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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
反恐「思維」
—海巡署辦理行政院2013反恐
特勤與國土安全研討會
資料提供|巡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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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102年11月29日上午

首先王署長於開場引言時表示，對於承辦

10時舉辦「行政院2013反恐特勤與國土安全研

此次「2013反恐特勤與國土安全研討會」，特

討會」，該研討會由行政院指導，國防部、內

別感謝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的全力指導，也

政部及雲林科技大學協同（助）辦理，會中邀

向在百忙之中撥冗蒞臨勗勉的毛副院長致敬。

請副院長毛治國先生蒞臨致詞，參與人員計有

由於臺灣四面環海，王署長強調，現在大部分

海巡署署長王進旺、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常務

能源及物資的運輸都要倚賴海運，而且國內許

副署長尤明錫、鄭樟雄、主任秘書陳世傑、國

多重大電力設施（例如核能電廠）也位於沿海

土安全辦公室主任石增剛及內政部、國防部、

地區，因此港埠、海岸及海域安全對於國家的

雲林科技大學代表與參加研討會專家學者共同

穩定發展，就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如何有效

出席。

因應海上恐怖行動的威脅，更是海巡單位應該
居安思危的一項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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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毛副院長上臺致詞，過程中他與王

了維護人民安定生活，預防及因應各種重大危

署長都不約而同提到，在經歷911攻擊事件後，

安事件，政府各單位時刻都不能鬆懈。行政院

恐怖組織屢屢發動不對稱戰爭，嚴重影響國際

針對國土安全及反恐措施陸續推動多項相關工

金融及社會秩序，世界各國莫不高度重視尋求

作，包括強化港口安全及出口管制、驗證預警

解決對策。我國雖未曾遭受恐怖組織的攻擊，

應變之危機管理機制、開拓相關部門國際反

卻曾發生過高鐵列車被放置行李炸彈的事件，

恐視野、檢討可能遭受攻擊的弱點、建立國際

幸未釀災，也因此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重視。為

重大活動的整體維安機制、建立生物辨識系統

◎ 相關部會與會貴賓參與研討會互動情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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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管齊下，以期政府在風險管理及應變機制

特勤隊的反恐整備概況，以及海巡署特勤隊針

上，能更靈活且有效的防止恐怖事件的發生。

對海上反恐戰術的介紹，內容兼具理論與實

美國「911」事件發生迄今已逾12年，恐怖

務，毛副院長期許大家透過研討過程，激盪出

攻擊的手法也與時俱進，非單一機關，甚至單

新思維，並在未來國土安全與反恐作為上能有

一個國家足以防範應處。同時藉由行政院國土

所貢獻。開幕典禮也在毛副院長頒贈感謝狀予

安全辦公室統籌反恐政策方針，並研訂「聯安

雲林科技大學後，圓滿結束。

專案」每年召開研討會，透過專家學者的寶貴
意見，讓參與人員都能有新的體認，進而加強
促進各部會橫向聯繫，未來對於提升國家整體
反恐機制運作效能，將有莫大助益。
此次研討會主題，分上、下午場次，上午
探討世界各國反恐特勤政策及運作機制，並介
紹如何將特勤能量運用於反制恐怖活動，以及
拯救被劫人質的相關案例；下午則討論我國的
反恐工作現況及未來發展，包括警政署維安特
勤隊與法國的培訓交流情形，還有國防部憲兵

◎ 毛副院長蒞臨指導，並和與會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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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剪影

◎ 毛副院長開幕致詞

◎ 會議進行實況

6

◎ 頒贈感謝狀予雲林科技大學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BBC採訪東沙島側寫
文｜王靖雲

「B.B.C.」的由來及影響性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跨部協調，縝密規劃

「B.B.C.」為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本次「B.B.C.」派遣知名新聞製作人Simo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之縮寫，其於西元1922

Smith和遠從阿富汗及印度選調資深記者Humphrey

年成立，如今已享譽全球，觸角遍及出版、報刊、

Hawsley及攝影記者John Boon加入團隊，成員皆為

教學、交響樂團和網路新聞服務等領域，堪稱是世

一時之選。自10月透過外交部與本署、國防部及海

界最大的廣播公司，影響深遠。

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接洽，多方擬定拍攝事宜，終於
12月3日飛抵東沙，並由指揮官李甦清主持英文簡
報，針對媒體採訪需求及範圍實施現地研討，期使
拍攝工作完備無虞。

◎ 李指揮官主持英文簡報，針對媒體採訪需求及範圍實施現地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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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親身感受
下午李指揮官帶領記者出海，介紹我國海域執

著橘色工作服，身後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

法現況，並詳細說明海巡署海難救助、捍衛主權、

旗，航跡白浪迤邐蜿蜒，與遠處植被蔥鬱的東沙島

保障漁權、維護生態的任務特性及執行成效。當日

遙相映襯，構成一幅美麗的圖景。稍後採訪團隊移

天晴水亮，浩瀚藍海馳騁著白色海巡艇，指揮官身

師陸地，存錄後製場景。

◎ 指揮官受訪後與Humphrey Hawsley合影

◎ 艇上均配賦國旗，象徵我主權涵蓋東沙海域

◎ 記者出海拍攝海域執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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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旗向全世界宣告，我東沙主權不可動搖

初曉升旗，宣示主權
4日初曉，島區行伍歌聲此起彼落，原來是各

唱，唱成歷代官兵守護國家的傳承，唱出海巡同仁

據點整隊集合，準備升旗典禮。6時25分，人員齊

遙駐東沙的堅定，唱到千里之外的家人苦候的臺

聚，個個制服筆挺，英姿煥發，採訪團隊也取好角

灣。「升旗敬禮！」隨著國旗歌悠揚的樂聲，眾人

度，紀錄這動人的一刻。「升旗典禮開始，全體

視線緊繫著緩緩上升的國旗，這面國旗外表嶄新卻

肅立！」司儀話音剛落，眾人的目光便聚焦頂樓

歷盡滄桑、孤懸海外卻迎風昂揚，不由言說。樂聲

的旗手，兩人張旗挺立，國旗在強風吹拂下，顯得

將落，攝影機悄悄移到背後，將行禮的眾人與國旗

硬直，攝影機則在四周環繞，與靜止的人群形成對

交疊，晨曦自人群間穿透，海巡署在東沙島上，這

照。「唱國歌！」莊嚴的音樂響起，大家齊聲同

裡是中華民國的東沙 。

◎ 指揮官說明東沙島與周邊地區的相對位置，彰顯我領海主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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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夜製播，連線世界

守護東沙，捍衛主權

早上七點，外景人員來到潟湖口，準備與英國

第三天準備返程，眾人有說有笑，心情愉悅。

實施SNG衛星連線報導，世界各地亦同步收看，歷

指揮官帶領外媒於東沙國碑合影，也到郵局「東沙

經昨晚徹夜後製影像，海巡署在東沙的面貌即將呈

郵政代辦所」書寫明信片，以便寄回英國留念。對

現在世人眼前。連線開始，Humphrey Hawsley逐

於這具體而微的小郵局，在得知航空信件也可受理

稿講述東沙在南海諸島的特殊性，搭配生動而豐富

後，記者們的興致盎然，高興地站在郵筒旁要求拍

的表情，報導內容旋獲英國廣播公司的高度重視，

照，流露出此行嚴謹的工作態度之外，稍微輕鬆的

使得原規劃7點至9點每整點連線播出三個時段，又

一面。結束拍攝工作之後，Simon Smith先生有感

從9時追加至16時，每整點於BBC世界電視新聞台

而發：「在英國，我們曾經為了遠在中南美洲的福

連線播出，相關新聞除在BBC world（世界電視新

克蘭群島不惜一戰，希望你們能好好守護這遠在海

聞台）及BBC UK（英國國內電視台）以外，同時

外的東沙島」。此言措辭雖然嚴肅，但也顯示對於

也上傳在BBC官方網站，讓全球網友一睹東沙風采。

國家主權的維護，世所皆然。此次採訪播出的畫面
中，海巡官兵升旗典禮及搭乘巡防艇海域執法，我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就入鏡30多秒，以BBC無遠
弗屆的高收視率，大大提升海巡人員維護海權及捍

◎ Humphrey Hawsley於碼頭實施連線

衛主權的曝光度。

◎ 採訪團隊以電動車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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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沙大王廟為島上獨特信仰，指揮官介紹歷史緣由

◎ 記者們高興地站在郵筒旁合影

◎ 參觀郵政代辦所，指揮官致贈
精美郵冊

◎ 指揮官帶領外媒與工作團隊於東沙國碑合影

11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6

海巡署公務人員協會
「關懷與慰勉」活動
—關懷宜蘭聖嘉民啟智中心與慰勉
所屬海巡單位
文、圖｜王立仁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公務人員協會為激勵同仁士
氣及發揮關懷弱勢精神，於102年11月27 日上午
10時30分由理事長丹明發率同副理事長吳和安、
北區分會會長李毅雄及會務相關代表，展開一天的
「關懷與慰勉」活動，當日行程共分上、下午二個
部分。上午前往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
啟智中心參訪並捐贈愛心捐款，下午則至所屬第七
【蘇澳】海巡隊及第一岸巡總隊致贈一線同仁水果
禮盒，表達慰勉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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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心回贈感謝狀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上午的行程，在抵達聖嘉民啟智中心時，由
社工組長盧淑莉小姐帶著我們走訪中心的每一
個角落，盧小姐告訴我們：中心主要服務的對象
是3歲以上含智能障礙之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礙
者，而當初創辦人呂若瑟神父（義大利籍）在民
國76年到宜蘭服務時，就發現縣內身障者缺乏照
顧與關懷，為感念天主教靈醫會會祖聖嘉民「視
病猶親」的精神，於是在百般克難的情形下，
利用宜蘭縣丸山村一座已廢棄的修道院，將其整
修，而「聖嘉民啟智中心」就此開啟身心障礙者
的服務之門。聽完盧小姐的介紹，我們深刻感受
到了「人」是什麼？「愛」是什麼？此刻腦海立
即浮現了一首歌，歌名叫「人海中遇見你」，配
合著記憶中的弦律，其中有幾句歌詞是這麼說：
「你的愛沒有保留、你的心獻給了我．．．親愛

的，我多麼幸運，人海中能夠遇見你；親愛的，我
多麼盼望每一天在這裏，永遠永遠有家的感覺」。
關懷過程中，聖嘉民啟智中心的每個角落都充
滿了愛，讓孩子們感受到溫暖，在這裏也如同歌詞
裏的形容一般，他們找到了家的感覺。而一路上我
們看到教室裏，老師正耐心的教導著孩子們自食其
力，製作手工香皂，他們臉上的表情滿足，就好像
在向外人說：「我也可以」，那種情緒是無法形
容，而據我們觀察，由於中心服務的對象大部分身
體狀況都屬於重度與極重度，物資也相對缺乏，像
是奶粉或尿布類尤其需要，也希望每個人都能發揮
一點點「無私奉獻」的精神，多給他們一些支持！
緊接著下午，協會一行人來到了第七【蘇澳】
海巡隊及第一岸巡總隊，丹理事長與單位主管利用

盧淑莉組長帶領協會人員
參訪中心內部

◎ 開心吃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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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全神貫注

◎ 實習商店一隅

◎ 手工皂製作

◎ 介紹中心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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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時間了解一線同仁近況，並表達慰勉之意，除

效率；且在年關將屆之時，主動結合民間資源，將

此之外，也藉此機會讓同仁了解，協會自成立運作

協會關心社會、從事公益之心意挹注於慈善團體，

以來，積極擔任同仁與機關間溝通與協調之橋樑，

期望能以「小心意」換取「大力量」，拋磚引玉讓

更不斷爭取會員福利，與民間企業及廠商簽訂優惠

每個人都能受到感染，讓社會充滿愛、讓人生充滿

契約，例如：102年簽訂內容包括旅遊住宿、人壽

希望，也藉此營造政府、公務人員與民間三方「皆

保險、電子3C、生活用品等等項目，主要目的係

贏」之局面。

希望，無論是海巡署同仁或協會會員，在工作繁忙

（本文有關聖嘉民啟智中心孩童照片，已取得該

之餘，均能藉由與協會互動及福利回饋，使自己獲

中心同意刊載）

得心靈上的慰藉。進而對海巡工作產生認同
感，加以提升工作

◎ 丹理事長及協會人員與蘇澳海巡隊及第一岸巡總隊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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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瘋狗浪 弒 人，
海巡馳援覓曙光
文｜鄭凱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大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大隊

美麗東北角發生瘋狗浪襲擊，造成8死8傷慘

102年11月9日下午3時許，龍洞地質公園發生

劇。新北市東北角風景區龍洞隸屬於交通部東北角

百年來死傷最慘重的瘋狗浪噬人意外。新北市樹林

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轄，每逢進入冬季後，東

社區大學學員和家屬26人來到龍洞地質公園戶外教

北季風陸續增強，該區域海域亦出現瘋狗浪情形，

學時，16名遊客遭三波八尺巨浪連續襲擊，瞬間有

屢屢發生瘋狗浪將民眾捲入海中，造成傷亡事件，

8人捲入海中。事發當下，第一三岸巡大隊大隊長

經統計光東北角海域於11月份即發生9死8傷3失蹤

曾慶興立即指派同仁前往現場救援，同時也聯絡相

的慘劇！除了9日龍洞地質公園瘋狗浪來襲造成8死

關救難單位至現場施救。岸上受傷的8名遊客，在

8傷意外，陸續又發生釣客、漁民落海失蹤連英勇

我們的救護照料過程中，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意外仍

義消也遭4米高瘋狗浪突襲，不幸罹難，近年來龍

餘悸猶存，臉上表情盡是害怕與惶恐，不斷的顫抖

洞地質公園共發生14起民眾落海意外，已造成21人

的身體，甚至連我們也感染了這駭人的氣氛，此時

輕重傷3人失蹤，更有15人因此而喪失了寶貴的

此刻家屬的心情悲痛萬分、眼眶泛紅跪在現場，只

生命。

期盼“他們”的出現。另在東北季風強勁冷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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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救難人員執行搜救任務十分困難，但即便如

的來臨，貌似平凡的海域裡，往往隱藏許多不為人

此，海巡同仁依然不放棄任何一分一秒的機會，只

知的危險，就連身經百戰的義消同仁，都曾在這片

要還有一絲曙光，我們就會全力以赴。在大隊長的

海域中，喪失了寶貴的性命。第一三岸巡大隊也向

指揮調度之下，同仁分別至龍洞地質公園各處執行

大家呼籲，到海邊從事遊憩活動時，一定要做好防

艱難的搜救任務，歷經了3個小時的全力搜救後，

護措施，不要貪圖一時之便，造成遺憾。而不管何

海巡、消防及空勤總隊陸續傳來佳音，奮力救起落

時、何地，只要遇急難發生，海巡同仁必定於第一

海的8名遊客。但令人扼腕的是，落海遊客在送醫

時間趕赴現場協助，因為看著每位罹難者家屬心急

後，仍然宣告不治。此時家屬再多的眼淚與呼喚，

如焚、淚流滿面，我們的心也跟著淌血，但此時，

也盼不回親人的歸來，彌補不了破碎的家庭，任憑

我們必須比他們冷靜，將不捨的心情隱藏，並化悲

聲嘶力竭的呼喊、淚水無止盡的滴下，再也見不到

憤為力量，才能為那些等待被救援的人，在黑暗中

家人的身影。

尋覓一線曙光。

由於近年來民眾親水活動意願提高，雖然東北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

角海岸風光讓人嚮往，但隨著季節轉換，東北季風

◎ 海巡弟兄將落海民眾救起，並檢視健康狀況

◎ 救難人員發現獲救民眾心跳停止，緊急實施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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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海巡戮力執勤
順利「扶危難、緝走私」
文｜林益勝

緊急救援—漁船觸礁遇險案
11月24日清晨5時15分，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值班室接獲第一巡防區通報：
一艘不知名船隻擱淺於龜山島北邊龜首岸際，海象
惡劣，情況相當危急，立即指派線上PP-5025巡防
艇前往執行救援任務，PP-5025巡防艇隨後於5時
37分迅速抵達現場海域（巡防艇位置距龜山島0.3
浬），當時發現蘇澳籍「昇○利13號」漁船船身傾

圖片提供｜蘇澳海巡隊

發現「昇」船船上3人均已登上龜山島礁岩上等待
救援，由於當時海象不佳（當時海象為中浪，東南
轉偏南風、最小陣風4到5級，瞬間最大陣風可達
7級），漁船擱淺位置於暗礁區，救援任務更加艱
鉅。PP-5025巡防艇艇長立即依當時海象狀況，評
估擬定救援方式，以指派艇上登檢小組長率員施放
配載於艇上之小艇，攜帶救生圈及相關救援裝備等
方式，輔以高超駕駛技術，緩速進入暗礁石區救援。

斜，擱淺於龜山島北邊龜首海域礁石區上，海巡人

「昇」船擱淺期間，僱請友船「昇○利12號」

員經以望遠鏡瞭望及與附近作業船隻聯繫確認後，

嘗試將其拖離礁石區，由於海象不佳且船隻處於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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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區，過程險象環生，直至發現「昇」船從船艏至

援並安置後港，完成人員救援任務。後續為避免船

駕駛艙前方處遭風浪衝撞暗礁至斷裂分成兩截，7

身持續損壞，造成油櫃破裂滲漏油污，進而污染海

時44分始放棄拖帶工作。7時50分PP-5025巡防艇

域，亦聯繫船主儘速辦理移除作業及通報宜蘭縣環

已平安將船長呂○贊及2名菲律賓籍船員分梯次以

保單位，並派艇持續於該海域監控，以防止油污染

救生圈繫繩接續拖帶護送上協助救援友船「逢○

事件發生。

號」上，順利將「昇」船船長呂○贊等3人平安救

「昇」船救援過程

◎ 拋擲救生圈

◎ 逢吉8號協助救援

◎ 將人員救起

◎ 昇船船身斷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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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犯罪—違法走私鰻線（苗）
12月3日蘇澳海巡隊偵防查緝組掌握確切情資

