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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香港海員是中國最早的現代產業工人，早見於 19 世紀末

期。一直以來，香港海員都擔負著香港對外貿易運輸的

重任，為香港的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

年來，香港海員行業面臨著年齡結構斷層的問題，海事

人才嚴重缺乏。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藝術與

媒體策展」主修）的學生推出「海裏行舟」公共活動，

並與香港海事博物館展開合作。本次活動旨在透過展現

香港海事博物館內的相關展品以及相關從業人員的真實

工作與生活狀態，挖掘香港海事的時代變化，讓公眾更

多地關注這個工作群體。

本導覽手冊由「藍色頻率」、「水手的行李箱」和「海

上記事簿」三個部分組成，從海上通訊工具的變化、水

手生活用品的變化以及香港海員的真實經歷三個方面追

溯海員這一職業的歷史和轉變過程，帶領公眾一起探索

這個逐漸被時代遺忘的職業。香港海運行業有今日的成

就，離不開香港海員的默默耕耘。長久的海上生活造就

了海員們堅韌不拔的品質，這個職業的魅力應該被更多

人熟知。我們希望公眾能夠駐足香港海事博物館，了解

這些動人的海員故事，挖掘香港海事變遷的歷史，思考

時代發展給海事行業帶來的諸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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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節  藍色頻率
——他們的聲音

科技的進步影響著海事通訊的變遷。在不同時期，海員們所使用的通訊工具完全不同。

早期，海員們只能在近距離範圍內溝通，使用的方法也非常之簡單，比如通過不同的

節奏閃爍燈光來傳遞信號，使用旗幟來辨識船隻的身份，還有以銅鑼和號角發出不同

聲調與節奏發的聲音來傳達特殊的訊息。之後，無限電波與摩斯密碼的發明為海事通

訊帶來了重要革新，海員們可以通過電報甚至電波與家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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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號角

霧中信號

在早期，號角只是一種可以增強聲音的樂器，後來號角也被

運用於軍事中。直至今日，軍號仍然保有一席之位。在無線

電出現之前，號角是船上人員交流的主要工具，即便處於濃

霧之中，其亦可以在一定距離內快速傳遞信號。船員可以及

時發送訊息給甲板上的指揮官，船長則可通過聲訊協調并帶

領船隊內的其他船隻。

號角的威力

公元前 480 年，雅典三國戰隊被派出與薛西斯國王進行戰鬥。

雅典人 Themistocles 通過小號操控一隻僅有 37 槳驅動的希

臘艦隊，成功擊敗了 1200 艘波斯船隻。

船隻上使用過的擴音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

銀製

21cm x 10cm 

A1，A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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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旗識船

在海上，懸掛旗幟是表明和識別船隻身份的最

佳方式。除了國家身份，旗幟還可以表明船舶

所有權或組織狀態。船舶上的旗幟必須通過註

冊，並按照各個國家或區域的規定進行懸掛。

香港註冊船隻須始終懸掛香港特別行政區旗

幟，並懸掛於中國國旗下方。

旗語

航海旗幟初期被用於海軍通訊，後來被發展為

一個完整的，經過國際認證的訊號系統。帶有

不同圖案的旗幟對應不同的信息，船舶工作者

通常能識別這些訊息。

航海旗幟
A1，A 層

  E - Echo

「我正在改变航向右舷」

  J - Juliet

「我著火了，船上有危險貨物， 

  請遠離我」或 「我正在洩漏

  危險貨物」

  M – Mike

「我的船停下了，沒有水路」

  O - Oscar

「有人落水」

  U – Uniform

「你正面臨危險」

  W - Whiskey

「我需要醫療救助」

* 倒置懸掛國旗是國際公認的求救信號。

你了解這些旗幟的含義嗎？

航海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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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電話
TMC， 倫敦

