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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海巡雙月刊問卷調查

及



卸任署長王進旺（圖左）
將印信交接予新任署長王
崇儀（圖右），由行政院
院長毛治國（圖中）監交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海巡新紀元」啟動

新任署長王崇儀：

強力執法、決不退讓

行政院於103年12月8日舉行行政院暨所屬各主

管機關新、卸任首長聯合交接典禮，海巡署署長在

新任行政院院長毛治國監交下，由卸任署長王進旺

交接給新任署長王崇儀，象徵全新「海巡紀元」在

無縫接軌的傳承下，即將再次揚帆起航。王崇儀署

長在接任海巡署署長這項重責大任後，也強調未來

無論面對任何挑戰，海巡署將賡續厚植海域執法能

量，並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以新海巡思維，實踐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理念。而他也提出了三個明

確的方向，希望朝此努力，讓全國人民對於海巡署

的努力能更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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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一、 在海域執法部分，持續加強查緝海上走私及偷

渡，並精進救生救難能量。

二、 對於國人關心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部分，海巡

署一定強力超前部署，嚴懲嚴罰，讓我漁民安

心作業。

三、 在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爭議上，寸土不讓，另有

關南沙太平島碼頭興建及機場跑道整修工程，

將掌握時效，依限完工。

結束聯合交接儀式後，王崇儀署長便馬不停蹄

返回工作崗位，並召集一級單位以上主管及所屬海

洋、海岸總局總局長及各地區局局長，進行上任的

首次主管會議。會議中王署長表示，新舊內閣交

接，力求穩定、無縫接軌。當前重要工作，均照既

定政策，按部就班穩定執行。對於未來工作，也給

予海巡團隊明確指示。

會議最後，王崇儀署長強調，有關民眾關注的

議題，應發揮高度行動力及效率，讓外界能了解政

府執行的每項政策目的。例如近期針對大陸漁船越

界捕魚部分，將請該署法規會就五項執法手段包含

驅離、漁船及物品扣留、人員留置及裁罰等深入研

究。他也鼓勵同仁依法行政、大膽執法，才能有效

嚇阻違法囂張行為發生。於此同時海巡署近期為遏

止中國大陸漁船越界違規捕魚，在澎湖地區舉行擴

大威力掃蕩誓師大會，王署長也親赴主持。希望藉

由這樣的行動讓國人感受到政府「立即、有效」的

護漁作為，相信未來海巡團隊在他的領導之下，各

項績效，將再創高峰。

王崇儀署長指示海巡團隊凡事講求效率

雙月刊2014.vo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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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2月16日王署長親
赴澎湖督軍舉行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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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感性與知性」—

海巡署為前署長王進旺

舉辦榮退 歡 送 會

103年12月5日這一天對前署長王進旺而言，

是難忘又不捨的一天。王前署長一如往常的在主持

完年度最後一季海巡論壇後，回到他的座位上。此

刻司儀宣布，接下來要辦理的是王前署長榮退歡送

會，雖然同仁都知道這是既定的事實，仍難掩心中

那份長久共事所產生的情感。歡送會由新任署長王

崇儀主持，致詞時感謝王前署長打下了良好基礎，

讓他能做到真正的無縫接軌，帶領海巡團隊邁向新

紀元。緊接著代表全體海巡同仁致贈「功在海巡」

水晶紀念品、紀念相簿與新聞剪輯予王前署長做為

紀念，歡送會伴隨著同仁的感恩謝詞，襯托著淡淡

的音樂，雖然不捨卻也溫馨。

在海巡署任職8年10個月又13天，王前署長說

此刻自己即將卸任，在任期間非常感謝各位同仁

支持與協助。從任職以來，走遍356個安檢所、26

個總大隊、21個海巡隊、20個機動查緝隊以及東

全體海巡同仁起立鼓掌，感謝王
前署長8年10個月又13天為海巡
署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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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南沙指揮部，深刻體會到一線同仁的辛勞和付

出。他也以楊牧、王國維與席勒等詩人的詩詞比喻

公職生涯，說「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選擇靠

品味、相處靠趣味，分手要令人回味」。他覺得人

生旅途中，有很多偶然，如同他來到了海巡，這樣

的偶然，改變了他的一生。海巡署是個大家庭，你

我能相聚在一起，靠得不單純只是偶然而已，希望

未來能持續群策群力和無私分享智慧的種子，為提

升機關效能努力，讓海巡這塊金字招牌不斷發光發

亮。

王前署長談及自己在擔任公職以來，因為全心

投入工作，鮮少照顧到家人，說到激動處，他一度

哽咽，現場同仁也不斷以掌聲給予加油。他也說生

命旅程最值得珍惜而彌足珍貴的一部分，自己在確

定離開工作崗位時，心情彷彿如釋重負，如同他在

行政院歡送餐敘中所引用18世紀德國戲劇作家及詩

人席勒曾經寫過的一句話︰「青年人揚起千帆，航

行在大海之上；老年人則乘著破船駛回海港」，表

達將把接下來的歲月留給自己去探索世界。他也期

望未來還有政府組織再造、募兵制的推行、強化海

巡編裝發展方案、應勤無線電系統換裝方案、岸際

雷達換裝方案、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工程、臺北港

及臺中港海巡基地等重要工作仍需辦理，海巡同仁

仍需再接再勵，給予新任署長王崇儀最大的協助。

歡送會最後，王前署長步出禮堂，一一和同仁

們握手道別，也許就如同他曾經叮嚀過每一位海巡

同仁，在面對任何事的時候「要有勇氣來改變可以

改變的事情、有胸襟來接受不可以改變的事情、有

智慧來分辨兩者的不同」，如今他已經具備了接受

改變的勇氣，我們也相信任何事，只要有心就有

力，堅持著這樣的正向信念，開創屬於海巡團隊嶄

新的紀元。

歡送會上署長王崇儀代表全體同仁致贈帆
船水晶紀念品及相簿，並於12月25日邀請
前署長王進旺出席餐敘加贈海巡專業獎章
及勳績紀念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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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歡送會最後，王前署長忍不住拭淚，並和
大家一一握手道別

同仁代表獻上感性謝詞及致贈花束

為感謝前署長王進旺任
公職期間，戮力辛勞，
人事行政總處張副人事
長念中代表行政院前院
長江宜樺頒贈紀念牌

為為感感感謝謝謝前前前署署署長長長王王王進進旺旺旺任任
公公公職職職期期間間，戮戮力力辛辛勞勞，
人人人事事事行行行政政總總處處張張張副副人人人事事
長長長念念中中代代代表表表行行行政政院院院前前院院
長長長江江江宜宜宜樺樺樺樺頒頒頒頒贈贈贈紀紀紀念念牌牌

雙月刊2014.vol.72

7



文｜林召山　資料提供｜黃聰正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

緝隊與第八一、八二、八三岸巡大隊及高雄市政府

警察局前鎮分局等單位成立「昇揚專案」小組聯合

海洋巡防總局臺中、澎湖、臺南、布袋、臺東海巡

隊、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嘉義及雲林

機動查緝隊，共同於103年10月20日在雲林縣口湖

鄉牛挑灣溪出海口查獲無籍舢舨載運毒品，起出三

級毒品K他命毛重311.5公斤，市價超過新臺幣1

億元。

本案於103年中旬接獲諮詢檢舉，指稱中部地

區某毒品走私集團計畫近期利用無籍舢舨走私大量

毒品K他命入境，經專案小組長期蒐證並研判情資

屬實後，遂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

辦；103年9月下旬，專案小組投入人力及心力，在

長達3個月地毯式勘察搜尋下，於屏東東港地區某

修船場上架區鎖定一艘無籍舢舨，研判走私集團將

利用該舢舨從事毒品走私情事，隨即納編第八一、

八二及八三岸巡大隊司法組成員偽裝成工人實施

監控。

統合布偵撒法網

海陸夾擊擒毒梟

東巡局局長許績陵召開記者會說明，並
陳列311.5公斤K他命毒品

8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舢舨於河床擱淺
，海巡人員立即

登檢

毒品數量約有12大袋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舢舨完成修整後以陸運方式轉移至雲林四湖地

區民宅藏放，依照其外觀研判極有可能用於灘岸走

私，嗣經專案小組多次開會研討並綜整各成員蒐集

所得之資訊，衡酌地理因素及分析天候海象資料，

預判集團成員將於10月19至20日天候海象轉穩之際

走私毒品，專案小組即分點全程監控。

10月19日專案小組掌握主嫌已至福建平潭接駁

毒品，並研判嫌犯基於地利之便將從雲林口湖地區

或臺南七股地區搶灘上岸，查緝隊掌握上情後，針

對海上部分，立即協調臺中、澎湖海巡隊於海上部

署PP-10035艇及澎湖艦，岸際則於北港溪南北岸及

曾文溪南北岸由查緝小組埋伏，10月20日13時40分

專案小組成員掌握無籍舢舨回程航程時間與航線，

如期於外傘頂州外海域發現目標無籍舢舨，隨即採

海陸聯合部署口袋戰術實施追緝，打亂毒梟欲利用

漲潮時段衝岸走私計畫；15時45分，海上緝私艦艇

成功將該舢舨逼入牛挑灣溪出海口淺灘擱淺，16時

10分由查緝人員駕駛民眾舢舨再以保麗龍板涉水，

林姓嫌犯二人見狀原想棄船逃逸，未料沿岸均已部

署海巡人員，且查緝幹員拔槍冒險跳入海中攔截逮

捕，順利將人船貨一舉就擒。

然而，回憶起當時情況，有別於岸上人力部

偵，負責海上帶隊的艦艇駕駛員陳秉堅表示：103

年10月20日正值本艦執行澎湖海域北部巡弋任務

時，忽然接獲隊部勤指中心任務指示，為查緝毒品

走私案件需要，要求本艦火速趕往「海研五號」研

精準掌握無籍舢
舨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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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船失事地點處至外傘頂洲外海處之間配合作業，

就位後兼理艦長黃聰正便通知我帶班出擊，希望能

在「遠大近小，雙劍出擊」母艦小艇搭配下，完成

海上最後一道攔截防線，由於走私毒品的小舢舨目

標極小，稍不留心便可能從眼底溜過偷渡成功，其

危害社會之責任如萬斤大石壓在身上不敢鬆懈。

由於沿途已有臺中海巡隊巡防艇追隨，下午三

時左右黃艦長透過船位回報描跡研判目標已接近埋

伏攔截定點，遂下令由本人帶領小艇下水待命，果

不其然，不一會功夫便聽到黃艦長發現目標船出現

海域消息，隨即下達指令開始駕艇驅前攔截，當時

海象約莫五至六級，小艇隨著時間快速逼近，也逐

漸速度加快攔截，然橫浪無情不時拍擊攔阻，為增

取能見度，帶隊官也只能冒險站在小艇外面指揮，

不一會兒功夫就全身溼透，然此時為求火速成功攔

截，所有人腎上腺素都早已亢奮的掩蓋海水冰冷刺

骨的感覺。隨著小艇與走私船目標逐漸接近，在外

傘頂洲淺灘四伏的情況下，走私船業已發現本艇追

緝，在強大壓力下迫使該走私船筏喪失在其熟悉水

域內的優勢，失去理性的開始亂竄，整個追緝畫面

猶如電影情節浮現眼前，險象環生，不一會兒功夫

便從近海追進河口，進而將其逼近河床擱淺動彈不

得，在本艦通報岸上埋伏同仁展開天羅地網配合緝

案下，由岸上弟兄成功在舢舨上逮獲二名進退維谷

動彈不得的嫌犯和起出大批偽裝成袋裝茶葉的K他

命，圓滿攔阻這批毒品進入市場戕害國人健康。

此次破獲無籍舢舨走私毒品案件，因其手法罕

見，顯示走私毒品集團手法不斷翻新，加上近年來

臺灣地區毒品犯罪有成長趨勢，已嚴重影響社會治

安，海巡署長期以來執行「安海專案」將肅槍、緝

毒、查緝偷渡犯列為工作重點，以防杜不法份子有

可乘之機，本次查緝行動除展現本署打擊犯罪之決

心，以及岸海聯合查緝能量，未來將持續追查幕後

金主以阻絕源頭，俾落實貫徹政府肅毒決心，遏止

犯罪，以淨化社會治安，同時也呼籲社會大眾，向

毒品Say No，一起共同努力，打造無毒家園美好環

境。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本文查緝圖片及部分資料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澎湖海巡隊黃聰正

從飼料麻布袋裡起出分裝成綠茶包裝之K他命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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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翊峯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

緝隊會同臺東機動查緝隊、桃園機動查緝隊、第

八二、八三岸巡大隊及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偵四隊、

花蓮縣刑警大隊偵三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分別

於103年5月29日及9月29日在桃園及花蓮地區查

獲一級毒品海洛因12.95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828.9公克，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分別移

送桃園、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本案起緣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103年5月接獲民眾檢舉，指稱轄區內有楊姓與其同

夥鄭姓男子企圖於桃園及花蓮地區串起販售安非他

命之供應鏈，以獲取暴利。查緝人員在蒐整情資證

據後，同步在桃園及花蓮地區實施追緝，並向桃園

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從花蓮跨區前往桃園查緝。

但因楊姓男子曾有販毒前科，屬累犯，且陋習難

改，查緝隊人員歷經近四個月佈線、跟監及通訊監

察，終於確認嫌犯動向，遂立即報請桃園地檢署指

揮偵辦，且會同專案小組展開聯合偵查，並在檢察

官指揮下，於桃園縣龍潭鄉查獲楊嫌與鄭嫌，正與

另一名劉嫌進行毒品交易，當場起出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1,802公克，隨後更於花蓮市區查獲手下王嫌及

蕭嫌持有毒品安非他命26.9公克及海洛因12.95公克

等證物。 

執法｜Maritime Law Enfofof rcement海域執

合力    供應鏈
阻止安毒侵家園

斷
截

專案小組緝獲毒品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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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於監察楊嫌行動電話及行動蒐證期間

發現，楊嫌本來僅於北部販賣毒品，因花蓮地區毒

品運輸不易，市價較一般行情為高，楊嫌竟貪圖獲

利預計將販毒版圖延伸至花蓮地區並炒作花蓮毒品

市場，期間與毒品大盤商數度協商，亦頻從桃園開

車長途跋涉至花蓮與藥腳於隱密地點面談，此外花

蓮地區藥腳亦採用人頭電信門號等手段企圖躲避查

緝，在本專案小組經過長期抽絲剝繭分析各項數據

資料後，終於掌握充足犯罪人員、事證及據點等證

據，在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揮下順利偵破。

花蓮查緝隊也強調，近年來因吸食毒品人口日

益增加並蔓延全臺，針對危害東部淨土花蓮之犯罪

事件查緝向來不遺餘力，本案在專案小組發揮鍥而

不舍之精神並通力合作下，東北兩地合力將安非他

命毒品之供應鏈及時截斷，進而阻絕大量安毒流入

花蓮地區，可謂有效確保花蓮這塊淨土不被毒品污

染，更彰顯本署打擊犯罪之決心，同時也呼籲社會

大眾，切勿輕易碰觸毒品，以免遺憾終身。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嫌犯將毒品藏匿轎車及便
利商店天花板躲避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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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繼材　圖片提供｜基隆海巡隊

海洋巡防總局為展現護漁決心，防堵中國大陸

漁船利用鋒面南下前東北季風增強之際，大舉入侵

我北方三島周邊海域越界捕魚，遂由基隆海巡隊隊

長盧公宇申請調派大型艦協助，建請海洋巡防總局

將北方海域護漁範圍擴大至彭佳嶼海域，強化執法

能量，保護漁民權益。103年10月20日特別規劃威

力掃蕩勤務，透過第一（基隆）海巡隊聯合鄰近第

十六（澳底）海巡隊及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出動

掃蕩驅船離
海巡鐵腕護漁民

威力

2艦3艇，於20日23時起，針對中國大陸漁船經常越

界之北方三島海域，展開嚴厲掃蕩行動。

本次威力掃蕩成果，計帶案處理「浙○漁

22688號」、「浙○漁17018號」2艘並驅離中國大

陸漁船4艘，過程中雖遭遇抵抗，但本隊同仁，秉

持著打擊非法決心，誓要捍衛我國漁民生計，因此

排除萬難，將違法越界捕魚之漁船制伏，並帶回偵

辦。此次行動，亦希望藉由優勢艦艇戰略超前部署

遭帶案偵辦之越界
捕魚陸籍漁船

基隆海巡隊—超前部署取締　嚇阻漁船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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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落實執法行動，使國人「立即、有效」感受到海

巡署強力執法作為，該隊針對帶案2艘中國大陸漁

船將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80條之1處最嚴厲之行

政裁罰處分，以達嚇阻效果，彰顯維護我國周邊海

域資源之決心。

為維護我國海域安全及海洋資源維護，海洋巡

防總局未來亦將賡續強化各項勤務作為，藉以遏止

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之各式違規捕魚行為，維護北部

海域安全及海洋資源維護；103年度第一（基隆）

海巡隊對於北方三島海域，迄今計已執行驅離中國

大陸漁船84艘，帶案中國大陸漁船12艘，併罰鍰金

額達新臺幣2,850,000元。同時籲請民眾，若發現不

法或需海事服務，可利用海巡「118」免費報案電

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通報，海巡署將立即

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臺中海巡隊

臺中海巡隊—陸船越界捕魚　海巡掃蕩驅離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為保

護我國漁業資源，維護漁民權益，於11月30日配合

總局針對轄區苗栗、臺中、彰化海域實施全國性聯

合擴大威力掃蕩勤務，總計出勤巡防艇2艘，執行

人數15人，執行成果共帶案2艘、驅離5艘。

近年來，中國大陸漁船不時越界違規作業，尤

以在沿、近海地區違法從事毒、電、炸魚或拖網等

方式作業，除嚴重威脅我生態環境、漁民生計及航

行安全外，更使漁業資源日漸枯竭，嚴重衝擊海洋

資源，海洋巡防總局為強化執法能量，維護海域秩

海巡隊員登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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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保護漁民權益，於鋒面南下海象轉差前超前部

