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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為喚起世人對海洋的關心，決定自2009年起，將每年6月
8日定為「世界海洋日」，並以政府積極推動海洋事務與國家安全、
永續漁業、觀光遊憩、生態保育、環境保護和科技發展等多元面向全
民推廣海洋意識之重要性。此次活動由副總統吳敦義主持開幕，亦邀
請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主任楊秋興出席參加，另結合
教育部、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北市立
動物園、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社團法人臺灣環境資訊協會、中華民國
全國漁會等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以及民間社團近60個單位共同辦
理，參加人數超過6,000人次。
吳副總統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海洋是生命的搖籃，大地的母親，
調節氣候、滋養萬物，提供多樣性的生物和非生物資源，近年來嚴重
的環境污染，以及過度開發、垃圾棄置、過漁等問題，在在使得敏感
的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海洋正面臨嚴峻的考驗，接著他從「關心
氣候變遷」、「維護海洋權益」、「重視海洋保育」、「推展海洋科
研」，以及「倡導親海愛海」等五個面向和大家共勉，希望透過政府
與民間的力量扭轉海洋的命運。同時表示這是第二次參加世界海洋日
活動，因為自己的家鄉位處於不靠海的南投，但臺灣四面環海，與海
的距離都不會超過100公里，若有心接觸，絕對不會有問題，由於過
去長期防山禁海，造成國人即使坐擁大洋卻普遍懼海的現象，他也鼓
勵國人接近海洋、了解海洋，進一步愛護海洋環境、關心海洋發展、
永續海洋資源，也特別感謝王進旺署長與工作同仁，多年來不遺餘力
地籌辦活動推廣海洋保育觀念。
王署長也回應吳副總統的期許，強調海巡署任務主要是在執行漁
業巡護、海上救難，查緝走私、偷渡，以及取締非法漁業、防止海洋
污染，其目的都是在捍衛國家主權漁權、保障海域安全及維護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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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但為了保育和永續海洋，讓世世代

育館」、「生態教育館」六大主題場館，也邀

代可以在美麗的地球安居樂業，今年世界海洋

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

日便以「看見海洋．看見希望」作為主題，主

心、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臺江國家公園管理

要係呼籲每個人從自己做起，珍惜資源、節約

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大鵬灣國家風景管

能源，即便是一個小小的付出，都能帶來巨大

理處、林務局成功大學鯨豚救援中心等單位，

的改變，用實際行動守護海洋、關懷地球。

聯合辦理臺灣海洋生態展示及相關研究成果。

此次活動從早上10點開幕，除了有海巡快

每個場館組成都有其想傳達的主軸精神，

艇操演、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啦啦隊表演、前金

本刊也藉活動機會，個別進行採錄，藉由各個

國小國樂隊等項目於主舞臺演出外，其餘區域

工作團隊無私的參與及愛護海洋精神，讓展覽

則同步有海巡艦艇展示與體驗、高科技裝備

別具意義，同時也能增添更多樂趣，讓接觸的

展示、親子創意DIY、基地文化藝廊、海洋論

民眾們，對「海洋意識」有更深層的認知，以

壇、海洋影展等活動進行，內容無比精彩，吸

下順序以訪談先後排列：（照片係各場館工作

睛程度破表。但讓人較有興趣的其實是會場

團隊與民眾合影）

中設置的「海洋生物館」、「生態探索館」、
「海洋保育館」、「海洋科技館」、「海洋教

「海洋生物館」、「生態探索館」－郭筱清小姐

愛護海洋，平日就可以落實，許多民眾不知道如何做，
但透過今天介紹「隆頭鸚哥魚、龍王鯛」這些保育類動物，
只要你願意，將保育的心當成「習慣」，自然做得好！

郭筱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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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綸先生

「海洋保育館」－郭立綸先生

想保有美麗的海岸，切勿將垃圾隨意丟棄，污染它，也
希望藉由今日DIY活動，讓民眾參與了解保育海洋的觀念，
先從「個人」做起！

「海洋科技館」－龔瑩慧小姐、陳雅嵐小姐

「善待海洋、珍惜海洋」－人類在取用海洋資源同時，
經常忽略要回饋它，我們希望藉由各種海洋科技的應用，融
入民眾生活，協助提醒海洋存在的價值與重要性！

陳雅嵐小姐

龔瑩慧小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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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靖國博士

「海洋教育館」－吳靖國博士

親海、愛海、知海的觀念須「從小」做起，從生活中結
合各種海洋知識，並藉由老師的熱情及教材設計，感染下一
熱情及教
熱情
及教材設
及教
材設計，感染
材設
感染下一
感染
代，如此才能達到教育的成效！

「生態教育館」－許翔茵小姐

用「生態、生產、生活」三生理念，向民眾傳達最真實
純樸精神，讓他們了解生態環境的重要，共同創造一個能讓
彼此感動的自然學習樂園。

許翔茵小姐

六大主題場館想傳達的訊息，不外乎是全

基地擴大辦理，並開放民眾參觀，希望透過與

民「海洋意識」，均須從生活、基本或個人做

民互動方式及多面向之海洋資源整合，凸顯公

起，而海巡署每年致力於推廣世界海洋日活

部門跨界合作異業結盟之力量，將其挹注在海

動，如今已邁入第六個年頭，為的也是想付出

洋意識宣導工作上，如此不僅能為政府、民間

一己心力，每年除配合節日辦理各項海洋活動

機構及民眾之間創造「多贏」局面，更能為下

外，2014年在署長王進旺及各級長官指導與南

一個世代，開啟一個全新的「海洋世紀」。

部地區巡防局局長張德浩率領全體同仁戮力執

（資料來源及圖片提供：海巡署全球資訊網、

行下，有別以往的結合民間資源於興達港海巡

南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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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活動感想

父子檔
寓教於樂，讓小孩可以早日接觸海洋，很棒！

嘉南藥理大學學生
參加這個活動，學習到很多知識，今後會更珍惜、愛護海洋！

兄弟檔
遊戲好好玩，下次要再來！

活力年輕人
希望海巡署可以多多舉辦這樣的活動，加油！

副總統吳敦義、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主任楊秋興及海巡
署署長王進旺聯合主持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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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副總統參與活動剪影

提振士氣，頒贈加菜金

於陀螺上簽名留念

備簡介

聽取海巡人員裝

率隊向神明祈福

8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雙月刊2014.vol.69

世界海洋日花絮

王建平老師

鯨魚艇躍出水面

超吸睛

成功大學鯨豚研
究

中心王建平老師

藉由鯨豚介紹和

民眾互動

主題場館擠滿好

奇人潮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啦啦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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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攤位好熱鬧

DIY攤位也挺搶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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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好奇登艦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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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鄭樟雄副署長（前）與國安會鍾堅委員（後）
向演訓船艦揮手致意

因應南方海域
漁汛期
－ 海巡署、國防部辦理護漁
及海空搜救聯合演訓
文｜翁振傑

圖片提供｜秘書室

為因應南方專屬經濟海域漁汛期到來，與提升

365直升機亦臨空進行偵蒐、通聯及人員吊掛等演

政府機關橫向協調應變能力，保障國家海洋權益及

練，充分展現我政府海空聯合搜救能力；隨後實施

漁民作業安全，海巡署與外交部、國防部、內政部

「海上反挾持」操演，由空軍F-16戰機與護漁艦船

空中勤務總隊及漁業署等單位，特別規劃於「臺菲

實施海空聯巡後，空勤直升機於空中偵蒐、警戒、

重疊專屬經濟海域」辦理護漁及海空搜救聯合演

監控漁船動態，海巡艦船攔阻並搭載特勤人員實施

訓。並於103年5月8日至9日，邀請漁民代表搭乘

攻堅，成功救援遭挾持之漁船（民）。海巡署及海

巡防艦船赴南方專屬經濟海域，現地瞭解海巡及國

軍艦船結束「海空難搜救」與「海上反挾持」演練

軍海域執法、聯合護漁及搜救演訓之情形，期望透

項目後，持續巡護至北緯21度16分東經121度21分

過政府公權力展現，讓國人瞭解政府有能力、信心

（距高雄港約100浬）我國南方專屬經濟海域時，

及決心，保護合法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之漁船

另針對「國籍漁船遭不明武裝船舶追逐」狀況，實

（民），以實際行動使國人瞭解政府相關護漁作為。

施「狀況通報反應機制」及「海巡艦艇與國軍機艦

本次演訓由2,000噸級「偉星艦」、1000噸級
「巡護7號船」及500噸級「金門艦」執行巡護任
務，海巡艦船於5月8日21時自高雄共同執行聯合

之調度、支援與協同護漁作為」演練，驗證海巡與
國軍聯合護漁機制，落實保障國家海洋權益及漁民
作業安全。

巡護工作；於航至高雄港南方75浬海域時，由海

此次聯合演訓主軸精神為「海巡保護合法作業

巡艦船實施「海空難搜救」操演；期間，空軍最新

之漁船（民）、海軍策護海巡」。為確保我國在南

型之EC-225救難直升機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AS-

方專屬經濟海域作業漁船（民）之權益與安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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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署積極實施新常態護漁作法，依據漁民作業習性

等機關建立聯合護漁搜救行動機制，本次演訓即在

及漁汛期，每年4至6月於南方海域分別部署大型艦

驗證、深化機關合作協調及國軍策應機制，俾利應

船1-3艘，同時與外交部、交通部、漁業署、陸委

處各項海域突發事件，有效落實政府「捍衛主權、

會、國搜中心及空勤總隊等機關（單位），建立緊

維護漁權」政策。

急狀況通報聯繫窗口，以利海上重大急難狀況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秘書室）

處理。
海巡署也強調，面對當前周邊海域情勢的升
高，已與國防部、外交部、漁業署及空中勤務總隊

漁船失火，海巡艦船以水柱協助滅火

包夾不明武裝船舶

海巡與國軍船艦依照規劃隊形展開操演

直升機吊掛救護傷患
海巡艦船成功攔阻被挾持漁船（民），
並實施攻堅，順利完成救援

1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臺馬航線貨輪接駁私菸
海巡全程蒐證登檢阻攔
文｜林東呈

圖片提供｜澎湖機動查緝隊

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13巡防區所屬澎湖機

船前往菲律賓回程時間及接駁海域位置，在回程航

動查緝隊，於103年4月12日接獲走私集團將利用

道蒐證埋伏多日，4月17日14時順利鎖定「永船」

漁船輸入菸品返臺販售情資，遂報請澎湖地檢署王

位置，隨即以海巡艇雷達系統持續監控，並以24小

鑫健主任檢察官指揮偵辦，經過耗時長達近一年佈

時接替方式持續監控該船航向，4月18日22時45分

線、跟監、通訊監察等多方面調查，在4月19日會

在淡水西北側海域發現該船與大型目標（研判為貨

同第十六（澳底）海巡隊、第二二岸巡大隊、桃園

輪）併靠1小時，疑似接駁走私物品，專案小組聚

機動查緝隊等單位，於臺北商港查獲臺馬航線貨輪

精會神，緊盯兩船動態，在4月19日清晨確認與永

「永○○號」，私運未稅菸752箱，全案依涉嫌違

船併靠之大型目標為行駛臺馬航線之貨輪後，立即

反菸酒管理法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

派員登檢，查驗過程發現貨輪上有2只申報空櫃，

澎湖機動查緝隊於103年4月12日接獲通報，有
漁船欲前往菲律賓載運不法物品返臺，查緝隊立即
成立專案小組召開會議，並完成勤務部署，同時透
過本署安檢系統清查及雷情系統航跡分析，精算該

查緝人員提高警覺，反覆搜查空櫃，果然起出走
私私菸計有752箱，為免遺漏，在將兩船帶返程途
中，再次澈底實施搜索，果然突破漁船船長心防，
於船艙及其私設密艙空間裏又起出私菸計1,510箱，
本案查緝私菸總數量，兩船合計2,26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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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線索在多方查證後，專案小組預期案情將

查緝案件之成敗，端賴海巡署指揮部署及專案

持續擴大，遂報請澎湖地檢署成立「海棠專案」，

小組人員堅持不懈，方能成就，加上近年來臺灣地

與第七岸巡總隊、第七二岸巡大隊等單位，共同掌

區因菸品健康捐關係，私梟走私未稅香菸有日漸

握後續情形發展，並逐步進行情資研析、行動蒐

成長趨勢，嚴重影響民眾健康及社會經濟秩序，

證，定期每週召開專案會議研討案情，期能發揮最

海巡署所屬單位已將菸品走私列為查緝重點；同時

大偵查效能。由於本案走私手法乃臺灣首見以漁船

也呼籲社會大眾，能拒絕吸食毒品及私菸的誘惑，

接駁予貨輪之海上運輸模式，私梟走私手法不斷演

以防制毒害蔓延，並多利用海巡署免付費報案電話

進，企圖挑戰海巡執檢查緝，行徑大膽，且查緝人

118，提供相關犯罪線索，共同努力打造家園的美

員更於偵查中發現該集團多以網路APP實施通訊聯

好環境。

絡，遂深入清查涉案人平時通聯情形並分析其犯罪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習性，藉以掌握相關不法動態。

澎湖機動查緝隊）

走私漁船及貨輪帶返港區後，查緝員將私菸全數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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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梟將私菸丟棄於岸際與道路涵洞，查緝人員循線緝獲

岸際涵洞走私私菸
雷達監控阻斷攔截

海巡署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十（臺東）巡防區5

疑似與東港鹽埔籍漁○○號漁船海上併靠情事，經

月21日22時50分南田雷達於臺東大竹篙溪發現1艘

於附近搜察，發現臺九線路邊排水口連通至岸際涵

A類目標與大武籍「新○號」膠筏航跡可疑，隨即

洞，隨即通報並派員前往查緝，由於現場因受鋒面

通報第八一岸巡大隊及臺東、屏東海巡隊加強監

過境夜間能見度不良，致嫌犯發現查緝人員後，迅

控，後經第八一岸巡大隊大武安檢所人員至大竹篙

速向內陸逃竄、海上新○號膠筏及漁○○號漁船向

溪前方海域（0.8浬）利用熱顯現儀發現，該艘膠筏

外海快速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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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83箱，3萬9,500包，漂亮杜絕不法活動於岸際，
著實發揮本署「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偵蒐於
內陸」精神，全案在蒐證後，亦依違反菸酒管理法
移送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本案走私菸品原因，經研判，不外乎係端午節
緣故，造成市面上農、漁、畜產品及菸、酒等民生
物資需求量大增，致私梟為企圖利用各種非法管道
走私，藉以牟取暴利。而國內菸品因健康稅調漲，
致使不法私梟鋌而走險走私菸品行為屢見不鮮。此
巡防區電達發現海上漁船船隻有可疑行動

此時第八一岸巡大隊、臺東查緝隊立刻會同臺
東大武分局開設攔截點，並通報第15（臺東）海巡
隊在航艇，實施岸海聯合查緝，於距案發地點2公
里外（臺九線422公里），查獲銀色休旅車可疑車
輛及4名疑似從事不法人員，查緝人員接獲通知抵
達現場時，也隨即發揮專業之辦案技巧，讓非法無
所遁形，更令私梟們在行跡暴露後，緊張致將走私
菸品丟棄於多良橋岸際與道路涵洞間，讓查緝人員
依現場遺留之繩梯、繩索及扁擔等犯罪工具，循線
搜查，終於成功揪出嫌犯，更當場查獲自創品牌私

次查緝案件成功，除了東部地區巡防局巡防區善用
雷達監控，始能發現外海可疑船隻，在上下聯繫暢
通的情形下，促使所屬及相關單位能快速聯合實施
查緝，才不致讓私梟得逞。
當然，未來海巡署仍將秉持政府致力於保護國
人食品安全及衛生健康、維護國內市場產銷秩序之
決心，戮力於防堵非法農漁畜產品及私菸酒之走
私，加強查緝相關不法之行為，以維護社會經濟穩
定及國人健康安全。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一岸巡大隊）

海巡弟兄漏夜清點私菸數量，並協助搬運工作

17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端節前夕拚走私
拖船藏私遭 緝獲
文｜王資銘

圖片提供｜第六岸巡總隊

103年5月27日2時許，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

「隆」船準備以化整為零方式，將未稅香菸利用小

第六岸巡總隊於大鵬灣潟湖內查獲「隆○○號」工

型膠筏運往內陸販售，殊不知其不法舉動已被海巡

作船走私未稅菸品，經研判可能走私緣由，係因近

人員全程監控，一舉逮捕6名臺籍船工並起出走私

期南部地區私梟活動頻繁，據情資顯示有漁船將利

香菸632箱，共計306,250包，初步估計總價值約新

用端午節期間走私香菸牟取暴利，為有效防杜不法

臺幣一千兩百餘萬元，全案報請屏東地檢署檢察官

情事，海巡署南巡局要求各單位先期掌握各港口漁

指揮，並依違反菸酒管理法擴大偵辦。

船及工作船各項可疑徵候，26日「隆」船進大鵬灣
潟湖後，為避免打草驚蛇，第六岸巡總隊派遣機動
人員於「隆」船泊靠碼頭四周實施監控，入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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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端午節為國人重要節慶之一，各項物資需
求增加，海巡署單位考量每逢假期來臨，即有可能
成為私梟走私，漁目混珠的絕佳機會，而此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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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弟兄協助查緝人員自「隆」船搬卸走私菸品

件，也會在此時期達到高峰，為有效防杜不法份子

價格，導致有心人士欲利用各種不法管道走私販

載運私貨闖關圖利，南巡局第六岸巡總隊即加強情

售，進而牟取不法暴利，更異想天開以為海巡人員

資蒐整及人員部署，同時加強協調聯繫機制，在接

會因勤務繁忙而鬆懈，但最終仍被查獲。海巡署未

獲情資時，便掌握「隆」船所有動態，從其出港至

來除積極推動簡政便民政策，仍將持續秉持「查緝

回港泊靠時間，均詳實記錄，再於四周暗處嚴密監

非法，保障合法」精神，同時兼顧「便民」及「安

控，俟時機成熟後，以迅雷之勢將走私集團出貨之

全」，強化可疑徵候人船之監控及查察，同時請民

人員與私菸一併緝獲，確實展現鐵腕查緝效能。

眾若發現來源不明之私（劣）菸品，可透過海巡署

海巡署南巡局也呼籲民眾，大鵬灣自發展成為
熱門觀光景點後，從事海上活動遊客亦日益增多，
加上香菸價格因健康捐稅額增加，而不斷調漲銷售

「118」服務專線檢舉，共同打擊不法、以維護社
會經濟穩定及國人健康。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第六岸巡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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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毒工廠避查緝
突破 偽裝現蹤跡
文｜張財逢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數月前接
獲線報指出嫌犯吳○○、林○○等人涉嫌製造第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固態）及液態安非他命分別賣至
中南部地區毒販並走私至日本販賣牟取黑心暴利，
本隊遂報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並
會同第五一岸巡大隊、臺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雲
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雲林縣警察局刑警大隊等單
位組成專案小組展開聯合偵查，於103年3月7日在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查獲安非他命製毒工廠，
現場起出固態安非他命成品1,000公克、液態安非
他命成品28,000公克、安非他命半成品（含滷水）

緝獲嫌犯隱身工業區之製毒工廠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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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00公克及鹽酸、乙醚、氫氧化鈉、甲苯等製毒
原料、製毒工具乙批。
本案據情資顯示：嫌犯吳○○、林○○等集團
人員行事小心謹慎，生性狡詐多疑，每每進入製毒
工廠前會在附近巷弄徘徊觀察，測試有無可疑人
車跟蹤，且吳姓製毒師傅因槍砲案件遭檢警機關
通緝，行事作風更加低調，除入夜後不再出門外亦
要求同夥偽裝成工業區工人一同上下班，藉工業區
人潮掩護進入製毒工廠，致使專案小組人員蒐證困
難。由於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
區內電鍍廠、螺絲廠、皮革廠等小型代工廠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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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時間工業區內聲音吵雜、飄散
異味，嫌犯為掩蓋製作安非他命時

專案人員查扣毒品成品
及製毒工具

產生的特殊酸臭氣味除添購大型空
氣過濾器外並結合該工業區空氣混
濁特性在上班時間產製毒品以逃避
查緝。
液態安非他命

但專案小組人員排除萬難，亦
不斷抽絲剝繭，分析該集團人員生
活習性、日以繼夜埋伏守候，甚至
犧牲假期，不眠不休長期跟監，誓

製毒原料

必要阻斷不法發生，最後終於發現
隱藏於廢棄工廠內的製毒地點，辦
案人員見機不可失，隨即向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實施搜索，

