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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新建1,000噸級巡護船「巡護九號」，於

102年6月28日上午10時，假高雄海巡隊碼頭舉行成

軍典禮，由副總統吳敦義先生親臨主持，並由海巡

署長王進旺、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及國家安全會議諮

◎

詢委員鍾堅等人陪同。典禮首先由吳副總統宣達成

軍令，並分授艦旗、船旗，並於致詞結束後校閱部

隊及艦艇。

◎◎

海巡千噸級巡護船成軍
副總統吳敦義蒞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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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吳副總統致詞時表示，「巡護九號」係海巡署

奉總統指示，依行政院核定之《強化海巡編裝發展

方案》建造完成之漁業巡護船，如今正式成軍，投

入巡護任務，能代表總統驗收成果外，也見證該署

之成長與茁壯，並彰顯政府維護主權及捍衛漁權之

決心。而海巡署主要任務除包括保護近海安全、維

護漁民權益、取締及杜絕販毒及走私等，尚須與國

防部共同合作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因此必須強化

各種編裝，以提升海巡弟兄士氣。此外，我國透過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公海登檢機制的參與，

每年規劃3航次的太平洋公海巡護任務，以善盡國

際漁業管理責任，防止濫捕等破壞海洋資源之情事

發生。

吳副總統談及「巡護九號」係1000噸級遠洋巡

護船，由中信造船公司承造，為國人自行研發、建

造之巡護船，其航速達20節、續航力達15,000浬以

上，可連續執行45天任務；該船投入公海漁業巡護

任務後，將可進一步提升我海巡能量，並展現我國

海洋實力，更提及海巡署在王署長就任後，不僅展

現高度的責任心與使命感，帶領海巡弟兄，堅定維

護我漁民權益，並於事件發生時，發揮高度應變能

力，例如去年9月25日，宜蘭縣蘇澳漁會出動58艘

漁船，前往釣魚臺海域宣示主權與漁權，過程中王

署長親自督軍，調派海巡艦艇在周圍佈下綿密防護

網，展現我政府「主權必須維護、漁權必須保護」

的堅定決心，獲得國際媒體大幅正面報導，殊值肯

定；此一行動並凸顯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之重要性與價值，也直接或間接促成今年4月10日

《臺日漁業協議》之成功簽訂。

吳副總統更進一步說明，臺日在確保各自主權

◎署長王進旺呈獻巡護九號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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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之前提下，決定「擱置爭議、共享資源」，簽

署該協議，使我國漁權獲得顯著進展；未來我漁民

不僅在「協議適用海域」的作業權益獲得保障，作

業範圍更較以往擴大約1,400平方浬。另針對今年5

月9日我漁船「廣大興28號」在南方海域遭菲律賓

公務船追捕並槍擊事件，吳副總統指出，為捍衛我

國主權與漁民安全，海巡署依照總統指示，配合國

防部前往海上巡弋，維護漁民海上作業安全；我政

府並呼籲菲國正視此事件，拿出誠意回應我方「正

巡護九號諸元

全長 84.5公尺

模寬 12.5公尺

模深 7.0公尺

排水量 1914.8公噸

主機出力 4045KW*2部

船速 20節

續航力 15,000浬（12節巡航時）

人員配置 40人

式道歉、調查真相嚴懲兇手、賠償損害及啟動臺菲

漁業談判」四項要求，同時實施11項制裁措施，使

菲國正視本案，相信短期內此一事件將會有正面發

展。

最後，吳副總統慰勉並感謝所有海巡弟兄之辛

勞，也期勉未來仍能秉持為捍衛國家主權及維護漁

民安全之精神而努力。

（資料轉載自海巡署及總統府網站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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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總統校閱部隊及登船聽取簡報

5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4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署長王進旺訓勉：
是榮譽也是責任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圖片提供｜海岸巡防總局  林佳沐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於102年6月26

日舉辦「102年7月份晉任布達授階典禮」，由署長

王進旺為晉任人員授階，人事處前處長謝銀沙及總

局長楊新義出席參與；此次晉任人員包含晉任上校

1人、晉任中校31人、晉任少校6人、晉任一等士官

長1 人、晉任三等士官長2人，共計41人。

典禮開始前，王署長首先向全體晉任人員，表

達祝賀之意，並感謝默默在背後支持與付出的寶眷

們，因為他們無私的奉獻，才能讓海巡同仁全心投

入工作，為社會國家貢獻心力。而「晉任」代表為

國家付出的一項榮譽，更是對戮力從公的海巡人員

給予莫大肯定，也代表即將承受的責任更加重大，

他希望大家在獲得這項殊榮之餘，別忘了背後所隱

藏的意義。

王署長也藉由這個特別的日子，分享幾項心

得，和所有晉任同仁互勉：

一、陶冶高尚品格

有一句順口溜說，「有德有才是上品、有德無

才是中品、無德無才是庸品、無德有才是毒品。」

海巡同仁晉任授階 ◎王署長對晉任同仁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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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王進旺訓勉：
是榮譽也是責任

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人，能夠為多數

人謀福祉，對社會有正面的助益；另外，「有德無

才」或「無德無才」的人，也能夠謹守中庸之道，

尚且可以安身立命；但一個品德低劣，卻徒有聰明

才智的人，卻可能變成社會的毒瘤，甚至危害人

群。

海巡署為我國司法警察機關之一，國家把守護

海域安全、維護社會正義的責任交給我們，國人也

對本署抱持相當高的期許。健全的團隊才是最好的

公關，人民對於政府機關的信賴，源自於機關成員

的紀律及操守，沒有優良的風紀，再好的工作績

效，也難以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認同。

今天，各位的肩膀上，都擔負著海巡署的榮

譽，希望大家謹記此刻，所有長官、家人、好友對

你們的深切期望，未來在任何時候，都要自律慎

獨。《曾胡治兵語錄》有一句話：「求勇敢之將

易，求廉正之將難。」各位應恪遵廉政倫理規範，

拒絕各種誘惑，陶冶高尚的品格，成為一位「有德

有才」的國家棟樑。

二、設立遠大目標

美國知名電視主持人歐普拉女士，在今年5月

31日前往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時表示，他以自

己經營電視頻道的失敗經驗為例，雖然面對事業上

的挫折會令人意志消沉，但「人生沒有失敗這回

事」，所有的錯誤都是在告訴我們，該換個方法，

再試試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讓自己充滿活

力的事，然後就去做，因為這個世界需要的，就是

充滿活力的人。

國內英文名師賴世雄先生，他在18歲大學聯考

時英文只有7分，但他很羨慕別人侃侃而談的流利

英語，所以立下目標、發奮學習。賴老師自己說，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經常在晚上跑到豬圈，對著豬

群大聲朗讀英文，訓練自己的口語，憑藉著這樣的

苦功，才奠定他良好的英語發音基礎。 ◎王署長頒贈紀念品予晉任同仁

典禮花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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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花絮
在公務生涯中，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設立一

個遠大的目標，而且這個目標應該是正面的、積

極的，可以是服務人群或砥礪自己，而非去謀求

什麼職位。同時，我也建議大家，應勇於挑戰自

我，絕對不要劃地自限。

三、態度決定一切

臺灣大學前任校長李嗣涔先生，在前

（100）年6月4日臺大畢業典禮上勉勵畢業生：

「態度決定高度、高度決定格局。」而潤泰集團

總裁尹衍樑先生，更是直接表示「態度決定命

運！」他說，「文憑只管用三天，第四天起就看

態度。」

同樣拿到一張名校的畢業證書，為什麼有人

成功、有人失敗？差別就在態度。在工作職場

上，能不能繼續學習？能不能樂於接受別人的命

令？能不能解決問題？能不能和別人協調？都會

影響一個人的職涯發展。

此外，還要有一顆感恩的心，多數成功的

人，都會自認為是一個幸運的人，因為他有著最

好的家人、師長、朋友，以及工作夥伴。很多人

做事情，得不到別人的幫忙，是因為他從來不知

道要感恩，感恩的心情會招來更多幫助、更多機

會，這就是「好態度帶來好機緣」的道理。

典禮最後，王署長除了再次感謝所有出席參

與活動人員，也指出海巡署因為101年9月24日

蘇澳漁民「為生存．護漁權」保釣行動及自102

年5月起所規劃一連串強化南方經濟海域巡護作

為，充分展現政府保障漁民權益與安全之決心，

藉由國內外媒體大量曝光，使外界更加瞭解海巡

工作，而大家既然選擇投入這份令人敬佩的終身

志業，盼望未來在工作上能夠持續全力以赴，並

且以在海巡署服務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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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署長與同仁眷屬互動◎王署王署王署王署長與長與長與長與長與同仁同仁眷屬眷屬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王署長與晉任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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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102）年3月29日及30日，行政院主計總

處邀集一級主計機構主辦會計及其單位主管約120

位，於主計人員訓練中心參加主計領導研究班第

15期訓練。受訓期間，尚宣示中央政府103年度總

預算案之籌編，囿於中央政府財政困窘，歲入不足

支應歲出，舉債額度亦面臨上限，各機關務必開源

節流，共體時艱，本著當省則省及當用則用，並落

實零基預算精神之籌編原則，共同戮力達到收支平

衡，以完成總預算案之編造。

基此，行政院爰按各機關102年度法定預算數

（不含人事費）減列8％為原則，核定各主管機關

文｜黃永傳

103年度概算額度，肇致各機關以行政院核定概算

額度編造103年度預算案，唯恐影響施政作為，故

紛紛向行政院提出額度外需求。事實上，在財政困

窘，預算規模緊縮年代，政府體系仍依循舊制，本

著開源節流與當省則省及當用則用之原則，力求維

持應有施政作為，實屬不易。本文乃由預算執行相

關法規，以M機關為受試者，探討主管當局應如何

跳脫窠臼，增賦各機關經費運作彈性，以協助靈活

運用有限預算，進而達成應有之施政作為。

貳、受試者M機關簡介

M機關本（102）年度歲出預算數63億餘元，

預算員額約2,700人，主要職掌為海域犯罪偵防、

文｜黃永傳文｜黃永傳

因應預算緊縮仍維持
應有施政作為之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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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維護、海洋環境保護、海上涉

外事務協調及處理等事項，茲就其目前重要施政計

畫、101年度預算執行概況及103年預算需求分述如

次：

一、 執行V資本門專案計畫（以下簡稱V計畫），估

需預算數208億餘元，預計於99年度至108年度

完成37艘艦艇建造、4艘艦艇延長壽期及提升

性能。又依船舶法第23、25及26條之規定，船

舶檢查分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艦

艇除每年歲修外，仍需5年內特別檢查一次，

如未依規定檢查合格，將處以停航。

二、101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表一　M機關101年度預決算比較表

單位：千元

預決算數

用途別科目

預算數
（含核定動支預備金）

決算數
（含動支預備金）

差異數

人事費 3,141,002 3,097,219 43,783

業務費 1,045,849 1,043,206 2,643

設備及投資 2,566,949 2,544,596 22,353

獎補助費 1,726 1,726 0

合計 6,755,526 6,686,747 68,779

資料來源：M機關101年度單位決算

其中：

1.  艦艇油料法定預算數5億828萬餘元，核定

動支第二預備金9,296萬元，共計6億124

萬餘元，決算數5億8,861萬餘元，執行率

97.90％。

2、艦艇歲修法定預算數1億6,078萬餘元，核

定動支第一預備金579萬餘元及第二預備金

4,610萬元，共計2億1,267萬餘元，決算數2億

578萬餘元，執行率96.76％。

三、103年度概算編列情形：

表二　M機關103年度概算與102年度法定預算比較表

單位：千元

預算數

用途別科目
103年度概算 102年度法定預算 差異數

人事費 3,230,490 3,138,926 91,564

業務費 993,704 964,967 28,737

設備及投資 2,664,475 2,257,247 407,228

獎補助費 2,103 1,843 260

第一預備金 10,000 10,000 0

合計 6,900,772 6,372,983 527,789

資料來源：籌編M機關103年度單位概算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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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03年度概算（含額度外需求數4億8,328

萬餘元）：

1. 編列艦艇油料5億8,045萬餘元。

2.  編列艦艇維修費屬歲修部分1億5,414萬餘元

及大修部分2億8,428萬餘元；申請額度外

預算歲修部分4,670萬餘元及大修部分7,340

萬餘元。以上歲修部分共計估需2億84萬餘

元，至大修部分則共計估需3億5,768萬餘

元。

參、各機關預算執行之相關規定

各機關執行預算及報支經費為達成公款法用之

目標，勢須遵行預算法、會計法及審計法等相關規

定（以下簡稱會審法規），茲列舉與研析本文有關

之規範如次：

一、 預算法第63條明定，各機關之歲出分配預算，

其計畫或業務科目之各用途別科目中有一科目

之經費不足，而他科目有賸餘時，應按中央主

計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規定流用之。但

不得流用為用人經費。

二、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稱

預算執行要點）第26點復規定，經費流用要旨

如次：

（一） 同一工作計畫項下用途別科目才可流用，流

入不超過原分配預算數額之20％，流出不超

過原分配預算數額之30％。

（二） 各工作計畫內之人事費，不得自其他用途別

科目流入，如有賸餘亦不得流出。

（三） 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為經常門，經常門預算

得流用至資本門。

三、 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

分工表（以下簡稱待遇權責分工表）亦規範，

會計單位應審核預算能否容納報支待遇、獎金

等項目。

四、 審計法第21條規定，審計機關或審計人員，對

於各機關違背預算或有關法令之不當支出，得

事前拒簽或事後剔除追繳之。

五、 審計法第77條亦規定，審計機關對於各機關剔

除、繳還或賠償之款項或不當事項，如經查明

覆議或再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審酌其

情節，免除各該負責人員一部或全部之損害賠

償責任，或予以糾正之處置：

（一） 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之情事，經查

明屬實者。

（二） 支出之結果，經查確實獲得相當價值之財

物，或顯然可計算之利益者。

肆、由受試者M機關案例研析精進之道

依M機關101年度預算執行情形，縱然人事費有

賸餘4,378萬餘元，且當年度執行V計畫亦有標餘款

1,882萬餘元，為應執行法定職掌及符合現行預算執

行之相關規定，就業務所需，估計須增加購油經費

9,296萬元及艦艇維修經費4,610萬元，合共不敷數

1億3,906萬元，仍全數依預算法第70條第2款之規

定（註1），陳報其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申請動支

第二預備金支應。

鑑於公務機關預算執行之彈性，依序為修正分

配預算、辦理經費流用、申請動支統籌經費、申請

動支第一預備金、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追加

預算及特別預算；又行政院編列第二預備金旨在因

應緊急需要，即使符合預算法第70條得動支第二預

備金之條件，若機關同一工作計畫之其他用途別科

目或第一預備金尚存有餘額，仍可依預算執行要點

第26點及第27點之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申請動支

第一預備金，以資因應。爰此，行政院為應預算緊

縮而須增賦各機關靈活運用有限預算，以達成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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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目標，宜衡平行政權與立法權，並在法律允許

範圍內，考量突破沿襲多年之舊制，採行下列變革

措施：

一、 人事費固應依預算編列規定覈實編列，然人員

流動情況無法掌控，亦難以精確估算，若限制

用途反失卻預算資源之有效運用，爰用人經費

流用限制宜回歸預算法第63條之規定，人事費

有賸餘可流用為其他用途別科目，及用人費用

預算編列得依員額工作性質列入一般行政計畫

或其他工作計畫，以鼓勵機關精簡用人，撙節

人事費，俾提升施政績效。

二、 鬆綁行政院核定專案計畫之流用限制，凡符合

預算執行要點第26點經費流用之規定，參酌核

定動支第一預備金方式，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

定，轉陳行政院備案，以減化行政流程，並達

成分層負責之目標。

三、 放寬用途別科目流入流出不超過原分配預算數

之幅度，以增進預算執行彈性。

綜觀受試者若依循上述變革措施，以因應原列

購油及維修艦艇預算之不足，宜優先採行下列方式

辦理：

（一） 101年動支第二預備金之購油經費9,296萬元

及歲修艦艇經費4,610萬元，即可藉由人事費

賸餘數4,378萬餘元優先挹注部分經費。

（二） M機關編列103年度概算，向行政院申請額度

外艦艇維修費預算，其主管機關可統籌考量

M機關邇來執行V計畫多存有標餘款，又一旦

精簡用人，人事費亦隨同撙節，致可抑減其

額度外需求。

前述精進方式，實可減少陳報行政院核定動支

第二預備金之行政程序，及發揮有限預算達成最大

效用，並強化機關首長應負施政成敗之最終責任。

伍、結語

南海情勢日愈複雜，M機關捍衛主權漁權之責

任日愈加重，若發生購油經費及艦艇維修經費不足

支應業務所需，且陳報行政院核定動支第二預備金

緩不濟急，會計人員將面臨大是大非與小是小非之

抉擇，致如何在兼顧法理情下，協助機關運用有限

預算完成施政目標，實屬重大課題。

會計人員依待遇權責分工表之規定，負有審核

人事費預算是否足夠機關用人給付薪資之需，且應

體認薪資係屬法定經費，致編列預算時，尚應洽請

人事單位覈實估列；惟實際執行時，因人事更迭，

存有人員補實之時間落差或配合組織改造管制用

人，導致人事費賸餘屬常有之現象。

上述購油或維修艦艇所需經費不敷部分，若業

務單位援引災害防救法第43條（註2、3）之規定，

簽請移用賸餘人事費或執行V計畫標餘款挹注，會

計單位辦理內部審核援引會計法第99條（註4）之

規定提出報告或書面聲明異議宜審慎為之。又類此

作法雖符合公款公用，然因與現行會審法規之規定

有間，可能衍生法規競合，及未符公款法用之疑

義，且審計機關固可依審計法第21條之規定剔除追

繳；惟公款公用非法用洵屬預算執行問題而非法律

問題，審計機關允應依審計法第77條之規定，審酌

情節免除各該負責人員損害賠償責任。

茲預算法第1條已明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預

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立及執行，依本法之

規定。爰有關用人經費流用限制，宜回歸預算法

規定，並鬆綁專案計畫流用限制，及放寬用途別科

目流用幅度，以肆應預算緊縮，俾有效運用預算資

源，進而維持機關應有施政作為。

（本文作者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主計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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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預算法第70條