署，11月30日同步辦理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勤務，

本次勤務除派遣本隊巡防艇1艘外，另調派第十三

（布袋）海巡隊1艘，共計2艘巡防艇共同執行，以

苗栗、臺中、彰化限制及禁止水域為掃蕩區域，以

有效遏止中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確保中部海域漁

業資源。

此次案件執行過程，係臺中隊PP-10035艇於

臺中港外31浬處發現中國大陸漁船「閩○漁05193

號」於該海域捕撈作業，經驅離無效後即登檢該

船，並依據違反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32條及第80條之1，將人船（船長邱○躍等9

人）帶案押返隊部調查，期間該船謊稱絞網不配合

帶案惡行較大，故建請加重裁罰；就在執行完該船

帶案裁罰後，又再度接獲通報，13時12分於臺中港

外32浬處（24度37分N、120度04分E)再度發現中

國大陸漁船「閩○漁06819號」違規越界捕撈，本

隊立即前往取締，並依相關規定將人船（船長蔡○

追等10人）帶案進行裁罰，本次專案掃蕩勤務計行

政處分違規漁船2艘，執行新臺幣55萬元之罰鍰，

共驅離5艘中國大陸漁船。

第三（臺中）海巡隊表示，為維護中部海域安

全及海洋資源維護，自103年1月份起由全國各海

巡隊每月持續配合漁業署漁業檢查員，辦理「中國

大陸漁船越界暨沿近海漁業執法擴大威力掃蕩專

案」執法工作。未來亦將賡續強化各項勤務作為，

籲請民眾，若發現不法或需海事服務，請利用海巡

「118」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

通報，海巡署將立即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

巡防艇準備
靠船登檢

陸船用以捕魚
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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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逸右　圖片提供｜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

動查緝隊於103年11月4日18時許，會同本署第五

岸巡總隊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

等單位，於高雄市大寮區某出租大樓屋內，查獲林

○興、黃○益、黃○雅、張○祥等4名嫌犯（3男1

女）持有滾筒式霰彈槍1枝、烏茲衝鋒槍3枝、巴西

金牛座手槍1枝、改造90手槍5枝、子彈145顆及一

級毒品海洛因92.7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459.5公

克、大麻25.8公克、含安非他命成分咖啡包63.8公

克、三級毒品K他命504.7公克、不明粉末36.5公克

販毒擁槍危治安
海巡掃    不手軟

南部地區—屢犯不改遭逮篇

黑

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並持

續追查槍枝毒品上源，以維護國家治安及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

案件係緣起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黃弘宇檢

察官指揮本隊偵辦之毒品案，本隊於5月期間曾針

對林嫌進行查緝，惟當時僅查獲林嫌持有第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約40公克，遂等待林嫌交保後持續追

查渠等藏匿槍毒處所；但交保後林嫌異常小心，深

怕遭專案小組鎖定遂每日更換不同汽車旅館投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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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跟監查緝，本隊跟監林嫌長達4個月後發現林

嫌已鬆懈戒心，於9月底承租高雄市大寮區某大樓

作為長期販毒藏槍據點，專案小組見時機成熟遂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其租屋處執行

搜索，先於大樓地下室成功逮捕林嫌小弟黃○益等

2人，林嫌透過屋內連線大樓管理室之16支監視鏡

頭發現異狀即攜帶95萬現金與上膛90手槍3把與其

女友逃竄躲藏於頂樓安全梯，專案小組隨即由地下

室往上逐層搜索，最後於頂樓安全梯發現林嫌與其

女友，經專案小組心戰喊話後林嫌放棄抵抗棄械投

降。

近年來國內槍、毒氾濫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持續掃蕩擁槍販毒集團為

海巡署首要工作之一，本次專案小組人員本著鍥而

不舍精神緝獲槍、毒案件，對槍、毒防制及打擊犯

罪，極具正面意義，國人生命財產安全更有保障。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查獲林嫌藏匿之第1、2、3級
毒品及其持有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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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子賢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鑒於不法黑道份子覬覦九合一選舉活動龐大利

益，為杜絕其運用非法手段影響選舉，海巡署加強

查緝走私槍彈，以遏止組織犯罪不法活動，確維選

舉公平與社會治安。而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

緝隊日前接獲檢舉並掌握情資顯示，高雄市地區某

當舖為黑道堂口，擁槍自重揪眾滋事，嚴重威脅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與地方治安，遂與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鹽埕分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偵辦。

惟該集團行事縝密，且擁有查詢車牌電腦相關

高科技工具，可輕易取得車籍資料，導致專案小組

與其周旋過程中，花費不少心力，直至掌握相當事

證後，帶隊官立即報請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逕

行搜索，當日抵達現場時，我方小組成員，發現林

姓主嫌神情緊張，可能是察覺自己東窗事發，欲入

內取槍，準備放手一搏，由於當下情況急迫，為免

造成人員安全顧慮，小組人員立即以強勢手段控制

全場，並入內搜索，果然在林姓主嫌家內，起獲已

上膛之制式克拉克手槍、巴西制式左輪手槍各一把

及子彈60發，全案得以順利破獲，林姓嫌犯也在完

東部地區—擁槍揪眾滋事篇

成偵訊後，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方

法院檢察署偵辦。

由於制式手槍多半為黑道堂口宣示實力之用，

其資金來源與走私、販毒息息相關，近年各治安機

關大力掃蕩槍械後，制式手槍已然罕見，擁有制式

槍械之黑道堂口宛如駕駛雙B車輛之老闆，無論談

判、交易均取得一定份量，故制式槍枝奇貨可居，

一槍難求，國內黑道無不設法取得，本案所幸在全

體專案小組努力下，圓滿偵破，並及時化解可能的

衝突與駁火。

「黑幫、黑槍、黑勢力」，對於社會安定及人

民安全，都具有極度的威脅，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

查緝隊為貫徹政府「整頓治安、掃除黑槍」之政

策，將持續執行「安海」專案，將肅槍、緝毒列為

工作重點，並以「追查犯罪源頭及幕後集團」為目

標加強查緝，以維護慶典與選舉期間治安，保障國

家安定與人民財產安全。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查緝人員自微波爐中起出
藏匿槍枝，並清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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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嫌犯進行盤問及偵查程序

雙月刊2014.vo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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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哲彰　圖片提供｜第八巡防區

膠筏僻鄰運花菇
岸海聯合齊攔阻

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巡防區於103年11

月8日凌晨2時許，負責於社皆坑雷達站進行監控作

業林姓上兵分別於楓港外海5.3浬處及猴洞山外海

5.1浬處，發現文０號、國０號2艘膠筏正以航速10

餘節快速衝向岸際，明顯不符常態作業漁船，行跡

相當可疑，便依規定回報，後經高勤官執行長、執

勤官（員）、第六二岸巡大隊長及資深雷達作業士

等人員召開緊急應變會議，立即通報海洋巡防總局

第十四海巡隊派艇前往實施海上攔查，同時通報第

六二岸巡大隊值日官派遣線上督巡組隨船監控，並

通報轄區守望哨加強海面目標掌握，完成岸際及附

近道路封鎖部署查緝，遂於凌晨4時許順利由海巡

隊PP-3535艇於竹坑外海1.8浬處及埋伏人員於H會

館岸際三八三號橋等2處全數緝獲走私大陸花菇，

總計229箱約3,543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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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截膠筏後，海巡隊員
登檢查驗

攔截膠筏後，海巡隊員
登檢查驗

岸海夾擊，成功攔截三千
餘公斤大陸走私花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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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年來非法走私之香菇猖獗，已嚴重影

響臺灣菇農生計，且未經檢驗之大陸香菇可能因受

潮產生霉變，讓其含有鉛、硫、砷等有毒物質，若

讓人體食用後，恐將危害身體健康，因此為打擊不

法走私，在海巡署岸海聯合下，發揮了海上攔截及

岸際封鎖部署的高度查緝作為，讓查獲走私香菇案

件成功偵破。案件任務之所以順利達成，正是因為

同仁對於案情的了解，所以在掌握些許蛛絲馬跡

後，輔以豐富執勤經驗，立即做出了妥適判斷。從

巡防區執勤員通報到開設緊急應變中心指揮調度，

過程中每個環節，同仁們的用心，讓任務得以圓滿

成功。全案也在後續製作完筆錄後，將持續擴大追

查偵辦事宜，務必掌握走私花菇來源，以達「正本

清源」之效。

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為維護國人健康，平時

除落實安康專案機制，也與相關治安單位聯合，掃

蕩查緝走私，對於打擊非法行為，更不會手軟！也

呼籲社會大眾勿購買來路不明之農漁畜產品，以維

護自身生命財產安全，若發現走私等不法情事，請

撥打海巡「118」服務專線，本署將嚴正執法，杜

絕非法行為對社會及他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

民權益。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

拖帶膠筏入港後，戒送涉
案船長進行後續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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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卸花菇及清點實際數量

雙月刊2014.vol.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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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亘頡  圖片提供｜基隆機動查緝隊

違法牟利遭緝斷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基隆查緝隊

於103年5月4日接獲檢舉人提供情資顯示，宜蘭地

區漁港內有走私集團將利用漁船至公海接駁私菸後

返港，再以下水道涵洞輸送方式走私上岸，該集團

將俟相關人選及資金確定到位後，計畫走私私菸入

境，藉以牟取暴利。基隆查緝隊在接獲檢舉人提供

之線情，即與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組成

專案小組，針對該走私集團深入調查，發現該集團

漁船涵洞走私菸

於宜蘭縣頭城鎮大溪第二漁港內擁有多艘船筏並從

事不法活動，且經常輪流利用部分漁船泊佔港內

涵洞前船席位，再透過其他漁船以「演習」、「探

路」等方式掩護載運私菸船筏入港後，將私菸運送

上岸。

專案小組掌握實際狀況及比對檢舉人所提供之

情資時發現「新○發88」、「金○祥16」、「新

○隆16」等3艘漁船為本次主要載運私菸之船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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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則作為掩護之用，上述3艘漁船設籍大溪第二

漁港，曾因走私香菸或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擅改船體

（私設密窩密艙）遭本署查緝，而上述漁船船長，

曾觸犯懲治走私條例及菸酒管理法等案件。專案小

組為確實掌握實況，多次前往宜蘭縣頭城鎮大溪第

二漁港進行蒐證及現地探勘，發現該集團船筏停靠

處經常有集團成員於該地巡視，極為可疑。

綜合各項跡證研判該走私集團將於近期從事

走私香菸不法活動，果然103年11月14日下午3時

「金○祥16」、「新○發88」等船相繼進港，11月

15日7時，專案小組見時機成熟，即尾隨「金」、

「新」等船，待其有所行動時，便靠船實施封鎖監

控，二船船長見行跡敗露欲報關出港，查緝幹員已

持搜索票至現場，在取得船長同意下，登船施檢，

並針對油壓密艙詳加搜索，最終於船艙內起出私

菸，隨後將船長帶回查緝隊偵訊，本案總計查獲私

菸423箱計有21萬1,500包，並依菸酒管理法47條，

將相關人、物證函送宜蘭縣政府裁罰。

全案經訊問了解，漁船船長天真以為假日海防

戒護會較為鬆懈，想趁年底前大撈一筆，才受不明

人士之託，於收取新臺幣20萬元後，便前往龜山島

附近海域，自不知名船隻接駁私菸返港，夾帶走私

香菸進港。基隆查緝隊隊長黃世賢表示，該隊將持

續追查該走私集團幕後首腦，全力打擊非法，以查

緝於海上、防堵於岸際為最高原則，進而維護國家

安全及穩定臺灣經濟市場。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查扣走私案證物，約計
423箱不同品牌私菸，數
量及市價可觀

隊長黃世賢現場指揮起出
「新○發88」船上私菸

25

雙月刊2014.vol.72



採訪整理｜王立仁

退休教師用行動∼
看見「 」

臺灣風景的美、人文的美，在世界已逐漸展露

頭角，許多國際級電影都紛紛前來取景，像是從臺

灣發跡而名揚國際的大導演李安先前所執導的「少

年PI的奇幻漂流」當中臺灣美景就佔了將近七成，

又如近期法國知名導演廬貝松所執導的「露西」一

片，也有一半場景是在臺拍攝取景，另外美國國家

地理旅行者雜誌，更將臺灣評選為2015年全球最

佳旅遊地點，由此可見，有「福爾摩沙」美稱的

寶島，讓人想透過各種方式去窺探它的風貌。國際

上對於臺灣的青睞，讓生長在這塊土地的我們引以

為傲，這也讓從小在臺南柳營長大，後來轉往高雄

前鎮區從事教職，退休後到墾丁開民宿的周文賢老

師，在退休後為了體驗臺灣的美，花了不少時間陸

續在完成橫渡日月潭、攀登玉山、單車環島等「壯

遊臺灣」的創舉後，接續著走訪全臺海巡安檢所，

讓他成為首位完成這項行動的人，是什麼樣驚人的

力量，讓他樂此不疲做這樣的挑戰，這也是本刊此

行南下專訪周老師的目的。

巡禮全臺安檢所站、
　鐵馬環島完成創舉—

自詡是「海巡之友」的他，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他認為任何一件事都要親身去體驗才能有最真

切的感受。而這次會想以走遍全臺海巡安檢所為目

標的想法，是因為臺灣是一個以海洋立國的國家，

但卻少有人沿著海岸線體驗大海之美，所以讓他決

定以遍佈海岸的安檢所為「打卡點」，征服全臺海

岸線。而他認為想一窺臺灣完整的美麗海岸線，只

有「騎單車」巡禮才能真正體會。其實兩年多前，

他就曾經發起自行車環島活動，在偶然間造訪了海

巡署幾處安檢所，意外發現海巡人員不僅服務好、

態度積極，而且熱心，當下便萌生了「用行動支持

海巡」的念頭，但因為當時裝備不足，加上不熟

悉，走了許多冤枉路，所以最終被迫中斷，當時他

只有收集到160幾個安檢所的印章，如今那張地圖

上的章也因時間而褪色，今年他在重新設定目標及

做足了功課之後，重新出發，開始了他的安檢所造

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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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全臺安檢所走透透行動前，周老師說他因

為開民宿，所有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甚至是令

他最自豪的蝴蝶園，全都是靠自己完成，但只要

他覺得做累了，就會用騎單車，來紓解壓力。還

記得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當初聯合報記者潘欣中在

採訪他民宿中的陶藝作品時，偶然間看到他利用不

到十天的時間完成泳渡日月潭、攀爬玉山攻頂、騎

腳踏車環臺一圈的「壯遊臺灣新三鐵」壯舉時，覺

得相當有興趣，隔了不久，居然將它報導了出來，

當中有提到他即將規劃挑戰全臺海巡安檢所巡禮的

活動，此時，南巡局王益群主任看到這項訊息，就

主動請第六三岸巡大隊陳志豪大隊長及董鈞廷副大

隊長與他聯絡，並表示如果有任何需求，海巡署會

全力給予支援，讓他心存感念，對於他支持海巡的

行動陳大隊長及董副大隊長除了感佩外，也非常感

謝。另外周老師也提到當初在參加「壯遊臺灣新三

鐵」時，因為騎車經過鹿港天后宮遇到一位女生問

他騎單車的目的是什麼？閒談過程中，他只是一個

簡單的回答：「想騎就騎」，那位女生竟說，難道

你都沒有想要設定目標，然後再去挑戰達成，比如

挑戰騎遍100個警察派出所或是跟100個美女合照

等等⋯，就是這樣的起心動念，讓他燃起了鬥志，

第六三岸巡大
隊陳志豪大隊

長代表致贈海
巡公仔予周老

師

自製感謝狀致贈所有協助過他的
海巡單位，南巡局秘書室王益群
主任及董副大隊長代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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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牽起這項緣份，於是他設定了「遍訪全臺海巡安

檢所」的目標，從10月29日再度延續2年多前未完

成的挑戰，一個人騎著單車，自恆春沿著偏僻的海

岸線往東部走，但不同於公路環島的一千公里左右

距離，安檢所環島必須深入許多海岸小徑，總距離

高達一千八百多公里，幾乎是公路環島的兩倍，周

老師笑說「本來不少朋友想陪同挑戰，但最後都放

棄」，只能由自己完成了。

2012年未完成的挑戰，2014年終於達到目標

有了先前失敗的經

驗，周老師這次先與海巡

署相關單位聯繫，在取得

全臺各安檢所位址資料

後，才大膽展開這趟旅

程，沿途經過許多地方，

相當偏僻，他說有時經常

一整天都騎在海堤上，堤

岸邊就是大海，海風強

時，自己也擔心會被吹落

海中，天一黑就需要趕緊

找落腳處，否則只能借住

海巡署安檢所（站），過

程中，摔車、破胎、行李

架斷裂，所有可以想得到

的狀況，他幾乎都發生

了，但此刻他心中想起的是「海巡118」專線可以

請求協助，有好幾次他說自己不大想因為這些小事

去麻煩辛苦的海巡弟兄，但只要一開口求援，海巡

弟兄們都會盡全力協助他，讓他可以順利完成這趟

海岸巡禮。周老師此次環島總行程將近一千八百多

公里，共造訪246所安檢所，沿途遇到了許多鄉親

及海巡弟兄的支持，最後拿著他蓋滿安檢所戳章的

地圖，以南巡局第六三岸巡大隊為起點，「從南到

北」，最後再回出發點，完成了15.5天的安檢所環

島行。

周老師也建議，人一生有許多夢想等著自己挑

戰，凡事不要只是想，而是要「付諸行動」，他也

建議大家，不要只是聽別人說「那裏風景很美、那

裏美食好吃」，用紙上談兵，不

如自己親身體

驗，這次的海

岸巡禮，是他人

生中最難忘的經

驗，因為他看到

的不只是美麗的

海巡弟兄自製標語，歡迎周老師到訪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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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還有善良的人心。當然旅程中遇到許多可愛

