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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說明

藉由馬總統校閱海安七號演習及
海洋文化活動，彰顯政府「守護
海疆、捍衛漁權」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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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操演更顯捍衛海疆決心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在102年5月11日於臺中港43

號碼頭舉辦「海安七號」演習，此為該署二年一度

的海上大型演習，總統馬英九親臨現地，校閱演習

全程，氣勢更添隆重。演習承辦單位－中部地區巡

總統校閱「海安七號」演習

防局特別邀請海洋相關公營產業及深具地方特色之

海洋文化單位等機關團體共襄參與，現場民眾開心

表示：「活動多元又精采，下次還要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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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總統校閱「海安七號」演習

 參演單位不受天候影響，將海上及陸上狀況

演習成果精彩呈現 ◎反挾持

◎海難救援－將落海人員接至救生艇 ◎港口保全－船舶登檢

◎港口保全－脫逃船員縱火，人員緊急疏散

◎污染防治－空氣品質監測◎海難救援－著裝搶救落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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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七號」演習當日，天氣下雨，活動時間

十點一到，總統及府、院首長準時進場，海上分列

式等各項操演即刻啟動，12艘噸位迥異的各類性

能艦艇，分由海巡署男、女艦艇駕駛員操船，艦艇

海上分列式的隊伍，成橫隊航行通過觀禮臺，偌大

氣勢並鳴笛向總統致敬，尤其2千噸級的護漁及巡

護船艦通過時，兩側看臺民眾熱烈鼓掌致意，對此

巡護能量讚歎不已；接著「船艇性能操演」，6艘

噴射式特勤艇駕駛員以精湛的操船技巧，實施各項

多變的海上船艇隊形，此操演凸顯了海巡人員執勤

在瞬息萬變的海上，仍機智、默契及安全處置的應

變思維以及海巡特勤艇靈活、敏捷的機動特性；而

最後登場的「海上應變綜合演練」，本項結合「海

難救助」、「船舶滅火」、「油污防治」及「反挾

持」等四項操演，無論男、女特勤人員，每個救援

環節，精準無比；另外與臺中港務分公司及臺中市

政府環境保護局進行的油污應變演練也充分呈現各

機關之間高度協調連繫、互助機制的默契，所有海

上演習項目順利、圓滿完成。

在結束海上演習項目之後，總統與府、院貴賓

步行參觀海洋文化區各機關單位展示攤位，並且觀

賞深具沿海文化特色的臺中大甲鎮瀾宮醒獅團、太

子團及大鼓陣等多項精采表演；最後，總統再次登

上海巡署船艦，並給予海巡人員加油、打氣，肯定

海巡捍衛海疆的堅毅精神。民眾引頸期待艦艇開放

參觀的時段到來，早在登艦前，相機早已不停地拍

攝船艦全景畫面，登艦後，各個興高采烈，開心不

已，無論大朋友或小朋友都表示，演習內容精采、

緊湊，海洋文化展示豐富、多元，下次一定再來參

觀！

海上演習全程，急大豪雨任性潑灑，未曾停

歇，民眾仍舊熱情湧入會場，座無虛席，而這天的

風雨，對參演的海巡人員而言，反倒是更接近海上

救援常遭遇風、雨、浪三面夾擊的真實景象，同時

也凸顯了海巡人員執行海域危急任務時，為民服務

的無畏無懼精神。本次「海安七號」演習共計68

個單位參演，除展現海巡署更具能量的海域安全維

護、海上執法專業，也帶出與相關機關之海上防災

及救災的深度默契，而大雨滂沱中，海上實兵演

習，更彰顯了海巡署「守護海疆，捍衛漁權」的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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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馬總統向天上聖母媽祖

祈求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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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活動花絮

◎馬總統於海巡公仔上簽名 ◎人才招募

◎民眾搶拍直升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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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民眾登艦參訪 ◎人氣醒獅團◎◎◎◎

人氣醒獅

團人氣醒獅團

◎震撼大鼓陣◎◎◎◎震撼震撼震撼震撼震撼震撼震撼大鼓大鼓大鼓陣陣

◎民眾開心的說：下次還要來◎◎◎◎民眾開心的說：下次還要來 ◎小朋友受訪表示：表演好精彩◎◎◎◎小朋友受訪表示：表演好精彩

◎海巡人員導覽◎◎◎◎海巡人員導覽

◎◎◎◎民眾民眾民眾民眾登艦登艦登艦登艦登艦參訪參訪參訪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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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日南區活動紀實
文｜王靖雲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世界海洋日的概念，肇始於1992年在巴西里約

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由當時的加拿大代表

所提出。復經海洋計畫團體（Ocean Project）和

世界海洋網絡（World Ocean Network）的大力提

倡，聯合國大會終於在2008年12月決議通過，訂定

每年6月8日為「世界海洋日」，希望喚起全球民眾

的海洋環境保護意識。而臺灣兼具深海及大陸棚海

洋環境，海洋生物的種類約佔全球總數的10％，為

建立民眾親海、惜海、愛海新觀念，海巡署立足臺

灣，經略海洋，與國際潮流接軌，透過辦理各項親

海活動，放眼世界，強力放送「世界海洋日」的海

洋概念。

2013年6月8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展開「世

界海洋日」系列活動，南區主場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興達海巡基地」盛大開鑼，會場集結了公立單

位、環保團體及民間組織聯合參與，包括財政部高

海巡署2013年

◎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和與會貴賓共同按下啟動鈕，為活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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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世界海洋日南區活動紀實

雄國稅局、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高雄郵局、中華電

信公司、茄萣濕地生態保育協會、荒野保育協會以

及慈濟功德會、高雄樂活海洋帆船學校等單位，合

計約三千五百餘名工作人員，大家熱情響應，共同

為臺灣海洋的永續發展讚聲。

開幕前的暖場秀，由旗津國小太鼓隊領頭演

出，小朋友們汗頂烈日，奮力擊鼓，讓旁人也感染

到這份熱情；而海軍陸戰隊儀隊表演，整齊劃一的

行進動作以及出神入化的操槍技巧，看得大家目不

轉睛！緊接著，開幕儀式由海巡署政務副署長王崇

儀、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劉進添與南

部地區巡防局局長張德浩共同主持，三位主持人分

秒不差的按下活動啟動鈕，同一時間，海洋巡防總

局「臺北艦」鳴放汽笛聲，陸上的氣球冉冉升空，

繽紛無比，此時「親近海洋，世代相『船』」的布

條標語緩緩升起，為活動開啟序幕。王政務副署長

於致詞時指出: 「『海洋』是21世紀的決勝關鍵，

臺灣四面環海，地狹人稠，陸地資源有限，生存發

展與安全威脅均來自海洋，國人更應該對海洋多一

份關切與珍惜。透過本次活動，希望大家一同來參

觀海巡艦艇與裝備，認識海巡工作與任務，共同親

近海洋、關心海洋。」

活動接續精彩進行，海洋巡防總局特勤隊的操

艇表演，節奏精準明快，無論優雅迴旋或急停甩

尾，特勤快艇以嫻熟的技巧，展現海域執法的精實

戰力。而海岸巡防總局特勤隊的表演亦不遑多讓，

看他們黝黑精壯的體格，以各項「近身格鬥技」實

戰對打，赤手奪刀，空拳破瓦，快腿裂木，鐵頭碎

磚！無一不展現海巡署對抗惡徒的剽悍威嚴，兩項

表演都贏得會場民眾如雷掌聲！

除了動態表演，也少不了靜態展示。南部地區

巡防局「為民服務」的成效也在此次活動中大幅呈

現，為了拉近與民眾的距離，各總大隊將平時結合

在地特色的環保手作物帶到現場，與民同樂，例如

廢棄浮球作成的螃蟹及龍蝦、廢紙鑄模藝品、蚵殼

做成的黑面琵鷺等等，也有香包製作及串珠手藝、

原石彩繪與沙畫DIY，民眾體驗手作樂趣之際，也

強化了海巡署執政為民，與民同在的理念；南部地

區巡防局亦結合當日辦理親子活動，海巡同仁扶老

攜幼，漫步會場，就連已退休的海巡人員也到場

支持海洋意識的推廣；舊雨新知，招呼吆喝之聲不

斷，「海巡署人才招募團隊」亦進駐現場，向民眾

介紹海巡文化，也鼓勵認同海巡的青年才俊，壯大

海巡團隊，維護社稷安康。另外，碼頭旁有海巡署

臺北艦、ORB除汙船，以及樂活海洋帆船學校提供

的豪華重帆供民眾一飽眼福，會場亦擺設海巡署各

級船艦模型開放參觀。除此，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

心、茄萣濕地生態保育協會、臺南野鳥學會與流木

居創意工坊也有科技裝備、漂流木藝品及相關文字

資訊的陳展；活動當日，海洋科技大學高瑞宗教授

主講的海洋論壇與荒野保育協會的環境教育講座，

竭力強調海洋觀念，更增添了另一股海洋知性之美。

日緩偏西，下午表演節目亦漸漸告一段落，活

動的尾聲，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張德浩擔任摸彩活

動主持人，張局長逐一唱名得獎民眾上臺領獎，臺

下歡呼不斷，掀起另一波高潮，他感謝各界參與，

為海巡署世界海洋日的活動貢獻心力。最後，活動

以茄萣成功國小精湛絕倫的戰鼓與舞獅表演畫下句

點。

海洋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和維生的根本，不論交

通運輸、觀光休憩、漁業捕撈、資源開發或氣候調

節等種種資源都說明人類與海洋關係密切，國人也

更應該對海洋多一份關切與珍惜，海巡署辦理世界

海洋日活動，展現「海域執法」能量，彰顯「海事

服務」精神，推廣「海洋事務」教育，讓民眾更加

瞭解海巡工作與任務，也和全民共同關心海洋議

題，親近海洋，永續發展，世代相傳。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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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陸戰隊儀隊表演 ◎海巡署特勤隊實戰操演

活動當日各項活動剪影

10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熱情民眾跨區共襄盛舉 ◎南巡局局長張德
浩主持摸彩活動

與民同樂

◎海上精湛操艇演練

11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民眾體驗沙畫DIY樂趣 ◎各活動攤位滿滿人潮

12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動態舞蹈
◎成功國小精湛戰

鼓與舞獅演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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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憲法第20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

務。兵役法第1條亦明文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

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然我國現行兵役制度，隨著潮

流所趨及國內社會大眾不斷的要求聲浪，義務役服

役役期逐年降低。自民國97年1月1日起，由原役期

1年10個月期滿退伍，調整縮短役期為1年。另因應

兵役法修正草案於100年12月28日經總統公布，並

於同年12月30日生效。我國兵役制度正式由「徵兵

制」朝「募兵制」轉型。

為落實推動募兵政策，本署本於「落實執法經

驗傳承、全面取代義務人力」、「重新建構執勤效

力、裁併同質單位員額」原則，使志願役人力能按

分年目標成長，同時降低義務役人力需求，俾在兼

顧海巡任務遂行、因應組織調整精實用人原則下，

如期完成本署軍職人力結構調整，達到無縫接軌目

標。

貳、執行規劃

本署依任務需求、人力現況、預算員額限制及

人事費等因素，採規劃、整備及執行等3階段預計6

年時間，逐步完成義務役轉換為志願役人力之募兵

制目標之共識，相關規劃如下：

推動募兵政策，
　　　　活化海巡人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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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階段：

自97年7月1日至98年6月30日止，完成最低勤

務人力需求評估作業，檢討簡化現行勤務，以符合

政策推動。

二、整備階段：

自98至99年，研訂單位裁併與勤務調整之細

部計畫與執行期程，並持續穩定補充志願役人力招

募需求，累積招募作業能量，達成募兵40％、徵兵

60％之階段目標。

三、執行階段：

自100年至103年止，配合招募期程，並結合

岸巡單位精簡員額，以逐年提升募兵比例15％為目

標，藉以擴大招募志願役人力，預計至103年底前

可達成全募兵之目標。

參、面臨之困境

一、缺乏招募專責單位

本署招募相關業務均由人事人員兼辦，於辦理

各項人事業務之餘，尚須負責各項招募宣導、說明

行程等事宜，實有分身乏術之窘境。

二、可資運用經費短缺

本署各機關受限年度預算減列及排擠效應，僅

能以有限經費斟酌辦理，無法運用各類廣電、平面

媒體版面增加曝光率，影響宣導效益，相對降低民

眾對本署招生訊息之瞭解，進而影響報名人數之多

寡。

三、招募管道受限

（一） 志願士兵招募對象以高中職及大專校院應屆

畢業生為主。惟現行至各校園招募作業均須

依人才招募中心規定，無法單獨前往宣導，

致參與宣傳場次有限，影響招募成效。

（二） 另常備兵新訓中心辦理新兵入伍訓練期間之

招募作業，並未將本署納入宣導成員，減少

招募來源。

（三） 本署因尚未進用替代役人力，無法實施替代

役人力招募作業，相對減少人力來源管道。

四、青年價值觀念改變

志願士兵招募對象多屬Y世代（生於1985以後

年代）之社會青年， 主觀意識強烈，投身軍旅意願

較低。縱現行失業率居高不下之情況，亦難以驅使

其報考志願士兵之意願。

肆、精進作為

一、成立專責單位，調派專職人力

責成本署海岸巡防總局成立募兵專責推動委員

會，並定期召開相關招募會議，依執行成效定期召

開招募工作檢討會議，管制招募成效及考評精進作

為執行情形。

二、 統籌經費運用，發揮最大效益

囿於年度招募預算有限，為使各機關所編列之

招募經費發揮最大效益，爰統籌規劃各機關預算執

行項目，分配各項文宣、紀念或宣導品及招募廣告

之製作及運用。

三、增闢招募管道，多管措施併進

（一）鼓勵同仁推薦

於本署及所屬機關網頁建

置招募訊息，並藉由重大

場合宣導，透過各級同仁

對外轉介親友知悉報名應

考，發揮人人都是招募員加乘

宣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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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部會徵才活動

主動蒐整各主管機關主辦之大型徵才活動、

就業博覽會或以社會青年、在校學生為訴求

之活動，協調開設招募攤位或服務站。

（三）運用媒體宣傳

透過機關公關單位媒介管道，協請平面或電

子媒體記者播報招募訊息，或專訪本署優秀

志願士兵現身說法，加強媒體曝光效果，使

民眾更加瞭解海巡機關任務特性，提高報考

意願。

（四）增加定點宣導

掌握國家考試、校園園遊會、地方節慶活動

等舉辦時機，於會場外發送招募簡章、宣傳

文宣或設置服務站，增加宣傳機會。

（五）爭取替代役轉服

爭取替代役人員於新訓期間轉服志願役人

員。

四、善用現有資源，強化招募能量

（一）資源有效整合、創新行銷作為

1. 結合本署大型活動宣導

結合本署及所屬機關重大活動場合，如海安

演習、世界海洋日等，規劃納入招募宣導作

業，並邀請高中職以上學校軍訓教官及學生

共同參與，以瞭解本署機關任務特性，提高

報考意願。

2. 加強對外招募文宣功能

(1)  對外印發之政府出版品及宣傳品，黏貼

招募文宣貼紙或增印招募訊息文字。

(2)  於海巡雙月刊、臨海通訊等出版品，開

闢志願士兵園地，採用軟性訴求方式，

藉由志願士兵現身說法轉化為文字，定

時披露服役生活及工作點滴，爭取對海

巡機關之認同。

(3)  協調連鎖超商、農漁會、鄉鎮區公所、

就業服務站等公眾場所放置招募文宣摺

頁備索。

3. 增設LED顯示處所

(1)  擇定重點風景港灣及時段，利用海巡隊

停靠岸之船艦艇，配合以跑馬燈方式顯

示本署招募訊息。

(2)  協調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財政部、台

灣電力公司、自來水公司、各縣市政府

及所屬地方機關等，於公益託播LED跑

馬燈，傳送本署招募訊息。

4. 拍攝海巡招募微電影

以機關現有資訊人力資源拍攝海巡微電影，

內容結合社會現實層面、人心感動及海巡

機關特色，提供各機關配合招募行程運用播

放，強化社會青年對海巡工作認知，進而提

升報考海巡誘因。

（二）加強招募培訓、遴選優質團隊

1. 建立宣導標準作業程序

訂定宣導標準作業程序及統一宣導教材，購

置整備宣導資訊設備，提供招募人員據以運

用。

2. 辦理招募標竿學習

選擇指標性招募場次，舉辦標竿學習，傳承

招募經驗、觀摩招募技巧及經驗分享，精進

招募專業能力。

3. 加強培訓招募員

遴選適員參加地區招募中心或機關自辦訓練

班隊，培養人才招募專業素養，並核發合格

招募員證書，派赴參加各場次招募行程。

4. 成立招募宣導團

遴選優秀招募人員，成立海巡機關招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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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於全國各地區積極辦理相關人才招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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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派赴參加媒體關注之全國性大型招募活

