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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102年

擴大人事會報活動實錄—
「有形 」的人事價值與
「無形 」的人事服務

2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102年9月25日假該署

承辦人事業務同仁出席與會，會中更邀請行政

第一辦公大樓6樓禮堂辦理「102年擴大人事會

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黃富源蒞臨訓勉，藉以

報」活動，由署長王進旺親自主持，常務副署

激勵人事同仁工作士氣！

長尤明錫、主任秘書陳世傑、人事處處長蔡英

會報開始，王署長先頒發績優人事人員獎

良、海洋巡防總局代理總局長李茂榮、海岸巡

牌予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主任李永光、海岸

防總局副總局長馬士林、所屬人事單位主任及

巡防總局科員劉一麟、署本部人事處辦事員李

◎ 全體人事同仁與王署長及黃人事長合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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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真，並表示祝賀之意。緊接著於致詞時，王

有時涉及權利及福利問題時，意見分歧的事，

署長對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平日指導海巡署

在所難免，人事單位也往往動輒得咎。他也期

人事業務所付出之心力致上謝意，並強調人事

許大家，擔任人事人員除了要有「服務」的熱

工作在歷任處長及現任蔡處長用心經營與各級

忱，更要注意「傾聽」同仁心聲，遇事要能冷

同仁群策群力下，皆能順利推展，對於大家的

靜、理性，才能扮演同仁間的溝通橋樑。

努力，也給予高度肯定。王署長也說他曾經辦

由於政府預算不斷縮減，王署長也從海巡

理過人事業務，深刻了解人事工作的辛苦面，

署預算的角度檢視人力成本，強調人事經費是

◎ 王署長頒贈獎牌予績優人事人員（左起南巡局人事室主任李永光、署長王進旺、岸總局科員劉一麟、人事處辦事員李凱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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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項支出，若能用好的條件留住優質人

充分了解情勢，同時，也要加緊腳步，從制度

力，將會是機關最大的資產。近年來海巡任務

面著手，澈底解決這個長年以來的問題。目前

漸受重視，從101年「0924為生存、護漁權」

海巡署組織改造立法進度未達預期，造成基層

保釣活動開始，到今年「0509廣大興28號」遭

同仁的不確定感；以及志願役人力轉換、進用

菲律賓槍擊案，在面對勤務繁重及逐年加班費

替代役等問題，都導致所屬各級人事單位備受

預算減少的困境下，同仁產生不少疑慮，王署

壓力，王署長用自己47年前於屏東師範學校畢

長也希望人事人員要能適時從中溝通，讓大家

業時，師長寫給畢業生的一句話：「要造就自

◎ 署長王進旺開場致詞及人事長黃富源勉勵人事同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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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為中流砥柱」與大家共勉，期許每個人都

從上午的績優人事人員頒獎、署長致詞、與行

能發揮所長，解決問題。他相信未來海巡署各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黃人事長合影及專題演講邀

級人事人員，在蔡處長的帶領下，將以更積極

請劉焜輝教授講授「如何運用面談技巧」到下

任事的態度，突破逆境，開創新局。會報活動

午的101年一般提案後續執行情形報告、業務報

◎ 人事處蔡處長主持綜合座談，與同仁進行意見交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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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專案報告、102年一般提案（人事處處長蔡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府施政效能是引領

英良與同仁座談）、臨時動議及主席指裁示，

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各級政府人事機構，更在

程序安排緊湊，讓與會同仁獲益良多，整場活

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人事人員在機關

動進行順利。

內部，除應秉持公正、無私的立場，來辦理各

◎ 與會同仁踴躍發言

7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5

項獎懲及遷調業務；有時候，還要能夠以人

思考，以提升人力素質，創造更好的工作績

民、群眾的角度，或借鏡企業的經營理念，客

效，也希望藉由這場活動分享經驗，讓身為公

觀檢視公部門的種種問題，並提出對策。未來

務員的我們更加深刻體認，在民眾對公務員的

海巡署人事業務之首要，將落在「人力活化」

期許越來越高的同時，加上機關資源有限之窘

這項工作。也許可以往如何合理分配勤、業務

境，唯有創新、精進，才能持續滿足社會大眾

人力，再結合終身學習及各項專業訓練等方向

的期待。

◎ 劉焜輝教授與人事同仁互動情形

8

聚焦報導｜Focus
聚焦報導
聚焦
報導｜F
報導
｜Foc
｜F
ocus
oc
us Report
Rep
R
epor
ep
ortt
or

◎ 立法委員李慶華（左圖）及海巡署王政務副署長（右圖）於活動中致詞

金山海巡服務座談會∼
與民互動的「傾聽與溝通」
資料整理｜王立仁

圖片提供｜第二一岸巡大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為貼近漁

導，強力推展「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公務員應

民、傾聽漁民心聲、宣揚海巡新氣象及推動海洋文

堅持廉潔、拒絕貪腐」觀念及問卷調查，透過數據

化，特於102年9月25日上午10時，假新北市金山區

分析及掌握，使活動能更符合參與人員需求。

漁會三樓舉辦102年度金山區「海巡服務座談會」

本次會議程序從人員報到、主席致詞及來賓介

活動，由局長胡意剛親自主持，邀請立法委員李慶

紹、服務工作簡介、聽取建言及意見交換、優良漁

華、海巡署政務副署長王崇儀、所屬各單位一級主

民表揚至王政務副署長結語，每個環節都進行的相

管、漁政主管機關、民間救生團體及漁民出席共襄

當順利，與會的漁民們發言熱烈，也提出了許多攸

盛舉，另針對座談會內容與地方行政首長、警政、

關自身權利之問題與訴求，例如：富基漁港新市場

消防機關，共同對漁港安檢、港區防疫、犯罪防治

旁道路停車問題、漁業署規定每年3月至11月期間

相關議題作意見溝通，並於活動中辦理廉政法令宣

禁捕鰻苗、攤商將漁獲屍體隨意丟棄港區、申請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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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及漁業用油補助所需資料影響通關速度等問題，

交流聯繫，座談會結束後，王政務副署長於餐敘

影響漁民作業時間，可見他們對於海巡單位的工作

中，代表海巡署向這些平日協助海巡工作之漁民致

重視與期許，基此，胡局長也直接針對漁民所提意

上謝意，並頒贈優良紀念獎狀表彰，更期望未來雙

見作出積極回應，另與各界代表共同研討漁事工作

方能共同努力守護這個屬於你我的海洋家園，最後

相關議題，充分展現出海巡署對漁民之服務熱忱與

活動在歡樂的氛圍中圓滿劃下句點。

關切。會中胡局長也強調漁事工作要完善，尚需仰
賴各級政府及執行機關之通力合作，方能使問題迎
刃而解，希望漁民們能持續利用這樣的平臺與海巡
單位暢行無阻的溝通。

海巡署平日與民眾或漁民，即建構了良性互動
的機制，也極為重視每一個聲音和意見，每年除了
定期在全國各地所屬單位舉辦「海巡服務座談」活
動，也結合了諸多活動宣導政令，不僅僅只是為了

而為了更深入傾聽漁民心聲，海巡署王政務副

傾聽基層心聲而已，亦是為了統合各方資源，藉以

署長也藉由這個機會，積極與他們互動，除了增進

行銷海巡，讓漁民及民眾能深入了解海巡的工作及

彼此瞭解及情誼外，也再次加強政府及地方之間的

任務，使漁事服務工作推展更臻完善。

10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王政務副署長頒贈優良獎狀予海巡之友及
加菜金予海巡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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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員一定要知道的事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
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壹、前言
100年4月1日「廉政署組織法」及「法務部組

牌時致詞指出：「有決心建立一個廉能有效率的政
府，並應讓全民正確的認識貪腐之危害，擴大社會

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法務部

參與反貪，並往下扎根，也要落實廉政倫理規範與

廉政署並於同年7月20日正式揭牌成立，為我國唯

強化機關內控機制。」；吳副總統於當時擔任行政

一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議，兼具預防、調

院院長亦表示：「反貪腐工作是必須不斷地持續進

查雙重功能的專責反腐敗機構，亦為我國廉政建設

行，而且是任何一個政府永遠的挑戰和責任。反貪

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碑。馬總統於廉政署成立揭

腐是政府的重大政策，應以更豐富多元且即時的方
式向民眾宣導。」

12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file

法務部前於97年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並於99年修正部分條文，本署亦於同年10月
訂定「海岸巡防機關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及涉

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者。
（四）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足不妥當場所處理規定」，上述規定之制訂目的，

１.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

均係為使公務員之操守有所準據，於公務員受到不

２. 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

法關說時，有所確保做為，期能有效維護同仁權益

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行遊說、請願、

並提升政府廉能形象。然行政院為貫徹建立廉能政

陳情、申請、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

府，將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使

為。

各機關同仁在處理業務時，有清楚分際，另訂定

（五）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

點」，自101年9月7日起施行迄今。

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

本處鑑於本署各級機關、單位業務屬性不同，
對於請託關說之種類及性質亦將有所差異，經協請
海洋、海岸總局督察室協助，綜整相關請託關說之
態樣，以供予不同階層之同仁參考。

員登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之機
關，其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員；機關首長
延不指定者，由上級機關指定。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

貳、「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
查察作業要點」介紹

一、訂定背景：
行政院為貫徹建立廉能政府，將請託關說制度
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使各機關首長及相關同
仁在處理業務時，有清楚分際，爰訂定「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經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定其代表行使
職務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六）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
檔，每月循級陳報至所隸屬之中央二級機關
政風機構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
逐筆建檔，每月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七）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

二、規範內容：

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料，應辦理抽查。

（一）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

法務部廉政署就前項抽查作業，得請相關機

各機關）請託關說事件之登錄與查察作業，

關配合查察，以釐清相關事實。如發現有疑

符合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特訂定本要點。

涉貪瀆不法之情形者，並得與法務部調查局

（二）本要點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之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
（三）本要點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
本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

或相關偵查機關協力調查。
（八）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經法務部廉政
署或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篩選分析，
因而查獲貪瀆不法案件者，應對相關人員予
以獎勵。

1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5

（九）第二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事件未予登
錄，經查證屬實者，應嚴予懲處。
（十）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
延宕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者，各機關或

錄表；涉嫌行賄部分另行蒐證偵辦。
涉及法令：
(1) 菸酒管理法第6條、第7條及第46條至第
49條。

其上級機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2) 海關緝私條例第3條、第27條。

前點及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政務人員，得視其

(3)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

情節輕重，移送監察院審查。
（十一）各機關處理請託關說之獎懲處理原則，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法務部定之。
（十二）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
類型、數量及違反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
員姓名、事由公開於資訊網路。依本要點
登錄資料應保存十年。
（十三）請託關說事件登錄標準格式，由法務部會
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之；標準
格式尚未訂定前，由法務部廉政署製作格
式供各機關登錄建檔。
（十四）各機關應加強宣導有關禁止請託關說之規
定。

案情研析：
(1) 查 本 要 點 所 規 範 之 「 請 託 關 說 」 要 件
係：「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2) 本案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之違背職
務行賄罪，另該名業者之請求，係未依
法定程序提出，且有違反法令之疑慮，
故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登錄。
案例2：
「總隊副主官接獲掩護走私槍械、爆裂物之
請託關說案」
案情摘要：

（十五）其他政府機關、機構，得準用本要點之規

某總隊副主官與友人餐敘時，接獲某民間業

定。行政院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

者委請該友人代為轉達，請求掩護某漁船走

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以期提升

私槍械、爆裂物入境，並願提供300箱未稅

政府之清廉形象，特訂定本規範。

菸品績效作為酬謝。本署同仁予以婉拒，並

三、相關案例探討：
案例1：
「查緝員接獲走私菸酒業者請託關說案」
案情摘要：

蹤，且勿受渠等引誘而觸法及填報請託關說
事件登錄表；涉嫌行賄部分另行蒐證偵辦。
涉及法令：

查緝員接獲某業者之請求，因其漁船走私菸

(1)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酒遭扣於安檢所，可否請高抬貴手協助予

(2)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以放行，並期約事成後以相關情資與現金酬

(3)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

謝。本署同仁予以婉拒，並通報上級與聯繫
轄屬安檢所，注意該漁船人員行蹤，並提醒
勿受其引誘而觸法，及填報請託關說事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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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上級與聯繫轄屬安檢所，注意該漁船行

案情研析：
(1) 查 本 要 點 所 規 範 之 「 請 託 關 說 」 要 件
係：「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file

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案情摘要：
某安檢所人員接獲某船舶超載之檢舉案件，

(2) 本案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之違背職

於查證時發現船舶超載情形屬實，遂即勸導

務行賄罪，另該名友人之請求，係未依

船長請其改善後始得航行，惟船長經勸阻無

法定程序提出，且有違反法令之疑慮，

效執意出港，安檢人員依情節開立勸導單。

故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登錄。

該名船長竟請求通融放行，並贈與菸酒。本

案例3：

署同仁予以婉拒，表明應依相關規定處理，

「海巡隊副隊長接獲非法菸品走私業者之請

並採取蒐證作為及填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託關說案」

表。

案情摘要：

涉及法令：

海巡隊副隊長接獲某海巡退役人員轉達友人

(1) 船舶法第73條、第81條、第83條。

之託，表示其友人係從事私菸走私工作，

(2) 漁業法第65條。

請求配合改變海巡艇執勤模式及實施掩護作

(3) 客船管理規則第41條。

為，事成願持續提供相關走私情資，本署同

(4) 小船管理規則第58條。

仁予以婉拒，並通報上級與聯繫轄內安檢
所，注意該退役人員行蹤，勿受其引誘而觸
法及填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表。
涉及法令：
(1) 菸酒管理法第6條、第7條及第46條至第
49條。

案情研析：
(1) 查 本 要 點 所 規 範 之 「 請 託 關 說 」 要 件
係：「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2) 本案該船長之請求，係未依法定程序提

(2) 海關緝私條例第3條、第27條。

出，且有違反法令之疑慮，故應依本要

(3) 懲治走私條例第9條、第10條。

點之規定辦理登錄。

案情研析：
(1) 查 本 要 點 所 規 範 之 「 請 託 關 說 」 要 件
係：「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案例5：
「安檢所副所長接獲未經許可之外籍船員請
託關說案」
案情摘要：
安檢所副所長對於某從事國外基地作業之漁

(2) 本案該名退役人員之請求，係未依法定

船執行進入漁港查驗工作，並主動詢問船主

程序提出，且有違反法令之疑慮，故應

外籍船員人數，即依「臨時入國許可」名冊

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登錄。

完成清查，另實施清艙時遂發現船艙內藏有

案例4：
「安檢所人員接獲船舶超載之請託關說案」

數名未經許可入港之外籍船員，渠等請求勿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等相關單位進行通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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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致贈珠寶酬謝。本署同仁當場予以婉拒，
表明應依相關規定處理，並採取蒐證作為及
填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表陳報。
涉及法令：
(1)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4條、第18條、第82
條、第47條、第50條、第84條。
(2) 漁船船主在國外僱用外籍船員作業應行
遵守及注意事項。
(3) 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
協調聯繫辦法。
案情研析：
(1) 查 本 要 點 所 規 範 之 「 請 託 關 說 」 要 件
係：「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
規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
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
(2) 本案該名業者之請求，係未依法定程序
提出，且有違反法令之疑慮，故應依本
要點之規定辦理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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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機關廉能政風，不遺餘
力，並陸續訂定「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及「財產來
源不明罪」等法規，亦修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
案」，上述作為均代表著政府為打擊貪腐、提升廉
能之決心。
所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公務員自
應避免無謂之飲宴應酬並拒絕收受不明財物；至於
遇有合法但卻不適宜之情形時，亦應避免之。而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要點」設立之目的，則係為建立公務員有即時澄清
事實之管道，使同仁知所因應，落實依法行政，避
免受到外界不當質疑，以期塑造優質清廉之公務形
象，惠請各位同仁配合本要點辦理，如對相關規定
有任何疑義，政風處人員樂於隨時為大家服務。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臺菲海域漁業衝突
之 爭端解決 —
廣大興28號為例

