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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亞太地區經濟成長，創造需求

　　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貨櫃運送需求

不斷增加，致使區域內各國際港埠間之競爭

益形激烈。依據行政院「台灣地區整體國

際港埠發展規劃」之貨櫃運量預測結果，

2011年起台灣國際商港將面臨貨櫃碼頭供

給不足之壓力，且隨貨櫃船舶大型化之發

展，未來具有競爭力之國際貨櫃港埠，勢須

具備因應未來發展之能力。伴隨兩岸海運自

2008年12月15日直航後帶來之商機，將有

助於台灣港埠業務之成長，因此台灣各港需

積極提升港埠設施，創造更多港埠土地及碼

頭，以滿足成長之需求。同時在既有貨櫃航

線密集的營運利基下，利用鄰近之加工出口

區、工業區、物流區等強大之製造加值能

力，使台灣成為全球運籌的重要基地。

船舶大型化趨勢，更新設施

　　2008年金融風暴後，新訂船型規模亦

受到影響，惟原已訂大型貨櫃輪將於近期內

分批交船，部分航商已排定於2011年後，

陸續將10,000TEU以上之大型貨櫃船加入營

運並靠泊台灣主要商港，為因應船舶大型

化，需針對各貨櫃中心之設施進行檢討。台

灣現有之貨櫃中心多係早期所規劃設計，已

有數十年歷史且受當時港灣條件所限制，

面對未來大型貨櫃船舶到港靠泊與裝卸作業

時，顯得有所不足，除部分碼頭水深不足、

靠泊操航條件不佳等亟需改善外，各貨櫃中

心櫃場面積亦顯狹隘；將來大型貨櫃船彎靠

貨櫃中心且於尖峰裝卸作業時，為免造成前

線碼頭及後線場地的癱瘓、影響貨物流通效

率、避免增加裝卸時間及貨物整體儲運成

本，各貨櫃場多有進一步擴充場地之需求。

此外，為因應船舶大型化後之貨櫃裝卸，貨

櫃場內各項機具設施亦需更新，如改採外伸

距達22排貨櫃之雙吊40呎橋式起重機及半

自動化門式起重機(ARMG)等，故裝卸設備

需求之調整，已密切影響貨櫃中心及碼頭之

未來發展。

產官學專訪，溝通政策與願景

　　「高雄港洲際貨運中心建設」已明列於

政府大力推動之「愛台十二建設」項中，顯

見政府與國人對於港灣建設發展之殷切期

盼。本（85）期主題釐訂為「貨櫃中心發展

趨勢」，一方面藉由港灣建設所累積之經驗

及實績，與國內讀者先進分享，另一方面也

希望藉由專訪海運、港埠專業之產官學界，

進一步了解相關建設之政策與願景。本刊特

邀訪高雄港務局謝明輝前局長、蔡丁義港務

長、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薛登龍總經

理等政府單位及業界先進對相關政策與願景

之看法，期能使讀者對未來貨櫃中心之發展

更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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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輝前局長簡介
(現任交通部參事)

　　謝明輝先生自民國57年初任公職，迄今從

事公職已逾40年。

　　擁有會計師執照，在服務公職的前20年擔

任會計相關職務，一路從基層升任為會計處處

長；77年擔任前省府交通處主任秘書起10年，

則以完善交通建設為己任，擔任職務包括交通

處副處長、交通部參事及交通部航政司司長，

其領域涉及公路、鐵路、空運及海運。

　　87年後之10餘年公務生涯，投入港口建

設、管理及營運，足跡遍佈基隆港、台中港及

高雄港，擔任各港局長期間，對港口建設及營

運不遺餘力，其港埠專業更獲各方肯定，曾擔

任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中華海運研

究協會及中華民國航運學會等協(學)會常務理

事。

　　從會計專業轉型為港埠經營者，謝明輝先

生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利用公餘進修取得國立

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完整的航

港專業經歷，能結合理論與實務，受邀兼任長

榮大學航管系碩士班副教授，百忙之餘仍不辭

辛勞為教育而貢獻。

蔡丁義港務長簡介

　　蔡丁義先生具有航海的背景，公職生涯則

貢獻給高雄港，自66年高考及格即進入高雄

港務局服務，一直從事港務管理相關工作，包

括：港灣管理、航行管理、船席指泊及港勤作

業管理；曾負責規劃及推動港勤作業民營化；

推動船舶進出港流程簡化，建立VTS、AIS及分

道航行制；推動高雄港實施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保全（ISPS）等。蔡丁義先生自95年7月擔

任高雄港務局港務長一職以來，更積極推動高

雄港的營運，招商、港區規劃建設、紅毛港遷

村等都有卓著的成效，對於高雄港ISPS實施成

果亦於國際會議中發表，為高雄港做了成功的

國際行銷。

　　蔡丁義先生積極進取利用公餘時間進修，

曾考取公費前往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進修，

又取得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

士學位，亦曾發表Application of Port Facility 

Security Measures in Kaohsiung Port（高雄港

推動實施國際港口設施保全措施之探討）等論

文；畢業於高雄海專(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前

身)，蔡丁義先生獲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肯定，

獲推選為該校傑出校友，現擔任該校校友會會

長，並擔任航海學會會長。

　　蔡丁義先生具有航海的背景，公職生涯則

貢獻給高雄港，自66年高考及格即進入高雄

港務局服務，一直從事港務管理相關工作，包

括：港灣管理、航行管理、船席指泊及港勤作

業管理；曾負責規劃及推動港勤作業民營化；

推動船舶進出港流程簡化，建立VTS、AIS及分

道航行制；推動高雄港實施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保全（ISPS）等。蔡丁義先生自95年7月擔施保全（ISPS）等。蔡丁義先生自95年7月擔

任高雄港務局港務長一職以來，更積極推動高

雄港的營運，招商、港區規劃建設、紅毛港遷

村等都有卓著的成效，對於高雄港ISPS實施成

果亦於國際會議中發表，為高雄港做了成功的

　　蔡丁義先生積極進取利用公餘時間進修，

曾考取公費前往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進修，

   訪高雄港務局
           謝明輝前局長、   蔡丁義港務長

曾考取公費前往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進修，

又取得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

士學位，亦曾發表Application of Port Facility 

Security Measures in Kaohsiung Port（高雄港

推動實施國際港口設施保全措施之探討）等論

文；畢業於高雄海專(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前

身)，蔡丁義先生獲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肯定，

獲推選為該校傑出校友，現擔任該校校友會會

任高雄港務局港務長一職以來，更積極推動高

雄港的營運，招商、港區規劃建設、紅毛港遷

村等都有卓著的成效，對於高雄港ISPS實施成

果亦於國際會議中發表，為高雄港做了成功的

國際行銷。

　　蔡丁義先生積極進取利用公餘時間進修，

曾考取公費前往紐約州立大學海事學院進修，

談「洲際貨櫃中  心之開發
      歷程與未來  展望」

◎整理／黃明揚‧攝影／黃教正

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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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一、推動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之需求
與預定目標

問：各貨櫃中心在開發之初，必定有相關

之時空條件及背景因素，例如現有設

施硬體不足或使用需求增加或改變

等，請問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之

發展是在何種條件下所產生？

答：由於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貨櫃運送

需求亦不斷的增加，相對的，各國國際港埠間

之競爭益形激烈。因此，為滿足未來高雄港貨

櫃運輸需求，並提昇高雄港之國際競爭力，乃

有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依據行政院92年4月核

定「台灣地區整體國際港埠發展規劃」之貨櫃

運量預測結果，民國100年起高雄港將面臨貨

櫃碼頭供給不足之壓力，且隨貨櫃船大型化之

發展，未來具有競爭力之國際貨櫃港埠，勢須

具備因應發展趨勢之能力。故藉由洲際貨櫃中

心計畫之執行，適時提供高雄港足夠與新型式

之貨櫃碼頭基地，以滿足未來高雄港發展之需

求。

問：目前正在積極辦理之洲際貨櫃中心開

發計畫，因整體計畫龐大，故需採分

期逐步推行。是否可簡述各期計畫之

主要工程構想、工程內容與各期工程

完成後所期望達成之目標？

答：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依據開發區位

與執行期程之不同，區分為近程計畫及長程計

畫，其中近程計畫又分為二期開發。在歷經數

次調整審議修訂後，於民國93年12月3日經行政

院核定，同意先行辦理近程計畫第一期工程；

至於近程計畫第二期工程（以下簡稱洲際二期

計畫），依行政院之指示，則應視經濟發展、

市場需要及貨櫃船演進適時辦理檢討。以下就

各分期開發內容說明：

1.洲際近程一期

　　第一期工程係利用現有#111煤輪碼

頭與台電大林電廠間之岸線及土地，規

劃興建4席可供新式大型船舶靠泊之深

水貨櫃碼頭，碼頭總長度為1500公尺，

水深為-16公尺，以及後線場地面積約75

公頃之貨櫃中心；計畫完成後，可提供

10,000∼12,500TEU級的貨櫃船泊靠，

每年可增加280萬TEU以上之貨櫃裝卸能

量。政府投資部分主要為完成紅毛港遷

村用地取得，及辦理外海填方區圍堤、

公共水域浚挖、區內聯絡道路等基礎工

程，以配合民間業者以BOT模式投資興建

貨櫃碼頭、後線貨櫃場地及裝卸搬運機

具等營運設施。

本計畫所欲達成之計畫目標如下：

(1)配合紅毛港遷村完成，妥善運用現有

岸線及土地，並積極整合高雄港外港區

開發計畫，對港區有限水域進行更有效

之利用，以尋求高雄港整體規劃之各子

計畫間對有限開發資源之最佳運用，滿

足上位計畫執行目標之最大需求。

(2)興建洲際貨櫃中心基地，增加貨櫃

碼頭設施，以改善既有航商因貨櫃基地

分散而不利經營之情形，同時滿足高雄

港發展為海運轉運樞紐港之業務成長所

需。

2.洲際近程二期

　　第二期工程規劃係於高雄港第二港

口外海南側填築新生地，計畫興建能

源、石化原料之儲運中心及新式貨櫃基

地，新生地填築總面積約421.9公頃，碼

頭席數達19席，並規劃分為三區塊進行

開發，分述如下。

(1)石化油品儲運中心：開發面積約255.7

公頃，並設置10席水深-14公尺之碼頭可

供石化中心使用。本計畫區未來除可提

供中油公司遷建高雄煉油廠之儲槽外，

並將舊港區石化業者遷建至此。

謝明輝前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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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貨櫃基地：開發面積達162公頃（含洲

際一期圍堤填築範圍66.82公頃），規劃

以民間投資方式，興建新式貨櫃基地及

物流用地，並規劃設置5席水深-18公尺

以上，可供15,000TEU級貨櫃輪靠泊作業

之深水貨櫃碼頭。

(3)港埠用地：開發面積約52.2公頃，並

設置4席水深-15公尺之散雜貨碼頭。本

計畫僅先完成該用地之護岸及海堤，保

留水域供未來港池浚挖土方回填之用，

未來將視高雄港發展需求，予以彈性調

整回填期程及使用機能。

本計畫所欲達成之計畫目標如下：

(1)提供適宜的區位及條件，協助國家石

化產業政策延續與推動，並建立南部石

化油品儲（轉）運基地。

(2)提供高雄港未來港埠發展、港埠區位

及碼頭功能調整空間，藉以提昇港口整

體作業效率及競爭力。

(3)因應航運貨櫃化、集約化及物流之發

展，提供基地供發展貨櫃及物流中心，

提昇高雄港作為國際樞紐港之競爭力。

3.洲際遠期

　　本計畫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之長程計畫，規劃於高雄港第二港口北

側外海填築土地約427.8 公頃，並興建

碼頭13 席與預留2 席渠型碼頭，碼頭總

長度約為6,655公尺。本計畫推動主要目

的為因應貨櫃船大型化發展之趨勢，提

供未來15,000 TEU 級貨櫃船舶進泊之需

求，提昇高雄港之競爭力。

二、洲際貨櫃中心執行之現況

問：洲際貨櫃中心之開發計畫採分期逐步推

行，可否簡單介紹目前各分期計畫之執

行現況為何？

答：謹就洲際貨櫃中心計畫近程一、二期及遠

期計畫之執行情形分述如下：

1.洲際近程一期

　　第一期工程計畫於93.12.3日奉行政

院核定，並於92.12.8通過第二階段環

評，目前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及民間投資

營運設施均已在施工中，各項工作執行

情形分述如下：

(1)政府投資部份

A.紅毛港遷村安置作業工作已於97年7月

31日完成。

B.基礎設施興建外海填方區圍堤及公共水

域浚挖工程因承包商大棟營造公司於97

年2月29日停工且經通知後均不復工，經

本局於97年7月12日終止契約，並於97年

9月9日重新公告招標，於97年10月2日開

標後決標，後續於97年11月2日開工，預

定100年12月完工。

C.聯絡道路工程部份，聯外段已於97年7

月15日開標並決標，並於97年9月17日開

工，預定99年5月完工。區內路段於98年

10月12日開工，預定99年12月完工。

D.附屬建築物興建工程於98年12月31日

開工，預定99年11月完工。

(2)民間投資部份

A.本局於96年8月28日與高明貨櫃碼頭股

份公司（由陽明海運公司投資成立之子

公司）完成議約，96年9月28日完成簽署

投資契約，97年1月1日交付第1期用地。

B .本局9 7年8月2 8日高港拓展字第

0970015023號函原則同意預估完工總

成本上修為181.24億元（施工當年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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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履約概況

i. 民間投資興建預定分2期施工，第一期

營運工程預定於99年底完成108及109號

碼頭，第二期營運工程預定於102年年底

完成110號及111號碼頭。

ii. 96年11月26日成立協調委員會並召開

第1次履約管理會議，後續已召開至16次

履約管理會議。

iii. 投資執行計畫書於97年4月11日提送

本局原則備查。

iv. 第一期營運工程標案進度

a. 土建工程第一標（第一期營運碼頭新建

工程）：本期工程截至98.12.31止預定進

度83.070%，實際進度99.075%，實際進

度超前16.005%。

b. 土建工程第二標（第一期營運碼頭新

建工程(新增三單元工程)：本期工程截至

98.12.31止預定進度81.310%，實際進度

99.317%，實際進度超前18.007%。

c.  土建工程第三標（第一期營運貨櫃

場CY-1區新建工程）：本期工程截至

98.12.31止預定進度67.990%，實際進

度70.414%，實際進度超前2.424%。

d. 土建工程第四標（第一期營運貨櫃

場CY-2區新建工程）：本期工程至

98.12.31止預定工程進度1.652%，實際

工程進度0.696%，實際工程進度落後預

定工程進度-0.956%。

e. 土建工程第五標（第一期營運貨櫃場

建築新建工程）：本期工程至98.12.31

止預定工程進度2.45%，實際工程進度

3.13%。實際工程進度超前預定工程進

度0.68%。

2.洲際近程二期

　　洲際二期計畫目前已完成委託規劃

及檢討工作，並經本局於98年5月間提

報至交通部，經交通部於98年9月14日

召開會議審議，並指示本局檢討計畫內

容，及與中油公司協商計畫分工事宜。

本局已依交通部指示完成計畫修訂，近

期內將重新提報報告書至交通部審議。

3.洲際遠期

　　洲際遠期計畫已於93 年2 月5 日完

成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考量長

程計畫發展期程應在民國115 年以後，

故本局迄今並未就長程計畫再進行第二

階段環評作業。未來洲際二期開發完成

後，新增貨櫃碼頭配合港內既有貨櫃碼

頭改建及大型裝卸機具之採用，港內貨

(左1)黃明揚工程師 (左2)張富吉顧問                                                  (左3)鍾英鳳組長 (左4)張欽森經理 (中)謝明輝前局長 (右3)蔡丁義港務長 (右2)鄭淑惠科長 (右1)劉宏道副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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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海路、中林路改善工程計畫

　　高雄市政府為滿足「高雄港洲際貨

櫃中心計畫」及「南星計畫」等填海造

地計畫完成開發後所衍生之聯外交通需

求，在鳳北路至沿海四路間，以及現有

中林路至南星計畫區海堤間，整合開闢

寬度80公尺、長度3.3公里之外海路，此

條計畫道路主要係由社區專用道路、聯

外道路及專用道所組成；另外延建寬度

50公尺、長度1.2公里之中林路。整個道

路改善工程分為兩標進行推進，全部工

程預定於民國99年開放通車。

2.洲際一期計畫聯外道路工程

　　配合洲際一期計畫之開發，原訂計

畫係將外海路拓寬至25公尺作為聯外主

幹道，然為配合市政府計畫興建80公尺

寬新闢道路之規劃，故將原訂計畫25公

尺路寬調整為60公尺，並跨越台電溫排

水出水口與鳳北路銜接，以台電溫排水

渠道為界，分為聯外段及區內段兩階段

進行開發。聯外段工程已於97年9月開

工，預定99年5月完工；區內段已於98年

10月開工，預定99年12月完工。

3.第二港口跨港橋新建工程

　　第二港口跨港橋之計畫路線南端起

櫃運能應可大幅提昇，足以因應至115

年之貨櫃運量需求。故洲際遠期計畫原

則將俟洲際二期開發完成後，視貨櫃運

量發展情形再行檢討開發時程。

問：近來政府大力推動綠色港灣及節能減

碳政策，洲際貨櫃中心規劃有否相關

考量？

答：

1.本局利用疏濬海砂作為擠壓砂樁用

砂、回填做路基及場地，資源回收再利

用以達到綠色港灣及節能減碳之效果。

2.另為配合「節能減碳」之國家長期發

展既定目標，有效降低港區（包括到港

船舶、裝卸作業）二氧化碳（CO2）排

放，並配合新式貨櫃輪之「替換航海電

力系統（AMP）」到港靠岸後之用電需

求，BOT廠商亦於第六貨櫃中心興建之

碼頭規劃設置有「船舶岸電系統」，將

可具體落實政府建設高雄港為生態港之

政策及維護港區環境整潔，提升港埠之

國際形象，並促進港區之觀光發展。

3.再BOT廠商也因考量作業效率及有效

降低裝卸作業時之二氧化碳（CO2）排

放量，在櫃場裝卸機具方面，也規劃全

面採用自動化軌道門式機（ARMG）作

業，透過視訊、自動化控制、定位系

統，除可提升裝卸效率外，也達到節能

減碳的目的。

三、計畫推動之歷程與艱辛

問：目前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第六貨

櫃中心)以BOT方式積極進行中，過去

在辦理BOT選商、招標及目前執行過

程中，是否有相關經驗可供分享，如

港務局、特許廠商曾共同克服之困難

處？

答：本局「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及營運高

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乙案，於96年4月

20至7月19日公告招商，計有陽明海運公司乙

家投送申請書，經本局於96年7月20日評定該

公司為合格申請人，96年8月23日由本案甄審

委員會選出該公司為最優申請人，96年8月28

日，以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2款及第3款及

申請須知8.1.1之議約原則為前提下，討論及議

約完成最優申請人議約建議52項，並於96年9

月28日簽約。

問：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第六貨櫃中

心)原為紅毛港舊址，拆遷時現場留有

相當數量之老樹，據聞港務局皆盡力

保留並移植，可否說明當初保留老樹

之用意為何？

答：基於下述緣由，建議高明公司於洲際貨櫃

中心開發時，將紅毛港舊址老樹移至專區規劃

設計，亦獲得該公司欣然接受與贊同。

1.為珍惜老樹，讓老樹重新覓得新生地

點，以延續其生命。

2.為紅毛港遷村歷程留下鴻爪與見證。

3.為地球暖化溫室效應盡一份心力。

4.增進港區綠化視覺景觀。

四、相關配合計畫之擬定與推動

問：各貨櫃中心因尖峰時間交通量龐大，

經常造成交通瓶頸與壅塞，而洲際貨

櫃中心位於大林商港區，其原有聯外

交通需繞行港區南側與聯外道路相

通，故未來是否有鄰近相關交通建設

發展計畫以便捷運輸？

答：洲際二期計畫區附近相關交通改善計畫包

括外海路、中林路改善工程計畫、洲際一期計

畫聯外道路工程、第二港口跨港橋新建工程及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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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近年來為提高商港之附加價值，港務局

大力推動自由貿易港區計畫，其執行之

成效如何？未來洲際貨櫃中心是否有類

似之規劃？其預定之目標為何？

答：目前計有25家業者加入高雄港自由貿易港

區，而98年度更有4家業者申請經營擴大自由貿

易港區經營面積，另1家取得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籌設許可。98年全年度自由貿易港區營運量為

408,351噸，比去（97）年同

期成長233％；98年全

年度自由貿易港區貿

易值為新台幣155億

元，比去（97）年同

期成長69％。另為推

點位於大林電廠溫排水渠道北堤處銜接

洲際貨櫃中心內部道路，北端終點銜接

第四貨櫃中心及過港隧道。第二港口跨

港橋之新建需考量銜接第四貨櫃中心及

洲際貨櫃中心，同時提供港區與市區車

輛分道通行，因此採6車道配置，其中四

車道供作市區及一、二、三、五櫃車流

行駛，及保留二車道供作四、六櫃車流

專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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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設許可。98年全年度自由貿易港區營運量為

408,351噸，比去（97）年同

期成長233％；98年全

年度自由貿易港區貿

易值為新台幣155億

元，比去（97）年同

期成長69％。另為推

點位於大林電廠溫排水渠道北堤處銜接
4.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

計畫路線起自高雄港南星計畫80公尺計

畫道路，向北沿臨海工業區內之中林路

後，跨越沿海二路後續沿東林路及北林

路往北，經大坪頂特定區、大寮鄉及澄

清湖特定區農業用地後，於高雄縣仁武

鄉西行銜接國道10號為路廊終點，初步

採雙向四車道規劃，路線全長約27.1公

里，路寬約22.9公尺。 蔡丁義港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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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未來高雄港貨櫃發展之期許

問：去年金融海嘯危機造成貨櫃運量下跌，

但綜觀國際間大型貨櫃港仍競相投入資

金擴建，請問對於國內外港埠發展未來

之環境變化情形，您的看法為何？

答：全球貿易運輸受經濟的影響是短期且迅速

的，而港埠建設需要長期規劃及興建，因此港

埠設施必須是長遠且持續的投資，否則將無法

滿足航商的需求，甚或影響國家產業競爭力，

因此，縱然這波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也造

成國際間許多港口2009年的貨櫃量呈現2位數的

負成長，但港埠建設仍持續。

　　根據國內外經濟及海運發展情勢分析，金

融海嘯影響已趨緩，2010年大多數國家經濟

成長已轉正，而全球的港埠貨櫃裝卸量預估有

2.7%∼4%的成長，至2012年的全球的港埠貨櫃

裝卸量將突破2008年的高峰，亦即全球貨櫃運

輸長期而言，仍是有榮景的。

問：對於高雄港，尤其以洲際貨櫃中心而

言，如何面對大陸新興港口崛起？對於

大陸資金可能來台投資港埠設施又有何

看法？此外，港務局對自身的定位及發

展之競爭力為何？

答：中國大陸與亞洲鄰近國家近幾年來均持續

擴建深水港埠設施，並以優惠措施吸引航商彎

陸資、大陸航商進駐營運。

　　高雄港目前正積極推動洲際一期的工程，

興建4座貨櫃碼頭，碼頭總長度為1 ,500公

尺，面積75公頃貨櫃中心，可提供10,000∼

12,500TEU級貨櫃船靠泊及業者作為物流中心場

地，2011年陸續加入營運後，讓高雄港的港埠

設施更加現代化，直航完整全球航線網，發揮

高雄港地理位置優勢，兩岸直航後，讓高雄港

的全球航線網趨於完整，這有利提昇航商進駐

高雄港的意願。

惟貨櫃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98年單月貨櫃量

由1月49,357TEU、2月43,394TEU，迄98年12月

已達98,094.75TEU，98年高雄港與大陸港口之

兩岸直航貨櫃量達975,398.25TEU，占本港貨櫃

裝卸量11.36%。

　　兩岸海基會、海協會簽署四項協議，海運

可以直航後，航商的運輸時間及成本得以節

省，其縮短航程亦讓船舶的調度更加靈活，但

此僅限於兩岸航商資本之船舶，對於外籍航商

仍無法受惠，此外，對於陸資的開放亦待突破

(目前僅限制性開放投資港灣建設)，方能吸引

展自由貿易港區業務，99年度本局將洲際貨櫃

中心納入自由貿易港區範圍內，並積極辦理招

商事宜。

問：目前兩岸已經開放直航，在直航過程中

是否確實帶來貨櫃運量之增加？兩岸目

前在各政經條件的限制下，直航過程是

否有特別需要克服之困難？直航對於未

來洲際貨櫃中心是否有相當之助益？

答：自97年12月15日兩岸海運直航迄今，因航

商航線配置需要一段時間，又因受到全球金融

風暴之影響，兩岸海運直航的效益仍待觀察，

(左1)黃明揚工程師 (左2)張富吉顧問 (左3)劉宏道副理 (左4)張欽森經理 (中)蔡丁義港務長 (右4)鍾英鳳組長                                      (右3)鄭淑惠科長 (右2)蘇琴惠科長 (右1)王彥超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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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務之重要樞紐。高雄港為一天然良港，擁

有極佳港埠必要條件，港埠功能定位為「區

域性轉運港」及「全方位物流港」，過去高雄

港以臺灣為經濟腹地，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

完善的港埠設施，提供航商轉運及拆併櫃的服

務，現階段高雄港將提供高附加價值服務，並

致力於物流及自由貿易港區業務的推動，服務

不分港區內外，以高雄為軸心，發展高雄港成

為加值化服務中心，亦即透過產業鏈的結合，

將高雄港從進出口運輸驛站的角色扮演，提升

為物流加值港。

問：在提昇高雄港的競爭力上，現況或未來

將針對航商提供哪些協助？港務局可以

扮演什麼樣角色，特別是面對亞洲各港

口之競爭？

答：高雄港之核心價值觀為「付費者說話」及

「使用者意見必須受到重視」，本局與港區航

商、業者擁有良好夥伴關係，為國家總體經濟

發展及高雄港營運競爭力之提升共盡心力。本

局將持續針對港區硬體設施提供、軟體服務效

率、經營環境自由度與港口費率等構面，提供

「低成本、高效率、超優質」之服務。

　　舉例來說，去年遭逢國際性金融風暴襲

擊，本港亦無法倖免，營運深受衝擊，為展現

靠。另由於大陸經濟磁吸效應，航商在大陸地

區紛紛投資港埠建設，並於投資之深水港口陸

續擴建完成後，調整航線佈局，採取直靠大陸

港口策略，致部分載運至歐、美之貨源未經高

雄港轉運，此對高雄港營運產生極大衝擊。

　　本局為因應日益嚴峻競爭環境並繼續爭取

為亞太區域樞紐港地位，將持續致力於各項軟

硬體設施之改善，除積極推動高雄港洲際貨櫃

中心第一期工程計畫，以解決深水或櫃碼頭不

足情事，並有效吸引10,000TEU級以上貨櫃輪彎

靠外，另於營運及管理方面乃積極採取相關具

體作為，如實施港灣業務費率優惠措施，以降

低航商營運成本，擴大自由貿易港區業務，持

續檢討港區土地利用，透過促參法及商港法等

鼓勵民間投資與合作興建商港設施，達有效留

住航商永續投資經營高雄港之目的。

　　政府相關法令之鬆綁，我們認為將有利於

港埠未來發展及商機之掌握。開放大陸資金來

台投資港埠設施乙項，樂觀其成，未來本港洲

際貨櫃中心第二期等相關港埠建設之推動，我

們將持續辦理對外招商，並積極鼓勵各界投入

港埠建設。

　　現今港埠營運特性不再侷限於貨物裝卸、

倉儲作業等，已大幅擴充為提供貨物加工與物

與港區經營業者共體時艱之決心，乃推動港區土

地使用費調降等紓困措施，並獲行政院支持核定

實施；再者，利用航運市場低迷之際，本局乃陸

續推動各項碼頭整建等硬體設施改善工程，相關

工程之推動將對航商營運作業衝擊降至最低，並

期望於未來景氣回春時，能大幅提升港埠營運作

業效能。

　　未來本港仍將致力於發展自由貿易港區物流

業務，以「增值」帶動「增量」，持續拓展物流

業務，吸引業者進駐，創造港埠物流轉運及高附

加價值加工製造利基，同時思考如何與港區週邊

如加工出口區等結合，俾群聚產業。期盼的是，

各界今後不再著眼於高雄港貨櫃量世界排名的迷

思，應致力於港埠資源精緻化之經營課題上，以

提升港埠服務品質、追求營運效率及提供高附加

價值作業。

參、專訪後記

　　在此十分感謝高雄港務局謝明輝前局長、蔡

丁義港務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刊之專訪「洲

際貨櫃中心之開發歷程與未來展望」，在採訪過

程中，可以瞭解港務局對於現有洲際貨櫃中心的

催生過程，以及對於未來洲際貨櫃中心之深刻期

許。雖然面臨世界大環境變化快速，但港務局全

體員工仍然為營造台灣更好的港埠發展全力貢

獻，其精神令人感佩，希望藉由本次參訪，使

各界更瞭解洲際貨櫃中心之建設過程以及未來

之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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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一、高明公司參與六櫃中心之緣起
與目標

問：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陽

明海運公司)參與第六貨櫃中心建設之

投資目的為何？

答：由於高明貨櫃公司之母公司陽明公司於

高雄港承租之#70及#120號貨櫃碼頭分散於第

三、四貨櫃中心，使陽明公司碼頭作業機械無

法相互支援，場地無法整體調配，人員與辦公

室設備必須重複配置，轉運貨載必須在不同貨

櫃中心間拖運，往往造成成本上的額外負擔及

整體碼頭利用率不彰，反觀高雄港洲際貨櫃中

心第一期碼頭（下稱第六貨櫃中心，詳如圖1

所示）為一完整之碼頭，岸肩長1,500公尺，

水深達16公尺以上（高明公司預計浚挖至16.5

公尺），後線場地縱深475公尺（岸肩寬65公

尺；貨櫃場縱深410公尺），為一難得之深水

碼頭，考量陽明公司作業量之成長及未來新造

8,000TEU以上之貨櫃輪船舶之計畫，陽明公司

投資第六貨櫃中心可達下述目的：

1.長期而言，可解決陽明公司8,000TEU

以上之貨櫃輪靠泊高雄港之問題。

2.可解決陽明公司櫃量日益成長及現有

碼頭不足之窘境，及提供未來新開闢航

線靠泊使用。

3.可減少陽明公司#70與#120號碼頭間

額外之拖運成本。

4.可有效整合陽明公司資源，包括機具

及人員之配置，且由於第六貨櫃中心擁

訪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薛登龍總經理

談「第六貨櫃中心之
      建設及願景」

◎整理／廖哲樞‧攝影／黃教正

薛登龍總經理簡介

　　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薛登龍總經理1970年畢業於國立海洋大學航海系，畢業後於1971年任教於

國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其教授專長為航海學。薛總經理歷經兩年學界教育英才，於1973年有感於航運實務

之重要，故由學界轉投身實務界，順利進入美商海陸公司(Sea Land)服務，一路從基層做起，先後歷任船務

科員、船務經理、台灣分公司運務總經理等職務，並累積27年之豐富實務經驗後，於2000年進入陽明海運

公司擔任協理，2007年陽明海運公司為因應六櫃中心開發案進行，亟需學經歷豐富且具實務經驗之人才統合

龐大之開發案，故委以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之總經理一職。

　　薛總經理自六櫃中心開發案開始，即擔任領導開發案之中心，並以個人在實務界累積之豐富經驗及參考

國內外先進櫃場之設備與規劃理念，主導六櫃中心之配置規劃，此外於計畫執行面上更積極與各單位進行協

調並解決開發遭遇之困難，今六櫃案順利執行，並展望未來成為最先進、最具效率之貨櫃中心，薛總經理實

功不可沒。很榮幸本次可專訪薛總經理，藉此以其個人理念對於第六貨櫃中心之建設及願景發表意見，望能

讓大家更進一步瞭解第六貨櫃中心之建設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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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第六貨櫃中心位置圖

