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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思維，提供基層人員最

大協助，讓海巡團隊能具備更

厚實的海域執法能量，以面對

多變任務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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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企劃處　整理｜編輯小組

淨海
護疆

」～「起碇揚帆

為喚起世人對海洋的關心，聯合國自2009年起，將每年6月8日定為「世界海洋日」。

在與國際接軌、響應愛護海洋理念前題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亦自2009年起積極辦理世界

海洋日活動，105年也特別選定6月4日這天，於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假臺中港旅客服務中

心及前方19號碼頭，辦理2016世界海洋日活動，同時並舉行海巡署最新1000噸級苗栗及桃

園雙艦成軍典禮。

淨海
護疆

」～

2016世界海洋日活
動報
導

資資資料料料料提提提供供供｜企企企劃劃劃處處 整整整理理理｜編編編輯輯輯小小小小組組資資資料料料提提供供｜企企企劃劃處處處 整整

016世界海界海界 洋海洋海 日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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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李

仲威主持，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陳超明委

員、顏寬恒委員、臺中市政府林佳龍市長、

苗栗縣政府徐耀昌縣長、桃園市政府王明德

副市長及各中央、地方部會首長、士紳均受

邀參加；李署長致詞時表示，海洋是生命的

搖籃，大地的母親，調節氣候、滋養萬物，

近年來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過度開發、垃圾棄

置、過漁等問題，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希望透過政

府與民間的力量扭轉海洋的命運。

近年來

置、過

府與民

開幕活動表演（海巡特
勤隊及臺灣道教總廟戰
鼓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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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聽取簡報及參觀島上各項生活設施 李署長同時表示，海巡署的任務包括執行

漁業巡護、海上救難，查緝走私、偷渡，以及

取締非法漁業、防止海洋污染，目的都是在捍

衛國家主權漁權、保障海域安全，維護珍貴的海

洋資源，今天活動的主軸是「起碇揚帆 淨海護

疆」，象徵著國家朝向海洋發展的宏願，未來海

巡署將從「拓展海洋事務深度與廣度」、「提升

海事服務資訊與效能」、「強化海域執法裝備與

能量」、「協助海洋科研發展與應用」，以及

「推動海洋保育理念與政策」等五個層面著手，

建構生態、安全、繁榮、永續的海洋。

苗栗及桃園雙艦成軍授旗及頒發
加菜金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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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安全實兵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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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龍市長致詞時則表示，對於海洋環境維護

及旅客乘船的安全一直是市府十分重視的一環，而

本次活動為提升重大海上案件及災害應變能力，特

別將海洋污染事件與維安、防恐結合，展現各行政

機關之協調反應機制辦理一場「水域安全實兵演

練」，除可結合轄內各相關單位之人力物力外，也

可以讓各應變單位及人員熟悉整個聯防應變體系的

通報管道與運作流程，在此特別感謝海巡署及所有

辛勞參演單位。本次世界海洋日活動第1次在臺中

擴大辦理，結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臺中市政府、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及臺中港務分公司等共

56個機關團體共同辦理。

從早上10點開幕，現場除了舉行海巡署最新

1000噸級苗栗艦及桃園艦成軍典禮，更結合臺中港

ISPS、民間消防救難及環保單位進行水域安全實

兵演練，同時區分海洋文化、海洋休憩、海洋科技

與海洋產業等4區進行推廣展示，活動全程有海巡

艦艇、黑鷹直升機參觀、救難裝備展示、海洋論壇

等，並且邀請海巡特勤隊、臺灣道教總廟戰鼓隊、

熱門樂團及臺中女中樂儀隊等學校、地方社團表演

與摸彩活動，現場融合動態演練、靜態展示及嘉年

華會，熱鬧非凡，呈現海洋多元面貌與豐富內涵，

活動圓滿順利結束，民眾反應熱烈，共計超過6,000

人次參加，有效推廣海洋保育觀念。

（資料來源：海巡署全球資訊網）

與會人員致詞

署長李仲威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

苗栗縣長徐耀昌

臺中市長林佳龍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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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署長率隊登艦及
活動攤位參訪

雙月刊2016.vol.81

7



當日活動，每位海巡同仁都以最認真的心情全力以赴，使活動圓滿達成，但我們仍從會場中發現全程

在舞台上執行襄儀工作的她們，頂著烈日，以最專業的笑容完成任務，為世界海洋日增添亮點，同時讓民

眾能感受海巡署一線人員，平日戮力為工作所展現的親切及認真負責態度！

左起中尉陳佳均、上兵吳若
蓁、上兵牟怡臻、中士王婷

亭、上士林季彤、上士黃淳

活動會場我最～「亮」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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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105年5月20日舉行行政院暨所屬各

部會首長聯合交接典禮，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新任署

長在新任院長林全的監交下，正式由卸任署長王崇

儀手上將印信交給新任署長李仲威。李署長係41年

次，海軍官校正期64年班、國防大學指參學院76年

班、戰爭學院78年班，曾任海軍總部作戰署署長、

海軍一四六艦隊艦隊長、國防部部長辦公室主任、

國防部常務次長及海軍艦隊指揮官等重要職務，學

經歷相當完整，對於海巡工作有絕對的助益，也代

表全新的海巡紀元就此展開。

李署長在結束交接儀式後，隨即與各單位一級

主管召開會議，並轉達工作及政策推展指示，會議

中提及海巡署成立迄今已逾16年，在歷任署長及全

體同仁的努力下，無論在近海及遠洋巡護、查緝走

私與偷渡、海洋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等，均具一定

成效，在接任海巡署署長後，將在現有基礎上穩健

推動政務，貫徹新政府的施政理念，務求無縫接軌。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繼往開來、再創新
猷」～

新任署長李仲威：

在既有基石上穩定向
前

林院長進行海巡署新、卸任署長印信交接儀式
（左起卸任署長王崇儀、院長林全、新任署長李仲威）

雙月刊2016.vo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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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署長也認為，海巡署人員來自軍、警、

文、關務等不同領域，各有不同文化，但大家有

緣一起工作，當不分彼此、同舟一命，進一步融

合出榮辱與共、成敗共享的海巡特殊文化。對於

同仁未來工作李署長也有三大期許：

一、強化紀律、廉潔自持

「紀律、廉能」是未來海巡署的核心價值，

期許各級同仁未來在任何時候，都要自律自重，

認清利害，知所趨避，才能夠不偏不倚、公正無

私，不負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

二、能量整合、資源共享

近年來政府預算逐年下降，未來內部能量的

整合與外部資源的共享，刻不容緩，例如在艦艇

部分，可借鏡友軍維運模式，整合船型，降低訓

練、保養、後勤等成本，甚至可研究跟海軍共享

資源，開發適合海巡的艦艇，讓有限資源發揮最

大效力。

三、教育訓練、人力經管

海巡署為海域執法專職機關，負責維護主

權、捍衛漁權，處理走私偷渡、海事糾紛、海上

林院長於5月28日視察海巡單位並頒發加菜金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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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難及海洋污染等各種突發狀況，任務多元龐雜，

未來將透過嚴格的教育訓練及有效的人力資源管

理，培育優質海巡人力，提升整體用人效能，發揮

海巡最大執勤能量。

李署長也強調，面對未來挑戰，海巡署將賡續

厚植海域執法能量，在既有基石上穩定向前，帶領

全體海巡同仁「繼往開來，再創新猷」。除了政策

的指示與工作指導，李署長對於一線人員亦相當重

視，甫上任便馬不停蹄前往視導，也希望同仁在規

劃任何工作時，要秉持「腳往下走、心往下想、錢

往下用」的思維，提供基層同仁最大的協助。

此外，為實地了解海巡署同仁工作的辛勞及了

解業務推動狀況，行政院院長林全也特別於5月28

日端午節前夕在李署長的陪同下，前往海岸巡防總

局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視察，並頒贈加

菜金，以激勵海巡人員士氣。

雙月刊2016.vo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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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政龍　圖片提供｜第五岸巡總隊

105年5月份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掌

握相關走私農產品情資，顯示有不肖業者將於端午

節前夕利用國際貨輪載運貨櫃，走私中國產地蒜品

進入臺灣地區販售，由於相關情資已被查緝人員先

期掌握，並循線追查出將運入之港口，雲林查緝隊

整合相關查緝能量，並通知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

巡總隊及行政院農糧署、財政部高雄關稅局等相關

單位，早一步在不肖業者達成目的前，於高雄港區

內完成查緝部署並針對可疑貨櫃實施安全

檢查。

終於在5月17日至31日分

別從頭○律

貨輪發現27,370公斤、意○貨輪發現82,110公斤、

慶０貨輪發現110,446公斤及春○貨輪發現173,880

公斤，合計393,806公斤之疑似中國大陸產地之蒜

頭，經查緝人員清點數量及確認查驗無誤後，交由

財政部高雄關稅局人員實施蒜頭採樣，並請行政院

農糧署檢定產地及化驗，以防杜未經核准之農產品

及蒜頭運入臺灣地區。

春節、中秋及端午節為國人重要的三大節慶，

在歡渡節慶這段期間，相關應景的食品及禮品量需

求增加，致使不肖業者也趁機大批走私進口南北貨

物，尤以中國大陸產地為大宗，藉由相關手段非法

運送至臺灣地區後，漁目混珠販售給不知情民眾食

用，偷偷摸摸大賺黑心錢。而今年臺灣蒜頭受到氣

檢查。

終於在5月17日至31日分

別從頭○律

在歡渡節

求增加，

物，尤以

運送至臺

用，偷偷

機關查緝能量整合
防杜中國大陸 蒜 頭 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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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影響減產逾達5成，造成坊間蒜頭販售價格一路

上揚，市面上蒜價每台斤已喊破新臺幣100元，讓

業者們苦不堪言，本案若走私成功，將對我國大

蒜產業的發展造成極大衝擊，因此查緝人員加緊腳

步，搶在端午節前夕破獲這宗案件，讓合法業者獲

得保障。

未經食品安全檢驗過的農產品，可能含有許多

對人體有害之物質，長期食用下來，對國人的健康

會造成危害。為維護海域海岸秩序、打擊不法犯罪

及守護國人健康，海巡同仁於端午節前夕在高雄港

區內，以整合機關能量模式，共同破獲以貨櫃夾帶

疑似中國大陸產地之蒜頭走私案件，傾全力遏止大

量劣質中國大陸產地之農產品進入臺灣地區，確保

市場機制穩定及防杜黑心食品遭國人食用影響身體

健康，於此同時，也希望全民能共同為社會治安盡

一份心力，只要發現不法行為，立即撥打海巡118

服務專線，讓海巡人員在第一時間能犯罪杜絕於海

上，讓民眾生活安心無虞。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五岸巡總隊）

查緝人員實施貨櫃檢查，
發現大批劣質蒜頭

雙月刊2016.vo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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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思平　圖片提供｜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105年

5月15日接獲情資有本國籍之漁船預計前往澎湖南

端海域接泊私菸進入南部地區漁港，並藉以販售該

批未稅香菸牟取暴利。經分析過濾可疑人員及漁船

後，驗證情資確實正確無誤。遂立即與第五（高

雄）海巡隊共同主偵，並會同第五岸巡總隊司法小

組與查艙專精小組、第五一、五二岸巡大隊、高雄

第一機動查緝隊、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屏東機動

查緝隊、海洋巡防總局第四海巡隊、第十三海巡隊

等相關單位及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臺東縣政

府等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菸酒管理科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查緝，果然在高雄外海約33浬處海域攔截「正

吉發（CT4-1293）」漁船，查獲「正」船船長「李

○宗」及4名外籍船員涉嫌走私未稅菸品入境，共

查獲402箱，成功阻絕低價劣菸入境危害國民健康。

海上33浬緝千萬私菸

5

端

批

後

雄

組

第

查

等

府

進

吉

○
李姓船長企圖掩飾密艙開口

，仍被查緝人員識破

海上33浬緝千萬私菸海上33浬緝千萬私菸海上33浬緝千萬私菸
岸海聯合 打擊 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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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過程發現，「正」船試圖利用漁作習性、

載運漁獲、漁艙及油艙外觀等看似正常作業之假象

來掩飾不法，但專案小組仍識破船長及船員欲蓋彌

彰的手法。例如：該船出港作業三日卻完全沒有漁

獲，衡量漁船出港成本及收益顯然與常理不符；加

上船上雖有少數漁獲，但漁具未有使用過的痕跡，

甚至於專案人員登檢時才故作撒網捕魚的舉動。且

該名李姓船長為規避查緝人員勘察方向，特意聲東

擊西、說詞反覆，企圖誤導密艙開口位置，過程中

與查緝人員鬥智。專案人員最後終究憑著查緝團

隊協力合作、不輕言放棄的精神，終使全案順利偵

破。

專案小組人員更深入調查得知，該名61歲的李

姓船長過去在101年也有因走私洋菸被抓的紀錄。

此次遭查獲之402箱私菸，市價高達上千萬元，其

中更有385箱已經過期，研判走私集團將過期香菸

混在正常報關進口的香菸中，再向海關辦理退稅，

獲取雙重利潤，所幸在專案小組長期追查蒐證下，

妥適運用本署雷情顯示系統監控該漁船出港動態，

並規劃協調岸海聯合部署，才能達成「查緝於海

上」、「阻絕於岸際」之目標，進而有效防堵私劣

菸品入境。而本案後續也依菸酒管理法函送主管機

關裁處，並且進一步追查幕後集團，讓社會治安免

於被破壞，國人健康能夠獲得保障。

402箱私菸全數遭起獲清點

雙月刊2016.vo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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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桃園查緝隊於103年6月接獲檢

舉情資指稱：某販毒集團成員綽號「○哥」與「阿

○」等男子，疑涉嫌自境外走私毒品入境。經多次

行動蒐證後確認主嫌身分，遂成立「北成專案」報

請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而本案所知線索

有限，必需透過通訊監察掌握集團相關成員動態，

故會同第二二、二三岸巡大隊支援實施現譯快報。

另在行動蒐證與資料調查、比對分析上，亦借助警

方刑案資訊系統之資源，爰納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組成本次專

案小組，偵辦過程中專案小組顛覆過去思維，除

運用通訊監察調查方式外，也多次佈線規劃人力跟

文｜劉邦乾　圖片提供｜桃園機動查緝隊

海巡查獲大量海洛因磚

品牌包裝運 毒
　行動攔截奏效～

線索

態，

報。

助警

察局

次專

除

力跟

現場查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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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在為期長達二年半辛苦行動蒐證，終於掌握該

