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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護能量再添利器

海巡署繼103年1月3日第一艘最大巡防救難

艦3000噸級「宜蘭艦」（CG-128）由署長王

進旺出席主持，於中信造船廠高雄旗津新高廠

舉行下水典禮後；隨後第二艘3000噸級巡防救

難艦「高雄艦」（CG-129）也於103年4月18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日假高鼎遊艇股份有限公司新高廠舉行下水典

禮，此次典禮則由海巡署常務副署長尤明錫主

持，雙艦下水儀式簡單隆重，意在象徵南北海

域執法將再添利器，為巡護及救生救難注入一

股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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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巡護能量再添利器

臨考驗，此刻更須因時制宜，隨時調整步伐，

適時增加戰力，才能應付接踵而來的挑戰。

海巡署執行強化海巡編裝之具體作為及決

心始終不變，而宜蘭及高雄艦為該署目前最大

噸級的巡防救難艦，有了它們的加入，將使我

國海域防衛巡護力量大大提升，王署長及尤副

署長在主持下水儀式時，都希望雙艦在投入海

域執法及救生救難行列後，能全力發揮應有之

效能。相信未來隨著雙艦陸續成軍，對於政府

極度重視之南海政策發展，將極具指標性意

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雙艦在各項設計上，

不僅符合節能表現，從各項建造細節上，也可

看出現今臺灣造船工業的技術，這代表著臺灣

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已具備相當之水準，相信

海巡署擁有新的執法利器，往後定能肩負維護

「藍色國土」的重責大任。

（資料來源：海巡署全球資訊網）

署長王進旺主持宜蘭艦下水典禮

海巡署表示：宜蘭艦屬於宜蘭縣頭城鎮管

轄，故命名為「宜蘭艦」，未來成軍後將配屬

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加入執行

北部海域及專屬經濟區巡防護漁及救難行列，

並負責執行「維護主權」、「保障漁權」任

務。而高雄艦為高雄地區深化南海巡護能力之

指標，故命名為「高雄艦」，未來成軍後將配

屬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負責南

部海域及專屬經濟區巡防護漁及救難任務，執

行「維護主權」、「保障漁權」工作。

由於我國海域鄰近臺菲爭議海域，無論是

過去在執行101年9月24日應處蘇澳區漁會「為

生存、護漁權」保釣護漁、102年5月9日「廣

大興28號」漁船遭菲國槍擊海巡強力護漁、7

月11日執行「海吉專案」遠洋護漁及敦訪吉里

巴斯及7月18日萬里攻堅押解「特宏興368號」

漁船涉案漁工等重大案件時，均能圓滿完成任

務。但時空環境、背景快速的變化，加上海上

犯罪事件手法越趨多元，海巡執法能量勢必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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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為鋼材及鋁合金材質船長119公尺、船寬15.20公

尺、船深8.20公尺；4部主機（採2部主機輸出至1具傳動

軸，具有雙可變螺距螺槳）雙俥雙舵、艏（艉）側推進器、

穩定翼系統、動態定位系統；最大速率24節；巡航船速15

節；續航力10,000浬；武裝配備有40快砲、20機砲、T75機

槍；高壓水槍射程可達120公尺以上；人員編制50員。

「宜蘭艦」（CG-128）巡防救難艦簡介

「高雄艦」（CG-129）巡防救難艦簡介

船身為鋼材及鋁合金材質船長119公尺、船寬15.20公

尺、船深8.20公尺；4部主機（採2部主機輸出至1具傳動

軸，具有雙可變螺距螺槳）雙俥雙舵、艏（艉）側推進器、

穩定翼系統、動態定位系統；最大速率24節；巡航船速15

節；續航力10,000浬；武裝配備有40快砲、20機砲、T75機

槍；高壓水槍射程可達120公尺以上；人員編制50員。

副署長尤明錫主持高雄艦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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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有鑑於東海情勢緊張，我國政府無不積極

關注其長期情勢發展，基此，海巡署艦船與國

軍機艦均定期於我國防空識別區及暫定執法線

內海域偵巡。而為使國人更加了解政府因應作

為，特別於103年2月17日至19日，由海巡署邀

請媒體記者搭乘巡防艦赴北方海域，進行現地

採訪與報導，使海巡與國軍執行海域維權、聯

合護漁及搜救演練之情形，能真實呈現在國人

眼前，期能以實際行動展現我國「人道救援提

供者」及「東海和平締造者」之正面形象，以

貫徹「東海和平倡議」之精神。

因應東海情勢發展

海巡、國軍強化海空

聯合巡護作為
文｜林韋呈　圖片提供|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

海巡署表示，此次海巡與國軍強化海空聯

合巡護作為演練，係由海巡2,000噸級「新北

艦」及「和星艦」擔任北方海域常態性巡護任

務，並於2月17日上午8時自基隆港出海後，即

與海軍偵巡艦進行通聯與會合，隨後共同執行

聯合巡護工作；渠等航至彭佳嶼海域時，由海

巡艦船實施20機砲、40快砲及海難搜救操演；

期間，空軍S-70C直升機亦臨空進行通聯及人

員吊掛等演練，充分展現我國政府海空聯合搜

救能力。

雙月刊2014.vol.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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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與國軍海空巡護演練情形

海洋巡防總局副總局長潘進家向媒體採訪說明巡護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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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海巡艦船結束彭佳嶼海域演練項目後，即

向北航行，持續在我國暫定執法線內海域執行

巡護任務；當巡航至我國防空識別區北界附近

海域護漁時，執行偵巡任務之空軍S-2T反潛機

及F-16戰機曾低空飛越海巡及海軍艦船上方進

行識別及通聯，顯見海巡與國軍已建立聯合護

漁機制，並證實我海、空軍在兩岸ADIZ重疊區

均正常操演，不受中國大陸片面主張「東海防

空識別區」之影響。

海巡署「新北艦」及「和星艦」巡航至我

國暫定執法線北界附近海域護漁時，一度發現

日本海上保安廳PL-120號公務船及中國大陸海

洋石油603、683號工作船於附近海域航行，縱

使氛圍極度緊張，海巡與國軍即刻展現高度警

覺性及四周環顧戒備，嗣完成春曉氣田及相關

海域執法、護漁任務後，即往南航行，最後於

19日上午6時30分返抵基隆港，全程計575浬，

歷時46.5小時。

海巡署強調，面對當前周邊海域情勢的升

高，海巡署與國防部已建立聯合護漁搜救行動

方案等機制，在既有基礎上，深化雙方合作關

係及健全國軍策應機制，俾利應處各項海域突

發事件，有效落實政府捍衛主權、維護漁權之

政策。

海巡艦船於春曉氣田環繞巡護

雙月刊2014.vol.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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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第四屆馬潭盃籃球賽紀實—

「場下汗水的重量，
決定場上表現的份量」

文｜劉家欽　圖片提供｜王立仁、海巡署籃球社

在所有體育運動項目中，籃球是最令人感

到激動、熱血奔放的，不論是行雲流水的傳切

配合、隨心所欲的胯下運球，還是百步穿楊的

三分神射，以及血脈賁張的飛身扣籃。事實

上，籃球是傳遞青春活力和展現自我的載體，

它最重要的表達就是自由而富有創造性的人

生，它豐富而鮮明的內涵啟迪著每一顆熱忱

的心。

延續著前三屆成功舉辦的經驗，海巡署第

四屆「馬潭盃」籃球賽於103年4月14日點燃

戰火。本屆賽事除了由海巡署署本部職員分組

藍、紅、黑三隊外，其所屬海洋巡防總局、北

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亦組隊參賽，

加上鄰近友軍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計有7支球

隊共襄盛舉，參賽隊數為歷屆之冠。本屆賽制

採分組循環賽制，由各隊分成二組進行比賽，

再由各組前兩名進行淘汰賽爭奪冠軍。身為海

巡署籃球社社長的王政務副署長在開幕致詞時

也勉勵在場同仁，平時就必須藉由規律的運動

來鍛鍊強健的體魄，惟有健康的身體才能確保

工作的品質，並妥善照顧家庭。

為了提振各隊士氣，在正式比賽開始前，

也分別進行了「連續罰球比賽」及「三分球大

賽」，兩項比賽最後均由北部地區巡防局張裕

樺書記獲勝，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分球大賽結

束後，冠軍張裕樺書記另與王政務副署長進行

一對一PK的會外賽，結果王政務副署長發揮穩

定精準的神射能力，以12分的高分獲勝（總分

18分），相信這個分數也將成為日後參賽選手

難以突破的「馬潭盃三分線障礙」。

開賽前，王政務副署長先與全體球員來張大合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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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海巡署第四屆馬潭盃籃球賽紀實—

「場下汗水的重量，
決定場上表現的份量」

「連續罰球比賽」及「三分球大賽」雙料冠軍

1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三分球大賽」亞軍

「連續罰球比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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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潭盃正式開打啦！精彩比賽花絮

而在團體賽部分，經過多日激烈鏖戰，最

後由署部藍隊以及代表海洋巡防總局的「淡水

漁人碼頭」爭奪冠軍。雖然署部藍隊在比賽前

段即展現強勢的攻擊火力，外線投籃及籃下進

攻頻頻得手，一度取得雙位數的領先優勢；不

過「淡水漁人碼頭」隊員穩紮穩打，始終緊咬

住比分差距，並且在下半場急起直追，終於克

服落後十餘分的困境，以2分驚險獲勝，逆轉封

王。本次馬潭盃不僅促進了海巡署同仁間的和

諧及默契，也成功擴展了與外部單位的情誼交

流，歷時四天的賽事最終圓滿、順利落幕。

「場下汗水的重量，決定場上表現的份

量。」每位球員在場上的精彩表現，全是平日

不斷苦練所得的成果。強如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也是經過無數次的練習、再練習，才

有後來的成功與榮耀。面對十月份即將到來的

中央機關員工運動會籃球賽，每位代表海巡署

出賽的球員，必須延續著本次馬潭盃的熱情，

持續努力不斷精進、超越自我。期待今年海巡

署乙、丙組代表隊都能再創佳績，為機關爭取

更高的榮耀！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勤務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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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巡人員開始進行打撈及與陸海警通聯情形

馬來西亞航空編號MH-370客機於103年3月

8日載運14國227名乘客（含本國籍女性乘客1

名）凌晨離開吉隆坡，在飛往北京途中失聯，

引發國際高度關注，越南、美國、菲律賓與中

國大陸等國獲悉後，即刻派遣人員及艦艇協助

搜救。同樣的，我國政府基於人道精神，主動

參與此次救援，總統馬英九先生下令國防部及

海巡署出動協助救援，並律定國防部海軍成功

級「田單艦」為指揮艦，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則責派巡護七號與巡護九號艦船與其相互配

合，歷經千浬行舟後，在14日抵達事發海域，

與各國海上艦隊共同執行聯合搜救。

馬來西亞航空編號MH-370客機於103年3月

千里協尋失聯客機　
      發揮人道救援精神

資料提供｜直屬船隊楊進取

此次救援行動，海洋巡防總局巡護七號與

巡護九號10日接獲命令後，以最短時間（3小時

內）整補完畢，並於15時啟航，駛往距母港－

高雄港1400浬外指派之搜救範圍：北緯6度至7

度28分，東經103度12分至105度間水域（距馬

來西亞關丹北北西方160至200浬海域）執行搜

救，劃定之範圍廣達7,500平方浬，連日協尋，

巡護七號與巡護九號積極採平行模式搜索（適

合大面積搜索區域），範圍涵蓋指派海域，不

放棄任何希望，同時與各國海上搜救團隊（如

中國大陸海警等）通信，以動態協調合作方

式，期盼救援行動能快速、有效，在黃金救援

時間內，儘快讓待援的人，能獲得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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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經多日地毯式搜索，馬來西亞航空公司

MH-370客機仍行蹤不明，甚或無法確認是否發

生事故，各種臆測不斷，更有該機遭挾持，脅

迫降落之說，使得各國救援行動紛紛於16日停

止，海巡署巡護七號與巡護九號亦接獲政府指

令暫停搜救，於16日規劃返航，並於20日中午

12時返回高雄港，本次海巡署執行搜救行動航

行達10日之久，航程達2,900浬，共計48名同

仁參與。俟後巡護雙艦結束勤務返回隊部後，

海巡署署長王進旺在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李茂

榮陪同下，專程南下至高雄港碼頭接見並慰勉

巡護船所有同仁辛勞，藉以激勵士氣。

「海上救援無國界」，始終是海巡署秉持

的精神，也是我國政府所要向外界表達之訴

求，尤其是國際搜救行動，絕不能缺席，即使

距離再遙遠，也要以行動展現關心，而海巡艦

船也會不畏艱難，戮力前往，因為在「生命」

之前人人平等，唯有摒棄自我本位，才能讓救

難不分國界之普世價值展現得更有意義！

（參考資料：103.3.11聯合報A3版、

直屬船隊新聞稿）

雙艦返航後，署長王進旺南下頒發加菜金為同仁加油打氣

馬航「MH370」客機失聯搜救案搜救區域圖（直屬船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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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

動查緝隊於103年2月20日上午11時許，會同屏東縣

政府農業處等相關單位，於屏東縣內埔鄉一處偏僻

墳區鐵皮廠房內，查獲非法「地下農藥工廠」，當

場起出嘉磷塞、納乃得、益達胺、治蟲淨等偽造農

藥25,838公斤與製造原料及生產工具乙批，全案由

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依違反農藥管理法移送屏東地

檢署偵辦，並持續追查其原料來源及走私管道。

案件經過係源起自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

動查緝隊日前接獲線報指稱：主嫌廖男雖僅有高職

學歷，卻有農藥化工專長，涉嫌囤積進口劣質農藥

原料，於屏東縣內埔鄉的墳區，設置地下農藥工

廠，利用附近人煙罕至做掩護，逃避查緝，在鐵皮

倉庫內實施製造、分裝，藉以牟取暴利。專案人員

查證屬實，遂會同屏東縣政府農業處等相關單位實

墳區攔工廠偽製農藥　
阻「萬斤」危機流市害民

文｜吳沛祥　圖片提供｜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查緝人員於地下工廠查獲嫌犯偽製劣質農藥之工具

施偵查，由於該處鄰接檳榔園與墳墓區，一有動靜

則犬聲四起，加上鐵門深鎖無法拍攝廠房內部人員

製造、分裝之實際情形，案經多日跟監、埋伏，直

至該處偶有一貨櫃進出，並卸下大批桶狀原料，經

追查確為進口之農藥原體，在掌握確切事證後，遂

向屏東地方法院聲請搜索核可。

專案小組於2月20日上午持屏東地方法院核發

之搜索票，進入鐵皮工廠內執行搜索，當場查獲廖

姓嫌犯製造非法農藥，並起出25,838公斤化學農藥

成品及半成品、製造農藥之配方、自製之商品標籤

等物品，工廠內並設置實驗室，且有攪拌機、液體

充填機、調合桶、日期打印機等生產工具，並擁有

調配各式農藥成品之設備，據農業處官員表示，針

對本案扣押之偽劣農藥，將進行化驗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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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來源，此次專案小組亦是本著專案精神，戮力執

行查緝任務，將打擊犯罪當作份內職責，全心發揮

鍥而不捨之精神，務必使非法有效斷絕，才能進一

步維護國內經濟秩序及使國人「民安」及「食安」

獲得最有效的保障。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近年來民眾對於農產品農藥殘留之食安問題日

益重視，然不肖廠商為牟取暴利，利用來源不明及

成分低劣之原料製成農藥以低價轉賣農民使用，此

類商品未經政府審核檢驗，其內容物恐含有毒素或

致癌物質，若流通至市面不僅嚴重危害國人健康，

更易造成生態環境的長期污染，因此行政院特於

102年成立「查緝非法農藥專案」積極查緝非法農

清點嫌犯製作及包裝好準備寄送給農民之劣質農藥數量

經多日跟監，最終攔截嫌犯用以偽造農藥之大批桶裝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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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自貨櫃起出之大批未報關金門高粱及洋酒（圖片翻攝自中時電子報）

文｜洪意芳　圖片提供｜金門機動查緝隊

金門高粱酒遠近馳名，長久以來廣受中國大陸

市場歡迎，知名洋酒亦是餽贈佳品，金門料羅港區

業者為建立與對岸相關系統人員情誼及利用金酒逃

稅牟利，於103年3月初利用小三通貨櫃報（結）

關後吊貨裝櫃之方式夾藏未報關酒品企圖鑽漏洞，

由於金門地區自小三通開放後，無論商務或旅遊，

除了大大提升兩岸民眾往來便利性外，許多走私案

件，亦利用此管道運作，加上不法集團組織嚴謹、

行事狡猾，犯罪時機變化莫測，使得查緝工作極具

挑戰。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金門機動查緝隊為

有效執行任務，平日即運用縝密諮詢佈建，在私梟

企圖透過小三通貨櫃走私高粱酒至中國大陸地區之

際，確實掌握查緝時機，遂聯合第九岸巡總隊、法

務部調查局福建調查處，於料羅港查獲「詮○輪」

載有未稅高粱酒180箱、洋酒25箱，市價約一千二

佰萬元新臺幣，全案正依違反海關緝私條例函送法

辦。

回溯案件偵辦過程，據查緝人員表示，此案最

為棘手的地方係最初在緝獲小三通船長利用貨櫃夾

藏未經報關酒類時，船長以「自己不知情」、「只

負責駕駛船舶不知貨櫃裝載內容物」等理由，想推

託了事，但查緝小組不輕易放棄，在積極比對報

（結）關資料後，確認該批酒品確實未報關，隨

後即刻聯繫相關貨主及理貨人員到本隊配合調查說

明，此時船長驚覺無法隱瞞，其謊言便不攻自破。

而同時對於本案所約談之貨主及理貨人員遭約談

時，一開始承認該批遭查扣之金門高粱酒及洋酒，

是受中國大陸友人之託所購買，欲利用金廈小三通

中轉管道未報關夾藏輸出，以牟取暴利，竟沒想

到，會在陰溝裏翻了船。同樣的，在製作筆錄時，

一開始幾位貨主和船長相同，一再堅稱不知寄酒至

中國大陸地區須報關，想藉機卸責，但由於該行為

確已涉嫌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相關規定，查緝人員不

斷以心理戰術與其攻防，並告知海巡署對於打擊私

文｜洪意芳　圖片提供｜金門機動查緝隊文｜洪意芳　圖片提供｜金門機動查緝隊

私酒藏櫃欲掩匿　

孰「   」全數遭查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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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人員正細心清點數量，準備後續移送事宜

梟觸法私運各類貨物出境牟利情事，將有嚴重的刑

（罰）責，若經查獲，絕不輕放，最終將其心防卸

下，使查緝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正因料羅及水頭兩港，地處兩岸第一線，為小

三通指標性港口，海巡署對於進出金門與中國大陸

之間人員及貨物安全向來重視，綜合此次查獲成效

及農曆年後，海巡署陸續在水頭港破獲國人體內挾

藏海洛因毒品闖關、民眾公然向入境金門旅客收購

大陸免稅香菇屯積伺機牟利等案例顯示，透過小三

通自大陸走私農產品及運輸毒品等不法活動似有增

加趨勢，有鑑於此，日後海巡署將更加落實案件前

置作為及諮詢佈建工作，期能在接獲情資，便即時

啟動「安康專案」機制，且透過行政聯繫聯合相關

治安單位，共同掃蕩查緝走私、嚴打不法、保護良

民並嚇阻犯罪肇生，共同為金門地區築起一道堅不

可摧的防火牆，以彰顯政府查緝不法、打擊犯罪的

決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金門機動查

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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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九（金門）

海巡隊，於103年3月18日傍晚與第九岸巡總隊共同

強勢登檢入侵十八羅漢礁之歐厝漁船，過程中「歐

厝007」號漁船（以下簡稱「歐」船）反抗取締，

經海巡人員登檢壓制後，順利將違法作業之「歐」

船船員押返料羅港偵辦。

由於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歐厝村漁民一向視金

門十八羅漢礁為中國大陸傳統漁區，經常利用中、

小潮期之夜間低潮時段，動輒聚集數十艘漁船，集

體入侵金門十八羅漢礁海域佈網作業，嚴重破壞該

海域之漁業資源；同時為抗拒巡防艇登檢、取締，

採取組織性的聯防戰術，以多艘漁船併靠航行，沿

著淺礁區團進團出，在單船作業時，若有巡防艇靠

近取締，立即以無線電呼叫所有船隻靠攏，聚眾壯

勢，若巡防艇強行登檢，則以預藏之花崗石塊及竹

竿，攻擊巡防艇及執勤人員。但為執行強勢驅離及

取締作為，海巡隊也與中國大陸歐厝村漁船爆發多

起對峙、衝突事件。

因此，當第九（金門）海巡隊於18日傍晚18時

許接獲118報案專線通報，指稱十八羅漢礁有中國

大陸船團入侵後，海巡隊記取以往經驗，為免驅離

過程雙方爆發衝突，而發生憾事，遂立即派遣線上

巡邏艇PP-3573艇趕往該水域進行取締，同時通報

第九岸巡總隊派遣多功能巡緝艇支援。因考量礁石

區水淺，PP-3573艇人員5名於淺水區外圍由第九岸

巡總隊多功能巡緝艇CP-1009及CP-1010艇接駁進

入礁石區，採雙艇夾擊方式，強勢登檢正在違法作

業之「歐」船。果然，甫一登檢，5名海巡人員即

遭受「歐」船3名船員以預藏之長竿、鐵鈎及石塊

等攻擊反抗，經登檢人員以優勢警力壓制後順利控

制。PP-3573艇、CP-1009及CP-1010艇持續將歐

厝船團驅離出禁、限制水域外後，由PP-3573艇將

「歐」船船員反抗，海巡隊員強勢登檢壓制

金門水域遭「陸」侵
海巡登檢不放行

文｜李國聖　圖片提供｜第九（金門）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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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船王姓船長等3人押返料羅隊部調查。本案

將依妨害公務等罪嫌移送金門地檢署偵辦。

此次執法案件，海巡隊在以兼顧雙方人員安

全、兩岸和諧為前提下，雖以強勢手段驅離，但過

程未造成人、船損傷，任務順利圓滿，同時也表示

未來在強化此類案件因應作為上，將朝「落實掌

握情資勤務超前部署」、「延長勤務時間，強化巡

防能量」、「採『夜佈晝收』策略清除非法佈網、

「透過兩岸協同執法機制，要求陸方加強約制」及

「建請金門縣政府研議以海上棧道圈圍十八羅漢礁

海域」等方向努力，以期每次任務均能在快速、有

效、零傷害的狀況下達成，確保金門地區漁民生命

安全不受威脅。最後也再次呼籲民眾，若有海上犯

罪事件或需海事服務，可利用海巡「118」免費報

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通報，海巡署將

立即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九【金門】海巡隊）

海巡隊曾因登檢遭船員以花崗石擊毀巡防艇前擋風玻璃

十八羅漢礁暗藏淺灘與礁石，但因資源豐富成為「歐」船入侵主因

十八羅漢礁海域： 
烈嶼島北方距岸
1千公尺內之範圍
（黑色陰影部份）

羅厝漁港
烈嶼

金門

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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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文｜范國訓　圖片提供｜苗栗機動查緝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中部地區巡防局

