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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Port of Taich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臺中港務分公司總經理的話 

臺中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隨著港埠發展，各國際大港均面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尋求平衡的
嚴苛考驗。「綠色」、「永續」的概念逐漸為港口管理單位重視。臺
中港務分公司位於臺灣中心點，具有良好的風力條件，同時配合國家
能源政策，興建台灣首座離岸風電專用碼頭，邁向我國離岸風電國產
化的新里程碑。 
臺中港務分公司推動綠色港埠目標，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近年來致力
於綠帶面積的維護，並努力創造港區空間的綠美化，引進三井outlet，
創造雙贏的港市共榮，建立良好企業形象，於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
方案之基石上著手精進環境管理核心能力，確實逐步改善港口環境。 
臺中港發展定位為以近洋航線為主之貨櫃港、兩岸客貨船及國際郵輪
靠泊港、亞太地區物流配銷中心，港口管理單位持續追求港埠經濟效
益穩定成長，亦將港口環境規劃、污染防制、友善社區關係等議題視
為永續經營之一部分，致力減輕港口營運可能產生之環境負荷，提升
港、市間友善關係，透過再次申請生態港認證之過程，確實達到友善
綠港目標，並與國際接軌、深入交流之際，採取標竿學習策略，打造
美好良善的港市家園。 

盧展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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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背景 

港口位置與港口面積 

臺中港位於臺灣西海岸，
北起大甲溪南岸，南至
大肚溪北岸，東以臨港
路為界，南北長12.5公
里，東西寬2.5至4.5公里，
總面積約11,285公頃 (陸
域面積佔2,903公頃，水
域面積佔8,382公頃，其
中港池水域面積佔958公
頃)，具一個入海通道。 

法律地位與港口經營者 

臺中港總圖 

臺中港為臺灣自力興建完
成的第一座人工港，平均
潮差約3.63公尺，港口外
淤沙量高。港口周邊緊鄰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高美
溼地、農業用地，並有市
鎮大排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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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推動現代化商港
管理體制改革，2011年
11月9日公布「國營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
例」，2011年12月28日
商港法修正通過，於
2012年3月起航港體制採
「政企分離」作法，由
過去的公營機關轉型為
國營事業機構，將原分
屬於高雄港務局、臺中
港務局、基隆港務局及
花蓮港務局的港務經營 

，合併為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此營運體制方式以減少商
港經營受到的法律和體制
制約，增加應變市場變化
的能力，提升競爭力。臺
中港務局改制後，臺中港
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
司) 負責臺中港之港埠經營
管理相關業務，管理事項
涉及公權力部分，由交通
及建設部航港局辦理。 



臺中港於2017及2018年之主
要進港貨物為礦產品、其次為
植物產品、化學或有關工業產
品，出港主要貨物為卑金屬及
其製品、塑膠橡膠及其製品、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依據建設及發展計畫，
規劃興建碼頭78座，目
前已有58座碼頭，包含
穀類、貨櫃、一般散雜
貨、水泥、大宗散雜貨、
煤炭、管道液體貨物、
化學品、油品、廢鐵及
客貨等碼頭型態，整體
運量以煤炭為主。 

港區商業活動包含客輪碼
頭及休閒娛樂、化學工業、
一般製造業、貨櫃等型態。
客輪航線主要以近洋及兩
岸為主，且為兩岸航班密
集度最高之國際商港。 

主要商業活動 主要貨物 

臺中港主要商業活動及貨物裝卸 

石油 礦物 

原油 水泥、磷酸鹽、硫 

乾散貨 液體散貨（非石油） 

化學製品、穀物、廢鋼鐵、 

木材、大豆 

液體化學品 

液化天然氣 

礦石 其他 

煤炭、金屬礦砂 車輛 

業務項目 2017年 2018年 
2017年及2018年比較增減 

實數 % 

進出港船舶 
總艘次(次) 15,794  15,407  -387 -2.45% 

總噸位(噸) 271,435,219 270,207,716 -1,227,503 -0.45% 

貨物吞吐量 

進口貨(公噸) 62,259,370 58,718,344 -3,541,026 -5.69% 

出口貨(公噸) 7,948,321 8,200,186 251,865 3.17% 

國內貨物(公噸) 5,140,550 5,895,666 755,116 14.69% 

總計(公噸) 75,348,241 72,814,196 -2,534,045 -3.36% 

進出港旅客人數  旅客人數(人次) 62,566  78,351  15,785 25.23% 

臺中港主要貨物 

臺中港2017年至2018年業務統計表 

臺中港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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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 

客輪碼頭/休閒 造船及維修 

ㄧ般製造 化工 

貨櫃 儲存與包裝 

汽車裝卸 其他貨物裝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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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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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管理單位權責圖 

單位 業務職掌內容 

業務處 
吸引民間業者來港投資營運、發揮港埠功

能與創造效益 

港務處 港務安全管理 

棧埠事業處 旅客通關服務及公用碼頭港區巡查 

資訊處 資訊系統及設備之開發及維護 

工程處 港埠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 

維護管理處 
機電工程、通信管理及車機設備等維護管

理 

職業安全衛

生處 
環境保護、污染防治、職業安全管理 

人事處 人力資源 

會計處 預決算收支審核 

秘書處 公司庶務管理 

政風處 
危害及破壞事項之預防及協助處理陳情請

願 

臺中港商港區範圍內環
境議題涉及單位，除本
分公司外，亦包交通部
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
政院海洋委員會海洋保
育署、行政院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中部分署第三
岸巡隊、艦隊分署第三
(臺中)海巡隊、內政部警
政署臺中港務警察總隊、
內政部消防署臺中港務 

消防隊、經濟部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中港分處、財政
部關務署臺中關、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
中心臺中港辦事處等。 
針對本分公司內部，旗下
共設職業安全衛生處、秘
書處、工程處、港務處、
棧埠事業處、業務處、會
計處、資訊處、人事處、
維護管理處及政風處等十
一個處。 



相關法律 主管機關 執法機關 

交通部門相關法律 

商港法 2011/12/28 

交通部 
交通部航港局 

中部航務中心 
船舶法 2018/11/28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2018/01/16 

內政部門相關法律 
消防法 2019/01/07 內政部消防署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臺中港務消防隊 

警察法 2002/06/12 內政部警政署 臺中港務警察總隊 

農業部門相關法律 野生動物保育法 2013/01/23 農業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經濟部門相關法律 石油管理法 2014/06/04 經濟部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環保部門相關法律 