販毒集團主要販運網絡及模式。

105年年初，本案在專案小組的掌握下，獲悉5

月12日集團主嫌將前往臺北某租車行以租賃車輛方

式南下運毒，當日專案小組在隊長的指揮下進行案

情研討，並完成行動編組計畫，13日早上7時實施

勤前教育，動員6車20人區分四組，第一組於犯嫌

臺北租車處埋伏跟監，第二組於國道1號泰安服務

站待命，第三組於國道1號西螺服務站待命，第四

組於國道3號屏東長治交流道口待命。

跟監途中，犯嫌多次於行進間靠邊停車，不斷

檢視是否遭他人跟蹤，專案小組發現跟監地點空

曠，亦遭對方發現，故先保持距離，直至犯嫌下榻

落腳飯店後，再執行查緝行動。晚間21時許，犯

嫌所駕車輛果然出現飯店前方，專案小組見時機成

熟，一擁而上，將其扣押在飯店大廳實施盤查，當

場命其交付行李中毒品，經清點，共計查扣一級毒

品海洛因磚120塊（每塊重約375公克）毛重約45.6

公斤。值得注意的是，該販毒集團為求毒品特色，

外觀以坊間APPLE手機品牌掩飾包裝，使得查緝辨

識更加困難。

此次成功緝獲海洛因數量高達45.6公斤，犯嫌

也依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運輸一

級毒品罪嫌移送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本案更

是本署成立以來破獲最大宗之一級毒品專案，然而

成功非僅本隊全員的努力，還需上級的指導與友軍

的統合，才能發揮最大戰力。毒品屬萬國公罪，危

害世界各國甚鉅，溯源緝毒更是本署重點工作，而

在各單位戮力維護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之決心下，本隊將持續全力防堵槍、毒走私，並

加強相關不法之查緝，也呼籲民眾利用海巡118報

案電話檢舉不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桃園機動查緝隊）

以手機品牌包裝運毒，仍遭緝獲，專案小組隨即召開記者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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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5月21日接

獲民眾通報，於綠島中寮村附近陳姓民宿業者宰殺

保育魚類蘇眉，該大隊隨即指派綠島漁港安檢所人

員會同第十五（臺東）海巡隊綠島保育小隊、臺東

縣警察局綠島分駐所、臺東查緝隊前往查察，全案

由大隊及相關單位共同偵辦處理。

查緝人員至現場後，比對網路照片及報案人所

提供之地點，初步掌握一名陳姓民宿業者涉案。當

查緝人員找到陳嫌時，與其經過一番周旋，發現該

嫌刻意規避責任，完全否認犯案行為，直至22日查

緝人員透過柔性規勸，進行心理攻防，並向其分析

濫捕保育類動物的嚴重性，可能造成生態浩劫，終

於使其良心發現坦承犯行，並主動帶領查緝人員前

往取得犯罪工具及被支解之魚體，目前全案在完成

製作筆錄後，依野生動物保育法隨案移送臺東地檢

署偵辦。

據了解蘇眉又稱曲紋唇魚，學名為（Cheilinus 

undulatu s），並有拿破崙、龍王鯛、海哥龍王及

大片仔等別名，該魚種因近年過度捕撈而瀕臨絕

種，目前已受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文｜蕭維佑　圖片提供｜第八一岸巡大隊

海巡積極介入偵辦

綠島保育魚類
龍王鯛遭捕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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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所保護，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於2014年7

月1日起將此魚種列入保育野生動植物法，禁止捕

殺。而本案之所以能順利偵破，除了海巡查緝人員

積極介入偵辦外，其中更因為當時陳嫌堅稱所獵保

育魚類係距今六至七年前所為，照片也是當時拍攝。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一張照片所呈現的

畫面，被層層檢視後，從4G網路訊號及近2年新款

式拖鞋等事證，查緝人員研判不僅時空背景有異，

犯嫌供詞也與所述實況不符，且在網友質疑及媒體

大肆報導後，讓民眾更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本

案也由臺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判決確定，因其捕殺

為保育類魚種龍王鯛，陳嫌也向社會大眾道歉，並

且表示願意終生加入護魚行動。

第八一岸巡大隊呼籲，維護脆弱且復原不易的

海洋生態環境艱困無比，該大隊除持續堅守崗位，

也持續為生態保育努力；並且呼籲民眾共同保護海

洋生態，若發現任何不法，皆可撥打海巡免費服務

專線「118」，大隊將立即派員處理及服務，為海

洋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一岸巡大隊）

被犯嫌肢解之龍王鯛屍體

曲紋唇魚（學名：Cheilinus undulatus），

（又稱波紋鸚鯛、波紋唇魚），常俗稱蘇眉，也

有拿破崙、龍王鯛、海哥龍王及大片仔等別名，

為輻鰭魚綱鱸形目隆頭魚亞目隆頭魚科的其中一

種。目前受到《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CITES）保護。

主要棲息區域分布於紅海、印度洋非洲東岸

至太平洋中部、臺灣島以及南海諸島等，幼魚多

生活於礁盤內側淺水中以及成魚常見於礁盤外側

較深的海域。

參 考 來 源：維基百科

特徵

大型之隆頭魚，個性溫和。成魚眼睛很小，

位於頭部的上側位，兩眼間隔處甚為隆起，體沿

長而呈長卵圓形；頭部輪廓自背部至眼平直，且

前額凸出。口大斜裂，上下頜各具錐形齒一列，

前端各有一對大犬齒；前鰓蓋骨邊緣具鋸齒。體

被大形圓鱗。尾鰭末緣圓，頭頸部呈墨綠色，體

側則呈黃綠色，身體的後半部則具深色的波狀橫

紋。幼魚則呈深藍色，頭、腹部色淡有許多朱紅

色的細紋，身體的鱗片末緣具有紫色橫紋。頭部

有兩平行黑帶通過眼部。背鰭硬棘9枚、背鰭軟

條10枚、臀鰭硬棘3枚、臀鰭軟條8枚。體長可達

200公分。

雙月刊2016.vol.81

19



文｜林耕範、石憲雄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105年5月15日13時55分，遠在蘇澳約200浬

的北方海域（N25-00、E123-00），一艘屏東東港

籍「金明興號」漁船發出求救訊號，表示船長因捕

魚作業時不慎受傷，情況緊急需立即救援，當時正

在執行北方護漁勤務的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所屬連

江艦，冒著海象接近東北風6至7級，瞬間陣風達

9級之危險，仍秉持海上救難以「救近就便」優先

原則，火速前往救援，但考量北方護漁勤務恐出現

罅隙，亦請執行東方護漁勤務花蓮海巡隊所屬PP-

10056艇與連江艦會合進行第一次海上接駁，同時

為保有東方海域護漁能量，故再派遣蘇澳海巡隊所

屬PP-5025艇賡續第二次海上接駁傷患後送就醫，

以「三艦齊發」的方式逐步完成任務。

三艦齊發百浬救援

漁民的摯友〜海巡

遇險人員等待救援，海巡隊員小心泊靠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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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救援距離超過200浬，花費近12小時，海

巡人員除了秉持救人優先原則，本案在跨轄區（北

方海域、東方海域、蘇澳轄區）的統合緊密連繫合

作下，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所屬連江艦、花蓮海巡

隊所屬PP-10056艇及蘇澳海巡隊所屬PP-5025艇也

共同圓滿完成這趟艱困的海上接駁傷患任務。

同年17日上午9時6分，東方海域附近突然有艘

『順進漁』號漁船急速的駛向正在執行東方護漁的

PP-10023艇，因『順』船位於巡邏艇的後方，加上

位置的關係，剎時間無法察覺，當班的同仁發揮警

覺性，立即以SSB予以通聯，但未獲任何訊息，於

是立即派遣人員至艇外查看，此時『順』船已靠近

本艇，船上人員表示：『有名印尼籍漁工於捕魚作

業時被機器割傷，目前手臂流血不止，請本艇接駁

返港救醫治療』，本艇立即進行海上接駁傷患，為

避免該名漁工傷勢擴大流血不止，艇上人員以醫藥

箱作簡易的止血及包紮，同時安撫情緒！在處理過

程中，邊通報邊處置，回報本隊值日室處置狀況，

並請值日室告知船主漁工受傷情形及派人員屆時

陪同救醫，另為避免東方護漁海域產生勤務罅隙，

立即派遣正執行轄區巡邏的執勤艇PP-5025艇前往

支援，進行海上接駁傷患，0930時PP-5025艇於

N24-39，E121-55北角5.2浬處與PP-10023艇會合

並執行海上傷患接駁，隨即於9時53分安全將傷患

送抵南興安檢所，並由救護車送往羅東聖母醫院

治療。

上述二起救援案件，相隔不到二日，在海巡隊

人員的協助下，成功遂行任務。海巡隊人員在繁忙

的巡護任務中，發揮最專業的工作態度，從指揮調

度、派遣支援及接駁後送，每一個環節，都是透過

平日精實的訓練，才能在事件發生時，快速且有效

達成交辦任務。二起案件的船長及船員受傷救援過

程中，海巡隊員也能展現同理心給予溫暖及關懷，

讓遇險待救的人能放心把自己交給他們。

海難救助之處理，貴在爭取時效，迅速出動船

艇有效掌握狀況，除了平時之訓練養成外，海巡隊

平日不斷教育同仁在針對各種狀況推演反應處理

時，要「沉著冷靜、臨危不亂」，遇事才能迎刃

而解。藉由案件傳遞海巡秉持「人饑己饑、人溺己

溺」之為民服務精神，讓民眾了解，海巡在護漁及

海難的救援工作上，將持續執行，同時也希望漁民

將海巡當作摯友般，給予高度的支持與信任，期盼

努力的付出，能使漁民有感，也讓身為海巡一員的

你我，更加驕傲。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

細心包紮傷口，並協助後送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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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名審　圖片提供｜許永寧

本署為能提升海域執法與海上救難能量，特別

規劃及要求具飛行甲板之千噸級大型巡防艦進行直

升機起落艦作業訓練，海洋巡防總局積極多次協調

海軍司令部進行規劃「海軍代訓海洋總局飛行甲板

人員」之訓練。自103年3月3日起至今，已完成5梯

次遴選人員前往海軍技術學校及空軍技術學院進行

「海軍直升機進場管制官」訓練；另於103年9月22

日起至今，亦派遣巡防艦人員前往海軍技術學校，

完成3梯次「海軍直升機起降管制」訓練。

經數月實施每週自主訓練後，於104年3月16

日，三千噸級巡防艦宜蘭艦（CG128）及高雄艦

（CG129）業於高雄港外海與內政部空勤總隊AS-

365型（海豚）直升機，首次完成海上航行落艦訓

練，為本署開創歷史新頁。新北艦（CG127）接續

於9月24日，也在臺北港外海完成二千噸級巡防艦

首次訓練。而本次訓練則由苗栗艦（CG131），於

海巡強化執法能量～
完成千噸級巡防艦直升機落艦訓練

海巡強化執法能量～海巡強化執法能量～海巡強化執法能量～海巡強化執法能量～海巡強化執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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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5）年4月28日在臺中港外海首次完成一千噸

級巡防艦海上航行落艦訓練，再一次地展現與提升

本署落艦作業之技能。

105年4月27日，苗栗艦人員於該艦及空勤總隊

第二大隊（臺中清泉崗機場）等處，進行AS-365型

直升機起落艦作業之飛行原理、落艦程序之靜態模

擬演練、緊急迫降處置程序、搶救程序及任務提示

等相關地面學科課程。翌日則於臺中港20號碼頭進

行港內落艦訓練，另航行至臺中港外海進行海上落

艦訓練之實作術科課程。

海洋巡防總局巡防組為考量

落艦作業訓練安全與任務順遂，

特調派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具直

升機落艦作業經驗人員：艦艇駕

駛員邱名審及艦艇駕駛員許永寧

等2員，前往支援協助苗栗艦落

艦訓練，並於直升機落艦作業

前與空勤總隊飛行教官共同進

行「艦基工程檢查作業」，檢

視所有作業人員之各項飛行裝

備、救援裝備、無線電通訊設

備、輔降燈號系統等硬體設備

是否完備妥適，並瞭解各部署

人員落艦前準備之進度狀況。

苗栗艦艦長劉益州亦要求各任

務編組同仁於訓練過程中，務

落

特

升

CG131苗栗艦首次完成一千噸級巡防艦
直升機落艦訓練

進行相關地面學科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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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與空勤總
隊飛行教官共同

進行「艦基工程
檢查作業」

必依照海洋巡防總局所制訂「巡防艦飛行甲板直升

機起落艦操作手冊」規定執行任務。

4月28日空勤總隊派遣NA-110與NA-104兩架

直升機及6位飛行教官前往臺中港赴訓，並於9時

27分至臺中港首次進行港內落艦，空勤總隊第一大

隊第一隊隊長馮凡（種子教官）亦申請直升機關俥

停機，以便機組人員下機實際測量勘驗直升機與飛

行甲板降落圈的相關落地位置，並可讓苗栗艦作業

人員實際施做該項訓練科目。同日14時2分於臺中

港外海完成海上航行落艦作業，前後共計落艦36架

次，海巡署也再次開創一千噸級巡防艦執行落艦作

業之嶄新里程碑。

本次訓練著重以飛行操作者於直升機上直接切

換左、右操縱桿控制方式進行飛行操作（右座操作

或左座操作模式），意即飛行員不需

要落地下機後再進行交換座位，飛行

員可直接在直升機駕駛艙的操控系統

上設定切換操縱桿模式，因此，空中

進場管制官（ADC）、直升機管制官

（HCO）、飛行甲板安全官（FDD）

及降落信號員（LSE）等人員，必須

隨時掌握操作者的座位及直升機飛行

路線，並評估當時相關風向、風速之

數值變化，適時調整導引直升機進場

及離場方式，以避免飛行員因視線

遮蔽問題而發生危險。

學學學員員們們們與與與空空空勤勤勤總總
隊隊隊飛飛飛行行行教教官官官官共共同同同

進進進行行 艦艦艦基基基工程程程檢檢檢
員可

上

進

（

及

隨

路路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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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經過多年的努力，從派員至海軍及空軍受

訓，經長時間與多次之模擬演練，並與空勤總隊進

行多次的協商及共同實施艦機組合訓練，宜蘭艦與

高雄艦等兩艘三千噸級巡防艦業於104年3月16日終

於完成海上航行落艦的歷史性神聖使命，這一步走

來實在不易！新北艦與苗栗艦也相繼完成了新業，

向前邁進，技能更是向上精進，但我們不為此自

滿，因為後續還有三艘一千噸級巡防艦（桃園艦、

臺東艦、屏東艦）及一艘二千噸級巡防艦（臺南

艦）的落艦訓練。

面對未來走向全方位海域執法與海

難搜救等任務需求發展，甚至有黑鷹直

升機吊掛、艦儎直升機及海上加油等高

度風險的作業，所以我們並不是就此原

地踏步而已，而是還有更多的挑戰在

前方等著我們，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升機

度風

地

前

實際登上直升機
駕艙體驗，訓練

學員掌握狀況及
評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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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巡提升海域救難能量

