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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美國911事件後，防恐和反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目標，且

港口保全也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其中一環，積極採取擊潰、阻

絕、消除、防衛等措施因應，並經由國際組織迅速建立與各國多邊或

雙邊港口反恐合作關係，我國不排除可能成為恐怖主義侵害對象之

一。因此，儘管非為聯合國成員，身為地球村一員，即不能置身港口

保全行列之外，應積極與各國共同攜手致力於港口反恐合作。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實地調查，瞭解現今各港口國管制執行

效果，並藉由曾參與基隆港之各項檢查的單位和人員，進行問卷調查

並分析，再透過改良式重要性程度分析法嘗試找尋現今存在的一些缺

失事項，根據以此進行A單位及B單位之IPA認同度分析，結果歸納

出關鍵因素，並依各港口保全機關的認同程度以安全性、有效性及可

行性來分類，最後參酌國外相關單位的執行方法，具擬提出具體的改

善方案。 

經由本研究的探討可發現，港口保全機關分隸各行政部門，且各

機關無直接隸屬關係，不同的檢查機制且未訂標準程序、法規不具有

強制力及罰責、管理資訊系統分置各單位未整合運用支援決策等情

形，易形成多頭馬車各自為政，另港口內亦發生多起海關、港警等單

位人員風紀案例，嚴重影響港口保全機制運作產生漏洞。有鑑於此，

期能透過本研究結果可整合港口各安檢機關之執法能量、建構港口保

全決策支援系統並提供港口設施保全後續研究之參考，有效改善我國

港口保全機制，提供船、港安全作業環境，並強化國際港口安檢管理

機制及海事安全措施之維護。 
 
關鍵詞：港口保全、國際海事組織、重要性程度分析法、海上人命安

全公約、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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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911, anti-terrorism is now the core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port security has became important part of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y taking proactive defeating, denying, diminishing, 

defending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and through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multilateral 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on ounter-terrorism 

rapidly. The possibility of terrorism against the post in china can’t be 

excludes even not the member. However,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villageor United Nations, we can’t stand outside the line of port security 

but stay with others committing impost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hrough site survey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rt State Control and 

Keelung has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inspection of units and personnel, 

carries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nalysis, penetrates some flaw 

item which the significance of degree analytic method may pursues 

nowadays exists, and finally analyzed under the IPA to the “improved 

IPA” to fird out some defect unit A for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recognition for unit B, the results summarized key items and press the Port 

Security Authorities agree the level of safety, effective and feasible 

classification,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units of foreign methods, intended to make specific improvements with the 

program.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found out that existing post security 

organization scatter in different parts of government with affili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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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unified checking system and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punishment and mistake police-making procedure disorderliness. Besides, 

customs police corrupts, undermine the port security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this,  this study could integrated the security parts in the 

port, to create port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supply system, to improve 

port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to provide ships, harbor security operations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port security measures for 

maritim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intenance. 

 

Keywords:Por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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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動機 

自美國遭受恐怖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於2002年在英國倫敦召開海

事保全外交會議(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中通過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afety of Life at Sea,SOLAS)有關海事保全一

系列修正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

（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 Code, ISPS Code）」，分

為強制性規定(Part A)及建議性準則(Part B)；ISPS Code 已隨SOLAS

第XI-2章節之生效於2004年07月01日正式實施，並對國際航線客船及

總噸位500以上之國際航線貨船及國際港口設施進行必要的管制措

施。 

全球海事運輸之反恐趨勢儼然成形，我國雖非國際海事組織之締

約國，ISPS Code已於全球實施，國際商港若無法符合ISPS Code之標

準，將被視為安全性有顧慮之港口1

然而國際間恐怖活動問題卻總是橫跨在「領土主權」與「國際人

權」之間，但在近期國際間發生的恐怖活動事件仍是層出 不窮，各國

相關安全單位更是防不勝防。目前國際間也尚未有積極且有力之整體

規範，僅是各國各自維持國境的安全，對於恐怖活動、偷渡則進行儘

可能的防範與追緝，因此整體 來說港口安全問題於國際間的處理更顯

得複雜難行。以往肇因於港口保全機制不完善而發生之就船舶恐怖活

動著名案例方面，案例一為「聖塔．瑪麗亞」號為葡萄牙籍21,000噸

郵輪，航行加勒比海地區，於1961年01月24日被70名武裝「愛國海盜」

。對於曾於此類港口靠泊、裝卸

貨、或本身不符合ISPS Code規範之國際航線船舶將可能遭到加強檢

查、延遲船期、扣留船舶、拒絕進港，甚至驅逐出港的處理方式。 

                                                 
1 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締約國政府海事保全大會(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2002 年 12 月 09 日至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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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至巴西尋求政治庇護，其事件過程中殺害船上三副、傷及3名船

員，亦挾持船員370人、旅客600人以上；案例二為「安若塔奎」號為

配有36名船員之委內瑞拉籍貨輪，於1963年02月12日航行於委內瑞拉

海岸，遭到八名委內瑞拉國民解放軍劫持，乃是經由二副協助偷渡上

船2

目前依據我國現行港口保全機制上，由於港口保全工作之主管機

關並非單一且多為兼辦業務，如遇保全事件發生時，常衍生不易協調

解決及無強制力的處理窘境，影響整體之行政效率，甚至影響船港安

全。茲以下述五案例突顯目前存有不協調的瓶頸及後果問題分述如

後： 

的結果，從上兩回國際案例中，可得知船港的安全，並非僅限於

海上航行安全、貨物安全，而還需港口作好自身的保全機制，以防止

有心人士造成船舶或港口的危害行為。 

(一)台馬輪炸彈恐嚇案（2008），因通報機制未落實產生處理時效延

宕，主因為基隆港警局於事發當日上午 10 時接獲台馬輪報案後

未立即通知港務局、海巡署海巡隊及安檢所等單位處置，直至下

午才由海巡署安檢所得知上述狀況後，立即通報其他相關單位，

遂於晚間 18 時 30 分對船舶展開全面安檢，並由基隆港務局局

長、海巡署海岸總局局長、港警局老碼頭派出所所長等開會決定

應變處理方式，及討論是否同意臺馬輪繼續開航。 

(二)台馬輪旅客於船舶客艙中因暗自吸食毒品暴斃案件（2010），其

發生於馬祖南竿至基隆港海上航程中，乃因該名旅客在馬祖福

澳港安檢登輪時未發現旅客攜帶毒品，突顯出安檢所人員於登

輪人身及隨身行李檢查程序上，未能針對旅客身分詳細查驗，

以及安檢儀器是否有檢查盲點或有待更新，安檢人力素質是否

有待加強訓練等問題。 

(三)海關監守自盜案（2010），乃是海關關員將海巡查獲之走私漁貨，

                                                 
2 中國驗船中心（2003），「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2002 年修正案暨國際船舶和港口

設施保全(ISPS Code)章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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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委託其保管冰庫後，私自夥同其他人員，將所保管之走私漁

貨予以盜賣，此舉不但違法，且該批走私漁貨尚未接受檢疫，一

旦流於市上，將會危害民眾健康。 

(四)商船走私案件屢遭非海關單位查緝緝獲（2003～2009），尤以每

年港區內商船走私槍枝、毒品及農產品，造成社會危害甚大，海

關執檢人員未查緝到案，反而多由海巡署、調查局、移民署、港

務警察局、刑事警察局查獲，阻止其入關上市而進入民間販售，

亦避免影響社會治安，突顯出海關執行能力未盡完善，以及海關

單位是否有落實與其他單位做好CIQS3

(五)萬海航運（2005）及陽明公司（2006）分別發生船舶人員落海失

蹤事件，商船進港前已先傳真透過船公司，向港警局報案，但未

被港警局直接受理，反而是請報案人改向海巡署安檢所報案，另

海巡署海巡隊亦提出是安檢所為應該受理主辦單位，造成 CIQS

內各單位都推諉卸責，發生協調上的問題，而錯失許多處理事件

的時間及造成航商的抱怨。 

職責。 

基於前述過去發生多起案例，發現基隆商港港區內各安全檢查機

關均無隸屬關係，且辦理港口保全業務均為兼職，未設置單一專責機

構、安檢機關人力不足、機關與機關之間雖有協調聯繫辦法，但實務

上協調聯繫機制仍未落實，主要深受單位績效壓力所致、港務局以港

埠經營為主，未能明確將政企分立等問題，遂影響基隆港施行港口保

全機制之功效。 

因此，我國除了必須符合ISPS Code之規範，建立我國國際港口及

國際航線船舶之港口保全機制，應與世界反恐趨勢接軌，避免延伸造

成經濟上之損失。亦期能在提升基隆國際商港之未來，使其更趨符合

國際商港條件及符合ISPS Code所施行之港口保全機制加以改善及整

                                                 
3 C 代表海關負責人員隨行李、貨(櫃)物檢查；I 代表入出境本、外國人入出境之證照查驗；Q
代表防檢疫：執行人員及動植物進出口防(檢)疫；S 代表安全檢查：進出港區人車物品管制及船

舶清艙、旅客人身安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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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降低基隆港港口設施保全之威脅，共創港口安全及海運界之利

益，此乃本研究之主要動機之一。 

 

1.2 研究目的 

從國際案例瞭解，於 2000 年美國驅逐艦「柯爾號」在葉門外海

遭受自殺式攻擊及 2001 年美國本土發生 911 事件之悲劇，在此背景

下，國際海事組織(IMO)為因應前述海事保安議題趨勢，於 2002 年

12 月通過SOLAS有關海事保安一系列之規範，尤以推行ISPS Code甚

為積極，而各航行國際線商船與其前往之港口當局，皆需遵循ISPS 

Code規定 4

商港之港口保全除反恐任務外，我國因港口內安檢機關單位多且

無隸屬關係，常造成協調聯繫不佳或案件發生通報機制的未能落實，

續以人員偷渡、證照查驗、大陸農產品或槍枝及毒品走私、危險品運

送管制未落實、貨櫃櫃中心出口港警檢查鬆散，甚至出現風紀問題等

港安缺失狀況視之，實足發現我國於港口保全制度上存有明顯的漏

洞，故宜立即需進行，全面性檢討及具體改善，以確保港口安全，而

為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之一。 

。 

此外，我國為防止船港安全作業、反恐、走私偷渡、及其他危害

港口安全事項外，港埠設施歸屬於重大資本型公共財產，設施裝備均

需保持妥善，港埠營運才可得以隨時運作，故於港口保全事務上，乃

不容許因恐怖活或疏忽之破壞，以避免影響國內經濟，應全面性檢討

港口保全機制運用的問題以求改善。基於此本文將從人員、組織統

合、資訊整合、資源分享及法規修訂等多維面向研討此改善作為，以

訂定更周延的管理措施，確實改善及執行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否則將

無法因應未來趨勢及變化，勢而於未來對我國航運有所衝擊。 

                                                 
4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第 XI-2 章（加強海事保全之特別措施-規則 9 -管制及符合措施）。 



 5 

    因應未來我國負起海事保全體系的責任，故本文從組織架構、法

律規章、政策執行、相關保全人員之訓練制度以及安檢科技等作為檢

視基隆港施行保全機制是否完備，本文之探討方向，期使基隆港在實

施ISPS Code後能更符合港埠設施保全之國際趨勢，以作為政府及其

他航政主管機關改善我國國際商港港口保全機制體系之參考。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國際海事組織在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於2002年採納新增

ISPS Code，成為SOLAS現行條文之第XI-2章，期能藉此強化海事保

安，防止對船舶、港口設施遭受恐怖行為之攻擊。其中，港口設施係

屬ISPS Code強制之保全對象之一。ISPS Code分A篇及B篇兩大部分，

A篇部分乃具有強制性，而B篇則屬建議性及參考性 5

一、研究範圍 

（張金泉，

2004）。此對港口設施在規劃相關之保安措施時，形成規範與指導作

用。 

    基隆港屬我國國際商港，於國際法上係為我國主權所及之內水範

疇，有關商港之規劃、建設、管理、經營及安全，優先適用商港法之

規定。我國商港法於1980年05月02日制定公布實施至今，期間歷經六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2005年02月05日頒布，該法第二條第二款即

定義國際商港係指准許中華民國船舶及外國通商船舶出入之港，以及

可於商港區域內劃設之各種專業區及漁船停泊區，並該法第十一條所

述，可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或專設機構管理（基隆港之港區劃

設情形詳如圖1-1），惟其港區內船舶入出港須符合CIQS事項（商港

法第二十六條）。 

                                                 
5 張金泉（2004），船舶實施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國際章程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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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象範圍主要為公務執法機關暨所屬單位包括有︰基隆

港務局、基隆關稅局、移民署、基隆港務警察局、保三總隊第一大隊、

海巡署岸巡第二總隊、北區機動海巡隊、第一海巡隊等，共同執行國

際基隆商港港口保全機制事項，其檢查對象範圍為進出港口之人員、

證照、車輛、貨物、船舶等。 

圖1-1 基隆港區規劃說明圖 

資料來源：基隆港務局2010年施政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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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我國各國際商港，包括基隆港在內，有關港口安全等法源

依據實存欠缺或不足，惟此等有關國內法相對應於ISPS Code是否一

致，不無存有探討研究之空間。為此，學者張志清曾於2003年11月至

2004年10月之間，主持交通部航政司委託之研究案－「商港法暨其子

法之檢討研究計畫」，提及結合國內熟悉商港及行政法律、及相關國

際公約之有關研究之專家學者之經驗與智慧，並參酌國際組織、世界

先進國家與兩岸之相關研究現況6

二、研究限制 

，檢討我國商港規劃、建設經營及

安全等議題的現況、問題及未來挑戰，並列舉歷年來相關之研究及論

作，希能以過去之研究為基礎，且 參酌主要國家之立法案例，以對我

國商港法及其子法現行條文中該如何施行ISPS Code體制時，可作為

建立我國商港港口保全機制之法源。 

本研究主要探討我國基隆國際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之相關缺

失，以及探討未來可改進之方向，然相對於我國高雄港、花蓮港、台

中港而言，因該等客觀環境因素條件未盡相同，故本文關於港口保全

機制之結論及建議，未必適用於其他商港，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國際港口設施之保全計畫、港區設施配置、周邊相關機構之內部

文件均具有機密性，除取得不易外，於本文引用上亦需避免洩漏機密

資料，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二。 

    ISPS Code主要針對國際航線之客船、總噸位500以上之貨船、移

動式海域鑽井平台及港口設施之規範及締約國政府、主管單位之因應

作為做一規範，而基隆港進出船隻較一般國際商港複雜，除大型商

船、客船外，亦有各式軍艦、小艇、小型雜貨輪及漁船等，故於有限

研究期程上較無法完成涵蓋所有各類船種及岸上各式危害港口情報

保安因素，實乃本研究之限制三。 

                                                 
6 陳威隆（2004），「國際商港港埠設施保全機制之研究」，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研究所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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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節架構與研究流程 

本文之章節架構主要分為六章，各章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文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

究範圍與對象，以及本研究的流程與章節架構。 

第二章為港口設施保全之探討，乃蒐集國內、外關於國際港口設

施保全章程之相關書籍、論文、期刊、研究報告、研討會、網站資料

及法制規範等著作及資料，以進行文獻探討；另就國際法之規定及問

題背景、現況等層面加以探究，並予以歸納、整理及分析。首先對於

聯合國對海事保全之相關規範、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對於海事保全

新修正之規定、國際港口之基礎概述等進行探討，再進行相關文獻的

收集與研析，以作為基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改善之基石。 

第三章為國外港口保全機制分析，其分別就美國、加拿大、日本、

挪威等先進國家港口安檢機制作為做一簡述，並進行其優缺點比較分

析，及配合第二章部份所言，以利建構研究分析模式所需之問卷的構

面及題項設計參酌來源。 

第四章為實證分析，乃透過上述章節相關文獻及各國機制之蒐集

彙整後，再利用文獻歸納法將過去對ISPS Code之相關研究，予以做有

系統的蒐集、整理，及配合問卷、個人多年執法經驗、專業訓練，並

參酌重要性程度分析法的模式，嘗試深入瞭解各單位執法人員於安全

性、有效性、可行性三大構面中，挖掘可能存在的不適用條款或潛在

危機，與找尋未來有關港口保全業務整合、專業分工之方向，續而探

討對基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的影響程度，作為擬定改善施行港口保

全機制的措施建議。 

第五章為港口保全之管理措施，分別就港口保全人員管理及訓練

措施、港口保全法規規範錯施、整合港口保全系統支援決策錯施、檢

討港口保全設備使用及維保錯失、其他有關港口安全管理機制，以及



 9 

港口保全管理措施等項目進行探討。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針對前述兩章節之研析結果及改善作為，

作一綜述，與提出未來應改進之建議事項。 

本研究流程詳如圖1-2所示，首先藉由一些案例及部分文獻，找尋

出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確定研究主題，進而探討其相關文獻案例，包括

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的問題、基隆國際商港現今執行港口設施保全概況

等相關資料。續而再根據文獻探討內容擬定本研究之架構和方法，最

後透過問卷調查及改良式重要性程度分析法進行資料分析研討後，將

其結果具擬出基隆港港口保全改善措施，並提出關於本研究議題之結

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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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研究流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議題及範圍之確立 

資料蒐集及文獻探討 

各國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現況 

擬定問卷及改良式 IPA分析 

案例探討及管理措施 

結論及建議 

Yes 
 

Yes 
 

No 

No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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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港口設施保全之探討 
基於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後，本章欲先加以探討港口設施保全

之相關法令及規範，並以港口保全機制之可行性的管理措施及方案，

希望能於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時，可有效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的安全風險

評估角度去加以探討基隆商港之安全機制。 

 

2.1 聯合國對海事保全之相關規範7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第100條「合作制止海盜行為的義務」明定：所有國家應盡最大

可能進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任何其

他地方的海盜行為。近幾十年來由於海盜事件、武裝搶劫及恐怖攻擊

日益猖獗，嚴重威脅到船舶、船員及旅客安全；美國導彈驅逐艦「柯

爾(USSDDG-67 Cole)號」及法國油輪「林堡(Limberg)號」分別於2000

年及2002年遭到恐怖攻擊，造成人員、裝備重大損傷及海洋環境嚴重

污染，為最具指標性案件。又加上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

聯合國(IMO)對於海事保全部分更加關切，並新訂定多項有關船舶安

全及防止威脅船員及旅客相關決議案，每個決議案皆針對該次議題討

論之結果，做出多項決議，以供各國參考執行。其中與港口設施保全

較有相關之決議案，茲將扼要陳述於後。 

 

 

2.1.1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三七三號等決議案8

九一一事件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迅速在2001年09月全體無異

議通過一項關鍵性決議案，一三七三號決議案首度將國際恐怖主義視

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a threatene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7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8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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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重申最強烈斷然譴責在美國發生的恐怖主義攻擊，決議案的

目的是希望在九一一事件衝擊下，提升各國的反恐措施與作為，要求

各國政負採取實際行動防止、懲罰與遏止各種恐怖主義行為；一三七

三號決議案可謂是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的分水嶺。 

安理會在九一一事件後通過的第一三七三號決議，設立了一個反

恐委員會(Counter Terrorism Committee)，由安全理事會全部15 成員組

成。反恐委員會負責監測各國執行第一三七三號決議的情況，並努力

提高各國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 

 

2.1.2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三七七號決議9

2001年11月安理會通過第一三七七號決議，宣告國際恐怖主義行

為是21世紀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最嚴重的威脅，並宣告國際恐怖

主義行為是對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挑戰；重申斷然譴責一切恐怖主義

行為、方法和做法都是無可開脫的犯罪行為，而不論其動機為何，採

取何種形式和表現。 

 

 

2.1.3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三九０號決議10

2002年01月安理會通過第一三九０號決議，要求各國凍結恐怖組

織的個人、集團、企業和實體的資金和其他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包

括由它們或由代表它們或按它們的指示行事的人擁有或直接間接控

制的財產所衍生的資金，並確保本國國民或本國境內的任何人均不直

接間接為這種人的利益提供此種或任何其他資金、金融資產或經濟資

源。 

 

 

                                                 
9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10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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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五四０號決議11

2004年04月安理會通過第一五四０號決議，針對非國家行為者

(Non-state actors)可能獲得、發展、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危險提

出警告，決議鼓勵各國政府採取舉體措施防止相關行為，但是此項決

議文並未要求國家必須同時重視基本人權，因為針對非國家行為者的

反恐措施，可能會影響民族解放運動與政治異議份子而造成迫害與脅

迫情勢。安理會並且成立一五四０委員會(1540 Committee)監督各國

的執行狀況、檢視各國的報告並與各國進行對話以確實執行安理會決

議。 

 

 

2.2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對於海事保全新修正規定12

2001年0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後，國際間為因應恐怖攻擊逐

漸增加且日益嚴重之趨勢，國際海事組織(IMO)於2002年12月在英國

倫敦召開國際海事保全外交大會(Diplomatic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ecurity)，其中對於1974年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通過了一系

列修正案，其主要內容摘述於後。 

 

 

2.2.1 修正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13

1.修正SOLAS公約附錄第V章（航行安全）規則19 

 

規則19（船舶航行系統及設備之配備要求）中規定，2002年07

月01日前建造之國際航線船舶，除客船及液貨船以外總噸位達300

總噸以上但小於50,000總噸之船舶，最晚於2004年07月01日以後第

一次安全設備檢驗或2004年12月31日以前（以先到之日期為準），

                                                 
11 楊明勳（2006），「基隆港實施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國際章程現況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商船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13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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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裝設自動識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ty System, AIS)，公約修正前

原規定期限為2005年07月01日至2007年07月01日，依總噸位不同而 

異。 

2.修正原SOLAS公約附錄第XI章 

將SOLAS公約附錄第XI章重新編號為第XI-1章，並且修正規則

3.船舶識別碼(Ship Identification Number)，其船舶識別號應永久性

標記(Permanent Marking)在下列位置： 

(1)在艉部或舯部左舷和右舷之最深核定載重線以上，或船橋艛

(Superstructure)左舷和右舷或正面船艛正面之可見位置，或者就客

船而言，在可從空中看見之水平表面標示之。 

(2)機器空間(Machinery Spaces)之一個端部橫艙壁(Transverse 

Bulkheads)上，或在一個艙口上，或者就液體貨運載船(Tanker)而

言，在泵艙內或滾裝空間(Ro-Ro Spaces)之船舶，在滾裝空間之一

個端部橫艙壁上等容易接近之位置。 

 

2.2.2 增訂SOLAS第XI-2章（加強海上保全之特別措施）14

增訂之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附錄第XI-2章加強海上保全之特別

措施(Special Measures to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中，共有13條規

則，包含船舶保全及港口設施保全之相關規定，且於2004年07月01

日生效。新增訂之附錄第XI-2章加強海上保全之特別措施，將海上人

命安全國際公約範圍擴展到包括港口之基礎建設上，用以確保必要之

保全措施快速生效，並發揮作用之最迅捷方式。 

 

 

2.2.3 新訂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15

                                                 
14 中國驗船中心（2005），「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2002 年修正案暨國際船舶和港口

設施保全（ISPS Code）章程簡報」。 

 

15 中國驗船中心（2005），「1974 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2002 年修正案暨國際船舶和港口

設施保全 ISPS Code 章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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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包含各國海事國家政

府、港口主管機關、航運公司之相關保全措施規定，其中A部分屬於

強制性規定(Mandatory Requirement)條款，並搭配B部分之建議性指南

(Guidelines)以符合保全措施要求，也於2004年07月01日生效。 

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對於保全之等級分別

規範三個保全等級級別的定義，以 利各國政府之港口設施或船舶依當

前狀況，訂出該港口設施或船舶之保全等級級數，並將國際海運事務

之一切流程，套用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方式，藉以評估衡量船

舶及港口設施是否處於危險狀態下，並作以決定採用何種保全措施作

為適當之方法來確保船舶及港口設施之基本安全。 

（一）適用範圍 

1.以下各類從事國際航程之船舶： 

(1) 客船(Passenger Ships)包括高速客船(High-speed Passenger 

Craft)。 

(2) 總噸位500以上之貨船包括高速船(High-speed Craft)。 

(3) 移動式離岸鑽探平臺(Mobile offshore drilling platform, 

MODP)。 

2.為此類國際航程船舶服務之港口設施(Port Facilities) 

(1) 但對於其境內主要用於非國際航程船舶，僅偶爾需要為到港或

離港之國際航程船舶服務之港口設施，締約國政府仍應決定本

章及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國際章程(ISPS Code)A部分之相關

章節在何種程度上適用於這些港口設施。 

(2) 本章不適用於軍艦、海軍輔助船、或由締約國政府擁有或經

營並僅用於政府非商業性服務之其他船舶。 

(3) 本章中之任何內容不影響國際法賦予各國之權利或義務。 

（二）締約國政府之保全義務(Obligations of Contracting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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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spect to Security) 

1. 主管機關應為懸掛其國旗之船舶規定保全等級(Security Level)

並確保向其提供保全等級方面之資訊。當保全等級發生變化

時，保全等級資訊應根據情況予以更新。 

2. 締約國政府應為其境內之港口設施及進入其港口前之船舶或

在其港口內之船舶規定保全等級(Security Level)並確保向其

提供保全等級方面之資訊，當保全等級發生變化時，應根據

情況對保全等級資訊予以更新。 

（三）對港口設施之規定(Requirements for Companies and Ships) 

1. 規定港口設施應符合本章及ISPS Code A部分相關要求，並考

慮ISPS Code B部分提供指南。章程A部分規定締約國政府對

於港口設施保全有下列5項基本要求，分別是港口設施保全、

港口設施保全評估、港口設施保全計畫、港口設施保全員及

港口設施保全訓練、演練及演習等。 

2.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SOLAS)附錄第XI-2章規則10規定港

口設施(Port Facility)之締約國政府應確保依照船舶及港口設

施保全國際章程(ISPS Code)A部分之規定，實施港口設施保

全評估，並對其予以評審及認可，並制訂、審查、認可並實

施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ort Facilities Security Plan, PFSP)。 

3. 港口設施保全(Port Facilities Security) 

各國政府對於其港口設施，應訂出保全等級(Security Level)。

所有港口設施也必須遵照該國政府當時所發布之保全等級作

出回應程序。但是，當港口設施執行保全措施及程序時，必

須注意到對乘客、船舶、船上人員、來訪者、貨物及服務之

干擾或延誤。 

4. 港口設施保全評估(Port Facility Security Plan, PFSP) 

港口設施保全評估(PFSA)是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制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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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新過程之重要且必要之組成部分。而港口設施保全評估應

由港口設施所在之國家政府來執行。該國政府可以授權認可

保全機構(Recognized Security Organization, RSO)來對位於其

領土內之某一特定港口展開港口設施保全評估。 

5. 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 

在港口設施保全計畫評估之基礎上，為每個設施制訂適合於

船港介面之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並予以維護，該計畫應

針對章程本部分所訂義之三個保全等級作出規定。此港口設

施保全計畫(PFSP)應經由港口設施所在之國家政府認可並防

止擅自接觸或洩露該計畫。該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PFSP)可與

港口保全計畫或任何其港口應急計畫相結合或成為一部分。 

6. 港口設施保全員(Port Facilities Security Officer, PFSO)規定了

締約國政府應為每一個港口設施指定一名港口設施保全員

(PFSO)，可指定一人為一個或數個港口設施之港口設施保全

員。 

7. 港口設施保全訓練、演練及演習使港口設施保全人接受訓

練，以具備充分知識及能力履行其所承擔之職責。並且為港

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之有效實施，應考慮到港口設施營運

之類型、港口設施人員之變動、該港口設施所服務之船舶類

型及其他相關情況，按適當之間隔展開演練，透過按適當之

間隔展開之演習，有效協調及實施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PFSP)，並考慮到章程B部分提供之指導。 

(四)資料之遞送(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締約國政府不遲於2004年07月01日將以下資料送交本組織，

並應使公司及船舶能得到這些資料： 

1.負責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之國家當局之名稱及詳細聯繫方式。 

2.經認可港口設施保全計劃(PFSP)於其領土內所涵蓋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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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指定為負責全天候(All Times)接收並處理6.2.1所述船對岸保

全警報及針對警報採取行動人員之姓名詳細聯繫方式。 

4.被指定為負責全天候(All Times)接收規則9.3.1所述之實施監督

及符合措施之締約國政府任何消息人員之姓名及詳細聯繫方

式。 

5.被指定全天候(All Times)為船舶提供規則7.2所述之諮詢或協助

以及船舶能夠向其報告任何保全問題人員之姓名及詳細聯繫方

式。 

規定中應將締約國政府所授權代其行事任何認可保全機構

(RSO)之名稱及詳細聯繫方式以及授予此類機構之具體責任和授權條

件送交IMO，並於上述該些資料以後發生變化時，更新該資料，且IMO

亦應將上述各項資料分送其他締約國政府供其官員瞭解。 

公約締約國政府應於2004年07月01日之後，每隔5年將一分關於其

境內港口設施之所有已認可之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以及每分已認

可之港口設施保全計畫所涵蓋之地點及相應認可日期(以及任何相關

修正認可日期)之經修訂和更新之清單送IMO，該清單將取代並替換前

5年內依照前述應送交IMO之所有資料。 

 

2.3 國內外研議有關港口保全之文獻概況 

根據國家圖書館電子期刊資料庫，查詢 2002 年至 2010 年間探討

港口保全之相關文獻計有 31 篇，其中有 2 篇為港口設施類，而大部

分文獻皆著重於港口保全之管理機制，鮮有學者有探討港口之風險評

估及法律規範等議題，且諸文獻中僅有在風險評估方面，才有學者以

數值量化方式研析，至於如資訊、設施、法令及風險評估等相關領域

較鮮少人探究。下表 2-1 為港口保全相關課題論文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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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港口保全相關課題論文彙整表 
類別 

學者 
管理 
機制 

資訊 
系統 

港口 
設施 

法律 
規範 

風險 
評估 

White, B. L.and Wydajewski, K. J. P. E.(2002) ●     
陳維倫（2003）     ● 
Chih-Ching Chang and C.S. Chiu(2003) ●     
Emerson, S. D. and Nadeau, J.(2003)  ●    
張金泉（2004） ●     
陳威隆（2003） ●     
陳貴財（2003）    ●  
蔡宇鎮（2004） ●     
王中同（2004） ●     
楊明勳（2004）    ●  
王嘉瑛（2004） ●     
薛丞廷（2004）   ●   
黃瑞明（2004） ●     
張子寰（2004）  ●    
Roach, J. A.(2004)      
施昭儀（2005）   ●   
Barnes, P. and Oloruntoba, R.(2005) ●     
Goulielmos, A. M. and, Anastasakos, A. A(2005) ●     
King, J.(2005) ●     
周映彤（2006）    ●  
鄭夙君（2006） ●     
黃世賢（2006） ●     
Hetherington, C., Flin, R. and Mearns,K.(2006)     ● 
洪文泉（2008） ●     
林均穎（2007） ●     
吳政諺（2007） ●     
Koch, Christopher(2007) ●     
Skjong, R.(2007) ●     
吳俊賢（2008） ●     
陳朝陽（2008） ●     
張志清、鄭夙君、劉詩宗（2010） ●     

