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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壹、發展多元海洋事務

一、目標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不論在氣候變化、地理景觀及人

文涵養，均深受海洋的影響與薰陶，本署以「海」立基，「發展多元海洋事

務」一直是本署工作重點，近年來積極辦理海洋相關研討與活動，期透過深

耕海洋教育，引領民眾關心海洋，並參與海洋活動，讓愛海的意識及屬於這

一世代的海洋思潮，擴散到臺灣的每個角落。

二、2011 年執行狀況

（一）召開本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

2003年 9月 1日成立本署海洋事務研究委

員會，延聘海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係本署海洋事務的重要諮詢智庫，結合實務與

學術專業，發展多元海洋事務。2011年分別於

5月 25日及 11月 15日召開第 15、16次委員會

海研會委員訪查基隆嶼安檢所

海研會第 15次委員會議

於基隆海巡隊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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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除研討重大工作及勤業務精進作為外，並就委員提案進行討論，如日

本 311強震引發複合型災害之公共議題，與專家學者交流意見，藉以審視

國內緊急應變機制及策略，據以精進海域巡防工作。

（二）辦理本署「船舶緊急醫療座談會」

本座談會於 2011年 3月 30日召開，邀

請臺北醫學大學及中央警察大學等專家學者

發表專文，會中就「從醫療面談海上緊急醫

療救援」、「由消防救護車醫療設備配賦談海

巡應援系統整合」、「海上緊急救護作業與醫

療能量之探討」及「遠洋巡護結合醫療外交

之探討」等 4項專題進行研討，透過報告人

及與談人經驗分享與精闢見解，對船舶緊急

醫療救援相關課題有更深刻的瞭解與啟發。

目前本署於海上救援定位為緊急運送，除依

實需加強人員訓練、精實裝備外，未來如何與醫療救護結合，向外延伸國

力，以蓄積國家的軟實力。

（三）編譯重要參考文獻

鑑於海洋對國家權益的重要性，為掌握國際海洋事務脈動與發展，本

署賡續編譯「2011年聯合國秘書長海洋與海洋法報告」，增進海洋事務專業

應處能力；另針對 2011年日本「2011海上保安報告書（海上保安レポ－ト

海研會委員進行意見交流 海研會第 16次委員會議 邀請委員進行專報

本署辦理船舶緊急醫療救援座談會

學者專家進行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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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進行內容摘譯、導讀及淺析，尤其日本海上保安政策多年來穩健發

展，其中海上保安廳之任務、組織架構與機關願景，值得本署借鏡。

三、未來策進作為

（一）諮詢專業聽取建言

本署自 2008年起編譯「聯合國秘書長海洋與海洋法報告」，報告內容

涉及全球海洋事務與相關海洋新興議題，可謂全世界海洋事務與海洋法發

展最新且最重要之參考資料。為擴大推廣，除賡續編譯「聯合國秘書長海

洋與海洋法報告」外，將辦理以此報告內容為主軸之相關研討會，邀集學

者專家與會研討，以掌握海洋最新趨勢，並與國際脈動鏈結。

（二）強化海洋資訊運用

政府機關需有系統的綜整散見於各機關或學術機構內與海洋事務相關

的資訊與法政規章，以呈現國內海洋發展現況，並利策略規劃運用，亦可向

國際展現臺灣對海洋發展的重視。行政院已責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成立海洋資料庫推動小組，未來將配合該小組及協同海洋事務相關機關進行

海洋資料庫及檔案移交事宜，同時研議規劃以委辦方式建置海洋資料庫。

編譯「2011年聯合國秘書長海洋

與海洋法報告」，增進海洋事務專

業應處能力

針對日本「2011海上保安報告書」，

進行內容摘譯、導讀及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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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升國人海洋意識

一、目標

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田西爾維埃勒說：「我們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為人

類已經征服了海洋，真正的事實是我們關於海底的知識，還不如火星的

多」，由於海底的壓力過大，至今人類探索過的海洋還不足 10％。目前國

人對於海洋的認識亦若是，仍普存陸地思維，本署希冀透過推動多元海洋

活動及拓展學術交流管道，喚醒國人海洋意識。

二、2011 年執行狀況

（一）辦理「海洋巡迴影展」

為響應聯合國「世界海洋日」關心海洋、愛護海洋立意，本署與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合辦 2011世界海洋日活動─「海洋巡迴影