及熱心的人、事、物，例如第一站後灣的所長咖啡

令人回味、北門安檢所的謝明仁所長及第五一岸巡

大隊許鳳生大隊長全力協助，讓他相當感動，還有

很多想感謝的人，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只要是在這

一路給予他熱情及支持的人，他都一併致上謝意，

最後他也給想要體驗這種經驗的人一些看法，那就

是做任何事要有「目的」，這樣才能達到想要的結

果。他也期待海巡署能考慮整合現有的服務站或納

入附近景點，將它匯集成「海巡百景」，讓民眾能

利用互動的方式，更深入了解海巡。

海巡署各地區巡防局均已取得政府服務品質獎

的優良認證，對於為民服務這項工作，投注的心力

安檢所巡禮精彩
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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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重視，但得獎不能代表一切，過去的安檢所通

常服務對象主要以漁民為主，雖然也有提供簡單的

鐵馬族服務，但還是頭一遭遇到有民眾以環島方式

拜訪，尤其是在遇到困難時，能充分使用118專線

請求協助，也給大家上了一課，同時驗證海巡為達

到優質服務所做的改變，已獲得外界的認同。透

過這次落實執行海巡署為民服務的精神，希望達到

拋磚引玉之效，讓各地區藉由服務形態的轉變，使

民眾感受到海巡的貼心，未來將持續朝整合安檢所

（站）資源努力，讓更多想親近臺灣海洋的民眾，

更了解海巡對海岸保護的重要性！

（本文圖片由周文賢老師提供，並同意刊載，想了

解更多有關周老師分享的訊息，可以上他的臉書一

窺究竟）

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
profile.php?id=100000549720067&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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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到北走遍所有海巡安檢所，周老師透過和海巡弟兄的合影，

說自己看見的除了風景，還有海巡弟兄的熱情與善良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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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file

103年度主管機關人事
業務績效考核實地查證

資料提供｜人事處

103年度主管機關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實地查證

意見交流及檢討會於103年10月29日，假海巡署第

一辦公大樓二樓第1會議室舉行，會議邀請該署副

署長尤明錫主持，人事行政總處參事葉瑞與率該處

綜合規劃處副處長游金純、組編人力處副處長林文

淵、培訓考用處副處長陳明忠、給與福利處副處長

林錦慧、人事資訊處副處長莊素宜、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組長李嘉娜等相關人員出席與會。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過程，海巡署人事處每一位

同仁，本著自身對業務的熟稔，面對評審委員們的

詢問，都能如實回答，讓所有程序順利進行，相對

的，人事行政總處對於這次的實地查證，也給予海

巡署的人事工作高度的肯定及精闢的建議，以下係

與會考評委員發言重點：

（一）綜合規劃處副處長游金純：

1.  海巡署為人事多元管理、制度多軌併行之先

驅單位，並著有績效，豐富的人事管理、服

務工作之經驗可提供相關單位參考借鏡。

2.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海巡署足為各機關楷模，

能在國軍心理輔導奠定之基礎上，精進提供

更專業的服務；並製作相關教學光碟發送各

所屬機關（單位），提供基層同仁因應各種

意見交流及檢討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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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署長尤明錫（圖右）及人事行政總處參事葉瑞與（圖左）分別致詞

不同狀況之處置方式，足堪各單位傚法。

3.  海巡署進用人員身分多元，在加強人事服務

及提升人事研發量能方面，能針對現況，戮

力提供各類之服務介面，洵屬難能可貴。

4.  海巡署發行之「海巡雙月刊」係由人事處負

責編印，內容豐富且編撰精美，令人有耳目

一新之處，值得予以推廣宣傳。

（二）組編人力處副處長林文淵：

1 . 海巡署各類人員之任免遷調工作均按規定

完成相關作業，銓審案件亦均落實列管；

職務代理案亦按規定報送查考，均無疏漏。

2.  海巡署104年預算員額總數較103年度減

少，並依限完成員額分配作業。

3.  本年度海巡署均按規定辦理員額評鑑，對所

屬機關之員額評鑑結論也能提出具體建議。

另對101年員額評鑑建議事項，完成執行比

例已達83%。

4.  海巡署能配合國家當前政策方向，未進用非

典型人力，請保持。

（三）培訓考用處副處長陳明忠：

1.  海巡署人事處均能訂定計畫，辦理各項推動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事項，並落實辦理政策性

訓練105場次、其他類型訓練32場次。另能

配合總處政策，辦理積極任事與性別主流化

相關訓練，成效良好。

2.  有關考試職缺提列部分，海巡署人事處均能

配合總處政策，候用人員職缺100%提列公

務人員考試正額及增額職缺。

3.  自訂工作項目「廣拓多元人力資源，整建進

用培訓機制」1案，能提出諸多創新亮點，

如「創新思惟突破僵制，完善考選技術制

度」部分，海巡署向考選部建議事項，均獲

參採，並付諸實行；另有關「研議教育變革

創新，提升教育訓練成效」方面，亦能使

用諸多創新訓練技法，包括導入「反思學

習」、「重視實作教學」等，有效提升學員

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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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處處長蔡英良進行會議簡報

（四）給與福利處副處長林錦慧：

1.  海巡署人事處俸給支給報送資料除第二季有

一筆錯誤，另8月份退輔基金費用之繳納有

逾期情形外，餘各月份正確率均100%，亦

能如期繳交。若對核列分數有疑義，尚可透

過申復機制予以說明澄清。

2.  海巡署不同於其他機關，特別設有心輔志

工，積極運用有意願且具備專業能力之現職

人員，並建立認養制度，在志工服務之落實

部分，成效斐然。

3.  海巡署建置之退休預警系統，為值得肯定之

創新作為，期未來可針對人力缺口統計，整

合任免遷調作業，該此系統發揮更大效用。

4.  本年度中央員工運動會，海巡署除組隊參加

多項競賽，表現優良外，並配合架設政令宣

導攤位，特此致謝。104年仍請配合提供政

令宣導攤位。

（五）人事資訊處莊副處長素宜：

1.  有關「人事資料正確性、完整性」乙項，經

總處核對銓敘部資料後，海巡署均得到滿

分；另有關歷年度以來各單位共計一千七百

餘筆人事銓審考績資料錯漏，亦全數完成

修正。

2.  基於資安考量，海巡署採實體隔離，於資訊

作業上極為不便，卻仍能自力建構，完成

多項人事資訊作業系統，誠屬不易，值得肯

定。

3.  另有關「推廣與輔導人事資訊系統」乙項，

海巡署辦理多場次人事資訊系統之操作訓練

或宣導說明會，並善用種籽教官擔任講師，

有效提升本署人事人員運用人事資訊系統能

力，成效卓著。

4.  海巡署退休預警系統建置完善並有周妥規

劃，足做為未來其他機關建置相關需求時交

流及學習之對象。

5.  明年度人事資訊系統將由現行Pemis2K系統

全面轉換為WebHR系統，請海巡署人事處

配合相關作業。

6.  明年度資訊作業部分之考核項目內容，將配

合政府組織改造，就「組編人力作業」進行

考核，海巡署人事處可預為整備。

（六）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李組長嘉娜：

1.  海巡署人事處能落實黃人事長工作理念提

示，納入日常人事管理業務，貫徹總處人事

政策，值得肯定。

2.  本年度中、高階主管職務「管理核心能力」

及「訓後成效評估」問卷，海巡署回收率均

達100%，在此感謝人事處全力配合，並請

於明年度持續支持本項業務。

3.  海巡署人事處針對上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尚待加強事項，及本年度毋需填列執行成果

由總處依相關回饋資訊先行核列分數之未獲

35

雙月刊2014.vol.72



滿分項目部分，均能即時懇切檢討，並提出

相關改進精進措施，甚為可貴。

在各位考評委員提出相關看法及建議後，人事

處處長蔡英良表示當盡全力精進。同時感謝人事行

政總處對本署相關要求作法之肯定。有關人事資訊

業務，因本處採具專業人事人員自力研發管理，相

對運用空間及期程掌握較委商辦理彈性且便利，更

符人事作業需求，未來各項業務之推動仍將配合總

處政策辦理，尚請人事資訊處能多加指導。人事處

當遵守總處政策，規劃辦理各項人事行政服務作

為，務使海巡同仁均能感受黃人事長的人事服務興

革政策，提供渠等更多有形的協助及體貼、溫暖的

尊重。我們也會將103年10月6日人事月刊專載黃人

事長對於「當前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策略重點」

之內容，具體規劃落實推動，作為今後努力的方

向，以提升人事服務效率與效能。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實地查證意見交流及檢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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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及檢討會最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參事葉瑞與表示，海巡署組織結構特殊、人員組成

多元，與一般行政機關迥異，對人事同仁的挑戰

及壓力更大，也相信在蔡處長的領導下，秉持務

實、創新精神，精進推動各項人事業務，必能提供

同仁更多樣化之服務。也從各位考評委員的發言中

可以發現，海巡署人事處績效卓著，諸多作為令人

讚賞。尤其年度推動10項創新作為，除善用資訊

科技，有效提升人事效能外，各項人事服務措施，

亦展現黃人事長富源所強調「人事人員服務同仁，

不僅要提供有形的協助，更要給予體貼、溫暖的尊

重」的精神，希望未來能繼續保持，追求更卓越的

表現。另外葉參事也代表黃人事長轉達「103年度

當前人事重要業務需請各人事機構配合事項」，希

望後續辦理、推動各項人事作業時，均能遵循總處

政策，周妥規劃相關作為並積極配合辦理。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實地查證意見交流及檢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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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邁入4G行動網路的數位時代裡，各項網路

軟、硬體設備日益蓬勃發展，電腦資訊網路所帶來

的各種便利與舒適更是一日千里，另在政府大力宣

導「多用網路、少走馬路」政策下，不僅大幅提高

機關工作效率，也更進一步為行銷、溝通及宣導等

活動營造最佳服務管道，以致形成有利經濟及科技

發展的整體大環境。

本署依法職司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內容

包含走私情報之蒐集、滲透及安全情報之調查處理

事項，依據「政府機關（構）資訊安全責任等級分

級作業施行計畫」規範，資安等級列為A級（重要

核心）機關，且本署組織縱向架構龐雜，單位駐地

遍及臺、澎、金、馬及東、南沙等外、離島單位，

整合式資訊應用平台
建構本署安全便利之

資料整理｜通電資訊處　陳聖宏

編制人員包含文、警及軍職同仁共計1萬多人，軍

職義務役人員約佔本署現有人數32%，由於每年

人員更迭頻繁，如何有效落實「帳號密碼管理」、

「操作者身分認證」、「系統權限有效賦予」及

「網路連線認證」等各項資訊安全措施，實為本署

資訊推動與發展的一大考驗。

為因應本署所面臨之資安挑戰，近年來積極投

入各項安全防護工作，藉由各層級業管團隊群策群

力腦力激盪下，落實行政院實施網路實體隔離政

策，以自建公開金鑰基礎建設及單一簽入機制為基

礎，建構安全便利之整合式應用平台，期透過更有

效的資訊安全管理，避免受到非法之干擾與破壞，

以提升機關之整體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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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安全便利之資訊應用平台整合現況（如圖1）

針對本署如此嚴密資訊安全管控需求，特規劃

建置出兼具「安全性」與「便利性」的完整資訊架

構，以提供使用者更便捷的操作應用環境，相關平

台整合現況如下：

一、開發內部公開金鑰基礎建設：

本署為達到「身分控管」、「電子簽章」及

「資料保密」等目的，經比較「帳號密碼」、

「OTP Token」、「公開金鑰」及「生物辨識」等

可行措施，考量以有限經費投資、獲取最大整體營

運效益，最終決定採行「公開金鑰」為相關問題解

決方案（如表1）。

認證方式
比較內容

帳號密碼 OTP Token 公開金鑰 生物辨識

安全性 低 高 高 最高

購買成本 無 中 低 最高

維運成本 無 中 低 中

多元運用 無 無 佳 無

方案選擇 差 佳 最佳 佳

表1　資安防護措施方案比較評估

圖1　安全便利之整合式資訊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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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研公開金鑰基礎建設多元延伸應用：

發放個人電子憑證，提供作業系統登入、檔案

加密、電子郵件加密與簽署、電子公文簽章、行

政表單簽核及各應用系統身分認證之用，並結合

網域系統及建立憑證註銷清單（CRL：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認證機制，藉由智慧卡實體登入

控管電腦資料存取安全。

三、電子郵件內網收、外網寄：

其他政府機關傳送之電子郵件，除郵件本文內

容外，時常也包含相關之電子附件，本署承辦人員

於內部網路公務電腦接收處理時，如發生使用者誤

開啟社交工程或惡意電子郵件，因屬內收方式將無

法透過郵件連結內容直接進行對外網際網路連線或

自動回寄郵件動作，且全程均被本署資安防護中心

偵測掌握，並於最短時間內移除，有效防堵相關事

件擴散，大幅降低資安事件產生之風險；相關機制

使得本署於政府機關社交工程演練時，均能取得

「零點閱率」優良成績。

四、公務資料外寄簽核：

利用本署既有電子表單流程及本系統底層，提

供使用者運用資料外寄流程，經權責長官審查簽核

後，即透過系統後端自動對外發送，免除因實體隔

離內、外網資料之複雜交換程序，而影響資料之傳

輸速度，並可全程稽核外寄資料之相關紀錄，以避

免衍生安全罅隙。

五、結合人事最新動態，資訊帳號自動同步：

本署現行組織架構包含7個行政機關及為數眾

多的勤務單位，人員組成包含文、警及軍職，其

中軍職義務役人員，報到及離退頻繁，資訊帳號

管理耗時費力；為有效控管資訊帳號，依行政作業

流程，自行規劃建置自動化管理系統，管理者可透

過該系統每日檢視檔案目錄伺服器內存帳號與人事

管理系統相關異動情形，遇有人員調職、離、退

時，即時針對憑證及帳號資料進行處理、轉檔與刪

除作業，避免遭人為不法盜錄竊取，以確保資訊帳

號之有效性，大幅提升系統之整體存取安全（如圖

2）。

圖2　資訊帳號管理功能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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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系統架構模組化，有效支援組改彈性需
求：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署未來單位架構需配

合相關規劃進行調整，其中「無縫接軌」為組織調

整中之重要原則，本署各單位及人員帳號，可透過

系統自動比對轉檔功能，提供資訊人員快速完成新

機關網域架構建置及帳號歸屬調整作業，無須執行

系統或帳號重建作業，有效降低系統轉換風險，達

到系統使用無縫接軌目標。

七、推動線上申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響應政府減紙政策及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本署

自力研發完成「機關學校團體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

查報驗登記」、「入出海管制區申請」、「遊艇進

出港報備」、「出港檢查紀錄」線上申辦系統，運

用公眾網路提供民眾多元化申辦管道，不僅簡化資

料輸登時間，並降低紙本使用量及現場報備等待時

間，落實「節能減碳」及「便民服務」；另介接e

管家系統，主動透過E-mail信箱、e管家、e政府平

台或智慧型手機App提供民眾查詢各項線上申辦項

目辦理進度，有效提升機關之整體服務形象（如表

2）。

八、 建置系統平衡負載及備援機制，提供全天
候不間斷之服務：

本署公開金鑰基礎建設暨單一簽入系統提供各

應用系統身分辨識、個人電腦網域登入、電子檔案

加（解）密及郵件簽章等服務，為整體資訊（安

全）處理之關鍵基礎建設，其穩定性及能否有效運

作，對辦公室自動化業務之推動與發展影響甚鉅，

亦為本署通電資訊發展重要項目，故各項系統均建

置平衡負載機制，並於本署南部地區巡防局建立異

地備援系統，當主用機房發生突發事故時，可由異

地備援系統接替提供服務，提升認證系統可用度及

穩定度達到99.9%，以有限成本減少資訊服務中斷

風險，達到永續經營目標（如圖3）。

年　度 數　　量

100 684件、10,270人次

101 836件、12,425人次

102 559件、8,256人次

總計：2,079件30,951人次

表2　�海岸巡防機關受理臺灣地區機關學校
團體及人民進出港口安全檢查報驗統
計表

參、具體效益

一、一卡在手，便利無窮：

本署各類型應用系統尚未導入單一簽入系統之

前，使用者於登入電腦及各項資訊系統時，常會將

密碼簡化，並運用相同的密碼實施登錄，如此將增

加系統安全作業的風險；而自單一智慧卡憑證及密

碼啟用後，以實體驗證可在安全管控下，直接登入

本署網域、安檢、公文、人事、工作流程、薪資、

電子郵件、公務統計、偵防管理、艦艇維修保養管

理、料配件倉儲、航船布告、犯罪偵防單一簽入電

子閘門及資訊帳號管理等14項各式勤、業務系統，

平均每日系統總計執行約7萬餘次，100%免除使用

者記憶多組且複雜性密碼困擾。

圖3　重要系統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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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實密碼作業管控，嚴密系統安全保護：