海洋污染防治法 2014/06/04 海洋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法 2018/08/0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污染防治法 2018/06/13 

廢棄物清理法 2017/06/14 

環境影響評估法 2003/01/08 

環境教育法 2010/06/05 

噪音管制法 2008/12/03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11/11/23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07/01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 2019/01/1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10/02/03 

公害糾紛處理法 2009/06/17 

環境用藥管理法 2016/12/07 

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 

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 
2016/05/09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2014/05/09 臺中市政府各業務機關 

跨部門相關法律 災害防救法 2019/05/22 內政部 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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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環境議題之相關法規 

本分公司依循國際環境
相關規範及公約，其中
有關國際船舶公約，如
防止污染船舶國際公約
(MARPOL73/78)、倫敦 

公約、管制船舶有害防污
系統國際公約及船舶壓艙
水及沉積物控管國際公約
等，均實際遵循。 

國內環境法規遵循部分，本分公
司與交通部航港局、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及相 

關環保單位互相配合，國內港埠
環境相關法律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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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環境議題分析 

臺中港為確實瞭解利害相關
人的想法，及因應生態港認
證版本更新，因此透過內部
問卷確立要溝通的主要對象，
包括員工、政府、客戶等的
意見調查，據以作為後續調
查利害關係人對於關注程度
的基礎，其調查重要性結果
如右表所示。 

利害關係人 重要性 

政府 23% 

員工 40% 

客戶 37% 

2019 
臺中港 

十大環境議題 

歸納臺中港十大環境議題 

環境議題 

內部問卷 

外部問卷 

整合分析 

確認臺中

港10大環

境議題 

 歐洲生態港第一階段認證
(自我診斷方法)歸納出港
區環境議題，並規劃相關
問卷。 

 鑑別利害關係人。 
 檢視港區環境議題之衝擊

程度 

 辨識利害關係人之意見。 
 調查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 
 共回收103份問卷。 

 根據利害關係人的關注程
度及對臺中港營運影響程
度，篩選出重大性議題。 

 針對篩選出之十大環境議
題分別設立環境目標及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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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過程 訪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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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日平均值 

PM2.5小時值 

臺中港區的空氣品質會
受到境外污染傳輸、露
天堆置、船舶排放黑煙、
車輛排放廢氣、裝卸揚
塵、光化作用以及港區
內臺中火力發電廠和中
龍鋼鐵廠的煙囪排煙所
影響，本分公司為改善  

港埠環境空氣品質，推
行措施，包含推廣船舶
減速、燃油轉換、規劃
岸電設備以及辦理臺中
港溫室氣體及相關空氣
污染物排放源減量自主
管理。  
 

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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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空氣品質採樣點 

2014-2018年二氧化硫及二氧化氮監測值(ppm) 

台17線與136線道交叉口 

19號碼頭 

北碼頭 

臨港路與北
堤路交叉口 

電力專業區 

中突堤 
(棧埠處舊址) 

43號碼頭東側 

工業專業區(I) 台電西側填
方區附近 

工業專業區及電力專
業區交界路口 

石化工業專業區
(W13底) 

石化工業專業區
(W6) 

石化工業專業區
(W3) 

空氣品質專案測點 

空氣品質一般測點 

特殊性氣體測點 

0 1 2 

中油油庫專
業區下風處 

監測類別 監測頻率 監測項目 

一般測點 每季一次 懸浮微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臭氧、風速、風向、溫度、濕度 專業測點 每月一次 

臺中港空氣品質調查監測規劃表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4-2018年懸浮微粒監測值(μg/m3) 

臺中港務分公司執行以上措施後，港
區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大多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顯示出以上措施之執行確實
有達到一定成效，除了細懸浮微粒
(PM2.5)仍未完全合格，主要原因包括
整體區域環境品質及境外輸入等造成。  
 

臺中港西碼頭倉儲專區已有多類化
學品儲槽以及液態天然氣管線，由
於卸載、儲運石油化學品皆為可能
產生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源，因此臺
中港長期以來於西一碼頭、西四/西
五碼頭，以及西七碼頭皆有定期執
行揮發性有機物監測。  

2017年 2018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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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碼頭 

西四&西五碼頭 

西七碼頭 

經分析臺中港區 2015
年-2018年之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24小時與瞬
時採樣監測值，與環保
署設於后里及烏日監測
站測值相較，臺中港之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仍可
能受到石化工業或倉儲
業儲槽逸散影響，但其  

濃度仍在法規標準內，
總量亦未超出環保署核
定標準內。  
 
揮發性有機物物種組成
分布，以烷類、烯類、
芳香族類及醛類為主要
物種，而酮類則為採樣
期間濃度較低之物種。  

室內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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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室內空氣品質檢驗結果 

旅遊運輸一直都是本分公司的重要業
務之一，每年進出臺中港之旅客都有
上萬甚至十萬人，因此旅運大樓之環
境品質至為重要。為確保旅客與港務
公司工作人員健康安危，本分公司定  

期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檢驗，力求確
保旅遊服務品質。  
監測結果發現， 2017年及 2018年
室內空氣品質調查結果皆優於室內
空品標準。  

0 1 2 

揮發性有機物測點 

歷年非甲烷揮發性氣體濃度(ppb) 

地點/年分 
CO2 

(ppm) 
O3 

(ppm) 
HCHO 
(ppm) 

真菌 
(CFU/m3) 

細菌 
(CFU/m3) 

PM10 

(ug/m3) 
PM2.5 

(ug/m3) 

1F大廳 
2017 <0.1 0.012 <0.01 28 28 6 3 

2018 <0.1 0.014 <0.01 312 443 10 4 

1F入境 
辦公室 

2017 <0.1 0.016 <0.01 35 35 7 5 

2018 <0.1 0.014 <0.01 204 190 16 7 

2F入境 
通關處 

2017 <0.1 0.010 <0.01 14 14 4 3 

2018 <0.1 0.014 <0.01 93 166 19 4 

2F出境 
候船室 

2017 <0.1 0.014 <0.01 21 21 4 4 

2018 <0.1 0.014 <0.01 157 296 14 4 

法定標準值 1000 0.6 0.08 1000 1500 7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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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於2014年5月9日
公布「臺中市發展低碳
城市自治條例」，並於
2017年1月5日發布「臺
中市溫室氣體排放源自
主管理辦法」。 
 