動。

（三）劃分招募轄區、訂定招募目標

1.  實施目標管理，訂定各機關單位及專（兼）

職招募人員年度及梯次招募目標，定期自行

檢討成效。

2.  招募人員招募及拜訪行程應填具工作日誌，

記載行程、時間、地點、對象、聯絡方式、

招募拜會情形及後續處理方式，俾利建檔分

析備參與評估運用。

3.  研訂招募績優單位、人員獎勵措施，激勵基

層招募工作士氣。

（四）改善人員管理、提升留營意願

1.  實施離營問卷調查，瞭解未申請留營人員不

願續服現役原因，檢討改善問題，提高留營

誘因。

2.  訂定各岸巡單位志願役留營及義務役轉服獎

勵目標，激勵基層單位主官（管）人力開源

節流，加強輔導留營轉服。

（五） 檢討報考條件，放寬留營標準

1.  配合國防部研修志願士兵報考標準，參酌報

考憲兵規定、警察人員考試規則及考量社會

觀感與時下年青人追求流行等因素，適度放

寬報考條件，以擴大甄選對象。

2.  放寬志願役軍官士官留營補充規定條件，在

兼顧本署任務需要、執法形象及留優汰劣原

則下，再檢討酌予放寬申請留營條件。

（六）增加士官員額、提高陞遷機會

爭取上士以下不列計預算員額，擴大軍職人

力資源運用空間，俾有效增加志願士兵晉升

士官員額，提升志願士兵工作士氣及留營意

願。

五、區隔軍事色彩，行銷海巡特色

（一） 強調貼近社會脈動之海巡工作及職涯發展願

景。

（二） 製作報考海巡Q&A納入宣導資訊，協助社會

青年瞭解海巡，認同海巡，加入海巡工作行

列。

（三） 規劃製作海巡機關介紹影片，並結合招募業

務及東、南沙地區簡介，提供高中職以上重

點學校作為軍訓課程宣導教材，增加青年學

子對本署認知，提高報考意願。

六、東南沙招募工作，因地制宜

（一）爭取調高地域加給

考量東、南沙地區交通因素及資源均較為貧

乏，應與其他外、離島地區有所區隔，爭取

調高二地之地域加給，俾鼓勵現役人員自願

前往服務，及提升志願士兵報考選擇東南沙

地區服役誘因。

（二）調整官士兵配比

考量志願士兵現有不適服現役退場機制，至

志願軍士官即無是類規定，爰調整士官兵配

比，以有效提升東南沙指揮部編現率。 

（三）核頒績優人員獎狀

核頒任職東南沙志願士兵服務期間表現績優

人員獎狀除增加個人榮譽及提升團體向心力

外，並可提高渠等候選上階及選訓海巡士官

班機會，將有助招募工作遂行。

（四）修正志願役軍職人員輪調作業實施規定

為補充義務役人力退損後之勤務人力缺口，

規劃將自願上島服役志願士兵納為輪調對

象。期滿後得依個人意願遴選總、大隊服

務，有效提升至東南沙服務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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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鼓勵志願士兵自願服役東南沙

考量本署現役志願士兵對東南沙地區服務相

關權益資訊較為缺乏，致生錯誤觀念，排斥

至東、南沙服務，爰應加強宣導，俾廣招志

願上島服務人員。

（六） 配合修正軍職候選資績計分標準

考量東南沙地區特殊性，得適時調高服役該

二地區候選資績計分，以提高服役人員留任

意願及增加候選優勢。

（七）開放志願役士官再入營

基於經驗傳承及降低訓練資源等因素考量，

適度開放東南沙及外離島與花東偏遠地區員

額辦理本署退伍志願役士官再入營，以增加

東、南沙地區人力來源。

伍、結語

人是構成組織及啟動變革的基礎，人力的有效

調整與妥適運用是促使變革成果向上攀升推進的力

量，活化機關行政效能的助劑。海岸巡防機關在面

對當前日趨複雜多變的海域與海岸環境，如何爭取

高素質人力加入海巡行列，妥善徵選、運用及有效

管理人力資源，是組織願景能否落實、競爭力能否

提升、服務品質能否改善的最關鍵因素。

未來各級海巡機關於組織改造後的職務係以岸

海合一的理念，規劃採軍警文併用，期能活絡人力

運用及擴大經驗傳承，在軍職人力來源方面，縱然

面對兵役制度朝向募兵制發展及因少子化影響，本

署仍將秉持積極宏觀的思維推動募兵工作，厚植基

層人力，提升人力素質，以建構高效能的海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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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及

利用個人資料之淺釋
文｜陳正傑

個人資料保護法自99年5月26日總統公布並於

101年10月1日施行後（下稱個資法），不論因個人

資料之適用範圍、適用對象等均較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時期（下稱舊法）大幅提昇，然究應如何

作為，始符合個資法規範之原意？以下參考法務部

網站修法歷程資料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下

稱細則），彙整相關重要條文，以供公務機關同仁

辦理個資業務參考。

一、個資性質及其處置

99年個資法修正後，將個人資料之定義中個人

資料之範圍大幅擴大，並將舊法電腦處理之用語刪

除，故現行個資法無論係電腦處理或其他方式，僅

需涉及個人資料者，均受個資法所保護。因現行個

資法又將個人資料區分為一般個人資料及特種個人

資料而異其規範，各承辦人於處理業務時，首應分

辨者，自為個人資料之性質。

考量個資法之保護法益為人格權及隱私權（註

1），舊法第3條對於個人資料之例示，即將自然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財務情況、

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納入保護，

本次個資法修正除例示上開日常生活中經常被蒐

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外，另增加護照號碼、

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

方式等個人資料，以補充說明個人資料之性質。並

參考歐日立法例，將舊法用語「其他足資識別該個

人之資料」修正為「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故如資料得以直接識別該個人，

自無疑義應適用個資法所保護，然何謂以間接方式

識別該個人資料？範圍究應如何認定？依細則第3

條規定，所謂「以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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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別，須

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該特定

之個人（註2）。

唯有部分資料雖屬上開例示，但因性質特殊或

具敏感性，如允許任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恐致生

社會不安或對當事人造成難以彌補之傷害。故本次

個資法修正將醫療（含病歷）、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五類個人資料納入特種個人資

料，原則禁止對特種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

用。例外於符合法定要件（註3），始得為之，以

強化當事人隱私權之保護。

然因對於個人資料之處理，往往係多數個資之

集合（即個人資料檔案），舊法時期對個人資料之

集合僅限於經電腦（含自動化機器）處理者始受規

範，本次個資法修正將個人資料保護擴大至非以自

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檔案（註4），各公

務機關業務承辦人，處理之公務資料如涉及上開個

人資料，即應區分個資性質，依據相關條文妥慎處

理（如圖一）。

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個資法第2條對之

定義如下：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包含直接向當事人所取得之直接蒐集，及間接從第

三人取得之間接蒐集；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

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

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

送。對於特種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需依

個資法第6條辦理，故非屬特種個資之一般個人資

料，始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

承辦人辦理公務遇有蒐集或處理個人資料之必

要，應符合個資法第15條之要求，先查閱「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註5）」

以選定特定目的後，再檢視是否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

1.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法定職務者，依

細則第10條，指於下列法規中所定公務機關

之職務：

(1)  法律、法律授權之命令：除依法令具體

或概括授權之法規命令外，依法律授權

之處務規程或辦事細則均屬之（註6）。

不得僅以行政規則作為法定職務之依

據，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2)  自治條例（註7）：地方自治團體就其自

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經

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

公布之自治條例。

(3)  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之自治規則：除依

法律或自治條例具體或概括授權之自治

法規外，尚包含依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

之組織規程。

(4)  法律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註

8）：指地方自治團體為辦理上級機關委

辦事項，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

央法規之授權所訂定之委辦規則。

2.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註9）：指當事人經公

務機關告知（註10）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

（如個資法第8條）後，所為允許之書面意

思表示，同意之書面亦得依電子簽章法規定

之電子文件為之。

3.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此易生爭議，行政機

關主張此無侵害，應考量個資法第1條避免

人格權受侵害之本旨，並落實個資法第5條

之要求審慎為之，否則於民眾提起訴訟機關

受司法審查時，將難以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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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公務機關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要件表（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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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蒐集個人資料之告知事項：

公務機關直接向當事人蒐集一般個人資料（即

直接蒐集），應依個資法第8條第1項各款明確告知

當事人下列事項：

1. 公務機關名稱。

2. 蒐集之（特定）目的。

3. 個人資料之類別（註11）。

4.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5.  當事人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

方式。

6.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

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如公務機關依個資法第15條蒐集非由當事人

提供之個人資料（即間接蒐集），應於處理或利用

前，向當事人告知上開事項，並告知間接蒐集之個

人資料提供來源。

（三）蒐集個人資料之免告知事由：

如機關直接蒐集個人資料欲免為告知當事人，

依個資法第8條第2項，需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1. 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

2.  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註12）所必要。如稅捐機關蒐集民眾收入

所得資料，或戶政機關蒐集民眾戶籍相關資

料。

3.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如警察

執行臨檢勤務；檢察機關偵辦刑事案件；行

政執行機關辦理強制執行等，如依個資法第

8條第1項告知，當事人將發生妨害公務之執

行時，自不宜告知當事人。

4. 告知將妨害第三人之重大利益。

5.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如機關之個資來源係間接蒐集所得，如欲免於

個人資料處理或利用前告知當事人，依個資法第9

條，除需符合上開個資法第8條第2項各款要件外，

尚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

料：此如各校之師資介紹網頁或各機關之首

長簡介網頁。

2.  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如有

客觀上顯然不能向當事人告知之事由，例

如當事人失蹤不知去向，昏迷不醒、亦無法

得知其法定代理人為何人時，自無從進行告

知。

3.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

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

限。

惟蒐集機關於主張個資法第8條、第9條之免為

告知事由時，尚應考量者，為當事人如不認同機關

之主張，仍得依同法第3條及第10條請求查詢或閱

覽其個人資料，受請求機關之業務單位應依本法第

13條辦理請求查詢或閱覽之准駁決定（如圖二）。

三、個人資料之利用

對個人資料之利用，個資法第2條對之定義如

下：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故對

資料之使用行為，如非個資法第2條第1項第4款之

處理行為所例示者，均得認屬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因個資法第16條規定公務機關對特種個人資料之利

用，仍須依個資法第6條辦理，故非屬特種個資之

一般個人資料之利用，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承辦人辦理公務有利用個人資料之必要，應符

合個資法第16條之要求。如利用之目的與蒐集之目

的相符（需查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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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公務機關蒐集個人資料之告知要件圖（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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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之類別」），亦非特種個人資料，則應判斷

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是否為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

範圍內。所謂法定職務內之認定，依細則第10條，

指於下列法規中所定公務機關之職務：

1. 法律、法律授權之命令。

2. 自治條例。

3. 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之自治規則。

4. 法律或中央法規授權之委辦規則。

（二）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公務機關利用個人資料，原則應於特定目的範

圍內為之，但依個資法第16條，如符合下列情形，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  法律明文規定。依細則第9條，此法律包含

法律具體授權之法規命令。

2.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註13）。

3.  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

之危險（註14）。

4.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5.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

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

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

之當事人。

6. 有利於當事人權益（註15）。

7.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三）特定目的外之內部傳送：

資料之內部傳送，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本

身內部之資料傳送（註16）。公務機關是否為機

關內部，得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判斷機關層

級。如為公務機關內部各單位間之資料傳送，則為

資料之處理。如認定屬跨機關間資料傳送，如上

（下）級機關傳送個人資料至下（上）級機關，則

為資料之利用。

因公務機關對一般個人資料之資料處理行為，

依個資法第15條，應於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亦無

特定目的外處理之規定。故如機關對個人資料進行

內部傳送，而個資之接收單位對個人資料之使用與

上開個資之蒐集單位係基於不同之特定目的者，為

強化保護個人資料，避免機關未落實對特定目的之

查核，應認此內部傳送已非個人資料之處理而屬個

人資料之利用，提供資料之單位應符合個資法第16

條之規定後始得為之。

四、特種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99年5月26日修正之現行個資法第6條，將醫

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五類

（其定義參細則第4條）納入特種個人資料，其蒐

集、處理或利用應較一般個人資料更為嚴格，原

則不允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僅於例外

符合法定要件後，始得為之。現行個資法（除第6

條、第54條外）雖於101年10月1日施行，然因各界

反映第6條及第41條規定過於嚴苛，貿然實施對民

眾及社會衝擊過鉅，法務部爰於101年8月研提個人

資料保護法部分條文（第6條、第41條、第45條及

第54條）修正草案（下稱101年8月版草案）以解決

民眾上開疑慮。

因特種個人資料之保護較一般個人資料更為嚴

格，現行個資法第6條雖尚未施行，然機關於處理

特種個人資料時，仍應慎重為之，並以較一般個人

資料更嚴謹之處理方式為之，以避免日後因未善盡

保護之責，所致特種個人資料外洩所衍生之不利後

果。以下參考101年8月版草案，簡介公務機關例外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情形：

（一） 法律明文規定，並包含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

（二）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註17）所必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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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此如檢警機關偵辦犯

罪，蒐集或利用涉嫌人之犯罪前科資料，公

務機關自得依法為之。

（三）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

料（註18），例如當事人對外公開之網頁、

部落格或已公開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

（註19）等。

（四）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

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

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

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因此當事

人資料經匿名化處理，或揭露方式無從再識

別特定當事人，應無侵害個人隱私權益之

虞，基於資料合理運用，促進學術研究發展

而許可為之。

（五） 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此為101年8月版草

案所新增，以彌補現行個資法第6條缺少基

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事由而蒐集、處理或

利用特種個人資料之例外事由，此如公務機

關為查證公職選舉候選人是否受有消極資格

限制，而利用其犯罪前科資料。

（六）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此亦為101年8月版草案

所新增，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

釋，將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

納入憲法保障之基本權（註20）。

公務機關於辦理涉及特種個人資料業務時，應

以較一般個人資料更嚴謹之處理方式為之已如前

述，故其蒐集、處理或利用如法有明文自可依法為

之，如無特殊規定，解釋上仍應以個資法對一般個

人資料之規範為最低限度之保障，以落實保護特種

個人資料，預防損害發生。101年8月版草案中，另

新增規範具上開6款情形得例外蒐集、處理或利用

特種個人資料者，準用個資法第8條、第9條之當事

人告知規定（註21），以確保當事人知悉資料受運

用之情形。

五、結論

公務機關承辦人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

務。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定有明文，然個資法之施

行，各機關投鼠忌器（註22），亦為現行所遇難

題。因個資法第41條訂有刑責規定，公務機關承辦

人如故意（註23，含未必故意）違反第6條第1項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個人資料）、第15條

（對一般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第16條（對一

般個人資料之利用）即有觸犯刑章之虞，另依個資

法第28條、第31條，所屬機關亦將受高額之損害賠

償請求，各承辦人可謂動輒得咎。

所幸101年8月版草案中，針對現行個資法第

41條之刑責已做出修正，如為非意圖營利而違反個

資法相關規定，原則以民事損害賠償、行政罰為已

足，刪除非意圖營利行為之刑事處罰規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之保護，

實有賴各業務承辦人釐清持有個資法令依據，並落

實執行個資保護，始能兼顧當事人之資訊自主權及

資料之合理使用，將個資外洩之疑慮減至最低。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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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翻船案論海巡機關應注意事項

—以安檢勤務為中心
文｜霍酩壬

壹、前言

海巡機關職掌海岸巡防之相關事宜，其核心工

作在於海域執法、海洋事務以及海事服務等三大

項。然而，海巡機關在踐行其法定職務時，是否可

能涉及相關法律責任，則與海巡機關之執法人員息

息相關。本文擬就此提問為中心，透過案例的說明

及其法律責任之釐清，用以檢視現行體制及實務作

法之內涵。

一、案例說明

二兵張三服務於○○安檢所，平時執行勤務表

現尚優。某夜，張三正值安檢所第二班值班，基於

人力調配之安排，該時段並未有安檢勤務之編派，

遂由值班人員執行安檢工作，因此張三同時間並兼

行安檢工作。

約莫午夜，有一釣客持載有李四姓名之船員證

前來報關出港，張三初步核對證件見該員與船員證

上特徵相似，遂並未再另作確認即放行出港。一日

後，由於該員始終未歸，家屬便打118報案。經查

後始發現，原來該員並非李四，而係與李四長得十

分相似的表弟王五。

不久後，海巡隊於海上發現該船，卻未見王五

蹤影，因而懷疑王五可能失足落海。數日後，果真

於某處海岸邊發現死亡之王五遺體。

二、問題提出

提問一、針對以上案例事實，該安檢員張三是

否有任何法律上責任？

提問二、就現行安檢所之勤務編排方式（特別

為近期內宣導的快速通關）是否有何得以精進改善

之處？

貳、海巡人員安檢勤務之介紹與說明

在解決提問之兩個問題之前，應有必要就現行

海巡機關安檢勤務作一介紹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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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翻船案論海巡機關應注意事項

—以安檢勤務為中心

一、海巡機關安檢勤務之概況

按海岸巡防法第4條之規定，巡防機關掌理下

列事項：一、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事項。

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事

項。三、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

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

查及其他犯罪調查事項⋯⋯。八、其他有關海岸巡

防之事項。為因應法律所賦予之任務，巡防機關有

以下五種勤務編排：值班、守望、安檢、巡邏以及

監卸，其中守望以及值班類似於巡防機關眼睛及大

腦的作用，其餘三者則成為隨時因應情況的手足，

其中特別重要者為安檢，蓋就上述法律賦予巡防機

關之權責以觀，各項任務涉及安全維護及檢查，甚

或是防止非法入出境、查緝走私或其它犯罪事項，

則皆與安檢勤務相關。

何謂安檢？依其名詞為字義上之解釋，係指安

全檢查之意，而按海岸巡防法第5條以「有正當理

由，認有違反違法之虞」（註1）及國家安全法第4

條以「必要時」（註2）始可發動安檢，皆以合於

一定客觀條件，認有所嫌疑時始可為之，此與司法

院大法官第535號解釋意旨相符（註3），可知發動

檢查係為發現犯罪或其它不法事實，並加以應變甚

或防範，以達上開海岸巡防法所賦予之任務。

至於安檢之實際進行，係由巡防人員對進出港

之船筏或人員為檢查，在作法上可分為對人以及對

船之檢視。就對人部分而言，係以核對身分證、船

員證及是否屬境管對象以確認出海人員身分，目的

在防止非法入出國或出海情事之發生。至於對船之

部分，則係就船之外觀有無改變，或吃水線高低

觀察，目的在防止各類走私、偷渡情事之發

生。然應注意者，除有符合海岸巡防法第5

條、第6條之各該規定（註4），或有其

它合於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之情形

（註5），否則不得對人員或船上

之物發動強制力，此乃「依法行政原則」之基本要

求。

綜上所述，就「安檢」之依據及執行內容，皆

依相關法規授權而為，而相關法令之制訂，乃至於

海巡機關組織設立，固有其歷史背景（註6），然

無論是因兩岸關係漸趨和緩或基於民主法治落實之

考量，安檢制度皆有與時俱進，加以檢討之必要。

二、快速通關對安檢勤務所造成的影響

就以上安檢勤務之介紹，可以得知安檢勤務之

核心，在於對進出港之人船為檢查，目的在防免各

種走私偷渡不法情事之發生，以完成海岸巡防法所

訂之職權。然而，基於以下因素考量，海巡機關近

來以快速通關改善安檢實施方式：

（一）安檢成效之考量

蓋若針對每艘船進行安檢，除所需的時間較

長，又因基於安全及因應之考量，安檢至少需以兩

人為一組，則所需之人力甚鉅，如惟僅一安檢手段

查獲之不法數量有限，一般多有配合如巡防區勤務

指導、雷情研析、情資蒐報及海上登檢，此非單一

安檢勤務所得以勝任。

（二）漁民觀感之維護

另因安檢所需時間甚長，容易使入出港作業之

漁民感到不便或不悅，長久以來，自然給予漁民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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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佳之印象。因而，基於行政便民、利民之考

