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運貨物裝卸

苗志周

?臺灣是屬於斗J種海島型的經濟，重點且 [1在於海洋運聽與國際貿易，依

攘海島型的發展的特色，應以海運拓展貿易，以貿易促進海運，必要時甚

至可以海還領導貿易，以海運發展全盤經濟。

商港是海洋運輸的終點，為商船寄泊裝卸貨物，補給您料與淡水，及

躲避風難修理之用，故商港建設與設施，應配合國際貿易商船之需要，講

求裝卸貨物迅速，是商船經營最高原則，船泊的週轉率高，方能盈利，換

旬話，就是要使商船到達港埠以後，卸貨及裝貨，能移爭取時間，迅速滯

留港埠的時間減少，減少愈多，開支愈省，反之則意大。

一、裝卸基本原理

為增加工作放率，對於裝卸貨物基本原理， ~頁有確切之暸解。最重要

者約下列幾類。 

t寸設備機械化原理:增加裝卸工作放率，設備2頁利用機械化，已被認

為不易之原則，尤其現今一般船貨，其重量及容積增大，函、三頁刺用機械化

之設備，方克奏殼。

(二)單位化作業原理:採用單位裝卸可使船艙裝貨量提高 50% '可儘量

利用船艙之容積，不致虛耗。

(三)利用重心原理:裝卸最好能隨時利用貨物重心，可節省人力及時間

甚多，尤其在裝卸廠裝貨物及油類時，更須利用此項原理，使數量龐大的

散貨能隨重心而搬動，可節人力良多。

但1裝卸安全原理:所謂最有殼的裝卸工作，是不可能脫離安全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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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若一般裝卸工作是揉敢有殼的工具，並節省甚多時間及人力，但若不

安全，則仍被認為是無妓裝卸工作，尤其在港埠作業裝卸時，最須注意安

全。

伍)設備標準化原理:裝卸工作所使用之各項工具設備，必須標準化，

因各項設備忘甚多零件，在使用過程中難免時常要修理及保養，若設備有

一標準 9 在保養及修理時，方便不少。

的管理計劃化原理:處理裝卸事業，必須要有計劃，所謂計劃者，即

要有完善的配合，充分的暸解，要知在裝卸過程中，每一個動作皆是金

錢，多作一個動作即是多耗一分金錢。

(七)裝卸成本原理:管理當局讀顧到另一原則，即是經濟，不要因增加

教率而使成本大增，故管理當局應將各項裝卸成本詳加分析，使其合理

化，方能達到裝卸工作迅速，安全，而經濟的目的。

二、裝卸貨物作業

卜)陸岸作業

陸岸作業富有技術佳，惟工作繁雜瑣碎，整個工作係配合船船裝備或

卸貨之中間接轉供應的動力，每位岸上工作者，賓具備各種貨物裝卸方法

與安全防範。

1.快力 ~B屬:岸上伏力(陸岸碼頭工人)配屬之多寡，親工作繁簡難

易，設備有無及良血而定。因船上工作，多以換力為主，岸上工作多以人

力為主，而岸上工作，復受距離及庫內或碼頭上倉位空地有無多寡等限

制，每易造成海陸工作放率不一。 

2.工具使用: (1)吊網，第一麻袋吊網，裝卸輕量雜貨及米糖等用。第

二帆布吊網，裝卸紙包、肥料、麵粉、水泥等。第三鋼索吊綱，裝卸豆餅

于及:小型箱裝雜貨等用。第四船邊吊網，繫於船邊至碼頭間，以防貨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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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第五礦砂吊網，裝卸礦砂、石頸、焦展等用。第六馬吊桐，裝卸馬匹