依照自治條例第26條第1
項規定，臺中港務分公
司必須訂定自主管理減
量目標，並執行排放量
管理，提報溫室氣體自
主管理計畫。 
 

臺中港自主溫管計畫的管
理範圍包括港區的各項主
要排放源，分為四大類：
工業專區作業、港勤作業
(包含港區機具作業與車輛)、
船舶作業(包括20海里內的
遠洋船舶、港勤船舶)，以
及行政管理作業等排放源。 
臺中港溫室氣體排放，有
逐年降低的趨勢，顯示港
區不論是固定源或移動源
之排放量，逐漸達成自主
管理減量目標。 

臺中港務分公司之資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推估 

溫室氣體自主管理計畫 

臺中港2014-2018年溫室氣體盤查結果 

註： 資源消耗碳排放量=【實際用量 x 排放係數】 

溫室氣體排放 

項目 
排放係數 

(kgCO2e每單位) 

2017年 2018年 

實際用量 碳排量(噸) 實際用量 碳排量(噸) 

用水 
(度) 

2017年 2018年 
23,900 3.6 25,916 4.2 

0.152 0.162 

用電 
(度) 

2017年 2018年 
6,373,900 3,531.1 6,425,000 3,424.5 

0.554 0.533 

用油 
(公升) 

2.263(每公升) 
20,752 47.0 25,780 58.3 

2019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用紙 
(包) 

2.8(每包) 
1,502 4.2 1,477 4.1 

Paper Star A4影印紙 

總計    3585.9 3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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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基準年) 

固定源 

A區 4954.5  4813.3  4779.4  4782.7  4406.9  

B-1區 22.9  26.0  27.2  29.5  29.1  

B-2區 25.7  27.9  25.7  27.7  26.5  

小計 5003.1  4867.2  4832.3  4839.9  4462.5  

移動源 

A區 0.3  0.3  0.3  0.4  0.4  

B-1區 0.05  0.05  0.06  0.07  0.07  

B-2區 30.0  30.1  27.7  27.5  26.5  

小計 30.4  30.4  28.1  28.0  27.0  

單位： 萬噸 



空氣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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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使用岸電 

岸電區 

臺中港岸電系統位置圖與使用量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用電
量(度) 

約28
萬 

約31
萬 

約30
萬 

約25
萬 

本分公司為持續推動港
區空氣污染之改善，調
整碼營運區、推行船舶
減速、港勤船使用岸電 

及100%使用低污染燃料 
，進出港車道設置自動化
門哨達到100%、人員通行
證每年700張。 

調整碼頭營運區 

良好適當的碼頭營運區
劃定非常很重要，未來
幾年將砂石裝卸作業移
至45號碼頭，煤炭裝卸
作業集中至9 6 - 1 0 5號 

碼頭，銅土裝卸作業移至
43號碼頭，新區域以更環
保的建築或設施，預期可
達污染防治削減效益。 

臺中港2017-2018年每月船舶減速達成率 (%) 

舶於進港或出港任一艘次
符合減速條件者，每艘次
提供補助金4,000元，共補
助595航次，金額為238萬
元。 
自2013年起定期向廠商宣
導船舶燃油轉換，以減少
二氧化硫之排放量，2017
年及2018年皆維持港勤船
舶100%使用低污染燃料；
另外規劃船舶使用岸電設
備，避免使用燃油產生碳
排，港勤船舶於2013起皆
已達到使用岸電比例為
100%。 

本分公司2015年建置船
舶減速查核系統，2016
年正式使用，船舶減速
將減少大量油品燃油後
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因
此近兩年積極與航商宣
導船舶減速計畫，自
2013年9月12日起，針
對進港船舶減速宣導。 
2017年達成率44.1%、
2016年達成率48.46%，
增加4.4%，減少碳排放
18,120.43公噸。本分公
司於2018年執行船舶進
出港減速補助計畫，船 

環境友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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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及交通調查點 

0 1 2 

時段之道路環境噪音數據
均符合法規標準。搭配交
通量進行噪音預測模式，
研判目前敏感點之道路噪
音符合第四類管制區，緊
鄰八公尺(含)以上之道路音
量標準，且承受運輸車輛
影響等級評估為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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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噪音監
測結果，「台17 線與
136 線道交叉口」及
「臨海路與北堤路交叉」
路口兩處之道路環境噪
音值，2017年僅日間偶
有超過法規標準；2018
年7月各時段均高於道路
交通噪音標準。其餘各 

臺中港噪音品質監測站 

日間標準值76dB(A) 

晚間標準值75dB(A) 

夜間標準值72dB(A) 

2017-2018年臺中港日間噪音監測值(單位：分貝dB(A)) 

2017-2018年臺中港晚間噪音監測值(單位：分貝dB(A)) 

2017-2018年臺中港夜間噪音監測值(單位：分貝dB(A)) 

港口噪音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港口水質  

水質項目 標準值(註) 
2017年 

符合率(%) 
2018年 

符合率(%) 

pH 7.5~8.5 100 100 

DO(mg/L) ≧5.0 95 100 

BOD5(mg/L) ≦3.0 100 100 

礦物性油脂(mg/L) <2.0 100 100 

註1：丙類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註2：依「臺灣地區沿海海域範圍及海域分類」，海域水體內的

河川、區域排水出海口或廢水管線排放口，出口半徑二公
里的範圍內的水體得列為次一級水體。 

本分公司針對陸域水質及
海域水質，於8個監測點定
期採樣分析，藉此了解流
入港區的污水品質，依據
河川污染程度分類，忠和
中排、龍安中排、安良港
大排、信民中排、仁民 

中排、梧棲大排的監測結
果皆達到嚴重污染的程度。 
經研判溶氧項未符合標準
多屬退潮時段，為雨後港
域水質受陸域排水影響致
耗氧量較高，及水域退潮
運動帶走原溶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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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2017年、2018年水質監測 

水質改善策略 

本分公司為降低上游對港區水
質之影響，配合環保機關協助
推動港區上游集水區污染總量
管制，定期派員監控及巡查市
內排入港區之大、中排，
2017年及2016年港區大排之
攔污設備設置比例皆達到
100%。 

未來目標將持續監控流入港區
大排設置攔污設備，減少上游
廢棄物流入港區水域。 
 

減少河流污染 

臺中港水質採樣點 

海域水質調查點 

工業泊渠 
(99號碼頭附近) 

安良港大排出口(重
件橋處) 

梧棲大排出口港池 

主航道港口附近 

西碼頭港池 
(西一、西二附近) 