製毒原料反應爐

並當場查獲二級安非他命製毒工廠
及成品、半成品、製毒工具乙批。
臺南機動查緝隊指出，在政府

安非他命成品（固體）

打擊不法「追溯源頭」之政策下，
治安單位全力查緝毒品阻絕通貨管
道，毒品市場行情以呈現量少價昂
之現象，不肖毒梟欲趁機賺取不義
毒品純化階段器具

之財，吳姓嫌犯利用工業區工廠特
性產製毒品，企圖阻撓案件偵辦，
所幸專案人員不屈不撓、發揮堅持

製毒工廠水循環系統

到底的查緝精神，本案才得以成
功，否則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將對
社會治安及國人身體健康造成重大
危害。海巡署未來仍將秉持共同維
護治安與守護國人生命安全之職

製毒手套、面具

責，遏止毒品毒害社會，以展現打
擊犯罪能量及掃毒之決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

製毒器具

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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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隊分別將嫌犯押解至臺中、彰化地檢署擴大後續偵辦工作

毒販住宅製「 安 」雙雙落網
海巡以案追案成效輝煌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年前接獲線
報，在彰化縣和美鎮某處民宅疑似有不肖人士製造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牟取黑心暴利，於是會同本署彰
化機動查緝隊、第四海岸巡防總隊、第四一岸巡大
隊、第四二岸巡大隊、海洋巡防總局第三海巡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六大隊第一隊、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三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二分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法
院檢察署指揮偵辦。由於呂姓嫌犯為躲避查緝，不
停更換使用門號及代步工具，甚至利用其位於和美
鎮之住宅製毒，導致蒐證困難，日前呂姓嫌犯因想
自製毒品而出面洽談製毒、販毒事宜，形跡因此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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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而遭查獲。
案件查緝過程，係專案小組於103年3月5日下
午持彰化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呂嫌彰化縣
和美鎮住處埋伏多日，專案小組見呂嫌駕駛自小客
車進入製毒工廠，辦案人員見機不可失，即前往
攻堅查緝，於民宅現場查獲安非他命成品及半成品
1,248.22公克。為有效阻斷毒品源頭，雲林機動查
緝隊在偵辦本案過程中，又依呂嫌供述上游製造毒
品工廠線索，循跡追蹤藏匿於臺中市市區內民宅第
2座製造毒品工廠位址，經確認後，隨即報請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前往現地勘查，果真查獲
另一吳姓毒品通緝犯，並於住處及其臺中市文心路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雙月刊2014.vol.69
查緝隊召開記者會，由副隊長郭森燿接受各家媒體採訪

四段友人住處起出安非他命成品及半成品逾25公

案契機，此次成功將毒品危機成功阻絕，查緝隊可

斤及製毒工具乙批及器具，其中包括萃取瓶、冷凝

說是完整體現了「以案追案，鍥而不捨」之精神，

管、攪拌棒、燒瓶及片鹼、氫氧化鈉等化學藥劑。

讓「一案雙破」之完美成效，大大激勵了查緝人員

本案之所以耗費時日才將嫌犯繩之以法，係因

士氣。

嫌犯開始製毒時，其手法係從感冒藥丸萃取出來的

毒品製造工廠為毒品氾濫之重要源頭之一，對

麻黃素，輔以紅磷製毒法煉製安非他命，且每次

社會具有嚴重危害性，海巡署在情資佈建確實前提

煉製數量不多，所以並沒有產生特別嚴重的臭酸

下，成功阻斷毒害入侵，同時也落實「執法無假

味，狡猾的嫌犯更隱藏彰化、臺中等地之住宅區裡

期」理念，用鍥而不捨的決心打擊犯罪，讓毒品

製毒，使其不易被發現。據調查，吳嫌於二年前因

無法氾濫蔓延，不僅是對國人健康及安全保障的承

涉嫌製造毒品，遭屏東地檢署通緝在逃，但憑藉本

諾，未來更將堅守防線，努力不懈，讓社會大眾擁

身擁有多年製毒技術，所煉製的安非他命純度非常

有一個健康、無毒的家園。

高，因此再次鋌而走險，才會讓查緝人員掌握了破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雲林機動查緝隊）

查緝人員
現場逮捕嫌
犯，並至住
處起出製毒工具
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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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港溪外西北方2浬處發現可疑木殼船

18越南人「揪團」偷渡
海巡隊暗夜海上圍堵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103年6月6日20時15分，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鑒於去（102）年春夏海象較平穩，越南偷渡

第三（臺中）海巡隊PP-2038艇於中港溪西北外2浬

來臺案件頻傳，為防杜類案發生，海巡署通令全國

處發現乙艘「無船名」老舊木殼船行跡可疑，經追

各基層單位強化各項查緝作為，本案係第三巡防區

逐攔停並派員登檢，赫然發現船艙載有越南偷渡18

第二四岸巡大隊接獲漁民報案指稱，6日渠等漁船

人（12男6女），意圖暗夜伺機搶灘上岸，由於木

在新竹外海35浬處作業時，曾看到1艘無船名木殼

殼船老舊船艙已進水，隨時有沉沒之虞，若非遭海

船上載有數人，疑似為偷渡案件，立即轉報第三、

巡人員於第一時間破獲，後果恐不堪設想，隨後在

第四巡防區所屬岸巡隊、海巡隊加強部署查緝及落

確認人、船無安全顧慮後，即依法將渠等帶返隊部

實雷達監控，海洋巡防總局即指導臺中、新竹、淡

調查。

水海巡隊加強海上勤務作為，臺中海巡隊獲報後隊
長陳保成隨即指示線上PP-10031艇、PP-2038艇加
強轄區海上巡邏密度，並結合第四巡防區雷哨雷達

偷渡客集資購買之老舊簡陋木殼船

監控可疑目標，以強化查緝效能。
經調查發現，查獲的18名偷渡客中，都有2至3
次偷渡來臺打工經驗，其中還有一對夫妻檔，他們
自北越搭車到中國大陸，每人出資一千三百美元，
集資購買老舊簡陋的木殼船，5日上午9時由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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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將第一線海巡人員辛苦查緝過程，完整呈
人，對於提升海巡人員形象大有助益，更獲得
各界高度評價與肯定，再次擦亮海巡署招牌，
現該船載有 名越南人於船艙或駕駛艙躲藏
水有沉沒之虞，海巡人員即刻預防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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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出海，6日晚間8時左右遭查獲，原計畫上岸後
要前往桃園、新竹一帶打工，但沒想到還是無法如
願，未來這批偷渡者，海巡署將戒護移送至苗栗地

海巡人員查獲木殼船及登檢情形
清艙後發現該

船載有18名越

南人於船艙或

駕駛艙躲藏

檢署偵辦後，轉送移民署南投收容所等候遣返。
海巡署表示，近年越南偷渡犯盛行以「揪團」
方式，透過仲介集團自中國大陸廣東、福建沿海地
區，購買老舊船隻，冒著風浪，不顧自身安危，屢
屢造成海難事件，該署對於此現象非常重視，要求
基層單位嚴加查察，本案也在漁民熱心提供線索及
海巡署岸、海齊心發揮統合力量下，將越南籍偷渡
客18人查緝到案，此外，更運用新聞媒體傳播的力
量，將第一線海巡人員辛苦查緝過程，完整呈現國
現國

處置
人員即刻預防
巡
海
，
虞
之
沉沒
木殼船進水有

人，對於提升海巡人員形象大有助益，更獲得社會
社會
各界高度評價與肯定，再次擦亮海巡署招牌，未來
未來
民眾若發現類似不法或需海事服務時，歡迎利用海
巡「118」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
臺通報，海巡署將立即派員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臺中】海巡隊）

為順利戒

護，海巡

人員謹慎

戒護人犯

海巡隊隊長陳保成向媒體說明案件查緝過程

25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岸巡弟兄登上膠筏於甲板處查獲濫捕之馬糞海膽

漁民濫捕馬糞海膽
岸巡大隊依法送辦
103年5月13日，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

捕，就是非法行為，雖然整起案件執行過程引起部

隊弟兄於轄內鳥嶼安檢所於執行安檢勤務時，發現

分漁民反彈，但基於執法立場，海巡人員絕不能

民眾駕駛船筏，違規採捕白棘三列海膽（俗稱馬糞

手軟。

海膽），隨即進行舉發，並依違反漁業法第44條第
4款規定函送澎湖縣農漁局裁處。由於澎湖馬糞海
膽自6月1日起開放採捕以來，亂象叢生，本署118
報案專線，近期經常接獲舉發有民眾違規採補，此
次案件發生當時，值班弟兄正結束勤務，準備下
哨，但在接獲通報後，即按照即定流程，完成通報
程序。

而對於白棘三列海膽（即馬糞海膽），據了
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曾於民國93年對
進行專業研究，調查中指出其生殖週期係以年為單
位，雌雄配子同時成熟，9月時最為成熟，10至11
月為排卵期，12月至隔年3月為回復期，4月後迅速
發育，因此澎湖縣各鄉市公所及漁會，均建議禁漁
期為每年10月至隔年5月。另為避免捕撈尚未成熟

隨後所長在評估判斷船筏確定違法後，待其進

的海膽而有害生態保育，對於捕獲大小最小漁獲體

港，即上前盤查，果然在船筏甲板及船艙內查獲數

長亦有所限制，僅得採捕殼徑大於8公分以上之海

十個麻布袋，裝滿了馬糞海膽，由於查獲的船筏並

膽，如此方能達保育之效。

未登記船籍，因此所長當下決定先行將查獲之馬糞
海膽帶回安檢所，並邀請澎湖縣農漁局相關人員至
安檢所研討後續處置作為，經雙方達成共識，於
晚間9點多，逐一將馬糞海膽野放回海中，畢竟高
經濟價值對於漁民生計有相當程度幫助，但大量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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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過去臺灣環境資訊協會早在實施之初就已
提出警訊，有問題之禁捕政策，恐將造成馬糞海膽
遭到濫捕，而逐漸減少數量；而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也建議在開放採捕前，政府應召開專家學者與
漁民代表會議，取得自然生態與漁民生計的平衡；

本案查獲之白棘三列海膽俗稱馬糞海膽，其能製成海膽握壽司、海膽炒蛋、日
雖然海膽的身體構造滿是保護牠的棘刺或叉棘，但海膽仍然有牠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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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暫時將馬糞海膽運回安檢所等候處置

然而甫解禁之澎湖馬糞海膽，漁民便紛紛搶撈，導

此，執行相關資源維護及海洋生態保育之工作，更

致產量過多，影響市場價格，更是嚴重影響生態

是責無旁貸，未來只要有相關違法情事發生，該署

平衡。

仍會依規定進行查緝，以免因過度人為濫捕，而造

海巡署本於執法權責，且海岸巡防法第4條第
7款明示對於漁業資源之維護、海洋環境之保育與

成馬糞海膽絕後。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南部地區巡防局岸巡

保護等執行事項均為海岸巡防機關之執掌範圍，基

第七二大隊鳥嶼安檢所）

海膽簡介
海膽是棘皮動物門分類下的一個綱，其正式學名是海膽綱（Echinoidea，意思是
「像豪豬般的動物」），又名「海刺蝟」。海膽生活在海洋中，廣泛分佈於世界各地
的海洋，從潮間帶至數千公尺的深海底都可發現其蹤跡。全世界現存約有1000種海
膽，化石700種以上。
式料理
本案查獲之白棘三列海膽俗稱馬糞海膽，其能製成海膽握壽司、海膽炒蛋、日式料理
中的雲丹…等等的料理，因其味道鮮美多受饕客喜愛，近年來因過度捕撈而使數量日益稀少，為避免物
種滅絕，主管機關經徵詢各單位意見後，遂依漁業法第44條第4款規定，訂定相關禁捕期之規定，倘有違
反相關規定者，則依漁業法第65條第6款，處以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防禦系統
海膽的膽殼佈滿棘刺，一般約1-2厘米長，1或2毫米厚，呈圓錐形。活躍於加勒比海的冠的棘刺更長
達10-20厘米長。棘剌本身中空及易碎，斷掉的棘刺可以再生長出來。棘刺以球窩關節與底部連接，能指
向任何方向。若作出輕微的接觸，棘刺會隨即聚合指向接觸點。這樣可以保護海膽免受捕食者的侵害，
某些海膽的棘刺末端更有毒囊。盔海膽目的棘刺一般都是短鈍，可以對抗海浪的衝擊，更有助保持海膽
表面的水份。除了棘刺外，海膽更有叉棘抵禦外來敵人。叉棘散佈於整個海膽體表上及圍口區，有些海
膽的叉棘區與棘刺區分開，如白棘三列海膽的叉棘就集中在步帶區，顏色呈紫紅色。

天敵
雖然海膽的身體構造滿是保護牠的棘刺或叉棘，但海膽仍然有牠在大自
自
然的天敵：海獺。海獺最喜歡的食物就是海膽。最近，海獺的數目在加利福
尼亞州的蒙特瑞灣驟降，這導致海膽的數目以倍數的增長，將大片的巨藻吃
掉，引致生態系統的不平衡。除海獺外，海膽也面臨人類的威脅，人類大量
的捕殺海膽，不但用作食物外，還當作紀念品出售。人類專食用海膽的生殖
線，即海膽籽。不論生吃或熟吃，海膽籽是一種很受歡迎的食材。

資料來源：馬糞海膽小百科轉載自
http://acc.ntou.edu.tw/touchmaker/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62&Category=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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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態、保民安
—海巡隊執法、救援一肩攬
CASE1∼「護生態」：非法登島群磯釣 海巡遏止強帶回
文｜沈宜柔

圖片提供｜第一【基隆】海巡隊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漁業捕撈技術日益改良，

基隆市所轄海域內之棉花嶼及其環礁列為生態

讓素有福爾摩沙美譽之稱的臺灣寶島，因資源過度

保護區，須經許可方能登島進行生態調查，然於

遭受取用，而日漸枯竭，嚴重者甚至造成海洋生態

103年4月11日11時15分，基隆海巡隊所屬線上巡防

浩劫。爰此，縣市政府訂定所轄海域相關捕撈作業

艇PP-3007艇機敏發現「新○168號」非法登基隆

規定及生態保護區，搭配海巡機關實質執行與取

嶼環礁磯釣，隨即主動前往盤查，「新」船有違反

締，以達生態保護及復育之效。

娛樂漁船管理辦法暨野生動物保育法之虞，遂帶回
基隆海巡隊製作訪談筆錄。

「新○168號」搭乘人員違法登棉花嶼島礁磯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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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漁獲，將違法人員帶回基隆海巡隊製作偵訊筆錄

「新○168號」為營業娛樂漁業漁船，於11日

人員表示有多位不具會勘及生態調查專長，更不清

上午6時許將全數乘員分別載運至棉花嶼及附近島

楚「新」船所報基隆市政府之會勘內容及主持人為

礁進行海釣，雖先前基隆市體育會已同意「新」船

何，已明顯違法，經基隆海巡隊所屬PP-3007艇現

於「彭佳嶼、棉花嶼及基隆嶼北方三島所屬外礁規

場蒐證「新」船具磯釣之實後，全案依相關調查情

劃為基隆市磯釣運動場地」會勘，但經查「新」船

形及蒐證過程影像函送基隆市政府裁處。據了解，

所報基隆市政府之會勘編組除總領隊及指導組任務

「新○168號」於101年11月4日亦有相同案例發

不變外，餘編組人員視參與人員及現場狀況做變

生，未來基隆海巡隊於海上服勤時，將針對曾有類

更，「新」船25名乘員中多數非為原申請計畫編

案之漁船進行查察，該隊全體同仁齊心戮力以遏止

組成員，更於帶回基隆海巡隊製作筆錄時，據乘船

危害海洋生態發生。

CASE2∼「保民安」：登島維修擱淺危 海巡駁浪急馳援
文｜李繼材

圖片提供｜第一【基隆】海巡隊

春末夏初之際，海洋氣象更是變化萬千，時而

不料因海象惡劣且不熟稔彭佳嶼周邊海域暗礁之分

平靜安寧，轉瞬洶湧惡浪隨即席捲而來，103年4

佈，「陽」船於彭佳嶼0.3浬處突然失去動力後擱

月16日中午11時37分，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

淺，基隆海巡隊獲報後立即派遣該隊PP-10050艇前

巡隊接獲洋總局轉漁業電臺通報，一艘深澳籍「陽

往救援。

○66號」漁船前往彭佳嶼維修氣象站SSB無線電，
海巡隊員發現觸礁擱淺，並翻覆之「陽○66號」，立即派員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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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接駁「陽」船受困人員至巡防艇，並返回隊部安置

「陽○66號」包括陳姓船長、1名臺籍船員及

春末夏初氣候變化萬千期間加強整備、堅守崗位，

3名印籍漁工搭載2名電信工程師，全船共計7員，

戮力執行海上人員緊急救護任務之英勇精神，並結

「陽」船當時情況相當緊急，並隨惡浪拍打完全擱

合新聞媒體傳播之力量，將本署有效、迅速及周延

淺於礁石上，基隆海巡隊PP-10050艇於13時30分

的危機處理效率，深入且廣泛的傳播至社會大眾，

抵達現場並採取緊急救難佈署欲利用海流與風向變

有效提升本署之正面形象。

化伺機施放小艇前往接駁，並成功接駁「陽」船上
3名船員，唯「陽」船船身逐漸傾斜，該日海象極
為惡劣，故其餘4名船員則自行跳海棄船往彭佳嶼
岸際方向游去，由彭佳嶼守望哨人員在岸邊接應上
岸，4員健康狀況皆良好。俟通聯彭佳嶼安檢所待
隔（17）日海象許可時，由本隊PP-10018艇放小
艇將4名船員載返本隊。

上述二案，無論是維護生態，亦或是保護民
安，基隆海巡隊隊長陳泗川都表示，未來不僅會賡
續強化各項勤務作為，更會全力守護這美麗的海
洋，因為維持它的和平與寧靜，是身為每一位海巡
人員的責任，同時也請民眾如在海上發生危難須緊
急救助時，可善用海巡免費服務專線「118」請求
協助或報案，海巡署將迅速前往處理。

本次救援行動在在表現海巡人員面對惡劣海象

（本文作者目前均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與巨浪來襲，與對轄區海域全盤掌握的能力，更於

第一【基隆】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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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查緝員獲選社會
各界反毒有功人士
出席「103年全國反毒會議」接受表揚
資料提供｜情報處高佳豪 整理｜王立仁
資料

查緝員們出席反毒會議及受獎情形

查緝員黃智峰

查緝員呂澎澤

查緝員張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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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3日林則徐先生於虎門銷毀鴉片一

中表示，臺灣已連續十三年被國際毒品管制及策略

舉，開創史上反毒先例，我國特定於每年6月3日辦

報告排除在國際毒品轉運國家名單之外，顯示臺灣

理全國反毒會議，希望藉由結合民間團體力量，檢

在反毒工作上的努力，已受國際肯定。另每年為表

視政府機構推動毒品防制工作之成效，亦舉辦座談

揚各機關於毒品防制工作的努力，由毒品防制會報

會，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溝通管道，促使反毒工作

下「緝毒合作組」、「防毒監控組」、「毒品戒治

臻於完善，俾營造健康無毒環境。全國反毒會議每

組」、「拒毒預防組」及「國際參與組」中選出表

年由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下各分組主政機關「緝毒

現優秀之社會各界反毒有功人士（團體），本署今

合作組（法務部）」、「防毒監控組、毒品戒治組

年計有3員獲獎，分別為緝毒合作組—澎湖查緝隊

（衛生福利部）、「拒毒預防組（教育部）」輪流

呂澎澤查緝員、防毒監控組—臺中查緝隊張力文查

主辦，今（103）年由衛生福利部授權食品藥物管

緝員、國際參與組—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黃智峰查

理署辦理，並訂定「健康心生活、無毒一身輕」為

緝員，並由吳副總統敦義親自授獎。

本年會議主題，期許藉此喚起全民反毒意識，朝向
無毒家園的理想邁進。

為將他們獲獎殊榮與全體海巡人員分享，本刊
特別彙整其優良事蹟，並邀請當事人分享自己獲獎

今年全國反毒會議由吳副總統敦義蒞臨開幕並

感言及心情，以下順序以評選組別排列：

由行政院毛副院長治國陪同出席，吳副總統於會議

防毒監控組－
臺中機動查緝隊

查緝員張力文

具體事蹟
一、本署臺中機動查緝隊張力文查緝員，於102年
12月張員接獲線報指出，因國內感冒藥品管制
得宜，致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原料麻黃素取得
不易，造成安非他命貨源短缺，且因年關將近
毒品價格高漲，張姓嫌犯等人覬覦毒品暴利，
將走私管制物品原料藥麻黃素入臺，並製造第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販售牟利。
二、案經專案小組實施監控及行動蒐證後掌握嫌犯
製毒處所，於103年1月3日於屏東縣泰武鄉查
獲嫌犯張○○等3人涉嫌製造毒品案，查扣液
態安非他命及液態麻黃素半成品毛重158公斤
及製毒器具乙批，全案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
三、在近年國內感冒藥品管制得宜，國內查獲毒品
工廠案件均為少量製造，本案查獲大量尚未完
成之原料實屬不易，成功於毒品製造完成前，
有效阻止毒品製成流出市面，殊值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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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感言
時刻增長自我知能，真心渴求成長，多方吸收新知及強化專業能量，
「盡其在我，樂在工作」做一個成功的海巡人。
在面對查緝環境的日益險惡，同仁仍要勇於面對，不要逃避，勇往直前。孔子說：「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面對各類查緝案件，追求績效過程中「好」與「樂」之間總覺得
分界線很模糊，在投入查緝工作將近18年之後，才知道光靠一個「好」字，很容易失去新鮮感而喜
新厭舊；唯有提升到進入「樂」字的境界，才能持久如新。
王署長曾訓勉同仁：有心就有力，今日自己之所以能獲獎，除了秉持這樣的精神，更仰賴長期落
實諮詢佈建積極拓佈線索來源，始能有效取得諮詢人脈信任，最終有效掌握相關製毒犯罪資訊，當
然，更重要的是在團隊合作的默契下，才能將不法澈底阻斷。