本署為達成「提升使用者密碼強度、防範有心

人士破解」之要求，以本署內、外網約6,000部電

腦及1萬餘人使用者估算，考量「建置一次性密碼

（OTP）」或「導入智慧卡」等具備「高強度」、

「每次一密」之實需，針對「密碼管理成本」、

「增強密碼防護強度」、「確實強化登入控管」、

「異質平台整合能力」、「操作便利性」、「導入

時間」、「導入人力需求」、「導入經費成本」及

「導入本署既有架構之整合度」等面向實施評估

後，決議運用既有公開金鑰基礎建立「實體智慧卡

互動式登入」機制，以避免相同性功能重複投資，

期達節約建置成本之目標。

三、線上作業運用，提升行政效率：

運用電子憑證的安全管制措施，除可進行身分

認證識別外，進而提供電子化文件簽署功能，相關

效益如下： 

（一） 公文線上簽核，符合節能減碳要求：確保電

子公文線上傳遞與簽核的安全性及不可否認

性，大幅縮減公文傳遞時間，並同時達成

「節能減紙」目標（如表3），截至102年

底，本署各機關總計完成11萬5仟餘件線上

簽核公文（如表4），與前期完全採用紙本

公文比較，節省紙張約40萬張，100%達到

行政院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各年度階段要求，

同時有效減少人力、時間及郵資等資源耗

損。

要求
項目

行政院要求達成率 本署達成率 達成率

線上簽核機關 40% 100% 100%

線上簽核 30% 47.41% 100%

表3　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執行成效

機關名稱 電子收文總件數／自創簽稿數／紙本轉線上簽核數 線上簽核件數

海岸巡防署 41,547 16,287

海洋巡防總局 47,770 17,399

海岸巡防總局 44,679 27,464

北部地區巡防局 35,150 14,879

中部地區巡防局 15,821 15,821

南部地區巡防局 30,014 15,130

東部地區巡防局 20,060 8,801

總計 235,041 115,781

表4　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統計表（1010101－10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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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流表單資訊化，有效縮減作業程序：提供

各級機關單位差假單、事務用品、資訊耗

材、會議室時間、設備報修、公務派車、資

料交換及系統權限等電子化簽署應用系統，

近3年處理124萬餘件申請文件，節省紙張約

180萬張，大幅降低人員申請文件簽核時間

（如表5）。

五、 延伸暨有基礎架構，朝向「行動化辦公
室」目標邁進：

利用本署暨有公開金鑰基礎建設、各項資訊安

全管控措施及整合式資訊應用平台為基礎，規劃運

用「終端設備認證」、「網路存取管控」、「網

路可用範圍限制」、「使用者身分識別」、「網

路加密傳輸」、「資料加密保存」及「資料屆有效

期自動銷毀」等措施，謹慎逐步建置「行動化辦

公室」架構，以利提供員工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處理各項工作，提升整體作業效率。

肆、結語

一直以來，通電資訊服務均本於「服務、專

業、創新、效率」之理念，辦理各項通電資訊系統

之規劃、建置、維運管理等事宜，本署建構安全便

利之整合式資訊應用平台，係經由各層級業管團

隊群策群力積極提升各項作為，透過相關系統多元

整合開發運用，單一化認證環境，有效節省重複開

發成本，達到資源利用最大化目的；並藉由相關應

用，可有效確保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

性，並強化整體資通安全防護能量，有助本署推行

「網路實體隔離」、「電腦系統安全管理」、「系

統存取控制」及「應用系統開發及維護安全管理」

等資安政策，並大幅降低使用者操作負擔，提升使

用者操作便利性，以達到「安全」與「便利」之雙

贏目標。

四、 導入「私有雲端服務」，加速「資訊資源
向上集中與整合運用」，有效支援組改彈

性需求：

國家發展委員會依行政院99年7月23日函頒

「人事、政風、主計、資訊、法制單位設置原則補

充說明」，將資訊資源向上集中列為國家長遠發

展必要事項，本署各資訊及資安防護系統，均朝向

「簡化系統整體架構、發揮硬體資源使用最大化」

之目標邁進，期透過資訊服務集中化及虛擬化，整

合現有軟、硬體資源，導入「私有雲端服務」概

念，建構本署內部雲端運算環境，後續配合行政院

組織改造，執行單位架構調整，其中「無縫接軌」

為組織調整中之重要原則，本署各單位及人員帳

號，可透過系統自動比對轉檔功能，提供資訊人員

快速完成新機關網域架構建置及帳號歸屬調整作

業，無須執行系統或帳號重建作業，有效降低系統

轉換風險，達到系統使用無縫接軌目標。

年度 線上簽署文件數量

100 41萬1,630件

101 42萬1,014件

102 40萬9,290件

總計：124萬1,934件

表5　工作流程電子表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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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海難搜救國際研討會，
提升區域搜救交流合作

《1 9 8 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L a w  o f  t h e 

Sea;UNCLOS，1982）於1994年11月16日生效，

在這生效屆滿20週年的日子裡，海巡署辦理海難搜

救國際研討會，格外具有意義，《公約》第98條

明文揭示，各國對於在海上遇到生命危險的人員，

負有一定程度的救助義務；同時，沿海國皆應促進

海上安全，建立有效的搜救服務，以及區域國際合

作。鑒此，各國無不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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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四面環海，海運、漁業及海上遊憩活動與

日俱增，海難發生機率相對逐年攀升，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自89年成立以來，除秉持人溺己溺的人道

關懷精神，維護海域安全、救助海上遇險人船及岸

際落水民眾外，更以推動區域搜救合作，保障海

上人命安全為職志。近年來除依「海峽兩岸海運協

議」，於兩岸分治一甲子後，開創性與中國大陸共

同舉辦海上聯合搜救演練，且已逐漸將兩岸搜救合

作推向常態化與機制化；針對國際搜救合作部分，

除積極參加國際搜救會議，更與菲律賓等周邊國

家，進行搜救交流互訪與人員交流訓練，藉此不斷

強化國際搜救合作網絡，透過實際搜救合作案例，

驗證區域搜救機制，提升彼此搜救默契。

今年在亞太地區發生了幾件重大海空難事故，

震驚全世界，包括3月8日馬來西亞航空「MH370」

客機失聯、4月16日韓國「世越輪」沉沒以及10月

10日國慶日當天發生我國「海研五號」研究船沉沒

等案，一再提醒著海難搜救的重要性，也間接的催

生了本次國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為海巡署第一次針對海難搜救為主

題，所舉辦之國際性會議，在內政部、外交部、交

通部及財團法人警察學術研究基金會大力支持下，

文｜胡森榮　圖｜編輯小組

開幕式後，承辦單位與貴賓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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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邀請各場次之主講人及日本、韓國、菲律賓及我國等
多位產、官、學界專家學者擔任講座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主講人

海岸巡防署副署長
鄭樟雄

海洋巡防總局
海務組組長姚洲典

日本海上保安廳警備
救難部救難課業務係長

佐々木千寿

交通部航港局
副局長林昌輝

韓國海洋大學校
海岸巡防學系教授尹鍾輝

菲律賓海洋產業管理署
署長梅黑雅

日本救助公司
副理元井省吾

中央警察大學
教授陳國勝

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
總局長龔光宇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西北呂宋指揮部指揮官
Pablo T. Gonzales Jr

日本海上保安廳交通部
安全課安全對策
第二係長大橋健

韓國海洋大學校
教授金吉洙

第
一
場
次

第
二
場
次

第
三
場
次

第
四
場
次

中央警察大學
副校長莊德森

日本海上保安大學校
訓練部訓練係助教
尾崎直樹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副教授陳彥宏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北民答那峨指揮部

副指揮官Joseph M. Co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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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具有主辦國際研討會議經驗的中央警察大學共

同籌辦，並在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灣海事安

全與保安研究會及中華海巡協會協助下，邀請日

本、韓國、菲律賓及我國等12位產、官、學界專家

學者，擔任本次研討會講座，以下僅就參加心得感

想與各位分享：

一、場地翻譯，國際規格

臺北福華文教會館前瞻廳為本次研討會會場，

因該場地經常舉辦國際型會議或講習，相關軟硬體

設施一應俱全，搭配主辦單位搜救主題布置，使參

加人員很快融入會場氛圍，尤以現場備有中、英、

日三國語言同步翻譯，使講座與聽者溝通無礙，藉

此搭建不分國界之搜救平台。

二、海事權威，擔任講座

菲律賓講座梅黑雅（Maximo Q. Mejia Jr），為

現任海洋產業發展署署長，菲國海運界翹楚，曾擔

任瑞典世界海洋大學、Lund大學及美國海岸防衛學

院教授，於30多個不同國家擔任過專題講座，2013

年曾獲英國勞式保險公司列為全球航運工業百大影

響人物之一。韓國講座金吉洙教授，擔任該國海事

調查委員會首席委員，主導韓國重大海事調查案件

外，曾發表海洋經濟與政策相關文章近500篇，為

該國海事領域之權威。

三、產官學界，共同參與

日本則由現任日本拖救有限公司經理，元井省

吾擔任講座，為本次研討會產業界代表；我國、日

本、菲律賓則皆有海岸巡防機關官員擔任本次研討

會講座，學界部分除菲律賓梅黑雅署長身兼官方與

學者兩種身分外，韓國海洋大學校、日本海上保安

大學、我國中央警察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

授，皆受邀擔任講座。

四、研討主題，切合時事

海難搜救領域重視經驗的反饋與省思，因適逢

本年度發生韓國「世越輪」及我國「海研五號」兩

件重大海難事故，爰於主辦單位精心規劃下，由韓

國官方調查報告主導者，韓國海洋大學校金吉洙教

授與我國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姚洲典組長擔任主講

者，帶領與會人員重回搜救現場，分析事故原因，

瞭解救援關鍵。

五、熱烈提問，專業回應

在場地、講座與主題具備下，我國航政主管機

關、搜救執行機關、海事院校及民間搜救單位等參

加人員，無不滿懷興致，在各場次問答過程，引起

聽眾迴響，提出各國體制、能量、技能、訓練與教

育等相關搜救問題，而講座也無不傾囊相授，使國

內外搜救知能不斷激起火花，中場休息時間被迫一

46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再縮短，場面熱烈可見一般。

海難搜救領域相當重視經驗回饋，因為每一個

搜救案例以及每一個相關規範，背後可能都代表許

多鮮活人命的付出，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其他國家

進行經驗分享，提升搜救能力，讓海難事件能夠獲

得立即正面處理，是海巡署辦理本次「2014海難搜

救國際研討會」的主要原因，希望可以透過各國專

家學者的經驗分享，讓我們了解不同國家因文化及

地理環境的差異，所形成的不同搜救執行要領，藉

以反思現行制度的缺漏之處。

筆者曾經有幸參訪日本海上保安廳第11管區

PL-03久高號救難艦，在該艦大廳內懸掛著一幅書

法，上面寫著：「不管怎麼辛苦、疲累或厭煩，都

要堅持下去，因為生命正等待著救援」，這股搜

救的熱情，對照海巡署勤指中心精神標語：「時間

即生命，速度即希望」，同樣代表身為搜救者的心

聲，就如同電影「海防最前線」裡的搜救員，惦記

的總是未被救起的遇險者，而非自己曾經救過多少

人，相信各國搜救工作者，無不懷著同樣心情，持

續推動與執行救援任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巡防處）

與會人員仔細聆聽，並利
用休息時間與講座們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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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沿海地區人口的急速增加、社會經濟的快

速發展、現代工業持續的發達，海洋資源無止盡的

開發日益嚴重，引起一連串生態環境問題，直接或

間接導致海洋生態系統嚴重的退化，這些現象如：

海洋生物多樣性下降、海洋生物生產力降低、稀有

珍貴物種瀕臨絕種、紅樹林消失、漁業資源衰退、

海岸濕地面積因開發而急遽下降等。海洋生態環境

惡化已經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海洋環境污

染、海洋生態環境的破壞問題，使得海洋生態環境

安全出現危機。臺灣四周環海，隨著經濟的起飛，

工業、商業與社會的經濟發展，周遭海域的開發也

面臨了同樣的海洋生態環境退化問題，人們對海洋

的利用和影響逐漸擴大，海岸到處可見的開發案，

造成海洋環境生態系統的改變與退化，進而影響到

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因此，如何恢復原有的生態

環境樣貌，生態環境的復育也成為全球生態學研究

的當紅議題。海洋生態環境也需要透過生態復育的

方式，使海洋環境生態系統能恢復至健康、自己運

作的生態狀況。 

海洋生態環境安全的內涵

海洋生態系統（marine ecosystem）是在海

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相互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系

統。整個海洋是一個大生態系，包含了很多的海洋

生態系，每個海洋生態系都佔有一定的空間，包含

有相互作用的生物和非生物組成，透過能量的流

動和物質循環，構成一定結構和功能的統一體。海

洋生態系是由海洋生物及其環境組成的生命支持系

統，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統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也

是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最大的生態系統。而生態平

文｜施義哲

海洋生態環境安全
與 復育措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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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是指生態系統的穩定狀態，包括結構上的穩定、

功能上的穩定和能量輸入、輸出上的穩定。這種平

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平衡。海洋生態系統包括

沿岸淺海生態系統和深海生態系統，具體包括海岸

地區生態系統、島嶼生態系統、淺海生態系統、外

海生態系統和大洋生態系統等。

而海洋環境安全主要是指一個海岸地區環境要

素及其結構的狀態，以及這些要素的功能和調節能

力處於可以承受的安全範圍。環境安全是最基本的

安全，因為環境污染和破壞將會損害人類生存和發

展所依賴的自然支持系統，進而危害到人體健康。

尤其是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對所有國家的環境安全都

將構成威脅。生態環境安全已經成為國際安全的熱

門話題，但是生態環境安全迄今尚未有明確的定

義，一般認為應該包括兩個基本含意，一是生態環

境的退化對經濟基礎構成威脅，主要是環境品質降

低，自然資源減少，降低了永續發展的能力；二是

環境破壞和自然資源短缺引起社會大眾的不滿，導

致國家的動盪。海洋亦是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組成

部分，保護海洋環境、防止海洋污染，已經成為全

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並已引起相關國際組織和各

國政府的重視。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單位

編製的海洋及沿海地區永續發展藍圖（A Blueprint 

for Ocean and Coastal Sustainability）指出，海

洋面積占地球表面的70%，但是只有1%的海洋得

到保護，報告強調世界主要海洋生態系統有60%已

經退化或正處於不永續的使用方式，造成嚴重的經

濟和社會損失。全球在過去50年當中，紅樹林覆

蓋面積減少了30%到50%，珊瑚礁減少了20%，此

時也有更多的民眾居住集中在各沿海地區，使得沿

海地區的環境、生態變得更加敏感和脆弱。此外，

二氧化碳的過度排放造成海洋酸化現象（Ocean 

Acidification），並危及整個海洋食物鏈及其相關的

經濟活動。氣候的變遷，大量的人類活動與科技的

進步等因素累積，使海洋環境生態問題更加嚴重。

海洋環境面臨缺乏政治意願投入和資源短缺，處理

機構能力不足，科學數據不充分及市場失衡等多重

挑戰，許多生態復育目標的實踐有賴各國政府、政

府間組織和國際社會進一步的努力。

隨著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海洋環境被污染的

程度越來越嚴重。例如，海洋石油和其他運輸業迅

速發展，不但使海上石油洩漏事件大量增多，而且

由壓艙水（Ballast Water）攜帶引起的外來生物入

侵（Exotic Species）問題也愈發嚴重。另外，陸源

的工農業污染物、沿海城鎮的生活污水、過度發展

的水產養殖業的有機污染物也大量傾注入海。以至

於幾乎所有近海水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海

洋生態環境安全問題的危害特點有：1. 污染源廣；

2. 持續性強、危害大；3. 擴散範圍廣；4. 防治困難。

例如在2010年墨西哥灣溢油事故的發生，造成

了很大的海洋生態環境的危害。海洋環境污染一旦

超過海洋生態系統本身的自淨能力，即超過生態系

統的承載力，整個海洋生態系統就會崩潰，並產生

嚴重的後果。海洋生態環境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和發

展，人口的快速成長，資源的過度開發等，已經造

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海洋生態環境安全危機，而海

洋環境污染源及其廣泛性，以陸源的污染是造成海

洋生態環境污染的最重要因素。污染物進入海洋，

首當其衝深受其害的是海灣和淺海的海岸地區生態

系統。海洋生態環境污染對海岸地區生態系統的

破壞會產生幾項的危害，如防災減災能力降低，海

水入侵，抗污染能力減低，資源衰退，環境調整能

力皆受到影響等。海洋生態系統的複雜性，決定了

海洋生態環境安全的複雜性，造成海洋生態環境安

全問題的原因有人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因

此，維護海洋生態環境安全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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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復育程序與內容