　　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經行政院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及其歸屬科目金額之

調整，事後由行政院編具動支數額表，送請立法院審議︰

一、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二、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三、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註2：災害防救法第43條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

　　各級政府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62條

及第63條規定之限制。

註3：預算法第62條

　　總預算內各機關、各政事及計畫或業務科目間之經費，不得互相流用。但法定

由行政院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不在此限。

註4：會計法第99條

　　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

正者，應拒絕之，並報告該機關主管長官。

　　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

接受時，應報告該機關之主管上級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

之。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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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在航船舶排油污染

文｜古宗弘

一、前言

在1970年代，許多科學家深信大量污染物質排

放至世界各處海域，惟排出量小而難以查覺，並相

信污染物質將對生態敏感區及海洋棲地存有潛在危

險。除大型突發性溢油事件外，近來研究發現小型

排油事件亦是影響海洋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逐漸

意識到小規模船源操作型排油（小於1,000加侖）對

於海洋環境產生之危害，其影響不小於大型突發性

溢油事件（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3）。

小型排油污染容易被生物體吸收，進入食物鏈

系統中，由於皆為油類有毒物質，不容易由生物消

化系統消化，故食物鏈底層生物將有毒物質存於體

內後，再經由中層或高層生物食用，將不斷累積於

中、高層生物體內，造成中毒或產生病變致死。許

多鳥類學專家針對海鳥屍體進行檢驗，發現許多海

域違法排放油性廢棄物與生態衝擊有強烈關聯性

之 海域執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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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在航船舶排油污染

（Camphuysen and Heubeck, 2001；Weise and 

Ryan, 2003；Garcia-Borboroglu et al., 2006）。實

地調查加拿大東部，於紐芬蘭省阿瓦隆半島，其研

究數據顯示高達74％的濱海動物屍體存有污染油，

並發現90％污染油之類型，係大型遠洋船舶的艙底

水所排出（Weise and Ryan, 2003）。

船舶違法排油情事不斷發生，各國積極加強取

締查察，為防止諸類違法情事，擬定相關防治策

略，避免海洋環境遭受污染破壞而造成生態危機。

然而，如何研具有效之因應措施，實是政府機關當

前應省思及解決之問題。

二、美、加、日等國針對非法排油之防治政策   

（一）美國海洋污染防治政策與措施

美國政府於1990年通過油污染法案（The Oil 

Pollution Act of 1990, OPA90），由於該法嚴格執

行，油輪溢油事件從體積及數量觀之，以2000年以

後的稽查情形如圖1及圖2所示，有明顯大幅下降的

趨勢，並且該法案有助於世界各國發展其他油污防

治制度（Kim, 2002）。自1998年起至2006年，美

國司法部針對本國籍及外國籍船舶及其船隊違法排

油之判決，刑罰金額總計1億8,700萬美元、個人監

禁刑期總計約19年、數以百計的船舶受到法院監督

執行3至5年的環境改善計畫，足證明美國在船舶污

染執法的決心與成果。

美國採取執法原則、組織架構、策略應用，

成功地運用跨部門組織及跨區域聯檢機制、各項

相關國際公約及國內法的靈活應用、環境改善計

畫（ECP）及檢舉獎勵措施，有效地落實污染

者付費及賦予善良管理人管理權責，都值得引為

參考。其中檢舉獎勵措施，係依據美國防止船舶

污染法規定，由罰款所得提撥檢舉獎金，藉由高

額檢舉獎金及周全秘密證人保護制度下，使得曾

經或現職服務於涉案船舶船員勇於擔任密告角色

（Whistleblower），係成功起訴船舶非法排油案之

重要秘密武器（張朝陽，2008）。

◎圖1　美國海岸防衛隊查獲小於1,000加侖溢油件數（資料來源：USCG Oil Spill Compen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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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海洋污染防治政策與措施

國家空中監視計劃（NASP）為加拿大運輸

部所提出主要稽查機制，稽查船舶是否確實遵守

MARPOL公約，其執行面積涵蓋大西洋、太平洋和

北冰洋專屬經濟區（超過500萬平方公里），遠超

過歐盟地區所監控的面積（75萬平方公里）。利用

空中偵巡機和衛星實施海上監測，可提供有關排放

含油物質的證據（Serra-Sogas et al., 2008）。根

據Armstrong and Derouin（2004）所提供加拿大西

部海域空中偵巡機查緝成果，以及NASP機組人員

所獲得數據，自1997至2006年期間，在加拿大西部

太平洋海域來自786架次偵察飛行中，共記錄412件

違法排油事件，統計資料如表1所示。此外，空巡

機監控努力量亦觀察出NASP確實提昇威懾效果，

有效遏止違法排油事件，改善以往違法排油件數居

高不下的現象，證明NASP有其實質效益，依圖3顯

示情形可知。

◎圖2　美國海岸防衛隊查獲小於1,000加侖溢油總量（資料來源：USCG Oil Spill Compen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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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7至2006年加拿大太平洋海域空巡機偵測違法排油件數

年份 空巡機飛航架次 偵測違法排油件數

1997 7 51

1998 112 58

1999 103 43

2000 90 34

2001 71 33

2002 91 64

2003 126 48

2004 107 32

2005 64 46

2006 15 3

總計 786 412

（資料來源：Serra-Sogas et al., 2008）

◎圖3　加拿大空巡時數與查獲溢油件數關係圖（資料來源：Serra-Sogas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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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海洋污染防治政策與措施

日本海上保安廳為保護海洋環境，並實現「留

住未來的藍海」，在日本周邊海域派遣巡防船艇和

空巡機巡邏，且與其他國家執法機構、志工和海上

從業者，共同監控海域油類、有毒液體物質和廢棄

物排放等不法情事，實施海上污染監測安全合作，

並利用民眾撥打“118”專線舉發及獎勵方式，確

實掌握海洋污染的實際情況，達到防止海洋污染之

目的。此外，透過海洋教育宣導和海洋環境保護活

動，以達有效因應及防止違法之僥倖心態（日本海

上保安廳，2010）。根據日本平成18至22年（西元

2006至2010年）的統計年報，可由圖4觀之，儘管

環保意識越來越提高，對於違反海洋環境法律之在

航船舶非法排油行為卻似乎不斷存在。

由於造成的海洋污染和環境破壞，多數皆為人

為因素所致，於是灌輸海洋環境保護意識顯得格外

重要。因此，海上保安廳、海洋環境保護、海洋漁

業和其他政府機構，積極辦理各種講座並進行諸如

海洋環境保護教育活動、志工活動與研討會，期能

澈底落實海洋教育，深耕海洋文化。2010年相關活

動概況：海洋保護研討會約100場（參加人數4,940

名）、訪船指導計有2,293艘、教學處所訪問計有

985所、海洋環境保護教室講習計有257次（參加人

數15,924名）。

◎圖4　日本2006至2010年違反海污法移送件數統計圖（資料來源：2010年日本海上保安廳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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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WOT策略分析結果

本文專訪2位領港、2位資深輪機長及2位海事

院校教授，以SWOT分析臺灣海域執法的優勢、劣

勢、機會與威脅等相關情況，如表2所示，並綜合

分析，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一）優勢與機會分析（SO）：

1.  未來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將有助於港口

國管制實施， 海巡機關可投入稽查工作。

2. 海洋污染防治法將可做更完善規劃或修訂。

3.  海事教育可獲提升，使執法人員接受良好的

海洋環保課程。

4.  透過堅實的法令規範及環保教育訓練，海巡

機關可周全維護我國海域環境。

（二）優勢與威脅分析（ST）：

1.  臺灣海域為航運要道，遭受污染風險甚高，

應投入查緝能量予以因應。

表2　船舶排油污染執法現況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s） 機會（Opportunities）

1.  我國在港口國管制上努力實踐，針對次標準船
舶執行嚴格取締，落實港口檢查工作。

2.  海巡機關派遣高性能巡防艦艇執行全天候海域
巡邏任務，確實維護我國海域環境及海事安
全。

3.  我國業制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並公布施
行，成為海洋法治國家之一環。

4.  我國海運事業發展成熟，在海事教育及素養
上，程度不亞於先進國家。

5.  在行政組織架構下，各部會在海洋維護方面皆
能依照權責保全海洋環境。

1.  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緊張情勢趨緩，將有機會
積極加入各個官方或非官方國際組織，增加資
訊交流機會。

2.  研修目前所實施之海洋污染防治法，做更完善
的法規訂定。

3.  海巡人員管理商、漁港船隻進出，未來結合港
口國管制檢查任務的賦予，可以有效強化船舶
管控及稽查。

4.  執法人員接受良好的海洋環境保護課程及實
作，在我國海域內嚴格取締違法情事。

5.  目前預計將相關海洋事務之單位成立專責機
構，專責執行所有海洋事務有關之政策與法
令，將事權連結成一體。

劣勢（Weaknesses） 威脅（Threats）

1.  空巡能量缺乏，每天僅有兩小時飛航巡邏勤
務，有時候編排維修保養而無出勤的情形。

2.  空勤總隊工作項目繁雜而無力再去增加航次去
執行海洋污染監控任務。

3.  臺灣在航太發展上面尚屬於初步階段，在衛
星空拍取締方面，我國太空監視能量非常不
足。

4.  未參與國際海事組織及各區域型備忘錄簽
訂，國際地位顯得較為薄弱，在國際上未能獲
得合理的尊重。

5.  政府機關的執法人員教育訓練不足，面對不熟
悉的領域，一般都不太願意去接觸。

6.  目前在海洋污染防制法等相關法令所定之罰責
過低，難以吸引船東及船員的重視。

7.  臺灣各港口的情況，皆未配有岸上油水回收設
備，所以間接導致泊港船舶無法有效回收廢油
水。

8.  政策機關與執行機關兩者屬於不相隸屬的機
關，就會造成嫌隙，互踢皮球的現象。

1.  臺灣海域係為東北及東南亞海運的必經要
道，商、漁船皆在鄰近海域從事航行作業，面
對海洋排油污染的風險甚高。

2.  我國海域監控能量涵蓋範圍不廣、監控時間不
能接續，造成執法上產生些許疏漏。

3.  亞太營運中心成立在即，未來將面對更多商旅
船舶航經我國海域，勢必增加許多污染風險及
威脅。

4.  鄰近海域皆有廣大的珊瑚礁及魚類資源之棲
地，繁雜的海運交通，若有污染行為產生，勢
將造成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進而影響人類對於
資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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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巡防艦艇巡邏以近岸為主，涵蓋範圍及監控

能量較薄弱，執法上可能產生罅隙。

3.  港口國管制不甚嚴謹，海運所生污染將造成

海洋生態系統破壞。

（三）劣勢與機會分析（WO）：

1.  空巡能量缺乏及管轄隸屬的問題，應將海洋

事務機關成立之際，在其組織架構下補足。

2.  航太發展問題，應多與先進國家交流，增加

科技資訊提升的機會，研發新式監控設備。

3.  目前國際地位仍顯薄弱，應在兩岸和平之時

機，多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4.  執法人員教育訓練不足之情形，應使其接受

海洋環保課程及實作。

5.  罰責應予重新檢討，檢視各國立法資訊，討

論是否增修。

6.  政策與執行機關分歧，應予事權統一，成立

專責機構。

（四）劣勢與威脅分析（WT）：

1.  空巡能量缺乏，致使涵蓋範圍不廣及監控時

間不連續。

2.  港口未有合適的回收設備，未來航運量增

加，勢必造成污染情事遽增。

3.  海洋污染罰責過低，對於海洋排油污染的違

法行為，遏阻效果不彰。

4.  政策與執行機關若有嫌隙，發生污染事件卻

相互推諉，恐加速海洋污染破壞。

綜整分析結果，以及專家訪談之寶貴意見，針

對在航船舶排油污染之海域執法策略，則有以下看

法：

（一）短期規劃：

1.  先將第一線執法人員積極投以海洋污染專業

訓練，並持續遴送國外見習及觀摩各國海域

執法模式。

2.  在空巡能量補足之前，加強海上巡邏，並將

範圍逐漸擴大，不只侷限於近岸水域，期能

增加遏阻效果。

3.  積極向民眾推廣舉發海洋污染事件，並提供

獎勵，鼓勵民眾關心海洋環境，勇於摘奸發

伏。

4.  利用各港務台主動發布航行通告，呼籲在航

船舶勿從事非法行為，並請求各船台協助注

意海面船舶狀況，如有非法行為立即通報我

國相關單位。

5.  持續實施港口國管制檢查工作，落實泊港船

舶各項查驗工作，引用國外船舶資訊實施複

查，增加緝獲率。

（二）中、長期規劃：

1.  積極招商廢油回收處理，以利各港口有能力

處理泊港船舶所排出廢油水，主動提供服

務，避免船舶無處合法排放而偷排入海。

2.  海域執法單位應購置新型空巡器及偵蒐設

備，加強海域執法能量，建構海、陸、空等

三度空間聯合查緝效能。

3.  執法人力應予專業化訓練，賡續補充新進人

員，適度增加專業人力，有助於強化執法嚴

謹度。

4.  檢視目前海洋污染防治法規，針對構成要件

及罰責的部分予以重新檢討，援引國外法案

及案例，修訂現有規範。

5.  在航海科技方面，主動與國外航太專家交

流，共同研發海域執法衛星，增加偵蒐面

積，並利用合作的機會加速我國航太發展。

6.  積極參與國際官方及非官方組織，與各先進

國家交流海域執法資訊。

7.  注重海洋教育、歷史及文化的推廣，使民眾

瞭解海洋生態及保育的重要性，將珍惜海

洋、保護海洋的願景及使命傳達給所有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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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未來面對亞太營運中心成立在即，以及各港口

亦將開始轉變營運模式。在此轉型之際，我國應將

港口設備予以俱全，讓使用者可以利用港口設備來

減少污染機會，所以應鼓勵民間公司投入廢油水回

收事業，或者港口管理當局主動提供收受設備，以

減少船舶在海外排放廢油水之機會；另透過風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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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海域遭受污染（Sage, 2005），高風險船舶標準

概念將有助於未來航海設備和識別系統效能提升，

例如：AIS系統可將船舶資料輸入其中，使沿海國

獲得詳細信息確實掌控船舶動態。

政府應摒除過去傳統被動等待污染發生後應變

之心態，採取例行性及機動性主動出擊稽查，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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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海巡署海上化學災害
應變整合性決策機制

文｜林世昌

2001年6月28日左營外海約11浬海軍中正艦與

巴拿馬籍「金化學輪（GOLDEN CHEMICAL）」

擦撞，導致96噸「對二甲苯」洩漏，造成海洋污染

（新浪網，2001）；2005年10月10日南韓籍化學

輪「聖荷兄弟號（SAM-HO BROTHER）」於桃園

永安外海9浬處，遭另一艘貨輪追撞，船艉坐底，

船艏露出水面約20公尺，該船裝載2000多公噸「液

態苯」（海巡署，2005），苯具高揮發性而有毒

性，一旦大量洩露，會對環境生態造成嚴重影響，

以金化學輪案件為例，因當時海象惡劣，回收與拖

帶作業不易，應變人員決定以現場直接燃燒法代替

回收作業，由軍方發射飛彈，造成金化學輪船艏有

2處破損（擊中船艏壓水艙），金船未燃燒，但失

去浮力而浸水沉沒，貨艙內的苯，3年後才由兩千

噸級MICLYN ENDURANCE動力定位船利用最先進

的水下無人載具進行抽除。2006年7月15日，印尼

籍德威輪（DEWI BUNYU）於台北港外翻覆，隨潮

流漂流沉沒於台北縣麟山鼻外海2浬50米深水域，

船上載有乙酸乙脂（香蕉油）1000噸與33噸燃油，

直到2007年初完成殘油與殘貨的移除作業，總共

有913噸乙酸乙脂與29噸燃油外洩到海洋中（環保

署，2006）。

我國海上災害應變工作主要由海巡署執行，海

巡署在處理海上化學災害事故時，執行蒐證、取締

流程（如圖1）。實際執行時，勤務中心的值勤官

員以人命救援為優先，視需要申請直升機或派遣巡

◎圖1　海巡署目前處理海域船舶化災蒐證、取締流程
（資料來源：參考海巡署常用勤務執行標準作業程式彙編，作者繪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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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艦艇在最短的時間內馳赴災害現場，並由責任區

的海巡隊長任命巡防艦上的艦長為現場指揮官，統

籌化學災害現場的任務分派與執行。

事實上海巡署巡防艦（艇）上的應變人員因無

配置個人防護裝備，也未具有危險化學品應變的知

識與職能訓練、更不瞭解採樣分析儀器的操作，加

上執行的艦艇非屬功能船的設計，應變程序亦不若

環保署毒災應變隊嚴謹（圖2），導致應變人員可

◎圖2　環保署毒化災事故通報與應變程序（資料來源：環保署，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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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海巡署船舶化災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左）及可能面臨危害（右）