20 世紀

木材，金屬，玻璃纖維

24.5 x 17.8 x 11.7cm

A1，A 層

19 世紀末，意大利人 Guglielmo Marconi 將無

線電報的理念帶到實際生活中，使海上通訊手

段得到重要變革。無線電報解決了船舶與視野

範圍外對象的交流問題，並在船舶安全與倖存

者救援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SOS & CQD

在 1903 年第一屆國際無線電大會中，意大利人

建議使用 "SSSDDD" 來表示緊急情況。1904 年，

Marconi 公司建議使用 "CQD" 作為遇險信號，

通常被解讀為 "Come Quick Dangerous"，但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上 是 "All Stations, 

Distress"。在 1906 年第二屆柏林無線電會議上，

遇險信號再次定為 "SOS"，它不具備所謂 "Save 

Our Ship" 之類的特殊含義，僅僅只是易於傳播

和辨識，在 SOS 字母中間加上句號是不正確的。

儘管 "SOS" 求救信號在 1908 年被正式批準，但

"CQD" 仍持續被使用了數年，現在仍然被英國

所使用。鐵達尼克號在遇難后就是使用 "CQD"

發送求救信號，廣播員 Jack Phillips 發送了六次

"CQD" 后， 在 他 的 同 事 Harold Sydney Bride

的建議下才使用 "SOS"。

無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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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代通訊工具

現代香港海上通訊工具一覽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海事工具也更為完善和成熟，香港海員們見證著航海技術的變更，這些變化

可總結為：海圖及導航定位的電子化，航行記錄、避碰和通信的自動化，以及航海資料的數字化。

工具 作用

雷達

人造衛星

電子海圖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高頻機電話

衛星電話

在能見度不良情況下探測附近目標，避碰船隻

通過衛星接收經緯度信息，提供定位及導航

數字化海圖可持續給出船位，並提供信息量算及航海記錄等功能

識別掌握附近船隻航行狀態，記錄船舶動態及軌跡，推送氣象及海上救助等信息

利用無線電波進行語音通信，是船與船，船與岸及船隊之間的輔助通訊工具

通過衛星中轉信號，與全球範圍的陸地上對象進行通信



除了海上通訊工具，海員還發明了他們之間交流的專用詞。  

"Ahoy!" 一詞誕生於航海生活，通常為海員之間打招呼所用，

俐落有力量的發音有種海浪的豪邁意味，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

它可以在許多國家語言中找到類似發音或拼寫的詞語。比如印

尼的问候語 Ahiy，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問候語 Ahoj，以及現在

荷蘭和瑞士德國所使用的 Hoi。

海員們對 Ahoy 的使用具有很長的歷史，但其何時出現並傳

播仍然是未知的。"Ahoy!" 可以是一種問候，亦可以代表警告

或告別。「嚯！這個房子！」（"Ho! The house a hoy!"） 是

Tobias Smollet 于 1751 年創作的《佩雷格林皮克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Peregrine Pickle）中一個水手所說的話，這是

英語語言中最早傳達 Ahoy 的例子。該表達的早期示例可以在

William Falconer 的《海洋詞典》（1780）中找到：「通常表達為：

Hoa，這艘船！」1780 年代，Ahoy 在倫敦舞台被廣泛使用，

以創造航海氣氛。

海員們的專用語
AH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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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的行李箱內的日常用品是水手生活的縮影，是最簡單但也是

最直接的反映。本章介紹了來自不同時代的水手的日常用品，並

與現在的航海條件進行比較，以觀察水手們真實的生活世界。通

過研究這些物品的變化，我們不僅可以學習相關的海事知識，還

可以探索海事歷史的變化。

第二章節  水手的行李箱
——他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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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以前，由於運輸條件和冷

