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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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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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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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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人:董事長

˙
總經理

105年09月19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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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

105年11月03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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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話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1/
董事長、總經理的話

Message from T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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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公司秉持承諾，致力於提升港埠設施、改善港口軟硬體條件、
活化港區土地、加強污染防治，近年來更積極參與港口環境管理之國際
認證制度，讓臺灣港群之環境績效獲得認可，落實「生態港」與「綠色
港灣」理念。

港口永續發展是臺灣港務公司立業之根本，我們相信長期的營運與成功
必須同時考量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的進步，且為港區業者創造 優
質投資環境，以及為港口周邊居民打造更宜人的生活環境。

本公司未來將持續與航商、港區業者、鄰近居民、地方政府溝通合作，
共同攜手建設美好的國際綠色港口。

日期:10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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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業發展、科技進步及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環境破壞、氣候異常而
衍生災害不斷。為解決環境與經濟發展失衡，「永續發展」成為當今全
球重要理念。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響應綠色港口政策， 2013年提
出「台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案」，主動將港口建設納入環境友善考量，
以創造優質港埠空間並帶動當地經濟繁榮與發展。

花蓮港位於「好山、好水」的臺灣東部，深刻體認環境永續發展之重要
性，近年來利用港區地理環境特性，致力推動各項環保、節能之創新作
法，例如「水資源有效再利用」，是利用港區地形落差，興建水庫收集
地表水，作為環境清潔及污染防治用水。「興建箱涵式北濱外環道路」，
進出港區作業車輛通行地下化，減少行駛市區造成環境污染及噪音。
「鐵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將中鋼公司礦石由原公路運輸改採運用
鐵路以貨櫃載運降低公路之負荷及環保之衝擊。以上對環境友善之作為，
不僅能提升港埠經營效率，降低成本，也大幅減少花蓮地區的交通承載
及污染。另在善盡企業責任方面，花蓮分公司提供4.6公頃之港埠土地，
興建景觀休憩區，並連接兩潭（七星潭及鯉魚潭）自行車步道，結合地
方共同發展，以上污染防治作為，證明花蓮分公司對於維護環境永續發
展的用心，也顯示花蓮港除貨物輸運目的外，仍能兼具親水遊憩之功能。

依「臺灣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花蓮港是「東部唯一國際商港」
及「兼具觀光遊憩之港口」兩大發展定位目標，未來，在業務經營上，
除致力花東地區貨物進出的質量提升外，亦將積極朝觀光遊憩方向發展，
打造一個民眾親水遊憩空間。

為落實推動綠色港口政策，花蓮港務分公司於2015年申請加入歐洲海港
組織生態港作業，現已完成第一階段之認證，目前正進行第二階段認證
作業中。希望能結合港口相關單位(包含航商、業者、航港局、地方政府
等)共同投入，以達降低環境污染、提升地區居民優良生活品質及港埠永
續經營目的。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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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總經理的話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面對海洋環境品質變化以及全球氣候變遷，船舶作業可能造成污染問題
與國際海運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已備受各界關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身為全球先進港口經營者之一，不僅在港灣設施設計中加入氣候風險
考量，也積極建立環境管理制度並對外公開港區相關環境資訊。

環境政策係港口環境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以減輕港口作業及開發所造
成之環境衝擊為目標，臺灣各國際商港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努力下，
高雄港、基隆港、臺中港已獲得歐洲生態港認證，花蓮港與臺北港規劃
於2016年取得認證，逐步完成臺灣港群綠色港口的認證。

臺灣作為亞太地區航運重要樞紐，港口肩負促進國際貿易及航運發展之
重任，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持續提供海運產業更好的服務，並使港口
與所在城市能共存共榮、合作發展，我們全體工作夥伴將為環境保護與
永續發展齊心努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的話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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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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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位置與港口面積

法律地位與港口經營者

自此，原花蓮港務局在改制後之營
運業務由花蓮港務分公司負責，港
區內公權力事項，則由交通部航港
局東部航務中心辦理。

02/
港 口 背 景在清朝及日據時期，花蓮地區未完

成鐵、公路修築前，人員對外聯絡
及貨物進出，只能利用海運。由於
臺灣東海岸無天然良港，僅能在花
蓮溪口以北至美崙溪口間，作為輪
船指泊地，再雇用原住民阿美族人，
以小型艀船接駁運送，因十分危險
及不便，經地方民眾多年極力爭取，
1930年日本議會終於通過築港，
並同意撥款興建。花蓮港於1931
年10月開工，1939年完成碼頭3
座，主要功能為砂糖輸往日本及環
島貨物輸運。

花蓮港位於北緯23度59分11秒、
東經121度37分35秒，即在臺灣
東部花蓮市東北方，東臨西太平洋，
屬於人工港，由西防波堤及東防波
堤所圍成，港內東西防波堤左右環
抱，開口西南，區分為內、外港，
自外港往北經狹長航道而進入內港
，是臺灣東部唯一的國際商港，港
區總面積為309公頃，海域面積

137公頃，陸地面積172公頃。港
區共有25座碼頭，其中以窄航道
區分為內港及外港，內港港區共有
碼頭16座，水深6.5~10.5米，碼
頭長度共2.5公里。外港港區屬於
深水碼頭，共有碼頭9座，水深約
12~16.5米，碼頭長度共2.3公里。

為有效提升港埠經營效率，交通部
依據2011年12月28日商港法修正
條文，進行「政企分離」之航港體
制改革，2012年3月１日，將港區
航政及管理等涉及公權力事項，移
由航港局及其轄屬各航務中心主政，
業務經營部分，統一由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轄屬各分公司、營
運處管理。

花蓮港 港區平面圖

沿革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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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輪夜景

臺灣光復後，政府為促進東部地區
經 濟 繁 榮 發 展 及 產 業 開 發 ， 於
1963年9月1日將花蓮港開放為國
際商港。因貨運日增，船舶進出頻
繁，為紓解船舶擁擠現象，花蓮港
分別進行一、二、三、四期擴建工
程，全部工程於1991年12月完成。
自此以後，花蓮港擁有碼頭25座，
可供3至10萬噸級貨輪可自由進出，
各項港埠設施亦具規模，足能肩負
東部地區產業發展及港埠運輸功能。

花蓮港建港時期 花蓮港餐廳港區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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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商業活動 *花蓮港主要商業活動及貨物裝卸 *花蓮港2014至2015年業務統計表

業務項目 2014年 2015年

2014年及2015年
比較增減

實數 百分比

進出港
船舶

總艘次(次) 3,100 2,546 -554 -17.87%

總噸位(噸) 30,299,039 26,589,518 -3,709,521 -12.24%

貨物
吞吐量

進口貨(公噸) 2,696,540 2,596,858 -99,682 -3.70%

出口貨(公噸) 1,543,000 1,351,365 -191,635 -12.42%

國內貨物(公噸) 9,149,244 8,067,438 -1,081,806 -11.82%

總計(公噸) 13,388,784 12,015,661 -1,373,123 -10.26%

進出港
旅客人數

國內航線旅客人數
(人次) 152,607 94,846 -57,761 -37.85%

國際航線旅客人數
(人次) 39,958 37,461 -2,497 -6.25%

總計旅客人數
(人次) 192,565 132,307 -60,258 -31.29%

郵輪及旅客

2014年之主要進口貨物為礦產
品(66.44%)、木竹、籐製材及其
製品(33.50%)，出港主要貨物為
礦產品(100%)。
2015年主要進口貨物依然為礦
產品(63.15%)、木竹、籐製材及
其製品(36.80%)，但木竹、籐製
材進口數量則有增加，約增加
6%，出口貨物主要與2014年一
致為礦產品(100%)。

*花蓮港進港主要貨物

貨物種類 2014年 2015年

2014年及2015年
比較增減

實數 百分比

礦產品 1,791,693 1,639,884 -151,809 -8.50%

木竹、籐製材
及其製品 903,378 955,657 52,279 5.80%

非金屬
礦產製品 9 156 147 1633.30%

卑金屬
及其製品 461 126 -335 -72.70%

化學或有關工
業產品 994 1,020 26 2.60%

02/
港 口 背 景

花蓮港目前有25座碼頭，包含多
功能、散雜貨、木料等型態，以
裝卸散雜貨為主。主要商業活動
為石材、砂、礫石運送、倉儲運
輸及船舶維修。進出口貨物裝卸
種類包含乾散貨、石油產品及礦
石，航線大都為近洋之不定期航
線為主。港內商業活動包括觀光
遊憩、水泥與礦(砂)石及石材儲
運等。

花蓮港務分公司近年來也積極發
展觀光業務，出租閒置區域，推
動觀光及休閒遊憩，出租多功能
遊憩碼頭，提供觀光遊憩船舶之
停泊據點，可經營海上遊憩業務，
如夜遊欣賞花蓮美麗夜景。

商業活動

石材、砂、礫石

倉儲運輸

船舶維修

客運及觀光休憩

貨物裝卸

乾散貨（木製品、水泥、矽砂）

石油製品

礦石（煤炭、石膏）

石材(花崗石)

-13--12-

主要貨物

近年來國際郵輪市場逐漸轉向亞
太地區，亞洲地區搭乘郵輪的旅
客急速增加，在全球郵輪產業的
發展佔有一席之地，花蓮港為發
展郵輪經濟，除定期有麗娜輪往
返花蓮及蘇澳之藍色公路航線，
另每年亦有國際大型郵輪靠泊，
於2014及2015年國際航線旅客
人數均達37,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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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及說明

單位 業務職掌內容

業務處
港埠發展、港區裝卸業務及船席調配、吸引民間業者來港

投資營運與旅客通關服務

港務處 港務安全管理、航行安全管理

資訊處 資訊系統及設備之開發及維護

工程及設備處
港埠工程管理、修繕；機電工程、船舶機械及機具等設備

維護管理

勞安處 港區環境保護、污染防治、職業安全管理

人事處 人力資源管理

政風處 政風預防及查處

會計處 預決算收支審核

秘書處 公司庶務管理

03/
環 境 管 理花蓮港務分公司共設有業務處、港務處、資訊處、

工程及設備處、勞安處、人事處、政風處、會計處
及秘書處等9個一級單位，其中主要負責港區環境
管理之一級單位為勞安處。

勞安處包括安全衛生科及環境管理科，安全衛生科
職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業務；環境管理科職掌
港區污染防治、環保法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
測、緊急事件處理、環境教育、港內生態保育、植
栽養護、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等業務。

花蓮港區涉及環境議題之相關單位，除花蓮港務分
公司外，亦包含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行政
院環保署、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
警察總隊、內政部消防署花蓮港務消防隊及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

花蓮港商港區範圍內之環境管理單位，依商港法規
定由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及花蓮港務分公司
負責，花蓮港務分公司負責港口經營管理涉及之環
境議題，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負責辦理涉及公權力
之環境議題。

*花蓮港業務單位職掌

-17--16-

東航中心訪談

推動生態港認證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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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設備處
港埠工程管理、修繕；機電工程、船舶機械及機具等設備

維護管理

勞安處 港區環境保護、污染防治、職業安全管理

人事處 人力資源管理

政風處 政風預防及查處

會計處 預決算收支審核

秘書處 公司庶務管理

03/
環 境 管 理花蓮港務分公司共設有業務處、港務處、資訊處、

工程及設備處、勞安處、人事處、政風處、會計處
及秘書處等9個一級單位，其中主要負責港區環境
管理之一級單位為勞安處。

勞安處包括安全衛生科及環境管理科，安全衛生科
職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業務；環境管理科職掌
港區污染防治、環保法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
測、緊急事件處理、環境教育、港內生態保育、植
栽養護、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等業務。