新型巡防救難艇報到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新建100噸級

巡防救難艇PP-10060，在歷經繁雜的製造及相關驗

收程序，終於在4月23日17時航抵臺中港，並進行

交船儀式，本隊也派遣巡防艇實施噴水儀式以示歡

迎。這艘100噸級巡防艇，接下來將投入中部地區

海巡行列，預計將為該地區的海域增加執法及救難

能量。這艘設計優良、性能卓越的巡防艇，也正是

本署正在執行的「強化海巡編裝」方案中所規劃建

造的巡防救難艇。

臺中海巡隊現有艦艇共7艘，其中僅3艘為100

噸級以上，因中部地區冬季東北季風大，小型艦艇

執行勤務不易，因此本署規劃將新建100噸級救難

巡防艇，逐年安置到各海巡隊，以汰換小型艇，本

隊在承接PP-10060巡防艇後，為提升相關能量，力

求展現本署捍衛海域安全之決心，故對於新型設備

將積極辦理專業訓練，希望藉由人員技術的提升，

達成任務執行。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26



由於該艇採用噴射式推進系統，航速可達30

節，兼具靈活性、機動性與安全性，且配置各項先

進多功能設備，其續航力高達1,200浬（約2,160公

里），艇上同時配有兩座消防水柱，可採噴射及水

霧方式噴出；尾放式小艇船速可達25節，其最高航

速及續航力都為兩小時並可乘載6員，本隊對於該

艇的配備及功能，都具有相當信心。另外，該艇巡

弋範圍可涵蓋中部海域，對於提升海域執法能量及

維護海洋安全、漁業資源與漁民權益，在未來將有

重大助益。

海洋是我們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憑藉，海巡署

職司國家第一道執法防線，「海域執法」、「海事

服務」及「海洋事務」三大核心任務，臺中海巡隊

多年的努力，仰賴中部地區民眾的支持，也獲得不

少肯定，但仍不自滿，只求能以最大的力量，給予

海上作業的漁民最安全的守護。過去無論如何，但

如今有了PP-10060巡防艇新生力軍加入，中部海域

的執法能量將獲得提升，漁民對於海上作業安全也

能更加放心，未來在配合國家政策的推展，相信海

巡船艦的打造，將因應新時代、新環境的海上執法

需求考量，結合新科技與多項跨時代規劃，並增添

最新設備，時刻強化海域執法能力，以符合全民

期待。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臺中】海巡隊）

新建100噸級巡防救難艇加入，巡防艇噴水儀式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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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約佔地球表面的72％，是一切生命的起源

和維生的根據，不論交通運輸、漁業捕撈、資源開

發或氣候調節，都與人類的關係極為密切。近年來

人類對海洋過度的開發、破壞性的捕撈方法以及海

洋污染：特別是陸源污染，使敏感的海洋生態系統

遭到破壞，全球暖化造成海面上升，嚴重威脅島嶼

及沿岸。

為了喚醒人類對於海洋的認識、保護及永續利

用，聯合國在2008年12月5日，第63屆聯合國大會

通過第111號決議，決定自2009年起，指定6月8日

為「世界海洋日」。聯合國希望世界各國都能藉此

機會向人類賴以生存的海洋致敬，瞭解海洋所蘊含

的豐富價值，並慎重審視全球性污染和魚類資源過

度消耗等問題。

海巡署除了積極落實海域執法任務外，在傳達

世界海洋日愛護海洋、永續經營海洋的理念上亦不

遺餘力，自2009年開始不斷結合民間資源舉辦相關

活動，更建置網頁平台以推廣海洋活動為宗旨，主

動整合國內各類海洋訊息，以利民眾查詢，同時也

於105年6月4日廣邀學校團體出席參與「2016年世

界海洋日暨苗栗艦、桃園艦雙艦成軍典禮」。

愛護與守護～
海洋保育概念從小做起

資料提供｜企劃處　整理｜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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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日活動當天青年學子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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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許多學校不僅

踴躍出席，更由師長帶領著青年學子們親身見證當

日所有動態演練及靜態展演，希望藉由觀摩及互動

方式，讓愛護與守護海洋的工作能從小做起。期間

本刊也藉機與大甲國中等多個學校團體詢問參與世

界海洋日之感想，許多領隊老師和學生們也紛紛表

示：「在看過很多攤位後，吸收到不少海洋知識，

也知道海洋保育的重要，尤其是DIY專區，沒想

到，原來一個小小的巧思跟動作，就可以讓海洋變

乾淨」，看著攤位前的學生們玩的不亦樂乎，表示

活動辦得相當成功，但此刻必須省思的是，推廣海

洋保育概念不能等，必須「從小做起」。

民眾透過參觀海洋活動展覽及DIY體驗，
了解海洋保育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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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6月4日的活動外，6月8日海巡署所屬各單

位也配合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2016世界海洋

日台江國家公園與周邊機關聯合淨灘」活動，動員

所屬同仁加入，共同重現岸際沙灘之自然風貌。環

境生態保育係海巡署服務項目之一，尤以推動環境

保育及淨灘工作為重，而世界海洋日是全球性的行

動日，海洋問題是全球性的議題，關係著你我乃至

下一代的生存問題，做為海洋國家的臺灣更應參與

全球性的行動，當然海巡署也不會置身事外，只要

有需求，必定傾注全力負起保育海洋的責任。

海巡署海洋活動網頁平台資訊彙整網址：

http://www.cga.gov.tw/GipOpen/wSite/np?ctNode=5802&mp=999&idPath=600_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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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會場滿滿人潮，有效行銷海洋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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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情報處　邱建銘、隋承勳、方深滽

壹、前言

本署職司海域、海岸查緝走私及防止非法入出

國等法定職掌，為國境治安第一道防線。為確保國

人健康安全及維護良好社會秩序，本署多年來推動

「安海」（查緝槍、毒及非法入出國）專案及執行

行政院「安康」（查緝走私農漁畜、菸品及活體動

物）專案等工作，致力打擊不法犯罪行為。

貳、治安工作職掌

依海岸巡防法第4條所定本署職掌，涉及治安

工作部分，主要為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即「海

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

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

罪調查事項。」

參、查緝走私

一、肅槍工作

（一）執行成效

1. 近2年（103年至104年）成效：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近2年平均數 增減數
（率）

制式槍枝
（枝）

14 11 12.5 -3
（-21.4%）

改造槍枝
（枝）

84 104 94 20
（23.8%）

槍械合計
（枝）

98 115 106.5 17
（17.3%）

子彈
（顆）

2,719 2,742 2,730.5 23
（0.8%）

海岸巡防機關查緝
走私偷渡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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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年成效說明：

 104年查獲各類槍械115枝，較103年查獲數

（98枝）增加17.3%，亦較近2年平均查獲數

（106.5枝）增加8%。

（二）104年趨勢研析

改造槍枝仍為查獲大宗

本署104年查獲槍枝總計115枝，其中制式槍枝

11枝，改造槍枝104枝（占90.4%），查獲數多以改

造槍枝為主，警察機關查獲數據亦同（警察機關近

2年查獲改造槍枝約占查獲槍枝總數79.6%）。

二、緝毒工作

（一）執行成效

1. 近2年（103年至104年）成效：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近2年
平均數

增減數
（率）

各級毒品
（公斤、
毛重）

一
級 8.4 8 8.2 -0.4

（-4.8%）

二
級 286.1 279 282.6 -7.1

（-2.5%）

三
級 1,376.8 833.7 1105.3 -543.1

（-39.4%）

四
級 119.8 349.75 234.8 229.95

（191.9%）

合計 1,791.1 1,149.8 1470.5 -641.3
（-35.8%）

2. 104年成效說明： 

  104年查獲各類毒品1,149.8公斤（毛重），

較1 0 3年查獲數（1 , 7 9 1 . 1公斤）減少

104年1月21日本署臺北、臺東、臺南第一機動查
緝隊及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共同於菲律賓外海查
獲我國籍漁船涉嫌至菲律賓接駁走私香菸1,434箱
（717,000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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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亦較近2年平均查獲數（1,470.5公

斤）減少21.8%。檢討下滑原因，主要為毒

品犯罪隱密性高，本署以往破案過於依賴通

訊監察，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適用

後，本署聲請通訊監察案件核准率下降，間

接衝擊本署緝毒部署及執行成效。

（二）趨勢研析

1. 境外來源以陸、港為主

  近年全國查獲毒品數量持續攀升，毒品犯罪

問題有日趨嚴重現象，殊值注意。而大陸、

香港地區走私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第四級毒

品（假）麻黃鹼來臺日益嚴重，各治安機關

查獲來源多屬前述地區。

  根據法務部統計，104年查獲來自香

港地區之第三級毒品1,582.6公斤

（純質淨重），占當年該級毒品查獲

總量（1,777.4公斤）89%；另第四

級毒品逾四成來自大陸地區。二者

為國內毒品濫用主要成品或製造原料，打擊

是類來源走私犯罪，為當前防制境外毒品工

作重點。

2. 新興安毒製法查獲增加

  104年國內查獲多起大宗安非他命製毒先驅

原料，主要品項係運用2-苯基乙醯基乙腈

（我國於103年12月增列其為第四級毒品先

驅原料），再透過胺化還原法（俗稱P2P

法），製造安非他命毒品。

三、查緝農漁畜產品

（一）執行成效

1. 近2年（103年至104年）成效：

104年5月6日本署第二四岸巡大隊查獲我國籍漁船
走私香菇1,800公斤、香菇絲1,200公斤及火腿487
公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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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近2年
平均數

增減數
（率）

農產品
（公斤）

67,677 64,229 65,953 -3,448
（-5.1%）

漁產品
（公斤）

31,477 282,366 156,921.5 250,889
（797.1%）

畜產品
（公斤）

3,925 11,257 7,591 7,332
（186.8%）

合計 103,079 357,852 230,465.5 254,773
（247.2%）

2. 104年成效說明：

  104年查獲走私農漁畜產品總數為35萬

7,852公斤，較103年（10萬3,079公斤）增

加247.2%，其中以漁產品增加25萬889公斤

最多；另104年亦較近2年平均查獲數（23

萬465.5公斤）增加55.3%。

（二）趨勢研析

1. 農產品

 (1) 以大陸香菇（絲）為主

104年查獲大陸農產品，種類主要為香

菇（絲），查獲51,864公斤，占農產品

查獲數（64,229公斤）80.8%。分析原

因，103年底至104年年中，國內香菇

受氣候影響產量不佳，同時為因應傳統

節日及鍋類食材需求，國內市場無法滿

足，價格遂大幅上揚（每公斤產地價格

約1,500元），私梟乘機於大陸低價購入

品質較差之廉價香菇後（大陸為全球香

菇主要出口國家），再轉口第三國走私

入境牟利。

 (2) 包裹小額走私形成趨勢

104年本署查獲金門運往臺灣之貨船載運

包裹夾藏大陸農產品（以香菇為主）143

案、計4,178.29公斤，為近年走私新興

模式。主要手法為旅客自大陸地區以自

用名義經由小三通管道攜帶入境，再由

不法分子收購以包裹海運郵寄回臺。

2. 漁產品

 (1) 多以大陸蛤類產品為主

104年查獲大陸漁產品中，最大宗為查獲

走私鱘龍魚案件達21萬9,100公斤，屬單

一個案。104年漁產品走私趨勢，主要

應以大陸蛤類產品（花蛤、沙白蛤）為

主，總計查獲8案6萬2,626公斤，為本署

近年查獲漁產品之最。分析原因為近年

國內蛤類養殖成本高，每公斤市場均價

約新臺幣55元至70元間，然大陸地區僅

需新臺幣20元至30元，價差數倍，私梟

見有利可圖，遂走私入境牟利。

 (2) 查獲蛤類案件走私模式

104年查獲蛤類案件，走私模式均為我國

籍漁船以捕魚為名，出海後直航大陸福

建沿岸漁港，逕向當地漁民收購後，再

夾藏於原船艙櫃走私入境。

3. 畜產品

  漁船走私畜產品多屬單一個案，主因係漁船

空間小，畜產品體積大、物品易腐敗及容易

產生異味難以掩飾，且大量載運造成船身吃

水深，易遭安檢查獲，降低私梟走私意願。

四、查緝私（劣）菸品

（一）執行成效

1. 近2年（103年至104年）成效：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近2年
平均數

增減數
（率）

私菸
（包）

9,332,051 5,155,131 7,243,591 -4,176,92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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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年成效說明：

  104年查獲私菸515萬5,131包，較103年查

獲數（933萬2,051包）減少44.8%，亦較

近2年平均查獲數（724萬3,591包）減少

28.8%。分析下滑原因，主要為102至103年

市場預期菸品價格調整，私梟為圖暴利遂大

量走私入境，全國查獲數遂大幅增加（102

年全國查獲私菸2,129萬5千餘包、103年查

獲1690萬3千餘包），104年市場投機心態

趨於穩定，全國查獲量大幅下降（104年全

國查獲私菸1,055萬1千餘包），本署查獲數

亦隨之下滑。

（二）趨勢研析

1. 走私運用方式交互變化

  分析近年查獲菸品走私模式，除漁船為常態

走私工具外，餘模式如屢遭查獲，私梟即變

換走私手法。

類別
項目（包）

103年 104年

總查獲數 9,332,051 5,155,131

漁船走私
占總數比例

3,711,638
39.77%

1,960,715
38.04%

工作船走私
占總數比例

376,000
4.03%

0
0.00%

貨（雜貨）輪走私
占總數比例

306,250
3.28%

906,340
17.58%

各類船舶走私
占總數比例

4,393,888
47.08%

2,867,055
55.62%

貨櫃走私
占總數比例

3,533,460
37.86%

0
0.00%

無法確認
占總數比例

1,404,703
15.05%

2,288,076
44.38%

附註： 「無法確認」係指非法菸品於海域、岸際撈獲或
內地倉庫查獲，無法確認走私模式；以104年為
例，當年海域撈獲8萬餘包、岸際查（拾）獲23
萬餘包、內地倉庫查獲197萬餘包，故有228萬
餘包無法確認走私模式。

2. 傳統走私模式因應改變

  往年船舶走私模式，大致為我國大型漁船至

菲律賓呂宋島北部漁港載運私菸，再運至我

國周遭海域轉交中、小型漁船夾藏或搶灘入

境。惟自104年1月菸酒管理法修法增列處罰

境外漁船載運行為。私梟已快速改變走私

模式。

  據情資顯示，自104年3月起，前往他國載

運私菸之母船，已由我國籍漁船改為外國籍

（以獅子山共和國及寮國為主）或大陸籍船

舶，使本署無法再行超前查緝。

肆、防止偷渡

一、執行成效

（一）近2年（103年至104年）成效：

年度
項目

103年 104年 近2年
平均數

增減數
（率）

本國籍
（人次）

26 4
（20） 15 -22

（-84.6%）

大陸籍
（人次）

46 10
（59） 28 -36

（-78.3%）

外國籍
（人次）

95 56 75.5 -39
（-41.1%）

合計 168 70
（135） 119 -98

（-58.3%）

附註：（）
1. 104年本國籍（）內數據，係按往年統計模式所獲數
據，其中除包含本國籍非法入出國之刑事犯嫌4人，
尚有直航大陸4人及有戶籍國民未依程序返國之行政
違規者12人，總計20人。

2. 104年大陸籍（）內數據，係按往年統計模式所獲數
據，其中除含大陸籍有意圖進入我國生活或工作一
定時間者10人，尚有違犯他罪（如越界捕魚、盜採
海沙、小額走私等）之短暫非法入境者49人，總計
59人。

（二）104年成效說明：

104年查獲非法入出國犯罪70人，較103年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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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12日本署基隆機動查緝隊於高雄旗津漁港
查獲我國籍漁船走私大陸地區花蛤8,055.78公斤案

