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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交通運輸部門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角色 

 

 

  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下的交通運輸部門有其相當的特殊性，中國大陸亦是如

此。本章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與中共發動航港體制改革有關之政策環境，包括下

列各項：(1)運輸、交通、交通運輸諸概念間的關係。(2)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中

的交通運輸部門，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第四個物質生產領域」之性質及

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3)並且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行業分工，進一

步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中的「水路運輸部門」，以航運企業為重點。(4)也分

析了做為「水路運輸部門」之中扮演終站與樞紐角色的港口部門與港口企業。

（5）由於鄧小平所號召的「改革開放路線」，其深層目的乃在使中國大陸在閉

關、鎖國三十年後，重新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所以西方及東亞的主要海

運國家的航港體制之參考比較，亦為與本研究有關的政策環境之一。 

 

  在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下的中國大陸「水路運輸部門」中之航運企業與港口

企業，主要的特殊性在於其「生產過程」中的「計劃管理」。而「計劃」則來

自於與該企業對口的上級政府機構中之水路運輸管理機關。在「政企分開」、

「政企脫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未完全實現的時期裡，具有「國有企

業」身份的航運企業與港口企業，其實也可視為中共航港體制的一部份。政府

機構中之主管機關做為其「上層建築」，而企業就是其「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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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運輸的定義及運輸、交通之間的區別 

 

2.1.1  運輸的定義與運輸系統的概念 

   

「交通運輸」一詞不論在中國大陸或在台灣經常被合併使用，尤其是在中

國大陸的相關文獻中經常混用（註 1）。也因如此，一般人對運輸、交通的涵

蓋範圍也時常混淆不清。儘管如此，交通運輸在任何一個經濟体制中，其本身

就是一個「產業部門」（Industrial Sector），其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於為其他

的產業部門提供運輸上或交通上的服務。 

 

  運輸是指利用各種運送工具(運具)及經過各種運輸路線(通路)，將貨物或

旅客(人員)由起點(啟運地、出發地)運送到終點(目的地)的一系列過程，以克

服空間阻隔並創造出「空間效用」(Place Utility)及「時間效用」(Time 

Utility)的一種經濟活動(註 2)。 

 

由上述，可知運輸此一經濟活動之產出(Output)即為「運輸服務」，而運

輸服務的範圍則包含客運(運送旅客，passenger)與貨運(運送貨物，cargo)，

所使用的運送工具(運具，mode)包含大都會區的大眾捷運、火車、汽車、飛機

與船舶等。另外，起迄點可以在同一都市或不同都市，甚至位於不同國家。換

言之，運輸學研究的範圍以個別運具劃分，可分為公路運輸、鐵路(軌道)運

輸、水路運輸、航空運輸與管道運輸五種次系統。以地域劃分，可分為國際運

輸、城際運輸與都市(都會區)運輸等。以軟硬體劃分，則硬體部分包含運輸路

網實體建設、場站與運具的建造；軟體部分包含運輸政策與法令的擬訂、運輸

業的管理、運輸服務路線的規劃、運具與從業人員的管理等。 

 

  運輸系統本身所必備之「投入要素」有三，即運具、通路、終站（又稱

為：場站，Terminal）。如就水路運輸（水運、航運）此一次系統而言，其三

大投入要素即成為船舶、航線(或：航路)及港埠(及其內聯之內陸場站)。如以

軟硬体劃分，本研究主要涉及中國大陸的航運與港埠(港口)的管理体制改革，

係屬於軟体部份。其中包括政府主管機關與其歸口管理的產業部門間的關係，

也包括了政府主管機關本身的体制改革(機構改革的層面)，也包括了與該產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1)桑恒康（1991），中國的交通運輸問題。 

      (2)黃世玲(1988)，交通運輸學。 

註 2：(1)張有恒(1993)，運輸學，頁 1。 

      (2)顏進儒（2000），運輸學，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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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企業体制改革的關係。本研究主要以「政府機構改革」層面之有關問題為

其研究重點。 

 

2.1.2  「運輸」與「交通」的關係 

 

  在中國大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通部」其英文名稱為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註 3)。其主管之產業部門只包括水路運輸(航運)及公路

運輸，至於航空運輸則由「民用航空總局」(民航總局)主管，鐵路運輸則由

「鐵道部」主管。 

 

在台灣，中華民國的交通部，其英文名稱早期亦為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 目 前 已 改 為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其主管之產業部門比中共的交通部來的廣泛，包括運輸、通

信、觀光、氣象等四大部門。其中運輸部門又包括了水路運輸(航運)、公路運

輸、鐵路運輸、航空運輸等四個次部門。通信又包括了郵政、電信二個次部

門。 

 

  由於海峽兩岸的交通部英文名稱中均有 Communications 一字，致使一般

人易將運輸與交通的涵蓋範圍混淆不清。 

 

  運輸(Transportation)是指使用各種運送工具(運具)將貨物、旅客(人員)

由起點運送到終點的過程。而交通(Communications)一詞，其涵蓋範疇又可分

為以下三種。其一，「最廣義的交通」包括了運輸(Transportation)、通信

(Communications)與狹義的交通(Traffic)。通信(Communications)是指信息

(Messages 、 Information) 的 傳 達 ， 又 分 為 郵 政 (Post) 、 電 信

(Telecommunications)二個次部門。「狹義的交通」(Traffic)是指運送工具在

運送過程中所產生的現象，如交通流(Traffic Flow)、交通量(Traffic 

Volume)、交通號誌(Traffic Signal)、交通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等。

其二，「次廣義的交通」即為運輸(Transportation)與「狹義的交通」

(Traffic)。其三，「狹義的交通」即為 Traffic。 

 

  在中國大陸，依其交通部主管範圍分析，其交通(Communications) 為「次

廣義的交通」，係指涉運輸(Transportation)及「狹義的交通」 (Traffic)而

已。至於文獻上所常見的「交通運輸」併用現象，前半的「交通」，即為「狹

義的交通」(Traffic)，後半的「運輸」即為 Transportation，亦即「交通運 

 

註 3：George Lauriat (1983), China Shipping-The Great Leap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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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一詞等同於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在從屬關係上，Traffic 應是

Transportation 其中的一部份。 

 

  在台灣，依其交通部主管範圍分析，其交通(Communications)係指涉「最

廣義的交通」(內含：運輸 Transportation，通信 Communications 及狹義的交

通 Traffic)再加上觀光、氣象。在台灣，如有「交通運輸」併用時，亦應解釋

為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更名後的交通部英文名稱為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旨在明示其主管業務包括了運輸及其他

非屬運輸但屬於「最廣義的交通」範疇之部門。 

 

  本研究上述分析之目的在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三十年當中，

就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其內部之各次部門的佈局來看，水路運輸部門因受到

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大環境因素之影響，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資源的取得

與發展上，也受到其他次部門的排擠與制約。因此在探討水路運輸部門及航港

體制有關問題之前，宜先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做一概念上的釐清。 

 

  綜上分析，「運輸」、「交通」及「交通運輸」之關係如圖 2-1 所示。 

 

 

             最廣義的交通：             +               +   
運輸 

Transportation

狹義的交通

Traffic 
通信

Communications
 

 

交通 

Communications 次廣義的交通：               +            + 

 (交通運輸) 

 

              狹義的交通： 

運輸 
Transportation

狹義的交通 
Traffic 

狹義的交通

Traffic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分析 

圖 2-1  「運輸」、「交通」、「交通運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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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交通運輸部門 

 

2.2.1  運輸服務之生產活動的性質-「第四個物質生產領域」與

「第三產業」的比較 

 

交通運輸是社會經濟的主要組成部份，是生產與消費的紐帶，也是商品流

通、人們交往的基礎條件。馬克思稱之為「第四個物質生產領域」，當今西方

社會稱之為「第三產業」，運輸是「生產過程在流通領域的繼續」。它的「生

產活動」是以改變人和物品位置，實現產品的使用價值和便利人們社會活動為

目標。它的發達程度直接關係到整個社會經濟效益的好壞。 

 

中外的歷史實踐証明，交通運輸業與整個社會經濟之間，客觀存在著一種

「互為條件，互為基礎，相互依存，相互促近」的辯証關係(註 4)。 

 

  運輸業是一個「獨立的物質生產部門」。(註 5)運輸業作為一個物質生產

部門，具有物質生產部門的共同特點。它除了經歷過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

(如肩挑、人力車、畜力車及帆船等)和大機器生產(火車、汽車、輪船和飛機)

階段外；從運輸生產的過程來看，它和工農業生產一樣，是以一定的「生產關

係」聯繫起來的具有勞動技能的人們使用「勞動工具」(如交通線路與車、船、

飛機等運載工具及其他主要技術裝備)和「勞動對象」(貨物和旅客)進行生產，

並創造「產品」(客、貨位移)的生產過程。 

 

其中「勞動工具」包括了運輸系統中三大「投入要素」的運具、通路與終

站，「勞動對象」則為「服務對象」，而其「產品」實際上即為「服務」

(Service)。運輸業的「產品」，對於貨物來說，是貨物的位移，並以運輸貨物

噸數(貨運量)和「噸公里數」(貨物周轉量)為計算單位。對於旅客運輸來說，

是旅客的位移，它是以運輸的旅客人數(客運量)和「人公里數」(旅客周轉量)

為計算單位。此外，運輸業也是一個特殊的投資領域。在資本主義社會裡，它

也創造「剩餘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裡，也提供「社會積累」。因此，運輸

業雖然不生產有形產品，但應屬於物質生產領域(註 6)。 

 

  在中共傳統的認知上，交通運輸係屬「物質生產部門」，與當代西方運輸

學所謂之「服務業」或「第三產業」之概念有所不同。 

 

註 4：閻慶彬、李志高(1993)，中國港口大全，頁 1。 

註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26 卷，頁 444。 

註 6：王德榮(1986)，中國運輸布局，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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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運輸服務之生產活動的特點-與其他物質生產部門的比較 

 

  運輸業又是一個「特殊的物質生產部門」，作為生產單位「外部」(流通領

域)的運輸，依其在「在會再生產」中的地位、運輸生產過程和產品的屬性，它

又和其它物質生產部門有很大區別。其主要特點如下： 

 

2.2.2.1  在流通過程中進行的運輸生產 

運輸生產是在流通過程中進行的。(註 7)工業及農業生產單位，其產品作

為商品投入流通領域起，就企業來說，就已經完成了它的生產過程。除了「生

產範圍內」的運輸外，「企業外」的運輸，滿足了把產品從生產地運往下一個

生產地或消費地的運輸需要。就整個社會生產過程來說，運輸生產是「在流通

領域內繼續進行」的生產過程。 

 

  由於運輸生產是一切經濟部門生產過程的延續，所以運輸業和其它部門的

聯繫，要比生產部門更為廣泛，它幾乎和所有企業都發生聯繫。在運輸布局

中，必須研究整個國民經濟和人民旅行的需要，要有足夠的後備能力，以保証

社會生產有步驟地順利進行。 

 

2.2.2.2  運輸生產只改變了「勞動對象」的空間位置 
在正常條件下，運輸生產過程不像工農業生產那樣改變勞動對象的物理、化學

性質和形態，而只是改變運輸對象(客、貨運)的「空間位置」。運輸生產雖然

也創造價值，但並不創造新的產品。所以，在滿足社會運輸需要的條件下，多

餘的運輸產品和運輸支出，對社會是一個浪費。因此，在運輸布局中節省運輸

工作量，降低運輸成本就具有重要意義。 
 

2.2.2.3  在運輸生產中「勞動工具」與「勞動對象」之同時運動 
運輸生產過程的特點是勞動工具(運輸工具)和勞動對象(客、貨)同時運

動。因此，運輸產品既不能儲備，以豐補欠，也不能調撥，在地區間調濟餘

缺，只有在運輸能力上保有後備，才滿足運輸量的波動和特殊的運輸需要。 

 

2.2.2.4  生產資金結構中「固定資金」(固定資產)比重較大 

與其他工業部門相比，在生產資金構成中，它的固定資金占的比重較大，

這就決定了運輸業的生產資金和運輸成本具有特殊的構成。運輸線路、運輸工

具和技術裝備的消耗在生產資金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別是固定資產的折舊費在

運輸成本中占有很大份額。在「改革開放」政策初起步的 1980 年中國大陸鐵路

運輸成本中，固定資產折舊提成約佔 39%，管道運輸約佔 60%以上，交通部直屬 

註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2卷，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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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船舶運輸也佔到 35.3%(註 8)。因此，充分發揮運輸業固定設備的作用，對

於降低運輸成本和節省社會運輸費用具有重要的意義。 

 

2.2.2.5  運輸業的生產場所分布在由運輸聯繫的廣大空間中 

在計劃經濟的概念下，旅客旅行的起迄點、貨物的始發地和終到地遍及全

國，因此，必須有一個幹支相連、互相銜接的綜合運輸網與之相適應。同時，

運輸業的生產場所分布在由運輸聯繫的廣闊空間中，因此，在運輸布局中，如

何保証運輸生產的連續性，以及根據運輸需要，按方向、按地區形成綜合運輸

能力，具有重要意義。 

 

