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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原則
綠色港群環境永續報告書，主要呈現臺

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四大分公司轄

下之七大商港於 101年 3月 1日成立後

至 102年 12月 31日間，在環境保護議

題上具體的實踐、各項績效數據與相關

規劃。

環境報告書主要涵蓋範疇，以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四大分公司轄下之

七大國際商港為主體，在報告書所揭露

的統計資訊皆來自於自行統計與調查結

果，惟有關財務數據係經會計師認證後

公開發表的資訊，並以一般慣用的數值

描述方式呈現。

 

本次環境永續報告書的編制方式參考目

前廣為全球企業關注的全球永續性報告

組 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的 G3.1 綱領（GRI G3.1），報

告主題以環境保護面向為主，與目前國

際間對於環境資訊揭露的方向呼應，本

報告附有內容架構對照 GRI G3.1的 EN

（環境）指標表格供參閱。

聯絡方式
對於本報告書的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

歡迎您以下列聯絡方式與我們連絡：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勞安處

地址 : 80748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 2-2號     

電話 : 07-285-1000

網址：http://www.twpo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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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簡介

公司簡介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

司）為提升港埠競爭力，配合政府組織

再造及因應國際「公司化」趨勢下正式

成立。在組織經營上，以基隆、臺中、

高雄及花蓮等四個分公司來管轄基隆

港、蘇澳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

安平港、花蓮港等 7 大國際商港。

本公司前身為港務局，為交通部所管轄。

然當時由於兼具港埠事業經營及執行公

權力之型態，在經營彈性與即時應變市

場變化的能力上則相對不如一般公司。

面臨公司化浪潮，交通部因而於 101年

將港務局改制為航港局及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兩個組織，前者掌管航政與港

政公權力業務，後者負責港埠經營管理

業務。 

  ●  業務範圍包括：

（1） 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

（2）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

及提供。

（3）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經營。

（4）觀光遊憩之開發及經營。

（5）投資、轉投資或經營國內、外相關

事業。

（6）其他交通及建設部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委託及核准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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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司成立
依據「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於 100年 11月 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

布施行，隔年 101年 3月 1日本公司成立，由交通及建設部獨資經營。

本公司轄下有四間分公司，管理七個港口，分別是基隆分公司、臺中分公司、高雄分

公司與花蓮分公司。

LOGO設計以海上陽光、氣候、潮水間變化關係選用大自然的環境色，
將陽光與環境的色彩變化帶進 LOGO中，象徵著本公司提供廿四小
時服務，並帶動國家產業經濟繁榮。

黃色 :生生不息的活力與朝氣

橘色 :渴望不斷進步的企圖心

藍色 :寬宏的氣度與善於溝通的手腕

紫色 :冷靜果斷的判斷力與洞察力

總公司

基　隆

分公司

花　蓮

分公司

臺　中

分公司

高　雄

分公司

基隆港
臺北港
蘇澳港

花蓮港

臺中港

高雄港
安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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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1
1.2組織架構
本公司設有 1位董事長，1位總經理，8位副總經理掌管本公司及四間分公司 : 基隆

港務分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與花蓮港務分公司。

而本報告書主要則由總公司勞安處負責資料彙總，各分公司負責資料提供。 

監察人

董事長

稽核室

總稽核

總經理

總經理辦公室

助理副總經理

海運發展學院

經營策略委員會 營運委員會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副總經理

行政副總經理

工程副總經理

業務副總經理

執行副總經理

基隆港務分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

花蓮港務分公司

臺北港營運處

蘇澳港營運處

安平港營運處

布袋管理處

馬公管理處

公共事務室

法務處

秘書處

會計處

政風處

人力資源處

港勤營運處

工程處

勞安處

資訊處

財務處

行銷運籌處

業務處

企劃處

股東
大會

董事長祕書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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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臺灣港群介紹
本公司轄下有四間分公司，分別是基隆分公司、臺中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與花蓮分公

司，共管轄臺灣七大商港，各商港座落位置及定位發展介紹如下 : 

 

臺北港　　

位於臺灣北端淡水河出海口南岸，民國 95年正式被交

通部指定為基隆港輔助港，持續建構為高附加價值物

流中心。

遠洋航線貨櫃港、汽車物流及海空

聯運港

臺中港　

位於臺灣西海岸中央樞紐，於民國65年啟

用，吸引公民營企業投資港埠及專業區，

業於民國99年躍升為億噸大港。

近洋航線貨櫃港、加值型物

流港、兩岸客貨船停泊港、

臨港工業發展基地、能源、

重工、石化原料進出口港

高雄港　　

於清朝即開港，民國 89 年時年貨框裝卸量可達一千萬

TEU，為臺灣海峽與巴士海峽航道交匯之要衝，據歐、美、

紐澳、亞洲環球洲際航線之交點，航線遍佈全世界。

貨櫃轉運樞紐港、全方位加值物流、

國際觀光及商務服務、能源、重工、

石化原料進出口港

安平港　　

於民國 68 年竣工，於民國 86 年

交通部公告為高雄港輔助港。

散雜貨進出口港、觀

光及親水性港

基隆港　　

基隆港是臺灣最北邊的港口，從民國前25年建港至今，

現為臺灣高價值貨物吞吐最主要之門戶。

兩岸渡輪及國際郵輪港、近洋航線

貨櫃港

蘇澳港　　

民國 54 年蘇澳港因應地方經濟發展成立，並

於民國72年完成了國際港的擴建。

以綠能產業為主之加值型物

流港、觀光及親水性港

花蓮港　　

花蓮港於民國20年建港，並在民國52年開放為國

際港，東臨太平洋，西倚中央山脈，為東臺灣唯一

的國際商港。

水泥、礦（砂）石及石材儲運港

觀光遊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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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1
1.4經營總覽
本公司在民國 101年 3月1日掛牌營運，資本額為 650億元。從成立至民國 102年底，

營運的相關數據如下 :

收入  
       營業收入
       營業外收入
支出

       營業成本費用
       營業外費用
稅前淨利

18,818,534
17,381,175
1,437,359

12,294,706
11,519,059

730,647
6,528,828

101 年 102 年

15,860,526
14,300,309

1,560,217
10,299,959
10,036,239

263,720
5,560,567

營業收支 (千元 )

102年營運量102年員工人數

 

臨時職員
20人
1%

正式員工
192人

6%

停泊業務
966,873元

9%

曳船業務
1,343,596元

13%

倉儲業務
286,595元

3%

正式職員
2,814人

93%

裝卸業務

7,712,894元
75%

 

臨時職員
20人
1%

正式員工
192人

6%

停泊業務
966,873元

9%

曳船業務
1,343,596元

13%

倉儲業務
286,595元

3%

正式職員
2,814人

93%

裝卸業務

7,712,894元
75%

重要營運指標統計

項目別

貨物裝卸量（計費噸）

貨櫃裝卸（TEU）
兩岸直航貨櫃量（TEU）
旅客人數（人次）

自貿港區貿易量（公噸）

自貿港區貿易值（千元）

102 年

1 ～ 12 月累計數

705,754,006
14,046,868

2,266,026
991,507

14,092,822
501,748,032

增加數

14,951,734
165,512
128,202
292,374

3,935,522
11,1798,725

比率 %

2.16
1.19
6.00

41.82
38.75
28.67

與去年同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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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願景與使命