藏技術的局限，長時間在海上航行

的遠洋艦隊缺乏新鮮的蔬菜和水果，

水手維生素 C 攝入不足，導致壞血

病流行。十九世紀後，中國茶葉的

傳播遍及世界，普通民眾也能夠消

費。且由於茶葉富含多種微量元素，

幫助人體吸收維生素 C，增強微血

管的韌性，起到防治壞血病的效用。

因此，茶葉逐漸成為了水手出航的

最佳選擇。

廣州十三行圖茶葉罐
1830 年

鍍錫鐵

45 x 26 釐米 
B1，B 層

對於水手來說，食物非常重要。食物不僅可以幫助

水手獲得高品質的能量，而且對於減輕船上生活的

單調乏味也是必不可少的。隨著食品科學技術的發

展，航海食品有很大的改進，既滿足了水手日常需

要的營養，又豐富了食物的種類。除了土豆、洋蔥、

胡蘿蔔、雞蛋、白菜、辣椒等新鮮食物由於可存放

時間長成為水手的首選，經加工的冷凍食物，乾燥

食物以及罐頭食品等也是航海食品的重要組成部分 ,

也是他們行李箱中的必需品。兩者搭配，水手可以

製作如金槍魚土豆沙拉、胡蘿蔔配醃鳳尾魚、貝類

通心粉、肉燴飯等食物。

現在的水手在航海途中吃什麼食物？

金槍魚土豆沙拉 胡蘿蔔配醃鳳尾魚

肉燴飯 貝類通心粉

航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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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年，馬吉芬來華，獲李鴻章邀請到北洋

水師任職，作為天津水師學堂的外籍教習任

教近 9 年。在此期間，他為北洋水師的組建

提供了很多幫助，曾帶隊前往英國協助監督

4 艘清廷訂制的鐵甲艦的建造。1894 年，中

日甲午戰爭爆發，馬吉芬作為鎮遠艦幫辦（相

當於副艦長）加入北洋海軍參戰。同年爆發

黃海海戰，馬吉芬與丁汝昌並肩英勇作戰，

頭部等多處負傷。戰爭結束後，馬吉芬返回

美國，但傷患造成的後遺症和輕視北洋海軍

的輿論一直困擾著他，身心都遭受了非常大

的打擊。1897 年 2 月 11 日，馬吉芬在紐約的

醫院自殺。他身穿北洋海軍軍服，盛殮在鋪

蓋著黃龍旗的棺柩中下葬。

馬吉芬之海軍製服
1880

B1，B 層

水手的制服佔據了行李箱的一席之地，既是日

常所需，又是身份象徵。海軍制服在 19 世紀

繼續發展，使用水手領和黑色圍巾，模仿了時

尚紳士們所穿的寬領和黑色領結。水手們保持

著藍色腰長外套和白色長褲，而軍官則穿著金

色飾邊的外套。21 世紀的海軍軍官穿著白色的

制服，外套和褲子帶有黃銅紐扣和肩章，而服

務制服則是海軍藍色外套和褲子，搭配白色襯

衫和黑色領帶。

現代海員服飾

海員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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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圖是將海床和沿岸地理特徵集一身的工具，有

助航海員駕駛船隻至目的地，是行李箱中救命一

般的存在。中國船隻一向在可看見海岸的水域範

圍航行，因此鄰近港口的名稱或地貌對船員確認

船隻位置非常重要。

珠江三角洲河道圖
1841 年

銅版印畫

39 x 25 釐米

B1，B 層

如今，大多數的航海地圖都是借助電腦以數位元

方式創建的。但是如果電子設備出現故障，則同

時使用傳統航海圖和指南針，結合水流方向，太

陽或星星的位置關係等來辨認方向；或是使用無

線電聯絡地面的導航台及衛星定位系統，如美國

的 GPS，國產的「北斗」系統等。這些可以避免

在沒有數位航海圖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

現代航海地圖

海員必備的 6 個免費手機應用程式

隨著科技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行李箱裡曾

塞滿的地圖，手冊和生活用品也漸漸減少，

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給海員的海上生活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海員總是前往未知的地區，