海洋生態復育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因其涉及

了海洋生態復育的選址、海洋生態調查與資料蒐

集、海洋生態系統退化的評估、海洋生態復育目標

的確立、海洋生態復育方法的制定、海洋生態復

育的影響評估、生態復育的實施、生態復育追蹤監

測與生態復育成效評估等多項細節。由於海洋生態

系統的複雜性及人類對其認知的有限，海洋生態

復育存在著不可預見的不確定性（Diefenderfer et 

al., 2003; Thom, 2000）。然而，生態復育各細節

之間並非純粹依次序進行的，而是基於適應性管

理的相互作用，不斷回饋的循環過程（Zedler and 

Callaway, 2000; Thom, 2000），即透過監測和評

估獲取最新的信息和認知，進一步調整生態復育的

設計。

海洋生態復育概況

沿海地區不斷的進行開發活動，造成了海洋環

境逐漸的惡化，如紅樹林消失、濱海濕地消失、生

物多樣性的下降等一連串的生態退化問題，已威脅

到海岸地區經濟的永續發展，因此海洋生態系統的

保護與復育研究是國際生態學正夯的領域之一。從

生態復育的對象而言，海洋生態復育的研究主要著

重於鹽沼濕地、紅樹林濕地、海草床、珊瑚礁等典

型海洋生態系統。

從研究的面向來看，海洋生態復育已經從局部

區域或某一生物群落或物種的恢復轉向大規模的生

態系統或景觀層次上的生態復育研究。在國際上，

海洋生態復育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世

紀90年代中期以前，海洋生態復育研究主要以單一

目標的形式，集中在鹽沼、紅樹林、海草、珊瑚礁

等典型的海洋生態系統的復育和執行；二是20世紀

90年代中期以後，以開發國家為主的一些國家從

宏觀的角度，制定了生態復育規劃，如國家策略規

劃、區域規劃等，如2002年美國制定了海岸和河口

棲地生態復育的國家規劃（A National Strategy to 

Restore Coastal and Estuarine Habitat）。

海洋生態復育的原則

制定符合生態復育實際的、定量的目標是

海洋生態復育和重建規劃與工程的基礎（Erwin, 

1990）。依照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風俗、生

活需求等，人們對於退化的海洋生態系統，會有不

同的要求和復育目標。整體而言，生態復育目標的

制定都需遵守幾個原則：

（一） 生態復育目標應明確、具體、簡單，容易瞭

解並執行。

（二） 生態復育目標盡可能定量化，盡可能在生

態復育監測中，能獲得監測或評價的數據

（Diefenderfer at al., 2003; Thom, 1997）。

（三） 多階段目標。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的系統，

是不斷的發展的，生態系統隨時間發生自然

變化。

（四） 具可行性，生態復育目標的制定，不全需要

考慮自然條件的可行性，也需要考慮技術

的、經濟的可行性。

（五） 需考慮科學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

多方面因素。生態復育並不是純粹屬於自然

科學範圍，它還涉及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多

方面的問題。故應考慮各方面因素來尋求生

態復育的目標。

此外，不少學者認為生態復育工作是試圖將受

損的生態系統恢復至原有的狀態，但是有很多因

素影響下，也導致這種理想狀態難以達成（SER, 

2004）。故大部分生態復育的執行並不是一定要

達到原先未受傷害的結構或功能的境界為主要目

標。亦有學者指出，生態復育是將退化的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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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恢復至健康的生態系統的過程（Williams et al., 

2004）。整體而言，從不同面向闡述生態復育的

目的，目前普遍大家能接受的說法為，生態復育的

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健康的，能自我維持的生態系

統（Maria et al., 2005; SER, 2004; SWS, 2000; 

Hackney, 2000）。

海洋生態復育的方法

而生態復育的方法有，自然復育、人工復育與

生態重建。自然復育顧名思義就是生態系統自身透

過自己的生態過程，恢復到原先的狀態，此亦為最

簡單的復育模式；人工復育方式，即生態系統受損

過程超過其承載量，生態的結構和功能出現部分或

全部損害，無法靠自身生態過程復育，生態系統在

未完全遭到破壞，可以結合生物、物理、化學等人

為輔助措施，使生態系統損壞修復；而生態重建是

系統受損程度超過其承載力，且其生態結構與功能

完全退化和破壞，因此要採取人工輔助的措施重建

新的生態系統。

在海洋生態復育中，強調保護與復育結合，對

於退化程度較輕的海洋生態系統，可採取適當的措

施，減少環境生態壓力來源，使海洋生態系統自然

的恢復，只有在自然生態環境不能自行恢復的情況

下，才考慮進行人工輔助的復育活動。海洋生態系

統與陸域生態系統的復育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但

由於海洋生態系統的複雜性和特殊性，海洋生態復

育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因此，在制定海洋生態復育

的研究與實踐中應著重幾個方面。

（一） 海洋水文動力條件的恢復是海洋生態復育成

功的關鍵因素，尤其是海岸的紅樹林、沿海

濕地等類型的復育。

（二） 注重海洋生態復育實踐與研究的系統性與完

整性，應包括海洋生態調查、退化評估與分

析、目標確定、生態復育措施、生態復育監

測、成效評估等整個過程。

（三） 由於海洋生態系統與陸域生態系統的相互作

用，海洋生態復育並非僅侷限於海域範圍，

應該考量整理的陸域與海域。

（四） 注重生態復育的管理措施，生態復育管理是

任何生態復育項目所必須的，不僅能消除、

減緩或控制海洋生態系統的退化壓力，並能

促進生態系統的自然恢復。

（五） 海洋生態復育的關鍵特徵之一是需要不同利

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與理解，需要當地政

府、環保團體、科學工作者、民眾等共同合

作。

（六） 生態復育的成功與否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如暴風雨、全球暖化等，可能對生態復育造

成影響。因此，生態復育設計中應考慮這些

風險因素，並採取防範措施，以減輕風險造

成的影響。

（七） 當生態復育達成時，生態系統不需要外界的

人為因素來確保其健康和完整性，此種狀況

可視為復育已經完成。但是，恢復生態系統

通常需要持續的管理來抵制外來種的入侵、

人類活動行為、氣候變遷和其他不可抗力之

因素。也因此需要採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措

施，以維持恢復生態系統處於較佳的狀態。

海洋生態復育的管理與技術措施

海洋生態復育管理是生態恢復的基礎，在管

理措施上不僅能消除、減緩或控制海洋生態系統

的退化壓力，促進生態系統的自然恢復，維持良

好的生態狀態。此管理方式不外乎利用整合海岸

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設置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及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

等方式。整合海岸管理之目的就是在防止、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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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人類活動對海洋和海岸環境不利的影響，以恢

復退化的海洋環境；海洋保護區的設置能控制和限

制人為活動的破壞，維持海洋生態系的功能和結

構；公眾的參與亦是利用社會的力量和作用，禁止

濫墾亂伐、過度的捕撈活動，公眾的生態環保意識

亦是生態復育的重要措施。嚴格來說，不同的生態

環境之復育，所採取的方法與技術措施亦有所不

同，但是大的原則方向，其復育的技術方法大致上

包括了：一、非生物環境復育技術，如水文、水

質、底質等；二、生物因素復育技術，包括物種、

群落的復育；三、景觀復育技術，包括當地景觀規

劃和設計等。

以漁業資源復育為例，全球有幾十個國家已經

開始使用人工漁礁（Artificial Reef）方式來復育漁

業資源，因為人工漁礁可以保護和改善海洋生態

環境，投置人工漁礁，可使漁業增殖（Baqueiro 

and Mendez, 1994）、建造和恢復棲地、漁業復

育（投置人工漁礁來限制過度捕撈）（Pitcher and 

Seaman, 2000）和生態保護，我國農委會漁業署在

臺灣周遭海域亦投置了許多的人工漁礁來營造魚類

棲地。

結論

臺灣四面環海，島嶼雖小，卻擁有珊瑚礁、沙

洲潟湖、河口紅樹林、濕地、沙岸、岩岸、港灣及

海洋等各種不同的海洋生態系，臺灣的海洋生物多

樣性極為豐富，擁有全球物種數的十分之一。過度

的海域活動所進行的開發利用、海洋生物棲地遭受

破壞、海洋變成垃圾最終的棄置場、海洋生物多樣

性下降、生物生產力降低、稀有珍貴物種瀕臨絕

種、紅樹林消失、漁業資源衰退、海岸濕地面積變

少等，海洋生態環境惡化等，都是海洋國家，所不

願意見到的後果。在永續發展的概念下，應以不用

盡下一代子孫的資源兼顧「世代正義」的原則下，

利用海洋環境，維護其生態之健康。在海洋環境保

護及資源維護方面，應加強整合海岸管理、推動海

洋保護區的劃設與民眾的共同參與，透過國際間生

態補償合作機制，建構良好的海域管理與績效評估

制度，以維護海洋環境生態系統之完整、保障海洋

環境品質與海洋產業發展之利基，減少破壞環境及

生態的休閒活動行為，確保海洋生態系的健康與永

續發展。

（本文作者任職海岸巡防署秘書室公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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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彥宏

Article｜Yang-Hong CHEN

一、前言

2014年5月30日立法院通過「船員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其中，最具變化的就是第3條中有關

「不適用本法規定之船員」項次下，終於將「海岸

巡防機關之艦艇」納入！依新修正船員法第3條意

旨，海岸巡防機關艦艇之海勤人員除有關航行安全

及海難處理外，有關資格、執勤及訓練等事項，不

再適用該法規定。換言之，過去依「船員法」領有

船員手冊的近二千名海巡海勤人員，以及未來新進

的海巡海勤人員的教育、訓練、考試、晉升、發證

I. Preface
On May 30th, 2014,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amendment of some provisions in “The Seafarer Act,” where 
Article 3 under the paragraph about “the seafarers where this 
Act shall not apply” was changed the most,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Authority” was finally included! According 
to the intention of the new amendment to Article 3 of The 
Seafarer Act, besides the related issues to navigation safety 
and maritime casualties for the sea service personnel of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Authority, this Act no longer 
applies to matters related to qualifications, duties, and training. 
In other words,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The Seafarer Act,” 
the near 2,000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possessing 
a crew manual, all the endorsement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promo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Self-Managed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by Coast Guards

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談海巡自辦教育、訓練、
考試、發證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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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全部的核可與評估標準，海巡必須都要全套自

己來過！

「船員法」的修正自有其必要性，從正思維的

一面來看，代表「船員法」的規範不適用於「海岸

巡防機關之艦艇」，就像「船員法」的規範不適用

於「軍事建制之艦艇」、「漁船」是一樣的。就從

最基礎的教育訓練來看，雖然學得都一樣是開船的

技能，但是海巡艦艇特性畢竟不等同載貨載客的商

船，二者間是有明顯區別的；海巡的海上勤務性質

也不等同於商船。也因此，分道揚鑣自有其必要性

與必然性。

事出有因，修法，是需要一系列的行政與立法

機構的運作過程的。歷經了幾個重大的議題與海事

事故，2013年初，海巡高層下定決心，並委由海洋

總局開始推動修法，研習中心也很認真的四處找尋

海事教育訓練的專家學者們蒐集資料，並經常請益

如果修法通過後海巡該如何因應等等議題，也開始

進行了一些內部的研究與規劃。只是這些研究規劃

不知道是要研究規劃多久？這個問題，沒有人能猜

想得到的，事實上，也是世事難料。畢竟，臺灣的

立法院立法與修法程序一直是個無法掌握的變數。

修法歷程，少則數年，多則永遠修不成。不料，

此次交通部推動修正「船員法」時，同意順道把這

海巡關心的一條一併納入修正；更想不到的是，立

法院袞袞諸公竟然那麼有效率地通過修正並火速公

告施行。歡喜之餘，海巡卻突然發覺，脫離「船員

法」管轄後的海巡海勤人員的教育、訓練、考試、

發證等等全套因應措施卻尚付闕如，仍在研究規

劃中。

二、自辦發證的主要課題

現在面臨的問題與議題還不少，舉例來說，原

來有合格證照的海勤弟兄如何透過一個適當的認證

程序，發給海巡的適任證書？擔任各職級航海或輪

機人員的教育、訓練體制如何規劃？他們該學習些

certification of the future incoming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the Coast Guard had to manage the whole set 
themselves!

The amendment of “The Seafarer Act” was naturally 
necessary. Viewing from the positive thinking side, it meant that 
for the standards of “The Seafarer Act” not being applicable to 
the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Authority,” it’s just 
like the standards of “The Seafarer Act” not being applicable 
to “military vessels and boats” and “fishing ships.” Just viewing 
from the most basic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lthough sailing 
skills are learned in all instances; however, after all, the features 
of the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are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cargo or passenger merchant ships. There are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The offshore service nature of the 
Coast Guard is also different than that of merchant ships. And, 
therefore, parting ways naturally has its own necessity and 
inevitability.

This was not accidental, to make amendments, there 
is a series of operational processes through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Having gone through a couple of major 
issues and maritime accidents, in early 2013, the Coast Guard 
executives made up their minds and appointed the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to start to push for amendments. The learning 
centers also were serious in looking around for maritim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collect data 
and often as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how the Coast Guard 
should respond, etc., if the amendments were passed and 
started to conduct some internal researches and plans. It’s 
just that how long do these researches and plans need to be 
researched and planned? No one could gues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nd, in fact, things are also unpredictable. 
After all, the legislative and law amendment procedures at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have always been a variable 
that has been unable to be grasped. For the course of law 
amendment, it could be as little as a few years and as much 
as never being amended. Unexpectedly, this time whe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pushed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Seafarer Act,” they agreed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incorporate this article that the 
Coast Guard cared about into the amendment. What is even 
more unexpected is that the many high-ranking officials at 
the Legislative Yuan were actually very efficient in passing 
the amendment and rapidly announced its implementation. 
The joy aside, the Coast Guard suddenly realized that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eafarer Act,” the 
whole set of response measure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was still lacking and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searched and planned.

II. Major Issues on Self-Managed Certific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issues faced currentl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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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課程與內容？專業師資在哪裡？軟硬體教材在

哪裡？要添購什麼設備？海勤資歷如何認定？發證

考試該如何規劃？品質系統如何建立？如是等等，

這些都是要花很多腦筋去規劃的。除此之外，另外

一個大問題是，雖然脫離了「船員法」，但是對於

相同的「開船」的航海、輪機專業，海巡仍然是

要參酌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的《1978年航海人員

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 

STCW》做一些相應的訂定與規範才能讓人信服

的。但是，這些的工作，環顧過去交通部、航運界

以及各海事院校在因應符合國際海事組織規範的諸

多作為上，卻好像個個都是個大工程，都是個動員

航輪產官學精英們共同投入的大工程。現在，這麼

大的事，掉在孤孤單單的海巡手上，或許會變成一

個真不知道該找誰來做的大工程？畢竟，這事，真

的是太大、太難、太專業、太複雜！套句標準但也

符合事實的回應，海巡必須投入更多的專人、經費

才有可能在短短期間完成此項任務的。

回歸這個證照議題，船員法排除海巡艦艇後，

也就是海巡艦艇船員不再適用船員法轄下所發的證

照，換言之，海巡必須立即準備對原有持合格證照

的船員換發海巡機構專屬的證照。否則，目前的海

巡海勤人員實等同於一種「適格」下的「無照」。

法理辯證上雖然還說得通，也不影響船舶的適航

性，但總徒增困擾。再者，依據STCW公約2010修

正案的規定，現行的所有船員證書將於2017年全面

換證，因此，海巡如果沒在2016年底全面完成換證

作業，那就真的是不適格、不適航了。

形式上的換證作業比較簡單，例如透過在海洋

總局或海巡署儘速成立一個船員管理或證照監理部

門或許就可以很快解決這個議題，但是這個部門的

成立卻是必須是植基於成員們是否真能清晰了解這

些領域工作的相互關係才可以的。例如：

example, how a crew in seagoing service who originally has a 
qualified license, through a proper certification process, can 
be issued a Coast Guard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How 
should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for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personnel in various ranks be planned? 
What classes and content should they be learning? Where 
are the professional teachers? Where are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teaching materials? What kinds of equipment 
should be purchased? How should the seagoing service 
qualifications be recognized? How should the certification and 
examination be planned? How should the quality system be 
established? If so, etc., these all need a lot of brainpower to 
plan. In addition, another huge problem is that although now 
separated from “The Seafarer Act,” for the same navigation 
and marin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sailing, the Coast 
Guard still needs to conside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 1978, as Amended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 ime Organization (IMO), United Nations to make 
some corresponding formulations and norms in order to be 
convincing to people. However, for these work, looking into 
the past at the many works of MOTC, shipping industries, and 
maritime institutions in responding to conform to the norms of 
IMO, it would seem all of them are big projects and all are big 
projects in mobilizing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elites in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to jointly invest in. 
Currently, such a huge thing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ast 
Guard, where the situation might become where one does not 
know who to look for to take on this big project. After all, this 
thing really is too huge, too difficult, too professional, and too 
complicated! Putting into words a response that is standard 
but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the Coast Guard must invest 
more in professionals and funding in order to possibly be able 
to complete this miss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Returning to the issue of license, after The Seafarer Act 
has excluded the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that 
is the license issuanc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eafarer 
Act no longer applies to the personnel of the vessels and boats 
of the Coast Guard, in other words, the Coast Guard must 
immediately prepare to reissue the personnel who originally 
had qualified certificates with the exclusive certificates of the 
Coast Guard agency. Otherwise, the current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are actually equivalent to those that are 
under the “qualified” category “without license.” Although 
legally handling the certificates is plausible and also does not 
affect the seaworthiness of the ship, but this generally creates 
more trouble.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CTW Convention amended in 2010, all the existing personnel 
certificates will be fully replaced by 2017; therefore, if the 
Coast Guard does not fully complete the reissuance process 
by the end of 2016, then they would really be unqualified and 
unseaworthy.

In form, the reissuance process is relatively simp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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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Personnel Management or 
Certificat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t the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or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sue might be quickly resolved; 
however, for the establishment to work, this department must 
b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 personnel can 
really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works in this 
field towards each other. For example:

1.  Distinguishing from the tonnage of the ship or the 
propulsion of the main engine and distinguishing from 
level of personnel position, what type of positions need 
what type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This is a big project that 
requires mapping operations between STCW regulations 
and IMO Model Courses. What is required and what 
isn’t required have to be determined. The educational 
courses,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urses, training courses for 
promotion, review courses on new knowledge, etc., of 
various sectors in the different vessels and boats shall all 
be planned one by one.

2.  When switching between servicing on different types and 
classes of vessels and boats, the functions of the office 
levels must be noted, and how the training to make up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differences and the operations in 
the license reissuance should be linked up. This portion 
must break through the unfortunate situation in the system 
where wh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MOTC, personnel of 
Levels I and II could be assigned to Level III, however, in 
the case where personnel are assigned Level III,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go back to Levels I and II. At the same time, 
one must also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in Section A-I/3 "Principles Governing Near-Coastal 
Voyages"1 of the STCW Convention.