量，應有所改進。

是以，基於上開原因，即單以安檢所得成效有

限，因安檢之發動，法律上對其多有限制，而非恣

意為之，為順應國際潮流及依法行政之必要，始有

快速通關之作為提出，將安檢成為例外發動之情

形，使之回歸法制面之需求，以合於憲法對於人民

基本權利保障之意旨。

快速通關，係對不具可疑徵候之一般作業漁

船，在安檢時目視檢查其進出港，並不實際上船檢

查；至於可疑之列管或外切船，則仍以完整之安檢

程序處理。尚待說明者，此種快速通關方式，必須

植基於對於船筏以及船員之熟識上，蓋正因駐港海

巡人員對於人船之熟悉，了解漁民作業之習性，始

得進行快速通關。因此，對於快速通關，始有「知

船識人」之核心理念存在。

至於實施快速通關對於海巡機關帶來何種影

響，可以歸類於兩方面：其一在於提升安檢之速

度，以符漁民之作業習性，然而另一方面則因安檢

成為例外之情形，是否會造成執勤人員的怠惰，反

而更助長犯罪等不法情事，此為不得不加以思索之

問題。若確屬如此，快速通關是否仍符原始目的，

實值得吾人深思。

參、現行執勤狀況之評析

針對現行安檢勤務執勤狀況之評析，本文擬就

法律面之相關責任出發，並以此檢視現行制度，以

回應本文伊始之兩個提問，其分別為個案中之法律

責任以及現行安檢制度精進之道。

一、現行制度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就現行制度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多端，本文擬

將重心置於發生缺失時之責任釐清，如此較有論述

實益，亦可解決案例中之問題。案例中之疏失在於

安檢執勤人員未能發現出海者與船員證之不同，姑

且不論在快速通關之情況下，是否確實得以掌握人

員身分。在本案例中，由於執勤人員已發動安檢，

就未能覺察入出港船員身分不同此點，究否具有法

律責任，則為本文欲討論之標的。

就本案例中，執勤人員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

得分由以下數點加以說明：

（一）刑事責任

執勤人員張三可能涉及之刑事責任，如下說

明：

1.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按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乃刑法第213條所定。針對本罪，

須先說明者係因本罪屬於刑法上之純正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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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即以具有公務員身分者始有成立本罪之

可能。就刑法上之公務員，其可分為身分、

授權以及委託公務員，分別在說明具有法定

職務身分、不具法定身分但依法從事公益事

項與受委託實施公權力之私人此三種公務員

之概念。第一類係一般通念下之公務員，即

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人員。第二類則在

說明具有法定權限之對象，適例則如大學內

兼任行政職之教師，由於其行政工作可能涉

及公益，故在其權限內具有公務員身分。第

三類則為私人但受機關委託行使特定職務，

例如受環保署委託檢驗機車排氣並發給合格

與否之店家。依此概念，本例中之張三係服

務於海巡署轄下機關之人員，其雖屬軍職，

但在服役期間，仍不妨害對其具有身分公務

員之認定。而本件張三將王五認作李四，張

三將此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安資系統或執勤工

作簿上，自屬將不實事項載於職務上所掌公

文書，而此可能造成人員掌握之不實，進而

對特定人或公眾生有損害。

　　然而，本罪之主觀要件係以明知為要，

所謂之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以對不實事

項有認識並有意登載為必要。對此，本例張

三僅係因天色昏暗，且李四與王五特徵相似

而無法辨識，其至多僅有過失，而不具有故

意，因而本例在主觀要件並不成立，自不得

以此對張三課以刑責。

2. 業務過失致死罪

　　按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

前項之罪者（按：過失致人於死者），乃係

業務過失致死罪，而為刑法第276條第2項

所定。所謂業務，係指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

目的之社會活動，而執行此類業務，縱令欠

缺形式上之條件，仍無礙於對業務性質之認

定。（29上字3364號、46臺上13號判例參

照）。本案中，安檢工作係張三每日皆會執

行之勤務，此自屬反覆實施之活動，而合於

刑法上業務之概念。因此在本例中是否成立

本罪，判斷重心在於是否具備過失之認定。

　　刑法之過失，傳統上係依刑法第14條以

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預見其發生但確

信不發生而認定，而此又可分為注意義務之

違反與迴避可能性未為之兩大要素，此外，

過失行為必須與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可成立犯罪。又近來學界與實務界有以客觀

歸責理論加以認定過失之存在，即以行為人

製造法不容許之風險並加以實現為認定，亦

可作為判斷標準。

在本例中，若張三僅依「快速通關」以目視方

式任王五出港，尚得就此是否具有注意義務加以討

論。然因張三已發動安檢程序，故其對於「是否具

有船員證之人員出港」，以及「人員是否與船員證

相符」，即具有注意義務。同時，於安檢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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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船員者及與船員證不符者，阻止其出港」，亦

有所謂之迴避可能。查本件張三具有注意義務卻未

能察覺出港者與所持船員證不同，故其欠缺注意，

且因未為迴避而具有過失。然而，應注意者在於張

三雖因過失未能阻止王五出港，惟此與王五死亡之

結果，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尚有待討論。相當

因果關係，其判斷重心在於「相當性」，所謂相當

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

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

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76年第192號判

例參照）。本例中，若非張三過失未能辨識出海人

員之行為，則王五不會駕船出海，因此張三之過失

行為與王五之死亡結果具有條件式之因果關係，然

而若審究時近午夜，天色昏暗，以及王五與李四外

表十分相似，且此不能辨識而阻止人員出海之行

為，似乎並不必然會導致王五死亡之結果，毋寧此

應為偶發性之事件，因而此間似不具有相當性，因

而張三並不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若相同之情形置於客觀歸責理論之下，張三未

能辨識出王五阻止其出海此行為係製造一法不容許

之風險，惟此風險之實現，將因其間具有反常之因

果歷程，也就是此一法不容許之行為與王五死亡並

不具一般性之因果歷程，因而此風險並非由張三之

行為所實現，故不得將王五之死亡歸責於張三。據

此，張三將不成立過失致死罪，同時亦無業務過失

之適用。

可再為思考者，縱認張三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

肯認其業務過失致死之不法行為，惟就其已踐行安

檢相關程序，僅因天色昏暗、人別相似之原因而無

法辨識並阻止王五出海，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仍

有疑問。易言之，縱認張三已具過失不法行為，在

本例中仍有可能於罪責之討論中以期待可能性之欠

缺而減免其刑責。

（二）民事責任

就本案例所涉之民事責任，主要在於侵權責任

之探究。按民法上之侵權責任多樣，與本例相涉者

為民法第184條1項前段之過失侵權責任，其係以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要件計有：侵權行為存在、侵害他人權利、

侵害行為不法、被害人受有損害、侵害行為與被害

人之損害間具因果關係、須有故意或過失、侵權人

有責任能力等作為其要件。本例雖有王五死亡結果

之發生而可認被害人生命權受侵害而有損害，惟是

否構成侵權行為，仍待討論。

就過失部分，民法上之過失責任係以注意義務

之程度而區分抽象、具體以及重大過失，就民法第

184條1項前段過失侵權責任係採抽象輕過失責任，

即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加以判斷（19年上字第

2746號判例參照）。此應視張三執行安檢工作，是

否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即以交易上一般

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

（42臺上865號判例參照），而因天色昏暗，王五

與李四長相相似難以辨別，而難認其有過失？

另按民法上之因果關係，亦係以相當因果關係

加以認定，而此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事務本旨

及社會經驗上之一般觀念，無此行為必不生此損

害；然有此行為，則通常即足生有損害。此一標準

雖與刑事上相仿，然仍應實質認定。查本案例，基

於當時天色、人別特徵或海象實不得就午夜出海而

認定通常必生落海死亡之結果，相當因果關係之成

立亦有疑義。是故，無論係就基於過失，或相當因

果關係之認定，皆難認張三之侵權責任成立。

（三）國賠責任

至於國賠責任，在此可能之基礎為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2項，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若對此條以「國家代位責任論」

（註7），即國家係代公務員賠償，事後仍得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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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求償。則該國賠責任自以該管公務員成立侵權

行為為必要。若依此，基於張三不成立一般侵權行

為，自無由認定國家賠償責任之存在。

二、由法律責任思考現制之設計

就以上法律責任之討論以觀，本案例中之張三

並不負有民事或刑事上之責任。然而，如此是否即

可認為現行制度係屬完善，並非無疑。本案例係因

欠缺過失或因果關係，因而排除相關責任之成立，

然而類此情形若發生在走私偷渡之不法情事上，是

否仍可排除責任，頗為令人質疑。就執勤之情況而

言，由於人力不足而由值班兼代安檢勤務，此雖係

屬常態之情形，然而是否妥切，仍值思考。此外，

就安檢程序之部分，執勤人員就進出港人員之身分

未能掌握，尤其在身分核對時得否確實進行，以防

止類此案例所示之情事發生，則屬各海巡機關人員

在執行安檢勤務所必須再加以注意者。

另針對快速通關，此制雖係依法行政之實踐，

制度本身立意良好，然而其能否發揮作用，則須建

制在安檢機關對於進出人員、船筏皆能完全掌握之

狀況下，否則反而更易助長各類不法情事之發生。

而此種熟悉與掌握則需安檢機關長期與地區之良好

互動始可能成立，此亦為各海巡機關平時所應戮力

者。當然，此並不代表係為因應快速通關，始須與

漁民有良好之互動，事實上，海巡機關平時皆須對

轄內之人船熟悉，如此才得以在第一時間發現可疑

徵候，杜絕不法情事之發生。

總之，無論是快速通關或其它勤務之編派，皆

需海巡機關平時對進出港船筏之掌握，以及執勤人

員對勤務之確實執行，方可阻卻各類不法及憾事之

發生。

肆、結語

安檢係海巡機關依法所執行之勤務，目的在落

實海岸巡防法所規範巡防機關之法定執掌。然基於

提升成效、避免法律爭議以及維護機關形象等因

素，更考量依法行政之需求及順應國際潮流，因

而有快速通關之提出並適用。然而，快速通關是否

確實得以發揮成效，仍賴以巡防機關平時對轄內人

員、船筏之掌握。同時，針對本文伊始提出之案

例，由於案例中執勤人員之構成要件未該當，自無

相關犯罪之成立，亦因欠缺因果關係而不負民事責

任。然而，該執勤人員仍具有缺失乃至於過失，而

同樣之疏忽若置於其它情形，類如走私或偷渡，則

未必即不負有相關法律責任。因此，無論有無新制

之推行與否，皆應為勤務之確實執行，以達法律賦

與巡防機關之任務，並合於人民之期待。

（本文作者前服役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岸巡總隊勤務中隊）

1. 海岸巡防法第5條

2. 國家安全法第4條

3. 該號解釋略以：「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

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

對象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立

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

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

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

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

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

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

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

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4. 海岸巡防法第6條

5. 例如刑事訴訟法第88、88-1現行犯之規定。

6. 由於此所涉層面甚廣，礙於篇幅，本文在此

暫不討論。

7. 就本條之責任基礎，影響對其要件之理解，

此可參考劉春堂，國家賠償法，三民書局出

版，2007年6月修訂二版，頁31-33。

1. 海岸巡

防法第5條條條

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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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壹、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陸域資源有限，如何在確保環

境和生態永續的前提下發展海洋產業，發揮200海

浬經濟水域為全民福祉帶來實質的效益，是海洋臺

灣永續發展至為關鍵的課題。臺灣漁業和海運是歷

史悠久的海洋產業，也是傳統上海域空間和資源的

主要利用者，然而近年來隨著海洋再生能源、新能

源開發利用，乃至於海域遊憩需求的與日俱增，海

域空間和資源的新興利用者預期即將加入。主政或

決策者如何調和各方利害關係人，發展出適切的

海域空間管理方案（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確保環境生態、全民福祉並達成國家永

續發展的目標，不只是臺灣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

題，也早已是世界海洋開發先進國家關切的重要

課題。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

員會（IOC/UNESCO）提出了「海域空間規劃倡

議」（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itiative）[1]，並

於2009年5月在美國華府召開的國際海洋保護會議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servation Congress）中

發表了「海域空間規劃實施步驟指引」（Step-by-

Step Approach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2]，以協助各國

家落實以生態為本的海洋管理，藉由落實海域空間

規劃達成生物多樣性保育和經濟永續發展的目標。

「海域空間規劃」（以下簡稱MSP）是一種公眾程

序（Public Process），可以化解海洋開發和海運

安全、漁業、生物與生態保育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

或爭議，並做出適應各方而有利於永續發展的多贏

決策和規劃。

政府正在進行組織再造，審議中的海洋委員會

組織草案第二條明訂職掌包含：海洋總體政策與基

本法令、海洋產業發展、海洋環境保護、資源管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
與海域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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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污染防治、海域

與海岸安全、海洋文化與教育、海洋科學研究與技

術發展、海洋人力資源發展、海洋國際公約內國法

化與國際合作等之統合規劃、推動及協調，以及其

他有關海洋統合事務及海域安全事項。據此可知，

隨著離岸風電業者為領頭的新興海洋產業的即將加

入成為海域空間的新興利用者，其與漁業、航運、

環境、生態之間的利害關係調和，乃至於海域開發

統合利用和管理勢必成為海洋委員會責無旁貸的職

掌。有鑑於此，本文從臺灣新興海洋產業發展面臨

的問題出發，推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

委員會（IOC/UNESCO）所提出的「海域空間規

劃倡議」，並概述其「海域空間規劃實施步驟指

引」，以期拋磚引玉，為臺灣海洋永續發展之道提

供共同審思的機會。

貳、臺灣新興海洋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臺灣海域利用的現況是以漁業、航運為主，然

而近年來為因應全球暖化問題，推動節能減碳乃蔚

為國際趨勢，臺灣也已開始投入西岸海域離岸風電

開發。政策規劃離岸風機裝置容量將在2020年完

成600 MW（相當於120架風力機），後續在2030

年達3 GW（600架）。而未來可能還會投入海洋能

源開發，譬如東北角海域波浪發電、東岸海域黑潮

發電等，甚至於二氧化碳海洋封存等空間利用。此

外，西南海域的新能源天然氣水合物探勘也已進行

多年。西岸海域離岸風電開發可以說是臺灣新興海

洋產業發展的頭陣，示範機組和示範風場獎勵計畫

也已啟動，然而環評問題、漁權溝通、航運影響、

公務干擾，乃至於專用港基地空間確保等問題都需

要逐一面對。譬如白海豚生態保育課題是所有西岸

海域開發都將面臨的共通問題，未來東岸海域開發

也將同樣會面臨鯨豚保育的課題，而現況是由各開

發商各自面對，成為開發商需要承擔的主要風險之

一。尤其交由同為利害關係人的離岸風場開發商和

同為利害關係人的漁民進行溝通或談判，其難度可

想而知，極可能造成開發時程的延宕。

政府部門或跨部會協調宜站在國家長遠發展的

高度，成為海域空間管理規劃的決策者，主導調和

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如果政府在這些方面能加強

海域開發統合利用和管理的主導性，建立準則讓開

發商有所遵循，而不是由企業各自面對，則一方面

可展示政府政策推動的決心，一方面可以實質協助

化解障礙，相信將能帶動企業投入的信心，並將開

發所需要的各項環節（產業鏈）導向正向循環，避

免開發商因觀望或困難而延宕開發進程，錯失能源

自主的機會和帶動產業發展的時機。

參、「海域空間規劃實施步驟指引」概述

為推動以生態保育為本的經濟發展，若只停留

在觀念（Concept）上的傳遞是無法實際落實而產

生效益的。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

員會進一步提出了「海域空間規劃（MSP）實施步

驟指引」以方便各國依循實施。以下將概述各步驟

的工作事項和產出，以求呈現其輪廓，至於詳細內

容還請參閱文獻〔2〕。

步驟一、定義需求並建立授權

首先，需先確認需要實施MSP的原因。多數成

功實施MSP的國家是因為要處理已發生或預期將會

發生的爭議或問題。這些爭議通常涉及譬如海洋再

生能源開發或養殖場設置之類的經濟活動，或涉及

環境生態保育。例如比利時和德國啟動MSP就是為

了解決離岸風電廠選址所引發的爭議。透過MSP這

樣的公眾程序（Public Process）可以化解海洋開

發和海運安全、漁業、自然保護區之間可能產生的

利害衝突，並做出適應各方的決策。因此，要啟動

MSP，首先需要明確列出所要面對解決的爭議或問

題點，否則極可能失焦。

其次，需要取得授權，包含依MSP進行規劃

新興海洋產業發展
與海域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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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的授權，和落實執行（Implement）的授