使命

打造優質非凡港埠，

讓臺灣人流、物流、

金流與世界接軌

策略目標

1.強化本業

2.搶攻自貿

3.發展都會港灣

願景

以創新為核心，走

向世界，成為全球

卓越港埠經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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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 2.1環境管理政策
為推展落實環境保護工作及善盡社會公

民之責任，持續致力減少各項對於環境

造成污染及衝擊之行為，由董事長及總

經理共同核准並頒布「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環境政策」，以此

作為公司環境保護工作

的最高指導原則。

透過各港調查與訪談方式，主動鑑別出

本公司重大環境考量面，遵循公司所擬

定之環境政策，並積極推廣環境友善措

施，為了讓環境更好，本公司將港口環

境維持與改善視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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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政策

2.2環境議題
透過至轄下七大商港與相關人員面對面訪

談，佐以問卷調查分析，以辨識本公司利

害關係人，並同步參酌環保署、地方環保

局港區污染管制策略，鑑別港口營運管理

涉及的重大環境考量面，藉此掌握利害關

係人關切的重大環境議題，研擬相對應的

管理方針與行動，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和期待。

利害關係人溝通

本公司透過實地港口訪談及過去和其他利

害關係人交流經驗，鑑別出下列 6類不同

的利害關係人，其所在意的環境議題，本

公司皆已建立對應的溝通管道，接受並回

應其需求。

我們承諾並持續推動以下事項：
一、落實綠色港口推動方案，打造國際優質港埠； 

二、遵行環保相關法規要求，善盡企業環保責任；

三、執行環境監控污染防制，提升港埠環境品質；

四、推動環境相關宣導教育，培育員工環保意識；

五、強化在地社區溝通平台，共創港市永續發展。

本公司以「以創新為核心，走向世界，

成為全球卓越港埠集團」為企業願景，

經營管理臺灣各國際商港之規劃建設及

營運、海運運輸關聯服務、自由貿易港

區及觀光遊憩開發等業務。

本公司在追求公司營運成長的同時，也

深切體認兼顧環境永續發展之企業社會

責任重要性。我們主動積極鑑別公司服

務、活動相關的環境風險，自主管理並

降低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以實踐綠色

永續港口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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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關注議題及溝通管道  

利害關係人　　　　　　　在意之環境議題　　　　　　 回應與溝通管道

主管機關

（交通部、環保署等）

地方政府機構

（縣市政府及環保局）

員工

港區附近居民

承包商及承租商

航商與船東

媒體

●專責單位溝通 
●公文往返

●會議

●專責單位溝通 
●公文往返

●會議

●環境教育訓練

●宣導活動

●說明會 /座談會
●贊助與合作計劃

●「民意論壇」網頁

●教育訓練 ●公文往返
●租約規範 ●宣導會 /說明會

●宣導會 /說明會
●公文往返

●網站

●新聞稿 /記者會
●專責單位溝通

空氣污染

廢水污染

廢棄物處理

生態保育

能資源管理

逕流污水

噪音

空氣污染

廢水污染

廢棄物處理

生態保育

能資源管理

逕流污水

噪音

工作環境

噪音

空氣污染

噪音

綠美化與親水設施

空氣污染

逕流污水處理

廢棄物處理

空氣污染

節能減碳

廢棄物處理

節能減碳

廢棄物處理

空氣污染

壓艙水

空氣污染

逕流污水

生態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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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環境議題鑑別與回應

重大環境議題的鑑別方法係經由各利害

關係人在意之議題，透過訪談的結果，

並與本公司勞安處同仁共同根據「議題

發生之頻率」及「議題影響之程度」兩

個軸線進行評價，鑑別出對於本公司而

言，主要環境議題為空氣污染、水污染、

廢棄物處理及能資源耗用。

後續第三章，將會就重大環境議題之本

公司現況及因應措施進行說明與回應。

2.3環境管理策略
環境管理權責分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政策」為本公司環境保護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本公司

環境管理之相關推動由總公司勞安處擔任策略研定幕僚，並將環境管理策略逐步推

廣至四大分公司，由總公司及各分公司將環境管理策略相關權責落實至部門日常作

業，如港勤服務、港口作業、員工訓練、環境維護、辦公室管理等。

執行
落實實務

推動
因地制宜

核心
策劃能力

●總公司相關處室 ●各營運處
●分公司

●分公司勞安處

●分公司港務處

 
●總公司勞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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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相關法規遵循

本公司持續關切國際與船舶污染管理相關規範，如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MARPOL73/78）、倫敦公約（防止傾倒

廢棄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公約）、國際無

害拆船公約、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統國

際公約及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控管公

約等，檢討因應與改進對策；本公司遵守國

內相關法令如商港法、船舶法、海洋污染防

治法等規定，並密切與環保主管機關配合

執行港區環境管理、評鑑作業。

部分國際商港因其地理環境，週邊緊鄰市區住宅，為避免港區裝卸作業之環境衝擊影

響居家環境，本公司在污染防制措施及投資環保設備均不遺餘力，多管齊下以符合相

關法規之要求。由於港區日常營運，除公司本身相關業務外，亦有許多作業係由承租

廠商執行，特別是新設碼頭建設等工程計畫，均涵蓋更多承包商，故本公司除本身遵

循環境法令外，亦透過契約管理及宣導，要求協力廠商或是承租商等符合法令規範。

    類  別                法令名稱                 　  主管機關

商港法

船舶法

環境基本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噪音管制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害糾紛處理法

環境教育法

本公司所遵循國內相關法規規範表

交通部門

環境部門

交通部

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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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

本公司極力推動綠色採購作業，鼓勵優

先考量環境面之採購行為，並將其納入

各分公司 KPI績效評估指標之一，透過

本公司龐大採購力量，表達對環境友善

的支持。

綠色採購金額情形

 101年         727,952       2,275,758      4,070,700     11,274,225     1,278,567 
 102年       3,657,816       3,758,412       3,279,929       6,598,310     1,748,728 

            總公司      基隆分公司    臺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花蓮分公司

單位：新臺幣（元）

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

方案

綠色港口係指透過管理手法、具體建設

與法規、規範要求等，減少港口從施工

建設到營運所有環節對於環境、生態系

統的不利影響；節約各式能資源，提高

能源利用率及設備效率；擴大整體經濟

效益；創造港口與自然和諧發展，使港

口發展符合我國綠色經濟發展要求，尋

求港口經濟效益與環境影響之間平衡，

滿足全球海運對於永續發展的要求。

本公司為響應國際綠色港口、生態港之

趨勢，於 102 年 1月 29日經交通部核

定「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案」，推

動方案分別依據旅運、貨運、港口環境

及城市 / 社區發展等四個主要執行構

面，擬訂相關行動計畫，以改善港口環

境為目標。

現階段藉由此方案已完成盤點轄下七大

商港綠港做為，充分掌握各港發展優勢

及條件，以訂定未來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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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運

