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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統合集能量、
鐵腕執法風雲揚」

—海巡署103年海域執法大誓師
資料整理｜王立仁

為因應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作業日趨頻繁，

損及我國海洋資源；並時而於臺灣沿、近海地

區違法從事毒、電、炸魚或拖網等破壞性行

為，致漁業資源日漸枯竭，嚴重衝擊海洋資

源，海巡署自103年起，擴大辦理「金、馬、澎

及北方三島越界大陸漁船查處」及「臺灣本島

沿近海漁業執法合作」專案工作，並擇定1月6

日於臺灣北、中、南及金門、澎湖地區舉行誓

師大會，並廣邀媒體共襄盛舉，期能透過正面

報導，讓外界感受政府以具體行動發揮震撼性

之功效。

誓師大會當日，各地區指揮官以「優勢艦

艇、分進合擊」之方式，帶領巡防艦艇執行大

規模威力掃蕩任務。行動重點以驅離無效或進

入禁止海域從事非法漁撈作業或避風滯留之中

國大陸漁船為主，並依法帶案，沒入漁貨、漁

具，以達嚇阻效果。另透過區域資源整合，將

各地區執法能量集結：

北部地區由基隆海巡隊主辦，政務副署長

王崇儀親自主持，共計調派第一（基隆）海巡

隊PP-10018艇、PP-10033艇並結合第二（淡

水）海巡隊PP-5038艇、第十六（澳底）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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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海巡統合集能量、
鐵腕執法風雲揚」

隊PP-3575艇、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新北艦等5

艘巡防艦艇及乙架空勤直升機負責執勤，並指

派基隆海巡隊隊長陳泗川擔任任務指揮官，另

邀集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巡防區、第二岸巡

總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漁業署，新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海洋事務科，金

山、萬里、基隆區漁會等友軍單位共同參與。

中部地區由臺中海巡隊主辦，常務副署長

尤明錫親自主持，共計調派該隊PP-10035艇、

PP-10022艇並結合第十二（新竹）海巡隊PP-

3563艇、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臺中艦等4艘巡

防艦艇及乙架空勤直升機負責執勤，並指派臺

中海巡隊隊長王正信擔任任務指揮官，另邀集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巡防區、第三岸巡總

隊、中部空勤組、漁業署、臺中市海岸資源漁

業發展所、苗栗、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南龍、

通苑、臺中、彰化區漁會等單位共同參與。

南部地區由臺南海巡隊主辦，常務副署長

鄭樟雄親自主持，市長賴清德蒞臨校閱，共計

調派第四（臺南）海巡隊PP-10039艇、PP-

10025艇、PP-5028艇、PP-5022艇，並結合

第五（高雄）海巡隊35噸級巡防艇及直屬船隊

執行海上威力掃蕩實況

雙月刊2014.vol.67

3



誓師大會各地區人力整備辦理情形

北部地區由政務副署長王崇儀主持

中部地區由常務副署長尤明錫主持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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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由常務副署長鄭樟雄主持

金門及澎湖地區由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李茂榮及隊長黃瑞原主持

雙月刊201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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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護五號等6艘巡防艦艇及乙架空勤直升機負責

執勤，並指派第四（臺南）海巡隊隊長曾明川

擔任指揮官，另立法委員陳亭妃及前立法委員

王幸男等地方民代及副市長顏純左出席，邀集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巡防區、第五一、五二

岸巡大隊、漁業署、臺南市農業局、高雄市海

洋局、臺南市及高雄市各區漁會等單位共同參

與。

金門及澎湖地區則分別由海洋巡防總局總

局長李茂榮及隊長黃瑞原親自主持，共計調派

第九（金門）海巡隊PP-5037艇、PP-3556、

PP-3552及PP-2006艇，並聯合第九（金門）

岸巡總隊CP-1008、CP-1009艇與澎湖海巡隊

600噸級澎湖艦、PP-10020、PP-5053、PP-

3539、PP-6007等多艘巡防艦艇，針對轄內

沿、近岸海域，越界違法漁船，強力取締。

透過全國同步宣誓作為，將行動付諸實

現，不僅有效發揮「統合能量、鐵腕執法」之

能量，亦可有效遏止漁船非法越界捕魚，也確

保海洋資源不被破壞，更能使我國漁民在自己

的海域內安心捕魚。過去一年，海巡署各項查

緝績效顯著（如附表1），也將年度重要案件彙

編成海巡風雲錄（如附表2），為的就是讓國人

看見他們在維護海域治安上所做的努力，而此

次誓師大會的圓滿，也成功讓國人能感受到政

府「立即、有效」及強力取締違規捕魚與維護

漁業資源之決心，相信新的一年開始，海巡署

將投注更多心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本文文字及圖片提供：基隆海巡隊沈宜柔、李繼

材、臺中海巡隊吳采芳、臺南海巡隊莊偉明、金門

海巡隊李國聖、澎湖海巡隊許昭焜）

基隆海巡隊誓師大會後，於2月17日首度查獲中國大陸漁船非法越界捕
撈漁獲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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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102年度海巡各項查緝績效統計表（以案件類別區分，小數點四捨五入）

槍砲彈藥刀械類

案件數（件） 64

嫌犯人數（人） 68

槍枝（枝） 95

彈類（顆） 1,947

刀械（把） --

毒品類

案件數（件） 215

嫌犯人數（人） 389

合計（毛重） 718（公斤）
一級（毛重） 8.6（公斤）
二級（毛重） 175（公斤）
三級（毛重） 418.9（公斤）
四級（毛重） 115.4（公斤）

其他毒品（毛重） --

農林漁畜及其他物品類

案件數（件） 71

嫌犯人數（人） 158

合計（公斤） 113,365

農產品（公斤） 90,835

林產品（公斤） --

漁產品（公斤） 11,715

畜產品（公斤） 10,815

菸（千包） 10,431.1

酒（公升） 141

活體動物（隻） 7,430

非法入出國類

案件數（件） 88

嫌犯人數（人） 16

偷渡犯合計（人） 258

本國籍（人） 46

大陸籍（人） 32

外國籍（人） 180

人口販運類
案件數（件） 8

嫌犯人數（人） 29

被害人（人） 28

經濟犯罪之專業工作類
案件數（件） 13

嫌犯人數（人） 22

取締非法越區捕魚類

案件數（件） 1,137

嫌犯人數（人） 3,804

船隻數（艘）
帶案989（大陸籍989）
驅離1,382（大陸籍1,318）

維護海岸資源類
案件數（件） 266

嫌犯人數（人） 378

災難救護及服務工作類

救難
案件數（件） 145

船隻數（艘） 145

人數（人） 609

救生
案件數（件） 254

人數（人） 486

其他救難救護
案件數（件） 606

數量（人） 6,442

其他海巡績效類
案件數（人） 1,315

嫌犯人數（人） 586

（資料來源：海巡重要統計年報，統計期間1至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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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重大事紀名稱 類別

1

萬里攻堅押解「特
宏興368號」漁船
涉案漁工歸案

海域執法類
海事服務類

2

「廣大興28號」漁
船遭菲國槍擊海巡
強力護漁案

海域執法類
海事服務類

3

海上攔查「笙○
號」貨輪載運K他
命毒品511公斤案

海域執法類

4

查獲「永○2號」
工作平臺船走私香
菸132萬餘包案

海域執法類

5

海空救援18名越南
籍人民船難及43名
非法入境案

海域執法類
海事服務類

附表2、2013海巡風雲錄

項
次

重大事紀名稱 類別

6

完成「臺北港海巡
基地專用碼頭」興
建案

海巡建設類

7

執行「海吉專案」
遠洋護漁及敦訪吉
里巴斯案

海域執法類
海事服務類
海洋事務類

8

舉辦「海安七號演
習暨海洋文化活
動」案

海域執法類
海事服務類
海洋事務類

9

舉行「新北操演」
展現新造艦船優異
性能案

海巡建設類

10

查獲走私活體鸚鵡
及賽鴿109隻阻絕
疫病入侵案

海域執法類

（製表：海巡秘書室公關科董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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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文｜沈宜柔

102年12月5日大愛電視臺至海岸巡防署海洋巡

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拍攝「大愛電視臺－小

人物大英雄之怒海法龍特輯」，由於海巡署成立迄

今，無論是海上救生救難、海洋漁業資源保護、海

上違法案件，皆以大無畏的精神及專業的執法能量

守護著我國漁民權益，尤以捍衛釣魚臺主權一案，

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因此，大愛電視臺特別選定

位於海岸線蜿蜒綿長，海域地形崎嶇險惡，並以捍

衛釣魚臺島嶼聞名的第一（基隆）海巡隊作為專訪

單位，並請專業電影導演，輔以高規格儀器，完整

將海巡人員執勤之真實寫照，一一呈現在國人面前。

上午時刻，由本隊常年訓練—綜合逮捕術及實

彈射擊作為特輯開場；到了下午，拍攝團隊一行人

來到了隊部碼頭，捕捉隊上同仁平日訓練成果之海

上救生救難流程，本隊隊長陳泗川特別派遣臺灣本

島唯一之專業搜救艇—RB02艇，進行一系列水上

摩托車近海緊急救助演練，同時加派PP-10033艇及

PP-10018艇，配合展現隊上同仁純熟操船技術，

途中亦施放小艇，輔以各類救援工具及攀爬網，

使海上孤立無援之性命得以解危。翌日，登基隆隊

10033艇拍攝海上執勤實況，包括對於在航異樣船

艇進行登檢查艙、驅離越界捕魚之大陸漁船、船艇

保養，以及新進海巡同仁面臨克服惡劣風浪，如何

調適生理異狀⋯⋯等實況，並請陳隊長分享其「領

—大愛電視臺採錄海巡英雄側寫

導統御」之經驗。另採訪資深分隊長高浩慈、郭明

堂於海上執勤時種種真實救難、執法概況與操船經

驗等；而曾於大武崙8人落海救援案當時之帶班資

深小隊長黃明彥的心路歷程，更是所有海巡人員之

寫照－讓每個在海上的性命得以平安返家是每位海

巡人員最殷切、最企盼的職責所在！

海洋，沒有地標，但每吋土地都代表國家主

權，在國家邊界更是容易產生海上糾紛、海難案

件、走私偷渡以及海洋汙染等種種顧慮，基隆隊隊

長陳泗川表示：「當舉國歡慶、全家團圓時，在

國土第一道防線之海巡人員更是全力整備、無可旁

貸，因此，擁有更深的使命感，必須排除困難克服

於萬一，保衛家園、捍衛國土！」

本次大愛電視臺至第一（基隆）海巡隊拍攝

「怒海法龍」特輯，除充分展現本署於海上執勤之

績效外，更讓廣大民眾了解海巡人員日常態樣與實

況，以及英勇背後不為人知之心路歷程，更能激勵

人心，並使本署同仁以身為海巡人員為榮，亦有助

於廣大優秀人才之招募！本特輯該電視臺已後製完

成，並先行上傳知名影片網站，已獲得廣大迴響，

群眾紛紛於知名社群網站轉載分享，該電視臺並於

春節期間正式播映，海巡英雄躍上螢幕，成功有效

為本署良好形象宣傳於大眾，擦亮本署之招牌！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

「怒海」  救生無懼險
「法龍」  出擊全民安

9

雙月刊2014.vol.67



大愛電視臺採訪畫面（本文所有圖片畫面來源均轉載自大愛電視臺）

隊長陳泗川人物專訪

分隊長高浩慈指揮調度海上能量

可疑漁船登檢查艙

海上出槍試瞄

綜合逮捕術訓練

登檢航行有異狀之船舶

小隊長黃明彥人物專訪

PP-10033艇施放小艇救生救難

海上出港部署

機艙日常保養與維修

登檢完畢感謝漁民配合

分隊長郭明堂要求航行船舶停船檢查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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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本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於91年11月設立，委員皆為海洋

各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為使委員深入了解本署業務職掌及實務運

作，每年會議召開地點從本署會議室延伸至所屬機關（單位）舉

辦，配合現地訪查，增進委員對本署之認同感。

101年10月29日第18次委員會議中，王委員冠雄於「近期南

海情勢觀察及建議」簡報中提及為增進委員對離島狀況之理解，

建議本署適時提供委員赴東沙島與太平島實地訪查機會。

海巡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
訪查南沙太平島紀行

文｜許嘉倩　圖片提供｜企劃處、南巡局

委員們與王署長於文化公園及南疆鎖鑰合影

雙月刊201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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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環島步道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歷經無數次的聯繫與協

調，終於在103年1月15日微亮的晨光中由署長偕

同宋燕輝、劉秀美、周秋隆、林彬、徐月娟、陳振

文、鄭明修、吳東明、邱逢琛、張翠玉等10位委

員，並由南巡局局長張德浩陪同搭上軍機前往極南

的國土。

3.5小時的飛行，在機長廣播即將降落的通知

後，大家開始整裝，當機門開啟的那一刻，眼前耀

眼的陽光告訴我們南沙太平島到了，內心澎湃不

已，搭上南沙唯一的公車來到指揮部，海巡弟兄

們黝黑的臉上掛著大大的笑容，精神抖擻地歡迎我

們，大家喝著沁涼的椰子汁稍作休息後，由指揮官

進行南沙指揮部任務介紹，會中委員提問南沙研

習營辦理情形、取締越界捕魚現

況、附近海域作業漁船捕撈漁獲方

式，以及人道醫療救援案例，同時

關心島上弟兄生活與用水供給狀況，特別叮囑本署

應加強駐島弟兄各項生活上的補給與協助。

緊接著搭乘旗津一號出海反覘太平島，海上風

浪很大，尤其是棧橋旁的浪區，因海水不斷的翻

攪，拍打出一捲捲的浪花。未來在棧橋旁將興建碼

頭，105年完工啟用後，除可停靠運補商船及偉星

艦外；亦可供3,000噸巡防艦艇靠泊，將有助島上後

勤補給、提升巡防能量，維護國家海洋權益，鞏固

南海主權。

在文化公園裡，看到因為興建機場跑道而被移

置、並集中在這裡的各式紀念碑，透過解說我們更

了解太平島的歷史與戍守人員的辛苦，以及捍衛南

疆的不容易，稍後參

訪海軍雷達塔，登

高望遠，隱約可見

越南佔領的敦謙沙

參訪花絮

宋委員燕輝與島上女兵合影

疆的不容

易，稍後參

訪海

軍雷達塔，登

高望

遠，隱約可見

越南

佔領的敦謙沙

體驗島上代辦所
寄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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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洲，下了雷達塔沿著步道回到指揮部用餐，署長於

餐敘時，特別對勞苦功高、保家衛國的駐島同仁表

示感謝，期勉同仁以這份職責為榮；另外，署長也

強調，本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來自海洋各領

域，希望本次的訪查能讓委員對南海局勢、國家整

體戰略、區域安全有更深的體會，未來在課堂上或

會議上傳遞我南沙主權意識，增進國人對國土的認

同。餐後，眾人來到南沙醫院了解院內的醫療設備

與人員配置，隨後到觀音堂參拜，三柱清香，一求

國泰民安；二願風調雨順；三祐我

駐島人員一切安康。

南沙的訪查也在此刻劃下了句

點，跑道另一端，軍機的引擎轟隆

作響，催促我們離去的腳步，扣上

安全帶，再次回想本次的南沙訪

查，從籌劃到成行的種種點滴在

心，澎湃依舊。

後記

本次的訪查能夠順利圓滿，特別感謝本署巡防處與南部地區巡防局同仁鼎力幫

忙，沒有您們的努力與付出，我們無法成事，當然更要感謝老天爺給我們好運氣與

好天氣，軍機順利起降，人員平安往返。

在南沙用餐時有委員提及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下稱海推小組）業務由行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移交本署接續辦理，建議未來本署應帶領海推小組成員現

地參與海洋事務，增進各部會對海洋事務的重視與關心。

海洋事務多元且複雜，包羅萬象，推動不易，本署以海立基，對於海洋事務的

推動從不遺餘力，未來期望在各級長官的支持下，邁開步伐，以更積極的態度、更

宏觀的角度拓展海洋事務，為我們賴以為生的海洋盡一份心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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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春節結束，許多人仍沉溺在年節氣氛之

中，但非法私梟們則是開始想利用各種手法，大賺

不義之財。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及第二

機動查緝隊在執行聯合擴大辦理「安康專案」時接

獲情報，高雄地區有走私集團欲將菲律賓出口之自

創品牌私菸，以變造來源國方式，利用貨櫃掩飾，

再假藉「手機外殼」名稱申報，於其中夾藏私菸矇

混闖關。由於情報已事先被查緝人員掌握，早一步

在私梟達成目的前，搶先於103年2月5日聯合相關

查緝單位於高雄港69號碼頭對「APL」40呎貨櫃

實施清查，並當場查扣相關犯罪證據，經清點後，

計起出走私自創品牌「國際金橋牌」7系列私菸約

四十萬餘包，市價超過新臺幣2仟萬元。

由於菸品受到健康捐稅大幅提高後價格居高不

下，私梟業者企圖在高價菸品時代牟取暴利，走私

偽劣菸品手法不斷演進創新，此次走私以貨櫃夾藏

方式混淆視聽，所幸在海巡署與警政署保三總隊第

二大隊、高雄市警察局鹽埕分局、鳳山分局、港務

警察局、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等單位通力合作下，

由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羅水郎檢察官擔任召集人組

文｜黃智峰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文｜黃智峰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文｜黃智峰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文｜黃智峰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貨櫃掩蓋欲藏匿

查緝眼尖破玄「機」

查緝人員掌握先機，順利自貨櫃起出大批非法私菸

14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成專案小組，成功杜絕未稅私劣菸進口，全案依違

反「菸酒管理法」移送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中。

南部地區巡防局102年度執行「安康專案」，

共計查獲農產品3萬2,042.5公斤、漁產品1萬27.1公

斤、菸品462萬5,402包、酒130.5公升及活體動物

2,447隻，其中以高雄第一及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聯

合破獲之農產品3萬2,042.5公斤及菸品212萬7,660

包績效顯著，在農曆年後，更一口氣連破三起以貨

貨櫃掩蓋欲藏匿

查緝眼尖破玄「機」

海巡署年節期間所屬單位戮力查獲未稅私菸走私案

案件1： 103年1月23日高雄海巡隊於二港口外查獲「漁舢港外770號」膠筏載運私菸及旗后山外4浬查獲「美○號」走私未
稅香菸乙批

案件2： 103年1月25日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與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巡隊於高雄外海查獲漁船「合○○號」，涉嫌
載運「D&B」、「Pyramids charcoal fi lter」、「Derby blend from thevsa」等品牌未稅菸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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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走私私菸案件，除此之外，各地查緝單位也在年

節前後，不斷傳出佳績，署長王進旺也特別南下表

彰查緝人員辛勞，也希望能擴大查緝成效，確保社

會經濟安定與國人健康無虞。

海巡署查緝非法工作，由分佈全國各所屬單位

積極執行，面臨不同犯罪手法，加上坊間走私菸品

及農畜產品情形日益猖獗，影響國人健康甚鉅，未

來除配合行政院政策指導，持續推動「安康專案」

查緝工作外，執法人員思維也需隨著變化，才能順

應時代潮流，與其抗衡。海巡署也呼籲社會大眾若

遇不法，可撥打「118」服務專線勇於檢舉，他們

將秉持著「假日執法不打烊」精神，戮力為民服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本文部分查緝照片提供：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林怡伶、第七巡防局行政官黃植謙

署長王進旺特地南下頒發獎金，激勵查緝同仁士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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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文｜林益勝　圖片提供｜第七海巡隊

年節期間物價飛漲，過去癮君子們仰賴的菸

品，隨著健康捐調漲，逐漸成為一種奢侈品，使許

多人無法再如同以往恣意的點上一支菸，享受那吞

雲吐霧的短暫快樂，原因無它，就是代價變高了！

而不法份子正是看中了私菸市場需求，具有極為龐

大之暴利誘惑，所以甘冒風險走私劣質菸、酒及

農漁畜產品，藉機欲牟取暴利，第七（蘇澳）海巡

隊及第一（基隆）海巡隊掌握可靠情資後，共同組

成專案查緝小組，並妥善運用轄內雷情監控系統，

海上派遣PP-3017及PP-2032巡防艇在東澳至龜山

島外海域攔查外切可疑船隻，同時通報第一岸巡總

隊及第一二岸巡大隊配合蘇澳海巡隊偵緝人員展開

岸、海聯合查緝行動，為維護春節期間安全，有效

嚇阻轄區不法活動。

1月11日20時許，查緝小組為防止任何可疑船

隻趁隙逃脫，便佈下天羅地網，立即安排巡防艇至

宜蘭縣蘇澳鎮北角外海距岸約1浬處密集巡邏，甫

出擊，立即發現一艘「豐○6號」舢舨行跡可疑，

尤其是巡防艇靠近時，舢舨船長便加速往定置漁網

區方向逃逸，且可能害怕遭登船檢查，移動過程

中，遂將所有運載之私菸全數往海上拋棄。查緝人

文｜林益勝　圖片提供｜第七海巡隊文｜林益勝　圖片提供｜第七海巡隊

舢舨暗夜載私菸
海巡包抄傳捷報

張姓船長見巡防艇靠近，將私菸丟包至海上，並加速逃逸

雙月刊201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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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見狀，即刻在定置漁網區，一邊注視著被丟包的

私菸，確保數量免遭遺漏，另一邊則以高超操船技

術，左右包抄圍堵「豐」船，並以擴音器要求該船

停船受檢，最後船長被迫停駛，查緝人員登檢後，

在船上及周圍海面查獲D&B牌私菸（紅色）130

箱、D&B牌私菸（黑色）25箱，共計155箱，並將

船長張○民、及張○宏、吳○枝、莫○華等3名本

國籍船員，交由蘇澳海巡隊依菸酒管理法函送主管

機關裁處。

蘇澳海巡隊表示，民眾切勿因私利從事不法活

動，鋌而走險走私未稅香菸入境，亦不要購買來路

不明之自創品牌低價菸品，以免勞財又傷身，海巡

署將持續加強海域治安維護工作，展現打擊不法之

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

將「豐」船運載私菸拖上岸數量高達155箱

查緝人員暗夜攔截舢舨，成功起出走私私菸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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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巡小艇不懼強風吹打，順利將擱淺漁船拖回

農曆春節年意尚濃，漁民為拼生計，甘冒浪高

風大海象出海作業，一艘澎湖籍「金祥興」號漁船

（CT1-8085）7日晚間在望安鄉西南三塭海域，

疑似疲勞作業不慎意外觸礁擱淺，船身嚴重傾斜船

底破洞有翻覆之虞，澎湖海巡隊勤務指揮中心接獲

巡防區「118」專線通報，隊長黃瑞原立即派遣線

上「澎湖艦」等三艘巡防艦艇疾馳現場救援。由於

當時夜色昏暗，退潮時際海浪洶湧，海域險礁星羅

棋布，救援任務極為棘手，稍有不慎，不僅遇險船

隻不保，就連救難小組也難全身而退，所幸「澎湖

艦」同仁巧妙運用小艇分工，穿梭淺礁間，適時將

驚慌失恐之蔡姓船長救出，並接駁至澎湖艦安置，

救援過程可謂險象環生，更一度因水深太淺，加上

強風吹打，使小艇駕駛艙玻璃險些撞出大洞。而救

援任務也在澎湖救難協會等單位協助下，歷經了12

小時搶救，將人員安全護送上岸。 

雖然此次救難行動處置得宜，但海巡隊卻沒有

文｜黃聰正　圖片提供｜澎湖海巡隊文｜黃聰正　圖片提供｜澎湖海巡隊文｜黃聰正　圖片提供｜澎湖海巡隊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藝高膽大化險為夷

