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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港棧作業雲端創新管理模式之應用 

高明堂  李培齊 

 

  摘要 
 

2012 年台灣航港管理體制朝「政企分離」方向變革，另成立臺灣 港務公司

專責港埠經營業務，以其基隆、臺中、高雄及花蓮等四個分 公司來管轄基

隆港、蘇澳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安平港、花蓮港等七大國際商

港港棧作業，作業流程的統一標準化，無疑成為亟需面對的課題。為免各

港目前不同作業方式漫長重疊，造成船舶及進出口裝卸延宕，各港口不同

的港棧作業方式流程勢必重新整合簡化，本研究運用分散式系統雲端模式

管理規劃，導入 B2B、B2C、CRM、 ERP、SCM 及 e 化行動商務關鍵元素，作為

雲端投入及產出運算因子，以雲端運算的 IaaS、PaaS 及 SaaS 三個層次架構

呈現之結果，就是預期能 夠提供臺灣地區所有港口作業全面開放業界，擷

取標準化的「公共 雲」「倉儲雲」「運輸雲」資訊流，縮短港棧作業流程，

開啟全方位雲 端管理的港口物流創新服務。 

 

關鍵詞: 港棧作業、政企分離、雲端運算、行動商務、創新管理、公共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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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1.台灣航港管理體制的變革，啟自各 2012 年 3 月成立「臺灣港務股 份

有限公司」伊始, 採取「政企分離」之航港管理體制，由各港務 局原

有業務，設立交通部航港局，專責辦理航政及港務(港政監理) 等公

權力事項,並於基隆設置「北部航務中心」、臺中設置「中部航 務中

心」、高雄設置「南部航務中心」、花蓮設置「東部航務中心」, 負責

各國際港航政及港政監理業務(http://www.motcmpb.gov.tw)；既 有港

務局則朝「公司化」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專營國際商 港港

埠經營業務(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2011/11/19)。 組織改

造公司化的港務公司新目標，主要著重港埠經營的創新服 務，包括

產品推展、國際市場開發、程序流程簡化、策略性投入及 組織創新

(Schumpeter，1934)。企業利潤源於不斷的創新研究，隨著 產業結構改

變，國際港埠的創新管理已朝著重服務的新領域邁進， 針對臺灣進

出口船舶、貨櫃、倉儲裝卸作業系統規劃，不斷提出創新的策略，

才能提昇港口競爭力，本研究所提出商港港棧作業雲端管理模式屬

於創新管理的服務。 

2.近年來推動組織再造工程方興未艾，航港體制組織變革也勢在必行 

，在知識經濟時代，公營事業要如何營造創新的氣氛與創意環 境，便

成為政府組織再造的重要課題(白芳榕，2004)。台灣航港體 制變革後 

，港棧作業流程亟需統一求新求變，港棧作業雲端運算模 式芻型之建

構，可參研前「基隆港務局港棧連線棧埠系統資訊化概 況」(交通建設

月刊，1993/5/15)為藍圖。2011   年中期，航港體制啟 動變革，規劃四港

港灣棧埠作業流程整合，推動簡化各港灣棧埠作 業標準化，以「港埠

資訊網路」全面擴展到包括航政、港灣、棧埠等「航港業務」，並於 

Internet 上提供港埠諮詢服務 

（http：//www.mtnet.gov.tw）。惟由於當時各港經營型態及特性存 在差

異性，資訊系統設計架構迴異，彼此資料無法共用互為為獨 立，港

口橫向交換系統整合效果不彰，造成進出口貨物要各自在兩 個不同

港口分別作業，資料重複輸入(Duplicate inputs) 效率不 彰，導至港口

作業延宕，影響國家形象也降低港口競爭力!目前國營 港務公司各分

公司依然停頓在原港務局作業方式，定位在「MTNet」  航港網路

（Port net）、海運業者內部網路（ Intranet）及海運業者  間網路

（extranet）的單一窗口上，僅提供航港、海運、通關及特 定業者線

上作業查詢服務(目前臺灣港棧服務網的服務仍然測試階 段)，尚未完

整普及落實到航商從業人士及社會大眾，如果國營港務 公司港棧作

業採行雲端管理模式，統一整合港灣棧埠作業標準化， 即將成為未

http://www.motcmpb.gov.tw/
http://www.mtne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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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港埠前瞻性的創新管理服務，其終極目標在達到「關、港、貿單一

