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港埠防疫 COVID-19(武漢肺炎)作業指引
109 年 4 月 7 日港總安字第 1090152185 號函訂定
109 年 5 月 29 日港總安字第 1090152276 號函修定
109 年 6 月 23 日港總安字第 1090152375 號函修定

壹、

緣由
為有效落實國際商港防疫政策，特規範以時間、空間與人員分流控管各項港埠作業，俾
使防疫及作業均得以順利進行。
貳、 適用對象
包含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船務代理業、船舶理貨業、船舶運送業、貨櫃集散站業、報
關業、船舶公證業、船舶修理業、拖船業、交通船業、清潔船業、船舶日用品供應業、
船舶帶解纜業、船舶加水業、船舶加油業、貨櫃、散雜貨解(繫)固業、引水公會、汽車
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勞務承攬業及其他港埠相關業者等。
參、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國際商港之港區作業人員及作業船舶中之船員。
肆、

港埠作業業者執行防護措施暨處理原則
一、 落實港埠作業人員個人安全防護
(一) 每日於工作場所上工前應進行體溫量測，額溫超過攝氏 37.5 度者禁止上工，
並立即勸導就醫及通報作業主管。
(二) 進入工作場所時應全時配戴防疫口罩，且與其他人距離保持室外至少 1 公
尺，室內至少 1.5 公尺為原則。
(三) 作業人員應分班作業，且前後班之交接人員儘量避免作業時間重疊，交接事
項以透過無線電或通訊軟體等方式為原則。
(四) 作業人員之工作服、工作手套應採取消毒措施，勤勞清洗，廢棄物勿隨意丟
棄。
(五) 各級作業主管應主動關懷員工健康狀況。
(六) 港埠相關業者應自行造冊記錄每日出勤作業人員名單。
二、 船員及船舶作業管理
(一) 船員入境管理
船員入境管理之規定依據航港局 109 年 3 月 19 日 1091910100A 號及 109 年
6 月 12 日航港字第 1090058803 號函示辦理(如附件 1、2)，並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及航港局最新公告隨時調整。
(二) 船舶作業船員管制規定
依本公司「各港防疫期間作業船員下船管制表」(如附件 3)辦理。
1. 國際線船舶除靠離泊前後作業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以外，所有船員禁止
下船。下船作業者應於完成後立即回船，不得在碼頭上逗留。
2. 空間管制
(1) 靠離泊作業時，船員活動空間長度為該船舶繫纜的第一個繫纜樁到最
後一個繫纜樁之間，寬度為船舶靠泊碼頭法線向陸側方向 5 公尺內。
(2) 發生臨時緊急事件(如平板貨櫃繫固檢查及進口貨毀損確認等)時，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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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活動空間，貨櫃船以橋式起重機作業範圍內，雜貨船以吊桿作業範
圍為限制，作業時須與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至少保持 1 公尺以上之
距離。
3. 時間管制
船員在碼頭面之作業規定如下：
(1) 靠泊後：船舶完全帶纜完成，且碼頭帶纜人員及車輛離開上述作業範
圍後 30 分鐘內。
(2) 離泊前：船舶裝卸作業完成，且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離開船舶及上述
作業範圍後，於船舶離開碼頭前 30 分鐘內為限。
(3) 上述作業期間，碼頭解纜人員及車輛不得進入作業範圍內，以避免與
船員接觸。
(4) 臨時緊急事件作業完成後須立即回船上，不得在碼頭上逗留。
4. 異常處理：發生臨時緊急事件需船員下船到碼頭會同港埠作業人員檢查
時，需事先取得碼頭事業經營公司主管人員同意後才可下船作業，碼頭
事業經營公司主管人員於簽章後需影印一份存檔備查。
5. 人員管制：每次靠岸後及離岸前之作業人員不得超過 4 人，臨時緊急事
件處理人員以 1 人為限。
6. 管制表內所有作業日期、起訖時間及作業人員等資料應詳實登錄。
7. 管制表請船務代理公司於船員下船前備妥資料於本公司抽查時提供，並
於船舶開航後 12 小時內以傳真至本公司各港務分公司港務處存查，正
本由船務代理公司保存，保存期限 3 年。
三、 船舶加油、加水作業
(一) 有關防疫期間船舶進行加水及加油作業人員之安全防護，原則不接觸船員，
並於作業前後加強油(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之消毒作業。至於加油、加水相
關數值確認部分，宜透過通訊軟體處理。
(二) 船舶進行加油及加水作業流程
1. 船舶加油流程(含油駁船及油罐車加油)
(1) 接管作業：防疫期間為避免雙方人員接觸，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先行
對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工作，且雙方
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油錶數值。
(2) 加油作業結束後，公證行、加油業者與受油船船員分別確認加注量後，
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簽章。
(3) 拆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各自完成拆管工作，接收油管端應對
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2. 船舶加水流程(含碼頭及水船加水)
(1) 接管作業：防疫期間，為避免加水業者及船員接觸，由受水船及加水
業者先行對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工作，
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水錶數值。
(2) 碼頭加水作業期間船員不得下船操作開關，加水業者須隨時處理任何
突發狀況。加水作業結束後，由加水業者確認供水錶數值，並拍照予
船員透過通訊軟體確認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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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拆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各自完成拆管工作，接收水管端應對
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四、 郵輪補給作業
(一)申請進港之國際郵輪僅能進行加油、加水及民生物資補給。
(二)作業時間以 3 天為限，完成作業後即須離港。
(三)船舶補給供應人員與船上船員作業時，須全程配戴防疫口罩。
(四)本項補給作業係指供應船舶及船員需用物品及專用物料等。
(五)補給作業之船員以不下船且不接觸岸上作業人員為原則，船舶補給物品由補
給供應人員透過岸上堆高機或船上吊具等機具吊至船舶艙口，再由船上人員
接引至艙內。
(六)補給作業完成後，所有作業環境、設備及器具，應全面進行消毒後再收納保
管或使用。
(七)前開規範將依指揮中心政策指示及航港局最新公告隨時調整。
五、 登船作業管理
(一) 原則以下列業別為限：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船務代理業、船舶理貨業、船
舶公證業、船舶修理業、清潔船業、船舶加水業、船舶加油業、貨櫃、散雜
貨解(繫)固業、引水公會、廢棄物清理業、日用品供應業、驗船機構等。
(二) 船方應於作業前、後執行必要之消毒作業(如舷梯、扶手)。
(三) 港埠相關業者：
1. 嚴格控制登船人員數量，無特殊情況，禁止非作業人員登船。
2. 應針對登船作業人員造冊管理，並加強追蹤該人員後續健康狀況。
(四) 登船作業人員：
1. 登船作業人員於上船執行船務或公務作業時，務必配帶防疫口罩以維自
身及他人安全，至於護目鏡、隔離衣及防護衣部分則自行評估配置。
2. 第一線作業人員以不接觸船員為原則，並與其他人距離保持室外至少 1
公尺，室內至少 1.5 公尺。若需船員配合時，應採取增加隔離或間隔等
措施，避免與船員發生接觸，至於作業需船方確認部分，以透過通訊軟
體等方式執行為原則。
3. 嚴禁進入船員生活區域。
4. 登船作業期間一旦發現船上人員或自身有發熱症狀，應立即停止作業，
並通知醫護、疾管署、港務公司等人員進行現場處置。
5. 登船作業人員下船後，應於梯口進行消毒或乾洗手的措施，並避免與未
登船之人員接觸。
六、 船員生活垃圾收受
(一)落實收受人員每日自主健康及防疫管理，每日量測體溫、洗手及消毒措施。
(二)收受人員作業中須全程配戴防疫口罩及手套等個人防護具，並儘量避免與船
員發生接觸。
(三)所有垃圾須由收受人員完成外部消毒作業，始得交由垃圾搬運車輛清運離開
碼頭作業區。
(四)作業結束後，確實進行作業環境、車輛、清潔船及機具應全面進行清潔及消
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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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陸、
柒、