緝毒合作組－
澎湖機動查緝隊

查緝員呂澎澤

具體事蹟
一、本署澎湖機動查緝隊呂澎澤查緝員於102年5月
接獲情資，國內某不法集團見國內安非他命貨
源短缺並覬覦毒品暴利，利用屏東籍漁船至大
陸地區走私毒品返臺牟利，案經呂員針對相關
漁船動態分析並透過各式工作關係確認情資屬
實，即組成專案小組並報請屏東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二、102年8月25日目標漁船報關出港後，專案小組
即展開海上跟監及陸上偵查行動，於8月28日
21時許，在澎湖七美西南外海56.5浬處登檢該
船執行檢查，並帶回澎湖縣馬公第三漁港。後
於8月29日11時許，在該船前艙發現3箱方型米
色保力龍碰墊，經檢查後於保力龍碰墊內，起
出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40包共計50公斤（後經
鑑定為安非他命毛重30公斤、麻黃鹼毛重20公
斤），當場逮捕涉嫌人鄧姓船長等4人。
三、案件偵破後呂員知悉部分集團成員尚未到案，
經突破嫌犯心防後積極追查，成功逮捕幕後首
腦，將集團澈底瓦解，避免毒品流入市面，戕
害民眾身心健康，有效阻絕毒品走私管道，展
現貫徹政府整頓社會治安之政策及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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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感言
即使輸掉了一切努力，也不要忘記微笑，
因為擁有最堅毅的初學習者心態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緝私、緝毒過程中，執法人員往往會遭遇各種惡劣環境及困難 ，當習慣開始獨自搜尋線索，
糾結的線民徘徊整個夜晝，成千堆疊的通訊監察卷宗及跟監內容已逐漸蔓延我們的生活。
登艇攔查、情資追源幕後、公海巨浪裡埋伏漂泊，那成千上萬個預擬計畫，卻只為等待雷達上
那一點橘紅色漁船回首。面對艱難、監票受挫、危險埋伏玩命關頭，當辛苦的粹鍊再次夾雜著暴風
雨，輕易的掠奪巡防艇帥氣臉龐一道道的疤痕留守。唯一矗立的是每位深耕漁火，默默無名的「緝
毒英雄」。希望與每位辛勞查緝人員共勉！

國際參與組－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查緝員黃智峰

具體事蹟
一、本署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查緝員黃智峰偵辦
「黃○○毒品走私案」期間，發現毒品來源係
由中國大陸福建地區，利用漁船運輸毒品走私
來臺，經查證屬實即報請高雄地檢署指揮偵
辦，偵辦期間長達兩年。後經透過兩岸共同打
擊犯罪機制，雙方密切聯繫交流情資，我方及
時掌握主要犯罪嫌疑人之通聯方式及動態情
資，提供陸方伺機查緝。
二、本案查緝成效如下：
（一）102年5月31日，由福建省公安邊防總隊在
福建省泉州市查獲愷他命146公斤及嫌犯4人
（臺籍3人）。
（二）102年8月7日由福建省公安邊防總隊在福建
省福州及漳州市兩地查獲涉案人員8名（臺
籍2名）、愷他命241公斤、制式手槍1把、
子彈19發，查扣涉案船舶1艘、涉案車輛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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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年3月19日，在臺南將軍漁港查獲「勝榮財66號」漁船走私愷他命146公斤，逮捕劉姓主
嫌等7人。

獲獎感言
用堅定的信心持續到底，用初衷的熱誠勇往直前，選擇明辨前進的方向，
夢想的藍圖肯定將會出現在光明的終點。
毒品對社會的危害相當嚴重，只要數公克毒品就能摧毀無數的家庭。因此自從軍選擇加入海巡
署的行列，在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情下，選擇到查緝單位挑戰自己，決心要替社會治安多盡一份心
力。而查緝工作對我而言，就像是一個冒險旅程，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障礙，過程
中無法想像會遇到什麼樣危險的歷程與艱困；有可能是懸崖，也有可能是一顆巨石擋住你的去路，
但若能一一將它化解，那麼前行的路自會暢行無阻。
而查緝工作的背後有辛酸、也有故事，雖然今天是我個人獲獎，但卻是團隊的成就，才能有今
日的成果。我也由衷的感謝各級長官及友軍單位的支持，讓我在茫茫大海中，彷彿有著一盞明燈指
引，朝向成功大道邁進。
阻絕非法與打擊走私，一直是海巡署全體上下的共識，而查緝人員並不會沉浸在獲獎開心氛圍
中，因為他們知道在毒品猖獗、販毒手法多變的情形下，更要謹慎執行取締工作，且依法行政、堅
守崗位，為守護全民健康努力，以免除民眾遭受毒害威脅，也深知「得獎一時、反毒一世」，短暫
的榮耀，接踵而來是更重大的責任，唯有建立起一道道堅強反毒的正義防線，才能讓賴以生存的環
境永遠與毒品隔絕，同時也藉此機會，讓我們一起為這些平日默默付出的幕後英雄們，致上最崇高
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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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 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建立沿近海漁業執法合作機制之解析
資料整理｜巡防處劉志慶

壹、前言
海岸巡防法已明訂本署負有執行漁業巡護及漁
業資源之維護職權，有鑑於近年來各級漁政主管機
關與本署在執行沿近海特定漁業管理之巡護、執法
工作時，常因法令認知不同、執法方式不同調，致
產生執法爭議，案件裁處不彰，影響行政效能。因
此本署與農委會漁業署於99年協商達成共識，認雙
方有必要建立合作機制，故著手訂定「沿近海漁業
管理執法合作專案計畫」，規劃藉由海巡及漁政機
關漁業執法人員採取共同稽查、取締非法漁業活動
之模式，以達維護漁業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

貳、目前我國沿近海漁業資源面臨之問題

一、漁業資源之過度利用
依據漁業署統計，目前我國沿近海漁業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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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22萬3千人、漁船筏數2萬4千餘艘，採取之漁
業經營種類包含刺網、定置網、魚苗捕撈、燈火漁
業、圍網、延繩釣及籠具類型，捕撈魚種豐富、具
經濟價值且多樣性，每年沿近海漁業生產量約20至
25萬噸；惟因臺灣漁撈技術進步以及各類漁業型
態競爭漁業資源，導致漁業資源過度利用，造成漁
獲體長小型化、漁獲量逐年降低、海洋食物鏈之減
損，最後恐將造成漁業資源崩潰以及物種滅絕。查
臺閩地區漁業統計年報數據顯示，我國自68年沿近
海漁獲量達40萬噸，至2011年僅約20萬噸來看，漁
獲量確實大幅降低。
以歐鱙魚種為例，臺灣沿近海歐鱙主要漁獲對
象為日本鯷、刺公鯷及異葉公鯷之仔魚，歐鱙為食
物鏈階層之底層生物，係其他魚類的餌料生物，大
量捕撈會造成餌料生物缺乏，且混獲魚種經鑑定尚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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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其他經濟性魚種仔稚魚，相對斷絕其他魚類成

規範接軌，並能落實

長機會，亦導致中上層魚種面臨生存危機，若缺乏

執法管制。

政府積極管制，漁業資源之崩潰指日可待。

二、違法從事漁撈作業及海域生態遭受破壞
依據本署歷年查緝違法漁業統計顯示，從事沿

另外針對鮪魚
類魚種，國際間亦
成立區域性漁業管

近海毒、電、炸、拖網及違反特定漁業規範等違法

理組織，藉由前端管

漁撈行為仍相當普遍，加上大陸漁船越界捕撈，使

控，使該漁種能受到合

我國沿近海漁業資源日益減少。此外沿岸工程興

理永續之利用。例如中西太

建、工廠排放汙水等內陸因素，亦為造成海洋生物

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美洲熱帶鮪類保育

棲地遭受破壞因素之一。因此臺灣海洋環境生存，

委員會（IATTC）、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

已面臨嚴峻之問題，即便政府各級主管機關採取有

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CCAT）以及南方黑鮪保

效管理及本署積極執法取締，仍無法改變海洋現況

育委員會（CCSBT）等，我國於上述區域漁業組織

惡化之事實，究其根本作法，仍需加強國人守法、

均有漁獲配額。

保育及環保之意識。

二、海巡執法經驗與漁政專業結合

參、本署與農委會沿近海漁業執法合作意義

一、魚種保育及漁業管理與國際潮流接軌

以往本署與中央漁政主管機關相互派員登船共
同執檢，係為執行公海漁業巡護及查核我國遠洋漁
船作業是否符合國際組織及公約規範等，主要保障

漁業資源之利用必須以一種負責的態度，在合

我漁船及捕魚權不受侵害；然近年我國環境永續發

理範圍內來從事漁業，亦即在維護漁業永續利用之

展意識逐漸深化發展，加上沿近海漁業資源遭受破

前提下從事漁業，也就是責任漁業。在現今人口數

壞日益嚴重等因素，為能有效維護我國沿近海漁業

量爆炸產生陸地糧食危機時，國際社會體認到海洋

資源之永續利用，爰比照公海護漁機制，於我國沿

資源對全人類糧食來源相當重要，為能合理及永續

近海地區由本署及漁政單位相互派員登上雙方公務

利用海洋漁業資源，對於已發生過漁現象及瀕臨絕

船舶（港口查核亦由本署安檢單位配合漁業署漁業

種的魚種，均訂定法律保護以及建立區域性組織來

觀察員共同執行），就沿近海特定漁業、人工漁礁

管理。

禁漁區及漁業資源保育區等，實施巡查。

目前國際漁業保育趨勢，華盛頓公約

本署雖具備登檢技術、取締蒐證及案件調查能

（CTES）將鯨鯊（國人俗稱豆腐鯊）、大白鯊及

力等執法技巧與經驗，然涉及到漁政專業辨識等

象鯊等沙魚類列入保護性魚種，禁止捕撈；美國、

（諸如魚種、網具、漁法、漁期與漁業法令等），

哥斯大黎加、巴拿馬、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

仍需電詢主管機關解釋，甚至因函送後，因取締

及歐盟禁止割鰭棄鯊之行為，且輸入歐盟國家之鯊

要件不符、蒐證不全或判斷錯誤等因素，導致部分

魚必須是連魚帶鰭之完整魚體。我國政府更自96年

案件主管機關不予處分，影響執法威信，有礙行政

9月5日起於亞洲地區率先禁捕鯨鯊，並訂定一般鯊

效率。因此本署於農委會建立沿近海漁業執法合作

魚漁貨物進港鰭不離身之政策，國內法令已與國際

機制後，藉由本署人員執法經驗及漁政人員專業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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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共同登船執檢，對違規要件即時認定及函送裁

年3月1日至10月31日止，禁止於距岸3浬內

罰成案等行政效率，均可有效提高，同時增進雙方

捕撈鰻苗。

執法人員之經驗交流。

三、本署取締查核重點及法令依據
目前依法執行非法拖網漁業、珊瑚漁業、飛魚
卵漁業、歐鱙漁業、鯖鰺漁業、燈火漁業、蟳蟹類
魚貨及刺網漁業等特定沿近海漁業取締事宜，及其
他違反漁業資源保育、保護事項，相關執法依據及
主要查核重點如下：
（一）中央法令
1. 海岸巡防法。
2. 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臺灣地區拖網漁船禁
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及漁船違規拖網作

年4月1日起，禁止捕撈甲殼寬未滿6公分之
石蟳、旭蟹（甲殼長）及禁止甲殼寬未滿8
公分之花蟹、三點蟹、花市仔。每年8月16
日至11月15日禁止捕撈開花母蟹。
10. 漁船捕獲鯊魚魚鰭處理應行遵守及注意事
項：102年7月1日起，全面施行鯊魚鰭不
離身措施。
（二）地方法令
配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漁業法第44條各
款規定公告事項，執行違法漁業之取締、蒐證、函
送事宜。

業及從事未經核准漁業處分基準：禁止未滿

四、海巡機關及漁政機關聯合執法具體作為

50噸拖網漁船於距岸3浬內作業；50噸以上

（一）港口聯合查核:

拖網漁船禁止於距岸12浬內作業。

1. 本署安檢單位協助查核經營沿近海漁業漁船

4. 鯖鰺漁業管理辦法：未滿100噸，禁止於

進出港攜帶之漁具及漁獲物，是否與漁業執

距岸6浬內從事集魚、圍捕、汲撈及漁貨轉

照登載之漁業種類相符及有無違反漁業管理

載；100噸以上，禁止於距岸12浬內從事前

事項。

揭行為。禁漁期：每年6月1日6月30日，禁
止鯖鰺漁業於東北海區作業。
5. 漁船兼營珊瑚漁業管理辦法及兼營珊瑚漁業
漁船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依法必須於主管
機關核定之5處作業海域作業。
6. 兼營飛魚卵漁業之管理及應遵行事項：禁漁
期為每年5月1日至9月15日期間內，由各縣
市政府擇定連續三個月禁止捕撈。
7. 地方主管機關訂定歐鱙漁業管理規範原則：
禁漁期為每年5月15日起至公告於季結束日
之第7日止，未公告則至同年7月31日止。

38

9. 沿近海漁船捕撈蟳蟹類漁貨管制措施：103

2. 以岸際雷達或其他可行性方式，監控沿近海
作業漁船，倘發現有違規作業情事，即透過
巡防區通報海巡隊前往處置，並通報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處理。
3. 本署安檢單位配合各級漁政主管機關，不定
期針對特定漁港特定漁業漁船進出港有無違
規情事，進行聯合查核。
4. 本署安檢單位遇有相關漁業執法問題，漁政
機關觀察員適切說明漁業法令規範事項。
（二）海上聯合查核
1. 漁政機關派遣人員隨海巡艦（艇）出勤：

8. 鰻苗捕撈漁期管制規定：除花蓮縣、臺東縣

(1) 巡護期間遇有海上作業漁船，漁政人員

之海域、潮間帶及河口水域外，其他地區每

提供該漁船使用之漁具漁法、相關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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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資訊並協助判定是否有違反相關漁

鄰近海巡隊派遣海巡艦（船）支援攔停

業法令管理規範事項。發現海上作業漁

檢查，並主動介入偵辦。

船有違反漁業法行為，漁政人員依其權
責提出執行意見，包括違反法令條文、
蒐證技巧及構成要件，並協助錄影蒐
證。後續由海巡人員綜整相關非法（違
規）事證，移送主管機關核處。

3. 查獲漁船從事涉及刑事案件，由海巡人員調
查並作必要處置。

肆、未來展望與策進

一、統合執法能量、擴大專案成效

(2) 經目檢之漁船有違反相關法令之嫌時，

本署與農委會漁業署共同執行「沿近海漁業執

海巡人員決定是否實施登檢，必要時得

法合作專案」自99年底執行迄今，已見成效，本署

指揮漁政人員共同實施登臨檢查。

更於103年初擴大辦理沿近海漁業執法取締及越界

2. 海巡機關派遣人員隨漁業巡護船出勤：

大陸漁船查處之專案工作，並於臺灣北、中、南部

(1) 巡護期間，發現海上作業漁船有違反漁

及金門、澎湖地區同步舉行誓師，聯合海巡、漁政

業法行為，漁政人員主動依法蒐證取

執法能量，讓外界真切感受政府以具體行動捍衛漁

締，如漁政人員認有登檢必要時，隨船

業資源之決心。本署亦將沿近海漁業取締情形於本

海巡人員配合共同登檢，並給予保護或

年起公布於全球資訊網專區，對於我政府在漁業管

提供必要之協助，後續由漁政人員綜整

理執法與海洋資源保育上之國際形象甚有助益，並

相關違規事證，移送漁政主管機關依法

創造政府機關之間互助合作之良好典範，未來本專

核處。

案將納入常態性運作，本署將賡續與漁政主管機關

(2) 當漁業巡護船對違法漁船實施追緝，而

建立互動，有效推動合作專案運作。

無法有效制止時，隨船海巡人員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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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實海巡能量、提升執法素養

加強巡護並落實帶案處分，惟執法能量終究有限，

目前本署除賡續規劃海巡勤務外，持續建造與

治本方式仍應請主管機關透過兩岸交流管道，促請

充實各型執法艦艇，以維護漁業資源之永續發展，

陸方約束所屬漁船勿越界作業，並將兩岸漁業管理

並與漁業署持續辦理各項漁業執法專長訓練及研

合作機制納入協商，減少雙方行政支出成本，創造

習，提升本署執法人員專業素養。

兩岸漁業永續利用之雙贏局面。

三、強化地方合作、提高裁罰比例

伍、結語

對於各地方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公告漁業禁、限

我們人類賴以生存之地球，有71%是水，換句

制有關事宜，當地海巡單位即應主動向主管機關洽

話說陸地只佔29%之面積，預估2015年全球人口

詢了解違規取締、函送要件，並建立雙方良好互

數量將達到72億，陸地糧食耕地面積逐漸縮減，卻

動，以提升案件函送裁處率；另參照沿近海漁業執

要養活眾多人口，海洋資源無疑是人類尋求充足糧

法合作模式，協商地方主管機關主動辦理漁業聯合

食之重要來源，然而倘若人類仍漫無上限之濫捕、

稽查，本署配合派員共同執法，以提升行政一體之

持續破壞海洋生態，未來大型迴游性魚種將完全

執法效能。

消失，食物鏈終將解體，人類也不可能獨自生存下
去。我海巡機關執行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

四、透過兩岸協商、避免陸船越界

使海洋資源能在有限的養護下休養生息，實為全球

目前大陸船舶越界情形仍相當嚴重，且陸船使

人類之生存與發展做出貢獻，此亦為我海巡人員之

用之滾輪式底拖網，對海域生態破壞性相當強大，

功德，未來我海巡人員更應秉持保護海洋資源就是

且兩岸漁業管理與伏季休漁機制均不相同，對我國

保護人民之理念，充分發揮執法效能，讓海洋充滿

沿近海漁業資源之養護，受到嚴重影響，本署雖能

生命與活力。

本署積極維護近海漁業資源，戮

力取締非法

（以2013年7月9日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查獲漁船肢解鯊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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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因應
提 審 法 修 正 應有之認識
文｜陳巧玲

人身自由為自由之根本，為確實落實人身自由
的保障與憲法第8條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立
法院於102年12月24日三讀通過提審法修正案，總
統於103年1月8日公布提審法全文12條，並將於本
（103）年7月8日開始施行。
本次修正乃在強化現行提審制度，人民若遭法