有四座碼頭，岸線相連，船席可有效利

用。

5.可達成陽明集團根留台灣、投資台灣

之策略目標。

6.可響應政府推動亞太營運中心之政

策。

問：高明貨櫃公司參與第六貨櫃中心建設

預期效益為何？

答：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部分說明：

一、可量化部分

(一)減少陽明公司於其它碼頭之裝卸成

本：陽明公司近年來由於櫃量成長快

速，原承租#70及#120號碼之貨櫃容量

已漸不敷使用，造成每年約有10萬TEU

之櫃量外移至其它碼頭作業，除本身經

營之#70及#120號碼頭無法收取該些外

移櫃之碼頭裝卸費外，每年將增加陽明

公司2億多成本，而第六貨櫃中心之興建

完成恰可滿足陽明公司貨櫃量成長之需

求，減少貨櫃外移至其它碼頭衍生之成

本。

(二)降低航線間轉運成本：第六貨櫃中心

擁有四座碼頭，可使陽明公司於航線規

劃上更具彈性，運務上可將需要相互接

駁之航線規劃靠泊於同一貨櫃中心以減

少拖運成本，相較於陽明公司目前碼頭

分散之情形，#70及#120號碼頭間因轉

運需求每年所衍生之拖運費高達新台幣

5,000萬元，預期未來第六貨櫃中心正式

營運後，將可減少此部分費用之支出。

(三)船舶油耗之節省：由於高明公司預計

於第六貨櫃中心配置較新穎之貨櫃裝卸

設備，提升櫃場自動化之程度，除可增

加整體作業效率外，並可減少船舶滯港

之裝卸作業時間，使船舶於海上得以較

經濟之船速航行，進而節省油耗。

二、不可量化部分

(一)碼頭利用率之提升：由於第六貨櫃中

心碼頭岸線長達1,500公尺且為一平整之

碼頭面，船舶靠港時各席碼頭間之橋式

起重機可相互支援，其後線佈設之軌道

式門型機也可相互支援，致使船舶裝卸

作業效率大幅提升，並可減少船舶滯港

之時間。以航商佈設航線之立場而言可

縮短航線船期，以碼頭而言可提供更多

之靠泊時窗（Berth Window），吸引更多

之航商於高雄港靠泊。

(二)增加高雄地區之就業人口：由於第六

貨櫃中心四座碼頭興建完成後，將可容

納280萬TEU之貨櫃裝卸量，屆時將需要

大量之現場裝卸人員及車機駕駛，相關

之業務如理貨/繫固作業、內陸拖車業務

之需求也將大幅提升，可活絡當地貨櫃

相關產業之就業市場。

(三)活絡地方產業與經濟：由於第六貨櫃

中心未來之貨載結構將以轉口（運）櫃

為主，高明公司可因應政府自由貿易港

區之政策申請加入成為自由貿易港區事

業，配合臨近南星計畫區之發展，未來

貨主可於高雄港中轉時於南星計畫區進

(左1)劉宏道副理 (左2)葉肇官專員 (中)薛登龍總經理 (右2)廖哲樞正工程師 (右1)張徐錫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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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貨物之深層加工與其他加值服務再經

由第六貨櫃中心進出，如此將吸引國內

外更多之廠商於第六貨櫃中心附近設立

據點以享自由貿易港區之便利，相對的

也將帶動高雄市之整體產業與經濟之成

長。

(四)解決高雄港大型貨櫃船靠港問題：高

雄港受限於水深、過港隧道、作業機具

及出租貨櫃碼頭分散等因素，致使許多

航商不敢貿然將8,000TEU以上之大型貨

櫃船安排靠泊高雄港，而第六貨櫃中心

之投產，恰可為陽明公司所屬CKYH海運

聯盟於高雄港尋求一大型船舶靠泊之基

地，此外也能吸引其它擁有大型船舶之

航商至高雄港靠泊。

(五)紓解高雄港貨櫃運輸造成之交通問

題：高明公司投資第六貨櫃中心將可

大幅減少各貨櫃中心間不必要之拖運，

因此第六貨櫃中心所帶來之貨櫃分流效

益，將使目前交通服務水準不高之高雄

港聯外交通系統得以局部紓解。

(六)使高雄港出租碼頭分散之情形得以

重新整合：高雄港務局將高雄港五大貨

櫃中心分別租予不同之航商業者，造成

碼頭資源包括船席、機具、人力等無法

相互支援，碼頭功能無法發揮其最大之

效益，而陽明公司若將碼頭經營重心移

往第六貨櫃中心，計劃將退租#120號碼

頭，屆時高雄港務局可以碼頭交換的方

式重新整合高雄港之貨櫃碼頭，而陽明

公司仍將保留承租#70號碼頭繼續經營第

三貨櫃中心，陽明公司也預期#70號碼頭

之作業量將成長並漸趨飽和，故未來第

六貨櫃中心之作業量將部份來自#70號碼

頭自然成長之櫃量。

二、高明公司之組成與經營理念

問：高明公司現為第六貨櫃中心計畫之特許

公司，是否可對高明公司作簡單之現況

介紹及對未來營運之籌組計畫？

答：陽明公司已於民國96年8月23日成為第六

貨櫃中心計畫之最優申請人，按招標規定，陽

明公司需成立特許公司與高雄港務局完成投資

契約之簽約手續，陽明公司遂向經濟部商業司

辦理特許公司設立登記相關事宜，特許公司命

名為「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

成立後已於民國96年9月28日與高雄港務局完成

簽約手續。目前股權結構為陽明海運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高明公司百分之一百之股權，未來擬

尋求合作夥伴並釋出部分股權。

薛登龍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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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明公司興建期組織架構部分，初期

各項採購由陽明公司成立專案小組協助高明公

司代辦，惟高明公司將視實際興建與營運需要

進行調整，高明公司之人力需求，由於業務大

都外包（裝卸理貨勞務、船邊拖車、洗修櫃業

務、維修廠業務等），故實際高明公司員工於

初期2席碼頭時約82位，至4席碼頭時約為120

多位，但於六櫃作業之全體勞工預計可達近千

位。將視業務需要，每年依碼頭投產數、營運

貨量成長及缺額情形公開招募。

問：高明公司於未來營運後，預計經營之服

務項目為何？

答：

1.船舶裝卸業務

　　為將來高明公司主要業務之一，提

供最新式大型貨櫃船的裝卸服務，四座

碼頭長達1500公尺，水深達16.5公尺以

上，足以容納8,000TEU至12,500TEU之貨

櫃船泊靠。

2.貨櫃場業務

　　貨櫃場主要配置為軌道式門型機，

於櫃場內規劃有重櫃區、空櫃區，此外

另規劃有特殊櫃區、冷櫃區、海關查驗

區等，提供貨主全方位之貨櫃場服務。

3.貨櫃吊卸與拖運服務

　　此項業務主要是處理由船邊卸下之

進口櫃、轉船櫃及空櫃，經由拖車拖運

至貨櫃場後吊下。或由貨櫃場吊上解櫃

車或拖運至船邊。

4.過磅服務

　　高明公司將於管制站的入口處設置

地磅，提供出口重櫃的過磅、丈量服

務。

5.冷凍貨櫃保冷服務

　　第六貨櫃中心亦提供冷凍溫度監視

的服務，作業人員將定時巡場，以確保

冷凍櫃的運作正常。巡視後亦將抄錄之

溫度存檔，日後可依客戶要求提出溫度

紀錄作為參考。

6.理貨作業

　　高明公司將接受船舶運送業、船務

代理業或貨物所有人，委託辦理船舶裝

卸之計數、點交、點收、看艙及其它相

關理貨業務。

7.洗修櫃業務

8.貨櫃拆併櫃業務（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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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則效率愈高、滯留碼頭的時間愈短，

高明公司將依據碼頭作業整體的考量，

參考航商的作業量，議定作業橋式機數

量，議定之內容包括橋式機、軌道式門

型機及解櫃車配置數量。

2 提供航商具有彈性及競爭力的費率

　　高明公司業務費訂定的原則將採一

統包制度，即單一費率將包含船邊裝卸

費、船邊拖車費、理貨/繫固費、碼頭通

過費、吊櫃費等，如此將可省去貨主、

問：高明公司未來之發展目標與發展策

略？

答：陽明公司將把#70/#120碼頭部分作業量集

中於第六貨櫃中心四座碼頭，未來更將開闢更

多新航線使用第六貨櫃中心，高明公司也將積

極招攬聯營夥伴加入，期為第六貨櫃中心挹注

更多之櫃量；高明公司預計於前兩座碼頭開始

營運後將可招攬20萬TEU櫃量於第六貨櫃中心

作業，而至第三、四座碼頭開始營運後高明公

司預計可再招攬15萬TEU除陽明公司以外之貨

櫃量挹注於第六貨櫃中心，以6%之成長率預

估於民國100年兩座碼頭開始經營時，高明公

司可招攬127.2萬TEU之櫃量於第六貨櫃中心，

預估將於民國110年達到飽和運量280萬TEU。

　　高明公司發展目標有二，一是成為專業之

碼頭經營業者。二為成為亞洲區間之重要轉運

港，未來進出口與轉運之比例約為3：7。

　　高明公司發展策略可分短、中、長期說

明，短期以滿足YML船隊要求。中期以吸引

CKYH聯盟船隊及潛在客戶靠泊。長期以吸引

萬TEU級以上貨櫃輪之航商靠泊。

問：未來高明公司的經營理念為何？

答：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點來說明：

1.保證作業效率

　　貨櫃碼頭裝卸效率是維持碼頭競爭

力最重要的一環，其影響因素諸多，包

括機具的性能、自動化程度、各式機具

的配合度、工人配合度等。高明公司將

採下列措施以確保作業效率。

(1 )提供母船固定靠泊時窗（Be r t h 

Window）

　　船期的準確度是航運業的競爭項目

之一，而愈大型船舶其營運成本愈高，

如因碼頭問題造成船舶滯留或延誤船

期，將是非常大的損失，有鑑於此，高

明公司將提供航商遠洋航線母船的靠泊

時窗，以配合航商航舶準確率的需求，

避免船舶滯留，除了既有約定的航商以

外，其餘的使用者，將以先到先靠的原

則安排靠泊船席。

(2) 保證作業橋式機數量

　　單一船舶的作業效率與使用機具的

數量息息相關，配置愈多且合適之機

(左1)劉宏道副理 (左2)張徐錫正工程師 (左3)廖哲樞正工程師  (中)薛登龍總經理 (右1)葉肇官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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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難忘或特別辛苦之處？

答：第六貨櫃中心開發至今，開發團隊當然

遭遇了大大小小許多的困難，而當每一個困難

克服之後，本計畫就又往成功邁進了一步。回

想目前為止的開發過程，最大的問題就是土石

方問題，包括紅毛港拆遷之後遺留的營建剩餘

土石方，以及碼頭工程的浚挖土方，由於本計

畫配合政府政策，開發進度較契約規定提早了

約一年半，而高港局則必須在另案圍堤造地工

程進行部分施工後才可提供本工程之剩餘土石

方堆置場地，故兩者於時程搭配上有所不及，

加上原圍堤施工廠商大棟營造無預警停工，造

成計畫延宕，對本工程實是雪上加霜。為因應

•提高貨櫃場自動化程度，精減貨櫃場

作業人員。

•督導工人準時開工、完工、確實完成

預定工作。

•財務的靈活操作，以降低資金成本。

•提高機具設備的妥善率，以降低備品

的庫存需求。

•協調海關盡量簡化關務作業流程，加

快通關、檢驗過程，減少工時。

•與航商合作研擬互惠的作業模式。

4.「綠色競爭力」，經營六櫃成為一個

綠色櫃場(GREEN TERMINAL)。

三、第六貨櫃中心之開發與規劃

問：高明公司在規劃初期，是否有至其它碼

頭考察？可否簡述考察之過程與目的？

高明公司有無考察見聞相關之應用？

答：第六貨櫃中心建設時，為求本規劃符合世

界先進櫃場之成果及觀念，並希望將六櫃中心

建設為最新穎、最先進之貨櫃中心，本公司參

訪了中國大陸及韓國、新加坡等國之櫃場，其

中中國大陸參訪之櫃場包括大鏟灣、蛇口、鹽

田、洋山及南沙港，主要目的是針對先進高效

率櫃場做全面性的瞭解與吸收，而在新加坡，

航商向多個業者付款、核帳之麻煩，此

外，對於大件貨、危險貨櫃等高明公司

將視實際貨物情形給予不同之費率報

價。此外，經高雄港務局指泊之船隻，

將依高雄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規定之費

率上限計收。

3.降低營運成本

　　經營企業最重要的是增加營收，降

低成本，才能獲得最大的利潤。為預

防高明公司之利潤被作業失誤、工作重

覆、資源浪費、流程繁雜等因素侵蝕，

將採取對應措施以達成降低營運成本的

目的。

　　建立各部門之工作作業流程，並設

置監督單位，以期減少事故之發生及降

低錯誤率。

　　建立「資訊管理系統」，經由電腦

資訊管理系統，整合財務、會計、營

運、作業及人事等資訊，精簡人力、減

少重複輸入與錯誤，達成降低營運成本

之目的。

此外尚有以下特點：

‧推行辦公室作業無紙化、自動化。

工作團隊則參訪了PSA櫃場，該櫃場的特殊處在

於採用高架型天車換載機，但是評估後較不適用

於台灣的環境；而韓國釜山的櫃場則先參訪了

PECT，該櫃場特色在於其重櫃帶係由原本傳統櫃

場改建為自動化櫃場，可從中瞭解改建時發生的

問題，而PECT管制大門也採用自動掃瞄櫃況的特

殊方式取代人工作業。釜山的BICT特色則是在管

制大門與管制站辦公室採用共構的形式。另外在

六櫃中心規劃後期，規劃團隊也參訪了最新穎的

釜山新港，該貨櫃中心的規劃與六櫃十分相似，

可以使六櫃中心的規劃獲得印證。

問：在第六貨櫃中心開發歷程中，是否

釜山的BICT採管制大門與管制站辦公室共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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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六櫃中心後方填海及儲煤場地招租計

畫推出時，對高明之影響為何？

答：我想這些相關計畫都是高雄港的長遠計

畫，對於國家建設都是必要而且良善的，以洲

際貨櫃第二期計畫而言，目前僅於規

劃設計階段，到實際開發、招商、營

運還需要一段不算短的時間，短期內

對於六櫃中心的營運不致有所影響；

當洲際貨櫃第二期計畫建設完成時，

若當時貨櫃碼頭供過於求，則當然會

有些許之排擠效應產生。但以長遠來

說，我仍然對於未來航運市場深具信

心，且當洲際二期建設包括物流、貨

櫃中心、石化中心等陸續完成，反而

心行政大樓，達到「近悅遠來」之招商效果。

 

四、第六貨櫃中心與鄰近計畫之配合

問：未來南星計畫、洲際貨櫃第二期計畫以

(三)採用高效率機具，減少單一操作消耗

之能源

四、營運期間之環保措施

(一)船舶使用低硫燃料

(二)預留未來擴充貨櫃碼頭岸電系統

(三)櫃場門式機採用電力系統乾淨能源

問：六櫃中心緊鄰高字塔文化中心，是否有

結合景觀之構想？

答：於六櫃中心最初規劃時，原本將行政大樓

設置於管制站大門附近，因為本中心的基本設

計就是將管制中心納入行政大樓內，但是為符

合興建「綠色櫃場」的理念，乃將行政大樓改

設於本中心北側(如圖2)，主要是考量景觀上

的問題，行政大樓設於中心北側，在大樓西側

可遠觀高雄港二港口，使洽公人員可遠眺「大

船入港」的優美景色；而行政中心北側則和高

雄市政府的「高字塔文化園區」做景觀上的結

合，使進出人員擺脫傳統櫃場機械化，單調貨

櫃、鋼筋水泥設施林立的刻板印象，反有植

生、景觀、照明等的軟性視覺變化(如圖3)；大

樓南側則可俯瞰並掌握全櫃場狀況，方便作業

人員隨時監看櫃場作業；更特殊的是本中心將

行政大樓劃設於港區、關區之外，使日後進出

行政大樓人員可以避免層層檢查及作業規定限

制，洽公商務辦公人士可以更簡便的進入本中

並克服該等難題，遂將本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

用以取代部分櫃場級配料作為有效運用，另亦

積極和高港局洽談提早提供剩餘土石方堆置場

地，最終幸賴高港局的全力支持與配合，使土

石方的困難順利獲得解決，使雙方獲得雙贏之

成果。

問：近來政府大力推動節能減碳政策，第六  

貨櫃中心於規劃時是否有其考量？

答：高明公司對於政府大力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當然全力的支持，也以建設一個「綠色櫃場」

為本開發的中心思想，更難得的是此概念已經

落實於本中心之各項規劃、開發及施工上，所

以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各個期間來說明：

一、施工期間之節能作為

(一)採用部分現地營建剩餘土石方，作為

石料之替代來源

(二)舊址老樹移植綠化

二、施工期間之環保措施

(一)水域施工架設污染防止膜

(二)定期辦理各項污染環境監測

(三)施工機具採用低硫燃料

三、營運期間之節能作為

(一)建築物符合綠建築規範

(二)部分電源使用太陽能系統

圖2 第六貨櫃中心行政大樓位置圖

圖3 二港口大船入港及遠方之高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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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油價巨幅變動，為了節省營運成本，並在

保持作業量與運輸能量不受影響之前提下，推

展了「加船減速」政策，即採用船速減慢以節

省油料消耗，而靠泊裝卸作業則盡量加快，使

靠泊時間盡量縮短，如此可維持總運輸時間不

受影響之政策。故展望六櫃中心之定位與競爭

力，惟有增加作業效率才可達成，也可使價格

更具競爭力。

五、對於第六貨櫃中心之期許

問：對於高雄港，尤其以第六貨櫃中心而言

面對大陸各港口之崛起，其自身的定位

及競爭力為何？

答：六櫃中心最大的定位就在於發展成為亞洲

的貨櫃轉運中心及貨櫃物流中心，所以本中心

發展作業效率是最重要的策略，尤其近年貨櫃

輪大型化，單次裝卸量增加，且近年來航運界

國際海港瓶頸路段改善工程 (三國通道計畫)，

2. 新生路、漁港路及草衙路高架橋工程，3. 二

港口跨港橋工程，4.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

公路，其中未來影響六櫃中心最直接的，當屬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對於本中心最具

正面效益，完成後可使六櫃中心車流可以有效

快速的運輸，我想這個計畫相當令人期待，也

寄望本建設可以儘速開發。

可使整個開發計畫之功能性趨於完整，並使第

六貨櫃中心與洲際貨櫃中心相輔相成，對於本

中心是有正面效益的。

問：有關六櫃中心之聯外交通部分，您認為

政府應有何配套措施？您對於現有各項

相關交通建設之看法為何？

答：目前已知進行中的高雄港周邊未來聯外交

通系統計畫，包括：1.國道末端銜接國際機場、

行政院長吳敦義參觀高明貨櫃碼頭公司工地由總經理薛登龍親自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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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瞭解第六貨櫃中心之建設過程以及未來之

遠景；展望未來第六貨櫃中心營運後，將成為

國家重大之經濟建設成果，並為台灣帶來具體

之經濟效益。

問：面對亞洲各港口之競爭時，政府在提昇

高雄港的競爭力上，應該提供哪些協助

及其應扮演的角色？

答：首先ECFA簽訂應是目前最急迫之政府應辦

政策，ECFA簽訂後，才可能使台灣藉由ECFA

模式，加入世界貿易各項組織，並且有進一步

簽訂東協、歐美自由貿易協定等之可能，而當

台灣對外之國際貿易協定完善後，進一步可以

吸引產業回流，增加本土貨櫃量；當本土貨櫃

量增加後，航商才會以大型貨櫃輪進行定期運

輸，使轉運量亦相對增加。綜觀近年來因為大

陸經濟之崛起，運輸貨運量大增，已有航商考

慮將轉運中心移往大陸，所以我想ECFA是一個

台灣航運良性循環的開端，也是台灣避免邊緣

化的重要歷程。

　　此外六櫃聯外道路亦必須儘速進行，其實

六櫃中心以國外先進貨櫃場之標準而言並不算

偏遠，距離高雄市區僅有十幾公里，而反觀國

外貨櫃中心距市區則往往有三四十公里遠，所

以六櫃中心以國際標準看來仍然佔有很大的優

勢。然而與高雄港其他貨櫃中心相比較，六櫃

中心則是有距離上的相對劣勢，所以要使六櫃

中心的效率及競爭力提升，首要必須便捷六櫃

周邊交通，而以現有計畫而言，高雄港東側聯

外高(快)速公路是對本中心最直接最有效率的建

設。

　　在行政作業上，則希望海關流程能進一步簡

化，並使電子封條制度儘速推展，當然第一步需

有台灣政府方面的規格制訂，如此可使貨櫃運送

達成自動化的流程，而六櫃中心在規劃時，已經

將電子封條納入管制大樓標準設備，日後當可全

力配合本項政策，希望藉由本中心在規劃方面的

遠見，配合政府相關政策的有效制訂，使第六貨

櫃中心成為最先進、最高效率的貨櫃中心。

問：對於目前六櫃中心開發計畫順利推動，

在您心中是否有特別的感想？

答：在計畫執行階段，當然最直接的協助來自

高雄港務局，在此十分感謝港務局在本興建工程

中之全力協助，並順利解決各項問題，如紅毛港

拆遷問題、剩餘土石方問題，周邊介面協調問題

等，使工程之各項進度皆能順利推動。此外也感

謝高雄市政府在六櫃中心核發建照及土地使用方

面等之協助，有效縮短本中心建築工程行政作業

的時間。最後則特別感謝本計畫之母公司陽明海

運公司的全力推動與支持，以充足之人力物力全

面投入並支援本中心之建設，以實際行動支持本

項國家重大建設。相信在各團隊積極推動辦理之

下，六櫃中心未來必定可在世界航運界佔有一席

之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貢獻心力。

參、專訪後記

　　感謝薛總經理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刊之專

訪，在三小時十分融洽之採訪過程中，可以深刻

的感受到薛總經理對於六櫃中心之殷殷期盼與工

作熱情，對於積極參與國家建設並實際投入計畫

之工作團隊成員而言，其熱忱與努力不懈之精神

著實令人深深感動。希望藉由本次參訪，使各界

(左1)張徐錫正工程師 (左2)劉宏道副理  (右2)薛登龍總經理  (右1)廖哲樞正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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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70年的第一個世界地球日及1972年斯德

哥爾摩環境與發展會議，喚醒人類重新思考環

境的問題。1997年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制定之後，環境議題對當今的商業活動愈來

愈重要，全球暖化以及氣候變遷的威脅，對人

類健康的衝擊，生物多樣化的改變以及社會大

眾、政治人物與隨之而來的立法機關之壓力

等，都是重要的催化力量。由於大氣層擴散，

加上航運從事全球性國際運輸，使得航運對環

境的影響受到關切。從過去歷史統計資料來

看，航運產業對防制環境污染是有正面積極的

貢獻，以每延噸公里計，航運至今仍是最具能

源效率的運輸工具。由於海運貿易會持續成

長，船舶的空氣排放量也會隨之增加，自然會

受到關注。

　　基本上，環境議題有三個特徵，第一是由

於經濟的發展需要能源來支撐，全球百分之

八十的初級能源是來自地底，所以具有不可避

免性；其次是對環境議題需要一再評估，可能

因此需要調整現在的流程與作法，所以它是有

代價的；第三是環境議題通常對某一方有利，

但可能對其他方不利，所以環境議題常常是對

立的。

◎ 關鍵詞： 綠色航運(Green Shipping)、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協理／楊正行  

　　近年來環境問題的挑戰受到全球的重視，環保已逐漸成為全球課題。能源(Energy)與環境
(Environment)已被認為是人類未來五十年將面臨的前十大問題之兩項，全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已成顯學。

　　地球四分之三是海洋，海洋是人類未來最重要的生活與活動的空間。全球約百分之七十五的貨物是
靠水運來運送，水運的功能已不僅是經貿運輸的功能而已，更有環境保護的意義。近年來全球化的影響
力擴大，地球村概念的興起，航運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員，航運公司如何在全球貨物運輸鏈中扮演最
重要一員已是產業的共識，尤其進入重視永續環境的綠色航運時代，航運綠色競爭力儼然成為海運產業
的前瞻議題。

　　本文以探索性研究的方式，從國際海運環保規範與當前航運界實施綠色環保的方向，探討綠色航運
之發展及其未來面臨之挑戰，同時也從商業競爭角度對航商提升綠色航運競爭力的策略進行初步探討。

ABSTRACT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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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四分之三是海洋，海洋是人類未來最重要的生活與活動的空間。

航運的價值無可取代，依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統計，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貿易是靠海運承運，也是促進全球

經濟與永續發展的根本，但海運同時也是最安全、能源使用效率最高、與

環境最友善的運輸工具。近年來全球化的影響力擴大，地球村概念的興

起，航運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員，航運公司如何在全球貨物運輸鏈中扮

演最重要的一員已是產業的共識。

　　綠色供應鏈已被應用在商業交易的條件。綠色供應鏈廣義上指的是要

求供應商之產品或服務應符合環境相關的管理，亦即將環保原則納入供應

鏈管理機制。如IKEA提出以環境為訴求的採構方案、績效或評估過程，

讓所有或大部分的供應商遵循。另有一些企業則研訂對環境有害物質的種

類並列出清單，要求供應商使用的原料、包裝或污染排放中不得含有清單

所列物質，此一指標性規定已演變為全球性環保要求，也逐漸成為產業的

基本技術門檻。海運亦是顧客供應鏈的一環，也開始面對相同的要求與規

範。

　　環保已是全球顯學，能源(Energy)與環境(Environment)是人類未來五十

年將面臨的前十大問題之兩項。200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全

球綠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的概念，呼籲全球領袖於投資方面，

轉向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環境計畫，藉以修復支撐全球經濟的自然生

態系統，以解決氣候變遷與經濟衰退的雙重危機。而國際能源總署(IEA)在

2009年亦呼籲主要經濟體發展「潔淨能源新政」(Clean Energy New Deal)，

除結合短期的振興經濟方案外，強調必須對能源安全與氣候變遷採取長期

措施。我國的綠色能源政策是節能社會、低碳經濟，前者是要發展潔淨能

源，後者則指積極節約能源。交通部亦將「推動綠色環保運輸，符合節能

減碳」納入當前施政重點。

　　海運是航行全球，不僅需注意國內綠色經濟的發展，尤應重視國際環

保法規的發展。未來，航運產業將進入重視永續環境的綠色航運時代，航

運綠色競爭力儼然成為海運產業新時代的前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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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綠色航運的發展回顧

一、綠色航運的意義

　　綠色航運(Green Shipping)雖已經開始被

何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有毒材料

或塗料的禁止使用。當前國際簽訂的主要環保公

約，如表1所示。

(一)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議題的進展

第一階段：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UNFCCC: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制定，主

要在穩定溫室氣體的大氣層，避免地球氣

候系統對人類產生危害。

第二階段：1997年京都議定書制定，希

望已開發國家承諾2008- 2012年總排放量

低於1990年水準的52%，但一些國家至

今遲未簽署，海運及空運亦未列入適用範

圍。

第三階段：2007年巴里島會議，採用巴

里島行動計畫，以符合氣候變化的具體調

整。

第四階段：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希望

對後京都議定書時代，自2012年起可以

有巨幅的減少，可惜因歧見大而未有具

體共識。

(二) IMO在海運管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

進展

　　IMO對此議題的準備已超過十年以

上，其歷年重大進展如下：

● 1991年達成A.719(17) 決議：體認到需

要建立船舶防止空氣污染的政策

● 1997年MARPOL會議第 8項決議：有關

船舶二氧化碳排放的決議

● 2000年IMO完成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的

研究

● 2003年理事會A.963(23)決議，有關

IMO減少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與作法

● 2004年制訂『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沈

積物控管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

tion for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Ships Ballast Water and Sediments，簡稱

BWM），減少壓艙水的排放引發病原體

破壞海洋生態。

使用，但目前並無統一或大多數接受的定義與

內涵。經濟部對綠色產業的定義：『產業在生

產過程中，基於環保考量，透過科技，以綠色

生產機制力求資源使用上的節約以及污染減少

的產業，即可稱其為綠色產業。』本文參考經

濟部的說法，將綠色航運定義為『航運在生產

或營運的過程中，基於環保考量，透過科技

或操作管理，以更為潔淨的生產或營運機制

（Cleaner Production or Operations），力求資源

使用上的節約以及污染的減少，即可稱其為綠

色航運。』與綠色航運直接有關的關係人，有

航商、船員、港口、政府公部門、國際組織、

驗船機構以及一般社會。

二、航運與環境的關係

　　地球四分之三是海洋，海洋是人類未來最

重要的生活與活動的空間。依IMO的報告，全球

約百分之七十五的貨物是靠水運來運送，所以

海洋是世界貿易最重要的運輸通道，海運也就

成為全球國際運輸最重要的運輸方式，可說是

世界經濟的引擎。海運更具有運量大以及相對

低成本的優勢。

　　除貿易運輸的功能外，海運更有環境保護

的意義。依IMO的研究，國際海運排放的溫室氣

體(GHG: Greenhouse Gas)約占全球的2.7%，如圖

1。若與其他運輸方式比較，海運是最具碳效率

(Carbon-efficient)的運輸方式，如圖2；若比較各

種海運運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則以貨櫃船排

放二氧化碳的比重最高，如圖3。

三、綠色航運的推動回顧

　　海運一向重視環境保護，而國際關切的焦

點會因不同時代的背景而有所不同，IMO制定的

相關法規與法令過去偏重在海上人命安全、防

止污染，現在則是集中在溫室效應，特別在如

表1 全球主要國際環保公約

公約 簽訂／通過日期 生效日期 目標

蒙特婁議定書 1987年9月 1989年1月 管制CFS,明定CFS和海龍的削減時程

巴爾塞公約 1989年3月 禁止有害廢棄物越境移動及規範在國內處理的原則

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年6月 1993年12月
確保各國採取有效行動遏阻對物種，生物自然生長環境及

生態系統的破壞

氣候變遷框架公約 1992年6月 1994年3月
公約強調對應氣候變遷是世界各國責任，但因各國發展狀

況不同，容許各國負有不同責任

京都議定書 1997年12月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管制38個已開發國家及歐盟的溫室

氣體排放

鹿特丹公約 1998年9月 2003年
締約國在輸出受禁用與限制使用之化學品與農藥前，必須

先通知進口國並獲得預先同意始得輸出

斯德哥爾摩公約 2001年5月 針對12項長效性有機污染物採取國際管制行動

資料來源 : 廖珮瑜(2004)

圖1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IMO (2009)

圖2 運具排碳比較   資料來源：Eivind S Vagslid (2009)

圖3 船舶排碳比較   資料來源：Harilaos N. Psarafti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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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與艙殼的設計，改善燃油消耗,

● 更有效率的推進器

● 岸邊發電

● 風力發電

● 其它替代燃料，發展潔淨能源

(二)操作的措施

● 加強能源管理

● 船舶減速

● 改善航線設計，航路最佳化

● 增進船隊管理

● 修訂二氧化碳操作指數以及相關指導

● 船舶燃油效率作業的最佳作業指導

(三)市場的措施

● 碳稅

● 排放交易系統(ET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四)研究發展

(1) 碳足跡的計算

　　航運是國際供應鏈的一環，配合產

品走向綠色產品的發展，未來參與綠色

航運的執行情況會被要求揭露，能提升

資訊的透明度。航商已開始發展網上碳

排的計算，方便顧客直接查詢，同時也

可作為以碳排量為指標的航線設計及

改善的參考。舉例說，假如貨物來自香

港，重量為10噸，須運往西雅圖港，航

程碳排放量為838公斤。

(2) 新一代環保船的設計研究

　　船廠開始投資新一代環保船「綠色

船舶」的創新科技上，期望能開發最大

能源效益和最小環境損害的船舶。有關

研究將針對船殼與管理系統，以及技術

實踐兩大範疇，專注探討改善能源效益

● 2005年MEPC Circ.471文件，船舶自願

參加二氧化碳排放指數試驗之期中指導

原則

● 2005年MEPC 第55次會議，制定工作

計畫，以辨別並發展達成國際海運限制

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機制

● 2007年MEPC 第56次會議，制定更新

2000年IMO船舶溫室氣體排放研究的時

間表與參考條款

● 2008年MEPC第57次會議，制定執行

IMO船舶溫室氣體排放政策的基本原則

● 2008年六月，在奧斯陸舉行船舶溫室

氣體排放工作小組聯席會議

四、綠色航運的實務進展

　　國際航運航行於世界各地，對環境的衝擊

亦是全球性的，節能減碳已是世界趨勢，碳足

跡(Carbon Footprint)也成為產業界熱門話題。

所謂碳足跡，意即衡量來自產品生命週期各階

段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總和。因應全球暖化與

永續發展議題，許多國際企業已開始提出落實

溫室氣體管理的承諾，包括戴爾、惠普、摩托

羅拉、諾基亞與沃爾瑪，均要求供應商提供

產品或零組件的排碳量。舉例，沃爾瑪預定

在2014年起，要求上架產品需配合提供產品

生命週期的排碳放數據。預期未來也會適用到

海運，在歐盟，停泊歐盟港口的所有船隻，自

2010年1月1日起，規定燃油含硫量最高限制每

單位不得超過0.1%。上半年為執行緩衝期，之

後掛靠歐盟港口船舶，如不遵守該規定低硫燃

油標準將被處罰。為達到這一標準，船舶鍋爐

燃油轉換裝置將有必要進行改裝。而且到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將減少50-80%，航運業有必要