苗栗機動查緝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岸

巡三二大隊及岸巡第三總隊，共同查獲以毒品通緝

犯綽號「蕃薯」之劉姓嫌犯為首之販毒及改造槍械

集團，並於臺中市、彰化縣員林鎮等地，逮捕蘇

姓、鄭姓及劉姓等12名嫌犯，共計起出販毒所得新

臺幣20餘萬元、各級毒品約600公克、改造手槍2

枝、半成品子彈百枚及改造槍彈工具乙批，所幸即

時攔截緝獲，阻絕槍毒流入市面，有效彰顯本署持

續打擊犯罪之效能。

案件偵辦過程，專案小組人員表示，從獲悉嫌

犯「番薯」因毒品遭通緝開始，便著手部署監控，

發現他涉及中部地區多起酒店、KTV、電玩店等毒

品販賣案，且為躲避追緝，偕女友藏身於彰化縣

員林鎮某套房出租大樓，平日多以LINE及What’s 

APP等社群軟體，作為非法交易聯繫工具，為使查

緝工作遂行，專案小組在有效掌握線報後，發現嫌

犯曾自網路購買貝瑞塔玩具手槍，並下載改槍秘笈

與槍管膛線相關製作知識，以利改造大批手槍零組

件用，於是查緝人員透過賣家要求買家須給予「好

槍、毒首腦藏社群

嫌犯利用網路下載工具秘笈自己動手改造槍械

以咖啡包裝之二級毒品MDMA快樂丸藥粉

查獲之改造貝瑞塔槍械成品 空氣手槍遭嫌犯改造具殺傷力槍械

查緝人員破獲販
毒及改造槍械集

團所起出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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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國訓　圖片提供｜苗栗機動查緝隊

海巡撒「網」逼現形

緝獲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雙月刊2014.vol.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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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可郵寄小禮物方式，從雙方對談紀錄中，抽

絲剝繭，終於獲得其藏身處所。

專案小組長時間實施蒐證後，確認時機成熟，

先於2月12日赴臺中地區同步搜索該集團蘇姓（綽

號「叔仔」）藥頭及其藥腳8人，計查獲二級毒品

25公克、犯罪所得64,900元；又於2月25日上午

前往臺中市北區搜索鄭姓（綽號「阿弟仔」）等2

名藥頭，起出二級毒品500公克，犯罪所得84,800

元。最後於3月13日上午前往彰化縣員林鎮一處出

租套房大樓埋伏，見主嫌「蕃薯」女友一人步出大

樓購物時，旋即盤查留置，由於女嫌不願透漏「蕃

薯」藏身正確住處，經由皮包找出鑰匙，不厭其煩

逐一比對樓層門房，順利於出租大樓八樓最後一間

套房攻堅，查獲綽號「蕃薯」之劉姓主嫌，現場起

出一級毒品40公克、二級毒品35公克，改造手槍

2枝、半成品子彈百枚及改造工具乙批，犯罪所得

55,400元。

海巡署為防範槍、毒走私利用網路相互聯結，

而衍生治安諸多問題，未來不僅持續展現海巡團隊

打擊不法之決心，更會針對組織上游進行清查，積

極強化有關海域及海岸防堵作為，期能「追本斷

源」順利瓦解。此次查緝案件，也再次證明專案小

組鍥而不捨之精神，無論面臨再艱困的挑戰，都能

順利消弭任何不法事件，以維護社會安定而不受影

響，可說亟具正面意義。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中部地區巡防局

苗栗機動查緝隊）

地下兵工廠破案新聞，獲媒體正面大幅報導（畫面翻攝自臺灣報導）

成功破案之一群苗栗機動查緝隊幕後功臣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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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第十三巡防區第八（澎湖）

海巡隊PP-10020巡防艇103年3月27日執行越界陸

船驅離勤務時，於七美南13浬發現高雄籍『朝○

號』漁船（CT4-1636），船艉有1條疑似電纜插入

水中，隨即登檢，並查獲船長吳○○等5人將船艙

內電纜放入水中並將電纜附著於拖網繩索上使用電

氣非法採捕水產品，共查扣電纜線約325公尺，魚

獲約48公斤，吳姓船長等5人對非法採捕水產品行

為均坦承不諱，經帶返隊部偵辦後，全案刻正依違

反漁業法移送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此次案件在查緝過程中，海巡隊員們表示，因

登檢時已發現吳姓船長和船員們為捕撈魚獲，利用

發電機和電纜線通電，企圖將魚蝦全數電死，再強

行拖網帶回，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殘忍破壞的手

段，令人無法接受，且在維護海域安全及漁業資源

前提下，讓他們在執行取締類案時，查緝態度更加

堅定。而過去澎湖地區使用非法毒、電、炸魚等方

漁船非法電魚牟利
船長惡劣行徑遭緝

式捕魚雖時有耳聞，但在海巡隊強力執法下，已消

失一段時間，如今再度緝獲非法電魚案件，表示在

暴利趨使下，仍有人甘冒危險，這也再度提醒執法

單位應該重視，不要因時空環境變化，過去某些犯

罪手法雖暫時沉潛，但不代表不再發生，只要有機

會，仍會悄悄復甦！

當然，我國澎湖海域位置得天獨厚，對於長期

從事捕魚工作的漁民們都了解，近岸及深海漁業資

源豐富，為鄰近國家漁民所覬覦，且常不惜代價非

法越界捕撈，不僅嚴重破壞海洋生態，更影響我國

漁民於合法海域捕魚的權益，基此，澎湖海巡隊除

賡續推動「安康、安海」等專案外，平日亦積極於

所轄海域內，執行非法掃蕩勤務，此次更配合澎湖

地方法院檢察署「取締非法漁撈」專案，在執行驅

離越界陸船勤務同時，也發現少數漁民為了私利，

不惜利用違法手段捕撈魚獲，讓海域生態嚴重受到

破壞，相對也使漁業資源面臨枯竭的危機。

海巡隊員登檢發現朝○號漁船正以電纜線進行電魚作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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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巡隊表示取締非法漁撈行為，採取鐵腕

手段絕對是他們強力打擊犯罪的決心，也呼籲漁民

朋友，要以感恩的心來永續經營海洋資源，不要因

為一時貪圖暴利，就以身試法，同時也歡迎民眾如

果有發現任何海上不法情事，可撥打「118」海巡

船上查獲之接電設備及連結開關

清點船長非法電魚欲拖網帶回拍賣之魚獲

返回港口後，海巡隊將涉案電纜線查扣情形

服務專線電話檢舉報案，讓海巡和全民一起維護海

域安全，以確保國家社會經濟穩定發展。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八【澎湖】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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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 le

案情摘要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

動查緝隊日前接獲線報指出：近期南部地區毒梟將

安排漁船由中國大陸走私大量K他命，經查證並多

次實施行動蒐證，明確掌握渠等犯罪行蹤及犯罪模

式後，遂報請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專案小組指

揮偵辦。103年3月19日專案小組在掌握「勝○財

66」漁船動態後，俟其進入臺南將軍漁港後，立即

持搜索票登檢，果然於船尾漁艙查獲7大箱行李袋

（裝有K他命共計146公斤）。同時逮捕前往接貨之

劉姓主嫌等2車4人；本案呂姓船長疑似因積欠賭債

100餘萬元，在暴利驅使下，遂鋌而走險配合劉姓

毒梟由中國大陸走私K他命，本案依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及懲治走私條例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並

持續追查毒品上游來源。

基此，本刊特別南下了解案件始末，藉由專案

小組及主偵人員親自現身說法，將查緝經驗與所有

海巡人員及全國民眾分享。

細心觀察與分析　魔鬼藏在細節裏

為因應跨境犯罪組織多元化及廣拓情蒐網絡，

海巡署在「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精神下，與中國大陸執法機關建立聯繫窗口，

並研商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合作策略，以有效

防制走私、偷渡等跨境犯罪活動。而此次破獲呂姓

船長利用漁船走私K他命案件，隊長劉峻雄表示，

先前因人犯主嫌都藏匿在中國大陸，案件亦有延續

性問題，且犯罪對象雖透過可靠情資加以掌握，但

礙於對方可能使用何種交通工具不夠明確（如漁船

船名），故始終止於研判及推敲，儘可能將查緝範

圍擴大，所幸最後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此機制運作

下，終於確定走私毒品將會在將軍漁港出現，所以

專案小組人員立即展開部署及跟監，最後更利用

「以車追人，以人追船」方式，將犯嫌一網打盡。

劉隊長與當日帶隊分隊長許育勝及查緝員黃智

峰都認為，偵查案件最難的過程在於「觀察」和

「分析」，他們也將其歸納，提供給其他從事查緝

文｜王立仁　圖片提供｜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成功不必在我

團隊合作至上
—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破獲
146公斤K他命人物專訪

—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破獲

查緝隊屢破大案，隊長劉峻雄與查獲私宰海豚案件查緝員蔡
佩娟及偵破毒品案件分隊長許育勝、查緝員黃智峰開心合影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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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不放過任務細節，仔細查察漁船是否暗藏密艙

工作的同仁作為參考：

1.  識人與識船很重要，從與對方交談時，若發現其

表情態度出現異狀或企圖用肢體或言語掩蓋情緒

不安時，即須特別注意，切記勿受影響。

2.  因快速通關便民措施實行，對於沒有犯罪記錄之

漁船，在無情資狀況下，通常不會特別查察，但

若平常未出現在相關海域作業，卻突然出現時，

就相當值得注意（以本案「勝」船以往作業範圍

均在澎湖，卻突然出現在臺南）。

3.  登檢時詳細觀察漁船內外環境，過於乾淨或髒亂

均違反常理，更要小心謹慎查驗，因為魔鬼藏在

細節裏。

有壓力才有助力、堅持到底不放棄

劉隊長談到執行「勝」船查緝工作時，除了佩

服同仁們鍥而不捨的精神，更對他們全心投入案情

研判，犧牲奉獻的工作態度給予肯定，因他覺得做

任何一件事，一定都有無形的壓力產生，但團體氣

氛卻是極為重要，因為壓力同時也是產生動力的主

果然發現密艙，隨即逮捕犯嫌，並起出
146公斤K他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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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 le

要來源，也期許同仁們，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

思維，平日勤走基層，與友軍單位或其他公務部門

主動培養默契，當遇狀況時自然就會如有神助。另

外許分隊長在此案雖然是扮演帶隊官的角色，帶著

同仁們從案情研判一層一層抽絲剝繭，再到衝鋒

陷陣登檢查艙，過程稍有不慎，就會讓毒梟有機可

乘，他也覺得要讓犯嫌伏首認罪的前提是要證據確

實，但礙於K他命在臺灣屬於三級毒品，刑（罰）

則相當之低，且吸食人口多，加上犯罪手法多元難

辨，使得走私毒品的毒梟們前仆後繼冒險為之，因

此他希望每位查緝員都要培養膽大心細的特質，唯

有專業與強大的心理力量支撐，才能讓非法犯罪無

所遁形。

而這次案件主偵人黃查緝員也特別告訴我們，

他在偵辦「勝」船案時，就是掌握了科技工具的運

用，加上與部外單位聯繫時，靠著善用社群軟體

溝通，成功掌握情資，再經過討論，將案情結果

相互傳達後，便立即各自分工，使得查緝結果得以

順利完成，從這裏也給了他很大的啟示，也令他回

想當初進入查緝工作至今雖然才一年多，中間更一

度考慮放棄當查緝員，但想起隊長的座右銘及諄諄

教誨，要他們不要因為遭遇一點點困難，而滯足不

前，最終自己也領悟到，凡事只要堅持，遇事鍥而

不捨，平日廣結善緣，就能收到不錯的效果，他也

感謝隊長給自己相當大的授權及空間，使其能充分

發揮專長，這份感謝他放在心裏，但將會用最實際

的行動回饋給隊長及隊上的每位工作夥伴。就在訪

問結束後，編輯小組眼光突然被陳列在查緝隊眾多

優良績效當中的一座以海豚為造型的特殊獎牌吸引

住，在深入了解後發現，原來是高雄第一機動查緝

隊於元月份也曾緝獲一件由查緝員蔡佩娟主偵，並

會同財政部高雄關稅局、高雄巿政府農業局及屏

東森林警察隊，順利緝獲邱姓業者屠殺約7.65公噸

海豚屠體，數量約200隻。該案更使查緝隊獲選為

「102年保護鯨豚績優團隊」，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頒發獎座，給予肯定。

無論是生態保育或是重大槍、毒走私案件，南

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始終能掌握先

機，戮力完成，並將犯罪阻絕於境外，自年初迄

今，各項查緝成績斐然，此次更破獲漁船走私K他

命146公斤，可說有效打擊犯罪，亦防止毒品流入

市面，免除社會大眾遭受毒害，不僅對型塑機關正

面形象極具意義，更讓人感受到，這就是團隊合作

所創造出來的無限力量吧！相信所有的海巡人員，

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執行查緝工作，定能創造更令

人驚艷的成效。

署長王進旺特地南下慰問，並頒發加菜金犒賞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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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管理、就有效率」
—淺論內部控制制度

資料整理｜林加彬

壹、內部控制制度簡介

內部控制（Internal Control）是一種管理過

程，由管理階層設計，並由董事會核准，藉以合理

確保下列目標的達成：(1)可靠的財務報導(2)有效率

及有效果的營運(3)相關法令之遵循。在1949年時，

美國會計師協會1（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提出了內部控制的觀

念並且定義其目標，經過了半個世紀演變，內部控

制於1992年始有完整的架構。

1992年時，美國崔德威委員會（Treadway 

Commission）所屬的COSO 委員會2（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發布「內部控制－整合架構

（Internal Control - Integrated Framework）」報

告3，幫助企業和其他組織評估並加強他們的內部

控制系統。因此，整合架構被董事長、執行長、董

事、政府單位、準則制定者、專業組織和其他人，

認可為一個適當的全方面架構，在此之前並沒有特

定的組織或是機構專門負責推行及制定，都是各自

表述內部控制之觀念。該委員會又於1994年發布

補充報告，此二份報告則稱為COSO報告（COSO 

Report）。此報告定義內部控制為：「內部控制

係一個過程，用來為下列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保

證：(1)可靠的財務報導(2)有效率及有效果的營運 

(3)相關法令之遵循等三項目標。此過程受公司之董

事會、管理階層及其他人員所影響。」，內部控制

架構由五個內部控制要素組成，為控制環境、風險

評估、控制活動、資訊及溝通、監督等五項。隨後

相關制度理論快速的發展，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從原

先的三大目標、五大要素，改變為四大目標、八大

要素，再改變為一個目標、五大要素，直至迄今之

(1)實現施政效能(2)遵循法令規定(3)保障資產安全

(4)提供可靠資訊等四大目標以及(1)控制環境(2)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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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5)監督等五大要

素4。

貳、政府推動內控概況5

政府行政機關早期係透過在相關法規或行政命

令中規範內部管理機制，強調對於確保機關公款、

維護財物安全、考核施政績效等之重視，但這些與

內部控制制度相關之管理規定，多散見於各個單行

法規或行政命令中。近期各機關則因體認有效內部

控制之重要性，爰於其內部管理規定中充實內部控

制機制，但仍有部分機關發生內控違失與財務失控

等現象，影響政府形象甚鉅。針對內控違失與財務

失控發生原因之分析顯示，多係屬機關未能確實依

照內部管理運作所致，由此可見，強化內部控制制

度並落實執行，有其必要性。

審計部於民國97、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指出，部分機關因內部控制機制未臻健全，間

有施政效能不彰、投入鉅資興建設施閒置浪費及未

依法制執行預算等，致有重大弊案陸續發生。民國

9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6雖肯定行政院積極

整合政府內部控制之基礎工程，惟仍提出參酌先進

國家作法，完備政府內部控制機制，如研議設置專

責內部稽核單位、簽署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聲明與

提升行政機關內部控制實施之法律位階，以及應納

入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為實施對象等

建議。立法委員費鴻泰亦指出7，政府應參考國外作

法，立法實施內部控制制度，並規定各機關應簽署

內部控制制度確認聲明書納入年度總決算，並善用

「持續性稽核」工具以監督風險。基於前述，強化

政府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機制，以防杜違失、確保

施政效能，實刻不容緩。

基於內部及外部對政府強化內部控制之籲請，

以及為期確保政府整體施政效能之有效達成，行

政院於民國99年12月30日籌組成立跨部會之「內

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簡稱行政院內部控制小

組）」8，規劃及執行各項工作重點。行政院先於民

國100 年度督促各機關檢討健全內部控制作業，預

計各機關將於民國101年底前完成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於民國102 年度完成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

行政院內部控制小組於民國100 及101 年度中召開

多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及修訂各項內部控制規

範，以及督促各主管機關檢討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全面啟動強化內部控制工作。其具體作為除訂定及

修正「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案」9規範外，並包括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範例之提出，及教育宣導

之進行。各機關內部控制制度制度面之基礎，在該

小組之推動下，逐步落實強化政府內部控制重點工

作。

參、海巡署推動內控概況

本署適逢組織改造之際，依院頒政策規劃，實

非行政院強制要求建置機制之部會，然為落實執行

政策並預做準備，在本署內部控制召集人尤副署長

指導，以及所屬機關(單位)齊心協力下，提前於101

年底完成署本部及所屬機關第1版內部控制制度， 

102年底完成制度精修，戮力落實各項政策要求，

以下謹就業務推展時序脈絡，分年就重要事項總體

回顧如下：

一、草創時期（2011）

（一）組設署本部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二）調查監審機關指正事項辦理情形

（三）落實辦理行政院內控小組

（四）召開內部控制專案會議

（五）培訓本署內部控制種子教師

二、建構時期（2012）

（一）組設所屬機關內控小組

（二）建立本署內部控制月報機制

（三）執行內部控制實地輔訪及意見交流會議

（四）完成本署(含所屬)第1版內部控制制度

（五）定期召開內部控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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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監審機關指正事項辦理情形

（七）持續派員參加內部控制相關訓練

三、推展時期（2013）

（一）籌設本署暨所屬內部稽核任務編組

（二）精修並完成第2版內部控制制度

（三）試辦本署自行評估作業

（四）辦理業務輔訪

（五）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

（六）定期召開內部控制會議

（七）調查監審機關指正事項辦理情形

肆、103年度內部控制重點工作規劃

本（103）年度內部控制重點工作與前幾年規

定事項相較，側重於成效面及執行面之具體展現，

謹就本年度重點推動規劃，分項說明如下：

一、 辦理內部控制宣導及教育訓練：本署企劃處

將賡續規劃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或行政院指定

示範機關承辦人員，進行專題演講或相關教育

訓練。

二、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

（一） 賡續管控監審機關對本署所提指正事項辦理

進度及改善情形，為求制度有效、實用，本

年度管控重點將聚焦近3年監審機關指正意

見之類同事項。

（二） 本署前於102年度辦理內控制度「管控項

目」滾動修正，本（103）年度除將持續辦

理外，並新增「風險評估」乙項參數，併同

修正調整。

（三） 配合內部稽核評估結果，完成撰擬「檢討強

化現有控制作業情形表」，依限於103年10

月底前報送行政院內控小組。

三、 設計並維持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規劃辦

理內部控制輔訪行程，向所屬機關（單位）

內部控制（稽核）召集人及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說明本年度重要執行內容，以期如實如質

達成各項要求。

四、 辦理內部控制自行評估作業：本署前已訂

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並透

過試辦演練機制了解作業窒礙難行之處，將依

據本次重點工作調整作業期程，請本署各機關

（單位）配合本次試辦驗證，檢修原訂檢查內

容以符實需。

五、 辦理內部稽核作業：除配合內部控制自評作

業之初評結果辦理複評外，並由本署內部稽核

任務編組規劃辦理計畫擬定、稽核項目擇定及

作業時程訂定等事宜，依限完成本署內部稽核

作業。

伍、業務推動成功之要件

一、 首長的支持及同仁共同參與10：內部控制制度

的推行需要首長及高階長官的重視與支持，加

上各業管同仁的協助，始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成

效，反之，如果長官漠視，同仁亦採不合作的

態度，將導致事倍功半，降低行政效能的情事

產生。

二、 內部控制觀念持續溝通11：新制度建立之初，

必然會遭到諸多阻力，勢必要型塑良善的溝通

環境，由幕僚單位詳加與各業務單位對口解釋

及說明，並邀請外界專業師資以及主政機關承

辦單位，針對內部控制（稽核）之政策現況及

施行背景，統向機關全體同仁說明釋疑。

三、 實質執行大於形式作業12：本制度重點在於提

升政府施政效能，防弊並且興利，如果整套制

度流於形式、書面作業，而無實質效能產出，

將與制度設計之宗旨背道而馳，因此，如何

精簡制度、提升實用性，達致整體施政效率提

升，將是必須持續努力的課題。

四、 建立機關獎勵制度13：內部控制制度為行政院

28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fi le

重要政策，惟其實質效益產出屬於整體行政

執行能量之向上提升，不若查緝走私偷渡績效

能夠被具體量化進而獎勵，然各部會為推廣業

務，大多設有激勵措施，如政府服務品質獎14、

1. AICPA，http: / /www.aicpa.org/Pages/

default.aspx，2014年2月。

2. COSO，http://www.coso.org/，2014年2月。

3. INTERNAL CONTROL OF INTEGRATED 

FRAMEWORK，www.coso.org/documents/

coso_framework_body_v6.pdf，2014年3月。

4. 102年12月20日行政院主計總處林副處長美

杏至本署上課教材。

5. 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報告: 推動強化政

府內部控制發展策略之研究，2012年3月，

頁1-2。

6. 審計部官方網站，總決算審核報告（http://

www.audit .gov.tw/f i les/11-1000-97-1.

php?Lang=zh-tw），2014年3月。

7. 費鴻泰，2012，公部門財務報導課責文件，

內部稽核，第78 期：15-20。

8. 行政院主計總處官方網站，行政院內部控制

推動及督導小組（http://www.dgbas.gov.tw/

lp.asp?ctNode=5567&CtUnit=1774&BaseD

SD=7），2014年1月。

金檔獎15等，未來本署亦可參考相關部會辦理情

形，據以設計獎勵方案，如此將更能凝聚同仁

向心力，加速建立完善健全之內部控制制度。

9. 行政院主計總處官方網站，內部控制相關規

定（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

de=5568&CtUnit=1775&BaseDSD=7），

2014年2月。

10. 王怡心，導入內部控制新思維，2011年12月

8日政府內部控制種子教師研習班授課講義。

11. 費鴻泰，公部門組織治理的強化-落實內部

控制的執行，2011年1月4日主計總處授課講

義。

12. 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報告: 推動強化政

府內部控制發展策略之研究，2012年3月，

頁4。

13. 「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中華民

國1 0 2年4月  2 9日行政院院授主綜字第

1020600199 號函修正。

14. 國家發展委員會，http://www.ndc.gov.tw/

m1.aspx?sNo=0050001，2014年3月

15.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http://www.