獲數（168人）減少58.3%，亦較近2年平均查獲數

（119人）減少41.2%。其中查獲本國籍非法入出國

4人，查獲大陸籍非法入出國10人，查獲外國籍非

法入出國56人。分析下滑原因，在外國籍部分，由

於大陸經濟起飛，沿海年年出現缺工潮，在薪資調

整及地利方便下，吸引大批越南偷渡者前往工作，

確實產生逐年減少偷渡至我國。

二、趨勢研析

（一）本國籍

1. 非法入、出國管道分析

  104年查獲本國籍非法入國人數4人，均為搭

乘大陸漁船直接靠岸金門沿海島礁，再行自

首或於金門本島遭查獲。

2. 有戶籍國民未依程序返國

  入出國及移民法制定後，在臺設有戶籍

國民入出國已毋須經過申請，現行對此

類國民未依正當程序（境管機制檢查）

入出國時，僅以違反未經查驗規定處以

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緩。因處罰過輕，致

少數國人於合法管道不便返臺時，即採非法

管道偷渡回臺並伺機自首，藉繳納罰鍰恢復

不當入出境紀錄，本署於104年即查獲此類

未依程序返國國民12人。

（二）大陸籍

96年起大陸籍偷渡犯罪快速減少，主因為大陸

經濟快速發展、兩岸交流管道多元等因素，104年

查獲大陸籍非法入出國犯罪59人，僅10人為意圖進

入我國生活或工作之傳統偷渡案件（餘49人為短暫

非法越界，原因分別為登島採捕水產品7人、捕魚

12人、電魚4人、盜採海砂21人、小額走私5人），

顯示大陸人民偷渡現象已逐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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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籍

1. 國籍以越南籍為主

  96年起本署查獲外國籍非法入出國案件中，

國籍以越南籍居多，103年查獲外國籍非法

入出國96人，其中越南籍為89人，占外國籍

總數92.7%；104年查獲外國籍非法入出國

56人，其中越南籍為52人，亦占外國籍總數

92.9%。

2. 近年模式皆為自行駕船

  近年因兩岸人蛇集團為降低遭查獲風險，不

再僱船接駁載運來臺，改將老舊漁船售予越

南人民後由其自行駕船來臺，近年本署查獲

海上非法入出國案件皆屬此等類型。

3. 越南籍偷渡者多曾來臺

  分析本署查獲案件顯示，查獲越南籍

非法入出國者中，有8成以上曾合法

來臺打工或有非法來臺紀錄，對臺

灣生活及工作模式熟悉。另就個案

研究，多數偷渡犯具有高度地緣關係，初抵

臺灣時，多能立即聯絡在臺親友協助安置掩

護，大幅增加境內查緝難度。

伍、策進作為

一、提升槍毒情資及查緝能量

船舶走私槍、毒隱密性高，情資掌握為案件破

獲關鍵，另因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未來除要

求所屬積極蒐報情資外，亦要求加強驗證情資可靠

性及具體性，以伺機查緝。

二、落實船舶檢查勤務作為

漁船（筏）夾藏大陸蛤類產品及國內船運包裹

夾藏大陸香菇案件增加，另非法菸品交互運用各類

104年6月20日本署第十三（布袋）海巡隊於臺中
梧棲港查獲我國籍漁船走私火腿10,464公斤及走私
香菇絲2,286公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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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具走私入境，為強化船舶檢查工作，本署修正

「海岸巡防機關執行台灣地區商港及工業專用港安

全檢查作業規定」、「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灣地區

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要求所屬落實

各項勤務指導作法，各級機關加強督導、驗證，具

體強化勤務檢查工作。

三、強化海域重點巡邏密度

每年夏季期間，海上風浪較為穩定，越南人民

駕船偷渡隨之增加，為有效防制是類案件，已要求

所屬針對易偷渡重點海域，嚴密執行海上巡邏勤

務，提升巡邏密度，針對注檢及曾涉非法直航兩岸

之我國籍漁船，提升登檢次數。

另加強取締非法進入我國水域之大陸籍漁船，

於大陸籍漁船群集兩岸中線海域作業時，派遣艦艇

全程監控，慎防國人乘機搭乘非法入、出國。

四、加強宣導鼓勵檢舉犯罪

本署近年查獲越南偷渡及私菸案件中，有多起

案件為民眾主動報案進而查獲破案，顯示全民情報

之重要。未來將持續運用海巡服務座談等時機，加

強預防犯罪宣導，建立全民共識。

陸、結語

重大持槍犯罪案件、校園毒品氾濫及食品安全

問題，均為國人所關切議題，為回應國人對良好社

會治安之期待，達成維護治安與國家安全目標，本

署將持續阻絕走私物品及偷渡犯罪於邊境，落實國

境守護工作，以維護社會安全及國人身心健康之生

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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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大自然力量迫使船舵轉向，導致在驚濤駭浪

中，船舶過度搖動失去自主控制能力。在此一危急

海難事件中，通常迫切需要一項有效的因應補救作

為，但是這工程作業卻非一般海事救撈工程公司所

能勝任。一艘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

在強勁暴風中，被推往智利聖安東尼歐港離岸將

近300碼處，由於該貨輪船底結構發生嚴重破裂損

壞，造成貨艙嚴重泛水，終致該貨輪擱淺於近岸沙

灘。貨輪救撈工程的競標合約內容旨在將船艙內尚

存剩餘34,000噸易腐敗的穀物加以保護及移出，並

且將該擱淺貨輪船體拖離太平洋沙灘。美國太陽神

泰坦海事集團以獨有的專利空中纜車系統贏得救撈

工程合約。

該集團在執行救撈工作時，因無法跨越平穩堅

實的地面，且安全地輸運船上殘貨的困難環境前提

下，暫時採用從空中運送的作業方式處理。過程

中，救撈人員也運用海事專業的獨創巧思，製造一

座浮筒棧橋系統，從海灘運送重型機具設備至船難

事故位置，即是搬運空中纜車所送達穀物船貨，以

便後續陸上處置作業。至於該淺吃水且平坦甲板型

駁船的浮筒棧橋系統，係藉由集團自製充氣式滾筒

袋具與輕型鋼質結構建構其框架，並且透過絞機的

牽引工作，來回穿梭於岸際水浪上，進行船貨機具

設備的輸送作業。

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擱淺事故

創新科技工法的船難救撈
工程成功借鏡～

文｜吳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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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臨諸多艱困的工作挑戰，正如太陽神泰

坦海事集團所陳述的，救撈工程團隊於計畫工期及

合約價款條件內，安全地完成此項工作，並且充份

滿足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的法規要求。在全世界海難

救撈的應變作為上，

此一共同合作成果正

是產業發展的領導典

範案例。

壹、海難事件說明

在西元2 0 1 2年8月中，一個暴風雨肆虐的

上午，一艘香港籍船全長為138公尺、載重量為

52,289噸於部份裝載狀態的「海洋微風」（Ocean 

Breeze）號散裝貨輪（Bulk Carrier），從巴拿馬亞

瑞卡港（Port of Arica, Panama）啟航，駛經智利

聖安東尼歐港（Port of San Antonio, Chile），並

且在駛向港區入口附近，進行下錨作業，藉以等待

海域回復至平靜狀態，詳請參看圖一所示。香港籍

船「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一般佈置設計圖樣，詳

請參看圖二所示。無論如何，惡劣海象迫使船上錨

具（Anchor）喪失應有功能，並且快速地開始拖行

（Drag）船體。此時船員們在毫無選擇情況下，僅

將錨鏈（Anchor and Chains）加以切斷鬆脫，使得

該船不定向打轉漂流（Detour）至向南1.5哩處，並

關鍵辭

貨輪擱淺、救撈工程、空
中纜車、浮筒棧橋、液壓
動力拉具。

圖 一  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海
上作
業情
形

圖 二  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一般佈置設計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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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擱淺側躺於羅利歐（Llolleo）海灘上，然後快速

深陷入（Batter）離岸沙地中，詳請參看圖三所示。

當該貨輪開始陷入無助且無法駕馭情況前，

強勁暴風早已將其激烈地推往離岸將近300碼的暫

時擱置處。此時智利海軍直升機（Helicopters）

正分批盤旋（Swarm）於事故海域上空，吊掛援

救24名船上人員，所幸無人遭受重大傷害情形，

詳請參看圖四所示1。由於該貨輪船底結構

（Bottom Structure）發生嚴重破裂損壞

（Damage），造成貨艙（Cargo Holds）

嚴重泛水（Flood），及壓載艙（Ballast 

Tanks）間破裂（Breach)情形，終致該貨

輪擱淺於近岸沙灘，所幸未見大量原油外

溢，因此仍有時間靜待外在的救護援助行動

（Salvage Actions）2。

在澈底瞭解該貨輪海難事件的嚴重狀

況，及船上貨艙所裝載的小麥（Wheat）

和大豆（Soy Beans）等容易腐敗貨物（Perishable 

Cargo），迫切需要保存的情形，首先緊急嘗試將

船體實施「再行上浮」（Refloat）作業，但是非常

不幸地是無法隨即獲得預期結果，最終該船體及部

分船載貨物沒入海中（Submerged Cargo），造

成損失慘重。在貨船破損海上遇難事件發生2個月

後，船東會同其保險公司人員們開始共同討論該貨

輪救撈工程的競標合約（Competitive Bids）內容，

圖四　智利海軍直升機成功援救全船人員，倖無重大傷害情形

圖三　 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擱淺側躺於羅利歐海灘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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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旨在將船艙內尚存剩餘的34,000噸易腐敗的穀食

貨物（Rotting Grain Cargo）加以保護及移出，並

且將該擱淺貨輪船體（Wrecked Vessel）拖離太平

洋沙灘（Pacific Ocean Beach）。

貳、救撈工程作業

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市（Houston , 

Texas, USA）太陽神泰坦海事集團（TITAN）及

其合作夥伴德州哈柏鎮（Humble, Texas）T＆T

救撈工程公司等聯合提出救撈工程的計畫方案，

參與該擱淺貨輪的救撈工程競標活動，由於具備

眾多豐富的救撈作業經驗，在救撈工程（Salvage 

Engineering）產業中令人印象深刻3，最終贏得救

撈工程合約。隨後不久，真正工程挑戰即排山倒海

接踵而來。當此一擱淺貨輪的救撈工程作業啟動初

期，進入船難事故區域的唯一通道，即是穿過距離

擱淺貨輪現場約300公尺的一條狹窄海灘（Narrow 

Beach），然而狹窄海灘的海床狀態經常有所變

動，因此增加進入救撈工作現場的困難程度。事實

上，在整個救撈作業過程中，出海口附近河流水位

不斷漂移變動，甚至救撈人員所架設工作平台完全

被淹沒浸水（Inundate），詳請參看圖五所示。

太陽神泰坦海事集團（TITAN）專案經理高登

亞莫斯（Gordon Amos）先生表示：「想要進入

船難現場的空間是極為受限的。至多僅能容許1艘

橡皮艇大小尺寸空間，得以接近至該擱淺散裝貨

輪旁邊，並且因為擱淺的散裝貨輪處於不斷遭受強

浪拍擊，更顯作業環境的危險。在此艱困的作業情

況，不僅要將34,000噸艙內貨物救撈上岸，並且

必須將所有可攜帶的救撈工程機具設備（Portable 

Salvage Equipment），悉數搬運安置於船上，其

中包括有每個超過10噸重、數百公尺長的液壓索鏈

拉具（Hydraulic Chain Pullers），大輸電量的發電

機及供電組合（Power Packs）裝備等，詳請參看

圖六所示。其亦意味著，船上作業的救撈工程團隊

無法順利進行上揚卸下作業，並且在此不近方便的

工作環境下，必須進行超過數個月久的長時間救撈

作業。

一、空中纜車系統

無論面臨諸多挑戰，總是有若干基本作業方

法，可供救撈工程團隊（Salvage Team）採用，即

是首先簡單地利用擱淺貨輪上船載起重機，將其所

載運貨物卸放至海灘處，隨後再行將船體上浮且拖

帶至較深海域，實施此一無法挽回散裝貨輪殘骸的

鑿沉（Scuttle）及拆解（Scrap）作業，詳請參看

圖五　救撈工程團隊架設工作平台的水域作業情形

圖六　救撈工程團隊的沙灘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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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所述4。太陽神泰坦（TITAN）海事集團亦採用

此一專利的空中纜車（Téléphérique），或是鋼纜

吊車（Cable Carriage）系統，建置於船難殘骸上

的吊車柱架（Crane Pedestal）及一座重達500噸的

岸際慢速拖行起重機塔（Crawler Crane Tower），

當然該起重機塔設置處亦需後移離岸約300公尺，

詳請參看圖八及圖九等所示。

圖八　空中纜車系統的作業邏輯

圖九　空中纜車的作業情形

圖七　「紐卡莉莎」號貨輪擱淺的救撈移除作業程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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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西 元 2 0 0 8 年 期 間 ， 此 一 空 中 纜 車

（Téléphérique）系統成功協助太陽神泰坦海事

集團（TITAN），順利完成擱淺於美國奧勒岡州庫

斯灣（Coos Bay, Oregon, USA）附近的「紐卡莉

莎」(New Carissa）號貨輪（Freighter）的救撈工

程作業，詳請參看圖十及圖十一等所示。至於此一

「海洋微風」（Ocean Breeze）號散裝貨輪救撈工

程的傑出成就，無疑地奠定太陽神泰坦（TITAN）

圖十　「紐卡莉莎」號貨輪擱淺於美國奧勒岡州庫斯灣附近位置

圖十一　「紐卡莉莎」號貨輪擱淺爆炸裂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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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集團於赤道以南地區，海事救撈工程業界的重

要領導地位。

至於相較於此一救撈工程作業又有何差異呢？

在此工程運作期間，該空中纜車（Aerial Tramcar）

系統被選擇應用，藉以運送穀物船貨而非輸送船

上人員，但是在無法跨越平穩堅實的（Sturdy）地

面，而又需安全地輸運船上殘貨的困難環境前提

下，僅能採用此種從空中運送的作業方式。該空中

纜車（Téléphérique）系統每次作業可以搬運5噸重

貨物，往返作業（Roundtrip）所需時間約為15至

20分鐘，並且可以一天24小時無休狀態，持續不斷

地進行搬運作業，直至船艙內殘貨全部卸完為止，

詳請參看圖十二所示。

二、浮筒棧橋系統

隨後不久，救撈工程團隊發現必須積極處理

危險有害的空氣品質（Hazardous Air Quality）

問題，因為於船上部分貨物遭受海水溼氣

（Moisture）侵入後，導致艙內貨物的細菌大量

分解滋生，並且產生嚴重的硫化氫（Hydrogen 

Sulfide；H2S）危險性氣體（Hazardous Gas），

危及在船上與海灘上轉運區域（Transshipment 

Area）內作業人員的安全。在整個船難救撈工程

期間，一位全程參與且專精於海事救撈作業的海洋

化學家，給予救撈作業船長及作業人員建議，應先

確保周遭工作環境（Surrounding Environment）

安全，沒有被腐臭雞蛋氣味的有毒氣體（Noxious 

Fumes）所污染，因為這些具有爆炸性及高度易燃

（Highly Flammable）特質的氣體，會造人體呼吸

系統的傷害。

利用所有包括從陸上，海上及空中等可能應用

進入船難現場的通道方案，最終救撈人員再次運用

海事專業的獨創巧思（Maritime Ingenuity），製造

一座浮筒棧橋系統（Pontoon System），藉以從海

灘運送重型機具設備至船難事故位置，以便後續陸

上處置作業，詳請參看圖十三所示。至於該淺吃水

且平坦甲板型駁船（Barge）的浮筒棧橋系統，係

借由太陽神泰坦（TITAN）海事集團所自行研製的

圖十三　浮筒棧橋系統的岸際救撈作業情形

圖十二　空中纜車的海上救
撈作業情形

圖十二 空中纜車的海上救撈作業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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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式滾筒袋具（Pneumatic Roller Bags），置放