3.  The source of access for the future personnel should still b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systems,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ing, Taiwan Police College, and those merchant 
seamen from the three traditional maritime schools. 
However, what is more worrisome are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plans of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Taiwan 
Police College, which are no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how should modifications 
be made to them? From past experiences, the teaching 
hours at these institutions emphasize the law enforcement 
of Coast Guards, but rather, the actual course hours on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are seriously lacking. 
As the saying goes, basic skills for survival at sea are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more pragmatically, not being able 
to drive boats well and not being able to protect one’s 
own life, how can laws be enforced? As for the personnel 
accessed from the merchant seamen system, this 
problem seems to be relatively smaller, the Coast Guard 
professional classes related to their positions just need to 

1.  從船舶的噸位或主機推進動力來區分，以及

從船員職務等級來區分，什麼樣的位置需要

什麼樣的「航海」、「輪機」的專業知能？

這是個必須與STCW章程以及IMO Model 

Courses來個對照（mapping）作業的大工

程。必須確定哪些需要，哪些不需要。各艦

艇種類各階層的教育課程、專業訓練課程、

晉升訓練課程、複習新知課程等等，也都應

一一規劃。

2.  層級職務的職能必須注意到轉換不同型級艦

艇服務時，專業能力的補差訓練與補簽證作

業應如何銜接。這個部分必須突破在交通部

轄下時一、二等可以任三等，可是萬一派任

三等就回不了一、二等的制度上的遺憾。同

時也必須考量在STCW公約的第A-I/3節近

岸航程之原則（Principles governing near-

coastal voyages）1規定的運用。

3.  未來的船員進用來源應該還是以警大水警、

警專海巡航輪以及來自傳統海事三校商船船

員這三個體系。但是比較令人憂心的是，不

歸海巡管轄的警大和警專的課程架構規劃，

如何令其更動？從過去的經驗，這些機構的

教學時數多偏重於海巡執法，反倒是真正的

「航海」、「輪機」的課程時數卻有嚴重欠

缺。套句俗話，海上存活的基本功還是很重

要的，務實一點說，船都開不好，命都保不

住了，怎麼執法？至於，來自商船船員體系

進用的船員，這方面的問題似乎相對較小，

只需開設與其職務有關的海巡專業課程即

可。

4.  前述有關警大和警專海巡科系的航海、輪機

專業課程問題，其實基本上就是師資的問

題。當然，不忍苛責的是，小規模的警大和

警專海巡系科，自然不可能像傳統海事院校

一般會有足夠的航輪教師，也自然就會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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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opened up.
4.  In fact,  about the issue on marit 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at the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e and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ing 
of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Taiwan Police College 
mentioned above, basically, the problem is on the 
teachers. Of course, what we cannot bare to blame is 
that these small-scale departments at th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Taiwan Police College naturally won’t be 
just like the traditional maritime colleges having enough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instructors, and naturally 
some problems would arise. In the future, in a complete 
Coast Guard system, there should be a complete Coast 
Guard faculty. But, at the moment, after having planned 
the course structure, screening and appointing faculty 
from the three maritime schools and two maritime centers 
that are recognized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would be the 
most pragmatic and economic approach.

5.  The problem with teaching materials is the sam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is also just picking and choosing 
the applicable areas to use from the chosen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three maritime schools and two maritime 
centers, and this job has been commissioned to the 
teachers that are supporting the teaching for them to 
arrange. Of 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the exclusive 
Coast Guard teaching material. Bu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ith “Maritime Education and 
Marine Engineering Textbook Compilation Plan,” that 
actually is a very time-consuming writing of knowledge 
and not just a job of cut and paste. It is not worth the 
Coast Guard wasting time at this stage doing some low-
quality useless work!

6.  When mentioning equipment, many experts will talk about 
the issue of purchasing a simulator, but seemingly ignore 
the so-called “simula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actual 
device available, so simulation has to be done. This aspect 
is also stated in the convention2. Unlike the three maritime 
schools and two maritime centers, the advantage of the 
Coast Guard is that it has its own huge ships as facilities, 
each vessel and boat is an interactive classroom, and 
as long as appropriate lab sessions and practicum are 
arranged, there won't be a need for simulators. After all, 
it isn't that easy to obtain the funding for the purchase of 
expensive simulators, and even if they are purchased, the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costs, personal care, and the 
follow-up system updates are all very vexing problems. Of 
course,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a simulator is that it can 
simulate the operation of certa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actual devices might not be as convenient in 
executing; however, considering economic efficiency, isn't 
it more effective and better to entru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art's special training, higher-order or advanced 
training to the three schools and two centers?

些問題產生。未來，在完整的海巡體系，應

該會有完整的海巡師資。但就現階段而言，

在規劃好課程架構後，遴聘海事院校三校二

中心經認可的師資支援授課，才是最務實與

經濟的做法。

5.  教材的問題也是相同的，現階段亦不過是從

海事院校三校二中心所選用的教材揀擇適用

之處使用即可，而且這個工作，就委由支援

授課的教師自行編排即可。至於編撰海巡專

用的教材，當然是有其必要性。只不過，從

教育部「海事教育航海輪機教材編撰計畫」

的經驗來看，那可是很費時耗日的知識撰

寫，不是剪刀漿糊的工作，不值得海巡在此

階段浪費時間做出一些品質低落的白工！

6.  提及設備，很多專家都會提到購置模擬機一

事，但似乎忽略了所謂「模擬」，是因為沒

有真實設備可用，所以不得不模擬，這方面

在公約中亦有敘明2。海巡不同於海事院校

三校二中心的優點就是自有龐大艦船設施，

每艘艦艇都是個活教室，只要適當的安排實

作、實習課程，模擬機是可以省起來的。畢

竟昂貴的模擬機，並不是那麼容易取得經費

購置，縱使購置，保養維護費用、專人照

料以及後續的系統更新都是很令人頭痛的問

題。當然，模擬機的最大優點是可以模擬在

真實設備所不方便執行的某些特殊狀況的操

作，但是，從經濟效益的考量，這部分的特

殊的或是高階、進階的訓練，不如委託給三

校二中心來實施，不是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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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 addition to needing related maritime background in 
the hiring qualifications of personnel, a licensing system 
is the most pragmatic method of inspecting the skills of 
mariners, and whether the focu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concretely be implemented and rendered has to 
also rely on the field inspection and signing of higher-
order executives, instructors, and examination supervisors. 
Therefore, designs related to training record book and 
competence signoff book are also necessary. Mapping 
operations between STCW regulations and IMO Model 
Courses must also be made in this aspect.

8.  In the aspect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although 
recently, the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and MOTC have 
been carrying out examination by way of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through having established a question bank, 
but for the Coast Guard, it seems like this cannot be done 
in the short-term. Such being the case, isn't it better to 
return to the earlier essay tests, where it's actually easier to 
identify the level of the examinees, and even supplement 
it with the British-style approach of “oral examinations,” 
“interviews,” and “operation” to verify the capacities to 
react and respond of the examinees.

9.  The two items, namely physical health status and sea 
service licensing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very important by 
also simple tasks, so we will not go into details here.

10.  The quality system is a very crucial task in the Coast 
Guard licensing system.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ast Guard, it seems that only through the carrying out 
of ISO certification and STCW certif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agencies will the Coast Guard be able to let the outside 
world understand that after having separated from "The 
Seafarer Act," we are taking on a higher-order and more 
pragmatic maritime profession.

III.  System Construction that Comply With SCTW 
Convention

There are stil 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level,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STCW 
Convention, currently, the four aspects of the system, namely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related 
to the overall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that will 
most directly cause a discussion will be none other tha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otal tonnage and the propulsion of 
the main engine regulated under the original MOTC system. This 
often makes the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feel that 
operating a ship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tonnage and relatively 
large propulsion of the main engine is not very applicable, 
and this was also one of the factors why “The Seafarer Act” 
passed the exclusion of the Coast Guard personnel. But in fact,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regulations of STCW Statutes Chapter 
II “Master and Deck Department” and Chapter III “Engine 
Department,” or even directly viewing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Regulations for Training and Inspection of Crew Members and 
for the Issuance of Certificates,”3 it seems that one cannot tell 

7.  除了在人員晉用資格上需具有相關的海事背

景外，簽證制度是驗收航海人員技能最務

實的方法，教育、訓練的重點能否在實務上

具體的落實呈現，也就靠高階長官、教官、

監考官的實地驗收簽可。因此，有關的訓練

記錄簿、適任能力簽核簿等等的設計也是必

要的。這方面也必須與STCW章程以及IMO 

Model Courses作對照作業。

8.  考試制度方面，雖然近期考選部、交通部都

是透過題庫建制以選擇題方式來進行考試，

但對於海巡而言，短期內似乎也是做不起來

的。與其如此，不若回歸早期的申論題測

驗，反倒更容易鑑別受測者的程度，更可以

輔以英式的「口試」、「面試」、「實作」

方式以確認受測者的反應與應對能力。

9.  身體健康狀況以及海勤服務資歷簽證這二項

是很重要但卻是很簡單的工作，於此不做

贅述。

10. 品質系統是海巡證照制度中非常關鍵的一

項工作，以海巡目前的狀況，似乎只有透

過國際級的機構來進行ISO認證、STCW認

證，才能讓外界了解脫離「船員法」後的

海巡，走的是更高階、更務實的海上專業。

三、符合STCW公約的體制建構

行政上要解決的問題還不少，依據STCW公約

的精神，目前有關海巡海勤人員整體的教育、訓

練、考試、發證等四個環節體系中，最直接會引起

討論的莫過於在原來交通部體系下所規範的總噸位

與主機推進動力的區分。這往往使得操作船舶噸位

相對小、主機推進動力相對大的海巡海勤人員感到

不是很適用，也是當時「船員法」之所以通過排除

海巡人員的因素之一。但事實上，仔細分析STCW

章程第II章「船長及艙面部門」與第III章「輪機部

門」的規定，甚至直接檢視「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

核發證書辦法」3的規定，似乎看不出來過去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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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exactly are the so-called “bondages” and “difficulties” 
referred to from the past.

For the Deck Department, although in the past they 
were limited to only being able to test for “Level II”; however, 
practically in the Coast Guard, “Level II” is actually sufficient 
and “Level II” can also be transferred to “Level I” through 
promotion. For the Engine Department, although “Level I” 
personnel are needed for the propulsion of the main engine on 
all vessels and boats; however, “Level II” can also be permitted  
and, in the same way, “Level II” engine personnel can also 
be transferred to “Level I” through promotion. Simply put, the 
regulations in Section A-I/3 Principles Governing Near-Coastal 
Voyages of the STCW Convention should never affect the 
assignments given to the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however, the Coast Guard of Taiwan was indeed affected for 
almost two decade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vention'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s not difficult, for example, the 
two provisions of the STCW regarding the operating level of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are “for ships with a gross 
tonnage of 500 or more, Class A personnel should be on duty 
and responsible for sailing” and “with a propulsion of the main 
engine of 750 kW or more, engine personnel should be on duty 
and responsible for the engine,” which means there is only 
the so-called “second mate” and “engineer,” and never is 
there a so-called distinction between “Level I” and “Level II.” 
Therefore, return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Convention is propo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big issue of the Coast Guard sea 
service personnel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was resolv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nagement levels and promotion, 
it is set following the hierarchical manner of the Convention 
and adopting the provisions in the “Regulations for Training 
and Inspection of Crew Members and for the Issuance of 
Certificates,” and in the provisions, just amending the text 
related to “direct cross-strait transportation link” to “search and 
rescue responsibility area,” not only is this more concrete and 
appropriate, but also solved the management level personnel 
issue faced at the present stage.

IV.  Categorical Definition of the Coast Guard 
Profession

Depicted in the work items in the four subparagraphs of 
the "Executing Affairs" of Paragraph 7, Article 4 of The Coast 
Guard Act: 1. Control and keep the order of maritime traffic; 
2. Salvage, rescue and handling disputes that occur at sea; 
3. Patrol and protect fishing zones, preserve fishing resources; 
4. Protect and preserv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maritime security, which are also affairs among 
and between people, boats, and the environment. Applying 
the commonly used SHELL Model (or SHEL Model) in research 
field of flight safety, four matters of subsystems are derived, 
namely between people and software, such as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procedures (L-S System), between people 

「束縛」與「困難」究竟所指為何？

就艙面部門來說，過去雖然被限制只能考「二

等」，但是「二等」在海巡實務上其實也是夠用，

而且「二等」也能透過晉升轉任「一等」。就輪

機部門來說，雖然艦艇主機推進動力都需要「一

等」人員，但是「二等」其實也能准用，同樣的，

「二等」輪機員也能透過晉升轉任「一等」。簡

而言之，STCW公約的第A-I/3節近岸航程之原則

（Principles governing near-coastal voyages）的

規定，從來不應造成海巡海勤人員派任的影響，但

是我國的海巡卻著實地被影響了快二十年。

符合公約的體制建構方向其實不難，舉例來

說，STCW公約在操作級方面的規定就是「在總噸

位500 以上船舶負責航行當值之甲級船員」、「主

機推進動力750 瓩以上負責輪機當值輪機員」這二

種航、輪的規定，也就是只有所謂的「船副」、

「管輪」，從未有所謂「一等」、「二等」之分。

因此，建議回歸公約精神，同時解決了操作級海巡

海勤人員的一大問題。在管理級以及晉升的分類

上，遵循公約分級方式及採納「船員訓練檢覈及申

請核發證書辦法」的規定訂定，其中只要在條文中

有關「兩岸直航」的文字修正為「搜救責任區」不

但更為具體與合宜，也同時解套了現階段所面臨的

管理級人員的問題。

四、海巡專業的範疇界定

《海岸巡防法》第四條第七項的「執行事項」

中臚列了：1.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2.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

項；3.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項；4.海洋環

境保護及保育事項等四款的工作項目。從海事安

全的觀點也就是人、船、環境相互間的事務。套

用飛航安全研究領域中普遍採用的SHELL Model

（or SHEL Model）模式，衍生成人與組織、管

理、程序等軟體間（L-S System）；人與船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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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ardware, such as ships and equipment (L-H System),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L-E System), and also 
between people (L-L System).

Apply ing i t  on the i ssue of  educat ion,  t ra in 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Coast Guard fleet personnel, 
besides having to meet the maritim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skills stated in the IMO STCW standards, what follows is the 
actual skills in executing Coast Guard tasks. Without these skills, 
then Coast Guard is no longer Coast Guard! However,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hidden within these four subparagraphs, where 
people hav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in-depth interpretations.

Of cours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Coast Guards having 
the scale, versatility, and ability of the U.S. Coast Guards 
(USCG). However, for the pragmatic sake of discuss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we expect the Coast Guards to be the Coast 
Guards that rescue the lives of people at the very first moment, 
the Coast Guards that prevent the expansion of crisis at the 
very first moment, the Coast Guards that maintain maritime 
order and guard against the expansion of marine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es, and the Coast Guards that guard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fisheries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other 
words, the focus of the Coast Guard should be the search 
and rescue work (SAR) of "human lives." As for the related 
salvage and towage work of "ships" that are not in immediate 
danger, these executions should be left for the professional 
maritime salvage and towage companies. For the damaged 
"environment," the focus should be the response capability in 
avoiding the expansion of harm. As for the work of restoration 
and recovery, these should also be the business of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panies. For the maritime "order," 
it should be conflict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stead of 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Think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he Coast Guard, encompassing the basis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oficient and solid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 
different areas, such as maritime safety and security,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ritime 
and fisheries, it seems that focusing on sea search and 
rescue, damage control,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ay be relatively more appropriate and relevant. As for those 
great visions of salvage equipment, underwater equipment, 
and marine pollution cleaning equipment where a lot of funds 
need to be invested in order to purchase and, also, it is very 
easy to encounter the situation where at the time of accident, 
professionals skilled at using these equipment could not be 
found; maybe we can consider to temporarily set these aside 
until the Coast Guard of our nation reach maturity until the next 

備等硬體之間（L-H System）；人與環境之間(L-E 

System)；還有人與人之間（L-L System）的四個

子系統事務。

套用在海巡船隊人員的教育、訓練、考試、發

證等議題上，海巡人員除了必須符合 IMO STCW

所規範的航海與輪機的技能外，接下來是執行海巡

任務的真正技能。沒有這些技能，海巡也就不是海

巡！但是問題的癥結卻藏在這四款之內，讓人有各

種不同的深淺解釋。

當然的，我們期待海巡能有像美國海巡USCG

一般的規模與十八般武藝兼具的能力，但是務實的

就事論事，現階段，我們期待的海巡應該是第一

時間搶救人命的海巡；第一時間防止危難擴大的海

巡；第一時間維持海上秩序防範海事糾紛爭議擴大

的海巡；第一時間防範漁業與環境資源被破壞的海

巡。換言之，海巡著力的應該是「人命」的搜尋與

救助（SAR）工作，至於如果不是立即危險的有關

「船舶」的撈救（Salvage）與拖帶（Towage）

工作，應該留給專業的海難救助與拖帶公司執

行；對於被破壞的「環境」則應著重於避免傷害

擴大的因應（Response）能力，至於回收與復原

（Recovery）方面的工作，應該也是專業的環保公

司的業務。對於海上「秩序」方面應該是衝突與爭

議的解決（Conflict and Dispute Resolution）而不

是船舶交通管理（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從這個角度思考，海巡的專業技能，在涵括

海事安全與保安、海洋環境保護、航運與漁業

管理等不同領域純熟厚實的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素養的基礎上，似乎應著重

於海上搜索與救助（Search and Rescue）、

損害管制（Damage Con t ro l）、環境應急機

制（Env i ronmenta l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衝突管理與爭端解決（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可能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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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before these are reconsidered.

V. Conclusion
If the “I Have a Dream” of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is 

used as the conclusion, the expectation I have for Taiwan’s 
Coast Guard is an expectation that it can become as huge of 
a scale and as capable as the USCG, is the Coast Guard that 
is able to rescue all creatures at sea and preserv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Coast Guard that is able to enforce the law 
at sea and guard against crimes, the Coast Guard that has the 
ability to implement port state control and flag state control 
(PSC/FSC), and the Coast Guard that can lead the maritime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our 
country!