archives.gov.tw/，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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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的起源可追溯到十二年前，

黃煌雄監察委員以及邱文彥教授感受到臺灣對於海

洋了解不足，政策投入有限，因此倡議「海洋臺

灣、永續發展」，為了引起政府部門以及學界更廣

泛的關注，在9月於高雄舉辦第一屆「海洋與臺灣

學術研討會」。當時陳水扁總統允諾出席，惟受到

颱風影響未能參與，該屆會議通過乙份「高雄海洋

宣言」，臚列二十項行動綱領，各篇論文集結出版

「海洋永續經營」、「海洋產業發展」、「航運貿

易新趨勢」以及「海洋文化與歷史」等四本《海洋

與臺灣》叢書。

接續此芻議，黃煌雄監察委員邀集監察院相關

委員，花費十八個月時間，自2002年9月到2004

年4月進行「海洋與臺灣相關課題總體檢」，透過

實地訪查全國三分之一的港口、從政策、組織、

2014海洋臺灣新方向
—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紀實

文｜黃向文　圖｜蘇冠宇

預算、法令等方面檢討臺灣海洋事務需要充實與加

強的空間，舉出六點糾正，並針對八大項目提出

三十三點改進意見。前述報告發揮引導性作用，政

府部門接續於2004年由行政院邀聘國內海洋學者專

家成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6年公布《海

洋政策白皮書》、2007年教育部公布《海洋教育白

皮書》；臺灣海洋大學、中山大學和成功大學等大

學陸續設立海洋事務研究所，使臺灣逐步邁向「海

洋國家」之路。

2008年，馬總統競選藍圖宣示「藍色革命、海

洋興國」的理念，針對八項議題提出十八項政策方

針，有感於此，黃煌雄監查委員及環保署邱文彥副

署長再度推動第二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於2009

年4月24-25日在臺北舉辦，該會議針對氣候變遷

與衝擊適應、海洋保護與資源復育、航運貿易與港

灣再造、海洋科技與創新發展、海洋產業與策略選

與會人員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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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海洋教育與人才培育以及水下考古與文化資產

等七項議題分項研議，馬總統親自出席該會議，宣

示將優先成立海洋委員會，並深思國際海洋法規趨

勢以及臺灣因應立場。第二屆會議通過臺北海洋宣

言，囊括二十七項行動綱領，會議論文出版第二套

海洋臺灣叢書，為臺灣描繪永續發展的新願景和具

體策略，希望作為國家施政重要參據。

近幾年，各國對於海洋的競逐更加白熱化，包

括在北冰洋航道、南極科學研究與資源利用、海洋

產業規模擴大、海洋保護區數量與面積日益增加、

海洋健康指數的發布等，而中國大陸、菲律賓、越

南等諸國在南海水域的劍拔弩張，更提醒人們有關

海洋戰略的重要性。然而，相對於此，行政院於

2008年將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改名為海洋事務推動

小組後，不僅規模縮減、各項工作看似停滯，而在

政府組織再造的過程中，擬增之「海洋委員會」組

織章程，亦在各界的疑慮中，遲遲未能通過。在國

際多邊與雙邊關係層面，雖則在釣魚臺議題上，臺

日雙方終於突破多年以來的瓶頸，首度簽訂臺日雙

邊漁業協定，與菲律賓的水域爭議也在雙邊多次諮

商以及海巡署積極護漁行動下有所改善。但許多雙

邊、多邊合作乃至國際海洋相關組織之參與仍有難

題待解。國內對於海岸的利用與保護，從國光石化

到美麗灣、桃園藻礁的諸多爭議，益發凸顯臺灣對

於海岸地區缺乏整合性管理。

面對更繁雜的海洋事務以及國際糾紛，為能就

海洋事務議題集思廣益、因應新局面提供新策略方

向、促進社會大眾對於海洋事務的了解以及政府部

門的重視，在黃煌雄監委、邱文彥立委以及臺灣海

洋大學張清風校長的籌備下，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

討會於2014年2月21-22日於臺北召開。此次會議

由財團法人臺灣研究基金會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

辦，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共同合辦。此

次會議名稱特別略去學術兩字，係將會議定位能夠

超越學術，更著重其應用與管理性，希望藉由產官

學界、主講者及與談人與會眾之間的交流，深入了

解臺灣海洋事務的焦點，共同提出未來策略與行動

方案，提供政府部門做為下階段積極整合海洋事務

之基礎。

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馬總統再度親臨致詞，細數他早年

與國際法的淵源以及擔任總統之後的重要措施，特

別是與日本以及菲律賓之間就海上作業權益的折衷

協調歷程，表達政府部門對於海洋資源以及漁民生

活的重視，並強調將以海洋委員會作為政府重視海

洋政策的初步目標。大會安排兩項整合性專題演

講，首先由大會發起人邱文彥委員回顧第一屆高雄

海洋宣言與第二屆臺北海洋宣言，他認為臺灣藉由

濕地保育法的通過以及國家級濕地的劃設，有效強

化對於海岸重要生態棲地的復育，而在海巡編裝方

面也有顯著進展。然而，對於籌建完整有效之海洋

事務專責部會、法令增修、產業發展和人才培育等

議題，都需要進一步擬定具體計畫。

第二項專題演講則是臺灣海洋大學黃向文副教

授參考國際海洋健康指數，建構以民眾海洋意識、

生物多樣性、潔淨海水、海洋遊憩、海洋經濟、水

產品永續、政府治理、海岸保護、海洋就業等包括

海洋經濟、海洋環境以及政治人文等十項因素作為

評分指標，為臺灣各縣市海洋健康狀況進行評比，

初步顯示高雄市在海洋產業以及遊憩等總體表現最

佳，東沙群島的海洋保護狀況最佳，其次表現較優

者包括海洋生物多樣性較高以及海洋生態、遊憩資

源豐富的屏東縣以及遊憩人口多的新北市、漁業發

達的宜蘭縣，相對的，臺灣西岸縣市則因為天然地

形破壞較嚴重，在海洋環境以及產業發展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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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空間。

至於本次會議的五項主軸，各安排四項討論主

題，以下就重點說明如次。

（一）海洋戰略與海域治理

由林文隆上校教官從美國、日本、中國大陸，

乃至日澳菲印以及東協的太平洋海洋戰略，分析臺

灣居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建議臺灣應有更積極具體

的海洋外交以及海洋戰略。宋燕輝研究員與談時更

提醒目前國發會組織法忽略將海委會主委列為委

員，恐導致國家發展將持續忽略海洋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不得不慎。

胡念祖教授清楚地以聯合國秘書長報告定義海

洋事務的範疇，並以美國、歐盟等國為例，強調海

洋設部的必要性，渠認為目前海洋委員會組織法草

案對於海洋環境保護、資源管理、永續發展、污染

防治等重要工作項目僅有政策規劃協調之功能，而

無審議、預算運用等決策權，將使得海洋委員會不

具有實質影響力，再者，現有組織條例草案既已納

入海巡署作為三級機關，何不考量建置海洋保育或

海岸管理等三級機關，將更具有全面性功能。

蘭寧利將軍就近期東南海多方競逐的情況評

估，認為海軍應加強與海巡合作，特別巴士海峽護

漁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以取得國際間的關注，爭

取東南海議題的一席之地。海巡署鄭樟雄副署長說

明海巡弟兄面對護漁議題，採取漁船在哪裡，海巡

艦艇就在哪裡的目標，全力確保漁民作業權益，並

與日本保安廳保持良好互動。姜皇池教授則提醒在

無主權爭議水域內，是否需由海軍擔任護漁任務之

觀點仍有討論空間。

高雄海洋局黃登福專門委員代表唯一有海洋局

編制的地方政府，說明高雄市政府在海洋產業方面

各項推動工作，以及面臨有關相關法令缺乏整合以

及海洋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對此，李健全教授

也就中央地方權責問題，建議合宜的權責相襯以及

合作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二）藍色經濟與新興產業

海洋經濟涵蓋交通航運、漁業、船舶業、港

運、旅遊、潮流發電等等，海洋相關產業的發展關

係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已然是當前國家重要發展議

題。臺灣海洋產業發展的回顧與前瞻，無疑是國家

永續發展重要議題。莊慶達教授就藍色產業分為三

級全面性回顧，提出中經院研究資訊，表示臺灣海

洋產業產值約佔GDP 5%，並就未來發展方向提出

生態、經濟、公平等三項原則。李國添講座教授更

批判性的指出臺灣目前在海洋產業是否永續、能源

業的發展仍缺乏前瞻性的思維等問題。

總統馬英九開幕致詞 邱立法委員文彥與李教授國添共同主持海洋戰略
與海域治理議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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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最具指標性的海洋產業之一，漁業方

面，特別邀請產業界代表，包括水產貿易界李文宏

董事長以及圍網產業界蔡定邦董事長就遠洋漁業的

發展與永續，從貿易面及產業面角度提出因應原

則，沙志一署長補充說明臺灣近年因應國際漁業管

理趨勢的各項保育管理工作，俾與產業之間相互連

結，串聯架構臺灣海洋產業在國際間之競爭力。

在港務方面，因應全球環保趨勢以及各項國際

公約，港務公司張雅富處長細數各國在節能減碳、

綠色船舶、綠色運輸方面的規範演變，並提出臺灣

港務公司就綠色港埠理念的推廣與初步做法，包括

如何鼓勵業者了解並配合此趨勢加以轉型。

陳陽益教授介紹海洋新興能源產業背景以及研

發方向，特別分享成功大學發展海洋能源發電設備

的篳路藍縷辛苦過程，更凸顯海上科技發展所需要

的雄厚資本以及人力資源，也顯示臺灣海洋能源以

及相關發展仍有相當艱辛的路程。

（三）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

面臨全球氣候變遷，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極端

氣候對於海岸地區所帶來的衝擊，有效規劃藍色國

土以及沿海社區的保護，都需要各部會整體考量的

問題。中研院劉紹臣院士深入淺出的從臺灣近百年

氣候變遷資訊，介紹臺灣所面臨的氣候變遷問題。

張靜貞研究員認為可以進一步從評估海岸社區治理

成本並充分與地方民眾討論此議題，以尋求減災

方案。

簡連貴教授從澳洲、中國大陸、美國、加拿

大、歐洲、荷蘭等國的海洋區劃案例，回頭省思臺

灣的海岸管理，並提出多項海岸規劃原則與優先順

序，以及面臨爭議時候的競合處理原則。內政部營

建署綜合組陳繼鳴組長也呼應此說法，說明目前內

政部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以回復海岸自然風貌

的原則進行海岸開發管理。

徐克銘律師從法律觀點以及案例說明遇到海洋

油汙案件時候的生態求償方式、損害認定以及舉證

責任，提供做為相關單位未來因應的參考。環保署

許永興處長介紹目前環保署對於海洋汙染整備應變

機制以及經驗分享，表示環保署經過許多經驗累

積，已然建立相關完善且迅速的因應機制。楊磊教

授特別提醒，除了油污污染，海洋面臨更多如營養

鹽、重金屬、外來微生物、塑膠微粒垃圾等不易見

的污染議題，更需小心防範。

邵廣昭研究員則從國際面到國內執行面探討臺

灣海洋保護區現況與問題，以及如何運用生態系管

理漁業，包括透過海鮮指南等各種教育宣導方式，

以追求資源永續。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劉培東

海巡署鄭副署長樟雄出席與談 活動結束，主辦單位將行動綱領呈交副總統吳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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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介紹目前內政部對於海洋保護區以及生態系管

理的做法，並特別預告澎湖南方四島即將於近期成

為新的海洋保護區。劉光明教授則指出目前生態取

向或者生態系漁業管理的管理重點以及困難度。

（四）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

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海洋環境保護都奠基於

海洋科技的研究成果，海洋科技也呈現該國科學技

術的水準。因此，海洋科技是否受到重視，是否持

續創新，都與國家對於海洋的觀念和企圖心密切

相關。

此節由詹森教授統籌說明臺灣海洋科學研究的

歷史，從退出聯合國之初的青黃不接，到藉由黑潮

邊緣交換過程研究計畫（KEEP）迄今，研究人才

庫逐漸具有規模，國際知名度亦大幅提升，而相關

資料對於協助海疆劃定、海難救助都有所助益。然

當今也面臨鄰國崛起、研究經費萎縮及人才高齡化

的問題亟待解決。

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龔國慶主任

分享海科中心的工作重點，特別是海研五號自2012

年下水之後，陸續於2013年執行南沙、東沙遠航任

務等研究成果。宋克義教授則從南海研究站角度，

提供對於南海科學研究策略的獨到見解。

吳靖國教授以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主任的身分，

說明未來推廣海洋教育方向。教育部王俊權司長則

從主管機關的角度提出更多期許，希望臺灣海洋教

育能夠更穩健的強化、向下紮根落實。

俞克維教授從其對航運公司專業經理人的調查

表示臺灣航運公司仍有許多人力需求，但就專業海

事人才缺乏面臨的訓練、就業等問題，仍需要加強

對於學生的訓練以及相關單位的重視。航港局祈文

中局長也說明目前對於相關海事人員訓練以及考照

制度的改善方針。

（五）海洋生活與文化深耕

陳文喜副校長從國內各種類型的海洋節慶與活

動為例，建議對於海洋遊憩能夠注入海洋文創新元

素，使其更具有文化吸引力。陳政宏教授介紹船舶

產業與水下文化資產，特別是臺灣在東沙群島等水

域已發現的船舶，並認為臺灣的專業能力以及水下

技術仍有待加強，才能有效的發展此領域之研究。

方力行教授從海洋生物博物館出發，介紹各型

海洋博物館的發展趨勢，並提醒在持續利用BOT

方式引進民間資源合作時，是否能夠堅守海洋教育

與研究之初衷，避免過於商業化。海科館吳俊仁館

長以及長榮海事博物館胡湘源課長亦分享其博物館

之運作經驗、社會責任，以及民間博物館的經營難

題。最後單元由徐子修教授藉由數篇海洋文學說明

臺灣海洋文學的百花齊放。

會議決議與產出

兩天的研討會內容緊湊，為能夠更廣納與會者

各層面的意見，本次會議更採取審議式民主投票的

方式，將大會草擬的四十五條行動綱領送請與會者

評分，選出最應優先處理的重要議題，其順序分別

為(1)明確定位「海洋委員會」應為綜整海洋政策、

規劃與執行之機關，明確定位以海洋保育、研究發

展、教育訓練、產業永續和海域執法為主軸之職能

屬性，強化其組織架構，研議增設與其相應之專責

機關（構）及基金，以儘速通過「海洋委員會」組

織法，使其在「海洋部」尚未設立前，成為功能完

整的海洋主管機關。（行動綱領第一條）。(2)加

強責任制漁業管理，強化各項海洋漁業監控管理措

施，推動漁業資源保育措施，管控漁撈能力，強化

相關機關間協調，落實實施港口國措施，加強取締

與執法，降低漁業對生態相關物種之影響，嚇阻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以永續利用海

洋漁業資源。（行動綱領第18條）。(3)秉持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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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永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之原則，積極推動

發展海洋相關產業，增加政府藍色經濟投資，建設

海洋產業關鍵設施，獎勵民間企業投資。（行動綱

領第25條）。(4)將海洋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

整合學習內涵，確認發展重點，同時統整海洋教育

資源，建立各級學校間的縱向連結（行動綱領第31

條）。(5)建立海洋保護區分級制度，逐步提升「禁

止採捕型」海洋保護區之面積，並落實教育宣導與

執法機制；建立海洋生物資源之監控機制，定期評

估其資源變動狀態，以確實掌控海洋保護區成效。

（行動綱領第20條）。

最後，經由大會主辦人、各部會代表參與及學

界、各民間人士的意見交流討論及字斟句酌，正式

通過《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該行動綱領回

顧自第一屆會議舉辦十二年以來國內外的國際演變

以及國內情勢，並提出總計七類海洋議題、35項行

動計畫等。該行動綱領於會議閉幕時呈交給吳副總

統，提供行政部門做為未來推動臺灣海洋政策的

參考。

（本文作者任職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

源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為了這項理念，我

們始終沒有懈怠，逐步推進。

回顧2002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

會」，我們發表《高雄海洋宣言》，揭示全民知

海、愛海、親海的必要性，啟動了政府積極發展海

洋事務的序幕。

2004年成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5

「臺灣海洋年」活動、2006年公布《海洋政策白皮

書》、2007年《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和2008年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政策，都顯示主政機關

的正向回應。2009年第二屆研討會發表的《臺北海

洋宣言》，再進一步為臺灣描繪永續發展的新願景

和具體策略，期待促成「海洋國家」的實現。我們

欣見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議》，臺日、臺美間簽

訂雙邊漁業協議或備忘錄，也逐步解決臺菲漁業糾

紛，深化我國參與國際漁業組織，但東海及南海仍

然波濤洶湧；我們檢視「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

海洋政策仍待落實，臺灣邁向生態、安全、繁榮的

《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

海洋國家還需努力。

我們深刻了解，臺灣四面環海，國家安全、社

經福祉和世代發展，必須依賴海洋；我們更體認

到，海洋對於氣候調節、生物繁衍、形塑文化、經

濟發展、航運交通、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在《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臺灣對於海洋利用

和保育責無旁貸，海域主權爭端和未來如何開發合

作，勢必是國際上持續關注的議題。

我們體認當前臺灣海洋人才出現嚴重斷層、海

洋保育權責不清、海洋機關尚待強化、相關法制有

待建立、文化資產必須保護，以及海洋產業仍需大

力研發與推動。

有鑑於此，本次會議邀集產官學民各界，集思

廣益，於茲公布《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期盼

群策群力，立即行動，開創臺灣藍海新機運、再造

人海新倫理。

我們一致決議，呼籲政府各部會與全國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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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治理與體制建立

1.  「海洋委員會」應為綜整海洋政策、規劃與執

行之機關，明確定位以海洋保育、研究發展、

教育訓練、產業永續和海域執法為主軸之職能

屬性，強化其組織架構，研議增設與其相應之

專責機關（構）及基金，以儘速通過「海洋

委員會」組織法，使其在「海洋部」尚未設立

前，成為功能完整的海洋主管機關。

2.  建立「臺灣海洋健康指數系統」，結合產官

學民之力量，定期評估臺灣海洋狀況，以維

護臺灣海洋健康的長程發展。

3.  針對海洋在國防、漁業、保育、文教、交

通、能源、礦產、觀光、科研等多目標使用

的屬性，導引「藍色國土」的空間規劃，檢

討與研訂國土相關法律，推動海陸共治及永

續發展的目標。

4.  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日益明顯的衝擊，

應繼續推動「海岸（管理）法」，同時強化

海岸地區易淹水及嚴重侵蝕地區之防治，並

對自然景觀和文化資產加強其保護。

（二）海洋戰略與合作機制

1.  為促進區域和平穩定、經濟進步繁榮及海洋

生態永續發展，政府應持續推動「東海和平

倡議」，並在南海建構類似合作機制。

2.  建立體制內、外之海洋戰略智庫，研議、規

劃海洋戰略，以因應海域緊急突發狀況、宣

示國家立場，支援海洋、外交等機關相關

作為。

3.  加強海洋相關機關之協調合作，統合國軍、

海巡及漁政等機關海上編裝實力，與外交折

衝交互支援，以確保我國海洋權益。

4.  重視海洋環境保護、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

積極融入區域海上安全合作機制，使海洋戰

略更見靈活，增加臺灣之國際支持度和建立

國際戰略夥伴關係。

（三）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

1.  寬列海洋科研與教育預算，支持國內相關海

洋海事學校及研究機構發展，提升海洋、漁

業與海事相關領域之人才培育與研究能量，

鼓勵年輕學子從事海洋研究。

2.  整合海洋資料相關管理單位的人力與資源，建

置國家級的海洋資訊中心及海象預報系統。

3.  增建並靈活運用海洋研究船及各式公務船

舶，拓展海洋研究；在作業安全前提下，建

立人員培訓制度，適度開放漁船供海洋科研

運用。

4.  透過自主規劃或國際合作，增加對東海與南

海海域及島礁的研究，包括基本圖資、人文

歷史、國際關係、海洋法律和能源探勘等。

5.  整建租用或新造實習船及漁業訓練船，並協

調運用商、漁船實習艙位，強化專業知能並

拓展國際視野。

（四）災害防救與環境保護

1.  強化海洋、海岸災害防救機制與預警系統，

採取整體性風險管理措施，降低海洋產業受

災害之影響程度。

2.  加強研究調查，從永續的觀點，規劃長遠而

周延的海域空間計畫，建立生態補償與糾紛

處理機制，以謀求最大公共利益。

3.  鼓勵海洋能源之發展及利用，推動海洋能源

之發展。

4.  推廣「無痕」海洋理念，建立海岸及海域認

養制度，以及海洋垃圾監控體系，以減少海

洋汙染。

（五）永續漁業與資源保育

1.  加強責任制漁業管理，強化各項海洋漁業監

控管理措施，推動漁業資源保育措施，管控

漁撈能力，強化相關機關間協調，落實實施

港口國措施，加強取締與執法，降低漁業對

生態相關物種之影響，嚇阻非法、未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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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以永續利用海洋漁業