2.2.2.6  運輸業「產品」具有較高的同質性 

各種運輸方式雖然使用不同的技術裝備，具有不同的技術經濟性能，但生

產的是同一的產品，即「運輸對象的位移」，它對社會具有同樣的效用。因

此，在運輸布局中，必須研究各種運輸方式在運輸体係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各

種運輸方式合理分工與協調發展，做到統一布局，在全國形成綜合運輸網。 

 

2.2.3  交通運輸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 

 

2.2.3.1  沒有現代化的交通運輸部門，經濟無法成長 

運輸的目的是實現旅客和貨物在空間的位移，因此，運輸生產是「社會再 

生產」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沒有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經濟就要停滯，「社會

再生產」過程就無法進行。(註 9) 

 

運輸業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運輸網的展開，方便、廉價的運輸條

件，將有助於開發新的資源，發展落後地區的經濟，擴大原料供應範圍和產品

銷售市場，從而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註 10) 

 

有關交通運輸部門與國民經濟發展上之關係，除了社會主義運輸學界有上

述論點之外，西方運輸學界之看法亦頗為相同。美國運輸學者 White 與

Senior(1985)(註 11)指出，交通運輸部門作為一個「基礎建設」其與經濟發展上

之連結而言，是一個「雙向道」；經濟活動形成了運輸需求，而交運輸之「基 
註 8：王德榮(1986)，前揭書，頁 4。 

註 9：列寧全集（1957），第 33 卷，頁 125。 

註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34 卷，頁 347。 

註 11：H.P. White & M.L. Senior (1985), Transport Geography,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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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建設」又影響了經濟活動的水平與特質。英國運輸學者 Tomas(1989)(註 12)也
指出，交通運輸部門如其他因素一樣，諸如資本積累、對外貿易、公共建設、

工業發展等，都對於一國 GDP(國內生產毛額)之成長有所貢獻。 
 

2.2.3.2  努力降低運輸費用，才能提高社會勞動生產力 

運輸費用在生產費用中佔有很大比重。據前蘇聯的經驗估計，石油佔 15 

%，煤炭佔 20%，鐵礦石佔 35%。而中國大陸電力工業的發電成本中，煤炭的運

輸費用約佔三分之一以上(不包括煤礦之坑口電站)。一噸山西省的大同煤運到

廣西壯族自治區之柳州 ，運費為煤炭生產成本的 1.8 倍(註 13)。此即為原料

生產地與使用地相距太大而引發的「北煤南運」問題。因此，在生產布局中，

如何考慮運輸因素，最大限度地節省運輸工作量，不斷降低運輸費用，是節省

社會生產費用，提高社會勞動生產力的重要因素。 

 

2.2.3.3  縮短流通時間也要依靠交通運輸部門的發展 

縮短流通時間的手段就是發展運輸業。中國大陸國營工業企業流通資金週

轉時間較長，如果流動資金縮短為 10%，就可以節省流動資金 100 多億元人民

幣(註 14)。因此，加快運輸業的發展，建設一個發達的運輸体係，不僅可以滿

足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運輸需要，也將促進生產發展和縮短流通時間，加速

資金周轉，最終將促進社會勞動生產率的提高。 

 

2.2.3.4  交通運輸部門的半軍事作用 

運輸業還具有半軍事性質，在平時為經濟建設服務，在戰時為軍事服務。

因此，它又是一國戰鬥實力的組成部分。由於此一特性，中共交通運輸部門的

組織體系與營運統計資料，即使在「改革開放」時期仍帶有機密性，並不易取

得。此亦為本研究的限制因素之一。 

 

2.2.3.5  交通運輸部門若發展落後，將形成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 

運輸業的發展影響社會之生產、流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它對人民

生活 、政治和國防建設有重要作用。對運輸意義認識不足，安排不妥，以致運

輸業發展緩慢，將使運輸業成為國民經濟中的「薄弱環節」，阻礙整個國民經

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前的中共交通運輸部門即為如此。 

 

註 12：R.L. Thomas (1989), Transpor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Economies: An 

Overview, PP.20~21. 

註 13：王德榮(1986)，前揭書，頁 5。 

註 14：王德榮(1986)，前揭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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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社會主義交通運輸業的性質 

 

2.2.4.1  強調運輸布局與社會主義生產布局的配套發展 

運輸布局是運輸生產的重要方面，又是生產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

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律」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例發

展」的規律，為在全國範圍內合理地布置生產提供了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理論家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布局作過許多論述，恩格斯指 

出：「只有按照統一的總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力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

工業按照最適合於它自已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布於全

國」(註 15)。列寧早在前蘇聯創建初期進一步指出：「合理地分布俄國工業，

使工業接近原料產地，盡量減少原料加工、半成品加工一直到產出成品的各個

階段的勞動力的損耗(註 16)。」中共領導人毛澤東在 1956 年《論十大關係》

報告中也指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利用，但是，為了平衡工業發展的

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力發展(註 17)。」 

 

    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生產布局提出的這些要求概括起來是：社會主義的生產

布局，應當合理地利用自然資源和勞動資源，充分發揮現有生產基地的作用，

不斷開發經濟落後的地區，為提高社會勞動生產率，逐步消滅工農差別 、城鄉

差別和鞏固國防服務。 

 

2.2.4.2  運輸布局要為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創造條件 

    交通運輸是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聯繫的紐帶。有了發達的運輸業，可以

把機器 、設備、化肥和農葯等源源不斷地運到農村和經濟不發達的地區，當地

的土特產品又可運到城市中去，從而促進地方工農業生產的發展。(註 18)因

此，在運輸布局中必須考慮有利於開發新的資源和發展落後地區的經濟，並為

逐步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創造條件。(註 19) 

 

2.2.4.3  中國大陸社會主義交通運輸業的性質 

2.2.4.3.1  交通運輸業也要接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律之制約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律」對一切經濟活動，包括運輸業在內，有著決定

性的作用。它要求整個國民經濟在高度物質技術基礎上不斷增長和完善，保証 

註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3卷，頁 335。 

註 16：列寧全集(1957)，第 27 卷，頁 296。 

註 17：毛澤東選集(1977)，第 5卷，頁 270。 

註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2卷，頁 73。 

註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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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度地滿足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規律決定了國民經濟和

運輸業生產的目的，也決定著它們在各個歷史階段發展的目標、結構、規模和 

速度。 

 

2.2.4.3.2  社會主義交通運輸業與資本主義交通運輸業在根本性質上的比較 

2.2.4.3.2.1  社會主義交通運輸業非為追求超額利潤 

社會主義的運輸業與資本主義的運輸業，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其中最明確

的標誌之一是社會主義運輸生產及其發展的目的，不是為了追求超額利潤，而

是為了滿足社會日益增長的運輸需要，包括工農業生產、人民旅行以及政治與

國防的要求。 

 

2.2.4.3.2.2  社會主義交通運輸業是「有計劃、按比例的發展」 

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例發展」的規律，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對

國民經濟實行「計劃管理」，這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根本區

別。社會主義運輸業「有計劃、按比例的發展」也是區別於資本主義運輸業的

另一特點。 

 

2.2.4.3.3  交通運輸業要與國民經濟之間保持恰當的比例關係 

  社會主義制度為運輸業「有計劃、按比例的發展」創造了條件。它能夠使

運輸業與國民經濟之間保持恰當的比例關係。 

 

2.2.4.3.4  交通運輸業內部的各種運輸方式之間也要保持恰當的比例關係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例發展」的規律，還要求運

輸業內部各種運輸方式之間保持恰當的比例關係。這就要求確定各種運輸方式

的合理使用範圍，以及實現它們的協調發展。 

 

2.2.4.3.5  在各種運輸方式內部的各個環節之間的協調發展 

  在各種運輸方式內部各個環節之間，如運輸線路與車站、港口、機場之

間，亦即通路與終站之間固定設備(線路、港口、車站等)與活動設備(車、船、

飛機等)之間，亦即通路、終站與運具之間；新設備的建設與舊設備的改造更新

之間；都應根據運輸生產活動規律的要求來協調發展，以形成綜合運輸能力。

任何環節的不協調，都會造成浪費。 

 

2.2.4.3.6  「改革開放」時期重點工作在於調整國民經濟與交通運輸業的比例

關係 

  社會主義制度雖然為運輸業的發展創造了條件，但是，如果不按照社會主

義的經濟規律辦事，運輸業仍然不能合理的發展。自中共建政後至「改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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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前即已長期存在的國民經濟和運輸業的「比例失調現象」就是明証。在

1980 年代起的國民經濟調整中，調整國民經濟與運輸業的比例關係，調整運輸

業內部各次部門之間的比例關係，以及包括航港體制改革在內的交通運輸體制

改革，以加快運輸業的發展，是一項急迫而又繁重的任務。 

 

    此亦為本研究第一章第一節所指陳之「命題」，「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推

動航港體制改革之目的，在於企圖解決或舒緩「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三十年

水運部門之既成問題。所謂既成問題，即為水運之供需「緊張」問題，亦即為

「比例失調現象」。 

 

    當然在「改革開放」後的 1980 年代、1990 年代，又因新一波的經濟成

長，形成了新一波的水運供需「緊張」問題。因此如何經由航港體制改革之途

徑，使「緊張問題」在追求「動態積極平衡」原則下，保持在可控制之狀態，

則成為水運部門之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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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航運部門 

 

2.3.1  交通運輸系統構成要素之關係 

   

當代交通運輸的構成要素分為通路、場站(終站)、運具、通訊設備、組織

與使用者等 6 個次系統。其中通路、場站與運具為運輸系統的「投入要素」，

運輸系統對使用者的客貨運服務則為系統的「產出」，組織與通訊設備則為

「控制要素」。交通運輸系統構成要素的投入與產出關係如圖 2-2 所示。 

 

產    出 

 

對「使用者」

的客貨運輸服

務 

投入要素 

 

通路 

場站(終站) 

運具 

控制要素 

 

組織 

通訊設備 

 

 

資料來源：顏進儒（2000），運輸學，頁 8。 

圖 2-2  交通運輸構成要素的投入產出關係 

 

  在「投入要素」中，水路運輸的運具即為船舶，終站即為港埠，而通路即

為航線、航路。 

 

    就本研究所涉及的「管理体制改革」而言，組織則可視為交通運輸系統中

的「控制要素」。有關組織可分為二大部分，其一為相關法令與政策的制訂

者、執法者，通常為「公共部門」( Public Sector)，亦即各級政府(中央或地

方)及其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其二為提供、生產運輸服務的運輸業者，可以

屬於「公共部門」，也可屬於「私人部門」(Private Sector)。在社會主義体

制的中國大陸，則大部分屬於公共部門，以「國有企業」之型式而存在。就中

共意識型態以觀，政府即為「上層建築」，而產業（包括其內部之個別企業）

即為「經濟基礎」。 

 

  有關組織此一「控制要素」內部的二大部分(即政府與運輸業者)彼此間的

關係，在社會主義体制的中國大陸，客觀上存在著一種「互為條件、互為基

礎、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証關係。 

 

2.3.2  航運部門在交通運輸部門中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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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整体交通運輸系統的分類準繩 

    運輸系統的分類可依運輸方式、運輸地域、載運對象(亦即社會主義觀點下

的勞動對象)、服務性質與扮演角色加以劃分。依「運輸方式」將運輸系統分為

公路、鐵路、水路、航空與管道等五個次系統。依「運輸地域」可將運輸的範

圍分為國際運輸、城際運輸與都市運輸三類。依「載運對象」將運輸的領域分

為旅客運輸與貨物運輸，依「服務性質」可將運輸服務分為非受雇服務與受雇

服務兩類，依「扮演角色」則將與運輸系統相關的族群分為使用者、經營者、

政府與非使用者四類(註 20)。 

 

2.3.2.2  按「運具」分類時水路運輸部門在交通運輸部門中的定位 

    運輸方式即所謂的運具（mode），運輸系統的範圍依運輸方式可分為公路

運輸、鐵路(軌道)運輸、水路運輸、航空運輸與管道運輸等五個次系統，一般

所稱的五大運具即指此五個次系統。運輸系統按運具的分類如圖 2-3 所示。 

 

由圖 2-3 即可了解水路運輸(航運)部門做為一個次系統在整個運輸系統中

之定位。 

 

運輸系統 
(按運輸方式分)

 

 

 

 

 

 

 

 

 

 

 

                                            (海運)       (河運)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分析 

圖 2-3  運輸系統按「運輸方式」之分類 

 

水路運輸可簡稱為水運或航運，其特色是以船舶為運具(運送工具，即社會

主義觀點下的勞動工具)。以船舶航行之區域劃分，則又分為海洋運輸(簡稱：

海運)及內河運輸(簡稱：河運，其航行區域為與海洋相通或不相通的江河湖泊) 

公路運輸 鐵路運輸 航空運輸 水路運輸 管道運輸 

捷運系統 高速鐵路 傳統鐵路 海洋 江河 

註 20：顏進儒（2000），前揭書，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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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  按「扮演角色」分類時水路運輸次系統內部的成員 

