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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序論 

1.1  計畫緣起 

臺灣四面環海、氣侯宜人，擁有穩定的天候及多變的海岸風光，本

島海岸線長度約為 1,356 公里，若再加上離島各島嶼，則海岸線總長 1,730

公里。隨著國家經濟發展蓬勃，政府推動海岸解嚴，99 年 12 月行政院

核定「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期待藉由發展遊艇活動，據以推廣我

國海上活動多元化及帶動遊艇活動相關經濟與觀光事業之發展。而自 99

年船舶法修正以來，陸續公告遊艇管理規則、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

規則…等，亦使國內遊艇活動正式啟航。 

近年政府與民間陸續辦理遊艇活動、國際遊艇展，屢屢吸引外國與

國人目光，為因應遊艇活動熱潮，並瞭解「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施

行後，國內遊艇基地之發展現況及面臨之問題，故由交通部航港局（以

下簡稱本局）委託辦理本研究案，作為未來遊艇基地發展推動方向之參

考。

1.2  計畫目的 

針對目前遊艇數量、泊位供需及活動現況進行調查分析，檢討現有

遊艇發展策略並辦理業界訪談，研擬各分區之發展、規模及順序，綜合

評估未來遊艇基地最適發展模式，並具體提出國內北、中、南、東及離

島地區最適遊艇基地建議。

1.3  研究範圍 

1.3.1  計畫範疇界定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中，針對遊艇活動推廣項目列了六大策

略方針，分別為「增進遊艇活動需求」、「強化遊艇活動資訊」、「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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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遊艇 CIQS 作業程序」、「推動發展遊艇基地」、「維護遊艇活動秩

序」及「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等。

其中「推動發展遊艇基地」策略訂定具體措施包含「評估泊位需求」、

「規劃闢建漁港或遊艇港改善」及「推動民間建設遊艇基地」，本計畫

依據「評估泊位需求」措施，針對「遊艇碼頭」現況進行評估，提出「遊

艇基地」未來改善及推動方向，供「遊艇港改善」及「推動民間建設遊

艇基地」之相關措施有所參考依據，計畫範疇如圖 1-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  計畫範疇 

1.3.2  研究對象 

99 年船舶法修正後，針對遊艇有較明確之定義(如表 1-1)，並依此訂

定遊艇管理規則及遊艇證書登記等相關規定，已可明確區分遊艇、娛樂

漁業漁船及現行客船或載客小船等船舶，且各類船舶活動管理方式皆有

個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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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遊艇法規定義 
法規 法規內容

船舶法

(修正日期
99.12.08) 

 所有船舶之母法。

 第 3 條：定義如下

「小船」：總噸位未滿 50 噸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 20 噸

之動力船舶。

「遊艇」：指專供娛樂，不以從事客、貨運送或漁業為目的，以

機械為主動力或輔助動力之船舶。

「自用遊艇」：指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從事娛樂

活動之遊艇。

「非自用遊艇」：指整船出租或以俱樂部型態從事娛樂活動之遊

艇。

 第 11 條：遊艇應具備遊艇證書、小船應具備小船執照。

遊艇管理規則

(修正日期
104.04.07) 

 依船舶法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

 第 2 條：定義如下

「動力帆船」：指船底具有壓艙龍骨，以風力為主要推進動力，

並以機械為輔助動力之遊艇。

「整船出租」之遊艇：指遊艇業者所擁有，提供具備遊艇駕駛資

格之承租人進行遊艇娛樂活動之遊艇。

「俱樂部型態」之遊艇：指社團法人所擁有，只提供會員使用之

遊艇。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但於船舶法修正前，並無遊艇專門法規，故 20 噸以下遊艇類之船舶

登記，主要以小船種類「註記遊艇」或「註記自用遊艇」之方式識別。

船舶法修正後為了使原領小船執照之遊艇類船舶，與船舶法修正後領取

遊艇證書之「遊艇」有所區隔，依據遊艇管理規則(101 年 8 月 20 日公布

施行)規定，請原領小船執照註記遊艇或自用遊艇之小船所有人，選擇變

更註冊為「遊艇」(領遊艇證書)，或保留小船種類，但須將註記變更為「非

漁業用小船」。

惟上述小船種類變更，造成部分船主之誤解，故自 104 年 1 月 23 日

起改以「自用小船」取代「非漁業用小船」之小船種類，但對於已申請

變更為「非漁業用小船」者，則可恢復小船種類「註記為自用遊艇」，

或變更為「自用小船」。原領小船執照「註記為自用遊艇」者，得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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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賴保護原則，繼續沿用至註銷或申請變更船種為止；如已申請變

更為「非漁業用小船」者，也可選擇恢復註記為「自用遊艇」。

圖 1-2  遊艇證書及小船執照變更沿革 

表 1-2  小船種類說明（遊艇管理規則施行後） 
小船分類 中文名稱 說明

載客小船
載客小船 以運送旅客為目的之小船。

客貨小船 兼載客貨之小船。

漁船
漁船

指經營漁業、用以捕魚或其他海洋生物資源之船

舶。

娛樂漁船 兼營或專營娛樂漁業之漁船。

其他

自用小船 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使用之小船。 

遊艇* 
自用遊艇* 

(不再發新照) 

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使用之小船。

（於 101 年 8 月 20 日遊艇管理規則施行前，原領

小船執照之小船種類註記為「遊艇」或「自用遊艇

者」，依據信賴保護原則繼續沿用至註銷或變更船

種）

非漁業用小船* 
(不再發新照) 

推進動力十二瓩以上且非屬遊艇及漁船類別之動

力小船。

（原領小船執照之小船種類註記為「自用遊艇」者

申請變更為「非漁業用小船」者，依其意願恢復小

船種類註記為「自用遊艇」，或變更為「自用小船」。

於 101 年 8 月 20 日遊艇管理規則施行後申請建造

或登記註冊註記為「非漁業用小船」者，應統一變

更小船種類為「自用小船」）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僅摘錄與本案相關之種類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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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船舶法遊艇專章與遊艇管理規則之實施年期尚短，且考量國內目

前使用遊艇泊位之船舶仍然以小船執照（註記遊艇、自用遊艇、非漁業

用小船、自用小船）或遊艇證書之船舶為主。有鑑於此，本計畫將以「廣

義的遊艇」定義為主要研究對象，即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之遊艇型式，

其船種包含遊艇及小船（註記遊艇、自用遊艇、非漁業用小船、自用小

船），作為後續遊艇基地泊位評估之依據。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3  研究對象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一章  序論 

1-6 

1.4  執行流程 

為辦理計畫相關作業內容，並利後續整體規劃評估之執行，擬定本

計畫之執行流程如圖 1-4 所示。 

5 
6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4  計畫執行流程圖 

遊艇基地發展現況分析

發展策略訂定

臺灣遊艇基地
內外環境分析(SWOT)

計畫範圍及對象界定

相關議題配套措施

分區遊艇基地評估
（分區改善順序及建議）

示範基地改善建議

遊艇基地篩選
（篩選各區評估港址）

遊艇基地規模訂定

國內遊艇基地調查及分析
（現況需求、管理模式、法規、

發展趨勢）

國內外遊艇基地
案例分析

專家訪談
問卷調查

產
業
及
機
關

座
談
會

分區港址規模篩選

評估準則及權重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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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遊艇發展現況分析 

本章針對臺灣目前遊艇數量、基地泊位供需情形、經營模式及遊艇

活動現況進行調查分析，檢討臺灣目前遊艇活動發展現況及趨勢，作為

後續研擬臺灣遊艇基地發展策略之參考依據。

2.1  遊艇分類 

遊艇依其推動引擎及船體的形狀可分為帆船及動力艇兩大二類，帆

船又分為無輔助動力帆船和輔助動力帆船，動力艇亦稱之為汽艇，使用

引擎有推動力之船，其形狀有船外機和船內機、船內外機等。

遊艇如從尺寸大小上分類，依國際標準規格採英呎計算，一般將遊

艇分為四類，本計畫考量國內遊艇市場情形故將遊艇區分五類(如表 2-1

所示)，長度小於 40 呎之遊艇在國內最為普及，可採拖船架拖曳離水置

於陸上露置場或艇庫中；長度介於 40至 80呎間遊艇也是國內常見尺寸，

內裝豪華程度不等；長度 80 呎以上至 120 呎之遊艇，屬於巨型遊艇，其

活動區域一般為離岸 8 小時以內範圍，主要以鋁合金或鋼為船體材料，

內部裝潢可根據客戶喜好修改，配備柴油推進器、衛星導航設備和電子

自動船體平衡系統等，以確保船隻在風浪中不會顛簸；長度 120 呎以上

之遊艇稱為超級遊艇（Mega Yacht）。 

表 2-1  遊艇尺寸定義 

類別
尺寸

備註
英呎(呎、ft) 公尺(m) 

小型遊艇 <40 <12 國內常見尺寸

中型遊艇 40-60 12-18 國內常見尺寸

大型遊艇 60-80 18-24 
巨型遊艇 80-120 24-36 
超級遊艇 >120 >36 

備註:國際遊艇標準規格以英呎計算(1 英呎＝0.305m)，國外分類為小型、中型(40-80)、巨型及超級

遊艇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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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按功能分類又可分為運動型、休閒型及商務型，其中運動型遊

艇皆為小型遊艇也可說是快艇，一般設計時以速度作為特點，而且價格

較低、配置簡單，較受年青族群或入門玩家青睞。休閒型遊艇大多以家

庭為主要購買族群，主要作為家庭度假休閒使用，一般以 30 呎到 45 呎

左右遊艇為主，市場上遊艇種類多以此類為主。商務型遊艇一般為大尺

寸遊艇，也稱為豪華遊艇，常為大型企業、集團、法人、中小企業主購

買，大多用於商務會議、聚會、小型 PARTY 和公關推廣等活動。 

2.2  遊艇產業分析 

2.2.1  遊艇產業架構 

遊艇產業發展快速，不光是因為遊艇製造本身具有高附加值、高利

潤的特點，更重要的是遊艇產業發展具有綜合經濟效應，若以遊艇消費

服務業為核心產業，它對上游產業、下游產業、增加就業、提升城市形

象等都具有帶動作用。產業鏈之關係如圖 2-1 所示。 

遊艇產業鏈上游包含遊艇設計、製造及其相關產業，主要提供遊艇

產業技術服務、遊艇生產製造及包括專用引擎、發電機、專業儀器及儀

表、導航設備、螺旋槳、帆具、塗料、安全設備、衛浴設備、電器設備

等內部配件。

遊艇產業鏈中游是指遊艇銷售及消費服務，為遊艇產業的中心環節。

具體而言，遊艇銷售服務包括總代理、遊艇銷售公司、遊艇網站、遊艇

資訊服務業、二手遊艇經營等相關業務；遊艇消費服務包括遊艇俱樂部、

遊艇駕駛、水上活動培訓、遊艇代管、保養維護、遊艇租賃、遊艇器材

販售等產業。

遊艇產業鏈下游是指與遊艇生產製造、遊艇銷售及消費服務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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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之系列產業，具體包括遊艇碼頭、遊艇試航區、遊艇運輸及倉儲服務、

水上運動器材裝備之加工製造業、旅遊及住宿等遊憩相關產業。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1  遊艇產業架構 

據市場概況分析，遊艇產業發展將會直接帶動約 70 種細分行業之發

展，且隨著遊艇產業發展，其生產亦將帶動其他新型材料、塗料、電子

儀器、推進系統等幾十個相關工業發展；遊艇消費也帶動了遊艇碼頭、

遊艇維修、水上娛樂、餐飲服務、旅遊及住宿等相關行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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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世界遊艇產業發展 

目前世界娛樂用遊艇年貿易總額高達 400 億美元，如果加上相關維

修、管理、娛樂等費用，全球每年之遊艇經濟收入超過 500 億美元。 

從全球遊艇市場總體來看，美國、義大利、荷蘭和英國等歐美國家

主導著遊艇市場之發展。根據 ShowBoats International 雜誌資料顯示(表

2-2)，於 104 年在各國遊艇製造排名部分，義大利以遊艇總長 10,474 公

尺排名第 1，其次分別荷蘭、土耳其、英國及美國，臺灣排行第 6。 

表 2-2  遊艇歷年前 10 大製造國排名 
排名 104 103 102 101 100 99 

1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

2 荷蘭 荷蘭 荷蘭 荷蘭 荷蘭 美國

3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 荷蘭

4 英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美國 德國

5 美國 英國 英國 英國 英國 英國

6 臺灣 臺灣 臺灣 德國 德國 土耳其

7 德國 德國 德國 臺灣 臺灣 臺灣

8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9 
阿拉伯

聯合大公

國

阿拉伯

聯合大公

國

阿拉伯

聯合大公

國

法國 法國 紐西蘭

10 希臘 希臘 法國 紐西蘭 紐西蘭 巴西
資料來源：ShowBoats International 99～104；本計畫彙整 

在 104 年之遊艇訂單上可發現總船舶數量雖然減少，但總長度有增

加之趨勢，預期未來在大型遊艇之訂單上有樂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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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96~104 全球遊艇訂單長度及艘數 
船長(呎) 79-89 90-99 100-119 120-149 150-199 200-248 250+ 總計(艘) 

104 174 84 157 125 106 38 50 734 
103 164 82 151 149 113 36 40 735 
102 119 94 142 151 100 47 39 692 
101 178 70 151 150 109 43 27 728 
100 158 78 151 155 132 45 30 749 
99 187 89 144 150 122 41 30 763 
98 286 117 190 193 155 43 24 1,008 
97 253 114 179 175 125 47 23 916 
96 207 109 155 150 108 28 18 777 

資料來源：ShowBoats International 104 

在全球 104 年遊艇訂單中，共計建造 734 艘遊艇，其中動力艇佔 540

艘、帆船佔 89 艘、長途巡航型遊艇佔 47 艘、快艇佔 42 艘，海釣船佔

16艘，顯示在使用上仍以一般之動力艇為大眾市場。在各遊艇製造國中，

義大利主要生產高階頂級遊艇，荷蘭因取得龐大訂單而保住第二位，土

耳其仍保留了相同的排名；而英國則上升了一個名次；中國遊艇訂單較

103 年增加 2 張，計有 28 張，名次保持不變。美國大遊艇製造商訂單則

有減少，美國的遊艇主要為中、小型遊艇，大型豪華艇銷量只占 2.5%，

5 萬美元以下之小艇佔 80%；歐洲銷售之遊艇以大型和豪華型居多，但

平均單價也只有 11.5 萬美元，合約臺幣 400 萬左右，單價幾萬歐元之小

艇則占市場 84%。 

目前世界各國遊艇產業特徵：

 美國：遊艇生產第一大國

 法國：以帆船製造為主

 義大利：盛產頂級豪華遊艇

 日本：遊艇配件製造大國

 韓國：亞洲遊艇製造業的新生力量

 臺灣：客製化生產與工藝應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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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製造按主要產地特色分類：

 歐系：注重設計與科技體現的浪漫風格，風格區分；北歐簡約，

西歐典雅，南歐新穎，引領著現代遊艇的潮流導向。

 美系：體現個人品味，講求大方實用的空間設計，較注重自我

個性化設計。

 日系：主要以航行性能與使用功能性設計的休閒型遊艇為主。

2.2.3  臺灣遊艇產業發展 

我國遊艇工業始於 47 年萌芽，由美軍駐臺人員引進，初期在淡水河

畔設計建造，多以帆船為主。當時淡水河畔有幾家小型木造舢舨廠商，

接受喜愛遊艇且又熱心自行建造之業餘專家協助指導下，開始木造遊艇

生產。之後適逢越戰時期，美軍休假來臺，使用自行設計之設計圖，利

用臺灣廉價及精良之木工技術，製作小型遊艇遊玩，由於業者勤勉，加

上模仿領悟性強及造船木工手藝精巧等條件，美軍回國後廣為宣傳臺灣

小型遊艇造船能力，因此深受在臺美軍之喜愛，並外銷到美國西海岸，

打開臺灣遊艇製造業在美國的知名度。物美價廉的臺製遊艇在美國逐漸

打出知名度，原廠開始擴充，新廠也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多數分布在高

雄，而臺灣生產之遊艇以物美價廉及客製化特性，很快風靡全球海上休

閒遊樂市場。

臺灣遊艇產業主要以遊艇製造業聞名於世界，為世界遊艇製造前十

大的製造國，產品主要以外銷為主，為了出口便利性，我國遊艇製造商

主要分布於南、北兩大區域，北部區域以基隆港為出口中心，約有 7 家

廠商，南部區域則群聚在臺南、高雄二地，以高雄港為出口中心，共聚

集了 20 餘家業者，聚落主要集中在高雄臨海、大發、旗津等地區。由於

產業群聚效應產生，主要集中於南、北兩大區域，如圖 2-2 所示。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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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群聚也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例如：五金加工、化工原料、木工

裝潢、電機設備等，在產業群聚的地區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同時也使相

關技術勞工較容易募集。

金融風暴前(94~97 年)，臺灣遊艇出口產值每年以 15~30%速度增長，

97 年達到 3.2 億美元之高峰，惟 98 年後，受金融風暴影響，造成出口產

值下滑，但每年出口產值仍能維持在約 1.5 億美元間。根據 Show Boats 

International 雜誌資料統計（如表 2-4），臺灣遊艇受到金融海嘯影響，

遊艇訂單數量從 99 年的 71 艘、總長 6,867 呎下降至 100 年的 44 艘、總

長 4,432 呎，但平均長度從 96 呎增加到 101 呎，總訂單量從 98 年時世

界排名第 5 名滑落至 99 年的第 7 名，顯示訂單的下滑受景氣影響極深，

至 102 年總訂單量始回升至世界排名第 6 名，在歷經 98 年金融風暴後，

臺灣遊艇製造景氣正逐漸復甦，103 年遊艇接單亦較 102 年上升 32.4%，

而 100～104 年遊艇訂單製造平均長度皆在 101～103 呎間(表 2-4)，顯示

臺灣近幾來年將重心轉向建造巨型遊艇之態勢相當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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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遊艇活動網，104.03 

圖 2-2  臺灣遊艇產業分佈 

表 2-4  臺灣遊艇訂單資訊 

國

家

104 年平

均長度

(呎) 

103 年平

均長度

(呎) 

102 年平

均長度

(呎) 

101 年平

均長度

(呎) 

100 年平

均長度

(呎) 

99 年平均

長度

(呎) 
臺

灣
101 

(5312/53) 
101 

(5656/56) 
103 

(3707/36) 
101 

(3438/34) 
101 

(4432/44) 
96 

(6867/71) 
資料來源：Show Boats International 99～104；平均長度＝(遊艇長度總和/艘數)；本計畫彙整 

臺灣遊艇發展，已朝向大型化、精緻化的豪華遊艇為主，在國際遊

艇市場上，直接與義大利、美國、英國等國際知名的大型遊艇廠形成競

爭態勢，臺灣遊艇受到國際遊艇買主的喜愛，有很大部份的原因，是因

為工藝技術的水準相當優異而受到市場的肯定，未來如何持續進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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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提升技術能力、生產效益與品牌價值，並且發展高值化量產型遊

艇，提升市占率，將是臺灣遊艇產業未來努力的方向。

相較於遊艇製造業發展，國內遊艇市場與活動、服務相對發展緩慢，

主要受限於臺灣解嚴以前，許多海洋各種休閒活動、海洋觀光遊憩活動

無法正常發展所致。

於 76 年解嚴，79 年選定屏東縣恆春後壁湖漁港東北側，採用共用

港口及內挖的方式，興建遊艇碼頭設施，至 82 年大抵完成，而 80 年選

定新北市龍洞南口興建遊艇港，於 88 年完工，而布袋遊艇專用港 86 年

開始動工至 94 年竣工，國內三大遊艇示範港建置完成，但後續因法規限

制與進出港程序繁瑣，使得遊艇港使用情形欠佳。

82 年公告「臺灣地區近岸海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臺灣地區海

上遊樂船舶活動管理辦法」，據以推動水域活動，93 年 2 月，交通部依

「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發布「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將水域遊

憩活動納入管理，規定水域遊憩活動位在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

圍者，由該特定機關管理；水域遊憩活動位在特定範圍以外者，為直轄

市、縣（市）政府主管。在過去尚未有遊艇專責法規時，主要依據船舶

法登記小船使用，99 年相關單位與遊艇業者座談後，總統指示研擬遊艇

活動發展方案及策略，同年行政院經建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完成

辦理「臺灣最適遊艇活動模式及發展策略之研究」，交通部研擬之「推

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核定，使國家政策推動有所方向，加上相關配套

之法規陸續出爐，包含船舶法、遊艇管理規則、船員法等法規修訂及相

關法令之修正，使國內遊艇活動開始有所依據。

近年陸續政府及民間團體陸續辦理遊艇活動、國際遊艇展，屢屢吸

引外國與國人目光，逐漸帶動遊艇活動熱潮，遊艇活動周邊服務產業(駕

訓、經營管理...)亦逐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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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小結 

從國家所擁有之海岸線統計(表 2-5)得知，美國平均每公里海岸線即

擁有 790 艘之遊艇數量，臺灣地區僅 1.1 艘，為統計已開發國家中之末

段班，相較於亞洲鄰近國家遊艇發展，臺灣遊艇擁有率相對偏低。從消

費方面看，全球已開發國家已達到平均每 171 人擁有 1 條遊艇，美國每

27 人擁有 1 艘，紐西蘭高達 11 人擁有 1 艘。日本遊艇活動起步於 1,950

年代，但發展非常快速，目前平均每 300 人擁有一艘遊艇，為亞洲地區

發展最快之國家。

按照國際慣例，在國民平均所得（GDP）達到 3,000 美元時，遊艇

經濟將開始萌芽；達到 5,000 美元時，人們開始注重追求生活中的休閒

享受，經濟能力允許的消費群體會開始購買遊艇；而當國民平均所得超

過 6,000 美元後，遊艇產業也會隨之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臺灣過去較注

重遊艇製造，但近年逐漸將目光投向遊艇消費市場，形成了遊艇製造、

遊艇銷售及遊艇俱樂部建設三位一體的產業，而遊艇基地發展可以產生

遊艇產業群聚效應，形成完整的遊艇產業鏈，估計對遊艇 1 美元的投資，

約可引發 6.5 至 10 美元的綜合經濟效應。 

目前國人 GDP 已達 20,900 美元，參考表列國家之物價水平，並由

臺灣產業能力與國民平均消費水準來看，我國遊艇產業還處在發展初期，

發展潛力龐大。臺灣在整個世界的海洋運動洪流中，目前正在慢慢崛起。

表 2-5  世界主要已開發國家遊艇數量統計表 

國家
人均 GDP 

(美元) 
人口

（萬人）

註冊遊艇

總數

每 1000 人 
擁有遊艇數

每公里海岸

遊艇數

澳大利亞 65,100 2,386 738,948 31 29 
荷蘭 47,600 1,670 280,000 17 372 
義大利 33,600 6,063 400,000 66 81 
日本 38,500 12,691 440,000 3 8 
美國 52,800 32,043 12,010,000 37 790 
英國 39,600 6,244 463,019 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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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人均 GDP 

(美元) 
人口

（萬人）

註冊遊艇

總數

每 1000 人 
擁有遊艇數

每公里海岸

遊艇數

法國 41,700 6,582 725,935 11 105 
紐西蘭 40,600 453 514,880 114 34 
德國 40,007 8,060 505,795 6 140 
新加坡 54,700 508 3,704 0.7 19 
日本 38,500 12,691 440,000 3 8 
香港 38,100 722 8,491 1.2 7.2 
韓國 31,900 4,896 15,285 0.3 6.3 
臺灣 20,900 2,343 2,014 0.08 1.3 
資料來源： ICOMIA Statistics Book 102 及網路資料；本計畫彙整。 

2.3  遊艇及駕照數量 

自 101 年 8 月遊艇管理規則施行後，遊艇定義明確化，102 年始有

遊艇數量之正式分類，因此本計畫以廣義遊艇為研究船舶對象，故統計

包含遊艇、小船（註記遊艇、自用遊艇、自用小船、非漁業用小船）等

船舶及駕照數量。

2.3.1  登記數量 

彙整 94～104 年遊艇及小船登記資料如表 2-6 及圖 2-3 所示。截至

104 年 12 月統計資料，廣義遊艇數量已突破 2,000 艘，由 102～104 年全

年資料之廣義遊艇成長趨勢來看，臺灣遊艇數量正在急速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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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交通部歷年遊艇登記艘數統計表 
年度\船舶總噸位 總噸位 20 以上 總噸位 20 以下 總計(艘) 

94 年 5 1,255 1,260 
95 年 5 1,317 1,322 
96 年 5 1380 1,385 
97 年 5 1448 1,453 
98 年 6 1,514 1,520 
99 年 6 1,556 1,562 
100 年 7 1,616 1,623 
101 年 7 1,668 1,675 
102 年 13 110(+1,637)* 1,760 
103 年 15 189(+1,697)* 1,901 
104 年 24 263(+1,751)* 2,037 

資料來源：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彙整統計時間至 104.12.31。自 101 年 8 月遊

艇管理規則施行後，分為遊艇(含帆船)、小船（註記遊艇、自用遊艇、非漁業用小船及自用小船）。*110(+1637)
代表遊艇數量(+小船數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  歷年廣義遊艇登記數量統計 

依交通部航港局「遊艇登記與註冊給證作業手冊」及「小船註冊給

照作業手冊」規定，目前遊艇或小船登記機關為船籍港或註冊地所在之

交通部航港局各航務中心，故船籍港或註冊地僅能以交通部航港局管轄

之商港為主。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臺灣目前廣義遊艇登記數量統計如

表 2-7 及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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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交通部 104 年 12 月遊艇登記艘數統計表 

船籍地/ 
註冊地

遊艇證書

小船執照

(註記為遊艇、 
自用遊艇) 

小船執照

（註記為自用小

船、

非漁業用小船）
小計

總噸位 20 以上 總噸位 20 以下 總噸位 20 以下 總噸位 20 以下 
基隆港 41 90 9 39 179 
臺北港 2 72 33 89 196 
臺中港 3 8 6 66 83 
安平港 1 18 9 13 41 
高雄港 17 54 10 39 120 
蘇澳港 14 5 1 7 27 
花蓮港 7 5 3 4 19 
小計 85 252 71 257 665 
馬公港 0 11 500 952 1463 
總計 85 263 571 1209 2,128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彙整，統計時間至 104.12.31，金門及馬祖現況並無廣義遊艇登記。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統計時間至 104.12.31 

圖 2-4  臺灣各船籍港遊艇及小船登記數量 

依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臺灣本島取得遊艇證書之遊艇計有 337 艘，

總噸位 20 以上者計 85 艘、總噸位未滿 20 者計 252 艘，其中 84%為總

長度 12 公尺以下之小型遊艇（少量為動力帆船），14%為總長度 12~18

公尺之中型遊艇，而領用小船執照之廣義遊艇者計有 303 艘，臺灣本島

總計約 665 艘。而離島部分，目前僅有澎湖馬公有遊艇登記，金門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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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並未有遊艇登記，澎湖地區以小船執照佔大多數，主要係供當地居民

自用，並限航行於澎湖水域，其使用行為與遊艇之遊憩行為略有不同，

目前馬公遊艇登記數量共計 11 艘，小船執照登記有 1,452 艘，總計 1,463

艘。另依據泊位實際調查外籍船停泊情形，至 104 年底在臺停泊之外籍

遊艇月平均約有 60 艘。 

2.3.2  駕照數量 

自 101 年 6 月 19 日「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發佈後，規定

遊艇駕駛需領遊艇駕照始可駕駛遊艇，其駕照取得方式可採直接考照或

由動力小船駕照換領，其中小船駕照不因換領為遊艇駕照而註銷，可同

時存在。遊艇駕照分為一等（可駕駛 24 公尺以上遊艇）、二等（可駕駛

24 公尺以下遊艇）及駕駛學習證等三種，一等及二等駕照每 5 年換發一

次，駕駛學習證有效期為 1 年。 

依據 101～104 年交通部航港局統計遊艇及小船駕照資料(如圖 2-5)

顯示，廣義遊艇之駕照數量呈現穩定成長趨勢，至 104 年 12 月底廣義遊

艇駕照數量已突破 10,000 張，來到 12,675 張。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

遊艇及小船駕照數量統計如表 2-8 所示，遊艇駕照發放張數總計為 7,481

張、自用小船駕照則為 5,194 張，總計 12,675 張，其中遊艇駕照因臺灣

目前遊艇尺寸多以中小型為主，故遊艇駕照多為二等駕照，目前遊艇駕

照數量目前多由小船駕照換發而得，主要因為目前遊艇相關法規發佈未

達 5 年。 

http://motclaw.motc.gov.tw/newsdetail.aspx?LawID=H007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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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5  歷年遊艇駕照遊艇及小船駕照統計 

表 2-8  臺灣遊艇及小船駕照統計 
類別 核發 補照 換發 總計

1 一等遊艇 149 0 22 171 
2 二等遊艇 210 5 7,095 7310 

小計(1+2) 359 5 7,117 7,481 
3 自用小船 2,617 92 2,485 5,194 

小計(1+2+3) 2,976 97 9,602 12,675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整理，統計時間：99.01.01~104.12.31 

2.3.3  小結 

本計畫彙整臺灣北、中、南、東及離島各區之遊艇及小船登記數量

如圖 2-6 所示，北區資料包含基隆港及臺北港、中區為臺中港資料、南

區資料包含安平港及高雄港、東區資料包含蘇澳港及花蓮港。比較各區

遊艇及小船登記資料可知，臺灣本島之遊艇及小船登記數量皆以北區最

多，高於其他各區，佔臺灣本島遊艇及小船總登記數量之 56%，合計有

375 艘；南區次之，佔遊艇及小船總登記數量之 24%，合計有 161 艘；

東區遊艇數量少，而澎湖因小船使用行為與臺灣本島不同，故多以小船

4104

5998

8991

12675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01 102 103 104 105

駕
照
張
數

年度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二章  遊艇發展現況分析 

2-16 

為主，金門及馬祖目前並無遊艇及小船登記。臺灣本島之遊艇及小船登

記比例，北區、南區及東區小船及遊艇數量接近，中區則小船數量遠高

於遊艇數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統計時間至 104.12.31 

圖 2-6  臺灣本島各區遊艇及小船登記數量統計 

本計畫彙整北、中、南、東及離島各區之駕照發放情形如表 2-9 及

圖 2-7 所示，由圖可知馬祖目前無人考照，而遊艇駕照數量以南區數量

最多、北區次之，金門數量最少；自用小船駕照數量則以北區數量最多、

南區次之，金門數量最少。

表 2-9  臺灣遊艇及小船駕照統計 
類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澎湖 金門 總計

一等遊艇 49 11 102 4 4 1 171 
二等遊艇 2,239 852 4,014 67 131 7 7,310 
小計 2288 863 4,116 71 135 8 7,481 

自用小船 2,831 463 1,436 158 274 32 5,194 
總計 5,119 1,326 5,552 229 409 40 12,675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整理，統計時間：99.01.01~10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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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統計時間：99.01.01-104.12.31 

圖 2-7  臺灣遊艇及自用小船駕照發照數量 

依據遊艇數量與駕照數量之比例可推估臺灣民眾擁船率情形，整體

而言臺灣本島平均擁船率約為 5.4%，各區民眾擁船率以東區(20.1%)最

高，其次為北區(7.3%)，中區接近平均值(6.3%)，南區(2.9%)則遠低於臺

灣本島平均值，顯示南區仍有提升擁船率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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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遊艇基地發展現況 

2.4.1  開放停泊港口 

臺灣目前開放遊艇停泊之港口分為遊艇專用港、國際商港、漁港及

私人遊艇碼頭等四類，分布情形如圖 2-8。茲將各區各類開放停泊之碼頭

彙整如表 2-10，並說明如下： 

表 2-10  臺灣已開放遊艇申請進出之港區 
分

區 遊艇專用港 國際商港 私人 
漁港 

專用碼頭 漁船共用碼頭 

北

區 
龍洞 
遊艇港 

基隆商港 - 

八斗子漁

港 
(碧砂泊區) 

- 
烏石漁港 

竹圍漁港 

中

區 - 
臺中商港 

(淺水船渠) - 新竹漁港 - 

南

區 

布袋遊艇港 

高雄商港 
高雄商港 

(亞灣碼頭) 

安平漁港 將軍漁港 

後壁湖遊艇港 興達漁港 - 

大鵬灣遊艇港 鼓山漁港 - 

東

區 - 
蘇澳商港 

- - 
新港漁港 

花蓮商港 金樽漁港 

澎

湖 - - - - 

67 處漁港均開放本國籍

遊艇停泊(外籍遊艇僅開

放馬公第三、岐頭、赤

崁、後寮、吉貝、七美) 

資料來源：原高雄市旗津漁港已於 104 年 10 月取消遊艇停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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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艇專用港

目前遊艇專用港共計 4 處，分別為北區龍洞遊艇港及南區布袋

遊艇港、大鵬灣遊艇港及後壁湖遊艇港。

二、國際商港：

臺灣現況計開放 5 處國際商港可供遊艇申請臨時性靠泊，分別

為基隆港、臺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及花蓮港等，但需事先申請，

方能指泊水泥岸壁碼頭使用。

三、私人

臺灣目前共有 1 處私人經營之海灣型遊艇碼頭，亞灣碼頭位於

高雄商港第 22 號碼頭。 

四、漁港

目前公告開放之漁港碼頭共計 20 處漁港，其中臺灣本島漁港內

有遊艇專用泊區者共計 7 處，於第一類漁港中有八斗子漁港（碧砂

泊區）、烏石漁港、新竹漁港及安平漁港等 4 處，臺灣本島第二類

漁港則有竹圍漁港、興達漁港及鼓山漁港等 3 處，其餘漁港則需與

漁船共用泊位。原高雄市開放停泊之旗津漁港(漁船共用碼頭)，因港

區條件不適合遊艇停泊，故已於 104 年 10 月取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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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8  臺灣已開放申請遊艇進出港區位置示意圖 

澎湖(6) 
七美、吉貝、

岐頭、後寮、

赤崁、馬公第

三漁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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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碼頭現況調查 

本計畫針對臺灣目前已開放遊艇停泊碼頭，進行泊位使用、港區設

施及管理情形調查，並將截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之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2-11 所示。依據調查結果顯示，臺灣目前遊艇碼頭公告之水上泊位數量

約有 605 個、岸置泊位 187 個，但因部分浮動碼頭損壞，造成水上泊位

減少，實際堪用僅有 433 個，而岸置泊位則增加為 210 個席位。 

依據遊艇泊靠調查數據顯示，水上泊位已使用 422 個、岸置泊位 26

個。比較堪用泊位及長期靠泊之數據顯示，除少數港口外，多數碼頭水

上泊位使用率多接近滿泊狀態，而岸置空間使用率較低。 

各類港口泊位使用狀況說明如下： 

一、遊艇專用港 

目前全臺四個專用遊艇港中，以龍洞及後壁湖遊艇港使用率較

低，主要原因為龍洞遊艇港冬季氣候條件不佳、波浪靜穩度稍差，導

致水上可用泊位數量減少，多以岸置為主，而龍洞遊艇港入口港嘴設

計過小，導致中大型遊艇無法進入，間接影響港區停泊艘數。後壁湖

遊艇港主要因地理位置較偏遠，加上浮動碼頭年久損壞情形嚴重，水

上可用泊位數量減少，導致泊靠狀況較其它專用港稍差。 

依據目前靠泊情形來看，四個遊艇專用港除後壁湖位置因偏遠，

水上泊位使用率較低外，其餘三處水上泊位使用率可達 90%以上。

由於泊位多以長期租用，故周轉率皆偏低，港區內目前停泊之船舶以

遊艇及小船為主，後壁湖及大鵬灣則有公務船靠泊，目前專用港區內，

除龍洞遊艇港外，皆有外國籍遊艇長期停泊。 

二、國際商港： 

目前 5 處國際商港皆僅開放遊艇臨時靠泊，需事先申請方能指

泊靠泊，且提供靠泊之碼頭皆為水泥岸壁型式，故並無遊艇長期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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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資料。

三、私人遊艇碼頭：

臺灣目前有 1 處海岸型私人遊艇碼頭，亞灣碼頭位於高雄商港

22 號碼頭，由民間租地興建，是臺灣首座國際級私人遊艇碼頭，經

營對象以遊艇停泊為主，提供岸水、岸電設施、餐廳及亞果俱樂部

會所。

亞灣碼頭因 104 年 8 月蘇迪樂颱風過境導致碼頭設施損壞，已

經重建完成並提供 105 年 3 月 10～13 日辦理第二屆臺灣國際遊艇展

之遊艇泊靠使用。

四、漁港：

目前漁港開放遊艇停泊區域分為二類，一類為港區內有遊艇專

用泊區，與傳統漁船區分開，一類則無專用泊區，需與漁船共有泊

區。漁港中有遊艇專用碼頭之泊位，使用率非常高，而沒有專用碼

頭者，因設施條件較差，且必須與漁船競爭，故現況停泊船種大多

為漁船，實際可供遊艇停泊機率不高。

由於遊艇專用泊區皆已設置浮動碼頭，設施維持狀況佳，故水

上泊位使用率多已達滿泊狀態，且多為長期租用情形，唯新竹漁港

淤砂情形較嚴重，40 呎以上船舶建議候潮進港。其他與漁船共用之

碼頭，其中將軍漁港因港埠條件，部分泊位無法提供停泊。目前各

港區內遊艇碼頭長期停泊之船種多為小型遊艇及小船。

澎湖地區因自用小船數量較多，且使用行為與臺灣本島不同，

多停泊在漁港傳統漁業碼頭，故遊艇碼頭多作為臺灣本島遊艇或外

籍遊艇臨停或短期停泊碼頭使用，並無長期租用情形。



使用率 周轉率 小船執照 漁船/公務

水上 岸置 水上 岸置 水上 岸置 (%) (%) 本國籍 外國籍 (艘) (艘)

臺北龍洞 116 37 40 80 36 26 90% 3% 0 0 62 0 可停泊50呎以下遊艇
浮動碼頭部分損壞、部分岸水岸電設施損壞、有
曳船斜坡道、上下架升降系統

交通部觀光局 ROT

嘉義布袋 32 0 14 0 14 0 99% 6% 4 1 9 0 30呎～80呎遊艇計32席 浮動碼頭、有岸水岸電設施、曳船道、牽引設備 嘉義縣政府 ROT

屏東後壁湖 110 130 60 130 43 0 70% 5% 1 3 35 4 可停泊20m以下遊艇，公務泊位4席
部分浮動碼頭損壞嚴重及岸水岸電設施損壞，有
曳船斜坡道、岸置區

內政部營建署 部分OT(4席)

大鵬灣 36 0 36 0 33 0 91% 3% 7 3 22 1
濱灣公園碼頭可停泊50呎以下遊艇
(102.06啟用)，公務泊位2席

浮動碼頭設施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及油料供應
設施

交通部觀光局 部分OT

基隆商港 6 0 0 0 - - - - - - - - 東1碼頭，配置90公尺岸壁碼頭 水泥岸壁

蘇澳商港 4 0 0 0 - - - - - - - - 貯木池碼頭，配置77公尺岸壁碼頭 水泥岸壁

花蓮商港 5 0 0 0 - - - - - - - - 1號碼頭，配置130公尺岸壁碼頭 水泥岸壁

臺中商港 8 0 0 0 - - - - - - - -
淺水船渠50公尺碼頭、西連續壁100公尺
碼頭

水泥岸壁

高雄商港 0 0 0 0 - - - - - - - - 已於22號碼頭提供民間投資亞灣碼頭

高雄商港
亞灣*

25 0 25 0 18 0 72% - 15 3 0 0
10個支棧橋浮動碼頭
180m主棧橋浮動碼頭(約15艘小型遊艇)

浮動碼頭、設施狀況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
*原有泊位39個，104年8月蘇迪樂颱風過境後，
碼頭設施拆除重建，已於105年3月前完工)

嘉鴻集團 私人租地自建

基隆八斗子
(碧砂泊區)

54 20 74 0 62 0 83% 2% 47 5 14 0
40~80呎60席/80~120呎11席、120呎
以上3席

浮動碼頭狀況不佳，有岸水岸電設施 泊區OT

宜蘭烏石 37 0 32 0 51 0 157% 6% 31 6 14 0
40呎15席/80呎17席/120呎3席/120呎以
上2席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 泊區OT+BOT

安平漁港 32 0 32 0 42 0 129% 6% 18 22 2 0 48呎24席/60呎8席(103.11啟用)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 市府漁政管理

高雄興達 20 0 15 0 26 0 171% 7% 8 11 7 0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

高雄鼓山 25 0 25 0 45 0 179% 2% 20 5 18 2 40呎10席/80呎15席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有岸水岸電設施

桃園竹圍 41 0 41 0 41 0 99% 2% 12 1 16 0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 、缺岸水岸電 桃園市政府

新竹漁港 10 0 10 0 7 0 69% 2% 0 0 7 0
浮動碼頭狀況良好、水泥岸壁、潮差大、候潮進
港、有曳船斜坡道

農委會漁業署

臺南將軍 35 0 20 0 4 0 19% 1% 2 0 2 0 浮動碼頭、缺岸水岸電設施 臺南市政府

高雄旗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已於104年10月公告取消遊艇停泊 高雄市政府

臺東新港 4 0 4 0 0 0 0% 0% 0 0 0 0 水泥岸壁、缺岸水岸電設施

臺東金樽 5 0 5 0 0 0 0% 0% 0 0 0 0 水泥岸壁、缺岸水岸電設施

澎湖 - - - - - - - - - - - -
67處漁港均開放本國籍遊艇停泊，外籍
遊艇僅開放馬公第三、岐頭、赤崁、後
寮、吉貝、七美

通梁、後寮、赤崁、岐頭、馬公第三漁港有浮動
碼頭，設施狀況良好，其餘碼頭為水泥岸壁，缺
岸水岸電設施

605 187 433 210 422 26 - - 165 60 208 7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本計畫彙整，統計時間至104.12.31 2-23

註：使用率大於100％之情形係指部分單一泊位提供2艘使用情形

長期泊靠 遊艇證書(艘)

合計

漁港
(與漁船
共用)

表2‑11  臺灣既有遊艇碼頭泊位及設施現況調查

漁港
(遊艇專
用碼頭)

港區設施狀況 管理情形

港務公司自行管理

市府海洋局管理

遊艇專
用港

國際
商港

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

類別 名稱
公告泊位 實際可用

備註 主管機關

農委會漁業署

高雄市政府

臺東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縣府漁政管理

市府漁政管理

縣府漁政管理

縣府漁政管理

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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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小結 

本計畫彙整各分區碼頭泊位統計資料如表 2-12 及繪製如圖 2-9～圖

2-10 所示，目前泊位分布以南區數量最多、北區次之，而南、北二區皆

有岸置空間可供利用，中區數量較少且並無岸置空間可利用，東區及離

島地區目前並無長期停泊情形。 

表 2-12  臺灣本島遊艇碼頭泊位使用現況(104.12.31) 
分區 使用情形 水上 岸置 總計 

北區 
公告泊位 254 57 311 
堪用泊位 187 80 267 
長期泊靠 190 26 216 

中區 
公告泊位 18 0 18 
堪用泊位 10 0 10 
長期泊靠 7 0 7 

南區 
公告泊位 315 130 445 
堪用泊位 227 130 357 
長期泊靠 225 0 225 

東區 
公告泊位 18 0 18 
堪用泊位 9 0 9 
長期泊靠 0 0 0 

澎湖 
公告泊位 - - - 
堪用泊位 - - - 
長期泊靠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堪用泊位不含商港泊位，因商港泊位僅供臨停使用。統計時間至 104.12.31 
 

比較堪用泊位及實際靠泊情形(圖 2-9)可知，水上泊位使用率以北區

最高、南區次之，北區水上泊位稍有不足，並已利用到岸置空間，南區

鄰近都會區之水上泊位皆以滿泊，僅郊區之後壁湖遊艇港仍有泊位，中

區水上泊位長期泊靠僅達 70%，主要是受淤砂需候潮進出之影響，多數

遊艇往南區碼頭停泊，東區泊位位置較偏遠，並無長期靠泊情形。 

比較堪用泊位及遊艇實際數量，分析臺灣目前遊艇泊位供需情形，

目前北區泊位略有不足，供需接近平衡，中區則需求遠大於供給，泊位

明顯不足，北區、中區及東區之遊艇皆有停到其它區域或採拖車陸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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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形。南區之泊位雖然供給能量最大，仍有許多泊位可供停泊，但

鄰近都會區基地之泊位供給仍為不足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統計時間至 104.12.31 

圖 2-9  臺灣本島各區遊艇碼頭泊位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統計時間至 104.12.31 

圖 2-10  臺灣本島各區遊艇碼頭泊位與遊艇數量(含外籍遊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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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經營模式及收費情形 

2.5.1  經營模式 

目前國內部分專用遊艇港多採 OT方式經營管理，部分採 ROT方式，

不論是 OT 或 ROT 方式皆屬公辦民營方式，政府與經營遊艇基地之民間

業者的關係，係透過法律授權之模式，將遊艇基地內之經營管理、場地

設施維護、活動區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項，授權給民間業者自律管理，

而民間業者與使用者間之關係，則係透過簽訂使用契約之方式來加以約

束確保使用者能確實遵守業者之自律規範。

茲就各類碼頭現況經營模式說明如下：

一、遊艇專用港

臺北龍洞為臺灣第一座遊艇專用港，目前整個港區皆委託民間

經營管理；布袋遊艇港現況為嘉義縣政府經營管理，目前進行 ROT

案民間投資計畫書審查程序，未來將由民間經營管理；大鵬灣濱灣

遊艇碼頭目前為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自

行經營管理；後壁湖遊艇港目前有 4 席浮動碼頭及陸域設施委託民

間經營管理，其餘浮動碼頭及陸域設施則由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

二、國際商港

針對遊艇進出商港因船籍不同需進行 CIQS 管理，目前商港由港

務公司自行管理，雖然商港開放可停泊遊艇，但因碼頭設施相對不

適合遊艇長期靠泊使用，故遊艇國內遊艇停泊商港僅提供臨停，現

況設施條件亦無法提供長期停泊。

三、私人

由民間廠商租地興建碼頭及陸域設施，自行經營管理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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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停泊採會員制收費。

四、漁港

目前遊艇泊靠於漁港分為第一類漁港、第二類漁港，其中第一

類漁港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八斗子漁港目前委託民間

經營；烏石漁港已於 105 年 3 月底與廠商完成簽約，後續將委由民

間經營；新竹漁港目前委由新竹市政府代管經營；安平漁港現由臺

南市政府代管經營，目前辦理民間招商之前置規劃作業中，未來將

委由民間經營管理；第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目前皆為地

方政府自行管理經營。

2.5.2  收費情形 

目前臺灣遊艇碼頭收費標準，採部分港口由民間自行訂定及部分港

口由政府統一訂定收費標準二種，大多數港口皆以長度計費，與國際接

軌，僅第二類漁港仍採噸計價。各港口收費標準彙整如表 2-13，並說明

如下：

一、遊艇專用港

遊艇專用港委託民間經營者，由民間自行訂定收費標準。

二、國際商港

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自 104 年 3 月 1 日起實施新修正之

「國際商港港埠業務費之項目及費率上限標準表」規定，已調整遊

艇碼頭碇泊費改以船舶長度計費，收費標準以 24.4 公尺為分界。 

三、私人

由民間自行興建及營運，故由民間自行訂定收費標準，長期停

泊，主要採會員制收費，亦提供非會員短期停泊或臨停使用，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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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較會員來的高。

四、漁港

依據船舶停靠之漁港別，第一類漁港主管機關行政院農委會漁

業署，收費標準統一依據 104 年 5 月 14 日發佈遊艇停泊費改採用長

度計費之標準。第二類漁港費用除高雄市政府另訂有收費標準外，

其餘縣市係依「漁港基本設施使用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係以每船噸每日新臺幣 20 元計收，第二類漁港主要由

所轄地方政府管理。

表 2-13  臺灣遊艇碼頭泊位收費標準及營運分析 

類別 港口名稱 計價單位 停泊費率
制訂

單位

營運

單位

遊
艇
專
用
港

龍洞

遊艇港

基 本 長 度

20 呎 
呎/年 

 岸 置 泊 位 ： 20 呎 以 下

20,000 元，多 1 呎加 1000
元

 水 上 泊 位 ： 20 呎 以 下

30,000 元，多 1 呎加 1500
元，船寬超過泊位 3/5 乘

以 1.5 倍

營運

廠商

民間

(ROT) 

布袋

遊艇港
公尺/月  營業用船舶 312 元

 自用船舶 197 元

嘉義

縣政

府

政府機關

(ROT) 

後壁湖

遊艇港
公尺/月 

 營業用遊艇、載客小船 500
元

 自用遊艇、交通船 350 元

墾管

處
政府機關

大鵬灣

遊艇港
呎/月 

 短期租用：每日 250 元(含
水電)

 長期租用：100 元(不含水

電)，水電每度 10 元

鵬管

處
政府機關

國際商港

24.4 公尺

分界

公尺/日 

 24.4 公尺以下每日 450 元

 超 過 24.4 公 尺 者 ， 以

450+40* 超 出 長 度 ( 公

尺)/1.5 計

交通

部航

港局

臺灣港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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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港口名稱 計價單位 停泊費率
制訂

單位

營運

單位

私
人

高雄商港

亞灣碼頭

70 呎分界 
呎/日 

 單體船：70 呎以下每呎 30
元，超過 70 呎每呎 45 元

 雙體船：70 呎以下每呎 45
元，超過 70 呎每呎 67.5 元

民間

廠商

民間

(租賃) 

漁
港

第一類漁港

八斗子

烏石

新竹

安平

基 本 長 度

10 公尺 
公尺/日 

 浮動碼頭：

10 公尺 400 元

15 公尺 600 元

18 公尺 720 元

20 公尺 800 元

30 公尺 1500 元

 岸壁碼頭：

10 公尺以下 200 元

10~20 公尺 20 元/公尺

20~30 公尺 25 元/公尺

30~50 公尺 35 元/公尺

50 公尺以上 50 元/公尺

漁業

署

民間營

運：八斗子

(OT)、烏石

(BOT+OT) 

政府機關

營運：新

竹、安平

第二類漁港

竹圍

將軍

興達

鼓山

新港

金樽等

噸/日 

 鼓山、興達：帆船 4 元、

遊艇 10 元

 竹圍、將軍、新港、金樽：

20 元

地方

政府
政府機關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2.5.3  小結 

現況遊艇專用港中，因屬單獨開發之區域，周圍環境及服務設施狀

況普遍皆較佳，依據遊艇港經營現況分析顯示，港區營運及維護狀況與

港區經營者有關，由於遊艇停泊後船主及船員可能住宿於船上，因此港

區水陸域設施所能提供之服務及機動性則非常重要，因此遊艇港由民間

經營較為適合。

國際商港為外籍遊艇來臺之進出港口，但目前國內之商港並無適合

遊艇長期停泊之碼頭，因此應加速商港內遊艇泊區之建設，提供外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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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來臺適合之停泊區域。

因應遊艇活動發展，部分漁港已設置遊艇碼頭，並委託民間經營，

但因遊艇泊區常緊臨漁船停泊區或共用泊區，偶有衍生爭執情形，故漁

港內開發遊艇碼頭時，建議應將遊艇泊區與傳統漁業區有所區隔，並加

強協調，以減少爭端。

目前由民間經營之遊艇港皆已採長度(呎)為計價單位，與國際接軌，

而第一類漁港及商港，主管機關已採長度計價，但以公尺為單位，第二

類漁港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仍採噸為計價單位，建議能統一計價單位。

2.6  遊艇遊憩活動調查 

自「推動遊艇活動方案」公佈實施以來，為強化遊艇活動之推廣行

銷，近年各界積極推動各類水上遊憩活動之發展，辦理相關展覽與競賽，

如遊艇展、帆船賽及遊艇相關主題活動等，並宣傳鼓勵全民參與遊艇活

動，並擴大辦理親水活動，培養民眾從事親水活動之興趣。茲整理政府

部門近年辦理之相關活動如表 2-14。 

表 2-14  臺灣遊艇相關活動蒐集 
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政府

機關

97.03.30 大鵬灣風帆橫渡小琉球活動 交通部觀光局

97.07.19~22 
98.08.21~24 

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展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98.04.11~12 大鵬灣風帆橫渡小琉球大鵬灣盃全國錦標賽 交通部觀光局

98.07.03~06 府城國際遊艇博覽會暨海洋文化觀光休閒展 臺南市政府

100.02.26 第一屆大臺南盃帆船錦標賽 臺南市政府

100.04.30~05.01 建國百年盃國際帆船邀請賽及體驗活動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

署

100.05.28~30 
大鵬灣國際帆船邀請賽暨風帆橫渡小琉球大鵬

灣盃全國錦標賽
交通部觀光局

100.08.12~16 宜蘭黑潮盃帆船邀請賽暨 OP 帆船全國排名賽 宜蘭縣政府、交通部

觀光局

100.08.13 陽光、綠能樂活海洋季—高雄海洋博覽會暨遊艇 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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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展

100.09.24~25 臺北樂帆天水域活動 臺北市政府

101.01.15 
101.02.18 
101.03.31 

臺南市安平盃帆船系列賽 臺南市政府

101.04.24~29 臺琉友好親善國際帆船賽 基隆市政府

101.05.12~13 大鵬灣盃風帆橫渡小琉球全國錦標賽 交通部觀光局

101.07.19~21 第二屆洄瀾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花蓮縣政府

101.08.18~21 夏戀港灣－2012 高雄海洋博覽會 高雄市政府

101.11.9~11 臺北市大專重型帆船對抗邀請賽 臺北市政府

101.11.15~16 
高雄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 101 年度校際帆船聯

賽
高雄市政府

101.12.07 
大鵬灣觀光盃暨全國樂觀型帆船、幅射型、420

型帆船排名賽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中華民國帆

船協會

102.03.16~17 大鵬灣盃帆船友誼賽
屏東縣政府、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2.04.12~14 大鵬灣盃風帆橫渡小琉球全國錦標賽
屏東縣政府、大鵬灣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2.04.13~14 
大鵬灣國際帆船系列活動暨風帆橫渡小琉球大

鵬灣盃全國錦標賽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

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102.04.26~05.03 臺琉友好親善遊艇賽
基隆市政府、石垣島

遊艇會

102.05.12~20 海峽盃重型帆船賽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中華民國帆

船協會

102.06 龍洞遊艇港海洋嘉年華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102.07.20 布袋遊艇港水上活動體驗 嘉義縣政府

102.06.01~09.01 新北市水域活動體驗營活動 新北市政府

103.04~05 海 high 人生‧歡樂遊艇嘉年華 交通部航港局、觀光

局

103.04.21~27 臺琉盃重型帆船錦標賽
基隆市政府、基隆市

帆委會

103.04~05 大鵬灣帆船系列活動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

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http://www.tkba.org.tw/
http://www.sportmap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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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處

103.05.03~04 大鵬灣橫渡小琉球全國帆船錦標賽

屏東縣政府、大鵬灣

國家風景管理處、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

103.05.08~11 臺灣國際遊艇展
經濟部國貿局、高雄

市政府

103.05.23~25 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

國帆船協會

103.07.19~20 布袋遊艇港水上活動體驗 嘉義縣政府

103.08.08~10 夏季全國帆船錦標賽暨第四屆洄瀾盃風帆賽
花蓮縣政府、中華民

國帆船協會

104.04~05 大鵬灣遊艇帆船系列活動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

灣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104.04.25~26 大鵬灣風帆橫渡小琉球全國觀光盃帆船錦標賽

屏東縣政府、大鵬灣

國家風景管理處、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

104.04.29~05.03 臺琉盃重型帆船錦標賽 基隆市政府、中華民

國帆船協會

104.05.30~06.14 龍洞四季灣遊艇嘉年華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

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104.06.06~07 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屏東縣政府、大鵬灣

國家風景管理處、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

104.09 揪團啟程、船遞幸福 104 遊艇嘉年華 交通部航港局、觀光

局

104.09.11~13 總統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

國帆船協會

104.10.17~22 全國運動會帆船競賽項目
高雄市政府、中華民

國帆船協會

105.03.10~13 第二屆臺灣國際遊艇展
經濟部國貿局、高雄

市政府

民間

團體

99.05.29 第二屆海峽盃帆船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99.09.10 總統盃全國帆船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

會、新北市政府

100.03.26 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0.05.10~15 第一屆 YDC 遊艇設計競賽 聯合船舶設計發展

中心

http://www.boatshow.tw/
http://www.boatsho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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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日期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100.05.10 第三屆海峽盃帆船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0.09.16~18 總統盃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1.04.06 第一屆海峽兩岸大專盃重型帆船錦標賽
金門大學、金門縣政

府

101.04.13~15 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1.06.06~12 第四屆海峽盃帆船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1.07.21 建國百年花蓮洄瀾盃帆船錦標賽
花蓮縣吉安鄉體育

會

101.08.18~19 海博盃重型帆船錦標賽 臺灣重型帆船協會

101.09.21~23 總統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1.11.02 遊艇碼頭規劃研討會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

發中心

102.01.30~02.03 全國帆船排名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2.01.30~02.03 全國帆船排名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

會、漁業署、臺南市

體育處

102.09.27~29 總統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3.02.28~03.02 春季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03.10.10~12 總統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7  相關法規分析 

遊艇活動發展涉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港泊靠及船席泊位

之釋出）、內政部營建署（後壁湖遊艇港使用管理）、嘉義縣政府（布

袋遊艇港使用管理）、經濟部水利署（水域河川之使用與管理）、財政

部關務署（海關查驗）、內政部移民署（遊艇人員入出境證照查驗）、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衛生檢疫等）、

海岸巡防署（安全檢查及救難）及交通部（航政監理、遊艇港泊靠、觀

光遊憩活動）等 12 個權責機關，整理如表 2-15 所示。 

http://www.tkb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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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遊艇活動管理權責表 
管理項目 權責機關（構） 相關法令

航政

監理

1.遊艇檢查、登記及註

冊 交通部暨所屬航港局與港

務公司

船舶法、遊艇管理規

則、船舶登記法、航業

法、船員法、商港法等
2.遊艇駕駛配置

港口出

入泊靠

3.商港出入泊靠

4.漁港出入泊靠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地方政府
漁港法

5.遊艇港出入泊靠
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

署、地方政府

發展觀光條例、國家公

園法、地方自治法規等

人艇出

入查驗

6.遊艇及人員之出入海

關
財政部關務署 關稅法、海關緝私條例

7.遊艇人員入出境證照

查驗
內政部移民署

入出國及移民法、國家

安全法

8.遊艇、人員、動植物及

其產品之檢疫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

傳染病防治法、植物防

疫檢疫法、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

9.遊艇及人員之安全檢

查
行政院海巡署

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

法、海岸巡防機關受理

遊艇出海報備表格及程

序

遊憩

活動

10.水域遊憩活動、航行

觀光（含海洋、湖

泊、河川之開放）

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

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經濟部水利署、

國防部、地方政府

發展觀光條例、國家公

園法、漁業法、水利法、

地方自治法規等

資料來源：推動遊艇活動方案(修正草案) 

目前遊艇進出港之作業程序，依是否涉及入出境與使用商港船席分

述如下：

一、遊艇未涉及入出境且未使用商港船席者：（圖 2-11）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4 條規定海巡機關掌理事項及海岸巡防機關

受理遊艇出海報備表格及程序中依船舶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遊

艇活動未涉及入出境者，於出海前填具相關船舶、航行及人員等資

訊，向出海港之海岸巡防機關以電子郵件、傳真或現場等方式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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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表格、程序由海岸巡防機關定之」，凡遊艇未涉及入出境者，

船長(主)應向海岸巡防機關報備，俾於發生危難事件時，相關救援單

位能迅速掌握資訊並展開救援救難工作。若為停泊漁港，依漁港法

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係採取事前申請許可方式，應於進入漁港前，

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及確認泊位，並填寫申請表，方得進港；若為進

出商港，僅須通知港口經營單位。

二、遊艇涉及入出境且使用商港船席者：（圖 2-12） 

為推動我國觀光發展，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於 94 年 8 月

1 日通過「簡化外籍遊艇來臺觀光申請進出港(CIQS)管制」規定，外

籍遊艇來臺灣停留期間，得依入境時所填特許申請單 (cruising 

permit)，經管理單位確認停泊位後，得不限次數進出各國際商港、

遊艇港及行政院農委會、縣市政府已公告開放遊艇進出之漁港及海

口、小琉球交通觀光港，不涉及入出境管制程序。

遊艇入出我國國境依「遊艇入出境關務檢疫安全檢查程序辦法」

申辦，航港局已開發「遊艇 CIQS 聯檢作業管理系統」，自 103 年 5

月 1 日起，於入出境 24 小時前，由駕駛人、遊艇所有人或其代理人，

可於航港單一窗口務服平臺（MTNet）線上申辦，系統即自動通報

關務、入出境、檢疫、安全檢查相關機關及港灣口岸管理機關（構），

提供即時便捷之通關聯檢服務，惟仍須向港口經營單位提出泊位申

請；另外國籍遊艇申請非國際商港停泊時，尚須依船舶法第 8 條規

定申請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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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推動遊艇方案（修正草案）

圖 2-11  遊艇申請進入國境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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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推動遊艇方案（修正草案）

圖 2-12  遊艇申請進出國境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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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了解我國遊艇活動涉及之相關法規內容，本計畫蒐集遊艇基地

開發及營運過程中可能會涉及之船舶、駕駛、港口、土地、開發程序等

相關法規，分析各法規與遊艇基地之關連性如表 2-16～表 2-18，作為遊

艇基地開發應用之參考依據。各法規中與遊艇相關之條文摘錄如附件

六。

表 2-16  遊艇及駕駛相關法規分析 

類別 法規名稱 法規內涵 與本案之關連性分析 公告情形

船舶

船舶法

為確保船舶航行及人命安

全，落實船舶國籍證書、

檢查、丈量、載重線及設

備之管理，訂定相關辦

法。

針對「遊艇」有明確之

定義。

遊艇之檢查、丈量、註

冊、發證應依船舶法第

七章遊艇相關規定辦

理。

99.12.08 

交通部航

港局遊艇

登記與註

冊給證作

業手冊

依據船舶法第七章遊艇第

五十八條至第七十二條、

船舶登記法及遊艇管理規

則之規定辦理。

遊艇之登記，應依作業

手冊規定辦理。
104.08.16 

交通部航

港局小船

註冊給證

作業手冊

依據船舶法第八章小船第

七十三條至第八十三條規

定辦理。

小船之登記，應依作業

手冊規定辦理。
102.08.14 

遊艇管理

規則

針對遊艇之檢查、丈量、

設備、限載乘員人數、投

保金額、船齡年限、適航

水域、遊艇證書、註冊、

相關規費之收取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訂定相關規則

及罰則。

有關動力帆船、整船出

租遊艇、俱樂部型態遊

艇有明確定義。

有關遊艇之登記與註

冊依相關規定辦理。

104.04.07 

小船管理

規則

針對小船之適航水域、乘

客定額、應急準備、註冊

及執照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訂定相關規則及罰

則。

針對小船有明確定義，

有關小船之註冊與執

照、航行水域及乘客員

額依相關規定辦理。

100.11.17 

駕駛 船員法 為保障船員權益，維護船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 10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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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法規名稱 法規內涵 與本案之關連性分析 公告情形

員身心健康，加強船員培

訓及調和勞雇關係，促進

航業發展；並加強遊艇駕

駛與動力小船駕駛之培訓

及管理，以推動遊艇活動

發展。

及助手應依相關條文

辦理。

遊艇與動

力小船駕

駛管理規

則

本規則依船員法第 75 條

之六規定訂定，針對遊艇

及小船駕駛資格、助手配

額、遊艇證書、小船執照

取證規定、駕訓班開設等

訂定相關規定。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

及助手應依相關條文

辦理。

104.08.1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表 2-17  遊艇基地相關法規分析 
類

