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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西港埠演進概論 
 

 1.1  港埠緣起與演變 

 

港埠緣起 

古時港埠起源大多由鄰河或鄰海地區興起，先民依其地理地理環境自然特性，採取與生活

條件相結合的方式發展。早期是為了捕漁狩獵，隨著社會進步，漸次發展商業、運輸，而

形成了既為交通運翰服務（客運），也為商業貿易服務（貨運） 的商港，東西方皆然。 

港埠分類 

�港埠依其鄰河或鄰海的自然地理特性，可概略分為河港（river port）或海港（sea port)。 

�若依其使用目的區分，又可分為商港、工業專用港、漁港、軍港、觀光遊憩港。 

台灣與外國著名港埠進埠歷程 

�基隆港 

A.清朝年間 

清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清廷從左宗棠之議，將台灣改制為台灣省，並任命劉

銘傳先生為台灣省巡撫，劉銘傳先生對交通建設不遺餘力，計畫興建南北縱貫鐵路，

實施海陸聯運，籌建基隆港，辦理基隆港築港事宜，於光緒十二年完成基隆港第一座

碼頭（靠近基隆火車站附近），是為基隆港開港營運之始。 

B.日據時代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 1895年），依據馬關條約台灣割讓予日本，日人佔據時期 鑒

於基隆港位置重要，乃銳意經營，浚碟港內積土，填築海地，修建一至四號碼頭，倉

庫及貨棧 至民國三年（西元 1914年）基隆港已初具規模。 

C.台灣光復後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後，政府大力整建基隆港，興築各式散、什貨、貨櫃、液體貨

碼頭。 

�高雄港 

高雄港位於台灣西海岸南端，港面遼闊，港口有壽山、旗山左右對峙，臨海有狹長沙洲，

為港灣的天然屏障，地理條件優良，航運發達，貨物吞吐量為全台之冠，是台灣地區最

大國際商港。 

A.明清時期 

高雄港在明嘉靖年間（公元 1522-1566年）僅為一小漁村，天啟四年（公元 1624年）

荷蘭人入侵台灣，進行開拓。明永曆十五年（公元 1661 年）鄭成功光復台灣，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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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對港埠闢建甚力。迨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復對高雄港銳意經

營，遂成為高屏地區物產集散之商港。 

B.日據時代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依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日人佔領台灣澎

湖後，為遂行其殖民地經濟掠奪之政策，乃積極經營台灣，開發米、糖等各項資源，

一方面充裕其本土需要，另方面亦有利其政治、經濟、軍事統治，因此特別重視經建

基本建設，如鐵、公路及基隆、高雄兩港之興建等，高雄港因而芻議築港。 

在日人佔領期間，高雄港貿易最盛時期為民國二十八年，泊船能力三百萬噸，貨物吞

吐量達三百二十萬噸，總值四億六千八百萬日元。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起，盟機

大舉空襲高雄港，至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止，高雄港所有碼頭、

倉庫、起重設備，幾全被炸毀，且為阻滯盟軍進攻，自沉大船五艘於港口，總噸位達

七千四百五十三公噸，高雄港遂成死港。 

C.台灣光復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戰後滿目瘡痍，沉船處處，設施破壞無遺，港埠功能盡失，

政府為加速港埠建設，同年十二月成立高雄港務局，致力復舊工作，打撈沉船、清理

航道、增添設施，至民國四十四年始具規模。繼於民國四十七年辦理十二年擴建工程，

高雄港與海爭地，填築新生地五百四十四公頃。為適應外貿發展需要，提升營運功能，

遵奉先總統蔣公指示進行多元化功能之第二港口之開闢工程，於民國六十四年完成，

使十萬噸級貨輪進出，暢通無阻。 

�淡水河流域港埠 

淡水河係台灣北部地區最大河流，由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等三大支流組成，主流（大

漢溪）長 160公里，流域面積 2,710平方公里，是台灣第三大河流。淡水河系各溪流在

開墾起源、發展過程中，建有若干港埠。在大漢溪流域之主要河港有新莊、板橋浦仔、

下溪洲、三峽、大溪等，在新店溪流域之主要河港，包括港子嘴、水尾、網尾寮、景尾、

新店、屈尺等，在基隆河流域之主要河港為士林、北勢湖、港墘、錫口（松山）、港子

口（南港）、水返腳（汐止）、暖暖、瑞芳等，在淡水河流域之主要河港有艋鉀、大稻

埕、淡水、關渡等。 

�上海港 

上海港位在長江口及黃埔江內，地處長江三角洲東端的上海市，居中國大陸南北海岸線

的中心，依江面海，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上海原是黃埔江邊的一個小漁村，後來逐漸發