標「明○昇6號」漁船，當「明」船航行位置至北
角海域外海約8.2浬處，該隊見時機成熟，派遣PP-

顯示，有人欲走私鰻線（苗）出境至大陸，經縝密

3017及PP-5025巡防艇聯合攔截「明」船，零時

研判及分析，會同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海岸

10分登檢人員首先登上「明」船，船長張○堅神

巡防總局第一岸巡總隊及第一二岸巡大隊等單位組
成專案小組，規劃部署岸際及海上人力，展開岸、

色驚慌，海巡人員隨即在前艙間內發現有大批保麗
龍箱，在箱內查獲內部各裝載有兩袋鰻線（每箱約
8,000餘尾），並分別在後艙間內查獲36箱柴棺龜

海聯合查緝行動。

及食蛇龜（每箱約50-100隻）及太陽尾錐
專案小組監控多時，於102
年12月3日凌晨，經第一巡
防區以海上雷情系統過濾
海上船隻，鎖定查緝目

鸚鵡3箱（每箱約10餘隻）等二級保育
類野生動物，經清點，共計查獲鰻
線247,560尾、柴棺龜1,630隻、
食蛇龜380隻及太陽尾錐鸚鵡52

◎ 密艙發現大批可疑保麗龍箱，裝有兩大袋鰻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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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市價約新臺幣一仟萬元，若運至境外可獲取不

源及國內鰻魚產業發展，呼籲民眾切勿因私利，鋌

法利益，亦可高達一仟萬元以上，本案幸賴專案小

而走險走私管制出口鰻線及二級保育類烏龜及禽鳥

組戮力破獲，才能將不法有效阻絕，維護我國野生

等野生動物。

動物保育及鰻魚復育工作。

年關將近，同樣是為生計，但差別在於前者是

涉案船長張○堅及船員吳○緯等2名，由蘇澳

為維持生計而努力，後者則是為牟取暴利而不惜違

海巡隊帶回隊部偵訊，全案依違反懲治走私條例及

法，二者形成強烈對比，蘇澳海巡隊再次呼籲民眾

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相關法令移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漁民），出海捕撈魚獲如遇危險或發現有不肖份

檢察署偵辦，緝獲鰻線交由農業委員會派員清點保

子從事不法行為時，別忘了撥打118海巡專線請求

管，另柴棺龜、食蛇龜及太陽尾錐鸚鵡移交宜蘭縣

協助或報案，共同防止危難發生及為維護社會秩序

動植物防疫所清點安置保管。另早在民國96年政府

及安定而努力。

已公告鰻線，在每年11月1日至隔年3月31日管制出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口，以保護臺灣稀有海洋資源，為維護鰻魚自然資

第七【蘇澳】海巡隊）

查獲走私線鰻（苗）過程，另發現其他種類保育類動物
鰻（苗）過程 另發現其他種類保育

◎ 食蛇龜

◎ 柴棺龜

◎ 太陽尾錐鸚鵡

21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6

◎ 專案小組於民宅內查獲大批低價私（劣）菸

劣質菸品危害健康
私梟不法走私遭緝
文｜林怡伶

圖片提供｜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於102年11月13日10時30

查緝隊在查案過程，透過蒐證分析獲得可靠

分，會同海巡署第五岸巡總隊、第五一、五二岸巡

情資，掌握臺南市某菸商綽號「大胖」男子（臺

大隊及臺南市政府財政處菸酒管理科、高雄關稅局

南人、年約40歲）私下販售未稅香菸並設置倉庫

等單位執行「安康專案」查緝行動，在臺南市麻豆

藏匿於民宅，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實施行動蒐證，分

區海○○號私菸倉庫實施行政檢查，現場發現堆疊

派多組人員全天侯跟監該名男子行蹤，偵查中發現

的紙箱中裝放未稅香菸、自創品牌低價菸及逾期香

男子行蹤不定，欲以晝伏夜出方式掩人耳目，更與

菸，包括七星、大衛杜夫等未稅香菸8,232包、各式

上游盤商選定汽車旅館約見，行徑相當謹慎。在掌

自創品牌低價菸5,130包及逾期香菸366包，數量共

握各項跡證後，專案小組人員趁男子出入時，突擊

計有13,728包。

檢查，果然當場查獲大批不法私菸。專案人員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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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發現，該批未稅香菸、自創品牌低價菸及逾期

販賣劣質逾期香菸，顯現走私（劣）菸案件違法態

香菸以低於市價金額販售給不知情民眾，研判已大

樣日新月異，甚至為牟取暴利不惜危害國人健康，

量流竄市面，嚴重影響國人健康，明顯觸犯菸酒管

若不全力杜絕，恐衍生更大危害，所幸此次專案小

理法，目前全案仍由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及相關單

組人員，以團隊協力合作精神，縝密研析情資，不

位擴大偵辦，並賡續追查私菸來源，以達「阻絕犯

分日夜循線追查並整合各項跡證，遂能突破查緝瓶

罪」目的，不讓不良私梟逍遙法外。

頸，使全案終能順利偵破，也展現海巡署打擊不法

由於臺灣地區四面環海，私梟集團利慾薰心，
竭盡各種手段從事走私不法活動，不僅走私未稅香
菸入境，近期更以自創品牌低價菸最為猖獗，甚至

之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 會同相關單位突擊檢查，並進行蒐證

◎ 綽號「大胖」男子非法走私，最終仍
因遭監控而被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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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毒品不放鬆
海巡緝毒不懈怠
文｜林大鈞

圖片提供｜屏東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屏東機動查緝隊於8月間接
獲情資，在102年10月7日於高雄市三民區北平2
街查獲綽號「蟑螂」毒販，專門販賣毒品給當地
酒店女子或不良份子吸食，查獲數量計有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120餘包，共計134公克，全案依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並持續
追查集團成員。
本案聯合高雄市警察局岡山分局、第六二、
六三岸巡大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偵辦，並
向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李茂增報請指揮，經過一個
多月通訊監察及行動蒐證得知，綽號「蟑螂」毒
販，平日與自身培養出來的運輸及販賣毒品之小
弟在一起從事販毒活動並整日遊手好閒流連於聲
色場所，夜夜笙歌。由於警戒心強，每次交易
前，都會指示手下先前往清查預定交易地點周遭
有無可疑人、車。遇狀況便立即變換交易地點或
暫停交易，使專案小組查緝行動遭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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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與李
場交易之偵查行動
專案小組與李檢察
專案小組

，決定放棄毒品現
在毒品暴利誘惑驅
品暴利誘惑驅
。因此，未來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

專案小組與李檢察官商討後，決定放棄毒品現
檢察官商討後，決定放棄毒品現
官商討後

專案小組指出嫌犯「蟑螂」在毒品暴利誘惑驅
專案小組指出嫌犯「蟑螂」在毒
指出嫌犯「蟑螂」

場交易之偵查行動，改由主偵人帶領1組4人，於嫌
，改由主偵人帶領1組4人，於嫌

使下，鋌而走險販賣毒品，危害社會。因此，未來
使下，鋌而走險販賣毒品，危害社會

犯居所巷口內進行埋伏。並當日從現譯機房得知，

將持續貫徹政府全面掃毒政策、全力緝毒為治安打

嫌犯因為懷疑遭鎖定，而失聯，無法監控。正當苦

拼。查緝隊自去（101）年5月迄今（102）年10月

無方法突破時，突然發現嫌犯門口有動靜，於是立

止，共計查獲一、二級毒品900多公克，成功阻斷

即持高雄地方法院搜索票向嫌犯母親表明來意，另

大量毒品流入市區，有效嚇阻不法份子貪贓枉法，

一組人員則直衝向三樓房間，經過多次敲門仍拒不

對維護社會治安及民眾健康極有正面意義並彰顯本

就範，在取得檢察官同意後，破門而入，隨即制服

署打擊毒品之決心。

嫌犯並查獲二級毒品120餘小包，整起過程，均確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屏東機動查緝隊）

保所有人員在無受傷情形下順利完成查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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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越南 集 資 偷 渡
海巡聯合全數緝獲
文｜楊清田

圖片提供｜第八巡防區

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巡防區近期接獲情

掌握監控，4時25分該可疑目標於下水堀西方航入

資顯示，有越南籍人民，以先進入中國大陸，再透

6浬，經雷達鎖定後，即刻通報第十四海巡隊及第

過仲介團體，集資購買大陸老舊漁船，企圖由廣東

六二、六三岸巡大隊完成人員部署並前往攔查，5

地區偷渡來臺。巡防區自接獲情資後即密切掌握海

時35分第十四海巡隊在航艇PP-3550艇於屏東車城

面可疑目標，強化研析所轄雷達組監控可疑目標之

1.7浬處攔截登檢乙艘木殼小船，現場緝獲越南籍偷

相關可疑徵候，除落實海面目標交接核對與鎖控，

渡犯男性23名，旋即將人、船押返海巡隊隊部實施

並置重點於目標進入雷達盲區及監控死角，要求所

筆錄製作後，即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國家安

屬海巡隊加強海上登檢及岸巡大隊派遣機動前推守

全法」，解送至屏東地檢署實施偵訊，訊後即移送

望針對轄內易偷渡上岸地點及雷達盲點加強查驗並

屏東專勤隊實施收容。

強化灘岸搜索等勤務作為。

這些越南偷渡犯年齡平均25、26歲會說中文，

在長期執行下，除順利遏止許多不法犯罪發

穿著打扮時髦就像是型男般，也曾經來臺打過工，

生，更於今年10月11日4時10分在屏東後灣下水堀

據查都是逃逸外勞，對臺灣頗為熟悉，先前被遣返

西方7.2浬處海域偵搜乙艘可疑目標，以航速6.3節

後，覺得臺灣賺錢機會比越南多，但礙於合法仲介

朝向岸際航行，遂立即依流程將狀況回報執勤官

費過高，才決定採取偷渡方式，冒險嘗試。其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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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進入領海時早被第八巡防區雷達監控。經初步

針對越南籍人士以木殼船搶灘偷渡的方式，今

清查，這艘木殼船搭載的越南偷渡犯，是同一時間

年內已查獲多起案例，據官方統計，1997年起，

從越南搭巴士進入大陸地區，並於廣州集資購買木

臺灣的外籍新娘開始以越南人為主，另自2000年

殼船，自行駕駛偷渡來臺，其偷渡費用每人是美金

以後，第一批越南籍勞工來臺工作，以致在臺越

一千五百元；4天航行中所幸沒有遇到暴風雨，只

南籍新娘及勞工人數遽增，且一年比一年更多，比

是木殼船搖晃顛簸的很厲害，有半數人暈船，甲板

例高於其他國家，相對脫逃行蹤不明之越南籍勞工

也因擁擠不堪，導致少數人蜷曲船底儲藏室，海巡

比例，也較其他國籍高。因此，不但衍生很多非法

人員登檢發現時，木殼船身已嚴重進水，且情況危

僱用情事，更造成許多犯罪問題，嚴重影響國內經

急，有沉沒之虞，便立即將所有人員移至海巡艇上

濟與社會安定，基此，第八巡防區呼籲漁民在海

安置，並給予毛巾擦拭身體及提供防寒夾克、棉被

上作業如發現大陸漁船從事非法活動時，可利用

保暖與飲用熱水，讓他們免於受寒。

「118」免費報案，或透過台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
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

◎ 海巡隊在海上攔截偷渡用木殼
船，並將其拖帶回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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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護23名偷渡客返回隊部進行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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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船船員遇危急
海巡夜馳協送醫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臺中海巡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

臺中海巡隊獲報後，立即通報線上PP-2037巡

海巡隊102年11月19日22時許，接獲第四巡防區轉

防艇緊急救援，同時通報PP-10035巡防艇緊急出

臺中通訊漁業電臺通報指稱：臺中港外30浬﹙N24

勤，並通報內政部空勤總隊派直升機前往搜救，時

01 E120 00﹚處，1艘大陸漁船「閩○漁-F689」船

值6至7級，陣風9級的強勁東北季風影響，浪高3

上有3名船員作業不慎受傷，其中1名傷勢嚴重，意

至4公尺，海象極為惡劣，PP-10035巡防艇仍不畏

識昏迷情況危急，請本隊協助。

艱難頂風破浪於23時33分趕赴現場，為免惡劣海

◎ 海巡隊於夜間成功將遇危人員救
起，並緊急協助送醫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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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接駁加劇傷患傷勢，由該艇2名海巡人員跳上陸

護送3名大陸船員返港就醫，家屬亦感激海巡署的

船協助戒護，20日0117時將該3名傷患護送抵達臺

協助。此外，更運用新聞媒體傳播的力量，將第一

中海巡隊碼頭，交由臺中港務消防隊救護車轉送梧

線海巡人員撼動人心的執勤畫面，完整呈現予國

棲「童綜合醫院」治療，圓滿達成救護任務，3人

人，對於提升海巡人員形象大有助益，更獲得社會

經醫師搶救，目前2人傷重不治，另一名蔡姓船員

各界高度評價與肯定，再次擦亮海巡署招牌！

則是肋骨受傷，治療後已無大礙。有關意外發生原
因，初步了解係漁船與另艘漁船一起作業，因風浪
大，兩船間用纜繩固定，但纜繩耐不住大浪拍打而
斷裂，4名船員重新拉纜繩固定，不料纜繩第二度
斷裂，斷繩甩飛出去，打中3名船員，有關相驗事
宜刻由本隊後續辦理中。
本次救援行動充分發揮救援無國界精神，在接
獲任務指示後巡防艇不畏惡劣海象排除萬難，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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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海巡隊王正信隊長表示，該隊海巡人員向
來以「聞聲救苦媽祖婆」的海上特遣隊自居，「為
民服務、急難救助」為海巡署基本工作範疇，對
於人命之救助均視為第一優先要務，絕不遲延。
民眾在海上若遇到任何緊急危難，亦可撥打海巡
「118」免費報案專線尋求協助。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le

人生無捷徑∼

用熱情與堅持往目標
「成功」邁進
文字採訪｜葉珍伃

資料整理｜王立仁

「成功」是什麼？該如何才能「成功」，相信

本期海巡人物誌特別採訪身分、背景、養成教

這是每個想要「成功」的人，一定會問的問題！因

育及工作領域迥異的海岸巡防總局首位登南沙太平

此，每當看著新聞媒體報導著大企業或社會基層小

島女軍官江子婷和近期剛榮獲第51屆十大傑出青年

人物成功創業的過程時，心中總不由自主對他們產

的海洋巡防總局查緝員葉文新這二位海巡人員，期

生一股敬意，也不斷想像著，究竟當他們在努力達

能透過寶貴心得分享與工作經驗傳承，讓外界民眾

成自己所設定目標或完成某種任務（及人生夢想）

及全體海巡同仁感受他們對於追求成功勇於挑戰及

時，當下的心情究竟如何？又是什麼樣的力量、什

面對肯定所展現的謙讓精神！

麼樣的原因，讓他們能義無反顧、排除萬難的往目
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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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目標、勇往直前—南沙女軍官江子婷
在江子婷整裝出發之前，礙於時空因素，我們
特別以電話採訪聯繫到了她，即將前往南沙太平島
進行戍守邊疆任務的她，也撥冗接受了訪問。過程
中，發現她是一位很有朝氣的年輕女軍官，從談及
自己過去陸軍官校的校園生活時，她告訴自己，要
以嚴謹的態度面對軍旅生涯，但遇事絕不能安於現
狀，因為即將身為幹部，必須帶領部屬，一定要有

給自己一個自我磨練的機
會，下決心做了選擇，就
該「堅持」到底，把未來
守衛邊防的任務當作是一
種挑戰，也藉此考驗自己的
己的
能耐。秉持著完成任務的堅定意
定意
志，準備好探險的好奇心，也帶著家人滿滿祝福的
前往南沙。認真的態度伴隨偶爾輕鬆的談笑，從她
的話語中，我感受到青澀卻堅定的信念，還有對這

創新的理念，才能運籌惟幄。

份職業滿腔的「熱情」。
而回想當初抽籤時緊張的心情，江子婷覺得自
己抽到海巡署相當幸運。從起初忐忑的心情，到確
定至海巡署服務的那段心路歷程，還和家人溝通了
一陣子，最後決定要到最遠
的南沙太平島上服務，
期間還因此做了不少
功課，從地理位置到
任務屬性，澈底做了
研究。其實有時決定
一件事只是心念及想
法的轉變，既然決定

即將展開人生新的一頁，對於未知的挑戰，江
子婷抱持著正面積極的態度，比起用威嚴，更期望
自己能用專業的精神帶兵；以人為本，用較柔軟的
身段，展現出女軍官特有的一面；加上靈活的隨機
應變能力，跳脫傳統的創新思維，相信能夠克服種
種困難。她也希望到了南沙之後能快速熟悉環境並
進入狀況，在領導統御和自我學習方面都能利用課
外書籍充實自我，進而培養主動思考和溝通協調的
能力。相信自己絕對有能力完成任務，對成功的事
先期待，也能讓自己成功的機會升高；但也絕不自
滿，會秉持著虛心接受指教。
最後，若想朝著自己的目標大步前進，最簡
單的方法，江子婷也用一段話鼓勵與她有
同樣志向的年輕人：「時時充滿『活
力』、簡單歸納『思緒』、遇事絕不
『煩惱』、冷靜解決『問題』」。

◎ 江子婷用熱情面對每一項工作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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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讓他更能體諒別人
勞，自己在擬定相關計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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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堅持、成功不遲—十大傑出青年葉文新
結束了江子婷專訪，接下來來到完全不同的環
境，採訪剛榮獲第51屆十大傑出青年的偵查員葉
文新，在海洋巡防總局服務的他，對於自己獲獎，
開玩笑說著：「現在過馬路都要仔細注意紅綠燈
了！」因為背負著了別人的期待，大家會對你投注
更多眼光，相對的壓力也更大，除了獲總統馬英九

解決方法就是走到哪學到
哪，經驗的累積，也能讓
自己反應更快。還有就
是從內勤到外勤之間的轉
變，讓他更能體諒別人的辛
的辛
勞，自己在擬定相關計畫時，也
，也
較能貼近外勤人員需要。

先生召見及行政院院長江宜樺頒獎肯定，也出席過

而最令葉偵查員難忘的是，當初在破獲「春○

相關記者會，但他仍不忘特別感謝成就這樁美事的

祥號」走私百公斤K他命案件時，他和同仁們在惡

幕後推手─海巡署署長王進旺的推薦。除此之外，

劣的天氣中艱苦守候多時，曾一度想放棄，但靠著

回想起自己擔任公職20餘年，葉偵查員說，雖然接
觸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從國安局警察、內勤人員，
到偵查犯罪緝私的水上警察，每種工作都是全新也
是不同的體驗和磨練。還記得第一次操作航儀雷
達、在海上跳船、逮捕犯人，面對這些新的挑戰，