別

法規

名稱
法規內涵 與本案之相關性 修正日期

漁

港

漁港

法

漁港的之規劃、建設、經營、管

理及維護，訂定相關辦法。

漁港依漁港法規定應訂定漁港計

畫。

提供漁港內興建遊艇基

地設施之法源依據。

漁港內興建遊艇基地，應

依漁港計畫內容辦理且

不得違背漁港法相關規

定。

95.01.27 

漁港

法施

行細

則

詳細規範漁港基本設施、公共設

施及一般設施，以及第一、二類

漁港的分類方式。

漁港法第 5 條第 3 項所定的專用

區(第 5 條)，包括遊艇製造遊憩、

休閒專用與能源專用區域等。

提供漁港內興建遊艇基

地設施之法源依據。

96.03.15 

商

港

商港

法

針對商港之規劃、建設、管理、

經營、安全及污染防治進行規範。 
公民營機關如於商港內

投資興建遊艇基地，應依

商港法相關規定辦理。

100.12.28 

商港

港務

管理

規則

依商港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定，

針對商港船舶出入港、船舶在港

停泊及停航、港區安全及污染防

制等訂定相關規定及罰則。

遊艇進出商港及停泊，應

依此法相關規定辦理。
104.10.0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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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其他相關法規分析 

類別 法規名稱 法規分析 與本案之相關性 修正日期

民間投

資

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

法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

準，加速社會經濟發

展，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針對公共建

設定義、用地取得及

開發、融資及租稅優

惠、申請及審查、監

督及管理訂定相關辦

法。

民間投資興建遊艇基地

應依促參法第 56 條及相

關規定辦理。

104.12.30 

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

法施行細則

針對公共建設開發內

容及項目更明確定義

及規範。

民間投資興建遊艇基地

應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相

關規定辦理。

104.10.07 

採購法

為建立政府採購制

度，依公平、公開之

採購程序，提升採購

效率與功能，確保採

購品質，所制訂之法

規。

民間投資興建遊艇基地

經費規模未達促參法規

定者，可依據採購法第 99
條辦理。

105.01.06 

政府採購法

施行細則

依政府採購法第 113
條規定訂定。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09 條提供民間投資

之法規依據。

民間投資興建遊艇基地

經費規模未達促參法規

定者，可依據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109 條辦理。 
101.12.25 

土地

國有財產法

針對國有財產之取

得、保管、使用、收

益及處分，訂定相關

辦法。

遊艇基地陸域如涉及國

有財產(建物及土地)之取

得、使用、保管及收益，

應依據規定辦理。

101.01.04 

國有財產法

施行細則

針對國有財產之管理

機構、保管、使用、

收益、處分及檢核，

訂定更詳細辦法。

遊艇基地陸域設施如涉

及國有財產(建物及土地)
撥用應依據國有財產法

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89.11.15 

土地法

針對公私有土地定

義、地權、地籍、土

地使用、土地稅及土

地徵收訂定相關辦

法。

遊艇基地陸域設施如涉

及公有土地之使用、徵

收，應依據土地法相關規

定辦理。

1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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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法規名稱 法規分析 與本案之相關性 修正日期

都市計畫法

針對一定地區內有關

都市生活之經濟、交

通、衛生、保安、國

防、文教、康樂等重

要設施，作有計畫之

發展，並對土地使用

作合理管理規劃。

遊艇基地陸域設施之開

發，應依據土地劃設分區

規定辦理。

104.12.30 

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

細則

針對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定義及針對各

分區訂定相關建敝率

及容積率。

遊艇基地陸域設施需依

據所在土地使用分區規

定之建敝率及容積率辦

理。

103.01.03 

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

則

針對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用地類別定義

及針對各分區訂定相

關建敝率及容積率。

遊艇基地陸域設施需依

據所在用地類別規定之

建敝率及容積率辦理。
104.12.31 

各級政府機

關互相撥用

公有不動產

之有償與無

償劃分原則

針對公有土地或不動

產有償與無償劃分訂

定相關原則。

遊艇基地陸域涉及公有

土地及不動產租用，需依

據相關規定辦理。

91.06.27 

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辦法

針對臺灣水域活動範

圍、種類、內容訂定

管理辦法。

遊艇及小船航行進入水

域活動範圍進行水域遊

憩活動應依本辦法規定

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

依其他中央法令及地方

自治法規辦理。

93.02.11 

奢侈稅
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條例

訂定特種貨物及勞務

之稅例

遊艇船長超過 30.48 公尺

課徵奢侈稅 10% 104.06.24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臺灣自解嚴開始，海洋政策逐步開放，海洋立國一直是口號也是目

標，隨著時代的變化，國際化程度越來越明顯，相關法規近年亦逐步修

正，朝向更開放之方向發展，對於推動遊艇活動除著重國內或外國遊艇

來到臺灣觀光，更應朝向國際間交流，提供更開放、更多元的觀光遊憩

方式，進而促進國內遊艇產業及遊艇活動發展。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三章  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 

 

3-1 

3 第三章  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遊艇基地發展案例進行分析，透過研究分析比較，

歸納國外遊艇基地發展成功之經驗，作為後續訂定發展策略及國內基地

改善之方向與建議。 

3.1  國內案例分析 

本節蒐集國內遊艇專用港、漁港遊艇專用區碼頭及私人遊艇碼頭之

開發歷程及現況經營情形，探討國內遊艇基地發展所面臨之問題。 

3.1.1  龍洞遊艇港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龍洞遊艇港是國內首座遊艇專用港，位於臺灣東北角臺 2 線濱海公

路 88 公里處，鄰近大臺北都會區，僅約 40 分鐘車程，主管機關為交通

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其興建歷程如表 3-1 所

示。 

龍洞遊艇港於 88 年 2 月 28 日完工，其建設經費總計約 5 億 4,287

萬元，92 年間將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遊艇港結合以 OT（Operation and 

Transfer 營運、移轉）方式委外經營管理，租期自 92 年 4 月起至 96 年

底止，期以帶動民間投資營運海洋觀光活動，提昇水域遊憩品質，惟因

租期 5 年過短致使業者不願投資，多以經營海泳為主，缺乏主題特色，

致使遊艇港區使用率偏低，該局於 96 年 9 月針對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

龍洞遊艇港之經營管理、未來發展等方面進行檢討，考量園區設施啟用

迄今已顯陳舊，如再爰用先前出租經營方式，廠商投入資金及營業項目

均有所侷限，難突破園區現有經營窠臼，故於 97 年 7 月改依促參法以

ROT 方式委由民間機構投資整建及營運，藉由民間機構資金投入，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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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及遊艇等相關活動，以推動海洋觀光與遊艇活動之高附加價值，讓

園區內現有建築空間、遊艇港及相關設施得以活化再利用。 

表 3-1  龍洞遊艇港興建歷程 

日期 大事紀要 
78 年 6 月 完成遊艇港可行性研究與規劃 
78 年 11 月 完成遊艇港細部工程設計 
79 年 7 月 龍洞遊艇港動工 
81 年 7 月 龍洞南口海洋公園遊客中心完工，工程造價 8 千 872 萬 
88 年 7 月 龍洞遊艇港完工，工程造價 4 億 1 千 184 萬 

89 年 7 月 29 日 龍洞遊艇港啟用 
89 年～92 年 4 月 龍洞遊艇港由東北角管理處試行經營管理 
92 年 4 月 16 日 辦理 OT 出租委託經營管理 

92 年 4 月～97 年 7 月 促參程序 
97 年 7 月 14 日 依促參法辦理 ROT 委託基瓦諾公司經營管理，98 年 5

月 30 日開幕營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營運模式 

觀光局於 97 年 7 月依促參法以 ROT 方式由基瓦諾育樂股份有限公

司投資整建及營運，該公司已於 97 年 10 月至 98 年 5 月完成整建，並以

「龍洞四季灣」為園區主題於 98 年 5 月 30 日正式開幕，提供各項觀光

旅遊服務；遊艇港現以海上觀光遊程、包船旅遊、遊艇駕訓、遊艇管家

及各項靠泊設施與保修服務等多角化方式經營，管理處則持續推動遊艇

休憩風氣，彰顯遊艇港建設效益。 

ROT 範圍包含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龍洞遊艇港區，其中海洋公園區

面積 4.42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設施包含住宿飯店、餐廳、

停車場、遊艇池等；遊艇港面積 7.43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為遊艇港專用

區，設施包含遊艇泊渠 3 區、遊客服務中心(臨時辦公室)、停車場等，港

區配置詳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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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龍洞遊艇港 http://www.kivano.com.tw/yachtharbor.php；本計畫彙整 

圖 3-1  龍洞遊艇港配置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遊艇港目前以停泊遊艇、帆船、小船為主，水域面積約 2.9 公頃，分

為內、中、外泊渠 3 區，內、中泊渠設浮動碼頭及泊位，原規劃可提供

65 呎以下遊艇泊靠，包括中、大型遊艇 96 艘(長期繫留 56 艘、臨時繫留

40 艘)、小型遊艇約 20 艘等，共計 116 泊位，陸上置艇區可停置遊艇 37

艘，但因受限於港嘴大小、中泊渠碼頭設施損壞及外泊渠靜穩度較差之

影響，實際僅可供 50 呎以下遊艇泊靠，堪用之水上泊位約有 40 席，岸

置區則增為 80 席，依據 104 年 12 月底調查結果，目前港區共停泊 62

艘，水上泊位為 36 艘，接近滿泊狀態。水域附屬設施包含岸水電設施、

消防設施、上下架設施、曳船斜坡道等；港區內浮動碼頭之船席長度大

致可分為 6 公尺及 8 公尺兩種，對應之棧橋間距離約為 6 公尺及 8 公尺，

船席間操船間距約 15 公尺，主棧橋寬度約 5 公尺，支棧橋寬度約 1.5 公

尺。 

因受東北季風影響，海上活動季節多集中於每年 4 月中旬至 9 月，

龍洞四季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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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颱風影響因素後，每年可提供遊艇進出港之日數約 120 天。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104.07.03 及 http://events.necoast-nsa.gov.tw/yacht13/p6.html 

圖 3-2  龍洞遊艇港現況照片 

3.1.2  布袋遊艇港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布袋遊艇港位於嘉義縣布袋港東北側，布袋海埔新生地北側，距西

濱快速道路布袋港交流道約 200 公尺，布袋遊艇港分 3 期工程進行建設，

自 86 年起施工，至 94 年竣工，建設經費計約 3 億 5 千餘萬元，期間因

受漁民抗爭而致工期延宕，且耗費多年補正土地報編程序；經努力克服

困難，行政院已於 98 年 4 月 8 日備查「擴大臺灣南部區域計畫（嘉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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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國內商港、遊艇港、第三漁港地區）」，復經內政部 98 年 4 月 22

日公告實施後，由嘉義縣政府依核定之計畫內容，依法申請劃定為非都

市土地特定專用區，並依規定編定適當土地使用分區類別，陸續完成港

區建物補辦建、使照後，始於 98 年 10 月 3 日辦理開港。 

二、營運模式 

嘉義縣政府及相關單位自 99 年起於本計畫區持續舉辦之水上遊憩

活動，包括獨木舟、水上摩托車、遊艇、風帆船等水上載具相關體驗或

動力小船駕訓、水上救生訓練及龍舟競賽…等等，每年參與人數約 7 萬

人次，並帶動周邊活動人數達 20 萬人次。 

布袋遊艇港過去一直由嘉義縣政府自行管理及營運，遊艇泊位雖已

滿泊，但整個港區營運發展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嘉義縣政府將採 ROT 方

式委託民間營運，希望透過民間之經營，使遊艇港水陸域空間能充分利

用，活絡遊艇港區，進而帶動周邊觀光及經濟發展。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布袋遊艇港陸域面積約 6.7 公頃，水域面積約 5 公頃，景觀綠地約

6 公頃，碼頭停泊線約 456 公尺，港口航道寬度約 40 公尺，原規劃船席

共計 32 個，現況遊艇泊位之船席長度約 15.5 公尺，棧橋間距離約 12 公

尺，主棧橋長度約 54 公尺，寬度約 5.5 公尺，支棧橋寬度則約 3.5 公尺

浮動碼頭區，可供 14 艘遊艇停泊，依據 104 年 12 月底調查結果，目前

為滿泊狀況。現況陸域設施有旅客服務中心、廁所(男女各 1 棟)、安檢

站、管制站、曳船道及牽引設備及停車場等設施，詳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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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本計畫繪製 

圖 3-3  布袋遊艇港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104.07.03 

圖 3-4  布袋遊艇港現況照片 

牽引設備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三章  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 

 

3-7 

3.1.3  大鵬灣遊艇港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鄰近高屏都會區，為一處囊狀潟湖，自然、人

文景觀資源豐富，極具觀光遊憩開發潛力。大鵬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於 93 年正式取得「民間參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 BOT 案」(圖 3-

5)特許經營權，專職大鵬灣的整體開發規劃與經營，特許經營年期為 50

年。 

大鵬灣 BOT 開發案為開發大鵬灣成為多功能國際級休閒渡假區為

目標，觀光遊憩設施之初步規劃構想包括各類型住宿設施(國際觀光旅館、

休閒渡假村、汽車旅館、露營區)、二座遊艇港及結合遊艇港之水濱渡假

別墅或渡假村、高爾夫球場、主題樂園區、國際水上競賽場、跑馬場、

海濱遊憩區、民俗村、生態保護區等，投資金額 103.4 億元。 

依據區位及環境條件，大鵬灣 BOT 案分為第一期及後期開發，第一

期包括遊一區、停一區、青洲遊憩區、遊艇港之水岸遊憩區及遊二區，

後期包括遊三區(扣除青洲遊憩區)及公二區。 

由於民間投資之整體開發期程延後，目前已完成遊一區大部分區域、

停一區、遊艇港之水岸遊憩區及青州遊憩區開發。遊一區工程項目包括

競速館-環灣單車館、遊艇港碼頭(遊湖船泊靠設施)、輕航機俱樂部(含跑

道)工程、遊一區污水工程、第二入口大門、競速區-大地活動區：團體露

營區、團康區、GO-Kart、競速區-賽車道、主題商店街、文史博物館、

主看臺、大飛機觀景臺、公共藝術造景、水世界、東側停車場、遊艇港

區之水岸遊憩區、國際觀光旅館等工程項目，如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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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鵬灣開發計畫簡報，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04.07.25 

圖 3-5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BOT 開發範圍 

 
資料來源：大鵬灣國際悠閒特區網站(http://www.thepenbay.com.tw/) 

圖 3-6  大鵬灣國際休閒特區(遊一區)開發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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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內未 BOT 區域之開發利用，則由大鵬灣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因應水上活動發展需求自行開發，濱灣公園碼頭已於 102

年 3 月完工啟用，經費 2,635 萬元。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建構更完整之濱灣公園設施，目前進行

「104 年度大鵬灣濱灣泊靠設施改善工程」，工程經費約 1,587 萬元及

「大鵬灣濱灣公園綜合開發亮點計畫遊憩服務設施委託規劃設計監造」

案，設計經費約 1,439 萬元，如圖 3-7。本次規劃之碼頭泊區可以提供船

舶停靠管理、交通運輸及休閒娛樂等複合式需求，納入公務船、餐船、

交通船之停泊席位，提供多樣化之運輸及遊憩服務，打造一處機能型南

臺灣海上觀光轉運站及大鵬灣東港黃金幸福水岸遊憩帶，以增加大鵬灣

區就業機會並提升觀光產業發展。並建置外堤護岸，於外堤護岸上設置

休閒餐飲賣店，並圍塑及設置遊艇及帆船停泊區，於陸上規劃遊客中心

之造型建築物提供周邊綠地等附屬設施空間，並透過行銷與通路營造商

機，帶動大鵬灣區觀光發旅遊之新契機。 

 
資料來源：大鵬灣濱灣公園綜合開發亮點計畫遊憩服務設施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招標文件 

圖 3-7  大鵬灣濱灣公園配置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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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模式 

目前由「民間參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 BOT 案」之遊艇港仍未完

工，僅完成水域遊憩區所需碼頭，主要作為遊憩船相關水上遊憩活動使

用，未提供私人遊艇停泊，而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內未 BOT 區域之開發利

用，濱灣公園則由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自行管理營運，目前已於濱

灣公園碼頭建置灣域水上活動(如衝浪、風帆、帆船、輕型艇、獨木舟)之

長期據點，以利用海域特色資源，引進各項水域活動提供遊客從事水上

活動之安全場所。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濱灣公園碼頭於 102 年完工啟用，現況照片如圖 3-8 所示，佈設有

長達 200 公尺的人工沙灘除了可從事多樣化水域活動，還有水上泊位可

供重型帆船及遊艇靠泊，總計規劃 36 個泊席位，可停泊 45 呎至 50 呎中

型遊艇，常有多艘遊艇及國內遊艇業者駕駛新遊艇於大鵬灣試航。依據

104 年 12 月底調查結果，目前港區內已停泊 33 艘遊艇。 

104 年 4 月舉辦「大鵬灣風帆橫渡小琉球全國觀光盃帆船錦標賽」，

6 月舉辦「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活動頻率與曝光率相當高。 

 
資料來源：http://koeiman.pixnet.net/blog/post/41316401 

圖 3-8  大鵬灣濱灣公園碼頭現況照片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三章  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 

 

3-11 

3.1.4  後壁湖遊艇港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後壁湖港為恆春半島上最大之漁港，主要可分為南側漁港及北側遊

艇港兩區。為因應海上遊憩需求與日俱增，提供民眾體驗海上遊憩活動，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74 年及委託顧問公司辦理遊艇港

規劃及可行性評估，自 82 年起陸續完成相關設施，內政部並於 87 年 6

月 26 日同意將港區設施委外經營管理，藉由民間企業之效率及專業，有

效推展後壁湖遊艇港觀光事業，82 年至 87 年執行後壁湖遊艇碼頭及相

關設施經費計 4 億 1,178 萬 7,637 元，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89 年 4 月

至 98 年 4 月期間以公開招標方式委由民間機構辦理後壁湖遊艇港部分

區域之經營管理，目前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設立後壁湖管理站負責該港

區泊船相關服務及受理旅遊諮詢與申訴案件之處理、緊急應變及遊客安

全維護、自然資源保育及海域遊憩活動管理等經營管理業務。 

二、營運模式 

遊艇碼頭於 89 年正式啟用，後壁湖遊艇港分為陸地設施及水域船艇

泊位兩區，如圖 3-9，陸域設施包括遊客中心、賣店、停車場三個區域，

另有環港道路、陸上置艇區、入口廣場、公廁、邊坡植栽區等附屬配置，

其中除遊客中心地上一層，停車場由管理處自行使用管理外，其餘主要

附屬配置設施均採出租方式營運。水域泊位之經營管理，亦採招商出租

營運方式辦理。目前陸域服務設施雖已委託民間經營，但因市場與契約

問題，目前進行整修中，實際上仍未營運，暫時無法提供實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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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後壁湖遊艇港 

圖 3-9  後壁湖遊艇港配置示意圖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遊艇港區水域面積約 2.9 公頃，泊席則可分為浮棧碼頭泊位及陸上

置艇區，港區原規劃可停泊 9 至 20 公尺長之各類船艇總泊位數為 110

席，由於現況多處浮動碼頭皆已損壞，又因經費短缺未能進行修復，目

前可供遊艇停泊之水上泊位僅約 60 席，棧橋間距離約 9 公尺～10.5 公

尺，船席間操船間距約 17.5 公尺，主棧橋寬度約 2.5 公尺，支棧橋寬度

約 1 公尺～1.5 公尺，現況照片 3-10 所示。依據 104 年 12 月底調查結

果，目前港區內已停泊 43 艘遊艇。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YQFjAA&url=http%3A%2F%2Fhoubihu.abear.idv.tw%2F&ei=FNKgVMOaBMTFmAX1_4KQCA&usg=AFQjCNH_aAbQA2ZRd_kzbRQ-4cyiaDwXjg&sig2=Cd2gLuBNx10ozfzpEkj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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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本計畫拍攝 

圖 3-10  後壁湖遊艇港現況照片 
 

3.1.5  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為推動漁港多元化使用之目標，農委會漁業署研訂「海岸新生」計

畫，將改造傳統漁港為兼具漁業及休閒觀光之現代化漁港，並鬆綁沿海

遊艇觀光限制之政策，率先在基隆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興建旗艦級遊艇

碼頭，於 99 年漁業署辦理「八斗子漁港遊艇泊區服務中心 BOT 及遊艇

泊區 OT 前置規劃計畫」，整體開發構想分為水域設施及陸域設施兩個

部分分期實施，期間共投入經費約 4.6 億元，完成「遊艇碼頭」、「娛樂

漁船碼頭」、「觀景平臺」、「海功號」、「直銷中心」及「全區景觀」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CYQFjAA&url=http%3A%2F%2Fhoubihu.abear.idv.tw%2F&ei=FNKgVMOaBMTFmAX1_4KQCA&usg=AFQjCNH_aAbQA2ZRd_kzbRQ-4cyiaDwXjg&sig2=Cd2gLuBNx10ozfzpEkj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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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項興建與改善工程，已於 100 年 12 月底完成施工，101 年 9 月啟用。 

二、營運模式 

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於 104 年 1 月已完成遊艇泊區 OT 招商簽約(3

年約)，配置之船席數量如表 3-2 及圖 3-11 所示，委託營運之標的包含遊

艇泊區、碼頭、悠遊館及停車場。 

 
資料來源：八斗子漁港遊艇泊區委託營運(OT)案申請須知，103 年 5 月 

圖 3-11  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規劃船席 

表 3-2  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規劃船席 

位置 泊位長度 船席數(席) 停泊區域 

浮動碼頭 
15 公尺(50 呎) 30 A 區 
20 公尺(66 呎) 13 B 區 
30 公尺(100 呎) 11 C 區 

沿岸碼頭 

16 公尺(53 呎) 13 D 區 
24 公尺(80 呎) 6 E 區 
30 公尺(100 呎) 11 F 區 
60 公尺(197 呎) 1 G 區 

合計 -- 85 -- 
資料來源：八斗子漁港遊艇泊區委託營運(OT)案申請須知，1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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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依據本計畫調查現況水域設施包含浮動碼頭與沿岸碼頭，公告可供

停泊之水上泊位共 54 席，E 區碼頭仍未興建，F 區改採錨泊方式，悠遊

管整修中，現況照片如 3-12 所示，截至 104 年 12 月底止，現況停泊 62

艘遊艇及小船。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本計畫拍攝 

圖 3-12  八斗子漁港遊艇泊區現況照片 

3.1.6  烏石漁港遊艇泊區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在辦理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之規劃設計工作後，漁業署依據行政院

核定「98 年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規

劃於烏石漁港興建遊艇碼頭，故 98 年辦理「烏石漁港整體規劃」，將烏

石港劃設傳統漁業區、遊艇碼頭區、娛樂漁業區、休閒遊憩區，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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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間以 BOT 方式投資興建，99 年 10 月辦理「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

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 前置規劃計畫案」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100

年 11 月核定，並接續進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之行政作業流程。

102 年辦理「烏石漁港區域劃定暨漁港計畫檢討修訂計畫」，針對土地使

用計畫予以修正調整，作為烏石港後續開發建設依據。 

烏石漁港遊艇碼頭自 100 年 5 月開始興建，經費約 2.7 億元，已於

102 年 6 月啟用。 

二、營運模式 

漁業署於 104 年 1 月辦理「烏石漁港北休閒專用區設施 BOT 及遊

艇泊區 OT」招商公告，業於 105 年 3 月 30 日完成烏石漁港北休閒專用

區設施 BOT 與遊艇泊區 OT 案簽約，委託經營範圍如圖 3-13，規劃願景

如圖 3-14。 

廠商依據規劃估計遊艇碼頭、烏石港及外澳沙灘之經濟規模，設置

150 間客房之會館，並可提供約 500 坪之會議暨宴會廳空間，並設有適

當數量之餐廳與賣店，提供會館及遊艇港餐飲購物之相關服務並配合外

澳沙灘衝浪戲水遊客需求之商店街、供親子活動之水上樂園等。 

 
資料來源：「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 前置規劃計畫案」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 

圖 3-13  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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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 前置規劃計畫案」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 

圖 3-14  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開發願景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水域規劃設置內、外泊區，泊區內碼頭分期開發，可提供 60 呎以下

遊艇共 55 個席位 (圖 3-15)，目前完成內泊區浮動碼頭開發，現況可提

供 37 席供遊艇停泊，截至 104 年 12 月本計畫調查顯示，目前泊位為滿

泊情形。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烏石漁港北觀光休閒區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 前置規劃計畫案」可行性評

估暨先期規劃 

圖 3-15  烏石漁港遊艇泊區現況開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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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安平漁港遊艇泊區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同樣依據「98 年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

計畫」，選擇安平漁港興建遊艇碼頭，並配合辦理「安平漁港整體規劃」，

將臨近原遠洋泊區劃設觀光休閒遊憩區，規劃供民間以 BOT 方式投資興

建陸上設施，101 年 11 月辦理「安平漁港遊艇管理中心等 BOT 前置規

劃工作」，因開發方式與地方協調未果，截至 104 年底尚未核定。安平

漁港遊艇碼頭自 101 年 1 月開始興建，經費約 6 千 8 百萬元，已於 103

年 9 月啟用。 

二、營運模式 

目前因尚未完成前置規劃作業，依據先前所辦理之財政部推動促參

司促參商機座談會簡報內容，其開發方式可分為 2 期開發(如圖 3-16)，

規劃願景如圖 3-17。 

而在未完成招商之空窗期管理，現階段乃由漁業署委託臺南市政府

代管。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依據「安平漁港遊艇泊區水域服務設施興建工程」之工程建置結果，

計設置兩組浮動碼頭與泊區圍牆，共可提供 60 呎以下遊艇共 32 個席位，

截至 104 年 12 月本計畫調查顯示，目前泊位為滿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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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安平漁港遊艇碼頭財政部推動促參司促參商機座談會 

圖 3-16  安平漁港遊艇碼頭使用範圍及開發方式 

 
資料來源：安平漁港遊艇碼頭財政部推動促參司促參商機座談會 

圖 3-17  安平漁港遊艇碼頭規劃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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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亞灣遊艇碼頭 

一、興建歷程及經費 

103 年 11 月 7 日亞灣遊艇碼頭正式開幕，是臺灣首座國際級私人遊

艇碼頭，由嘉鴻遊艇集團投資約 1 億元興建水陸域設施，亞灣遊艇碼頭

座落於高雄港 22 號碼頭北側，位於亞洲新灣區的核心地理位置，東側緊

鄰高雄展覽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往北連結新光公園、高雄港埠旅

運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駁二藝術特區等；往南串聯高雄軟

體科技園區，附近交通便利，飯店、百貨商圈林立，不僅坐擁高雄港最

美景緻、盡攬山海風光，也是全臺唯一位於市中心的遊艇碼頭。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 

圖 3-18  亞灣遊艇碼頭地理位置 

亞灣碼頭區採用無柱浮動碼頭設計，其主要結構為海錨與浮臺，浮

臺上設有岸水電設施，方便遊艇充電、加水及清洗。 

二、營運模式 

亞灣碼頭屬私人規劃投資之遊艇碼頭，由私人經營管理。岸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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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遊艇碼頭專屬辦公室、餐廳酒吧、盥洗淋浴間及「亞果遊艇俱樂部」

會所，其中「亞果遊艇俱樂部」建置專屬之遊艇船隊供俱樂部會員使用，

對內提供會員專屬休閒、商務和聯誼等多元化服務。 

亞灣碼頭在安全防護上，除有 24 小時保全，並於岸上服務區入口處

設置門禁管制，並於進入浮動碼頭區入口亦設置管制點及監視錄影器，

且設置簡易船舶無線電通訊臺（VHF 通訊），以提供碼頭離、靠岸之遊

艇通訊需求。 

三、泊位規劃及停泊情形 

本基地原有泊位 39 個，104 年 8 月蘇迪樂颱風過境後造成碼頭設施

損壞嚴重，故拆除重建，已於 105 年 3 月 10 日前重建完工，重建之浮動

碼頭可提供 10~60 公尺的遊艇停泊，包含 10 個支棧橋浮動碼頭泊位及

180公尺主棧橋浮動碼頭泊位(以小型遊艇 12公尺估算，約可停泊 15艘)，

如圖 3-17，目前支棧橋 10 個泊位已全部被長期租用，主棧橋泊位已使用

100 公尺(以小型遊艇估算，約停泊 8 艘)。 

 
資料來源：亞灣遊艇碼頭網站(http://hcm.horizonyacht.com/Berth.aspx?itm=1) 

圖 3-19  亞灣遊艇碼頭泊位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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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小結 

除前述案例分析外，另將國內遊艇碼頭發展現況分析如表 3-3 所示，

依據國內遊艇基地水陸域總面積及泊位數量推估各基地之開發規模，可

估計每單元水上泊位所佔總開發面積平均為 19,475 平方公尺/席，目前

僅龍洞、後壁湖遊艇港有露置場；開發模式部分，早期為政府開發專用

港，99 年起以漁港開發遊艇泊位為主體，近年開始有民間開發案例；經

營模式部分，現況以政府經營比例較高，多屬公共遊艇泊位為主，民間

經營管理者多有專屬網頁。 

國內遊艇基地依港口類型公告以長度或噸位計價，部分岸水、電收

取使用費，各開發港口主管機關對於港口之管理依其母法管理，目前國

內並無專屬設計規範，多參用國外相關設計手冊規範予以規劃建置。 

 

表 3-3  臺灣遊艇碼頭發展現況綜合分析 

類型 港址名稱 
總面

積 
(ha) 

規模 
(水上泊位) 

開發 
主體 

經營

主體 特色 收費 
方式 

遊艇專

用港 

龍洞遊艇港 3.9 40 政府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布袋遊艇港 9.2 14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大鵬灣遊艇港 26.0 36 政府 
社團

法人 
政府 

會員制 
公共泊位並存 

長度

計價 

後壁湖遊艇港 4.1 60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漁港 
遊艇專用

碼頭 

基隆八斗子 11.5 74 政府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桃園竹圍 4.5 41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噸位

計價 

新竹漁港 3.2 10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噸位

計價 

宜蘭烏石 8.0 32 政府 民間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安平漁港 18.4 32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長度

計價 

高雄興達 98.0 15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噸位

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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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港址名稱 
總面

積 
(ha) 

規模 
(水上泊位) 

開發 
主體 

經營

主體 特色 收費 
方式 

高雄鼓山 1.6 25 政府 政府 公共泊位 噸位

計價 

漁港碼

頭 

13 處 
（臺南將軍、 
臺東新港、 
臺東金樽、 
澎湖七美、 
澎湖吉貝、 

澎湖大菓葉、 
澎湖沙港西、 
澎湖通樑、 
澎湖後寮、 
澎湖赤崁、 

澎湖馬公第三、 
澎湖龍門、 
澎湖岐頭） 

-- 37 席 政府 地方

政府 
公共泊位 
漁船共用 

噸位

計價 

商港 

5 處 
（基隆、 
臺中、 
高雄、 
花蓮、 
蘇澳） 

-- 23 席(公告) 政府 
臺灣

港務

公司 
申請臨停制 長度

計價 

私人 亞灣碼頭 1.4 
10 席支棧橋 
180 公尺主

棧橋 
民間 民間

公司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

計價 

資料來源：高雄旗津漁港已於 104 年 10 月公告取消遊艇停泊，本計畫彙整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推動遊艇發展方案，彙整政府投資興建遊艇碼頭

經費概況如表 3-4 所示，其投資經費涵蓋港埠基本設施(防波堤、岸壁碼

頭)建設及浮動碼頭相關設施(浮動碼頭及引橋)，目前政府投資遊艇碼頭

平均每泊位建置費用約為 482.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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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政府投資興建遊艇碼頭經費概況 

港口別
投入經費

（萬元）

原規劃泊位

數量

就業人數

（人）

每泊位

投資經費

（萬元）

備註

龍洞專用港 54,287 116 30 468.0 

布袋專用港 35,884 32 50 1121.4 

大鵬灣專用港 2,635 36 210 73.2 

後壁湖專用港 41,179 110 - 374.4 

八斗子漁港 53,031 61 168 869.4 

烏石漁港 26,907 55 150 489.2 
含後線陸地開發投

資達 7.16 億 

安平漁港 6,829 32 340 213.4 
未含後線陸地開發

23.62 公頃 

平均 482.9 
不計最高與最低之

極端案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統計

註：就業人數為相關前置規劃所推估計畫完成後所可能創造之就業人數，本就業人數涵蓋遊艇基地、周

邊船舶服務業與觀光遊憩服務相關產業所產生之產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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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外案例分析 

本計畫蒐集歐洲、澳洲、美國、日本、新加坡及中國之遊艇碼頭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彙整，作為後續臺灣基地評估、營運及管理方式之參考。

主文部分整理簡要說明如后，其餘詳細內容請詳附件一。 

3.2.1  歐洲 

一、英國布萊頓遊艇港(Brighton Marina) 

此港位於英格蘭南海岸的東段，位置如圖 3-20。此港涵蓋之水

域及陸域面積共為 52.5 公頃，且可容納 1,200 艘遊艇，為歐洲最大

遊艇碼頭之ㄧ，碼頭整體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興建並轉交由民間單

位進行營運，碼頭經營方式採取俱樂部會員制，停泊收費標準則以遊

艇長度作為計價方式並須額外支付設施使用費用。 

 
資料來源：http://www.webbaviation.co.uk/ 

圖 3-20  英國布萊頓(Brighton)遊艇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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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賽普勒斯卡帕斯門遊艇港(Karpaz Gate Marina) 

此港涵蓋之水域及陸域面積共為 22.5公頃，位置如圖 3-21所示，

卡帕斯門遊艇港可容納 300 艘遊艇。且由民間單位自行主導開發並

採用俱樂部會員制進行營運，遊艇停泊費用則以遊艇長度作為計價

方式並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資料來源：https://ssl.panoramio.com/photo/80915220 

圖 3-21  賽普勒斯卡帕斯門(Karpaz Gate)遊艇港 

 

三、克羅埃西亞遊艇港(Marina Kornati) 

克羅埃西亞遊艇港位置如圖 3-22，水域及陸域面積分別為 9.1 公

頃及 4.0 公頃，碼頭由三個互連之區域構成，中央區有 450 個泊位，

水上泊位 380 個，岸置 70 個；西區有 200 個泊位；南區有 100 個泊

位，共計 750 個船席。此港口是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完成後轉交由

民間單位採用俱樂部會員制及公共碼頭兩種方式進行營運，遊艇停

泊費用則以遊艇長度作為計價方式並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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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marinakornati.com/en/photo-gallery/marina 

圖 3-22  克羅埃西亞科納提遊艇港 

3.2.2  澳洲 

一、西澳博多吉奧格拉非遊艇港(Port Geographe Marina) 

此港位於巴瑟爾頓(Busselton)吉奧格拉非灣的中心，位置如圖

3-23。整年都不受印度洋季風的影響，海岸是 30 公里的白沙灘，使

本港成為帆船、海釣、潛水及遊艇熱門的目標港。水陸域面積約 25

公頃，有 280 個泊位，為大型遊艇的理想遊艇港，陸上有 10 個停船

空間。對客戶有完善的服務設施，硬體設施包括碼頭上供水、供電(含

三相)、加油站、LPG 站、WI-FI、淋浴間、洗衣間、更衣室、船上下

水坡道、曳船道、雜貨店、藥局、醫務室、酒吧、餐廳；服務人員包

括艇罩人員、推銷員(買賣船隻)、電工人員、電子人員、工程師、水

管人員、冷藏冷凍人員、修船人員等。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再轉交由

民間單位經營之公共碼頭，收費方式則是採用遊艇長度作為計價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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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portbooker.com/en/marina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busselton/port-geogr

aphe-marina、http://www.marinasguide.com.au/port-geographe-marina-2/ 

圖 3-23 西澳博多吉奧格拉非(Port Geographe)遊艇港 

二、西澳挑戰者港(Challenger Harbor) 

挑戰者港位於西澳弗里曼特爾市(City of Fremantle)，位置如圖

3-24 所示，水陸域面積約 11 公頃，雖為中型港，但有 106 個船席，

可停泊 20 公尺長、吃水深 5 公尺之大型遊艇，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

並自行經營，屬公共碼頭，且為各式帆船比賽之場地，停泊費用以長

度計價。 

  
資料來源 http://www.portbooker.com/en/mooring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challenger-

harbour 

圖 3-24  西澳挑戰者(Challenger)遊艇港 

http://www.portbooker.com/en/marina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busselton/port-geographe-marina
http://www.portbooker.com/en/marina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busselton/port-geographe-marina
http://www.marinasguide.com.au/port-geographe-marina-2/
http://www.marinasguide.com.au/port-geographe-marina-2/
http://www.portbooker.com/en/mooring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
http://www.portbooker.com/en/mooring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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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美國 

一、德州(Corpus Christi Marina)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位於美國德州墨西哥灣沿岸，有沿海沙洲保

護，陸域及水域面積共 28 公頃，為一大型公共遊艇港，其碼頭配置

採用兩個 T 型及一個 L 型，且本港是由政府單位主導進行開發，後

續亦交由政府單位進行經營，如圖 3-25 所示。 

浮動碼頭可提供 600 席位，最大可容納 150 呎長、10 呎吃水深

的遊艇，船席每六個月租金為 6.75 美元/呎，但不含水電費及帆具租

金。 

 
資料來源：http://www.corpuschristimarina.com/government/marina/marina-layout/index 

圖 3-25  美國德州柯泊史克利(Corpus Christi)遊艇港 

 

二、夏威夷(Honokohau Marina and Small Boat Harbor) 

霍諾可豪遊艇港位於夏威夷西岸，陸域及水域面積共 21 公頃，

並有 262 個船席，3 座曳船斜坡道(2 座 30 呎寬、1 座雙倍寬)，是一

座公共碼頭，由政府單位主導進行開發並經營，而本港收費方式採長

度作為計價，並須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如圖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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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honokohauharbor.com/；http://www.city-data.com/articles/Honokohau-marina-and

-Small-Boat-Harbor.html#b 

圖 3-26  美國夏威夷霍諾可豪(Honokohau)遊艇港 

 

3.2.4  日本 

一、橫濱海灣遊艇港(横浜ベイサイドマリーナ) 

海灣遊艇港位於神奈川縣橫濱市金澤區白帆地區，其陸域面積

及水域面積約共 42 公頃，如圖 3-27 所示。目前橫濱海灣遊艇港可停

泊大小遊艇 1,501 艘，堪稱是日本最大規模的遊艇港。該港口由政府

以填海造地方式開發後，交由政府與民間共組的開發公司進行開發

及營管，而本港屬於俱樂部會員制進行管理，遊艇停泊費用以遊艇長

度(公尺)作為計費方式，且須額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http://www.city-data.com/articles/Honokohau-Marina-and-Small-Boat-Harbor.html#b
http://www.city-data.com/articles/Honokohau-Marina-and-Small-Boat-Harbor.htm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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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injapan.gaijinpot.com/play/events/2012/02/08/japan-international-boat-show-2012/ 

圖 3-27  日本橫濱海灣遊艇港 

 

二、大阪北港遊艇港 

「大阪北港遊艇港」位於日本環球影城和舞洲人工島附近，雖身

處城市仍可享受帆船等水上運動、休閒活動的樂趣。陸地、水域面積

共約 19 公頃，可容納小型帆船 260 艘，巡航快艇 120 艘，如圖 3-28。

港內艇庫、泊位、俱樂部等設施齊全，另外還設有瞭望廣場、配備娛

樂設施的綠地和網球場。港內有可供出租共 30 艘小型帆船，包括：

單帆船(topper)12 艘、雙帆船(cicala)15 艘、登陸艇 3 艘等，對初學

者還開設帆船班活動。 

本港初期由政府開發後交由民間單位經營，目前經營方式採用

俱樂部會員制，提供各項服務設施，停泊費用以船艇長度計價方式並

須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以全長 6 公尺以內之遊艇為範例，其收費內

容如表 3-5 所示，其中入會費為 54,000 日圓，約臺幣 15,000 元，其

餘費用則依據船舶長度及繳費方式有所不同。 

http://injapan.gaijinpot.com/play/events/2012/02/08/japan-international-boat-show-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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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大阪北港遊艇港收費範例 
  

支付 
方法 保證金 使用費 保養費用 首次 

支付 
首年 
支付 

第二年 
支付 

  年繳 76950 307800 60000 
次年 20000 498750 498750 327800 

入會金

54000 + 半年繳 79650 159300 60000 
次年 20000 352950 512250 338600 

  月繳 86400 28800*3 
初次繳 3 個月 

60000 
次年 20000 286800 546000 365600 

資料來源：http://www.hokkomarina.com/；單位 :日圓，臺幣兌日圓 1：3.6(調查時間 104.12.28) 

 

  
資料來源：http://www.osaka-info.jp/ch_t/facilities/cat5/5033.html、http://www.hokkomarina.com/ 

圖 3-28  日本大阪北港遊艇港 
 
 
 
三、沖繩宜野灣遊艇港 

野灣遊艇港位於沖繩島西岸，是沖繩島最大的遊艇港及海上活

動中心，其空照圖如圖 3-29 所示。本港口其陸域及水域面積共 19 公

頃並可容納 636 艘船隻，其中 357 艘可靠泊在碼頭，其餘則停置在

陸上。由政府主導開發再移交給民間單位經營，而本港屬於公共碼頭，

遊艇停泊費用以遊艇長度作為計費方式且須額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http://www.hokkomarina.com/
http://www.osaka-info.jp/ch_t/facilities/cat5/5033.html
http://www.hokkomar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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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transpacyachts.com/ginowan_marina.html；http://www.okistyle.com/a2z/?p=1845 

圖 3-29  日本沖繩島宜野灣遊艇港 

3.2.5  新加坡 

一、One°15 Marina 

新加坡 ONE° 15 遊艇俱樂部成立於 96 年，為新加坡最頂級之

遊艇俱樂部，座落於聖淘沙島之東側，過去曾於 97 年、98 年舉辦沃

爾沃環球帆船賽(Volvo Ocean Race)，亦為 98～102 年亞太區超級遊

艇大會會場，過去曾榮獲 98、101～103 年亞太遊艇雜誌所頒佈之年

度亞洲最佳遊艇碼頭獎(Best Asian Marina of the Year)。 

港內擁有 270 個泊位，包含 13 個可供 100 呎之超級遊艇停靠之

泊位，並提供加油、岸水、岸電、倉儲及 24 小時保全等服務；俱樂

部亦提供船艇、超級遊艇出海體驗，以及豪華客房、宴會廳、會議室、

游泳池、網球館、水上酒吧及觀景平台等活動設施，配合鄰近之金融

中心、商業中心、國際機場、高爾夫球場、賭場及人工島等地標，將

聖淘沙打造為世界級之富豪群居區與娛樂渡假中心，詳圖 3-30所示。

船舶停泊費用，40 公尺遊艇每艘約 1 萬新幣（23 萬臺幣），而短期

http://transpacyachts.com/ginowan_marina.html%EF%BC%9Bhttp:/www.okistyle.com/a2z/?p=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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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1 年期 5000 新幣，2 年 9000 新幣、3 年 13000 新幣。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網路圖片，本計畫彙整 

圖 3-30  新加坡聖淘沙 One∘15 遊艇俱樂部照片 

 

3.2.6  中國 

一、廈門五緣灣國際遊艇港 

五緣灣國際遊艇會座落於風景如畫的廈門島五緣灣內灣，是由

廈門路橋建設集團下屬全資子公司—廈門路橋遊艇港開發有限公司

斥鉅資開發運營的商務主題遊艇俱樂部。 

目前已建設 351 個泊位，最大泊位可停靠 160 呎的超級遊艇，

遊艇港內停泊大小遊艇已超過 220 艘；配套遊艇陸上水上保稅倉庫、

遊艇會所、俱樂部、加油泊位、起吊泊位和 50 噸船用門式吊等硬體

設施；開展遊艇駕駛培訓、遊艇維護保養、遊艇旅遊等服務；常年舉

辦國內外著名水上運動賽事，被航海界人士稱為「全球少見的帆船運

動基地」，現況照片如圖 3-31 所示。 

遊艇港停泊費為 25 公尺以下每年每艘 15000 元，25 公尺以上每

天每艘 8 元/公尺，並需支付保管費用，每艘以月計費 20 元/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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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網路圖片，本計畫彙整 

圖 3-31  廈門五緣灣遊艇照片 

3.2.7  小結 

彙整各國遊艇碼頭營運管理資料如表 3-6 所示，依據所蒐集之案例

分析其開發規模顯示，每單位水上泊位所需總開發面積(含水陸域設施)

平均為 666 平方公尺/席，且普遍設有露置場，配置比例高於設置艇庫，

泊位收費一律以長度計價，由於多採會員制，針對各項設施使用另收取

設施使用費，由於泊位收費標準依據船舶長度，其收費標準不一，故多

數港口並未公佈收費資料，需直接電話聯繫，依據船主船舶長度、寬度，

提供報價資料，而公共碼頭則由政府機關管理。 

對於遊艇活動發展較久國家，早期開發主體多以政府開發為主，近

年則以民間投資為主流，現況以民間經營比例較高，政府管理者屬公共

遊艇泊位為主，民間經營多採俱樂部會員制停靠方式，公共遊艇泊位多

為附設，各基地有專屬網頁，並連接政府遊艇主管機關網頁，對於島嶼

型基地則以公共遊艇泊位為服務主體。開發主體為政府主導者對於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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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則依據國家相關法規或另訂定管理規則與注意事項，並可於基地專

屬網頁上取得相關資訊，且部分國家或國際機構訂有專屬遊艇港設計規

範或手冊。 

表 3-6  國外遊艇基地案例蒐集分析 

洲/國家 港名 

總面

積

(ha) 

規模(水

上泊位) 

開發 

主體 

經營 

主體 
特色 

收費 

方式 

歐洲 

英國 Brighton 

Marina 
52.5 1200 席 政府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賽普勒斯 Karpaz 

Gate Marina 
22.5 300 席 民間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克羅埃西亞 

Marina Kornati 
13.1 750 席 政府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澳洲 

Port Geographe 

Marina 
25 268 席 政府 民間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Challenger Harbor 11 106 席 政府 政府 
帆船賽場地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美國 

德州 Corpus 

Christi Marina 
28 500 席 政府 政府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夏威夷 Honokohau 

Marina and Small 

Boat Harbor 

21 262 席 政府 政府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日本 

橫濱海灣遊艇港  42 1501 席 政府 
公營 

公司 

日本最大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大阪北港遊艇港 17.3 362 席 政府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沖繩宜野灣遊艇港 19 357 席 政府 民間 公共碼頭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新加坡 One°15 Marina 14.2 270 席 民間 民間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中國 
廈門五緣灣國際遊

艇港 
10 351 席 

公營 

公司 

公營 

公司 
俱樂部會員制 

長度計價 

設施使用費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三章  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 

 

3-37 

3.3  分析建議 

由於國外遊艇基地發展較早，目前蒐集之遊艇港皆較國內遊艇港具

有規模，港口水陸域設施及服務皆較國內為佳，國外遊艇港經營多採會

員制，收費標準依船舶長度、服務內容不同，收費內容而有所不同，並

無統一標準，但皆已長度為計價單位。 

依先進國家的經驗，泊位之掌控相當重要，需全天候有專人負責遊

艇進出港之調度及安全控管，故遊艇專用碼頭的管理應比漁船停泊之管

理更為細膩。目前公部門多為上、下班制的行政機關，要派員全天候管

理遊艇專用碼頭並調度船席，有實質上的困難，故遊艇專用碼頭應以民

間經營管理為宜，建議可將遊艇港設施出租民間企業經營，或採租約方

式依相關法令辦理公告及訂約。 

無論是建置遊艇基地、遊艇港或遊艇碼頭，其中心目標均為推廣遊

艇活動之發展，而泊靠即為遊艇活動中重要之ㄧ環，因此為提高活動者

使用港口之意願，避免因設施之不便利影響港口效能，增進服務之全面

性乃為必要之手段。由國外遊艇港發展內容可知，國內遊艇港開發不應

只著重於泊位上，還須合理規劃後線之遊憩設施、戶外遊樂設施、水岸

遊憩設施、觀光遊憩管理設施與公共事業設施等相關設施。 

綜觀國外遊艇發展史皆有一套共通的流程：先具有完善之規劃、經

營概念與培養遊艇遊憩風氣後，再從簡易港口升級為結合不動產、餐飲、

俱樂部、各項營利設施之遊艇渡假村，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後，帶動周遭

城市觀光發展，整個遊艇基地的理念才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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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遊艇基地發展策略 

本計畫從遊艇基地發展現況調查分析、國內外遊艇港案例分析及國

內遊艇基地所面臨之問題，另透過遊艇產業訪談及問卷調查了解臺灣遊

艇基地之現況發展需求建議，並經過遊艇基地發展之 SWOT 分析後，進

而提出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近、中、遠程發展目標及推動策略，作為未來

推動發展之參考。 

4.1  遊艇產業訪談與問卷調查 

根據前述國內遊艇產業及遊艇港發展現況分析，本計畫設計訪談議

題及問卷內容(如附件二)進行相關訪談與問卷調查，除請益遊艇產業界

人士提供遊艇基地發展方向之建議，亦藉由實際使用遊艇碼頭之遊艇持

有人們之問卷結果，找出現況實際面臨問題與提供發展遊艇活動之看法。 

4.1.1  訪談記錄 

訪談方式以親自面訪方式做紀錄，訪談內容以遊艇基地發展相關議

題為主，根據受訪者回答逐步深入提問，並提出具體建議。本計畫訪談

對象共計三種，包含遊艇公會代表、海洋活動推廣業者、私人遊艇碼頭

及俱樂部管理者，彙整訪談紀錄如下： 

表 4-1  訪談相關議題彙整表 

問題 訪談意見 

對泊位需

求、數量

不足的看

法 

公會代表： 
1.遊艇基地的發展，越接近都會區之泊位不足是正常現象，一般都是先

從都會區泊位滿泊後，再慢慢往外擴散至郊區泊位。 
2.國外地區長期停泊之大部分遊艇都是直接上架採岸置方式，並不是

需要長期使用水上泊位。 
活動推廣業者： 
就臺灣目前港口而言，有些港口會沒人停泊，主要是因港埠條件及氣候、

地理位置等等因素不佳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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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訪談意見 

私人碼頭管理者： 
泊位會一位難求有二種原因：一種是本身港埠條件就只能提供這些泊位數

量；一種可能是因為有許多人使用船照申請長期停泊，佔住泊位，但實際

上卻不一定有在使用，這就涉及管理層面的問題。 

對遊艇港

經營管理

的看法 

公會代表： 
1.遊艇港管理包含碼頭乾淨度、門禁管制、是否有人員做管制。 
2.應建立管理委員會。 
3.管理費訂定應回歸市場機制，依據所提供服務分別進行收費，例如：如

果設置監視器可用 APP 監視自己船舶；颱風時會協助加強固定等；如果

設計污水回收系統，就不用擔心廢水問題，可安心住在船上；是否設置

俱樂部(交流的場所)，這都可作為收費來源。 
活動推廣業者： 
1.管理費訂定應回歸市場機制、自由競爭，經營管理好的遊艇港就會賺

錢。 
2.管理： 

a.一定要委外經營，遊艇碼頭經營在臺灣還算是很新的議題，這也是

讓經營者學習，這是時間的問題。 
b.管理的層面跟停泊的人付出費用有直接的關係，現在之所以沒有完

整的市場機制，在於選項太少，即遊艇可以停泊地方太少。 
c.不是無限上綱的提高服務，而是適當的降低價格，當使用者需要使

用電、網路等，依舊可以從中獲利。 
私人碼頭管理者： 
1.遊艇碼頭要永續經營，地點跟周圍環境都要夠好，才能吸引民間投

資。好的地點，只要肯開放，民間團體就會有意願，即使自行出資租

地自蓋都會有人投資。 
2.遊艇碼頭由公部門管理，易受行政程序問題，導致無法有效立即的應

變，因此建議應委託民間專業團隊營運管理，應可達到預期發展目標。 

對遊艇基

地設施的

看法 

公會代表： 
1.臺灣目前最大的機具可以把 45 呎內的遊艇常態性上架，臺灣的港口

面積都不大，浮動碼頭發展數量有限，因此未來可考慮岸置方式將

小型遊艇常態性上架，減少水域碼頭開發。 
2.臺灣目前遊艇碼頭不夠停泊，主要是因為水上泊位不足，觀察臺灣目

前之浮動碼頭設計，在泊位規劃之間距、迴轉空間設計都較寬裕，

基本上迴轉空間約 1.5 個船身就夠了，目前都規劃 2 個船身(應該都

是照歐洲規範)，建議左右間距 1.0 公尺，不論大小船舶都可適用（法

國規格）。 
活動推廣業者： 
1.政府投入預算興建水域設施，應該著重於公共遊艇碼頭的部分，對於

非公共泊位部分，則可由民間投資興建即可。 
2.遊艇基地開發及經營可將部分比例出租給民間開發者作為私人使

用、部分比例做為公共遊艇碼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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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訪談意見 

3.漁港內遊艇碼頭應於傳統漁業有所區隔，避免混雜一起，且遊艇部分

必須進行管制。 
4.遊艇基地如果腹地夠大，建議亦可採分區招標方式進行，進駐廠商多，

在市場機制下會發展出等級及服務之區隔，避免一家廠商壟斷，對使用

者而言是較有利的。 
私人碼頭管理者： 
對於閒置漁港開發作為遊艇基地，必須考量該漁港為何會閒置，因為

通常表示該漁港有某些條件不佳，所以有可能蓋好遊艇碼頭，最後變

成閒置遊艇碼頭，因此漁港周邊資源非常重要。 

遊艇風氣

帶動 

公會代表： 
1.如果當地政府或漁會歡迎的話，可選為優先推廣區，這樣在漁港內興

建遊艇碼頭及後續發展上都比較容易推動，像屏東楓港漁港等小漁

港、漁會，就一直希望漁港內可設遊艇碼頭讓遊艇停泊，帶動周圍

鄉村的活化。 
2.政府或地方漁會應思考如何創造吸引人觀光資源或活動，例如：幾月

到幾月可以釣黃魚或賞飛魚的活動。 
活動推廣業者： 
1.成熟的遊艇基地(腹地夠大)才值得投資發展，政府做這樣的中階投資

發展會刺激民間去做高階的投資發展。 
2.首先應先滿足遊艇泊位之需求，再慢慢發展外圍的商圈、飯店、便利

商店…等。 
3.開放遊艇租賃產業，在臺灣海域開船，可增加生活的樂趣。 
私人碼頭管理者： 
泊位增加、法規放寬、開放遊艇租賃，即可增加民眾參與機會。 

遊艇碼頭

船舶停泊

類型、收

費標準 

公會代表： 
1.私人遊艇、娛樂漁船等需要分開，因為隱私需求不同，娛樂漁船面對

的是一般社會大眾。 
2.回歸市場機制，依據服務等級，區隔收費標準，重點要合理。 
3.公共遊艇碼頭可不需考慮船種，直接為使用者付費，漁船如果要停也

可以，但需要依據收費標準付費。 
活動推廣業者： 
1.以泊位大小區隔計算，遊艇佔用哪一種泊位，佔多少空間就收相對應

泊位的費用。 
2.區分公共遊艇碼頭及私人經營的遊艇碼頭，收費不一樣、服務品質也

不一樣，便有所區隔，可不需要考慮船種、根據使用者收費，之後就

會改變。 
私人碼頭管理者： 
依服務品質狀況付費，收費不一樣、服務品質也不一樣，市場自由競

爭。 
法規限制

問題 
公會代表： 
船舶法遊艇專章裡針對自用遊艇部分，已經大致修改完成。非自用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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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訪談意見 

艇部分則需再檢討。 
活動推廣業者： 
1.法規應該要符合人性、適度的開放、回歸市場機制，應該是以民眾都

會守法為基礎。 
2.我國遊艇的法規嚴很多，一艘國外進口進來的遊艇，符合歐盟或美國

的法規，可以在冰天雪地下航行，進來臺灣後，為符合臺灣的法規，

還要改裝一些東西。 
3.建議鬆綁遊艇租賃法規，例如：我買了一艘遊艇、我要租人，所以要

怎麼租、怎麼收費，這都要做風險評估，要如何確認租船的人不會把

船弄沉或弄沉了怎辦？答案就是保險，所以保險公司更擔心船的安

危，所以應該回歸到市場機制運作，避免過度規範，反而導致租賃產

業無法運作。 
私人碼頭管理者： 
目前已有部分商港內土地出租民間興建遊艇碼頭，但因商港法仍僅用貨

船的思維在考量，例如：颱風避難(商港法)，並沒有考慮到遊艇要加強固

定，進而限制廠商對於遊艇碼頭所能進行之補強措施，因此應檢討放寬相

關限制，並由商港主管機關或經營單位與廠商於契約內訂定相關辦法處

理。 

是否興建

碼頭 

公會代表： 
1.臺灣較好的、適合的港址都已經開發作為漁港，所以不建議新建其他碼

頭，若要新建，可選在商港範圍內，其發展規模才會大。 
2.有些地方就很需要遊艇碼頭，像小琉球、綠島，這種非常熱門的海島，

觀光資源豐富，非常適合遊艇的發展。 
活動推廣業者： 
對於港埠條件佳的地方，建議可以興建新的碼頭，例如興達港，建議

可由民間規劃投資興建、經營及管理，較能達到正向的發展。 
私人碼頭管理者： 
1.不建議找新的海岸新建，新建費用較高，而且地點也要考量附近有無

景點。 
2.不建議在商港興建的理由：有漏油、漂流物等等問題、法規限制問題。 
3.最好地點是漁港，不過漁船通常不歡迎遊艇，所以不易推動。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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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網路問卷調查 

調查對象為實際使用遊艇碼頭之遊艇持有人，針對進行遊艇基地使

用狀況及建議之調查，調查方式採網路問卷方式進行，將問卷置於遊艇

俱樂部討論區等相關臉書上，調查時間為 104.04.01～104.04.25 共計 25

天，調查結果如圖 4-1～圖 4-4，並說明如下： 

一、填表者基本資料分析(圖 4-1) 

本計畫以是否擁有遊艇相關駕照作為區隔，區分遊艇持有人及

一般社會大眾進行不同問卷內容之填寫，摘錄重點如下： 

(一)職業分類以遊艇相關產業者與一般民眾約各佔 50％。 

(二)年齡於 20 歲以下 1％，21～30 歲 9％，31～40 歲 20％，41～50 歲

46％，51～60 歲 20％，61 歲以上 4％，以 31～60 歲居多。 

(三)以男性為主，佔 91％，女性僅佔 9％。 

(四)月平均收入 2 萬以下佔 8％，2～4 萬佔 18％，4～6 萬佔 19％，6

～8 萬佔 16％，8～10 萬佔 11％，10 萬以上佔 28％。 

(五)以居住地區以北部(54%)及南部(31%)二區域之民眾參與較踴躍。 

(六)擁有遊艇駕照者佔 58％。 

二、一般社會大眾調查分析(圖 4-2~圖 4-3) 

(一)大部分填表人對於遊艇活動普遍感到興趣(佔 93％)，想學習駕駛

遊艇(佔 95%)。 

(二)多數民眾(佔 90%)，對於政府興建遊艇碼頭持正面支持的態度。 

(三)多數民眾(佔 86%、89%)覺得要取得遊艇活動的資訊並不是那麼容

易，可搭乘遊艇的地方並不是那麼普及、便利。這項調查顯示，建

議遊艇活動主管機關辦理遊艇活動時，可多加強宣傳及宣導。 

(四)由於填表者為遊艇相關臉書之成員，因此調查結果顯示填表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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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持有人所曾參與的活動之類型差異不大，對於參與海上遊憩活

動是較熱絡、積極的。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1  填表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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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  一般民眾對遊艇活動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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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3  遊艇持有人與一般民眾曾進行之海上遊憩活動比例 

三、遊艇持有人相關議題分析(圖 4-4、表 4-2) 

(一)填表者 134 人中，有相關駕照者大約超過半數，而有駕照者中約

有 60%的人實際擁有遊艇，也就是說在參與人數中，僅有 30%的人

實際擁有遊艇。 

遊艇持有人 

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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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上，遊艇尺寸主要以小型遊艇為主，小型遊艇(佔 67%)、中大型

為輔(佔 32%)。 

(三)遊艇登記則包含遊艇證書(佔 61%)為主、小船執照(佔 29%)為輔，

亦有極少量娛樂漁船執照。 

(四)大部分登記為本國籍(佔 87%)，也有少量登記為外國籍(佔 13%)。 

(五)有遊艇駕照的人中，過半數的人(67%)都有加入遊艇相關協會或俱

樂部。 

(六)遊艇停泊以遊艇專用港佔 35%，漁港遊艇碼頭佔 44%，私人遊艇

港佔 21%。 

(七)多數填表者認為遊艇活動無法加速發展，最大的問題為泊位不足、

其次為法規限制。 

(八)目前既有遊艇碼頭設施中，多數的人認為最缺乏之設施為岸水岸

電設施、其次為油料供應系統及岸置空間、遊艇上下架設施。 

(九)對於遊艇碼頭停泊考量則以碼頭設施及維護管理狀況為主要因素。 

表 4-2  遊艇持有人對遊艇基地相關議題之看法 
問題 

 
排序 

您認為目前國內既有

遊艇碼頭中，哪些是

必要且缺乏的設施？ 

哪些項目是您選擇停泊

遊艇的考量？ 

您認為遊艇活動無法加

速發展，最大問題為

何？ 
1 岸水岸電設施 碼頭設施 泊位不足 
2 曳船斜坡道 維護管理 法規限制 
3 岸置空間 地理位置 碼頭設施不佳 
4 油料供應系統 交通便利性 進出港手續繁瑣 
5 商店購物設施 進出港手續 交通便利性 
6 其他 停泊費用 缺乏維護管理 
7 - 遊憩資源 停泊費高 
8 - - 周邊遊憩資源少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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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4  遊艇持有人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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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增設遊艇碼頭之地點 

(一)遊艇持有人建議增設遊艇碼頭之地點包含國際商港(基隆、臺北、

臺中、高雄、蘇澳、花蓮)、漁港(深澳、澳底、正濱、永安、梧棲、

海山、龍鳳、鳳鼻頭、旗津、粉鳥林、富岡)、小琉球、綠島、蘭嶼。 

(二)臺灣海岸沿線有許多利用率較低的漁港，是供地區漁村漁船停靠

的，這些港其實仍有很大空間，建議可以開放讓休閒船隻停靠，且

休閒船舶的停靠港，並不一定大面積且設施完備，小型的反而較有

特色，另建議每 20 浬可設置一處，可作為環島之補給點。 

 

五、亟待興建之設施 

根據澳洲、紐西蘭、和美國等用船普及率高的國家的統計，80%

以上的遊艇都是採用岸置的方式。這些岸置船舶的長度都在 7 公尺

以下，寬度則小於 2.5 公尺。由於這些船是分散在各地儲存，因此最

重要的是「曳船斜坡道」與拖車停車場的設立，而不是遊艇碼頭。如

果期望臺灣遊艇市場能夠活絡，甚至像腳踏車一樣成為全民運動，首

應著重曳船斜坡道的建設，讓擁有船隻的成本降低。因此在各個遊艇

碼頭和漁港興建或整頓曳船斜坡道，並提供汽車與拖車停放場所，應

該是在有限的經費下推動水上活動(包括遊艇)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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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調查結果分析 

針對遊艇基地發展，訪談及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目前遊艇泊位有不足的問題，尤以都會區最為嚴重，因泊位長期租

用，導致臨停泊位不足，並以漁港內之泊位最為嚴重。 

二、政府預算有限，建議應以發展公共遊艇碼頭泊位為主，改善既有公

共遊艇碼頭設施，帶動周邊經濟效益。 

三、臺灣海岸港址條件佳的地方多已興建為漁港，故不需另行興建遊艇

碼頭，而應增加開放漁業行為不頻繁之漁港，提供遊艇靠泊使用。 

四、既有遊艇碼頭服務設施不完備，尤其岸水、岸電設施及曳船斜坡道

或遊艇上下架設施。 

五、遊艇相對於娛樂漁船，服務對象不一樣，相對來說對隱私要求較高，

故遊艇碼頭與漁船或娛樂漁船所停泊之碼頭，應有所區隔，且應進

行管制。 

六、對於遊艇碼頭高端的使用者及港腹條件適合開發做為遊艇基地之區

域，公部門不需自行投資興建，只要相關法規鬆綁，採民間投資方

式 BOT 或私人自租自建營運管理。 

七、藉由遊艇租賃行促進國內遊艇活動是大多數遊艇產業代表或玩家認

為可行的，現況對於遊艇租賃已開放提供具備遊艇駕駛資格之承租

人進行遊艇娛樂活動，但對於租賃細節部分仍有研議空間，待規定

清楚後更有助於帶動遊艇活動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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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WOT 分析 

