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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姜紹輝，為項目編號 FEF2019008及項目名稱可攜式粵語電子航海導航儀試用計劃的項目負責人。 

 

「本人特此向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在內的相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作出以下不可撤回的

聲明：本完成報告已就涉及的所有由第三方擁有的數據及資料適當地列明了相關的資料來源，而本機構已就

使用及公開發布此等數據及資料獲得所需的授權。」  

                 

簽署： 

                機構蓋章: 

日期：2020 年 9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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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及名稱:FEF2019008「可攜式粵語電子航海導航儀試用計劃」的完成報告 

行政摘要： 

計劃為期 1 年，項目目標欲以 300 台新 AIS海圖機，分予各區漁業團體分派予漁民作為試用計劃，以測試採用粵語語音警告&可拆携等功能，

是否能提升改善本地漁民航道上之安全和增強使用的意欲。受惠用户使用新 AIS海圖機後，用户需填交問卷回饋使用意見，以此供項目團隊統

計及測試是否能提升漁民在海上的安全，也為項目成效作評估。問卷內容主要包含: 

1. 漁民使用系統的容易度 

2. 訊息準確度 

3. 測量準確度 

4. 設備耐用度 

為確保受惠漁民並無在其他基金或同類型項目受獲資助，項目團隊會要求每名受惠漁民簽署相關聲明，以保障項目不被濫用而浪費資源。 

項目概要： 

傳統 AIS海圖機，以普通話發佈語音信息，令香港本地漁民未必能清晰收聽或理解語音內容。而且，傳統海圖機必須固定安裝在船上，有機會

被偷竊取走，令漁民担心財物難以得保障等原因，令傳統 AIS海圖機未能全發揮其功能。 

新型 AIS海圖機，能用粵語發出訊息，方便本地渔民收聽訊息和易理解內容，也易避卻諸多海上航道問題，從而減低意外發生，而且新 AIS海

圖機更備有記錄航跡時間及日期，可方便搜尋、追查纪錄，易於提供証明或証據之用途。而且，新 AIS海圖機之設計為拆携式，即用户可在離

船時隨身帶離，保障漁民減低失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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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受惠漁民並無在其他基金或同類型項目受獲資助，項目團隊會要求每名受惠漁民簽署相關聲明，以保障項目不被濫用而浪費資源。 

 

項目完成時間： 

擬議工作計劃 預計開始日期 實際進行日期 實際工作內容 備註 進度 改善/ 應變舉措 

招聘員工 

 

JobsDB 刊登 1 個月招聘廣

告及安排面試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ｌ月 6日

至 2月 5 日 

刊登招聘廣告期間，只收到一名

求職者的求職申請，唯此君誤會

招聘的是推廣銷售的工作，故不

合聘用。  

另業界人士因文書撰寫、策劃能

力和整合匯報的問題，並未有勝

任人士有意申請，是以未能成功

聘用合適人士。 

刊登單據及付款証

明 

(附件A) 

 

如期進行 為開展項目，便

應急由史國萍及

何韻渝２人為項

目作業開展，成

為工作人員。 

AIS海圖機的 

報價 

物色及聯絡 AIS海圖機供

應商，索取報價三部不同型

號及品牌的自動識別系統

(AIS)，準備用作短期試驗使

用 。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ｌ月 1日

至 1月 7 日 

聯系供應商提供價單。 

 

具粵語功能的 AIS 海

圖機及供應商甚難

尋，只取得一份價

單。 

(附件 B) 

如期進行 
 

採購3部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 1月 8日 2020年1月8日聯系供應 廠方Invoice轉交負責 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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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海圖機  

 

聯系AIS海圖機供應商、收

集資料、選擇型號、研討

機種功能後，採購樣版機3

款，每款各一部。 

 

 

至 1月 10日 商，成功訂購了３部不同產

地、型號及功能的AIS海圖

機。  

採購3部AIS海圖機型號如

下：  

1.  FURUNO FA-170/ 

$6,000.00-  

 

2.  SAMYUNG SI-70A/ 

$5,000.00-  

 

3.  SUNHANG SH-598A/ 

$3,000.00-  

 

2020年1月10日收到３款

機各1部。 

 
 

人姜紹輝先生。 

 

*2020年2月28日支

付機款項。(附件C) 

 

三款機相片 

(附件D) 

 

設計問卷  

根據 3 款樣版機的功能而

撰寫和設計問卷內容，以

供用戶作 14 天的試用觀

察的意見回饋之用。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 1月 11

日至 1月 14 日 

完成了問卷設計及內容撰寫，以

供協助測試的船主作評分3部

AIS海圖機的功能，藉此收集數

據甄選出適合的設備和價格，再

而進行採購的招標程序。 

問卷內容 

(附件E) 

如期進行  

*2020年1月25日至1月28日是農曆新年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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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 **２月份起，因疫病爆發關係，除出勤所需外，改為Home office工作方式處理和跟進。 
 

招募船主安裝及試用  

 

招募船主參與有關AIS海圖

機七天測試計劃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 1月 7日至

1月 18日 

在項目負責人姜紹輝先生協助

下，完成招募２位船主參與有

關測試計劃  

 

 如期進行  

聯絡船主，安排裝機試機和

拆除 

 