漁港出海口 

工作船渠東連續
壁南側水域 

北泊渠 

北泊渠雨
水箱涵出
口 

中泊渠雨水箱
涵出口 

中泊渠 
(21號碼頭附近) 

0 1 2 

防污機具 環境監測 

港勤船舶 



逐步汰換為高效能燈具，照明
設備屬港區主要用電項目之一，
臺中港更因占地面積大，路燈
數量高達上百座，道路照明節
能成為臺中港之重要環境議題，
據統計至2018年止，高壓鈉氣
燈3044具，LED燈479具。 

減少港區廢棄物 

年 艘次 廢污(油)水(公噸) 回收率 

2017 46 744.59 100% 

2018 31 374.55 100% 

臺中港船舶廢油污水收集量 

臺中港務公司船舶廢棄物回收統計 

本分公司推動廢棄物減
量及資源回收工作，並
利用港區浚泥填海造地，
符合行政院環保署自
1997年起推動的「資源
回收四合一計畫」，實
施資源回收、垃圾減量
工作，以及2005年起推
動「垃圾強制分類」，
規定廢棄物 

分為資源、廚餘及垃圾三
大類，再分別交由清潔隊
回收或清除。 
 
臺中港區針對船舶廢棄物
收受作業，已達到100%的
收受量，並要求旅客廢棄
物進行垃圾分類及資源回
收，以減少垃圾清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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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務分公司為避免
船舶污水恣意排放於港
區之中，加強管制船舶
廢棄物清理及廢油污水
處理。 

根據統計，臺中港2017年
回收46艘，約745公噸廢
污(油)水，2018年回收31
艘，約375公噸廢污(油)水，
回收率皆為100%。 

能源消耗改善措施 

綠色材料 綠色工法 

供電系統最佳化  高耗能設備更新 

使用省電設備或科技 
燈具與

功率 

高壓鈉氣燈(具) LED 燈(具) 

70 

W 

400 

W 

1000

W 

160 

W 

雙燈 

160W*2 

公共 

道路 
301 2,333 0 464 15 

碼頭裝

卸區域 
0 125 285 0 0 

合計 301 2,458 285 464 15 

2018年將辦公大樓中央空調螺
旋式主機系統更換為高效率節
能磁浮主機系統，各樓層空調
箱改換為變頻式，並整建冷卻
水塔。以每月22天每日使用9
小時計算新舊設備差異效能，
原每月用電量60,201.9度電，
新設備用電量為38,144.9度電，
設備汰舊換新可節省約36%電
費。 

• 利用鋼材除其本身具高強
度、可節省材料用量外，
鋼材亦具有可回收再利用
之特性。 

• 混凝土：利用水淬高爐爐
碴粉取代部分水泥量，以
減少碳排放量並降低污染。 

• 堤基保護：利用沙腸、沙袋等軟性工法，
以現地土方填灌，進而取代傳統外購塊石
等材料。 

• 港區既有護岸或海堤之舊料回收再利用，
就地取材減少外購費用及運輸成本，降低
衍生之污染。 

• 碼頭及護岸新生地填築所需料源：主要由
計畫區或鄰近水域內水域取得，減少維護
性浚挖需求，達到剩餘土石資源化的目的。 

• 港區航道浚挖之廢棄土方及北泊渠底端拆
除之欄柵及混凝土鋪面破碎後，作為海側
堤基保護養灘工程使用之材料，兼顧海岸
保護及廢棄物再利用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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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港區危險貨物管理 

臺中港商港區為危險品
及石油化學品貨物之大
宗裝卸及儲運港口，本
分公司針對危險品及石
油化學品貨物設有集中
管理至西碼頭區。 
本分公司不定期與相關 

單位進行港區石化儲槽及
輸送管路聯合巡查、港區
危險品安全相關聯合督導，
及化學品或油品洩漏相關
緊急應變計畫之演練，加
強意外發生時之緊急應變
處理能力。 

項目/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巡查 50次 51次 50次 50次 

演練 1次 1次 1次 1次 

聯合督導 4次 4次 4次 4次 

危險物品管理相關統計 

東方環頸鴴 

鹿島短槳蟹 小斑鯧鰺 

孔雀紋蛺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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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中心 

臺中港貨櫃碼頭 

環境生態關注 

本分公司每年進行2次海域生
態調查，2017年調查結果：植
物性浮游生物主要優勢種為旋
鏈角刺藻 (六月 )及束毛藻(十
月)。動物性浮游生物主要優
勢種為橈腳類，佔63.24 %(六
月)及79.51%(十月)。6 月份共
發現到環節動物(Annelida)3 種、
螠形動物(Echiurida)1 種、甲
殼動物(Crustacea)5 種、軟體
動物(Mollusca)7 種、棘皮動物 

（Echinodermata）1 種及魚類
(Pisces)4 種等五大類合計21 種
底棲生物。10 月份共計發現
到環節動物(Annelida)1 種、螠
形動物(Echiurida)1 種、甲殼
動物(Crustacea)7 種、軟體動
物 (Mollusca)5 種、棘皮動物
（Echinodermata）2 種及魚類
(Pisces)14 種等五大類合計30 

種底棲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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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計算說明) 

2017年 2018年 

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之合格率(TSP、

PM10、PM2.5、SO2、NO2、

CO、O3) 

溫室氣體削減率 

港區內空氣品質測站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之比率 

溫室氣體盤查結果與基準年

(2014)比較 

 

港區空氣品質測站監測值皆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 

每年溫室氣體削減率 -2.3% 

 除PM2.5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88.31%，其餘指標均達合格率

100.00%。 

 溫室氣體削減率 -2.2% 

 TSP24小時值之合格比例93.65%.、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95.24%.、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例85.71%.

