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
香港得天獨厚，擁有天然屏障的良港，為世界各地船舶提供方

政府船隊：政府船隊共有超過 800 艘船舶，供 14 個政府部門使

便而安全的碇泊地方。

用，包括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消防處等。其中，海事處管

由於香港位於遠東貿易航線要衝和處於正在迅速發展

理 75 艘，負責處理港口事務，並為其他未備有船舶的政府部門

的亞太區中心，香港港口一向是促進香港發展與繁榮的要素。

提供服務。這些船舶包括巡邏小輪、特別建造的運送人員小輪、

以使用港口設施的船舶噸位、貨物處理量和客運量而

浮躉，以及海道測量船和爆炸品運載船等專用船舶。此外，在

言，香港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大港。

2017 年，海事處還有 27 艘由私人承辦商按合約提供的船舶，提
供運送人員小輪及拖船服務。

港口管理：管理港口為海事處處長的責任。除了屬於領港事務

政府船塢負責設計、採購及維修政府擁有的所有船隻。

諮詢委員會和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權責的事務外，港口行動事

政府船塢位於昂船洲，佔地 9.8 公頃；另有 8.3 公頃遮蔽港池，

務委員會就一切影響香港港口高效率運作的事宜，向海事處處

用作海事處轄下船隻的運作基地。船塢內設有 10 個有蓋修船棚、

長提供意見。

四個移動修船罩篷和逾 30 個露天修船區，供維修船隻之用。船

海事處不僅確保船隻能盡量快捷而安全地進港、裝卸

塢內也設有一套船舶升降系統和三部移動式吊船機，能把重達

貨物和離港，還注重各等級、各類型船舶多方面的安全及防止

750 噸的船隻上乾塢，又採用聯機電腦化資訊系統來統籌維修

污染標準，大至巨型貨櫃輪，小至載客舢舨。該處又維持輔航

作業和支援服務，以提高維修效率和船隻可用率。

設備和遠洋船舶繫泊浮泡，並管理兩個跨境客運碼頭和六個公
眾貨物裝卸區。海事處網站（網址為 http://www.mardep.gov.hk/）

乾塢與船排：本港擁有完備的修理、保養、乾塢和船排設施，

提供關於港口及香港船舶註冊方面的各種資訊。

適用於所有類型船隻。位於青衣島西岸的兩間大船廠，設有三

香港海運港口局於 2016 年 4 月 1 日成立。該局由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擔任主席，提供一個高層次平台讓政府、業界及

個乾浮塢，最大一個的最大舉力為 46 000 噸。本港還有一些規
模較小的船廠，為船舶提供修理服務。

相關持分者緊密合作，訂定港口及海運服務的長遠發展方針。
港口設施與服務：海事處所管理及維護 14 個遠洋船舶繫泊浮泡，
航運：香港既是南亞太區的樞紐港，也是中國內地的轉口港。

其中 10 個適用於最長 183 米的船隻，其餘四個適用於最長 137

憑藉我們的競爭優勢，香港港口是區內的轉運樞紐。目前，轉

米的船隻。在這些繫泊浮泡中，六個是防風繫泊浮泡。這些繫

運貨物約佔整體貨櫃吞吐量的六成。在 2017 年，抵港和離港遠

泊浮泡讓船隻在惡劣天氣時，省卻額外的移動，從而提高效率，

洋船舶和內河船舶共達 372 610 航次。

減低船舶經營成本。

貨櫃運輸：葵青貨櫃碼頭在維多利亞港西北部，共有九個碼頭

理關務手續。除此之外，還有八個危險品錨地和 13 個一般用途

和 24 個泊位，深水岸線總長 7 694 米。碼頭佔地約 279 公頃，

錨地，為船隻提供臨時停泊位。這些錨地的面積和水深各有不

包括貨櫃場和貨運站。九個碼頭的總處理能力每年超過 2 000

同，以容納不同大小、吃水的來港船隻。

本港現有三個檢疫及入境船隻錨地，專供來港船隻辦

萬個標準貨櫃單位
（每個單位相等於一個 20 呎長的標準貨櫃）
，
有助保持香港作為華南地區其中一個主要港口的地位。
2017 年，香港港口一共處理了 2 080 萬個標準貨櫃單
位，是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之一。在總貨櫃吞吐量中，約 1 620