花蓮港區涉及環境議題之相關單位，除花蓮港務分
公司外，亦包含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行政
院環保署、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
警察總隊、內政部消防署花蓮港務消防隊及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東區管制中心。

花蓮港商港區範圍內之環境管理單位，依商港法規
定由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及花蓮港務分公司
負責，花蓮港務分公司負責港口經營管理涉及之環
境議題，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負責辦理涉及公權力
之環境議題。

*花蓮港業務單位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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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環境議題之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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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航務中心船舶法 2010/12/08

農業部門

相關法律
野生動物保育法 2013/01/23 農業委員會

花蓮縣政府

農業處

內政部門

相關法律
消防法 2011/12/21 內政部

花蓮港務

消防隊

環保部門

相關法律

海洋污染防治法 2014/06/04

環境保護署

花蓮縣

環境保護局

空氣污染防制法 2012/12/19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2013/12/11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11/11/23

水污染防治法 2015/02/04

廢棄物清理法 2013/05/29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10/02/03

噪音管制法 2008/12/03

環境影響評估法 2003/01/08

環境教育法 2010/06/05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2015/07/01

公害糾紛處理法 2009/06/17

花蓮縣政府

公害糾紛調處

委員會

跨部門

相關法律
災害防救法 2016/04/13 內政部 花蓮縣政府

03/
環 境 管 理

環境管理文件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符合主管機關法令與法規
要求，研擬相關計畫、管理規章、作業準則，花蓮
港務分公司除依據前述規定作業外，並依據現行運
作制度，研擬相關環境管理文件，以建立及實施生
態港之環境管理系統，並適時有效地執行環境管理
並持續改善，落實環境政策、達成環境目標。

相關規定由各部門職掌分別執
行，進而持續環境改善作業及
減少港區作業之污染衝擊。

-19--18-

花蓮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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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POL 73/78)、倫敦公約（防止傾倒廢棄物及
其他物質污染公約）、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統國
際公約(AFS Convention)及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沉
積物控管公約等，均訂定相關管理規章，據以執行。

花蓮港務分公司亦定期鑑別及更新國內涉及環境議
題之相關法規，參加環保主管機關法令公聽會，適
時表達港區務實作法；並與航港局及與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合作進行港區環境管理輔導及稽查作業，目
前適用相關法規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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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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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POL 73/78)、倫敦公約（防止傾倒廢棄物及
其他物質污染公約）、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統國
際公約(AFS Convention)及國際船舶壓艙水及沉
積物控管公約等，均訂定相關管理規章，據以執行。

花蓮港務分公司亦定期鑑別及更新國內涉及環境議
題之相關法規，參加環保主管機關法令公聽會，適
時表達港區務實作法；並與航港局及與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合作進行港區環境管理輔導及稽查作業，目
前適用相關法規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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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持 續 改 善

環境品質監測

環境監測項目 監測頻率

空氣
品質

TSP( 總懸浮微粒) 、PM10(懸浮微粒)、PM2.5(細懸浮微粒)、SO2(
二氧化硫)、CO(一氧化碳)、O3 (臭氧) 、NOx( 氮氧化物) 、NO( 
一氧化氮) 、NO2 (二氧化氮)、溫度、溼度、風速、風向、雨量

每月測定1次，每次
連續24小時

噪音

環境音量(L日、L晚、L夜及Leq)、低頻噪音(L日,LF、L晚,LF、 L夜,LF及
Leq,LF)

*備註均能音量(Leq)：指特定時段內所測得音量之能量 平均值

每月測定1 次，每次分假
日及非假日連續24 小時監
測
設置2處連續自動監測站
24 小時監測週界

水質

<一般項目>
流速、流向、水溫、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溶氧 量、生化需
氧量、大腸 桿菌群、氨氮、總磷、氰化物、酚類、礦物性油
脂、 懸浮固體、鹽度、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清潔劑(陰離子
活性介面劑)等17項
<重金屬項目>
鎘、鉛、六價鉻、砷、汞、硒、銅、鋅、錳、銀等10項

每季1 次

底質

<一般項目>
粒徑分析、含水量、比重、固定性固體物、揮發性固體 物、氫
離子濃度指數（pH值） 、總氮、總磷、總油脂、酚類、總有機
物等11項
<重金屬項目>
銅、鎘、鉛、鉻、鋅、砷、汞、硒、錳、銀、鋁等11項

每季1 次

生態 植物性浮游生物、動物性浮游生物、底棲生物及生物體 重金屬
含量（銅、鉛、鎘、鋅、鎳、鉻、汞、砷） 每季1 次

空氣品質監測照片 噪音監測照片 海域水質/底質採樣照片

船舶減速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減少港區船舶進出港區空氣污染
物及溫室氣體排放，積極推動船舶進出港減速制度，
藉 由 建 置 AIS 船 舶 自 動 識 別 系 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及船舶減速查核應用系統
建置取得船舶即時資訊，有效監控航行船舶在接近
港口20浬時之航行減速情況，並利用簡訊或廣播方
式通知進出港船舶，並藉由航商說明會或船席會議
宣導減速管制（Vessel Speed Reduction, VSR）
機制。

花蓮港務分公司宣導進出港船舶進行減速管制
（VSR），即限制輪船在距離 20浬(nm)以內水域
減速到12節以下。自2015年9月開始推動，至
2016年6月止，船舶平均減速達成率69%。

*花蓮港船舶減速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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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來自燃油燃燒或蒸發後產生
的廢氣，花蓮港每年約99萬車次車輛進出，於進港
及出港車道設置自動化門哨，每輛車次減少 70秒通
關，每年共計節省1.9萬小時，另以貨車停車怠速空
轉耗油6公升/小時、柴油19元/公升計算，可節省
約219萬元燃料費用。依每一車輛進出崗哨減少使
用0.1167公升汽油、304.4克二氧化碳排放，總計
每年減少約300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除大幅縮短業
者進出港區怠速時間，並減少港區車輛對環境的污
染。 自動化門哨

空氣品質改善對策

減少車輛廢氣排放

-23--22-

*環境品質監測項目

目測判煙、並定期配合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與
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港區業者的相關污染防
治輔導及稽查，亦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
防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評鑑作業，說明花蓮港於污染
防治上所做的努力及成效。

花蓮港重大環境議題包括港區作業造成空氣污染、
車輛通行產生的噪音、港區活動產生的廢(污)水、
廢棄物管理、資源保育及民眾溝通等，為瞭解花蓮
歷年港區及周界環境品質的變化，花蓮港務分公司
於2015年起執行「花蓮港環境品質監測整合計
畫」，委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環境檢測機構
進行港區周遭環境敏感點之空氣品質、噪音、海域
水質、底質及生態等環境監測工作，以持續瞭解及
建立科學與客觀的環境監測資料庫，以提供進行

環境管理及預防所需的資訊。此外，因花蓮港緊鄰
人口密集之花蓮市，為監控進出港車輛噪音影響，
花蓮港務分公司除於港區主要道路、管制哨建置監
控CCTV24小時監控車流情形；並於17及24號崗
哨建置環境音量連續監測站，掌握花蓮港周界環境
音量。花蓮港務分公司每年亦邀請環保專家學者、
航港局及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共同參與該計畫審查，
並提供專業改善意見，為滿足民眾知的權利，並於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刊載歷年監測結果，並
提供年度臺灣港群環境監測年報。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改善港區空氣品質，已陸續推動
各項港區污染管制措施，如推動進港船舶減速、使
用岸電、低污染燃料、設置自動化門哨等減量措施，
以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另外為降低港區裝卸及
砂石堆置作業所產生粉塵逸散，要求各裝卸業者及
砂石場採行防塵網架設及覆蓋、灑水抑塵、洗車台、
過水車道及密閉式輸送系統及裝船機等設施。

在環境管理措施方面，針對進
港船舶及運輸車輛不定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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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知進出港船舶，並藉由航商說明會或船席會議
宣導減速管制（Vessel Speed Reduction, VSR）
機制。

花蓮港務分公司宣導進出港船舶進行減速管制
（VSR），即限制輪船在距離 20浬(nm)以內水域
減速到12節以下。自2015年9月開始推動，至
2016年6月止，船舶平均減速達成率69%。

*花蓮港船舶減速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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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來自燃油燃燒或蒸發後產生
的廢氣，花蓮港每年約99萬車次車輛進出，於進港
及出港車道設置自動化門哨，每輛車次減少 70秒通
關，每年共計節省1.9萬小時，另以貨車停車怠速空
轉耗油6公升/小時、柴油19元/公升計算，可節省
約219萬元燃料費用。依每一車輛進出崗哨減少使
用0.1167公升汽油、304.4克二氧化碳排放，總計
每年減少約300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除大幅縮短業
者進出港區怠速時間，並減少港區車輛對環境的污
染。 自動化門哨

空氣品質改善對策

減少車輛廢氣排放

-23--22-

*環境品質監測項目

目測判煙、並定期配合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與
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港區業者的相關污染防
治輔導及稽查，亦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污染
防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評鑑作業，說明花蓮港於污染
防治上所做的努力及成效。

花蓮港重大環境議題包括港區作業造成空氣污染、
車輛通行產生的噪音、港區活動產生的廢(污)水、
廢棄物管理、資源保育及民眾溝通等，為瞭解花蓮
歷年港區及周界環境品質的變化，花蓮港務分公司
於2015年起執行「花蓮港環境品質監測整合計
畫」，委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環境檢測機構
進行港區周遭環境敏感點之空氣品質、噪音、海域
水質、底質及生態等環境監測工作，以持續瞭解及
建立科學與客觀的環境監測資料庫，以提供進行

環境管理及預防所需的資訊。此外，因花蓮港緊鄰
人口密集之花蓮市，為監控進出港車輛噪音影響，
花蓮港務分公司除於港區主要道路、管制哨建置監
控CCTV24小時監控車流情形；並於17及24號崗
哨建置環境音量連續監測站，掌握花蓮港周界環境
音量。花蓮港務分公司每年亦邀請環保專家學者、
航港局及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共同參與該計畫審查，
並提供專業改善意見，為滿足民眾知的權利，並於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刊載歷年監測結果，並
提供年度臺灣港群環境監測年報。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改善港區空氣品質，已陸續推動
各項港區污染管制措施，如推動進港船舶減速、使
用岸電、低污染燃料、設置自動化門哨等減量措施，
以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另外為降低港區裝卸及
砂石堆置作業所產生粉塵逸散，要求各裝卸業者及
砂石場採行防塵網架設及覆蓋、灑水抑塵、洗車台、
過水車道及密閉式輸送系統及裝船機等設施。

在環境管理措施方面，針對進
港船舶及運輸車輛不定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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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裝卸貨物洩漏

港區稽查項目\年份 2014 2015

港區巡查次數 251 250

港區安全聯合督導 50 55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維持港區營運安全及環境管理，
除於港區設置有CCTV，全天候監控港區各項作業；
每日定期指派人員進行港區環境巡查，發現污染行
為即進行勸導，或通報公權力執法單位進行裁罰 。
此外，花蓮港務分公司與港區承租業者簽訂契約時，
亦明訂其應遵守環保法令及制訂相對應之污染防制
措施。為防制揚塵，減少空氣污染，針對散裝貨物