開發新的解決方案。

(一)技術的措施

● 透過對新的船舶二氧化碳設計指數，

的方法，例如水阻特性、優化船首形狀

和螺旋槳舵節能措施等。經濟和法律方

面的考慮是開發環保船舶設計的主因，

在不久將來，環保因素對商船設計的影

響將會明顯加深，船舶營運模式和廢棄

途徑亦將改變。

(3) 溫室氣體封存技術

　　收集、運輸及儲存二氧化碳是解決

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案之一，是利用捕捉

技術，收集燃煤電廠所排放的90%二氧

化碳，由運輸二氧化碳的油輪，運輸二

氧化碳至儲存的地點。將取得的二氧化

碳，儲存在天然氣已開發用盡的離岸石

油及天然氣田。

五、國內航商案例

　　本文以我國的陽明海運為例，略加探討其

推動節能減碳的作法與策略。陽明海運是國內

第二大航商，其節能減碳是持續性，有環境政

策宣言，各項標的都訂有具體的目標，再利用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進行控管，全員

投入參與：

● 與降低成本的目標結合；

● 集中在船舶的操作管理；

● 節能減碳基本數據庫的建立以及法規

鑑別與程序書的制訂；

● 擴及供應商的適用。

　　本公司訂2010年大力推動「航運綠色競爭

力」，要從船舶、貨櫃、貨櫃場、辦公場所及

公益活動五大面向扎根，提高綠色競爭力，正

式將環境因素納入企業的競爭策略。譬如，船

舶設計將考慮提升流線型，減少阻力與耗油，

進港時接岸電，不燒油，或是距離港口20海哩

內，就減速到12節，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貨櫃

油漆也要符合環保規範。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

將申請綠建築，且南部日照充足，將廣泛利用

太陽能；貨櫃場進行綠化，採用太陽能燈、風

力發電燈。辦公大樓內減少用紙及電，以及舉

辦社會公益活動，例如淨化海灘等。本公司也

採用降低航速的策略，使用硫含量不超過0.1%

的燃油，以及使用新的潤滑方法降低汽缸油耗

等措施。同時本公司已使用冷靠港，即使用岸

電運行照明、採暖、空調系統、熱水和其他船

上耗電設備，這種稱為AMP(Alternative Marine 

Powered)的技術已經在美西港口實施。

　　基本上，本公司實施環境保護認為是企業

社會責任的一環，有政策的鋪陳，而且透過政

策公開的宣示，ISO的認證，KPI的控管，全員

實施，因此，本公司已因推動環境保護的成

效，連續數年得到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肯定，領

先國內其他同業。實施的措施主要著重在環境

管理績效的提昇，對新技術的研發應用與投資

才剛起步。總的來說，本公司有足夠的能力可

以配合當前環保法規法令與國際公約的規範來

執行。針對未來國際環保的要求，對照當前世

界已開始起步投資研發新的科技或能源，未來

在綠色航運方面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參、推動綠色航運的未來挑戰

一、綠色航運面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海運業現時約占全球人為碳排放量的2.7 ~ 

3%，未在京都議定書的規範範圍之內，在哥

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也未能

對海運業的碳排放規範作出具體建議。不過，

業內已經預期適應全新碳排規管措施是在所難

免，只是規管方式未定。

(一)對制定海運業明確減排計畫的機構

歸屬問題  　　　　

　  IMO在哥本哈根出席聯合國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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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會時，堅持由該組織親自規劃管理

海運業碳排放，並宣傳有關提高海運業

環保意識的各項計劃，以及各項以市場

運作模式為本(MBIs: Market Based Instru-

ments) 的減排措施，當中包括碳排放權

交易和成立溫室氣體保償基金。

　　不過，環保團體指責，海運業此前

未有納入在《京都議定書》規管之中，

而IMO多年來一直未有積極推動環保概

念，質疑其未有能力有效遏止業界減

排。另外，《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成員早前曾制定計劃書，內容旨在

由有關公約為海運業界制定減排規範和

徵稅準則，而非由IMO擔當主導，屆時

兩者在業界環保事務上的職能或會出現

重疊，業界甚至可能被雙重徵稅。

　　歐委會有意自行規範歐盟的海運減

排規範，因而要求IMO須在2010年底前

公布明確的解決方案，否則將自行進行

規範。海運團體如歐洲共同體船東協會

（ECSA）則支持由IMO帶領制定減排方

案，雖然傾向贊成將MBIs列入減排辦

法，但成員船東對有關措施的實行方法

存在分歧。馬士基(Maersk)也表明希望

讓IMO能儘快推出針對全球航運業的碳

排放規則。不同掛旗船舶的待遇亦應均

等，否則部分船東可能轉掛待遇較優厚

的船旗。 

(二)相關國際規範標準與實務面差距的問

題

　　根據歐盟委員會頒布法令，從2010

年1月1日起，所有停靠歐盟港口的船

舶，其燃油含硫量最高限制不得超過

0.1%。因此，計劃在歐盟港口停靠船

舶，在船上必須備有足夠符合該項新標

準燃油，為達到這一標準，船舶鍋爐燃

油轉換裝置將有必要進行改裝。歐盟此

項規定，也產生一個極為現實問題，很

多船公司提出，即使他們願意加含硫量

不超過0.1%燃油，目前，合適油源在歐

盟港口卻難以找到。國際海運為全球運

行，判斷具體的碳排放量是否位於某國

的領海，在執行技術上也須克服。 

(三)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之經濟效益問

題

　　第二代環保船或綠色船舶，以及使

用清潔能源等新技術的研發正積極進

行，但仍處初期開發階段，未來除會受

到開發技術進展的影響外，也會面臨一

些實用性、成本效益、甚至社會支持的

問題。

　　對於外界未來可能規管海運業的環

保措施，航運界也呼籲社會不能忽視海

運業的重要性，漠視業界實際的營運環

境，否則最終將傷害航運業體系的永續

發展。譬如，燃油稅或碳稅的相關措施

將直接影響航運業，要使之行之有效，

必須設立獎勵機制，獎勵業界改善船舶

的環保設計，並鼓勵其在有關領域進一

步投資。

(四)執行能量的問題

　　因應綠色航運的新經營環境，未來

對IMO、航商以及負責教育訓練輔導認

証的驗船機構都是新的挑戰。對IMO而

言，如何制定綠色航運相關的標準，有

高透明度、高公信力是重點。對航運界

而言，遵守國際規範僅是必備的條件，

未來如何藉此提升市場競爭力，除持續

船員在船舶安全、保全的訓練外，未來

尤其要加強對航色航運的教育訓練，而

是否有足夠訓練有素的船員亦是考驗。 

　　驗船機構除一直在做的ISO品質管理

系統外，則需對船舶的節能減碳提出新

的解決方案。航運界對船舶的回收(Recy-

cling)一向重視，未來的涵蓋層面則須更

全面性，從船舶的設計、建造、營運、

維修保養、甚至拆解都有要規範，並需

有完整的記錄，亦即所謂的船舶綠色護

照(Green Passport)。船舶綠色護照，顧

名思義就是必須登載船舶從建造，使

用，維修等等所有階段，已經使用所有

的潛在危害性物質的資訊，並隨著船舶

持續保存，直到船隻退役，船東必須隨

船交給負責拆船的業者為止，以便建立

船舶資源回收的制度，不但如此，未來

船舶從設計、建造到解體，都應該建立

資源回收，減量使用危害物質的觀念。

未來相關的制度將進行法制化，勢在必

行。

二、航商提升綠色航運競爭力的策略初探

　　航運業為了因應這股綠色的環保浪潮，紛

紛採取一些對環境友善的做法，有些僅僅消極

地服從法令規範及顧客要求；有些則是能夠在

這樣的環境壓力下，積極地實施其環境管理政

策，戰略上是要成為業界的綠色領導者，甚至

能夠開創綠色商機。

　　面對未來新的國際規範，航運公司面臨那

些外部的挑戰，以及對內應如何提升綠色航運

的競爭力，應有一套長遠的計畫。永續發展，

是一條無可替代的道路。追求永續已讓競爭情

勢開始迫使企業改變對產品、技術與流程、商

業模式的思考方式，尤其在經濟危機時期，更

是如此。Ram Nidumolu等人認為綠色創新力是

驅動永續發展的關鍵程式，並發展出邁向永續

的五個階段，圖4。

              圖4 邁向永續的五個階段

資料來源: 整理自Ram Nidumolu, C.K. Prahalad and  

              M.R. Rangaswami (2009)

　　本文參考Ram Nidumolu等人的論點，應用

在綠色航運的策略思考，如表2。

(一)第一階段：守法之中發展新商機

　　推動永續的綠色航運的第一步，通

常與因應法規有關。需要遵循的法規

相當複雜，環境法規會因國家、地區而

異，而非政府組織與產業團體制定的自

願性規範，同樣也會令企業感到必須遵

守的壓力。企業或許認為，最有利的作

法是能拖則拖，只求符合最低的環境標

準。但Ram Nidumolu等則認為，遵循最

嚴格的法規才是明智之舉，而且應該在

強制實施前就採行，讓企業可以更從容

地進行相關的實驗，也可能會從中嗅出

商機。

(二)第二階段：建立綠色航運的永續價

值鏈

　　一旦公司了解應該跟上法規的步

伐，就比較會主動因應環境課題，然後

追求更廣泛的提升效率，並將範圍擴及

價值鏈，所以，為發展永續營運，企業

應分析價值鏈的每個環節。國內的陽明

海運即從船舶、貨櫃、櫃場、辦公工

作場所、與社會文化活動等層面，建構

綠色航運競爭力。雖然僅屬起步，但已

開始對綠色航運的推行有全面策略的思

考。本公司除建造的第一代環保船，

2008至2009年本公司亦拆解12艘船齡

超過20年、耗油量大的老舊船舶，並與

CKYH聯盟進行船舶減速。新造貨櫃的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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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材料必需符合環保規範，興建中的高

雄港第六貨櫃中心BOT案將是台灣第一

座綠建築標章的環保貨櫃場，透過績效

管理KPI管考各部門節能減碳的目標與執

行。另外，舉辦綠色環保的社會文化與

活動，宣揚航運業的綠色環保。

(三)第三階段：設計綠色航運的產品、

服務或流程

　　在這個階段，會有為數可觀的顧客

偏好或直接要求符合環保的服務與流

程，所以必須重新設計現有產品、服務

或流程，使之更符合環保，因此，可以

預見電子商務的活動需求會再度增加，

無紙化的程度也會進一步提高。跨領域

的學習會更為風行。

(四)第四階段：開發新的商業模式

　　這個階段要能找出提供並獲取價值

的創新方式，新技術的出現，可以帶

來新的機會。所以，了解顧客的需求

(Need)，並想出不同的方式加以滿足，

同時要能結合供應鏈伙伴的合作關係與

能力，這即是差異化的另一種來源。

(五)第五階段：透過PDCA(Plan-Do-

Check-Action)循環打造下一代的實

務平台

　　這個階段會透過永續的角度，一再

反思目前主導企業的思考邏輯，透過

PDCA循環有辦法整合不同產業的商業模

式、科技與法規，創新的影響力也會延

伸到更多的市場領域，人才會成為永續

發展的關鍵組成。

肆、結論

　　經由以上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一、地球暖化引起的全球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造成許多重大傷亡與財產損失，使得

人類終於體會到環境保護的重要。從1997年的

京都議定書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更讓環境

與氣候變遷成為全球議題。

二、航運雖然不在京都議定書的規範範圍之

內，但多年來在IMO配合環境保護對船舶在航

行上制定許多規範，各國亦加以規範並進行港

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加上航運企業的

配合，透過ISO品質系統進行定期稽查，對海

上環境保護的增進有一定的成果。

三、船舶是航運經營的核心工具，推動綠色航

運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船舶，當前的進展可分為

藉科技的創新應用以及操作的改善兩方面來進

行，另外，也有研議推出碳稅與碳交易的市場

機制。至於航商推動綠色航運的進展，基本上

都還處於起步階段，國內則由陽明海運率先提

出要由五大構面來提升綠色航運競爭力，未來

還須推動長遠的計畫。

四、除綠色產品外，國際大廠亦從供應鏈的角

度著手，要求擔任國際運輸鏈最重要角色的航

商也必須提出執行綠色航運的報告，並涵蓋至

供應商，這種將國際法令規範導入商業實務，

將會形成新的航運經營模式，也關係到航商未

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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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邁向永續的階段策略思考

階段

策略

階段1

守法見商機

階段2

建立永續價值鏈

階段3

設計永續產品服務

階段4

開發新商業模式

階段5

打造下一代

實務平台

核心挑戰
‧讓遵循環保規
　範成為創新基
　礎

‧提高整體供應鏈
　的效率

‧開發永續性產品或
　是重新設計現有產
　品，使之更符合環
　保

‧找出提供並獲取 
　價值的創新方式    
  ，改變公司甚至 
   產業競爭的基礎

‧透過永續的角度  
　 ，質疑目前主
　導企業的思考邏  
　 輯，並以PDCA
　向前驅動

所需能力

‧有能力可以符
　合規範標準要
　求
‧懂得和其他公
　司合作，推動
　創新的解決方
　案

‧碳管理等專業技
　能，以及生命週
　期評估
‧有能力重新設計
　營運方式，以減
　少能源使用，減
　少排放與廢棄物
‧有能力確保供應
　商和代理商的營
　運符合環保要求

‧有能力可以擴大符
　合環保的產品、服
　務的規模
‧有能力得到一般大
　眾對綠色產品或服
　務的瞭解、支持與
　信賴

‧能了解消費者想
　要什麼，並有解
　決方案
‧知道合作伙伴如
　何可以讓產品或
　服務價值再提升

‧有辦法整合不同
　產業的商業模   
　 式、科技與法規
‧了解資源如何影
　響企業生態系統
　與產業

創新商機

‧配合法規，嘗  
　試永續的科   
　技、材料與流
　程　

‧增加使用永續的
　原料與零組件
‧增加使用清潔能
　源
‧發掘創新的新用
　途

‧開發新產品、新服
　務或新流程

‧研究新技術，大
　幅改進價值鏈關
　係
‧打造新的獲利模
　式

‧建立企業平台，
　讓顧客與供應商
　能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管理能源使
　用

   資料來源: Ram Nidumolu等人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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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貨櫃運輸是目前國際貨物運送的主要方

式，其單元化的特性有利於在不同運具間進行

複合運輸，滿足貨主戶到戶(Door to Door)的

運輸服務需求。隨著此運輸方式的盛行，除了

吸引航商投入更大型更高速的船舶之外，對於

實際進行貨櫃裝卸作業的港區貨櫃碼頭運作而

言，更加深了管理上的複雜程度。由於貨櫃碼

頭的管理複雜，因此很多管理課題也就陸續產

生。其中戰略(Strategic)與戰術(Tactical)層次的

問題屬於長期性的規劃與投資，而營運作業(Op-

erational) 層次的問題則為每天必須面對且處理

的日常性問題。本文將先說明港區貨櫃碼頭之

功能與組成；其次探討各子系統之主要營運作

業層次的問題，並搭配Flexsim CT之相關模擬功

能說明，以供實務作業或相關研究之參考。

貳、港區貨櫃場之功能與組成

　　貨櫃碼頭因緊鄰碼頭船席後線，並位於管

制區內，使其在提供儲存貨櫃功能之外，更重

要的是擔負著貨櫃於船舶與陸地間交換的任

◎ 關鍵詞： 貨櫃碼頭、港灣模擬、港區貨櫃場、營運作業問題、貨櫃裝卸作業

薪威科技有限公司／軟體系統處／經理／陳家明

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助理教授／趙時樑

　　全球各港口正利用系統模擬(System Simulation)方式進行貨櫃碼頭運作的規劃及策略改善。為達到

實際運作的效果，各執行單位紛紛從過去的2D模擬軟體，進而更新為3D的虛擬實境系統模擬軟體。透

過Flexsim CT可模擬並驗證對於全域貨櫃碼頭、鐵路與泊位規劃策略之結果，並可將結果以3D視覺化呈

現，為一可快速模擬各種貨櫃場策略規劃之優良工具之一。該Flexsim CT模擬已成功地被新加坡PSA應

用於所屬各大貨櫃中心，進行多種貨櫃碼頭主要作業流程之模擬。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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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圖1所示，出口貨櫃之流向為由陸地至船舶，進口貨櫃之流向為由

船舶至陸地。在考量船舶抵港時程與各項管制作業等因素下，不論進口或

出口貨櫃，均需經過幾個主要的處理程序，始能順利流動。

                                圖1  貨櫃碼頭之功能示意

　　Flexsim CT可以依據出口或進口貨櫃所需要的流程進行模擬，並設定

空櫃的儲放及翻櫃的方式，進行泊位的規劃及貨櫃場儲區的規劃(如圖2所

示)，同時可將貨櫃裝卸作業及閘口管制站的流程一併納入考量(如圖3所

示)。

                     圖2   Flexsim CT的泊位指派與儲區規劃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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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貨櫃碼頭之組成與作業問題

　　典型的貨櫃碼頭主要由管制閘口(Gate) 、

貨櫃儲存區(Container Yard) 以及船邊作業區

(Shipside Operation Area)等三個設施所組成(如

圖4），本文將就此典型貨櫃碼頭內三項主要設

施之作業特性加以探討。

　　管制站是貨櫃碼頭內部與外部的分界點，

用以控制人員、拖車、車架以及各式貨櫃之進

出，並辦理相關手續；貨櫃儲存區係用以堆儲

貨櫃，等候裝船或貨主提領，隨著使用起重

　　以下就各子系統之作業問題，以及各子系統

間的貨櫃搬運課題加以探討。

一、管制站 (Gate)

　　管制站是碼頭內部與外部交會的控制點。外

部拖車欲進入碼頭交櫃或提櫃，必須先至管制站

辦理相關手續，才能進入或離開碼頭。實務上，

管制站常依車流方向分為進站閘口（In Gate）

與出站閘口（Out Gate）兩部分，分別處理不同

的業務（如表1）。由於目前大多數碼頭均已導

入電腦化的管理系統，因此，當拖車駛抵閘口

時，必須登錄櫃號、車號等關鍵資料，以便帶

出事先預輸在電腦中的資料，辦理相關手續，

快速放行；對於管制站而言，最重要的營運作

業課題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資料登錄，

以利拖車與貨櫃快速通過。

           

二、 貨櫃儲區 (Yard)

　　貨櫃儲區簡稱儲區，通常是港區貨櫃場使

用土地面積最大的一項設施，扮演著一個緩

衝區(Buffer)的角

色，提供貨櫃暫時

堆儲的空間，以加

速後續船舶貨櫃裝

卸作業之進行。就

貨櫃卸船作業而

言，碼頭營運者可

機具的不同，儲區之佈設與作業管理的方式亦

有很大的差異；船邊作業區係指岸肩至儲區海

側端（Seaside end）之區域，當有船舶泊靠船

席時，必須使用拖車或跨載機等運具，將進口

貨櫃後送至儲區儲放，並將出口貨櫃前送至岸

肩，以橋式起重機吊上船舶。船邊作業區之大

小與佈設隨貨櫃搬運機具之形式以及其自動化

程度而有所不同。

                                                         
圖3  Flexsim CT模擬畫面展示圖

3a 船邊貨櫃指派 3b 貨櫃卸船作業

3c 貨櫃船裝船作業 3d 管制站作業 3c 貨櫃船裝船作業

圖4  典型貨櫃碼頭之組成(Flexsim CT模擬畫面)

表1 貨櫃碼頭閘口分類與主要業務

進站閘口（In Gate） 出站閘口（Out Gate）

活動 重車進站 空車進站 重車出站 空車出站

典型業務
出口貨櫃送交碼頭待裝

歸還空櫃

提領進口重櫃

提領空櫃

提領進口重櫃

提領空櫃

出口貨櫃送交碼頭待裝

歸還空櫃

資料來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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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貨櫃之堆儲、取出與搬運等作業均需

使用起重機與拖車，並佔用有限的地面儲存格

(Ground Slot)，因此儲區相關營運作業層次之

問題多由下列兩個構面加以探討：

(一) 儲區起重機型式方面

　　跨載起重機與伸臂式起重機可將貨

櫃吊起並移動，具有較高的機動性，但

因需要保留起重機具行駛空間且無法將

貨櫃高度堆疊，對於儲區容量之利用率

較低；門型起重機由於可將貨櫃高度堆

疊，充分發揮儲區容量，已普遍為全球

各主要貨櫃碼頭採用，圖7為Flexsim CT

提供之貨櫃起重機具，可供碼頭營運者

依需求選擇設定，圖8則為Flexsim CT之

儲區模擬主畫面。

利用儲區暫時堆置貨櫃，以利橋式起重機、拖

車及儲區起重機連續作業，儘速自船上卸下貨

櫃。

　　就貨櫃裝船作業而言，碼頭營運者會要求

拖運人事先將出口貨櫃送至儲區，並以貨櫃所

屬之船名、航次、目的港等屬性為依據，加以

分類暫存，俟船舶抵港前數小時，再根據船舶

可用艙位配置以及貨櫃於儲區中堆儲之分佈情

形，擬定貨櫃裝船順序（Loading Sequence），

以利船舶抵港後儘速將儲區中的待裝貨櫃裝上

船舶(如圖5)。而在貨櫃碼頭也會以不同的策略

而進行貨櫃的存放，Flexsim CT可依據不同實務

作業需求提供自訂設定儲區貨櫃排放之各項條

件(如圖6)。

(二) 儲區儲存功能方面

　　貨櫃儲區在貨櫃碼頭上扮演著緩衝

區的角色，用以暫時將貨櫃集中堆儲，

以利各項接續作業進行。為滿足不同的

需要，港區貨櫃場通常會將儲區依功能

分成出口儲區、進口儲區以及空櫃儲

區，分別儲放處理程式不同的貨櫃。空

櫃儲區之作用在於提供一貨櫃暫存空

間，以供貨主提領及歸還空櫃；進口儲

區用以暫存船上卸下之進口貨櫃，等候

貨主派車提領；出口儲區則用以暫存陸

續送抵碼頭等候裝船之出口貨櫃。圖9

為Flexsim CT進行不同儲區設定示範，

圖10則為拖車繞行儲區路線設定示意。

(二) 儲區儲存功能方面

　　貨櫃儲區在貨櫃碼頭上扮演著緩衝

區的角色，用以暫時將貨櫃集中堆儲，

圖5  Flexsim CT模擬儲區畫面
      (可依船名、目地港分類及作顏色區別)

圖6  Flexsim CT之儲區貨櫃排放策略設定畫面

            

圖7  Flexsim CT提供之儲區起重機具

7a 堆高機 (Reach Stacker/ Top Loader)

7b 門型起重機 (Gantry Crane/Transfer Crane)

7c 跨載機  (Straddle Carrier)

aaaa
bbbbbbbb

7b 門型起重機 (Gantry Crane/Transfer Crane)
b

7b 門型起重機 (Gantry Crane/Transfer Crane)
bb
cccc

圖8 Flexsim CT 儲區模擬主畫面

圖9  Flexsim CT 對不同儲區型態之設定示意

圖10  Flexsim CT設定拖車繞行儲區路線圖



60 │No.85│ January, 2010 

2
工
程
論
著

2
工
程
論
著

No.85│ January, 2010 │61 

　　值得注意的是，儲存容量(Capacity)與貨櫃

存取可及性(Accessibility或Selectivity)一直是港

區貨櫃場營運者在儲區管理上所必須權衡取捨

(Trade-Off)的兩大課題。理論上，較低的堆儲

方式在置入或取出貨櫃時，具有較高的存取可

及性。例如早期美商海陸公司於美國等土地資

源充裕港口所採行之車架作業法(Chassis Sys-

tem)，毋須將貨櫃放置在地面堆儲，而是將貨

櫃與車架視為一個單位，共同駐停儲存於儲區

中，需移動時再以曳引車(Tractor)連接車架將貨

櫃拖入或拖離儲區。圖11所示為使用車架法之

儲區相關資料設定畫面。

　　此儲區作業方式雖可獲致高度的貨櫃存取

可及性，但由於必須將貨櫃與車架一同儲存，

無法堆疊貨櫃，大幅降低了儲區土地所能提供

的貨櫃儲存容量。反之，若利用門型起重機搭

配「排列緊密化、堆疊高層化」的方式，將貨

櫃直接放置在地面上，並以垂直堆疊的方式堆

儲，可大幅提升儲區儲存容量，適合土地資源

有限的碼頭儲區採用。例如新加坡最先進的巴

西班讓貨櫃碼頭(Pasir Panjang Terminal)，即採

「排列緊密化、堆疊高層化」的方式，將貨櫃

垂直堆疊八至九層，充分發揮儲區土地使用效

率。但相對貨櫃存取可及性則大幅降低，必須

藉由妥善的事前規劃，降低不具生產力的貨櫃

搬移動作。

　　目前各種主要的貨櫃儲放方式與「存取可

及性」及「儲存容量」的關係如圖12。對於不

是採行車架法作業的儲區而言，由於必須將貨

櫃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故儲區必須設置起重

機，用以將貨櫃由車架卸儲至儲區堆放，或將

貨櫃自儲區中取出置於車架上。貨櫃起重機有

許多型式，其中以門型起重機最適合於「排列

緊密化、堆疊高層化」的儲區中作業，達到提

升儲存容量的效果。Flexsim CT可針對不同設

定條件下的儲區進行模擬並蒐集數據供後續統

計分析之用(如圖13)。

三、 船邊作業區（Shipside）

　　狹義而言，船邊作業區係指岸肩橋式機下

方區域。實務上所稱之「船邊作業」指的是利

用橋式機將貨櫃自船上卸下，或是將貨櫃吊上

船舶之營運作業。此作業可說是港區貨櫃場中

最關鍵性的營運作業，常被用來作為衡量生產

力的指標。在進行船邊模擬前，Flexsim CT提

供使用者自行設定底圖之功能，以展現更接近

實務的畫面(如圖14)。

　　由於岸肩與貨櫃儲放區具有相當的距離，

因此不論是卸儲進口貨櫃或是出口貨櫃裝船，

均需藉助拖車或跨載機之接駁運送，亦即將船

上卸下之進口貨櫃後送至儲區儲存，以及將儲

區中的待裝出口貨櫃送至船邊作業區。拖車一

次可拖運一個四十呎或兩個二十呎貨櫃，機動

性頗佳，但因為托運起迄點均需仰賴起重機具

吊卸貨櫃，在起重機具作業繁忙時常會導致拖

車的延誤；跨載機則兼具吊卸

與搬運貨櫃的功能，在儲區與

船邊皆可直接吊卸貨櫃，無須

等候。Flexsim CT可根據設定

條件進行船邊作業模擬，如圖

15及16可供設定各項船邊作業

參數，圖17與圖18則為Flexsim 

CT之起重機模擬結果。

圖11  Flexsim CT使用車架法之儲區資料設定畫面

圖13 儲區單一時間處理量及貨櫃停放時間

   資料來源：[7]

           圖12 貨櫃儲存區作業方式與「儲存容量」及
                     「存取可及性」之關係

圖15  Flexsim CT之船位規劃功能

圖14 Flexsim CT之底圖設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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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船舶持續大型化的趨勢下，船邊作業區

之貨櫃運輸需求量大幅增加，並已成為延誤船

舶滯港時間之瓶頸。目前實務上就此課題有以

下幾項改善方向：

(一)增加單次貨櫃託運數目：一次拖運

一個或兩個貨櫃的作業方式在時效上已

不敷所需，因此有許多碼頭已採用單次

拖運多個貨櫃的作業方式，提升運輸效

率。例如新加坡港的多層車架（Multi-

Trailer）以及鹿特丹港的多節式拖車

（Multi-Trailer Rubber Trains），都可一

次拖運多個貨櫃。惟此類作業方式在船

邊與儲區需要較大的車輛迴旋空間，並

且車輛在行駛時的安全問題亦需格外注

意。

(二)拖車共同調派（Yard Truck Pool-

ing）：另一個提升運輸效率的觀念是加

強拖車調派的彈性。傳統上，每部橋式

機會配置若干部拖車，穿梭於船邊與儲

區間搬運貨櫃，每組拖車固定服務某部

橋式機。目前較先進的港口已在拖車上

配置無線訊息接收器（Pager 或PDA），

告知司機員目的地與工作內容（取櫃或

卸櫃），以利即時調派拖車。此作業方

式可依各橋式機作業負荷量彈性調度拖

車，減少停等延誤。值得一提，越是多

座船席相連共同作業的碼頭，越能展現

拖車共同調派之效益。

(三)研發自動搬運車（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無人駕駛自動搬運車

的好處在於不用司機員，可長時間連續

作業，並可避免危險與罷工等問題。同

時，經由後端數學模式的運算，可以共

同調派大量的AGV，增加船邊與儲區間

的貨櫃搬運效率。新加坡PSA與及鹿特

丹港皆有部分碼頭已採用AGV作業。惟

此模式需要較寬廣的行駛迴旋空間，且

相關成本較傳統方式高出甚多。

(四)研發浮動式轉運碼頭（Float ing 

Transshipment Terminal）：此為一個類

似中流（Midstream）作業的概念，亦即

未來大型軸心港在服務一萬至一萬五千

TEU級的貨櫃船時，係以「整批搬運」

的方式來處理貨櫃搬運問題。此「浮動

式轉運碼頭」模式適合應用在大型軸心

港，以駁船將貨櫃整批拖運至鄰近中小

型船舶進行裝卸，縮短母船裝卸貨櫃所

需時間[11]。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因應

超大型船舶的理想作業模式，但因碼頭

設施與設備需要重新設計與構建，涉及

時間與高額成本等因素，因此實際應用

性不高。

肆、結論

　　整體而言，Flexsim CT提供相當具有彈性

的條件設定功能，可針對不同環境下之閘口、

儲區與船邊作業進行模擬，提供各類數據以利

進行後續分析。此外，其設定底圖與3D動畫

展示亦增加了模擬時的真實感，是一套相當容

易使用與瞭解的貨櫃碼頭模擬專業軟體，可協

助分析實務上貨櫃碼頭之發展規劃與策略之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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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泊位處理狀況

圖17  起重機的使用率/處理量/每小時處理量

圖18  起重機的使用率及等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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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棧橋式碼頭施工方式探討

一、場鑄工法與變更施工方法之緣由

　　棧橋碼頭結構一般設計多為場鑄工法，傳

統場鑄工法上部結構除預鑄版外，其餘均於現

場施築，按場鑄工法之工項，其施工步驟須依

序由基礎開挖、鋼管樁打設、拋石護坡、海上

組立模板、鋼筋彎紮及澆築上部結構等施工項

目進行作業；而傳統上部結構採場鑄工法最大

之優點，即因為上部結構施作前，需先進行海

上打樁之施工，一般海上打樁需採用海上平台

打樁機進行，惟因氣候、波浪、潮位、海流等

變動幅度較大，故海上打樁精度往往較差，尤

其鋼管斜樁之施工精度最難以掌握，場鑄工法

可隨打樁偏差進行現場樁頭處理之調整與補

強，避免因海上打樁精度不足造成結構強度減

損。惟場鑄工法主要要徑為海上梁結構之現場

澆築作業，其模板之組立等工項皆於海上架

設，且施工多處於潮間帶間，架模拆模十分費

工費時，並因海氣象因素導致常需暫停施工，

因而延誤施工進度。

　　近年來因應棧橋碼頭工程施工特性與業主

使用期程，往往因業主營運需求急迫，須於短

時間內限期完工，導致工期嚴重壓縮，例如碼

◎ 關鍵詞： 預鑄工法、場鑄工法、半預鑄工法、預鑄樁帽、預鑄梁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負責人／方讓右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務部／經理／何鈞鈺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黃逢時

樺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務組長／黃國城

  

　　棧橋碼頭結構一般之設計多採傳統場鑄工法，其施工步驟須依序由基礎開挖、鋼管樁打設、拋石護

坡、海上組立模板、鋼筋彎紮及澆築上部結構等施工項目進行作業，惟場鑄工法主要要徑為上部梁結

構之現場澆築作業，其模板之組立等工項皆於海上架設，且施工多處於潮間帶間，架模拆模十分費工費

時。近年來因應碼頭工程施工特性與業主使用期程，一般業主往往因營運需求急迫，須於短時間內限期

完工，導致工期遭致嚴重壓縮，施工中若有任何變故極可能造成工期延誤。為克服傳統場鑄工法之困

難，半預鑄工法除碼頭結構軌道梁採場鑄外，餘均採用半預鑄工法，如現場配合得宜且施工能順利執行

時，則可較預定工期提早完工，達成業主早日營運之目標。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第六貨櫃中心)為政府之「新十大建設」之一。其中「第一期