因此鬆懈，將遇險人員一一安置妥適後，再次派艇

搭載潛水協會人員及救援裝備前往漁船擱淺海域，

利用海水漲潮契機，將其固定浮帶拖出淺礁區，並

戒護返回馬公港檢視修理，此舉亦讓蔡姓船長感受

到海巡人員的貼心與用心，讓他的生命財產獲得保

障，也使損失降至最低，再次證明了海巡「團隊勝

出，英雄淡出」工作精神，更圓滿完成艱難之怒海

救援任務，本案亦經媒體披露，也贏得地方各界人

士的掌聲與好評。

澎湖海巡隊也呼籲漁民朋友，天冷作業除注意

添衣保暖外，另應隨時掌握海上漁業氣象和船隻機

械狀況，尤其不要疲勞作業，拼經濟也要適時休

息，否則一旦發生危險，賠上生命和船隻就得不償

失，作業期間，如遇有任何意外狀況，也歡迎使用

「118」專線求助，一通電話24小時服務全年無休

是民眾的好依靠。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巡隊）

澎湖艦人員以小艇接駁方式，將遇險船長接駁至艦上安置

雙月刊201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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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地區過了中秋節後就是「九降風」來襲

的時節，一波波鋒面漸漸增強，吹起了各大溪流出

海口特殊捕撈活動，就是漁民所等待素有「白金」

之稱的鰻苗，這種越冷越活躍的魚苗因無法由人工

繁殖培育，致價格居高不下。許多民眾為貼補家

用，甘冒強勁海風，未攜帶任何救生器材就冒險到

不熟悉的灘岸捕撈，在惡劣的天候海象下使意外落

海事件頻傳。103年1月3日8時33分，東部地區巡防

局接獲民眾118報案：曾姓民眾在1月2日晚間10時

許前往花蓮溪口南岸捕撈鰻苗，正常應於3日早上

結束工作返家，但家屬多次撥打手機均無人接聽，

遂前往經常作業岸際尋找，僅發現他的捕撈網具，

則未發現其身影，擔心可能已遭海浪捲走，請求本

署協尋。

海事件頻傳。 年 月 日 時 分，東部

地區巡防

搜救人員抵達事故現場勘查，並適時安撫家屬情緒

花、東地區過區過區過區過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秋節秋節秋節秋節後就後就後就後就後就後就後就是「是「是「是「是「是「是「九降風」來襲

的時節，一波波鋒面漸漸增強，吹起了各大溪流出

海事件頻傳。10101010103年3年3年3年3年1月1月1月1月1月3日8時3333分，分，分，分，分，東部地區

巡防

局接獲民眾118報案：曾：曾姓民眾在眾在1月2日2日晚間

時花、東地區過了中秋節後就是「九降風」

來襲 海事件頻傳。101010103年3年3年3年3年1月1月1月1月1月3日3日3日8時8時8時33分，分，分，分，分，東部地區

巡防

海巡救
援不放棄

民眾捕
　  遭浪襲
鰻

圖片轉載自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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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第九巡防區獲報後立即啟動岸、海、空搜救機

制，於7分鐘內完成空偵機申請，並通報轄內各搜

救單位全力投入救援，並由第八三岸巡大隊至民眾

落海處開設前進指揮所，協助引導各單位前往事發

地點，實施岸、海、空同步地毯式搜救任務，同時

透過漁業電臺通報鄰近作業船隻協尋，期能於最短

時間內達成搜救任務，亦同時指派專人陪同家屬安

撫情緒。搜救的過程中，曾姓民眾家屬不斷朝海面

呼喚，期盼親人平安歸來，另一方面則用顫抖的聲

音請搜救人員盡力協助。為使搜救作業能依時序進

展，巡防區以勤務區塊為單位，結合海流流向將搜

救區域逐漸向南延伸，範圍涵蓋至花蓮、臺東縣境。

終於在各單位努力不懈後，於5日11時18分，

發現落海曾姓民眾躺臥於礁岩中，下肢有多處瘀

青、刮傷且意識模糊，初步評估有失溫情形，搜

救人員立即將衣物脫下給予傷者保暖，並通報醫療

單位協助送醫救治。「永不放棄！」，希望永遠存

在，而此次搜救案之所以成功，其關鍵在於搜救團

隊的全心投入，堅持到底。然曾姓民眾也憑藉自身

強韌求生意志，在漂流長達55個小時後奇蹟似獲

救，如同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劇情般真實

上演。

太上感應篇云：「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意

即遇他人發生急難、危害時，需運用自己的力量，

積極救難與救助，以解除他人危急，使其轉危為

安，海巡署基於維護民眾生命理念，主動負起岸

海搜救義務及責任，已在國人心中烙印下「海上媽

祖」形象，另積極救援作為，有效掌握「黃金救援

時間」，亦獲各家媒體報導，足為岸際救生救難典

型成功案例。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檢管科）

曾姓民眾獲救後，家屬親自向救援單位表達感謝之意

岸、海、空聯合搜救

雙月刊2014.vol.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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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巡防局臺中機動查緝隊數月前接獲線

報指出嫌犯張○○、謝○○等人，欲利用年節時機

大量製作安非他命牟取黑心暴利，恐對民眾身心健

康造成極大危害。基此，查緝隊在經過長期佈偵，

掌握確實情資後，會同第三岸巡總隊、第四二岸巡

大隊、第六二岸巡大隊、第八三岸巡大隊、屏東機

動查緝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偵四隊、屏

東縣警察局內埔分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於103

年1月3日晚間深入屏東縣泰武鄉山區破獲安非他命

毒品製造工廠，起獲安非他命成品、半成品約158

公斤（含鹵水等）及紅磷、乙醚、丙酮等製毒原

料、工具各乙批。

此案在偵辦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查緝人員

表示：由於嫌犯等人平時以高雄、屏東一帶為主要

活動區域，出入均有專車接送，行蹤不定難以捉

摸，且大量採購器具運往屏東山區，行為相當怪

異。為求謹慎，查緝人員一路跟隨，果然發現嫌犯

巧用山區通風佳及人煙罕至之特性從事製毒，且藉

由附近臺糖公司豬隻育種場所，企圖以豬隻排泄物

味道將製毒時產生特殊酸臭氣息掩蓋，更飼養9隻

山區製「安」將氣藏
海巡勇破「毒」工廠

土狗協助警戒，防止外人靠近。於是專案小組不眠

不休、長期跟監，甚至犧牲假期，誓要阻斷非法發

生，最後終於發現隱身於民宅後方工寮之製毒工廠

位置，當晚趁嫌犯警戒心鬆懈，立即展開攻堅圍

捕，成功破獲該安毒工廠，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製造毒品罪嫌」移送屏東地檢署擴大偵

辦中。

臺中查緝隊指出，在政府打擊不法「正本清

源」之政策下，治安單位全力查緝毒品阻絕通貨管

道，毒品市場行情已呈現「量少價昂」之勢，又遇

年節多數不肖毒梟欲趁機狠撈不義之財，張嫌等人

就是考量安毒製程中所產生之酸臭味不易飄散，所

以挑選位於88風災災區之泰武鄉山區製毒，自認為

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最終仍是在查緝人員鍥而

不捨的追查下而遭緝獲，再次印證了「法網恢恢、

疏而不漏」之真理。海巡署呼籲為共同維護治安與

國人生命安全，若發現不法，大家能勇於檢舉，也

可撥打「118」報案專線，讓毒品無所藏匿，毒害

遠離人群！。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臺中機動查緝隊）

查緝隊於記者會上展示破獲毒品工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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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 le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為彰顯海巡人員恪盡職責、突破萬難及激勵同

仁士氣，海巡署每年定期舉辦模範海巡人員及單位

表揚典禮，今年更特別結合該署署慶，於103年1月

28日舉行，相當具有意義，共計有海洋巡防總局直

屬船隊小隊長鄭秋明等9位模範海巡人員及海洋、

海岸巡防總局所屬15個模範海巡單位獲選，由署長

王進旺親自頒獎。

而今年獲選模範海巡人員及單位者，均有其共

通特點，就是凡事不畏艱難、勇往直前，因此在查

緝走私偷渡、執行海難搜救或為民服務等工作及

執行「釣魚臺海域」與「南海海域」間漁業爭議

任務時，才能發揮優異的成效。例如102年發生的

「特宏興368號」漁船海上喋血案，該署同仁突破

險境、千里馳援，將犯嫌全數押送回國接受司法審

判。另外，亦有同仁於去年執行護漁勤務時，成功

救援一艘失去動力的菲律賓籍漁船，當時雖逢廣大

興案發生，但海巡人員仍以「救援無國界」與「人

溺己溺」精神全力救援，此事亦對化解臺菲間因廣

大興事件所引起海事爭議帶來極具正面作用。

無論個人或單位，其「成就」與「榮耀」，都

係全體同仁努力而成，期能透過獲選模範海巡人員

及單位事蹟簡介編撰，將更多經驗與外界分享（另

機關推薦獲選102年全國模範公務人員第五海巡隊

隊長楊俊宜部分一併刊登）！

海巡「成就」共創造
齊心努力享「榮耀」

— 103年模範海巡人員（單位）暨本署推薦獲選
102年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事蹟簡介

103年模範海巡人員事蹟簡介

姓名：劉正文

現職：海岸巡防署

　　　巡防處科長

事蹟簡介：

劉員擔任災害防救科科長任內，積極推動我國與

中國大陸及周邊國家搜救合作，建構區域搜救合作的基

礎；另落實各項救生救難演訓，強化各單位橫向聯繫，

並開放民眾參與，使民眾參與並了解救生救難任務的內

涵與限制及推動「海上船舶人員傷病通訊諮詢機制」，

提供海上作業漁民生命安全保障。另有效解決本署長久

以來面臨遠距離勤務派遣決策困難及耗費救難資源問

題，並籌購「搜救優選規劃系統」，使本署朝向資訊

化、系統化的搜救決策模式，邁出歷史性的第1步。

劉員擔任災害防救科科長任

內，積極推動我國與

1

化、系統化的搜救決策

模式，邁出歷史性的第1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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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賴豐用

現職：海巡洋防總局

　　　第三海巡隊隊員

事蹟簡介：

賴員於擔任海巡隊員職務任內，戮力執行查緝走私

大陸黑木耳等農產品（計3萬多公斤）、破獲持有、販賣

海洛因、安非他命、查緝非法持有槍械、起獲持有土造

長槍、改造手槍、土製炸彈、獵槍、制式霰彈、改造子

彈及非法滯臺外勞（計7案，緝獲外勞21名）等重大工

作，有效維護社會治安，獲大眾肯定，績效卓著，足資

同仁模範。

姓名：鄭秋明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直屬船隊小隊長 

事蹟簡介：

鄭員於擔任小隊長職務任內，於102年擔任巡護七

號船副帶隊官，參與友邦「吉里巴斯」國慶大典，為我

國寫下海巡外交歷史新頁。另執行0924釣魚臺護漁專

案，為近年最大規模保釣任務，鄭員時任巡護二號船副

帶隊官，有效宣示我國主權及漁權，對提升我國及本署

之聲譽有重大助益。更於執行「特宏興368號」漁船喋血

案，成功逮捕涉案犯嫌7人，績效卓著。

姓名：劉興祥

現職：海岸巡防署

　　　後勤處專員

事蹟簡介：

劉員擔任專員職務任內，主辦「臺北港海巡基地浚渫造地及碼頭新建工

程」，為本署成立迄今首次自建深水碼頭，大幅提升北方及東方海域巡護能

量；另辦理「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全般事宜；此外，在專案工程

執行期間，同步主辦本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訪查」及「工程查核小組執行

績效」相關工作，分別受評為特優機關及優等殊榮，獲得行政院的肯定；另

負責完成「商港法」修正作業，有效維護本署權益，該員積極任事，足為同

仁表率。

賴員於擔任海巡隊員職務任

內，戮力執行查緝走私

鄭員於擔任小隊長職務任內

，於102年擔任巡護七

劉員擔任專員職務任內，主辦「臺北港海巡基地浚

渫造地及碼頭新建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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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 le

姓名：張尹俊

現職：海岸巡防總局

　　　檢管組科長

事蹟簡介：

張員於擔任科長職務任內，奉命負責「海安六號、

海安七號演習及臺南艦暨巡護七號成軍典禮」陸上校閱

組人員訓練暨擔任部隊校閱指揮官。任職岸巡三二大隊

大隊長期間，協助中巡局榮獲行政院「第五屆政府服務

品質獎」，年度執行處理海域、海岸救生救難及生態

保育案件計28案；辦理暑期、校園「海域活動安全宣

導」，關懷轄內「孤困弱勢」，深獲校方、地方民眾與

遊客支持配合；另對於內部管理致力推展心輔工作，達

成年度「零自我傷害」目標。其帶領單位同仁感情融

洽、上下一心存誠務實，實為海巡表率。

姓名：呂家富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艦長 

事蹟簡介：

呂員擔任艦長職務任內，於101年1月31日帶領偉星

艦查獲高雄籍春發祥漁船走私毒品，起獲安非他命及愷

他命毛重共173公斤，對維護社會治安及國人健康，功

績卓著。此外102年7月21日執行護漁勤務時救援一艘失

去動力漁船，經發現為菲律賓籍漁船，經菲律賓媒體報

導，對化解臺菲間因廣大興事件所引起海事爭議帶來正

面作用。另於102年9月26日「滿興號」漁船船艙進水，

海象不佳，率領所屬冒險搶救，並協助直升機吊掛安全

戒護，精神可嘉，提升本署聲譽，足為同仁表率。

姓名：邱仁道

現職：中部地區巡防局

　　　通資科科長

事蹟簡介：

邱員於擔任科長職務任內，積極成立中巡局「創新

研發小組」，推動研發建置「雲端會議資訊系統」等12

項重大具體績效，於102年度接受行政院研考會「政府

服務品質獎評核」負責「資訊流通」及「創新加值」等2

項服務評核構面規劃與執行，協助中巡局榮獲「第五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功不可沒。同年又獲行政院研考會

「無障礙網頁空間A+等級」認證標章，輔導所屬等5個單

位接受行政院密碼業務督考榮獲優等，對本局形象型塑

及行銷，卓具貢獻，實為海巡表率。

張員於擔任科長職務任內，

奉命負責「海安六號、

呂員擔任艦長職務任內，於

1年1月31日帶領偉領偉星

邱員於擔任科長職務任內，

積極成立中巡局「創新創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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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程駿杰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南沙指揮部指揮官

事蹟簡介：

程員於擔任指揮官任內，指導所屬執行環境保護生

態永續發展、從事戰場經營及各式陣地、工事、房舍修

整，並拆除具危安顧慮之鋼棚，並統籌指揮南沙指揮部

防務演訓強化戰備能量、火砲及輕兵器實彈射擊訓練與

完成81、120迫擊砲、20機砲、40高砲及40榴彈槍人員

等16員取得相關證照，成效卓著。另協助中油公司島區

周邊進行油氣測勘、地質調查、鑽井評估及圖資測量事

宜，除有效維護海岸清潔、落實生態保育政策及捍衛我

國領土主權外，更有效強化島上戰備能量與防務能力。

姓名：楊俊宜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第五海巡隊隊長

事蹟簡介：

楊員於擔任隊長任內，參與端正風紀、海巡裝備檢

查、船務養護督導、預防海域海岸犯罪宣導評比均獲優

等，並獲選101年模範海巡隊。另查獲「金0臨號」漁船

走私未稅私菸555箱及「童0凱」等18名越南籍偷渡客、

指揮所屬不畏艱難，執行海難救助案件計32件、「安

海、安康」專案查獲槍枝1枝、毒品3件、私菸11萬3,000

包、鹿角450.5公斤、執行東、南沙「碧海專案」計16次

巡弋、驅離外籍越區漁船計390艘，均圓滿完成任務。

程員於擔任指揮官任內，指

導所屬執行環境保護生

9

姓名：陳韋誌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查緝員

事蹟簡介：

陳員於擔任查緝員職務任內，主偵南石專案毒品案

計35案，查獲犯嫌計53人、破獲二級毒品工廠2座、四級

毒品工廠1座、查扣一級毒品淨重2062公克、二級毒品成

品2236公克、半成品12740公克、三級毒品淨重24430公

克，犯罪所得新臺幣467萬，並於102年3月19日緝獲蘇

○○販賣三級毒品2000公克、102年5月31日協助提供情

資透過兩岸犯罪共同打擊機制於大陸地區緝獲三級毒品

愷他命146公斤。陳員所負責偵辦之案件經法院審理後定

罪率達98％，提高本署專業形象及案件品質，有效提升

查緝成效，足為同仁表率。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查緝

員

陳員於擔任查緝員職務任內

，主偵南石專案毒品案

102年全國模範公務人員事蹟簡介

楊員於擔任隊長任內，參與

端正風紀、海巡裝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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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事蹟簡介：

一、 102年5月9日偵辦「廣○號」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槍

擊海上喋血案、102年6月1日查獲「漁○號」漁船，

載運私菸60,820包、102年度執行取締違反漁業法共

計取締10案、19船次、102年度執行驅離大陸(含外

國籍)越界漁船計261艘次、102年度執行海難救助工

作共計22案、20船、54人，成效良好。

二、 102年風紀維護、內部管理成效及各項評比均獲優異

成績、另辦理「新北操演暨巡護八號成軍典禮」及

「巡護九號成軍典禮」均圓滿達成任務。

海洋巡防總局第二海巡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逃逸外勞37案96人、

非法雇主5名、毒品案件4件、子彈56顆、通緝犯2

人、非法入出國境2人及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案2

人、獲舢舨走私未稅香菸共計101箱(50,500包)、驅

離越界大陸漁船48艘、帶案處分8艘共95人，裁處罰

鍰金額計165萬元、執行「大河之戀皇后號」失去動

力救援案，成功救援旅客219人及船員8人等案，成

效卓著。

二、 執行祥安專案、參加勤務督察績效、行政院102年度

密碼業務督考、全民防衛動員（萬安36號）演習、

辦理諮詢工作考評，成績優異。

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海巡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走私4案嫌犯19人、私

菸724,000包、毒品2案計50公斤嫌犯4人、重大非

法電魚3案22人、查獲逃逸外勞7人、雇主2人、大陸

漁船越界帶案行政處分53船、罰鍰新臺幣1,585萬、

驅離204船、違反漁業法行政罰案件23船、救難救生

案件9件105人、為民服務案件54件54人、違反海污

法案件1件1船14人等案，成效卓著。

二、 參與年度海巡工作績效考評、船務督導、勤指中心

各項案件通報、節水工作、海巡裝備檢查及衛星船

臺控管系統等評比，成績優良。

2

103年模範海巡單位事蹟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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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扣大陸漁船52艘、驅離

大陸越界漁船93艘、基隆艦執行「越南漁船失去動

力案」搜救任務、查獲非法入國人士18名、查獲

「笙宏號」貨輪運輸私菸575,070包(1150箱)、第三

級毒品愷他命毛重511公斤等案，成效卓著。

二、 執行海安七號暨海洋文化活動、辦理「102年世界海

洋日海洋深度巡禮大專青年海洋事務研習營參訪」

及海巡體驗營艦艇展示活動，均圓滿達成任務。另

參與年度綜理報案工作、行政院秘書處保密裝備督

導成績優良。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協助2艘捕鰻苗膠筏遇危，

經救援船上4名船員均安、協助梗枋安檢所處理榮發

6號走私香煙，計查獲88箱私菸、協助大溪安檢所處

理漁發66翻號漁船救助、協助烏石安檢所處理民眾

掉落消波塊救援、協助石城安檢所處理民眾掉落港

區救援、協助大溪安檢所處理釣客落海救援、協助

大里安檢所處理合益66號漁船海上撈獲無主香菸，

計800條等案，均圓滿達成，績效良好。

二、 協助宜蘭縣頭城鎮公所辦理「第一曙光在頭城活

動」會場巡邏及岸際安全戒護、參與頭城鎮衛生所

主辦「春季擴大淨灘活動」，積極融入地方團體，

有效提升海巡署形象。

5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四海巡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私菸2案查獲180,291包、

毒品1案查獲毒品87.87公克，嫌犯2人、逃逸外勞7

人、執行海上登檢查獲23名越南籍偷渡客、執行南

灣海域海上長泳活動救援，共救獲50名泳客、執行

海難船舶與人員救護17件、協助國軍實施海上火砲

射擊海域管制及戒護14件、處置118通報服務專線執

行工作23件及為民服務19件、協助漁業署人員執行

取締違規捕魚6件、查核漁船作業9件等工作，成效

卓著。

二、 參與船務督導、庫房倉儲管理評核，成績優良。另

執行救援「新○號」漁船案，婉拒船長夫妻致贈加

菜金，有效樹立機關廉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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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九岸巡總隊精誠機動巡邏站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於鳳嘴岸際查獲一名鄒姓

本國籍未經許可入境、於紅山岸際查獲兩名大陸籍

未經許可非法入境、於紅山岸際查獲兩名大陸籍男

子違法電魚、於青岐岸際協助回成1號引擎熄火擱

淺，拖帶回海上等案，成效良好。

二、 執行金門縣政府102年度「金廈泳渡」活動負責烈嶼

雙口岸際地區岸海秩序維護、辦理「102年度東崗灣

海域救生救難演練」、配合金門縣政府及烈嶼鄉公

所不定期辦理102年度海岸淨灘活動，有效提升我海

巡應變及救援能量與提升海巡正面形象。

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二一岸巡大隊野柳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協助野柳漁港內民眾落海

救援、協助野柳風景區內灣鯨豚死亡通報處置、參

與新北市宗教文化節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活動負責

岸際安全戒護、發現漁○286號失火，立即由所長率

所內4員機動人員至現場協助、協助新北市野柳國小

於野柳漁港舉辦『野柳傳薪，心傳萬里』活動實施

戒護等工作，成效良好。

二、 執行保釣人士黃○為、謝○麟、游○文及張○明等

人，欲搭乘漁船於萬里區塊內萬里漁港出港，立即

編組前往支援，圓滿完成任務。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違反菸酒管理法、非

法入出國規定、急難救助、海事糾紛、保育動物類

及行政違規59案、積極從事為民服務工作，如協助

傷患後送就醫及維護港區安全與清潔，且主動關懷

孤老貧困，深受地方肯定，有效彰顯機關正面形象。

二、 參與行政院102年度密碼業務督考評比榮獲優等、

辦理102年度高雄地區志願役士兵招募，達成率

137.67%、102年上、下半年海巡工作績效案件件數

均達標準，績效優異。另年度辦理心輔巡迴教育計

97場次，參訓人員590人次，並以「以自我傷害防治

宣導」為主軸，有效降低自傷事件發生。

8

29

雙月刊2014.vol.6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協助文安橋南側沙灘3隻

鯨豚擱淺通報處置、與澎湖機動查緝隊查獲「全興

發」漁船走私香菸乙批220,000包、與臺東機動查緝

隊查獲走私香菸乙批185,010包、於黃金海岸北側沙

灘拾獲無主香菸共計108,250包、執行漁船勝鴻興翻

覆救援等案，成效良好。

二、 於102年4月13日及9月18日參與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舉辦清靜家園淨灘活動，分別清運漂流木及大

型廢棄物共計6,700公斤、7,700公斤。另102年10月

20日配合茄萣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九天玄女九星譚

廟宇牆面彩繪，成功展現為民服務精神。

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五二岸巡大隊蚵子寮安檢所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漁船幹部船員不足1

件、漁船載有大陸船員進港違法行為5件、船舶未經

主管機關核准進港2件，成效良好。另辦理漁船勝鴻

興CT2-5509翻覆救援，蚵子寮安檢所人員冒險出海

搜救英勇形象，獲媒體正面報導，有效提升本署

形象。

二、 依法執行受理漁船進出港報驗，102年度受理漁船報

驗進出港，共計71,528、船次81,972人次，並利用

漁民至蚵子寮安檢所報驗進出港時，提供滿意度意

見調查表填寫，計回收有效問卷135份，經統計均為

滿意，有效提升為民服務工作績效。

11

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五岸巡總隊中和安檢所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查獲遠洋作業漁船「金正穩