權。全新立法是取得授權的方式之一，譬如英國

即是透過新的立法並據以設置新的海洋管理組織

（Marin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以提供MSP

授權。另一種方式是在既有的法律中做新的詮釋或

修正以建立MSP授權的基礎，譬如荷蘭和挪威。第

三種方式是在進行中或即將進行的立法中納入MSP

相關條文以取得授權。

本步驟工作應有二項產出，其一： 透過MSP所

要面對解決的爭議或問題的初步清單；其二： 為了

發展MSP，決定需要何種授權。

步驟二、取得財務支援

若沒有足夠的財源則MSP將不可能實施。 雖

然MSP基本上屬於政府責任，但是除了政府從稅收

中編列預算之外，仍有其他可能籌獲財源的管道。

因此，首先，需先確認各種可能籌措財源的機制，

譬如經由贊助、募款或徵收觀光、能源、漁釣等稅

捐，或如中國大陸採用的使用者付費原則等機制。

其次，需考量對各層面的衝擊以確認前述各種機制

的可行性，考量層面需包含財務、法律、行政、社

會、政治、環境等各層面。

本步驟工作應有二項產出，其一： 進行MSP活

動所需的經費估算；其二： 明列出籌措財源可選用

的方法。

步驟三、由預規劃以組織MSP程序

本步驟在於組織目標導向的MSP程序。由於是

為了實際執行MSP時各階段程序進行規劃，因此也

稱之為預規劃（Pre-planning）。本步驟包含六項

工作，首先是籌組MSP團隊，且以跨領域為宜。

其次是發展工作計畫，尤其需訂出MSP各步驟所需

的時間。其次是定義MSP海域範圍和時間架構，

海域範圍可有分析範圍和管理範圍兩種區分，而通

常分析範圍會涵蓋且更大於管理範圍；時間架構的

定義則包含基準年度或基準期間以便用於定義「現

況條件」，和目標年度或目標期間以便用於定義

「未來條件」。其次是定義規劃原則以導引MSP，

這些原則將會決定MSP程序的特色，並反映出所

要追求的結果。其次是定義目的（Goals）和目標

（Objectives），通常目的是較廣泛，而目標是明

確且可衡量。目的和目標必須是從步驟一所定義的

爭議或問題推演而得，明確訂定目的和目標對於使

MSP聚焦於處理爭議或問題，並獲得結果將是極為

關鍵。最後是定義風險並發展應變計畫，任何預規

劃都應包含風險評估，並對可能的偶發事故研擬應

變計畫。

本步驟工作應有六項產出，其一：涵蓋跨領域

專長的MSP團隊組織；其二：明訂各項工作產出和

資源需求的工作計畫；其三：明確定義的分析海域

範圍和管理海域範圍，以及明確定義的基準期和目

標期；其四：作為導引MSP的規劃原則；其五：對

於管理海域實施MSP的目的和目標；其六：風險評

估和應變計畫。

步驟四、組織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由於MSP在於追求多贏目標，包含社會面、經

濟面、生態面的兼顧，因此各方利害關係人、團體

或組織的參與將極為關鍵而重要。本步驟在於組織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三項工作包含定義出合適的人

（Who），定義出適合參與的階段（When），和

定義出適當的參與方式（How）。藉由利害關係人

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將有助於評估利害關

係人的重要性，定義出適合參與的利害關係人。

應該考慮利害關係人參與的重要階段包含步驟

三、五、六等預規劃及規劃階段，此時愈多的利害

關係人參與將更有助於蒐集各方的期待和爭議的觀

點；其次是在步驟七，發展空間管理計畫階段；其

次在步驟八，實施和生效階段；最後在第九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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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與成效評估階段更應邀請利害關係人參與確認

實施成效。至於參與的方式，有從單純的溝通、諮

商到參與決策層面的對話、協商等方式。

本步驟工作應有產出：定義出MSP全程中各階

段適合參與的利害關係人、適合參與的階段、適當

的參與方式的計畫。

步驟五、定義與分析現況

本步驟在於盤點海域環境及人類活動的現況資

料並映射成圖資作為進行MSP的背景資料。首先，

需蒐集生物、生態、環境資訊、水深及沉積物、流

之類的海洋學資訊，內容需包含空間分布和時間變

動之訊息。其次需蒐集人類活動相關資訊，譬如商

業捕撈、休閒魚釣、海上交通、油氣生產、風能利

用之類的訊息內容。最後，需明列人類活動彼此之

間，以及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相容和衝突

性。如果不生衝突，基本上是沒有進行MSP的必

要性，但通常極少此類情況，尤其在高度利用的海

域。

本步驟工作應有四項產出，其一：在管理海域

範圍內重要的生物與生態區域的盤點和映射圖資；

其二：在管理海域範圍內人類活動現況的盤點和映

射圖資；其三：各項人類活動彼此之間可能產生的

相容和衝突評估；其四：各項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

之間可能產生的相容和衝突評估。

步驟六、定義與分析未來狀況

相對於上一步驟的現況分析，掌握重要的生

物生態區和重要的經濟活動區的分布現況，本步

驟則在於提供未來可供選擇的海域空間利用腳本

（Scenarios），並做出最佳的選擇。MSP也可以

說是一種未來導向的活動，試圖呈現該管理海域

範圍內未來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願景。首

先，需將人類活動現況的海域空間和時間要求按歷

史趨勢投射至未來。其次，需針對因應新的需求

（Demands），估計出人類活動對該海域空間和時

間上的要求，而新的需求通常與新科技的發展和應

用息息相關，譬如離岸風電開發產生海域空間需求

即是因為離岸風電科技的成熟。其次，需依據決策

規則（Decision Rules）和相關考量要素的重要性

發展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未來使用方式，而重要性考

量要素通常有生態與生物多樣性、經濟發展、社會

與文化等層面。最後，針對前述各種可能的腳本，

依據設定的準則（Criteria）進行擇優。

本步驟工作應有三項產出，其一： 顯示如果

沒有新的管理介入而在現況持續下，這管理海域範

圍將會呈現出的趨勢腳本；其二：顯示如果基於新

的目的和目標而進行了人類活動區域重劃，這管理

海域範圍將會呈現出可供選擇的各種海域空間使用

腳本；其三：擇優選出的海域空間使用腳本以供下

一步驟發展空間管理計畫（Spatial Management 

Plan）。

步驟七、發展空間管理計畫並取得認可

當前一步驟擇定了未來期望的海域空間使用

腳本，則本步驟就在於發展出達成該願景的管理

方法。首先，針對不同領域（Sector） 在空間和

時間上交替利用海域，提出管理方法、獎勵和制度

上的措施。其次，列出評量各種海域空間管理方法

的擇優準則，譬如經濟效益、行政或政治考量、時

間因素、財務可行性之類的評量準則，並可賦予適

當的權重以便綜合評量。其次，發展海域區劃計畫

（Zoning Plan），這通常是實現綜合海域空間管理

計畫的主要管理方法。其次，對該空間管理計畫進

行評估。最後，需經由正式採用的程序取得認可。

本步驟工作應有三項產出，其一： 空間管理計

畫中的各種管理方法及其評估；其二：選擇可行管

理方法的評量準則；其三：綜合管理計畫，必要時

需包含區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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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實施與生效

至上一步驟，規劃工作即已完成，經官方認可

的空間管理計畫和區劃計畫應已備妥，即可進入本

步驟的實施階段。首先，推動空間管理計畫的實

施，這通常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也可以透過跨部

會委員會來推動。其次，需確保空間管理計畫被遵

守，而透過教育宣導、技術協助、標示強化，甚至

建立行為規範（Codes of Conduct）皆有助於確保

遵守。最後，需促使此空間管理計畫生效，並應對

所有利害關係人以一貫、公正且透明的原則適用。

本步驟工作應有的產出：明列為了推動空間管

理計畫的實施、遵守和生效所需要的各項行動。

步驟九、監控與成效評量

為了追蹤確認MSP是否達到預期目標，需要

持續監控並評量其成效，而監控至少包含二類，即

系統的現況評量和管理方法的成效評量。本步驟在

於發展監控和成效評量。首先，需發展績效監控程

序，包含目標的再確認、關鍵績效指標（KPI）的

設定、基線指標的決定等；其次，需對績效監控數

據進行評量；最後，需提出績效成果評估報告，績

效數據需和之前的數據以及基線的數據比較。

本步驟工作應有三項產出，其一：可用以評量

海域空間管理方法績效指標的監控系統；其二：可

用於評量海域空間管理方法績效的資訊；其三：關

於海域空間管理計畫績效，提供給決策者、利害關

係人及公眾的定期報告。

步驟十、調整海域空間管理程序

上一步驟監控與成效評量的結果應回饋用於調

整海域空間管理程序，以求達成預期成效。通常管

理計畫都需要週期性的滾動修正和更新。本步驟即

在於依據監控和評量結果，對海域空間管理程序進

行調整。首先，需再審視並再設計MSP程序；其

次，需鑑別應用研究的需求，尤其對於長期資料的

蒐集或研究；最後，啟動下一輪的MSP，新的MSP

將包含已修正的管理目的、目標和管理方法。

本步驟工作應有二項產出，其一：為下一輪

MSP而調整管理目的、目標、效果和策略的新提

案；其二：明確列出應用研究的需求。

伍、結語

臺灣陸域資源有限，但是四面環海，海洋開發

關係著國家永續發展，而新興海洋產業正方興未

艾，亟需政府站在國家整體長遠發展決策者的高

度，對海洋相關政策與事務進行統合規劃、推動

及協調，包含嚴謹而妥善的發展出海域空間管理計

畫，以環境生態為本規劃出海洋經濟發展藍圖，相

信這也是我們對未來海洋委員會的期望。

邱逢琛　工學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執行長

海岸巡防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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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Foreword

Surrounded by oceans, Taiwan has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it has been a key issue in the sustainable marine 

development of Taiwan as to how to develop the marine 

industry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can sustainably develop and bring substantial benefi ts to the 

nation with our 200 nautical miles of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Fishery and sea transportation are marine industries in Taiwan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ally, they are main users of the 

marine space and resourc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marine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nd new 

energy resources, and steadily increasing demands for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we exp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users of 

marine space and resources before long. How the leaders 

or policymakers of a country coordinates stakeholders to 

develop appropriate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ensure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people's welfar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 problem 

that Taiwan has to face and solv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task that other developed marine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refore,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OC/UNESCO) proposed th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itiative" and announced the "Step-by-Step 

Approach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oward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servation 

Congress in Washington D.C., USA, in May 2009. Its object 

is to assist countries to implement ecosystem-based marine 

management in the hope of carrying out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 is a public process that can resolve possible 

contradictions or controversies among marine development, 

the safety of sea transportation, fi shery, biology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comes to an all-win decision and planning 

which applies to all parties and is benefici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drafted  Article 2 of the Oceanic Affairs Council 

Organization Law stipulates its duties: comprehensive marine 

policies and basic acts, development of marine industry,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rine and coastal safety, marine 

cultur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echnique development 

of marine science, development of marine manpower, 

integrated planning, promotion and coordinat ion of 

converting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convention into a 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affairs regarding 

integrated maritime affairs and safety of marine areas. From 

this, we speculate that new marine industries leaded by 

offshore wind power will become the coming new marine 

spatial use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se new industries and 

that of fishery, sea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must be maintained, and the integrated use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development is most certain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Oceanic Affairs Council.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problems the new marine industry of Taiwan is facing, 

introducing th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OC/UNESCO) and the "Step-by-Step Approach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a thought-provoking opportunit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ocean.

New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rticle | Chiu Fe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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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Problems that Taiwan's new marine industry 

is facing

The status quo of marine use in Taiwan is mainly 

fishery and transporta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s the 

promotion of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becomes 

an international trend to respond to global warming, Taiwan 

has been inve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the west coast. A capacity of 600 MW (equivalent 

to 120 wind turbines)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is planned 

to be completed in 2020, and this capacity will reach 3GW 

(600 wind turbines) in 2030. In the future, mor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nergy resources will be launched such as  the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waves i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aiwan,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Kuroshio current, and spatial 

use of carbon dioxide storage in the ocean. In addition, 

the exploration of natural gas hydrates as a new energy in 

Taiwan’s southwestern waters has been conducted for many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n the west 

coast is the lea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new marine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plan for model wind turbines and 

wind farms has been launched as well. However, the issue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coordination of fishing 

rights, impacts on transportation, obstruction of public affairs 

and even the assurance of harbor space have to be solved. 

For example,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of white dolphin is 

a common issue to face while we are developing the west 

coast, and in the future, the conservation tasks of whales 

and dolphins will be a problem to f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oast as well. Now the developing corporations 

face the problem by themselves, and it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risks they must bear. The communication or negotiations 

between offshore wind farm corporations and fi shermen who 

are stakeholders are imaginable diffi cult which is very keen to 

cause the procrastination of developing timeline. 

The coordination among governments or inter-ministries 

should stand on the top of nation’s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they should be policymaker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of marine space to guide and coordinate all related 

stakeholders. If the government can strengthen its leadership in 

the integrated use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principle for developing corporations to follow, 

they do not have to face any problem independently. It would 

highlight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on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substantially assist them to overcome 

obstacles. By doing so, corporations should gain more 

confi dence on their investment, and each link (industry chain) 

required in the development will be guided towards a virtuous 

cycle. It would help developing corporations, who keep 

wait-and-see attitude or are stranded in difficulties, to avoid 

procrastination of developing timeline, hold opportunities 

of energy independency and grasp the timing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Part III.  Overview of the "Step-by-Step Approach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oward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T o  p r o m o t e  a n  e c o s y s t e m - b a s e d  e c o n o m i c 

development, it wouldn’t come into effect and reach the 

benefi t if we only stop on conceptual delivery. Therefore, the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OC/UNESCO) further proposed the "Step-by-Step Approach 

for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for nations in the world to follow and enforce. 

The tasks and outputs of each step will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to present its overview. Please refer to Reference [2] for details. 

Step 1. Defi ning Needs and Establishing Authorization

First, the reasons to implement MSP must be clarifi ed. The 

reason that most countries successfully implement MSP is that 

they have to deal with controversies or problems which had 

happened or were expected to happen. These controversies 

usually include economic activiti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fish farms or issues rel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s. For example, Belgium and Germany launched 

MSP to solve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loca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plants. Through a public process like MSP,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marine development and sea 

transportation safety, fishery and natural reservation can be 

resolved, and policies that apply to each party can be made. 

Therefore, controversies or problems must be clearly listed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MSP, or otherwise it will most likely lose 

focus. 

Secondly, authorization has to be obtained, for both 

planning MSP and for implementing MSP. The stipulation of 

a new act is one of the accesses to acquire authorization, 

for example, the UK stipulated a new act to establish Marin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that provided authorization 

for MSP. Another access is making new interpretation or 

amendment to the existed act which would form a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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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uthorization for MSP like Netherlands and Norway. The 

third access is to obtain authorization by incorporating related 

articles of MSP in the act stipulating process or a draft bill in 

legislative procedure.

The two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Preliminary list of 

controversies or problems needed to be solved through MSP; 2. 

To decide what authorization is required to develop MSP.

Step 2. Obtaining Financial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SP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Although MSP fundamentally 

is a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aside from government 

budgets from tax revenues, other fi nancing resources can be 

discovered. Therefore, various possible fi nancing mechanisms 

must be confirmed first, such as sponsoring, fund-raising, 

levying taxes from tourism, energy resources and fishing, or 

the mechanism of user-pays adopted by mainland China. 

Secondly, the above-mentioned mechanisms have to be 

evaluated on their feasibility, and the impact levels are to be 

considered in areas like financial affairs, law,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The two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estimate expenses 

required for MSP; 2. To list feasible approaches for financial 

support.

Step 3. Trough pre-planning to organize the process

This step is to organize an objective oriented MSP process. 

It is also called pre-planning because it plans the process of 

each stage when implementing MSP. This step includes six 

tasks. The first one is to create a MSP team which is better in 

interdisciplinary composition. The second one is to develop a 

work plan, especially for the timeline required for each step of 

MSP. The third one is to defi ne the MSP’s marine timeframe and 

boundarie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alysis boundaries 

and management boundaries, and the former usually covers 

and is larger than the latter. The definition of timeframe is a 

base year or base period used to define "existing conditions" 

and a target year or target period used to define "future 

conditions." The fourth one is to identify MSP principles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features of the MSP process and reflect 

the results to be pursued. The fi fth one is to identify goals and 

objectives. Goals are usually more extensive, while objectives 

are more clear and measurable. Goals and objectives must 

be deduced from controversies or problems defi ned in Step 1. 

It is highly critical to clearly set goals and objectives to make 

MSP focus on handling controversies or problems in order to 

obtain results. Last but not least, we have to define risks and 

develop contingency plans. Any pre-planning should include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ingency plans should be made for 

possible accidents. 

The six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create a MSP team 

with interdisciplinary specialties; 2. To develop a work plan 

for each task outputs and necessary resources; 3. To clearly 

define analysis of boundaries and management boundaries 

for marine areas, base periods, and target periods; 4. To 

identify guided MSP principles; 5.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implementing MSP in marine areas; 6.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ingency plans. 

Step 4.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in the organization

Because MSP aims to achieve all-wins objectives in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aspects,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is critical and important. 

This step is to organize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with 

three definition tasks: the suitable people (who), the proper 

time (when) and better participating approach (how). 

The stakeholder analysis can be beneficial in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keholders and help define suitable 

participants.

The important stages that need to consider the 

involvement of stakeholders include Step 3, Step 5 and Step 

6 of the pre-planning and planning stages. More involvement 

of stakeholders can be helpful to collect expectations and 

confl ict views from each party. The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for ensuring each achievement is essential in the related steps: 

step 7-the stage of developing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step 

8-the stage of implementing and enforcing, and step 9-the 

stage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performance. Approaches 

of  part ic ipat ion cover  f rom s imple communicat ion, 

consultation, to dialogs and negotiations that involve policy-

making.

