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口 

 

 

香港得天独厚，拥有天然屏障的良港，为世界各地船舶提供方

便而安全的碇泊地方。 

由于香港位于远东贸易航线要冲和处于正在迅速发展

的亚太区中心，香港港口一向是促进香港发展与繁荣的要素。 

以使用港口设施的船舶吨位、货物处理量和客运量而

言，香港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港。 

 

港口管理：管理港口为海事处处长的责任。除了属于领港事务

咨询委员会和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权责的事务外，港口行动事

务委员会就一切影响香港港口高效率运作的事宜，向海事处处

长提供意见。 

海事处不仅确保船只能尽量快捷而安全地进港、装卸

货物和离港，还注重各等级、各类型船舶多方面的安全及防止

污染标准，大至巨型货柜轮，小至载客舢舨。该处又维持辅航

设备和远洋船舶系泊浮泡，并管理三个跨境客运码头和六个公

众货物装卸区。海事处网站（网址为 https://www.mardep.gov.hk/ 

sc/home.html）提供关于港口及香港船舶注册方面的各种信息。 

香港海运港口局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成立。该局由运输

及物流局局长担任主席，提供一个高层次平台让政府、业界及

相关持分者紧密合作，订定港口、船务及海运服务的长远发展

方针。 

 

航运：香港既是南亚太区的枢纽港，是中国内地的重要转口港，

也是区内的转运枢纽。目前，转运货物约占整体货柜吞吐量的

六成。在 2021 年，抵港远洋船舶和内河船舶共达 62 477 航次。 

 

货柜运输：葵青货柜码头在维多利亚港西北部，共有九个码头

和 24 个泊位，深水岸线总长 7 794 米。码头占地约 279 公顷，

包括货柜场和货运站。香港港口的总处理能力每年超过 2 000

万个标准货柜单位（每个单位相等于一个 20 呎长的标准货柜）。

为了让特大货柜轮可不受潮汐影响进出葵青货柜码头，葵青港

池和进港航道的航行水深已被挖深至 17 米。这有助保持香港作

为华南地区其中一个主要港口的地位。 

2021 年，香港港口一共处理了 1 780 万个标准货柜单

位，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之一。在总货柜吞吐量中，约 1 460

万个标准货柜单位是在葵青货柜码头装卸；其余约 320 万个标

准货柜单位则经中流作业和其他码头处理。 

 

跨境渡轮服务：2021 年前，三个跨境客运码头──位于上环的

港澳码头，位于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和位于屯门的屯门客运

码头──提供前往澳门和 11 个内地口岸的渡轮服务。在这三个

客运码头营运的渡轮约有 80 艘，多数为喷射船、双体船等高速

客船。因应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疫情发展，有关跨境渡轮服务自

2020 年初已暂停。此外，由于码头营办商终止与政府间的租赁

协议，屯门客运码头已于 2021 年 6 月停止提供跨境渡轮服务。 

 

政府船队：政府船队共有超过 1 000 艘船舶，供 14 个政府部门

使用，包括香港警务处、香港海关、消防处等。其中，海事处

管理 82 艘，负责处理港口事务，并为其他未备有船舶的政府部

门提供服务。这些船舶包括巡逻小轮、特别建造的运送人员小

轮、浮趸，以及海道测量船和爆炸品运载船等专用船舶。此外，

在 2021 年，海事处还有 33 艘由私人承办商按合约提供的船舶，

提供运送人员小轮及拖船服务。 

政府船坞负责设计、采购及维修政府拥有的所有船只。

政府船坞位于昂船洲，占地 9.8 公顷；另有 8.3 公顷遮蔽船池，

用作海事处、香港警务处、香港海关、消防处辖下部份船只的

运作基地。船坞内设有 10 个有盖修船棚、四个移动修船罩篷和

30 个露天修船区，供维修船只之用。船坞内也设有一套船舶升

降系统和三部移动式吊船机，能把重达 750 吨的船只移上干坞，

又采用联机计算机化信息系统来统筹维修作业和支持服务，以

提高维修效率和船只可用率。 

 