完成聯絡船主預約安排在

測試船上安裝AIS海圖機及

安排進行七天測試，並交付

船主試用測試評價問卷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 1月 16 日

至 2月 22日 

在項目負責人姜紹輝先生協助

下，聯繫船主和相約，安排日

期、時間到其船上安裝設備，

並約供應商到現場參與，培訓

船主正確使用方式。  

 

參與試驗計劃船主船牌： 

１）船主：周樹添先生 

船名：灝豐28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A9193 

評分回收問卷，請參

考 (附件F) 「航海導

航儀的概要及結

果」。 

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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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測試使用期:  

２０２０年1月１6日至２

０２０年1月22日回港。 

問卷上填的測試日期：一月

十五日至一月二十八日  

(因是用戶填交，故內容方

面，我方是不便改寫更改，

所以原裝遞交秘書處)  

**(問卷標注的1月28日是

拆機日，在拆機日因用戶未

有攜帶問卷，問卷於翌日1

月29日才回收)  

 

２）船主：周耀基先生 

船名：耀峰28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A7643 

 

真實測試使用期: ２０２

０年2月１5日至２０２０

年2月21日  

問卷上填的測試日期：二月

十五日至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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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用戶填交，故內容方

面，我方是不便改寫更改，

所以原裝遞交秘書處)  

(問卷標注的2月22日是拆

機日)  

 

 

完成安裝後排安裝拍照存

檔以作記錄  

 

為測試的船安裝AIS海圖

機進行測試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ｌ月 15 日

至 2月 22日 

 

在項目負責人姜紹輝先

生協助下，聯同供應商

一起到現場安裝AIS海

圖機情況及拍照存檔以

作記錄。  

 

船號: A9193  

2020年ｌ月15日安裝。

2020年ｌ月15日開始採

用。  

 

 

船號: A7643  

2020年2月10日安裝。

2020年2月15日開始採

船號: A9193安裝圖片

請參考(附件F) 

「航海導航儀的概

要及結果」  

 

 

船號: A7643 

海圖機使用情況存檔

以作記錄，請參考 

(附件F) 

 

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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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培訓使用AIS海圖機和安

排派出問卷 

 

完成安裝AIS海圖機後，為

船主及有關船員進行AIS

海圖機使用講解，並派測

試評分問卷。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ｌ月 15 日

至 2月 15日 

 

為2艘測試用戶裝機的同一

日，在項目負責人姜紹輝先生

和供應商的協助下，供應商對

船主講解3款AIS海圖機使用

方式，項目負責人姜紹輝先生

協助派發測試評分問卷予用

戶，並講解評分準則。  

 

請參考(附件F) 

 

如期進行  

回收問卷及AIS海圖機及

跟進用戶７天的試用評分  

 

測試時間為七天，相約船

主回收AIS海圖機及問卷。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ｌ月 28 日

至 2月 22日 

 

測試船隻A9193：  

問卷標注的1月28日是拆機

日，在拆機日因用戶 

未有攜帶問卷，故問卷於翌日

1月29日才回收  

 

測試船隻 A7643：  

2月22日是拆機日，在拆機日

同一日成功回收問卷。   

如期在二月完成整

合資料。 

請參考(附件F) 

 

如期進行  

整合問卷結果後出報告 

 

2020 年ｌ~ 2月 

 

2020 年 2月 29 日 

 

整合問卷結果並出報告。 

 

問卷已拍攝成圖片。 

請參考(附件F)試航

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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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回收的報告結果，甄

選出AIS海圖機的型號和

功能。 

 

 

 

海導航儀的概要及

結果  

 

整合問卷結果報告。 

請參考(附件F)  

 

項目申請項目延續 

 

下半年項目的延續申請表

遞交。 

2020 年 2月 2020 年 2月 29 日

至 3月 30日 

準備項目的下期延續申請 

事並和補充資料一起遞交秘

書處。 

 

 如期完成  

草擬招標書 

 

擬訂招標書內容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2月 23 日

至 3月 17日 

在2020年2月23日電郵草擬招

標書的內容予秘書處，獲秘書

處指導修正遺漏後，AIS海圖

機招標文件在3月17日，正式

獲得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

會接納，並可以開始招標工

作。 

 

 提早進行

如期完成 

為免廠房之生產

期可能受疫情影

響，故此提早在2

月23日遞交採購

AIS機的草議招

標書予秘書處，

以供審議批核。 

 

準備招標工作 

修正秘書處建議的招標書

內容及訂購合約條款，並在

會址設置了密封式投標箱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17 日 在3月17日確認招標廣告內

容、招標書內容及訂購合約條

款版本後，即安排翌日在商報

刊登招標廣告。  

 

招標書內容，請參考  

 

 

 

密封式投標箱，請參

如期完成 追趕能在３月中

旬招標。 



                                                           「本報告內所表達的任何意見、結果、結論或建議，不一定反映漁業升基金或基金信託人的立場。」 

一個 

 

在3月17日傍晚在會址，設置

了密封式投標箱一個，以備供

應商投入標書。  

考(附件G)  

 

刊登招標內容  

在報章刊登公開投標進行

有關「AIS海圖機」採購合

約的招標。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18 日 在2020年3月18日的商報中，

刊登出招標廣告  

 

已購買商報，並保留

招標廣告以作存檔

記錄之用。 

 