能暴露在高風險環境而不自知（圖3）。

海上化災應變不像一般的油污處理，應變人員

除了需具有船舶結構與海上工作知識，面對可能

具有易燃、爆炸、腐蝕、劇毒或放射性危害的化

學物質，還需具化學品識別與安全管理的知識較

高度的訓練。我國海巡署除了3艘油污應變船與相

關的油污攔阻回收裝備外，巡航主力（500噸級以

上之中大型防巡艦）上面的應變裝備只有巡防艇

（掩體）、人員裝備（2-4套消防衣、2套呼吸器與

10-20套D級防護衣），而攻擊性設備只有消防槍

（泡沫、海水，射程不超過50米）、簡單的船舶堵

漏工具包與基本醫療裝備。而以目前的應變裝備、

專業訓練能力與訓練，海巡署只能進行事故船與落

水人員搜尋定位、水體採樣與現場蒐證、發生水域

水文氣象觀測、上風處人員接駁救擭、船舶滅火、

中和劑噴灑、無害性／低毒性外洩物堵漏、管制區

交通管制等初級的應變工作。

國際上在處理海域化災事故時，多會參照赫爾

辛基公約應變手冊（HELCOM Response Manual）

所制定的海運危害物與危險品包裝物洩露應變建

議，該應變程序簡述如下：

1. 建立應變計畫，組織應變團隊與指揮官

在得知化災事故後，相關成員立即成立應變

小組，且指派現場指揮官執行現場的指揮調

度與協調工作。其指揮體系如圖4所示。

2. 建立初步風險區域圖

即時的繪出風險區域圖是極重要的任務，風

險區的劃定範圍依據環境污染程度、工作重

點、使用機具、操作方法等而異。風險區可

分為高風險區與低風險區。

以下的區域可被視為高風險，而被列為高風

險區：

　●  執行人員救助區、危害容器回收堵漏區、

嚴重受污染區調查與回復、事故現場等，

即應變行動主要工作的範圍階可列為高風

險區。

　● 鄰近事故現場，能見度極低的區域。

　●  只有著適當防護裝的應變人員才能進入的

區域。

高風險區外圍，即屬低風險區。只有受過訓

練的應變人員才能登檢發生化災事故的船舶

並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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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化災應變指揮體系（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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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表1　海上船舶事故分類、評估危險等級及所需要的應變資源自檢表

事故分類 擱淺 碰撞 失火 沉沒 貨物落海

需考量變數

-貨物落海
-人命救助
-危險品外洩
-火災

-貨物落海
-人命救助
-危險品外洩
-火災

-貨物落海
-人命救助
-危險品外洩
-爆炸

-貨物
-水深

-海運貨櫃
-包裝容器種類

3.  海上船舶事故分類、評估危險等級及所需要

的應變資源

應變工作的成功與否，建立在現場的資訊蒐

集與處理，唯有充份的資料才能協助重建

現場，並模擬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事。因此

應變指揮官在執行應變工作前，應先對下表

（如表1）所列的事項（資訊）進行確認，

以確保任務的執行能符合期望且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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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管制區

管制區的設立仍是為確保應變人員與其他人

員的安全，化災事故發生時，均會伴隨著化

學品的洩露、燃燒甚至爆炸，這些極可能造

成人員的傷亡，因此在事故時，現場人員或

初級的應變人員會設立封鎖，管制人員／船

舶的進出，並告知港務機關發出航行警告，

通知附近船舶協助救援或避開事故水域，並

等待專家團隊的指示（如表2）。

5. 制定優先行動方案

● 人命救助

　 一般以搜尋受困人員優先，接著會將受困

人員移至安全區進行緊急醫療處理，然後

再進行受困人員的除污工作，最後為醫療

後送。

● 堵漏、限制外洩範圍

　 對外洩的容器先進行堵漏的工作，接著是

外洩物質的圍堵作業、回收或是使用中和

劑降低危害，最後再進行現場清理與復原

工作。

● 降低損害

　 諸如滅火作業、殘存化學品轉載等皆是降

低危害的方法。

6. 個人的防護裝備選用

進行化災現場前，OSC應先瞭解危害化學物

質的種類與船舶現況，指定應變人員穿著適

宜的防護裝，再執行應變工作。

7. 接近災害現場（船舶）

在接近化災事故船時，應優先考慮的風向。

載有危害性物質的船舶發生災害時，有時會

表2　管制區的大小範圍建議

事故種類 相關化學物（範例） 管制範圍

劇烈火災
丙酮、丙烯腈、汽油、環己正己烷、甲
醇、甲基乙基酮、醋酸乙烯

球形半徑
100公尺以上

爆炸
液化石油氣、乙烯、丙烯、丁二烯、炸藥
含氧和可燃物質的混合物

球形半徑
1000公尺以上

碳氫氧化合物燃燒
（一般煙霧）

丙酮、丙烯腈、汽油、正己烷、甲醇、甲
基乙基酮、醋酸乙烯

煙霧外圍100公尺以上

危害性化學物質燃燒
（有毒煙霧）

氯化烴類、乙醇胺、塑料 煙霧外圍500公尺以上

危害性氣體外洩 苯類、石腦油、輕質原油 微量氣體分析儀可偵測到的範圍

危害性液態氣體外洩

第I類
氨氣、氯乙烯
第II類
丙烷、丁烷、液化石油氣、乙烯、丙烯、
丁二烯
第III類
氯化甲酸乙酯、氯氣

外洩種類
健康危害

火災／
爆炸危害

I II 全部

外洩量
（噸）

安全距離 安全距離
安全距離
（公里）

0.1

1

10

100

1000

1

2

5

10

20

0.2

0.4

1

2

4

0.2

0.4

1

2

4

（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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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應變小組由上風處登船（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伴隨危害性物質的外洩，因此採上風處接近

可確保應變人員的安全（圖5）。

每位應變人員在登上事故船前要先確定已穿

載適宜的防護裝備並配置偵測器、通訊、救

生、滅火等裝備。並預擬緊急撤離區位置，

將緊急供氣瓶放置在易取得的地方。

8. 指定進出災害現場交通工具

進出事故現場，不外乎搭船與直升機，各有

優劣，簡述如下表（如表3）。

表3　進入事故現場方式

進入事故現場方式 優點 限制

船
-有較大的工作平台並配有足量的應變裝備
-滯海時間長

-速度慢
-作業效率受天候限制

直升機
-可快速抵達現場
-天候限制條件較少

-滯空時間短
-可裝載的應變設備少

Remaining
Crew

Boarding and Response
from the Windward Side

Wind Direction

Remaining
Crew

Boarding and Response
from the Windward Side

WiWindnd D Dirirececti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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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登上事故船進行處理應變

登上事故船的方式與登船點的選擇因天候、

海浪狀況與船舶的現況而異，一般大型的船

舶常見的登船點如（圖6）所示

●  當事故船隻可被靈活操縱，船上電

力供應穩定時，應變人員可由領港

梯（P i l o t  l a d d e r）、救生艇登艇梯

（Li feboat  ladder）、水線上方領港

門（Pilot ports）、領港升降梯（Pilot 

elevator）、食物日用品遞送門（Bunker 

and food ports）、舷梯（Gangway）、

動有小艇吊掛甲板梯（Derricks）、船

艉門升降平台（Ramps）、直升機甲板

（Helicopter）或人員由從直升機直接垂

降（Direct boarding）方式登船。

●  當船隻航行尚可被操控，但船上使用緊

急發電機備用電源，電力供應不足時，

應變人員可由領港梯（Pilot ladder）、

救生艇登艇梯（Lifeboat ladder）、水線

上方領港門（Pilot ports）、食物日用品

遞送門（Bunker and food ports）、舷

梯（Gangway）、動有小艇吊掛甲板梯

（Derricks）、直升機甲板（Helicopter）

或人員由從直升機直接垂降（D i r e c t 

boarding）方式登船。

●  當船隻操縱失靈時，應變人員只能從繩

梯、直升機甲板（Helicopter）或人員由

從直升機直接垂降（Direct boarding）方

式登船。

◎圖6　可行的登船點（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Crane, Derrick Gangway

Stern
Ramp Lifeboat Ladder

Pilot
Port

Pilot
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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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事故船上設管制區

登上事故船後，視災損區域範圍設立危害

管制區、人員除污區、醫療急救區等，只

有穿著防護衣的工作人員才能進入危害管

制區作業。若是在風速不強的情況下，外

洩氣體可能籠罩船體大部分的區域，此時

防護裝的正確使用非常重要。應變人員上

船後，在確認風險等級、優先工作內容、

人員離撤方式，修正應變方式後，接著就

進行各項佈署執行任務。

11. 應變計畫自檢表

為了讓應變作業更加周延，應變指揮官會

使用自檢表，來確認每項查核準備工作均

已就緒。以下（如表4）是危害性化災事故

應變自檢表的範例。

赫爾辛基公約應變手冊中對船舶化災應變標準

作業的建議是以人命安全為優先、採取最適宜的應

變來防止災害擴大並保護海洋環境。

筆 者 在 參 考 了 赫 爾 辛 基 公 約 應 變 手 冊

（HELCOM Response Manual）、國際油輪

船東組織（International tank owners pollution 

Federation, ITOPF）、The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for the 

Mediterranean Sea（REMPEC）與「海運化學品

洩露污染緊急應變作業指引」、「工業安全與緊急

應變概論」、「有毒化學物外溢因應技術」及「重

大化學品災害應變訓練教材」等專書中對各類化學

品外洩與包裝容器落海的應變方式後，在文末簡述

適合我國現況的化災應變整合決策機制流程。

表4　應變計畫自檢表

工作事項 完成 備註

1 風險評估／最惡劣情境分析 □

2 個人防護裝備選用／裝備檢查 □

3 緊急應變計畫／應變小組成員任務分配 □

4 工作站／待命區／去污站／規劃、設置與動線模擬 □

5 各項監測儀器校準 □

6 通訊聯絡方式／裝備配置、裝備檢查 □

7 設置初級醫療站／裝備檢查 □

8 進入事故現場的動線／方式／模擬 □

9 行動等級確認 □

10 採樣執行計畫／裝備／ □

11 取得主管機關授權行動 □

12 蒐證設備／檢查、使用 □

13 文件記錄與保存／訊息傳遞/媒體 □

（資料來源：HELCOM Response Manual,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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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海上船舶化災事故均是獨立案件，在可

行的情況下，指揮官在第一時間應先設法與船上人

員取得聯繫，瞭解可提供的協助。應變工作的第一

線人員是船上人員，他們應先運用船上的裝備執行

簡單的堵漏、滅火、或是落海包裝物的打撈與回

收。岸上的應變人員要瞭解化災事故不同於一般的

海上人命救助或油污染工作。因此在執行每一階段

的工作前應向現場或用各種通訊方式向相關領域的

專家請益，若可行應該由應變指揮官就近就便召開

會議（也可使用視訊設備），儘可能各領域的人員

參與決策討論。

即海上化災事故處理需整合各領域的專家來支

援（圖7），例如(1)熟悉船舶結構與浮力計算的造

船專家、(2)能提供精確海象預報的海洋氣象與海流

模擬專家、(3)瞭解船舶操控性能與船務運作的船

長、(4)瞭解船載化學物質性質的化學專家、(5)能依

據化學物質特性、載運量或外洩量，配合風場、海

象與船舶現況條件計算模擬最惡劣情境的化災應變

規畫專家、(6)能有效執行現場無線電與視訊監控操

作的通訊員與設備架設員、(7)載運救災行動人員安

全進出事故現地救難船／艦／直升機操縱人員、(8)

執行現場環境品質採樣與初步分析工作的採樣員、

(9)在現場執行人命救助、緊急醫療、滅火、堵漏、

有毒化學物中和與回收作業的緊急應變人員、(10)

對取得樣品進行詳細分析與判別的實驗室分析員、

(11)熟悉事故海域與鄰近漁場、環境生態敏感區、

海洋（岸）遊憩區、人口居住區等的海洋生物學家

與環境調查員、(12)能依據化災事件的地點、性質

與規模大小、受因人員狀況、船舶現狀、可動員的

能量、鄰近受影響區域的大小與受影響程度來制定

◎圖7　海上化學災害應變整合性決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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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海巡署船艦執行海上船舶化災應變標準流程建議

完整的應變計畫並調派人員分工的現場指揮官、

(13)對事故的進行調查並向污染者提出賠償與訴訟

的法律人員，(14)執行人員醫療救助與重症處理等

的醫療人員等。

海巡署與環保署是我國目前執行海域化災的應

變的主力，海巡署與環保署各區的毒災中心可以相

互支援人力與裝備，共同執行任務，指揮官應依下

圖程序（圖8）並可參考吳培堯的海運有害物質洩

漏應變作業之主決策樹狀圖（圖9）來應變，並在

各階段的工作進行期間，儘可能向上述相關領域的

人員洽詢擬將進行的工作，或是由上述的專家群組

成應變諮詢小組，在現場執行決策工作。

在後續精進作為中，筆者會建議海巡署可列專

案計畫將本文所提「海上化學災害應變整合性決策

流程」內化為電腦軟體，結合即時AIS、海域天候

與流場圖、化災分析軟體、GOOGLE MAP、環境

敏感區域圖等介面，讓使用者可以自行選擇輸入或

即時連結到相關的觀測資訊，以圖層與決策樹狀圖

的方式輸出。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中部地區

機動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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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海運有害物質洩漏應變作業之主決策樹狀圖（資料來源：吳培堯，2012年）

1.  海洋污染之處置流程，常用勤務執行標準作

業程式彙編，海巡署，頁1-24，2010年更新

版。

2.  海洋巡防總局，100年度海洋污染防治設備

及重大化學品災害應變訓練教材，附件六，

頁45-69，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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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署秉持「海域執法」、「海事服務」

及「海洋事務」等三大核心任務的服務理念，特於

今年結合當前國際情勢與海域發展現況，以「經略

海洋」、「確保安全」為主題，102年5月11日上

午10時，假臺灣中部臺中港區辦理海安七號演習，

總統  馬英九先生在行政院長江宜樺、海巡署長王

進旺、各部會正、副首長及多位立法委員的陪同

下親臨主持，雖然大雨滂沱，但參與演習的海巡人

員不畏風雨進行操演，透過各項綜合應變演練，展

「眾心一致、成就完美」

－ 海安七號演習暨海洋文化活動策劃

優劣分析與檢討

現海巡署守護海疆之決心；同時結合中部地方文化

特色辦理海洋文化活動，以「海洋裝備」、「海洋

保育」、「海洋休憩」、「海洋產業」及「海洋文

化」等五大面向多元陳展，寓教於樂，使國人瞭解

我國近年來對於海洋各層面的建設與發展。

總統於致詞時表示：「這是我第三次參加海安

系列演習，代表政府對於海巡工作，捍衛主權、保

護漁權、海上執法與救難等工作相當重視；並且針

對日前我國漁民遭菲律賓公務船射擊事件，嚴正要

文｜詹端恩　圖片提供｜中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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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菲律賓政府查明真相、正式道歉、緝凶究責與賠

償。」總統說：「任何一個國家執法都不能超過必

要的程度，菲律賓公務船對毫無武裝的漁船開槍射

擊，絕對違反國際海洋法，也背離人道精神，這是

非常粗暴且冷血的行為。」總統強調：「政府一定

會為我們的漁民朋友討回公道，也不排除動用任

何制裁手段，這件事情也凸顯強化海巡工作的重要

性，已要求海巡署加派船艦到南方經濟海域巡護，

務必保護漁民作業安全。中華民國是愛好和平的國

家，但我們從未輕忽捍衛主權、保護漁權的努力，

自五年前東海發生聯合號遭撞沈事件後，即要求加

強海巡署編裝，積極推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

案」，從民國98年到108年，規劃投入240億餘元的

經費，由國內自己興建1,000噸以上巡防艦還有巡護

船九艘，100噸的巡護救難艇28艘以強化海上巡防

能量，未來此一發展方案將為海巡注入更大的執法

能量，往後每年都會有新的船艦加入海巡行列。」

總統特別強調：「海巡署的工作包括海上救援

與執法，以捍衛主權、保護漁權，其任務無法由海

軍所取代，但若有作業上的需要，海軍則可以提供

支援；換言之，海巡在第一線、海軍在第二線，這

是全世界文明國家的共同做法。雖然今天天候海象

不佳，但是我們海上救難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海象

不好的時候，所以，演練情況反而更為逼真；為了

捍衛國家主權，維護漁權，往後每一年都會有新增

船艦加入海巡署的行列，像新北艦後甲板可提供直

升機起降之用，增加救生救援能量，保護我們的漁

民。」同時，總統也特別再度褒揚海巡署王進旺署

長，自任職以來為捍衛海疆及維護主權所付出的心

力。

此次海安七號演習及海洋文化活動規模盛大，

計動員相關機關參演人員共計1,206名、各型巡防

艦艇27艘、直升機2架及各項陳展裝備23項。參演

單位計有內政部、交通部、財政部、經濟部、國防

部、臺中市政府、臺灣電力公司、臺灣港務有限公

司、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搜救總隊及

大甲鎮瀾宮等68個單位。演習項目包括：海上分列

式、特勤快艇性能操演及海上應變綜合演練等三大

項；同時結合臺灣沿海媽祖文化，由大甲鎮瀾宮設

置海洋文化專區，以醒獅團等動態表演及靜態文物

陳展，讓國人瞭解臺灣沿海媽祖文化之精髓，計有

觀禮來賓及參訪民眾五千餘人參與此一盛會。

本次演習為宣示維護海域權益之決心，驗證突

發狀況發生時之整備與應變作為，有效提升處理海

事安全、海洋資源維護及海域執法能量，由本署6

艘噴射式特勤艇實施各種隊形變化之船藝操演，

船艇性能操演項目包括「勢如奔馬」、「舞動奇

蹟」、「席捲天下」、「天下無雙」、「縱橫馳

騁」、「登峰造極」、「驚心動魄」及「花開富

貴」八項，充分展現本署特勤同仁優異的操艇技巧

與訓練成果。

為具體展現歷年來建構、訓練所儲備能量及執

法成員，運用實船、實人實施演練，並針對海上

狀況設計及結合臺中港區ISPS國際船舶港口保全

設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海洋污染防治等複合

課題，擬定「ISPS（International Ship and Port 

Facility Security）港口保全、海難救援、船舶滅火

及污染防治、反挾持」四項狀況，狀況設計由港口

延伸至海上，藉由統合中部地區各機關能量，建立

縱向、橫向順暢通聯機制，有效呈現各參演機關應

變能力。

實兵演練結束，總統訓勉及頒發加菜金後並參

觀海洋文化活動。本次演習首次結合中部沿海地區

文化特色辦理海洋文化活動，除於碼頭泊靠海巡署

最新成軍之2000噸級新北艦及1000噸級巡護八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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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及活動畫面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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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艦船，供民眾參觀，充分展現我國海域執法能量