◎ 葉文新（右一）與獲選十大傑出青年人員獲總統召見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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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們和自己堅持的信念，不輕言放棄任何機會，

薄，他也在最後建議大家，堅持自己的初衷，在海

才能成功。每個案件，從佈線到查證、起案、偵

巡工作上繼續耕耘，相信最後一定會有收穫。

察、跟監、蒐證、取得搜索票、行動、最後將犯人
移送，每個環節都得靠大家的幫忙，才能造就非凡
的績效。今日能獲得這項無上的殊榮，他將其歸功
於團體，因為獲獎是種對於工作上的肯定，將成為
自我督促的一項重要動力。也唯有集眾人的力量，
才能嚐到「成功」甜美的果實，此刻他的心中充滿
了感謝。

透過這次的採訪見習，也接觸到平常默默為國
家盡心盡力的一群人，還有許多原本生活中不會出
現的人、事、物。有幸參加這次「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102年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雖然筆者身分
是實習生，但過程中，聽他們訴說自己的故事，人
生起浮也好，工作遭遇挫折也罷，都用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我很欽佩這兩位長官，當中有與我年紀相

葉偵查員期望自己能拋磚引玉，告訴大家，憑

仿的「她」，也有比我年長的「他」，他們都很清

著一股熱忱的衝勁來度過艱難和失敗的挫折、堅持

楚自己人生的方向，無論扮演何種角色，在確認目

到底、跟隨時代的腳步、不劃地自限、掌握新機，

標之後，就努力實踐。而從他們的言談中，可以歸

就會比別人更有機會實現理想。當然，要實現目

納其共同特質，那就是，他們血液裏都有著：「熱

標也有很重要的因素，分享心得如下：第一：熱

情」、「堅持」、「創新」的因子，這是每一個想

情，如果沒有熱情，做事沒有動力，做任何事便容

成功的人，都必須要具備的。最後，我個人也體

易失去意義；第二：堅持，遇困頓時不消沉，持續

會，「創造力」是一項很重要且獨特的資產，如果

努力，才有機會成功；第三：創新，舊方法無法適

掌握別人沒有的點子，那麼就多一些成功的機會。

應現代瞬息萬變的社會，以前人們靠電話連絡，現

相信透過他們的分享，能從中學習到特別的經驗，

在網路發達，許多新興犯罪手法與時俱進，而觀念

也讓民眾更加瞭解海巡多樣的面貌，以及這群守衛

及想法創新，就相對重要。每個人都不應該妄自菲

國家海域疆土的勇士們。

◎ 獲選得獎，葉文新將功勞歸功隊上同事及推薦他參選的王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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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指揮通報機制變革
與精進
資料整理｜勤務指揮中心

壹、前言

劉家欽

指揮、調度及管制所屬機關執行各項勤務，並利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稱為本署）職司海

用「118」海巡服務系統，即時受理及應處各類狀

域、海岸巡防工作，肩負國境安全第一道防線，並

況。過去一年來，本署勤指狀況通報機制計有以下

戮力執行「海域執法」、「海事服務」及「海洋事

四項變革：

務」等三大核心任務。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

一、漁船船員海上傷病申請救援通訊諮詢機制

1994年生效後，各國莫不積極主張海洋權益，而我
國與鄰近國家因專屬經濟海域重疊，致衍生諸多主
權及管轄爭議；此外，臺灣四面環海，漁業資源豐
富多樣，且為世界航運主要航道之一，是以現階段
本署將海域執法、漁業巡護、海洋資源保育及海難
搜救，列為目前首要重點工作。

本署依法執行海上人員緊急救護任務，但由於
以往並未建立海上船舶人員傷病通訊諮詢機制，缺
乏救援評估依據，往往造成勤務派遣困難或嚴重耗
費行政資源等情事，經協調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
部）要求納入空中轉診審核中心作業範疇，惟未獲
同意，遂提請行政院協商解決。經政務委員召集相

由於海巡任務所涵蓋之範圍與涉及權責機關層

關部會研商，由漁業署洽商、協調合作醫院，並會

面既深且廣，本署各級勤務指揮中心，係負責海

同本署完成「漁船船員海上傷病申請救援通訊諮

域、海岸狀況之指導、處理、管制、陳報，執勤單

詢機制」作業流程，自102年1月22日起試行至7月

位、人員之勤務統合、指揮、管制，以及與國防、

底，期間並視各單位執行情形，調整運作細節。試

警察、消防、移民、海關等其他相關機關間之通報

行結束後，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召開檢討會，會中決

聯繫，亦為本署危機處理之神經中樞。為因應緊

議以漁民需求及簡化作業為主軸，調整運作機制，

急狀況發生、發揮勤務統合效能、有效迅速應變處

並洽商漁業署達成共識如下：

置，一套效率、周延的危機處理、狀況通報機制，

（一）12浬內：派遣巡防艇前往救護，原則不啟動

適足以有效防制危安因素及後續危害發生，防止災

傷病諮詢評量機制（即不詢填傷病評量表，

損擴大，確保任務之達成。

亦不通報醫院評量）。

貳、勤務指揮及狀況通報機制近期變革
本署狀況通報機制係以勤務指揮系統為核

（二）12浬外至飛航情報區內：派遣巡防艦、船、
艇前往救護，並由本署海洋總局視需求啟動
傷病諮詢評量機制。

心，全盤掌握轄區海域及岸際狀況，迅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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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飛航情報區外：由本署海洋總局啟動傷病諮
詢評量機制，並採取妥適救援方案。

過去一年來，中國大陸公務船艦及航空器在釣
魚台海域之巡航已然常態化、例行化。此外，中國

在本署作業分工部分，「118」、安檢所、海

大陸重組「國家海洋局」，轄下的中國海監總隊亦

巡隊等單位回歸現行案件受理機制，僅需詢問漁民

同時併入「中國海警局」，結束以往海監、邊防、

或報案人傷病概況等資訊後，通報相關單位進行處

漁政、海關及海事等「多頭管理」之情況，更將退

置，並由本署海洋總局依實際需求啟動諮詢評量機

役軍艦、破冰船、遠洋拖船改裝成海警船，並新造

制及採取妥適救援方案。另漁業署已擬定「漁船船

噸位大、設備新、速度快、機動高之中大型執法船

員海上傷病申請救援通訊諮詢機制」修正草案，並

隻，大大強化海上維權執法實力。

函請相關機關（單位）提供意見，本署將賡續管制

另一方面，日本海上保安廳亦動作頻仍，包括

修正情形。

統合調集所屬11個管區之1,000噸級以上巡視船至

二、受理海上武裝攻擊或海盜劫掠案件關鍵資

釣魚台海域執行「領海警備」任務、增加年度預算

訊詢填通報表
近年來漁船於海上發生重大案件（狀況）頻

與員額、規劃設置「釣魚台專屬警備船隊」及新設
「那霸海上保安部」等等。

傳，為精進海上急難案件之通報處理機制，本署於

由於中國大陸、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已進入持

102年5月27日由副署長鄭樟雄主持，邀集行政院國

久之僵持戰與消耗戰，雙方因海空巡弋發生意外而

家搜救指揮中心、交通部、國防部、漁業署及內政

引發衝突的可能性已日益升高。為加強釣魚台周邊

部空中勤務總隊召開跨部會會議，會中決議將「海

海域情勢監控，本署勤務指揮中心（以下稱本中

上重大急難案件」所需「關鍵資訊」表格化，以作

心）均與相關情治機關保持密切聯繫，掌握中國大

為受理、通報及處置之共通性資料。

陸及日本公務船之動態，以有效應處突發狀況。

6月14日，本署彙整納修各機關意見後，完成

四、強化南方海域漁船危難狀況應處

「受理海上武裝攻擊或海盜劫掠案件關鍵資訊詢填

自102年5月9日「廣大興28號」漁船遭菲律賓

通報表」（如附表），並函發各相關機關據以辦

公務船槍擊案後，本署每日派遣3艘艦船，與國防

理。該通報表之使用時機為我國船舶遭受武裝攻擊

部軍艦實施聯合護漁，並延伸護漁範圍至北緯20度

或海盜劫掠等案件，於受理報案第一時間進行詢填

（原護漁南界）以南之我國專屬經濟海域。8月8日

及通報，以使各機關資訊同步、一致，加速救援

政府取消對菲制裁措施後，本署則參考農業委員會

行動。

提供之歷年漁船努力量分布圖，實施「南方海域新

三、掌握北方爭議海域他國公務船動態

常態護漁作法」，區分不同時段，分別部署1至3艘

101年日本政府推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等動

大型艦船，結合海軍軍艦共同護漁。

作，引發我國、中國大陸及日本各方緊張關係；我

自本署與國防部強力護漁後，上開海域未再發

國蘇澳地區漁民於101年9月24日動員58艘漁船，發

生我國漁船遭菲國公務船干擾取締情事，惟仍發生

動大規模「為生存、護漁權」活動；而中國大陸亦

我國漁船誤入菲律賓領海作業情形，本（102）年

爆發嚴重之反日活動，使釣魚台主權爭議再次引起

9月3日恆春籍「蔡田號」膠筏，即因疑似於菲律賓

國際關注。

雅米島岸際作業，遭菲國公務船扣押。針對上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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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署除加強對漁民宣導外，並協請漁業署加強

於90年3月15日訂定，並歷經93年7月22日、97年

掌握漁船動態，遇有漁船進入菲律賓12浬海域內，

1月7日及98年1月12日三次修正，為目前本署狀況

且船速在4節以下，顯有作業嫌疑者，立即通知船

通報之主要依據。惟該作業程序自98年修正迄今已

主（家屬）、漁業電台、漁業署及本署，除要求立

將近5年，期間因時事變遷、行政院組織改造等諸

即駛離外，並做必要處置，以避免發生爭議。

多因素，若干法規內容已與現行作法產生差異。爰

參、未來精進努力方向
為因應緊急、突發狀況之發生，藉由靈活狀況
通報機制運作，發揮勤務統合效能，以有效迅速應
變處置，係本署勤務指揮中心之工作主軸，面對

此，本中心將著手進行旨揭作業程序之修正，以符
合時宜，有效防制危安因素及後續危害發生，確保
勤指任務之達成。

三、持續強化人員教育訓練

日趨複雜的國際海洋情勢及未來更多、更嚴峻的挑

曾國藩曾說：「欲為天下之大事，須用天下之

戰，本中心將朝以下幾個方向，賡續精進工作效能：

大才」；清雍正皇帝說：「治天下唯以用人為本，

一、加強掌握周邊海域情勢
近期周邊海域情勢升高，釣魚台紛爭仍難見和
緩，預期日本及中國大陸均將持續強化釣魚台周邊
機艦部署及提高監視巡邏力度。在南方海域部分，
臺菲於102年10月21、22日舉行第一次正式漁業會
談，並達成「避免使用武力及暴力」、「爭端執法
通聯機制」、「建立緊急通報機制」及「迅速釋放
機制」等多項共識，雙方緊張關係已日趨和緩。

其餘皆枝葉事耳」；漢高祖劉邦也說：「吾成大
業，無他，蓋用人耳」。在當今全球化、知識競爭
的環境下，人才是每個組織最重要的資產，是決定
組織整體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為提升同仁對重大狀況之應變處置能力，本中
心規劃每季辦理勤務指揮中心季報、每年辦理年度
定期訓練，除宣達各項任務、工作指示，以及針對
重大、特殊案件處置流程進行經驗分享外，特聘請
專家學者，以當今國際社會關注議題（如釣魚台周

為因應當前國際詭譎情勢，本署除積極提升巡

邊海域、南海主權爭議等）進行專題演講，進而提

防艦艇能量、加強護漁外，本中心亦將持續監控周

升本中心同仁之本職學能及專業素養。本中心未來

邊海域船舶動態，確實掌握爭端海域最新情勢。

亦將參考美、日等先進國家海巡機關勤務指揮訓練

二、修正「海岸巡防機關狀況通報作業程序」

體制，針對新進及現職勤指體系人員，規劃「新進

狀況處置必須有萬全的準備以及一套標準作業
程序，針對狀況通報機制之編組、步驟、標準作業
程序及資源整合等，預先擬訂計畫，俾使狀況發
生時得以有效、迅速、妥善應處。本署狀況通報
之相關法規，包括「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各級勤務指
揮中心作業規範」、「海岸巡防機關狀況通報作業
程序」、「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緊急應變中心作業要
點」等規定。
其中，「海岸巡防機關狀況通報作業程序」係

訓練」、「在職訓練」、「進階訓練」等相關課
程，持續精進勤指體系現有之教育訓練制度，並鼓
勵同仁利用公餘時間參加外語進修，以增進人員專
業知能及核心能力，強化應變處置與狀況通報反應
效能。

四、加強狀況模擬演練與測考
《孫子兵法》云：「兵貴勝，不貴久，久則鈍
兵挫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狀況處置首重
時效，為了提升組織的案件處理及反應能力，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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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建構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外，更應定期與不定期

生時，現場人員往往無法即刻釐清真實情況，須進

進行狀況模擬演練，來監測、評估危機預警準備和

一步進行瞭解；然又須循三線系統進行回報，造

計畫的有效性與可行性，從中培養人員處變不驚的

成回報作業與案情查證之衝突，甚至出現各層級人

應處能力，更可以彼此腦力激盪出不同的應變方

員直接向現場人員詢問案情之情形，使現場人員負

案，以彌補處理流程中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環節。

荷過大壓力。爰此，為強化時效、正確及可靠性，

前紐約市長Giuliani在《Leadership》一書中
提到：「當危機降臨之際，個人的經驗是無法取代
的，因為時間不允許你慢慢琢磨。」勤指同仁身為
狀況處置之核心人員，除了必須具備高度的警覺
性、敏感性、抗壓性、持續性和相當程度的專業力
與經驗外，還需要臨危不亂的信心與勇氣。本中心
自101年1月起，即針對風災、海難、地震、臺日漁
業糾紛等各類重大狀況，不定時對執勤同仁下達狀
況演練，本中心亦將不定時對海洋、海岸總局下達
模訓狀況，透過實際演練來提升整體應變處置能量。

五、持續完善重大案件與海事資料庫

本中心規劃建立單一窗口之現場即時回報機制，使
應變中心人員第一時間掌握現場狀況，迅速、準確
地應變、處置；此外，本署刻正規劃海上勤務資訊
系統之建置，未來運用衛星寬頻網路傳輸，位於案
發現場之艦艇即可將現場影像即時回報，以精進指
揮、管制、通報之效能。

肆、結語
海上人命救助為全球化、國際性合作事項及人
道救援之普世價值，更是本署責無旁貸的責任與義
務。不僅各級勤務指揮中心人員，包括實際參與救
援之第一線同仁，都應抱持著「Time Is Life（時間

「克服危機的鑰匙，存在於歷史之中。」前車

即生命）」、「Speed Is Hope（速度即希望）」、

之鑑，可以為師；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中心執

「Always Ready（隨時待命）」等原則，於狀況發

勤官於各類重大案件處理完畢後，即彙整案件流程

生時戮力以赴，以人命救援為第一優先，發揮「海

管制表、會議資料、長官指裁示、傳真通報、電話

上守護神」之角色功能。

紀錄等相關資料，製成專卷存放於執勤室「重大案
件資料庫」，以供後續經驗傳承與教育訓練之用。

臺灣的四周環繞著廣闊無邊的海洋，縱使面對
著諸多不可預期的變數，相信只要有本署精實海巡

此外，由於海洋事務涉及領域多元，本中心針

健兒全天候的守護，便可為國人建構一個安全無虞

對無線電通訊、EPIRB（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的海洋活動空間。未來本中心將持續秉持著「專

船舶噸位、國際衛星輔助搜救系統及颱風強度、風

業、敬業、樂業」的精神，加強勤指人員核心職能

力、雨量定義等30餘項資料建立「海事資料庫」，

培育，建構層級分明、職責清楚、通訊靈活、功能

於緊急應變中心開設時，提供應變小組與執勤人員

統合的狀況通報機制，有效整合各項設施、裝備、

參考，俾利狀況應處與決策下達。本中心未來將持

人員、物資、程序與通信，進而強化各級勤務指

續蒐彙海事相關知識，以求資料庫日趨完備。

揮中心指揮、通聯、管制及應變制變能力。期在勤

六、建立現場即時回報機制
依本署通報作業，狀況發生時須循三線系統
（主官、業管、勤指）回報，惟重大、緊急狀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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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狀況通報體系之持續精進與努力運作下，得以有
效維護海上秩序，守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創造安
全、秩序、美麗、純淨的藍色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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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受理海上武裝攻擊或海盜劫掠案件關鍵資訊詢填通報表
一、優先詢填關鍵資訊欄
案由
報案人

（如○○漁船遭○○國公務船攻擊）
□案發船舶人員通報
□家屬、船公司轉報
□其他：

案發
時間
目前
位置

姓名：

年

月

聯絡電話：

日

□經緯度：
北南緯
度
東西經
度
□大致位置：（報案人不知經緯度時詢填）
船名

編（呼）號

人船
基資

時

分

分
分

（秒）
（秒）

人員

通聯方式

共計：
人
待救：
人
傷病概況：（如槍傷、頸部、
大量失血）

□行動電話：
□衛星電話：
□SSB（頻率）：
□DSB（頻率）：
□VHF（頻率）：
□其他：

請求
事項
註：1. 結束報案電話前應詢填上述資訊。
2. 詢填結束後應即告知報案人即將採取之應處作為。
二、受理單位自填欄
獲報方式：
□SSB、□DSB、□VHF、□衛星電話、□行動電話、□EPIRB、□其他：
受理時間：

通報
單位

年

月

時

分

□國搜中心
□海巡署勤指中心
□海洋總局勤指中心
□海岸總局勤指中心
□地區巡防局118

日

受理單位：
級職：

□內政部空勤總隊
□
漁業通訊電台
□海岸電台
□交通部
□漁業署

姓名：

□國防部
□其他：（自行臚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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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巡局辦理為民服務示範觀摩∼