機關在此次提審法修正後應有之認識及因應作為，
供同仁辦理業務時參考。

一、提審之意涵：
（一）我國之提審制度，源自英美之人身保護令狀
（Writ of Habeas Corpus）制度（釋字第
392號解釋理由參照）。

院以外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不論是本人或是其

（二）英美之人身保護令狀制度，係指人民之人身

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審，亦即

自由遭受警察或行政官員剝奪時，受拘束人

明確規範當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剝奪人身自

有權請求法院聽審，由法院即時介入審查行

由，其本人或他人均可聲請提審，而不限於「因犯

政機關剝奪人民人身自由行為之合法性，處

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而且為使被逮捕及拘禁

理未經法院裁判即剝奪人民人身自由之即時

者得有所因應，亦修正逮捕、拘禁機關應告知事項

救濟制度。

之內容（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等），並
告知及使其理解得依提審法聲請提審之意旨。逮
捕、拘禁機關之人員，若違反者，可科處新臺幣10
萬元以下罰金。
本文參考司法院修法歷程資料，彙整海岸巡防

二、我國提審制度
（一）我國之提審相關規定
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
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
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2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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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提審制度之效能，並實踐上開國際人權

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
法院，於24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公約保障人權之意旨，司法院提出本次提審法修正

（二）過去司法實務上，大多依憲法第8條第2項規

案。

定而將提審對象限於「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
禁」者，並未包含「非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

四、摘錄重要修正條文
（一）提 審 法 第 1 條 （ 提 審 之 一 般 規 定 及 特 別 規

拘禁」情形。

定）

三、本次修法之起因
（一）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之影響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
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該施行法自100年12月10日施行）；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第4款規定：
「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有
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
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其所謂「因
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並無其他限
制，不論是「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或
「非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或拘禁」，均得聲請
法院提審。
（二）司法院大法官於102年2月6日作成釋字第708
號解釋理由書
1.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8條第1項之收容，係嚴
重干預人民身體自由之強制處分，依憲法第
8條第1項規定意旨，自須踐行必要之司法
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基於上述憲法意
旨，為落實即時有效之保障功能，對上述處
分仍應賦予受暫時收容之外國人有立即聲請
法院審查決定之救濟機會。
2. 上開解釋之內容雖未提及「提審」之用語，
但認為「非因犯罪嫌疑」而被嚴重干預人民
身體自由之處分，依憲法第8條第1項實質正
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應賦予受拘束人有立即
聲請法院審查決定之救濟機會，其功能與提
審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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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時，其
本人或他人得向逮捕、拘禁地之地方法院聲請提
審。但其他法律規定得即時由法院審查者，依其規
定。
1. 不論是否「因犯罪嫌疑」而被逮捕或拘禁，
均有本法之適用
「人民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拘禁」之
規定，在文義解釋上，不論是否「因犯罪嫌
疑」而被逮捕或拘禁，均應有其適用，並無
爭議，本次提審法修正，就此部分，不另作
文字修正。
2. 本國人、外國人均有本法之適用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08號解釋理由書指
出，人身自由係基本人權，為人類一切自
由、權利之根本，任何人不分國籍均應受保
障，故我國憲法第8條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
亦應及於外國人，使與本國人同受保障，是
以提審法第1條規範對象之「人民」，自應
包括本國人及外國人。
3. 逮捕、拘禁之內涵（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392號解釋理由所載）
(1) 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
以拘束之意。
(2) 拘禁：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
一定空間之謂，逮捕、拘禁均屬剝奪人
身自由態樣之一種。
(3) 就 剝 奪 人 身 之 自 由 言 ， 拘 提 與 逮 捕 無
殊，羈押與拘禁無異；且拘提與羈押亦
僅目的、方法、時間之久暫有所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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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其他所謂拘留、收容、留置、管收

（三）提審法第5條（發提審票之原則、例外）

等亦無礙於其為『拘禁』之一種，當應

受聲請法院，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以裁定駁回

就其實際剝奪人身（行動）自由之如何

者外，應於繫屬後24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

予以觀察，不可以辭害意。「逮捕、拘

提審票，並即通知該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

禁」之內涵，由法院依司法院大法官釋

一、經法院逮捕、拘禁者。

字第392號解釋意旨，視具體個案情形客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即時由法院審查者。

觀判斷之。
(4) 增訂但書「其他法律規定得即時由法院

三、被逮捕、拘禁人已回復自由者。

審查者，依其規定」之用意

四、被逮捕、拘禁人已死亡者。

提審係人民受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
五、依其聲請所述事實顯無理由者。（第1項）

捕、拘禁時，得立即請求法院聽審，由

受聲請法院，不得以無管轄權而裁定駁回

法院介入審查任何機關逮捕、拘禁之合
法性。是以如其他法律規定得即時由法

之。（第2項）

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時，憲法保

1. 受提審聲請之法院，原則上都應簽發提審

障人民得聲請法院即時救濟之意旨業已

票，例外情形才不發提審票。（第1項）

實現，自毋庸再重覆進行提審程序，爰

2. 任何地方法院都應受理提審案件，無管轄權

增訂但書規定，闡明提審法為人民請求

錯誤或移轉管轄問題。（第2項）

法院即時救濟之一般規定，其他法律規

3. 法院審查後認為聲請提審無理由者，裁定駁

定得即時由法院審查者，為特別規定，

回，並將被提審人交由原機關依法處理；認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

為聲請提審有理由時，應裁定釋放，機關不

適用。

得聲明不服。（第9條）

（二）提 審 法 第 2 條 （ 逮 捕 、 拘 禁 時 應 告 知 之 事

（四）提審法第7條（逮捕、拘禁機關之解交及回

項）

復）

人民被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即

逮捕、拘禁之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

將逮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

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如在收受提審票前已

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至

將該人移送他機關者，應即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

遲不得逾24小時。（第1項）

並即將該提審票轉送受移送之機關，由該機關於24

本人或其親友亦得請求為前項之告知。（第2項）
本人或其親友不通曉國語者，第1項之書面應

小時內逕行解交，如法院自行迎提者，應立即交
出。（第1項）
前項情形，因特殊情況致解交或迎提困難，被

附記其所理解之語文；有不能附記之情形者，應另
以其所理解之語文告知之。（第3項）
本次修正案將書面應告知事項增列：逮捕、拘
禁之時間、地點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以及
本人或其親友不通曉國語者應附記其所理解之語文。

逮捕、拘禁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
之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
該設備訊問，逮捕、拘禁之機關免予解交。（第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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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拘禁之機關，在收受提審票前，被逮

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捕、拘禁人已回復自由或死亡者，應將其事由速即

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等拘束人身自由

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第3項）

之規定時（如海上查獲越界捕魚大陸漁船

本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法院提審被逮捕、拘
禁人，如遇到特殊原因（例如傳染病犯需要強制隔
離，或因陸、海、空交通因素而無法立即提審），
致提審有實際困難時，法院得藉由聲音及影像相互
傳送之視訊設備，立即訊問，使被逮捕、拘禁人能
獲合法之聽審，以保護其權益。
（五）提審法第11條（違反告知、解交義務之刑
責）
執行逮捕、拘禁之人員，違反第2條第1項之規
定者，科新台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
執行逮捕、拘禁之人員，違反第7條第1項之規
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1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
1. 提審法於本（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將
於同年7月8日施行。
2. 如遇有主管法規涉及剝奪人身自由處分時，
應依提審法第2條規定，於24小時內，將逮
捕、拘禁之原因、時間、地點及得依提審法
聲請提審之意旨，以書面告知被逮捕、拘禁
本人及其指定之親友，若不通曉國語者，應
附記其所理解之語文；有不能附記情形者，
應另以其所理解之語文告知。
3. 逮捕、拘禁之機關收受法院提審票後，應依

【員】，帶返國內繳納罰鍰或查獲逾期停留
之外籍勞工，帶往移民機關予以遣返等），
均應依提審法第2條規定踐行告知義務，如
違反者，將有同法第11條規定之適用。
（二）現行逮捕通知書及親友通知書應配合修正條
文第2條修正格式內容，即應增列逮捕、拘
禁之時間、地點、非因犯罪嫌疑之逮捕、拘
禁原因，及得聲請提審之意旨。
（三）另本署執行之對象亦有涉及外籍勞工者，故
應就常見國家製作該國語文之前開二類通知
書文件，俾使不通曉國語者亦得理解該通知
之內涵。

七、結語
提審法於本（103）年7月8日修正公布，未來
本國人、外國人及大陸人士，只要是被法院以外的
任何機關逮捕、拘禁，不論是基於犯罪嫌疑或基於
行政上事由，本人或他人都可以聲請提審，由法官
介入審查逮捕、拘禁的合法性，因此將對法院以外
可行使逮捕、拘禁之機關，如海巡機關、警政機
關、移民機關等執法人員於執行逮捕、拘禁程序產
生一定的衝擊，期望藉由本文之介紹，能增進執法
同仁對新修正後提審法之認識，進而在依法行政時
能有更深入之瞭解。

提審法第7條規定，確實履行解交或回復之
義務。
4. 逮捕、拘禁機關之人員，違反上開規定者，
依提審法第11條規定負刑事責任。

六、海岸巡防機關應有之認識及作為
（一）海岸巡防機關人員於提審法修正生效後，無
論係基於犯罪偵查，依刑事訴訟法執行逮
捕、拘禁；或基於行政上事由，執行入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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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審法修正條文草案（102年7月17日版）
及因應提審法修正施行說明會相關資料。
2. 行政院秘書長102年4月22日院臺法字第
1020131204號函。
3. 司 法 院 1 0 3 年 1 月 1 0 日 院 台 廳 刑 一 字 第
103000122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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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司法院繪製之提審法體系表）

提審法體系表
2 逮捕、拘禁時應告知之事項
逮捕、拘禁機關
7 逮捕、拘禁機關之解交及回復

11 違反告知、解交義務之刑責

聲請提審

3 聲請提審之程式

提審法體系表

提審之一般規定及特別規定

1

4 審查法院之確定

5 發提審票之原則及例外
受理提審
聲請之法院

6 提審票應記載事項及其送達

8 提審後之法院審查程序

9 審查法院審查後之處置
抗告法院

10 抗告法院之審理

施行日期

12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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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JA

C K E T S 是安全？
救生衣
還可有其他選項個人浮力裝置！
文｜王漢平

我國船舶法及船舶設備規則，配合生效之IMO/

車者，應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適合水上摩托車活

SOLAS公約修正，船舶上使用之非充氣式救生衣

動並附有口哨之救生衣。第22條從事獨木舟活

及充氣式救生衣，必須符合使用。但巡防艦、艇執

動，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著救生衣，救

法、海上救難作業、漁船漁撈作業、帆船專業運動

生衣上應附有口哨。第26條從事泛舟活動，應

等等工作或活動，需有不同要求才能增加安全性，

穿著救生衣及戴安全頭盔，救生衣上應附有

但國內卻僅單一規格充氣及非充氣救生衣，不僅影

口哨。

響安全且增加使用者危險。另許多法規涉及「救生

三、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4條，雇主使勞工鄰

衣」一詞，有不同使用管理，國家標準上統一，管

近溝渠、水道、埤池、水庫、河川、湖潭、港

理上卻無一致。

灣、堤堰、海岸或其他水域場所作業，致勞工

以我國非充氣式救生衣相關規定及標準為例，
依在船舶設備規則船舶設備規則附件乙之第17，
CNS（國家標準）船用非充氣式救生衣、總號
11518、類號：F4017，兩項規定均有規範，二者
內容參照相符，另與國際標準IMO 規定LSA 2003
CHAPTER 2 SECTION 2.2，IMO MSC 81(70)號決
議案要求相同一致，但查其他法規有關救生衣一詞
及管理卻各有主管，簡述如下：
一、小船管理規則54條，關於小船救生圈及救生
衣等設備之規定如下：每件救生衣應裝置鳴笛
一只。但僅規定航行於沿海之載客小船，其救
生衣才需附繫救生衣燈一只。以上救生圈及救

勞工落水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生衣。
四、海域魚類採樣通則第4項設備及材料，第6項安
全設備：依據採樣地點所需之基本安全設備，
如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衣及救生圈之材料、
結構及標示必須符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訂之
國家標準。
海巡任務特殊，依船舶法規範下採購之救生
衣，是依據人員落海時使用設計，非對勤務人員執
勤輔助，作業安全堪慮，許多部門機構或民眾也需
不同救生衣或浮力裝置設計需求。其他國家因任
務、環境等有不同規範，使用救生衣或個人浮具

生衣應經航政主管機關或驗船機構之認可，

（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PFDs）說明：

或符合相關國際公約、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充

一、加拿大：規範TP 13571 E 依海上人命公約之海

氣式CNS10629 F4011，非充氣CNS11518

事安全標準救生衣，規定救生衣須標明尺寸、

F4017）。總噸位5以上未滿10之非客船救生

製造商、製造日期，規格標準符合UL Standard

衣（充氣式或非充氣式）每人1件，救生圈1

1180。

個。
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13條，騎乘水上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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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落水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設置防止

二、美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關於個人
浮具（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PFDs）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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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符合USCG規定每艘船上人員必須有

2. 第 二 型 ： 近 海 浮 力 背 心 N E A R - S H O R E

1件USCG認證之Type I、II、 III，或V型救生

（BUOYANT VESTS），使用於平靜水域、

衣，USCG認證有五種Type1型救生衣及其他4

內海湖泊、快速救援水域。

型個人浮具，各型使用規定：

3. 第三型：浮具FLOTATION AIDS，適用特殊

（一）商船上使用：第一型TYPE I離岸救生衣OFF-

活動如滑水、狩獵、釣魚、划船、獨木舟、

SHORE（LIFE JACKETS）：最適於所有水

平靜水域、內陸湖泊，有快速救援水域等。

域、開放水域，惡劣海況，遠洋，獲救援較

4. 第四型：救生圈等可拋擲浮具。

慢水域，商船棄船使用。分有SOLAS工作海

5. 第五型：特殊裝備，適用於特別需求。複合

域及US工作海域。

型浮具。獨木舟及印第安舟背心、帆船甲板

（二）娛樂船舶及水域活動使用：

背心、甲板背心、商船工作背心、商用激流

1. 第一型外可使用。

背心、救援人員背心、執法人員浮具。

（三）USCG認證之救生衣各型優缺必較
型式
Type I 離岸救生衣
Offshore life jacket

使用

優點

缺點

適用於開放及惡劣、離救援點較遠 最佳浮力、適用不同人
水域，最小浮力：成人 = 22 lbs、 員穿著使無意識人員臉 笨重、穿著不舒適
孩童 = 11 lbs
部朝上、人臉水面上

平靜水域、救援容易、最常見於多
部分無意識人員可以面
數船上用橘、色背心、最低浮力： 部分人員可以面朝上、
Type II 近岸浮力背心
朝上、不是設計用於長
成人 = 15.5 lbs、孩童 = 11 lbs、 體積小較第1型好穿
時間及惡劣海象
Infant size = 7 lbs
Type III 浮具

非常平靜水域及救援容易水域、
不會讓無意識人員臉部
常用於休閒娛樂最低浮力：成人 持續穿著舒適、有各種 水面上及朝上、不適用
=15.5 lbs、孩童=11 lbs、Infant = 形式大小可以調整
生存於惡劣天候及開放
7 lbs
海域

Type IV 可拋投浮具

設計用於向水中人員投擲，讓被救
者可以掌握等待救援、是用平靜水
不適用於無意識人員、
可穿式浮具最佳協助、
域，海上船隻密度高容易出現救援
不適用生存於惡劣天候
可由任何水中人員投擲
水域、16呎以上船舶必須配置。
及開放海域
最小浮力：18 lbs

Type V 特殊裝備

專為特別活動設計、例如工作背
心,帆船甲板背心、商用激流背心
及獨木舟背心，最小浮力：15.5 22 lbs

三、澳 洲 ： 標 準 依 澳 洲 國 家 標 準 A u s t r a l i a n
Standard 4758（簡稱AS4758）如下：
（一）海岸型及SOLAS型救生衣：依AS 4758規範
Level 150及275，適用於商船及遠離岸邊船
舶使用。

適用個別活動需要持續
穿 著 可 以 保 暖 避 免 感 如無照指示使用較前項
冒、部分Type V有保溫 裝備不安全
設計如甲板衣

（二）第一型PFD：依AS4758規範'Level 100,150
or 275.適用於平靜水域及開放海域。不是用
於水上摩托車、滑水及人被拖帶活動。
（三）第二型PFD：依AS4758規範 Level 50.適用
於平靜水域。可用於滑水活動及水上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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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型PFD：依AS4758規範Level 50 特殊
目的，特殊目的短時間於水中活動，可用於
滑水活動及水上摩托車。

訂定國家標準及使用規範。
四、修訂船舶設備規則，增加救生衣及個人浮力裝
置，以及許可認證機構或廠商認證機制：我國

國際間較常見的認證還有美國UL、ETL、歐

船舶救生衣，僅兩種救生衣規格，充氣式及

洲CE、TUV、GS、日本PSE、中國CCC等，並還

非充氣式救生衣兩種，個人浮力裝置僅有救

有USCG美國海岸防衛隊認證標準，其規範隨使用

生圈規範及標準，建議修訂船舶設備規則救生

安全性不時調整，如國內救生衣（或坊間所賣浮力

衣及個人浮力裝置之規範，並於特殊需求作業

衣）均有胯下帶的設計，但國際間卻已有新觀點，

使用。各國救生衣認證法規及機構不同，現行

體重12至40公斤以下的孩童會在救生衣或浮具加上

船舶設備規則有關救生衣之認證規定，救生衣

胯下帶，因為孩童肋骨發育未全，穿戴救生衣（個

經主管機關及驗船機構認證，國際上如美國為

人浮具）不能勒緊胸前織帶，須加上胯下帶補強安

USCG，澳洲為運輸部及其AS標準，建議修改

全。另成人用救生衣，國際間認證機構並無須加胯

船舶設備規則，確立救生衣及個人浮具認證及

下帶的規範，當使用人在如船舶、快艇、水上摩托

檢查。

車等，高速行駛狀態下落水時，使用者掉落海面可

五、海巡巡防艦、艇除可以採購SOLAS救生衣外以

能高達每小時30至40節（50至70公里），如此情形

符合船舶設設備規則及船上員額配置最低數量

下胯下帶裝置，將增加肢體受傷機會。

因應海難救助外，另採購如USCG規範PFD2、

結語及建議：
一、我國有關需救生衣活動，除海上工作人員、水
域工作人員，還有泛舟活動每年10萬遊客人

3型之背心供勤務人員時使用。
六、附圖由左至右，分別為USCG認可第2型、第3
型之個人浮力裝置、SOLAS規格認證救援背心。

次、賞鯨活動每年16萬人次、水域遊憩活動、
帆船比賽、龍舟競賽…等等，政府應建立規範
標準與世界先進國同步，建立主管機構及認證
系統，並推動認證系統國際化及採購機制，以
鼓勵並建立產業競爭力。
二、統一救生衣及個人浮力裝置名稱：我國現行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六【花蓮】

CNS非充氣式救生衣是符合SOLAS之規範應

海巡隊）

統一稱為救生衣。其他個人用浮力用具應稱為
個人浮具，惟我國個人浮具PFDS，未如美國

參考資料及網址

USCG訂有4種規格，澳洲國家標準AS訂有3種
規格，建議比照設立標準供各種作業活動安全

1. http://www.nmsc.gov.au/

使用。

2. http://www.USCG.MIL/

三、統一救生衣及個人浮力裝置標準：國內主管機
關船用救生衣為交通部、勞動使用為勞動部、
體育用為教育部體育署…，對於救生衣及個人
浮具應先有標準，再由各主管機關執行管理。
應由主管機關國內標準邀集各機關、業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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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ttp://www.vecom-marine.com/（附圖照片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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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情系統監看

海巡科技結合空巡勤務
執行海洋保育之應用
—以臺中海巡隊取締違規拖網案件為例
文｜李峰誠、洪文泉

圖片提供｜臺中海巡隊

壹、前言
臺灣周邊沿近海漁業資源豐富，惟因長期大量
捕撈及不法業者恣意破壞漁場，致使漁業資源枯
竭，嚴重影響漁業永續發展。

巡人員，取締違規拖網案共計16件36船，有效裁罰
13件26船（如表二），裁罰率高達80%。
海洋巡防總局秉持「保障合法、取締非法」之

依據漁業署統計最近3年取締漁業違規案共計

宗旨，以第三（臺中）海巡隊取締違規拖網案件為

708件，其中違規拖網案447件，處分312案，平均

例，主動積極依轄區特性，就經常發生近岸違規捕

裁罰率69.8%（如表一），以中部地區海域為例，

魚之時段及地點，詳細分析並規劃聯合專案勤務，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自100年迄今，

