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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總 經 理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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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務分公司總經理的話 

 隨著世界各大港口逐漸意識到港口發展與環境保護密不可分，港埠發展
之趨勢逐漸朝向以環境永續為發展目標，全球各先進國家紛紛將「綠
色」、「永續」之概念與港口經營理念結合，透過港口規劃、生產營運
與周邊環境保護等議題，強調港埠發展除重視經濟效益，亦應發展低污
染、低能耗、復育環境、結合周邊社區利益等多目標性的港埠營運模式。 
     
安平港身為臺灣七大國際商港之一員，了解身為港口管理單位，應負起
港口環境維持與改善之責任，近年來致力於綠帶面積的維護，努力創造
港區空間的綠美化，並承諾將環境保護納入港口永續經營的一部分。 
     
港口管理單位除持續積極推動主要貿易與商港觀光產業發展，追求港埠
經濟效益成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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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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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生態環境、港市發展、港口營
運利益共生之目標。 
 
 
 
 
 
 
 
 
 
 
 
 
 
 高雄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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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口 背 景 

Por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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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港口位置與港口面積 

安平港位於臺灣西南海岸(東
經120度09分、北緯22度59
分) ，全港區總面積約18.04
平方公里，其中陸域2.39平
方公里，港內水域2.67平方
公里，港外水域12.98平方公
里，港口寬度180公尺、主航
道水深-12公尺，平均潮差
0.57公尺。 
 
地理環境上，安平港位於臺
灣西南部海岸之臺南地區， 

2.2法律地位與港口經營者 

介於二仁溪與鹽水溪之間，
南距高雄港約40公里，北距
臺中港約140公里，清代時安
平港為進入臺南府之門戶，
為當時臺灣第一大港，嗣因
漂沙影響，港口淤積而逐漸
沒落，政府為促進地方經濟
發展，交通部於1997年公告
安平港為高雄港之輔助港，
具備國際商港功能，國際商
船可進出作業。 

02/ 
港口背景 

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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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日商港法修正通過，於
2 0 1 2年3月起航港體制採
「政企分離」作法，由過去
的公務機關公司化轉型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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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為一家公司的 

營運體制（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臺灣港務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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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務局改制後 
，安平港之港埠經營相關業
務由高雄港務分公司安平港
營運處負責，港區內航政及
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則由交
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 
（以下簡稱南航中心）辦理。 

安平港地理位置圖 安平港規劃平面圖 

安平港 

鹽水溪 

二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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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商業活動 

安平港目前已建設碼頭17 座，
其中2座為奇美專用化學品碼
頭，碼頭長度共3,196公尺，
碼頭類型包含散雜貨碼頭、
客貨碼頭、化學品、大宗貨
碼頭、港勤碼頭等。 

2.5 港口業務 

2017年之主要進港貨物為化
學 或 有 關 工 業 產 品
（62.0%），出港貨物主要
為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96.6%)；2018年之主要進
港貨物為化學或有關工業產
品（63.0%），出港貨物主
要為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98.3%）。 

02/ 
港口背景 

2.4 主要貨物 

黃鐵礦物 乾散貨 

鋁、水泥 化學製品 

液體散貨（非石油） 礦石 

液體化學品  煤炭 

安平港主要貨物 

業務項目 2017年 2018年 
2017年與2018年比較增減 

實數 % 

進出港 

船舶 

總艘次(艘次) 820 967 147 17.93% 

總噸位(噸) 7,584,285 7,182,688 -401,597 -5.30% 

貨物 

裝卸量 

散雜貨 

(計費噸) 
459,644 119,839 -339,805 -73.93% 

管道貨 

(計費噸) 
1,186,713 1,324,679 137,966 11.63% 

總計 

(計費噸) 
1,646,357 1,444,518 -201,839 -12.26% 

貨物 

吞吐量 

進口貨 

(公噸) 
793,671 770,290 -23,381 -2.95% 

出口貨 

(公噸) 
87,360 187,532 100,172 114.67% 

國內貨物 

(公噸) 
739,158 511,255 -227,903 -30.83% 

總計(公噸) 1,620,189 1,469,077 -151,112 -9.33% 

進出港 

旅客人數 

國內航線旅客 

(人次) 
- 190 190 - 

國際航線旅客 

(人次) 
0 0 0 0.00% 

總計(人次) 0 190 190 - 

2017-2018年安平港業務統計表 

資料來源：2018年臺灣港務公司統計年報 

資料來源：安平港營運處 

-11- -10- 



03/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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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安平港 

環境管理系統 
3.1  組織架構及說明 

安平港區之環境管理除由高雄港務
分公司安平港營運處執行之外，依
商港法及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責任歸
屬，安平港營運處負責港口經營及
管理涉及之環境議題，南部航務中
心-安平航港科辦理涉及公權力之
環境議題，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局）專責海洋污染
防治法中相關環境議題。 
 
其中，商港區的巡查及監督工作涉
及港埠及相鄰市區管理、監測，除
了安平港營運處定期巡查確認港區
環境，南部航務中心、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等單位也不定
期進行港區稽查。執行污染行為的
取締、蒐證、移送等業務由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四海巡隊
（以下簡稱第四海巡隊）、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
(以下簡稱第一一岸巡隊)及內政部 

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安平港
中隊)協助。 
環境污染裁罰則根據環保法規，環
保局以及環保署皆有權進行裁罰，
涉及商港法則由南航中心執行。災
害事件緊急應變及人員救護除前述
單位外，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
防隊安平港分隊（以下簡稱港務消
防隊）亦協助執行。 
 
安平港營運處組織內部，主要負責
環境管理之部門為港務科，港務科
所屬職掌為港區安全管理及災害事
故相關業務、港區污染防治、環保
法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測、
油污染與毒化災害緊急事件處理、
環境教育等業務、港內生態保育、
植栽養護、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
等業務，其中從事環保相關人員共
3位。 

安平港區環境議題涉及單位 

安平港商港區環境議題管理單位之權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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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 

環境管理系統 
3.2.1  國際相關環境法規 

安平港營運處依循國際環境相關
規範及公約，其中有關國際船舶
公約，如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
(MARPOL73/78)、倫敦海拋公
約 (防止傾倒廢棄物及其他物質 