資料來源：國家圖書館電子期刊資料庫 16

洪文泉

與本研究整理。 

（2008）探討境內海運港口設施及船舶之安全，建議政府

機關應落實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之合作，以先期偵察並阻止威脅海上

運輸領域保安之行為，面對恐怖主義及天然災害等，無從預測的安全

威脅，海事保安係為穩定全球經貿活動，確保世界物流供應鏈安全及

防範恐怖攻擊之重要關鍵，規劃國土安全架構與能量時，應變思維更

不可侷限於反恐單一目的，應以強化災難預防處理、國境管制與確保

運輸安全等為目標。 

                                                 
16 國家圖書館電子期刊資料庫 http://esource.ncl.edu.tw/（瀏覽日期：2010 年 08 月 25 日）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4ev3I/search?q=auc=%22%E9%99%B3%E6%9C%9D%E9%99%B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4ev3I/search?q=auc=%22%E6%B4%AA%E6%96%87%E6%B3%89%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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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陽（2008）探討為避免國際不法或恐怖份子利用其海上航行

船舶作為攻擊港口的工具，藉以癱瘓我國經濟之發展，針對目前臺灣

海運進出口貨物之高風險外國籍船舶，在尚未建置港外登船檢驗機制

及國際商港內，或尚未啟用大型貨櫃安檢儀器檢驗之際，研討我國國

際港口之港口保全機制，以有效提升國家安全。 

施昭儀（2007）則探討從「點」為起步，在維護港口安全之目標

與前提下，針對相關單位間執行分工、基隆港之地區特性、安全設備

需求等層面深入發掘其潛在弱點，並提出因應解決之道，以期擴展並

強化我國各國際港口安全管理「面」，確保國土安全，進而與國際間

各港口形成海事安全「網」，防範外在攻擊行動之發生與及時因應作

為。 

蔡宇鎮（2005）認為我國並非國際海事組織之締約國，亦欠缺實

施港口保安措施之國內法，對於高風險外國籍進港船舶目前並未建置

港外登檢機制，國際商港內大型貨櫃安檢儀之建置亦尚未完成，然臺

灣超過 90％以上之進出口貨物均係經由海運方式運送，實有必要強

化我國之港口保安措施。另各國際商港雖已成立港口保安委員會，然

而港口保安單位眾多且分隸不同機關，委員會之設立及職權並未以法

律定之，容易形成多頭馬車之情形。 

黃裕凱（2005）指出國際海事組織於一九八八年分別通過「制止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及「制止危及大陸礁層固定平台安

全非法行為議定書」二國際立法後，續而於 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事

件，遂使得反恐成為本世紀初全球最為急迫解決之議題。 

國際港口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IAPH)17

                                                 
17 國際港口協會(IAPH)，http://www.iaph-philo.org/。（瀏覽日期 2010 年 09 月 26 日） 

 2002 年，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加快了我們的生活和商業運

輸，然而，國境的開放卻導致官方的管理部門需要投入更多的人力去

監控港口的安全。基於 2001 年 09 月 11 日發生的事件，審議還必須考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4ev3I/search?q=auc=%22%E9%99%B3%E6%9C%9D%E9%99%B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4ev3I/search?q=auc=%22%E6%96%BD%E6%98%AD%E5%84%8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4Clc3l/search?q=auc=%22%E8%94%A1%E5%AE%87%E9%8E%A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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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船舶及其貨物被用來做為恐怖武器的潛在性。因此有必要重新評

估現有船舶和港口安全有關的計劃以解決潛在的恐怖活動。這更是為

了國家的重要經濟，因為大多數港口為國家的經濟來源。船舶安全是

國際組織的責任，如國際商會航運、海運等等，港口安全是港務局的

首要責任和該處理的問題。然而，不同的港口有很大的不同特色，像

是港口的佈局設計及其漏洞，因此，制定詳細的標準和統一的綜合性

港口安全計劃並不全然符合實際所需。但國際港口協會仍認為是可以

開發出一個通用的準則，本文就這些問題提供了建議與方向。 

Frittelli(2003)18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分析，得知 ISPS Code 機制的規定與執行的

最終目的，是希望藉由各締約國政府、港口單位以及航運界所串聯成

的合作體制，共同維護港口安全並有效執行，必須積極的共同防阻災

難、降低風險，故本文將針對基隆港保全機制之安全性、有效性、可

行性於後章節中進行探討分析，以因應有可能發生不同等級之複合型

保全威脅。 

，報告提供並討論了港口安全潛在的問題，這已

經成為一個重要的部分。2001 年 09 月 11 號的恐怖襲擊使我們了解

我們應提高有關易受恐怖襲擊的所有運輸模式。港口安全的成為美國

國土安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總體性的問題，目前國會正在提供

港口安全監督計劃和建議作出回應或改善港口安全。港口安全的立法

可能對公眾安全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反恐戰爭、美國和全球經濟，

以及聯邦、州和地方國土安全責任等問題。 

另依據前述相關文獻研析結果，本文將於安全性議題中探討有關

機制管理、裝備管理及港口設施等課題；於有效性議題內研析有關單

位教育訓練、法規修訂及專業知識等課題；最後在可行性議題中，研

探有關協調合作、組織調整及狀況應變等課題。 

                                                 
18 Port and Maritime Security: Background and Issues by John F. Frittelli, Martin R. Lee, Jonathan 

Medalia, and Ronald O'Rourke (Hardcover - 17 Oct 2003)。 

http://www.amazon.co.uk/Port-Maritime-Security-Background-Issues/dp/1590338235/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293901688&s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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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施行港口保全機制之現況分析 

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環視各國對於港口安全檢查及相關作業規

定，海巡單位（或海岸防衛隊）之任務、角色與作用後，因其認知接

近、資訊流通、經驗交流或相互學習而有觀摩與參照之現象，遂本研

究欲透過其他國家港口保全執檢單位的規定與實務運作經驗，以對基

隆商港的保全機制提出改善之建議，其中亦參酌引用汪毓偉（2008）

所研析各國港口保全管理機關安檢作為之成果，並實地到基隆港各港

口保全機關瞭解港口保全機制施行方式以洞析我國保全機制有何改

善方向，故於後將分述各國及我國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現況 19

 

。 

3.1 美國 20

3.1.1 執行機關 

 

1.美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從 1970 年代開始，「海岸

防衛隊」依據其國內污染防治規則與航行安全規則、SOLAS 與國際

海洋污染防治法，對進入美國水域各港口之外籍船舶執行港口國查檢

權，雖然近幾年來國際安全與環境保護標準依據相關國際公約，如海

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與國際海洋污染防治法等，更強制性的加強港口

國查檢權，但這些公約內容大部分皆與相關美國標準相同，所以目前

美國海岸各港口仍然根據美國本國的法律規定來實施其境內水域之

港口國管制制度。實際執行單位為在全國各港口的 45 個港口海岸防

衛隊(Coast Guard of the Port, COPT)。 

2.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是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規範和促進國際貿易，徵收進口關稅，並執行美國貿

易法律的一個機構。 

                                                 
19 汪毓瑋（2008），「各國安檢作為研究」，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20 美國海岸防衛隊：http://www.uscg.mil/。（瀏覽日期：2010 年 09 月 26 日）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E5%9C%8B%E5%9C%9F%E5%AE%89%E5%85%A8%E9%83%A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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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業務職掌 

1.美國海岸警衛隊是美國七個強制穿固定制服勤務的公務部門之

一，也是其中規模最小的一個。美國早期歷史並沒有專責海上事

務的組織，後來考量有關機關間權責不清，致無法有效執行聯邦

任務，才由五個聯邦機關合併組成，他們分別是緝私船隊 

(Revenue Cutter Service)、海上救生隊(Life Saving Service)、航務

局(Bureau of Navigation)、輪船檢查局(Steamboat Inspection Service)

及燈塔局(Lighthouse Service)，現在的美國海岸防衛隊傳承各原單

位特有精神，成為具多元執行任務，且係唯一被國會授權於和平

時期(peace time)扮演執法角色的武裝團隊，也是國家在陸、海、

空及陸戰隊以外的第五個武裝力量，肩負國土防衛之責任。 

2.海關及邊境保衛局其主要任務是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武器進入美

國。逮捕企圖非法進入美國的個人，非法毒品和其他違禁品，保

護美國的農業和經濟利益不受有害的害蟲和疾病，並保護美國的

企業不被竊取知識產權。 

3.1.3 執行方式 

(1)人員檢查：海關及邊境保護局負責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2)船舶檢查：美國海岸防衛隊負責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3)貨物檢查：由海關及邊境保護局負責檢查。 

(4)車輛檢查：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車輛檢查由美國海岸防衛隊負

責，進入港區前由海關及邊境保護局負責檢查。 

(5)C-TPAT(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所謂 C-TPAT

（為防止恐怖攻擊行為海關產業合作計畫）係 2003 年美國政府依

CBP（海關國境警備局）的監督，為強化伴隨國際供給網的國家安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8%B6%E6%9C%8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1%90%E6%80%96%E5%88%8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2%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E%B2%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93%E6%BF%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F%A5%E8%AD%98%E7%94%A2%E6%A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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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而整備的認證計畫，其基本目的在防止伴隨輸入貨物的恐怖

活動、武器、爆炸物、生化武器、麻藥等流入美國國內。 

(6) 貨櫃保安協定(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主要是保護全球

貿易體系，以及 CSI 港口和美國之間的貿易航道。有一組美國海

關官員會派駐在各港口，與當地的對口官員也派員編組配合執

檢，找出所有可能具威脅性的貨櫃。 

3.1.4 優缺點 

   一、優點：聯合作戰的海上登檢模式 

1.美國海軍與海岸警衛隊曾達成重要協議，雙方共建了一支「國

家艦隊」，旨在發揮各自艦隊之優勢。與美國海軍的合作關係

中，海岸警衛隊負責「國家艦隊」中的海事與海軍防務系統之

間的無縫連接，避免任務需求的分歧和冗餘，「國家艦隊」使

海岸警衛隊與戰鬥指揮員以及聯合部隊的聯繫更加緊密，而海

岸警衛隊參與打擊全球化恐怖活動就意味著海岸警衛隊需要

加強在伊拉克以及中東地區的行動，同時要與太平洋、歐洲、

加勒比海以及非洲各國的海上警衛力量進一步加強聯繫。海岸

警衛隊與海軍合作的最成功例子是聯合海港作戰中心(Johns 

Hopkins Outpatient Center, JHOC)，由海軍和海岸警衛隊聯合

管理，它使用海軍和海岸警衛隊力量識別和跟蹤所有進出美國

港口的船隻。 

2.美國聯邦法典第 89 條是海岸防衛隊執法權力的主要來源，包

括有權攜帶槍枝、執行和服務任何命令、對犯罪嫌疑人作出逮

捕行動，以及執行國土安全部部長指定任何其他執法職責等。

另美國所實施之漁港三大檢查系統，能夠有效分配有限的檢查

資源，執行也比較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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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點： 

1.無法保護全部範圍 

        海岸防衛隊崗哨不足，指揮、控制及通訊系統亦無完全安

裝於美國所有的港口中，因此會產生無法完全支持國土安全任

務的疑慮。  

2.執法人員不足 

美國實施船舶點數法之漁港檢查系統，雖可提升執法效

率，但也顯示出美國海岸防衛隊之人員不足，無法對於漁港內

所有船隻進行例行性檢查，僅能補充志願服役者以支持多種任

務的執行。 

3.船隻老化 

美國海岸防衛隊仍在運作世界上一些老舊的海軍艦艇，對

於執行某些國土、海上安全維護任務產生困難。 

 

3.2 加拿大 21

3.2.1 執行機關 

 

1.海關 

海關規範和促進國際貿易，徵收進口關稅，並執行加拿大

貿易法律的一個機構，岸際及港口均為管制範圍，由海關和海

岸警衛隊聯合管理，它使用海關和海岸警衛隊力量識別和追蹤

所有進出港口的加拿大船隻。 

2.海岸防衛隊 

                                                 
21加拿大海岸防衛隊：http://www.ccg-gcc.gc.ca/。（瀏覽日期 2010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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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加拿大政府通過「交通部組織法」(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t)後，緊接著在 1962 年成立了海岸防衛隊，爲

達事權統一，於 1995 年自交通部(Transport Canada)改隸於並合

併漁業暨海洋部(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Oceans, DFO)，其

宗旨為海洋安全、海洋服務及海洋環境保護。加拿大海岸防衛

隊雖無武裝，但其數目是海軍的 4 倍，加上加拿大對外貿易與

互動頻繁，除美國外，均必須藉助海上交通與其餘國家聯繫，

其重要性不可言喻。 

 

3.2.2 業務職掌 

1.加拿大海岸防衛隊隸屬於漁業暨海洋部，海岸防衛隊指揮官也是

漁業暨海洋部主管海洋服務之助理副部長，其下設有四個司。海

岸防衛隊在管理上分為五個區域：紐芬蘭區、海事區、羅倫司區、

中央及極地區、以及太平洋區。第一線工作人員超過 3,000 人，

而總部約有 360 人，義工約有 5,000 人，總計約 8,360 人。在交通

部長之職權中賦予海域之職掌，海岸防衛隊不具司法警察身份，

必須由加拿大皇家騎警水警隊人員登船，行使職權，才能進行攔

截、盤查、搜索、扣押或逮捕等必要行動，不執行狹義的武裝執

法(Weapon Law Enforcement)。 

2.海關其主要任務是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武器進入加拿大。逮捕企

圖非法進入加拿大的個人，非法毒品和其他違禁品，保護美國的

農業和經濟利益不受有害的害蟲和疾病，並保護加拿大的企業不

被竊取知識產權。 

 

3.2.3 執行方式 

依公約規定，加拿大海岸防衛隊的義務包含成立搜救組織、

海岸當值（接聽遇難者求救訊號）、透過救助協調中心整合搜救工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1%90%E6%80%96%E5%88%8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2%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E%B2%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93%E6%BF%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F%A5%E8%AD%98%E7%94%A2%E6%A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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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搜救任務、醫療服務、設立救難單位、建立船舶報告系統，

提昇搜救成功率。 

    1.人員檢查：海岸防衛隊負責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2.船舶檢查：海岸防衛隊負責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3.貨物檢查：由海岸防衛隊負責檢查。 

4.車輛檢查：證照查驗及車輛檢查由海岸防衛隊負責檢查。 

 

3.2.4 優缺點 

一、優點：成立漁業暨海洋部，統合海洋事務及改造海岸防衛隊加拿

大成立公權執行力強的漁業暨海洋部，將海岸防衛隊納入整合整

個海洋與海岸的管理，包括海洋環境安全與保護、資源保育及永

續發展、科學教育研究、等所有海洋事務。 

加拿大漁業暨海洋部(DFO)亦推動改造加拿大海岸防衛隊

(CCG)組織改造，將它定位為特殊營運機構(Special Operational 

Agency, SOA)，強調管理彈性及效能提昇，並仍落實民主政治的

課責制度，以企業的方式來執行海洋服務的工作，能以有限的人、

物力，有效的管理廣大的海域，值得讚許。    

由於涉及海事安全與漁業海洋管理部門眾多，為了加強各部

門的協調配合，加拿大特地成立了海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主

席由加拿大漁業暨海洋部(DFO)副部長擔任，委員會包括了與加拿

大海洋管理相關的所有部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協調與海洋有

關的政策和規劃，此外，加拿大政府還設置「海事安全執行中心」

(Marine Security Operation Centre, MSOC) 、「跨部門海事安全委

員 會 」 (Interdepartmental Marine Security Work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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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WG)、「海事安全執法小組」(Marine Security Enforcement 

Teams, MSETs)、「海事安全緊急應變小組」Marine Secur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MSERT) 、「全國海岸安全協調計劃」

National Waterside Security Coordination Program 以增加部門間的

橫向聯繫，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和管理效率。 

 二、缺點：地方人士組成委員會代表負責未政企分離地方人士組成

委員會代表負責。納入非營利組織的港口機構，代表地方和港埠

使用者利益，共同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但由民間志工所組成團體，

能否擔負起維持港口安全的責任，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日本 22

3.3.1 執行機關 

 

1.海關 

日本是制度嚴謹的國家，其關務制度向趨嚴格，惟嚴格的背

後就是形成貿易障礙，阻礙國際物流的順利通關。基於法令以對

外貿易為目的之船舶及飛機得自由進出的指定港口及機場稱為

「開港」及「稅關空港」。現在全日本有 120 個開港及 27 個稅

關空港，都設置有稅關支署或出張所等。2008 年 7 月，日本稅關

共下設 65 個稅關支署、113 個稅關出張所、稅關支署出張所，及

8 個稅關監視署、稅關支署監視署，分別擔負各該地區的稅關業

務，2008 年共有 8620 名職員。 

2.海上保安廳 

海上保安廳(Japan Coast Guard)於 1948 年 05 月 01 日成立，

初創時主要是為了管理日本海上的交通安全，並且排除戰時在日

本近海布下的大量水雷。當時只有 1 萬多人，200 艘老舊船隻。

                                                 
22日本海上保安廳：http://www.kaiho.mlit.go.jp/。（瀏覽日期 2010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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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及此後的一段時間，由於經濟原因，每年都有大量朝鮮

和韓國人偷渡到日本，日本國內也有很多人向美國或歐洲偷渡，

與朝鮮半島之間的走私貿 易也非常頻繁，此時正好海上自衛隊

已經成立，海上保安廳就把業務範圍移到了海上治安方面；再後

來，隨著時代的發展，業務範圍又加入了救災、護漁、防止污染

等內容。 

 

3.3.2 業務職掌 

海上保安廳共包括總務部、裝備技術部、警備救難部、海洋 

情報部、燈標部等 5 個職能部，11 個管區（保釣事件的主角是負

責沖繩縣海域的第 11 管區），以及海上保安大學和海上保安學

校等培訓部門。目前擁有巡視船 50 型 700 餘艘，其中載機巡視

船 13 艘，大型巡視船 40 艘，中型巡視船 46 艘，小型巡視船 20

艘，消防船 5 艘，另有各類巡視艇 200 餘艘，以及各類快艇等。

其負責地方海上保安的各管區共下轄海上保安部 66 個、海上警

備救難部 1 個、海上保安署 53 個、海上交通控制中心 6 個、航

空基地 14 個、航標事物所 53 個。其主要職能名義上包括維護海

上治安，維護海上交通安全，海上防災救災和海洋環境保護。 

不過，目前被提到最多的就是第一條功能，可以說保安廳大

多數船隻和飛機都是為了第一條職能才存在的。這一職能主要包

括的內容有：防止走私和偷渡、打擊海盜、防止不明船隻侵入，

當然還有在爭議領土地區活動、保護核原料船隻等特殊工作。 

  

3.3.3 執行方式 

有關港口保全作為，首先涉及任務劃分，其在海岸及海上的

安檢，依法賦予由昭和 23 年（1948 年）設立之海上保安廳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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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其為國土交通省下的一個獨立海上保安廳，設置目的在於為

「確保海上安全與維持治安」。 

1.人員檢查：海上保安廳負責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2.船舶檢查：海上保安廳負責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3.貨物檢查：由海上保安廳負責檢查。 

4.車輛檢查：證照查驗及車輛檢查由海上保安廳負責檢查。 

 

3.3.4 優缺點 

一、優點： 

行政機關及港口單位合作執行安檢機制日本為海洋立國

國家，因此依照各地方之港口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港口的進出

船舶，均須要向市長報告，且不得有違規行為，或不法載運物

品的行為，進出港的船員身分，也要確實的登記。 

海上保安廳的業務雖主要負責海域的執法及海上犯罪的

查緝，但對於非法走私物品入國的行為，也會加以嚴格查察，

以防止外來的危害物品進入及非法偷渡入國的行為。 

故日本對於港口安檢機制之優點，在於先從地方行政機

關、港口單位加以管理，並要求進出港的船舶皆要報備，且禁

止任何不法行為；另外，再由海上保安廳人員及地區警察，加

以查察可疑的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海岸治安與港口秩序。 

二、缺點： 

因遵守安全規定檢查嚴格，而造成經濟與安全之間的衝

突，尤以嚴格地對貨櫃與貨物進行安全檢查之際，易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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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進出口商延滯運送貨物，而使民怨產生。 

 

3.4 挪威 23

3.4.1 執行機關 

 

1.海關 

海關規範和促進國際貿易，徵收進口關稅，並執行挪威貿易

法律的一個機構，岸際及港口均為管制範圍，由海關和海岸警衛

隊聯合管理，它使用海關和海岸警衛隊力量識別和追蹤所有進出

港口的挪威船隻。 

2.海岸警衛隊 

挪威是一個傳統的國家，過去歷史上一直由海軍執行任

務，而於 1977 年 01 月 01 日起實施 200 海裡經濟區以後，其管

轄海域面積由 6 萬平方公里增到 200 萬平方公里。為適應新形

式下的護漁任務，經過挪威政府各部門質檢的反覆協商，遂決

定成立隸屬於國防部的海岸警衛隊，將海岸警衛隊置於國防部

之下，此舉出於以下兩點考慮：其一，在 200 萬平方公里海區

執行巡航任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通訊、輔助設施和維護

設施，只有國防部才能滿足這些要求；其二，海軍已有 70 年的

護漁歷史，國防部有管理一支護漁隊伍的經驗，海岸警衛隊的

經費由政府專款下達給國防部之艦船維修和後勤設施與海軍共

用。 

 

3.4.2 業務職掌 

1.挪威的海岸警衛隊以北緯 66 度將沿岸分成南北兩個管區，南

部管區又分為 4 段。警衛隊每次執行任務前，從電腦終端得到

由捕撈限額管理系統提供的當時正在挪威 200 海浬專屬經濟

                                                 
23 挪威海岸警衛隊：http://www.mil.no/。（瀏覽日期 2010 年 0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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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作業的外國漁船及其動態資料，然後用飛機大面積地巡視

各自管區的海域，一旦發現海上未經許可的外國漁船或可疑活

動，即通知艦船登臨檢查。海岸警衛隊每年大約檢查 2500 艘

次拖網漁船和大型漁船，檢查內容：一是檢查網具、漁獲物；

二是檢查證件、漁獲日誌和需交挪威當局檢查的報告；如查到

嚴重違規漁船，將予以扣留或向警方起訴。被檢查漁船裡，平

均每年約有 4%因嚴重違規而被扣留或起訴。 

2.海關其主要任務是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武器進入挪威，逮捕企

圖非法進入加拿大的個人，非法毒品和其他違禁品，保護挪威

的農業和經濟利益不受有害的害蟲和疾病，並保護挪威的企業

不被竊取知識產權。 

 

3.4.3 執行方式 

挪威海岸警衛隊的主要職責是：巡視和監督挪威 200 海裡專

屬經濟區、大陸架和漁業保護區；監督和檢查漁業法規的執行情

況，包括雙邊或多邊漁業協定；監視和控制在挪威管轄海域內的

本國和外國漁民的漁業活動，為漁民提供海上服務；海難搜救；

向其他機構如員警、海關提供援助；檢查和報告挪威海域未經許

可的科學調查活動；如果需要，可以被授權為正規防襲力量履行

軍事義務。此外，還可執行向挪威北極工作站運送物資和人員，

從事科學研究，搶險救災等任務。海岸警衛隊每年約有 5%的時

間進行軍事訓練。 

1.人員檢查：海關負責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2.船舶檢查：海岸警衛隊負責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人身檢查。 

3.貨物檢查：由海關負責檢查。 

4.車輛檢查：登岸及船上證照查驗及車輛檢查由海岸警衛隊負

責，進入港區前由海關負責檢查。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1%90%E6%80%96%E5%88%86%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2%E5%93%8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E%B2%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93%E6%BF%9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F%A5%E8%AD%98%E7%94%A2%E6%A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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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優缺點 

一、優點： 

專屬法令利於挪威海岸警衛隊於港口保全之作為上因有

專屬法令，得以明確執法，不會受到其它政府機構干涉影響，

並且還能與國家其他單位合作，進行情報、資源交流共享，

有助於漁港安全檢查工作。而冷戰之後，新的威脅與風險受

到挪威政府注意，這些威脅與風險需要其他不同於舊作戰觀

念的解決方法，至於這個解決方法是要挪威海岸警衛隊與其

他國家機構更密切的合作，以解決海上的安全議題。根據挪

威新的政策，海岸警備隊在海上及港口維持管制時，若遇到

執法及協助危難狀況需要比海岸警衛隊更多的軍事力量時，

便可派遣海軍出動。因此由於此新政策的提出，正規的海軍

船艦便可適時的出現在港口，而於挪威管轄下的海域內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及對於與所有政府負責有關海事領域之單位

維持良好合作關係，尤其是挪威漁港沿岸目前有將近 90 個油

井設備，以及漁港內增加許多新設施運作，透過該良好合作

關係將可以提高港口保全之安全效益。 

二、缺點： 

安檢制度未有常態性規定挪威的港口安檢制度未有常態

性的規定，以致於海岸警備隊於港口在安檢時風險控管不易，

容易導致國家安全產生疑慮。 

 

3.5 中華民國 

由於各國國力與國情不同，而我國安全環境亦有其特殊之處，然

不能完全套用美國或其他國家之作法。而在全球化過程影響下，各國



 34 

對於港口安全檢查及相關作業規定，港口保全執檢機關任務、角色與

作用，因認知接近、資訊流通、經驗交流或相互學習而有觀摩與參照

之現象。是以，其他國家港口管理單位的規定與實務運作，應可提供

我國之借鏡與參考。 

 

3.5.1 基隆港現行港口保全機制現況 24

1. 港埠設施保全計劃之目的及具備內容 

 

由於世界各地恐怖攻擊事件頻傳，為了確保海洋運輸不受恐

怖攻擊影響，各國開始重視對船舶及港埠設施之保全工作，為預

防恐佈或不法分子從事劫船、破壞港埠設施及走私槍械、金錢等

犯罪行為之發生，維持航運貿易之正常運作與國家港口及港埠設

施之安全秩序，應有效防止危安狀況發生。 

為了有效執行港埠設施保全，需制定一套港埠設施保全計劃

(Port Facility Security Plan, PFSP)，PFSP係依據國家對其所屬之國

際商港港埠設施之不同具體情況，所擬定出一套完整之港埠設施保

全機制，以保護港口內之港埠設施及船舶、人員、貨物與貨櫃及船

舶物料遠離風險及保全事件之攻擊。 

國際商港PFSP必須包含在國家運輸計劃之體制內，由政府先

建立起國際商港基本設施資源及訂定出相關港埠設施法規、政

策、主管機關之組織及執行管理單位、保全相關科技等，再由使

用該設備之海運業者所屬私人機構對港埠設施做應有之保全投

資。 

此外，PFSP提供了國際商港港埠設施保全之定義、港埠設施

之保全機構、聯繫及必要之通信系統、於各保全等級之基本措施，

包括操作性及實際性措施、對港埠設施保全計畫作經常性審查或

                                                 
24 基隆港務局（2009），基隆國際港口保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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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及瞭解目前港口所面臨之挑戰。也提供了當地政府與海運業

一同建立國際商港港埠設施保全措施之標準及相關項目。該保全

計劃中包含了一些基本項目、目標以及如何有效執行之方法，有

助於強化港埠設施保全人員對於執行港埠設施保全之能力。 

針對港埠設施保全計劃(PFSP)之制訂，除應考慮到船舶及港

埠設施保全國際章程B部分提供之指南，並應以該港港埠設施之工

作語言(Working Language)寫成，故該計畫至少應涉及以下內容： 

(1) 防止擅自將企圖用於攻擊人員、船舶或港口之武器或任何其他

危險物質及裝置擅自帶入港埠設施或攜帶上船之措施。 

(2) 防止擅自進入港埠設施、停泊於該設施之船舶及該設施內之限

制區域之措。 

(3) 對保全威脅或保全狀況破壞作出反應之程序，包括維持港埠設

施或船/港介面之關鍵操作(Critical Operation)之規定。 

(4) 在保全等級三時，對港埠設施所在領土之締約國政府公佈之指

令(Instructions)予以回應之程序。 

(5) 受到保全威脅或保全狀況被破壞之撤離程序。 

(6) 負有保全責任之港埠設施人員及設施內參與保全事務之其他人

員之職務。 

(7) 與船舶保全活動進行配合之程序。 

(8) 定期審查及更新計畫之程序。 

(9) 報告保全事件之程序。 

(10) 確認港埠設施保全員(PFSO)，包括二十四小時內詳細之聯繫方

式。 

(11) 保證該計畫內所含資訊安全性之措施。 

(12) 在港埠設施內確保有效保護貨物及貨物裝卸設備之措施。 

(13) 稽核港埠設施保全計畫(PFSP)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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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位於該港埠設施船舶之船上保全警報系統被啟動後，作出回

應之程序。 

(15) 便利船上人員登岸度假或船員更換以及包括船員福利及勞工

組織之代表在內之來訪者上船之程序。 

2. 基隆港埠設施保全計劃 

制定港埠設施保全計畫(PFSP)是港埠設施保全員(PFSO)之職責

之一，雖然港埠設施保全員無需親自承擔所有崗位相關之職責，但港

埠設施保全員對確保妥善履行該些職責負有最終責任。一個有效港埠

設施保全計畫(PFSP)之制訂，也依賴對於港埠設施保全之所有相關問

題進行全面之評估，特別是特定港口及操作性特點予以全面考慮。港

埠設施保全評估應已經確認港埠設施及其潛在風險之具體特徵，並已

表明是否需要指定港埠設施保全員(PFSO)及制訂港埠設施保全計畫

(PFSP)。 

港埠設施保全計畫(PFSP)之制訂要求將該些具體特徵及其他地

方或國家保全方面之考慮都納入到保全計畫中，應建立適當之保全措

施從而最大限度地減少破壞保全情況之發生及潛在風險之後果。締約

國政府可以對港埠設施保全計畫(PFSP)之制訂及其內容提出建議。 

PFSP所涉及之具體內容亦可依據ISPS Code之B部份，建議包括進

入港埠設施、港埠設施內之限制區域、貨物裝卸、船舶物料交付、非

隨身行李裝卸及監視港埠設施保全等六項。 

(1)進入港埠設施(Access to the Port Facility) 