    就整個運輸系統而言，依扮演角色之不同，可將參與運輸系統的關係人分

為使用者、經營者、政府、與非使用者四個族群。「使用者」為運輸系統的服

務對象，客運的使用者為旅客本身，與貨運相關的使用者則包含貨主(託運人、

收貨人)。運輸系統的「經營者」則為各種運輸方式客貨運輸服務的提供者，廣

義的經營者，還包括運具、通路、終站等三大「投入要素」的經營者。狹義的

經營者即指運具的經營者，亦即在運送行為中做為與託運人、收貨人、旅客相

對一方的「運送人」，也是各相關行政法上的運送業者。「政府」則為主要運

輸系統基礎建設的提供者與法規的制訂者。「非使用者」泛指未使用運輸系統

而受到運輸系統影響者，而這些影響包括正面(有利的)、負面(不利的)均是。

而水路運輸次系統的內部成員如圖 2-4 所示。 

 

2.3.2.3.1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使用者」 

  在水路運輸次系統的內部，其「使用者」為客運(客船運輸)時之旅客及貨

運時之託運人與受貨人。託運人、受貨人多半是「法人」身分的公司，即為企

業。是相對於「經營者」(運送業)的製造業(生產企業)、貿易業(外貿企業)或

流通業。 

 

2.3.2.3.2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經營者」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經營者」又分為運具的經營者、通路的經營者、終站

的經營者三種。因水路運輸之通路，又依海運及河運而有不同之屬性，以下先

論通路，再論運具與終站。 

 

2.3.2.3.2.1  河運的通路經營者 

  水路運輸之中的海運，因其通路(航路、航線)為天然形成，所以沒有通路

的經營者。水路運輸之中的河運，因其通路如須人為的整治，就有通路的經營

者存在，例如運河公司、航道工程公司(或非公司組織的經營者)。在「政企合

一」之情況下，中共各江河的「航道局」即為一個河運通路經營者。 

 

2.3.2.3.2.2  運具的經營者 

水路運輸次系統之運具的經營者可通稱為「航商」，即為「船舶運送業」

(或稱：海運公司、航運公司、輪船公司，或非公司組織的經營者)；若擴大其

範圍，為「船舶運送業」在各港口提供船務代理服務的「船務代理業」，即

「船務代理公司」(中國大陸稱為：外輪代理業，簡稱：外代)也可納入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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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政企合一」情況下，中共的各「海運管理局」、「航運管理局」也算

是運具經營者。 

 

2.3.2.3.2.3  終站的經營者 

  水路運輸次系統之終站的經營者，即為港口管理當局，稱為「港務局」、

「港務管理局」或改制為公司組織的「港務公司」、「港務集團公司」。若為

「港務局」、「港務管理局」，則可能既扮演政府的角色(做為政府對港口行使

公權力的行政機關)又身兼經營者的角色(經營港口範圍內的各項裝卸、倉儲、

運輸業務，以服務港口的使用者--航商及貨主、旅客)。 

 

2.3.2.3.3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政府」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政府，通常指中央政府或某一地方級別政府的交通行政

主管機關。在中國大陸，中央政府則指其「國務院」下的「交通部」，及該部

內的有關司、局單位。地方政府則依中央授權的程度分別管理當地的水路運輸

部門，包括省、直轄市、自治區一級政府的「交通廳」(局)、地級市政府的

「交通局」、縣與縣級市政府的「交通局」。 

 

  政府監理的對象，則包括運具、通路、終站的經營者。不同業種、業態的

經營者，則構成了各該行業。涉及本研究主題者，其實就是政府與經營者之間

的關係。換言之，即所謂的「政企關係」。 

 

2.3.2.3.4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非使用者」 

  非使用者通常係指在水路運輸次系統的外部，其並未使用該系統，但卻受

到其正面或負面影響者。非使用者所受到的正面、負面影響通常以「終站」(港

口之碼頭區)較明顯。例如港口客運碼頭所在地，通常可促進當地市面繁榮，為

附近店家帶來人潮與商機。港口集裝箱碼頭附近若有市民之住宅區，則不免受

到其噪音的干擾。大体而言，水路運輸次系統之終站對其所在城市而言，多半

有者「以港興市」的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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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路運輸次系統

(按角色分) 

 

 

 

 

 

 

 

 
使用者 經營者 政  府 非使用者 

 

 

 

 

 

 

旅客 
託運人 
受貨人 

通路經營者

運具經營者

終站經營者

中央及各級

地方政府之

交通行政機

關(部、廳、

局、處) 

終站所在

地之「港

城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分析 

圖 2-4 水路運輸次系統按扮演角色分類時的內部成員 

 

2.3.3  中國大陸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中的航運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

位和作用 

 

2.3.3.1  水路運輸與工業、對外貿易、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關係 

  在整個交通運輸系統之中，做為一個次系統的水路運輸既是一種古老的運

輸方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的運輸方式。在出現鐵路、航空以前，水上運輸和以

人力、畜力為動力的陸上運輸工具相比，無論運輸能力、運輸成本和方便程度

等各方面都處於優越地位。就水路運輸中之河運而言，資本主義國家早期的工

業大多沿通航水道的兩岸設廠，形成沿江、沿河布局的所謂「工業走廊」。在

歷史上，水運的發展對工業的布局帶來很大影響。此外，在近代，就水路運輸

中扮演更重要角色的海運(海洋運輸)而言，海洋運輸還具有其獨特的地位，由

於地理因素的關係(大陸被海洋分隔)，海洋運輸是溝通聯繫各個國家和地區的

主要運輸方式，尤其是在大力發展外向型經濟及對外貿易的過程中，它的主導

作用幾乎是無可替代的。「改革開放時期」由於「對外開放」的執行，才使中

共的海運部門獲得應有的重視。 

 

2.3.3.2  中國大陸水路運輸依航行區域之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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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之水路運輸按其航行的區域，大体上可劃分為「遠洋運輸」、

「沿海運輸」和「內河運輸」三種類型。 

 

2.3.3.2.1  遠洋運輸 

  「遠洋運輸」通常是指除「沿海運輸」以外所有的海上運輸。在實際工作

中又有「遠洋」和「近洋」之分。前者是指中國大陸與其它國家或地區之間，

經過一個或數個大洋的海上運輸。如中國大陸至東/西非洲、紅海、地中海、歐

洲、南/北美洲、澳大利亞等地區的海上運輸。後者是指中國大陸與其它國家或

地區間，只經過沿海或太平洋(或印度洋)的部分水域的海上運輸，如中國大陸

與南北韓、日本、越南、印尼等地區之間的海上運輸。這種區分主要是從船舶

「航程」的長短和「船期」周轉的快慢為依據，以便於組織管理和發揮營運效

率。 

 

2.3.3.2.2  沿海運輸 

  「沿海運輸」是指利用船舶在中國大陸沿海區域各港之間的運輸。其範圍

包括：自遼寧的鴨綠江口起，至廣西壯族自治區的北侖河口止的大陸沿海，以

及中國大陸所屬的諸島嶼沿海與其大陸本土間的全部水域內的運輸。 

 

2.3.3.2.3  內河運輸 

  「內河運輸」是指利用船舶、排筏和其它浮運工具，在江、河、湖泊、水

庫及人工水道上從事的運輸。航行於內河的船舶除客貨輪、貨輪、推（拖）

輪、駁船以外，還有一定數量的木帆船、水泥船、機帆船。內河運輸通常多利

用天然河流做為航道，因此所需人工建設投資少，運輸成本低。它還能深入到

支流，成為密切聯繫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紐帶。 

 

2.3.3.3  中國大陸發展水路運輸的自然條件 

2.3.3.3.1  海運方面 

  鄰近中國大陸的海洋有渤海、黃海、東海和南海四個海域。它們都是北太

平洋西部的「陸緣海」，四海相連，呈一北東至南西的弧形，環繞著亞洲大陸

的東南部。整個中國沿海縱跨溫帶、亞熱帶和熱帶，面積達 470 多萬平方公

里。 

 

  中國的海岸線綿延曲折，其中大陸海岸線長 18,000 公里，島嶼海岸線有

14,000 多公里。這漫長的海岸中，有的岸線曲折，水深灣闊，多天然良港，為

海上交通運輸的發展提供了方便。 

 

2.3.3.3.2  河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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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河航運方面，在中國大陸廣闊的土地上，有大小湖泊 900 多個，天然

河流 5,000 多條，總長約 43 萬公里，並且大多數河流水量充沛，常年不凍，適

宜航行。主要的通航河流有長江、珠江、黑龍江以及「大運河」等。 

 

  長江水量充足，航運便利，是中國第一大河，也是世界最大河流之一，素

有「黃金水道」之稱，它的很多支流也是重要水道，形成了以長江為「幹線」

的縱橫貫通的水上運輸網，目前「長江幹線」一年的貨物運輸量已達 5,000 多

萬噸；未來規劃要使一條長江的運量相當於十條以上鐵路幹線的運量（註

21）。 

 

2.3.3.3.3  河海沿岸與港口城市發展 

  中國大陸的天然河流大多是「自西向東」的長流巨川，流經全國總面積的

70%以上，把廣大內地和海區直接聯繫起來，許多重要都會和城鎮如上海、天

津、重慶、武漢、南京、廣州等，都是在河海沿岸發展起來的。可見水路運輸

對經濟建設及城市化發展所具有的巨大影響。 

 

2.3.3.4  水路運輸與其他運輸方式相比較下在中國大陸外貿、內貿運輸中的相

對重要性 

2.3.3.4.1  水上航道建設所需投資金額較低 

  船舶在江、河、湖泊及海洋上航行，主要是利用天然的航道（即：天然的

通路）運送貨物和旅客。水上航道四通八達，它的通航能力幾乎不受限制，而

且用於水上航道建設的投資比其它運輸方式要少得多，這就為發展水運事業提

供了良好的物質條件。 

 

2.3.3.4.2  載運量較大 

  雖然水運之速度一般比航空、鐵路等要慢，然而它的載運量卻遠大於飛機

和鐵路列車。現代的民航飛機，一般載運量僅 20 公噸左右（或載客 100 多

人），最大的也只能裝到 100 公噸（或 550 人）；一列火車的載運量是二千多

公噸，超長重大列車可以達到一萬公噸左右。（註 22）但是船舶的載運量就要

大得多。 

 

  例如，海洋運輸中之萬噸級船在當今實屬最基本、最普通的載運量。這還

只是一般的乾雜貨船（Dry Cargo Ship , General Cargo Ship）而已。在集裝

箱運輸（貨櫃運輸）中，其遠洋幹線母船三萬至四、五萬載重噸（Dead Weight  

註 21：黃世玲(1988)，前揭書，頁 161。 

註 22：余佑權（1997），水運概論，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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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nage , DWT）者比比皆是。在大宗散裝貨物運輸中，煤炭船、礦砂船通常十

四、十五萬載重噸。在原油（石油）運輸中，大型油輪（VLCC , Very Large 

Crude Carriers）其噸位更在二十萬甚至於三十萬載重噸以上。（註 23） 

 

即使在內河運輸中，只要航道條件允許，通常使用的駁船載運量也要達到

1,000 載重噸以上，而由它們組成的一個船隊的運量都要超過一萬噸。 

 

  也正因與水上運輸有載運量大的特點，且有單位運輸成本低廉的特點（與

其他運輸方式互相比較下），所以直到今天大宗物資的運輸仍依靠水路，或者

說只要有水路，就盡量利用水路。諸如中國大陸的沿海航運的「北煤南運」、

「南糧北調」，以及長江流域各省、市的物資調運等等，而這些暢通的水運路

線又常被人們譽為「黃金水道」。其中的長江航運（長江幹線）更是黃金水道

中的黃金水道。 

 

2.3.3.4.3  能源消耗較低 

  即運輸一噸貨至同樣之距離而言(即每噸公里)，水運所消耗之能源最少。 

 

2.3.3.4.4  單位運輸成本較低 

  水運之成本約為鐵路運輸的二十分之一至二十五分之一；公路運輸的百分

之一。（註 24）因此，水運為最低廉之運輸方法，尤其適合運費負擔能力較弱

的原物料及大宗物資使用。 

 

  有關各種運輸方式，其「貨物運費」和「運距」的相關性分析，及「貨物

運費」和「速度」的相關性分析，如圖 2-5 及圖 2-6 所示。 

 

2.3.3.4.5  續航力較大且運送距離較長 

  一艘商船出航，攜行燃料、糧食及淡水，如以遠洋運輸中的「遠東／中南

美航線」為例，可歷時數十日，殊非其他任何運具可比。且商船具有獨立生活

的種種設備，如發電、製造淡水、儲藏大量糧食的糧艙、油槽等，能獨立生

活。商船一旦離港出航，就如同一個具有獨立生活機能的海上城市。 

 

2.3.3.4.6  最適用於大宗物資利用 

  水路運輸由於可利用天然的有利條件，實現低耗能、低成本、大噸位、長

距離的運輸。因此，水運的主要特點是運量大、成本低，非常適合於大宗貨物

的運輸。例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物資，金屬、礦石、建築用材料以及散裝糧 

註 23：林光（1999），海運學，頁 49～65。  

註 24：張有恒（1993），前揭書，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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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等，目前這些貨種要占整個水運量的 80%以上。（註 25） 