污染公約)、管制船舶有害防污系
統國際公約及船舶壓艙水及沉積物
管理國際公約等，均實際遵循。 

3.2.2  國內相關環境法規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執法機關 

交通部門相關法律 

商港法 2011/12/28 

交通部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安平航港科 
船舶法 2010/12/08 

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2012/12/28 

內政部門相關法律 消防法 2011/12/21 內政部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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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部門相關法律 

海洋污染防治法 2018/08/01 海洋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法 2018/06/13 

環境保護署 

水污染防治法 2017/06/14 

廢棄物清理法 2003/01/08 

環境影響評估法 2017/11/29 

環境教育法 2008/12/03 

噪音管制法 2018/08/0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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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07/01 

臺南市環境清潔自治條例 2012/09/13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2017/04/17 

公害糾紛處理法 2009/06/17 臺南市政府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 

跨部門相關法律 災害防救法 2019/05/22 內政部 臺南市政府 

國內環境法規遵循部分，安平港營運處亦
與地方執法機關配合進行港區環境管理作
業，國內港埠環境相關法律整理如下表： 

資料來源：安平港營運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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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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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狀況 

重大環境議題分析 

安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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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等的意見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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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4% 

員工 17.87% 

客戶 22.43% 

供應/承攬商 17.11% 

社區 16.35% 

歸納安平港十大環境議題 

 透過歐盟生態港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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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份問卷。 

 根據利害關係人的關注程
度及對安平港營運影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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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議題 

內部問卷 

外部問卷 

整合分析 

確認安平

港10大環

境議題 

3.船舶貨物
溢漏(處理) 

9.港埠發展(陸
域相關) 

8.港埠發展
(水域相關) 

4.揚塵 

2.船舶排放 
(污水 

1.空氣品質 

6.垃圾/港埠
廢棄物 

5.船舶
廢氣排
放 

7.噪音 

10.水質 

2019 
安平港 

十大環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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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監測情形 

空氣品質監測測值 

南星計畫區空氣品質監測 安平港區空氣品質監測 

造成安平港空氣污染的主因來自
港區船舶燃燒用油產生之廢氣、
港區業者車輛的廢氣排放、裝卸
設備等，其主要空氣污染物，包
括氮氧化物 (NOx)、二氧化硫
(SO2)及細懸浮微粒(PM2.5)等。 
 
車輛管制方面，安平港工業區和
四鯤鯓管制站目前共有8條進出車
道，其中4條為自動化門哨，自動
化門哨系統藉由門哨光學文字辨
識 (OCR)與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系統自動辨識與資料庫快
速比對驗證，設置電子顯示看板
及紅綠燈等相關硬體設備，有效
管理人員、車輛、貨櫃出入港區， 

2017年163,042通行車次及2018
年154,575通行車次，不僅減少車
輛進出之怠速停等時間，提升港區
門哨通行效率，同時有助於降低碳
排放量。 
 
2016年1月1日起，安平港陸域配
合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設立「空
氣品質淨區」，進入淨區內之柴油
車輛應取得環保署認可的排煙自主
管理標章，排放標準較該車輛出廠
時之法規標準嚴格，經過長時間宣
導與稽查作業，2017年攔查車輛
249次，裁罰2次，合格率99.2%，
2018年攔查173次，裁罰2次，合
格率98.8%。 

安平港區目前有4處空氣品質定點
監測，包含旅客服務中心、新港
橋、億載國小漁光分校及龍崗社
區，監測項目包含總懸浮微粒
(TSP)、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
微粒(PM2.5)、二氧化硫(SO2)、 

氮氧化物(NOx)及臭氧(O3)，監測
頻率為每季監測。依據2017-2018
年的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如右圖所
示。  
 

空氣污染物 

(簡寫及單位) 

總懸浮微粒 懸浮微粒 細懸浮微粒 二氧化硫 二氧化氮 

TSP 
(μg／m3) 

PM10 

(μg／m3) 
PM2.5 

(μg／m3) 
SO2 

(ppm) 
NO2 

(ppm) 

24小時值 24小時值 24小時值 小時平均值 小時平均值 

法規標準 250 125 35 0.25 0.25 

龍岡社區 

旅客服務中心 

新港橋 
漁光分校 

空氣品質監測點 

自動化門哨 

0

25

50

75

100

125

旅客服務中心 龍崗社區 新港橋 漁光分校 

PM2.5 、PM10(μg/m3) 

PM10

PM2.5

標準值125 

標準值35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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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電裝設情形 

減少揚塵污染 

全自動卸煤密閉倉儲作業 

陸上移動源控制 

高壓水柱洗車道 

自動灑水系統 

安平港揚塵主要來自散雜貨碼頭
之貨物裝卸作業過程、風蝕揚塵
及車行揚塵等。 

 
在減少揚塵污染方面，安平港水
泥裝卸碼頭及卸煤設施使用一貫
化密閉式倉儲，不僅提高卸船作
業效率，同時可完全減少卸載過
程中之粒狀污染物之逸散情形。 
 
 

為使港區作業降低裝卸運輸貨物產生之懸浮
微粒所引起之環境污染問題，安平港採取之
抑制揚塵逸散實際策略包括加裝密閉式倉儲
進行煤炭、水泥運送，主要透過裝卸防制設 

備之設置，並規範裝卸作業相關規定，其中，
水泥裝卸使用密閉式運輸比例2017及2018年皆
達100%；煤炭使用密閉式運送的比例2017年
為54%，2018年為87%，提升了約33%。 

安平港陸上的移動運輸工具是另一個主要的
空氣污染排放源，安平港營運處與臺南市政
府環保局合作推動空氣品質淨化宣導與稽查，
於2016年1月1日起安平港正式為空氣品質淨
區，也要求港區內奇美實業外包之化學槽車
及萬青水泥公司之運輸車輛自主管理。 

港區岸電設施共有7座，港勤碼
頭共設置6座公用岸電系統，及1
座出租岸電，今年(2019)亞果遊 

於碼頭設置4座洗車台，要求運送含
逸散性粒狀物質之進出車輛，必須將
車體、輪胎沖洗乾淨後始得離開。 
 
臺南市政府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在安
平商港設有再生水取水點1處，作為
港區樹木澆灌或提供港區業者清洗地
面、灑水抑制揚塵使用。 