港埠設施保全之第一道防線，為出入港口進入點(AssessPoint)之

控制。能否於該處嚴格把關是港埠設施保全之第一要務。因此港埠設

施保全計畫(PFSP)應建立涉及港埠設施安全評估所確認之所有進入

港埠設施方式之保全措施。對於各種進入方式，保全計畫中應指明針

對各保全等級採取之限制或禁止措施之適當位置，並確認各保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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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用之限制或禁止措施之類型以及實施方式。故可制訂一個適當之

識別系統(IdentificationSystem)，對港埠設施人員及來訪者分另外發給

永久通行證及臨時通行證(Permanent and Temporary Identifications)以

作為身分確認之用，且為求便捷，該種身份確認系統應與經常使用該

設施之船舶所應用之系統相協調，並得以定期更新，並對不遵守該程

序者採取懲戒措施。 

除進出人員之身分識別外，於進入點還應對個人物品及車輛進行

搜查，避免夾帶不符合規定之危險物品或武器進入港區。因此為了徹

底執行個人物品及車輛之搜查，需設立一個不受天候影響之檢查區，

進行連續不斷之搜查工作。於搜查完畢後，應將已接受檢查及尚未接

受檢查之人員及其物品隔離開，並且人員、行李及車輛應直接進入受

限制之艙室、登乘站或車輛裝載區，以確保未經檢查之人員不能及被

檢查過之人員接觸。於一般情形時，所有試圖進入港埠設施之人員均

可能受到搜查，並且應充分考慮到被搜查人之人權，並維持其基本尊

嚴。 

目前基隆港務警察局係依「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崗哨檢

管執勤程序實施要點」針對人、車、物品進行平常一般檢查作為之規

定檢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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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進入基隆港埠設施管制檢查情形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整理。 

(2)港埠設施內之限制區域(Restricted Areas within the Port Facility) 

於港埠設施保全計畫(PFSP)應確認將在港埠設施內設立之限

制區域，明確其範圍、限制時間及為控制進入該些區域及控制區域

內之活動將採取之保全措施。主要是控制該限制區域人員與車輛之

進入及。非隨身行李及個人物品、貨物及船舶物料之移動及儲存，

以保護旅客、船舶人員、港埠設施人員、來訪者及保護港埠設施包

括保全、警戒設備及系統、使用及服務於港埠設施之船舶，以及避

免貨物及船舶物料免受破壞等。 

目前基隆港碼頭作業區及露置場及倉棧，於裝卸作業中，非作業

人車不得進入，並由裝卸公司裝卸管理員與現場管理人員協同管制（各

倉棧則由各倉棧使用者負責管制），如有違規進入者，通報港警局處

理。 

有關海員及與船舶業務有關人員登輪或登岸者，係依內政部頒佈

之入出國境管理相關規定，向基隆港務警察局申辦，及憑此據以管制，

且針對港口設施內重要關鍵目標或基礎設施，則交由該港口各PFSO

進行管制，其該管制區域請詳參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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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基隆港港埠設施限制區域展示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整理。 

 

(3)貨物裝卸(Handling of Cargo) 

為了避免貨物遭受破壞及防止非預期運輸之貨物被港埠設施接受

或在港埠設施內存放，應於港埠設施之進入點或入口，以清單控制程

序(Inventory Control Procedures)監控貨物之進出，透過目視及實際檢查

(Visual and Physical xamination）並使用掃描及探測設備、機械裝置或

警犬，對貨物進行檢查。（請詳參圖3-3所示） 

目前基隆港貨櫃及一般散雜貨進出港區均有港警局、海關檢查管

制一般進、出口散雜物及進場CY櫃25

                                                 
25 「CY」 CONTAINER YARD 英文全名為 Container yard，乃英文貨櫃場之簡稱。 

。另海關依據其海關電腦專家系

統依風險管理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貨物通關方式為C1（免審免

驗）、C2（應審免驗）、C3（應審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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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船邊進出口貨櫃裝卸部分，貨櫃動態資料庫系統依風險管理

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貨櫃（物）是否辦理押運，並指定專人經常篩

選可疑貨櫃（物）進行查核。危險物品作業時由業者設警戒線、港警

局派員現場警戒管制人員進出、港務消防隊派消防車於現場待命、裝

卸人員依危險品裝卸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圖3-3 基隆港貨物裝卸及檢查情形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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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船舶物料交付(Delivery of Ship’s Store) 

與貨物裝卸之目的相同，主要是確保核對船舶物料及包裝之完整

性、未經檢查之船舶物料被接受或破壞或止未經預訂之船舶物料被接

受及對交付車輛(Delivery Vehicle)進行搜查等。也是透過目視及實際

檢查(Visual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並使用掃描及探測設備、機械裝

置或警犬，對船舶物料進行檢查及核對。 

目前基隆港船舶物料進出口均由海關驗放，進出港區並由港警局

檢查管制由業者以書面向海關申請，俟核准後，始得辦理裝船事宜。

載用船舶日用品進港，除人、車佩掛通行證外，尚須持有「供應船舶

日用品申報表」由海關及港警局核章並於基隆港登記有案者後查驗放

行。另於船舶用品轉運運輸業者，應依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點

第十四條規定辦理；船舶小修用具，憑船舶小修業進港申請單查驗放

行。  

(5)非隨身行李裝卸(Handling Unaccompanied Baggage) 

對於乘客及船舶人員未隨身攜帶之任何行李之檢查或搜查，由港

埠設施移送到船上之前，對其予以標明並受適當之掃描與搜查。掃描

之責任應歸於港埠設施，不論港埠設施及船舶是否皆配備適當之掃描

設備。 

目前基隆港於非隨身行李卸船時，負責之裝卸公司工人會使用手

推車搬運至限制區域內，由海關人員負責查驗、攜帶超過限制外行李

並予課（補）稅。 

非隨身行李裝船時，經由海關人員給予檢查後由裝卸公司工人使

用手推車搬運至裝櫃區域裝櫃隨拖車裝船。旅客攜帶非隨身行李出入

境時，依海關「出入境旅客報關須知」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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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基隆港非隨身行李起岸裝卸檢查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整理。 

 

(6) 監視港埠設施保全(Monito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Port Facility) 

港埠設施保全機構應能在任何時候，包括夜間及能見度有限期間，

皆能監視港埠設施及其附近之陸上及水上之通道、港埠設施內之限制區

域、港埠設施內之船舶及船舶周圍區域。此種監視可利用照明

(Lighting)、保全守衛，包括步行、車輛及水上巡邏及架設自動侵入探測

裝置及監視設備(Automatic Intrusion Detection Devices and Surveillance 

Equipment)來輔助執行，確保港區不會出現保全死角。 

基隆港區各碼頭依作業特性均設有投光燈及長夜燈。散雜貨碼頭及

櫃場門口、集中查驗區置則設有 CCTV。全港區港警局每日經常性巡邏

勤務編排服勤人員配賦員警一至二名。各碼頭倉庫依港區行政責任區域

責任劃分範圍，適時轉知相關業務單位或有關派出所協調連繫查報或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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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基隆港港埠監視設施保全概況展示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整理。 

3.施行港口保全情形 

(1)施行背景 

a.美國雙子星大樓恐怖攻擊事件後，基於恐怖活動可能會利用癱瘓

港區運作來達成其摧毀國家經濟的手段，因此港口的保安以及貨物

的運送成為關鍵焦點。 

bb..為配合 SOLAS 公約 2002 年修正案及 ISPS Code 於 2004 年 0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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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日生效。於 2003 年推動辦理港口設施保全，港口設施保全評

估港區作業特性，以各從事船岸介面作業之單位與棧埠業者規劃

為一港口設施單元。此外，國際海事組織(IMO)於 2002 年 12 月

通過提升海事安全措施之 SOLAS 公約修正案及 ISPS 章程，規範

國際航行船舶及國際航線港口設施應執行之保安作為。 

(2)施行依據 

a.基隆港為防範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依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制定

SOLAS 第 XI-2 章修正案及 ISPS Code 之規範，年度依交通部指

示辦理年度查驗，並依據查驗缺失加強改善基隆港港口設施保全

工作。 

b.交通部於 2004 年 05 月 12 日認可基隆港 15 個港口設施之港口設

施保全計畫並核發 15 份港口設施符合聲明證照，並自 2004 年 07

月 01 日起執行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 

(3)基隆港整體保全組織 26

基隆港依碼頭作業特性於基隆港及附屬蘇澳及臺北港指定 15

個港口設施(PF)。各港口設施均已成立其港口設施保全組織，除保

全負責人已為「基隆港港口設施保全委員會」之委員外，每個 PF

均已指定 PFSO 依 ISPS Code 規定辦理港口設施保全事務，並完成

PFSA 與 PFSP。 

 

PFSO依 ISPS Code A編17.2規定職責和責任執行PFSA和PFSP

運作及訓練維護。「基隆港 15 個港口設施保全組織」均已建立各

PFSO 之 24 小時通訊資料並隨時更新，基隆港各港口設施保全組織

名稱及其負責之港口設施、基隆國際港口保全委員會組織運作表、

以及基隆國際港口保全委員會組織圖，請詳參表 3-1 及圖 3-6 所示。 

 

 
 

                                                 
26 基隆港務局（2009），基隆國際港口保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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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隆港保全組織表 

項次 港區位置 保全組織 備

註 

1 基隆港東 2-4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東 2、3、4 庫  

2 基隆港東 6-7，14-22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東 6、7、14 庫  

3 基隆港東 8-11 號碼頭 聯興國際通運(股)公司東岸貨櫃集散站  

4 台灣國際造船基隆廠 台灣國際造船基隆廠  

5 基隆港船舶交通水域設施區域 船舶交通管制組  

6 基隆港西 29-33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 29 外港區  

7 基隆港西 19-21 號碼頭 中櫃公司  

8 基隆港西 22-26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岸北櫃場  

9 基隆港西 16-18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岸南櫃場  

10 基隆港西 12B-15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 14 庫  

11 基隆港西 7-8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 7 庫  

12 基隆港西 2-4 號碼頭 棧埠管理處西 2、3、4 庫  

13 臺北港北 3-4 號碼頭 台北港貨櫃公司  

14 臺北港東 13-16 號碼頭 嘉基公司  

15 臺北港東 4 號碼頭後線汽車物流 東立物流  

16 臺北港東 15 號碼頭暨油品倉儲 台塑公司  

17 臺北港東 3 號碼頭暨油品設施 友亦公司  

18 臺北港東 4 號碼頭暨油品設施 淳品公司  

19 蘇澳港 蘇澳港分局  

20 臺北港 臺北港分局  

 資料來源：基隆港務局網站，http://www.klhb.gov.tw/，（瀏覽日期︰2010 年 0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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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基隆國際港口保全委員會組織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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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基隆港CIQS之執行機關及業務職掌 

基隆港務局建立港口協調聯繫平台為 CIQS，工作執行主要為船

舶進出通商口岸之檢查，依據商港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船舶入港，

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海關、衛生、移民及安全之申報及檢查事

項；出港時亦同」，惟該平台在運作上無法獲得相關單位的配合，應

於修法中加入該組織運作的依據及規範措施。其 CIQS 之中文字義

如下： 

1. C 代表海關：負責人員隨行李、貨(櫃)物檢查。 

2. I 代表入出境：本、外國人入出境之證照查驗。 

3. Q 代表防檢疫：執行人員及動植物進出口防(檢)疫。 

4. S 代表安全檢查：進出港區人車物品管制及船舶清艙、旅客人身

安全檢查。 

於後將分述有關基隆港CIQS之港口保全職責： 

1.海關 

主要業務除辦理關稅稽徵及查緝走私外，尚協助執行各項經

貿管制，代徵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及推廣貿易服務費與健康

福利捐等稅費，不僅與商民權益息息相關，在整體國際貿易環節

中，亦占有相當重要之地位。 

(1)海上巡緝：「海恩」、「海瀛」巡緝艇配駐基隆港，執行通商

口岸臨近海域之巡弋查緝任務；配駐花蓮分局之「海清」巡緝

艇及「海東」巡緝艇，則擔任花蓮及蘇澳港區海域之巡緝任務；

關稅總局「運星艦」除負責燈塔補給外，平時亦由基隆關稅局

指揮參與海上巡緝。  

(2)岸上查緝：基隆關稅局於基隆港區東西兩岸派駐稽查關員，24

小時全天候執行查緝任務，查察、監視港區貨櫃、物之起卸、

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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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貨櫃檢查：基隆關稅局為防杜貨櫃掉包走私，於基隆港東岸及

西岸南、北貨櫃儲運場，利用電腦掌控貨櫃進出，並設專人運

用「海關查緝走私情報系統」，過濾艙單資料，研判篩選可疑

貨櫃；在貨櫃運出碼頭之前開櫃檢視，如檢視困難，則押運至

貨櫃集散站詳細檢查。另已於 2010 年分別在基隆港及臺北港試

辦貨櫃儀器查驗。 

(4)行李檢查：基隆關稅局對入、出境旅客之行李，為兼顧查緝與

便民，採風險管理抽查，並以當場驗放為原則；另船員回航或

調岸攜帶之自用物品則實施普查，俾有效防止毒品、武器彈藥

或違禁品闖關。 

2.基隆港務局 

為加強港區災害緊急應變處理，及有鑑於邇近國際恐怖攻擊

事件層出不窮，而基隆港為一國際港口，進出基隆港船舶、貨物

種類、旅客或港區作業人員眾多複雜，且考量港區係屬高危險作

業場所，應變處理時效極屬重要，爰為防範港區災害發生，除將

繼續督促各公民營租賃業者加強港區各項作業安全管理外，並針

對維護港區及船舶、人員、重要設施安全與港區正常營運，運用

統合力量，於基隆港務局 PFSP 預設各種突發危機事件，有能力針

對事件發生時的急迫、威脅及不確定性，適切處理劫持或破壞等

保全事件，並在危機事件發展的不同階段中進行預測、計畫、檢

討與調整，以熟練港口保全作為，務期有效預防危機、處理危機、

消弭危機，習得最佳的危機處理作業方式，俾能肆應瞬息萬變的

突發狀況，避免禍害擴大，影響政經與社會安定，危及國家形象

與港口作業安全，確實維繫港區正常運作及重要設施之安全，以

提昇本港海上救災能力及港區災害緊急應變處理能力，並提昇港

區作業安全與效能。 

3 基隆港務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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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職司港區治安維護，促進國際貿易航業發展之基礎，依

據警察法令，執行查緝走私、偷渡等工作，並以順應全球化趨勢，

講求主動管理的思維，預先從戰略（防制威脅於國境外）、戰術（拒

止威脅於國境上）、技術（消弭威脅於國境內）等三個層次，妥善

規劃常態性的國境安全應變機制，杜絕一切不法活動，確保國境

安全。 

4.海巡署 

若有戰爭或事變發生時，依行政院命令將其納入國防軍事作戰

體系，惟平時以協助及執行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範非法入出國

事項，海岸及漁、商港之安全檢查為主，其業務職掌區域範圍為宜

蘭大濁水溪至新竹青天泉（均不含）間（含彭佳嶼、基隆、龜山島）

及馬祖地區海岸反走私、反偷渡與商漁港安檢任務。 

5.保三總隊 

為確保國家安全，貨櫃安檢自當有其必要性。且美國在 911 恐怖

事件後，美國國會通過「航空暨運輸安全法」，乃為保障國家安全及

國人權益上，頗值得我們效法。美國海關所倡議貨櫃安全協定

(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利用可移動式ㄇ字型貨櫃掃瞄車來

進行港口保全任務，以防止恐怖份子在港區利用貨櫃運送貨物方式從

事恐怖攻擊行為。 

基隆港實行 CIQS 機制之執行瓶頸情形 

我國船舶進出港檢查作業程序，早期係由各國際港口根據行政院

頒布之「國際港口聯合檢查中心設置辦法」及交通部令頒之「國際港

口聯合檢查中心辦事細則」所訂之各港口「國際港口聯合檢查中心作

業程序」辦理，由於戒嚴解除、各檢查單位推動電腦化及抽檢制度，

已無統一指揮督導及聯合辦公之實質功能，並為應行政程序法頒佈實

施，爰由交通部邀集各機場、港口檢查業務機關研商因應措施，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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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廢止前揭作業程序，另研商訂定「基隆國際港口檢查業務協調會

報作業要點」取代，港區 CIQS 檢查單位平時各依權責辦理相關事務，

涉跨單位需協調事宜，則透過會報協調機制相互協調支援，並由會報

召集人（港務局局長）做出指示或決議，列入會議紀錄函請業務相關

單位配合辦理。 

「基隆國際港口檢查業務協調會報作業要點」規定，會報目的主

要係為使「港口海關檢查、證照查驗、檢疫、緝私、商品檢驗、安全

防護及安全檢查等機關間於執行檢查業務認有需要協調聯繫時，希藉

由定期舉辦之業務協調會報，將各公務檢查單位需要相互協調支援之

事務，提送會報中討論，並由召集人作出指示或決議，列入會議紀錄

函請業務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期以提昇本港為民服務之品質」；會報

並由基隆港務局負責召集，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港區執行 CIQS（海關、移民署、檢疫局、港警局、海巡署）等

政府單位進行水平整合時，僅有行政規則，基隆港務局無法規範其他

友軍單位，接受指揮處理影響港口安全相關狀況，遇有走私偷渡案件

海或岸際情形不知通報何單位處置。 

為提升基隆港競爭力，建議修訂「基隆國際港口檢查業務協調會

報作業要點」，於要點中增設「港口檢查業務推動工作小組」指定主

政機關及協辦單位，具指揮權責，據以推動 CIQS 整合工作，藉由港

務局與港區 CIQS 友軍（海關、移民署、檢疫局、港警局、海巡署）

等政府單位進行水平整合及與港區相關從業進行垂直整合期使港區

執行檢查公務部門與港區相關從業業者能確實相互配合，以提升基隆

港服務品質與作業效能，並使檢查業務推動工作得以順利執行，由港

務局專責成立單一窗口，作為平時業者諮詢 CIQS 業務及各 CIQS 單

位之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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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基隆港務局執行 ISPS 作業程序（詳如圖 3-7 所示） 

(1) 航政監理作業程序 

目前進出港船舶預報系統及保全等級，係由航商業者先行將是否

持有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船舶連續概要記錄(CSR)及保全等級

等資料輸入「航運業及船舶進出港系統」內其後國際船舶保全證書

(ISSC)有效期限，及連續概要記錄(CSR)資料，由基隆港務局航政組

人員以人工方式鍵入系統內，以為後續查核之用。基隆港務局依章程

規定簽發基隆港籍國際航線船舶之船舶連續概要記錄。 

(2) VTS 管制作業程序 

遇有船舶報到時，即告知基隆港港口保全等級並詢問船舶保全等

級，同時通知欲靠泊碼頭保全員。由基隆港務局網站暨港棧連線系

統，預先查詢到港船舶保全等級；若發現船舶保全等級與基隆港港口

保全等級不符時，即通知欲靠泊碼頭保全員簽署保全聲明或通知港警

局勤務指揮中心或海巡艦艇加強戒備。 

(3) 港口安檢作業程序 

對於靠泊基隆港之船舶，海岸巡防署均依規定每航次執行船舶安

檢清艙檢查。而針對未實施 ISPS Code 船舶或船舶前曾靠泊未實施

ISPS Code 港口，基隆港將視情況執行港口國管制，港口設施必要時

也將會通知海岸巡防署及基隆港務警察局對該等船舶再加強安檢及

巡邏，而該類船舶靠泊碼頭後，亦將要求簽署「保全聲明」 

(4) 保全聲明之簽署 

保全聲明之簽署，有下列幾項要點： 

    A.我國非締約國，應船方之主動要求而簽署。 

    B.到港船舶最近曾發生保全事件或威脅。 

    C.在裝卸危險品貨物時簽署。 

    D.到港船舶前一停靠港口設施未依規定實施 ISPS Code。 

    E.到港船舶未依規定實施 ISPS Code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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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oS 之簽署，依船舶、港口設施各自所訂定之保全計畫格式  

     協調簽訂。 

(5) 基隆港執行 ISPS Code 主要檢查機關 

A.航政組(PSC)：查驗 ISSC、CSR。 

B.海巡署基隆港安檢所：船舶安全清艙檢查。 

C.海巡署第一海巡隊：外海水域巡邏查檢。 

D.基隆關稅局、港務警察局：貨物、人員查驗。 

E.移民署國境大隊：外籍船員、旅客查驗。 

F.基隆港各港口設施：保全協調及保全聲明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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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基隆港執行ISPS Code作業流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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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優缺點 

世界經濟逐步全球化和區域化，各國關於海洋或港口的相關法

規，也逐漸的朝向國際化發展，也逐漸配合國際相關法規，而漸有

統一之維護安全的標準作業程序。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成員，目前

尚難以加入世界海事組織等聯合國的專門機構，我國仍應注意各國

有關港口保全的法規與措施，適時檢討我國的法規與執行策略，此

乃攸關我國之安全與國家利益。 

一、優點（依法行政） 

依照國家安全法與海岸巡防法等法令規定，港口保全行為屬

於符合法律授權之行政行為；另方面，從維護海岸整體秩序與安

全立場言，採取普遍性之檢查，所顧及的層面最廣，對違法與違

規案件，可以即時查獲；並有嚇阻違法的效果。 

二、缺點（多頭馬車權責不明且無專法強制力） 

我國與港口保全之相關機關權責比較上劃分不明，容易混淆

不清，更可能導致執勤效率不彰，致縱使有再精良的武器與具有

專業技術和知識的人才亦無益。另外，港口管轄範圍劃分不明

確、法規缺乏一致性，亦是極需克服與檢討的問題。 

 

3.6 小結 

      由於 IMO 所訂定出的港口國管制檢查程序和其它相關的國際

法中，並沒有明顯的強調出，對於不符合項目或缺失目標，進行罰

責和應變措失，所以全球各國大多會依照聯合國所頒布的國際法

律，將以改編為國內法，並把未提到的罰則和適用性加入。該相關

重點整理如下： 

（1）各國陸續成立或重構海洋事務的專責單位 

        近年來，全球海洋遊戲規則已轉變。日本於 2007 年通過「海

洋基本法」與「海洋構築物安全水域設定法」，設置「海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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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大臣」(由國土交通省大臣兼任)負責海洋政策，成立「綜合

海洋政策本部」，中國成立海洋局，加拿大成立漁業及海洋部，

韓國、印尼、印度也成立類似的漁業海洋部。我國在未來的組織

再造規劃當中，已朝向成立海洋事務委員會之類似組織。 

（2）由於反恐與更大安全需求致各國提升海洋事務位階 

        2008 年 11 月，印度孟買發生經由海路進入之恐怖攻擊事

件，經過印度國防部檢討，負責印度海岸邊界安全的海岸警衛隊

得不到執行任務所需的船隻與飛機，使得海上警衛形同虛設。在

編制上，印度海岸警衛隊配備 106 艘大小艦艇與 52 架飛機，但是

印度海軍和海岸警衛隊卻缺少無人偵察機與可以執行遠距離任務

的偵察機，削弱印度的海上偵察能力。今 2009 年 02 月，印度海

軍總司令梅它(Sureesh Mehta)提出警告，恐怖分子可能使用貨櫃運

載核子武器，並呼籲加強港口安全；同時，印度擬強化情報機關

的預防能力，以及改進海岸安檢的設備。 

（3）海岸保全概念的轉型與改變 

        本文透過檢視美國、加拿大、日本、挪威之港口保全執行`

機制裡，可顯示出其發展背景、改革作法和制度特色，尤其是倘

若國家安全環境轉變，政府任務與組織應隨威脅轉變而有所調

整，且相應之法律亦必須隨之調整。可見早期我國的海岸保全制

度，主要在於防杜中國的海上威脅，海岸安檢成為支援作戰或軍

事防衛、防止中國可能滲透及海上不法行為等的機制，現今則轉

型為非傳統安全的防護工作，且須協調公私資源整合運用；但同

時須有更佳之 PFSP 設計，以防止敵入滲透與可能之犯罪。 

（4）加強與有關機關之協作關係 

        強化轄區情治單位聯繫，落實情資共享，另安檢所應自行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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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情資、分析，主動發掘不法徵候，進而成案偵辦，建立單位於

轄區不可取代地位。且應定期舉辦情報工作協調會報，建立聯繫

機制平台，加強各類案件情資蒐報與合作辦案。與轄內情報單

位、警（消）機關、救難單位及地方航政、漁政機關建立互協機

制，並建立聯繫機制平台，培養成共同偵辦事務之默契，俾加強

各類案件情資蒐報、合作辦案共同打擊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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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挪威、日本、加拿大及美國保全管理機關優、缺點比較表 

國 家 執 行 單 位 檢查對象 優 點 缺 點 

美 國 
1.海岸防衛隊 

2.海關及邊境保衛局 

1.船、貨為主 

2.人為輔 

實施三大檢查系統，使

港口安全檢查更有效率 
缺乏崗哨及通信系

統覆蓋，人員不

足，以及船隻老化 

日 本 
1.海上保安廳 

2.海關 

1.人、貨為主 

2.船為輔 

透過行政機關及港口單

位合作，提升了執行安

檢機制的效果 

遵守安全規定，因

而，造成經濟與安

全之間的衝突。尤

以嚴格的貨櫃與貨

物安全檢查，可能

造成進出口商的延

誤。 
 

加拿大 
1.海岸防衛隊 

2.海關 

1.船、貨為主 

2.人為輔 

透過商漁港暨海洋部有

效的管理廣大的海域及

增加部門間的橫向聯

繫，提高綜合協調能力

和管理效率。 

地方人士組成委員

會代表負責。納入

非營利組織的港口

機構，代表地方和

港埠使用者利益，

共同組成的管理委

員會。但由民間志

工所組成團體，能

否擔負起維持港口

安全的責任，有待

進一步研究。 

挪 威 
1.海岸警衛隊 

2.海關 

1.船、貨為主 

2.人為輔 

制訂專法執行商漁港安

檢工作，並於專法中規

定應與政府其他單位合

作，情報互相交流 

未規定常態性的港

口安檢制度，及風

險控管不足，容易

使國家安全產生疑

慮 

中 華 

民 國 

1. 通商口岸：港務

局、海關、海巡署、

港警局、保三 
2.非通商口岸：海巡

署 

1.海關：貨物

為主。 
2.保三：貨物

為主。 
3.港警局：人

為主。 
4.海巡署：

人、貨為主 
5.港務局：

人、船為主 

我國因四面環海，國際

間貨物運輸完全仰賴海

運及空運，其中海運因

運費成本較低、貨運量

龐大之特性故成為我國

進出口貨物運輸之主要

方式，我國基隆港以 
947 萬 TEU 位居 2005 
年世界第六大貨櫃裝卸

港。 

港口保全面臨問

題、欠缺國內法明

確規範、港口保全

單位眾多、權責不

明、船舶進港前過

濾管制機制之欠

缺。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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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4.1 問卷設計與發放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希望透過實地調查，了解現今基隆港港口保全執行成效，

故訪談曾參與 PFSP 基隆港港口保全成員的機構有：港務局、海巡署、

海關、港警局、保三及其他等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並分析，再透過重

要性程度分析法可嘗試找尋現今存在的一些缺失事項，最後再依其分

析結果歸納出關鍵因素，並按其認同程度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予

以分類，及參酌國外相關單位的執行方法，具擬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 

二、問卷設計之內容 

    本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法來取得初始資料，而問卷設計的內容可

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個人基本資料，第二部份為訪談題項內容。 

（一）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料：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度、機構單位、船舶檢查相關工作之

資歷、執檢所在地、身分別等七個變項。 

    1.性別：男性、女性。 

    2.年齡：所指為受訪者的實際年齡，分為五組。包括 21～30 歲、

31～40 歲、41～50 歲、51～60 歲、60 歲以上。 

    3.教育程度：分為小學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專院

校、研究所以上等。 

    4.機構單位：港務局、海巡署、港警局、海關、保三總隊、其他

等六組。 

    5.船舶檢查相關工作之資歷：分為九組，0～1 年、2～3 年、4～

5 年、6～7 年、8～9 年、9～10 年、11～15 年、16～20 年、

21 年以上（含）。 

    6.執檢所在地：分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離島等五組。 

    7.身分別：分為非主管、基層主管、中高階主管、其他等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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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部份為題項內容 

問卷題項分為三個大構面，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及可行性，而在

這三大構面下又細分 9 個因素來探討，其考量題項之說明，將於後

依其三大構面詳加介紹： 

一、安全性 

安全性構面之問項，主要是針對機制管理、裝備管理及港口設施

三方面來做探討。 

針對不同的港口安全管制方式，如：管理制度、人員、貨物、貨

櫃檢查標準作業、…等等型式，不同的單位在不同傳統背景及安檢作

業方式都有不同的要求。在安全及港口設施管理方面，ISPS Code 依

其章程做出規定，希望在人員、貨物進出港口時能夠避免多餘的意外

風險，但是也有可能會因為負責人員或公司未依照相關規定執行或防

範而造成船舶港口介面安全上的威脅。 

二、有效性 

有效性構面之問項，主要是針對單位教育訓練、法規修訂及專業

知識三方面來做探討。 

可能會因為不同類型的教育訓練、專業及法規，如：海關、港警

局、保三、海巡署、…等等單位，在人員、船舶、貨物進出港口時會

對船舶安全產生不一樣的風險程度。也因為船舶在承攬危險品貨物

時，在港口或航行途中發生意外事故，主要因素為老經驗人員不願於

外勤服務或由新進經驗不足，違反風紀案件及檢查鬆懈，而導致港口

發生危安事故且無法立即的處理，連帶影響損害到其他港口設施、貨

物、船舶、人員等方面。因而提高危險無法確保安全，進而威脅到港

口及設施船舶之安全。 

三、可行性 

可行性構面之問項，主要是針對協調合作、組織調整及狀況應變

三方面來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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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種類之危安特性，有可能因為各執檢單位不同的檢查規定及

要求，如：協調合作、單位間案件處分主從關係、組織整併…等等，

港區檢查單位眾多執行法規亦有所不同、無隸屬關係確在同一個港口

服務、也有部分檢查任務重疊，執行上遇到相當多問題，就貨物檢查

疏忽不當，將恐造成有心人士，利用貨物、船舶、人員等製造危害，

直接影響港口設施及船舶安全。 

下面將影響船舶海上運輸危險貨物之安全因素分為六個大構

面，包括安全、有效及可行性，而在這三大構面下又細分 9 個因素來

探討其衡量緣由為何，其所參酌之相關參考文獻及來源彙整成表

4-1。問卷方式參酌李克特五點量表方式來評分，分別劃分為「非常

認同」、「認同」、「沒意見」、「不認同」、「非常不認同」等五個尺度，

並依序給予 5、4、3、2、1 等分數數值，藉以得知填答者之認同程度，

然該部份之分析方法將作一詳細描述。 
 

表 4-1 問卷構面及題項參酌來源彙整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種 類 因 素 文 獻 