在手工自製的輕型鋼質結構框架（Light Steelwork 

Frame）中，並且透過絞機（Winch）的牽引工

作，來回穿梭於岸際水浪上，進行船貨機具設備的

輸送作業5。

當船艙內殘留貨物重量逐漸減輕時，為求防止

船體變輕且船體持續被海浪推擠搖晃，於是引導壓

艙海水（Ballast Seawater），全面浸入泛濫所有

壓載艙及貨艙（Cargo Holds）中，藉以保持船體

的穩定狀態。隨後，一旦所有再行船體上浮的準備

作業就緒完成，強大功能的可攜式泵浦（Portable 

Pumps）即被安裝至貨輪上，藉以排放艙內48,000

噸重的壓艙海水，進而減輕貨船重量6。

在整個船貨搬運移除（Cargo Removal）過程

中，該浮筒棧橋系統（Pontoon System）被證明是

一種具有效率的多功能任務機具（Multitasker），

6座太陽神泰坦（TITAN）海事集團自製的線性液壓

動力索鏈拉具（Hydraulic Chain Pullers），每座擁

有300噸的拉索能量，被配置於擱淺貨輪（Stricken 

Vessel）的船艏（Bow）處，藉以最終容許將已

減輕船體拖離海灘（Pull off the Beach），並且

再行上浮於較為深水海域。6個12噸重的高抓力

錨具（High-holding Power Anchors），銜接總

共約5,000公尺長的3吋錨鏈（Chain）及3吋纜索

（Wire）等，被安置於位於佛羅里達州綠灣泉鎮

（Green Cove Springs, Florida, USA）史密斯海

事（Smith Maritime）公司所屬雷亞（Rhea）號

拖船（Tug）上。儘管是極具挑戰性的驚濤駭浪

環境下，錨鏈及纜索等均被聯接至液壓動力拉具

（Hydraulic Pullers）上，隨後當絞拉擱淺於沙灘上

的貨輪殘骸時，將可產生超過1,000噸的最大拉力

（Maximum Pulling Force），詳請參看圖十四所示。

圖十四　香港籍「海洋微風」號散裝貨輪的救撈拖航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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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與建議

高登亞莫斯（Gordon Amos）先生說道：「當

雷亞（Rhea）號拖船船長及船員們開始安置錨具、

錨鍊及笨重纜索裝備，及在錨具與拉具間建置聯接

作動等的時刻，這時拖船操控狀態正是反復不停地

破浪前進，同時無法有效地操縱船舵航向，並且亦

缺乏逃脫困境的能力。倘若工程團隊無法展現十足

勇氣（Sheer Guts）與決心的話，簡單地說，這項

救撈行動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在整個救撈行動啟

動後，該救撈工作團隊50位成員中，其中一半成員

長住於擱淺船上，另半成員駐紮於海灘上，最終僅

花費短短5個月工作時程，共同完成此一救撈工程

作業，並且慶祝任務工作圓滿成功。」

姑且不論在救撈工程作業過程中，整個海灘的

消失及侵蝕等情形所導致的複雜困境，最終在西元

2013年4月1日時，船載貨物全部移出該輪貨艙，未

見發生溢油現象，因此該擱淺船體成功拖離近岸浪

區（Surf Zone），並且在隨後3週內，安全地再行

平浮於海面上。當貨輪船體再次浮在海面上時，亦

可能形成一道永久的滿水海溝（Watery Grave）。

根據該貨輪船東指示，船體殘骸必須清除潔淨，

並且依循當地海事主管機關標示，於離開船難現場

向海上40浬，於大約2,000公尺深的蔚藍太平洋海

域，安全地將船體殘骸沈入海底。

高登亞莫斯（Gordon Amos）先生說道：

「在全世界各地域中，救撈工作團隊所試圖承接

的任務挑戰總是廣泛多樣且可能是極為艱鉅的，

尤其是考慮到現今對於船難事故現場的環境污染

防護控制（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及

最低限度的安全作業標準（Safety Standards）

等法規要求。這是值得牢記心中的事項，成功

的海上救撈（Marine Salvage）及船體殘體移

除（Wreck Removal）最終努力結果，絕非是

在電腦螢幕（Computer Screen）、圖型表格

（Spreadsheet)，或會議桌上即可順利達成任務

的。那是經由一群受過訓練且具有犧牲奉獻精神的

工作團隊同仁們，在陰暗及潮溼寒冷的作業環境

圖十五　擱淺散裝貨輪移除後，智利聖安東尼歐港再現優美黃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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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長時間且毫無抱怨地持續不斷執行笨重且危險

的必要工作任務7。」

太陽神泰坦（TITAN）集團管理主任瑞奇哈伯

船長（Captain Rich Habib）談及：「接續不斷的

任務、工作、成功後，又是開始另件任務工作，

其堅忍不拔及犧牲奉獻的海事救撈工作精神，正是

救撈工程團隊成員們的所有生活點滴。」緊接著說

道：「試想一個人攀爬入堵塞封閉的空中纜車鏟斗

（Téléphérique Hopper）整天工作，其中充滿惡臭

腐壞的殼物（Stinking Rotten Grain），並且必須全

然地一鏟一鏟地挖出每噸的潮溼貨物，真是成百上

千次來回作業亦不誇張的。同時現場計畫協調人員

（Project Coordinator）日復一日地克服重重的困難

挫折（Frustration），救撈工程團隊亦總是無私地

奉獻及維持最佳工作績效表現，即使是追蹤費用成

本、管理每日所需的機具設備及作業協助，藉以確

保整個工作持續推展。」

儘管面臨諸多艱困的工作挑戰，正如太陽神泰

坦集團所陳述的，救撈工程團隊於計畫工期及合

約價款（Contract Price）條件內，安全地完成此

項工作，並且充份滿足地方政府主管機關（Local 

Authorities）的法規要求，詳請參看圖十五所示。

在全世界海難救撈的應變作為（Global Salvage 

Response）上，此一共同合作成果正是產業發展的

領導典範案例。

臺灣周遭海域發生貨輪觸礁擱淺事故頻繁，導

致船艙結構破損大量泛水或漏油，嚴重污染海洋環

境，造成生態資源浩劫，諸如西元1977年基隆「布

拉格號」油輪、西元2001年墾丁「阿瑪斯號」散裝

貨輪，及今日（西元2016年）石門「德翔台北號」

混裝貨櫃雜貨輪等大小海難溢油事件。雖然歷史海

難及隨後可能溢油案例發生後，政府主管機關人員

日以繼夜解決問題，擬訂政策實施新法，卻未展現

海事安全成效，處置海域船舶擱淺或溢油事件，亦

無法有效累積海洋災害的應變經驗。因此在憂心之

餘，吾人僅提供若干國際間經典海難擱淺或可能溢

油事故的經典應變處置案例，以為我國政府主管相

關事務機關及人員業務卓參，期能全面提升我國海

域災難應變作業能力，及有所助益於專業人員的教

育訓練素養，進而改善航行安全的海事環境，維護

生生不息的海洋資源8。

（本文作者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所

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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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德翔臺北貨輪漏油事件的應處，似未因海巡弟

兄殉職、直升機墜海、環保署署長擬請辭而得到

更好的解決，儘管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問題依

舊存在「為何類似的海難事件一再發生於相同海

域？」，立委劉建國對時任環保署署長魏國彥的嚴

厲質詢，顯示他對此事的焦慮與關心，卻也凸顯出

我國海洋治理的結構性問題。

以往我國海洋事務在陸權思維主導下，被分散

到23個部門管理而不見其重要性，凡遇重大海洋事

故時，除非有院級協調機制出面主導應變，否則在

事權不一、有責無權之下，僅靠主管機關的努力和

橫向間的部會協調，往往給人效率不彰之觀感，更

糟糕的是，有可能因此而貽誤處理時機，德翔臺北

於105年3月10日擱淺，當日下午環保署便依據「重

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啟動應變機制，參與

者包括了交通部（負責移除事故船隻及其殘油殘

貨）、海巡署（人命救助、確定海上污染範圍及是

否已清除）、農委會（負責漁業損害求償事宜）、

衛生福利部、核一廠、國防部等11個公私單位。這

些部門臨時集結之餘，在無法精確掌握船上載運貨

德翔臺北油汙北海岸之省思︰

文｜于青雲

海 事 安 全 之觀點

雙月刊2016.vol.81

53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品內容、不清楚船體損傷程度、緊急疏散船員、直

升機失事墜海等多重衝擊下，很難在第一時間進入

狀況發揮效力，自然無法發揮一條鞭的應變效率，

果真要歸咎的話，立委應該問的是「為什麼至今我

國仍沒有一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環保署作為中

央主管機關，在無船、無人之下扛下所有責任，立

委不宜只看片面，反而應該給予掌聲，因為在先天

不良的管理體系下，參與各方都已盡力了。 

貳、海事安全的解讀

此次漏油事件所引起的海事安全問題，涉及航

安、海巡、漁業、能源（若海上漏油被吸入核一廠

的話）、保育及環保等層面，參與應變之各方行為

者，能做好份內職掌即屬萬幸，外界有關於抨擊環

保署的指責是否公允，相信社會大眾自有公斷。環

保署署長請辭以示負責的決定，在相當程度上，反

應出了政府以往在處理重大漏油事件的作法上，一

直是以解決問題的角度看待海洋議題而非基於預防

問題發生的治本心態，欠缺了海事安全層面的整體

考量。海事安全至今雖無國際公認的定義1，但可

理解為︰「海事安全可被視為政府在追求並維護海

洋利益過程中，所採取的相關作為，例如制定海洋

政策、立法、採取實際行動及相應措施等」（the 

maritime security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et of 

policies, regulations, measures and operations to 

secure the maritime domain）2。

海難發生多以人為操作（如機械故障、值班

疏忽等）不當為主，若然，則人為因素所造成的

海難事件，便可透過適當措施防範於先，這也是

海事安全所強調的核心概念（the key to success 

protection is to prevention）。這次海難與2008年

11月10日晨曦號、2011年10月4日瑞興輪海難漏油

事件均發生於相同（或附近）地點，除巧合外，更

說明萬里至石門一帶是危險海域，往來船舶必須特

別小心謹慎，不能像航行大洋一樣，完全相信航

儀，更要注意船位、水深及流向流速之變化，保持

船在既定的航線上，一旦偏航就要立即修正航向，

這是航海基本常識，除非失去動力或另有內情，否

則船員豈能不知？所以人為疏失是釀成此事海難及

北海岸生態浩劫的主因。

參、保護之道首重預防

省思之餘，筆者以為，未來的海洋委員會成立

後，在政策面上，可就以下議題進行相關整合以便

強化海事安全基礎︰

一、建立空中繫留式海洋監控機制

任職綠色和平的顏寧主任於105年4月1日投書

中國時報，呼籲建立「海洋汙染預警機制」，筆

者除感認同外，更以為海洋汙染預警只是整體海洋

（岸）監控機制的功能之一，必須從整體面切入方

能策竟全功。以海洋汙染預警為例，欲早期發現海

上汙染源，就得先從掌握船舶動態做起，船舶動態

不外乎進港、出港或穿越等態樣，在船舶接近我方

專屬經濟海域（200海浬）之際，海洋事務主管機

關便應有能力對其建立航跡追蹤記錄，一旦發現異

常情況時，便可及早掌握，這是早期預警（early 

warning）之要求；其次才能依據異常情況態樣，

在其接近臨接區水域（24海浬）前主動應變（pro-

active），這是早期預警之最終目的。

目前航政及海巡機關，對海上船舶的監控（軍

方機制排外）係以海岸雷達為主，前者以港區為範

圍側重海上交通管理，後者則較接近所說的海洋監

控，但問題是，海岸雷達多建置於岸際，其功能受

限於天線高度、天候及功率等因素，無法實施遠距

離偵測，有效監控距離約在12海浬內，而且還有

所謂的雷達盲區（即雷達無法發現目標之區域）存

在。一旦目標進入盲區後，便無法監控，這是海岸

雷達的最大缺點。其次，近海區域大小船舶活動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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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往往也是海難熱點區域，所以各海洋國家，莫不

致力於海洋監控能力之提升並結合海岸雷達，形成

至少足以涵蓋岸際、海岸線及專屬經濟海域（200

海浬）的監控機制，故現代海洋國家對海洋的監控

範圍必須達到200海浬，才能善盡維護海洋權益之

職責。

臺灣地理環境及海洋治理模式均與西方海洋國

家不同，從治理角度觀之，我們需要的是「可持續

滯留、成本低、可同時多工蒐集海洋資訊，滿足各

涉海事務機關業務需要並能隨時掌握海上目標活動

情況」的空中監控機制。先進國家採用通信衛星、

海上巡邏機或長程無人遙控飛行載具進行海洋監

控，雖可達到「早期預警、主動反應」之要求，但

建置成本昂貴且屬大區海面監控使用，是否適用於

臺灣仍有待商榷。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曾於沙烏

地阿拉伯邊境部署高空（3000-5000公尺）繫留式

氣球系統，氣球內部裝有雷達、電子偵測及情資傳

輸系統，用以監控伊朗部隊一舉一動；美國海岸防

衛隊亦在加勒比海沿岸部署相同系統（如圖）用以

查緝非法海上活動3；新加坡則在沿岸部署類似系統

用以監控進出麻六甲海峽之船舶動態。

氣球內部的雷達及電子偵測裝備是從空中向下

偵測海面目標，除了傳統的雷達信號外，更能將目

標影像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形成整合式3D情資，並

可透過資訊鏈系統（data link），將3D情資同時傳

送給相關的部門作到即時視訊通信，形成相當程度

的指管機制（Control and Command, C2）。如此

作業模式既無盲區亦無死角，更不受到地形地貌限

美國海岸防衛隊採用空中繫留式海洋監控系統進行海上非法活動查緝作業
圖片取自http://www.uscg.mil/history/articles/aerosta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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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換言之，船舶在進入監控區之後，只要有任何

非法活動或其它足以影響海上航安狀況出現時，均

可早期察覺而主動反應。此種可向外機動延伸部署

（置於岸置基地或艦艇）、長期滯留空中監控海面

目標的監控系統，值得有關單位投入研究或規劃。 

二、規劃海上禁航區及安全航道

萬里至石門一帶海域係屬岩岸地形且有多處岬

角，海流交會之處於東北季風盛行之際，船舶一旦

發生機械故障或人為疏忽，便往往易於擱淺遇難，

航政單位應儘早劃設禁航區及安全航道並通知國際

海事組織列入高風險海域，使所有往來船舶都能避

開此一危險海域。

三、 落實海岸地形及脆弱度研究並建立資料庫

調查海岸脆弱度之目的，在瞭解目標區內生態

結構及地理元素，於面臨海洋污染衝擊之下的承受

度及復原力。透過這樣的理解過程及所獲得之數

據，一方面可供擬定海岸管理、岸際生態保育等政

策之參考，另一面則可作為索賠金額或恢復原貌所

需成本之依據，但問題是，在當前海洋事務分散管

理之架構下，誰應負責此項調查任務呢？委託學界

執行固然是可行方案之一，但要由誰推動呢？未來

的海洋委員會顯然責無旁貸。

註釋

1. Bueger, C. （2014, December 25）. What is maritime security? （ELSEVIER, Ed.） Marine 

Policy, 53 （2015）, pp. 159-162.