展」，期藉「海洋在改變」、「產房」、「魚線的盡頭」與「深邃藍海」等

多部影片的教育力量，帶領民眾認識海洋現況，體認海洋永續發展重要性。

（二）推動海洋多元活動

為喚起民眾海洋意識，本署於 2011年除與國家地理頻道合辦「2011

世界地球日、世界海洋日推廣活動」外，並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合辦「海洋

臺灣─生態保育特展」、財團法人國際海洋永續文化經濟及環境保護基

金會合辦「『面對海洋災難，我們準備好了嗎？』研討會」、社團法人中華

2011年世界海洋日本署署長王進旺致詞及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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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合辦「荒野 2011世界海洋日」及財團法人信義文化基

金會合辦「關懷環境變遷‧守護臺灣下個百年」等活動，從展覽、研討

會到影展，活動內容多元，參與人數眾多，提供民眾參與不同海洋活動的

機會，瞭解海洋事務多元與豐富的內涵。此外，本署於 2011年建置海洋活

動資訊交流平臺，整合發布國內海洋活動資訊，年度內計發布 226則活動

資訊，提供民眾多元的海洋資訊與親近海洋的機會。

（三）辦理海洋學術研究

2011年本署持續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協辦或合辦海

洋事務相關議題研討會，觸角更延伸至臺灣東部及離島地區，首次結合

佛光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及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另與中

央警察大學、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東海大學、國立臺北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等合辦學術

研討與活動，全力推動海洋學術研究，型塑學術研究氛圍。

環保創意船─永續希望號啟航儀式

本署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辦研討會及

本署副署長王崇儀作專題演講

本署與東海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佛光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國立臺東大學合辦研討會

2011世界海洋日環保創意船比賽現場及得獎團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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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與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辦研討會及

本署副署長王崇儀作專題演講

本署與東海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佛光大學合辦研討會

本署與國立臺東大學合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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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廣海洋興國知能

１、配合教育部年度海洋教育系列活動，於 2011

年 11月 5日至 13日止，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

館參與「海洋知識活動日」展示，透過「海

巡圖版」、「船艦模型」及「搜救器材」等靜

態展示及設計「畫我海巡」、「有獎徵答」、

「海巡留念」等親子活動，介紹本署致力臺灣

海域秩序維護、海洋環境與海洋資源保護利用

之成果，計有學校師生 2,289人參與，有助培

育國人海洋知識，深耕海洋基礎教育。

２、配合教育部海洋教育先導型計畫及法務部司法官

訓練所年度學習規劃，辦理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等海洋法政研究生 18人及司法官

訓練所第 52期學員至本署進行實務研習，藉以增進對海巡查緝工作之瞭

解，並建立本署與學術單位及司法訓練機構專業學習與互動平臺。

三、未來策進作為

（一）擴展學術交流管道

未來除持續與大專院校之海洋系所共同推動海洋活動或學術研討會

外，將掌握時事主導議題，積極建立學術合作交流管道，更規劃扶植非海

洋系所辦理相關研究，廣納海洋各領域事務，以豐富海洋學術內涵，增加

海洋事務的廣度與深度。

（二）積極蒐整海洋資訊

為普及國人海洋意識，本署運用海洋活動資訊交流平臺，除整合國內海

洋活動資訊，提供民眾參與海洋活動的機會外，同時瞭解國內海洋活動相關發

展，並建立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學校、民間團體聯繫窗口名冊，作為未來海

洋委員會成立後政策規劃與推展之參據，逐步達成全民海洋之施政理念。

辦理海洋知識活動日「艦艇展示」

及「畫我海巡」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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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促進國際交流合作