*港區巡查及聯合督導統計表

岸電設施

港勤船舶使用低污染燃料及岸電使用

裝卸作業，規定抓斗作業不得空中開斗，輸送帶作
業應於出料口安裝漏管套，並距離車斗上緣一公尺
內，以避免貨物從高處散落飛揚，另車輛駛離作業
碼頭區應蓋妥防塵布，捆紮牢靠且邊緣延伸覆蓋至
貨箱上緣以下至少15公分。另外裝卸作業於卸料
口落料處亦須架設防料落海隔板，以避免卸料進入
港池中污染海域清潔。

港區環境巡查 貨物裝卸使用防塵網

*排放係數(0.06公斤/公噸) ，參考EPA砂石採集處理業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技術手冊(P9) 
**防塵效率40% ，參考EPA大型裸露地逸散粒狀物排放特性及可行控制技術之研究
*排放係數(0.06公斤/公噸) ，參考EPA砂石採集處理業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技術手冊(P9) 
**防塵效率40% ，參考EPA大型裸露地逸散粒狀物排放特性及可行控制技術之研究

類別 砂石堆置量/年 排放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數量* 防制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數量**

砂石堆置場 26,460,000 158.8 63.5

中鋼花蓮石料場 15,100,000 90.6 36.2

合計 41,560,000 249.4 99.7

*港區石料及砂石防塵效率

卡車出港過水車道

減少港區揚塵

港區承租業者位置

久原 金壽、益鉅

密閉式倉儲設施

密閉式輸送帶

地網式噴水系統

亞泥

台泥 亞泥

中鋼

光華礦務

灑水及洗車設施

-25--24-

密閉式輸送帶

岸電就是在船舶靠岸後，於岸邊裝設供電設備透過
船舶電纜，提供靠泊船舶維修或例行保養所需電力，
取代船舶內燃機所使用柴油，進而大幅降低空氣汙
染，花蓮港港勤船舶燃料除已全面採用超低含硫量

之低污染燃料超級柴油之外，並於1至3號碼頭港
勤船舶已全數設置岸電設施，5-7號碼頭配合海巡
署遷建，亦新設置岸電設施，以供海巡署公務船舶
全面使用岸電，減低船舶污染排放。

花蓮港區業者進行裝卸作業，均已設置密閉式倉儲
及運送設施，包括亞泥10、18號碼頭之密閉式輸
送帶，19號碼頭之密閉式倉儲設施；台泥13號碼
頭之密閉輸送帶；中鋼11號碼頭後線之密閉式輸
送帶，以及砂石業者於17號、20號、21號及22號
碼頭設置密閉式裝船機，有效降低因裝卸運輸所引
起之環境污染問題。花蓮港為降低港區砂石堆置場
及交通運輸之揚塵，於砂石堆置區設置移動式灑水
器防塵裝置，定時灑水保持物料濕潤，亦要求現場
輸送物料採自動灑水及水幕保持物料濕潤，港區砂

統計2015年港區內砂石總堆置量約264.6萬公噸，
可減少63.5公噸粒狀污染物排放。另中鋼花蓮石料
場每年運輸石料約151萬公噸，地面設置地網式噴
水系統保持地面濕潤，每年減少約36公噸粒狀污染
物排放。

石場自設洗車設施，離港車輛
並需經過過水車道，第二次清
洗車輪方能離港。

過水車道

港區砂石場定時灑水抑塵

車輛駛離港口覆蓋防塵布

單位:公噸/年

*岸電設置點位圖

岸電位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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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裝卸貨物洩漏

港區稽查項目\年份 2014 2015

港區巡查次數 251 250

港區安全聯合督導 50 55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維持港區營運安全及環境管理，
除於港區設置有CCTV，全天候監控港區各項作業；
每日定期指派人員進行港區環境巡查，發現污染行
為即進行勸導，或通報公權力執法單位進行裁罰 。
此外，花蓮港務分公司與港區承租業者簽訂契約時，
亦明訂其應遵守環保法令及制訂相對應之污染防制
措施。為防制揚塵，減少空氣污染，針對散裝貨物

*港區巡查及聯合督導統計表

岸電設施

港勤船舶使用低污染燃料及岸電使用

裝卸作業，規定抓斗作業不得空中開斗，輸送帶作
業應於出料口安裝漏管套，並距離車斗上緣一公尺
內，以避免貨物從高處散落飛揚，另車輛駛離作業
碼頭區應蓋妥防塵布，捆紮牢靠且邊緣延伸覆蓋至
貨箱上緣以下至少15公分。另外裝卸作業於卸料
口落料處亦須架設防料落海隔板，以避免卸料進入
港池中污染海域清潔。

港區環境巡查 貨物裝卸使用防塵網

*排放係數(0.06公斤/公噸) ，參考EPA砂石採集處理業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技術手冊(P9) 
**防塵效率40% ，參考EPA大型裸露地逸散粒狀物排放特性及可行控制技術之研究
*排放係數(0.06公斤/公噸) ，參考EPA砂石採集處理業逸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技術手冊(P9) 
**防塵效率40% ，參考EPA大型裸露地逸散粒狀物排放特性及可行控制技術之研究

類別 砂石堆置量/年 排放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數量* 防制逸散性粒狀污染物數量**

砂石堆置場 26,460,000 158.8 63.5

中鋼花蓮石料場 1,510,000 9.1 3.6

合計 27,970,000 167.9 67.1

*港區石料及砂石防塵效率

卡車出港過水車道

減少港區揚塵

港區承租業者位置

久原 金壽、益鉅

密閉式倉儲設施

密閉式輸送帶

地網式噴水系統

亞泥

台泥 亞泥

中鋼

光華礦務

灑水及洗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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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式輸送帶

岸電就是在船舶靠岸後，於岸邊裝設供電設備透過
船舶電纜，提供靠泊船舶維修或例行保養所需電力，
取代船舶內燃機所使用柴油，進而大幅降低空氣汙
染，花蓮港港勤船舶燃料除已全面採用超低含硫量

之低污染燃料超級柴油之外，並於1至3號碼頭港
勤船舶已全數設置岸電設施，5-7號碼頭配合海巡
署遷建，亦新設置岸電設施，以供海巡署公務船舶
全面使用岸電，減低船舶污染排放。

花蓮港區業者進行裝卸作業，均已設置密閉式倉儲
及運送設施，包括亞泥10、18號碼頭之密閉式輸
送帶，19號碼頭之密閉式倉儲設施；台泥13號碼
頭之密閉輸送帶；中鋼11號碼頭後線之密閉式輸
送帶，以及砂石業者於17號、20號、21號及22號
碼頭設置密閉式裝船機，有效降低因裝卸運輸所引
起之環境污染問題。花蓮港為降低港區砂石堆置場
及交通運輸之揚塵，於砂石堆置區設置移動式灑水
器防塵裝置，定時灑水保持物料濕潤，亦要求現場
輸送物料採自動灑水及水幕保持物料濕潤，港區砂

統計2015年港區內砂石總堆置量約264.6萬公噸，
可減少63.5公噸粒狀污染物排放。另中鋼花蓮石料
場每年運輸石料約151萬公噸，地面設置地網式噴
水系統保持地面濕潤，每年減少約3.6公噸粒狀污染
物排放。

石場自設洗車設施，離港車輛
並需經過過水車道，第二次清
洗車輪方能離港。

過水車道

港區砂石場定時灑水抑塵

車輛駛離港口覆蓋防塵布

單位:公噸/年

*岸電設置點位圖

岸電位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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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濱外環道路

降低噪音改善對策空氣品質監測

*花蓮港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空氣品質測站位置圖

24號崗24號崗

花蓮高中花蓮高中

航港局
東部航務中心

航港局
東部航務中心

空氣品質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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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音量連續監測站

噪音(含低頻)測點位置

洄瀾飯店洄瀾飯店 24號崗24號崗

亞士都飯店亞士都飯店

17號崗17號崗

港區噪音監測

-27--26-

花蓮港區與花蓮市區相鄰，港埠周遭貨物運輸所產
生之噪音，易影響周圍居民生活品質。花蓮港區屬
於第四類管制區，已於港區周圍設置四個環境音量
監測點。

2015年花蓮港區環境品質監測結果，各測點皆符
合噪音管制標準。

空氣品質監測站

環境敏感點監測

藉由建設北濱外環道路，出港之車輛改由經地下外
環道，降低北濱社區空氣污染及噪音振動，維護人
車安全及社區安寧。

花蓮港透過聯外交通道路的建置，減少港區車輛與
居民交通動線的重疊，以及對居民生活的干擾。
箱涵上方設置隔離綠帶、護欄及自行車道、散步道、
慢跑道等， 由於緊臨浩瀚太平洋，是花蓮市民晨
昏賞景散步、假日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另外在花蓮港區與鄰接市區住宅之間，設置4.6公
頃緩衝綠帶，除與鄰近社區以高大喬木及綠地隔離，
具隔音及衰減音量之效果，還可達綠化之功能。

造成花蓮港空氣污染的主因來自船舶廢氣、港區業
者車輛的廢氣排放及揚塵等，為了解與維護當地的
空氣品質，建立長期科學及客觀環境監測數據，花
蓮港務分公司進行空氣品質監測，以了解並改善空
氣污染情形。自2015年起於花蓮高中、航港局東
部航務中心及24號崗等3處空氣品質測站，進行
TSP、PM10、PM2.5、SO2、NO2、CO及O3等項
目監測，依據2015年的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均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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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濱外環道路

降低噪音改善對策空氣品質監測

*花蓮港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空氣品質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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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含低頻)測點位置

洄瀾飯店洄瀾飯店 24號崗24號崗

亞士都飯店亞士都飯店

17號崗17號崗

港區噪音監測

-27--26-

花蓮港區與花蓮市區相鄰，港埠周遭貨物運輸所產
生之噪音，易影響周圍居民生活品質。花蓮港區屬
於第四類管制區，已於港區周圍設置四個環境音量
監測點。

2015年花蓮港區環境品質監測結果，各測點皆符
合噪音管制標準。

空氣品質監測站

環境敏感點監測

藉由建設北濱外環道路，出港之車輛改由經地下外
環道，降低北濱社區空氣污染及噪音振動，維護人
車安全及社區安寧。

花蓮港透過聯外交通道路的建置，減少港區車輛與
居民交通動線的重疊，以及對居民生活的干擾。
箱涵上方設置隔離綠帶、護欄及自行車道、散步道、
慢跑道等， 由於緊臨浩瀚太平洋，是花蓮市民晨
昏賞景散步、假日休閒活動的好去處。

另外在花蓮港區與鄰接市區住宅之間，設置4.6公
頃緩衝綠帶，除與鄰近社區以高大喬木及綠地隔離，
具隔音及衰減音量之效果，還可達綠化之功能。

造成花蓮港空氣污染的主因來自船舶廢氣、港區業
者車輛的廢氣排放及揚塵等，為了解與維護當地的
空氣品質，建立長期科學及客觀環境監測數據，花
蓮港務分公司進行空氣品質監測，以了解並改善空
氣污染情形。自2015年起於花蓮高中、航港局東
部航務中心及24號崗等3處空氣品質測站，進行
TSP、PM10、PM2.5、SO2、NO2、CO及O3等項
目監測，依據2015年的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均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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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水質監測結果