 

10 30 100 300 1000 5000 20000

5020 200 500 3000 10000

航空(國內)

航空(國外)

卡車

鐵路

沿海
遠洋

大型油船

貨
物
運
費

距離(km)

註：(1)從運費和運距的相關性分析，當運距超過 200km 時，卡車的運費大體趨於穩定，而鐵路

和船舶的曲線很陡，可見，大於 200km 時，長途運輸利用鐵路和船舶有利。特別是長途

運輸，利用船舶有利。另外，從圖上還可看出，飛機和其它交通工具相比運費特別貴，

因此，一般情況下，飛機不適於貨運，當然還要根據貨物的特點。例如高新技術產業類

的半導体，積体電路（集成電路）、晶圓等，由於重量輕、体積小、運費負擔能力高、

要趕時效等特性，還是以空運為主。 

             (2)各國的經驗均為水運最具有其經濟性，中國大陸亦是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前，中

國大陸係「重鐵路、輕水運」。 

資料來源：蔡慶麟（1991），水運運輸系統分析，頁 40。 

圖 2-5 各種交通運輸工具之貨物運費與運距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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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具速率(km/h)

貨
物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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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車

鐵
路

內河船舶

海洋船舶

飛
機

註：有關交通運輸工具的速度和運費的關係，貨運也如同客運一樣，運費是隨速度的增加而增

加的，而且由速度引起的運費增長率要比客運大得多，因此也可看出飛機不適合於貨運。

另外船舶雖然速度慢，可是大型油輪的運費特別低，這是因為運量大，相對人工費和其他

費用低的緣故。 

資料來源：蔡慶麟（1991），水運運輸系統分析，頁 40。 

註 25：黃世玲（1988），前揭書，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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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各種交通運輸工具之貨物運費與速度的關係 

 

2.3.3.4.7  水路運輸是執行「改革開放路線」下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手

段 

  水路運輸是實現國際貿易、發展經濟和加強友好往來的主要交通運輸工

具，也是保証貫徹執行「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手段。 

 

  依上海海運學院水運管理系余佑權、徐大振（1997）之研究，據不完全統

計，中國大陸的對外貿易運輸中絕大部分是通過水路運輸進行的，其運量要占

到外貿運量的 90%以上（註 26）。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貫徹執行，外貿海運量

將更趨增長。 

 

  另據上海鐵道學院運輸管理系黃世玲（1988）之研究，其對中國大陸和前

蘇聯、美國、日本、法國、印度、巴西等七個中國大陸的外貿伙伴國家自 1950

年代以來 20～30 年的統計資料進行分析後，結果表明：各國「外貿進出口總

額」與「工農業總產值」（或國內生產總值，即 GDP）的比值都有逐漸增大的

趨勢。也就是說，「外貿進出口總額」的平均增長速度大於「工農業總產值」

的平均增長速度（註 27）。在現今的世界經濟形勢下，外貿已成為保持和提高

生產與消費水平的重要手段，外貿貨運總量將繼續快速提高。因此必須採取有

效措施發展水路運輸，就中國大陸而言，尤其應注重港口企業之深水泊位和航

運企業之遠洋船隊的建設。 

 

2.3.4  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中的水路運輸「計劃性」生產過程 

 

2.3.4.1  水路運輸「生產過程」的定義 

由於社會主義的交通運輸是「第四個物質生產部門」（註 28），水路運輸

的「生產過程」也具有相當的「計劃性」。 

 

  水路運輸「生產過程」之定義如下，一批貨物通過港口裝到船上，船舶載

著這些貨物運到另一港口，再從船上卸下、儲存，或直接提走，這樣就完成了

一個水運生產過程（註 29）。依貨物種類區分的水路運輸生產過程，詳如表 2-

1 所示。其中各運輸環節所列的工具設備等，即為水運生產中最基本的物質條

件。 

註 26：余佑權（1997），水運概論，頁 3。 

註 27：黃世玲（1988），前揭書，頁 162。 

註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第 26 卷，頁 444。 

註 29：黃世玲（1988），前揭書，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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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依貨物種類區分的水路運輸生產過程 

貨物分類 船舶運輸 港 口 裝 卸 儲存 疏 運 

普通件貨 通用型貨船或拖

（頂）駁船隊 

通用起重運輸設備（門式

起重機、浮吊、叉車等） 

通用的倉

庫或場地 

各類車、

船等 

集裝箱貨 集裝箱船 集裝箱專用設備（裝卸

橋，跨運車，拖掛車等） 

集裝箱專

用場地 

拖掛車 

散 雜 貨 散貨船或拖（頂）

駁船隊 

散貨專用設備（抓斗，帶

斗門機、堆取料機、固定

皮帶機等） 

散貨專用

場地 

車、船 

液 体 貨 油輪或液化汽船等專用輸油設備（輸油臂、

泵、閥等） 

油罐 管 道 、

車、船 

資料來源：余佑權（1997），水運概論，頁 8。 

 

2.3.4.2  水路運輸「生產過程」的複雜性 

  以貨物來說，它是水路運輸的主要服務對象，必須掌握貨源情況，確定貨

物到港集中時間，以便根據貨源來組織船舶運力。有了貨物還要研究配裝適當

的船型，要考慮這批貨物在港口是否能裝得上或卸得下。上述「貨、船、港」

以及其它如「航道」(尤其在河運時)等環節，是在水運生產尚未付諸執行之前

就需要認真加以考慮的。 

 

2.3.4.3  水路運輸中「航運企業」與「港口企業」計劃性生產過程的執行 

  目前中國大陸整個水運系統由交通部或省（直轄市、自治區等地方政府的

交通廳、局）統一管理。其中除了水運工業、航務工程以及救助打撈等單位

外，實際進行「水運生產」的大致可分成「航運」與「港口」兩大類企業（註

30）。前者主要經營船舶運送，組織所屬運力進行經濟合理運輸，加速船舶周

轉，提高營運效率，以保質保量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運輸生產任務為目的。

後者則著重於利用港口設備，對來港的貨物和運輸工具（包括船舶、車輛等）

給予及時而優質的服務，其中特別注意壓縮貨物和船、車的在港停留時間，快

裝快卸，促進流通，以滿足港口城市當地和內部腹地經濟發展的需要為目的。 

 

區內的船舶動態，向它們及時發布有關生產和安全的指令；而「港口企業」之

調度部門則時刻聯繫和關心著港區內的各種運輸工具狀況，同時組織本港不論

在中共交通部之直屬水運企業或地方政府之水運企業之內部，都有「計劃」和

「調度」部門統籌安排具体的生產過程。它們各自按照分工管轄的範圍，依據

國家的運輸方針政策，全面、細致而又有秩序、有節奏地組織水運生產。「航 

 

註 30:「水運工業」包括造船工業、船舶機械工業、港口機械工業等行業，「航務工程」包括×

××航道工程、助航工程、港口工程等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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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企業」之調度部門，日夜指揮和監督著從事運輸生產中的廣大航的機械設

備，迅速安全地對它們進行裝卸生產。「航運企業」之調度部門，日夜指揮和

監督著從事運輸生產中的廣大航的港航調度之間，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水運

生產才能完成預訂計劃。  

 

2.3.5  航運企業生產過程的計劃管理 

 

2.3.5.1  航運企業與政府之關係 

  水路運輸生產與其它生產企業一樣，既有其為社會服務的一面，即「社會

效益」，也要注意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即「經濟效益」。社會效益主要以服務使

用者為目的，有時可能不計成本，而經濟效益係指航運企業的營運收入至少要

能覆蓋其營運成本，雖然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下的航運企業非以營利（賺錢）為

目的。因此有時二者是矛盾的。因此港航企業也就必須重視經營與管理問題。

嚴格地說，經營與管理是兩個不同的概念，然而相互間又有關聯。「經營」係

指航運企業本身的「企業管理」，而「管理」係指政府主管機關對航運企業全

体實施的「行業別之行政管理」（監理）。特別是在不同的管理体制下，二者

有時區分明顯，有時又不易分別開來，例如「政企合一」（註 31）。 

 

在中國大陸以船舶運輸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單位，通常稱為「航運局」、

「海運局」或「航運公司」有的也稱「輪船公司」。這類企業大多為「國營企

業」（即：國有企業、全民所有企業），也有「集体所有企業」及「中外合資

企業」等。在「改革開放」初的 1980 年代前期，中共交通部仍有直屬水運企

業，如「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及其所屬的大連、天津、青島、上海、廣州

五個分公司）、「上海海運局」、「廣州海運局」、「長江輪船總公司」等。

此外，各個省、市地方政府的交通廳（局）下，也還有各自管轄的航運公司、

輪船公司等。除了在隸屬關係上「直屬」與「地方」有所不同外，在經營範

圍、行駛航線、運價費率乃至於燃物料供應、船員待遇等方面都有一定差別，

而最根本的區別在於運輸任務的來源和生產指標的下達方式。 

 

2.3.5.2  生產過程中「計劃管理」的分類 

在具体運輸生產過程中主要強調的是「計劃管理」。中國大陸的港口、航

運企業都是「社會主義企業」，它必須實行「計劃管理」，要制訂各種計劃來

指導生產工作以及其它各項工作的進行。 

 

  「制訂計劃」是社會主義企業管理的基本方法。港航企業的工作有各種各 

註 31：「政企合一」係指該航運企業、港口企業或其他企業，本身是執行政府某一職能公權力

的行政機關，卻又身兼服務「使用者」的企業單位之雙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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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因此，相應地要制訂各種計劃，如生產計劃、基本建設計劃以及勞動工資

計劃等。其中「生產計劃」是最根本的計劃。港航生產計劃和其它國民經濟部

門一樣，又可分為遠景和短期計劃兩種。 

 

2.3.5.2.1  遠景計劃 

遠景計劃屬於長期性的計劃，它是以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為依據，例

如「六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等計劃，提出港航工

作的基本指標，以保証水運事業與其它國民經濟部門相應地發展。港航生產計

劃如擴充運輸船隊，更新港口設備，不斷提高生產效率，降低運輸成本等等。 

 

2.3.5.2.2  短期計劃 

    短期計劃包括年度計劃、季度計劃、月度計劃以及旬、日作業計劃等。其

中以月度計劃為重點。「月度計劃」是保証年度、季度計劃的任務得以完成的

計劃，它又是旬、日作業計劃的基礎，依據當月的具体任務及生產能力進行編

制。對於港航生產企業來說，月度計劃已經是國家運輸任務的具体体現，應當

據此來指導生產的進行。 

 

2.3.5.3  生產過程中「計劃管理」的操作 

  實際生產中大多數都是以「月度生產計劃」來組織船舶運行的。一般都把

「月度計劃」視作為貫徹黨和國家有關政策法令、執行國家運輸計劃的具体安

排措施，它是比較精確細致地考慮到一切具体工作條件之後才制訂出來的。

「月度計劃」對航運企業內之每一艘基層船舶來講，就是這個時期的「工作綱

領」，或稱「生產任務」。 

 

  在計劃經濟被高度推行的年代中，「月度計劃」編制過程大体上如下述(註

32)：在每個月的下旬，由交通部生產調度局召開各直屬港口和航運企業參加

的月度生產計劃會議，有關的地方航運部門也派代表參加。會上先聽取部、局

領導對本月運輸任務完成情況的分析，以及對編制下月份計劃的原則、要求和

採取的措施，其中尤其要注意國家運輸政策，如那些是「必保物資」，那些是

「重點運輸物資」等。接著各水陸聯運港口報告下月的通過能力及貨源情況，

航運企業報告下月的運輸能力及修船情況。經過充分的討論，並對重大問題作

專題研究後，編制成「月度核定貨源分類流向表」，接著進行合理的配船，提

出下月度的船舶運輸計劃草案，再交會議審查通過。最後決定下來的計劃和會

議文件，報交通部、生產調度局批准後，即下達到港口與船舶，各有關方面都

要積極配合，堅決執行。 

註 32：余佑權（1997），前揭書，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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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船舶在收到月度任務後應發動「群眾」（即所屬船員）討論，並提出相

應的保証措施，以保証月度計劃中「分船任務」的完成。 

 

2.3.5.4  「改革開放」初期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總之，由於水運生產常易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為能保持正常的工作，因此

特別強調「計劃性」，避免因某一環節的疏忽而使生產受到干擾。此外，由於

中共在「改革開放」初期仍強調「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運輸價

格多由國家統一規定，這些無論對於「全民所有企業」或「集体所有企業」都

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中共要強調運輸計劃的嚴肅性，不斷加強計劃管理，提高

計劃工作質量。 

 

  換言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 1980 年代，並不是馬上全面的導入「市場

經濟」，而是在「計劃之外另造市場」，並且使其二者共存。即使迄今，計劃

經濟板塊也仍然存在，只是在比例上已有所調整，此即鄧小平的「漸進主義」

改革操作模式。 

 

 

 

 

 

 

 

 

 

 

 

 

 

 