招標廣告拍攝成圖

片。請參考(附件H)  

 

如期完成  

開標 

開標箱以甄選投標書。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20 日 在2020年3月20日17:00截

標，繼而由主席姜紹輝先生開

標箱。 

開箱後只有一份投標書，而其

投出合適價格和配合要求的

AIS海圖機。 

拍攝開標箱過程作

存檔，請參看開標片

段: 

https://www.youtu

be.com/watch?v=

5rtYOihtI6c 

 

審標記錄，請參考 

(附件I) 。  

 

開標情況  (2020年

3月20日5:00pm) 

(附件J)  

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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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中標供應商 

確認訂購條款的細節、

AIS海圖機的規格、交貨

方式和日期。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21 日 追趕進度，在2020年3月21

日聯系中標供應商，並和中標

供應商確認訂購條款的細

節、AIS海圖機的規格、交貨

方式和日期。  

 

中標書，請參考 

(附件K) 。 

 

標書之報價單，請參

考(附件L) 。 

 

代理委託信，請參考

(附件M) 。 

 

代理証明，請參考(附

件N) 。 

 

產品說明書，請參考

(附件O) 。 

 

如期完成  

安排簽訂採購合約及 

支付訂金  

 

完成簽訂首批150部AIS海

圖機的採購合約及支付訂

金。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26 日 安排合約，並於2020年３月

26日完成簽約及支付訂金。  

 

簽訂的採購合約，請

參考(附件P) 。 

 

貨款訂金、收據，請

參考(附件Q) 。 

 

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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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強積金戶口 2020 年 2月 2020 年 4月 在宏利保險設立強積金戶口  因受到限

聚令及疫

情的影

響，延遲

4 月才開

戶 

 

約見各區漁民團體或代表 

 

統計各區有意參與試用計

劃的漁船數量，從而安排

分配每區的機量。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30 日

至 5月 20日 

協商每區的安排及分配，分派

AIS海圖機時之協助和挑選合

資格的漁戶  

因限聚令及受疫情影響，又未

到休漁期，故多漁戶出海作業

未返，因而未能如期在3月開

始進行，需待限聚令及疫情影

響轉好後，才能繼續。 

邀請各區漁業團體/

代表協助之邀請

信，請參考(附件

R1-R6) 。 

願意合作及提供協助

的漁民團體或代表回

覆如下: 

R1- 南丫島漁業促進會 

(更正: R1應是南丫島漁

業促進會) 支持 

R2 (屯門)- 

港九漁民聯誼會 支持 

R3-布加玲小姐 (長洲) 

未能支持 

R4 (大埔)- 

香港漁村代表聯會 

支持 

R5 (筲箕灣)- 

因受到限

聚令及疫

情的影

響，以致

順延進

行。 

進度受限聚令及

受疫情影響，進

度略有少落差。 

只能透過電話與

多區代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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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單拖漁民信用無 

限責任合作社 

支持 

R6-*長洲改由「港九水上

漁民福利促進會長

洲分會」協助，接洽

代表是陳金漢先生

支持 

 

設計問卷、聲明書 

 

撰寫用戶問卷及聲明書的

內容，以供秘書處在指導

修正後，安排印刷並派發

各區漁民團體或代表。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5月 28 日 在2020年5月28日獲秘書處

指導修正聲明書後，便安排印

刷並準備，以備派發各區漁民

團體或代表。 

 

受到限聚令及疫情的影響，適

逢亦未到休漁期，所以多位代

表/用戶出海未返港，故未能

如期完成。 

唯有待各代表分別返港才繼

續工作。 

聲明書樣本，請參考

(附件S) 

 

**為確保受惠漁民並

無在其他基金或

同類型項目受獲

資助，會要求每名

受惠漁民簽署相

關聲明，以保障項

目不被濫用而浪

費資源。 

 

因受到限

聚令及疫

情的影

響，以致

順延進

行。 

只能透過電話溝

通，與多區代表

協商研討問卷內

容重點。 

 

準備海上無線電(本地船

隻)牌照申請表及填寫指

引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3月 30 日

至 5月 28日 

通訊事務管理局網頁內，下載

申請海上無線電(本地船隻)

牌照表格，並在表格上預填妥

 因受到限

聚令及疫

情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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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識別系統廠製為SUN 

HANG、型號為SH-598A、 

功率為2W的資料，影印150

份表格及填寫指引，準備連同 

問卷、聲明書一起派發，方便

漁戶填交之用。 

 

響，以致

順延進

行。 

申請額外的分期款項發放 

 

因資金問題極有可能影響

進度，故申請額外的分期

款項發放，以舒緩經濟壓

力。 

額外 2020 年 3月 31 日 因資金問題極有可能影響進

度，故申請額外的分期款項發

放，以舒緩經濟壓力。幸獲基

金管理委員會批准額外的分

期款項發放，舒緩經濟壓力，

支持項目推行。 

 

額外的分期款項發

放申請信，請參考 

(附件T) 

額外  

AIS海圖機使用培訓班籌備  

場地安排及培訓內容籌備 

2020 年 3 ~ 4月 2020 年 5月 限聚令及疫情爆發的影響，未

知限聚令何日放寬，無奈下要

待疫情好轉後，才能開展培訓

班。  

 

 因受到限

聚令及疫

情的影

響，以致

未能進

行。 

 