應用海巡科技結合空巡勤務，取締違規拖網捕魚，

結合空中勤務總隊第二大隊直升機，配合海巡署空

執行海洋保育工作，有效達成維護漁業資源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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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0年至102年取締漁業違規案件統計
違規態樣
電、
毒、炸
漁

其他

合計

7

2

6

43

627

1

47

7

10

10

81

1

15

54

9

16

53

708

1

0

0

0

5

14

0

20

0

0

0

0

0

0

2

0

2

1

40

0

1

4

0

0

0

0

207

不處分

103

1

0

1

1

0

1

2

0

0

11

120

處分

151

5

0

12

16

0

5

51

4

0

32

276

不處分

32

11

0

24

0

0

5

1

0

0

10

83

處分

312

5

1

52

17

1

9

51

9

14

32

503

不處分

135

12

0

25

1

0

6

3

0

2

21

205

燈火

珊瑚

歐鱙

刺網

飛魚卵

海巡署及
漁業署專
案合作

446

17

1

74

16

1

14

縣市政府

1

0

0

3

2

0

小計

447

17

1

77

18

處分

0

0

0

0

不處分

0

0

0

處分

161

0

司法機關

拖網

農委會
縣市政府

處分機關

小計

裁罰率

69.80% 29.41% 100.00% 67.53% 94.44% 100.00% 60.00% 94.44% 100.00% 87.50% 60.38% 71.05%

貳、目的
近年來由於工業污染、海域不當開發及部分漁
民漫無限制過度捕撈，致漁業資源日漸枯竭，且破
壞海洋生態環境之毒、電、炸魚或滾輪底拖等漁
法，嚴重衝擊海洋資源，造成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急
速消失，經常為社會輿論、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所
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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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蝦
資源保
及赤尾
育區違
青蝦管
規作業
理規定

保育
物種

查緝機關

取締遏止違規是方法，落實海洋保育是目的，
有效運用空巡勤務機動、快速、定點滯空等特性，
執行海洋資源保育工作，藉由優勢巡防能量，強化
違規漁業取締及嚇阻成效，結合海巡科技以海上作
為為主，輔以空巡勤務蒐證取締，構成岸、海、空
立體巡護網，以制壓違規拖網捕魚作業為重點，展
現海巡單位執行海洋保育，維護漁業資源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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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日期

單位

違規船名

102/2/5

中區空巡組

102/2/5

中區空巡組 浩○○

海巡署100-102年空巡勤務取締違規拖網統計
違規情形
態樣

地點

聖○○ 違規經營拖
彰化縣鹿港
網漁業
順○○
3浬拖網

彰化縣線西

裁罰情形
距岸

主管機關

1.1

彰化縣政府

0.4

彰化縣政府

穗○○
102/5/30 中區空巡組

漁業法第9條

船主7萬元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6萬元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主）4萬元

歐鱙漁業

臺中市大甲 100公尺

臺中市政府

歐鱙漁業

臺中市大甲 100公尺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歐鱙漁業管
理規範第12條

福○○
福○○

裁罰內容

臺中市歐鱙漁業管
理規範第12條

穗○○

102/5/30 中區空巡組

適用法條

船主3萬元
船長3萬元
船主3萬元
船長3萬元
船主（長）4萬元
船主3萬元
船長3萬元

102/5/30 中區空巡組 尖○○

商港拖網

臺中市
臺中港

0.6

中部航務中心

商港法第36條第1項
第2款

船長10萬元

102/7/1

中區空巡組 滿○○

3浬拖網

臺中市
大肚溪

1.1

臺中市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3萬元
船主3萬元

102/8/8

中區空巡組 浩○○

3浬拖網

彰化縣芳苑

2.6

彰化縣政府

漁業法第9條

船主（長）4萬元

漁業法第9條

船主（長）1萬
3,400元

漁業法第9條

船主（長）1萬
3,400元

漁業法第9條

船主（長）1萬
3,400元

家○○
102/8/8

中區空巡組

3浬拖網

臺南市北門

1

嘉義縣政府

耀○○

102/8/8

中區空巡組

瑞○○
耀○○

3浬拖網

臺南市北門

0.9

嘉義縣政府

敏○○
3浬拖網

臺南市北門

0.4

嘉義縣政府

漁業法第9條

102/8/27 中區空巡組 明○○

商港拖網

臺中市
臺中港

1.2

中部航務中心

商港法第36條第1項
第2款

船長10萬元

102/8/27 中區空巡組 玉○○

商港拖網

臺中市
臺中港

0.72

中部航務中心

商港法第36條第1項
第2款

船長10萬元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新○○

3浬內拖網

彰化芳苑

1.3

彰化縣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行政輔導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進○○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0.6

漁業署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3萬
船主3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進○○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0.6

漁業署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3萬
船主3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滿○○

3浬內拖網

臺中龍井

1.5

臺中市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3萬
船長3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豐○○

3浬內拖網

彰化和美

2.5

臺中市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長）4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玉○○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2.1

臺中市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3萬
船長3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東○○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2.8

臺中市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長警告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聖○○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2.4

彰化縣政府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長）5萬

100/11/29 中區空巡組 順○○

3浬內拖網

彰化線西

2.4

漁業法第44條第4款

船主（長）4萬

102/8/8

中區空巡組

船主1萬元

志○○

船主（長）1萬
3,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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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取締案例

2. 本公告實施後，直轄市或縣市轄屬海域內，
倘有特殊之漁業資源需使用拖網捕漁方法

一、摘要

才得以捕撈者（如櫻花蝦、赤尾青蝦，歐鱙

海洋巡防總局中區空巡勤務組，自100年11月
起至102年年底，分別於臺中市大肚區、大甲區與
臺中商港區、彰化縣線西鄉、鹿港鎮及臺南市北門
區沿近海，發現多艘漁船於近岸海域違規作業，立
即通聯臺中海巡隊值班室與海巡署第四巡防區，配
合海巡署雷情系統分析鎖定違規拖網作業漁船，並
由空巡人員實施錄影及照相蒐證後，相關資料送交
臺中海巡隊彙整，分別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二、違規態樣
彙整分析海洋巡防總局中區空巡勤務組，蒐證
取締違規作業案件態樣如下：
（一）3浬違規拖網作業。
（二）3浬違規雙拖網作業。
（三）違反歐鱙漁業管理規範。
（四）漁法與漁具及漁業執照不符。
（五）商港區內採捕水產動植物。

三、取締依據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於中華民國88年11
月24日依據漁業法第44條第4款，以（88）
農漁字第88685344號公告臺灣地區拖網漁
船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公告事項如
下：
1. 為養護及管理臺灣地區沿近海漁業資源，以
維繫沿近海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特公告拖
網漁船禁漁區，其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
宜如下：
(1) 自公告日起禁止未滿50噸拖網漁船於距
岸3浬內作業。
(2) 自公告日起禁止50噸以上拖網漁船於距
岸12浬內作業。

等），得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參酌轄屬
漁業環境及海域條件，評估在不致影響其他
漁業資源狀況下，依據漁業法第51條訂定作
業規範，並提具詳實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後實施。
3. 烏魚汛期間，有關拖網漁船之禁漁區位置
及有關作業規定，悉依本會88年10月30日
（88）農漁字第88675410號公告「烏魚汛
期海上作業規範」辦理。
4. 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漁業法第65條規定核
處。
（二）漁業法第9條、第44條規定主管機關為開發
或保育資源或為公共利益之必要於漁業經營
核准時，得加以限制或附加條件，另為資源
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漁具、
漁法之限制或禁止事項。
違反主管機關於漁業經營核准時所加之限制
或所附之條件者依漁業法第65條，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依同法第68
條沒收或沒入其採捕之漁獲物及漁具；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沒入時，追徵或追繳其
價額。
（三）商港法第3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商港區域內
不得養殖採捕水產動植物。

四、函送裁罰
第三（臺中）海巡隊依據巡防區提供海巡署安
檢資訊系統漁船進出港紀錄與雷情系統目標鎖定航
跡圖，配合空巡勤務蒐證資料，並以漁業資訊管理
系統查詢漁船資料，經彙整相關資料，足資證明
「順○○號」等26艘漁船，顯於距岸3浬內拖網捕
撈違規作業，復有空勤總隊航空器蒐證時間及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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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巡取締漁船違規各項作業概況

岸際相對位置
違規拖網事實

囊袋出水
鋼纜拖曳

雙拖岸際相對位置

航空器航跡

GPS定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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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稽，另查「順○○號」漁船所核准經營漁業

四、空巡勤務

種類為流刺網，違反漁業法第44條併違反漁業法第

海洋總局在空勤總隊協助下成立北、中、南、

9條未經核准擅自經營拖網漁業，違規情節明確，

臺東、花蓮5區空巡勤務組，隨同空勤直升機執行

分別移請違規漁船主管機關，漁業署與航務中心、

海空救難任務，成效斐然，有效發揮空中救援能

彰化縣政府、嘉義縣、臺南市及臺中市政府裁罰

量。運用空勤直升機機動、快速、定點滯空等特

在案。

性，執行違規蒐證取締，構成岸、海、空立體巡護

肆、海巡科技之應用

網，可有效壓制違規捕撈作業漁船，展現執行海洋

一、岸際雷達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在臺灣沿岸皆建置岸際雷達

保育，維護漁業資源之決心。

伍、執行取締精進作為

系統，以主動掃描的方式，24小時掃瞄範圍內船

一、平時整備

隻，並留下船隻航行紀錄，包括船隻名稱、定時之

（一）彙集轄區主管機關公告之保育資料及管理措

船隻位置等資料，從岸際雷達資料分離出的漁船相

施，並隨時更新，以為勤務派遣及執行之參

關資料，可得知漁船正確的作業位置，畫出漁船作

考依據。

業區域，即時提供目標編號、方位、航速等基本資
料，快速掌控海面船隻動態。

二、安檢系統
船舶安檢為海巡署核心工作之一，安檢資訊系
統內建完整之船舶、船員進出港相關基資及具備查
詢、比對、統計等運用功能。系統功能可提供比對
進出港之漁船（筏）資料或漁民管制查驗及安檢法
令查詢，相關資料並可與區漁會及漁業署漁業管理
系統複核。

三、艦艇雷達
艦艇雷達可結合岸際雷達，依據可疑船筏之經

（二）加強主管機關公告之禁漁期間及禁漁區內巡
邏勤務，發現違法案件，應即蒐證、取締，
必要時通報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協同處理。
（三）查詢建立漁船（筏）核准漁業經營種類資
訊，針對特定漁區與漁法，運用岸際雷達鎖
定船隻判讀標示分析，以為勤務派遣參考。

二、注意事項
（一）臨空監控安全第一：
1. 直升機發現目標時，應運用GPS衛星定位系
統，於現場正上空標定經、緯度座標，同時
立即通報轄屬巡防區與海巡隊，並與勤務艦
艇構聯。

緯度利用無線電進行相互確認，並持續監控或直接

2. 全程攝、錄影蒐證，同時記錄人、事、時、

前往查緝，有效偵搜範圍。海巡署艦艇雷達主要分

地、物等資訊，並應拍攝GPS衛星定位系統

為X-Band及S-Band二種，X-Band雷達，對於近

顯示之時間及座標，確實記錄並隨時回報。

距離海域之快速移動小型目標之偵測敏感度較高，

（三）蒐證錄影旁白重點：

S-Band雷達，適合用於偵測遠距離目標，為同時顧

1. 攝錄影機顯示時間需與GPS的時間吻合，每

及近距離目標及遠距離目標之監控，大型艦艇均配

案蒐證前皆應依前述報時蒐證，以資佐證。

置X-Band及S-Band雷達，以達最佳海域監控效果。

2. 紀錄船名、船編、目前漁船航速、船上人員

54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4.vol.69

動態等，重點蒐證漁船左右舷鋼纜，受力拖
曳情形及特寫，起網動作及漁網囊袋和後甲
板拖網用網板等。

陸、結語
臺灣周遭海域各種洋流交會，亦是生物多樣性
最豐富地區，「海洋保育」是維護藍色國土最重要

3. 執 行 前 ， 「 抵 達 現 場 時 」 或 「 查 獲 案 件

議題。

時」，蒐證人員應主動於蒐證錄影中，口述
近年來由於工業化污染、海域不當開發及漁民

說明任務概況。
4. 執行中，「執行具體查處作為」、「發現具
體犯罪事實或要件」時…等，蒐證人員於錄
影同時，口述說明強調執行之作為或蒐證重

漫無限制過度捕撈，致漁業資源日漸枯竭，且破壞
海洋生態環境之毒、電、炸魚或滾輪底拖等漁法，
嚴重衝擊海洋資源，造成海洋生物多樣性的急速
消失。

點。

部分缺乏守法精神漁民，貪圖一時之厚利，仍

三、彙整函送
（一）取締違規捕魚案件，依上述重點，加強蒐證
作為，拍攝清楚違規作業影像，並完整記錄
蒐證過程，於函送主管機關前檢視資料及要

心存僥倖，違規拖網濫捕近岸水產動植物，嚴重破
壞沿近海域自然生態環境，導致海洋資源枯竭，除
嚴重影響守法之漁民經濟生計外，亦公然挑戰我海
巡單位執行海洋資源保育工作之決心；因此運用空

件是否完備，以提高違規裁罰率。
（二）主動積極於轄區內查察，必要時得協調相關
保育主管機關，組成機動取締小組，實施聯
合查緝作業，強化執行海洋生態保育及漁業

中勤務力量，構成岸、海、空立體巡護網，藉以提
升嚇阻及取締成效，執行海洋生態保育，維護漁業
資源，保持自然生態平衡，以永續利用海洋資源。
（本文作者分別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

資源維護之成效。

參考資料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民國100年及101年漁業統計年報。
二、海洋巡防總局空巡勤務執行計畫中華民國96年4月10日洋局巡字第0960006255號修定函頒。
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總局98年4月27日函訂「執行海洋生態保育與漁業資源維護實施計畫」。
四、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103年「大陸漁船越界暨沿近海漁業執法擴大威力掃蕩專案」暨
誓師大會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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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案件調查的

鑑識工作本質

與

程序探析

Forensic Procedures in Maritim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文｜吳東明、洪文泉
Article｜WU Tong-Ming and Hong Wen-Chen

壹、前言
在本文中，有關海上意外事件調查（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s）的鑑識本質與工作程序，
已進行基礎性的討論探究。其主要目的在於當正在
尋找意外事故的潛在造成原因時，提供若干事件發

I. Introduction
Basic discussion and study on the forensic nature an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the 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 backgrounds of certain events as the food for
thought for maritime experts when looking for potential causes

生的背景資料，以為海事專家詳細思考的依據。無

of accidents. All basic operation principles are for discussion

論意外事故是否涉及機具設備的過早故障失效，船

to be applied to either the premature malfunction or failure

員同仁的身心傷害，或者是船舶財產的損失等，所

machine/equipment, physical/psychological harm to ship

有基本工作原則皆是可以被討論適用的。當人命船

crew or damage to ship/property is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舶及歷史事故損失等事件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關注

When an event involving loss of lives, ship or property or a

時，在本文中特別強調在於重複發生造成損失的事

historic event catches the eyes of the public, special focuses

件類型上，其對於現今進行中的船舶建造及機械製
造等商務，並且發生於一般輸運貨物及旅客等業務
的損失皆是極為重要的。

of this study are placed on various types of events that happen
repeatedly and lead to the loss, as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ongoing businesses such as ship building and machine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he business of transporting cargo
and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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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協會（Society

The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SNAME) has a designated team called the “Marine Forensics

SNAME）組織中，設有一個「海事鑑識」專責小

Panel” (SD-7) that contemplates and plays the role of fact

組（Marine Forensics Panel；SD-7），其主要宗
旨在於針對專責小組所關注事件上，深思及扮演事
實尋找者的角色。在此一專責小組所持續不斷討論
的工作項目即是其他技術及標準等組織的作業程序

finder in the events of interest for the team. SD-7 is constantly
working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operation procedures
developed by other technical or standard organizations on the
maritime investigation.1
“Maritime investigation” covers a wide range of works

於「海事調查」（Maritime Investigation）的可應

from very tiny losses up to major public disasters. Professional

用性1。

skills and tools may be involved, including divers, marine

該「海事調查」的工作範圍是極富多樣性的，

archeology and tethered “submersibles,” and among others2.

可能遍及從非常微小的損失至極為重大的公共災難

These could be part of some jurisdictions or become an

等。其中可能涉及若干專業的技能及工具，諸如潛
水員、海洋考古學（Marine Archeology）、有繫纜

important argument for the right of judgment. The continuous
“safe passage” of a ship may be in conflict with the timely
inspections free from interference as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s

的「水中潛航載具」及其他等2。並且其可能發生在

would hope for3. Thes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mean there

若干司法審判權（Jurisdiction）其中之一，或者是

are still major arguments when establishing an appropriate

成為審判權力的一個重要爭論部份。一艘船舶的持

maritime standard.

續「安全通行權」可能與獨立調查員所需要，在不
3

Today, most of relevant studies and literatures are

受干擾現場的適時檢查工作有所衝突 。這些前述因

focused on proposing substantially each specific type of topics

素意味著在建立適當的海事標準上，仍存在有極大

and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The literatures referenced in this

的爭論難處。

study came from several journals and publications and serve as
a good start for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on maritime

現今大多數研究文獻資料的要旨在更為具體地

issues. The references listed in this study are only a small part of

提出每一個別議題及應用資訊等。在本文中所引用

literatures that are available today, and more enthusiasts are

的參考文獻資料包括有若干相關出版刊物，可以作

expected to come into the field of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nd

為在海事議題上的文獻蒐尋調查工作之出發點。至

engineering forensics”

於在本文所提列的參考文獻內容，應僅是現今可用
相關學術研究文獻中的一小部份。在「海事調查及
工程鑑識」領域中，未來工作仍待有志同好積極投
入發展。

貳、調查員本質

II. Nature of an Investigator
There are often multiple parts and things of interest
involved in an event that is worth investigating. In most of
these cases, attentions are paid to identifying, attributing or
avoi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sequential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 investigator looks for a fundamental cause and is eager

在任一值得調查的事件中，皆存在有諸多當

to discover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will prevent

事方及引人興趣的事物等。大多數案件主要被關

similar events from happening again. By screening through

注於找尋、歸因，或避免其責任及附屬的金融義

publications and literatures presen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with the discussion in academic conferences on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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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Financial Liability）。調查者尋找一個根本原

presented, an intelligent investigator may want to share the

因，並且渴望能交流如何避免事件再次發生的思想

professional knowledge he has learned with his professional

訊息。透過若干研究成果的出版文獻，及在學術研

peers.

討會中所發表研究成果的各項優點之充份討論等方

A “noble cause” is frequently outweighed and

式，機敏的調查員或可能期望與專業同儕們互相交

overlooked due to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 employed side

流所學的專業知能。

may expect to keep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in order to have
the control over the time and nature of the presentation.

「崇高行為」經常被衝突利益所凌駕忽視。雇

Therefore,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may sometimes be kept

用的一方或可能期待自己保留調查結果，以便控制

confidential until the initiation of “legal procedure.” In a

發表的時間及本質狀態。因此，調查的結果或可能

process of finding and the progress of law suit, all records will

被保留直到「法律訴訟程序」啟動時刻。在一個發

be placed on the table at the end. In general, when the “legal

現過程及訴訟進程中，所有紀錄將可能最終都會陳

procedure” comes to an end, case records may be made

現出來。一般而言，在「法律訴訟程序」結束後，
經常是在真實事件發生後的數年間，相關案例記錄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and the investigator in charge of the
case may express freely his investigation findings and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truth and facts are against one

或許可能成為眾所皆知，並且該案件承辦調查員或

or more certain parties involv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may

可能自由地傳達其調查發現結果。在另一方面，當

be locked in a box and put away forever. All factors, such as

事實真相不利於一方或多方利益，其調查結果或

“insurance needs,” mediation of disputes, court orders, client’s

許可能永遠不能公諸於世。至於「保險需要」、調

wishes, agreement with others involved, or the agreement

解處置、法院命令、客戶願望、與其他當事方的協

among all owners, are possibly the cause for which the

議，或者所有權人的協議等所有因素，皆可能成為

investigator keeps his investigation results behind locked doors

導致調查者永遠無法公開發表其調查結果的原因。

permanently.
As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is conducting, the

當進行調查意外事故案件時，其工作成就等級

level of work achievement depends on how fast and effective

在於當事方能夠迅速有效接收到其所需要的資訊，

the parties involved gather the information needed and

並且能夠依據其所得知消息，在其最適利益條件

how well they facilitate th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下，逕行辦事作為。一位「海事調查員」（Marine

at han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best-fit benefits. A

Investigator）必須同時理解1.雇用其從業的當事

“marine investigator” has to understand: 1. The scope of work

方所期待之工作範圍，並且2.有害於該當事方利益

expected of him by the party involved that hires him; and 2.