展成重要港口，主要是商業貿易的推動，造成港口發展日漸形成與重要。古代的上海湖

泊成群，河港交叉，自秦漢起，它一直隸屬於吳郡，扼守著吳淞江的出海口，是三吳（吳

縣、吳江、吳興）一帶江南出口通商的主要港口。 

1842年 8月，中英江寧條約將上海列為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 11月 17日， 上海正式

對外開港。1853年上海港成為當時全國最大外貿港口。 

近年來，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上海港為因應櫃量成長需求，在航州灣、長江出海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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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山島，以興建長達 32 公里的跨海大橋方式連接，興建全新的洋山港區碼頭前沿水

深 16公尺，可停泊 8千 TEU以上的大型貨櫃船。終結上海沒有深水港歷史的洋山港，

第一期港區工程總計興建五座貨櫃碼頭，規劃年吞吐量為 220 萬 TEU。自 2005 年 12

月初正式營運，實際年裝卸量預估可達 400萬 TEU，規劃至 2020年年處理貨櫃能力將

達 2千萬 TEU。 

�神戶港 

神戶港是面對太平洋的亞洲東部的中心，它也是日本幾何的中心位置，該港目前為北美

航線、歐洲航線、東南亞航線等世界主要航線的交會港。神戶港自 1868 年開港以來，

由於其位於日本列島中央的優越地理條件，再加上海水很深的天然良港的地形條件，造

就成日本最具代表的國際港。 

�倫敦港 

在世界港埠歷史發展上最具代表性與特色的港口，港口始建於西元前 43年，16世紀海

運昌盛，18 世紀已發展成為世界大港之一，19 世紀成為全國貿易和金融中心，而且是

世界航運中心，集中了世界各地的船舶和船公司的代表機構。有世界上最大的保險組織

--勞合社（LLOYD'S）。倫敦是英國的首都，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又

是全國最大的海港，並且是英國最主要的製造業城市，以通用機械與電機著稱。還有飛

機、精密儀器、汽車、煉油、化學、服裝、造紙、印刷、食品、捲煙等工業均很發達。 

 

 1.2  台灣港埠發展演進 

 

台灣係屬海島型經濟，國家對外運輸准海運是賴，尤其台灣地區國際商港港埠長期發展幾與

國家經濟發展同步。民國 41 年港埠裝卸量合計 330 萬噸，至民國 90 年港埠裝卸量合計 55,288

萬噸，在 50 年間成長 167.5 倍，同一期間進出口對外貿易量成長 89.33 倍，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GNP成長 38.25倍，顯見港埠運量支援國家經濟發展，而國家經濟發展則以港埠發展為依托。 

港埠勞動力、生產力、與競爭力三階段分析 

�勞動力時代 

我國港埠發展一開始重點在雜散貨裝卸作業，港埠貨櫃運輸輸至民國 61 年始有運量資

料之記錄，在此以前港埠貨物運輸多以雜散貨運量為主，雜散貨裝卸作業多採用人力與

簡單機具，運輸速度慢，作業效率低。隨著貨櫃運輸發展，至民國 69 年貨櫃運量個數

突破 100萬大關，再參考國家經濟發展，民國 61年以前為輕工業勞力密集工業發展階

段，因此在民國 61年以前 港埠發展可視為以勞動力為主之階段，此階段重點在採較原

始生產、附加價值低以體力為主，注重產量，亦即此時期港埠發展係以勞力密集為主。 

�生產力時代 

自民國 61 年進入貨櫃作業以後，港埠作業多採用機械化、自動化作業，一般貨物與貨

櫃運量快速成長，此階段國家經濟發展係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之工業時期，在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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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加坡港亦同樣以發展貨櫃運輸為主。而在民國 80年，我國貨櫃總運量 TEU數