干坞与船排：本港拥有完备的修理、保养、干坞和船排设施，

适用于所有类型船只。位于青衣岛西岸的两间大船厂，设有两

个干浮坞，最大一个的最大举力为 46 000 吨。本港还有一些规

模较小的船厂，为船舶提供修理服务。 

 

港口设施与服务：海事处所管理及维护 15 个远洋船舶系泊浮泡，

其中八个适用于最长 183 米的船只，三个适用于最长 160 米的

船只，其余四个适用于最长 137 米的船只。在这些系泊浮泡中，

六个是防风系泊浮泡。这些系泊浮泡让船只在恶劣天气时，省

却额外的移动，从而提高效率，减低船舶经营成本。 

本港现有三个检疫及入境船只锚地，专供来港船只办

理关务手续。除此之外，还有八个危险品锚地和 13 个一般用途

锚地，为船只提供临时停泊位。这些锚地的面积和水深各有不

同，以容纳不同大小、吃水的来港船只。 

海事处在香港水域维护超过 570 项现代化海上辅航设

备，以辅助到港船只往来停泊位，并不断改进辅航设备的可靠

性和效能，以提升航行安全。所有航道浮标均设灯和雷达反射

器。东博寮海峡和蓝塘海峡均实施分道航行制，以助交通管理

和提高航行安全。 

海事处所采用的甚高频无线电网络，覆盖范围遍及整

个海港及其进港航道。该处辖下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与各支紧

急应变队伍保持直接联络，包括政府飞行服务队、水警和消防

处。该中心 24 小时运作，配置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负责

接收海上遇险警报和协调向在南中国海香港搜救区内遇险的船

只提供救援协助。 
海事处的船只航行监察服务系统具雷达监察和追踪功

能，并结合数据处理子系统，覆盖范围遍及远洋船舶和渡轮所

使用的水域。船只航行监察服务通过分区甚高频无线电网络，

把其他船只的活动和航行信息通知航海人员，务求达到港口安

全标准和确保港内交通往来畅顺。船只航行监察服务系统能够

实时追踪 10 000 目标，并配备最新航行监察技术，如自动识别

系统、电子海图显示及信息系统、闭路电视系统、新式甚高频

测向仪和现代化通信系统等，以进一步提高航行安全和操作效

率。 

https://www.mardep.gov.hk/sc/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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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处经常派遣巡逻船巡察锚地、分隔航道、主要航

道、通航水道、避风塘和公众货物装卸区。这些巡逻船于现场

支持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利用无线电与该中心和位于葵青货柜

码头的海上交通控制站不断联络，让船只航行监察中心能够迅

速策动并协调有利于港内安全航行所需的行动。 

在香港水域运载危险货物的船只，必须严格遵守《国

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其须向海事处递交的危险货物舱单，

都被记录于海事处的「危险货物信息系统」内。 

消防处辖下的灭火及救援船只经常保持行动候命状态。 
海事处污染控制小组的人员 24 小时候命，以应付香港

水域内的油污事故。 

为方便船只与岸之间的货物转运，以及往来香港与珠

江口岸的货运，海事处在本港各处提供并管理六个公众货物装

卸区，所有停泊位总长度为 4 828 米。 

青山踏石角和南丫岛波罗咀的发电厂备有处理散装煤

和油的设施。 

海事处海道测量部，负责测量香港水域和制作海图及

出版物，确保航海安全。海道测量部按照国际海道测量组织的

标准，每两星期发出航海通告，更新中英对照的纸及电子海图；

又以 289 千赫频道无间断广播差分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修正信号，

协助航海人员利用差分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更准确测定所在位

置。海道测量部网站提供香港水域的水流预测服务及沿岸数个

不同潮汐站的实时潮汐资料 

（网址为 https://www.hydro.gov.hk/hk/services.php）。 

海事处处长身兼领港事务监督。根据现行规定，在一

般情况下总吨位为 3 000 吨或以上的船舶，以及不论总吨位多

少的气体运载船，一律须雇用领港员。 

本港提供 24 小时检疫和入境服务。部分船只可以申请

预办入境检查手续，以及申领无线电无疫通行证。 

 