以郵輪、旅運中

心為主要環境

績效提升目標

●減輕郵輪造成

之環境衝擊，

如廢水、旅客

廢棄物等

●建構符合綠建

築規範及節能

減碳之旅運中

心

貨  運

船舶、設備、陸

運升級，提昇作

業效率並減少

污染

●改善運輸貨物

於海上及陸上

產生之環境污

染，如空氣污

染、噪音等

●推動裝卸設備

之汰舊更新及

電氣化

港口環境

環境品質提升，

強化港口永續

經營

●優化港區環境

品質，包括空

氣、水質、綠

化空間等

●建立公司永續

營運之環保企

業形象

城市 / 社區發展

著重港市介面，

綜合地方發展

政策

●發展港市水陸

交界之親水遊

憩空間

●配合地方政府

發展，推動港

區業務及爭取

支持港區建設

圖示

含意

具體

作為

綠色港口推動方案四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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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綠色港口具有的優勢

（1）綠色港口比傳統港口更符合環境

　　保護的要求 

一個港口的建設、營運不可避免會對環

境產生影響和破壞，如：船舶廢油、壓

艙水排放、揚塵、噪音和廢棄物等。因

此，綠色港口係讓港口保持其正常營運

下，把對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能

夠滿足環境保護的要求。

（2）綠色港口可促進海運的永續發展 

港口要能達到永續發展，必須同步考量

到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效益，除了過

去傳統港口營運所關注的經濟效益外，

亦對周邊社區、城市或是利害相關人進

行溝通，透過綠色港口推動方案，達到

人、港口環境與社會平衡發展，進而促

進海運永續發展。 

（3）綠色港口比傳統港口更具有競爭力 

影響港口競爭力的要項有營運條件、服

務項目、綜合環境、硬體設施條件、現

代化管理水平及港口整體形象，在綠色

港口及生態港認證中，對上述要項亦有

所要求，以減少港口營運對自然環境的

影響，提高港口現代化水準和永續發展，

進而提高港口國際能見度。

  ●  「綠色港口 啟航典禮」

本方案之短期計畫已於 102年核定後執

行，並於 102年 12月 13日於基隆分公

司基港大樓辦理「綠色港口 啟航典禮」，

對外宣布綠色港口活動正式啟航，並向各

界展現綠色港口未來的規劃及現有執行

成果，同時宣

布高雄港已通

過第一階段歐

盟認證的生態

港，後續基隆

港及臺中港也

將比照執行，

本公司希望配合綠色港口推動方案內容

以提升旅運品質及貨運效率，長期則期望

藉由優質的港口環境與建設帶動當地城

市發展。

「綠色港口推動方案」執行情形



2 環境管理 

18

緊急應變

為維持各港區環境之安全，針對港區污

染及災害事故，於各分公司設有不同災

害類型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以因應災

害發生的危機處理；如針對發生油料及

化學品於港區洩漏事件，本公司即設有

「商港區域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得

以因應。日常營運作業中，對外則透過

各式宣導方式，向相關業者要求及宣導

油料及部分化學品裝卸前，須完成攔油

索佈放；對內則透過加強人員訓練、建

置完善應變器材及針對應變計畫執行及

檢討，來強化本公司緊急應變能力。

本公司除自行辦理緊急應變及相關演習

外，亦配合相關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辦

理相關演習，各港口每年執行相關演習

至少一次，總參與人數至少 50人以上。

整合演習

本公司配合相關機關辦理整合演

習，如 101及 102 年舉辦海洋污

染緊急應變演練，結合港安暨國

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之海難救

助、海洋油污染及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演習，使各參演單位依港區

特性，有效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

作，充分運用縱向橫向資源，發

揮整體力量強化相關單位之海洋

油污染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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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議題因應3

3.1空氣污染
船舶減速
船舶減速即是進出港區的船舶於一定距

離內執行減速，藉由拉長低速航行時間

以減少燃料使用，進而直接減少氮氧化

物排放，是最直接有效的空氣污染減量

措施。而本公司對於船舶減速的要求為

環境議題因應
本公司在環境政策之下，以綠色港口

推動方案為主要指導方針，提出一系列

之具體作為，以回應本公司四大環境議

題。

港區 20 浬內將船速降為 12 節以下。

平均來說，船舶減速至 12 節時主引擎

排放減量效益約為 14%。但一般來說，

主引擎最大動力愈大的船，其減量效益

越高，甚至可達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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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減速情況的統計方式為利用目前國

際間船舶航所需之助航設備─船舶「自動

識別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其提供船舶之即時動態

及靜態資訊。比對船舶引擎登記記錄，

剔除那些原本船速就無法超越 12 節

的船次後即為統計表格中的「進港船

舶艘次數」，透過分析資料庫內容即

能獲得實際達成減速的件數及比例。

另為讓各港能即時掌握船舶減速情形，

本公司委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針對進出臺灣主要港口之船舶

建立一套「船舶減速查核系統」（Vessel 

Speed Reduct ion Survei l lance 

System, VSRSS）。VSRSS 主 要 利 用

AIS 提供之即時動態及靜態資訊，再搭

配船舶減速查核應用程式以計算出船舶

減速數據，據以監控船舶在港口 20 浬

範圍內之減速情形，該系統目前已建置

於高雄港進行示範應用。

臺中港信號台

港口減速區域分段示意圖

20浬範圍

102年 10-12月遠洋船舶減速統計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進港船舶艘次數

1,212

1,514
3,600

181
646
108
61

實際減速艘次數

378

566
579
62

236
2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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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每 2小時自動發送 1次文字訊息宣導

減速至 12節以下，而臺中港則是每小

時發送一次文字訊息。

未來搭配 AIS的 VSRSS 系統將

推廣至各港務分公司，並依各港

口條件，推動進港船舶減速作業。

高雄港為「船舶減速查核系統」（Vessel 

Speed Redu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VSRSS）的示範港口，於 102年 10月起

在高雄港第二港口建置該套設備並試推

行。

　

各港口透過各種宣導方式，如發函、舉

辦航商座談會、船席調度會議及宣導會

等來鼓勵航商配合參與船舶進港減速計

畫。高雄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以 AIS系

高雄港─「船舶減速查核系統」示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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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硫燃油
硫氧化物（SOX）是燃料中含硫物質經

燃燒生成具刺激性氣味的無色氣體，硫

氧化物排放於大氣後會隨著雨水硫地

表，除造成空氣污染，也導致海水酸化。

為減少硫氧化物對環境的危害，國際

海事組織（IMO）於 1978 年制定「防
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取“marine pollution”，
簡稱 MARPOL），其附錄中規範民國
101年至 109年之間，任何船用燃料油
硫含量不得超過 3.5% m/m；民國 109
年之後，任何船用燃料油硫含量不得超