展現海巡 貼 心 與 創 新
服務精神
資料整理｜洪正雲

海岸巡防是維護國境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囿於

中部地區巡防局於今年參加第5屆「政府服務

機關屬性，許多民眾對海巡印象仍停留在執法者的

品質獎」評選，該獎項向來被視為政府機關推動為

嚴肅角色，事實上近年在全體海巡同仁的努力下，

民服務工作的最高榮譽，經署本部及岸總局多方面

無論在於查緝走私偷渡，維護海域及海岸治安，執

指導，在眾多優質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獲獎後，

行海上救生救難，漁業巡護及海洋生態資源保育等

中巡局秉持著署長王進旺「有心就有力」的處事

工作，都已有相當亮麗的成績，這些具體實績也改

精神，隨即於9月10日辦理為民服務示範觀摩研習

變了民眾對海巡機關刻版印象。

會，活動共分上、下午二場，請王署長蒞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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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局長林欽隆在全程簡報時表示，辦理示範觀摩活

為民服務示範活動紀實回顧

動最主要精神是想將為民服務的理念，藉由參獎過
程，讓同仁們了解何謂「團結凝聚」、「學習躍
進」、「觀念轉變」、「品質提升」、「不斷研發
創新」及「厚植競爭力」等理念，才是此舉最大的
收穫。
而本次參加觀摩人數達171員，局裏特別貼心
將參加人員分為8組，並製作各組來賓證及安排導
覽人員引導，俾利各據點導覽參觀。在林局長工作
簡報完畢後，由各組人員引導至各據點參觀，參觀
據點包括局本部及臺中海巡服務區兩大部分。局本
部參觀由創新研發成果、創新研發小組介紹及雲端
會議系統等創新措施，臺中海巡服務區則介紹服務

◎ 王署長開幕致詞

區整合型服務及戶外執檢亭等多項服務。
首先參觀據點為創新研發成果介紹，主要介紹
本局近年來多項創新研發成果。著眼於「創新研
發」是企業「競爭力」的表徵，更是組織的命脈，
為推廣「以民為尊」的服務理念，特成立「創新研
發小組」，研發一系列創新服務，將資訊科技導入
服務流程，提升行政效能，研發小組由局長林欽隆
擔任召集人，組員由現有幕僚同仁兼任，並納編高
學歷資訊科技專長義務役人員，藉以吸收當前最新

◎ 林局長進行參獎心得分享

科技知識，充實創新研發能量，目前創新研發成果
計11項，惟囿於時間，僅對導入社群網站Facebook
成立虛擬服務據點、創製中海巡APP、編製行銷影
片及「精緻氣象資訊即時服務」等4項目介紹，現
場並擺設氣象資訊顯示器、平板電腦及智慧型手機
等供實體操作。
緊接著參觀局本部特別針對為提升「快速
通關」效率，所研究導入之「無線射頻辨識系
統」(RFID)。所謂RFID即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縮寫，亦稱為「無線射頻識別系

◎ 創新研發成果介紹

統」。通常是由感應器(Reader)和RFID標籤(Tag)
所組成，標籤晶片設計擬採主動式可寫入資料功
能，可將船舶出入港時間、船組人員身分、航行軌

41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6
跡紀錄，自動記入晶片記憶體，而船舶進出安檢匣
門，相關資訊以自動感應方式將記憶在晶片之資
料，透過感應傳輸至安檢所電腦及回傳海巡雲端資
料庫，隨時提供個別船隻出入港作業紀錄查詢，並
做海域船舶活動的統計分析及研判、作業漁區的調
查統計等複合式運用。
局本部最後參觀據點為局本部勤指中心雲端會
議系統，雲端意謂方便瀏覽及無紙化，以往會議資
料皆採紙本，造成紙張浪費，為響應節能減碳無紙
E化政策，研發創新小組研發雲端會議系統，並建

◎ 創新研發小組介紹

置米豆雲(Middle Cloud)雲端資料中心，採用平板電
腦瀏覽會議資料，簡化會議整備及紙張資源，於會
議前由承辦科室將會議資料轉檔為PDF格式，上傳
至資料中心，即可透過米豆雲瀏覽，PDF格式文件
並設定為不能編輯、下載、複製及轉存。在安全管
制機制方面，採取平板電腦統一保管、WIFI無線網
路加密傳輸、專屬身分認證機制及設定資訊瀏覽紀
錄功能等，以維資訊安全，會場亦提供平板電腦供
實際體驗。
局本部據點參觀結束後，參加人員搭車前往臺

◎ 服務區多媒體資訊櫥窗介紹

◎ 服務區頂樓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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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巡服務區進行深度體驗。臺中服務區採藍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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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地中海式風格設計，並搭配大面落地窗，整體優

要掌握關鍵的15秒及掌握服務創新關鍵，李教授

雅明亮，室內提供多媒體資訊櫥窗、展示櫃、視聽

並輔以第4屆為民服務品質得獎機關如臺東縣警察

室、無障礙廁所、哺集乳室等設施，讓民眾在使用

局、桃園縣政府消防局等單位結合理論及實務，使

時更加便利。另亦提供鐵馬整補、民眾休息、沖洗

整個課程更具價值，與會人員收穫良多。

清潔、緊急電話、文件影印及簡易醫療等實體服
務；亦提供i-Taiwan無線上網、精緻海象資訊、旅
遊資訊及海巡資訊等虛擬服務，充分展現海巡以民
為本的服務精神。

活動最後階段由尤副署長主持「綜合座談」，
會中同仁發言踴躍，李教授也適時的指導，充分發
揮交流學習之效，最後與會人員在大門口合影，
讓本次活動圓滿落幕。正所謂，「他山之石，可

值得一提的是戶外執檢亭部分，除了風格承襲

以攻錯」，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活動參獎機

室內地中海風格外，也有垃圾桶簡易沖洗及LED電

關計有173個，獲獎機關共有30個，整體獲獎率僅

子公布欄等貼心服務，隨時播放當日海象潮汐資

17%，本局能順利通過如此嚴格的考驗，也藉辦理

訊、關心問候用語及118報案專線宣導。而執檢亭

本次活動，讓其他海巡夥伴能感受本局為民服務工

內設有跨機關整合性值班桌，由服務區與臺中區漁

作的用心、積極的執行力及高昂的士氣，達到互相

會異業結盟所設置，另有漁會派駐人員，提供「漁

觀摩學習成效，藉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質，展現海巡

民換證換照、漁民換證輔導」等多項服務，讓漁民

是個優質為民服務及執法團隊的目標。

朋友在安檢所即可一次完成12項服務，以強化單一
窗口服務效能。另有精緻海象電子看板，是本局自
行研發軟體，藉擷取中央氣象局資訊網頁近3小時
的資料，配合每15分鐘定期更新，提供給漁民朋友
最即時的海象資訊。比較特別的是執檢亭內的兩支
魚撈網，功能是撈接漁民的報關簿，主要考量港區
潮差達4.4公尺，安檢人員於乾潮時使用魚撈網承接
漁民報關簿，方便漁民完成報關，避免上下引橋發
生意外。另執檢亭前方有3座浮動碼頭為執檢區，
浮動碼頭上方是一座LED安檢紅綠燈，藉簡單的紅

◎ 李宗勳教授專題演講

燈停、綠燈行概念，結合快速通關服務作為，達快
速執行目視航行、申報服務、發動檢查等，尤以夜
間辨識效果最佳，深獲漁民讚許。
結束上午參訪行程，緊接著進入下午專題演講
及綜合座談，此次演講特別邀請曾擔任第四、五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審的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李
宗勳教授，講授「政府創新服務整合策略」主題。
李教授在演講過程中明確指出工作與服務品質不是
管理而得來的，而是經由溝通與對話，只有藉由真
實付出才可得到服務品質，而要做好服務品質，需

◎ 尤副署長主持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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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岸際無名屍之處理權限
─以基隆市為例
文｜陳宏銘

壹、前言
海巡機關係一執法單位，所掌理之事項可謂相
當廣泛，舉凡海上及岸際生態維護、走私及非法入
出國之防範、入出境之安全檢查等等皆包含在內。
又，海巡機關係隸屬於行政權之下，自須服膺於
「依法行政」之最高指導原則。惟，海巡機關如同
警察機關一般，存在著績效評核制度。換言之，
績效壓力存在於各個基層單位，左右著各級主官
（管）的考績與陞遷，亦同時影響著執法的方向。
雖然法律已明文規範海巡機關之任務、職權等等，
惟，基於現實上的種種考量，實務的操作方式，卻
是迥異於現行法制規定。
本文擬先探求岸際無名屍之處理權的相關法律
規定，試圖釐清處理權的歸屬。並就現行之實務操
作的現象，分析其之所以悖離法制規定的原因。並
嘗試提出一套解決辦法，以儘可能降低或消弭爭議
發生的可能性，最後提出結論。

貳、岸際無名屍處理權限之法律規定探析

一、現行岸際無名屍處理權限之相關法律規定
現行法制之下，依照「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
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第2條之規定可知，
關於涉及刑事犯罪之無名屍的管轄，依發現地之不
同，可以區分為海域、海岸兩部分。海上犯罪部分
由海洋巡防總局管轄。岸際犯罪則可再依犯罪種類
的不同而細分：涉及走私或違反非法入出國及與其
相連之犯罪案件者，屬於海岸巡防總局管轄。走私
或違反非法入出國及與其相連之犯罪案件則歸警察
機關辦理。在商港，為港警局管轄。非商港者，為
縣市警察局及其分局管轄。
以基隆市為例，基隆市處理無名屍體自治條例
第3條規定，無名屍均由警察處理1。

二、海巡機關處理轄區內無名屍之權源究為何？
在探討海巡機關是否有無名屍之處理權，須先
探討海巡機關之職權與任務內容。首先，關於海巡

44

款其實均尚未論及無名屍之處理問題。有疑問
商港安檢、岸際之犯罪偵防、海岸生態維護等
法，即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法為民國
規定。原先之海岸巡防法第
據？按海岸巡防法第
，第
至於海巡機關之職權為何，則應深究海巡之
日公布，其中第
款可否作為海巡機關處理無名屍體之法
條共列舉了七款事項及一款
條第 項第
條第 款係屬例示
項第 款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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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任務，已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法、行政

限於走私、非法入出國及其相關聯之案件，岸巡始

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行政院海岸

有處理權限。前開條文應可認為將海岸巡防法所定

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之海巡機關掌理事項部分進一步地具體化，且得與

海岸巡防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組織通則等等組織法中

海岸巡防法第4條第1項第3款、第5款之規範有所呼

均有詳盡之規定。其中，岸總局及其下之各地區之

應。由於走私、非法入出國之查緝正是海巡機關成

巡防局之職掌，主要為防制走私及非法入出國、漁

立目的之一，海岸巡防法特別規定在辦理走私、非

港及商港安檢、岸際之犯罪偵防、海岸生態維護等
港及

法入出國時，海巡機關有路檢權、搜索身體權、轄

等。至於海巡機關之職權為何，則應深究海巡之
等。

區外調查權、使用武器權，執法人員並且於執行該

作用法，即海岸巡防法。海岸巡防法為民國89年1
作用

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等等，從上述可知，

月2
月26日公布，其中第4條共列舉了七款事項及一款

海巡機關確實具有走私、非法入出國犯罪之處理權

概括
概括規定。原先之海岸巡防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至

限，也因此在案件中所涉之無名屍，基於案件偵查

第7
第7款其實均尚未論及無名屍之處理問題。有疑問

之一體性，及無名屍有快速處理之公益性，前開之

者為
者為，第8款可否作為海巡機關處理無名屍體之法

作業要點爰規定本案與屍體一併處理。另，依照行

律依
律依據？按海岸巡防法第4條第1項第8款係屬例示

政程序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行政機關對事件

規定下的概括規定，此種概括規定列於列舉條款之

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調查；其認無管轄權者，

2

後，其解釋必須與列舉規定間具有「類似性」。 一

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職

般而言，概括規定可以做擴張解釋，但仍須和列舉

是，和走私、非法入出國無關之岸際無名屍則回歸

條款有類似性、可相提並論性，並且不得逾越立法

警察機關處理。凡海巡機關於遇有非所管之案際無

之目的，始符合法律解釋原則。惟，無名屍之處理

名屍事件均應儘速通知警察機關處置；而海巡機關

涉及人民之權益甚鉅，且其有現時、緊急處理之需

已接手者，原則上亦應依法移送予警察機關辦理。

要，故應在法律之規定中明確規定，以免於狀況發
生時，造成事實認定之困難，及機關間權責不清，
進而影響到無名屍處理之程序。是以，海岸巡防法
於制定之初，尚未針對無名屍之管轄問題有明確表
態，因而於此問題須另尋法源依據。況在已廢止之
「臺灣省各縣市警察局處理無名屍體辦法」中，無
名屍之處理，亦均為警察局全權處理。簡言之，岸
際之無名屍處理，其實仍為警察機關之權限，不因
海巡署之成立而受影響。

或有認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處理無名屍體案件
作業要點第二點是否有可能創造海岸巡防法或相關
組織條例所未賦予岸巡之權限，因而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之虞？本文認為，基於無名屍之案件特性使
然，在走私、非法入出國案件已由海巡機關處理之
前提下，屍體本身及其周邊之遺物可能是案件之證
據之思維下，自不宜再移辦予他機關處理，否則一
案之調查可能呈現多頭馬車、相互掣肘，對於案情
之調查確實可能有妨礙之情形，也違反當時海巡署

惟，之後於民國90年6月5日發布之「行政院海

之設立乃是為了解決當時海岸及海域事務之多機關

岸巡防署處理無名屍體案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間協調不便之考量。如此，應承認岸巡於「特殊情

無名屍作業要點），對海巡機關之權限有較明確之

形」下有「例外」之無名屍處理權限，否則無異走

規定。無名屍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岸際之無名屍

回頭路，而悖離當時海巡設立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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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實務操作
就法制面而言，如前所述，海巡機關之無名屍
處理權限其實是受限於特別之情形下，始得為之。
然現實上，對於岸際之處理方式常可見到，不問無

等初步的程序，並同時命線上督巡組趕往處理及回
報。也因此，不難想像屍體現場的第一處理者往往
是海巡而非其他機關。
（三）績效制度因素

名屍之案由，自打撈、急救、送醫直到死亡，再接

海巡的績效考評制度，基本上是仿警察機關之

著相驗、公埋等等程序，往往皆由海巡處理。惟，

績效制度。但比較兩者可知彼此所著重的點仍有若

其實實務上會悖離法條而為如此操作，是有原因

干差異。茲略述警察之績效制度 5 ：依照案件種類

的，本文分析如下：

的不同，可先區分為「刑事案件」及「一般行政違

（一）地理因素

序案件」。刑事案件在目前的績效評核方式，則區

以基隆市為例，基隆市之派出所，有20個，加
上3個分駐所，總共23個所。3攤開地圖觀察，暫且
不論基隆商港，若依法條以高潮線500公尺往陸地
向內推算為海岸的話，只有正濱派出所、八斗子分
駐所、和一路派出所等所符合資格。但海巡署岸巡
總隊，於基隆市有9個安檢所 （大武崙、外木山、
基商、正濱、八尺門、碧砂、八斗子、長潭里、望
海巷）若加上二總除了基隆市外的新北市瑞芳的2
個所（深澳、水湳洞），則自然不難看出安檢所接
觸岸際無名屍的機率自然比警察局大多了。4
（二）巡邏勤務因素
除了地理因素外，巡邏勤務是另一個導致岸際
浮屍處理悖離法律的因素之一。如同海岸巡防法所
規定岸巡的管轄範圍是「岸際」，因此可知，岸巡
的管轄區域自然是呈現「線狀」，和警察局的「面
狀」巡邏，自然有所不同。換言之，海巡的巡邏又
稱做「岸際巡邏」，和警察不同的是，海巡不必簽
巡邏箱，而是須到各安檢所簽海巡工作日誌。原則
上，有權執行岸際巡邏者，為各區塊指揮官，及總
（大）隊的正副隊長、參謀主任及各業參。各總
（大）隊所轄之海岸線24小時不間斷地皆有人執行
巡邏勤務。以二總轄區為例，雖然海岸線長達44.9
公里，但是在接獲通報屍體出現於轄區時，通常總
隊部會下令最臨近之安檢所作打撈、拍照、蒐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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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預防績效」及「偵查績效」兩大區塊。在預
防績效的案件中有三大主軸工作，分為全般刑案預
防、防處少年事件，以及婦幼人身安全三大項。在
偵查犯罪上，則分為偵破刑案、檢肅非法槍彈及檢
肅毒品三大項。警察的績效制度是以「犯罪之偵查
為重心」，從之前警政署發布之「加強預防偵查犯
罪執行計畫」，即可窺知一二。無名屍之案件，除
非涉及到刑事案件，否則一般而言，難以期待警察
會主動、積極地接手此類案件，尤其當此類案件是
發生於岸際時，若無海巡署主動移送或經過協調，
原則上此類案件多仍由海巡署處理。
（四）機關之間形成的默契及現行實務操作利弊分析
巡、警之關於岸際之初步認定非涉刑案無名屍
之處理權可略分為三種模式：第一、海巡機關初步
處理、後續移送警察機關處理。第二、海巡機關初
步處理、後續仍由海巡機關處理。第三、巡、警協
調結果，由警察機關進行初步處理與後續處理。前
述之處理模式，其實以第二為最常見。但檢察官卻
從未以法律未規定海巡無權處理為由而否定海巡機
關之移送，為何？除了無名屍之處理在迅速之外，
有認為在卷宗之處理上，海巡機關整理得較警察機
關完整而有條理，因此亦不排斥海巡機關接手辦理
此案。再加上前述之績效制度問題，事實上難以想
像這類案子會發生「管轄權之積極衝突」之情形！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惟，其實此種處理方式仍與現行法律規定有間，且

線處理，不論是時間或空間，沒有第二個機關可以

當發生前述第三模式的情形時，若警察機關堅持不

比海巡更適合抵達現場做處理。而且，非涉及刑案

處理時，後續恐會引發許多問題。

之無名屍體案件，其實處理程序本來就較單純，也
並未複雜到海巡機關無法勝任之程度，以現有各安

肆、岸際無名屍處理權之再釐清

檢所之人力及素質來看，應有足夠能力處理。惟，

如前所述，關於岸際無名屍案的處理，其實亟
需一套標準儘速釐清權限之界分。

基於海巡人員之訓練主要是走私、非法入出國及海
洋生態維護之部分，因此，此案件應限縮為「與走

惟，法律的規定其實依前述，是有其問題的。

私、非法入出國有關之屍體案，及走私、非法入出

例如，關於各地方政府所訂定之無名屍自治條例，

國以外之非刑事案件有關之屍體案」均為海巡機關

查其立法過程，可知是當時精省後，內政部於2000

處理。若有涉及刑事案件者，則應即刻通知警察機

年7月函知各地方政府，應儘速訂定處理無名屍自

關到場處理。

治條例6，此函是否有剝奪地方政府之自治條例之形

二、建議修法承認海巡機關之無名屍處理權

成自由？不無疑問。蓋此一涉及刑事偵查程序之警
政事項，內政部並未說明，為何係為地方事務。果
其為地方事務，則何以中央政府可以命令地方政府
訂定自治條例？此其一。7