申請改拍攝AIS海圖機使

用教學短片取替培訓班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5月 8日 獲基金管理委員會批准，因應

疫情而作出項目活動的調

整，以及對應的財政預算更

獲批申請拍攝教學

短片以替代培訓班

的電郵，請參考 

額外 因應疫情而作

出項目活動的

調整以及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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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短片作網上教學，方

便用戶學習，也避免受疫情

及限聚令的問題困擾而拖

延進度。  

 

改，並准許項目可改以教學短

片代替培訓班。  

 

隨即安排拍攝內容和聯繫製

作公司。  

(附件U)。 

 

教學短片的製作費

用，請參考 

(附件V)。 

 

AIS海圖機使用教學

短片內容擬定，請參

考(附件W)。 

 

的財政預算更

改的申請。 

 

申請延長項目推行期 

（不需額外資助） 

 

因應疫情而作出項目活動的

調整以及對應的財政預算更

改。 

額外 2020 年 6月 23 日 因應疫情拖累，而作出申請項

目活動的調整以及對應的財

政預算更改。項目推行期亦申

請延至2020年7月20日。 

在6月23日正式獲漁業提升

基金管理委員會批准。 

請參考(附件X) 

 

額外 因應疫情而作

出項目活動的

調整以及對應

的財政預算更

改。 

檢測首批到貨之AIS海圖機  

 

確定AIS海圖機與訂購單上

的功能內容一致，並能正常

使用。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5月 25 日 5月25日收到AIS海圖機25箱

(共150部) 。  

拆箱點數及抽樣測試。  

AIS海圖機送抵及抽

檢試機，請參考 

(附件Y) 

 

因疫情致

運輸到港

等的問題

發生，延

遲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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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操作AIS海圖機  

方便講解和示範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5月 25 日 試用不到1小時，已能懂操

作，操作方式相當簡易。  

 

 如期完成  

支付150部的AIS海圖機

貨款餘額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5月 27 日 5月27日安排支付貨款予供

應商。 

支票圖片及入數

紙，請參考 

(附件Z) 

 

如期完成  

正式拍攝AIS海圖機使用

教學短片 

 

方便用戶學習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6月 26 日 完成撰寫拍攝內容後，唯製作

中途多次加添內容，又需趕於

6月中旬完成短片。  

 

在6月16日提交AIS海圖機使

用教學短片交予秘書處審核。  

 

最終在6月26日獲秘書處確

認該片。隨即將短片發送各區

代表並供各用戶收看。 

 

AIS海圖機使用教學

短片，請參考: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v

=HB6TppZCeaw&

t=186s 

 

趕及原有

進度 

代替培訓班 

分別約見各各區代表，分

派AIS海圖機、講解並示範

AIS海圖機的操作使用  

 

令各區代表明解AIS海圖機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5月 28 日

至 6月 4 日 

由5月28日起，接洽區域計有:  

香港仔、大埔、塔門、西貢、

筲箕灣、長洲、屯門、索罟灣 

 

會見各區代表，即場示範操作

 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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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和特式，以便清晰挑

選該區合適的漁船，參與計

劃  

 

AIS海圖機，令各區代表明解

AIS海圖機的功能和特式，以便

清晰挑選該區合適的漁船參與

計劃。 

  

排期預備各區裝機 

 

安排到各區，為參與試用

計劃的漁船，協助測試安

裝後的AIS海圖機，是否正

常操作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6月 因受限聚令影響，未能安排聚

集大伙一起處理，故改集中由

各區代表，安排派發用戶。並

由用戶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固

定安裝。  

運抵AIS海圖機至各區代表

處，並協助試機無問題後，完

成交機手續，並將問卷、聲明

書、海上無線電牌照申請表、

招募宣傳海報等物品，交各區

的代表。並由各代表協助派發

問卷和各用戶簽署聲明書。由

各區代表安排各用戶的領取

日期。  

 

AIS海圖機各區送貨

單、問卷、聲明書、

海上無線電(本地船

隻)牌照申請表及申

請條件海報等圖

片。請參考Delivery 

note(附件1) 

 

因疫情致

運輸延遲

到港的問

題，以致

未能進

行。 

改由各區代表

協助分發及收

集。 

因疫情險峻且

傳染力極強，

雙方均有顧忌

下，故亦不安

排到安裝了

AIS 海圖機的

用戶艇上拍

攝。 

向參與計劃的各區漁民團

體或代表派發問卷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6月 印刷妥問卷、聲明書、牌照申

請表、招募宣傳海報等物品，

每區備妥30套(共150套) ，遞

 因疫情問

題發生，

以致未能

改由各區代表

協助分發及收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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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跟進成效資訊，以便

作統計之用。  

 

交各區的代表，協助派發問卷

和回收各用戶已簽署聲明書。  

 

如期進

行。 

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支付申請海上無線電(本

地船隻)牌照費的安排 

 

協助其辦理牌照及安排支

付牌費  

 

 