號」、高雄籍漁船「永盛億號」、工作船「港灣12

號」私運菸、酒計3案，未稅私菸數量1,154,190

包、洋酒174瓶、於執檢碼頭查獲高雄籍遠洋作業漁

船「豐海1號」及「振宇7號」各載有臺籍通緝犯1

名、積極救生救難案件計3案、受理漁民報案及取締

從事漁船證照逾期及相關漁業違規案件計5案，成效

良好。

二、 102年1月至12月期間，積極為民服務，共計128

案，發揮親民海巡、聞聲救苦、活力海洋之信念，

展現專業海巡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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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永○億號」等5艘漁

船走私未稅洋菸共計152萬8,500包及「炳○走私集

團案」走私大陸黑木耳32,042.5公斤、破獲各級毒

品261,243.13公克、大陸香菇農產品474箱（7,294

公斤）、各式槍枝2枝及子彈14顆，績效卓著。

二、 執行行政院102年度密碼業務督訪作業、102年上半

年度諮詢工作考評作業、執行南巡局102年度「聯合

督考」輔訪作業、執行南巡局102年度「推動零缺點

管理」，經評定結果均為優等。

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六岸巡總隊東港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查獲「瑞發財號」、「祥

安號」、「嘉吉盛1號」、「泰順達號」漁船載運

私煙進港及「連宏鑫號」（CT2-4276）漁船載運二

級保育類烏龜出港等案，有效防止非法犯罪行為發

生，成效良好。另於安檢所守望哨前方消波塊發現

民眾方○海落水，主動救援協助後送就醫。

二、 102年2月12日總統慰問東港安檢所同仁，由所長

報告快速通關便民措施執行情形，並經媒體正面報

導，深獲民眾好評，且平日主動提供飯菜予弱勢家

庭食用，發揮敦親睦鄰精神，計幫助630人次。另配

合環保局及東港鎮公所，設立區域性資源回收分類

環保區，以提供由東港鎮公所遴選之弱勢家庭販賣

維持家計。

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一、 年度執行各類案件，計有偵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案件等9案，破獲各級毒品62,293.15公克及

二、四級製毒工廠乙座、偵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案件等4案、查獲各式改造長（短）槍成

品與半成品16把及改造工廠兩座、偵破違反「菸酒

管理法」案件7案，起出未稅香菸63萬5,024包，私

釀酒4,175公升，成效斐然。

二、 指導所屬撰寫海巡安全情報計190件，獲國安局採編

8件及維護單位安全紀律102年上、下半年無各項危

安紀律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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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力素質是決定國家未來競爭力的關鍵，培育

人才就是創造未來，不論公私部門都將人才視為組

織最重要的資產，莫不投入大量的經費與心力在人

的建設。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簡稱海巡署）是我國

第一個專責的海域執法機關，成立迄今已逾12年，

海巡業務持續進步、發展，除了海域執法的本務

外，近年來，海巡署也積極提升海事服務的應處能

力、拓展海洋事務的深度及廣度，海巡署的人員來

自軍職、警職、文職與關務等不同體系，各有不同

的養成背景與文化，因此讓海巡人才的培育獨具

挑戰。

隨著組織再造，未來政府將成立海洋委員會

（以下簡稱海委會）作為我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

除了設有綜合規劃處、海洋資源處、海域安全處、

科技文教處，以及國際合作處等五個業務單位外，

更在其三級機關海巡署下設置「海洋人力發展中

心」，海委會肩負了制定國家總體海洋政策、提振

海洋產業、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普及國民海洋意

識，以及培育海洋專業人才的重責大任。

因應海委會的成立，海巡業務勢必面臨轉型與

調整，海巡人員除了原有執法專業職能外，更應廣

泛涉獵海洋事務與海事服務領域相關知識與素養，

並以海洋專業人才自許，以迎接海巡新時代，開創

國家海洋新紀元。

資料提供｜教育訓練中心　梁元葆

貳、海巡人才培育現況

依海岸巡防法第4條規定，海巡署業務職掌涵

蓋海域與海岸之巡防、犯罪偵防、查緝走私、防止

非法入出國、維護海上交通秩序、海洋環境保護、

保育，並執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

之處理、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項，任務繁

複，人力需求多元化，涵蓋不同領域專業人才，有

關現行人員求才、育才、用才及留才作法說明如下：

一、人員進用管道（求才）

目前海巡署及所屬機關人員來源包括軍、警及

一般公務人員3種；至於關務人員除移撥人力外，

已不新進，人員亦逐年減少。現有各類人員進用方

式概述如后：

（一）海巡特考人員

依海巡署所屬單位職缺狀況，向考試院請辦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進用三

等及四等海巡行政科及海巡技術（海巡觀通監控及

海洋巡護科【區分航海組及輪機組】）等錄取人

員，完成考試程序後分發「海巡行政職系」或「海

巡技術職系」等職務。

（二）警察人員

有關海巡署警察人員進用，係經警察大學或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或經訓練合格而任用，其進用

管道如后：

1. 警察大學

(1)  大學部水上警察學系：招考高中學歷以

壹、

前言 貳

、

海巡人才培

育現況

海 巡 人 才
培育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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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優秀青年，接受4年之教育訓練，經

警察特考及格，分發科員同層級職務。

(2)  二年制技術系班：招考現職警察人員，

經2年之教育訓練後，先回任原職缺，並

視機關科員同層級職務狀況，再檢討調

陞。

(3)  海洋警佐班：招考現職小隊長同層級職

務人員，經訓練4個月後，先回任原職

缺，並視機關科員同層級職務狀況，再

檢討調陞。

(4)  一般警察人員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科：

考取一般警察人員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

科三等考試之社會青年，受訓22個月，

結業後分發科員同層級職務。

2.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  海洋巡防科航海組及輪機組：招考高中

學歷以上之優秀青年，受訓2年，畢業後

參加警察特考及格，分發隊員職務。

(2)  一般警察人員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科：

考取一般警察人員特考水上警察人員類

科四等考試之社會青年，受訓1.5年，結

業後分發海巡隊隊員服務。

（三）軍職人員

申請各軍事院校正期生畢業分發或委託國防部

辦理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役軍士官及志願士

兵招募徵才，經國防部兵科學校畢業及海巡署司法

警察訓練合格後者，分別以少尉、下士及士兵階

任用。

（四）關務人員

依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各職務官等規定，已

無法再新進關務人員，艦上關務人員逐漸退離後，

職務將改列海巡技術職系，逐步進用警、文職人員。

（五）一般公務人員

每年由各機關依業務需求申請高等考試三級暨

普通考試、初等考試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及格錄取人員分發任用。

二、教育訓練現況（育才）

海巡署成立之初於海洋、海岸總局及各地區

巡防局，分設「人員研習中心」及「訓練大、中

隊」，職司不同層級之軍警文人員所需訓練，2005

年為統籌運用教育訓練資源，提高教育訓練規劃能

力，以任務編組方式設教育訓練中心，專責培育專

業海巡人員，其教育訓練種類區分為職前訓練、在

職專業訓練、在職進修及署外進修等四部分，分別

說明如后：

（一）職前訓練

以培育海巡機關基層新進軍、警、文職人員，

使其能對其所服務單位的性質、任務及相關法令規

章等均有所瞭解，習得未來擔任相關基層職務之本

職學能與知能，並取得司法警察專長資格，具備海

巡勤務規劃、執勤（法）技能與安全管理之能力，

俾利順利遂行海巡基層任務，以達成「為用而訓、

訓用合一」之教育訓練目標。

（二）在職訓練

係因應業務需要，提供特定專業知識與技能訓

練，其區分為初任各官等主管訓練、中高階層幹部

講習、常年訓練、專業訓練及業務講習暨專題演講

等5大部分，針對受訓對象，採計畫性選員或列舉

報名資格條件方式實施，使完訓人員後，確為機關

未來任務需要所用。

(1)  初任各官等主管訓練：針對初任委任（警

佐）、薦任（警正）及簡任（警監）官等主

管職務人員，施予管理、才能、發展訓練。

(2)  中高階層幹部講習：強化「兩岸政策」、

「組織管理」與「危機管理」職能，敦聘

官、學專精講座，針對本署中高階層領導幹

部實施授課，以達溝通觀念、統一做法，創

造優質海巡團隊。

(3)  常年訓練：針對在職人員以結合勤務方式，

定期辦理射擊、操艇等訓練，驗收工作學習

成效。

(4)  專業訓練：由各業務及輔助單位，基於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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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特性，自行策劃辦理訓練，以提升

海岸巡防人員專業職能，取得工作專長，俾

利機關業務及個人生涯發展。

(5)  業務講習暨專題演講：視業務單位及輔助單

位業務與同仁終身學習實需，設定專題辦理

講習、講演。

（三）在職進修

本項訓練以培育海巡機關基層主管及專業幕僚

人才，並同時取得上一階任官與任職之條件辦理。

軍職人員計辦理海巡士官高級班、士官長正規班、

軍官正規班及海巡研究班等在職進修班隊；警、文

職人員升等訓練則配合薦送保訓會參加委任公務人

員晉升薦任官等、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警

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及警正警察人員晉升警監

官等班次，以充實相關知能。

（四）署外進修

配合機關勤（業）務需要，鼓勵同仁進修或攻

讀碩、博士學位，以培育高級海巡專業人才及海巡

專業研發團隊。

三、人員升遷發展（用才）

海巡署為能拔擢有能力、有績效的優秀人才，

使組織成員具向心力，海巡機關在整體人事陞遷培

育規劃主要原則如下

（一）因應組織核心職能，培育海巡專業人才

培育所屬人員具整體經略海洋觀念及「海域執

法」、「海事服務」、「海洋事務」等核心職能，

並依個人職等（階級）、服務年資管制規劃，適時

派訓，協助所屬取得陞任上階所需之學經歷。

（二）藉由職務交互歷練，

加強機關上下交流

建立職務交流歷練機制，透過遷調規劃，使海

巡中、高階幹部具各機關職務交流歷練之服務經

歷，並藉上下交流、主管職與幕僚專業職，逐級交

替歷練，有效培育人才，提昇決策品質及執行能力。

（三）結合績效考核機制，暢通各類陞遷管道

辦理陞遷以個人資歷及考績並重實施，並配合

個人工作績效及操守，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使同

仁有陞遷發展願景，並在各級職務之遷調時，考量

任務特性及職務性質，維持各類人員衡平原則，暢

通陞遷管道，使各類人員均有陞遷發展空間。

四、留優汰劣機制（留才）

海巡署為激勵基層士氣，對破獲重大案件或具

特殊功績等指標性案件之首功人員，已訂定規定，

得予以優先辦理遷調或派訓。而對涉及違法犯紀案

件人員，則以調離原職並管制陞遷，並依調查結果

辦理相關人事作業，以型塑海巡清新廉潔形象。

此外，針對軍職人員亦訂定相關留營、轉服常

備役等機制，除能保障軍職人員權益外，亦能發揮

留優汰劣的功能。

參、海巡教育體制之挑戰

就國家整體利益及戰略考量，海洋權益涉及主

權、漁權、戰略位置及天然資源等，所以海洋安全

更是國土安全之屏障。在組織改造後，海巡署將被

賦予更多維護海洋權益相關任務，其在國家安全上

將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為因應國際發展

趨勢及政府組織改造等因素，海巡署勢必轉型朝向

海洋、海域方向發展，而現有人才培育體制已不符

實際狀況所需，其所面臨挑戰臚列如下：

一、組織編制方面

組織改造後，海洋委員會係為統籌海洋政策規

劃與推動專責機關，其依任務需要，設置海洋資

源、科技文教、國際發展、海域安全等業務單位。

然就現行海巡署主要法定執掌及現實治安需求，海

域執法是現階段最核心之任務。可以預見現行有關

海洋事務、海事服務、文教科技及海洋資源人才培

育是明顯不足。雖然組改後海洋委員會已於其三級

（二）藉由職務交互歷練，

加強機關上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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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海巡署」下設置「海洋人力發展中心」專責

海巡人力培育，然就其組織位階、人力、資源預算

及師資遴聘是否能滿足未來需求，培育足夠專業海

洋人才極具挑戰。

二、人才進用方面

充裕的人力能使得組織與成員共同發展永續經

營，未來海巡署仍保留軍、警、文併用體制，其多

元進用管道使其教育訓練難度相對提高。尤因人員

的進用來源、素質基礎若過於分歧，將導致訓練基

礎差異大，彼此替換性低，影響執勤效率，造成勤

務難以統合等困擾，其面臨困境有：

（一）強化職前訓練，以符勤務需要

海巡署現行新進人員除警職有較完整及足夠的

職前訓練外，文職及軍職人員職前訓練時間明顯不

足。尤其海域執法具特殊性及專業性，海巡人員的

培養，除海事專業學科教育及海事技能教育外，亦

要包含人格陶冶教育。短期訓練固可強化技能，但

難達陶冶人格特質（如執法正當性的素養、挫折容

忍力的加強、職業角色的認同等）的效果。因此，

在軍、文職新進人員職前訓練不足狀況下，即分發

至各基層單位工作，面對海巡勤務專業、複雜性工

作，實無法立即勝任。

（二）精進招募作業，篩選人員素質

海巡署軍職人員來源為專業預備軍官、預備士

官、志願士兵等類，因招募人力及經費因素，致無

法自行辦理招募，均由海巡署向國防部提出需求，

並委託國防部辦理招募作業，此一作法，易產生應

募者對軍事職務與海巡勤務混淆誤認，且無法就符

合海巡署專業素養人員進行篩選，招募到符合海巡

署任務需求之人才。

三、教育訓練方面

（一）更新訓練設備，完善訓練場地

就現有的教育訓練場地而言，除興達港分部為

新建廳舍，設備較為新穎外，其餘訓練基地多半老

舊而且地點分散，未來將造成教育訓練人力資源分

配、學員容訓規劃與管理困擾，如何在有限條件下

改善，將既成事實轉化為其特色，實需妥善思考。

（二）整體規劃訓練課程，充足海洋教育能量

海巡署現行教育訓練中心係以任務編組方式成

立，雖負責全般教育訓練業務，卻沒有能力及權力

來整合海巡署所屬機關各部門的訓練需求，並作出

整體性地規劃訓練課程，致各業務單位所安排相關

在職訓練，均以其本位業務為思考，欠缺全般教育

訓練之整體思維，因而常有重複施訓，浪費資源情

形產生。此外，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囿於現階段任

務執掌與實際工作限制，所屬人力及專長似難應付

多元之海洋專業人力發展所需，實應先期妥適規劃

因應。

四、升遷發展方面

（一）人員交流傳承，避免經驗斷層

相較警、文職人員得服務至65歲之規定，志

願役軍職人員陞調各階職務之學經歷限制與轉服常

備役資格甚嚴，若無有效經管培育，受其服役年資

限制，對現階段以預備役之軍職人員之2年一簽的

措施，使得人員對未來沒有期望，影響生涯發展規

劃，工作士氣日漸低落，導致流動率偏高，若無法

適時遴補人力，將專業執勤經驗交流傳承，將導致

人才斷層。

（二）岸海職能轉換，避免人力老化

航海技術人力養成不易需長時間及經驗累積，

且海事專長有其專業性，必須具備相關證照及經過

特別訓練始能執行勤務。現行海巡署海上執勤人力

逐漸老化，但因相關法令限制，岸際年輕力壯之軍

職人員無法至海上服務，而體力無法負荷之海上人

力亦難轉至岸上服務，岸海人力工作如何轉換職能

是一挑戰。

肆、未來展望與建議

海岸巡防組織的變遷及海巡任務的執行，皆與

教育訓練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海巡人員教育訓練的

良窳，是攸關我國海防安全的關鍵因素。對於未來

教育訓練制度的建立、發展的定位定向和提升基層

任務執行效能的發揮，必須縝密構思、妥為擘劃，

審慎將事、不可輕忽，謹就海巡人才培育展望與因

應策略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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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立諮詢智庫，研究海洋議題

為確保我國國家之海洋權益、保護海洋環境、

維護海洋生態生物多樣性、發展海洋產業及永續利

用海洋各種資源，海委會成立後可籌組成立諮詢智

庫，深入研究海洋議題，支援海洋事務之決策與

運作。

二、擴大產學合作，建立培訓體系

海洋人力發展中心在未來組織改造後，除了統

合現有海巡署教育訓練資源外，更肩負海巡人力資

源開發的重大任務。因此，除延續執行海巡人力培

育外，更要有研發及媒合海洋相關教育訓練行政資

源的平臺功能，以強化海巡人力資源發展。未來海

洋人力發展中心應擴大與國內、外海事相關院校密

切合作，其合作領域應包含「開辦海洋專業學分班

或學位班」、「建立海事專長專業認證機制」、

「師資交流合作管道」及「獎助研究計畫」等面

向；並依國家海洋政策推動期程，朝向設立海巡院

校目標轉型。

三、完善訓練設備，建構專業基地

海洋人力培育具有專業性，有關教育設施設

置，除需一般性教學設施外，必須結合港口、靶

場、體技館、游泳池、雷達、觀通監測、海上救

難、海洋災害救護、漁業資源維護、海洋環境保護

及保育、氣象、船藝教室等具專業性教學場地，海

巡署在規劃成立海洋人力發展中心時應作全般性投

資與建置。此外，亦應依教育訓練班隊所需條件及

各駐地環境特性逐步建構南、北專業特色海巡訓

練基地，例如「至善分部—高階業務班隊訓練基

地」、「海湖分部—職前基礎班隊訓練基地」、

「興達本部—海事專長班隊訓練基地」。

四、設定遴選資格，確保人力素質

海巡署雖因人力、預算及法規等因素，而無法

自行辦理招募作業，惟仍可依任務設定專屬遴選機

制，以宣傳行銷之策略，加強宣導海巡署三大核心

任務之專業性質，並就所需海事救生、救難等專長

需求，設定證照加分條件，期使報考人員對海巡署

工作職掌均所認識，並透過加分之遴選機制，落實

擇優取才，俾能招募具符合海巡職能之專業人力。

五、精進考訓制度，強化人員職能

為強化初任海巡人員專業知能，型塑優質人

力，海巡特考訓練期程已由現行6個月（專業訓練

4.5個月、實務訓練1.5個月），延長至1年（專業訓

練8個月、實務訓練4個月）；並妥善規劃海巡特考

訓練課程，以機關永續發展為考量，工作績效為導

向。同時配合考試院考訓政策及海巡署用人需求，

未來海巡特考錄取人員分發方式應調整為不占缺訓

練（先訓練、後分發），以提高學習成效並提昇海

巡人員素質，充實海巡團隊陣容。

六、因應組織再造，彈性調整人力

配合本次行政院組織調整作業，未來海洋委員

會及所屬機關組織朝「岸海合一」方向規劃，編制

表內職務均採「軍警文併用」，岸海人力將相互流

用，並期能透過周妥且完善人事制度規劃，活化整

體海巡人力，使充裕的海巡人力資源，在運用上更

趨於靈活與彈性，發揮海巡最大服務效能。

伍、結論

海委會的成立將開啟國家海洋事務的新里程，

而海洋事務的內涵多元豐富，與各部會業務息息相

關，未來的海洋人力發展中心，除了是培育國家海

洋專業人才的搖籃外，更重要的是開設各類海洋課

程，推廣海洋知識終身學習，讓海洋的意識與素養

在各級公務員中滋長，改變長久以來重陸輕海的

觀念。

有志投入海洋事務的青年學子，期望在學時務

必廣泛學習海洋相關知識，取得海洋相關證照，更

重要的是關心國際海洋事務發展趨勢與脈動，海洋

是高度涉外的工作，更要積極在外國語言上的進修

與訓練，及早準備，才有本事面對未來的挑戰。

另外關心海洋事務發展的產、官、學界應投入

更多的心力在海洋教育中，因為沒有完善的海洋教

育，就沒有優秀的海洋人才，而沒有優秀的海洋人

才，海洋事務就無法蓬勃發展，因此，冀昐海洋相

關的產、官、學界一起點亮海洋教育的一根蠟燭，

造亮學子的路，共同開創海洋事務的一片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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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漁船在海上作業，一旦發生兇殺案或船員失蹤

等與人命相關案件，由於船舶身在汪洋中，無法立

即回到岸邊接受調查及搜集重要證據。特別發生在

公海上時，往往需時超過一個月後才能回到岸邊接

受鑑識人員援助，因此現場跡證常會受到海洋環境

自然因素或人為因素造成消失或被破壞。現在的刑

案偵查通常有賴現場證據，以作為案情研判及起訴

判罪的根據，於是如何在相關設備及協助人力下，

保全現場避免相關跡證消失或湮滅是一個最重要的

課題。另外對於負責海上犯罪調查任務的海巡機關

人員，應有現場保全乃至基本蒐集證物的概念，以

爭取蒐集證物的機率，有助案情釐清。本文藉案例

分析，探討過去船上命案處理的缺失，繼而提出可

行的改善方式。

貳、案例分析

每當發生海上命案，總希望得在發生命案的船

舶上蒐集相關的證物，重建現場藉以釐清案情。鑒

於海巡機關的鑑識能量不足，個人服務的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鑑識中心，乃有機會協助漁船在靠岸後，

登上涉刑事案件現場搜索及採證。發現案件日益增

多，經觀察、分析後提出建議。分別為（一）101

年4月漁船船員疑落水案，（二）101年10月漁船船

員失蹤案，（三）102年2月發生漁船臺籍幹部遭大

陸船員殺害案，（四）102年10月船員死亡案等四

件案例分述如下：

（一）101年4月漁船船員疑落水案

本漁船為魷釣漁船，於阿根廷海域作業。

1.  失蹤時間：101年4月8日大陸籍船員疑似落

海。

2. 勘查時間：

101年12月14日協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

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及地檢署至案發漁船蒐

證、履勘，確認有無可疑犯罪跡證，並製作

漁船現場圖，標註可能落海位置及該處護欄

高度，以釐清有無犯罪之可能。

3. 勘查情形：

該漁船駕駛臺頂、駕駛臺甲板層及上甲板層

等戶外空間，經目視搜索均未發現可疑跡

證。

4. 勘查結果：

(1)  勘查日期距船員疑似落海日期已逾六個

月，該漁船在船員疑似落海後，仍持

續航行捕漁，未能保存案發原始狀態，

相關跡證可能受環境及作業影響而遭破

壞、遺失。

(2)  船護欄高度不高於75公分有駕駛臺頂前

段往船舷方向、駕駛臺外兩側走道往船

船舶海上命案
現場保全 之 探討

文｜許清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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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方向、駕駛臺甲板層船艉三角帆座處