被香港、新加坡港所超越，因此本階段（61-80年）由貨櫃作業技術提升，可視為生產

力階段，本階段生產形態與特性在勞力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注重成本。 

�競爭力時代 

自民國 80年以後，香港、新加坡港貨櫃運量始終超越我國，而且成長力更是異常迅速，

本時期各國在港埠作業重視政府效率與企業管理，此亦為企業競爭所最重視之所在，本

階段生產形態與特性在重硬體、也重軟體，重國內、也重國際，更注重價值的提升。 

港埠與國家經濟發展趨勢比較 

就港埠部門運輸成長率與國家經濟成長趨勢比較，發現民國 60 年經濟成長率為 12.9%，

港埠運量成長率為 20.36%；民國 70 年經濟成長率為 6.20%，港埠運量成長率為 4.07%；

民國 80年經濟成長率為 7.6%，港埠運量成長率為 10.28%；民國 90年經濟成長率為-2.8%，

港埠運量成長率為 7.68%，大致上港埠運量成長率都是高於經濟成長率，顯示港埠運量成

長較經濟成長更具活力，但大致上其成長趨勢與國家經濟成長及發展趨勢相一致。 

再以十年為一個成長階段分析，發現 60 年代我國港埠運輸快速成長，十年裝卸平均成長

率為 17.32%，遠高於經濟成長率 9.83%，此為高度成長的年代；70 年代為中度成長的年

代，十年平均成長率為 10.23%；自 80年代起則為中低度成長的年代，十年平均成長率為

6.59%。90年代十年平均成長率更低於經濟成長率，顯示全球港埠競爭激烈，臺灣地區港

埠營運發展出現警訊，此課題需特別重視。 

 

 1.3  港埠民營化與國營化 

 

世界各國的國際商港可分為公有與私有兩大類。： 

國有國管型港埠 

此種港埠所有權係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管理，大多分佈在亞洲（含韓國、香港 東南亞諸

國、印度）、加拿大、以色列、非洲奈及利亞、英國的國有港及法國的自主港。臺灣商港

在民國 100年後，將由航港局管理，並由國營港埠公司經營。 

省（州）政府所有及管理型港埠 

此種港埠所有權係屬省（州）政府所有，並由各省（州）政府管理，以美國東岸及台灣港

口及義大利港口為主，過去我國台灣中央政府委託省政府代管也是此種類型。 

地方（市）政府所有及管理型港埠 

此種港埠所有權在地方（市）政府，並由地方（市）政府管理，此型港口多分佈在歐洲（德、

荷、比、瑞典 Goteberg 港及英國市有港）、美國（美西及大湖區）、日本及中國大陸地

區都是採取「市港合一」的體制，由地方政府管理。 

私有公用型港埠 

港埠係屬私人公司所有，但對外開放公用營運，計有英國港埠協會（ABP) 所屬 22 個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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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菲列斯特、曼徹斯特港、利物浦港及陸續標售的幾個信託港以及瑞典斯德哥爾摩港

（91%股份私有）。 

 

 1.4  現代化港埠作業程序 

 

港埠營運管理基本觀念 

�船舶入出港 

依據港務管理規則規定 船舶入港應於到達港口二十四小時前，出港應於離開港口發航

十二小時前，由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具實填具船舶入港或出港報表，載明來自何處、

預定到達時間、吃水、船長、貨運種類、數量、船員及旅客人數、或出港時間、吃水、

船長、貨種、數量、船員與旅客人數、到達次一港與目的港名稱。 

�港內航行 

船舶在港內應緩輪航行，不得與他船並列航行或超越他船，或妨礙他船航行，五百總噸

以上之船舶在港內航行，其航行時速不得超過五節（海浬）。 

�船舶停泊 

有關船舶在港船席之指定及船席調派，應按商港管理機關指定之船席或錨地停泊。 

�裝卸 

船舶在完成靠港作業後，即可進行裝卸作業。船舶於裝卸作業中，因船舶所有人或其代

理人，貨物所有人或其委託人之事故停止作業超過二小時，或裝卸完畢二小時內未離船

席或出港，致影響船席調配時，商港管理機關得通知移泊。有關危險品裝卸，由於其危

險性較高，應在危險品碼頭或偏僻之港外裝卸。至於油品裝卸，應在商港管理機關指定

之地點為之，作業時並應圍設欄油帶，如有溢漏應即清除，並通知商港管理機關。 

�港區安全與檢疫 

船舶進出港區安全管理方面，有關船舶出入港及港區安全管理，都由商港管理機關為

之。商港管理機關為維護港區安全、衛生，得派員登輪或進入臨近公民營之廠、場、油

站內施行檢查，此外進出港區各作業人員或車輛均應由各業負責人或車輛所有人檢具相

關文件，向商港管理機關申請登記，憑核發之許可証及港區通行証件，並接受港警檢查

後，始可通行。有關檢疫部分，船舶到港前應與港口信號台聯絡，並在錨地錨泊等候檢

疫及指定地點等候查驗。 

�環保 

在港區內之船舶裝卸貨物、拆解船舶或其他公民營機構作業時，應保持整潔，並應自行

清除油料、廢水、廢棄物及垃圾，不得遺留排放或拋棄於港區。目前全球遭受地球暖化

影響，各國政府莫不推動節能減碳政策與措施，港埠為配合國家政策發展，亦在積極推

動綠色港埠與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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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埠營作業程序 