未知的國家和陌生的環境，但依靠最少的資

源和當局幾乎可以忽略的幫助而面臨他們通

常不知道的問題的風險卻是常態。因此，航

海專業人士通常不得不自己解決問題，進而

促使他們依賴互聯網。移動應用程式為海員

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種幫助，並且由於

手機攜帶的便利和網路廣泛的覆蓋性，逐漸

成為海上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

說，海員手機內的移動應用程式成為了他

們「生活行李箱」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

Marine Insight 網站的推薦，我們羅列了以

下 6 個 apps（見下頁）。

航海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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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hipping Activity Message

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的 Anti-Shipping Activity 

Message 移動應用程式可以提供地理位置，並

報告針對海上船舶、船員和乘客的敵對行為，

包括海盜、搶劫、劫持和綁架。

First Aid

當水手必須立即對傷害和急救做出反應時，他

們通常缺乏正確的醫療資訊。由美國紅十字會

和英國紅十字會開發的 First Aid 應用程式提供

有關日常急救情況的簡單建議，以及有關如何

為緊急情況做準備的提示，對水手有很大幫助。

Port State Inspections Pocket Checklist

Port State Inspections Pocket Checklist 可 說

明最常見的船舶滯留原因，並被廣泛認為是幫

助船東和運營人遵守公約要求，並因此降低其

船舶滯留風險的有用工具。

Currency Converter

水手所在的國家和時區是不斷變化的。新的港

口帶來了新的貨幣，因此非常需要貨幣轉換器

提供最新的貨幣匯率。

Marpol Pocket Checklist

隨著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日益加深及與此相關的

海事法規的嚴格執行，於海員而言，深入瞭解

MARPOL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法規

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TripAdvisor

大多數人都知道，TripAdvisor 是一款功能完善

的旅行者應用。海員常年需要在外工作，使用

這款軟件可以幫助他們充分利用有限的時間，

更安全地在新國家、地區漫遊。

海員的網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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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世界第四大船舶註冊地，截至 2018 年 12 月，已向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的船

舶超過 2,600 艘，合計為 1.25 億總噸（數據來源：香港貿發局）。在香港航運業務

蓬勃發展的今天，香港海員的數量卻在日漸減少。成為海員就意味著大部分的時間

都要與海為伴，四處漂泊，背井離鄉，忍受孤獨，甚至還會經常遇到駭人風浪和未

知的危險。這次我們有幸邀請到四位海事從業人員和我們分享海上生活的苦與樂，

讓我們走進真實的海員生活。我們希望可以借此機會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海事行業

的現狀，體會海員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意義。參觀者可步行至觀港廳進行閱讀活動，

在開闊的维港景下通過閱讀海上記事簿了解香港海事的發展與變遷。

第三章節  海上記事簿
——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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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餘年出海經驗，中七畢業後修讀海事

訓練學院的海事科技文憑課程。畢業後於

2003 年開始由甲板見習生，爬升至遠洋輪

船公司的大副職位，香港史上首個獲得遠

洋輪船長資格的女性。

40 餘年海上經驗，1974 年開始出海， 22

年遠洋船二副，在香港國際機場負責海上

接送 13 年，後來開高速船 12 年，一直到

現在都在從事海上工作。

1 年出海經驗，在結束了海事訓練學院 23

週的初級全能海員證書後 , 在信德中旅有

1 年的澳門高速船航海經驗。

23 年的行船經驗，12 年船長經驗，經過

海事專業資格考試，考過一級船長證書。

海員介紹
（排名不分先後）

周家恆先生 
Ka Hang Chow

陳嘉敏女士
Carmen Chan

關偉強先生
Wai Keung Kwan

陳芝薇女士 
Jo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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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起航，他們揚起了風帆！