 

 

 

 

 

 

 

 61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第四節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港口部門 

 

2.4.1  港口在水路運輸次系統中的定位 

   

  水路運輸次系統的構成要素中的投入要素有三，運具（船舶）、通路（航

線、航路、航道）、終站（港口）。其中「港口」即擔任了終站（場站）的功

能。 

 

    如將水路運輸次系統以扮演角色分類時，「港口管理當局」（指政府公權

力的行使方面）則有政府的角色，「港口企業」則有終站經營者的角色。如果

是在「政企合一」管理体制下，此二種角色是重疊的，類似裁判兼球員之關

係。如果「政企分立」，此二種角色才會有「互為條件、互為基礎、相互依

存、相互促進」的辯証關係存在。 

 

2.4.2  中國大陸社會主義經濟体制中的港口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

位和作用 

 

2.4.2.1  港口的交通運輸樞紐地位 

從水路運輸次系統的觀點出發，全部運輸過程應包括，內陸集運、始發港

之港內運輸、裝船、堆存、保管、海上運輸、目的港卸船、港內堆存、保管與

內陸疏運。據中國大陸水運學者蔡慶麟、胡玉奎、李榮萱（1991）的研究顯

示，在港口換裝、堆存和保管占總運輸費用的 1/3 強，而在港時間也占總運送

時間的 1/3 強（註 33）。因此，加強港口的建設，改進港口的「生產」組織與

管理占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被列為「外貿口岸」的海港及河港，將允許本國籍船及外國籍船依法進

出，因此，海港及部份身為「外貿口岸」的河港可視為國家的邊境和對外的

「口岸」，在促進對外貿易和國際友好往來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故身為外貿口

岸的港口是國家的門戶，又是交通運輸的樞紐(Hub)。 

 

2.4.2.2  港口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 

港口是各種運輸方式的集合點或連接點，是運輸的樞紐。作為水陸運輸樞

紐的港口，其主要的功能是：運輸功能、工業功能、商業功能與服務功能。 

註 33：蔡慶麟（1991），水運運輸系統分析，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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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1  運輸功能 

  港口的運輸功能，是其基本功能，又可分為下列二項： 

2.4.2.2.1.1  運輸和中轉功能 

運輸和中轉功能係指貨物通過港口集散或轉運，實現各種運輸方式之間的

銜接。 

 

2.4.2.2.1.2  促進商品流通功能 

    促進商品流通功能係指商品在港口的集散、貯存和運輸過程中效率的快

慢，對物資交流和內外貿的發展有密切關係。據統計，在國際貿易中，由於海

運具有運量大、成本低的特點，所以，全世界有 99%的貨物是依靠海運通過港

口完成的，中國大陸的對外貿易運輸也有 90%以上是依靠港口完成的。（註

34） 

 

2.4.2.2.2  工業功能－港口是發展沿海工業與外向型工業的必要條件 

港口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世界貿易中，港口物流中的原

料、燃料、半成品占 2/3 以上的比重(註 35)，所以，港口的發展是工業發展的

前提。世界各國也都十分重視利用海運發展沿海工業，如修造船工業、機械製

造工業、儀表工業、石油化工業、各種加工工業等，港口功能主要是為工業服

務的。所以，世界上大多數重要工業基地都建立在港口及其附近，這是因為港

口能夠通過水運為工業生產提供大量廉價的原料和燃料。亦即利用船舶將工業

原料運至港口，再轉至工廠企業，使工業生產得以進行並得到發展。此外，在

港口如設立「出口加工區」及「保稅區」，則可促進「外向型工業」的發展。 

 

所謂「外向型工業」尤其是指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時期裡的「來料加

工」、「來件裝配」、「來樣製造」、「補償貿易」等「三來一補」的加工外

銷工業。在實際營運上，由於原料、零件由外輸入，而成品直接輸出至國外市

場，所以又有「兩頭在外，大進大出」之說法。 

 

2.4.2.2.3  商業功能 

商業功能係指憑藉港口十分活躍的旅客和貨物的轉運，相對地商業貿易、

金融匯兌等行業都在港口發展起來，城市乃逐漸繁榮。運輸、工業等功能可以

「以港興市」，而商業也具有同樣的功能。 

 

2.4.2.2.4  服務功能 

註 34：蔡慶麟(1991)，前揭書，頁 111。 

註 35：蔡慶麟(1991)，前揭書，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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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功能是港口的主要功能之一，為船舶的貨物裝卸、貨物中轉、物料供

應、船機修理、船員生活、救助服務；為港口城市服務；為旅客上下、觀光旅

遊、食宿交通服務。依附著貨運及客運，已有很多新興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在

港區內外、附近應運而生。 

 

2.4.2.3  港口在水路運輸「生產過程」中的作用 

(1)為水上客運服務。 

(2)組織貨源，集併出港物資，疏散進港物資。 

(3)進行換裝作業，將貨物從一種運輸方式中轉為另一種運輸方式。 

(4)妥善保管來港物資，確保數量與質量，亦即倉儲服務。 

(5)進行必要而簡單的加工，如散裝貨物的過秤、灌包，集裝箱貨物的拆裝箱

等。 

(6)向船舶提供燃料、物料、淡水及船員生活用品等。 

(7)供船舶在惡劣氣象條件下停泊，如避風等。 

 

2.4.3  港口企業生產過程的計劃管理 

 

2.4.3.1  港口企業與政府之關係 

  在中國大陸凡有碼頭，能停靠船舶、裝卸貨物或上下旅客並以此為主要生

產手段的單位，通常即稱為「港務局」、「港務公司」、「裝卸公司」、「客

運服務公司」等等。也有的稱「港務站」、「營業站」、「客運站」。以往在

1990 年代初期之前，對一些吞吐量較大、進出船舶較多的港口由中共交通部直

接管轄，稱之為「直屬港」。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改革，港口一律劃歸「所在地

政府」(港口城市)管理。有的大港，中共交通部仍對其提出指導性意見，但即

使這樣，也要貫徹「雙重領導、地方為主」的方針。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

深入發展，港口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作用越來越重要。自 1980 年代中期

起，中共又確定了一批沿海對外開放港口城市；在長江內也陸續宣布了一些對

外開放港口，這就使得港口的經營與管理開始趨向多樣化，而不是某一種体制

所能完全涵蓋的。 

 

2.4.3.2  生產過程中「計劃管理」的操作－港口企業的月度計劃 

港口月度裝卸工作計劃要比航運企業複雜得多，它至少要包括如下三個部

分（註 36）： 

 

2.4.3.2.1  月度計劃指標 

 

註 36：余佑權(1997)，前揭書，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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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月度計劃中要確定各項計劃指標，這是作為本月生產的要求和月度計劃

的主要內容。這些指標有：吞吐量、裝卸自然噸、操作量、操作係數、裝卸工

班效率和裝卸工人勞動生產率等。 

 

2.4.3.2.2  工作安排 

  工作安排主要是安排船舶泊位以及倉庫、堆場運用，此外還要安排車輛裝卸

作業和輔助作業。 

 

2.4.3.2.3  技術組織措施 

  技術組織措施是指為了保証計劃的完成而採用的一些技術上的、組織管理

措施，例如是否需要增加或調動設備，是否需要改變勞動組織等等。 

 

2.4.3.3  編製「港口企業月度計劃」所需資料 

港口月度裝卸工作計劃的編製首先要有原始資料，大体上可歸納為三個方

面： 

(1)有關港口「裝卸任務」方面的資料。 

(2)有關港口「裝卸能力」方面的資料 

(3)其它的資料和水文、氣象變化情況等。 

 

2.4.3.4  月度計劃中對船舶泊位安排的考量因素 

  收集原始資料以後，就應該對計劃期的工作進行分析，找出該時期的工作

規律，從而確定工作重點。在編制計劃時應對月度內「船舶泊位」、「庫場運

用」、「車輛裝卸作業」以及「輔助作業」做出安排，其中以安排泊位為主。

在確定了船舶泊位和庫場運用的安排之後，就可以據此確定其它各項工作的安

排。 

 

2.4.3.5  月度計劃編製完成僅是計劃工作的開始 

  月度計劃編制好後，並不等於計劃工作的結束，還只是個開始。要使計劃

工作真正起到「促進生產」和「指導生產」的作用，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執行計

劃，不斷進行檢查以及對計劃作必要的調整，並據以編製旬度、五日、三日計

劃以及晝夜作業計劃等更短期的計劃。 

 

  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年代中，港口企業在水路運輸生產方面，其

計劃性十分強烈，而計劃之指標主要來自於上級政府之主管機關。在「改革開

放」路線開始實施後，「市場經濟」之板塊逐漸增大，但「計劃經濟」之板塊

也仍然存在，只是在比例上已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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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西方及東亞主要航運國家航港體制之分析比較 

 

2.5.1  分析比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航港體制之必要性 

 

由於鄧小平所號召的「改革開放路線」，其深層目的乃在使中國大陸在閉

關、鎖國三十年之後，重新與資本主義世界體係接軌。所以西方及東亞主要航

運國家航港體制之參考比較，亦為與本研究有關之「政策環境分析」的重要組

成部份。雖然中共的「體制改革」以及其中的「航港體制改革」之發動與執

行，都有其意識型態上的內在邏輯做為理論基礎（例如：馬克思主義、鄧小平

理論），並據以形成其實踐上的操作模式。但是在方法論的客觀要求上，與西

方、東亞主要航運國家航港體制的參考比較，仍有其必要。 

 

航運企業為維繫國家對外貿易發展，促進經濟成長，及預為戰時儲備武力

等最重要之一環。因此不論航運先進國家或新興國家，對於航運發展及海權之

掌握，皆甚為重視。尤其是海岸線綿長而領土狹隘，且對外貿易依存度甚高之

國家，如日本、英國者，更於傳統上即對航運之發展及競爭力之確保等賦與最

大之優先。循至近代國際貿易之逐步發展，及各貿易國家為確保其海運運費之

國際收支平衡，亦往往採取各項政策手段，以開拓、維護及協助本國航運企業

之發展。 

 

港口在航運系統（水路運輸系統）之營運中，則扮演著終站及樞紐的角

色。若將航運企業、港口企業均視為「經濟基礎」，則與其對口的「上層建

築」即為政府的航政、港政管理體制，可合稱為航港管理體制。 

 

本節所分析比較的所謂西方（以英國、美國為代表）、東亞（以日本、韓

國為代表）及東亞地區中之「島港」型（以香港、新加坡為代表）主要航運國

家（或地區），係以其商船隊（包括其本國籍及權宜國籍二者）之載重噸

（Dead Weight Tonnage, DWT）佔全球總商船隊載重噸之百分比為準據。上述

六國（地區）在整個 1980 年代與 1990 年代中，都堪稱為當時的航運大國（海

運大國）。 

 

以 1994 年底全球 21 個主要航運國家（地區）商船隊載重噸佔當年全球總

商船隊載重噸之百分比來看，英國為 3.3%，美國為 7.9%，日本為 12.9%，韓國

為 3%，香港為 4.5%，新加坡為 1.5%；而中國大陸（中共）為 5.2%，中華民國

（台灣）為 2%（註 37），前六者合計已佔全球之 33.1%，八者合計更高達

40.3%。所以前六者已堪成為所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航港體制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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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謹就西方（英國、美國）、東亞（日本、韓國）及東亞地區中具有

「島港」特質的香港、新加坡之航港管理體制先做概況之分析（註 38），其後

經由歸納再行比較之。在分析之順序上，則先就航政管理體制，次就港口管理

體制為之。 

 

2.5.2  西方主要航運國家航政管理體制之分析 

 

2.5.2.1  英國之航政管理體制 

  由於英國之經濟發展，係肇因於「工業革命」，遂以國內經濟發展為動力

而向外推展；亦因工業革命之影響，致工藝技術相對較歐洲大陸之傳統海權國

家有超越性之發展，乃使英國遂漸凌駕傳統海權國家成為海上霸主。鼎盛時期

更能號稱為「日不落國」。即使迄今，英國國勢雖已衰落甚多，但就航運發展

而言，其仍為世界航運交易所之中心，「勞氏驗船協會」制定之船舶檢查安全

規則仍為領導世界之標準，「勞氏保險協會」之保險單亦仍為財產保障之準

繩，且執世界海上保險業之牛耳。故英國之海權無疑仍具有不可忽視之重要

性。 

 

就英國航政管理體制而言，其原由商務大臣及財政部分掌之航政事務，已

因「運輸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之設立而歸統一，其「運輸部」與有

關部門在航運政策之研討制定方面，係處於主導協調之地位。為期有效達成此

一功能，於其內閣中即設有「海事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為運輸部之部長，

且為負責交通運輸事務之內閣大臣。於運輸部下除如統計、財務、總務等行政

單位及專責內陸運輸監理之單位外，則以「理事會」之組織來策劃、監管有關

航業、港埠及執行海事法規等業務。如「海事理事會」即為管理商船登記、海

上安全、技術標準之訂定、海員服務條件、「皇家海岸防衛隊」及海上污染防

治等業務之單位。「海運政策及緊急規劃理事會」則為探討一般性及國際性航

運政策，包括實質政策、保障商船之權益及戰時之政府船舶租用業務等之單

位。（註 39） 

 