資源保育

提供景觀植栽澆灌 提供出港車輛清洗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監控港區逕流廢水排放情形及港
域水質變化，每季執行逕流廢水排放口放流水監測
及海域水質及底質監測，並依環保署「港口區域污
染預防及削減措施計畫」 ，每半年提送監測報告
審查。

港池海域水質採樣地點共3處，2015年花蓮港區監
測結果，pH、溶氧量、懸浮固體及生化需氧量等
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各測站監測資
料符合法規。

港區水質監測 減少港埠垃圾/廢棄物

花蓮港2014年陸域資源回收量約7.41公噸，資源
回收率7.66%，2015年陸域資源回收量約5.2公噸，

資源回收率為4.35%；2014年國際航線郵輪資源
回收率68%，2015年為69%。

港區水質改善對策

海域水質測點 外港堤口外港堤口

內港迴船池內港迴船池

逕流廢水處理設施
外港迴船池外港迴船池

*花蓮港水質監測點及逕流廢水處理設施位置

-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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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水質污染可能來自於船舶排放及上游家庭廢水
之污染，花蓮港務分公司將持續配合花蓮縣政府之
污水接管計畫，妥善處理排入港區之生活污水。

花蓮港務分公司依據環保署「港口區域污染預防及
削減措施計畫」，逐年建置外港碼頭逕流廢水截留
及處理系統，減少暴雨逕流廢水的污染。2015年
完成外港25號碼頭逕流廢水收集系統，可處理水
量500CMD，削減90%之懸浮固體排放，並於
2016年於23、24號碼頭設置逕流廢水收集系統。

花蓮港區船舶卸油時，須於船舶四周布放攔油索之
防護設施，避免因操作意外，導致油料洩漏污染，
可以有效防止油溢漏擴散。花蓮港近三年都沒有發
生船舶洩漏油事件，確保港區水面清潔。

花蓮港務分公司每年定期舉辦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演
練，並持續推動廢油污水委外處理，加強管制船舶
廢棄物清理及廢油污水處理業務，委託合格業者清
理船舶廢棄物及廢油污水之比例100%。

臺灣為水資源缺乏地區，花蓮港務分公司緊鄰美崙
山脈，由於地勢低，表層為礫石，底層為青灰泥岩，
因此有利於匯集及過濾地表逕流水。花蓮港務分公
司以水撲滿觀念，在港區設置12個儲水設施，作
為非民生用水使用，替代自來水，提供行政大樓衛
廁、景觀綠化、砂石場抑塵及洗車設施用水。

地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每年節約用水約6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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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節約用水。

花蓮港務分公司規劃結合鄰近
大 學 環 境 學 院 師 生 義 務 解 說
，並申請環保署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廣邀學生及市
民進行環境教學，強化宣導水資源利用的重要性。

* 2015年一般廢棄物清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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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水質監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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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景觀植栽澆灌 提供出港車輛清洗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監控港區逕流廢水排放情形及港
域水質變化，每季執行逕流廢水排放口放流水監測
及海域水質及底質監測，並依環保署「港口區域污
染預防及削減措施計畫」 ，每半年提送監測報告
審查。

港池海域水質採樣地點共3處，2015年花蓮港區監
測結果，pH、溶氧量、懸浮固體及生化需氧量等
均符合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各測站監測資
料符合法規。

港區水質監測 減少港埠垃圾/廢棄物

花蓮港2014年陸域資源回收量約7.41公噸，資源
回收率7.66%，2015年陸域資源回收量約5.2公噸，

資源回收率為4.35%；2014年國際航線郵輪資源
回收率68%，2015年為69%。

港區水質改善對策

海域水質測點 外港堤口外港堤口

內港迴船池內港迴船池

逕流廢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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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水質監測點及逕流廢水處理設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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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接管計畫，妥善處理排入港區之生活污水。

花蓮港務分公司依據環保署「港口區域污染預防及
削減措施計畫」，逐年建置外港碼頭逕流廢水截留
及處理系統，減少暴雨逕流廢水的污染。2015年
完成外港25號碼頭逕流廢水收集系統，可處理水
量500CMD，削減90%之懸浮固體排放，並於
2016年於23、24號碼頭設置逕流廢水收集系統。

花蓮港區船舶卸油時，須於船舶四周布放攔油索之
防護設施，避免因操作意外，導致油料洩漏污染，
可以有效防止油溢漏擴散。花蓮港近三年都沒有發
生船舶洩漏油事件，確保港區水面清潔。

花蓮港務分公司每年定期舉辦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演
練，並持續推動廢油污水委外處理，加強管制船舶
廢棄物清理及廢油污水處理業務，委託合格業者清
理船舶廢棄物及廢油污水之比例100%。

臺灣為水資源缺乏地區，花蓮港務分公司緊鄰美崙
山脈，由於地勢低，表層為礫石，底層為青灰泥岩，
因此有利於匯集及過濾地表逕流水。花蓮港務分公
司以水撲滿觀念，在港區設置12個儲水設施，作
為非民生用水使用，替代自來水，提供行政大樓衛
廁、景觀綠化、砂石場抑塵及洗車設施用水。

地表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每年節約用水約6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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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節約用水。

花蓮港務分公司規劃結合鄰近
大 學 環 境 學 院 師 生 義 務 解 說
，並申請環保署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廣邀學生及市
民進行環境教學，強化宣導水資源利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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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排放係數kgCO2e

2007年 2014年 2015年
節省碳
排放量 節省比率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用電
(度) 0.528

2015
全國
電力
排放
係數

674,300 356,030 483,840 255,468 488,320 257,833 98,197 27.6%

用水
(度) 0.155

2014
台灣

自來水
公司

1,104 171.1 797 123.5 920 142.6 29 16.7%

用油
(公升) 2.36 2015

環保署 5,859 13,827 3,204 7,561 2,779 6,558 7,269 52.6%

用紙
(張) 0.0056

Paper 
Star A4
影印紙

633,500 3,548 455,000 5 433,500 2,428 1,120 31.6%

總計 - 373,576 263,158 - 266,962 106,615 28.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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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資源消耗之碳排放量

*喬木類佔地比例:0.1256m2/株X 5806株/46000m2 X 100% =1.59%
**減碳量=600kg-CO2/m2 X 46000m2X1.59%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出之喬木類空地綠美化計算方式估算。

*喬木類佔地比例:0.1256m2/株X 5806株/46000m2 X 100% =1.59%
**減碳量=600kg-CO2/m2 X 46000m2X1.59%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出之喬木類空地綠美化計算方式估算。

*花蓮港綠美化碳排放減量估算

種植面積 總植樹量 喬木類遮陰面積 喬木類佔地比例* 減碳量**

46,000m2 5,806株 0.1256m2/株 1.59% 437,460kg-CO2e/yr

港區設施講解與參觀

里民意見表達及交流總經理介紹港區發展

減少港埠垃圾/廢棄物 強化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港區綠美化

-31--30-

花蓮港因緊鄰花蓮市美崙社區，為建置緩衝綠帶，
於港區與社區交界處設置4.6公頃休閒遊憩公園，
植栽綠美化，以強化港區防塵、防噪音、防風之功

效，塑造花蓮港為兼具觀光遊憩功能之優質形象。
估計每年減少437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港區自行車道 港區綠美化

為達節能減碳目的，花蓮港務分公司配合政府推動
四省專案，藉由監測辦公場所及作業區域電、水、
油、紙消耗量，瞭解資源使用情況並進行改善。

由於成效良好，2015年執行成果與推動基準年
2007年比較，減少消耗量相當106,615公斤排碳
量，總計減少28.5%。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敦親睦鄰，讓港區周邊里民瞭解
花蓮港的過去、現在、未來永續發展；以及申請生
態港認證作業，辦理「認識花蓮港」活動。該活動
邀請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民意代表及毗連花蓮港區
周邊的里長、里民、環保志工等共同參加，藉著聽
取多媒體介紹、推動綠色港口及生態港認證簡介、
參觀港史舘、港區導覽介紹等，使參加人員其進一

步瞭解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港
區污染防治上努力及持續改
善目標，並與里民進行溝通座談及進行問卷調查，
做為日後持續改善方向，讓花蓮港為地方環境善盡
社會責任，打造觀光都會港灣新意象。當日問卷調
查結果，整體滿意度達97.81%(非常同意63.74%，
同意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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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排放係數kgCO2e

2007年 2014年 2015年
節省碳
排放量 節省比率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實際用量 碳排放量
(kg)

用電
(度) 0.528

2015
全國
電力
排放
係數

674,300 356,030 483,840 255,468 488,320 257,833 98,197 27.6%

用水
(度) 0.155

2014
台灣

自來水
公司

1,104 171.1 797 123.5 920 142.6 29 16.7%

用油
(公升) 2.36 2015

環保署 5,859 13,827 3,204 7,561 2,779 6,558 7,269 52.6%

用紙
(張) 0.0056

Paper 
Star A4
影印紙

633,500 3,548 455,000 5 433,500 2,428 1,120 31.6%

總計 - 373,576 263,158 - 266,962 106,615 28.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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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資源消耗之碳排放量

*喬木類佔地比例:0.1256m2/株X 5806株/46000m2 X 100% =1.59%
**減碳量=600kg-CO2/m2 X 46000m2X1.59%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出之喬木類空地綠美化計算方式估算。

*喬木類佔地比例:0.1256m2/株X 5806株/46000m2 X 100% =1.59%
**減碳量=600kg-CO2/m2 X 46000m2X1.59%
資料來源: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出之喬木類空地綠美化計算方式估算。

*花蓮港綠美化碳排放減量估算

種植面積 總植樹量 喬木類遮陰面積 喬木類佔地比例* 減碳量**

46,000m2 5,806株 0.1256m2/株 1.59% 437,460kg-CO2e/yr

港區設施講解與參觀

里民意見表達及交流總經理介紹港區發展

減少港埠垃圾/廢棄物 強化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港區綠美化

-31--30-

花蓮港因緊鄰花蓮市美崙社區，為建置緩衝綠帶，
於港區與社區交界處設置4.6公頃休閒遊憩公園，
植栽綠美化，以強化港區防塵、防噪音、防風之功

效，塑造花蓮港為兼具觀光遊憩功能之優質形象。
估計每年減少437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港區自行車道 港區綠美化

為達節能減碳目的，花蓮港務分公司配合政府推動
四省專案，藉由監測辦公場所及作業區域電、水、
油、紙消耗量，瞭解資源使用情況並進行改善。

由於成效良好，2015年執行成果與推動基準年
2007年比較，減少消耗量相當106,615公斤排碳
量，總計減少28.5%。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敦親睦鄰，讓港區周邊里民瞭解
花蓮港的過去、現在、未來永續發展；以及申請生
態港認證作業，辦理「認識花蓮港」活動。該活動
邀請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民意代表及毗連花蓮港區
周邊的里長、里民、環保志工等共同參加，藉著聽
取多媒體介紹、推動綠色港口及生態港認證簡介、
參觀港史舘、港區導覽介紹等，使參加人員其進一

步瞭解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港
區污染防治上努力及持續改
善目標，並與里民進行溝通座談及進行問卷調查，
做為日後持續改善方向，讓花蓮港為地方環境善盡
社會責任，打造觀光都會港灣新意象。當日問卷調
查結果，整體滿意度達97.81%(非常同意63.74%，
同意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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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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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5年