資源。

2.  加強資料蒐集、資源評估分析及科學研究，

並落實以生態系取向的漁業管理制度。

3.  建立海洋保護區分級制度，逐步提升「禁止

採捕型」海洋保護區之面積，並落實教育宣

導與執法機制；建立海洋生物資源之監控機

制，定期評估其資源變動狀態，以確實掌控

海洋保護區成效。

4.  整合各類型海洋保護區及相關保育法規，建

立海洋保護區網絡；並在東海及南海，倡議

建立以保育為宗旨的合作機制。

5.  積極保護珊瑚礁、紅樹林、藻礁及其他濕地

等重要海洋生態系及脆弱敏感地區，建立常

態性資料蒐集及定期體檢制度，呼應國際保

育趨勢，重視亟需保育之海洋物種，檢視增

修相關法規，並制定資源定期評估機制及生

態系保育措施。

6.  配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新發展

及行政院推動氣候變遷調適及減量相關計

畫，應加速調整產業，評估海岸社區治理效

益，發展氣候監測科技與環境變遷服務產業

鏈，並檢討「國家最適減量行動」。

7.  積極參與國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經由多邊

與雙邊等形式共同保育海洋資源。另應積極推

動兩岸簽署漁業資源保育合作協議，商討有效

保育措施，並強力取締外來作業漁船。

（六）藍色經濟與產業升級

1.  秉持生態環境永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

之原則，積極推動發展海洋相關產業，增加

政府藍色經濟投資，建設海洋產業關鍵設

施，獎勵民間企業投資。

2.  提升研究發展量能，以資源、技術與創新等驅

動力，轉化高新科技，發展海洋新興產業。

3.  推動海洋漁業轉型升級，從傳統原料供應者

轉換為產業加值及服務供應者，擴大引用環

保標章，有效整合產業鏈及永續形象的品

牌，以全球化的策略布局強化我國海洋產業

之全球地位。

4.  檢討與制定相關法令機制，獎勵及輔助民間

公司，積極發展文創、觀光、遊憩、能源、

礦產等海洋新興產業，並建立海洋產業行銷

網絡，協助業者國際行銷。

5.  提升海洋養殖生產技術，重視水產品的品質

與衛生安全，促進其加工及多元化利用，生

產優質的動物蛋白質，減少對海洋資源之依

賴，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和諧。

（七）海洋生活與文化深耕

1.  建立海岸親水設施設置使用之規範，鬆綁海

域活動管制法令，充實親海設施之軟硬體，

提供民眾安全親善的親海區域。

2.  將海洋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整合學習

內涵，確認發展重點，同時統整海洋教育資

源，建立各級學校間的縱向連結。

3.  善用出版、媒體、網路、各類博物館與在地

文化資源，建置完善的網絡，推動海洋社會

教育。

4.  海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應更重視創意與

海洋之必要元素，並與地方特色結合，提升

產業價值與精神。

5.  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

公約》之發展，有系統地調查研究及制定我

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並規劃水下博

物館及考古等教育訓練場域。

6.  加強海洋文史及文物保護研究，以及於海

域、海岸、鹽田、河川等地區之文化資產調

查、研究及評估，避免因散佚與開發行為造

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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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為典型的島嶼型國家，國土面積約38萬平

方公里，排名世界第61位，但海岸線綿長，其所

屬領海及經濟海域面積，卻高居世界第6位，約為

陸地面積的12倍（447萬平方公里）。自古以來，

「海洋」之於日本這個島國與其人民，便有著密不

可分的重要關聯。

自1983年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日

本更積極推動海洋相關事務，海上保安廳亦自同年

起，投入周邊海域調查與探勘工作，2004年另派遣

兩艘大型測量船，專職投入大陸礁層與海洋資源調

查工作。

日本「2013海上保安
報告書」淺析

文｜黃淑玲

2008年6月完成大陸礁層相關探勘調查後，日

本於11月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提交審查，

主張延伸之大陸礁層中，約31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業

於2012年4月20日被認可，此面積幾乎是日本國土

面積的81.58％。海上保安廳多年從事海洋基礎調

查，對於該申請案功不可沒。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言「他山之

石，足以攻錯」。臺灣與鄰近的日本同為「海洋國

家」，有關日本海上保安政策及海上保安廳之任

務、組織架構與機關願景，海巡同仁們實有了解之

必要，俾利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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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識「海上保安レポ－ト（海上保安報告

書）」

日本海上保安廳早期以出版「海上保安白書

（海上保安白皮書）」，來介紹海上保安現況相關

內容。惟考量“白書”意涵，其內容僅能呈現業務

現況或工作成效，無法涵蓋未來規劃目標及機關

願景。

為期強化海上保安業務之精進、發展，並希冀

轉換全書內容更加淺顯易懂，於是啟用親切可愛的

『海丸』，成為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吉祥物，型塑平

易近人、親民愛民的機關形象。更進一步自2001

年起，將機關年度報告，由“白書”改為“レポ－

ト”，適時擴充機關願景及展望等資訊，使全書內

容更加充實、豐富，並且選在每年的5月12日「海

上保安日」出版發行。

現行的「海上保安レポ－ト（海上保安報告

書）」，是一本匯集有關日本海上保安工作實績與

業務展望的年度報告書，並以「年度重大紀事」、

「專題特輯」、「海上保安廳任務與體制」、「八

大業務報告」、「海上保安官」及「其他」等六大

篇章，做為全書固定架構。

「2013海上保安報告書」全書129頁，文字內

容於2013年4月份定稿，並對外發布新聞稿，揭露

本次書中特輯釣魚臺專題相關內容。另於5月12日

在日本各地的政府出版品中心公開販售，共計刊印

8,000冊，每本售價日幣945 。

三、「2013海上保安報告書」提要

有鑑於釣魚臺主權爭議，因日本大動作購島舉

措，而日益升溫，釣魚臺鄰近海域風起雲湧、劍

拔弩張，日本海上保安廳於「2013海上保安報告

書」，即以「守護領海．專屬經濟海域的海上保安

廳」做為特輯主題，大幅報導釣魚臺主權爭議、領

海及專屬經濟海域警備工作等相關內容。

囿於篇幅限制，僅就報告書之『序言』、『年

度重大紀事』、『專題特輯』原文直譯摘錄如下：

（一）序言

海上保安廳在浩瀚的海域捍衛國家主權、領土

與領海，並為確保國人的安全，戮力執行海上警

備、取締，海難救助與燈塔管理，以及提供海洋安

全相關之情報資訊等工作。特別是2011年3月11日

發生在東日本的大地震後的復原、重建工作，也是

重要的業務項目之一。

該書詳細介紹海上保安全般業務，並運用大量

的圖表和照片，使讀者方便理解，藉此深層了解海

上保安廳的全貌。

（二）海上保安的一年

1. 釣魚臺列嶼周邊事案

為致力於釣魚臺列嶼的長治久安，2012年9

月11日海上保安廳取得並接管釣魚臺列嶼的

魚釣島、南小島及北小島的三座島嶼。另因

應「海上保安廳法暨關於領海等海域外國船

舶航行法部分修訂」於9月25日正式施行，

遠方離島陸上犯罪，海上保安官可機動處

理，有效強化執行權限。

2. 東日本大地震後的重建

當地的第二管區海上保安本部由潛水士與警

察機關合作，在2012年又發現了8具大體。

此外，為確保受災區港灣的航行安全，除進

行海圖改版作業外，也推動燈塔等航路標誌

的復原工作。其中，傾毀的大槌港燈塔被視

為重建的象徵，業依據公開募集的設計圖進

行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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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大陸礁層的延伸認可

日本於2008年11月向聯合國的大陸礁層界

限委員會提出約74萬平方公里以內的大陸礁

層延伸申請，約有31萬平方公里的大陸礁層

延伸區域，於2012年4月20日被認定的。爰

此，日本在超過200浬受認定的延伸大陸礁

層海域中，便可進行資源開發。

4. 海洋情報透明化∼公開海洋臺帳

海上保安廳於2012年5月18日啟用「海洋臺

帳（海洋政策支援情報工具）」網站（網

址：http//www5.kaiho.mlit.go.jp/kaiyo/），

使民眾皆可自由地參考或對照地圖上有關海

洋的各種情報資訊。

5. 維持“日本海”單獨稱謂表記

2012年4月23∼ 27日在摩洛哥召開的「第

18次國際水路會議」中，有關“日本海”的

稱謂又被提出討論。該廳與外務省發表聯合

聲明，堅持“日本海（Japan Sea）”是國

際間唯一被確立的名稱，沒有改變的必要和

依據。

6.  海上保安廳最大噸數的巡視船『秋津島號』

下水

『秋津島號』全長150公尺，總噸數約有

6,500噸，可搭載2架直升機，2012年7月4

日在橫濱市造船廠舉行命名及下水典禮。規

劃於搭載武器、內裝設備完工後，在今年秋

季前後正式服役，針對重大案件之應處，預

做長期行動能力或被害防禦能力之準備。

7. 啟用運用管制官的資格認定制度

海上保安廳為確保船舶交通重要輻軸海域的

海上交通安全，在全國設置了七處「海上交

通中心」，藉由運用管制官對於大型船舶進

行監控，並提供海洋相關資訊給所有船舶，

以防止危險發生。有關運用管制官養成研修

體制及資格認定制度，已在2012年4月取得

國際機構認可。

8. 寄發海洋緊急情報簡訊

日本周邊海域發生之海難事件，小型觀光遊

憩船約佔7成。因此，為積極強化小型船舶

之安全對策，研議利用資訊通報服務，透過

手機寄送簡訊，提供航路障礙物狀況、氣象

警報等緊急情報。此項服務由第三至第七管

區海上保安本部率先實施，另自2013年度起

全面實施。

9. 南極海鯨捕獲調查之應處

有關2012年捕鯨調查安全對策，因衡酌近年

來反捕鯨團體對於調查捕鯨船團的妨害行為

日益嚴重。依據相關省廳研究結果，採延續

2011年的做法，讓海上保安官登上調查捕鯨

船團及水產廳監視船隨行，以確保調查捕鯨

船團人員之安全。

10.  電影『BRAVE HEARTS （英勇的心）海

猿』正式上映

2012年7月13日「海猿」電影系列第4集

『英勇的心─海猿』在日本正式上映。因

海上保安廳協助該片拍攝工作，故將本電

影作為宣傳活動之一環，希冀民眾藉由影

片故事，認識海上保安業務。

11. 舉行兩年一度的觀閱式

因應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災情，觀閱式

調整為兩年舉行一次。2012年6月2日至3

日，假東京灣羽田近海舉行「海上保安廳

觀閱式及綜合訓練」，計有相關機關的船

艇38艘、航空機18架，共同參與壯盛的觀

閱式，另安排人命救助訓練、制伏嫌疑犯

操練等活動，吸引各方嘉賓及招募對象前

來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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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特輯—守護領海．專屬經濟海域的海上

保安廳

【引言】

在2012年9月，海上保安廳取得並接管釣魚

臺三島（魚釣島、南小島、北小島）後，中

國大陸公務船舶經常侵入領海，伴隨著日本

周邊海域情勢緊張化，確保國家主權，保全

海洋權益，逐漸成為重要的課題。

1.  關於海洋相關國際性規範和海上保安廳的領

海警備

本段內容整理出聯合國海洋法主要海域區分

及沿岸國管轄權等規範，並說明海上保安廳

如何依國際規範，針對國外公務船舶及主張

領土主權人士所乘船隻、外國漁船等，進行

相關的應對、處置。

2. 釣魚臺列嶼周邊海域之應處

第二段內容介紹釣魚臺歷史背景、保釣活動

案例及相關應對作為，尤其針對中國大陸公

務船舶“侵入日本領海”之次數、停留時

間，綜整詳盡統計資料，凸顯問題的嚴重

性。另收錄一線工作同仁的投稿文件，傳

達守護海疆的神聖使命。

3. 海上保安體制的強化

此段說明「海上保安廳法」、「領海等

水域有關外國船舶航行法」部分條文修

訂之必要性及相關法案概要。另就巡防

艦艇及航空飛行器之新造或機能強化工

事，增進警備能量予以介紹，目標在

2015年底前，確立釣魚臺專屬大型巡

視船體制之建置。

四、發現與建議

（一）落實海洋基礎研究調查

海上保安廳自1983年開始，即從事海底

地形、地殼構造、海洋資源⋯⋯等海洋基礎調查工

作，其積極意涵不外乎是拓展海洋國土，加強戰略

地位，以及控制海洋資源等面向。

然而相形之下，我國挹注於海洋研究調查的人

力及預算，則有明顯落差。惟國家海洋權益絕不容

等閒視之，如何在國際地位邊緣化，與國家財政困

難的處境中，為強化海

洋基礎調查工作，覓得

出路，實屬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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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署與海洋科研界已建構合作平臺，除不

定期支援「海研五號」至南海海域進行調查，另

將陸續於本署新造艦艇上，安裝艦載聲波剖流儀

（ADCP）、測深儀、氣象量測系統等設備，協助

國內學界蒐整海洋基礎資料，俾促進國家海洋科研

發展，並於情勢詭譎的南海中，展現我國的軟實

力，亦藉此彰顯國家主權。

（二）建置安全情報通報服務

海上保安廳從2013年起，全面實施情報資訊通

報服務，凡需求者僅需點選該廳官方網站的「海洋

安全情報簡訊」專區，提供個人資料，並同意相關

使用規範後，即可免費透過手機獲得航路障礙物狀

況、氣象警報等緊急情報之簡訊。

本署於2001年11月8日啟用海巡「118」電話系

統，提供24小時之海巡便民服務，惟「118專線」

仍屬被動服務性質。為全面提升服務品質，似可開

發相關資訊服務系統，讓事後救援報案電話，進而

轉換為積極預防的貼心叮嚀。推動初期可先行擇定

試辦機關（單位），研擬全般配套措施，嗣後視執

行成效評估可行性。

（三）推動海洋資訊公開分享

多年來，海上保安廳不僅以測量船、航空器及

尖端科技設備積極參與海洋調查工作，且投入相當

的人力及經費，建置多元、詳盡的海洋資料系統。

2011年更砸下重金進行「海洋情報一元化」，整合

並管理日本國內重要海洋資料。

2012年5月18日正式啟用「海洋臺帳」網站，

內容包羅萬象，廣納海洋文化、科技、資源⋯⋯等

面向，無償開放給一般民眾點閱使用，帶給日本國

民檢索海洋資訊更便捷的途徑，也讓此項海洋資料

庫成為民眾親近海洋、了解海洋的重要媒介。

目前國內海洋資料分散於政府機關及學術研究

機構，除未能有效整合、資源共享外，使用格式也

不盡相同，不利使用者運用。未來我國籌辦國家級

海洋資料庫，可參考前開網站平臺建構模式及相關

作為，以拓展海洋資訊服務面向。

（四）樹立機關優質親民形象

為利民眾認識海上保安業務內容及重要性，海

上保安廳於2004年至2012年間，持續協助「海猿」

系列電影的拍攝工作，成功型塑海上保安人員專

業、盡責及英勇的正面形象。另自1998年起，配合

親切可愛的吉祥物「海丸（うみまる）」及「小海

（う—みん）」進行多元廣宣，不僅知名度及曝光

度大增，親民的機關形象亦深植民心。

為建構優質海巡人力，本署可借鏡該廳相關行

銷作為，吸引有志青年投入海巡工作行列。誠如本

署2013年辦理的海巡精神標語創作徵選活動，其目

的在於型塑海巡署專屬形象標語，俾利業務推展與

機關行銷，希冀後續有具體廣宣，有效發揮催化

能量。

（五）釣魚臺海域情勢之應對

日本野田政府片面將釣魚臺國有化後，中國

大陸於2012年9月13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遞交

「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座標圖與海圖」，

同月16日另提交大陸礁層延伸申請案，主張東海

大陸礁層自然延伸至沖繩海槽（其中涵蓋釣魚臺

諸島）。以上，無非是意圖強化對釣魚臺的『立法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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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不斷增派公務船舶或航空器，“巡

弋”釣魚臺附近海域，擴充其『司法權』及『行政

權』的行使，同時亦測試日方底線。

報告書中指出，釣魚臺國有化後，除颱風等惡

劣天候外，中國大陸公務船在釣魚臺周邊海域巡

航似乎已成常態。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底止，

中國大陸公務船“侵入日本領海”的天數總計為

35天，進入領海外側鄰接區海域的天數則高達136

天。另稱，中國大陸公務船在2012年12月，“侵

入日本領海”的次數最多，計有 8次；而「侵入」

時間最長的1次，則是在2013年2月，單次滯留時間

長達14小時又16分鐘，顯示「侵入」的次數持續增

加，且「侵入」的時間也變得更長期化。

日方為因應愈發緊張的釣魚臺海域情勢，海上

保安廳先行投入6艘預定退役的1,000噸級巡視船

彌補勤務罅隙。此外，原部署於九州島福岡基地的

「築前號」，是一艘搭載直升機之大型巡視船（排

水量約3,100噸），於2013年10月11日已正式更名

為「沖繩號」，並改隸第十一管區那霸基地。

目前第十一管區已擁有2艘搭載直升機之巡視

船，加上自2012年起，增列預算籌建10艘具壓制、

監視、高速功能，以及備有飛行甲板的1,000噸級

巡視船，未來將以12艘大型巡視船，建置專屬於釣

魚臺警備之艦隊。同時配合造艦期程，擴編所需人

力，預定在2015年底前，確立專屬大型巡視船運作

體制，提升領海警備能量。

日本政府大動作的購島行為，使釣魚臺爭議白

熱化，澈底破壞臺、中、日多年來「擱置爭議」的

現狀。我國雖表達強烈抗議，並發動保釣活動，  

馬總統亦於2012年9月7日登上彭佳嶼時，提出「東

海和平倡議行動綱領」，盼重新建立對話機制，共

同維護區域之安全穩定。

在這場保釣爭議中，如何避免我國被邊緣化，

除考量臺、中、日三邊互動情勢外，與美國之間的

微妙關係，也不得不審慎應處。維護國家權益為政

府當務之急，本署將持續推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

案，並恪遵「不挑釁、不衝突、不迴避」三項原

則，落實護漁勤務，漁民在哪裡，海巡船艦就在哪

裡！無畏惡劣海象，捍衛國家主權及漁權。

五、結語

英國萊里爵士認為：「誰控制了海洋，就控制

了世界貿易，進而控制世界財富，最後能控制世界

本身。」美國戰略學者馬漢也曾提出：「海權對於

一個國家的發展、繁榮和安全至關緊要。任何一個

國家或聯盟，其力量如果足以控制海洋，就能控制

世界的財富，從而統治全世界。」經略海洋，無疑

是確保國力迅速增長的主要途徑。

臺灣四面環海，本署乃海洋守護者、執法急先

鋒，如何維護海域安全，推動海洋事務，捍衛海洋

權益，實為海巡任務重心所在。日本為東亞海洋強

權國家，海上保安廳之機關屬性又與本署相仿，其

海上保安政策走向，不啻為重要參考及借鏡之對

象。僅就日本「2013海上保安報告書」部分內容拋

磚引玉，期使海巡同仁得以一探日本海上保安政策

之樣貌，並在業務上獲得更多的激勵與啟發。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企劃處）

本文相關插圖轉載自2013海上保安報告書及

海上保安廳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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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政府為統一海岸巡防事權及有效管理海

域，於民國89年1月28日，正式納編國防部海岸巡

防司令部、內政部警政署水上警察局及財政部關稅

總局緝私艦艇等任務執行機關，成立海域執法專責

機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確立岸海合一之海域

執法機制1。基此，舉凡海域犯罪偵防、海上船舶碰

撞處理、海難船舶與人員搜救、海洋環境保護及保

育等重要工作皆為海巡署的法定重要任務，並且歷

年來各項發生案件紀錄皆被持續詳實記錄於「海巡

偵防管理系統」中。

海巡事務工作涵蓋範圍龐雜，舉凡救生、救

難、海事糾紛、越界捕魚及取締他國漁船等，歷史

案件資料不僅多樣化且數量龐大，回溯應用不易。

因此，為使前述資料有效應用，發揮其最大指導價

值，爰規劃研究建置「海務案件資料庫」及相關系

統查詢介面，藉以將歷史案件經驗，採取表列與圖

層等輸出方式來呈現，以為建立海域管理預警機制

之參考，從而有效掌控我國周遭海域動態，提升精

進海巡執法工作的效能。

本研究方法係採用歷史資料研究法，透過專家

訪談，將歷年案件資料加以歸納分類，建置於海務

案件資料庫系統內，並且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

以圖示方式標記海務歷史案件的發生所在處，藉以

提供風險海域的可用預警參考資訊。本研究的主

要研究範圍著重於我國周遭海域所發生過的海務

案件，其案件資料概分有海難搜救、海上救生、海

上交通事故、漁事糾紛、海洋環境保護、漁業資源

保育及越界大陸船舶取締等七大類。本研究規劃開

發的海務案件資料庫系統及預警系統等相關功能細

節，分述如后：

一、 海務案件資料庫系統：1.共通資料欄位：案

件類型、案發時間、案發地點、人數、船名及

處置情形等。2.差異資料欄位：因案件屬性，

訂定出不同之差異欄位。3.呈現方式：以表列

與圖資等兩種方式，呈現出海務案件之統計

及分佈結果。4.資料來源：將歷年海務案件資

料，進行海務案件歸納及分類。5.後續應用：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整合，開發一套預警系統，

使得系統更加完善，可有效運用於實務工作上。

二、預警系統：

1.  海域風險資訊地圖：運用地理資訊系統，以

Google Map/Earth及Google API技術作為本

研究進行系統雛型建置的參考。

2. 條件內容：以海務案件建置案件類型欄位。

3.  資料分析：運用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整合搭

配，以圖資方式呈現出海域風險資訊地圖。

文｜許少驊、吳東明、姚洲典文｜許少驊、吳東明、姚洲典文｜許少驊、吳東明、姚洲典

現今海務資料庫
於 海巡勤務預警系統之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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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組成架構

海務案件資料庫與預警系統雛型的建置規劃，

以透過專家訪談方式，深入瞭解此兩系統雛型建置

所需的相關資訊。在海務案件資料庫系統雛型建置

完成後，再與地理資訊系統進行整合產出預警系

統，並且以圖資方式，顯示高風險海域。從而得以

採取有效的預警應變、整備及措施等，進而有效管

理我國周遭海域，強化海域執法效能，維護海洋環

境與資源。

針對海巡署海務案件分析、地理資訊系統、偵

防管理系統及資料庫等資料進行彙整探討，並且加

以分析整理，內化為可適用於本研究系統的相關組

成要件，詳分項說明如后：

一、海務案件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一條與第四條規定，海巡署

為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

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執行海域執法

及相關事項，諸如救生、救難、海事糾紛、取締他

國漁船越界捕魚、三浬拖網、海洋環境生態破壞、

海洋污染、護漁等海事及海洋環境保護案類處理2。

此外，依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辦

事細則第九條中規定可知：各類海務案件主要分為

海洋事務與海洋保育兩類，在海洋事務方面，包括

執行海上交通秩序管制及維護、海上船舶碰撞處

理、海難搜救及緊急救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相

關事務等事項；在海洋保育方面，則包括關於執行

海洋災害救護、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維護與海洋資

源保護及保育等事項。

依前述可知，錯綜複雜的海務案件應將各類案

件逐一整合歸類，以利有效管理海務案件資料庫，

而遵循實務單位訪談結果，將海務案件規劃分項

為：1.海事糾紛。2.海上救生。3.海難搜救。4.海上

交通事故。5.海洋環境保護。6.漁業資源保育。7.越

界大陸漁船取締。

二、地理資訊系統

隨著資、網、通整合、電腦硬體效能及價格等

因素的突飛猛進，獲悉轄區治安訊息的分析工作，

可藉由導入「地理資訊系統」（GIS），與地理資

訊相結合。透過網路資源分享及互動特性等，讓地

理資訊系統（GIS），再行進階應用「雲端運算」

科技，載入不同面向的情資於「地理資訊系統網

路」（Web GIS）中，將可供多人同時線上使用，

於是豐富的地理資訊即可在電子化平臺上完整的呈

現。「地理資訊系統網路」（Web GIS）的服務要

旨即是運用「雲端運算科技」，使用者可透過網路

瀏覽器功能，即能獲得許多豐富的地圖資訊3。

將地理資訊系統（GIS）概念引進本研究系

統，使用者可利用「網際網路」的鏈結方式，瀏覽

Google Map/Earth功能，並且可以從本研究系統中

查看出，以圖示方式標記的海務案件發生地，此即

所謂「風險海域資訊地圖」，以供各海巡單位迅速

掌握轄內海域治安狀況資訊。

三、偵防管理系統

偵防管理系統乃以建置「輸鍵平臺」方式，由

各基層海巡單位輸入各類海巡工作績效，紀錄於系

統資料庫中，使用者可依據權限讀取查詢案件相關

資訊，亦可產出各種績效統計報表資料，提供予各

單位幕僚參用，以為業務參謀作業依據，同時可利

用「資源共享」平臺，將非機敏性資料提供本署其

他資訊系統（例如公務統計系統、小神捕系統）分

析、統計及運用，達成「資訊互通」之終極目標。

四、資料庫

所謂資料庫即可將其本身視為電子化檔案櫃，

儲存有豐富的電子檔案，進而避免人工建檔可能發

生的錯誤，使用者可依據相關權限於資料庫系統中

進行新增、刪除、修改及擷取等相關功能4。資料庫

運用形式是將事前所取得的資料透過規範的固定格

式，加以彙整存放，以提供管理者及多個使用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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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共享與使用的應用系統。