內閣中其他部門之職掌與航政有關聯者，如「國防部」負責商船隊之支援 

註 37：（1）Lloyd’s Maritime Information Service Ltd. (1995), London, 本研究統整歸納。 

（2）顏進儒(2000)，運輸學，頁 164。 

（3）林光(1997)，海運學，頁 35。 

註 38：為求與本研究所界定之中共「改革開放」時期相互對應，並使其具有同質之比較基礎，

本節在取材上主要以 1980 年代至 1990 年代初期當時的各國管理體制為主。 

註 39：馬天澤(1988)，航政管理一元化之研究，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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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武力；「能源部」負責監管海上鑽探平台或油田補給船；「財政部」、

「衛生及社會安全部」、「海關」及「勞務部」等則分掌對航業公司或船員之

課稅、船員之國家保險、緝私、海上難民及非法移民之處理等。 
 

2.5.2.2  美國之航政管理體制 

2.5.2.2.1  聯邦政府之運輸部 

  美國政體採聯邦制，有關全國性事務由聯邦政府立法並執行之。交通運輸

事業係就國內與國際分別立法及管理，其後者，尤其是航運，不僅為全國性事

業更屬具有世界性影響力之事業。然而對於監督及促進交通運輸事業發展之規

劃單位，迄未能建立統一之管理機構。直到一九六六年始有「運輸部」之設立

以掌理總體運輸政策，將原隸屬各單位之交通監理單位如「海岸巡防署」及

「海運管理局」等劃歸「運輸部」。 

 

  依《一九六六年運輸部法》之規定，其主要任務為協調有效推行各項聯邦

政府運輸計畫，推展國家運輸政策，使其在最低成本原則下提供快速、安全、

有效率及方便之運輸服務。在運輸部之下設有九個管理局，分別掌管空運、水

運、公路、公路安全、鐵路、都市大眾運輸、聖羅倫斯水道、海岸巡防、研 

究與特別計劃等業務。此外尚有契約訴願委員會、民權室、小型企業發展室與

商用太空運輸室等直屬單位，及法務處、稽查處、政策與國際事務處、預算計

劃處、政府事務處、行政處及公共事務處等七個內部行政單位。 

 

  就航政主管機關言，則為運輸部下之「海運管理局」及「海岸巡防署」以

及超部會之「聯邦海事委員會」。而且與其他歐洲國家類似，其他政府機構亦

多少與航運有關。而較密切者，為隸屬「財政部」之「海關」，負責掌管船舶

進出全國港口之通關，收取噸稅，及「環保署」負責油與有害物質之污染管

制。茲就海運管理局、海岸巡防署及聯邦海事委員會分別說明之。（註 40） 

 

2.5.2.2.2  運輸部海運管理局（MARAD） 

  海運管理局（Maritime Administration）簡稱 MARAD，係於 1950 年 5 月成

立，原隸屬於美國「商務部」，迄 1981 年改隸於「運輸部」。 
 
  海運管理局之主要任務在於掌理政府補助，以促進美國海運業之發展。依

《一九三六年商船法》之規定，對輪船公司提供船舶抵押及貸款擔保；依《貨 

 

註 40：馬天澤（1988），前揭書，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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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優先承運法》得授權政府機關將援外物資、救濟品及軍事物資交由美國籍船

舶優先承運。當國家進入緊急狀況時，並得租賃政府或美國公司擁有之船舶，

再交由輪船公司代理營運以應國防需要。 

 

此外，該局亦為負責商船人員訓練之機構，「美國商船學院」（U.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即由該局辦理。也負責維護美國政府所擁有之國防

儲備船隊（National Defense Reserve Fleet），以備商船能量不足之需，以及美

國籍船舶之登記、出售或轉掛外旗之核可等業務。 

 

2.5.2.2.3  運輸部海岸巡防署（U.S.C.G.） 

  美國海岸巡防署（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簡稱 U.S.C.G.）係於一九五一

年成立，原隸屬於「財政部」，於一九六七年改隸當時新設立之「運輸部」。 
 
  海岸巡防署之主要任務大致為下列數項： 
  （1）海事法規（含各種聯邦法規）、美國政府簽訂之國際公約的執行。走

私及販毒之追緝即屬此一範圍。 
  （2）生命及財產之救助與保護。依此而有船舶設計、建造及修護規範之設

定與執行，海外大陸礁層工事設施標準之訂頒，外國船隻在美國水域

航行安全之防護，以及全國商船人員資格證照之審核與頒發等。 
  （3）公海及美國水域航道暢通之確保，依此而負責助航設施之修建及保

養。 
  （4）美國通航水域《防止水污染法》之執行。 

（5）戰時備供海軍特遣支援服務。  
 

  美國商船人員資格證照之審核與頒發，亦為海岸巡防署之職掌。為防止水

污染及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美國法律規定船舶不得洩油或其他有害物質。海岸

巡防署並得對污染者向法院訴請民事賠償，並責成污染者負擔清除費用。 

 

  在港口安全方面，海岸巡防署對進出美國港口船舶之停靠、移泊、貨物移

運、存倉、積載、港內巡邏、碼頭設施安全防護均負監視責任。在氣候惡劣、

能見度不佳之情況下，該署須保持警覺，使船舶貨物人員能在保持安全及有秩

序狀態下運作。海岸巡防署並在美國水域及港口維護航道之暢通，佈設及維護

多種助航設備。 

 

2.5.2.2.4  跨部會的聯邦海事委員會（F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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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聯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 簡稱 FMC）成立於一

九六一年八月，為聯邦政府下之獨立機構，具有準行政、準立法及

準司法性質，不隸屬美國行政部門之任何部會。 

（2）FMC 之主要任務，在於確保美國海運市場於公平條件下對外開放，

及託運人與運送人間之平等待遇。因此其管制對象為美國或航行美

國水域之海上公共運送人、運費同盟、無船公共運送業、國際貨運

承攬業及碼頭場站營運人。就其有關之費率表、運費協定、服務契

約、場站營運協定等審核、建檔，及監督相關業者公平合理承攬貨

物之運送服務。而對於相關業者之違法事宜，除負有檢查及舉發之

責外，並應對訴願事宜進行調查，而將調查結果提報「司法部」偵

辦。 
（3）FMC 依據《一九一六年航業法》第十五條或《一九八四年航業法》

第五條審核各運送人、運費同盟報備之運費協定、場站營運協定，

觀其是否適法。接受或批駁運送人報備之運價表，包括與託運人間

之服務契約（Service Contracts）。FMC 並對政府控制之運送人

（Controlled Carriers）及給付回扣之運送人之活動加以追縱管制。 
（4）FMC 對觸犯法律規定之運送人、場站營運人、貨運承攬人得依訴願

（Informal Complaint）進行調查，並將調查結果移請「司法部」偵

辦；並得依據法定程序自行正式調查，舉辦聽証會以判定是否違

法。 
（5）FMC 為規範運送人、運費同盟、場站營運人、貨運承攬人之活動，

得頒訂、解釋及執行各種法規，並得進行調查、審核及進行經濟及

財務分析，及要求上述各業定期或不定期檢寄所需報表加以評估。 
（6）國際事務方面，若發現美國籍船舶在外國港口遭受差別待遇時，亦得

報呈「國務院」與外國政府協商，以消除不公平待遇。 
 

2.5.3  東亞之主要航運國家航政管理體制之分析 

 

2.5.3.1  日本之航政管理體制 

2.5.3.1.1  二戰後日本運輸省下屬之航政管理體制 

  「二戰」後日本航運之所以能快速重整及成長，則須部份歸功於日本航政

主管機關優良而有效率之「行政指導」。日本戰後交通事務最高主管機關為

「運輸省」，其下除行政幕僚單位、各地方分支機構及附屬機構外，依四大運

輸方式，而設有海運、鐵路、公路、航空等各局及船舶局、船員局、港灣局

等。因而就航政主管機關而言，在中央則為隸屬於「運輸省」而以海運為中心

之「海運局」、「船舶局」、「港灣局」及「船員局」等四局，而各地方則為

運輸省之地方分支單位。然而為有效制定及推動未來發展之政策，設有由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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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官員、相關學者專家、業者代表所組成之「運輸審議會」、「海運造船合

理化審議會」及「運輸政策審議會」等專門咨詢機構，藉以形成全國認可而能

符合實際需要之發展政策。因此，強而有力之專門咨詢機構應為日本航政管理

體制之特色。 

 

2.5.3.1.2  1980 年代初期日本運輸省下屬之航政管理體制改革 

  然而隨運輸技術之改變，遂而有「戶到戶」運送服務觀念之形成。日本政

府乃體認到傳統「以海運為中心」之運輸政策，已不能符合今後複合運送體制

下總體運輸產業興起之需要，而反應在相關主管機關之組織及功能調整上，以

便與之適應。基於此點，規範運輸省組織編制之《運輸省設置法》，乃於一九

八四年七月十三日完成修訂及頒布實施。依據該法，運輸省之組織乃經大幅度

之修正：在中央層級，「海運局」與「觀光局」合併為「國際運輸觀光局」，

「船舶局」與「船員局」合併為「海上技術安全局」，並增設「運輸政策局」

及「貨物流通局」；而於地方層級，另設「地方運輸局」與「海運監理部（神

戶）」。其原有「港灣局」、「航空局」、附屬機構、「船員中央勞動委員

會」、「海上保安廳」、「高等海難審判廳」、「氣象廳」等則仍大體維持舊

制。因此日本傳統之航政管理體制已有所改革，其與海運或海洋產業有關之主

管機關已不限於原「海運局」等四局，而與其他相關之運輸產業共同隸屬於

「國際運輸觀光局」等六局之下。 

 

  新制六局就航政管理有關之主要職掌如次：（註 41） 

（1） 運輸政策局：設有「海洋海事課」以掌理運輸省有關海事事務，

「海運造船合理化審議會」之日常行政事務，海洋思想之宣導，油

污損害賠償契約制定及有關基金之管理。 

（2） 國際運輸觀光局：設有政策課、國際協力課、海運事業課、外航

課，以分掌政策釐定，制度之訂定，國際合作之實施與推動，海運

業者有關之財政補助稅制研討與管理，體質改善輔導，海運市場之

調查與研究，海運供需調查研究，國際協定之探討與簽訂，船舶出

售、取得及出租之核可，海外日本人接返之業務等。 

（3） 地域交通局：設有海上交通課，以掌理國內客貨航線有關之監理、

補助及管理等業務。 

 

（4） 貨物流通局：掌理貨物流通有關事業含倉儲業、碼頭業、駁船業等

之政策、運價、財務、勞務調查、輔導與管理，以及有關作業程序

之改善等業務。 

 

註 41：馬天澤（1988），前揭書，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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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上技術安全局：以規範船舶之船體、輪機及船用設備等之安全標

準及檢查，造船業之督導，船舶丈量檢查等原「船舶局」業務，以

及船員之考核、給照、勞動條件、災害補償規定、船員之福利、引

水人有關事項等原「船員局」之業務。 

（6） 港灣局：掌理港灣、航道之建設與管理，海洋污染防治工程，港灣

內運送之監督，港口使用費之收取，港灣有關業務供需之調整。 

 

2.5.3.2  韓國之航政管理體制 

  韓國航運事業之發展，與日本具有相同之特色，即政府主管機關之「行政

指導」。就韓國航政管理有關政策規劃及政府機構而言，則完全劃歸於超部會

之「海運港灣廳」以負責總體海運及港灣建設政策之擬定，推動以及輔導民間

相關業者之發展。其最大特色乃在於將「海運港灣廳」直屬中央政府，而非劃

歸於主管交通運輸之部會。海運港灣廳之體制可分為中央、地方、海外三部

份。 

 

（1）依「海運港灣廳」之組織架構而言，中央海運港灣廳除了企劃管理、監

察、財政及總務等內部行政單位之外，主要之部門及職掌如下：（註

42） 

a 海運局：設有振興課、外航課及內航課，以負責遠洋、沿海航業之監

理、輔導及政策制定等業務。 

b 運營局：設有港務課、運營課及指揮課，以負責港灣之建設、經營督導

及規劃等業務。 

c 開發局：設有企劃課、建設課、開發課及標識課，以負責韓國全國有關

海運及港灣之開發、研究、建設及監察等業務。 

d 船員船舶局：設有船員課、勞政課、船舶課及檢查測度課等，以負責船

員教育、養成、考核及給照，以及船舶之檢查、丈量、登記等有關業

務。 

e 航路標識基地廠：以統一及管理航路標識之建設、規劃及保養業務等。 

 

（2）於各地方則分設有釜山、仁川、群山、濟州、木浦、麗水、浦項、馬山、

東海及蔚山等各「地方海運港灣廳」，直屬中央海運港灣廳，負責中央交

辦事項及地方有關航政業務之承辦。 

 

（3）另於各主要海運先進國、貿易對手國，設有駐在官員，以協助韓國航運業

者於各國之營運及發展。 

 