過 0.5% m/m。

為減少港區空氣污染，本公司以身作

則，自有的拖船及交通船絕大多數均使

用低硫油品（硫含量小於 1.5% m/m），

其中將近半數為超級柴油（硫含量小於

0.001% m/m），未來將透過燃油選擇

持續減少相關空氣污染。

另外高雄港也透過塔台向進入 5 浬內

的船舶進行油品切換宣導，每 2 小時

自動播報一次語音訊息，呼籲將純度較

低、污染較高的油換至污染較低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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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電
貨船靠岸裝卸貨時的停靠時間可長達數

天，而靠岸時船上照明、空調等電力來

源通常為燃燒柴油的輔助引擎，而其排

放為港區主要空氣污染物來源之一。此

現象解決方法包括使用岸電系統，讓船

舶靠岸時利用接電方式獲得電力，替代

柴油燃燒，進而有效減少因怠速產生的

PM、SOX和 NOX等空氣污染物。以貨

櫃輪來說，使用岸電可削減 PM、SOX 和

NOX 污染達 79% 至 98%，故國際間綠

色港埠發展

已將岸電系

統設置納入

主要發展因

子。

臺北港岸電設施安平港岸電設施

目前本公司已於港勤船靠泊碼頭裝設

低壓岸電設施（110V至 440V），供港

勤船等小型船使用，港勤船岸電使用率

為 90%以上。在高壓岸電設施（6.6kV

以上）方面則已有 5套已完工，3套建

造中，且新建或改建碼頭，如基隆港第

一期海運客貨中心及臺中港目前新建

客郵輪碼頭，也已預留設置岸電設施所

需空間，未來將視現有岸電設施運作情

況及國際上岸電設施之標準規格進行後

續設置。

臺中港 19號碼頭岸電設施

各港既有岸電設施統計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低壓 

11

3
4
3
3

2

7

高壓

-

-

5 （尚有三套建置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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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目前持續與業者合作，透過合作

興建模式，鼓勵業者投資興建密閉式倉

儲，並給予業者在碼頭租金及相關費用

上的優惠，如安平港 29、30 號碼頭的
卸煤一貫化即採此模式辦理。本公司透

過營運機制的創新，與港區業者共同打

造綠色港口。

揚塵抑制

大宗散雜貨為港口重要的裝卸貨品，而

取決於貨物種類（如砂石、水泥料、煤

炭及穀物等），裝卸及陸地運送時產生

的揚塵若無任何防範措施則可能嚴重影

響港區空氣品質。

一般的揚塵防範措施包括在作業區域附

近設置防塵網、灑水、洗車池、防塵布

等，但運量大的貨物則是在專用碼頭設

置密閉式裝卸設施最為有效。密閉式倉

儲泛指整個卸貨設施，如透過可連接到

船上貨艙的伸縮管道，貨物通過全程密

閉的管道進入倉儲，杜絕揚塵的產生也

提升裝卸效率。

洗車台 高壓噴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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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提供 104號碼頭後線土地，與業

者合作興建容量約為 10萬噸密閉式煤

倉，總投資包括興建固定設施（6.2億）

及非固定自動化機械設施（2.1億），

其機械一貫化卸儲轉設備及污染防治設

備，除可提高卸煤效率外，也可改善現

有船邊卸煤碼頭污染問題。

臺北港、臺中港─密閉式倉儲

密閉式煤倉密閉式出倉站

密閉式煤倉內部

臺北港第一散雜貨中心 E14 碼頭及 E16 碼頭的螺旋式

自動卸煤機及砂石卸料皮帶輸送機共 4 台，能大幅減

少揚塵。

密閉式煤倉卸船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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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化機組汰舊換新
過去碼頭作業機具使用燃油引擎，引擎運作時發出的噪音與排放的廢氣都造成港口環

境惡化。使用電力取代燃油能夠有效改善港區污染的問題，除了以電能作為動力源以

外，搭配智慧化技術，採用高效的調節裝卸設備，如此可進一步提升節能減碳的效果；

目前臺北港所有貨櫃裝卸設備均已全面電氣化，並且使用自動化櫃場作業，而高雄港

則是向各航商業者宣導裝卸設備更新、提高自動化設備比例及裝卸機具改以油電混

合設備。

本公司未來自營碼頭作業機具汰舊

換新，將優先採購以電力為動能之

機具，另亦持續評估透過合約規範

的方式，要求櫃場業者逐步汰換柴

油裝卸設備，持續推動各港所有裝

卸設備全面電氣化。

各港貨物裝卸設施電氣化現況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電氣化設備數 

32

186

251

7

40

2

-

非電氣化設備數 

124

197

415

51

77

15

14

電氣化比例

21%

49%

38%

12%

34%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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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際環保之趨勢潮流，高雄港第六

貨櫃中心從基礎建設、各項機具、設施、

碼頭作業到櫃場作業之各項流程，均採用

最先進的節能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技術，且

本區行政大樓取得綠建築標章，為國內首

座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專業貨櫃碼頭。

碼頭作業採用先進的雙起升橋式起重機，

荷重最高可達 100噸，並可同時操作 2

只 40呎貨櫃或 4只 20呎貨櫃，提升裝

卸效率至每小時 200櫃次，大幅降低船

舶滯港時間。碼頭前線並設置岸電系統，

讓新式貨櫃船靠港時可搭配使用岸電，

減少船舶耗油，降低裝卸作業時之污染

排放；櫃場亦採購電力式場內交通車，具

體達到空氣污染防治及節能減碳的效果。

貨櫃堆儲區採用軌道型門式機，並導入

自動化作業系統，利用遠端操作及無線

射頻感應技術（RFID）達到櫃場無人化

要求，以提昇作業安全，同時搭配自動化

管制站作業加速車流速度，免除一般人

高雄港─綠色科技碼頭

工管制站作業之各項繁複手續，有效降

低拖車滯場時間。

行政大樓及管制站屋頂配備太陽能光電

板，行政區設置太陽能及風力複合照明

燈，預估總發電量可達 139kWp，每年約

可發電 17萬度電，每年可減少 CO2排

放量 108,120kg。

櫃場與行政區設置廢水 /廢油回收及處

理設施，可回收 100%作業廢水及 80%

民生污水；並保留紅毛港原生樹種設置

綠帶區，運用透水舖面技術循環利用水

資源等各項資源回收再利用之措施，達

成綠色港灣永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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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污染卡車
港內行駛卡車亦是港區空氣污染的主要

來源之一。國際已有許多港口以獎勵及

懲罰並重的工具推動潔淨卡車以改善港

區空氣，但從國際推動做法來看，清潔

卡車推動，是需要當地政府與港口管理

單位共同執行。

自動化門哨
早期車輛進入港區通關門哨係以人工

方式查驗放行，卡車司機必須下車遞

交運送單與放行准單給港警檢查，人

員在車道上穿梭不僅造成人身安全方

面的顧慮，而且通關時間耗時產生油

耗、空氣污染等，同時危害港區的環境

品質，為了改善通關效率與空氣品質，

本公司逐步建置自動門哨系統。自動

門哨系統主要利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及光學字元辨識技術（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來確