降低船舶廢氣排放 

船舶污染減量方面，安平港已於2015年完成
建置AIS船舶減速查核系統，可掌握進出港船
舶之船速紀錄，透過召開「港埠業務座談會
議」，向航商、船務代理公司、港埠相關業
者宣導各船舶進出港區20浬內，船速需降至
12節，以配合執行空氣污染防制。 
 
安平港2017年安平港減速達成率總平均為
58.5%，2018年為62.8%，自2018年起於船
舶減速查核系統加入計算減碳量項目，2018
年減碳量達1153.23噸。 

空品淨區告示牌 

船舶減速查核系統 安平港水資源再生利用作業 

再生水取水點 

艇碼頭會新增33座遊艇用岸電，未
來規劃隨遊艇泊位開發數量持續增
設岸電設施。 

水泥管道裝卸 

岸電系統 

自動卸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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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車池 

另2019年截至9月，統計共有496 艘次進出港船
舶，364艘達成減速要求，減速達成率約73.4%，
減碳量計952.78噸，比較2018年同期1至9月(共
有464 艘次進出港船舶，293艘達成減速要求，
減速達成率約63.1%，減碳量計867.59噸)，逐
年有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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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消耗 

廢棄物產生與處理 

資料來源：高雄港務分公司安平港營運處2014-2018年度四省比較表 

年份 艘次 
廢油污水 

(公噸) 

2017 3 49.6 

2018 8 104.06 

項目 2017 2018 

垃圾產生量(公噸) 82.6 86.7 

資源回收量(公噸) 2.38 0.09 

資源回收率 (%) 2.9 0.1 

>> 安平港船舶廢油污水收集量 

>> 安平港廢棄物回收統計 

四省計畫 

因業務成長及招商行銷需要，公
務車輛使用頻率增加，並為港區
環境維護，增加水陸域船機巡查
頻率，用油量略為成長。 

安平港近年來貨物裝卸量及年營
收均有成長，為服務港區業者及
提供照明設施，因此用電量隨業
務成長略有增加。 

安平港近年因南自貿、北觀光雙
軸心發展，加強招商拓展業務，
各項行銷及會議資料增加，致用
紙量因業務成長而微幅增加。 

用水量減少主要大家對於水資源
節省的觀念愈來越強，另外配合
鄰近臺南市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處理回收使用。安平港就近使用
該再生水，作為港區花草樹木澆
灌及洗車池用水，而2018年因
新增了承租廠商，用水量略有增
加。 

針對安平港區陸域廢棄物，港區
於定點設置垃圾分類桶供船方自
行分類，避免垃圾散落碼頭面及
掉落港池。安平港2017年陸域垃
圾產生量82.6公噸，資源回收量
約2.38公噸，資源回收率2.9%，
2018年垃圾產生量86.7公噸，回
收量0.09公噸，資源回收率為
0.1%，由於大部分的垃圾屬性非
為資源類垃圾，並開放港區業者
自行回收處理，以致呈現資源回
收量雖偏低，卻不減港區廢棄物
處理成效。 

安平港營運處平均一年清除港內海
域漂浮垃圾高達231.8公噸，但海
洋漂浮垃圾無遠弗屆，殘留岸際污
染沙灘，安平港營運處不定期舉行
淨灘活動，藉由在地環保人士、公
民營事業機構、學生及志工以實質
行動清潔海岸，強化海洋清潔維護
的多元參與，使海岸永續維持原來
清淨自然面貌。安平港也持續針對
船舶宣導垃圾減量、分類，並掌握
垃圾產生量及資源回收情形。 

安平港的四省計畫以每年用電量、用油量、
用水量及用紙量之負成長為原則，減少港口
資源消耗與廢棄物產生。 

淨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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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噪音 

噪音監測情形 聯外交通系統 

因安平港區與市區相鄰，又
緊鄰工業區，港埠及周遭工
業的活動和貨物的運輸，以
及港埠的營建工程所產生之 

噪音，易影響周圍居民生活
品質，噪音公害問題也是居
民關切的環境議題之一。 

安平港商港區屬於第四類管
制區緊鄰8公尺以上之道路
噪音標準。安平港營運處自
行規劃4處噪音監測點，分
別為新港橋、億載國小漁光
分校、安平工業區管制站及 

龍岡社區進行鄰近敏感受體
區域、港區交通要道、裝卸
區域之監測。依據2017年
和2018年安平港區環境品
質監測結果，噪音管制標準
符合度達100%。 

監測(噪音) 

龍岡社區 

安平港檢查哨 

新港橋 
漁光分校 

時段 日間音量 晚間音量 夜間音量 

第四類管制區法規標
準單位：dB(A) 

75 70 65 

緊鄰8公尺以上之道路 76 75 72 

改善對策 

安平港構築60公尺寬綠帶及
30公尺寬環港道路(全長計
1,500公尺)，與附近社區形
成近90公尺寬之緩衝帶，安
平港營運處規劃大型車輛運
輸路線應由港內環港道路經
四鯤鯓管制站，連接社區外
環道路，駛向西濱道路， 

減少港區與居民交通動線的
重疊，不僅能維護人車安全，
而且可確實降低港區對鄰近
社區造成噪音影響。 
安平港營運處要求港區內之
各業者、船舶及車輛於作業
時，務必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隔鄰綠帶 
噪音監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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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貨物溢漏 
 
 
 
 
 
 
 
 
 
 
 
 
 
 
 
 
 
 
 
 
 
 

安平港營運處為維持港口安
全及環境管理，除設置有
CCTV，全天候監控港口各
項作業，定期派員進行港口
環境巡查，發現污染立即進
行勸導，或通報公權力執法
單位進行裁罰，此外安平港
營運處與港口承租業者簽訂
契約時，亦明定其應遵守環
保法令及制定相應之污染防
治措施。 

安平港營運處遵循「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因應商港區域化
學物質洩漏災害事件發生時
或有發生疑慮之緊急應變，
並配合交通部及環保署應變
作業，減輕災害損失，進而
保障環境及人命安全，維護
港口正常營運，降低化學物
質災害事件，對環境或人命
之重大危害。 

