資歷，當中包括7項遠洋船隻適任證書，進⼀步確認從業員
的能⼒⽔平，令⾏業更專業化。

⼈才培訓及晉升途徑
受惠於運輸及房屋局推出的「航海訓練獎勵計劃」，⼊⾨級崗位，即遠洋船舶上的

甲板或輪機實習⽣，每⽉可獲港幣�6,000元的獎勵津貼，連同底薪，平均⽉薪可達
港幣�13,000元以上。學員返回岸上準備考試期間，每⽉仍能獲得港幣�3,000�元獎
勵津貼。當船員累積了數年經驗及取得專業資歷後，遠洋船舶中⾼層管理職級的⽉

薪可達港幣�50,000�⾄�100,000�元，視乎船種⽽定。因此，甲板⾼級船員及輪機師
薪⾦絕對不遜於其他專業⼈⼠。

香港是世界第四⼤船舶註冊地，香港註冊的遠洋輪船航線遍及四⽅，或穿梭巴拿⾺

運河，或遠征南美洲亞⾺遜河，或開往北冰洋；招募的船員不限國籍，來⾃世界各

地的⼯作夥伴在船上⼀同⼯作、交流經驗。「⾏船」讓⼈增廣⾒聞，賺取的收⼊亦

相當理想，船員更可逐步考取本地及國際均認可的專業資歷，當中有部分更獲得香

港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Framework，簡稱QF）認可。當累積⼀定經驗後，
船員亦可選擇返回岸上從事海事船務管理⼯作。

遠洋航海 遨遊四⽅遠洋航海 遨遊四⽅

 專業資歷 世界通⾏ 專業資歷 世界通⾏ 遠洋船船員的晉升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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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甲板高級船員考試 (0. 5 年）

還洋船船長資格

一級轎機師（輪機長）考試（0.5) 年

輪機長資格

遠洋船隻

一級（ 甲板高級船員 ） （高船船長）適任證書 一級（輪機師）適任證書

賚歴名冊盎記筑碼： 18/000717/LS 貿歴名冊盎記號碼： 18/000719/LS

登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登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資歴架構級別： 5 資歴架構級別： 5

二級（甲板高級船員）適任證書 二級（輪機師）適任證畫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718/LS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720/L5

盡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盔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資歷架構級別： 5 資歷架構級別： 5

三級（甲板高級船員）適任證書 三級（輪機師）適任證書

資歷名冊豈記號碼： 18/DDD714/L4 資歷名冊豈記號碼： 18/000715/L4

登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登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資歷架構級別： 4 資歷架構級別： 4

電子技術高級船員適任證書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18/000716/L4

登記有效期： 03/09/2018 - 02/09/2023 
資歷架構級別： 4



海事處是⾸個可頒發QF認可專業資歷的政府部⾨，藉著頒發涵蓋學歷、具專業經驗
及通過實務評估的專業資歷，海事處有效提升本地及國際船員資歷的認受性，更成

為2020�QFIA�Achiever。

想了解海事處如何應⽤QF的範例，請瀏覽
https://www.hkqf.gov.hk/tc/qfia/index.html。

想知更多QF的資訊，請瀏覽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x.html。

香港港⼝向來是香港特別⾏政區發展與繁榮的關鍵因素。海事處的使命是「同⼼協

⼒，促進卓越海事服務」，其主要職能是確保港⼝運作和全港⽔域安全、管理香港

船舶註冊，以及保障香港註冊船舶的品質。

想知更多海事處的資訊，請瀏覽

https://www.mardep.gov.hk/hk/home.html。

有志成為專業海事⼈才，請瀏覽

https://www.mardep.gov.hk/theme/maritime_industry/tc/index.html。

加⼊本地船舶業 考取專業資歷 踏上晉升階梯
海運業是多元化的⾏業，其中本地船舶業涵蓋種類廣泛，除了⼤家⽇常較多機會乘搭的渡海
⼩輪外，香港⽔⾯還有多種船舶，在海上提供不同類別的服務，是不可或缺的⾏業。

如何⼊⾏
船上的⼯作⼀般分為甲板部和輪機部，有志加⼊本地船舶業的⼈⼠可考慮考取相關適任證
書，成為本地船隻的船⻑或輪機⻑，以及遊樂船隻的操作⼈員。甲板部主要負責確保船隻安
全航⾏、安全裝卸和保持船上貨物處於良好狀態。輪機部主要負責所有船上機器和電器的維
修保養，確保船上有⾜夠燃料儲備等。

如何加⼊本地船隻甲板 / 輪機部？

如何成為遊樂船隻操作⼈？

專業資歷
為提升本地船員在學習和⼯作上的進階機會，吸引更多⼈投⾝本地船舶業，海事處⾃2020
年11⽉起也將8個本地船⻑及船隻操作員證明書納⼊資歷架構認可的專業資歷，進⼀步提升
認受性。

現時提供的專業資歷

⼈才培訓及晉升途徑
運輸及房屋局推出的「本地船舶業訓練獎勵計劃」及「本地船舶能⼒提升計劃」提供經濟誘

因，⿎勵有志加⼊本地船舶⾏業的⼈⼠考取本地船舶船⻑或輪機操作員的專業資格。在「本

地船舶業訓練獎勵計劃」下，⼊⾨級的崗位，如⽔⼿可獲每⽉港幣1,500元的獎勵津貼，為
期不多於12個⽉。當學員成功考獲本地船⻑或輪機操作員三級合格證書後，更可獲發⼀次性
的獎勵⾦，最多港幣12,000元。如果學員及後再考獲本地船⻑⼆級或輪機操作員⼆級合格證
書，更可獲「本地船舶能⼒提升計劃」的獎勵⾦，每份證明書可獲發港幣12,000元。

本地船船員的晉升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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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船隻一級操作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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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級證明畫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90/L3

豈記有效期； 15/01/2020 一 02/09/2023
資瀝架構級別： 3

船長＝級證明書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91/L3

登記有效期： 15/01/2020 - 02/09/2023 
資歷架構級別： 3

船長三級證明書

賚歷名冊登記號碼：？0/000687/L2

登記有效期： 15/01/2020 - 02/09/2023 
資瀝架構級別： 2

遊樂船隻一級操作人證明書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94/L3

荳記有效期： 15/01/2020 一 02/09/2023
賚歷架構級別： 3

輪機操作員—級證明書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92/L3

登記有效期： 15/01/2020 一 02/09/2023
資歴架構級別： 3

輪機操作員＝級證明書

資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93/L3

登記有效期： 15/01/2020 - 02/09/2023 
資歷架構級別： 3

輪機操作員三級證明書

貿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88/L2

登記有效期： 15/01/2020 - 02/09/2023 
資歴架構級別： 2

遊樂船隻二級操作人證明書

賁歷名冊登記號碼： 20/000689/L2

豈記有效期： 15/01/2020 一 02/09/2023

賚歷架構級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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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qf.gov.hk/tc/qfia/index.html
https://www.hkqf.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mardep.gov.hk/hk/home.html
https://www.mardep.gov.hk/theme/maritime_industry/tc/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