安  全  性 

管 理 機 制 
張金泉（2004）、陳貴財（2003） 
蔡宇鎮（2004） 

裝 備 管 理 
王中同（2004）、楊明勳（2004） 
王嘉瑛（2004）、 

港 口 設 施 
張子寰（2004）、 Roach, J. A.（2004）、、薛丞廷（2004）、
施昭儀（2005）、Barnes, P. and Oloruntoba, R.（2005） 

有  效  性 

教 育 訓 練 King, J.（2005）、黃世賢（2006）、鄭夙君（2006） 

法 規 修 訂 
洪文泉（2008）、林均穎（2007） 
汪毓瑋（2007） 

專 業 知 識 
吳政諺（2007）、 Koch, Christopher（2007）、 Skjong, 
R.（2007） 

可  行  性 

協 調 合 作 
周映彤（2006）、吳俊賢（2008） 
陳朝陽（2008）、陳威隆（2003） 

組 織 調 整 Goulielmos, A. M. and, Anastasakos, A. A（2005） 

狀 況 應 變 
李秀華（2004） 
Hetherington, C., Flin, R. and Mearns, K.（2006）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b4ev3I/search?q=auc=%22%E9%99%B3%E6%9C%9D%E9%99%B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Q1OLE/search?q=auc=%22%E6%9D%8E%E7%A7%80%E8%8F%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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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之發放、回收方式採用郵寄問卷(mail questionaries)、當面

指導問卷(personal administered questionaries)等兩種，其中當面指導問

卷於受訪者有疑問時，可馬上獲得解釋，又能在短時間內回收問卷，

這不但提高其問卷的信度，也使得問卷回收更有效率並節省成本。另

外，本問卷設計時，採用文獻蒐集分析問項，其問卷目標乃以深入實

地了解各執法單位在工作時，針對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

面，來了解基隆港在港口保全機制上可能發生的問題為何。 

本研究問卷收集方法之選擇，因受時間、地域範圍、經費與人力

侷限下，故問卷對象範圍為我國現職服務於港務局、海巡署、海關、

港警局、保三總隊和其他人員，為提高問卷填答有效性，及降低填答

者發生填寫偏誤的情形，所以部分採用當面指導問卷之方式進行調

查，藉以增加問卷的回收率。本研究之問卷訪談調查計畫如下： 

1. 發放對象：港務局、海巡署、海關、港警局、保三總隊、其他 

2. 填寫資格：需具有相關單位執法經驗者。 

3. 發放期程：2010 年 06 月 21 日至 2010 年 07 月 31 日 

4. 問卷調查員人數：2 人﹙學生與論文指導教授﹚ 

5. 發放份數：250 份 

本研究於發放期程間，曾透過電訪催收與 E-mail 催收各數次，

俟發放時間結束後，共回收問卷數為 203 份，問卷回收率為 81.2%，

經剔除無效問卷數 11 份，可供分析之有效問卷僅 192 份，有效性問

卷回收率為 94.58%。於後本研究將有效問卷之基本資料及填答結果

資料，於後做一扼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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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問卷填答單位及人數統計表  

問 卷 填 答 單 位 及 人 數 統 計 表 

單位 人數 單位 人數 

基 隆 港 務 局 2 0 海 岸 巡 防 署 1 1 2 

基 隆 關 稅 局 2 0 保 三 總 隊 2 0 

基 隆 港 警 局 1 0 其他（碼頭裝卸人員） 1 0 

合 計 1  9  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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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所有填答者基本資料概況表 
基本資料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21~30 歲 61 28.77  
31~40 歲 88 41.51  
41~50 歲 61 28.77  
51~60 歲 2 0.94  
60 歲以上 0 0.00  

 
 
 
 

年資 
 
 

0~1 年 15 7.08  
2~3 年 42 19.81  
4~5 年 27 12.74  
6~7 年 29 13.68  
8~9 年 21 9.91  
9~10 年 19 8.96  
11~15 年 23 10.85  
16~20 年 27 12.74  
21 年以上 9 4.25  

 
 
 
 
 
 
 
 
 
 
 

職    稱 
 
 

大隊長 9 4.25  
所長 20 9.43  
副所長 25 11.79  
科員 20 9.43  
小組長 32 15.09  
安檢士 26 12.26  
課長 1 0.47  
課員 2 0.94  
小隊長 2 0.94  
警佐 5 2.36  
組長 2 0.94  
組員 4 1.89  
小隊長 3 1.42  
隊員 11 5.19  
股長 2 0.94  
關務正 4 1.89  
技士 8 3.77  
辦事員 6 2.83  
科長 2 0.94  
科員 16 7.55  
技士 2 0.94  

碼頭裝卸人員 10 4.72  
 
 

執檢所在地 
 

北部 167 78.77  
中部 15 7.08  
南部 10 4.72  
東部 10 4.72  
離島 10 4.7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 

 

4.2 重要性程度分析法(IPA) 

本研究透過前章相關文獻蒐集彙整後，利用文獻歸納法將過

去對基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面對種種問題未能改善之相關研

究，再做有系統的蒐集、整理，配合問卷等田野調查後，再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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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程度分析法的模式，經由基隆港區內曾服務機關類型、安全

檢查年資的先導下，來瞭解港口保全於基隆港區內各機關單位港務

局、海關、海巡署、港警局、保三之職場環境中，先行排除公務體系

及法令規章同質性構面，主要探討港口保全面對安全、有效、可行

性三種構面等相關危安因素對港口安全的影響程度。 

重要表現程度分析法 27

重要表現程度分析法亦經常被行銷專家用來檢視顧客對於產品

屬性的要求，Martilla James (1977)應用它來檢視汽車業的表現，Hawe, 

Kiser and Rao (1982)和 Hawes and Rao (1985)利用重要表現程度分析

法的概念在退休社區及健保的應用上，Sethna (1982)發現 IPA 對辨別

服務品質是個有效且有用的工具。然而重要表現程度分析法，不僅評

估使用者對產品（如活動或服務等）屬性偏好，也評估供給者在屬性

上的表現程度，依其分析方法也可套用於非營利行銷上。（O’Sullivan, 

1991；吳忠宏、黃宗成，2001）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在 1970 年代的末期開始成為一個受歡迎的管理工具，且常被應用在

辨識商標、產品、服務、觀光、零售業等的優勢與劣勢(Cheron, et al, 

1989; Chapman,1993; Kozak and Nield, 1998; Chu Choi, 2000)。

Hemmasi, et al, (1994)認為衡量餐旅業的服務品質可利用IPA做為另

一種替代方法，這將有別於一般傳統使用的由Parasuraman, Zeithaml 

Berry (1988a, 1988b)所發展出來之SERVQUAL法。 

IPA 常被使用為服務品質衡量工具，其主要觀念是將重要性與認

同情形的平均得分製圖於一個二維矩陣中 (Martilla James, 

1977;Huang ,et al,2006)，其縱軸表示顧客對服務屬性的滿意程度，

橫軸則表示顧客對服務屬性重視程度，而此橫縱軸將交叉形成四個

                                                 
27 Martilla, J. A., & James, J. C. (1977),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41, No. 1, pp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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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如圖 4-1。其各象限意涵之說明如後： 

ㄧ、第一象限(Ⅰ)「繼續保持」表示重要程度與表現程度的評價

皆高，落在此象限中的屬性應該繼續保持。 

二、第二象限(Ⅱ)「有待努力」表示重要程度高但是表現程度不

佳，此象限中的屬性是供給其他單位針對專業及資訊應該加

強改善的重點。 

三、第三象限(Ⅲ)「積極改善」則是兩者皆差，此象限中的屬性

表示改善的優先順序較高。 

四、第四象限(Ⅳ)「有待努力」表示重要程度低但是表現良好，

此象限的屬性可能是供給過度。 

 

 

 

認同程度 

 

 

       重要性程度 
圖4-1 重要性程度分析圖 

本文藉由圖 4-1 之 IPA 精神涵意，予以修改或「改良式 IPA」

來研析本議題，其「改良式 IPA」之 X 軸、Y 軸分別為 A 單位之

認同度及 B 單位之認同度，將其分析模式予以改良後，探討港口

保全各機關單位人員、裝備、設施、法規及危安因素程度分析。

本研究將各港口保全機關單位人員填答問項之重要程度當成橫

軸(X 軸)之「A 單位認同程度」，同一問項之填答認同程度當成縱

第二象限  

有待努力  

第一象限  

繼續保持  

第三象限  

積極改善 

第四象限  

有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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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Y 軸)的「B 單位認同程度」，再將各題項的總平均值當作軸心，

分割為四個象限，其各象限所代表的意義如下： 

(一)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即本文研究所使用之第一象限，表

示落於此區之問卷題項內容，表示港口保全人員工作安全

上，在填答者意見共識幾無差異情形下，該象限內的所述

之因素，並非為主要影響其工作上的安全因素。 

(二)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即本文研究所使用之第二象限，表

示落於此區的問項內容，在填答者意見共識雖有明顯差異

情形下，該象限內的各題項所述之因素，確實仍為主要影

響其工作上的安全因素。但因執檢人員實際所遭遇情形不

同下，多數問卷訪談者皆表示該問卷題項仍需要重視它對

港口安全威脅性，其威脅港口保全人員工作安全程度雖

小，港口保全人員仍應稍加注意與予以改善消除該危險境

況的產生。 

(三)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即本文研究所使用之第三象限，表

示落於此區的問項內容，在填答者意見共識雖有明顯差異

情形下，該象限內的各題項所述之因素，確實仍為主要影

響其工作上的安全因素。但因港口保全實際所遭遇情形不

同下，多數問卷訪談者皆表示該問卷題項仍需要重視它對

港口安全威脅性，其威脅執檢人員工作安全較為明顯，主

政機關應特別注意與優先予以執行改善作為。 

(四) 第四象限「專業分工」：即本文研究所使用之第四象限，表

示落於此區的問項內容，表示港口保全領域較為專業，必

要時可以就專業分方面努力，在填答者意見共識幾無差異

情形下，本項極為重要確保其港口執檢上的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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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單位認同程度 

 

 

                               
                                 A單位認同程度 

圖4-2 改良式重要性程度分析圖 
 

4.3 建構改良式 IPA 分析模式 

本研究在區分安全性、有效性和可行性三大構面問卷題項的重要

性程度上，分別有 5 個選項，並請問卷訪談之填答者依其認知勾選，

所勾選出的數字愈大代表該項問題愈趨認同與重要，接著透過 Excel

將各問題基本資料予以統計整理，並計算出每項問題之平均值，並定

義兩單位分別所得各題項之平均值為 X 軸和 Y 軸的座標參考值，各

單位按三大構面統合之整體平均數，為 IPA 分析圖表上之四個象限區

分點，然後便可將此所有各點數值繪製成 IPA 分析圖，來進行本研究

之細部分析。 

 

4.3.1 港務局(X 軸)針對全部人員、其它單位、保三總隊、海巡署、海

關、港警局(Y 軸)之 IPA 分析 

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務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第二象限  

專業分工（B主A輔） 

第一象限  

優先整合 

第三象限  

次要整合 

第四象限  

專業分工（A主B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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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務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高，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低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

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4 所示，於

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

出現 1 次、A2 出現 1 次、A6 出現 3 次、A7 出現 3 次、A8 出現

1 次、A9 出現 1 次、A11 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關通資系統（如：查詢個

資、港務船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A7 您認為貴單

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A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訊系統安全性良好。此三個題目

為該構面中，港務局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

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提出各單位安檢、船管、事件

反應及港口管理資訊系統整合及資源分享，建立標準化資訊平

台，提供各單位相同規格之軟硬體設備並隨時更新資料庫，以達

到執行上的一致性及即時性，有利於港口保全的問題早期發現，

迅速處置。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5 所示，於

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出現 2 次、A13 出現 5 次、A14 出現 2 次、A21 出現 4 次、A22

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

標準或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

安檢設備對船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

局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

事項，準此，應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員熟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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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並進行修法配合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將條文

具體化及增訂罰責以達到一致上的標準作業規範，增進執法上的

強制力及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6 所示，於

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7 共

出現 2 次、A29 出現 4 次、A33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29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專

責主管機關；A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不同的學經

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異。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認同

相對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

基於此，應成立專責機關港航局執行督導港口營運公司依保全計

畫做好保全工作，避免兼職產生罅隙影響港口安全，以達到一致

上的執檢標準作業程序，確保執法上的可行及完整性。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務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務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深

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4 所示，於

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3 共出

現 6 次、A4 出現 3 次、A10 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關政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

般；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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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

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保全事項，基於此，應成立專責機關

及加強教育訓練、專長在職訓練的改進，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

新國際形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

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訂以達到

認知上一致的標準，增進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5 所示，於

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5 共

出現 1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出現 3 次、A18 出現 1 次、A19

出現 1 次、A2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6 您在辦理

安全檢查工作上能有效熟悉使用高科技裝備；A17 您個人已清楚

港口保全機制之執行標準；A24 您常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所採購

配發之高科技安檢裝備。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相對上較

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保全事項，基於

此，應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熟悉操作程序

及基本資料輸入並進行修法配合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將條文具體

化及增訂罰責，加強高科技裝備妥善率及案例教育訓練，以達到

執行上的一致作為，增進執檢法律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6 所示，於

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4 次、A30 出現 3 次、A31 出現 1 次、A32 出現 1 次、A34

出現 4 次、A35 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5 您覺得現

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口保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揮

功效；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

應屬配合執行機關；A34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

應最先進行法令的修繕，而非組織的調整。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

港務局認為相對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則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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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基於此，港口各機關應將整頓計畫按階段執行，法規改善應

修正商港及相關法令規章以符合現況和未來需求，應繼續努力強

化機制，確保執法上的可行性較無爭議。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務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務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易忽略

或不符合現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4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4 共出

現 3 次、A5 出現 6 次、A10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A5 您

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A10 您

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全又可靠。三個題目為該構面

中，港務局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

較高保全事項，基於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提出教

育訓練及案例教育、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及稽核標準等改善措施，

以防止產生港口安全上的疑慮及協助解決方案。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5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5 共

出現 6 次、A16 出現 2 次、A17 出現 2 次、A18 出現 4 次、A19

出現 4 次、A24 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5 您曾經因

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機制檢查行為；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

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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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三個題目為該構面

中，港務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

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

依據，提出教育訓練及案例教育、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及稽核標準

等改善措施，以防止產生港口安全上的疑慮及協助解決方案，以

確保管制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6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2 次、A30 出現 3 次、A31 出現 5 次、A32 出現 4 次、A34

出現 2 次、A35 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由統計結果得

知，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

屬配合執行機關；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5 您認為未來

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令的

修改。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

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

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提出資訊系開發與運用於執檢並

將各單位相關港口保全整合，包括改善措施，以機關組織調整及

法規修改以符合未來需求，確保實務上的可行性。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務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務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高，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在執

行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4 所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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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

現 5 次、A2 出現 5 次、A6 出現 3 次、A7 出現 3 次、A8 出現 5

次、A9 出現 5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 您

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成效良好。A2 您認為目前我國

港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

時可及時使用相關通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舶進出港動

態、貨物報關、…等）；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訊

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A8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船舶

安檢人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訓練要求；A9 您認為

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

訓練要求；A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訊系統安全性良

好。七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同較重要的

保全事項，也代表了在安全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未來仍應

繼續提高專業知識法規、資訊等相關進階訓練、以因應未來可能

發生之狀況。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5 所示，於

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出現 3 次、A13 出現 2 次、A14 出現 3 次、A20 出現 5 次、A21

出現 3 次、A22 出現 5 次、A23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港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

用；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

所差異；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資訊系統

（如查詢或統計等）助益良多；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

對船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

照查驗具有效益；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檢資訊系

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有成效。六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

務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同較為重要的保全事項，也代表了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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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應繼續專業訓練以保持港口保全專業

執檢的形象。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 至圖 18 所彙整成之表 4-6 所示，於

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務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6 共

出現 6 次、A27 出現 4 次、A28 出現 6 次、A29 出現 2 次、A33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

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間；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

口保全機關具有整合必要性；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

不易整合；A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不同的學經歷，

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異。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務局與其它各

單位均認同較為重要的保全事項，也代表了在可行性方面，獲得

極大的肯定，應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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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港務局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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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港務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3 全部人員 A1,A2,A6,A8,A9 
港警局 A3 港警局 A1,A2,A7,A8,A9 
海關 A3 海關 A1,A6,A7,A8,A9,A11 
海巡署 A3,A4 海巡署 A2,A6,A8,A9 
保三 A3,A4,A10 保三 A1,A2,A8,A9,A11 
其他 A3,A4 其他 A1,A2,A7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4,A5,A10 全部人員 A7,A11 
港警局 A4,A5,A10 港警局 A6,A11 
海關 A4,A5,A10 海關 A2 
海巡署 A5,A10 海巡署 A1,A7,A11 
保三 A5 保三 A6,A7 
其他 A5,A10 其他 A6,A8,A9,A11 

 
表 4-5 港務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6,A17 全部人員 A12A14A20A22A23 
港警局 A15 港警局 A13A21A22 
海關 A24 海關 A12A13A20A21A22A23 
海巡署 A16,A17 海巡署 A12A14A20A22A23 
保三 A16,A17,A24 保三 A14A20A23 
其他 A18,A19,A24 其他 A20A21A22A23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5,A18A19A24 全部人員 A13,A21 
港警局 A15 港警局 A13,A21,A22 
海關 A15,A16,A17,A18,A19 海關 A14 
海巡署 A15,A18,A19,A24 海巡署 A13,A21 
保三 A15,A18,A19 保三 A12,A13,A21,A22 
其他 A15,A16,A17 其他 A12,A13,A14 

 
表 4-6 港務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5,A34 全部人員 A26,A27,A28,A33 
港警局 A25,A30A34 港警局 A26A27,A28,A33 
海關 A30,A31,A32 海關 A26,A27,A28,A29 
海巡署 A34 海巡署 A26,A27,A28,A29,A33 
保三 A25,A30,A34 保三 A26,A28 
其他 A25,A35 其他 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30,A31,A32,A35 全部人員 A29 
港警局 A31,A32 港警局 A29 
海關 A25,A34,A35 海關 A33 
海巡署 A25,A30,A31,A35 海巡署 0 
保三 A31,A32,A35 保三 A27,A29,A33 
其他 A30,A31,A32,A34 其他 A27,A29,A33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2 海巡署（X 軸）針對全部人員、其它單位、保三總隊、海關、

港務局、港警局（Y 軸）之 IPA 分析： 

海巡署與其它六個單位之比較： 

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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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巡署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巡

署認為認同程度較高，但其它單位相隊認同程度較低的問題。因

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

大)，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7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

共出現 1 次、A4 出現 4 次、A6 出現 3 次、A8 出現 1 次、A9 出

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由統計結果得知，A4 貴單位在

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為此構面中，

海巡署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

保全事項，基於此，應賡續加強人員教育訓練並強化專業知能，

狀況處理的應變訓練與實作也要改進，以達到執行上的一致作

為，才能確保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8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出現 2 次、A14 出現 2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出現 3 次、

A22 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該構面中被選取出來的問

題，都小於本象限定義的次數(4 次)，基於此，海巡署在此象限

的有效性方面，是不需要特別去改善或努力的，且執法上的有效

性明顯可行。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9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7

共出現 2 次、A29 出現 4 次、A33 出現 3 次、A34 出現 3 次，由

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9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

機制整合後，應屬專責主管機關。該題項為此構面中，海巡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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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

項，基於此，就現況而言海巡署的主要任務均為執行事項，非主

管機關面臨許多問題，要由主管機關決策將會影響政府決策與執

行，應確實改善從組織調整整併成一個機關負責，以達到政府是

一體的，才可確保執法上的可行性。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巡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巡署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

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7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現 6 次、A7 出現 4 次、A10 出現 1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

分析資訊可得知，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關 

通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

等）；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訊系統足以因應港

口保全機制工作。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巡署相對上較為不認

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保全事項，基於此，應

提出資訊運用與整合的改進方案提高處置能力，狀況或有問題之

資訊能獲得解決，以確實將港口保全工作專責化，以增進港口的

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8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3

共出現 2 次、A18 出現 2 次、A19 出現 2 次、A21 出現 3 次、A24

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24 您常需使用港口保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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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採購配發之高科技安檢裝備。該題項為此構面中，海巡署相

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保全事

項，基於此，現在各單位人員都在精減，為有效執行任務應以科

技取代人力方面檢討及簡併不必要之工作的改進方向，以達到認

知上的一致，增進執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9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4 次、A30 出現 3 次、A31 出現 1 次、A32 出現 1 次、A35

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

範之港口保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揮功效。該題項為

此構面中，海巡署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

同程度較高保全事項，基於此，應提升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

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

令修訂，確保執法上的可行性。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巡署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巡署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易忽略

或不符合現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7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5 共出

現 6 次、A7 出現 2 次、A10 出現 5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

無法處理；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全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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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

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

述二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提出改善措施，以防止產生港口安全上

的疑慮。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8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3 共

出現 4 次、A15 出現 6 次、A18 出現 4 次、A19 出現 4 次、A21

出現 3 次、A24 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

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A15 您

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機制檢查行為；A18 貴單位對

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A19 您個人對

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四個題目為該

構面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

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四個題目為

參考依據，提升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

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訂，以確保管制上

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9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2 次、A30 出現 3 次、A31 出現 5 次、A32 出現 5 次、A35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

維條碼資料案件；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

整，而非法令的修繕。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

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

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提升政府應變能

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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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配合法令修訂，以確保實務上的可行性。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巡署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巡署認

為認同程度較高，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在執行

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7 所示，於

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 共出

現 5 次、A3 出現 5 次、A4 出現 2 次、A6 出現 3 次、A8 出現 5

次、A9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

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

保全之有關政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A8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

口船舶安檢人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訓練要求；A9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

證照與訓練要求。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位均

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安全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

應繼續保持。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8 所示，於

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1 共

出現 1 次、A12 出現 4 次、A14 出現 3 次、A16 出現 2 次、A17

出現 3 次、A20 出現 6 次、A22 出現 4 次、A23 出現 6 次，由此

分析資訊可得知，由統計結果得知 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港口保

全設備對「港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

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益良多；

A22 您現今高科技保全設備對人員證照查驗具有效益；A23 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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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

具有成效。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

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有效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資訊系

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

瞭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新進人應先期輔導教學，

資深幹部帶領，實作教育專業知能，瞭解裝備操作。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19 至圖 36 所彙整成之表 4-9 所示，於

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巡署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6 共

出現 6 次、A27 出現 4 次、A28 出現 6 次、A29 出現 2 次、A33

出現 3 次、A3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由統計結果得

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

改善空間；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整合必要性；

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合。三個題目為該構面

中，海巡署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可行

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應繼續保持，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

並訓練執檢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執檢人員進用應

訂定標準，並法律背景處理狀況能有明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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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海巡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84 

表 4-7 海巡署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 全部人員 A2,A3,A6,A8,A9 
港務局 A1,A7,A11 港務局 A2,A6,A8,A9 
海關 A1,A7,A11 海關 A3,A6,A8,A9 
港警局 A1,A7 港警局 A2,A3,A8,A9 
保三 A1,A10,A11 保三 A2,A3,A4,A8,A9 
其他 A1,A7 其他 A2,A3,A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5,A7,A10,A11 全部人員 A4 
港務局 A5,A10 港務局 A3,A4 
海關 A5,A10 海關 A2,A4 
港警局 A5,A10,A11 港警局 A4,A6 
保三 A5,A7 保三 A6 
其他 A5,A10,A11 其他 A6,A8,A9 

 
表 4-8 海巡署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0 全部人員 A12,A14,A17,A20,A22,A23 
港務局 A13,A21 港務局 A11,A12,A20,A22,A23 
海關 A13,A21,A24 海關 A12,A20,A22,A23 
港警局 A18,A19,A24 港警局 A12,A14,A16,A17,A20,A23 
保三 A24 保三 A14,A16,A17,A20,A23 
其他 A18,A19,A21,A24 其他 A20,A22,A23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3,A15,A18,A19,A21,A24 全部人員 0 
港務局 A15,A18,A19,A24 港務局 A16,A17 
海關 A15,A18,A19 海關 A14,A16,A17 
港警局 A13,A15,A21 港警局 A22 
保三 A13,A15,A18,A19,A21 保三 A12,A22 
其他 A13,A15 其他 A12,A14,A16,A17 

 
表 4-9 海巡署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5 全部人員 A26,A27,A28,A33,A34 
港務局 0 港務局 A26,A27,A28,A29,A33 
海關 A30,A31,A32 海關 A26,A27,A28,A29 
港警局 A25,A30 港警局 A26,A27,A28,A33,A34 
保三 A25,A30 保三 A26,A28,A34 
其他 A25,A35 其他 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30,A31,A32,A35 全部人員 A29 
港務局 A25,A30,A31,A32,A35 港務局 A34 
海關 A25,A35 海關 A33,A34 
港警局 A31,A32,A35 港警局 A29 
保三 A31,A32,A35 保三 A27,A29,A33 
其他 A30,A31,A32 其他 A27,A29,A33,A34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港警局（X 軸）針對全部人員、其它單位、保三總隊、海巡署、

海關、港務局（Y 軸）之 IPA 分析： 

港警局與其它六個單位之比較： 

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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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各構面中，以港警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警局相

對認同重要性較大，但其它單位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因

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

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0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現 1 次、A2 出現 1 次、A3 出現 1 次、A7 出現 3 次、A8 出

現 1 次、A9 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由統計結果得知，

該構面中被選取出來的問題，都小於本象限定義的次數(4 次)，因

此，港警局在此象限的安全性方面，是不需要特別去改善或努力

的，也代表了港口保全人員在安全上的認同是有一致的共識。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1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出現 2 次、A14 出現 2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出現 3 次、A18

出現 5 次、A19 出現 5 次、A2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

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建置保全資訊管理

系統並訓練執檢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港口保全人

員進用應訂定標準，並法律背景處理狀況能有明確判斷，增進執

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2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3 次、A27 出現 2 次、A30 出現 4 次、A33 出現 3 次、A3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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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關。該題項為此構面

中，港警局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

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提升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

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訂。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警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警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深

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0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4 共

出現 3 次、A6 出現 4 次、A10 出現 1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分

析資訊可得知，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關通資

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該題項為此構面中，港警局認為相對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則認

為認同程度較高之保全事項，基於此，部分機關基於資訊安全，

未開放網際網路，無法即時查詢影響處理時效，應適度開放以技

術方式克服問題，增進資通訊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1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3

共出現 2 次、A21 出現 3 次、A22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

知，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照查驗具有效益。該題

項為此構面中，港警局認為相對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

程度較高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爭取國際交流機會並定期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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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規範訓練要求取得國際證照，以符合現況。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2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9

共出現 3 次、A31 出現 1 次、A32 出現 1 次、A35 出現 1 次，由

此分析資訊可得知，該構面中被選取出來的問題，都小於本象限

定義的次數(4 次)，因此，港警局在此象限的可行性方面，是不需

要特別去改善或努力的，也代表了執法人員在規則上的認知是有

共識的。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警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警局認

為認同程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之保全事項，

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

易忽略或不符合現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0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4

共出現 3 次、A5 出現 6 次、A6 出現 2 次、A10 出現 5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

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

案件資料安全又可靠。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

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

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二個題目為參考依據，建置保全資訊管

理系統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港口

保全人員進用應訂定標準，並法律背景處理狀況能有明確判斷。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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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3

共出現 4 次、A15 出現 6 次、A21 出現 3 次、A22 出現 1 次，由

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港口保

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位

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

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二個題目為參考依據，現今商港內法規命

令，已多年未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新進人應先期

輔導，資深幹部帶領，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位任務，以確

保管制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2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9

共出現 3 次、A31 出現 5 次、A32 出現 5 次、A35 出現 5 次，由

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

件；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5 您認為

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

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

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港區內各單位各有執法依

據，範圍不同且有業務重疊情形，應跨部會署檢討整併，以發揮

應有功能，以確保實務上執行港口保全資訊整合的可行性及必要

性。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港警局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警局相

對認同重要性較大，且其它單位其認同程度也較高之保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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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

在執行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0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

出現 5 次、A2 出現 5 次、A3 出現 5 次、A7 出現 3 次、A8 出現 5

次、A9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

「港口保全機制」成效良好；A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

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關政

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A8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船舶安檢人

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訓練要求；A9 您認為貴單位

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訓練要

求。五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

問題，也代表了在安全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應繼續保持，

賡續對於港區內各單位各有執法依據，範圍不同且有業務重疊情

形，應跨部會署檢討整併，以發揮應有功能。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1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1

共出現 1 次、A12 出現 4 次、A14 出現 4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出現 2 次、A18 出現 1 次、A19 出現 1 次、A20 出現 6 次、A23

出現 6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

備對「港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

會因檢查人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

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益良多；

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

全上覺得具有成效。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位

均認為較重要的問題，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線，並

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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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37 至圖 54 所彙整成之表 4-12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港警局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3 次、A26 出現 6 次、A27 出現 4 次、A28 出現 6 次、A30

出現 2 次、A33 出現 3 次、A34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

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

改善空間；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整合必要性；

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合。三個題目為該構面

中，港警局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可行

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應繼續保持，仍需提升政府應變能力，

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

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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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港警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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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港警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6 全部人員 A1,A2,A3,A8,A9 
港務局 A6,A11 港務局 A1,A2,A7,A8,A9 
海關 A6,A11 海關 A1,A3,A7,A8,A9 
海巡署 A4,A6 海巡署 A2,A3,A8,A9 
保三 A4,A10,A11 保三 A1,A2,A3,A8,A9 
其他 A4 其他 A1,A2,A3,A7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4,A5,A10,A11 全部人員 A7 
港務局 A4,A5,A10 港務局 A3 
海關 A4,A5,A10 海關 A2 
海巡署 A5,A10,A11 海巡署 A1,A7 
保三 A5A6 保三 A7 
其他 A5,A6,A10,A11 其他 A8A9 

 
表 4-11 港警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2 全部人員 A11,A12,A14,A16,A20,A23 
港務局 A13,A21,A22 港務局 A12,A14,A20,A23 
海關 A13,A21,A22 海關 A12,A20,A23,A24 
海巡署 A22 海巡署 A12,A14,A16,A17,A20,A23 
保三 0 保三 A14,A16,A17,A20,A23,A24 
其他 A21,A22 其他 A18,A19,A20,A23,A2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3A15A21 全部人員 A18,A19,A24 
港務局 A15 港務局 A16,A17,A18,A19,A24 
海關 A15 海關 A14,A16,A17,A18,A19 
海巡署 A13A15A21 海巡署 A18,A19,A24 
保三 A13A15A21A22 保三 A12,A18,A19 
其他 A13A15 其他 A12,A14,A16,A17 