Yes, we sincerely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Coast Guard 
will have its dedicated large Coast Guard school, with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teachers that have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a complete software and hardware teaching material 
and rich with library resources, with a whole set of and all kinds 
of diverse multi-function simulation equipment and a variety 
of specialized classrooms, with a broad campus and port 
facilities, with various ships for internships and training facilities. 
I also hope that the education, training, examin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our Coast Guard all pass the international top 
and highest standard ISO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STCW 
certification. However, these are all just expectations and all 
just visions.

Returning to the pragmatic, currently, the Coast Guard 
is at a non-license, no system stage where it is unable to be 
managed and where there is also no one managing. It is not 
a crisis, but an opportunity, it is a great timing to establish rules, 
set a regime, and plan a great and everlasting achievement. 
However, 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a sow's ear, 
where are the people that have the ability to handle these 
things? How long will it take them? Where are the funds for 
this? Furthermore, even if there is a budget, high-quality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equipment, and simulators, the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institutions may not be able to 
do so, and how can these be found in a timely manner? In 
addition, about the progress of promotion in group change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how has it been? Perhaps these 
uncertainties involv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s, personnel 
management, or the ownership of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re impac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whole issue, right?

(The author is current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較為妥當與適切。至於那些要投資很多很多經費購

置使用機率低，而且很容易遇上當事故發生時找不

到能熟練使用設備人才的撈救設備、水下設備、海

洋污染清理設備等等的偉大願景，或許可以考慮先

與暫時放下，直至我國海巡茁壯到下個階段再議了。

五、結論

如果用金恩博士的「I Have a Dream」作結

語，我對我國海巡的期許是能成為像美國海岸防衛

隊（USCG）那樣能力規模的海巡的期許，是能在

海上救護眾生、維護海洋環境的海巡；是能在海域

執法、防範犯罪的海巡；是有本事執行港口國與船

旗國管制（PSC/FSC）的海巡；是能主導我國海事

教育訓練考試發證的海巡！

是的，我們衷心期望海巡未來會有一所專門的

海巡大學校，有一流的、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專業教

師，有完整的軟硬體教材與豐富的圖書資源，有全

套的、多樣的各式多功能模擬機設備和各種專業教

室，有寬廣的校園與碼頭設施，有多樣的實習船和

訓練設施。我更期望我們的海巡的教育、訓練、考

試、發證等等都是通過國際頂尖的、最高規格ISO

品質系統認證以及STCW認證。不過，這些都是期

許、都是願景。

回歸務實，現在的海巡是處於一個無法可管、

也沒有人管的無證照、無制度階段。不是危機，而

是契機，是個立規矩、訂制度、圖千秋大業的大好

時機。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本事處理這些

事的人在哪裡？要花他們多長時間？經費又在哪裡

呢？再者，縱使有預算，高品質的師資、教材、設

備、模擬機、管理認證機構也不一定能如願且及時

地找到？另外，立法院推動組改的進度不知道如何

了？這個牽涉到組織的變動、船員管理或證照監理

部門的歸屬的不確定因素，或許才是影響整個議題

推動的關鍵因素吧？

（本文作者現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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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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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CW Code Part A Section A-I/3 近岸航程

之原則Principles governing near-coastal 

voyages

(1) 當締約國對近岸航程予以定義時，尤其是

在為有權懸掛其國旗並從事近岸航程之船

上服務之航海人員簽發證書而變更本章程

A篇第Ⅱ章與第Ⅲ章適任標準表第2欄內所

列科目時，應考慮及下列因素，並切記對

所有船舶之安全與海洋環境之影響：

1. 船舶類型及其所從事之業務；

2. 船舶總噸位及主推進機之推進功率

(kW)；

3. 航程性質與遠近；

4. 距避難港之最遠距離；

5. 導航定位設施之覆蓋範圍及定位之精確

度；

6. 近岸航行區域通常之氣象條件；

7. 船上與岸上所具有用於搜救之通信設

施；

8. 岸上基地支援之有效性，尤其是有關船

上技術保養方面之岸上支援；

(2) 本原則無意使從事近岸航程之船舶，以其

時常在相鄰國家所指定之近岸航程航行為

理由，而將其航程擴及全球。

2. STCW Section B-I/12 Guidance regarding 

the use of simulators

 Demonstrations of and practice in radar 

observation should be undertaken, where 

appropriate, on live marine radar equipment, 

including the use of simulators. Plotting 

exercises should preferably be undertaken 

in real time, in order to increase trainees’ 

awareness of the hazards of the improper 

use of radar data and improve their plotting 

註　釋 techniques to a standard of radar plotting 

commensurate with that necessary for 

the safe execution of collision-avoidance 

manoeuvr ing  under  ac tua l  seago ing 

conditions.

3. 船員訓練檢覈及申請核發證書辦法（民國103

年08月21日修正）

第5條

 二等航行員指在下列船舶服務之艙面部門甲

級船員：

 一、 在總噸位500以上未滿3000航行於國際航

線之船舶。

 二、 在總噸位500以上未滿10000航行於兩岸

直航之船舶。

 三、 在總噸位500以上未滿10000航行於國內

航線之船舶。

 船舶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配置二等航行員：

 一、 在總噸位3000以上未滿8000且航行於東

經90度以東，150度以西，南緯10度以北

及北緯45以南近海區域之船舶。

 二、 在總噸位八千以上航行於兩岸直航之貨

船。

 三、 在總噸位八千以上航行於國內航線之貨

船。

第9條

 二等輪機員指在主機推進動力750瓩以上未滿

3000瓩船舶服務之輪機部門甲級船員。

 船舶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配置二等輪機員：

 一、 在主機推進動力3000瓩以上未滿6000瓩

且航行於東經90度以東，150度以西，南

緯10度以北及北緯45度以南近海區域之

船舶。

 二、 在主機推進動力6000瓩以上航行於兩岸

直航之貨船。

 三、 在主機推進動力6000瓩以上航行於國內

航線之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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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案例故事

明華今年30歲，自大學畢業退伍至今來到機關

單位上班已經多年，目前月薪45,000元，因為住在

家中花費較少，進入職場後的工作收入大多是存在

銀行帳戶，後來經同學介紹的保險業務員推薦陸續

買了很多張保單，告訴他說與其把錢存銀行不如把

錢存入保險單，要用錢就有錢用。可是，最近面臨

與交往穩定的女友計劃結婚、甚至也打算婚後生孩

子，赫然發現這幾年努力存錢，但怎麼手上能動用

的錢這麼少，心裡很是著急，想了解到底問題出在

哪裡？因此希望透過理財諮詢顧問能指點迷津提供

建議。

EAP放大鏡 

明華所面臨的狀況是很多年輕上班族共同的問

題，踏入社會工作除了盡自己的本份努力工作之

外，如何打理金錢？讓薪資收入足以支應各階段的

生活所需，確實是需要花點時間做功課的，這些理

財規劃概念包括：1.收入與支出預算編製及控制管

理、2.風險管理與保單規劃（為了解決突發事故而

來不及準備的錢）、3.投資規劃（為了將來結婚、

子女教育、退休等不同階段準備的錢）、4.租稅規

劃（包括所得稅、財產稅、遺贈稅），這些都是從

小到大的學校教育課程中鮮少提供的生活知識教

育，但缺乏這些知識，你我就很容易像明華這樣，

被業務員推銷不知不覺就買了很多張保單繳了高額

的保費，導致錢全部被保單卡住，明明有錢但卻動

彈不得，或者像有些月光族缺乏儲蓄習慣，導致左

手進右手出，即使努力賺錢也入不敷出，無法達成

理財目標，非常遺憾！

員工協助方案（EAP）

「理財諮詢」案例之—

神啊！請讓我的小錢變大錢
文｜羅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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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小幫手 

每個人從出生到離開人世的種種生活所需，都

與金錢息息相關，尤其當成年後開始要靠自己的能

力養活自己或家庭，讓賺的錢滿足一生的消費所

需，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將所得適當分配在消費與儲

蓄項目中。因此，理財規劃首要概念就是「有收入

就要學會如何安排理性消費與儲蓄未來的所需」，

以因應萬一沒工作收入時的經濟安全。至於該如何

學會讓「小錢變大錢」的基本功，且待下面分析：

1. 收入與支出預算編製及控制管理：

a. 收入與支出預算編製：

盡可能先將月收入約略分配為50：30：

10：10之比率，其中50%做為生活費

用，但對單身者而言，如果無房貸或房屋

租金壓力，應降低生活費用的比率，以提

高投資運用的比率；再來30%做為投資

運用，靠著時間及複利效果，慢慢累積準

備將來結婚、子女教育及退休金等各項目

標；另外10%做為保障型保費支出，主要

為萬一風險事故發生時，有即時的保險理

賠金供養需要照顧的家人，或者萬一自己

身體欠佳需住院時，可以分散自己的醫療

費用風險；最後10%保留自由彈性運用，

例如需要更新電子產品或家用品，沒需要

更新的年度仍可將資金放入投資運用。以

上的比率可以依個人的生活型態及不同狀

況做微調，只要適合自己選擇的生活方

式，都是最好的安排。

家庭收入與支出預算編製

項目 內容 收入分配比例 

家庭日常支出 食、衣、住、行、育、樂等 <50% 

投資理財 短、中、長期理財目標  >30% 

風險管理 壽險、意外傷害及健康醫療險等保障型保費 <10% 

自由儲蓄運用 年度更新家電產品或奢侈品等 10%

註： 如果拉高任一項目的比重，就會排擠掉其他項目的預算，因為薪資收入只有一份。

b. 控制管理： 

有了預算編製，接下來的控制管理就要靠

“記帳”來追蹤管理。明華因吃住都與父

母共同生活，費用少很多，生活費預算每

個月是一萬元，剩餘的錢則全部存起來，

希望能快速累積財富。但是每個月一萬元

的生活支出是否足夠，建議明華學會簡單

記帳，以追蹤是否可依自己的預算計畫進

行。但記帳的目的不是斤斤計較金錢，而

是讓現金流有跡可循才能追蹤檢討，並可

釐清是必要、需要與想要的開銷差異，當

超出預算時就可以檢討問題所在，再修正

自己的消費習慣就變得容易多了。

2. 風險管理與保單規劃：

明華目前30歲，雖仍單身無經濟責任，但

將有結婚計畫，可以保留基本的壽險、意外

傷害險及健康醫療保險，年繳保費控制在年

收入的10%範圍內。說到「壽險保障」主要

提供家庭主要經濟支柱者發生事故，有額外

保障來維持家庭必要生活費用，一般額度最

起碼能維持10年或至子女成年完成學業所需

的家庭必要生活開銷。不過現在低利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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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保費相對比較高，明華可以運用已購買的

投資型保單來滿足壽險保障額度即可，以小

錢保障不可預知的風險，才是保險真正的精

神所在。在儲蓄準備不足又有經濟責任的階

段，最需要有壽險保障來因應「來不及準備

的錢」，以發揮其最大的功能。

3. 投資規劃： 

整理保單後，明華接著希望將錢做有效率的

投資，讓小錢變大錢。以完全沒有投資經驗

或非專業投資人而言，想要投資前同樣需要

建立正確的投資觀念就是：

a. 設定理財目標：

「投資」是為中長期的理財目標而準備

的，因此要先設定理財目標，有了目標才

有明確的努力方向，不至於隨興消費或隨

便聽消息短線進出，一般人常誤把短線投

機當投資，很容易追高殺低，造成慘痛的

投資經驗。因此經諮詢後，明華設定的目

標為：和女友2年後共同存100萬元當結

婚基金、35年後存1,500萬元當退休金。

b.報酬率： 

穩健的報酬可以設定在一般定存利率的

3倍左右，以目前銀行2年期定存利率

1.375%情況下，設定平均年化報酬率約

5~6%是一個容易且可以被實現的標的。

以明華所設定的兩個目標，從階段性來

看，建議先集中完成短期2年存100萬元

當結婚基金的目標，之後再開始做退休金

準備。由於2年存100萬元是短期一定要

用的錢，建議先儲蓄放定存，不適合拿來

做投資，只要每個月兩個人可以一起存下

4萬5千元，2年存100萬元的結婚基金一

定可以達成。結婚後離退休年齡還有33

年可以做退休金準備，每月定期定額投資

1.6萬元，假設平均年化報酬率5%估算，

將可累積1,537萬元；假設平均年化報酬

率6%估算，將可累積1,869萬元，退休金

準備的理財目標同樣也是可達成的。

c. 了解市場風險及風險承受度： 

過去明華誤認為投資是不安全的，以為把

錢用來買保險最安全，相信保險業務員的

推薦而買了過多儲蓄險，經諮詢後才了解

投資市場價格波動本是正常現象，影響股

價的主要因素有景氣、資金、籌碼。投資

市場沒有永遠的漲勢，也沒有永遠的跌

勢，只要有好的投資策略及適合自己的投

資方法，一樣可以在投資市場獲取穩健的

報酬。

d. 投資策略與工具選擇： 

前面提到投資市場價格波動是正常現象，

「定期定額」正好發揮平均成本的功能，

有波動才會有價差，對定期定額投資也才

有利可圖。因此，顧問建議明華採定期定

額配合停利與逢低加碼機制，利用停利贖

回的資金做為未來逢低分批加碼的籌碼。

投資方法可採被動投資法，選擇追蹤大

盤指數的ETF為主，可以免去選個股的煩

惱，也可避免踩到地雷股，相對其內含成

本比一般的基金商品低廉許多。平日多看

經濟日報，可以感覺市場是處在甚麼氣氛

中，並做為停利或逢低加碼的參考指標，

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言：「在別人恐慌時貪

婪，在別人貪婪時恐慌。」投資市場是人

性的心理戰，貪婪和懼怕才是投資最大的

敵人。我常比喻當市場恐慌氣氛時要勇於

投資播種（逢低加碼），等待將來市場過

度樂觀時才有籌碼可以賣出收割（停利

點），明華還年輕可以先學習觀察，待將

來開始投資時心中自有定見。

e. 投資信心及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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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信心」是能否堅持的基礎，所以，

建議採指數化的被動投資法，規避選個股

的風險，只要對選擇的金融市場有信心，

不投資不熟悉的商品，相信有紀律的堅持

下去，以時間換取空間，才能讓小錢穩健

增長變大。

EAP小叮嚀

1.  儲蓄險只有保本的功能，無法對抗通貨膨

脹，對很會存錢的明華而言，不需再靠儲蓄

險來強迫儲蓄，而是要將存下來的錢去做長

期投資。將小錢變大錢還是要靠運用熟悉的

商品及有紀律的投資才是上策。但一般來說

“閒錢”才能做投資運用，短期要用的錢並

不適合拿來做投資，以免被迫提早贖回而產

生折價虧損。 

2.  謹記投資熟悉的商品，不熟悉的商品不要

碰，對市場有信心加上有足夠的能力、毅力

及紀律，完整的投資完一個景氣循環期間，

少則三∼五年，大循環約八∼十年，運用前

面所提的概念及工具，才是讓小錢變大錢的

成功之道。

EAP小字典 

※平均年化報酬率

貨幣都是有時間價值的，一般銀行存款以利率

來計算；一般投資工具則以投資報酬率來計算。例

如投資100萬元，拿回本利合150萬元，總報酬率為

（15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50%，假設投資

期間為5年，若採單利計算，則平均每年有10%的

報酬率（總報酬率50%／5），但市場總是上下波

動，每年的報酬率不盡相同，為了計算較實際的貨

幣時間價值，通常以複利的概念來計算平均每年的

報酬率，就成為「平均年化報酬率」，公式為（1

＋總報酬率）1／年數－1，即（1＋50%）1／5－

1＝8.45%，平均年化報酬率即為8.45%，表示當

第一年期初投資100萬元，期末本利合為108.45萬

元，即100萬元×（1＋8.45%）＝108.45萬元，第

二年期初投資108.45萬元，期末本利合為117.61萬

元，即108.45萬元×（1＋8.45%）＝117.61萬元，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以此類推，如下表：

年期 期初 利息 期末本利合

第一年 100萬 8.45萬 108.45萬

第二年 108.45萬 9.16萬 117.61萬

第三年 117.61萬 9.94萬 127.55萬

第四年 127.55萬 10.78萬 138.33萬

第五年 138.33萬 11.69萬 約150萬

以本次明華的退休金規劃案例，年投資額19.2

萬（1.6萬／月），投資期間33年，假設不同的平均

年化報酬率之累積試算表如後：

每年投資額 平均年化報
酬率

年金終值係
數

年金終值

19.2萬 5% 80.064 1,537萬

19.2萬 6% 97.343 1,869萬

註： 19.2萬元 × 年金終值係數（n＝33，r＝5%）
＝1,537萬元；

　　 19.2萬元 × 年金終值係數（n＝33，r＝6%）
＝1,869萬元

※年金終值係數（n＝33，r＝5%）公式如下：  
　 F/A＝【（1＋r）n－1】／r；F－未來值，A－每
期年金，n－期數，r－利率
　80.064＝【（1＋5%）33－1】/5%
　 80.064表示每年存1元，平均年化報酬率5%，33
年後本利合為1元的80.064倍。
　 「年金終值係數」可以查閱【金融研訓院－理財
規劃實務】附表5－年金終值表

（本文作者為鉅微管理顧問公司特約理財諮詢顧

問；CFP認證理財規劃顧問（證照CFPR12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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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臺灣警察專科學校69周年校慶，暨充實