往船艉方向，護欄呈格子狀且間距寬，

易於踩踏攀爬。另上甲板層船艏2處開口

往船艏方向無護欄處，故駕駛臺頂、駕

駛臺甲板層及上甲板層為戶外空間，無

法完全排除落海之可能。

5. 建議事項：

(1)  魷釣作業時左右舷邊之網臺會向外延

伸，建議先釐清發現船員失蹤前後漁船

作業狀態，以利研判可能落海位置。

(2)  在工作區域加裝錄影設備，以利往後事

件之查證。

(3)  護欄高度偏低建議加高或增列活動護

網，以保護船員生命安全。

(4)  加強船員捕魚作業之安全防護設施之穿

著如救生衣。

（二）101年10月漁船船員疑似落海案

本漁船101年9月20出海，以延繩釣作業方式在

夏威夷海域捕魚，102年2月19日返回。

1. 失蹤時間：

(1) 101年10月25日印尼籍船員疑似落海。

(2) 102年1月19日中國大陸籍船員疑似落海。

2. 勘查時間：

102年4月2日搜尋兩失蹤船員之工作區域及

寢室有無可疑血跡遺留。

3. 勘查情形：

兩船員皆負責電浮標、整理魚餌工作，工作

區域皆為船艉左舷甲板，該區平時有燃料油

滲出，船員以化油劑處理，經勘查檢視該工

作區及兩位船員寢室可疑斑跡，以血跡反應

試劑檢測結果為陰性。

4. 勘查結果：

(1)  勘查日期距船員疑似落海日期已逾五個

月，該漁船在船員疑似落海後，仍持續

作業，未能保存案發原始狀態，相關跡

證（如船員抓物痕、衣物、鞋子等遺留

物）可能受環境及作業影響而遭破壞、

遺失。

(2)  失蹤船員工作區護欄高度僅為約87.5公

分，若遇風浪等因素，無法排除落海可

能。

5. 建議事項：

(1)  船員生命應受重視：不能因有保險理賠

而輕忽，致使船公司認人找不到也沒辦

法，只好繼續作業，仍照原預定時間返

港。

(2)  救生衣，燈、哨子及安全帽等安全設施

應落實宣導及使用：船員未能依宣導，

嫌麻煩未依規定使用救生衣，燈、哨子

及安全帽工作。

(3)  通保系統應落實：只用衛星電話通報船

公司，由船公司向漁業署通報，沒向案

發海域周圍國家及海巡署通報，只用話

機向周圍友船通報。

(4)  應對設施檢查加高護欄，避免落海事

件。本案發漁船已在101年10月發生疑

似落海船員事件，卻無警覺心，進行設

備檢查及人員施作檢討，以預防落海事

件，惟再次於102年1月發生船員疑似落

海事件。

(6)  適當保護生物性跡證：在充滿海水環境

中，生物性跡證易裂解不易檢測出來。

案發當初若檢視有血跡跡證，應先拍照

了解其相關位置，再以棉棒轉移、陰乾

置紙袋保存。

(7)  在工作區域加裝錄影設備，以確實發現

真實。

(8)  加強海巡人員刑案現場封鎖保全概念，

避免遭海水裂解，以保全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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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三）102年2月發生漁船臺籍幹部遭大陸船員殺害案

1. 案情摘要：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102年2月15日接獲漁業電臺通報，本案漁

船船長遭大陸船員殺害陳屍船艉甲板，報請

檢察署指揮偵辦，於102年4月1日製作涉嫌

人及相關目擊證人筆錄。

2. 勘查時間：

102年3日23日、4月1日會同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及地檢署勘察

案發漁船現場及證人、證物之採樣及鑑識。

3. 勘查情形及結果：

(1)  針對筆錄上行凶地點如後上甲板右側通

道、後上甲板船艙、將涉嫌人關在左後

舷廁所及涉嫌人行兇時身上衣物，尋找

可疑斑跡處以血跡檢測試劑檢測結果呈

陰性。

(2)  目擊證人陳述死者陳屍處圍欄處採取可

疑斑跡處，以血跡檢測試劑檢測結果

呈陽性，但以人血紅素免疫層析法檢測

結果呈陰性。漁船上的可疑斑跡經血跡

初步檢測為陽性時，只能說是血的可能

性大，但為人血抑是魚血？仍須進行人

血紅素免疫層析法檢測，才能確定是人

血。

(3)  涉嫌人左右手指甲經抽取DNA檢測，均

未檢出涉嫌人以外之DNA-STR型別；死

者左右手指甲轉移棉棒抽取DNA檢測，

均未檢出DNA-STR型別。

4. 建議事項：

(1)  現場應落實保全：勘查日期距發生日期

已逾二個月，相關跡證可能受環境及作

業影響而遭破壞、遺失。

(2)  涉嫌人行凶時衣物及鞋子應於案發時即

換下，以紙袋包裝冷藏，避免穿在身

上，在海洋上鹽水氛圍環境下導致DNA

裂解。另死者左、右手應以紙袋包覆，

避免微物跡證散失。

(3)  現場死者陳屍狀態應立即拍照後，始能

移動屍體。

(4)  兇刀應儘量想辦法從涉嫌人手中取下，

而非讓其丟入海中。

(5)  於通道區、工作區裝設隱藏式之攝錄影

系統，避免遭破壞。

(6)  加強海巡人員現場保全概念：刑事案件

發生時，海巡人員應儘可能及時抵達案

發船隻上，施予漁船現場保全。

（四）102年10月船員死亡案

1. 案情摘要：

102年10月18日漁船船員被發現陳屍於碼頭

海域。

2. 勘查時間：

102年10月19日會同港務警察局勘察案發漁

船現場上有無打鬥痕跡及血跡反應之情形。

3. 勘查情形及結果：

(1)  勘察死者曾赤裸睡在漁船左舷的中間走

道、102年10月16日其他船員與死者在

右舷近登船處梯處甲板上飲酒處及死

者寢室，均未發現有可疑血跡及打鬥痕

跡。

(2)  死者經法醫複驗解剖發現無外傷，顱腔

及胸、腹腔均無出血，蝶竇內有液體，

研判為生前落水。惟落水原因不明，如

上述漁船現場未發現有可疑血跡及打鬥

痕跡，又漁船一樓甲板護欄甚低，不排

除死者可能因重心不穩失足落水。

4. 建議事項：

(1)  本案應參考死者血液酒精濃度鑑定結

果，漁船夜間燈光狀況及死者與其他船

員是否有仇隙等進一步釐清。

(2) 漁船護欄宜加高，避免人員不慎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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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我國在公海作業漁船上作業船員來自各國，已

有語言隔閡、管理不易、船長有魚捕量壓力、生活

空間狹窄、生活條件不佳，往往導致命案的發生。

從上述四件案件中，在公海上發生的命案鑑識人員

抵達現場，大多在數月之後，僅知有人失蹤或有人

落海，甚至無法證明人員落海。僅能由船舶文書及

船上人員的口述證明。發生命案後，漁船仍按原訂

計畫返港，幾乎無法或不願在最短時間內由鑑識人

員支援。即由已原在公海上執勤的海巡人員就近前

往處理，最短時間內也會是在一至二個月之後，更

何況可就近抵達現場的巡護艦的海巡人員往往缺乏

鑑識能力。命案或如發生停在港內的命案，也因屍

體往往是出現在海水之中，形成身體跡證被嚴重破

壞。為因應船舶及海洋環境的特別，實應針對海域

發生命案的種種原因加以預防，或者強化船長或業

者在提供工作環境的改善，或者建立監控的機制，

畢竟人命的價值應是最高而無可替代。

綜合上述四件案例中所提出之建議事項，為維

護船員生命安全，相關漁船管理單位，應對漁船設

備之防護設施予以全面總檢查，如加高護欄、設置

隱藏式攝錄影機，積極宣導漁船船員作業安全防護

措施並落實執行；為使漁船涉及刑事案件及疑似落

水案件能更有效釐清案情，海巡相關政府機關對通

報發生刑事案件的漁船，應儘速前往協助處理，落

實現場保全建議作法如下：

1.  充實海巡人員對刑事案件現場保全概念，訓

練命案現場保全的作為。當巡護船或巡防艦

受通報有刑事案件發生時，應立即以無線通

訊或其他聯絡系統，充分了解案情，令其現

場封鎖、保全，避免不必要人員進出再度破

壞現場。

2.  海巡人員到現場時應著必要防護設備如帽

套、手套、鞋套，以避免破壞現場。為保全

現場應多拍攝、紀錄相關證物原始相關位置

相片，以利後續案情釐清。

3.  當漁船上發生命案，除以無線電通報漁業電

臺外，應明文規定強制向海巡機關報案，並

停止一切捕魚作業，等海巡人員到現場釐清

案情後始能重新作業。

4.  當漁船上發生命案，報案後，如海巡人員無

法到達現場，應由海巡機關教導船長各項跡

證應妥適保存如對生物性跡證陰乾後以紙袋

包裝、冷藏，如犯罪嫌疑人犯案時所著沾血

之衣物、鞋子及兇刀；死者左、右手應以紙

袋包覆，避免微物跡證散失。為保全現場跡

證，在適當記錄後移至安全處所，以免跡證

受自然力如風吹、雨淋、日曬等所破壞。

5.  基於海上作業的危險性，漁船上有限空間，

建立工作區的監視系統，藉由強化自身蒐證

能力，藉以完整蒐證。如有人落海或意外事

件發生時，得有明確的證據。

6.  海上環境特別，容易對證物造成破壞，但其

影響的程度及應如何應對，對目前海巡人

員，尚有強化的可能。作為海上犯罪調查的

海巡機關應進行專業鑑識知識及技巧作成系

統化的研究，建立新的海上證物保全概念。

（本文作者現職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鑑識中心警務正）

參考資料：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上述四件案例現場勘查報告。

2. 刑事鑑識手冊。

3.  楊秋和主持，海岸巡防機關提升海洋違法證物蒐集鑑識能力之研究，海巡署

委託研究，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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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施義哲

摘要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文明的快速發展，過

度漁業捕撈、污染與沿岸開發所造成的棲地破壞，

使得海洋、環境、資源等承受來自人類活動的迫

害。再加上人們總是認為海洋環境資源是「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面臨到

海洋資源遭受過度開發利用、海洋生物棲地遭受破

壞、海洋變成垃圾最終的棄置場。海域特有的現

象，諸如海底熱泉、珊瑚礁地形、蘊含豐富的漁業

資源、特殊生態景觀地形等等，因為人類開發活

動，造成海洋環境的多樣性遭受到威脅或破壞殆

盡。世界先進國家在海洋環境的保護作為，目前的

趨勢潮流是設立海洋保護區（MPA）或稱海洋公園

（Marine Park），來劃定區域分級措施來保護其

海洋環境等。為保持我國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建

立全民海洋保育觀念的共識，以達到海洋保育生物

多樣性之目標，建構一完整健全的海洋保護區是刻

不容緩的，相關權責機關更應加以重視。我國也於

2010年公告了國家永續政策綱領，希望在2020年能

將20%的海域納入海洋保護區（MPA）之範圍，並

有效管理。

一、概述

人類為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再加上無窮盡的慾

望，不斷的開發和利用海洋的自然生態資源，導

致有限的資源，開始枯竭，生態環境慢慢惡化。

因此，全球也開始重視生態環境，紛紛成立各種

不同類型和功能的保護區（protect area）。海洋

環境與資源的保護，在國際間日受重視；而「海

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的

劃設，已成為保護海洋環境一個必要且確實有效

的手段，目前也被認為是一項有效可行的措施，

也是海洋保育最簡單的方法。在1992年巴西舉行

的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會中提出了

「生物多樣性公約（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該公約第8條籲請各國建立各

種保護區系統，同時依需要研訂評選、設置和管

理的原則，以確保生物之多樣性；簽約國也必須

提出其在政經社會等層面上，所採行促成其生物

多樣性的白皮書。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

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所提出的「二十一世

紀議程（Agenda 21）」，第17章「海洋與海岸地

區（Oceans and Coastal Area）」中，也呼籲進

行海岸管理、劃設保護區及制定必要制度。學者認

為（邱文彥，2000），海洋保護區的建立，除了

保育之目的外，亦有研究教育和觀光旅遊之重要意

義。因此，海洋保護區之規劃管理，顯然是一套多

目標的思維，應該有「整合性」與「系統化」的觀

念。有關「海洋保護區」的理念與作法，可以說仍

在發展階段。中央研究院邵廣昭教授也曾指出「過

漁」、「污染」、「棲地破壞」是造成地球上海洋

文、圖｜施義哲文、圖｜施義哲文、圖｜施義哲

摘要 因此，全球也開始重視生態環境，紛紛成立各種

不同類型和功能的保護區（protect area）。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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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漁業資源急劇衰退的三大主

因，為了改善過漁或誤捕、防範海洋污染、減少沿

岸棲地的破壞及追求海洋資源的永續與保育，劃設

「海洋保護區」為最簡捷有效的方法。海洋保護

區之劃設已是全球的共識與行動，各國政府間意

識到海洋保護區的重要性，早在1982年，第三屆

世界公園會議（World Parks Congress; WPC）即

要求保護區應推展至海洋。於2003年9月在舉行的

「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World Parks Congress, 

WPC）」訂定德班協定（The Durban Accord），

呼籲世界各國擴充及加強全球保護區系統，並在

2012年前成立一個海洋保護區代表性網絡，會議

中更呼籲各類不同的海洋棲地，均要有20－30%

的面積被劃入「嚴格保護區」，海洋資源才能永

續利用。為能積極推動全球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之劃設，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世

界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及世界公園會議（World Parks 

Congress）等重要國際公約組織乃紛紛根據專家之

建議，研訂不同的劃設目標。至2012, 2015或2020

年，全球海洋至少應有10%－30%的水域被納入

MPA之範圍，並能予以有效管理。不少國家已將其

國家目標設定為2015年MPAs達15%，2020年達到

20%。譬如，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地區（包括密克

羅尼西亞、關島、帛琉及馬紹爾群島等國）訂定其

30%之近岸生態系至2020年時應劃設為保護區的目

標；加勒比海地區（包括多明尼加、格瑞那達、牙

買加、巴哈馬、聖文森等國）為20%；菲律賓訂定

10%之海域要劃為完全保護區；印尼為200,000km2

海域；紐西蘭的10%的EEZ海域；英國則需完成

MPA網絡的建設等。海洋保護區的設

置目的，是為了維持海洋生態

的多樣性，並避免遭到

人們活動，造成海洋環

境棲地的破壞，俾便於維持海洋資源的持續利用。

二、海洋保護區定義與分類

世界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組織（IUCN）將保

護區的定義為，「特別指定用來保護和維持生物

多樣性、自然和其相關連的文化資源，並藉由法

律和其他有效的方法來管理陸地或海域的區域」

（IUCN, 1994）。世界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組織

（IUCN）也將保護區依設立目的分為六個保護區

類型：如第I類「嚴格的自然保留區（strict natural 

reserve）或荒野地（wildness area）」、第II類

「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第III類「自然

紀念區（national monument）」、第IV類「棲

地/物種管理區（habitat / species management 

area）」、第V類「地景 /海景保護區（protect 

landscape / seascape）」及第VI類「資源管理保

護區（managed resource protected area）」等

6類。此外，IUCN所採用之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之定義：「MPA係指在潮間

帶或亞潮帶地區，連同其上的水體、動植物、歷史

與文化特徵，需藉由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手段來保存

部分或全部相關的環境」（Kelleher, 1999）。此定

義已廣泛地被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之成員所採用，故

可視為一項國際標準。雖然IUCN對於海洋保護區

(MPA)做了定義，各國的海洋保護區因法規引用及

不同的設置目的，而有不同的名稱，但最終目的都

是殊途同歸從海洋環境的保護、管理等相關的分類

與分級措施來看，「海洋保護區（MPA）」可說是

一個專有名詞的總稱，亦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和多元

化用途的組合。不同的國家依其需求與特色，可以

「海洋公園」、「國家公園」、「海洋庇護

區」、「海洋保育區」、「漁業資

源保育區」等形式來表

示。筆者也認為我

國的海洋保護區

（MPA）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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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於海域地區，為保護海洋環境生態系及其

資源的永續利用，維持其生物多樣性、保護瀕臨絕

種或遭受到威脅的海洋動、植物物種、保持歷史或

文化遺產、提供休閒和研究等目的，其涵蓋之範圍

藉由法令所採取永久性或暫時性的管理措施」。

三、海洋保育的趨勢

「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及生物多樣

性公約締約國大會（CBD-COP6）宣示－全球陸域

之12%已納入保護區之範圍，但佔地球面積之71%

及99.5%容積之海洋卻只有不到1%被劃為MPA，

其中不到0.5%係有效地在經營管理，2002年第五

屆世界公園大會（5th WPC）之宣言，要求各國政

府在2012年時能將海洋保護區之面積增加為12%

（約400個MPAs）；而全球海洋生物學家之共識其

實是全球海洋至少應有20-30%之面積劃入MPAs，

以致於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漁業資源正在快速滅絕。

為了喚醒人類對於海洋的認識及保護，聯合國在

2008/12/5之第63屆大會所通過之第111號决議，自

2009年起，指定6月8日為「世界海洋日」。2009

年，根據科學（Science）雜誌的研究指出，人類

每年大約從20億噸的海洋生物中，捕撈5%、也就

是捕撈大約1億噸的魚。很多保育人士主張「漁獲

顛峰」理論，表示捕撈已經到達極限，甚至已經超

越極限，紛紛要求設置海洋保護區。2010年歐巴馬

頒布了美國第一個國家海洋政策，這政策將可互相

協調管理美國的海洋、海岸和五大湖相關事務。歐

巴馬採納跨部會海洋政策特別小組（ Interagency 

Ocean Policy Task Force）的建議，通過並頒布

這項行政命令。依據此行政命令，「國家海洋委員

會」（National Ocean Council）為新政策執行機

構，漁民可以因為海洋保護區的設立而持續享有海

洋保護設置之後，過多的魚類游出保護區的「滿溢

效應（spill-over effect）」，所帶來的高經濟魚類

與無脊椎動物的生產，也就是說保護區內的魚能夠

游出禁採區，然後在緩衝區外提供限制性漁法的使

用，提供漁民捕抓，增加經濟效益。而觀光經營的

業者可因為海洋保護區的劃設，五彩繽紛和多樣的

珊瑚礁生態維持與奇異珍稀動植物的發現，吸引海

洋遊憩的觀光客，得到因「實踐保育」而得到高附

加價值的觀光回饋。由此觀之，海洋保護區的劃設

已成為全世界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最為主流

的想法。

四、海洋保護區的功效

隨著全球不斷增加的海洋保護區數量，我們可

以發覺海洋保護區日益受到重視。參酌各國文獻，

各國的設置經驗中，海洋保護區因法規引用及不同

的設置目的，對於海洋環境提供適當之保護，各國

之目標、標準與經驗也是不容被忽視的，執行之措

施仍有學習與效法的地方，其經營管理的模式與成

功的經驗，亦應可提供我國在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參

考。各國設置海洋保護區的功效如下：

以美國而言，海洋保護區是沿岸地區或海域為

保護、維持、恢復自然和文化資源的防護管理工

具，已經在其本國及國際上有效的實施多年。其功

效如下（Salm, R. V. et al., 2000）：

1.  保存生物多樣性（to conserve biodiver-

sity）；

2.  管理天然資源（manage natural resourc-

es）；

3.  保護瀕臨絕種物種的動植物（protect en-

dangered species）；

4.  降低使用者的衝突（ reduce user  con-

fl 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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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教育和研究的機會（provide educa-

tional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6.  增加商業和休閒活動（enhance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等等。

而澳洲海洋保護區的功效方面，澳洲在成立大

堡礁公園管理處後，將其經營與管理的策略持續的

推動，且擴展觀念經驗至全世界，其設置海洋保護

區的功效如下：

1.  維持生物多樣性（maintaining biodiver-

sity）；

2.  保護瀕臨絕種或遭受威脅的物種（protect-

ing endangered or threatened species）；

例如：鯨豚、海龜、海草海洋牧場及其棲地。

3.  為提升漁業確保養殖區域不被破壞和捕魚的

限額限度能夠永續；

4.  提供學術研究的機會（providing opportuni-

ties for research）；

5.  保存文化遺產（conserv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例如對於原住民具有重要性的

場所。

此海域有重要的海草床和更多的藻類和珊瑚，

提供了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魚類和其他海洋物種

的棲息場所。

綜觀世界各地，海洋保護區的建立，其主要目

的可歸納為下列三種：

1.  生態目的：保護具更代表性的海洋生態環境

和其生態系統、特殊棲息地類型、具生物多

樣性的區域、珍貴和瀕臨絕種之物種和其生

長環境。 

2.  社會和經濟目的：管理和永續漁業發展，維

護和管理重要遊憩、教育和研究區域。 

3.  文化目的：保護傳統使用海洋之利用方式、

歷史沈船遺址和其他具特殊文化環境。

圖為筆者至澳洲昆士蘭省東南海域參訪Moreton region海洋保護區時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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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國設置海洋保護區經驗

澳洲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是世界

上最長、最大的珊瑚礁群，是全世界海洋保護區的

典範，澳洲政府對其大堡礁的保護努力是世界各國

的示範標竿。澳洲東岸大堡礁全長2200公里，寬

約160公里，其中大約有2000個大大小小的礁群組

成。在1975年澳洲大堡礁管理局成立時，早以劃設

其中5%為禁採區。而在2004年澳洲政府更將禁採

區大幅提升至33%，甚至朝向50%的目標邁進。美

國前總統布希在 2008年，也將中太平洋海域的珊瑚

礁劃設成為美國最大的海洋保護區。

2010年英國在其印度洋特區，中印度洋英屬查

哥斯群島（圖一）（Chagos Islands）劃設當時全

球最大的海洋保護區，禁止在當地從事商業捕魚及

其他採獵活動，並宣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保護區，

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約有18個臺灣大。昭告全世

界的用意除了在海域保育上有正面的提升，對於未

來這兩個接近無人居住的島嶼和環礁海域執法上，

特別是外國遠洋漁船的偷捕與洗魚的管制，有了法

制的基礎。另外，在海洋主權的延伸上，其政治的

效應不可言喻。不管是美國中太平洋的保護區或是

英國的查格斯群礁，都是這兩個大國海外領土延伸

的象徵，英國計畫打造的這個新保育區，可保護至

少76種被「世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列

為瀕危的生物，提升全球受保護海洋的比例，並超

越前美國總統布希2006年創設、位於夏威夷群島西

北方水域的海洋國家公園，成為全球最大的海洋保

護區。

庫克群島（圖二）是一個位在南太平洋上，介

於法屬玻里尼西亞與斐濟之間，由15個島嶼組成

的群島，其命名係起源於遠征探索南太平洋，且發

現了許多島嶼的詹姆斯．庫克船長，也是紐西蘭的

自由聯合國。2012年8月在太平洋島嶼論壇（the 

Pacifi c Islands Forum）場合開幕時宣布設置庫克群

島（Cook Islands）為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公園（如

下圖），海域面積大約是2個法國的大小，一百

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作為保留區（1.065-million-

square-kilometer），作為整合海洋保育和管理任

務，庫克群島的海洋保護區（The Cook Islands 

MPA）面積大約是英屬查哥斯群島（Chagos 

Islands）海洋保護區面積（544,000-km2）的2倍

大，澳洲大堡礁面積（344,400-km2）的3倍大。

非洲國家對於設置海洋保護區亦同，2013年

南非環境部部長正式宣布在愛德華王子群島（the 

圖一 圖二

（資料來源：法新社）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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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Edward Islands）設立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愛德華王子島南端的

McNish灣，粗糙陡峭的岩壁，是為該島典型的沿

岸景觀。世界自然基金會南非分會（WWF-SA），

該保護區是為非洲第一個離岸海洋保護區。面積18

萬平方公里的保護區，相當於南非自由邦省（Free 

State Province）、賴索托（Lesotho）與史瓦濟蘭

（Swaziland）的大小總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

保護區之一。

我國於2012年世界海洋日宣布，農委會漁業

署將「海洋保護區」分為3級保護。漁業署規劃，

將全國海洋保護區分為「禁止進入或影響」、「可

進入但禁捕」、「多功能使用」3等級。所謂一級

「禁止進入或影響」區域，只有為了科學研究、監

測、復育，經主管機關許可才可進入，海域如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的海洋生態保護區。列為二級的「可

進入但禁捕」保護區，代表全面禁止採捕利用，如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第三級「多功能使用」保護