認卡車、貨櫃及駕駛的身分。

本公司將持續配合地方政府推動柴油

車客貨運業者自主管理計畫，持續向進

出港區車輛、碼頭營運商及車輛業者，

宣導使用合法油品，主動保養檢修所屬

車輛，定期檢驗並取得合格排煙證明

文件。

低污染卡車宣導施電氣化現況

持續向卡車司機宣導在港區內停駛

超過 3分鐘者應熄火，以提升節能
減碳意識，並減少 CO2之排放。

配合宜蘭縣環保局，對未達排放標

準卡車，去函告知改善。

配合臺中市政府環保局於 102年召
開「臺中港區固定污染源管制聯繫

會議」，對與會相關業者進行宣導。

● 與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執行聯合稽

查時，一併舉辦宣導活動，102年
共計 11場次。

● 每季召開港埠業務座談會時，向航

商業者宣導卡車加入自主管理計

畫，並應符合排放標準，102年共
計 4場次。

基隆港

和臺北港

蘇澳港

臺中港

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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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門哨系統功效包括 :
● 平均通關時間從 120秒降至 20秒
● 降低 24.6g柴油、0.152Kg﹝碳排放﹞ /車次

除環境面的效益外，自動化門哨管制系

統能強化進出門哨之人、車及貨物有效

控管。

本公司將持續向航商與運輸公會宣導行

駛自動化車道，並持

續建置相關設施，包

含基隆港將在 104 年

完成 8 進 8 出車道之

OCR+RFID。

同時本公司配合自由貿

易港區發展，未來新開

發港區全面設置自動化

門哨系統、自動化車道

RFID人員通行證系統、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各港車道自動化統計

車道總數 （進和出）

40

43

53

6

18

5

8

自動化車道數（進和出）

27

15

30

6

10

2

4

自動化比例

68%

35%

57%

100%

56%

40%

50%

港區 RFID人證、RFID電子封條及OCR

辨識技術之整合應用，使港區自動化安

全管控更臻完善。如目前安平港因應新

設的自由貿易港區，已新設自動化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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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測
為掌控港區周邊環境品質變化，適時追

蹤可能污染源，了解整體港區長期環境

品質，進而評估環境管理及綠色港口推

動成效，或作為未來新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評估之環境衝擊研析背景資料，以展

現公司治理之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已

逐步建立港區環境監測系統。各港環境

監測的項目及頻率因各港地理位置及業

務量而有所不同，目前臺中、高雄及基

隆分公司官網上已提供監測數據。下圖

為所有監測項目的示意說明圖。

　　空氣品質監測項目範例 :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臭氧、氮氧化物、一

氧化氮、二氧化氮、總碳氫化物、甲烷、非甲

烷、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

溫度、大氣壓力、溼度、風速、風向

　　噪音監測項目範例 :
最大音量、均能音量、百分率音壓位準、日

間音量、晚間音量、夜間音量，以及低頻噪

音的日間音量、晚間音量、夜間音量

１

２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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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挪威船級社（DNV）發表的「實現

低碳航運之路－ 2030 年減排潛力」，

液化天然氣（LNG）作為船用燃料可

同時符合環保與經濟效益，因 LNG可

減 少 幾 乎 100% 硫 氧 化 物（SOX）、

85% 之氮氧化物（NOX）和 25% 的二

氧化碳（CO2）排放。亞洲雖然不位於

比 MARPOL 國際公約更嚴格的排放

管制區域（Emission Control Areas, 

ECAs）內，但是已有許多亞洲國家著手

佈局 LNG，以因應國際未來潮流；我國

也應著手規劃 LNG補給設施發展進程，

以提供未來靠港船舶 LNG加氣需求之

服務。

本公司於 103年辦理 LNG船舶加氣系

統設置先期研究，了解國際趨勢的需求

後，再探討如何進行相關設置規劃。

液化天然氣（LNG） 3.2水污染
逕流廢水
逕流廢水為因雨水或其他用水沖刷各種

表面而產生之廢水，如港口灑水、沖刷

及洗車等作業廢水。逕流廢水如在回歸

自然界前未經處理，其內含之污染物可

能導致顯著的環境衝擊。

本公司已掌握港區逕流廢水污染源及排

放現況，並於各港完成「港口區域污染

預防及削減措施計畫（草案）」，提出

短中長期防治與削減措施，為確實瞭解

改善成效，各港已辦理每季水質監測 ;

同時，本公司持續向地方政府反映港區

水體上游污染源污染情形，並請地方政

府落實公權力進行輔導、稽查，改善港

區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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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廢棄物
垃圾分類（生活及船舶）
本公司依據「臺灣港務公司泊港清潔、

污染防治須知」執行廢棄物管理作業，

強化船舶廢棄物依法妥善之監督工作。

基於服務航商及維護港區環境之原則，

本公司收受泊港船舶船員之住艙垃圾，

但郵輪旅客產生之廢棄物，屬營運產生

之事業廢棄物，如同港區承包商產生之

各類廢棄物，均由業者自行委外給環保

主管機關核可公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

構處理回收。

●基隆港田寮河截流站三方合作

基隆港田寮河截流站工程歷時 4餘年，於

102年 6月 30日完工，還給基隆市居民

及來訪的旅客一個更為乾淨的田寮河及基

隆港。

為持續推動郵輪廢棄物垃圾減量工作，

本公司明定船方應配合事項，包含廚房

及船員住艙垃圾，應先行分類（可回收

利用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並包裝妥

當，以符合環保法令規定，針對收運過

程中發現未將垃圾分類進行資源回收

者，將拒絕收運。

田寮河
截流站

基隆市政府
負責營運

環保署
補助工程經費

臺灣港務公司
提供建造場地

基隆港─
田寮河截流站
基隆港因長期都市生活污水及田寮河、

旭川河等排水溝渠匯入，使港灣海水中

營養鹽含量甚高，再加上船舶油污、逕流

水及垃圾等漂流物之污染，使該港區及

境內排水河道漸漸失去原有親水風貌。

為提升港區水品質，基隆港務分公司與環

保署及基隆市政府攜手合作，建設截流

站，截流後送至和平島污水處理廠處理，

共同為基隆田寮河及旭川河整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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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油污水
船舶的廢油污水由船方自

行委外處理，而本公司遵

守環保法規規定，當船舶

有廢油污水清理需求時，

提供船方經環保署認可的

清理業者名單，由船方逕

行委外處理。

執行單位的四省專案目標

3.4能資源耗用
四省專案（電、水、油、紙）
本公司為交通事業機構，需遵守「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努力達成各單位

水、油、電、紙節省目標。

● 每年用電量以較前
一年減少 1%為原
則，並依執行成效
逐年檢討年度節約
用電目標。

● 實施公文電子化處 
理及逐年減少公文
用紙及影印用紙採
購數量。

● 公文線上簽核績效
指標 101年達 30%，
104年達 40% 為目
標，並逐年檢討。

● 每年用水量以較前
一年減少 2%為原
則，並依執行成效
逐年檢討年度節約
用水目標。

● 每年用油量以較前
一年減少 3%為原
則，並依執行成效
逐年檢討年度節約
用油目標。

電 水 油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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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
為落實節能減碳，港區高耗能低效能的