空氣品質

裝卸、堆置防制設施數量 港區裝卸、堆置防制設施數量 防制設施數量每2年檢討數量及堪用

•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4套

•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3組

• 集塵式裝卸設備數量：2組

•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4套

•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3組

• 集塵式裝卸設備數量：2組

空氣品質之合格率(PM10、PM2.5、SO2、

NO2、CO)

港區內空氣品質測站監測值皆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之比例

•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 CO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 O3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八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無監測資料

•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CO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O3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八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噪音 港區噪音品質每季之合格率

港區內噪音品質測站符合法規之比率

(港區測站屬一般地區第四類管制區環境音

量標準，日間(指上午7時至晚上8時)75分貝、

晚間(指晚上8至晚上11時)70分貝、

夜間(指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午 7時)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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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監測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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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廢氣排放 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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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3條，出港

區車道3條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3

條，出港區車道3條。

• 門哨系統證：至少200張/年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比率：

3÷4×100%  = 75 %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出港區車道比率：

3÷4×100%  = 75 %

• 核發門哨系統證234張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比

率： 3÷4×100%  =75 %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出港區車道比

率： 3÷4×100%  =75 %

• 核發門哨系統證638張

船舶廢氣排放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之比例及港勤船舶超

級柴油使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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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之比例達

100%

港勤船舶5艘，使用超級柴油之船

舶5艘，使用岸電5艘。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378.37KL

• 港勤船舶5艘，使用超級柴油之

船舶5艘，使用岸電5艘。

•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293.77KL

推動船舶減速系統
• 每年至少發送1,000次簡訊通知船舶宣導

減速
每年至少1,000 場次簡訊通知

維持進港船舶減速宣導次數，發送

1,000次簡訊通知

維持進港船舶減速宣導次數，發送

1,000次簡訊通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全面推動及建置船舶減速監測系統，花

蓮港務分公司將配合執行宣導，並預計於2016年花蓮港減速目標達成率

50%(至2016年6月，船舶減速在12節以下之船舶約達69%)，2017年

60%。

花蓮港環境績效指標

-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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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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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5年

空氣品質

裝卸、堆置防制設施數量 港區裝卸、堆置防制設施數量 防制設施數量每2年檢討數量及堪用

•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4套

•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3組

• 集塵式裝卸設備數量：2組

• 裝卸防制設施數量：4套

• 密閉式裝卸設備數量：3組

• 集塵式裝卸設備數量：2組

空氣品質之合格率(PM10、PM2.5、SO2、

NO2、CO)

港區內空氣品質測站監測值皆符合「空氣品

質標準」之比例

•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 CO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 O3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八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 100%

無監測資料

• PM10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PM2.5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S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NO2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CO日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 O3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八小時平均值之合格比率100%

噪音 港區噪音品質每季之合格率

港區內噪音品質測站符合法規之比率

(港區測站屬一般地區第四類管制區環境音

量標準，日間(指上午7時至晚上8時)75分貝、

晚間(指晚上8至晚上11時)70分貝、

夜間(指晚上 11 時至翌日上午 7時)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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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監測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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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廢氣排放 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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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3條，出港

區車道3條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3

條，出港區車道3條。

• 門哨系統證：至少200張/年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比率：

3÷4×100%  = 75 %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出港區車道比率：

3÷4×100%  = 75 %

• 核發門哨系統證234張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進港區車道比

率： 3÷4×100%  =75 %

• 設置自動化門哨之出港區車道比

率： 3÷4×100%  =75 %

• 核發門哨系統證638張

船舶廢氣排放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之比例及港勤船舶超

級柴油使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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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勤船舶使用超級柴油之比例達

100%

港勤船舶5艘，使用超級柴油之船

舶5艘，使用岸電5艘。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378.37KL

• 港勤船舶5艘，使用超級柴油之

船舶5艘，使用岸電5艘。

• 港勤船舶超級柴油使用量：

293.77KL

推動船舶減速系統
• 每年至少發送1,000次簡訊通知船舶宣導

減速
每年至少1,000 場次簡訊通知

維持進港船舶減速宣導次數，發送

1,000次簡訊通知

維持進港船舶減速宣導次數，發送

1,000次簡訊通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全面推動及建置船舶減速監測系統，花

蓮港務分公司將配合執行宣導，並預計於2016年花蓮港減速目標達成率

50%(至2016年6月，船舶減速在12節以下之船舶約達69%)，2017年

60%。

花蓮港環境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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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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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5年

水資源再利用 節省自來水使用量 節省自來水使用比例 節省自來水使用率約98% 節省自來水使用率約98.44% 節省自來水使用率約98.44%

貨物溢漏量

(處理)

港區巡查、貨物溢 漏緊急應變演練及港區

安全聯合稽查次數

港區巡查、貨物溢漏緊急應變演練及港區

安全聯合稽查次數

• 港區巡查次數：200 次

• 貨物溢漏緊急應變演練次數：至

少 1次/年

• 港區安全聯合稽查次數至少 12次/

年

• 港區巡查 251次(環保記點15 次)

• 貨物溢漏緊急應變演練 1次

• 港區安全聯合稽查 12次

• 港區巡查 250 次(環保記點14 次)

• 貨物溢漏緊急應變演練 1次

• 港區安全聯合稽查 12次

水質

海域水質之合格率 (氫離子濃度指數、溶氧量、

生化需氧量、氰化物、酚類、礦物性油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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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離子濃度指數、溶氧

量、生化需氧量、氰化物、酚類、

礦物性油脂，每季之合格率達100%

無監測資料

乙類海域水質標準

氫離子濃度指數100%

溶氧量100%

生化需氧量100%

氰化物100%

酚類100%

礦物性油脂100%

港區內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證

(文件)之列管事業或具備廢(污)水處理設備之

家數比率

港區內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許可證

(文件)之列管事業家數或具備廢(污)水處理

設備之家數÷港區內應列管之產生廢

(污)水業者之總家數 ×100% 

港區內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許可證(文件)之列管事 業家數或具

備廢(污)水處理設備 之家數比率達

100%

6 ÷6×100%  =100 %

• 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

證(文件)之列管事業 6家

• 具備廢污水處理設6家

• 港區內產生廢(污)水業者之總家數

6家

6 ÷6×100%  =100 %

• 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

證(文件)之列管事業 6家

• 具備廢污水處理設6家

• 港區內產生廢(污)水業者之總家數

6家

與當地社區

之關係
活動場次、參與人次數量 計算實際發生數量

• 活動場次

• 參與人次

• 辦理活動16場次

• 共計165人次參與

• 辦理活動25場次

• 共計225人次參與

船舶加油
• 船舶加油佈放攔油索

• 船舶廢油污水清除數量

• 佈放攔油索次數/加油次數

• 船舶廢油污水清除數量

• 船舶加油佈放攔油索比例 100%

• 船舶廢油污水清除50 公噸

• 船舶加油佈放攔油索比例100%

• 船舶廢油污水清除22.6公噸

• 船舶加油佈放攔油索比例100%

• 船舶廢油污水清除88.4公噸

垃圾/

港埠廢棄物

• 港區陸域一般廢棄物清運量

• 資源回收率
港區陸域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率

港區陸域一般廢棄物清運量及資源

回收率達3%

• 港區陸域一般垃圾產生量96.7公噸，

資源回收清運量7.41公噸，資源回

收率7.66%

• 國際航線郵輪資源回收率68%

• 港區陸域一般垃圾產生量119.54

公噸，資源回收清運量5.2公噸，

資源回收率4.35％

• 國際航線郵輪資源回收率69% 

花蓮港環境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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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十大

環境議題
指標項目 計算方式 指標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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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緊急事件通報及演練

*花蓮港務分公司2014年至2015年聯合演習紀錄

年份 演練名稱 內容 辦理日期

2014 花蓮港2014年國際船舶與港口
設施保全暨災害防救演習

國際郵輪旅客疾病防治應變、提昇港
口設施保全等級、旅客通關服務站隨
機殺人應變、爆裂物防制及消防救災。

2014年
8月21日

2015

「2015年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
全防護一級CI演練訪評」暨「花
蓮港2015年國際船舶與港口設
施保全及災害防救演習」

提昇港口設施保全等級、生恐攻擊應
變處置、通關服務站國境管理、設施
備援與隨機砍人應變處置、防制破壞
(爆裂物)及災害防救（消防救災）。

2015年
9月24日

*花蓮港區意外事故發生次數

意外事故類別\年份 2014 2015

船舶碰撞、沉沒、翻覆、火災、油污、及其他化學品溢漏 0 0

船舶機械故障、操作失靈、傾斜、擱淺 0 0

重大倉庫及儲槽失火、爆炸 0 0

港區小型污染、火災、化學品溢漏 0 0

人員落水、工安意外、海上漂流物、其他 3 1

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暨災害防救演習

颱風災害整備及災後清理工作

05/
緊 急 應 變

花蓮因易受颱風災害侵襲，花蓮港務分公司在汛期
前通盤檢視及清理港區排水系統，因應颱風來襲並
組成應變小組，於颱風警報解除後 短時間完成港
區道路清理工作；另因花蓮港近鄰美崙溪及花蓮溪，

A級防護衣著裝 佈放攔油索 進行攔油索鋪設

颱風後垃圾堆積 清理後乾淨的水面

-39--38-

花蓮港區由於地理位置關係，對於花蓮港陸區及海
域可能發生之各種災害，包含地震、風災、水災、
海嘯、海難、油污染、空氣污染、化學品洩漏、毒
化物洩漏、重大交通或工安意外事故等，共訂定有
21項災害相關通報作業程序與緊急應變計畫，同
時定期聯合花蓮港港警、港消及相關單位進行演練
以提升應變能力。

針對港區污染及災害事故，花蓮港務分公司均設有
陳情管道及意見信箱，提供民眾、航商或港區業者
等相關單位通報聯繫。

花蓮港務分公司每年配合花蓮縣政府於花蓮港區碼
頭，辦理污染緊急應變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無
預警演練，現場實地演練攔油及汲油、清理岸面殘
油、善後處理、災因調查與污染賠償求償等狀況。

花蓮港務分公司希望藉著與相關各單位密切的合作，
在事故發生時，確保跨部門緊急應變中心於第一時
間成立並運作順利，俾使污染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污染災害現場狀況迅速
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
措施，使意外災害對環境衝擊之損害降至 低程
度。。

清理中

每次於颱風過後都會帶來大量的垃圾或漂流木影響
船舶航行安全，花蓮港務分公司亦會於災後第一時
間完成清理，並依據林務局「漂流木作業處理手冊」
之規定進行漂流木打撈處理。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一級CI演練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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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 

Cooperation

花蓮港務分公司針對港區環境相關議題所提出的 佳實踐
範例，以持續在港埠環境管理進行改善。本次選出 佳實
踐範例包括(1)花蓮港水資源銀行； (2)北濱興建箱涵式外
環道路；(3)鐵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此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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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港夥伴學習參考。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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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創新與合作

佳實踐範例一、花蓮港水資源銀行

聯絡方式
港口名稱:花蓮港
聯絡人姓名:張國賢
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勞安處
連絡電話:03-8325131分機2005
傳真:03-8343700
E-mail: kschang@twport.com.tw
相關網頁：
花蓮港務分公司/資訊公開/推行綠色港口得獎訊息
http://hl.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1B5DD66AAC4D0AF0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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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效益