與實力外，並結合內政、國防、海巡等機關及民間

災難救援單位陳展各式犯罪偵防、災害防救及海洋

污染防治等裝備，藉由專業人員介紹與操作，彰顯

各機關（單位）對天然災害防救、海洋安全維護及

污染防治等能量；而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十分

豐富，為推廣海洋生態保育觀念、響應國家海洋政

策、鼓勵國人親近海洋及為使民眾瞭解日常生活與

海洋相關產業，特邀集地方政府、海洋產業相關公

營事業、中部地區漁會及各個民間單位（團體），

透過多元互動及歡樂的陳展方式，使參加民眾親身

體驗，藉以宣導海洋保育、海洋活動及海洋產業的

多樣性，期能讓國人認識海洋、珍惜海洋、親近海

洋、與海共存，進而建構一個生生不息的海洋。

媽祖信仰為臺灣重要的民間信仰之一，民間有

許多媽祖聞聲救苦救難的神蹟傳說，是臺灣海洋文

化的重要表徵。近年來臺灣沿海民眾，若在海域、

岸際發生急危苦難事件，看到海巡人員出現，就如

同看到媽祖一樣，因此，海巡署亦被喻為「海上

媽祖」。在本次演習中，更結合了臺灣沿海媽祖

文化，特邀請大甲鎮瀾宮於會場陳設海洋文化專

區，以動態方式表演展出，包括兩廣醒獅團、大甲

五十三庄武藝獅藝、南北管演奏、大甲鎮瀾宮太子

團及大鼓陣等精彩表演；總統暨隨行長官除參觀各

項陳展外，並虔誠向媽祖祭拜，祈求國泰民安、國

運昌隆；隨後亦前往海巡署人才招募區，實地暸解

招募現況與簽名留念，鼓勵有志青年能投入海巡署

行列。

本次「海安七號演習暨海洋文化活動」，結合

各機關及民間團體等多方資源，秉持「政府一體、

民力無窮」之理念，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演訓及陳展

活動。檢討其優缺點及效益，在缺失方面：5月9日

發生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漁民事件，大幅影響本次

演習的宣傳行銷，演習完畢後相關新聞發佈行銷，

由於前項事件的影響，在發佈上有關本次演習活動

的效益、花絮，相對的審慎及保守。

對本次演習從核定演習為中部地區主辦起，演

習過程至結束，其優點與效益如下：

一、 雖然大雨滂沱，嚴重影響演習項目及程序，惟

在全體參演及工作人員的努力及緊急應變下，

迅速反應處理，使演習如期進行，大批已到場

觀眾仍能體驗海巡近年執法救難能量的大幅成

長與訓練精良，尤其中部地區大部分觀眾係首

次參觀，更大為激勵感謝。

二、 妥善的規劃與計畫，本次演習根據歷次演習的

經驗與作法，更廣泛蒐集資訊，充分徵詢相關

機關近年發展、能量及戰技參演之可行性及意

願，不斷研議增刪，以致定案。

三、 不斷協調溝通，確認參演項目，本次演習原有

意參演單位有40個，項目達五十餘項，包括

陸、海、空及文化展示及船艇參觀，經由不斷

的拜訪、溝通、協調及開會研商，確定相關可

參演之精彩項目與內容，作業審查仔細審慎，

過程縝密。

四、 有效分工執行，由於陸上、海上、文化展演

及船艇參觀，項目繁多，我們分為20組來執

行，並分為陸上校閱及交通接待、海上演練及

參觀、海洋文化三大區塊，分由二位副局長及

海洋總局海務組長，綜合指導指揮，有效的分

層、分工來執行。

五、 凝聚同仁向心及士氣，本次演習，局長為凝聚

同仁向心及共識，發揮群策群力之綜效，特於

半年前本局組織學習時，集合全局同仁播放

「勇者無敵」電影，並作研討，將南非總統曼

德拉當選後，如何在一片種族分離，政經不彰

的社會中，凝聚南非民眾共識，藉由世界盃足

球賽，團結南非民眾共同建設國家之精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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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啟發同仁齊心一致之必要性。

六、 精確艱苦的訓練再訓練，為求演習各科目能精

準無缺失，各參演單位在各自單位進行了為期

1個月的分組訓練，並於4月1日開始集中臺中

港43號碼頭進行組合訓練，期間不斷研訓各個

動作及艦艇速度位置相互配合，一次次的檢討

改進，參訓同仁不畏海風烈日、堅忍卓絕，完

成任務。

七、 本次演習在王署長、王政務副署長、鄭常務副

署長、巡防處及海岸巡防總局楊總局長、馬副

總局長、巡防組等各級長官，頻頻南下臺中主

持協調指導演訓及預演，使得歷次缺失不斷改

進，相關窒礙立即解決。

八、 演習期間龐大陸上、海上演習團隊的生活、住

宿、交通及伙食等問題，在先期妥善規劃下，

有秩序的支援，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4月份

的組合訓練，早上預演後各艦、艇艇長及陸上

工作人員在巡護八號船上召開檢討會，以便當

會餐，餐間並有熱湯水果，岸海同仁共聚一

堂，除了享用一餐簡樸飽足的午餐，更聯誼情

感、協商事務，氣氛融洽。

本次演習除上述優缺點外亦達到下列效益：

一、 首次在中部舉辦如此大規模的演訓活動，讓中

部地區民眾激奮，並更深一層認知本署之功能

與歷年作為。

二、 有效行銷本署的能量及維護主權、漁權、救苦

救難的作為與精神。

三、 結合大甲鎮瀾宮海洋文化的展演及艦艇展示，

大幅提升本署在中部地區民眾心目中的印象及

能力。

四、 有效確立本署在ISPS應變、海難搜救、海上滅

火、除污及反挾持搜捕等標準作業模式，並大

大提升相關執法能力。

五、 籌辦過程中，透過不斷協調研商，大幅增進本

局與臺中港區相關友軍單位及民間機構、團體

溝通互動，有效的整合港區相關團體群策群力

參與演出，提升本局成為臺中港區的整合者角

色與地位。

六、 演習過程至結束，全體同仁上下一心，目標一

致，不斷集氣，直至演習結束，同仁們仍沈醉

於演習過程，自己參與的每一個角色、貢獻與

努力，深以為榮。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勤務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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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文｜林彬

壹、船舶事故性油污染

1 9 8 2年聯合國海洋法國際公約（U n i t e 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第一條對於海洋污染做了以下的定義：

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排入海洋環境，包括

海灣，其結果會導致不利的影響，造成生物資源的

損害、危害人類健康、妨礙包括捕魚在內的各種海

洋活動、損壞海水的使用品質，以及降低環境之舒

適感。各種污染海洋的物質中，最讓人感到憂心及

厭惡的，大概就是石油了。因為油污染會造成海洋

生物、魚類及海鳥的大量死亡，石油成分中所含的

毒性也已證實會使人類致癌。

隨著國際間貿易往來頻繁，海上運輸之船舶數

量也與日俱增，船舶所造成海洋油污染的事件也就

時有所聞。1967年3月18日超級油輪Torrey Canyon

擱淺在英國西南角Land's End及Scilly群島之間的

Seven Stone淺礁上，所裝載之120,000噸原油洩

漏入海，造成當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船舶油污染事

件。1978年3月16日賴比利亞籍超大型油輪Amoco 

Cadiz 擱淺在法國西北海岸之Portsall，最後斷成三

截沉沒，所載原油223,000噸全部洩出，污染整個

Brittany海岸，估計造成20億美金損失，是損失金

額最嚴重的船舶洩油事件。2001年1月14日希臘籍

35,000噸貨輪阿瑪斯號滿載礦砂在臺灣墾丁海域擱

淺，造成1,150噸的重燃油外洩，污染了長達3公里

的龍坑生態保護區海岸。

上述油污染均因船舶海難事故所造成。雖然船

舶事故會引致油料外洩的比例不高，但一旦外洩，

其污染的危害及損失程度卻相當嚴重。依據國際

油輪船東防止污染聯盟（The International Tanker 

Owners Pollution Federation Limited, ITOPF）統

船舶油污染

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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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近40年來，船舶洩油量小於7噸之事件中，因

船舶碰撞、擱淺、失火、機件故障等海難事故所造

成者，佔14%；洩油量大於700噸之事件中，海難

事故所佔比例則高達91%。如果再加以細分，洩

油量超過1萬噸的事件全是油輪所裝載的貨油（原

油）外洩，而一般其他的貨櫃船、散裝船等貨輪因

海難事故所洩出的燃油量最多不到3千噸，乃因超

大型油輪載重量均超過20萬噸，滿船的貨油只要船

體一有破裂，洩油量很容易超過萬噸，而貨船的燃

油櫃容量有限，就算是耗油量最大的大型貨櫃船，

航行時所儲存的燃油也只有約3千噸。

事故性的油污染不論是貨油或是燃油，洩油量

可能超過700噸，已達到我國環保署所定重大油污

染之標準，損害都非常嚴重，污染清除也相當困

難。

貳、船舶操作性油污染

船舶在運作上也會產生污油水的排放，其每年

排入海洋的總油量遠多於海難事故。1985年美國

國家研究委員會統計海洋油污染源，船舶事故佔

12%，非事故之排放卻佔32%，可見其嚴重性。船

舶操作性之油污染因操作之性質不同，須分油輪貨

油艙及船舶機艙兩方面來分析。

油輪在卸油港卸完貨油後，船體因重量遽減而

上浮，但空船吃水太淺及受風面積太大而無法操

縱，必須加入海水作為壓艙，增加吃水才能航行，

壓艙水的重量約為貨油重量的三分之一。在傳統油

輪，貨油艙就是壓水艙，因此，三分之一貨油艙必

須裝滿海水。另外，部分貨油艙必須挖除貨油殘存

的油渣（挖艙）或因內部需要修理，必須船員進入

貨油艙內執行任務，這些貨油艙必須先經過海水清

洗（洗艙）及通風排除有害的碳氫氣，船員才得進

艙。可是卸油後，船上貨油艙的艙壁上或艙底仍附

著殘油，其存量約為貨油的0.1%~0.4%。當壓艙及

洗艙的海水進入艙內，自然產生油水混合，這些含

油污水最後就都排入海洋中。以一艘20萬噸油輪為

例，每航次排掉的污水至少含200噸的貨油，一年

5航次就合計倒入海洋1,000噸的貨油。全世界20

萬噸以上之油輪約有500艘，則一年約排掉50萬噸

的貨油至海洋，是Amoco Cadiz事故洩油量的兩倍

多。

另方面，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船舶均是利用石油

作為燃料，提供主機的動力來源。燃油從油櫃藉由

管路系統送至機艙，先經過淨油機處理後，才輸送

至主機燃燒。複雜的管路系統可能因老舊或安裝不

當而有漏油現象，相關的機件在日常保養維修時，

因拆開及組裝也會造成燃油漏出。這些漏油均會集

中流至機艙底層，其他水管系統及清洗的髒水也會

集中於此，油水混合後統稱艙底油污水。每艘船舶

機艙的底層空間有限，當油污水太多時，會滿出底

層甲板，不但使得機艙顯得髒亂，也影響輪機人

員之工作安全。因此，當機艙艙底油污水快滿時，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排到船外，也屬於操作性污染之

一。排放時間與船舶新舊有關，老船漏水漏油情況

嚴重，可能每星期都要排放一次。2007年全世界總

噸位超過1,000的商船共計34,882艘，每年排入海

洋的油量相當可觀。

參、防止油污染相關之國際公約

船舶海難主要來自船員工作上之疏失或船舶之

船體結構不良與機件故障。1912年鐵達尼事故之

後，國際間隨即在1914年針對船舶之船體結構安全

及滅火、救生設備之標準等制定海上人命安全國際

公約（Safety of Life at Sea；簡稱SOLAS）。目前

使用的SOLAS是國際海事組織（IMO）於1974年

制定，但配合航運及科技之發展，條文內容至今已

大幅修正。此外，為加強船員素質、提升船舶航行

安全，IMO亦在1978年制定船員訓練、發證及當值

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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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farers；簡稱STCW）。

由於國際間之合作及努力，各海事國家均依據

上述國際公約加強船舶安全檢查及船員知能訓練，

確實已降低海難事故所造成之油污染。近年來世界

各海域船舶洩油量大於700噸之海難次數已大幅下

降，ITOPF統計，1970至1979年之間平均每年24.6

件，佔55%，1980至1989年降至9.3件，佔21%，

1990至2000年降至7.8件，佔17%，2000至2009年

再降至3.3件，佔7%，2012年僅發生1件。事故性

的油污染多是船員無意間的疏失造成海難所引起，

無法期望零事故，而且此種污染是瞬間大量的油料

外洩，損害嚴重，故各沿海國都會準備各種油污染

清除設備，希能將災害降低。

操作性油污染則是船舶在運作上的習慣或故意

排放所致，每次排放數量有限，而且油料含水已被

稀釋，清除的效果有限。因此，IMO於1973年制定

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簡稱MARPOL），附錄一防止油污染，已於1983年

10月2日生效，希能藉由規定遏止船舶排放油污水

的惡習。對於油污水排放條件之規定如下：

（一）油輪含貨油之污水排放：

1.  不在特別海域內（指地中海、波羅的海、黑

海、紅海、波斯灣、亞丁灣、南極及西北歐

等封閉性海域或需保護之海域）。

2. 離岸50浬外。

3. 航行中。

4. 油料瞬間排放率不得超過30公升／浬。

5.  排放入海之總油量不得超過該輪所運載油貨

的1/30,000。

6. 裝置油料排放及偵測管制系統。

（二） 400總噸以上非油輪及油輪之機艙艙底之污

水排放：

1. 不在特別海域內。

2. 航行中。

3. 含油量少於15 PPM（Parts Per Million）。

4. 裝置油水分離及偵測管制設備。

依據上述規定，一艘20萬噸油輪每航次排放含

貨油之污水中，最多只能含油量6.7噸，達到此條

件，船上偵測系統會自動關閉油污水排放，與傳統

最少排放200噸相比，真是相差懸殊。而且排放海

域必須遠離海岸，排放率降低，使油污水分散而防

止集中在某些海域。機艙艙底之污水含油量少於15 

PPM，排放至海中，不會顯現五彩的油花，若海面

可以看見油的蹤跡，即代表含油量已超出規定，容

易被追蹤及處罰。船舶在運作上一定要產生含油污

水，在嚴格規定下又不能隨意排放，MARPOL公約

規定油輪碼頭及港口應設置足夠容量之收受設備，

以接受船舶所留存之含油污水及殘留物。

1973年制定MARPOL時，還承襲油輪傳統的

運作模式觀念，認定用海水壓艙及洗艙之合理性。

但在環保界的推促下，IMO體認要防治油輪貨油操

作污染必須斷絕貨油與海水的混合。於是在1978

年制定MARPOL公約議定書，作了大幅度修正，

規定油輪必須設計雙層船殼，在裝貨港貨油只能裝

在第二層艙內，航行至卸貨港卸完油後，壓艙水

只能裝在第一層及第二層之間，稱作隔離壓載艙

（Segregated Ballast Tanks, SBT），只能裝水不

能裝油，如此一來，油艙是油艙、水艙是水艙，不

再產生油水混合之污水。隔離壓載艙另有一個作

用，可減少因船舶海難產生貨油外洩的機率，除非

碰撞或擱淺嚴重，造成第二層船殼破裂，否則只損

及第一層船殼，外洩的只是壓艙水而已。

至於油輪洗艙還是要執行，因船員可能還是須

進入油艙內挖艙或進行維修。因此，MARPOL公約

議定書又規定油輪必須加裝原油清洗系統（Crude 

Oil Washing System, COW），油輪在卸油港卸油

時，部分貨油回流至油艙取代海水清洗，其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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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且洗後存留艙間的剩油不到海水洗艙的三分之

一。原油清洗後雖然還需用海水再浸泡油艙一次，

但油水混合的含油量已減少，油污水排放再依規定

偵測及控制，實際的操作性油污染已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

肆、防止油污染之船舶檢查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每個國家對懸掛該國

旗幟的船舶，應就下列各項採取為保證海上安全所

必要的措施：

1. 船舶的構造、裝備和適航條件；

2.  船舶的人員配備、船員的勞動條件和訓練，

同時考慮到適用的國際文件；

3. 信號的使用、通信的維持和碰撞的防止。

因此，船旗國必須監督其國籍船舶依據SOLAS

公約及MARPOL公約之規定建造及安裝各種安全及

防止油污染設施，完成船級協會的檢驗後，取得貨

船安全構造證書（Cargo Ship Safety Construction 

Certificate）、貨船安全設備證書（Cargo Ship 

Safety Equipment Certificate）、國際油污染防

止證書（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IOPP）。船員則依據STCW公約規定經過教育、訓

練及考試取得適任證書。

可是船舶因事故或操作造成之油污染不一定會

發生在其本國海域，通常是污染了航行所經之沿海

國家海域。為保障其他國家船舶在本國海域之航行

安全及禁止油污染，上述各國際公約均授與沿海國

之主管官員得以至外籍船舶登輪檢查各項證書及操

作程序，即所謂的港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 

PSC）。

港口國管制之執行可分靜態及動態。靜態係於

外籍船舶靠泊碼頭期間，港口之主管官員上船檢

查。例如，非我國籍船舶停靠在我國之港口裝卸貨

時，主管官員可上船檢查各項證書及設備，若有

明顯證據顯示船長或船員不熟悉船舶防止油污染之

有關程序，則將接受該我國官員檢查相關之操作規

定。除非有關規定之操作已獲得改善，否則應採取

留滯措施，確認該船不得開航。動態係指沿海國有

明顯證據證明航行中之外籍船舶違反該國規定，主

管官員可要求該船停航，上船檢查及蒐證。例如：

非我國籍船舶在我國海域航行時，排放含油污水，

主管官員即可制止該船航行，執行檢查。

執行港口國管制之官員必須非常熟悉上述各國

際公約之所有規定，並熟練船舶相關設備之操作，

不但能檢查各項證書之有效性，還能要求船員操作

設備，並發覺操作上之疏失。具有經驗的檢查官員

僅從船舶的油料紀錄簿上之記載即能察覺該船是否

違反規定曾在海上排放含油污水。

伍、結論

保護海洋環境，防止船舶含油污水違規排放，

已是世界各國強力執行的任務之一。事故性油污染

多因船員航行疏失，造成船舶碰撞或擱淺所致，加

強船員教育及訓練雖是主要對策，但海難事故難以

完全防止，強化油污染清除成效也是各國不得不面

對之課題。船舶操作性油污染則是船員故意之違規

行為所致，各國執行港口國管制，加強檢查及處

罰，確實能有效遏止此項污染。

每天在臺灣附近海域航行之船舶超過500艘，

為防止船舶任意排放含油污水，我國必須嚴格執行

港口國管制。我國海洋污染防治之主管機關為行政

院環保署，靜態之港口國管制係由交通部航港局負

責，動態之海上監督航行船舶則是海巡署執行任務

之一。三者必須通力合作，分別加強船舶港口檢查

及海上污染蒐證，才能有效防止我國海域油污染事

件之發生。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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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Vessel incident-related fuel contamination

In 1982,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has provided the following defi nition on maritime 

pollution in article 1: Direct or indirect mankind discharges of 

material or energy into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including 

sea bays, and the result will lead to an advert impact, 

causing damages to marine resources, endanger human 

health, obstruct various maritime activities including fishing, 

damage the seawater’s operating quality and reducing 

the comfort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mong a variety of 

materials that can pollute the oceans, what strikes as the most 

distressing and despising is none other than crude oil.  Because 

crude oil pollution can lead to deaths of large amounts of 

marine organisms, fi sh and seabirds, and the toxicity contained 

in the oil content has also been confi rmed to cause cancer in 

humans.