的可能潛在之相關因素。諸如立即迅速清除整理

Potential factors that may compromise the interests of that

（Clean up），或者進行修補（Repairs）以便繼
續營運等，這些日常活動皆有可能損害破壞證據

party involved. For example, daily activities, such as cleanup immediately after the accident or repair works that keep
everything up and running, may well spoil the evidence.

（Spoil Evidence），即是造成損壞或者變成無用

Therefore,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focus on how to preserve

事物（Spoliation）。因此調查員應該關心保存的

“evidence” and appropriate data and documents including

是「證據」，及其他當事方和未來可能相關的當事

notifications to other parties involved and those that may

方之通告等適當的資料文件。一位擁有專業工程師

play a part in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future. An invest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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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Engineer）資格的調查員應具備附

with background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 should have the

帶的人道主義責任，藉以確保被發現的小工程錯

accompanying 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ies to ensure that the

失，不會對於大眾安全性造成危險後果。

engineering mistakes found, however small they are, will not
compromise the public safety.

一位「海事調查員」必須應用合適恰當工具，
藉以經得起揭露一項意外事件的爭議問題、潛藏因

A “marine investigator” must have a proper set of tools
to unveil the disputes, hidden factors and fundamental cause

素，及根本原因等。這套調查工具箱（Tool Kit）內

of an accident. The conten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tool kit”

的適當內容物係依據處理案件的實際需要情況，再

depen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ase at hand and vary

以機動調整變更之，並且在事件調查工作啟動時，

accordingly. Having said that, it is often unpredictable as the

經常仍是不可能預知的。無論如何，諸多「工程技

investigation is initiated. Anyway, many “engineering skills”

能」（Engineering Skills）可能會被牽涉入其中。

may be needed. Depend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pecific

依據各別特定的事件調查之情形，對於理解及重建

cases, the contents shown in Table 1 may be important to the

事件的原委經過，在表一中所列舉的這些詳細項目
內容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對於事件調查工作而言，

understand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accident.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a case, there are possibly
many aspects involved or the items listed as mentioned above

其中或許存在有諸多不同面向，或者前述所列舉項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hus, an investigator should consider

目可能不是適切關聯的。因此調查者應該慎思前述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items listed, add to them those fit the

所列舉要項的應用可能性，添加其他適合於環境情

circumstance and remove those that are irrelevant.

形的項目，並且刪除那些不相關的項目。
無論如何，對於一個事件的完全暸解或許無法
得到。為求能夠有效執行一項完整的調查工作，引
進其他專業技能於調查工作中，或許在若干事件
個案上是極為重要的。若干其他學科訓練法則被

Nevertheless, it may still be impossible to have the
entire picture of an accident. For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investigation, it is highly important to introduce other
professional skills to the investigation perhaps for some
individual cases. The training principles of other fields of study
are suggested and may be beneficial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建議，或許對於若干特定調查案例可能是有所助益

specific cases, as shown in Table 14. Within the limits of time,

的，詳如表一所述4。在時間、資源、範圍、法庭加

resource, scope, limits imposed by the courts, existence and

註的限制（Limits Imposed by the Courts）、紀錄

availability of evidence, reliable data and documents, and

的存在物和可用性，及可靠的資料文件與人證證詞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and testimonies, an investigator should

的可靠性等限制條件內，一位調查員必須盡己所能

put his best efforts in the investigation.

據以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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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意外事故本質種類
Nature of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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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意外事故調查所涉及的典型工程技能人士與工作內容
所涉及的典型工程專業技能人士與工作內容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work contents typically involved

1. 機器元件故障失效
Mechanical
malfunction or failure

(1) 結構/機械工程師：局部負荷、設計、振動、應力、維修保養。
(2) 冶金工程師：材料擇用、斷裂分析、材料特性、腐蝕。
(3) 磨潤工程學家：磨損與潤滑。
(4) 輪機工程師：監視與控制、絕緣特性、電流與動力。
(5) 造船工程師：環境、整體負荷。
(1) Structural/mechanic engineer: local loads, design, vibration, stress, maintenance
(2) Metallurgic engineer: material selection, rupture analysis, material properties,
corrosion
(3) Abrasion and lubrication specialist: wearing and lubrication
(4) Marine engineer: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sulation properties, electric current and
power
(5) Naval architect: environment, overall loading

2. 結構組件故障失效
Structural failure

(1) 冶金工程師：斷裂分析、材料特性。
(2) 結構/機械工程師：強加負荷、設計、結構分析、應力分析。
(3) 造船工程師：船舶結構設計、船舶結構介面、船舶運動。
(1) Metallurgic engineer: rupture analysis, material properties
(2) Structural/mechanic engineer: forced loading, design, structure analysis, stress
analysis
(3) Naval architect: ship structure design, ship structure interface, ship maneuver

3. 貨物損害
Cargo damage

(1) 造船工程師：貨物繫制系統、環境、局部加速度。
(2) 結構/機械工程師：應力分析、損害評估、貨物裝卸設備。
(3) 人因要素工程師：貨物裝卸、安全性、物料流通。
(4) 冶金工程/材料工程師：腐蝕損害、封裝設計。
(5) 調查員：損失價值、貨物繫制（在某些情況下，該調查人員並非是一位工程師。）
(1) Naval architect: cargo containment system, environment, local acceleration
(2) Structural/mechanic engineer: stress analysis, damage assessment, cargo loading/
unloading equipment
(3) Ergonomic engineer: cargo loading/unloading, safety, logistics
(4) Metallurgic/material engineer: corrosive damage, packaging design
(5) Investigator: value lost, cargo containment (the investigator may not be an
engineer in some cases.)

4. 火災
Fire

(1) 原因與起源分析專家：起源點與導引原因。
(2) 機械/輪機工程師：原因與起源、涉入設備、燃料、維修保養、監視與控制、接地、
絕緣、電機控制。
(3) 造船工程師：船舶設計、環境、防火、消防系統。
(4) 環境工程師：污染。
(1) Cause and origin analyst: origin and cause of accident
(2) Structural/mechanic engineer: cause and origin, equipment involved, fuel,
maintenanc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grounding, insulation, electric control
(3) Naval architect: ship design, environment, fireproofing, firefighting system
(4) Environmental engineer: pollution

5. 碰撞/擱淺
Collision/beaching

(1) 造船工程師：船艙設計、操縱能力、船舶穩度、緊急救難、結構損壞評估。
(2) 船長：駕駛臺操作、海上航行。
(3) 機械/輪機工程師：事故現場重建、系統反應、系統或者組件設計。
(4) 人因要素工程師：能見度、分心焦躁、人為反應。
(5) 環境工程師：污染。
(1) Naval architect: cabin design, maneuverability, ship stability, emergency rescue,
structural damage assessment
(2) Captain: control on bridge, sailing
(3) Structural/mechanic engineer: accident site reconstruction, system response,
system or component design
(4) Ergonomic engineer: visibility, distraction, anxiety, human reactions
(5) Environmental engine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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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暸解一個事件偵查指導準則：整個事件發生前後時程的M2E3項目

指導準則項目 / 發生前後時程
Principles/before, during and after

之前
Before

期間
During

之後
After

1. 人名Man
2. 材料Material
3. 設備Equipment
4. 能量Energy
5. 環境Environment

有鑑於表一中所述係是適合實務工作參考及學

The items listed in Table 1 are suitable for reference of

術研究應用，再者其背後所採用概念更為簡明闡述

practical works and academic studies, and the concepts

在表二中，實為學習瞭解一個調查事件的指導準

behind them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2 as the principles of

則。調查員角色即是學習或發現存在案件「偵查矩
陣」的空白領域中之事實真相情形。透過採用事件
發生前後時程「偵查矩陣」（M2E3）作業方式，

guidance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an investigation accident.
The role the investigator plays is to fill out the blank fields in
the “investigation matrix” with truth and facts learned and
found in the accident. By adopting the “investigation matrix”

此指導準則可以被深深記住，以便熟練應用於海事

(M2E3) with fact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accident, these

調查實務工作中。

principles of guidance are memorized for proficient application

參、調查工作程序
一個事件的「鑑識調查」（Forensic
Investigation）工作，通常在時間經費環境條件許
可情況下，定會依循一個邏輯順序，逐一開展各工
作項目內容。當「及時要求」勝過「邏輯順序」考

in practical maritime investigation.

III.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The forensic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ften follows
a logic procedure on each of the work items as the time,
budge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ermit. When the “timely
requirement” outweighs the “logic procedure,” the steps

量時，工作步驟次序即會因而被干擾混亂。一位精

of procedure will be interrupted or confused. The quicker

明幹練「鑑識調查員」（Forensic Investigator）

a wise and able “forensic investigator” arrives at the scene

能夠愈快在一個事件發生後到達現場，那麼就愈可

after an accident occurs, the more likely the minute details

能將輕飄細微的證據，加以注意記錄及維護留存下

of evidence will be documented and preserved. In general,

來。一般而言，該調查工作通常遵循科學方法：依

the investigation works usually follow several scientific steps:

序為1.蒐集事實真相、2.構思假說、3.測試假說，及

1. Collect truth and facts; 2. Develop a hypothesis; 3. Put the

4.記述結果等。至於在一件「海事調查」工作中所
涉及典型作業程序，詳細分項說明如后5。

一、蒐集背景資料
合乎邏輯的工作進程應是從蒐集背景及最初真

hypothesis to test; and 4. Document the results, in that order.
The typical operation procedures involved in a “maritime
investigation”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5.

1. Collection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 logic step of progress should start with col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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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事實等，以著手開始啟動之。在先前類似的報導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initial truth and facts. These

傳聞、法令規章、作業標準，及有可能相關公認接

truth and facts may be implied in the basic scope of

受的工作實務等基本探索範疇內，這些真相事實即

exploration covering similar previous reports and stories, laws

已暗示其中。先前類似事件結果、類似事件及情況
的文獻資料，及重要專業人士（Key Players）所發
表刊物見解等經常亦是合適的背景資料。
有關事實真相的調查結果包括有發現及檢閱設

and regulations, operation standards, and possibly widely
accepted work practices. The results of previously similar
events, literatures of similar accidents and situations, and
the publications and insights of key players are some of the
example for appropriat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計圖樣，技術手冊（Technical Manuals）、證人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garding truth and facts include

供述（Witness Statements），內部事件調查員報

the finding and review of design drawings, technical manuals,

告、最初調查員報告、警察筆錄報告，及在「鑑識

witness statements, investigator’s reports on internal events,

工程調查員」（Forensic Engineer Investigator）介

initial investigator’s reports, police statements and reports,

入與事件發生間所產出的其他相關論文報告和同時
間內發生的情報訊息等。

study papers generated from the intervention of forensic
engineer investigator and during the occurrence of accident,
and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前述項目即構成背景遠因的部分。透過「文

The foregoing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distal

獻搜尋」（Literature Search）方法，將可揭露

background cause. Literature search will help reveal the

這些相關資料文件的內容 6 。在本文中所列舉參考

contents of these relevant documents 6 . The literatures

文獻包括有若干從經驗顯示可能是相關的規章及

referenced herein includ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at

標準，但是或可能已經在船舶輪機工程專業的經

are possibly relevant as experience indicates. However,

驗範圍外，並且按例在「鑑識調查」（Forensic

they may be outside of the empirical scope of ship and
marine engineering, and are not mentioned in the forensic

Investigation）作業中是不會被涉及的。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rules.

在若干因素考量中，財政的及金融的狀況最好

It is preferred that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亦須瞭解。一個有財政困難公司或許更為可能為補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 financially difficult company

償損失，進而縮減囤積庫存數量。另外，對於一個

may reduce its inventory for possible claim of losses. Also, in

需費時冗長及花費昂貴的調查事件，一個財政基礎

case of an investigation that is lengthy and costly, a company

不穩固的公司或許不是可靠的委辦顧客。

established on a financially unstable ground may not be a
reliable client.

二、檢查事發現場
「檢查」（Inspection）工作採取實地現場與

2. Inspection of the accident site
The “inspection” works take place in-situ as well as

實驗室（Laboratory）等兩種並用形式，進行相關

in laboratory in order to investigation and interrogation for

構成要件的調查審問作業。在美國測試暨材料協

constituent elements. In the reference documents such

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

as ASTM E678, E860, E1188 and E1459 of American Society

ASTM）所制定E冊第678、 860、1188及 1459號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 (ASTM), the inspection and the

等這些參考資料文件中，對於檢查工作及從檢查中

collection of data in the inspection are highly correlated7 8.

收集資料作業是存在有重要關聯性的7、8。對於一位

For a seasoned “forensic investigator,” the “accident scene”

熟練「鑑識調查員」（Forensic Investigator）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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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事發現場」檢查行動是能揭露被其他人曾經

An investigator should do his best for the site survey and

遺漏或忽略的若干資訊。除非環境情況是無法克服

inspection of the equipment in question unless prohibited by

的，不然調查員皆應盡其努力，進行現場勘查及檢

the circumstances9.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show that such

查主題設備9。根據實務經驗顯示，縱使是在實際事
件發生時日許久後，這一行動通常仍是特別具有價
值的，並且具有啟發性的。

an action is still proven to be particularly valuable and inspiring
even if the actual accident happened long time ago.

3. Preservation of artifacts
Item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that are identified

三、保持人工物件

should be preserved and protected, as they may contain

通常被鑑定為品項及組成元件應該被保留及保

important data or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event. This

護，因為其包含有關於事件的相關且重要的資料訊

preservation may be in conflict with other needs; for example,

息。這留存作法或可能與其他需求發生相互衝突

the need to repair or replace an element and the need for

情形，諸如修補或者更換組成元件的需要、為求

continuation of safe operations or for other operations. The

繼續安全操作的需要，及其他作業的需要等。儘可
能在事件發生後不久、正當任何人工物件的移動

state of accident scene shall be interpreted and documented
by photographs or video as much as possible immediately
after the occurrence or before and after the removal of any

（Removal of Any Artifacts）前後等時候，事發現

artifacts. The state of retained artifacts shall be carefully noted

場的狀態應該被註釋，及以照片（Photographs）

and documented. The ASTM E118810 and E145911 and NFPA

或者錄影（Video）方式記錄下來。被保留的人工

92112 of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provide the work

物件（Retained Artifacts）狀態亦應被審慎地註

instructions and guidelines in details.

釋及記錄。在美國測試暨材料協會（ASTM）所制

4. Nondestructive examination at laboratory

10

11

定E冊第1188 、1459號 ，及國家火災防護協會

A certain number of “nondestructive examinations” ar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NFPA）第

necessary for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losses and hypothetic

921號12等參考資料文件中，皆已提供詳細的工作指

cause(s) and identify others who may be involved. A detailed

導方針。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on a piece of equipment involved is

四、實驗室內的非破壞性檢查

usually carried out in a laboratory or a quiet environment and
oftentimes reveals abundant information. Usually, the details

若 干 數 量 的 「 非 破 壞 性 檢 查 」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 manufacturers of parts and

（Nondestructive Examination）工作經常是必

components, previous wears and signs of maintenance (or

要的，藉以進行損失的初步評估（Preliminary

the lack of it), and possible causes of malfunction or failure

Assessment）、可能假設性的原因，並且藉以
確認其他人可能成為當事方。一項涉案設備的詳
細「非破壞性檢查」（Detailed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工作，通常在一個實驗室或在一個安
靜環境中實施，可以揭露出很多資料訊息。通常設

are direct evidence that are obvious and known. These
examinations will verify the key direc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quipment involved and provide insights for possible
“destructive examinations” in the future.
A careful photographic record consists of a wide
range of points of view and details, and sometimes provides

計的細節、製造細節、零組元件製造廠商，先前磨

information and message that was overlooked during the

損及維修（或者期間缺乏）徵象，及可能地故障失

examination and later turned out to be very important. Before

效原因的直接證據等皆是明顯可知的。這些檢查提

taking any action that may destroy possible evid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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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涉案設備的關鍵方向確認，及給予可能的未來

pro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

「破壞性檢查」（Destructive Examination）論點

should at least be considered. “Fixed marking,” such as

等見解。

notes and symbols, should be used to calibrate, repair and
document the alignment and orientation of the parts and

一個精細的照片記錄（Photographic Record）
包含有諸多觀點及細節，經常被發現可獲得在檢查

components before any object is removed and disassembled.
The observation of fasteners may help reveal the inside

工作當下沒有被注意到，但是後來成為重要的資料

of a machine or may not be of any help at all. Details, such as

訊息。在採取可能會消滅相關的論據行動前，照片

worn parts, markings existing on the parts before disassembling

的文件檔案（Photographic Documentation）至少

a device, coating and painting on fasteners, washers in place

應該被考慮製作留存。在進行任何物件的拆卸分解

or not and countless others may be linked, one way or the

工作前，該「固定性標記」工作法，諸如註記符號

other, to the accident of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應被採用，以校準修理及記錄其零組配件的排列與

details may look insignific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later proven

方位等。
一種移動繫固元件（Fasteners）作法，藉以
揭露一台機器的內部情形或可能是消極無助與否。
機件磨損情況、在拆開一套裝置前的器具上存在記

to be completely the opposite.

5. Destructive examinations
The other parties involved must be given sufficient time
to contemplat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scene or before any
“destructive examination” on the parts and components. The

號、在繫固元件上塗裝油漆的狀態、無論銜接墊圈

rules of thumb have been specified in ASTM E 1188. In case of

片（Washers）是否存在就位，及無數其他細節等

being notified for a destructive test, an experience investigator

可能皆與主題的事件有所關聯。另一方面，在當

will firmly request an official “written document” to authorize

時，這些細節或許曾經似乎微不足道的，可是稍後

the action. Frequently, an “agreement” that all parties

變得舉足輕重的。

involved agree upon is the most intelligent procedure to do.
At times, it is beneficial to have all parties involved to agree

五、破壞性檢查

on what are not helpful. It is always helpful to receive written

在進行事發現場或者零組元件的任何「破壞性

agreement from another party involved prior to a “destructive

檢查」作業之前，必須給予其他的當事方有時間

examination, as it definitely helps weaken the compensation

審慎考慮及參與機會等。這個基本原則早已在美

claim for damaged evidence later on. The “destructive

國測試暨材料協會所制定E冊第1188號（ASTM E
1188）規範中被清楚地載明。假若被通知進行一
項破壞性測試時，有經驗的調查員將會堅決要求一
份經授權許可行動的正式「書面文件」（Written
Document）。經常地，一項經由所有當事方皆同
意的「協議」正是最為明智的程序做法。有時候，

examination” on a piece of equipment is performed to tell the
interior characteristics, material properties, the nature of any
malfunction or failure and other relevant data or information
that the equipment may hold.

6. Implementation of tests
The “laboratory tests” may pro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y of interest. The characteristics may be the properties

所有當事方皆同意關於什麼是沒有幫助的項目正是

of material, such as strength, ductility, chemical nature and

有益的。在進行一項「破壞性檢查」工作前，從另

composition; or the “laboratory tests” demonstrate how the

一當事方取得其書面同意，確定可削弱任何日後相

part or component of interest is used or operates and the results

關損毀證據的索賠主張。設備的「破壞性檢查」係

are compared against design requirements or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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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以揭露其內部特徵、材料特性、任何故障失效

specifications or regulations13. These tests are performed to

的本質，及其他相關資料訊息等。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equipment, control capability and

六、實施測試

speed, electric current capacity, insulation impedance, power
requirements, power transmission, vibrations and many more 14.

「實驗室測試」（Laboratory Tests）或許可

Laboratory tests or field testing may still be necessary

能證實一項主題零件的特性。這些或許可能是材料

even if the hypothesis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的特性，諸如強度、延展性、化學性質，及組合成

has been given serious thoughts, a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This

分；或者「實驗室測試」或許可能示範操作該主

test job may be related to the equipment of interest, samples

題零組件的使用性能，藉以與設計需求（Design

and examples of equipment similar to the one in question,

Requirements）或者規範規章作一對照比較13。這
些測試的例證概有設備的操作性能、控制能力與速
度、電流承載容量、絕緣阻抗、動力需求、傳達動
力、振動，及諸多其他項目等14。

possible basic principles or tests for the hypothetic scenarios.