此資料庫系統架構係以「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為基礎，

進行開發資料交換整合的功能介面及查詢服務工

作，並且充分運用現有可用資源，透過資料共通概

念，以確保達成本研究案可以便利使用的目標。該

建置資料庫的功能優點概有：1.避免資料重複性建

置，節省儲存空間。2.降低輸入錯誤。3.資料便於

修改。4.資料完整性，確保資料正確性與可靠性。

本研究擬依照與實務單位訪談結果將海務案件

規劃分項為：海事糾紛、海上救生、海難搜救、海

上交通事故、海洋環境保護、漁業資源保育及越界

大陸漁船取締共七大類資料庫，其各相關資料庫關

聯表參照下圖一5。

圖一　各類資料庫關聯圖

 
海上救生

編號
案件類型
事故原因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單位
氣候
風力級數
浪高

海難搜救

編號
案件類型
事故原因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置情況
處理單位
氣候
風力級數
浪高
船籍
船難種類
船難噸位

海洋環境保護

編號
案件類型
事故原因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單位

海務資料

編號
案件類型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置情況

海上交通事故

編號
案件類型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單位
氣候
風力級數
浪高

漁事糾紛

編號
案件類型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單位
氣候
風力級數
浪高

越界大陸船舶取締

編號
案件類型
事故原因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位

漁業資源保育  

編號
案件類型
事故原因
案發時間
經緯度
人數
船名
處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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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警系統

係指在自然界中部署的生物性或技術性系統，

透過個體或群體方式，發布一項未來可能發生危險

訊息的系統。其目的是為使接收訊息者可儘早發現

即將發生的危險，並且作出相應的防制行動，以減

輕或規避其可能帶來的傷害6。在本研究系統中，

透過整合臺灣周遭海（潮）流統計的資料庫，及本

研究所建置海務案件資料庫的各項案件資料等，規

劃建置臺灣本島周遭海域的風險預測系統雛型。期

待此一研究系統雛型，可以順利產出高風險海域資

訊地圖，可適時適切提供決策者制定因應策略時參

考。至於本研究的終極目標即是一般民眾可以依據

系統指令，自行產出風險海域資訊地圖，使其避免

前往高風險海域，進行各項海上休間活動，即可達

成先期預警的效能，進而確保社會大眾的生命財產

安全。

綜上所述，可知預警是為使用者預先得知可能

發生的危險，並且適時作出相對因應的防制行動，

以減低或規避可能發生的災害風險。因此，藉由海

務案件資料庫及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置，對於可能發

生案件可以事先發現其潛在危機，並且由實務單位

適時提出有效相關因應作為，以空間換取時間，減

少危險的發生或降低危險發生後的破壞程度7。

參、系統建置規劃8

透過海巡署偵防管理系統、地理資訊系統及資

料庫等相關資料蒐集、歸納及分析作業，據此工作

成果為基礎，進行海務案件資料庫及預警系統等系

列性的系統建置規劃。有關該研究的海務案件資料

庫建置、風險預警系統規劃，及系統使用者操作介

面與資料呈現方式等工作內容，詳細分項說明如后：

一、海務案件資料庫建置作業

根據海巡署的現有偵防管理系統及資料庫的建

置優點，進行資料彙整分析作業，進而結合現代資

料庫功能的相關應用概念，規劃建置本研究案的研

發資訊系統雛型。諸如：規劃各類海務案件的工作

項目資料欄位，包括船籍、船名、案件類型、案發

時間、案發地點（經、緯度）、人數及處置情形

等。據此，再行應用統計分析及地理資訊系統等技

術，最終可順利產出表列及圖資等兩種方式的資訊

顯示成果。

至於研發規劃中海務案件資料庫的細部建置工

作內容簡述如后：

1.  可行性分析：先期針對海務案件以專家訪談

等方式彙整分析，最終將所有海務案件歸類

為七大類。

2.  資料字典：將七大類海務案件，以資料字典

方式，進行輸入及查詢。

3.  子資料描述文件：依據案件類別規劃，建置

主欄位內的更詳細之子資料。

4.  應用評估：本以服務導向原則，先期將系統

以雛型方式呈現，再作管理者及使用者雙方

進行普查訪談，力求研究開發中系統功能可

以有效實際應用。

5.  操作查詢介面：功能介面包含有處理單位、

案件類型、案發時間、地點及海象等，並且

將查詢結果呈現於特定列表格式中。

二、預警系統規劃

透過應用資料庫系統與「地理資訊系統」技

術，及建立臺灣地區周遭海域的水文環境預測模型

等相關資料，得以線上查詢發生海務案件的統計表

列及圖資等顯示資料，進而可以發現及預測海域風

險地圖。關於該預警系統規劃工作項目內容簡述

如后：

1. 預測範圍：臺灣地區周遭海域。

2.  輸入介面：包含有案件發生時間、地點、船

名及案發類型等相關輸入介面。

3.  預測結果：以表列及圖資等兩種方式，呈現

各類案件發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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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使用者操作介面規劃及資料呈現方式

有關本研究規劃之系統架構圖包含使用者操作

介面規劃說明與呈現方式，分述如下：

（一）操作介面規劃

1.  案件類型：以海務案件資料庫所規劃的七大

類案件做為主選單的功能選項，以備各類海

務案件的統計數據，得以表列格式型態呈現

之。

2.  事故原因：以資料庫各數案件所發生的主要

原因，進行設計欄位與查詢功能。

3.  處理單位：以下拉式選單功能。選擇案件發

生地所在的海巡隊。

4.  案發日期：使用者可點選案發日期，回顧資

料庫中該日案件的相關資料。

5.  查詢執行：規劃「查詢」輸入鍵，將各類欄

位點選輸入後，由使用者點選查詢功能後，

結果將依查詢目的呈現之。

（二）系統資料呈現方式

該預警系統的使用者係透過兩種查詢設計形

式，取得表列或圖資等型式，查詢七大案件類型事

故原因的統計結果，並且可經使用者自行選定選擇

查詢案件、事故原因、處理單位及查詢時間後，此

系統即可顯示出其所查詢目的結果。在表列式所呈

現結果中，每筆資料分別包含有事故原因、案發時

間、人數、經度、緯度等欄位內容。在圖資式所呈

現結果則是在地理資訊系統的圖資功能上顯示。至

於，本研究系統所規劃表列及圖資等型式的資料呈

現介面情形，請分別參看圖二及圖三等所示：

在海務案件資料庫建置及管理的工作方面，係

以海務案件資料庫系統為基礎，針對七大類案件類

型，進行資料查詢，可以提供表列及圖資等兩種資

料呈現方式，在圖資顯示部分，係利Google Map/

Earth功能，將查詢出案例資料標記於圖面中。在風

險預警查詢工作邏輯方面，亦循以海務案件資料庫

系統為基礎，針對七大案件類型的事故原因，進行

熱點統計與分析，亦分為表列及圖資等兩種資料呈

現方式，在圖資顯示部分，亦是應用Google Map/

Earth功能，將查詢出案例標記於圖面中。

肆、結語與建議

本研究規劃建置一套適合我國海務案件資料庫

及預警的線上即時查詢系統，藉以識別各類案件發

生的高風險海域，採取有效的預警應變、整備及相

圖二　預警查詢介面示意圖（表列式） 圖三　預警查詢介面示意圖（圖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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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措施，進而確實有效管理我國周遭海域的動態。

另依據不同轄區所發生海務案件種類，及其事件發

生的頻率，分別進行強化相關海巡單位及人員的訓

練措施，以達到預警應變及降低風險的終極目標。

在海上救生及救難事件中，該風險預警系統能

有效透過線上查詢功能介面，迅速取得適時適切處

置方案，縮短應變作業時間，提升海上搜救效能。

並且亦可運用於相關海洋油污染防治工作上，即以

海流漂移方位及漂流速度等海域水文統計資料，進

行油污染防治的相關處置工作，有效管理海域各項

動態及危安預警，進而採行相關應變整備及措施

等。另在非法捕魚、海事糾紛、海洋生態破壞及保

護等海事案件中，可藉由本系統的海事案件熱點，

分析治安重點海域，妥善規劃勤務，強化勤務佈

署，以維護海上治安及海上交通安全。

本研究主要以海務案件資料庫及預警系統建置

為主要研究項目，針對我國海巡單位在進行海事及

海洋環境保護案件搜索所遭遇的問題進行探討。由

於本系統研究過程中，所需建構的資料庫是源自現

行使用系統中，考量到資訊安全性及資料機密性，

在本研究階段，資料是採半自動方式匯入，而非與

現有系統共用資料方式。因此資料可能會有不同步

更新現象，並且可能會發生若干不必要的誤差，此

處建議可待將來系統正式上線試用後，並且在無資

訊安全顧慮情況時，再行實施遞迴修正，藉以提升

本系統效能。

此外，本研究亦將引用「資料探勘」技術，研

究資料中潛藏的訊息，萃取有助決策支援的訊息，

藉以輔助決策制定，達到先期預警的效能。因此，

遂利用專家訪談方式，以獲取更有效的資訊，倘若

實務單位可以提供更完善的訊息，將使得研究結果

更貼近實務單位需求，亦可提供更多面向的查詢功

能，將有助於實現未來系統的全面上線推動目標。

（本文作者分別為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

長、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專任教授、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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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表述當屬「海洋夢」。海洋夢加上強軍夢，

講的就是海權，所以十八大報告中，所說的海洋強

國，就是海權國家。一個名符其實的海權國家，必

須具備運用及掌控海洋的能力，更白的說法則是要

有在海洋上投射武力的能力5，所以中國大陸開始發

展航艦、積極研發無人遙控飛機、參與海外軍演，

其目的無非著眼於提升海軍及海巡6部門的遠海作業

及海洋監控能力。

舉凡有關海上傳統安全（以軍事為主的安全議

題）及非傳統安全（以非軍事為主的安全議題）之

事務或議題，必為海權國家所重視，中國大陸海軍

於1949年成軍之初，在「飛（岸置飛機）、潛（潛

水艇）、快（魚雷快艇）」的建軍政策之下，僅具

備近海防衛作戰能力，直到1987年，才首次派遣

艦隊巡弋南沙，從地理距離來看，海南省海口市距

離南沙太平島約有1,530公里之遠，換言之，中國

大陸海軍花了近40年才從近沿海走到近洋，是什

麼原因讓它走的如此緩慢呢？這是個多重現象組合

而成的問題，一方面可以歸咎於當時中國大陸的財

壹、前言

從以往霸權興衰的歷史中，不難得知，一個經

濟成長中的大國，多半會循著「廣積糧、高築牆」

（致富為先、強兵為後） 的發展思路前進，但在國

富民強之後，國家建設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跟著調

整，因為隨著政經實力的增長及擴張，必有相對的

國際義務要承擔 （例如基於保障能源進口安全所必

須提供的各種保護、參與國際性的環保組織等）1，

從中國大陸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演變

過程，便可看出這樣的規律性。在該屆全會之前，

中國大陸以「左傾」和「兩個凡是」2的階級鬥爭

為政治路線主軸，全會之後，則轉到經濟建設上，

在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大陸擠下日

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富強之餘，自然要與列強平起平坐建立新型

的大國關係；因此，習近平提出了以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為核心的「中國夢」3作為施政指導原則並以

「強軍夢」作依托，而強軍夢呼應十八大報告中有

關「中國將堅決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4最

文｜于青雲

有力有力有力的表的表的表述當述當屬「屬「屬「海洋海洋夢」夢」。海。海。海洋夢洋夢加上加上加上強軍強軍強軍夢，夢，夢，壹、前言

文｜于青雲文｜于青雲

解析十八大之後

中國大陸重組海巡部門
 之 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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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居多，這種矛盾心理，可以說是中國威脅論不

斷發酵的結果。中國大陸也看到了這一點，儘管利

用各種場合再三澄清化解，但從2013年11月6日，

日本陸上自衛隊在宮古島舉行的岸置反艦飛彈射擊

演練11、安倍晉三致力催生「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概

要」12來看，中國威脅論至少已深深的烙印在日本

和菲律賓的心頭上。

就新實力主義（neo-realism）的觀點而論，中

國大陸在胡錦濤時代走的是「和平發展」的外交路

線，習近平接班後，為此原則設下停損點，他說：

「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

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13，而核

心利益在中國大陸的眼裡就是主權，為了主權當然

不惜一戰，因此絕不會因為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

而放慢軍事現代化的腳步；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也

不放棄透過區域合作的方式達到「擱置爭議、共同

開發」14的訴求。 

貳、 中國大陸對海域主權爭議問題的基本立

場與態度

國家政策必定是依據國家利益所制訂，擁有

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和6500多個島嶼的中國大

陸自然也不例外，從1994年11月16日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生效後，在200海浬專屬經濟海域制度的許

可下，中國大陸所管轄的海域變的更加遼闊，根據

2011年「中國海洋發展報告」揭露，「中國」依據

公約及相關法律之規定，可主張管轄的海域面積約

為300萬平方公里，在同樣的海域制度下，中國大

陸周邊的八個鄰國所主張管轄的海域面積也跟著大

幅擴張，例如日本主張的海域面積為其陸域面積的

11.9倍、越南為2.19倍、菲律賓為6.31倍，大家擴

張的結果就形成了海域重疊而產生劃界的爭議15，

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南沙群島、釣魚臺的歸屬爭議

及東海大陸棚的分割問題。事實上，自2009年起，

美國高調提升亞洲的戰略佈署以來，東海及南海的

力無法支持海軍建設，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在「致富

優先」的思維下，將資源優先用於發展經建項目的

決定，當然最不能排除的是，中國大陸在80年代

以前，熱衷於政治鬥爭內耗的結果。然而中國大陸

海軍遲遲無法現代化的窘況，在中國大陸國力旺盛

之後起了變化，為能累積遠洋航行及整體後勤支援

（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的經驗，中國大陸

中央軍事委員會於2008年11月，依聯合國安理會決

議，批准海軍艦隊前往亞丁灣（Gulf of Aden）執行

反海盜護航行動7。這是中國大陸海軍成軍以來，遠

赴海外參與國際維安行動善盡大國義務的首例；換

言之，中國大陸在相當程度的富裕之後，已不再以

建設經濟為優先項目了，從遼寧號航艦的成軍、向

俄羅斯積極採購航程足以涵蓋整個南海的蘇凱-35型

戰機8、2013年中俄海上軍演、重組國家海洋局整合

海上執法維權部門等跡象顯示，中國大陸的確已將

重心擺在海權的建設上了，所以「致富為先、強兵

為後」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大國在崛起

過程中的建設模式。

習李政府上路之後，在面對內、外情勢挑戰

下，一方面要持續並深化經改政策及行政體制的改

革，另一方面則要努力維持一個內外皆穩的發展環

境，才有助於上述改革之進行。在2013年的博鰲

論壇9會議召開期間，世人看到習近平，利用歐巴

馬處理國內政府預算僵局無法出席的機會，成功拉

抬了中國大陸的國際地位，並強力抨擊美國主導的

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及美、日、澳三國外長

的東海、南海戰略對話10。在歐巴馬連續兩次缺席

下，周邊國家難免會質疑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

實踐程度，因此，在2013年博鰲論壇會後，亞太

局勢在若干程度上出現了有利於中國大陸的走勢，

這種「美消中長」的轉變，自然會促使部份東海、

南海周邊國家向中國大陸靠攏；但這種靠攏多半基

於經濟面的考量，畢竟誰也不願錯失和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打交道的機會，但在政治面上，卻還是偏向

解析十八大之後

中國大陸重組海巡部門
 之 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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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便不斷有被外力激化的趨勢，尤其是2010年，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越南河內的召開的第17屆東

協區域論壇部長會議中，公然表示：「南海航行自

由、亞洲海洋共同資源開放通路（open access to 

Asia’s maritime commons）及對國際法的尊重皆涉

及美國國家利益，對於南海主權爭議，美國雖不會

直接支持任何一方之主張，但反對任何一國單邊宣

稱主權或以任何形式之威脅作為解決爭議的手段，

並希望南海主權爭議能以循多邊協調外交方式解

決。」16，這番話形同為東、南海周邊國家處理爭

議的主張作了背書，可想而知，近兩年來，日本處

理東海問題態度的轉趨強硬和菲律賓的多番挑釁就

是仗美之勢使然。

針對有心國家在亞洲區域安全議題，從中挑撥

與唆使的行為，習近平於2013年博鰲論壇開幕致

詞時，用「任何國家都不能為一己所私把一個地區

乃至世界搞亂」這句話，表明了反對域外大國干預

東、南海主權爭議的立場，藉由「世界不該變為一

個相互角力的競技場」這句話，展現和平發展的

態度，更以「各個國家不能這邊搭臺、那邊拆臺，

而應相互補臺、好戲連臺」這句話，重申「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的爭議處理原則，今日看來，此三

句話，充分表現了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處理上「硬

中有軟、軟中有硬」之韌力。

參、整合海巡部門所著眼之新布局

當前中國大陸海洋政策的目標，就是要積極建

設成為海洋強國，規劃依據則是十八大二中全會

及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所通過的《國務

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此方案預計在5年

（2013-2017）內完成72項組改任務，其中代表海

巡機關整合的「國家海洋局」重組工作已在2013年

內完成17，以下將從海巡機關的歷史脈絡及編整等

面向探討中國大陸整合海巡部門之布局：

一、海巡機關的歷史脈絡

中國大陸的海巡機關在十八大以前，計有海

監、海事、海警（公安部邊防系統）、漁政及海關

等五大系統，由於彼此互不隸屬且各自為政，因而

有「五龍治海」之稱，其結果便是力量分散、效能

不彰、重複投資（例如各機關都搶著建碼頭、競相

造艦、爭食治海預算等），雖然各屆的中國大陸領

導人皆知五龍治海的亂象，但其中利益糾葛盤根錯

節，無論怎麼動都擺不平各山頭，所以這個亂象始

終存在。從過去的處理模式來看，每當發生海上主

權爭議事件時，中國大陸總先出動海監總隊及農業

部的執法艦，這兩個機關雖然都有執法職權，但其

艦艇武裝薄弱不足與軍艦相抗衡，在黃岩島對峙事

件中，菲方出動的是排水量3250噸、配備76快砲

的美製Hamilton級護衛艦，反觀中方派出的「中國

海監84」公務船18，不論在噸位、火力上均不及菲

方，雖然中國大陸向來不把菲律賓放在眼裡，但不

可否認，在這起事件上，雙方在第一線上對峙的艦

艇實力過於懸殊，不能排除菲律賓作出誤判情勢的

可能性。

位居五龍之首的公安部邊防局海警部隊，是唯

一具備正規武力的準軍事機關，其艦艇皆配備現代

化武器系統，但礙於「和平發展」外交路線的限

制，極少介入近年發生的海上爭議事件。國土資源

部所屬的海監總隊，負責領海及近岸海域的巡航監

管，偏向海事執法，所以其艦艇並未武裝化，而農

業部的漁政船，管的是維護漁業秩序及對外保護本

國漁業權益，其艦艇也未配備武器。海事局是交通

運輸部所屬的海上業務監管部門，職司航行安全、

防止船舶污染及海上設施查驗等業務，其艦艇亦不

具備武力。海關緝私局雖擁有大量艘緝私快艇，但

船小、續航力有限且多配備輕火力，在解決海上主

權爭議上，顯然派不上用場。

從以上的概述中，不難發現，中國大陸當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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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路線下，在處理海域主權

爭議事件時，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限制，而且當前的

國際氛圍亦無軍事力量用武之地；反觀，日本及菲

律賓在同樣問題的處理上，就敢於真刀真槍的和中

國大陸對抗。因此中國大陸必須終結這種「多頭治

海」的落伍作法，採一條鞭治海政策，由一個事權

統一的主管機關綜攬海洋事務，並同時強化武裝力

量介入糾紛的能力。直到2012年4月，爆發黃岩島

對峙事件後，中國大陸當局終於等到澈底整頓海上

執法維權機關、終結五龍治海管理模式的時機，於

是在2013年的兩會之後，展開積極的組改行動。

二、整編海巡機關的涵義

在五龍治海的時代，只要有海上主權爭議之

處，便可看到海監總隊和「中國漁政」執法艦的身

影，但此等艦艇僅有行政執法權，無法對侵犯國家

權益的外籍船舶行使刑事執法權；而具有刑事執法

權的海關緝私艦和邊防海警的巡邏艦，多為小型艦

艇，只能在近海活動，這種制度性的安排，雖然犧

牲了實務上的作業效率，但在以往各方都還認同擱

置爭議的年代不失為合宜作法；然而當前各方已將

爭議檯面化，此種態勢已對中國大陸走向海洋強國

的總目標形成一定程度阻礙，所以可從組織重組及

政府再造的面向觀察中國大陸重組海巡機構之涵義。

（一）國家海洋局內部組織之重組

中國大陸於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

職能轉變方案》，在此方案的要求下，將分散於前

述五大機構的海洋執法單位全部整編至國家海洋局

之內，以達到統一海上執法力量，提高執法效能的

要求。換言之，國家海洋局的掛牌終結了五龍共治

的混亂局面，讓海洋治理真正走入一元化、事權合

一的擅場時代。

重新出發的國家海洋局隸屬於國土資源部，並

以「中國海警局」名義對外執行海上執法維權勤

務，在業務上則接受公安部指導，局本部設有11

個幕僚部門，人員編制共372名，海洋局局長兼任

海警局政委，1名副局長則兼任海警局局長，並另

外增設2名海警局副局長及1名副政委，從管理階

層的人事部署來看，顯然又一套人馬、二塊招牌的

模式，其原因有可能是，中國大陸當局認為海上執

法維權業務具有相當強的政策性，必須由黨直接領

導，保留形式上的行政建制以便於協調其它部會之

需要。其中較特別的是，將舊海洋局時代的「政策

法規和規劃司」拆成「戰略規劃與經濟司」和「政

策法制與島嶼權益司」，並增設海警司（專責執法

艦艇、人員的調度及勤務指揮）及財務裝備司（負

責後勤整備）；從這樣的調整來看，國家海洋局的

職能，除了基本的海上執法維權之外，更多了政策

面的海洋資源戰略規劃和島嶼管轄，基本上，此一

內部組織改造，反應出了中國大陸在海洋事務的管

理上採取了一次到位的安排，這是我國海巡署在未

來的組改設計值得參考之處。

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公布的《國家海洋局主要

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簡稱三定方案）
19，國家海洋局下轄北海分局、東海分局、南海分