花蓮港為有效利用水資源，利用地勢高低位差，以
重力引水方式，將地表水匯集至港區水撲滿系統，
以提供衛廁、景觀綠化、砂石場抑塵及洗車設施用
水。

近年氣候變遷及附近地形地貌改變，使入流地表水
大幅下降約60%，港區四家砂石場集中時段及集中
地點尖峰取水現象，導致外港既有水撲滿無法短時
間補足。由於次級用水增加需求，因此重新檢視及
擴充內港水撲滿容量，並進行水撲滿系統效能提升
方案。

提升水資源的使用效率，建立內、外港雙迴路供水
系統，有效調撥分配及穩定供水。另擴大次級用水
用途，如供給大樓樓頂降溫、空調冰水主機水源汰
換、新建旅運大樓周邊設施、修船廠維修、港勤船
清洗、及用予船舶卸貨抑塵，以替代自來水使用。

• 整體提升次級供水約達76%，節省自來水使用
率約98.44%，每年節約用水約60萬公噸，相當
每年減少93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 擴大次級用水用途，如供給大樓樓頂降溫、空
調冰水主機水源汰換、新建旅運大樓周邊設施、
修船廠維修、港勤船清洗、及用予船舶卸貨抑
塵，以替代自來水使用

• 本案榮獲行政院創新應用獎第1名，未來規劃新
設外港水撲滿綠廊及申請環境教育場所，使得
花港一帶(生態綠帶)一路(貫通水路)理念結合，
外港環境教育與內港休閒遊憩連成一線，有效
達到花蓮港整體環境永續及觀光行銷之目標

水質、揚塵、雨水處理

花蓮港務分公司、光華礦務股份有限公司、金壽砂
石股份有限公司、益鉅股份有限公司、久原國際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

約新台幣450萬元

港口砂石業者、裝卸業者、倉庫業者
及附近居民

2015年7月 港區業者需水調查
2015年10月 水撲滿相關管路改善及擴建
2015年12月 完成內、外港水撲滿相互支援創新項目 創新作為

外港
重力引流
增加水源

利用位勢差，以重力方式，引接至
No.6號水撲滿，新增No.6號水撲
滿收集水量為50CMD

外港
毛細式透
水管引流
增加水源

利用原有集水孔改預埋「毛細式透
排水管」，增加集水能力，估計新
增水撲滿集水量達約50CMD

外港
截彎取直
減少損失

將下水道排水口收集及攔砂壩出
水直接收集
為加速集水，將坡坎排水收集溝

渠水源直接導引至No.5號水撲滿

內港
新建

No.10-1
號水撲滿

以兩部5HP沉水泵至6號碼頭倉庫
庫頂新設六個不鏽鋼製之臥式水
塔(每個容積約5m3)

表層礫石及青灰泥岩利於過濾稅及地表逕流水

-45--44-

*花蓮港水資源銀行新增創新作為

管道導引

水撲滿收集系統 景觀植栽澆灌 大樓降溫衛廁用水

表層礫石及青灰泥岩利於過濾及地表逕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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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實踐範例一、花蓮港水資源銀行

聯絡方式
港口名稱:花蓮港
聯絡人姓名:張國賢
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勞安處
連絡電話:03-8325131分機2005
傳真:03-8343700
E-mail: kschang@twport.com.tw
相關網頁：
花蓮港務分公司/資訊公開/推行綠色港口得獎訊息
http://hl.twport.com.tw/chinese/cp.aspx?n=1B5DD66AAC4D0AF0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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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效益

花蓮港為有效利用水資源，利用地勢高低位差，以
重力引水方式，將地表水匯集至港區水撲滿系統，
以提供衛廁、景觀綠化、砂石場抑塵及洗車設施用
水。

近年氣候變遷及附近地形地貌改變，使入流地表水
大幅下降約60%，港區四家砂石場集中時段及集中
地點尖峰取水現象，導致外港既有水撲滿無法短時
間補足。由於次級用水增加需求，因此重新檢視及
擴充內港水撲滿容量，並進行水撲滿系統效能提升
方案。

提升水資源的使用效率，建立內、外港雙迴路供水
系統，有效調撥分配及穩定供水。另擴大次級用水
用途，如供給大樓樓頂降溫、空調冰水主機水源汰
換、新建旅運大樓周邊設施、修船廠維修、港勤船
清洗、及用予船舶卸貨抑塵，以替代自來水使用。

• 整體提升次級供水約達76%，節省自來水使用
率約98.44%，每年節約用水約60萬公噸，相當
每年減少93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 擴大次級用水用途，如供給大樓樓頂降溫、空
調冰水主機水源汰換、新建旅運大樓周邊設施、
修船廠維修、港勤船清洗、及用予船舶卸貨抑
塵，以替代自來水使用

• 本案榮獲行政院創新應用獎第1名，未來規劃新
設外港水撲滿綠廊及申請環境教育場所，使得
花港一帶(生態綠帶)一路(貫通水路)理念結合，
外港環境教育與內港休閒遊憩連成一線，有效
達到花蓮港整體環境永續及觀光行銷之目標

水質、揚塵、雨水處理

花蓮港務分公司、光華礦務股份有限公司、金壽砂
石股份有限公司、益鉅股份有限公司、久原國際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

約新台幣450萬元

港口砂石業者、裝卸業者、倉庫業者
及附近居民

2015年7月 港區業者需水調查
2015年10月 水撲滿相關管路改善及擴建
2015年12月 完成內、外港水撲滿相互支援創新項目 創新作為

外港
重力引流
增加水源

利用位勢差，以重力方式，引接至
No.6號水撲滿，新增No.6號水撲
滿收集水量為50CMD

外港
毛細式透
水管引流
增加水源

利用原有集水孔改預埋「毛細式透
排水管」，增加集水能力，估計新
增水撲滿集水量達約50CMD

外港
截彎取直
減少損失

將下水道排水口收集及攔砂壩出
水直接收集
為加速集水，將坡坎排水收集溝

渠水源直接導引至No.5號水撲滿

內港
新建

No.10-1
號水撲滿

以兩部5HP沉水泵至6號碼頭倉庫
庫頂新設六個不鏽鋼製之臥式水
塔(每個容積約5m3)

表層礫石及青灰泥岩利於過濾稅及地表逕流水

-45--44-

*花蓮港水資源銀行新增創新作為

管道導引

水撲滿收集系統 景觀植栽澆灌 大樓降溫衛廁用水

表層礫石及青灰泥岩利於過濾及地表逕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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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平面道路 施工後箱涵通道

-47--46-

箱涵利用光罩自然採光步道分隔島使用光罩設計，美觀又環保

佳實踐範例二、北濱興建箱涵式外環道路

涉及環境議題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噪音、陸域港埠發展

約新台幣2.875億元

附近居民、港區業者
聯絡方式
港口名稱:花蓮港
聯絡人姓名:鄭景文
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工程及設備處
連絡電話:03-8325131分機2402
傳真:03-8340995
E-mail: felix @twport.com.tw
代辦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相關網頁：
http://www.thb.gov.tw/sites/ch/modules/orgunit/orgunit_list?node=312e841b-4953-4f9a-
90ca-218bc907c052&c=1

參與單位

執行時間/期程

效果/效益

• 塑造綠色港區景觀意象提高港區親和力，提供
鄰近居民休閒活動去處。

• 提升花蓮港南向對外運輸效率，解決砂石貨車
行經北濱地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與行車安
全等問題。

• 營造北濱地區更良好之生活品質，完成後對其
及周圍社區發展、觀光遊憩均有實質助益。

花蓮港務分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花蓮縣政府

2009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開工
2010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施工
2011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完工通車

計畫內容

*箱涵引道斷面圖

*北濱海堤段斷面圖

花蓮港因緊鄰花蓮市北濱社區，運送砂石車輛長期
造成空氣污染，產生噪音影響鄰近民眾，為減少砂
石車輛影響鄰近社區，花蓮港務分公司委託交通部
公路總局，將道路地下化，建置緩衝綠帶，於港區
與社區交界處設置休閒設施。

為提升花蓮港南向對外運輸效率，以及解決砂石貨
車行經北濱地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與行車安全
等問題，委託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代辦「北
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並經花蓮縣政府之鼎
力協助，完成路口南北兩端之縣193號道路改善，
以及花蓮縣警察局道安會報審查通過，在各機關之
通力合作達成本道路之通車，建立地方交通安全以
及觀光遊憩發展之堅實基礎。

工程自中山橋菁華街口，沿北濱公園西側往南，至
北濱海堤後，於堤防外側佈設箱涵道路，至自由街
排水口旁銜接海濱街，全長約1,060公尺。平面段
道路合計165公尺，北端引道段道路長度計130公
尺，另外箱涵段道路計為765公尺，道路寬度為
9.5公尺，為雙向通行道路。箱涵頂及與海堤間回
填區域內，設置包含隔離綠帶、護欄及自行車道、
散步道、慢跑道等不同功能之專用道，兼具有休閒
遊憩及美化觀景之功效。

引導段
箱涵(公園)段
箱涵(海堤)段
平面道路

工程起點
0K+000

北濱公園

花蓮女中

北濱國小

0K+030

0K+170
0K+3950K+935

工程終點
1K+060

美
崙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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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平面道路 施工後箱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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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涵利用光罩自然採光步道分隔島使用光罩設計，美觀又環保

佳實踐範例二、北濱興建箱涵式外環道路

涉及環境議題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與當地社區之關係、噪音、陸域港埠發展

約新台幣2.875億元

附近居民、港區業者
聯絡方式
港口名稱:花蓮港
聯絡人姓名:鄭景文
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工程及設備處
連絡電話:03-8325131分機2402
傳真:03-8340995
E-mail: felix @twport.com.tw
代辦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
相關網頁：
http://www.thb.gov.tw/sites/ch/modules/orgunit/orgunit_list?node=312e841b-4953-4f9a-
90ca-218bc907c052&c=1

參與單位

執行時間/期程

效果/效益

• 塑造綠色港區景觀意象提高港區親和力，提供
鄰近居民休閒活動去處。

• 提升花蓮港南向對外運輸效率，解決砂石貨車
行經北濱地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與行車安
全等問題。

• 營造北濱地區更良好之生活品質，完成後對其
及周圍社區發展、觀光遊憩均有實質助益。

花蓮港務分公司、交通部公路總局、花蓮縣政府

2009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開工
2010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施工
2011年 北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完工通車

計畫內容

*箱涵引道斷面圖

*北濱海堤段斷面圖

花蓮港因緊鄰花蓮市美崙社區，運送砂石車輛長期
造成空氣污染，產生噪音影響鄰近民眾，為減少砂
石車輛影響鄰近社區，花蓮港務分公司委託交通部
公路總局，將道路地下化，建置緩衝綠帶，於港區
與社區交界處設置休閒設施。

為提升花蓮港南向對外運輸效率，以及解決砂石貨
車行經北濱地區產生之噪音、空氣污染與行車安全
等問題，委託公路總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代辦「北
濱地區外環道路新建工程」，並經花蓮縣政府之鼎
力協助，完成路口南北兩端之縣193號道路改善，
以及花蓮縣警察局道安會報審查通過，在各機關之
通力合作達成本道路之通車，建立地方交通安全以
及觀光遊憩發展之堅實基礎。