 
表 4-12 港警局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0 全部人員 A25,A26,A27,A28,A33,A34 
港務局 A29 港務局 A26,A27,A28,A33 
海關 A29,A31,A32 海關 A26,A27,A28,A30 
海巡署 A29 海巡署 A26,A27,A28,A33,A34 
保三 0 保三 A25,A26,A28,A30,A34 
其他 A35 其他 A25,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29,A31,A32,A35 全部人員 A30 
港務局 A31,A32,A35 港務局 A25,A30,A34 
海關 A35 海關 A25,A33,A34 
海巡署 A31,A32,A35 海巡署 A25,A30 
保三 A29,A31,A32,A35 保三 A27,A33 
其他 A29,A31,A32 其他 A27,A30,A33,A34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4 海關（X 軸）針對全部人員、其它單位、保三總隊、海巡署、

港務局、港警局（Y 軸）之 IPA 分析： 

海關與其它六個單位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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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關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關認

為認同程度較高，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低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

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3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現 1 次、A3 出現 1 次、A6 出現 3 次、A7 出現 4 次、A8

出現 1 次、A9 出現 1 次、A11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

全機制工作。該題項為該構面中，海關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

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現今商

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資深幹部帶領，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

單位任務，增進系統實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4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關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出現 2 次、A13 出現 5 次、A21 出現 4 次、A22 出現 2 次、

A2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

全檢查標準或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A21 您認為現

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船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二個題目為該構

面中，海關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

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現今商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

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新進人應先期輔導，資深

幹部帶領，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位任務，增進執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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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5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9

共出現 4 次、A30 出現 4 次、A31 出現 5 次、A32 出現 6 次，

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9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

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專責主管機關。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

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關；A31 您

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

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相對認

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認為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

項。基於此，應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線，並建立

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確保資訊及單位整合執法上的可行性。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海關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關認為

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因此，可

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深入

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3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 共出

現 6 次、A4 出現 3 次、A10 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該題項為

此構面中，海關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

較高的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現今商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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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增進港口的法律的適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4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關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4 共

出現 5 次、A16 出現 4 次、A17 出現 4 次、A18 出現 3 次、A19

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

檢查人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A16 您在辦理安全檢查工

作上能有效熟悉使用高科技裝備；A17 您個人已清楚港口保全機

制之執行標準。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相對上較為不認同，

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此，現今

商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資深幹部帶領，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

位任務，增進執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5 所示，於

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

現 5 次、A33 出現 4 次、A34 出現 4 次、A35 共出現 1 次，由此分

析資訊可得知，A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口保全機制於

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揮功效；A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

查人員不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異；A34 您認為未來進

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法令的修繕，而非組織的調

整。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

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此，應現今商港內法規命

令，已多年未修改，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新進人應先期輔

導，資深幹部帶領，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位任務，確保執法

上的可行性。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並

在各構面中，以海關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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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關認為認同程

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的問題。因此，可以依統

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易忽略或不符合現

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3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4 共出現 3

次、A5 出現 6 次、A10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5 您個

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A10 您認為

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全又可靠。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

關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

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建置保

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

入，以防止產生港口安全上的疑慮。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4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關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4 共出現

1 次、A15 出現 5 次、A16 出現 2 次、A17 共出現 2 次、A18 共出現

3 次、A19 共出現 4 次、A25 共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由

統計結果得知，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機制檢查

行為；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

暢。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

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

二個題目為參考依據，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

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部港務局整

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落實執行，以確

保管制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5 所示，於

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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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A33 出現 2 次、A34 出現 2 次、A35 共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

訊可得知，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

組織的調整，而非法令的修繕。該題項為此構面中，海關與其它各

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

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該題目為參考依據，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

部港務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落實

執行，以確保實務上的可行性。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並在

各構面中，以海關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

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海關認為認同程度較

高，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高的問題。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

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在執行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3 所示，於該

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現 5

次、A3 出現 5 次、A6 出現 3 次、A7 共出現 3 次、A8 共出現 5 次、

A9 共出現 5 次、A11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 您認為

貴單位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成效良好；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

口保全之有關政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A8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

口船舶安檢人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訓練要求；A9 您

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

與訓練要求。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

的問題，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部港務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

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落實執行。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4 所示，於該

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關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出現 3

次、A13 出現 1 次、A19 出現 1 次、A20 共出現 6 次、A22 共出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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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A23 共出現 6 次、A24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

助益良多；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照查驗具有效益；

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

間。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海關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

也代表了在有效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應繼續保持，仍需提升

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

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訂。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55 至圖 72 所彙整成之表 4-15 所示，於該

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海關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6 共出現 6

次、A27 出現 4 次、A28 出現 6 次、A29 共出現 2 次、A30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

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間；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

整合必要性；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合。三個題目

為該構面中，海關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可

行性方面，提升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

組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及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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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海關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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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海關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 全部人員 A1,A3,A6,A8,A9 
港警局 A2 港警局 A1,A3,A7,A8,A9 
港務局 A2 港務局 A1,A6,A7,A8,A9,A11 
海巡署 A2,A4 海巡署 A3,A6,A8,A9 
保三 A2,A4,A10 保三 A1,A3,A8,A9,A11 
其他 A2A4 其他 A1,A3,A7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4,A5,A10 全部人員 A7,A11 
港警局 A4,A5,A10 港警局 A6,A7 
港務局 A4,A5,A10 港務局 A3 
海巡署 A5,A10 海巡署 A1,A7,A11 
保三 A5 保三 A6,A7 
其他 A5,A10 其他 A6,A8,A9,A11 

 
表 4-14 海關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4,A16,A17 全部人員 A12,A20,A22,A23 
港警局 A14,A16,A17,A18,A19 港警局 A19,A20,A23,A24 
港務局 A14 港務局 A12,A13,A20,A21,A22,A23 
海巡署 A14,A16,A17 海巡署 A12,A20,A22,A23 
保三 A14,A16,A17,A18 保三 A20,A23,A24 
其他 A18,A19 其他 A20,A21,A22,A23,A2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8,A19,A25 全部人員 A13,A21,A24 
港警局 A15 港警局 A13,A21,A22 
港務局 A15,A16,A17,A18,A19 港務局 A24 
海巡署 A15,A18,A19 海巡署 A13,A21,A24 
保三 A15,A19 保三 A12,A13,A21,A22 
其他 A14,A15,A16,A17 其他 A12,A13 

 
表 4-15 海關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3,A21,A22 全部人員 A26,A27,A28 
港警局 A25,A33,A34 港警局 A26,A27,A28,A30 
港務局 A25,A33 港務局 A26,A27,A28,A29 
海巡署 A33,A34 海巡署 A26,A27,A28,A29 
保三 A25,A34 保三 A26,A28,A30 
其他 A25,A35 其他 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35 全部人員 A29,A30,A31,A32 
港警局 A35 港警局 A29,A31,A32 
港務局 A34,A35 港務局 A30,A32 
海巡署 A25,A35 海巡署 A30,A31,A32 
保三 A33,A35 保三 A27,A29,A31,A32 
其他 A33,A34 其他 A27,A29,A30,A31,A3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5 保三總隊（X 軸）針對全部人員、其它單位、海巡署、海關、港

務局、港警局（Y 軸）之 IPA 分析： 

保三與其它六個單位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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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保三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保三總隊

認為認同程度較高，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低的問題，因

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

大)，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6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

出現 1 次、A2 出現 1 次、A3 出現 3 次、A4 共出現 4 次、A8 共

出現 1 次、A9 共出現 1 次、A10 共出現 6 次、A11 共出現 4 次，

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

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

全又可靠；A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訊系統安全性良

好。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認為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

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建置保

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

入；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部港務局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

商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落實執行增進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7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保三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4

共出現 2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出現 3 次、A24 共出現 2 次，

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該構面中被選取出來的問題，都小於本象

限定義的次數(4 次)，因此保三總隊在此象限的安全性方面，是

不需要特別去改善或努力的，也代表了執法人員在增進執法上的

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標準及共識。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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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3 次、A30 出現 4 次、A34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

知，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

屬配合執行機關。該題項為此構面中，保三總隊相對認同重要性

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

依專業分工及整併業務，將港務局政企分離，管理與營運分開，

確保執法上的可行及正當性。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保三總隊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保三

總隊認為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

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

大)，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6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6 共

出現 4 次、A7 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6 貴單位於受

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關 通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

船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

使用的安檢資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二個題目為該

構面中，保三總隊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重

要性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此，對於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

其他單位連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解狀況，迅速

處理，回復正常運作，增進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7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保三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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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 5 次、A13 出現 2 次、A18 共出現 2 次、A19 共出現 2 次、

A21 共出現 3 次、A22 共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港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

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照查驗具有效益。二個題目

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

其重要性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此，應提昇高科技安檢設備

實用性及便於攜帶、判斷，以增進執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8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7 共

出現 5 次、A29 出現 3 次、A31 共出現 1 次、A32 共出現 1 次、

A33 共出現 4 次、A35 共出現 1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整合必要性；A33 您認為港口

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不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異。

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

位對此則其重要性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此，應機關應訂定

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

導向教育同仁，確保執法上的可行性。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保三總隊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保三總

隊認為認同程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的問題，

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

易忽略或不符合現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6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5 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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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6 次、A6 出現 2 次、A7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該

題項為此構面中，保三總隊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

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

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向教育同仁，以防止產生

港口安全上的疑慮。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7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保三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出現 1 次、A13 出現 4 次、A15 共出現 6 次、A18 共出現 4 次、

A19 共出現 4 次、A21 共出現 3 次、A22 共出現 1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港口保全機制

法令具有嚇阻作用；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機

制檢查行為；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

熟悉與順暢；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

熟悉與順暢。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與其它各單位均認

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

基於此，應以上述四個題目為參考依據，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

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建議專業分

工由交通部港務局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港法及配合國

際公約，落實執行，以確保管制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8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1 次、A27 出現 1 次、A29 共出現 3 次、A31 共出現 5 次、

A32 共出現 5 次、A33 共出現 2 次、A35 共出現 4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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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令的修繕。

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重要的

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建

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

入；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部港務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

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落實執行，以確保實務上的可行性。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保三總隊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港務局

認為認同程度較高，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高的問題。因

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在

執行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6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

現 5 次、A2 出現 5 次、A3 共出現 5 次、A4 共出現 1 次、A8 共

出現 5 次、A9 共出現 5 次、A11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

知，A1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成效良好；A2 您認

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A3 您認為目前

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關政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A8 您認為

貴單位執行港口船舶安檢人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

訓練要求；A9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需具備國

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訓練要求。五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

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建議專業分工配合證照、由

交通部港務局整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港法及配合國際公約，

落實執行。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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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保三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4 共

出現 4 次、A16 出現 3 次、A17 共出現 3 次、A20 共出現 6 次、

A23 共出現 6 次、A24 共出現 4 次、A22 共出現 1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執行偏好而

結果會有所差異；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

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益良多；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

保全機制之安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有成效；A24

您常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所採購配發之高科技安檢裝備。四個題

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機

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

法行政為導向教育同仁。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73 至圖 90 所彙整成之表 4-18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保三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3 次、A26 出現 6 次、A28 共出現 6 次、A30 共出現 2 次、

A34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

口保全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間；A28 您覺得現今

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合。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保三總隊與

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

規定陳報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向教育同仁；提

升政府應變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

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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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保三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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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保三總隊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6 全部人員 A1,A2,A3,A8,A9 
港務局 A6,A7 港務局 A1,A2,A8,A9,A11 
海關 A6,A7 海關 A1,A3,A8,A9,A11 
海巡署 A6 海巡署 A2,A3,A4,A8,A9 
港警局 A7 港警局 A1,A2,A3,A8,A9 
其他 A7 其他 A1,A2,A3,A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5,A7 全部人員 A4,A10,A11 
港務局 A5 港務局 A3,A4,A10 
海關 A5 海關 A2,A4,A10 
海巡署 A5,A7 海巡署 A1,A10,A11 
港警局 A5,A6 港警局 A4,A10,A11 
其他 A5,A6 其他 A8,A9,A10,A11 

 
表 4-17 保三總隊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2,A22 全部人員 A14,A16,A17,A20,A23 
港務局 A12,A13,A21,A22 港務局 A14,A20,A23,A24 
海關 A12,A13,A21,A22 海關 A20,A23,A24 
海巡署 A12,A22 海巡署 A14,A16,A17,A20,A23 
港警局 A12,A18,A19 港警局 A14,A16,A17,A20,A23,A24 
其他 A18,A19,A21,A22 其他 A20,A23,A2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3,A15,A18,A19,A21 全部人員 A24 
港務局 A15,A18,A19 港務局 A16,A17 
海關 A15,A18,A19 海關 A14,A16,A17 
海巡署 A13,A15,A18,A19,A21 海巡署 A24 
港警局 A13,A15,A21,A22 港警局 0 
其他 A12,A13,A15 其他 A14,A16,A17 

 
表 4-18 保三總隊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7,A33 全部人員 A25,A26,A28,A34 
港務局 A27,A29A33 港務局 A26,A28 
海關 A27,A29,A31,A32 海關 A26,A28,A30 
海巡署 A27,A29,A33 海巡署 A26,A28,A34 
港警局 A27,A33 港警局 A25,A26,A28,A30,A34 
其他 A35 其他 A25,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29,A31,A32,A35 全部人員 A30 
港務局 A31,A32,A35 港務局 A25,A30,A34 
海關 A33,A35 海關 A25,A34 
海巡署 A25,A31,A32 海巡署 A25,A30 
港警局 A29,A31,A32,A35 港警局 0 
其他 A27,A29,A31,A32,A33 其他 A30,A34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4.3.6 其它單位（X 軸）針對全部人員、保三總隊、海巡署、海關、港

務局、港警局（Y 軸）之 IPA 分析： 

其它單位與其它六個單位之比較： 

一、IPA 第四象限區(專業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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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其它單位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其它

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低的問題，

因此，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

大)，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19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

出現 1 次、A2 出現 1 次、A3 共出現 1 次、A4 共出現 4 次、A7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

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該題項為此構面中，其它相

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

項。基於此，應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處程序製作

標準程序及演練，增進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0 所示，

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其它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8

共出現 5 次、A19 出現 5 次、A21 共出現 4 次、A21 共出現 4

次、A22 共出現 2 次、A24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

暢；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

暢；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船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

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它各單位

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應就高科技裝備需求改

善依據特性調撥以符合現況，而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

連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

正常運作，增進執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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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表第四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出現 3 次、A35 出現 5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35 您認為

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該題項為此構面中，其它相對認同重要性較大，而其

它各單位則其認同程度較低之保全事項，基於此，對於公務機關

均依法行政，有法源依據，才可執行法令，尤其是限制民眾自由

時應特別注意，避免違規法，確保執法上的可行性。 

 

二、IPA 第二象限(專業分工)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其它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其它認為

認同程度較低，但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較高的問題。因此，可

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差異性較大)，再深入

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19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6 共出

現 4 次、A8 出現 6 次、A9 共出現 6 次、A11 共出現 3 次，由此

分析資訊可得知，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關通

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A8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船舶安檢人員需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

的證照與訓練要求；A9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員

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訓練要求。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

其它相對上較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的

保全事項，基於此，對於部分機關基於資訊安全，未開放網際網

路，無法即時查詢影響處理時效，應適度開放以技術方式克服問

題，增進國際交流定期依據國際公約規範訓練要求取得國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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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以符合現況，增進港口的安全性。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0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其它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出現 5 次、A13 出現 2 次、A14 共出現 5 次、A16 共出現 4 次、

A17 共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

安檢設備對「港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A14 您認為港口保

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A16 您在辦理

安全檢查工作上能有效熟悉使用高科技裝備；A17 您個人已清楚

港口保全機制之執行標準。四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相對上較

為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

於此，新進人應先期輔導教學，資深幹部帶領，實作教育專業知

能，瞭解裝備操作及熟悉標準作業流程，增進執法上的有效性。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1 所示，

於該表第二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7 共出

現 5 次、A29 出現 3 次、A30 共出現 3 次、A31 共出現 1 次、A32

共出現 1 次、A33 共出現 4 次、A34 共出現 4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

得知，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整合必要性；A33 您

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不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

差異；A34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時，應最先進行法令

的修繕，而非組織的調整。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相對上較為

不認同，而其它各單位對此則其認同程度較高的保全事項，基於

此，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

能力，統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織，成立專責機構

統合配合法令修訂。  

 

三、IPA 第三象限(次要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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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各構面中，以其它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其它認為

認同程度較低，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低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不認同，易忽略

或不符合現況)，再深入探討主要問題和提出改善措施。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19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5 共出

現 6 次、A6 出現 2 次、A10 共出現 6 次、A11 共出現 3 次，由此

分析資訊可得知，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遇困

難而無法處理。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全又可

靠。二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

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

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應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

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並進行修法配合國際公約國內

法化，將條文具體化及增訂罰責。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0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其它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2 共

出現 1 次、A13 出現 4 次、A14 共出現 1 次、A15 共出現 6 次、

A16 共出現 2 次、A17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

用；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機制檢查行為。二

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

很有可能在工作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三

個題目為參考依據，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避免

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向教育同仁。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1 所示，

於該表第三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7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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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 1 次、A29 出現 3 次、A30 共出現 3 次、A31 共出現 5 次、

A32 共出現 5 次、A33 共出現 2 次、A34 共出現 2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二個題目為該構面

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不認同的問題，很有可能在工作

上發生執法的缺失和忽視，基於此，應以上述三個題目為參考依

據，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港口保全人員熟悉操作程序及

基本資料輸入，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處程序製作

標準程序及演練。 

四、IPA 第一象限(優先整合) 

定義：此象限共分為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分析，

並在各構面中，以其它為基準和其它六個單位作比較，依據 IPA

統計結果，若該問卷題項出現次數大於 4 次者，即代表其它認為

認同程度較高，且其它單位認為認同程度也較高的問題。因此，

可以依統計結果，找出重復性較高的題目(代表較認同)，應在執行

上，繼續保持。 

(一)安全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19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安全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 共出

現 5 次、A2 出現 5 次、A3 共出現 5 次、A4 共出現 2 次、A7 共

出現 3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知，A1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保

全機制」成效良好；A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令

規章不周延；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關政府單位如

同多頭馬車一般。三個題目為該構面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

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安全性方面，港口各機關應將整頓

計畫按階段執行，法規改善應修正商港及相關法令規章以符合現

況和未來需求，應繼續努力強化機制。 

(二)有效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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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其它有效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18 共

出現 1 次、A19 出現 1 次、A20 共出現 6 次、A21 共出現 2 次、

A22 共出現 4 次、A23 共出現 6 次、A24 共出現 3 次，由此分析

資訊可得知，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之管理資訊

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益良多；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

對人員證照查驗具有效益；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

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有成效。三個題目為該構

面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了在有效

性方面，改善方式為新進人先期輔導教學，資深幹部帶領，實作

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裝備操作。 

(三)可行性：依據附錄中圖 91 至圖 108 所彙整成之表 4-21 所示，

於該表第一象限資料裡，在其它可行性分析方面我們發現 A25 共

出現 3 次、A26 出現 6 次、A28 共出現 6 次，由此分析資訊可得

知，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

改善空間；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合。二個題

目為該構面中，其它與其它各單位均認為較認同的問題，也代表

了在可行性方面，獲得極大的肯定，港口各機關應將整頓計畫按

階段執行，法規改善應修正商港及相關法令規章以符合現況和未

來需求，應繼續努力強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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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其他為主之改良式IPA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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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其他單位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安全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6,A8,A9 全部人員 A1,A2,A3 
港務局 A6,A8,A9,A11 港務局 A1,A2,A7 
海關 A6,A8,A9,A11 海關 A1,A3,A7 
海巡署 A6,A8,A9 海巡署 A2,A3,A4 
保三 A8,A9,A11 保三 A1,A2,A3,A4 
港警局 A8,A9 港警局 A1,A2,A3,A7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5,A10,A11 全部人員 A4,A7 
港務局 A5,A10 港務局 A3,A4 
海關 A5,A10 海關 A2,A4 
海巡署 A5,A10,A11 海巡署 A1,A7 
保三 A5,A6,A10 保三 A7 
港警局 A5,A6,A10,A11 港警局 A4 

 
表 4-20 其他單位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有效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12,A14,A16,A17 全部人員 A20,A22,A23 
港務局 A12,A13,A14 港務局 A20,A21,A22,A23 
海關 A12,A13 海關 A20,A21,A22,A23,A24 
海巡署 A12,A14,A16,A17 海巡署 A20,A22,A23 
保三 A14,A16,A17 保三 A20,A23,A24 
港警局 A12,A14,A16,A17 港警局 A18,A19,A20,A23,A24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13,A15 全部人員 A18,A19,A21,A24 
港務局 A15,A16,A17 港務局 A18,A19,A24 
海關 A14,A15,A16,A17 海關 A18,A19 
海巡署 A13,A15 海巡署 A18,A19,A21,A24 
保三 A12,A13,A15 保三 A18,A19,A21,A22 
港警局 A13,A15 港警局 A21,A22 

 
表 4-21 其他單位對其他六種對象之改良式 IPA 整體題項可行性分析 

第二象限 第一象限 
全部人員 A27,A33,A34 全部人員 A25,A26,A28 
港務局 A27,A29,A33 港務局 A26,A28 
海關 A27,A29,A30,A31,A32 海關 A26,A28 
海巡署 A27,A29,A33,A34 海巡署 A26,A28 
保三 A30,A34 保三 A25,A26,A28 
港警局 A27,A30,A33,A34 港警局 A25,A26,A28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全部人員 A29,A30,A31,A32 全部人員 A35 
港務局 A30,A31,A32,A34 港務局 A25,A35 
海關 A33,A34 海關 A25 
海巡署 A30,A31,A32 海巡署 A25,A35 
保三 A27,A29,A31,A32,A33 保三 A35 
港警局 A29,A31,A32 港警局 A35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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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擬定改善施行港口保全機制措施 

主要是參據第二章文獻回顧及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藉由曾參

與基隆港之各項 PFSP 檢查的單位和人員，進行問卷調查並分析，再

透過改良式重要性程度分析法指出現今存在的一些缺失事項，最後再

依其結果歸納出的關鍵保全事項，及按認同程度分類，亦參酌國外相

關單位的執行方法，具擬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該分析的結果分述如

後： 

1.基隆港務局 

(1)安全性：基隆港務局作為基隆港管理作業之行政機關 ，未能有效

統合海巡署、港警局、海關、保三總隊等機關，造成因為事權的

分散，產生多頭馬車的現象，影響港口安全。 

(2)有效性：港務局本身為營利事業單位，負有營運績效之壓力，如

果採取將船管制出港或禁止其入港等強制管制措施，對於港務局

之營收或營運績效將有所影響。 

(3)可行性：需要對不同的組織文化兼容並蓄，協調其間的矛盾與衝

突，克服部會協調與整合的障礙。藉由港務局與港區 CIQS 等政

府單位進行水平整合及垂直整合。 

2.基隆關稅局 

(1)安全性：防杜貨櫃掉包走私，於基隆港東岸及西岸南、北貨櫃儲

運場，利用電腦掌控貨櫃進出，並設專人運用「海關查緝走私情

報系統」，過濾艙單資料，研判篩選可疑貨櫃。 

(2)有效性：員工老化及人力斷層，影響應變處置能力，中高階主管

人員相繼退離後，經驗無法傳承，管理人力將形成明顯斷層，亟

需透由改制工作鬆綁用人限制，迅速補充人力。 

(3)可行性：基隆關稅局應積極對基隆港區東西兩岸派駐稽查關員，

24 小時全天候執行查緝任務，查察、監視港區貨櫃、物之起卸、

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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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隆港務警察局 

(1)安全性：港警局除依據警察法令，執行查緝走私、偷渡等工作外，

主要業務為港區進出車輛、人員的門禁，以及安全維護。 

(2)有效性：基隆港碼頭作業區及露置場及倉棧，於裝卸作業中，非

作業人車不得進入，並由裝卸公司裝卸管理員與現場管理人員協

同管制，如有違規進入者，通報港警局處理。  

(3)可行性：港監系統妥善率不佳，維修通報曠日費時，修好後又容

易損壞，亦會影響港區安全的監視作業，派員協助巡邏避免產品

漏洞。 

 

4. 海巡署 

(1)安全性：岸際港口及海上查緝之主要機關，其中海上保全檢查內

容包含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海域、海

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 行通商

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  

(2)有效性：任何船舶在海上涉及不法行為，均可派員上船檢查，惟

各種裝備器材功能有限、巡防艦（艇）噸位數及操作人員不足且

無空中偵察機隊編制等限制，無法有效達成點、線、面的立體港

口保全防範應變作為。 

(3)可行性：因為本位主義的關係，爭功諉過，劃地自限，各司己職，

不但降低了整體執法的效能，更嚴重形成我國港口保全管理上一

大漏洞 ，應積極防範並加強協調聯繫工作。 

5. 保三總隊 

(1)安全性：船邊進出口貨櫃裝卸，貨櫃動態資料庫系統依風險管理

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貨櫃（物）是否辦理押運，並指定專人經

常篩選可疑貨櫃（物）進行查核。 

(2)有效性：危險物品作業時設警戒線、港警局派員現場警戒管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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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出、港務消防隊派消防車於現場待命、裝卸人員依危險品裝

卸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3)可行性：持續配合海關加強貨櫃過濾、落地追蹤、資料系統建置，

實施人員專業教育，並與其他機關單位密切聯繫，強化轄區情治

單位聯繫，落實情資共享。 

本小節將依據前述 4.2 節各單位間比較中，對於安全性、有效性、

可行性三大構面的 IPA 認同程度，針對第二象限(其他專業)部份，參

據文獻探討及分析結果發現政府政策及管理機關並未重視，法規亦未

積極修正列入優先法案，裝備使用及執行部分未落實管理機制，產生

相當多問題缺失甚至案例，擬具提出改善方案，並於下將分別以表列

方式敘述。（請詳參表 4-22 至表 4-39） 

 
表 4-22 港務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

關政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 
建議專業分工由交通部港務局局整

合，成立專責機構、修改商港法及配合

國際公約，落實執行。 
A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

口保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

發揮功效。 

港區內各單位各有執法依據，範圍不同

且有業務重疊情形，應跨部會署檢討整

併，以發揮應有功能。 
A34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法令的修繕，而

非組織的調整。 

公務機關均依法行政，有法源依據，才

可執行法令，尤其是限制民眾自由時應

特別注意，避免違規法。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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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海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1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保全機制」

成效良好。 
確實依據法令執行，注意可疑人、事、
物，遇問題立即處理並回報狀況。 

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

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24 您常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所採購

配發之高科技安檢裝備。 
配發之高科技安檢裝備，常因不符合地
區環境現況，無法使用，容易故障，於
採購時應先行調查避免投資浪費。 

A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

口保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

揮功效。 

現今商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修改，
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4 港警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

用相關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

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部分機關基於資訊安全，未開放網際網
路，無法即時查詢影響處理時效，應適
度開放以技術方式克服問題。 

A22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

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

有成效。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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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海關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

全的法令規章不周延。 
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
務時，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
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檢查標
準、條文具體化並增加罰責。 

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

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 
訂定港口安全檢查作業標準及流程，不
定時稽查，避免執法不當。 

A16 您在辦理安全檢查工作上能有效

熟悉使用高科技裝備。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交學，資深幹部帶
領，實作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裝備
操作。 

A17 您個人已清楚港口保全機制之執

行標準。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資深幹部帶領，教
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位任務。 

A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

口保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

揮功效。 

現今商港內法規命令，已多年未修改，

應適時檢討修改不適用法令。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6 保三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
用相關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
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部分機關基於資訊安全，未開放網際網
路，無法即時查詢影響處理時效，應適
度開放以技術方式克服問題。 

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
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港
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教學，資深幹部帶
領，實作教育專業知能，瞭解裝備操
作。 

A22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
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
有成效。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
有整合必要性。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A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
員不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
異。 

執檢人員進用應訂定標準，並法律背景
處理狀況能有明確判斷。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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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其它人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

用相關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

舶進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部分機關基於資訊安全，未開放網際網

路，無法即時查詢影響處理時效，應適

度開放以技術方式克服問題。 
A8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

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9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

關人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

訓練要求。 

定期依據國際公約規範訓練要求取得

國際證照，以符合現況。 

A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港

口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教學，資深幹部帶

領，實作教育專業知能，瞭解裝備操

作。 
A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

員執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16 您在辦理安全檢查工作上能有效

熟悉使用高科技裝備。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交學，資深幹部帶

領，實作教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裝備

操作。 
A17 您個人已清楚港口保全機制之執

行標準。 
新進人應先期輔導，資深幹部帶領，教
育專業知能，儘快瞭解單位任務。 

A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

員不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

異。 

執檢人員進用應訂定標準，並法律背景
處理狀況能有明確判斷。 

A34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法令的修繕，而非組

織的調整。 

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
務時，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

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檢查標
準、條文具體化並增加罰責。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123 

再依據前述 4.2節各單位間比較分析中，對於安全性、有效性、

可行性三大構面的 IPA 重要性程度，針對第三象限(次要整合)部份，

提出改善方案，並於下將分別以表列方式敘述。 

表 4-28 港務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

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

關。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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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海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

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
務時，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
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檢查標
準、條文具體化並增加罰責。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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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港警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

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應進行修法並配合國際公約國內法
化，將條文具體化及增訂罰責。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1 海關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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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保三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
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
務時，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
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檢查標
準、條文具體化並增加罰責。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3 其它人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
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
務時，建請中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
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檢查標
準、條文具體化並增加罰責。 

A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
保全機制檢查行為。 

機關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依規定陳報
避免產生違反法令問題，依法行政為導
向教育同仁。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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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 4.2 節各單位間比較分析中，對於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

三大構面的 IPA 重要性程度，針對第四象限(專業分工)部份，提出改

善方案，並於下將分別以表列方式敘述。 
表 4-34 港務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

訊系統安全性良好。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

或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

用。 

應建立定期檢討不適檢查標準或港口
保全機制法令，避免有心人士鑽漏洞。 

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

之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

益良多。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

船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 
現今裝備較為老舊，應檢討採購依港區
及船舶特性購買高科技裝備。 

A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

照查驗具有效益。 
應加強教育訓練並累積經驗，及實務操
作，輔導考照認證，才具有專業性。 

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

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

有成效。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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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海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

之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

益良多。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

檢資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

有成效。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

查標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間。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A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