為什麼選擇海員這份工作？有什麼契機？

陳嘉敏：我選擇從事航海工作是因為我自己小

時候住在海邊，經常見到一些遠洋船進出香港，

就想如果將來能在船上工作的話也會比較自由，

同時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多看看世界有多大。我

讀到中七畢業之後就選擇去了職業訓練局轄下

的海事科技文憑繼續升讀，讀完兩年之後就入

職太古公司做甲板見習生。其實也是將自己小

時候的夢想實現了，我發現行船跟寫字樓的工

作還是很不一樣的，因為可以跟隨船隻到世界

不同的地方見識當地不同的文化，在船上生活

也相對比較很獨立，所以我一點也不會後悔選

擇了這條路。

陳芝薇：現在有很多行業開始了進入電子電腦

化的轉變，我想找一個行業是不容易被電子電

腦淘汰的，所以我就選了航海業。因為航海業

對於現在來說是很難僅僅依靠電腦衛星去控制

的。船上是需要有人來根據經驗做出判斷的。

香港每年都有一個海運週，我通過海運週瞭解

到香港海事訓練學院有一個二十三週的免費課

程。其實這個課程是非常好的，我非常贊同所

有的年輕人去讀這個課程。雖然要用 23 個星期，

但是對於未來是非常有用的，人生會經歷很多

事情。 

關偉強：小的時候工作選擇沒這麼多，自己學

歷又不太高，初中畢業後沒什麼工作，我爸跟

我說你讀書不行的話，就去跑跑船吧，或者去

修理廠。後來我有個朋友在香港海員學校畢業

的，他介紹我去他們學校讀書，讀完以後就可

以去跑船了。其實我真的有點懵懵懂懂，後來

完成三年航海課程，安排我們在船上做水手練

習生。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的是當時普遍工資

低，1973 年打工的時候只有 900 塊港幣，在當

時來講是很難生活的。跑船的話就已經有 1300

港幣了，所以當時跑船又可以養家又可以供房。

 

周家恆：有興趣吧當時，也是因爲香港四面環

海的獨特環境。我們學校是香港唯一的航海學

校，到今年已經有 70 年校齡了。當時的香港航

海學校是叫兒童營的，裡面都是一些社會上的

孤兒，問題少年很多，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海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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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航海這個事業對於香港的發展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