(五)靠港期間禁止廚餘清運事宜，以防止非洲豬瘟進入我國。
由各分公司以 CCTV 及現場巡查等方式檢視船舶作業是否有違反防疫作為之情形，倘有
違反情事應即時通知船方改正，並通報航港局及疾管署處理。
各分公司每週提報抽查情形予總公司(如附件 4)，並由總公司彙整回報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備參。
本指引未臻完善處，各分公司得自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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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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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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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3 頁)

↑船員名單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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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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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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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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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Annex3

防疫期間作業船員下船管制表

Record form of seafarers disembarkation during port epidemic prevention
(靠泊港 Port of call:_______________)
壹、國際線船舶除靠離泊前後作業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以外，所有船員禁止下船。下

船船員於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回船，不得於碼頭上逗留。
I. All seafarers of international route vessel need to remain on board with the exception of berthing, unberthing
and emergency operations. The crews disembarking to terminal shall return to the vessel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ion completed. Do not stay on the dock.

一、船舶靠岸時，船員吊放舷梯、佈置安全網及船副登記船舶艏艉吃水。
A. When the ship berth alongside, the crews who rig gangway, safety net and check the ship's forward and aft
draft need to comply with following rules:

1、作業範圍：該船舶繫纜的第一個繫纜樁到最後一個繫纜樁之間，且在岸肩 5 公尺範
圍內。
Operating area: from the first mooring bollard to the last mooring bollard of the ship's berth, and 5 meters
extend inward from berth apron.