香港船舶注册：香港是国际海运中心，拥有成熟的法制、开放

的营商环境，既提供方便的融资平台，也荟萃多元文化，这些

因素结合起来，正好造就了今天的香港。 

众多船公司选择在香港成立，为历史因素使然。过去

170 年，香港吸引了本地以至国际的船公司设立基地。时至今

日，香港依然是通往中国内地的大门。 

香港深厚的海运背景，带动了香港船舶注册迅速发展。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香港注册船只共有 2 527 艘，合共约 1 亿

3 100 万总吨。为增强服务，香港船舶注册处于伦敦、新加坡、

上海、悉尼、旧金山、多伦多和东京设立区域支持团队，向船

东和船舶营运者提供更及时和直接的技术支持。 

香港船舶注册独立于内地的船舶注册，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香港特区）自行拥有和管理，所有海运政策和行政决定

均由香港订定。 

香港船舶注册素来以质取胜，采纳国际海事组织和国

际劳工组织所颁布的一切主要国际公约。香港特区政府致力确

保悬挂香港旗的香港注册船舶符合该等国际公约所定的质量标

准。 

香港注册船舶的发证事宜几乎全由海事处认可的九间

著名船级社办理。海事处于 1999 年推行系统化管理船舶素质的

船旗国质量管理系统，以监察和保持香港注册船舶的素质。该

系统是一个质量系统，有效监察香港注册船舶注册后的素质。

海事处会重点对每艘船的维护管理系统作出故障风险评估。如

对香港注册船舶的素质有怀疑，海事处会对船舶进行质量管理

审核；并会在审核后向有关船舶或其管理公司提出改善建议，

以协助船公司确保辖下船舶的质量。 

为评估船舶在注册前的质量，海事处于 2003 年推行注

册前质量管理系统。所有拟在香港注册的船舶必须于注册前进

行质量评估。如对船舶的质量有怀疑，须由海事处认可的船级

社进行评估。船舶必须通过质量评估，才会获准在香港注册。 

 

港口国监督检查：海事处有责任确保抵港的非香港注册船舶于

适航性、船员和乘客安全及防止损害海洋环境方面符合各项国

际海事公约的规定。为执行这项职能，海事处人员按国际海事

组织决议 A.1138(31)及东京谅解备忘录《港口国监督手册》的

规定，对抵港的船舶进行港口国监督检查。 

 

香港本地船舶：现时，约有 20 500 艘本地持牌船只在本港及／

或珠江三角洲地区水域范围内营运。海事处制定本地船只的安

全标准，并授权政府的验船人员或认可的合资格人士／机构为

船只进行安全检验。 

 

海员：商船海员管理处负责本地海员的注册事务，规管这些海

员在所有船旗国辖下船舶上工作的受雇条款和条件，以及监督

香港船舶海员雇用和解职等事务。现时，本港有 435 名香港高

级船员和普通海员在远洋船舶和内河船只上服务，这些船舶总

数为 97 艘。 

 

海员资格证明：香港为在其注册船舶和本地船只上工作的海员

举行考试和签发合格证明书。就此，海事处定期举行考试以配

合需求。考生通过船长、甲板高级船员或轮机师考试，可获签

发合格证明书，在行走本地或国际航线的船舶上工作。 

海员若持有《STCW 公约》“白名单”所列国家签发

的合格证明书，可获签发对等的香港执照或合格证明书，在香

港注册船舶上工作。 

 

海事工业安全：海事处对修船、拆船、海事工程和船上货物装

卸作业进行视察，并给予指示，以促进安全操作，提高海上作

业安全。 

 

https://www.hydro.gov.hk/hk/services.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