7. Preparation of report
An appropriate expert should sincerely write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truth and facts about the evidence. For the
final allocation or limit at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liabilities,”

假若根據針對此一觀點所進行調查的想定假

an expert may come up with a key conclusion. The “expert

設已被深入考量，實驗室或者是現場實地的測試

conclus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facts that were found or

（Field Testing）作業或許亦可能會被執行，藉以

uncovered. An expert may use his/her so-called “professional

考驗此一想定假設。此一測試工作或許可能涉及該

knowledge” based on his/her personal specific experience

主題設備、類似該主要設備的樣本事例、或者有關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admissibility of expert opinions will

基本原則或者假設的情況的測試項目。

well be questioned or challenged at certain points of view
before a court examination occurs.

七、準備報告

If the opinion or argument comes from careful observation

一位恰當的專家或許是一個證據及證據的真相

and facts, is learned from published literatures related to the

事實之報導人。對於「財務責任」的最終分配或者

subject of interest, is derived from solid and reliable scientific

限制歸屬等，一位專家或許亦可能推論出關鍵的結

experiments, and follows a calculation based on widely

論︰該專家結論（Expert Conclusions）應該是以

recognized practices and norms, then the expert is standing on

其所尋得或者發現的事實為基礎。一位專家或許亦
可能根據其個人的特殊經驗及專門技術為基礎，以

solid and firm foundation with absolute confidence. An expert
report based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hould be explained
completely,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norms and practices in

使用其所謂「專門知識」。在一次法庭訊問啟動

which the sam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introduced. If

前，在若干立場觀點上，專家意見的可採納性可能

the situation permits, the test or confirmation of an opinion

會被遭受質疑挑戰。

or argument should produce a view that is convincing and

假若其意見主張係以根據觀察與事實真相、從
此主題上已出版與相關的論文專著中所學得、依循
堅實牢固的科學原理的實驗工作，及依循公認被接
受的實務常規之計算等基礎。那麼該專家係處於充
分穩固且理直氣壯的立場基礎之上。以「專門知

difficult to challenge through “demonstrative experiments.”
Once the field and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 are
thoroughly important or complete, then a report providing
results may be appropriate. Without any doubt, it is
appropriate to preserv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ene” at
the moment of occurrence, and the client who entrusts the

識」為基礎的專家報告應該可以完全地被闡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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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先前所使用相同「專門知識」的常規實踐取得

investigator may be led by a fact-based report or, one way

始終如一特性。在情況可行時，意見主張的測試或

or the other, by the expert opinions, conclusions and facts

確認可以透過執行「示範性實驗」（Demonstrative

provided in a more thorough report.

Experiments）方式，獲得一個令人信服且難以質
疑挑戰的見解主張。

The ASTM E 620 provides the standard formats of a written
report and several practical examples15. In general, the readers
of a report shall be able to know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e

一旦實地現場與實驗室調查（Field and

basis on which the report is based, and from what source the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s）作業是相當充實重要的

“known truth and facts” come from. Terms such as “reportedly”

或澈底完整的，那麼一份調查結果的報告或許是合

should be avoided and the statement such as “the witnesses’

適的。無庸置疑地，保留事發同時的「實地現場註

accou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port of the coast guard

釋」是適當的，並且調查員的委託客戶或許被一份

investigator” is preferred. In addition, the contents of the

根據事實情況報告，或者二者擇一地一份更澈底周

report should show the sincerity of the author, and therefore,

密報告所提供的專家意見與結論，及事實真相等所
誘導。

the scope of special professional skills may be well known to
the public. Oftentimes, a curriculum vitae in detail is attached
as reference.

在美國測試暨材料協會所制定E冊第620號

On the legal level, some of the opinions, arguments and

（ASTM E 620）規範中，包含有書面報告的標準

conclusions have implications that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格式及實務範例等 15。一般而言，一份報告的閱讀

These implications include investigation results pointing at

者應該要能夠知道資料訊息的來源、該撰寫報告所

deficiency in design (i.e. design flaws), difference between

依據為何，及「已知事實真相」係源自何種消息來

design and realization (i.e. manufacturing defects), difference

源。諸如『根據報導』用詞應該被避免，附和贊同
『目擊者與海岸防衛隊所屬調查員（Coast Guard

between the standards /specifications/common practices that
are widely accepted and those at the time of occurrence (i.e.
misuse or mistake), the unexpected (i.e. beyond reasonable

Investigator）的報告看法一致』的說法。並且該報

expectation), and suitability of operating guides, signs and

告內容亦應該提供展現作者的誠意，因此特別專門

warnings (i.e. failure of warning). No decision shall be made

技能範圍可能為大眾所知道的。經常地，一項完整

casually or randomly for any of the conclusions or contents.

的課程履歷資料表（Curriculum Vitae）會被附上，

That is, all conclusions shall be reached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以為參考。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he investigator, and carefully developed.

在法律層面中，若干意見主張及結論皆有其特

8. Court testimony and official documents and records

別地重要的暗示內涵。這些含意其中包括有在設

If it calls for an official legal procedure, an investigator

計過程中缺陷（Deficiency）的調查結果（即為設

shall prepare files and notes for his/her oral presentation

計缺陷）、在設計與實踐間的誤差（即為製造缺
陷）、在規範標準/公認接受的慣例常規與事故發
生當時的慣例常規所起作用間的差異（即為誤用或

with the investigation findings and results in testifying and
other statements or testimonies. Sometimes, timely “initial
investigation” is required months or even years later for this
procedure, and a confident and reliable investigator has to

者錯誤），預想不到的情形（超出合理的預期），

have outstand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describe the details

及操作指南與徵兆警告上的合適性（即為警告失

of what has happened.

效）。任何結論內容應決非偶然隨意地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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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結論皆應該是在調查員的專門技能之領域範圍
內，並且應該被仔細斟酌思考過的。

Overly exaggeration should be avoided within the range
of “technical lingoes and terms” unfamiliar to legal attorney
and jury. Hickman and Sampsel (2002) provide several

八、宣誓作證及正式文件記錄

examples with explicit data and information16. A maritime

假若正式的訴訟程序必須實施時， 調查員應該

expert is, no doubt, familiar with these professional terms and

備妥其檔案及註釋等，藉以在宣誓作證及隨後其他

knows how to use them. However, these references will serve

證詞聲明（Testimony）程序中，針對其調查發現成

as excellent documents of prompting and notes for those who

果進行一場口頭陳述（Oral Presentation）。有時
候，這個工作程序將會在隨後數月或數年內，進行
及時「初始調查」（Initial Investigation）的工作，
並且自信可靠的調查員必須具備卓越出色的溝通交
流技能，以敘述其事件的細節詳情。
在律師及陪審團不凊楚的「技術行話用辭」範
圍內，不應將其被過度誇大。在西元2002年希克曼
（Hickman）與桑普瑟爾（Sampsel）所發表論文

are familiar with this professional field.
These relevant facts should be learned clearly and
entirely from the reports and “verbal testimonies” of a marine
investigator. As the testifying is in progress, the facts should be
crystal clear in the head of the investigator as if the inspection
just freshly came to an end.

IV. Conclusions and Lessons Learned
When in charg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 maritime
accident, marine experts will still face certain difficult

16

中，提供若干闡明資料訊息的案例 。雖然一位海

challenges in s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 investigator

事專家勢必熟悉這些專業用語及用法，但是這些參

has to perform his tasks given for a project with professional

考文獻資料將是其他不清楚此專長領域的人之絕佳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do this requires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提示註記文件。

from other relevant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and the

這些相關的事實真相應該從一位海事調查員

“professional skills of metallurgy” may be a resource that is
effective and available for deep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ature

（Marine Investigator）的報告及「口頭證詞」

and cause of material failure. For some widely recognized

（Verbal Testimony）中，清楚且完全地得知。在

operation practices and necessary specifications, the

作證程序實施時，在該調查員的頭腦中，事實真相

investigation works perhaps require certain depth and breadth

亦應是清晰的，好似檢查工作在才剛完成一般。

of understand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es and
specifications commonly seen and used in industries such as

肆、總結與心得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在負責一項海事案件的調查工作時，海事專家

An investigator should expect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e

可能在某些調查結果上仍需面對若干艱難挑戰。

on any of his forensic insights and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調查員必須本以專業職能方式，執行其專案任務

technology and legal regulations. In general, an investigator

工作。履行本項專案工作成果可能需要其他相關

should stand firm on his ground for what he believes; for

「工程學門」的專業技術，並且「冶金專門技術」
或許是一種有效可用的資源，藉以提供深入洞察材

example, 1. The scientific methods used by the investigator;
2. The tests and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the work methods
used shall b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and accepted in

料故障的本質及原因。對於若干被普遍接受的作業

repeated occasions, and commonly accepted by “scientific

實務及必要規範等，該調查工作或許需要具備一

communities;” 3. It has to withstand peer reviews; and 4. The

定的深度及程度等認知，這些是與「造船工程」

investigation works must be based on academic pap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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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al Architecture）及「輪機工程」（Marine
Engineering）等產業實務規範有所不同的。
在技術及法規基礎上，調查員應該預期到其任
一鑑定見解及結論將會遭受質疑挑戰。一般而言，
調查員將堅定其主張立場，諸如1.調查員所使用的

publications, and accepted work practices and specifications.
An investigator may have to have professional skills
in terms of record keeping, material maintenance and
communications to meet the acceptable minimum standards
at the court of law. Technically, complicated elaboration may
have to be explained in layman’s terms for the audience who

科學方法；2.使用的測試檢驗及工作方法是在證實

do not have the professional or technical background, as to

有效且可以重複實施情形下可被接受，並且通常是

allow clear understanding for them. This paper is intended

被「科學社群」所接受；3.能夠禁得起同儕見解考

to serve, perhaps, a starting point of an exploration to help

驗；4.調查工作係建立在學術性的論文專書及可被

a “marine investigator” finish his project tasks successfully

接受的工作實務規範等。

and establish his professional image and status, therefore
encourage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to examine

調查員或許可能需要兼備陳列展示在記錄保
存、材料維護，及通信訊息等方面的專業技能，達

the current forensic investigation policies for maritime
accidents.

到法庭可以接受的最低標準。在技術層面上，複雜

There will be increasing needs for professional skills. Every

的說明或許可能需要清楚地向未有專門技術背景的

“marine investigator” will receive training and acquire certain

聽眾作一一解說，以利其能充份瞭解。作者期望本

professional skills in a planned and highly focused atmosphere.

文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探索起點，藉以協助「海事調

Therefor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lifetime”

查員」圓滿完成其專案任務工作，並且建立其專業

has become a professional task for marine investigators to

形象地位，進而促使航政主管機關檢討現行海事案

improve themselves and excel. When training a “marine
investigator,” the basic and most obvious in all of the skill

件的鑑識調查政策。

course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body language training.”

未來將會有持續增加的專業技能需求顯現，每

This training consists of the skills of interviews with which

位「海事調查員」工作人員將在有計畫及特別專注

to understand the aspects of open, closed and induced

的氛圍下，接受訓練及獲得若干專案技能，因此

questions. Other trainings include report writing, necessary work

「終身持續專業發展」早已成為所有「海事調查

procedures and case study17. In addition, marine surveyors,

員」不斷力求精進的專業要務。並且當訓練一位

marine investigators, consultants and expert witnesses can

「海事調停員」時，在各項技術課程中最為基本易
見的，正是「身體語言訓練」。其中包括有訪談訓
練技巧，藉以瞭解開放性、封閉性及誘導性等面向
問題。至於在其他訓練方面上，尚涵括有報告寫

benefit from them in order to develop better interview skills and
work guidelines when interviewing potential witnesses an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orensic works in today’s maritim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are a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e,

作、必要工作程序及案例研究等 17。另從此相關訓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a specialist of Maritime Affairs

練課程中，驗船師、海事調查員、諮詢顧問及專家

Section,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Coast Guard

證人等亦能獲得許多助益，藉以培養針對訪談潛在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見證人的較佳訪談技巧及工作指導原則，進而提升
現今海事案件調查的鑑識工作效能。
（本文作者目前分別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
所專任教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
海務組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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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法律議題」案例之天外飛來橫禍
—車禍肇事糾紛處理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AP案例故事
志雄雖然平常開車總是很小心，不開快也不闖
黃燈，但怎麼也沒想到車子那天在路上被摩托車擦
撞，車門被刮花撞凹還沒向對方求償就罷了，反而
還被告過失傷害，前兩天接到法院調解庭的開庭通
知讓他更是慌張不已，心想「我又沒有錯，還要被
告，這世界還有公理嗎？」忽然想到單位有提供
EAP免費諮詢，因此趕快打電話想了解一下。
話說志雄幾週前下班開車返家途中，因為前方
車輛多還在嘀咕著怎麼今天路況很差，突然聽到右
邊車門被撞了一聲，停下車一看，才發現有位機車
騎士跌坐在地上，車子也倒在一旁，結果這位年輕
的小女生起身後連忙道歉說「對不起，我因為要閃
避停在路旁的小貨車所以不小心撞到你，還好只是
小瘀青，你車子受損我願意賠你」。志雄原本認為
對方只是年輕人，而且當下對方聽起來也有賠償的
意願，因此事情應該不會太複雜，沒想到等警察來
做完筆錄完成報案後，後來再找這位小女生協商
維修賠償事宜時，對方家屬竟然翻臉不認帳，還說
自己女兒是受傷的一方，應該是志雄要賠償他們才
對，甚至本來申請調解委員會調解，但對方家屬竟

此狀況下不論是多麼輕微的傷勢，只要是有受傷的
一方（通常小車禍中汽車駕駛受傷的可能性低）檢
附驗傷的診斷證明書，原則上就能提起過失傷害的
告訴，除非是雙方在法院一審判決前達成和解，並
由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
不過在志雄的案例中比較特別的情況是，志雄
是直行在原有車道上，機車女騎士則是為了閃避路
旁臨停車輛而擦撞上他的車門自行摔倒，也因此最
令志雄覺得最不解的就是：
1. 自己明明就是開在直行車道被對方撞，而且當時
對方也承認是要閃避路旁車輛，為何現在自己卻
必須面臨刑事的過失傷害責任？有可能免責嗎？
2. 如果真的對方不願意和解，是不是一定會被判刑
而有前科？那他是否也能主張自己是被撞的一方
而向對方提告？

EAP小幫手

EAP放大鏡

針對事件後續協助上，提供諮詢的律師顧問在
聽完志雄的陳述以及他所提供的相關初判表及現場
事故照片後發現，雖警方認為騎士變換車道，應
讓直行車並未保持安全距離也有責任，但因車禍
第一現場在警方製作筆錄前已有所移動且志雄未先
拍照存證，導致他也初步被認定為「未注意車前狀
況」，另外在志雄提供的照片上律師也發現到，機
車女騎士當時閃避的那輛小貨車事實上是違規停在
紅線區，如能提供照片舉證說明將成為他日後免責
的有力證據。

一般來說，常見的車禍狀況中，如果是一方開
車一方騎車，除非騎機車的一方是闖紅燈或逆向等
須負起「應注意而未注意」的完全責任，否則汽車
駕駛要完全免除肇事責任的機會實是不易，因而在

1. 俱證聲請車禍肇事責任鑑定
因此律師顧問建議志雄可先向當地縣市之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付費聲請車禍肇事責任鑑定，
並屆時到場陳述自己係基於「信賴原則」行駛在

然談也不談，就先提出過失傷害告訴，讓他更是錯
愕，一想到自己平常這麼潔身自愛，還要因此上法
院，萬一還得背負刑事責任…，不禁心情忐忑不安
輾轉難眠，甚至連上班心情都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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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車道上，是機車騎士因閃避違停車輛自行撞
上來，且機車騎士所閃避之車輛因違規停車於紅
線區，乃導致車禍肇事主因，因此自己應無車禍
肇事責任或未保持安全距離之過失。換句話說，
女騎士的請求對象反而是違規停車的小貨車車
主。
2. 關於過失傷害刑事告訴
由於檢察官偵查結果會有起訴、不起訴及緩起訴
處分三種情形。實務經驗上，檢察官為避免爭
議，一般車禍案件會依照車禍鑑定報告書或相關
影音事證的結果，多以起訴或不起訴方式處分。
原本志雄主觀認知自己並沒有錯，並氣憤該名女
騎士事後態度反覆，也希望檢察官在瞭解相關事
證後可以不起訴。因此打算出庭時將自己的想法
跟對方不願意和解的委屈一股腦兒告訴檢察官，
但律師顧問還是提醒「檢察官的職責在於追究過
失傷害成立的可能性」，志雄出庭回應或答辯的
重點在於志雄有無違規及有無「應注意並能注意
卻未注意」的過失責任，包括那輛違停小貨車的
舉證照片，當然律師顧問建議如果志雄還是很在
意萬一遭起訴後，可能必須面臨的這些繁瑣出庭
程序，甚至可能成立的刑事責任的話，做法上還
是盡可能與女騎士達成和解，讓其撤回告訴。否
則除非車禍鑑定報告結果真的可以判定志雄完全
免責，否則一旦有任何可歸責的因素，則刑事責
任仍無法避免。當然同前面所提，如果可以查得
出違停紅線的車號及車主，則此事件的被告，可
能就不僅僅是志雄一人了。
3. 可提告刑事？還是只能民事賠償？
雖然志雄因為這起事件被告刑事的過
失傷害心裡真的很不甘心，但目前法
律程序上並無權阻止一般民眾提出刑
事告訴，除非被告可證明告訴人係故
意「虛構犯罪事實」，被告方可對告
訴人向地檢署提出「誣告」，否則縱
因為證據不足或因證據顯示被告沒有
責任而獲不起訴的話，告訴人並不會
構成刑事誣告罪，也無須負民事賠償
責任。因而在此車禍事件上雖因女騎
士也有過失，志雄也很想對她提告，
讓其感受被告的壓力，但律師顧問分
析目前志雄並無受傷，無法提出刑事
告訴，僅能從民事方面向對方請求車

損賠償，然對方可以主張求償金額應扣減車禍與
有過失責任之比例及車損修繕之材料費須按年扣
抵折舊損失，故實際上要讓對方感受「成為被
告」的實益效益並不大，因此建議還是要三思。
※所謂「信賴原則」，乃指行為人在社會生活
中，於從事某種具有危險性之特定行為時，如
無特別情事，在可信賴被害者或其他第三人之
不適切行動，而發生事故，造成損害之結果
時，該行為人不負過失責任之謂。

EAP小叮嚀
一般車禍案件不論大小千萬不可輕忽，即便自
認為責任不在己而是對方自己撞上來的仍然要謹
慎，除了務必確認對方是否受傷，有傷勢也必須聯
絡119或警察盡速送醫，就算對方當下口說沒事，
也絕不可就擅自離開，至少需等候救護車或警方到
達處理製作筆錄後才能離開，否則很容易就被認
定為「肇事逃逸」，那可就是更難處理的情況。當
然不管是雙方自行談妥或是能夠透過保險公司或調
解委員會居中達成和解，能愈早取得和解共識談妥
賠償金額，不提出民、刑事告訴就是最好的處理作
法。否則一旦需要上法院，甚至還需透過車禍鑑定
來釐清肇事責任，往往後續還會衍生民事賠償的議
題，其過程曠日廢時短則一年長則二、三年都時有
所聞，對同仁的工作、生活的影響甚鉅。
同樣的，最讓人不願碰上的飛來橫禍還有「酒
駕肇事」，而且通常肇事者幾乎都會認為自己還清
醒的很，以至於有時連撞傷路人或機、踏車都還不
自知，演變為更為嚴重的「肇事逃逸」，也因此
近年政府不斷提高「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中違規酒駕的刑責或罰金，除了超過
三次的累犯必須發監不得易科罰金外，酒
測值的標準更趨嚴格，有些人甚至因為覺
得「不會這麼倒楣啦！」，就喝了一碗加
米酒的薑母鴨或燒酒雞，又這麼剛好遇上
臨檢還因此酒測超標，因而必須付出1萬
5,000元起跳的罰金，吃進了傳說中的「頂
級薑母鴨」，實在是得不償失。因此也提
醒各位同仁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地吃多了喝
多了，除了搭計程車外，現行許多計程車
隊還推出「代駕服務」，就是維護您安
全，保障你荷包的必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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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風水師」提供十種功能供使用者瀏覽，