在管理方面，於平時辦理各項化學物質
洩漏防減災害措施及應變整備，並與相
關支援單位，加強相互協調聯繫，建立
聯防應變體系，有效運用人力及設備資
源。 

項目/年 2017年 2018年 

巡查 49次 53次 

圍攬油索(艘)  197次 226次 

船舶聯合稽查 20次 21次 

>>安平港營運處巡查、圍攔油索、督導次數 

安平港內之石化與化學
儲運業者為較具潛在環
境危害因素之事業，若
發生突發事件，外洩之
物料將對生態以及鄰近
居民造成危害，因此落
實貨物管理，強化港區  

安全性為安平港之重點環
境議題之一。在事業端，
各事業單位均有相對應之
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辦
理災害演習與配合港區聯
合演習，加強意外發生時
之緊急應變處理能力。 

為減少貨物溢漏所產生之污染，安平港
營運處要求油化船佈放攔油索，防止油
化船洩漏污染物，防止污染物擴散、保
護水域及聚集回收溢漏之污染物，
2017年油化船佈放攔油索達197艘次，
2018年則達到226艘次，安平港油化船
已全面佈放攔油索。 

檢查船舶相關污染防治證書(含空氣、水、廢油等) 

攔油索 

CCTV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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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港區水域發展 

在安平商港第一期工程浚挖
作業時，將浚挖出來的土方
放置於商港跟漁港間，以進
行人工養灘。為了能長期保
護沙灘，並營造出穩靜的水
域與親水空間，而提出以硬
性結構物保護養灘沙源的方
案，因此有了馬刺型突堤的
工程發想。 
 
馬刺型突堤，融入生態工法，
利用堤頭與兩突堤間開口處
設計成生態潛礁，可充分提
供海中生物聚集棲息的場所，
使海岸地區的生態能更為豐
富，並有保護月牙灣的功能。
兩突堤間的漁光島月牙灣，
現階段已納入安平港港區陸
域範圍，透過環境整理及維
護管理，可提供遊客一個美
麗又安全的親水環境、踏浪 

觀賞夕陽的絕佳景點，其登
錄並維護港區水岸及其友善
空間約為22公頃，未來將配
合台南市政府帆船訓練基地
計畫，規劃水域遊憩活動。 
 
亞果遊艇碼頭方面，現階段
已設置62個遊艇泊位(2公頃)，
遊艇泊位設有岸邊水電柱，
有環保、節能效果，並加裝
廢水抽取系統供遊艇使用，
收集至陸上處理以維護海洋
環境避免汙染，並開設航海
學校推廣帆船、海洋等相關
教育活動，未來規劃持續開
發，透過多元發展，結合地
方特色塑造水岸休閒環境，
為市民與遊客提供完善的親
水遊憩場域。 

友善開發港埠陸域環境 

馬刺型突堤 

安平港依行政院核定之「106~110年整體
規劃」執行港埠開發，以「北觀光、南自貿」
作為雙核心發展主軸，本港觀光遊憩區採分
區逐步開發。遊艇碼頭區A區開發面積總面
積12.74公頃（含陸域9.74公頃及水域3公
頃），由亞果遊艇開發公司與新加坡悅榕酒
店和渡假村集團（Banyan Tree）共同合作，
並已於107年4月正式啟動，整體規劃方向
以觀光旅館、養生村、飯店、暢貨中心、購
物中心、商場、零售、餐飲、遊艇碼頭等港
灣複合商業設施及觀光休閒事業為招商目標，
期望吸引國際級集團進駐投資。遊艇碼頭A
區將於109年至112年陸續完成開發，目前
已開發4公頃，現設有餐廳、商店街及遊艇 

會所等，開創台南古都水岸觀光新亮點，
進一步帶動臺南更多就業機會、觀光蓬
勃發展。 
漁光島沙灘配合安平港北觀光發展，於
「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
110年」修正計畫調整為「親水遊憩
區」，現每年投入相當經費與社區各單
位(區公所、漁光里)合作，定期清潔維
護管理，亦配合港市合作不定期舉辦藝
文活動，以促進當地觀光遊憩發展。並
刻正辦理相關都市計畫，以期未來結合
地理環境及招商提供沙灘遊憩、親水休
閒活動，未來打造新的生態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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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營運處致力於推動完善港區
污水處理設置，2005年完成「港區
民生廢污水終端處理設備」之建置，
而為使生活污水再利用，同時減少
設施操作之資源浪費，經與台南市
政府水利局洽商同意，港區生活污
水直接納管臺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業於2018年10月完成，生活污水
經由臺南市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後
成為再生水利用，亦獲臺南市政府
環保局表示認同。目前安平港營運
處規劃朝港區地面逕流雨水、污水
分流的方向為目標前進，希冀透過 

公用碼頭區域逕流廢水導引溝渠工程，
有效減少碼頭區逕流廢水污染產生。 
安平港朝觀光遊憩發展，相關利害關
係人亦相當關心水質議題(如亞果、
臺南市環保局 )，安平港營運處自
1997年起進行港區環境監測，除了
每月配合臺南市政府環保局進行在港
船舶環保稽查，檢查船舶相關污染防
治證書外，同時每年配合臺南市政府
於港區舉行海洋環境污染事件緊急應
變演練，整合協調地方政府及相關公
私營聯防體系，以預防並抑制海洋及
港區水域污染產生。 

水質監測情形 

水質項目 標準值(註) 監測值測值 符合率(%) 

pH 7.0~8.5 7.8-8.51 87.5-94 

DO(mg/L) ≧2.0 5.6-10.9 100 

BOD5(mg/L) ≦6.0 3.1-6.7 >81.3 

註：適用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 安平港2017年、2018年水質監測 

安平港區目前有5處水質監測點，
包含漁光國小附近水域、樂利橋、
永華僑、港池出口及安平工業區污
水處理廠排放口下游，監測項目包
含水溫、氫離子濃度、溶氧、 
BOD、大腸桿菌等項目，每季定期
於港區進行海域水質監測，並聘請
成功大學五位具環保專業之教授 

及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審查，透過水質
監測掌握港域水質管控成效，平日也
針對港區水域漂流廢棄物有相關環境
維護，投入人力加強水域清潔強度，
未來安平港將依照環評承諾事項持續
精進，並要求港區業者納入污水處理
設施或建置污水處理設備，以提升港
區水域品質。 