國內近年對於遊艇活動之推廣無論公部門或民間均不遺餘力，目前

已有 4座專用遊艇港，然而遊艇活動實際參與人數則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就臺灣遊艇基地而言，影響其發展的因素非常多，在多項因素交互影響

下，導致目前遊艇碼頭發展現況。評估現階段遊艇港發展狀況，綜合法

規、地理氣候環境、生產環境與遊憩習慣等因子，進行優勢（Strength）、

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之分析如表 4-

3，最終再藉由 S.W.O.T 矩陣評估與分析提出因應之策略。 

表 4-3  遊艇基地發展 SWOT 分析表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劣勢 

 海岸線長、港口多，沿海周邊景點密

集，遊艇活動遊憩環境極佳 
 區域泊位需求明顯，民間投資吸引

力高 
 遊艇港、漁港與商港形成航線串連

優勢 
 購船成本低於對岸，對大陸玩家具

吸引力 

 無專責機關，法規依據港口權轄有

所不同 
 既有水上泊位設施部分損壞且不完

備 
 部分區域泊位供給不足，無法滿足

遊艇持有人需求 
 陸域設施單調，無法吸引非遊艇族

群駐足 
 部分基地周邊環境與資源缺乏足夠

誘因吸引外籍船主停泊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遊艇產業世界知名，有利吸引國際

人士購買或來臺維修、裝潢。 
 遊艇港帶動閒置漁港轉型活化，帶

動周邊觀光產業發展 
 屬亞太旅遊熱點，吸引國外潛在族

群 
 俱樂部及租賃、包船型態方式逐漸

成形 
 遊艇申請兩岸直航審查程序簡化，

有助於兩岸遊艇交流 

 經營開發權與部分法制有所衝突 
 既有港口使用者對於開放持保留意

見 
 公共投資設施供少數人使用之疑慮 
 遊艇港開發可能造成環境汙染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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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我國發展遊艇活動之 S.W.O.T.矩陣圖，依各因素組合而成之

不同結果，提出因應作法。 

一、優勢(S) +機會(O) =攻勢(SO) 

攻勢(SO)：發展合適基地，拓展海內外活動市場，善用港口資源，建

立環島航線基地。 

在國家有意推動遊艇港發展下，朝向「開拓國內外市場」與「遊

憩活動推廣」兩方面執行。無論私人購買、租賃行為、娛樂營利，甚

至交通運輸等任何使用遊艇方式，皆有助於帶動遊艇港口風氣成長。

最終配合水域活動推廣與景點遊覽方面，如海釣浮潛、舉辦風帆競賽、

搭船賞鯨行程、環島套裝景點行程與樂活漁村等，達到攻勢效應。 

二、優勢(S)+威脅(T)=調整(ST) 

調整(ST)：政府應鬆綁法規與管理政策，帶動基地發展、創造經濟效

益，與周邊群眾共享利益。 

為推動遊艇發展，政府雖已針對多項法規鬆綁，如簡化航政監理、

使用人員、泊靠相關等法規，但對於遊艇活動條例仍有許多不便之處，

因此應更積極檢討遊艇活動相關法規。 

近年國人對遊艇活動興趣漸增，但因遊艇相關常識不足，至近期

海上事故頻傳，恐間接影響發展，應可請民間機構如各縣市遊艇協會、

帆船總會等定期舉辦宣導課程加強民眾海洋常識與教授海上安全觀

念。 

三、劣勢(W)+機會(O)=守勢(WO) 

守勢(WO)：區分服務對象規劃，創造目標性基地，活化港口資源，創

造大眾觀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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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遊憩品質，朝綜合遊艇港型式發展，目前臺灣遊艇港都過於

單調，周邊配套措施不足，缺乏遊憩景點串連，無法帶動周邊經濟發

展，亦無法吸引外籍遊艇來臺靠泊，理想的遊艇港設計與經營角度，

必須以遊客觀點與需求為考量，將遊艇基地與都市機能整合，提升為

多功能之遊艇渡假村型態，如濱水域景觀、生活住宿、戶外遊憩、教

學活動與串連景點等功能，藉此留住人潮消費、駐足，才是遊艇基地

永續經營方式。 

四、劣勢(W)+威脅(T)=生存(WT) 

生存(WT)：公共泊位開發與建置完善規劃，強化既有港口設施，提升

基地吸引力。 

近年國人水域遊憩觀念逐漸抬頭，遊艇活動可望吸引國內、外遊

客及玩家，帶動我國遊艇展產業及相關休閒服務發展，然船主及觀光

客是港口營運主要經濟來源，碼頭泊位不足、設施及營運管理服務品

質不佳，可說是臺灣發展遊艇之欠缺條件，因此短期應增加泊位、提

昇碼頭設施及服務品質。 

4.3  發展目標及推動策略 

依據臺灣遊艇發展現況調查結果及內外環境 SWOT 分析，據以訂定

臺灣遊艇基地發展之近中遠程發展目標及推動策略，說明如下： 

4.3.1  近程目標(105 年～109 年) 

臺灣遊艇基地發展以「滿足水陸域服務設施需求」為近程目標，具

體推動策略說明如下： 

一、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及改善水域設施 

考量臺灣目前遊艇碼頭設施及泊位現況停泊情形，北區及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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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區泊位稍顯不足，水域基本設施有損壞之情形，故應儘速興建或

修復、改善既有水域基本及服務設施。水域基本設施包含碼頭繫靠改

善、曳船斜坡道或上下架設施的增設；加強岸置空間有效利用，依區

位設置避颱艇庫或增加露置場配置；岸置空間能有效利用，提升服務

設施品質，包含岸水電、消防、照明調整或增加。 

依據各區位現況情形及近程目標，擬定各區近程改善策略如表

4-4 所示，後續將依據港口篩選評估結果，提出分區遊艇基地發展順

序及改善建議。 

表 4-4  遊艇基地分區策略實施方法 

區位 實施方法 

北區 
 公共型水上泊位之開發 
 避颱艇庫或露置場安全強化 
 改善水域基本設施 

中區 
 進行遊艇基地建置開發 
 避颱艇庫或露置場安全強化 
 改善水域基本設施 

南區  新增上下架設施、修復既有設施並改善水域服務設施 
 避颱艇庫或露置場安全強化 

東區  增加公共泊位、提供曳船斜坡道或上下架設施 
 避颱艇庫或露置場安全強化 

澎湖  公共型水上泊位之開發 
 露置場之建置 

金門  建置公共泊位碼頭及遊艇基地建置開發 

馬祖  對應福州遊艇發展趨勢，推動馬祖遊艇事業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蒐集整理 
 

二、訂定國內遊艇港規劃設計準則及營運管理手冊 

參考國外遊艇港相關規範，建議國內遊艇港或遊艇碼頭規劃設

計準則及營運管理手冊應包含內容如表 4-5 所示，以提供未來國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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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遊艇基地時所需之標準參考手冊與營運參考。 

表 4-5  國內遊艇港或碼頭規劃設計準則及營運管理手冊建議內容 

類型 遊艇港規劃設計準則 營運管理手冊 

建議章節 

 前言 
 遊艇種類及遊艇碼頭定義 
 遊艇碼頭選址 
 總平面佈置規劃 
 水工結構物 
 陸上服務設施 
 碼頭配套措施 

 健康與安全指南 
 營運風險評估 
 員工政策 
 救生及安全設備 
 災害風險評估 
 災害預防與相關管理 
 遊艇港辦公室管理 
 保險 
 噪音防制 
 旅客申訴處理 
 遊艇港培訓與認證 
 遊艇港評鑑 

資料來源：TYHA(The Yacht and Habor Assoiciation)-A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Marinas and Yacht Harbour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arina Operations Manual，交

通部航港局「遊艇碼頭規劃及設計參考手冊」招標文件，本計畫調整 
 

4.3.2  中程目標(109 年～119 年)： 

遊艇基地發展中程目標為「建置示範性基地、完善遊艇活動海上路

網」，具體推動策略說明如下： 

一、建置分級規模之示範性遊艇基地 

經本計畫篩選評估作為示範性基地之港址，由各港址主管機關

依各機關實際狀況，進行規劃、評估及辦理後續行政程序或促進民間

參與投資，逐步朝向示範基地建議規模邁進，並以本島北、中、南、

東及離島之示範基地作為據點，串連周邊遊憩資源，開闢聯合航線與

遊艇體驗服務供旅客從事海上遊憩活動。 

二、增加開放遊艇環島補給港口 

依據使用者之意見回饋顯示，遊艇環島所需補給點約 20 海浬一

處，因此建議應持續檢討增加開放可供停泊之漁港，完善臺灣遊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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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海上路網發展。 

漁港因分布全國各地，數目高達兩百餘個，加以國際漁業組織對

水產資源之捕撈規範日益嚴格，導致漁港之漁業使用率降低，因此以

漁港作為遊艇停泊處可成為首要選擇。除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目前

所公告之漁港外，建議地方政府可公告開放其轄區內之漁業活動不

頻繁之第二類漁港供遊艇停泊，將可提高漁港周邊消費行為。短期先

開放臨時停泊即可，非必要設置遊艇碼頭，長期若有預算編列及實質

需求，再行擴充水陸域設施。 

三、檢討海岸地區或河川區域開放設置停泊設施 

相較於國際上遊艇活動盛行之國家而言，遊艇碼頭開發型態多

樣化，除了港口外，應於海岸或河川地區提供遊艇持有人更多元之靠

泊點。而臺灣為海島國家，四面環海，目前除了開放停泊之部分港口

外，河川地區部分除基隆河流域目前有雙溪碼頭、忠孝碼頭等由民間

自行申請租地經營外，其餘河川並無相關規劃，於海岸地區建設泊靠

設施之規劃，亦受國土計畫法及海岸法各項規定之限制，目前無法提

供遊艇靠泊。考量遊艇活動之長期發展，乃至於臺灣地區水域活動之

推廣，針對相關法規進行檢討應有必要。 

4.3.3  遠程目標(120 年以後)： 

遊艇基地發展遠程目標「產生帶動與擴散效果，創建臺灣遊艇活動

圈」為主軸，具體發展策略說明如下： 

一、引進服務水準評鑑制度，使國內遊艇基地建設與國際接軌 

為提升遊艇碼頭對客戶的服務水準，國際遊艇碼頭採用許多服

務品質認證的評鑑機制，目前國際上常見的評鑑制度為英國遊艇協

會 TYHA 的金錨獎及海洋工業協會國際理事會 IMCI 的藍星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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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摘錄如表 4-6。而臺灣遊艇基地之推動，可待國內遊艇基地

相關設施發展達到相當規模等級水準後，引進國際服務水準評鑑制

度，使國內遊艇基地建設與國際接軌。 

表 4-6  國際遊艇碼頭服務品質評鑑制度 

國家 評分項目 

金錨獎 
英國遊

艇協會
TYHA  

階段 項目 比例 
階段 1 自我評估 - 
階段 2 針對附表 1 及附表 2 作碼頭評估 80% 
階段 3 商店造訪 10% 
階段 4 泊位擁有者問卷調查 10% 
總共 - 100% 

金錨評分 分數 
 0-48 
 50-60 

 62-72 
 72-84 
 86-100 

藍星等

級 
國際海

洋評鑑

協會
IMCI 

利用評估項目之子項目檢核評估遊艇港之服務等級，而給予 1～5 星之

藍星等級認證。 
評分項目六大項： 
 公告資訊之豐富性(AUTHORISATION/EXTERNAL PRESENTA

TION) 
 遊艇港安全性(SAFETY) 
 衛 浴 設 備 和 衛 生 水 準 (SANITARY INSTALLATION and 

HYGIENE) 
 服務提供(SERVICE) 
 餐飲供應和休閒活動(FOOD SUPPLIES/LEISURE) 
 環境保護與處理 (Management,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Disposal) 
 

資料來源：http://www.which-marina.com/GoldAnchors.asp、http://www.bluestarmarina.org/en/certific
ation 
 

二、發展特色分類之遊艇基地、增加競爭優勢，創建臺灣遊艇活動圈 

鼓勵民間建置或發展特色型分類(傳統型、度假型、俱樂部型、

船塢型、臨停型、混合型)之遊艇基地，開放民間對於有興趣之港址

http://www.which-marina.com/GoldAnchors.asp%E3%80%81http:/www.bluestarmarina.org/en/certification
http://www.which-marina.com/GoldAnchors.asp%E3%80%81http:/www.bluestarmarina.org/en/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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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投資計畫書，或針對既有港口改善，發展各別港口主題特色，增

加與鄰近國際遊艇港之競爭優勢。由於過去遊艇港陸上設施建物多

為公部門所興建，並不一定切合民間或遊艇持有人實際需求，但在開

發(ROT)模式限制下，導致民間業者無法自由興建或拆除改善，建議

透過遊艇基地之營運情形，回饋檢討行政程序或法規上鬆綁，協助民

間廠商朝特色化遊艇基地發展。 

三、建立國際港際交流合作模式，增加臺灣遊艇基地能見度 

透過示範基地建置，產生帶動及擴散效果，使臺灣遊艇活動由碼

頭擴散到周圍國家，吸引大陸、東北亞、東南亞，乃至於歐美的遊艇

到訪，吸引外國遊艇來臺觀光，創建以臺灣為主體之遊艇活動圈；並

藉由締結姊妹港，辦理遊艇相關活動，建立與對岸或其他國際間遊艇

港之交流與觀摩，提升臺灣遊艇港形象、增加臺灣遊艇基地之國際能

見度。 

4.4  小結 

由於臺灣遊艇基地仍處於發展初期，故不應以需求為目標導向，而

是思考如何創造良好遊艇基地、泊位，作為帶動遊艇活動蓬勃發展之基

礎條件。如以臺灣遊艇數量對照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國家

遊艇發展情形，國內若能持續推動遊艇活動發展，如以日本現況擁船率

為目標時，臺灣遊艇數量將可達 70,000 艘；達到香港現況擁船率時，臺

灣遊艇數量可達 28,000 艘；達到新加坡現況擁船率時，臺灣遊艇數量可

達 16,000 艘；如達到韓國現況擁船率時，臺灣遊艇數量可達 7,000 艘。

由此可知，臺灣遊艇數量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與潛力，若以擁船率相對

較低之韓國為保守目標，臺灣遊艇基地泊位需求(水上泊位、露置場或艇

庫)應以可提供 7,000 艘遊艇停泊作為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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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臺灣遊艇基地發展擬定近、中、遠程發展目標及推動策略，近

程目標為「滿足水陸域服務設施需求」，中程目標為「建置示範性基地、

完善遊艇活動海上路網」，遠程目標希望能「產生帶動與擴散效果，創

建臺灣遊艇活動圈」，除提供遊艇活動所需泊位及服務設施需求外，更

使臺灣遊艇活動由單一港口、串連航線、跨區環島，乃至於擴散到周圍

國家，吸引大陸、東北亞、東南亞，甚至於歐美的遊艇到訪，吸引外國遊

艇來臺觀光，創建以臺灣為主體之遊艇活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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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臺灣(北、中、南、東及離島)遊

艇發展分析 

遊艇基地發展除了須考量碼頭本身所在地之區位條件，另外尚須考

量遊艇港之腹地面積、設施及產業發展等層面。本計畫遊艇基地評估分

三階段進行，由臺灣北、中、南、東區及離島既有港口中，篩選出適合

遊艇基地發展之港址，先進行各區位規模等級分類後，再利用層級評分

法進行遊艇基地評估，提出各分區各等級遊艇碼頭發展順序及改善建議，

並透過產業及機關座談會意見回饋修正港址篩選及發展順序。本計畫整

體評估流程如圖 5-1 所示。 

7  

圖 5-1  遊艇基地港址評估流程 

5.1  第一階段選址 

臺灣四面環海，港口眾多，但並非所有碼頭皆適合發展作為遊艇基

地，且政府預算有限，應將有限經費作最有效、最經濟應用，故本計畫

除針對既有已開放遊艇停泊碼頭進行篩選外，另透過政府相關研究及港

口主管機關意願調查，將適合發展作為遊艇基地之可行性港址進行統合

彙整後，再進行後續規模分級及發展順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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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遊艇碼頭篩選 

本計畫依據「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之策略分析，針對既有遊

艇碼頭檢討其發展為遊艇基地之適宜性評估，目前國內已開放可供

遊艇停泊之碼頭雖計有 31 處（表 2-10），但本計畫不以私人碼頭作

為評估對象。另離島區域之現有開放之遊艇碼頭皆屬臨停碼頭，非遊

艇專用泊區，需與漁船共用泊位，現況停泊漁船及娛樂漁船，故不納

入評估。本計畫納入第二階段分類之港址，共計 19 處。 

二、相關部門研究分析 

(一)漁港篩選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配合行政院提出之「挑戰 2008 國

家重點發展計畫」中之觀光客倍增計畫，並納入第二期四年(94～97

年度)漁港建設計畫中之「觀光漁港」為對象，考量此類漁港已朝觀

光休閒多功能發展，奠定良好的多元化建設基礎，無論在區位、交通、

港區規模及發展腹地，通常在該區域內即具有發展之優勢與條件。 

後為因應「推動遊艇活動方案」政策，漁業署推動「海岸新生之

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開發規劃」研究案，針對前述觀光漁港水域設

施完善程度(港口或泊地穩靜、疏浚需求等)、港區土地的利用情形(有

無可供發展之腹地)、港區內非漁業機能的活動情形(海釣、交通運輸、

直銷中心、節慶及教育文化活動等)、漁港周邊觀光景點的分布(港外

之遊憩景點)、交通路網的便捷性(是否為單一交通途徑)等因素，篩選

出 14 處適合推動遊艇活動發展之漁港，如表 5-1 所示，並擇定八斗

子、新竹、梧棲及烏石等 4 處漁港為優先試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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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14 處重點漁港觀光遊憩屬性分析表 

 
資料來源：海岸新生之漁港疏浚及多功能漁港開發規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98.06 

 
(二)商港篩選 

目前交通部正辦理國際商港及國內商港 106～110 年未來發展及

建設計畫檢討，本計畫將 7 處國際商港(基隆、臺北、蘇澳、臺中、

安平、高雄、花蓮)及 4 處國內商港(嘉義布袋、澎湖馬公、金門水頭、

九宮及馬祖福澳)皆納入評估。 

三、地方及機關意願調查 

依據 99 年 12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船舶法第 71 條第 3 項規定：

「各級商港、漁港、海岸、河川轄管機關，應於轄區適當地點設置遊

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並依相關法令規劃建設及管理。」因此

交通部航港局於 104 年 3 月 30 日發函調查各地方政府及所轄機關調

查遊艇碼頭發展意願，經相關單位回函表示意見後，彙整如表 5-2 及

表 5-3 所示。 

依據調查結果縣市，除既有使用中之遊艇碼頭外，納入規劃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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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規劃之港口包含高雄鳳鼻頭漁港、馬公第一漁港。 

表 5-2  地方政府及機關遊艇碼頭發展意願調查 
機關別 機關意見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函覆該府轄下分別有正濱漁港、八斗子漁港（第一類漁港，

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及望海巷、長潭里、外木山及大

武崙漁港（第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市政府），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已

規劃設置遊艇停泊專區，是否設置遊艇拖吊升降區域請貴部逕洽主管

機關；另該府掌管第二類漁港，因各漁港腹地狹小且傳統（休閒漁業）

漁船作業已不敷使用，前經相關單位研議現階段不宜開放供遊艇停泊。 

臺北市政府 

查該市基隆河與雙溪匯流口處已有動力小船協會申請租用設置遊艇碼

頭供會員使用，至基隆河錫口、美堤及大佳等 3 座藍色公路碼頭，基於

河防安全考量，以及船席空間與航道水深等限制因素，現階段暫無增設

遊艇碼頭之規劃。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有關淡水河係屬「一跨省市河川」，管理權責屬經濟部水利署，本府水

利局係受委託代為管理。淡水河係以排水防洪為主要考量，至於評估適

當地點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事宜，非涉本府水利局權責，

是為經濟部水利署權責。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經多次進行現況評估後，因該市境內漁港多屬小型漁港且船席位使用

情形皆已趨飽和，尚無開放之空間；另漁業作業係依據漁具、漁法或捕

撈魚種等多種因素決定，無固定作業時間，亦難以劃分特定時段供遊艇

使用。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該市淡水、八里公有客船碼頭，未適遊艇停泊及設置遊艇拖吊升降區

域。 
 新北市漁業處： 
擬將在漁人碼頭、富基漁港、後厝漁港 3 個漁港內規劃遊艇泊位，漁人

碼頭已為休閒漁港且交通方便，將優先在此處第三泊地泊區興建遊艇

泊位，整體規劃目前已在細部修訂階段，預計 105 年上旬即可動工興

建。 

桃園市政府 目前正辦理竹圍漁港「區域範圍暨漁港計畫調整工作」，將一併檢討評

估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 

新竹市政府 未回函，經電恰承辦單位回覆，海山漁港屬區域性漁港，目前無相關規

劃。 

新竹縣政府 
查本縣唯一漁港、泊地有限，現況已不敷漁船（筏）停泊使用，且港區

淤沙嚴重，乾潮時淤沙露出水面，港區漁船（筏）需候潮進出，難以提

供遊艇發展。 
苗栗縣政府 經檢討後無適合設置地點。 

臺中市政府 一、經查本市經管河川為溫寮溪；依經濟部 103 年 1 月 6 日經授水字

第 10320200020 號函公告溫寮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堤防預定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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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別 機關意見 
該溪匯入臺灣海峽處右岸毗鄰溫寮漁港，現況左岸為龜殼生態公

園，斷面 01 至斷面 3.4（溫寮溪橋）現況谿線高約 EL.-1.52 至 1.12
公尺（詳附件），河川區域內不宜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

域。 
二、承上，本市梧棲漁港為第一類漁港，為中央管理漁港，本所管理二

類漁港（松柏漁港、五甲漁港、塭寮漁港、麗水漁港等）均僅可停

靠漁筏，且各漁港區內漁船停泊及使用區域擁擠，故無適當地點設

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 
三、另貴部航港局委託本府觀光旅遊局代辦之「中部地區遊艇基地可行

性評估委託技術服務」案業於 104 年 3 月 31 日完成決標，刻正辦

理簽約作業，目前無相關評估資料，俟初步評估結果完成後另案提

送。 
彰化縣政府 未回函，經電洽承辦單位回覆所轄漁港目前無相關規劃。 

南投縣政府 因本縣屬內陸縣，且河川溪流均屬中上游，河面狹窄，不適宜行駛船舶，

故無適當地點可供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 
雲林縣政府 未回函，經電洽承辦單位回覆所轄漁港目前無相關規劃 

嘉義縣政府 

經査本縣轄內已規劃布袋遊艇港提供遊艇停泊，目前港區浮動碼頭計

有 14 席舶位可供中小型船停泊，本府預計於今（104)年底完成第二座

浮動碼頭增設工程，約可增加 12 席舶位，另港區現已設有曳船道供遊

艇拖吊升降。 

臺南市政府 

1.經查有將軍漁港已設置遊艇碼頭 1 處，可容納小型遊艇數約 15 艘，

目前供漁用小船停泊。 
2.另漁業署委託代管之安平漁港，已設置遊艇碼頭 2 處，遊艇席位共 46
席。 

3.上述 2 漁港均無設置遊艇拖吊升降區域。 

高雄市政府 

1.本市目前設有 40 席遊艇停靠泊位，分別為鼓山漁港哨船頭遊艇碼頭

25 席及興達漁港 15 席，停泊率達 100%，另輔導民間業者於高雄港

22 號碼頭設置 39 席遊艇泊位，逐步增加本市遊艇停泊席位。為推展

本市遊艇產業，遊艇碼頭之增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惟設置遊艇碼

頭需考量水深、潮差、靜穩度等海況條件及腹地、交通、生活機能等

環境因素，本府未來將就本市鳳鼻頭漁港及鄰近船渠間開發遊艇碼

頭可行性進行評估規劃。此外，本市小港臨海新村已設有遊艇吊掛下

水設施，提供遊艇業者付費使用。 
2.另本市轄管愛河水域因多座橋樑橫跨，河面與橋底高度皆受限，且目

前尚有觀光愛之船及貢多拉船航行，不宜設置遊艇停泊及拖吊升降

等相關設施。 
屏東縣政府 未回函，經電恰承辦單位回覆所轄漁港目前無相關規劃。 

宜蘭縣政府 

一、查本轄烏石港已設置遊艇泊區，提供 32 個船席及岸水岸電設施，

供遊艇停泊使用，另為便利遊艇、小船等船隻起卸及陸上暫置，該府刻

正辦理斜坡道工程，預計 104 年 9 月 5 日完工。至其他漁港考量其港

埠用地空間有限，漁船停泊已近飽和，尚無法提供空間增建遊艇停泊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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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別 機關意見 
二、另經評估該府轄管河川區域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其

豐枯水位差異較大不適宜設置。 
花蓮縣政府 未回函，經電洽承辦單位回覆所轄漁港目前無相關規劃。 

臺東縣政府 
旨揭事宜經審慎評估，本縣所轄金樽漁港尚有廣大腹地可規劃利用，且

泊地廣闊水深，漁船筏數量少，適合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

域。 

澎湖縣政府 

1.查本縣目前計有 10 處漁港開放遊艇停泊，馬公漁港並劃有專用區位，

有關拖吊升降區域應配合陸域遊艇服務設施併為建置。而一般維修拖

吊，本縣目前馬公、赤崁、鳥嶼、七美等漁港均有修造船廠可供利用。 
2.遊艇停泊專區遊艇港之設置，本縣已著手進行規劃(馬公第一漁港、

澎湖港馬公碼頭區)，後續需協助部份，惠請貴局鼎力支持。 

金門縣政府 

一、本縣目前尚無遊艇相關活動之推展，僅限於兩岸遊艇申請直航及中

轉交流活動之配合遊艇進出金門商港區之停靠（泊）作業。惟為因應金

門未來發展海上休閒活動之需求，已配合「金門港埠未來發展及建設計

畫」推展，先行將金門國內商港（水頭及九宮港區）納入規劃遊憩船基

地之發展空間，並分期規劃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略述如

下： 
(一)短期：本縣港務處業於 103 年度辦理「水頭新建港區東側浮動碼頭

建置案」，初步規劃建置浮動碼頭 30 公尺，兩側可供遊艇停泊，目前刻

正細部設計規劃中，以因應近期發展海上休閒活動開放遊艇臨時停靠

需求。 
(二)中、長期：「金門港埠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1 年-105 年）」保留

遊憩船基地之發展空間，暫規劃可停放 30 艘大型、50 艘中型、30 艘

小型遊艇之浮動碼頭及操船空間等需求，保留約 31,300 平方公尺之水

域面積，水深暫定 EL.-3.0 公尺，配合該計畫辦理「水頭港及九宮港遊

憩船基地細部規劃」，有關遊艇拖吊升降區域，亦將納入該規劃作業，

以作為後續水頭、九宮港區遊憩碼頭建置依據。 
二、至本縣所轄漁港、海岸及河川，經評估暫無規劃設置遊艇停泊及遊

艇拖吊升降區域之需求，將視金門未來發展海上休閒活動之推展情況，

再檢討評估納入規劃設置。 

連江縣政府 
馬祖國內商港各碼頭區因潮差較大，且泊區擁擠，浮動碼頭因應需於標

準波高 0.3 公尺以下使能設置，清查本港各碼頭區之現況均無法滿足所

需，未來視相關港埠建設規劃中再行檢討。 

農委會漁業署 

1.依漁港法第 3 條規定:「一漁港:指主要供漁船使用之港」，即漁港以漁

業優先使用為原則，如有餘裕空間且當地漁民完全贊成可以提供遊艇

停泊，再評估於漁港內設置遊艇泊區，合先敘明。 
2.本署主管之 9 處第 1 類漁港可提供遊艇停泊者，計烏石漁港、八斗子

漁港、新竹漁港及安平漁港等 4 處漁港。至於遊艇拖吊升降區域部分，

八斗子、烏石及安平等 3 處漁港已辦理民間促參事宜，未來將交由民

間廠商處理；另新竹漁港則有斜坡道，可供遊艇使用。 
3.至於其他 5 處第一類漁港，經檢討尚無餘裕空間可供遊艇使用。 

經濟部水利署 1.河川海岸係為國土一部分，受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如區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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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別 機關意見 
畫法、水污染防治法、船舶法、海岸管理法、濕地法、水利法等）管

制，因此河川、海岸轄管內各類事項，應依其內容分由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本權責辦理，並由各該主管機關編列經費執行。 
2.查遊艇事業為交通事業一環，其所需相關設施建置及管理涉及交通專

業領域，依業分工自當由專職機關負責，以符事權合一精神。 
3.本署職掌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及一般性海堤之防洪及治水，至遊艇

停泊及遊艇拖吊升降區域規劃建設及管理非屬本署轄管事項，因此

對於所轄河川及海岸相關規劃係以河防安全為主，並無前類設施或

區域規劃。 
4.依據水利法第 63 條之 5、78 條、78 條之 1 規定，對於海堤區域、河

川區域已明定禁止及應經許可行為事項，倘遊艇事業主管機關有遊

艇停泊及拖吊升降區域之規劃建設需求，可依水利法相關規定向該

河川或海堤區域管理機關提出申請，並於取得許可後規劃施設。 
交通部觀光局

澎湖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因目前該處遊艇停靠港口屬漁港，區位劃定及港埠建設係屬地方權管

事項，該處非主政機關，本案當視地方政府評估研議情況，再行協力配

合。 

大鵬灣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大鵬灣濱灣碼頭目前設有 36 席船席位，欲承租者得依照相關規定提出

申請並繳交相關資料、證件等，以提供遊艇停靠使用。另鑑於目前濱灣

碼頭周邊土地已不敷使用，尚無設置遊艇拖吊升降區等設施。 
交通部觀光局

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該處所轄管區域無遊艇相關活動，爰本案與該處無涉。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1.設置遊艇停泊區域：本處後壁湖遊艇港可用船席泊位 66 席，目前經

常性停泊船泊數量為 44 艘，尚有 22 席船泊位可供停泊。 
2.設置遊艇拖吊升降區域：本處後壁湖遊艇港設置有陸上置艇區及斜坡

道，可供各式船艇僱請拖吊業者或船主自行以拖車拖吊至陸上置艇及

臨時維修保養船體使用，且鄰近後壁湖漁港亦設置有上架場，可提供

該港漁船及其他船艇維修係養使用，是以目前暫無設置之需求。 
交通部觀光局

東北角暨宜蘭

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該處表示 89 年於新北市貢寮區龍洞南口海岸建設啟用龍洞遊艇港，面

積計 4.4262 公頃，內設 3 處遊艇泊渠、2 處曳船道及 1 座電動上下架

船臺，並於 97 年以 ROT 方式委託基瓦諾育樂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經營

管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5-3  地方政府及機關遊艇碼頭發展意願彙整 

機關別 有無泊位 目前辦理情形 是否設置上下架

設施 
基隆市政府 八斗子漁港 無其他規劃 無 

臺北市政府 僅雙溪碼頭(已出
租) 無其他規劃 無 

新北市政府 無 淡水第二漁港 
(廠商已準備簽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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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別 有無泊位 目前辦理情形 是否設置上下架

設施 
桃園市政府 竹圍漁港 漁港計畫重新檢討中 無 

新竹市政府(電洽)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新竹縣政府 無 坡頭漁港可行性評估結果
低 無 

苗栗縣政府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臺中市政府 無 辦理評估完成 
(梧棲漁港、臺中商港) 無 

彰化縣政府(電洽)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南投縣政府 無 無適合地點 無 

雲林縣政府(電洽)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嘉義縣政府 布袋遊艇港 
目前布袋港進行第二座浮
動碼頭增設工程，約可增

加 12 席舶位 
有 

臺南市政府 將軍漁港、安平漁
港 無其他規劃 無 

高雄市政府 
鼓山漁港、興達漁

港 
高雄港 22 號碼頭

(亞灣碼頭) 

未來鳳鼻頭漁港及鄰近船

渠間開發遊艇碼頭可行性

進行評估規劃 

小港臨海新村已
設有遊艇吊掛下

水設施 

屏東縣政府(電洽)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宜蘭縣政府 烏石漁港 無其他規劃 設置中 

花蓮縣政府(電洽)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臺東縣政府 無 金樽漁港可供規劃 無 
金門縣政府 無 水頭及九宮港區規劃中 無 
連江縣政府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澎湖縣政府 10 處漁港開放遊艇
停泊 

馬公第一漁港完成招商、
澎湖港馬公碼頭區規劃中 有 

農委會漁業署 
烏石漁港、八斗子
漁港、新竹漁港及

安平漁港 
無其他規劃 無 

經濟部水利署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 大鵬灣濱灣碼頭 無其他規劃 無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無 無其他規劃 無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後壁湖遊艇港 無其他規劃 有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

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龍洞遊艇港 無其他規劃 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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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篩選結果 

為避免過度投資建設，產生閒置空間，本計畫主要評估發展之遊

艇港或遊艇碼頭地點係以具有發展潛力，及相關公部門正規劃建設

之遊艇港或遊艇碼頭地點為主，經篩選納入評估之港址如表 5-4 所

示，共計 30 個港址。 

表 5-4  臺灣遊艇碼頭評估港址 
分區 所在縣市 碼頭名稱 

北區(7) 

新北市 龍洞遊艇港 
基隆市 八斗子漁港（碧砂泊區） 
桃園市 竹圍漁港 
基隆市 基隆商港 
新北市 臺北商港 
新北市 淡水第二漁港 
宜蘭縣 烏石漁港 

中區(3) 
新竹縣 新竹漁港 
臺中市 臺中商港 
臺中市 梧棲漁港 

南部(11) 

嘉義縣 布袋遊艇港 
屏東縣 後壁湖遊艇港 
屏東縣 大鵬灣遊艇港 
臺南市 安平漁港 
高雄市 興達漁港 
高雄市 鼓山漁港 
臺南市 將軍漁港 
高雄市 旗津漁港 
高雄市 鳳鼻頭漁港 
高雄市 高雄商港 
臺南市 安平商港 

東區(4) 

臺東縣 新港漁港 
臺東縣 金樽漁港 
花蓮縣 花蓮商港 
宜蘭縣 蘇澳商港 

離島* 

澎湖縣 澎湖港區馬公碼頭區 
澎湖縣 馬公第一漁港 
金門縣 金門商港水頭港區 
金門縣 金門商港九宮港區 
連江縣 福澳港西側水域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離島地區目前皆無專用遊艇碼頭，澎湖縣有開放漁港供遊艇靠泊，但皆須與

漁船共用，而金門及馬祖現況仍未開放漁港或商港供遊艇靠泊，但目前已有規劃中之遊艇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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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二階段規模分類 

遊艇碼頭開發型態除考量碼頭所在地之港址條件，另必須考量遊艇

碼頭之腹地規模及周邊遊憩活動之發展條件等，由於臺灣現有遊艇碼頭

開發皆未達到最佳規模，為使臺灣未來遊艇基地開發能逐步達到與國外

遊艇基地規模等級接軌，本計畫參考國外遊艇港之開發內容，訂定三種

等級之遊艇港開發面積及最低標準所需包含之基本服務設施，如表 5-5

所示，主要分為「簡易遊艇港(Stand alone Marina)」、「遊艇港及服務中

心(Marina with town-center focus)」及「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Integrated 

marina/tourism resort)」等三類，其中「簡易遊艇港」僅提供水域、船席

之基本設施外，陸上亦僅設置遊艇服務設施；「遊艇港及服務中心」除

船席停泊設施外，陸上進一步設置餐飲、商店及小規模旅館等，而「綜

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則提供遊艇水域、船席，陸上並設置完善之俱樂

部、住宿、遊憩及各項服務設施。 

表 5-5  遊艇碼頭發展規模訂定 
規模 

項目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 遊艇港及服務中心 簡易遊艇碼頭 
水陸域 

面積(公頃) >8.0 公頃 3.5～8.0 公頃 <3.5 公頃 

基
本
服
務
設
施 

水域 
 浮動碼頭 
 岸水、岸電設施 
 油料供應 

 浮動碼頭 
 岸水、岸電設施 

 浮動碼頭 
 岸水、岸電設

施 

陸域 

 管制設施 
 曳船斜坡道 
 上下架設施 
 陸置艇庫或岸置設

施 
 遊客服務中心 
 餐飲 
 商店 
 住宿 
 俱樂部、遊艇租賃 

 管制設施 
 曳船斜坡道 
 上下架設施 
 岸置設施 
 服務中心 
 餐飲 
 商店 

 管制設施 
 曳船斜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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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項目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 遊艇港及服務中心 簡易遊艇碼頭 

碼頭類型 公共遊艇碼頭 
私人遊艇碼頭 

公共遊艇碼頭 
私人遊艇碼頭 公共遊艇碼頭 

開發模式 民間投資為主 
政府投資為輔 

民間投資為主 
政府投資為輔 

政府投資為主 
民間投資為輔 

經營模式 民間經營 民間經營 
政府經營 

民間經營 
政府經營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由於臺灣現況遊艇碼頭多停留在前述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之規模，

少部分遊艇專用港或漁港內遊艇專用碼頭類似「遊艇港及服務中心」等

級，為便於本計畫評估既有之遊艇碼頭等級，後續港址評估初步以水陸

域可開發總面積進行等級分類之依據，如表 5-6 所示，待未來臺灣遊艇

基地穩定發展後，再配合水陸域基本服務設施項目重新進行檢核，亦可

配合國外評鑑項目重新訂定等級內容。 

表 5-6  臺灣遊艇碼頭規模分類 

規模分類 港址名稱及水陸域總面積(ha) 

等級 1 
(總面積

>8.0ha) 

高雄 
興達 
漁港 
(98.0) 

臺北 
商港 
(26.3) 

金門 
商港水

頭港區 
(24.0) 

屏東 
大鵬

灣 
遊艇

港 
(26.0) 

臺南 
安平 
漁港 
(18.4) 

基隆 
八斗

子漁

港 
(11.5) 

嘉義 
布袋 
遊艇

港 
(9.2) 

臺南 
安平 
商港 
(8.4) 

臺中 
梧棲 
漁港 
(8.1) 

宜蘭 
烏石 
漁港 
(8.0)   

等級 2 
(總面積

3.5~8.0ha) 

金門 
商港

九宮

港區 
(8.0) 

馬祖 
福澳

港西

側水

域 
(7.2) 

臺南 
將軍 
漁港 
(6.1) 

澎湖

港 
馬公 
碼頭

區 
(4.7) 

桃園 
竹圍 
漁港 
(4.5) 

屏東 
後壁

湖 
遊艇

港

(4.1) 

新北 
龍洞 
遊艇

港 
(3.9) 

臺東 
金樽 
漁港 
(3.7)     

等級 3 
(總面積

<3.5ha) 
新竹 
漁港 
(3.2) 

臺中 
商港 
(3.0) 

高雄 
旗津 
漁港 
(2.7) 

蘇澳 
商港 
(2.7) 

淡水 
第二 
漁港 
(2.5) 

澎湖 
馬公

第一

漁港 
(2.0) 

高雄 
鼓山 
漁港 
(1.6) 

基隆 
商港 
(1.1) 

臺東 
新港 
漁港 
(0.8) 

高雄 
商港 
(0.7) 

高雄 
鳳鼻

頭 
漁港 
(0.6) 

花蓮 
商港 

(*) 
備註：()數字代表港址水陸域可開發總面積，單位:公頃；考慮金門地區競合問題，配合執行中規

劃案將九宮港區分類為等級 2 之遊艇基地；
* 
花蓮港受長波共振影響，港內無法設置浮動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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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1、2 之遊艇基地建議優先由民間投資方式開發，碼頭類型應包

含私人及公共遊艇碼頭，等級 3 則優先採政府興建或民間投資，碼頭類

型主要以公共遊艇碼頭為主。 

5.3  第三階段順序評估 

5.3.1  評估準則擬定 

參考交通部觀光局「遊艇港設施規劃及設計參考規範」、國外遊艇

港興建、營運所需考慮項目及參考文獻重複出現評估比例較高者，將性

質相近的項目再予以整併為單一評估準則，擬定本計畫四項構面、十四

項評估準則，如圖 5-2 所示。 

各項準則內涵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  臺灣遊艇基地評估準則 

一、港址條件 

(一)港池靜穩度 

港區靜穩度對於船舶繫泊之安全性與浮動碼頭之設施耐用性關

係甚鉅，為確保遊艇之安全繫靠、停泊，必須有靜穩之泊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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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港口冬季季風期間風速大於其他時間之平均風速，因此造

成之風浪較大，如惡劣的季風在船隻靜止時，左右搖晃會令人感到不

適，不同季節性下每個港口氣候多變，每年可提供遊艇進出港之日數

減少。由於颱風為逆時針轉動氣旋，任何波浪方向均有可能發生，其

造成之風浪也最大，威脅性也大。為避免波浪侵入港內，損壞船艇及

浮動碼頭等設施，對於遊艇繫泊之水域之穩靜度要求較為嚴苛，依據

日本港灣設計基準（OCDI 2009）對於遊艇船渠內之規定，繫留泊位

波高需在 0.3 公尺以下，以提供遊艇停靠之基本條件。 

蒐集各港靜穩度分析資料如表 5-9，港池靜穩度一般以波高表示，

波高越小，表示港池靜穩度越好，越適合遊艇停泊。 

(二)可用水域面積 

泊地主要功能為船舶停靠、迴旋及操船所須之空間，需確保足夠

之水深、面積及靜穩，而可用水域面積直接影響可規劃作為泊位數量

或水域遊憩空間，因此可用水域面積越大，未來之發展性越好。 

(三)水深維護條件 

一般而言泊地水深會影響入港船隻大小，間接限制一個港口之

使用條件，一般訂定清淤後或自然情況下的水體深度至少為最大船

舶的吃水深度加 0.5 公尺以上，常見船隻吃水深如表 5-7 所示。另遊

艇港一般都建造在較淺之水域，對漂砂淤塞港口地帶均需加以考慮，

如果港區漂砂問題嚴重，為避免船隻觸底，導致船隻損壞，且若面臨

潮差大之港口，在低潮時恐因淤砂而導致遊艇無法進出港，故港區必

須經常疏濬至所需水深，相對將增加港區水域維護經費。本計畫以水

深越深、無漂沙問題之場址，則可得到較高評分，如水深不足且有漂

沙問題，則所得分數較低。目前國內玩家擁有之船艇以中小型遊艇(60

呎以下)為主，故各港區水深至少須滿足提供中、小型遊艇停泊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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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表 5-7  船隻長度與吃水關係 
船隻長度 吃水深(公尺) 

(公尺) (呎) 動力艇 帆船 
8 26 1.2 1.8 

10 33 1.3 2.1 
12 40 1.4 2.4 
15 49 1.5 2.5 
20 66 2.0 2.8 
25 82 2.5 3.0 

資料來源：國際遊艇碼頭規劃設計準則，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102.12 
 

二、環境設施 

(一)可用腹地面積 

港區腹地面積為港區後線可供發展之空間，直接影響港區未來

可提供之服務性，陸域腹地面積大，則未來可供開發、提供服務之項

目多，提供複合性服務之機率高，相對的腹地面積小，則限制了其發

展港區之發展規模，相對所能提供之服務空間較小，故港區可用腹地

面積越大，則評分越高。 

(二)既有設施完整性 

關於遊艇基地之建置，最重要者乃其所提供之服務設施，能否滿

足活動之所有需求，若未能達成此一目標，則基地恐因機能不便利，

降低使用效能。因此，國外研究認為真正之遊艇基地應能提供完整服

務，亦即至少必須包括基本設施如表 5-8 所示。本計畫依據下表檢核

既有遊艇碼頭設施，具備項目越多，則評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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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最佳遊艇基地應具備之基本設施條件 
編號 項目 編號 項目 

1 船隻固定系統 7 餐飲、住宿等民生設施 
2 電力供應系統 8 商場、球類等娛樂設施 
3 自來水及油料供應 9 遊艇維護設施(清潔、維護、拖曳上岸) 
4 電信通訊服務 10 遊艇出租服務 
5 海象資訊即時公告系統 11 陸上艇庫 
6 冰塊與魚類洗滌儲存設備 12 其他服務 

資料來源：「臺灣最適遊艇活動模式及推動策略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9) 

(三)交通便利性 

遊艇港周遭交通便捷及行駛動線的暢通，是吸引人潮前往旅遊

之動能之一，密集地運輸網也會影響周邊景點串連程度，間接帶動民

眾前往遊艇港的興致度及提高遊艇碼頭泊位之使用率、周轉率。 

本計畫將依據既有港區周圍高速公路、縣道、鄉道、市區道路數

量多寡及距離市區火車站遠近進行評估，距離火車站越近，周圍交通

運輸網越多，則評分較高。 

(四)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 

由現況調查可知，臺灣目前遊艇產業主要分布在北區及南區，本

計畫將依據各港區周邊鄰近遊艇產業數量進行評估，遊艇碼頭周圍

相關產業(包含遊艇產業、水上活動業者、餐廳、商店、飯店...)越多，

將有助於遊艇活動之發展，間接帶動遊艇基地之活絡。 

三、營運管理 

(一)既有營運維護管理成效 

遊艇專用碼頭之停泊，依據先進國家的經驗，泊位之掌控相當重

要，需全天候有專人負責遊艇進出港之調度及安全控管，故遊艇碼頭

的管理應比漁船停泊之管理更為細膩。 

本計畫依據各港區目前營運現況進行評估，評分基準以「BOT」

港區優於「OT」港區優於「主管機關自營」港區，且「全區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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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部分委外」方式進行評分。 

(二)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民間是否有投資意願，其水上、陸上資源條件佔極大因素，投資

報酬率佳的地點，各式各樣之商家自然會主動進駐，故本計畫依據各

港區現況周邊商店、餐廳、飯店及遊艇水上休閒業者數量及民間招商

情形，作為評分之基準，既有港區如已進行民間投資招商作業，則分

數相對較高外，另依據民間開發情形進行評估，如未進行民間招商開

發，分數相對較低，並依據港區周圍相關產業之發展狀況予以評分。 

(三)需要開發期程 

由於各港口主管機關開發意願及各港區整體規劃內容決定其開

發期程，如未明確納入整體規劃或漁港計畫之未來發展，其近期執行

可行性相對較低。 

對於有意願進行遊艇基地開發之主管機關，各港區整體規劃內

容已規劃經費及行政程序都可加速遊艇基地發展之期程，故其得分

數相對較高。 

(四)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根據主計處的定義，「可支配所得」能夠代表的是「生活品質」。

隨著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飆漲，導致可支配所得的減少，民間消費將較

低落，因此當可支配所得高時，則民眾進行遊艇活動消費之機會較大，

反之則較少。且國際上之遊艇活動發展潛力多以該地區人民平均所

得了解基本發展可能性，故可支配所得之高低更能反應遊艇相關活

動之潛在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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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關係者參與 

(一)主管機關參與支持度 

政府機關在推動遊艇碼頭開發過程中，不論在政策研擬或預算

之編列，皆必須有其推動依據，故需預先進行遊艇碼頭之規劃評估，

訂定其發展方向，本計畫將依據各碼頭是否已進行評估或規劃設計

工作，作為主管機關參與之評估依據。 

(二)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環境影響評估中居民的意見時常會左右環評的結果，研究認為

基地的選擇上當地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雙方互信機制下有了共識，可

以減少反對聲浪，而既有碼頭若位於漁港內，則漁民及當地漁會是否

接受並支持，將影響港區內遊艇碼頭之發展及後續開發甚鉅。 

(三)港口競爭性 

單一地區臨近之遊艇港或遊艇碼頭，使用者將視哪一處之服務

或其它條件評估後擇一停靠，故除非遊艇泊位已有不足，否則過於臨

近之遊艇港將造成一定之競爭性。本計畫範疇為遊艇基地，故遊艇專

用港相對於其他碼頭，競爭力最高，漁港內若設有遊艇專用碼頭者次

之，商港因有開放停泊區域者，優於漁港內需與漁船競爭之泊位，而

如屬商、漁港共用之區域則競爭力相對最弱。 

  



區域 評估地點 靜穩度(波高m) 水域面積(ha) 水深維護條件
可用腹地面積

(ha)
既有設施完整度

交通便利(km)
(距都會車站距離)

遊艇產業發展程
度(數量)

既有營運管理 民間投資意願 開發期程(年)
民眾可支配

所得(元)
主管機關參與及

支持度
既有使用者

接受度
港口競爭性

新北市龍洞遊艇港 >0.5 0.88 -3.25 3 1.2.7.9.11 52.6 0 民間公司 民間經營中 2~5 284,783     ROT完成 贊成 專用港

基隆八斗子漁港
   （碧砂港區）

0.1～0.3
 (受長波影響)

8.5 -4.5 3 1.2.3.6.7.8.9.12 39.3 1 民間公司 民間經營中 0 290,287     OT完成 配合 專用泊區漁港共用

桃園竹圍漁港 0.3～0.5 1.95 -2 2.5 1.2 37.7 5 市府管理 無 1~2 288,668     漁港計畫檢討中 配合 漁港共用

基隆商港 0.1～0.2 0.5 -4.5 0.6 1 1.2 8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90,287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配合 商船共用

淡水第二漁港 0.2～0.5 0.88 -3 1.66 3.6.7.12 23.5 3 市府管理 民間投資興建中 0 284,783     民間完成簽約 配合 專用泊區漁港共用

臺北商港 0.5 24.6 -2 1.7 0 7.8 10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84,783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配合 專用泊區

宜蘭烏石遊艇港 0.3以下 1.7 -4.5 6.3 1.2.3.11 53.6 0 市府委外管理 民間議約中 1~2 266,844     OT+BOT完成 配合 專用泊區漁港共用

新竹漁港 0.3～0.5 2.3
-3

漂沙嚴重
0.9 1 11.4 1 市府管理 無 >5 314,004     無 配合 漁港共用

臺中商港
(淺水船渠)

0.3以下 1.8
-3

漂沙
1.2 無 40.1 0 港務公司管理 已有廠商接觸 1 282,352     

招商作業進行階
段

配合 商船共用

臺中梧棲漁港 0.35 3.5 -3 4.6 1.7 40.3 2 市府管理 已有廠商接觸 2~5 282,352     無 再協商 專用泊區漁港共用

嘉義布袋遊艇港 0.5 5 -4 6.8 1.2.3.7.8.9.11.12 39.1 3 市府管理 OT與BOT招商中 1~2 236,947     ROT議約中 贊成 專用港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0.5 2.3 -3.5 1.8 1.2.11 109 0
政府與民間共同

管理
已有廠商接觸 2~5 232,187     ROT完成 配合 專用港

屏東大鵬灣遊艇港 0.2 20 -4 6 1.2.3.7.8 51.6 1 政府管理 民間經營中 1~2 232,187     環評進行中 贊成 專用港

臺南安平漁港 0.65以下 6.4 -6 12 1.2 8.8 4 市府代管理 BOT招商中 1~2 261,153     前期規劃中 配合 專用泊區漁港共用

臺南安平商港 0.3 2.1 -3.5 6.3 1 7.5 4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61,153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配合 專用泊區

高雄興達漁港 0.3 58 -5 40 1.2 40 0 市府管理 已有廠商接觸 2~5 295,244     
招商作業進行階

段
配合 漁港共用

高雄鼓山漁港 0.3 1.1 -4.5 0.5 1.2.7 5.2 0 市府管理 團體承租 >5 295,224     
OT完成、擴充

規劃中
贊成 漁港共用

臺南將軍漁港 0.5 2.5 -1.5 3.6 1 34 1 市府管理 無 >5 261,153     無 配合 漁港共用

高雄旗津漁港 0.3 1.5 -6 1.2 1 15.7 3 市府管理 陸上設施OT >5 295,224     無 配合 漁港共用

高雄商港 0.3 0.5 -4.2 0.2 1.2.7 4.8 14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95,224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配合 商、漁船共用

高雄鳳鼻頭漁港 0.5 0.2 -3 0.4 1 19 1 市府管理 無 2~5 295,224     
未來納入規劃檢

討
配合 漁港共用

臺東新港漁港 0.4 0.3 -3.5 0.5 1 55.3 0 市府管理 無 >5 266,295     無 反對 漁港共用

臺東金樽漁港 0.6 2.2 -3 1.5 1 36.8 0 市府管理 有潛在廠商 2~5 266,295     初步規劃完成 配合 漁港共用

花蓮商港 有長波共振 0 -7.5 0 1 4.5 1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71,606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再協商 商船共用

蘇澳商港 0.3 1.03 -3 1.7 1 24.5 0 港務公司管理 無 >5 266,844     
納入整體規劃檢

討
再協商 商船共用

澎湖港馬公碼頭區 0.2~0.3 2.45 -2.5 2.2 1.2.3 10 0 軍方管理 有潛在廠商 1~2 273,034     
招商作業進行階

段
配合 大型客船共用

澎湖第一漁港 0.2 1.2 -2 0.9 0 8.9 2 市府管理 有潛在廠商 2~5 273,034     
民間投資招商完

成
配合 閒置泊區

金門商港水頭港區 0.15 13 -3 11 1.2.3.7.8.11 8.5 1 市府管理 無 2~5 309,812     規劃興建中 再協商 漁港共用

金門商港九宮港區 0.3 5 -3 3 0 15.3 0 市府管理 無 2~5 309,812     規劃興建中 配合 商港共用

馬祖福澳港 0.55 3.5 -3 3.7 1.2.3 3.2 0 無 無 >10 344,406     規劃中 再協商 商、漁港共用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5-18

離島

表5‑9  遊艇碼頭評估準則基本資料

中部

北部

南部

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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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權重計算 
針對前述訂定之 4 項構面、14 項準則，本計畫參考「遊艇港管理競

爭力之研究」報告，採層級評分法進行 4 項構面、14 項準則之權重分析。

層級評分法是擷取層級分析法(AHP)的優點，利用評分法之技巧，判斷評

估準則之權重，再據以評估遊艇港基地，當評估要素之重要程度不易用

客觀量化衡量時，可用主觀判斷方式評判，評分法(scoring method)乃應

用而生；由於簡單易懂，在實務上廣被應用。 

評分方法係專家利用評分的方式，對於在評估層級結構中之要素，

在上位要素做為評判標準下，對下位多個要素的重要程度或績效達成程

度，給予不同之分數。 

由於遊艇基地建置及營運管理皆有其專業性，本計畫參與評分之專

家共，依領域專長有遊艇基地經營業、遊艇產業、遊艇或帆船協會、港

灣工程規劃設計及主管機關。依據李克特衡量尺度，分別以非常高(5分)、

高(4 分)、普通(3 分)、低(2 分)、非常低(1 分)五等級，請專家主觀判斷 4

大構面及其所屬評估準則對遊艇基地評估之相關性進行評分，最後依據

各項構面及準則之得分，分別進行加權平均計算，並經由本計畫所辦理

之兩次座談會廣徵產、官、學界與民間代表意見後，歸納統整得出各規

模之準則權重係數如表 5-10～表 5-12 所示，各專家評分計算表請參閱附

件三。 

依據專家評分計算結果顯示，各專家對於各規模之 4 大構面權重分

析結果差異不大，但針對各規模之評估準則項目權重分析結果，則有較

大之差異，專家普遍認為等級 1 將開發為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俱樂

部，主要建議採民間投資方式開發，對於基地發展而言，除了港址條件

外，是否有民間對該港址有投資意願較為重要，因此權重計算後其評估

項目保留 7 項準則，同理，等級 2 權重計算後保留了 9 項準則，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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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建議由政府興建，因此評估後仍維持 14 項評估準則。 

表 5-10  等級 1 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構面 相關權重 評估準則 相關權重 絕對權重(%) 排序 

港址條件 0.268 
港池穩靜度 0.572 15.3 2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0.428 11.5 5 

環境設施 0.218 
可用腹地面積 0.511 11.1 6 

交通便利性 0.497 10.8 7 

營運管理 0.233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1.000 23.3 1 

利益關係者參與 0.282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度 0.515 14.5 3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0.485 13.7 4 
註：因小數位數字進位問題造成權重數據總合不等於 1 之情形。 

 

表 5-11  等級 2 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構面 相關權重 評估準則 相關權重 絕對權重(%) 排序 

港址條件 0.290 
港池穩靜度 0.572 16.6 1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0.428 12.4 3 

環境設施 0.250 

可用腹地面積 0.327 8.2 8 

既有設施完整性 0.311 7.8 9 

交通便利性 0.363 9.1 7 

營運管理 0.233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0.580 13.5 2 

需要開發期程 0.420 9.8 6 

利益關係者參與 0.227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度 0.515 11.7 4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0.485 11.0 5 
註：因小數位數字進位問題造成權重數據總合不等於 1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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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等級 3 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構面 相關權重 評估準則 相關權重 絕對權重(%) 排序 

港址條件 0.290 

港池穩靜度 0.397 11.5 1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0.297 8.6 3 

水深維護條件 0.306 8.9 2 

環境設施 0.279 

可用腹地面積 0.284 7.9 4 

既有設施完整性 0.240 6.7 9 

交通便利性 0.280 7.8 5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 0.196 5.5 11 

營運管理 0.233 

既有營運維護管理成效 0.276 6.4 10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0.309 7.2 7 

需要開發期程 0.224 5.2 13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0.191 4.5 14 

利益關係者參與 0.198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度 0.376 7.4 6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0.354 7.1 8 

港口競爭性 0.270 5.3 12 
註：因小數位數字進位問題造成權重數據總合不等於 1 之情形。 

 

5.3.3  基地順序評估 

依據前述各規模評估準則、權重百分比及各港口現況調查資料，進

行各區各規模之遊艇碼頭評估排序及加權計算總分，由分數高低作為基

地開發順序之依據。 

以北區等級 1 之遊艇基地評估為例（表 5-13），依據前述規模分類

下共有三個港口進行比較，在各項準則下依據各港口現況調查情形(表 5-

9)客觀給定名次，例如就港池靜穩度而言，依據靜穩度分析資料顯示，

波高越小、靜穩度越佳，因此三個港口排名依序為第一名烏石(3 分)、第

二名臺北商港(2 分)、第三名八斗子漁港(1 分)，依此類推可得單項評估

準則之加權計分(為分數乘以絕對權重)，將各項評估準則加權計分加總

後得到該港口之評估分數，分數高者優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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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準則評分及權重計算如表 5-13～表 5-20 所示。其餘各區詳細評

估名次及加權計算結果請參閱附件三。 

表 5-13  北區等級 1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基隆八斗子漁港 
（碧砂港區） 臺北商港 宜蘭烏石遊艇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條

件 

港池穩靜度 15.3 3 0.15 2 0.31 1 0.46 

港口可利用

水域面積 11.4 2 0.23 1 0.34 3 0.11 

環境設

施 

可用腹地面

積 11.1 2 0.22 3 0.11 1 0.33 

交通便利性 10.8 1 0.32 2 0.22 3 0.11 
營運管

理 
民間投資開

發意願 23.3 1 0.70 3 0.23 2 0.47 

利益關

係者參

與 

主管機關參

與及支持度 14.5 1 0.44 3 0.15 2 0.29 

既有使用者

接受意願 13.6 1 0.41 3 0.14 2 0.27 

總計 - - 2.47 - 1.50 - 2.04 
發展順序 - 1 3 2 

備註：各碼頭 1～3 排序，1 為最佳(得 3 分)，3 為最差(得 1 分)，合計最高分者，發展順序為第 1 

 

表 5-14  北區等級 2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臺北龍洞遊艇港 桃園竹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條件 
港池穩靜度 16.6 2 0.17 1 0.33 

港口可利用水

域面積 12.4 2 0.12 1 0.25 

環境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8.2 1 0.16 2 0.08 
既有設施完整

性 7.8 1 0.16 2 0.08 

交通便利性 9.1 2 0.09 1 0.18 

營運管理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13.5 1 0.27 2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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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臺北龍洞遊艇港 桃園竹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需要開發期程 9.8 1 0.20 2 0.10 

利益關係者

參與 

主管機關參與

及支持度 11.7 1 0.23 2 0.12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11.0 1 0.22 2 0.11 

總計 - - 1.62 - 1.39 
發展順序 - 1 2 

 

表 5-15  北區等級 3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基隆商港 淡水第二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度 11.5 1 0.23 2 0.12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8.6 2 0.09 1 0.17 

水深維護條件 8.9 1 0.18 2 0.09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1 0.13 2 0.07 
交通便利性 7.8 1 0.16 2 0.08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 5.5 1 0.11 2 0.05 

營運

管理 

既有營運維護管理成效 6.4 1 0.13 2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7.2 2 0.07 1 0.14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05 1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4.5 1 0.09 1 0.09 

利益

關係

者參

與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度 7.4 2 0.07 1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7.1 2 0.07 1 0.14 

港口競爭性 5.3 2 0.05 1 0.11 

總計 - - 1.51 - 1.53 
發展順序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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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中區等級 3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新竹漁港 臺中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度 11.5 2 0.12 1 0.23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8.6 1 0.17 2 0.09 

水深維護條件 8.9 2 0.09 1 0.18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1 0.13 2 0.07 
交通便利性 7.8 2 0.08 1 0.16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 5.5 1 0.11 2 0.05 

營運

管理 

既有營運維護管理成效 6.4 1 0.13 2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7.2 2 0.07 1 0.14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05 1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4.5 1 0.09 2 0.04 

利益

關係

者參

與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度 7.4 2 0.07 1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7.1 1 0.14 2 0.07 

港口競爭性 5.3 1 0.11 2 0.05 

總計 - - 1.44 - 1.55 
發展順序 - 2 1 

 

表 5-17  南區等級 1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 
準則 

權重 
(%) 

嘉義布袋遊

艇港 
屏東大鵬灣

遊艇港 
臺南安平漁

港 
高雄興達漁

港 
臺南安平商

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

度 15.3 4 0.31 1 0.77 5 0.15 2 0.61 3 0.46 

港口可利

用水域面

積 
11.4 4 0.23 2 0.46 3 0.34 1 0.57 5 0.11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

面積 11.1 3 0.33 5 0.11 2 0.44 1 0.56 4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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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評估 
準則 

權重 
(%) 

嘉義布袋遊

艇港 
屏東大鵬灣

遊艇港 
臺南安平漁

港 
高雄興達漁

港 
臺南安平商

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交通便利

性 10.8 4 0.22 5 0.11 2 0.43 3 0.32 1 0.54 

營運

管理 
民間投資

開發意願 23.3 1 1.17 2 0.93 3 0.70 4 0.47 5 0.23 

利益

關係

者參

與 

主管機關

參與及支

持度 
14.5 1 0.73 3 0.44 4 0.29 2 0.58 5 0.15 

既有使用

者接受意

願 
13.6 4 0.27 1 0.68 5 0.14 1 0.68 1 0.68 

總計 - - 3.26 - 3.50 - 2.49 - 3.79 - 2.39 
發展順序 - 3 2 4 1 5 

 

表 5-18  南區等級 2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臺南將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條件 
港池穩靜度 16.6 1 0.33 1 0.33 

港口可利用水

域面積 12.4 2 0.12 2 0.12 

環境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8.2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

性 7.8 1 0.16 1 0.16 

交通便利性 9.1 2 0.09 2 0.09 

營運管理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13.5 1 0.27 1 0.27 

需要開發期程 9.8 1 0.20 2 0.10 

利益關係者

參與 

主管機關參與

及支持度 11.7 1 0.23 2 0.12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11.0 1 0.22 2 0.11 

總計 - - 1.70 - 1.46 
發展順序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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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南區等級 3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