用。 (2)吊兵，第一香蕉吊架，裝卸簣裝香蕉用。第二散裝貨物吊霞，吊屋

內舖鸝袋，供散裝肥料、黃豆等用。第三鐵桶吊架，吊裝哥裝貨物用。第

四汽車吊架，裝卸汽車用。第五木吊箱，專卸散裝肥料用。 (3)滑車，有鐵

滑車，木滑車。 (4)板車，第一重板車，裝卸重量貨物用。第二小破車近距

離搬運貨物用。第三大扳車 9 運幟貨物用。第四手推小車。(副其他工具，

第一木絞盤，絞移重物件用。第二滾木，跳板，鐵蜓等作起臣離搬運重件

貨物用。

(二)甲板作業

船抽裝卸概分船上作業~iE，碼頭作業，而船上作業叉分為甲扳作業與甲

板下(艙內)作業。兩者工作，俱極重要。其得失良惡之處，直接影響工

作妓率與安全。

1.甲板碼頭工人:甲板工作的碼頭工人與艙內的工人，同稱為海上班

工人。甲垠的工人，包括艙口工頭助手，信號手一人，與經盤司機二人。

信號手為整個船上工作的靈魂，一切動作，貨件移動，絞車司機等，悉以

其指揮為依歸。故信號手掌握裝卸工作致卒，與貨物安全的雙重責任。信

號手的工作信號如下，但右時需要依照碼頭或艙內人的人員約定的信號指

揮之，五相密切聯聲，為安全必要的措施.: (1)上昇信號，手臂前伸，手心

向上，手指拼攏向上震動，工作快，慢，依其震動率大小而定。(局下降信

號，手臂前伸，于心向下，其他動作，與上昇信號動作相反。 (3)橫進信

號，手臂旁伸，自體上方經前胸向貨物移動方向，于示發出後，較車司機

斟酌情形慎重移動，但絞車司機， ~頁清楚君見吊貨時，始能發出此種信

號。 (4)停止信號，手臂前伸，手指伸張，掌心指向司機靜止即可。(副緊急

信號，遇緊急事故，須立刻將吊貨停止時，臂前側伸，掌心指向司機，以

緊急而生動的表情緊握拳頭，必要時手示與呼聲問時發出。 (6)雙手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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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信號于一人指揮兩座較車，以左手指揮內校車司機，右手指揮外投車司

機，其指揮外較車司機，其指揮方式，與單手相同。 

2.接作前接查:裝卸操作開始前，應作下列各種重要事項的檢查: (1)


詭桿或主往的情況。 (2)脆桿前後支索的情況。(副跪下的狀況。(吋滑車與索

兵等的情況。 (5)貨網，繩索吊網，吊網及其道具的狀況。 (6)絞盤的狀況。

按查完好後，師就各機具的配件 P 加滑潤油，如忽略任何上列主要事項的

一項，間有喪失生命，或受傷害的危險，或貴重貨物機具受損，或就延船

期，甚或船抽顛覆。 

3. 開蛤與封艙:閒艙係碼頭工人在甲板上工作的一部份，亦即派在船

上工作的碼頭工人，不論甲扳或艙內，須全體出動 P 乃正式船貨裝卸前的

必要過程，當吊桿豎起後，部份碼頭工人從事繫結索具，另一部碼頭工人

則著手聞聲艙蓋。故按其工作順序如下: (1)開艙工作，首先移去艙緣四週

摸木，再撤除壓油布的扁鐵板，集中一處，以免散失。但)揭捲遮艙帆布，

其標準的摺捲，係從艙蓋兩邊緣向中間摺壺，追摺至剩餘三四尺處時為

止，最後再橫捲，俟全部摺後壺，置放于艙右附近地方。 (3)開啟艙蓋，著

四人站在艙蓋中間，二人向左撤軍事艙蓋，另二人向右搬移，將艙蓋草書至兩

個.1)艙緣時，再另著人移至甲板，整齊堆在般牆或艙框外側下，惟勿推放太

高，以肪傾落。 (4)將中間艙蓋移除後，再依次搬移次排艙扳，兩人移向船

麟，兩人移向船唱。堆積艙扳'須注意勿阻塞貨物進出的通路與信號手的

行道。 (5)整佰艙拉瑟除後，最後則吊啟鋼樑(即橫樑) ，吊啟前，應先察

君有否加鎖，然後以吊桿吊出。堆放鋼樑，應整齊、牢靠。關於封艙，封

艙係船貨裝完畢後的必要措施，其工作方法與開艙工作相額似，惟動作順

序則相反。在裝卸船貨進行中，有休工封艙問題，分下列三項說明:(1)為

防止天使驟變，損及艙內貨物，應作簡單的遮護，可儘量利用艙幕，或帆

布覆蓋。(白晚間休工，夜晚不能連續工作時，須作週密性的防護， @.p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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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樑，舖上艙板，上遮帆布，惟不需舖 hll扁鐵板及木模。 (3)霉雨季節休