局，各自履行轄區內海洋監管理及執法維權職責，

對外則以「中國」海警北海分局、東海分局、南海

分局名義運作，各分局在沿海省分（包括自治區、

直轄市）設置11個海警總隊及其支隊，「中國」海

警局則可直接指揮海警總隊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
20，總員額為16296人。

在三定方案中，也看到中國大陸今年三中全會

後，所標榜的「簡政放權」精神，國家海洋局將釋

出海洋環境預報服務資格認定、海洋廢棄物檢驗

單位資格認定、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溢油應急計畫

審批、民眾於國家級海洋自然保護區內參觀、旅遊

活動申請審批、海岸工程建設環評書審核等五項權

力，加強有關海洋綜合管理、生態環境保護和海上

維權執法等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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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彰顯政府再造功能的國家海洋委員會

海洋是一個多功能的地理空間，各海洋國家基

於海洋運用的多樣性，在實務上，多透過功能性組

織或專業部門分頭管理各項海洋事務（例如海洋

環保議題交給環保部門、漁業議題交給漁業部門

等），但隨著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11月生效之後，

海洋事務在高度互動性與多元化相互交織的結果，

使得以功能導向由專責部門處理專項議題的傳統作

法，已不足以應付海上的各種衝突，嚴重者更有可

能損及國家在海疆上的利益。所以，在觀念上，追

求總體的政策與法律架構；在行政體制上，追求協

調的互動與整體且一致之作為，成為了當代海洋國

家必要之思維與努力之處21。

國家海洋局的重組是行政部門組織調整的一部

份，其目的就是提升效率，而政府再造則是行政部

門因應新情勢、新需要所作的調整，通常是設立新

機構或成立跨部門的組織，國家海洋委員會的成立

就是考量到國家海洋局，在處理海上執法維權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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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冠雄

Article｜Wang, Kuan-Hisung

壹、前言

聯合國於1982年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後，各會員國

持續關切全球海洋事務與相關議題，聯合國秘書長

在聯合國大會決議案要求下，自1984年起每年均須

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海洋法相關發展之年度報告。而

自1996年起，聯合國大會更決議要求擴大報告書的

內容，經過歷年來對於海洋知識的累積以及相關法

律制度的檢討，此一年度報告已經成為聯合國體系

內在海洋事務領域當中的工作報告。更重要的是，

透過閱讀此一年度報告，可以具體理解作為全球最

龐大及涵蓋面最廣的國際組織「聯合國」對於各年

度當中海洋事務的關切重點，因此仔細閱讀此份報

I. Introdu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 in 1982, and 

its member states started to keep their attentions on global 

ocean affairs and its related issues.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has started presenting his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CLO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as resolved since 1984.  In 

1996, the General Assembly resolved to expand and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report.  The accumulation of ocean knowledge 

over the years and the reviews of legal system made this 

annual report the work report of UN in the fi eld of ocean affairs.  

More importantly, by reading this annual report,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a substan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points of 

concern of UN,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the 

widest coverage, in ocean affairs every year.  Therefore, this 

report, if read carefully, provides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global ocean affairs unfold.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2013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海洋與海洋法 報 告 書 」
之觀察與分析

聯合國秘書長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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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當可對於全球海洋事務的發展有一脈路清晰的

理解。

本觀察與分析係就聯合國秘書長於2013年4月

8日提出之「海洋與海洋法報告」以及於同年9月

9日發表之「海洋與海洋法報告：增編」兩份文件

加以介紹。兩份文件所涵蓋的議題面向包括海洋酸

化的成因與影響、海洋酸化所涉及之國際法律規範

和政策作為、因應海洋酸化的應有作為；《海洋法

公約》架構下之大陸礁層界限委員會、國際海底管

理局、國際海洋法法庭等機構的工作成就；海洋空

間；海上運輸；海洋科學和技術；氣候變遷；國際

協調與合作等，內容相當豐富。

然該份報告所涵蓋之層面甚廣，為能在有限的

文字篇幅內介紹與本國海洋事務發展相關的重點，

本文乃就若干重要的段落加以敘述與分析。同時，

為了避免在文中出現過多重複贅字，將以「2013

報告書」一詞含括前述之報告本文以及增編兩份文

件。

貳、報告書內容分析

一、關於海洋酸化相關議題

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係指當大氣

中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溶解進入海水之後，造成海洋

鹼度逐步下降的一種現象。如果任由這種現象持續

發展，則此一過程可能會對海洋生態系統、全球生

計、以及碳迴圈（carbon cycle）產生重大的衝擊。

根據「2013報告書」所指出，近幾十年來，海

洋上層二氧化碳的濃度明顯上升，此係因大氣中的

二氧化碳比例增加之緣故。1800年至1995年期間，

海洋吸收的碳約達118億噸，這相當於占燃燒化石

燃料、土地利用變化和水泥生產以及其他活動產生

之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約29%。目前海洋每年吸收

約2億噸碳，占人為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約25%至

30%。預計二氧化碳持續排放對於物種的繁衍、生

長和生存構成威脅，將會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生

This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report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port” 

proposed by UN Secretary-General on Apr 8 2013 and the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Addendum” published on 

Sep 9 2013.  The issues covered in these documents include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 of ocean acidifi cation, international 

legal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volving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action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 response to ocean 

acidific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under the structure 

of “UNCLOS;” ocean spac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imate 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y cover a wide spectrum of 

topic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som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in this report that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 the hope to point out the key points of ocean 

affairs related to Taiwan in condensed texts.  To avoid too 

manyrepeated words in this paper, both the report and the 

addendum are referred to as the “2013 Repor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I. Breaking Down the Report

1. Issues regarding ocean acidifi cation 

The ocean acidifi cat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H value of ocean drops as the increasing CO2 in the 

atmosphere dissolving in ocean.  If this phenomenon is left 

unattended, it could escalate to major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and livelihoods worldwide, as well as  the carbon 

cycle. 

The “2013 Report”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CO2 in the upper level of ocean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due largely to the increase of CO2 level 

in the atmosphere.  It is estimated that  oceans absorbed 

approximately 118 gigatons (Gt) of CO2 between1800 to 

1995.  This is equivalent to 29% of CO2 emission from burning 

fossil fuels,  land use change, cement production and other 

human activities.  At present the oceans absorb roughly 2 Gt of 

carbon emission per year, accounting for 25% to 30% of annual 

CO2 emission from human activities.  At this rate, the constant 

CO2 emission would be likely to threaten the reproduction, 

growth and survival of species,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major changes in ecology.  What we can 

57

雙月刊2014.vol.68



態發生重大變化。可以預期的情形是，海洋酸化將

使海洋化學發生變化，這會影響到海洋生物的養分

獲取、海洋生物的微量元素毒性和形態。

由於海洋提供眾多利於人類的生態系統服務，

例如在漁業、沿海保護、旅遊業、碳封存和氣候調

節等方面所提供者，均有助於促進全球就業和經濟

活動，而這些服務可能受到海洋酸化的嚴重影響。

儘管人們對於海洋酸化對海洋物種和生態系統過程

的影響仍然知之甚少，但預測其會產生深遠的社會

經濟後果。特別是，海洋酸化可能會改變物種組

成、破壞海洋食物鏈和生態系統，並有可能損害漁

業、旅遊業和其他與海洋有關的人類活動。幾項研

究顯示，估計到2100年時，海洋酸化將導致珊瑚礁

喪失，會造成每年高達8,7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海

洋酸化所導致的軟體動物生產損失經濟價值將會超

過1,000億美元；海洋酸化可能減緩或逆轉海洋動植

物的生長，其後果將導致漁業收入相對減少，這對

依賴這些資源提供收入和生計的社區影響甚大。

基於海洋酸化所產生的可知及預期影響，

「2013報告書」整理出在國際法律制度下所展現的

若干文件，在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方面：1982年

《海洋法公約》中除第十二部分特別規範海洋環境

的保護及保全外，第十三和第十四部分的海洋科學

研究和海洋技術轉讓的制度亦有關連；1992年《生

物多樣性公約》雖然沒有具體論及海洋酸化問題，

但其締約方大會已經確認海洋酸化對生物多樣性的

潛在影響，規定到2015年時，計畫將氣候變遷或海

洋酸化對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態系統的多重人為壓

力降至最低，以維護它們的完整性和功能；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設立制度監管溫室

氣體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活動，其所建立的法律架

構，也可應用於因應海洋酸化問題；1994年《聯合

國執行1982年12月10日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

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游魚類種群規定之協定》要

求締約國在海洋環境中儘量減少污染並保護生物多

樣性；2011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附

expect is that the ocean acidifi cation will trigger variations in 

marine chemistry, which results in impacts to the acquisition 

of nutrition for marine biology, as well as the toxicity and 

morphology of marine lives.  

The ocean provides a wide spectrum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human being, such as fishery, 

coastal protection, tourism, carbon storage and climate 

regulation.  These help promote global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are vulnerable to 

ocean acidifi cation.  Despite the limited knowledge we have 

about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how it affects ecosystems, 

the prediction is that ocean acidification will bring to us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Particularly, 

the acidification could change the composition of species, 

compromise marine food chain and ecosystem and possibly 

undermine fishery, tourism and other ocean-related human 

activities.  A few studies show that the ocean acidification 

will lead to loss of important coral reef and bring a staggering 

economic loss of $870 billion by 2100; it will cause an economic 

loss of $100 billion in mollusus production; and it may slow down 

or even reverse the growth of marine animals and plants.  The 

consequence is the reduction of fishery incomes.  This spells 

impacts to the communities and people whose livelihoods 

depend heavily on these resources.  

For the known and predicted influences that ocean 

acidification could bring, the “2013 Report” presents several 

documents develop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For documents of legal binding, the marine scientifi c research 

and marine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specified in Parts 13 

and 14 of 1982 UNCLOS are related to this matter in addition 

to Part 12 which describes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 the 1992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does not discuss extensively the issue of ocean acidification, 

but all of the signing parties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 on biodiversity 

and planned to minimize the manmade pressures of climate 

change or ocean acidifi cation on coral reefs and other fragile 

ecosystems by the year of 2015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integrity and functions; a system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1992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or 

the surveillance of emission of CO2, a major greenhouse gas 

(GHG).  The legal structure establishe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ocean acidification issue; the 1994 “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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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六修正案，建立國際工業部門第一個強制性全球

溫室氣體減排制度，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972年《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

約》及其1996年《議定書》設立了監管將廢物和其

他物質傾倒入海洋問題的法律制度，各締約方為永

久隔離二氧化碳，對海底淺層二氧化碳廢物流的捕

獲和固存進行監管。

而在不具法律拘束力的文件方面，著名的幾

份關於環境保護文件：1992年《21世紀議程》；

2002年《約翰尼斯堡執行計畫》；2012年聯合國

永續發展大會成果文件；經過若干次修訂的《保護

海洋環境免受陸上活動污染全球行動綱領》（The 

Global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等皆是。

不過，若要有效因應當前所面對的海洋酸化問

題，純粹依賴前述法律或非法律的文件並無法達到

目的。能夠建立減緩海洋酸化以及適應其影響的能

力方為重點，這包括了採取適當的治理措施，以確

保或加強生態系統的復原力，乃是因應海洋酸化的

關鍵要素。在這一方面，應更加重視能量建構，以

促進知識和專長共用，以及發展基礎設施和制定與

海洋酸化有關的國內政策。開發中國家由於依賴容

易受海洋酸化影響的生物，作為其經濟或糧食的基

礎，因此受到海洋酸化的影響最為嚴重，「2013報

告書」認為針對這些國家發揮能量建構活動至關重

要，這特別顯現在許多小島嶼國家，因為他們幾乎

沒有什麼可以替代捕魚的經濟手段以提供收入和蛋

白質。

二、關於海洋空間測量與規劃

聯合國法律事務廳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司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DOALOS）依據大會第59/24號決議規定的任

務，與國際海道測量組織及其相關機關合作擬訂了

規格，用以協助締約國編寫《海洋法公約》規定的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requires that 

all signing states minimize pollu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s 

and protect biodiversity; In 2011,  parties to annex VI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agreed to adopt amendments to establish the 

fi rst-ever mandatory global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regime 

for an international industry sector, which helps the reduction of 

CO2 emission; the 1972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of Wastes and Other Matter and its 1996 

Protocol established a legal system for surveillance on dumping 

wastes and other materials into oceans, and the signing parties 

agreed to monitor the capture and storage of CO2 waste fl ows 

at shallow levels of ocean in order to isolate CO2 permanently.  

For documents without legal binding, there are several 

well-known document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example, the Agenda 21 of 1992; the Johannesburg 

Plan of Implementation of 2002; the proceedings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 and 

the Global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after several 

amendments.  

However, the legal or non-legal documents mentioned 

above alone are not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ocean 

acidification issues.  The key is to establish the ability to 

mitigate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adapt to its impacts.  This 

includes taking adequate governance measures to ensure 

or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ecosystems to recover, and that 

is the essential element to cope with ocean acidifica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ability to promote 

and shar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as well as to develop 

infrastructures and domestic policies pertinent to ocean 

acidific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highly vulnerable to 

ocean acidifi cation as they rely heavily on marine creatures, 

which are very susceptible to ocean acidification, for the 

supply of economy or food.  The “2013 Report” suggests utmost 

importance for these countries to develop such abilit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many small island states, as they have 

virtually no economic means other than fishery to provide 

incomes and protein.  

2.  Issues regarding maritime space measurement and 

planning

Tasked by the Resolution 59/24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 UN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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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存文件。「2013報告書」指出，利用此規格的

好處很多，包括：1. 海區外部界限位置更準確且統

一；2. 符合其他國際標準，因而更易於將資訊與電

子海圖等產品整合；3. 可用於指導國家一級維護關

於海區外部界限和海洋邊界的國家信息系統的能量

建構；4. 提供可靠權威的資料，供各國和其他用戶

無償使用；5. 交存的文件增加；6. 海洋使用者更有

法律確定性；7. 海洋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8. 資源

管理得以改善。

此一發展對於我國來說，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

響。我國近年來對於周邊海域的測量及研究顯有成

果，若能以前述規格加以呈現，則可與國際社會相

關規範接軌，並能以共同的標準和規格與周邊國家

進行討論或談判。而在私領域方面，海道測量的成

果若是進入商業化的階段，則亦是不可忽略國際規

格所規範的內容。

三、關於海運的安全規範

海上運輸已經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的重要工具，

但是隨著貨運量的繼續增長，受到關切的是貨運可

能對環境、人類健康和氣候所產生的不利影響。

關於此點，「2013報告書」表示確保船舶與航行

安全，特別是透過確實實施和執行相關國際公約，

將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和手段。這些國際公約包括

了：1974年《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的修訂、

1966年《國際船舶載重線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oad Lines）的修訂、以及《經

1978年議定書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公約（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及其客輪安全標準的修訂等，特別是對於船上工作

人員的安全有進一步的保障，例如《海上人命安全

國際公約》修訂條文中，要求建造的新船能夠減少

船上噪音，防止人員遭受噪音危害；又如2012年通

過《開普敦協定》（Cape Town Agreement），改

進安全標準，減少海上人命損失。

(DOALOS) work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 and its affiliates to develop specifications 

to help the signing states produce the deposit documents 

required by the UNCLOS.  The “2013 Report” indicates a 

number of advantages of adopting these specifications, 

including: 1. greater and unified accuracy of the location of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maritime zone; 2. compliance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ly adopted standards and consequently easier 

integr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into products such as electronic 

nautical charts; 3. guidance for capacity-build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maintain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on 

the outer limits of maritime zones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4. 

reliable and authoritative data available to States and other 

users at no cost.; 5. an increased number of deposits; 6. legal 

certainty for users of the oceans; 7. improved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8. Improve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This development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aiwan.  

Taiwa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urvey 

and research of surrounding waters in recent years.  If these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he specifi cations mentioned above, it 

certainly helps connect with relativ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allows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ith shared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private sector, the results of hydrographic survey will be some 

indispensable contents required by international specifi cations 

if one day commercialized. 

3. Maritime Security regarding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ritim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global trading.  However, 

with the constant increase of cargo traffic, attention mounts 

on the potentially adverse infl uence of cargo shipping on the 

environment, human health and climates.  For this, the “2013 

Report” indicates that it is an essential process and measur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hips and shipping by implementing 

relativ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which include: the 

amendments of 1974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and the 1966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oad Lines, 1973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mended based on the 1978 protocol 

and the amendment of its passenger ship safety standard.  

In particular, the safety of workers on board is provided 

with more protection.  For example, the amend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requires 

that the onboard noises shall be minimized on newly built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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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vent noise hazard to the crew; also, the Cape Town 

Agreement was approved in 2012 to improve safety criteria 

and minimize loss of life at sea.  

4. Protection of the safety of people at sea

The term people at sea refers to those who work at sea, 

such as the legal workers on board of merchant of fishing 

ships and the illegal workers and smugglers that are possibly 

involved.  For legal workers, the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specifies all-round rights and protection for seafare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convention is a consolidated agreement that 

combines the 68 conventions and sugges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articles, regulations and code.  The code covers 5 

aspects: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seafarers to work on a 

ship;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ccommodation, recreation 

facilities, food and catering; health protection medical care, 

welfare and 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and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protection is improved 

adequately for relevant rights.  

For illegal people, the 2013 ILO report, “Caught at Sea: 

Force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in Fisheries,” points out that 

some abuses observed in a number of fishery industries and 

fi shing fl eets are serious enough to constitute forced labor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addition, the data of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shows that 107,500 African 

refugees arrived in Yemen from the Horn of Africa in 2012 after 

treacherous sea voyages.  This is the largest inrush of refugees 

ever since UNHCR started keeping tracks of these numbers in 

2006.  What is involved is not only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but also the maintenance basic human rights such as survival.  

5.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For maritime safety, piracy and maritime armed robbery 

are always the issues that concer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dustry.  Article 101 of the UNCLOS defi nes piracy as the acts 

of plundering and attack occurring at high seas.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defines the attacks occurring 

at the sovereignty off a country, such 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ternal waters, territorial sea and archipelagic waters, 

are classifi ed as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2012,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received 341 

occurrences and attempt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the world, which is 203 fewer than in 2011.  

Particularly, the number of attacks by pirates based in 

四、關於海上人員的安全保障

海上人員一詞係指於海上工作的人員，如貨輪

或漁船上的合法工作人員，以及可能涉及的非法勞

工和偷渡人員。針對合法工作人員方面，《海事勞

工公約》係為全球海員規定了全面性的權利與保

障。該公約將勞工組織現有的68項公約和建議合併

成一項單一的協定，其中包括三個部分：條款、規

章和《守則》（Code）。《守則》涵蓋五大領域：

海員上船工作的最低要求；雇用條件；住宿、娛樂

設施、食物和伙食供應；健康保護、醫療、福利和

社會保障保護；遵守和執行。可說已經適當地將相

關權利的保障加以強化。

針對非法人員方面，2013年國際勞工組織

的報告《在海上抓獲：漁業的強迫勞動和販運》

（Caught at Sea: Force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in Fisheries）指出，在一些漁業企業和一些漁船

上的嚴重虐待事件，可稱相當於強迫勞動和販運人

口。此外，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

資料，2012年有107,500名非洲難民和移民經過危

險的海上航行從非洲之角抵達葉門，這是自難民署

2006年開始編纂這些統計數字以來最大量的湧入人

數。這些所涉及的事項不僅是勞工權利的保障，有

時更會涉及到人命安全的基本權利維護。

五、海事安全相關議題

關於海事安全方面，海盜及海上武裝搶劫一直

是令國際海上運輸界擔憂的議題。《海洋法公約》

第101條對海盜行為作出定義，係指發生在公海海

域的劫掠和攻擊行為。但國際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將發生在國家管轄範圍內，例

如專屬經濟海域、內水、領海和群島水域的攻擊行

為，歸類為武裝搶劫船舶行為。

2012年，國際海事組織接獲全球341起已發生

或未遂海盜和武裝搶劫船舶行為報告，比2011年減

少了203起。特別是以索馬利亞為基地的海盜襲擊

次數從2011年的286次下降至2012年的99次。在南

61

雙月刊2014.vol.68



海、印度洋和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襲擊次數也已

減少。另一方面，在西非、麻六甲海峽和地中海的

襲擊次數有了增加。2012年的海盜攻擊報告中，大

多數事件是在阿拉伯海和東非活動的索馬利亞海盜

所為。2013年6月25日，22個國家簽署了《關於在

西部和中部非洲預防海盜、武裝搶劫船舶和海上非

法活動的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Piracy,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and Illicit Maritime Activity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該守則簽署方將盡最大可能進行

合作，預防和制止海盜和武裝搶劫船舶行為、海上

跨國有組織犯罪、海上恐怖行為、非法、未報告和

未加管制的捕魚和其他海上非法活動，同時國際海

事組織已經承諾將透過一個新的多方捐助信託基金

支持推動此一倡議。

六、海洋科學和技術

「2013報告書」提及持續增進對於海洋及其

與大氣層相互作用的瞭解和認識十分重要，因為海

洋及其資源有助於實現永續發展，這包括了消除貧

窮、促進糧食安全、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及其資

源、以及監測和預報氣候變遷的情況。《海洋法公

約》為此目的，在其第十三和十四部分中，關於促

進和便利海洋科學研究和開發及轉讓海洋技術方面

的規定，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聯合國已經注意到對於小島嶼開發中國家而

言，海洋科學和技術、以及能量建構和海洋技術轉

移等事項，對於支援這些國家的永續發展具有相當

大的重要性。《海洋法公約》中關於海洋科學研究

的相關條款，包括第244條的規定，應當進行收集

資訊和資料的工作，包括在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管轄

範圍內進行的此類工作。《海洋法公約》第276條

應當確實執行，以便在全球和區域海洋科學機構

（包括小島嶼開發中國家所特有的機構）參與的情

形下，採取協調一致的方式，加強對小島嶼開發中

國家在海洋科學研究和技術領域能力發展工作的支

援，並推動向這些國家轉移海洋技術。

Somalia dropped from 286 in 2011 down to 99 in 2012.  The 

number of attacks also decreased in South China Sea, Indian 

Ocean, South America and Caribbe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mber of attacks increased in West Africa,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2012 pirate attack 

reports, most of the attacks were done by Somalian pirates 

roaming the Arabian Sea and East Africa.  On June 25 2013, 

22 countries signed the “Code of Conduct concerning the 

Prevention of Piracy,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and Illicit 

Maritime Activity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The signing states 

of this code will do their best to cooperate, prevent and stop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cross-border organized crimes at 

sea, maritime terrorism,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 shing and other illegal conducts at sea.  In addition, the IMO 

has committed to promote this initiative through a trust fund 

with don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6.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2013 Report” mentions that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improve constantly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about the ocean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atmosphere, as 

the ocean and the resources it provides help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elimination of poverty, improved 

food safety,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 and 

its resources, and monitoring and forecast of climate changes.  