2. Basil Germond. （2015, February 24）. The geopolitical dimension of maritime security 

（ELSEVIER, Ed.） Marine Policy, 54 （2015）, pp. 137.

3. Aerostat Program. （n.d.）. Retrieved April 5, 2016, from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http://

www.uscg.mil/history/articles/aerostat.asp

四、 建立過境及入出港船舶運送危險品通報機
制

為確保進出（或在途中）本國港口之船舶均符

合港口國有關之安全規定，航政單位除可依據「港

口國管制」（Port State Control）檢查船舶適航與

否之外，亦應建立通報機制，要求船舶告知所載運

之危險性貨品內容（含數量），以便汙染事件發生

時，能準確有效應變。

肆、結論

此次的漏油事件，再一次凸顯了現行海洋事務

分散管理模式的缺失。海洋事務經緯萬端，議題之

間的聯動性極強，需要在行政院之下成立統合機

構，釐清政府各部門在涉海事務上的職權，建立明

確的主從或協調機制，方能有利於國家總體海洋策

略之規劃與實現，儘管部分立委對海洋委員會組織

法的通過及人事編排容有不同意見，但由加拿大、

韓國、印尼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實例

而言，海洋事務整合已是國際必然的趨勢，衷心期

盼新政府上路之後，能以更務實、更宏觀的角度看

待海洋事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教育訓練中心；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及資源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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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土地日益減少，陸

域空間已經不能夠滿足人類生存的需求。開發海洋

的空間資源，遂成為近年來各國的發展趨勢。海洋

空間資源的開發主要集中在海岸和近海地區，隨著

海洋開發技術和交通運輸的發達，海洋空間開發將

擴展到海上、海中與海底，開發的項目也愈趨複

雜，規模更加龐大。因此，也有科學家預言下個世

紀，將有部分的人們會移居到海洋城市居住。海洋

空間規劃是一種綜合性海域使用管理方式，為解決

人類活動與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使用衝突與合

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提供了有效方法。面對未來的

海域管理與發展，有必要對於海洋空間規劃有所

了解。

貳、海洋功能區劃

由於海洋資源在空間的分佈和存在的條件有其

特殊性，在一般情況下，多種資源共同存在一個空

間區域內，不同目的的使用者，在其使用上的衝突

往往造成海洋資源的過度開發，甚至海洋生態系統

的破壞，因此在開發利用的管理要求上，需要透過

海域使用管理來實現對資源開發、利用秩序、分佈

及架構的控制，而海洋功能區劃即是解決海域使用

衝突的主要方法，亦是海域使用管理的主要依據。

海洋功能區劃是一個整合性的規劃，過去規劃系統

文｜施義哲

海域空間規劃管理
及 其應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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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別計畫、用途而自行規劃海域用途，導致雜亂

無序，為避免有疊床架屋情況出現，而衍生出的一

種調適手段。美國環境法的學者John Duff認為：海

洋功能區劃與過去規劃方法最大的差異在於：「海

洋功能區劃是屬綜合性的規劃，它允許管理者將更

多活動同時納入海域用途當中，而非拒絕多重用途

只允許單一功能存在。」

「空間規劃」是近幾年來對城市與區域規劃的

一種新詮釋，綜觀國內外規劃歷程，各國對於空間

規劃的定義有所不同。在1999年歐盟公布的歐洲空

間發展展望報告中用「空間規劃」一詞替代了傳統

的城市與區域規劃，奠定了空間規劃，同時強調通

過規劃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更多著重在社會利益

的保障、文化的多元化、生態環境和永續發展等問

題，其重點表示空間規劃已經整合其多元化發展之

必要。廣義的空間規劃是所有具有空間意義規劃的

行為和活動的統稱，以城市空間研究為理論基礎，

從城鎮的整體中選擇空間型態為研究範疇，呈現多

學科相互研究的特色。空間規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

一定階段，為了更有效的對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要

素進行調整，解決空間、資源和環境等問題，將發

展理念落實到空間發展而產生的規劃。空間規劃是

從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綜合條件為基礎，對

未來的各種空間活動做出的合理安排，通常由公部

門編制與國家或地區政治制度、行政體系進行聯繫

密切。

參、海洋空間規劃的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海洋學委

員會（ICO）提出了沿海和海洋空間規劃（coastal 

& marine spatial planning,CMSP）的概念，對於海

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的定

義為：海洋空間規劃是分析和調整海洋地區人類活

動的時空分佈位置的公共過程，通常都透過政治進

程中指定的生態、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公開過程。進

一步說明海洋空間規劃（MSP），或稱海洋功能區

劃（zoning）是近年來發展的海洋使用管理工具，

特別是針對海洋使用度高的海域空間規劃，已成為

全球關注的焦點。

海洋空間規劃為沿海各國維護其海洋生物多

樣性價值提供架構，也保障了海洋經濟潛力的永

續發展，海洋空間規劃基本上也是實踐海洋生態

系統的海域管理的方法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下的政府間海洋科學委員會推動以生

態系統為基礎的海洋空間規劃（MSP），其目的是

在科學與實踐之間建構橋樑，以滿足政府和非政府

組織對海洋管理的需求，在海洋領域的管理上，提

供更加實用的工具。海洋空間規劃是分析和分配人

類海域活動範圍之時間及空間分布的政策過程，進

而達到生態、經濟、社會的各項目標之目的，然而

要達到整合性的分配，就其根本仍在於以生態系為

基礎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海洋空間規劃特點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其中包

含了地區的綜合性、適應性、戰略性和參與性。簡

單的說，沿海和海洋空間規劃是用在改善決策的一

種工具，為管理人類海域活動對海洋環境衝擊之影

響評估，提供決策參考的分析。海域空間規劃已經

發展了一段時間，同時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與分區

規劃，以往使用海域區劃主要的功能導向，是以各

主政機關的業務功能進行劃分管理，例如：交通部

航運管理與風景管理區、漁業署的海洋資源保留區

與水產養殖區、國防部的海岸管制區、內政部的海

洋保護區等。就業務管理本位而言，缺少了整合的

規劃與管理。因此，當人類活動區域與標的空間出

現了重疊現象，就代表海岸與海洋環境的使用者與

環境間彼此產生了使用上的衝突。

然而生態系統導向的管理（EBM）是一種跨區

域、跨物種、結合多元生態系統功能的方法，EBM

認為生態系統是多方面互相作用影響的組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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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最早是用在傳統林業資源的管理和利用過程，

其目的是使生態系統可以永續發展，以維持世代正

義。EBM的核心要素包括了：

1.  認為海洋、沿海地區和陸地系統之間，以及

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之間的關聯。

2.  生態系統的價值不僅在其產出的食品和原

料，也有清潔水源和調節氣候的功能。

3. 解決影響生態系統各種活動的衝擊影響。

4. 管理和平衡各種生態目標。

5. 從管理和學習的經驗中調整政策方針。

肆、海岸地區空間規劃的問題

傳統的空間規劃大部分著重土地和資源的空間

配置和正確的使用，隨著全球氣候變化以及天然災

害的影響，許多沿海國家的海岸地區規劃凸顯出面

對天然災害及災害所造成的衝擊影響時的不堪忍

受。因此，在氣候變化、災害風險和其他新興威脅

等層面開始加以重視。海洋空間規劃是一種實踐方

法，能有效的組織海洋空間利用方式及各種方式之

間的相互關係，在各種開發需求與海洋生態系統保

護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並以公開和有秩序的方式實

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在特定海域，我們可以根據

目標，例如開發或保護、風力發電場、近海水產養

殖等因素加以安排人類活動。而有效的海洋空間規

劃的特點歸納有：(1)生態性；即以生態系統為基

礎，平衡生態、經濟、社會目標以實現永續發展。

(2)綜合性；即在各行業部門，各政府機構和各級政

府之間的綜合。(3)地理性；即以地理位置或區域為

基礎的規劃。(4)適應性；即具有實踐經驗中學習和

改進的能力。(5)戰略性和預見性；關注長期效益。

(6)參與性；促進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規劃過程。

伍、海洋空間規劃的必要性

大多數的國家早已為大量的人類活動，如海洋

交通運輸、海洋油氣開發、近海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近海水產養殖和海洋棄置、傾倒廢棄物等指定

或規劃了海洋空間。但是指定或規劃海域空間，有

時忽略了人類活動或海洋環境所產生的衝擊影響，

而導致使用上的衝突。尤其是在海陸域交接的海

岸地區，必須要有規範海域活動、開發與管理，達

到海洋、海岸資源永續利用的目的，因此，國際上

才有相關的海域功能區劃、海洋空間規劃等整合管

理的方法提出。而要整合海洋和陸地區域，就必須

有明確界線與劃分的規範。各國也有不少的方法與

規劃。例如，海岸地區的使用或活動，如果沒有考

慮生態系統、行政管轄、縣市劃界等，那整個海域

地區因為涉及很多的管理機關，如漁業、航政、港

口、執法、開法採礦、環境保護等單位，在執行和

管理上就顯得有點複雜。

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海岸地區管理也面臨新的

問題，諸如，環境災害與環境問題等，必須在海岸

地區的空間規劃予以考慮。

1.  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影響：氣候變化是

全球性的問題，全球暖化對於海岸地區的

衝擊影響，尤其是海平面上升問題，因為工

業及都市發展，大部分的人口遷移到海岸地

區，海平面上升會帶來海岸地區的海岸問題

與災害，因此，受到世界各沿海國家的重

視。

2.  災害預防：工業發達加速了城鄉都市化的腳

步，擴建同時也可能將都市延伸到環境敏感

與風險區域，一旦發生災害，對於人類生活

將產生很大的衝擊。人們過度開發與活動，

亦會增加自然災害的風險，例如我們無法控

制颱風災害的發生，但是我們可以制定各種

管理措施與對策，降低颱風對人類的衝擊影

響。

3.  恢復力：環境系統遭受到威脅時維持自身結

構功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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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海洋功能區劃的理念和目的歸納如

下：

1.  促進海洋空間和海洋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益：

經由海洋功能區劃，將海域中可供人類使用

的資源探勘出來，並在考量環境承載力後進

行開發，能將海域空間及資源做最有效的利

用。

2.  協調改善海域使用活動的衝突：依海域自然

條件為基礎來設定海域的功能，若此海域同

時符合多種功能，則依使用現況、社會經濟

發展需求及經濟效益來決定使用活動的優先

順序，協調海洋產業如交通、鹽業、礦業、

石油開採、天然氣開採、漁業、海底纜線、

海域遊憩、海岸旅遊、陸域廢棄物排放等活

動之衝突。

3.  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間之取得平衡：由於

海洋功能區劃以自然條件為優先考量，要賦

予海域功能時必先考量海洋環境之承載力，

這是不可向經濟發展妥協的前題，因此能避

免短視近利之開發行為所造成的生態浩劫。

4.  為海域使用管理提供科學上的依據：海域使

用管理是指對排它性使用特定海域一定時間

之用海活動的管理行為，其核心是使用者付

費及海域使用許可制度，而海洋功能區劃即

是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建立的關鍵。

陸、國際間的海洋空間規劃

過去十幾年的時間，海洋空間規劃在海洋環境

的管理上有相當的進展，尤其是以生態為基礎的管

理方式。很多的海洋先進國家也推行了海洋空間

規劃的概念，並開始在各自的海洋和海岸環境中

實施。在開始階段海域空間的規劃和活動是以劃設

海洋保護區，重點在確保所要保護的標的不受人類

活動的損害。近年來的重點是轉向以海洋空間多元

利用的管理，特別是對歐洲，在北海區域海洋空間

規劃的重點已經推展擴張超過海洋保護區的建設範

疇，進入以生態為基礎的管理範疇。歐洲各國的空

間規劃較著重海洋空間的整體使用效益，為共同利

用奠定基礎，同時解決不同海洋利用、使用者和環

境之間的衝突。歐洲各國包括荷蘭、比利時、德國

和英國，在某些程度上已經開始實施海洋環境的空

間規劃，也因為他們的實踐除了海洋空間規劃外，

在海洋政策方面也發揮了作用，為未來的海域使

用管理奠定了新的方向。如使用戶和環境之間的

使用衝突管理，例如荷蘭∼丹麥∼德國的瓦登海

（Wadden Sea）三國海洋合作區的規劃管理，是

第一個三國的海洋區劃計畫。還有最著名的是澳洲

大堡礁海洋公園（GBRMP），空間規劃和區劃基

本上是大堡礁海洋公園的保護、人們各種活動的許

可，在海洋公園內漁業、資源保育與旅遊業的發

展，均要有相當的開發管理策略。澳洲大堡礁海洋

公園是第一個大規模整合管理的海洋區劃案例，它

是一個面積達350,000平方公里的海洋保護區，但

是保護的範圍與層次都相當廣泛，包含了從南邊的

一般使用區到北方及珊瑚礁旁的保育區。另一個例

子是美國佛羅里達礁島群國家海洋保護區（Florida 

Keys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它橫跨了

3.600平方英里，並包含了23個禁漁區（Daniel 

Hendrick, 2005）。澳洲的大堡礁海洋公園已經成

功地建立了多功能用途空間管理機制的典範，在海

域空間範圍內，既確保海洋環境資源的保護，也同

時允許大量遊客、人們的活動承載量。

歐洲海洋空間規劃在歐洲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是

非常重要的，歐盟（EU）擁有68萬公里長的海岸

線，相當於美國的7倍、俄羅斯的4倍。幾乎一半

的歐洲人口生活在海岸地區，由於歐洲公民與海

洋的關係密切，海岸地區和海洋區域因為多元的使

用，造成使用者使用上的衝突。在1990年，歐洲

空間發展前瞻報告就認為所有行業發展政策都對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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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具有影響。最近，歐盟綠皮書（歐盟未來的海洋