區，可在永續利用前提下限制採捕開發，例如東北

角、綠島、澎湖國家風景特定區等，都屬於第三

級，違反分級管理規定將依相關法律，處刑責及罰

款。會中並表示，全國海洋保護區約三萬零三十五

平方公里，占國土海洋面積46.15%，過去海洋保護

分屬多個單位，初步先由漁業署統籌各部會聯繫，

協調海巡署、國家公園等單位確實執法，未來海洋

委員會成立後再接手管理，讓海洋保護工作更制度

化，未來每半年都會開會檢討，澈底執法相關法令。

六、結論

海洋保護區（MPA）的設置是全球的共識及目

標，國際間各式環保團體與組織皆努力推展，臺灣

雖是蕞爾小島，但有其海洋的生物多樣性，海洋保

護區的設置，對臺灣而言，不在於設置海域面積的

大小、設置之數量，而在於政府和民眾能有海洋保

育的共識，政府相關單位能有效的管理，並制訂相

關保育、監測指標來維護海洋環境、生態的健康和

安全，執行或執法機關亦能用於任事，讓海洋環境

及生態資源能持續使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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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龍浩　圖｜編輯小組

壹、前言

自1987年兩岸開放迄2013年8月止，短短二十

餘年，往返中國大陸與臺灣兩地之兩岸民眾已達

八千六百多萬人次，2008年兩岸直航與陸客來臺

自由行開放後，更有逐年攀升之趨勢，人口流動如

此頻繁，兩岸政府如何擴大、深化海上搜救合作，

共同確保海上航空器、船舶、人命、財產及環境安

全，乃當前重要課題。

貳、兩岸搜救歷史演進

臺灣海峽，因黑潮流經故有「黑水溝」之稱，

由於淺灘及海流支系龐雜，東北季風期間海象更形

險惡，因此，從早期閩、粵移民來臺迄今，所發生

的海難事件早已不計其數，從民間所流傳的客家歌

謠《渡臺悲歌》所載「六死三留一回頭」1便可窺知

一二。另一方面，兩岸分治六十餘年，雙方政府對

於海上安全之維護，從互不接觸，轉因人民需求而

逐步交流，直至今天共同建立搜救合作機制，其間

所經歷的重要歷史事件與轉折點，得我們深思與

借鏡。

一、1949年—搜救灰色年代

1949年1月27日深夜，有「東方鐵達尼」之稱

的「太平輪」，在浙江省舟山群島海域，撞上載

滿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建」輪當場沉沒，

「太」輪則在搶灘途中爆炸沉沒，直至28日清晨，

才由澳洲軍艦救起5人，連同漁民救起之人員，生

還人數不超過50人，兩船總計一千多人罹難，引

發國內、外軒然，成為兩岸分治以來第一起嚴重船

難。當時，兩岸政府間並無任何海上搜救合作默契

與機制，船舶航行，危機四伏。

二、1987年—開放探親交流

1987年7月15日，我政府解除戒嚴令，開放中

國大陸探親政策，兩岸交流邁入嶄新時代，由於兩

岸三地民眾往來日增，海（空）難事故發生率隨之

升高，同時，也衍生海上偷渡、劫船、犯罪、非法

小額貿易、乃至非法雇用漁工等問題，海峽航行安

全逐漸受到兩岸政府與民間重視，就此展開各項制

度化協商及密切互動。

深化兩岸搜救合作

開創平安海峽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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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人次、運輸貨物超過4億噸4；同時，為確保船

舶航行安全，「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第七點「雙方

建立搜救聯繫合作機制」，更為兩岸推動後續搜救

實質合作，奠定明確、有力的執行基礎。

六、2009年—建立救援默契

2009年10月4日，巴拿馬籍「Silver Sea（銀

海號）」貨輪在海峽中線附近水域沉沒，適逢「芭

瑪」颱風來襲，我方獲報後旋即出動偉星艦、澎湖

艦及空勤總隊與國軍機、艦，會同陸方「東海救111

號」等救難船，於各自水域展開搜救，並透過MCC

與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相互通報，雖救起3人、仍有

11人下落不明。透過本案，雙方已建立初步救援合

作「默契」，惟同時也深刻體認進一步加強合作之

必要性與急迫性。

七、2010年—舉辦首次演練

2010年9月16日，兩岸搜救機關在「海峽兩岸

海運協議」架構下，首度於金廈中間水域舉辦海上

聯合搜救演練5，由中國大陸提供躉船，作為現場演

練指揮及觀禮平臺，雙方參演機、船懸掛演練專用

旗，共同完成多項演練科目，使兩岸海上救難邁出

一大步，兼具象徵與實質歷史意義。

參、當前合作發展契機

馬政府上任後，兩岸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正向

發展，雙方順應時勢，在海難搜救合作領域中，樹

立嶄新模式、凝聚互信氛圍及建立制度化協商平

臺，造就了未來擴大、深化合作的新契機，而海巡

署對於促進兩岸海難搜救合作，則扮演著重要的

推手。

三、1990年—簽訂金門協議

1990年代，中國大陸人民非法偷渡來臺情況嚴

重，惟當時兩岸政府尚無建立接觸管道，難以處理

遣返事宜，我方不得已只好採原船遣返方式執行，

惟過程中極易發生意外，就在1990年7月21日、8月

13日中國大陸「閩平漁5540號」2及「閩平漁5202

號」3漁船慘案陸續發生後，中國大陸偷渡犯遣返問

題再度成為社會輿論批評焦點，兩岸為防範是類事

件再度發生，遂協議建立制度化遣返機制，於1990

年9月12日在金門簽署「金門協議」，由兩岸「紅

十字會」負責執行遣返事宜。本次協議首次以「人

道」為前提，授權兩岸民間機構進行溝通，建立制

度化協商模式，對於未來兩岸搜救合作影響深遠。

四、1997年—通報截彎取直

1997年7月1日以前，兩岸海上搜救協調機制係

透過香港搜救協調中心（RCC）進行，香港回歸中

國大陸後，則由我方「中華搜救協會」與中國大陸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互為海難通報窗口；「中華

搜救協會」於同年9月1日承接「臺北任務管制中心

（MCC）」業務後，實際上係由該中心值班人員與

陸方進行全天候緊急救難通信工作。自此，兩岸透

過民間機構，建立海難搜救直接通聯管道，不需再

透過香港中轉。

五、2008年—啟動海運直航

2008年11月4日，海基、海峽兩會簽署「海峽

兩岸海運協議」，同年12月15日兩岸海運直航正式

啟動，我方13個港口對陸方72個港口，開放雙方船

舶直接通航，海上運輸量暴增，迄今（2013）年9

月止，直航船舶已超過17萬艘次、運送旅客達七百

48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方案如下：

一、簽署搜救合作備忘

依據「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在「海運小兩

會」暨「搜救打撈工作組」之協商架構下，建立一

套適合兩岸共同執行之海上搜救合作備忘錄，其內

容應包括：平時業務聯繫與緊急案件通報機制、搜

救區域劃分、獲救人員處置、舉辦演練及互訪交流

等各項措施，透過雙方合作事項或模式明文化，使

兩岸搜救機制更為制度化、透明化，達到永續發展

之目標。

二、簡化通報查證流程

由兩岸搜救機關依法定權責及轄區地緣，建立

直接、固定之海難通報聯繫窗口（例如我方國搜中

心或海巡署勤指中心直接對應陸方中國海上搜救

中心；金門、馬祖海巡隊對應廈門、福州搜救中

心等），原民間組織（中華搜救協會）扮演協助角

色，藉此進行海難案件複式查證工作，使雙方於第

一時間掌握正確訊息，降低災情誤判，並相互協調

能量派遣，提升協同救援效能。

三、協調分工能量互補

臺灣海巡署20噸以上艦、船、艇計有153艘，

每日約57艘次執行周邊海域巡邏勤務，機動、靈

活性高，可於最短時間抵達現場，執行海面或船舶

人員營救任務；中國大陸則於臺灣海峽西部沿岸部

署多艘大、中型馬力救助拖帶船，並實施「動態待

命救助值班制度」10，可克服惡劣海象，執行大型

船舶緊急拖救任務；另雙方均有水下救助及空中救

援能量，故一方接獲海上緊急通報案件時，指揮中

心應即研判所需能量（如人員吊掛、撈救及船舶拖

帶等），立即通報另一方提供援處，並進行任務分

工，達到「能量互補、就近就便、及時救援」效益。

四、展開訓練技術交流

目前兩岸海上搜救機關人員交流，尚局限於業

一、樹立嶄新合作模式

「2010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籌辦

過程中，兩岸搜救機關從第一次接觸，歷經多次協

商，秉持「異中求同、求同存異、同中化異，異同

互尊」理念，克服種種難題，順利完成任務，創下

兩岸歷史。為延續合作、傳承香火，海巡署隨即草

擬「推動海峽兩岸海上搜救合作建議方案」提報

府、院6，並協調陸方，確立兩岸每兩年輪流舉辦海

上聯合演練（2012年由我方主辦）與人員定期互訪

機制，雙方就此展開常態性交流與互動，形成第一

道深化合作契機。

二、凝聚互信合作氛圍

自2011年起，兩岸搜救機關人員除多次互訪

交流，並分別辦理2次海難搜救學術研討會（含論

壇），雙方副部級官員率領航政、漁政、衛生、環

保及搜救等業務單位積極參與7，擴大合作面向，藉

由觀念的傳達與實務分享，增進彼此熟悉與互信氛

圍，加速推動兩岸「人道救援」事務，此為第二道

深化合作契機。

三、建立制度協商平臺

今年8月，兩岸在「海運小兩會」架構8下成立

「搜救打撈」等4個工作組9，海巡署與航港局共同

派員擔任「搜救打撈工作組」組長，於9月前往大

陸進行第一次工作會議，並達成「建立具體合作備

忘錄」等共識。透過此一平臺，兩岸搜救合作，從

民間機構居中協調，進入制度化協商階段，提升雙

方溝通效能，確保共識落實執行，造就第三道深化

合作契機。

肆、深化合作規劃方案

回顧過去，兩岸機關經過多年努力，已建立良

好互動基礎；瞻望未來，雙方應抓準契機，擘劃更

深化、務實之合作藍圖，再創平安海峽新局。海巡

署根據兩岸搜救執行現況，提出未來深化合作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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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層面互訪，考量雙方對於陸、海、空搜救訓練各

有專精，實應擴大訓練技術層面交流，包括相互觀

摩海難搜救訓練機構（如臺灣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

等）、定期互派人員接受專業訓練等等，藉由經驗

分享、技術交流，可截長補短，增進彼此默契，創

造雙贏局面。

五、務實辦理兩岸演練

兩岸已於2010年及2012年辦理2次聯合搜救演

練，其規模盛大，受各界矚目，但動員能量及所耗

經費不貲，未來兩岸輪流舉辦演練已成常態，為避

免流於形式，雙方可考慮朝向「小型化、區域化、

務實化」方向辦理。其中「小型化」即縮小規模、

減少參演及觀摩人數；「區域化」則係交由所屬單

位，依轄區特性及需求設計演練內容並執行（如金

廈、兩馬）；「務實化」乃不搭建共同指揮、觀摩

平臺，由雙方各自於指揮艦相互通報、進行演練，

驗證救難實況。另雙方在協調及演練過程中，發掘

所遇問題（如海上構聯頻道不同等）應確實記錄，

作為檢討、協商及精進參考。

六、逐步推動區域合作

現今各國海事或海巡機關，依據「一九八二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98條第2款規定，紛紛建立

區域搜救合作機制，以實踐海上船舶及人命安全

維護之職責。「人道救援」不分國界，臺灣具備

海難搜救「巧實力」11，在兩岸合作的同時，更應

以「務實外交」方式，逐步推動與美、日、菲等周

邊國家搜救實質交流合作機制，以健全區域搜救網

絡，為國際社會盡一份力量。

伍、結語

今年10月10日，馬總統在國慶大會上表示，

兩岸在「正視現實、互不否認、共創雙贏」的基礎

上，創造了多項重要成果。

目前兩岸政治局勢及關係的和諧發展，已為海

峽兩岸海上搜救合作機制開創了新局，並提供強而

有力的基礎；相較於經濟、貿易或文化層面，兩岸

在「人道救援」的普世價值中，更能追尋彼此共同

利益與目標，再次體現「擱置爭議」、「互利互

惠」才是對兩岸人民最有利的互動方式。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巡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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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意即10人當中，有6人會死在臺灣海峽，3人

留在臺灣，而1人受不了早期臺灣的蠻荒而

重回中國大陸。

2.  1990年7月21日，臺灣軍警將逮捕之63名中

國大陸偷渡漁民關進「閩平漁5540號」漁船

艙內，並將船艙頂蓋釘死及壓上重物，命令

13名漁工駛回福建，翌日清晨，該船擱淺福

建平潭，被發現遭悶死的25具遺體及16名倖

存者，其餘人員失蹤，中國大陸又稱「907

慘案」。

3.  1990年8月13日，臺灣軍警將逮捕之50名偷

渡犯集中於「閩平漁5202號」漁船，在立

委及記者見證下，由2艘軍艦護航返陸，惟

該船數度欲逃離控制，最後在基隆北方13浬

處，大角度轉彎撞上軍艦，船身斷裂，人員

落海，僅救起29人，21人失蹤。

4. 參考資料：交通部網站。

5  海巡署副署長鄭樟雄（中華搜救協會名譽理

事長）及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徐祖遠

（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名譽理事長）分別

擔任雙方演練總指揮，兩岸總計出動14艘船

艇、3架直升機、約400人參演。

6  民國99年（2010年）11月10日陳報行政院，

同年11月22日核復在案。

7.  2011年4月7-14日，海巡署副署長鄭樟雄率

漁政、衛生、環保等相關單位前往中國大陸

海事部門參訪，並參與上海學術交流研討

會，雙方發表13篇論文，涵蓋海難、海污、

海事通信、海上救護等範疇；2013年4月17

日，海巡署舉辦「2013兩岸搜救交流學術研

討會」，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徐祖遠

率相關人員來臺，我方交通、漁政等機關積

極參與，汲取雙方經驗及長處。

8.  「海運小兩會」（臺灣海峽兩岸航運協會、

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是大兩會（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之

下，經主管機關授權作為兩岸海運政策事務

溝通平臺。

9.  海運小兩會下設4個工作組：客滾運輸和車

輛互通工作組、互設船檢機構工作組、搜救

打撈工作組、海事安全工作組。各自協調處

理相關議題後，提報海運小兩會協商確認。

10.  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所屬救助打撈局，設

有北海、東海、南海救助局，及煙臺、上

海、廣州打撈局，加上4處沿海救助飛行

隊，其中「東海救助局」總部位於上海，

下設廈門、福州等救助基地及沿岸待命

點，分別配置「東海救101」等25艘專業救

助船，共保持7-9艘專業救難船24小時錨地

機動待命，隨時因應緊急突發狀況。

11.  即搜救能量的「硬實力」加上專業技術的

「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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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執行海巡三大核心

任務，以艦艇為前提，又維持海上執勤能量，

必須穩定艦艇妥善狀況，因此維續艦艇妥善，

其料件養護維補是首要。海巡署海洋巡防總

局倉儲料件自實施E化管理後，已發揮即時反

映、降低管理成本、迅速控管料件存取及有效

率送交維修艦艇使用等事項。 

二、 海巡「艦艇料件倉儲管理系統（以下簡稱系

統）」自啟用迄今已達12年，適逢調整系統

功能需求之問題，為謀求澈底解決之道，以精

進系統基本架構，將「合理備份」等類別品名

及單艘艦艇帳務處理功能等，進行研議結合處

置，俾能澈底解決帳料管理之困擾，並將組改

編組（分署暨所屬單位）事項，一併納入解決。

貳、管理現況

「艦艇料件倉儲管理系統」
遭遇問題與精進方案

一、系統情形：

系統由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自民國89年2月

起籌備規劃設計，以人工逐一建立（檔）料件類

別、品名規格等基本資料，共計三十二萬餘件數量

龐大（系統負荷重），又經解決系統與料件結合等

相關問題後，系統始於民國91年元月起上線啟用，

以E化管理料件入出庫、耗用統計、執行盤點及資

料查詢等事項，均完備上網登錄程序，以往傳統人

工比對管理缺失，均已改善，斷絕弊端之發生。

二、現行作業：

淺談海巡

海洋巡防總局以同噸級艦艇數之所有料件為一

個整體單位，據以做為管控各庫房（含艦存庫房）

料件分類置放事宜，並可由系統互相查詢，供海巡

隊之庫房（含艦存庫房）領用，其分類如下：

（一）自隊（倉）領用：

由艦艇提出申請，經海巡隊業管單位（人）陳

不再發生
弊端情情事

傳統
人工
比對

系統管理效益

系統自民
國91年上
線迄今

配配送

總局局-倉庫

 

 

  

 

 

 

 

 

 

 

 
 

 

 

 

 

 

 

系統管理架構示意圖
採購購//領用//出入庫

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採購

供應商A

配配送 配配配合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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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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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

申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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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移移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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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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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移撥
降低庫存率
迅速效率高

52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隊長核可（章）後，完成系統出、入庫確認作業，

即可辦理領用。

（二）跨隊（倉）領用：

海巡隊由系統搜尋所需料件，向上級（總局）

申請，經核准與系統確認作業後，據以向他隊

（倉）庫房管理人員領用。

三、遭遇問題：

（一）系統需求：

系統之基本架構設計係屬舊系統，軟體容量小

傳輸速度慢，經調整改善功能後，其基本架構仍無

法因應解決問題之需求，如同一部大貨車無法改裝

成一部大客車，故須精進系統基本架構以為因應。

（二）人力作帳：

系統期初未建立帳務（金額）功能項目，嗣後

因作帳需要始增設金額項目，但仍無法解決料件金

額運算之基本問題，現行作帳方式以人工比對，計

算各噸級艦艇耗（使）用之金額，並以耗用後金額

覈實逐一分攤至同噸級各艦艇，辦理帳務作業，耗

時費力，且易發生錯誤。

（三）新增類品：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95年5月22日召開會議，以

解決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料件列為材料帳之問

題，因此艦艇料件增列合理備份（備註1）、材料

（通用料件；備註2）及零配件翻修（堪用品）等

類別品項，系統雖經調解改善，仍無法解決其分類

品項之功能。

  （四）未來組改：

現行系統尚無組改編組（分署暨所屬單位）之

事項功能，未來仍須解決之。

  四、研討綜處：

系統基本架構無法調整，對於新增合理備份、

材料及零配件翻修等類別品項，處理帳務作業之項

目功能仍受局限，須以人工方式核對辦理，耗時費

力，易發生錯誤，且增加行政作業之人力負荷，降

低行政效率，亦無組改分署編組之事項功能，必須

一併解決。

參、解決方案

本次精進將合理備份、材料、零配件翻修及廢

品等項目，釐清分類管理，從表中分別顯示與加強

需求功能；又為處理帳料作業困擾，改以「艘」為

單位，作為艦艇之增減帳基礎，使E化系統結合帳

務一貫作業，並增加相關料件作帳處理及稽核報表

等，以解決耗用料件呈現帳務等事項。其主要範

圍為處理各艦艇庫房料件帳籍及資料，建立料件統

計、耗用、合理備份等機制，與納入未來組改分署

編組之事項功能，以滿足管理暨使用人員需求，精

進目標如下：

一、建立基準：

（一）以艘為單位：

系統功能由原「噸級」平均分攤作帳，改以

「艘」為單位，作為各艦艇增減帳之基準。

 （二）律定新編號：

律定艦艇料件之舊、新倉儲編號原則，並製作

舊、新倉儲編號對照表。

（三）以每月作帳：

海巡隊各庫房（含艦存庫房）之料件耗用增減

值，由每季（3個月）改以每月辦理，帳務資料由

系統直接列印。若於當月月底急需領料，系統可設

定核准此料件，惟於下月月初才出料，避免跨月影

響帳務。

（四）分撥料配件：

將海洋巡防總局淡水等3個庫房，與海巡隊各

庫房之料件（帳務），辦理分撥至各艦艇總價內，

單艘艦艇料件直接歸屬該艘艦艇總價內。

（五）清查料配件：

由海洋巡防總局業管負責人員針對海巡隊各庫

房42座，全面清查核對實際料件與系統管理帳務，

做為料件帳務基準。

三、三、

遭遇問題：

「艦艇料件倉儲管理系統」
遭遇問題與精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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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倉料編則：

（一）編碼原則：

系統精進管理功能，其編碼（號）原則計有14

碼，以艦艇號、主機型號、料件類別、序號及倉儲

位置等編列；另非合理備份倉儲編號以TTA為區別。

（二）庫房編碼：

原艦艇數（座）編號及預留新造艦艇數編號，

從42座庫房增列至182艘等。

（三）預留編碼：

預留組改後分署暨所屬單位（海巡隊料件庫

房）編碼。

三、增修項目：

（一）增設類品：

前揭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料件增列合理備份、材

料及零配件翻修等類別品名，為釐清分類管理，予

以修正此部分類別品名之功能，從報表中明確顯

示，並能分別篩選出所需之資料欄位，以明確料件

分類管理。

（二）修正事項：

1.  刪除待修品項：待修品按上述行政院主計總

處與國有財產法之規定，並無此待修品項，

又因無經費維修而久置庫房屢遭檢討，故刪

除待修品項，俟有經費維修（零配件翻修）

後，以堪用品入庫。

2.  堪品不列金額：按行政院主計總處規定：

「⋯零配件翻修屬當年度經費支出，不列入

材料或財產管理。」零配件翻修既是堪用

品，將不計算金額。

3.  修正新品名稱：料件管理之新品，因艦艇報

廢最後未耗用，一併檢討隨艦艇報廢時，易

被誤認為閒置料件或浪費公帑，故將新品修

正為備品以為釐清。

4.  表單增設欄位：申請料件單增設事由欄位，

由倉儲管理（使用）員自選採購、保養、歲

修、航修、大修及其他等欄位。

 

總局 
桃園庫房 

總局 
淡水庫房 

總局 
高雄庫房 

基隆庫房 

臺南庫房 

澎湖庫房 

金門庫房 

淡水漁人 
碼頭庫房 

馬祖庫房 

蘇澳庫房 

澳底庫房 八里庫房 

花蓮庫房 

臺東庫房 

恆春庫房 

新竹庫房 

臺中庫房 

布袋庫房 

高雄 
旗津庫房 

北機庫房 

東機庫房 

南機庫房 

直屬船隊
庫房 

中機庫房 
主、輔機 
貴重料件 
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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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稽核管理：

報表設定雙向稽核功能，須有依月、依年料件

與金額互相稽核之機制，及留有歷史紀錄可稽（每

月月結數據），報表區分為財產、材料（通用料

件、即購即用）及物料（堪用品、廢品）等類別，

相關報表計有料件異動表、耗用增減表及庫存分析

表及各類申請表等（以EXCEL數字格式匯出）如下：

（一）料件異動表：

以「艘」為單位，計算每月期初、增加、耗

用、增減（淨值）及期末金額等功能，並篩選當月

艦艇使（耗）用異動或全部料件，帳務呈現於報

表，而據以處理月結帳務。

（二）耗用增減表：

艦艇料件增修分類為合理備份、非合理備份

（通用料件）、即購即用及堪用品等類別耗用增減

表，以明確管理。

（三）庫存分析表：

1.  增加報表購置日期（交船日）、使用年限，

顯示財產、材料或物料等類別，以勾選需要

品項，俾能稽核查詢。

2.  增修廢品項目，由各隊（倉）輸入該批廢品

重量（KG），經系統累計各隊之廢品總重

量，以資控管。

均予刪除，以節約紙張。

五、修定權限：

由系統最高權責（管理）人員，可設定配賦單

位與申請使用人部分或全部之權限，與移除業務異

動人員等功能之權限。

六、跨倉領用：

原系統跨隊領料項目，未設計預支領料數

（帳）之功能，導致庫存料數與系統料數不一致，

故修改跨隊（倉）領用料件（預支）之計算方式。

七、盤點設定：

（一）盤點差異：

遇有盤點差異時，須由系統最高權責（管理）

人員作權限之核准。

（二）盤點區分：

區分為月盤及年盤等，月盤每月盤點50項，年

盤由副主管（官）以上人員做全面性盤點。

八、線上審核：

以E化表單取代人工紙本，除超過10萬元採購

案仍需以料單紙本報核外，其餘均在系統上審核。

九、調整功能：

（一）預留功能：

預留未來組改編組分署暨所屬單位（海巡隊料

件庫房）之各表單稽核與管理等功能。

（二）料件帳別：

修改為合理備份及非合理備份等帳別。

（四）各類申請表：

1. 新表必需輸入艦艇攔位，以便稽核管理。

2.  舊表領（出）料艦艇人員，船務承辦人採購

（出料）或總局庫房管理人員，及審核主管

（官）等欄位，因改為線上簽核，渠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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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化程序：