永華橋 

樂利橋 

港池出口 

安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排放口下游 

漁光國小附近水域 

水質監測點 

加強船舶排放廢污水管理 

船舶廢污油水清理業者須檢具相關文件申請
後，方可於港區進行船舶廢污油水收受，合
格之廢污油水清理業者每月應申報處理量。 

經統計，安平港清除船舶廢油污水數量，
2017年為49.6公噸，2018年為104.06公
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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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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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PM2.5、
SO2、NO2) 
 

港區內空氣品質測站監測值皆符合
「空氣品質標準」比例 
 

• PM10日平均值(小於125μg／m3)之
合格率100% 

• PM2.5日平均值(小於35μg／m3)之合
格率60% 

• SO2日平均值(小於0.1 ppm)之合格
率100% 

• NO2小時平均值(小於0.25 ppm)之合
格率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率
87.5%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率

94%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率100% 
NO2小時平均值之合格率

100%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率100%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率

81.3%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率100% 
NO2小時平均值之合格率

100% 

柴油車空品淨區
攔查合格率高(裁
罰率低) 

(攔查輛次-裁罰輛次=合格輛次)÷攔
查輛次=合格率 

 合格率95% 
2017年攔查249次、裁罰2
次，合格率99.2% 

2018年攔查173次、裁罰2次，
合格率98.8% 

船舶排放 

(污水) 

廢油污水收受
量 
廢油污水收受
率 

實際由合格業者執行廢油污水收受

量(油料紀錄簿)或設置適當廢油、

廢水及其他污染物收受設施(產生量

÷收受量×100%=收受率) 
廢油污水收受率100%  

廢油污水產生量49.6公噸 
廢油污水收受量49.6公噸 
廢油污水收受率: 
49.6÷49.6×100%=100%  

廢油污水產生量104.06公噸 
廢油污水收受量104.06公噸 
廢油污水收受率: 
104.06÷104.06×100%=100

% 

船舶貨物(燃
油)溢漏(處理) 

化學與油品船舶

佈放攔油索比例 

化學與油品船舶佈放攔油索比例(佈

放攔油索艘次 / 進港船舶艘次

×100%=佈放攔油索比例) 

 佈放攔油索比例100% 

佈放攔油索比例:  

(197÷197)×100%=100% 

  

佈放攔油索比例:  

(226÷226)×100%=100% 

  

港區巡查、緊急

應變演練及港區

環境聯合稽查次

數 

港區巡查、貨物溢漏緊急應變演練

及港區環境聯合稽查次數 

港區巡查次數：45 次 
緊急應變演練次數：至少 1次/年 
港區船舶聯合稽查次數至少20次/年 

港區巡查49次 
緊急應變演練 1次 
港區船舶聯合稽查 20次 

港區巡查53 次 
緊急應變演練 1次 
港區船舶聯合稽查 21次 

揚塵 

裝卸防制設備數

量 
持續更新或維持設施數量 

防制設施數量每2年檢討數量及堪用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2套 

(萬青水泥、裕航煤炭))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2套(萬青

水泥、裕航煤炭)) 

港區散雜貨(水泥

+煤炭)裝卸使用

密閉式運輸比例 
•每年水泥經密閉式運輸貨物量÷總
水泥量×100% 

•每年煤炭經密閉式運輸貨物量÷總
煤炭量×100% 

水泥裝卸使用密閉式運輸比例100% 

煤炭裝卸使用密閉式運輸比例50% 

  

經密閉式運輸水泥量÷總裝
卸 水 泥 量 *100%= 
427,128÷427,128×100%=
100% 
經密閉式運輸煤炭量÷總裝
卸煤炭量*100%= 
39,660÷73,521×100%=54

% 

經密閉式運輸水泥量÷總裝卸
水 泥 量 *100%= 
481,100÷481,100×100%=1
00% 
經密閉式運輸煤炭量÷總裝卸
煤炭量*100%= 

37,213÷43,002×100%=87% 

船舶廢氣 
排放 

港勤船舶使用低

污染燃料比例及

港勤船舶低污染

燃油使用量 

港勤船舶使用低污染燃料(海運重

柴油或海運輕柴油)之艘數÷總港

勤船舶之艘數×100% 

港勤船舶低污染燃油使用量 

港勤船舶使用低污染燃料比例達100% 

1÷1×100%=100% 

港勤船舶1艘，使用低污染燃

料之船舶1艘(超柴)。 

1÷1×100%=100% 

港勤船舶1艘，使用低污染燃料

之船舶1艘(超柴)。 

港勤船舶使用

岸電之比例 

遊艇岸電安裝

數量 

使用岸電之港勤船舶(艘)÷總港勤

船舶數量(艘)×100% 

承租戶岸電安裝數量 
港勤船舶使用岸電之比例達100% 

遊艇岸電安裝數量提升 

1÷1×100%=100% 

港勤船舶1艘，靠泊碼頭使用

岸電之船舶1艘 

1÷1×100%=100% 

港勤船舶1艘，靠泊碼頭使用岸

電之船舶1艘 

2019年亞果遊艇碼頭區新增33

座遊艇用岸電。 

 安平港環境績效指標 04/ 
環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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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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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廢氣 
排放 

船舶減速達成率 

依AIS船舶減速查核系統

掌握航行船舶在接近港

口20浬時之航行減速情

形 
2017年-減速目標達成率45%  

2018年-減速目標達成率50% 

2019年-減速目標達成率55% 

2017共665 艘次進出港船舶，

計408艘達成減速要求，減速達

成率約58.5% 

2018年共523 艘次進出港船

舶，計326艘達成減速要求，

減速達成率約62.8% ，減碳量

達1153.23噸。(2018年起船

舶減速查核系統加入減碳量計

算項目) 

2019年統計至9月，共496 艘

次進出港船舶，計364艘達成

減速要求，減速達成率約

73.4%，減碳量計952.78噸。 

垃圾/ 
港埠廢棄

物 
港區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垃圾產生量
×100% 

年回收比例達40%  

資源回收量：2.38公噸 

產生總量：82.6公噸 

2.38公噸÷82.6公噸=2.88% 

資源回收量：0.091公噸 

產生總量：86.7公噸 

0.091公噸÷86.7公噸=0.1% 

噪音 
港區噪音品質每季之 
合格率 

港區內噪音品質測站每日
符合法規之比率(第四類
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
準)，日間(指上午7時至
晚上7時) 76分貝、晚間
(指晚上7至晚上11時) 75
分貝、夜間(指晚上11時
至翌日上午7時) 72分貝。 