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高雄 
鼓山漁港 

高雄 
旗津漁港 

高雄商港 高雄 
鳳鼻頭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

址

條

件 

港池穩靜度 11.5 3 0.23 1 0.46 2 0.35 4 0.12 

港口可利用水域

面積 8.6 2 0.26 1 0.34 3 0.17 4 0.09 

水深維護條件 8.9 2 0.27 1 0.35 3 0.18 4 0.09 

環

境

設

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24 1 0.32 4 0.08 3 0.16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2 0.20 3 0.13 1 0.27 4 0.07 
交通便利性 7.8 2 0.23 3 0.16 1 0.31 4 0.08 

周邊遊艇產業發

展程度 5.5 2 0.16 3 0.11 1 0.22 4 0.05 

營

運

管

理 

既有營運維護管

理成效 6.4 2 0.19 3 0.13 1 0.26 4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

願 7.2 2 0.22 3 0.14 1 0.29 4 0.07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16 3 0.10 1 0.21 4 0.05 
地區民眾可支配

所得 4.5 2 0.13 3 0.09 1 0.18 4 0.04 

利

益

關

係

者

參

與 

主管機關參與及

支持度 7.4 1 0.30 3 0.15 2 0.22 4 0.07 

既有使用者接受

意願 7.1 1 0.28 3 0.14 2 0.21 4 0.07 

港口競爭性 5.3 2 0.16 3 0.11 1 0.21 4 0.05 

總計 - - 3.03 - 2.73 - 3.15 - 1.07 
發展順序 -  2  3  1  4 

 

表 5-20  東區等級 3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臺東新港 花蓮商港 蘇澳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度 11.5 2 0.23 3 0.12 1 0.35 

港口可利用水域面積 8.6 2 0.17 3 0.09 1 0.26 

水深維護條件 8.9 3 0.09 1 0.27 2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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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臺東新港 花蓮商港 蘇澳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16 3 0.08 1 0.24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1 0.20 3 0.07 2 0.13 
交通便利性 7.8 3 0.08 1 0.23 2 0.16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

度 5.5 2 0.11 1 0.16 3 0.05 

營運

管理 

既有營運維護管理成

效 6.4 1 0.19 2 0.13 3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7.2 3 0.07 1 0.22 2 0.14 
需要開發期程 5.2 1 0.16 3 0.05 2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4.5 3 0.04 1 0.13 2 0.09 

利益

關係

者參

與 

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

度 7.4 3 0.07 1 0.22 2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7.1 3 0.07 1 0.21 2 0.14 

港口競爭性 5.3 3 0.05 1 0.16 2 0.11 

總計 - - 1.70 - 2.13 - 2.16 
發展順序 - 3 2 1 

 
 

依據表 5-13～5-20 各規模等級評分結果，將四大構面彙整如表 5-21

～表 5-25 所示，共區分為最佳、佳、尚可及不佳四種等級，俾利比較各

規模等級之港址優劣情形。 

依據表 5-21 評估結果顯示，北區等級 1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分

別為基隆八斗子漁港，其次為宜蘭烏石漁港，第三為臺北商港；等級 2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為臺北龍洞遊艇港，其次為桃園竹圍漁港；等

級 3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為淡水第二漁港，其次為基隆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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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北區遊艇碼頭發展規模等級及開發投資順序 

基地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港址條件 環境設施 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基隆八斗子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 ◎ ◎ ◎ 

2 宜蘭烏石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 ◎ ○ ◎ 

3 臺北商港 無 ◎ ○ X X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臺北龍洞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 ○ ○ ○ 

2 桃園竹圍漁港 漁船共用 
有浮動碼頭 ○ ○ Δ Δ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淡水第二漁港* 岸壁碼頭 Δ ○ Δ ○ 

2 基隆商港 岸壁碼頭 Δ Δ Δ Δ 

備註：◎表最佳、○表佳、Δ表尚可、X 表不佳；
 *淡水第二漁港陸上服務設施將由既有漁港休閒

專用區提供 

 

依據表 5-22 評估結果顯示，目前中部地區等級 1 之遊艇基地僅臺中

梧棲漁港，故不需評估順序；並未達等級 2 之遊艇基地；等級 3 之遊艇

基地開發投資順序為臺中商港，其次新竹漁港。 

表 5-22  中區遊艇碼頭發展規模等級及開發投資順序 

基地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港址條件 環境設施 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臺中梧棲漁港 護岸水域 ◎ ◎ ○ Δ 

等級 2 
遊艇基地  - - - - - -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臺中商港 岸壁碼頭* ○ ○ ○ Δ 

2 新竹漁港 漁船共用 
有浮動碼頭 

○ ○ Δ Δ 

備註：◎表最佳、○表佳、Δ表尚可、X 表不佳；*臺中商港岸壁碼頭需先申請方能指泊使用 
 
 

依據表 5-23 評估結果顯示，南區等級 1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分

別為高雄興達漁港，其次為屏東大鵬灣遊艇港、嘉義布袋遊艇港、臺南

安平漁港，最後為臺南安平商港；等級 2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為屏

東後壁湖遊艇港，其次為臺南將軍漁港；等級 3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

序分別為高雄商港，其次為高雄鼓山漁港、高雄旗津漁港，最後為高雄

鳳鼻頭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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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南區遊艇碼頭發展規模等級及開發投資順序 

基地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港址條件 環境設施 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高雄興達漁港 有浮動碼頭及 
岸壁碼頭 

◎ ◎ ◎ ○ 

2 屏東大鵬灣遊艇港 
有浮動碼頭及 
環評未通過 ◎ ○ ◎ ○ 

3 嘉義布袋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 ◎ Δ ◎ 

4 臺南安平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 ◎ ○ ○ 

5 臺南安平商港 尚未開發 ○ ◎ ○ Δ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 Δ ○ ○ 

2 臺南將軍漁港 有浮動碼頭 ○ ○ Δ Δ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高雄商港 私人俱樂部 
有浮動碼頭 Δ Δ ◎ Δ 

2 高雄鼓山漁港 有浮動碼頭 Δ Δ Δ Δ 

3 高雄旗津漁港 岸壁碼頭 ○ Δ Δ X 

4 高雄鳳鼻頭漁港 岸壁碼頭 Δ X X X 
備註：◎表最佳、○表佳、Δ表尚可、X 表不佳 

 

 

依據表 5-24 評估結果顯示，目前東部地區未達等級 1 之遊艇基地；

等級 2 之遊艇基地僅金樽漁港，故不需評估順序；等級 3 之遊艇基地開

發投資順序分別為宜蘭蘇澳商港，其次為花蓮商港，最後為臺東新港漁

港。 

表 5-24  東區遊艇碼頭發展規模等級及開發投資順序 

基地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港址條件 環境設施 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 

等級 1 
遊艇基地 -  - - - - -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臺東金樽漁港 岸壁碼頭 ○ ○ ○ ○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蘇澳商港 岸壁碼頭* ○ ○ Δ Δ 

2 花蓮商港 岸壁碼頭 Δ Δ Δ Δ 

3 臺東新港漁港 有浮動碼頭 Δ Δ Δ Δ 

備註：◎表最佳、○表佳、Δ表尚可、X 表不佳；*蘇澳商港岸壁碼頭需先申請方能指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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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表 5-25 評估結果顯示，離島地區等級 1 之遊艇基地僅金門商港

水頭港區，故不需評估順序；等級 2 之遊艇基地開發投資順序為金門商

港九宮港區、澎湖港馬公碼頭區、馬祖福澳西側水域，由於分屬不同縣

市，各主管機關可同時開發，不受開發投資順序之限制；等級 3 之遊艇

基地僅澎湖馬公漁港，故不需評估順序。 

表 5-25  離島遊艇碼頭發展規模等級及開發投資順序 
基地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港址條件 環境設施 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金門商港水頭港區 漁業泊區 
尚未擴建 ◎ ◎ ◎ ○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金門商港九宮港區 商港碼頭 
尚未擴建 ◎ ○ Δ ○ 

2 澎湖港馬公碼頭區 
軍用營區 
尚未移交 ○ ○ ○ ○ 

3 馬祖福澳港西側水域 無設施 ◎ ○ X X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澎湖馬公漁港 岸壁碼頭 ○ ○ Δ ○ 

備註：◎表最佳、○表佳、Δ表尚可、X 表不佳 

 

5.4  基地改善建議 

由於遊艇基地之地理位置、開發規模及主管機關不同，不同規模等

級之遊艇基地亦可同時開發，各基地實際開發期程應依主管機關經費預

算、行政程序進度及各基地現況問題協調狀況而定，不受前述開發投資

順序之限制。 

依據本計畫近程發展目標之推動策略，各分區遊艇基地近程改善建

議如表 5-26～表 5-30 所示，並說明如下： 

一、北區 

北區遊艇碼頭現況停泊狀況以達飽和，水上泊位不足，岸置仍僅

少部分空間，因此北區遊艇基地發展應增加水上泊位或岸置空間方

式，以滿足現況泊位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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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北區遊艇碼頭近程改善建議 
項目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改善建議 推動機關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基隆 

八斗子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增加水上泊位 
 增加岸置空間(艇庫) 漁業署 

2 宜蘭烏石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增加水上泊位 
 增加岸置空間(艇庫) 漁業署 

3 臺北商港 水域  須等待商港區域開發後方能

設置水域設施 
新北市政府 

臺灣港務公司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臺北 

龍洞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改善水上泊位使用現況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交通部觀光局 

2 桃園竹圍漁港 漁船共用 
有專用浮動碼頭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桃園市政府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淡水第二漁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 淡水區漁會 

2 基隆商港 岸壁碼頭  增加水上泊位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臺灣港務公司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淡水第二漁港陸上服務設施將由既有漁港休閒專用區提供 
 
 

二、中區 

中區既有遊艇碼頭泊位不足，且無岸置空間，部分港址為岸壁碼

頭，並不適合遊艇停泊，因此中區遊艇基地發展應加速改善港址水域

設施，增加水上泊位或岸置空間，以滿足現況泊位之需求。 

表 5-27  中區遊艇碼頭近程改善建議 
項目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  況 改善建議 推動機關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臺中梧棲漁港 護岸水域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漁業署 

等級 2 
遊艇基地 -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臺中商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臺灣港務公司 

2 新竹漁港 漁船共用，有專

用浮動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新竹市政府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臺中商港岸壁碼頭需先申請方能指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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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 

南區遊艇碼頭數量眾多且泊位充足，既有遊艇基地發展以改善

水域基本及服務設施為優先考量。 

表 5-28  南區遊艇碼頭近程改善建議 
項目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改善建議 推動機關 

等級 1 
遊艇基

地 

1 高雄興達漁港 有專用浮動碼

頭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高雄市政府 

2 屏東大鵬灣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交通部觀光

局 

3 臺南安平漁港 遊艇專用泊區  改善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漁業署 

4 臺南安平商港 尚未開發  待商港完成基礎設施後方能設

置水域設施 
臺灣港務公

司 

5 嘉義布袋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改善及增加水上泊位使用現況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嘉義市政府 

等級 2 
遊艇基

地 

1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遊艇專用港  改善水上泊位使用現況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墾管處 

2 臺南將軍漁港 漁船共用浮動

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臺南市政府 

等級 3 
遊艇泊

區 

1 高雄商港 私人俱樂部 
專用浮動碼頭  增加公共水上泊位 臺灣港務公

司 

2 高雄鼓山漁港 有專用浮動碼

頭 
 增加水上泊位、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高雄市政府 

3 高雄旗津漁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高雄市政府 

4 高雄鳳鼻頭漁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上下架或曳船道 高雄市政府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四、東區 

雖然東區遊艇數量少，但區內並無遊艇專用之碼頭，多為岸壁碼

頭，並不適合遊艇停泊，因此東區遊艇基地發展應加速改善港址水域

設施，增加水上泊位或岸置空間，以滿足現況泊位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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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東區遊艇碼頭近程改善建議 
項目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推動機關 

等級 1 
遊艇基地 -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臺東 
金樽漁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臺東縣政府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蘇澳商港 岸壁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公共水上泊位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臺灣港務公司 

2 花蓮商港 岸壁碼頭* 
 增加公共水上泊位(錨泊型)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臺灣港務公司 

3 臺東新港漁港 漁船共用浮

動碼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公共水上泊位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臺東縣政府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蘇澳、花蓮商港岸壁碼頭需先申請方能指泊使用 

 

四、離島 
離島以澎湖與金門地區未來需求較大，但目前僅澎湖可供遊艇

臨停使用，金門、馬祖皆無遊艇碼頭可供停泊，因此離島地區應加速

建置遊艇基地，提供遊艇停泊之環境。 

表 5-30  離島遊艇碼頭近程改善建議 
項目 

分級 順序 港址名稱 現況 說明 推動機關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金門商港水頭港

區 漁船停泊區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上下架或曳船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金門縣政府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金門商港九宮港

區 水域  待商港完成基礎設施後方能設置水

域設施 金門縣政府 

2 
澎湖港馬公碼頭

區 軍用營區  待開發設置水域設施 臺灣港務公

司 

3 
馬祖福澳港西側

水域 水域  待政府完成基礎設施後方能設置水

域設施 連江縣政府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澎湖 
馬公第一漁港 

漁港岸壁碼

頭 

 劃定專用泊區並管制 
 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間 
 增加水域服務設施 

澎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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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遊艇基地最適發展分析 

臺灣遊艇基地發展至今，部分港口仍停留在僅能提供遊艇靠泊階段，

給民眾第一印象就是空曠、缺乏生氣的感覺。臺灣遊艇基地改善的重點

不應侷限於泊位的增加與港口設施升級，而是陸域環境及服務設施整體

性規劃建置，因此藉由遊艇示範基地之建置，帶動周邊遊艇活動及產業

發展，串連整合周邊觀光遊憩資源，創造民眾良好的親水、休閒、娛樂

空間及環境，促進地方經濟繁榮。 

6.1  示範性基地規劃建議 

本計畫考量等級規模、區位配置、推動之可行性，透過產業及機關

座談會確認機關推動意願後，提出北、中、南、東及離島各區之示範性

基地規劃建議如表 6-1 所示，而示範基地開發除提供國內遊艇停泊外，

亦肩負吸引外籍遊艇停泊之任務，由於外籍遊艇來臺通常為大型或巨型

船舶，臺灣通常只是做為中繼站或補給站，因此在泊位規劃上，不宜只

規劃中、小型泊位，應保留少數大型泊位供外籍遊艇停泊。 

表 6-1  分區示範性遊艇基地建議 

區位 等級規模 示範港址 說明 民間投資意願 推動單位 

北區 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 

淡水第二漁港

第三泊區 

提供小型泊位數量

與後線建物改造利

用示範 

廠商前置作業大致

完成進行細部調整

中，待既有建物使用

者遷移後，開始水陸

域建設 

淡水區漁會 

中區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 
度假旅館 
俱樂部 

梧棲漁港 

水 陸 域 空 間 均 足

夠，後期尚可利用商

港腹地進行規模提

升之發展 

需由政府協商發展

遊艇與漁業利用問

題 
漁業署 

南區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 
度假旅館 
俱樂部 

安平商港 
結合後線鄰近觀光

資源發展，可成為南

部重要基地 

由港公司研議後續

遊艇專用區內辦理

方式 
臺灣港務公司 

東區 
等級 2 
遊艇港 

服務中心 
金樽漁港 

提供中型泊位數量

與中型後線腹地開

發之示範 

已有民間廠商規劃

投資陸上它類服務

設施 
臺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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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等級規模 示範港址 說明 民間投資意願 推動單位

離島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

度假旅館

俱樂部

金門水頭商港

建置大規模泊區，聯

合後線腹地開發創

造金廈地區指標性

遊艇基地

辦理「水頭港及九宮

港遊憩船基地細部

規劃」，期末報告撰

寫階段，潛在廠商已

多次洽談

金門縣政府

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

澎湖馬公漁港

提供澎湖地區小規

模泊位使用，活化閒

置漁港與促進周邊

住商區轉型發展

已於 105年 2月完成

招商甄選，廠商已於

5 月完成簽約，現正

研擬整建執行計畫

書中。

澎湖縣政府

遊艇港成功開發與否，除了港址條件外，主管機關及民間投資意願，

影響遊艇港成功與否及開發期程，本計畫建議之示範遊艇基地港址，現

況雖尚無遊艇相關設施，但多數已有潛在廠商研擬開發或已進行開發，

故建議主管機關可開放由民間投資示範基地所需之水陸域設施。

以下針對遊艇示範基地之泊位配置規劃及陸域設施配置提出建議，

但對於不同基地區位，其主管機關亦有不同，其法規限制、投資方式、

政策考量皆不同，後續各示範基地後續推動建設時，應視規模辦理民間

投資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使目標港口之投資興建方式、投資標的項

目及其經費概估更為具體可行。

6.1.1  臺北淡水第二漁港(北區) 

一、現況情形

新北市淡水區漁人碼頭是知名風景區，每年可創造三百萬觀光

人次，現階段發展侷限在情人橋以東的前端港區，海巡署後方第三

泊區尚未開發完成，現況僅岸壁碼頭，並無漁業相關設施，目前有

少數小型船舶與工作船停泊，東北側為修造船廠，103 年已完成港區

疏濬，104 年由淡水區漁會主導，結合民間業者投資開發進行水陸域

開發，目前已與廠商完成簽約，將於第三泊地泊區興建遊艇泊位，

細部設計及既有建物使用者已完成遷移，目前進行相關行政程序，

現階段由民間廠商進行細部設計調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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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內容

第二漁港第三泊區水域目前規劃設置小型遊艇 22 個席位、中型

遊艇 10 個席位，共計 32 個席位，如圖 6-1 所示，岸壁碼頭可提供大

型遊艇停泊，陸域目前規劃配置管制設施、服務中心、停車場及岸

置場，未來則視營運狀況決定是否開發遊艇展示區、俱樂部、艇庫

等陸域設施。

資料來源：淡水區漁會，104.12.11。 

圖 6-1  淡水第二漁港外泊區遊艇碼頭整體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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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淡水區漁會，104.12.11。 

圖 6-2  淡水第二漁港第三泊區遊艇碼頭水域配置示意圖 

三、待解決事項

港區投資計畫書已提送審查，投資廠商為了縮短審查程序及節

省土地租金，目前並未規劃艇庫設施，故暫無待解決事項，待投資

計畫書核定後，即可進行港區實質興建，未來港區如需興建艇庫，

則需針對規劃位址所在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檢討變更需求。

四、預期效益

利用既有海洋休閒觀光資源，並結合遊憩、觀光及休閒功能，

提供清潔、補給、維修、保養及服務等層面，建置小而美之遊艇基

地示範點，提供國內及國際遊艇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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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推動方式及單位 

由於遊艇港區水陸域設施開發及後續管理需相關專業廠商進行，

較易使遊艇港成功發展，故目前由淡水區漁會透過相關程序依法委

託民間廠商進行開發。 

6.1.2  臺中梧棲漁港(中區) 

一、現況說明 

臺中梧棲屬第一類漁港，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目前為中部地區之中心漁港，漁業使用行為相當頻繁。港區擁有眾

多服務設施，包含漁會直銷中心與興建中之白海豚館，且亦有休閒

漁業之娛樂漁船經營導覽西海岸之遊憩活動，屬多元化使用之多功

能漁港。 

本計畫經評估相關漁業使用區位與遊艇活動之相容性，港區公

共服務能力及觀光遊憩資源之服務整合下，建議於漁港西側臨近漁

港進出航道北側閒置水域規劃設置遊艇基地。位置與現況如圖 6-3

所示。 

 
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本計畫拍攝 

圖 6-3  臺中梧棲漁港空拍及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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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建議 

本水域之北側土地雖原劃設機關用地與大陸船員岸置所，但目

前屬閒置狀態，且目前尚有兩處大面積之漁業休閒公園腹地可供使

用（土地面積約 1.5 公頃與 1.8 公頃兩處），土地資源寬敞，而以周

邊用途而言，臨近商港範圍北側與西側屬濱海遊憩專業區規劃，故

對於遊艇活動未來所需陸上土地空間規劃較為充裕。 

本泊地水深達 4.5 公尺，依據船舶吃水規定，小型遊艇建議水深

為 1.0 公尺，中型遊艇建議水深為 2.0 公尺，大型遊艇建議水深為 3.0

公尺，故滿足大型船舶航行使用。 

初期規劃將既有安檢碼頭西側護岸改建為碼頭，以利陸上交通

與運補人員進出使用，近程規劃設置 2 組支棧橋，可提供小型遊艇

34 個席位與中型遊艇 14 個席位，共計 48 個遊艇席位，西側則另可

提供 100 公尺岸壁碼頭供大型遊艇靠泊，其餘泊位需求不足部分，

則採岸置方式補足。另為降低可能之外海波浪影響，建議延長漁港

入口西外堤之長度共 74 公尺，漁港入口保留 90 公尺之寬度，已能

滿足本漁港進出區求。 

遠程部分如遊艇活動蓬勃發展，需更大型之基地滿足需求時，

除可適度利用既有浮動碼頭支棧橋進行延長外，另可利用商港範圍

之濱海遊憩專業區之範圍闢建新港池，並配置浮動碼頭之建置與後

線陸地之規劃，可提供小型遊艇 160 個席位與中型遊艇 82 個席位、

大型泊位 20 席，共計 262 個遊艇席位，創造樂觀發展下之需求榮景。 

遊艇碼頭開發型態除考量碼頭所在地之港址條件，另必須考量

遊艇碼頭之腹地規模及周邊遊憩活動之發展條件等而妥適規劃。因

中部遊艇基地規劃上已具有一定規模，故陸上發展初期應以「遊艇

港及服務中心」之第二類等級為規劃、遠期規劃上再以「綜合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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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及度假旅館、俱樂部」之最高級為發展願景。 

「遊艇港及服務中心」除有水域停泊設施，上下岸設施與陸上

艇庫外，於陸上需設置遊艇服務與管理中心、餐飲服務、小規模旅

館及配套公共設施（綠地公園、停車場）等內容，近遠程規劃如圖

6-4～6-5 所示。 

 
資料來源：中部地區遊艇基地可行性評估，臺中市政府 

圖 6-4  梧棲漁港遊艇基地近程水陸域配置圖 
 

 
資料來源：中部地區遊艇基地可行性評估成果報告，臺中市政府 

圖 6-5  臺中梧棲漁港遊艇基地規劃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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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待解決事項 

8 (一)漁港區開放遊艇使用問題 

過去梧棲漁港亦有發展遊艇泊區之規劃建設，但因推動過程與

漁會協商困難，致使未能執行建設；建議未來開發方式除朝民間投

資推動外，應由公部門協調投資廠商與地方漁會合作之方式，解決

遊艇泊區不易推動之問題。 

9 (二)遠期涉及臺中商港區域 

梧棲漁港為中部區域開發條件最佳之遊艇基地，如未來蓬勃發

展之下勢必面臨泊位不足問題，屆時需再協調臺中商港之臨近遊艇

基地之土地開發利用模式，使本基地可達「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

俱樂部」之最高級為發展願景。 

四、預期效益 

由於中部地區目前缺乏遊艇專用泊區可供使用，未來梧棲漁港

遊艇基地泊區完工後，除可滿足中部地區遊艇持有人泊位需求外，

亦可提供遊艇活動海上路網於中部地區之停泊點，促進中部地區遊

艇活動發展及帶動中部地區遊艇相關產業發展。 

五、建議推動方式及單位 

由於梧棲漁港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而遠期使

用土地將涉及臺中商港部分，由於遊艇碼頭興建及營運管理有其專

業性，故建議近程或遠程皆採民間投資方式進行水陸域設施開發及

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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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臺南安平商港(南區) 

一、現況情形 

依據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 年 )內容 (圖

6-6)，為配合臺南市觀光休閒事業之發展，於安平商港漁光橋旁設置

遊艇碼頭區，作為遊艇、飛翼船停泊或相關親水休憩設施之空間。

目前遊艇碼頭區仍為素地(圖 6-7)，，港埠外廓基本設施皆未完成，

現況淤積、水深不足，而港內交通道路大致開通完成。 

 
資料來源：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 

圖 6-6  安平商港整體配置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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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影像日期 103.09.11)，安平商港 

圖 6-7  安平商港遊艇碼頭區現況 

二、規劃建議 

依據「安平港客運暨水岸觀光開發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資訊徵

求公開說明會」規劃，遊艇碼頭規劃於觀光商業園區，佔地約 8.4 公

頃，由於目前港埠外廓岸壁碼頭仍未興建，本計畫以 Google 影像量

測水域空間約 13,800 平方公尺，本計畫初步配置小型泊位 47 席、中

型泊位 18 席，共計 65 席，大型遊艇則可停岸壁碼頭，如圖 6-8。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8  遊艇碼頭區泊位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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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安平港客運暨水岸觀光開發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資訊徵

求公開說明會」規劃，陸域設施將引進國際級飯店、娛樂業、旅遊

業、水岸及水上遊樂業合作投資，作為安平港發展觀光遊憩之主要

商業設施園區，如圖 6-9。 

 
資料來源：安平港客運暨水岸觀光開發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資訊徵求公開說明會，102.07.23 

圖 6-9  觀光商業園區之遊艇碼頭區配置模擬圖 

三、待解決事項 

依據安平港整體規劃 106-110 年之圖面，該區尚有防波堤與碼頭

建設，而目前港區外廓設施、岸壁設施及水深條件皆未完善，可由

主管機關先完成港埠基本設施興建及水深浚深，或直接透過招商作

業進行港埠防波堤興建及浚深作業，並辦理後續遊艇港相關設施規

劃、興建。 

四、預期效益 

安平商港地區為核心，「北觀光南自貿」之發展定位推動為遊

艇基地，提供國際遊艇停泊區域，將安平舊市區之歷史遺跡與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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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漁港等景觀，規劃結合為一文化、知性、藝術及親水遊憩區。 

五、建議推動方式及單位 

針對港埠基本設施興建，可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進行岸壁碼頭

之興建，或透過促參法採 BOT 方式委託民間興建。遊艇港浮動碼頭

及陸域設施，則建議透過促參法採 BOT 方式委託民間興建及營運，

由民間投資廠商依據其專業，規劃與安平漁港市場區隔之特色型遊

艇基地，如高端商務型遊艇俱樂部或販售展銷型遊艇基地之遊艇碼

頭開發。 

6.1.4  臺東金樽漁港(東區) 

一、現況說明 

金樽漁港介於成功漁港與富岡漁港之間，73 年開始興建，初期

漁港內約可容納 40 艘漁筏，由於本身獨特地形，吸引了許多釣客前

來，成為民眾釣魚消磨時間的場所，除了可以看到許多漁船之外，

近年因為鄰近水域適合衝浪活動，目前可以看到國內外許多衝浪好

手在這裡盡情享受乘風破浪的樂趣。 

金樽漁港是臺東縣漁業重要港口，屬第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

臺東縣政府。本港位於臺東縣東河鄉東和村，南距臺東市約 40 公里，

北距新港約 20 公里，為一天然灣澳所擴建而成的漁港，因周邊居民

較少，本港使用漁船數量較少，近年設籍船舶數約在 50 艘漁船筏上

下，使用區域集中於北泊地，南泊地偶作為臺東縣港灣工程製作沉

箱之施工碼頭，該區水域使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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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影像，本計畫拍攝 

圖 6-10  臺東金樽漁港現況照片 

為活化臺東縣境內漁港機能，目前委託完成「金樽漁港轉型提

供遊艇基地之可行性分析」評估研究，以促進金樽漁港與臺東縣水

上觀光遊憩之發展，並結合衝浪大賽之國際曝光機會，增加國際觀

光旅次與間接產業之蓬勃發展。 

二、規劃建議 

(一)近程規劃 

將採分期建設方式推動本景觀亮點之創造，初期建議以南泊區

水域南側進行公共浮動碼頭之規劃，考量國內遊艇發展腳步，除規

劃設置小型遊艇泊位 10 席、中型遊艇泊位 6 席外，如有大型遊艇靠

泊需求，亦可於泊區西碼頭或北碼頭繫岸靠泊，另必須設有遊艇泊

區管制站（可納於服務中心內），提供泊區停靠管理與辦理收費之

事宜。配合近程公共泊位之浮動碼頭建置，建設規劃增建 75 公尺之

南防波突堤，以提供遊艇泊位之安全保護。 

另考量港區衝浪活動設施需求之殷切，亦使港區提供購物、餐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六章  遊艇基地最適發展分析 

 

6-14 

飲與旅客盥洗、沖浴等基本服務功能，必須建構陸域遊客服務中心

之設施，初期可以多功能方式經營，未來再視發展需求進行隔間與

裝修規劃。 

 
資料來源：金樽漁港遊艇基地初步規劃(定稿)，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04.11 

圖 6-11  臺東金樽漁港近程遊艇公共泊位配置示意圖 

(二)遠程規劃 

本基地主要希望利用國際衝浪活動與外籍遊客對於遊艇活動之

接受度較高為發展契機，故未來將以國際型的俱樂部經營為可能發

展方向，但因遊艇俱樂部型態多樣化，必須準確判斷本地市場特徵

方能使後續推動更為有利。 

依據配置結果可規劃席位為小型泊位 30 席、中型泊位 22 席，

合計 52 席水上泊位，而大型遊艇未來臨時靠泊將以北碼頭與南防浪

突堤內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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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金樽漁港遊艇基地初步規劃(定稿)，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104.11 

圖 6-12  臺東金樽漁港遠程遊艇公共泊位配置示意圖 

三、待解決事項 

10 (一)港埠設施興建 

南側泊區水域條件，對於保全遊艇基地相關設施之安全性，既

有港區防波堤配置上仍有不足，故遊艇基地開發前，應先完成港內

增設南防浪突堤 135 公尺，海側需加拋消波塊避免導浪進入。 

11 (二)陸域公共設施改善 

漁港內側進出道路改善為發展南側水域最基礎必要之公共設施，

現況均為沙土回填路面，東北季風飛沙吹拂與雨季道路泥濘等現況

亟需改善。 

四、預期效益 

改善漁港既有設施，漁港多元利用，帶動周邊發展，提供東區

遊艇靠泊點，增加環島路網休憩區域，配合遊艇泊區與國際衝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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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服務中心整合規畫與興建，提昇金樽遊艇港國際能見度，帶動

外籍遊艇來臺遊憩。 

五、建議推動方式及單位 

由於金樽漁港為第二類漁港，故由地方政府主導推動，針對漁

港基礎設施整建部分，則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預算進行整建，

遊艇碼頭水陸域設施部分則建議由民間投資興建。  

6.1.5  金門商港水頭港區(離島) 

一、現況情形 

金門地區於 104 年底前並無登記遊艇或自用小船之數量，目前

多持用漁業用船舶執照，故與本計畫所定義之遊艇有所差異。但因

金門區位臨近中國大陸，且對岸廈門已有多處遊艇專用港，規模亦

相當大，對於金門地區之遊艇活動產業發展已造成相當之影響力，

目前地區已有遊艇會組織之成立。另參考「金門港埠未來發展及建

設計畫(106 年～110 年)」報告中已於水頭港區與九宮港區規劃增設

遊艇泊位，以期吸引對岸遊艇持有人或買家至金門從事相關活動。 

爰此，金門縣港務處已於 104 年委託辦理「水頭港及九宮港遊

憩船基地細部規劃」服務案，已朝向於商港內規劃合宜之區塊進行

遊憩船基地之開發規劃。 

二、規劃建議 

依據計畫所述之開發原則及開發規模，研擬三項規劃理念，綜

合說明如下： 

12 (一)研擬外廓設施，確保繫泊安全 

依據日本港灣設計基準(OCDI 2009)對於遊艇停泊於船渠內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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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繫泊水域之容許波高需小於 0.3 公尺，以提供遊艇靠泊安全之基

本要求，因此，本計畫將以此標準研擬遊憩船渠之外廓設施，確保

停靠安全。 

13 (二)預留發展空間，滿足擴充需求 

有鑑於本案於北防波堤以北之海域開發範圍，因填地範圍達 10

公頃以上而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故行政作業程序恐耗時較長，

為使本案後續推動時程可滿足現今遊艇發展需求，規劃採「一次規

劃、分期施工」方式因應，亦即現有港區範圍內(北防波堤以南)之開

發範圍，因已完成相關行政程序而可立即施工部分先行施作，而港

區範圍外區域則同時辦理相關行政程序作業，包括港區範圍調整、

都市計畫變更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等，以為因應。 

14 (三)遊艇獨立出入，共創雙港雙贏 

原上位計畫將水頭港區之遊憩船渠設置於港內東北側船渠內，

如此將使遊艇與商港區船舶共用水頭港區港口與公共水域進出，短

期間影響雖尚屬有限，惟若長期共用公共水域，將衍生動線混雜及

管控不易等情形，除可能造成航安問題外，對商港區及遊艇港區長

遠之發展均有不利影響；故於不影響既有商港營運之前提下，遠程

階段應考量另闢遊憩船渠之出入港口，使商港區與遊艇港區除可各

自獨立運作外，亦可相輔相成，共創雙贏之局面。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考量臺灣遊艇遊憩產業目前尚處發展階段，

為有效因應其變化趨勢，並於未來提供更多水域空間供後續擴充與

利用，本計畫依其建議開發方式為最適方案，其配置詳圖 6-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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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頭港及九宮港遊憩船基地細部規劃，期末報告書，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6-13  水頭港區最適遊憩船渠配置圖 

15 (四)後線配套設施之構想 

水頭港區遊憩船渠配置之開發型態以「遊艇母港」之規模，除

於遊艇碼頭區內設置遊艇之停泊碼頭、上下岸設施與陸上艇庫等遊

艇設施外，並於陸上設置遊艇服務與管理中心、餐飲服務、停車場

等遊客相關設施，並可做為遊艇推廣的教育與訓練場地，配合遊艇

碼頭區周邊的會館(住宿)、商店街及表演廣場等，以建構水頭遊艇港

多樣性之觀光遊憩功能。後其部分將納入渡假中心之開發，整體配

置詳圖 6-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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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頭港及九宮港遊憩船基地細部規劃，期末報告書，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6-14  水頭遊艇港總平面配置圖 

三、待解決事項

16 (一)既有港區漁船遷移問題 

有鑑於既有后豐泊地內之十餘艘漁船，若直接遷移有違當地民

意，故未來金門水頭港區遊艇基地需針對既有漁船納入收容規劃。

17 (二)遊艇與其他娛樂船舶分區問題 

由於金門水頭港區之服務對象船舶將以遊憩船舶為主，與私人

遊艇之使用行為與需求將有差異，未來規劃上應劃分遊憩船泊區與

遊艇泊區之合適區位，避免不同使用行為造成干擾，需納入重視隱

私之遊艇持有人意願上之重要考量。

四、預期效益

結合水頭港區客運、購物、商務、休閒國際經貿園區功能，使

金門港區發展成為兩岸三地之海上觀光遊憩總基地門戶，吸引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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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活動擴展至金，發展後續服務與周邊產業。

五、建議推動方式及單位

金門商港屬於國內商港，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目前由金門

縣政府代管，由於金門位於離島地區，為利於後續相關程序辦理，建

議由金門縣政府代辦後續相關事宜。針對港埠基礎設施部分，應由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相關工程之興建，而遊艇基地水陸域設施則可

採促參程序，由民間興建、管理及營運。

6.1.6  澎湖馬公第一漁港(離島) 

一、現況情形

馬公漁港位於澎湖縣馬公市，地處澎湖本島之內灣人口集中地

區，是早期澎湖縣最重要漁港之一。而現階段漁船漁獲裝卸、交通船、

南海遊客中心與遊艇碼頭都已劃設於第三漁港，順應社會變遷及都

市發展需求，馬公第一漁港已於 97 年間依漁港法規定程序劃設為「馬

公漁港休閒專用區」，推動馬公第一漁港逐漸轉型為觀光遊憩港，朝

向休閒、遊憩多元化功能發展，並且串連現有馬公市觀光遊憩動線，

導引觀光客到此遊覽，增加遊憩體驗及停留時間，進而帶動港區周邊

商業及經濟繁榮發展。

澎湖縣政府自 103 年開始辦理「澎湖縣第一漁港遊艇泊區整建

營運移轉案」之民間招商公告，希望透過該計畫積極推動馬公第一漁

港港區整體發展，公開徵求有經營意願之廠商進駐，來共同打造馬公

第一漁港特色據點，形成一新觀光亮點，進而產生磁聚效應，形塑

澎湖馬公海洋城市獨特意象。而最終歷經 5 次招商公告後於 105 

年 2月完成甄審，並於 5 月 25 日與機關完成簽約，目前仍在研擬整

建執行計畫書，最遲需於簽約日起 5 個月以內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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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建議

因有關經營廠商所提之投資計畫書屬機密文件，本規劃僅就縣

府招商公告文件進行建議，說明如下： 

18 (一)原招商規劃 

基地範圍為馬公市馬公段 585、585-2、585-3、585-4、585-5、
586-5、586-7 地號等 7 筆土地，總面積約 3.27 公頃（水域面積約 2.35
公頃），分別供民間機構作為整建營運範圍及義務維護清潔區。營運

範圍(安檢所及遊艇泊區)，主要以經營遊艇停泊服務、餐飲業、飲品、

地方特產與紀念品販售及一般休閒遊憩設施為主，未來投資者就業

務之經營模式、營業內容應詳訂於投資執行計畫書，以取得整建暨營

運權。而其餘部分為清潔管理範圍，相關範圍如圖 6-15 所示。 

資料來源：澎湖縣第一漁港遊艇泊區整建營運移轉案招標文件。

圖 6-15  馬公第一漁港招商基地範圍圖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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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基地初步規劃 

由於現況東側岸壁為木構造平台，後方緊鄰 6 公尺寬之臨海路，

平時路旁常有車輛停靠，動線較為狹小，且考量遊艇進出管制之安

全需求，泊位規劃將由泊區西側碼頭為遊艇活動使用者進出動線，

依據原招標公告文件內容，水上泊位對象主要以 18 公尺（約 60 呎）

之中型遊艇為規劃船舶，浮動碼頭長度為 18 公尺，迴船池與航道均

保留 1.5 倍船長之規範建議尺寸，而本港現況有水上平台 1 處，且依

招商契約必須維持，故泊位經檢討配置下保留平台前水域，總計規

劃 50 個水上船席位，配置示意如圖 6-16 所示。 

資料來源：澎湖縣第一漁港遊艇泊區整建營運移轉案招標文件。 

圖 6-16  馬公第一漁港遊艇泊區規劃示意圖 

20 (三)建議事項 

因本漁港緊鄰住商混合區，而進出主要道路較小，且鄰近馬公

港客運出口，夏季交通船離靠時間交通量大，必須妥善規劃遊艇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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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停車空間與動線引導，避免衍生交通問題。而本港因已有步道與涼

亭等公共設施與少量建物，未來如何增加公有設施之利用率乃至是

否增加營收項目，均為經營廠商所需詳加規劃之考量。

23 三、待解決事項

本漁港座落於澎湖港馬公碼頭區#9 碼頭旁，未來#8 碼頭將成為

臺華輪定期泊靠碼頭，在遊艇進出航道安全部分需提醒遊艇駕駛

遵循相關進出規則與減少臺華輪泊靠作業進行中進出本港，並藉由 

AIS系統管理，以避免在海上交通發生碰撞事故。

24 四、預期效益

馬公第一漁港因漁業使用與環境變遷因素，造成近年漁業利用

閒置情形，而建置遊艇基地除能活化閒置設施外，促進漁港轉型，引

進遊艇產業並營造觀光亮點，吸引旅客與當地居民參與或投入相關

活動，除創造地區就業機會外，亦能改善縣府財政，增加稅收與地區

觀光資源。

25 五、建議推動方式與單位

「馬公第一漁港遊艇泊區整建營運移轉」已順利完成招標與簽

約作業，訂定 20 年之契約，契約期間乙方須獲得年度營運績效考評

為「良好」之次數累計達 14 次以上，得評定為符合優先續營運之定

約資格，並得於契約屆滿前 1 年向甲方提出優先定約之投資計畫，並

優先申請優先定約 1 次（以 10 年為限）。 

後續縣府除需針對業者進行營運績效考評外，亦應鼓勵增加投

資內容與辦理相關活動，除促進澎湖地區遊艇產業活絡外，亦可依循

本案例開放合適港口進行活化利用，建置地區遊艇活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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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示範性基地開發經費概估 

依據前述政府投資興建遊艇碼頭所需經費分析結果(表 3-4)，估

算各示範基地所需投入經費資料如表 6-2 所示，臺灣各區示範基地建

置，預估將投入經費約 36.7 億元，可增加 761 個泊位，保少估計可

產生 33.5 億元之直接經濟產值；如每泊位將產生 2 艘之遊艇新造需

求，將可帶動遊艇製造產值 54.7 億元；若每個泊位產生就業人口以

4.5 人計，約可增加 3,425 員遊艇服務相關從業人口，50 年營運期間

增加國民所得 897.1 億元，如包含水域觀光、教學、遊艇保養及會員

費用等相關效益將更為可觀。 

表 6-2  示範基地經費概估 

港口別
新建泊位數

(水上泊位) 陸域設施項目
預估投入

經費(萬元) 
投資興

建單位

推動

單位
備註

淡水第二

漁港
32 遊艇管理服務中心 15,453 

民間

投資

淡水區

漁會

臺中梧棲

漁港
262 

度假旅館、俱樂部

及商業服務設施
126,520 

共同

投資＊ 
農委會

漁業署

需漁會協

商

安平商港 65 
遊艇管理服務中

心、俱樂部
31,389 

民間

投資

臺灣港

務公司

金樽漁港 52 
遊艇管理服務中

心、管制站圍籬
25,111 

共同

投資＊ 
臺東縣

政府

水頭商港 300 
度假旅館、俱樂部

及商業服務設施
144,870 

共同

投資＊ 
金門縣

政府

馬公第一

漁港
50 遊艇管理服務中心 24,145 

民間

投資

澎湖縣

政府

合計 761 - 367,490 
備註：1.本計畫預估投入經費係根據表 3-4 既有遊艇基地每泊位開發經費概估所得。 

2.共同投資指示範基地之基礎設施(防波堤、岸壁碼頭等)尚須由公部門進行建置完成，後續

遊艇服務設施之興建及開發則由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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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增加開放遊艇環島補給港口 

由於臺灣地區漁業整體環境之變遷，傳統漁業發展日益受限，加上

國人所得提高，娛樂漁業及海洋休閒遊憩活動日漸蓬勃，漁港利用與發

展方向亦應隨之調整。目前臺灣地區漁港計有 225 處，其中離島澎湖就

有 67 處，是擁有最多漁港的縣市，但其漁港規模皆不大，而 225 處漁港

中較具規模且設施較為完善者，計 48 處，餘 177 處僅初具外廓，規劃供

作鄉里小型漁業使用，其中有 27 處僅有單條堤防或曳船道設施。 

自漁業署推動「漁港多元化」計畫以來，目前臺灣有 63 個漁港可供

娛樂漁業漁船泊靠（其中 50 個漁港僅供娛樂漁業漁船泊靠，13 個漁港

同時可提供遊艇泊靠），有 8 個漁港可供遊艇停泊(不與娛樂漁業漁船共

用泊區)，分布情形如圖 6-17。 

 
資料來源：「以漁港推廣海洋休閒產業之現況與展望」簡報資料，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圖 6-17  2014 年可提供泊靠遊艇及娛樂漁船之漁港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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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遊艇需停泊於遊艇專用港、商港或公告開放停泊之漁港，始

能進入泊靠，但有鑑於使用者建議遊艇環島所需補給點約 20 海浬一處，

若以目前開放遊艇靠泊之漁港分布情形來看，環島補給點稍顯不足，因

此若能逐步開放漁港提供作為環島補及港口，將有助於遊艇環島行程串

連及觀光行程之規劃。 

在受到魚獲逐年減少及漁業減船政策影響下，國內應有閒置或尚有

非漁業使用空間之漁港，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清查所轄漁港船舶數量與

停泊率、魚訊期等相關資料，並篩選適合開放遊艇臨停之漁港，並由鄰

近都會區之漁港優先開放，或可由漁港管理之漁會自行提出開放意願，

經主管機關評估可行後開放遊艇停泊，作為環島補給港口，完善臺灣海

上路網，進而帶動港口周邊海洋休閒及觀光效益，活絡城市經濟。 

由於環島補及港口並非遊艇基地，非提供遊艇長期停泊使用，僅提

供遊艇短時間靠泊，故短期僅需開放遊艇進出臨時靠泊即可，不需增加

水陸域相關設施。 

6.3  檢討海岸地區或河川區域開放設置停泊設施 

當遊艇基地達到相當規模、遊艇活動熱絡，國人親水習慣改變、水

上遊憩風氣盛行，國家海洋政策法規真正鬆綁，則遊艇基地則可開始朝

向開放海岸型態之停泊點發展。 

如要利用國有海岸地區建造遊艇基地，目前可依國有財產法第 46

條及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為之，若該區域屬於海岸管制區，可

由主管機關邀集國防部、海巡署及相關機關實施會勘後准駁。在河川區

域興建碼頭等停泊設施，則需依水利法第 46 條申請水利建築物許可，由

於臺灣的河川皆有防汛之需求，故汛期需依河川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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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內河型遊艇碼頭僅有雙溪碼頭與新改建之忠孝碼頭，屬私

人遊艇碼頭，其成功之開發及經營經驗可作為臺灣後續內河型遊艇碼頭

開發之參考。茲整理雙溪碼頭案例資料如下： 

雙溪碼頭位於臺北基隆河及雙溪河交會處，由「臺北市動力小船協

會」，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核准、租地（向臺北市政府承租北投區

洲美街堤外河川地）自行投資興建。水域部分興建 100 公尺之浮動碼頭，

岸上設施有三個活動屋、船長休息室、陸置艇區，可供水上及陸置停泊

20 噸以下遊艇大約 60 艘，於 99 年 3 月完工啟用。雙溪碼頭因處市區之

內河段，水波平穩，受潮汐影響有時水位較低，故目前都停泊動力小船

居多，會員可從事操艇、釣魚、紅樹林賞景、滑水、觀賞夕照、夜航、

看煙火等休閒娛樂活動，且冬季亦可在河道上盡情駕船馳騁，為雙溪港

碼頭一大特色。 

雙溪碼頭的經營特色，以聯誼會方式經營，除會所休息室外，設有

輕食區提供餐點、無線網路、岸水岸電及消防設備及曳船斜坡道。工作

人員為會員協助拖船、洗船、加油、遊艇駕駛、遊艇停靠岸等相關業務。

採會員制收費，入會費 1500 元、年費 1500 元，低門檻之目的在於讓更

多民眾親近遊艇活動，由體驗航行、租船遊憩，慢慢有興趣後就能成為

買船休閒的玩家。 

目前雙溪碼頭泊位皆已滿泊，證實國人休閒觀念改變，市區交通便

捷更是船席滿座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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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遊艇基地開發建議 

6.4.1  開發建設流程 

遊艇港開發，除了港址條件外，主管機關及民間投資意願，影響遊

艇港成功與否及開發期程，推動等級 1、2 及等級 3 遊艇基地建設作業流

程如表 6-3 所示；等級 3 可採政府興建或民間投資方式，民間如有意願，

則建設流程比照等級 1、2 開發模式辦理，但應保留公共泊位作為長期或

臨時停泊使用，如無民間願意投資，則需由主管機關進行建設。

表6-3  各級遊艇基地開發建設流程 

規模等級 開發方式 開發建設流程

等級 1、2 民間投資

 由各港口主管機關辦理可行性規劃與招商研

究

 俱樂部型態分類-研議基地最適水域規劃與陸

域利用方式

 港口主管機關辦理基礎設施規劃、設計與興建

 基地開發方式確認（租賃、促參或公營公司主

導開發）

 基地行銷計畫與招商辦理

 遊艇碼頭規劃、設計與施工

 委託經營方式與年限確認

 基地所在地與臨近地方政府推動交通與觀光

配套

 政府相關政策簡便與單一窗口服務

 營運管理績效檢核與回饋

等級 3 政府興建

或民間投資

1.民間投資：

比照等級 1、2 建設流辦理

2.政府興建：

 中央主管機關協助相關建設經費補助與推動

 港口主管機關負責公共遊艇泊位之規劃與建

設

 港口主管機關研議自行管理或委託地方組織

協助管理

 使用者付費機制，費用不可過低、避免佔用

 政府行銷、活動與使用推廣

 建立遊艇公共泊位使用與預約登記系統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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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間參與之方式，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8 條規定「民

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一、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二、由民間機構投資新

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三、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

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

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四、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

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六、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

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七、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定之方式。」其中第 1 種方式即屬所謂的 BOT 模式，在我國目前已普

遍使用。其他類型例如單純的委託經營在我國運用也屬常態。而採行何

種方式進行公私間的合作，則取決於雙方契約之約定。故民間參與遊艇

港或遊艇基地之建設及經營之模式除有法源基礎外，更已存在於其他重

大公共建設上，政府即得以此方式推動遊艇基地之建置及經營。 

未來遊艇基地開發案建議可以考量偏重委託具有港口管理實績之中

小企業辦理，避免因經營者不熟悉遊艇基地營運模式造成閒置或資源浪

費。 

6.4.2  開發涉及土地相關法規 

遊艇基地之建造，所面臨最重要者乃土地分區使用問題，遊艇港及

周邊土地，在不同使用分區或用地類別，或多或少都可容許使用。在都

市計畫範圍內，有風景區、其他使用區、特定專用區可供使用，在非都

市地區，則有遊憩用地、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可提供遊艇港相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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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基地所在土地如非前述使用分區或用地類別，則需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或用地類別變更程序。 

目前遊艇碼頭及相關產業所需用之土地，只能用「以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作為手段，開放容許遊艇港設施」以及「以擬定或變更都市計畫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方式，設置遊艇港特定專用區」兩種方式解決。在

都市計畫內及非都市地區各須依循不同的計畫體系執行調整，分述如

下： 

一、基地位於都市計畫範圍者： 

(一)已劃定特定專用區者，如已擬定專用區計畫者，則依據其土地使

用分區計畫辦理，如不符規定，則需報經專用區計畫修訂，如未擬

定專用區計畫者，則依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變更。 

(二)新遊艇基地之開發如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設施時，得依都市

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更為特定專用區。 

二、基地位於非都市土地者： 

(一)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如屬遊憩用地，即可申請興建。 

(二)如以劃定特定專用區方式處理時，其他用地別須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變更。遊艇基地之開發利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

擬具投資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

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更。 

6.4.3  前置作業建議事項 

一、水陸域空間應維護公眾使用權益 

主管機關推動民間投資時，需注意兼顧公共大眾使用水陸域空

間之權力，且應避免港口、自然景觀及周邊景觀淪為少數人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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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目前臺灣之遊艇基地開發，往往水域或陸域空間屬整體性開

發，故遊艇基地為單一民間廠商經營，對於等級 2 或等級 3 之遊艇

碼頭，因水陸域面積小尚屬合理，但對於等級 1 之遊艇基地而言，

恐有壟斷之虞，因此主管機關開發時，應訂定合理比例水陸域空間，

提供作為一般民眾或一般玩家使用。 

二、港區周邊土地規劃整合 

建置遊艇港時，既有港區內之土地規劃（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或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必須納入考量，如果僅有港口，卻缺

乏規劃合宜道路可以進出，對後續港區營運將造成諸多不便。 

依據高雄商港亞灣碼頭案例，目前面臨港區土地被市區土地包

圍，但因都市計畫並未劃設計畫道路，致使港區土地不臨路，無法

開闢聯外道路，僅能暫時借用草皮通行，且難以克服電力管路跟污

水管路外線連接問題，故未來港區要開發遊艇碼頭前，建議應先檢

視相關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銜接介面是否需一併檢討，並在開發

前完成土地使用分區變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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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  相關議題配套措施 

7.1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 

7.1.1  策略關連性 

政府欲推動遊艇活動發展之發展，由原核定「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

案」可知，實施策略涵蓋層面廣泛，且各項策略彼此有其相關連性。本

計畫為「推動發展遊艇基地」策略之一環，隨著遊艇基地之發展，有助

於推動其他策略之發展，而其他策略之限制，勢必影響遊艇基地之發展，

故本計畫與其他策略間關連性如圖 7-1 所示，並依據「推動遊艇活動發

展方案」修正草案整理各機關應辦事項如表 7-1。 

增進遊艇活動需求
（一）強化遊艇活動推廣行銷
（二）增加遊艇活動人口
（三）檢討增加提供遊艇活動之港口及水域

強化遊艇活動資訊
（一）統合遊艇活動資訊
（二）提供我國海圖資訊

簡化遊艇CIQS作業程序
（一）簡化遊艇出入港口之進出管
             制及CIQS等相關作業程序
（二）檢討遊艇安檢工作

推動遊艇基地發展
（一）規劃闢建遊艇港或遊艇碼頭
（二）推動民間建設遊艇基地
（三）評估泊位需求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一）針對目前遊艇數量、泊位供需及活動
             現況進行調查分析
（二）辦理業界訪談檢討現有遊艇基地發展策略
（三）提出遊艇基地發展規模及順序
（四）提出遊艇基地案例改善建議

維持遊艇活動秩序
（一）強化海難救護體系
（二）加強教育訓練

維持遊艇活動秩序
（一）強化海難救護體系
（二）加強教育訓練

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
（一）檢討遊艇活動修訂或新增現行法規

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提供後續參考提供後續參考

影響因素之一影響因素之一

提供後續修正參考提供後續修正參考

提供泊位數量資訊提供泊位數量資訊

遊艇基地法源依據遊艇基地法源依據

提供後續法規修正參考提供後續法規修正參考

提供後續修正參考提供後續修正參考

部分納入研究範圍部分納入研究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1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議題關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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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各機關應辦事項分工表 

策略 具體措施 工作項目 主(協)辦機關 辦理 
期程 

辦理 
情形 

一、 
增進

遊艇

活動

需求 

( 一 ) 強化遊

艇活動推廣

行銷 

協調港埠主管機關辦

理國內 (外 )遊艇與相

關海上活動，視規模納

入觀光年曆廣為宣導。 

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航港

局、教育部體育署、相關地

方政府  

 

(二)檢討增加

提供遊艇活

動之港口或

水域 

增加並公告商港、漁

港、遊艇港、內陸河

川、湖、潭、泊及海岸

沿線領海等可供遊艇

活動水域 

臺灣港務公司、農委會漁業

署、內政部、經濟部、國防

部、經濟部水利署、地方政

府 
 

 

二、 
強化

遊艇

活動

資訊 

( 一 ) 統合遊

艇活動資訊 

規劃建置「遊艇活動資

訊」專區網頁 
交通部航港局、交通部觀光

局及臺灣港務公司、農委會

漁業署、嘉義縣政府、內政

部營建署、內政部移民署、

財政部關務署、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行政院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

海巡署 

 

 

(二)更新海圖

資訊 
提供完整之我國海圖

（含電子海圖），並定

期更新資訊 

交通部、內政部 
 

 

三、 
簡化

遊艇

CIQS
作業

程序 

(一)滾動檢討

CIQS 作業程

序 

滾動檢討簡化遊艇

CIQS 作業 
內政部移民署、財政部關務

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行政院海巡署、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內政

部營建署、交通部航港局、

觀光局（地方政府） 

 

 

(二)檢討遊艇

安檢工作 
檢討安檢程序及研擬

配套措施 
行政院海巡署 

 
 

（三）推動遊

艇進出港單

一窗口平臺

（新增） 

檢討遊艇進出漁港及

遊艇港之作業程序，推

動單一窗口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行政

院海巡署、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航港

局、地方政府 
 

 

四、 
推動

遊艇

基地

發展 

（一）近程目

標：滿足水陸

域服務設施

需求 

1.增加水上泊位、岸置

空間及改善水域設施 
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

署、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臺灣港務公司、地方政府 
 

 

2.研擬遊艇港發展分級

規模標準 
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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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具體措施 工作項目 主(協)辦機關 辦理 
期程 

辦理 
情形 

3.訂定國內遊艇港規

劃設計準則及營運管

理手冊 

交通部航港局 
 

 

（二）中程目

標：完善臺灣

遊艇活動海

上路網發展 

1.建置分級規模之指

標性示範遊艇基地 
臺灣港務公司、臺東縣政

府、金門縣政府、新北市政

府、臺中市政府 
 

 

2.增加開放環島補給

港口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臺灣

港務公司、地方政府  
 

3.海岸地區或河川區

域開放設置停泊設

施 

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地方

政府  
 

（三）遠程目

標：產生帶動

與擴散效果

完善國內遊

艇基地 

1.引進國際評鑑制度

與國際接軌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交通部

觀光局、基地所在縣市政府  
 

2.發展特色分類遊艇

基 地 增 加 競 爭 優

勢、創建臺灣遊艇活

動圈 

 

 

3.建立國際港際交流合

作模式增加能見度  
 

（四）檢討既

有漁港使用

現況 

研議開放部分漁港港

區，提供遊艇臨停泊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地方政府  
 

（五）推動民

間建設遊艇

基地 

檢討放寬遊艇基地土

地使用管制 
內政部、國有財產局、地方

政府  
 

(六)評估泊位

需求 
妥善配置泊位空間，檢

討設置艇庫，賡續改善

遊艇出入泊靠硬體設

施。 

臺灣港務公司、交通部觀光

局(龍洞、大鵬灣)、農委會

漁業署(八斗子、烏石、安

平)、內政部營建署(後壁

湖)、嘉義縣政府(布袋) 

 

 

五、 
維護

遊艇

活動

秩序 

( 一 ) 強化海

難救護體系 

賡續強化海難救護體

系 
交通部航港局、行政院海巡

署、農委會漁業署、國防

部、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臺灣港務公司、地方

政府 

 

 

( 二 ) 加強教

育訓練 

加強駕駛人基本安全

教育訓練，落實遊艇活

動安全。 

交通部航港局、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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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具體措施 工作項目 主(協)辦機關 辦理 
期程 

辦理 
情形 

(三)落實遊艇

檢查規定 

依法令規定辦理遊艇

檢查工作 
交通部航港局 

 
 

六、 
完備

遊艇

活動

法制

作業 

檢討遊艇活

動修訂或新

增現行法規 

1.檢討遊艇活動修訂或

新增現行法規，排除

現有法令障礙或增

訂法規條文，以補充

現有法規之不足。 

交通部航港局、國防部、農

委會漁業署、農委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行政院海巡署、

經濟部水利署、財政部關務

署、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

營建署 

 

 

2.採滾動式持續檢討遊

艇相關法規 
交通部航港局 

 
 

3.配合檢討道路拖曳遊

艇之交通安全規範 
交通部路政司 

 
 

4 陸側土地開發及限制

之檢討 
內政部營建署及縣市政府 

 
 

七、 
引進

民間

資源

提升

遊艇

產業

發展 

 引進民間資金、港灣管

理經驗及技術 
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

署及地方政府 

 

 

資料來源：「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修正草案），交通部，104.12.31 

7.1.2  現況推動機制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推動期間，目前由交通部每季召集跨部

會會議檢討，若遇有重大事宜或涉有跨部會需協調事項時，則由交通部

初步釐清案由後，交由行政院協調。 

目前「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之推動機制，主要由各主、協辦機

關依據各項策略及措施應辦事項分工表推動執行，惟由於部分工作項目

仍需賴完善之法令依據，且因現階段國內遊艇數量及活動人口數較為有

限，相關遊艇活動設施仍未臻健全，故應視「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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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計畫之執行情形持續滾動檢討修正相關應辦事項。 

7.1.3  遊艇基地推動權責及問題 

一、漁港 

目前漁港依據其分類，其主管機關不同，第一類漁港主管機關

為漁業署，第二類漁港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而漁港首重漁業使用，

就主管機關立場而言難以推動遊艇發展為優先考量，且需先與地方

漁會協商後共同決議，否則後續推行不易。 

就目前推動過程中，常遭遇遊艇泊靠漁港被漁民指控妨礙漁船

進出問題，因此漁港內開發遊艇基地時，建議採劃設遊艇專用泊區，

並與傳統漁業泊區分區規劃方式辦理，可降低漁船與娛樂船舶之衝

突。漁港內之遊艇基地開發，建議可將漁會納入合作對象，並配套

規劃特色活動參與、漁產品販售、ＤＩＹ體驗及餐飲服務等；水域

由開發單位建置遊艇碼頭，雙方可共享資源，帶動觀光遊憩人潮並

刺激地方經濟發展，可增加漁港既有使用者之轉型意願。對於既有

漁船船主，因熟稔當地水文且富經驗，可輔導轉型為遊艇駕駛，作

為非自用遊艇或未來遊艇租賃產業提供最佳人力資源。 

二、商港 

國際商港係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主要以負擔客

貨運輸為主要任務，遊艇與既有船舶使用水域競爭與港區保全規定，

會衍生實質管理上問題，因此在初期建議檢討港區餘裕空間，如高

雄商港舊港區(發展觀光遊憩)、安平商港(觀光遊憩商業區)等，在不

影響商港營運狀況下，適度釋放合適區域供遊艇使用。遊艇基地開

發可透過促參法或商港法租賃契約方式委由民間業者投資開發進行，

未來再視遊艇產業發展及港區營運情形作整體通盤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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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艇專用港 

目前遊艇專用港之主管機關包含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營建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嘉義縣政府，目前各遊艇專用港依主管機關

不同，所需遵守之法規亦不同，除後壁湖遊艇港仍有政府部門自行

管理部分泊位外，多數皆已委託民間經營及管理。由於遊艇港經營

管理有其專業，而公部門之維護管理資源、能力經驗均受限制，後

續如需興建或改建相關設施，仍應透過促參法或租賃契約方式委由

民間業者投資開發進行，既有港區如需改善則建議採 ROT 或 BOT

方式提供民間逕行投資改善。 

7.2  相關措施分析與建議 

本計畫經現況檢討、專家訪談、問卷調查、產業座談會之檢討研究

分析，提出建議納入「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應辦事項之內容，提供

各工作項目主協辦機關檢討修正之參考。針對本案遊艇基地涉及策略之

具體措施提出建議如下： 

7.2.1  在「增進遊艇活動需求」部分 

針對「強化遊艇活動推廣行銷」之建議部分，因臺灣早期被國際列

為對遊艇不友善的國家，近期已陸續進行改善，但外籍遊艇造訪臺灣艘

次仍然偏低，對於外籍遊艇而言，考量進出他國遊艇港之因素包含補給、

維修及遊憩…等需求，但歸納其原因主要為目的國家港口之友善性及是

否有泊位可供停泊為考量重點。 

參考日本遊艇活動相關網站，常提供港口相關宣傳資料之下載，建

議未來應透過書籍、網路、廣告、雜誌...等各種方式，推廣行銷臺灣遊

艇基地資訊，並提供通關程序流程及可協助外籍遊艇辦理相關手續之民

間團體組織聯絡方式等，透過這些方法，可以展現臺灣友善的一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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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國際能見度。 

24  
25 資料來源：http://www.umi-eki.jp/pdf/leaflet.pdf 

圖 7-2  日本海の駅宣傳資料 

7.2.2  在「強化遊艇活動資訊」部分 

目前國內提供有關遊艇相關資訊網站缺乏，且分散在各主管機關或

碼頭營運單位，缺少單一整合之入口網站，交通部網站雖有提供遊艇活

動資訊(圖 7-3)，但隱藏在公務瀏覽之業務專區內，僅提供零散資訊連結

且多為行政或法規資訊，目前網站多僅能提供中文資訊，因此外籍遊艇

不易取得所需資訊，不利於吸引外籍遊艇來臺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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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motc.gov.tw/ch/home.jsp?id=848&parentpath=0,2,838 

圖 7-3  交通部遊艇活動資訊網頁 

為促進臺灣遊艇活動在國際之能見度，提供社會大眾友善、易讀的

資訊，應建置整合之中英文入口網站，網站內容應以使用對象為出發點，

建置所需要之內容，而非提供純粹採文字條列方式呈現之一般行政資

訊。 

推動遊艇活動入口網站內容應整合官方(相關部會)及民間遊艇相關

資訊，該網站需能迅速提供與遊艇發展之相關中英文資訊，包含遊艇基

地資訊、泊位資訊（臨停、年租）、收費標準、遊艇出入境程序及 MTNet

填報或代辦資訊、鄰近遊憩資源、遊艇活動訊息發佈、相關聯絡電話、

海圖查詢...等。為避免入口網站連結至民間或政府網站後，卻無法提供

英文資訊，建議網站建置過程中，應結合參與網站資訊提供之民間或機

關力量，共同豐富網站內容，網頁內容應盡可能避免以全文字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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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善用文字圖形表格，讓所提供資訊更易於辨識，建議可參考日本網站