及O3八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例

95.24%，其餘指標均達合格率

100.00% 

 溫室氣體削減率 -7.3% 

揚塵 

裝卸防制設施新增數量 港區裝卸防制設施新增數量  
防制設施新增數量每2年檢討數

量及堪用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4組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6組 

道路揚塵洗掃作業 洗掃次數：20次/月  洗掃次數：20次/月 規劃道路揚塵洗掃作業  洗掃次數：20次/月 

灘地漂飛砂整治 灘地漂飛砂整治高程  灘地整治高程：EL.+6M以上  灘地漂飛砂整治高程：EL.+6.5M  灘地漂飛砂整治高程：EL.+6.0M 

港區危險貨物

管理 

危險貨物巡查、危險品安

全聯合督導次數及港區相

關緊急應變演練 

 危險貨物巡查、危險品安全聯

合督導次數 

 港區相關緊急應變演練 

 

 危險品巡查次數：50次/年 

 督導次數：4次/年 

 應變演練：1次/年 

 危險品巡查次數50次。 

 港區危險品安全相關聯合督導4

次。 

 港區緊急應變計畫(危險品)之演

練1次。 

 危險品巡查次數50次。 

 港區危險品安全相關聯合督導4次。 

 港區(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之

演練1次。 

船舶排放廢棄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之比例 
使用岸電之港勤船舶(艘)÷總港

勤船舶數量(艘)×100% 
 

 19÷19×100%=100% 

 自營拖船3艘、委外船舶8艘、

台勤拖船4艘及交通船4艘，使

用岸電船舶19艘，岸電使用度

數254,435。 

 19÷19×100%=100% 

 自營拖船3艘、委外船舶8艘、台

勤拖船4艘及交通船4艘，使用岸

電船舶19艘，岸電使用度數

254,435。 

 22÷22×100%=100% 

 自營拖船4艘、委外船舶8艘、台勤

拖船4艘、交通船4艘及風電維運船

2艘，使用岸電船舶22艘，岸電使

用度數298,243。 

船舶減速 船舶減速至12節  達成率44.1% 達成率44.1% 達成率48.46% 

船舶減速補助計畫 
全貨櫃船於20海里內平均航速12

節以下 
2017年規劃，2018年實施。 2017年規劃，2018年實施。 

 補助艘次：595艘 

 補助金額：238萬元 

使用低硫燃油獎勵 提前使用低硫燃油 2017年規劃，2018年實施。 
2017年規劃，2018年實施。 

 

 獎勵件數：111件 

 總金額：192.5萬元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之艘數

÷總港勤船舶之艘數×100%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交通船4艘，使用超級柴油之船

舶4艘。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1,076KL 

 交通船4艘，使用超級柴油之船

舶4艘。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1,076KL 

 交通船4艘及風電維運船2艘，使用

低污染燃料之船舶6艘。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1,332KL 

港埠廢棄物 
港區業者廢棄物清理委善

率 
廠內廢棄物委託清理 妥善清理率達100% 

 港區業者廢棄物清運家數：75家 

 年度訪查次數2次/年 

 妥善處理率100% 

 港區業者廢棄物清運家數：100家 

 年度訪查次數2次/年 

 妥善處理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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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指標呈現(計算說明) 

2017年 2018年 

船舶廢棄物 

推動垃圾減量，落實資源

回收再利用 

廢棄物清運量 

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實際由合格業者執行廢油污水收

受艘次÷受理廢油污水收受艘次

×100%  

 船舶廢棄物資源回收率達20% 

 委託合格業者清理船舶廢油污

水之執行率達100% 

 船舶一般廢棄物清運量305.7公噸。 

 船舶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率20.7%。 

   46÷ 46×100%=100 

 執行46艘次(廢油水收受)。 

 收受744.59公噸廢油污水(不含港勤

船舶)。 

 船舶一般廢棄物清運量269.5公

噸。 

 船舶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21.9%。 

   31÷ 31×100%=100 

 執行31艘次。 

 收受374.55公噸廢油污水 (不含

港勤船舶)。 

土壤污染 
港區內土壤污染場址控管

進度 

港區內土壤污染場址控制計畫實

施已完成工項數÷計畫總工項數

×100% 

 港區內土壤污染場址控管進度  符合年度場址整治進度。  符合年度場址整治進度。 

港區車輛排放

廢氣 

運輸業者全面使用自動化

門哨系統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出港區車

道比率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出港區車

道各9條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出港區車道比

率：18÷18×100%=100%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出港區車道

比率：18÷18×100%=100% 

柴油車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標章車輛通行證核發

數 

 第四、五期柴油車所佔比例 

 

 自主管理標章車輛通行證核發

數 

 第四、 五期環保柴油車車次比

率達40% 

 自主管理標章柴油車通行證核發數

473張(2017年9月起實施)。 

 符合環保自主管理標章柴油車車次

比 率 (1,240,485/2,696,707) 

*100%=46% 

 自主管理標章柴油車通行證核發

數2,371張。 

 符合環保自主管理標章柴油車車

次 比 率

(1,425,026/2,531,130)*100%=56.

3% 

柴油車攔檢 柴油車攔檢次數 攔檢次數36次/年  配合環保局攔檢次數36次/年  配合環保局攔檢次數36次/年 

強化與社區之

關係 
活動場次 計算實際發生數量  活動場次  辦理活動108場次  辦理活動93場次 

港埠陸域發展 

維護港區綠地/綠帶面積 維護港區綠地/綠帶面積 
持續維護港區綠地面積達120公

頃 

維護綠帶面積約394公頃 

 保安林區(166公頃)、北側低度發展

區(66公頃)、北淤沙區第二期整治

區 (30公頃 )、海港大樓周圍綠地

(29.9公頃)、港區綠地割(除)草(78

公頃)、中南突堤綠地(5.44)植栽維

護，重劃區、宿舍區周圍及西碼頭

部分區域(10.6公頃)及工業專業區

Ⅱ(7.8公頃)。 

維護綠帶面積約390公頃 

 保安林區(166公頃)、北側低度

發展區(66公頃)、北淤沙區第二

期整治區(30公頃)、海港大樓周

圍重點綠地(20公頃)、港區綠地

割(除)草及植栽維護(100公頃)、

工業專業區Ⅱ(7.8公頃)。 

港區綠地植栽維護管理率(

植栽補植量) 
植栽新植數量 每年港區植栽補植 

喬木:50 

灌木:2,550 

喬木:920 

灌木:1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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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緊急事件 

臺中港務分公司2017年至2018年演習紀錄 

年 演練名稱 內容 辦理日期 

2017 
2017年臺中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指定演練 

模擬天災、資安事件及人為破壞事件

之應變演練 
7月28日 

2017 
2017年臺中港貨櫃集散站危險品洩漏

災害防救演練 

模擬硝酸櫃洩漏事件之通報管制、應

變處置、復原作業演練 
12月29日 

2018 2018年度臺中港港安實警演習 

港安、港口設施保全、暨災害防救

（模擬防制破壞、防制劫持、消防救

災作業演練） 

7月19日 

05/ 
緊急應變 

臺中港2017年至2018年意外事故處理過程 

本分公司不定期與相關
單位進行港區石化儲槽
及輸送管路聯合巡查、
港區危險品安全相關聯
合督導，及化學品或油
品洩漏相關緊急應變計
畫之演練，統計2017年
至2018年，港區危險品
巡查分別50次，危險品
安全相關聯合督導分別
共計4次，化學品或油品 