�船舶進出港簽證 

船舶在進港前，應由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在船舶未入港前，向商港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由管理機關審核各類証書與進港報告單是否相符，審核船員名單、 收取艙單，完

成進港簽証。在船舶出港方面，由管理機關審核船員名單、收取出口艙單，完成出港簽

証。 

�船席調派 

船務公司或代理行於船舶抵港二十四小時前，將已簽証之船舶進港預報單附上船席申請

書，向港務局提出申請指派船席，港方進行船席指派，並通報相關單位進行各項作業。 

�港栈委託 

在港灣業務委託方面，由船舶運送業或船務代理業向港方提出船舶進港作業委託申請，

俾利調派引水、拖船，使船舶能順利完成進港靠泊與計費。 

�船舶在港管理 

有關船舶在港管理，包括進港申請，船舶到港下錨，船舶檢疫及查驗，船舶入港、停泊、

移泊，船舶在港作業，船舶出港等流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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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船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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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內停留
(在港時間)

 

圖 1-1 船舶進出港流程圖 

 

 1.5  港埠電子化資訊作業 

 

電子化效益基本觀念 

�依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網際網路電子化作業後，透過網際網路電子商務交易每筆

成本只要 0.01 美金，過去銀行行員每筆交易轉帳成本平均是 1.25 美元， 自動櫃員機

要 0.27美元，由此可見網路對服務業成本造成的衝擊。 

�1937年經濟學家寇斯（Ronald Coase）的理論主張，企業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降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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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網路的問世，恰好降低了生產到消費過程中每一階段的交易成本。 

港埠電子化 

港埠市場亦為服務業市場的一環，為因應科技與電子化網際網路發展，各國港埠無不盡全

力積極提供新式的電子化資訊作業系統。 

港埠電子化案例 

�以英國 Felixstowe港為例，該港於 1984年完成 Felixstowe Cargo Processing System（簡稱

FCPS)，該系統目的在加速貨物通關作業，申報流程由原先三天縮短為三小時，目前該

系統使用者有海關、檢疫、港務局、船務代理、報關行、航商、鐵公路貨運等相關單

位共計 450家。 

�中國大陸大連港在這方面亦獲得良好績效，該港營運在 2001年獲民營化的新加坡港灣

局全面支援，利用網路簡化作業，只須一張文件，在 30分鐘內即可完成各項申報作業

進行卸貨。反觀日本，貨櫃或貨物從船上卸下，須有 24張文件，星期五到港的船要等

到星期一才能裝卸貨。 

�新加坡港在航港電子資料作業推動亦頗獲好評，在 1986年該港海關平均每天要處理一

萬件通關申報，每件進出口貿易完成作業手續，平均需要配合機關簽署的 20份相關文

件，費時約 2個工作天，該港為提高作業效率加速通關作業， 發展建制 TradeNet系統，

透過該系統將 20份文件整合成單一文件，目前平均只要 2個小時即可完成進口許可的

通關程序。 

�高雄港「船舶動態通報整合系統」功能亦佳，該系統於 92年 2月 18日開始啟用運作，

作用在傳送與接收船舶預定進出港、錨泊、靠泊、引水人出發、 上船、船舶通信號台、

在港、移錨、拖船、交通船、聯檢等動態訊息，回覆信息給使用者，使用者亦可透過

高港局網站，獲得在港船舶及相關作業之動態，業者並可利用該局櫃台之電腦設備自

行輸入相關資料，查詢所需訊息。該系統運作後，高港局原使用之無窗口派檢系統亦

將轉換納入該作業系統中，由該系統取代。航運業者除可充分掌握船舶動態即時資訊，

節省港埠作業時間外，並對人力、 設施、設備等資源做最佳之運用，對於提升營運量

極有助益。 

台灣航港未來整合系統之建置 

包括港埠業務、海運業務、通關業務都納入該系統，至於相關各部門的作業，諸如，港務

局、碼頭、櫃場、航商、海關 等的各項作業亦都納入該系統，如圖 1-2 所示，如此可提

升作業效率，縮短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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