本港水域內共設有 561 項現代化海上輔航設備，以輔
助到港船隻往來停泊位。海事處不斷改進輔航設備，以提升航
行安全。所有航道浮標均設燈和雷達反射器。東博寮海峽和藍
塘海峽均實施分道航行制，以助交通管理和提高航行安全。

萬個標準貨櫃單位是在葵青貨櫃碼頭裝卸；其餘約 450 萬個標

海事處所採用的甚高頻無線電網絡，覆蓋範圍遍及整

準貨櫃單位則經中流作業和其他碼頭處理。我們亦剛完成在葵

個海港及其進港航道。該處轄下的海上救援協調中心與各支緊

青貨櫃碼頭進行的疏浚工程，把進港航道的航行水深，由 15 米

急應變隊伍保持直接聯絡，包括政府飛行服務隊、水警和消防

挖深至 17 米，讓特大貨櫃輪可不受潮汐影響進出葵青貨櫃碼

處。該中心 24 小時運作，配置先進的全球海上遇險與安全系統，

頭。

負責接收海上遇險警報和協調向在南中國海香港搜救區內遇險
的船隻提供救援協助。

跨境渡輪服務：在 2017 年，三個跨境客運碼頭──位於上環的

海事處的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具雷達監察和追蹤功

港澳碼頭，位於尖沙咀的中國客運碼頭和位於屯門的屯門客運

能，並結合數據處理子系統，覆蓋範圍遍及遠洋船舶和渡輪所

碼頭──提供前往澳門和 11 個內地口岸的渡輪服務。在這三個

使用的水域。船隻航行監察服務通過分區甚高頻無線電網絡，

客運碼頭營運的渡輪約有 100 艘，多數為噴射船、雙體船等高

把其他船隻的活動和航行信息通知航海人員，務求達到港口安

速客船。2017 年，使用三個客運碼頭的旅客達 2 493 萬人次，

全標準和確保港內交通往來暢順。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能夠

其中來往澳門與香港的旅客達 2 078 萬人次，來往內地與香港

實時追蹤 10 000 目標，並配備最新航行監察技術，如自動識別

的旅客約為 415 萬人次。

系統、電子海圖顯示及資訊系統、閉路電視系統、新式甚高頻
測向儀和現代化通信系統等，以進一步提高航行安全和操作效
率。

海事處經常派遣巡邏船巡察錨地、分隔航道、主要航

質有懷疑，海事處驗船主任會對船舶進行船旗國品質管理檢查；

道、通航水道、避風塘和公眾貨物裝卸區。這些巡邏船於現場

並會在檢查後向有關船舶或其管理公司提出改善建議，以協助

支援船隻航行監察中心，利用無線電與該中心和位於葵青貨櫃

船公司確保轄下船舶的品質。

碼頭的海上交通控制站不斷聯絡，讓船隻航行監察中心能夠迅
速策動並協調有利於港內安全航行所需的行動。

為評估船舶在註冊前的品質，海事處於 2003 年推行註
冊前品質管理系統。所有擬在香港註冊的船舶必須於註冊前進

在香港水域運載危險貨物的船隻，必須嚴格遵守《國
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其須向海事處遞交的危險貨物艙單，