呈現方式進行建置，相關參考資料如圖 7-3～圖 7-5。 

 

 
資料來源：http://www.umi-eki.jp/info/umieki.html 

圖 7-4  日本海の駅網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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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umi-eki.jp/uminoeki/oosakahokkou.html 

圖 7-4  日本海の駅網站(2/2) 
 

http://www.umi-eki.jp/uminoeki/oosakahokk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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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hokkomarina.com/member/ 

圖 7-5  大阪北港遊艇港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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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在「簡化遊艇 CIQS 作業程序」部分之建議 

由於金門地區地理位置特殊，距離廈門僅約 1 小時航程，目前

陸方廈門路橋集團多次拜會金門縣政府，提出金廈遊艇觀光發展合

作策略，為符合市場需求，促進金廈遊艇產業發展，增加金門地區

觀光吸引力，未來應再檢討大陸遊艇來離島地區出入境手續(不進入

臺灣本島)，是否可再簡化。目前如無需事先申請、即辦即用或申請

時間再縮短，目前原則上需要 18 天，故如能縮短來臺(金門、馬祖、

澎湖)流程，將可有效吸引對岸遊艇來臺活動。 

7.2.4  在「維護遊艇活動秩序」部分之建議 

促進國內遊艇活動發展及吸引外國遊艇來臺觀光的同時，應加

強提供更安全的海上航行環境。由於臺灣為海島，具有許為礁石危

險區域，而且近二年遊艇活動逐漸熱絡，對於遊艇新手玩家及外國

籍遊艇來說，如對於臺灣近海海域較不熟悉，相對危險程度會增加，

因此對於礁石等危險區域，應加強清查，並提供主要區域海圖，讓

玩家下載檢視使用，且相關航標應當設置清楚，並加強標示，以利

近海航行安全。 

7.2.5  在「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部分 

一、「檢討遊艇活動修訂或新增現行法規」之建議 

由相關各部會依權責檢討現行法規，排除現有法令障礙或增訂

法規條文，以補充現有法規之不足。 

(一)遊艇基地設施分類於漁港法之問題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農業設施

為公共建設之一，其施行細則第 19 條之 1 則規定有農業設施之項

目，其中第 7 款規定農業設施項目包括「遊客住宿、餐飲服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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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展覽及相關海洋遊憩、教育設施等多元化相關設施」，及「遊艇

遊憩專用區域之遊艇碼頭及相關必要設施」，有關此二目之該等設

施，除「遊艇碼頭」外，其餘項目，依一般人之認知，應為遊艇碼

頭之岸上設施，與傳統漁港設施之種類及功能顯著不同，但現行漁

港法對基本設施、公共設施或一般設施之用詞定義，卻對遊艇岸上

設施難以歸類，漁港法施行細則所定各類設施之項目亦不包括配合

遊艇碼頭營運所需之岸上設施，故漁港法對漁港設施之分類及定義，

應有重新檢討修正之必要。 

另第 3 目之「遊艇遊憩專用區域之遊艇碼頭」，依現行漁港法

所定義之基本設施係「指供漁船出入、停泊及安全維護、管理之設

施」，基本設施既明定提供「漁船」使用，自無「遊艇」適用之餘

地，且對於基本設施之管理，依現行漁港法第 7 條規定「漁港基本

設施及公共設施，由主管機關依據漁港計畫編列預算建設之。但供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者，由各該機關編列預算建設。」以及

第 12 條前段「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辦理各漁港基本設施管

理及維護工作，並向使用者收取管理費。」之規定，如修改現行「基

本設施」之定義，將遊艇專用碼頭納入，則未來之遊艇專用碼頭僅

得由漁港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建設、管理及維護，並無從由民間經營

管理，故除現行漁港設施之分類及定義有檢討必要外，現行漁港法

第 12條之規定因無法滿足實際之需要，亦有併同檢討修正之必要，

以與促參法配合，減少執行面的爭議。又因漁港遊憩休閒設施之建

設及維護所費不貲，如經徵求民間參與而未果時，亦應納入得由主

管機關建設後交民間經營、管理及維護之機制，以期公共資源得以

提供民眾利用。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第七章  相關議題及配套措施 

 

7-14 

(二)與對岸遊艇市場交流及他國遊艇駕照之適用性檢討 

目前金門縣政府正積極推動金門商港「水頭港及九宮港遊憩船

基地細部規劃」工作，為因應金廈遊艇發展熱潮，期盼開放大陸遊

艇駕照於國內適用，如同適用車輛國際駕照互相認定之模式，可在

金門地區租賃遊艇並行駛遊艇。 

由於金門跟廈門搭船僅約 40 分鐘航程，未來兩岸遊艇交流將

越來越頻繁，目前已有很多活動個案申請辦理，由於將涉及駕駛執

照非本國籍的問題，建議可優先針對離島地區檢討大陸遊艇駕照是

否比照車輛國際駕照之概念，在離島通用之可行性。 

(三)遊艇基地開發方式應更開放 

不論遊艇基地落屬商港港埠用地、漁港港區或於海岸線上，遊

艇基地後線腹地的使用因受限所屬區域之土地使用相關規定而有

所限制，未來應視遊艇基地之利用與開發特性予以活化，由於促參

法中之農業設施項目包括「遊客住宿、餐飲服務、文物展覽及相關

海洋遊憩、教育設施等多元化相關設施」，但目前國際上已有非常

多遊艇港結合住宅方式之聯合開發案，因此如當未來臺灣遊艇基地

發展至相當規模後，則可研擬港口型基地朝向開放海岸住宅方式聯

合開發進行研究與法規鬆綁。 

(四)興建艇庫或岸置場於現行土地管制之適用性 

國內現有遊艇泊區或港口所在地分屬都市計畫區內與非都市

土地，因此對於後線土地利用之管制規定有所不同。 

目前遊艇專用港有分屬都市計畫區內與非都市土地者，屬都市

計畫區內者，需視其所屬都市計畫區內對應分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規定使用，而如有未明確規定者，則需循程序研提開發計畫

辦理都市審議後執行。而非都市土地者如屬特定專用區內，則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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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的使用之主管機關開發計畫核准土地使用內容辦理之，而如

未有遊艇開發無後線興建艇庫或岸置場之明確規定者，需辦理土地

開發計畫之檢討修正公告後即可施作。 

而其餘漁港多元使用之遊艇泊區同樣有分屬都市計畫區內與

非都市土地者，如無明確規定遊艇後線土地開發使用行為者，必須

先由所屬漁港主管機關（第一類漁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第二類漁港：各地縣市政府）辦理漁港計畫修訂後，位處都市計畫

區者，再循程序辦理都市計畫之分區調整或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辦理

個案變更；而屬非都市土地者則可依前述修正後漁港計畫進行開

發。 

另參考現行非都市土地遊憩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

目之規定，由於目前所提供許可使用細目中(圖 7-6)，並無艇庫或

岸置場概念之細目可供使用，若使用其他細目，則需經相關機關認

定許可後，才能使用興建，將增加審查之不確定因素，因此建議為

使未來擬開發遊憩用地為遊艇基地者之合法性，應調整允許使用項

目之許可使用細目項下增列「船舶置放區」，可直接提供未來岸置

場或艇庫之適用細目，縮短需經相關機關認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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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

港埠專用區

漁業專用區

調整「整體規劃」土地使用
計畫內容

調整「漁港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表內容

其他使用區或
特定專用區

由地方政府依實際需要，循都市計畫程序，於都市計畫中
劃設

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

循都市計畫程序，辦理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6  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管制適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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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一、國內廣義遊艇發展現況之調查結果說明如下： 

(一)自船舶法及遊艇管理規則公告後，102 至 104 年臺灣本島遊艇駕照

數量穩定成長中，而領用遊艇證書之船舶數量每年約以 50%之成長

趨勢急速增加中。 

(二)目前臺灣開放遊艇靠泊之港口中，國際商港僅提供臨停，無法提供

長期靠泊使用，而臺灣本島目前北區及南區鄰近都會區之港口，不

論漁港或專用港，其泊位皆一位難求，而郊區之泊位雖未滿泊，但

停泊率亦相當高。中區及東區因港埠條件不佳或地理位置偏僻，導

致本區遊艇停至北區或南區之港口，反使原船舶設籍區泊位未滿

泊。 

(三)調查臺灣遊艇基地水陸域設施之發展尚屬初步發展階段，多數港口

僅設置浮動碼頭，但缺乏岸水岸電設施及曳船斜坡道等基本設施，

而陸域發展僅停留在簡易服務設施，顯示既有基地仍有很大之改善

空間。 

(四)目前公部門投資興建之遊艇碼頭，多已委託民間經營管理，顯示臺

灣遊艇基地之經營，已逐步朝向提供更專業服務之目標邁進。 

(五)近年遊艇相關法規之修正，使得臺灣遊艇活動發展限制大幅鬆綁，

促使遊艇產業發展熱絡，後續法規仍應配合遊艇活動發展情形，持

續滾動檢討修正，以符需求。 

二、遊艇基地之發展策略及目標： 

國內遊艇活動發展初期不應以需求為導向，而是創造良好基地、

泊位，供應國內遊艇蓬勃發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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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程目標(105 年～109 年)：滿足水陸域服務設施需求。 

(二)中程目標(109 年～119 年)：建置示範性基地、完善遊艇活動海上

路網。 

(三)遠程目標(120 年以後)：產生帶動與擴散效果，創建臺灣遊艇活動

圈。 

 

三、分區分級遊艇碼頭發展順序評估 

本計畫依據港址篩選、評估準則擬定、權重計算、機關意願調

查，評估各區各規模等級遊艇碼頭之發展順序如表 8-1 所示。由於遊

艇基地之地理位置、開發規模及主管機關不同，不同規模等級之遊

艇基地亦可同時開發，各基地實際開發期程應依主管機關經費預算、

行政程序進度及各基地現況問題協調狀況而定，不受開發投資順序

之限制。而如有其它港址，經過其他手續或改善後，易可成為不錯

的遊艇基地，可作為下一階段後補擬定參考之目標。 

 

四、分級示範性遊艇基地 

依據區位需求、基地發展及推動之可行性考量，選定下列港址

作為分級示範性基地如表 8-2，並提出規劃建議(詳 6.1 節)，供港口

主管機關後續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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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各區各規模遊艇基地發展順序 

區域 
分級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順

序 港址名稱 順

序 港址名稱 順

序 港址名稱 順序 港址名稱 順

序 港址名稱 

等級 1 
遊艇基地 

1 
基隆八斗子漁

港 

1 臺中梧棲漁港 

1 高雄興達漁港 

- 1 
金門商港水

頭港區 

2 宜蘭烏石漁港 2 
屏東大鵬灣遊

艇港 

3 臺北商港 3 
嘉義布袋遊艇

港 

- - 4 臺南安平漁港 

- - 5 臺南安平商港 

等級 2 
遊艇基地 

1 
臺北龍洞遊艇

港 

- 

1 
屏東後壁湖遊

艇港 

1 
臺東金樽漁

港 

1 
金門商港九

宮港區 

2 桃園竹圍漁港 2 臺南將軍漁港 2 
澎湖港馬公

碼頭區 

- - - - 3 
馬祖福澳港

西側水域 

等級 3 
遊艇泊區 

1 淡水第二漁港 1 臺中商港 
1 高雄商港 1 蘇澳商港 

1 
澎湖馬公第

一漁港 

2 高雄鼓山漁港 2 花蓮商港 

2 基隆商港 2 新竹漁港 
3 高雄旗津漁港 

3 
臺東新港漁

港 
4 

高雄鳳鼻頭漁

港 
 

表 8-2  各區示範性遊艇基地建議 

區位 等級規模 示範港址 說明 

北區 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 

淡水第二漁港 
第三泊區 

提供小型泊位數量與後線建物改造利用

示範 

中區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

館、俱樂部 
臺中梧棲漁港 水陸域空間均足夠，後期尚可利用商港

腹地進行規模提升之發展 

南區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

館、俱樂部 
臺南安平商港 具有國內最大水陸域面積基地，配合船

舶製造產業發展南區示範性基地 

東區 等級 2  
遊艇港及服務中心 臺東金樽漁港 提供中型泊位數量與中型後線腹地開發

之示範 

離島 
等級 1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

館、俱樂部 
金門水頭商港 建置大規模泊區，聯合後線腹地開發創

造金廈地區指標性遊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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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

馬公第一漁港
提供澎湖地區小規模泊位使用，活化閒

置漁港與促進周邊住商區轉型發展

表 8-3  示範性遊艇基地建議興建泊位數、陸域設施及投資經費 

港口別
新建泊位數

(水上泊位) 陸域設施項目
預估投入

經費(萬元) 
投資興

建單位

推動

單位
備註

淡水第二

漁港
32 遊艇管理服務中心 15,453 

民間

投資

淡水區

漁會

臺中梧棲

漁港
262 

度假旅館、俱樂部

及商業服務設施
126,520 

共同

投資＊ 
農委會

漁業署

需漁會協

商

安平商港 65 
遊艇管理服務中

心、俱樂部
31,389 

民間

投資

臺灣港

務公司

金樽漁港 52 
遊艇管理服務中

心、管制站圍籬
25,111 

共同

投資＊ 
臺東縣

政府

水頭商港 300 
度假旅館、俱樂部

及商業服務設施
144,870 

共同

投資＊ 
金門縣

政府

馬公第一

漁港
50 遊艇管理服務中心 24,145 

民間

投資

澎湖縣

政府

合計 761 - 367,490 
備註：1.本計畫預估投入經費係根據表 3-4 既有遊艇基地每泊位開發經費概估所得。 

2.共同投資指示範基地之基礎設施(防波堤、岸壁碼頭等)尚須由公部門進行建置完成，後續

遊艇服務設施之興建及開發則由民間投資。

8.2  建議 

一、基地主管機關眾多，除進行跨部會協調，需確認未來主要辦理窗口

28 (一)增加開放可供停泊之漁港碼頭 

除漁業署所目前公告之漁港外，建議地方政府可公告開放其轄

區內之漁業活動較不頻繁之第二類漁港供遊艇停泊，亦可提高漁港

周邊消費行為，短期可直接開放臨停，不需設置遊艇碼頭，長期若有

預算及需求，再逐步擴充水陸域設施。

29 (二)商港興建遊艇碼頭 

國際商港為外籍遊艇來臺之第一印象，但商港現況水泥岸壁無

法提供遊艇良好停泊條件，故應檢討並規劃提供適合遊艇停泊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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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速改善水域設施，改變國外遊艇對臺遊艇活動形象。 

 

28 (三)民間意願投資場址及方式 

由於目前港口、海岸、河川等管理之主管機關皆不同，如民間

已有投資目標或對某一遊艇基地開發具有意願時，必須針對不同主

管機關之場址進行個別之投資受理與跨部會審查，為使遊艇基地發

展之推動順利，建議可整合相關部會開發程序，提供便捷友善之窗

口，受理投資者自行提出開發遊艇港規劃計畫，加速帶動遊艇活動

之發展。 

 

二、遊艇基地發展長期績效觀察、分析並檢討成效 

臺灣遊艇發展正由啟蒙朝向蓬勃發展階段，以短期數據變化進

行長期預測容易失真，應由多面向與供給方式評估國內遊艇發展趨

勢，在遊艇活動未發展至相當規模之前，有關遊艇基地港址評估規

劃及策略分析，建議每 5 年參考國內外實際發展狀況予以滾動式檢

討及修正。 

 

 
 



 

 

 

 

 

 

 

 

 

 

 

 

 

附件一、國外遊艇碼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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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蒐集國外案例及分析包括美國、澳洲、歐洲、新加坡、日本及中

國。因資料收蒐集完全利用網路，不易蒐集到齊全的資料，將資料分為

遊艇港設施及服務與管理營運法規兩大項。 

一、遊艇港設施及服務 

1 美國 

1.1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Corpus Christi City’s Marina)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位於美國德州墨西哥灣沿岸，有沿

海沙洲保護，陸域及水域面積共 28 公頃，為一大型公共遊

艇港，其碼頭配置採用兩個 T 型及一個 L 型，且本港是由

政府單位主導進行開發，後續亦交由政府單位進行經營，如

圖 1 所示。 

浮動碼頭可提供 600 席位，最大可容納 150 呎長、10

呎吃水深的遊艇，船席每六個月租金為 6.75 美元/呎，但不

含水電費及帆具租金。每個月約有 122 艘過客的船隻，即每

年有 1464 艘。 

資料來源：http://www.corpuschristimarina.com/government/marina/marina-layout/index 

圖 1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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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船舶席位設施，本港之便利設施包括具現代化加油

設備加油碼頭、免費碼頭邊船艙廢汙水抽出設備、具空調的

淋浴間、洗手間、洗衣間、會議室、免費 Wi-Fi、及電視，

四座免費曳船道、陸上停船設施、及上下船架等。岸電有三

相或單項，30、50、100 或 200 amp。 

尚有一個開闊的空間供維護及修理船隻，若做商定維修

則有船舶維修設備、及 15 頓活動式吊車。另有兩個遊艇俱

樂部、及三家餐廳，其設施位置示如圖2。 

圖 2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設施位置 

1.2 夏威夷霍諾可豪遊艇港(Honokohau Marina and Small boat Harbor) 

霍諾可豪遊艇港位於夏威夷西岸，陸域及水域面積共

21 公頃，並有 262 個船席，3 座曳船道(2 座 30ft 寬、1 座

60ft 寬)，是一座公共碼頭，由政府單位主導進行開發並經

營，而本港收費方式採長度作為計價，並須另外支付設施使

用費，其空照圖如圖 3 及圖 4。 

除遊艇港外，鄰近海岸也是理想的浮潛水域，港區及沙

灘也可欣賞熱帶魚及珊瑚。沙灘上也可看到綠蠵龜。因此本

港具有多元吸引遊客的設施及自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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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honokohauharbor.com/；http://www.city-data.com/articles/Honokohau-Marina-and-Small-Boat-Harbor.html#b) 

圖 3 霍諾可豪遊艇港空照圖(1) 

 

 

(資料來源:http://marinas.com/view/marina/13165_Honokohau_Marina_and_Small_Boat_Harbor_Kailua-Kona_HI_United_States) 

圖 4 霍諾可豪遊艇港空照圖(2) 

  

http://www.city-data.com/articles/Honokohau-Marina-and-Small-Boat-Harbor.html#b
http://marinas.com/view/marina/13165_Honokohau_Marina_and_Small_Boat_Harbor_Kailua-Kona_HI_United_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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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島格雷戈里奧 D.佩雷斯遊艇港(Gregorio D. Perez Marina) 

此港位於關島首都哈加納(Hagatna)市海岸，由關島港

務局所擁有及經營，其空照圖示如圖 5 及圖 6。供遊樂船及

小型營業船靠泊。本港有內外兩個泊地，因出口航道長，故

甚至內防波堤外亦時有船隻停泊。遊艇停泊收費則以遊艇

長度作為計價方式，價格如表 1 所示 

 

圖 5 格雷戈里奧 D.佩雷斯遊艇港空照圖(1) 

 

(資料來源:http://www.portguam.com/maritime-operations/facilities/marina) 

圖 6 格雷戈里奧 D.佩雷斯遊艇港空照圖(2)  



A1-5 
 

表 1 關島遊艇港法規 

遊艇長度 每天 每星期 每月 3 個月 6 個月 每年 

8 尺 49 元 229 元 524 元 1307 元 1960 元 3276 元 

10 尺 61 元 286 元 653 元 1632 元 2449 元 4081 元 

12 尺 75 元 346 元 799 元 1998 元 2998 元 4996 元 

15 尺 94 元 438 元 999 元 2497 元 3745 元 6243 元 

17 尺 107 元 501 元 1144 元 2860 元 4290 元 7150 元 

20 尺 127 元 593 元 1354 元 3385 元 5078 元 8463 元 

22 尺 142 元 663 元 1514 元 3784 元 5676 元 9460 元 

25 尺 163 元 760 元 1737 元 4342 元 6512 元 10854 元 

30 尺 215 元 1004 元 2293 元 5733 元 8559 元 14333 元 

單位:美金 

(資料來源: 

http://www.portbooker.com/en/marina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busselton/port-geographe-marina 

http://www.marinasguide.com.au/port-geographe-marina-2/ 

http://www.drivewa.com/poi/1151/port-geographe-marina.html) 

 

2 澳洲 

2.1 挑戰者港(Challenger Harbor) 

挑戰者港位於西澳弗里曼特爾市(City of Fremantle)，其

空照圖如圖 7 所示。水陸域面積約 11 公頃，雖為中型港，

但有 106 個船席，可停泊 20m 長、吃水深 5m 之大型遊艇，

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並自行經營，屬公共碼頭，且為各式帆

船比賽之場地，停泊費用以長度計價。本港除碼頭及船上下

水坡道外、其他服務設施包括飲水、電力、洗衣間、更衣室、

酒吧及餐廳、廢棄物收集、艙底廢汙水收集、船艙殘留水收

集及保全等。 

http://www.portbooker.com/en/marina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busselton/port-geographe-marina
http://www.marinasguide.com.au/port-geographe-marina-2/
http://www.drivewa.com/poi/1151/port-geographe-mar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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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www.portbooker.com/en/mooring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  

圖 7 西澳挑戰者港空照圖 

 

2.2 博多吉奧格拉非遊艇港(Port Geographe Marina) 

此港位於巴瑟爾頓(Busselton)吉奧格拉非灣的中心，其

空照圖示如圖 8。整年都不受印度洋季風的影響，海岸是

30km 的白沙灘，使本港成為帆船、海釣、潛水及遊艇熱門

的目標港。水陸域面積約 25 公頃，有 280 個泊位，為大型

遊艇的理想遊艇港，港口水深 3.5m，最大可停泊長大達 30m，

及吃水 5.4m 之遊艇。港口共有 280 個船席，陸上有 10 個

停船空間。對客戶有完善的服務設施，硬體設施包括碼頭上

供水、碼頭上供電(含三相)、加油站、LPG 站、WI-FI、淋

浴間、洗衣間、更衣室、船上下水坡道、曳船道、雜貨店、

藥局、醫務室、酒吧、餐廳；服務人員包括艇罩人員、推銷

員(買賣船隻)、電工人員、電子人員、工程師、水管人員、

http://www.portbooker.com/en/moorings/australia/western-australia/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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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冷凍人員、修船人員等。若需在船上做維修工作，有35

噸移動式船舶吊車可用。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再轉交由民間

單位經營之公共碼頭，收費方式則是採用遊艇長度作為計價

方式。 

圖 8 西澳 Port Geographe Marina 空照圖 

3 歐洲 

3.1 英國布萊頓遊艇 (Brighton Marina) 

此港位於英格蘭南海岸的東段，其空照圖示如圖 9。此

港涵蓋之水域及陸域面積共為 52.5 公頃，且可容納 1,200 艘

遊艇，為歐洲最大遊艇碼頭之ㄧ，碼頭整體由政府單位主導

開發興建並轉交由民間單位進行營運，碼頭經營方式採取

俱樂部會員制，停泊收費標準則以遊艇長度作為計價方式

並須額外支付設施使用費用。本港所提供之設施及服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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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英國布萊頓遊艇港空照圖 

(1)24 小時保全 

有24 小時的安全巡邏及32 台CCTV 照相機保護遊艇

港及岸邊設施。至船席之通道及各碼頭均設有保全門。

遊艇港度假村亦有非常設施及保全人員。 

(2)燃料、抽出及 LPG 氣加油站每天 8-18 點出售柴油及無鉛

汽油，還供應液態氣體及露營瓦斯桶。西碼頭有自己操作

之抽出船艙汙水設備。 

(3)供水及供電服務 

在浮動碼頭上有供水及供電設備，水是免費的，對船

席擁有者及月租者電費以船席單位計算。對過客則一個晚

上 2 英鎊。 

(4)設備及自助洗衣間東西碼頭均有設備區塊，自助洗衣間也

包括在內。 

(5)WiFi 

全港都有 WiFi 熱點，對現有簽定年、月或訪客合約船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3eg9CJ5bgtVtWcA_qZ21gt.;_ylu=X3oDMTBtaTBhcHJnBHNlYwNmcC1pbWcEc2xrA2ltZwRpdAM-/RV=2/RE=1426841338/RO=11/RU=http:/www.webbaviation.co.uk/gallery/v/sussex/brighton/BrightonMarina-eb07305.jpg.html/RK=0/RS=0kv.z5XBs67qcq4ItTms6yl8o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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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使用者，有每天可免費使用 4 小時。 

(6)港區安全措施 

緊急狀況點：有救生圈及安全通告，消防集結點，水

上疏散點。急救櫃：滅火器、拋繩、急救箱及保暖毯等。 

(7)靠泊選項 

本港可靠泊 1200 艘船，最長 41m(吃水 2.3m)，故容易

找到適合的泊位，可以年、月、和日的方式靠泊。也提供

夏季(4/1~10/31)及冬季(1/11~3/31)的停靠，但至少須30天。

過客一天收費為 3.05 英鎊/公尺船席。 

(8)遊艇修造廠 

提供設備完善全套服務的修造船廠，設備方面有60噸 

起重機及 15 噸移船機。還有固定起重機供修桅杆及引擎

起吊。 

3.2 賽普勒斯卡帕斯門遊艇港(Karpaz Gate Marina) 

此港涵蓋之水域及陸域面積共為 22.5 公頃，位置如圖

10 所示，卡帕斯門遊艇港可容納 300 艘遊艇。且由民間單

位自行主導開發並採用俱樂部會員制進行營運，遊艇停泊

費用則以遊艇長度作為計價方式並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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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karpazbay.com/Dev2Go.web?id=127799&sLID=EN#ResortLocation) 

圖 10 賽普勒斯卡帕斯門遊艇港空照圖

3.3 克羅埃西亞科納提遊艇港(Kornati Marina) 

此港涵蓋之水域及陸域面積分別為 9.1 公頃及 4.0 公頃，

其空照圖如圖 11 所示。碼頭由三個互連之區域構成，中央

區有 450 個泊位，水上泊位 380 個，岸置 70 個；西區有 200

個泊位；南區有 100 個泊位，共計 750 個船席，容許最大船

之為 23m 長。港口寬 40m，最大水深 6.5m。此港口是由政

府單位主導開發，完成後轉交由民間單位採用俱樂部會員

制及公共碼頭兩種方式進行營運，遊艇停泊費用則以遊艇

長度作為計價方式並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這些船席是由 15 座碼頭構成，均有供水(共 270 個連結

點)及供電設施(16A、32A：單相及三相，63A 三相，共 850

個連結點。水電費均含在靠泊費內。另外在碼頭上亦有洗手

間及淋浴間。 

陸上之維修區有 50 噸及 10 噸移動式吊車，有乾船塢

及 7m 寬曳船道。在維修區有各種維修小工廠，如修船及引

擎、電工、帆等。還有船零件及食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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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 30 家配合廠商提供港內維修服務，以確

保其服務品質。附有小酒館之餐廳可提供 370 人的座位。本

港號稱是旅遊及旅館遊艇港。停車場共有 700 個車位。碼頭

區及停車場有 24 小時的保全服務。每年在本港舉辦 40 場

地區性及國際性帆船比賽，超過 30 個船隊及 1 萬個船員參

加。 

 

圖 11 克羅埃西亞科納提遊艇港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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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 

4.1 新加坡聖淘沙 One°15 遊艇俱樂部 

新加坡 ONE°15 遊艇俱樂部成立於 2007 年，如圖 12

所示之空照圖，為新加坡最頂級之遊艇俱樂部，座落於聖淘

沙島之東側，過去曾於 2008 年、2009 年舉辦沃爾沃環球帆

船賽(Volvo Ocean Race)，亦為 2009～2013 年亞太區超級遊

艇大會會場，過去曾榮獲 2009、2012～2014 年亞太遊艇雜

誌所頒佈之年度亞洲最佳遊艇碼頭獎(Best Asian Marina of 

the Year)。 

港內總共擁有 270 個泊位，包含 13 個可供 100 呎之超

級遊艇停靠之泊位；並具有 24 小時的保全、加油碼頭、水

電、無限 WIFI 與污水回收裝置。俱樂部亦提供船艇、超級

遊艇出海體驗，以及豪華客房、宴會廳、會議室、游泳池、

網球館、水上酒吧及觀景平台等活動設施，配合鄰近之金融

中心、商業中心、國際機場、高爾夫球場、賭場及人工島等

地標，將聖淘沙打造為世界級之富豪群居區與娛樂渡假中

心。船舶停泊費用，40 公尺遊艇每艘約 1 萬新幣（23 萬台

幣），而短期會員 1 年期 5000 新幣，2 年 9000 新幣、3 年

13000 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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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superyachttimes.com/editorial/12/article/id/7298) 

圖 12 One°15 Marina 遊艇港空照圖 

5 日本 

5.1 大阪北港遊艇港 (Osaka Hokko Yacht Harbor) 

「大阪北港遊艇港」位於日本環球影城和舞洲人工島

附近，雖身處城市仍可享受帆船等水上運動、休閒活動的樂

趣，如圖 13 所示之空照圖。其陸域及水域面積共 19 公頃，

可容納小型帆船 260 艘，巡航快艇 120 艘。其他設施包括

艇庫、修理廠及俱樂部會所、含賞港廣場的公共綠地、遊樂

設備及網球場等。港內有可供出租共 30 艘小型帆船，包括：

單帆船(topper)12 艘、雙帆船(cicala)15 艘、登陸艇 3 艘等，

對初學者還開設帆船班活動。 

本港初期由政府開發後交由民間單位經營，目前經營

方式採用俱樂部會員制，提供各項服務設施，停泊費用以船

艇長度計價方式並須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以 6 公尺長、

3.6 公尺以內之遊艇為範例，其收費內容如表 2 所示，其中

入會費為 54000 日圓，約臺幣 15000 元，其餘費用則依據

船舶長度及繳費方式有所不同。 

http://www.superyachttimes.com/editorial/12/article/id/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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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osaka-info.jp/en/facilities/cat5/post_316.html) 

圖 13 大阪北港遊艇港 

 

表 2 大阪北港遊艇港收費範例 

  支付方法 保證金 使用費 保養費用 首次支付 第二年支付 

  年繳 81000 324000 
60000 

次年 20000 
519000 344000 

入會金

54000 
+ 半年繳 83700 167400(*2) 

60000 

次年 20000 
532500 354800 

  月繳 91800 
30600(*12) 

初次繳 3個月 

61200 

次年 20000 
574200 387200 

單位:日圓 

. 

 

5.2 沖繩宜野灣遊艇港 

野灣遊艇港位於沖繩島西岸，是沖繩島最大的遊艇港

及海上活動中心，其空照圖如圖 14 所示。本港口其陸域及

水域面積共 19 公頃並可容納 636 艘船隻，其中 357 艘可靠

泊在碼頭，其餘則停置在陸上，其船席可停泊 20m 長或 5m

吃水深的遊艇。由政府主導開發再移交給民間單位經營，而

http://www.osaka-info.jp/en/facilities/cat5/post_316.html


A1-15 
 

本港屬於公共碼頭，遊艇停泊費用以遊艇長度作為計費方

式且須額外支付設施使用費。 

停車場可容納 590 輛車，其他設施包括餐廳、俱樂部會

所、洗手間及淋浴間，並有供水、加油站及 100 VAC 岸電，

與 WI-FI。另外還有維修廠區(沖繩惟一的遊艇吊車)，大型

遊艇則有升降式吊車及移動式吊車可用。 

每年在此遊艇舉辦一些活動，包括沖繩海洋祭，遊艇比

賽、和釣魚錦標賽。 

 

(資料來源：http://transpacyachts.com/ginowan_marina.html；http://www.okistyle.com/a2z/?p=1845) 

圖 14 沖繩島宜野灣遊艇港 

6 中國 

6.1 五緣灣國際遊艇會 

五緣灣國際遊艇會座落於風景如畫的廈門島五緣灣內

灣，位置詳圖 15 所示，是由廈門路橋建設集團下屬全資子

公司—廈門路橋遊艇港開發有限公司斥鉅資開發運營的商

務主題遊艇俱樂部。 

目前已建設 351 個泊位，最大泊位可停靠 160 呎的超

http://transpacyachts.com/ginowan_marina.html；http:/www.okistyle.com/a2z/?p=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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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遊艇，遊艇港內停泊大小遊艇已超過 220 艘；配套遊艇陸

上水上保稅倉庫、遊艇會所、俱樂部、加油泊位、起吊泊位

和 50 噸船用門式吊等硬體設施；開展遊艇駕駛培訓、遊艇

維護保養、遊艇旅遊等服務；常年舉辦國內外著名水上運動

賽事，被航海界人士稱為「全球少見的帆船運動基地」，現

場狀況如圖 16 所示。遊艇停泊費用為 25 呎以下 1 艘每年

15000 元，25 呎以上每艘以天計費 8(元/呎)，並須支付保管

費用每艘以月計費 20(元/呎)。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網路圖片，本計畫彙整 

圖 15 廈門五緣灣遊艇港空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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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網路圖片，本計畫彙整 

圖 16 廈門五緣灣遊艇港照片 

二、遊艇管理營運法規 

1 美國 

1.1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Corpus Christi City,s Marina)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管理營運法規是訂在柯泊史克利市

條例法規(Corpus Christi Texas-Code of Ordinances)第 12 章

的第 II 條款遊艇港，其法規共 43 條，其標題列如表 3。 

表 3 柯泊史克利遊艇港管理法規 

12-40 Marina defined 12-40 定義遊艇港 

12-41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s 12-41 條文適用性 

12-42 Marina superintendent-General duties 12-42 遊艇港監督者-一般任務 

12-43 Same-police authority 12-43 警察的職權 

12-44 Fire marshal to make vessel inspections 12-44 消防隊長檢查船舶以防火災 

12-45 House boats 12-45 船屋 

12-46 Policy regulating living aboard water craft 12-46 有關住在船上的規定 

12-47 Fishing and crabbing from catwalk 

prohibited 
12-47 禁止在狹窄通道釣魚及捕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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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Permits required for commercial 

activity,regulations 
12-48 商業活動需要之許可證及規定 

12-49 Slip rental concession permits-Authority to 

execute, form adopted by reference 
12-49 承租船席使用權許可證，授權遊

艇監督者辦理 

12-50 Same-Applications 12-50 申請承租船席 

12-51 Same-conditions to granting 12-51 准于承租船席之條件 

12-52 Same-Revocation 12-52 撤銷船席承租 

12-53 Same-Appeals 12-53 撤銷船席承租申述 

12-54 Regulations on soliciting, music, 

whistles,etc. 
12-54 攬客、音樂、汽笛等之裩定 

12-55 Operation of vessels in careless or reckless 

manner 
12-55 粗心或魯莽操船 

12-56 Operation of vessels by persons under  

influence of liquor or drugs 
12-56 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者之操船 

12-57 Operation of charter boats 12-57 包船之操作 

12-58 Signs advertising charter boats 12-58 包船廣告標誌 

12-59 Er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wnings 12-59 天蓬之裝設及維護 

12-60 Gear box and ticket booths 12-60 帆具箱及售票亭 

12-61 What persons permitted on catwalks and 

slips 
12-61 容許在狹窄通道及船席的人員 

12-62 Definitions and regulations 12-62 定義及規定 

12-63 Same-Liens against craft 12-63 對船舶之留置權之定義及規定 

12-64 Treatment of unauthorized craft; restraint 

of craft nonpayment of fees 
12-64 未被授權船舶之處理，未付費船

舶之約束 

12-65 Mooring, etc. at certain locations limited 

or prohibited 
12-65 某些限制或禁止地區之泊船 

12-66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permanent 

anchors,etc. 
12-66 長時拋錨之許可 

12-67 One boat per slip; exception 12-67 一船一船席及例外 

12-68 Unau thorized transfers between slips; 

subletting slips;procedure when ownership of 

craft changed 

12-68 未授權船席移轉，轉租，船主變

更程序 

12-69 Use of city water 12-69 市水使用 

12-70 Use of electricity 12-70 電力使用 

12-71 Certain craft excluded and declared 

nuisances; abatement of nuisances 
12-71 拒絕及宣告妨礙的船舶，妨礙撤

銷  

12-72 Mooring areas for commercial boats 1-72 營業船舶停泊區 

12-73 Speed limits in the South Basin 1-73 南泊渠之速限 

12-74 Use of parking areas 1-74 停車場之使用 

12-75 Land area parking or storage of vehicles 

and equipment; fire precautions; repair of boats-

Definitions 

12-75 在各碼頭上端陸地停車、車輛和

設備儲存、火災預防、船隻、修理等

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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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 Same-Maximum parking time, removal; 

repair permits; in-water hull cleaning permit 
12-76 最長停車時間、移動、修船許可

證、水下船殼清理許可證 

12-77 Same-Welding and cutting 12-77 焊接及切割 

12-78 Same-Fueling of inboard tanks 12-78 艙內油箱加油 

12-79 Penalty for violations 12-79 罰則 

12-80 Slip rental contract 12-80 船席租用合約 

12-81 Slip waiting list 12-81 船席候補名單 

12-82 Unoccupied slips 12-80 空閒船席 
(資料來源：http://www.cctexas.com/government/marina/rules-regulations/index) 

 

1.2 關島格雷戈里奧 D.佩雷斯遊艇港(Gregorio D. Perez Marina) 

本港之營運管理法規是依照關島港務局所訂之「遊艇

港法規(Marina Rules and Regulations)」。本法規共分為 13

篇，列如表 5。遊艇停泊收費則以遊艇長度作為計價方式，

價格如表 4 所示。 

 

表 4 關島遊艇港法規 

Part I. General Provisions 第一篇 一般規定 

說明本法規之目的、範圍、解說、罰則、對船主

通知等相關規定。 

Part II. Definitions 第二篇 定義 

各種在本法規用詞定義之說明。 

Part III. Use of Marina  第三篇 遊艇港之使用 

說明哪些船可使用遊艇港，租用合約之簽訂，使

用許可證之發給、取消、吊銷及使用規定，船席

指定，在港內船舶用途，保險及緊急狀況之處理

等。 

Part IV.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第四篇 環境衛生及安全 

說明船隻環境衛生之標準，處理船上廢棄物及廢

汙水之規定及如何保持環境衛生之規定。 

Part V. Fire Safety and 

Vessel Equipment 

Requirements 

第五篇 消防安全及船舶所需設備 

說明防火標準之規定，防火設備，船上易造成火

災設備之規定，船上人員防火應注意事項及救生

設備等。 

Part VI. Maintenance and 

Storage 
第六篇 維修及儲存 

說明船泊在港內維修相關規定及存放供給品、材

料及設備之規定。 

http://www.cctexas.com/government/marina/rules-regulation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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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II. Boat Operation 第七篇 操船 

說明船隻在港內、航道及港口操船與繫泊等相關

規定。   

Part VIII. Severe Weather 

Procedures 
第八篇 惡劣天候處置 

說明在颱風時船主如何保護船隻的安全。 

Part IX. Commercial 

Activities 
第九篇 商業活動 

說明不得使用港務局設施營業賺錢的規定，除非

有書面批准，亦不得有商業廣告之相關規定。 

Part X. Public Use of 

Marinas 
第十篇 遊艇港之公眾使用 

說明遺失、丟棄或錯置財物之處理，在港區內禁

止之活動及停車等相關規定。 

Part XI. Fees and Charges 第十一篇 費用及收費 

說明使用許可證之付費、懈怠及留置權等相關規

定，還有船舶靠泊船席或停在陸上費用之細目

等。 

Part XII. Complaints, 

Disputes and Appeals 
第十二篇 抱怨、爭議及申述 

說明若任何人因此法規而受屈，可提出抱怨、爭

議及申述等之規定。 

Part XIII. Effective date, 

Repeal and Renewal of 

use Permits 

第十三篇 許可證生效日期、撤銷及更新 

配合新的法規辦理。 

Annex I. Harbor of 

Refug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附錄一 避難港標準操作程序  

說明在惡劣天候供船避風浪的港及船主不在時

船停留在港內應辦事項及繫船方式等之規定。 
(資料來源：http://www.portguam.com/docs/marina-rules-and-regulations/marina-rules-approved-sept-27-2007.pdf) 

2 澳洲 

2.1 博多吉奧格拉非遊艇港(Port Geographe Marina) 

(Coastal and marine facility requirements)這是一份由西

澳交通處(Department of Transport ,the Government ofWestern 

Australia)所公佈的三)文件，說明由該處管理的港(含遊艇港)

船舶靠泊相關規定，尤其針對連接岸電、岸燃油、保險及居

住在船上等，簡要說明如下： 

(1)連接岸電 

船上低壓電力系統和岸上供電系統必須符合 AS3044

及下列規定： 

http://www.portguam.com/docs/marina-rules-and-regulations/marina-rules-approved-sept-27-2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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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到達時須注意事項：

(A)岸上供電系統接頭、插座規格及接電方法等相關說明。 

(B)說明供電纜線規格及其最大長不得超過 25m。 

(C)供電纜線接頭不得垂到或掉到海裡。 

(D)供電接頭不得接雙接頭。 

(E)供電接頭應只用一條纜線，否則須依說明之規定辦理。 

(F)船上插座應連接岸電事先檢查及做清理，以防發生危險。 

(G)讓非技術人員從事修理或修改是危險的，必須由專業人

員辦理。 

 船舶離港前須注意事項：

(A)確定所有供電都關掉及供電接頭拔除。 

(B)說明供電系統拆除之程序及方法。 

(C)供電接頭纜線須收好並存放在乾燥的地方。 

另外也說明船主若違反以上規定，必須立刻改善，否則

斷電。 

(2)岸上供燃油 

所有的配件都必須符合澳洲相關規範的規定。 

(3)保險規定 

欲使用船席之船舶須保有公共責任險和第三者損害險，

海岸公共建設已制訂這些船舶保險的最低要求。其保額為

一千萬澳幣。 

另外說明保險相關規定，及若未保險或未保險造成港

內設施損壞之處理原則等。 

(4)居住在船上之規定 

娛樂船或營業船使用者容許在船上連續住 6 天，或在

一個月住 10 天，要居住在船上必須先取得管理單位的書

面同意。本規定亦說明各種船隻人員居住在船上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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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下的相關規定。 

(資料來源：http://www.transport.wa.gov.au/imarine/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facility.as ) 

3.1 英國布萊頓遊艇 (Brighton Marina) 

其法規列如表 5。 

表 5 布萊頓遊艇港經營管理法規 

1.Guide 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used in theseregulations 
1.法規用字簡介 

2.Payment and power of sale 2.付費及出賣的權力 

說明付費辦法、延遲付費的罰則、及不

付費經營公司可出賣遊艇的權力。亦可經由

法院討回債款或破毀賠償。 

3.Safety and management 3.安全及管理 

說明進入港口航道後操船規定，如必須

小心操船，注意港內的標誌、信號、及指示、

在港內不允許之活動及操船。另外還有船使

用岸電及行李車的規定。 

4.Nuisance 4.妨害行為 

說明使用者不得從事擾人及造成經營

公司及他人不便的行為。也不得造成通道航

道阻礙行為等的規定。 

5.Discharge of refuse and effluent 5.廢棄物及廢汙水的釋出 

說明各種廢棄物及廢汙水不得在港內

丟棄及排放與允許丟棄及排放位置的規定，

另外還有寵物在港內活動的規定。 

6.Working practices 6.工作的執行 

在港內只容許小修理及經常性的保養，

除此之外必須有書面允許，而且必須依規定

執行船上工作，若造成汙染及損毀，則依規

定賠償等相關規定。也說明委外船上維修的

規定。 

7.Storage of dinghies, etc. 7.小艇等的儲放 

不用的小艇、舢板及筏不用時均須裝載

在船上。說明拖車停車及船上設備及物資儲

放在陸上的相關規定。 

8.Fire 8.防火 

3 歐洲 

http://www.transport.wa.gov.au/imarine/fremantle-challenger-harbour-facilit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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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船上防火的規定，船上不得有危險

品及易燃物，若與船有關物資必須依照防火

規定儲存等。 

9.Right to move boats and take 

photography or video footage 
9.移船及拍照或錄影的權力 

說明公司為了安全、緊急狀況保留上船

移船或車輛及在港內物件的權力。公司不時

會對港拍照或錄影，船主對此反應的處理。 

10.Provide details of boat 

movements 
10.提供詳細船的動態 

說明船若離開船席超過 24 小時再回來

的相關規定。 

11.Keys 11.船鑰匙 

說明船主須留一把船鑰匙在公司接待

處的規定。 

12.No living aboard boats 12.禁止居住在船上 

說明可居住在船上之規定。 

13.Condition of Boats 13.船況 

說明船主必須提供證明報告，確保該船

的適海性、自航性及靈巧的狀況等的相關規

定。 

14.Display of Name 14.船名標示 

船名必須清楚的標示在船上、小艇、船

架及拖車，及船相關設備。 

15.Measurement of boats 15.仗量 

說明對船長的定義，公司保有重新丈量

的權力，並作必要的收費調整。 

16.Commercial use of boats 16.船的商業使用 

說明使用船供捕魚、潛水及包船之相關

規定。對出售停泊在港內船舶之商業行為亦

有規定。 

17.Report damage 17.損毀報告 

說明船主對港內任何設施或他船、車輛

所造成損毀必須立刻報告公司之規定。 

18.Mooring of boats 18.船隻靠泊 

船不得在港內拋錨造成障礙。其他說明

小艇之靠泊，船繫泊及護舷材與需要上下船

梯等相關規定  

19.Car parking 19.停車 

說明停車之規定、罰則及財務損失之規

定。在 9pm~9am 帳篷、附蓬卡車在港區必

須有書面允許之規定。另外停車通報手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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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規定。 

20.Insurance 20.保險 

說明靠泊在港內船之公共責任險及第

三責任險之要求及規定。 

21.Limitation of liability and 

   indemnity 
21.責任險及賠償之限度 

在港區船舶、小艇及車輛船主要自負風

險，除非公司人員、代理商及廠商造成。說

明除非公司違反本法規之賠償責任。 
(資料來源:https://www.premiermarinas.com/uk-marina-locations/brighton-marina/about-brighton-marina) 

 

3.2 克羅埃西亞科納提遊艇港(Kornati Marina) 

法規說明維持港區秩序的條件及方法，摘譯如下： 

(A)靠泊船席位置由港務經理決定，為安全及合理的理由遊

艇港保留不須經船主同意變更船席的權力。 

(B)駛出或駛進港之速度在港域內不得超過 3 節。 

(C)進入遊艇港之前要先通報。 

(D)船舶使用者必須有操船許可證。 

(E)到達後要立刻通報，並出示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船上人

員名冊。 

(F)在操作或已停泊船舶使用者必須保持其船舶有良好秩序。

船必須以適當的纜繩安全繫泊。 

(G)經由陸地到達之船舶，必須在門房報到。然後依指示船

下水及停車等。 

(H)禁止在港內拋錨，除非有必要理由經港務經理同意暫時

拋錨。 

(I)在港內任何時間，船舶使用者要負責其船隻的完整性、安

全及操航能力。 

(J)在港內任何時間，船名及其註冊標誌必標示在明顯位置。

若有更改必須登錄在文件上並告知遊艇港。 

(K)說明有船席租約的船舶使用者到港後應辦事項。 

(L)說明掛外國旗船舶使用者須通報船上所載設備之規定。 

https://www.premiermarinas.com/uk-marina-locations/brighton-marina/about-brighton-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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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說明船舶連結碼頭上水電之規定。 

(N)說明在船上從事打磨、油漆及類似工作的相關規定。 

(O)說明廢油汙水處理辦法及罰則。 

(P)說明長時靠泊之船隻必須留下一把鑰匙供遊艇港接待處

必要時使用之相關規定。 

(Q)說明有船席租約之船舶長時間離港，處理合約之規定。 

(R)在港內只能使用生物能分解的清潔劑及其他環保規定之

說明。 

(S)禁止在港池清空廁所。 

(T)說明若造成嚴重汙染事件，遊艇港採取的對策及罰則。 

(U)遊艇港每天提供氣象報告。 

(V)說明使用吊車吊放船隻之規定。 

(W)在港區內禁止之活動及行為：如點火、滑水、游泳、衝

浪、潛水…等相關規定之說明。 

(資料來源：http://www.marinakornati.com/en/about-the-marina ) 

 

http://www.marinakornati.com/en/about-the-marina


 

 

 

 

 

 

 

 

 

 

 

 

 

附件二、專家訪談及網路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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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網路問卷 

調查對象： 

□旅遊業   □船舶製造業   □遊艇產業(遊艇販售、後續維護管理、遊艇遊憩活動)

□一般民眾

------------------------------------------------------------------------------------------ 

1.性別：□男 □女

2.年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7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大專、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4.月平均所得
□無經常性收入   □2 萬(含)以下 □2 萬 至 4 萬   □4 萬至 6 萬
□6 萬 至 8 萬   □8 萬 至 10 萬   □10 萬元以上

5.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基北桃竹苗） □中部地區（中彰投雲嘉）
□南部地區（南高屏） □東部地區（宜花東）
□其它離島地區（澎湖、綠島、蘭嶼、馬祖、金門）
□中國大陸 （城市）
□海外     (請註明) 

6.您是否擁有遊艇或小船駕駛執照？□是，_______________   □否 (跳 30)

------------------------------擁有遊艇或小船駕照者---------------------------- 

7.您是否擁有私人的遊艇、小船或帆船？□是(承 8) □否（跳至 11）

8.您的遊艇是哪一種執照呢？□遊艇   □小船   □娛樂漁船   □其他_________

9.您得遊艇尺寸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呎

10.您的遊艇停泊在哪裡？(可複選)
□專用遊艇港 ，費用(每月)_________________元 
□漁港 ，費用(每月)_______________元
□自家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是否有參加任何海上遊憩活動相關協會或俱樂部：
□有，名稱________________，費用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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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可以接受的遊艇租賃費用價位？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自行填寫)

13.您曾將遊艇停泊在哪些港區？(可複選)
□專用遊艇港 ，費用(每月)_________________元 
□漁港 ，費用(每月)_______________元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費用(每月)_______________元

14.目前國內遊艇專用港的停泊費用，依遊艇大小不同，您認為合理之遊艇停泊費用為
何？(每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15.過去曾經駕駛遊艇進行過哪些海上遊憩活動？(可複選)
□浮潛(珊瑚礁)  □無人島探險  □海釣 □水上摩托車   □海上巡航景觀
□水肺潛水 □水上 BBQ □風浪板  □香蕉船  □拖曳傘   □戲水
□游泳 □其他

16.就您所知，最多國人購買之遊艇屬於哪一尺寸？（可複選）
□小型遊艇(40 呎以下、12m)
□中型遊艇(40~60 呎，12~18m)
□大型遊艇(60~80 呎，18-24m)
□巨型豪華遊艇(80~120 呎，24~36m)
□超級豪華遊艇(120 呎以上，36m)

17.您認為台灣部分遊艇碼頭停泊量不高，可能的問題為何？(請用數字排序)
□地理位置不佳  □碼頭設施缺乏  □停泊費用高  □周邊遊憩資源少  □缺乏管理
□交通不便 □其他____________

18.您認為目前國內既有遊艇碼頭中，哪些是必要且缺乏的設施？(請用數字排序)
□商店   □油料供應設施   □岸置設施   □水電供應設施   □其他____________

19.哪些項目是您選擇停泊遊艇的考量？(請用數字排序)
□地理位置   □碼頭設施   □交通便利性   □周圍遊憩資源  □入港程序
□停泊費用

20.您認為國內遊艇無法快速發展，最大問題為何？(請用數字排序)
□法規限制   □泊位不足   □碼頭設施不佳   □管理不當   □手續繁瑣
□進出港手續繁雜

21.遊艇港相關設施中，哪些設施或環境會提高您將遊艇停泊的意願？(可複選)
□油料系統  □岸置空間 □住宿服務   □購物服務   □快速通關服務
□無意見 □維護管理 □其他______________

22.台灣部分遊艇碼頭一位難求，部分遊艇碼頭卻乏人問津，您認為真正的問題為何？(請
用數字排序) 
□地理位置不佳 □碼頭設施不佳  □費用太高  □缺乏維護管理
□進出港手續繁瑣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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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除既有遊艇碼頭之外，您有其他建議作為遊艇碼頭的地方？
□有，名稱________________，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24.現有遊艇碼頭中，您停過哪幾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現有的遊艇碼頭中，您較喜歡那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國外遊艇碼頭中，您覺得最適合台灣參考的碼頭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您覺得台灣的遊艇碼頭，應如何改善？

-----------------------------       一般民眾 --------------------------------- 

28.您曾參與進行過之海上遊憩方式？（複選）
□戲水 □游泳 □衝浪 □海釣 □浮潛   □水肺潛水
□水上摩托車  □拖曳傘  □香蕉船 □獨木舟 □帆船   □風浪板
□無人島探險  □遊艇 □水上 BBQ   □海上巡航景觀 □其他

29.您覺得目前可搭乘遊艇的地方是否便利？(位置多寡、交通、周圍設施)
□是 □否，有哪些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您覺得目前遊艇遊憩活動資訊取得是否容易？
□是 □否

31.您是否想參加遊艇遊憩活動嗎？
□是 □否

32.您會想得到遊艇遊憩活動資訊嗎？
□是 □否

33. 您覺得目前可搭乘遊艇的地方是否便利？(位置多寡、交通、周圍設施)
□是 □否

34.您會想要學習駕駛遊艇嗎？
□是 □否

35.您對政府大力推動遊艇產業發展，新建遊艇碼頭，有何看法？
□沒有意見
□樂觀其成，可增加海上活動種類，應大力推動
□不贊成，政府納稅錢用來支持有錢人的運動
□只是一時興起，很快又會沒下文，不需理會
□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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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大綱 

訪談編號： 時間： 

受訪者編號： 地點： 

連絡方式： 

一、 基本資料 

1. 可否請您稍微簡單地自我介紹，(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職掌、性質、單

位及職稱等)。

二、 遊艇基地評估分析 

1. 就既有遊艇泊位利用情形顯示，部分泊位一位難求，部分地方卻乏人問津，您認為問

題為何？就政府立場較傾向就既有泊位現地改善，你的看法呢?

2. 目前專用遊艇港多委外經營，但並非每個遊艇港之經營績效都很好，您認為問題為何？

遊艇港區開發後應如何經營管理，較能讓遊艇港永續經營？

3. 就漁港既有之遊艇碼頭，設施普遍不佳，您認為應如何改善？您對於將閒置漁港轉型

為遊艇碼頭的看法？

4. 我國雖為遊艇外銷大國，但國人對於遊艇活動風氣並不盛行，您認為該如何帶動國內

風氣？

5. 依據調查目前遊艇碼頭提供停泊之船舶種類，分別為遊艇、帆船、小船及娛樂漁船，

僅少數遊艇碼頭有限制僅供遊艇、帆船停泊，您認為是否合適？需要有所區隔嗎？

6. 近年遊艇相關法規逐漸修法，雖已有遊艇專章的法規出現，但仍有許多限制的部分，

您認為遊艇產業要發展，還有哪些法規需要放寬呢？

7. 目前政府正在進行既有遊艇碼頭之評估，已擬定遊艇碼頭評估因子（如附件），您認

為是否足夠？您覺得是否應該新建其他遊艇碼頭呢？



 

 

 

 

 

 

 

 

 

 

 

 

 

 

附件三、評估準則權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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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級評分法(Hierarchical Scoring Method) 

層級評分法之優點在於簡單易於應用，主要擷取 AHP 及評分法之優點，將

決策問題建立成系統性與結構化的評估問題，再就每一層級內的群組因素進行重

要性的排序與評分，然後利用歸一化方法求取權重。

二、評估準則權重計算

本計畫諮詢專家對象共計 19 人，依領域專長分為：遊艇基地經營業 4 人、

遊艇產業 2 人、遊艇或帆船協會 2 人、港灣工程規劃設計 7 人、主管機關 4 人。

依據評分標準判斷各評估因子對遊艇基地評估之相關性進行給分，再加總進行權

重計算。下表 1~19 代表 19 位專家對於各個評估構面及準則進行給分。例如:專
家 1 對於港址條件給予 4 分、環境設施 3 分、營運管理 2 分、利益關係者參與 2
分，以此類推。

評分標準：影響程度 1-5 分 
非常高    5 分 
高 4 分 
普通      3 分 
低 2 分 
非常低    1 分 

評估構面權重計算

評估構面
專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總計 權重

港址條件 4 5 3 4 3 3 4 5 4 4 5 5 5 4 5 5 4 5 5 82 0.290

環境設施 3 5 3 4 5 3 5 4 5 5 4 4 5 3 4 4 5 4 4 79 0.279

營運管理 2 3 3 5 4 4 4 3 4 4 3 3 4 3 3 3 3 4 4 66 0.233

利益關係者參

與
2 4 2 3 2 3 3 4 2 3 2 2 3 3 3 4 4 3 4 56 0.198

283 1.000

等級 3 港址條件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準則
專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總計 權重

港池穩靜度 5 5 5 4 5 4 4 5 5 5 3 3 5 5 5 5 5 4 5 87 0.397
港口可利用水

域面積
3 3 3 3 3 3 4 2 3 3 3 3 4 4 4 5 4 4 4 65 0.297

水深維護條件 2 5 2 4 4 2 3 3 4 3 4 4 4 3 3 5 3 5 4 67 0.306

2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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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3 環境設施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準則 
專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總計 權重

可用腹地面積 5 4 5 4 5 3 4 3 3 3 5 5 4 4 4 4 4 4 5 78 0.284
既有設施完整

性 2 2 3 4 3 4 4 4 4 5 4 4 4 2 2 4 4 5 2 66 0.240

交通便利性 4 4 3 5 4 2 5 3 5 4 4 4 5 4 4 5 5 3 4 77 0.280
周邊遊艇產業

發展程度 1 2 2 3 2 3 4 4 2 4 3 3 3 2 2 3 5 3 3 54 0.196

 275 1.000

 

等級 3 營運管理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構面 
專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總計 權重

既有營運維護

管理成效 3 2 2 4 4 4 4 4 5 3 4 4 4 2 2 4 4 5 4 68 0.276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4 4 4 5 5 3 3 4 4 5 3 3 5 5 5 3 3 3 5 76 0.309

需要開發期程 4 2 3 4 3 2 3 3 3 3 2 2 5 2 2 3 2 4 3 55 0.224
地區民眾可支

配所得 2 3 2 3 2 3 3 4 2 2 3 3 3 1 2 1 3 3 2 47 0.191

 246 1.000

 

等級 3 利益關係者參與評估準則及權重 

評估構面 
專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總計 權重

主管機關參與

及支持度 4 5 3 5 4 3 4 5 5 4 5 5 4 5 5 5 4 5 5 85 0.376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5 3 4 4 5 4 3 4 3 3 4 4 5 5 5 5 4 5 5 80 0.354

港口競爭性 2 4 2 4 3 3 3 3 4 2 4 4 3 3 3 4 3 4 3 61 0.270

 2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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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碼頭評估計算 

各區所屬碼頭針對各項準則互相比較，給定排序及分數，經過各評分準則權

重及分數計算加總後，可求得各碼頭於評估分數，分數越高者，表示該碼頭之港

埠相關條件優於其他碼頭，故優先改善。各區碼頭評估計算表，彙整如下：

(一)北區 

 等級 1

3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3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3
分），名次 3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基隆八斗子漁港

（碧砂港區）
臺北商港 宜蘭烏石遊艇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度 15.3  3 0.15  2  0.31  1  0.46 

港口可利用

水域面積
11.4  2 0.23  1  0.34  3  0.11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

積
11.1  2 0.22  3  0.11  1  0.33 

交通便利性 10.8  1 0.32  2  0.22  3  0.11 

營運

管理

民間投資開

發意願
23.3  1 0.70  3  0.23  2  0.47 

利益

關係

者參

與

主管機關參

與及支持度
14.5  1 0.44  3  0.15  2  0.29 

既有使用者

接受意願
13.6  1 0.41  3  0.14  2  0.27 

總計 - ‐  2.47 - 1.50 - 2.04 
發展順序 -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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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2 

2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2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2
分），名次 2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臺北龍洞遊艇港 桃園竹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條件 
港池穩靜度 16.6  2  0.17  1  0.33 

港口可利用水

域面積 
12.4  2  0.12  1  0.25 

環境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8.2  1  0.16  2  0.08 

既有設施完整

性 
7.8  1  0.16  2  0.08 

交通便利性 9.1  2  0.09  1  0.18 

營運管理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13.5  1  0.27  2  0.14 

需要開發期程 9.8  1  0.20  2  0.10 

利益關係

者參與 

主管機關參與

及支持度 
11.7  1  0.23  2  0.12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11.0  1  0.22  2  0.11 

總計 - - 1.62 - 1.39 
發展順序 - 1 2 

 

 等級 3 

2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2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2
分），名次 2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基隆商港 淡水第二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度 11.5 1  0.23  2  0.12 

港口可利用水域面積 8.6 2  0.09  1  0.17 

水深維護條件 8.9 1  0.18  2  0.09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1  0.13  2  0.07 

交通便利性 7.8 1  0.16  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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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基隆商港 淡水第二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度 5.5 1  0.11  2  0.05 

營運

管理 

既有營運維護管理成效 6.4 1  0.13  2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7.2 2  0.07  1  0.14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05  1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4.5 1  0.09  1  0.09 

利益

關係

者參

與 

主管機關參與及支持度 7.4 2  0.07  1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7.1 2  0.07  1  0.14 

港口競爭性 5.3 2  0.05  1  0.11 

總計 - - 1.51 - 1.53 
發展順序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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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區 

 等級 1 

僅 1 個碼頭，故不需評分。 

 等級 2 

0 個碼頭納入評分。 

 等級 3 

2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2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2
分），名次 2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新竹漁港 臺中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度 11.5 2  0.12  1  0.23 

港口可利用水域面積 8.6  1  0.17  2  0.09 

水深維護條件 8.9  2  0.09  1  0.18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性 6.7  1  0.13  2  0.07 

交通便利性 7.8  2  0.08  1  0.16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度 5.5  1  0.11  2  0.05 

營運

管理 

既有營運維護管理成效 6.4  1  0.13  2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7.2  2  0.07  1  0.14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05  1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得 4.5  1  0.09  2  0.04 

利益

關係

者參

與 

主管機關參與及支持度 7.4  2  0.07  1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 7.1  1  0.14  2  0.07 

港口競爭性 5.3  1  0.11  2  0.05 

總計 - - 1.44 - 1.55 
發展順序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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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 

 等級 1

5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5 排序，名次 5 為最佳（得 5
分），名次 5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

準則

權重

(%) 

嘉義布袋

遊艇港

屏東大鵬

灣遊艇港

臺南安平

漁港

高雄興達

漁港

臺南安平

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

條件

港池穩靜

度
15.3  4  0.31 1  0.77 5  0.15 2  0.61  3  0.46

港口可利

用水域面

積

11.4  4  0.23 2  0.46 3  0.34 1  0.57  5  0.11

環境

設施

可用腹地

面積
11.1  3  0.33 5  0.11 2  0.44 1  0.56  4  0.22

交通便利

性
10.8  4  0.22 5  0.11 2  0.43 3  0.32  1  0.54

營運

管理

民間投資

開發意願
23.3  1  1.17 2  0.93 3  0.70 4  0.47  5  0.23

利益

關係

者參

與

主管機關

參與及支

持度

14.5  1  0.73 3  0.44 4  0.29 2  0.58  5  0.15

既有使用

者接受意

願

13.6  4  0.27 1  0.68 5  0.14 1  0.68  1  0.68

總計 - ‐  3.26 - 3.50 - 2.49 - 3.79 - 2.39
發展順序 - 3 2 4 1 5

 等級 2

2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2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2
分），名次 2 為較差（得 1 分）。 

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臺南將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址條件 港池穩靜度 16.6  1  0.33  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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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屏東後壁湖遊艇港 臺南將軍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口可利用水