不必要操作頁面程序，予以刪除或整併，使系

統介面簡單，操作簡便省時，並減少系統負荷。

（四）資料稽查：

各類報表增設呈現時段之功能，俾能稽核及查

詢歷史等資料，做為管控與作帳之用，例如：年分

月；月分日及季報等。

（五）控管金額：

系統呈現合理備份配賦原則之金額比例功能

表，俾控管合理備份金額。

（六）採購警示：

於當年度採購（即購即用）入庫後，系統將警

示應於1個月或當年度年終（12月31日）耗用完竣

（出庫），以免衍生提相對價金報繳國庫之情事。

（七）廢品警示：

修正廢品繳回總局及海巡隊庫房之計算功能，

海巡隊於執行繳回廢品，系統輸入庫房編號錯誤

時，會產生警示功能。

（八）報廢移撥：

艦艇報廢或移撥時，其料件隨著艦艇辦理增減

帳，故須修改倉儲或艦艇之編號，表單增加備註欄

位（案由）顯示修改原因及日期，以控管與稽核。

（九）其他事項：

1. 各項報表e化。

2. 資料欄位擴充及資料轉匯入。

3. 資料彈性轉出及匯入界面開發。

4. 系統維護設定。

肆、效益評估

本系統完成精進方案後，其系統需求、人力作

帳、新增類品及未來組改等4大項需求，即一併完

成解決，且成果效益說明如下：

一、 即時掌握各艦艇庫房運作狀況，能有效地管理

內部作業，反應各艦艇需求，查詢比對迅速、

資料統計效率高。

二、 精確控管各艦艇儲區指派與料件揀取，料件數

量與帳務一同呈現於報表，由報表作帳，以提

升作業品質及行政效率。

備註

1. 合理備份：係指維持設備持續運作不致中

斷之最低需求。

2. 材料（通用料件）：係屬非合理備份，按

「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性」規

定，耗用通用料件後必須提相對價金報繳

國庫。

三、管控合理備份、有效使用料件及降低庫儲。

四、 系統資訊整合，隨時掌控庫存量、有效分析、

即時反映及強化料件控管稽核功能等。

五、 系統功能預留組改編組分署暨所屬單位，組改

後系統可立即上線使用。

伍、結語

倉儲料件以E化管理，其正確、迅速及高效率

等優點，已是不爭事實，又資訊科技來自人性之需

求，海洋巡防總局未來完成上揭系統需求等4大項

後，秉持「系統制度化」、「作業標準化」、「需

求實用化」、「料件暢流化」、「管理透明化」等

五化之精神下賡續精進，並貫徹E化系統管理，有

效使用系統功能，控管合理備份之供需，充分運用

有限預算，維續艦艇妥善狀態，以確保海域執法

能量。

（本文作者分別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船務組、

第十一【特勤】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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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彥宏、林倉玉、于惠蓉

Article｜Chen Yen-Hung, Lin Chang-Yu, Yu Hui-Jung

前文提要

為確保全球海事安全，以國際海洋法為首之各

國際公約或規則，已不斷地重申海事安全調查之必

要性。國際海事組織亦制訂了「海事調查章程」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並已於2010年1

月1日生效。該章程分三個部分，第I部分（一般規

定）及第II部分（強制性標準）屬強制性規定，第

III部分（推薦做法）屬推薦性之指導與解釋。在我

國，空難領域有「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然海難領域並無類似之獨立安全調查機構。目前海

事調查係由航港局、海巡署、漁業署及海軍司令部

等單位，在有限經費、人力與資源下，各自辦理包

括「海事報告管理」、「事故調查」、「海事評

Prologue Abstract

To ensure the global maritime safety, many international 

protocols or rules  which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reiterate the necessity of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also promulgated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which has taken 

effect as of January 1, 2010.  Said cod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one (the general stipulations) and part two (the 

mandatory standards) are mandatory regulations, while part 

there (the recommended implementations) is recommended 

guideline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light Safety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spearheads the domain of flight  casualties, whereas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safety investigation in the area of 

maritime casualties.  At prese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s are held 

by several departments such as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the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aval Command Headquarters. Each department 

uses its own limited funding,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o do 

administrative work including “maritime report management,” 

Exploring the U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and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ystem 

(Volume II)

海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專區　海

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海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專區

　

海海洋

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seearch CouncilMaritime Affairs Ressearch Council

國際海事組織海事調查章程與
臺灣的海事調查體制（下）

漫談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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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議」、「案件分類統計」、「行政裁處」、

「案例報告彙編公告」及「安全建議發布」等行政

工作。然此易因各單位立場與權責不同，各自之調

查或統計難以彙整分析與運用。交通部航港局辦事

細則第16條規定，「海事案件之調查處理」為各航

務中心之職掌事項。交通部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101年12月草案版）針對「海事調查及評議」亦

為作業規劃。就其企圖與整體規劃而言，主管單位

確實已朝向以調查為主的制度邁進一步，但欲以行

政調查兼容安全調查，本質上存在著基本價值的衝

突，另設置「獨立調查機關」實有其必要性。

一、 臺灣的海事調查措施與海事調查章程之比

較

以現行航政單位執行事故調查措施與海事調查

章程之要求與建議進行比較，將更加彰顯其差異與

兼容並蓄之難點，其差異如表3所示。

“incident investigation,” “maritime evaluation (review) ruling,” 

“case sorting statistics,” “Administrative judgment,” “case 

example report compilation and announcement”  ,and “safety 

recommendations announcement.”  Nevertheless, as marred 

by varied stances and jurisdiction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it is diffi cult to consolidate, analyze and utilize their 

respective investigations or statistics.  As stipulated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for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MOTC , “maritime cases’ investigation and 

processing” are part of the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of various 

navigation agencie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aritime distress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s 

plan (the Dec. 2012 draft version) has also made operational 

planning for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ruling.”  

As far as the inten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are concerned, 

there has indeed been a major step moving forward towards 

embracing an investigation-oriented approach, yet when it 

comes to relying on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to cover safety 

investigation, there is essentially a conflict in the perspective 

for fundamental value, rendering it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o a 

separat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gency.”

I. The comparison of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nd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By comparing the demands and recommendations 

between the investigation measures taken by Taiwanese  

agencies and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s , we 

can have a better look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diffi culties to mix up those differences. The differences 

are as depicted in Table-3.

表3　航政單位執行事故調查措施與海事調查章程規範差異表
Table 3  Comparison table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isting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easures by 

navigation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and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項目
Ref.

規範事項
Regulating matters

國內執行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備考
Remark

1

海事安全調查應獨立於民事、刑事和以處罰為目的行政
調查。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s shall be administr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the Civil Code and the Criminal Code, 
for the purpose of issuing penalty. 

由航港局執行，調查與評議結果可用於民、刑事訴訟及行政裁
處。
1.  查101年11月7日廢止之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評議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20條訂有「本會海事評議書，係供行政主管機關作
為行政處分或司法機關審理案件之參考」；與海事安全調查
不以懲處為目標之所盼有極大落差。

2.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第
2條規範「評議小組之任務如下：（一）船舶沉沒、碰撞、
觸礁、強迫停泊或其他意外事故及有關船舶貨載、海員或旅
客之非常事變等海事案件之調查評議事項（二）有關船員及
不屬船員部分之過失責任評議事項（三）海難事件海損評議
事項（四）有關船舶航行安全之建議改善事項」；另第14條
訂有「評議小組決議應作成海事評議書原本，報請航港局局
長核定後作成正本，以航港局之名義送達當事人，並以副本
分送交通部及有關機關。外籍船舶或人員涉及海事案件，經
評議認為故意或重大過失者，航港局應核轉交通部轉請外交
部將海事案件發生情形及結果送達該船員所屬國或船籍國請
求議處」；新頒規定仍難脫調查違失及懲處之行政作為，然
新案納入有關船舶航行安全之建議改善事項作為主要任務之
一，確實彰顯具備部分海事安全調查之功能。）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is responsible for executing the 
proceed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results can be 
applied in civil or criminal litig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uling.

強
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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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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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Ref.

規範事項
Regulating matters

國內執行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備考
Remark

1.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in article 20 of the Maritime Evalua-
tion Committee Organization Chapter for various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s in Taiwan Area, which was abolished on 
Nov. 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commission’s maritime 
evaluation rulings are intended as references for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in devising administrative action or 
judicial agencies’ case trial” and presented a signifi cant gap 
to what has been anticipated and that maritime safety inves-
tigation is not gearing to issue the penal action.

2.  Due verification shows in article 2 of the Maritime Evalua-
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Work Critical Initiatives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stipulated the “evaluation 
team’s missions are as follows: (I) investigate matters on 
shipwrecks, collisions, coral reef stranding, forced mooring, 
other accidental incidents, incident cases concerning ship 
cargo loading, or extraordinary incidents with the crews or 
passengers; (II) investigate matters on negligent liability con-
cerning the crews; (III) investigate matters on marine losses 
due to maritime incidents; (IV) Recommend improvement 
measures’ related to ship navigation safety.” Article 14 stipu-
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s resolution shall be made 
into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tor’s approval and is to 
be delivered to the case parties in the name of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he carbon copy is distributed to the Min-
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Maritime cases involving foreign ships 
or personnel that have been investigated and have been 
determined as deliberate or gross negligence,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shall approve and forward the case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y reporting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maritime case has occurred to the home country of 
the crews or the county where the ship is registered to urg-
ing for review and ruling.” Despite the newly promulgated 
regulations, it still have not detach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cts of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violation, negligence and pe-
nal action, yet new cases are moved into the recommende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ship navigation safety as part of 
the primary missions that has indeed highlighted how it com-
manded some of the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functions. 

2

要求各國要保證調查人員進行公平、客觀的調查，不被
任何可能受調查結果影響之人員或組織的干涉。
It demands world countries to guarantee that investiga-
tors are to conduct a fair, objective investigation without 
being interfered by any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likely 
to undermine the investigation fi ndings.

未編制專職人員執行，又由行政單位（航港局）負責召集人員，
無法確保排除涉案人員或相關組織干涉。
1.  查101年11月7日廢止之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評議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 8 條「本會受理前條海事案件之評議，應由當事人
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或上級機關及港務局局長之交議，始得
為之」及第 14 條「海事案件之評議，涉及港務管理機關之責
任者，得由該港務局申敘理由，報請交通部核准，移轉其他
港務局海事評議委員會評議之」；案內相關規定雖設有利益
迴避條款，但均無法確保其基於公平、客觀立場進行案件調
查與評議。

2.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
第5條規範「評議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航港局派科長兼
任之，襄助執行評議小組事務；置海事檢查員若干人，辦理
海事評議業務」及第8條亦訂有「評議小組受理海事案件之
評議，應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或上級機關及航港
局局長之交議，始得為之」；調查人力（海事檢查員）來源
不明確，評議小組均屬兼職、約聘性質，而評議之啟始仍難
脫前規窠臼，實無法確保相關作業不受干涉；另第15條規範
「評議小組委員、執行秘書、檢查員，對於海事案件之評議
過程，應嚴守祕密」，本條之本意應為保護相關人員能免於
外界壓力，進行公平、客觀的評議，但由於評議後相關資訊
未對大眾公開，反造成黑箱作業的疑慮。

The lack of full-time personnel assigned to execute the task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being in charged with mobilizing personnel, it has been ren-
dered unable to ascertain interference by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 case or by relevant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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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8 of the Maritime Evalu-
ation Committee Organization Chapter for various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s in the Taiwan Area, which was abolished 
on Nov. 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commission, in accept-
ing the foresaid article’s maritime case evaluation, may only 
do so when the case parties or stakeholders are entrusted 
by a superior agency or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
tor” and article 14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of maritime 
cases involving a port administration agency’s liability may 
have said harbor administration bureau declare a case with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pproval 
by stating the reason to forward the case to be investigated 
by other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s evaluation committees.” 
Relevant stipulations concerning case investigation although 
has a recusal provision for conflict of interest, yet neither 
provisions are able to ensure that th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can progress with a fair and objective stance. 

2.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5 of the Maritime Evalu-
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ical Operating 
Initiatives, promulgated on August 1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is to appoint one individual as the ex-
ecutive secretary, which is fi lled by a section head appointed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o assist executing the 
evaluation team’s matters and is to appoint several maritime 
inspectors who are to process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op-
eration.” Article 8 also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when accepting the evaluation of maritime cases, may only 
do so when the case parties or stakeholders are entrusted 
by a superior agency or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
tor,” and the uncertainty in the source of manpower, along 
with a part-time, appointment-based nature of the evalu-
ation team, renders the evaluation difficult to detach from 
the confines of previous regulations and making it impos-
sible to ensure that relevant work will not be interfered. 
Article 15 also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council 
members, executive secretary, inspectors shall uphold strict 
confidentiality throughout the entire evaluation process of 
maritime cases.” The article intended to protect relevant 
personnel from outside pressure in conducting a fair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yet the nondisclosure of evaluation 
findings to the public may inadvertently cause concerns of 
underhanded dealings. 

3

要求各國確保提供法令規範，支持調查人員基於海事安
全調查目的，進行登船、面談船長和船員與任何其他涉
入人士，以及獲取證據之權力。
It demands world countries to provide legal and regula-
tory guidelines by supporting investigators, for the pur-
pose of investigation safety, ship boarding, interviewing 
the capital and any persons involved, and to derive 
evidence. 

可見實務執行，但未建立完整法規或辦法。
1.  查101年11月7日廢止之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評議委員會組
織規程第 12 條訂有「本會對海事案件之評議認為有實地查驗
之必要時，得由召集委員指派檢查員實地調查或勘驗。當事
人應負協助之義務，並提供必要之資料」之規定。

2.  查74年5月7日海事報告處理要點第 4 條規定有航政主管機關
處理海事報告之程序，其中包括現場實地調查、傳詢有關船
員（當事人）及蒐集查證資料、撰寫「海事檢查報告書」或
「資料摘要」提請海事評議委員會評議等。

3.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並
無直接授權規定，但於第9條規範「評議小組受理海事案件之
評議，應先由各航務中心作成海事檢查報告書或資料摘要，
連同卷證送局請召集委員指定日期開會評議」；是以相關授
權來源係來自「海事報告處理要點」，惟其所執行之作法屬
查核「海事報告」內容，而非主動式進行安全調查工作，另
相關取證、登檢、面談及後續所需進行科學檢驗證據作為於
「海事報告處理要點」之執行程序與授權並不完整，亦缺乏
法令保障。

Which can be seen in practical implement, but no comprehen-
sive laws, regulations or measures have been instilled.
1.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12 of the “Maritime Evalu-

ation Committee Organization Chapter for Various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s in the Taiwan Area dated Nov. 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mmission rendered 
it necessary for a field valida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ritime cases and may have the mobilizatio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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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cil dispatch personnel to conduct fi eld investigation or 
validation.  The case parties are obligated to assist and sup-
ply essential data.”

2.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4 of the Maritime Report 
Processing Guideline dated May 7, 1985 stipulated the 
procedures by which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 navigation 
authorities are to process for maritime reports, which encom-
passed fi eld onsite investigation, subpoenaing relevant ship 
crews (or the case parties) and gathering evidential data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maritime inspection report” or “data 
summary” to be presented to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com-
mittee for evaluation and so forth.

3.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Maritime Evalua-
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Operating Guideline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does not stipulate direct au-
thorization, yet article 9 stipulates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when accepting the evaluation of a maritime case, shall fi rst 
have appropriate navigation agency to compile a maritime 
inspection report or data summary, along with fi le evidence 
to be forwarded to the bureau for councils mobilization and 
convene for a meeting on the specifi ed date for evaluation.” 
Thus, relevant power authorization has come from the “Mari-
time Report Processing Guideline”, but as the implementing 
approach pertains to validating the content of the “maritime 
report”, rather than actively conducting the safety inspection 
work. Moreover, with regards to relevant evidence gathering, 
onboard inspection, interviews and subsequent act of scien-
tifi c inspection of evidence, the “Maritime Report Processing 
Guideline” seems to lack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nd power authorization and result in a lack of 
legal and regulatory safeguard.

4

為調查員提供接觸政府之驗船師、海岸巡防署官員、船
舶交通服務人員、引水人或有關國家之其他海事人員之
機會。
It stipulates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on, there 
shall be opportunity to contact the government’s ship 
inspectors, coast guard offi cials, ship transport service 
personnel, maritime pilots, and other relevant maritime 
personnel of relevant countries.

可見實務執行，但未建立完整法規或辦法。（同項次3說明）
Which can be seen in practical implement, but no comprehen-
sive laws, regulations or measures have been instilled.
(Refer to description 3 under identical headings)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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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制要求船旗國(Flag State)必須對所有重大海事事故(如
死亡、船舶全損、重大環境污染等)進行調查。
It provides mandatory stipulations for the fl ag state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on all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s, 
i.e. casualties, complete shipwrecks, critical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like. 

未能全面對國籍船進行所有重大海事事故調查，亦缺乏授權法
案，現有海事報告規則亦應進行修訂。
1.  查51年7月13日修頒之舊海商法第49條規定「船長遇船舶沉
沒、擱淺、碰撞、強迫停泊，或其他意外事故及有關於船舶
貨載、海員或旅客之非常事變時，應作成海事報告，載明實
在情況，檢送主管機關。前項海事報告，應有海員或旅客之
證明。」，是以80年12月18日修正之海事報告規則第3條據此
要求「船長遇船舶發生海事時，應依海商法第四十九條之規
定，作成海事報告。前項海事報告之作成，於船長遭難死亡
或失蹤時，由生還船員中職務最高者為之，全船遭難死亡或
失蹤時，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代理人為之。海事報告應有海
員或旅客之證明。但其報告係船長於遭難後，獨身脫險之處
作成者，不在此限。」；惟88年修正之海商法已全文修正致
喪失法源依據，宜修訂規則內容或另置法源。

2.  查101年8月22日修正之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 48 條「遇難或
避難船舶進港泊靠後，應即補辦下列手續：一、補填入港報
告連同旅客名單、船員名冊送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查核。二、
遇難船舶應將海事報告書送交航港局或指定機關簽證。三、
船長應將船舶應備文書送請航港局或指定機關查驗。」；並
無強制船旗國必須對所有重大海事事故進行調查之規範。

There has yet bee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all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s of fl ag carrier ships, and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authorization legal bill, as well as existing maritime reporting 
rules also need to undergo amendment.
1.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49 of the old Maritime 

Commerce Law last amended and announced on July 13, 
1962 stipulates that “A ship captain, when encountering 
shipwreck, stranding, collision, forced mooring, other ac-
cidental incident or in the wake of extraordinary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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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ship’s cargo load, crews or passengers, shall con-
duct a maritime report and be witnessed by the seamen or 
passengers.” Thus, article 3 of the Maritime Reporting Rules 
last amended on Dec. 18 of 1991 was based on “A ship cap-
tain, in the wake of a ship encountering maritime incidents, 
shall conduct a maritime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stipula-
tions set forth under article 49 of the Maritime Commerce 
Law. The foresaid maritime report compilation, in case of 
the ship captain being deceased or missing, the surviving 
ship crews with the highest rank shall conduct it and in the 
event where the entire ship should encounter casualties or 
missing, the ship owner or the ship agent is to complete the 
report.  A maritime report shall bear witness if the seamen or 
the passengers, except where the report was completed by 
the ship captain at a location of escape upon entering a mar-
itime incident,” yet as the entire provisions of the Maritime 
Commerce Law have undergone complete revision and lost 
its legal basis, it is best to amend the content of the rules or 
instill a separate legal basis.

2.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48 of the Commercial 
Port Harbor Management Rules last amended on Aug. 22, 
2012 stipulated that “A ship in distress or taking shelter shall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immediately after berth-
ing in the port: 1.It shall prepare the notice sheet for the ship 
to enter the port with the passengers' list and the seafarers' 
roster and submit them to the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r 
its designated institution for inspection. 2.The ship in distress 
shall submit sea protest to the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r its designated institution for authentication. 3.The captain 
shall prepare and submit required documentation on the ship 
to the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r its designated institution 
for verifi cation.,” however it does not stipulate any mandate 
for the fl ag state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for all critical mari-
time incidents.

6

規定船旗國與其他具實質利益國（ s u b s t a n t i a l l y 
interested State）（特別是沿海國）協商實施海事調
查。
It stipulates that the flag state and other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particularly the coastal countries, to 
negotiate and impleme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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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定所有實質利益國都須盡力配合海事調查國；海事調
查國也應盡可能為實質利益國家提供參與調查的機會。
It stipulates that all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need 
to put forth their best efforts in supporting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ng state; the maritime investing state shall 
also avail opportunity for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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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事調查國應將正式海事調查報告向公眾與業界公開。
It stipulates that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ng state shall 
disclose the formal maritime report to the public and the 
industry.

未有具體法規或辦法。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第3
條規範「評議小組決議應作成海事評議書原本，報請航港局局長
核定後作成正本，以航港局之名義送達當事人，並以副本分送交
通部及有關機關。外籍船舶或人員涉及海事案件，經評議認為故
意或重大過失者，航港局應核轉交通部轉請外交部將海事案件發
生情形及結果送達該船員所屬國或船籍國請求議處。」；相關調
查報告僅提供有關單位，並無向公眾與業界公開之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tangible laws/regulations or measures.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3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ical Operating Initiatives,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s resolution shall be made into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which is to be declared with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tor’s approval and delivered to the case 
parties in the name of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he car-
bon copy is distributed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relevant agencies.  For maritime cases 
involving foreign ships or personnel that have been evaluated 
and determined as deliberate or gross negligence,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shall approve and forward the cas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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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Minis-
try of Foreign Affairs by reporting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 
maritime case has occurred to the home country of the crews 
or the county where the ship is registered to urge for review 
and ruling.” It stipulates that releva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are 
only to be supplied to pertinent entities, but lacks a mechanism 
design for disclosur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industry.

9

海事調查國應將重大海事事故的正式調查報告提交予國
際海事組織。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ng country shall present a for-
m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s t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非締約國，亦未加入周邊組織，缺乏管道進行主動報告。
Not as a treaty county, Taiwan also has not joined any periph-
eral organizations and lacked the venue to conduct voluntar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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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規範海事調查報告初稿及最終報告格式，並基本應包
括：
1.  事故與事件之基本事實及說明事故與事件之結果是否
有死亡、受傷或污染之概要。

2.  船旗國、船舶所有人、經營者、公司與船級協會。
3.  有關船舶尺度(Dimensions)及主機之詳細資料，以及
船員、日常工作情況與其他有關事項，例如：在船上
服務時間等說明。

4. 敘述事故與事件之詳細情況。
5.  使報告達到合乎邏輯結論或結果之分析與評論，以確
定對事故事件有影響之所有因素。

6.  依國際海事組織事故與事件資料庫(Database)要求劃
分章節、分析原因及對原因要素之評論，包括機械方
面與人為因素方面。

7. 從防止類似事故之角度提出建議。
It stipulates the initial draft and the fi nal report formats 
of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essentially shall 
include:
1.  A summary on the basic facts of the incident, a de-

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and whether if there are any 
casualties, injuries or pollution.