行品質評估。如對船舶的品質有懷疑，海事處會安排驗船主任
進行檢驗。船舶必須通過品質檢驗，才會獲准在香港註冊。

都被記錄於海事處的「危險貨物資訊系統」內。
消防處轄下的滅火及救援船隻經常保持行動候命狀

港口國監督檢查：海事處有責任確保抵港的非香港註冊船舶於
適航性、船員和乘客安全及防止損害海洋環境方面符合各項國

態。
由海事處承辦商提供的污染控制船會 24 小時候命應

際海事公約的規定。為執行這項職能，海事處人員按國際海事

付溢油事故。為方便船與岸之間的貨物轉運，以及往來香港與

組織決議 A.1119(30)及東京諒解備忘錄《港口國監督手冊》的

珠江口岸的貨運，海事處在本港各處提供並管理六個公眾貨物

規定，對抵港的船舶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

裝卸區，所有泊位總長度為 4 852 米。
青山踏石角和南丫島波羅咀的發電廠備有處理散裝煤

香港本地船舶：現時，約有 18 700 艘本地持牌船隻在本港及／
或珠江三角洲地區水域範圍內營運。海事處制定本地船隻的安

和油的設施。
海事處海道測量部負責測量香港水域和製作海圖，確
保航行安全。海道測量部按照國際海道測量組織的標準，每兩

全標準，並授權政府的驗船人員或認可的合資格人士／機構為
船隻進行安全檢驗。

星期發出航海通告，更新中英對照的紙及電子海圖；又以 289
千赫頻道無間斷廣播差分全球定位系統修正信號，協助航海人

海員：商船海員管理處負責本地海員的註冊事務，規管這些海

員利用差分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更準確測定所在位置。海道測

員在所有船旗國轄下船舶上工作的受僱條款和條件，以及監督

量部網站提供香港水域的水流預測服務及沿岸數個不同潮汐站

香港船舶海員僱用和解職等事務。現時，本港有 1 420 名香港

的

高級船員和普通海員在遠洋船舶和內河船隻上服務，這些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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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為 151 艘，來自四個不同的船籍國。

http://www.hydro.gov.hk/hk/services.php）。
海事處處長身兼領港事務監督。根據現行規定，在一
般情况下總噸位為 3 000 噸或以上的船舶，以及不論噸位多少

海員資格證明：香港為在其註冊船舶和本地船隻上工作的海員

的氣體運載船，一律須僱用領港員。

舉行考試和簽發合格證明書。就此，海事處定期舉行考試以配

本港提供 24 小時檢疫和入境服務。部分船隻可以申請

合需求。考生通過船長、甲板高級船員或輪機師考試，可獲簽

預辦入境檢查手續，以及申領無線電無疫通行證。

發合格證明書，在行走本地或國際航線的船舶上工作。

香港船舶註冊：香港是國際海運中心，擁有成熟的法制、開放

的合格證明書，可獲簽發對等的香港執照或合格證明書，在香

的營商環境，既提供方便的融資平台，也薈萃多元文化，這些

港註冊船舶上工作。

海員若持有《STCW 公約》“白名單”所列國家簽發

因素結合起來，正好造就了今天的香港。
眾多船公司選擇在香港成立，為歷史因素使然。過去

海事工業安全：海事處對修船、拆船、海事工程和船上貨物裝

170 年，香港吸引了本地以至國際的船公司設立基地。時至今

卸作業進行視察，並給予指示，以促進安全操作，提高海上作

日，香港依然是通往中國內地的大門。

業安全。

香港深厚的海運背景，帶動了香港船舶註冊迅速發展，
且越來越受歡迎。單在 2017 年，香港船舶註冊總噸位上升了 626
萬或 5.82%。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香港船舶註冊上的註冊
船隻共有 2 545 艘，合共 1 億 1 384 萬總噸。
香港船舶註冊獨立於內地的船舶註冊，由香港特別行
政區（香港特區）自行擁有和管理，所有海運政策和行政決定
均由香港訂定。
香港船舶註冊素來以質取勝，採納國際海事組織和國
際勞工組織所頒布的一切主要國際公約。香港特區政府致力確
保懸掛香港旗的香港註冊船舶符合該等國際公約所定的品質標
準。
香港註冊船舶的發證事宜幾乎全由海事處認可的九間
著名船級社辦理。海事處於 1999 年推行系統化管理船舶素質的
船旗國品質管理系統，以監察和保持香港註冊船舶的素質。該
系統是一個品質系統，有效監察香港註冊船舶註冊後的素質。
系統也監察所有與香港註冊船舶及其船公司有關的港口國監督
檢查和事故，並把有關資料記錄在案。如對香港註冊船舶的素
「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
本文所有資料可隨意摘錄，無須註明引錄來源。

海事處互聯網網址：
http://www.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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