營運碼頭新建工程」即屬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計畫之一項。亦為採用半預鑄工法之實例。未來該

碼頭全部完工後，自108號至111號四席碼頭全長將達1,500公尺，水深16.5公尺，因採用本工法進行施

工，藉由施工工期之減少，亦減少施工廠商儲料、機具、人工、管理、請款之成本，且預估可提前半年

完工，對海事工程而言，半預鑄工法頗具有推廣之價值。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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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工期為兩年半，需施工23個碼頭單元，扣除施工準備工作，則平均每個

碼頭單元均須在一個月內完成，實屬任務艱鉅之工程，故若有任何變故或

安排不及，極可能造成工期延誤。

二、半預鑄工法簡介

　　棧橋碼頭結構改採半預鑄工法施工，其優勢在於大部份上部結構及擋

土設施，如預鑄樁帽、半預鑄梁及半預鑄版及預鑄L型塊等工項，可於工

廠先行預鑄。於鋼管樁整樁打設完成且護坡拋石整坡整平後，開始吊裝L

型塊、樁帽、半預鑄梁，並配合各工進打設現場澆築節點，俟強度達到設

計值後，吊裝半預鑄版，並打設上半部現澆版後完成整體碼頭面之施工，

其斷面如圖1所示。

　　採用預鑄工法後，棧橋碼頭上部結構除機具軌道大梁、預鑄梁間接續

與面版仍維持場鑄之外，其餘結構均可於工廠採蒸氣養生預鑄，以確保

混凝土製作品質。其兩側機具軌道大梁一般雖仍採場鑄，惟仍可設計大梁

之預鑄底版取代底模，解決整座碼頭在海上不易搭設底模之困擾。而預鑄

混凝土結構包括預鑄樁帽、預鑄梁、預鑄版等，可於基礎浚挖及打樁階段

同步製作，不需於現場立模，工作面寬廣，大幅縮短工期。經實際施工驗

證，改採半預鑄工法為可有效縮短工期之進步工法。

　　惟採用半預鑄工法施工之施工廠商本身條件門檻較高，建議需在施工

圖1 變更碼頭斷面為半預鑄結構圖



68 │No.85│ January, 2010 

2
工
程
論
著

2
工
程
論
著

No.85│ January, 2010 │69 

單位考量本身船機設備充裕，不須額外向外租

用，且對打樁精度具有信心，可控制在預鑄樁帽

容許誤差範圍內，才較適合變更為半預鑄工法，

以突破傳統場鑄工法之瓶頸。

貳、半預鑄工法施工步驟

　　半預鑄工法施工作業程序如下述說明，各施

工步驟構想如圖2~13所示。

一、前置作業

(一)第一階段浚挖

1、障礙物清除

2、浚挖至預定浚挖線上方約50公分深度

(二)鋼管樁製作

1、國內製樁或進口鋼管樁

2、防蝕塗裝

3、現場陸上接樁及超音波檢驗

(三)預鑄混凝土結構製作：樁帽、L型塊及

半預鑄版、梁

二、鋼管樁打設與樁頭處理

　　考量一般棧橋碼頭基樁數量龐大，為符合工

進要求，建議動員兩組機組進場打設，先以震動

樁錘施作；並預留最後10公尺改採油壓樁錘打

設，按經驗平均每日約可施作12支。

三、鋼管樁打設完成後之二次浚挖、拋石及
整坡

(一)本作業浚挖過程中由於砂土將向下滑

動，對樁產生水平推力，可能影響樁位，

必要時須以繫桿臨時連結。

(二)本作業完成後須校核及調整樁位，

並於本階段測量及確認最終樁位，如樁

位超出誤差許可，即可能須製作特殊樁

帽。

四、L型塊吊放、背填

　　L型塊基礎拋石整平至預定高程後，隨即於

陸上吊放L型塊，前進相當數量後，進行後側

砂、石之背填，後線場地逐次配合填築完成，

形成完整陸域。

五、各型預鑄樁帽吊放

　　本階段須注意事項：

(一)樁帽安放一般容許誤差

1、水平面誤差：須至少提供半預鑄梁10

公分之支承空間。

2、垂直誤差：正負2公分（若樁帽安放

無法避免垂直誤差，則碼頭最上層面版

必須分層製作，以調整誤差）

(二)樁帽涉及碼頭法線，其水平面安放容

許誤差為正負3公分。

(三)不論何種樁帽，如吊放時超出誤差許

可，即須吊起重放或須製作特殊樁帽。

六、澆築第一層上部鋼筋混凝土結構，使樁
帽與鋼管樁結合。

七、吊放半預鑄梁。

八、澆築第二層上部鋼筋混凝土結構（梁間
接頭及兩側軌道大梁）。

九、待第二層混凝土澆築28天後，吊放預鑄
面版。

十、澆築碼頭最上層（面版）鋼筋混凝土結
構

圖2 各階段土方浚挖 圖3 打設鋼管樁 圖4 岸側5~25cm卵石平台拋填

圖5 預鑄L型擋土牆吊裝 圖6 預鑄L型擋土牆後側背填 圖7 護坡拋石

圖8 預鑄樁帽吊放及樁頭處理 圖9 機具軌道大梁預鑄底版吊放 圖10 雙向預鑄梁吊放

圖11 機具軌道大梁澆築場鑄鋼筋混凝土 圖12 吊放碼頭面半預鑄版 圖13 澆築碼頭面版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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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內容與背景條件

(一)工程位置

　　本工址位於高雄港第二港口南側，

介於大林發電廠與高字塔間，與第五貨

櫃中心遙遙相對，本基地總面積約為74

公頃，為原紅毛港村落所在，詳見圖14

所示。

(二)工程概要

　　第六貨櫃中心共規劃4席碼頭，碼

頭編號分別為#108、#109、#110及

#111，為配合第一期營運需求，初期

於99年6月前先完成二席碼頭及其後線

貨櫃基地供營運，其他兩席最遲需於

105年9月底完成。第一期營運碼頭包括

#108、#109及#110之5個單元，詳見圖

15所示，其主要工程為：

1.108號碼頭：棧橋式碼頭375公尺(分為

9個碼頭單元)。

參、施工實例---高雄港洲際貨櫃中
心第一期計畫第一期營運碼頭
新建工程

　　本案業主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以

BOT方式興建「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

畫」(第六貨櫃中心)以作為貨櫃營運基地，其

中採用半預鑄工法之「第一期營運碼頭新建工

程」即屬該計畫之一項。

　　未來高明公司碼頭全部完工後，自108號

至111號四席碼頭全長將達1,500公尺，水深

16.5公尺，可以同時容納4艘10,000TEU級以上

的大型貨櫃輪靠泊，作業量預估每年可達280

萬TEU以上；兩岸海運直航後，本中心之建設

將具備極大的競爭力，並替南台灣帶來更多就

業機會。

　　茲將施工實際案例各項步驟及方法介紹如

下：

2.109號碼頭：棧橋式碼頭375公尺(分為

9個碼頭單元)。

3.110號碼頭：棧橋式碼頭210公尺(分為

5個碼頭單元，含基樁預打段)。

4.108及110號碼頭臨時版樁護岸。

5.碼頭後線道路。

(三)碼頭結構概述

　　本期營運碼頭共23單元，每單元長

度介於40∼45公尺間，其結構設計系統

詳見圖16，相關說明如下所述：

1.碼頭全長960公尺，水深-16.5公尺，

為鋼管樁棧橋式碼頭，鋼管樁分為80公

分直徑、14公釐厚、長40公尺，以及

100公分直徑、16公釐厚、長45公尺兩

種尺寸。

2.碼頭上部為鋼筋混凝土梁版結構，

縱、橫梁採現場澆築，版則採預鑄，並

於各單元間設置伸縮縫。

3.於全長每隔25公尺設置150T曲柱乙

座，另於密集繫纜位置增設三座曲柱。

4.碼頭前緣採高吸收能量之大型防舷

材，間隔20∼25公尺配置；碼頭後線設

計L型預鑄混凝土塊擋土牆護岸。

(四)工法實務與施工流程

　　由於碼頭結構橫向跨徑達40公尺，

且其中海側C5型樁帽重達29T，因此所

有預鑄結構之吊放方式均採海上及陸上

共同施作，詳圖17所示。
圖14 工程配置圖

圖15 工程概要平面圖

圖16 原設計碼頭標準斷面圖圖16 原設計碼頭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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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吊放部分包括D=1000公釐斜樁

樁帽(含)至碼頭法線間所有預鑄版、預鑄

樁帽及半預鑄梁，因此須另規劃於#110 

碼頭後線原有護岸之西側圍牆內設置堆

置區，堆置區面積約100公尺×20公尺，

將堆置海上吊排之所有預鑄塊。海上預

鑄結構吊放前須先將預鑄型塊移至大型

升降式平台船上堆置，然後由拖船將平

台船拖航至施工地點，由平台船上另一

部150T吊車進行後續吊排作業。陸上吊

放部分於L型塊吊放及背填完成後將以

127T吊車直接吊放。

　　預鑄材料之運輸須租用6台拖車頭、

18台板車，為期10個月。工地現場提

供儲存場，面積須可存放兩單元以上之

儲存量，可供板車及吊車迴旋之空間，

成品運輸至工地後吊放至臨時儲存墊木

上。

　　本工程半預鑄工法施工流程如圖18

至圖21所示，並說明如下：

1. 於工程開始進行後，首先進行近岸

打樁區域之基礎浚挖，以避免鋼管樁打

設後浚挖不易，並且可於此步驟排除現

地地表下淺層障礙物，使鋼管樁打設順

利，浚挖完成至設計斷面後，開始進行

打樁工程，而預鑄混凝土結構之製作亦

可同步開始，詳如圖18 所示。

2.鋼管樁打設達一定之進度後，於確認

不影響下一階段施工後，可進一步進行

預鑄混凝土樁帽之吊放，如打樁過程中

因施工精度造成樁位偏差，需於樁帽施

工時另行補強，後再進行預鑄梁結構之

吊放，並於現場澆築樁頭處之接合，詳

如圖19 所示。

3.當預鑄樁帽、預鑄梁結合後，繼續進

行預鑄混凝土版結構之吊放，並於完成

面上層鋪放碼頭面層鋼筋，詳圖20所

示。

4.現場場鑄碼頭面施工，並澆築完成至

設計高程，詳如圖21所示。

(五)面臨難題及解決方式

　　本工法於過程中，最大之困難即為

海上打樁施工精度較難以控制，尤其本

工址原為拆船碼頭，故現地地面下尚遺

留為數眾多之拆船後障礙物，使打樁工

程之施工難度大幅增加。各打樁項目

中，尤其鋼管斜樁之施工難度最高，故

偏差值往往較一般直樁大，若遇偏差值

較大或跨度增加之情況，則需另依據個

案研議不同補強方式，使結構強度符合

原設計需求。

　　預鑄工法雖可避免梁結構現場澆築

作業中模板架模拆模不易之困擾，惟於

本工程中需另行設計預鑄樁帽，樁帽中

並加設H型鋼採十字形排列，以使鋼管

樁與預鑄樁帽接合良好並可有效傳遞設

計載重，但此方式導致樁帽處亦因材料

增加而增加額外成本。依據本工程初步

估算約增加上部結構10％之工程費，惟

本工法使工期可有效縮短約20％，兩者

間之損益評估端視各施工廠商之管理方

式、自有機具數量、規定工期等而定，

其差異極大，不易做確切之得失比較。

肆、工程效益

　　本工法於施工材料數量雖較場鑄工法略

增，惟縮短工期是本工法最主要之工程效益，

圖17 海側同步吊放預鑄混凝土結構

圖18 預鑄混凝土結構之製作與打樁工程同步進行

圖19 預鑄混凝土樁帽與梁結構之吊放

圖20 預鑄混凝土版結構之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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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一期營運碼頭工程(960公尺)

開工日期 97.4.3

契約規定完工日期 99.6.30

截至98.12.31

預定進度 83.070%

實際進度 99.075%

進度超前落後 +16.005%

相對使各項隨時間所增加之成本，如行政管理

費用、機具租賃費用等得以減少。

　　另本工程於97年4月開工後，即遭逢金融

海嘯發生前原物料價格飆漲之嚴峻挑戰，並面

臨各鋼管樁製造商惜售之心態，故採購過程額

外艱辛，以下試舉「鋼管基樁」材料價

格之影響為例，依據採購時實際物價計

算「鋼管基樁」材料費用差額與原契約

訂定日相比，鋼管樁單價已由原35,000

（元/T）上漲至50,820（元/T），總差

額約達新台幣4.7億元之譜，若以政府公

告物價指數調整機制計算，本鋼管樁採

購之物價調整金額概估為2.6億元。惟本

工程依據合約性質，並無「物價指數調

整」機制，故所有原物料飆漲價格均須由施工

單位認列，造成施工環境更加不利，所幸本工

程採用半預鑄工法，成功縮短工期，以求節約

其餘工項及管理之成本。統計本工程執行成果

如下表，並樂觀預估本工程將可較原訂工期提

前半年完工，達成業主提早營運之目的。

伍、結語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計畫第一期營

運碼頭新建工程，經採用半預鑄方式施工之優

勢說明如下：

一、節省工期

　　預鑄工法可於現場進行鋼管樁打設工程

時，同步進行上部結構之預鑄件製作，使本碼

頭施工突破單一工作面之限制，進而由工作面

之增加，使工期大幅減少，以本工程而言，樂

觀預估可節省20％之工期，使業主提早營運以

利商機之掌握。

二、增加上部結構品質

　　於港灣工程施工時，因海域海氣象變化較

大，如上部結構全以場鑄方式進行，往往使工

程品質遭受環境因素影響，而本工程預鑄元件

可於工廠內生產製作，鋼筋混凝土製品可更確

保精度與品質。

三、提升工程效益

　　藉由施工工期之減少，可相對減少施工廠

商儲料、機具、人工、管理、請款之成本，然

本工法於材料上相對使用量較多，兩者相抵後

經濟效益似乎不大，但可經由優良之施工管控

下，達成節省成本之目的，對海事工程而言，

半預鑄工法應仍具有推廣之價值。

圖21 碼頭面澆築完成（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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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緒論 

　　隨著貨櫃化運送方式之導入，促成貨櫃船

定期航線發展獲得大幅改善，此後使用貨櫃輪

之需求逐漸演化成為市場主流。隨著貨櫃船大

型化的發展，許多文章常以第一至六代等不同

名稱予以歸類，大致以所經營或靠泊貨櫃船之

容量(TEU數)為區隔，以強調船型大小變化為

主，初步作為分辨船舶之經營航商或其靠泊貨

櫃碼頭經營者可能所屬類別，簡單代表航商與

貨櫃碼頭經營者對航運市場的影響與重要性。

惟對分類方式及貨櫃船型所屬次代之界定仍有

多樣性見解，此乃因實際貨櫃船朝大型化發展

的過程，不僅受限於船舶建造能力之提升，期

間更經歷航運環境與條件的改善而得以向前推

展。本文擬依一般國際航運常用分類習性，以

不同裝載量的貨櫃船為主軸，劃分各代大型貨

櫃船的產生與簡述其發展概要，藉以了解貨櫃

船大型化過程所面臨之轉變，作為未來面對新

世代大型貨櫃船發展之參考。

貳、各代大型貨櫃船之發展歷程

一、第一代貨櫃船

　　貨櫃船源自美國與澳洲國內航線之運送

需求，初期未有ISO標準櫃型產生，船型小於

10,000DWT且無TEU數表達船型大小的說法。該

時期貨櫃船多小於1,000TEU，年代則屬1967年

以前。

二、第二代貨櫃船

　　於1967年後，逐漸由前述國內航線發展成

越大西洋或越太平洋跨單一大洋之運送服務，

關鍵詞：貨櫃船大型化、金融海嘯、幹線船、支線船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經理／丁金彪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副理／劉宏道

1 2

1

2

　　隨著貨櫃化運送方式之導入，促成貨櫃船定期航線發展與隨後之大幅改善，使用貨櫃輪
之需求逐漸演化成為市場主流，貨櫃船大型化趨勢隨之展開。貨櫃船朝大型化發展過程，不
僅受惠於船舶建造能力的提升，更因航運環境與條件的改善而得以向前推展。目前最大裝
載TEU數貨櫃船MSC Daniela已達13,800TEU(165,000DWT)；最大尺寸貨櫃船為Emma Maersk 
13,500TEU (157,000DWT)，船長397.7m、船寬56.4m、滿載吃水-15.5m。
 
　　本文藉由概述各代大型貨櫃船之產生與發展，彙整貨櫃船大型化過程所面臨之轉變因
素，作為面對新世代大型貨櫃船發展之參考。金融海嘯(2008.09)後，貨櫃船運能已供過於
求，然因部份已訂船舶仍陸續交船，致現有總船數與總船TEU數仍持續增加，促使供需不平
衡現象持續擴大，還好一年後(2009.10)似有趨緩，惟受新訂船舶分佈結構所影響，未來各級
船數與船TEU佔有率仍朝大型船方向移動。未來大型貨櫃船影響將持續增加，不過於供需不
平衡狀況下，大型貨櫃船之船TEU過剩勢將成為壓力所在，對幹線船影響將大過支線船舶。
 
　　歷經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格局有所改變，中國與印度經濟總量快速提升，區域間幹線
船海運需求與短程海運需求或有消長，於此海運市場正尋求新供需平衡點之際，幹線船與區
內運輸船型變化仍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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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標準櫃型產生，航線營運範圍擴及歐洲、

日本等已開發國家，貨櫃船型加大至1,000～

2,499TEU左右，年代大致屬於1968～1971年

間。

三、第三代貨櫃船

　　至1971年後，航線進一步發展成為跨越

歐－亞與美國西岸－歐洲間之長程運送服務，

航線營運範圍擴展至東南亞、中東與南美等開

發中國家，貨櫃船加大至2,500～3,499TEU左

右，同時Feeder服務網路與路橋運送方式開始營

運，年代大致屬於1972～1983年間。

四、第四代貨櫃船

　　於1984年USL與長榮海運開啟貨櫃船環球定

期航線之經營方式，整體航線營運範圍擴展至

大陸、印度與非洲國家，貨櫃船加大至3,500～

4,799TEU左右，1988/09 APL C-10級4,340TEU

貨櫃船產生後，大型化貨櫃船以巴拿馬極限輪

為主(受通過巴拿馬運河所限)，且已產生整合

陸、海、空聯運的營運型態，年代含括1984～

1995年間。

五、第五代貨櫃船

　　1996年Regina Maersk 6,418TEU貨櫃船加入

營運後，超巴拿馬級貨櫃船進一步被發展，大

型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在4,800～6,600TEU左右。

隨後於2002/02，長榮海運為提供客戶更快速之

運送服務，減少船舶於航線上的週轉時間，進

而宣布變更其原有之環球定期航線，改以鐘擺

航線配置為主軸，巴拿馬運河之限制因而被打

破。當船型變大後，為求增加貨源、市場佔有

與減少閒置艙位等考量，策略聯盟方式漸成為

航商間競爭與互補的重要策略之一，所屬年代

約為1996～1997年間。

六、第六代貨櫃船

　 　 於 1 9 9 7 / 0 9  S o v e r e i g n  M a e r s k 

7,226TEU(104,696DWT)貨櫃船加入營運，船長

347m、船寬42.8m，滿載吃水達-14.5m，隨後

大於6,600TEU、載重噸100,000DWT以上超大型

貨櫃船陸續加入營運，惟隨提升船用引擎推力

之研發遭遇瓶頸後，導致開發10,000TEU以上

貨櫃船的工作被視為一種挑戰，所屬年代約為

1998年迄今。

七、第？代貨櫃船

　　由於海運市場競爭相當激烈，航商為求

進一步降低單位貨櫃運送成本，於貨櫃船型

研發上仍繼續朝更大型化方向發展。透過船

用引擎推力的部份改善，於2006/08 Emma 

Maersk 13,500TEU (157,000DWT)貨櫃船加入

營運後，貨櫃船正式超過10,000TEU，其船長

397.7m、船寬56.4m、滿載吃水達-15.5m，船

寬達22排櫃寬(為現有貨櫃起重機外延伸距可

及之最大寬度)，惟國際間亦僅部份貨櫃碼頭可

以因應；另於2008/12地中海航運MSC Daniela 

13,800TEU(165,000DWT)貨櫃船亦加入營運，

其改採調整船型設計的方式，在符合國際海上

人命安全公約（SOLAS）前題下，將船舶艦橋

與引擎機房分開並將艦橋前移，在未提升船用

引擎推力下，除增加裝載量、減少高速所生船

舶俯仰(Trim值)外，同時亦降低了船型大小，

其船長降至366m、船寬降為51.2m(約21排櫃

寬)、滿載吃水降至-15.0m(如圖1所示)。由於進

港船型尺寸與港埠水域配置需求有關，故該船

型之發展兼顧到減輕現有港埠壓力的效果。本

代貨櫃船於造船技術上略有改善，或可視為第

六代貨櫃船的延伸，或應視為新一代貨櫃船的

肇端，則仍待後續進一步之觀察，本船型發展

所屬年代為2006年迄今。

　　彙整前述相關資料，可得各代大型貨櫃船

型變化關係，如表1所示。由該表可知，貨櫃

船大型化發展過程中，滿載吃水(約在-15.5m

內)與船寬(約在22排內)

的變化，受現有或近期改

善完成之主要國際港口條

件 及 大 型 橋 式 起 重 機 發

展 所 限 ， 致 該 二 項 變 化

似漸趨穩定；船長部份，

由原有船長與船寬(L /B )

比約7.6~8.6間，隨船舶大

型 化 過 程 有 所 變 動 ， 大

於13,000TEU船型部份，

如Emma Mearsk之L/B降為

7.05，MSC Daniela則降為

7.15，顯示較低長寬比的船型，或將成為超大型

貨櫃船的發展趨向。

資料來源： www.nieuwsbladtransport.nl

圖1  MSC Daniela 13,800TEU貨櫃船

表1 各代貨櫃船基本尺寸

裝載量
(TEU)

船長
(m)

船寬
(m)

滿載吃水
(m)

型深
(m)

甲板上
貨櫃排數

第一代 <1,000 175 25 8 14 10

第二代 1,000～2,499 225 29 11.5 16 12

第三代 2,500～3,499 220～280 32.2 12 18 13

第四代 3,500～4,799 270～280 32.2～40 12～13.5 21～23 13～16

第五代 4,800～6,600 280～320 40～42.5 13.5～14 23～24.5 16～17

第六代 >6,600 320～370 42.5～50 14～15 24.5～26 17～20

第？代 13,500～13,800 366～397.7 51.2～56.4 15～15.5 29.9～30.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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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有全球貨櫃船之船型分佈

一、船數與運力分佈現況

　　根據Clarksons公司統計，至2009年07月

全球貨櫃船共有4,789艘，總運能達1,263.4萬

TEU，如表2與圖2所示。由該圖、表得知，現

有(2009.07）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就運力(總船

TEU數表現)而言，主要在1,000～3,000TEU、

4,000～6,000TEU及8,000～9,000TEU三種船型

區間；就船數而言，除1,000TEU以下及1,000～

2,000TEU屬較小型貨櫃船之船數較多外，其餘

與前述運力分佈狀況大致相當。

　　於1996年出現6,400 TEU貨櫃母船後，這

種大型貨櫃船因具設備優良、所需船員少、船

速快、省油及每艙櫃（SLOT）營運成本低等優

勢，因此發展迅速且船型有越來越大之趨勢。

目前8,000TEU以下貨櫃船在運力與艘數

分佈上雖仍佔大宗，不過於2003年首

艘8,000TEU貨櫃船下水後，8,000TEU

以上營運之貨櫃船已有219艘；於2006

年後10,000TEU以上貨櫃船亦有30艘陸

續加入營運。由圖2可知，目前8,000～

9,000TEU貨櫃船亦成為現階段大型貨櫃

船主力船型之一。

二、船舶特性分析

(一)船舶尺寸分析

　　港埠水域需求與進港船型尺寸具有

密切關係，如參考一般港埠規範可得，

影響水域配置之各項船型尺寸中，又以

船長與滿載吃水二項的影響較多，故彙

整各級貨櫃船之相關特性，如表3所示。

關於滿載吃水部份，另彙集各貨櫃船大

小(TEU數)與其滿載吃水資料繪製其關係

圖，如圖3所示。由該圖、表得知，貨

櫃船大小與滿載吃水維持有某種曲線關

係，由該曲線發展得知，貨櫃船最大滿

載吃水維持在15.52m以內，與貨櫃船大

型化初期9,580TEU貨櫃船之15m深比較

僅增加0.52m，顯示於貨櫃船大型化過

程，滿載吃水深並未大幅增加，貨櫃船

裝載能力之提升，主要源自船型之加寬

與加長。

(二)最大型貨櫃船之發展

　　由表3“噸/TEU＂欄數據得知，當

貨櫃船越大“噸/TEU＂值反而減小，此

與大型貨櫃船設計時即預留較高空櫃比

例有關，故比較貨櫃船大小時，不應只

注重裝載TEU數關係，亦應留意船舶載

重噸(DWT)的表現。目前(2009年07月

止)貨櫃船尺寸最大者屬Maersk Line所有

13,500TEU Emma Maersk等級

船型，其船長達397.7m、船寬

56.4m與滿載吃水-15.5m；而裝

載TEU數最大者則屬13,800TEU 

MSC Daniela等級貨型。Emma 

Maersk尺寸雖較MSC Daniela

為大，然在裝載TEU數與載重

噸(DWT)表現上，MSC Daniela

的13,800TEU(165,000DWT)

均 較 E m m a  M a e r s k 的

13,500TEU(157,000DWT)為佳。

其中Emma Maersk朝改善船用引擎推力方

向發展；MSC Daniela則採改變船型配置

方式改善，顯示目前大型貨櫃船之船型發

展仍屬多變階段，未來主流船型為何，仍

待後續進一步觀察。

(三)貨櫃船之船齡特性

　 　 由 表 3 “ 平 均 船 齡 ＂ 欄 得 知 ，

4 , 0 0 0 T E U 以 下 船 型 之 平 均 船 齡 均 在

10年以上，其又以1 , 000T EU以下與

              表2 全球現有貨櫃船統計

類別 TEU 艘數 % 總船TEU %

Feeder      0-999 1,266 26.44% 752,984 5.96%

Handy 1000-1999 1,256 26.23% 1,776,918 14.06%

Sub-Panamax 2000-2999 718 14.99% 1,821,435 14.42%

Panamax
3000-3999 346 7.22% 1,183,888 9.37%

4000-4999 487 10.17% 2,136,302 16.91%

Post-Panamax

5000-5999 276 5.76% 1,495,189 11.83%

6000-6999 164 3.42% 1,068,068 8.45%

7000-7999 57 1.19% 417,106 3.30%

8000-8999 131 2.74% 1,087,193 8.61%

9000-9999 58 1.21% 538,825 4.26%

10000-10999 11 0.23% 113,140 0.90%

11000-11999 7 0.15% 80,352 0.64%

12000-12999 0 0.00% 0 0.00%

13000-13999 12 0.25% 162,600 1.29%

合  計 4,789 100.00% 12,634,000 100.0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CECI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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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TEU數)與其滿載吃水資料繪製其關係

櫃船大小與滿載吃水維持有某種曲線關

係，由該曲線發展得知，貨櫃船最大滿

載吃水維持在15.52m以內，與貨櫃船大

型化初期9,580TEU貨櫃船之15m深比較

僅增加0.52m，顯示於貨櫃船大型化過

程，滿載吃水深並未大幅增加，貨櫃船

裝載能力之提升，主要源自船型之加寬

與加長。
圖2 全球現有貨櫃船之船型分佈

No.85│ January, 2010 

圖3 貨櫃船裝載TEU數與滿載吃水深分布圖

表 3  全球現有貨櫃船之特性資料統計

船舶大小
(TEU)

平均船長
(公尺)

平均船寬
(公尺)

平均吃水
(公尺)

最大吃水
(公尺)

平均船噸
(DWT)

噸/TEU
平均船速

(節)
平均船齡

(年)

     0-999 123.53 19.70 7.13 10.59 8431.35 14.18 15.94 15.30 

1000-1999 169.77 25.92 9.52 12.02 20184.97 14.27 19.14 11.32 

2000-2999 212.28 30.79 11.46 14.00 35520.96 14.00 21.46 10.43 

3000-3999 249.54 32.32 11.96 14.00 46126.07 13.48 22.58 12.67 

4000-4999 277.17 32.74 12.81 14.03 57114.49 13.02 24.20 7.38 

5000-5999 282.94 37.88 13.63 14.52 67467.43 12.45 25.07 6.43 

6000-6999 300.33 40.32 13.96 14.52 80018.20 12.29 25.23 5.37 

7000-7999 330.34 42.69 14.47 15.00 98499.46 13.46 24.96 6.08 

8000-8999 331.55 43.33 14.32 15.00 100824.12 12.15 25.16 3.17 

9000-9999 339.53 44.50 14.83 15.02 108035.19 11.63 24.74 2.96 

10000-10999 348.27 45.49 14.74 15.50 117491.18 11.42 25.16 1.36 

11000-11999 361.00 45.54 15.51 15.52 131885.71 11.49 24.24 0.87 

12000-12999 - - - - - - - -

13000-13999 387.10 54.67 15.45 15.50 158771.33 11.72 24.50 2.01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CECI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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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4,000TEU的船齡最老；而大型貨

櫃船部份則多屬新造船型，其中8,000 

TEU以上平均船齡更在3年以內，故就現

有船齡之分佈狀況，勢必影響未來船舶

汰舊換新或供需不平衡之船噸拆解的選

擇方式。

肆、未來全球貨櫃船船型分佈之發展

一、船數與運力分佈現況

　　根據Clarksons公司統計(2009年07月)，全

球至2013年前交船之新訂貨櫃船分佈，如表4

與圖4所示。由該圖、表得知，新訂貨櫃船之船

型分佈，就運力(以總船TEU數表現)而言，主要

分佈在4,000～5,000TEU、6,000～7,000TEU、

8,000～9,000TEU與12,000～13,999TEU四大船

型區間，顯示新訂貨櫃船朝該四大群組發展且

以大型船舶為主，其中又以12,000～13,999TEU

船型增加狀況最為顯著；如就船數而言，主要

分佈在1,000～2,000TEU與4,000～5,000TEU二

種船型區間，相對前述運力而言，係屬較小型

之貨櫃船。整體而言，新訂小型貨櫃船

由原0～999TEU船型為主，有逐漸推向

以1,000～2,000TEU船型為主的現象；

而新訂大型貨櫃船部份，則由4,000～

5,000TEU船型逐漸推向以8,000TEU以上

船型為主，10,000TEU以上船型亦大為增

加，因此無論貨櫃船型大小均有朝向更

大船型發展的趨勢。

　　由表4得知，全球新訂貨櫃船計有

1,027艘，總運能為543.6萬TEU，顯示於

2013年前新增運力達現有運力之43%以

上，近年內船TEU勢必仍大幅增加。該

表顯示，超過8,000TEU以上新增貨櫃船

達263艘(現為219艘，新增1.2倍)，其中

10,000TEU以上貨櫃船新增達180艘(現

僅30艘，佔前述263艘的68.44%)；超過

12,000TEU以上貨櫃船新增達147艘(現僅

12艘，佔前述263艘的55.89%)。顯示未

來大型船舶之增量將非常快速，且集中

在10,000TEU以上貨櫃船，其對港埠配置

之影響將不容輕忽。

二、船舶尺寸特性分析

　　依船型分類統計船舶資料，如表5

所示。由該表得知，新訂最大型貨櫃船

已增至14,000TEU，其船長為366m、滿

載吃水-16.0m，顯示新訂貨櫃船中，仍

尋求藉設計上的改變，期於增加裝載量

時，能兼顧船型尺寸之掌控，減輕船舶

大型化過程對現有港埠水域的壓力。另

由該表“噸/TEU＂欄得知，新訂大型貨

櫃船所預留之空櫃比例又有增加，可預

期於貨櫃船大型化時，未來空櫃裝載需

求亦必隨之成長。

三、金融海嘯對貨櫃船大型化發展之影響

　　於2008.09.15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

後，金融海嘯之影響席捲各行各業，隨歐美市

場快速蕭條，全球貨櫃海運需求突陷低迷，首

先貨櫃船運能即面臨供過於求之現象，主要國

際航商與貨櫃基地營運業者無不受到重擊，未

來貨櫃海運市場勢須尋求另一新的供需平衡；

另船舶資金籌措部份亦將面臨困難，以往新訂

船所採自有資金比例甚低，交船前勢須透過資

本市場完成籌資作業，惟金融海嘯後，籌資面

臨困難，間接加重新船交付之困難性。

　　本文擬就Clarksons公司所維護之船籍資

料庫，選擇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日後分屬

2008.10、2009.07與2009.10發行之船籍資料

為基礎，初步探討金融海嘯後對船舶大型化發

展之影響。選擇該三時段資料進行分析，雖仍

受資料長度所限，無法得知長期變化之影響，

惟從金融海嘯發生初期(2008.10)至其後第三季

(2009.07)與第四季 (2009.10)間變化予以觀察，

仍可對貨櫃船大型化之發展現況與因應對策略

窺一二。

(一)各期貨櫃船之分佈變化

1.貨櫃船之船數變化

　　彙整前述三時段之船數分佈，如表

6所示。由該表得知，金融海嘯後該三

時段總船數仍逐漸成長(由4,657成長至

4,810艘)，主要成長源自金融海嘯後第三

季(2009.07)時，部份原訂船舶仍陸續交

船所生，惟此現象於第四季後(2009.10)