For this, the requirements of promoting and facilitating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marine 

technology in Parts XIII and XIV of UNCLO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UN has notic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ility establishment and marine technology 

transfer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The articles 

in UNCLOS related to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cluding 

Article 244, encourage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including performing such work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development island countries.  Article 276 of UNCLOS should 

be implemented so that the suppor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scientifi c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in these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are enhanced and the marine technology is 

transferred from these countries with participa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marine scienc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ose unique 

to these island countries) in a coordinated and consistent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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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rogress of marine sci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biolog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here 

have been 1,130 data sets providing service for 350 million 

observations on 120,000 marine species.  This system is 

the worlds’ largest online open database for the data of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of marine biology.  

Fo r  the  mar ine  techno logy  deve lopment ,  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points out in its 

report, titled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value of using explicit, consistent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successful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This 

report further demands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that is more 

organized to allow users for adequate standards.  

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ceans and seas issues

UN Genera l  As sembly  rev iews  the  sus ta inab le 

development of ocean every year within the scope of progress 

established in the Assembly for UNCLOS and sustainable 

fishery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Nations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on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General Assembly recognized that stronger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required for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nd 

therefore established the procedure for global report and 

evalu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status (inclu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addition, the Assembly established a work 

group for the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gress to 

study issues regarding maintenance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outside of countries’ administration.  

For sustainable f ishery,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UN keeps wor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olution for deep-sea fisheries in high seas in support of 

FAO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ep-

sea Fisheries in the High Seas in 2008.  This solution consists of 

projects of sustainable fishery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 supported by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in relation to deep-sea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 and 

ecosystems outside of countries’ administ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rt state measures, FAO 

continues to support the 2009 “Port State Measures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The purpose is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gre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ensure that it i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world, facilitate the abilities of developing 

在海洋科學方面的進展，還有海洋生物地理資

訊系統的建置，目前已經整合1,130個資料集，為對

120,000個海洋物種的3,500萬項觀測提供服務。該

系統是關於所有已知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分佈情況

和豐度資料的世界上最大全球線上開放資料庫。

而在海洋技術方面的進展，國際可再生能源

總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在其題為「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國際標準化」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的研究報告中，強調採用明

確、一致、國際公認之標準的價值，以確保能夠成

功部署可再生能源技術。這份研究報告進一步要求

採用更有條理的資訊平臺，將適當標準提供給各使

用者。

七、海洋永續發展議題

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會在關於海洋和海洋法以及

永續漁業和大會所建立之進程（特別是聯合國海洋

和海洋法問題不限成員名額非正式協商進程）範疇

內，審議海洋的永續發展問題。大會瞭解到需要有

更好的科學理解以支持決策之制訂，並且設立了海

洋環境狀況（包括社會經濟方面的問題）全球報告

和評估經常程序。除此之外，大會設立了不限成員

名額非正式特設工作小組，以研究國家管轄範圍以

外養護和永續利用海洋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問題。

在永續漁業方面，聯合國糧農組織持續制定

其公海深海漁業方案，以支持執行2008年糧農

組織的《公海深海漁業管理國際準則》（FAO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Deep-sea Fisheries in the High Seas），該方案包

括由全球環境基金所支持的、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

外區域深海海洋生物資源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漁業

管理和生物多樣性養護的專案。

在關於港口國措施的實踐上，糧農組織持續支

持實施2009年《預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和

無管制的捕撈活動港口國措施協議》（Port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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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目的在促

進該協議早日生效，以確保其在國際上被接受，促

進發展國家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該協議所帶來的

利益，並促進雙邊、次區域和區域之協調。

此外，值得吾人留意者在於對漁業執法狀況

的改善上，已經出現跨國情報交換和打擊非法捕

魚的趨勢。「2013報告書」特別提及在2013年2

月時，國際刑警組織第一次國際漁業執法會議中推

出SCALE專案，以查明、打擊、鎮壓漁業犯罪，

並改進國家間漁業執法資訊和情報的交換，國際刑

警組織還設立了國際刑警組織常設性的漁業犯罪

工作小組（INTERPOL Fisheries Crime Working 

Group）。

為了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對於造成海洋污

染的可能因素，「2013報告書」也有探討，包括

了：陸地污染源和海洋垃圾；海上運輸活動；壓艙

水管理；船舶的回收與再利用；海洋雜訊；廢物處

理與廢物的越境轉移。「2013報告書」中指出透

過區域合作處理應為達到永續發展海洋目的的主要

趨勢，在2012年10月時舉行的區域海洋公約和行

動計畫全球會議（Global Meeting of the Regional 

Seas Conventions and Action Plans）審議了2013-

2016年期間的戰略方向，包括：有效運用生態系

統方法；執行關於保護海洋環境免受陸上活動污

染全球行動綱領的《馬尼拉宣言》（the Manila 

Declaration）；加強國家能力；提供工具，使經濟

增長擺脫環境壓力；加強合作，促進世界海洋評估

（World Oceans Assessment）；為實現共同的區

域目標加強合作機制。

八、小島嶼開發中國家面臨的議題

許多小島嶼開發中國家所處的浩瀚海洋區域及

其所蘊藏的海洋資源，不僅使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受

益，也使廣大的全球社會受益。對海洋的管理不妥

當會對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產生尤為不利的影響。因

countr ies,  maximize the benefits  that come with the 

agreement, and promote bilateral, sub-regional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Furthermore, it is worth our attention that there is a trend 

of cross-border intelligence exchange and elimination of illegal 

fi shing as part of improvement of fi shery law enforcement.  The 

“2013 Report” mentioned specifically that the SCALE project 

was rolled out by Interpol in Feb 2013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fishery law enforcement meeting to investigate, strike and 

suppress fishery-related crimes and improve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for fishery law enforcement 

between states.  The Interpol also established the INTERPOL 

Fisheries Crime Working Group.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2013 Report” has 

looked into the possible factors that lead to ocean pollution, 

including: land-based pollution source and marine wastes;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hip recycling and reuse; noises in the ocean; waste treatment 

and cross-border waste transfer.  The “2013 Report” suggests 

that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treatment is the major tren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cean.  

Held in Oct 2012, the Global Meeting of the Regional Seas 

Conventions and Action Plans reviewed the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2013-2016, which include: effective use of ecosystem 

methods;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nila Declaration for the 

Global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Land-Based Source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abilities, provision of tools to improve economy and 

break away from environmental stresses; enhancement of 

cooperation and facilitation of World Oceans Assess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regional goals. 

8. Issues facing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The vast ocean where many small island countries 

are located and the marine resources it provides not only 

benefit these countries but also the extensive global society.  

Poor management of ocean will be a hard blow to these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As a result, a health ocean is 

crucial to these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and they are in 

need for the supports from international society both fi nancially 

and technically.  

When facing climate changes, the adverse influences 

to the ocean affect dramatically the coast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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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such as sea level rising, coastal erosion and extreme 

weathers threaten food safety and the global efforts in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Relying heavily 

on the marine ecosystem and resources, the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the detriment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s on the ocean.   

For the infl uences that come with climate changes, one 

of the top issues to be dealt with is how to adapt.  For this, 

FAO initiated the global volunteer initiative of the “Global 

Partnership on Climat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effective management tools, develop management 

methods and start international supports.  The FAO Secretariat 

fi rst noticed the vulnerability of fi shery and fi sh framing system, 

and suggested that this vulnerability should be minimized. For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and recovery 

of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to impacts, climate changes, 

ocean acidific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ariat’s activities is to support policies, laws and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incorporate the issu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governance of fi shery and aquaculture,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s, start the planning for 

adapting to and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for 

fi shery and aquaculture, and include fi shery and aquaculture 

in national plans of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s and accompanying fi nancial mechanisms.  

9.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s confirmed b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ac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ocean, the UNCLO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The issues of ocean are intertwined 

and inter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sector 

method for overall consideration.  The General Assembly 

places constant emphasis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based on UNCLOS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complement the 

efforts made by countries in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UNCLOS and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ocean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good use of the existing 

mechanisms whose sole purpose is to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such as the Open-ended Informal 

Consultative Process and the UN-Oceans. 

此，健康的海洋對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生存至關重

要，小島嶼開發中國家因此需要來自國際社會的財

政和技術支援。

而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情形時，對海洋產生的不

利影響尤為嚴重地影響到沿海社區，如海平面上

升、海岸侵蝕和極端天氣事件，均會威脅到糧食安

全和消除貧窮、實現永續發展的全球努力，這在開

發中國家特別如此。小島嶼開發中國家依賴於海洋

生態系統和資源，因此在氣候變遷對海洋的不利影

響面前尤其脆弱。

有鑑於氣候變遷所會產生的影響，如何適應

是眼前緊迫的全球優先議題。為此，糧農組織主

持了「氣候、漁業和水產養殖業全球夥伴關係」

（Global Partoership on Climat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全球自願倡議，以訂立有效的管理工

具，制定管理辦法，發動國際支援。糧農組織秘書

處首先注意到漁業和水產養殖系統的脆弱性，並提

出應當減少此種脆弱性。為此目的，加強漁業和水

產養殖業對衝擊、氣候變遷、海洋酸化和自然災害

的適應能力和復原力。秘書處的活動目的在於支持

政策、法律和執行架構，將氣候變遷問題納入漁業

和水產養殖業的治理，加強應對氣候變遷問題的能

力，為漁業和水產養殖業開展適應和減輕氣候變遷

影響的規劃，將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納入適應和緩解

氣候變遷國家計畫以及配套的金融機制。

九、國際合作與協調

正如同聯合國大會所確認，作為在海洋方面開

展國家、區域和全球行動及合作的依據，《海洋法

公約》具有戰略重要性。鑒於海洋區域種種問題實

際上密切相關，需要通過一種綜合、跨學科、跨部

門的辦法加以通盤考慮，大會一再重申必須根據

《海洋法公約》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層面改善合作

與協調，以支援和補充國家在促進執行及遵守《海

洋法公約》和實現海洋綜合管理及永續發展方面的

努力。在這方面，必須充分利用所有目的在促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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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協調的現存機制，例如協商進程和聯合國海洋

網路（UN-Oceans）。

參、結語

無論是在報告本文或增編中，「2013報告書」

的結論均提到合作的方式，例如在討論海洋酸化問

題時，「2013報告書」指出需要採取全面辦法和

統一對策，政府間機構迫切需要透過國際合作與協

調等方式，考慮在有效因應海洋酸化對海洋環境的

影響方面存在的挑戰和機會。而在增編報告書中，

再一次提出吾人仍需透過一種綜合的、跨學科的、

跨部門的辦法，以全面處理所有海洋問題。正如同

《海洋法公約》序言所言，海洋區域的種種問題彼

此之間密切相關，有必要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慮。

基於此點，《海洋法公約》為海洋方面所有活動確

立了法律架構，並為在國家、區域和全球開展海洋

部門行動和合作提供了依據。

我國受限於非聯合國會員國的身分以及在外交

上的困難，參與聯合國相關國際公約上屢遭障礙，

亦無法簽署《海洋法公約》。但在全球化高度發展

的今日，海上活動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幾乎出現在人

類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於本報告書中所指出的

諸多國際合作事項，應當是我國考量參與的目標。

其中特別是關於海洋科學研究、資源開發管理、海

上執法、對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協助、海洋環境保

護、海上運輸的管理等面向，應是我國可以發揮能

量的領域，若能把握時勢展現實力，擴大與國際社

會成員進行合作和協調的機會，將可為國際社會所

關切的海洋治理事項作出積極和正面的貢獻。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教授）

III. Conclusions

The conclusions of “2013 Report” in either the report 

itself or the addendum talked about how to cooperate.For 

example, when addressing ocean acidification, the “2013 

Report” stressed the need for a total solution and unified 

countermeasure.  Inter-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re in 

desperate need to conside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impacts of ocean acidif ication to 

marine environ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addendum of report once again points out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

sector method to deal with all ocean-related issues as a whole.  

As the preamble of UNCLOSE says, the issues of ocean area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all of them as a whole.  Based on this, the UNCLOS 

establishes a legal framework for all activities of ocean and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actions and cooperation of ocean 

sector at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It is challenging for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UN-relat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sign the UNCLOS due to non-UN 

membership status and diplomatic diffi culties.  However, in an 

era of highly globalized development such as today, activities 

at seas and their influences are seen almost in every aspect 

of human life.  Thus,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some of 

the goals that Taiwan need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rine 

scientifi c research,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at sea,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island 

countries,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which arethe fields Taiwan 

can make contribution.  If we are able to show what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at a proper time and seek the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with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we will be able to make proactive and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ocean governance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its attention.  

(The author is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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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案例故事

小楊在電話上無力的訴說著「我情緒低落的情

況已經超過2個月了，每天上班都快變成夢魘！雖

然一直告訴自己這一切都會過去，但腦袋中卻一直

不斷出現兩個人在一起的種種畫面，不自覺的就會

哭起來，甚至強迫自己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但就是

無法入睡⋯白天，人雖進了辦公室，但精神無法集

中的我，一點做事情的動力也沒有，莫名悲傷不斷

湧現，甚至主管發現了我最近狀況不太好也很體諒

我，減少了我一些工作業務，試圖讓我的壓力小一

些，但他的包容卻使我更覺得罪惡感與沒用，為何

這樣的打擊也不能面對。我真的很想恢復往日有朝

氣的樣子，但我發現只要一個人獨處時，我就不斷

的想起對方，止不住自己的難過，我這樣是不是得

了憂鬱症？可以告訴我還能怎麼辦嗎？⋯」

EAP放大鏡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情緒低落」似乎是

每個人都曾經歷的狀態，不論是因為情感議題、人

際相處還是工作挫折，在個人生命歷程中都難免會

因為一些情境或事件而令人情緒低落，就如同感冒

一樣，也許幾天的時間就會自然恢復痊癒，但也可

能因為復原力太差或缺乏調養而變成重感冒，但如

何確定自己只是短暫的心情不好很鬱悶，還是更嚴

重？其實重點在於症狀的輕重以及持續的時間。如

果心情低落到無法維持正常工作、生活，自我否定

的感覺非常強烈，失去所有的慾望，還持續很長

一段時間，可能就真的是中了心理的重感冒－憂鬱

症。精確一點的說法，依據目前診斷憂鬱症的標準

(DSM-IV)共有九個癥狀，經過專業醫師診斷，若出

現至少四個以上的癥狀時間持續超過兩週，且大部

分的時間都呈現此狀態，就要小心可能是得了憂鬱

症。這些症狀包括：1.情緒低落 2.對大部分事物失

去興趣 3.明顯地體重下降或上升 4.嗜睡或失眠 5.思

考或動作變遲緩 6.容易疲倦或失去活力 7.無價值感

或強烈罪惡感 8.注意力不集中或猶豫不決 9.經常出

現自殺的意念或行為。

如果上述九項不容易記，您還可以嘗試把這些

癥狀轉換成更簡單的口訣也就是四不－「不快樂、

不能吃、不能睡、不想動」及五沒有－「無興趣、

無精力、無法專心、無價值感、無求生意念」，隨

時作為自我覺察以及檢核的依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憂鬱症與

癌症、愛滋病同為21世紀三大黑死病，而憂鬱症

的終身盛行率（一生中罹患憂鬱症的機率）竟高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當情緒低落時，

我該怎麼辦？

員工協助方案（EAP）

「心理議題」案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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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5％，換言之，每6至7人當中有1人會有罹患憂

鬱症的可能，且憂鬱症引發並非單一因素造成，有

生物、心理人格及社會壓力事件等影響因素。也就

是說憂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疾病，而並非意志薄

弱、抗壓性低的人才會出現。也因此當你發現最近

的心情悶悶的，甚至出現上述的症狀時，請不要自

責為何會如此。這並不是你的過錯，也不代表你的

個性懦弱、失敗，它只是現在剛好發生在你身上

而已。

EAP小幫手 

我們每個人都明白，感冒生病時通常會看醫

生、按時服藥，過一段時間後身體就會痊癒，而憂

鬱症亦是如此，藉由醫生開立的藥物調整體內神經

傳導物質的平衡，治療生理上外顯的不適症狀（治

標），在服用足夠治療劑量約2∼3週後，症狀會逐

漸改善，服藥4∼6週後則可達最大效果；並且搭

配心理諮商去調整自己的想法或學習新的因應模式

（治本），讓自己有機會釐清事件的真實狀態或樣

貌，重新面對情境去做選擇或改變想法，才能真正

享受自在快樂的生活，如此雙管齊下，多數人的病

情都可以獲得明顯改善。 那你一定也會問「一定

要看醫師嗎？不看是不是也能好？」的確，就醫並

非絕對，有些人經過一些時間的自我認知調適及正

向因應也能痊癒，但如果你發現情緒低落狀況跟感

冒一樣已經不可控制而引發成重感冒或肺炎（憂鬱

症），這時還是要提醒你，尋求醫療協助可能還是

必要的管道。否則根據研究發現，自殺身亡者中三

分之二的人曾患有憂鬱症，且自殺死亡率隨著年齡

增長而增加，男性又高於女性，且自殺企圖者以年

輕者較多。這樣的數字及現象也告訴我們憂鬱症的

潛在危機。

此外跟感冒病毒一樣，憂鬱症無止境的情緒黑

洞也具有強烈的感染力，讓身邊的人也會快樂不起

來，甚至在試圖安慰、填補情緒缺口失敗後還會引

發其他人的挫折與無力。

因此，千萬別認為情緒低落出現憂鬱是自己個

人的事別人都幫不了，而抗拒排斥親友的關心，最

重要的還是要適時運用以下的幾項技巧：

1.  說出來－找個合適的傾聽者，也許是你的親

友或可以信任的人，甚至是專業的助人工作

者，把不舒服的感覺、想法都能發洩出來，

甚至藉由對方的引導就可以找到正向因應的

作法或正面意義。

2.  寫下來－如果有寫日記的習慣那請務必善

用，如果沒有，那建議你可以把心中的感受

或想法整理記錄下來，也許在寫的過程就可

以幫助自己重新回顧事件的發生與經過，因

而找到答案。

3.  哭出來－必要的時候大哭一場，因為哭泣可

以排毒抒壓，還能淨化情緒，不但可提升免

疫力，還能降低憤怒和焦慮。特別是男性更

別被「男兒有淚不輕彈」所阻礙。

4.  動起來－根據研究，焦慮或憂鬱情緒會抑制

快樂賀爾蒙－多巴胺、血清素的產生，持續

性的運動特別是有氧運動，則能夠增加腦內

啡、多巴胺、血清素及正腎上腺素，還能調

節壓力賀爾蒙－皮質醇的產生，讓人放鬆、

愉悅增加幸福感及提振注意力，運動完當下

更能使人感覺有活力提升自尊心等，並具有

幫助睡眠的效果，甚至比藥物的效果更好。

以上的幾個作法都不難，也不一定需要花太多

錢，但重要的是讓個人找回自我掌控感以及現實

感，更能預防低落情緒或憂鬱症狀的惡化，協助自

己做好心理的健康管理。 

EAP小叮嚀

有時候你也會面對情緒低落的同事或親友，除

了多一點傾聽、支持、鼓勵，並提醒他以上的這些

方法外，請記得我們身邊的許多可利用或免費資源

如：張老師－1980、生命線－1995、安心服務專線

0800-788995或是各縣市心理衛生中心等，如果是

同事還可提醒他單位內的服務專線號碼，都可以提

供即時的電話諮詢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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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超馬好手林義傑曾說：「沒有旅行過，不知世

界有多大；沒有冒險過，不知生命有多珍貴」。人

的一生何其短暫、世界又何其寬廣，而你曾用多少

時間好好看過這世界的精彩呢？每天忙碌著工作、

惦記著家人、擔心著生活，種種人生百態壓縮著自

己，漸漸讓自己變得麻痺。還記得你人生的第一次

旅行，何時開始？那種感覺，至今是否還記得？如

果忘了，沒關係，從現在開始，跟著我的旅遊行

腳，將屬於自己的回憶，一起找回來吧！

在分享心得之前，首先說說過去的自己，從未

想過有一天，也能體驗當背包客的快意生活，因為

坦白說，一個人形影孤單，想到要出門，尤其是出

國，自然就有一種「莫名」的聲音，一直在耳邊告

訴自己：「算了吧！」。加上常聽友人說：「自由

行好難、好麻煩；語言不通怕尷尬、行程不知道怎

麼規劃、交通工具怎麼選等等」，諸多瑣碎問題，

於是一再打退堂鼓。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有了出國機

會，當然不做他想，就是選擇以旅行社團體旅遊方

式進行，當中去過了印尼、韓國、泰國、香港等鄰

近亞州國家，但若干年後，曾經去過的地方，在記

憶裏早已漸漸模糊，直到前二年仔細深入研究後，

文、圖｜王立仁

才發現，其實跟隨著團體旅遊，行程大多走馬看

花，除了無法玩得盡興，且時間也較不彈性，於是

便著手多方接觸介紹有關旅遊書籍及電視節目，進

而興起了「自由行」念頭，地點則是選擇了語言完

全不通的「日本」，從101年的東京城市之旅、102

年東京跨年及箱根溫泉巡禮及關西（大阪）深度

參訪寺廟之旅至103年的九州從鹿兒島一路玩至福

岡、熊本、黑川溫泉、豪斯登堡、由布院、湯布院

等著名景點，最後從廣島返回臺灣，旅程可說是豐

富又刺激，直到現在，我仍常在茶餘飯後，把這些

珍貴的回憶及樂趣和朋友及家人們分享！

每次規劃旅行計畫時，常有人問我：「人生地

不熟，你不怕？」，如果從沒體驗過，我的答案

是：「會！」，但幾次旅程下來，我已練就了一身

膽量，而且每次都相當期待，因為旅行的意義，

就是從過程中，得到∼驚喜。而計畫的落實，當然

得仰賴行程規劃，還有朋友的幫忙，這中間必須花

費許多精神，前提就是要「不怕麻煩」，尤其是實

際操作時，常有意外收穫，令人熱血沸騰，也甘之

如貽！當然，還有許多人對於「自由行」，是既期

待又怕受傷害，恰巧利用這個機會，將個人至日本

旅遊經驗，分享給想體驗當「背包客」的人，一點

超馬

好手好手林義林義傑曾傑曾說：說：「沒「沒有旅有旅行過行過，不，不知世知世

文、圖｜王立仁文、圖｜王立仁

才發現，其實跟隨著團體旅遊，行程大多走馬看

花，花，除了除了無法無法玩得玩得盡興盡興，且，且時間時間也較也較不彈不彈性，性，於是於是

護照、機票和背包
∼

我愛上自由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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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參考。每一趟旅程成功與否，有幾個前提必須掌