有整合必要性。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A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

易整合。 
確實調查各機關業務屬性有整併必
要，檢討專業分工，統合執行。 

A29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

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專責主管機

關。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6 港警局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

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

關。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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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海關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
訊系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 

資訊系統建置資料應與其他單位連
線，並建立預警系統，能在最短時間瞭
解狀況，迅速處理，回復正常運作。 

A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
港口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應建立定期檢討不適檢查標準或港口
保全機制法令，避免有心人士鑽漏洞。 

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船
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 

現今裝備較為老舊，應檢討採購依港區
及船舶特性購買高科技裝備。 

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
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
關。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A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
資料案件。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8 保三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
料安全又可靠。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
訊系統安全性良好。 

網路線路應定期檢整，避免訊號時長中
斷，應建立備援線路。 

A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
口保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
關。 

港口保全機制整合前應確實完成配套
措施，避免組織問題影響港口安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9 其它人員與其它單位間之改善措施彙整表 

關鍵保全事項 港口保全改善作為 
A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
常遭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實施常年訓練針對可能之狀況及危機
處程序製作標準程序及演練。 

A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
作業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建置保全資訊管理系統並訓練執檢人
員熟悉操作程序及基本資料輸入。 

A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船
舶結構檢查具有效益。 

現今裝備較為老舊，應檢討採購依港區
及船舶特性購買高科技裝備。 

A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
造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因應國境反恐怖活動的新國際形
勢，並提升政府防災應變能力，統
合陸上及海空執法等治安相關組
織，成立專責機構統合配合法令修
訂。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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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港口保全之管理措施 
對港口管理機關而言，港口保全最重要的就是確保港口週邊重要

設施及船舶運作順暢的標準，並且安全的將貨物運抵目的地，然後再

將貨物完整的交到收貨者或貨主的手上。在這如此運輸過程要求下，

對於港口管理機關而言，要如何改善現行基隆港之港口保全機制執行

方面成立專責單位及 CIQS 協調聯繫機制整合的課題，正是本文之研

究目的。基隆港務局施行港口保全機制已屆滿六年時間，應有一套能

夠安全運作的港口保全管理機制。 

本章節主要是依據第二章文獻回顧及第四章實證分析的結果，以

公務機關立場上，發現了幾項有關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的重要課題，其

可區分為四大部份包括：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及其他，於下將針

對這四大議題分別提出一些港口保全機制未來改善的管理措施及方

案，希望能於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時，可有效施行港口保全機制的安全

風險評估，增進港口設施及船舶運送貨物的安全性。 

 

5.1 港口保全人員管理及訓練措施 

在相關港口保全執行人員中，因為港口保全具有其特殊性，所以

在港口設施、公司及船舶保全人員的專業素質上，必須有所額外地要

求與培訓，以避免於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時產生問題而無法處理。另外，

本文前述幾章內容中，亦有多次提及不少官方統計資料（交通部統計

處資料，2008）與學者 James M. K.(2004)之研究結果（IMO 之資料顯

示其佔有超過 80％之比例；海難發生之原因有 75％至 90％可歸咎於人

為因素），顯示很多海事安全事故之肇因類型裡，人為因素卻佔了很大

的比例，對於訓練方面，未來將應朝向短、中、長期分階段規劃。 

高科技裝備及具輻射源之安檢設備均需透過專業訓練及參加證照

考照，取得專業證照方可操作相關設備或器材機具，如海關、海巡署、

警政署保三總隊均配有 X 光行李檢查儀、手提式 X 光機、雷德雷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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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式 X 光偵檢車等。 

另為落實執行港口設施保全需要，持續辦理PFSO訓練，2010年

度主管單位函請港口設施檢討所屬PFSO人力調配需求，經彙整基隆

港務局各單位人力需求計28名（不含局外單位），於2009年12月05日

至2009年12月07日，及2010年08月03日至2010年08月05日，皆委請中

國驗船中心辦理港口設施保全員及實務操作訓練，俾能負責擔任港口

設施保全相關工作，進而降低港口設施、船舶危害。 

有關一般訓練及專業訓練除區分短、中、長期訓練規劃外，於每

年年度內辦理定期與不定期教育訓練，並配合新進人員及在職訓練課

程分別施訓，更著重於案例教育及應變處置，建議其受訓師資方面不

應跼限於中國驗船中心，可於各海事院校聘請有關人力資源、港口保

全、風險評估、反制應變等專業師資，舉辦聯合受訓與實作課程等相

關訓練，另與其他國家結盟相互派員訓練，瞭解最新國際訊息及學習

他國經驗，以有效達到維護港口安全任務，亦符合考訓用合一的政策。 

綜上，本研究對於港口保全防範之預擬執勤專業訓練人員措施方

面之建議措施及項目說明如下： 

1、 要求相關人員應取得專業證照人力訓練分成短、中期實施： 

(1) 短期每月利用勤前教機會安排資深人員實施執行安檢授課講

解，並實際操作演練。 

(2) 中期部分利用常年訓練期間由各單位建制人員施作執行安檢

訓練，並加強港口安全、裝備操作、法令規章課程、案例教

育及兵推實兵演練等課程操作模式。 

2、 專職訓練分成短、中期實施： 

(1) 短期透過機關內部透過具有相關經驗之人員，蒐集整理相關

事故案例、注意事項，分享給機關所有同仁學習。 

(2) 中期部分透過國際交流或其他相關機關參訪其訓練單位及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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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較好單位，學習該單位執行面優點之創新作為。 

最後，建議於機關內部設置線上學習系統，例如制定執檢標準作

業程序、安檢法令、狀況演練及實務操作等課程，使其相關PFSO自

主學習，增進執法專業素養及勤務技巧。 

 

5.2 港口保全法規規範措施 28

國內外相關法規，都會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新的修正案，或是因為

法規內容的更新，而變更了原有規定事項，相關港口保全執行人員若

是對於新的法律規範不熟悉時，可能會導致航商在貨物提領或運送

時，發生不符規定事項，而衍生造成時間、金錢的重大損失，針對法

規方面應該朝短、中期分階段規劃修改或制定新法以符合現況。 

 

為此，除了要求相關人員對於執行港口保全可能要瞭解的法令規

定，另於各項演練程序中需要瞭解的知能之外，在相關引用的國內或

是國際法規之規定的取得、了解及使用也是必要的，如何能夠在第一

時間與國際接軌，因應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務時，建請中

央主管機關得參照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有關海事安全

國際公約、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採用施行港口保全機制，如商

港法第五十條條文較抽象不夠具體，且無強制性，建議應予修正並增

列罰責，修正法規重點如後： 

（一）建議港務局朝政企分離方式，港口保全管理方式律定港務公司

為商港之港口保全管理機關，應負責辦理商港整體保全評估作

業、劃設港口設施單元及擬訂商港保全計畫，並報請航港局核

定。 

（二）航港局得派員查核、檢查及測試商港區域內作業之公民營機構

之港口設施保全措施及保全業務。 

                                                 
28 交通部網站：ttp://www.motc.gov.tw/hypage.cgi?HYPAGE=index.h。（瀏覽日期：2010 年 0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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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海上船舶航行安全、保障船上人命安全、協助防止海洋污

染及保護港口與港區水域安全，爰依據國際海事組織一九九五

年第十九屆大會採納之「港口國管制程序」及東京備忘錄

(Tokyo MOU)相關規範，對到港之非中華民國籍船舶執行港口

國管制檢查。 

（四）明定港口國管制檢查時，發現缺失嚴重，得留置船舶之規定。 

（五）針對規避、妨礙或拒絕規定之查核、檢查及測試者，由航港局

罰處及未依檢查結果於限期內改善者，由航港局罰處，訂定明

確之罰鍰上下限額度。 

（六）因應未來國際海事組織增訂新的國際章程，我國有隨即配合辦

理之需要，將公約內容內國法之作法恐緩不濟急，予以部分文

字修正。目前交通部主管法規，商港法已多年未修正且未配合

國際公約修改、亦無強制力及罰則，有立即修改必要性，建議

應排進優先審查法案，以符合現況及未發展需要。 

綜上所述，經彙整後對於港口保全相關執行法令規定方面之建議

措施及項目說明如下： 

1.要求相關執檢機關對於執行所需制定法規或修正法規分成短、中

期實施： 

(1)短期每週利用集會時機，排訂資深主管幹部實施安檢法令授課

講解，並實際操作兵推演練及案例法條引用說明。 

(2)中期部分年度檢討相關執法規範或作業程序，依據時情反應問

題及國際公約修正一併檢討修改，以符合實需。 

2.法令專業在職訓練分成短、中期實施： 

(1)短期透過機關內部或地檢署檢察官、大專院校法律專長師資或

透過具有相關經驗之人員，蒐集整理相關事故案例及其注意事

項，分享給機關所有同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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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部分不定時至國內外相關網站取得新消息，並且發佈消息

給執檢同仁，及內部網站建立相關之常使用法規資料庫，保

持最新資訊。 

 

5.3 整合港口保全系統支援決策措施 

港口保全事項執行的落實非常重要，其中以執法能力及貫徹為重

要前提。為維護港口國主權，確保我國海洋權利應該全面提升海域執

法能量，積極執行海域執法，以有效打擊海上犯罪。首先，必須加強

勤務執行紀律，整合港口內不同的檢查機制，強化執法功能。而且對

於相關法規應重新檢討，並明訂執法機關對違反航政規範之執法權限

與程序；另外，配合國際現況，整合各港口航政、海關、檢疫、港警

及海巡檢查作業(CIQS)與資訊系統 29

CIQS 為基隆港務局建立港口協調聯繫平台，工作執行主要為船

舶進出通商口岸之檢查，係依據商港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船舶入港，

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海關、衛生、移民及安全之申報及檢查事

項；出港時亦同」，惟該平台在運作上無法獲得相關單位的配合，應

於修法中加入該組織運作的依據及規範措施。 

，對於資訊整合方面應該區分

短、中、長期分階段規劃執行。 

建置港口保全資訊應用系統，並籌建港口安全檢查設備與器材，

充實港口安全能量建立港口服務機能，強化船舶航行及海域休憩活動

安全服務。例如，整合海事服務與海上救難專屬通信頻道，提供訊息

廣播與諮詢服務，結合民間資源，規劃設置搜救分區與海岸搜救站，

並且可以統一港口安全檢查業務與危機應變指揮管理事權，建立港口

保全標準作業程序及演練，以加強港口保全與危機應變功能。 

經由港口保全機制查驗各港口設施發現，部分廠庫碼頭有裝

                                                 
29 基隆港務局（2009），基隆國際港口保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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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閉路電視(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監控系統架設，然因年

久裝備老舊且有無法錄影及儲存資料硬體不足情形，未適時汰換或改

善，故障也未即時修復，造成監控無法掌握港口狀況，而海關與港務

局局所屬單位或者是各民營廠庫之監控系統，均未連線整合，設置港

區管理中心及警報系統，並統籌規劃港口整體安全。 

未來建議基隆港務局以整合概念，優先建置自動化門哨系統，採

取先進辨識科技，以光學辨識(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辨

識櫃號與車號，無線射頻辨識(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辨識駕駛人身份，並結合交通部港區通行證通用管理系統、通關網路

電子資料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貨櫃動態資料庫、貨

櫃集散站等管理系統，進行跨單位資料整合機制，構建貨櫃自動化門

哨管理系統，並達到各港資訊共通及分享之目標。由基隆港務局建置

自動化辨識及管理系統，以減省港區作業人力、縮短進出站時間（3

分鐘降為 10 秒鐘），執行部分由港務警察局各分駐所線上人員操作，

建置期間依現況或以人工操作，並提昇競爭力與國際形象 30

現今發現各單位均建置資訊管理系統，各自管理與運用，軟、硬

體設備也因採購法關係，廠牌與型式、軟體程式均不相容，亦無法互

相通聯傳送資訊，如報案系統二維條碼無法相互支援及通報，造成緊

急狀況發生時，通報處置無法即時通知，而衍生相當大的影響；諸如

美國 911 案件，雖已有部分單位發現恐怖份子入境、飛機航線偏離航

道，而這些訊息未整合，做好情報分析防範危安，使得該狀況仍舊發

生且無法阻止，故於事後檢討不如事前預防、溝通及協調。 

。 

綜上所言，經彙整後對於整合港口保全系統支援決策方面之建議

措施及項目說明如下： 

1.檢討港口保全各單資訊系統作業及操作分成短、中、長期規劃改

                                                 
30 交通部網站：ttp://www.motc.gov.tw/hypage.cgi?HYPAGE=index.h。（瀏覽日期：2010 年 0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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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1)短期對於安檢系統、戶役政系統、船舶系統、貨櫃管理系統、

風險管理系統、事件反應系統、監控系統，檢討整合各單位可

行性，並成立管制中心，派員輪班，負責港口安全狀況通報處

理等應變措施。 

(2)中期部分經由各單位整合系統後，將有問題部分檢討改善，如

無法執行即更換系統，以確實瞭解資訊系統的實用性，對於執

檢上有所助益。 

(3)長期部分檢討各單位系統是否符合執檢勤務，檢討建議於未來

採購汰換裝備時提供建議，逐年汰換不適用系統裝備，整合新

系統將最新資納入強化標準作業流程，目標在最短時間內知道

港口內發生的狀況及處置。 

2.整合港口內各機關資訊系統分成短、中、長期實施： 

(1)短期部分透過協調聯繫機制，將整合構想由港口主管機關交通

部負責整合工作，初期由港務局會同關稅局、海巡署、港警局、

保三等單位與相關單位說明現階段資料分類、儲存、存檔、設

計、需求、操作等方面整合，製定標準作業規範及未來港口安

全目標發展。 

(2)中期部分結合資訊專長人員將整合可行性、目標及其他單位或

國家，參考成功案例，開發新系統標準化平台將各單位船舶、

港區設施、危險品存置點、前科素行、航行電子圖資、衛星圖

資及影像功能納入基礎資訊，各單位均可依據所需運用各項資

訊，有效達成任務需求。 

(3)長期部分硬整合國土安全系統內，將各機關與港口相關資訊及

最新科技雲端系統分階段及檢討各單位運用情形，以瞭解對港

口保全戰略運作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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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內部執行單位所有人員確實對各項資訊系統特性、操作要

領與使用範圍，要融會貫通，適切結合移動或固定式 X 光遺儀檢車、

手提式 X 光機、雷德雷克斯、移動式 X 光偵檢車等高科技安檢器材，

充分發揮效能，提昇整體防範及阻絕效果。 

 

5.4 港口保全執行標準整合，業務標準分工 

中國兵學家孫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我國國際港口

保全機關執行安全檢查工作時，為達成任務所用之各類設備器材，必

須隨著港區治安狀況與任務環境改變，不斷求新求精，適時研究發

展，以精進設備功能，支持檢查工作遂行。且在保養重於修護之原則

下，加強設備器材管理與維護，落實預防保養及定期檢查工作，使各

類安檢設備器材經常保持良好狀態，有效支援安檢工作執行，對於設

施裝備應該朝短、中、長期規劃採購，隨時檢討改善。 

進出港口保全檢查措施依據文件、人車、貨物檢查分述如後： 

（一）有關文件保全檢查： 

1.目前進出港船舶預報系統及保全等級，係由航商業者先行將是否

持有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 ，船舶連續概要記錄(CSR)及保

全等級等資料輸入「航運業及船舶進出港系統」內。 

2.其後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有效期限，及連續概要記錄(CSR)

資料，由基隆港務局航政組人員以人工方式鍵入系統內，以為

後續查核之用。 

3.由基隆港務局網站暨港棧連線系統，預先查詢到港船舶保全等

級；若發現船舶保全等級與本港港口保全等級不符時，即通知

欲靠泊碼頭保全員簽署保全聲明或通知港警局勤務指揮中心或

海巡艦艇加強戒備。 

（二）有關人、車、物品保全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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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隆港務警察局依「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崗哨檢管執勤

程序實施要點」針對人、車、物品進行平常一般檢查作為之規

定檢查管制。  

2.非隨身行李卸船時，裝卸公司工人使用手推車搬運至限制區域

內，由海關人員負責查驗、攜帶超過限制外行李則予課（補）

稅。 

3.非隨身行李裝船時，經由海關人員給予檢查後由裝卸公司工人使

用手推車搬運至裝櫃區域裝櫃隨拖車裝船。 

4.旅客攜帶非隨身行李出入境時，依海關「出入境旅客報關須知」

辦理相關事宜。 

5.為防止不法伺機冒用司機身分矇混偷渡出入境或從事走私等行

為，對通行自動化車道之貨櫃（運）車輛，得經常以人工方式

抽檢比對各項人、車資料，以防杜不法。 

6.載用船舶日用品進港，除人、車佩掛通行證外，須持有「供應船

舶日用品申報表」由海關及港警局核章並於本港登記有案者後

查驗放行。 

（三）有關貨物保全檢查： 

1.貨櫃及一般散雜貨進出港區均有港警局、海關、保三總隊派員

24 小時輪值檢查管制。 

2.一般進、出口散雜貨物及進場 CY 櫃：海關電腦專家系統依風險

管理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貨物通關方式為 C1（免審免驗）、

C2（應審免驗）、C3（應審應驗）。 

3.船邊進出口貨櫃：櫃動庫系統依風險管理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

貨櫃（物）是否辦理押運；由保三總隊派員經常篩選可疑貨櫃

（物）於現地或跟車進行查核31

                                                 
31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網站：http://www.tcopp.gov.tw/。（瀏覽日期：2010 年 8 月 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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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險物品作業時由業者設警戒線、港警局派員現場警戒管制人

員進出、港務消防隊派消防車於現場待命、裝卸人員依危險品

裝卸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港口保全設備應採用全自動化之硬體設備，從船舶報關開始，

進港前船隻作業流程，船舶進港導航安排船席，船隻停靠，貨櫃作

業系統和貨櫃車、旅客、人員進出港區之檢查等等，全部採用專用

之電腦化資訊管理系統，配合電腦營幕監控系統，全程掌握港口作

業和港區安全情形，提高港埠運作的效率；參照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建置「預警支援決策資訊系統」或新加坡港務公司早在1988

年就已開發完成的「電腦化整合型場站作業系統；Computer 

Intergrated Terminal Operations System, CITOS」，即為一種整合整個

港埠作業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透過這個系統，將崗哨進出控管(Gate Control)、船席指泊、貨櫃場

地的儲位規劃、機具及人力調派、與船舶裝載計劃相結合，提供航

商貨主更有效、快速與緊密的服務。再配合完成的港埠網路(Port-Net)

系統的運作，不僅提高兩岸航運與物流的新觀念與顧客的生產力、

節省人力及物力亦加強港埠的競爭優勢。對於貨櫃車進出崗哨的管

制作業，則採用「崗哨自動化系統(Flow-Through GateSystem, FTGS)」

與「貨櫃號碼辨識系統 (Container Number RecognitionSystem, 

CNRS)」，藉由CCTV監控系統架設與感應式讀卡機的運件檢核，以

憑出入港區，有助於整體效率的提升，更減少人力的成本，因此建

議參考新加坡港現有自動化之設施與經驗。 

在軟體部分，面對時代環境的遽變，犯罪事件層出不窮，日趨

猖獗，港口保全執行人員隨時要應付各種情況與危機，必須不斷訓

練與要求，充分運用各項安全檢查設備與系統，落實管理與保養維

護工作，以發揮裝備器材的最大經濟效益，提昇安檢功能嚴密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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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等區域之安全。 

綜上，經彙整後對於港口保全相關設施裝備方面之建議措施及項

目說明如下： 

1.要求相關港口設施裝備所需制定使用作業規定或使用與保養時機

分成短、中、中期實施： 

(1)短期每週利用常年教育時機排訂課程及資深後勤主管業管人

員實施授課講解，並實際操作及保養規範說明。 

(2)中期部分辦理年度裝備操作測驗及保養檢查評核，以驗證及檢

討不重視的單位，以確實瞭解設施裝備的實用性，對於執檢上

有所助益。 

(3)長期部分廣泛運用高科技器材，取人力的不足並要求對各級幹

部應自我期許、精進執勤技巧、強化應勤裝備，落實執檢勤務，

檢討建議於未來採購汰換裝備時提供建議。 

2.高科技裝備在職訓練分成短、中期實施： 

(1)短期部分透過機關內部資深幹部或廠商提供專業資訊透過具

有相關經驗之人員，蒐集整理相關案例，教育所有同仁學習及

經驗分享。 

(2)中期部分不定時至其他機關瞭解最新型或透過國際交流方式

學習其他國家裝備運用於港口保全的實用性及成功案例。 

(3)長期部分汰換老舊巡防艦、車輛及高科技應勤裝備，精

進裝備補保品質性能，有效達成任務需求。 

機關內部執行單位所有人員確實對各項安檢器材特性、操作要

領與使用範圍，要融會貫通，適切運用高科技安檢器材，充分發揮

效能，提昇整體查緝效果。 

 

5.5 其他有關港口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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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研析以海關為主體之檢查機制，乃目前臺灣四大港口區域內

負責港口安全檢查法源係依國安法為主，而其所規定執行檢查之執法

機關則有海巡署、警政署、移民署、法務部調查局、憲兵司令部、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農委會防檢局等有權責機關，海關則係依海關緝私

條例，執行港口內檢查及查緝走私工作，雖然如此，在實際運作上機

關權限間混淆不清多頭馬車，事權無法統一。由於安檢工作之主管機

關並非單一，自然衍生的相關問題就不易協調解決亦無強制力，影響

整體之行政效率，而先進國家（美國、加拿大、日本、挪威）之港口

安全檢查則多以海關為主體，配合移民單位、輔助性質之警察來執行

港口管制工作 32

港口設施保全工作主要為配合美國國土安全部執行ISPS Code，

而我國政策目前有關反恐事務已經由原先的行政院所屬的（2003 年

11 月 06 日反恐怖行動法草案）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經過多次研

討及修正，遂於 2010 年 03 月 30 日行政院核定修正設置要點轉型成

為「國土安全辦公室」

，對於機關單位整合應該朝短、中、長期分階段檢討

執行。 

33。國土安全辦公室由反恐、動員及災害防救

（2010 年 02 月 01 日成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34

                                                 
32 

，災害防救法於

2010 年 08 月 04 日修法成立）的機制整合而成，雖然三者的災害型

式類同，也可能必須同時運用同一套應變資源，但因為威脅因素的來

源不同，在進行先期預防及準備工作時，實際執行的相關準備差異頗

大。因此，有必要整合港口及船舶安全，不能只從結果，或是已經造

成的影響進行被動式的應變制變，而是必須針對威脅來源、對象、過

程，做出嚴謹的評估，並對任何可能發生的狀況，完成應變計畫預警，

務實演練，以免影響災害防救與反恐應變制變的效果。 

李秀華（2004），「基隆國際商港管制工作整體效益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 
研究所碩士論文。 

33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2010），「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要點」，行政院。 
34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2010），「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行政院。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Q1OLE/search?q=auc=%22%E6%9D%8E%E7%A7%80%E8%8F%A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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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應於最初在施行港口保全時，就能具有一套緊急應變決策處理

的程序，在檢查時如有發現危安狀況或意外事故的情況下，可以依事

故處理程序，相關權責單位人員依據上面所規劃之程序去做安全處

理，以降低人員、貨物、船舶及金錢上的相關損失，並且應定期有相

關模擬操演等活動，讓相關權責單位人員可以在發生事故的當下可以

立刻採取必要的行動。 

由於近幾年發生台馬輪炸彈恐嚇案及台馬輪旅客於船舶因吸食

毒品暴斃、海關監守自盜、港區走私及船舶人員落海失蹤等多項案

例，共同問題到目前為止無法解決，如通報制度、港口內檢查主體各

機關選擇性處理，導致港口案件 CIQS 協調機制在執行上無強制性，

無法落實統合，相關港口保全機關仍各自為政，故建議未來應即配合

商港法修法成立專責主管機關，並於未來建置一套整合決策的作業流

程及進行通報作業準則，以告知相關 PFSP 執行者之處理方式和程

序，做到專業分工處理與整合解決問題之效。以下將以六項案例（另

請參酌表 5-1），扼要述說港埠管理機制的重要性。 

（1）2010 年 06 月 22 日，自基隆港西岸十六號碼頭私貨倉庫 2 萬 3

千餘公斤待銷毀香菇中，利用清理倉庫垃圾名義，以黑色垃圾

袋竊取 280 餘公斤，海關集體盜賣銷毀品毒海鮮香菇襲台，基

隆關稅局關員 1 人、司機 2 人涉案，已將涉案人員移送檢警機

關偵辦。經查係 2009 年 08 月 04 日基隆地區海巡單位查扣移交

該局之疑似走私漁貨，經查證結果，該案進儲之漁貨係合法報

運進口，該局已准予發還進口人。 

（2）2007 年 07 月 02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海岸

巡防總隊基隆商港安檢所，在基隆港東 17 碼頭實施安檢時，發

現往返馬祖和基隆的新華輪，查獲台灣首度以郵包方式循金馬

小三通模式，走私威而剛藥品 14,577 顆、犀利士藥品計 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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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合計 20,415 顆，市價近千萬元。逮捕 37 歲的陳姓嫌犯，

他涉嫌利用小三通，走私市價新台幣千萬元壯陽藥品，以散裝

方式包裝企圖入境，牟取暴利。經報請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指揮偵辦，同年 07 月 09 日下午 15 時海巡署會同相關單

位，在台中市逮捕陳姓嫌犯到案。這是台灣首度查獲民眾利用

馬祖往返基隆的貨輪，違法寄送偽藥，嚴重威脅國人健康。 

（3）民國 2004 年間，一名失蹤船員之家屬多次向港務局暨交通部陳

情，希望協尋不幸落海失蹤案之船員，因該陳情人私下已與相

對人（航運公司）達成書面協議，故歷次陳情意見，除由基隆

港務局明確函復外，亦經交通部 2006 年 07 月 27 日以交航字第

0500073231 號函復在案（原函寄達）。至於港務局登船執行公

務辦理船舶檢查（抽查）等情事，除應依法辦理外，應本於比

例原則，其有不足或過當均非所取，概不可能隨他人任意指陳

後，逕對不相關之第三人（船舶），進行隨意登船抽查或提供相

關船舶資料，應以公務需求為主，除此之外需依法定程序申請

調查作業。 

（4）桃檢、航警破獲首宗郵輪運毒案。運毒集團成員搭乘麗星郵輪，

於隨船出海的腳踏車內夾藏的手把上相機包夾層及後置物箱，

共取出安非他命 1033．5 公克，成本約新台幣 90 萬元，在日本

獲利可逾 10 倍。檢警逮六人訊後送辦。麗星郵輪 2009 年推出

日本石垣島自行車逍遙旅行，雖 2010 年沒推此行程，但仍允許

旅客攜帶腳踏車登船。為逃避機場的嚴密查緝，多次利用成員

搭乘麗星郵輪時，以自行車夾藏毒品走私成功。海關一般只

在郵輪靠港時派員登輪抽檢，對於只攜帶隨身行李的乘

客較少檢查，才會被台日販毒集團相中，成運毒走私的

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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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 年 06 月 01 日基隆港警局會同本署第一海巡隊、基隆機

動查緝隊及基隆商港安檢所當場查獲東湧八號船務代理夏鵬

鳴走私大陸香菇共 419 箱，總值新台幣 12 萬 5,700 元，夏員於

2007 年 03 月底向綽號小莊之男子以每箱 300 元之代價購買，

後於同年 05 月 17 日由馬祖以東湧八號載運至基隆港後卸於東

岸 20 號碼頭貨櫃內，並於同年 06 月 01 日將填造不實之基隆

港船邊提貨車輛通行單交予司機林國財、沈楓曄二人，並以八

仟元代價僱用其二人至基隆港東 20 號碼頭欲載運出港區時查

獲。 

（6）美國國土安全部未成立前，聯邦緊急事務處理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在地震發生後 15 分鐘

內就以電話向總統報告，幾個小時內總統到達災區指揮併發動

國民兵及義工團體投入災害防救。反觀卡翠那颶風，在風災後

第五天才有第一批國民兵抵達災區，因布希競選總幹事推薦而

擔任 FEMA 署長布朗之所以去職，也是媒體記者事後查證，

因新政府部門彼此欠缺合作經驗，未能有效逐層溝通，致災後

未向高層反應風災嚴重性，主要問題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成立以

反恐為主、災害防救為輔，FEMA 被整併後原先工作目標被稀

釋狀況下，防救功能逐漸式微。 



 145 

表 5-1 港口保全機制案例彙整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港 口 保 全 機 制 案 例 彙 整 表 

案例 缺  失  項  目 改  善  方  向 

1 

1.關稅局關員人員違法犯紀。 
2.託管私貨艙庫管理流程不當。 
3.未設保全警鈴或監控系統連線。 

1.加強政風法令宣導及防範稽查
措施。 

2.與簽約託管倉庫或冷凍場，確實
規範與查核作業流程。 

3.建立監控警報系統與海關連線，
做好管理機制。 

2 

1.情資管道未建立。 
2.貨物艙單與貨品未確實核對清點。 
3.港警及船檢均未落實安檢勤務。 

1.確實與警情單位完成支援協定，
達到資源共享。 

2.貨物艙單應確實分析過濾可疑
有疑慮的貨物實施清查。 

3.執檢單位應賡續要求及教育所
屬，加強安檢技巧及案例檢討。 

3 

1.警政署與海巡署協調聯繫辦法未落
實。 

2.機關內部單位未依法定職掌分工辦
事。 

3.港務局未介入協助辦理相關事項。 

1.主政機關應主動要求及督導所
屬依法行政。 

2.依據機關訂定之辦事細則分層
負責，不可有推諉情形發生，造
成單位間磨擦。 

3.航政機關應以為民服務政策主
動協助。 

4 

1.海關對於情資未與其他單位互相 
傳遞資源分享，無法自行查緝。 

2.海關檢查人員輕忽安檢重點項目。 
3.未建立與其他警察單位清查旅客名
單，是否有前科素行記錄供參考。 

1.確實與警情單位完成支援協
定，達到資源共享。 

2.執檢單位應賡續要求及教育所
屬，加強安檢技巧及案例檢討。 

3.先行完成資料查核，縮小檢查範
圍。 

5 

1.基隆商港安檢所監卸勤務人員，未確
實清點檢查，致走私流出。 

2.馬祖福澳安檢所及海關人員於聯檢
時，亦未發現。 

3.貨物艙單與貨品未確實核對清點。 

1.執檢單位應賡續要求及教育所
屬，加強安檢技巧及案例檢討。 

2.執檢單位應賡續要求及教育所
屬，加強安檢技巧及案例檢討。 

3.貨物艙單應確實分析過濾可疑
有疑慮的貨物實施清查。 

6 

1.單位整併後原有功能未能即發揮，首
長應負責處置應變。 

2.狀況發生向上反映回報機制出現漏
洞。 

3.單位中主要及次要任務未依專業分
工執行，導致災情無法即時處理。 

1.機關內部應完成應變作業方案
及標準程序，決策人員也完成教
育訓練，觀念需一致，避免兩套
標準。 

2.執檢單位應賡續要求及教育所
屬，加強回報機制及案例檢討。 

3.完成應變作業方案及標準程
序，任何狀況不可因人而異，確
實依據標準作業流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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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將有關港埠管理保全措施及方案，彙整成短期、中期