文｜劉文宏、詹昊棠、李孟璁、賴柏霖、蔡岳庭、張晏瑲

一、前言

問題。為解決上述爭議，臺灣與中國間之重疊海域

臺灣為一海島國家，海岸線長且地理位置優

以現行海峽中線劃分，並於外島地區劃設禁限制水

越，使臺灣具備發展漁業的優良條件 。然而，在

域3。臺灣對日本、菲律賓的重疊海域問題則以暫定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生效後，各國紛紛宣布

執法線及政府護漁南界作為執法和護漁的依據4。然

200浬專屬經濟海域。臺灣因特殊的政治因素和地

而，暫定執法線及護漁南界線為單方面所劃設之行

理位置，與周邊鄰國存在著領海暨大陸礁層劃界、

政命令，在無法與日本和菲律賓達成協議的情況，

經濟海域、漁權等相關問題。目前臺灣東北部的

該執法線仍缺乏國際法規之依據。而為解決臺日漁

經濟海域與日本專屬經濟海域重疊，南海海域與越

權爭議問題，臺灣與日本在歷經17年臺日漁業會談

南、菲律賓和中國大陸相重疊2。上述重疊海域之爭

中就釣魚臺周邊海域簽訂臺日漁業協定5。臺灣與菲

議造成國家間的海洋權利、海洋資源與漁業糾紛等

律賓雙方僅於2005年簽訂臺菲農漁業合作瞭解備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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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後，並無進一步發展，故我國漁船與漁民遭菲律

公噸，但自1996年開始黑鮪魚產量開始上升，並在

賓扣押，甚至面臨生命威脅等事件時有所聞6。故本

1999年突破二千公噸（表1），成為世界第二大漁

文首先介紹臺菲重疊海域之黑鮪魚漁業作業現況，

獲國家7。然而，自2005年開始黑鮪魚總產量持續減

接著說明臺菲漁業衝突，並以臺灣漁船廣大興28號

少（表1），主要原因除了氣候變遷、過漁和油價

為例，進行法律分析。最後，作出結論。

高漲影響漁民出海作業意願等因素，是導致黑鮪魚

二、臺菲重疊海域之黑鮪魚漁業作業現況

總產量銳減的主要原因。此外，在臺灣與菲律賓間
重疊經濟海域間，已發生多起菲律賓公務船扣押許

臺灣位於太平洋黑鮪魚洄游的必經路徑，為求

多臺灣籍漁船和漁民的案例（表2）。菲律賓扣押

更多漁獲，漁民開始捕撈臺菲重疊經濟海域中的黑

期間長、贖金高且臺灣政府不易搭救，漁船遭扣押

鮪魚。該漁業主要漁季為4-6月，屬沿岸小型延繩釣

不僅無法進行捕撈作業更需支付高額贖金，勢必增

漁業。在1995年前，臺灣黑鮪魚年產量不超過200

加其生活負擔，導致漁船不敢因追逐鮪魚而進入重

表1 歷年屏東縣黑鮪魚生產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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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灣籍漁船歷年遭菲國扣留統計
年份

扣留數

1947至1965

240

1973

30

1991

2

1992

3

1993

11

284,960

1994

2

1,419

295,374

1997

2

1999

2,347

531,414

1999

2

2000

2,333

620,383

2000

1

2001

1,567

621,023

2002

20

2002

1,300

653,929

2004

1

2003

1,296

536,099

2006

5

2007

3

2004

1,416

802,125

2009

2

2005

1,154

656,089

2010

2

2006

991

528,784

2011

3

2007

1,139

552,689

2012

2

2008

764

438,664

2009

696

387,419

2010

284

229,183

年分

產量(公噸)

價值(千元)

1993

129

41,474

1994

237

71,818

1995

127

46,257

1996

392

86,901

1997

1,262

1998

資料來源：M a t t l e ， 【 週 一 想 想 】 數 字 臺
灣：菲律賓扣留的臺灣漁船數
量，2013年5月13日）
註：本資料來源文中提及，迄今因政府單位

資料來源：民 國 8 2 （ 1 9 9 3 ） 年 至 民 國 9 9

並未公布具體之統計數字，故僅能透過

（2010）年漁業統計年報，行政

媒體之零星報導進行統計，具體數據理

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應比上述數量較高。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疊經濟海域的模糊地帶8, 9。

在經濟海域和漁權爭議仍無具體的解決方法，導致
臺灣漁船常遭受菲律賓驅離和扣留（表2）。更甚

三、臺菲漁業衝突

者有臺灣漁民分別於2006年1月和2013年5月遭受

臺灣本島南端與菲律賓最北的島嶼（Mavudis

菲律賓船艦的攻擊而死亡。2013年5月9日，臺灣

Island）距離僅142公里，兩國在南海海域之專屬

政府針對臺灣漁船「廣大興28號」在北緯20度、

經濟海域範圍具有廣泛的重疊區域，致使兩國長期

東經123度海域在未經警告的情況下，受到菲律賓

在經濟海域和漁權議題上爭論已久。由於臺菲兩國

漁政船MCS3001開槍攻擊並造成65歲漁民身亡的

◎ 圖1

臺灣廣大興28號漁船遭受槍擊水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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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分析
事件，要求菲律賓政府道歉、賠償與懲兇。菲律賓

臺灣在2009年修正其領海基線之基點，並公布

政府雖稱該漁船入侵菲國領海作業並關閉航行紀錄

其領海、鄰接區外界線圖，可惜卻未趁此契機進一

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然漁業署表

步公布專屬經濟海域的外界線。菲律賓同樣在2009

示該船VDR資料顯示，該船從5月4日自屏東縣小琉

年公布「第9522號共和國法」，此即所謂「菲律賓

球出港，至5月11日拖返期間，VDR均開機正常運

領海基線法」，其中確認其領海基線為群島基線，

作，且航跡資料顯示該漁船均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

並進而認定其為群島國。而臺灣與菲律賓之間並未

10

內作業，並未進入菲律賓領海內（圖1） 。此一事

就雙方重疊之專屬經濟海域部分進行海域劃界，且

件不僅凸顯出臺菲兩國對南海專屬經濟海域範圍不

雙方在東南中國海域只有「政府護漁南界」，並沒

明確的問題，更顯示出兩國對執法程序和衝突發生

有明確的漁業協定，此次廣大興28號事件發生之地

原因有明顯落差（表3）。

點恰好位於臺灣與菲律賓之間之重疊專屬經濟海域

表3

臺菲兩國對衝突事件的爭議點
菲律賓

海域範圍認定

臺灣漁船在菲國200海浬經濟海域內作業

臺灣漁船作業和槍擊地點在我國護漁線南
端，但仍在臺灣200海浬經濟海域內

衝突發生原因

臺灣漁船越界且企圖衝撞菲國公務船

臺灣漁船並無越界和衝撞行為

對空鳴槍後對臺灣漁船的機械設備開槍

緊追、喝令停船、登船檢查，遭遇武力反
抗才可開槍

執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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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因此衍生出菲律賓是否違反1982年《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其執法是否過當等法律問題。

死亡。
加拿大主張，儘管美國有權在其管轄海域對外

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11條第

國船舶實施登臨、檢查、搜索甚至拿捕等執法活

1項規定，「沿海國主管當局有充分理由認為外國

動，並為實現此目的而附帶享有使用武力之權力，

船舶違反該國法律和規章時，可對該外國船舶進行

但使用武力的程度不包括擊沉船舶。因此緊追權

緊追。此項追逐需在外國船舶或其小艇之一在追逐

的發動雖屬正當，但擊沉船舶之行為則為非法。美

國之內水、群島水域、領域或鄰接區內時開始，而

國則主張，採取擊沉措施是在加拿大船舶持續抗拒

且只有追逐未曾中斷，才可以在領海或鄰接區外繼

停船命令的情況下所為之決定，因此美國有權這麼

續進行。當外國船舶在領海或鄰接區內接獲停駛命

做。雙方雖未就解決此一事件之方案達成一致協

令時，發出命令的船舶並無必要也在領海或鄰接區

定，但同意組成仲裁委員會議解決此爭端。

內。如果外國船舶是在第33條所規定的鄰接區內，
追逐只有在設立該區所保護的權利遭到侵犯的情形
下才可進行。」 同條第4項「…追逐只有在外國船
舶視聽所及的距離內發出視覺或聽覺的停駛信號
後，才可開始。」因此，菲律賓執法船必須先確認
臺灣籍漁船違法，並在該船視聽所及範圍內，以聲
光發出停船信號，在臺灣籍漁船不遵守停船命令並
離開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緊追權。

委員會認為，「美國對可疑船舶為實現登臨、
搜查、拿捕和帶其至港口的目的，可使用必要且合
理的武力；但如果蓄意擊沉該船，則無法為公約或
任何國際法原則所允許。」 11美國應該向加拿大道
歉並賠償其損失。雪瑞爾（Ian Shearer）教授對此
事件的解讀是，「若僅是違反海關相關法規，則不
允許執法船舶蓄意將船舶擊沉。換言之，比例原則
要求執法國家必須在船舶違反法律嚴重程度與人命

至於實施緊追的過程中能否使用武力的問題，

之間作衡量，而走私酒類並不能合法賦予執法國家

習慣國際法一般認為不論是在戰時或是和平時期海

權力，使用武力以致危及人命安全。同理，違反漁

上員警權發動的情況下，武力的行使不能逾越達到

業規則或輕微污染事件，亦不能使用可能危及人命

合法目的之必要範圍，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所使用

的武力。12」

的武力必須與所欲達到之執法目的相當。以下即提
供國際司法實踐中之案例供參考。

（二）紅十字軍號案（Red Crusader）
1961年5月蘇格蘭拖網漁船紅十字軍號涉嫌在

（一）孤獨號案（I’m Alone）

丹麥所屬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海域非法捕

孤獨號是一艘登記在加拿大的船舶，該船於

魚，丹麥當局發現後隨即派一名漁業執法官員以及

1929年3月美國實施禁酒令期間，在美國路易士安

一名海員登臨該違法漁船，不料執法人員反遭漁船

娜州離岸10海裡處從事酒類的非法走私活動。被

船員監禁。丹麥執法艦艇隨即展開緊追，並發射四

發現後，孤獨號隨即起錨往公海方向逃逸，美國海

釐米炮彈擊中該漁船船身，儘管遭遇射擊，該漁船

岸防衛隊艦艇德塞號（Dexer）立即實施緊追，並

仍竄逃至公海。恰逢兩艘英國海軍軍艦出現，其中

數次發出警告要求停船，在孤獨號拒絕停船的情況

一艘軍艦駛入丹麥艦艇與英國漁船之間，使得英國

下，美國海岸防衛隊艦艇遂向孤獨號水線（water

漁船最終逃脫。其後，兩國同意共同組成調查委員

line）下開炮並予以擊沉，並導致孤獨號上人員的

會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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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認為，丹麥的炮擊行為逾越了“合法使

規定的協定》第22條第1項（f）款的規定，拿捕過

用武力”的範疇，因其在發射炮彈前未進行明確警

程中應儘量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可避免，則武力

告，且未能證明有此必要，並對人命造成不必要之

應限制在合理且必要的範圍內。人道主義的考慮在

13

危險，因此其炮擊行為不能取得合法性 。一般而

海洋法領域也應一體適用，在海上緊追船舶的過程

言，沿海國為防止外國船舶違反本國利益，有權在

中，首先應以國際通行的方式發出停船信號，主要

其管轄海域使用武力，但在和平時期的海上執法，

採取聲光信號方式。在各種適當方式都無效後，最

非常難證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尤其是對輕微違法

後手段才可以使用武力。即便如此，武力使用亦應

船舶使用武力更是在法律上站不住腳。本案標示著

遵循傳統習慣法，受比例原則的限制，首先應進行

對沿海國使用武力維護其漁業權利的限制，除非基

警告性射擊，如炮彈掠過船首，並做最大努力以確

於自衛權的行使，不然沿海國不得使用武力以維護

保不致危及生命。具體到本案中，賽加號船速並不

14

其漁業權利 。

（三）賽加號案（The MS Saiga Case）
賽加號為一艘登記在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群
島的油輪，主要在西非外海從事油料補給以及供水
的業務。該船於1997年10月27日進入幾內亞專屬
經濟海域，並在距幾內亞阿克崔茲島（Alcatraz）

快，幾內亞巡邏艇登臨該船並非難事，且賽加號在
未受到警告而遭受攻擊時幾乎滿載油料，此舉足將
該船及船員置於極其危險的情況。更嚴重的是，登
臨船舶後，在未有任何威脅的情況下，幾內亞執法
人員胡亂開槍造成兩名船員受傷。有鑑於此，法庭
認為幾內亞在登臨前後使用武力行為過當，並對人
員造成危險，從而違反了國際法15。

32浬的專屬經濟海域內向3艘漁船提供油料補給作
業。幾內亞海關巡邏艇發現該情事後，以賽加號違

五、結論

反其關稅法及禁止輸出入法為由實施拿捕，賽加號

從以上國際司法實踐可以歸納出國際法對海上

隨即以最大10浬的航速往公海方向駛離。實施緊追

執法中使用武力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其一，除非行

的過程中，幾內亞巡邏艇使用機槍向賽加號船身射

使自衛權，不然禁止使用武力。對於漁業或輕微污

擊，最後於1997年10月28日強行登臨賽加號。在未

染等違反行為，國際法原則上禁止使用武力。其

受到反抗的情況下，幾內亞執法人員在甲板上開槍

二，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亦即武力的行使必須是

亂射，導致兩名船員受傷，船上重要設備受損，其

最後手段，在窮盡所有溫和手段都無效時才可以使

後賽加號被押回幾內亞首都柯那克里。聖文森特和

用，但無論如何不得蓄意擊沉船舶。其三，武力的

格林納丁斯群島聞訊後提出抗議，要求幾內亞迅速

使用應該滿足利益均衡原則。在實施武力措施可能

釋放被其扣押的賽加號及其船員，在協商未果的情

造成的損失與所維護的法益之間進行衡量，武力手

況下，兩國同意將該案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

段必須與船舶所觸犯的法律相當，不可明顯不合比

法庭認為，雖然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例 16。將以上歸納出來的三項原則具體適用到廣大

未對船舶拿捕過程中使用武力做具體規定，但根據

興28號事件中，該事件屬於漁業爭端，面對船舶噸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3條以及1995年

位比其大十倍且配有武裝力量的菲律賓執法船，廣

《執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

大興28號沒有主動發動攻擊的可能性，因此菲律賓

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之

無由行使自衛權，更不得使用武力。再者，即使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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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執法船已然窮盡所有溫和手段，最終選擇使用

結果與其所欲保護的漁業權利相衡量，顯然不合比

武力，其向廣大興28號船員所躲藏的船艙射擊，

例。綜合以上分析，菲律賓之行為違反國際法，應

雖無法判斷其是否具有故意殺人之意圖，但已逾越

賠償臺灣漁民因此所造成的損失並道歉。

必要性之範疇。最後，菲律賓執法船認為臺灣漁船

（本文作者分別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事務

侵犯了該國漁業權益，姑且不論是否違反海洋法，

學系、中國山東大學法學院碩士生）

就其所採取的武力手段並最終造成臺灣漁民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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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濕地管理 、保育
與復育 概述
文｜施義哲