2、作業時間：船舶完全帶纜完成，且碼頭帶纜人員及車輛離開上述作業範圍後 30 分
鐘內。作業期間，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不得進入作業範圍內，以避免接觸。
Operation time: within 30 minutes after the ship is secured completely, and both the linemen and vehicles
leaving the operating area.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personnel and vehicles of the terminal shall not enter
the above areas in order to avoid contact.

3、作業紀錄(Operation record)：

年(y)

月(m)

日(d)， _____: ____~_____: _____(Local

Time).

4、作業人員：每次靠岸時下船船員不得超過 4 人。
Number of operators: No more than 4 crews for each berthing time.

職

稱

Job position

姓

名
Name

職

稱

Job position

姓

名
Name

二、船舶離岸時，船員收回安全網、吊收舷梯、及船副登記船舶艏艉吃水。
B. When the ship clearing from alongside, the crews who retract safety net, gangway, and check the ship's forward
and aft draft need to comply with following rules:

1、作業範圍：該船舶繫纜的第一個繫纜樁到最後一個繫纜樁之間，且在岸肩 5 公尺範
圍內。
Operating area: from the first mooring bollard to the last mooring bollard of the ship's berth, and 5 meters
extend inward from berth apron.

2、作業時間：船舶裝卸作業完成，且所有港區內作業人員離開船舶及上述作業範圍後，
於船舶離開碼頭前 30 分鐘內。作業期間，碼頭解纜人員及車輛不得進入作業範圍
內，以避免接觸。
Operation time: 30 minutes before the ship’s unberthing, after cargo operation is completed, and all the port
workers leave from the ship and the operation area.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personnel and vehicles of the
terminal shall not enter the above areas in order to avoid contact.

3、作業紀錄(Operation record)：

年(y)

月(m)

Time).
第 11 頁，共 15 頁

日(d)， _____: ____~_____: _____(Local

4、作業人員：每次離岸前下船船員不得超過 4 人。
Number of operators: No more than 4 crews for each unberthing time.

職

稱

姓

Job position

名

職

Name

稱

Job position

姓

名
Name

三、發生臨時緊急事件需船員下船到碼頭會同檢查時，需事先取得碼頭事業經營公司主管
人員同意後，值勤船員才可下船作業並且以 1 人為限，作業時須與所有港區內作業人
員保持 1 公尺以上之距離，作業完成後須立即回船上，不得在碼頭上逗留。
When the emergency occurred, and the crew who needs to join the inspection at the terminal, disembarkation
permission shall be granted by the management of terminal operating company in advance and only one
person will be allowed. The crew shall keep at least 1m away from other people, and must return to the ship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ion completed. Do not stay on the dock.

1、作業範圍：貨櫃船以橋式起重機作業範圍內，雜貨船以吊桿作業範圍為限制。
Operating area: Within the scope of bridge cranes operation for container ships, and the scope of booms
operation for general cargo ships.

2、作業事由(Operation reason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作業紀錄(Operation record)：

年(y)

月(m)

日(d)，_____: ____~_____: _____(Local

Time).

值勤船員職稱
Job position

姓

名

Name in charge

碼頭事業經營公司 簽章
Signature of the terminal operating company

貳、本紀錄表請船務代理公司於船員下船前備妥資料於本公司抽查時提供，並於船舶開航後
12 小時內以傳真送該港港務分公司存查，正本由代理公司保存，保存期限 3 年。
II.

This form shall be prepared by shipping agents before crews disembarking, and the agent shall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while TIPC conducting the spot check(s). This form shall be also faxed to the port branch of
TIPC for reference within 12 hours after the ship’s departure, and the original copy shall be kept by agents
for 3 years.

船名

碼頭

通報日期(y/m/d)

Name of ship

Pier

Date of notification

船務代理公司

填表人/

Shipping agency

Form filler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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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 4

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1 頁)