2.  The fl ag state, the ship owner, the operator, the com-
pany, and the Ship Classifi cation Society.

3.  Relevant ship dimensions, detailed engine informa-
tion, ship crews, routine working status and other 
relevant matters, i.e. description of the service time 
on the ship and so forth.

4.  A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and detailed circum-
stances of the incident.

5.  An analysis or evaluation enabling the report to reach 
a logical conclusion or finding, which ascertains al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cidental incident.

6.  An evaluation analysis made i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incident and 
incident database’s demand by dividing it into sectors 
and chapters for analysis of elements leading to the 
causes, including the mechanical aspect and human 
factor aspect.

7.  To present recommendation from a standpoint of pre-
venting similar incidents.

1.  查80年12月18日修正之海事報告規則要求載明25項基本資
料提供調查與評議使用包含「一、製作海事報告年、月、
日。二、船名。三、國籍及船籍港。四、船舶所有人。五、
船舶營運人。六、建造完成之年、月、日。七、上次檢修
日期。八、總噸位及淨噸位。九、主機種類、數目及推進動
力。十、駕駛操縱系統。十一、觀測設備。十二、求救信
號設備。十三、載客人數及載貨數量。十四、船艏艉吃水。
十五、海事概述。十六、海事發生地點。十七、海事發生
時間。十八、天候、海象及潮流。十九、船長姓名及執業證
書。二十、輪機長姓名及執業證書。二十一、當值駕駛員、
輪機員姓名及執業證書。二十二、引水人姓名。二十三、海
事經過及處理。二十四、船長簽章。」。

2.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
第11點規定「第九點規定之海事檢查報告書或資料摘要，
應載明下列事項：（一）案由。（二）當事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所、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所任職務及任職
之公司或機構。（三）本案有關資料概述（包括當事人報告
及詢問有關人員之筆錄案件發生時間、地點、船舶名稱、噸
位、載重、吃水深度、船之長、寬、主機、氣象、航向、
航速、流向、流速、損壞狀況等）。（四）案情檢查經過。
（五）船長之海事報告。（六）案情研判。（七）擬議處理
意見。（八）參考法規條文。（九）其他。」

3.  評議小組決議所作成之「海事評議書」則無規範格式或應具
備內容規定，然現況檢視與國際海事組織規範海事調查報告
形式與內容存有相當差異。

1.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the Maritime Reporting Rules 
last amended on Dec. 28, 1991 demands 25 basic data for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use, which encompasses:  “I. 
the month, date and year in which the maritime report is pro-
duced; II. The name of the ship. III. The ship nationality and 
ship registered port. IV. The ship owner. V. The ship opera-
tor. VI. The month, date, year in which the ship is built. VII. 
The last inspection/repair date. VIII. The total tonnage and 
net tonnage. IX. The engine type, number and propulsion 
power. X. The driving maneuvers system. XI. The observa-
tion equipment. XII. The rescue signal equipment. XIII. The 
passenger count and the cargo loading quantity. XIV. The 
ship bow/rig draught lines. XV. An overview of the maritime 
incident. XVI. The location at which the maritime incident 
occurred. XVII. The time at which the maritime incident oc-
curred. XVIII. The weather, oceanography and tidal waves. 
XIX. The name of the captain and the practicing certifi cate. 
XX. The name of the fi rst captain and the practicing certifi -
cate. XXI. The duty driver’s name, the engine offi cer’s name 
and practicing certifi cate. XXII. The ship pilot’s name a. XXIII. 
The maritime incident process and response. XXIV. The ship 
captain’s signature”. 

2.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11 of the Maritime Evalu-
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Operating Guideline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maritime 
inspection report or data summary specifi ed under article 9 
shall clearly state the following matters: (I) Case abstract. 
(II) The name, date of birth, place of residence, uniformed ID 
card/uniformed taxpayer ID# or passport number of the case 
parties, the positions served and the company or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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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Ref.

規範事項
Regulating matters

國內執行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備考
Remark

     where employed. (III) An overview of relevant case data (in-
cluding case parties’ reports, depositions of inquiries made 
with relevant personnel at the time, location at which the 
case occurred, the ship name, tonnage, payload, draught 
line depth, the ship’s length, width, engines, the meteorol-
ogy, navigation direction, fl ow direction, fl ow speed, damage 
status and the like). (IV) The case scenario investigation pro-
cess. (V) The ship captain’s maritime report. (VI) The case 
scenario rendered. (VII) The proposed response. (VIII)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provisions referenced. (IX) Others.

3.  It has no stipulation on the specifi ed format or the requisite 
content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has voted on, which presents a certain gap when examining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report format and content specifi 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11

當領土範圍（含領海或沿岸）發生海事，船旗國或沿岸
國應在合理可行下儘速通知各具實質利益國。
It stipulates that when a maritime incident occurs within 
a country’s territorial perimeters (including the territo-
rial seas or coastal areas), the fl ag state or the coastal 
countries shall, without rational feasibility, promptly no-
tify each of the substantial interested states.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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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海員取證，應確保人身自由及遣返原居地等人權保障
措施。
It stipulates that when gathering evidence from the sea-
men, it shall ensure the seamen’s physical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safeguard measures of repatriating the 
seamen to their home country.

可見實務執行，但缺乏具體法規或辦法。
（查我國為保障船員權益所訂之船員法『100年2月1日修正』，
並無針對自海員取證相關權益保障規範，然其第 90 條規定賦予
主管機關得委任當地航政機關辦理有關船員管理、海事報告、航
行安全、海難處理⋯⋯等事項權限；故應可透過船員法修訂或由
航政機關頒布相關自海員取證之人權保障措施辦法進行補強）
Which can be seen in practical implement, but no comprehen-
sive laws, regulations or measures have been instilled.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the Maritime Law (last amended 
on Feb. 1, 2011) has not provided relevant equity safeguard 
guideline on gathering evidence from the seamen; however, ar-
ticle 90 stipulates that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been empowered to appoint a local navigation agency to pro-
cess relevant ship crew management, maritime reports, mari-
time safety, maritime distress response and related undertaking 
power authorities, which can be reinforced either by amending 
the Maritime Law or have the maritime and port agency an-
nounce relevant human rights safeguard measures in gathering 
evidence from the se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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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責任；各國應確保海事安全調查當局有提供給他們
足夠的物力，財力和合格的人員，使他們能夠根據本規
則開展海事安全調查工作。 
The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All countries shall en-
sure that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authorities sup-
ply them with suffi cient resources, fi nance and qualifi ed 
personnel, enabling them to launch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work based on the rules.

缺乏足夠資源，且未有具體規劃或辦法。
Lacking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there has not been tangible 
planning or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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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議籌組之海事調查員應具備A.996（25）號決議案中
所列技能，但並不排除使用具有其他任何方專長的海事
調查顧問，提供專家意見。
It recommends the organized maritime incident in-
vestors to command the skills enlisted in A.996 (25) 
resolution, and also does not rule out utilizing maritime 
investigation consultants with other forms of expertise 
to provide expert opinions. 

現行評議辦法訂有延攬相關背景或具專才人員參與評議工作，但
海事調查員之技能或培訓，無相關規範或培訓機制設計。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第
3條規範「評議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航港局局長、港務
長、航務組組長、船舶組組長及船員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
員由局長就下列人員中選聘之：（一）具有一等船長資格，並有
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二）具有一等引水人資格，並有三年以
上實務經驗者。（三）具有一等輪機長資格，並有三年以上實務
經驗者。（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代表。（五）具有驗船
師資格，並有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六）具有資望之有關教授
或教師。（七）具有資望之保險從業人員。（八）具有法官、檢
察官或律師資格，並有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九）具有資望之
會計師。（十）具有資望之海事公證人員。（十一）其他對海事
案件之處理特具經驗之人員。」及第5條規範「評議小組置執行
秘書一人，由航港局派科長兼任之，襄助執行評議小組事務；置
海事檢查員若干人，辦理海事評議業務」；上列檢查（調查）人
員現況未符合國際海事組織所建議之技能；餘人員由航港局長決
定之委員，其條件應屬符合本條所述「其他任何方專長的海事調
查顧問」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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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Ref.

規範事項
Regulating matters

國內執行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備考
Remark

Existing evaluation measures have specifi ed recruiting person-
nel with relevant background or experti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aluation work;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guideline or 
design of a developmental training mechanism for the skills of 
maritime investigators.
Due verification shows that article 3 of the Maritime Inci-
dent Evalu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Operating 
Guideline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tion team is to appoint eleven to thirteen council mem-
bers, with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tor, port director, 
navigation section head, ship section head, and crew section 
head being the natural councils,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cils 
are to be selected and appointed from the following personnel: 
(I) Those holding a class one captain qualification and have 
three years or longer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I) Those hold-
ing a class one ship pilot qualification and have three years 
or longer or practical experience. (III) Those holding a class 
one engine first office qualification and have three years or 
longer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V)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Council for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V) Those with a ship inspector qualification and have 
a three years or longer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VI) Relevant 
professors or teachers with qualification and reputation. (VII) 
Insurance industry personnel with qualifi cation and reputation. 
(VIII) Those with a judge, prosecutor or attorney qualifi cation 
and have three years or longer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IX)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with qualification and reputa-
tion. (X) Maritime notarization personnel with qualifi cation and 
reputation. (XI) Other personnel with special experience in 
handling maritime cases.” Article 5 stipulated that “The evalua-
tion team is to appoint one executive secretary, which is to be 
overseen by a section head assigned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o assist the administrative portion of the evaluation 
team and is to appoint several maritime inspectors who are to 
process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operation.” The above listed 
inspections (investigation) of personnel’s skills do not meet 
that recommen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
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cil personnel ar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director. Their criteria shall 
comply with the qualification as “other maritime investigation 
consultants with any form of expertise” the article describes.  

15

通知涉入各方及開展調查；在合理可行下，儘速通知各
涉入方（含船東、代理人等），展開調查工作相關訊
息，並告知其權利和義務。
It stipulates to notify all involving parties to launch the 
investigation; With all rational feasibility, it stipulates to 
promptly notify all involving parties (including the ship 
owner, agent and so forth) and launch the investigation 
work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as well as informing the 
involved parties of their entitlements and obligations.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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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調查；應建立國內執行調查工作適當的辦法，並確
保海事調查所遵循的方法符合A.884（21）修訂建議，
及考量包含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勞工組織所提相關建
議，調查中應考量國際安全管理（ISM）規則規範。
Coherent investigation: it stipulates that adequate mea-
sures shall be instilled locally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
tion work and ensure that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conforms to A.884 (21) amended 
recommendations, as well a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relevant recommendation presen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
z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considerations shall be 
made to incorporate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Manage-
ment (ISM) rules and guidelines. 

可見部分實務執行已將相關規則納入考量，但並無制度機制設
計。
The visible portion of the practical implement has had relevant 
rules streamlined into consideration;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a systematic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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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Ref.

規範事項
Regulating matters

國內執行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備考
Remark

17

資訊保密；國家應確保調查員係基於促進海事安全執行
調查，並基於此規則不使相關紀錄資料披露，作為民、
刑事訴訟使用。
Information confi dentiality:  The state shall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ors have executed th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bridging maritime safety and have ensured, based 
on the rules, that relevant records and data will not be 
disclosed or be used in civil or criminal litigation.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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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案件涉入方與證人保護；國家應提供法律保護予提供證
據資料之個人，以防止因此可能導致該員涉入相關民、
刑事訴訟；另於取證過程中應告知並保障其應有之權
益。
It stipulat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volving parties and 
witnesses; the state shall provide legal protection to in-
dividuals supplying the evidential data to prevent involv-
ing said person in relevant civil, criminal litigation; also 
in the evidence gathering process, the person shall be 
informed of and be protected of their rightful equity.

無相關機制設計。
Lacking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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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事故調查報告草案和最終報告，應提供有關利益方審視
並有回覆意見管道，並防止調查報告作為相關訴訟中的
證據。
Th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 draft and the final 
report stipulates that a venue shall be provided for 
pertinent interest parties to review and respond their 
opinions and also help to prevent the investigation re-
port from being used as evidence in relevant litigation 
proceedings. 

現行評議辦法訂有30天審視期及提請復議規定，但無防止調查
報告作為相關訴訟中證據的相關機制設計。（見101年8月17日
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第2條、第14條及第17
條規定）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measures have specified a 30-day 
review period and stipulations for fi ling for a reevaluation; how-
ever, there has not been any relevant mechanism design to 
prevent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from being used as evidence in 
pertinent litigation.  (Refer to stipulations set forth under article 
2, article 14 and article 17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Team In-
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Operating Guideline promulgated on 
Aug. 1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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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調查；當有新證據出現可能導致分析與所得結論有
重大改變時，應考慮重啟調查。
Restart the investigation:  When new evidence emerges 
that may likely to lead to major changes to the analysis 
and the conclusion derived, restarting the investiga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無完整機制設計。
（查101年8月17日令頒之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業要點第
17條規範「當事人收受海事評議書後，發現足以影響評議小組
決議之新事證者，得向航港局申請海事案件重新評議。前項申
請，應自海事評議書送達後三十日內為之」；我國因以行政調查
及裁處為主，雖作業要點第2條第4項將「有關船舶航行安全之
建議改善事項」列為主要任務之一，然申請海事案件重新評議，
並不必然確保進行以安全性為主體的調查與分析工作。）
Lacking any mechanism design.
Due verifi cation shows that as stipulated under article 17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ical 
Operating Initiatives, “A part, when uncovering new material 
evidence enough to affect the evaluation team’s decision of 
their ruling, may apply with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for a 
revaluation of the maritime case.  The foresaid application shall 
be sought within a thirty day-period following the delivery of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ruling.” Taiwan, primarily based on admin-
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judgment ruling, although has enlist-
ed par 4, article 2 of critical operating initiatives for the “recom-
mended improvement concerning ship navigational safety” as 
part of the primary missions; but, applying for a reevaluation of 
maritime cases does not necessary ascertain the progression 
of the safety-orient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ork.

建
議
性

R
e

c
o
m

m
e

n
d

a
tio

n

二、結語

臺灣，看似個小小的海島，但卻是不折不扣的

海運大國，我國國人擁有的船舶噸位高居全球第十

位。然環顧臺灣海洋發展的這幾十年歲月，我們在

不經意中，讓許多的生命、有形財產，及乾淨的海

洋環境，默默地隨著每年數百起的海上事故，被無

情的消耗與消滅。

《戰國策‧楚策四》：「見兔而顧犬，未為晚

II. Conclusion 

Taiwan, seemingly a tiny island, is yet undoubtedly one of 

the leading maritime shipping countries and the ship tonnage 

per citizen continues to rank high in the top ten worldwide.   

However,looking back through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in 

which Taiwan’s maritime development has progressed, we 

have unwittingly sacrifi ced countless lives, tangible assets and 

clean ocean environment thanks to hundreds of maritime 

casualties that occurred in each year.

The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trategy of Chu, 

Volume IV” states that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fend the canines 

upon spotting the hares and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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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新書‧連語》：

「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

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海難、海上事

故，難以完全避免，但是卻可透過一定的機制達到

預防的效果；「海事調查機制的建立」及所延伸的

「海事預防機制的檢討施行」，都會是非常積極的

作法。總結國際海事組織海事調查章程與國內現行

運作中的海事調查機制比較，存在著下列幾個值得

我們繼續關注的議題：

一、 國內啟動海事調查的條件與機制與「海事調查

章程」所訂定者頗有差距。

二、 國內無法確保海事安全調查獨立於民事、刑事

和以處罰為目的行政調查之外。

三、 國內海事調查機制設計無法確保調查工作不受

涉案人員或相關組織干涉。

四、 國內調查實務工作缺乏法令或行政辦法規範與

保障。

五、 涉入調查案件之關係人與證人等，在相對之權

利與義務上，我國應建立制度規範與保障。

六、 凡涉及第三方或其他實質利益國配合海事調查

的作業與協調，我國目前無制式管道與作業機

制。

七、 國內海事調查報告內容與運用作法與「海事調

查章程」之建議差距太大，也未見正式海事調

查報告向公眾與業界公開，更遑論將重大海事

事故的正式調查報告提交予國際海事組織。

八、 國內海事安全工作所需之調查員及海事專家，

其遴選、訓練、任用及執行調查工作，應建立

制度性規劃與保障。

上述議題所衍生的，一者，欠缺應有的專業、

中立與客觀的事故調查組織；再者，事故調查制度

欠缺縝密規劃與適當法律規範，致整體呈現混沌與

曖昧不明；三者，難見事故調查具體成效之展現。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再深入檢討的。

從分析各主要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海事安全

體制中發現，各國幾乎都設立有主導海事安全

的機構，如英國的海上事故調查局（M a r i n 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美國的

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日本的運輸安全委員會

（Japan Transport Safety Board, JTSB）、澳大

retroactive remedy amid the slay sheep.”  The West Han’s 

“Xinshu Volume V” states that “It serves as deterrence to the 

latter vehicles amid the toppled vehicle in front.”  As maritime 

distress and maritime incidents are diffi cult to avoid completely, 

it is feasible to utilize certain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preventive e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ystem” and the review of “maritime prevention mechanism” 

are some of the very active approaches.  As a recapitulation, 

by compa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and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currently in operation, there are a few 

existent subjects that warrant our continued attention:

I. There is quite a gap between the criteria and the 

mechanism the domestic maritime investigation follows 

in Taiwan than that stipulated by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II. There is no safeguard to ascertain that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can be kept independent from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oriented around the Civil Code, Criminal 

Code and penal action in Taiwan.

III. The design of the local maritim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is unable to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ork will not 

be interfered by case-involving persons o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IV. The local investigation practical work lacks the guideline 

and prot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V.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entitlements and obligations of 

related parties and witnesses involved in an investig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aiwan to instill a systematic guideline and 

protection.

VI. In terms of the work and coordination involving a third party 

or other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supporting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there has not been any systematic means or 

an operating mechanism in Taiwan.

VII.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content of the 

local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utilization 

measures than that recommended by the “Maritim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and the formal maritim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have not yet been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or the industry, let alone presenting the formal 

investigation reports of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VIII. It is necessary  to instill a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safeguard 

for screening, training and hiring of investigators and 

maritime experts for executing the investigation work 

needed for domestic maritime safety tasks.

Among the issues evolved from the foresaid topic, fi rstly, 

there is a lack of a professional, neutral and objectiv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 Secondly, th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system seems to lack thorough planning and adequate legal 

guidelines, resulting in a fuzzy and ambiguous overall structure. 

Thirdly, it may not fully demonstrate the tangible result of an 

incident investigation.  All of which warrant that we further 

review the process.

By analyzing the maritime safety system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leading maritime 

safety agency has been set up by world countries, e.g. the U.K.’s 

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Branch (MAIB), the U.S. National n Branchch (MAIB), the U.S. N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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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的運輸安全局（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 reau ,  ATSB）、加拿大的運輸安全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f Canada, TSB）

等。各國國情不同，機構位階有高有低，有直屬中

央部會級的，也有直屬交通部級的機構，但同一特

點就是，這些機構都是高度的專業、中立、客觀、

獨立的進行海事的調查與預防的工作。

海事調查工作的良窳，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海洋

事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指標，也是災害防救重要的一

環，各海事先進國家對此工作莫敢忽視。其實，制

度並無優劣之別，但求符合潮流、國情與需要才是

重點。不論在行政調查或安全調查工作的分野上，

應使之具備獨立行事能力，而透過組織與制度的設

計，是能達到兼容並蓄的。

目前我們的陸、海、空交通運輸安全體系，在

交通部下有「道安委員會」，在行政院下有「飛安

委員會」；然而，卻遺憾的獨缺「海安委員會」來

照顧與關心這維繫臺灣命脈的海運安全。

成立「海事安全委員會」可由專業、中立、客

觀、獨立的海事調查著手，透過預防與建議事項的

提出糾正與安全宣導，逐步推動、督促各有關部門

落實預防機制，甚或進一步擴充職權，監督船舶檢

查工作的執行，或督導港口國管制的功能，則此一

組織及足以達成維護我國海事安全的功能與使命。

未來不論是否籌組「海事安全委員會」，我們

尚可透過海事調查工作的精進、積極參與國際海事

的相關組織、檢討國內海洋事務管理單位的組織再

造，以及海事相關法規的修（立）法工作等途徑，

更務實的思考國內所需要之海事管理體制與事故調

查組織架構，區隔行政管理與安全性需求的差異，

在建構健全的調查程序、組織與法制基礎上，形塑

一個更安全的海事環境。莫使不幸的災禍徒然發

生，於其中卻毫無所獲，那可就真是災難中的災

難了。

（本文作者分別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

系副教授兼海事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航運管理學研究所研究生、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副教授）

※文章參考資料已於66期刊登，故不於本期重複引用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 the Japan Transport Safety 

Board (JTSB), the 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reau (ATSB), 

and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of Canada (TSB).  While as 

scenarios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varied position rankings, on some on central and ministerial 

levels, and others on a ministry of transport level, yet there is 

one thing in common, which is all these institutions are highly 

professional, neutral and independent in executing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work.

As the quality of maritim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work can 

be regarded as a critical indicator in gauging how a country 

runs its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work and a 

critical link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world leading 

maritime countries do not overlook the importance of such 

task.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in the system 

itself and the critical approach is to ensure that it meets the 

world trend,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needs.  Regardless in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or safety investigation 

work, it is prudent to enable them with independent execution 

capability and through organizational and system design, it is 

able to achieve a dual complement and mutual support.

Currently,the “Roadway Safety Commiss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Flight 

safety commission”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land, sea and 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system. 

Nevertheless, what is obviously missing is a “maritime safety 

board” that can be devoted to the maritime transport safety 

that nourishes Taiwan’s bloodline.

By forming a “maritime incident safety committee” 

to introduc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from a professional, 

neutral, objective and independent point of view and by 

utilizing prevention and recommended matters to prevent 

correctives and safety campaigning. In a steadfast promotion 

and supervision of all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the prevention mechanism, or even further expanding their 

fiduciary power to monitor the ship inspection work and 

enforcement and monitor the port country’s control function, 

the organization will achieve the functions and missions of 

safeguarding Taiwan’s maritime safety.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maritime incident safety 

commission” will be organized in the future, we may also 

rely on refining maritim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work,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review the organizational reengineering of local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entities, as well as truthfully 

ponder the maritime management mechanism through the 

means of amending/legislating the law on pertinent maritime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needed in Taiwan that segreg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safety still needs to 

instill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organization 

and legal system for establishing a safer maritime environment. 

Even in the worst scenario where a disaster should happen, 

it will be a disaster on top of the disaster if nothing can be 

learned from it. 