With international trading becoming more frequent and 

the number of transport ships at sea rising, maritime pollution 

incidents caused by ships often make it to the news.  On March 

18, 1967, the super oil tanker Torrey Canyon ran aground at 

the shallows reefs of Seven Stone, between Land’s End and 

Scilly Archipelagoes in the southwestern corner of Britain, and 

the 120,000 tons of crude that it carried leaked into the ocean, 

causing the most severe vessel fuel polluting incident in history.  

On March 16, 1978, the Liberia-registered large tanker, Amoco 

Cadiz, ran aground at Portsall along the northwestern coast of 

France, which eventually snapped into three sections and sunk 

into the sea, and the 223,000 tons of crude oil that it carried 

had leaked out entirely, polluting the entire Britain coastlines, 

estimating to have caused a USD 2 billion loss, and making it 

a most severe vessel fuel leak incident in terms of money. On 

January 14, 2001, the Greece-registered 35,000-tons cargo 

ship, the “Amorgos”, carrying a full load of iron ore ran aground 

in the territorial seas of Kenting, Taiwan, causing 1,150 tons of 

heavy fuel to leak out, polluting as long as 3 kilometers of the 

Lungke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The foresaid oil pollutions have all been caused by 

shipwrecks.  Granted that vessel incidents causing the fuel to 

leak out remain moderate in percentage, yet once leakage 

occurred, the harm of pollution and the level of losses can 

be rather severe.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anker Owners Pollution Federation Limited (ITOPF), 

among all ship incidents involving a fuel leak volume less than 7 

tons over the recent four decades, maritime incidents caused 

by vessel collision, running aground, fi re, or mechanical failure 

account for 14%. Among all incidents with a fuel leak volume 

greater than 700 tons, the percentage of maritime incidents 

accounts for as high as 91%.  To further divide it, incidents with 

a fuel leak volume exceeding 10,000 tons are all cause by the 

leak of cargo fuel (crude oil) that fuel tankers carry, whereas 

the volume of fuel leak by most other general container ships 

or loose cargo ships due to maritime incidents is merely at 3,000 

tons at best.  This is because the supertankers are capable 

of carrying over 200,000 tons in payload, and with a ship-full 

of cargo fuel, the fuel leak volume can easily exceed over 

10,000 tons if a rupture occurs to the ship hull, whereas cargo 

ships have a limited capacity of fuel holds, and even for large 

container ships with maximum fuel consumption, the fuel stored 

for navigation is merely about 3,000 tons.

Regardless whether if incident-oriented fuel pollutions 

are caused by cargo fuel or fuel, the fuel leak volume can 

exceed 700 tons, which has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critical 

fuel pollution as defi ned by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While the damages tend to be very critical, the 

pollution cleanup is also rather diffi cult.

Part II. Vessel operational fuel pollution

Ships in operation can also generate waste fuel-water 

discharge, where the total fuel volume discharged into the 

ocean yearly far exceeds that from shipwreck incidents.  In 

1985,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piled 

statistics on maritime pollution sources and it showed that 

ship incidents account for 12%, but non-incident discharge 

has inadvertently account for 32%, a indicative sign of its 

severity.  Ship operational fuel pollution, as varied by nature of 

operation, requires to be analyzed by two aspects of the fuel 

The Prevention of Vessel Oil Pollution

Article｜Lin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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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er/cargo ship fuel holds and the ship’s mechanical holds.

When unloading the fuel at the fuel unloading port, 

fuel tankers tend to float due to a drastic reduction of ship 

holds’ weight. Yet, an empty ship with a shallow draught 

line and excessive wind sustaining surface will become 

unmaneuverable, and there is a need to inject seawater to 

pressurize the holds so as to increase the draught line to make 

a ship navigable, and the weight of the pressurized hold water 

is roughly one-third of the cargo fuel weight.  In conventional 

fuel tankers, where the cargo fuel hold is the pressurized water 

hold, thus one third of the cargo holds need to be loaded 

with seawater.  Moreover, as some of the cargo holds need to 

have the residual oil slag dug out (hold digging) or when the 

ship crew needs to enter into the cargo fuel hold to conduct 

internal repair, these cargo fuel holds need to be washed 

down with seawater first (hold washing) and ventilated to 

remove the harmful carbon hydrogen gas before the ship 

crew may enter the hold.  Yet after fuel unloading, the hold 

walls or the bottom of a ship’s cargo fuel hold still contain 

residual oil and the deposit is roughly at 0.1%~0.4% of the cargo 

fuel.  When the pressurized hold and hold washing seawater 

enters the holds, it naturally generates the fuel-water mixture, 

where the fuel-mixed wastewater is eventually discharged into 

the oceans.  Take for example of a 200,000-ton fuel ship, the 

wastewater discharged in each voyage at least contains 200 

tons of cargo fuel, which adds up to 1,000 tons of cargo fuel 

dumped into the oceans over five voyages in a year.  With 

roughly 500 fuel tankers rated 200,000 tons or heavier around 

the world, half a million tons of cargo fuel is being discharged 

in to the seas, which is twice as much the oil leak of the Amoco 

Cadiz incident.

On the other hand, a great majority of ships around the 

world operate on petroleum as fuel to power the engine.  As 

the fuel is transported from the fuel holds through the pipework 

to the mechanical holds, it is first treated through the fuel 

fi ltration machine before being transported to the engine for 

combustion.  The complex pipework system can have fuel 

leak phenomenon due to aging or improper installation, and 

relevant mechanical parts can also cause the fuel to leak out 

due to dismantling and assembly during routine maintenance 

and upkeep process.  These oil leaks are collected and 

funneled to the bottom of the mechanical holds, where 

other water pipe systems and cleaning wastewater are also 

collected here, and the fuel and water mixture generated h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old is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the fuel-

mixed wastewater.  As each ship’s mechanical holds have a 

limited space, and when the fuel-mixed wastewater becomes 

excessive, it fl ows over the bottom deck, which not only mess 

up the mechanical holds but can also affect the working 

safety of the ship engine crew.  In light of which, when the fuel-

mixed wastewater is nearly full at the mechanical holds, the 

easiest way is to discharge it out of the ship, which also falls 

under one of the operational pollutions.  The discharge timing is 

related to the age of a ship, older ships have severe situations 

of water leak and fuel leak, and would probably discharge 

it once every week.  In 2007, merchant ships with a tonnage 

exceeding 1000 have totaled at 34,882 ships worldwide, and 

the volume of fuel discharged into the oceans each year can 

be rather staggering. 

Part III.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gov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fuel contamination

Shipwrecks mainly stem from the crew’s working 

negligence or the ship’s unsound ship hull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malfunction.  Since the 1912 Titanic incid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oon in 1914 turned to form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f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focusing on the ship hull structure, fi re rescue, and life saving 

equipment standard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in 1974 formulated the currently operating SOLAS, yet 

in support of the navigational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content of the provisions has been greatly amended.  

Moreover, to enhance crew proficiency, increase the ships’ 

navigational safety, IMO has also in 1978 formulat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 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operation and 

efforts, all maritime countries have adhered to the foresaid 

conventions to increase ship safety inspection and crew 

awareness training, which have indeed reduced oil pollutions 

caused by maritime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the volume of 

ship oil leak caused by maritime distress involving ships larger 

than 700 tons across all territorial seas around the world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ch according to ITPOF statistics, 

between 1970 and 1979, it averaged to 24.6 cases per year, 

which accounts for 55%, between 1980 and 1989, it dropped 

down to 9.3 cases, which accounts for 21%, between 1990 

and 2000, it dropped down to 7.8 cases, which accounts for 

17%,  between 2000 and 2009, it further dropped down to 3.3 

cases, which accounts for 7%, and by 2012, only one incident 

occurred.  The incident-based oil pollutions are largely caused 

by unintentional negligence of the crew that lead to maritime 

distress, while it is unfeasible to expect a zero incident, and 

such type of pollution pertains to a sudden, voluminous fuel 

leak that creates severe damages, thus all coastal countries will 

prepare various fuel grease contamination remov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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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opes to contain the disaster.

The operational fuel pollu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ships’ 

operating habit or deliberate discharge, where the volume 

of each discharge is limited, and the moisture content in the 

fuel has been diluted, yet the cleanup effect remains limited.  

In light of which, IMO has in 1973 formulat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al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MARPOL), in which Appendage I on the prevention of fuel 

pollution has taken effect since October 2nd of 1983, in 

anticipation that such stipulations will curtail ships from the bad 

habit of discharged fuel-polluted water.  It also stipulated the 

fuel-contaminated water’s discharge criteria as follows:

(I) Fuel tankers including cargo ships wastewater discharge:

1.  Not within any specific territorial seas (referring 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Baltic Sea, Black Sea, Red Sea, 

Persian Gulf, Gulf of Aden, South Pole and Northwestern 

Europe and so forth of close-ended seas or territorial seas 

that need protection);

2. 50 nautical miles away from the shore;

3. During navigation;

4.  The fuel’s surge discharge ratio may not exceed 30 liters 

per nautical mile;

5.  The total amount of fuel discharged into the sea may not 

exceed 30 liters per nautical mile;

6. Fitted with a fuel discharge and detection control system.

(II) Non-fuel tankers over 400 total tonnage and fuel tankers 

wastewater discharge from the bottom of the ship hull:

1. Not within any specifi c territorial seas;

2. During navigation;

3. The fuel content is less than 15PPM (parts per million);

4. Fitted with a fuel discharge and detection control system.

Base on the foresaid stipulations, wastewater containing 

cargo fuel discharged by a 200,000-ton fuel tanker in each 

voyage only allows a maximum of 6.7 tons of fuel content, 

and when reaching the criteria, the ship’s detection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turn off the fuel-mixed wastewater discharge, 

which makes a drastic differenc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 minimum discharge of 200 tons.  Also with the 

discharge location needing to be away from the shorelines, 

the discharge ratio reduced and enabled the fuel-mixed 

wastewater to disperse, preventing it from concentrating in 

certain territorial seas.  The fuel content in the wastewater at 

the bottom of the mechanical holds being less than 15PPM 

does not prone to manifest the rainbow-hued grease patterns 

when discharged into the sea, and if signs of grease can still 

be seen on the sea surface, it signifies that the fuel content 

has exceeded the regulated level, which can be easily 

tracked and penalized.  As ships tend to generate fuel-mixed 

wastewater during operation, which cannot be recklessly 

discharged due to the strict regulations, MARPOL convention 

stipulates that fuel tanker docks and harbors need to be 

equipped with suffi cient capacity of collection equipment to 

keep the fuel-mixed wastewater and wastes the ships leave 

behind.

When MARPOL is initially formulated in 1973, it still inherited 

the operating mode concepts of the fuel tankers reckon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eawater-pressurized holds and hold washing.  

However, as compell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tor, IMO is now aware that in order to prevent operational 

pollutions of fuel tankers and cargo ships, it needs to curtail 

the mixing of cargo fuel and seawater.  Thus in 1978, it has 

formulated the MARPOL convention agreement to instill drastic 

amendment by stipulating that fuel tankers need to have a 

design of a double-layered ship hull, and cargo fuel can only 

be loaded in layer two at a cargo loading port, and after 

sailing to the cargo unloading port to unload the fuel, can the 

hold pressurized water be loaded between layer one and layer 

two, as the so-called segregated ballast tanks (SBT), which is 

only used to load water but not fuel.  In such a way, the fuel 

tanks remain as the fuel tanks, and the water tanks remain as 

the water tanks, and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any fuel-water 

mixed wastewater to be generated.  The segregated ballast 

tanks provide another use, which is to lessen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argo fuel from leaking in the wake of a shipwreck, and 

unless it is a severe collision or grounding, causing the second 

layer of the ship hull to rupture, or else only layer one of the ship 

hull will be damaged, and only the pressurized hold water will 

be leaked out.

As for the fuel tankers’ hold washing, which still needs 

to be executed because the ship crew probably still needs 

to enter into the fuel cabin for hold digging or to conduct 

maintenance and repair,  consequently, the MARPOL 

convention agreement further stipulates that fuel tankers need 

to be fi tted with an additional crude oil washing system (COW), 

which calls for some of the cargo fuel to fl ow back to the fuel 

holds to replace the washing with seawater when a fuel tanker 

begins to unloading fuel at the fuel unloading port and proved 

to produce a better result with the remaining oil being less 

than one-third of seawater used to wash the holds. Following 

the first crude washing,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soak 

the fuel holds one more time, yet the fuel content in the fuel-

water mixture has already reduced, and with the fuel-polluted 

water discharge being monitored and controlled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the actual operational fuel pollution has been kept 

within acceptab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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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Ship inspections for preventing fuel pollution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ach country, to its flag-carrying ships, shall adopt 

necessary measures to ensure maritime safety on the following 

matters:

1. The ship structure, equipment and navigability conditions;

2.  The ship personnel equipment, ship crew’s labor conditions 

and training, and also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3.  The signal usage, communication maintenance and 

collision prevention.

Therefore, the flag-carrying country needs to monitor 

its flag-carrying ships in accordance with stipulations set by 

SOLARS treaty and MARPOL treaty by building and installing 

various safety and fuel pollution preventing facilities, and upon 

completing the examination of Vessel Grade Association, it 

can receive the cargo ship safety construction certifi cate, the 

cargo ship safety equipment certifi c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IOPP). The ship crew is mandated to 

undergo orientation,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per the STCW 

treaty to receive the competency certifi cate.

However, since vessel incident or operation-related fuel 

pollu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occur in the home country’s 

territorial seas, it often pollutes the seas of coastal countries 

where the ship navigates by.  To safeguard the navigational 

safety and prevent fuel pollution by ships of other countries 

sailing in the home country’s territorial seas, the foresai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have authorized the coastal 

countries’ governing officials the power to board foreign 

registered ships to inspect various certificates and operating 

procedures, or the so-called port state control (PSC).

The execution of port state control can be divided into 

still mode and interactive mode, where the still mode pertains 

to when a foreign ship is moored at the port, and the harbor 

officials board the ship to conduct inspection.  For example, 

when a ship that is not registered in Taiwan moors at a Taiwan 

port to load and unload the cargo, the harbor officials may 

board the ship to inspect various certifi cates and equipment, 

and if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indicating the captain or crew 

is unfamiliar with the ship’s fuel pollution-related procedures, 

they are to receive Taiwan officials’ inspections on relevant 

operating stipulations.  Unless such relevant operations have 

been improved upon, detention measures are to be taken, 

ascertaining that the ship may not set sail.  The interactive 

mode pertains to when a coastal country has clear evidence 

that a navigating foreign ship has breached the country’s 

stipulations, the harbor officials may demand said ship to 

stop sailing, and board the ship for inspection and evidence 

gathering.  For instance, if a non-Taiwan registered ship sails in 

Taiwan’s territorial seas, while discharging fuel-contaminated 

water, the harbor official may stop the ship from sailing to 

execute inspection.

Offi cials who carry out the port country control need to 

be very familiar with all stipulations of the foresai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also be familiar with ship-related equipment 

operations, for they are not only required to check for the 

validity of various certificates,  but also to demand the crew 

to operating the equipment, and detect any operational 

oversight.  Experienced inspection offi cers can simply tell from 

the entries of a ship’s fuel logbook to detect whether if it has 

violated the regulations of discharging fuel-contaminated 

water at sea.

Part V. Conclusion 

Protecting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preventing fuel-

mixed wastewater of ships from discharging illegally,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mission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enforcing strongly.  Incident-related fuel contaminations 

are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crew’s negligence, which results 

in causing ships to collide or run aground, while enhancing 

the crew’s orientation and training has been a main strategy, 

but maritime incidents are difficult to prevent completely, 

and increasing the cleaning result of fuel pollution is also a 

topic that world countries need to face. Ship operational fuel 

pollu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crew’s deliberate viol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nforcing the harbor country control by 

enhancing the inspection and penal action has indeed proven 

effective to curtail such pollution.