及長期方案（請詳參表 5-2），並且針對其方案提出建議措施與項

目，冀希港埠管理機關在統合港口保全機制執行時，可以利用這

些管理方案及措施，有效地降低港口危安狀況所生之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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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港口保全機制管理方案與措施分析表 
實
施
方
案 

建議措施及項目 

實施期程 
短
期 

中
期 

長
期 

安

全

性 

1.專業證照 要求相關人員應取得專業證照。 ● ●  

2.專職訓練 執檢單位內部或相關機構應定期開辦受訓課
程，供相關檢查人員學習。 ● ● ● 

3.參訪見習 執檢單位內部透過具有相關經驗之人員，整理相
關參訪心得，分享給所有同仁學習。  ● ● 

4. 國內外法
規 

不定時至國內外相關網站取得新消息，並且發佈
消息給執檢同仁。 ● ●  

有

效 
性 

1.法規資料 
內部網站建立相關常使用之法規資料庫，保持最
新資訊。 ● ●  

2.國際公約 
國際法內國法化，遵循國際法規執行海事安全相
關規範。 ● ●  

3.執勤使用 各級幹部應自我期許、精進執勤技巧、強化應勤
裝備，落實執檢勤務。 ● ●  

4.維修保養 落實各類設施、裝備、器材保養與檢查，保持堪
用狀態。  ● ● 

可

行 
性 

1.檢討汰換 汰換巡防艦、車輛及應勤裝備，精進裝
備補保品質及性能，有效達成任務需求。  ● ● 

2.裝備運用 
對各項安檢器材特性、操作要領與使用範圍，要
融會貫通，適切運用高科技安檢器材，充分發揮
效能，提昇整體查緝效果。 

● ●  

3.在職教育 
開 拓 多 元 學 訓 管 道 ， 落 實 核 心 技 能 教
育，辦理標竿學習活動，營造優質學習
環境，儲備港口保全相關事務專業人才。 

 ● ● 

4.案例教育 

對查獲案例實務經驗豐厚、實際查緝經驗之教
官、助教，採實地、實船、實作方式授課，查艙
技能實務經驗傳授、實作及可疑徵候研判，教育
新進人員完訓後，有效發揮查緝效能。 

● ● ● 

其
他
方
面 

1.危機處理 

統 合 相 關 部 會 及 海 巡 署 等 單 位 執 法 能
量，共同防制恐怖活動及槍械、毒品走
私犯罪；掌握有利時機在不危及人員、重要港
口設施及機船之狀況下採取強勢作為，斷然處置
防止事態擴大。 

● ● ● 

2.協調聯繫 整合涉外事務發展機制，分享資源與統
合分工。 ● ● ● 

3.權責劃分 籌設務實專責機關，健全海洋事務發展。 ● ● ● 

4.兵推演習 
港口設施、船舶發生人為或天然災害，加強相關
機關（單位、團體）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
調、聯繫事宜，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 ●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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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擬定基隆港港口保全機制執行措施 

一、航政監理措施： 

（一）目前進出港船舶預報系統及保全等級，係由航商業者先行將

是否持有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船舶連續概要記錄(CSR)

及保全等級等資料輸入「航運業及船舶進出港系統」內。 

（二）其後國際船舶保全證書(ISSC)有效期限，及連續概要記錄

(CSR)資料，由港務局航政組人員以人工方式鍵入系統內，

以為後續查核之用。 

（三）基隆港務局依章程規定簽發基隆港籍國際航線船舶之船舶連

續概要記錄(CSR)。 

二、VTS管制措施： 

（一）遇有船舶報到時，即告知基隆港港口保全等級並詢問船舶保

全等級，同時通知欲靠泊碼頭之PFSO。 

（二）由基隆港務局網站暨港棧連線系統，預先查詢到港船舶保全

等級；若發現船舶保全等級與基隆港港口保全等級不符時，

即通知欲靠泊碼頭保全員簽署保全聲明或通知港警局勤務

指揮中心或海巡艦艇加強戒備。 

三、港口安檢措施： 

（一）對於靠泊基隆港之船舶，海岸巡防署均依規定每航次執行船

舶安檢清艙檢查。 

（二）而針對未實施ISPS Code船舶或船舶前曾靠泊未實施ISPS 

Code港口，本港將視情況執行港口國管制，港口設施必要時

也將會通知海岸巡防署及基隆港務警察局對該等船舶再加

強安檢及巡邏，而該類船舶靠泊碼頭後，亦將要求簽署「保

全聲明」。 

四、保全計畫六大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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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ISPS Code主要檢查機關 

 1.航政組：查驗ISSC、CSR。 

     2.海巡署基隆港安檢所：船舶安全清艙檢查。 

     3.海巡署第一海巡隊：外海水域巡邏查察。 

     4.基隆關稅局、港務警察局、保三總隊：貨物、人員之查驗。 

 5.移民署國境大隊：外籍船員、旅客之查驗。 

 6.港務局：各港口設施保全協調及保全聲明之簽署。 

（二）依基隆港港口保全計畫，基隆港整體保全執行包括：進入港

口設施、港口設施限制區域、貨物裝卸、船舶物料交付、非

隨身行李裝卸、港口設施保全監視、船舶清艙安檢、海域巡

邏等保全措施，分別由基隆港務警察局、財政部基隆關稅

局、海巡署、保三總隊及港務局現場各港口設施等配合執行

查驗管制。 

五、進入港口設施措施：  

基隆港務警察局依「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崗哨檢

管執勤程序實施要點」針對人、車、物品進行平常一般檢查作

為之規定檢查管制。  

六、港口設施內限制區域措施：  

（一）碼頭作業區及露置場及倉棧：裝卸作業中，非作業人車不得

進入，並由裝卸公司裝卸管理員與現場管理人員協同管制

（各倉棧則由各倉棧使用者負責管制），如有違規進入者，

通報港警局處理。 

（二）有關海員及與船舶業務有關人員登輪或登岸者依內政部頒入

出國境管理相關規定，向基隆港務警察局申辦，據以管制。 

（三）港口設施內重要關鍵目標或基礎設施由該港口設施人員進行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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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貨物裝卸措施：  

（一）一般進、出口雜貨物及進場CY櫃：海關及保三總隊後端電

腦專家系統依風險管理原則自行篩選、核定個案貨物通關方

式為C1（免審免驗）、C2（應審免驗）、C3（應審應驗）。 

（二）船邊進出口貨櫃：櫃動庫系統依風險管理原則自行篩選核定

個案貨櫃（物）是否辦理押運；由保三總隊派員經常篩選可

疑貨櫃（物）於現地或跟車進行查核。 

（三）危險物品作業時由業者設警戒線、港警局派員現場警戒管制

人員進出、港務消防隊派消防車於現場待命、裝卸人員依危

險品裝卸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八、船舶物料交付措施：  

（一）船舶物料進出口均由海關及保三總隊驗放；進出港區並由港

警局檢查管制，並由業者以書面向海關提出申請，核准後，

始得辦理裝船事宜。 

（二）載用船舶日用品進港，除人、車佩掛通行證外，須持有「供

應船舶日用品申報表」由海關及港警局核章並於港務局登記

有案者後查驗放行。 

（三）船舶用品轉運運輸業者，應依「轉口貨物通關及管理作業要

點」第14條規定辦理；船舶小修用具，憑船舶小修業進港申

請單查驗放行。  

九、非隨身行李裝卸措施：  

（一）非隨身行李卸船時，裝卸公司工人使用手推車搬運至限制區

域內，由海關人員負責查驗、攜帶超過限制外行李則予課

（補）稅。 

（二）非隨身行李裝船時，經由海關人員給予檢查後由裝卸公司工

人使用手推車搬運至裝櫃區域裝櫃隨拖車裝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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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客攜帶非隨身行李出入境時，依海關「出入境旅客報關須

知」辦理相關事宜。 

十、其他設施管理執行措施：  

（一）針對非營運船舶，本局訂有「基隆港港勤拖船調派暨作業要

點」、「基隆港非營運船舶管理作業要點」、及「基隆港交

通船管理執行要點」以為規範。  

（二）船舶安檢清艙作業依現行「海岸巡防機關執行台灣地區商港

及工業專用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實施，若因執行反恐作

業，全面提高船舶安全檢查比例至100%。  

  （三）海域巡邏由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執行，每日實施

例行巡邏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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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基隆港為我國最重要之國際港埠並肩負促進國際貿易及發展航

業之重責大任，尤其接近政治、經濟中心之大臺北都會區，都會周邊

密佈各類型工業區，運輸腹地廣大、人口稠密、資源豐富，為台灣地

區高價值貨物吞吐最主要之門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完善的海陸運輸

系統，吸引各國商船泊靠，成為亞太地區的重要港埠，港埠地位甚為

重要。因我國具備有運作完善的災害防救應變機制，目前沒有明顯與

立即之恐怖活動威脅，惟面對恐怖主義威脅之滲透性，自應加強相關

防範措施，以維護國家民眾的安全。 

為了因應我國海事保全體系中，針對基隆港設施部份之保全是否

完備，從組織架構、法律規章、政策執行、相關保全人員之訓練制度

以及安檢科技等方向探討，期使基隆港在實施ISPS Code 後能更符合

港埠設施保全之國際趨勢，以作為政府及航政主管機關改善我國國際

商港港埠設施保全機制體系之參考，本研究對如何改善現行基隆港之

港口保全機制進行研究，針對安全性、有效性、可行性等三大構面，

來瞭解基隆港在港口保全機制上的問題。以改良式 IPA 方法實證分析

得到結果，發現基隆商港未設置專責機構、安檢機關人力不足、協調

聯繫機制未落實、港務局以營利為主未政企分立等問題，影響基隆港

施行港口保全機制之運用，將危及港口安全。本章依據第二章文獻回

顧及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分析與討論歸納出執行具體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基隆港務局作為基隆港管理作業之行政機關，未能有效統合海巡

署、港警局、海關、保三總隊等機關，造成因為事權的分散，產生多

頭馬車的現象。我國現階段對於進港船舶之相關海事情資包含港務局

實施之港口國管制檢查紀錄、船舶保全檢查紀錄、船舶於進港前所通

報之船舶保全情資、港務局 AIS、CCTV 所記錄相關資訊、海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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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總局商港安檢所實施之船舶安全檢查紀錄（安檢資訊系統），運送

及儲存毒化物等危險品管理與運送未資訊整合且 200 多種毒化物種

分由環保署、消防署（危險品）及交通部（運輸）等主管機關。惟彼

此因分隸不同機關，相關海事安全情資並未有效整合並匯入同一資料

庫進行資訊管理分享，亟需整合改善。 

此外，港務局本身為營利事業單位，負有營運績效之壓力，如果

採取將船管制出港或禁止其入港等強制管制措施，對於港務局之營收

或營運績效將有所影響，但目前港務局目是我國施行國際船舶及港口

設施保全章程（ISPS Code）之執行單位，對於貫徹施行港口保全工

作等執行公權力工作，恐會造成影響。再者，「商港法」第五十條為

港口保全規則，提及我國交通部及各港務局執行船舶及港口保全時，

係依據本規定執行，明訂未規定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交通部得參照

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則、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採用

施行。因此，在船舶及港口保全方面，國內並無專法為此依據施行之，

亦使港務局在執行 ISPS Code 產生無所適從的情形。 

海巡署成立之後，已經逐漸取代海關與保三總隊成為岸際港口及

海上查緝之主要機關，其中海上保全檢查內容包含入出港船舶或其他

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

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 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

等事項。因此，任何船舶在海上涉及不法行為，海巡署均可派員上船

檢查，惟海巡署各種裝備器材功能有限、巡防艦（艇）噸位數及操作

人員不足且無空中偵察機隊編制等限制，無法有效達成點、線、面的

立體港口保全防範應變作為，在查緝能量上未能有效發揮應有功能；

而岸際查緝上，因大多由義務役軍士官兵擔任第一線安檢工作，在訓

練時間、專業知識、應變能力以及心態上均無法勝任日漸繁重的查緝

工作。然海巡署與其他查緝機關由於機關屬性及隸屬層級不同，彼此

相互之間，不僅無法有效聯繫溝通協調，相互支援，有效打擊不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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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外，甚至因為本位主義的關係，反而爭功諉過，劃地自限，各司

己職，不但降低了整體執法的效能，更嚴重形成我國港口保全管理上

一大漏洞。 

港警局除依據警察法令，執行查緝走私、偷渡等工作外，主要業

務為港區進出車輛、人員的門禁，以及安全維護，然相關作業流程並

未與時俱進，人員對於相關法規的瞭解、語言程度以及應變能力均已

不符合基隆國際商港之需求，為強化港口之服務品質，航港體制改

革、強化商港人車入出管制之便捷性與安全性，以及兩岸海運直航等

相關法規，應進行修法作業，以符合未來需求。港口出入國境之人、

物、交通工具等通關檢查作業應建立標準化程序，為避免不同檢查人

員有不同標準之作法，或為防止因人為疏失造成誤失，應確立品質標

準化及作業程序化之通關檢查作業標準，降低缺失，確保安全。此外，

港監系統妥善率不佳，維修通報曠日費時，修好後又容易損壞，亦會

影響港區安全的監視作業。 

海關為防杜貨櫃掉包走私，於基隆港東岸碼頭及所屬西岸南、北

貨櫃儲運場，利用電腦掌控貨櫃進出，並設專人運用「海關查緝走私

情報系統」，過濾艙單資料，研判篩選可疑貨櫃，然此系統現今並未

開放其他查緝機關使用，其原因除軟硬體尚未整合外，「績效」是其

主要原因之一。然此行為卻可能造成國家查緝上疏漏，更無法形成查

緝之交叉火網，以杜絕走私行為。此外，員工老化及人力斷層，影響

應變處置能力，中高階主管人員相繼退離後，經驗無法傳承，管理階

層人力將形成明顯斷層，亟需透由改制工作鬆綁用人限制，迅速補充

人力，改善經營體質；另專業性高人力不易轉換，各部門間人力不易

相互調整運用，為形成人力斷層之另一原因。 

保三總隊目前負責財政部機關安全及協助海關勤務以海運進口

貨櫃安全檢查工作，重要性已不若以往，且如遇重大事件發生時，亦

需保三總隊提供人力支援，故平日人員訓練極為重要，港口執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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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專業的性質差異性很高，人員的教育訓練尤其會影響組織的績效。

一套完整的教育訓練體系，除了訓練課程的施行之外，如果能夠同時

整合、考量員工生涯發展需求與組織任務需求，並將人員的教育訓練

與績效考核、任用等作一適度的連結，不僅將激勵員工的學習情緒，

對於組織發展目標的達成，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6.2 建議 

1.主管機關應修正商港相關法規並成立專責港口保全機關 

（1）以國際海事組織所頒佈之「國際船舶與港口保全章程」為依據，

設置專法。美國實行「海事和運輸保全法案」 (Maritime and 

Transportation Act, 2002)，該法案要求船舶與港口均需施行弱點

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與發展保全計畫，並針對油輪、

危險品船、旅客船以及上述種類船舶靠伯之港口及其機具之保

全程序均有詳細規範。日本海事保全國內法源依據則為「國際

船舶港灣保安法」，其規範所有國際航線船舶及港灣設施之所有

人，皆須接受並認可保安章程。 

（2）海事先進國家海上保全制度均由單一機構執行，如美國海岸防

衛隊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廳等，施行港口與船舶保全檢查以及查

緝毒品、杜絕非法偷渡以及其他非法行為，不需考慮單位之間

的協調以及資源分配與整合。臺灣的海上保全並無單一專責單

位，而是依性質而劃分為交通部以及海岸巡防署，交通部所屬

各港務局專司港口與船舶保全，以任務編組兼任方式執行，海

岸巡防屬專司走私、偷渡以及其他非法行為之查緝。 

（3）美國海事保全專責單位為美國海岸防衛隊，任務範圍包括防

範與制止海事恐怖攻擊、查緝毒品、杜絕非法偷渡以及查緝非

法捕魚。在防範與制止海事恐怖攻擊方面，海岸防衛隊專司船

舶與港口保全。日本海事保全專責單位則為日本海上保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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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範圍包括防範與制止海上恐怖攻擊、查緝毒品走私、杜絕

非法偷渡打擊海盜、海上治安管理、打擊海上刑事犯罪、防止

不明船隻進入以及於經濟海域查緝非法捕魚。此外，其他海事

先進國家如加拿大海岸防衛隊、新加坡海岸防衛隊等組織亦為

該國海事保全之專責單位。 

（4）建議從上而下將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與災害防救辦公室（原

行政院研考會組織改造 99 年 10 月 22 日審定該兩辦公室仍為

任務編組）合併成一個單位配合組織調整為國土及災害防救處

（行政院幕僚單位），而其他各相關機關及所屬執行單位一併

檢討整合並由單一部會承接所屬各層及單位上下隸屬以利指

揮管制，反制應變機制由下而上，就本研究結果發現應將現行

國際港口內相關各安全檢查機構，以整合資源及專業分工，達

成維護港口安全及持續營運最大效益。 

2.檢討安檢人力及裝備設施檢討更新 

（1）我國國際港口保全機關執行安全檢查工作時，為達成任務所

用之各類設備器材，必須隨著港區治安狀況與任務環境改

變，不斷求新求精，適時檢討人力配置及研究發展，以精進

設備功能，支持檢查工作遂行。且在保養重於修護之原則下，

加強設備器材管理與維護，落實預防保養及定期檢查工作，

使各類安檢設備器材經常保持良好狀態，有效支援安檢工作

執行。 

（2）建議逐年檢討籌補人、船通關檢查裝備，針對進出港(關)之旅

客身體、行李查驗與水下查緝實需，逐年汰換已屆年限之安

檢裝備包括工作腰帶、電擊器、伸縮警棍、手銬、充電式強

光手電筒、水下攝影機、下水道攝影機、人身金屬感應門、

X 光行李檢查儀、X 光大型托運行李檢查儀、固定及移動式

X 光貨櫃檢查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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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港口內各機關間協調機制及資源共享 

需要對不同的組織文化兼容並蓄，協調其間的矛盾與衝突，

克服部會協調與整合的障礙。藉由港務局與港區 CIQS（海關、

環保署、消防署、移民署、檢疫局、港警局、海巡署）等政府單

位進行水平整合及與港區相關從業進行垂直整合聯盟活動，由聯

盟機制之啟動，使港區執行檢查公務部門與港區相關從業業者進

行整合進而相互配合，期使各項作業均能順遂執行並提升基隆港

服務品質與作業效能。 

4.參考先進國家朝向航港制度管理與經營 

先進國家航港體制改革作為及商港管理制度，各國雖略有不

同，惟均朝「政企分離」方向改制，即涉及公權力之航政、港務

事項，成立專責之政府機關負責，至於港埠經營業務，則另成立

經營機構管理公司組織負責。 

5.強化執檢人員教育訓練 

（1）港口保全機制執法勤務，保衛海域之安全，除了完備的勤務

規劃外，只有落實新進人員的銜接教育外，更有賴於平日的

訓練，方得以發揮勤務效能及執法能量，透過實務及在職訓

練難度的逐漸加強的方式，並將整個訓練的過程，一切環境

安排、狀況設計、問題處理、時數配當、壓力調適，都環繞

在近似情境的「壓力」下，透過嚴格的時間管制，各類課程

的緊湊安排，以克服對於未來港口安全所產生的壓力與恐

懼，以培育優秀的人才。 

（2）各機關同仁除了透過持續的在職訓練，不斷修正同仁依法行

政的觀念，期能補充其知識、技能外，更應持續自我教育、

吸收新知，以因應內、外環境之變革。 

（3）針對政策及法令修正、結合現階段勤務工作重點與重要規定

或實際案例狀況，重新檢討課程規劃，在授課時數不變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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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依「實務重於理論」之原則，要求教官加強對「器材

操作運用、突發狀況處置、近期發生案例」等資訊教授課程，

以培養學員爾後於突發狀況發生時，所應具備之基本學能與

應變作為。 

（4）針對修訂的規劃，安排課程採「理論與實務結合」與「學術

與技能並重」之原則，以維持課程一貫性、連續性及完整性，

俾能達致實務見學應有成效與水準。 

（5）結合單位轄區特性、勤務執勤規劃、新的政令、上級規定與

法令以及實際案例狀況需要。 

6.改善港口保全資訊管理系統整合強化決策支援系統 

（1）透過既有的 Google Earth 開放式平台，將現有政府各機關分別

負責蒐集、掌控，有關「山、水、路、橋、港口」的各種資訊，

並納入「人」力及「實際狀況」災情等七大類資訊，透過 GIS

地理資訊系統的呈現方式，提供全圖像化的管理及決策支援。

立即建置港口保全資訊應用系統，並籌建港口安全檢查設備與

器材，充實港口安全能量建立港口服務機能，強化船舶航行及

海域休憩活動安全服務。例如，整合海事服務與海上救難專屬

通信頻道，提供訊息廣播與諮詢服務，結合民間資源，規劃設

置搜救分區與海岸搜救站，並且可以統一港口安全檢查業務與

危機應變指揮管理事權，建立港口保全標準作業程序及演練，

以加強港口保全與危機應變功能。 

（2）籌集多元執法資料庫來源，按重要性順序將外部資料分年統合

資料庫系統內，解決外勤執法人員無法即時查詢鏈結「人員資

料、違規資料、船籍資料」及海上安全相關資源窘境，強化海

岸執勤、海洋資訊、船舶安檢、情報傳輸、查緝走私偷渡、限

制非法 入出境業務資訊化，支援各項執法決策。 

（3）運用高科技裝備及傳輸系統，藉以提昇岸、海全天候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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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走私偷渡、安全情報調查、海上交通管理、海難搜索救助、

海洋環境保育及海洋科學研究等任務，為策進未來並降低人力

成本，更應積極引進尖端科技設備，培訓科技應用人力資源，

藉以遂行有效打擊非法遏止犯罪，期能達成海域執法、港口保

全的效能。 

6.3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對象僅以港口保全各公務機關及民營機構、廠、

庫等執行方式進行研議，故對於後續之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1. 未來可擴大研究議題及對象範圍，本研究僅以港口保全各公

務機關作為研究標的，後續研究可將民營機構、廠、庫加入

探討。 

2. 對於港口保全檢查單位眾多，且各機關法令不同，可將各安

檢機關人員做為研究對象，藉以探討不同機關人員在檢查上

是否存有差異之情形，甚可擴大研議不同機關人員檢查所造

成之差異性及其原因為何，後續研究者可從更細微的角度去

審視與研究。 

3. 由於港口保全機關眾多其人力之組成，包括了軍、警、關務

以及文職等四機關人員，除了人事背景以及養成教育的不同

外，也相對造成認知上的不同，後續研究者可從不同文化特

質進行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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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港務局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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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港務局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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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港務局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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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港務局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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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港務局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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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港務局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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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港務局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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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港務局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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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港務局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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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港務局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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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港務局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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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港務局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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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港務局 VS.港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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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港務局 VS.港警局) 

可行性

3.24

a34

a25a30

a31

a28 a27a26

a33

a29
a35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港務局

港警局

 
圖 15(港務局 VS.港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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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港務局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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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港務局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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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港務局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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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海巡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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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海巡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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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海巡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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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海巡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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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海巡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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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海巡 VS.保三) 

 



 173 

海巡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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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海巡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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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海巡 VS.海關) 

可行性

a25

a26a27
a28a29a30a31a32

a33 a34
a35

0

1

2

3

4

5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海巡

海關

 

圖 27(海巡 VS.海關) 



 174 

海巡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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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海巡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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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海巡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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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海巡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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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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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海巡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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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海巡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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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海巡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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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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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海巡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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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海巡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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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海巡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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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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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港警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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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港警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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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港警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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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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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港警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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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港警 VS.保三) 

可行性

a25a26
a27
a28

a29
a30

a31a32 a33

a34

a35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港警

保三

 
圖 42(港警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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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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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港警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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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港警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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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港警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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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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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港警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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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港警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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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港警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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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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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港警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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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港警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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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港警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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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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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港警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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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港警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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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港警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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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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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海關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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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海關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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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海關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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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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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海關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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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海關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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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海關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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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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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海關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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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海關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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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海關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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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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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海關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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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海關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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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海關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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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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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海關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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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海關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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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海關 VS.港警) 

 



 188 

海關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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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海關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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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海關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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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海關 VS.其它) 

 



 189 

保三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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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保三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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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保三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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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保三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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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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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保三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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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保三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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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保三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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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 VS.海關 

圖 79(保三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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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0(保三 VS.海關) 

可行性

3.403.62
a34a25

a33
a29a32 a30 a28a26a27

a35

0

1

2

3

4

5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保三

海關

 
圖 81(保三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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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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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保三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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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保三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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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保三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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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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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保三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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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保三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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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保三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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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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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保三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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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保三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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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0(保三 VS.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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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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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其它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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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其它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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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其它 VS.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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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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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其它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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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5(其它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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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6(其它 VS.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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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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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7(其它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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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8(其它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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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9(其它 VS.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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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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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0(其它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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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其它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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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其它 VS.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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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VS.港務局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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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其它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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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其它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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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其它 VS.港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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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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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其它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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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7(其它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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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8(其它 VS.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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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 年 S O L A S 公 約 2 0 0 2 年 修 正 案 暨 

國 際 船 舶 和 港 口 設 施 保 全 ( I S P S ) 章 程 節 錄 35

緣       起 

 

1.IMO 大會於 2001 年 11 月 20 日通過主題為「防範威脅乘客和船員保全及船舶

安全之恐怖主義行為之措施和程序之審查」之 A.924(22)決議。 

2.SOLAS 公約締約國政府會議於 2002 年 12 月 9-13 日召開之海事保全外交會議

中，採納 SOLAS 公約 2002 年修正案及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全(ISPS)章程預

定 2004 年 7 月 1 日生效。 

3.美國遭受 911 恐怖攻擊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2001 年 9 月 28 日通過第

1373(2001)號決議，要求各國採取措施防範和鎮壓恐怖主義行為，包括呼籲各

國充分實施各項反恐公約。 

 

關聯規章及條款 
1.SOLAS 第 V 章：航行安全 

 規則 19   船舶航行系統和設備之配備要求 

2.SOLAS 第 XI 章：加強海事安全之特別措施 

 將原第 XI 章重新編號為第 XI-1 章 

  規則 3  船舶識別號 

  規則 5 「連續概要紀錄」 

3.SOLAS 第 XI-2 章：加強海事保全之特別措施 

4.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全（ISPS）章程 

 A 部分 - SOLAS 公約第 XI-2 章規定之強制性要求 

 B 部分 - SOLAS 公約第 XI-2 章和本章程 A 部分規定之指導 

5.客船和液貨船以外之 300 總噸及以上但小於 50,000 總噸之船舶，不遲 於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第一次安全設備檢驗或 2004 年 12 月 31 日，以較

早者為準，應裝設自動識別系統(AIS)設備並使 AIS 設備始終保持在操作

狀態。 

6.自動識別系統之功能： 

7.自動提供船舶識別碼、船型、船位、航向、航速、航行狀態及其他安全有

關資訊給岸台、其他船舶及飛機； 

8.自動接收其他船舶 AIS 發送之上述資訊； 

9.監視及追蹤船隻； 

                                                 
35 邱啟舜（2003），「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安規則與章程」，傑舜船舶安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版。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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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與岸台設施做資料交換。  

 

原第 XI 章 （加強海事安全之特別措施） 重新編號為第 XI-1 章 

1.修正規則 3（船舶識別號）：要求所有 100 總噸及以上之客船，以及 300 總

噸及以上之貨船最遲於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第一次塢驗時應將 IMO 船

舶編號(IMO 1234567)永久標記在：(a)船艉或船舯外板或船艛之側面或前面

之可見位置，或若為客輪則在由空中可清楚看見之水平面上，其字體高度

應不小於 200mm；以及(b)機艙端部隔艙壁或貨艙口或液貨船之泵浦間內或

RO-RO 艙之一個端部隔艙壁之易於接近之部位，其字體高度應不小於

100mm 。 

2.新增規則 5 （連續概要紀錄）：要求每一艘客船，以及 500 總噸及以上之貨

船於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均應由主管機關用 IMO 制訂之格式以英文及官方

語言發給「連續概要紀錄」並保存於船上隨時可供檢查，該「連續概要紀

錄」旨在船上提供一份船舶歷史紀錄，其內容至少包括：船旗國國名、註

冊日期、船舶識別號、船名、船籍港、船東及其登記地址、船級協會以及

簽發 DOC 、 SMC 及 ISSC 之機構等資訊，並適時更新 。 

 

新增第 XI-2 章 (加強海事保全之特別措施) 

 

規則 1   定義 規則 8    船長對船舶安全和保全之決定權 

規則 2   適用範圍 規則 9    管制和符合措施 

規則 3   締約國政府之保全義務 規則 10  對港口設施之要求 

規則 4   對公司和船舶之要求 規則 11  替代保全協定 

規則 5   公司之具體責任 規則 12  等效保全安排 

規則 6   船舶保全警報系統 規則 13  資料之送交 

規則 7   對船舶之威脅   

 

規則 1   定義 

1.船 /港介面活動 係指當船舶受到往來於船舶之人員、貨物移動或港口服務

提供等活動之直接和密切影響時發生之交互活動。 

2.港口設施 係由締約國政府或由指定當局確定之發生船/港介面活動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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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中包括錨地、候泊區和進港航道等區域。 