已趨緩和。另由表6可知，2,000TEU以下

船數變動有限；2,000~4,000TEU間船數

第三季與第四季後均趨減少；4,000TEU

        表4  全球新訂貨櫃船統計表

類別
船舶大小

(TEU)
艘數 % 總船TEU %

Feeder      0-999 99 9.64% 80,942 1.49%

Handy 1000-1999 182 17.72% 263,376 4.84%

Sub-Panamax 2000-2999 101 9.83% 261,837 4.82%

Panamax
3000-3999 68 6.62% 235,045 4.32%

4000-4999 175 17.04% 762,529 14.03%

Post-Panamax

5000-5999 46 4.48% 244,625 4.50%

6000-6999 73 7.11% 473,066 8.70%

7000-7999 20 1.95% 147,200 2.71%

8000-8999 78 7.59% 659,705 12.14%

9000-9999 5 0.49% 46,500 0.86%

10000-10999 23 2.24% 230,790 4.25%

11000-11999 10 0.97% 113,560 2.09%

12000-12999 48 4.67% 602,240 11.08%

13000-13999 90 8.76% 1,188,706 21.87%

14000-14999 9 0.88% 126,000 2.32%

合  計 1027 100.00% 5,436,121 100.00%

 January, 2010 

僅30艘，佔前述263艘的68.44%)；超過

來大型船舶之增量將非常快速，且集中

在10,000TEU以上貨櫃船，其對港埠配置

之影響將不容輕忽。

二、船舶尺寸特性分析

　　依船型分類統計船舶資料，如表5

所示。由該表得知，新訂最大型貨櫃船圖4 全球新訂貨櫃船之船型分佈

表5  全球新訂貨櫃船之特性資料統計

船舶大小
(TEU)

平均船長
(公尺)

平均船寬
(公尺)

平均吃水
(公尺)

最大吃水
(公尺)

平均船噸
(DWT)

噸/TEU
平均船速

(節)

     0-999 137.03 21.68 7.70 8.80 10246.01 12.53 17.93 

1000-1999 164.05 25.34 9.33 10.90 19385.75 13.40 19.31 

2000-2999 211.23 30.71 11.68 12.50 34440.81 13.29 21.75 

3000-3999 227.21 32.86 11.94 12.50 43585.29 12.61 22.70 

4000-4999 263.13 33.07 12.50 13.50 53050.11 12.17 24.19 

5000-5999 290.70 33.50 13.33 13.50 62719.35 11.79 25.02 

6000-6999 297.73 40.78 13.35 14.50 77301.60 11.93 25.50 

7000-7999 - - - - 89224.80 12.12 -

8000-8999 332.37 43.13 14.38 14.50 100526.28 11.89 25.28 

9000-9999 332.15 45.20 - - 107000.00 11.51 -

10000-10999 349.00 43.93 12.55 13.00 116982.61 11.66 25.20 

11000-11999 363.00 45.60 15.50 15.50 135000.00 11.89 -

12000-12999 366.00 48.40 15.22 15.50 144520.83 11.52 25.26 

13000-13999 366.00 49.38 15.10 15.50 146142.67 11.06 24.48 

14000-14999 365.50 51.20 16.00 16.00 165300.00 11.81 24.1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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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船 數 則 仍 略 有 增 加 ， 其 中 又 以

4,000~5,000TEU與6,000~7,000TEU船數增

加最多，各級船數之佔有率似仍朝大型

船方向移動。

2.貨櫃船之船TEU分佈變化

　　彙整前述三時段之船TEU分佈，如表

7所示。由該表得知，金融海嘯後各時段

之總船TEU仍呈逐時成長(由11,856,171

成長至12,780,369TEU)，金融海嘯後

第三季(2009.07)受訂船仍陸續交船影

響，使得船TEU增加最多(由11,856,171

成長至12,634,000TEU)，此現象於第四

季後(2009.10)似已趨緩和。另由表7可

知，4,000TEU以下與5,000~6,000TEU、

7,000~8,000TEU之船TEU數趨減或平

緩，致所屬佔有率因此隨時漸減；而

4,000~5,000TEU、6,000~7,000TEU與

10,000TEU以上船TEU增加相對較多，使

其佔有率反而隨時增長。整體顯示，船

TEU佔有率朝向大型船方向移動。

(二)新訂貨櫃船之分佈變動

1.各期新訂貨櫃船之船數分佈變化

　　就前述各期資料重新彙整近年內新

訂貨櫃船之船數分佈，如表8所示。由

該表得知，金融海嘯後各期新訂貨櫃

船之總船數呈逐期減少現象，一年間

(2008.10~2009.10)新訂船總數由1,285

艘衰退至942艘(含延遲交船部份)，其中

以8,000TEU以下船型之新訂船數減少最

多，12,000~14,000TEU船型之新訂船數

則相對維持一定規模。若改由新訂船數

佔有率表示，8,000TEU以下船型之船數

佔有率呈現漸減之勢；8,000~9,000TEU與

12,000~14,000TEU船型之船數佔有率則

呈現上升趨勢。顯示新訂船數雖已趨減

表6  各期全球貨櫃船之船數分佈統計

類別 TEU
2008.10 2009.07 2009.10

艘數 % 艘數 % 艘數 %

Feeder 0-999 1,264 27.14% 1,266 26.44% 1,268 26.36%

Handy 1000-1999 1,239 26.61% 1,256 26.23% 1,254 26.07%

Sub-Panamax 2000-2999 719 15.44% 718 14.99% 717 14.91%

Panamax
3000-3999 346 7.43% 346 7.22% 343 7.13%

4000-4999 434 9.32% 487 10.17% 495 10.29%

Post-Panamax

5000-5999 268 5.75% 276 5.76% 279 5.80%

6000-6999 145 3.11% 164 3.42% 170 3.53%

7000-7999 54 1.16% 57 1.19% 57 1.19%

8000-8999 127 2.73% 131 2.74% 136 2.83%

9000-9999 47 1.01% 58 1.21% 58 1.21%

10000-10999 6 0.13% 11 0.23% 12 0.25%

11000-11999 0 0.00% 7 0.15% 8 0.17%

12000-12999 0 0.00% 0 0.00% 0 0.00%

13000-13999 8 0.17% 12 0.25% 13 0.27%

合  計 4,657 100.00% 4,789 100.00% 4,810 100.0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10)，本研究整理。

表 7  各期全球貨櫃船之船TEU分佈統計

類別 TEU 
2008.10 2009.07 2009.10

總船TEU % 總船TEU % 總船TEU %

Feeder      0-999 748,490 6.31% 752,984 5.96% 748,780 5.86%

Handy 1000-1999 1,750,287 14.76% 1,776,918 14.06% 1,774,484 13.88%

Sub-Panamax 2000-2999 1,820,691 15.36% 1,821,435 14.42% 1,818,768 14.23%

Panamax
3000-3999 1,182,670 9.98% 1,183,888 9.37% 1,173,367 9.18%

4000-4999 1,906,622 16.08% 2,136,302 16.91% 2,169,250 16.97%

Post-Panamax

5000-5999 1,451,583 12.24% 1,495,189 11.83% 1,511,840 11.83%

6000-6999 940,422 7.93% 1,068,068 8.45% 1,108,485 8.67%

7000-7999 397,143 3.35% 417,106 3.30% 417,106 3.26%

8000-8999 1,052,498 8.88% 1,087,193 8.61% 1,128,746 8.83%

9000-9999 437,515 3.69% 538,825 4.26% 538,825 4.22%

10000-10999 60,250 0.51% 113,140 0.90% 123,210 0.96%

11000-11999 0 0.00% 80,352 0.64% 91,708 0.72%

12000-12999 0 0.00% 0 0.00% 0 0.00%

13000-13999 108,000 0.91% 162,600 1.29% 175,800 1.38%

合  計 11,856,171 100.00% 12,634,000 100.00% 12,780,369 100.0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10)，本研究整理。

表8  各期全球新訂貨櫃船之船數分佈統計

類別 TEU 
2008.10 2009.07 2009.10

艘數 % 艘數 % 艘數 %

Feeder      0-999 131 10.19% 99 9.64% 89 9.45%

Handy 1000-1999 257 20.00% 182 17.72% 170 18.05%

Sub-Panamax 2000-2999 136 10.58% 101 9.83% 86 9.13%

Panamax
3000-3999 68 5.29% 68 6.62% 59 6.26%

4000-4999 231 17.98% 175 17.04% 162 17.20%

Post-Panamax

5000-5999 56 4.36% 46 4.48% 40 4.25%

6000-6999 96 7.47% 73 7.11% 66 7.01%

7000-7999 23 1.79% 20 1.95% 16 1.70%

8000-8999 87 6.77% 78 7.59% 76 8.07%

9000-9999 11 0.86% 5 0.49% 5 0.53%

10000-10999 37 2.88% 23 2.24% 22 2.34%

11000-11999 20 1.56% 10 0.97% 9 0.96%

12000-12999 47 3.66% 48 4.67% 44 4.67%

13000-13999 85 6.61% 90 8.76% 89 9.45%

14000-14999 0 0.00% 9 0.88% 9 0.96%

合  計 1,285 100.00% 1,027 100.00% 942 100.0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10)，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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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惟新訂大型貨櫃船之佔有率反而相

對增加，因此未來整體貨櫃海運市場於

船TEU增長部份之壓力，對貨櫃幹線船之

影響大過支線船舶，支線船舶會否朝大

型化轉變仍待觀察。

2.各期新訂貨櫃船之船TEU分佈變化

　　就前述各期資料重新彙整近年內新

訂貨櫃船之船TEU分佈，如表9所示。由

該表得知，於金融海嘯後，各期新訂貨

櫃船之總船TEU數已逐期減少，一年間

新訂船之總TEU數已由6,306,686TEU快速

衰退至5,081,205TEU(含延遲交船部份)，

其中12,000TEU以下船型之新訂船TEU數

減少最為明顯，12,000TEU以上新訂船型

之船TEU數則尚可維持一定之規模。若改

以船TEU佔有率考量，8,000TEU以下船

型之船TEU佔有率漸減；8,000~9,000TEU

與13,000~14,000TEU船型之船TEU佔有率

則呈上升趨勢，顯示新訂船TEU衰減時，

新訂大型貨櫃船之船TEU佔有率反而增

加，未來大型貨櫃船之影響力勢必逐漸

增長。

3.新訂貨櫃船採延期交船之調整狀況

　　金融海嘯所造成貨櫃船運能供過於

求之狀況，減少新訂船之交船需求，乃

現階段從供給面減少船TEU所需採取之必

要措施之一。目前船東除可採違約撤單

或延遲交船與尋求降價交船等策略外，

加速汰換舊船或調整航線內配置船數與

航速 (以納入多餘船TEU)等則為另一考

量方式。由於違約撤單多造成船東與船

廠間雙方之損害，故延遲交船或與尋求

降價交船或可為減少彼此間損失之妥協

方式。據悉一般新訂船付款概分為五階

段(簽約、開工、安放龍骨、下水、交船

等)進行，當船東支付到第三段款項時，

若欲違約撤單，除買家將面臨嚴重賠償

問題外，船廠亦將受到極大之損失，故

船廠多不樂見，較願意給買方延期交船

的條件，惟延期多以一年或頂多兩年為

限，惟船東與船廠現階段均面臨融資問

題，其後續發展如何，仍待進一步關

注。

　　經彙整2009.07與2009.10資料所載

之新訂貨櫃船交船年份，如表10所示。

由該表顯示，於07月份資料之新訂貨櫃

船總數為1,027艘，而10月份資料則僅

942艘，近期新訂貨櫃船總數確實減少

許多；惟進一步就交船年份觀察，其中

10月份資料顯示其前二年(2009、2010

年)貨櫃交船量均較07月份資料所載少很

多，其中2009年交船量減少88艘、2010

年交船量減少16艘，如再配合表6各期

全球貨櫃船總數之增量得知，2009年全

球貨櫃船總數僅增加21艘，與前述交船

量減少88艘有極大之差異，故除非2009

年全球同步進行貨櫃船大量之拆解，否

則減少之88艘新訂貨櫃船，並未全數投

入現有海運市場中，初判應為新訂貨櫃

船之撤單或已取得延遲交船所致。如比

較表中10月份與07月份資料所載各年份

交船量增減變化結果得知，於2011年後

各年之交船量有所增加，不過所得增量

遠不及前述之減少部份。交船量增量以

2011年最為明顯，所增加新訂貨櫃船

數達14艘之多，比對前二年訂船減少之

變動狀況得知，該年之增加量應為前二

年原訂船舶之延遲交船量；另由表10得

知，於2009、2010年交船量之大量減

少，主要來自7,000TEU以下之新訂船部

份；屬延遲交船部份，則分佈於各級新

表9  各期全球貨櫃船之船TEU分佈統計

類別 TEU 
2008.10 2009.07 2009.10

總船TEU % 總船TEU % 總船TEU %

Feeder      0-999 107,876 1.71% 80,942 1.49% 72,614 1.43%

Handy 1000-1999 369,823 5.86% 263,376 4.84% 246,496 4.85%

Sub-Panamax 2000-2999 349,173 5.54% 261,837 4.82% 223,251 4.39%

Panamax
3000-3999 234,056 3.71% 235,045 4.32% 204,443 4.02%

4000-4999 1,005,176 15.94% 762,529 14.03% 706,762 13.91%

Post-Panamax

5000-5999 299,452 4.75% 244,625 4.50% 212,509 4.18%

6000-6999 624,756 9.91% 473,066 8.70% 430,856 8.48%

7000-7999 170,300 2.70% 147,200 2.71% 119,200 2.35%

8000-8999 734,438 11.65% 659,705 12.14% 642,152 12.64%

9000-9999 104,700 1.66% 46,500 0.86% 46,500 0.92%
10000-
10999

370,790 5.88% 230,790 4.25% 220,720 4.34%

11000-
11999

226,000 3.58% 113,560 2.09% 102,204 2.01%

12000-
12999

590,040 9.36% 602,240 11.08% 551,992 10.86%

13000-
13999

1,120,106 17.76% 1,188,706 21.87% 1,175,506 23.13%

14000-
14999

0 0.00% 126,000 2.32% 126,000 2.48%

合  計 6,306,686 100.00% 5,436,121 100.00% 5,081,205 100.00%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10)，本研究整理。

表 10 近期全球新訂貨櫃船交船之年份統計

Clarkson Ship Register 2009.07

TEU

 Year

14000-
14999

13000-
13999

12000-
12999

11000-
11999

10000-
10999

 9000-
9999

 8000-
8999

 7000-
7999

2009 1 9 　 6 4 　 18 　

2010 6 24 12 4 8 1 42 5

2011 2 47 18 　 11 4 17 8

2012 　 10 18 　 　 　 1 7

2013 　 　 　 　 　 　 　 　

Total 9 90 48 10 23 5 78 20

TEU

 Year

 6000-
6999

 5000-
5999

 4000-
4999

 3000-
3999

 2000-
2999

 1000-
1999

0-
999 Total

2009 31 14 51 19 42 87 67 349

2010 30 11 54 37 39 55 28 356

2011 10 13 35 12 15 27 4 223

2012 2 8 35 　 4 13 　 98

2013 　 　 　 　 1 　 　 1

Total 73 46 175 68 101 182 99 1027

TEU

 Year

14000-
14999

13000-
13999

12000-
12999

11000-
11999

10000-
10999

 9000-
999

 8000-
8999

 7000-
7999

2009 1 8 　 5 1 　 12 　

2010 6 23 8 4 7 1 38 1

2011 2 48 18 　 11 4 22 8

2012 　 10 18 　 　 　 4 7

2013 　 　 　 　 　 　 　 　

2014 　 　 　 　 2 　 　 　

2015 　 　 　 　 1 　 　 　

Total 9 89 44 9 22 5 76 16

TEU

 Year

 6000-
6999

 5000-
5999

 4000-
4999

 3000-
3999

 2000-
2999

 
1000-
1999

    
0-999 Total

2009 19 11 38 12 23 74 57 261

2010 32 10 54 31 42 55 28 340

2011 13 14 35 14 16 28 4 237

2012 2 5 35 2 4 13 　 100

2013 　 　 　 　 1 　 　 1

2014 　 　 　 　 　 　 　 2

2015 　 　 　 　 　 　 　 1

Total 66 40 162 59 86 170 89 942

  
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10)，本研究整理。

Clarkson Ship Register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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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船間。整體而言，原新訂貨櫃船量之

減少，屬違約撤單部份顯然較延遲交船

部份更為顯著，一般說法除船東意欲減

少現有供給與所帶來之未來損失外，無

法順利籌款交船，可能是一重要影響因

素。

伍、結語

一、金融海嘯前，隨貨櫃化運送方式之導入，

貨櫃輪已演化成為海運市場之主流，貨櫃船大

型化趨勢隨之展開。貨櫃船大型化之發展過

程，不僅限於船舶建造能力之提升與否，更

因航運環境與港口條件改善而得以推展。目

前最大裝載TEU數之貨櫃船為MSC Daniela達

13,800TEU(165,000DWT)；而最大尺寸之貨櫃船

則為Emma Maersk 13,500TEU (157,000DWT)，

船長397.7m、船寬56.4m、滿載吃水達-15.5m。

該等船型或已成為現階段於技術面與市場面限

制下之代表性產物，未來如欲進一步發展，在

船用引擎推力提升、船型設計技術改變與港口

設施改善等仍需有更多方面之投入。

二、金融海嘯後，新訂貨櫃船量與交船年度已

隨撤單或延遲交船等手段而減緩，惟於新訂貨

櫃船數與船TEU衰減過程中，新訂大型貨櫃船之

船TEU佔有率反而增加，因此未來大型貨櫃船之

影響性將持續擴展，不過在供需仍屬不平衡之

狀況下，未來大型貨櫃船TEU過剩現象或將成為

其壓力之所在，其對幹線船舶之影響將大過支

線船舶。由前述章節得知，現有4,000TEU以下

貨櫃船平均船齡均在10年以上，未來大型貨櫃

船過剩之船TEU會否促使支線船舶亦朝大型化轉

變，則仍待觀察。

三、雖然受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影響，中國及

東南亞國家經濟成長一度急速減緩，但該等國

家成長力道強勁，遠優於美國與歐盟等工業化

國家，因此復甦速度也極為迅速。由於此次金

融危機起源於美國與歐洲等高收入工業國家，

而非中國、印度、巴西等中等收入國家，因此

儘管這些國家亦受到外來危機衝擊，但其恢復

速度自然比產生危機的國家要快。歷經金融海

嘯後，全球經濟格局或有改變，現有全球經濟

之成長主要取決於新興經濟體，已開發國家與

開發中國家間之差異將縮小，中國與印度之經

濟總量會快速提升，因此全球貨櫃海運需求環

境或將有所改變，原區域間屬幹線船運送需求

與原區域內原屬短程運輸之需求或將彼此消

長，於前述貨櫃船仍朝大型化方向發展，與現

有貨櫃海運市場正尋求新供需平衡點之際，會

否產生另一種互動性變化，幹線船是否仍會持

續變大，區內運輸船型會否亦變大，則仍待後

續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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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貨櫃中心為貨櫃之集散處，主要之功能分別為前線負責貨櫃船舶之裝卸，而後線貨

櫃場則主要經營貨櫃進出口、轉口之儲運、分配與運送等。近年來積極推動之高雄港第

六貨櫃中心，爰以8,000∼12,500TEU貨櫃船為計畫船型，配合世界最先進之雙吊40呎

貨櫃橋式機、ARMG半自動化軌道式門式機、AUTO GATE自動化管制大門系統等，並參

考世界各先進櫃場之規劃，考慮包括水平佈置、垂直佈置及自動化垂直佈置等三種佈置

方式，經詳細評估並進行櫃場系統模擬後，逐步配合調整並完成第六貨櫃中心之場地配

置，未來本建設完成後儲櫃能量預估約為280萬TEU，成為現代化高效率之貨櫃中心。

壹、貨櫃中心之組成與分區 

　　所謂「貨櫃」就是將貨物裝載於特製箱子

內進行運輸之特殊運送方式，貨櫃之源起係基

於二次大戰結束後日益頻繁之國際貿易發展而

衍生，而國際貿易因大都需越洋運輸，因此採

用貨櫃運輸，可望實現高效率、低成本、安全

可靠的運輸方式。而貨櫃中心，顧名思義為貨

櫃之集散中心，亦為貨櫃船與貨主間之處理媒

介，貨櫃中心主要功能於前線負責貨櫃船舶之

裝卸，而後線貨櫃場則經營貨櫃進出口、轉口

之儲運、分配與運送等，故為達成貨櫃中心的

使用目的，一般貨櫃中心組成有以下二種區劃

方式。

一、依據功能區分

(一)貨櫃碼頭：位於貨櫃中心最前線，

主要設施為碼頭及橋式起重機(Qua y 

Crane)，功能主要在於卸船時將船上貨櫃

卸運至岸上裝載機具中，裝船時則為反

向操作。

(二)貨櫃場：位於貨櫃中心後線場地，主

要設施包括道路及重櫃區、空櫃區、冷

凍櫃區、特殊及危險櫃區、冷凍櫃運輸

前檢修區(PTI)、洗櫃區、修櫃區等；作

業機具則包括軌道式門式起重機(RMG)、

輪胎式門式起重機(RTG)、跨載機(SC)、

車架、空櫃堆高機等，其主要功能為貨

櫃之堆儲與運送、分配等。

(三)管制大門：位於貨櫃中心最後線，包

括管制大門、車道、管制站、管制辦公

室等，主要功能為進出車輛之管制與調

配。

關鍵詞：貨櫃中心、貨櫃碼頭、貨櫃場、橋式起重機、門式起重機、

            貨櫃場規劃、貨櫃場設計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正工程師／廖哲樞

高明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企畫部／專員／葉肇官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正工程師／張徐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副理／劉宏道 1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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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區及營運建築、場地：貨櫃中

心內基於營運需求，需有建築及場地設

施交互配合，包括行政中心、海關集中

查驗區、物料倉庫、碼頭作業室、加油

站、維修場等。

(五)其他設施：包括貨櫃集散倉棧、綠

帶、變電站、配水池等。

二、依據管制區域劃分

(一)港區：依據港務局公告之港區範圍訂

之，一般而言，貨櫃中心大都全部位於

港區範圍內，港區內之人員、車輛通行

皆受港區作業規定管制。

(二)關區：於貨櫃場區域內，因係國際

通航區域，故自管制大門內皆為關區範

圍，除轉口櫃因停留於關區內免受查驗

外，其餘進出貨櫃場管制大門之貨物皆

須由海關人員進行檢查，並進行報關等

手續。

貳、貨櫃場堆儲貨櫃機具

　　為達成貨櫃中心之營運目的與需求，各項

機具設施需彼此相互間配合操作，以使貨櫃調

配順遂，由於貨櫃場地之規劃大都需配合其所

採用之機具，故若採不同之機具，貨櫃場之規

劃形式亦有所不同，進而影響貨櫃場地之規劃

與設計，故貨櫃場地規劃與設計之首要先決條

件，需決定貨櫃場地使用機具之形式與運輸工

具。

　　以下進行貨櫃中心一般使用機具之說明。

一、碼頭--貨櫃橋式起重機

    貨櫃橋式起重機(如圖1，又稱橋式機、岸邊

集裝箱起重機、Ship to Shore(STS) Crane、Quay 

Crane等)為船邊作業之主要機具，近年來由於超

巴拿馬極限型貨櫃輪已成為遠洋航線之主流，

並鑑於貨櫃輪大型化之趨勢仍在，故世界許多

港口新裝設之貨櫃橋式起重機，均採用可吊橫

向18排以上貨櫃之規格，甚至部分港口更採用

可吊22排貨櫃之規格。近年來為增加岸邊作業

速度與效率，新式橋式機已逐漸採用雙吊或三

吊40呎橋式起重機(如圖2)。

　　另因貨櫃橋式起重機全高一般在70公尺以

上，前伸吊臂主樑於收起升高後可達100公尺以

上，故鄰近若有機場等飛航安全限高時，需謹

慎規劃，並於採購機具時主樑可由原本常用之

「俯仰式」改採「伸縮式」或「彎折式」(又稱

鵝頸式)，以降低淨高。

　　為因應機具外伸距增加、機具重量增加、

作業效率提高等因素，橋式機正下方跨距已由

原本早期之80呎、增加為100呎或35公尺等較大

之跨距，其下方可規劃8線車道進行貨櫃裝卸。

二、貨櫃場搬運堆儲機具

　　貨櫃場內堆儲之機具不外乎軌道式門式

機RMG(如圖3，Rail Mounted Gentry Crane)、

輪胎式門式機RTG(如圖4，Rubber Tire Gentry 

Crane)、高架天車型換載機(如圖5，Bridge 

Crane)、跨載機SC(如圖6，Straddle Carrier)、正

面吊堆高機(Reach Stacker)等，後兩者因為單位

圖1 貨櫃橋式起重機 (攝於台北港) 圖2 雙吊40呎橋式起重機(攝於深圳鹽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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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儲櫃能量低、效率低、維修費用高，故大

型貨櫃基地甚少以此作為主力作業機具，但因

其具機動性高之特點，此兩者機具主要用於畸

零櫃區及特殊櫃區之裝卸；高架天車型換載機

雖有甚多優點，但經評估在地震帶地區其土木

設施之初期投資成本較高，將影響營運成本。

　　綜觀全世界大型貨櫃儲運中心大多採用輪

胎式門式機或軌道式門式機，而且後者愈來愈

普遍，主要原因為：

(一)軌道門式機之單位儲櫃能量略高於輪

胎式門式機，對用地不足或土地取得成

本較高之貨櫃中心，較為有利。

(二)軌道門式機軌道基礎土地設施投資

費用雖較高，但考慮軌道式門式機之維

修保養費用及維修頻率遠低於輪胎式門

式機，就整體效益而言軌道式門式機較

佳。

(三)由於軌道式門式機行駛於固定軌道，

加上訊號傳輸網路可由軌道基礎預埋之

管線直接接引至機具上，就發展貨櫃場

自動化作業系統而言，在技術容易度及

便利性而言均優於輪胎式門式機。

(四)軌道式門式機除電力需求大以外，對

供電品質之要求亦甚高，近十餘年來各

國為增強國際商港之競爭力，在基礎設

施之投資均不遺餘力，故電力系統在大

型國際港口均不成問題，此亦為軌道式

門式機愈來愈普遍之原因。

　　綜觀全世界大型貨櫃儲運中心大多採用輪

圖6 跨載機(攝於高雄港120碼頭)

圖5 高架天車型換載機(攝於新加坡PSA，蔡昭平提供)圖4 輪胎式門式機(攝於高雄港120碼頭)

圖3 軌道式門式機(攝於台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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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櫃搬運堆儲機具-空櫃堆高機

　　空櫃堆高機(如圖7，Lift Stacker)可將空櫃

在空櫃堆放區與車架間進行裝卸，一般約需30

公尺直徑之作業空間。

 

四、其它機具設備

　　船邊運輸、場內櫃區運輸一般皆採用拖車

頭配合車架進行運輸(如圖8)，而車架於部分

櫃場可同時兼用作為特殊櫃與危險櫃之儲放

區，不與一般重櫃同時儲放。近年來，國外自

動化櫃場如德國漢堡港與荷蘭鹿特丹港，運用

AGV(Auto Guide Vehicle)車輛及導航系統進行貨

櫃前後線運輸作業。

參、貨櫃場所需設施

一、櫃區

(一)重櫃區

　　重櫃區(如圖9)之功能為儲存一般

貨櫃，包括轉口櫃、進口櫃、出口櫃三

類，轉口櫃指境外其他港口裝箱，運抵

中轉港儲放，續由其他航線運抵目的地

之貨櫃，因不涉及關區業務，故一般規

劃於貨櫃場之最前線以方便作業，後線

則以進出口櫃帶為主，惟因貨櫃種類不

同，一般櫃規格包括乾櫃(Dry Van)、高

櫃(High Cube)、開頂櫃(Open Top)、平

板櫃(Flat Rack)，依尺寸長度則有20呎、

40呎、45呎等，寬為8呎，高度有8呎

6吋及9呎6吋等規格，因各型貨櫃限重

不一，除部分超重櫃外，一般限重約在

20-30噸間，故於櫃區規劃及櫃角承重

等需考慮各型貨櫃之長度與重量進行估

算。另因重櫃區需採RMG、RTG等機具

作業，受吊升夾具纜線角度之限制，相

鄰貨櫃需留30公分以上之貨櫃間距以保

持作業安全，但如櫃區採自動化作業則

可能需更大之貨櫃間距。

(二)空櫃區

　　各貨櫃中心除堆儲重櫃外，需常保

一定之空櫃量，以備隨時送往貨主處進

行充裝，在貨櫃中心之規劃上，空櫃通

常規劃集中堆放專區(如圖10、圖 11)，

因單一空櫃約2∼5噸，重量遠較一般重

櫃輕，故可堆置層數亦較高，一般約在

6∼7層，另因空櫃作業採用空櫃堆高

機，係由側向夾櫃，故空櫃區相鄰空櫃

可緊密排放，此與重櫃帶之排列方式稍

有不同。

圖7 空櫃堆高機(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8 拖車頭與車架(攝於韓國PECT)

圖9 重櫃區(攝於中國深圳蛇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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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空櫃區(攝於中國深圳鹽田港)

圖11 空櫃區(攝於中國深圳蛇口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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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凍櫃區

　　冷凍櫃屬於較為特殊之貨櫃，依據

一般櫃場營運經驗，冷凍櫃約佔全部貨

櫃量之10％以下，惟近年來冷凍櫃需求

有不斷增加之趨勢。冷凍櫃自身具有壓

縮機與冷凍設備(如圖12、13)，故可提供

貨物冷凍或保持恆溫、低溫之運輸，惟

冷凍櫃需仰賴外界提供電力，故於櫃場

之冷凍櫃區一般多僅堆放3∼4層，且需

額外設置冷凍貨櫃插座架、插座與緊急

發電機。

(四)特殊及危險櫃區

　　危險品依性質分為9級，舉凡貨品屬

於易燃物、爆裂物、毒性化學品、避光

化學品等皆為危險品，而針對危險品貨

櫃（DG）之放置，一般避免與重櫃混合

堆放，如櫃場內無特別設置危險櫃區(如

圖14)，則替代方式為獨立放置於車架

上，置於車架區(如圖15)；若設立特殊及

危險櫃區儲放之貨櫃中心，則需考慮設

置完善之消防系統，並遵照規定各級危

險櫃之堆放距離進行儲放。

(五)PTI (Pre Trip Investigation)

　　PTI為冷凍貨櫃運輸前檢修區，當貨

主有冷凍櫃需求時，需由櫃場內空櫃區

中提取冷凍空櫃進行交櫃，惟冷凍空櫃

出車裝載前需先進行預檢並調整至貨主

需求之工作溫度，以免裝卸貨物時因櫃

況不佳或初期不符工作溫度導致貨物減

損，故一般運送前需先行移至PTI區進行

預冷及預檢，此部份之設施規劃與冷凍

櫃區相同，惟大部分不設置多層之冷凍

櫃插座架，僅以平面單層堆置。

(六)洗櫃區

　　因貨櫃重複使用之需求下，往往因

前次裝卸物品如殘留穀物腐敗、油污污

染等，導致在下次裝卸前，需進行洗櫃

作業，故洗櫃區(如圖16)通常為全貨櫃中

心用水量、污水量最高之設施(如圖17)，

而洗櫃區之排水、污水系統、攔污池、

油水分離設施等皆為必要之考慮項目。

(七)修櫃區

　　貨櫃常因裝卸、運送過程中導致部

分櫃體產生破損或零件故障，此狀況多

可於貨櫃進入管制大門時透過檢驗加以

判定，而判定之壞櫃則集中運送至修櫃

區(如圖18)進行修理；一般修櫃區各櫃

間距需較大，以供壞櫃修復時之翻櫃使

用。此外修櫃區亦需規劃設置零件庫以

供櫃體零件堆儲，而另因洗、修櫃區作

業人數較多，故宜就近設置廁所及休息

室。圖13 冷凍櫃自身具有壓縮機與冷凍設備(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12 冷凍櫃區(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14 特殊及危險櫃區(攝於高雄港120碼頭) 圖15 車架區與特殊櫃(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16 洗櫃區(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17 洗櫃區污水量最高(攝於高雄港70碼頭)