域面積 
12.4  2  0.12  2  0.12 

環境設施 

可用腹地面積 8.2  2  0.08  1  0.16 

既有設施完整

性 
7.8  1  0.16  1  0.16 

交通便利性 9.1  2  0.09  2  0.09 

營運管理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13.5  1  0.27  1  0.27 

需要開發期程 9.8  1  0.20  2  0.10 

利益關係

者參與 

主管機關參與

及支持度 
11.7  1  0.23  2  0.12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11.0  1  0.22  2  0.11 

總計 - - 1.70 - 1.46 
發展順序 - 1 2 

 

 等級 3 

4 個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4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4
分），名次 4 為較差（得 1 分）。 

構

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高雄 
鼓山漁港 

高雄 
旗津漁港 

高雄商港 
高雄 

鳳鼻頭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

址

條

件 

港池穩靜度 11.5  3  0.23 1  0.46 2  0.35  4  0.12

港口可利用水

域面積 
8.6  2  0.26 1  0.34 3  0.17  4  0.09

水深維護條件 8.9  2  0.27 1  0.35 3  0.18  4  0.09

環

境

設

施 

可用腹地面積 7.9  2  0.24 1  0.32 4  0.08  3  0.16

既有設施完整

性 
6.7  2  0.20 3  0.13 1  0.27  4  0.07

交通便利性 7.8  2  0.23 3  0.16 1  0.31  4  0.08

周邊遊艇產業

發展程度 
5.5  2  0.16 3  0.11 1  0.22  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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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高雄 
鼓山漁港 

高雄 
旗津漁港 

高雄商港 
高雄 

鳳鼻頭漁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營

運

管

理 

既有營運維護

管理成效 
6.4  2  0.19 3  0.13 1  0.26  4  0.06

民間投資開發

意願 
7.2  2  0.22 3  0.14 1  0.29  4  0.07

需要開發期程 5.2  2  0.16 3  0.10 1  0.21  4  0.05

地區民眾可支

配所得 
4.5  2  0.13 3  0.09 1  0.18  4  0.04

利

益

關

係

者

參

與 

主管機關參與

及支持度 
7.4  1  0.30 3  0.15 2  0.22  4  0.07

既有使用者接

受意願 
7.1  1  0.28 3  0.14 2  0.21  4  0.07

港口競爭性 5.3  2  0.16 3  0.11 1  0.21  4  0.05

總計 - - 3.03 - 2.73 - 3.15 - 1.07
發展順序 -  2  3  1  4 

 

(四)東區 

 等級 1 

0 個碼頭納入評分。 

 等級 2 

僅 1 個碼頭，故不需評分。 

 等級 3 

3 碼頭納入評分，針對各評估準則進行 1～3 排序，名次 1 為最佳（得 3
分），名次 3 為較差（得 1 分）。 

構

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台東新港 花蓮商港 蘇澳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港

址

港池穩靜度 11.5 2  0.23 3  0.12 1  0.35

港口可利用水域面

積 
8.6 2  0.17 3  0.09 1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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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評估準則 

權重

(%) 
台東新港 花蓮商港 蘇澳商港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名次 得分

條

件 
水深維護條件 11.5 3  0.09 1  0.27 2  0.18

環

境

設

施 

可用腹地面積 8.6  2  0.16 3  0.08 1  0.24

既有設施完整性 8.9  1  0.20 3  0.07 2  0.13

交通便利性 7.9  3  0.08 1  0.23 2  0.16

周邊遊艇產業發展

程度 
6.7  2  0.11 1  0.16 3  0.05

營

運

管

理 

既有營運維護管理

成效 
7.8  1  0.19 2  0.13 3  0.06

民間投資開發意願 5.5  3  0.07 1  0.22 2  0.14

需要開發期程 6.4  1  0.16 3  0.05 2  0.10

地區民眾可支配所

得 
7.2  3  0.04 1  0.13 2  0.09

利

益

關

係

者

參

與 

主管機關參與及支

持度 
5.2  3  0.07 1  0.22 2  0.15

既有使用者接受意

願 
4.5  3  0.07 1  0.21 2  0.14

港口競爭性 7.4  3  0.05 1  0.16 2  0.11

總計 - - 1.70 - 2.13 - 2.16
發展順序 - 3 2 1 

 
 



 

 

 

 

 

 

 

 

 

 

 

 

 

 

附件四、歷次會議審查意見及處理情形 
   



A4-1



「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104.5.12 第一階段審查會議紀錄及辦理情形 
單

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港

務

組

沈

簡

任

技

正

1. 本局發函給各縣市政府函覆之

相關資料，請納入本研究內容說

明各縣市政府及中央單位對於

所轄區域發展遊艇之構想及方

向，並加以分析。

2. 有關計畫目的內需分析最適發

展的模式，之後最適發展的模式

就歸納為三大類？還是依據各

縣市政府港口的狀況會有不同

的發展模式。這兩者的關係建議

做適度的考量。此三類模式是否

可適用目前可發展之港口。

3. 計畫目的內尚有需具體提出北

中南東離島之最適港口之建議，

但研究內容皆為考量目前既有

之港口加以分析，既有不代表一

定為最適港口，研究目前看起來

是限縮在既有的條件下分析，建

議研究團隊以更高之角度做思

考。

4. 簡報 P24 頁之改善策略內僅有短

期目標，建議中長期目標也加以

設定分析，需有更長遠的思考。

1. 已將相關意見彙整入表 5-2
～表 5-3。目前地方政府除已

有遊艇服務設施者外，多持

保留態度，無規劃或可供利

用之空間。

2. 遊艇基地發展模式類型複

雜，目前國內多採用三大類

之分法，本計畫保留沿用該

方式已統一國內分類。

3. 以既有港口進行分析在國外

是建議的作法，且呼應「推動

遊艇發展方案」之論述，「為

避免過度投資建設，產生閒

置空間，本方案初期主要發

展之遊艇港或遊艇碼頭地點

係以具有發展潛力，及相關

政府部門正規劃建設之遊艇

港或遊艇碼頭地點為主」。詳

細選址流程請參閱第四章。

4. 已加入長期策略目標。

船

員

組

1. 針對需求預估在本次已有規劃，

但是並未分析需求是在哪邊？

北部？中部？還是南部？以

AHP 分析後係分為三等級，但每

個地方的需求區位如何規劃，建

議加以分析。

2. 研究內容皆強調現有之泊位不

1. 已強化說明方式。 

2. 因應分區調整，修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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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足，為簡報內容 P46 內容，非現

有泊位不足，是因為區位分配不

平均造成還是甚麼原因造成，建

議詳述。

3. 計畫內容建議以短中長期去規

劃，針對軟體硬體部分如何去做

改善或規劃，另北中南東之最適

地點是何處？

4. 針對 AHP 分析之原始資料建議

於研究報告內顯示並說明，另研

究之相關數據如何加以分析以

推論發展順序。

5. 研究團隊蒐集當多資料，但針對

資料及分析之連結性不足，建議

重新檢視並調整。

6. 另有關專家訪談及網路問卷之

結果與評估準則有何關聯？與

後續基地發展之規模及順序之

連結性為何？

7. 研究內容僅針對短期規劃，中長

期規劃並未闡述，且僅針對泊位

不足之問題，建議例如檢討停泊

費率部分應也可列短期規劃，檢

討費問題應該不難，但對停泊率

與周轉率會立即有效果，或是增

加岸置的方式來改善泊位不足

的現象，這些都是短期規劃而且

可以立即有效果的。另針對長期

規劃的部分，應為基地的規模或

相關附屬設施或周邊的改善，因

涉及土地區位或相關法令之修

改，或透過招商的方式進行，以

上皆為比較耗時的規劃，其研究

團隊在短中長期之規劃在多予

3. 因計畫目的為挑選出各區基

地改善順序與案例發展建

議，報告中有論述各分區案

例之說明與後續執行建議。

請參閱第六章。

4. 已補充作業流程與說明，詳

細計算 5.3.2 及參閱附件三。 

5. 強化資料連結與說明，進行

報告修正。

6. 訪談與問卷目的為得知停泊

情形與遊艇活動發展之使用

建言，並藉由訪談時蒐集評

估準則重要性，統整後據以

執行評估作業。

7. 有關費率檢討部分目前漁業

署已有相關研究進行分析。

因非屬本案研究範疇，建議

後續可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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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著墨。 

船

舶

組 

1. 建議遊艇基地發展現況分析能

結合國外遊艇基地案例分析、國

內遊艇基地調查及分析、專家訪

談問卷調查等相關資料，以達前

後連貫。 
2. 簡報第 12 頁的表格請更正。 
3. 簡報第 34 頁的小船執照數，以現

況而言，並不會逐年遞減。 
4. 研究團隊使廣義遊艇之定義宜

更精確，請將簡報及成果報告有

關持有小船執照船種註記為「遊

艇」者更正為「自用遊艇」。 
5. 有關北部泊位需求量大於南部

一節，建議可就原因面進行分

析。另因天氣對於遊艇活動影響

甚鉅，請研究團隊說明碼頭選址

準則是否有將「天氣」因素考量

在內。 
 
 
 
6. 「油料供應」目前僅列於等級 1

「綜合遊艇港及度假旅館、俱樂

部」應具備設施，宜考量是否符

合實務與民眾期待。 
 
 
7. 簡報資料尚有部分連結性應加

強，如訪談問卷歸納出海岸港址

較佳處多已興建為漁港，故建議

增加漁業行為不頻繁之漁港提

供靠泊使用，惟研究團隊於遊艇

基地最適發展分析，並無對應就

適合發展之漁港提出建議。 

1. 將調整報告章節強化連結

性。 
 
 
 
2. 已修正。 
3. 已修正。 
 
4. 已修正。 
 
 
 
5. 北部泊位需求主因遊艇集中

發展明顯，且因北部為臺灣

政經資源集中所在地，遊艇

活動發展確實將比南部熱

絡。由於「天氣」主要影響遊

艇活動，但非影響遊艇港興

建之因素，本計畫並未內入

考慮。 
 
6. 針對港口分級僅等級 1 提供

油料部分，主因臺灣大多是

中小型遊艇，針對油料的提

供部分不是問題，通常比較

在意的會著重於是否有岸水

岸電設施。 
7. 本計畫著眼於既有港口進行

分析在國外是建議的作法，

且呼應「推動遊艇發展方案」

之論述，「為避免過度投資建

設，產生閒置空間，本方案初

期主要發展之遊艇港或遊艇

碼頭地點係以具有發展潛

力，及相關政府部門正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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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建設之遊艇港或遊艇碼頭地

點為主」。請參閱第四章、第

五章。 

港

務

組 

1. 報告各章節看起來是獨立個體，

本案缺乏相關連結跟完整性，這

案子在未來 1 個月內得跟局長,
次長,甚至部長做報告，期間還有

一個座談會，簡報資料應呈現本

規劃案的完整架構及結論。 
2. 本計畫需有明確時程界定，請針

對本研究案規劃之時程納入。 
 

3. 第二章內容蒐集：包含國內遊艇

現況需求、發展趨勢、法規、管

理模式等、因為臺灣遊艇發展仍

在雛型,所以希望藉由這規劃案

收集已發展國外之遊艇基地相

關法規,管理模式及國外在遊艇

港如何開發及未來趨勢做綜合

分析，並作為國內遊艇基地之借

鏡，在簡報上能扼要呈現國外遊

艇基地值得我們學習參考的地

方。問卷及專家學者訪談相關資

料建議納入本章探討，並研析有

哪些課題，納入後續章節討論，

離島部分金門、馬祖及澎湖都要

納到本研究範圍。 
4. 第三章須配合第一章所設定之

時間及第二章之現況資料，要有

界定的規劃案時程才能依現況

及未來做預測，所以在第三章要

構思期程內遊艇港可完成的建

設及發展，做較明確的預測分

析。 
5. 第四章針對遊艇基地內外環境

分析(SWOT 分析)，有關 SWOT

1. 以先調整簡報順序與說明，

未來再配合最後結果調整報

告架構與內容。 
 
 
 
2. 已界定近期為西元 2020 年

及遠期為西元 2030 年之時

間點。 
3. 有關案例部分內容將加強說

明。由於金馬之數據並不透

明且缺乏，目前直接以合適

區位配合縣府擬規劃方式進

行評估說明。 
 
 
 
 
 
 
 
 
 
 
4. 已重新調整章節順序及內

容。 
 
 
 
 
 
5. 已重新修正內容說明，請參

閱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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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項因子，需先分別說明國內

遊艇所處的優勢、劣勢、機會及

威脅像簡報 p23，但建議簡報這

放在報告書就好，之後的矩陣分

析說明應有的策略甚至是建議

再放入簡報中，要提醒的是將主

題匡列在”基地”議題本身，以

免發散 
6. 接下來章節就是遊艇基地面臨

的議題即設定目標，依據前面章

節需確認本計畫的目標如之前

提過的為增加泊位，或是增進遊

艇產業發展，目標設定後研析相

關策略，例如本研究案增加泊位

其策略就是各分區擇定相關港

口依型態開發設置泊位，如果增

進產業發展應做什麼?本計劃所

研析之策略內，如果無法在本研

究案內進行後續方案研擬者，則

以配套方案敘述。 
7. 這報告目前只到基地選定，後續

針對土地開發、需推動的法規、

財務分析、推動方式 (BOT or 
ROT or OT)、分年或分期計畫(短
中長期或幾年計劃)應該有所陳

述。 
8. 本案 7 月 2 日要跟部長簡報，請

研究團隊針對簡報架構跟完整

性先處理，時間表業務單位已排

出，5 月 15 日要先完成今天會議

的修正簡報資料，請顧問公司務

必留意相關期程。 
9. 本組其他審查意見如附件，請研

究團隊一併修正。 

 
 
 
 
 
 
 
 
6. 由於計畫範疇著重於基地發

展部分，將把相關議題納入

配套部分說明，請參閱第七

章。 
 
 
 
 
 
 
 
 
7. 相關部分內容已補充說明，

請參閱第六章，另基地之推

動方式、分年分期主要取決

於各基地主管機關及經費預

算及基地規劃，故本計畫不

另討論。 
8. 遵照辦理。 
 
 
 
 
 
9. 遵照辦理。 

主

席 
1. 請研究團隊重新思考各階段設

定的目標。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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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現有泊位供需呈現、分布不

均或娛樂漁船亦可使用泊位等

問題，請務必要詳加說明，否則

會誤導供需問題。 
3. 資料收集部分包含國內外資料、

專家訪談及問券等必須彙整再

一起，否則報告會出現跳耀式的

呈現，針對流程圖部分要重新檢

討架構。 
4. 建議將管理模式亦納入研究內

分析，針對國外收集之資料必須

與國內的港口做比較，並藉以分

析，如此才能達到收集國外資料

之意義。 
5. 專家訪談的部分是為了找權重、

問卷調查的部分係為調查現況，

以最後續序研擬策略之參考。 
6. 建議在第三章的部份去做遊艇

發展數量細緻預測分析，非總量

的預測，須根據不同的形態跟不

同的需求去做供需的預測，以作

為後續基地評估之基礎。 
7. 目標的設定請進一步綜合分析，

而非僅有解決泊位不足問題。 

2. 經重新調整預測與分區，分

列近程之目標與各區需求，

與遠程應著手因應改善之部

分。 
3. 遵照辦理。 
 
 
 
 
4. 遵照辦理，納入報告修正。 
 
 
 
 
5. 已調整相關說明避免誤解。 
 
 
6. 臺灣遊艇發展仍在初期階

段，不應以需求為導向，而是

創造良好基地泊位，供應國

內遊艇蓬勃發展條件。 
 

7.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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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104.5.25 專案報告審查會議及辦理情形 

單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港務組沈簡任

技正淑賢 

本局在 5 月 12 日以召開過第一次

內部審查會議，並已將相關意見

以會議紀錄方式予廠商，建議廠

商先行針對上次審查意見進行說

明。 

已於本次列表對照說明。 

船員組劉視察

至得 

1. 先前意見請廠商提出短中長程

的需求預估，本次簡報有針對

北中南東提出說明，惟針對

2020 年之遊艇推估數量過於

樂觀，請研究團隊重新檢討期

預估之數量。 
2. 針對遊艇碼頭發展規模及改善

順序部分，最後僅有發展規

模，針對哪一個港是要優先發

展？北區是哪一港口可以發

展？這些港口是不是有這樣的

條件去發展預定的席位？短期

的發展策略上，針對北中南東

各分區，哪一港口是要優先發

展，有無具體方案，請研究團

隊要加以說明？ 

1. 有關遊艇數量預估之方

式，短期因政策推動因

素成長幅度較大，已略

為下修，詳推估表。 
 
 

2. 已加強說明各區域發展

建議順序與規模，並於

報告中有個別列出各區

案例基地現況發展中或

規劃時之建議。 

祁局長文中 

1. 本研究報告為臺灣遊艇基地整

體評估規劃，簡報中看不到基

地有哪些地方？適合做怎樣的

發展？可以提供多少的供給？

對現況能有怎樣的改變？在簡

報裡似乎皆沒有顯現。 
2. 本報告是否以問卷的方式決定

發展順序？以專家訪談決定項

目及權重，以問卷方式獲得結

果？報告中間沒有進行實際上

之評估，以上述這樣方式進

行，風險相當大，報告內的所

1. 已修正簡報呈現內容，

以案例方式呈現，對於

以建構遊艇設施者給予

發展建議，而屬規劃階

段基地者，給予配置與

重點提醒。 
 

2. 已補充於簡報中，問卷

與專家訪談主要為提供

評估因子權重之合理性

依據，再以量化方式呈

現各基地條件說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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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這些港口是否都已將其

港口條件資料蒐集清楚？

後在依權重與比序結果

獲得總分得出結果。

船員組梁長瑞

聰

遊艇基地之主管機關眾多，應進

行跨部會協調，俾利遊艇活動發

展，各主管機關皆有其法規及立

意基礎，研究團隊有無具體方案

建議及步驟？

此部分內容請參閱行政院核

定之「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

案」中對於管理體系權責機

關一節內容。因涉及法規修

正建議與步驟等法務專業部

分，應另案辦理相關研究。

林副局長

1. 針對簡報內 P6 基地評估範

圍，離島部分因澎金馬地區現

況並無設施，亦缺乏相關資

料，僅提出發展規模及泊位配

置建議一節，澎湖地區目前有

一千多艘廣義的遊艇，故針對

澎湖地區沒有設施，研究團隊

所定義的設施是哪些？如此多

的船沒有設施，說法上很奇

怪。

2. 現況調查部分，針對遊艇玩家

比較喜歡靠漁港的遊艇泊位？

是否因為專用遊艇港的區位比

較不方便所導致？這與一般見

解上有些差異，是否因為區位

偏僻交通不方便而導致這樣的

結果，建議研究團隊詳述，理

論上這些遊艇應要比較喜愛停

靠專用遊艇港，不用於漁船共

用相同航道及泊區，管理機制

也比較好、配置也比較好。

3. 中區泊位足夠？中區目前沒有

任何泊位，一席難求，亦有相

當多的民眾反映沒有泊位可供

1. 澎湖地區因地區特性多

為自用小船之型態（供

自 用 交 通 或 漁 法 執

行），與遊艇之使用行為

仍有本質上之差異，故

目前多就近停泊於各村

里漁港水泥岸壁碼頭，

而澎管處所設施之浮動

碼頭對象亦以載客小船

為主，故稱無設施係指

無供該等小船停靠之浮

動碼頭專屬設施。

2. 現況主因區位與設施完

整度造成停靠於既有漁

港的遊艇泊位較為搶手

之現象，龍洞、布袋專

用港之區位較偏僻，龍

洞、布袋及後壁湖設施

老舊與損壞均為影響停

泊意願之問題。

3. 已修正分區結果呈現真

實中部泊位不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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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簡報上在陳述上有矛盾

現象。

4. 北部地區以發展基隆八斗子為

主，是否有考慮港口的長期發

展？八斗子可提供的泊位就是

現況如此，除非未來有擴建情

況。建議研究團隊還是要以地

理區位的觀念加以考量遊艇基

地的規劃。

如臺北港南碼頭區有一個水道

約 230 米長，在規劃上也是要

做遊艇靠泊區，建議研究團隊

多收集相關資料。建議區域地

區要有一個大的遊艇基地，其

他港口則當搭配港口進行。

5. 建議研究團隊針對遊艇港自償

性的財務分析，才能夠做為未

來 BOT 案的參考，目前遊艇的

停泊率為偏低，是否有吸引力

吸引民間投資，或是由政府機

關投資基礎性的相關設施，由

業者投資浮動碼頭、艇庫及相

關後線維養設施等，建議研究

團隊做這樣的分析。

6. 有關泊位區的推估方式無學理

上的依據過於主觀，請研究團

隊詳加評估未來遊艇預測推估

方式，以現狀的數量去推估相

當危險，建議以回歸方式或其

他方式進行推估。

4. 臺北商港之條件優良，

發展規模可達 1 級。惟

在開發上無法預期因素

過多，在臺北商港尚未

建構完成前，隔離水道

之開發不易，且後線岸

濱土地已交由新北市政

府管理，在多重新因素

之下，其改善順序落於

後段是此原因。

5. 本計畫因未涉及各基地

發展規模投資與效益之

論述，建議基地開發時

，依個案進入相關財務

分析。

6. 因國內遊艇數據僅兩年

資料，採用學理推估之

風險仍高，故主要參考

國外遊艇發展趨勢給予

成長率設定，在比對國

外對於臺灣地區之遊艇

數據推估上已呈保守數

字。

李副局長雲萬

1. 如要在找尋新的港口做投資的

成本相當的高，目前研究內先

由遊艇基地去做分析，皆為一

些比較大的港口，目前新北市

1. 參考國外文獻「 key
Marina Planning
Issues」之研究中，遊

艇港基礎設施規劃秘



A4-11 

單位 會 議 意 見 辦 理 情 形
政府亦有想法將部分小型的漁

港轉型至可供遊艇停放之港

口，故建議研究團隊除了商

港、漁港外，可以評估一些漁

業式微小型漁港進行分析，進

而轉換成遊艇基地的可能性。

2. 本案完成後，後續遊艇相關工

作，建議研究團隊評估本局扮

演的角色。在交通部推動遊艇

活動方案裡分 3 個組，一為活

動組由交通部觀光局主辦，二

為設施組由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主辦，三則為法制組則由

本局辦理。目前本局辦理的腳

色為辦理遊艇法規的鬆綁等工

作，以及遊艇之相關檢丈作

業，再者船員的管理等。後續

選擇之港口尚有很多部分須與

港務公司、農委會漁業署及地

方政府做很多的協調工作。

訣：使用既有基礎設施

比新建更具經濟效益。

且依循「推動遊艇發展

方案」之方式，亦以既

有可供遊艇靠泊之港口

進行分析。而漁業署已

針對閒置漁港（或稱低

利用率漁港）進行轉型

研究，但因事涉地方漁

會與漁民之「漁港漁用」

觀念，初步排除遊艇之

使用行為。但在遊艇活

動發展上漁港扮演重要

角色，故仍於計畫建議

由主管單位增加漁港開

放遊艇泊靠之檢討。

2. 由於  貴局權轄業務主

要以船舶、人員管理為

主，對於本計畫推動遊

艇基地之作為與分工上

已說明於第七章「推動

遊艇活動方案」分工表

內，且局內亦針對局部

法規部分進行檢討。而

在商港管理上因主要交

由臺灣港務公司所經營

管理，在推動基地發展

上仍有涉及單位之權轄

分工與協調工作，且以

促參法之遊艇設施建設

分類上，目前列於農業

與觀光項目者均與  貴
局權轄不同，故在報告

中已建議宜有專責機關

來執行由遊艇碼頭設施

之發展推動。

祁局長文中 1. 後續將辦理業界座談會，之後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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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部裡面陳報，故相關論述

一定要有說服力，邏輯一定要

很健全。

2. 有關P4及P5之小船(自用遊艇

及自用小船)的說法上建議要

一致。

3. P8 遊艇登記數量部分，相關數

據要能夠兜得起來，請研究團

隊檢視正確性。

4. P9 有關泊位的喜好部分，是以

何種評估方式進行評估？

5. P10 泊位現況分析所提到泊位

不足，是以哪種基準評估分析

有不足現象？是用總量與遊艇

總數評估還是有考量時間因

數？不能僅考慮總量去做分

析，應把時間因素考慮進去，

亦應將其分析方法說明為何有

泊位不足的現象。

6. 本案的邏輯係以專家訪談方式

來決定評估的因子及權重，再

做評估的時候沒有量化的資料

來做評估，僅考量專家的意見

代表性夠不夠？

7. 針對每個區位、現況的使用情

形及港口條件、投資建設之經

濟效益及報酬率等問題，都是

可以說服人可以進行的。

8. P18 的推估成長率及推估數量

說服力不足。

2. 本分類確實依現況分類

情形整理。

3. 已確認數據正確性。

4. 泊位喜好是以遊艇使用

者之統計結果，已修正

說法。

5. 已修正說詞，除現況分

析之數據外，推估未來

遊艇數量之目的即為檢

視既有遊艇泊位可否應

付評估年期之需求。

6. 補充作法流程圖。

7. 針對既有泊區情形使用

內容均已加強補充說明

於第二章內。另本計畫

羅列之示範性基地已依

據相關前置計畫之分析

內容推估經濟效益並補

充於 6.1.6 小節。

8. 遊艇數量推估短期內因

政策推動變化難以學理

方式推估，且數據不足

更顯危險。本計畫參考

案例分析之發展趨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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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23 設定遊艇專區不受既有法

規限制，此論點的邏輯觀念為

何？

10. 簡報內所選擇的基地沒有說明

為何選擇這個基地，其評估的

重要因素為那些？因為有可用

腹地空間或是投資的益本比高

等相關因素，所以分析後才會

選擇這樣的港口。

11. 另外研究團隊為考量 99 年推

動遊艇活動方案內既有港口分

析，如金門大橋完成後，小金

變為一個很好的地點，為 99
年報告內沒有，故本研究沒有

分析。

行概估，且比對國外對

於臺灣遊艇之樂觀數量

已呈相對保守。

9. 設定專區之目的主要是

專區之管理將回歸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在各類

型港口內均能取得最基

本管理權力。

10. 補充作法流程圖。

11. 參考目前金門縣政府執

行之「水頭港及九宮港

遊憩船基地細部規劃」

初步內容，首要將以水

頭港進行遊憩船基地之

母港（等級 1），小金地

區主要以簡易遊艇港為

初期發展規模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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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104年 8月 6日審查意見回覆處理情形對照表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一、 簡報 P7 及 P16 及船舶數量建

議統一年份之資料。 
P16 頁因受限於其他國家資料取得

不易，主要依據相關參考文獻內容

所得，無法與 P7 頁更新至最新年

份。 
二、 本研究案有無針對與海相通

之內河港口進行檢討評估？ 
經  貴局 3 月 31 日行文各縣市政

府、河川等主管機關，有關內河港口

設置遊艇泊位部分，各單位回覆多

為「基於河防安全考量，以及船席空

間與航道水深等限制因素，現階段

暫無增設遊艇碼頭之規劃。」加上目

前內河港口多為私人經營，故本案

並未將內河港口納入檢討及評估。 
三、 本案與中部地區之委託研究

案有無邏輯上之衝突，研究內

容是否一致？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中部地區之委

託研究案亦為本公司承攬，故本案

與中部地區之委託研究案並無衝

突，研究內容、結果是一致的。 
四、 結論部分是否已有跟業界做

溝通或已有共識？ 
經辦理產業座談會確認業界之想

法，與本案並無衝突。 
五、 研究報告文本部分，是否已有

報告呈現？ 
本案已於 4月 30日提出成果報告初

稿，後續將依據各次會議結論及 2
次座談會結論進行本案報告內容之

調整及修正。 
六、 遊艇基地發展方向應朝向閒

置漁港加以活化利用，包括泊

位的提供或遊艇專用泊區方

式辦理，建議大都會區以綜合

遊艇港基地發展推動，尤其玩

家型之遊艇與漁船共用泊區，

觀感不好外，管理上也有困難

之處。 

感謝委員意見，閒置漁港之所以閒

置通常自然環境、港埠條件及周邊

發展普遍不佳，其基礎設施改建及

後續維護費用較高，故不建議開發

做為遊艇基地，但可開放水域活動

為優先，可作為風帆船及獨木舟等

水上遊憩活動使用。 
而本案目前漁港內之遊艇碼頭評估

對象，皆為主管機關為漁業署或地

方政府，有意願開發作為休閒漁港

或遊艇港之碼頭，始納入作為評估

對象。 
七、 請評估基隆八尺門貯木池發

展為第 2 級遊艇基地之可行

性。另請考量新北市臺北港南

碼頭區、新竹漁港及安平商港

之發展可行性。 
 

基隆八尺門貯木池之港池靜穩度不

佳且缺乏陸域發展空間，故不建議

開發作為遊艇長期停泊之基地。另

臺北港、新竹漁港及安平商港皆已

納入為評估對象，經評估後各有其

發展順序建議，但未來各港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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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機關如傾向開發時，應可重新評估

順序建議，並應針對各港進行較詳

細之可行性評估。

八、 請研究團隊分析臺灣及國外

停泊費用之比較。

國外皆已長度計價，且國外之遊艇

碼頭經營多採俱樂部方式經營，採

會員制，停泊費僅為服務項目之一 

，不同俱樂部、提供不同服務內容

。國內目前多為公營碼頭，停泊費

用採長度或噸計價。

九、 簡報 P48 頁，台南安平商港及

漁港推動單位誤繕，請改正。 
已修正。 

十、 有關設計準則部分，後續請

與交通部研商由運研所或

本局辦理後續訂定事宜。

感謝委員意見，將由承辦單位協助

處理。

十一、 本案係基於推動遊艇活動，

選擇有助於推動遊艇活動

之遊艇基地，故基地選擇上

不能僅考量哪個地方適合

做遊艇碼頭，而是哪個碼頭

是有助於推動遊艇活動的

推廣，遊艇有經濟圈的概

念，單獨一個碼頭是無法長

久的，須串連幾個遊艇基地

成為經濟圈，除海側的建設

外，陸側之搭配也是關鍵。 

本案各遊艇碼頭之評估除港址條件

之外，亦包含環境設施、維護管理及

其他關係者等評估構面之考量，有

關遊艇活動推廣之概念，已融入在

「可用腹地面積」、「既有設施完整

性」、「周邊交通便利性」、「周邊遊艇

產業發展程度」、「既有營運管理成

效」、「民間投資開發意願」、「主管機

關參與及支持度」等評估準則範疇

內。

而遊艇經濟圈之藍圖則為本計畫遠

期發展目標所需共同努力與持續投

入之方向。

十二、 有關研究團隊所提出之分

級制，部分可由政府機關建

設，部分則由民間進行投

資，惟如何吸引遊艇靠泊，

海側泊位收入是無法賺錢

的，須配合陸側之搭配，故

請研究團隊研議經濟效益

評估。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目的主要提出

臺灣地區適合建置遊艇基地之位址

及可開發規模，由於不同之搭配其

經濟效益亦不同，本案案例建議僅

針對水陸域區域之整體性規劃，無

進行陸域實質服務設施之規劃配

置。

本計畫目前作法係以國內發展遊艇

泊區（含後線腹地規劃利用）之可行

性評估之經濟效益分析結果整理統

計而估算而得，補充說明如 6.1.6 小

節。

十三、 後續研議出的推動方案及

選址，需與推動遊艇活動有

關，就活動面上該地點是有

感謝委員意見，本案各遊艇碼頭之

評估除港址條件之外，亦包含環境

設施、維護管理及其他關係者等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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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誘因的，而非有港口後再帶

動活動，應從活動面現有的

需求進行選址，部分為滿足

泊位需要之公共建設，部分

則由陸側之檢討提出適合

國內帆船及遊艇停泊，進而

吸引國外遊艇及國際船舶

來停靠，相關設施可能需更

加完整。 

估構面之考量，有關遊艇活動推廣

之概念，主要包含在「環境設施」構

面上，並分散在「可用腹地面積」、

「既有設施完整性」、「周邊交通便

利性」、「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

「既有營運管理成效」、「民間投資

開發意願」、「主管機關參與及支持

度」等評估準則範疇內。 
經專家問卷結果可知，「環境設施」

構面上所佔比重為最高，顯示基地

遊艇活動面之配合，將與未來遊艇

基地開發之類型有確切關係，未來

在遊艇港相關規範上，建議於「環境

條件」乙節內容詳細說明。 
十四、 請針對未來座談會之不同

對象進行簡報調整，包含次

長、相關遊艇協會、業者及

政府機關等，並留意簡報時

間。 

遵照辦理，將在針對不同對象調整

簡報內容及注意簡報時間。 

十五、 安平商港除漁光橋兩側外，

目前漁港遠洋漁船泊區皆

有遊艇停靠，請研究團隊評

估該區是否可設置遊艇泊

位。 

感謝委員意見，安平漁港遠洋漁船

泊區已由漁業署已建置完成遊艇泊

區，後續該區水陸域開發之委託民

間經營與陸上開發部分評估案尚在

執行當中，本計畫已補充現階段內

容於 3.1.7 小節中。 
十六、 有關規劃設計準則部分，後

續如欲吸引國際高端遊艇

靠泊，遊艇港設施須與國際

接軌，港灣研究所港灣設計

準則可參考，更進一步應可

參考國外發展歷史長久之

遊艇港設計準則，研議適合

臺灣之遊艇港設計準則，亦

可以分級方式辦理。 

感謝委員意見，將由承辦單位協助

處理。 

十七、 遊艇港規範及營運手冊可

同步另案辦理委託研究。 
感謝委員意見，將由承辦單位協助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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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產業座談會 

一、時間：104 年 9 月 8 日下午 2 點整 

二、地點：交通部航港局 504 會議室 

三、主持人：交通部航港局祁文中局長 

四、與會人員意見： 

單位 意見 意見回覆 

臺灣遊艇工業

同業公會 
 

陳朝南榮譽理

事長 

1.目前評估的港址都是屬於公部門漁港、商港

或專用遊艇港，是否有民間可提出港址進行

開發之空間，因為目前先進國家有很多私人

碼頭的開發。 
 
 
 
 
 
2.希望後續港務公司能夠做到中間協調整合角

色，不管公部門跟私部門開發或經營，應該

去進行跨部會協調解決下列問題： 
 漁民的衝突性，應在開放前就先進行協

商，不要貿然投入經費。 
 國防部的管制，包含小艇管制、遊艇管制、

24 小時管制、晚上管制，這些地區如果希

望民間投資的話，應該去協調。 
 國土復育問題也要去做協調溝通，有些地

方沖刷的很厲害，但是你不去建設他會沖

刷的更厲害，所以不是有被沖刷的問題就

保護不讓人使用，防風林的問題也是一樣。 
 

3.商港開發尤其是基隆港，應該跟整個東岸開

發結合，結合市區房屋的都更一起開發，可

以開發出很棒的遊艇港，所以航港局應該去

努力，如果能大方向解決，使臺灣遊艇發展

能真正發展，使得海上資源可獲得更大觀光

利益。 
 
 
 

1.參考國外相關文獻建議，遊艇港

之開發以既有港址進行發展最

具效益，且非港口區域遊艇基地

發展涉及眾多法規與主管機關

權責，短期執行不易。本計畫配

合行政院「推動遊艇活動方案」

政策並評估於既有各類型港口

進行開發較具推動性。 
 
2.感謝委員建議，本次座談會相關

意見如不屬於交通部航港局所

轄權責，需進行跨部會協調整合

者，已納入報告第七章「相關議

題配套措施」章節中。 
 
 
 
 
 
 
 
 
3.感謝理事長建議。目前基隆市政

府針對基隆市港岸觀光已進行

相關規劃，並與臺灣港務公司針

對遊艇港進行合作開發，惟後續

相關開發整合仍涉及跨部會，已

納入報告第七章「相關議題配套

措施」章節之「遊艇基地開發方

式開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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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機關應針對全臺遊艇港建置整合性網

站，整合相關單位資訊，提供有關遊艇港相

關資訊，包含 MTNet、水深、住宿、泊位、

收費標準...等相關資訊。

4.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

報告之「相關議題配套措施」章

節之「統合遊艇活動資訊」中。

目前遊艇港事涉多個管理機

關，各遊艇港相關資訊散落於不

同管理單位網站，為便利民眾查

詢，確有整合之必要，可由本局

邀請遊艇港各管理機關開會研商

整合。（MTnet 提供基本資訊並

連結相關權責單位資訊 ）

嘉鴻遊艇集團

陳冠良先生

1.遊艇港分級在初步規劃確有其必要，本案基

地規模分類中，等級 1 尚屬合理，但等級 2、
等級 3 遊艇港應該不會有遊客服務中心之使

用行為，建議應更清楚界定，已符合實際使

用情形。

2.在商港區內興建遊艇港時面臨問題，相關設

施要施作時港務公司不一定許可，像這次颱

風過後，因為碼頭連接器斷掉，導致碼頭互

相碰撞，由於亞灣碼頭這個地方靜穩度不

佳，颱風來時風浪過大，甚至打到碼頭上，

當初跟港務公司申請可以作棧橋式外圍，把

碼頭範圍作個防護，就我們了解，商港區不

可做永久性建築，打樁是被視為可拔除的，

某種程度上是被允許的，棧橋有點界在中

間，某種程度上可以討論、可以申請，看港

務公司要不要讓你做，我們那個位置是被駁

回的，原因是臨港開發固定式棧橋會對操船

產生心理上的壓力，所以不被允許，因此我

們可能需要思考在那個位置，有什麼方式可

以做出一個抵擋颱風的設施，目前我們還沒

想到碼頭要如何回復，不能每年都來一次，

雖然今年有保險可以給付，可是不是每次保

險公司可以承保。

1.感謝提供之意見，已將「遊客服

務中心」修正為「服務中心」，

已符合實際使用情形。

2.感謝提供意見，因屬臺灣港務公

司範疇，相關意見已納入報告之

「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議」

中。

臺北市

帆船協會

郭廷緯總幹事

1.目前遊艇港規模等級採用水陸域面積進行分

級，可能容易使面積雖然不大，但有完整之

服務設施這種小而美之遊艇港無法列入等

級 1 之規模，建議規模等級分類之界定應再

考量。未來要引進國外評鑑制度，是否將其

1.感謝提供意見，後續針對遊艇港

之分級將修正採用水陸域面積

或服務設施進行分類，且所列服

務設施項目僅為該等級之最低

標準。惟因目前臺灣之遊艇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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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內容直接帶入各等級規模之設施。 

2.目前中華民國沒有一個國家標準遊艇港建置

的規範，後續應該制訂適合我們國家之規

範，作為後續各單位建置遊艇港之參考依

據。

3.對於遊艇港 BOT 投資，不應只侷限現有的港

口，對於海岸、閒置漁港或相關位址，如果

廠商有願意投資，自行提出相關規劃及投資

構想，政府部門應有一個聯合窗口，來承接

其申請計畫。

4.各遊艇碼頭經營者 BOT 廠商或 OT 廠商，未

來必須具備提供外籍遊艇船主來臺觀光時

所需通關之相關協助，未來如果是要申請建

立國際遊艇港應該要俱備這樣的條件。

碼頭規模仍屬起步階段，現況無

法達到遊艇〝基地〞規模，多停

留在第 3 等級，少部分勉強可達

第 2 等級，報告中已詳細說明，

避免誤解。另評鑑制度之引進將

建議於示範性基地建置時在一

併納入考量，避免過度規範影響

國內遊艇基地正向發展。

2.感謝提供意見，後續航港局將會

針對遊艇港建置建立規範。

3.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

報告之「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

議」中。

4.感謝提供意見，因涉及各主管機

關遊艇港開發權責，相關意見已

納入報告之「相關議題配套措

施」章節之「統合遊艇活動資訊」

中。

臺灣遊艇工業

同業公會

秘書長

1.遊艇港經營需要有意願民間來投資，其成功

的機率會比較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嘉鴻集

團經營的碼頭，所以政府應該提供一個窗

口，讓民間可提出想投資之港口計畫。

1.感謝提供意見，的確民間的投資

意願是遊艇港成功的重要因

素，相關意見涉及跨部會整合，

已納入報告之「結論與建議」章

節之「建議」中。

遊艇港如經檢討透過民間投資

經營確可提高遊艇港經營效率

及利用率，可研議委由民間經

營，惟考量遊艇港分屬不同管理

機關，可透過建立整合平臺及統

一窗口來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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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隆港目前僅提供岸壁停靠，建議是否可提

供浮動碼頭，依據國外案例來看，遊艇港越

接近市區，交通越便利，其成功機率越高。 
 
 
 
 
 
 
3.航港局有發文個單位調查所轄地區是否有適

合興建遊艇港，遊艇碼頭不一樣要在港口

內，像淡水河有許多地方適合作為遊艇碼

頭，是否有機會興建其他碼頭？另外目前淡

江大橋淨高約 20m，將影響有很多船無法進

出，是否有可能像大鵬灣橋設計開口設計？

方便帆船進出。 

2.感謝提供意見，目前基隆市政府

針對基隆市港岸觀光已進行相

關規劃，並與臺灣港務公司針對

遊艇港進行合作開發，本計畫僅

提供建議主管機關參考，因涉及

跨部會整合協調，相關意見已納

入報告之「結論與建議」章節之

「建議」中。 
 
3.感謝委員意見，淡水河流域主管

機關為水利署，因涉及防災議

題，颱洪期間恐影響廠商之營

運，需由主管機關評估後方能檢

討可行性。另淡江大橋目前已完

成設計標評比，且非屬航港局業

務，故僅供參考。 

樂活海洋ASA

國際航海學校

執行長 

羅致遠博士 

1. 權重因子是否納入遊艇港使用率、交通便

利、設施完整性提高使用率、環境衛生設

施等？ 
 
 
 
 
 
 
2. 遊艇港規模分級，建議可用設施之完整度

來分類，不是以面積來分類，比如說小而

美的遊艇基地，例如淡水第二漁港或安平

漁港，其基地最多只能容納 50-100 個泊

位，可以卻可以發展遊艇俱樂部、飯店，

另外三種等級之開發不一定要限制在一個

港口之發展，像在興達港腹地很大，或許

可以同時開發三種類型之遊艇基地在同一

港口，因客群訴求不同，也會有不同發展。 
3. 在評估遊艇港時，在討論遊艇基地其發展

順序時，要非常正視漁業問題，某些漁港

漁業仍非常頻繁，如果直接歸類為需要優

先，與事實不符，當然某些漁港沒在使用

則可以順利轉型遊艇港。 

1.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所權重因

子主要針對第一階段篩選出來之

遊艇港進行評估，有關所提項目

已納入既有營運管理成效、交通

便利性及既有設施完整性進行考

量，環境衛生設施部分將由航港

局納入遊艇港營運管理手冊內辦

理。 
 
2.感謝提供意見，後續針對遊艇港

之分級將修正採用水陸域面積或

服務設施進行分類，且所列服務

設施項目僅為該等級之最低標

準，惟因目前臺灣現有之遊艇港

或碼頭規模仍無法達到遊艇〝基

地〞規模，多停留在第 3 等級，

僅少部分勉強可達第 2 等級，報

告中已詳細說明，避免誤解。 
3.感謝提供意見，已將漁會意見納

入在「既有使用者接受度」中進

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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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往後再促進遊艇的發展，除了遊艇基地的

點，假如在每個遊艇點，都有臨停泊位，

可以大力促進遊艇發展，臨停泊位要興建

不難，最大困難應該是在管理上，像是遊

艇玩家要怎麼知道有臨停泊位？到那邊要

找誰？還有沒有位置？因為泊位可能分屬

很多不同的單位，所以會面臨我今天去無

法確定可以停到位置。這個問題也不是航

港局真正能夠解決的問題，必須進行跨部

門溝通協調，所以建議研究團隊針對這個

問題在報告中著墨一下，讓航港局有著力

點可以跟其他單位進一步的討論。

5. 碼頭建設的規範，尤其在岸電部分，個人

認為岸電接頭是否統一並不是最重要，但

是關於用電安全卻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尤

其是漏電斷路器的配置，這算是比較基本

的要求。剛局長有提到初期碼頭規範不會

訂的太複雜，但是一些基本安全的要求是

必須的，尤其是現在很多碼頭沒有禁止人

員下水，如果漏電會產生很多安全上的疑

慮。

6. 有關商港區遊艇港開發涉及土地的利用，

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港區土地跟市區土地之

間的介面並不是很完善，目前港區土地被

市區土地包圍，當初都市計畫並沒有規劃

計畫道路，所以港區土地不臨路，最近好

不容易克服的是電力跟水，但是還沒辦法

克服的是電力管路跟污水管路，暫時沒辦

法，因為當初都市計畫就沒規劃。未來在

港區要開發遊艇碼頭時，土地問題是要納

入考慮的。

7. 外籍船進口已經經過歐盟認證，但是到臺

灣，還要經過很繁瑣之驗證程序，這些都

OK，但是最近新船驗證時，有承辦人要求

提供船的線圖及結構圖，但這對製造商來

說是智慧財產是不可能提供的，非常不合

理，目前已經超過 2 個月還無法通過驗證。

所以不同的承辦人，會有不同要求。

4.感謝提供意見，有關遊艇港相關

資訊之整合，已納入報告之「相

關議題配套措施」章節之「統合

遊艇活動資訊」中。

5.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提供航

港局後續訂定遊艇港建置規範之

參考。

6.感謝提供意見，遊艇港開發涉及

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土地者，

皆可透過相關程序進行變更，惟

因涉及土地主管機關之整體規

劃，需再進行協調。

7. 自國外輸入之遊艇係由驗證機

構執行丈量並確認其適航性，

登記或註冊之應備文件應以遊

艇管理規則第 40 條規定為限，

無須檢附線圖。

宇岳遊艇公司 1. 贊成未來各遊艇港興建後，各個港口應有 1.感謝提供意見，各港口興建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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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定位，可以避免設備重複投資。

2. 目前外籍遊艇 Super Yacht 來到臺灣停留的

時間都很短，臺灣只是中繼站、補給站，

所以遊艇來臺灣不知道要去哪裡玩？臺灣

沒有海灣，臺灣最能玩的地方可能就是島

嶼，所以我們要規劃讓他們覺得臺灣是好

玩的地方，留在這裡觀光、消費，因此離

島泊位的規劃，不能只規劃中小型泊位，

因為很多外國籍來臺旅遊都是大型船，單

靠業者是很辛苦，在國際上能見度很難得

到曝光，建議政府單位觀光局能做推廣，

在廣告行銷上能比較有利。

3. 希望各港岸電設備規格能統一。

4. 商港目前泊位收費標準 500 噸以下船舶，1
天只需 450 元停泊費太過便宜，對於業者

經營是非常困難的，未來如果商港內設置

遊艇港，停泊費用應該另外訂定，以符合

市場行情。

議由 BOT 廠商提出該港口之定

位建議及規劃，相關內容已納入

報告第 4 章遠程目標之策略中。 

2.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

報告之「相關議題配套措施」章

節之「強化遊艇活動推廣行

銷」。

3.感謝提供意見，航港局後續將訂

定遊艇港建置規範之參考手冊。

4.感謝提供意見，目前商港主管機

關已重新訂定商港遊艇停泊費

用標準。

國際商港遊艇碼頭碇泊費計費

方式係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報請交通部核定。經洽該

公司，因目前並未於國際商港專

門設置遊艇港專區，爰參考一般

船舶碇泊費訂定遊艇碼頭碇泊

費計收。

未來倘於商港內建置遊艇港專

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將考慮賦與經營業者自律管理之

權責，授權業者依地點、性質、

建設、設施、服務及管理成本等

因素訂定碇泊費率。

臺灣遊艇帆船

協會理事長

陳柏叡先生

1. 外籍遊艇會進港主要考慮補給、維修、遊

憩等問題，但總歸起來最重要的是這個國

家港口之「友善」性，是否有位置可供停

泊？一般對外籍遊艇比較友善的國家，當

1. 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

入報告之「相關議題配套措施」

章節之「強化遊艇活動推廣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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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相關團體組織資訊，協助代辦 CIQS
進出港手續，建議我國朝這個方向發展。

2.遊艇港分級是很好，方便管理，但不應是限

制條件，像第 3 級就只能是公共碼頭，只能

收多少錢，建議就用鼓勵性質就好，當然業

者願意將港口建的非常精緻、設備非常齊

全，相對的收費也會變高，不論什麼港廠商

願意投資有其各自的評估方式，站在政府的

立場盡量就是鼓勵跟支持為原則，這樣才不

會抵觸到廠商投資意願。

3.未來後線腹地的使用是否應該更活化，不論

是商港港埠用地、漁港港區，包括海岸線，

有沒有可能朝著開放海岸住宅方式建設，不

要只限制只能蓋飯店、餐廳等，這樣會限制

投資者意願。

4.在商港內開發設置遊艇港，目前有很多強化

設施都不能做，業者的保全線會被限縮在一

個範圍，目前在商港開發方面，建議是否可

讓業者在安全性、保全性做的更好。

5.針對臨停港碼頭是否建置碼頭，主要是管理

問題，因為又不是一直都有遊艇來停，所以

是否有必要常態性的提供泊位，或者規劃少

數泊位，先約法三章，平常可讓其他類型船

停泊，但如果有遊艇申請時，必須把位置讓

出來。

6.收費標準應該回歸市場機制，最近漁業署抬

高收費標準被許多玩家抗議，漁業署真的要

堅持住，不然後面沒人敢投資，應該由市場

自由機制，但是當然收多少費用，應該提供

相當之服務。

建請有意願協助之公協會提供相

關資訊，本局將建置分享平臺，

於本局局網即可連結各公協會協

助代辦資訊。

2.感謝提供意見，後續針對遊艇港

之分級將修正採用水陸域面積

或服務設施進行分類，且所列服

務設施項目僅為該等級之最低

標準，惟因目前臺灣之遊艇港或

碼頭規模仍無法達到遊艇〝基

地〞規模，多停留在第 3 等級，

少部分勉強可達第 2 等級，各級

碼頭的開發均需著重公共與私

人泊位之權益分配。成果報告中

已詳細說明，避免誤解。

3.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應涉及

跨部會及法規，已納入報告第七

章「相關議題配套措施」章節之

「遊艇基地開發方式開放」中

4.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應屬臺

灣港務公司權責，已納入報告之

「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議」

中。

5.感謝提供意見，因臨停港碼頭主

要多位於漁港內，已納入報告之

「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議」

中，提供碼頭主管機關檢討相關

施行之可能性。

6.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

報告之 4.1 節表 4-1 中，提供航

港局後續訂定遊艇港相關收費

標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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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臺灣一直以來，被國際列為對遊艇不友善的

國家，當然最近有一些改善，建議部裡應該

提供一些資訊，包括很多書、雜誌、網路都

可以提供相關民間組織的資訊，透過這些方

法，可以展現臺灣友善的一面，政府也可以

透過廣告，讓觀光客了解，遊艇到臺灣要怎

麼聯繫、程序為何？誰可以協助辦理？

8.辦理新船執照時是否可統一窗口，不然不同

單位間程序繁瑣互相影響，我們辦過最快的

是 15 天，這次辦了 1 個月，原因是其中一

個單位的承辦人請假。

7.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

入報告之「相關議題配套措施」

章節之「強化遊艇活動推廣行

銷」。

有關遊艇資訊公開及推廣部

分，航港局將協助提至跨部會會

議，由相關機關進行資訊公開及

推廣。

8.已通知相關承辦單位應縮短作

業時效，另相關請假人員應做好

工作交接及職代，並檢討工作流

程已達簡政便民及提升機關之效

率。

嘉鴻遊艇集團

龔郁琇經理

1.碼頭評估因子中，「交通便利性」定義是什

麼？是車子可以開到碼頭，還是可以停在市

區裡面？由於遊艇港是否能迅速提供補給、

維修、保養服務是大船進港停泊的主要因

素，尤其是補給，如果今天只是車子可到，

但離市區很遠，對船主並沒有誘因。

2.建置遊艇港時，既有港區內之土地規劃（區

域計畫、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必須納入考量，如果有港，卻沒有規劃

計畫道路可以進出，對後續港區營運將造成

不便。

3.經過這次蘇迪樂颱風後更確認遊艇港之港池

靜穩度真的很重要，不然每次颱風過後，廠

商都要承擔 100%或 60%以上的損失，那是非

常可怕的，雖然今年有保險公司(外國保險公

司，目前國內並無遊艇港方面之保險)承保，

但會擔心明年保險公司是否願意續保。

4.碼頭評估因子中，「地方民眾可支配所得」這

項因子考量的因素為何？

1.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交通便

利性」為獲得較客觀數據，主要

以與市區火車站距離為標準，距

離市區越近，其分數越高。

2.感謝提供意見，遊艇港開發涉及

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土地

者，皆可透過相關程序進行變

更，惟因涉及土地主管機關之整

體規劃，需再進行協調。

3.感謝委員意見，「港池靜穩度」

為本計畫評估因子之一，且權重

極高。

4.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地方民

眾可支配所得」考量，遊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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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贊成訂定遊艇港之收費標準，除非是公

共碼頭，但即使是亦不建議訂定統一標

準，因為地區不一樣，成本、設備、投資

金額、能使用的範圍，還有管理公司所投

入的管理成本，這些都應該被納入收費標

準的考慮。未來如果建立遊艇基地建設作

業之規範時，不應將泊位收費標準訂在裡

面，因為影響因素非常多。

6.目前很多外籍船，不知道到臺灣來要填

MTNet 系統，這應該經過宣傳，可能需要到

外交層面，對於不知要停哪個港或是第一次

來臺灣的外籍船，所以對於臺灣對外籍遊艇

還不夠友善。

發展時，周邊民眾可支配所得越

高，有助於遊艇港周邊服務設施

之發展與參與活動之潛在客源

增加。

5.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

報告之 2.5 小節中，提供主管單

位後續訂定遊艇港相關收費標

準規範之參考。

國際商港遊艇碼頭碇泊費計費

方式係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報請交通部核定。經洽該

公司，因目前並未於國際商港專

門設置遊艇港專區，爰參考一般

船舶碇泊費訂定遊艇碼頭碇泊

費計收。

未來倘於商港內建置遊艇港專

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將考慮賦與經營業者自律管理

之權責，授權業者依地點、性

質、建設、設施、服務及管理成

本等因素訂定碇泊費率。

另漁港停泊費用如屬第一類漁

港專用泊區者已有統一之收費

方式。

6. 有關外籍遊艇的部分，MTNet
於公開服務區(意即免 MTNet 帳
號密碼)有建置「Foreign Yacht 
Arrival/Departure Port 
Application System」供外籍遊

艇申報進出港/入出境使用。 

經查網址

http://www.noonsite.com/Countrie 
s 提供各國相關遊艇訊息，本局

將評估透過此網站揭露相關資訊

之可行性

1.對於大船而言，交通便利性真的蠻重要的， 1.感謝提供意見，「交通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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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帆船協會 目前船停在碧砂漁港，遇到比較大問題是釣

客問題，且目前沒有岸電，每個月都繳停泊

費卻沒有得到相對的保障及服務，因此建議

收費標準應該要公開公平，目前有些民間經

營公司，會利用抬高泊位收費來刁難遊艇玩

家，因此增加水上泊位很重要，並建立基礎

的收費標準，另希望增加加油設施。

2.綠島漁港建議是否能增加作為臨停的漁港。

3.在填報 MTNet 系統時，無法得知通報過程是

否成功，必須打電話去詢問才能知道。

為本計畫評估因子之一，另「加

油設施」已納入等級 1 遊艇基地

之服務設施。有關遊艇港管理及

收費現況，已納入報告之 2.5 節

中，以提供主管單位訂定遊艇港

相關收費標準之參考。

2.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應涉及

跨部會及法規，已納入報告之

「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議」

中，由於綠島漁港水域面積小，

且港區內船舶多，是否能開放作

為臨停港口，需視主管機關評估

後決定。

3.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航港局

將會進行瞭解，並協助改善。

目前申請者於 MTNet 進行遊艇

進港/入境通報單預報後，若通報

成功後將回傳訊息至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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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政府機關座談會 

一、時間：104 年 9 月 9 日下午 2 點整 

二、地點：交通部航港局 504 會議室 

三、主持人：交通部航港局李雲萬副局長 

四、與會人員意見： 

機關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交通部觀光

局 

後續有關遊艇港管理手冊應納入有關天

然災害(颱風)預警及因應機制之 SOP 作

業流程。 

感謝提供意見，將會納入報告 4.3.1 節表 4-5 
中 (災害風險評估與災害預防與相關管

理)，提供後續航港局遊艇港營運管理手冊

之參考。 

臺灣港務公

司 
 

1.本計畫似乎以供給面為出發點來訂

定，而不是以需求面來評估，這樣風險

性非常高。 
 
 
 
2.港務公司自行評估 7 個國際商港後，初

步認為較適合建置遊艇基地之區位位於

基隆港八尺門及安平商港。 
 
 
 
3.簡報內有關臺中商港淺水船渠，有很多

大船進出，目前後線沒有腹地且位於航

道口，似乎不太適宜作為遊艇港，中部

地區哪些港口適合做遊艇港建議應可再

討論。 
 
 
4.由於國內外遊艇活動行為不太一樣，國

外會玩小型風力帆船是他們生活的一部

分，臺灣目前發展不起來，建議等級 3
簡易遊艇碼頭短中期不要多。 

 
 
5.規劃團隊建議每 20km 設置臨停碼頭，

與一般由點 A 到點 B 後再回到點 A 之

1.感謝提供意見，臺灣遊艇基地發展處於初

期階段，就現況調查而言臺灣地區水上泊

位確有不足，本計畫建議發展初期不應以

需求導向為目標，應以創造良好基地泊位

提供國內遊艇蓬勃發展之條件，避免限縮

可能之成長。 
2.感謝提供意見，由於基隆港八尺門之港池

靜穩度不佳，眾多遊艇玩家及產業界皆認

為此港址並不適宜做為遊艇基地，建議港

務公司針對基隆港區範圍重新評估地

點。另安平商港為本計畫建議之南區示範

基地之一。 
3.感謝提供意見，經評估中部地區現有港口

中，臺中商港淺水船渠為可供遊艇使用之

區域，且經與臺灣港務公司臺中分公司協

商短期可提供北側連續壁作為遊艇停泊

使用。另梧棲漁港因區位條件與觀光條件

仍屬良好中部據點，故已納入示範性基地

之規劃。 
4.感謝提供意見，臺灣目前之遊艇港多停留

在等級 3 之階段，臺灣遊艇活動之發展需

由點擴散至線，短期受限於經費，等級 3
之遊艇港勢必增加，中長期再由等級 3
改善設施提升之等級 2，乃至於等級 1。 

5.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建議之臨停港主要

做為遊艇活動之中間補給站，主要目的為

「開放」遊艇提供臨時停泊，並非一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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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距離 20Km 之概念不同，規劃團隊建議

的比較像環島，建議僅供參考。 
建置相關碼頭設施。 

內政部 
營建署 

1.有關艇庫所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部

分，不管是都市計畫、非都市計畫、區

域計畫，都有變更機制，可以依據都市

計畫法第 32、38 條就辦理變更做適當的

分區，非都市計畫土地可就所需要的土

地做適當的變更。 
2.有關各規模之面積訂定標準之依據為

何？在報告中應有更清楚的說明。 
 
 
 
 
 
 
3.目前權重之評估對象皆為既有港口，是

否納入「法令是否有限制面」作為評估

項目，可對於新增之遊艇基地，可作為

業者評估之參考。 

1.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在 7.2.5 節進

行說明。 
 
 
 
 
2.感謝提供意見，後續針對遊艇港之分級將

修正採用水陸域面積或服務設施進行分

類，且所列服務設施項目僅為該等級之最

低標準，惟因目前臺灣之遊艇港或碼頭規

模仍無法達到遊艇〝基地〞規模，多停留

在第 3 等級，少部分勉強可達第 2 等級，

已在報告中詳細說明，避免誤解。 
3.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已將相關法令面之

影響納入在「可能開發期程」中考量，主

要考量法令限制、土地變更、港口計畫修

正等項目之影響。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1.目前所有漁港都仍有漁業行為，沒有所

謂的閒置漁港(不影響漁業相關的使用

下當然可以設遊艇泊位)，先做澄清，

只是部分漁港(八斗子、烏石、安平)有
特別經費去推動，才朝多元發展利用規

劃。 
2.報告有提到有些漁港可開放，但不是每

個港都有浮動設施，有些港有提供遊艇

進出港有斜坡道可上下，艇庫或岸置空

間，若涉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需變更時，作業時間會非常冗

長，可考量是否可有相同類型功能之設

施替代，例如立體停車場或鐵皮建築物

構造，以減少作業時間。 
3.國外遊艇主要都是超級遊艇，但不常來

臺，未來遊艇港規劃時應考量國內遊艇

發展尺寸，是大的船還是小的船，是否

對應到遊艇開發之規模。 

1.感謝提供意見，將修正報告相關文字說

明，避免誤解。 
 
 
 
 
2.感謝提供意見，由於目前並無供艇庫或岸

置空間適用分區，故相關意見已於 7.2.5
節說明，提供遊艇港開發之主管機關參考。 

 
 
 
 
3.感謝提供意見，目前國內遊艇發展仍以中

小型為主流，相關示範性基地建議將妥適

考量。 

金門縣政府 1.顧問公司的報告很符合金門縣政府現 1.感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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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的方向。

2.目前外籍人士無法由個人購買，需由臺

灣民眾或公司購買然後租給大陸人，因

金門有稅級及觀光優勢，建議開放大陸

民眾可在臺買船，設籍金門，可優先開

放離島地區。

3.建議開放大陸遊艇駕照，希望適用臺灣

地區比照車輛國際駕照互相認定，可在

臺租船開遊艇。金門跟廈門搭約 1 小時

航程，會越來越頻繁，目前有很多案例

在申請中，會涉及到駕駛執照非本國籍

的問題。

2.感謝提供意見。案內有關大陸人士購置

遊艇註冊為中華民國籍遊艇議題，說明如

下:  

(一)依據船舶法第五條規定:「所稱中華民國

船舶，指依中華民國法律，經航政機關核

准註冊登記之船舶。

船舶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登記為中

華民國船舶：

一、中華民國政府所有。

二、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在中華民國有本

公司之下列公司所有：

（一）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中華民國國

民。

（二）有限公司，資本二分之一以上為中華

民國國民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中華

民國國民。

（三）兩合公司，其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中

華民國國民。

（四）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長及董事二分

之一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且其資本二分

之一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四、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在中華民國有主

事務所之法人團體所有，其社員三分之二

以上及負責人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爰船舶所有人符合上述規定，得申請

 註冊登記為本國籍遊艇。

3.感謝提供意見，所提建議事項涉及兩岸協
商事務，如確有其需求，可建議陸委會納
入兩岸協商項目。

因涉及跨部會問題，相關意見已在「相關

議題配套措施」章節之「相關措施分析與

建議」中說明，作為跨部會討論之依據。

因涉及跨部會問題，相關意見已在「相關

議題配套措施」章 節 之「相關措施分析與建

議」中說明，作為跨部會討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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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議大陸遊艇來臺之手續可再縮短，如

無需事先申請等等..簡化，最好能即辦即

用。

4.感謝提供意見。

(1)首先各類非運送客貨之船舶，由大陸地

區進入臺灣地區，均須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採「事先

申請」方式辦理，因授權之母法「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業已明訂原

則禁止例外許可規定，爰仍依採目前申請

方式辦理。

(2)另建議本局原訂定之「遊艇申請航行金

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作業程序」可

朝向是用大陸地區至臺灣地區部分，現行

立法院及社會觀感對於大陸船舶航行至臺

灣地區，仍有國安等其它疑慮存查，爰現

行機制仍須經國安局、國防部等機關配合

聯合審查，惟本局如接獲案件將儘速辦

理。

高雄市政府

1.請問近程中程及遠程之年限為何？

2.建議將高雄商港3號船渠是否有機會納

入評估地點。

3.等級 1 之遊艇基地設施，建議其設施是

否納入污水、基礎保養廠、環境衛生...
等項目。

4.等級 2 經營模式僅建議民間經營，建議

納入政府經營。

5.有關評估因子權重，構面 1 建議應納入

潮差、波浪、潮流及繫泊設施等項目。

構面 2 應納入港口機能基礎設施、觀光

資源、土地使用非常重要，應納入評估

項目。構面 4 地方參予的意願跟就業機

會應納入評估項目。

1.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近程為 2015～
2020，中程為 2020～2030 年，遠程則為