• 日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達
100% 

• 晚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達
100% 

• 夜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達
100% 

• 日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 晚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 夜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 日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 晚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 夜間均能音量每季之合格率
100% 

港埠水域 
發展 

維護港區水岸及友善空間

等相關遊憩設施 

水域開發–漁光島沙灘 

–亞果遊艇碼頭 

港區水岸及友善空間等

相關遊憩設施之面積 
維持或增加港區水岸及友善空間等
相關遊憩設施面積 

配合臺南市政府風帆船訓練基

地需求，未來規劃以水域運動、

活動訓練、水上休閒活動為主。 

亞果遊艇碼頭泊位已開發面積

2公頃 

港埠陸域 
發展 

維持或增加港區綠地面積 

水域開發–漁光島沙灘 

–亞果遊艇碼頭 

統計歷年港區綠地面積 

維持或增加港區綠地面積 

• 2017年統計港區綠地面積約
60公頃(隔離綠帶、綠美化) 

• 2017年維護漁光島沙灘(親水
遊憩區)，其水岸及友善空間
面積約為22公頃 

• 2018年統計港區綠地面積約
60公頃(隔離綠帶、綠美化)。 

• 2018年漁光島沙灘(親水遊憩
區)完成土地登錄，維護其水
岸及友善空間面積約為22公頃， 

• 2019年亞果觀光遊憩區已開
發面積4公頃 

港區水域 
品質 

海域水質之合格率 (pH、DO、

BOD5、氰化物、酚類) 

港區內水域品質測站監

測值皆符合「海域環境

分類及海洋品質標準」

之比例 

海域水質：pH、DO、BOD5、氰

化物、酚類每季之合格率達100% 

丙類海域水質標準 

pH94% 

DO100% 

BOD5 81.3% 

氰化物100% 

酚類95% 

丙類海域水質標準 

pH87.5% 

DO100% 

BOD5 100% 

氰化物100% 

酚類100% 

安平港環境績效指標 

04/ 
環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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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緊急應變 

5 緊急應變 

安平港環境巡查及移送處分統計 

單位：次 

項目\年度 2017 2018 

巡查次數  49 53 

排放黑煙  0 0 

圍攬油索(艘)  197 226 

船舶聯合稽查 20 21 

勸告改善 0 0 

違規通報次數 0 0 

處分罰款(移送航港局)  0 0 

安平港意外事故發生次數 

單位：次 

意外事故\年度 2017 2018 

船舶碰撞、火災、爆炸、油污、 
化學品溢漏 

0 0 

船舶故障、傾斜(未影響安全)  0 0 

勞安事故(有人員傷亡) 0 0 

重大倉庫、儲槽失火、爆炸 0 0 

港區(小型)油污、垃圾、火警 0 0 

其他 0 0 

資料來源： 安平港營運處 

資料來源： 安平港營運處 

為維持安平港營運環境安全，
安平港營運處，每日定期進
行港區陸域及水域環境巡查，
發現疑似污染行為即進行勸
導，透過緊急應變處理，或
通報公權力執法單位進行裁
罰。安平港區內2017年及
2018年均無漁船捕魚有礙
航安、港區內小型油污、垃
圾及火警、船舶碰撞、火災、
爆炸、油污、化學品溢漏，
及勞安事故(有人員傷亡)等
意外事故發生事件。 

針對港區污染及災害事故，
安平港營運處、臺南市政府
環保局及交通部航港局南部
航務中心安平航港科均設有
陳情管道，提供民眾、航商
等相關單位通報聯繫。安平
港營運處亦針對相關港區災
害事件，如船舶、火災爆炸
事故，港區重大油污染災害，
港區重大傷亡事故等緊急應
變作業程序，以因應災害事
件發生之危機處理。 

>>安平港營運處2017年至2018年演習紀錄 

年 演練名稱 內容 辦理日期 

2017 

臺南市環境污染事件緊
急應變暨救生救難綜合
演練 

針對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進行演練，使
各單位了解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程序及處
理方式，發揮聯防體系能量共同將災害降
至最低。 

4月21日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
全演練 

針對港區內各種安全事項進行人員訓練 

3月29日、 
6月29日、 
9月28日、 
12月27日 

2018 

臺南市環境污染事件緊
急應變暨救生救難綜合
演練 

針對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進行演練，使
各單位了解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程序及處
理方式，發揮聯防體系能量共同將災害降
至最低。 

4月26日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
全演練 

針對港區內各種安全事項進行人員訓練 

3月21日、 
4月24日、 
9月27日、 
12月26日 

ISPS演練 
槽車止漏 應變器材車 

ISPS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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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營運處港區災害與事故通報系統 

05/ 
緊急應變 

資料來源：高雄港務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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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創 新 與 合 作 

Involvement 
and 

Cooperation 

安平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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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選出兩項
最佳實踐範例，包括：(1漁光島大月牙灣沙灘；(2)亞
果智慧泊位。此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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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6- 



6.1.1漁光島大月牙灣沙灘 

涉及環境議題：土壤、水質、港埠水域及陸域發展、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範例、促進效能 

效果/效益 

2003-2005年 安平港海岸整治工程 

2017-2019年 漁光島沙灘環境整理維護 

港口名稱：安平港  
單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安平港營運處港務科 
連絡人：林源豐經理、宋克正 
連絡電話：06-2925756 
傳真：06-2653064 
E-mail： T00089@twport.com.tw  

參與單位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安
平港營運處、臺南市政府(安平區公所、環
保局、體育局、文化局) 

相關利益者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安平港營運處、臺南市政府(安平區公所、
環保局、體育局、文化局)、漁光島周邊
居民、來訪安平港之旅客 

執行期程 

投資金額(新臺幣) 

計畫內容 

解決方案 

目前臺灣港務公司(以下簡稱本公
司)與臺南市政府對於安平港未來
規劃業已形成南自貿、北觀光雙
軸心發展共識，安平港12號碼頭 

以北港埠土地調整成為觀光遊憩用
途，配合漁光島港埠用地使用規劃
調整，將以低度開發引進親水遊憩
休閒相關產業。 

為使水岸觀光遊憩具有整體性，
維護乾淨清潔之美麗海灣環境，
結合新生地西側消坡區及漁光島
沙灘環境管理維護，達到管用合
一，以發展低碳生態旅遊、灘岸
休閒等水上遊憩活動。 