政策：歐洲海洋願景）把海洋空間規劃作為管理逐

漸發展的海洋經濟，同時是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

工具，更具體地說，海洋政策把海洋空間規劃作為

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例如：協調近海再生能源與

其他活動的空間利用；管理各種海域使用衝突和海

洋環境目標；發展穩定的監測環境，確保海域經濟

活動場所的管理；確保陸地與海洋系統的一致性；

確保海上活動的未來發展與多元發展的需求一致。

德國在2004年將聯邦空間規劃法擴大到專屬經濟

區（Spatial Planning in the German EEZ），和中

國大陸一樣都是世界上具有海洋空間規劃法律的國

家。2007年聯邦海事和水道測量署為北海和波羅的

海的德國專屬經濟海域編制了空間草案及相關環境

報告。在2008年發布進入公眾審議階段，海洋空間

規劃目的是建立海洋空間永續發展制度，確保社會

和經濟的空間需求空間生態功能保持一致。而編制

相關環境報告目的在確定和評估實施空間規劃可能

導致的環境衝擊。

德國空間規劃區劃為三類區域，包括有：(1) 重

點區： 保留作為確定的利用區，禁止使用上的衝突

利用；(2) 保護區： 保留做為確定的利用區，禁止

相互衝突的利用；(3) 適宜區： 區內允許但區外禁

止利用。美國緬因州海灣漁民的經驗，該研究闡明

了將人類因素納入海洋空間規劃的方法，根據緬因

州海灣當地漁民的認知所繪製出的地圖顯示了漁民

作業的海域區域、漁船作業的區域等因素，開發了

緬因州海灣社會景觀圖（如圖1），提升了海洋空

間內人類社區和土地發展的方向，減少空間規劃決

策不均的影響方法，也提升了漁民在科學和管理中

的參與程度。

圖1　緬因州海灣社會景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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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大陸在2001年生效的海域使用管理

法，為其海洋開發和保護建立了海域規劃系統和綜

合管理架構，這項法律也確立了三項制度，一為海

域使用權制度、二為海洋功能區劃制度、三為海域

使用收費制度。該法指出，海域屬國家所有，任何

單位和個人使用海域從事生產和經濟活動都必須支

付使用金。因此，其海域使用金徵收的70%將返還

政府，30%作為財政收入直接上繳國庫，用於海洋

開發、保護和管理。在2005至2008年共徵收了17

億美元的海域使用金（Li, 2006）。

而與海岸地區相關聯的空間規劃，在我國目前

通過的國土計畫法其他國家對於環境的規劃，有區

域規劃、國土規劃、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鄉規劃

等，以及土地利用、交通動線規劃。如船舶航行與

海上風力發電對於環境使用上的衝突與潛在風場

區（如圖3）。在國家水域規劃（National Water 

Plan），排除許多不適合興建離岸風場的海域（如

圖2）。排除範圍包括(1) 濕地、(2) 定置漁業區

域、(3)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4) 白海豚重要棲

息區域、(5)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區域、(6) 台江公

園、(7) 火炮射擊區、(8) 其他重要設施管制區禁限

建範圍、(9) 港區及錨泊區、(10) 海底管線（含放

流管、油管及輸水管線等）、(11) 廢彈及禁錨區、

(12)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區、(13) 重要野鳥

棲息地、(14) 保護礁區、(15) 人工魚礁禁漁區、

(16) 澎湖海纜、(17) 海底纜線（光纜）、(18) 天然

氣管線、(19) 離岸示範獎勵場址、(20) 林口電廠航

道及煤灰區、(21) 彰工煤碼頭及航道、(22) 工業區

範圍、(23) 漁港範圍等。在這23種排除範圍當中，

與生態保育相關的共有9種，漁業發展的項目有 3種。

我國對於國家土地利用整體規劃，已於2015年

12月18日「國土計畫法」中通過。透過該法終結

圖2　國家水域規劃
（source: http://www.enedu.org.tw/GreenEnergy/
ge-3.php）

圖3　台灣離岸風電規劃場址公告
（Source：經濟部能源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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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年來土地利用的諸多亂象與爭端。現行的「區

域計畫法」中，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將非都市

用地（例如農地）變成都市用地，或是將農業區變

成工業區。「國土計畫法」則將全國土地利用劃為

四大區—「農業發展地區」、「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國土計

畫法」對土地利用將有更嚴謹的把關，如國土保育

地區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海洋地區以資源永續利

用為原則，建立使用秩序；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

糧食安全為原則，避免零星發展；城鄉發展地區應

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海域環境的使用有

諸多原因，如不妥善規劃就會出現使用的亂象與衝

突，海洋功能區劃到目前為止，施行時間不過幾十

年，因為海洋浩瀚，人類對海洋的認識仍有很大的

努力空間，所以其細節仍不完備，不過因為承接自

土地使用區劃的概念，所以仍十分具有可行性。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教育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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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法律諮詢」案例之～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房屋買賣糾紛

EAP案
例
故
事
一

志明生了老二後，一直在盤算著該換房子了，只是找了好久，不是價位超出預算不合

意，就是一直沒看到喜歡的物件，結果有次經過一個社區時發現有一個自售的舊公寓，不

論生活機能或價位等條件都符合預期外，屋主還強調他有認識的代書，可以協助處理過戶

的各項行政程序，除了幫忙介紹銀行貸款，還可以省下一大筆仲介費用，讓他二話不說就

先付訂了，而且很快的就跟屋主簽約並且過戶，只是過戶後等到重新裝潢時，這才發現客

廳還有房間的夾層其實都有漏水的痕跡，甚至原屋主重新裝潢粉飾天花板，但夾層中還留

有接漏水的集水盤，跟之前詢問屋主房子有沒有漏水等瑕疵情形時，得到“屋況極佳”的

回答前後不一，讓他覺得很不甘心想解除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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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登記。此外，如果有「異動索引表」，我們

從這張表中亦可得知這個標的物的過戶或貸款之

經過，可看出過戶原因以及是否交易頻繁。

當然不論是否透過仲介買賣房屋，最令人擔

心的還是付了錢無法順利交屋，或是交了屋出現

無法接受的瑕疵狀況，而這其實都可以透過「建

物現況確認書」來掌握建物的各種屋況及潛在的

瑕疵，包含是否為漏水屋？輻射屋？海砂屋？凶

宅？等，如果賣方未據實填寫或告知，導致交屋

後被得知為故意隱滿，恐將涉及刑事「詐欺」的

刑責，最後將導致違約而被解約、撤銷契約、賠

償修繕費用或給付減少之價金之可能，不能不留

意。

至於買方和仲介間則是存在居間契約關係，

擔任居間仲介的不動產經紀業者，依據民法第

567條，負有對委託事項盡法律上調查及就其所

知據實報告的義務，如果故意隱瞞房屋瑕疵或是

未詳盡屋況調查義務造成買方損害，不但不能向

買方請求報酬，仲介公司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還須與經紀人員負起連帶賠償責任。

EAP放大鏡 

「房屋買賣」對很多人來說這輩子最重要

的一筆交易，但也是最不熟悉的買賣過程，因

此在這個交易過程除了需要認識幾份重要的文

件外，也有一些我們無法預期的狀況可能發

生，因而造成買賣過程的糾紛出現，如同上面

提及的這兩個案例，因此在這裡我們要留意幾

件事情。

一般情況下房屋買賣前，除了需要先取得

「建物登記謄本」及「土地登記謄本」來確認

實際所有權人外，也可以從謄本中得知該權狀

所包含之合法使用範圍，新的建物亦會將停車

位持分或位置編號登載於建物登記謄本中，另

一方面，從「建物登記謄本」內的資訊也可以

掌握很多重要線索，包括是否有抵押權設定登

記?可以讓買方推估該建物的實際市場行情，更

可了解此建物目前的抵押對象是債權銀行還是

自然人。換個角度想，這提醒我們如果同仁透

過向銀行貸款買房子，即可以透過銀行的徵信

過程來確認建物的債權狀況並塗銷原抵押權的

EAP案
例
故
事
二

阿亮的兩個小孩都已經上了國中，因此與太太決定換間房子，剛好在附近的社區仲介

看到有房子要賣，坪數、價格等條件都蠻符合兩夫妻期待的，但唯一的狀況是房子內還有

前房客，不過屋主信誓旦旦的說他已經與房客溝通過，兩個月後租約到就會搬走，因此阿

亮不疑有他，於是透過仲介買下這間房子，簽約過戶後錢也只剩交屋時該給的尾款，哪知

道接近期限時，房客卻推說找不到房子可否再延幾個月？搞的阿亮只好回頭找前屋主，但

對方電話卻推說房客要這樣他也沒輒，氣的阿亮也想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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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小幫手

正常情況下買賣關係成立，賣方應擔保其物移

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或其通常效用或

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若因此商品出現瑕疵，則可

依據民法第359條，要求賣方應負擔保之責，買受

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

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或請求

損害賠償，這也是一般人在一些高單價商品的買賣

上，如房屋、汽車等，如果發現瑕疵時，很難直接

要求賣方或廠商解除契約的原因。

但案例一的志明所遇到的狀況，對他來說有利

的地方則是因為屋主刻意隱瞞屋頂漏水的瑕疵，雖

然屋主主張曾修繕過，但因未據實告知買方，可於

知悉受詐欺一年內行使撤銷權，發函撤銷簽訂買賣

契約之意思表示，或舉證系爭漏水情狀已屬重大瑕

疵而解除買賣契約，亦得請求屋主賠償修繕費用或

給付減少之價金，甚至還可請求屋主賠償已經花費

的裝修費用。不過這也告訴我們雖然許多人認為透

過仲介買賣房屋還要付出3~4%的仲介費實在不便

宜，但買房子對許多人來說很可能是一輩子一次或

奮鬥多年的心血，透過仲介業者專業的協助，除了

可提供相關保固條款外，更重要是經由履約保證之

信託專戶使買賣雙方之權益獲得保障。

至於阿亮的狀況律師顧問則表示，由於在民

法第425-1條提及：「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

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

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前項規定，於未經

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

者，不適用之。」因此如該名房客確實與前屋主簽

有租約，則合約到期前一個月亦可先以存證信函催

告要求房客於租期屆至後立即遷出，但如果房客藉

口賴著不走，律師顧問則建議直接向法院提出”遷

讓房屋”訴訟並請求房客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

害金。再者房子雖然已經過戶，但並不表示原屋主

就可以坐視不管，畢竟租約的簽訂還是他與房客間

的契約關係，如果原房東請不走房客的話，阿亮得

依買賣契約中之違約條款向原屋主請求給付延遲交

屋之違約金，讓自己的權益能受到保障。

經過一番功夫，前屋主答應主動出面跟房客溝

通及協調，終於半個月後讓房客搬走了，而且也請

清潔公司協助清理完才交屋，讓阿亮大大鬆了一口

氣。

EAP小叮嚀

最後還有個小提醒，前面提及的「瑕疵擔保責

任」的解除權及減少價金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

356條規定為通知有瑕疵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

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因此如遇到有些實際

案例是買屋時建商在契約上僅提供一年保固，之後

房屋產生漏水或磁磚爆裂，建商推說已超過保固，

則可依據此條款請求建商賠償修繕費用或給付減少

之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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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為強化單位心理諮商效能及因

應海巡署推動員工協助方案，落實主動關懷貼心服

務及植根溫馨關懷園地，本年度積極致力推行簽訂

外部機關支援協定以連結運用社會資源，並分別於

105年3月4日、8日及9日，由人事室主任張春敏親

自率領本局心輔業務承辦人登門拜訪高雄市生命線

協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以及高雄基

督教家庭協談中心等社會福利機構，與各機構主任

洽談目前單位輔導體制以及執行上所遇到的窒礙，

並希望在雙方達成對「助人工作」的共識下，將來

能夠透過各種多元管道及訓練辦理來陪伴、協助處

於心理脆弱階段的個案。

文｜涂人霽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鑒於高雄市生命線協會研究統計，男性自殺身

亡人數為女性之兩倍，因「男兒有淚不輕彈」之傳

統觀念，導致男性內心長期承受壓力及苦楚無法抒

發處理，特別於105年4月21日協請高雄市生命線

協會針對男性同仁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專業知能研習

訓練，當日除由各總大隊心輔官、士、志工為各單

位出席代表之種子訓練教官外，另亦邀請海洋巡防

總局直屬船隊及海岸巡防總局研習中心教官一同併

訓，充分達到資源共享共用之效能。

近年來志願役同仁比例逐年升高，大多數同仁

都可能步入婚姻家庭、結婚生子等人生階段，而家

庭問題將是心理諮商工作推行重點之一，因此分別

擴大向外連結社會資源

強化基層心輔知能訓練

5月3日辦理性別主流化專題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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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4月25日、5月19日及6月16日向本局支援協

定機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及高雄基

督教家庭協談中心洽談辦理家庭專業知能課程相

關訓練，課程內容以「從非自願性個案看家事調

解」、「以家庭處遇為基礎之輔導工作」及「家

庭教育課程設計與操作」等訓練，強化參訓人員

相關知能為主，期盼透過訓練進而擴展至每一位

同仁。而上述人員除訓練外，本局更於5月10日

及11日接連二日辦理心輔官及儲備人員輔導技

巧、調適相關課程訓練，並分別辦理因應組改環境

情緒調適及性別主流化等大型講座；上半年共運用

社會資源辦理免費支援協訂課程（講座）計29小時

共323人次。

無論是在政府部門或是民間企業，「人」都是

其組成最基本元素，在邁向科技化社會的同時，人

的各層面問題也愈趨複雜。法國心理醫師瑪莉‧

得‧翁澤曾說：「進入別人痛苦的深淵裡，沒有人

能夠毫髮無傷地走出來」。海巡署所屬心輔官雖然

每月份辦理活動情形

3月3日拜會高雄生命線協會尋求
支援協定

每月份辦理活動情形

4月21日針對男性同仁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專業知能研習
日針對男性同仁辦理自我傷害防治專業知能研習

5月19日心輔志工人員輔導技巧訓練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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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經過嚴格篩選，但長期聆聽關注個案的焦慮情緒

及狀況，再加上常需要追蹤個案適應情形，難免會

有力不從心之時，因此心輔人員及志工皆須透過不

斷的課程教育及訓練，為自己注入豐沛的能量及知

能，才能更有活力回到助人崗位，協助更多身邊的

同仁走過人生最低潮。

未來，南部地區巡防局也將賡續運用社會資源

辦理財務、法律等相關講座，並持續強化心輔官、

儲備人員及志工等相關訓練課程，希冀透過一連串

的努力，為心理諮商輔導業務執行、人員訓練及

資源轉介打下基礎，另亦希望個案人員或單位

同仁能獲得更專業的協助，將個案從自身的一個

「點」，與社會資源做成「線」的連結，並以單

位心輔機制為樞紐，串起個案、單位及社會形成

支持「面」。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5月11日心輔官及儲備人員課程實務演練

5月10日辦理心輔官及儲備人
員課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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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秉翰