鑑於海岸巡防法對於無名屍體之處理權漏未規
定，僅於行政規則之層次上有所規定。然一方面無
名屍之處理權限和人民或公益均密切相關，另一方
面，亦使得巡警聯繫辦法之相關規定有其正當性基

現行無名屍體案件作業要點及機關間之協調聯

礎，故本文建議應在法律的層次上明文規範海巡機

繫辦法訂定須注意兩前提，第一，兩機關皆對某同

關有屍體之處理權。易言之，須先有法律之授權，

一事務有管權，簡言之，有管轄權之積極衝突情況

使得前述之無名屍作業要點有法律之依據，而得為

發生。第二，有此辦法不可做出法律所無之規定，

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之規範。

8

否則即違組織法定原則及任務法定原則。 而從現行
法律觀之，對於走私、非法入出國以外之岸際無名
屍，海巡是否有處理權？已有疑問。若無，則何以
訂定巡警聯繫辦法？不但名不正，亦言不順。此
其二。

伍、修法建議—代結論

一、現行無名屍處理權限爭議之問題探討
承前所述，本文認為，為避免發生巡警間對於
岸際無名屍案之互踢皮球之情況發生，本文認為，

惟，有了處理之法律授權，其實尚不足以解決
現有之處理權的競合衝突。本文認為，基於前述，
為防止機關間互相推卸責任，及為配合現行績效制
度之運作，不妨將海巡機關之無名屍處理權擴張及
於非刑事案件之無名屍。如此在實施操作上，即不
會出現前述第三種模式，當然也省略了巡警間的協
調過程，確實地減少管轄之消極衝突的可能，而使
得程序進行更迅速及圓滿。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
刑法組碩士三年級）

在海巡機關組織改造前，應將此類案件全面劃歸為
海巡處理。理由如下：如前之地理因素所提，二總
於岸際設11個安檢所，加上24小時有督巡組在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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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安檢、監卸的工作才移撥給海巡。也因此，

集，12期，2007年4月。

商港的無名屍的處理仍是由港警局處理。此部分

7. 謝立功，海岸巡防法之簡介與評析，臺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12期，2000年7月。

權限的劃分，相較於漁港，更是單純多了。
4. 其實還有基隆嶼安檢所、彭佳嶼機動巡邏站，總
共13個一線單位。

碩士論文：
1. 林福財，中央與地方警察權限劃分之研究─兼論

5. 鄭善印、謝儒泰，內政（研）094-005號警察機
關績效制度之研究，國改研究報告，2005年。

台北縣改制警察人事權爭議，國立中央警察大學

6. 內政部台內警字第8981478號函。

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2月。

7. 蔡宗貞，地方法規之形成與效力之研究，月旦法

2. 賴宜琳，我國海難救助體系的回顧檢討及前瞻規
劃─以海岸巡防署為中心，國立中央警察大學水
上警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6月。

學雜誌第133期，2006年6月，頁149至150。
8. 許義寶，論移民行政、警察機關間之法定任務與
管轄關係，警學叢刊39卷1期，2008年7月，頁
19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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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大陸海上執法的

現狀 與海事機構 的重組
中國大陸作為日益崛起的世界重要政治、軍事

以分為兩大類，即由單一執法機構實施的集中統一

及經濟大國，原先海上執法並未組建統一的海岸警

的海上執法和多個部門的多個執法機構實施的分散

衛力量。由於中國大陸的海上執法力量處於多頭共

的海上執法。4因此，比較各國執法方式後，中國大

管、機構職能重疊、執法標準不一等問題，致使大

陸由分散的海上執法轉為單一執法方向推動。

陸朝向單一執法機構改造。2013年7月9日，中國大

（二）海上執法單位的改造

陸國務院批准《國家海洋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
員編制規定》，國家海洋局將加強海洋綜合管理、
生態環境保護，加強海上維權執法，統一規劃、統
一建設、統一管理、統一指揮中國大陸海警隊伍，
1

維護海洋秩序和海洋權益。 22日，中國大陸國家海
洋局機關大樓掛上了「中國海警局」。2本文即在探
討中國大陸海上執法現狀及對海事機構重組的探討。

一、海上執法概覽
就北京的界定而言，海上執法係指「國家海上
執法隊伍（單位）為實現國家海洋行政管理的目

中國大陸原先的海洋執法係以海監、漁政、海
事、邊防、海關等為行政執法機構，而海軍為軍事
執法的分散型海上執法體制。海監原隸屬於國家海
洋局，由海監總隊，3海區總隊、11沿海省、自治
區、直轄市總隊及其所屬支隊、大隊組成。根據中
國大陸法律、法規、規章，海監對管轄海域（包括
海岸帶）實施巡航監視，查處侵犯海洋權益、違法
使用海域、破壞海島生態系統、損害海洋環境與資
源、破壞海上設施、擾亂海上秩序等違法違規行
為，並根據委託或授權進行其他海上執法工作。5

的、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執行海洋法律、法

海事是海上交通執法監督單位。海事局是在原

規和規章所實施的直接影響海洋行政相對人權利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務監督局（交通安全監督局）和

3

務的行為。」 中國大陸原先五支執法隊伍依據相關

原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檢驗局（交通部船舶檢驗

法律、法規和規章，經由多種執法方式在管轄海域

局）的基礎上合併組建成立。海事局為交通部直

內維持國家海洋秩序，維護（中國大陸）國家主權

屬機構，實行垂直管理體制。根據中國大陸法律、

海洋權益。

法規、規章，海事局負責對船舶安全檢查和污染防

（一）海上執法的類型

治；危險貨物運輸管理；維護通航環境和水上交通

由於各國國情、歷史和地理位置各種不同，海
上執法力量的體制、職能、隸屬關係等也各不相
同。在執法方式上，沿海國的海上執法力量主要可

秩序；調查海上交通事故；組織實施國際海事條約
等。6
漁政單位屬於農業部，由3海區總隊，11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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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區、直轄市總隊及其所屬支隊、大隊組

域內可採取三種措施。首先是宣示性措施。宣示性

成。根據中國大陸法律、法規、規章，漁政指揮、

措施是確認相對方的身分特徵或者向相對方宣示主

協調全國漁業統一綜合執法活動；指揮專屬經濟區

張，該措施以喊話或者其他宣示性行為予以表現。

漁業執法檢查，與有關國家和地區對口聯合執法檢

海上執法中，可以表現為喊話確認相關船舶的國籍

查；處理涉外漁業事件和漁業交通事故；組織實施

歸屬，向相關方宣示主權，在管轄島嶼環島巡視等。

跨海區和邊境水域漁業執法行動等。

7

其次是責令性措施。責令性措施是執法機關作

公安邊防海警隸屬於公安部，由沿海公安邊防

出的要求相對方作為或者不作為的意思表示。在海

總隊及其下屬的海警支隊、海警大隊組成，係不屬

上執法中，可以表現為責令臨時停航、責令駛離指

在沿邊沿海地區和口岸的重要武裝執法力量。根據

定地點、責令停產作業、責令回航或者改航、責令

中國大陸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公安邊防海警預

改正或者限期改正等。最後是強制措施。為制止違

防、制止、偵查海上違法犯罪活動；維護國家安全

法行為或者在緊急、危險等情況下依法對違法人的

和海域治安秩序；負責海上重要目標的安全警衛；

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實施的控制性措施。分為三

參與海上搶險救難；開展海上執法合作。8

種︰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對物的扣留使用、處置或

海關緝私警察受海關總署與公安部雙重領導，
以海關總署領導為主。根據中國大陸相關法律、法
規、規章，海關緝私警察對管轄的走私犯罪案件進

者限制其使用；強行進入措施、場所、船舶或其他
處所及其他依法定職權的必要處置，如登臨、扣押
等。9

行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對在毗連區和領

二、海上執法能力建設

海內違反安全、海關、財政、衛生或出入境管理法

（一）提升執法人員能力

律法規的行為進行管制；對在領海內實施的走私犯

海監以所謂「正規化、專業化、規範化」管理

罪、違法違規而逃逸至公海的船舶進行緊追；組織

為手段，堅持學軍建隊，實行準軍事化管理，對人

開展海關打擊走私違法犯罪的國際、地區合作。

員進行分批、分期集中統一培訓。中國大陸海監

上述五支執法單位在執法職責和執法範圍上各

西南中沙支隊在西沙群島永興島正式成立， 10成為

有側重。一是工作職責。海事側重於海上交通安全

南海海洋維權的前沿陣地。中國大陸漁政經由開展

執法；海警和海關緝私警察側重於維護海上治安，

「漁政隊伍建設年」活動， 11進一步促進漁政隊伍

打擊海上犯罪；而海監和漁政則側重於海洋資源、

規範化管理。另外，各省市漁政局為落實農業部漁

海洋環境和海洋權益執法。二是執法範圍。海事、

政局要求，制定該部門的漁政隊伍建設年實施方案。

海警和海關緝私警察的執法範圍主要是內水、領海

中國大陸海事致力培養有影響力的國際型海事

和毗連區，而海監和漁政的執法範圍則涵蓋了內

人才，落實「四型（學習型、責任型、服務型、創

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全部管

新型）海事」建設，加強海事隊伍建設。 12中國大

轄海域。
（三）海上執法方式

陸海警經由模擬辦案、理論研討、選派培訓等多種
方式，致力打造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

根據中國大陸法律法規的規定、並結合國際

執法公正、業務精通的隊伍。另外，公安部、浙

法，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及執法人員，在所管轄海

江省人民政府、寧波市人民政府協議共建公安海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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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13該校將為重點的海上執勤執法研究基地、

指揮系統與天、空、海實時互聯，行程高效指揮系

公安機關水上警察培訓基地和發展海上執法研修基

統。16

地。中國大陸海關積極探索建設綜合管理類、專業
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三支人才隊伍。舉例而言，上
海海關努力構建「文化強關、人才興關、學軍治
關」的「三位一體」隊伍建設。
（二）船舶執法裝備建設

中國大陸海事科技資訊化裝備和基礎建設已初
具規模，監管能力得到顯著提升。目前，沿海船舶
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骨幹網已建成了包括3個海區管理中心、19
個轄區維護中心和94座岸臺的中國大陸沿海船舶

近年來，中國大陸海上執法單位不斷擴大對所

自動識別系統岸臺網絡系統，覆蓋全國主要航道、

管轄海域的巡航和監管，船舶執法發揮了重要的支

港口的船舶交通管理系統（Vessel Traffic Service,

撐保障功能。為應對日益複雜的海上局面，並完成

VTS）。此外，在沿海和長江幹線建設的中央視頻

海上執法任務，海上執法單位推進實施船舶工程項

監控系統（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CTV），已

目，強化海上執法裝備保障。

14

（三）航空執法裝備建設
航空執法是中國大陸海上執法單位對所管轄海
域（包括海岸帶）實施空中巡航監視，查處侵犯海
洋權益、違法使用海域、損害海洋環境與資源、破
壞海上設施、擾亂海上秩序等違法違規行為的重要
手段之ㄧ。中國大陸海監已具有10架飛機，其中6
架固定翼飛機，4架直升機，基本平均分佈在中國
大陸沿海。然而，內部人士以「航程短，功能弱」
來評價目前的航空執法力量，南海2,500公里一個
來回都跑不下來。到2015年，海監將增加航程大於
4,500公里的中遠端固定翼飛機，並全面提升機載裝
備水準。15
（四）科技支撐保障能力建設
中國大陸海監裝備技術的發展，已經基本形成
了天基、空基、海基和陸基4個層面的立體監控。
天基指應用衛星遙感技術，對海上特定目標進行識
別，並使用衛星通信技術傳輸給地面指揮系統，是
海上動態管理的重要手段。空基是利用飛機對海上
違法目標進行重點監視，利用飛機上的可見光和紅
外夜視等手段全天候發現違法行為。海基係以船舶
為水面平臺經由水下偵測和雷達等手段，對水下侵
權行為進行監視。岸基係利用陸上平臺，經由車載

安裝攝像頭450個；已建設覆蓋主要通航水域的超
高頻（Very High Frequency, VHF）站點134個，正
在建設的還有48個。中國大陸海事以科技引領海事
發展，探索和推進互聯網、3G、無人飛機等先進技
術的應用，建設全方位覆蓋、全天候運行、快速反
應的立體監管體系，完善管理方式、運行機制和技
術手段。17

三、海上執法機構重組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海事機構受到政出多門的
困擾。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有呼籲解決管理海洋事
務的機構臃腫問題的呼聲。
（一）海事機構重組的進程
改革的首個主要步驟是2012年成立中央海洋
權益工作領導小組。該機構負責海洋政策的評估協
調，並向最高層匯報18。2013年人大會議期間，中
國大陸公布了更多重組計劃，宣布目標是經由整合
海事機構來提高執法效率和效果。這顯然也是回應
民眾長期以來的批評，亦即中國大陸海上執法太分
散、協調差、效率低。
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即提出「加大機構整合
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
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以中國大陸國務院直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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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行政綜合管理機構，以現役海警為基礎進

也有所加強，過去海監總隊行使行政手段，而整合

行整合，將現行海上執法力量的職能和機構統一，

後的海警局賦予警察權。

建立綜合性海上執法力量，如海洋警衛部隊。海上
警衛部隊配備武裝，代表國家實施海上綜合執法，
統一負責中國大陸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
陸架海域的維權、巡防、公安、緝私、救撈和搜
救、漁政護漁、環保和海域使用監管、保護海上
設施和標誌、保護海上科研活動和生產者的合法權
益等職能；可以依照國際法和中國大陸法律在管轄
海域對違法船舶採取警告、驅趕、緊追、登臨、查
詢、搜查、罰款、扣押和逮捕等措施。
2013年3月10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經過表決，批准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
案》，新計畫的要點是重組國家海洋局。核心改
革是合併4個主要海上執法部門，包括中國大陸海
監、公安部邊防海警、農業部漁政及海關總署海上
緝私員警，將其整合成一個新的海岸警衛隊。主要
職責關於執法的部分係「負責組織擬訂海洋維權執
法的制度和措施，制定執法規範和流程。在中國大
陸管轄海域實施維權執法活動。」
（二）海事機構重組的整合與執法效應

四、結語：揭開東亞海域「『警』備競賽」和
「海上執法博弈」的序幕
中國大陸與一些鄰國在領土爭端上態度強硬，
基於北京界定的核心利益，改革海事機構很可能為
（北京）當前採取的這種堅定之信之道增加分量，
背後成為北京對自身「核心利益」的具體承諾。
2013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海洋強國
研究進行第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建設海
洋強國是中國大陸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
分。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
實施這一重大部署，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對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實現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
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要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
洋、經略海洋，推動中國大陸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
得新成就。
重組海事部門反映出北京決策者想要加強中國
大陸的海上執法能力，此被北京視為中國大陸打造
海洋強國不可或缺的一步。此外，很多中國大陸

原先隸屬海洋局的海監總隊擁有萬餘名執法人

人民認為他們國家的海洋利益日益受到蠶食，建

員，10架執法飛機，400餘艘各類執法船艇，其中

立統一執法力量首要目的是宣示國家海洋利益。因

千噸級以上專用執法船27艘，隨著國家海洋局的重

此，儘管習李成為中共新一屆領導人，但北京不太

組，農業部中國大陸漁政和公安部邊防海警都將整

可能改變當前的「積極自信」的海上安全政策。同

合進新的國家海洋局，下屬大型巡邏船數量將升至

時，北京似乎認為使用民事力量有助於去除衝突的

38艘，另有36艘大噸位海監船正在建造過程中，未

軍事特徵，避免與鄰國發生直接武裝對抗。這顯然

來1至2年內即可投入使用。而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

表明，中國大陸的地區安全政策核心仍可被稱為非

究所發佈的報告，日本海上保安廳擁有49艘1,000

對抗性的堅定自信。此肯定了一種觀點，即至少今

噸級以上大型巡邏船。然而，中國大陸海洋局計畫

後數年，東亞海洋的緊張和爭端不太可能消逝，為

到2015年底前，建造36艘中型和大型巡邏船，其中

「『警』備競賽」和「海上執法博弈」拉開新階段

包括7艘1,500噸級巡邏船，加上整合併入的他部門

的序幕。

巡邏船，屆時大型巡邏船總數將趕上日本海上保安
廳的數量。 19另外，中國大陸海洋局重組後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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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聯合國

國際海事組織海事調查章程
與臺灣的海事調查體制（上）
Examining the U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and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ystem
(Volume I)
文｜陳彥宏、林倉玉、于惠蓉
Article｜Chen Yen-Hung, Lin Chang-Yu, Yu Hui-Jung

摘要
臺灣進出口貨運量之99.1%以海運為之，然
臺灣海域每年平均卻有263.8起海事案件發生，因
此，如何透過海事調查的手段，研擬降低海事事
故之風險，提升海運安全，維護海運經濟之命脈，
是我們海洋臺灣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為確保全球
海事安全，國際海事組織制訂了「海事調查章程」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並已於2010年1月
1日生效，各國亦已相繼建立海事調查制度以為因
應。反觀我國，只聞交通部「將依照國際海事組織
(IMO)2008年海事調查章程相關規定，由交通部航
港局擔任獨立調查專責機關」之聲明，未見海事調
查實質規劃與法律規範。因此，本文即從海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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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99.1% of Taiwan’s import and export cargo
by shipping at sea, there is an average of 263.8 maritime
incidents occurring yearly in Taiwan’s surrounding waters.
Thus, it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ocean Taiwan to reduce the risk
of maritime incidents, to improve shipping safety, to maintain
the shipping econom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means
of maritime investigation. To ensure global maritime safet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since
promulgated the “Casualty Investment Code”, which has
entered into effect as of January 1, 2010, while countries
have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ystem consequently. Contrarily, in Taiwa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only announce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2008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will act as the
special agency in charge of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章程規範與我國海事調查制度之差異分析，初探我
國海事調查體制之問題及應有之方向作為，期供海
事調查相關單位之參考。

一、前言
依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2012
年海運回顧報告（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2）資料顯示1，海洋運輸占約80%的全球貿易總
量、70%的全球貿易總值。相對的，海運對於四面
環海的臺灣而言，其重要性更不可言喻。據交通部
2012年「中華民國進出口貨品運保費統計報告」資
料顯示，海運占臺灣進出口貨品運量的99.1%。因
此，海運的安全，實可以說是臺灣經濟命脈的最基
本要件。
依據交通部2012年的「交通統計要覽」資料，
2012年臺灣各港進、出港船舶達71,934艘次，復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12年「漁業統計
年報」顯示，臺灣的漁船、筏數量達23,159艘。據
此，不難體會，雖是寬闊的海洋，卻存在著複雜的
海上交通模式，也相對的潛藏著不可預知的風險。
經彙整1993-2012年各港及交通部的海事統計

but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planning or legislation are not
conducted accordingly.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s in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the right act
by conducting a differential analysis between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and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ystem,
in anticipation to present references to pertinent maritime
authorities.