洩漏相關緊急應變計畫之
演練每年則各1次，港區意
外發生次數為3次。 
除定期查察及緊急應變之
演練外，督促西碼頭業者
籌組區域聯防組織，與港
口業者透過義消組織之方
式，與臺中港務消防隊等
單位定期進行災害防救兵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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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務分公司針對港區之危險物品管理，持續進行港區石化儲槽及輸送管路聯合
巡查、危險品安全聯合督導，及化學品或油品洩漏緊急應變計畫之演練。 

港區環境巡查 

空中支援 

臺中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練 

貨櫃集散站危險品洩漏災害應變演練 海陸噴水救援 

事件 時間 處理過程 
中美和石

油化學股

份有限公

司酸性氣

體外洩事

件 

2017年5

月5日 

中美和石油化學公司疑似反應器故障，異常

排放大量酸性氣體，造成附近民眾不良反應，

由於醋酸非毒性化學物質，因此本分公司要

求中美和設置「醋酸偵測器」，以預防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原有之「台中廠酸味緊急通

報系統」通報單位僅列台北總公司及台中市

環保局，建議應增列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

中心及本分公司等相關單位。 

東方富輪

硝酸櫃洩

漏事件 

2017年9

月15日 

東方富輪遭遇颱風，發現硝酸櫃洩漏， 16日

進入臺中港34號碼頭，本分公司即刻設置前

進指揮所，確認各救災單位之協調官、劃設

封鎖線，要求貨主著裝上船檢視洩漏情況。

進行破桶移除，第1-4號洩漏貨櫃內硝酸全

數運離，第5、6號櫃硝酸全數運離，應變小

組解除。 

中油油管

破裂經箱

涵排入污

染港池事

件 

2018年10

月19日 

 監控中心通報北迴船池、西碼頭疑似有油

污染，經確認油污由2、3號碼頭間箱涵流

出，進行圍堵作業，並請中油公司調派相

關人力、資材支援。 

 10月21日確認係因中油管線破裂導致油品

洩漏至箱涵內，責令中油公司阻漏及各項

清理。 

 本案主要處理項目為港池油污清理、受汙

染船舶清洗、受污染碼頭與護岸設施清洗

等。 



臺中港區緊急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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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創 新 與 合 作 

Involvement 
and 

Collaboration 

本分公司針對港區環境相關議題所提出的最佳解決方
法，可展示其在港埠環境管理推行的能力。本次最佳
實踐範例分別為(1)逸散性貨物裝卸揚塵改善機制；(2)
臺中港推動綠能產業。此二項最佳實踐範例亦可提供
歐洲生態永續物流鏈基金會資料庫，作為其他生態港
夥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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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名稱：臺中港 
聯絡人姓名：林肇崇  
單位：本分公司棧埠事業處事業經營科 
職稱：代理經理 
連絡電話：(04)2664-2210 
傳真：(04) 2664-2298 
E-mail：tel5961@twport.com.tw 

計畫內容 

解決方案 

涉及環境議題 

逸散性貨物裝卸揚塵改善機制 

效果/效益 關注/動機 

揚塵 

執行時間/期程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臺中港務分公司、港區作業人員、
當地民眾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範例、強制執行、促進效能 

06/ 
創新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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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逸散性貨物長久
以來皆採傳統式抓斗及
漏斗進行裝卸作業，過
程易造成粒狀污染物揚
塵逸散，車輛運輸亦造
成道路髒污及色差，爰
自2017年1月1日起推動
散雜貨集中管理政策， 

針對三種逸散性貨物(煤 
炭、銅土、砂石)實施裝卸
作業污染防制管理，要求
業者應符合環保法規規定
之裝卸作業模式，其他逸
散性貨物(如水泥熟料、爐
石、矽砂、純鹼等 )則自
2019年1月1日起比照辦理。 

本分公司訂定「臺中港
區環境管理注意事項」
(2017年4月訂定，2019
年4月3日修正)，明訂逸
散性貨物之堆置、裝卸
及運輸作業規範，並納
入各港區業者新訂契約
或換約附件，作為管理
依據。 
為輔導業者，本分公司
自2017年7月18日起，辦
理密閉式裝卸作業說明
會等相關會議5場，並自
2018年7月23日起召開業
者裝卸機具改善計畫審
查會議13場，目前共計8
部環保裝卸作業機具。 
為利業者有所遵循，本 

分公司邀集裝卸業者及貨
主召開逸散性貨物裝卸說
明會，針對裝卸過程所致
揚塵問題，請裝卸業者各
自提出裝卸改善計畫及期
程，相關改善計畫由交通
部航港局及本分公司共同
審查，後續依裝卸業者所
提改善計畫據以查察，並
以CCTV加強監控裝卸狀況。 
本分公司於2018年10月31
日訂定「臺中港逸散性貨
物碼頭指泊方案」，自
2019年1月1日起逸散性貨
物集中指泊28、29、44號
碼頭，西碼頭區則集中指
泊105號碼頭及106號碼頭
南段100公尺。 

統計臺中港2017-2018年進口煤炭，
分別是575.4萬及526.2萬公噸，經
改善裝卸作業方式，分別可以減少
397.1噸及363.1噸排放。 

參與單位 

交通部航港局、本分公司、台中港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德隆倉儲股份有
限公司、建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月1日 煤炭、銅土、砂石要求裝卸作業 
應符合環保法規規定 

2019年1月1日 其他逸散性貨物起比照辦理 

2019年6月30日 水泥熟料、爐石須採密閉式卸料機
作業，其他逸散性貨物則依各業者
提出『逸散性貨物裝卸作業改善計
畫』所訂改善裝卸機具及作業方式
辦理。 

港區業者已投資6部卸料機
(初估每部約4,000萬) 