The three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define the 

suitable stakeholders in each step of MSP; 2. To fi nd the proper 

participating stage; 3. To create plan for better participating 

approach.

Step 5. Defi ning and analyzing the status

This step aims to check the status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and to turn them into graphic information 

that serves a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MSP. First, we should 

collect oceanographic information of biologi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water depth, sediments and sedi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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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ow which contents should cover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ime 

change. Second, human activity-related information should 

be collected, such as commercial fishing, leisure fishing, sea 

transportation,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nd the use of wind 

power. Last but not least, compatibilities and conflicts in two 

groups-human’s various activities, and tha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should be clearly listed. If there 

are no confl icts, it is basically not necessary to implement MSP. 

However, it is rare to happen in heavily utilized marine areas.

The four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check and display 

graphic information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areas in managing boundaries for marine areas; 2. To check 

and display graphic information of existing human activities 

in managing boundaries for marine areas; 3. To assess 

compatibilities and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human activities; 

4. To assess compatibiliti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tep 6. Defi ning and analyzing future conditions

In contrast to the latest step of analyzing status to identify 

the current contributions of important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areas and economic activity areas, this step provides scenarios 

for marine space use that can be selected in the future, and 

the best choice can be made. MSP is essentially a future-

oriented activity, and it attempts to envision boundaries 

managements for marine areas in the coming 10, 15 or even 20 

years. First, the status of human activities should be projected in 

marine space and time to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a historical 

trend. Seco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demands, the 

need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marine space and time should 

be estimated. The new demands are usu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offshore wind power which has marine 

spatial demand after its technology is matured. Third, various 

selectable methods for the future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decision rules and related elements to 

be considered. The elements of importance to be considered 

usually contain aspects of ecology, biodivers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Last but not lea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possible scenarios, we 

choose the best approach upon defi ned criteria. 

The three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indicate that 

if there is no new management and if the status continues, 

the scenarios trends for boundaries management of marine 

areas will be presented; 2. To indicate that if human activity 

areas are remapped based on new goals and objectives, 

and the scenarios for various marine space use for boundaries 

managements of marine areas will be presented; 3. To select 

the best scenario for marine space use to help the next step to 

develop a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Step 7.  D e v e l o p i n g  a n d  a p p r o v i n g  t h e  s p a t i a l 

management plan

After the previous step selects the best scenario for 

marine space use in the future, this step develops management 

methods to achieve the prospect. First,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ectors utilizing marine areas alternatively in space 

and time, management methods, incentives, and system 

measures should be proposed. Second, the best criteria to 

evaluate various management methods of marine space 

should be listed.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can include economic 

benefi ts, administrative 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time elements 

and financial feasibility, and appropriate authorization 

can be granted in order to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hird, developing zoning plans for marine areas 

is usually the main management method to realize in the 

comprehensive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Fourth,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should be evaluated. Last but not 

least, approval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a formally adopted 

procedure.

The three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find various 

management methods and evaluations in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2. To select feasibl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management methods; 3. To complet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plans and sometimes zoning plan i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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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necessary.

Step 8. Implementation and taking effect

The overall planning is completed in the previous step, 

and after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and zoning plan that 

has been officially approved are prepared, we can enter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of this step. First, it is usual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but it can 

also be promoted by a cross-ministerial commission. Second, it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at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is strictly 

followed. Education, technique assistance, reinforcement on 

signs making, and even building codes of conduct can ensure 

the compliance of the plan. Last but not least, we should 

make an effort to have the spatial management in effect and 

apply it to all stakeholders with a consistent, righteous and 

transparent principle. 

The output of this step is to clearly list various actions 

required for th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to be implemented, 

obeyed and take effect.

Step 9.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performance

To track and confirm whether MSP has been moved 

toward the in i t ia l  goals  and object ives,  we have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and evaluate its results. There are at 

least two monitoring items: assessment of the system status 

and assessment of management measures. This step aims to 

develop the assessment of 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First, 

we should develop a performance monitoring procedure 

which includes the reconfirmation of objectives, set-up of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 and choose of baseline index. 

Second, performance-monitoring data have to be assessed. 

Last but not leas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ports have to 

be completed, and current performance data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data and the baseline data.

The three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formulate a 

monitoring system of performance index that can evaluate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marine space; 2. To fin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that can evaluate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marine space; 3. To complete a regular report 

about the performance of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plan to 

policymakers, stakeholders and the public. 

Step 10.  Adjusting the marine spatial management 

process

The results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previous step should become a feedback to adjust 

the MSP process and achieve its expected results. Because 

management plans usually require periodical revisions and 

updates, this step aims to adjust the MSP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results. First, the MSP process 

has to be reviewed and redesigned. Second, the demands for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should be identifi ed, especially the 

collection or research of long-term inform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we are advised to launch a new MSP which should cover 

revised management goals, objectives and approaches.

The two outputs of this step are: 1. To make a new 

proposal with adjusted management goals, objectives, result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next MSP; 2. To clearly list demands for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Part V. Conclusion

Featured with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surrounded 

oceans, Taiwa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unts on oceanic 

exploration. Since new marine industries are thriving, the 

government is urged to stand on the overview top of national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to integrate, promote and 

coordinate oceanic related policies and affairs. We have 

an expectation that Oceanic Affairs Council will rigorously 

formulate a well-developed marine spatial plan (MSP) and 

draw up an ecosystem-based blueprint for the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1] http://www.unesco-ioc-marinesp.be/

[2]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 A Step by Step Approach,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UNESCO,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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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壓力管理高手

阿德是一位剛至基層單

位的同仁，個性內向拘謹，

阿德在心情非常恐懼擔心的

情況下到單位報到。報到之

後，面對幹部要求、學習進

度落後、作息時間改變以及

心裏牽掛女友的事情等重重

壓力下，生理、心理都覺得壓力沈重，幾乎到無法

負荷的地步。

從阿德的故事可看出，他的焦躁不安不是生理

因素，而是感情及工作壓力所造成的。但也許會有

人說，為什麼有些人遇到壓力表現會愈來愈好？到

單位服務之後性格愈來愈成熟，而阿德卻無法負

荷，這就牽涉到阿德的個性及壓力因應的方式了。

每個人承受壓力的大小不盡相同，認定壓力和

處理壓力的方式也不一樣，處於壓力的階段也不相

同。有人說海巡單位是一個高壓力的情境，所以身

為海巡的一份子，每天都會面對大大小小的壓力，

因此瞭解壓力的性質，學習如何看待壓力和因應壓

力，將會幫助我們做個快樂、健康的海巡人。

接下來我們一起與各位同仁探討「壓力調

適」，首先先從壓力的定義談起。

一、壓力的定義：

壓力的定義，因學者研究目的而略有不同，有

些學者認為壓力是一個刺激，例如「被主管罵」，

這個刺激事件就是壓力。也有些學者認為壓力是一

個反應，例如內心覺得「焦慮不安緊張」等。更有

些學者認為壓力與自我的評估有關，例如「主管罵

我，我覺得主管對我有成見，但主管就是主管，職

位比我大，就算講的話沒道理，我還是得服從」，

就會覺得有壓力，若是覺得「主管不過藉著罵我來

發洩自己情緒，可以不要理他，聽完就好」，可能

就沒什麼感覺。目前對壓力的定義傾向第三種，就

是互動式的定義，將壓力定義為「個體面對他不能

處理或破壞其生活和諧的刺激事件，所表現出來的

特定或非特定的行為模式」。

二、壓力的身體危險訊號與徵兆：

加拿大生理心理學家Selye認為當我們處於壓

力時，身體內最脆弱的部分會引起特定的訊號與徵

兆。但這之間有很大的個別差異，也許你身體最弱

的部分是別人最強的部分。Selye提出三十一項容易

辨認的訊號，訊號愈多，壓力越大，我們可以根據

這些訊號，評量自己是否處於高壓力的徵兆。Selye

認為當生理或心理壓力警訊各超過四項或以上時，

代表你在這方面的壓力過大了。需要提醒自己多注

意，適時給自己減壓。不要讓壓力指數繼續再增

加。

因壓力而產生的身體訊號與症兆：

（一）易怒、過度興奮或情緒低落。

（二）心臟怦怦跳。

（三）口乾舌燥。

（四）行為衝動、情緒不穩定。

（五）很強的衝動想哭、奔跑或躲起來。

（六）精神無法集中。

（七）有不真實、虛弱、頭昏眼花的感覺。

（八）精神變得脆弱。

（九） 浮動的不安感（害怕某些事情，但又說不出

是什麼事）。

資料整理｜人事處心理諮商科

壓 力 調 適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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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情緒緊張、過度敏感。

（十一）戰慄、擔心、發抖。

（十二）容易被驚嚇的傾向。

（十三）發出高頻率、神經質的笑聲。

（十四）口吃、談話困難。 

（十五）磨牙動作。

（十六）失眠。

（十七）坐立不安。

（十八）出冷汗。

（十九）頻尿。

（二十）拉肚子、消化不良、噁心、有時會嘔吐。

（二一）偏頭痛。

（二二）月經失調。

（二三）腰酸背痛、頸部疼痛。

（二四）食慾不振或進食過度。

（二五）抽煙量增加。

（二六）鎮定劑用量增加。

（二七）酗酒或麻醉毒品上癮。

（二八）做惡夢。

（二九）神經質行為。 

（三十）神經失常。

（三一）容易發生意外事件。

在探討壓力管理時，最容易引起大家共鳴的是

「過度或過高的壓力」，但是有些人的問題來源並

不是壓力過大，而是「沒有壓力」，或是「壓力過

低」，每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生活沒有活力，

行動遲緩，連帶使身體各部分的協調功能變差了，

有這種徵兆的人，通常從事的工作是千篇一律的機

械化動作，每天工作的內容幾乎雷同，了無新意。

他們的座右銘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的

人對自己而言，無法發揮出自己的實力和潛能，對

生活容易產生倦怠無趣，對組織單位而言，是一大

損失。

三、承受壓力的臨界點：

當個人、家庭、工作壓力同時侵襲我們時，個

人內在所能承受壓力的強度決定了如何反應的模

式。基本上每個人承受壓力的強度不同，若以分數

來說，有些人能承受一百分，有些人能承受五十

分，有些人只能承受十分，因此每個人對承受壓力

都有自己的最大容忍量，也就是臨界點，當快到臨

界點時，自己會感到許多的徵兆，例如情緒控制不

住、失眠、易怒、生病、有些人甚至有自我傷害或

傷害別人的念頭，過去海巡單位有些自我傷害的個

案，起因是壓力過大，無法有效紓解，不斷累積壓

力的結果。終於超過自己能負荷的臨界點時，最後

衝破自我保護的界線，做出自我傷害的行為。

四、個人壓力來源：

一般而言，個人面對的壓力來源，可分為社會

環境壓力、工作壓力、個人感情壓力、家庭壓力以

及性格所帶來的壓力。分別說明於後：

（一）社會環境壓力：

舉凡因社會大環境帶給個體產生壓力的事件或

來源等，例如政策或制度改變、地震、疫情等所引

起的焦慮、壓力等所形成的壓力源。

（二）工作壓力：

1. 工作受限太多，無法發揮。

2. 工作內容枯燥乏味。

3. 工時過長，時常加班。

4. 工作繁重，無法正常休假。

5. 待遇福利不佳。

6. 工作配備、設備太差。

7. 考核及賞罰不公⋯⋯等。

（三）個人感情壓力：

1. 缺乏與異性交往機會而煩惱。

2. 失戀。

3. 離婚。

4. 婚姻、感情不和睦⋯⋯等。

（四）家庭壓力：

1. 家人住院或生病。

2. 近親或家人去世。

3. 擔心家庭經濟。

4. 家人不和睦。

5. 家人與人打官司⋯⋯等。

（五）性格造成壓力源：

與壓力較有關係的性格有完美性格、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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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義、性格無彈性、內向壓抑、緊張焦慮及Ａ

型人格，典型的Ａ型人格是沒有耐性的、性急的、

有野心的、較具攻擊性、努力工作、常對時間感到

壓迫、很自信、凡事計畫周延、對自我要求很高、

對別人的要求也很高。這些特質使他們容易忽略疾

病的早期徵兆，因此Ａ型人格得心臟血管疾病的比

例比正常組多達二至三倍。

五、影響壓力處理的中間變項：

根據過去的研究及實務經驗，因應壓力的結果

並不完全和壓力的大小有關，而是與對壓力的評

估、情緒管理能力及社會資源運用程度有關，分別

說明如下：

（一）對壓力的評估：

個人的思考方式常常左右壓力的感受程度，因

此對壓力的評估往往也決定了感受壓力的強弱，當

一個人感受消沈，他的思想會瀰漫著消極、否定

的想法，這些思想必然包含了許多歪曲的見解，

而造成許多無謂的壓力，或對事件的評估結果，認

為別人是針對他而來。想法中有許多扭曲與不必要

的誤會等，使壓力事件更為嚴重與複雜。所以若能

改變一個人對事情的看法與預期，就可以達到減低

壓力的目的。比如女友要求分手，若此時認為「婚

前戀愛，相處之後覺得不合適，分手是很正常」。

因此心裡雖然難過，但過一陣子就好了。但如果認

為「我的生活不能沒有她，沒有了她我活著也是多

餘，這輩子不能和心愛的人結合，生命也沒有意

義。」分手就會造成痛

不欲生之感，甚至還有

尋短見的念頭。更有人

認為「談戀愛是進入婚

姻的必經過程，雖然分

手，但感謝對方在過程

中的真心付出，覺得這

段過程對雙方成長都有

助益。」因此對壓力事

件不同評估，感受自然

不同。

（二）情緒管理能力：

每個人在情緒性的反應有很大的差異。通常情

緒管理能力指的是個人能否有效做到自我瞭解、瞭

解他人、人際溝通、遇挫折時激勵自己，化阻力為

助力的能力。通常一般人所謂情緒反應是指個人心

情的變化過度劇烈，有自責的傾向、擔心、焦慮、

低自尊或過度攻擊行為等。這樣的反應常讓壓力感

覺更強烈，甚至帶給周圍的人更大壓力。舉例來

說，幹部的情緒化反應相當強烈，不僅自己壓力管

理有問題，帶給新進人員或其他同仁更大壓力，有

時因情緒化反應製造出其他新的壓力事件，讓事件

變得更複雜更難處理。

（三）擁有資源多寡及運用資源的能力：

當同仁遇到壓力時，能否適時的求援？及運用

身旁的各項資源，是決定其壓力管理的重要變項。

舉阿德的例子來說，他若能找到同仁或好友訴苦，

或是讓主管瞭解他的狀況，在感情壓力上至少可以

得到舒緩。除此之外，若同仁可以幫助他讓他儘快

學習進入狀況，或是讓主管瞭解他此時的狀況，對

其壓力管理均有幫助。

六、個人因應壓力的積極方式：

個人積極因應壓力的方式有下列幾項，其結果

不但能有效的紓解壓力，且較能適應單位生活，在

單位各方面的表現都較佳。

（一）規劃自己的時間。

（二）自我充實轉移注意。

（三）當作是一種挑戰。

（四）運動。

（五）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

（六）想其他正向或快樂的事。

（七）向有經驗者請教解決之道。

（八）以平常心看待。

（九）和同仁傾訴聊天。

（十）儘量遵守規定。

歸納上述積極因應壓力的方式，可分為「正向

思考」、「解決問題」、「情緒紓解」三方面。研

究因應的學者Lazarus曾提到，紓解壓力有兩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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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為「針對問題，解決問題」，另一方式為

「不能解決的問題，讓自我情緒舒服」，以上採取

的因應壓力方式，相當符合這項原則。

七、個人因應壓力的消極方式：

個人除了採取積極因應方式之外，也可採用消

極方式來因應壓力，經常用消極方式來因應壓力

者，有時不但無法降低壓力，還會製造出其他的壓

力。例如：以逃亡、逃避、喝酒、服藥、自我傷害

等方式因應壓力，但後果卻是傷害到自己與家人，

因此儘量不要以消極方式來因應壓力。

八、有效的壓力管理方式：

美國心理學者建議當壓力來臨，運用CALM 

DOWN來管理壓力，C代表change改變，A代表

accept接受，L代表let go讓他去吧，M代表manage

管理好生活型態。分別說明如下：

（一）改變：

許多壓力來源來自我們的習慣、技能、時間管

理及個性的固著。因此釜底抽薪的方式就是改變。

例如新進人員，若心態上無法認同單位，需改變心

態；若作息不習慣，需調整自己生理時鐘，習慣單

位的作息；和女友溝通不良，需調整自己與異性的

溝通技巧等，因此改變可說是當我們面對壓力時最

積極的作為。

（二）接受：

有些事情不見得能改變，或是嘗試改變後，仍

無效果，要學會接受。例如女友主動要分手，心理

雖然萬般不捨，也嘗試過各種方式挽回仍然無效

時，要會接受事實。重新思考女友離開我之後，對

我的影響是什麼？是否沒有她我生命就失去色彩？

思考之後比較容易接受。因此重新思考壓力源，

對自我影響程度，影響力是否那麼大之後，重新看

待，壓力自然減輕。

（三）讓它去吧：

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有些事情很難改變

也很難接受，就把它放開讓它去吧。例如別人對我

們不公平的對待，嘗試各種方式改變無效，也無法

接受，就隨它去吧。情緒的部分會因為想法的改變

而跟著調整，變得較容易淡化。當情緒淡化後，壓

力感自然會降低。

（四）做好壓力的生活管理：

每個人紓解壓力的管道與方式不同，根據研究

最有效的方式，如運動、瑜珈、打坐、聽音樂、看

雜誌、跳舞、寫日記、打電動⋯等，基本上個人只

要培養出能有效紓解自我壓力，不會對別人及自我

造成傷害的方式，而且持之以恆的做下去，成為生

活中的一部分，自然能有效紓解壓力。

現代人終其一身，都離開不了壓力，必須學會

與壓力共處，因此與其逃避它，不如瞭解它、面對

它、管理它。當壓力過高的時候，能夠及早發現

壓力的徵兆，早點因應，且培養出適合自己壓力

紓解的方式。因此適應壓力的不二法門就是「瞭解

它」、「接受它」、「習慣它」。

每個行業的頂尖人員，皆是「壓力管理高

手」，才能面對一關又一關的困難、通過一重又一

重的挑戰，總是能夠化阻力為助力。因此每個成功

的人，都是在各種壓力下面對挑戰、愈挫愈勇。因

此對壓力有正面思考是很重要的，把壓力視為「成

長的動力」，不斷欣賞壓力，接納壓力，化解壓

力，你的人生必定亮麗美好。

一、郭靜晃等著（2000）社會問題與適應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高雄市生命線曙光雜誌社（2001）心理諮商與心理衛生。