窗口」服務架構(圖一)，推動電子資料交換（簡稱 EDI）達無紙化之境界。 

 

 

 

圖 1 關、港、貿單一窗口服務架構 

資 料 來 源 ： 財 政 部 關 稅 總 局 （ www.customs.gov.tw/ ）

http://www.custom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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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端背景 
 

(一) 

1.目前企業電子化與智慧型行動裝置普及趨勢下，雲端行動商務 

（ Mobile Commerce ）已由筆記型電腦延伸到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及平板電腦（Tablet PC），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於 

2011 年 2 月的報告中預測，至 2014 年止，全球行動電子郵件用戶 

數將突破 7 億，行動電子郵件衍生出商務與溝通行為適地性服務 

（LBS）使用人數將達 14 億之多 Ne il Chang(2011)，國際數據公司 (IDC)

更進一步預測  2016 年全球行動網路用戶將突破  20 億之多 

(http://www.ithome.com.tw/news/101712)。近年來，透過各種網路連 結

後端系統的裝置網格(Device      Mesh)方式，包含行動裝置、自動裝置 與

環境裝置用來存取應用程式與資訊，或與其他人、社群、政府及企 業

互動的端點裝置為數越來越多(Gartner 2016 )。民間企業運用雲端 運算

系統存取程式與資訊成功創新的實際案例不勝枚舉，例如屬於運 輸業

的南泰貨櫃運輸公司、旅遊業的鳳凰國際(綜合)旅行社、餐飲業 的鬍

鬚張及學術單位清華大學、中正大學、南華大學等（國尊科技公 司 

Cyberhood 代表性客戶），均採用 Cyberhood 分散式系統雲端管理模 式 

，對於資訊的擷取需求，可以規劃在各個重要據點儲存當地資料， 利

用伺服器建立聯結，讓遠在天邊的資料方便作存取。 2.轉型後的臺灣

港務公司以「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理念，引進雲

端創新管理方式建立「企業型政府管理理 念」，採取以「顧客導向服務

觀念」為航商及從業人士提供更多的服 務（江明修、蔡金火、梅高文 

，1999）；Osborne 及 Gaebler 認為政府 與企業間，確實存在若干差異

(劉毓玲 1993)；隨著工商業利用企業 再造的觀念獲得成功後，政府部

門因應全體納稅人要求，無不千方百 計提升政府經營績效，目前企業

導入雲端管理理念實際成功的經驗不 勝枚舉，確實可作為組織改造後

國營港務公司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或標竿學習（Benchmarking）

經營革新創新學習的對象。在變 革管理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對的新思

維，不是只有改變人、組織，最 重要的可能是新的營運模式，是新舊

重組的新思維，參考別人良好的 示範，以尋求自己的創新學習模式

（施振榮，商周第 904 期）；熊彼 得(Schumpeter，1934) 提出「創新」的

觀念，認為創新是一種過程包 括創造和採用新的、有用的事物、知識

或相關資訊，對組織而言， 所謂的創新不僅指技術或產品的創新，還

包括流程、策略、組織體系 等的創新。 

http://www.itho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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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棧作業雲端管理模式就是一種創新的觀念。「雲端」其實就是泛指 

「網路」，「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一種概念(黃重憲，2009) 