2030 年以後。

2.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主要以主管機關有

建議可供遊艇停泊之區域為主要評估港

址，高雄商港 3 號船渠目前臺灣港務公司

並未明確納入發展，故本計畫未納入考量。 
3.感謝提供意見，臺灣地區遊艇基地為發展

初期，故本計畫建議訂定之各等級服務設

施僅為最低標準。其他納入營運管理手冊

內辦理。

4.感謝提供意見，等級2 經營模式經評估建

議由民間投資。

5.感謝提供意見，有關構面 1 建議所提已涵

蓋在構面 1「港池靜穩度」及構面 2「既有

設施完整度」中；有關構面 2 建議所提已

納入構面 2「既有設施完整度」、「交通便

利性」、「周邊遊艇產業發展程度」、構面 3
「需要開發期程」中；有關構面 4 所提建

議已納入「既有使用者接受意願」中。

因涉及跨部會問題，相關意見已在「相關

議題配套措施」章節之「相關措施分析與

建議」中說明，作為跨部會討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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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嘉義縣政府 

1. 針對簡報的第 17 頁，布袋遊艇港是當

初省政府時代規劃，當初地理位置是

分在中部地區，本規劃案分在南區，

是否能再調整。 
 
 

2.布袋遊艇港是遊艇專用港，設備環境都

非常適合，是否在遊艇規模發展的順序

上是否可以再做調整空間？ 
 

1.感謝提供意見，由於現階段地方相關觀光

計畫皆將嘉義縣列在南部地區，且「中部

地區遊艇基地可行性評估」案，範圍亦由

新竹至雲林境內為主，未將嘉義縣納入，

故本計畫建議仍維持歸類在南部地區。 
2.感謝提供意見，目前順序決定方式是以評

估因子條件配河港口量化數據給分評比所

得，惟因主管機關之推動可使發展與期程

更加明確，建議各港主管機關可依據經費

及招商狀況進行開發。 

臺東縣政府 

1.是否可針對選出之示範基地進行

SWOT 分析，以便了解其優勢及劣勢。 
 
 
 
 
2.目前臺東縣政府建置金樽漁港，主要考

量遊艇港興建完成後，後續該如何維護

管理，其經費多寡。 
3.評估因子分 4 大構面 14 項因子，但三

種等級之 4 大構面權重似乎都一樣，請

規劃團隊再說明一下。 

1.感謝提供意見，因各示範基地發展取決於

後續 BOT 開發時，各家業者提出之發展方

向及經營特色而有所不同，就現階段而

言，各示範基地未來變數大，故本計畫僅

提供可能發展建議，減少對後續招商造成

限制。 
2.感謝提供意見，已於 6.1.4 節說明。 
 
 
3.感謝提供意見，已重新檢討修正權重分

數。 

桃園市政府 

1.竹圍漁港內有遊艇泊區，約有 80 個泊

位，開放部分 29 個泊位給遊艇停泊，

目前正在辦理竹圍漁港計畫檢討，預計

將遊艇區劃設為設遊艇專用泊區，未來

期中期末審查時會邀請中央各機關，協

助審查工作。 
2.目前桃園市內有多個遊艇製造商，如果

在桃園買船，竹圍漁港可否作為新設漁

船之船籍港。 

1.感謝提供意見，將會進行瞭解，納入本計

畫評估，以符現況。 
 
 
 
 
2.感謝提供意見，依現行法規規定，桃園市

買船，船籍港僅能登記於商港內。 

交通部航政

司祁天健 

1. 後續要制訂設計準則及管理手冊部

分，應包含遊艇港及遊艇碼頭。 
 
 
2.目前示範基地主要依據第三階段選址

結果，但對於第 1 階段選址之遊艇港仍

有其需求性，建議除了選定之示範區域

外，在報告內可再加強說明其他港址，

1.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報告 4.3.1
節表 4-5 中，提供航港局後續制訂相關設

計準則及管理手冊之參考。 
 
2.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已納入報告「結

論與建議」章節之 8.1 小節「分區分級遊

艇碼頭發展順序評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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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如果經過其他手續或改善後，仍可成為

不錯的遊艇港，可作為部裡面後補下一

階段可擬定參考之目標。 
3.漁業署目前建置 3 處遊艇港，是否可提

供經驗，從招商到建置過程，如何在如

此繁忙之漁港，如何與既有漁民協商，

可提供規劃單位參考。 
4.請規劃團隊於規模等級 1 之設施，建議

納入維修場及加油設施等。 
 
 
5.評估因子分 4 大構面 14 項因子，但 3
種等級之 4 大構面權重似乎都一樣，請

再說明一下。 
6.等級 1 之評估因子中，周邊遊艇產業發

展程度及既有營運維運管理成效並未

納入評估，建議是否請規劃團隊再考

量？ 
7.目前列為等級 2 之評估因子中，既有營

運維運管理成效並未納入評估，建議是

否請規劃團隊再考量？ 
8.遊艇示範基地選擇時，簡報中之區位需

求性似乎與我們認知不同，常聽到的是

北區及南區泊位不足，請規劃團隊再說

明一下。 
9.一般民眾還是要從非自用遊艇去突

破，讓大家先對遊艇活動有好的感覺，

建議在遊艇基地推動時，從自用及非自

用分類角度，仍須針對活動類型分類。 

 
 
 
3.漁業署主要配合中央政策之主導下，推行

漁港活化之建設作為，選擇影響最少之水

域規劃與不斷協商，另與地方共享計畫利

益，將更能獲得地方之支持。 
4.感謝提供意見，由於本計畫訂定各等級服

務項目採鼓勵性質、非限制，故建議採最

低標準設定，目前加油設施已納入等級 1
之設施內。 

5.感謝提供意見，已重新檢討修正權重分

數。 
 
6.感謝提供意見，因評估因子之擇定主要由

產評學界之問卷得出，其結果顯示該項指

標於等級 1 之基地發展影響性低，故未予

納入。 
7.感謝提供意見，回覆意見同上。 
 
 
8.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區位需求主要依據

現況調查結果分析而得，簡報中並未呈

現，相關數據呈現請參閱成果報告中有較

詳細說明。 
9.感謝提供意見，由於非自用遊艇娛樂行為

與一般營業用娛樂漁船或營業小船不同，

現階段受限於法規限制，一般民眾如需進

行遊艇活動，仍須加入團體組織，而各團

體組織有其各自之經營活動類型，且活動

類型之區分，則指基地整型後所發展定位

之主要類型，現階段發展屬混合型之利用

為多數。 

交通部航政

司 
涂家瑋 

1.在規劃團隊所提的各層級推動事項

中，是否有更詳細的資料，例如等級 1
遊艇港可能為漸進式發展，由等級 3
推進到等級 2 再到等級 1，應該會有啟

動要件或門檻，是否可提供更詳細硬體

改善之建議或經費估算，以提供推動機

1.感謝提供意見，本計畫僅針對遊艇基地提

出發展對策、目標及港址等級評估、順序

建議，針對各示範基地僅提出初步建議，

後續各港區如需開發，仍須進行更詳細之

可行性評估，因屬於各主管機關權責，且

招商時各投標廠商有各自之規劃，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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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 
關之參考。 

 
 
2.國發會目前提出「藍色經濟發展構

想」，核定相關地區周邊之港口或漁

港，推動海洋遊憩產業潛力發展，建議

研究單位應了解該計畫之內容及進

度，評估看看是否與推動期程與該計畫

連結，進一步考量是否修正本案推動之

先後順序。 

為避免對後續招商內容造成限制，故不進

行過於詳細之硬體改善建議及經費估算。 
2.感謝提供意見，經了解「藍色經濟發展構

想」，主要以推動航線、陸上交通改善及周

邊景觀蓋善為主，與本計畫相關性較低。 

東北角風景

管理區 
龍洞遊艇港

代表 
宇岳遊艇 

1.由需求面或供給面來看遊艇港開發都

蠻對，依據北、南需求高，基本上只要

有泊位，不怕沒船停。東部比較沒有消

費族群，所以比較需要臨時靠泊地方，

即使東部有很大的陸域面積，業者投入

意願不高，會影響到開發期程，所以東

部如果能建置臨時碼頭，可以加速臺灣

遊艇環島行程，業者考量主要是經濟規

模，像艇庫開發也是一樣，業者考量一

定要達到相當經濟規模，業者才有辦法

建置，岸置空間也是，初期臺灣考量還

是以水域空間大比較好用。 
2.安平商港未來開發時應考量與安平漁

港之競合關係，泊位規劃應彼此互相溝

通，不然會影響到招商意願及後續營運

狀況。 

1.感謝提供意見，水域面積本計畫港址評估

因子之一。 
 
 
 
 
 
 
 
 
 
 
2.感謝提供意見，評估因子中競合性亦是評

比要件之一。 

臺灣遊艇帆

船協會 
理事長 
陳柏叡 

未來商港將來一定會朝向綜合性港口開

發，因為商港的區位跟腹地比較大，漁港

比較小，即使是第 1 類漁港規模腹地還是

有限，但是遊艇發展還是大部分會在漁港

內發展，依據世界趨勢未來漁港轉型為遊

憩用途之比例會相當高，但漁業署經費只

能使用在漁業上而不能用在遊艇上，因此

建議在未來整個計畫推動執行時，跨部會

整合推動時，不只是交通部在執行，應將

農委會漁業署納入，否則推動會有很大問

題。 

感謝提供意見，相關意見涉及跨部會協調，

已納入報告「結論與建議」章節之「建議」

中，提供跨部會討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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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報告「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研究案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二、 地點：本部 2001 會議室 
三、 主持人：吳次長盟分                  記錄：涂家瑋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各單位意見(詳附件 1) 

六、 航港局與規劃團隊回應說明(詳附件 2) 

七、 主席裁示: 
意見 辦理情形 

(一)請航港局與規劃團隊參考各單位所

提意見調整報告內容，未能調整部分應

作說明並納入本研究期末報告審查。 

遵照辦理。 

(二)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所涉議題龐雜且

涉及各部會權責，例如遊艇泊靠漁港妨

礙漁船進出、泊費及泊位使用爭議、岸

電岸水價格…等，本部應本於推動遊艇

活動發展方案主辦機關立場，積極與相

關部會協調，如經協調有困難，再循程

序報請行政院協助，建議本研究增加章

節說明組織面現況、問題、未來協調合

作及客訴處理機制等，以利計畫後續協

調推動。 

由於計畫研究範疇乃針對遊艇基地，

有關遊艇基地推動涉及相關部會需

協調部分，已於研究案第七章相關議

題配套措施說明，內容以「推動遊艇

活動方案」中策略之具體改進作法： 

 增進遊艇活動需求-行銷、增加

開放航點 

 統合遊艇活動資訊 

 簡化遊艇 CIQS 作業程序 

 維護遊艇活動秩序-維持近海航

安環境 

 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大陸人

士、土地管理、遊艇租賃 

研究將增加組織面現況、問題討論章

節詳如第七章內容。 

客訴處理機制部分將納入後續「遊艇

基地營運管理手冊」計畫內容辦理。 

後續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本局將

會持續擔任中間協調平台，積極與相

關部會協調。 

(三)本研究提出北、中、南、東區整體

發展目標，惟除了進行總體面規劃分析

外，應對個別港口發展有所著墨，目前

熱門港口已有一位難求情形，冷門港口

則持續面臨有船席無遊艇泊靠問題，部

分港口泊位供給不足之問題，中、長程

或許能透過 BOT 方式改善，惟招商程序

目前現況熱門港主要是指八斗子漁

港、烏石漁港、龍洞遊艇港及安平漁

港遊艇泊區而言，本研究已補充具體

之短期改善及規劃建議，但最終應由

該港之經管單位依其業務與市場考

量予以確認調整。 

而後續示範性基地部分，則應辦理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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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辦理情形 

及推動期程具高度不確定性，難以在短

期內看見改善成效，建議本研究針對需

求殷切之熱門港口提出更具體詳細之短

期改善及規劃建議，如探討是否尚有發

展空間，是否需利用港口周邊土地建置

艇庫等，俾使本研究結果能符合遊艇使

用者期待與市場需求。 

動港口之先期規劃成果研究據以進

行投資建設評估更為適宜。 

(四)建議本研究深入了解日本、香港、

韓國、新加坡、中國等口岸城市人口數

及遊艇持有數，提出我國遊艇成長分期

目標，俾依需求規劃建置遊艇基地及其

相關設施。 

本計畫蒐集國外相關資料主要透過

網路及文獻蒐集，目前蒐集到各國遊

艇登記情形多以總數量為主，而細部

各城市之遊艇數量資訊，並非公開資

訊，詳細數字無法取得，且取得資料

年份不一致，不易比較。依據國際

ICOMIA Statistics Book 資料統計顯

示方式，目前國際上通常採用表 2-5
之統計方式進行國際間遊艇發展狀

況之比較，故本計畫沿用。

由於廣義遊艇之船舶登記變革，致使

遊艇登記數量年期不長，預估長期數

量易有失真情形，且臺灣遊艇基地仍

處於發展初期，變化極大，故計畫強

調將不以需求為導向。

(五)本研究所提創建臺灣遊艇活動圈部

分，歐美遊艇來臺不會僅侷限在東部地

區活動，請檢視報告內容及圖示是否需

調整，相關思維邏輯及表達是否清晰精

確。 

遵照辦理，已刪除圖示，並調整文字

內容。 

(六)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向不應只停留

在俱樂部型態之遊艇，請航港局持續探

討未持有遊艇之民眾參與遊艇活動之方

式與市場營運模式，以及本國人持有之

遊艇改掛外國籍之原因，適時檢討鬆綁

相關法令制度。 

依據目前對於遊艇活動之了解，過去

本國人持有遊艇卻掛外國籍之原因，

主要因稅金及法規，目前法規已進行

修正，故建議應該有所管制或輔導其

掛回本國籍，以維公平性。 

針對「外國籍遊艇現況調查與管理建

議」及「非自用遊艇法制化成果及推

動方向檢討」等二議題，目前已納入

「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專案列管

辦理後續檢討事宜。 

(七)請規劃團隊針對特定港口、地區分

階段應提供的泊位數及岸邊設施、投資

興建單位、投資標的項目及其經費概估

等提出建議，使本報告內容更充實完整，

並請航港局於本研究報告期末審查後報

部，並安排向部長面報。 

目前主要熱門港口多已執行相關規

劃或先期規劃作業，內容均提及階段

興建建議、經費等內容，本計畫則著

重遊艇示範基地之泊位配置規劃及

陸域設施配置建議，且對於不同基地

區位其主管機關亦有不同，其法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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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辦理情形 

制、投資方式、政策考量皆不同，研

究建議後續各示範基地後續推動建

設時，應視規模辦理民間投資可行性

評估與先期規劃，使目標港口之投資

興建方式、投資標的項目及其經費概

估更為具體可行。 

(八)在推動遊艇活動發展上，航港局具

有航政管理專業，於現階段仍需扮演重

要的角色，觀光局在活動推廣及觀光旅

遊相關產業上作搭配，各有分工，仍請

航港局、觀光局本諸權責積極推動遊艇

活動發展相關工作。 

後續本局仍會積極推動相關職責工

作，並擔任協調平台角色。 

八、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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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4.11.6航港局報告「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研究

案各單位意見 

一、觀光局 
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在遊艇基地選址方面，本研究將觀光

局所管大鵬灣遊艇港列為等級 1 綜

合遊艇港、龍洞遊艇港列為等級 2遊

艇港部分，觀光局無意見。 

感謝委員意見。

(二)在北區遊艇基地近期改善部分，根據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龍洞遊艇港可供

使用之遊艇泊位數 40 席，泊位使用

率已高達 180%，泊位週轉率達 6%，

本研究建議龍洞遊艇港改善水上泊

位使用現況、增設艇庫及水域服務設

施，請研究單位提供具體規劃意見供

觀光局作後續改善參考。 

有關龍洞遊艇港具體改善方式應以

重建外泊區泊位為主，可思考港口

波浪削減方法或變更浮動碼頭建置

工法，以維持外泊區水上泊位堪用

性。 

而陸上避颱艇庫之建置則因屬遊艇

港專用區之土地使用管理，經向主

管機關申請建照後即可施作。

(三)在南區遊艇基地近期改善部分，大鵬

灣遊艇港 BOT 開發範圍約 20 公頃，

目前已規劃設置 40個 15公尺遊艇船

席，並保留 20 席船位供後續擴充使

用，除船席規劃之外，另規劃設置遊

客服務及管理中心。該計畫書已於今

年 9月底通過委員會審查，BOT廠商

已於 10月 1日函報開工，預計於 106

年 12月 31日完工。有關本研究建議

大鵬灣遊艇港增加水上泊位、岸置空

間及水域服務設施部分，請研究單位

提供具體規劃意見供參。 

依據民間投資廠商所提遊艇港區開

發計畫(因簽訂保密條款無法完整

提供)預計投入新臺幣 1.89 億元，遊

艇港區活動設施配置有三大類，包

括「藍色公路搭乘遊湖活動」、

「水上活動」及「遊艇風帆活動」

三大區塊。

惟以自用遊艇使用屬性與公共遊樂

船舶及水上活動之類型難以兼容，

規劃水陸域區域建議予以區隔，另

遊艇船席配置 40 席之泊位數量，

建議可予以考量本發展條件之優越

性酌以增加，並結合後方土地路域

設施一併開發為宜。

二、臺灣港務公司 
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港務公司在「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

展及建設計畫」亦針對所轄 7 個國

際商港港區闢建遊艇基地進行評

估，該計畫經綜合考量進出港船舶、

周遭可能產生之遊艇遊憩景點與觀

光資源、港區開放空間及既有設備

感謝委員意見。有關本計畫評估內容

亦納入  貴公司「臺灣國際商港未來

發展及建設計畫」所建議之內容為商

港優先推動目標，其餘港口需視未來

港口及遊艇市場變化再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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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將基隆港、安平港及台中

港列為適合建置遊艇相關設施之港

口，其他港口現階段尚不適合發展

遊艇基地。 

(二)本研究在遊艇基地選址部分，係針

對港址條件、環境設施、營運管理、

關係者參與等 4 個面向進行評分，

惟因國際商港港池靜穩度、可利用

水域面積及水深維護等基本條件均

優於其他港口，且本研究並未針對

該等港口環境改作遊艇使用是否造

成資源浪費、港口原使用產業意願

進行評估調查，使本研究將所有商

港均列為適合開發遊艇基地之港

口，與港務公司上開計畫成果略有

差異。 

感謝委員意見。初期建議檢討港區餘

裕空間，如高雄商港舊港區(發展觀

光遊憩)、安平商港(遊艇專用區)等，

在不影響商港營運狀況下，適度釋放

合適區域供遊艇使用。未來再視遊艇

產業發展及港區營運情形作其它商

港之整體通盤考量。 

(三)本研究建議商港規劃增建遊艇設

施部分，港務公司預定於明年度展

開安平商港招商作業，台中商港亦

與台中市政府合作進行遊艇繫泊設

施招商工作，基隆港現正評估於八

尺門貯木池改善建置遊艇基地之可

行性，至於蘇澳商港、花蓮商港及

台北商港發展部分，港務公司將再

視遊艇產業發展及港區營運情形作

通盤考量。 

感謝委員意見。針對基隆港八尺門貯

木池建置遊艇基地之規劃，經了解該

區水域波高遠大於遊艇停泊規定之

0.3 公尺標準，且尚有颱風期間海堤

嚴重越波之情形，現況條件不佳，未

來如將改善現況海域條件至可停泊

條件下，其先期基礎建設投資經費將

相當可觀，恐導致整體效益偏低之情

形。但本計畫亦保留主管機關處理之

彈性空間，即主管機關經檢討如無更

適切之地點，則主管機關應改善排除

現況不良之因素，解決遊艇停泊之疑

慮或營運上之困難點。 

(四)國際商港擔負的任務不只是促進

遊艇產業發展，其主要功能在提供

商船使用，不宜為發展遊艇影響現

有商港機能及造成資源排擠，港務

公司未來將通盤考量商港運作情

形，在可提供遊艇使用之前提下，

適時將相關功能納入商港。 

初期建議檢討港區餘裕空間，如高雄

商港舊港區(發展觀光遊憩)、安平商

港(遊艇專用區)等，在不影響商港營

運狀況下，適度釋放合適區域供遊艇

使用。未來再視遊艇產業發展及港區

營運情形作其它商港之整體通盤考

量。 

 

三、運輸研究所 
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推動遊艇活動之政策目標是為服

務金字塔頂端之遊艇玩家，還是促

進全民化、平民化之遊艇活動應先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政策目標訂

定，主要希望能帶動整個遊艇產業之

發展，包含促進平民化之遊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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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釐清，將來才有可能促成遊艇產

業整體發展。 

(二)本研究提出廣義遊艇的定義包括

動力帆船、遊艇及小船，惟在船舶

法中並無動力帆船之名詞，遊艇分

作自用及非自用遊艇，動力小船則

分作營業用及非營業用動力小船，

本研究報告宜再就相關名詞作文

義檢視修正。 

本計畫研究對象廣義遊艇，主要包含

船舶法、遊艇管理規定所定義之遊艇

(遊艇、動力帆船)，及遊艇管理規則施

行前，已領用動力小船(註記遊艇、自

用遊艇、自用小船)執照等船舶。將於

1.3.2 節再加強說明。 

(三)遊艇在使用上目前仍受法規限制，

例如遊艇不可從事客貨運送，但營

業用動力小船可以，遊艇及動力小

船有配置助手之規定，但是在助手

應具備之資格上並無規範，僱用助

手亦可能造成遊艇玩家額外的負

擔，故將來在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

案時，宜就船舶法、船員法，甚至

航業法對於遊艇使用上的限制作

通盤檢視。 

感謝委員意見。

針對「外國籍遊艇現況調查與管理

建議」及「非自用遊艇法制化成果

及推動方向檢討」等二議題，目前

已納入「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

專案列管辦理後續檢討事宜。

(四)本研究建議部分漁港可發展為遊

艇基地，對漁港的活化有相當幫

助，但是可以預見未來在跟地方政

府及漁會溝通協調上會發生漁船

優先使用、收費等問題。 

感謝委員意見。臺灣既有港口多為漁

港，且多佔據較佳之位址，為了降低

港埠興建經費，同時增加漁港設施使

用率，在漁港內設置遊艇碼頭勢必是

未來的趨勢，同時也是活化漁港手段

之一。未來推動上除以影響既有漁業

使用行為最小之區域開始之外，藉由

民間與漁會之結合力量使地方推動

遊艇活動之意願提高，將更有利增加

漁港轉型之動機。

(五)未來在推動遊艇活動發展上，可能

仍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檢討。 

感謝委員意見，由於遊艇活動仍處於

發展初期，短期變化大，本計畫已建

議應每 5 年滾動修正。 

四、航政司 
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有關評估規劃架構部分，本案係以

本島及離島現有約30餘處遊艇停泊

處所為評估標的，利用層級分析法

評估出各級遊艇基地的建議場址與

發展順序，此評估方式與實際發展

現況相近，惟評估結果似易受限於

現有停泊處所現況，以及產生資源

感謝委員意見。 

本研究範籌以既有港口為對象，且相

關研究亦建議以既有港灣設施進行

遊艇基地建置方式較具經濟與可行

性。 

目前國內遊艇發展仍處萌芽階段，熱

門地區遊艇泊位稀缺情形明顯，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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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問題，如第一等級遊艇基地部

分，台南安平即建議了漁港與商港

二處，嘉義布袋亦建議遊艇港及商

港二處，爰建議規劃團隊考量，是否

再從專業的角度診斷檢視目前臺灣

遊艇活動環境存在的問題，同時從

總體布局的概念，思考遊艇活動之

型態及需求，以及如何便於國際遊

艇出入臺灣活動等面向，來思考各

級遊艇基地的場址與推動順序，以

有效達成促進臺灣整體遊艇活動發

展之目標。 

應以供給方式帶動需求為現階段目

標，而帶遊艇基地發展至一定程度

後，由計畫中程目標策略所提之特色

分類方式避免同一地區港口競爭問

題。 

相關內容已納入第七章相關議題配

套措施進行說明。 

(二)有關後續推動作法部分，提出以下

二點意見供參: 

1.本研究提出指標性示範基地的

想法，本司亦表贊同，建議可考

慮集中資源優先闢建部分示範

基地，以產生示範帶動的效果。

另除硬體面設施外，在軟體面

如何配合，促成遊艇基地之發

展，亦建議航港局進一步思考，

如非自用遊艇法令之鬆綁、研

議可能之商業模式，與業者合

作推廣，以及活動推廣宣導等。 

2.建議航港局就短、中、長程之具體

推動作法，再作時序上及區位

上之盤點整理，並綜整未來需

要的資源及推估需要的推動時

程，俾依計畫循序落實推動。 

(二) 

1.感謝委員意見。針對「外國籍遊艇

現況調查與管理建議」及「非自用

遊艇法制化成果及推動方向檢討」

等二議題，目前已納入「推動遊艇

活動發展方案」專案列管辦理後續

檢討事宜。

2.感謝委員意見。有關短、中、長

程之具體推動作法已就時序上進

行策略調整，而區位上之盤點作

法上除就既有港口進行分析外，

後續已建議未來漁港、海岸乃至

河川部分進行開放遊艇停靠活動

之可能性研究。納入第四章補充

說明。

五、陳顧問柏叡 
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一)有關如何吸引一般民眾參與遊艇

活動部分，也可以透過遊艇基地提

供相關軟體服務著手，例如，民眾

可以繳交一筆 2千元的入會費加入

俱樂部，由俱樂部定期提供民眾相

關活動資訊及優惠，並透過規劃套

裝行程結合導覽等方式吸引一般

民眾參與。 

感謝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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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國人購買遊艇掛外國籍部分，

主要是為了省稅，如掛香港籍或蘭

卡威籍，可節省船價約 12%的稅金，

建議應該有所管制或輔導其掛回

本國籍，以達公平性。 

感謝提供意見。後續法規將再檢討。 

 

(三)推測港務公司將在5年後面臨遊艇

功能定位問題，目前國外許多商港

都有附屬遊艇港，遊艇泊靠艘數動

輒上千艘，建議港務公司可以利用

這幾年的時間，瞭解該等港口如何

營運及管制遊艇與商船進出泊靠

之技術。就港區條件而言，安平商

港具發展遊艇基地潛力，但是基隆

八尺門先天條件不佳，要做到安全

且不受天氣影響必須投入相當的

經費與人力，建議港務公司再評估

考量。 

感謝提供意見。將提供港務公司參

考。 

(四)有關岸置艇庫部分，最大的問題不

在岸置場的設置，而是出入水的設

備與技術人力培養，建議應輔導廠

商培養建置相關技術及設備。 

感謝提供意見。 

(五)未來遊艇基地開發案建議可以考

量偏重委託具有港口管理實績之

中小企業辦理，避免因經營者不熟

悉遊艇基地營運模式造成工程閒

置或資源浪費。 

感謝提供意見。將會納入 5.2.2開發

建設流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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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04.11.6航港局報告「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研究

案航港局與規劃團隊回應說明 

一、規劃團隊 

(一)有關廣義遊艇定義部分，本研究廣義遊艇定義經與航港

局(船舶組)充分討論，含括遊艇及自用小船，其中遊艇

指自用遊艇及非自用遊艇，小船則僅著重在小船執照註

記為遊艇或自用小船，不包括營業用載客小船。 

(二)有關遊艇基地發展區位與時序盤點部分，將再強化充實

報告內容。 

二、航港局 

(一)有關觀光局所提龍洞、大鵬灣具體規畫意見部分，將請

規畫團隊提供本研究調查及改善資料供觀光局參考。 

(二)有關港務公司所提意見部分，AHP指標的確無法考慮到

所有面向，有可能會產生資源衝突等問題，所以航港局

透過召開業界及機關座談會之方式，盡可能整合多方意

見，以符合實際。此外，商港其實可以重新思考港口功

能及定位，例如布袋商港除了布馬線客運碼頭及現有商

港使用之外，是否有其他空間可作遊艇發展使用，安平

商港是業界十分看好具有發展遊艇基地潛力之港口等，

航港局將再與港務公司進一步交換意見，以兼顧商港發

展。 

(三)有關運研所所提意見部分，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之目

標含括國際級機帆船及普遍型遊艇，航港局希望未來各

層級遊艇基地具備服務及滿足不同客層需求之功能。至

於法規部分，航港局將持續盤點遊艇相關法令規範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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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調整。 

(四)有關航政司所提意見，說明如下: 

1.針對本研究是否太受限於現況部分，由於臺灣海岸線長

且闢建新港仍有許多法規限制需突破，本研究僅就現況、

多元與活化既有港口（漁港、商港）為主。 

2.有關航政司提到以整體佈局、上位角度思考及先行推動

示範基地部分，由於各港分屬不同機關權管，本研究報

告後續將提出更具體的內容，於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

專案會議進一步與相關部會協調推動。 

3.遊艇基地是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之一環，六大策略彼

此間互相關連，為使工作順利推動，本研究將針對連結

到其他五項策略需要搭配推動的事項提出具體內容。 

4.有關加強遊艇基地軟體面部分，航港局將持續規劃推動，

基本上在遊艇活動推廣部分，未來希望航港局角色逐漸

淡出，由觀光局逐漸取代，航港局將再與觀光局共同商

議整合兩單位資源，繼續強化軟體面及持續推廣遊艇活

動。 

5.有關遊艇基地發展在時序上與區位上盤點部分，將於本

研究期末報告時充實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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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成果報告審查及部分驗收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02 時 00 分 

貳、 地點：敦和大樓 2 樓船舶組會議室 

參、 主席：饒組長 智平                             記錄：吳宜叡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 簡報：怡興工程顧份有限公司 

陸、 會議討論： 
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船員組 

1. P1-4，P1-5,P2-3,P2-4,P2-6 文字錯誤。 
2. P4-5 圖 4-1 填表者基本資料，填表對象

中，其他部分佔 52%，不恰當，是否改為

一般民眾為宜。 
3. 第四章的遊艇基地發展策略，4.1 遊艇產

業訪談與問卷調查及 4.2 SWOT 分析與

4.3 發展策略及目標訂定之間的因果關係

連結性不足，結論無說服力。 
4. P4-13 近程目標提到部分區域確有泊位不

足及水域設施不足，並未指出是那部分區

域，不足的泊位數量到底是多少。 
 

5. P7-3 一、強化遊艇推廣活動，其子項

(一)、(三)，缺少(二)的編號，p7-8 編號

五與四順序相反。 

1.已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2.已修正如圖 4-1。 
 
 
3.已調整 4.4 文字說明。 
 
 
 
 
4.已補充近程目標之文字

說明，由於遊艇基地不以

需求為導向，故有關泊位

不足數量報告中。 
5.已修正。 

船舶組 

1. 第 2-35 頁，相關法規分析部分僅臚列條

文而未作分析，請再檢視修正。 
2. 第 5-25 頁，表 5-20 請修正為「東區等級

3 遊艇碼頭評估計算表」。 
3. 6.1 節指標性示範基地之改善順序，係依

據第 2 章之需求分析所提出，惟該分析既

無導出具體結論，不宜據以建議發展順

序。 
4. 第 7-12 頁，有關擬定遊艇租賃管理辦法

一節，基於遊艇租賃行為於現行遊艇管理

規則架構下已可運作，故建議刪除。 

1.遵照辦理，已修正分析方

式。 
2.已依據報告內容重新調

整表號及表名。 
3.遵照辦理，已修正 6-1 節

說明方式。 
 
 
4.遵照辦理，已刪除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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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7-10 頁，購買臺灣製造遊艇並無應入

中華民國籍船舶之規定，大陸人士仍可購

買臺灣製造遊艇，僅需註冊權宜船籍即可

避免課稅。僅以大陸地區遊艇稅率比較我

國稅率，忽略權宜船籍登記制度(幾乎不

課稅)，實無法凸顯開放大陸人士入籍優

勢。建議應從遊艇權宜船籍制度探討，才

能增加我國遊艇登記數量。 
6. 建議漁訊期更正為魚訊期。 

 
5.遵照辦理，已調整文字說

明方式。 
 
 
 
 
 
 
 
6.遵照辦理。 

企劃組 

1. 報告書中台灣、台中的台，請一律使用繁

體「臺」。 
2. 建議報告中所提相關數據資料如表

2-11、2-13、2-15 等，請更新至 104 年最

新資料，以利報告更趨完整。 
3. 有關 P2-29 頁 2.6 遊艇遊憩活動調查 2.6.1

政府部門辦理之活動及 2.6.2 民間辦理之

活動，建議請研究單位加入相關實際參與

人數或是具體效益，俾利了解一般民眾對

於遊艇活動之喜好趨勢或推動成果。 
4. P2-84 為疾病管制署非疾病管理局，另有

關遊艇進出港申辦部分，未來於 MTNet
系統若因規劃尚有新需求變更，請提相關

需求提案單予本組辦理。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相關資料已更

新至 104 年 10 月 30 日。 
 
3.已就網路上可搜尋取得

參與人數之資料進行補

充。 
 
 
4.已修正文字內容。 

港務組 

1. 本案為成果報告書，文字應通順，以一般

計畫書寫方式表達，用詞應審慎及嚴謹，

各章節與小結間應緊密連結，前後需呼

應，文字大小及格式應一致、文字及圖表

內容應對應，相關論述應有邏輯，請再次

檢視報告書內容，並確實修正。 
2. 統計資料更新至 104 年 10 月。 

 
3. 本案為發展遊艇基地進而推廣遊艇活

動，非以遊艇玩家為主體，用字應再酌。 
4. 法規分析章節，應針對現有法規對遊艇基

地之影響做深入分析。 
5. 歷次審查意見回覆內容請詳實說明，並確

認是否有章節對應，辦理情形如回覆提供

資料給相關單位參考，請確實提供。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相關資料已更

新至 104 年 10 月 30 日。 
3.已修正。 
 
 
4.已補充與遊艇基地之相

關連性資料。 
5.由於部分審查會議是針

對簡報內容部分審查，故

相關意見無法對印章

節，針對報告之審查意見

已再檢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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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祖福澳港是否適合列為遊艇基地，請確

認。

7. 第二章 2.2 節為遊艇產業分析，第 2.2.4
小結與產業無連結。

8. 第三章 3.1 節探討國內遊艇基地發展所面

臨之問題，惟 3.1.7 小結內容無對應。

9. 第三章國外案例資料內容及書寫方式應

一致，附件一內容與前文無法對應，收集

內容雜亂無統整，應系統性整理，3.3 節

分析建議與前文無連結，請修正。

10. 第四章訪談內容應摘錄重點並統整議

題，用詞應謹慎。

11. P3-29 國家或機構皆訂有專屬設計規範或

手冊?P4-12 全世界仍海禁國家資料，請確

認。

12. P4-9 綜合說明與前面文章無連貫，請修

正。

13. P5-15 需開發期程，以各單位是否編列預

算是否合宜。

14. P5-17 資料正確性請再確認，用詞需統一。 

15. P6-15 安平商港圖應更新。

16. P8-2 示範基地前後不一，請修正。

17. P8-3 基隆八尺門發展遊艇是否適宜?

6.依據馬祖各港口現況，僅

有福澳港西側水域經平

估後為相對較適合之場

址。

7.已調整修正 2.2.4 節內容。 

8.已調整修正 3.1.7 節內容。 

9.由於國外案例分析資料

主要由網路上蒐集，因受

限於資料取得較不易，已

將案例概要內容統一整

理，並將部分港址資料較

多之部份分節處理，以供

計畫參考。另已調整 3.3
文字說明內容。

10.訪談內容主要依據附件

附件二訪談大綱摘錄其

種點進行說明，已重新修

正訪談內容文字說明。

11.已修正文字說明方式。

12.由於本段內容主要說明

問卷調查結果之民眾建議

事項，故修正標題。

13.本計畫可開發期程判斷

取決於港區相關整體規

劃報告是否納入決定，並

非依據是否編列預算決

定。

14.遵照辦理，以更新表 5-8
相關資料。

15.遵照辦理，已更新圖

6-4。
16.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8-2。
17.針對基隆港八尺門貯木

池建置遊艇基地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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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推動機關及推動順序之顯示方式，建議於

第八章以推動單位分述為佳。 
 

19. 附件三，評分數字有誤，請確認。 
20. 附件五，熱門港口先期規畫內容，應非只

有烏石及安平漁港，且內容需系統性整

理，非參考其他報告毫無邏輯的摘錄，字

體格式及排版應一致。 
21. 次長 104 年 11 月 6 日會議： 
(1) 未依會議決議以章節說明組織面現

況、問題(包含遊艇泊靠漁港妨礙漁船進

出、泊費及泊位使用爭議、岸電岸水價

格…等)、未來協調合作及客訴處理機制

等，以利計畫後續協調推動。 
(2) 未針對熱門港口提出更具體詳細之短

期改善及規劃建議，各港口周邊土地建

置艇庫之問題應詳列。 
 
 
 
 
 
 
 
 

劃，經了解該區水域波高

遠大於遊艇停泊規定之

0.3 公尺標準，且尚有颱

風期間海堤嚴重越波之

情形，現況條件不佳，未

來如將改善現況海域條

件至可停泊條件下，其先

期基礎建設投資經費將

相當可觀，恐導致整體效

益偏低之情形。但本計畫

亦保留主管機關處理之

彈性空間，即主管機關經

檢討如無更適切之地

點，則主管機關應改善排

除現況不良之因素，解決

遊艇停泊之疑慮或營運

上之困難點。 
18.已調整第六章及第七章

文字說明方式。 
 
19.已修正附件三內容。 
20.已修正附件五內容。 
 
 
 
21. 
(1)已補充於 7.1 節。 
 
 
 
 
(2)已針對熱門港口提出改

善建議，請參閱附件五，

由於目前熱門港口皆已

ROT或BOT委託民間廠

商經營及規劃，除了安平

漁港仍進行民間招商作

業，但亦已完成前期規劃

作業，未來民間廠商是否

興建艇庫或興建於何種

土地分區上皆有其不確

定性，建議應回歸主管機

關權責，本計畫僅針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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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告內容應收集遊艇港之興建經費，包

含提供之泊位數及岸邊設施等所需經

費，以提供未來興建遊艇港之預算參

考。 
(4) 針對港公司對商港之相關審查意見，請

增加章節說明。 
(5) 航政司意見回覆辦理情形中，於第五及

第六章未針對審查意見回覆，請加強說

明。 

地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6.4.2 節)及現行土地相

關法規可使用之分區進

行分析說明(7.2.5 節)。 
(3)已補充 3.1.8 節表 3-4。 
 
 
 
(4)以納入 7.1.3 節說明。 
 
(5)已修正意見回覆內容，

並納入第四章、第七章說

明。 

饒智平組

長 

1. 針對遊艇活動發展之需求面論述部分，應

明確描述，針對不同導向據以加強說明。 
2. 本次修正報告已就發展目標及發展策略

調整，報告內容各章節應前後呼應，務使

發展目標及策略部分連貫並合乎邏輯。 
3. 針對指標性示範基地，請研究團隊增加概

估經費及效益預估之相關資料。 

1.遵照辦理，已調整說明方

式。 
2.遵照辦理，已補充第四章

～第七章相關內容。 
 
3.遵照辦理，已補充 6.1.6

節。 

 

柒、 結論 
一、 本案已於 104 年 11 月 6 日於交通部辦理次長面報進行第 1 次審

查。本次第 2 次審查會議，報告內容並未完成修正，會議決議審

查不通過，依據契約第 12 條規定，即日起起算逾期。 
二、 請研究團隊針對各單位所提意見進行修正，考量本案研究成果有

其急迫性，請研究團隊 105 年 1 月 4 日前提送供修正完成之簡報；

並於 20 天內提送修正完成報告，俾利後續審查作業。 

捌、 散 會(下午 15：30)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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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成果報告審查及部分驗收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敦和大樓地下 1 樓 B112 會議室 

參、 主持人：李副局長雲萬 記錄：高嘉彬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簡報：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陸、 會議討論：

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李副局長

雲萬

簡報P47 之 2014 年可提供泊靠遊艇及娛樂 
漁船之漁港分布圖，請釐清是否有最新版，

若有，請配合修正。

感謝委員意見，經檢視該圖

已為最新資料。

船舶組

1.請釐清P2-11中表2-5內102年、103年、104
年6月遊艇艘數統計數據，併同修正圖2-3
及P2-10中2.3.1登記數量內「因適用法規不

同，部分領小船執照之船舶，變更為『載

客小船』，故不在本計畫研究對象範圍，

造成102年後之遊艇總數量下降情形」之敘

述。

2.P2-33中2.7相關法規分析一、遊艇未渉及入

出境且未使用商港船席者，請增列海岸巡

防機關所定之規定。

3.請修正P2-37 中表2-15：
（1）原列「交通部航港局船舶登記作業

手冊」修正為「交通部航港局遊艇

登記與註冊給證作業手冊」。

（2）修正小船管理規則內之「關連性分

析」之敘述。

4.建議刪除P7-14 中1.外籍人士在臺購買遊

1.遵照辦理，已修正圖 2-3
及相關文字說明。

2.感謝委員意見，目前海岸

巡防機關針對遊艇未渉

及入出境且未使用商港

船席者，主要依據海岸巡

防法第 4 條、第 5 條及船

舶法第 70 條規定。

3. 
(1)遵照辦理，已修正如表

2-16。 

(2)遵照辦理，已修正如表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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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艇之法規問題內之「權宜船籍登記制

度」。

4.遵照辦理，以刪除相關文

字。

船員組

1.表2-6、圖2-4、表2-7、表2-8、圖2-7 及部

分內容統計截止時間為104.10.30，10月份

有31 日，是否筆誤。

2.P5-21 中表5-12 北區等級1 遊艇碼頭評

估計算表、表5-13 北區等級2 遊艇碼頭評

估計算表評估準則權重合計值不等於

100%是否有誤，且表格內得分數值之也有

錯誤，請再檢視。

3.等級1、等級2、等級3遊艇碼頭之評估準則

的項目為何有不同。

1.感謝委員意見，相關圖表

已更新至 104.12.31 資

料。

2.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5-12
～表 5-13。

3.感謝委員意見，由於各等

級開發模式、經費來源不

同，所考量的重點亦不

同，如等級 1 預計採民間

投資方式，因此是否有廠

商有意願投資相對重

要，部分項目對於民間投

資顯的不重要，故導致評

估項目有不同。

企劃組

1.圖目錄台灣的台應改成臺。

2.表2-5 表2-6 請更新最新數據資料。

3.加強敘述 4.2SWOT分析與4.3發展目標及

推動策略之間的關聯性。

4.8.2建議一、(三)最後一行語意不順，政府

建議..，應為建議政府..，請釐清。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3.感謝委員意見，已加強說

明。

4.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相

關文字內容。

港務組

1.本成果報告書請參考105年3月8日向部長

簡報架構配合調整。

2.簡報P28第二階段選址-規模訂定與P41
近程目標推動策略相同，請更新內容。

3.本成果係為臺灣遊艇基地整體政策性規

劃，請怡興公司研擬討論議題(熱門遊艇基

地、示範基地、陸側土地開發及遊艇俱樂

部等)，俾納入遊艇活動發展方案中討論，

必要時提報行政院辦理跨部會協商推動。

4.本計畫以機關名義提報，文字用詞應嚴

謹，內容須以本局角度論述。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已修正近程目

標相關內容。

3.感謝委員意見，已另案處

理，並已提供貴局相關資

料。

4.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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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5.報告中相關資料請配合更新至104 年底、

圖片模糊不易閱讀，亦請更新並提高解析

度，另內文中有關辦理期程以”今年”論
述，請改為年度表示。

6.第三章部分，國內案例，請統一論述包括

以營運模式、歷程、興建經費、泊位尺寸、

現況停泊及更新相關建設或委託案之進

度。

7.P1-2 至P1-5 相關內容請調整論述，俾利

閱讀。

8.P2-1 及P2-2，有關遊艇豪華、國內較為少

見、高級商務活動及高利潤等敘述，建請

刪除。

9.圖2-1 遊艇產業架構應配合內文描述呈

現，請修正。

10.P2-3，遊艇發展帶動產業，請將住宿及

旅遊納入。

11.P2-4，在2015 年之遊艇訂單上可發現

總船舶數量雖然減少，但總長度增加之趨

勢，雖然遊艇核心區域發展略為萎縮，但

仍預期在大型遊艇之訂單上有樂觀發展乙

節，請補充相關統計資料。

12.P2-5，請補充說明台灣遊艇產業特徵，

並敘明台灣發展優勢。

13.P2-7，許多海洋遊憩活動都私下進行之

描述，屬負面說明，請刪除。

14 P2-8，「民國76 年解嚴，79 年選定屏 
東縣恆春後壁湖漁港東北側，採用共用港

口及內挖的方式，興建遊艇碼頭設施，至

82 年大抵完成，而民國80 年選定新北市

龍洞南口興建遊艇港，於88年完工。」，

請調整位置至本頁之國內三大遊艇示範港

建置完成後。

15.P2-8，經總統於民國99 年與遊艇業者

座談後．．．，建議描述調整。

5.遵照辦理。

6.感謝委員意見，國內案例

已統一論述。

7.遵照辦理，相關內容主要

依據貴局所發佈之新聞

稿進行潤飾。

8.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文

字內容。

9.遵照辦理，已修正圖 2-1。 

10.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11.遵照辦理，已補充如表

2-3。 

12.遵照辦理，已補充相關

文字內容。

13.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14.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15.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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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2-9，提及遊艇廠商名稱部分，及遊艇

消費沙漠等文字建議刪除。

17.P2-13，登記數量部分請更新至104 年
底，並配合修正說明。

18.圖2-5，有關駕照統計內容請配合更新至

104年底。 
19.P2-21，預計於105 年2 月底前完工，以

便提供2016 年第二屆臺灣國際遊艇展之

遊艇泊靠使用，是否已完工請確認並修正

說明。

20.表2-12，相關內容請再重新排版，俾利閱

讀。

21.P2-28，小結之描述，應採正面說明，請

修正。

22.表2-13，活動內容請標名稱即可，年度亦

請刪除。

23.表2-17，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

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與本案之相關性

之描述，有缺漏請補充。

24.P2-40，也應進一步思考外國人來臺買

船、租船、開船從事遊艇活動之可能面臨

問題之內容，請修正文字。

25.P3-11，後壁湖遊艇港停泊席位，請再與

表2-10 確認是否一致。 
26.表3-2 內容有缺漏，請補充。

27.P3-17，亞灣遊艇碼頭串聯相關賣場部

分，請刪除。另亞灣遊艇碼頭席位是否有

調整，請再確認。

28.P3-18，針對亞果俱樂部之說明，請重新

檢視並修正。

29.表3-4，請再確認相關碼頭內容是否正確。 

30.P3-23，字體大小應一致，請修正。

31.P3-31，香山遊艇港之描述，建議刪除。

32.表4-1，訪談意見請重新檢視予以正面敘

16.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17.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圖表文字內容。

18.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圖表文字內容。

19.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20.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2-13。 
21.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22.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23.遵照辦理，已修正如表

2-18。 

24.此部分內容已說明於

7.2.5 小節中。 

25.遵照辦理，已修正於表

3-3。 
26.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3-2。 
27.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

28.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詳 P3-20。 
29.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3-4

相關內容。

30.遵照辦理。

31.遵照辦理。

32.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A4-56 

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述，並摘錄重點。

33.P4-5，相關問卷結果請予以正面敘述，並

摘錄重點。

34.P4-8，遊艇玩家相關議題，建議將遊艇玩

家改寫(例遊艇持有人)，內文涉此部分，

亦請一併更新。

35.表4-7 之內容，建議予以中文表示。

36.P5-14，營運管理之內容，應正面敘述，

請更新。

37.表5-8，表頭部分應統一，請修正。

38.P5-18，諮詢專家對象人數僅19人，恐不

具代表性，建議調整論述。

39.P6-1 金樽漁港請確認是否已有潛在廠商

洽談。

40.第6.1.1 節臺北淡水第二漁港內容及開發

期程請再確認。

41.臺中商港以現有港池條件及可開發面

積，是否適合作為示範基地，請再次評估。 

42.第6.1.3 節安平商港內容及文字請再檢視

及確認。

43.P6-21 相關文字及修法條文請再修正。

44.第6.4 節遊艇基地開發建議涉及土地相

關法規，請依現況遊艇開發所面臨的問

題，具體提出可行之方案。

45.表7-1 遊艇活動發展方案內容及主協辦

單位請更新。

4-1，重點摘錄請參閱

4.1.3 節。 

33.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34.遵照辦理。

35.遵照辦理，已修正如表

4-6。 

36.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

文字內容。

37.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5-8。 
38.遵照辦理，已淡化相關

數據說明。

39.金樽漁港陸上土地開發

已有民間廠商洽談，但使

用行為初步了解乃與遊

艇活動較無直接關連之

產業。

40.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

41.感謝委員意見，已將中

部示範基地更換為「臺中

梧棲漁港」。

42.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

43.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

44.遵照辦理，已補充更新

相關文字內容。而既有國

內熱門港之面臨的問題

已提出具體方案，詳如附

件五。

45.已依局內提供文件配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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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第7.2.5 節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內容

請配合現況修正。

47.第8-2 節內容未完整，請再確認。

48.表8-3 預估投入經費請確認。

49.附件一國外遊艇碼頭案例，相關資料請統

整並統一論述。

50. 附件三評估準則權重計算表中，評估準

則權重計算內容及碼頭評估計畫內容有誤

請修正。

51.104 年5 月25 日意見對照表局內審查意

見請修正。

52.歷次各單位意見請檢視並更新至最新辦

理情形。

53.附件五、熱門港口改善建議，請檢視各

權管單位是否已納入相關委託案辦理。

46.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如 7.2.5 節。 
47.遵照辦理。

48.遵照辦理，由於中部示

範基地變更，故更新相關

文字內容。

49.遵照辦理。

50.遵照辦理，已修正附件

三相關數字內容。

51.遵照辦理。

52.遵照辦理。

53.目前熱門港僅安平漁港

BOT 辦理先期規劃中，

其餘港口權管機關未公

告相關委託案。

柒、結論

一、 請顧問公司就各單位審查意見修正(詳附件)，並於 105年 3月 25 日
前提送。

二、 若未依限提送或所送之成果報告內容經本局審查後仍認定有瑕

疵，將自改正期限屆期次日起算逾期違約金。

三、 捌、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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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成果報告討論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5 年 4 月 7 日(四)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本局航務組會議室

參、 主席：陳科長怡如 記錄：高嘉彬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會議討論：略

陸、 單位意見：

單位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港務組

1. 有關研擬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討

論議題(熱門遊艇基地、示範基地及陸側

土地開發等)，俾納入遊艇活動發展方案

中討論乙節，相關現況說明及建議事項仍

未具體論述，請再修正。

2. P2-5，未補充說明臺灣遊艇產業特徵，並

敘明臺灣發展優勢。

3. 表 3-4，未確認相關碼頭內容，並與內文

敘述不同，請修改。

4. 第 4 章近程目標並未有分級設施需求，請

修正文字。

5. P5-19，諮詢專家對象人數之說明，未調

整論述，請修改

6. P6-2，金樽漁港之民間投資意願之論述，

與本案無關，另未確認是否已有潛在廠商

洽談，請修改。

7. 第 6.1.1 節臺北淡水第二漁港內容及開發

期程尚未更新，請修改。

8. 表 8-3 預估投入經費及效益評估，請再予

確認。

9. 歷次各單位意見尚未更新至最新辦理情

形，並補充對應之頁數圖表等。

10. 計畫內文字及排版須調整部分已逐頁討

論，請配合修正。

1.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文

字內容。

2.遵照辦理，已補充文字於

P2-5。

3.遵照辦理，已修正表 3-4。 

4.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文

字，詳 P4-15。
5.已修正相關論述，詳如附

件 A3-1。
6.遵照辦理，已修正相關文

字內容。

7.遵照辦理，已更新相關文

字內容，詳如 P6-2。
8.相關內容已確認，詳表

8-3。
9.遵照辦理，已將各單位意

見更新至最新辦理情形。 
10.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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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二、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所送之成果報告內容，經審查後仍認定有

瑕疵(摘要如附件)，餘瑕疵部分已逐頁討論，請怡興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儘速修正後提送本局。 

三、 依據本局 105 年 3 月 10 日召開「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

成果報告審查及部分驗收會議紀錄結論二、「若未依限提送或所

送之成果報告內容經本局審查後仍認定有瑕疵，將自改正期限

(105 年 3 月 25 日)屆期次日起算逾期違約金」。因成果報告內容

仍認定有瑕疵，故自 105年 3月 26日起計算逾期違約金。 

柒、 散會:上午 11時 

~以下空白~ 



 

 

 

 

 

 

 

 

 

 

 

 

 

 

附件五、熱門港口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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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況熱門港主要是指八斗子漁港、烏石漁港、龍洞遊艇港

及安平漁港遊艇泊區而言，皆已執行相關規劃或先期規劃作業，內

容均提及階段興建建議、經費等內容，除安平漁港進行招商作業中，

其餘熱門港口皆已完成招商作業，現由民間經營管理或改建中，本

研究僅補充具體之短期改善建議，但最終應由各港之經管單位依其

業務與市場考量予以確認調整。

一、八斗子漁港

(一)現況概述 

八斗子漁港已於 104 年 1 月完成泊區 OT 招商簽約（3 年，

可續約 1 次），委託營運之標的包含遊艇泊區、碼頭、悠遊館

及停車場，其中悠遊館已完成整建，現況可供靠泊泊位 74 席，

無岸置空間。截至 104 年 12 月調查，目前長期租用之水上泊位

62席，並陸域並無岸置空間可供使用。詳細說明請參閱 3.1.5節。 

圖 1、八斗子漁港現況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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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八斗子漁港委外範圍 

漁業署於 104 年 1 月與昇鴻建設開發公司完成 OT 簽約

（3年，可續約1次），委託營運之標的包含遊艇泊區、碼頭、

悠遊館及停車場，現況因既有浮動碼頭設施損壞使用情形不

佳。

目前八斗子漁港遊艇泊區屬都市計畫範圍內，並有八斗子

漁港特定區細部計畫區詳細規範之，既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屬

休閒漁業專用區，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0 條規定，本區

之岸置設施開發應先經基隆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方得申請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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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建議 

由於本港口業已委由民間經營管理或改建中，本研究僅補

充具體之短期改善建議，但最終應由各港之經管單位依其業務

與市場考量逕行確認改善。 

1. 目前港區內之港池靜穩條件稍差，易造成現有浮碼損壞，需

全面修建，並重新調整水域內浮動碼頭配置，建構更多水上

泊位，提升既有水域空間使用率。 

2. 由於八斗子漁港鄰近都會區，水上泊位常有滿泊情形，在有

限之水域空間下，建議陸域可增加岸置露置場，提升服務能

力。 

3. 增加岸置場或艇庫部分，建議漁業署研議土地使用增設相關

設施，並依程序辦理都計審議後供民間進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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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石漁港 

(一)現況概述 

漁業署已於 105 年 3 月底完成北休閒專用區設施 BOT 及遊

艇泊區 OT(委託許可年限 50年)，委託營運之標的含座落於宜蘭

縣頭城鎮港澳段港口小段 223-2 地號土地之 BOT 區域（遊客住

宿、餐飲服務、文物展覽及相關海洋遊憩、教育設施等多元化

相關設施）、OT 區域-宜蘭縣頭城鎮港澳段港口小段部分 223

及 223-1 地號土地可規劃設置包括遊艇服務中心、停車場、置

艇場、艇庫等服務設施。此外宜蘭縣頭城鎮港澳段港口小段部

分 223及大坑罟段部分 285地號土地之一部份為既有遊艇泊區，

委託營運。 

契約第五章 雙方聲明與承諾事項-5.5.11 甲方目前設計之泊

位大小如未符合乙方實際使用需求，乙方有泊位調整之權利，

所生之費用應由乙方負擔。惟乙方仍應保留實際營運之浮動碼

頭泊位數五分之一供臨時停泊使用。 

既有烏石漁港遊艇碼頭自 100 年 5 月開始興建，經費約 2.7

億元，已於 102 年 6 月啟用，水域規劃設置內、外泊區，泊區

內碼頭分期開發，共可提供 60 呎以下遊艇共 55 個席位，目前

完成內泊區浮動碼頭開發，現況可提供 37 個席位供遊艇停泊，

截至 104 年 12 月底調查顯示，目前泊位為滿泊情形。詳細說明

請參閱 3.1.6 節。 

(二)改善建議 

由於本港業已委由民間經營管理或改建中，本研究僅補充

具體之短期改善建議，但最終應由各港之經管單位依其業務與

市場考量逕行確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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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前期規劃內容，增建外泊區水域浮動碼頭 25 席，增加水

上泊位空間。由於烏石漁港周邊資源豐富，水上泊位常一位

難求，但水域可用空間有限，故建議短期陸域設置岸置露置

場，增加服務能力。 

2. 本「烏石漁港北休閒專用區設施 BOT 及遊艇泊區 OT」委外

興建營運移轉案投資契約中規定，如需增設水上泊位，經報

漁業署核准後即可設置。現有土地屬非都市土地之特定用地，

依據主管機關漁業署之漁港計畫內容，屬遊艇碼頭區，可依

法辦理相關岸置設施建置。 

3. 建議漁業署協調業者，優先增設水上泊位及評估增設艇庫等

相關設施。 

 
資料來源：海岸新生計畫，漁業署簡報資料 

圖 2、烏石漁港遊艇泊區現況開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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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龍洞遊艇港

(一)現況概述 

觀光局於 98 年 5 月與宇岳遊艇有限公司完成遊艇港 ROT

簽約(9 年，視情況可增加 6 年營運期)，ROT 範圍包含龍洞南口

海洋公園及龍洞遊艇港區，其中遊艇港面積 7.43 公頃，土地使

用分區為遊艇港專用區，設施包含遊艇泊渠 3 區、遊客服務中

心(臨時辦公室)、停車場等，港區配置詳圖 3 所示。 

遊艇港目前以停泊遊艇、帆船、小船為主，分為內、中、

外泊渠 3 區，受現況內、中泊渠設浮動碼頭設施損壞情形嚴重，

且外泊渠靜穩度較差之影響，堪用之水上泊位約有 40 席，岸置

區則增為 80 席，而水域附屬設施包含岸水電設施、消防設施、

上下架設施、曳船斜坡道等。詳細說明請參閱 3.1.1 節。 

資料來源：龍洞遊艇港 http://www.kivano.com.tw/yachtharbor.php；本計畫彙整 

圖 3、龍洞遊艇港水陸域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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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建議 

1. 現有土地位於特定計畫區-遊艇港專用區內，依法可投資興建

岸置設施，建議觀光局與業者研議評估增設艇庫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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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平漁港

(一)現況概述 

本遊艇泊區與陸域開發因漁業署之招商前置規劃作業尚未

定案，目前由漁業署委託臺南市政府代為管理。102年 1月水域

浮動碼頭完工驗收，漁業署委託臺南市政府管理，水上浮動碼

頭泊位 32 席，皆已滿泊。於 104 年底已辦理「安平漁港遊艇管

理中心等 BOT 前置規劃工作」期末審查，準備報請農委會進行

審核作業，規劃範圍如圖 5。 

圖 5、安平漁港遊艇管理中心等 BOT 前期規劃範圍 

(二)改善建議 

由於本港目前先期規劃已報農委會審查，本研究僅補充具

體之短期改善建議，但最終應依據先期規劃內容、主管機關招

商與市場考量逕行確認改善。

1. 安平漁港因鄰近都會區，目前水上泊位一位難求，建議可延

長既有浮動碼頭，約可增加 32 席，未來可視船舶使用需求情

形建置置艇區或艇庫。

2. 陸域目前並無服務設施可供使用，故建議加速招商作業，俾

利後線服務設施之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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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陸域位於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內，屬港埠專用區之土地分區

管制，可依法辦理岸置設施建置。 

4. 建議漁業署於 OT 及 BOT 契約內納入業者可增設水上泊位及

陸上岸置場或艇庫之條文，並儘速辦理民間投資參與招商工

作。 

 
圖 6、安平漁港遊艇泊區改善建議 

 

 
 



 

 

 

 

 

 

 

 

 

 

 

 

 

 

附件六、遊艇基地相關法規條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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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蒐集遊艇基地相關法規如下表所示：

類別 法規名稱 頁碼

船舶相關法規

船舶法 A6-2 

船舶登記作業手冊 A6-5 

遊艇管理規則 A6-7 

小船管理規則 A6-9 

船舶駕駛相關法規
船員法 A6-14 

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管理規則 A6-17 

漁港相關法規
漁港法 A6-29 

漁港法施行細則 A6-30 

商港相關法規
商港法 A6-32 

商港港務管理規則 A6-34 

民間投資相關法規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A6-37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 A6-39 

採購法 A6-43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 A6-43 

土地相關法規

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 A6-45 

國有財產法 A6-46 

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 A6-47 

土地法 A6-47 

都市計畫法 A6-49 

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 A6-50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A6-53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動產 A6-55 

奢侈稅相關法規 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稅 A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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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船舶相關法規

本計畫蒐集船舶法、船舶登記法、遊艇管理規則、小船管理規

則等相關法規資料如下：

一、船舶法(99.12.08) 

船舶法於99年針對遊艇規定增設相關章節予以規範，於第

七章遊艇專章內容除制訂相關檢查、丈量、註冊、發證等規定

外，使得我國遊艇之丈檢、規範與停泊區域得以放寬以利國內

遊艇活動之推行。

(一)總則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1)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力船舶，或總噸位

未滿二十之動力船舶。

(2)客船：指非小船且乘客定額超過十二人，以運送旅

客為目的之船舶。

(3)動力船舶：指裝有機械用以航行之船舶。 

(4)水翼船：指裝設有水翼，航行時可賴水翼所產生之

提昇力，使船身自水面昇起而行駛之特種

船舶。

(5)氣墊船：指利用船舶內連續不斷鼓風所形成之空氣

墊，對其下方水面產生有效反作用力，使

船身自水面昇起，藉噴氣、空氣螺槳、水

下螺槳或其他經航政機關認可之推進方

式，在水面航行之特種船舶。

(6)高速船：指依國際高速船安全章程設計、建造，且

船舶航行時最大船速在參點柒乘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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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線時排水體積之零點壹陸陸柒次方以

上，以每秒公尺計（公尺／秒）之船舶。 

(7)遊艇：指專供娛樂，不以從事客、貨運送或漁業為

目的，以機械為主動力或輔助動力之船舶。 

(8)自用遊艇：指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

從事娛樂活動之遊艇。 

(9)非自用遊艇：指整船出租或以俱樂部型態從事娛樂

活動之遊艇。 

第 4 條  在水面或水中供航行之船舶，應適用本法之規定。

但下列船舶，不在此限： 

(1)軍事建制之艦艇。 

(2)龍舟、獨木舟及非動力帆船。 

(3)消防及救災機構岸置之公務小船。 

(4)推進動力未滿十二瓩之非漁業用動力小船。 

第 8 條  非中華民國船舶，除經中華民國政府特許或為避

難者外，不得在中華民國政府公告為國際商港以

外之其他港灣口岸停泊。 

第 9 條  中華民國船舶非領有中華民國船舶國籍證書、中

華民國臨時船舶國籍證書、遊艇證書或小船執

照，不得航行。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在

此限： 

(1)下水或試航。 

(2)經航政機關許可或指定移動。 

(3)因緊急事件而作必要之措置。政府公告為國際商港

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停泊。 

第 11 條  遊艇應具備遊艇證書；小船應具備小船執照。（摘

錄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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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船舶所有人應自行認定船籍港或註冊地。 

(七)遊艇 

第 58 條  遊艇之檢查、丈量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外機構

驗證後，由遊艇所在地之航政機關辦理；其登記

或註冊、發證，由遊艇船籍港或註冊地航政機關

辦理。自國外輸入之遊艇或現成船舶使用目的變

更為遊艇者，其船齡不得超過依第七十一條所定

規則規定之年限。 

第 70 條  遊艇不得經營客、貨運送、漁業，或供娛樂以外

之用途。但得從事非漁業目的釣魚活動。遊艇活

動未涉及入出境者，於出海前填具相關船舶、航

行及人員等資訊，向出海港之海岸巡防機關以電

子郵件、傳真或現場等方式報備，其相關表格、

程序由海岸巡防機關定之。遊艇入出國境涉及關

務、入出境、檢疫、安全檢查程序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 71 條  遊艇所有人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保險金額，投保責