*港區煤炭防制效率 單位:公噸/年 

區分 2017年 2018年 
裝卸量 5,754,949 5,262,010 
無環保裝卸之
排放量 

446.0 
407.8 

採環保裝卸之
排放量 

48.9 
44.7 

採機具後減量 397.1 363.1 

區分 
2017

年 

2018

年 

2019年

1~8月份 

本分公司移送

案件數 
22 13 27 

中部航務中心

裁罰案件數 
8 7 14 

*移送及裁罰案件數 



計畫內容 

解決方案 

涉及環境議題 

參與單位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執行時間/期程 

臺中港推動綠能產業 

效果/效益 

關注/動機 能源消耗、空氣品質 

交通部航港局、離岸風電業者、臺中港務分公司 

06/ 
創新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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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推行綠能科技產
業創新方案，其中綠色
能源發展將是驅動經濟
發展的新引擎，是以國
內綠色需求為基礎，引
進國內外大型投資，增
加優質就業並帶動我國 

綠能科技及產業的躍升，
打造台灣成為亞洲綠能產
業的重要據點，期以綠能
建設特別預算補足前瞻基
礎建設的缺口，完備綠能
發展所需的環境，達成非
核家園的能源轉型目標。 

臺中港配合離岸風電產
業發展需求，需要規劃
合適位址建置風電產業
碼頭，以符合進駐業者
需求，依據「國際商港
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年」，考量臺灣
國際商港發展需求之迫
切性，於近程及中長程
等各項發展計畫，已納
入「臺中港離岸風電作
業碼頭興建工程」。 

配合臺中市政府推動低碳
城市及我國再生能源可設
置容量盤點政策，已爰依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
條例第22條規定，分3期
公告用電量月平均800千
瓦以上大戶，要求自公告
日起3年內完成裝設契約容
量百分之十以上之太陽能、
風能或其他綠能、節能設
備 

離岸風電產業、港區作業人員、一般民眾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範例、促進效能 

區分 決標日期 履約期限 

臺中港106號碼頭新建工程 2017年12月 660日 

臺中港36號碼頭新建工程 2018年6月 660日 

臺中港5A碼頭改建及5B碼頭新
建工程暨淺水船渠整建工程 

2017年6月 960日 

臺中港離岸風電產業專區 -碼頭
船席配合工程 

2018年4月 240日 

碼頭船席承載力改善工程 

區分 
評估設置容
量(KW) 

已設置容量
(KW) 

達成率 

臺中港務分公司 587.09 54.28 9.25% 

臺中港區業者 16,394.68 9,892.01 60.34%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中港園區業者 

5,154.58 1,474.98 28.61% 

總計 22,136.35 11,421.27 51.60% 

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興建及改建離岸風電碼頭 3,527,450千元 

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 559,641千元 

區分 設置容量(KW) 發電量(度) 
減碳效益推估   

(噸/年) 

臺中港務分公司自
有自用建物 

54.28 59,436.6 32.93 

臺中港區業者 9,892.01 10,831,751 6000.79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中港園區業者 
1,474.98 1,615,103 894.77 

總計 11,421.27 12,506,290.6 6,928.49 

港口名稱：臺中港 

聯絡人姓名：許哲維 

單位：業務處自貿運籌科 

職稱：經理 

連絡電話：04-26642170 

傳真：04-26642199 

E-mail：

wei316@twport.com.tw 

港口名稱：臺中港 

聯絡人姓名：黃唯誠 

單位：工程處新建工程一科 

職稱：經理 

連絡電話：04-26642550 

傳真：04-26560829 

E-mail：

Dandes@twport.com.tw 

港口名稱：臺中港 

聯絡人姓名：王汎今 

單位：業務處契約管理科 

職稱：督導兼代 

連絡電話：04-26642150 

傳真：04-26642199 

E-mail：

fangeen@twport.com.tw 



臺中港務分公司積極與國內外產、官、學單位針對港口環境議
題進行合作，除了解國際環境發展趨勢，亦透過技術合作、共
同投資、聯合稽查、活動舉辦等方式，實現綠色永續港口之目
標。 

參與及合作組織 

參與組織 

協會 

國際港埠協會為目前國際上最有影響力之港埠組
織，並向聯合國主要機構（ECOSOC、 IMO、
UNCTAD、UNEP、ILO、WCO等）提供諮詢的
非政府組織NGO。臺中港務分公司固定參加每兩
年舉辦一次之世界港口大會，以了解世界港口發
展趨勢。 

太平洋港口協會 國際港口協會 

太平洋港口協會主要針對港口管理機關或港口管理委員
會等相關單位及人員，透過以定期聚會方式，藉由產業、
官及學界共同召開研討會議方式，提供太平洋地區各港
口彼此專業技能、管理知識及相關實際經驗之交流平台。
臺中港務分公司不定期參加每年舉辦之研討會，與各國
會員交換港埠經營心得，了解太平洋地區港埠目前經營
及各港發展的趨勢。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學術機構 

為提升國際競爭力及航運業務品質，創造良好之教育與學術研究環境，共謀國際港埠與校園共榮發展，臺灣
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起陸續與臺灣三所國立大學簽屬合作備忘錄，未來雙方將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
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發展、產學合作、教育訓練、學生實習及港埠經營講座等，除了可以提升教學品質，學
校也可以作為港務公司的智庫，在港埠經營管理實務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共創雙贏。 

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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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 

本分公司與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合作進行港
區定期聯合稽查及演習，並出席環保局辦理相
關會議，如臺中港區空氣污染管制建議橫向聯
繫會議、臺中市河川揚塵應變防護演練兵棋推
演工作會議、臺中港區空氣污染物減量管制協
商會議、臺中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措
施訂定研商會、臺中市柴油車保檢合一推動說
明會、臺中市營建空污費收費管理及道路洗掃
查核法令宣導說明會、臺中市空氣品質管制策
略研討會議及記者會等。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為臺灣交通主管部門提供「解除擁
擠」、「疏通瓶頸」、「提高容量」、「擴充及充分
利用現有運輸設施」及「擬訂中長期運輸發展計畫」
的各種研究報告及各項企劃案。本分公司與交通部運
輸研究過去亦合作過許多計畫，如港灣生態景觀規劃
設計應用研究、臺灣港埠節能減碳效益提升之研究。 

政府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 

本分公司與中部航務中心合作
進行港區定期聯合稽查及演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本分公司出席環保署舉辦重大研討議題，如港區空氣
污染減量策略諮詢會、環境影響評估法令宣導說明會
等，及推動港區運輸污染管制作業，本公司已修訂
「國際商港港區通行證申請及使用須知」，後續未取
得柴油車自主管理標章之車輛，僅核發三個月以下之
定期通行證。 