圖18 修櫃區(攝於高雄港70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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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貨櫃場所需建築

　　為利貨櫃中心進行業務，貨櫃場內仍須有

相當之配合建築物以供櫃場進行運作，以下進

行各建築設施之介紹：

一、行政大樓

　　專營之貨櫃中心主要業務包括：船舶裝卸

業務、貨櫃場業務、貨櫃吊卸與拖運服務、過

磅服務、冷凍貨櫃監視、理貨作業及貨櫃拆併

櫃業務等，其主要業主為各航商與托運貨主，

故行政大樓(如圖19)主要功能即為提供航商與貨

主之商務辦事中心，容納對象包括港務局、海

關、船公司、貨櫃拖車公司、郵局、電信局、

銀行等辦公使用，貨櫃場控制中心亦可設於此

處，藉由各貨櫃軟體控制系統進行貨櫃場之各

項遠端操作(如TOS、Ship Plan、Yard Plan、

Ship/Yard Monitoring等)

二、管制大門及管制大門辦公室

　　管制大門(如圖20)為貨櫃中心之門戶，亦為

關區之分界，主要係由多個通關車道所組成。

各車道間之分隔島則分別設立管制站，主要負

責於貨櫃車通行進出時，進行申報、貨櫃封條

查驗、地磅查驗、櫃狀檢查及貨櫃儲放領取之

指派等工作。而因應運送貨物之特性，另需於

管制大門旁設立超寬、超高車道以供特殊貨物

進出。近年來於世界先進貨櫃中心快速發展之

自動化通關系統，可結合CCTV監視系統、RFID

無線射頻系統及OCR文字辨識系統等，於通關時

由系統自動指派到達之櫃區等資訊，並可結合

場區內自動化ARMG等系統，達成無人全自動一

貫化作業。一般管制大門為利櫃狀查驗，多在

車道上方設置貓道(懸空走道)，供查驗人員檢視

貨櫃頂部，近來亦有櫃場系統採用自動掃瞄系

統取代人工查驗。

　　管制大門辦公室與管制大門一般採共構系

統或相鄰設置，內部需規劃保全、辦公作業、

機房、海關辦公區及休息室等，執行管制大門

系統檢查作業、海關查驗、貨櫃登記等業務。

三、物料倉庫及維修廠

　　物料倉庫及維修廠均屬貨櫃中心之後勤補

給建物，物料倉庫可儲存營運硬體設施所需之

替換零件，為求各零件空間之靈活運用，內部

依據營運需要可考慮不設置隔間，改採用活動

式料架進行零件儲放。

　　維修廠(如圖21)為機具維修場所，需常駐維

修人員，故於配置上需設有辦公室及淋浴間、

休息室等；另維修空間需注意維修機具之高度

妥善規劃維修區空間，而在維修區旁，仍須以

規劃重件倉庫等物料間為宜，可藉由天車就近

吊運重件進行維修。

四、碼頭作業室

　　碼頭作業室鄰近貨櫃中心碼頭前線處，可

供船邊作業人員進行辦公與休息用，包括拖車

司機、船員、大副、場地承包商(裝卸、理貨)

等，另可考慮於碼頭沿線固定距離設置簡易廁

所，以供作業人員使用。

五、加油站

　　中心內之加油站(如圖22)並不對外開放，僅

提供櫃場本身作業機具及場內車輛進行能源補

給，一般櫃場內需設置2∼3個地下油槽，如櫃

場機具有不同種類之用油需求，則需於加油島

上獨立設置加油機。

圖19 行政大樓(攝於韓國BICT)

圖20 管制大門及管制大門辦公室(攝於韓國BICT)

圖21 維修廠(攝於台北港) 圖22 加油站(攝於高雄港120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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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六貨櫃中心之配置規劃概要

一、配置原則

(一)規劃分區構想：貨櫃中心根據使用與

經營的特性區分為以下二個區域：

1.貨櫃場與碼頭區：進行貨櫃的裝卸與拖

運堆置的工作，包含碼頭岸肩用地、貨

櫃堆置場、空櫃區、海關檢驗區。

2.辦公與管制作業區：進行進出管制，

與供應港務局、海關、船公司、公證公

司、貨櫃拖車公司、郵局、電信局、銀

行等業務需求，此區包含管制站、辦公

大樓與小客車停車場。

(二)動線規劃構想：動線規劃構想主要以

下兩個概念為主要構想：

1.節點（node）：動線規劃以設施為分段

管制的節點，首先以管制站與辦公室為

『區內外管制節點』，控制關區內外的

人車通行；再者則以加油站與維護修理

廠為『供應連結節點』，連結碼頭各分

區機能並供應相關輔助需要。辦公大樓

位於管制區外，以利非管制人員出入洽

公。

2.循環動線（circle line）：貨櫃場與碼

頭區、辦公與管制作業區皆具有獨立的

循環路線，彼此以節點相連以確保運輸

效率與方便管理。

二、計畫船型與碼頭規劃

　　依據近年來貨櫃輪發展趨勢，並考慮高雄

港第二港口可入港操航之最大船型加以考慮，

第六貨櫃中心以8,000∼12,500TEU貨櫃船為計

畫船型(詳表1、圖23)。

表1  8,000∼12,500TEU貨櫃船資料表

　　第六貨櫃中心依據計畫船型，可初步釐定

碼頭之規劃與設計條件

(一)碼頭法線長1,500公尺

(二)碼頭計畫水深CDL.-16.5公尺

(三)碼頭結構設計水深CDL.-17.6公尺

(四)碼頭面高程CDL.+ 2.6公尺

　　在碼頭構造型式方面，碼頭採鋼管基樁構

造支撐柱列，每排計11支直徑800~1,000公釐之

直斜樁構成，碼頭面版採R.C樑版構造，碼頭後

護岸則採拋石式基礎之L型塊式構造，碼頭標

準斷面如圖24所示。碼頭採鋼管基樁構造之優

點：可自然消波、主體碼頭耐震性強、防蝕容

易且確實，適用於支持層較深之地質，較無沉

陷問題。

                     圖24  貨櫃碼頭標準斷面圖

三、作業機具選用

　　第六貨櫃中心將定位為遠洋航線之彎靠港

口，並積極爭取亞洲地區之轉口櫃，故營運機

具之配置均考量世界最先進之規格，如橋式起

重機可吊放18∼22排貨櫃以上之橋式起重機，

並已採用雙吊40呎貨櫃之機型，也較能符合

8,000TEU以上貨櫃船之裝卸需求。

　　第六貨櫃中心採用之軌道式門式機規格為

軌道內可堆14排貨櫃、兩側軌道外可設置兩線

拖車道，儲櫃高度為5+1層，共計畫設置40部

RMG，使後線櫃場之儲櫃能量約可達280萬TEU

（週轉率為6天，平均堆疊4層高，兩旁走道不

堆疊）。

　　空櫃堆高機之配置則基於重櫃區之堆儲能

量尚有餘裕，因此部分空櫃未來將彈性調度堆

置於重櫃區內，為配合空櫃堆置需求，預定將

採購8台可堆高7層貨櫃之空櫃堆高機。至於船

邊拖車將交由下包之拖車公司提供，以1部橋

式機配置8台拖車之原則派車，故未來第六貨櫃

中心12台橋式機同時作業時，船邊拖車數量最

多可達96部。車架（含一般/特殊）則暫定採購

159部車架。

圖23 10,000TEU以上貨櫃輪滿載吃水深已達15.5公尺(攝於新加坡PSA，蔡昭平提供)

船載TEU量 船長(LOA) 船寬 吃水深

8,000TEU 335公尺 43公尺 -14.5公尺

12,500TEU 366公尺 48.4公尺 -15.5公尺



3

104 │No.85│ January, 2010 

專
題
報
導

3

No.85│ January, 2010 │105 

專
題
報
導

四、櫃場作業模式選擇

　　為因應設備自動化需求，除橋式機、拖車

需人工操作外，第六貨櫃中心已採用半自動化

門式機ARMG系統，可不需於機具駕駛

室操作ARMG，而藉由中控室統一操作

ARMG進行貨櫃之調度與裝卸，故各重

櫃區可實現無人化之目標，且中控室操

作員約可一次操縱5~6部之ARMG進行

作業，可有效減少營運成本。另於管制

大門部分，第六貨櫃中心亦採用先進

之Auto Gate系統，可經由CCTV、RFID

及OCR系統進行車輛自動通關。另為因

應龐大之自動化資訊系統整合，第六

貨櫃中心需由TOS(Terminal Operation 

System)系統進行全面性整合，包括

ARMG、AUTO GATE與Ship Plan、Yard 

Plan、場地監控系統等，故中心之資訊

工程設施與整合十分繁複。

五、櫃區佈置方向

　　第六貨櫃中心基地面積約74.8公

頃，縱深475公尺，碼頭長度達1,500

公尺，於櫃區規劃作業初期，需針對各

種可能之佈置形式進行探討，並藉由分

析而得最佳化之櫃場佈置。本計畫初期

考慮方向包括水平佈置(詳圖25)、垂直

佈置(詳圖26)及自動化垂直佈置(詳圖

27)三種。其中自動化垂直佈置系統立

意甚佳，未來應具有雄厚之發展潛力，

惟因世界各碼頭之應用不多，且多半需

搭配自動化之船邊拖車系統，其效率未

經實證，初期投資成本亦較高等因素，

故初步暫先排除此佈置。櫃場水平佈置

與垂直佈置依據其作業能量而言約略相

當，惟考慮垂直佈置將會大幅增加碼頭

前線之交通負荷量，且考慮第六貨櫃中

心未來導入之作業人員對於水平佈置之

櫃場熟悉度高，作業風險較小，故最終採用水

平佈置方向。經規劃初步之水平佈置草案後，

續委由國外專業公司對於水平佈置之各項參數

進行系統模擬驗證，藉由虛擬船期、櫃區作

六、貨櫃中心其他土木配合設施規劃

　　第六貨櫃中心規劃完成後之佈置，計有重

櫃區18區、空櫃區7區、冷凍櫃區2區、特殊及

危險櫃區1區、洗櫃區、修櫃區、待修

區各1處，車架區約160格。在規劃過

程中，亦必須針對未來各項土木設施

系統進行初步之決定，如重櫃區、空

櫃區等之鋪面系統，本計畫初期考慮

三種鋪面：剛性鋪面、柔性鋪面與高

壓連鎖磚鋪面(詳圖29)等，經考慮六櫃

中心於施工中仍需經部分填土，故未

來可能發生局部地表沉陷或路面損壞

之狀況，為著重修復快速與行車舒適

度等因素，除GATE區域與洗櫃區以剛

性路面鋪設更佳外，其餘大都採用柔

性鋪面(AC)作為本中心之鋪面系統。

七、建築規劃

　　第六貨櫃中心建築分佈詳圖30所示，重

要建築包括管制大門、行政中心、海關集中查

驗區、物料倉庫、碼頭作業室、加油站、維修

場、貨櫃集散倉棧、綠帶、變電站、配水池

等，而各項設施中，貨櫃集散站之規模設定部

分，為發揮中心最大之營運績效，拆併櫃業務

將不為貨櫃中心之營運重點，因此設置之「貨

櫃集散倉棧」與「海關集中查驗區」整合使

用。

　　海關所需配合設施包括管制大門與海關辦

公場所，未來於管制大門辦公室設立專區供海

關使用；另集中查驗區及X光檢驗區則於管制大

門辦公室旁規劃一區域供海關集中查驗，並於

管制大門旁預留一處空地，視海關需求由海關

自行投資闢設X光檢驗區。

圖25  櫃場水平佈置草案

圖26  櫃場垂直佈置草案

圖27  櫃場自動化垂直佈置草案 圖29 鋪面採高壓連鎖磚(攝於中國深圳大鏟灣)

業、交通動線等進行虛擬之營運操作，再以歷

時分析加以統計，可概估櫃場實際作業能量，

並可得尖峰時期之可能交通瓶頸點等，再依序

修正櫃場配置與反覆驗證後，尋求最佳化之櫃

場佈置方式(詳圖28)。    

區各1處，車架區約160格。在規劃過

程中，亦必須針對未來各項土木設施

系統進行初步之決定，如重櫃區、空

櫃區等之鋪面系統，本計畫初期考慮

三種鋪面：剛性鋪面、柔性鋪面與高

壓連鎖磚鋪面(詳圖29)等，經考慮六櫃

中心於施工中仍需經部分填土，故未

來可能發生局部地表沉陷或路面損壞

之狀況，為著重修復快速與行車舒適

度等因素，除GATE區域與洗櫃區以剛

性路面鋪設更佳外，其餘大都採用柔

性鋪面(AC)作為本中心之鋪面系統。

七、建築規劃

 圖28 第六貨櫃中心櫃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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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櫃中心管制大門將採7進5出之車道規

模，另增設超寬超高車道，而行政大樓則設置

於貨櫃中心最北側，考量北向可與鄰近高字塔

景觀相結合，並可俯瞰高雄港二港口航道，最

具景觀之優勢，行政大樓內部則依據未來可能

進駐之單位員額及使用需求分配，規劃地上7

層，地下1層建築。

　　維護修理廠對於貨櫃起重機、軌道式門式

機以裝置現場維修為主，故維護修理廠房以一

層之廠房建設，設置於行政大樓西側，變電站

為本貨櫃中心之能源供應站，設置於中心南

側，加油站之設置可方便基地內之作業車輛、

機具等之加油。

　　碼頭作業休息室可作為碼頭工人休息或天

候不良時裝卸人員指揮之所，以二層興建。另

因六櫃碼頭長達1,500公尺，考量人員於碼頭作

業如廁所需，故於櫃場前端另加設簡易廁所兩

處，分設於#109、#111號碼頭後岸肩用地上；

而露天之洗櫃區、修櫃區設於管制大門北側鄰

近空櫃區，以方便就近維修，至於海關檢驗區

與貨櫃集散倉棧合併設置於管制大門之南側。

陸、結語

　　貨櫃中心係屬國家重大建設之一，不但為

國家之門戶，亦為國際貿易不可或缺之角色，

一個完善之貨櫃中心甚至可為國家帶來重大之

經濟貿易成長，故於規劃時宜先掌握完整資訊

後，謀定而後動，以建設完善之貨櫃營運系統

中心，以下總結貨櫃中心之規劃特點：

圖30 第六貨櫃中心建築分佈圖

一、貨櫃中心投資規模龐大

　　貨櫃中心投資規模龐大，以六櫃中心為

例，總投資金額高達新台幣180億元，施工期適

逢國際原物料價格高漲，增加投資壓力，但特

許公司仍克服萬難，如期如質的投資及營運。

其中關鍵在於政府順利完成紅毛港遷村作業及

高雄港務局大力的協助。

二、貨櫃中心發展變化快速

　　近年各國競相投入貨櫃中心之建設，雖其

間遭逢金融海嘯衝擊，惟各新型貨櫃輪與貨櫃

中心仍競相完成並投入貨櫃市場，使新型貨櫃

中心更具競爭力，且近年來電子資訊產業與設

施快速發展，並已逐步導入貨櫃中心之營運與

作業，故需於規劃時密切瞭解貨櫃中心之發展

變化、掌握最新資訊與設備。

三、貨櫃中心計畫介面複雜

　　貨櫃中心之建設為一龐大複雜之計畫，除

需貨櫃碼頭公司、海運公司決定經營策略與經

營模式外，並需由總顧問、機具廠商、碼頭設

計顧問、櫃場設計顧問、資訊系統廠商、自動

控制廠商、建築師、機電設計顧問等群策群

力，於施工時更需與施工廠商緊密配合。

四、船舶大型化及裝卸自動化之因應

　　因應船舶大型化，貨櫃輪之寬度已可裝載

達18排貨櫃以上，岸邊橋式機為能順利裝卸，

因而需要採購更大之外伸距機種，橋式機軌距

隨之增大，機具重量大幅增加，碼頭結構亦因

此需因應加強。裝卸機具之自動化則伴隨土木

各項系統預埋件、校正設施、安全裝置等，產

生顛覆一般傳統貨櫃中心之規劃概念，故各介

面與土木工程之間更需加以整合。

五、交通動線配合

　　一個貨櫃中心規劃需配合設立優良之交通

動線，藉由櫃區位置之分配可使貨櫃中心場內

車輛與場外車輛盡量分流，如此可避免造成交

通瓶頸點；管制大門進出後線則需設置車輛等

候區與停車場，以避免進出關車輛阻塞回流；

此外，運輸車輛動線則需與船舶停靠櫃門走

向、櫃區櫃門走向一致，以避免裝卸方向錯誤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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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貨櫃中心進行改建與更新，除考量未來擴建需求外，現有設施如何處理亦是特

別要注意之課題，其中碼頭加深改建的部分更是具有挑戰性，尤其要避免對既有碼頭結

構的破壞，同時要注意耐震性能提升的部分。為求周嚴本文從目標船型設定、碼頭長度

及櫃場縱深需求、裝卸機具更新、碼頭改建、櫃場整體配置、聯外道路配合調整等幾個

關鍵課題進行探討與建議，並以高雄港#115∼#117貨櫃場地擴建為例進行案例之研究，

經由六個關鍵課題之分析，#115∼#117貨櫃場地擴建為可行之方案。

壹、前言

　　隨著貨櫃船大型化，為提升港口之競爭

力，除新建現代化的貨櫃中心，以因應貨櫃運

輸之需求外，將既有貨櫃中心進行改建與更

新，亦是提升港口競爭力之策略。

　　既有貨櫃中心之改建與更新，其困難度不

亞於新建一個貨櫃中心，改建與更新除考量未

來擴建需求外，如何處理現有設施亦是特別要

注意之課題。本文研究之目的，主要針對既有

貨櫃中心之改建與更新，其可能面對之課題，

進行相關之探討與建議，並以高雄港#115∼

#117貨櫃場地擴建為例進行案例之研究。

　　高雄港#115∼#117貨櫃碼頭係於民國70

年代初期所規劃設計，面對未來大型貨櫃船舶

到港裝卸作業需求時，其櫃場面積已顯不足，

為免將來大型貨櫃船彎靠，於尖峰裝卸作業期

間造成前線碼頭及後線場地嚴重癱瘓、影響貨

物流通效率、增加裝卸時間及成本，已有航商

業者向高雄港務局提出擴建貨櫃場地面積之要

求。

　　有關既有貨櫃中心改建與更新可能會面對

之關鍵課題(如圖1所示)，綜合歸納主要包括：

關鍵詞：貨櫃中心、貨櫃碼頭、貨櫃裝卸機具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正工程師兼計畫工程師／張徐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協理／廖學瑞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經理／張欽森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工程部／副理／張文奐

1

2

3

4
1 2 3 4

求。

圖1  既有貨櫃中心改建與更新之關鍵課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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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船型設定、2.碼頭長度及櫃場縱深需求、

3.裝卸機具更新、4.碼頭改建、5.櫃場整體配

置、6.聯外道路配合調整等，以下針對這幾個關

鍵課題進行探討與建議。

貳、目標船型設定

　　目標船型大小設定，將影響既有貨櫃中心

碼頭及櫃場改建之規模及配置，其中又以船長

與滿載吃水二項最為重要。本文參考現有全球

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及未來全球貨櫃船之發展，

進行目標船型之設定。

一、現有全球貨櫃船之船型分佈

　　根據Clarksons公司統計，至2009年07月

全球貨櫃船共有4,789艘，總運能達1,263.4萬

TEU，如圖2所示。由圖2得知，現有(2009.07)

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就運力(總船TEU數表

現)而言，主要在1,000∼3,000TEU、4,000∼

6,000TEU及8,000∼9,000TEU三種船型區間；就

船數而言，除1,000TEU以下及1,000∼2,000TEU

屬較小型貨櫃船之船數較多外，其餘與前述運

力分佈狀況大致相當。

　　於1996年出現6,400TEU貨櫃母船後，這種

大型貨櫃船因具設備優良、所需船員少、船速

快、省油及每艙櫃(SLOT)營運成本低等優勢，

因此發展迅速且船型有越來越大之趨勢。目前

8,000TEU以下貨櫃船在運力與艘數分佈上雖仍

佔大宗，不過於2003年首艘8,000TEU貨櫃船

下水後，8,000TEU以上營運之貨櫃船已有219

艘；於2006年後10,000TEU以上貨櫃船亦有30

艘陸續加入營運。由圖2可知，目前8,000∼

9,000TEU貨櫃船亦成為現階段大型貨櫃船主力

船型之一。

二、未來全球貨櫃船船型分佈之發展

　　根據Clarksons公司統計(2009年07月)，全

球至2013年前交船之新訂貨櫃船分佈，如圖3

所示。由圖3得知，新訂貨櫃船之船型分佈，

就運力(以總船TEU數表現)而言，主要分佈在

4,000∼5,000TEU、6,000∼7,000TEU、8,000∼

9,000TEU與12,000∼13,999TEU四大船型區

間，顯示新訂貨櫃船朝該四大群組發展且以大

型船舶為主，其中又以12,000∼13,999TEU船

型增加狀況最為顯著；如就船數而言，主要分

佈在1,000∼2,000TEU與4,000∼5,000TEU二

種船型區間，相對前述運力而言，係屬較小

型之貨櫃船。整體而言，新訂小型貨櫃船由

原0∼999TEU船型為主，有漸推向以1,000∼

2,000TEU船型為主的現象；而新訂大型貨櫃

船部份，則由4,000∼5,000TEU船型漸推向以

8,000TEU以上船型為主，10,000TEU以上船型

亦大為增加，因此無論貨櫃船型大小均有朝向

更大船型發展的趨勢。顯示未來大型船之增

量將非常快速，且集中在10,000TEU以上貨櫃

船，其對港埠配置之影響將不容輕忽。

三、高雄港#115∼#117貨櫃碼頭目標船型設定

　　高雄港#115∼#117貨櫃碼頭長度分別為

276.86公尺、320.02公尺及320公尺，碼頭水深

為-14.0公尺，可提供4,000∼5,000 TEU以內之

貨櫃船滿載泊靠。

　　未來高雄港二港口及航道將擴大加深，目

標船型提升至12,500TEU，#115∼#117碼頭位

於二港口北側，不受過港隧道水深-14公尺以

內之侷限。因此，因應貨櫃船大型化，建議配

合高雄港二港口及航道將擴大加深之計畫，將

目標船型亦提升至12,500TEU (366公尺(LOA) x 

48.4公尺(B) x 15.5公尺(Df))。

參、碼頭長度及櫃場縱深需求

　　配合目標船型之設定，規劃較適之碼頭長

度，並配合目標年處理量之設定，規劃較適之

櫃場縱深需求。

一、碼頭長度需求

　　碼頭長度之需求係與計畫船型之設定及考

量兩船之安全間距等因素息息相關，參考港灣

構造物設計標準及Port Design等兩規範，進行

碼頭長度需求設定。

(一) 港灣構造物設計標準

　　船席之餘裕長度約為船寬，因此船

席之長度為船長(LOA)+船寬(B)，如圖4

所示。

(二) Port Design

　　當船席區需要容納一艘以上的船隻

時，如圖5所示，兩船之間距至少須為較

大船長的0.1倍。

(三) 碼頭船席長度建議

　　#115∼#117貨櫃碼頭以12,500TEU

貨櫃船為目標船型，參考港灣構造物設

計標準及Port Design等兩規範，計算目標

船型之船席長度需求(如表1所示)，建議

每船席長度需求為410公尺。

種船型區間，相對前述運力而言，係屬較小

型之貨櫃船。整體而言，新訂小型貨櫃船由

原0∼999TEU船型為主，有漸推向以1,000∼

2,000TEU船型為主的現象；而新訂大型貨櫃

船部份，則由4,000∼5,000TEU船型漸推向以

8,000TEU以上船型為主，10,000TEU以上船型

亦大為增加，因此無論貨櫃船型大小均有朝向

更大船型發展的趨勢。顯示未來大型船之增

量將非常快速，且集中在10,000TEU以上貨櫃

船，其對港埠配置之影響將不容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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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全球現有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圖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CECI整理。

資料來源：Clarksons Ship Register (2009,07)，CECI整理。

圖3  全球新訂貨櫃船之船型分佈圖

圖5  兩船同時靠泊時淨間距需求圖

圖4  船席長度需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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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櫃場縱深需求

(一) 櫃場面積需求之公式

　　櫃場面積之規模需求係與貨櫃年處

理量、貨櫃場作業方式、貨櫃滯港時間

等因素息息相關。本研究建議可參考Port 

Designer's Handbook (2006)計算櫃場面積

需求之公式進行評估，其公式如下：

                                                      

                                                          (1)

式中： 

(二) 高雄港#115∼#117貨櫃場縱深需求

　　#115∼#117貨櫃碼頭長度916.88公

尺，後側場地縱深除#115碼頭後側場地

縱深較短且非矩形狀，其他碼頭後側場

地縱深約424.2公尺，貨櫃場面積約33.8

公頃。

　　依Port Designer's Handbook公式計算及綜合

上述參數之設定，若採用軌道門式機(RMG)，其

面積需求約45公頃(詳表2所示)，因此櫃場縱深

最小需求約577公尺。

肆、裝卸機具更新

　　貨櫃中心裝卸機具包括碼頭區及櫃場區兩

個系統，其中櫃場區全球目前常用的櫃場裝卸

機具，主要有軌道門式機(RMG)、膠輪門式機

(RTG)、跨載機(SC)、堆積機(RS)及車架(Tractor)

等裝卸機具。裝卸機具型式之選用，將遷動碼

頭改建及櫃場整體配置。

一、碼頭區裝卸機具

　　為使大型貨櫃輪靠泊後，橋式起重機之作

業範圍及效率足敷所需，裝卸之效能須予以提

高，方可達成場地擴建之目的。參酌近年來橋

式起重機的發展，從單櫃吊具、雙櫃吊具、三

櫃吊具及雙小車(Double Trolley)型式的改變(如

圖6)。橋式起重機之軌距寬亦由80呎、100呎發

展到35公尺，甚至有採用42.67公尺寬之軌距。

　　橋式起重機對於碼頭之影響主要反應在軌

道間距、輪壓及海測軌道與碼頭法線之距離

上。

資料來源：陽明海運、上海振華港機(ZPMC)。

                  
圖 6  橋式起重機發展示意圖

二、櫃場區裝卸機具

　　全球目前常用的櫃場裝卸機具，主要有軌

道門式機(RMG)、膠輪門式機(RTG)、跨載機

(SC)、堆積機(RS)及車架(Tractor)等裝卸機具。

其中軌道門式機及膠輪門式機較普遍被採用，

其主要之原因RMG及RTG在同樣的櫃場面積下，

其可堆儲貨櫃密度較其他機具為高，故普遍被

櫃場有限之港口所採用。

　　另隨著櫃場要求有更多之堆儲能量及節能

減碳之要求，自動化軌道門式機(ARMG)逐漸被

新建的貨櫃場所採用，膠輪門式機亦逐漸發展

為利用超級電容的綠色RTG及利用以電力為動力

之E-RTG，如圖7所示。

           表 1  目標船型之船席長度建議表

目標船型
船長 
(L)

船寬
 (B)

港灣構造物 
設計標準 
(L+B)

Port Design 
(1.1 L)

平均 建議

12,500TEU 366 48.4 414.4 402.6 408.5 410

SLNHW
BADC

A
d

fTEUTEU
T

)1(

TA = total yard area needed (總貨櫃場面積需求)

TEUC = container movement/year (貨櫃年處理量)

D = dwell time or average days the container 
stays in stacking area in transit 
(貨櫃平均停留時間)

TEUA = area requirement/TEU (每TEU所需面積)

fB = buffer storage factor (緩衝儲存因子)

dW = working day per year  (每年工作天數)

H = ra t io  o f  ave r age  s t ack ing  he igh t  to 
maximum stacking height(貨櫃平均堆放高
度比例)

N = primary yard area or container stacking area 
compared to total yard  (主要櫃區占總櫃區
比例)

L = layout factor (貨櫃場配置因子)

S = segregation factor  (隔離因子)

  表 2  #115∼#117櫃場面積需求估計表

TEUC ： 貨櫃年處理量 (TEU) 2,000,000

作業機具 RMG

D： 貨櫃平均停留時間 (天) 5.45

TEUA ： 每TEU所需面積 (m2) 6.5

fB ： 緩衝儲存因子 0.05

dW ： 每年工作天數 350

H： 貨櫃平均堆放高度比例 0.75

N： 主要櫃區占總櫃區比例 0.7

L： 貨櫃場配置因子 0.9

S： 隔離因子 1.0

TA ： 總貨櫃場面積需求 (m2) 449,841

(6a) 單櫃吊具

(6b) 雙櫃吊具

(6c) 三櫃吊具

(6d) 雙小車

(7a) ARMG

(7b) 綠色RTG

(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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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櫃場區裝卸機具圖

三、高雄港#115∼#117貨櫃碼頭裝卸機具

(一) 碼頭區裝卸機具

　　因應目標船型提升至12,500TEU，為

滿足裝卸效率需要，目前#115∼#117貨

櫃碼頭之橋式起重機是80呎軌距，建議

能新增35公尺軌距，以增加貨櫃起重機

下之車道數，同時預留採用雙櫃吊具、

三櫃吊具或雙小車型式之空間。至於是

否採用雙櫃吊具、三櫃吊具或雙小車型

式，建議可依營運需求進行整體評估。

(二) 櫃場區裝卸機具

　　另隨著櫃場要求有更多之堆儲能量

及節能減碳之要求，建議採用自動化軌

道門式機(ARMG)。

伍、碼頭改建

　　碼頭之改建，須配合目標船型設定及裝卸

機具之選用，針對既有碼頭之構造型式進行研

擬，以避免既有結構損壞，並適度提升既有碼

頭結構之耐震性能。

一、裝卸機具考量

(一)軌道間距

　　橋式起重機軌距不僅取決於起重機

抗風、穩定性和輪壓控制之需要，同時

也與碼頭為提高效率而增加卡車通道之

需要有關。一般超大型貨櫃起重機之軌

距均在100呎(30.48公尺)左右，增大軌距

對起重機造價之影響不大，惟其可提供

之卡車通道數較多，有助於裝卸作業之

實質需求。考量近年來之供貨市場中，

採購軌距100呎以上之貨櫃起重機約占

85%，故建議應以前瞻性之作法，採用

100呎或35公尺之軌距為佳。

(二)輪壓

　　由於起重機外伸距和自重均隨裝卸

需求增加而加大，且所受風力亦隨受風

面積增加而加大，導致橋式起重機之輪

壓近年來急速增加；就整體發展趨勢而

言，每輪100T以上之壓力係為因應吊具

額定吊重、外伸距、軌距、上舉高度等

增加所衍生之需求。此外，為因應快速

增加之輪壓，起重機輪距亦隨之逐漸增

加，以降低實際作用於碼頭結構上之荷

重，目前大型橋式起重機之輪距多採用

1.3∼1.6公尺。

(三)海側軌道與碼頭法線距離

　　為避免大型貨櫃輪靠岸，船艏甲板

侵入碼頭法線時，發生船舶碰撞橋式起

重機情事，近年來新建之大型深水貨櫃

碼頭，其法線與海側軌道中心線之距離

多採5∼6公尺設計，以確保起重機及船

舶之安全性。因此，碼頭改善時應將此

一因素納入考量，建議海側軌道與碼頭

法線距離，可由既設之2.6公尺酌予加大

為5公尺，以降低橋式起重機遭船舶碰撞

之風險。

二、耐震性能提升

　　因應船舶大型化，碼頭及橋式起重機等重

量隨之增加，其所受之地震力亦將隨之放大，

故須依據工址位置及結構特性，對於碼頭之耐

震性能須妥為考量，適度予以提升，以期在合

理之投資下，降低結構破壞之風險。

三、#115∼#117貨櫃碼頭改善需求

　　因應船舶大型化之發展，#115∼#117貨櫃

碼頭須進行必要之改善，俾提升其靠泊及裝卸

條件，以滿足貨櫃運輸需求，提升高雄港之國

際競爭力。

(一) 靠泊船型增大

1 .碼頭浚深至EL . - 1 7 . 0公尺，俾供

12,500TEU貨櫃船靠泊，航道亦配合一

併浚深。

2.加大防舷材及繫船柱，以滿足繫靠需

求。

(二) 裝卸效能提高

1.海側軌道與碼頭法線距離由2.6公尺加

大至5.0公尺，以避免船舶靠岸時碰撞橋

式起重機之情事發生。

2.起重機軌距寬兼具80呎及35公尺，80

呎軌距供現有貨櫃起重機使用，35公尺

軌距供未來新設之貨櫃起重機使用，以

滿足裝卸效率需要。採用35公尺軌距之

主要考量，除可增加貨櫃起重機下之車

道數外，以滿足裝卸效率需要，同時陸

側軌道位於Ｌ型塊後側，施工時無須吊

移Ｌ型塊即可進行，較易於施工。

3.考慮世界潮流，貨櫃起重機已多採雙

吊40呎貨櫃之系統，故輪壓自55T/公尺

增加至80T/公尺 (即120T/輪)，以因應使

用之需。

(三) 耐震性能提升

1.最新耐震法規較民國70年代之標準放大

約51%。

2.碼頭及橋式起重機等重量增加，所受地

震力亦將隨之放大。

(四) 受損構材修復

　　將鏽蝕之鋼筋切斷並採植筋補強、

局部破損混凝土敲除並重新澆置、混凝

土裂紋以環氧樹酯等修補材填充、將耗

盡之陽極塊補充更新等。

四、#115∼#117貨櫃碼頭改善斷面

　　為滿足12,500TEU貨櫃船靠泊，並採35公尺

軌距之橋式起重機裝卸之發展方向，碼頭法線

以前移2.4公尺為考量，以撙節工程費用，並減

少施工影響範圍，其斷面佈置如圖8所示，而佈

設之構想則說明如下：

(一) 既有結構補強

　　既有陸側軌道樑採植筋工法補強，

既有海側軌道下方則增設鋼管直樁，以

增進結構安全並承受放大之輪壓。

(二) 拋石護坡保護

　　於既有碼頭法線外側打設水下擋土

排樁，俾利船席水域浚深安全，而繫船

柱及防舷材等設施則配合一併更新。

(三) 增設陸側軌道基礎

　　於L型擋土牆後方增設35公尺軌距起

重機之陸側軌道，並採獨立式樁基礎構

造，以減少碼頭受力，俾確保颱風及地

震時之安全。

資料來源：
ABB、上海振華港機(ZPMC)、本文攝於高雄港#115碼頭。

(7c) E-R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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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域浚挖