With an excess of 500 ships navigating through the 

territorial seas around Taiwan daily, to prevent the ships 

from willfully discharging fuel-mixed wastewater, Taiwan 

needs to stringently enforce the harbor country control.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Taiwan’s maritime 

pollution prevention i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 

the Executive Yuan, with the still-mode harbor country control 

being overseen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interactive 

maritime monitoring of navigating ships fall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These three agencies need 

to work collectively by separately enhancing the ship harbor 

inspection and maritime pollution evidence gather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 preventing fuel pollution incidents from occurring 

in Taiwan’s territorial sea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Merchant Marin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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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  遇見愛

這一陣子談了許多的個案，心裡有好多感觸，

以往，來諮商的人大致上都是以工作壓力為主，但

是現在來談的重點幾乎都是為情所困卡在情關裡走

不出來，昨天晚上和女兒有一段對話：

女兒：「媽咪：要如何才能在愛

情裡永遠的幸福快樂？」

我說：「當你決定

要愛一個人的時候你

同時也給他可以讓你

受傷、難過的權利」

女兒：「難道

不能只要愛但不要

有傷害嗎？」

我說：「萬物

宇宙的道理都是一

樣的，上天更是公平

的，就如同我們不

可能只渴望長大卻不

要變老⋯⋯」

女兒：「甚麼樣的人有談戀愛的本錢？」

我說：「懂的好好愛自己的人囉！」

是啊！我們的愛為何會從最初洋溢著幸福快樂

到最後會變成一場災難？是因為我們並不瞭解愛，

最初的愛都是無條件的，那時的愛沒有夾雜其他

的條件，所顯示出來的就只是單純的愛，然後慢

慢的，有了期待，原本單純的愛變成了期待，而當

期待落空時，愛就變成了憤怒，所以，縱使男女雙

方其實是相愛的，但遺憾難過的是，彼此再也沒有

能力只單純的付出愛，到最後則是恐懼、控制、佔

有⋯⋯，或許，我們都把愛看錯了。

我很喜歡心靈老師何權峰對愛的觀點，他提到

愛是一種溫暖、平安、和諧、喜樂和充滿希望的美

好經驗。這通常也是每個人想在情感關係中獲得

的。但是，很少人知道往往想要尋找的，其實就在

自己身上，只是我們都習慣了透過對別人的愛，來

體驗自我內在的本質。

文｜劉淑華老師

女兒：「媽咪

：要如何才能在愛

情裡永遠的幸福快

樂？」

要愛

一個人的時候你

同時

也給他可以讓你

受傷

、難過的權利」

宇宙

的道理都是一

樣的

，上天更是公平

可能

只渴望長大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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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  遇見愛

當你愛上了一個人，為什麼會有那麼美好的感

覺？那是因為你在這個人的身上發現了自己失落已

久的美好潛質，看到了深藏於自己內在的那份良

善。因為這個人在你的內在喚起了你「美好的一

面」，勾起你的感覺，所以才會愛上他（她）。照

這樣的說法，也許，我們愛的只是自己。所以，要

愛別人之前，學會好好愛自己是戀愛過程中最重要

的課題之一。

當開始學會了愛自己，就會讓自己沐浴在愛

裡，可以敞開心房就能感受到自己內在美好的一

面，就算是喜歡的人為了某些原因而離開，此時也

會發現，原來美好的內在潛質依然存在，只是有的

時候我們誤解了愛，就會覺得當別人不再愛我時，

我的愛就消逝了，於是無法敞開心房，自然也就無

法展現出內在美好的一面。

其實不可能失去愛（只是我們暫時失去了愛自

己的能力），因為人的本質就包含了許多愛。如果

常因為愛而受苦，那是因為離自己的本心越來越遠

罷了。在訓練大隊授課時，我常說：「人都渴望愛

情，希望可以和自己心儀的對象談戀愛，只是，無

論外在條件如何？所處環境如何？至目前為止有沒

有談過戀愛，還想談幾次戀愛？無論如何這一生都

要好好的和自己談一次戀愛。」最重要的是，當可

以好好愛自己時，才能具備愛別人的能力，這樣的

愛才能發揮至極致，而不傷人。

亞歷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說：

「愛情不過是發現了在別人心目中的自己，以及這

種認識所帶來的喜悅。」所以，透過別人而發現自

己，經由這份肯定而得到喜悅、快樂，這就是愛。

生命的體現來自於愛，終歸於愛。學會了愛自己，

我們就會肯定自己生命的價值與生活的意義。愛是

人類的本源。當我們有能力付出愛時，就代表終於

找到了自我。

人生，充滿了挑戰，有時，我們也會覺得生活

有許多艱困的時候，只是，換個角度來看，人生是

美好的，而它美好的地方就在於，可以擁有很多

層面的愛，例如：家人的愛、兄弟姐妹的愛、同

事的愛⋯⋯，雖然比不過常使人陷入迷思的「戀

愛」，但每個人可以思考的是從這個讓你感受到最

痛苦過程中，你想要得到何種結果。別忘了人心最

初都是因為有了愛，才會遇見愛，千萬別讓自己的

真「愛」變成了阻「礙」？祝福您們：我親愛的朋

友⋯⋯

（本文作者現職為明陽中學心理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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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在中興大學畢業典禮，

以幽默口吻勉勵大畢生，月收入低於5萬元，「千

萬別儲蓄」，應拿來拓展人際關係累積資源。但是

「人際關係」不是交際應酬，也不是逢迎巴結；這

些行為可能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卻

不一定能幫助我們建立美好的人際關係。人際關係

也不是人脈；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廣

大的人脈，但是，廣大的人脈卻不一定就表示我們

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位高權重，

也有可能是我們握有某些關鍵資源等因素，所以才

能順利建立起這些人脈；可惜的是，即便如此，其

實，也只是將這樣的人際關係建立在權力地位上，

不會長久，說穿了，沒有任何意義。

而所謂「人際關係」，無非就是：尊重每一個

人，接納每一個人，欣賞每一個人，肯定每一個

人，贏得他人的尊重、接納、欣賞與肯定，這樣的

「人際關係」運作自然越來越好，不需要經過刻意

的安排，而是隨興所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可以

直接，不作做。但是，如果我們不用心，仍然可能

會在人際關係中嚐到失敗的結果，所以仍需要下功

夫努力維持，不可輕易忽視。當然，若是希望與別

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除了學習，最重要的還是

願意給予、樂於給予。人際關係的好與壞，決定權

在於自己，全憑自己的「心」，因為有心才有力，

要別人接納自己前，必須給予別人對等的回饋，如

此才會受歡迎！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重視對方、接納對方、欣

賞對方、肯定對方，讓別人有受尊重的感覺，如此

才能與人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同樣的道理，願意付

出、無欲無求的人，更容易獲得他人敬重。所以，

人際關係一定需要花錢來累積嗎？個人認為答案是

否定的！也鼓勵正在服役的弟兄們，趁此階段就多

加學習及培養人際關係，相信未來退伍後，當你踏

入社會或進入職場時，會相當有助益的。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二四岸巡大隊）

人際關係儲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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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21日9時21分，海洋巡防總局臺中海

巡隊首次於烏坵海域查獲中國大陸漁船非法越界電

魚，案件緣起係本隊PP-10031艇當日行經烏坵小坵

1.3浬（24度57.270分N，119度27.899分E）時，

發現一艘行跡可疑之中國大陸漁船「閩獅漁00392

號」，隨即登檢，搜索過程發現船上疑似有電魚事

證，懷疑李姓船長等5人涉及非法電魚，並且當場

查獲漁網1件、30公尺電纜及200公斤漁獲，經初步

偵訊後李姓船長坦承確有電魚情事，臺中海巡隊隨

即將涉案人船押返隊部偵辦，全案依違反漁業法第

48條第1項第3款、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條等移送臺

中地檢署偵辦。

因烏坵海域時空及地理環境較為不便，案件發

生時，正值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船艦投入菲律賓海

域護漁勤務之際，為彈性調動人力，臺中海巡隊基

於維護中部海域安全及海洋資源，亦全力投入執法

查緝，並於平日持續規劃烏坵海域之巡防勤務，藉

以遏止漁船非法越區捕魚。

我國漁民海上作業權益維護及海洋資源保護，

文｜吳采芳　圖｜臺中海巡隊提供

◎海巡隊登檢中國大陸漁船「閩獅漁00392號」，查獲李姓船長5人涉嫌非法電魚

文｜吳采芳　圖｜臺中海巡隊提供文｜吳采芳　圖｜臺中海巡隊提供

烏坵海域非法電魚
臺中海巡首次偵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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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都是海巡署眾多勤務項目之一，但由於海

洋資源豐富，許多鄰近國家經常肆無忌憚越界捕

魚，造成我國漁民在海域進行捕撈作業時，常遭遇

威脅及漁獲數量被瓜分，而海洋巡防總局臺中海巡

隊站在擔任海域執法的角色上，除戮力執行上級交

付任務外，對於越界捕魚之中國大陸漁船取締，更

是不遺餘力，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才能肩負起國

家及人民付予的重責大任。

海巡署也呼籲，船舶在海上航行經常遭遇凶

險，務必注意本身安全，出港作業前應做好各項航

前安全檢查，遇有事故應以人身安全、人命救助

為第一優先，並配合海巡署救援行動，民眾若發

現違法情事或有需要海巡署服務時，請利用海巡

「118」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

通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將派員立即前往處理。

◎當場查扣大量漁獲，約計二百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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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體 藏 毒 入境

海巡機警擒獲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於102年

6月13日在桃園縣中壢市「伯○○○旅館」內，查

獲王○榮、陳○綸等二人利用桃園機場國際航線以

「體內藏毒」之方式，自海洛因原產地泰國地區夾

帶高純度海洛因球磚133顆走私入境，價值近新臺

幣千萬元，幸及時攔截阻絕該批毒品流入市面，有

效彰顯本署犯罪偵防效能。

該查緝隊在描述偵辦此案過程時，表示於今

（102）年3月接獲情資顯示：高雄地區綽號「阿

國」之男子因遭毒品通緝，平日吸毒開銷龐大，不

法集團即利誘以「夾帶毒品入境高額運費可抵償

債務」之方式，慫恿積欠賭債無力償還之年輕無前

科男子，前往泰國地區利用體內夾帶方式走私毒品

入境，在獲知情資後，該隊立即報請高雄地檢署張

檢察官雅婷指揮偵辦，並會同岸巡第五總隊、岸巡

第六總隊、岸巡六二大隊、岸巡六三大隊及高雄市

警察局鳳山分局偵查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共同偵

辦。

專案小組在清查掌握嫌犯利用積欠賭債之男子

欲夾帶毒品入境時，會無預警更改飛機航班，且相

當狡滑，以分批方式入境，造成查緝困難，遂提早

前往桃園機場埋伏，俟張檢察官指示，等所有涉案

人員有所動作後再行收網，專案小組不動聲色，沿

途監控負責取貨人員簡○達，並與其入住同一商務

文|林音孜　圖片提供|高雄第二查緝隊

◎專案小組於旅館房間廁所查獲嫌犯排出之海洛因球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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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伺機展開查緝，正當嫌犯王○榮、陳○綸等

二人正於旅館廁所內排放挾帶毒品時，專案小組破

門而入，當場查獲約一百二十餘顆海洛因球磚（經

清點後，確實數量為133顆）。其中王嫌因出現臉

色發白及身體不適情形，專案小組立即將他帶往桃

園「天晟醫院」實施X光檢驗，赫然發現其體內尚

有數十顆海洛因球磚未排出，經醫師協助下順利排

出，但因該嫌仍覺不適，為免有毒品遺留體內，故

再將犯嫌帶往「林口長庚醫院」實施電腦斷層檢驗

確定無殘留後，依法帶返偵辦。

專案小組分析，王○榮、陳○綸二人雖認識，

但並不常聯繫，卻都為簽賭欠下大筆債務，轉向地

下錢莊借貸，因花費大又沒工作，無法還債，才被

簡○達吸收，以金錢誘惑到泰國冒著生命危險走私

毒品。王、陳二人表示協助走私毒品的代價只有數

萬元，但毒品數量卻可能供應數萬人吸食，且藏在

體內之毒品如無法順利排出，將危及個人生命安

全，如今被查獲，兩嫌除保住性命，仍將面對無期

徒刑以上的刑責。

鑑於國內毒品的氾濫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持續掃蕩非法毒品為海巡署

首要工作之一，本次專案小組人員本著鍥而不捨的

精神，不畏艱難的執行監控及查緝行動，終能順利

偵破集團犯罪，對於槍毒防制及打擊犯罪，亟具正

面意義。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

第二查緝隊）

◎查緝人員將毒品全數取出，立即清點數量◎查緝查緝查緝人員人員人員將毒將毒將毒品全品全品全品全數取數取數取

出，立即清點數量查緝人員將毒品全

數取出，立即立即立即立即清點清點清點清點清點清點清點清點數量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查緝人員將毒品全

數取

出，立即清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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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號」工作船藏私菸

臺南海巡勇破

102年6月間第四（臺南）海巡隊陳小隊長獲

報，於興達港內有一海港營造業者，疑似營運不

佳，有易主之情事，將於近期進行走私，本隊陳小

隊長接獲線報後，經初步研判後發現案情重大，隨

即向上陳報，並著手調查該案線報可靠性，經過一

段時間抽絲剝繭，研判可能將有工作船舶或工作平

臺，欲利用時機進行走私，以謀取暴利，本隊劉組

主任立即指示同仁分工，同步實施情報調查，一方

面派遣人員實施岸際埋伏監控，一方面進行船舶與

人（船）員過濾，經同仁相互研究討論，並進行資

料交互比對，鎖定可疑人船，並由劉組主任向隊長

報告後，隨即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偵辦。

鑑於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規劃調漲菸品健康福利

捐（菸捐），由現行每包加徵20元，提高至加徵40

元，最快於今年底實施；菸商同時也表示會調漲菸

價，每包菸將調漲25元。不法集團蠢蠢欲動，載運

私菸牟取暴利更甚以往。幾經同仁不分畫夜埋伏監

控，與船舶進出港、人員資料比對過濾，並依據專

業之判斷，發現「日○號」工作船最有可疑從事不

法情事。於102年6月17日16時「日○號」工作船自

金門返回興達港後，專案小組見時機成熟，立即調

度本隊專精查艙之人員與PP-5028艇前往，經耗時4

個多小時，終於在「日○號」工作船艙內方桌桌腳

下發現疑似密艙入口，雖發現線索，但該密艙入口

文｜李坤昌　圖片提供｜第四（臺南）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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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以電控或油壓插銷裝置控制而無法開啟，經對船

長道德勸說曉以大義，並向船長表明本署查緝不法

之決心，終於突破心防，由船長配合開啟，發現內

部藏有大量以黑色防水塑膠袋包裝之私菸。隨即由

劉組主任、陳小隊長協同本隊PP-5028艇將「日○

號」工作船押解返回本隊碼頭，並逐步清艙、清點

私菸，經清艙起出2,582箱私菸（1,206,500包），

市值約伍千多萬新臺幣。

據有關團體研究數據量化得知，菸價和吸菸

率之間的關係，研究證明菸品「以價制量真的有

效」。因此我國政府為了促進國民健康，由行政院

於5月9日再度通過調高菸稅、菸品健康捐修正草

案，菸稅漲5元、健康捐漲20元，合計每包菸調漲

25元，藉此讓國民引以為戒。由於不法業者違法走

私菸品係意圖牟取暴利，一者在於賺取其中差價，

一者在於販售低價劣質菸品牟利，且當前走私案件

多係以臺灣有販賣之完稅菸品為主，於大量走私進

入臺灣後，牟取菸捐、健康捐之不法暴利。本次臺

南海巡隊所查獲之「日○號」工作船私運洋菸案，

數量與種類均十分龐大，除了可以防杜不法份子逃

漏稅，進而增加國家稅收，亦可避免國民因吸食劣

質菸草，而嚴重影響身體健康。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四【臺南】海巡隊）

◎專案小組於船艙內方桌桌腳發現疑似密艙入口

◎進入工作船密艙後，起出大量黑心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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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艦海空接力

完成遠距救援任務
文｜許智傑　圖片提供｜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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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艦」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落實「強化海

巡編裝發展方案」首艘成軍之巡防救難艦，配有大

口徑火炮與直升機起落甲板設施，為海巡船艦大型

化後，更賦予新的能量，邁入海空立體新紀元。

102年3月30日「新北操演」由馬總統宣達成軍令後

陸續參與「海安七號演習」及「2013世界海洋日」

等活動，隨即投入北方海域與釣魚臺海域的巡弋任

務，展現維護我主權，保障漁權之決心，深獲媒體

與社會大眾的肯定。

6月9日2時25分新北艦於執勤中接獲勤指中心

通報，本國籍漁船「冠勝18號」位於基隆港東北方

210浬處，中國大陸籍漁工作業時不慎遭機具截斷

雙指，立即指派新北艦全速馳援。新北艦接獲命令

後與「冠」船聯絡，請雙方對駛縮短時程。13時20

分距離基隆港東北方150浬處，抵達「冠」船會合

海域，隨即完成傷患接駁作業，由艦上取得EMT1

認證的同仁為傷患進行檢查，確認其生命徵象穩

定，立即施予傷部清創包紮、冰存斷指、並持續觀

察伴護傷者。

為爭取後送就醫時間，國家搜救中心利用衛星

電話進行派遣機、艦及協調聯繫。14時50分海鷗

直升機自松山機場起飛後，經多次通聯相互確認彼

此位置。16時10分於基隆港東北方120浬處會合。

通知機方，本艦已放下飛行甲板護網，保持頂風3

節速度航行維持船舶穩定，並請求開始進行吊掛

作業。該機於上空盤旋一圈後確認現場條件正常妥

當，迅速於10分鐘內完成吊掛作業。

此次任務圓滿完成，歸功於新北艦在交船後，

歷經了數月的操演，使同仁熟稔船舶操控性能及各

式救難設備的操作。在與空軍海鷗救護隊，機、艦

無縫接軌合作下，不僅驗證了新艦硬體設備足堪擔

負海上救援重任，更肯定了同仁長久訓練的成果。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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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鷗直升機於新北艦甲板實施吊掛救援情形

◎準備將受傷漁民自漁船接駁至新北艦

◎替斷指漁民進行簡易包紮，準備轉搭直升機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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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102年6月13日晚間趁