委託林務局於2003年至2006年期間辦理林相
綠化更新，以及於2012年辦理海岸林生態復育
造林預定計畫，於臺中港低度開發區造林撫育
面積達8.1公頃，共種植木麻黃樹4萬株。另，
工業專區(II)造林撫育面積達4.17公頃，共種植
木麻黃樹2萬餘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臺中港務消防隊 

本分公司與臺中港務消防隊合
作辦理辦公場所消防訓練。 

工業技術研究院 

本分公司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
政策，強化臺中港區優勢競爭
能力，委託專業圑隊執行港區
能源整合調查與規劃研究，未
來將配合相關公共建設興建與
招攬國內外優良廠商進駐。 

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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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2017年 
(人小時) 

2018年 
(人小時) 

課程內 
容領域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217.5 29.5 

氣候變遷 0.0 3.0 

災害防救 306.0 2.0 

自然保育 0.0 100.5 

公害防治 896.0 0.0 

環境及資源管理 913.0 2,644.5 

文化保存 96.0 2.5 

社區參與 0.0 672.0 

授課方式 

課程 762.5 2,134.0 

演講 1,202.0 17.5 

網路學習 0.0 438.0 

體驗 3.0 0.0 

參訪 96.0 672.0 

影片觀賞 152.0 0.0 

實作 5.0 3.0 

活動 0.0 4.0 

TOSHMS)暨ISO 45001：2018系統導入啟始會議 

 AED+CPR實作教育訓練 

員工培訓 

本分公司依循環境政策
之內容，提供適當環境
教育訓練，除培育員工
環境意識、提升職員環
保知識，亦可提升臺中
港競爭力。 
本分公司每年編列人員
之內部及外部訓練計畫，
根據統計2017年及2018
年公司內部訓練計畫，
包含生態保育、災害防
救之緊急應變、溫室氣
體盤查、空氣污染及噪
音環境監測、海洋油污
染緊急應變作業等環境
相關議題；外部訓練計 

畫(環境議題相關)，包括環
境影響評估訓練、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人員、特定化
學物質作業安全衛生、毒
化物管理人員、港口設施
保全(PFSO)。 
針對環境教育部份，本分
公司依循「環境教育法」，
每年訂定環境教育計畫，
每位員工需參加四小時以
上之環境教育。2017年及
2018年總參加人小時均超
過4,500人小時 (公司員工
數量統計2017年為282人；
2018年為3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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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公司2017-2018環境教育課程學習時數 

2017年港區職場安全健康週系列活動 



08/ 
溝 通 和 出 版 物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ation 

-58- -59- 



網際網頁 

港市互動 

溝通和出版物 

臺中港首頁 

老人照顧中心愛心關懷活動 

臺灣港務公司綠色政策網頁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將綠色港口推行之成果呈現於國
際舞台上，並架設「臺灣港務公司綠色政策中英文網頁」，
建立我國與他國溝通交流之管道。 

為使臺中港能持續與業
者和外界交流，主要透
過活動、研討會、工作
坊、出版物、網頁及展
覽空間等方式，將臺中港 

相關資訊公開，提供一般
民眾、港區業者、學術機
構及本分公司相關業務單
位等參考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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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揮毫贈春聯 

與醫院辦理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臺中港2017-2018年之防災應變相關出版物 

台中市愛心家園一日志工 



梧棲國小蒞臨臺中港參訪 

社區參訪 

溝通和出版物 

辦理海洋教育活動 

敦親睦鄰 

推廣港區業者企業誠信倫理觀念 

宣傳活動 梧南國小師生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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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區彩繪消波塊 

南崁高中參訪 

手作麵包坊擔任一日志工 

促進中部地區郵輪觀光產業 

海軍敦睦艦隊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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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環保人員人事費、環境相關之教育費用支出等  

- 環境維護與管理：港區綠美化、廢棄物清除及港區疏

浚等  

- 環境監測：空氣、噪音、水質、底泥、疏浚等相關 

環境監測及環境巡查  

- 緊急應變：意外事故處理費、港區污染用之材料及危

險品化驗檢定費等  

- 溝通與出版物：網站維護、宣傳活動以及環境出版物等  

環境資產 環境投資與成本 

臺中港環境投資與成本項目 

為使臺中港發展成為臺灣中部區域加
值型物流港、臨港工業之發展基地及
對環境友善之綠色港口，本分公司推
動了一系列港埠發展計畫與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其中部分計畫涉及環境
議題，如新建建築物朝向綠建築；新
建親水景觀設施護岸，增進民眾親港 

機會；離岸風電產業專區-碼頭配合
工程；汰換老舊設備以增加執行成
效並減少污染排放等工程及方案計
畫。合計2017年與2018年本分公司
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固定資產分
別為新臺幣933,808千元與
1,074,981千元。 

臺中港務分公司2017年及2018年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
(單位:新台幣千元) 

費用項目 2017年 2018年 

員工( 含環境教育) 11,262 14,687 

環境維護與管理 39,563 38,215 

環境監測 4,490 4,611 

緊急應變 270 814 

溝通與出版物 2,112 1,735 

合計 57,697 6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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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務分公司對於環
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主
要可分為員工、環境維
護與管理、環境監測、
出版物、緊急應變與溝
通，其目的在於增進員
工環境意識、環境維護、
改善環境品質、緊急應 

變之能力，及提升民眾對
於港埠之認識，各項成本
如下： 合計臺中港務分公
司2017年與2018年對於環
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分別
為新台幣 57,697千元與
60,062千元。 

費用項目 2017年 2018年 

土地改良物   796,343       939,210  

房屋及建築     50,376        54,599  

機械及設備     64,197          7,421  

交通及運輸設備     22,611        72,090  

什項設備          281          1,661  

合計   933,808    1,074,981  

2017-2018年臺中港務分公司對於環境議題所投資之資產(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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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臺中港自1976年開始營運以來，因應國內經濟成長、航運市場演變，對港
埠的基礎建設投資未曾間斷，40年來已頗具規模，如何在既有的優勢下，
讓臺中港在全球海運的舞台持續成長並兼顧環境，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自2012年轉型為公營事業機構，本
公司推動綠色港埠政策，配合非核家園願景與能源轉型目標，其中綠色能
源發展將是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臺中港結合優良的地理條件，以國內
綠色需求為基礎，引進國內外大型投資，增加優質就業並帶動我國綠能科
技及產業的躍升，打造台灣成為亞洲綠能產業的重要據點。 
未來除配合國家能源發展政策，將持續完備綠能發展所需的環境，營造優
質離岸風電產業園區及作業基地，達成非核家園的能源轉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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