工程自中山橋菁華街口，沿北濱公園西側往南，至
北濱海堤後，於堤防外側佈設箱涵道路，至自由街
排水口旁銜接海濱街，全長約1,060公尺。平面段
道路合計165公尺，北端引道段道路長度計130公
尺，另外箱涵段道路計為765公尺，道路寬度為
9.5公尺，為雙向通行道路。箱涵頂及與海堤間回
填區域內，設置包含隔離綠帶、護欄及自行車道、
散步道、慢跑道等不同功能之專用道，兼具有休閒
遊憩及美化觀景之功效。

引導段
箱涵(公園)段
箱涵(海堤)段
平面道路

工程起點
0K+000

北濱公園

花蓮女中

北濱國小

0K+030

0K+170
0K+3950K+935

工程終點
1K+060

美
崙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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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使用之石灰石開採自花蓮縣秀林鄉和仁礦
場，每年經由蘇花公路運輸石灰石到花蓮港，再經
由船舶運送到高雄做為煉鋼煉鐵使用。中鋼公司每
年使用花蓮地區石灰石約151萬公噸，每日往返花
蓮和仁與花蓮港區石料場之運輸車輛352車次。

蘇花公路為東部的重要運輸動脈，其中花蓮港至和
仁約40公里，在未完成本案前，中鋼公司需於蘇
花公路運送石灰石的車輛每年高達約12萬車次，
貨運量對蘇花公路南端產生極大之負荷，約佔總車
流量之70%。花蓮港務分公司及中鋼公司為改善蘇
花公路的環境衝擊和使用量，因此規劃將和仁運到
花蓮的路段改由鐵路運輸。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中鋼公司配合交通部推動蘇花公
路改善及國土永續發展之理念，由花蓮港務分公司
提供土地，配合中鋼公司建設運輸設施，推動「鐵
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方案。

中鋼公司向台鐵承租花蓮和仁站約一公頃土地，鋪
設二股鐵道作為裝車線，並協調提供裝、卸調車線，
設置收料及噴水抑塵設備，在於花蓮港調車場至花
蓮石料場間鋪設中鋼專用鐵路側線，且於中鋼花蓮
石料場設置相關噴水抑塵設備。配合鐵路局號誌站
鐵軌鋪設、自動化設備裝置等，也投資改善相關輸
運設備，包括鐵路工程及新設計專用火車平台。

中鋼石灰石運輸改用鐵路運輸，提高整體作業效率，
完工後每一列車次可載運680公噸石料，由公路改
為鐵路運輸方式，除改善和仁至花蓮路段交通服務
水準，更大量減少運輸車輛之污染排放。

06/
創新與合作

整地及鐵路工程 新設計專用火車平台

*投資改善相關輸運設備明細表

新設計專用貨櫃及貨櫃
專用正面吊

投資項目 金額

整地、排水、軌道、照
明即灑水工程 152,300,000 元

貨櫃平車及備品 246,500,000 元

貨櫃設計與製作 44,700,000 元

收料場電腦網路搭設 4,500,000 元

總計 448,000,000元

火車運送石料

計畫內容

貨櫃裝卸場

#11碼頭
(CSC)

新增鐵路

-49--48-

佳實踐範例三、鐵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

聯絡方式
聯絡人姓名:張福祥
單位:中鋼公司花蓮石料場
連絡電話:03-8228645
傳真:03-8232937
E-mail:133645@mail.csc.com.tw
相關網頁：
中鋼公司/ 2014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www.csc.com.tw/csc/hr/e/hr-2014.pdf

涉及環境議題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空氣品質、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約新台幣4.48億元

附近居民

參與單位

執行時間/期程

效果/效益

• 公路改為鐵路運送，減少粉塵逸散及節能減碳
目的。

• 有效抒解蘇花公路山區路段貨運量，並提升道
路服務品質，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4,600
公噸。

• 每年減少12萬車次，提升公路附近居民的生活
水準、改善空氣品質、減少噪音污染，且降低
公路負載、提升用路安全、延長道路壽命。

• 鐵路貨櫃運輸，以短程公路、長程鐵路交互接
駁，取代完全依賴公路運送方式。

中鋼公司花蓮石料場、鐵路局、花蓮港務分公司

2011年2月 花蓮石料鐵路運輸投資規劃
2011年3-6月 鐵路整地及鐵路施工
2011年7月 花蓮石料鐵路運輸完成啟用

和仁貨櫃堆置 花蓮石料運送

臺鐵和仁車站

和仁貨櫃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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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公司使用之石灰石開採自花蓮縣秀林鄉和仁礦
場，每年經由蘇花公路運輸石灰石到花蓮港，再經
由船舶運送到高雄做為煉鋼煉鐵使用。中鋼公司每
年使用花蓮地區石灰石約151萬公噸，每日往返花
蓮和仁與花蓮港區石料場之運輸車輛352車次。

蘇花公路為東部的重要運輸動脈，其中花蓮港至和
仁約40公里，在未完成本案前，中鋼公司需於蘇
花公路運送石灰石的車輛每年高達約12萬車次，
貨運量對蘇花公路南端產生極大之負荷，約佔總車
流量之70%。花蓮港務分公司及中鋼公司為改善蘇
花公路的環境衝擊和使用量，因此規劃將和仁運到
花蓮的路段改由鐵路運輸。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中鋼公司配合交通部推動蘇花公
路改善及國土永續發展之理念，由花蓮港務分公司
提供土地，配合中鋼公司建設運輸設施，推動「鐵
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方案。

中鋼公司向台鐵承租花蓮和仁站約一公頃土地，鋪
設二股鐵道作為裝車線，並協調提供裝、卸調車線，
設置收料及噴水抑塵設備，在於花蓮港調車場至花
蓮石料場間鋪設中鋼專用鐵路側線，且於中鋼花蓮
石料場設置相關噴水抑塵設備。配合鐵路局號誌站
鐵軌鋪設、自動化設備裝置等，也投資改善相關輸
運設備，包括鐵路工程及新設計專用火車平台。

中鋼石灰石運輸改用鐵路運輸，提高整體作業效率，
完工後每一列車次可載運680公噸石料，由公路改
為鐵路運輸方式，除改善和仁至花蓮路段交通服務
水準，更大量減少運輸車輛之污染排放。

06/
創新與合作

整地及鐵路工程 新設計專用火車平台

*投資改善相關輸運設備明細表

新設計專用貨櫃及貨櫃
專用正面吊

投資項目 金額

整地、排水、軌道、照
明即灑水工程 152,300,000 元

貨櫃平車及備品 246,500,000 元

貨櫃設計與製作 44,700,000 元

收料場電腦網路搭設 4,500,000 元

總計 448,000,000元

火車運送石料

計畫內容

貨櫃裝卸場

#11碼頭
(CSC)

新增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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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實踐範例三、鐵路結合海運複合式運輸

聯絡方式
聯絡人姓名:張福祥
單位:中鋼公司花蓮石料場
連絡電話:03-8228645
傳真:03-8232937
E-mail:133645@mail.csc.com.tw
相關網頁：
中鋼公司/ 2014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www.csc.com.tw/csc/hr/e/hr-2014.pdf

涉及環境議題

相關利益者

投資金額

空氣品質、與當地社區之關係

約新台幣4.48億元

附近居民

參與單位

執行時間/期程

效果/效益

• 公路改為鐵路運送，減少粉塵逸散及節能減碳
目的。

• 有效抒解蘇花公路山區路段貨運量，並提升道
路服務品質，每年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1,458
公噸。

• 每年減少12萬車次，提升公路附近居民的生活
水準、改善空氣品質、減少噪音污染，且降低
公路負載、提升用路安全、延長道路壽命。

• 鐵路貨櫃運輸，以短程公路、長程鐵路交互接
駁，取代完全依賴公路運送方式。

中鋼公司花蓮石料場、鐵路局、花蓮港務分公司

2011年2月 花蓮石料鐵路運輸投資規劃
2011年3-6月 鐵路整地及鐵路施工
2011年7月 花蓮石料鐵路運輸完成啟用

和仁貨櫃堆置 花蓮石料運送

臺鐵和仁車站

和仁貨櫃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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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

國立中山大學

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合作備忘錄，雙方將人才培訓、
學生實習、經營講座等領域進
行合作。

協會

合作

臺灣區石礦製品公會臺灣港埠協會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鋼公司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花蓮市公所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花蓮市公所
合作進行綠色港口宣導活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進行海氣象、海洋漂砂淤積等
研究，共同為國際港埠與學術
發展努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及
航運業務品質。

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辦理
花蓮港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
染防治等業務，並負責法令的執
行、行為蒐證及裁罰工作。花蓮
港務分公司與東部航務中心合作，
進行港區聯合陸、水域稽查。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花蓮縣環保局
合作進行港區不定期聯合稽查及
進行海洋污染防治演練。

國立成功大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在人才
培訓和港務的發展，一起攜手提
昇國際港務的競爭力。

整合國內產、官、學界的知識平
臺，透過此平臺，臺灣航運相關
產業對內可以協調整合，對外可
以發揮合作行銷、招商、爭取加
入國際組織、主辦重要會議以及
促進兩岸間之合作關係等功能。

政府機關

06/
創新與合作

於花蓮港區10號碼頭及18號碼
頭設置自動化運料設施。

於花蓮港區13號設置自動化運
料設置。

於花蓮港區11號碼頭設置自動
化運料設置。另由花蓮港務分公
司提供土地；中鋼公司投資改善
相關輸運設備，將花蓮石料公路
運輸改為鐵路運輸方式。

石礦製品公會定期派員參與臺灣
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代
表大會。

國際港口協會目前為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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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PH 係採雙年會方式輪
流於美洲、亞太及歐非等三地
區舉行。

國際港口協會

參與及合作組織

-51--50-

花蓮港務分公司積極與國內外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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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稽查、講學實習等方式，
實現綠色永續港口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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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機構

國立中山大學

與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簽訂
合作備忘錄，雙方將人才培訓、
學生實習、經營講座等領域進
行合作。

協會

合作

臺灣區石礦製品公會臺灣港埠協會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鋼公司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花蓮市公所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花蓮市公所
合作進行綠色港口宣導活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進行海氣象、海洋漂砂淤積等
研究，共同為國際港埠與學術
發展努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及
航運業務品質。

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辦理
花蓮港港口安全、災害防救及污
染防治等業務，並負責法令的執
行、行為蒐證及裁罰工作。花蓮
港務分公司與東部航務中心合作，
進行港區聯合陸、水域稽查。

花蓮港務分公司與花蓮縣環保局
合作進行港區不定期聯合稽查及
進行海洋污染防治演練。

國立成功大學與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在人才
培訓和港務的發展，一起攜手提
昇國際港務的競爭力。

整合國內產、官、學界的知識平
臺，透過此平臺，臺灣航運相關
產業對內可以協調整合，對外可
以發揮合作行銷、招商、爭取加
入國際組織、主辦重要會議以及
促進兩岸間之合作關係等功能。

政府機關

06/
創新與合作

於花蓮港區10號碼頭及18號碼
頭設置自動化運料設施。

於花蓮港區13號設置自動化運
料設置。

於花蓮港區11號碼頭設置自動
化運料設置。另由花蓮港務分公
司提供土地；中鋼公司投資改善
相關輸運設備，將花蓮石料公路
運輸改為鐵路運輸方式。

石礦製品公會定期派員參與臺灣
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會員代
表大會。

國際港口協會目前為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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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PH 係採雙年會方式輪
流於美洲、亞太及歐非等三地
區舉行。