由於個性、文化、環境、社

會等等的不同，我們本能的會

憎惡某些事情，或是某些人，

這種憎惡心理甚至在我們尚

未意識到這些人事物的優點之

前便已開始產生，這種反感情

緒大可以推及國與國、種族對

種族，像是西方國家排斥東南

亞國家及黑人；小則推及社

會群體、軍中甚至同袍間。

當今天和別人有上下從屬關係時，兩者便會放大

檢視彼此，反感情緒因此產生，而有時候，這種卑

劣、情不自禁的反感情緒是針對某些傑出人物的，

通常此種情緒的出現往往是因為比較心態，因為自

己個性不如人，能力不如人，條件不如人，各種不

利的狀況使旁人將兩人間的距離拉大，於是就會漸

漸的從原本的自怨自艾轉化為對他人憎惡、反感的

情緒，對於這種情緒我們必須小心的加以控制，對

優秀的人物懷有厭惡感是有損自己人格，令人不齒

的，而能與其和睦相處是非常值得讚揚的一件事。

控
制反感情緒

文文文文｜林林林林林林秉秉秉秉秉秉秉翰翰翰翰翰

反反反反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情情情情情情情情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緒

學會成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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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成熟思考

學會控制反感情緒是件相當困難卻重要的事

情，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面向著手：

1.  加強個性修養。我們該時常檢視自己，將重

點放在自身而非他人，認清自己的不足以及

性格上的缺陷，並設法改善，良好的內在修

養並非一蹴可幾，如<<筍子．勸學>>云：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納細流無以成江

海」，必須靠長時間一點一點的累積，藉由

自覺性與持續性兩者的配合，使自身的修養

到達一定的高度。

2.  轉發怒為發奮。當今天因為一件事而遭到責

罵時，我們應當要化怒火為力量，將之轉化

為前進的動力，積極的強化自身求取他人認

同讚賞，而非消極的咒罵、憎惡他人。

3.  轉移注意力。當我們意識到對他人漸漸有反

感情緒產生時，第一時間要能夠轉移注意

力，不去關注他人之惡，要看向他人之善，

以其為借鏡，就其善而仿傚之。

4.  勿感情用事，轉理性思維。面對任何人事物

時都不該感情用事，用主觀且單一的想法只

會把自己推入反感情緒的泥淖中。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曾曰：「怒中之言，必有洩

漏」，在情緒失控的情況下所說出的話做出的事，

容易有所差錯，反而自曝其短，展露出自身的缺

陷，故應以理性的視角及想法去面對處理各種人事

物，多方判斷思考後，再做出最恰當的應對進退方

式。謹慎的人總是試圖永遠保持自我控制的能力，

這種能力顯示出一個人真正的人格，因為性格良好

的人不會輕易受情緒制約，激動情緒是心靈產生出

的負面念頭，稍稍過量便會使我們的判斷失準。

成功的人控制情緒，失敗的人被情緒控制，這

是可以用二分法，相當顯而易見的事，然而要做到

可以控制情緒的境界卻是非常困難，「喜形於色」

乃不成，更何況是「怒目切齒」這種反感情緒，人

非天生完人，先天上就會有情緒、性格不足的部

分，因此平時的訓練培養就顯的相當重要，透過不

斷的修正累積，設法達到「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的程度，便可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藉此開創順利、成功的人生。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北巡局第二二大隊

麟山鼻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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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綜謄

那時‧此刻‧思親家書

那時，我離開家鄉，北上讀書，正沉浸五光十色的物質享受，漸漸地

錯開與父母的時間軸，彼此的秘密蔓生，以一句「最近很忙，等等再打給

你們。」止住父母對兒子最迫切的思念。

此刻，我進入單位，唱起「浩浩東海旭日照，萬里江洋砥礪航。」旋

律如放映機式地投射新訓以來的泛黃回憶。殘附在海巡制服上的汗水，揭

起具時代性的傳統掛式蚊帳，輾轉不眠於微濕的床墊上，開始泛著淚珠，

重審過去自己的不是，新訓第一晚，好想念我的父母！不過，時光仍一日

復一日的推演，新訓堆疊上桃園海湖士官訓，再覆蓋著至今的下單位日

子。靜謐的夜，只能以書寫來解滿腹惆悵與思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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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母親大人膝下：

近日，霪雨霏霏，溫度驟降，余竊揣想，不知爹娘有無養身健體乎？兒

常憶去歲入成功嶺，母親大人曾言：「食，不可偏廢。」孩兒謹記叮嚀，早

晚三餐定時，有果蔬、有菜肉，因父母之命，莫敢違抗。雖言如此，當兒行

百里之遠，遇事不如意，思念之情有如排山倒海湧至，暗中時滴思親淚，刻

刻飽嚐孤寂思鄉情。

今已至清明時節，役期甫半，然捫心自知，尚須努力。躺臥入寢，月色

霜白映，不禁悔過往，心實所愧於父母，出外打拚掙錢，不為己之樂，乃為

不才之束脩，及今回顧，莫過於侈費於玩樂，心力不至於書中智慧矣，哀

哉！縱大學可讀亦可不讀，既擇之，便該力行求知，不應為外界靡靡之事所

惑，心乃浮現：「恨鐵不成鋼」之感，不知感同身受乎？

歷此從戎，吾心境轉變甚大，不經一歲，不長一智，今乃二十餘歲成

人，已不復孩提，凡事不可怠且廢，在營苦澀，亦須飲苦視補。此去經年，

晝夜無事，茶餘飯後之片刻，便持古今之籍，時而唸、時而默。望不愧於父

母，淬一年服役，能有所獲，希如古訓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有朝一日，融會以經世，貫通以濟俗。

寫至此，涕淚濕衣裳，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孩兒已是日日盼之

欲見親。噫！僅能寄予夏蟬響，待兵役服滿，終能聚天倫之樂。恭請

　　福安

兒謹禀丙申年春

家書，在戰亂的時代中，抵得上萬兩黃金的寶貴；在此刻，承載著我對家

人的思念，解構自我的懊悔。慶幸自己在入伍時想通了許多道理，省思過往與

父母間的距離，好險一切的一切，不是等到自己年老時才來後悔，明白他們要

的幸福，即是在平淡的日子裏，有兒女的陪伴。

（本文作者目前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勤務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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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年初傍晚，海巡署第八二岸巡大隊接獲

民眾通報，石門休息區有一名潛水客失蹤。大隊人

員於獲報後立刻派員前往搜救，並在現場設立前進

指揮所，調度人員進行岸際搜索，並與友軍及民間

救援組織進行分工搜索。由於天色海象不佳，救生

艇駕駛必須謹慎觀察海面浪潮並穩定救生艇才能駛

往目標。潛水員下水後，風勢漸強加上海流湍急，

也要緊抓連接繩索或是水底礁石才能固定身體不被

浪潮沖走，可見當時救援狀況極度惡劣，加上海域

能見度低、海流混亂以及氣溫寒冷，在連續徹夜搜

救四日後，在附近海水浴場尋獲潛水客大體。經現

場初步檢查及連絡家屬確認，該大體確為失蹤之高

姓潛水客。

據了解該名潛水客與一名嚴姓民眾，兩人皆居

住於長濱鄉，當日相約於石門休息區潛水，並以徒

手方式採捕水產，於晚間七點多下水，惟嚴員下水

後發現海象不佳，立即通知高員上岸，但當嚴員上

岸後未發現高員，發現情況危急，立即報案。無奈

仍無法阻止憾事發生。而從這次失蹤溺斃搜救行動

中，經過無數次的檢討，也有了相對的因應措施，

期使讓搜救工作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個人也藉由參

與此案件的執行，分享一些小小的心得：

1.  以岸巡大隊為例，由於責任分工和救援設備

的考量，可以優先結合附近船隻或是民間

組織快速展開搜救，藉以發揮調度的「彈

性」。

文｜羅向峰　圖片提供｜第八二岸巡大隊

105年年初傍晚，海巡

民

海巡民間緊密合作
共同守護海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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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獲通報後，岸巡大隊立即設立指揮中心，

緊密結合友軍跨部門的搜救行動和合作支

援。期能在等待其他救援能量進駐的期間，

快速發揮全面性的搜索救援。

3.  將救援行動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納入考量，

詳細評估人員及設備的調動使用，減少不必

要的浪費，同時降低錯誤風險發生。

由於政府經費補助有限，民間的救援能量往往

又是義務協助。在考量黃金救援時間壓力中，務必

將現場進行搜救的風險和成本納入評估計畫。初期

的搜救和預防如果打下穩固基礎，中後期的支援成

本或許會更低，也使經費能投注在其他需要的救援

能量。藉此，我們可以讓搜救力量的展開更為迅速

和效果化。

救生救難為海巡署三大核心任務重要之一環，

民眾若發現有類案情形發生，可即刻撥打海巡118

服務專線通報，本署將秉持人溺己溺的精神，戮力

於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救護，以有效爭取黃金救援時

刻。相信在本署、友軍以及民間救援組織的緊密協

調合作下，將可以為救生救難盡一份心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二岸巡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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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溫逐漸回溫，冷冽的冬天已經向我們告

別，而我們即將迎接的是一個嶄新的春夏。春夏之

際，不僅僅是道路兩側旁春暖花開、綠意盎然的開

始，在湛藍海平面下的海底世界也開始蠢蠢欲動，

一股股暖流宛如畫家手中的畫筆，將原本了無生氣

的海底當作畫布，一筆一劃暈染靜默的海底，成為

一幅色彩絢麗的、鮮豔的、飽滿的動態曠世鉅作。

四面環海且位於亞熱帶緯度的臺灣，很幸運的有許

多適合的潛點可以將整片海底風景一覽無遺，如北

部的東北角、南部的墾丁以及東部的蘭嶼、綠島

等地。

而夏天在海邊最適合的活動，不外乎就是潛水

活動了，它粗略可分為體驗潛水和開放水域潛水

（open water scuba diving），前者只需數個小時

的介紹及練習，但潛水深度也只有3至5米深。而開

放水域潛水是需由具備潛水教練執照的教練進行3

至4日的授課、訓練及實習，最後經筆試及術科考

試通過後，考取開放水域潛水員執照。目前國際主

要頒發潛水證照的機構系統有SSI、CMAS及PADI

等等，考取以上合法的證照後，就可以至開放性水

域潛至約18米深的海底，將五彩繽紛的海底風光盡

收眼底。

文、圖｜吳敏聖

知性與感性兼具之微旅行

潛游蔚藍深海～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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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至綠島深潛時所拍攝之珊瑚

在開放水域潛水員的課程內容會利用投影片的方式介紹潛水設備

原理、求救方法及生態保護等等，在吸收完書面上的相關知識後，教

練就會帶我們至靜態水域的舊港口內做「中性浮力」的訓練，中性浮

力是讓我們可以在海中悠游的重要關鍵，若沒有保持中性浮力的狀

態，會使身體急速上升或下降，恐造成肺部器官的傷害，所以在學習

好穩定的中性浮力後，教練才會帶我們至真實的開放式水域，見識隨

流擺盪的珊瑚群、群體悠游的各式繽紛熱帶魚等，感受大自然所賦予

海底世界壯麗且奧妙的生命力。

相對的，海巡人員在開放性水域辦理潛水員的課程可謂再適合不

過，因為在完成初階開放性水域潛水員證照後，就可以接續完成進階

的救援潛水員執照課程。每位完成訓練的海巡人員，都具備有獨立救

援的能力，透過精實的實地狀況操練，未來在遭遇海上船隻沉沒或遊

客落海需海底救援時，便可以在最關鍵時刻發揮效用，因此跟隨我的

腳步，踏出你們的第一步吧，讓自己接受挑戰，不僅能習得一身自救

與救人的本領，也能與大海來趟知性與感性的「深度」微旅行，就讓

我們一起∼GO！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海岸巡防總隊勤務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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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2016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
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營」，讓青年學子親自參與體驗
（105.5.1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前署長王崇儀、政務副署長尤明錫
與常務副署長陳世傑歡送會（105.5.1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配合宜蘭縣政府2016蘭
陽海上長泳活動辦理「聯合救生救難演練」（105.5.2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配合中油公司假大肚溪出海
口辦理「70關懷大地、潔淨地球」淨灘活動（105.5.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結合民間單位辦理「岸際
聯合救生救難演練」，期能喚起民眾重視海域遊憩安全
（105.5.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與臺東專科學校共同於富
山漁業資源保育區舉行淨灘活動（105.5.7）

照海巡 照海巡海巡我最

聚焦活動

海洋巡防總局派遣巡護九號與農委會漁訓貳號共同前
往沖之鳥海域巡護，強力落實政府維護漁民作業權益
（105.5.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處長虞思祖率員參訪海
岸巡防總局特種勤務隊，透過交流了解海巡特勤能量
（105.5.27）

7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安檢人員實施賞鯨船出海
人員查核，發現通緝犯即刻依法送辦（105.5.2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執行「全○6號」娛樂
漁業漁船乘客身分查核時，發現通緝犯立即逮捕送辦
（105.4.3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為強化轄區安全及嚇阻不
法，特別針對轄區內重點海域執行威力掃蕩（105.5.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執行「大○輪」貨輪監卸發
現6箱中國大陸香菇，隨即通報並依法函送（105.4.26）

海洋巡防總局臺南海巡隊與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
隊，聯合於曾文溪海域查獲未稅私菸261箱（105.4.2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執行台華輪安全檢查，發現
犯嫌攜帶K他命，依法函送偵辦（105.5.20）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獲報李姓男子因強盜案
件逃至中國大陸，近期將回台，趁其通關時盤查並逮捕
（105.5.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獲報富山禁漁區有陸籍遊
客違法捕魚，將其取締函送臺東縣政府裁處（105.5.20）

海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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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執行勤務時發現死亡
鯨豚，立即前往現場，並通知縣政府建設局派員協處
（105.4.2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福○○6號」
漁船有菲籍船員失蹤，即刻展開救援（105.5.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實施海域安全宣導
時，發現女子受困沙洲，即刻攜帶救生器材趕往救援
（105.5.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獲報有民眾於林厝寮泊地
岸際釣魚不慎落海，立即動員前往搶救（105.5.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鳳鼻頭沙灘實施訓
練，驚聞遊客呼救，隨即攜帶救生魚雷浮標前往救援
（105.5.2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執行勤務時，發現有鯨
豚擱淺立即協助保濕措施，並通報相關單位到場處置
（105.5.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獲報於臺東縣長濱鄉竹湖
岸際發現死亡鯨豚，立即派員前往處理（105.4.2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邀請當地居民響應世界海
洋日，共同將港區廢棄大型垃圾清理回收（105.6.2）

照海巡 照海巡海巡我最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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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海巡隊接獲通報，有名八旬老翁因身體
不適急需就醫，立即派艇協助後送事宜（105.4.25）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求助表示，自行
駕駛之車輛受困於沙洲，火速派員前往協助（105.5.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港區末端
疑似發現一具男性屍體，即刻前往協助（105.5.1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接獲民眾報案於金沙鎮東割
灣岸際發現浮屍，緊急派員前往協助處置（105.5.1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於墾丁小灣
岸際發現一名男性浮屍，隨後趕赴現場協助（105.5.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獲悉有三名遊客於墾丁萬
里桐岸際游泳受困，立即前往解危（105.5.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拜訪轄區內各行政機關，
藉由地方資源結合，落實為民服務工作（105.5.2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七星潭安檢所辦理105
年基層海巡服務座談會，近距離傾聽民意（105.6.2）

為民服務

81



「繼往開來、再創新猷」～
新任署長李仲威：
在既有基石上穩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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