I. Foreword
The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2012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1 revealed that around 80% of global trade
by volume and over 70% by value is carried by sea.
Comparatively, shipping by sea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Taiwan since it is surrounded by ocean. The
“Statistical Report on Import/Export Cargo Transport Insurance
Premium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leas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2012 showed that 99.1%
of Taiwan’s import/export cargo was shipped by sea. Namely,
the safety of shipping commands a rudimentary importance as
Taiwan’s bloodline.
Data in the “Summary of Transport Statistics” releas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 2012 showed
that there were a total of 71,934 vessel voyages entering and
exiting from Taiwan ports, and the “Fisheries Statistics Annual
Report” announced by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the Executive Yuan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total of 23,159 fishing ships and rafts in Taiwan. Based on this,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rather complex
maritime transport means despite the vast seas and there are

年報資料發現，臺灣海域每年平均發生263.8起海

also the potential, unpredictable risks.

事案件。平均每年船損114.0艘、船沉39.5艘、受

Upon compiling all the maritime statistical annual
report data of ports and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rom 1993 to 2012,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an average of 263.8 maritime incident cases in
Taiwan’s adjacent seas each year. On average, there are
114.0 ships that have been damaged every year, 39.5 ships
involved in shipwreck, 20.5 crews injured, 37.7 crews missing,
32.8 lives lost (refer to Tables 1 and 2 for details). When faced
with the figures, there is room for reflection in terms of Taiwan’s
sophisticated society,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concerned,
and also cause for improvement by public anticipation.

傷20.5人、失蹤37.7人、死亡32.8人（詳如表1、
2）。這樣的數據，對於社會、經濟、科技都已達
到相對高水平的臺灣而言，是有其應檢討之處，也
是有其被期待應積極改善之處。
《詩經•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為
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丹麥諺語亦云：「災
難中無所得，才真是難中之難（A catastrophe that
pleases none is really bad.）」2，聯合國國際海事
組織在2011年11月通過的A.1054(27)「2011年履行
國際海事組織強制性法令文件規則（Cod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datory IMO Instruments,

In the Book of Odes, segment Xiaoya, section Heming, it
says,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mirrored from a different peak,
and there is something to polish the jade with using stones from
a different peak.” A Danish proverb also says: “A catastrophe
that pleases none is really bad2.” UN IMO has in November of
2011 sanctioned the A.1054 (27) “Cod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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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通部門1993-2012海事案例事故類型統計彙整

Table 1 Statistics on maritime cases by incident type compil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rom 1993 to 2012
與其他物
觸礁或
碰撞
擱淺
碰撞 Collision
失火
Grounded
Collision
with
Fire
or
other
breached
objects

機器
非常
絞擺
爆炸
洩漏
傾覆
故障
變故
Rudder
Explosion Leakage Tilting Mechanical Extraordinary entanglefailure
incident
ment

年
Year

合計
Total

1993

299

69

-

19

20

0

9

4

102

9

6

61

1994

280

87

-

21

14

1

13

4

74

6

4

56

1995

214

53

-

23

18

0

5

5

68

3

4

35

1996

301

65

-

25

23

1

13

14

106

0

3

51

1997

306

68

-

32

21

4

5

3

119

7

6

41

1998

295

66

-

22

19

0

14

4

101

14

8

47

1999

315

77

-

29

36

2

11

6

91

11

3

49

2000

287

74

-

19

28

0

16

6

76

7

9

52

2001

276

52

-

15

20

2

18

8

61

13

5

82

2002

254

42

-

16

26

2

11

3

67

2

5

80

2003

276

51

-

17

33

0

11

0

81

17

-

66

2004

288

57

-

15

29

0

18

2

94

8

-

65

2005

313

67

-

29

28

0

15

9

95

9

-

61

2006

238

48

-

20

17

3

13

5

63

6

-

63

2007

235

40

-

19

26

0

5

5

65

8

-

67

2008

229

61

-

30

20

1

7

10

45

4

-

51

2009

221

49

-

28

20

0

5

3

60

3

-

53

2010

250

77

-

21

22

0

1

3

80

6

-

40

2011

233

47

15

19

12

5

2

6

69

9

-

49

2012

166

36

13

11

6

1

4

6

32

4

-

53

小計
Subtotal

5276

1186

28

430

438

22

196

106

1549

146

53

1122

平均
Average

263.8

59.3

14.0

21.5

21.9

1.1

9.8

5.3

77.5

7.3

5.3

56.1

0.53%

8.15%

8.30%

0.42%

29.36%

2.77%

1.00%

21.27%

百分比
100.00% 22.48%
Percentage

3.71% 2.01%

其他
Other

60.7起23.01%*
23.01% at 60.7*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歷年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要覽：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案件
註：2003年起交通部刪除絞擺類統計分類；2011年起交通部區分碰撞為船與船碰撞以及船與其他物碰撞。
註*：合併船與船碰撞以及船與其他物碰撞計算百分比。
Source: The study sorting the history summary of transport statistics of the ROC; the maritime cases at Taiwan’s various
harbor bureaus.
Note: Starting in 2003,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s since deleted rudder entanglement
statistics; starting in 2011,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s begun to classify collision into shipand-ship collision and ship-and-other objects collision
Note*: The percentag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mbined figures of the ship-and-ship collision and ship-and-other
objects 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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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交通部門1993-2012海事案例人員傷亡及船體損害統計彙整

Table 2 Statistics on maritime incident cases’ personnel injuries and ship hull damage compiled
b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rom 1993 to 2012
人員傷亡（人）
Personnel injury and casualty (persons)

損傷
Damage
年
Year

船員
Crews

船體損害（艘）
Ship hull damage (ships)

旅客
Passengers

船體損害
Ship hull damage

受傷
Injured

失蹤
Missing

死亡
Casualty

受傷
Injured

失蹤
Missing

死亡
Casualty

船損
Ship damage

船沉
Shipwreck

1993

7

-

54

-

-

-

137

41

1994

13

-

32

-

-

-

153

43

1995

4

-

30

-

-

-

95

39

1996

8

-

75

-

-

-

142

35

1997

6

-

15

-

-

-

143

19

1998

7

-

42

-

-

-

120

40

1999

13

-

44

-

-

-

133

68

2000

10

-

112

-

-

-

142

64

2001

50

-

36

-

-

-

105

44

2002

13

-

29

-

-

-

81

41

2003

15

35

12

-

-

-

126

44

2004

20

18

23

1

2

1

129

46

2005

11

43

15

75

2

6

146

68

2006

19

25

12

0

2

1

124

41

2007

17

29

21

2

0

1

94

33

2008

33

52

18

1

0

0

90

38

2009

12

73

13

0

0

2

94

23

2010

7

26

13

0

0

1

57

28

2011

12

45

21

34

4

11

74

18

2012

19

21

15

0

0

1

95

16

小計 Subtotal

296

367

632

113

10

24

2280

789

平均 Average

14.8

36.7

31.6

12.6

1.1

2.7

114.0

39.5

平均* Average*

20.5

37.7

32.8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歷年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要覽：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案件
註*：合併船員與旅客計算平均百分比
Source: The study sorting the history summary of transport statistics of the ROC; the maritime cases at Taiwan’s various port
administration bureaus.
Note*: The percentag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mbined figures of the ship-and-ship collision and ship-and-other
objects coll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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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1 ） 決 議 案 有 關 船 旗 國 調 查 （ F l a g S t a t e
investigations）中也清楚載明有關船旗國對於海上
事故或海洋汙染事故應進行調查的原則與要點。

二、國際海事組織的海事調查章程
有關海事調查的法源基礎，在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UNCLOS）第94 條（船旗國的義務）第 7 項
規定：「每一國家對於涉及懸掛該國旗幟的船舶在
公海上因海難或航行事故對另一國國民造成死亡或
嚴重傷害，或對另一國的船舶或設施、或海洋環境
造成嚴重損害的每一事件，都應由適當的合格人士
一人或數人或在有這種人士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調
查。對於該另一國就任何這種海難或航行事故進行
的任何調查，船旗國應與該另一國合作。」 3 即以
敘明。
在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方面，在海
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 - Regulation 1/21）、
載重線公約（Loadline - article 23）、防止船舶
污染國際公約（MARPOL - article 8, 12）、航海
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STCW reg I/4, I/5）、國際漁船安全公約（Torremolinos
Convention）、關於油汙染損害在公海行駛干涉國
際公約（Intervention Convention）以及在相關的決
議案以及章程或通函中均明確宣示，每一政府機關
應保證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相關規定履行對其任何船
舶的任何事故進行調查的義務。
在國際勞工組織（ILO）方面，在防止海
員事故公約（Convention No. 134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o Seafarers）、商船最低標準公約
（Convention No. 147 Convention concerning
Minimum Standards in Merchant Ships）、預防海
員事故建議案（R142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o
Seafarers）、國際海事勞工公約（MLC 20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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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ndatory IMO Instruments, 2011,” which provides a
resolution concerning flag state investigations and also clearly
states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that flag state maritime
incident or ocean pollution incidents shall be investigated.

II.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With regard to the legal basis of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s stipulated under Paragraph 7, Article 94 (Duties of the flag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Each State shall cause an inquiry to be held by or
before a suitably qualified person or persons into every marine
casualty or incident of navigation on the high seas involving
a ship flying its flag and causing loss of life or serious injury
to nationals of another State or serious damage to ships or
installations of another State or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flag State and the other State shall cooperate in the conduct
of any inquiry held by that other State into any such marine
casualty or incident of navigation3.”
In term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convention – Regulation 1/21, the Loadline Convention –
Article 23,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 Articles 8 & 12, the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Convention (STCW) – Regulations 1/4 and 1/5, the
Torremolinos Con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Convention,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codes and general letters all have clearly
announced that every government body shall guarantee that
it would honor its obligation in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on
any inc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IMO stipulations.
In te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Convention No. 134 –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o Seafarers, Convention No. 147
– Convention concerning Minimum Standards in Merchant
Ships, R142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ents to Seafarers,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bor Convention (MLC) 2006 have all stipulated that
each state conducts a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on any severe
maritime incident or personnel injuries caused by a flag state
ship.
To avoid maritime incidents from recurring and to
ascertain the cause of maritime incident, as well as devising
necessary safety recommend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since 1968 motioned through the
A.173 (ES.IV) maritime investigation resolution to separately
adopt and implement relevant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resolution., Through merging, supplanting and develop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has on May 16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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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敘明各國應對涉及其懸掛旗幟之船舶所導致之
人員傷亡之任何嚴重海上事故展開官方調查。
為避免海事事故再度發生及確認事故之發生
原因並作出安全上之必要建議，國際海事組織自
1968年通過A.173（ES.IV）海事調查決議案起，
分別採納施行相關海事安全調查決議案，經合併、
補充、發展，國際海事組織於2008 年 5 月 16日
採納的 MSC.255（84）號決議案「海上事故和事
件安全調查國際標準和推薦做法章程」（Cod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a Safety Investigation into a Marine
Casualty or Marine Incident）簡稱「海事調查章
程」（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4。國際海事
組織海事安全委員會也將本章程納入國際海上人命
安全公約（SOLAS第XI-I/6條）5，使該章程成為強
制性的規定，並於2010年1月1日生效實施，為海上
事故和事件的調查與分析提供了明確的法律框架。
海事調查章程分有三個部分，其中第I部
分（General provisions一般規定）及第II部分
（Mandatory standards強制性標準）屬強制性規
定，第III部分（Recommended practices推薦做法)
則屬推薦性的指導與解釋。值得一提的是，海事調

2008 adopted the MSC.255 (84) resolution – the “Cod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a Safety Investigation into a Maritime Casualty or Maritime
Incident” (short for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4. The IMO
Maritime Safety Board has also streamlined the code into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 under article XI-1/65, making
the code as a mandatory regulation, which also entered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st of 2010 and provided a clear legal
framework for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maritime casualty or
maritime incident.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contains three
segments, which are Segment I – the general provisions,
Segment II –mandatory standards pertaining to the mandatory
regulations, and Segment III – the recommended practices
pertaining to recommended guidance and interpretation.
Noteworthy,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has introduced
the independent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mode and
the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it defines the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s made for the main purpose of preventing
incidents from reoccurring.
In which, the mandatory regulations stipulated that each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shall be independent from civil,
criminal and penal-based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world countries need to guarantee that the investigators are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fairly and objectively without bias
or interference from persons or organizations of interest.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s mandatory standards present a
few demands, which are:
1. It mandates that all flag states 6 are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n major maritime casualty (i.e. casualty,
shipwreck, maj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like).

查章程引入了獨立的「海事安全調查」模式，其所
定義的海事安全調查，乃是以防止事故再次發生為
主要目的之調查。
其中強制性標準規定海事安全調查應獨立於民
事、刑事和以處罰為目的的行政調查，並要求各國
要保證調查人員進行公平、客觀的調查，不被任何
可能受調查結果影響之人員或組織的干涉。海事調
查章程的強制性標準提出了幾項要求，包含：
1. 強制要求船旗國（Flag State）6必須對所有
重大海事事故（如死亡、船舶全損、重大環
境污染等）進行調查。

59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雙月刊 2 0 1 3 . v o l . 6 6

2. 船 旗 國 應 與 其 他 具 實 質 利 益 國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7協商實施
海事調查。
3. 所有實質利益國都須盡力配合海事調查國；
海事調查國也應盡可能為實質利益國家提供
參與調查的機會。
4. 海事調查國應將重大海事事故的正式調查報
告提交予國際海事組織。
5. 海事調查國應將正式海事調查報告向公眾與
業界公開。
海事調查章程第III部分推薦做法方面，強調安
全調查的目的僅在於保障海上安全，而非追究責任
或進行處罰。該規則所以強調海事安全調查的獨立
性原則，係因部分國家的海事調查工作是由制定並
執行法規的機構在執行海事調查工作，而在非由完
全公正、獨立的機構執行下，恐導致海事調查結果
不能完全公正，有些因素或肇因可能將因此而忽略。
海事調查章程之推薦做法，述明了安全調查單
位的責任，並確立了「獨立自主」、「注重因果關
係」、「調查優先」、「安全調查範圍」及「國際
合作」等六項調查的基本原則；另就「海事事故和
意外事件調查（除重大海事外）」、「船旗國與個
別實質利益國進行協議時應考慮因素」、「非法干
擾行為」、「通知各方當事人啟始調查」、「統籌
調查」、「證據收集」、「資訊保密」、「證人與
當事人保護」、「初稿與最終報告」及「海事案件
重啟調查」等項，分章給予指導性建議。

2. A flag state and the other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7
shall negotiate and implement maritime investigation.
3. All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are to exert their best
efforts to support the flag state’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the maritime-investigating flag state also need to avail
opportunity for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4. The maritime-investing state shall present a formal report
of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5. The maritime-investing state shall disclose the formal
maritime investigation report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ndustry operators.
In terms of the recommended implementation set forth
under Segment III of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it
emphasiz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safety investigation rests
on safeguarding maritime safety, rather than pursuing the
liability or issuing penalty. The independent principle behind
this rule’s emphasis on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stems from
some countrie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work being conducted
by the agency that promulgates and enforces the law, rather
than by a completely fair and independent party, which might
result in depriving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as certain factors or
causes might be overlooked as a result.
The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recommended
approach explains the safety investigation entity’s responsibility
and also ascertains the six basic investigation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emphasizing on the cause and effect
correlation”, “safety investigation scop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reover, it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on
“maritime incident and accidental incident investigation
(except critical maritime incidents),”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conducting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flag
state and the substantially interested states,” “illegal disruptive
behavior,” “notifying all concerned parties at the onset of
an investigation,” “streamlining the investigation,” “evidence
gathering,”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ity,”, “witness and relevant
persons’ protection,” “initial draft and final report” and
“maritime case reinvestigation.”