(The authors of the thesis are respective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and the associate professor,and 

g raduate  s tudent  o f  Depar tment  o f  Sh ipp 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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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海巡署為因應105年起停止徵集常備兵，屆時

將無常備兵之撥補，且配合推動募兵制，義務役轉

換志願役人力尚須視志願士兵招募成效而定。因

此，於人力轉換過度期間，為避免人力銜接空窗，

爰規劃進用替代役役男協助執行各項勤（業）務，

俾維海巡任務有效遂行。

鑑於內政部役政署（以下簡稱役政署)為落實

替代役役男關懷鄉土、熱心公益情操，爰頒定「擴

大替代役役男從事公益服務實施計畫」，並於本

（103）年函發「103年替代役役男寒冬添愛送年菜

實施計畫」、「103年替代役役男歲末年終獨居老

人居家關懷及環境清潔實施計畫」及「103年替代

役男溫馨關懷弱勢學童寒假期間課後照顧計畫」等

3項特定時間公益服務計畫，該署希冀役男於服役

期間除執行勤務外，亦可藉由參與相關公益活動，

培養關懷弱勢、尊重生命、愛惜資源及積極生活之

態度，進而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拋磚引玉引起大

眾的共鳴，並有效提升單位形象。

為配合役政署公益服務相關計畫，海岸巡防總

局自102年7月進用替代役後，在不影響勤務及人員

作息前提下，啟動各項公益服務活動，並從102年

第4季（10至12月）開始與附近鄰里與民眾密集互

動（協助環境清潔及送餐，如附表1）；更於本年

度寒假期間結合駐地附近之社會資源（華山基金會

及臺北市興華國小，如附表2），參與獨居老人送

餐、環境清潔及弱勢孩童寒假期間課後輔導等公益

活動，成效卓著。

從照片中彼此互動的畫面就可以感受到，海岸

巡防總局警衛第一、二中隊、通資第一中隊替代役

役男及幹部，從「關懷、愛心」的角度出發，共同

執行種種公益活動，而每一次的付出，都讓雙方得

到了不同的感動與體認。海巡署進用替代役，將其

廣泛運用在為民服務的範疇中，不僅讓受服務者感

到溫暖，也讓這群替代役弟兄，獲得難忘的人生

經驗。

資料整理｜邱天鴻

— 海岸巡防總局替代役執行公益活動
情形

關懷與愛、真心無法「替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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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地點 服務對象 服務期程
已服務次
數

服務
時數

役男出勤
人次

接受服務
人次

警衛第一中隊 關懷獨居老人 興得里
獨居老人
（9人）

102年10月 23 23 46 207

警衛第一中隊 關懷獨居老人 興得里
獨居老人
（9人）

102年11月 21 21 42 189

警衛第一中隊 關懷獨居老人 興得里
獨居老人
（9人）

102年12月 22 22 44 198

警衛第二中隊 環境清潔 秀山里 居民家中
102年

12月25日
1 1.5 11 20

通資第一中隊 環境清潔 興得里 居民環境
102年

12月29日
1 1 4 0

總數統計

本年累計已服務次數：68次
本年累計服務時數：68.5小時
本年累計役男出勤人次：147人次
計本年累計接受服務人次：614人次

服務地點 服務對象 服務期程
已服務次 服務

附表1（102年10至12月服務成效）

關懷獨居老人、弱勢學童及送愛心便當

替代役弟兄從事公益活動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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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海巡署不僅在執行各項海巡工作上展現漂亮的

成績，對於轄區內的人、事、物更用心經營，而人

的一生，究竟能過多久，任誰也無法掌握，但如果

能在有限的生命中，為社會略獻一己綿薄之力，讓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真心」變得更近，因為

「無私奉獻」變得無可「替代」，那又何樂不為呢！

最後，海巡署仍將秉持內政部役政署計畫內容

之精神，持續配合推動相關公益服務活動，讓社會

大眾看見「替代役」之愛心，更能看見「海巡」熱

心服務精神。

服務單位 服務項目 服務地點 服務對象 服務期程
已服務
次數

服務
時數

役男出
勤人次

接受服
務人次

警衛第一中隊

歲末年終獨居
老人居家關懷
及環境清潔實
施計畫

萬興里
獨居老人
（11人）

103年1月20、
21、24、28日

4 14 8 44

警衛第一中隊
寒冬添愛送年
菜實施計畫

萬興里
獨居老人
（11人）

103年1月20、
21、24、28日

4 14 8 44

警衛第一中隊
溫馨關懷弱勢
學童寒假期間
課後照顧計畫

興得里
課輔學童
（28人）

103年1月21日至
2月10日（不含
國定假日）

11 22 22 308

警衛第二中隊

歲末年終獨居
老人居家關懷
及環境清潔實
施計畫

景德街
獨居老人
（11人）

103年1月20、
21、24、28日

4 14 8 44

警衛第二中隊
寒冬添愛送年
菜實施計畫

景德街
獨居老人
（11人）

103年1月20、
21、24、28日

4 14 8 44

總數統計

本計畫期間累計已服務次數：27次
本年累計服務時數：78小時
本年累計役男出勤人次：54人次
計本年累計接受服務人次：484人次

服務

地點 服務對象 服務期程
已服務 服務 役男

出

附表2（103年1月迄今）

環境清潔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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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黃色小鴨於基隆港盛大展出，「新

北艦」配合主辦單位基隆港務分公司邀約參與活

動，並首度開放登艦，讓各地民眾可以透過不同角

度，欣賞高達18公尺的黃色小鴨風貌，更能一睹海

巡署目前旗下最大的巡防艦－「新北艦」風采。在

長達一週的綿綿細雨，展出的這天陽光稍稍露出了

蹤影，有著灰色城市之稱的基隆市，像是被塗上繽

紛的彩妝般，頓時熱鬧了起來。「新北艦」在剛結

束了5天的救援任務後，遠從日本宮古島海域返回

基隆港，在重整旗鼓一番後，甫靠港，大批人潮早

已湧入淹沒了碼頭，在眾人引頸期盼下，夥伴們各

司其職火速到達崗位，準備好迎接民眾們來訪。

本次參訪的動線安排，首先登上直升機起落甲

板，再上01甲板參觀20機砲，接著經過救生及警

備艇直至駕駛臺，最後再到前甲板參觀40快砲；

每個動線都有安排人員做安全維護及解說，讓民眾

能詳細了解「新北艦」的武力配置及在海上執法、

救護、海洋保育的能量。參訪的民眾多數是父母親

帶著小孩，一家人同來，也有朋友、同事相約來參

觀，上下舷梯對老弱婦孺來講尤其危險也不方便，

而我們同仁也都很主動的伸出援手，抱起小朋友走

文｜許恆瑜

過舷梯，更逗趣的是，在一旁的老奶奶也鬧著玩的

說著：「我也要抱抱」，身旁民眾聽了也忍不住地

會心一笑。對初次登艦參訪的民眾而言，許多沒見

過的東西都是他們眼中的新鮮事，不管是大朋友、

小朋友還是老朋友，都把握這難得的機會發問，大

至40快砲或是警備艇，小至船舷的小標籤或圖示，

都不放過；他們的問題也造就了許多趣聞，像是將

救生艇被誤認為潛水艇，將吊臂誤認為是防空炮等

等，都引發哄堂大笑；然而也有天馬行空的想法，

像是將直升機起落甲板加長改裝成為戰鬥機跑道，

變成航空母艦，讓現場的氣氛是又開心、又熱鬧。

雖然多數民眾對於海巡署巡防艦一知半解，但

同仁們都不厭其煩的向他們解釋，讓他們了解巡防

艦的任務性質不同於國軍艦艇，加上參訪民眾絡繹

不絕，排隊的人潮也使原本預定結束的時間，一再

往後延長，當日登艦參訪的人數亦多達四千一百餘

人，可見得巡防艦的魅力也不亞於黃色小鴨。任務

結束後，艦上人員都對此次執行參訪任務感到深

刻，尤其是艦上女性同仁，用親切可掬的笑容，歡

迎登艦參觀的民眾，也成為當天活動吸睛的焦點。

基隆港務分公司致贈紀念品感謝海巡人員辛勞

文｜許恆瑜文｜許恆瑜

「新北艦」配合基隆
黃色小鴨展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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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看見
任務圓滿結束後，我們收到來自各界的讚揚及

鼓勵，其中有位參訪民眾楊小姐，為了表達感謝之

意，特別寫信至署長信箱致謝，內容提到：「艦上

所有人員都很親切，對每一位民眾都很貼心，上下

樓梯門檻總是有人在旁提醒，問任何問題都有專人

耐心解說，危險地方也都安排人員駐守，艦長也親

自來跟排隊民眾致意，參觀動線和標示也都很清

楚，整個參觀過程讓人很舒服也很開心。」，民眾

的支持與鼓勵，是鼓舞我們海巡同仁工作上精進的

最大動力。藉由這次的活動，不僅讓民眾對海巡艦

艇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更無形中拉近了與民眾之間

的距離。

隔週，在許多民眾意猶未盡的呼聲下，僅此一

遭的參訪又再度開放。於是，滿滿一天的參訪行程

便在天公作美的好天氣下展開，同仁們秉持著服務

至上的態度，犧牲假期也在所不惜，不辭勞苦的進

行整備，就是想將最好的一面呈現給民眾；延續前

例，民眾的熱情依舊，湧入的人數突破上週紀錄，

總計將近五千餘人；「新北艦」同仁以絲毫不減的

熱情、依舊燦爛的笑容，換來每位民眾賓至如歸的

心，也成功為機關的形象做了最好的行銷。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民眾登艦參訪情形

參訪20機砲 民眾耐心聽取艦上裝備說明

同仁主動協助民眾及小孩離開巡防艦

駕駛臺參訪 東3碼頭排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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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接觸檔案管理這份工作後，常回憶起初任

幕僚職務時，曾因找不到關鍵性歷史檔案而滿頭大

汗的窘境，過程雖極力請教資深前輩及嘗試各種方

式補救，但到頭來還是得不到成效，讓自己深受打

擊，這才知道，原來平常管理的「基本功」沒做

好，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因為，不但無法有效解

決問題，更會影響工作效率。其實，檔案管理在所

有的公務機關是最基礎的一環，每位公務員一定都

使用過檔案，但沒有體會與接觸，就無法窺探其中

奧妙。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

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一語道破檔案是經驗的傳承，也是智慧的印記，對

國家或個人而言，更是珍貴的文化資產與傳家之

寶，因為它忠實刻劃著時代巨輪轉動的軌跡。

東部地區巡防局在歷經機關改隸的過程中，曾

經擁有許多珍貴檔案，但就是因為缺乏完善的管

理，使得部分檔案產物因缺乏良好保存環境而遭破

壞甚至面臨銷毀命運，而海巡署成立已邁入第14個

年頭，恰與檔案法公布施行時間相當，很幸運的，

歷任局長都相當重視檔案管理工作，而現任局長

許績陵更了解檔案是機關的一大瑰寶，要想完全發

揮檔案法「健全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開放與應

用，發揮檔案功能」所賦予的使命，必須有相當的

努力與付出，於是便帶領著我們參加第11屆金檔獎

評選。其主要用意是想藉由這樣的機會，讓同仁重

視檔案管理這項工作。

參選過程中，許局長為強化檔案管理人員能

力，除積極改善檔案管理工作內、外環境，完備檔

案管理設施及資料外，也建立各種標準化、資訊

文｜黃德男　圖｜東巡局提供

化、數位化及應用服務，以追求檔案法制化及保

護機關文化資產，以期能向外界展現更多具體成

效。同時亦成立「檔案管理工作圈」匯聚同仁創新

巧思，籌建全新的檔案大樓，完成複合式檔案典藏

空間，並擴大徵集花東海巡文物，設置特色文化廊

道、史蹟館等，以擴大檔案應用效益；另外也籌設

改造「海洋驛站」等展示空間，藉由提供民眾參觀

與遊憩時機，成功行銷機關文化及檔案價值，有效

活化了檔案生命，也創造出檔案多元價值，而受評

選委員青睞，獲得了第11屆金檔獎之殊榮。

此次能獲得金檔獎之肯定，也點燃了自己和大

家對檔案管理的熱情，尤其在局裏全體同仁的用心

投入下，不辭辛勞徵集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成功

使枯燥無趣的檔案變成活化跳躍的知識力量，不再

僅僅是藏諸石室之金匱，而且持續將成效擴散，同

時結合東部地區巡防局「追求卓越」、「優質服

務」與「機關品牌」之服務宗旨，給予民眾享受e

世代快速、便捷、舒適且優質的應用服務，使機關

檔案寶藏與價值能廣為發揚，歷史得以存續，未來

海巡文化更能不斷蛻變，展現其耀眼風華。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東巡局運用全新改造空間展示檔案多元用途，實際提供民眾參觀

努力獲得肯定，
局長許績陵出席

第11屆金檔獎

頒獎典禮領獎

自從接觸檔案管理這份工作後，常回憶起初任
文｜黃德男　圖｜東巡局提供文｜黃德男　圖｜東巡局提供

檔管蛻變現風華、
「金」彩創造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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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看見花蓮商港的

幸福與感動
在日本人統治時代，雖然開發了蘇花公路，但

是在運輸方面還是無法完全很順利，於是創建了花

蓮港，剛開始只有3座碼頭，也因為有了這樣的開

發，花蓮港對花蓮經濟的地位相對重要，促使許多

企業在花蓮港設廠，如中華紙漿廠、臺灣水泥、亞

洲水泥及不少的大理石材廠等，更顯示了海洋運輸

的便利與未來發展性。加上近年來花蓮港濱的自行

車道多了可以騎單車巡禮花蓮歷史，讓這個充滿諸

多珍貴歷史與回憶的地方更加活絡了起來。 

目前在這兒服役的我，被它的美、被它所擁有

濃濃的歷史文化，深深的吸引。還記得我剛到花蓮

商港安檢所報到的時候，第一次遇上了港巡勤務，

手裏拿著觀通機，聽著另一頭不停回報即時訊息

「請問花漁41臺，是否監控到A類目標？該船特徵

為⋯」，要安檢所派員前往鳥踏石仔支援，於是帶

班幹部和我快步前往，心裏正感到無比緊張，又不

停想著：「沒經驗的我，該怎麼辦！」，此時，腦

海裏突然閃過在書中看過的一句話：「你的態度，

決定你的高度」，頓時發現，為何不轉個念，想想

自己當兵不就是要為社會付出一點貢獻，當下，心

文、圖｜陳姿廷

靈便充滿了力量。因此，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看

見鳥踏石仔那一剎那，它的美，讓我慶幸著：「還

好來了！」。面海的眺望臺沒有任何阻礙，可以清

楚看見海面動態，也可以欣賞整個漁港的風采，緊

接著，走向聽海亭巡邏簽到，沿著單車步道走，波

光粼峋的海面，延伸向天際，再經過親水碼頭，映

入眼簾的藝術長廊，瀰漫著咖啡香，還有特大號的

郵箱，刻著「青鳥遞真情，天涯傳幸福」的字樣，

最後走過曙光橋，遊客可從老照片中尋找失落的

「老花蓮港」景象。

檔管蛻變現風華、
「金」彩創造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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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原名「洄瀾港」，「洄瀾」是早期來花蓮開墾的人們，看見沿岸的溪水與海水因衝撞而

不停的來回迂繞，一陣一陣像煙火般的小漩渦，因而取「洄瀾」（源自閩南話的發音）。清朝嘉慶

十七年（西元1812年），部分漢人開始從宜蘭移墾，見岸際溪水日夜奔注，時刻與海浪衝擊而形成

縈迴的狀態，遂稱之為「洄瀾港」。「洄瀾港」諧音為「花蓮港」則見於清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

年），沈葆楨奏請開後山路、設撫墾委員：「分東臺為三路，以總兵吳光亮辦之。南為卑南，中為璞

石閣，北為花蓮港。」又：「木瓜最悍，以窮來源，乃以宣武左右兩軍，分成東澳、大南澳、大濁

水、得其黎、新城、加禮宛、花蓮港、吳全城等，以備不虞。」花蓮港之名由此而來。

一群早年的移民，主要是由宜蘭龜山島遷移來的，一些是噶瑪蘭的族人，當他們看見花蓮外海的

一塊大礁石上，棲息著許多海鳥，便大聲驚呼：「看哪！鳥踏石仔」。後來移民人數越來越多，之後

大家開始用這個名字來稱呼這個村落。「鳥踏石仔」在花蓮港尚未擴建前是一個將近百戶住家的漁

村，漁村聚落成形於日據昭和年間；民國七十八年因港口擴建需要而遷村。過去鳥踏石村前有一座丁

形防波堤，當年常是年輕朋友垂釣、散心、談情的地方。

1.蔣慧瑜，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2.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A%B1%E8%93%AE%E6%B8%AF 維基百科

3.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5073005534  YAHOO花蓮港

4.http://hualien-bike.myweb.hinet.net/history.htm歷史淵源

花蓮港由來

「鳥踏石仔」名字由來

參考資料

無論是在海天景色下嗓飲著幸福，抑或是按下

快門，留下回憶的人們，都一同在此刻見證了花蓮

商港歷史的演變。到了晚上，也是我最喜歡的時

刻，夜晚一路巡邏至轄區內的觀星亭，這裡有座白

色的燈塔，不時照射出強有力的光束，為辛勤工作

的漁民們照亮回家的路，這樣的畫面，讓人有種踏

實感，直到一日勤務的結束，感動的氛圍，還深深

的在我心中迴盪著。夏日的太陽總是特別早起，著

名的東海岸沿途可以將整個七星潭沿岸所延伸的風

景一覽無遺，平日忙碌的人們，有多少時間可以停

下腳步，好好欣賞這世界的美。此刻，想起我們在

花蓮商港一起流汗、一起成長的日子，一股暖意湧

上了心頭，這些共同的回憶永遠難忘，感謝讓我有

與大伙相遇、相知的機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三岸巡大隊花蓮商港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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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2012年的聖誕過後，新年前夕，懷著初次造訪

歐洲的期待心情，踏上為期八天的旅程。從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起飛，在廣州轉機，目的地是荷蘭阿姆

斯特丹機場，也以此為西歐三國行的起點，途經比

利時，最後抵達巴黎。

在荷蘭的第一站是風車村，在木鞋工藝工廠見

識到荷蘭人為了順應自然天候而創造出的白楊木

靴。隨後前往擁有狹窄運河與巷道的佛倫丹，如珍

珠項鍊般環繞湖畔的漁村仍舊保有其傳統風貌。

荷蘭市區中水道橫越，搭乘玻璃船遊覽運河，被綠

蔭籠罩的水上街道，輝映著五個世紀以來壯麗獨特

的建築式樣。當然也參觀了全西歐最負盛名的紅燈

區，一探那傳聞中櫥窗中的女郎。次日造訪海牙，

皇室家族的官邸都設於此地，國際法庭的所在地和

平宮、荷蘭政治中心的國會議事堂也都座落於這個

城市中。緊接著前往世界最大港口的鹿特丹，探訪

造型奇特的立體方塊屋。而後的景點是荷蘭文化遺

產－小孩堤防，在瑟瑟冷風中欣賞到各具特色的風

車景觀。

在比利時參觀了兩處，首先是比利時的首都－

布魯塞爾，世界馳名的小童溺尿像前人潮熙攘，兩

邊的巧克力名店陳列開來更是吸引無數遊客。之後

續往大文豪雨果譽為「歐洲最華麗的客廳」並被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黃金廣場，

鋪設著美麗石磚的大廣場周圍盡是文藝復興和巴洛

克式的建築。第二個景點是全比利時保存最完整的

中世紀小城，素有「小威尼斯」之稱的布魯日。當

文、圖｜林紀葳

地建築以哥德式的文藝復興

時期的樣式為主體。

到了巴黎的那天，看著

車窗外掠過的街道市景，內心

因為身處花都而深深悸動著。

在落日餘暉下，站在人來人往的香榭里舍大道上遙

望宏偉的凱旋門，雖然觸目所及是現代化汽車及燈

光，但仍隱隱地感受到這座城市數百年來的歷史文

化。把握短短的時光造訪巴黎地標－艾菲爾鐵塔，

爬上蒙馬特山丘參觀羅馬拜占庭式的聖心堂。印

象最深刻的是羅浮宮。這個世界最大的博物館收藏

了人類文明史上無數藝術結晶，三大鎮宮之寶蒙娜

麗莎的微笑、勝利女神及維納斯女神像果真百聞不

如一見。搭了塞納河遊船，愜意欣賞兩岸矗立的古

蹟建築。而舉世聞名的紅磨坊夜總會秀也是精采萬

分。

這次的旅程雖短，但時機湊巧，恰好感受到歐

洲聖誕及新年的喜慶氛圍，確是十分特殊的經驗。

在三個國家的數個城鎮中，其實能夠很明顯地察覺

各地的不同民情。巴黎婉如華麗璀璨的珠寶盒，讓

人目不暇給，但荷蘭阿姆斯特丹散發的溫和開朗及

無限活力與比利時小鎮充滿童趣的建築和悠閒風情

更使人念念不忘啊！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二岸巡大隊林厝寮安檢所）

到了巴黎的那天，

看著

車窗外掠過的街道市景，內

心

因為身處花都而深深悸動著

。

作者沉浸在西歐美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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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立法委員姚文智、邱文彥率相關人員，由署長王進旺陪
同視導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102.12.1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3年元旦定期晉任佈達授階暨授
勳典禮（102.12.3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年度歲末餐敘，國安局局長蔡得
勝蒞臨指導，並慰勉海巡同仁（103.1.1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3年模範海巡（單位）暨績優心
輔人員頒獎活動（103.1.28）

基隆建德及八斗子國高中特教班至北部地區巡防局第
一三岸巡大隊參訪，海巡弟兄熱情解說（102.12.2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主動響應轄內天人宮舉
辦之捐血活動，並結合辦理廉政反貪及人才招募宣導
（103.1.8）

南部地區巡防局至高雄市大寮區永安兒童之家辦理「歲
暮送暖－『巡』找希望、彩繪祝福」活動（103.1.2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認養維護花蓮海岸有
功，大隊長陳朝陽代表單位接受花蓮縣縣長傅崑箕頒獎
（10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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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照海巡我最

北部地區巡防局宜蘭機動查緝隊於基隆市七堵區搜索，
查獲走私毒品嫌犯計4名（103.01.21）

北部地區巡防局新竹機動查緝隊會同臺北市文山一分局
於新北市三重查獲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嫌犯計2名
（103.1.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於夜間執行勤務時，查獲
非法走私香菸，約四百餘箱（103.1.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執行安檢勤務時，於山寶
輪碼頭查獲疑似私釀米酒數桶（103.01.1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會同高雄港務警察局查獲
「盈○」號貨輪利用水泥櫃走私「香菇」及「香菇絲」
入境（102.12.25）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會同財政部高雄關
稅局、高雄巿政府農業局及屏東森林警察隊查獲無良業
者屠殺海豚（103.1.1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卑南溪口查獲不肖廠
商偷排廢水，經環保單位稽查後，依法移送（103.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伽藍漁港辦理擴大威
力掃蕩，嚇阻不法情事發生（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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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於防波堤巡邏時發現呼救
聲，機警救援不慎掉落消波塊民眾（103.2.1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接獲通報，停泊港區舢
舨發電機冒出火苗，立即協助將其撲滅（103.2.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落水通報，於
王功岸際展開搜索，並尋獲其遺體（103.1.1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三條崙漁港協助不慎
落海漁民，並協助送醫（103.1.1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曾文溪安檢所發現誤捕
活體海龜一隻，儘速協助安置（102.12.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發現於鹽埔新港凸堤消波
塊處有民眾受困，馳赴現場救援（102.12.2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聯合警消及民間救難團
體於花蓮溪口搜救捕鰻不慎落水民眾（103.1.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七星潭安檢所守望人員
發現民眾跳海輕生，立即派人救援（103.1.25）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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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聯合消防隊、警察至轄
區內向冒險垂釣之釣客實施勸導（102.12.2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民眾報案車輛受困於
好美里沙灘，立即派員前往協助脫困（103.1.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崎漏安檢所於興達
火力發電廠沙灘處發現膠筏擱淺，立即前往救援
（102.12.2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聯合相關單位與白守蓮
居民共同為愛護環境及守護歷史遺址盡力（103.1.26）

民眾不慎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轄區摔傷，
醫官立即協助清洗並包紮傷口（103.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於苗栗新埔漁港岸際發
現民車深陷沙灘，主動協助脫困（103.1.15）

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接獲東港籍「海○○號」
漁船漁工受傷昏迷通報，緊急前往協助並後送就醫
（102.12.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年節期間主動關懷轄
內獨居老人及貧困家庭（103.1.25）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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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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