三、蕭文（1999）諮商實務學習手冊（二）心理出版社。

47



浩劫奇蹟，

展現生命的力量

最近有機會觀看了電影『浩劫奇蹟』，故事背

景發生在東南亞的度假聖地－普吉島，描述前往

度假的一家人遇上大海嘯，如何堅定信念，從而挺

過難關，災後重逢。海嘯襲擊的時間快到讓人來不

及反應，所造成的巨大傷害更是令人無法想像，倒

塌的房屋、樹木隨著海水的衝擊而漂流成群，而相

較下更為脆弱的人類更是瞬間宛如螞蟻般微小。在

遭逢如此巨變時，求生、等待救援等本能反應會自

然啟動，也唯有親情的力量告訴自己去拯救身邊的

家人；然而，當情況危及、自顧不暇的同時，遇見

陌生的受難者，究竟該伸出援手亦或視若無睹，考

驗的不只是人性，更需要有堅定的意志及犧牲奉獻

的心理準備，這也是整部電影欲傳遞的核心價值。

不禁，我聯想到海巡署的服務宗旨之一：救生救

難，雖然海巡的弟兄大多都具有救生員的執照，但

是當面對的是兇猛無情的大海，除了感嘆自己的渺

小，信念與意志也許是唯一能夠克服恐懼的方法。

回想當初在海湖受訓的日子，游泳課是海巡人

員的必修課程，原因無他，因為我們的勤務與大海

息息相關，天氣的好壞決定了漁民與漁船的安全，

也因此增加了執行上的困難度，特別是每當有颱風

或是東北季風盛行的季節，即使海象不佳，漁民大

哥為了討生活，有時還是會鋌而走險，運氣不好的

時候，還可能發生船隻故障，甚至人員落海都會發

生，而我們海巡的弟兄，必須暫時將個人的恐懼、

顧忌拋在腦後，勇往直前執行任務。

相較於大海中求生存的驚險畫面，偶發的意欲

輕生才是真正潛在的危機，由於大海的力量如此強

大，對於想結束生命的人也許是個途徑。以梧棲港

安檢所為例，前陣子就發生了女子意欲跳海的事

件，若不是港巡的弟兄發現異常，及時將女子帶離

岸邊，也許又多一條生命葬身大海，事後也是經由

在營主官對該名女子進行心理輔導，才讓整件事情

圓滿落幕。無獨有偶，近日鄰近的高美溼地同樣也

有女子因為感情因素而想不開，幸好發現得早，處

理得當，才不致釀成悲劇。海巡人員永遠堅持一個

信念，那就是維護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論是基於甚

麼原因、或發生甚麼困難，海巡人員堅守崗位，扮

演著海上守護者的角色！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三岸巡總隊梧棲漁港安檢所）

文｜楊耀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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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奇蹟，

展現生命的力量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堅持的力量

「來跑5千公尺吧！」士官長在長年訓練課程

結束後這麼說著，於是大家開始做暖身，接著來到

了鳳鼻隧道旁的自行車道，一聲開始，所有人往前

奔跑，有的人衝得快，有的人慢慢跑，還有的人打

從開始就慢慢走，而我則是用自己的節奏慢慢地跑

在中間。從沒跑過這段路程的我，對於何時可以看

到折返點並不清楚，只能選擇不停的跑著，過了沒

多久，奮力往前跑的人早已遠離我的視線，不知跑

了多久，我開始感到疲累，有一點點喘不過氣的

感覺，終於折返的人出現在我眼前，「就快跑一半

了，再加點油吧！」我對自己這麼說著，接著我看

到了折返的地點－鳳鼻隧道的另一端，「折返回

去的人已經有些人用走的了，我該休息嗎？」我這

麼問著自己，「不，既然要跑就堅持到底跑完全程

吧！」最後浮現在我腦中的，只有這個念頭，即使

有幾次我都覺得快跑不動了，即使我膝蓋上的舊傷

隱隱作痛，我沒有選擇停下，一路上追過不少停下

用走的人，也有停下用走的人再度往前奔跑而超越

我，而我則是持續保持自己的節奏，最終我回到起

跑點，跑完了全程，對我來說這又是一次美好的經

驗。

堅持下去，無論如何我都不想放棄，是我能跑

完全程唯一的原因，而在這次過程中，我再一次的

體會堅持到底的感動，人生不就是如此嗎？在往目

標前進的路途中，一定會有許多的困難與挫折，也

一定會有許多的誘惑，使你停下腳步，而真正能達

到目標，且有所成就的人，就是在這過程中不被挫

折與失敗所擊倒，能抗拒外來的誘惑，持續朝自己

的目標、理想努力。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國演義中的

劉備不也是如此嗎？沒有實力的劉備，在四十歲之

前不斷的遭遇挫敗，但是一次次的敗仗，並沒有讓

他灰心喪志，即使一再的寄人籬下，他依然堅持他

的目標，而最終能夠占據一方，建立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堅持不放棄的力量。

文｜陳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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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在自己人生的目標上，堅持可以從自己

生活中的每個地方做起。「九十九分和一百分有沒

有差別呢？」還記得剛到大隊報到時，心輔士徐

福章問了這麼一句話。是的兩者有很大的差別，

而關鍵就在於有沒有堅持到最後一刻。堅持到底的

態度，不只是對於自己，更可以慢慢地影響身旁

的人，在跑完5千公尺之後，有位弟兄這麼說著：

「都是因為看到鐸文一直在跑，我不想輸給他，所

以就繼續衝到終點。」這句話讓我心裡相當的高

興，有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覺得，身邊的人都在打

混、都在休息，為什麼只有我要這麼辛苦繼續做

事？當別人都不努力時，只有自己在努力雖然看起

來很傻，選擇一起打混看似比較輕鬆，「如果無法

影響別人，那就先做好自己的責任吧！」不要去在

乎別人做什麼，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愧

於心。在這次的5千公尺跑步後，讓我相信團體中

一個人努力堅持的態度，可以慢慢影響周圍的人，

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堅持與努力，許許多多的事情的

發生，其源頭往往是起自一個人的堅持。

堅持絕對不只是讓自己能夠把事情從頭做到

好，只要堅持的目標明確，堅持的力量可以讓周圍

的人改變態度，與你一同努力，協助你達成你所堅

持的目標，這是我在這次跑步中體會到的精神，與

大家分享共勉之。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二四岸巡大隊尚義機動巡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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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是最美的禮儀
不管一個人多麼講究社會禮儀、儀態，如果整

天板著一張面孔，是不受人歡迎的。微笑，是表情

合體的外表，想增加個人的魅力就不要忘了微笑。

對人微笑是一種教養的表現，它顯示出一種力量，

涵養和暗示。暗示著：我喜歡你，你使我快樂，我

很高興見到你。

微笑，是打開社交大門的「心機」。ㄧ個剛學

會微笑的中年經理說：「自從我開始對同事微笑之

後，一開始大家非常迷惑、驚異，後來就是欣喜、

讚許。兩個月來，我得到的快樂比過去一年中得到

的滿足感與成就感還要多。現在，我已養成微笑的

習慣。而且我發現人人都對我微笑，過去冷若冰霜

的，現在也熱情友好了起來。」

微笑是希望和力量，猶如春風輕撫著別人的內

心。沒有人願意幫助那些整天皺著眉頭，愁容滿面

的人，更不會相信他們。而對於那些受到上司、同

事、客戶或家庭的壓力的人，一個笑容往往能幫助

他們感受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世界是美好的；只要

活著、忙著、工作著就不能不微笑。

海巡署或是其他的政府機構提供了為民服務，

不單單只是形式上亦或者例行公事，而是打從心底

付出行動，但行動比言語更具有力量的，此時的

我們，展露一絲絲的笑意，似乎帶來更多的「效

益」，公家機關就像公營的服務業，所以我們更應

該「以客為尊、以和為貴」，面帶笑容處理事情，

事情將變得更輕鬆、容易。

生活中難免會有不如意或是令人忿怒的事情，

第一次面對著滿腹牢騷、氣急敗壞的民眾，我總是

呆站著，面無表情的感受著「炮火」猛烈的攻擊，

漸漸的，我開始學會以笑容迎接民眾，發現原本氣

沖沖的民眾，只是抱怨了幾句而已，越是以誠懇的

笑容對待，他們埋怨、不滿越少，且更能接受我們

所提供的意見，不只自己心情愉悅，看到民眾迎刃

而解、開開心心的樣子，我的內心也無比的滿足。

以一種愉悅的態度，來對待那些滿肚子牢騷的

人，聽著他們的牢騷，微笑以對，於是問題就解決

了。「微笑」是改善人際關係的重要力量，它時

時刻刻都用得著，所以，要不斷檢查自己是否面

帶著微笑。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面帶笑容，

那麼還有什麼事非吵不可，甚至拳打腳踢，微笑很

簡單，笑容就是你善意的信使，笑容能照亮所有的

人。帶著笑容，你將穿過烏雲，感受到溫暖，也帶

給人們溫暖。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一岸巡大隊崑崙臺安檢所）

文｜許喭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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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於102年4月29日凌晨，在高雄市路竹區三塊寮距海

岸500公尺內產業道路，查獲國際金橋等8項品牌未

稅私菸370箱，共計18萬5,000包，逃稅金額大約新

臺幣九百萬元。

有鑒於近年菸品健康捐之提高，不法私梟見有

利可圖，遂大量於東南亞各國以走私之方式牟取暴

利，臺東機動查緝隊日前即掌握所注偵之走私集

團，計畫於近期走私菸品返臺，即會同東部地區

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第八二岸巡大隊、第十五

（臺東）海巡隊及高雄市刑大等單位組成專案小

臺東機動查緝隊抄截私菸
誓為民眾健康把關

文｜張香國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組，報請臺南地檢署指揮展開偵查作為。

4月27日經專案小組發現該走私集團欲利用漁

船載運未稅私菸乙批，預計於4月29日由高雄地區

搶灘上岸，遂於28日陳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並完成

查緝人員部署，針對該集團欲載運私菸所使用之自

小貨車實施埋伏跟監行動，並密切監控該走私集團

成員及搬運工人調度之動態，由於私梟集團所選定

之走私地點與其聯外之產業道路所佔之面積廣闊，

無法經由外部制高點直接實施監控，且入夜後亦無

公用路燈或照明設施，若非先期掌握相關走私情

資，僅憑岸巡人員之巡邏勤務實難察覺，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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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機動查緝隊抄截私菸
誓為民眾健康把關

於埋伏期間曾派遣成員喬裝遊客入內勘查，隨即遭

該私梟集團所安排之監控同夥詢問來意並反跟監，

且於展開攻堅查緝之時，查緝車隊亦遭該集團安排

之擋路貨車惡意阻擋，幸而本次攻堅係採分頭並進

之方式，致使犯嫌難以脫逃，經由此次查緝行動發

現，私梟集團會針對各安檢所之勤務模式進行規

避，並針對其不法走私之區域層層防護，足證不法

私梟犯案模式亦會隨現地狀況進行調整，增加執行

查緝行動之困難。

近年來，菸品走私已成為我國現今海上及岸際

執法的主要走私項目，基於暴利及緝獲走私菸品多

以行政罰金結案之雙重影響下，私梟集團更有恃無

恐地進行走私菸品之不法活動，綜觀近年來全國查

獲走私菸品之統計，其走私之區域已遍及我國南北

各地港區，足證其走私氣焰猖獗，為打擊不法，突

顯本署海域岸際執法之核心價值，時有必要持續針

對不法私梟集團進行注偵，澈底消滅其走私氣焰並

瓦解其不法走私活動，以展現我海巡維護海域岸際

執法之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專案小組嚴密監控，將私梟集團一網成擒

◎貨車內走私未稅私菸被全數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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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與

宜蘭機動查緝隊、第一岸巡總隊及基隆市政府財政

處菸酒管理科共同成立專案小組，並會同基隆港務

警察局蘇澳分駐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社

后派出所、臺北市警察局北投分局大同派出所等單

位，於4月27日在宜蘭南方澳漁港查獲蘇澳籍「福

○○」號漁船非法載運私菸678箱，合計339,000

包，市值高達千萬元。

臺北機動查緝隊為加強走私菸品查緝工作，於

四月初接獲情資後，持續掌握走私集團動態，並會

同友軍單位組成聯合查緝小組，共同前往北部地區

漁港及沿海岸際偵查，經多日蒐證及比對清查，鎖

臺北機動查緝隊起獲未驗私菸678箱

攔截私梟害民

文|江承宏　圖片提供｜臺北機動查緝隊

◎查緝人員登檢發現密艙疑似有以防水袋包裝之私菸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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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點數量後依規定辦理銷毀作業，並持續追蹤私菸來源

定「福○○」漁船，認其涉嫌重大，於是報請宜蘭

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後，規劃監控該船進港時

發動搜索一網成擒。

26日晚間，該船進入南方澳漁港停泊時，查緝

人員全程監控，期間發現私梟人員為躲避查緝，於

漁港反監視海巡人員相關入出人員及車輛，雙方相

互鬥智下，終究邪不勝正，專案小組人員掌握各項

正確消息來源，早一步在私梟搬運私菸上岸前，登

檢該漁船，惟船長拒不配合，於是報請宜蘭地方法

院檢察署繩股檢察官同意後，針對船筏實施搜索，

終於27日凌晨5時25分許，發現可能藏匿私菸之密

艙並予拆解，經由光纖搜索器探查，發現該處有疑

似麻繩及防水袋包裝之私菸，復於該船油櫃下方發

現密艙內藏有私菸，船長見行跡敗露，無法卸責，

即同意開啟密窩並清點起出未稅私菸678箱，本案

並持續擴大偵辦私菸來源及流向。

鑑於國內菸品健康捐、進口稅等調漲，在市場

需求及暴利誘人的情況下，不法分子運用各種管道

走私入境，影響國內經濟秩序，枉顧人民生命安

全，然查緝人員積極偵破，確實掌握目標情資及動

態、縝密規劃偵蒐部署、團隊合作協同出擊，始攔

截不法活動、杜絕黑心產品。臺北機動查緝隊更呼

籲民眾切勿購買來路不明，未經合格檢驗之私菸，

以免傷害健康。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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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9日0950時料羅商港安檢所值班接獲

安檢人員回報，於料羅商港淺水碼頭查獲一批疑似

中國大陸花菇計13箱，該所所長抵達現場確認後，

立即循三線系統回報總隊長、值日官；中部地區巡

防局第九岸巡總隊總隊長接獲通報後立即指示總隊

司法小組人員到場協處認定，同時要求料羅安檢所

通知寄貨者到場說明香菇來源並加強其它貨運快遞

包裹查驗，以防杜不法物品寄送。

經初步查驗，由金門加揚快遞業者所載運的13

箱中國大陸花菇，毛重總重（含箱子）計103.4公

斤，正當安檢所人員忙於清點數量及秤重時，同時

於13時50分及14時20分連續查獲其他快遞業者非法

寄送花菇，估計當日緝獲非法寄送大陸花菇總計23

箱淨重189.6公斤，成功攔截未經合法檢驗劣質大陸

農產品流入臺灣。

細觀該案，同一商家以不同快遞業者分散寄送

文｜甘禮維　圖片提供｜料羅商港安檢所

重擊不法業者
金門料羅商港安檢所查獲近一百九十公斤花菇

◎業者欲利用快遞方式企圖闖關，仍被眼尖安檢人員識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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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產香菇，寄送名目卻以衣物及節慶標示，若

不細察整體外觀及秤其實際重量，實難以察覺，

不法業者及有心人士不斷重複以甲地分散郵寄包

裹，乙地統一集中貨物模式，顛覆以往單一大量

包裹郵寄走私貨物之常態，此一違法犯罪方式，

而以金門在地「化整為零、多點打擊」模式寄

運，臺灣本島「化零為整、區域集中」收納寄運

物品，疑似有幕後集團操縱。

不肖業者趁著料羅商港貨務運量高鋒時段，

伺機謀動，轉運回臺販售大陸製酒鬼花生、劣質

香菇等農漁產品模式，粗估國家稅收至少短收約

一至二億元之外，而未經檢驗的未稅製品亦嚴重

影響到國民生命財產安全，不但國內農漁民辛勤

付出的勞力將血本無歸付諸流水之外，對於奉公

守法誠實納稅之民眾更難以交代。

金門料羅商港為金門地區貨運主要進出港口

及軍事運輸碼頭，亦為小三通貨物指定港口，非

屬潮汐港，近年來政府依「離島建設條例」推動

「金門、馬祖、澎湖小三通」，增進當地居民福

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

總隊料羅商港安檢所，也將本著「依法行政」兼

顧「安全與便民」原則下，與當地相關司法機關

單位，全力執行出入金門料羅商港之船筏、貨物

及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安全檢查，防止走私、非法

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之海岸巡防任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

料羅商港安檢所）

◎安檢人員清查數量，並聯絡寄貨者至現場說明香菇來源◎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安檢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人員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清查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並，並，並，並，並，並，並，並，並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聯絡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寄貨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者至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現場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香菇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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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破獲透天厝種植大麻
展現緝毒能量及偵防效能