註 42：馬天澤（1988），前揭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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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東亞島港型國家（地區）航政管理體制之分析 

 

2.5.4.1  香港之航政管理體制 

  香港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回歸」中國之前為英國之租借地，亦為「大

英國協」成員之一。政府施政一本英國政府自由開放之原則，地方性事務皆交 

由當地政府自行負責。而香港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自租用時起即將香港定位

為「自由港」，僅於行政上負責規劃、設計、監督。港埠碼頭之整備、經營，

則透過規劃後以公開招標方式交由民間經營，此為香港行政之主要特色。航政

管理亦依循此一模式，於香港政府之下設有「海事處」（Marine Department）
以綜理航港事務，包括小部份公營碼頭之管理。 

 

  「海事處」之組織架構分為行政事務單位及業務單位兩大類，共轄六個

部。行政事務單位為「管理部」及「企劃部」，前者設會計、機要、翻譯、人

事、紀錄、福利、文書及委員會事務等組；而後者則分為經營、公關及計劃三

個組，其中計劃組下設有技術、統計及對策等三個科。業務單位則分為「檢驗

部」、「航運部」、「港埠部」與「地方海事部」等四個部，分別掌理各項業

務如下：（註 43） 

 

（1） 檢驗部：設有輪機、船體（航海）及航海設備三個組，以負責船舶之檢

查及丈量事宜。 

（2） 航運部：設有本地舟船、外航船舶及船員事務三個組，分掌本地小型舟

船之管理、設計及營造，外航船舶之登記、監理及提供海難救助服務，

以及船員之培育、考試、給證、紀律、諮詢等業務。 

（3） 港埠部：設有棧埠與港務二個組，分別負責碼頭之管理、污染管制及危

險品進口管制之港口運作，引水、巡航、通訊與避難等航行管制，興建

及保養助航設施等業務，以及水文測量與碇泊管理之船舶交通管理等業

務。 

（4） 地方海事部：監督實際負責執行船舶進出口檢查業務之東區、中區及西

區三個分處。 

 

2.5.4.2  新加坡之航政管理體制 

  新加坡原為馬來西亞聯邦之一部份，為「大英國協」成員之一，政府體制

多半仿照英國模式。因此自獨立建國以來，亦仍循此一模式，故大體上與香港

極為類似。其主管航政事務之政府機構亦類似香港，同稱為「海事處」(Marine 
Department)，其組織架構與職掌業務均大同小異。 

 

註 43：馬天澤（1988），前揭書，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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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航政管理體制之比較 

 

2.5.5.1  比較之基礎 

  航運事業為經濟事業之一環，而其發展與壯大，已被各國政府視為維繫國

家對外貿易發展，促進整體經濟成長，預為戰時儲備武力及調節國際收支平衡

等之政策工具。因此皆將促進航運事業之發展與壯大，列為主要施政重點，除

皆將航政主管機關直接歸屬中央政府以統一規劃、發展外，更有為配合其需要

而設置超部會與獨立之機構，以期更能有效推動之做法。然因前述各國政體、

傳統、國情及行政體制之異，如欲依據各國航政主管機關之組織及職掌，就航

政管理體制整理及歸納出其異同，未必能切合實際需要。因此僅就其共同精神

及各國航政管理體制特色，予以分別探討，俾供研究「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

港體制改革時之參考。 

 

2.5.5.2  各國航政管理體制之共同精神 

2.5.5.2.1  航政主管機關均隸屬於中央政府 

  不論航運先進國家或新興國家，其航政主管機關均直接隸屬於中央政府。

如英國之「運輸部」，美國之「運輸部」，日本之「運輸省」，韓國之「海運

港灣廳」，香港及新加坡之「海事處」等，莫不如是。 

 

2.5.5.2.2  因應實際需要從事政府機構改革 

  為配合時代之變遷與事實之需要，經常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有前瞻性之規

劃及功能變更之現象。如日本「運輸省」於一九八四年起之重新編組，英國與

美國將原隸屬「財政部」之「海岸巡防署」及「商務部」之「海運管理局」，

改隸屬於「運輸部」等，均資佐證。 

 

2.5.5.3  各國航政管理體制之特色 

2.5.5.3.1  英國 

  英國為四、五百年以來藉海權擴張，向外殖民，求取資源之典型帝國主義

國家，並堪稱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海事典章制度之首創國。政府角色皆以「政

策指導」為主，而政策之形成，則透過國會之提案，送交相關政府部門內專責

之「理事會」研討，再交由各執行單位承辦。航政管理亦依循此一模式而設有

「運輸部」負責。而就較特殊之功能言，則為將戰時政府徵用船舶以配合作戰

需要之作業編組程序制度化，以及港埠管理係由「港埠協會」負責督導，而實

際經營則為政府，為其遵重契約及以民為貴精神之實質表現。 

 

2.5.5.3.2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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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冷戰時代中，與前蘇聯並列為二強之一，但由於其《海運法》及

《商船法》立法較遲，及綜理全國運輸事務之「運輸部」亦至一九六六年始正

式成立等事實以觀，美國尚不足稱為「傳統海權國家」。但其航政主管機關之

功能，除有促進全國航業發展之「海運管理局」（MARAD）及確保美國海域

安全及免受污染之「海岸巡妨署」（U.S.C.G.）之外，更設有為維護提供勞務

者及使用勞務者，且不論係為國內業者或國外業者，凡其交易行為係與美國有

關者皆能在公開且平等條件下經營，而超越各部會管轄獨立之「聯邦海事局」

（FMC），以綜理相關事務。此為美國航政管理體制之最大特色，亦可見美國

維護人人平等精神而於最具國際性之海運業實施之具體表現。 

 

2.5.5.3.3  日本 

  日本為中央政策指導民間產業發展之典範，如為期保持造船能量，設有

「海運造船合理化審議會」及各為期五年之造船計劃。然而最值得注意者，應

為自一九八四年後「運輸省」功能及組織之變動。由其組織變動看來，日本政

府已體認今後運輸型態應為總體複合運輸，海、陸、空運皆相互關聯，故除港

灣部份獨立由「港灣局」統籌管理外，其他有關各式交通運輸之總體規畫、營

運、流通等均將海、陸、空運予以統合考量，依性質而分別設立相關單位負

責。 

 

2.5.5.3.4  韓國 

韓國為二次世界大戰後，自 1950，1960，1970 年代以來令人側目之新興經

濟勢力之一。其獨特之民族性，包括絕對之權威領導，全國一致追求既定目標

之衝力，以及旺盛之企圖心等，均為致使韓國能有此驚人進步之動力。而其航

政管理統一由獨立於各部會之「海運港灣廳」統籌及主導韓國之海運發展、港

灣建設等業務，可作為其具體之表現。 

 

2.5.5.3.5  香港及新加坡 

  雖然香港及新加坡之幅員較小，但因先天地理環境關係，以及注重港埠建

設以維持高度相對優勢，故其採取統一式之「航港合一制」，並因而維持相當

高階層官員及大量人員負責推動其發展，亦殊堪注意。亦即其「海事處」既管

航政也管港政，但在港口、碼頭經營上，則為充分的民營化與市場化。 

 

2.5.5.4  各國航政管理體制比較之小結 

  綜前所述，各國航政管理體制方面，均歸屬於中央政府，且取「航港一元

化制」。航政事務主體分為航運事業發展之推動、船舶及船員之監理、港灣之

興建與管理、及海上保安與污染防治四大項，均於「部」級以下設立機關，或

分掌，或綜理，並於地方設立分支機關擔負第一線執行之責。雖然航政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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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旁及於其他部會，但非屬管理之多元化。其各執行機關雖有分立情形，實

際則與其地域規模相關，整體上仍屬「一元化」之建制。尤其是航政管理之於

各國施政之位階，莫不名列前茅，組織規模更凌駕同級機關之上，僅其「海上

保安組織」，即足以構成第四軍種。尤其是美國的「海岸巡防署」與日本的

「海上保安廳」。 

 

2.5.6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港口管理體制之分析 

 

2.5.6.1  國際間有關港口管理體制理念之基本原則 

  港口之管理體制與其發展過程有非常密切之關係。實際上，真正影響港口

管理之因素為其「所有權」，特別是港區土地之所有權。任何港口之擁有者，

為發展業務，充分利用港口內之土地等財產，將因其本身利益發展出一套活用

之管理體制。故港口管理體制之決定因素，並非在於運輸經濟之觀點，而在於

港口內公有或私有財產所佔之比例如何。由於每個國家所面臨的問題不同，其

管理之傳統及解決問題之方法亦異。任何一個管理體制，通常亦僅限於某一段

期間有效。因為國家或港口所處之內部與外部環境不時變動，管理之方式亦需

有適當之因應，並非永久不變。 

 

  一般港口管理體制理念可歸納為下列五項基本原則：（註 44） 

2.5.6.1.1  儘量自治原則（Principle of  Far  Reaching Autonomy） 

  當港口之地位趨向「公法人化」（Institutionalizing）時，公共利益即顯得

特別重要，而不論其經營型態為隸屬於聯邦政府、中央政府、自治、市營、國

有鐵路公司或其他組合方式。港口與公共利益間存在的相互影響關係，可由幾

方面看出： 

（1） 大部分港口之土地及水域係屬公部門所有。 

（2） 港口硬體之規劃與建設係屬政府之責任，如港口之興建、浚深等。 

（3） 世界上多數港口內鐵路之所有權及經營權屬於公部門之範圍。 

（4） 多數港口之「港口當局」(Port Authorities)提供港口內之作業設施，如通

棧、裝卸機具、儲存場等。 

 

由上述可知，公共利益對港口運作之影響。而此種影響進一步之結果，是

由政府直接或間接補助港口內公共建築及財產之建設。但是政府如果過度干涉

港口業務，其政治性之決策及官僚制度與太多法令規章的牽制，易使港口之管

理產生危機；亦即港口管理缺代彈性、無法引入民間資本及造成責任混淆。此

不利之處，特別對於政府部門自行經營港口內之倉儲及裝卸作業時，更易顯

現。因此不在政府公權力所應主管之範圍者（即除檢疫、海關、緝私、移民、 

註 44：林光（1997），海運學，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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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理以外），應儘可能交給港口自行處理，此亦為許多國家趨向採用「獨

立自主港口管理機構」之主要原因。 

 

2.5.6.1.2  經濟實體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ic Entity） 

  一個港口不應僅被視為通棧碼頭及機具之組合體，而應被視為國家整體經

濟內之一經濟實體。除一此個別案例及僅為特殊目的者，如高度專業化之碼頭

（石油、礦砂、穀物及煤等）、由民營公司擁有之碼頭，被定期航業公司租用

而專門停靠本身船舶之碼頭外，其他為「一般目的」使用（公用）之港埠設

施，宜由港口當局統一管理。 

 

2.5.6.1.3  財務自給自足目標原則（Principle of  Target of Self-financing） 

  欲達港口在經營上儘量自治（高度自治）的原則，就必須以財務之自給自

足目標為基礎，由港口本身負擔盈虧，即所謂的「自負盈虧」。 

 

2.5.6.1.4  港口經營商業化原則（Principle of  Commercially Conducted Port   
Administration） 

  港口之服務及業務型態，可預期的將會不斷地改變，如果港口受法令規章

之限制愈少，使其能自由訂定經營策略，則愈容易適應各種環境變革，因而增

加港口之營運彈性、適應性及效率。此即為港口經營商業化之原則。 

 

2.5.6.1.5  人事自主原則（Principle of  Personnel Autonomy） 

  一個企業的成功與否，端賴其管理人員之能力及執行成果。對港口而言，

亦復如是。因此所有港口內之員工，特別是主管階級之升遷、晉薪均應以效率

原則（Principle of efficiency）為取捨，而非以其在位資深與否為標準。此則須

靠人事自主方式始能達成。 

 

2.5.6.2  國際間有關港口經營型態之分類 

  各國之港口管理體制，由於歷史背景及地理環境之不盡相同，有公營、民

營與公民聯營之別；且依港區土地所有權為公有或私有所佔之比例，而有不同

之經營型態。目前國際間港口之經營型態可歸納為下列七種。（註 45） 

 

  政府部門在港口日常之活動裡所負責的只是一般性公共事務，然而真正在

港口負責提供船舶及其所載客貨所需要的設施及服務的「港口當局」（port 
authority）則是有專責機構負責的。究竟是那個機構提供什麼樣的港口設施與服

務？港口當局（port authorities）即是實際上有權決定港口設施與服務之提供事

宜的機構。以下之分類，其實即為港口當局屬性之分類。 

註 45：馬天澤（1993），我國國際商港宜否收歸中央之研究，頁 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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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2.1  國營港（National Port） 

  港口由中央政府（或聯邦政府）所有並營運，為諸多國家所採用之方式。

其中有些由中央政府直接負責，有些則以國家級之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負責，有些係由依法組織之法人團體負責。另一方面，有些國家

中央政府經營所有港口，有些則僅經營其中一部分；有些中央政府擁有港區內

所有的財產，有些中央政府其所有權及責任僅限於碼頭岸壁（Quay level），

港區內之土地均以數年期租約，租與港口經營者或使用者，包括公、民營的裝

卸公司、航運公司、大型生產事業之公司等。換言之，國營港之意涵通常即為

國有且國營，但有些則為國有但不直接國營。 

 