燈具將逐年汰換，並將港區之路燈及裝

卸照明改為電腦控制。另外也逐步汰換

超過使用年限的器具，包括主機、冷氣

機等，並優先採用符合節能標章、環保

標章之用電設備或具更高效能的器具類

型，如雙頻式控制中央空調主機或冷氣

機。行政大樓內具體措施如臺北港的節

能行動：

● 行政大樓逃生指示燈均全面換裝 LED

燈源，預計換裝初設費用可於 2年節

能效果後回收。

● 行政大樓廁所抽風機由全天候開啟轉

設定為每 3-5分鐘間歇開啟。
● 大樓冷氣空調由全啟動轉為設定分區

開啟風扇調控，並設定每日下午 5時

自動關閉風扇，避免同仁下班忘記關

閉電源造成耗電。

102 年目標（-1%）

總公司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101 年用電量（度） 102 用電量（度） 102 年成長率

19%

2%

3%

-4%

-6%

-22%

-17%

-5%

462,060

9,083,172

6,366,607

6,574,646

973,016

1,717,604

791,226

732,827

388,323

8,918,915

6,163,505

6,817,305

1,031,199

2,198,631

948,547

7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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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專案執行成果─油

油
減少油耗量的做法包括在各科、室、所

至港區巡察時，採併車共乘方式，另外

也鼓勵出差人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同

時也宣導綠色駕駛習慣，如不暖車、怠

速遠超過 3分鐘即熄火、避免不必要之

載重及定期將車輛送廠維修檢驗。

水
各港實施的水資源改善措施包括利用省

水器具，如省水馬桶等，另外也提高回

收水利用量，如實施飲水機回收水利用

於灌溉，及加強細緻控管灑水量，提高

灑水效能減少浪費。

102年目標（-1%）

總公司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102 年用油量（公升）102 年成長率

100%

0%

9%

-18%

-13%

-4%

-4%

2%

101 年用油量（公升）

四省專案執行成果─水

總公司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102 年用油量（公升）102 年成長率

106%

-2%

-9%

4%

12%

-15%

-15%

-35%

101 年用油量（公升）

水資源節省措施

基隆港

臺北港

臺中港

　　　　　　　　　　　措　　施

洗車台沖洗水循環再利用（101和 102年各回收利用 24,300噸水）

港區 A4行政區、嘉新水泥倉儲區設置雨水回收裝置，回收地表逕流水

立體停車場利用雨水回收做為廁所沖洗用水及花木灌溉用水。

7,621

1,413,244

51,851

21,577

2,672

5,822

150,317

1,873

3,818

1,411,934

47,719

26,258

3,068

6,082

157,296

1,829

2,030

141,388

33,670

18,926

6730

144,830

7,948

59,710

4,180

139,203

30,738

19,657

7532

123,430

6,782

38,964

102年目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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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區內處理許多砂石等散裝貨，大量

貨物的裝卸對港口環境及社會層面造成

顯著的影響，為減少空氣污染，花蓮港主

要透過於露天貯存場及港區路面灑水系

統，以及洗車平台等，有效抑制揚塵。但

為因應這些需求，每天必須消耗數千公秉

的水量，因此港區水管理計畫相當重要。

而幸運的是，花蓮港因地勢較低，地質屬

於黑鹽層（不透水層）地表水相當豐沛，

本港運用此一地形上的特性，設置小型

攔截槽，利用水位差，以管道引水方式，

將地表水匯集至儲水池設備。此一創新

截水設備，減少了本港原有對自來水的需

求量。以「取之於自然，用之於環保，回

歸於自然」理念蒐集地表水，達到「珍惜

水資源」

節 約 用

水。地表

水回收再

利用系統

每年節約

用水約 60

萬 噸， 設

置 12座蓄水池共儲水 1,868噸，做為行

政大樓及港區砂石場區裝卸噴灑保濕、降

塵、消暑、噴灌、洗滌、沖馬桶用水。

● 除員工生活用水外，其餘港區用水皆為地表逕流回收水，每年水費節省約一千萬元

● 該系統之營建及營運維護費用與節省用水支出相比，投資回收期不到半年

● 另外減少港區空氣污染防制費用

社會
效益

● 改善當地空氣品質及周邊民眾居住品質

● 民眾投訴減少，改善港口與周邊居民的關係

● 藉此教育員工及相關人員，提高員工節約用水意識

● 自動灑水系統，已明顯改善港區空氣污染（粒狀物） 
● 利用地表逕流回收水，進行港區灌溉綠美化

● 沿山坡開發淡水棲息地，增加當地生物多樣性

環境
效益

經濟
效益

花蓮港─水撲滿進行水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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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港區內設有生活污水處理廠，港

區所排放之生活污水皆納入處理（每日

最大處理量為 80 公秉）。生活污水在

處理場經二級處理（接觸曝氣法）及消

毒程序後，排放至海洋。污水處理廠的

處理槽均在地底，外表就如一片綠地，

綠地上的水蓋則標識下方的處理槽（如

沉澱槽、放流槽、接觸曝氣槽等等）。

安平港也配合鄰近臺南市安平水資源回

收中心試辦的放流水逆滲透（reverse 

osmosis, RO）處理回收使用。安平水

資源回收中心將每日處理之 10萬噸生

活污水，經二級處理後，再經纖維過濾

及逆滲透（RO）膜處理，每日提供 10

噸再生水供其他單位取用，而安平港就

近使用該再生水，作為港區花草樹木澆

灌及洗車用水。

港區內的生活污水處理廠

安平港─污水處理及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港區內的綠帶

再生水管線 港區內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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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本公司減少紙張消耗的措施包括在會議時以電子檔提供，不另行準備書面資料。需

準備紙本資料時則盡量以雙面列印，回收紙再利用，另外也積極辦理公文線上簽核系

統。

總公司 

基隆分公司

臺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花蓮分公司 

101年採購 /領用紙（張）

四省專案執行成果─紙
102 年採購 /領用紙（張） 102 年成長率

  46%

-12%

   -26.8%

    -11%　

      -1.08%

總公司

基隆分公司 

臺中分公司

花蓮分公司

高雄港

安平港

四省專案執行成果─電子公文達成成效
101 年電子公文達成成效

91%

93%

-

97%

92%

92%

102 年電子公文達成成效

95%

95%

92%

91%

   93%　

94%

綠建築
綠建築的涵義為該建築物在建造、營運過程中

對環境負荷是最小的，並達到與當地環境、生

態共存的狀態。內政部營建署「綠建築分級評

估制度」，將綠建築等級分為合格級、銅級、

銀級、黃金級、鑽石級等五級，並明定公有新

建建築物於工程驗收合格時應取得分級綠建築

標章之要求。本公司未來新建建築物設計施工

時，將納入綠建築設計考量。

657,000

2,736,500

1,126,000

3,403,500

930（包）

959,000

2,419,755

824,500

3,037,000

92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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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
港口位於城市與海洋介面，可利用再生