文｜劉御匡、許裕宗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於102年5月14

日於臺中市后里地區查獲涉嫌人周○○、蔡○○種

植大麻毒品，起出第二級毒品大麻活株54株、相關

種植及製造大麻菸之工具乙批，其設備一應俱全，

技術純熟，令人咋舌，專案小組能於最快之時間內

將該等犯嫌繩之以法，有效發揮查緝能量，充分展

現本署執法效能。

雲林機動查緝隊於本（102）年3月間接獲線報

指稱有不法分子涉嫌種植大麻，於熟成烘乾後販售

至臺中地區各大夜店牟利，經現場勘察後，研判情

資來源正確，遂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

偵辦，並會同刑事警察局偵三隊三組、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岡山分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等單

位組成專案小組展開偵查。渠等嫌犯生性狡猾、行

蹤不定，案經近二個月之偵查，始得悉犯嫌疑似使

用登記在家人名下的透天厝種植大麻，經多次現場

埋伏發現，該犯嫌住處窗戶四周貼滿黑色窗簾及報

紙，以避免遭民眾發現而舉發。專案小組多次發現

犯嫌進出該處所頻繁，並攜帶疑似已完成之大麻成

品，送往多處夜店，因此研判該處確為種植及製造

大麻捲煙之處所。

歷經近二個月之偵查與蒐證，專案小組見時機

成熟，於102年5月13日向臺中地方法院聲請搜索

票與拘票，於翌（14）日清晨至犯嫌周○○住處埋

◎查緝人員於周嫌住處頂樓發現種植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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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伺機查緝，當天七時許見同夥犯嫌蔡○○出門，

立即一擁而上控制蔡嫌行動後，隨即進入周○○種

植大麻之連棟透天厝，發現屋內牆壁四周貼滿錫箔

紙，天花板架設數支鹵素燈，一處透天厝種植大

麻幼苗，另隔鄰之透天厝則種植大麻成株，分區種

植，種植技術極為專業，部分大麻株甚至已開花結

果，由現場大麻種子與大麻莖葉四處散落之情形看

來，該處種植大麻應有一段時日，經搜索後專案小

組共查扣大麻活株54株、大麻種子3小包、採收後

的大麻莖、葉1批、大麻圖鑑、多種種植設備、分

裝袋、照明設備（鹵素燈）及烘乾設備等證物乙

批，並逮捕主嫌周○○及在場管理的共犯蔡○○2

人。

嫌犯使用專業技術來催促大麻快速生長，並以

極為保密及偽裝之措施逃避檢警追查，若非專案小

組獲得線報後積極偵辦並及時破獲，恐將有大批

毒品流入市場，影響國人身心健康。本案得以順

利偵破，端賴情資布建確實、偵查方向正確及案情

掌握得宜，使查緝行動事半功倍，同時專案小組成

員於任務分工後，摒除本位主義，堅守崗位、負責

盡職、落實保密原則及秉持爭取績效、追求榮譽精

神，參與同仁任勞任怨、鍥而不捨之精神亦為破案

之關鍵，終將不法毒梟繩之以法，避免毒品流入市

面，戕害民眾身心健康，彰顯本署偵防犯罪效能，

展現政府掃毒決心。

◎嫌犯種植大麻技術純熟，不僅以鹵素登照射，更架設供水設備使其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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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隊擊潰販油集團

阻斷不法流用漁業用油
文｜林彥慶　圖片提供｜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

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於101年6月間接獲線報指

稱，臺南市將軍漁港「馬○○」漁船加油站涉嫌結

合漁船（民）詐取政府補助優惠之漁船用油，並至

公海轉賣予不特定之中國大陸地區漁船或錨泊的外

國籍小型油輪。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澎湖機動

查緝隊、第六（臺南）海巡隊、第八（澎湖）海巡

隊及調查局臺南、高雄、屏東、澎湖調查處站等單

位，配合臺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指揮偵

辦，於102年5月

8日同步對臺

灣及澎湖等

4 4處之住家

周邊、加油

站、漁船執行

搜索，經詳細

檢搜，查扣相關

帳冊及多批不法加、抽油設備，如流量表、抽油馬

達、油管等證物，本案傳喚上百名關係人到案。

偵查後得知，曾有類案前科的張○○、鮑○○

等兩名嫌犯，分別係無商業登記記錄之海運公司之

負責人，渠等與公司重要員工張○○（會計）、鮑

○○等人，前利用中國大陸柴油售價極高，遂透過

綽號「王董」之人居中介紹，向新加坡「遠○」

油商購買柴油，再以鮑○○之「運○889號」、陳

○○之「運○168號」、陳○○之「運○888號」等

漁船，將油運至中國大陸外海，並交予海運公司在

中國大陸之鐵殼船，再走私運入中國大陸地區販售

牟利，每月營業額高達近新臺幣五億元。

由於張○○、張○○等人掐算中國大陸漁船數

量眾多，且加油不便，其油價又偏高之供需狀態，

另一方面又覬覦國內提供漁民漁業動力用油予以免

徵營業稅、貨物稅並優惠補助14%之福利，張○○

始指示其胞弟張○○，向南部地區多家漁港加油站

位，配合臺南

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

官指揮偵

辦，

於 年 月

8日

同步對臺

灣及

澎湖等

站、

漁船執行

搜索

，經詳細

檢搜

，查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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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隊擊潰販油集團

阻斷不法流用漁業用油

收購漁業署補助之漁業動力用油，再販售予中國大

陸漁船。自100年間起迄今，張○○已透過油蟲王

○○、洪○○、吳○○等人，以不法詐騙方法，向

國內上百艘漁船收購數量龐大之政府優惠漁船用油

售予中國大陸漁民。其不法獲利再經專人以美金

或新臺幣自海外匯回臺灣，最後以現金當面交予張

○○，每年以此手段牟取暴利超過新臺幣十億元。

每年政府為了保障漁民，補貼億元給予漁民供

漁船用油，國家補助政策係國家基於扶植特定事業

之目的，強化其事業競爭力，此良法美意，盡入不

法油蟲私人荷包，令人氣結。而海巡署此次有效阻

斷不法流用漁

業用油，擊

潰不法販油

集團，以執

法決心捍衛

海上秩序，

穩定國內經

濟。

（本文作者任職於

南部地區巡防局

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販油集團犯案用之流量表、抽油馬達、油管遭查緝人員查獲

◎查緝人員在嫌犯住家周邊、加油站、漁船詳細搜索

斷不法流

用漁

（本文作者任

職於

南部

地區巡防局

臺南

第二機動查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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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疾行百浬、
馳援海上危急」

∼參與護漁及軍演人物專訪
文、圖｜王立仁　採訪｜李凱真

一群不畏苦、不畏難的海巡菁英們

◎南機隊隊長　敖曼偉

◎福星艦大副　呂盛業

◎臺南艦艦長　楊志成

◎直屬船隊隊長　徐運生

◎德星艦艦長　柏國富

◎巡護八號船長　王肇順

◎福星艦艦長　黃維健

◎巡護八號分隊長　李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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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疾行百浬、
馳援海上危急」

∼參與護漁及軍演人物專訪

「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118報案電話，於102

年5月9日12時59分至13時1分，接獲漁船家屬第1

通報案電話指稱：「屏東琉球籍『廣大興28號』

漁船（船上共有3名臺籍船員及1名印尼籍船員，

共計4人），於鵝鑾鼻東南方約一百六十四浬處海

域（北緯20度07分、東經123度01分），遭菲籍

公務船開槍射擊，船上1名船員受傷。」該局即於

同日13時4分通報海洋總局，隨即調派線上「臺南

艦」火速趕赴現場救援。當時兩船相距約一百浬，

「臺南艦」全速航行，於18時與「廣」船會合時，

「廣」船由附近海域漁船協助拖帶，臺南艦及PP－

10032巡防艇全程戒護，11日4時左右返抵屏東小琉

球海域。船員家屬另於9日13時11分、13時39分撥

打118專線詢問救援進度，南巡局受理人員均回復

已調派臺南艦馳援。前後計3次受理報案，本署均

依規定立即通報，迅速調派艦艇支援⋯⋯。」

上述內容及處理過程，係海巡署當日接獲

「廣」船案求援之通報經過，由於該案為全國民眾

矚目，外界對於政府護漁作為因片面資訊而有所誤

解，基此，為使民眾對海巡署落實「漁船在那，海

巡艦艇就在那」護漁政策有所感受，冀望藉由宣導

118報案專線（如海岸巡防機關118海巡服務系統作

業流程圖）及透過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

隊隊長敖曼偉、臺南艦艦長楊志成、福星艦艦長黃

維健、大副呂盛業、德星艦艦長柏國富、直屬船隊

隊長徐運生、船長王肇順、分隊長李揚禮等實際參

與行動人員執行任務心得陳述，俾使國人對於政府

護漁政策疑慮能有所消弭，並重申海巡署捍衛漁民

權益之決心。

「堅持、犧牲、同理心」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廣大興28號」漁船遭受槍擊事件，致船長

洪石成罹難，在全體臺灣人民同聲譴責同時，南部

地區機動海巡隊在授命此次任務中肩負了相當重要

的角色，也確實發揮了精實的奧援能量，隊長敖曼

偉回想當時在接獲海洋巡防總局電話通報時，情況

萬分緊急，但當時人在部外參加會議，遂立即指示

以衛星電話通知離「廣」船最近，正於線上執勤之

臺南艦前往支援，但當時距離該船航程約一百零五

浬（以陸地距離換算將近二百公里），從執勤地點

出發，以該艦最大速度25節計算，每小時約五十

公里，以超速方式前往，僅短短4小時即趕赴現場

（1浬＝1,852公尺；1節＝約時速1浬），與外界所

說延遲救援時間有所誤差，敖隊長也強調，隊上目

前艦艇妥善率百分之百，對於漁民安全的維護深具

信心。平常即勤於操演戰鬥部署的海巡隊員們，隨

時都必須處於最佳狀態，臺南艦艦長楊志成提到當

◎圖為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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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好配合萬安廿六號演練，所以接獲通知時，一

邊動作一邊求證，起初以為「廣」船是遭受砲擊，

但透過衛星電話跟「廣」船通聯上後，確認是遭受

槍擊，同時掌握附近有一艘正在作業之漁船協助拖

帶，過程中不斷與船長兒子洪育智確認安全狀況

（包括人數及船身損毀情形），並將他們安全戒護

返臺。

臺南艦在返臺後，隨即與偉星艦、德星艦及巡

護八號船會合投入與國防部康定艦、馬公艦及承德

艦進行聯合護漁操演，敖隊長表示，總局長林福安

指示軍事操演和護漁任務至為重要，須同時進行，

不能有半分耽擱，並規劃在北、東、西面各部署一

艘艦艇，採取分區方式，確保能全面掌握漁民動

態，當然和國防部的溝通也相當順暢，我們利用無

線電系統同一頻道了解整個演習過程，其中也確實

接獲演習範圍內有臺灣漁船誤闖通報，隨即聯繫漁

民勿闖入非屬我國領海區域，以免發生危險，由此

可知，通話保持「順暢」有多重要。南部地區機動

海巡隊福星艦艦長黃維健及後續投入護漁行動的德

星艦艦長柏國富也表示，對於無論是演習或護漁，

共同的認知就是：「善用衛星電話、掌握無線回

傳」，平時與漁業電臺保持友好往來，透過不定時

廣播，使漁民們知道海巡就在他們身邊，能更安心

進行捕漁作業。

海巡署隊員執行艦上勤務時間，已從原本的三

天二夜，調整至四天三夜，他們原本排好休假和家

人一起共渡母親節，在接獲任務同時，毅然決然投

入任務，而後又為因應南海情勢接續執行五天四夜

勤務，在執勤近十餘天的狀況下，對每位海巡隊員

身心狀態無疑是一大考驗。採訪過程中，我們也藉

機請敖隊長及該隊所有受訪艦長與福星艦大副呂盛

業分享與隊員們溝通的秘訣，他們同聲表示，遭遇

狀況時，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共同面對，沒有什麼

問題不能解決，何況在面對此案，我國漁民遭受傷

害，大家更應發揮「將心比心」的精神，一起共體

時艱、同仇敵愾，他們也認為早日與鄰近國家簽訂

漁業協定才是澈底解決問題的良方，使漁民更加有

保障，但也同時呼籲漁民務必遵守規定，勿違法越

界，自身安全才不致受到危害。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在敖隊長的率領下，全體

同仁無不秉持著「犧牲奉獻、救人為先」的精神勇

往直前，敖隊長也比喻海巡署就如同7-11一般，24

小時不休息，不僅要維持平時任務遂行，在接獲緊

急任務時，更得不分晝夜，不畏艱難，但他認為受

訓再精良的人員，都抵不過大自然的力量，加上颱

風天出勤狀況更加險惡，六月份即將榮退的他，也

給他熱愛的工作崗位和海巡署一些建議：

1.  參考歐美先進國家專業優點，依功能性分開

建造艦艇。

2.  依天候派遣巡防及救援任務，確保被救及施

救者安全。

「成長、蛻變、尋共生」

－直屬船隊

有別於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直屬船隊主要任

務是以遠洋巡護為主，此次係派遣甫新建成軍完成

的巡護八號參與演習，可說是他們難得且新鮮的經

驗，隊長徐運生覺得，遠洋巡護只是海巡工作一個

區塊，擁有精良的人員訓練及新型裝備的加入，他

們可以更加成長、蛻變，這也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加上平常的勤務時間長達三個月，最短的勤務也需

十天九夜，所以此次配合南方巡護五天四夜航程，

對隊上同仁而言，自可勝任。參與演習負責巡護八

號掌舵的船長王肇順談到，演習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默契」，此次和國防部無論是船隊會合或搜救演

練，雙方都將默契發揮的淋漓盡致。另外對於執法

部分，分隊長李揚禮則認為「依法行政」很重要，

每次勤務前，都會告訴隊員們，身為一線執法人

員，必須專注海上每一秒的動靜，務必以戰戰兢兢

的態度認真執行，因為稍有不慎，判斷錯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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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艦（船）同仁合影

◎巡護八號

◎福星艦 ◎臺南艦 ◎德星艦

小至國內、大至國際，都將引發不可收拾的爭端。

海巡署及海洋巡防總局每年在規劃巡護任務

時，都會將漁汛期、季節氣候、漁民捕撈漁獲種

類、區域不同及大陸休漁期等因素納入全盤考量，

並結合民間資訊做為執行任務輔助，以不打擾漁民

為原則，適時表達政府關心之意，徐隊長認為漁權

只是眾多資源其中一項，直屬船隊平日即依區域特

性機動支援各海巡隊，不會把重心只放在北、南、

西北任何一方，而未來海巡署強化海巡編裝政策，

仍有大型艦艇不斷投入執法行列，對於守護漁民安

全的責任，徐隊長認為：「做就對了！」最後提到

漁民作業場域之所以頻頻發生問題，沒有完整的

「漁業談判」往往是關鍵，他覺得只有建立完善的

遊戲規則，才能讓我們的漁民免於傷害；同時呼籲

漁民們為了確保自身安全，在與鄰近國家簽訂的漁

業協定尚未生效前，能配合規定，如此政府與民間

有了共識，才能尋求共生。

海巡署為維護我國漁民權益及作業安全，平日

的護漁任務不曾間斷，更非只有發生海上急難事件

時，才有相關作為，而是自92年2月15日起，持續

加強執行專屬經濟海域漁業巡護，執勤頻度及範圍

主要係依「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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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調派大型艦艇，執行北方、東方及南方經濟海

域漁業巡護，並依漁汛期或突發事件之需要，適時

調整漁業巡護密度，但由於近年來臺日漁業爭議事

件時有發生，在勤務層面上，該署均維持全天候1

艘以上艦艇於相關海域執行巡弋，以保障我國漁民

作業權益，惟自102年5月10日起，海巡署先後增

派至3艘大型巡防艦（船）於南方海域巡護，並由

海洋總局勤務指揮中心每4小時透過漁業署「船位

回報系統」，了解漁船作業區域分布，適時調整巡

護範圍，有效因應各類海上狀況，以強化海上整體

巡護能量及機動應處能力。然而，演習視同作戰，

全體海巡人員透過此次參與護漁及軍事操演行動，

更堅定了他們「守護漁民、捍衛漁權」之決心，未

來除持續落實政府「漁船在那，海巡艦艇就在那」

護漁政策，亦會配合軍方達成「凡漁船作業海域，

即有海巡艦艇保護，有海巡艦艇的海域，即有海軍

艦艇策應」目標，讓我國漁民能在安全的作業環境

下，「開開心心捕魚、平平安安回家」！

參與軍事操演畫面

◎於鵝鑾鼻東南135浬處登檢慰問（滿大豐12號）漁船

◎德星艦與臺南艦會合前往暫定執法線護漁

◎海巡署與海軍聯合艦隊執行南海護漁任務

◎於鵝鑾鼻東南134浬處與（昇豐12號）漁船通聯慰問及護漁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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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118海巡服務系統作業流程圖（資料來源：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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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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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巡防局受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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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辦理

各巡防區

管制臺、值機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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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木蘭　圖｜編輯小組

繼2011年在太平島的沙灘上欣賞月光之後，我

發現躺在東沙島機場跑道上觀星，一樣經典，讓人

難忘懷。

 東沙島是南海四沙群島中不具爭議的島嶼，

島上除有軍事設施外，最特殊的，莫過於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之設立，這是我國第一座海洋生態國家公

園，也是目前8座國家公園中，面積最廣，最具生

物多樣性的天然地理環境，真是不可多得。除了環

島生態體驗，我們遇到許多幸運的事，茲舉兩例，

其一是適值珊瑚產卵期，另一就是餵食傳說中的

綠蠵龜。此次拜珊瑚專業研究團隊之賜，我們得以

有機會直接透過顯微鏡，觀察活體珊瑚的生殖腺以

及構造；而之所以巧遇綠蠵龜，是因該隻綠蠵龜先

前受傷被發現，經過送往屏東縣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施以救治後，剛運回島上等待野放，因此，才有