海洋是生命之母，而人類的文明起源於濕地。

水質等功能。全世界濕地約占陸地總面積的6％。

人類逐水草而居，水除了供飲用所需之外，還提供

濕地在全球的分布上，北半球比南半球多，而且多

許多食物，例如水生的野菜、米穀、魚、蝦等。到

分布在北半球的歐亞大陸和北美洲的亞北極帶、寒

了農耕時代，水稻田的耕作，也是模擬自然的濕

帶和溫帶地區。南半球濕地面積小，主要分布在熱

地，將田地踩踏、耕犁、翻動，使沙粒間的孔隙均

帶和部分溫帶地區。濕地的生態多樣性僅次於熱帶

為細泥黏土所填滿，產生不透水層以涵養水分，得

雨林，是最有生產力的環境之一。臺灣地處亞熱

以種植水稻。鹽田與魚塭等人工方式建構的濕地，

帶，沒有熱帶雨林，濕地遂成了維護臺灣生態的重

也需要建構一層黏土層防止滲漏，來蓄積海水曬鹽

要角色。

或養殖水產生物。濕地一向被視為「地球之腎」或
「都市之肺」，是陸地的天然蓄水庫，在保護自然
生態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地球上約三分之二的
魚、蝦、貝類產於濕地，是地球上最豐富的生態系
之一。同時濕地還具備吸納洪水、調節氣候、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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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wetlands）的保護，在國際間深受重
視，近年來在臺灣也日漸受到關切。然而，什麼是
濕地？卻眾說紛紜。迄今全世界有關濕地的定義，
已不下五十種之多。其中，涵意最廣，且普遍為
國際間所使用者，當屬拉姆薩公約（The Ramsar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Convention, 1971），而拉姆薩公約制定的主要

澤（marsh）、沼澤（fen）、泥煤地（peatland）

成因是從1962年，歐洲國家的一些保育人士有

或水域；包括低潮時水深不及6公尺的海域。」依

感於濕地環境急遽消失、破壞，導致水鳥日益減

據上述定義，不論在內陸或海岸，全年或一段時間

少，便運作了名為MAR（Marshes、Marecages、

或間歇性為水所淹沒的地區，都稱為濕地，此定義

Marismas）的保育方案，開始推動溼地保育的工

也是目前最廣為使用的濕地定義。總統今（102）

作，並討論相關議題，最後在伊朗體育及漁業部長

年7月3日公布的濕地保育法，對於濕地的定義亦採

推動下，促成拉姆薩公約草約的簽訂，進而獲得聯

此定義。惟相關的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訂之，施行

合國的重視與認同。拉姆薩公約是一國際性的多

日期，則由行政院於1年內定之。

邊條約，全名為「具有國際重要濕地，特別是作

拉姆薩公約主要目的是透過地方、國家的行動

為水禽棲息的濕地公約」（Ramsar Convention/

和國際合作的方式，讓全世界各地能達到永續發展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We t l a n d s o f

目標，保護和合理利用濕地，用意在遏止世界性的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濕地流失，儘管最初集中在遷徙水鳥的濕地，拉姆

Habitats）。該公約所定義的濕地係指：「無論是

薩公約目前也考慮到濕地的各種功能和價值，進而

自然的或人為的，永久的或暫時的，其水為靜止的
或流動的，抑或淡水，半鹹水或鹹水地區內之的草

對濕地採取整合管理作為。更進一步說明，拉姆
薩公約是於1971年2月2日，以保護濕地為宗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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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於伊朗的小城─拉姆薩（Ramsar）在歐、

名錄（The Ramsar List），每個國家並且要針對

亞、非等國簽署下成立，並於1975年生效，成為

這些國家重要濕地進行妥善的保育措施。此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託管的國際公

每個國家必須將濕地保育放到國家的自然資源計畫

約，在1987年於瑞士的格蘭德（Gland）成立永

裡面，並且在其國土內促進濕地的明智使用(wise

久秘書處，負責協調締約國的活動。每年2月2日

use)。還有，每個國家必須在其國土內為濕地設置

為國際濕地日（World Wetlands Day, WWD），

保護區，而且國與國之間需互相交流有關濕地的情

用來紀念1971年2月2日於伊朗拉姆薩所簽的濕地

報，促進濕地研究的訓練，並且為了水鳥而有效管

公約（The Ramsar Conventionon Wetlands）。

理濕地。最後，是國際間的合作，特別是考慮到跨

締約國的主要責任之一，也必須要對濕地名錄

國濕地、共享的水資源系統、共享的物種，以及其

上的濕地實施管理，避免其生態特性的改變，由

發展計畫可能影響到濕地。

拉姆薩公約網站資訊得知目前全世界有168個締

濕地較為人熟知的功能，在於它提供鳥類庇

約方（contracting parties）和2161個國際濕地

護，覓食及生育時的棲地，濕地可調節水量，補注

（wetland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從1997

地下水，緩衝和減除洪患。許多地區水患頻傳，就

年之後，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及各種社區團體都
會利用這個機會，採取各種行動向大眾宣傳濕地的
價值、濕地對人類的助益以及何謂國際濕地公約。
拉姆薩公約運用各種型態的會議來運作，包括各締
約國會議，會員每3年召開會員大會一次，會員國
必須指定公告該國內具生態學、植物學、動物學、
水文學上重要意義之濕地，並針對其濕地及水文進
行保育及監測管理、研究獎勵、人員訓練等工作。
並針對公約任務、新技術及建議方案進行討論。

有可能是一些沼澤地被填埋所造成的。另根據估
算，一公頃的潮間濕地（tidal wetlands）所發揮的
功能，等同於最現代污水處理廠花費123,000美元
處理費的效能（Beatlay，1994）。因此，濕地對
於淨化水質，以及吸附、轉換養分與廢物等功能，
吸引了許許多多研究人員對於人工濕地研究的熱
衷，其所提供的功能、服務或貨品等有形無形的利
益，包括：調節水量、穩定海岸、便利交通、淨化
水質、提供棲息場所、生產魚蝦、具有景觀文化意

拉姆薩濕地公約對締約國的要求相當簡單：首

義，以及維繫自然過程和生物多樣化等。這些功能

先，每個締約國必須於其國內指定至少一處國際重

或利益可能是在當地直接產出的，也可能是間接惠

要濕地（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及其他區域；更重要的是，濕地這些功能、利益，

這些重要國際濕地的名錄集合起來，也稱為拉姆薩

對人類意義非凡，也直接間接地攸關後續世代的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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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所以，現存濕地的確保和已被破壞濕地的復

分類方式多元，因其成因、功能、分布位置而異。

育，目前在國際間獲得了普遍的重視。

而人造濕地，意即人為加工所營造出來的濕地，如

以濕地的形成作用力來分，可以將濕地區分
成二大類：即自然濕地（Natural Wetland）與人
造濕地（Artificial Wetland）。「自然濕地」顧名
思義，即自然環境下所形成的濕地。如將自然濕地
再細分的話，以濕地「水體種類」來區分，可將濕
地分為：鹹水濕地、淡水濕地及半鹹淡水濕地三
種；自然濕地如以位置來分類的話可區分為「沿海
型濕地」與「內陸型濕地」二種，沿海濕地是隨
著海洋潮汐運動而存在的濕地生態體系；內陸濕
地則是因為雨水、地下水、河流或溪流、湖泊及
池塘所形成的濕地生態系統。美國的清潔水法案
（Clean Water Act）中認為濕地是：「因週期性
地面水或地下水所致的淹水或水飽和，其時間週期
及次數足以提供給水生植物，在一般正常土壤水飽
和的環境下，能生長繁衍的優勢地區（Mitsch and
Gosselink, 1993）；學者（Beazley, 1994；邱文
彥等，1998）也認為臺灣常見的濕地類型可分為：
(1) 河口、紅樹林與潮間帶（Estuaries, mangroves

大家熟知的「人工濕地」，就屬於人造濕地中的一
部分。有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發展，而砍筏沿海或近
岸的紅樹林，造成棲地與生態系的破壞。以美國為
例，為了彌補開發行為所破壞的濕地，而由美國工
兵署提出「濕地零淨損失」（no net loss）政策，
旨在建造一塊新的人造濕地，來彌補過去所損失的
濕地環境，這種濕地我們統稱為「補償型濕地」
（Mitigation Wetland），也即是說萬一不得已須填
埋濕地時，開發人應造回「等面積」濕地，以促使
開發者審慎評估開發或選擇替代方案，已被視為一
種彌補的方式。以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為
例，早在十年前濕地的破壞即已獲得控制，每年毀
損之濕地不到一公頃。但人工闢建的濕地，是否足
以發揮自然濕地的功能，也遭到若干質疑，所以原
則上，自然濕地的保護應列為優先事項，盡可能減
少對於自然生態環境的擾動。臺灣四面環海，因為
自然環境的特性也形成了多樣性的濕地環境，可以
說是我國一項重要的資產。

and tidal flats）；(2) 洪水平原與三角洲（Flood

各國對於濕地的保育中，針對全球水資源危機

plains and deltas）；(3) 淡水草澤（Freshwater

作出積極作為，其行動議題包括：(1) 推動對於濕地

mashes）；(4) 湖泊（Lakes）；(5) 泥煤地

功能及重要性的環境教育與環境意識；(2) 強化環境

（Peatlands）；(6) 林澤（Forested wetlands）

管理機關的能力；(3) 推動科學性的調查與研究；

與人工濕地（Artificial Wetland）如水庫、魚塭、

(4) 加強與其他國際公約（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

埤塘、貯水池、調節池、沉砂池和水田等。濕地的

物多樣性公約）；(5) 尊重自然過程，採取新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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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方法；(6) 對於重要的濕地進行保護；(7) 加強

根據資料顯示大部分的國際濕地都包含海岸

推動環境影響評估制度；(8) 採納濕地分類的新準

地區（Coastal Zone），因此大部分包括了海洋部

則，由水鳥、魚類的觀點，延伸到水資源和整個生

分。而海岸濕地，亦是介於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間

態系；(9)研擬緊急應變計畫，對於水體污染和油污

複雜的整合環境地帶，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生

染等重大事故，作出充分的準備。

產力最高的，最具有價值的濕地生態系統之一。海

雖然臺灣濕地分佈甚廣、類型繁多，但主要濕
地大多分佈在西部，尤其又以西南沿海為最多最
廣。然而臺灣這些重要濕地卻都同時面臨包括廢水
排放、垃圾傾倒、廢土堆積、工業污染、海埔地
開發、交通建設、盜獵和抽砂等問題。例如，前臺
灣省環保處於民國72年的調查，全省294處垃圾掩
埋場用地中，178處為濕地，即佔全部用地的60%
（劉靜靜，1995）。而近年來，政府更積極規劃
或開發海岸濕地，北起新竹香山海埔地、彰濱工業
區、麥寮離島工業區、外傘頂洲營運中心、七股濱
南工業區和臺南科技工業區等，密集的開發計畫，
使得臺灣沿海濕地的生態環境面臨嚴重的威脅。

岸濕地適合陸域生物和水生生物的棲息繁衍，包括
濕地的鳥類、濕地的植被、浮游生物、底棲生物、
游泳生物等生物群落，同時也包含了許多珍貴、瀕
臨滅種的物種。海岸濕地同時也具備了發展生態旅
遊、科學研究的重要場址，具有很高的環境、經濟
和社會效益。但是海岸濕地不但受到陸地環境的影
響，同時也受到海洋環境的影響，亦是一個脆弱的
生態系統。因為海岸濕地是人口最密集、活動最為
頻繁和經濟最發達的區域，海岸濕地承受著人口壓
力、開發活動，對於海岸濕地生態系統的維護、保
育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濱海濕地的功能逐漸退
化，海岸濕地的復育亦成為全球注重的議題。而海
岸濕地的退化主要是由於自然環境的變化，或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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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濕地的自然資源過度開發與利用及不合理的

濕地生態系統的因素消除、控制和減量等措施，考

使用，造成海岸濕地的生態系統遭受到破壞、功能

量海岸濕地所在地區漁村的生活、風俗、社會、經

衰退、生物多樣性降低、生產力下降。探究海岸濕

濟等因素，建立海洋保護區，加強海岸管理等，有

地退化和損壞的原因，主要是人為活動的干擾和破

效達成海岸濕地生態永續的目標。

壞，包括了過度的開發、濱海工業區的設置、過度
捕撈、環境污染、海岸侵蝕、氣候變遷等因素。

瞭解濕地的重要性後，世界先進各國對於濕地
保育皆採取永續管理的政策和制度。我國雖頒布了

海岸濕地復育的目標，必須具備有明確性、可

濕地保育法，然而後續的濕地管理，皆需要透過調

行性及可評估性，輔以該海岸濕地在地的社會、經

查分類後予以分級，有潛力及重要的濕地則優先規

濟背景等，並採取適當的方式，如適當的生物、生

劃保護，並落實執法與管理。未來在各項海域相關

態及工程技術，逐步恢復退化的濕地生態系統的結

法令（如海岸法、海洋基本法等）頒布與施行時，

構和功能，而海岸濕地生態復育目標應以保育海岸

亦可互相協調配合，在執行海域的捕撈活動及各項

濕地生物資源、恢復海岸生態系的水文系統、恢復

開發計畫時，還需取得相關主管機關的許可，以實

海岸生態系的完整性、恢復海岸濕地的生物群落、

現我國對濕地的保護與保育。因此，海巡署在未來

改善海岸濕地的環境品質、恢復海岸濕地的景觀系

的海域執法與海洋資源保育，亦可配合主管機關執

統等，而在海岸濕地的復育管理措施，主要還是保

行各項海岸保育與復育作為。

持海岸生態系的自我維持和自我復育，將破壞海岸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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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海流與 搜救
的有關問題探討
文｜徐月娟

壹、前言

貳、搜救規劃作業系統

臺灣位於東亞海上運輸的樞紐位置，周圍海域

美國海岸防衛隊現行使用SAROPS系統來協

來往船隻很多。臺灣沿岸除了商港、漁港外，近年

助規劃與執行各項海難搜救案件。該系統主要分為

增加了遊艇港的建置。隨著政府積極推動開放海

三部分，分別是圖形使用者介面（GUI, Graphical

洋，提倡海上遊憩活動，從事海域休閒活動之人

User Interface）、環境資料伺服器（EDS,

口劇增。加上政府兩岸政策的發展，兩岸往來航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和模擬器（SIM,

運、客貨輪增加。因著海上航行船舶及人員活動密

SAROPS Simulator）。圖形使用者介面（GUI）係

度增加，發生海難事故機率相對提高。再加上臺灣

採用ESRI的地理資訊系統（ArcGIS）來作展示，

周邊海域冬季海象惡劣，夏季多颱風，且地形水深

其中納入了美國海岸防衛隊所需的各項搜救應用功

變化大，海流複雜，增添臺灣四周海域遇險事故發

能。環境資料伺服器（EDS）用來收集和分類儲

生之機率，對於政府海上救難能力將造成新的挑戰

存SAROPS需用的即時環境資訊，並提供客觀分

與威脅。海巡署即將引進美國海岸防衛隊現行使

析（objective analysis）工具和聚合功能，將分布

用的「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 Search and

不規則的觀測資料內插到所需解析度之模式規則的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目的就是

格點上。模擬器（SIM）包含模擬精靈（Simulator

希望能協助搜救規劃，聚焦搜索區域以提高成功率。

Wizard）和優選規劃精靈（Optim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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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zard），在接收了有關事故的情資後，運用蒙

以滿足區域、國家和全球所需的整合性海洋資訊；

特卡羅（Monte Carlo）方法，來模擬約10,000個

以收集關鍵位置的近海、海洋和大湖區的特定資料

點的漂移情境，乃是依據隨時間改變的海流、風場

變數；並確保這些資料的即時、持續傳播和可用

與偏航（Leeway）因素，每20分鐘計算一次漂移

性。自美國國會通過2009年整合性近海及海洋觀

情形，並以一個動態的機率密度地圖（probability

測系統（ICOOS, Integrated Coastal and Ocean

density map）來展示漂移過程。使用者還可增加輸

Observing System）法案，便委託授權給聯邦機構

入其他資料，諸如相關搜救資源、現場狀況、搜索

的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National Ocean

寬度等，發展出合用的搜索區域，以達到最佳的尋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來主導協調國

獲成功率。

內各海洋觀測單位和提供海洋服務的單位，建立這

關鍵在於能否及時取得事故發生地區的精準風
場和流場資訊。前述環境資料伺服器（EDS）所

個國家級系統。U.S. IOOS代表國家層級的夥伴關
係，包括18個聯邦機構、11個近海和海洋觀測的區

收錄的環境資訊，包含觀測資料和數值模式產品。

域協會（RAs, Regional Associations）、1個技術

觀測資料包括海面水溫、氣溫、能見度、浪高、潮

審定和核查組織─近海技術聯盟（ACT, the Alliance

汐、海流等。高解析數值模式產品則由作業化預

for Coastal Technologies）、以及U.S. IOOS近海

報模式產出，諸如混合坐標海洋模式（HYCOM,
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和美國海軍實
驗室（Navy Research Laboratory）的近海模式
（NCOM, NRL coastal ocean model），提供隨