能源充沛，國際間已有許多有關港區發

展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涵蓋風能、波浪

能、太陽能等，如長堤港組成再生能源

工作小組，持續鑑別港區發展太陽能及

風力發電機會；本公司為國營事業體，港

區應用再生能源具有示範意義，在經濟

部「陽光屋頂百萬座」及「千架海陸風力

機」兩大再生能源推動政策推力下，臺中

分公司已提供台電公司設置 18部風力發

電機組土地，並與中港公司簽約，以臺中

港二號碼頭作為離岸風力發電組裝港埠，

將帶動 6家關聯業者進駐，進一步帶動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在臺中港產生群聚效

益，未來將持續推動港區再生能源發電

示範應用。

高雄港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高雄亞洲

新灣區計畫，建立新的國際觀光門戶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該建築之設計

採用綠建築概念，落實節能減碳的環

保意識。在 102年 11月動工，預計

106年完工。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日間模擬圖

本公司將持續配合政府推動再生能源計

畫，視各港地理條件，提供適當土地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硬體設備。

高雄港─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環 境 管4 溝通與交流

40

溝通與交流
港口除積極強化本業、力拚經濟外，更

將關懷鄉里與敦親睦鄰視為重要企業社

會責任，積極與民眾互動，並創造友善

環境。

4.1敦親睦鄰活動
為了讓港口能與社區居民的連結與互動

增加，各分公司舉辦社區活動來增進大

眾對於港口環境的親近感，期望各分公

司朝「敦親睦鄰好厝邊，友善港區好鄰

居」之目標邁進，讓港口不再只是一棟

建築物或是船隻停靠的地方，而是大家

和家人、朋友留下深刻記憶的重要場域。

重 大節日與民同歡
基隆港在元宵節、中元節、重陽節等重

大的臺灣民俗節日中，會在不同鄰里提

供活動補助，像是元宵暝牙古仔燈思想

起新春活動、聯歡晚會等，讓基隆港也

能為居民的情感凝聚盡一分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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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海節活動透過一連串的活動讓城市

充滿濃濃的海洋味，讓拉近與民眾的

距離。

● 102年由麗星郵輪的登船體驗開場，

接著夏日愛之船派對優先邀請基隆本

地未婚男

女於碧砂

漁港乘船

出 海，海

軍濟陽級

巡防艦也

開放參觀，讓民眾體驗。

● 精彩的海洋音樂饗宴與「少年 PI的

奇幻漂流」電影展演，帶來了海與身

心靈結合而放鬆的陶醉，更令全臺引

頸期盼下一年度航海節的到來。

● 本公司、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國立中

山大學在高雄港聯合舉辦「綠色港埠

低碳樂活」活動。

● 藉由圖像攝影、創意提案、紙傘

DIY、二手貨義賣等表現手法，探討

交通建設節能減碳、環境再生永續經

營等議題，朝「綠色港埠」（Green 

Ports）目標邁進。

航海節及綠色港埠節

民國 102年，北部航海節參與人次達 41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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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小鴨是臺灣港口在 102年的重要活

動。首站在高雄光榮碼頭展出，創下單月

三百九十萬觀光人次紀錄，帶來十三億

元商機。

本公司配合高雄市、基隆市讓黃色小鴨

在港口展出，並協助規劃安排展覽水域，

也藉此帶動觀光和拉進與大眾的距離。

高雄港黃色小鴨停泊的地點，在愛河出海

口，四周是高雄發展亞洲新灣區的重心；

海面上停靠多艘遊輪，也是愛河太陽能

船、觀光遊輪航程的起點，海域旁有寬廣

陸地空間可供遊客觀賞，高雄燈會已有多

年用這個地點當主燈區。不僅帶動了高雄

的觀光，更突顯了城市的特色。小鴨最後

一站巡迴至基隆港，在海洋廣場展出 50

天，規劃五個賞小鴨專區，與民眾一同度

過耶誕節、元旦跨年與春節。活動期間亦

舉行黃色小鴨攝影比賽。最後在基隆港務

分公司及海巡署出動 4艘船齊鳴笛加上

噴水祝福，黃色小鴨在千里之外的歌聲中

與民眾道別。

4.2環境教育
本公司在 102年度舉辦環境教育課程與

活動包括心靈健康講座、生態聚落深度

體驗與導覽、相關環保影片的欣賞、戶

外的體驗活動與參訪等。希望能夠藉由

環境教育來達到對環境治理的承諾，使

員工及民眾更了解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

的重要性以提升環保意識。 統計數據為加總 101-102年之總和

環境教育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港

蘇澳港

安平港

總場次

21

18

37

6

4

2

3

參與人次

2,027

1,553

2,788

542

132

83

59

102 年目光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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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港區內宣導活動與培訓
臺中分公司「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供應

臺中港工業專區座談會」，宣導港區廠商使用

再生水，推廣環境資源再生利用的理念。另透

過港埠業務座談會宣導港區廠商共同發展環

境友善意識，建構企業之社會責任。

為了推動各港生態港埠認證，讓工作人員更

了解認證的內容、作業流程與推動方式，本

公司共 15人參加歐洲生態港 PERS認證工

作坊講習，其中 4人取得生態港種子訓練師。

綠色港口推動需多方努力，故本公司除以身作則外，也希望促進及鼓勵港區業

者落實在環境維持的作為及自主管理。民國 102年 6月，本公司制定「國際商

港區域內租賃業者污染防制查核要點」，希望透過查核業者廠區及作業區域實

際情況，瞭解其在環境保護各方面的績效，並透過評分挑選出表現優異的業者

予以公開表揚及鼓勵。

環保記點制度主要的查核項目為：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廢棄物處理及其

他（如是否有民眾陳情或媒體報導或其違反污染防治相關法律之事件），各

項目下的細項則從 -5（極劣）5至（優）。從 102年 6月環保記點制度實施至

102年 12月，總查核次數達 667次。

環保記點制度─
　　　　　　　　租賃業者污染防制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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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綠色產業進駐港區

100年電動車產業進駐蘇澳港，成為該港第 1家自由港事業，專事生產高效能無污染

磷酸鐵鋰電池及電動車之綠能產業。以自製、國內生產及國外進口之電動車零組件，

組裝成環保電動車後內銷

或以海運出口，直接創

造約 200個工作機會，

讓綠色產業帶動當地城

市發展。

蘇澳港─綠色能源產業專用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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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創造友善環境