陳嘉敏：我們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以漁港開始，

發展到現在的國際物流中心。其實船隻對香港

來說帶動了很多經濟的發展，因為一艘船隻來

到香港不止是貨物，周遭還有很多相關行業比

如貨櫃碼頭這種都要聯合運作，就是說碼頭工

人是靠貨櫃船隻運來世界各地的貨物，他們才

會有工作，而船務代理商、船舶保險、海事律

師這些，都是可以帶動起來的行業，所以一艘

船隻對於一個港口來說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工作。

陳芝薇：我認為航海事業對於香港的發展扮演

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幾十年前香港的一些

航海人士是去英國進修過，有部份航海人士雖

然沒有高學歷，但是也有豐富寶貴的航海經驗。

因此我認為香港應該保留這些有經驗人士留在

航海業，亦都應該支持新人入行，讓這個航海

行業有更多新的海員傳承下去。

最近這幾年從事海員的人越來越少，您怎麼看？

陳嘉敏：因為工作都會比較辛苦，而且一出海

就是七八個月。

不要讓香港海員成一段爲歷史…

15

遠洋輪船合影留念

政府也在發展航運，所以就順勢建成了香港航

海學校。我 14 歲念海員學校，17 歲出海 , 當時

1974 年，我年紀太小了，也不太瞭解海員如何

生活，行業背景也不是很瞭解。實際工作之後，

真正的海員生活和學校裏學的完全不一樣，在

海裏和在岸上工作完全是兩回事，海上的工作

和岸上的工作是很不同的，隨時隨地都是搖搖

蕩蕩的狀態。睡覺也是晃的，吃飯也是晃的。

做事的時候也是，所以在船上工作是有一定危

險性的。



在工作中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

陳嘉敏：我記得我在做甲板見習生的時候我們

的船要在澳洲以北的海域航行，那邊一直都會

有類似海盜的船隻出現。我記得某天我和船上

的二副一起當班時，我們見到了很奇怪的現象，

一艘只有十幾米的船隻上乘坐了十多個人，而

且船上的人全部都蒙著面，他們的視線都一直

是望著我們的船，以及一路上都跟你的船平行

行駛，然後走了一段之後他們的船向突然轉過

來。之後我跟二副說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為

他們的船越追越近，我們只能一直轉向避開他

們走。最後我們因為速度會比那艘船快所以我

們避開了的。過兩天後，我們收到新聞一艘油

輪駛經同一水域時，發生了被人劫持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才醒悟到自己真的遇到了海盜船，

所以女性的敏銳度在這些時刻很有用。其實除

了索馬裡海盜比較多之外，其他地方是沒什麼

分別的，因為在海上不像是在陸地上有警員，

所以都要很細心的去看一些海上的情況，要自

救。

 

陳芝薇：我記得有一次船在澳門壞了，沒有辦

法用正常速度回程香港。只剩一個引擎花了四

個小時左右才回到香港港澳碼頭，當時的感覺

海盗原來不是電影裏才會有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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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芝薇：我認為香港應該支持一些對航海有興

趣入行的人士。不論年齡，只要達到基本要求，

例如身體健康狀況沒有色盲等。而海事訓練學

院也可以有更多推廣這個課程的資料給有興趣

人士了解，引發他們的興趣，使這個行業繼續

有新血。

關偉強：最主要應該是政府忽略了航海業的發

展。第一，香港政府支援這些船公司的力度就

比較小。現在這些船公司大多搬去新加坡。第

二，對海事工作者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第三，

沒有發展出一個好的貨運碼頭。例如九龍灣，

做了這麼久設施還是不完善，沒有發展出一個

客運碼頭，交通配套不完善，遊客想前往目的

地比較困難。香港主要是依靠出口，貨運和金

融來發展起來的。現在就靠地產和金融來發展。

以前大陸某些貨物要經香港轉運往其他國家，

但是現在與香港鄰近的中國大陸港口已經逐漸

取代了香港海運港口，因為他們的成本比香港

運費便宜，所以導致現在香港船務公司已經不

多了。香港是不是應該考慮不能僅僅依靠房地

產和金融來帶動經濟呢？好在 2019 年，香港政  

府又重新開始重視海運行業了，海運行業的情

況在慢慢改善了。



就好像坐在天星小輪一樣，用很慢的速度開航，

其實你會看到一些之前不會注意到的事情。當

時也不能開空調，又沒有乘客，感覺非常特別。

還記得有一次在正常航行的速度時，我在舦房

看到中華白海豚，感覺很興奮，當時我就問船

長我們的航道可以見到中華白海豚的嗎 ? 原來

在我們行駛的航道分流的地方，是有機會可以

見到白海豚的。位置就在北大嶼山和赤鱲角那

個分流的地方。然後我就問船長我們的船開的

這麼快，會不會撞到海豚。船長說原來海豚是

很聰明的，海豚感應到水流就會遊走了，所以

不會撞到。令我覺得原來開船都不是這麼悶的。

開船的時候就會發現一些很奇特的天文現象，

比如航行的時候左手邊正在下雨，右手邊有彩

虹出現的特別情況。

 