  國營港之例子一般認為如英國（約 30 個港口，但非英國全部的港口）、加

拿大、新加坡、韓國、非洲（如：奈及利亞、阿爾及利亞）、西班牙、拉丁美

州（如：智利）、以色列、及其他冷戰時代中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

大都屬於此種港口。 

 

2.5.6.2.2  市營港（Municipal Port） 

  市營港為由地方政府即市政府擁有並經營之港口，在某些方面可被視為與

非營利之「公共信託港」相類似。任何港口之運作項目均有法定的責任需遵

守，由全體市民負擔港口的盈虧。其特色為港口之經營與開發列為該地方政府

施政之一環，受市議會之控制。在此情形下將造成該市執政團體所訂之港口政

策，可能並非具有最大經濟效益，其所重視者乃為市民福利，並設定在一切利

益之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抵觸國家之整體利益）。為了回報支持該執政團體之

選民，甚至挪用港口未來發展用地，興建工廠，以創造就業機會，而犧牲國家

港口之整體規劃，但亦可創造出新而有價值之港口營運潮流。 

 

  市（地方）營港之例子一般認為如英國的部份港口（Bristol、Breston、
Portsmouth 及 Boston 等）；在歐陸的荷蘭鹿特丹、阿姆斯特丹、比利時的安特

衛普、德國的布萊梅、漢堡等市營港。美國西岸及大湖區的大部份港口、日本

的港口如橫濱等亦屬之。 

 

2.5.6.2.3  公共信託港（Public Trust Port） 

此種型態者常見於英國東北岸之港口，為一合法之財團法人，其性質非以

營利為目的，任何超額利潤均被用於法定之目的（statutory objects）。是由國家

依據特別信託法律成立的法人組織經營的港口，不屬於各級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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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型港口之管理機構可稱為 Port Authority 或 Port Commission，其主要特

徵為控制權屬於地方，且局限於一個港口，為一財務及政策獨立之機構，有別

於政府部門。在多數情況下，其設立係用來接管財務發生問題而無法繼續或拓

展營運之港口。採用此類型之港口如英國 London、Dorer、Forth、Tees、
Hartlepool、Liverpool，及蘇格蘭的 Clyde 港、北愛爾蘭之 Belfast 港等。 

 
法國主要的港口中所謂的「自主港」（Auto-nomous Port）也有類似性質

者，如 Dunkirk、Le Harve、Rouen、Nantes-St、Bordeau 及 Marseilles 等。 
 

2.5.6.2.4   州（省）營或郡營港（State, Province or County Port） 
  由省（州）或郡之地方政府所管轄，其性質界於市營及中央政府經營（國

營）之間，能同時顯現此二者特性。美國甚多港務局係隸屬於經州立法之機關

或團體，或州政府內之一個行政部門。其官員通常係由州政府指派，並經合法

認可。某些港口，州政府對其僅有控制權，有關投資及其他重要事務之決定由

其統一訂定，而直接之營運則交由基層組織辦理，故具有公司之組織及特性，

州政府則擁有該公司之股權。 
 
2.5.6.2.5   私營港（Private Port） 
  基本上為由民間經營之港口，以營利為目的。若不以港口本身作為獨立營

利企業，而係作為另一大型生產事業之輔助工具時，港口及碼頭則可視為該公

司營運部門之一環。採此類型者較少，其存在之情形通常私益重於公益。例如

處理原料（煤、穀物、礦砂等）將其卸下後即於港口邊之工廠加工，或作為礦

場之裝船地等，故此類型常見於大宗散裝貨物之作業港口。一般基於經濟之因

素，民營公司即使願意，亦不一定有能力籌足龐大資金興建或維護與開發一個

港口，且必須與非營利之公共信託港口競爭。此類型港口的盈虧均歸私人承

擔，有些民營公司在經政府核准下得由外國民營公司管理。 
 
  屬於私營港類型的港口有英國之 Manchester 、 Docks 、 Thames 、
Felixstowe，美國之 Southampoton、Arthur 港等。 
 
2.5.6.2.6   自治港（Autonomous State Chartered  Port） 
  此類型港口，一般可視為準政府機構，但具有自主性，不受政治上之壓

力，亦不以營利為目的。其各方面之業務，可以企業之性質經營，並以合法之

身分與政府合作，而使財政獨立。其行政部門之成員係由其他機關之文官轉任

組成，「港埠管理委員會」一半由政府之運輸部門指派，一半由港埠使用者、

受僱人、市民及商業團體組成。此一類型港口大都出現在英國及大部分之法國

港口、美國大湖區之港口、美國西岸之奧克蘭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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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2.7   區域性港口（Regional Port Authority） 
  此種管理型態所含蓋的範圍，介於地理區域與政治區域間。有些美國位於

河口及河岸的港口，介於兩州之間，由聯合之管理局（由州政府間聯合成立）

共同經營，並經由聯邦政府核准成立。最著名的是紐約港，於一九二一年成

立，半徑十二英哩，由 New York 與 New Jersey 聯合成立；另在英國有於一九

六二年成立所謂之 Rochdalere Port，合併 Clyde、Forth、Humber 及 Southampton
地區之港口，其目的係為減少並簡化管理層級與機構，並增強財政力量。 
 
2.5.6.3   國際間有關港口之所有權／經營權的各種組合模式分析 
  從整體港口之所有權（ownership）的型態觀察，除了特殊「私有私營」的

產業專用港之外，世界上的國際商港大都是公有的，尤其是「士地」部份。這

主要是因為港口的國防性質及做為對外出入口岸的公共性質（公共財）使然。

而所謂公有，其差別只是在於那一個層級政府之公有，如中央政府、省（州）

級之地方政府、市級之地方政府而已。 
 
  國際間主要港口（尤其是做為國際通商口岸的國際商港）若將其所有權與

經營權的各種組合模式予以歸納，即如圖 2-7 所示。 
 
  由圖 2-7 可以得知，主要的經營型態不外乎：公有（國、省、市）、公有

私營（民營）、公私共有私營（民營）、共同獨立經營、私有私營等組合。各

種組合，也各自有其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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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 所有人（所有權）             Manager 管理人（經營權） 

（1） Private 私人（民營企業）                                  (a).Firm or Division of Firm with Own Account

公司或公司之下屬部門且自負盈虧 

（2） State 州政府                                                       (b).Division of Firm Without Own Account 

公司之下屬部門但不自負盈虧 

（3） Province or Country                                           (c).Divis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ith   

省或中央政府                                                         Own Account                                        

政府公部門下屬機構且自負盈虧 

（4） Municipality or Conutry                                      (d).Divis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市或中央政府                                                                  Without Own Account 

政府公部門下屬機構但不自負盈虧 

（5） Combinations of (1).(2).(3).                                 (e).Separ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Body  

and/or (4).公私共同所有之                                             獨立公共經營實體 

各種組合 

 
註：1、左側係表示港口之所有權隸屬關係，包括公部門或私部門。 

            2、右側係表示「港口當局」的身份，及其是否自負盈虧？即是否財政自主？ 
資料來源：1、馬天澤（1993），我國國際商港宜否收歸中央之研究，頁 70。 

     2、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2-7 國際間港口之所有權／經營權的組合模式 
 
2.5.7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港口經營型態的發展趨勢 
 
2.5.7.1  地主港與營運港的分工 

由上分析可知，即使是公有的港口，其港口當局（port authorities）所採取

的經營型態也都相當分歧，而可能有公營、私營及公私合營的情形。這種經營

型態不但是各國之間可能不同，甚至在一國之內的各個港口也有不同的型態。

因此想要得到「一般化」的經營型態是比較困難，所幸航運管理學界已根據港

口當局主要的日常經營活動加以分類，而得到一些主要的型態可供討論。 
 
港口經營的型態，可以根據「港口當局」參與各種港口設施與服務之營運

的程度而加以區分。一般常用二分法說明兩種極為不同之型態的港口，其一為

港口當局都不參與港口營運的「地主港」（landlord ports）又稱「非營運港」；

而另一極端則為「營運港」（operating prots），港口當局負責全部的港勤與棧

埠的營運。（註 46） 
 

註 46：吳榮貴（1993），我國台灣地區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之研究，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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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1.1   地主港的角色 
  為了分析的方便，以下再將地主港劃分為「純粹地主港」（pure landlord 
ports）及「工具地主港」（tool landord ports）兩類。 
 
2.5.7.1.1.1   純粹地主港 

「純粹地主港」之港口當局僅提供土地及負責其上之「基礎建設」的建造與

服務，其他的港埠設施及服務則完全交由業者經營。這很像一個提供有完善公

共設施之土地的「地主」所扮演的角色。美國、加拿大的港口及歐陸荷蘭的鹿

特丹（Rotterdam），比利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等著名的港口，大都屬於

這種純粹地主港。 
 

2.5.7.1.1.2   工具地主港 
「工具地主港」即 Baudelaire（1976）（註 47）所稱的「工具港」（tool 

port），港口當局除了土地及基礎建設之外，還提供各種港埠建築設施與機具設

備，但仍以出租收費方式交由業者負責營運，提供港埠服務。港口當局像個

「房東」一樣的把「店面」租給別人去營運。這種型態的港口以法國港口最為

典型。 
 

2.5.7.1.2   營運港的角色 
  「營運港」則較「地主港」更為普遍，這種由港口當局負責全部或大部份

港埠設施與服務的港口，以英國的港口，最為典型，可以說幾乎「全包」了港

埠服務。港口當局以自有「店面」自己經營。另外還有新加坡、台灣地區、非

洲、西班牙、拉丁美洲，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部份港口。 
 
2.5.7.2    港口當局在港口經營型態上之角色分類 

上述港口當局在港口經營型態上之角色分類，可以比較精確地用一個連續

的座標圖來表示，如圖 2-8。圖中左端為純粹地主港，而右端則為全包營運港，

至於工具地主港則介於其間。世界各國不同的港口在理論上是可以依其型態在

該座標上予以定位的，只是在實際上比較不容易能夠得到非常完整的資料加以

確定。 
 
 
 
 
 
 

註 47：J.G. Baudelaire, (1976), Port Administration, 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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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工              全 
粹             具              包 
地             地              營 
主             主              運 
港             港              港 
 

資料來源：吳榮貴(1993)，我國台灣地區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之研究，頁 4-7。 
圖 2-8 港口當局在港口經營型態上之角色分類 
 
2.5.7.3   港口經營型態走向民營化的演變趨勢 
2.5.7.3.1   港口內部各類別碼頭的演變趨勢 
  即使在被歸屬為上述任何一類的港口之內部，也可能會有因碼頭性質及種

類之不同，而有不同的經營型態上之角色。但一般而言，大概可以歸納為下列

三個趨勢： 
 
（1）專業化的碼頭（如散裝貨、貨櫃碼頭）有傾向於「純粹地主港」或「工具

港」的經營模式。 
（2）一般非專業化的碼頭（如傳統雜貨碼頭）比較採用「營運港」的模式。 
（3）港口規模不大或無利可圖，以致於民間業者無意投資或經營的港埠服務，

仍保持「營運港」的模式。亦即政府以提供公共財、維持公共利益之立

場，來提供港埠服務。 
 
2.5.7.3.2  整個港口當局的演變趨勢－由營運港走向地主港 
  國際上的港口經營，已經有許多「營運港」逐漸出現所謂「民營化」的趨

勢。換言之，逐漸從圖 2-8 的右端向左移動，朝向「地主港」的方向發展。 
 
2.5.8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整體航港體制之發展趨勢 
 
  由前述對國際間航政管理及港口管理發展之分析，可歸納如下： 
（1）航政為公權力之行使，均與港務管理分開，航政為中央政府權限，一般採

取由上到下的「一條鞭」管理體制（即使社會主義國家亦然）。至於港口

之經營，則以能有利於港口之繁榮及發展，提供有效率之服務，為經營方

式之選擇指標。 
（2）世界主要港口有逐漸走向不營運（即所謂的地主港），而由公私合作經營

之趨勢。即港口當局不論為政府機構或獨立組織，均僅提供公共性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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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與服務，而不從事商業經營，但仍保留必要之影響 力，以維護公眾利

益。 
（3）公私部門合作經營港口之具體分工方式為： 
  ａ．政府公共部門負責港埠規劃與發展，及基礎建設之投資、興建，同時

亦提供警察、安全、衛生、污染防治、救難、通訊、消防、船舶交通

管理及海事法規執法等服務。 
  ｂ．開放私人（民營企業）經營「棧埠作業」，包括裝卸及倉儲所需服務

之提供，舉凡碼頭上及港區內之棧埠設備、場地之建設，概由民間投

資與經營。 
  ｃ．政府保留監督私人經營及調派引水人及碼頭供「公共使用」之權力，

並負責糾正私人經營缺失，諸如制止毀滅性之競爭及不合理之收費

等，亦即政府以其公權力仍須出面維持一定的市場秩序，與制訂遊戲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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