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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確立基礎範圍 

一、概說 

本課程之開課，係於考選部正式公告命題範圍之前。因為欠缺可依循之命題大綱之故，因此

最有效率之方法，乃由最有可能出題之學校、系所選擇接近本科授課範圍之內容，加以進行

專題之補充；同時，透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民國 100年 9月正式公告之《臺灣地區商港整

體發展規劃（101～105 年）》報告書（下稱報告書），與交通部於民國 102 年 6 月正式公

告之《運輸政策白皮書－海運》（下稱白皮書）部分具體整理之後，以報告書與白皮書為經，

而以專題研究與解題技法傳授為緯，採取象限教學法，一方面協助建立概念、強化理解與延

長記憶時間，另一方面則透過相關試題之詳盡解析，培養學員之解題能力，使本科之得分，

能達到上榜之門檻，進而於考試時發揮實力，取得高分。 

二、基礎範圍 

課題之確立 

考科名稱雖為航運與港埠政策，但如自白皮書之內容加以觀察，則明顯發現所謂航運政策

與港埠政策，均屬我國整體海運政策發展之部分，亦即，自現代之意義而言，考科所稱航

運與港埠政策之內涵，其實即為測驗我國海運政策之相關問題，僅為便利出題之區別，而

將其區別為航運政策與港埠政策。我們可以用表格將概念簡要闡述如下： 

廣義之航運政策＝我國整體海運政策＝航運與港埠政策 

航運政策＝狹義之海運政策 港埠發展政策 

 

因此，雖出題老師所採取之見解與定義並非一致，相關名詞要件之定義亦有不同，但依據

白皮書之規劃，我國海運相關主要課題乃包括： 

因應全球貨量成長趨緩、船型變大與亞太港口崛起，應預為規劃港口建設與營運； 

為擴大港口經營績效，應檢討碼頭功能及經營型態； 

為有效應用各港埠資源，應加速協調整合； 

因應港埠建設需要，應健全航港建設基金財務； 

因應國際永續環境政策，應朝向綠色港口發展； 

為自由港區多元發展，應鬆綁及革新相關法規； 

因應海運產業變化，港務公司應持續創新與多角化發展； 

因應海運客運業務日增，應強化港埠客運設施並發展港岸商業及觀光機能； 

為活化港區土地使用，應與都巿計畫整合協調； 

航港體制改革初成，應儘速健全航港局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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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透過上述課題（=考點），配合基礎範圍概念之圖表，將課題區別屬於航運政策

與港埠政策者，分別納入圖表中： 

航運政策=狹義之海運政策 港埠發展政策 

為擴大國輪船隊規模，宜增加航商回籍

誘因。 

因應全球貨量成長趨緩、船型變大與亞

太港口崛起，應預為規劃港口建設與營

運。 

為解決海事人才流失，應強化培育與考

訓。 

為擴大港口經營績效，應檢討碼頭功能

及經營型態。 

為進一步拓展兩岸市場，應積極進行兩

岸海運協商。 

為有效應用各港埠資源，應加速協調整

合。 

為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應強化國際海事

合作。 

因應港埠建設需要，應健全航港建設基

金財務。 

為提升航行安全，應改善助導航設施及

到港船舶檢查。 

因應國際永續環境政策，應朝向綠色港

口發展。 

配合航港體制改革，應檢討海難災害防

救體系。 

為自由港區多元發展，應鬆綁及革新相

關法規。 

為健全海事案件防治機制，應強化海事

資料統計與分析制度。 

因應海運產業變化，港務公司應持續創

新與多角化發展。 

配合國際公約，應建立完善之海運安全

法規。 

因應海運客運業務日增，應強化港埠客

運設施並發展港岸商業及觀光機能。 

【專題】：航政法規與海洋行政法規重

點概述 

為活化港區土地使用，應與都巿計畫整

合協調。 

【專題】：定期航運發展考點凝聚 航港體制改革初成，應儘速健全航港局

人力資源。 

 

我們可以從白皮書的課題明確發現，航運政策部分均以海運之發展課題為主；而專題部分

則搭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國立高雄海科技大學相關研究所考試之出題，淬取出近年來出