3.船對船活動 係指涉及物品或人員從一船向另一船轉移之任何與港口設施

無關之活動。 

4.指定當局 係指在締約國政府內所確定之負責從港口設施之角度確保實施

本章涉及港口設施保全和船 / 港介面活動規定之機構或主管機關。 

5.保全等級 係指企圖造成保全事件或發生保全事件之風險級別劃分。 

6.保全聲明 係指船舶與作為其介面活動之港口設施或其他船舶之間達成之

協議，規定各自將實行之保全措施。 

7.認可保全機構 係指經授權展開本章或 ISPS 章程 A 部分所要求之評估，或

驗證，或認可或發證活動，具備適當保全專長並具備適當船舶和港口操作

方面知識之機構。 

規則 2   適用範圍 

1.SOLAS 公約第 XI-2 章適用於： 

     （1）以下各類從事國際航行之船舶： 

– .1  客船包括高速客船； 

– .2  500 總噸及以上之貨船包括高速貨船 

– .3  移動式海上鑽井平臺 

     （2）為此類國際航行船舶服務之港口設施。 

2.不適用於軍艦、海軍輔助船、或由締約國政府擁有或經營並僅用於政府非

商業性服務之其他船舶。 

規則 3   締約國政府之保全義務 

1. 主管機關應為懸掛其國旗之船舶規定保全等級並確保向其提供保全等級

方面之資訊。當保全等級發生變化時，保全等級資訊應根據情況予以更新。 

2. 締約國政府應為其境內之港口設施和進入其港口前之船舶或在其港口內

之船舶規定保全等級並確保向其提供保全等級方面之資訊。當保全等級發

生變化時，應根據情況對保全等級資訊予以更新。 

規則 4    對公司和船舶之要求 

1. 公司應符合本章和 ISPS 章程 A 部分之相關要求，並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指導。 

2. 船舶應符合本章和 ISPS 章程 A 部分之相關要求，並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指導，對此種符合應按 ISPS 章程 A 部分之規定予以驗證和發

證。 

3. 船舶在進入締約國境內之港口之前或在締約國境內之港口期間，如果締約

國政府規定之保全等級高於該船主管機關為其規定之保全等級，船舶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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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締約國規定之保全等級要求。 

4.船舶應對改為更高之保全等級作出回應，不得有不當延誤。 

規則 6   船舶保全警報系統 

1.所有船舶應按以下規定裝設船舶保全警報系統： 

     (1)在 2004 年 7 月 1 日或以後建造之船舶； 

     (2)在 2004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之客船，包括高速客船，不遲於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第一次無線電設備檢驗； 

     (3)在 2004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之 500 總噸及以上之油船、化學品液貨船、

氣體運輸船、散裝船和高速貨船，不遲於 2004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第一

次無線電設備檢驗；和 

     (4)在 2004 年 7 月 1 日前建造之 500 總噸及以上之其他貨船和移動式海上

鑽井平臺，不遲於 2006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第一次無線電設備檢驗。 

2.船舶保全警報系統啟動後應： 

    (1)開始向主管機關指定之主管當局，在此情況下可包括公司，發送船對岸

保全警報，確定船舶身份、船位並指出該船之保全狀況受到威脅或已受

到危害 

    (2)不向任何其他船舶發送船舶保全警報 

    (3)不在船上發出任何警報 

    (4)持續發送船舶保全警報直到解除和/或復歸。 

3.船舶保全警報系統應： 

    (1)能從駕駛室和至少一個其他位置啟動； 

    (2)遵從不低於本組織通過之性能標準（MSC.136(76)決議案）； 

4.船舶保全警報系統啟動點之設計應能防止誤發船舶保全警報。 

5.只要符合本條之所有要求，可以透過使用符合第 IV 章要求之無線電設備以

符合船舶保全警報系統之要求。 

6.當主管機關收到船舶保全警報通知時，主管機關應立即通知船舶當時所在

位置附近之國家。 

7.當締約國政府從非懸掛其國旗之船舶收到船舶保全警報通知時，締約國政

府應立即通知有關主管機關，並在適當情況下通知船舶當時所在位置附近

之國家。 

規則 9  管制和符合措施 

1.擬進入另一締約國港口之船舶 

為避免對船舶採取管制措施或步驟之必要性，締約國政府可以要求擬進入其

港口之船舶在進港之前向該締約國政府正式授權之官員提供以下資訊，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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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符合本章之要求： 

    (1)船舶之有效證書及證書簽發機關名稱。 

    (2)船舶當前營運所處之保全等級。 

 (3)船舶在其所停靠之前 10 個港口設施之時間段內，曾進行船/港介面活動之

任何港口內時船舶所處之保全等級。 

    (4)船舶在其所停靠之前 10 個港口設施之時間段內，曾進行船/港介面活動之

任何港口內時船舶所採取之任何特別或附加保全措施。 

    (5)在其所停靠之前 10 個港口設施之時間段內，船舶在任何船對船活動中維

持之船舶保全程序。  

    (6)與保全有關之其他實際資訊（但非船舶保全計畫之細節），並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指導。 

(7)船長可以拒絕提供該資訊，但須明白不提供該資訊可能導致拒絕該船進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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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 - SOLAS 公約第 XI-2 章規定之強制性要求。 

   B 部分 - SOLAS 公約第 XI-2 章和本章程 A 部分規定之指導。 

第 1 節  總則 第 11 節  公司保全員(CSO) 

第 2 節  定義 第 12 節  船舶保全員(SSO) 

第 3 節  適用範圍 第 13 節  船舶保全訓練、演練和演習 

第 4 節  締約國政府之責任 第 14 節  港口設施保全 

第 5 節  保全聲明(DOS) 第 15 節  港口設施保全評估(PFSA) 

第 6 節  公司之責任 第 16 節  港口設施保全計畫(PFSP) 

第 7 節  船舶保全 第 17 節  港口設施保全員 

第 8 節  船舶保全評估(SSA) 第 18 節    港口設施保全訓練、演練和演習 

第 9 節  船舶保全計畫(SSP) 第 19 節  船舶驗證和發證 

第 10 節 紀錄   

 

第 1 節         總則 

1.ISPS 章程之目標： 

   (1)建立一個締約國政府、政府部門、地方行政機關和航運業以及港口業進行

合作之國際框架，以探察保全威脅並針對影響到用於國際貿易之船舶或

港口設施之保全事件採取防範措施。 

   (2)確立締約國政府、政府部門、地方行政機關和航運業以及港口業各自在國

內和國際層面上關於確保海事保全之作用和責任。 

   (3)確保及時和有效地收集和交流與保全有關之資訊。 

   (4)提供一套用於保全評估之方法，以具備對保全等級之變化作出反應之計畫

和程序。 

   (5)確保對具備充分和恰當之海事保全措施抱有信心。 

2.ISPS 章程之功能要求： 

(1)搜集並評估與保全威脅有關之資訊，並與相關締約國政府交流該資訊； 

(2)要求保持船舶和港口設施之通信協定； 

(3)防止擅自進入船舶、港口設施及其限制區域； 

(4)防止擅自將武器、燃燒裝置或爆炸物帶入船舶或港口設施； 

(5)提供對保全威脅或保全事件作出反應之報警方式； 

(6)要求在保全評估之基礎上制訂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全計畫；和 

(7)要求進行訓練、演練和演習，以確保熟悉保全計畫和程序。 

[附錄三]      ISPS Code 國際船舶和港口保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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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         定義 
1.「 船舶保全計畫」係指為確保在船上採取旨在保護船上人員、貨物、貨物

運輸單元、船舶物料或船舶免受保全事件威脅之措施而制訂之計畫。 
2.「港口設施保全計畫」係指為確保採取旨在保護港口設施和港口設施內之

船舶、人員、貨物、貨物運輸單元和船上物料免受保全事件危脅之措施而

制訂之計畫。 
3.船舶保全員 係指由公司指定之承擔船舶保全責任之船上人員，此人對船長

負責，其責任包括實施和維護「船舶保全計畫」以及與公司保全員和港口

設施保全員進行聯絡。 
3.公司保全員 係指由公司所指定之人員，負責確保船舶保全評估得以展開、

「船舶保全計畫」得以制訂、提交認可、而後得以實施和維持，並與港口

設施保全員和船舶保全員進行聯絡。 
4.港口設施保全員 係指被指定負責制訂、實施、修訂和維持「港口設施保全

計畫」以及與船舶保全員和公司保全員進行聯絡之人員。 
 
 
第 3 節         適用範圍 

1.ISPS 章程適用於： 
(1)以下各類從事國際航行之船舶： 

– .1  客船包括高速客船。 
– .2  500 總噸及以上之貨船包括高速貨船。 
– .3  移動式海上鑽井平臺。 

        (2)為此類國際航行船舶服務之港口設施。 
2.不適用於軍艦、海軍輔助船、或由締約國政府擁有或經營並僅用於政府非

商業性服務之其他船舶。 
3.ISPS 章程第 5 至 13 節和第 19 節適用於船舶和公司。 
4.ISPS 章程第 5 節和第 14 至 18 節適用於第 XI-2/10 條所規定之港口設施。 

第 14 節  港口設施保全 
5.港口設施須遵從其所在領土之締約國政府規定之保全等級。在港口設施執

行保全措施和程序時，應最大限度地減少對乘客、船舶、船上人員和來訪

者、貨物和服務之干擾或延誤。 
6.當處於保全等級 1 時，應透過適當之措施並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

指導，在所有港口設施內展開以下活動，以確認並採取針對保全事件之防

範措施 ： 
      (1) 確保履行港口設施之所有保全職責。 
   (2)對進入港口設施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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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監視港口設施，包括錨泊和靠泊區域。 
  (4)監視限制區域，確保只有經過授權之人員才能進入。 
  (5)監督貨物裝卸。 
  (6)監督船舶物料裝卸。 
  (7)確保隨時可進行保全通信。 

7.當處於保全等級 2 時，應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指導， 對上述所

列之每項活動實施「港口設施保全計畫」中規定之附加保護性措施 。 
8.當處於保全等級 3 時，應考慮到 ISPS 章程 B 部分提供之指導， 對上述所

列之每項活動實施「港口設施保全計畫」中規定之進一步特殊保護性措施 。 
9.當港口設施保全員被告知船舶所處之保全等級高於港口設施之保全等級

時，應將此事報告主管當局，如有必要，應與船舶保全員取得聯繫並協調

適當之行動。 
第 17 節  港口設施保全員 

1.應為每個港口設施指定一名港口設施保全員。可指定一人為一個或數個港

口設施之港口設施保全員。 
2.港口設施保全員之職責和責任還應包括但不限於以下內容： 

    (1)結合相關之港口設施保全評估對港口設施進行初次全面保全檢驗。 
    (2)確保制訂和維護「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3)實施和執行「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4)對港口設施進行定期保全檢查，確保適當保全措施之連續性。 
    (5)就「港口設施保全計畫」之修改酌情提出建議並進行修改，以矯正缺陷

並結合港口設施之相關改變對該計畫進行更新。 
    (6)增強港口設施人員之保全意識和警惕性。 
    (7)確保負責港口設施保全之人員獲得充分之訓練。 
    (8)向有關當局報告危及港口設施保全之事件並保持紀錄。 
    (9)與相關公司和船舶保全員協調實施「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10)在適當時與提供保全服務之機構協調 。 
    (11)確保負責港口設施保全之人員符合標準。 

 (12)確保正確操作、測試、校準和保養保全設備（如有）。 
 (13)在接到請求時，協助船舶保全員確認要求登船人員之身份。 

應為港口設施保全員提供必要之支援，以便履行第XI-2章和章程A部分

要求其承擔之職責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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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海事安全國際公約彙整表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IMO：http://www.imo.org/Pages/home.aspx

項
次 

國際公約名稱 內容 公佈實行年份 

一 國際海上避碰章程
(COLREG) 

本公約於 2001年 11月 29日由 IMOA.910(22)
決議案採納、內容包含瞭望、安全速度、對船
舶燈號聲號的規範 
 

1972/10/20 

二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

公約
(MARPOL73/78) 

依據 1969年 10月 21日所做成的 A176(5)決議
案，於 1973年通過本公約，主要目標為：「盡
早於 1975年年底之前全面防止船舶因例行作
業所產生的油類物質對海洋所造成的汙染」 
 

1973/1978 

三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
公約(SOLAS)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是保護商船安全的最重
要的條約。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的第一個版
本是在總結了鐵達尼號沉沒的教訓後於 1914
年通過的。公約規定了救生艇和其他應急設備
的數量，以及安全規程，包括持續的無線電守
聽。 

1974/11/1 

四 海上搜索與救助國
際公約(SAR) 

本公約於 1979年 4月 27日被採納，於 1985年
6月 22強制施行，主要規範海上搜救設備，並
在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中的第五章有相關規
範。 

1979/04/27 

五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
及當值標準國際公

約(STCW) 

本公約主旨為使船長船副和當職人員在海上商
船當值有一定的水準與品質。 

1978/07/07 

六 船舶噸位丈量公約
(TONNAGE) 

1969年國際船舶噸位丈量公約，本公約提供了
總噸位與淨噸位的獨立計算方法，所有在 1982
年 7月 18日後建造的船舶必須遵守本公約 

1969/06/23 
 

七 商船最低標準公約
(ILO) 

主要針對船員起居設備做最低標準之規定。 1976/10/29 

八 國際安全章程(ISM) 
ISM章程建立了船舶安全管理及營運之國際標
準，該標準爲有關安全及防止污染之公司經營
組織及執行安全管理制度（SMS）之規範。 

1998/07/01 

九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
安全非法行為公約

(SUA) 

1. 本公約適用於正在或準備駛入、通過或來自
一個國家的領海外部界限或其與之相鄰國家的
領海側面界限以外水域的船舶。 
2. 在根據第 1款本公約不適用的情況下，如果
罪犯或被指稱的罪犯在非第 1款所述國家的某
一締約國的領土內被發現，本公約仍然適用。 

1988/03/10 

十 
國際船舶和港口設
施保全章程(ISPS 

Code) 

自美國 911事件發生後，為防止恐怖份子之攻
擊與破壞，國際海事組織於公元 2002年 12月
通過 ISPS章程，該章程旨在加強國際船舶及
港口設施之保全工作，進而維護世界航運業之
安全，在此迫切壓力下，各國政府、航業公司、
港務單位、驗船機構等莫不全力以赴，以符合
公約的要求。 

2004/07/01 

十
一 

國際載重線公約
(LL66/88) 

1. 凡適用本公約的船舶，都不得在本公約生效
之日以後開往海洋從事國際航行，除非已經按
照本公約的規定檢驗和勘劃標誌，並備有國際
船舶載重線證書（1966），或者如果合乎條件
時，根據本公約各項規定，有“國際船舶載重
線免除證書”者。 
2. 本公約的任何規定，並不妨礙主管機關指定
較之按照附則一核定的最小乾舷為大的乾舷。 

1966/04/05 
1988/11/11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6%B3%B0%E5%9D%A6%E5%B0%BC%E5%85%8B%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191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191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1%E7%94%9F%E8%89%87&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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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                  商港法建議修正彙整表 

現行條文 修正建議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總則 修正或新增 

第五條  商港管理機關為維護

港區治安、客貨安全，並協助從

業人員執行職務，得依法設置港

務警察。 

第 1 條  商港區域內安全維護及

協助處理違反港務法令事項，

由港務警察執行；其協助處理

違反港務法令事項時，並受航

港局之指揮與監督。 
港區火災預防、災害搶救

及緊急救護消防事項，由港務

消防機關執行之。 

本條文為尊重現有港務、警消

體制及維護港區安全，仍維持

現有體系，並敘明其執行事

項，文字修正。 
 

管理經營 管理經營  
 第 2 條  港務公司應擬訂災害防

救業務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之。 
前項計畫應定期檢討，必

要時，得隨時為之。 
商港區域內發生災害及緊

急事故時，港務公司得動員商

港區域內各公民營機構之人員

及裝備，並應配合有關機關之

指揮及處理。 
商港區域內各公民營機構

應配合港務公司實施災害防救

演習及訓練。 

一、本條文新增。 
二、配合災害防救法第 19 條

規定，港務公司為交通部

轄屬公共事業，應擬訂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報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爰增列本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 
三、為使商港區域內發生災

害或緊急事故時，港務公

司能即時動員各公民營

機構之人員及裝備，避免

災害嚴重影響港埠運作

功能，並為強化及建構商

港之整體自我防救能

力，爰增列本條第三項及

第四項規定。 
 第 3 條  港務公司應辦理各商港

保全評估作業，並據以擬訂保

全評估報告及保全計畫，報請

航港局核定後實施。 
商港區域內各公民營機

構，應依前項計畫辦理國際商

港港口設施保全評估作業,並
據以擬訂保全評估報告及保全

計畫，報請航港局核定後實施。 
未依前項完成港口設施保

全評估及港口設施保全計畫

者，經航港局通知限期改善仍

一、本條文新增。 
二、第一項明訂由港務公司

為商港之港口保全管理

機關，應負責辦理商港整

體保全評估作業、劃設港

口設施單元及擬訂商港

保全計畫，並報請航港局

核定。 
三、第二項明訂各公民營機

構應依前項計畫辦理保

全評估及擬訂保全計

畫，並應送請港務公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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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改善者，得勒令停止作業。 
 
輔助國際商港且具國際商

港功能之港，適用前二項之規

定。 

轉航港局核定。 
 

 第 4 條  航港局得派員查核、檢

查及測試商港區域內作業之各

公民營機構之港口設施保全措

施及保全業務，受查核、檢查

及測試單位不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檢查結果發現有缺失

者，應通知其限期改善。 
前項航港局派員查核、檢

查及測試時，得會同港務警察

局等相關安全機關辦理。 

一、本條文新增。 
二、第一項明訂航港局得派

員查核、檢查及測試商港

區域內作業之公民營機

構之港口設施保全措施

及保全業務。 
三、第二項明訂航港局得商

請港警局等機關協助辦

理第一項之查核、檢查及

測試作業。 
 第 5 條  航港局依國際海事組織

或其相關機構頒布之港口國管

制程序及其內容規定，對入出

國際商港之外國商船得實施船

舶證書、安全、設備、船員配

額及其他事項之檢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護海上船舶航行安

全、保障船上人命安

全、協助防止海洋污染

及保護港口與港區水域

安全，爰依據國際海事

組織一九九五年第十九

屆大會採納之「港口國

管制程序」及東京備忘

錄（Tokyo MOU）相關

規範，對到港之非中華

民國籍船舶執行港口國

管制檢查。上述國際公

約所規範之實施對象為

外國籍商船，尚未包含

外國籍漁船。 
二、依據「港口國管制之程

序」，港口國管制僅對

進、出其港口之外國船

舶（不包括漁船）執行

管制檢查，至於我國籍

船舶於我國商港進出，

其檢查方式係依據船舶

法及船員法相關規定為

之，航行至他國港口

時，則於港口所在地接

受該國之港口國管制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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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外國商船違反管制檢查

規定，情節嚴重，有影響船舶

航行與船上人員安全之虞或足

以對海洋環境產生嚴重威脅之

虞者，航港局得將其留置至完

成改善後，始准航行。 
外國商船違反管制檢查規

定，我國無修繕設備技術、無

配件物料可供更換或留置違法

船舶將影響港口安全或公共利

益者，得經所屬船級驗船機構

出具證明並獲航港局同意後航

行或開航。 

一、 第一項明定港口國管制

檢查時，發現缺失嚴

重，得留置船舶之規定。 
二、 第二項係針對部分應限

制航行之船舶，訂定特

許航行之條件。特別當

應限制航行之船舶有涉

及公共利益或港口安全

之虞時得准予航行。 

罰則 罰則 章次變更 

 第 7 條   
商港區域內各公民營機構

如有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查核、檢查

及測試者，由航港局處新台幣

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商港區域內各公民營機構

未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檢查

結果於限期內改善者，由航港

局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 

針對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查核、檢查

及測試者，由航港局罰處及未

依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之檢查

結果於限期內改善者，由航港

局罰處，訂定明確之罰鍰上下

限額度。 

第五十條  本法未規定事項涉及

國際事務者，交通部得參照國

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定規

則、辦法、標準、建議或程式，

採用施行。 

第 8 條  商港安全及管理事項涉

及國際事務者，主管機關得參

照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

定規則、辦法、標準、建議或

程式，採用施行。 

本條文因應未來國際海事組

織增訂新的國際章程，我國有

隨即配合辦理之需要，將公約

內容內國法之作法恐緩不濟

急，予以部分文字修正。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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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要點 

「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要點」         99 年 3 月 30 日修正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確保國土安全，協調相關應變                                             

體系，特設國土安全政策會報(以下簡稱本政策會報)。 

前項所稱國土安全，指為預防及因應各種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動所造成之危害，維護

及恢復國家正常運作與人民安定生活而言。 

二、本政策會報任務如下： 

（一）決定國土安全政策之基本方針。 

（二）核定重要國土安全政策及措施。 

（三）核定國土安全各主政機關之業務計畫。 

（四）督導與考核中央及地方國土安全相關事項。 

（五）其他有關國土安全之政策事項。 

三、本政策會報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分別由本院院長、副院長兼任；除召集人、副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二十一位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國家安全局局長。 

(二)本院業管政務委員。 

(三)本院科技顧問組業管政務委員。 

(四)本院秘書長。 

(五)內政部部長。 

(六)外交部部長。 

(七)國防部部長。 

(八)財政部部長。 

(九)法務部部長。 

(十)經濟部部長。 

（十一)交通部部長。 

(十二)本院新聞局局長。 

(十三)本院衛生署署長。 

(十四)本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十五)本院海岸巡防署署長。 

(十六)本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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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八)本院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十九)本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本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十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 

四、本政策會報設國土安全辦公室，辦理下列業務： 

(一)規劃國土安全政策基本方針。 

(二)擬訂及推動國土安全政策及措施。 

(三)審核國土安全各應變組主政機關擬（修）訂之國土安全業務計畫及緊急應變方案，並

督導其執行。 

(四)推動國土安全相關法規之制（訂）定。 

(五)督導、協調及考核各部會辦理國土安全演習、訓練及國際交流合作。 

(六)掌握涉及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動之狀況，並配合國安單位協調擬訂處置方案。 

(七)陳報啟動國土安全應變機制。 

(八)協調聯繫國土安全相關應變機制。 

(九)協調及管考本政策會報各項指、裁示事項之執行情 形。 

(十)辦理其他國土安全業務。 

五、國土安全辦公室為本政策會報之幕僚單位，置督導官一人，由召集人任命之，承召集人之命，

督導本政策會報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六、國土安全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督導官呈報召集人任命之，並承督導官之命，依據本政策會

報之決議，處理政策會報事務，及指揮、監督所屬人員。置副主任一人，由督導官呈報召集

人任命之，襄助主任處理相關事務。 

國土安全辦公室內設預防整備組、安全應變組、國際合作組、資訊分析組等四組。 

國土安全辦公室所需人員，由第三點各相關機關調用人員常駐，並得依業務需要聘用研究

人員六人。 

七、本政策會報設置下列應變組，其主政機關如下： 

(一)暴力恐怖攻擊應變組：內政部。 

(二)重大經建設施恐怖攻擊應變組：經濟部。 

(三)重大交通設施恐怖攻擊應變組：交通部。 

(四)生物恐怖攻擊應變組：本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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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毒性化學物質恐怖攻擊應變組：本院環境保護署。 

(六)海事恐怖攻擊應變組：本院海岸巡防署。 

(七)放射性物質恐怖攻擊應變組：本院原子能委員會。 

(八)資通恐怖攻擊應變組：本院科技顧問組。 

(九)其他類型恐怖攻擊應變組：由召集人指定主政機關。 

八、各應變組主政機關及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並受國土安全辦公室之督導、協調及考核： 

(一)執行本政策會報有關指示及裁示事項。 

(二)研訂及檢討應變計畫及措施。 

(三)研訂檢討運作機制。 

(四)研訂預防、處置及復原三階段整備工作。 

(五)依據國土安全辦公室之通報，啟動該管類型或適當等級之應變中心。 

(六)執行該管類型之應變工作。 

九、各應變組由主政機關首長擔任組長(平時)或指揮官(變時)，業管副首長擔任副組長(平時)或副

指揮官(變時)，指定之業務單位主管或所屬機關首長擔任執行秘書。各應變組下設數個功能

小組，其組成由各應變組定之。 

十、國土安全辦公室得不定期召開業務會議，由督導官主持，並邀請國家安全局及相關機關列席，

負責第二點各款任務之推動及執行；必要時，得邀集各應變組及相關機關召開工作協調會

議，由國土安全辦公室主任主持，負責督導主政機關策定應變計畫，模擬演練及處理國土

安全事件。 

十一、本政策會報原則上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由召集人或其代理人

主持。 

本政策會報於召開會議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專家學者及中央相關機關列席。必要時，

並得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列席。 

十二、本政策會報、業務會議及工作協調會議之決議事項，以本院名義行之。 

十三、本政策會報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四、本政策會報及國土安全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院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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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            99 年 12 月 21 日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災害防救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災害防救業務，特設本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處理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以下簡稱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有關業務，及下列事項： 

（一）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之研擬、重大災害防救任務及措施之推動。 

（二）會報與委員會決議之各級政府災害防救措施執行之督導。 

（三）災害防救基本方針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研擬。 

（四）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初審。 

（五）災害防救相關法規訂修之建議。 

（六）災害預警、監測、通報系統之協助督導。 

（七）災害整備、教育、訓練及宣導之協助督導。 

（八）緊急應變體系之規劃。 

（九）災後調查及復原之協助督導。 

（十）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政策研擬及業務督導事項。 

三、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指揮、監督所屬人員。置副主任一人，襄助主任處理相關事務。 

本辦公室所需人員，得由各相關機關調用人員常駐，並得依業務需要聘用人員。 

四、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院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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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基隆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改善之研究問卷 
親愛的先生、小姐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空填寫此問卷，這是一份純學術研究性質的問卷。本問

卷目的主要是探討基隆商港施行港口保全機制改善之研究，希望能根據您平日於基隆

港口執行安全檢查的實際經驗，對於本問卷提供寶貴的意見，請針對您個人的意見給

予填答，您的寶貴意見將提供本研究莫大的貢獻。 
      
    本研究採不記名方式填答，而您所填答的意見資料僅供學術研究用途，絕不做其

他用途，也不會對外公開，故敬請您寬心作答。另請您務必仔細的閱讀每一訪談題項，

並做完整的填答！最後，再次由衷地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與支持，在此敬上十二萬分感

謝！ 
耑此 
       順  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研究所 
                                       指導老師：劉中平、張啟隱 博士 
                                       研 究 生：韓道昂    敬上 
                                       聯絡電話：03-4080024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五 月 

問卷填答日期： 99 年   月   日 
 

一、  基本資料 

   此為填答者的個人基本資料，本研究絕對會把這些資料保密不外漏，請放心

填答，在下面題項後面依個人在適當的 □中打”ˇ ”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小學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研究所以上 

4. 機構單位：□港務局 □港警局 □海巡署 □海關 □保三總隊 □其他 

5. 船舶檢查相關工作之資歷：□0~1 年 □2~3 年 □4~5 年 □6~7 年 □8~9 年 

□9~10 年□11~15 年□16~20 年□21 年以上(含) 

6. 執檢所在地：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離島 

7. 身分別： □非主管  □基層主管  □中高階主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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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下面為本研究之問卷內容有分三大層面，請填答者依

據自身經驗或認知，在下列各題項中選擇適當的□打（ˇ）
作答。 

非 
常 
認 
同 
 

（5） 

認 
同 
 
 
 

（4） 

沒 
意 
見 
 
 

（3） 

不 
認 
同 
 
 

（2） 

非 
常 
不 
認 
同 

（1） 

安 
    

全 
 

性 

1.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保全機制」成
效良好。 

□ □ □ □ □ 

2.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安全的法
令規章不周延。 

□ □ □ □ □ 

3. 您認為目前我國執行港口保全之有關政
府單位如同多頭馬車一般。 

□ □ □ □ □ 

4. 貴單位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
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 □ □ □ □ 

5. 您個人在執行港口保全機制工作上常遭
遇困難而無法處理。 

□ □ □ □ □ 

6. 貴單位於受理安檢案件時可及時使用相
關  
通資系統（如：查詢個資、港務船舶進
出港動態、貨物報關、…等）。 

□ □ □ □ □ 

7. 您認為貴單位目前所使用的安檢資訊系
統足以因應港口保全機制工作。 

□ □ □ □ □ 

8.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船舶安檢人員需
要具備國際公約所要求的證照與訓練要
求。 

□ □ □ □ □ 

9. 您認為貴單位執行港口設施保全相關人
員需具備國際公約規範的證照與訓練要
求。 

□ □ □ □ □ 

10. 您認為使用二維條碼處理案件資料安
全又可靠。 

□ □ □ □ □ 

11. 貴單位使用港口保全機制管理資訊系
統安全性良好 

□ □ □ □ □ 

有 
 
效 
 
性 

12.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港口
保全機制」具有很大效用。 

□ □ □ □ □ 

13. 您認為現行公共安全檢查標準或港口
保全機制法令具有嚇阻作用。 

□ □ □ □ □ 

14.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執
行偏好而結果會有所差異。 

□ □ □ □ □ 

15. 您曾經因關說或壓力而影響港口保全
機制檢查行為。 

□ □ □ □ □ 

16. 您在辦理安全檢查工作上能有效熟悉
使用高科技裝備。 

□ □ □ □ □ 

17. 您個人已清楚港口保全機制之執行標
準。 

□ □ □ □ □ 

18. 貴單位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
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 □ □ □ □ 

19. 您個人對受理二維條碼資料案件作業
流程能夠熟悉與順暢。 

□ □ □ □ □ 

20. 您在辦理安檢案件時，目前所使用之
管理資訊系統（如查詢或統計等）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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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良多。 
21. 您認為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船舶結

構檢查具有效益。 
□ □ □ □ □ 

22. 您現今高科技安檢設備對人員證照查
驗具有效益。 

□ □ □ □ □ 

23. 您現今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之安檢資
訊系統，對執行港埠保全上覺得具有
成效。 

□ □ □ □ □ 

24. 您常需使用港口保全機制所採購配發
之高科技安檢裝備。 

□ □ □ □ □ 

可 
 

行 
 

性 

25. 您覺得現今政策法令所規範之港口保
全機制於實際作為上，無法有效發揮
功效。 

□ □ □ □ □ 

26. 您認為目前我國港口保全機制檢查標
準或法令尚有諸多改善空間。 

□ □ □ □ □ 

27.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具有整
合必要性。 

□ □ □ □ □ 

28. 您覺得現今諸多港口保全機關不易整
合。 

□ □ □ □ □ 

29.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
全機制整合後，應屬專責主管機關。 

□ □ □ □ □ 

30. 您認為貴單位於未來政府推動港口保
全機制整合後，應屬配合執行機關。 

□ □ □ □ □ 

31. 您個人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
案件。 

□ □ □ □ □ 

32. 貴單位尚未使用或受理二維條碼資料
案件。 

□ □ □ □ □ 

33. 您認為港口保全機制會因檢查人員不
同的學經歷，而使執行結果有所差異。 

□ □ □ □ □ 

34.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
時，應最先進行法令的修繕，而非組
織的調整。 

□ □ □ □ □ 

35. 您認為未來進行港口保全機制再造
時，應最先進行組織的調整，而非法
令的修繕。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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