和海洋模式測試平臺。這些單位共同負責設計、操
作和改進全球、國家與區域的觀測網路，以相容和
簡易使用的方式，連結海洋資料和產品，提供廣泛
的客戶群使用。

時間和空間變化的風場和流場資訊。並且環境資料

U.S. IOOS計畫包含觀測、模擬與分析，以及

伺服器可提供的海洋環境資訊產品項目，會隨著相

資料管理與通信（DMAC, data management and

關單位研發成果的改進而一再變動，持續更新為

communications）三個功能性子系統。近海與海

更準確及合用的產品。近年來美國海岸防衛隊透

洋觀測資料來自高頻雷達觀測網、自主的水下滑翔

過整合性海洋觀測系統（IOOS, Integrated Ocean

翼（gliders）、資料浮標（data buoys）、其他測

Observing System）供應最近時的作業化環境資訊

量儀、以及當今重要的全球海洋觀測系統。海洋模

產品，納入搜救優選規劃系統，提升了搜救作業的

式具備從全球到區域性尺度，由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成效，據估計每年可額外多拯救26~45條人命。因

署和美國海軍合作開發全球性即時海洋預報系統模

為較佳的資料能聚焦於較小的搜尋區域，能更快定

式；所有11個區域協會則支援建置近海模式，提供

位出遇險人船位置，而拯救更多生命。

本地和區域問題所需的詳細解析度產品。觀測資料

參、美國整合性海洋觀測系統

需能容易取得並轉化為有用的產品，才能發揮其價
值。資料管理與通信子系統（DMAC）就是這個中

美國整合性海洋觀測系統（U.S. IOOS）被展

心業務基礎設施，用來評估、傳播和整合現有的與

望為一項對海洋觀測能力的重大改進，有效地將許

未來的海洋資料。U.S. IOOS正在密切與各夥伴的

多聯邦和非聯邦機構的不同觀測系統結合在一起，

資料管理專家，執行一系列的協調和強化企業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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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採用以社群為基礎的技術標準和網路介面

以造成非常劇烈的局部影響。此外沿岸區因海水較

的工具，以改善海洋觀測資料間的互通性。

淺，波浪由外海行進到淺水區域時受到地形及海底

緊急的海難救助搜尋工作，除了優秀的搜救技
術外，亟需事故發生當地的詳盡環境資訊，特別是
海面風和海流的現況和預測資訊。我國是否具有發
展類似美國IOOS系統的潛力？

摩擦力的影響，無法維持原來的形狀而破碎，其後
剩餘的能量轉換為位能造成水位的變化，促使水體
流動並與入射波浪交互作用形成近岸水流系統。依
流動方向可區分為與海岸線平行流動的沿岸流、與
海岸線垂直並流向海岸線的向岸流、以及與海岸線

肆、近即時（near real time）觀測資料

垂直並流向外海的離岸流或裂流。

臺灣海域的海流極為複雜，主要是潮流、黑

真實的海流情況是依據現場量測資料或遙測資

潮、湧升流以及近岸流的綜合結果。在臺灣海峽及

料判定，且這些資料必須能即時（real time）或近

東海等大陸棚海域，潮汐是一個主導海流的動力。

即時（near real time）傳送到使用者手中。若要掌

潮流是海水受月球、太陽引潮力而產生的水平流動

握臺灣四周海況，則必須在選定的關鍵位置上建置

現象，與潮汐的高低水位升降同時發生。黑潮流經

長期觀測站，定期檢修儀器設備以確保資料的正確

臺灣東部海域，是北太平洋環流這個順時鐘向大規

性，且資料必須能即時傳送至監控中心，形成一個

模相對穩定的表層洋流的西側部分。湧升流被發現

海洋環境監測網。對環境監測而言，資料之長期、

在臺灣東南沿海和北部海域。因臺東外海水深千米

定時觀測以及可即時取得，至為重要。

以上，但綠島附近有500米深的隆起，黑潮流經此
處時，形成逆時鐘向的漩渦而引起湧升流。當黑潮
沿著臺灣東岸向北流，臺灣北部海域深約200米，
使厚達700米的黑潮主流被迫轉向東北方，部分海
水衝上大陸棚而造成湧升流。黑潮的強盛海流帶來
高溫與高鹽度的海水環境，進入琉球海溝時亦有部
分進入臺灣北部海域，與來自臺灣海峽的海流結合
進入東海。每年東北季風期又會阻擾部分的表層洋
流，促成黑潮的支流經過臺灣南部海域進入南海北
部及臺灣海峽南部。秋冬的東北季風和夏季的西南

海巡署已購置一批能自我定位的基準標誌浮標
（SLDMB, Self-Locating Datum Marker Buoy），
其上配有全球定位衛星（GPS）感應器，必要時
可於事故海域投放。浮標露出海面的部分很少，海
面風浪的影響可忽略不計，因此浮標的漂移僅代表
海表面1米的海流，每30分鐘計算並傳輸其位置一
次。美國海岸防衛隊於2006整年的搜救案件中曾
用掉超過400個浮標，其在海上的平均存留期為22
天。

季風均對臺灣附近的海流有相當的影響。季節變動

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隸屬於財團法人國家實

所造成的溫度改變與河水排放的淡水亦會影響海流

驗研究院，自98年10月起開始在臺灣四周海岸架

的分布。颱風所造成的擾動期間雖然不長，但是可

設CODAR（Coastal Ocean Dynamic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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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ar）測流系統，於100年12月建置完成15座高

最為艱鉅的一項工作，亦是近年歐美先進國家中一

頻雷達（High frequency radar），其中11座為長距

項積極發展及改進的項目。

離高頻雷達，4座為標準型雷達，持續收集近即時
的臺灣周遭海域表面海流資料。高頻雷達系統設置
在海邊，用來遙測從離岸幾公里到200公里一個大
面積的近海海面流速與流向，並可以在任何天氣條
件下運作。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100年初步完成一套能夠達
成預報時效的多尺度三維海流預報作業系統，該系
統隨著模式計算範圍縮小而調高解析度，已建置
於氣象局高速計算電腦系統，每日自動執行預報作
業，每次現報24小時，預報72小時。第一層太平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除於臺灣本島

洋環流模式，包含整個太平洋海域，邊界條件及初

沿岸及外島地區建置觀測設備外，更即時整合水利

始條件使用美國HYCOM全球模式產品，進行整個

署、觀光局、內政部、工業局等其他政府機構海象

太平洋洋流系統的模擬，水平網格解析度為三分之

觀測，形成一個海氣象監測網連，現有42處海水位

一度。第二層西北太平洋模式，則使用第一層模式

觀測站、13處近海資料浮標站、2處外洋資料浮標

的模擬結果作為邊界條件和初始條件，模擬更細部

站、1處浮球測波站、1處底碇式波流站、以及35處

的西北太平洋流場，包括黑潮路徑及中尺度的渦流

沿岸氣象站，用來監測臺灣附近海域，包含海水位

系統，解析度為八分之一度。前兩層係引進ROMS

變化、風向、風速、氣溫、氣壓、水溫、波浪等。

（Regional Ocean Modeling System）海洋環流

另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持續收集

模式進行模擬，氣象條件使用全球氣候模式產品作

和維護7個商港之波浪、海流、水位資料。

為驅動條件。最內一層是臺灣海域模式，輸入第二

為擴大資料收集的範圍，另可透過網站取得當
今重要的全球海洋觀測計畫成果；但是公開之資料

層模式的模擬結果來啟動，網格解析度小於六十分
之一度，能解析複雜的海岸線及海底地形，使用

通常有一段時間延遲。又對於海洋實測資料而言，

SELFE（Semi-implicit Eulerian-Lagrangian Finite-

建置費用昂貴且維護不易，在時間與空間上分布不

Element model）模式，每日可提供更詳細的臺灣

均勻，有些區域甚至沒有資料；唯有藉助現代高速
電腦計算之數值模式，才能全面了解三度空間之海
洋現象在全部海域，隨時間連續變化的過程。

伍、作業化數值預測模式產品

海域海流現報及預報。
海洋模式驅動力為預測之海面風、氣壓、熱通
量等資料，必須依靠大氣數值模式提供。然而大氣
模式也是多尺度預報系統，等到經過多層計算產出
高解析海面風場時，在預報實務上海洋模式產品可

數值模式預測是將觀測資料輸入模式中，使用

能已趕不上預報時效。又因海上資料缺乏，由大氣

一組動力方程式模擬物理現象的變化，並預測未來

模式產出的海面氣象資料之準確度仍有待提升。目

的變動狀況。海流預報作業一直是海洋預報作業中

前缺乏準確的高解析海面風場資料是海洋模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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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最佳的應用。維護海洋觀測品質和發展作業化海

所遭遇的一大難題。
模式系統建置完成，需要實測資料進行模式校
驗及比對，因此海流預報作業模式系統架構也包含

洋數值模式同等重要，此二者都包括在SAROPS環
境資料伺服器的產品項目中。

了觀測資料系統，所蒐集的資料同時可作為進行資

我國現有海洋相關業務分散在十幾個部會，行

料同化（data assimilation）之基礎。由於模式中

政院組織改造以後仍由各單位持續辦理。有些機關

有許多參數，需要經過校正使參數具最適用性，而

內的海洋業務單位，組織改造後將被打散與其他業

資料同化就是一種將觀測值和數值預報值結合，決

務合併。又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負責的高頻雷達

定出最佳系統變數值的方法。因此發展資料同化模

觀測網，隸屬於財團法人。然而長期與定時觀測且

組，納入高頻雷達資料、衛星遙測資料、現場浮標

可即時取得之資料，對搜救業務至為重要。未來這

資料等進行資料同化，整合模式及觀測資料以得到

些重要的資料來源能否仍有足夠經費繼續維護，頗

最佳起始值，是海流預報作業系統延續性發展之重

令人憂心。

要工作；同時，現有之海流模式系統仍須持續校驗
與改進，以提供更為可靠之預報產品。

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已於99年12月擬定
「海洋資料庫規劃建置計畫」，組織改造後將交由
海洋委員會協調執行國家級資料庫的建置，未來將

陸、結語
精確的漂流推算與搜索規劃，輔以靈敏反應的
海上救援行動，必有助於海難事故的搜救成效。由
於海上觀測資料缺乏，各觀測系統特性不同，觀測
點在時間與空間上分布也不均勻，資料同化就非常

可有效運用於海上救援任務。然而跨部會整合工作
以往都窒礙難行，海洋委員會需有實權以充分發揮
統合功能。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所】
兼任副教授）

重要，需將觀測值和數值模式預報值結合，才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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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Ocean Currents and
Rescue-related Issues
Article｜Hsu Yueh-Chuan

Part I. Foreword
Taiwan, situated at a transportation hub location in the
East Asia seas, has many ships coming and going its peripheral
seas. Taiwan’s coastlines are more than home to commercial
ports and fishing ports, and have been establishing marinas
added in recent years.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active
promotion of deregulating the seas for promoting marin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 drastic surge in the population
engaging in maritim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oupl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s cross-strait policy, has
relatively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maritime distress incidents
to occur. Thus, along with the unremitting marine conditions
in Taiwan’s surrounding seas in the winter season, and many
typhoons in the summer season, as well as its topography
causing a great fluctuation in water depths, the complex
ocean currents has only added to the probability of maritime
distress incidents to occur in Taiwan’s peripheral seas, which
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and threat to the government’s
maritime rescue capability.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will soon introduce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SAROPS) from the U.S. Coast Guard that is currently
operating with a purpose aiming to assist rescue planning by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area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Part II. Rescue planning operating system
The SAROPS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USCG currently
operates and has been deployed to assist the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a host of maritime distress rescue cases. Said
system can primari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which are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the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 and the simulator (SIM, SAROPS).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has adopted the ESRI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reGIS) to prom the display, which streamlines a host
of research application functions the USCG needs, and it
also offers objective analysis tools and integration function
by inserting irregular observation data into the grid points of
a modeling rule with the required resolution. The simulator

includes the Simulator Wizard and Optimal Planning Wizard,
where upon receiving relevant incident intelligence, it deploys
the Monte Carlo method to simulate roughly 10,000 points of
floating scenarios, which are shifts in the ocean current, wind
range and leeway factors that change with time, with the
floating status calculated once every 20 minutes, and which
also utilizes an interactive probability density map to display
the floating shifting process. The user can also add to it by
entering other data, such as relevant research resources, onsite
scenario, research width and so forth, to develop an optimal
search area to achieve an optimized search success ratio.
The key rests on how to timely derive the precise wind
range and flow information in the area where the incident
occurred. The environmental data the foresaid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EDS) receives has observation data and figurative
modeling product. The observation data covers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tmospheric temperatures, visibility,
wave heights, tidal flows, and ocean currents. The highresolution figurative modeling product is generated by the
operational forecasting model, such as the Hybrid Coordinate
Ocean Model (HYCOM) and the U.S. Navy Research
Laboratory’s (NRL) Near Coastal Ocean Model (NCOM) that
offer time and space-oriented wind range and flow range
information. Also the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is able to
provide ocean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product items, which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alongside relevant entit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ults to continue updating and develop
into more precise and integrated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the USCG Office for Antiterrorism and Defense Operations
has utilized the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IOOS) to
provide the latest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data
by streamlining it into the research optimal planning system
to enhance its research operating results, which has been
estimated to save additional 26-45 lives each year. Thanks to
the more optimal data, it is able to focus on a smaller search
area and quickly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distressed boat
and people onboard, thus saving mor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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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The U.S.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The U.S.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U.S.
IOOS) has been hailed as a major improvement in ocean
observing capacity, as i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many federal
and non-federal institutions observation systems as one to
satisfy the need for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tegrated
oceanography information. It gathers specific data variables
of coastal, ocean and great lake regions at key locations. It
also ensures such data’s real-time, ongoing broadcast and
operability. The U.S. Congress, since passing the Integrated
Costal an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ICOOS) bill in 2009, has
authorized the power to the federal institution, the National
Ocean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NOAA), to spearhead
the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local ocean observing entities and
offer marine services to instill this national-level system. The
U.S. IOOS represents a national-level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including 18 federal institutions, 11 coastal and ocean
observing regional associations (RAS), 1 technical review and
assessment organization – the Alliance for Coastal Technologies
(ACT), and the U.S. Integrated Coastal an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U.S. IOOS) model-testing platform. These entities ar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design, oper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observing networks using
compatible and easy operating method to link the ocean
data and products for use by the broad-based customer
groups.
The U.S. IOOS project covers observation,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data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DMAC), a total of three functional subsystems. The coastal
and ocean observing data comes from the high-frequency
radar observing network, independent underwater gliders,
data buoys, other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the currently
critical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The ocean model is
equipped with a global to regional scale, which the National
Ocean and Atmospher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 Navy
have co-developed a global real-time ocean forecasting
system model. All 11 regional associations are supporting the
instilment of a coastal model, offering the local and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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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with the required detailed resolution-level products. The
observation data needs to be easily accessible and can be
converted into useable products in order to surpass its value.
The data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subsystem
(DMAC) is the center’s operations infrastructure facility, which
is used to evaluate, broadcast and integrate the existing
and future ocean data. The U.S. IOOS is currently working
closely with various partners’ data management experts to
execute a series of coordinated and enhanced enterprising
solution proposals by adopting a social group-based technical
standard and network interfacing tools, by which to improve
the interchangeability between ocean observation data.
Emergency marine distress aid and rescue work requires
more than the excellent rescue techniques but is also in dire
need of the detaile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where the
incident occurred, particularly of the sea surface’s wind,
current ocean status and forecast information. Does Taiwan
possess the potential capability to develop something similar to
the U.S. IOOS system?