III. Taiwan’s maritime investigation status

三、臺灣的海事調查概況
為了因應各種災變的狀況減少災害發生防止災
害擴大，我國的「災害防救法」第22條規定要求各
級政府平時應依權責實施之減災事項包括了「災害
潛勢、危險度、境況模擬與風險評估之調查分析，

60

To mitigate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situations and
to prevent the disaster from spreading, Article 22 of Taiwan’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Act” stipulated that various
tiers of governments implement mitigation measures, which
include “investigation of disaster potentials, hazardous degree,
situation simulation and risk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of results
as applicable.” However, Paragraph 4 of Article 22 stipulated
that the “Air, Maritime, Land transportation Incident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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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時公布其結果」的要求；然而依其第22條第4
項規定所訂定的「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災害潛
勢資料公開辦法8」卻多屬陸上交通事故災害潛勢資
料公開內容及程序之規定，針對空難及海難部分則
僅有第3條：「空難及海難不具特定災害區域、危
險度及發生潛勢，得不辦理災害潛勢公開資料。」
其他則闕如。然而，在空難領域部分，依據「飛航
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自2012年5月20
日起「行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已正式成為獨
立調查機關，補足空難災害預防的一部份缺口，同
時也接軌國際9。
在海難、海事事故之領域裡，國內並不存在如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的獨立安全調查機構，但
包含航港局、海巡署、漁業署及海軍司令部等單位
在執行業務中，均不同程度的扮演有「海上事故」
行政調查的角色。這些機關在極其有限的經費、人
力與資源下，各自辦理著含括「海事報告管理」、
「事故調查」、「海事評（復）議」、「案件分類
統計」、「行政裁處」、「案例報告彙編公告」及
「安全建議發布」等領域行政作為。而由交通、海
巡及漁業部門所進行的調查或統計，常因三者立場
與權責不同，不利於彙整進行整體分析與運用，殊
為可惜。此外，在未建置海洋專責機構及缺乏法源
支持下，不可否認的是，國內在海事事故調查上缺
乏整體規劃，實難以執行系統性分析作為與後續延
伸性處置。這個缺憾，實關係著國家防災及海事安
全政策的成敗。
檢視國內海事調查現況，作為海難事故之預
防、應變及復原重建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交通部」，曾於2012年11月2日新聞稿指出：
「將依照國際海事組織（IMO）2008年『海事調
查章程』相關規定，由交通部航港局擔任獨立調查

Trend Data Disclosure Measures 8” would largely pertain to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content and procedure for disclosing
land traffic disaster trend data, while only Article 3 specifically
addresses air distress and maritime incidents, which stated that
“Air and maritime incidents that do not cover a specific disaster
area, hazard level and occurring trends may forego offering
the disaster trend disclosure data” with little else pertaining to
the subject. Nevertheless, for air distress incidents, the “Flight
Safety Investigation Board Organization Act” stipulated that
the “Aviation Safety Council, Executive Yuan” has formally
become an independent agency on May 20th of 2012, which
replaced part of the deficiency in the air distress incident
prevention and to link international practices9.
For maritime distress and maritime incidents, although
there has not been an independent safety investigation party,
such as the “Aviation Safety Council” in Taiwan, government
entities, such as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the Fisherie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aval
Commanding Headquarters all play a role in the “maritime
incident”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to varying degrees in
their enforcement operations. Curtailed by limited funding,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hese government agencies initiate
their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implementation in the area
of “maritime report management,” “incident investigation,”
“maritime evaluation (reassessment),” “case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administrative rulings,” “case report compiling
and announcement,” as well as “safety recommendation
announcement.” While the investigation or statistics conducted
by the Transportation, Coast Guard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s
tend to vary due to the stance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three
entities, it is deemed unfavorabl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an
overall analysis and utilization. Furthermore, in the absence
of a special maritime authority and the lack of legitimacy,
it remains undeniable that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in Taiwan’s maritime incident investigation, which
renders it difficult to devise a systematic analysis in support of
subsequent responses. The deficiency, in fact, hinges on the
overall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nation’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ritime safety policy.
By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omestic
maritime investigation,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at acts as the central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charged with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s, maritime incident prevention, response, recovery
and rebuilding has pointed out in the November 2nd of
2012 press release that “It will mirror relevant stipulations set
b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2008 “Casualty
Investigation Code” by establishing the Maritime and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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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關」 10；經查交通部航港局辦事細則之第16
條，確實已律定該局各航務中心掌理包含「海事案
件之調查處理」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航港局為行政機關，係依我國
行政程序法立法基本精神，本「職權進行主義」 11
與「職權調查原則」 12，在兼顧「當事人參與」及
「行政效能」原則下，執行機關權責；經檢視交通
部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101年12月草案版）第
肆編第一章「海事調查及評議」所列作業規劃，

Noteworth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as an
administrative agency, under Taiwan’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ode’s rudimentary legislative spirit, is to uphold
“its empowerment progressivism 11 ” and “empowerment
investigative principle12”, and duly addressing the “concerned
parties’ particip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o
execute the agency’s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By examining
the operational planning enlisted in section four, Chapter I of

略以：
一、海難災害發生後，各地區航務中心就所轄水域
進行海事調查，並要求依《船員法》第66條規
定作成海事報告及辦理海事報告簽證。
二、各地區航務中心應依海事報告規則規定對肇事
船舶進行海事調查，並查明海事發生之原因送
交相關單位檢討改善，以避免再度發生類似
海難。
三、重大海難事件涉及相關船舶或船員責任者，應
依海事報告規則及海事評議小組設置及評議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海事調查及評議。
四、各海難案件當事人如不服航港局海事評議小組
所作評議，應於收到海事評議書之日三十日
內，向航港局申請重新評議。
就其企圖與整體規劃而言，主管單位確實朝向
以調查為主的制度邁進一步，很值得鼓勵，但欲以
行政調查兼容安全調查，本質上存在著基本價值的
衝突，事實上就法制面而言，我們可以有相當多選
項，例如，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屬二級機關
13

的交通部與三級機關的航港局 ，在擔任「獨立調
查機關」的目標操作上，是可依法另設掌理調查的
單位 14，與現有評議制度進行區隔；或如另外立法
成立一獨立機關 15，以拉高其位階層級；又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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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o act as an independent, special, investigation agency10”,
Yet, due to verification, it showed in Article 16 of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mplementation Details have already
defined said bureau’s various port administration to include the
“maritime case investigation and response” measure.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aritime disaster rescue
operational plan (the Dec. 2012 draft bill), which excerpts:
I. At the onset of a maritime disaster, various regional
flight administration centers are to conduct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on its jurisdiction water, and provide
a maritime report and verify the maritime report
authentication per demands set forth under Article 66 of
the “Ship Crew Act”.
II. The various regional flight administration centers shall
conduct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on shipwrecked vessels
in accordance with stipulations set by the Maritime Report
Rules, and also investigation the cause of a maritime
incident, which is to be forwarded to relevant entities
for review and improvement to avoid similar maritime
incidents from reoccurring.
III. Major maritime incidents involving ship or crew liability shall
have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stipulations provided by the Maritime
Report Rules and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Team Installation
and Evaluation Guideline.
IV.The concerned party of a maritime incident, when
contesting the evaluation made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s maritime evaluation team, shall apply for a
reevaluation with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within a
thirty-day period upon receiving the maritime evaluation.
In terms of the intention and overall planning, the
compet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have indeed moved
forwarded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based system, which
is worthy of encouragement. However, to combine the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with safety investig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contain a conflict in basic value, and in fact on
legal ramifications, we could have many good options, such

於無害通過的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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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機構 16，使安全調查工作運作更具效率與
彈性。需進一步說明的是，此論述並非將評議中的
海事調查業務劃分出去，而是將安全調查部分獨立
執行，並不變更評議中原存之監理、行政調查及航
行安全建議發布等執掌功能；是以當事故發生時，
監理行政調查應是與安全調查工作平行進行。
（本文作者分別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航運技術
系副教授兼海事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航運管理學研究所研究生、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航運管理系副教授）

a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as a
second-level agency and the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13
as a third-level agency, per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Rudimentary Organization Law. In the obj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cting as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agency,” it is permissible to set up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body14
as permitted by law, which can segregate from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or by setting up an independent agency15
through separate legislation, which elevates its ranking level.
Launching of such an administrative incorporated entity 16
will bring more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to maritime safety
investigation work implementation. What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ained is that the assertion has not been to subdivide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 operation being evaluated, but to
have the safety investigation run independently and none of
it alters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or navigational safety recommendation announcement the
agency is empowered to do. Thus, at the onset of an incident,
the mandated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the safety
investigation work are progressing in parallel.
(The authors of the thesis are respective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hipping Technology,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and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graduate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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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a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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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to a marine casualty or

境)；或(4)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的後果對其

marine incident (Casualty Investigation

或其有權行使管轄權的人工島嶼，裝置，

Code), adopted on 16 May 2008, enters

或結構造成，或威脅造成嚴重損害的國

into force 1 January 2010, MSC 84/24/

家；或(5)海上事故造成其國民死亡或嚴重

Add.1, IMO; MSC-MEPC.3/Circ.2, Code

受傷的國家；或(6)具有海上安全調查國認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為對調查有用的重要信息的國家；或(7)海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a Safety

上安全調查國認為因其它原因而涉及其利

Investigation into a Marine Casualty or

益的國家。

Marine Incident, 13 June 2008, 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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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災害潛勢資料公

5. Resolution MSC.257(84), Adoption

開辦法，中華民國98年6月19日交通部交

of amendments to the international

路字第098008503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7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1974, as amended, adopted on 16 May

9. 行 政 院 依 民 國 8 7 年 3 月 2 3 日 發 布 之 「 航

2008, enters into force 1 January 2010 -

空器飛航安全委員會組織規程」，設立

gives effect to MSC.255(84) para 2, MSC

「航空器飛航安全委員會」，民國90年5

84/24/Add.1, IMO.

月23日發布「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組

6. 船旗國一般有兩種：一是在船舶所有者的

織規程」，更名為「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

本國登記，懸掛本國的國旗，因而受該國

會」；為有效發揮調查機關所需具備之獨

法律的管轄和保護；一是在船舶所有者所

立性及公信力，配合政府組織再造計畫，

屬國家之外的國家登記，取得登記國的國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於100年

籍，懸掛該國國旗，受該國法律管轄和保

10月28日於立法院完成三讀，並於 100

護。船旗是表明船舶國籍的標誌，因此各

年11月14日公布，101年5月20日「飛航

國政府對懸掛本國國旗航行的船舶均有船

安全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為獨立機關。飛

舶登記程序和取得國籍所具備條件的規

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掌理包括：「飛航事故

定。

之通報處理、調查、鑑定原因、調查報告

7. 有實質利益的國家係指：(1)涉及海上事故

及飛航安全改善建議之提出」、「國內、

或海上事件的船舶的船旗國；或(2)涉及海

外飛航事故調查組織與飛航安全組織之協

上事故或海上事件的沿岸國；或(3)環境受

調及聯繫」、「飛航事故趨勢分析、飛航

到海上事故嚴重或重大損害的國家(包括

安全改善建議之執行追蹤、調查工作之研

其根據國際法得到承認的水域和領土的環

究發展及重大影響飛航安全事件之專案研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究」、「飛航事故調查技術之能量建立、

13.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6條「行政機關

飛航紀錄器解讀及航機性能分析」、「飛

名稱定名如下：一、院：一級機關用之。

航事故調查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止」及

二、部：二級機關用之。三、委員會：二

「其他有關飛航事故之調查事項」等。

級機關或獨立機關用之。四、署、局：三

10. 交通部2012年11月2日「整體檢討海事復

級機關用之。五、分署、分局：四級機關

評議制度」新聞稿：交通部航港局成立

用之。機關因性質特殊，得另定名稱。」

後，經整體檢討海事評復議制度後，依照

14.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7條「一級機

國際海事組織（IMO）2008年「事故調查

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得依法設立掌

規則」相關規定，由交通部航港局擔任獨

理調查、審議、訴願等單位。」

立調查專責機關；對於當事人收受海事評

15.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4條「下列機關

議書後，發現足以影響評議小組決議之新

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

事證者，以申請海事案件重新評議整合納

令定之：一、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

入原復議制度；交通部航港局海事評議小

機關。二、獨立機關。前項以命令設立之

組代表並納入原「交通部海事復議委員會

機關，其設立、調整及裁撤，於命令發布

組織規程」及「臺灣地區各港務局海事評

時，應即送立法院。」

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委員，以充分整合原

16. 行政法人法第1條「為規範行政法人之設

海事案件之評議及復議委員會功能。http://

立、組織、運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

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

項，確保公共事務之遂行，並使其運作更

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

具效率及彈性，以促進公共利益，特制定

jsp&dataserno=201211020011, accessed

本法。」、第2條「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

on 25 October 2013.

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

11. 「 行 政 程 序 之 發 動 與 終 結 ， 原 則 上 依 行

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

政機關職權決定，不受當事人意思之拘

設立之公法人。前項特定公共事務須符合

束。」羅傳賢，行政程序法論，五南圖書

下列規定：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

出版公司，2004年9月，57頁。

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

12. 「行政行為之合法性與人民權益之保障，

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

以行政機關能充分掌握正確之事實為前

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行政法人應

提，除法律特別規定外，應依職權調查

制定個別組織法律設立之；其目的及業務

事實，不受當事人陳述或提出證據之拘

性質相近，可歸為同一類型者，得制定該

束。」同前註。

類型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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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動念依然可 以 快樂
—了解並管理你的情緒
文｜鍾玉蓮

阿偉一大早就突然驚醒，一看鬧鐘竟然要遲到

但情緒管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代文人

了，想起昨晚為了今天的工作報告焦慮了一個晚

蘇東坡雖然有個方外之交「佛印禪師」，向其學習

上，現在卻又睡過頭，完了！他想，一會兒一定被

佛法及禪學，修身養性，但起心動念之間情緒仍然

長官罵慘了，匆匆忙忙起身，趕緊出門，為了趕時

可能恣意妄為。有次蘇東坡修禪定日漸有了功夫，

間卻一不注意闖了紅燈，哪知平時這兒從沒出現過

一次出定後，喜孜孜地寫了一首詩：「稽首天中

的警察先生，卻突然冒出開了張紅單，阿偉情緒真

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的糟透了∼擔心、焦慮、生氣、自責...，他已經分

立刻差書童過江，送給佛印禪師，讓他評一評自己

不清楚到底有哪些情緒了∼∼

的禪定功夫如何？佛印禪師看過後，莞然一笑，

很多人都有過心情糟了又糟的經驗，從上面的
例子也可以發現人的情緒果真是快速改變且複雜，
容易受到外在事物的影響。但生活中卻又經常有許
多不如意的事發生著，誠如所說：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甚至有人還說：不只八九。新聞也經常出現
情緒失控這類的報導：一位婦人因與男友口角而想
不開，一時情緒失控，以刀刃插肚，長4、5公分的
刀刃幾乎沒入肚子裡；一名沉迷電腦遊戲的24歲年
輕爸爸，不堪九月大兒子哭鬧，竟持針狀物狠心刺
了28針，甚至還毆打兒子頭部，結果送醫不治；
新北市一名員警，常因勤務狀況不佳，屢遭主管斥
責，結果情緒失控對所長怒吼，並掏槍對天花板連
轟四槍，後依毀損、公共危險罪及違反【警械使用

順手拈來一枝紅筆，即在蘇東坡的詩上寫了兩個斗
大的字：「放屁」，再交給書童帶回。蘇東坡本料
想佛印會給他諸多的讚美，怎知，一看回信中竟是
斗大的兩個紅字「放屁」，不由得火冒三丈，破口
大罵：「佛印實在欺人太甚，不讚美也就罷了，何
必罵人呢？我非立刻過江與他理論不可！」誰知佛
印禪師早已大門深鎖，出遊去了，只在門板上貼了
一付對聯，上面寫著：「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
江。」蘇東坡看後深覺慚愧不已，自嘆修行不如佛
印遠矣！上面這則故事就說明了我們經常以為自己
已經改變了、已經更沉穩了、可以船過水無痕，卻
發現其實不然，情緒管理是需要時時覺察、提醒與
修正的功課。

條例】移送法辦。這些案例正說明了生活中很多人

除此之外，新聞案例也提醒了我們，情緒管理

都不會處理人際關係、感情問題、情緒困擾等，而

與我們的生活幸福、快樂與成功息息相關。因為他

造成了自己或別人的遺憾。

不只影響著我們的健康（新聞報導，澳洲科學家證

66

法】 ，如何管理或涵養我們的情緒，是每個人
提到五項最危險的事，其中的「忿速可侮」指
到五項最危險的事，其中的「忿速可侮」指
一起相處）…。
容易被刺激而怒髮衝冠，壞了大事
緒管理的能力，一個性子暴躁的人，受不
們的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我們都喜歡與
、喜歡自己、對世界充滿善意及情緒穩定
的。下面有一些方法及提醒，希望大家用
，能夠嘗試應用在生活當中，相信應該會
）；更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實，情緒壓力確實會讓人生病）；也影響我們的生

三、正向思考法

涯成就（一般認為，從老闆到員工，從戰場情場到

情緒管理一個治本的方法是正向思考，指的是

職場，情緒商數的高低就定勝負，例如【孫子兵

你的信念，「信念本身可以把地獄造就成天堂也能

法】 提到五項最危險的事，其中的「忿速可侮」指
提

把天堂折騰成地獄」，因為影響你的情緒與行為反

的就是情緒管理的能力，一個性子暴躁的人，受不
的就是情

應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的想法，因此抱著感恩及

了侮辱，容易被刺激而怒髮衝冠，壞了大事
）；更
了侮辱，

更有彈性的心情看待自己及身邊的事物，會讓我們

影響著我們的人際關係及家庭生活（我們都喜歡與
影響著我

更能體會生活。倘若你經常陷入一些負面思想，

身心愉悅、喜歡自己、對世界充滿善意及情緒穩定
身心愉悅

如：我是笨蛋、我什麼事都做不好、我很失敗、

正向的人一起相處）…。
正向的人

沒有人會愛我、沒有人在乎我、每個人都會離開

因此，如何管理或涵養我們的情緒，是每個人
因此

我、我有問題、所有人都在傷害我、我無法信賴任

都要學習的。下面有一些方法及提醒，希望大家用
都要學習

何人、我將永遠孤單、我不值得擁有快樂/成功/被

心體會後，能夠嘗試應用在生活當中，相信應該會
心體會後

愛…等，出現這些不理性的想法時，我們可以使用

有助益。

下面的因應思想來幫助自己：

一、轉移調適法

○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情緒可分為原始情緒及次級情緒，對正發生在
自己身上的事做出的最初反應叫做原始情緒，例如
當別人冒犯了你，你可能立即感到憤怒。而次級
情緒就是對你的感受的感受，例如對他生氣後卻
又感到罪惡感。所以我們儘管很難控制自己的原始
情緒反應，但依舊可望學會控制你的次級情緒反應
及選擇處理情緒的方式。因此當你的原始情緒出現
快要抓狂時，可採取一些治標的方法來暫時轉移及
調適心情，例如做幾個深呼吸；或者做些事轉移注
意力，聽音樂、吃東西、看電影等；或者採取運動
法，做一些適合自己的運動，跑步、打球都好，刺
激腦內啡，穩定情緒；也可以暫時換個環境，換個
心情到郊外或書店走走；若是雙方情緒都很激動的
狀況，就建議暫時離開現場，避免雙方情緒互相激

○ 這種情況不會永遠沒完沒了
○ 現在的感受讓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可以接受他們
○ 我可以焦慮，但依舊要處理這個情況
○ 這是我可以處理恐懼的好機會
○ 我已經從過去類似的困境中熬過來，所以這次我
也能熬過去
○ 有時感到悲傷/焦慮/害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 那又怎樣？
○ 如果我想要的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思考
總之，情緒與我們形影相隨，卻又不能任他無
法無天，因此好好的了解並且照顧它、涵養它，是
讓我們生活健康、快樂、幸福的重要關鍵！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軍桃園總醫院北區心理衛生中心
諮商心理師）