工，當霉雨季節時，工作斷續頻繁，封艙工作，買不勝麻煩，長王好架設雨

蓬，縱屬大雨，亦可工作。

(三)艙內作業

甲板工作是工作開始前之準備作業，多屬于設備方面，真正船船裝卸

貨物之方法與技巧等，多屬于艙內範圈，亦稱在艙內工作。艙內主要工

作，係吊解吊綱，堆貨、裝貨、繫縛、襯墊及安全維護工作等。每位工作

者，須具備海上工作的一切常識與經驗?每艙內置帶班一人，統御艙內的

全盤工作。海船貨物裝載起卸 9 均由甲板上的艙口進出之，其貨物移動的

方向 V 屬于縱的。

1.接貨:艙內積載袋貨，有下列三種方法:第一直堆法，宜使貨物通

風良好。第二騎堆法，係上層貨在下層貨上騎放，適用于不需太多通風貨

物。第三十字堆法，係兩橫兩縱，其優點係堆放牢固，不易倒塌。 

2.箱貨:上層木箱賀，宜騎放在下面兩箱之上，俾下層箱貨得以分負

上層箱貨的重量 9 以免全部重量集中於一個範貨之上，易將包裝壓破，必

要時，每貨層，隔以襯板，用以分其負重。大箱積載，最好于箱的四週空

隙地方，妥于支加與繫墊。 

3. 長尺物:如長木樁，長鋼軌等，應多用接索與閉口滑車，將長尺貨

物移至適當位置後，再著手取吊。如長物超出艙口長度，應用傾角法，吊

入艙內，裝在艙底或中艙。 

4.危臉品:危險品積載，應選較冷涼的艙位，如底艙、冷藏室、船

甜、船揖及甲板上的固定艙房，惟切忌船員起居室之下，或附近之處。 

5.易腐品:冷藏貨品，如肉、魚、奶油、家畜肉類等，須在華氏零下

三十三度的深 7](艙或特別艙室裝載。主日裝載蛋類及新鮮*等，須在華氏零

下三十三度六十度間的冷藏艙積載，積載2頁注意時間的爭取，裝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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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迅速。 