Part IV. Near real-time observing data
The ocean curr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extremely
complex, and are mainly the combined results of the tidal
current, kuroshio, upwelling and coastal current. At the sea
areas of the continental reef, such as the Taiwan Strait, the
Eastern Sea and so forth, the tidal waves are the reasons
that drive the ocean currents. The tidal currents are a lateral
moving phenomenon affected by the moon and the sun’s
tidal gravitational force, which occur concurrently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ow- and high-water tables in tidal currents. The
black current, which passes through Taiwan’s eastern seas,
is of a Pacific Ocean cyclical current, which is the clockwise
ocean current to the west of the relatively stable surface
ocean currents. The surge current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aiwan’s southeast coast and northern sea areas. With
the outer sea off Taitung measuring over a thousand meters
deep, yet a 500m deep bulge located near the Green Island,
the black current, when traversing through here, form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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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lockwise vortex to trigger the surge current. When
the black current flows along Taiwan’s eastern coast towards
the north, Taiwan’s northern sea areas measuring approx.
200m deep has forced the main current of the 700m-thick
black current to turn towards the northeast, where some of
the seawater surging through the continental reef has created
the surge current. The black current’s ample ocean current
brings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alinity seawater to the
environment, and upon entering into the Okinawa sea areas,
some of it also enters into Taiwan’s northern sea areas, and
integrates with Taiwan Strait’s ocean current to move into the
East Sea. During the yearly northeastern seasonal wind period,
it also disrupts parts of the surface ocean current, steering a
tributary of the black current to pass through Taiwan’s southern
sea areas to enter into the north of the South Sea and the
south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northeastern seasonal wind in
the autumn and winter and the southwestern seasonal wind
in the summer have all had certain impact to Taiwan’s nearby
ocean currents. The seasonal change-induced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 and the freshwater discharge from the rivers can
also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ocean currents. The disturbance
period caused by typhoon although does not last long but
can still cause very drastic impact. Moreover, with the coastal
area’s seawater being shallower, the waves moving from the
outer sea can be affected by the terrain and seafloor friction
when entering the shallow water area to break off as they are
unable to maintain the initial wave pattern, and the residual
energy is transformed into a change of potential energy on the
water table, causing the water body to flow and interact with
the injecting waves to form the coastal water-flow system. By
the direction of flow,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the shoreline
parallel flow and the costal flow, and the shoreward flow
runn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shoreline and flowing towards
the shoreline, and the offshore flow or fragmented flow running
perpendicular to the shoreline and flowing towards the outer
sea.
The realistic ocean current scenarios are rendered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ed data or remote data, and that such

data need to be transmitted in real-time or near real-time
to the hand of the users. To grasp Taiwan’s surrounding sea
status, there is a need to instill long-term observatory stations
at selected key locations, and routinely inspect and repair the
instrument equipment to ensure data accuracy, and that the
data needs to be transmitted in real-time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to form an ocean environment observing network.
In ter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intaining a longterm, routine data observation and making the data instantly
accessibl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has procured a lot of
self-locating Datum Maker Buoy (SLDMB), which is fitted with a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sensor, and can be released
in incident sea areas when needed. With only a very minute
portion of the buoy is exposed on the sea surface, the impact
of the wind and waves on the sea surface can be ignored.
Thus, the buoy’s floating movement only represents 1m of
the ocean current on the sea surface, which is calculated at
every 30 minutes and its location transmitted once. The U.S.
Coast Guard operations group has once used in an excess of
400 buoys on rescue cases in the entire year of 2006, with an
average retaining period at sea of 22 days.
The Taiwan Ocea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which
falls under a nonprofit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has since October 2009 begun to install a Coastal Ocean
Dynamics Application Radar (CODAR) system in Taiwan’s
peripheral coasts, and has in December 2011 completed
installing 15 high-frequency radars, and among them 11 units
are the long-range high-frequency radars, 4 units are standard
radars, which are used to continuously gather the near realtime surface ocean current data in Taiwan’s peripheral seas.
The high-frequency radar systems are installed at the seaside,
and can remotely test a large area of the near-sea’s ocean
surface flow speed and direction ranging from a few kilometers
from the shore up to 200km and can also be operated under
any weather conditions.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Marine Meteorology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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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installed observation equipment along the coast
of the Taiwan main island and the offshore island area, it
has simultaneously integrated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Bureau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ocean
observation data to form an ocean monitoring network link,
which currently covers 42 seawater table observation stations,
13 coastal data buoy stations, 2 outer sea data buoy stations,
1 buoy wave-detection station, 1 bottom-anchored wave flow
station, and 35 coastal weather stations which are used to
monitor Taiwan’s peripheral seas, including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seawater table, wind direction, wind speed, temperatures,
air pressures, water temperatures, waves and so forth. In
addition, The Transpor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s continuing to gather
and maintain the seven commercial ports’ waves, ocean
current and water table data.
To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data gathered, it is also
viable to utilize the Website to retrieve the current critical global
ocean observation plan results. However, the open data often
has a certain time lapse. Also, in terms of the actual ocean
observing data, which is expensive to instill and difficult to
maintain, is marred by uneven distribution in time and space,
or even leaving certain areas without any data,. It is crucial to
rely on the modern, high-speed computer-calculated figure
model in order to fully comprehend the proces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ocean phenomena as they continue to change
along with time throughout the entire sea areas.

Part V. The operational data forecast modeling
product
Data modeling forecast entails inputting the observation
data into a model using a dynamic program to simulate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phenomena, and also forecast the
future fluctuation status. The ocean current forecasting work
has always been a very tough labor in this area, and is also an
item being active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by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has in 2011 prelimin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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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a set of multi-three-dimensional ocean current
forecast operating system capable of achieving forecast
timeliness, and the system which follows the model, has
reduced calculation perimeter to enhance resolution
and been installed on the weather bureau’s high-speed
calculating computer system for automated daily execution
of the forecasting work, which forecasts on a 24-hour span
concurrently and over a 72-hour period. Tier one is the Pacific
cyclical current model that includes the entire Pacific Ocean,
with boundary criteria and a default criteria using the U.S.
HYCOM global modeling product to simulate the entire Pacific
Ocean current system at a lateral grid solution of 1/3 degree.
Tier two is the northwest Pacific model which has adopted tier
one’s model simulation results as the boundary criteria and
a default criteria to simulate even further detailed northwest
Pacific current field, including the black current path and the
intermediary vortex system at a resolution of 1/8 degree. The
first two tiers have introduced the Regional Ocean Modeling
System (ROMS) to simulate the ocean cyclical current
modeling, and the meteorological criteria uses the global
weather-modeling product as the driving criteria. The inner
most tier is the Taiwan Strait model, which is activated by
entering tier two model’s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a gird solution
smaller than 1/60 degree, and is capable of deciphering the
complete shorelines and sea bottom topography. By using
the Semi-implicit Eulerian-Lagrangian Finite-Element model, it
is able to provide the more detailed simultaneous report daily
and forecast on Taiwan Strait’s ocean currents.
The ocean modeling dynamics, which serves to forecast
the sea surface’s wind, atmospheric pressure, heat circulation
volume and related data, needs to rely on the atmospheric
figure model to supply the data. Nevertheless, the atmospheric
model is also a multi-dimensional forecasting system, and upon
undergoing multitier calculation to generate the high-solution
sea surface wind range, the ocean model products in practical
forecasting may already fall short on the forecasting timeliness.
Also for the lack of maritime data, the precision of the sea
surface’s marine data generated using the atmospheric model
remains to be improved upon. Presently, lacking the pre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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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resolution sea surface’s wind range data remains a great
hurd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 model that has to be
overcome.
Upon completing instilling the modeling system, there
is a need to put the actual observing data in to conduct
model calibration and comparison, and since ocean current
forecasting work modeling system framework also includes the
observation data system, the data gathered can also serve
as a basis in data assimilation. As there are many parameters
in the model, there is a need to deploy calibration to optimize
data applicability, and data assimilation is exactly the method
to integrate the observing values and figure forecast value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system variables. Consequently, a
data assimilation module has been developed to streamline
the high-frequency radar data, satellite remotely tested
data, field buoy data and so forth by integrating the model
and the observing data to derive the optimal default value,
which remains a critical wo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inuity
in ocean current forecasting operating system. Meanwhile,
the existing ocean current modeling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calibrated and improved upon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reliable forecasting products.

Parv VI. Conclusion
A precise float estimation and search planning, aided
with a swift responding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action,
certainly can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a maritime incident
search. For the lack of observation data at sea, the vari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observation systems,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observation points in time and space,
it has made data synchronization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needs to fully integrate the observation data and figurative
model forecasting values in order to excel the optimal
application. As maintaining ocean observation quality and
developing an operational ocean figure modeling equation
being equally important, the two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product item of the SARPOS environmental data server.
With Taiwan’s current ocean-related operations being
rather dispersed in a dozen or so ministries and departments,

following the Executive Yuan’s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is still sought out by variousdepartments. Some
of the ocean operational units within certain agencies are
expected to break down following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to merge with other operations. Also the Taiwan Ocea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in charge of the high-frequency
radio observing and testing network still falls under a nonprofit
incorporated entity. Nevertheless, the ability to conduct longterm, routine observation and testing and also being able to
derive real-time data remains extremely critical to the rescue
operations. In the long run, how the source of these important
data can still be maintained with sufficient funding remains a
rather worrisome issue.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has in December 2010 formulated the “Ocean
database planning and launching project”, and following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it will be assigned to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to execute this national level database instilment,
which can be effectively utilized in maritime rescue missions
in the future. However, with cross-ministrial coordination work
proven to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the past,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needs to be instilled with tangible power in
order to fully excel its integrated commanding functions.

Key reference data
1. The U.S.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2013 report
to Congress.
2.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e three-dimensional ocean
current forecasting work instilment and calibration
analysis report (4/4) of the period end report, December
2011.
3.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e disastrous weather monitoring
and forecasting work instilment plan for improving
the marine forecasting work of the period end report,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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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好
與
淺談自我療癒
文｜盧桂美
美

大陸的電影譯名，往往令人捧腹大笑！還
令人捧腹大笑！還

者，在意的是讀者閱讀感受的舒服度；後者，

記得嗎？“TOP GUN”翻成什麼－好大的一
成什麼－好大的一

則是在於對原文的忠誠度！原來，大陸的電影

隻槍！“TWO TOWER”翻成什麼－兩座塔！

譯名並非由於沒有能人，而是不同的內在思維

“EAT PRAY LOVE”翻成什麼－果然一樣不

的程式輸出！

負眾望的好笑－去吧，飯禱愛！
常常覺得住在台灣很幸福－“捍衛戰
士”，“雙城奇謀”，“享受吧，一個人的旅
行”我們活在一個美麗的文字，美麗的大自然
的世界！

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人的外在行為是由
於內在程式的輸出！
這個經驗是一個很深的震撼，我不禁問起
自己－我對人的信念是什麼？我對自己的信念
是什麼？我對人生的信念是什麼？我從小到大

就這樣笑了好幾年！直到今年，笑聲才軏

累積的信念，讓今日的生活是平靜還是受苦？

然停止！和彰化師範大學英文所的朋友飲茶，

看懂了內在運作和外在世界之間的關聯，就不

無意間聊到了語文的分析和內涵－翻譯這個學

容易再受苦，看懂了問題，問題就已解決了一

問分為二個流派－忠於讀者和忠於作者；前

半！那麼，你呢？你從小到大累積的信念，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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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是肝癌，開
目前只能用栓塞的
複診一次，就又長
進進出出，不便深談；
的主要目的，所以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你今日的生活是苦悶還是寧靜呢？
在你回答之前，我們來看看這位朋友：
那是一家父親愛吃的小吃店的老闆，在父
親失
親失能之前，我們都坐在室內吹冷氣用餐；坐
輪椅
輪椅之後，考慮室內空間太小，輪椅一進去干
擾所
擾所有人的動線，於是坐在戶外用餐。當我們
子女
子女把食物切得細碎，慢慢餵食插著鼻胃管的
老父
老父親時，老闆說話了∼
老闆：“你們好孝順，爸爸怎麼了？”
筆者：“心肝肺腎衰竭”老闆：“這樣
啊，我也有絕症，你們看得出來嗎？”

出一般的建議：“大哥，癌症是有被醫好的機
會的，要保持心情開朗，多運動，作息正常，
吃健康一點，身體會慢慢恢復的！”大哥輕輕
地嗯了一聲，點了點頭。便各自忙碌，各自安
身！過不到十分鐘，老闆到我身後流理台洗
碗：“小姐，你知道嗎？得了這種病，我萬念
俱灰，了無生機！”
我一聽，想想機緣不可錯失，於是放下餵
老爸的筷子，轉身面對著老闆：“大哥，你知
道嗎？癌症為什麼會出現？一般來說，癌症是
沒有哭出來的淚水，往往是長時期的苦悶壓抑
鬱結情緒所累積；另有一種情形是生活上確實

心裡思索著：應該是肝，不然就是腸胃，

存在致癌有毒的飲食或物質，只要移除癌症之

因為來吃過三次，老闆娘的臭臉和大呼小叫，

所以形成的原因，癌症就沒有存在求救和提醒

其實連客人都受不了，只是因為東西真的好

的必要了！

吃，父親愛吃，才會一年來三次，但基於禮
貌，仍然請教：“怎麼了，是什麼狀況？＂老

老闆：“小姐，妳說的很準很對，唉，家
醜不可外揚啊＂

過二次刀，沒法再開了，
闆：“是肝癌，開過二次刀，沒法再開了，
目前只能用栓塞的方式餓死癌細胞，但每三週
方式餓死癌細胞，但每三週
複診一次，就又長出新的，唉！”由於客人
出新的，唉！”由於客人
進進出出，不便深談；我也有餵食和陪伴老爸
我也有餵食和陪伴老爸
沒打算介入太多，於是只給
的主要目的，所以沒打算介入太多，於是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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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我大約懂，我大約看得出來，但

癌症是全身性的疾病。唯有病人大徹大悟改變

是除了忍耐，你可以去學一些健康療癒，安頓

自己的生活習慣、思考方式，改善身體內在環

身心靈的方法，你一定要移除原因，才能終止

境，讓癌細胞無法生存，才有辦法治癒癌症。

每三週長出新癌細胞的情況！”

西方醫學的三大療法（化療、放射線治療、開

老闆低吟：“難，難，難！”
那頓飯，我吃得心情很酸楚，因為看著一
個人受苦，而他對自己使用的文字，是難，絕
症，他在對著自己的生命說不！而不是，好，
我試試，或許有機會，沒試過怎麼會知道！所
以，估計他還要再受苦一陣子，直到他有新的
決定和選擇！人生，是一種選擇！就像我很欣
賞的一位醫生岡本裕在這本書《90%的病自己
會好》中說的：
只要願意改變，癌症就會痊癒！
「已經無法醫治」是一種誤解！
醫生放棄你，你就拋棄他！

刀）只是幫病人「爭取更多時間」來改善自己
的免疫力和提升自我療癒功能，而不能全靠三
大療法醫治。即使得了癌症，只要能吃能動又
能睡，是死不了人的！
小心！如果體內的細胞走樣，誰都可能收
到『癌症通知書』！這也就是自我療癒的重要
性，能夠和自己和好，便能自在輕盈健康地走
每一步的人生路！說到這兒，那麼，你呢？你
怎麼選擇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願意對人生說YES，那麼或許你可
以試試看以下的做法（摘自“一念之轉”，很
棒的一本自我療癒書）：
一念之轉中提到了幾個觀念，世界上只有

岡本醫生提出：「只要願意改變，癌症就

三種事，分別是我的事、他的事與神的事。基

會痊癒。」真正能戰勝癌症的是病患本身而不

本的概念就是大家先要管好自己的事，因為

是醫生。醫生只是協助病人治療癌症的專家。

自己沒有辦法幫任何人解決問題、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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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讓他改變等等，畢竟我們所能掌控的就是「自