盪，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二、宣洩表達法
當原始情緒出現時，除了轉移注意力，還是需
要一些發洩情緒的管道，例如書寫情緒札記；找人
傾訴或宣洩情緒；適度向當事人表達自己的情緒；
或者透過積極聆聽與體會他人的情緒而同理了對方
的立場，比較不容易情緒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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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者的呢喃∼
文、圖｜陳貴正

▲薄霧輕漫的彩田
想牽著您的手
漫步在美麗的浪漫中
請輕輕闔上眼....
聽我清唱小調
讓我們在歌聲中
迴旋在彩虹般的幻境裡
不須佳釀
依然微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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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

十一月的彩田幻境
披著滿天的星光

我來到富里的山頭
秋夜的涼風
在等待日出的煩悶中
成了最佳的好友
天光微熹之際
我才知道心急的農人
還是趕在我之前將數塊稻米收割了
雖然有些惋惜未臻完美
但那如幻境般的色彩
已讓我不自主的按下快門
決定明年春收要更早
以圓滿我追求完美的心

▲

池上黃金稻田上的奔騰雲浪
當清晨第一道曙光

遍灑金粉在結實纍纍的稻禾上
天空的雲朵也開始衝起浪來
上下呼應的絕佳美景
是我路過池上的見面禮
謝謝老天的恩賜
如果您來不及
請明年再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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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旅行
沒有人氣的風景照
雖然有點孤單
但沒有任何罣礙
心可以完全的自由
可以細細的感受
每一格色彩的涵意
每一吋土地的芬芳
再好整以暇的按下快門
收工走人
簡單、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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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

走~讓我們看雲去

天空佈滿了魚鱗片
這就是漁夫所謂的鮪魚天
山頭上斑斕的光影
與天空相互呼應著
秋天就是這麼美的季節
（鹿野高台的奇幻天空）

▲

鳥瞰池上米的故鄉
那一夜我夢見
再次駕駛戰機

在花東縱谷低空巡航
地上的阡陌良田與綠野平疇
讓我忍不住想飛的更低
向田裡收割的農人致敬
忽然間我脫離了飛機
像鳥兒般的飛翔
原來鳥的視野
竟是如此寬廣美麗
心曠神怡之際
立即拍下一張
特與好友分享
呵呵呵……人生就該有些幻想
生活才不會無趣無味
不管如何，鳥瞰大地真的十分享受喔……

（本文作者係本署前秘書室公關科中校專員，於民國96年3月1日退伍，曾任花蓮洄瀾攝影學會監事職務，
目前擔任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攝影志工老師及花蓮文化局媽媽故事團攝影班指導老師，希望透過其攝影作
品，讓人感受自然風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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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四十—稻禾
臺東縣池上鄉有一條田園小路，被譽為

文活動的家人們都決定要一起參與11月3日這一場

「天堂路」，路旁是一望無際的稻田，有著

屬於雲門與池上的盛事。就在參加的前一天新聞報

翠綠與金黃兩色相互輝映稻穗美景，這裏

導指出：「因受颱風外圍環流之影響，臺東整天下

的美更勝日本北海道美景風光，不但變

起了滂沱大雨，欲觀賞演出的文化部長龍應台等人

成金城武拍攝廣告的場景，連雲門舞集

撘乘的班機也因天雨影響，無法降落臺東機場而返

創辦人林懷民先生也深深著迷於此，

回台北」。主辦單位臺灣好基金會董事長柯文昌先

而應「臺灣好基金會」邀請，於11

生及林懷民先生考量濕滑的地板，許多的舞蹈動作

月2、3日「池上秋收稻穗藝術

無法呈現，甚至因而受傷，在考量舞者的安全的前

節」進行雲門舞集四十周年

提下，希望雲門可以取消今日的演出，但在舞者不

最新作品「稻禾」選粹的

願來自大陸、香港、新加坡、臺北及池上等兩千多

首演之地。

名觀眾失望，舞者堅持演出流浪者之歌和水月來回

就當雲門舞集
在官網公告此一
訊息後，平

饋遠道而來的觀眾。這是舞者第一次可能有受傷疑
慮下，最具挑戰的演出，也因此獲得觀眾以熱烈的
掌聲回饋，並向不畏風雨的舞者們致敬。

日喜愛觀

11月3日臺東仍是滂沱大雨，家人祈禱著老天

賞 藝

能讓這場大雨停止，我想所有的池上鄉民及觀眾心
裡都是如此期盼，就在兩點半開演前，老天爺似乎
聽到眾人的請求，雨勢驟停，雲門也立即決定依照
節目單演出。放晴後的天空開了，太陽也露出
臉來好與大家一同欣賞。當時所見到的
舞臺是雲瀑悠游的在中央山脈上圍
繞讓人感受到雲深不知處的
意境，成熟飽滿的稻穗
在微風中搖曳
成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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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的稻浪，
似乎要沖掉心靈上的
疲憊，空氣中盡是撲鼻而來
的稻香，讓人在一呼一吸中彷彿就
像嘗到了池上米般，心中滿溢著稻米的
香味。眼前看著舞者以林懷民先生用池上的泥
土、日光、風和水，以及稻米的生命輪迴為靈感所
編之舞，像精靈般的舞動著身軀，向池上農民獻上
敬意。看完了「稻禾」、「水月」及「渡海」這樣
令人感動的生命之舞後，深刻感受到舞者們的魅
力，讓我與家人都深深被吸引，也更加感謝這片孕
育及滋養我們的土地！相信未來雲門會更努力把藝

（本
文作者
任職於北
部地區巡防局
岸巡第二四大隊

文根植臺灣的精神發揚光大，讓文化美學的種子無

勤務中隊）

遠弗屆的散播到全世界。

◎ 作者與家人都熱愛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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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風情話竹塹
國慶煙火 綻風城
文、圖｜羅承昀

我是一位新竹市民，目前在南寮新竹漁港安檢

每日堅守工作任務的我，就在今年十月，得知

所服務，個人特別喜歡當地的人文風情，而南寮漁

了每年輪由各縣市負責主辦的國慶煙火活動，今年

港地處新竹市的西北邊，近年來，在政府及漁會等

將在新竹市舉辦，新竹市政府也破天荒決定在海

相關單位努力之下，不斷的擴充周邊休閒設施、娛

上施放燦爛美麗的煙火，看著大夥為了舉辦相關

樂漁業漁船碼頭及變更港區範圍釋出商業用地等

的國慶活動，想將周遭民俗風情及藝文活動展覽結

等，漸漸轉型成觀光休閒漁港，如今也是新竹新

合其中，無不挖空心思，就為了讓當日的壓軸好戲

八景之一。在這兒服務的我，最喜歡看見辛勤的漁

「國慶煙火」能在天空中，綻放它最令人讚嘆的一

民、滿載歸來的漁船及眾多的遊客，臉上滿足的笑

瞬間，為夜晚天空妝點一些豐富色彩！到了國慶當

容，就像是一幅喜悅、繁榮的畫作，加上每當太陽

日，南寮漁港突然湧入數十萬的遊客觀看海上煙

西下入夜後，映入眼簾的是明月下有如天上繁星點

火，當下千變萬化煙花朵朵綻放在南寮夜空，炫目

點漁火輝映著波波的夜浪，一股感動從心底湧出，

的雷射聲光就像齣世界名作，正在每個人的眼前上

讓執勤一天身心靈疲累的我，頓時獲得慰藉。

演著，歷時四十分鐘的演出讓我心中感動不已，我
想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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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竹塹」，於清代時易名新
台灣咁仔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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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感動平復後，翌日的南寮漁港又一如往常

事，值得讓人們細細品味。最後歡迎大家來遊玩，

般，漁民、漁船及遊客們在其中享受著生命中的美

也能來新竹欣賞新竹新八景、新竹海八景、新竹夜

好，記憶中新竹市是北臺灣文化的古都之一，蘊藏

八景等，相信你一定可以體會到新竹這塊土地上的

著豐富的歷史內涵，且擁有多元化的海岸生態，使

在地歷史與文化。

這美麗的城市充滿文化、藝術的氣息，日據時代也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岸巡第二四大隊

在這留下許多的歷史痕跡，像今日的高峰植物園、

勤務中隊）

新竹火車站、影博館內處處充滿著古老的人文故

新竹地名由來
原名「竹塹」，於清代時易名新竹，譯自曾佔居地方之平埔道卡斯族竹塹社之社名。然而清道光
竹，譯自曾佔居地方之平埔道卡斯族竹塹社之社名。然而清道光
九年（西元一八九二年）臺灣知縣鄧傳安的＜淡水廳城碑記＞卻云：「厥初環植莿竹為衛，故以竹塹
名城。」其實此城環植莿竹應自清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開始，但「竹塹」之名稱卻早已現
於明末流寓臺灣者沈光文之＜平台灣序＞以及清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郁永河＜裨海紀遊＞
之中，此外，昔日臺灣城堡多數皆有環植莿竹之情況，斷無理由偏只淡水廳城以「竹塹」為之命名。
又新竹北從桃園臺地的尾端至鳳山崎，南到香山丘陵，三面環山，僅西面海，形成一畚箕地形。一到
秋季，著名的九降風由海面吹來，通過這個狹窄地區時，風力特別強勁，又還山丘阻擋風向，使得風
勢打轉，又有「風城」之稱。

資料來源
台灣咁仔店http://www.taiwan123.com.tw/local/
//ww
//
www.
ww
w.ta
w.
taiw
ta
iwan
iw
an12
an
123.
12
3.co
3.
com.
co
m.tw
m.
tw/l
tw
/loc
/l
ocal
oc
al//
al
name03-4.htm
臺北市立圖書館線上參考服務系統問與答
http://webref.tpml.edu.tw/sp.asp?xdurl=superXD/
question_adult_01.asp&id=1823&mp=10
出處：臺灣開發故事—北部地區趙莒玲著，天衛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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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菲國冒險的日子
文、圖｜張

云

畢業前夕，最常被詢問到的問題「未來想做什

但我不氣餒，每天安排固定的學習計劃，把握每個

麼？」對於一個茫茫然的大學生，絕大部分回答不

和老師學習的機會，由比手畫腳到可以和大家侃侃

出來，而我決定面對我一直以來的惡夢「英文」

而談臺灣和中國大陸歷史，到現在，能和同學們分

及「膽量」最簡單征服二者方法就是獨自出國求

享彼此感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靠著努力才能

學。多數人覺得出國讀書一定要到歐美國家才算得

實現。回想自己在這裏的每個學習過程，尤其是同

上是遊學，而我卻選擇了東南亞國家「菲律賓」，

學在假日時，都呼朋引伴到處去遊玩，我卻選擇埋

進行三個月的學習語言之旅，多數人總是百思不得

首苦讀，因為我覺得，好不容易有了這樣的學習環

其解，問我為何我會做這樣的選擇？就一般人的了

境，在家人的全力支持與栽培下，此行在學習上，

解，菲律賓人講話口音非常重，在那裏學習語言，

要是沒有得到任何收穫，就會對不起他們，我也相

英文程度會有所提升嗎？我個人覺得，那都只是個

信接下來，在菲國所學習的，不僅僅只是語言，而

人存在的主觀意識，其實像我就讀的學校的師資，

是另一個嶄新人生的開始和更開闊的視野。

大部分都是菲律賓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平時他們都
規定學生只能用英文溝通，如果犯規次數過多，就
會被退學，而這樣的做法，也只是要學生們透過積
極態度，達成學習的目標。

如今，短暫的三個月學習，終於面臨要結束這
段菲國冒險之旅，不捨的心情油然而生，此行除了
學習語言外、也讓我學習到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及面對各國文化時應有的尊重態度，在即將

出國前，沒遇到瓶頸的我，總是這樣告訴自

離開菲國的前一刻，回想著在這裏的每個畫面，不

己：出國需要很大的勇氣。我也總是很驕傲，在無

論是走在路上的人們，或是和自己共同學習語言的

形之中忽視旁人的感覺。直到抵達這個全然陌生的

同學，他們總是用愉快的心情度過每一天，用樂觀

學習環境後，才發覺遇到的各個求學者，年齡層

去面對人生的考驗。反觀自我，平時都太習慣於家

差別極大，其中有一個年過半百的阿嬤讓我印象最

人給的一切，總是因不滿足而抱怨，或羨慕別人的

深刻，她在課堂上表現出來的學習態度和求知慾，

生活，卻忘了感恩及惜福，甚至害怕改變與受傷。

讓我自嘆不如，還有相較於年長阿媽的努力，也有

經過冒險學習洗禮後的我認為，人應該勇於突破自

其他國家學生，為了學習新語言，每次上課，都硬

我，才會真正成長，不要被這世俗的框架所侷限，

逼自己要擠出一丁點單字，那怕是一個字就好，都

也許改變的過程會感到恐懼、緊張及不安，但唯有

只是為了一天比一天更進步，至此，我也被他們所

放手一搏，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人生坦途。

激勵。於是我從零開始學習，起初稍稍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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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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菊
文、圖｜曾振洋

清晨起床，看見朝陽將昨日的寒氣蒸發成露

以前因化學肥料大量被使用在稻田上，長久下

水，滴落在自家門前的屋簷上，我眼前一片片稻田

來造成土壤的酸化等副作用，為了改善土壤及有機

中，那成熟的稻穗已漸漸被農民收割，取而代之的

含量等，及兼具綠、美化之故，則以油菜花當做稻

是一片尚未全數開花的波斯菊，未開花的波斯菊莖

田收割後的綠肥作物，後來各地政府為了美化農村

葉顏色是令人放鬆心情的翠綠，而開了花的顏色當

及市容景觀等，便鼓勵農民以波斯菊當作綠肥作

中有純白、深紅、洋紅等等。花朵外表看起來似乎

物。

很柔弱需要不時的照顧、保護它，不能讓它受到風
吹日曬及雨打，但其實它的生命力及適應力卻比一
般花卉還強，不需要肥沃土壤，只需要充足的陽光
就可以生長，也因此常在田地、野外、或安全島上
看見成簇的波斯菊迎風搖曳綻放以及蝴蝶、蜜蜂在
花朵上採蜜。
纖細莖上的花朵，在微風吹拂下就像在跳芭蕾
舞一般優雅，但如果風大了花朵便優雅隨風逝去，

波斯菊雖不是名花，但在近期卻變成各地方舉
辦花卉展覽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在一望無際的花
海世界當中各品種的波斯菊爭奇鬥艷，紅色的花朵
是嬌豔熱情的、白色的花朵是夢幻典雅。這讓我想
起了，以前家中稻田裏種植的波斯菊，面積雖不若
花海般的佔地遼闊，但卻是我心中所熟悉的景色，
看著波斯菊與晨曦、朝露在這片土地上相遇，那是
多麼美的早晨啊！

就像春天的櫻花般。如果是花莖受風，吹折倒地，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岸巡

地上的莖它會長出根深入泥土，重新發育成另一

第二四大隊勤務中隊）

株；也或許待花謝後結成種子隨風飄阿飄的自然散
播到其它地方，不久就會變成一片又一片的自然
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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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署長王進旺（左五）於擴大署務會報頒發獎牌予海
安七號演習有功人員（102.10.31）

海巡署為活絡機關氛圍，辦理第4季慶生會暨感恩嘉年華
活動（102.11.12）

海巡署參加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獲選榮譽獎，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左）頒發獎盃，尤副署長明錫（右）上臺代表領
獎（102.11.21）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左）頒授全國模範公務人員獎盃，
海洋總局高雄海巡隊隊長楊俊宜（右）獲選出席領獎
（102.11.21）

海巡署首批志願役女兵顏茜文、林姿婷及嚴宣蘭在南沙太
平島服役狀況良好，中央社主動登島採訪（102.12.3）

臺中市「小孩的家」幼兒園參訪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
總隊麗水安檢所，海巡弟兄親切講解（102.11.8）

南部地區巡防局辦理102年「征服情『海』、『巡』找幸
福」未婚聯誼活動（102.10.1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於恆春海巡營區辦理揭牌
啟用典禮（102.11.22）

海域執法

海 巡 我最

照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協助海洋總局澳底海巡
隊搬運查獲頭城籍「金００號」漁船載運未稅私菸乙批
（102.12.11）

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於基隆港西16碼
頭查獲貨櫃藏有非法私菸，數量約四十八萬餘包
（102.12.1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查獲延○輪走
私非法私菸（102.10.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於轄區查獲大批疑似大陸
黑木耳（102.11.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接獲情資，於高金碼頭發
現乙批疑似大陸走私香菇十六箱，總重約一百五十餘公
斤（102.11.1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執行「鴻O億號」遠洋運
搬船安檢勤務時，於駕駛室神壇下方密艙查獲未稅私菸
共計8600包（102.11.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發現轄區砂石遭不法
盜採，隨即前往處理，計查獲砂石約五百二十公斤
（102.10.3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司法組於花蓮溪出海口
查獲盜採砂石，計有660公斤（1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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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於新北市萬里區發現鯨
豚擱淺，立即與萬里消防分隊前往處理（102.10.13）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巡邏時發現瑞芳深澳漁港有
釣客跌落消波塊，緊急協助後送就醫（102.1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獲報有海龜於苗栗龍鳳漁
港岸際擱淺死亡，立即偕同前往協處（102.1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三豐安檢所弟兄發現擱
淺鯨豚，緊急協助搶救（102.11.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於新園鄉鹽埔漁港實施救生
救難聯合演練（102.10.2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漁福安檢所於港區沙灘發現
綠蠵龜岸上受阻，即刻協助脫困（102.10.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轄區巡邏發現港口漁船漏
油，立即佈放攔油索防堵（102.11.１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七腳川溪出海口發現
舢舨翻覆，立刻處置，並將船長救起（1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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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於新蘆
竹遊憩區發現浮屍，立即派員往協處（10.10.17）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轄區內水產試驗所發
現浮屍通報，立即前往協助處理（102.11.2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箔子寮漁會前方發現一
具男性浮屍，火速派員前往處置（102.11.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弟兄於南蚵平臺發現民
車受困，主動前往協助（102.11.1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弟兄主動挽袖捐血，熱心
公益（102.11.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與茄萣區公所共同為街
道彩繪美化環境（102.11.2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通報七星潭北
埔有女子落海，緊急前往協助送醫。（102.11.0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磯碕安檢所發現前方民
眾車輛陷入沙灘，同仁前往協助脫困（1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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