關偉強：我剛做水手的時候什麼都不懂，我們

就爬那個桅杆去刷油，我因為恐高所以很害怕。

後來有個老水手鼓勵我，幫助我，他就教我坐

在一個小板上面刷油。但是別人刷的比我快很

多，人家一條桅桿刷完，我才做到三分之一。

我就很怕高，所以為了不做水手，不用爬高，

就下定決心以後一定要考牌，做伙長！

您當海員得到了什麼？

周家恆：最直接的就是我靠這份工作把我的孩

子們養大，也擁有了跟別人不一樣的見識和經

歷。全世界我基本都去過，包括巴拿馬運河、 

蘇伊士運河，甚至還有從多倫多到芝加哥一條

運河，船從地平線一級一級到山頂，在尼亞加

拉大瀑布那頭，可以輕而易舉跨國美國和加拿

大。而且我們到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需要花

錢就可以體驗到遊客體驗不到的﹕最北去到北

緯 60 多度的挪威、芬蘭北歐那邊；最南下到智

利、阿根廷。還有所羅門、東西非洲、北非南

非全都去過。我們還會檢查他們的船，在船底

那個小空間裏面，還有上面的煙囪裏面都有機

會有偷渡的人，曾經被我們檢查到的偷渡的人

甚至都有四五十個之多，每次都需要在離開港

口的時候檢查。其實從前索馬裡根本沒有海盜，

只不過到後面他們民不聊生。其實都不是專業

海盜的，平時都是沒有事的人都打打漁的，看

到船身比較低的船才爬上來的。我們當年也有

防海盜的經歷，說起來還蠻搞笑的，晚上讓沒

有工作的水手也不要睡覺，到黃昏的時候就在

船旁邊全部掛燈，船頭船尾放救火的消防帶，

然後一些人就在甲板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那

些海盜就以為說「欸，這個船有防備了」。他

們的船看起來很專業的樣子，其實就是一條漁

船來的，看到你沒有防備他們就走上來。非洲

整個海上的每個港口都是這樣的，在以前那些

比較窮的地方，就是有魚的時候打漁，沒有的

時候就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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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有一些浪花都無法抹去的遺憾…

關偉強：做海員很辛苦，要和家人分開。我有

一個同事，在船上做了五年，他孩子出生他就

出去跑船了，回到家孩子都五歲了，甚至都不認

識他是誰，這是我們作為海員很悲哀的事了。還

有一個同事，他愛人就跟他說：「如果你要去大

船上工作的話，回來的時候你的孩子都會叫你

uncle」（老婆會和他離婚），所以做海員一定

要家人的支持，親人的理解。我以前和我的女兒

也有這種情況出現，我回來我女兒都不叫我爸爸，

我老婆一直在努力跟她解釋我的工作，幫助她理

解我的辛苦，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陪她長大。

所以說跑船的工資多，但是同時也是要付出很多。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最多的就是去做高速船，遠洋

船要離開家庭和孩子，工資也不能達到他們的期

許。

 

在海事訓練學院學習

結束行船之後或者在行船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

什麼自己感覺比較遺憾的事情？

陳嘉敏：我記得我行船剛開始幾年，家裡父母

親在鬧離婚。那時候我在船上只能打電話回家，

然後當時也是一直在哭，就是問他們為什麼要

離婚啊這些，當時船長知道了我家庭出了些問

題之後也有問我要不要立即幫我安排回家。當

我自己後面心情平復，我就說不用了，他們那

邊已經決定好了，他們只是告訴我聽而已，我

回去也什麼都做不了，那我不如在船上冷靜一

下還好一些。然後就是家裡有人過世你也出席

不到喪禮，又或者朋友結婚時不能出席婚禮這

些，都是海員應該都會有的遺憾，也無法避免。

 

陳芝薇：從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二零

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僅僅一年多我就暫時離

開這個航海行業。其實回想起來，如果我早

二十幾歲選這個行業就好了。因為年輕入行是

非常重要的。入了行其實不會有什麼損失，因

為對你自身上面，環境上面，都會令你畢生有用。

比如學習急救，什麼時候都是有用的。我在一

些郵輪的雜誌，網上 Facebook 上面瞭解到原

來可以做郵輪啊。然後，坊間就有那種培訓課程，

是免費的這樣。

 