「這個手機APP軟體真實用，這是我最近常聽

分別是中央氣象局提供的海象資訊包含的遠海漁

到的一句話」。東部海岸線狹長，民眾對海岸環境

業、近海漁業、潮汐資訊、颱風警報、行政院海岸

潛藏風險無法掌握，相關海岸遊玩安全資訊尚未整

巡防署提供的射擊通報資訊、危險海域資訊、防溺

合且查詢耗時，所以常常聽聞意外事件發生，如何

宣導，以及由東巡局製作的即時救生救難訊息，內

減少相同事件再次發生，且能維護民眾遊憩戲水之

容如下：

安全，這是東巡局急迫想解決的一個難題。所幸創
意的發想加上長官的支持及全局同仁共同推動下，
終於催生了一套自製研發的手機軟體，稱之為「海
岸風水師」。
「海岸風水師」之所以稱為風水師，因為它可
以為您的遊憩安全把脈，你想要的資訊，一根手指

一、「首頁」：結合GPS定位（或網路），依據
位置是否為危險海域，提供完整的海域資訊及
潮汐資訊，並提供周圍相關救援單位的聯絡方
式。
二、「危險海域」：提供東部地區危險海域列表及
完整資訊。

就可以搞定，只要下載了「海岸風水師」APP，就
能整合花、東氣象站、東部地區風景管理處及消防
機關等之海岸安全服務資訊，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使用者在安裝時，軟體必須更新至Android 4.0或以

三、「遠海漁業」：提供亞洲地區各海面連續三
天的天候海象資訊，包含天氣、風向、風力
（級）、風浪。

上版本，使用線上資料更新功能時，亦需具備行動

四、「近海漁業」：提供每日的臺灣周圍海域的各

上網功能 （GPRS、3G、3.5G） 或使用Wifi連結

項海象資訊，包含天氣、風向、風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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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天氣」：係從中央氣象局擷取並提供各
「射擊通報」：提供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網站最
「颱風警報」：與中央氣象局同步，提供最新
「防溺宣導」：外出旅遊時，在海邊需要注意
「即時救生救難訊息」：由東部地區巡防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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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浪、浪高的資訊。
五、「潮汐資訊」：提供臺灣沿海連續3天的潮汐
變化資料，包含每日乾滿潮時間與潮高。
六、「城鎮天氣」：係從中央氣象局擷取並提供各
鄉鎮地區的天氣狀況，並且提供當日高達精細
度至每三小時的氣象預報資訊。
七、「射擊通報」：提供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網站最
新的前45則射擊通報的內容，包含通報編號、
射擊地點、預定射擊時間。
八、「颱風警報」：與中央氣象局同步，提供最新
的颱風警報單，給予第一手颱風資訊。
九、「防溺宣導」：外出旅遊時，在海邊需要注意
且提防溺水的防溺十招，以及救溺五步，提供
民眾基本的救溺知識，可以安心出遊。

透過Google Map查詢鐵馬驛站服務據點、觀
光景點、衛生間以及餐飲資訊之位置查詢，
並且透過點擊對話框顯示觀光景點圖片。
近年來由於地方政府大力推展觀光，加上兩岸
交流發展迅速，所帶動的地區觀光產業、親海活
動，如衝浪、賞鯨、豐年祭、飛魚季及著名景點，
每年吸引超過數百萬的人潮來東部觀光，然而東部
灘岸地形多陡降、水深浪大，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若不熟悉灘岸環境極易釀生意外，經統計東部危險
海域計有51處，一般遊客對海岸環境不熟悉，造成
的意外事件逐漸在攀升，有鑑於此，東巡局自力研
發建置的「海岸風水師」APP安全海岸檢查系統更
需要被民眾、遊客廣泛的傳遞及使用。
依據對東部海岸救生及水域遊憩的專業與經
驗，使民眾得以依據「海岸風水師」提供的資訊，

十、「即時救生救難訊息」：由東部地區巡防局首

參考選擇一處較安全之海岸遊憩景點，也可以透過

創跨機關合作平臺提供之資訊，便於查詢即時

意外案例宣導以及安全防溺做宣教，更可納入學校

的救難地點、時間、救援能量、累計能量，並

教育資源運用，充實學生對海洋的認識。

且呈現於Google 地圖上方便使用。

「這個手機APP軟體真實用」，希望這句話能

十一、「水域遊憩公告」：由交通部觀光局提供之

持續性的被聽見，因為就表示這個軟體被不斷的使

水域遊憩公告，便於查詢旅遊景點之公告，

用，更使民眾能夠接受，期待「海岸風水師」能變

讓旅遊更加便利、安全。

成搜尋引擎關鍵字搜尋的第一名，廣泛被人看見，

十二、「鐵馬驛站」：提供東巡局設置的鐵馬驛站
服務項目及東部單車路線建議圖，同時可以

成為大家在海岸遊玩時的好幫手，而這也是東部地
區巡防局全體同仁未來將共同努力的目標。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守護美麗東海岸∼東巡局工作人員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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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打聲就像與大海交朋友，分享她每一天的生活

性，生活中將近一半的時間與大海接觸，一開始

點滴。

對我來說大海擁有湛藍的海面不時有像棉花般的浪
花點綴著，而在海中有著熱鬧的海底世界，每天看
著辛勤的漁民們出海捕魚與大海奮鬥，尤其現在臺
灣周遭海域海洋資源枯竭，能捕撈的漁獲量大不如
前，因此對他們樂天知命豁達精神，充滿敬佩。

大海盡情的揮灑生命，寫下一篇篇精彩動人的
生命故事，而我們的軍旅生活何嘗不是這樣呢，生
活中充滿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像大海一樣潮起潮
落，有時風平浪靜，有時波濤洶湧。在從軍的旅途
上，專心學習磨練自己的本職學能，投入在日常勤

每天在大海的陪伴下，發現它並不只是披著湛

務工作上，用心活過每一天，創造屬於自己的不凡

藍的顏色，原來也有像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有時風

故事。雖然人生中有低落的時候，但隨時間的磨練

平浪靜，像個安靜乖巧的小孩，有時波濤洶湧，像

總會雨過天晴。海砂紀錄大海的生活而我們的腳印

一頭兇猛的野獸，變化萬千，讓人摸不著頭緒。當

正在踏出自己的歷史。時間的洪流帶走故事中的主

天候寒冷時，她總是披著一層面紗讓人眺望不到遠

角，但軍中的生活成了我們最美好的退伍禮物，隨

方；當天候暖和時，她總是給我們最美的風景。每

著退伍的日子慢慢接近，不久的將來，等待我們的

一個白晝，耀眼的陽光在海面上隨著波浪散發淘氣

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

光彩，令人精神為之一振；每一個夜晚，皎潔的月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

光照射在寧靜的海面上，隨著海浪的波動，月光的

巡總隊鳳鼻頭安檢所）

大海一詞解釋（資料來源：中華百科）
大海（英文：seas and oceans; the ocean; the sea 法文：Mer）即海洋。其實海與洋還是有些差
別的。海和洋的區分：廣闊的海洋，從蔚藍到碧綠，美麗而又壯觀。海，在洋的邊緣，是大洋的附屬
部分。海的面積約占海洋的11%，海的水深比較淺，平均深度從幾米到二三千米。海臨近大陸，受大
陸、河流、氣候和季節的影響，海水的溫度、鹽度、顏色和透明度，都受陸地影響，有明顯的變化。

何謂海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海洋即「海」和「洋」的總稱。地球的71%的面積被海洋覆蓋。總面積大約為3億5525萬5千平
方公里。一般人們將這些佔地球很大面積的鹹水水域稱為「洋」，大陸邊緣的水域被稱為「海」。少
數地球以外的星體曾經也有海洋，一些尚有海洋或冰洋，如衛星土衛六、木衛二，一些行星如火星、
金星曾經可能有過海洋或火漿洋。
※更多與海有關知識，可上中華百科或維基百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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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手札
文｜林佳賢

臨海，可知天地蒼空之實間。遠行，可得萬物

南峰到了！」就在達到里程碑的同時，整個人累癱

生靈之變幻。登高，則是以納萬物之靈氣以淨化心

成大字型躺在草皮上，當下汗水夾著難以言喻的情

靈。如同唐朝詩人劉斌詠山一詩∼「靈山寺千仞，

緒，感覺淚水都快從眼眶蹦出來了，不過在我起身

蔽日且⪬娥。紫蓋云陽遠，香爐烟氣多，石果高鳥

眺望四周景色的那一剎那，連山絕壑像極了一條巨

路，暴水盡天河。欲知聞隧里，另自有仙歌」。字

龍伏臥在大地上，繚繞的白雲彷彿使它更為活靈活

字句句皆透露著昔文人古士偏愛以登高喻志，藉由

現，頓時，所有疲憊一掃而空，令人不禁打開雙臂

千山古壑蘶娥磅礡的氣勢，輔以慷慨激昂情緒，將

感受整片大地的躍動，山腳下的一草一木好似汗水

詩人內心那份豪情，化做文字傾洩而出，由此可見

所灌溉的成果，果真不禁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

山的壯闊可以是詩人創作的泉源，亦可以是撫慰心

鼻香。

靈的天然寶藏。

經過了這次的經驗使我迷上了登山，唯有體會

我雖無古人離騷哀愁，卻也知登高之樂趣無

痛苦才能真實感受到自己還活著吧！這種感覺實在

窮，平時稍有空閒亦會與三五好友相約爬山，而令

難以言喻，或許古代詩人們正是將這種感觸化做言

我印象深刻的是與多年同窗好友阿正的奇萊峰之

語傳遞給人們知曉吧！實在美哉！快哉！

旅。阿正是個多年登山經驗的響導，而相對當時只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

爬過幾百公尺山的我而言，無疑是場恐怖的挑戰，

大隊臺西安檢所）

但經不起阿正言語一再的刺激，為了爭一口氣說什
麼也得硬著頭皮上，哪管得了奇萊南峰是一座高達
海拔將近三千公尺的高山。
開始兩人先搭車來到海拔一千九百公尺的屯原
登山口，當時一下車時我深深為自己一時的血氣方
剛而感到後悔，山路非昔日所爬山能見的階梯亦或
康莊大道而是一條佈滿石子與泥土的羊腸小徑，第
一天預訂行程約略十三公里，而唯一的休息處在四
到五公里的臺電雲海保線所，起初只是一段緩陡
坡，挑戰並不大，但在經過休息處後，原本的羊腸
小徑竟變成一個大走山，所見的路也早已淹沒在沙
坡之中，只要稍不小心就很有可能滑落，因此一舉

奇萊南峰簡介
奇萊南峰為臺灣知名山峰，列名臺灣百岳，
排名第39。奇萊南峰3358公尺，屬於中央山
脈，行政區劃屬於南投縣，山體崇闊寬廣，為臺
灣高山「十崇」之一。奇萊南峰南方有南華山，
北邊越過卡樓羅山斷崖，連接奇萊主峰。岳人多
將奇萊南峰的行程與南華山搭配，合稱為「奇萊
南華」，以能高越嶺古道西段為基礎，沿臺14
線廬山進入屯原山區，開始登山行程。

一動都相對需要格外謹慎。

參考資料

第二天一大早，我拖著疲累的身子，一路上走
走停停，老覺得自己無法抵達最後的目的地，但好

1. 中文百科∼劉斌「詠山」

友一直鼓勵我：「運動有時是為了磨練，以及磨練

2. 楊建夫，《臺灣的山脈》，2001年，臺北，

後引發的喜悅」，於是我堅持我撐了下去！就在快

遠足文化公司

要放棄時，聽見阿正呼喊著「奇萊南峰到了，奇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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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之夜
文｜樊俊遠

夏季的夜晚，靜謐的星空，一如往常的日子在

微弱光點在林中閃閃發光那一刻，只見賞螢的人們

我的生活中，正常運轉著，但對於服役的我來說，

不約而同停下腳步摒息欣賞，剩下微微的呼吸聲，

確是最令人難忘的一天，那就是與家人一同出遊。

深怕打擾到牠們，而讓美景瞬間消失，好一陣子，

因為小時候從未真正接觸過螢火蟲，所以相當憧

在我身旁的老阿伯哽咽的表示將近有六十多年沒看

憬，而臺中東勢林場正好有一連串的螢火蟲季活

到這樣的景色了，前方的情侶更是手握手相擁而

動，對於好奇心強的我來說，還有什麼力量可以阻

笑，因為整群的螢火蟲就在身邊盤旋飛舞著，感覺

擋我去了解這個從小只是在書中或電視上看過的模

就像置身夢境般，那樣的景色，用徐志摩先生所說

糊身影∼螢火蟲呢！

的：數大便是美形容！真是一點也不誇張！

於是，放假當天，我們全家就帶著野餐用的三

此次的家庭旅遊，全家人都覺得滿足，而當中

明治以及各種賞螢用具，開心的往目的地─東勢林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除了夜空被點點螢光渲染成一幅

場出發。因為父母親也很喜歡與大自然生物接觸，

絕世美景外，便是在等待螢火蟲出現時，年幼的弟

所以一路上和我們分享很多有關螢火蟲的資訊，像

弟因周圍環境夾雜著動物的叫聲，讓他心生恐懼，

是螢火蟲俗稱「火金姑」，全球有兩千多種類，臺

父親將手放在他肩膀上的那一幕，一句溫暖力量的

灣則有六十多種，而最常見的就是黑翅螢、山窗螢

鼓勵，讓弟弟瞬間得到勇氣，不再害怕。萬萬沒想

等，每至傍晚太陽下山後大量出現，尤其是父親那

到螢火蟲不僅喚醒大家兒時回憶，也讓我們全家人

滔滔不絕說著的模樣和流利的程度，讓我不禁佩服

的關係，在黑暗探索中更為緊密。最終踏上歸途，

的點著頭想：「有做功課喔！」

無論是用相機捕捉景色，或是只想為自己記憶中的

到達目的地後，由於車燈強光會破壞螢火蟲生
態，因此最後一段路，必須徒步上山，一路上也發
現許多同好，一起來尋找牠的蹤影，雖然大家都只
能憑藉著隱約模糊的身影前進，又遇雨天使路面變
得溼滑，讓前進的路受了些許阻礙，但當眼前出現

黑夜，點綴一些足以使人驚艷的色彩，若想與朋
友分享更多內心的感動與驚奇，不妨明年和朋友相
約一同來到臺中東勢林場，親眼看看這螢火蟲之夜
呢！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
大隊臺西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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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
螢科（學名：Lampyridae）是鞘翅目（甲蟲）裡面的一個科，該科在全世界有2000多種。口語稱
螢火蟲、火金蛄（閩南語）、火炎蟲、ẘ火蟲等。該科裡很多種蟲能發光，但並不是全部都可以。通
常，只要有發光器官的甲蟲，就會被稱為螢火蟲。所以，狹義的螢火蟲單指螢科，而廣義的螢火蟲則
包括光螢科（Phengodidae）和其他科種。螢火蟲是屬於肉食性，他最常吃到的是蝸牛。

小常識
火金姑所發出來的光線，是不會發熱的「冷光」！主要發光是為了：誘集、警戒、對捕食者的恫
嚇、照明、偽裝及族群調節，不同種類的火金姑，發光的時間和頻率是不同的，才能互相辨認對象。

逗趣童謠
以前農業社會中污染少所以螢火蟲很多，而且當時電不普及還很少人用電燈或是電扇，所以夏夜
常常會左右鄰居大家出來院子納涼，閒話家常，這時火金姑在夜晚中閃爍的光就像黑暗中的小燈籠非
常吸引人，也更添加夏夜的清涼。所以不管閩南語、客語或是中國大陸都有不少有關火金姑的有趣童
趣；以下幾首童謠節錄自詩歌童謠的故鄉彰化縣頂番國小詩歌童謠吟唱團網頁，與大家分享：
（一）火金姑，來吃茶，茶燒燒，配香蕉，茶冷冷，配龍眼。龍眼要撥殼，換來吃藍拔，藍拔仔全全
子，害阮吃一下落嘴齒。
（二）火金姑，會落土，坐我船，打我鼓，吃我冷米飯，配我鹹魚脯，從我門口埕過，被我捉來做
某。
（三）火金姑，火金姑，頭殼紅紅翅黑黑，上愛匿在草仔蒲；火金姑，火金姑，電火藏腹肚，暗時通
好去找某。

參考資料：（更詳細內容可上網搜尋火金姑關鍵字查詢）
1.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螢科。
2.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5/tsay1106/new_page_95.htm詩歌童謠的故鄉彰化
縣頂番國小詩歌童謠吟唱團。
3. 臺灣民謠簡上仁；民八十一（臺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版。
4. 火金姑；許玲慧

何建鎔

民八十七（臺北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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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總處蒞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員工協助方
案分區訪視及座談會（第4場次）」活動（103.4.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長尤明錫（左）與國際生命線臺
灣總會理事長黃裕舜共同簽訂「諮商輔導資源支援協定
書」（103.5.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法務部郭檢察官銘禮主講「兩公
約解析與CEDAW宣導」專題，並由副署長鄭樟雄致贈
紀念品（103.6.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二次海巡論壇活動，邀請億光
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簡文秀教授講演「平安臺灣」專題
（103.6.25）

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支援外木山長泳活
動，並協助戒護及醫療後送工作（103.6.22）

中部地區巡防局組隊參加臺中市主辦之游泳派對活動，
局長林欽隆率隊加油打氣（103.5.2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接待屏東縣獅子鄉內獅
國小至七里橋服務區進行戶外親子活動參訪（103.5.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辦理預防犯罪暨防溺宣
導，細心向參訪民眾解說（103.4.23）

海域執法

海巡我最

照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為轄區治安，於馬祖地
區北竿白沙碼頭舉辦誓師大會（103.6.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為確保所轄區域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不定期執行擴大威力掃蕩勤務
（103.4.2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東石安檢所查獲通緝犯吳
○閔，立即逮捕，並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103.6.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布袋商港安檢所執行勤務
時查獲數桶私釀米酒（103.6.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安檢所人員於尖山商港實
施貨物檢查時，查獲非法私釀酒一批（103.5.17）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於台南市七股區邱
姓犯嫌處所查獲改造手槍及子彈等不法物品（103.5.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立霧溪口查獲民眾漏
夜從事非法電魚行為（103.4.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花蓮溪口查獲盜採砂
石，盜採砂石約計四百餘公斤（10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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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發生重大車禍
通報，即刻由大隊長率員前往救援（103.5.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轄內海灘有8隻
小虎鯨擱淺，全力前往搶救（103.4.16）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麗水安檢所弟兄發現民眾
跌落水溝即刻協助就醫（103.6.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通報大安濱海樂園有
女子輕生，緊急前往救援（103.6.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下寮安檢所接獲通報
番仔崙公園岸際海域有民眾溺水，即刻趕赴現場救援
（103.5.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吉貝安檢所於澎湖縣白
沙鄉吉貝村將軍廟旁沙灘發現保育龜屍體，立即前往協
處（103.5.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轄區內發現男童受困
礁岩，火速派員前往馳援（103.4.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北埔安檢所近岸發現
婦女駕車衝海輕生，立即前往救援（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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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猛澳安檢所弟兄主動為
年邁遊客搬運行李，落實為民服務精神（103.4.1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積極為鄰近社區執行淨
灘工作，落實為民服務精神（103.5.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外埔安檢所接獲民車受
困沙灘通報，隨即派員前往協助處置（103.5.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海巡隊巡防艇將傷病
船員載返進港，即協助後送就醫事宜（103.5.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於執行巡邏勤務時
發現轎車撞上安全護欄，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協處
（103.5.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潭門安檢所接獲望安衛
生所有民眾不慎落海通報，即刻協助後送就醫事宜
（103.5.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主動社區辦理巡迴醫療
工作，為民眾健康把關，獲地方好評（103.4.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崇德安檢所前方，有民
車陷入沙灘，安檢所人員立即協調附近民眾共同協助脫
困（103.06.22）

81

聯合國於2002年據聯合國大會第
57/277號決議，訂定每年6月23日為
公共服務日（UN Public Service
Day），並設立聯合國公共服務獎
（UN Public Service Award），並
於6月23日當週表揚各國提供創新優
秀公共服務措施之機關，藉此激發世
界各國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同時
鼓勵年輕世代加入公部門，服務社
會。2012年適值聯合國公共服務日10
週年，為與國際接軌，型塑新公務文
化，考試院與行政院共同宣布設立每
年6月23日為我國「公共服務日」，
期各機關公務人員以「積極、關懷、
熱忱、奉獻」的公共服務精神為目標
自我激勵。

資料及主題標誌來源：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http：//www.mocs.gov.tw/，「623公共服務日」專區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