透過環境整理、維護管理及養灘，
營造優質的水岸沙灘公共空間，提
供市民安全的親水環境，開發上秉
持低密度高價值的生態旅遊概念，
打造為國際級低碳生態渡假島。 

●商港跟漁港間，以人工養灘及雙馬刺型

突堤長期保護沙灘。 

●雙馬刺型突堤間的生態潛礁，長約300公

尺，該處有提供藻類生長、創造生物聚

集的特性，造就了水中物種保存與復育

的功能。 

●結合未來招商國際渡假村、Villa、海

上森林藝術公園等設施，沙灘將維持原

有風貌，串聯沿線觀光魅力景點，創造

新的生態旅遊環境。 

關注/動機 

日期 項目 金額 

1999-2004 外廓防波堤及燈塔工程 20億7,800萬元 

2003-2005 安平港海岸整治工程 2億790萬元 

2017 環境維護經費 300萬元 

2017 2017漁光島藝術節 50萬元 

2018 環境維護經費 300萬元 

2019 2019漁光島藝術節 100萬元 

2019 環境維護經費 345萬元 

06/ 
創新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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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亞果智慧泊位 

06/ 
創新與合作 

規劃期：2018/6~2019/2 

施工期：2019/3~2019/8 

營運期：2019/9~ 

執行期程 

涉及環境議題：土壤、水質、空氣品質、港埠水域及陸域發展、與當地
社區之關係 

環境管理策略：建立範例、促進效能 

投資金額 

規劃：約5佰萬元 
施工：1億8仟6佰萬元 
營運維護費用：約1佰萬元/月 

港口名稱：安平港 
單位：亞果遊艇集團 
聯絡人姓名：洪梓晉特助 
連絡電話：06-2982999 
E-mail：jim@manstrong.com.tw  
相關網頁：https://www.argogo.com.tw/ 

解決方案 

透過行政院核定之「106~110年
整體規劃」之執行，2019年6月
安平商港遊艇碼頭完工後，遊艇
碼頭對於環境的維護，總是亮點 

所在，因此結合環保智慧科技，打
造優質水域環境，以落實環境永續
理念。  

亞果遊艇集團開發水域面積為3公
頃，興建62個泊位的國際級遊艇
碼頭，並開設航海學校推廣帆船、
海洋等相關教育活動，未來將匯
集臺灣遊艇產業鏈，引領成為臺
灣遊艇產業發展的示範基地，同
時透過推動海洋教育、休閒、遊
憩之多元功能發展，結合都市紋
理及地方發展特色塑造水岸休閒 

效果/效益 

參與單位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安
平港營運處、臺南市政府、交通部航港局、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公司  

相關利益者 

遊艇業者、港區承租業者、安平港營運處 

●引進臺灣首座「國際遊艇城」，整合產
業及在地相關資源，創造水岸遊憩環境。 

●遊艇碼頭泊位兼具使用效率及環保效益。 

計畫內容 

關注/動機 

環境，為臺南市民與海內外遊客
提供完善的親水遊憩場域。 
為維護乾淨清潔之海灣環境，亞
果遊艇碼頭泊位採法國PORALU
進口系統，遊艇泊靠時以岸邊水
電柱直接補給，有環保、節能效
果，遊艇產生之污水亦有廢水抽
取系統收集至陸上處理，維護海
洋環境避免污染。 

◣污水抽取設備 

岸上加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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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參與及合作組織 

參與組織 

政府機關 

學校 

06/ 
創新與合作 

安平港營運處積極與國內外產、
官、學單位針對環境相關議題進
行合作，除了了解國外環境發展 

趨勢，亦透過技術合作、共同投資、
聯合稽查、講學實習等方式，實現
綠色永續港口之目標。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提升環境污染緊
急應變能力，在安平商港北堤沙灘
舉辦「2015年臺南市環境污染事
件緊急應變演練」、「2016 年度
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應變演練」、 
「2017年台南市環境污染事件緊
急應變暨救生救難綜合演練」。臺
南市2016年將安平商港劃設為空
氣品質淨區，要求進出車輛均須取
得柴油車排煙自主管理標章。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安平港營運處2017-2018年度安平港整體規
劃案環境監測計畫，包含每年兩次海域地形
特徵與斷面水深分析、一年一次的海象觀測、
水質、底質、噪音振動及海域生物調查等。 

國立成功大學 

2014年「國際創產日」成果展，由成大創
意產業研究所主辦，由成大外籍生，在深入
走訪安平後，針對提升安平觀光吸引力外，
希望以公共藝術為媒介，提出空間再造的藝
術想法。2015年委託成功大學進行海陸域
地下水水質及底泥/土壤檢測。2015年8月
也一同參與安平港遊艇碼頭區暨大型購物商
場規劃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臺南市經濟發展局與臺灣港務公司
為活絡安平港投資經營環境，強化
港埠建設與開闢航線，透過港埠智
慧物流的策略，加強港埠基礎設施，
10號多功能碼頭於2016年完工啟
用，有助於貨物裝卸，結合南市農、
工業區，發展前店後廠經營模式。 

臺南市觀光旅遊局於2017年在安
平港區試營運「安平港1號」，遊
客能從水上遠眺環港景致，並透過
船上導覽，體驗安平人文風情之美。
為推動運河水上遊船觀光，2016
年開放業者申請航線方式招商，已
有一家業者申請獲准，將分3階段
航行。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宏華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辦「安平港四鯤鯓
散雜貨碼頭興建工程(17、18號碼頭)」，已
於2018年2月開工，預計2020年完工，將
可新增兩座散雜貨碼頭及後線場地6公頃。
該工程為新建兩座使用水深-11.0公尺之鋼
板樁式碼頭，完工後可增加安平商港深水碼
頭數，吸引大型船舶停靠，除提供航商業者
完整性服務，並可節省運輸成本，進而提升
港區整體競爭力，帶動周邊區域發展，迎接
港市共榮。 