「永○億」號漁船進入中和安檢所之際，結合諮詢

事先提供密艙訊息及第五總隊查艙小組專業技巧，

順利突破該船船體兩側改造密艙，當場查獲「永

○億」號漁船船長孫○清等4人夾藏走私未稅菸

品，起出市售低價菸品「杉」牌、「H00YA」牌、

「RGD」牌等共計255,030包，成功阻絕此次低價

劣菸入境，有效杜絕國民健康受危害。

此次情資來源，係查緝隊接獲情資：「永○

億」號漁船預計向不知名之中國大陸漁船接駁走私

未稅香菸進入南部地區漁港，並藉以販售該批私菸

牟取暴利。為驗證情資可靠性，透過諮詢側面瞭

解該漁船之船員習性、交友及經濟狀況等因素，並

利用科技優勢，以本署雷情顯示及安檢資訊系統監

海巡與私梟鬥智

偵破漁船走私私菸
文｜林怡伶　圖片提供｜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提供

控可疑漁船，經分析比對後發現該船自今年5月起

至屏東東港上架後全面更換原有船員，研判藉由更

換走私運輸漁船及引入新船員等方式掩護走私行

為，遂決定於102年6月9日該船出港後與岸巡第五

總隊共同監控鎖定其進出港動態，經南部地區巡防

局統合所屬單位勤務佈偵，利用每日情報會報期間

指導高雄第一、臺南第二查緝隊、岸巡第五總隊、

第五二大隊、第四及第五海巡隊等單位成立專案小

組，並會同臺南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等單位組成聯

合查緝小組，蒐集相關可疑跡證後向高雄地方法院

聲請搜索票獲准。

本案查緝過程發現，犯案漁船試圖以漁作習

性、載運漁獲、漁艙及油艙外觀看似正常作業之假

象來掩飾不法，例如：該船出港作業五日，船載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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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僅百餘斤，衡量漁船出港成本及收益顯然與常理

不符；加上船上雖有漁獲，但漁具未有使用過的痕

跡，甚至與所捕獲魚種不符等跡證；另為規避查緝

人員注偵，特意選在端午節重點時間過後進港等各

種詭詐謀劃都在在顯示想與

查緝人員鬥智，但最終都因

為逃不過專案人員永不放棄

的精神，而遭識破。

鑑於現行菸酒稅賦提高，

政府修法調高菸品健康福利

捐，因此私梟更藉走私大量

未稅菸品牟取暴利並破壞菸

酒市場秩序。此次該隊與岸總大隊情資共享，投入

人力、物力及時間共同偵辦，將所接獲線情加強查

證、研判並縝密部署，運用情報會報時機加強情資

交流，發揮情資整合力量，

建立靈活聯繫機制，展現打

擊犯罪之能力與效率，也彰

顯海巡署「查緝無假期、勤

務無間隙」之執勤魄力與態

度。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

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

緝隊）

人員注偵，特意選在端午節

重點時間過後進港等各

捐，因此私梟更藉走私

大量

未稅菸品牟取暴利並破

壞菸

交流

，發揮情資整合力量，

建立

靈活聯繫機制，展現打

擊犯

罪之能力與效率，也彰

顯海

巡署「查緝無假期、勤

務無

間隙」之執勤魄力與態

度。

◎漁船捕魚未使用
漁具，跡象可疑

遭識破

◎查緝人員突破船體兩側，發現密艙夾藏私菸

◎動用大批人力，從黑夜至白天起出為數驚人低價私菸◎動用大批人力，從黑夜至白天起出為數驚人低價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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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102年上半年於屏東縣破獲張○○製毒集團，分別

查獲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及第四級毒品麻黃素等

兩座毒品製造工廠，現場起出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成

品、半成品459.8公克、四級毒品麻黃素59,440公

克、鹵水2,245公克、感冒藥錠694公克及製毒工具

一批，並逮捕嫌犯2人，成功防制市價超過數千萬

元之毒品流出市面。

海巡除惡務盡

文｜吳珮慈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據掌握情資顯示，張○○及其女友許○○涉嫌

製造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及第四級毒品麻黃素，本

隊遂報請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自101年8

月起對張○○製毒集團實施長期注偵，並會同屏東

查緝隊、第十五海巡隊、第八一、八二、六二岸巡

大隊及屏東縣警察局屏東分局等單位成立專案小組

展開聯合偵查。

專案小組針對該集團成員實施行動蒐證發現，

文｜吳珮慈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文｜吳珮慈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連破兩座製毒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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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嫌使用化學原料製作毒品安非他命（二級）和麻黃素（四級）◎張嫌

使用化學原料製作毒品安非他命（二級）和麻黃素（四級）

張嫌張嫌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原料原料原料原料原料原料原料原料製作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毒品安非安非安非安非安非安非安非他命他命他命他命他命他命（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級）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和麻黃素（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級）

張嫌張嫌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化學原料製作毒品安非他命（二級）和麻黃素（四級）張嫌使用化學原料製作毒品安非他命（二級）和麻黃素

（四（四級）

張嫌使用化學原料製作毒品安非他命（二級）和麻黃素

（四（四級）

渠等行事小心謹慎，生性狡詐多疑，每每進入製毒

處所前會在附近巷弄徘徊觀察，測試有無可疑人車

跟蹤，此舉造成專案人員曝光，致嫌犯多次遷移製

毒工廠，而張嫌等人亦不斷更換手機門號、代步工

具及改變生活習性，藉此躲避查緝，致使專案人員

蒐證困難。

由於張○○多依賴其女友許○○協助聯繫、處

理製毒相關事宜及購買製毒器具和化學原料，許嫌

在懷孕期間仍持續協助張嫌從事不法活動，然其女

友於102年4月底生產，須調養身體，逼使張嫌不得

不親自出面洽談毒品販賣事宜，而形跡敗露，專案

人員見機不可失，在緊追不捨下，終於發現製毒工

廠所在位置，即刻進行人員部署，並向臺灣屏東地

方法院聲請搜索票實施搜索，在張嫌及許嫌住家、

租屋處等4個處所查獲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和四級毒

品麻黃素等兩座製毒工廠，還有正在製作之成品、

半成品以及製毒工具乙批。

張嫌等人為了避免製毒事跡遭人察覺，故將製

毒階段分散在不同處所進行，專案人員不斷地抽絲

剝繭，分析張嫌生活習性，晝夜不分地跟監埋伏，

所幸偵查方向正確，案情及時機掌握確實，加上專

案小組成員平時均有良好互動、不分彼此，所以能

適時提供協助案件查緝，相互支援。專案人員本著

不屈不撓、堅持到底之查緝精神戮力以赴，本案才

得以成功緝獲，否則大量毒品一旦流出市面，將對

社會治安造成重大危害。海巡署也秉持維護社會治

安及國人生命健康之本分，再次展現打擊犯罪之能

量，遏止毒品毒害社會，彰顯掃毒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查緝隊）

63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4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挑戰極限、拋開羈絆」
∼她們用青春開拓不凡視野

採訪｜劉芷吟　文字整理｜王立仁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年輕就是要做一件

足以讓自己回憶的事，無論是創業、旅遊、讀書或

投入職場，總有那麼一個夢想，是你（妳）想要去

征服的，本期人物誌單元主要以海巡署六名女性士

兵志願登東、南沙島服役為例，但因登島時機及出

發時間先後順序不同，無法逐一當面受訪，我們特

別透過電話連線，依先後順序，請她們分享各自服

務心得，也藉由海巡女性士兵親身實際執行一線任

務，將年輕人無畏與青春熱情的精神，以正向思考

的力量，傳達給未來想加入海巡行列的青年們了

解，有時一個轉念、一個改變，會為你（妳）開啟

一個全新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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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極限、拋開羈絆」
∼她們用青春開拓不凡視野

◎東沙一兵王芷芸

一兵王芷芸

王芷芸是個開朗健談的女生，貼心的她為了減輕父母的負

擔，決定先出社會闖蕩，偶然一次機會從一則救生救難的新聞認

識了海巡。之所以會選擇加入海巡，她覺得是海巡那股無私奉獻

的精神吸引了她，甚至後來自願前往東沙島，也是自己對這份工

作的喜愛和熱情，希望可以比別人有更多的經歷，更藉此機會開

拓自己的視野。

剛上島的那一刻，王芷芸表示：以為自己是女生，會遇到不

方便或是困難，但出乎意料的，大家反而比較保護女生，例如：

不希望女生搬東西等等，但是她笑著說：「我覺得女生不一定比

較柔弱，男生的事，我也可以做。」 

對自己未來人生已作好規劃的她，想在軍旅生涯中，多嘗試

不同的事物，更鼓勵與她同年齡的年輕人：「任何事情都要嘗

試，有了念頭就去做，不要猶豫。」

第一站東沙、踏上征途∼為夢想展翅飛翔

一兵劉晏瑄

因為父親從事警察工作，從小就耳濡目染的她，嚮往與父親

一樣，能為社會或國家付出一己心力，長大後，她毅然決然投入

軍旅，除此之外，她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嘗試不一樣的生活環

境，在現今社會環境競爭激烈下，雖然不同於其他同學的繼續升

大學，就提早出社會，但她認為是對自己的一種挑戰。

進入單位後，劉晏瑄表示在勤務工作上，沒有因為自己是女

生而遭遇到困難，她認為重要的是學習心態，每個工作必然會遭

遇挫折，是助力，也是阻力，只要用樂觀積極的態度，就能超越

困難，走向坦途。

她說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繼續升

職，擔任士官，朝著守護家園的目標繼續邁進。也和未來想加入

海巡大家庭的年輕朋友們分享：「訓練讓人擁有更多力量，機會

讓人累積無窮希望。」

◎東沙一兵劉晏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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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南沙、實現理想∼為未來擘劃藍圖

◎南沙一兵嚴宣蘭

一兵嚴宣蘭

風趣幽默的嚴宣蘭說自己會踏進海巡，是覺得這裏的勤務跟

社會有關，希望自己可以為社會付出，做些有意義的事。原本在

臺東服務，後來聽到有機會輪調到南沙島，她笑著說：當然是趕

快舉手，因為機會難得。也有許多人問，會不會因為是女生而覺

得不方便，她反倒認為這是一種責任，如果恰巧遇到需要救援的

人是女性時，那麼自己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海巡工作之所以令她著迷，其意義不僅是對社會有貢獻，而

是每次實際參與救援工作的心情，是筆墨難以形容，何況生命何

等珍貴，每當意外發生，勇敢的海巡人員，不畏艱難前往營救，

當成功救援起遇險者時的那種感動，不是一般工作所能比擬。如

今當她站在第一線執勤時，自己也更確定對這份工作的喜愛，未

來仍會繼續在海巡服務，因為：「救人比什麼都重要、從經驗中

學習、才能得到寶貴經驗。」

◎東沙一兵李明真

一兵李明真

對於海巡，從一開始陌生、不熟悉，到認真考慮加入海巡，

李明真說，全是一場校園人才招募活動，她在攤位上對於東沙島

那一瞥驚鴻的美，念念不忘，當下心動了！當然這不是她加入海

巡最主要目的，談到自己的理想，李明真只是想∼這樣需要花費

體力及心力的工作，自己能不能勝任？她想給自己一個挑戰，所

以加入海巡，並且志願至東沙島服務，親身一窺它的真面目。的

確，她覺得剛上島時，許多新事物要學習，讓她覺得雖然疲累，

但卻不後悔，因為她讓自己的人生，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

務。

李明真也非常滿意她的工作，當有壓力時，她也常抬頭仰望

東沙美麗的星空，卸下一天疲備的辛勞，期許自己未來能有更好

的發展。也希望充滿抱負及熱情的年輕人：「歡迎加入海巡，因

為人性化及自主性管理，讓人可以有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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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一兵顏茜文

一兵顏茜文

原本嚮往著警察工作的顏茜文，在接觸海巡之後，改變了想

法，認為自己似乎更適合這份工作，因為不僅性質跟陸上警察執

法內容相似，但多了一項挑戰，就是面對更廣闊無際的大海，也

可以親上一線參與執勤，對自己而言，這樣的挑戰更具意義。

當她接受我們採訪時，正是準備出發前往南沙島的前一天，

當時懷抱著兩種複雜的心情，一方面是捨不得和家人長時間分

開，另一方面是對於即將踏上新旅程，心裏出現徬徨與不安；但

想到即將有機會體驗到不一樣的人生，頓時又燃起鬥志，加上家

人十分支持，所以決定堅持夢想到底。

對於海巡工作領域的探索，顏茜文抱持著相當大的期望，未

來，她還有許多事情要完成，她確信：「有明確的規劃，才能建

構自己未來的人生藍圖！」，也藉此機會鼓勵所有懷抱夢想的人

都可以利用加入海巡的機會，讓自己變得更獨立。

◎南沙一兵林姿婷

一兵林姿婷

在進入海巡服務之前的林姿婷，已經出社會從事做了許多工

作，其中包含服務業、餐飲、潛水、民宿等等，而就讀航海系的

她十分希望能夠將所學運用在工作上，即使是進入社會，也能夠

多接觸海洋，這也是她選擇加入海巡的主要原因。

原本擔任人事業務協辦的她，後來志願調到南沙服務，由於

之前從事過潛水相關工作，對於南沙島從未遭受過破壞的自然生

態環境，充滿了濃烈的興趣。此次上南沙島最令她覺得不同的是

以往在安檢所服務時，面對的是純樸、親切的漁民，現在要面對

的是守衛國土的最前線，雖然都是在一線工作，但前者讓她感受

到是人與人相處的態度與熱情；而後者卻是截然不同的責任與壓

力，但都是自己人生中最難忘的收穫。

現階段的林姿婷非常努力學習，希望在未來有機會能夠升任

士官，因為她認為：「有付出、有努力，才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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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巡局基隆商港安檢所一兵呂思

嫺：「遇到困難向前衝，堅持就沒

有什麼過不去，You can do it∼」

北巡

局基隆商港安檢所一兵呂思

嫺

有什

麼過不去， ∼」

北巡局基隆商港安檢所一兵劉玫

君：「努力會有收穫，朝自己理想

邁進，先做好準備，面對工作及上

級交付任務，才能全力衝刺。」

中巡局第三岸巡總隊中士陳又菲：

「進入海巡工作，生活變得豐富，

雖然忙碌，但我的人際關係也隨著

拓展。」

中巡局第四岸巡總隊二兵盧 岑：

「勇於接受與面對一切挑戰，只要

相信自己可以撐過這一秒，下一秒

就會是你的！」

南巡局第六岸巡總隊一兵許芳琪：

「小時候對身穿橘衣的海巡人員充

滿憧景，讓我加入這個大家庭後，

對它擁有了一份濃濃的使命感！」

南巡局第六三岸巡大隊二兵阿琳

瀅．苙瓬嶗：「加入海巡後，我發

現凡事用心，任何困難都能解決，

有時遇到挫折或困難，我會用微笑

試著改變一切！」

東巡局第八一岸巡大隊二兵鄭瑩

瑩：「萬事起頭難，把眼光放遠，

相信自己、堅持自己所選的路！」

東巡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二兵陳姿

廷：「我喜歡海巡，因為它總能帶

給我新的體驗，新的學習，而且有

大夥扶持，我並不孤獨！」

結束了這六位海巡女性士兵的採訪，可以感受

到她們為了夢想和前途，各自有明確的方向，所

展現出堅定意志，讓人由衷敬佩。而我是這次參

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2年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

畫」的實習生，剛開始聽到實習工作內容需要採訪

志願上東南沙島的女兵時，其實心裡很緊張，得知

她們的年齡時更是又驚訝又欽佩，對她們更是充滿

好奇，訪談過程中，發現她們其實也只是跟自己年

紀相仿的女生，並沒有想像中受軍人訓練的制式

化，每個人都很活潑幽默，非常容易親近，但不同

的是，她們對於人生的方向有更明確的目標，而且

擁有我們大部分人所欠缺的勇氣，面對未知的挑

戰，她們選擇勇敢接受，並以正面的想法主動出

擊，訪談期間，有時會想著，如果是自己，能否也

可以這樣毫不猶豫地前往外島服務？

雖然踏上東、南沙島的原因不同，但是，相同

的是她們思維成熟，卻又不失赤子之心，像個成熟

穩重的大人明白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卻又像個

孩子懷抱著單純的夢想，朝自己認為是對的方向前

進，雖然，順著社會所建構的價值穩定攀升，必能

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但他們擺脫世俗的眼光，逆

風翱翔，不被囚禁在刻板印象的囹圄裡，也不讓性

別成為羈絆自己的鐐銬，因此能看見不同的風景，

為自己的青春開拓出不平凡的視野。

最後據我了解，海巡署的女性士兵，不僅僅只

有東、南沙這六位，還有分布在全省各地的一線人

員，她們默默的付出，是大家所看不見的，也藉由

這個機會讓她們說說自己的服務心得，透過分享，

讓外界民眾更加見識她們無懼的精神和勇氣！

海巡一線女士兵心得分享

68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文｜張沛元

在臨海之處工作，難免會遇上。只是，遇上

了，卻還是令人倍感傷心。四月下旬，無止盡的悶

熱，卻又帶著些微水氣凝結在空氣中，彷彿被踏碎

的落葉般，那樣的輕，那樣的小，直等到大雨來

臨，才一口氣把一切都給沖散開來。

那樣的一天，有人在碼頭邊自殺了。

當接獲通報時，我們的人員協同梧棲安檢所與

勤務中隊的弟兄們，第一時間趕往事發現場，抵達

時臺中港務消防隊的搜救人員已經用最快的速度開

始實施搜救，而後續趕來的919救難協會及98救援

協會，也出動了大批人力及裝備進行救援，與此同

時，才聽聞悲痛欲絕的家屬告知落海者是他的兒

子，這位傷心的父親是個在港區工作的卡車司機，

這一天帶著因感情問題心情不佳的兒子出門，卻沒

想到，孩子在自己的面前輕生，他卻無能為力，拋

給兒子的繩子未能救起死意堅決的靈魂，而這白髮

人送黑髮人的悲劇總使人痛心扼腕。

十九歲，是如此青春年少的時刻，人生懵懂的

年紀已過大半，正要開始步步踏向顛峰之時，卻在

此戛然而止，怎教人不感到悲傷？

或多或少在場的人們都感染了這樣的氣氛，眾

人都全心投入了搜救作業而沒有太多的對話，無奈

的是潮汐的漲退影響了搜救的難度，入夜後的海水

更使得能見度大幅下降，於是首日便只得先行收

兵，但卻也感覺得出每位搜救者不願放棄的心情，

縱使亡者並非自己的親人，更可能是素未謀面，但

救援卻是全心全意的付出，實在令人感動，互隸屬

不同管轄單位，但卻密切合作，大夥打破了藩籬，

只為了救難為先的共同目標。

文｜張沛元文｜張沛元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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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一早，在我們的人員抵達港邊時，卻發現