本公司相當重視與周遭居民的關係，對於港市介面的優化上，不僅維護現有親水空

間與綠帶緩衝區域，更推動舊港蛻變再生計畫，打造港市介面。

101年底統計之綠帶面積總計為 1,409,637平方公尺，

102年度已新增 1,066,694平方公尺之綠帶面積。

花蓮港─綠美化與親水設施
「臨港濱海自行車道」，從南濱公園至七星潭共有 16公里，提供民眾休閒遊

憩、自行車、散步中繼之綠帶。美麗的綠地不僅提升港區周邊的空氣品質，更

洗滌民眾的心靈。

在配合花蓮縣政府觀光政策下，花蓮港亦重新規劃並興建親水遊憩區，港口

親水遊憩公園提供了市民一個休閒與娛樂的空間，增進了民眾與港區的情感

聯繫。



環 境 管4 溝通與交流

46

榕樹公園

高美濕地

為了促進海線地區觀光發展，臺中港規

劃建置長約 11公里之自行車道，從臺

中港旅客服務中心跨越濱海橋後銜接至

高美濕地，沿途可欣賞各式意象景觀設

計、與風力發電景觀合影並在溼地生態

等多樣休閒遊憩空間散步與遊玩。其中

榕樹公園石碑不僅美化榕樹公園整體景

觀，更記載大樹公歷史，讓我們回味當

初留存、募款改建廟宇及治療褐根病等

事件。文化記憶的保存，增益港區人文

及自然資產價值，讓民眾體會與環境共

存、生生不息的能量。

臺中港─藍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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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綠美化雖然沒有直接經濟效益，但

是對於增加環境的美感與生態的涵養卻

有直接的正面影響，同時也能提升居民

的身心健康甚至促進觀光的發展，故亦

為本公司積極推動的重點之一。

● 蘇澳港完成港區內約 5公頃植樹。

蘇澳港

● 基隆港進行圍牆彩繪與樹木回植。

基隆港

● 花蓮港親水空間設立。

花蓮港

● 臺中港植栽綠地面積約 300公頃，其中 168公頃
　編為海岸防風保安林。

臺中港

● 臺北港規劃設置離岸物流區防風林綠帶，目前進 
　行填土作業。
● 目前已開始規劃親水遊憩區。

臺北港

● 高雄蓬萊港區週邊進行綠化，新增植栽 25,000株。 

高雄港

港區綠美化及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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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空間

親水空間是保護環境生態、聯結民眾與

港口的重要設施，藉由在場域中的活動，

民眾可以增進與該空間的情感聯繫，是

綠色港口與周遭城市居民的重要互動環

節。目前各分公司持續維繫既有的親水

空間並加以優化。

親水空間擴增

● 臺中及高雄分公司現有的親水空間共

計已達 35.9公頃。

● 臺中分公司低度發展區親水空間約有

2.5公頃，另 100 號碼頭及北防波堤

則開放民眾釣魚，面積合計約 3公頃。

環港北路北側景觀道路約 15公頃。

旅客服務中心 3樓觀景平台約 0.3公

頃；總計面積約 20.9公頃。

● 高雄分公司在 102 年為黃色小鴨活動

擴增 1公頃親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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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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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來展望

藉由推動以綠色港口為標竿的各項行動

與措施，達到台灣各港埠污染降低、環

境生態化、港灣營運效益提升和周邊社

區利益共生之目標。

本公司目前已逐步建置綠色港口之推動

架構與內部管理系統，並針對各港區現

行計畫成效進行追蹤管理，未來我們將

以綠色港口推動方案為基礎，結合下列

綠色港口概念，成為國際綠色港口模範。

一個改變，打造綠港‧一座綠港，改變台灣

追求低污染
、低碳排放

推動
生態保護

落實
環境監測

健全永續
發展能力

高效潔淨
能源管理

致力港市
介面調合

強化周邊
社區互動

作為港口管理單位，綠色港埠可視為當

今提升港埠管理營運效率、增加國際競

爭力、促進永續都市及地方發展的策略，

在國際港口紛紛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綠

色、低碳及環保作為，融入港埠經營發

展策略，未來港埠經營管理將強化環境

永續，臺灣港群將在港口營運上進行調

整與轉型升級，以搭上這股綠色港口建

構浪潮，再創臺灣港群綠色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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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3.1環境績效指標對照表 
GRI環境指標

環境考量面管理方針揭露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用量

使用回收物料的百分比

直接能源消耗量

間接能源消耗量

因節省及提高效益節省而避免消耗的能源

提供具能源效益或再生能源的產品及服務的計畫及計畫成效

減少間接能源耗量的計畫及計畫的成效

依各來源劃分的總耗水量

因抽取水而嚴重影響到的水源

循環再利用及循環用水的百分比及總用量

組織在環境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的營運據點位置及面積

組織活動、產品及服務對環境保護區或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的重大

影響

受保護或經復育的棲息地

組織的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策略、現行行動及未來計畫

列入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UCN）轄下紅色名冊及全國保
育名冊的物種

按重量劃分的直接與間接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按重量劃分的其他相關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畫及其成效

按重量劃分的臭氧消耗性物質的排放量

按種類及重量劃分的氮氧化物（NO）、硫氧化物（SO）及其它重要
氣體的排放量

按品質及目的地劃分的總排水量

按種類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總重量

嚴重溢漏的總次數及溢漏量

按照《巴塞爾公約》附錄 I、II、III、VIII的條款視為有毒的廢棄物經運
輸、進口、出口或處理的重量，及經國際船運輸送的百分比

受組織排水嚴重影響的水源及相關棲息地位置、面積、受保護狀況

及生物多樣性價值

降低產品及服務的環境影響的計畫及其成效

按類別劃分，售出產品及回收售出產品包裝物料的百分比

違反環境法令被處罰巨額罰款的總額，以及所受金錢以外的制裁的

次數

運輸營運用的產品、其他貨物及原物料，以及員工通勤所產生的重

大環境影響

按種類劃分的總環保開支及投資

DMA

EN1
EN2
EN3
EN4

EN5

EN6

EN7

EN8
EN9
EN10
EN11

EN12

EN13
EN14

EN15

EN16
EN17
EN18

EN19

EN20

EN21
EN22
EN23

EN24

EN25

EN26

EN27

EN28

EN29

EN30

揭露位置

2.1環境管理政策
2.3環境管理策略
非製造業，不適用

非製造業，不適用

3.4能資源耗用 
3.4能資源耗用
3.1空氣污染
3.4能資源耗用
3.1空氣污染
3.2水污染
3.4能資源耗用
3.1空氣污染
3.4能資源耗用
3.4能資源耗用
無相關情事

3.4能資源耗用
商港區不適用

4.5創造友善環境

商港區不適用

尚未揭露

無相關情事

尚未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尚未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尚未進行溫室氣體盤查

尚未進行臭氧消耗性物質盤

查

3.1空氣污染

3.4能資源耗用
3.3廢棄物 
無嚴重溢漏事件

無相關情事

無相關情事

3.1空氣污染
3.2水污染
3.4能資源耗用
4.4綠色產業進駐港區
4.5友善環境
不適用

2.3環境管理策略

3.1空氣污染

2.3環境管理策略

對應頁數

10,13

33
33

19,33

19,31,33

19,33

33

33

45

19

33
32

19,31,33,
44,45

13

1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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