2020 年 5 ~6月 2020 年 6月 派發AIS海圖機時會附連申請

表。提醒用戶要注意無線電牌

照的申請，並囑咐填交回申請

表及附齊証明文件資料，才可

代遞交及補助繳交首年牌照

費。 

因疫情而致貨品延誤到港，導

致用户由原訂好的領機日未

能取機，需再另擇日期再安

排。唯因他們很多時也出了海

作業，交收文件及查詢聯系，

亦出現困難，且文件交回也因

填寫錯漏致難以快捷完成。最

終在7月20日也只有9位海上

無線電(本港船隻)牌照申請

人交齊資料，惜趕不及在7月

20日出支票繳付而未能完成

申請。 

  

 因疫情問

題發生，

以致未能

如期進

行。 

改由各區代表

協助分發及收

集。 

回收用戶的問卷 
2020 年 7月 2020 年 7月至 8月 7月17日回收各區的聲明及 問卷整合評分結 因疫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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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收集用戶的問卷，並作

統計和撰寫報告。 

 

問卷和需支援協助無線電牌

照申請的表格。  

唯用戶基於文化程度問題，交

回文件錯漏百出又不齊全，故

仍在努力聯絡追缺漏資料，以

致未能如期完成牌照申請費

支討安排，現仍繼續中，預計

８月完成。  

果，請參考(附件2) 

 

題發生，

以致延期

進行。 

審計報表  

單據開支交會計師樓做 

上期審計報表  

 

2020 年 7月 2020 年 7月至 8月 已於7月20日遞交單據予會計

師樓做審計報表。  

 

 因疫情問

題發生，

以致延期

交單據，

所以延遲

完成。 

 

 

總结：  

因爆發疫情為意料之外的事情，限聚令及社交隔離的政策，也導致原訂計劃的安排產生了運作困難。  

例如：  

1. 打亂原訂的派機安排日期。  

2. 打亂原訂的講解示範安排。  

3. 因疫情令貨品延遲送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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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貨品延期到港，導致用户由原訂好的領機日未能取機，需再另擇日期再安排。唯因他們很多時也出了海作業，且文件交

回也因填寫錯漏致難以快捷完成。  

綜合上半年度的經驗，下半年度在安排上，將會針對疫情引起的問題處理而作改善。 

 

改善計劃 

經歷過社會運動、疫情影響及政府突發的施政措施之經驗，下半年度運作時，將會安排針對在受疫情引起的問題，而作改善

處理如下: 

1. 如再遇疫情問題再度影響社會運作，仍以教學短片替代培訓班。 

2. 強化各漁區代表對文件的檢視和安排，漁戶申領海圖機時，如需本會協助申請海上無線電(本地船隻)牌照，必須連齊全的申

請文件一起遞交，否則需自行申請，本會在收到通訊事務管理局的邀費通知，才發放支票至通訊事務管理局代邀付牌照費用。 

3. 為惠及更多非漁會的漁戶，下期計劃的 150 台 AIS海圖機，安排通過社交媒體，例如:臉書，及在多個灣頭張貼項目的宣傳

海報，以供更多細艇的漁民能受惠道參與計劃。 

 

根據擬議項目的目的及影響(效益) 評估項目成果： 

受惠漁民用户人數共 150 人，計有:  

屯門區- 30 人 

大埔區- 30 人 

筲箕灣- 30 人 

長洲- 30 人 

南丫島-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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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在使用新 AIS海圖機後，用户需填交問卷回饋使用意見，以此供項目團隊統計及測試是否能提升漁民在海上的安全，也

為項目成效作評估。 

 

問卷內容主要包含: 

1. 漁民使用系統的容易度 

2. 訊息準確度 

3. 測量準確度 

4.   設備耐用度 

為確保受惠漁民並無在其他基金或同類型項目受獲資助，項目團隊會要求每名受惠漁民簽署相關聲明，以保障項目不被濫用

而浪費資源。 

 

漁民使用自動識別系統的效益評估安排: 

在 2020年 12月前，抽選不少於 10艘已領取採用 AIS 海圖機的漁艇，檢查開啟航跡，從記錄船隻航程而得知，漁民是否採

用此 AIS機以作報告，也測試採用粵語語音警告並可拆携等功能，是否能提升改善本地漁民航道上之安全和增強使用的意欲。 

 

總結及願景: 

本項目惠及 300 艘漁船安裝能用粵語發出訊息 AIS海圖機，方便本地渔民收聽訊息和易理解內容，也易避卻諸多海上航道問

題，從而減低意外發生，而且新 AIS海圖機更備有記錄航跡時間及日期，可方便搜尋、追查纪錄，易於提供証明或証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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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新 AIS海圖機之設計為拆携式，即用户可在離船時隨身帶離，保障漁民減低失竊風險，增強使用的誘因和意欲，值此提

高其海上安全，保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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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 

項目編號 FEF2019008 及項目名稱可攜式粵語電子航海導航儀試用計劃之聲明 

 

我，代表我本人及香港漁業促進會有限公司，特此向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在內的相關基金的督導委員會作

出不可撤回的聲明、保證和承諾，我本人及香港漁業促進會有限公司：  

 

1. 沒有與任何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歐洲聯盟、英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或香港金融管理局，或任何適  

用的制裁法律制裁或可能制裁或作為目標的國家、組織或活動有任何交褐或與之有任何形式的聯繫； 

2. 沒有以任何不法形式使用由漁業提升基金或相關的增補基金所獲得的金錢，不論是涉及行賄、清洗黑錢、恐怖主義活動或 

 任何違反國際及本地法律的行為； 

3. 把所有資助款項（及其產生的任何盈餘）均用作符合漁業提升基金目標的研究或項目，而沒有把任何資助款項（包括產生 

的任何盈餘）分發予獲資助機構的任何成員及／或公眾人士。 

 