一、目標

臺灣四面環海、往來船舶眾多，且位處東亞入出太平洋及南海關鍵位

置，為全球主要捕魚國家、船運路線遍及全球，尤應積極拓展跨境執法交

流與加強國際海事合作，以確保周遭航行安全及聯合打擊海上違法活動，

達成維護海洋資源、保障國家海洋權益及國人生命財產安全之目標。

二、2011 年執行狀況

（一）參與國際海洋活動，善盡國際海事責任

依據 2011年公務出國計畫，8月間派員拜會美國海岸防衛隊第 14（夏

威夷）管區促進海巡交流，並於同月 11日在當地開放「巡護七號」船參

觀活動，彰顯我國遠洋巡護能力；出席 9月 25日至 10月 5日於密克羅尼

西亞舉行之「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之技術及紀律委員會第 7屆會議」，

討論國際漁業執法議題；參加 11月 8日至 11日於印尼舉行之「第 21屆

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會議」，掌握周邊國家對南海發展動態；另於 11月

28日至 30日派員赴新加坡「2011年全球岸際監偵國際會議」發表專題，

分享海上監偵經驗與擴大國際海巡交流網絡。

本署拜會美國海岸防衛隊

第 14（夏威夷）管區

本署參加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之

技術及紀律委員會第七屆會議

本署參加「2011年全球岸際監

偵國際會議」與主持人美國海

軍少將Thomas Carney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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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外賓來臺訪問，促進國際經驗交流

推動與美國司法部緝

毒署、日本海上保安廳等

國外海巡及執法人員來臺

訪問，研討海域執法與犯

罪偵查議題，交換近期海

域情勢與任務執行作法；

邀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參

觀本署於 2011年 5月 7日

舉辦之「海安六號」演

習、新加坡警察海岸防衛

隊觀摩 6月 28日舉行之

「2011金華演習實兵演練」預演，以相互比較狀況應變作法、提供彼此執

行經驗，俾增進瞭解與研商未來可能合作方向。

（三）推動跨境執法合作，汲取新知打擊非法

除依據年度出國計畫，出席 2011年 4月 18至 22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

市舉辦之「第 8屆亞裔有組織犯罪及恐怖活動國際會議」，汲取國際犯罪

偵查新知及擴大查緝聯繫網絡外，並派員參加 9月 29日法務部調查局與美

國法務部緝毒署共同在臺舉辦之「2011年臺美衛星定位（GPS）追蹤偵查

實務研討會」，提升

偵緝同仁專業知能；6

月 27日派員遠赴南非

押解殺害國籍「福甡

11號」漁船船長之大

陸籍嫌犯返國審理；

另於 11月 24日透過

本署邀請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HERMOGINO 

准將來臺參觀「海安六號」演習

本署參加亞裔有組織犯罪及恐怖活動國際會議

74



海洋事務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機制，與大陸執法機關在廣州

及深圳查獲愷他命 50公斤及犯嫌 3人，以展現跨境查緝效能。

（四）加強駐外事務成效，培訓涉外專業人力

本署駐日本那霸人員協助處理國籍漁船遭日本取締 15件、海事搜

救 6 件及臺日海上執法機關交流 16 件，並因應臺日海域情勢，定期檢

討派駐工作及指導強化緊急事件應處效能；另為積極提升本署涉外事務

工作能量，除遴選具涉外能力人才至本署服務外，遴選適員參加專業機

構舉辦為期 3 個月之「 中英會議口譯基礎訓練班 」，藉以培訓語言專

才，儲備涉外事務人力。

三、未來策進作為

（一）逐步推動跨國合作實務交流

鑑於臺灣周邊海域各國商貨輪航行活動頻繁，曾發生海污、海難等

意外，且近年國籍船舶遠洋航行曾有海難、船員傷病、喋血挾持或不明

攻擊襲擾等案件，為加強海上事件處置效益，本署將積極參與國際活動

及擴大聯繫網絡，共同研討個案處置方式與精進作為，以提升協調聯繫

成效。

（二）爭取參與國際海盜防制機構

近年國籍漁船在海外曾發生遭海盜或不明船舶攻擊事件，2010年

5 月 20 日發生「 日春財 68號 」漁船被索馬利亞海盜劫持用作攻擊母船

而遭誤擊沉沒憾事，顯示部分國際海域仍為違法武裝掠奪警戒地區，本

署將配合我國反海盜運作機制，加強防範及應處可能威脅，並爭取加入

國際反海盜防制機構，以掌握最新資訊及維護國籍人船海上活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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