任保險，未投保者，不得出港。遊艇之檢查、丈

量、設備、限載乘員人數、投保金額、船齡年限、

適航水域、遊艇證書、註冊、相關規費之收取及

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各級

商港、漁港、海岸、河川轄管機關，應於轄區適

當地點設置遊艇停泊及遊艇拖吊升降區域，並依

相關法令規劃建設及管理。 

(八)小船 

第 73 條  小船之檢查、丈量，由小船所在地航政機關辦理；

其註冊、給照，由小船註冊地航政機關辦理；非

經領有航政機關核發之小船執照，不得航行。主

管機關因業務需要，得將小船檢查、丈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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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驗船機構或領有執照之合格造船技師辦理。

造船技師為小船之設計者，應迴避檢查、丈量同

一艘小船；未迴避委託檢查、丈量者，除應終止

委託外，其檢查、丈量結果無效。第一項由航政

機關辦理之規定，其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二、船舶登記作業手冊 

依據船舶法、船舶登記法、船舶登記施行細則、船舶國籍

證書核發規則、航業法、行政程序法等；另亦參照其他相關法

律、交通部解釋函及歷年航政座談會決議辦理。 

(一)登記之船舶 

1.本法所稱船舶，依船舶法之規定。(船舶登記法第 1 條) 

2.本法所稱中華民國船舶，指依中華民國法律，經航政機關

核准註冊登記之船舶。(船舶法第 5 條第 1 項) 

3.小船不適用本法之規定。(船舶登記法第 5 條) 

4.不適用船舶法之船舶：(船舶法第 4 條) 

(1)軍事建制之艦艇。 

(2)軍事建制之艦艇。 

(3)消防及救災機構岸置之公務小船。 

(4)推進動力未滿十二瓩之非漁業用動力小船。 

(二)受理登記之機關 

1.船舶登記機關為船籍港所在之航務中心。但建造中船舶

之抵押權登記，則為建造地所在之航務中心。(船舶登記

法第 2 條) 

2.船舶所有人應自行認定船籍港或註冊地。(船舶法第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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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部航港局設置北部航務中心(監理科、臺北航港科、

蘇澳航港科)、中部航務中心、南部航務中心(監理科、安

平航港科、馬公航港科)、東部航務中心。 

(三)登記所有人 

1.船舶合於下列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登記為中華民國船舶：

(船舶法第 5 條第 2 項) 

(1)中華民國政府所有。 

(2)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3)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在中華民國有本公司之下列各公司

所有： 

○1 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中華民國國民。 

○2 有限公司，資本二分之一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所有，

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中華民國國民。 

○3 兩合公司，其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中華民國國民。 

○4 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長及董事二分之一以上為中華

民國國民，且其資本二分之一以上為中華民國國民所

有。 

(4)依中華民國法律設立，在中華民國有主事務所之。 

(四)登記之事項 

1.船舶下列權利之保存、設定、移轉、變更、限制、處分或

消滅，均應登記：(船舶登記法第 3 條) 

(1)所有權。 

(2)抵押權。 

(3)租賃權。 

(五)登記之效力 

1.船舶應行登記之事項，非經登記，不得對抗第三人。(船
舶登記法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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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艇管理規則(104.04.07) 

依據船舶法第 71 條第二項規定，針對遊艇之檢查、丈量、

設備、限載乘員人數、投保金額、船齡年限、適航水域、遊艇

證書、註冊、相關規費之收取及其他應遵行事項，訂定相關規

則及罰則。摘錄相關條文如下： 

(一)通則 

第 2 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1)動力帆船：指船底具有壓艙龍骨，以風力為主要推

進動力，並以機械為輔助動力之遊艇。 

(2)整船出租之遊艇：指遊艇業者所擁有，提供具備遊

艇駕駛資格之承租人進行遊艇

娛樂活動之遊艇。 

(3)俱樂部型態遊艇：指社團法人所擁有，只提供會員

使用之遊艇。 

(4)驗證機構：指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及其他具備

遊艇適航性認證能力且經主管機關認

可並公告之國內外機構。 

(二)檢查 

第 6 條  遊艇船齡未滿十二年，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且

乘員人數未滿十二人之自用遊艇所有人應自第

一次特別檢查合格之日起，每屆滿一年之前一個

月內施行自主檢查並填報自主檢查表（附件一）

送航政機關備查。 

第 7 條  非自用遊艇及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之自用遊艇，

於特別檢查有效期間屆滿，其所有人應向航政機

關申請施行特別檢查，遊艇經特別檢查合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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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政機關應核發或換發遊艇證書，其有效期間以

五年為限。 

(三)丈量 

第 15 條 遊艇因建造完成後或自國外輸入而申請施行第

一次特別檢查時，其所有人應向驗證機構同時申

請丈量遊艇之容積。前項遊艇使用之丈量公式與

中華民國丈量程式相同者，免重新丈量。遊艇因

船身經修改而申請施行特別檢查時，其所有人應

向驗證機構申請丈量遊艇之容積。 

第 16 條  遊艇丈量時，遊艇所有人應指派相關人員在場隨

時接受檢查員之諮詢，並於必要時協同工作。遊

艇內裝載貨物或堆積物件，對丈量有妨礙時，應

由所有人先行清除，經丈量員認為有清除之必要

時，所有人不得拒絕。 

第 17 條 遊艇經丈量後，計算噸位有錯誤時，應由其所有

人向驗證機構查明更正或申請重行丈量，再向航

政機關申請換發遊艇證書。但未經重行丈量之

前，所有人不得變更該遊艇之原狀。 

第 18 條 遊艇之噸位計算及噸位量計方法依船舶丈量規

則之丈量及計算。 

(四)設備 

第 26 條  遊艇應具備下列無線電設備： 

(1)特高頻無線電話一具。但航行內水者，得以行動

電話取代。未滿十二公尺之遊艇得以手持特高頻

無線電話機取代。 

(2)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遊艇應另具備應急指位無

線電示標一具及高頻無線電話或衛星電話一具。 



A6-9 

 

第 28 條 全長十二公尺以上之遊艇應具備船舶自動識別

系統船載臺一臺。但全長十二公尺以上之動力帆

船得以雷達反射器取代。 

(七)登記與註冊 

第 39 條  遊艇所有人應自行認定船籍港或註冊地。遊艇不

得與註冊或登記在先之船舶同名。 

四、小船管理規則(100.11.17) 

(一)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船舶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力船

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力船舶。非動力船舶

裝有可移動之推進機械者，視同動力船舶。 

第 3 條  小船適航水域，限於距岸三十海浬以內之沿海水

域、離島之島嶼間、港內、河川及湖泊，並由航

政機關視小船性能核定之。但經主管機關委託之

驗船機構依小船之設計、強度、穩度及相關安全

設備，另行核定適航水域者，不在此限。小船被

拖曳航行，超過前項適航水域以外者，除緊急救

難外，須經航政機關核准之。 

第 4 條  小船應具備下列文件，並於航行時隨船攜帶： 

(1)小船執照。 

(2)動力小船駕駛須持有有效之動力小船駕駛執照。 

第 5 條  小船未經檢查、丈量、註冊、發給執照，不得航

行。 

第 6 條  小船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依動產擔保交易法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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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小船在航行中，船艏及兩舷不得懸掛包裹、禽籠

或其他障礙物。 

第 8 條  載客小船不得兼載爆炸性、易燃性、有毒性、傳

染性、放射性、壓縮性或有腐蝕性之危險物品。 

(二)乘客定額 

第 9 條  動力載客小船，其乘客定額之計算基準，依下列

規定： 

(1)客艙內應為每一乘客設置固定座位，其設置基準如

下： 

○1 座椅內緣之寬度及深度，均不得少於四十公分。 

○2 座椅前空間，不得少於三十五公分。 

○3 最內之座位，其中心離通道不得大於二公尺。 

(2)客艙內至出入口之通道，其位置應經航政機關核可，

其寬度應符合下列規定： 

○1 客艙內至少應設置一個寬度不少於六十公分之出入

口。 

○2 客艙內通至出入口之通道，其寬度不得少於六十公

分。 

○3 客艙之面積未滿十五平方公尺或僅屬立位者，得免

依前二目規定設置通道。 

(3)甲板上之客位，以甲板可供載客之面積乘以零點八

五後，以不低於第一款每一乘客所需面積之標準

計算。但航行海域或其航線水流湍急，有灘礁或其

他危險時，甲板不得核予客位。 

載客小船因船型、功用、適航水域或其他特殊原因，

致無法依前項規定設置座位者，得由船舶所有人敘明

理由，申請航政機關在不影響乘客安全，不低於前項

每一乘客所需面積之基準下酌情寬免。 

第 10 條  非動力小船載客者，就可載客之面積，以每客位

零點四二平方公尺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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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載客小船應具有足夠之穩度，並以全船載客集中

於小船之一舷，而甲板線不致沒入水中為原則。 

第 12 條 載客小船應在駕駛臺旁船艛外及乘客入口處之

板壁或明顯處所，以顯明油漆載明限載人數。 

第 13 條  載客小船航行於離島間或其航線水流湍急、有灘

礁或其他危險時，駕駛人應嚴格要求乘客穿著合

格之救生衣；夜間載客或其航線水流湍急、有灘

礁或其他危險時，航政機關得酌量減少其乘客定

額。 

第 14 條  客貨小船之艙頂及頂棚均不得載貨，並應有設施

阻止乘客攀登。兩旁或中間通道、機器間、駕駛

室及其他重要處所，均不得搭載客貨。 

(三)應急準備 

第 15 條 客小船應將救生設備使用方法圖解顯示於乘客

易見之處，並予示範。 

第 16 條  載客小船於開航前，駕駛應指定專人檢視船身及

輪機各部是否正常，並將設備及屬具準備妥善。

駕駛並應於船艙明顯處公告應急部署表。 

第 17 條  前條公告之應急部署表，應包括下列事項： 

(1)全船工作人員在各種緊急情形下之特殊任務及

其應在之位置。 

(2)各種應變音響或信號之標示。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特殊任務，包括下列事項： 

(1)關閉舷窗、水密門、防火門、排水門以及艙區艙

壁甲板線以下之船殼板上所有各種污水及其他排

洩口等。 

(2)關閉風扇及通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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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各種救生、消防、燈光、音號、旗號及救難

等設備。 

(4)準備救生設備。 

(5)火警巡邏、消滅火災。 

(6)召集乘客，並辦理下列事項： 

○1 警告乘客。 

○2 檢視各乘客之衣履以及救生衣是否穿著正常。 

○3 集合並引導乘客至其應在之位置。 

○4 指導乘客行動並於通道及梯道上維持秩序。 

○5 儘力扶助老弱婦孺之乘客。 

(7)保管輕便無線電設備。 

(8)駕駛人認為其他應變事項之特殊任務。 

(四)註冊及執照管理 

第 18 條  小船所有人申請註冊及核發、補發或換發小船執

照時，應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同文件，

向航政機關申請之。 

第 19 條  小船辦理註冊、轉籍時，受理檢查或原註冊機關

（構）應分別將下列各款規定之圖說及相關文

書，檢送航政機關辦理。 

(1)船身中央橫斷面圖。 

(2)一般佈置圖。 

(3)動力小船應附機器圖說或有關文件及說明書。 

(4)丈量計算書。 

(5)檢查報告書。 

第 20 條  小船註冊後，應由航政機關發給小船執照（如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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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小船執照遺失或滅失時，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

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向航政機關申請補發

執照。 

第 22 條  小船於註冊後，遇有小船執照破損或所報事項變

更時，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個月內，向航政機關申請換發執照。小船註冊後，

因故申請換發執照時，應將舊照繳銷。小船所有

人未依前項規定繳銷執照，經航政機關命其於一

個月內辦理，屆期仍不辦理，而無正當理由者，

得由航政機關逕行註銷執照，並於航政機關公告

處所及網站公告之。 

第 23 條  經註冊之小船，遇滅失、報廢、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不堪使用、失蹤滿六個月、沉沒不能打撈修

復或因種類噸位之變更，不適用小船之規定者，

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或事實發生之日起四個月

內，向航政機關申請廢止註冊（如附件三），其

小船執照除已遺失者外，並應繳銷。小船所有人

未依前項規定辦理廢止及繳銷手續，經航政機關

命其於一個月內辦理，屆期仍不辦理，而無正當

理由者，得由航政機關逕行廢止註冊及註銷執

照，並於航政機關公告處所及網站公告之。 

第 24 條  申請註冊給照、補發或換發小船執照者，應繳納

規費新臺幣五百元。公務船申請註冊給照、換發

或補發執照，免繳費。 

(五)附則 

第 25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二月八日修正後，地方

政府制定載客小船管理自治條例前，載客小船業

者應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每一乘客投保金額不

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元。前項保險期間屆滿時，

載客小船業者應予以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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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貳、船舶駕駛相關法規 

本計畫蒐集船員法、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管理規則等相關法

規資料如下： 

一、船員法(103.12.24) 

(一)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船員權益，維護船員身心健康，加強船員

培訓及調和勞雇關係，促進航業發展；並加強遊

艇駕駛與動力小船駕駛之培訓及管理，以推動遊

艇活動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1)船舶：指在水面或水中供航行之船舶。 

(2)遊艇：指專供娛樂，不以從事客、貨運送或漁業

為目的，以機械為主動力或輔助動力之船

舶。 

(3)動力小船：指裝有機械用以航行，且總噸位未滿

二十之動力船舶。 

(4)雇用人：指船舶所有權人及其他有權僱用船員之

人。 

(5)船員：指船長及海員。 

(6)船長：指受雇用人僱用，主管船舶一切事務之人

員。 

(7)海員：指受雇用人僱用，由船長指揮服務於船舶

上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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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甲級船員：指持有主管機關核發適任證書之航行

員、輪機員、船舶電信人員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可之船員。 

(9)乙級船員：指甲級船員以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船

員。 

(10)實習生：指上船實習甲級船員職務之人員。 

(11)見習生：指上船見習乙級船員職務之人員。 

(12)薪資：指船員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獲得之報酬。 

(13)津貼：指船員薪資以外之航行補貼、固定加班費

及其他名義之經常性給付。 

(14)薪津：包括薪資及津貼，薪資應占薪津總數額百

分之五十以上。 

(15)特別獎金：包括特別工作而獲得之報酬、非固定

加班費、年終獎金及因雇用人營運上

獲利而發給之獎金。 

(16)平均薪資：指船員在船最後三個月薪資總額除

以三所得之數額；工作未滿三個月

者，以工作期間所得薪資總額除以

工作期間總日數，乘以三十所得之

數額。 

(17)平均薪津：指船員在船最後三個月薪資及津貼

總額除以三所得之數額；工作未滿

三個月者，以工作期間所得薪資及

津貼總額除以工作期間總日數，乘

以三十所得之數額。 

(18)遊艇駕駛：指駕駛遊艇之人員。 

(19)動力小船駕駛：指駕駛動力小船之人員。 

(20)助手：指隨船協助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處理相

關事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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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船員之資格、執業與培訓 

第 5 條  船員應年滿十六歲。船長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船員僱用 

第 12 條  雇用人僱用船員，應簽訂書面僱傭契約，送請航

政機關備查後，受僱船員始得在船上服務。僱傭

契約終止時，亦同。 

(四)航行安全與海難處理 

第 70 條  當值船員，應遵守航行避碰規定，並依規定鳴放

音響或懸示信號。 

第 70-1 條  為維護船舶及航行安全，雇用人應依規定配置

足夠之合格船員，始得開航。前項各航線、種

類、大小之航行船舶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七)遊艇與動力小船之駕駛及助手 

第 75-1 條  遊艇及動力小船駕駛須年滿十八歲，其最高年

齡，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不受限制。營業用

動力小船駕駛之最高年齡不得超過六十五歲。

但合於體格檢查標準且於最近一年內未有違

反航行安全而受處分紀錄者，得延長至年滿六

十八歲止。助手須年滿十六歲，最高年齡不受

限制。但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之年齡超過六十

五歲者，其助手年齡不得超過六十五歲。 

第 75-2 條  遊艇及動力小船駕駛應經體格檢查合格，並依

規定領有駕駛執照，始得駕駛。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例、懲治走私條例或毒品危害防制

條例之罪，經判決有期徒刑六個月以上確定者，

不得擔任遊艇及動力小船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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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3 條  遊艇及動力小船應配置合格駕駛及助手，始得

航行。但船舶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位五以上之

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不設助手。 

二、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管理規則(104.08.10) 

(一)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船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之

六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1)一等遊艇駕駛：指駕駛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遊艇

之人員。 

(2)二等遊艇駕駛：指駕駛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遊艇

之人員。 

(3)遊艇駕駛執照：指駕駛遊艇之許可憑證。 

(4)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指駕駛自用動力小船之

許可憑證。 

(5)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指駕駛營業用動力小

船之許可憑證。 

(6)二等遊艇與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學習證：指遊艇與

動力小船學習駕駛之許可憑證。 

(7)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許

可之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 

第 3 條  軍事建制之艦艇及漁船不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第 4 條 主管機關得將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之籌

設、營業許可及廢止等事項委任航政機關辦理。 

第 5 條 本規則所稱訓練水域管理機關，係指依法對各該

水域遊憩活動有管轄權之下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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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遊艇與動力小船航行之水域位於風景特定區、國

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為該水域之管理機關。 

(2)遊艇與動力小船航行之水域位於商港、漁港管轄

地區者，為該港管理機關。 

(3)遊艇與動力小船航行之水域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轄水域者，為該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 6 條  航行中之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安全配額如下： 

(1)遊艇人員配額： 

○1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者：駕駛一人，助手一人。但

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位五以上之乘員人數未滿十

二人者，得不設助手。 

○2 全長滿二十四公尺以上者：駕駛一人，助手二人。

但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位五以上之乘員人數未滿

十二人者，得不設助手。 

(2)動力小船人員配額： 

○1 總噸位未滿五者：駕駛一人。 

○2 總噸位五以上，未滿二十者：駕駛一人，助手一人。

但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不設助手。 

○3 營業用動力小船於開航時，乘客人數在五十人以上

者，應設助手二人。 

○4 營業用動力小船助手應領有遊艇、自用動力小船駕

駛執照或曾在航政機關許可之遊艇或動力小船駕

駛訓練機構訓練合格，領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駕

駛訓練結業證書。 

年齡逾六十五歲之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其適航水

域為距岸十浬以內。 

(二)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之資格條件 

第 7 條  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之年齡須符合下列規定： 

(1)遊艇駕駛、自用動力小船駕駛：年齡滿十八歲。 

(2)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年齡滿十八歲，未滿六十

五歲。但合於體格檢查標準且於最近一年內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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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航行安全而受處分紀錄者，得延長至年滿六

十八歲止。 

(3)遊艇與動力小船助手：年齡滿十六歲。 

(4)二等遊艇與自用動力小船學習駕駛：年齡滿十八

歲。 

第 8 條  參加二等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者，應檢

具下列文件： 

(1)二等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測驗申請書。 

(2)最近六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 

(3)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我國國

民，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僑民居留證明或有效之

護照。 

(4)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或臺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

應檢附經許可停留或居留一年以上之證明（件）。 

(5)香港或澳門居民應檢附一年以上之居留證明

（件）。 

(6)二年內之體格檢查證明書。 

(7)學經歷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人員之測驗，應使用我國文字

作答。 

第 9 條  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體格檢查合格基準如下： 

(1)視力：在距離五公尺，以萬國視力表測驗，裸眼

或矯正視力兩眼均達零點五以上。 

(2)辨色力：能辨別紅、綠、藍三原色者。 

(3)聽力：無聽力不良致不堪勝任營業用動力小船駕

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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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疾病：無患有心臟病、癲癇、精神疾病、語言機

能障礙、運動機能障礙等足以影響營業用動力小

船駕駛工作者。 

年逾六十五歲之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申請換發營業

用駕駛執照，應檢查是否患有失智症及是否使用影

響認知功能、注意力、判斷力之藥物，經判定無影

響認知功能、注意力、判斷力致不堪勝任營業用動

力小船駕駛工作者，其體格檢查始為合格。 

第 10 條  遊艇駕駛、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及助手之體格檢查

合格基準如下： 

(1)視力：在距離五公尺，以萬國視力表測驗，裸眼

或矯正視力兩眼均達零點五以上。 

(2)辨色力：能辨別紅、綠、藍三原色者。 

(3)聽力：無聽力不良致不堪勝任營業用動力小船駕

駛工作者。 

(4)疾病：無因疾病或身體障礙致不堪勝任工作之疾

病。身體有障礙，其障礙經以其他方法補

救或矯正後，已不致影響遊艇或自用動力

小船駕駛工作者，判定為合格。 

前項駕駛屆期換證之體格檢查，其檢查項目為視力、

聽力、眼疾、肢體障礙。 

第 11 條  遊艇、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助手之體格檢查（如

附表一），應由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之醫院、有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執業之診所或直轄

市、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等辦理。營業用

動力小船駕駛之體格檢查（如附表二、附表三），

應由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

院或公立醫院辦理。前項體格檢查之證明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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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為二年。但年逾六十五歲營業用動力小船駕

駛之體格檢查證明書有效期間為一年。 

第 12 條  具有下列學經歷證明文件之一者，得參加二等遊

艇或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 

(1)公私立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以上之航海、駕駛、

漁撈、漁航技術、漁業、輪機等科系畢業。 

(2)曾在動力之船舶、公務艦艇、漁船艙面或輪機部

門服務一年以上，並持有相關資歷文件可資證明。 

(3)曾在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

機構訓練合格，領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駕駛訓

練結業證書。 

(4)領有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學習駕駛證三個

月以上。 

(5)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之海洋休閒觀光等科系畢

業。 

領有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規定證明（件）

之外國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參加

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應領有前

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五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具有

下列學經歷證明文件之一之我國國民，得參加營業

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 

(1)曾在主管機關認可之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舉

辦營業用動力小船訓練合格，領有營業用動力小

船駕駛訓練結業證書。 

(2)曾領有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滿一年。 

(3)曾領有二等遊艇駕駛執照滿一年。 

(4)曾領有漁船三等船長以上執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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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領有商船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職務之適任證

書。 

(6)曾任海軍艙面或輪機航行值更官二年以上，並領

有艙面或輪機航行值更官合格證書。 

第 13 條  具有下列經歷證明及訓練者，得申請核（換）發

一等或二等遊艇駕駛執照： 

(1)申請換發二等遊艇駕駛執照之資格者： 

○1 曾領有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滿一年。 

○2 曾領有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 

○3 曾領有漁船二等船副以上執業證書。 

○4 曾領有商船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職務之適任證書。 

○5 曾任海軍或海岸巡防機關各級艦艇長一年以上。 

(2)申請核發一等遊艇駕駛執照之資格，須領有營業

用動力小船駕駛或二等遊艇駕駛執照滿一年，並

由主管機關許可之遊艇駕駛訓練機構施以一等遊

艇駕駛之學科訓練及實作訓練，並經結訓合格領

有證明文件。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得申請換發

一等遊艇駕駛執照： 

○1 曾領有商船三等船長以上航行員之考試及格證書、

適任證書或岸上晉升訓練合格之證明文件。 

○2 曾領有漁船漁航員一等船長或二等船長之執業證

書。 

○3 曾任海軍或海岸巡防機關各級艦艇長一年以上。 

本規則修正發布前，現職服務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

遊艇，並擔任艙面部三等船副以上航行員者，得檢

送服務該輪證明及有效期限二年內之體格檢查證明

書等相關文件，向航政機關申請核發一等遊艇駕駛

執照。 

第 14 條  學習駕駛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應由持有二

等遊艇或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之駕駛，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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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監護學習駕駛。前項學習駕駛自用動力小船，

應在當地水域管理機關指定之水域及時間內學

習駕駛。學習駕駛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應

遵守水域航行安全之相關事項。 

第 15 條  申領自用動力小船學習駕駛證，應檢具下列文件

向航政機關申請核發： 

(1)申請書一份。 

(2)最近六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 

(3)國民身分證或有效之護照正本，驗後發還。 

(4)體格檢查證明書。 

(5)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同意指派指導人之同意

書、訓練用船及其駕照資料。 

申領二等遊艇駕駛學習證，除應具備前項第一款至

第四款之文件外，另須檢附自主學習計畫書。自用

動力小船或二等遊艇學習駕駛證之有效期間，自發

證之日起以一年為限。 

(三)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之申請、開班及評鑑 

第 16 條  申請辦理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之機構，依第

十七條規定向航政機關申請籌設。 

第 17 條  申請籌設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應擬具

營運計畫書及其附件向航政機關申請會勘合格

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籌設。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

列事項： 

(1)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名稱及組織章程

草案。 

(2)班址及班舍位置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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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擬設訓練班別、訓練課程、訓練期限、全期上課

總時數及教材大綱。 

(4)負責人、師資身分資料，及其有關之證明文件。 

(5)預定訓練水域及使用土地與建築物位址。 

(6)訓練設備明細項目。 

(7)預估每年成本及擬收取之每學員費用。 

(8)土地及建築物之登記簿謄本。但該謄本能以電腦

處理達成查詢目的者，得免提出。 

(9)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權同意書。 

(10)須經訓練水域管理機關依法許可者，其核發之

許可文件或水域活動管理機關核發之非專用同意

文件。 

第一項訓練機構應於許可籌設後六個月內完成籌設，

並報請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營業。第二項所

列事項有變更者，應檢具有關文件報航政機關核轉

主管機關許可。 

第 18 條 前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指訓練課程包含學科及實

作如下： 

(1)一等遊艇駕駛訓練課程： 

○1 學科：航海實務與氣（海）象概要、船藝實務與法

規、通訊與緊急措施、船機概要等四項。 

○2 實作：離（靠）碼頭、內水（與沿岸、近海）航行、

海上艘救等三項。 

(2)二等遊艇駕駛與動力小船駕駛訓練課程： 

○1 學科：避碰規則與海事法規、航海常識、船機常識、

船藝與操船、氣（海）象常識及通訊與緊急

措施等六項。 

○2 實作：離岸、直線前進、後退、轉彎、S 型前進、

人員搜救及靠岸等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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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條  第 17條第二項第四款所指師資包含學科及實作，

其資格如下： 

(1)一等遊艇駕駛學科師資，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1 公私立學校航海、輪機相關科系教師。 

○2 曾擔任我國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訓練班二年以上

教師。 

○3 領有一等船副以上船員適任證書，具備證載海勤資

歷一年以上者。 

(2)一等遊艇駕駛實作師資，除應符合前款資格之一

者外，並應持有一等遊艇或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

執照一年以上。 

(3)二等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學科師資，應具下列資

格之一： 

○1 公私立學校航海、輪機相關科系教師。 

○2 擔任我國動力小船駕駛訓練班一年以上教師。 

○3 航海、輪機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 

(4)二等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實作師資，除符合前款

資格之一者外，並應持有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

照一年以上。 

第 20 條  第 17 條第二項第六款所指訓練設備明細項目包

含訓練用船艇、課堂教室、適量桌椅、掛圖、模

型、書刊、影帶及多媒體教學設備等。前項訓練

用船艇規格如下： 

(1)自用動力小船：全長須達五公尺以上。 

(2)營業用動力小船及遊艇：全長須達十公尺以上。 

第 21 條  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經許可籌設後，應

於六個月內檢具下列文件，申請航政機關核轉主

管機關許可營業後，始得對外招生： 

(1)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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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練機構組織名冊。 

(3)訓練機構組織章程。 

(4)招生簡章 

(5)作業須知。 

前項第四款招生簡章應載明核准立案之主管機關及

核准文號、訓練班別全銜、班址、招生人數、訓練

課程、訓練時間、參訓資格、收費基準及退費規定。

第一項所列事項有變更者，應檢具有關文件報航政

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許可。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

機構於許可籌設期間對外招生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籌設許可。 

第 22 條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辦理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

訓練之機構應於開班前五日，將載明預計開班之

日期及課程、教材、師資、設備、訓練水域管理

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使用場地、收費基準之計

畫書報航政機關備查後，始得開班訓練。前項使

用場地為租賃者，須檢附租賃合約書；遊艇或動

力小船駕駛訓練之機構提出之收費基準應含成

本分析。第一項訓練機構應於開班後一周內，將

參訓學員名冊報航政機關備查。訓練機構對於完

成訓練課程且經測驗合格者，應核發訓練結業證

書，並報請航政機關備查。 

第 23 條  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經許可籌設後，因

不可歸責之特殊情形而未能於六個月內籌設完

成時，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報請航政機關核轉

主管機關准予展延一次，並以六個月為限，逾期

廢止其籌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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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本規則施行前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辦理動力小

船駕駛訓練之機構，得繼續辦理動力小船駕駛訓

練。 

第 25 條 經核准設立辦理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之機

構，航政機關除不定期派員前往了解訓練情形外，

並於每年八月依據其提報之年度計畫等相關資

料辦理年度評鑑。 

第 26 條  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年度評鑑內容，應

包括行政管理、師資、訓練用船艇、教室、訓練

場地、教材、教具、收費情形、學術科上課情形

及研究發展等。 

第 27 條 依據前條辦理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訓練機構之

年度評鑑不合格者，限期改善並報請複評，經二

次複評不合格者，廢止其辦理遊艇或動力小船訓

練之資格。前項限期改善至複評通過前，不得招

生訓練。 

(四)遊艇與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與發證 

第 28 條 二等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實作測驗之船艇規格

下： 

(1)自用動力小船之全長五公尺以上。 

(2)遊艇與營業用動力小船之全長十公尺以上。 

前項測驗用船艇得由參加測驗者自備。 

第 29 條 二等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測驗之應考科目

為筆試及實作測驗，各科成績滿分均為一百分，

其及格標準各為七十五分。 

第 30 條  二等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測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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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筆試測驗：避碰規則與海事法規、航海常識、船

機常識、船藝與操船、氣（海）象常識及通訊與

緊急措施等六項。 

(2)實作測驗：離岸、直線前進、後退、轉彎、S 型
前進、人員搜救及靠岸等七項。 

第 34 條  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之有效期間為五年。申

請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之年齡在有效期間內逾

六十五歲者，以其滿六十五歲之日為效期屆止

日。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年齡滿六十五歲者，得

申請換發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遊

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逾期未換發新照者，不得

駕駛遊艇或動力小船。領有遊艇駕駛執照者，得

駕駛自用動力小船。 

第 35 條  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之異動登記及換發、補

發，應依下列各款規定，向航政機關提出申請： 

(1)有效期間屆滿者，檢具體格檢查證明書暨駕駛執

照申請書、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文件、同條

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所定其一文件及原領遊艇或動

力小船駕駛執照影本，申請換發新照。 

(2)姓名或其他身分事項變更者，檢具變更登記申請

書，附身分證影本、原領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

照及最近六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三張，申請

換發執照。 

(3)住址變更者，檢具變更登記申請書，附身分證影

本暨原領遊艇或動力小船駕駛執照，申請註記。 

(4)遺失或毀損者，檢具補發或換發執照登記申請書，

附身分證影本、最近六個月內一吋脫帽半身相片

三張或毀損之執照，申請補發或換發，原遺失之

執照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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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遊艇或自用動力小船學習駕駛證之異動登記及

換發、補發準用前項規定辦理。年齡超過六十五歲

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得檢具下列文件換發有效期

間一年之營業用駕駛執照： 

(1)最近五年以內至少一年，或最近一年以內至少六

個月駕駛營業用動力小船之經歷證明文件。 

(2)換發駕駛執照申請書及體格檢查證明書、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文件、同條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所定其一文件、原領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影

本及服務船舶小船執照影本。 

(3)勞工保險紀錄。 

(五)附則 

第 38 條 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七日前已持有臺灣省

政府或福建省政府核發之動力小船駕駛證者，

得檢具符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文

件，換發自用或營業用動力小船駕駛執照。 

參、遊艇基地相關法規 

本計畫蒐集漁港、商港等港口相關法規資料如下： 

一、漁港相關法令 

(一)漁港法(95.1.27) 

漁港的之規劃、建設、經營、管理及維護，均須依據漁

港法辦理(第 1 條)，並供漁船使用為主(第 3 條)。第一類漁

港及第二類漁港分別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置專任人員管理之(第 11 條)。主管機關應編列預算，

辦理各漁港公共設施管理及維護工作，並得委託漁港所在地

漁會、其他法人或團體管理及維護(第 13 條)，漁港供漁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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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船舶使用者，其建設、維護，應由漁船以外船舶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補助之（第 26條）。 

因此漁港轉型的發展方向，必須依循漁港法之規範，否

則即應考量廢除漁港的使用，並遵循適當的法規或訂定自治

條例，以確認漁港轉型的合法性。 

第 1 條 漁港之規劃、建設、經營、管理及維護，依本法

之規定。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1)漁港：指主要供漁船使用之港。 

(2)漁港區域：指依第五條所劃定漁港範圍內之水域

及漁港建設、開發與漁港設施所需之陸上地區。 

(3)漁港計畫：指主管機關對漁港區域，依漁業活動

及各使用目的所需之建設及土地使用規劃配置。 

(4)漁港設施：指在漁港區域內之下列設施： 

○1 基本設施：指供漁船出入、停泊及安全維護、管理

之設施。 

○2 公共設施：指供漁獲物拍賣、漁民休憩等非營利目

的，提供漁民使用之相關設施。 

○3 一般設施：指公用事業設施、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

漁港功能之其他必要設施。 

第 11 條 第一類漁港及第二類漁港分別由中央主管機關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置專任人員管理之。 

第 13 條  主管機關應編列預算，辦理各漁港公共設施管理

及維護工作，並得委託漁港所在地漁會、其他法

人或團體管理及維護。 

第 26 條  漁港供漁船以外之船舶使用者，其建設、維護，

應由漁船以外船舶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

主管機關編列預算補助之。 

(二)漁港法施行細則(9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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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法施行細則中詳細規範漁港基本設施、公共設施及

一般設施(第2條)，以及第一、二類漁港的分類方式(第3條)，
並說明漁港法第 5 條第 3 項所定的專用區(第 5 條)，包括遊

艇製造遊憩、休閒專用與能源專用區域等。對於漁港轉型的

土地使用方式，將可做更廣泛的運用。 

第 2 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第一目至第三目所稱漁港基本

設施、公共設施及一般設施，其內容如下： 

(1)基本設施： 

○1 堤岸防護設施：防波堤、離岸堤、防沙堤、導流堤、

防潮堤、護岸、海堤等設施。 

○2 碼頭設施：碼頭、棧橋、浮橋、繫船柱等設施。 

○3 水域設施：航道、泊地、浮標、繫船浮筒等設施。 

○4 運輸設施：道路、漁業作業專用停車場、橋樑等設

施。 

○5 航行輔助設施：導航標誌、照明、號誌等設施。 

○6 公害防治設施：防止公害之導流、排水及廢棄物、

廢污水之處理等設施。 

○7 漁業通訊設施：陸上無線電台、播音站及氣象信號

等設施。 

○8 與漁業有關之政府機關辦公設施：漁港管理機關、

海岸巡防機關、警察機關等辦公設施。 

(2)公共設施：魚市場、曳船道、上架場、漁具整補

場、曬網場、卸魚設備、漁民活動中心、漁民休

憩設施等設施。 

(3)一般設施： 

○1 公用事業設施：加油、電力、電信、郵政、自來水

等設施。 

○2 漁業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漁港功能設施：製冰廠、

冷凍廠、水產加工廠、修造船廠、漁用機械修護廠、

漁網具工廠、魚貨直銷中心、漁會、漁業團體及漁

業人之辦公處所等設施。 

第 3 條  本法第四條所定第一類漁港及第二類漁港應分別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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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類漁港： 

○1 港內泊地面積達十萬平方公尺以上，可停泊一百噸

級漁船一百艘以上者。 

○2 陸上有魚市場、起卸碼頭，且漁船補給（加油、加

水、加冰）、魚貨加工、冷凍、船機修理、保養設

備齊全，交通方便，魚貨運輸銷售便利者。 

○3 漁港全年作業漁產量合計達二萬公噸以上者。 

○4 本籍五十噸以上之漁船數達一百艘以上者。 

(2)第二類漁港：第一類漁港以外之漁港。 

前項所稱本籍漁船，指漁業執照所載作業根據地為

該漁港之漁船。 

第 5 條  本法第五條第三項所定之專用區域，其分類如下： 

(1)客、貨運專用區域。 

(2)遊艇製造專用區域。 

(3)遊艇遊憩專用區域。 

(4)休閒專用區域。 

(5)能源專用區域。 

(6)其他經主管機關劃設之專用區域。 

前項各專用區域之劃設，應會商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依第一項各款規定劃設之各類專用區域，

屬第一類漁港區域內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管理，並得委辦漁港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管理或委託漁港所在地漁會、其他法人或團體

管理及維護；屬第二類漁港區域內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管理。 

二、商港相關法令 

(一)商港法(10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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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用詞，定義如下： 

(1)商港：指通商船舶出入之港。 

(2)國際商港：指准許中華民國船舶及非中華民國通

商船舶出入之港。 

(3)國內商港：指非中華民國船舶，除經主管機關特

許或為避難得准其出入外，僅許中華

民國船舶出入之港。 

(4)商港區域：指劃定商港界限以內之水域與為商港

建設、開發及營運所必需之陸上地區。 

(5)商港設施：指在商港區域內，為便利船舶出入、

停泊、貨物裝卸、倉儲、駁運作業、

服務旅客、港埠觀光、從事自由貿易

港區業務之水面、陸上、海底及其他

之一切有關設施。 

(6)專業區：指在商港區域內劃定範圍，供漁業、工

業及其他特定用途之區域。 

(7)商港管制區：指商港區域內由航港局劃定，人員

及車輛進出須接受管制之區域。 

(8)船席：指碼頭、浮筒或其他繫船設施，供船舶停

靠之水域。 

(9)錨地：指供船舶拋錨之水域。 

(10)危險物品：指依聯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

海運危險品準則指定之物質。 

(11)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指於商港區域內利用管道

以外方式，提供機具設備

及勞務服務，完成船舶貨

物裝卸、搬運工作而受報

酬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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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船舶理貨業：指經營船舶裝卸貨物之計數、點

交、點收、看艙或貨物整理而受報

酬之事業。 

(13)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指依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

由主管機關設置之國營事

業機構。 

第 6 條  區域之整體規劃及發展計畫，由商港經營事業機

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徵詢商港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意見擬訂，並報請主管機關或層轉

行政院核定。商港區域內，除商港設施外，得按

當地實際情形，劃分各種專業區，並得設置加工

出口區、自由貿易港區。 

第 10 條  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除防波堤、航道、迴船池、

助航設施、公共道路及自由貿易港區之資訊、門

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委託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

業機構興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

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商港設施得由公民營事

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者，其甄

選事業機構之程序、租金基準、履約管理、驗收、

爭議處理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商港港務管理規則(104.02.16) 

第 1 條  則依商港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訂

定。 

第 3 條  船舶入港，應於到達港區二十四小時前，出港應

於發航十二小時前，由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據

實填具船舶入港或出港預報表，載明航線、預定

到達時間、吃水、船長、貨運種類、數量、船員

與旅客人數、到達次一港及目的港等相關資料，

國際商港應送航港局查核後，交由商港經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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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安排船席；國內商港應送航港局或行政院指

定之機關（以下簡稱指定機關）查核後安排船席。

但遇有緊急情況時，得隨時申請緊急入出港。國

際航線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除檢附前項所定

文件外，應另檢附投保船舶所有人責任保險之文

件。前二項入港預報，得由船長先以傳真或電報

為之。船舶文書資料，經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查驗

合於規定者，除載客船舶外，船舶所有人或其代

理人得於船舶入港前，預先申辦船舶出港預報單

簽證。資料未完備者，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應

於船舶出港後五日內補正後，並送航港局或指定

機關查驗；逾期者，該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於

三十日內，不得預先申辦船舶出港預報單簽證。

航港局或指定機關對下列船舶進出港，得另訂簽

證作業要點，不受第一項及前項有關預報規定之

限制： 

(1)須在一特定時期內多次入出同一港口之公務船、

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工作船及交通船等船舶。 

(2)未使用商港船席且未涉及入出境之遊艇。 

第 5 條  船舶申請入港或出港，由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

依有關法令之規定，向各有關機關辦理入出港手

續，其預報入出港與實際入出港時間差距以四十

八小時為限，逾時應重行申請。 

第 6 條  船舶到達國際商港前，應與港口信號台聯絡，經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指定船席及通知後，始得入

港。船舶到達國內商港前，應與港口信號台聯絡，

經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指定船席及通知後，始得入

港。 

第 7 條  船舶入港後，船舶所有人或其代理人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據實填具入港報告單，載明船舶入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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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船況，送交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查核。但航港局

或指定機關可自電腦設備即時查詢船舶入港動

態者，不在此限。 

第 8 條  國際商港船舶出港經各有關機關查驗完畢後，應

即出港，不得停留船席或滯留港內。船舶出港後

十二小時以內，因故回港者，經申請航港局核准

及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指定船席後，始得入港，並

補辦相關手續。國內商港船舶出港經各有關機關

查驗完畢後，應即出港，不得停留船席或滯留港

內。船舶出港後十二小時以內，因故回港者，經

申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核准及指定船席後，始得

入港，並補辦相關手續。 

第 9 條  船舶在港內應緩輪航行，不得與他船並列航行或

超越他船，或妨礙他船航行。遇有其他船舶正在

從事潛水、測量、浚渫、修理浮標及其他水上或

水下作業時，應即避讓或慢速通過。 

第 14 條  停泊船舶均應保持機動，最少應有三分之一船員

分別駐留艙面及輪機兩部，並應各有甲級船員一

人負責，俾有足以操縱船舶航行及應付緊急事變

之能力。下列停泊船舶駐留船員人數經報請航港

局或指定機關同意後，得不受前項駐留船員人數

之限制： 

(1)公務船。 

(2)工作船。 

(3)小船。 

(4)遊艇。 

肆、其他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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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蒐集獎勵民間投資類、土地類、出入境及奢侈稅等相關

法規資料如下： 

一、獎勵民間投資類 

(一)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104.12.30) 

第 3 條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列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

共利益之建設： 

(1)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2)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3)污水下水道、自來水及水利設施。 

(4)衛生醫療設施。 

(5)社會及勞工福利設施。 

(6)文教設施。 

(7)觀光遊憩設施。 

(8)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料設施。 

(9)運動設施。 

(10)公園綠地設施。 

(11)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12)新市鎮開發。 

(13)農業設施。 

(14)政府廳舍設施。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

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

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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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民間機構參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1)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2)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

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

歸還政府。 

(3)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

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4)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

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5)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

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6)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自行備具私有土地投

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

營運。 

(7)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

畫及投資契約中訂定之。其屬公用事業者，不受民

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十九條之限制；其訂有租賃

契約者，不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理

法令之限制。 

第 9 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以下

簡稱興建)或營運工作，得就該公共建設之全部

或一部為之。 

第 14 條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涉及都市計畫變更者，主辦機

關應協調都市計畫主管機關依都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辦理迅行變更；涉及非都市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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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者，主辦機關應協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

域計畫法令辦理變更。 

         前項屬於大公共建設案件所需用地，依法應辦理

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理與維護者，

應依都市計畫法令及區域計畫法令，辦理平行、

聯席或並行審查。 

第 42 條  經主辦機關評估得由民間參與政府規劃之公共

建設，主辦機關應將該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

容及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

間參與。 

前項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限屆滿前，向主辦機關申購

相關規劃資料。 

第 46 條  民間自行規劃申請參與公共建設者，應擬具相關

土地使用計畫、興建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

金融機構融資意願書及其他法令規定文件，向主

辦機關提出申請。前項申請案件所需之土地、設

施，得由民間申請人自行備具，或由主辦機關提

供。 

         第一項申請案件受申請機關如認為不符政策需

求，應逕予駁回；如認為符合政策需求，其審查

程序如下： 

          一、民間申請人自行備具私有土地案件，由主

辦機關審核。 

          二、主辦機關提供土地、設施案件，由民間申請

人提出規劃構想書，經主辦機關初審通過後，依

初審結果備具第一項之文件，由主辦機關依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評審。 

          經依前項審查程序評定之最優申請人，應按規

定時間籌辦，並依主辦機關核定之計畫，取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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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或使用權，並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契約

後，使得依法興建、營運。 

         第三項第二款之申請案件未獲審核通過、未按規

定時間籌辦完成或未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契約

者，主辦機關得基於公共利益之考量，及相關法

令之規定，將該計畫依第四十二條規定公告徵求

民間投資，或由政府自行興建、營運。 

         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申請文件、申請與審核程序、

審核原則、審查期限及相關作業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訂之。 

(二)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104.10.07) 

第 2 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交通建設，指鐵路、公

路、市區快速道路、大眾捷運系統、輕軌運輸系

統、智慧型運輸系統、纜車系統、轉運站、車站、

調度站、航空站與其設施、港埠與其設施、停車

場、橋樑及隧道。前項智慧型運輸系統，指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結合資訊、通信、電

子、控制及管理等技術運用於各種運輸軟硬體設

施，以使整體交通運輸之營運管理自動化，或提

升運輸服務品質之系統。第一項纜車系統，指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利用纜索懸吊並

推進封閉式車廂，往返行駛於固定路徑，用以運

送特定地點及其鄰近地區乘客之運輸設施。但不

包括吊纜式機械遊樂設施。第一項航空站與其設

施，指航空站區域內及經行政院核定設置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定之航空客、貨運園區內之

下列各項設施： 

(1)供航空器載卸客貨之設施及裝備。 

(2)航空器起降活動區域內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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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修棚廠。 

(4)加儲油設施。 

(5)污水處理設施。 

(6)焚化爐設施。 

(7)航空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廠房、倉儲、加工、

運輸等必要設施。 

(8)航空事業營運設施，指投資興建及營運航空事業

辦公或具交通系統轉運等功能之設施，且申請開

發土地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9)航空訓練設施。 

(10)過境旅館。 

(11)展覽館。 

(12)國際會議中心。 

(13)停車場。 

第一項港埠與其設施，指商港區域內之下列各項設

施： 

(1)投資總額不含土地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之船舶

出入、停泊、貨物裝卸、倉儲、駁運作業、服務

旅客之水面、陸上、海底設施、遊艇碼頭及其他

相關設施。 

(2)投資總額不含土地達新臺幣二十五億元以上之

新商港區開發，含防波堤、填地、碼頭及相關設

施。 

(3)投資總額不含土地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之各專

業區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廠房、倉儲、加工、

運輸等必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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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四項第十三款停車場，指符合下列規定

之一之路外公共停車場： 

(1)申請開發土地面積達四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

平面式停車場或總樓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

上之立體式停車場。 

(2)投資總額不含土地成本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以上之機械式或塔臺式停車場。 

第 11 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指

在國家公園、風景區、風景特定區、觀光地區、

森林遊樂區、溫泉區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法劃設具觀光遊憩(樂)性質之區域內之遊憩

(樂)設施、住宿、餐飲、解說等相關設施、區內

及聯外運輸設施、遊艇碼頭及其相關設施。 

第 19-1 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農業設施，指下列

各項設施： 

(1)依畜牧法規定設置符合屠宰場設置標準之畜禽

屠宰場及其相關設施。 

(2)依農產品市場交易法規定設置之農產品批發市

場及其相關設施。 

(3)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規定設置之農業

科技園區或補助設立之地方農業科技園區及其相

關設施。 

(4)依國際或輸入國防疫檢疫標準或規定，及防疫檢

疫技術原理設置之動植物及其產品之防疫檢疫相

關設施。 

(5)依農業發展條例規定劃定之休閒農業區或取得

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之服務、育樂及區內與聯

外運輸等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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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農業推廣、訓練、

展示、加工等之多功能農業推廣、生產及運銷設

施。 

(7)漁港區域內之下列各項設施： 

○1 漁業附加價值作業設施，含活魚儲運、冷凍倉儲、

魚貨加工等必要設施。 

○2 遊客住宿、餐飲服務、文物展覽及相關海洋遊憩、

教育設施等多元化相關設施。 

○3 遊艇遊憩專用區域之遊艇碼頭及相關必要設施。 

(8)依動物保護法第十四條規定設置之動物收容處

所及其相關設施。 

第 39 條  機關辦理民間參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應辦

理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但未涉及政府預算補

貼或投資者，不在此限。前項可行性評估，應依

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參與方式，以民間參與之角

度，就公共建設之目的、市場、技術、財務、法

律、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等方面，審慎評估民間

投資之可行性。第一項先期規劃，應撰擬先期計

畫書，並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參與方式，就

擬由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興建、營運之規劃及財

務，進行分析；必要時，應審慎研擬政府對該建

設之承諾與配合事項及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

之範圍，並研擬政府應配合辦理之項目、完成程

度及時程。主辦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得

聘請財務、工程、營運、法律等專業顧問，協助

辦理相關作業。 

(三)採購法(100.01.26) 

第 99 條  機關辦理政府規劃或核准之交通、能源、環保、

旅遊等建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放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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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興建、營運者，其甄選投資廠商之程序，除

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四)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101.12.25) 

第 109 條  機關依本法第九十九條規定甄選投資興建、營

運之廠商，其係以廠商承諾給付機關價金為決

標原則者，得於招標文件規定以合於招標文件

規定之下列廠商為得標廠商： 

(1)訂有底價者，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廠商。 

(2)未訂底價者，標價合理之最高標廠商。 

(3)以最有利標決標者，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

半數之決定所評定之最有利標廠商。 

(4)採用複數決標者，合於最高標或最有利標之競標

精神者。 

機關辦理採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報價金額包括機

關支出及收入金額，或以使用機關財物或權利為對

價而無其他支出金額，其以廠商承諾給付機關價金

為決標原則者，準用前項規定。 

二、水域活動類 

(一)發展觀光條例(96.3.21.) 

第 31 條  旅館業、旅館業、旅行業、觀光遊樂業及民宿經

營者，於經營各該業務時，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

險。旅行業辦理旅客出國及國內旅遊業務時，應

依規定投保履約保證保險。前二項各行業應投保

之保險範圍及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

關定之。 

第 35 條  觀光遊樂業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依

法辦妥公司登記後，領取觀光遊樂業執照，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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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為促進觀光遊樂業之發展，中央主管機關

應針對重大投資案件，設置單一窗口，會同中央

有關機關辦理。前項所稱重大投資案件，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36 條  護遊客安全，水域管理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

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環

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

域；其管理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37 條  機關對觀光旅館業、旅館業、旅行業、觀光遊樂

業或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理、營業設施，得實施

定期或不定期檢查。觀光旅館業、旅館業、旅行

業、觀光遊樂業或民宿經營者不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前項檢查，並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 60 條 告禁止區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不遵守水域管

理機關對有關水域遊憩活動所為種類、範圍、時

間及行為之限制命令者，由其水域管理機關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

活動。前項行為具營利性質者，處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第 63 條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內有下列行為之一者，由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1)擅自經營固定或流動攤販。 

(2)擅自設置指示標誌、廣告物。 

(3)強行向旅客拍照並收取費用。 

(4)強行向旅客推銷物品。 

(5)其他騷擾旅客或影響旅客安全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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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其攤架、指示標

誌或廣告物予以拆除並沒入之，拆除費用由行為人

負擔。 

第 64 條  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內有下列行為之一者，由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 

(1)任意拋棄、焚燒垃圾或廢棄物。 

(2)將車輛開入禁止車輛進入或停放於禁止停車之

地區。 

(3)其他經管理機關公告禁止破壞生態、污染環境及

危害安全之行為。 

(二)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93.2.11) 

依發展觀光條例第 36 條規定訂定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

法。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活動，指在水域從事游泳、衝浪、

潛水、操作乘騎風浪板、滑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車、獨

木舟、泛舟艇、香蕉船等各類器具之活動。 

依第 4 條規定，澎湖地區之水域活動管理單位為澎湖國

家風景特定區管理處，並得依觀光發展條例第 36 條規定水

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

環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並規

定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之事項（第 8 條），以及要求水

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應執行之工作（第 9 條）。 

本辦法第二章（第 10 條至第 26 條）則規定遊客與經營

業者從事水上摩托車、潛水、獨木舟與泛舟活動時應遵守之

規定，包括活動的定義、範圍、設備、時間限制與能力證明

等等。 

第三章附則之第 27 條與第 28 條，則說明未遵守本辦法

之違規者，乃依據觀光發展條例第 60 條規定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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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相關法令

(一)國有財產法(101.01.04) 

第 4 條  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兩類。下

列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產：

(1)公務用財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

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產均屬之。

(2)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用使用之國有財產均

屬之。

(3)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之。

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而言。

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益或處分之

一切國有財產。

第 19 條  尚未完成登記應屬國有之土地，除公用財產依前

條規定辦理外，得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其所屬

分支機構囑託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辦理

國有登記；必要時得分期、分區辦理。

第 38 條  公用財產類之不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

共所需，得申請撥用。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

得辦理撥用：

(1)位於繁盛地區，依申請撥用之目的，非有特別需

要者。

(2)擬作為宿舍用途者。 

(3)不合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規定者。 

前項撥用，應由申請撥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及圖說，

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徵得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同意後，層報行政院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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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99.07.23) 

第 15 條 本法第十九條所稱尚未完成登記應屬國有之土

地，係指本法第二條第二項應屬國有之下列未登

記土地： 

(1)海埔新生地。 

(2)港灣新生地。 

(3)河川新生地。 

(4)廢道、廢渠、廢堤。 

(5)其他未登記土地。 

前項未登記土地，除第四款所列廢道、廢渠、廢堤

土地原為地方政府所有者外，應由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會商該管直轄市、縣 (市) 地政機關先辦地籍測

量，再行囑託國有登記。 

第一項各款土地，係經地方政府投資開發者，得陳

報行政院核准，登記為地方政府所有。 

第 31 條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得申請撥用非公

用不動產之各級政府機關，其申請名義如下： 

(1)中央各級機關、學校，以各該機關、學校名義申

請之。 

(2)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各

該機關、學校名義申請之；鄉(鎮、市)公所，以鄉

(鎮、市)公所名義申請之；直轄市、縣(市)議會，

以各該議會名義申請之；鄉(鎮、市)民代表會，以

鄉(鎮、市)公所名義申請之。 

(3)國防部直轄之機關、學校、部隊，以該部軍務局

名義申請之；各軍總司令部及其所屬單位，以各

該總司令部名義申請之；聯合勤務總司令部、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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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區司令部、憲兵司令部及其所屬單位，以該司

令部名義申請之。 

(4)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以省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名

義申請之；省諮議會，以省諮議會名義申請之。 

(三)土地法(100.06.15) 

第 4 條  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

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有之土地。 

第 25 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

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行政院核准，不得

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年期間之租賃。 

第 26 條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同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層請行政院核准撥用。 

第 82 條  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不得供其他用途之使

用。但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核准，

得為他種使用者，不在此限。 

第 85 條  使用地編定公布後，上級地政機關認為有較大利

益或較重要之使用時，得令變更之。 

第 208 條  國家因左列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

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

必需者為限： 

(1)國防設備。 

(2)交通事業。 

(3)公用事業。 

(4)水利事業。 

(5)公共衛生。 

(6)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7)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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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營事業。 

(9)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利益為目的之事業。 

(四)都市計畫法(104.12.30) 

第 4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局）為縣（市）（局）

政府。 

第 32 條  計畫得劃定住宅、商業、工業等使用區，並得視

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域或特定專用區。前

項各使用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

以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第 42 條  都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

左列公共設施用地： 

(1)道路、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場、民用航

空站、停車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 

(2)學校、社教機構、體育場所、市場、醫療衛生機

構及機關用地。 

(3)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

用地。 

(4)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前項各款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利用適當之公有土地。 

(五)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103.1.3) 

第 14 條  都市計畫範圍內土地得視實際發展情形，劃定下

列各種使用區，分別限制其使用： 

(1)住宅區。 

(2)商業區。 

(3)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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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種工業區。 

○2 甲種工業區。 

○3 乙種工業區。 

○4 零星工業區。 

(4)行政區。 

(5)文教區。 

(6)體育運動區。 

(7)風景區。 

(8)保存區。 

(9)保護區。 

(10)農業區。 

(11)其他使用區。 

除前項使用區外，必要時得劃定特定專用區。都市

計畫地區得依都市階層及規模，考量地方特性及實

際發展需要，於細部計畫書內對住宅區、商業區再

予細分，予以不同程度管制。 

第 32 條  各使用分區之建蔽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但本細

則另有規定者外，不在此限： 

(1)住宅區：百分之六十。 

(2)商業區：百分之八十。 

(3)工業區：百分之七十。 

(4)行政區：百分之六十。 

(5)文教區：百分之六十。 

(6)體育運動區：百分之六十。 

(7)風景區：百分之二十。 

(8)保護區：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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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農業區：百分之十。 

(10)保存區：百分之六十。但古蹟保存區內原有建築

物已超過者，不在此限 

(11)車站專用區：百分之七十。 

(12)加油（氣）站專用區：百分之四十。 

(13)郵政、電信、變電所專用區：百分之六十。 

(14)港埠專用區：百分之七十。 

(15)醫療專用區：百分之六十。 

(16)露營區：百分之五。 

(17)青年活動中心區：百分之二十。 

(18)出租別墅區：百分之五十。 

(19)旅館區：百分之六十。 

(20)鹽田、漁塭區：百分之五。 

(21)倉庫區：百分之七十。 

(22)漁業專用區、農會專用區：百分之六十。 

(23)再生能源相關設施專用區：百分之七十。 

(24)其他使用分區：依都市計畫書規定。 

前項各使用分區之建蔽率，當地都市計畫書或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34 條  都市計畫地區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容積率，依都市

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容積率不得超

過下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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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宅區及商業區： 

居住密度 
(人/公頃) 分區別 

鄰里性公共設施

用地比值未逾百

分之十五 

鄰里性公共設施用

地比值超過百分之

十五 

未達二百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二十 百分之一百五十 
商業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十 

二百以上未達三

百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五十 百分之一百八十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十 百分之二百四十 

三百以上未達四

百 
住宅區 百分之一百八十 百分之二百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四十 百分之二百八十 

四百以上 
住宅區 百分之二百 百分之二百四十 
商業區 百分之二百八十 百分之三百二十 

 

(2)旅館區： 

○1 山坡地：百分之一百二十。 

○2 平地：百分之一百六十。 

(3)工業區：百分之二百十。 

(4)行政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5)文教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6)體育運動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7)風景區：百分之六十。 

(8)保存區：百分之一百六十。但古蹟保存區內原有

建築物已超過者，不在此限。 

(9)加油（氣）站專用區：百分之一百二十。 

(10)郵政、電信、變電所專用區：百分之四百。 

(11)醫療專用區：百分之二百。 

(12)漁業專用區：百分之一百二十。 

(13)農會專用區：百分之二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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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倉庫區：百分之三百。 

(15)寺廟保存區：百分之一百六十。 

(16)其他使用分區由各縣（市）政府依實際需要，循

都市計畫程序，於都市計畫書中訂定。 

前項第一款所稱居住密度，於都市計畫書中已有規

定者，以都市計畫書為準；都市計畫書未規定者，

以計畫人口與可建築用地（住宅區及商業區面積和）

之比值為準。所稱鄰里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係指

鄰里性公共設施面積（包括鄰里性公園、中小學用

地、兒童遊樂場、體育場所、停車場、綠地、廣場及

市場等用地）與都市建築用地面積之比值。前項都

市建築用地面積，係指都市計畫總面積扣除非都市

發展用地（包括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行水區、

風景區等非屬開發建築用地，以都市計畫書為準）

及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 

第 36 條  公共設施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下列規定： 

(1)公園、兒童遊樂場：有頂蓋之建築物，用地面積

在五公頃以下者，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十五；用

地面積超過五公頃者，其超過部分之建蔽率不得

超過百分之十二。 

(2)社教機構、體育場所、機關及醫療（事）衛生機

構用地：百分之六十。 

(3)停車場： 

○1 平面使用：百分之十。 

○2 立體使用：百分之八十。 

(4)郵政、電信、變電所用地：百分之六十。 

(5)港埠用地：百分之七十。 

(6)學校用地：百分之五十。 



A6-55 

 

(7)市場：百分之八十。 

(8)加油站：百分之四十。 

(9)火化場及殯儀館用地：百分之六十。 

(10)鐵路用地：百分之七十。 

(11)屠宰場：百分之六十。 

(12)墳墓用地：百分之二十。 

(13)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依都市計畫書規定。 

(六)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04.12.31) 

第 2 條  市土地得劃定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

村、森林、山坡地保育、風景、國家公園、河川、

海域、特定專用等使用分區。 

第 3 條  市土地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編定為甲種建築、

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林業、

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利、遊憩、

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殯葬、海域、

特定目的事業等使用地。 

第 9 條  下列非都市土地建蔽率及容積率不得超過下列規

定。但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酌予調降，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1)甲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

之二百四十。 

(2)乙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

之二百四十。 

(3)丙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

之一百二十。 

(4)丁種建築用地︰建蔽率百分之七十。容積率百分

之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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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窯業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之一

百二十。 

(6)交通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之一

百二十。 

(7)遊憩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之一

百二十。 

(8)殯葬用地︰建蔽率百分之四十。容積率百分之一

百二十。 

(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

百分之一百八十。 

經依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定之工商綜合區或行政院

同意設立之自由經濟示範區土地使用計畫而規劃之

特定專用區或工業區，區內可建築基地經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其建蔽率及容積率依核定計畫

管制，不受前項第九款規定之限制。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其建蔽率及容積率低於第一項

之規定者，依核定計畫管制之。第一項以外使用地

之建蔽率及容積率，由下列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建築管理、地政機關訂定︰ 

(1)農牧、林業、生態保護、國土保安用地之中央主

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2)養殖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3)鹽業、礦業、水利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4)古蹟保存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 

第 27 條  土地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除依第三章規定辦

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者外，應在原使用分區

範圍內申請變更編定。前項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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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變更編定原則，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依

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更編定原則表如附表

三辦理。非都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由內政

部定之。 

(七)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行政院 91 年 6 月 27 日院臺財字第 0910029566 號函修正)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不動產，依土地法

第 26 條或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申辦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但

下列不動產，應辦理有償撥用： 

1.國有學產不動產，非撥供學校、道路使用者。 

2.獨立計算盈虧之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與其他機關

間互相撥用之不動產。 

3.專案核定作為變產置產之不動產，非撥供道路使用者。 

4.管理機關貸款取得之不動產，其處分收益已列入償債計

畫者。 

5.抵稅不動產。 

6.特種基金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不動產。 

7.屠宰場、市場、公共造產事業使用之不動產，且其非屬地

方政府同意無償撥用其所有不動產之情形者。 

8.都市計畫住宅區、商業區不動產或非都市土地經編定甲、

乙、丙、丁種建築用地及其地上建築改良物，且其非屬中

央政府機關撥用國有不動產之情形者。 

9.其他依法令規定應辦理有償撥用之不動產。 

辦理有償撥用不動產時，土地之取償，除法令另有規

定外，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

良物之取償，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年期評定現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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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稅 

第 2 條  例規定之特種貨物，項目如下： 

(1)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在二年以內之房屋及其坐

落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都市土地及非都

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 

(2)小客車：包括駕駛人座位在內，座位在九座以下

之載人汽車且每輛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

三百萬元者。 

(3)遊艇：每艘船身全長達三十點四八公尺者。 

(4)飛機、直昇機及超輕型載具：每架銷售價格或完

稅價格達新臺幣三百萬元者。 

(5)龜殼、玳瑁、珊瑚、象牙、毛皮及其產製品：每

件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元者。但

非屬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之保育類野生動物及其

產製品，不包括之。 

(6)家具：每件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達新臺幣五十萬

元者。 

本條例所稱特種勞務，指每次銷售價格達新臺幣五

十萬元之入會權利，屬可退還之保證金性質者，不

包括之。 

第 7 條  特種貨物及勞務稅之稅率為百分之十。但第 2 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特種貨物，持有期間在一年

以內者，稅率為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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