申請機構： 香港漁業促進會有限公司       機構蓋章： 

項目負責人：姜紹輝             

簽署：            日期：2020 年 9 月 9日  



 

 

 

 

 

 

 

 

 

 

 

附件 

  



 

 

 

 

 

 

 

 

 

 

 

附件 D 

三款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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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三款機相片 

  





 

 

 

 

 

 

 

 

 

 

 

附件 E 

問卷內容 

  



Hong Kong Fisheries Promotion Co. Ltd . 
Rm 1, 16/F, Abba Commercial Bldg., 223-227 Aberdeen Main Rd, Aberdeen, HK 

 

比較 AIS 海圖機之試用問卷 

使用者姓名   :                                                         

船名    :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試用日期   :       /     / 2020 至      /     / 2020 止 

                      (日)    (月份)           (日)   (月份) 

 

感謝閣下參與進行試用 AIS 海圖機並協助回應問卷調查。敬請在試用

期間，對同時採用的 3 款海圖機作出評價，謝謝! 

 
三款海圖機分別為:  
 

1. SUNHANG - 型號 SH-598A 

2. FURUNO  - 型號 FA-170 

3. SAMYUNG - 型號 SI-70A 

 
請在下列表內，以 0 - 3 分對三款海圖機功能作出評分： 

**3 分為最高評價，0 分為最差功能/表現。 

 SUNHANG 
SH-598A 

FURUNO 
FA-170 

SAMYUNG 
SI-70A 

1. AIS 系統    

2. 充電式電源      

3. 接駁電池式電源    

4. 內置 GPS 天線    

5. 開机顯示贊助商名稱    

6. 中文菜單(即介面)    

7. 中文使用說明書    

8. 廣東話語音    

9. 詳細海圖    

10. 進入大船航道語音提示    

11. 進入高速船航道語音提示    

12. 進入保育區語音提示    

13. 進入禁區語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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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設置超速警報    

15. 可更新海圖    

16. 儲存航跡記錄    

17. 可用記憶卡提取航跡記錄    

18. 船隻接近危險語音提示    

19. 可攜式    

 

衷心感謝閣下的支持和協助，請於下欄在使用者位置簽署，以玆確認

上列表的評分為使用者對三款海圖機所評核之結果。 

 

 

使用人簽署 

 

 

 

 

                         

簽署日期: 2020 年   月  日 

 
 
 
                                          



 

 

 

 

 

 

 

 

 

 

 

附件 O 

說明書 

  





 

 

 

 

 

 

 

 

 

 

 

附件 S 

聲明書樣本 

  



 
 

致: 漁業提升基金秘書處及香港漁業促進會有限公司 

 

聲明書  

 

茲聲明，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有船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擁有權證明書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並

未受惠在其他基金或同類型項目的可攜式粵語電子航海導航儀試資助，並清楚知

道本聲明書內所申報的資料必須確實無訛，並無隱瞞或提供令人誤解或混淆的資

料。若本人提供虛假聲明，須承擔倘有的法律責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人簽名 

2020 年 6 月  日 

敬請注意:   

漁民應在獲取透過香港漁業促進會有限公司協助申請的海上無線電(本地船隻)牌照後才

正式使用 AIS 海圖機。 



 

 

 

 

 

 

 

 

 

 

 

附件W 

拍片說明 

  



1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 開箱介紹 開盒拆袋及介紹配件
安裝支架
安裝天線
使用前請先充電
充電方法示範-差電機指示
差電機指示長著紅燈表示充電中
差電機指示長著綠燈表示充電完成

2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 GPS定位方法 儀器需要在外戶沒有遮擋地方下使用
短按下「開關」鍵1次
系統顯示啟動進度達100%後才是成功啟動
每次開啟後先顯示衛星屏畫面
儀器自動搜索衛星
搜索衛星完成會顯示二維 / 三維狀態
搜索衛星成功後系統日期及時間會自動和衛星同步

3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電池電壓通知 充滿電數字表示為12V綠色部份標示全滿
當數字表示9V時開始出現低電壓警句及響聲
合共三次警句及響聲提醒儀器需要馬上充電

4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海圖基本按鍵操作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可任意移動海圖
按下「旋轉」鍵可令海圖改變螢幕上方指為向東/南/西/北方向
按下「旋轉」鍵可令海圖改變 H英文字在螢幕上方出現
H英文字是畫面跟隨航向方面改變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５ 海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５ 海圖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顯示設置
按下「下方向」鍵至 海圖方向一欄
按下「輸入」鍵可多一项可選目標向上
按下「下方向」鍵至目標向上
目標會轉向畫面向上
按下「輸入」鍵確定
按下「6 放大」 「9 縮小」鍵可放大縮小海圖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可任意移動海圖
按下「0 歸中」鍵可返回自己船隻在海圖上位置

5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關機方法
長按下「開關」鍵並保持不鬆手
畫面3秒倒數顯示
主畫面熄丟才成功完成關機