生活著的呢？所以真相是，我很傷心，傷心到

己」。當這麼一天來臨，我們有能力解決自己

我不太願意去面對和接受這個情緒，讓自己好

的問題，我們就能再把這樣的能力複製傳送出

好地悲傷，好好地清空情緒，而不是我們真的

去，而讓這個世界更美好！凱蒂提出了一個非

需要去傷害自己，去離開地球，才能解決這個

常有效的方法來協助我們釐清自己所面臨的問

受苦！

題，就是運用四個問題再加上反向思考（Turn
Arround）來辯證，分別是：
1. 你確定這件事情是真的嗎？（只能回答
是或者不是）
2. 你100%確定這件事情是真的嗎？（只
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我們的每一個決定，會決定最終我們的感
受，我們去到哪兒，過得好不好！在這篇短文
中跟大家分享二本很棒的書，二種很棒的生活
態度，及一種可以自療的方法，然而，知識可
以幫助我們過更好的生活，只是，或許，有時
候，你會想要更熟悉詳細的做法或者你需要陪

3. 假如這一件事情是真的，你有什麼感覺？

伴，在這樣的時候，你可以尋求心輔官，心輔

4. 假如這一件事情不是真的，你會有什麼

志工或者像張老師中心這樣受過專業訓練的社

感覺？
這四個問題，將會協助你釐清一件事情，

會資源談一談，記住！你並不孤單！心輔系統
及張老師1980專線，永遠在你身邊陪伴你！願

那就是…你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大腦」，其

你快樂！！！

實一直都在欺騙你。

（本文作者任職於張老師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比如說，失戀的人最常出現的一個思維是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那麼在我們16歲之
前，還沒遇見這個男孩或女孩時，我們是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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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一切的發生！
轉念—啟動改變的力量

人生的整個過程中，
充滿著諸多令你我無法預測的意外
與結果，正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就如登山者，在出發前雖透過網頁及氣象資訊查詢

戲曲該如何演出，重點是，當遇到挫折與失敗時，

相關天候狀況，方才進行登山活動，但山上的氣候

如何讓念頭「轉彎」，才是決定未來一切的主要力

瞬息萬變，會出現如何變化，著實令人無法掌握。

量。

而人生就像登山一般，過程中總會遇到高峰需要克

過去我曾觀賞電視上專訪多位在生命中逆轉人

服、總會遇到彎道需要轉彎，無法順遂的的筆直前

生動人故事，在這些故事中，他們都有幾項共通

行，尤其是登山者的決定極為重要，是為了征服

點，就是曾面臨生意夥伴及親友的背叛、失落，導

高山峻嶺而行的自我挑戰，亦或只是單純為了欣賞

致負債及人生頓時從零開始。但幸好老天沒有辜負

沿途風景，完全取決於「心念」。在人生這條曲折

他們，在堅強意念的支撐下，一一都熬了過去，並

的道路上，每個人都有權主導這齣屬於自己的人生

透過各種管道，例如資訊媒體或書刊的傳播，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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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們從中找尋到一
些依靠，學習如何從痛苦及
絕望中的重新找尋定位，勇於面對生命

去珍惜機會潛沉反思，最後終將
轉化為力量，將壓力和挫敗勇於承擔，甚
至從中找尋到自我價值。總之不管人生有多少艱

的種種考驗，同時無時無刻在絕境中找尋出口，

難，不管你受到多少欺凌或嘲諷，甚至被遺棄，但

並且靠著「轉念」的心境來看待眼前的每一個難

記得在任何時刻，你都要學習愛自己，切勿沉溺過

關，逐一度過。

往的美好而劃地自限。

人隨心轉、心隨念轉，雨過總會天晴，相信大

人生尚有許多未知領域等著我們去探索，無論

家都知道一位舉世聞名的音樂家「貝多芬」吧，縱

將來面臨任何事，都記得用正向思考去擁抱人生的

使嚴重耳聾也沒有擊倒他，他依舊可做出「曠世鉅

「光明」，別讓另一面的「黑暗」淹沒了你，讓一

作」，讓世人聽到他的作品，有沒有想過是為什麼

切自然的發生，我們也用最單純想法去化解，並由

呢？我想原因無他，就是把「負面想法，轉為正面

心出發，感謝曾經讓自己親身驗證的經歷與考驗，

能量」，於是他改變了自己！相對的，上天有時給

豐富了自我的靈魂與多了一份人生的領悟與看待事

予人們的困難與挫折，如果不要將它當成是「懲

物的智慧。

罰」，而是將它當成是「禮物」，那麼你反而會更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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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小組查驗嫌犯行李箱，並取出毒品檢驗

首宗境「 外 銷 」毒
海巡成功攔阻
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接獲線報，

破。正當嫌犯攜帶行李通過X光檢查儀同時，小組

有國人欲走私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出境至澳洲（雪

人員見時機成熟，立即上前實施攔查，果然於行李

梨），該隊在蒐集情資後，隨即會同第一岸巡總

箱內起出以洗髮精、沐浴乳、護手霜等瓶（罐）包

隊、第二岸巡總隊、第一二岸巡大隊、第一三岸巡

裝好之安非他命成品，清點共計19罐99條，重3公

大隊、第二一岸巡大隊、第二二岸巡大隊與內政部

斤，市價約新臺幣三佰萬元，若運至境外可獲取不

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桃園航警局刑警

法利益，高達約二千萬元以上新臺幣，相當驚人，

隊、桃園航警局安檢隊、新北市警察局汐止分局社

幸賴專案小組人員戮力破獲，才能將不法有效阻

后派出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共同偵辦。

絕，而此案也成為海巡署首宗成功防堵毒品「外銷」

專案小組佈偵多時，於102年8月9日20時30分

的案例。

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西門發現陳○融與林○惠

陳男及林女5人遭緝獲後，由臺北查緝隊帶回

等5人，自搭乘小客車內搬出紙箱後，鬼祟進入航

隊部實施偵訊，偵訊時主嫌林女堅稱：「不知道瓶

廈大廳，並取出疑似瓶（罐）物品分別裝入個人行

（罐）內藏有毒品」企圖推卸責任，但另一主嫌陳

李箱內，隨後便各自分散，佯裝互不認識，且刻意

男坦承，因市場價格下滑，導致國內製毒獲利不

分批出境，意圖分散他人注意，但仍遭查緝人員識

若以往，鑑於澳洲毒品價格為臺灣5倍，於是另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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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於其監視下一同前往澳洲
藏在各種市售品牌之洗髮精、沐
罐內，企圖矇混闖關。專案小組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移送桃
查獲 公斤安非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外銷」管道，例如

臺北查緝隊副隊長趙吉田表示，本隊在維護社

此次查獲3公斤安非

會安定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決心下，將全力

他命
他命國內價格僅新臺

執行防堵槍、毒走私及加強相關不法之查緝，並呼

幣300萬元，外銷澳

籲國人，若因貪圖利益鋌而走險，將己身陷於囹囫

洲即
洲即可獲暴利達新臺

之中，恐受嚴厲刑責處分，須三思慎行。

幣二仟萬元以上，於是陳男利用招待六天五夜免費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專員）

旅遊及新臺幣三萬元旅費報酬方式，利誘4名年輕
男女，於其監視下一同前往澳洲，並將安非他命夾
，並將安非他命夾
藏在各種市售品牌之洗髮精、沐浴乳、護手霜等瓶
浴乳、護手霜等瓶
罐內，企圖矇混闖關。專案小組於偵訊後，將5人
於偵訊後，將5人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嫌移送桃園地方法院偵辦。
園地方法院偵辦。

◎ 嫌犯裝載毒品之行李箱在X光檢查儀下無所遁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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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隊巡防艇赴現場時，「祥」船正違法打撈沉船鐵片

非
陸船

法 撈過界

海巡取締不妥協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臺中海巡隊

102年8月6日12時18分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

巡防艇共同執行該水域威力掃蕩勤務，並由隊長王

中）海巡隊值班室接獲第四巡防區轉民眾蔡先生報

正信擔任帶隊官帶班前往查處，13時7分巡防艇到

案：彰化新寶雷達站前方19浬處，疑似有中國大陸

達民眾報案處時（彰化新寶雷達前方19浬處），確

船隻越界進行打撈作業，請海巡署派艇前往查察。

實發現1艘中國大陸「祥華68號」工作平臺船，正

本隊在接獲任務指示後，立即派遣線上執勤之
PP-10035、PP-2037及另調派第十二﹙新竹﹚海巡
隊PP-3580及第十三（布袋）海巡隊PP-3563等4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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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撈沉船鐵片，帶隊官隨即指揮海巡隊員依規定
實施登檢、蒐證，並將該船林姓船長及船員等16員
控制於船艏，此時船長以心臟絞痛為由，消極抵抗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拒絕配合押解入港，由於船上人員頑強抵抗，王隊

非法作業，再犯者可裁罰新臺幣1,000萬元最高罰鍰

長隨即調派PP-2037、PP-10031、PP-3563等3艘

額度，以示警惕，同時督促該船繳清罰鍰後，立即

巡防艇增援，並協請民間「永康626號」拖船前往

將其驅離至禁、限制水域外。

拖帶，8月7日2時20分拖船抵達現場，亦在巡防艇
戒護下，順利在7時35分將人、船押解返抵臺中港
調查，於焉結束這場耗時近二十小時的海上鬧劇。

臺中海巡隊為樹立海巡執法威信，針對此次任
務總計動員巡防艇5艘、32人次前往查處，雖耗時
費力最終順利取締裁罰，全案亦順利結案。本隊自

據本隊分析，由於全球物料價格持續下探，

101年1月1日迄今驅離大陸漁船601艘、帶案大陸

「祥華68號」工作平臺船於102年7月8日於澎湖目

漁船72艘（罰鍰61艘，新臺幣1,818萬元）、取締

斗嶼海域非法越界打撈，曾遭本總局第八（澎湖）

違規捕魚67艘（已裁罰32艘、47人，新臺幣201萬

海巡隊取締，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元），對於掃蕩非法，不遺餘力，未來也將持續規

例第32條及80條之1規定，核處新臺幣200萬元罰

劃針對中國大陸船隻執行非法越界取締，杜絕非法

鍰，又在距離不到3個月故技重施，越界賠本打撈

行為在我國海域內發生，以確保我國漁民海上作業

乏人問津的海底沉船廢鐵，動機實屬可疑，此次除

權益及展現海巡戮力維護海洋資源決心。

加重裁罰新臺幣290萬元處分，也持續監控「祥」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

船後續動態，並告知日後不得再侵入臺灣海域從事

◎ 海巡隊員立即靠船，並實施登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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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嫌鄭○○利用貨車載運走私龜，並用魷魚紙箱及塑膠籃偽裝掩護
文｜洪博賢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於101年10月

郭文俐檢察官指揮偵辦。終於102年8月24日凌晨，

間接獲線報指稱：有某犯罪集團欲走私、捕捉二級

埋伏在雲林縣北港鎮臺19南下道路的專案小組，一

保育類野生動物（食蛇龜、柴棺龜）至中國大陸謀

舉查獲主嫌鄭○○駕駛貨車載運81箱以魷魚紙箱偽

取暴利，經過長期佈偵、查緝、研判及確認情資可

裝，箱內裝滿保育類野生烏龜共計2,621隻（食蛇龜

靠性後，花蓮機動查緝隊立即會同臺南第一、二查

1,441隻、柴棺龜1,180隻），數量之多，堪稱走私

緝隊、第五一、八二、八三岸巡大隊及臺南市政府

本土野生烏龜歷年來數量最為龐大。

警察局第五分局成立專案小組，並報請臺南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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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期間專案小組人員得知，該集團運作模式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係於北、中、南、東地區各有負責人（中盤）負責
集中收購，以一斤約新臺幣二仟二佰元向各地獵人
收購，並採術語方式與首腦聯繫交貨，中盤與首腦
聯繫後，由主嫌駕駛箱型車一天內環臺收購各地區
保育類動物，收購完後將保育類動物集中於自家倉
庫，並訂做大量魷魚紙箱及塑膠籃作為包裝掩護；
由於中盤將活體烏龜藏匿於工寮中，四周飼養多隻
土狗作為警戒，專案小組為了突破蒐證，會同捕狗
大隊支援喬裝捕狗人員前往勘查蒐証，但最令小組
人員詫異的是，查獲的眾多走私龜中，有一隻竟然
是今年5月於墾丁國家公園野放之食蛇龜，這也充
分顯示不法集團盜獵手法，已達囂張程度。主嫌經
偵訊後，亦坦承預計利用破曉時分將這批保育類烏
龜載往高雄港，以冷凍櫃方式運至金門，再透過船

筏藏匿密艙運送至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地區近年來興起了飼養烏龜風潮，很
多人將牠當作是「吉祥物」及身分地位之象徵，飼
養的等級越發珍貴稀少，就代表越富有，因此，國
內不法集團見有利可圖，遂發展出此犯罪模式，在
獵人積極大量獵捕下，造成國內野生保育類烏龜越
來越稀少，本次查緝案件之所以成功，幸賴花蓮機
動查緝隊與專案小組人員的努力，方能展現海巡署
保育生態之能量，順利挽救這些小生命，免於厄
難，也希望守護美麗的海洋，都能成為每個人的責
任，切勿讓「利益」破壞平衡，而失去更多珍貴的
海洋資源。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 專案小組自箱內起出數量龐大保育類走私龜計2,621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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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墊藏 毒 50公斤
海巡登檢全數擒
文｜呂澎澤

圖片提供｜澎湖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13巡防區

緝專案小組，並兵分多組分別前往屏東岸際等候，

所屬澎湖機動查緝隊「海洋專案」小組成員與屏東

同時亦派遣PP-5053巡防艇前往臺灣南淺海域埋伏

地檢署簡婉如檢察官在耗時一年多的指揮佈線、跟

巡邏。

監、通訊監察等多方面調查下，於102年8月28日掌
握可靠線報，獲知臺灣販毒集團將利用「康芮」颱
風期間，以屏東籍「和○財6號」漁船前往大陸地
區載運毒品返臺販售，本隊隨即與海洋巡防總局第
八海（澎湖）巡隊、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第七岸
巡總隊及第七二岸巡大隊等單位組成岸、海聯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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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適逢「康芮」颱風夾帶著8、9級巨浪，海
象極度惡劣，專案小組人員所搭乘的PP-5053巡防
艇更數度遭猛浪襲擊，且不停在澎湖周圍海域搜索
「和○財6號」漁船蹤跡，果然在距離澎湖七美南
方60海浬海域附近，發現「和」船行跡可疑，遂立
即進行登船臨檢，起初僅發現該船所裝載漁具、機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 專案小組於雷達發現「

和」船蹤跡，立

即前往登檢

◎ 查艙人員於密艙碰墊內發現可疑夾藏包裝

品安非他命

後確定為二級毒

裝偽裝，檢驗
◎ 毒品以茶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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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破損老舊，但在詢問過程，鄧姓船長及2位船員

萬民眾、家庭遭受毒害，所幸在全體專案小組人員

言詞閃爍，且對所捕漁獲數量交代有出入，專案小

努力下，全案順利破獲，鄧姓船長3人也在完成偵

組隨即要求「和」船配合返回屏東漁港進行清艙檢

訊後，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屏東地檢署偵

查。專案小組在經過一夜與惡劣巨浪搏鬥後，終於

辦。

在29日11時將人員安全戒護返回澎湖馬公漁港執檢
區進行清艙檢查。

本次查獲「和○財6號」漁船，其偽裝夾藏走
私運毒手法，乃歷年來國內首見，顯見走私毒品集

在向「和」船船長出示屏東地方法院核發搜索

團手法不斷翻新，加上近年來臺灣地區毒品犯罪有

票後，專案小組立即展開搜索行動，並以高科技裝

成長趨勢，已嚴重影響民眾健康及社會治安，海巡

備進行科學式刺探、丈量及清艙，但經過長時間清

人員平日除了查緝經驗須傳承外，在查緝手法及觀

查後，仍無所獲，此時專案小組立即運用專業辦案

念上，也要跟著提升與精進，才能有效防範走私不

經驗，重新分析、判斷，從密艙每個角落開始重新

法集團走私毒品等管制物品入境。而未來海巡署也

釐清，終於在甲板碰墊找到異狀，遂立即要求船

持續將毒品犯罪查緝列為重點，期能澈底斷絕毒品

長、船員上前將其拆解，赫然發現夾藏於碰墊內的

來源、淨化地方治安，讓「拒毒於境外」、「查緝

竟是以簡體字標註「鐵觀音」茶葉包裝計有40包，

於海上」之工作目標更為鞏固，同時也呼籲社會大

經過拆封檢驗後，確認為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眾，能勇於向毒品Say “No”，讓全民一起共同努