握，方能決定結果是足以讓人回味無窮，抑或是捶

胸嘆息，而簡單區分，就是選定目的地—規劃行程

表—出發前檢視—開心出遊去，相關注意事項及建

議如下：

1.  決定目的地、開始找資訊（包含機票、住

宿、當地交通票券，若能確定旅遊日期，提

早訂購，能獲得不錯折扣）。

2.  善用表格化、行程不打結（以天為單位，清

楚規劃，另交通問題通常會是最大阻礙，若

能事先弄懂它，旅遊計畫等於成功一半）。

3.  行前做準備、旅遊不掃興（臚列旅遊清單，

詳細記載攜帶行李選項，以便隨時檢視；另

製作備忘錄，提醒自己貨幣是否兌換、護照

有效期限是否逾期，因日本免簽證，如前往

旅行地點須簽證，仍須注意。還有別忘了上

外交部網站查詢旅遊緊急協助資訊及登錄國

人出國旅遊資訊，以備不時之需）

4.  收拾好心情、勇敢向前行（語言不是問題，

不要因擔心而影響出遊心情，日本現在正流

行一種語言，叫「指繪日語」，意即找尋一

些常用圖案，在觀光景點遇到困難時，用比

的也會通喔）

自由行照片分享（純為個人旅遊心得）：

第
一次
_101年1月19   至

23日
東京初訪

1. 淺草雷門寺
2. JR鐵路購票口
3. 明顯的乘車指標
4-5. 東京市街景
6. 秋葉原
7-8. 上野橫丁商店街及好吃的新鮮生魚片

2 3

4

5

1.1.1.1. 淺 淺 淺 淺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草雷門寺門寺門寺門寺門寺門寺門寺門寺門寺

6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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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1.嵐山渡月橋
2-4.京都金閣寺一隅
5.龜岡嵯峨野小火車
6-7.搭渡船遊保津川及體驗川上特色小販
8.車站前聳立臺灣奧援日本大地震捐款感謝牌

1-3. 河口湖怡人景色
4. 小朋友最愛的麵包超人展覽場
5. 箱根海盜船
6-7. 涉谷街頭及代官山車站
8. 眺望富士山

1

2

1

3 4

第二次_101年10月6日至10月10日關西（大阪）

第三次_101年12月30日至102年1月5日
跨年再訪東京

5

8

6 7

6

河口湖怡人

景色景色景色景色

8

2 3

4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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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旅程，所記錄的畫面，都代表著自己人生

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刻，從開始到結束，過程就像品

嚐一杯頂級咖啡般，當你聞著它的香氣，一口一口

啜飲著，彷彿有股幸福的感覺，滿溢心頭，那樣的

人生足以使人稱羨。於是，就這樣，一本護照、來

回機票、一只背包和規劃好的行程表，讓我深深的

愛上了「自由」的美好，當然，這些個人經驗，並

不代表任何意義，僅僅希望提供給想獨自完成旅遊

夢想的人，觸發及釋放他們的熱情，無論已婚或單

身，內心都有種相對的渴望，想暫時放下身邊所

有的人、事、物，好好和自己來場心靈之旅，只要

時間或家人允許，未來隨時都能實現，若時機來臨

時，記得要勇於發揮冒險精神，你的人生將會激盪

出更燦爛耀眼的火花。

第
四次
_103年1月24   日

至2月
1日九州恣

   意
遊

3

1

4

2

5 6

7 8

1. 豪斯登堡景色一覽
2. 黑川溫泉御客屋旅館
3-4. 由布院之森列車及熊本城
5. 九州仙巖園及櫻島火山
6. 此次旅程所有景點車票
7-8. 宮島大鳥居及廣島原子彈爆炸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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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長久以來，一直有個問題：「人生的價值為

何？」在我腦海裏縈繞著，也成為我每日自省及

思考的主要課題，然而某次偶然機會，接觸到30

雜誌中一則有關「運動家精神」的講座活動訊息，

內容介紹著：「臺灣有二位名導魏德聖及馬志翔，

在他們的骨子裡，流著不到最後一刻也不服輸的運

動家精神，但是在人生的路途中，可能有數不清的

失敗、挫折、自我質疑，該如何才能堅定信念，並

將壓力轉換成動力？」讓我想自過去曾在國文課本

中讀過羅家倫先生所著的『運動家的風度』。其中

寫道「任重而道遠」和「貫徹始終」的精神不謀而

合。加上本身也喜愛接觸這一類的電影或書籍，想

透過文字及影像來充實自己，於是便報名參加了這

次活動。

當天現場幾乎可以用「座無虛席」四個字來形

容，而且主辦單位邀請了魏德聖及馬志翔這二位極

具魅力的導演主講，讓現場氛圍更加熱絡！甫開

場，主持人王文華先生便從身旁掀起一只桶子投向

眾多高舉雙手的聽眾，神來一筆的舉動，讓現場眾

人既驚又喜，隨後他便解釋，這樣的行動是希望藉

由肢體語言鼓勵與會的大家，人生要能勇於舉起雙

手，才能有機會捕捉屬於自己的夢想。接下來，首

先由30雜誌執行長成章瑜小姐為舉辦這場活動目

的做說明，她希望大家能在活動中重新思考自己是

誰？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更鼓勵聽眾在活動當

中勇敢上臺發聲，與主講人魏導演、馬導演對談交

流，共同探索問題及尋找人生的價值。

在成小姐說明活動主軸精神後，主講人之一魏

德聖導演開始和大家分享拍攝電影的心路歷程，他

說在執導第一部電影前，其實已經寫完了好幾份劇

本，但苦無機會開拍，所以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心

情總是鬱悶著，那種感覺就像全身充滿了力量，但

從「運動家精神」中∼

探索自我人生價值
文｜徐福章　圖片提供｜30雜誌

魏德聖及馬志翔導演親切與參加座談活動聽眾開心合影

73

雙月刊2014.vol.68



是卻找不到對手，只能不斷累積能量，期待有爆發

的一天。而在開始執導拍片的募資過程中，除了到

處跟人拜託、央求外，更曾被某便當店人員威脅：

「明天我會把便當送去片場，但如果明天沒有跟我

結清前兩個月的便當錢，我就將便當原封不動的

帶回去，我讓你看的到便當，吃不到便當。」就是

這種威脅感讓自己覺得卑微，但在一次的轉念中想

到拍片調度資金既不是壞事，所有的付出都是為了

呈現一個在曾經在臺灣發生過的感動故事和代表的

精神價值，何須為此而自認卑微，放棄自己的夢想

呢？

當魏導演說完這樣的經驗後，活動執行長成小

姐也對此提出了看法，她認為就目前觀察的社會現

象多數的人都不能堅持信念，也常常自我質疑。但

自我質疑應是為了更好，而不是自我摧毀？應該是

要找答案，而不是怪別人，從魏導演的身上及電影

中，可以看見堅持的信念。至於「觀眾有沒有同

感？該怎麼用信念扭轉自己的命運，運用在自己的

人生中？」我想當天大家都用最熱烈的掌聲回應了

魏導演這段演講。

不同於魏導演的經驗，另一位馬志翔導演為了

完成導演夢，回憶起自己從無數次的失敗中爬起，

從寫劇本到送劇本不知被退了多少回，但他秉持不

放棄信念，積極爭取機會，終於在不到十年的時間

就當上電視導演。但他卻沒有因此停滯不前，反而

又給自己訂了一個十年計畫朝電影導演邁進，因為

擁有信念、行動力及相關經驗等特質，讓前輩魏導

演邀請他一起執導電影，雖然他之前已經獲得電視

金鐘獎導演的殊榮，但仍然願意放下光環，從電影

副導開始學習。

學習拍攝電影過程中，馬導演說他面臨著無數

的挑戰和困難，但最後都能一一克服，也認為這樣

的功勞，是屬於整個電影團隊的。拍電影就像是打

棒球一樣，他和執行長成小姐都認為棒球強調的是

團隊合作的過程，每個人都有其擅長及弱點，但藉

由團隊分工才能讓你在運動及人生中互相扶持，進

而創造出一條寬廣的道路⋯。」。

臺上與臺下互動熱烈，並以棒球精神強調團隊合作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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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這場座談活動，讓我深刻感受到「信念、

行動同等重要，不管是什麼夢想，也還都需要互信

互賴團隊精神及合作才能完成⋯。」活動接近尾

聲，此時主辦單位邀請聽眾上臺與二位名導演近距

離對談，在場觀眾開始高舉雙手、書本及棒球等，

盡其所能爭取難得機會，正當我不知如何引起他

們注意時，突然下意識的反射動作，我不止高舉海

報，並大喊著：「選我、選我⋯。」，於是偌大的

呼喊聲，引起馬志祥導演的注意，而雀屏中選。

在等待上臺前，我開始緊張不安，心想等會上

臺要講什麼？講錯話大家會不會笑我⋯？直到上臺

後果然動作僵硬、表情不自然，但主持人王文華先

生用他一派幽默的口吻化解了冷場，於是我鼓起勇

氣提問：「就大多數的家長是依自己的價值觀去教

育小孩，當依照家長的價值觀去求學、就業時才能

受到肯定，這樣的教育是否是我們想要的？」

待我問題問完，魏德聖導演便以簡單、從容的

口吻回答我：「過去自己從小因數學不好常常被

打，甚至質疑是不是很笨沒天份，因此對數學也沒

特別努力，幾乎到了還沒開始就放棄的地步，相反

的，出社會之後，對於學習電影相當喜歡，因不是

被逼迫，所以當時的學習能力是最好的。」，所以

他認為對小孩教育也是如此，讓孩子能快樂學習自

己喜歡的事物，才不會阻礙其發展。這讓我想起一

句話：「要快樂的成功，而不是成功後才快樂。」

用最初的心去奮鬥你的人生，相信在此時此地的

努力和彼時彼地的結果，一定都會是在快樂之中完

成夢想！當然參加這次講座受到兩位名導演的精神

感召，效果絕不僅止於此，相信未來我也能更加了

解並運用這樣的「運動家精神」，讓自己的人生充

滿更堅定的信念、不斷的行動和互信互賴的團隊合

作，創造屬於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價值！

（本文作者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

勤務中隊）

筆者有幸獲邀與魏德聖及馬志翔二位導演近距離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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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野玫瑰」與音樂的淵源係來自一個溫馨

的故事。內容描述，素有「藝術歌曲之王」之稱

的奧地利音樂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某

日在教完鋼琴課的回家路上，在一舊貨店的門口

看見一位穿著破舊的小孩手持一本書及一件舊衣

服欲出售，舒伯特見狀起了同情心，雖然自己生

活並不富裕，卻將身上所有的錢與小孩交換了那

本書，接過來一看發現是德國作家哥德的詩集，

隨手一翻就看到了「野玫瑰」這首詩，頓時間被

詩中的文字所觸動，腦海中出現跳躍的音符，於

是舒伯特急忙回到家裡，趕快將腦海中的音符寫

下來，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就因一顆善良的心加

上才華的湧現而誕生了。

「野玫瑰」這首詩歌因其意境優美，將其譜

曲的作曲家很多，其中以舒伯特 music 及威納

（H. Werner）music 所作二曲最為有名，亦流

傳最廣，這二首皆有中文填譯詞，分別為蕭而化

先生依原歌詞字意修改之填詞與周學普先生之譯

詞，譯詞意境與原文一樣的優美，電影「海角七

號」也曾將它拿來當串場插曲使用。

青青原野，暖風輕拂，萬物復甦，春意盎然，

唯獨倔強的野玫瑰沉沒不語，在萬綠之中顯的突

兀。春風如同母親般的溫暖拂過，因而獲得煥然一

新美麗容貌的野花野草們，驕傲了起來，他們頤指

氣使：「別讓這傢伙灰頭土臉的醜模樣玷汙了這美

好的春色！」她們傲慢無禮、冷潮熱諷，但這些在

野玫瑰聽來也不過是馬耳東風。她知道，她的一生

只為完成一個小小的夙願。她知道，那是一個神聖

光榮的使命。

等到春夏交替之時，野玫瑰的枝頭上萌發了些

許的綠意。漸漸的，從容的枝葉遮住了那些灰黑色

的枝條，在青翠的綠葉覆蓋下，她已不顯得那般的

醜陋、俗氣。但是這層翠綠新衣，仍然沒辦法讓玫

瑰擺脫過街鼠的處境：「白費力氣，自討苦吃⋯」

尖銳的話語如芒刺在背，但野玫瑰仍舊保持著一顆

沉著冷靜的心，不去理會那些犀利的言語，她堅守

心中那個永不磨滅的信念，蓄積著力量，準備迎接

最後的考驗。

春的腳步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夏日，伴隨著

雷雨的洗禮和艷陽的炙熱的折磨。野玫瑰承受著大

雷雨，狂風吹不斷她傲骨的細枝，雷聲撼不動她

亟欲展放的花苞，豪雨澆不息她心中對於理想追

尋的烈焰。磨練不會很長，卻足以讓她回憶過去的

一切，如跑馬燈般歷歷在目，那些冷言冷語，現在

都成了督促她成長綻放的力量⋯⋯而現在，她終於

可以吐露心聲。嬌豔的花瓣從花骨朵中一點一點的

舒展，從內而外的進行著釋放力量、綻放生命的過

程。鮮豔的野玫瑰在風雨中挺立抬頭，美得令人嘆

息，恰如一盞艷紅的燈火，照亮著整片原野。此

時，不只是開花的驕傲，不只是成功的快樂，更多

的是綻放生命後的寧靜與愉悅。昔日嘲笑著野玫瑰

的野花和野草，早就因為炎熱的天氣、潮濕的環

境，無法承受考驗而逐漸枯黃，他們已經無法見證

屬於野玫瑰的奇蹟、屬於生命的精采。

野玫瑰如斯，人生亦是如此。也許自己的容

貌、身分和家庭狀況會被他人嘲笑，漸漸變的不敢

正視人群，正視社會。自卑的心態更會導致自己沒

文｜王志群

有信念、沒有追求，在社會無立足之地，從而被

今天社會的現實所淘汰。如果野玫瑰無法堅持自己

的理想、如果野玫瑰沒辦法挺過他人的閒言閒語、

如果野玫瑰在風雨的歷練下低了頭，那就不會有今

日艷陽下那如火焰般完美的盛開；正如野玫瑰追求

花開，我們也必須要相信：「是野玫瑰，總會綻

放！」不必在乎別人的議論和外界的輿論，只要堅

持一個信念，不斷追求，永不放棄，綻放自己的時

刻總會到來，成功的大門就算關了，也必然會有一

扇窗為妳而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

大隊勤務中隊）

野玫瑰與音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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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在電視上看見知名藝人高凌風逝世的

新聞報導畫面，播出他生前抱病陪兒子到大陸參加

選秀節目同臺飆唱「燃燒吧！火鳥」，在即將結尾

時因為體力不支差點暈倒，稍作休息後，他向觀眾

說：「曾經有人告訴我『高凌風，愛之足以害之，

你這樣疼這個小孩，他將來沒出息。』但是我兒子

看到我生病，他放棄去美國學音樂的夢想留在臺灣

陪我，我沒有白疼他呀！」這一幕，高凌風哭了，

他兒子哭了，主持人哭了，觀眾哭了，我也哭了。

如今，當我出外工作後，每天都特別想念一個

人，記憶中那斑白稀疏的頭髮，佈滿抬頭紋的額

頭，溫和又慈祥的眼神，粗糙厚實的雙手，每天在

腦海迴繞，他是個很老實的生意人，是個很務實的

男人，是個有肩膀的好丈夫，更疼愛他的孩子∼那

人就是我的父親。記得小時候他會念報紙給我聽，

陪我游泳、打籃球，帶我去登玉山主峰，一轉眼我

出了社會，用賺到的第一份薪水陪他去配老花眼

鏡，幫他貼酸痛藥布，聽他說胃有點不舒服，時序

變換的好棘手、好突然，歲月無聲無息地在他身上

刻畫下痕跡，每個微小的變化都牽引著我的不捨，

這樣的心情，我只能透過思念為他祈禱，透過思念

增加我們相處的時間。

漫長的時間，雖然已漸漸習慣無法時刻在他身

邊的日子，但仍減少不了我對他的關懷，想起他對

我的疼愛及無私的付出，讓我想起了曾經從一本名

為『愛心樹』的書中，讀到有關蘋果樹與小男孩的

故事，雖然角色似是在引喻母親對兒子的全心付

出，但轉換至我與父親的身上，仍能產生相對的共

鳴。談到故事內容，當中的確有幾段對話讓我深受

感動，就是當小男孩身無分文時，樹對他說：「拿

走我所有的蘋果去賣錢吧！」、當小男孩乞求樹給

文｜蒲俐錦

他一間房子時，樹對他說：「砍斷我的樹枝，去

蓋間溫暖的窩吧！」、當男孩跟樹說他老了沒法爬

上樹玩，想要遠行時，樹對小男孩說：「鋸掉我的

樹幹，造船出遊吧！」，最後當小男孩走不動了，

渴望有一個地方可以休息時，樹還是把他僅剩的樹

根，讓小男孩休息。樹對小男孩的付出，就像是父

母的愛一樣，從我們呱呱墜地開始，就極盡所能滿

足所有需要，就算一無所有，也堅持要把最好「給

予」小孩，且寬容不求回報，只要我們快樂，他們

也會很開心。然而，在予取予求過後，我們準備了

什麼、具備了什麼，要回饋給他們？

想到這裏，過去種種和父親互動的畫面又一幕

幕浮在我的眼前，每當思念他時，耳邊總是輕聲

縈繞著一個聲音：「一個人在外面要多保重。」

那是一種無形的牽絆，無論飛的再高、再遠，它

總在你心底，存著一份無可言諭的重量。「Those 

who love you are like stars, you may not see them 

everyday, but you know they’re always there. 

（愛你的人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雖然不一定每天

都看的到，但是你知道他們一直都在。）」，此

刻，我也要把我的心情和出門在外的遊子們分享，

無論你們心中掛念的是誰，別忘了把「思念」這個

無形又溫暖的力量，適時傳達給遠方默默關心你的

人，因為懂得無私付出的人，才會得到真愛的回報！

星月書房『愛心樹The giving tree』

參考資料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

大隊勤務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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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1季慶生會暨婦女節慶祝活動
（103.3.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公務人員協會辦理會員代表大會暨理
監事聯席會議，並由理事長丹明發（圖右）主持摸彩活
動（103.3.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3年度心理諮商知能研習活動，
尤副署長主持綜合座談情形（103.3.24-2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一季海巡論壇活動，邀請
王瓊玲教授講演「小說、戲劇、電影一家親」專題
（103.3.2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協助新竹市「長和宮前
往中國大陸福建湄州島進香謁祖祈福」活動安全戒護
（103.4.10）

中部地區巡防局局長林欽隆率同仁於清水營區舉辦
「種下希望、森情廣傳」活動，種植近千株樹苗
（103.3.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配合屏東縣政府辦理103年
災害防救演習，實施模擬狀況演練（103.3.1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響應懷德風箏緣地育
幼院「2014年卡打車環島」活動，派員支援醫療協助
（10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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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照海巡我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於「新○滿」漁船漁艙冰
層下方查獲非法捕殺保育類海豚（103.3.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於基隆港25號碼頭查獲萬
○號貨船上李姓大副購買大量未報關菸品（103.3.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於東石安檢所港區實施威
力掃蕩，以遏阻犯罪行為發生（103.3.2）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查緝隊於西螺鎮查獲毒販持有安非
他命、海洛因及疑似大麻等毒品，依法將其移送法辦
（103.4.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於東港安檢所查獲「惠
○○2號」漁船走私未稅菸品（103.4.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執行墾丁春天吶喊音樂
季查緝，查獲黃姓民眾持有K他命（103.4.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執行監卸勤務時，發現
東港籍「富○慶2」號違法肢解鯊魚魚鰭，隨即依法移送
（103.3.1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七七機動站安檢人員於
花蓮溪出海口查獲嫌犯盜採砂石（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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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於福隆岸際發現侏儒抹
香鯨擱淺，立即前往救援（103.3.1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漁民於海上溺水失
蹤通報，即刻前往協尋，並後送就醫（103.3.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梧棲安檢所人員於港口發
現漁船船艙進水，立即協助處理（103.3.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接獲鯨豚擱淺死亡通
報，立即前往協助將鯨豚殘骸搬運上岸（103.2.2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於鹽埔新港轄區發現漁船
失火，即刻協助撲滅，防止災害擴大（103.2.2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潭門安檢所於澎湖望安島
主動處理沙灘廢棄物，積極維護生態環境（103.3.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值班時發現轄區內有
膠筏擱淺，立即救援並協助船長脫困（103.3.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花蓮漁港安檢所於聽海
亭發現受傷海龜，立即通知保育人員協處（103.3.6）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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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主動協助宜蘭縣賞鯨推
廣協會及相關單位清理龜山島近岸沙灘（103.2.2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民眾報案於溫寮
漁港北堤燈塔海域發現女性無名屍，立即派員協助
（103.3.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女性民眾
於蚵仔寮中油前方沙灘疑有輕生舉動，即刻派員前往協
處（103.3.2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接獲通報，大武籍「吉
○號」膠筏於塔瓦溪出海口不慎翻覆，立即趕往協助
（103.4.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執行勤務時發現民眾騎
乘腳踏車不慎摔傷昏迷，即刻協助送醫（103.4.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民眾於芳苑
鄉南蚵平臺受困，立即前往協助脫困。（103.3.3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巡邏勤務時，發現
柴山鬼洞發生火警，立即趨前撲滅，防止火勢蔓延
（103.2.2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發現安檢亭北方約20公
尺處沙灘有民車受困，主動前往協助（103.3.17）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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