，代表的是利用網路使電腦能夠彼此合作或使服務更無遠弗屆。港棧 

作業創新管理的軟硬體架構包括三個層次，將 IaaS 稱為「提供基礎 

架構的雲端服務」，將 PaaS 稱為「平台即服務」，而 SaaS 則是「軟 

體即服務」(李智樺，2011)，簡述如下(圖三)： 

(1)雲端設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代表的是提供電腦運算基

礎設施，包括伺服器(Servers) 、網路設施 (Network      equipment)、記憶

體(RAM)及儲存硬體(Disk)、CPU、資料中 心設施等，利用不同形式的

分散式協定來架構。 

(2)雲端平台 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 代表的主要是在於提供一個技

術開發平台，給開發人員更大的彈性依  不同需求客置化  Web 

Applications，選擇其對底層 IaaS 提供裝置的管 理能力(創立、關閉、

備援、分散式存取）、監控機制及成本計算分 析，提供高階主管包括

開發人員，IT 管理者，使用者等人員足夠的 管理機制功能。 

(3)雲端軟體 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 代表的是一種軟體應用和提

供模式，由應用軟體服務提供商(Service Providers)所控管，管理者可

以在穩定的雲端平台上，部署軟體並提供 服務，將軟體及應用程式以

網路服務形式進行，供給使用者利用筆 電、智慧手機、數位電視、

平板電腦等隨選即用的軟體服務行動裝置 體驗，以獲得亟需之資訊 

，在使用者及客戶端，則無須安裝、維護、 更新應用軟體和硬體設備 

。 

(二) 

港棧作業利用雲端運算，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將龐大的運算處理程序 

(Process），自動分拆成無數個較小的子程序（Sub      process），交由多 部

伺服器（Multi-      Server）所組成的龐大多元運算系統，經由搜尋分析 

再將處理最後結果回傳給使用者端。簡單說就是讓港口港棧作業系統 

的「公共雲（Public Cloud )」資訊，能夠開放透過不同的電腦提供給 

網路上不同的使用者，以完成自船舶進出港及貨物(櫃)進出口的最終 

處理流程，大幅減少船舶滯港及增進貨物(櫃)進出港口的處理速度 

(手續)。「雲」即為我們最常使用具規模龐大運算能力的網際網路 

（Internet），「端」則指使用者端 Client），SaaS 同時也是雲端服務中 

「端」的存取點，包括桌上電腦、筆電、智慧手機、數位電視、平板 

電腦及電子書閱讀器等。港棧作業雲端運算即泛指使用者運用網路服 務

來完成不同港埠作業系統流程處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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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yberhood 分散式雲端管理 

資料來源:分散式系統雲端管理-國尊科技公司 

 

 

 

 

圖 3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資料來源 : 維基百科 

 

 
 

三、雲端創新 
 

(一) 

1.國營臺灣港務公司專營國際商港港埠經營業務，港埠業務區分港灣 

與棧埠業務(港棧作業)兩大項，港務公司轄下各分公司港口及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開放裝卸、倉儲、搬運作業民營化經營之民間公 司

港棧業務（陳基國、謝明輝，2005），依據「船舶進出港簽證」及 

「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臺灣商港法，2011 年 12 月 28 日)， 並

參照以往各港作業手冊(例如參照基隆港棧埠業務相關法規彙編， 

2000 年 3 月)，區分作業項目及申辦手續為船舶進出港、船舶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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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作業、一般貨物裝卸倉儲及貨櫃裝卸儲轉等動態資訊及港棧作 

業動態流程圖(圖四)。 

 
 

 
圖 4 商港港棧作業綜合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港棧作業雲端運算模式的設計，實施步驟基本上必須建構雲端運算 

的三個 Iaas,Paas,Saas 港棧作業環境，強化行動商務裝備、建立供 應

鏈及顧客關係行銷，作為雲端運算的基本功能模組。依照標準化 作

業流程，港務公司以航商顧客為尊，導入  B2B、B2C、CRM、 ERP、

SCM、e      化行動商務、策略聯盟等行銷關鍵元素為雲端運算模 組(表

ㄧ)，以功能模組內涵為基礎，包括港口代碼一致化及整合進 出港預

報表單等，航商申辦港棧作業手續流程互動經驗為關鍵因子，設計

成輸入(in-put)動態作業程式系統，參照前述的(IaaS) 

（PaaS）（SaaS）三個層次運算程序，經多次運算(run)後成為輸出 (out-

put)系統，就完成建構港棧作業雲端管理流程藍圖(圖五)。 

 
表ㄧ 港棧作業雲端運算功能模組(關鍵元素) 

 

功能模組 內涵 關鍵因子(in- 

put) 

動態流程(out- 

put) 