有50公斤重，更讓專案小組人員驚恐的是毒品外表

力，打造無毒家園的美好環境。

結晶純度之高，假使讓毒品順利入境，恐使臺灣數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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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私梟謀暴 利
洋、岸齊心護民 益
文｜吳沛洋

圖片提供｜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

一筆。南巡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日前接獲情

查緝隊與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四（恆春）海巡隊

資，於掌握「泰」船不法動態後，由第七及第八

於102年9月12日12時在蘭嶼西南方海域，查獲

巡防區召集人共同整合，會同海洋巡防總局恆

「泰○○號」漁船走私菸品360箱（18萬包），

春、臺東海巡隊、屏東、臺南第一、臺南第二、

逃稅金額超過新臺幣6百萬元。由於近期政府不

臺北機動查緝隊、第六岸巡總隊、第六二岸巡大

斷調漲健康捐，在暴利驅使下，私梟們鋌而走

隊、第六三岸巡大隊等各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加

險，以非法手段，大量走私劣質菸品，企圖大撈

強海域及岸際相關勤務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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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凌晨由專案小組人員登上恆春海巡隊

海洋及海岸所屬查緝人員，利用豐富查緝經驗及專

PP-3567巡防艇出海，經分析，判斷「泰」船將由

精查艙技能，才能對漁船結構及密窩、密艙準確掌

恆春海域經蘭嶼向北接駁走私菸品，遂前往該處海

握，查緝過程中，小組人員利用敏銳的觀察，先是

域埋伏守候，至當日6時發現「泰」船行蹤後，立

在船長室外發現疑似有拆封過之菸品包裝，而後又

即前往跟監，途中該船航行路線及方向與專案小組

發現在密艙出口處有細微修補痕跡，加上印尼籍漁

當初研判極為吻合，遂於7時自蘭嶼西南方海域攔

工不斷以簡單英文搭配比手畫腳溝通，致神色緊

截該船，派員登船檢查，並成功起出走私菸品360

張，種種「欲蓋彌彰」之行為跡象，讓小組人員產

箱（計18萬包）。本次任務之所以能成功，仰賴

生合理懷疑，船上應該載有走私菸品之可能性極

◎ 查緝人員登船搜索，並自密艙查獲大量走

私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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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偵訊過程中雖遭船長否認犯行，亦遇到些許阻

海巡人員所重視的首要任務，未來將更強化情報整

礙，但專案小組仍苦思方法，最後採取迂迴戰術突

合運用，以貫徹維護海域治安決心，也持續秉持

破船長心防，使其同意開啟密艙，讓全案得以順利

「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原則戮力查緝走私犯

偵結，也依違反菸酒管理法擴大持續偵辦。

罪，以確保國家稅收穩定及維護經濟秩序與守護國

海巡署始終本著勇於打擊犯罪之精神，全體海

人擁有健康的權益。

巡人員展現高度的執法熱忱，發揮鍥而不捨精神辦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案，縱使環境再艱難、執行任務時間再冗長，但無
論耗費多少心力，「守護全民安康」，永遠是身為

私菸起出，清點數量後計有

◎ 洋、岸查緝人員齊心將黑心

360箱（18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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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烈火竄燒
海巡派艇駁浪馳援
文｜林益勝

102年10月14日下午13時；一艘蘇澳籍遠洋延
繩釣「裕○○168號」漁船剛完成補給相關準備，
出海前往大溪地海域作業，但出港約1小時，海巡
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值班室即在14
時35分接獲蘇澳漁業電台通報，有一艘不知名漁船

◎ 巡防艇及民船將「裕」船戒護拖吊回蘇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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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在距宜蘭縣南澳外海約4-5浬處失火燃燒，情況危
急、等待救援。
蘇澳海巡隊在接獲通報第一時間，立即啟動緊
急應變機制，調派線上PP-10023及PP-2032巡防
艇火速趕往案發海域救援，並增派PP-2035巡防艇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巡隊海上馳援「裕○○168號」漁船過程

◎ 「裕」船於海上起火燃燒，情況危急

◎ 巡防艇從另一角度噴水協助船體降溫

◎ 趕赴現場立即以水柱噴灑「裕」船
控制火勢

◎ 返回蘇澳港後，消防人員立即以滅火設備將船體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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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出勤，同時查證確實失事海域，15時10分PP-

致輪機長林○○受到些微輕傷，但所幸眾人努力不

2032巡防艇首先趕抵失火海域（烏岩角4.5浬），

懈，終使人員獲得平安，最後也在PP-2032巡防艇

發現該失火船為蘇澳籍「裕○○168號」漁船（船

戒護下先行返回南興安檢所後送就醫。

編：CT6-1386、200頓級），船上共計18人（臺藉
船員2人、菲籍5人、印尼籍11人），當時由於海巡
隊員見「裕」船火勢已燒至舺板，情況相當危急，
在先行確認船上船長劉○平等18名船員位置時，立
即聯絡鄰近作業友船「新○○66號」先行協助將
人員接駁至該船安置，救援過程幾度因海象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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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員安全送至陸地後，PP-10023及PP-2035
巡防艇開始依風向及水流情形展開滅火部署，由於
當時海象惡劣（東北風、4-5陣風7級、大浪、浪高
3-5公尺），火勢燃燒相當猛烈，PP-10023巡防艇
以高壓消防水柱全力灌救「裕」船滅火，PP-2035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巡防艇則從另一角度噴水輔助降溫，並視風向及水

灰再度「復燃」。此次海上火燒船事件，在蘇澳海

流狀況機動調整滅火位置，但因為該船剛補給完

巡隊及相關單位全力配合下，所幸未造成海上油污

成，船上存油量約20萬公升，船體又是玻璃纖維材

染，也感謝民間漁船的協助，讓任務能順利遂行。

質，使得滅火作業受阻，甚至持續有17小時之久，
最後終於在15日上午8時45分將火勢控制，但此時
海巡隊考量「裕」船船體經大火肆虐後，狀況不
穩，恐有燃油外洩影響海洋生態之虞，在巡防艇持
續監控幾個小時後，評估暫無立即危險性，即由船
長請之「宜○六號」拖帶船前往將「裕」船拖帶返
底蘇澳港，並交由消防局以專業滅火設備於碼頭將
「裕」船船體溫度澈底降溫，以免任何遺漏，讓死

而蘇澳海巡隊也再次向民眾呼籲，海上急難救
助是海巡署首要任務之一，尤其是漁民駕駛船隻於
海上作業時應特別注意周遭安全，遇有事故仍應以
人身安全為第一優先，平日更要提高危機意識，做
好各種自救準備，才能在第一時間配合海巡署救
援，而免除不必要遺憾發生。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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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緝兇

搏浪攻堅

「特宏興368號」海上喋血
救援紀實
文字整理｜王立仁

「特宏興368號」海上喋血案發生時，海巡署
在多方考量下，決定派遣離案發現場距離最近，且
正於線上執勤的「巡護七號」前往救援，當時他們
剛執行完「102年中西太平洋漁業巡護任務」，並
進入吉里巴斯貝壽港進行為期三天『海巡敦睦外
交』，隨即前往斐濟蘇瓦港整補，就在泊港期間
接獲通報：蘇澳籍特宏興368號漁船失聯疑遭挾持
案，要求儘速完成整補作業後，即刻馳赴救援，想
知道他們如何在雙重執勤壓力下？成功完成任務，
本期人物誌期望透過完整資料蒐整呈現，使外界能
更深入了解這群幕後海巡英雄的辛勞。

62

資料提供｜海洋總局直屬船隊

冷靜判斷、準確分析
102年7月18日，海洋總局接獲蘇澳漁業電臺
通報：蘇澳籍「特宏興368號」漁船，（船上有臺
籍船長陳○○、輪機長何○○、印尼籍漁工9人共
11人），於本年1月18日自南方澳漁港出港，迄7月
18日17時5分，該船距臺灣鵝鑾鼻東南東方5,910
浬（約1萬945公里）處，已3日未接聽衛星電話，
狀況不明且航向異常，請求派艦救援。巡護七號船
結束遠洋巡護勤務後，即刻依據接獲資料研判，攻
堅行動已無可避免，帶隊官分隊長陳振中立即召開

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le

會議，指示船上人員密集掌握「特」船船位，並全
速調整航向前往案發現場進行攔截。船上主副機運
轉、油耗及淡水管制由輪機長陳佐文負責，氣象衛
星接收及未來天候預判由報務員嚴廣平掌握，第一

7. 「特」船是否由本船拖帶返臺或由船東協調
他船拖返，靜候上級指示。
8. 九名印尼籍漁工由六名警務同仁全天候輪班
戒護（每班兩員執勤）。

線攻堅指揮官則由小隊長鄭秋明率領10名攻堅小組

9. 委請臺籍在斐濟僑胞習沛承先生以印尼語錄

成員加強各種狀況模擬演練，並確認攻堅行動準則

製並配合溫情喊話，促印籍漁工配合登檢。

後，開始進行救援行動。

掌握原則、立即攻堅

提高警覺、機動應變
為兼顧攻堅時機與原則，陳分隊長與船上同仁

陳分隊長強調，在確認人質安全原則下，由鄭

均提高警覺，隨時注意狀況，包含海象變化、臺籍

小隊長率隊負責攻堅，過程有幾項原則，是他們必

人員是否安全、印尼籍漁工登檢配合度、漁工可能

須遵守的：

持有何種程度武器等等因素，視狀況彈性機動處

1. 人質安全第一優先，狀況不明前，不進行攻
堅。
2. 攻堅人員應依計畫攜帶攻堅相關武器裝備確
保自身安全。
3. 攻堅前，由帶隊官親自檢查確認武器、裝
備、通訊無誤後進行。

理。7月27日清晨4時30分於鵝鑾鼻東南方4,658浬
（約8,627公里）處攔截「特」船，當時海象惡劣，
風浪6~7級，巡護七號船上人員冒險施放小艇，強
行搏浪攻堅，遂成功制服船上9名印尼籍漁工，經
逐一清艙後，未發現船長及輪機長2人下落。
另海巡署為儘速追查真相，機動調派另一艘同

4. 攻堅時機，視當時海象，原則以黎明前拂曉

樣也在執行中西太平洋巡護任務之「巡護八號」

出擊，趁其不備，出奇不意。以強力探照燈

船，於8月5日15時5分搭載4名偵查員、移民署2名

直射『特』船駕駛臺，掩護攻堅小艇接近。

精通印尼語之移民官及船員2人自東京出港，於8

5. 攻堅前，以本船強力水砲自煙囪灌入，迫其

月11日上午10時50分，在帛琉東南方約530浬海域

失去動力。
6. 現場控制後，九名漁工確實搜身，分批帶回
母船留置室上銬戴鐐監控。

（距蘇澳1,705浬，約3,158公里）與「巡護七號」
及拖帶之「特」船會合，並在雙船戒護下，「特」
船於8月20日安全押返蘇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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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船
」
號 攻 堅「特

錄
實
救援

搜身
工進行
印籍漁
對
◎

◎ 押解人員上小艇

◎ 對印籍漁工上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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鐐以
（上腳

脫逃）

免人員

船上

◎ 留置

◎ 進行人員警戒
◎ 制伏印籍漁工

65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5

談到攻堅過程，陳分隊長與鄭小隊長表示：在

們有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信念，誓要達成

請示任務執行的過程中，署長王進旺及代理總局長

任務。同時也感謝國安會諮詢委員鍾堅的居中協調

李茂榮再三指示：「人質安全」為首要，同時要注

及我國駐吉大使朱文祥在泊港期間的支援協助，還

意攻堅同仁安全，若遇抵抗襲擊授權使用槍械！此

有駐斐濟代表在他們出港救援「特」船時的叮嚀與

刻全船人員開始上緊發條…但也因為如此，讓他們

關心，使大家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加上漁業署提

信心大增，最後可以順利完成攻堅救援行動。

供即時定位資訊，使船位能被精準掌握，也感謝移

感謝與建議
此次「海巡敦睦外交」及「特宏興368號」海
上喋血案雙任務能成功執行，直屬船隊及「巡護七
號」、「巡護八號」同仁都表示心中有太多的感
動與感謝！尤其是「特」船案受各界矚目，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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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專員陳政睿及科員汪慧玲的翻譯，讓偵訊工作
得以順利進行，最後也感謝總統馬英九、署長王進
旺、代理總局長李茂榮與各級長官的支持，讓任務
得以完成。
最後他們也提出了幾項建議：

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le

1. 巡護七號應配置全波段接收機，使離鄉背井
遠航同仁能一解鄉愁，提升執勤士氣！

置員額至少6名以上。
「海上救援無國界」，直屬船隊及巡護船全體

2. 吉里巴斯海域因淺礁、暗礁、沉船甚多，進

同仁將秉持這個原則，不管距離多遠，都會一直以

出港時船長壓力頗大，建議添購大比例海圖

這顆熱忱的心，溫暖海上的每一個角落，希望藉由

提供參考，以確保航安。

此次成功救援的經驗，讓民眾知道海巡署「漁民

3. 此次處理「特」船案，因遠洋小釣船生活空

（船）在那裏、海巡船艦就在那裏」的守護決心，

間狹小、環境衛生差、作業時間長易發生口

讓大家能夠對海巡人員「放心」。當然，海巡署也

角或管理上問題，應設法解決。

呼籲漁船船長在僱用外籍船員時，能審慎評估，避

4. 若「特」船此類事故發生頻繁，依往例配
置4名警務人員，不僅疲於奔命（戒護、病
痛、疫情），攻堅亦是問題。建議將警務配

免僱用單一國家或地區外來船員，才能有效確保在
海上的作業安全。
（本文封面及插圖圖片由總統府提供）

◎ 副總統吳敦義召見相關有功人員，並一一握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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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恐懼

戰勝挑戰

「吹著海風站在海堤上的守望哨，眼中遙望著

始：凜冽的海邊、呼呼吹送的冷風、長達四小時的

一望無際的大海，同時手裡也不得閒，一邊呼著

執勤、各種陌生的勤務、業務的學習，每件都不是

觀通機，另一邊一筆筆的將所有海面狀況詳實記

件輕鬆的工作，如何調整心態，跟上學習的步伐，

錄。」這一幕幕畫面，相信對每個海巡人而言，

就變得是海巡生活相當重要的一環。但隨著學長們

都是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紀錄。對比初到部隊時的緊

退伍，看著他們離開所內、想起他們教導的過程，

張、陌生與壓力，誰又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真的能

讓我感到十分窩心。

勝任這一切呢？

有許多人當兵總是自怨自艾，鮮少用正面的角

在當兵服役期間，對於所有的弟兄而言，都是

度看待軍旅生活，總是埋怨自己運氣不好，沒辦法

人生的新挑戰、新體驗，新兵訓練是如此，分配至

像別人一樣輕輕鬆鬆過完這一年，也因此，提不起

不同的部隊、單位，更是如此。不論是陸軍、海

勁來學習新事物，表現也就差強人意。胡適先生曾

軍，進入海巡署服役，都是推翻既有想像的新開

說：「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以前的我，常常

68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在遇到事情時，覺得辛苦，無法克服，就想逃避，

路途顛簸，定下心來站穩腳步相信就會平安度過。

雖然最後還是硬著頭皮去完成，但總是覺得少了一

當然不是人人都喜歡安逸、害怕改變，面對改變時

股衝勁。自從踏入海巡署服役後，一連串精實的訓

只要抱著勇敢挑戰的心，在迎接改變的時刻，調整

練與規律的勤務，使我變得更加積極，而現在回想

好自己的步伐，積極勇敢的面對，用力踏出未知的

起來，才發現其實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差別在於

旅程，想必定能獲得意想不到的甜美果實。在海巡

「付出」。當兵不過如此，想要學習到什麼程度，

生活的甘苦，真的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懂，面對

就看自己付出的努力多少，但至少在遭遇逆境時，

蜂擁而至的困難，都將以無畏無懼的心去挑戰，縱

要知道如何使用方法找尋答案。

使再陡峭、嚴峻的山嶽，也才能輕鬆克服！

人生與其平平凡凡，一輩子平庸虛度，不如在
風浪中找尋自我，在人生航程的每一分每一刻，都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一岸巡大隊王功安檢所）