　　為使碼頭前方浚挖作業進行時，不

致造成棧橋面版下方之護坡拋石崩落，

故須於碼頭法線前方打設鋼管排樁，並

於其前方以攪拌工法施作護坦，避免採

拋石工法而增加護坡崩落之風險。

　　為提供12,500TEU貨櫃輪進港靠泊

於#115∼#117貨櫃碼頭並具足夠之掉頭

空間，須將碼頭前方航道水域浚深至EL.-

17.0公尺，但避免影響過港隧道沉埋管之

安全性，#117碼頭尾端50公尺維持在EL.-

14.0公尺，詳圖9所示。

陸、櫃場整體配置調整

　　配合目標船型設定、裝卸機具選用及櫃場

縱深之需求，進行櫃場整體配置。

一、#115∼#117櫃場現況

　　#115∼#117櫃場由長榮海運公司投資經

營，#115∼#117碼頭長度916.88公尺，碼頭水

深為-14.0公尺，可提供4,000∼5,000 TEU以內

貨櫃船滿載泊靠。後側場地縱深除#115碼頭後

側場地縱深較短且非矩形狀，其他碼頭後側場

地縱深約424.2公尺，貨櫃場面積合計約33.8公

頃，詳圖10所示。

　　#115∼#117碼頭目前配有9 部貨櫃起重

機、25部膠輪門式機(RTG及E-RTG)及7部空櫃堆

高機，貨櫃起重機可裝卸貨櫃之作業排數介於

13∼18 排間。

二、航商需求訪談

　　為深入瞭解航商使用者對#115∼#117場地

擴建之需求，分別於民國98年7月1日拜會長榮

集團管理總部及7月15日拜會長榮高雄貨櫃本

部，進行意見之交流。茲就訪談之意見綜合彙

整如下：

貨櫃起重機軌距建議用35公尺寬。• 

海側軌道與碼頭法線距離認同由2.6公尺加• 

大至5.0公尺。

櫃場裝卸機具建議全面採用自動化軌道門• 

式機(ARMG)。

為提升自動化效率，建議ARMG行走方向能• 

垂直碼頭配置。

櫃場大門建議可考量設置於#115後側，有• 

利於櫃場的交通動線，及大門前能有較多

的貨櫃車等候空間。

貨櫃集散站(CFS)需求不大，建議可考量不• 

需要太大或不用設置。

三、#115∼#117櫃場整體配置調整

(一) 櫃場配置整體考量

1.櫃場裝卸機具全面採用ARMG作業方

式。

2.ARMG行走方向垂直碼頭配置。

3.聯外道路須能銜接到過港隧道及未來的

跨港橋。

4.考量二港口的信號站及漁船檢查站人員

之對外連絡道路。

(二)櫃場配置方案

　　櫃場作業全面採用ARMG，ARMG行

走方向垂直碼頭配置，詳圖11所示，茲

將配置重點說明如下：

1.貨櫃場使用空間

　　碼頭貨櫃起重機海側軌道不動，碼

頭法線前移2.4公尺，海側軌道與碼頭法

線距離由2.6公尺加大至5.0公尺，以避免

大型貨櫃船靠岸時碰撞橋式起重機之發

生。碼頭法線後方櫃場縱深由424.2公尺

擴大為577.4公尺，增加153.2公尺，面積

由33.8公頃擴大為44.5公頃，增加10.7公

頃。

陸、櫃場整體配置調整

　　配合目標船型設定、裝卸機具選用及櫃場

縱深之需求，進行櫃場整體配置。

一、#115∼#117櫃場現況

　　#115∼#117櫃場由長榮海運公司投資經

營，#115∼#117碼頭長度916.88公尺，碼頭水

深為-14.0公尺，可提供4,000∼5,000 TEU以內

貨櫃船滿載泊靠。後側場地縱深除#115碼頭後

側場地縱深較短且非矩形狀，其他碼頭後側場

地縱深約424.2公尺，貨櫃場面積合計約33.8公

頃，詳圖10所示。

　　#115∼#117碼頭目前配有9 部貨櫃起重

機、25部膠輪門式機(RTG及E-RTG)及7部空櫃堆

高機，貨櫃起重機可裝卸貨櫃之作業排數介於

13∼18 排間。

二、航商需求訪談

　　為深入瞭解航商使用者對#115∼#117場地

擴建之需求，分別於民國98年7月1日拜會長榮

圖 8  #115∼#117貨櫃碼頭改善標準斷面圖

圖 9  #115∼#117貨櫃碼頭改善平面示意圖

圖10  #115∼#117碼頭中心空照圖(底圖來自Google Earth)底圖來自Google Earth)底圖來自Google Earth)

#117
320m
-14m
13.2公頃

圖10  #115∼#117碼頭中心空照圖(圖10  #115∼#117碼頭中心空照圖(

#116
320.02m
-14m
15.2公頃

#115
276.86m
-14m
5.4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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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制大門

　　管制大門及辦公室位置設於#115櫃

場後側，管制大門寬度預留70公尺，面

對新闢的聯外道路，管制大門前保留有

60公尺之縱深長度，做為貨櫃車進入管

制大門之等候空間。

3. 辦公室及停車場

　　辦公室設於管制大門旁，辦公室基

地面積40公尺×20公尺，辦公室旁設置

有停車場，停車場面積4,192平方公尺。

4. 貨櫃集散站(CFS)及查驗區

　　CFS設於#116櫃場最後側，由於現

況普遍較少在貨櫃場的CFS進行拆併櫃，

CFS基地面積僅規劃60公尺×40公尺，做

為貨櫃拆併櫃及海關集中查驗區。

5.修櫃區及洗櫃區

　　修櫃區及洗櫃區設於#116櫃場最後

側，緊鄰空櫃區，方便貨櫃的修櫃及洗

櫃作業，修櫃區基地面積60公尺×40公

尺，洗櫃區基地面積60公尺×38公尺。

6.維修廠及庫房

　　維修廠及庫房設於#115櫃場中間

處，維修廠基地面積80公尺×30公尺，

庫房基地面積30公尺×10公尺。

7. PTI區(冷凍櫃運輸前檢修)

　　PTI區設於#115櫃場中間處，緊鄰維

修廠及冷凍櫃區，以方便冷凍櫃運輸前

檢修，PTI基地面積40公尺×40公尺。

8. 貨櫃場交通動線

　　櫃場南北橫向規劃3條(包括：橫1

路∼橫3路)可雙向通行之主要道路。櫃場

東西縱向規劃13條(包括：縱1路∼縱13

路)可雙向通行道路，縱向道路包括裝卸

車道及通行車道，其中縱2路、縱4路、

縱9路、縱13路等4條道路，除裝卸車道

外，預留較多之通行車道。

9. 聯外交通

　　新填築區新闢一條25∼40公尺寬、

長770公尺的聯外道路，於高雄關稅局大

樓前與旗津一路銜接。

10. 堆櫃區配置

　　重櫃區及冷凍櫃區裝卸機具全面

採用13排(Row)寬之自動化軌道門式機

(ARMG)作業，堆櫃區配置包括冷凍櫃區

1處，配置於#115碼頭後側，地面儲櫃

數390TEU；重櫃區10處，配置於#115∼

#117碼頭後側，地面儲櫃數6,396TEU；

空櫃區1處，配置於#117最後側，地

面儲櫃數1,624TEU。合計地面儲櫃數

8,410TEU，詳表3所示。

11. 櫃場年處理能量

　　參考Port Designer's Handbook (2006)

之櫃場年處理能量計算公式(詳式2)，

櫃場配置方案A櫃場年處理能量約209.4

萬TEU(詳表4所示)，較目前的148.3萬

TEU，增加61.1萬TEU(+41.2%)的櫃場年

處理能量。

                                                           (2)

12. 物流區

　　於#115∼#117貨櫃場的後側約9.6公

頃的土地規劃為物流區，配合高雄港第

四貨櫃中心之發展。

柒、聯外道路配合調整

　　未來#115∼#117貨櫃場之聯外道路以銜接

至過港隧道及未來之跨港橋為首要目標。建議

於新填築區新闢一條穿越櫃場與物流區間之聯

外道路，長約770公尺。其中自貨櫃場大門至物

流區進出口之道路，寬25公尺(雙向六車道車道

寬為3.5公尺，其中外側車道寬度為4公尺作為

進入櫃場之臨停區，最外側並設一1.5公尺人行

道)，長約310公尺與物流區相連通；物流區進

出口經港區大門至液化石油氣(LPG)分裝場旁，

寬度40公尺(雙向各一3.4公尺寬管制亭一座，管

制亭兩側各一3.75公尺寬之車道，並於最外側

布設一4.1公尺車道作一般安檢車道)，長約275

公尺，作為櫃場與物流區進出港區大門之安檢

區；LPG分裝場旁至高雄關稅局大樓前，興建寬

25公尺，長約165公尺之道路，於高雄關稅局大

樓前銜接旗津一路，再透過旗津一路連接到過

港隧道及未來之二港口跨港橋，相關配置及斷

面詳圖12所示。

圖11  #115∼#117櫃場調整配置平面圖

表 3  #115∼#117櫃場配置地面儲櫃數表 單位：TEU

碼頭 重櫃 冷凍櫃 空櫃 總計

#115 598 390 0 988 

#116 3,198 0 0 3,198 

#117 2,600 0 1,624 4,224 

總計 6,396 390 1,624 8,410 

表 4  #115∼#117櫃場配置年處理能量估計表

貨櫃區  重櫃 冷凍櫃 空櫃 小計

G.S.： 地面儲櫃位 6,396 390 1,624 

Wd： 每年工作天數 350 350 350

Hmean： 貨櫃平均堆放高度 3.75 2.80 5.60 

L： 貨櫃場配置因子 0.9 0.9 0.9

S： 隔離因子 1.0 1.0 1.0 

D： 貨櫃平均停留時間 (天) 4.13 4.13 10

Bf： 緩衝儲存因子 0.05 0.05 0.05

Cteu： 貨櫃年處理量 (TEU) 1,742,252 79,322 272,832 2,094,406 

)1(
..

f

meand
TEU BD

SLHWSGC

櫃場面積(公頃) 44.5

物流區面積(公頃) 9.6

地面儲櫃數(TEU)
重櫃：6,396
冷凍櫃：390
空櫃：1,624

總年處理能量(萬TEU) 209.4

新增總年處理能量(萬TEU) 61.1(+41.2%)

單位：T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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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

　　因應貨櫃船大型化，除新建現代化的貨櫃

中心，將既有貨櫃中心進行改建與更新，亦是

提升港口競爭力之策略。既有貨櫃中心進行改

建與更新，面臨的課題隨著個案的不同可能會

有所差異。本文所提的六個關鍵課題：1.目標船

型設定、2.碼頭長度及櫃場縱深需求、3.裝卸機

具更新、4.碼頭改建、5.櫃場整體配置、6.聯外

道路配合調整等，將有助於進行貨櫃中心改建

與更新時之思考。除上述六個關鍵課題外，建

議財務面、環境面及營運面的部分亦需納入評

估項目。

　　既有貨櫃中心進行改建與更新，除考量未

來擴建需求外，更須考量對既有營運之影響，

諸如現有設施如何處理更須特別要注意，其中

是碼頭加深改建的部分更是具有挑戰性，尤其

要避免對既有碼頭結構的破壞，同時要注意耐

震性能之提升。

　　本文以高雄港#115∼#117貨櫃場地擴建

為例進行研究，經由六個關鍵課題之分析，

#115∼#117貨櫃場地擴建為可行之方案。

 

致謝

　　本文以高雄港#115∼#117貨櫃場地擴建為

例進行案例之研究，研究期間承蒙高雄港務局

及長榮海運之協助，謹此一併致謝。

圖12  #115至#117貨櫃場聯外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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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聯外道路



3 │中│華│技│術│

122 │No.85│ January, 2010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ABSTRACT摘  要

3

No.85│ January, 2010 │123 

專
題
報
導

　　高雄港由於各貨櫃中心間直接連通性較差，主要聯外道路亦未直捷通達港區，故

客、貨運聯外陸路運輸須經由港區內道路集散，再透過市區道路連接至國道、省道等聯

外主幹道。長期以來，往來各港區之貨車需費時借繞市區道路，除加重地區道路交通負

荷，並造成港區周邊連接性道路系統客、貨車混流，嚴重影響沿線交通安全與環境品

質。因此，欲根本改善港區周邊道路容量不足，及客、貨車混流所造成之交通安全及環

境問題，宜配合港區交通需求，重新定位貨運集散之主要路線，以避免交通特性互異之

客、貨車流相互干擾。鑑於高雄港聯外道路因受港區鄰近都市計畫之限制，較難期待新

設平面道路，故立體化現有道路設施，實為必要且可行之思考方向。

　　為滿足高雄港未來貨櫃運輸之需求，以及維持作為貨櫃樞紐港之競爭優勢，政府近

年持續改善高雄港聯外交通。本文擬由高雄港運輸特性導入，探討分析其聯外交通課

題，並參照相關建設計畫提出改善構想，藉此研提可行有效之方案。

壹、高雄港發展概述

　　高雄港為我國最大之國際商港，亦是世界

主要貨櫃港，海運網遍及世界五大洲，知名之

貨櫃航商均承租有專用碼頭營運。高雄港除作

為主要之貨櫃轉運樞紐港外，亦為國內主要之

貨物進出口港，擁有約50﹪的進出口貨物吞吐

量，貨櫃裝卸量更占全國74﹪以上。所以，高

雄港之營運與發展規劃，不唯影響高雄市本身

之經濟發展，亦會擴大影響周遭產業與地區經

濟，甚而臺灣整體經濟發展。

　　高雄港自明嘉靖年間小漁村，歷荷蘭人侵

臺開拓，鄭成功渡臺驅荷，提倡貿易，闢建港

埠，迨至有清銳意經營，成為高屏地區物產集

散商港，後依中英天津條約開闢為國際貿易

港，正式成立高雄關。嗣1945年抗日戰爭結

束，臺灣光復，同年12月成立高雄港務局，致

力港埠戰後復舊工作，伴隨臺灣經濟發展，相

繼完成第一、二、三、四、五貨櫃中心等之開

發，目前並依貨運成長需求及船舶大型化之國

際海運發展趨勢，積極推動辦理洲際貨櫃中心

計畫，發展高雄港成為亞太海運轉運中心、全

球運籌中心及自由貿易港區。

一、現有商港區

　　高雄港現有蓬萊商港區、鹽埕商港區、苓

雅商港區、中島商港區(第一貨櫃中心)、前鎮商

港區(第二貨櫃中心)、小港商港區(第三貨櫃中

心)、中興商港區(第四貨櫃中心)、大仁商港區

(第五貨櫃中心)等商港區，各商港區碼頭主要功

能略要如表1，平面位置如圖1所示。

關鍵詞：高雄港、貨櫃中心、聯外交通、TEU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協理／黃洪才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副理／魏雲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副理／陳昭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工程師／郭中天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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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整體發展，同時可配合中油公司高雄煉

油總廠遷廠政策，使南部地區石化產業得以延

續。本計畫預定新生地填築面積約422公頃，

新增碼頭席數19席，包含可提供15,000 TEU級

貨櫃輪靠泊，水深18~22公尺之深水貨櫃碼頭5

席，以及水深14公尺以上之碼頭10席供石化中

心使用。

　　高雄港整體發展規劃構想如圖2所示；洲際

貨櫃中心發展規劃如圖3所示。

港、市整體發展，同時可配合中油公司高雄煉

二、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為使高雄港能發展成為一綜合性多功能國

際轉運樞紐港埠，並於未來全球經濟及海運市

場中扮演更積極之角色，高雄市紅毛港地區早

於1979年即定位為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大林商

港區)。

　　高雄港目前貨櫃量一年約1,000萬TEU（20

呎標準貨櫃），預測至2011年將面臨貨櫃碼

頭供給不足壓力，並為因應貨櫃船舶大型化之

國際海運發展趨勢，行政院於2004年核定辦理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第一期工程。其

開發設施主要為深水貨櫃碼頭及港埠貨櫃場與

相關作業設施，可紓解高雄港貨櫃碼頭不足問

題，並可改善高雄港現有航商貨櫃作業基地分

散情形，發展高雄港為綜合性多功能國際轉運

樞紐港。第一期工程係採民間投資營運方式，

包括4席水深逾16公尺貨櫃碼頭及75公頃貨櫃場

地等。預定2010年完成2座碼頭營運，2013年

完成全部4座碼頭及貨櫃場地，屆時將為高雄港

年增200萬TEU以上貨櫃裝卸能量，提升高雄港

競爭力。基礎設施公共水域浚挖，完工後則可

提供10,000到12,500 TEU級貨櫃輪靠泊。

　　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計畫則包括興建19座

碼頭與石化專業區。工程內容包含由政府興建

海堤、防波堤及填築新生地，並開放民間投資

興建石化油品儲運中心及貨櫃基地。其中興建

石化油品儲運中心部分，係將散布於現有港區

且毗鄰市區之石化碼頭與儲槽，遷移至本區集

中管理，俾進行港埠區位功能調整，促進高雄

表1　高雄港現有商港區設施功能

商港區名稱 碼頭編號
設計水深
(公尺)

碼頭主要功能 主要使用公司

蓬萊商港區 1-10 6.5-10.5
客輪、親水遊憩、港勤作業船、雜
貨、船舶修理及等待進塢船席

鹽埕商港區 淺水1-3、
11、12 4.5-9 雜貨、觀光客船、親水遊憩

苓雅商港區 13-25 5-10.5 親水遊憩、雜貨、給水船舶 臺泥、臺肥

中島商港區
(第一貨櫃中心) 27-58 10.5-11.5

大宗貨物、香蕉、雜貨、米船、水
泥、原木、危險品、貨櫃

臺糖、華夏海灣塑
膠、臺塑、連海

前鎮商港區
(第二貨櫃中心) 59-66 6.5-14.5 石油化學、貨櫃 中油

小港商港區
(第三貨櫃中心) 68-73 14 貨櫃、大宗貨物

中興商港區
(第四貨櫃中心) 115-122 14 貨櫃

大仁商港區
(第五貨櫃中心) 74-81 13-15 重件散雜貨、貨櫃

圖1　高雄港現有商港區位置示意 (資料來源：高雄港務局網站)

圖2　高雄港發展規劃圖 (資料來源：高雄港務局網站)

圖3　洲際貨櫃中心發展規劃圖 (資料來源：高雄港務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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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雄港交通課題檢視與改善策略

　　高雄港營運資料是港區聯外運輸需求分析

之基礎，為瞭解此一基礎資料，彙整港區歷年

之貨物吞吐量及貨櫃裝卸量[1]，進一步分析

高雄港之道路交通特性，並檢視高雄港交通課

題，提出改善策略。

一、高雄港營運資料

(一)貨物吞吐量

    高雄港貨物吞吐量近年約維持在

15,000萬公噸上下，以2008年為例，全

年貨物吞吐量為14,673萬公噸，居臺灣

地區五大國際港口之冠（如圖4所示）。

其中，進港貨物吞吐量明顯高於出港

貨物吞吐量，約佔全港貨物吞吐量之

70%，主因係非貨櫃貨(散雜貨)進、出港

比例懸殊所致（如圖5所示）。

(二)貨櫃裝卸量

　　就高雄港全港貨櫃裝卸量而言，進

/出口與轉口貨櫃之裝卸量近年呈現穩

定趨勢， 2008年貨櫃裝卸總量達968萬

TEU，其中以進/出口櫃占較多比例，約

為54%（如圖6所示）。

　　與港區聯外交通明顯相關之進/出口

貨櫃裝卸量，近年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

（如表2所示）；進/出口與轉口貨櫃之比

例，於2008年開始有反轉變化，即進/出

口貨櫃裝卸量較轉口貨櫃裝卸量多，究

其原因，與臺北港貨櫃中心啟用有關，

由於部分航商將貨櫃轉移至臺北港裝

卸，進而影響高雄港轉口貨櫃裝卸量。

　　預期在洲際貨櫃中心一期計畫(第六

貨櫃中心)及二期計畫加入營運後，每年

將增加552萬TEU進/出口與轉口貨櫃裝卸

量，顯示港區聯外及周邊連接性道路之

交通運轉，已是高雄港提升港埠競爭力

刻不容緩、亟待解決之首要課題。

 

二、高雄港交通特性

(一)貨運起迄分布

　　為掌握高雄港貨物運輸之起迄，首

需瞭解貨運之作業特性。在貨櫃貨方

面，由於進口貨需經驗關之程序，出口

貨則有等待裝船之堆置需求，因此，除

碼頭後線區設有海關進駐之貨櫃場外，

高雄港周邊尚有多處貨櫃堆置場及保稅

貨櫃集散站。具體之運送流程示意如圖

7，以進口貨櫃為例說明：貨車空車先至

地磅場過磅後，進入碼頭提取已完成驗

關手續之貨櫃，直接運送至貨主處；至

於無法在港區貨櫃場驗關者，則於船邊

提貨後，送至港區周邊保稅貨櫃場進行

驗關。非貨櫃貨由於無需驗關，可在船

邊提貨後直接送達貨主處。

　　為分析高雄港貨運之旅次起迄分布，本文

以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汽車貨運

調查報告」[2]為主要依據，並參考高雄港務局

「高雄港聯外交通整合規劃」[3]及國道新建工

程局「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4]所進行之

高雄港貨運起迄特性訪談調查，進一步蒐集貨

物起運地點、運達地點、載運貨種、載重，及

貨櫃中心內互轉比例等資料，作為高雄港貨運

起迄分布作業之分析基礎。說明如下：

1.貨櫃貨

　　高雄港之貨櫃運輸旅次主要以往返

港區及周邊地區者（包括各貨櫃中心互

轉、同一貨櫃中心移櫃及貨櫃中心往返

集散站等三者）所佔比例較高，約為貨

櫃總旅次之51.8%；而直接由碼頭往返各

縣市貨物起迄地者之比例則相對較低，

約為48.2%（如圖8所示）。有關彙整分

析成果扼要說明如下：

(1)往返港區及周邊地區者

　　占高雄港貨櫃運輸旅次之51.8%，依

其分布量之大小予以排序，以各貨櫃中

心間互轉之比例最大（約為32.8%），同

一貨櫃中心移櫃者次之（約為12.9%），

碼頭往返內陸貨櫃集散站及周邊停車場

者最少（約為6.1%）。由此可知，高雄

圖4　臺灣五大國際港歷年貨物吞吐量成長趨勢

圖5　高雄港歷年貨物吞吐量成長趨勢

圖6　高雄港歷年進出轉口貨櫃裝卸量成長情形

表2　高雄港歷年進/出口與轉口貨櫃裝卸量統計                                                                                                                                                 單位：萬TEU

年別 進/出口 進/出口比例 轉口 轉口比例 進/出與轉口總計

2001 342.0 45% 412.1 55% 754.1

2002 397.4 47% 451.9 53% 849.3

2003 424.7 48% 459.7 52% 884.3

2004 467.9 48% 503.5 52% 971.4

2005 465.4 49% 481.7 51% 947.1

2006 461.9 47% 515.6 53% 977.5

2007 513.5 50% 512.2 50% 1,025.7

2008 523.1 54% 444.6 46% 967.7

圖7　港口貨櫃運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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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之貨櫃運輸旅次主要係以各貨櫃中心

間互轉為主，其原因主要係因為各航商

彼此間聯營頻繁及同一航商於不同貨櫃

中心租用碼頭等行為所造成。

(2)直接由碼頭往返各縣市貨物起迄地者

　　占高雄港貨櫃運輸旅次之48.2%，

其分布量大小依排序分別為高高屏地

區（約為21 .9%）、南部地區（約為

13.9%）及中北部地區（約為12.4%）。

2.非貨櫃貨

　　高雄港非貨櫃貨之空間分布特性與

貨櫃貨之空間分布有明顯之差異，非貨

櫃貨以直接由碼頭往返各縣市貨物起迄

地者為主，約佔非貨櫃貨總量之92.1%

（如圖9所示），其分布情形說明如下：

(1)往返港區及周邊地區者

　　高雄港非貨櫃貨物往返港區及周邊

地區之旅次比例不高，約為非貨櫃總旅

次之7.9%，依序分別為各商港區間及商

港區內互轉（約為6.3%），及碼頭往返

周邊停車場（約為1.6%）等地區。

(2)直接由碼頭往返各縣市貨物起迄地者

　　高雄港非貨櫃貨物直接由碼頭往返

各縣市貨物起迄地之比例，約為非貨櫃

總旅次之92.1%，其中以碼頭往返高高

屏地區所佔比例最大（約為61.4%），

南部次之（約為15.8%），中北部（約

為14.7%）及東部（約為0.2%）最少，

此現象顯示高雄港非貨櫃貨物以短途旅

次居多，究其原因，高高屏與南部地區

設有多處工業區，需大量原物料（如煤

炭、礦砂、鐵、化學品等）供其生產，

故多數貨主選擇高雄港為非貨櫃貨之裝

卸港。

　　歸納上述分析結果，高雄港貨櫃運

輸主要以各貨櫃中心間與同一貨櫃中

心移櫃者為主，各港區間之互動相當密

切；非貨櫃貨運輸則以中部以南地區

為主，其中尤以與高雄縣北區、及嘉

南地區間之往來（約為非貨櫃總旅次之

34.1%）最為頻繁。

(二)道路使用狀況

　　高雄港各商港區現況以小港（三

櫃）、大仁（五櫃）商港區每日進出旅

次最大（41,974 pc/day）；其次為中島

（一櫃）商港區（38,436 pc/day）；再

其次為中興（四櫃）商港區（36,690 pc/

day）；前鎮（二櫃）商港區（16,178 pc/

day）最小，如圖10所示。

1.除中興商港區外，其餘商港區平常日車

輛數均大於例假日車輛數。平常日合計

進出港車輛約12.2萬輛次，例假日合計進

出港車輛約7.7萬輛次。

圖9　高雄港非貨櫃貨分布示意圖8  高雄港貨櫃貨分布示意

圖10　高雄港各貨櫃中心旅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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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常日以中島商港區進出車輛最多，約

4.8萬輛次，其次依序為中興商港區（約

3.3萬輛次）、小港大仁商港區（約3.0

萬輛次），前鎮商港區最少（約1.1萬輛

次）。

3.由於港區交通包含中島商港區之加工

出口區，故車種組成以機踏車最多，

約佔42 .8%，其次依序為小客車（約

佔25.5%）、聯結車（約佔25.2%）、

小貨車（約佔3.2%）、大貨車（約佔

2.9%），大客車最少，約佔0.4%。

4.港區平常日進出重車（包含聯結車及大

貨車）時分布如圖11所示。顯示重車尖

峰時段多介於9~12時及13~16時，與一般

客車尖峰時間不同。

5.平常日尖峰時間約有3,085輛重車進出

港區，全日約有3.4萬輛重車進出港區。

　　各商港區往來城際間所使用之聯外

幹道皆以國1所佔之比例最高，其次為

台88，台17則居第三，其分布比例如

表3所示。就各貨櫃中心使用連接性道

路比例而言，中島商港區使用漁港路

（75.54%）銜接聯外幹道之比例最高，

擴建路（23.60%）次之；前鎮商港區

因鄰近漁港路，港區幾乎以使用漁港路

（95.17%）為主；小港、大仁商港區

銜接聯外幹道之連接性道路，以金福路

（72.46%）所佔比例最高，其次為漁港

路（27.40%）；中興商港區則以使用漁

港路（58.33%）通往聯外幹道之比例較

高，金福路（約為40.05%）位居第二。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工程（第六貨

櫃中心）將於2010年底加入營運，其聯外陸

路交通除往南銜接省道台17線（沿海二、三、

四路）外，並無其他連絡通道，與其他商港區

間之連繫，亦必須經由台17線串連其他市區道

路，需經較長時間、較長距離之繞行始能完成

貨物之聯外運輸及貨櫃轉口作業。另，高雄市

南、北向之交通亦因高雄港、中鋼及中船公司

之阻隔，造成港區周邊唯一的南北通道-中山四

路嚴重壅塞。

　　未來第六貨櫃中心及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

工程完成後，預期每日約產生40,000pc/day，

故在高雄港現行的聯外交通條件及路網結構

下，其對外之主要聯外交通將以陸路-外海路、

鳳北路、沿海四路、中林路及沿海二路等道路

為主，進出洲際貨櫃中心之車輛經由上述道路

集散後，方能繼續通往各貨櫃中心或聯外主幹

道，如圖12所示。

路比例而言，中島商港區使用漁港路

擴建路（23.60%）次之；前鎮商港區

因鄰近漁港路，港區幾乎以使用漁港路

銜接聯外幹道之連接性道路，以金福路

路（27.40%）；中興商港區則以使用漁

港路（58.33%）通往聯外幹道之比例較

高，金福路（約為40.05%）位居第二。
圖11　進出高雄港各商港區重車時分布

表3  港區周邊道路使用狀況

商港區
（貨櫃中心別）

中島商港區
（第一貨櫃中心）

前鎮商港區
（第二貨櫃中心）

小港、大仁商港區
（第三、五貨櫃中心）

中興商港區
（第四貨櫃中心）

交通量
(pc/day)

比例
(%)

交通量
(pc/day)

比例
(%)

交通量
(pc/day)

比例
(%)

交通量
(pc/day)

比例
(%)

聯外主幹道

國1 32,010 83.28 14,859 91.85 38,750 92.32 32,177 87.70

台88 4,009 10.43 930 5.75 3,026 7.21 3,988 10.87

台17 2,418 6.29 388 2.40 197 0.47 525 1.43

小計 38,436 100.00 16,178 100.00 41,974 100.00 36,690 100.00

連
接
性
道
路

聯外

擴建路 9,071 23.60 210 1.30 0 0 0 0

漁港路 29,035 75.54 15,397 95.17 11,501 27.40 21,401 58.33

金福路 307 0.80 550 3.40 30,414 72.46 14,694 40.05

臺機路 23 0.06 21 0.13 59 0.14 594 1.62

小計 38,436 100.00 16,178 100.00 41,974 100.00 36,690 100.00

區間
新生路 29,365 76.40 6,940 42.90 40,396 96.24 36,690 100.00

過港隧道 6,672 17.36 2,059 12.73 10,431 24.85 36,690 100.00
圖12　洲際貨櫃中心一、二期工程至各商港區路徑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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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港交通課題檢視與改善策略