題老師最為關注的定期航運、航政相關法規等議題加以整理，而依據主要可能之出題考

點，確立本科之授課範圍。 

重點分析 

港埠政策出題比重較高 

不論係從學界、白皮書或報告書之觀點加以觀察，我國目前航運與港埠政策，雖如上所

述可大別為航運政策與港埠政策，但由於民國 101年 3月 1日，我國航港體制由於商港

法之修正，已經於法律與制度面上落實政企分離，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1 年 12 月之整理（如下表），目前全球主要港口體制，除韓國之釜山、荷蘭之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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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外，均採取政企分離之方式；故關於航港發展（尤其是我國國際商港之發展）課題與

相關題型，頗受出題老師群重視。 

 

◎2011年全球主要國際商港排名： 

名次 港口 貨櫃（萬 TEU） 體制 

1 上海 3,170 政企分離 

2 新加坡 2,994 政企分離 

3 香港 2,440 政企分離 

4 深圳 2,257 政企分離 

5 釜山 1,618 公法人 

6 寧波-舟山 1,469 政企分離 

7 廣州 1,440 政企分離 

8 青島 1,302 政企分離 

9 杜拜 1,330 政企分離 

10 鹿特丹 1,190 港市合一 

11 天津 1,150 政企分離 

12 ◎高雄 964 政企分離 

 

航運部分應結合航政加以觀察 

依據既往之經驗，航運政策之部分，其出題較為分散。以國立海洋大學 101學年度碩士

在職專班航管系航管組《航運總論》之出題而言，乃包括航運市場之認識（定期航運與

散裝航運市場）、上述之航港體制改革相關題目，與海運產業之發展與困境分析等，出

題老師顯然各有所好。此外，航政相關法規之出題亦頗受部分出題老師之青睞，故準確

預測之難度相對較高。 

既然僅能抓住大範圍，則較理想之方式，乃熟讀白皮書中相關課題之重要內容與對策，

並落實專題學習與解題能力之培養，可能在分數的投資報酬率上會比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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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解題能力養成 

一、養成良好習慣：先看題目，再行準備 

考試是結果論。不論平常如何準備，也不論準備是否充足，其實最需要的就只有在答案卷上

儘可能完善地寫出解答。亦即，雖然每個人準備考試的方法都不同，但仍舊可以統整出一套

較為有效率之流程，我們簡單表現如下： 

◎蒐集資料與相關試題，確立主要出題範圍→閱讀講義與資料、書籍，練習解題→重點之

記憶與背誦→資料運用與整理→參加考試並完整答題→通過考試。 

就如同狩獵一樣，如果不理解獵物的生態、習性，囫圇吞棗地大量閱讀或死記硬背，自然不

可能產生效率。同時，由於國家考試的主要型態為筆試，因此能夠用文字相對順暢表達自己

意思的考生，當然就能佔有優勢，這就是所謂的筆寫力。 

因此，我們的訓練主軸非常明顯，第一部分是強化資料的整理，第二部分則是針對考生的解

題能力加以砥礪、研磨，而第三部分則為持續複習重要概念，這就是本課程的動態與主旨： 

《航運與港埠政策》課程主旨 

培養三大應試核心能力 

強化資料整理 提升解題能力 持續複習貫徹準備動能 

 

【精選試題】 

◎我國研議多年的航港體制改革，終於在民國 100年完成許多重要的法制作業，即將於民

國 101年陸續實施。請分別說明以下問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

班航管系航管組《航運總論》第三題） 

詳述我國航港體制改革的內容為何？（15％） 

民國 100年立法院完成相關航港體制改革的法案有那些？（5％） 

相關航港體制改革，還有那些未完成的工作？（5％） 

【解題導引】 

◎思考點：如果在考場面對這一題，我該如何處理？ 

背景說明 

依據白皮書之整理，我國航港體制之改革，乃由「航港合一」走向政企分離： 

國際港埠管理經營趨勢 

為面對世界航運及港口競爭趨勢之挑戰，各國政府莫不推動航港的組織變革，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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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航港管理組織整合：將航政、港埠行政，甚至其他相關海事部門結合為一，成立