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 

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辦理安
平港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染防
制等業務，並負責法令的執行、行
為蒐證及裁罰工作。安平港營運處
與南部航務中心合作，進行港區聯
合陸、水域稽查。 

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安平港以「北觀光、南自貿」作為雙核心發
展主軸，其中，北觀光部分，包含觀光遊憩
商業區開發案亞果遊艇集團將打造臺灣首座
「國際遊艇城」，並串聯臺南市古蹟及安平
港歷史風貌園區等觀光遊憩區，將為安平港
能帶來新的產業生機，對地方發展帶來革命
性的改變，未來亞果遊艇集團將投入超過68
億元，建造全台最大遊艇碼頭、國際級濱海
渡假飯店及渡假村，並設有長達500米的水
岸遊憩步道，引領台南市邁向親水、休閒、
遊憩的觀光城市。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 

產業界 

-53- -5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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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培  訓 

2018年溫室氣體盤查教育訓練 

7. 培訓 

安平港營運處依循環境政策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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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提升安平港競爭
力。 
 
2011年「環境教育法」頒布施行，
公營事業機構等相關單位，每年
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每位員工
需參加四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 

安平港營運處於 2 0 1 7年及 2018
年針對內、外部人員，舉辦環境教
育訓練課程與活動，內含括污染防
治、天然災害教育、環境監測、傳
染病防治、生態教育參訪等面向。 

2017年勞工環境教育 

2017年淨攤活動 

演練 

2018年勞工環境教育 

課程名稱：海洋教育 

課程名稱：ISPS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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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溝通和出版物 

出版品 

活動 

網頁 

「成年負責 我最潮」府城16歲成
年禮體驗營活動 

臺灣港務公司 
綠色政策中英文網頁 

安平港營運處 
全球資訊網頁-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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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港營運處於其全球資
訊網頁上設有民意聯繫信
箱，提供一般民眾、消費
者線上意見表達之管道。 

安平港簡介摺頁 臺灣商港環境監測報告 

08/ 
溝通和出版物 

為使安平港能持續與業者和外界
交流，主要透過活動、研討會、
出版物、網頁等方式，將安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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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港營運處 
相關FB粉絲專頁 

分享港區相關活動資訊，
促使安平港與民眾互動更
親密。 

海軍敦睦艦隊訪安平港 日輪太平洋維納斯號 首泊安平港 

「卡莉多麗號」停泊安平港 
「卡莉多麗號（Caledonian Sky）」停泊安平 

第12屆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 安平港4號碼頭舉行「國家實驗研究
院南部暑假系列活動」-勵進研究船 

彩虹勇士號宣揚減塑 

漁光島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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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與環境相關人員之人事費及與環境相關之教育培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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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安平港營運處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單位：新臺幣
元） 

9.2 環境資產 

>> 2017年與2018年安平港營運處對於環境議題所投資之資產（單位：新臺幣元） 

9.1 環境投資與成本 

安平港營運處環境投資與成本項目 

09/ 
綠色統計 

安平港營運處對於環境議題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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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安平港營運處2017年與2018
年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分別
為 新 臺 幣 23,576,609 元 與
23,505,226元，約684,722歐元與
682,649歐元。 

費用項目\年度 2017 

員工 

安平港營運處與環境相關人員之人事費 3,416,356 

相關培訓(教育訓練費) 14,740 

小計 3,431,096 

環境維護與管理 

港區垃圾清除等外包費用 13,600,668 

港區植栽養護、綠美化等 234,929 

工程及管理諮詢服務費 
2,810,000 

小計 16,645,597 

環境監測 委託試驗費 3,323,516 

緊急應變 港區防護演練費 36,400 

溝通與出版物 公益支出（睦鄰經費） 140,000 

總計 23,576,609 

>> 2018年安平港營運處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單位：新臺幣元） 

費用項目\年度 2018 

員工 

安平港營運處與環境相關人員之人事費 3,800,533 

相關培訓(教育訓練費) 54,584 

小計 3,855,117 

環境維護與管理 

港區垃圾清除等外包費用 10,873,160 

港區植栽養護、綠美化等 174,750 

工程及管理諮詢服務費 5,351,546 

小計 16,399,456 

環境監測 委託試驗費 3,038,335 

緊急應變 港區防護演練費 32,318 

溝通與出版物 公益支出（睦鄰經費） 180,000 

總計 23,505,226 

為使安平港活化資產使用效能、帶動地方
經濟繁榮及對環境友善之綠色港口，安平
港營運處推動了一系列港埠發展計畫，其
中部分計畫涉及環境議題，如遊憩區基礎
建設，增進民眾親港機會、船舶減速查核
機制系統以增加執行成效並減少污染排放 

等，合計2017年與2018年安平港營運處
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固定資產分別為新
臺幣28,405,551元與19,443,994元，約
824,965.9歐元與564,700.6歐元。 

費用項目 2017年 2018年 

土地改良物           20,950,479         8,836,984  

房屋及建築        4,361,178        562,613  

機械及設備        467,449         7,348,885  

交通及運輸設備        2,116,966         1,896,087  

什項設備      509,479            799,425  

合計      28,405,551       19,443,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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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安平港自1997年升格為國際商港，定位為兼具觀光及親水功能的國際散雜貨進出口
港，並由早期以砂石為主要裝卸貨種之作業型態，成功轉型蛻變，朝「南自貿」、
「北觀光」雙軸心目標發展：南自貿搭配已建置之自由貿易港區，提供船貨作業服
務，有效提升自貿區效能；北觀光與地方發展特色及都市紋理結合，推動遊艇碼頭
區、三鯤鯓區及月牙灣等親水遊憩產業招商，以塑造水岸休閒之港埠環境。 
 
身為國際港口經營者，安平港深知建構港埠環境友善之重要性，於建港初期便致力多
項港區環境保護工作，包括紅樹林復育工作、密閉式一貫化卸儲作業、建置岸電設
施、規劃空氣品質淨區等具體作為，安平港躋身國際生態港之列，除了可與全球各個
生態港口互相交流最新的綠色港口建構措施與最佳管理作為之外，安平港將貫徹生態
港理念至未來港區土地開發規劃，如北觀光區規劃將秉持低密度、低碳開發理念，構
築低碳水岸生態島，並建立環保、永續、進步的優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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