6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 MMSI 設定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9 AIS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9 AIS畫面
按下「下方向」鍵至 4 MMS設置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4 MMS設置畫面
按下「目的地」鍵先刪除預設號碼000000000
輸入屬於自已船隻的 MMSI 號碼完成後按「輸入」鍵
系統會顯示在設置位置
按下多一次「輸入」鍵
系統會顯示身份確認，新使用者可以輸入廠方已預設密碼 201011
按下「輸入」鍵確定完成步驟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7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功能畫面更換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系統顯示啟動進度達100%後才是成功啟動
按下「頁面」鍵
畫面會馬上顯示不同功能畫面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選取合適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輸入」鍵確定功能畫面

8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航點使用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當船隻已到達目標位置，並想馬上記錄在儀器
按下「1 航點」鍵就馬上記錄當時船隻在海圖上的位置
船隻駛到另一地點再按下「1 航點」鍵再記錄新位置

9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航點刪除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按下「8 游標」鍵呼叫出十字游標圖示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想刪除航點附近
當成功選取想刪除航點時，畫面會顯示紅圈及航點位置資訊
按下「輸入」鍵呼叫出功能頁
按下「下方向」鍵移動選擇刪取功能
最後按下「輸入」鍵確定完成步驟
繼續用「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其他想刪除航點附近
如此類推刪取其他航點

10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標記使用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當船隻已到達目標位置，並想馬上記錄在儀器
按下「7 標記」鍵就馬上記錄當時船隻在海圖上的位置
另一方法可按下「8 游標」鍵呼叫出十字游標圖示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目標位置
再按下「7 標記」鍵就記錄新標記
如此類推記錄新標記

11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標記刪除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按下「8 游標」鍵呼叫出十字游標圖示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想刪除標記附近
當成功選取想刪除標記時，畫面會顯示紅圈及標記位置資訊
按下「輸入」鍵呼叫出功能頁
按下「下方向」鍵移動選擇刪取功能
最後按下「輸入」鍵確定完成步驟
繼續用「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其他想刪除標記附近
如此類推刪取其他標記

12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航跡啟動/關閉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按下「4 航跡 」鍵馬上打開啟記錄航跡功能
再按下「4 航跡 」鍵馬上關閉啟記錄航跡功能

13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到達報警啟動/關閉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6 報警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報警畫面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或關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14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偏航報警啟動/關閉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6 報警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報警畫面
按下「下方向」鍵至到偏航報警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或關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15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移錨報警啟動/關閉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6 報警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報警畫面
按下「下方向」鍵至到移錨報警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或關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16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顯示船隻即時航向及航速方法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 顯示船隻即時航向及航速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7 平滑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7 平滑畫面
按下「輸入」鍵已顯示可選項目
按下「上方向」鍵至禁止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確定
按下「下方向」鍵選擇航向平滑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顯示可選項目
按下「上方向」鍵至禁止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確定
按下「返回」鍵退出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17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緊急求救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緊急求救方法可以在任何一個功能畫面都可使用
長按「9 SOS」鍵
主畫面中會顯緊急求救畫面
按下「左方向」鍵至 [ 確定 ]  
按下「輸入」鍵確定就可發出緊急求救
更改報警內容示範
長按「9 SOS」鍵
主畫面中會顯緊急求救畫面
舉例以情況是有人溺水
按下「上下方向」鍵至報警內容一欄
按下「輸入」鍵可選擇所需情況
按下「上下方向」鍵選擇[有人溺水]一欄
按下「輸入」鍵確定選擇情況
按下「上下方向」鍵至[確定]
最後按下「輸入」鍵確定就可發出緊急求救

18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啟動AIS消息及語音提示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9 AIS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9 AIS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1 基本設置畫面
已進入接收消息顯示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
按下「下方向」鍵至報警信息顯示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
按下「下方向」鍵至報警語音一欄
按下「輸入」鍵已轉換開
可再按下「下方向」及「輸入」鍵更改其他設定
按下「返回」鍵退出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19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目的地導航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按下「目的地」鍵
可在航點号輸入號碼
按輸入後就會有一直線由本船位直指目的地位置
按下「目的地」鍵
可在標記号輸入號碼
按輸入後就會有一直線由本船位直指目的地位置
另一方法是用游標指向目的地導航
先返回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
按下「8 游標」鍵呼叫出十字游標圖示
按下「上下左右方向」鍵移動十字游標到目的地
按下「目的地」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游標
按下「輸入」鍵確定
螢幕就出現一直線由本船位直指目的地位置

20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取消目的地導航方法 按下「目的地」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關閉導航
按下「輸入」鍵確定
螢幕上的導航線會被取消