新的海事管理當局或組織，統一事權，增進效率及便於分工，如新加坡港。 

行政與營運分離之組織變革：港埠行政與營運在同一組織下運作，如同球員兼裁

判，為使行政與營運各司其責與提高效率，各國的港埠管理機關通常在其下另設

港埠公司專責港埠業務營運，或直接將業務開放民間經營，港埠管理機關則負責

行政監督。 

我國港埠管理體制之變革 

我國港埠管理體制，自民國 38年光復後迄今，歷經以下二個階段變革，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各港「航港合一」管理體制 

各港務局兼管航政業務 

民國 35年 8月裁撤航務管理局，另於各港務局下設航政組辦理航政管理業務。 

航政管理業務正式委託臺灣省政府代管民國 36年 6月，裁撤臺灣行政長官公

署，正式成立臺灣省政府。交通部為遷就現實，將臺灣地區航政管理業務正式

行文委託臺灣省政府代管，實際業務由各港務局辦理執行。民國 38 年底中央

政府遷臺，仍維持委託臺灣省政府暫行代管各國際商港。 

航政港政委由省政府交通處代管並受交通部監督 

我國臺灣地區商港管理體制是以民國 69 年公布施行之商港法為依據，該法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國際商港，由交通部主管」，並於同法十一條規定：「交

通部為管理國際商港，於各港設商港管理機關」。惟自光復接收伊始，各商港

即由臺灣省政府管理，至民國 69 年商港法頒布後，交通部依據商港法第四十

九條規定，69 年 6 月報奉行政院核定，責令將基隆、高雄、花蓮、臺中等四

個國際商港委託臺灣省政府代管，臺灣省政府交通處並於各國際港設有港務局

管理之，並受交通部監督。 

航政港政業務移撥交通部管理 

配合民國 87 年政府精省組織再造，航政港政移撥交通部管理，在交通部下設

基隆、高雄、花蓮、臺中等四個港務局管理各港港航業務。 

第二階段：「政企分離」管理體制 

配合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及航港局成立，依據新修訂之商港法第 2條，國際商港即

改由主管機關設置之國營臺灣港務公司經營、管理，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

分，由交通部航港局辦理，正式落實政企分離。 

政企分離之重要立法 

立法背景說明 

航港體制政企分離之核心，乃在於將航港公權力管制事項，歸由交通部航港局加以

統一管制，而不再分由各港務局加以辦理；而關於航港之經營與招商等事項，乃由

新成立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國營公司）負責經營，故其組織與體制法律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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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乃推動航港體制改革最核心之部分。 

重要法源依據 

關於航港之政企分離，民國 100年立法院所通過之法律，乃以商港法、國營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為核心，以下簡要說明之： 

法律名稱 公布時間 簡要說明 

商港法 

100年 12月

28日 

商港法（下稱本法）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法第

1 條之規定：「商港之規劃、建設、管理、經

營、安全及污染防治，依本法之規定。」 

政企分離之基礎規範與主管機關，依據本法第

2條之規定：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及建設部。 

商港之經營及管理組織如下： 

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即

國營之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及管

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及

建設部航港局（以下簡稱航港局）辦理。 

國內商港：由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

（以下簡稱指定機關）經營及管理。 

國營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設置

條例 

100年 11月

9日 

港務公司設立之目的與法源，依據國營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 條之

規定： 

交通及建設部為經營商港，設國營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務公司），其設置依

本條例之規定。 

港務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 

港務公司之業務範圍，依據本條例第 2 條之規

定，業務範圍如下： 

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 

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 

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 

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 

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事業。 

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

及核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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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未完成之課題 

◎思考點：配分僅有 5分，我最應該要處理的是哪個部分？ 

依據白皮書之說明，由於航港體制改革初成，故目前主要工作，可具體分別為兩大

項目： 

儘速健全航港局人力資源。 

由於交通及建設部相關法案尚未完成立法作業程序，故目前航港局係依據「交通

部航港局暫行組織規程」設立，無法進用新進人員，造成業務推動上呈現人力吃

緊現象，急需補足人力以利業務推動。 

配合航港體制改革，應檢討海難災害防救體系 

中央組織改造、航港體制改造前，依災害防救法，交通部為海難主管機關。航港

體制改革後，政府除需檢討目前的海事評議制度外，亦需釐清監理與營運的角

色，建立新的監理機制，以降低海事案件的發生。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