此一近距離觀察之珍貴機會，令人感到雀躍不已。

回想2011年7月15日那一夜，我與「全民國防南沙

研習營」學員們在太平島上沙灘夜教時，因沒能發

現綠蠵龜之蹤影，大夥曾一度感到扼腕，萬萬沒想

到，原以為的遺憾，竟然會在東沙島研習時彌平，

人生就是這樣戲劇化。

幸運的故事還沒到尾端，因為，我們作夢也沒

想過，會有一天，在東沙島上，我們可以親手將造

礁珊瑚分株，並且將之繫固在鐵筷之上，以利研究

人員後續將分株後的珊瑚攜至海底種植，藉以營造

魚群棲息空間。要建設就要先破壞，要親手折下珊

瑚的那一刻，內心確實閃過一絲絲的猶豫，但，因

為是「必要之惡」，所以，還是心一橫使了力，珊

文｜高木蘭　圖｜編輯小組文｜高木蘭　圖｜編輯小組

東沙巡禮紀實 及我思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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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巡禮紀實 及我思我見

體驗營的精彩回憶

海巡署常務副署長鄭樟雄主持開幕儀式

◎起航前－

鍾堅委員致贈學員紀念品

呂家富艦長講解救生衣穿著要訣

海巡隊員向學員說明艦艇操作狀況

佛光大學王漢國教授講授「南海戰略論述」

準備啟航，並於艦艇前合影

學員專注聽敖曼偉隊長介紹儀表設備

體驗營學員們自我介紹

◎體驗去－

69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瑚的硬度比想像中還要來的強，費了一小番功夫才

折下手裡的珊瑚，感覺真的好微妙。海洋國家公園

管理處林主任說，我們這樣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動作

其實深具意義，因為健康的珊瑚不但是魚群的棲息

地，也是食物鏈的一環，影響所及就是整個生態的

平衡。我們協助珊瑚分株雖是舉手之勞，其實，就

已經是為了生態貢獻一己之力，影響所及其實不容

小覷。就這樣寓教於樂，我們又上了一課，生態保

育的觀念並非唱高調，人人都可從生活中做起。

體驗營重頭戲登場了—淨灘，學員們分成4組

與海巡弟兄搭配，分別撿拾保特瓶、浮球、保麗龍

及鐵罐，我們第2組是分配到浮球，當時心想，沙

灘上浮球應該不會很多，為何要特別分組，心中有

的是問號，萬萬沒料到，在沙灘上拐個彎，竟然發

現沙灘上是大大小小的、形狀不一的浮球，數量大

概僅次於保特瓶，大夥低頭猛撿，相互協助，很快

就把太空包裝滿了，海巡弟兄們全程揮汗幫我們拖

著重重的撿拾物，沒有聽到任何怨言，他們對自己

的本分有所認知，國家需要的就是這樣的支柱，但

另一方面，內心卻又浮起些些的不捨，因為，他們

也是為人子，為人兄弟，論學經歷都是一時之選，

卻暫別家人，隻身處於不是人盡皆知的南海外島，

每天日出日落，默默盡忠職守。不論是白天望著汪

洋大海的那一端，看著潮起潮落；或是在夜裡，仰

望著星空，聽著陣陣浪濤聲，內心所隱藏的應該盡

是思鄉之情吧！真多虧他們的守護，國家的主權才

能不被侵犯。

有幸於2013年的4月間，參與為期4天3夜之

「2013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

營」，搭乘偉星艦前往東沙群島研習，體驗了東

沙環礁公園海洋生態之美，再次印證我國所具有之

硬實力、軟實力及巧實力，這樣的機率，應該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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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生態工作及淨灘活動體驗

樂透彩還要低。依個人所見，一個國家國力之強

盛，不單單是在於擁有配備精良之武器及優秀人才

而已，全民的支持，才是國家最為堅強的後盾。對

於南海周邊國家中，例如：越南、菲律賓過去以鯨

吞蠶食之方式，竊據我國位於南海中為數不少之島

嶼，以及兩國近二年來愈發挑釁、企圖影響國際觀

瞻之各項作為，國人不宜無感或漠視。唯有在民氣

可用之情況下，我國當前「踵武前賢，海洋興國」

之治國理念，才能具體落實。因而，在國人持續關

注東海釣魚臺列嶼主權之同時，南海相關議題也應

予正視。

（本文作者目前就讀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研究所博士班）

71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文、圖｜倪政棋

我是臺北大學統計系四年級的在學學生，今年

4月26日至4月29日代表學校參與全國性的「2013

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營」，是

項活動係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國家公園管

理處、國防部、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及教育部共同

辦理，為強化國人對我國南海主權及海洋政策之認

識與支持，藉由甄選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含研究

生）實地探訪、體驗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及周邊

海域執法現況，使參與學員充分感受東沙環礁生態

與海洋資源之珍貴與重要性，並建立對國土疆域及

海洋國家之意識與認同。

活動中帶領大專青年實際體驗東沙環礁的生態

並參觀我國第七座國家公園，該國家公園面積廣達

35萬3,688公頃，為我國面積最大也是首座以珊瑚

生態系保護為主的海洋型國家公園。課程中安排了

佛光大學王漢國教授擔任「南海戰略論述」專題演

講講座外，並讓所有學員登島時搭乘巡防艇體驗海

域巡防勤務，實地觀察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理與保

育現況，同時瞭解政府在當地海域安全、環境生態

及海洋教育等方面的努力成果。參與這次活動，有

效激發了我們愛國熱情，深耕我們對南海主權及疆

域意識，喚起我們對「海洋興國」政策的認同與支

「南疆屏障東沙島、

生態資源珍且貴」
－參加2013東沙巡禮活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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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屏障東沙島、

生態資源珍且貴」

持。特別是專題講座，講述我國在於南海的主權及

隱憂，相較於近日新聞多關注於釣魚臺議題，卻鮮

少報導危機四伏且主權爭議更複雜的南海諸島，此

活動啟發我們重視南海的主權爭議，並不要只侷限

於東海上。有感於活動的機會難得，在此也特別感

謝教育部等相關單位舉辦如此深具意義的活動，也

向駐守東沙島勞苦功高的官兵表達敬意，特別記錄

在營隊中四天三夜東沙生活的點滴和感想，為這次

不可多得的驚奇之旅，留下歷史的見證∼

猶記體驗營的第一天，我們於真愛碼頭搭乘海

巡署所屬的偉星艦前往東沙群島，航程約為十五小

時左右。由於我們所搭乘的偉星艦屬於大船，並不

能停泊於東沙島的碼頭，必須置換小艇才能前往東

沙島，在海上換船真是驚險萬分，稍有不慎及落入

海中，但有經驗豐富的海巡隊員的引領，我們平安

地登上小艇並駛向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東沙島。到了

東沙島，島上駐守官兵熱烈迎接我們，並帶我們去

放置行李安頓一下，歷經千辛萬苦，眾所期待的東

沙島探索之旅就此展開。能在豎立”南海屏障”的

碑石前合影，感覺真的很不一樣，一個歷史地理課

本中出現的圖片，卻真實地出現在我眼前。我們在

碑前拍照揮舞著國旗，宣示著這是我們的領土和我

們熱愛這個國家的心。隨後進行的生態之旅，藉由

實際走訪東沙島，並由島上工作人員的詳細解析，

對於其生態更有深刻的了解，也油然升起保護之

心，希望在國

家公園的努力

之下，島上的

生態可以在大

家的重視下，

受到保護免受

人類的侵害。

此 行 ， 對 於

我國南海的主權意識瞭解了不少，日後也會持續關

注這個議題，另外，我也更深刻了解海巡弟兄平日

值勤的辛勞，對於他們為我國守護疆土致上更深的

敬意。當然，除了對於環境和生態的探訪，營隊要

求的團隊合作和互相照應也令我印象深刻，除了學

會如何和團體相處，又認識更多不同領域的人。由

於島上沒有網路，人與人的相處模式回到最初的模

樣，在有了智慧型手機之後造就了一群低頭族，人

際關係的疏離是一大隱憂，人際網路在這個世界，

有時卻只是文字跟文字的互相聯結，卻已經遺忘了

人與人原先應該互動的樣子。而在東沙島上，我找

回了人們最初且最真的互動方式，四天三夜說長不

長說短不短，短暫的旅途之後，我們將各分東西回

到各自的位置繼續努力。而這幾天的回憶會成為我

人生很重要的轉捩點，回憶將是我們共同的畫面。

（本文作者目前就讀於臺北大學統計系四年級）

我國南海的主

權意識瞭解了不少，日後也會持續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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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民宏

「新」字的定義總是令人捉摸不定，它甚至具

備了巨大的挑戰性及許多未知的變數，迎接者必須

要有圓潤的耐性，才能從困境中一一去化解。至

今，我從大學畢業到入伍，從海軍到海巡署，身分

也從民眾到海巡人員，許多日常生活的瑣事皆有極

大的反差，嚴格來說是更為精進；因此換個角度、

立場及觀感來思考，這也是一種新的挑戰。

到了海巡署，大部分的人事物皆要重新適應，

換了幹部、環境、軍種，想當然爾，迎面而來的又

是新的挑戰。學習新的生活事務、技能，學習與他

人相處的模式，彷彿又回到剛入伍的景象，從零開

始學習，從規律的生理時間變成不固定的作息，喧

鬧的住宅區到寧靜的岸邊，有了極大的轉變。在都

市天天接觸到的高樓大廈，總是會產生一股莫名的

壓力感，到了岸邊，景象改變了，心情也隨之轉

變，煩悶時望著海面欣賞、思考，甚至是放空，都

能紓解一下心情。

總之，在面對新的事物時，並不是每個人皆能

如魚得水，大多數人皆要有一番的辛苦才能適應與

蛻變。就像「麻繩」，它是由一種麻的植物纖維所

製作成的，將麻採割下來之後，必須以石塊押入水

中浸泡，持續半個月。泡過水的麻草，必須先去除

污泥，剝下表皮，留下其中的纖維；接著曝曬後，

搓擰成束，才能完成堅固耐用的麻繩。麻繩的製作

過程就像人生有的許多考驗、打擊，雖然痛苦，但

只要勇於面對，終將淬鍊出潛力與智慧，使我們一

次又一次勝過自己的本能及軟弱。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海岸巡防總隊東石安檢所）

教我的人生啟示

文／薛民宏文／薛民宏

「　」的啟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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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魯鋼駿

當我抽到海巡署的籤時，許多朋友跟同梯弟兄

都爭先向我道賀，當下的我內心滿是納悶，為何大

家為我抽到海巡籤感到高興？他們訴說著海巡的兵

役生活情景，我越聽越是歡喜，心想海巡應該是一

個極度輕鬆的一個單位，未來的一年肯定是能輕鬆

地度過了。

然而，兵役生活輕鬆與否，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答案，正如俗語所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唯有親身體驗方能了解其中景況。經過了訓練大隊

的二階段訓，以及來到勤務中隊體驗海巡生活後，

我終於了解為何大家對於海巡的印象是輕鬆的，原

因在於我們的勤務時常日夜顛倒，朋友於早上來電

關心近況時，都會聽到我們嗓子未開的微弱聲音，

而話筒也同時傳出對方驚訝的聲音：「你在睡覺

喔？」沒錯，我們真的在睡覺，因為當大家正沉浸

在香甜夢鄉時，我們正在執勤，於是必須在下勤後

補眠，因此大家對我們的海巡生活的想法即變成：

「海巡的生活就是一直睡覺！」

而海巡弟兄們時常因勤務關係而日夜顛倒、不

正常的作息，易使得身體器官疲累，長期下來對自

己的身體健康也會造成傷害，倘若沒能正確的調適

與照顧，身體的負擔將日益加重。因此，我查了許

多資料，彙整為以下幾點，希望能夠讓作息不正常

的我們，也能儘量維持身體的健康：。

1.  熬夜的人火氣偏大，因此儘量避免吃泡麵來

填飽肚子，以免火氣更大。可以水果、土

司、麵包、清粥小菜來充飢。

熬夜學問大

文｜魯鋼駿文｜魯鋼駿

做個健康海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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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熬夜前，可以補充維他命Ｂ群，它能夠解除

疲勞，增強人體抗壓力。

3.  儘量避免食用含咖啡因的飲品提神，咖啡因

雖可提神，但卻會消耗體內的維生素B群；

缺乏維生素B群時，人會更容易疲勞。此

外，空腹喝含咖啡因的飲料，也會對胃腸黏

膜造成刺激，引起不適。若一定得藉助飲料

提神，最好以綠茶為主，可以提神，又可以

消除體內多餘的自由基，讓您神清氣爽。若

是胃腸不好，可改喝枸杞子泡熱水的茶，不

但能解壓，亦可明目。

4.  熬夜時，避免抽煙喝酒，因此時人的體質相

對於白天而言更不具抗壓性，抽煙喝酒對身

體的傷害將更大。

5.  平時應少吃高蛋白、太甜或太鹹的食物，熬

夜過後，可透過多吃黃、綠、紅色的蔬菜，

以及胚芽、糙米等穀類食品，從中攝取維他

命A、B、C及β胡蘿蔔素提神醒腦。另外，

適當補充維生素A可提高眼睛對昏暗光線的

適應能力，避免工傷事故。

6.  除避免飲用咖啡、茶等刺激性飲料外，營養

師也建議多吃蔬菜、穀類及高纖維食物，才

能有效提振精神、減輕身體代謝負擔。

7.  熬夜之後，第二天中午休息時可打個小盹，

讓長時間疲勞的身體做個短暫的休息。

除了注意上述幾點外，大家也可以在執勤的過

程中，每半個小時就做個深呼吸，不僅可以增加大

腦需氧量，還能驅走睡意，讓頭腦保持清醒；或是

起身做個簡易的運動，讓久站或久坐的身體能夠稍

作伸展，不至於讓部分肌肉與筋骨過於勞累。以上

諸點提供給海巡的弟兄們參考，希望大家在辛苦執

勤之餘，也能夠讓自己的身體維持最佳且最健康的

狀態。最後，也祝大家在海巡的生活能夠快樂、健

康、平安。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二四岸巡大隊勤務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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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海巡 我最聚焦活動

海巡署署長王進旺參加中央警察大學102年度聯合畢業
典禮至水上警察學系向畢業生致詞訓勉，並合影留念
（102.6.7）

臺灣大學國發所師生蒞臨海巡署參訪，常務副署長鄭樟雄
主持意見交流座談後，與所有人員合影留念（102.6.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協助桃園縣政府環保局辦
理淨灘及清理竹圍南堤沙灘垃圾（102.4.28）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辦理南沙太平島淨灘活動，並
將垃圾確實分類（102.5.21）

海岸巡防署辦理2013東沙體驗營活動，國安會諮詢委員鍾
堅（圖中）出席致詞，並鼓勵參與學員（102.4.26-29）

海洋巡防總局慶祝母親節活動，總局長林福安致贈精美蛋
糕禮盒慰勉母親員工辛勞（102.5.10）

中部地區巡防局辦理海安七號演習，於海洋文化活動攤位
強力宣導廉政反貪資訊（102.5.1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新港辦理人才招募及預
防犯罪宣導活動（1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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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PP－3005艇發現大
陸漁船於禁止海域越區滯留，將其帶案押返並依法裁罰
（102.5.30）。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副站長陳宏宇執行督巡勤
務時，發現疑似贓車車輛，立即上前查處（102.4.29）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臺南市善化區
○○國小門口旁查獲偽劣藥成品乙批（102.5.8）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臺南市安南區查
獲2名逃逸印尼籍女子（102.5.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於路竹區竹滬地區查獲
走私菸品案（102.4.29）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六（澳底）海巡隊PP－3561艇查獲新
○○688號漁船違規拖網捕漁（102.4.27）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高雄市梓官區某
停車場，查獲海洛因毒品（102.5.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與彰化縣警察局主動聯
繫漁民實施舷外機烙碼，防止偷竊案發生（10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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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杉福安檢所接獲綠蠵龜擱
淺，立即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展開救援（102.5.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滿州鄉港口溪
有民眾落水，即刻前往搜救（102.5.2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發現美籍帆船船員航經東
海岸飲水用盡靠岸求援，立即施予援助（102.5.2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接獲新港「成功之星」
賞鯨船沉沒通報，立即救援並鋪設吸油棉防止污染擴大
（102.5.1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獲知新竹漁港民眾落海，
即刻前往搶救（102.5.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通報布袋商港港區有油
污流出，立即協助使用攔油索及吸油棉將下水道出口處圍
堵（102.5.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於港區發現民眾駕車落
海，立即趕赴現場急救後，並協助就醫（102.5.10）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民眾通報和平島公園
有死亡綠蠵龜，立即派員前往協助處理（102.4.26）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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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執行巡邏勤務時遇車禍
事件，立即替傷患檢查傷勢（102.5.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於龍鳳漁港後方防風林風
車處發現落水民眾，即刻協助救援（102.5.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旗津服務區協助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參訪導覽（102.5.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金樽安檢所弟兄巡邏期
間發現民眾單車爆胎，主動上前協助（102.5.2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配合北門衛生所辦理行
動醫療為社區老人進行健康檢查（102.4.28）

北部地區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於得子口溪南岸沙灘協助
民車脫困（102.5.14）

為民服務

東部地區巡防局岸巡八三大隊辦理「基層海巡服務座談
會」，與漁民朋友充分溝通（102.5.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協助松柏園照護中心辦理
園遊會活動，金門縣副縣長致贈感謝狀（1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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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梯次

少尉

$45,835

中尉

$48,685

上尉

$53,895

少校

$60,145

中校

$67,670

上校

$76,385

三等士官長

$47,815

二等士官長

$50,085

一等士官長

$54,265

下士

$37,345

中士

$40,885

上士

$44,275

二等兵

$29,625

一等兵

$31,230

上等兵

$33,845

甄選梯次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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