周家恆：其實我跟我孩子之間的感情比較淡，我沒有去

過孩子的學校給他開過家長會。我出海第一次回來孩子

才剛會走路，第二次回來他上小學，第三次上中學，第

四次就上大學了。後來我回來他還問我：「爸爸你什麽

時候走啊」。我每次回來都是一兩個月就又走了，我們

父子根本沒法培養感情，其實做海員不得不放棄親情，

所以我的建議是，在沒有結婚之前跑船沒關係，但是結

了婚真的不要去跑船了。我孩子的學習生活全部都是他

媽媽在付出，非常辛苦，我回來一兩個月能為他做什

麼呢？我甚至都不跟他說一句話，我說了他能明白什麼

呢？能弄清楚我的工作嗎？我一個人的時候還會對著大

海大喊：我為什麼要做海員呢！遇到海上大風浪時，我

會後悔出海，但是有次到巴西，遇到陽光明媚的天氣，

心情又會很好。其實我現在無論怎麼說，你們都感受不

到，就像你們吃飯，如果有一個好的廚師你們會很滿意，

但是連吃三個月你們也會膩了。總的來説，做海員最開

心的事就是：可以回家了！想到可以回家，整個人的心

情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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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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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藍色頻率」、「水手的行李箱」和「海上記事簿」，

大家已經對海員的工作、生活與經歷有了初步的認識，在

茫茫大海中航行數月，除了同行隊員的陪伴，海員們很少

聽到其他人的聲音，對他們來說任何的關注和理解都是難

能可貴的禮物。

歡迎你在海裏行舟留言海報上（香港海事博物館入口處）

寫下想對海員們説的話，留下你的想法和對他們的鼓勵。

讓海員們聽聽大家的回應，讓他們不再是海裏一朵朵寂寞

的「浪花」。



本導覽手冊透過展現海上通訊工具的時代變化、不同時

代的水手日常生活用品以及香港海員的真實採訪紀錄反

映了時代變遷和科技發展給海員行業帶來的影響。為了

能夠引發公眾的興趣，我們不斷嘗試以更生動的方式呈

現有關於這個行業的歷史、現在和未來，從而拉近公眾

與海員群體的距離，讓這一陌生而神秘的職業更好地被

公眾了解。從海員的飲食、制服到手機應用程序，我們

努力探尋海員與公眾日常生活的共同部分。同時，我們

也嘗試思考更多深層次的議題，發掘這一行業「背後的

故事」，包括不同性別海員的工作狀態、海員行業的衰

落以及海事工作的精神內核等等。在導覽手冊的準備過

程中，我們有幸能邀請到四位海員，分享他們的生活、

工作經驗以及對這一行業的獨特見解。由此，我們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這個行業，包括其中魅力和艱辛。手冊內

容到此結束了，但對海員行業的探索才剛剛開始，我們

希望手冊內容能夠引發公眾的思考，引導公眾更多地關

注這個對香港發展有重要意義的行業。

後  記



梁碧琪 香港海事博物館教育及公眾項目主管

湯曉澄 香港海事博物館助理教育主任

陳嘉敏 香港史上首個獲得遠洋輪船長資格的女性

陳芝薇 取得初級全能海員證書的女性海員

關偉強 現任高速船船長

周家恆 具有 40 餘年豐富海上工作經驗的海員從業者

周心萌 特邀採訪協助者

誠摯鳴謝以下人員對本次項目的大力支持

鳴  謝

孔慧銳博士 「藝術與媒體策展」主修範疇主任

魂游 「策展實踐」課程導師

張嘉莉 「策展實踐」課程導師

導師

此項目是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藝術與媒體策展」主修）

「策展實踐」課程與香港海事博物館教育及公眾項目團隊於 2020 年合作籌辦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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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I L I N G  I N  T H E  S E A  G U I D E B O O K

多謝你參與活動「海裏行舟」。請協助我們完成以下意見調

查，你的寶貴意見將對我們提升項目有很大幫助，非常感謝。

https://forms.gle/Sambehcd6u9r5vvJ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