　　茲將高雄港區現況之交通課題綜合說明如

下：

(一)路網結構問題形成客、貨車混流，影

響環境品質並造成安全威脅

    現行港區之公路運輸需先經由港區內

道路集散，再透過港區外連接性道路系

統銜接至國道、省道等聯外主幹道。在

此交通運轉型態下，由於國道、省道等

聯外主軸皆未直捷進入港區，致現階段

進出交通須經由新生路、漁港路、金福

路、擴建路等市區道路連接至聯外主幹

道，致市區道路一方面需負擔港區龐大

貨運交通，另一方面又需服務港區周邊

之住商活動，在路網結構、道路斷面型

式未能有效將客、貨車予以分流之情形

下，形成大量客、貨車混流之型態。

　　大量貨車與汽、機車構成之混合車

流型態，容易造成汽、機車駕駛人之安

全威脅；且通過人煙稠密地區所產生之

噪音及空氣污染，皆嚴重影響貨車所行

經道路沿線的環境品質。

(二)道路服務水準不佳

    為改善道路服務水準不佳之課題，

高雄港務局、高雄市政府曾作過許多努

力，包括連通三、五貨櫃中心之道路、

拓寬新生路及漁港路[5]等改善計畫，業

獲致部分成效。惟因貨車於轉向操作時

須佔用較大空間，受限於都市計畫及道

路現況條件，僅得以一般標準路口配置

型式進行設計，因轉彎半徑受限，大貨

車無法有效疏散，導致路口上游臨近路

段之交通延滯，進而影響整個路段之交

通服務水準。據相關調查資料[4]顯示，

港區部分路口之服務水準已惡化至E、F

級，且港區周邊路口之幾何配置與號誌

時制尚有改善之空間。

(三)港區管制及貨櫃押運之管理層面問題

    採用傳統人工管制進、出港區貨車之

方式，因作業效率差，常使得大量貨車

集結於管制站前，停等車隊常因管制站

與市區道路間之儲車空間不足，產生回

堵現象而影響市區交通。為改善管制站

之營運效率，高雄港務局已逐步應用新

科技實施自動管制作業。

    此外，各貨櫃中心無法直接連通，往

來各港區之貨車不得不借道市區道路，

不但繞路費時，並加重市區道路之交通

負荷。為改善不同貨櫃中心轉口櫃押運

所衍生之成本、效率問題，關稅局已利

用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進行改善。

    為有效改善上述問題，涉及之改善策略涵蓋

軟、硬體各層面。硬體部分可透過立體化道路

（高架橋或地下道）之建設，根本解決港區貨

運問題，或另考量以低成本、短工期之交通工

程手段改善；軟體部分則偏重調整管制策略，

以增進通關檢驗及運輸之效率與秩序。因此，

港區道路系統之改善策略可歸納為二：

(一)策略一：施行兼具經濟與時效之交通

工程、管理手段

    在港區周邊道路現存之課題中，部分

可利用交通工程或管理手段即可獲得實

質改善績效。建議應用交通工程與管理

策略，進行短期交通改善，主要作法如

下：

1.應用先進科技增進效率

　　進出港區車輛之管制與貨櫃押運作

業，可應用先進科技（如自動通關及

RFID系統）增進其效率。在應用新科技

之同時，對於進出閘門之空間配置及其

與道路路網之串接，應整體考量。

2.檢討路口幾何及號誌系統

　　路口為車流交會區域，為道路系統

最主要之交通瓶頸所在。為避免路口

轉向車流間之干擾，並降低路口車輛延

滯，幾何線形及號誌系統之重新規劃將

是主要應用之策略，主要實施之重點路

口包含：新生路/擴建路口、新生路/漁港

路口及新生路/金福路口等。

(二)策略二：重新規劃路網結構，減輕港

區周邊客貨運輸間之干擾

　　根本改善港區周邊道路容量不足及

客、貨車衝突問題，宜配合港區交通

需求，重新定位貨運集散之主要路線，

避免運輸特性互異之客、貨車流相互干

擾。惟本項策略受港區鄰近都市計畫之

限制，較難規劃新設平面道路，故於現

有道路布設高架或地下之貨車專用道

路，為必要且可行之思考方向。

 

參、高雄港聯外便捷路網芻議

一、短期方案

(一)路段

　　現行港區周邊道路之瓶頸路段主要

發生在擴建路、新生路、漁港路、金福

路等，其問題主要為大、小型車與機車

之衝突及貨櫃場貨車進出地磅站形成之

干擾等。

　　瓶頸路段改善對策可根據流量檢討

機車道所需寬度，並設法增設左/右轉儲

車空間，以改善汽、機車之衝突問題。

圖13　擴建路進出地磅站路段干擾與斷面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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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進入地磅站、貨櫃場之聯結車

佔用車道，影響道路容量，且其進、離

場之左、右轉行為，干擾直行車流之運

行，影響行車安全與效率甚鉅(如圖13所

示)。目前港區周邊受進出車輛干擾之路

段，包括擴建路、新生路之地磅站及擴

建路、金福路上之貨櫃場。為改善進出

地磅站、貨櫃場對路段車流之干擾，可

考慮調整道路幾何配置，並將中央快車

道試以彩色瀝青標示。若路段具尖峰方

向性，則利用中央彩色車道實施調撥管

制（配合門架式車道可變標誌）；若無

方向性，則可將中央車道劃設為左轉儲

車道。

(二)路口

　　平面路口存在大型車轉彎軌跡、左

右轉車流疏解效率不佳、汽、機車行車

衝突等課題。

　　針對大型車轉彎軌跡之課題，因應

對策可分為調整路口停止線位置、路口

分隔島之島頭位置、適度削減槽化島或

退縮人行道、調整車道中心線位置、增

設車道或加大車道寬度，示例如圖14∼

16所示。

　　針對機慢車行車安全之課題，因應

對策包括提供早開時相供直行機車先行

及規劃機慢車兩段左轉之待轉區等。

二、中、長期方案

　　除上述短期改善方案外，根本改善

港區周邊道路容量不足及客、貨車衝

突問題，應配合港區交通需求，重新定

位貨運集散之主要路線，考慮之層面包

含：

(一)連接性道路客、貨車分流

　　現階段港區進出交通須經由新生

路、漁港路、金福路、擴建路等市區道

路連接至聯外主幹道，在路網結構、道

路型式未能有效將客、貨車予以分流之

情形下，形成大量客、貨車混流之型

態。

    近年政府投入大量資金、人力，改

善高雄港周邊道路系統。其中，高雄市

政府辦理之「國道末端銜接國際機場及

國際海港路段改善工程」（三國通道計

畫）[6]已於2010年1月底完工通車，銜

接本工程之「草衙路（原三國通道銜接

路廊）立體交叉工程」[7]亦於2010年1

月發包，預計2010年底完工通車，上述

兩工程經與當地居民30多次溝通協調，

對地區性噪音影響、交通安全、空氣汙

染等問題均納入考量，設計手法包括增

加半地下化貨櫃車專用道、加大轉彎半

徑、綠帶隔離、複層次植栽，並以客、

貨分離方式興建專用道，通車後除可立

即疏解交通，更兼顧環境污染、民眾安

全及居住品質，對於周遭環境可正面改

善（如圖17所示）。

　　另，交通部國工局刻正辦理「高雄

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中山高速公路延伸

圖14　新生路/擴建路口短期改善方案

圖15　新生路/漁港路口短期改善方案

圖16　新生路/金福路口短期改善方案

圖17　三國通道（含銜接路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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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廊及商港區銜接路廊工程設計暨配合

作業」[4]（如圖18所示）之設計工作，

主要目的係配合港區內外貨櫃場、倉儲

轉運專區及自由貿易港區之發展，提供

迅速便捷的連絡道路，降低海關押運所

耗費之時間與成本，增加貨物流通效

率，同時連結港區與高、快速公路，建

立高效率之聯外運輸系統，有效提升高

雄港營運績效及競爭力，預期通車後，

可提升道路容量，迅速連接各港區與

高、快速道路系統，有效分離客、貨車

流，並將車流單純化，降低各車種交互

影響之衝突，改善港區周邊交通秩序並

保障居民行的安全及提升生活品質。

(二)洲際貨櫃中心營運在即

    在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包含洲際貨

櫃一、二期工程及遠程計畫）持續推動

之前提下，二港口南、北兩側與高雄地

區之連絡孔道將更形重要，故未來高雄

港除需要有完整之連絡路網方能達成營

運效益及機能外，更需考量現有過港隧

道損壞或維修時之替代道路，維持高雄

港二港口南、北兩側貨櫃中心之正常運

作。為縮短商港區間之旅行時間，可考

量興建二港口跨港橋[8]（如圖19所示）

銜接現有過港隧道，使第六貨櫃中心能

與其他商港區連繫。

    另，國道1號於岡山以南路段除服務

長途城際、都會旅次外，尚肩負高雄海

空國際運輸服務功能，加上重車比高達

圖18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 圖19　高雄港二港口跨港橋計畫

33%，為臺北都會區重車比（約16%）之

2倍，致使國道1號高雄路段由鼎金系統

交流道至末端中山四路雖已完成拓寬，

但仍無法滿足日益成長之交通量。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2006年12月20日

召開「高雄都會區聯外運輸系統去瓶頸

改善方案」會議，建議辦理自高雄港區

內直接經東側新闢一符合高快速公路標

準公路之可行性研究，並研究與國10及

國1之銜接，除有效解決高雄都會區城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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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都會交通壅塞問題外，並提高高雄港

聯外運輸效率，提升高雄港交通營運績

效及競爭力。嗣後，交通部於2007年2

月8日召開「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先

期規劃報告」會議，由國工局統籌辦理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可行

性研究」[9]（如圖20所示）。

(三)港市運輸及防災需求-旗津地區唯一

聯外通道：過港道路

    此外，現有高雄港之過港隧道完工迄

今已逾25年，且為旗津地區與市區連通

之唯一通道，近年來過港隧道之服務水

準因交通量益增及使用日久，各項設備

之維護頻率日益增高，導致服務品質逐

圖20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計畫

漸惡化。設以兼顧交通運輸及防災救護

考量，旗津地區闢設第二過港道路應為

可思考方向。

    依目前政策方向，在高雄港東側聯外

高（快）速公路推動前提下，二港口跨

港橋之興建，可強化港區間之轉口櫃服

務，大幅縮短陸運繞行距離與時間，綿

密櫃場間調度，提升港埠競爭力，並降

低過港隧道及港區周邊道路之衝擊。其

中，貨櫃中心聯外部分：四櫃與六櫃之

聯外運輸可經由二港口跨港橋銜接高雄

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避免行經

過港隧道及國1高雄市區段，提升道路

服務品質；貨櫃中心轉櫃部分：四櫃與

六櫃之轉櫃運輸，可直接經由本橋梁串

接，毋須繞行市區道路並經過港隧道運

輸。

肆、結語

　　高雄港所在之高雄都會區為臺灣南部第一

大都會，也是臺灣全島主要重工業中心，高雄

港與都會區之發展密不可分，進出港區之貨物

運輸皆需使用都會區道路系統。目前高雄港之

公路運輸主要經由港區內之新生路、漁港路、

金福路、擴建路等市區道路連接至國道、省道

等聯外主幹道，由於國道、省道等皆未直捷進

入港區，形成客、貨車混流，影響環境品質並

造成交通安全威脅，加上鄰近港區之市區道路

路段容量不足、路口運轉效率不佳，且各貨櫃

中心無法直接連通，往來各港區之貨車需繞行

市區道路，致耗費時間並加重道路交通負荷等

問題。

圖21　高雄港整體路網推動計畫

表4  高雄港整體路網推動計畫

功能 計畫名稱(路廊) 執行狀況 推動單位

聯
外
功
能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 預定2010年進行規劃、環評 交通部國工局

三國通道(含銜接路廊)計畫 發包施工，進行中 高雄市政府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 細部設計，進行中 交通部國工局

連
接
性
功
能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商港區銜接路廊 細部設計，進行中 交通部國工局

高雄港二港口跨港橋計畫 先期規劃，陳報中 高雄港務局

第二過港隧道計畫 可行性研究，進行中 高雄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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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高雄港區周邊重大公

路建設改善計畫，依其功能定位，概分為聯外

及連接性功能，其中，屬聯外功能者共包含：

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三國通道(含

銜接路廊)計畫、及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

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屬連接性功能者共包

含：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商港區銜接路

廊、高雄港二港口跨港橋計畫、及第二過港隧

道，茲彙整如表4及圖21所示。

　　依高雄港貨運起迄特性，上述計畫之推

動，可大幅減少貨櫃車輛行駛市區道路之現

象，使港區聯外旅次能更順暢、更便捷地銜接

至各商港區及聯外主幹道，降低貨車對市區交

通之衝擊，同時有效分離客、貨車流，維護民

眾行車安全與便利，提升港區周邊整體運轉之

效率及競爭力。

　　惟政府資源有限，港區之路網規劃及興建

順序須整體考量、通盤檢討。聯外道路部分，

除目前已發包施工之三國通道(含銜接路廊)計畫

外，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之推動，

應為根本改善國道1號高雄市區段壅塞之解決

方案，同時帶動沿線都市發展，使大高雄直轄

市市中心之範疇往東持續拓展；至高雄港聯外

高架道路計畫-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之方案類

型，宜持續觀察三國通道(含銜接路廊)計畫通車

前、後，國道1號末端及漁港路之交通量變化，

再作定奪。

　　連接性道路部分，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

計畫-商港區銜接路廊(新生路高架橋)已進行至

細設作業階段，新生路高架橋之興建，可將原

散布各區之第一∼五貨櫃中心串聯，有效分離

客、貨車流；至高雄港二港口跨港橋計畫，因

政策優先推動高雄港東側聯外高（快）速公路

而有暫緩之議，然二港口跨港橋之興建，主要

功能係強化港區間之轉口櫃服務，大幅縮短陸

運繞行距離與時間，綿密櫃場間調度，提升港

埠競爭力，建議期程上宜與高雄港東側聯外高

（快）速公路一併考量，加速推動；第二過港

隧道計畫目前仍由高雄港務局進行可行性研究

中，後續宜視其研究成果，並考量既有過港隧

道之年限、二港口跨港橋之推動、及市府對旗

津地區之交通願景構想後另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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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櫃場、自動化、堆場無人堆放系統、低架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副理／劉宏道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港灣部／正工程師／廖哲樞

　　為求瞭解先進之自動化作業系統，並

實際體驗自動化櫃區之作業流程，作者於

2008年1月進行上海振華港機自動化櫃場系

統之訪查，並評估現階段導入該系統之可能

性。上海振華港機所研發之「新型集裝箱自

動化堆場無人堆放系統」，其發展理念為在

盡可能不影響作業效能與兼顧環保前提下，

改善現有傳統櫃場之作業缺點。該系統主要

包括船邊(卸船)作業、低架橋作業及地面作

業等項目。上海振華港機為求實現與推展該

自動化系統之理想，於上海長興島基地實地

設置「全自動化集裝箱碼頭示範區」，擬藉

由實機操作以完整呈現自動化設備之作業狀

況，透過實際運轉過程中，尋找問題並不斷

改進，期使該自動化系統能更加成熟。該系

統之發展概念，類似台灣多年前X Terminal

概念之改良與實作，雖因現階段尚無實績可

言，對投資者不免仍有運作疑慮，惟其設計

概念甚佳，未來之發展仍值得多予關注。

壹、參訪動機

　　近年來貨櫃船朝大型化方向發

展，幹線船舶單次運輸之貨櫃量增

加，導致大型貨櫃船彎靠貨櫃中心於

尖峰裝卸作業時，可能造成前線碼頭

及後線場地嚴重之癱瘓，而影響貨物

流通效率、增加裝卸時間及成本。另

一方面，全球石油能源消耗量與日遽

增，除影響地球之環境品質外，更因

能源價格不斷高漲，進而影響貨櫃中

心之營運成本，故各貨櫃場在進行新

建或擴建時，均積極考量導入高效率

與採乾淨能源之機具及自動化作業系

統，以減少傳統櫃區對人力資源及石

油能源之大量需求。本次參訪係為因

應陽明海運公司與高明貨櫃碼頭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

期計畫」規設作業之需求，特於2008

年01月進行上海振華港口機械(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ZPMC，簡稱上海振華)自

動化櫃場系統之訪查，以期瞭解先進

自動化作業系統之發展現況，並實際

體驗自動化櫃區之作業流程，進而評

估於現階段導入該自動化作業系統之

可能性。

貳、參訪目的地簡介

　　上海振華 (ZPMC)成立於1992年3

月，總部設於中國上海，並以長興島

作為生產中心，主產品為大型橋式起

重機(岸邊集裝箱起重機、Quay Crane) 

(如圖1、2)、軌道式或輪胎式門式起重

機(集裝箱龍門起重機、RMG、RTG)、

大型散貨裝卸機具及鋼構橋樑、海上

重型機械等。該公司於成立15年內，

已生產1,135台大型橋式起重機、1,920

1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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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軌道或輪胎式門式起重機，行銷全球55個國

家與地區，全球市場佔有率達70%以上，幾為

全球最重要之港口機械生產中心。上海振華近

年致力於研發自動化櫃場系統，並以改善作業

效能、減少污染、降低人力成本為目標，未來

該項新式系統或可為先進櫃場所廣泛採用。

參、自動化櫃場系統發展緣由

　　當大型幹線貨櫃船靠泊碼頭時，往往需6台

以上橋式起重機搭配數十輛貨櫃車進行裝卸及

往返於碼頭與貨櫃區間之運送作業，且櫃場區

內亦需同時投入數十台門式起重機一併加入後

線服務。惟於繁忙作業過程中，常發生橋式起

重機與貨櫃車間相互等候之情況，即櫃場作業

之瓶頸常發生於船邊作業部份，因此若能加快

船邊貨櫃裝卸與運送至後線櫃區之效率，應可

增加櫃場內各項機具之使用率，並發揮其最大

之效益。

　　以往搭配橋式起重機、貨櫃車、門式機所

組成之傳統櫃場，經常有以下缺點或問題發

生：

一、需要具櫃場經驗且數量充足之作業人員，

人力資源與成本受到限制。

二、一般貨櫃車及輪胎式門式機多採用柴油燃

料作為動力，而石油原料價格節節升高，將影

響櫃場之作業成本，且未能符合日益重要之環

保需求。

三、貨櫃車、門式機及各項具內燃機之櫃場機

械，其維護成本一般較為昂貴。

四、貨櫃車在碼頭前線或櫃場內經常發生交通

瓶頸、擁擠、堵塞等情況，致使各項機具效益

之發揮受到影響。

五、許多貨櫃中心為改善碼頭前線作業瓶頸，

而採增大前線作業區之規劃方式，無形中後線

堆櫃區面積因而縮小，減少了後線櫃區之胃納

量。

　　因此，歐洲於90年代開始發展自動化之貨

櫃場，並完成櫃場之設計實例，其中如德國漢

堡港與荷蘭鹿特丹港，其多運用AGV車輛配合自

動導航系統，進行貨櫃前後線運輸作業，雖可

減少大部分之人力需求，惟該系統仍有AGV車輛

採油燃作為引擎之動力來源、自動導航系統則

易受天候所影響，且硬體設備之建置費用較高

等待改進之處。

　　本次參訪之「新型集裝箱自動化堆場無人

堆放系統」為上海振華公司所研發，除自動化

考量外，將前述連接前後線之AGV車，改採電動

軌道式之低架橋系統替代，一併改善動力來源

與自動定位問題，其發展理念為在盡可能不影

響作業效能與兼顧環保下，尋求改善前述傳統

櫃場缺點之解決方案。

　　

圖1  雙吊40呎橋式起重機為ZPMC之專利 圖2 長興島橋式起重機製作場地(於濃霧中仍可隱約見到壯闊之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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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動化櫃場系統組成設備簡介

　　「新型集裝箱自動化堆場無人堆放系統」

之全景模型，詳如圖3所示，其組成設備則如圖

4所示，其中包括：

一、岸橋(  )：採用雙40呎雙小車之橋式起重

機，為卸船與低架橋系統之連結

二、低架橋系統(  )：由鋼架組成之特殊軌道

運輸系統，其上供低架橋平板車與低架橋起重

小車行走。

三、低架橋起重小車(  )：將低架橋系統由低

架橋平板車吊運至地面平板車系統

四、低架橋平板車(  )：運送貨櫃由岸橋運抵

相應之櫃區地面軌道處

五、地面平板車(  )：可將前線之貨櫃運送至

後線堆櫃區。

六、門式機( )：負責將貨櫃由地面平板車系

統與堆櫃區之作業

伍、自動化櫃場系統作業模式

一、船邊(卸船)作業(如圖5所示)

　　經由岸邊橋式起重機將船上貨櫃吊起(岸邊

橋式起重機可一次進行雙40呎貨櫃之移動)，先

吊運至橋式起重機後端之人工貨櫃處理平台，

由工人將貨櫃插銷取下，使貨櫃置於人工貨櫃

處理平台，此時橋式起重機前端小車可回船艙

進行下一作業，而橋式機後端小車則繼續將貨

櫃二次吊起運至低架橋系統上之低架橋平板車

上。

二、低架橋作業(如圖6所示)

　　電動低架橋平板車續由櫃場自動控制軟

體操作系統指派後線目標堆櫃區，藉由低架

橋平板車本身之動力系統，平行碼頭法線方

向將貨櫃快速移向分配之堆櫃區前線與地面

軌道系統交接處，此時低架橋起重小車運行

至同一位置，將貨櫃微微吊起與低架橋平板

車分離，低架橋平板車離開進行下一作業，

而地面平板車此時運行至低架橋垂直相應位

置下方，由低架橋起重小車將貨櫃調運至地

面平板車上。

三、地面作業

　　地面平板車由低架橋起重小車裝載後，其

貨櫃方向平行碼頭法線方向，故必須自動轉向

90度，使貨櫃方向平行於堆櫃區方向(此轉向動

作亦可以低架橋起重小車進行)，後靠地面平板

車自身動力載運至相應櫃區，由門式起重機將

貨櫃運置櫃區中，完成全部卸船作業。

　　以上為「新型集裝箱自動化堆場無人堆放

系統」之卸船操作過程，貨櫃裝船過程則為反

向操作。

圖3 系統全景模型

圖4 系統組成設備

4　　地面平板車由低架橋起重小車裝載後，其

圖5 卸船作業

圖6 低架橋及地面作業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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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自動化櫃場系統示範區

　　上海振華為求實現自動化系統之理想，特

於上海長興島基地實地設置「全自動化集裝箱

碼頭示範區」，除擬藉由實機操作以完整呈現

自動化之過程，並可於實際運作中尋找問題並

不斷改進，以期使所開發之自動化系統能更趨

成熟。

　　於實地參訪全自動化貨櫃碼頭示範區時，

首先發現示範區確實無需任何作業人員於場內

工作(圖7)，完全依靠自動化操控系統進行各項

複雜又縝密之工作，全程採乾淨能源之電力系

統(圖8)，作業區內並無車輛引擎之運轉聲，亦

無燃油之廢氣污染，僅有軌道車運行與裝卸貨

櫃之撞擊聲，系統作業尚稱安靜，惟受限於場

地規模，並無法有足夠後線縱深可供地面車系

統進行遠距離運行，前線船邊裝卸作業亦無法

全套實施(如圖9)，惟可觀察到低架橋平板車、

地面平板車(如圖10)之運行速度及其加速性，相

當快速且運行平順。

　　在土木系統部分，除櫃場作業所需之橋式

機軌道土木設施，如防颱固定區、暴風鎖、末

端阻擋器、鋼軌外，最大差異在增加低架橋系

統之土木建設(圖11)，若櫃場規模較大，低架橋

系統需改採雙層或三層方式予以

因應，此時對其基礎強度、跨

距與各軌道間之側向變位

問題等，為實際施作

時必須特別考慮之

重點。

圖9 模擬橋式機作業

統進行遠距離運行，前線船邊裝卸作業亦無法

圖7 示範區不需現場人員

圖8 作業全程採用電力系統

圖10 低架橋起重小車進行轉向及吊升作業

圖11 低架橋系統



150 │No.85│ January, 2010 

4
工
程
參
訪

No.85│ January, 2010 │151 

4
工
程
參
訪

柒、自動化櫃場系統控制

　　貨櫃場為達有效率之自動化，必須將各設

備之控制系統(ECS)與櫃場作業系統(TOS)進行整

合連接，能否成功構建出完整之作業系統甚為

重要。因此本次參訪包含其所開發之中控室雛

型，如圖12所示。中控室所含主要控制系統說

明如下：(如圖13-15所示)

一、主系統：簡稱TOS，為櫃場系統之靈魂主

幹，負責各自動控制子系統間之協調與整合。

二、裝卸計畫系統：包括貨櫃卸船計畫系統、

貨櫃裝船計畫系統、堆場理箱計畫系統、貨櫃

轉場計畫系統、貨櫃車進櫃計畫系統、貨櫃車

出櫃計畫系統、碼頭資源配載系統、堆場貨櫃

管理系統等。

三、設備調控系統：包括詳細任務預分配系

統、運輸任務實時調度系統、控制通訊系統、

設備狀態監控系統、安全控制和應急處理系

統、作業人員指揮系統等。

四、視頻系統：包括吊具監控系統、大螢幕指

示監控系統、堆場全景監控系統等。

五、自動定位系統：包括定位算法系統、PLC

通訊交互系統、激光器控制系統、馬達控制系

統、遠程指令發送識別系統等。

六、設備維修系統：包括PLC數據採集系統、

故障定位系統、起重機實時監控系統、歷史數

據紀錄系統、報表生成系統等。

捌、參訪心得與結論

　　經實際參訪可瞭解「新型集裝箱自動化堆

場無人堆放系統」之運作概況，初步得知各項

系統之特點如下：

一、功能性：「新型集裝箱自動化堆場無人堆

放系統」採用低架橋、低架小車、地面小車等

系統，取代傳統採用地面裝載卡車之前後線運

輸系統，其立意優良，惟針對少部分特殊櫃、

危險櫃、超寬超高櫃等，仍需以傳統地面卡車

載運，此部分仍有克服空間。惟本系統未來若

能運轉順利，樂觀預估應有超越傳統櫃場作業

效率之可能。

二、經濟性：該系統初期建置成本可能高於

傳統櫃場，惟全面以電力為動力來源，可降低

對油料能源之依賴度，尤其面對石油能源價格

波動快速之際，該系統應能充分展現優勢。此

外，無人操作尚可減輕部分營運人事成本，使

整體營運成本有效降低，對勞工工資較高之地

區，其優勢更能凸顯。

三、維護性：傳統櫃場卡車與低架橋小車系統

皆需定期維修，惟當該系統低架橋小車或軟體

系統故障時，其處理及應變之替代方式及維護

時間等或將備受考驗，由於該系統仍未經具高

運量之實際櫃場考驗，故對系統相關之故障率

與排除性仍屬未知，且新系統之使用多需經不

斷之調校與改進，以增加系統之成熟度，此亦

為潛在使用者疑慮之處。

四、環保性：該系統採用電力系統，可減少對

環境之污染，作業時噪音污染亦有效降低，同

時減少了傳統卡車內燃機之噪音與廢氣對環境

影響。

　　於第六貨櫃中心規劃初期，該系統所具各

項優勢確為其被考慮之重點，惟現階段尚屬發

展初期，並無維修與故障處理之實際數據可供

參考，實際營運實績與效率亦未經高壓力營運

作業之實證；另全自動系統對自動控制與操作

軟體建置之要求十分繁複(TOS開發商與該設備

廠商可能不同)，對短時間即需營運之貨櫃中心

而言，恐無法提供充足之發展與試運轉時間，

故暫無法採用。惟該系統之開發已甚具前瞻

性、作業性、環保性等，確有超越傳統櫃場之

處，相信未來該系統若經其他櫃場採用且日趨

成熟後，有機會成為先進貨櫃中心廣泛採用之

新型設備。

圖12 自動化系統中控室

圖13 堆場全景監視系統 圖14 設備調控系統 圖15 裝卸計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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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格式
一、文      字：稿件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中文及英文摘要以400字為限。

二、單      位：所有含因次之量須採用SI單位公制。

三、打      字：

來稿請使用電子檔（以Word編排）圖、文需以單欄橫向編排方式，共同排列在文稿內(過大的圖或表可以附件方式呈

現)，論文之長度 (含圖)字數限5-6,000字以內；左、右邊界2.5公分，上、下邊界3公分，內文字體為細明體12點字，行

距為1.5倍行高。

四、題目／作者：

論文題目宜簡明，作者姓名、任職機構、部門、職稱、技師別列於論文題之下方，其服務部門及職稱以l，2，3編號註

記在首頁末，另附上作者之生活照高畫質之電子檔。

五、關  鍵  詞：在題目中須選出中文及英文二至四個關鍵詞，並置於作者姓名下方。

六、章節及標題：論文之章節標題須列於稿紙之中央對稱位置，且加編號。小節標題亦加編號但必須從文稿之 

      左緣開始，例

      壹、　大標題（居中）

　　　      一、　中標題（齊頭）

　　　　      　（一）　子標題（齊頭）

　　　　　　      　　1、　小標題（齊頭）

　　　　　　　　　　      　（1）　次小標題（齊頭）

七、數學式：所有公式及方程式均須書寫清楚，其後標式號於圓括弧內。為清晰起見，每一式之上下須多空一列。

八、長度：論文之長度(含圖)，內文以不超過6,000字或其相當之長度為準(以A4規格約8頁(含圖)計算)。

九、插圖與圖表：不論在正文中或圖裡本身，所有圖表、照片必須附有編號及標題或簡短說明，其編號請用阿拉伯數

字，不加括號表示。如圖1、表2；Table 1、Figure2，表的標題置於表的上方中間，圖的標題置於圖的下方中間。

十、符號：內文所有符號須於符號第一次出現時加以定義。

十一、參考文獻 ：

所有參考文獻須按其在文中出現之先後隨文註號碼於方括弧內，並依序完整列於文末；文中引用提及作者時請用全名，

未直接引用之文獻不得出現。

參考文獻之寫法須依下列格式：

(l)期刊

   林銘崇、王志成，「河口海岸地形變化之預測模式」，中國工程學刊，第六卷，第三期，第141-151頁 

   (1983)。

   Bazant，Z.P.，and  oh，B.H.,“Strain-rate  effect in  rapid  triaxial loading of concrete，”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Vol.108，No.5,pp.764-782(1982).

(2)書籍

   張德周，「契約與規範」，文笙書局，台北，第177-184頁(1987)。

   Zienkiewicz,O.C.,”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McGraw-Hill,London,PP.257-295(1977)·

(3)論文集

   蔡益超、李文友，「鋼筋混凝土T型梁火災後彎矩強度之分析與評估」，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71年年會論 

   文集， 臺北，第25-30頁(1982)。

   Nasu, M., and Tamura,T.,“Vibration test of the underground pipe with a comparatively large cross-se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World Conference on Earthquake Engineering,Rome,Italy,PP.583-592(1973)·

(4)學位論文

   陳永松，「鋼筋混凝錨座鋼筋握裹滑移之預測」，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台南(1982)。

   Lin,C.H.,“Rational for limits  to  reinforcement of tied concrete column,”Ph.D.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1984).

(5)研究報告

   劉長齡、劉佳明、徐享崑，「高屏溪流域水資源規劃系統分析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南水工試驗所研究 

   報告，No.53，台南 (1983)。

   Thompson,J.P.,“Fire resistance of reinforced concrete floors，”PCA Report,Chicago, U.S.A.,pp.1-15(1963).

　　本期編輯期間，全球仍致力於金融海嘯後的療傷止痛，台灣政府

與民間則體認到全球化議題轉向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正在熱烈討論

ECFA政策；識者皆知，台灣的競爭力繫於海島型經濟條件，無論未來

經濟趨勢走向全球化或是區域化，在公元2010年後國內外實體物流的

需求只會更為火熱。

　　發展我國為亞太運籌中心本是施政重點，加上台灣的特殊地理區

位，提升海運港埠相關服務與設施為多年來最主要的國家經建項目之

一，這個建設無論是由政府投資或是民間參與，皆有其重要性與迫切

性，更足以影響我國進出口相關產業的運籌命脈。

　　我國居於領先地位的高雄港埠與航運產業正加緊各項軟硬體的提

升，中華顧問工程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四十年來為港

埠建設而設置專責部門(港灣工程部)，向來擔負我國交通建設的技術服

務重任，感謝本期多位工程先進撰稿分享寶貴經驗，以饗關切台灣經

濟前景的讀者。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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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大安區辛 
     亥路二段185號27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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