港口別

抽查日期

抽查位置

抽查人員

受檢單位

/

公司別：
缺失

抽查項目

符合

抽查
類別

/

一、落實港埠作業人員個人安全防護

(一)每日於工作場所上工前應進行體溫量測，額
溫超過攝氏 37.5 度者禁止上工，並立即勸導就 □
醫及通報作業主管。

□

(二)進入工作場所時應全時配戴防疫口罩，且與
其他人距離保持室外至少 1 公尺，室內至少 1.5 □
公尺為原則。

□

(三)作業人員應分班作業，且前後班之交接人員
儘量避免作業時間重疊，交接事項以透過無線電 □
或通訊軟體等方式為原則。

□

二、船員船舶作業管理

(四)作業人員之工作服、工作手套應採取消毒措
□
施，勤勞清洗，廢棄物勿隨意丟棄。

□

(五)各級作業主管應主動關懷員工健康狀況。

□

□

(六)港埠相關業者應自行造冊記錄每日出勤作
□
業人員名單。

□

(一)除國際線船舶靠離泊與緊急事件作業需求
□
以外，所有船員禁止下船。

□

(二)申請下船之船員於作業完成後應立即回船，
□
不得於碼頭上逗留。

□

(三)下船船員活動空間應於規定範圍內進行。

□

□

(四)下船船員作業應於規定時限內完成。

□

□

(五)人員管制：每次靠離泊前後之作業人員不得
□
超過 4 人，臨時緊急事件處理人員以 1 人為限。

□

(六)船員下船管制表內所有作業日期、起訖時間
□
及作業人員等資料應詳實登錄。

□

(七) 船員下船管制表請船務代理公司於船員下
船前備妥資料於本公司抽查時提供，並於船舶開
□
航後 12 小時內以傳真送該港港務分公司存查，
正本由船務代理公司保存，保存期限 3 年。

□

第 13 頁，共 15 頁

備註(缺失事項)

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2 頁)
缺失

抽查項目

符合

抽查
類別
三、船舶加油作業

(一)接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先行對油管
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 □ □
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油錶數值。
(二)加油作業結束後，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簽
□ □
章。
(三)拆管作業：由受油船與加油業者各自完成拆
管工作，接收油管端應對油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 □ □
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四、船舶加水作業

(一)接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先行對水管
接頭及管線表面進行消毒後，始得各自完成接管 □ □
工作，且雙方以通訊軟體拍照確認水錶數值。
(二)碼頭加水作業期間船員不得下船操作開關，
□ □
加水業者須隨時處理任何突發狀況。
(三)加水作業結束後，由加水業者確認供水錶數
□ □
值，並拍照予船員透過通訊軟體確認簽字。
(四)拆管作業：由受水船及加水業者各自完成拆
管工作，接收水管端應對水管接頭及管線表面先 □ □
行消毒後，始得收管。
(一)船方應於作業前、後執行必要之消毒作業
□ □
(如舷梯、扶手)。
(二)港埠相關業者應嚴格控制登船人員數量，無
□ □
特殊情況，禁止非作業人員登船。

五、登船作業管理

(三)港埠相關業者應針對登船作業人員造冊管
□ □
理，並加強追蹤該人員後續健康狀況。
(四)登船作業人員於上船執行船務或公務作業
□ □
時，務必配帶防疫口罩以維自身及他人安全。
(五)第一線作業人員以不接觸船員為原則。若需
船員配合時，應採取增加隔離或間隔等措施，至
□ □
於作業需船方確認部分，以透過通訊軟體等方式
執行為原則。
(六)登船作業人員嚴禁進入船員生活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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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備註(缺失事項)

五、登船作業管理
續( )

抽查
類別

抽查項目

缺失
符合

臺灣港務公司港埠防疫抽查檢核表(第 3 頁)

六、郵輪補給作業管理
七、船員生活垃圾收受

(七) 登船作業人員於作業期間發現他人或自身
有發熱症狀，應立即停止作業，並通知醫護、疾
管署、港務公司等人員進行現場處置。

□

□

(八)登船作業人員下船後，應於梯口進行消毒或
乾洗手的措施，並避免與未登船之人員接觸。

□

□

(一)申請進港之國際郵輪僅能進行加油、加水及
民生物資補給。

□

□

(二)作業時間於 3 天內完成，並隨即離港。

□

□

(一)船舶補給供應人員與船上船員作業時，全程
配戴防疫口罩。

□

□

(二)補給作業之船員以不下船且不接觸岸上作
業人員為原則，船舶補給物品由補給供應人員透
過岸上堆高機或船上吊具等機具吊至船舶艙口，
再由船上人員接引至艙內。

□

□

(三)補給作業完成後，所有作業環境、設備及器
具，全面進行消毒後再收納保管或使用。

□

□

(一)落實收受人員每日自主健康及防疫管理，每
日量測體溫、洗手及消毒措施。

□

□

(二)收受人員作業中全程配戴防疫口罩及手套
等個人防護具，並儘量避免與船員發生接觸。

□

□

(三)所有垃圾須由收受人員完成外部消毒作業，
始得交由垃圾搬運車輛清運離開碼頭作業區。

□

□

(四)作業結束後，確實進行作業環境、車輛、清
潔船及機具應全面進行清潔及消毒工作。

□

□

(五)靠港期間禁止廚餘清運事宜，以防止非洲豬
瘟進入我國。

□

□

備註(缺失事項)

簽章處
抽查人員：____________二級主管：_____________一級主管：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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