國際港口協會

參與及合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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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務分公司積極與國內外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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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稽查、講學實習等方式，
實現綠色永續港口之目標。



07/
培 訓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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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培 訓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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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培 訓

海污器材定期演練攔油索使用訓練 裝卸業者污染防治座談會

加強港區木片裝卸污染防治會議

港區業者宣導訪談

花蓮港砂石業者加強污染防治作業座談會

培訓

-55--54-

無痕山林-淨山活動 清淨家園-淨灘活動

2011年「環境教育法」頒布施行，規定公營事業
機構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每位員工須參與四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課程。花蓮港務分公司依循環
境教育政策之內容，提供適當環境教育訓練，除培
育員工環境意識及提升環保知識外，亦從中提升花
蓮港務分公司競爭力。花蓮港務分公司針對內部一
般員工，於2014年及2015年分別舉辦8場及4場環
境教育課程，課程方法有課程、影片觀賞、實作、
體驗、戶外學習、演講及其他活動等，內容領域包
括災害防救、自然保育、環境及資源管理、學校及
社會環境教育等面向。

為防制國際船舶油污染，花蓮港務分公司依據海洋
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於港區配置防止油污擴散器
材（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並為使相
關設備器材能正常使用，花蓮港務分公司亦每年定
期維護、保養、檢查相關設備，並辦理油污染應變
器材使用教學與實地操作訓練。除外，為增進環保
人員知能，每年邀請專業人員進行海洋污染講習，
或配合環保署及花蓮縣環保局的相關訓練及演練，
以有效達到培訓的目的。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服務港區業者，並強化污染防治
作為，於每年依據不同業者特性定期舉行環保座談
會，包含砂石業者；裝卸業者、工程承攬商及航商，
會中除對參與港區業者介紹環保法令要求及現場缺
失改善案例，並與業者雙向溝通，輔導業者符合現
行環保規定，以期與業者共創雙贏。花蓮港務分公
司為精進環境巡察人員現場監督之知能，

亦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 花 蓮 縣
環境保護局、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所、中山大學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各種環境保護專業訓練，
目前勞安處具備目測判煙、甲級空氣污染及廢水處
理專責等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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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培 訓

海污器材定期演練攔油索使用訓練 新進人員環境教育訓練

加強港區木片裝卸污染防治會議

港區業者宣導訪談

花蓮港裝卸業者加強污染防治作業座談會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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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痕山林-淨山活動 清淨家園-淨灘活動

2011年「環境教育法」頒布施行，規定公營事業
機構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每位員工須參與四
小時以上之環境教育課程。花蓮港務分公司依循環
境教育政策之內容，提供適當環境教育訓練，除培
育員工環境意識及提升環保知識外，亦從中提升花
蓮港務分公司競爭力。花蓮港務分公司針對內部一
般員工，於2014年及2015年分別舉辦8場及4場環
境教育課程，課程方法有課程、影片觀賞、實作、
體驗、戶外學習、演講及其他活動等，內容領域包
括災害防救、自然保育、環境及資源管理、學校及
社會環境教育等面向。

為防制國際船舶油污染，花蓮港務分公司依據海洋
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於港區配置防止油污擴散器
材（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並為使相
關設備器材能正常使用，花蓮港務分公司亦每年定
期維護、保養、檢查相關設備，並辦理油污染應變
器材使用教學與實地操作訓練。除外，為增進環保
人員知能，每年邀請專業人員進行海洋污染講習，
或配合環保署及花蓮縣環保局的相關訓練及演練，
以有效達到培訓的目的。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服務港區業者，並強化污染防治
作為，於每年依據不同業者特性定期舉行環保座談
會，包含砂石業者；裝卸業者、工程承攬商及航商，
會中除對參與港區業者介紹環保法令要求及現場缺
失改善案例，並與業者雙向溝通，輔導業者符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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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保 護 人 員 訓 練 所 、 花 蓮 縣
環境保護局、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所、中山大學及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各種環境保護專業訓練，
目前勞安處具備目測判煙、甲級空氣污染及廢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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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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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空間

臺灣商港環境監測報告

服務措施出版品資訊

行銷港口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jH0yj
S0G3I&feature=player_embedded)
藉由「臺灣港群」之行銷港口影片，讓民眾藉
由實景來體驗各港之特色

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案中英文網頁
(http://www.twport.com.tw/GP/)

花蓮港務分公司全球資訊網-意見表達
(http://hl.twport.com.tw/chinese/)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ualientwport)
各單位不定期發布訊息，如：公開招商、郵輪
期程、各式宣導活動等，使民眾更瞭解花蓮港
務分公司業務。

「花蓮港港史館」，介紹花蓮港成長軌跡及歷年各項重大
活動紀錄，加深參訪人員對花蓮港之認識及強化聯結關係。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呈現綠色港口推行成果
於國際舞台上，已架設「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綠色政策中英文網頁」，建立我國與他國溝通交
流之管道。

花蓮港務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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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宣導物 網際網頁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環境教育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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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山健行活動

花蓮港務分公司定期辦理淨山健行活動，用同
仁「雙手」來守護家園，以實際淨山行動，宣
導全民共同珍惜家園。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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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經濟共榮產官學系列座談會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轄屬港口舉辦港市
經濟共榮產官學系列座談會，花蓮場次以「由港
市合作談花蓮港觀光遊憩事業發展契機」為主題，
進行實務經驗交流與意見對談。

生態港認證成果發表會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舉辦基隆港及
台中港生態港認證成果發表會，展現港區環保亮
眼成果，藉此分享各港特色創新作法及成功案例。

航商座談會

為服務航商並掌握行銷策略，花蓮港務分公司定
期舉辦航商座談會，邀請港區投資業者及港區公
務機關共同參與，期待共創雙贏的未來。

結合花蓮市公所，辦理急難救助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善盡社會責任，關懷弱勢團體，
照顧公司轄區周邊-花蓮市弱勢及發生急難事由
家庭。結合花蓮市公所共同辦理急難救助40件。

公主號郵輪來訪

郵輪駛進花蓮港，為花蓮地區帶來大量觀光遊客，
亦讓喜愛郵輪之美的民眾，可由花蓮港務分公司
戶外空間遠眺觀賞。

會議/參訪活動

-61--60-

寒冬送暖公益活動

花蓮港務分公司自行辦理寒冬送暖公益活動，捐
助黎明教養院、畢士大殘盲教養院及美崙啟能發
展中心等單位善款與愛心物資，讓院生能安心度
過寒冷冬天。

公益捐血活動

為發揮捐血救人精神，花蓮港務分公司不定期邀
請中華郵政公司、花蓮港務警察總隊、花蓮港務
消防隊及航港局東部航務中心等單位，共同辦理
捐血活動，藉此呼籲花蓮地區熱心民眾踴躍捐血。

港務分公司邀厝邊鄰里 認識花蓮港

花蓮港務分公司主動邀請港區周邊里民瞭解花蓮
港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以及花蓮港多元發展及
生態港認證作業等積極作為。

大興國小參訪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關懷受到桃芝颱風嚴重衝擊的
學童，接受大興國小參訪需求，藉此帶給參訪學
生不同於學校教育的學習經驗，並期許能增加對
花蓮港的了解外，亦有雙向交流、學習，而有多
重的收穫。

敦睦艦隊蒞花蓮港盛會

花蓮港除作為國際商港，而有各式貨船、客船停
靠外，亦是國軍敦睦艦隊停靠及進行教學參訪的
港口。

公益/敦親活動

淨灘公益活動

為推廣綠色港口理念，花蓮港務分公司同仁自四
八高地自行車步道步行至七星潭賞星廣場，沿線
辦理淨灘活動，總計清除海灘廢棄物百餘袋，約
1,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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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投資與成本 環境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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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維護及管理：港區綠美化、廢棄物清除及港區疏濬等。
 環境監測：空氣、噪音、水質、底泥、疏濬等相關環境監測及環境巡查。
 緊急應變：意外事故處理費、港區污染處理之材料及危險品化驗檢定費等。
 溝通與出版物：網站維護、宣傳活動及環境出版物等。

*花蓮港務分公司2014年及2015年對於環境議題所投入之成本單位:新台幣千元)

費用項目\年份 2014 2015

員工( 含環境教育) 9,443 6,334

環境維護與管理 2,103 2,118

環境監測 - 2,890

緊急應變 190 180

溝通與出版物 141 1,385

合計 11,877 12,907

*2014年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於環境議題投入固定資產(單位:新台幣千元)

*2015年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於環境議題投入固定資產(單位:新台幣千元)

固定資產
項目

土地
改良物

房屋及建
築

機械
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什項
設備 合計

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 87,000 1,600 11,143 4,077 1,945 105,765 

合計 87,000 1,600 11,143 4,077 1,945 105,765 

固定資產
項目

土地
改良物

房屋
及建築

機械
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什項
設備 合計

一般建築
及設備計畫 49,000 36,100 11,438 32,526 150 129,214 

合計 49,000 36,100 11,438 32,526 150 12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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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服務站擴建示意土地活用出租 土地活用出租

花蓮港務分公司為增進員工環境意識、維護港區環
境及改善品質、增加緊急應變之能力，對於環境議
題所投入相當成本，成本項目共可分為員工、環境
維護與管理、環境監測、出版物及緊急應變與溝通
五項，分述如下：

花蓮港務分公司2014年及2015年對於環境議題所
投入的成本分別為新台幣11,877千元與新台幣
12,907千元。

為使花蓮港活化資產使用效能，帶動地方經濟繁榮，
成為節能減碳之綠色環保港口，花蓮港務分公司推
動一系列港埠發展計畫，其中部分計畫涉及環境議
題，如花蓮港遊憩區基礎建設，增進民眾親港機會、
碼頭後線更換LED燈、船舶減速查核機制系統、

碼頭加水主幹管設備更新工程等以增加執行成效並
減少污染排放等工程及方案計畫。合計2014年與
2015年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於環境議題投入之固定資
產 金 額 分 別 為 新 台 幣 105,765 千 元 與 新 台 幣
129,214千元。

通關服務站擴建示意圖 親水遊憩區招商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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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成本分別為新台幣11,877千元與新台幣
12,907千元。

為使花蓮港活化資產使用效能，帶動地方經濟繁榮，
成為節能減碳之綠色環保港口，花蓮港務分公司推
動一系列港埠發展計畫，其中部分計畫涉及環境議
題，如花蓮港遊憩區基礎建設，增進民眾親港機會、
碼頭後線更換LED燈、船舶減速查核機制系統、

碼頭加水主幹管設備更新工程等以增加執行成效並
減少污染排放等工程及方案計畫。合計2014年與
2015年花蓮港務分公司對於環境議題投入之固定資
產 金 額 分 別 為 新 台 幣 105,765 千 元 與 新 台 幣
129,214千元。

通關服務站擴建示意圖 親水遊憩區招商影片



為保護海洋環境及永續發展，花蓮港務分公司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及交通部相關環境保護政策，依據總公司擘劃臺灣港群綠色推廣目標
及執行計畫，致力於港區環境保護、資源保育及生態保存，並持續
落實現場巡查，確保港區優質空氣品質。

花 蓮 港 務 分 公 司 將 積 極 發 展 郵 輪 經 濟 及 景 觀 遊 憩 ， 並 取 得 歐 洲
海港組織生態港(Eco Port)國際認證，成為臺灣東部兼具觀光及遊憩港
之「綠色港口」，以達「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創造雙贏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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