21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 調節背光/鍵燈/音量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亮度調節可以在任何一個功能畫面都可使用
輕按下「開關」鍵一次
主畫面中會顯亮度設置畫面
按下「左右方向」鍵可更改背光數值 , 0是全黑至15是最光
按下「上下方向」鍵可更改按鍵燈數值 , 0是全黑至15是最光
按下「6放大」「9 縮小」鍵可更改按音量數值 , 0是最少音量至9是最大音量
最後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22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 －啟動AIS頁方法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才使用
長按「3 航線 AIS」鍵
主畫面中會顯AIS畫面
按下「上下方向」鍵查閱在海面上配有 AIS 儀器船隻的資料
最後按下「菜單」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23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電池電量單位更改方法（電壓值/百分比）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並選擇三款海圖屏其中之一方便說明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10 其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10 其他畫面
按下「下方向」鍵至 9 電池電量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9 電池電量畫面
按下「下方向」鍵至顯示模式一欄
按下「輸入」鍵轉換 [電壓值] 或 [百分比]
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24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數據對接由儀器抄錄至MicroSD記憶咭方法 先準備一張MicroSD記憶咭，最大容量支持到32GB
先打開儀器底部下防水膠蓋
以正確方向將MicroSD記憶咭插入
再閉上儀器底部下防水膠蓋
以啟動方法，開啟海圖衛星導航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10 其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10 其他
按下「下方向」鍵至到數據對接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數據對接
按下「輸入」鍵進入內置存儲器->SD卡?內頁資料
按下「輸入」鍵系統就會馬上由儀器抄錄至MicroSD記憶咭上

基於在MicroSD記憶咭內的數據需要廠方特別程式開啟
所以以上操作只建議由廠方技術人員進行

25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海圖進階按鍵操作 (航行方式)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５ 海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５ 海圖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顯示設置
按下「下方向」鍵至 航行方式一欄
按下「輸入」鍵可選船動或圖動
船動即船在畫面走動



圖動是船隻固定在畫面中間，只有海圖移動
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26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海圖進階按鍵操作 (本船形狀)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５ 海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５ 海圖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顯示設置
按下「下方向」鍵至 本船形狀一欄
按下「輸入」鍵可選船形來代表自己船隻
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５ 海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５ 海圖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顯示設置
按下「下方向」鍵至 本船形狀一欄
按下「輸入」鍵可選圓點來代表自己船隻
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27 可㩗式粵語AIS海圖機－海圖進階按鍵操作 (顯示模式) 以啟動方法開啟儀器
按下「菜單」鍵
按下「下方向」鍵至 ５ 海圖一欄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５ 海圖畫面
按下「右方向」鍵進入 顯示設置
按下「下方向」鍵至 顯示模式一欄
按下「輸入」鍵有四項可選白天模式，夜晚模式，用戶模式及自動模式
按下「上下方向」鍵選擇
按下「輸入」鍵確定模式
按下「返回」鍵退出及返回功能畫面
最後按下「菜單」鍵即時可退出主菜單及返回功能畫面
更改顯示模式另一方法
在任何一個頁面中時
長按下「頁面」鍵後模式自行轉換（白天模式）
長按下「頁面」鍵後模式自行轉換（用戶模式）
長按下「頁面」鍵後模式自行轉換（自動模式）
四項白天模式，夜晚模式，用戶模式及自動模式可輪轉換



 

 

 

 

 

 

 

 

 

 

 

附件 Y 

AIS海圖機送抵及抽檢試機 

  





 

 

 

 

 

 

 

 

 

 

附件 2 

問卷整合評分表及結果 

  



Hong Kong Fisheries Promotion Co. Ltd . 
Rm 1, 16/F, Abba Commercial Bldg., 223-227 Aberdeen Main Rd, Aberdeen, HK 

 

項目 FEF2019008 的問卷整合評分結果：  

 
本次問卷評分最高評價為 3 分，0 分為最差功能/表現。 

整合 150 份 AIS 海圖機問卷評分後，結果如下： 

 
 訊息 

準確度 

操作 

簡易度 

測量 

準確度 

設備 

耐用度 

 

不適用 

1. AIS 系統 388 380 388 388  

2. 充電式電源   310 310 310 310  

3. 接駁電池式行動電源 396 387 396 396  

4. 內置 GPS 天線 383 370 383   

5. 中文菜單 (即介面) 420 395 420   

6. 使用說明書及教學視頻 393 393 393   

7. 廣東話語音 420 420 420   

8. 詳細海圖 400 398 400   

9. 進入大船航道語音提示 405 405 405   

10. 進入高速船航道語音提示 400 400 400   

11. 進入保育區語音提示 396 396 396   

12. 進入禁區語音提示 400 400 400   

13. 設置超速警報 403 390 403   

14. 可更新海圖 N/A N/A N/A N/A N/A 

15. 儲存航跡記錄 392 385 385   

16. 使用外置記憶卡提取航跡

記錄 
N/A N/A N/A N/A N/A 

17. 船隻接近危險語音提示 400 400 400   

18. * 報警求救功能 

(如沒曾使用此功能可不

用評分) 

N/A N/A N/A N/A N/A 

 
 問卷調查中沒有用戶提供其他意見/ 建議。 

 項目 14、16、18 因用戶還未使用此功能所以未有評分。 

 
訊息準確度總分 5906；操作簡易度總分 5829；測量準確度總分 5899。設備耐用

度總分 1094 分。設備耐用度並非每一個項目適用，所以只有部份問題有評分。 

評分者當中較多為年長者，對機械使用未必如年輕人熟練、習慣，但從用戶問卷

評分當中反映出用戶對 AIS 海圖機功能十分滿意，反應相當正面。 

 
另因疫情及政府政策緣故，原定舉辦的教學講座改為教學視頻及以說明書說明、

示範 AIS 海圖機使用方法。評分當中反映出用戶接受此等改動、沒有負面評價，

因此下半年亦可繼續使用教學視頻向用戶說明、示範 AIS 海圖機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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