1. B2B,B2C 企業或個人利 

用雲端網上查 

詢取得船舶或 

資訊服務 

發行電子看板 船舶進出港作業 

網上查詢 港灣作業 

產品與服務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多樣的選擇 貨櫃裝卸儲轉 

2.顧客關係管理 

(CRM) 

企業或航商利 

用雲端方便與 

規劃網路架設 船舶進出港作業 

共享資料分析 港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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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埠機構持續 

對話資源共享 

顧客持續對話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顧客意見回饋 貨櫃裝卸儲轉 

3. 企業資源規劃 

(ERP) 

企業或航商利 

用雲端促使港 

埠行政系統標 

準化與工作簡 

化 

作業流程標準化 船舶進出港作業 

船舶資訊透明化 港灣作業 

員工工作簡化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落實員工管理績 

效 

貨櫃裝卸儲轉 

4. 供應鏈管理 

(SCM) 

企業或航商利 

用雲端要求提 

供更客制化的 

泊靠或貨物服 

務 

使商品自動化 船舶進出港作業 

建造客製化商品 港灣作業 

提供豐富的商品 

資訊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一對一面對顧客 貨櫃裝卸儲轉 

5. E 化行動商務 航商利用雲端 

紀錄達致資訊 

電子化透明化 

更落實服務航 

商需求 

發展電子化 船舶進出港作業 

及時性第一手資 

料 

港灣作業 

實現 door to 

door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提昇進銷管作業 貨櫃裝卸儲轉 

6 策略聯盟 航港雙方利用 

雲端策略改變 

港埠作業服務 

差異化單一線 

性關係 

提昇船席泊靠效 

率 

船舶進出港作業 

提昇裝卸作業效 

率 

港灣作業 

差異化服務 一般貨物裝卸倉 

儲 

多目標策略 貨櫃裝卸儲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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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港棧作業雲端運算流程藍圖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四、 結 論 
港棧作業雲端創新管理服務(Cloud      Service)的輸出應用，目前已成為網路 

服務的新趨勢（蔡一郎，2012），本研究運用系統雲端化觀念導入 B2B、 

B2C、CRM、ERP、SCM、E 化及策略聯盟系統，提供創新商業模式先 

驅，在作業流程模組化的設計系統上，無論是「技術面」、「管理層 

面」或是「成本面」三個構面，均考量其流程匹配性、經驗性，有形效 

益上可迅速降低運輸、物流成本，無形效益上可達成資訊回饋的即時有 

效性(莊曼、陳正雄，2011)。港棧作業創新管理本身並不代表任何一項 

資訊科技的轉變，它是一種在構建國營港務公司統一實施標準化雲端運

算「cloud computing」模型之建立，運用 Iaas、Pssa、Saas 三個層次的服 務、

協助及技術支援功能(林姿華，2010)，結合 G2B 等電子商務互動行 銷，

管理運算元素的輸入產出，全方位開放資訊流丟到網路上去擷取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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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往後各個港口的港棧作業資訊，可以由使用人在網路上依照不 

同的需求,選擇同步不同的資訊立刻將檔案分享，使用人可以輕鬆掌控取 

得放置在雲端上所有港口的即時作業動態，就是未來把所有建構在臺灣 

港棧服務網 (Taiwan Port NET)上的港棧作業資訊，透過航港單一窗口服 

務平台(MTNet Portal)整合資料庫的大數據決策分析作資訊即時交換。進 入

雲端就等於瞬間掌握港棧作業流程，開啟不同以往傳統各港各自為政 

的窘境，固然作業之初各港口難免碰到瓶頸，最大的疑慮在於資訊安全 

或對於資料上的保護（Ms.Disha H.parekh, 2013），但在航港一家旗幟下 

， 建構安全的橫向接軌環境，發展雲端創新服務的商業模式勢在必行，

未 來臺灣港棧服務網從評估、規劃、開發到使用上線(新港棧 APP 下載連

結) 排除萬難後，所有港口統合作業自會迎刃而解，提供業者更一致性

作業 環境，有助縮短貨物(櫃)在國際運送物流之時程，提昇港口整體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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