海洋巡防總局的隊員們早已在碼頭旁的海面上待

命，見我們的人員開始作業後才將巡邏艇緩緩駛

離，不需言語，這種心領神會的默契，頓時讓我心

中充滿了力量。

在中華救難總會及臺中港務消防隊的裝備支援

下，搜救眾人利用橡皮艇與聲納進行探測，反覆的

推敲可能因受到潮流衝擊而改變的大體地點，而在

一旁的家屬杵著招魂幡，手拿著香禱告，也祈求自

己的孩子能夠不再受冰冷的海水之苦，或許祈求發

揮了效用，就在救難總會的黃教官著全套潛水裝備

下水後不久，向眾人打了個手勢，表示已尋獲大

體，頓時間，凝重的氣氛轉換為另一種卸下心頭大

石的氛圍，所有在場的人也再次動了起來，大體藉

著吊網上岸的那一刻，說不害怕是騙人的，但想到

家屬的苦候與煎熬，就暫時把思緒怕拋在腦後，一

起趨前幫忙。

此時，天空下起了綿綿細雨，一旁貨輪長長的

笛聲，彷彿是悲鳴一般，為再次哭倒在地的家屬發

出一聲長嘆。平時我們面對這些事件，總是透過

媒體或是他人轉述，而第一次接觸，甚至親臨了

事發現場，震撼的感覺久久無法散去，也令我不斷

反思，有時候面對問題不應以死來解決，這樣的方

法，只是將問題留給家人，你的離開，反倒將痛苦

以更強烈的方式轉嫁到深愛著你的父母、兄弟、好

友身上，有時冷靜下來，思考一下，就會覺得自殺

不會是最好的選擇。可惜的是逝者已逝，這用血換

來的警示，值得每個人好好省思。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海岸巡防

總隊臺中商港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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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泊區風光，南望新竹港嘴夕陽、北收鳳

山鼻尾晚霞，燦爛景致叫人一吐平日積勞鬱悶，開

懷舒暢。在新港里安檢所服役多日，大學時念歷史

的癮又犯了，把自己試想成「新港地方文史工作

者」，慢慢地爬梳這裡的人文事故，充實人生旅途

的閱歷見聞。

由於本所座落於頭前溪、鳳山溪交匯出海口，

處於河道內彎位置，成突出前推之突出形勢，是監

控南北往來船隻與河道動態的最佳位置，本大隊也

將此地視為巡防監控重點。除了地勢考量外，這裡

也是臺灣歷史上常被記載的「偷渡」登陸之地。早

在17世紀初，日本德川幕府時代，大將軍德川家康

曾指派官員率領船隊，意圖佔據臺灣土地，不料強

風巨浪侵襲之下，船隊至澎湖時已七零八落，最後

來到今日的頭前溪地方登陸只剩一艘，還遭到原住

民攻擊潰滅；明鄭至清領時期，竹塹（新竹舊稱）

地區的漢人拓墾快速增加，當時臺灣是中國東南沿

海人民眼中的新生開發地，清朝政府嚴防臺灣成為

叛亂謀反根據地，頒布所謂「渡臺禁令」，欲限制

大量人口移民或在臺定居，但經濟壓力和謀生需求

文｜林于量文｜林于量文｜林于量

流水年華∼
頭 前 溪 風 情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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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使下，不少人從兩地之間最近的距離──泉州到

竹塹港，進行偷渡、走私；清政府開港通商、日本

治臺後，竹塹港已成為往來中國大陸、臺灣兩地重

要商港。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因國共內戰之故，

中國大陸沿海居民一波波搭帆船來臺，這些無籍卻

光明正大上岸的「另類偷渡客」，由當時南寮派出

所安檢登記後便可入境，成為再無來者的歷史鏡

頭。

一度作為北臺灣重要海陸轉運站，頭前溪的竹

塹港，也不敵歲月變遷及自然沉積作用，逐漸失去

功能而改變角色。19世紀初地方商民集資另闢「新

港」，取代竹塹「舊港」，就是今日兩地名稱由

來；但「新港」不堪洪水沖積泥沙，無法發揮港口

功能，沒幾年商民決定募款重新疏浚舊港，此後頭

前溪往來商旅不斷增加，持續一百多年的繁榮。隨

著政治、經濟結構變化與地理環境變遷，舊港的通

商口岸功能日漸衰退，轉型成以漁業為主的作業型

態；開始蓬勃發展的漁業市場，在地方居民要求之

下，政府於頭前溪南岸的「南寮」再建新港。雖然

作為北臺灣重要漁場據點，南寮亦禁不起自然長時

間摧殘，海潮和溪水帶入大量泥沙造成港區淤積，

最後被南邊靠海的新竹漁港取代。儘管現代化港口

有外海堤防阻擋頭前溪泥沙的設計，淤積問題一樣

困擾著新竹港，加上全台漁業資源衰退，近海漁業

規模也隨之縮小，以往聞名北部的「竹塹港」，終

於退出了台灣一級大港的位置。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今日的頭前溪與「舊

港」，不若以往人過帆來的盛況，這座聳立於頭前

溪中間的小島，已然洗去一身鉛華；小小的聚落拼

湊島上小小的圖案，幾片膠筏靜靜躺在堤岸邊，很

難想像日據時期此地是掌握四通八達交通樞紐的海

關。出海口激起淺淺浪花，頭前溪一如其貌，有豐

沛洪流的喧鬧，也有涓涓細流的寧靜，翻閱孕育新

竹開發的大河故事，一頁又一頁寫出自然環境與歷

史人文的交互作用。

秉持著人生走到哪、寫到哪的夢想，不敢說能

寫成什麼歷史巨著，只願記載每處令人不捨遺忘的

人事物，隨性揮筆成一本遊記，以「往事並不如

煙」為題。攤開人生的目錄，海巡服役的日子或許

僅佔一個章節支目，小小的阿兵哥，也不可能在頭

前溪的滾滾歷史中刻下什麼印記，這些跨越季節變

換的人事物，大概會像沙洲上的足印，隨著漲退潮

的溪水沖去痕跡；然而這段記憶與頭前溪故事，皆

會化為瑰麗的插圖和雋永的文字，收藏在不隨時間

泛黃的人生之書，待我慢慢細數回味。

參考書目

1. 潘國正等著，《頭前溪的記憶》，台北：時

報文化出版，1999年。

2. 鄭鵬雲、曾逢沉纂輯《新竹縣志（初稿六

卷）》，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1年。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

巡大隊新港里安檢所）

72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文｜高頡　圖片提供｜中部地區巡防局

今年二月底，我參加了本年度首期的巡防士官

班。對於義務役來說，這是一段由兵轉為下士的過

程，亦是一種重要的幹部訓練。過去，受訓者必

須接受五週的法律課程以及三週的單位見習，成

績及格者方可完成結訓；然而不同於過往，我們這

116位「準下士」恰巧遇到海巡署每兩年舉辦一次

的「海安演習」，因此額外增加支援的時間。事實

上，那段時期的支援，不但完整化我對士官的認

知，更可能是軍旅生涯裡最難忘的回憶，替我帶來

一般義務役難以擁有的經驗，尤其是當獲得這種經

驗的機率只有三十八分之一的時候。

此次「海安七號」演習舉辦恰巧在臺中商港舉

行，在結束高雄興達港的法律課程後，我們並沒有

立即回單位見習，而是移交到中巡局支援演習，預

備實行一個月的基本教練，目的是擔任陸上校閱部

隊。但我很幸運地因為外語專長，與另外兩位弟兄

一同被選為司儀組，負責擔任配音工作，也因此可

以觀察到演習籌劃的核心作業。事實上，從116人

中挑選出三人（相當於三十八分之一的機率），對

於身為義務役的我來說，絕對是短短一年不到的役

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機運。

最初，我們的工作是將部分中文講稿譯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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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除了配合演習當天有外賓參與，更是因為海上

操演的狀況設定中有外籍貨輪及船長。因此，我們

時常在中巡局巡防科譯稿、修稿，希望將講稿翻譯

得淺顯易懂，又能避免語言錯誤及維持專業嚴謹的

標準。這項工作必須花費不少時間和精神，司儀口

白又是演習當天的靈魂角色，大家的壓力自然不在

話下；但看到長官們的關心，尤其是中巡局局長林

欽隆先生的親切關懷，多次激發出我們的榮譽心，

期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讓當日的與會者能聽到舒適

悅耳的口白聲。

準備許久，終於要提槍上陣，由於司儀組多次

與海巡艦艇、特勤快艇、海上演練組進行配合，而

這三個部分正是「海安演習」最關鍵的組成因素，

而我也在這段時間裏，概略掌握當前海巡署各式艦

艇的現況、外型及功能（例如搜救艇、除污船、自

動扶正艇等等），更瞭解到港口保全、海上救生救

難、圍捕非法船隻的標準作業程序。除此之外，由

於演習過程追求絕對的逼真，我時常因為看到救生

的緊湊節奏、追捕歹徒所需的空中垂降和特勤隊員

精湛的壓制技巧，感到大呼過癮與嘖嘖稱奇，這些

均開拓我對海巡署的認識。

海安結束後，我從中巡局回到原單位見習，這

才發現海安帶給我的不只是演習本身而已。正如上

文提到的，在演習的耳濡目染之下，早已強化我對

海巡署之執法程序的認識，卻也無意間串連著我在

興達港所學的法律課程。由於我們是海、岸執法機

關，所有執法的範圍、內容及過程都須有所本，亦

即「依法行政」，否則執法將缺乏正當性。簡言

之，在興達港學習的法律課程，如同理論般的指

引出執法的範圍與內容；至於在臺中舉辦的海安演

習，則如同實務般的繪畫出實際執法過程的具體圖

像。是故，當理論能配合實務時，我們將能對海巡

署的執法職責有根深蒂固的認識，這對於即將具有

司法警察身分的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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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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們是海巡署安檢人員，來向您索取

一些資料。」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卻是我們每天必

須戰戰兢兢面對的工作，那就是「安檢」，而我們

的對象是貨輪而非漁船，與其他安檢所最大的不

同，在於我們可以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群。每

當我們登輪安檢時，船長或大副總是很熱情為我們

準備所需的文件。剛開始安檢時，我只是按部就班

地做好份內工作，並詢問安檢相關問題，隨著時間

久了，也逐漸與船員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特別在

中國大陸貨輪，因為歷史發展之故，兩岸保有許多

共同文化，再加上少了語言上的隔閡，交談內容變

得較為豐富，透過當地人的口吻，我們才驚覺到中

國大陸的實際發展與我們想像的差異。

不論是從平面或電視媒體皆可得知，中國大陸

近二十年的發展與老一輩口中「窮到吃樹根的中國

人」已不能同日而語。在我們的印象中，現今中國

大陸就如同民國七十年代的臺灣，正朝向經濟起飛

階段，生活應該是十分富足。但是透過船員們現身

說法，實際上他們的發展不似我們想像的美好。近

幾年的中國大陸，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正逐步攀高，

沿海城市與內陸鄉鎮的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為了爭

取更穩定收入，許多年輕人離鄉背井到城市打拚，

甚至不惜加入軍旅以求退伍時由政府安排轉任公務

人員。在房價高漲的年代裡，許多人窮其一生，也

才勉強付清了房貸。為了追求經濟發展，中國大陸

也犧牲了生態環境，層出不窮的空氣污染與水域毒

安檢兩岸情
文｜邱柏翔　圖｜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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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件，使當地人陷入水深火熱。這些隱藏在經濟

發展背後的心酸更強烈烙印在我心中。

反過頭來，當我請教中國大陸船員對於臺灣的

印象時，不知道是出於客氣，亦或是上一代的口耳

相傳，他們對於臺灣的憧憬，竟出乎我意料。例

如：風景名勝如日月潭或阿里山、琳瑯滿目的百

貨公司、充滿庶民風味的夜市小吃，對他們來說都

是特別的經驗，總是令他們格外嚮往。不過礙於兩

岸的政治情勢，法律規定中國大陸船員不能輕易上

岸，導致他們只能透過海上的眺望，以及海巡、海

關與公證等船務代表的口中，去印證他們的臺灣想

像。在我們登輪安檢時，許多船員便放下手邊工作

圍了上來，熱切地詢問我們臺灣的問題，想一睹這

一線之隔福爾摩沙風采。對於中國大陸船員來說，

雖然此刻他們離臺灣這麼近，但法規上的限制卻使

得這一蹴可幾的距離變得如此遙遠。每當我們離開

貨輪時，他們總是感嘆地說道：「希望下次到臺灣

時就可以上岸走走。」流露出的遺憾溢於言表。

由於歷史的發展，使得臺灣與中國大陸保有許

多共同的文化，但同時也隨著歷史的演變，而導致

兩岸之間處於一百餘年分裂分治的狀態。雖然近年

情勢隨著政策的調整而逐漸開放，但是仍舊嚴守一

定的界限不可踰越。兩岸人民對於彼此的認識仍如

霧裡看花。不過透過安檢勤務的編排，使我有幸接

觸到許多中國大陸船員，得以從他們口中獲得最貼

近實況的認識；而他們也透過我的描述，對於臺灣

這塊土地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雖然法規的限制無

法在短期內打破，但是透過安檢時的短暫交流，可

以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在這些船員的眼中，我們海

巡人員不再是令人生畏的「邊防」長官，而是和善

的外交大使。

（本文作者服役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

麥寮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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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海巡 我最聚焦活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人事處處長交接典禮，邀請人事行
政總處人事長黃富源親臨監交（102.7.2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AED（體外心臟除顫器）教育訓
練，同仁踴躍參與實機操作（102.7.26）

北部地區巡防局辦理102年安檢職能班在職訓練，由
局長胡意剛主持開訓，並實施「領導統御」課程授課
（102.6.2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弟兄與參訪七里橋服務區
之屏東縣霧臺鄉社區居民親切互動（102.6.2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2年性別主流化進階培訓課
程，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王麗容副院長講授
（102.7.2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海巡盃游泳錦標賽賽，署長王進旺
主持開幕儀式，並由運動員代表宣誓（102.7.31）

中部地區巡防局榮獲第五屆「服務品質獎」，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親頒獎座，由局長林欽隆出席領獎（102.6.1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因應夏日來臨積極於海邊
進行防溺宣導活動（1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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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海洋巡防總局接獲蘇澳漁業電台通報：蘇澳籍「特宏興
368號」遭挾持，立即派遣巡護七號前往，並成功攔截
將涉案印尼漁工押返（102.7.18）

中部地區巡防局苗栗查機動緝隊分別於基隆、臺北、高
雄、屏東等處實施搜索，查獲乙批約十萬餘公升未變性
酒精及製作原料（102.6.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協助偵查「日○號」工
作船走私私菸，並自密艙搬運出各類未稅菸品約二千餘
箱（102.6.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執行登檢勤務，發現漁船有大量鯊魚魚鰭，嚴重違反漁業署「鯊魚鰭不離身」措
施，嚴格查處並將其移送相關單位處置（102.7.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與高雄市港務警察局共同
查獲劉姓主嫌企圖利用貨櫃內層走私大批未稅私菸，計
一千三百餘箱（102.7.3）

北部地區巡防局宜蘭機動查緝隊於頭城地區查獲李姓嫌
犯以貨車載運私菸走私，並移由宜蘭縣政府菸酒管理課
查處（102.7.25）

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於臺中市大里區一處民
宅內查獲走私香菇絲約五十餘箱（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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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於台26號
道竹坑村岸際沙灘，發現鯨鯊擱淺，立即通報國立海洋生
物博物館協處（102.7.1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於南寮垃圾場岸際發現疑似
鯨魚擱淺，立即通報農漁局生態保育科並前往現場協助處
理（102.6.2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轄區海域有民眾
落海，立即派員前往救援（102.6.1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花蓮漁港觀星亭發
現擱淺死亡海豚，立即通報相關單位，並做適當處理
（102.7.5）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接獲石城安檢所值班
回報於港區內發現擱淺海龜，立即前往救援並野放
（102.6.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一名婦人疑似酒
醉於外埔港區失足落海，立即前往救援（102.7.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於轄區內海域與民眾施
放魚苗，共同復育海洋生態環境（102.6.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於轄區內發現漏油汙染，
所長立即率員駕救生艇放置吸油棉，防止漏油擴散
（102.6.25）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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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執行督巡勤務時於藍色
漁寮沙灘發現民車受困，立即前往協助（102.6.2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主動配合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舉辦淨灘活動，展現為民服務精神（102.7.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永新安檢所人員於巡邏
時發現民眾騎乘機車煞車不及撞上一輛汽車，立即趨前
協助處理。（102.6.1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因強颱蘇力來襲，於岸
際全面警戒，並勸離觀浪民眾（102.7.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男子欲輕
生，立即派員搜尋，並於七股燈塔附近發現輕生男子
（102.6.1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二岸巡大隊於八里淡水河附近沙灘
發現民眾車輛受困，主動上前協助（102.6.18）

為民服務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強颱蘇力過後於岸
際巡邏發現膠筏翻覆，船主受傷，立即協助送醫治療
（102.7.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於王功安檢所附近協助
受困民車脫困（1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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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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