是刺激歷練我們生命的機會，偶然的大浪或許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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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成長
文｜左浩威

和煦陽光灑落湛藍海面，點點耀光穿梭股股波

區，我們就像一艘失去動力的漁船，用盡全力地衝

濤間，微風徐徐吹來，守著的是，那艘準備歸來的

出漁港，給選兵官做決定，漂泊在海上；給命運做

船隻；望著的是，那艘將要出港的漁筏。

選擇，來到了訓練大隊，我們卻依然漂泊。

遙望海面上左右移動的作業船，雷情系統上的

重重難關，一關一關過，再一次的抽籤，再一

航跡飄搖無定，在茫茫的大海上，他們為了溫飽，

次的小選，再一次的分發單位，這艘失去動力的流

每天努力和老天爺搏鬥，儘管無法滿載而歸，但有

浪小船，捱過了一道道波濤，一陣陣浪潮，在大隊

一點能夠確定就是，不論路程多辛苦，多艱困，在

的會客室裏，再一次漂流，但卻無所畏懼，因為我

這片海上的船筏，終究會回到這個港，一個能夠避

已看見，安檢所外的燈塔在閃耀。

風遮雨，能夠守護他們的地方，磺港。

潭美颱風前夕，詭譎的天色，凌亂的氣息，幾

陸軍新訓階段，長官詳細地介紹各種選兵抽籤

經波折的路上打雜，刷伙房，倒行李，浪濤洶湧，

的方式，從小選到小抽，從小抽到分北中南東四

這艘殘破不堪的小船終被撿回磺港，心力憔悴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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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走進安檢所聽到的，不是別的，而是最一般，

長用心照顧學弟，努力學習勤務、業務，盡可能早

最家常的話「吃飽了沒？洗澡了嗎？先去放行李

日獨當一面，成為安檢所的助益，讓義務役生涯不

吧！」在身心俱疲的狀態下聽到如母親般的問候，

再單調乏味讓人排斥，而是能樂在其中學習新知，

那種溫暖，頓時撫平了心中的憂愁委屈，換完裝，

在面對困難時勇於克服，在遇見壓力時學會釋放，

填了些資料，學長遞給我一杯熱奶茶說道：「喝

獲得成長。

下這杯，你就是磺港人了！」頃刻間，暖意湧上心
頭，從裡到外溫暖了整個夜晚。
翌日，學長耐心地指導各式勤務、業務，對於
初來乍到的新手其實相當吃力，但學長仍不厭其煩

一條小船，一路漂泊，不論浪潮如何洶湧，不
管航路多麼險阻，在這無盡的海面上迷失多少次方
向，依然會回到這個地方，一個能夠遮風避雨，能
夠守護他的地方，磺港。

仔細說明，必要時便出手相助，顛覆了外傳的凶惡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學長形象；在海巡，我們彼此關心互助，長官、學

第二一岸巡大隊磺港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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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的覺醒
文｜黃耀樟

美的感受，因人而異；每個想法，也大不相

大的聲音是什麼？我們都有聽過胎教這個名詞，也

同。而美好的生活，就是從視覺、聽覺、嗅覺、味

常聽醫生說孕婦在懷孕期間，多聽一些古典音樂，

覺以及觸覺，五個感官中，尋找屬於自己的美。

有助於胎兒的整體發展，當然對我們來說，哪還有

有人說美是單純的；美是繽紛的；美是孤獨
的；對我來說不管美的形式是什麼，它一定是能感
觸心裡最深最深的，那就是我所認定的美，但美究

誰記得當初聽到的聲音，可是在當下，我們一定會
跟這些外在的聲音，產生一些共鳴，因為我們聽到
了。

竟是什麼？又要如何去追尋？蔣勳在《美的覺醒》

正如書上所說，聽覺比視覺，甚至是其他感

這本書中，分別由五個感官為出發，進而探討感官

官，都更能對我們產生影響，我們能聽一首音樂聽

所帶來的心靈衝擊。

到真情流露，卻很難光看一幅畫、一個風景，單純

從被認為是人類最早萌芽的感官「聽覺」談
起，我們都是母親懷胎十月，所誕生出來的生命，
當我們在母親體內慢慢成長茁壯時，伴隨著我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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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視覺去產生這麼大的感觸；對我來說，身處於
一個十分寧靜的地方，是很有壓力的，因為沒有聲
音，會讓人覺得孤獨、覺得空虛。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視覺，一個充滿色彩、形狀的感官，對於視障

觸覺，一個渴望卻不可求的，也是最具體的感

人士來說，他們的視覺是一片黑，只能用其他的感

官，我們可以用全身去感受這個世界，感受生命的

官去補足，而我們則是依賴視覺，過於注重眼前的

跳動，感受大自然的生機，用我們遍佈全身的肌膚

事物，而忘了去體驗其他的感官；但有一點是其他

去體會這個世界。

感官都無法擔當的，就是看到日出或是日落，那種
會令人動容的景象，那種感動是無法言語的，但是
卻能將它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中，成了一個永恆的記
憶。

每個感官都有它存在的意義，有它獨特的價
值，我很慶幸自己的感官健全沒有任何障礙，但也
因為如此，反而沒去珍惜，讓自己近視，視力退
化，導致看不清別人能看到的美；其實尋美並不

嗅覺和味覺則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感官，食物當

困難，因為它就在我們的身邊，也存在於我們的心

前的時候，我們會先用嗅覺去聞它，聞它的味道香

中，只是太多的干擾、太多外在因素讓我們忽略

不香、喜不喜歡，在進而用嘴巴去品嚐。我認為嗅

了，相信只要我們打開心房，讓感官覺醒，美就會

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感官，當有一絲燒焦味或是怪

自然而然的降臨在你的身邊。

味出現。我們能靠嗅覺去察覺，並加以防備，這是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其他感官無法取代的。而該書中提到一個問題，是

第四一岸巡大隊）

我以前都沒想過的，他說：「難道我們想從食物裡
得到的，就只是為了吃飽嗎？」的確，我們都是餓
了才吃東西，卻忘了用味覺去細細品嚐，只以吃飽
為目的的去使用。

參考書目
美的覺醒．蔣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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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會了！伽路藍
文、圖︱梁紹羽

遙望無際的大海，風平浪靜，雲影稀疏。只見

離開漁港，行至北邊的伽路藍風景區。那裡自

海天一色，唯有幾艘船在波浪裡浮沉，點綴著這一

然蓊鬱的一草一木與對面的驚濤裂岸形成強烈的對

片藍色畫布。適逢捕魚旺季，位於臺東市與卑南鄉

比。卻也成就了臺東別具特色的自然景觀。站在觀

交界的富岡漁港整天熙來攘往。坐在漁港附近的富

景台上吹風、看海，那無際的藍像極了沉魚落雁的

岡活海產餐廳，享受著美食佳餚；聽著浪濤聲；看

女子。晴空萬里時，呈現一片碧藍的美景，使人心

著忙進忙出的計程車、遊覽車與來往的漁民、遊

曠神怡；日落時，便化上橘紅色的妝，陽光反射的

客，不難感受到臺東漁港的熱鬧繁榮與臺東之美。

亮片在浪裡閃耀；烏雲密佈時，就披上灰色的頭

隨意漫步在富岡港邊，談天說笑的遊客、揮汗
作業的漁民、專注執勤的海巡弟兄構成了一幅鮮明
的圖畫，深深地映入眼簾。港口停泊的各色漁船、

紗，神秘而美麗。正如北宋詞人蘇軾的名句：「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用來形容壯闊
的太平洋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

膠筏隨著海浪起伏。忽然，隆隆的引擎聲吸引了眾

再到風景區的西側，有許多原住民部落。每到

人的目光－客輪「綠島之星」要出港了。乘著海

豐年祭，廣場總是熱鬧不已。原住民的平房聚集在

風，在伽藍安檢所人員的目送下向大海航行。暑假

山邊，時而有孩童到處串串門子，年輕人彈著吉

期間，到綠島、蘭嶼遊覽的遊客絡繹不絕。看著形

他相互唱和，年長者把酒言歡。此外，還有動物

形色色的人們、來往的船隻以及目視可及的美麗島

和昆蟲在庭園間穿梭，體現人與自然相互和諧。部

嶼，使人忘卻一切煩惱，在悠然的心境裡徜徉。

落生活不同於都市的匆促緊張，這裡的步調非常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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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而自在。人們工作時，認真勤奮；休息時，喝酒
唱歌，充分感受到原住民樂天知命、活在當下的文
化。

把關付出一份心力，是多麼有意義的一件事。
雖然擔任海巡人員只有短短幾個月，但能深刻
體會到海巡的責任與價值。隨著我將離開這個令我

然而，這一片平和的景象背後，有著一群身穿

有諸多回憶地方，每每想起從前與弟兄們同甘苦、

橘衣的「海巡人」在默默努力維護整個航運作業的

共患難的時光，不禁讓人感傷。最後，我只能不捨

品質與安全。目前在第十（臺東）巡防區服役的

的說聲「再 會 了！ 伽 路 藍」，正所謂：「悲莫悲

我，平日隨著單位任務，肩負起巡護臺東與花蓮交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多少的辛苦、多少

界地區一切海洋事務的重責大任，我也相當熱愛我

的歡樂都付笑談中，只留下浮雲俯瞰著巡防區每年

的工作。服役期間我有幸擔任雷達作業員工作，在

新進的弟兄，來這裡歷練、成長。

面對難以監控，需靠雷達偵測才能確定船筏的航行

（本文作者服役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巡防區）

狀況時，我就會感受到，為國家經濟、生態、治安

◎ 筆者即將退伍，利用機會與同儕合影留念（圖右一為筆者）

75

聚焦活動

7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3季慶生會暨父親節活動，署長
王進旺頒贈禮券祝福，並與同仁們開心互動（102.8.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2年消費者保護專題演講，邀
請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張智剛律師講授
（102.8.2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行政倫理與行政中立」專題講
演，邀請考試委員歐育誠講授，課後常務副署長尤明錫代
表致贈紀念品（102.9.1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新、卸任主計處處長交接，由政務
副署長王崇儀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副主計長陳瑞敏共同主持
監交儀式（102.10.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3季海巡論壇邀請瘋馬旅行社總
經理李文瑞講授「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特質與自然習慣」專
題，常務副署長鄭樟雄與李總經理互贈紀念品（102.10.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王進旺率隊參加102年度中央機關
員工運動會開幕典禮（102.10.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2年第一梯次員工心理健康成長
團體「人際關係及壓力調適工作坊」，邀請上善國際事業
有限公司陳麗光老師引導同仁自我覺察（102.10.7）

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查緝員葉文新當選全國十大傑出
青年，署長王進旺約見並致贈紀念品，給予肯定及鼓勵
（102.10.9）

海 巡 我最

照

海岸巡防總局總局長楊新義秋節至北部地區巡防局第
二四岸巡大隊海山漁港安檢所關心弟兄激勵士氣，並合
影留念（102.9.17）

北部地區巡防局辦理102年度巡迴教育訓練，邀請國軍北
區心理衛生中心鍾玉蓮老師針對「面對壓力之調適與紓
解」及「自殺防治的因應」實施講演（102.9.11-12）

中部地區巡防局於彰化縣鹿港鎮舉辦「102年度彰化區海
巡服務座談會」，由局長林欽隆主持，並邀請相關單位及
漁民代表近百餘人共襄盛舉（102.8.27）

中部地區巡防局於大甲區聯合就業徵才會場辦理招募活
動，現場與詢問民眾互動良好（102.9.2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配合高雄市政府辦理
「2013浪花捲捲節」活動，設置攤位宣導海洋保育概念
（102.9.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為響應世界海洋日偕同墾
丁當地業者共同舉辦淨灘（海）活動（102.9.9）

東部地區巡防局於花蓮巿辦理「海巡署花蓮區服務座談
會」，由局長許績陵主持，並頒發獎牌表揚優良漁民
（102.8.14）

海巡署署長王進旺秋節至東部地區巡防局八三大隊視
導，並頒發加菜金激勵一線士氣（1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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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於碧砂安檢所漁港發現
民眾疑似走私大陸字體包裝乾魚貨，立即上前盤查
（102.9.1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八尺門安檢所接獲民眾
報案漁港航道有民眾違規潛水，即刻派員前往取締
（102.9.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於料羅商港淺
水碼頭執行安檢貨物時，發現疑似寄運大陸花菇約計8
箱，立即依規定進行查扣及處理（102.9.1）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會同相關單位於嘉義縣
鹿草鄉查獲「杏○藥行」負責人陳○揚涉嫌販售疑似偽
藥之黑色藥丸（102.9.2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會同相關單位於屏
東縣東港鎮查獲「嘉○○1號」漁船走私未稅私菸
「PENANG」約二百餘箱（102.8.21）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查緝隊與第五岸巡總隊共同於
高雄紅毛港查獲「港○○號」工作船走私香菸一千七百
餘箱（102.9.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接獲報案，
有民眾盜採珊瑚，立即前往並當場查獲五株，並聯繫相
關單位派員協助鑑定事宜（102.8.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長濱鄉南竹湖外發現
數袋大型黑色垃圾袋，經盤查為私梟走私丟包之未稅洋
菸計三百六十餘箱（102.8.28）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接獲民眾通報，位於
津沙沃附近發現女性大體，大隊立即派員前往處置
（102.8.2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望海巷安檢所接獲民眾報案
有漁船翻覆，緊急前往協助（102.10.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大隊外埔安檢所於港區發現民眾落
水，即刻實施救援，成功將其救起（102.8.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下口湖發現浮屍，海
巡弟兄協助將遺體搬遷至岸上後，交由殯儀館人員處理
（102.9.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五總隊一港口安檢所人員發
現晨泳民眾體力不支溺水，立即實施救援（102.8.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西子灣海水浴場發現
鯨豚擱淺，立即與現場民眾共同協助將牠送回大海
（102.9.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為因應暑假戲水旅遊旺
季，於近岸舉辦救生救難演練，藉以提醒民眾注意安全
（102.8.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七星潭泊區左前方
一百公尺發現擱淺海龜，立即上前處置（1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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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男子不慎
失足跌落礁岩，立即派員前往協助吊掛上岸後送就醫
（102.9.1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於福隆沙灘發現外籍遊
客酒後危險戲水，致1人失蹤，立即出動人員協助搜救
（102.10.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海岸巡防總隊配合辦理大安濱海樂
園海洋音樂祭活動，認真執行勤務，維護戲水民眾安全
（102.8.11-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潭美颱風過後，主動
派員協助附近居民清掃環境（102.9.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大鵬灣安檢所於轄區內發
現膠筏翻覆，主動協助處理（102.8.17）

南部地區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接獲行經枋山地區自強號
列車受「康芮」颱風影響，遭滑落土石擊中，立即派員
前往現場協助處理（102.8.31）

外籍遊客冒險衝浪，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
隊岸巡人員立即上前勸離，並向其宣導相關規定
（102.8.2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同仁主動服務臺北市北
投社區大學至七星潭參訪人員，並詳細向其解說海巡的
勤務及任務內容（1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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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梯次

少尉

中尉

上尉

$45,835

$48,685

$53,895

少校

中校

上校

$60,145

$67,670

$76,385

甄選梯次
二等兵

一等兵

上等兵

$29,625

$31,230

$33,845

下士

中士

上士

$37,345

$40,885

$44,275

三等士官長 二等士官長 一等士官長
$47,815

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50,085

$54,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