海巡署海巡學生對未來工作的專業知能，警專海巡

科特別成立海巡圖書閱覽室，以鼓勵海巡學生閱讀

風氣，除專業法律與體技外，更增添人文素養。本

校陳連禎校長為嘉勉海巡科此一創舉，特為之題名

「書香海巡」四字，另敦請書法名家張禮權大師揮

毫，並將張大師之墨寶製成牌匾，為圖書室之啟用

掛牌，以作為海巡師生慶祝警專69校慶之賀禮。

海巡專業圖書室開幕典禮，特選在校慶翌日，

於警專樹人樓七樓海巡科辦公室暨圖書室門前舉

行。海巡科圖書室雖然空間不大，但由於此係為警

專第一個成立之專業學科圖書室，校方為表肯定與

鼓勵之意，由校長陳連禎、教育長戴天岳、書法大

師張禮權老師及海巡科主任張瓊玲進行聯合揭牌。

陳校長一向力倡文武合一的警察教育，在此更

期許在校內各項競賽考試皆為標竿的海巡聯隊，未

來更能在人文與專業知能方面有優質化的提升；而

張主任亦以唐朝劉禹錫《陋室銘》之名言：「山不

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

室，為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

鴻儒，往來無白丁。」自許，以此作為甫成立之海

巡科圖書室做一個最好的註腳。校長亦期許所有的

書香海巡：

警專海巡科專業圖書
閱覽室成立

賀

文、圖｜張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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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科學生皆以此作為相互砥礪及自我修練之座右

銘。

在場觀禮者包括行政警察科主任曾英哲、刑事

警察科主任林佳璋、交通警察科主任黃清德、消防

安全科主任曹昌棋、訓導處主任高鎮權、海巡科助

理教授曾春橋、教官許金德及謝鵬棠先生等各科之

老師、教官，以及隊長陳泳森帶領之海巡隊職官與

學生聯隊，一起共襄盛舉，共同為本校所訓練未來

優秀之海巡人員，能夠更加充實專業知能與國家考

試資訊，且於學生時期即能直接閱讀到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所送之專業刊物及圖鑑書籍，讓書香盈滿警

專海巡科，開始歷史的新頁。

（本文作者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海巡科主任

兼副教授）

海巡科圖書閱覽室由校長陳連禎（圖左二）、教育長戴天岳（圖左一）、書法

大師張禮權老師（圖右一）及海巡科主任張瓊玲（圖右二）進行聯合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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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總有些人，不計較

個人得失、不衡量自身利益，

僅僅為了能夠幫助更多

人而努力，全心全意

的致心於公益服務，

以服務人群、幫助他

人為樂。他們的善

行，如同黑夜中的

繁星，閃著微弱的

光芒，為徬徨無措

需要幫助的人燃起

了希望，讓他們不再

感到無助與迷惑，並

能感受到社會上的溫

暖及愛心。這些熱心

公益服務、造福人群

的人，不論在你、我

文｜黃信翰　圖片提供｜海岸巡防總局警衛大隊

身邊都一直存在著，也都持續默默的付出與努力。

孟子曾說：「人性本善」的向善論，而古人亦曾留

下「物以類聚」的成語，這些諸聖先賢的話語，無

形中為這些默默行善的人做了最好的印證，也牽引

著周圍人們心中的善念與他們一同行善，進而邁向

孔子所說的「大同世界」。

現今社會的氛圍，充斥著許多無奈及陰暗面，

人人都為了一己之利而忽視身邊的事物，鮮少注意

環境的變化，更遑論「為他人服務」這樣簡單的舉

動，能為你我所生存的空間帶來多大的改變。其實

有時一句問候、一個動作，就能讓人覺得感動，如

同海巡署一直以來，堅持以「為民服務」精神，配

合內政部役政署執行各項公益服務，例如「捐熱

血，傳遞愛」到定期執行的「社區清潔，敦親睦

鄰」與「愛心藏餐盒，溫暖獨居老人」、及「關懷

弱勢團體，找出不平凡的你」⋯等等各式各樣的活

動。103年更有諸多專案計畫如：「103年替代役

匯聚服務力量

發揮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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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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海巡幹部們的巧思安排及

縝密的規劃搭配下，讓替代役役男們盡情發揮熱

情，至今已擁有相當不錯的成效。

人心不會永遠黑暗、善良更是無處不在，只要

一點點火光，就能燃燒出不一樣的生命體驗，而海

巡署替代役役男的熱情與愛心也會像夏天黑夜中閃

海巡署替代役役男深入社區
從事公益服務情形

爍的「點點星光」，盡情綻放，並且在幹部們的引

領下，匯聚成如「銀河」般壯闊，也希望未來的社

會，在你我共同努力編織的夢想中實現，就像電影

「大稻程」劇中場景，雖然沒有現代的進步，但濃

濃的人情味，卻讓人感受到一份簡單的幸福，也唯

有用心的去關懷、體諒他人，才能讓世界真正邁向

大同的理想境界。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總局警衛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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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村中除了各式各樣的漁船及辛勤的漁民外，

相信大家都常看見貓的蹤跡，大多數的印象不外乎

就是在睡覺、或是慵懶的躺著享受日光浴、或是在

遠方靜靜的坐著看你等等，所以有句話說：「貓的

字典裡沒有勤奮、忙碌這些道德名詞，牠們總是很

無為的享受每一天」。

貓科動物是一種以獵食動物的名稱，大型的貓

科動物例如，獅子、老虎、豹等，給人的印象就是

以尖牙利爪為武器，行動敏捷、官能敏銳，在獵捕

時靠著彎曲的下顎犬齒緊扣獵物的皮毛使其不易逃

脫；也靠著較長的上顎犬齒直接給予致命的一擊，

相信在電視上的動物頻道時常看見。這時大部分的

人並不會聯想到自己所飼養的家貓本性亦是如此，

因為家貓與老虎體型比例過於懸殊，家貓的喵喵聲

和老虎獅子的嘶吼聲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然而在

你看過貓獵捕老鼠或鳥類時的行為時就會發現，牠

們都會不出聲的慢慢貼近獵物，利用起步加速快速

的優勢，趁獵物未有所警覺準備逃跑前，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速度給予致命的一擊。

然而再想想看，原本與老虎獅子是親戚的獵食

動物，竟然會在人類的飼養下，變成溫柔愛撒嬌的

個性，實在是令人意外？也因此漸漸的喪失天賦求

生的本能，只要向主人輕聲喵喵喵，或是在腳邊磨

蹭著，即可享受「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福氣。

現代家貓最大的貢獻，就是變成人類的寵物，填補

人們的寂寞、空虛的心靈等。也因此出現了很多的

周邊商品，如招財貓、拍攝電影或是以各式各樣的

樣貌創作成文具、裝飾品等。還有的受雇馬戲團、

郵局、車站等，儼然就像是上班族一般成為受薪一

族，讓我們瞭解到原來貓並不是遊手好閒、不事

生產。

貓也給人一種神祕摸不透的印象，但可從以下

四點，瞭解到貓的情緒反應：

第一個是眼睛：無論光線強弱，貓一激動起

來，不管情緒是好是壞，瞳孔都會擴張。就像餵牠

們吃東西時，常見牠們因興奮期待而瞳孔張的大大

的；在防衛狀態下也是同樣的反應。反之，當牠們

覺得佔優勢或泰然沉著時，瞳孔便縮小了。

文｜徐福章

貓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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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貓耳：每隻貓耳由十五條肌肉控制收

音，就算是睡覺也不放鬆。耳廓高聳向前表示情緒

正在緊張，處於緊張的狀態，另外應該尊重牠們對

聲音的敏感，避免巨大的聲響，這對貓耳都是難以

承受的負荷。

第三個是貓毛：在遇到威脅時，會把毛豎起，

藉此達到體型倍增，以威嚇對方。

第四個是清潔：親近的貓互相幫忙清潔身體

時，是社交因素，藉由互清彼此時，將自己的氣味

留給對方，加深彼此的友誼。

隨著社會型態與經濟發展的變化，飼養寵物

的人日益增加，尤其看到小狗、小貓超級可愛，

更讓人忍不住想要飼養，希望在您採取行動前，

一定要先了解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的觀

念。

我們人類知道痛苦與快樂，懂得為追求更好

的生活而努力，寵物也一樣，有血有肉，懂得痛

苦與快樂，也有其生命價值與尊嚴，但牠們卻無

法為自己追求福利。基於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

物的宗旨，我國於87年11月4日訂定了「動物保

護法」，但是有些民眾還是會隨著流行潮流飼養

寵物，沒有經過充分評估，遇到問題無法解決就

任意棄養，除了違法之外，也傷害了寵物的身

心。主管機關行政院農委會正循著「立法」、

「教育」及「絕育」三原則推動相關工作，期逐

步改善國內流浪犬問題，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

您一起來幫忙，做一個負責任的飼主。

更多相關知識，可上動物保護資訊網查詢，

除基本小常識，還有從自我檢測是否合適飼養寵

物，如何領養或是購買寵物、登記與植入晶片、

到結紮絕育、教導寵物正確行為，並提供相關單

位聯絡方式，幫助您了解自己、認識寵物，輕鬆

展開您與寵物－愛的新生活。

資料來源：

動物保護資訊網www.animal.coa.gov.tw

和人類的接觸也是如此，在人類撫摸貓的同時

也將氣味帶到貓的身上，接著貓會清理毛，同時將

人類的氣味舔起藉以認識。最後提醒想飼養貓的朋

友，千萬不要因衝動或好奇而飼養，冷靜後的你可

能會棄養牠；一定要去瞭解相關貓食、預防針及生

病的費用，不然你會因為過多的花費而放棄牠；一

定要得到家人的同意，不然四處掉落貓毛會讓你的

家人感覺不適。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

勤務中隊）

您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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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李春明

還記得上次帶領大家一窺東沙島美景後，對於

海巡署的印象，應該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而這次

要分享的正是他們重要的所轄範圍之一—「南沙太

平島」。如果問起臺灣最南邊的離島在哪裡？大多

數的人可能會很直覺地認為是「南沙島」，但其實

是位於北緯10度，東經114度，距離臺灣約有1,600

公里，在行政區域上隸屬於高雄市旗津區的「太平

島」。對國人而言，「太平島」是既陌生又神秘的

地方。因早期為臺灣軍事戰略重地，加上距離臺灣

本島遙遠，除了駐守島上的國軍弟兄外，一般人幾

乎很少有登島的機會。「太平島」，島形狹長，面

積約0.4896平方公里，不但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

嶼，也是臺灣國軍最早駐守、最南端的領土，更是

唯一擁有淡水、不需靠人工供給的典型熱帶珊瑚礁

小島。

因為地處赤道無風帶，氣候上屬於熱帶海洋性

氣候，一年四季沒有明顯劃分，是臺灣少數不受颱

風侵襲的領土。島上生態資源豐富，不僅熱帶性植

物種類繁多，保有相當完整的原生海岸林外，典型

珊瑚礁魚類聚集地，以及亞洲東邊候鳥遷徙必經路

1. 運補棧道原始影像
 海軍陸戰隊擔任守備任務
時，建此海上運補棧道，
於1992年損壞無法修復而
廢棄迄今。

2001年4月拍攝

「南沙島」最原始的影像

74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線，有時候，在沙灘上也能看到保育類動物海龜及

玳瑁。「太平島」仍為臺灣在南沙群島中唯一駐軍

的島嶼，擁有多項現代建設，如衛星電訊通訊、雷

達監控設備及氣象台等，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海軍已駐守長達50幾年，平時可作為漁業基地，提

供航行船隻的各項服務；戰時則可作為機艦活動基

地和中繼站，故其戰略價值極為重要。

文字的描述，僅可簡略勾勒出潛藏的回憶，屬

於南沙最原始的影像，仍舊請大家跟著我的鏡頭，

一同瀏覽，因為它們在機場跑道興建完成後，都將

成為歷史（照片順序依拍攝者設定編排）：

（本文資料提供者曾任職於海巡署勤務

指揮中心專門委員）

東沙島簡介資料來源：南部地區巡防局全球資訊網

2. 即將消失的太平島海岸
 此張照片是六年多前從海平面上所拍攝，未來將成為
新的海巡基地。

 2008年6月拍攝

4. 中央公路及周邊建築
 此張照片是八年前從南沙島最高點朝中央公路拍攝，
遠處盡頭可見機場跑道正在施工。

 2006年4月拍攝

3. 回憶的太平島中央公
路

 隨著新建機場的跑
道完成，中央公

路即將步入歷史
。

 
2005年4月拍攝

5. 曾經的瞭望塔
 瞭望塔是島上最高的建築物，也是南沙島地標，除了
做為雷達站外，亦兼具守望哨功能。

 2006年4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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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太平島與和星艦
 海巡署和星艦巡防任務結束後，停泊於太平島外海
上，背景為太平島全景。

 2006年4月拍攝

10. 太平島新地標
 太平島目前最高建築物，主要功能係為雷達站及重要
守望哨據點。

 2008年6月拍攝

7. 太平島日出
 海巡署與海軍聯合運補艦隊於拂曉之前抵達太平島附
近海域。

 2006年4月拍攝

9. 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廢棄棧道
 此棧道為日本駐軍方便從海上運補所建，二戰結束迄
今，近八十年歷史，可算是重要古蹟。

 2006年4月拍攝

11. 海巡艇在南海偵巡
 南沙指揮部負責太平島地區海岸及限制性水域巡防，
每週均需實施海上巡護。

 2006年4月拍攝

8. 太平島沙灘
 太平島沙灘上堆積

之細沙呈金黃色
，主要為珊瑚和

貝

殼碎屑組成，海
水清澈透明，非

常美麗。

 
2005年4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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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13. 遠看中洲礁及敦謙沙洲
 太平島東岸退潮可看到海岸底部多為堅硬礁盤地質，
海平線最左邊之白色島礁為中洲礁、最右邊則為敦謙
沙洲。 2005年4月拍攝

15. 美麗的中洲礁沙灘
 由珊瑚礁風化成的細碎珊瑚及貝殼沙組成的小島，曾
蓋過觀音亭，但93年7月21日因海浪侵蝕，使小島全
部沒入海中。 2006年4月拍攝

14. 從海上遠眺中洲礁全景
 中洲礁與太平島同屬鄭和群礁體系，為防止鄰近國家
佔領，2003年8月19日時任內政部長余政憲先生曾登
礁宣示主權，並定期派員巡視。 2005年4月拍攝

16. 海巡艇巡視中洲礁
 為宣示中洲礁主權及防止
鄰近國家非法佔領，海巡
艇時常巡邏該區海域並登
島巡視。

 2006年4月拍攝

12. 太平島新建跑道 島上中央公路，已換成嶄新機場跑道，未來南沙島戰
略位置將更顯重要。 

2008年6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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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國策顧問高上將華柱（圖左）講
授「當責領導與管理」專題，前署長王進旺（圖右）致
贈禮品致謝（103.10.30）

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前排右五）率團蒞臨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進行訪問交流（103.10.3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保官龔千雅
講授「聰明消費、安心生活」專題（103.10.2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參加中央盃員工運動會榮獲11座獎
盃，並於主管會報時機由各組隊代表獻獎予前署長王進
旺（103.11.6）

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積極執行救生救難任
務，獲漁民至隊部致贈感謝狀（103.10.2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少尉葉曉祥受邀至警察
廣播電台參加全國聯播網節目專訪（103.1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於鳳凰颱風期間極力協
助琉球鄉民災後工作，鄉長蔡天裕頒發感謝狀致謝
（103.11.8）

臺東縣忠孝國小舉辦戶外教學，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
岸巡大隊協助辦理，並帶領體驗淨灘活動（10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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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照海巡我最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於臺中港外31浬
發現越界大陸漁船「閩○漁05193」號，立即登檢
（103.11.30）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於執勤時發現民眾
搭乘「臺馬輪」挾帶超量農產品，立即依法送辦
（103.11.3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於東石區塊港區針對
進港寄港船筏實施港區擴大安檢，以有效嚇阻不法
（103.11.1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商港安檢所查獲中國
大陸農產品及豬腳筋，約二百餘公斤（103.11.2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高金碼頭查獲大山輪
違法載運中國大陸製雷達船用品，並積極追溯來源
（103.10.2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為防止沿岸偷渡
情事發生，定期於轄區內實施擴大威力掃蕩勤務
（103.10.2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長濱地區執行勤務
時，發現疑似通緝犯人員，遂上前盤查（103.11.0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崇德安檢所人員利用安
檢資訊系統比對資料，成功查獲通緝犯（103.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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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橋仔安檢所有民眾於
報關後出港作業，卻不慎落水，岸巡弟兄立即救援
（103.10.2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ㄧ岸巡大隊接獲民眾通報，轄區內
有人不慎落海，立即前往救援（103.11.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於防潮門蚵道發現受困
民眾，岸巡人員立即上前協助（103.11.2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協助高雄市橋頭區福智
寺於成龍泊地實施黑鯛魚苗流放活動（103.11.2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轄區內有
名老翁夜釣不慎跌落堤防消波塊，即刻前往協助處置
（103.10.2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潭門安檢所主動支援
鄉公所淨灘，為維護望安鄉環境及生態盡一份心力
（103.11.0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伽藍漁港安檢所人員發
現港區發生油污染事件，立即前往處置（103.11.1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聯合相關單位於花蓮港
第16號碼頭辦理救生救難演練（103.11.19）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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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安檢所弟兄執行安檢
勤務時，擔心遊客上下船安全，主動協助搬運行李
（103.10.2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好美里安檢所接獲報案有
民眾不慎落水，立即派員前往協助（103.11.2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大隊接獲興達安檢所值班回報於
興達港軍艦區發現浮屍，立即前往處置（103.10.2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人員於安檢
亭前方發現民眾暈倒，立即協助送醫（103.10.17）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龍洞佛祖崖
處有民眾落海，即刻派員前往協處（103.10.26）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西湖溪南
岸發現民眾車輛受困沙洲，即刻派員前往協助脫困
（103.11.2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加祿堂安檢所接獲遊
客通知，有夜間觀景車輛受困，同仁立即前往協助
（103.11.0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人員於
港區內執勤時，發現漁船失火，即刻協助撲滅火勢
（103.12.06）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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