6.船貨擱紮:船艙內貨物的放置墊艙及貨物擱紮，原理較筒，拉特就

甲板船貨的擱紮原理記述如次:第一重心力，係物體本身的重量，無論船

船的位置如何，一直右向下墜沉的趨勢，謂之重心力。第二離心力，係物

體向上的推力。第三切線力，當船身自左右湛動時，使貨物沿滾動方向推動

的力，謂之切線力。第四廳考慮的力，新式船船前後，震搖所生的力，較

為徽小。只當船船左右滾動達到頂點時，其反抗抽紮的力量，亦需至最高

點。在此情形下，並無離心力，只需考慮，重心力與切線力。第五抽紮強

度，以及使裝貨滑向旁邊聯合之力。 

7.擱紮甲蚊貨物:第一抽紮正規方法，為使所姻的各部份，著力相

等，如擱紮所用銅索的張力。二倍于伸縮螺絲的荷力時，則鋼素質屬浪

費 9 因扭紮所受的張力，係由伸縮螺絲所控制。第二抽紮若能直對所欲抵

說之力，則甚理想。由于大部份力量，多來自水平方向，故擱紮的角度，

應儘量接近水平。第三祖輩甲蚊貨物常用的方法，個紮挂過物品的側面，

雖然仍需其他方面的個紮，但對橫向，產生甚大的抗力，並 2頁與甲桓扣，

配合使用，則對各方面，可發生有殼的抵拉力。鋼索與貨物包裝間，應隔

木與鍋(屎，以防鋼索切入木箱內。由于個紮加于貨物的壓力甚大，故貨物

必須再加撐持，以防包裝破裂。

豆、裝卸戰時物質

蓋灣為一島圈，對外主要運轍，胥賴海運。海上軍運勤務，頗多相似

美國，目前說軍運之船隻，大都係屬美式，故對美國海運動務，如物資之

裝卸與儲存，以及啟運港卸載港之處理程序等等，均應多朋瞭解，方能配

合軍援，規劃賞施。

無論運輸艦司令或貨物督運官均希草係屬貨運方面之專家。蓋對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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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手續及貨物裝載富有智識，方能執行其任務，益有放率。

陸軍海外貨物之運送係基于自動，半自動及聲請三種方法開辦理，如

自動方式，其供應品係照國防部戰區所擬之補給標準數量，于一定期間內

運送至海外，半自動方式之運送，則憑物資情況報告及軍火供應報告，以

處理報告內所包含之質與軍火之供應。至其 {tt整備與供應品專項，則由隸

屬于海外指揮部之啟運港聲請而補給之。物資情況報告，軍火供應報告及

特種物品報告均係繼續編造。以供統計與管理之用。各種報告內顯示之缺

少物資與供應，則三頁龍海外指揮部聲請始運送之。

軍用貨物分為若干種類，如散裝貨物則包括穀類、燥、汽 ?:jj ，與其燃

料油。雜貨則包括各勤務機關所供給之各種供應品與裝兵。危險物品則包

括軍火，高度爆炸物品、化學品。瓦斯，易燃物品以及于運送途中需要通

風或冷藏之易腐物品。機密貨物則包括郵件，貴重物品。藥品及密件等之

需要特別防護者。

每種貨物均需不同方法之處理，例如牛痘苗或其他藥品必需儲聽于冰

凍處所。郵件必須封鎖而加防守。易燃物品必須與他種貨物隔離。

有組織之設備與包裝，為海外貨物運聽之最關重要者，對于上述各種

貨物，實須予以不同之規劃處理與儲藏，方為妥善。

總之，軍事方面每一船隻之運用，其細節頗有不同，船隻使用之目

的，船上之裝備。各種貨物及其承載量，在在足以影響其運用之程序，縱

使型式相同之船隻'其所配備之海員數額與軍設備亦有不同，船隻本身之

情況，亦常用船隻改造式修理之結果，使每一航次有所變動。基于上述緣

由，各港口機關多編印有各種詳盡之運用細則，以便適用于不同型式之船

隻及適應不同之環境，欲求一完全標準化之程序，事不可能，不過此項規

則可獲得若干程度之統一，及堪供訓練目的之應用，凡屬指派于港口之軍

事人員，均負有責任熟詰此項資料，並隨時依攘經驗而提供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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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裝卸貨樞方法

貨櫃化運輸的目的，無非在提供更迅速、更安全的運輸方法。貨櫃運

輸之能否迅速安全，除受港口裝卸放率的影響外，貨櫃集敢站的裝卸技術

'裝卸計劃等，亦皆直接影響貨櫃船的運輸速率及貨物的安全性。由于貨

櫃船，貨櫃配備及港口裝卸機具等高成本的投資，貨櫃船一經繫泊，裝卸

作業帥不得不有任何延誤。貨櫃船約有下列幾種主要額型，其裝卸方式:

(→吊上吊下型(Li fton-lift off type) 文名細胞式貨櫃船 (Cellulor 

Container Shipe)貨櫃是在垂直方向裝卸，貨輪裝有細胞結構，分別垂

直將其分閱，其每一空間大小，與貨植的長寬相當，貨櫃經由船上或岸上

的橋式特殊起重機，自卡車或岸邊吊起，沿海胞槽的範圍垂直下放，固定

于有如細胞型的位置上，既安穩叉省去傳統的墊艙隔艙等工作，到達目的

倦，卸在船邊卡車或岸邊上。

(二)駛進駛出型 (Roll on-roll off Type)貨櫃船尾開一艙門，足供

牽引車駛進駛出，艙門開放時，~P有一鋼製跳按伸出，架在碼頭與船艙之

間，貨櫃連同牽引車，gp由此門駛進艙內，以預置之鎖直在固定於一處，由

於此式積載方法不經濟，現已改進，以自動甲扳方式，使貨櫃本身與牽引

車分離，此型貨櫃船，適于沿海支線服務。

(三)駁進駁出型 (Float on-Float off Tyhe) 或稱浮式貨櫃，亦稱母

子船，係利用大型起重機，直接吊卸「于船 '或利用船身下況，將船尾J

門打開，海水進入船身內，所載的貨櫃，即可駁進駁出。

(回直立水平啟動型( Vertical horiyoatel Type) 係初期載運貨櫃

的貨船，內部構造與一般定期貨船完全相同，其裝卸設備，有三十噸起重

機，艙內貨櫃係用驢驢盤，或滾輪堆高機一一 left) 作水平(Rollor fork 

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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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裝卸的支撐與計劃，試述概要:貨植如無法將貨物裝滿，則須設

法使貨物固定不動，以免在海上航行時，因貨櫃隨船身前後起伏，兩側搖

動，而致部份貨物因啟動而損壞，因之應將大部份貨物裝成同一高度，彼

此擠緊。對于無法裝平的貨物，則宜用木棒、三夾板等支撐，予以固定，

現已有採用最新之氣囊填塞法。計劃，裝貨港將全部貨櫃裝妥後，應師參

照船抽穩定性，貨物性質，固縛機具強度，裝卸速度等，制訂裝卸計劃。

裝卸工作進行時，務求輕巧快速，不可使貨櫃碰及船身或其他貨櫃，以免

發生碰撞，損及貨物內部。貨櫃裝載完畢後，自IJ用特別設計的整套固縛機

具，將甲按上之貨櫃，予以固定，務使在惡劣氣候中航行，亦不致移動，

在航行全部過程中，大副應率同全體水手，每天至少核查固縛情形一次。

貨櫃船抽達到卸貨港後，亦應按裝卸計劃，將貨櫃卸至集散場，分門別類

，妥加保管，以待收貨人提取。全滿貨櫃可交受貨人逕行分運倉庫，完成

門對門運轍拼裝貨櫃，則須於集散場拆卸，暫存倉庫內，俟受貨人前來提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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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英國留學(六)

美國柄

鋼鐵廠工程師介紹實用鋼鐵力量表冊

我在學習材料力學以後，對於材料的力量很清楚。有一天，學校派了

一位鋼鐵廠的工程師到來，他給每個學工程的學生三本書，當然我也不例

外。這位工程師說: I不要算，因為太麻煩了，而且還怕算錯，我們工廠

的工程師都把它算好了，你們只要翻開書?查出它的力量就行了。」這三

本書是: 

1. Safe Load Tables. 

2. Universal Beams 

3. Handbook

以上三本書是英國大鋼鐵廠Dorman Long (Stee l) Limited Mid

dlesbrough 出版的。

工程師又說: I仰們從前講的只是理論，現在我告訴您們實用，把理

論引向實用。這三本書的內容是經過多少賞驗室的實驗，野外的實驗而得

來的，凡是英國國力所到之處，輪船、火車能到達的地方都用這些書。」

這工程師知道我是中國來的，就對我說:I中國就有很多工廠用我們的產

品，如津奉鐵路的橋樑、鋼鐵橋樑、工廠和學校的屋架。凡是英團工程所

用的鋼鐵材料都是本廠出品的，當然全世界屬地用的，也是本廠出產的

東西。」

這三木書有什麼好處呢?你們這些年輕工程師到工地後，只要把牆有

多寬和河有多寬量好，寄到工廠來，我們就會幫缸設計很好的橋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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