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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海上應急，
共建平安海峽」
－2014 年海峽兩岸海上
聯合搜救演練紀實
資料整理｜王立仁

100噸巡防艇施放小艇搜尋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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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係根

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第7點共

識及行政院2010年11

月22日核定之「推動海峽兩岸海上搜救合作建議

方案」辦理，由陸方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主辦，我方海巡署協辦，除延續

2012年演練模式與雙

方默契外，並新增「雙方直升機互相吊掛人員至對

方船艇」、「雙方指

揮艦均設立海上救護平臺」及「模擬海上人員救援

與傷患轉移」等特

殊操演項目。本次演練由我方中華搜救協會名譽理

事長（海巡署副署

長）鄭樟雄及陸方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名譽理事

長（交通運輸部副

部長）何建中分別擔任雙方總指揮，而我方人員更

首次登上陸方觀禮

船，可說是極具象徵與實質性歷史意義，且符合美、

日等國海上演練之

國際慣例。
8月7日13時，由陸方交通運輸部副部長何建中

宣布「2014年海

峽兩岸聯合搜救演練」正式開始，此次演練係在馬

祖及馬尾交界海

域進行，主要演練區域面積約15.4平方公里，現場由

陸方「海巡31」

擔任海上觀禮臺，兩岸相關人員「同臺指揮、同臺觀

摩」，參演船

舶、直升機一律懸掛或顯示「演練專用旗」，在同一

區域內分工進行

搜救演練，共同完成遇險通報、任務分工、即時救援及

緊急後送等演練

項目，雙方從交流接觸到信任合作，逐漸建立完善的海

難搜救機制。

近年來海峽兩岸情勢趨於和緩，雙方在經貿、

衛生、交通

等層面，均逐步建立合作機制，包括簽訂ECFA等協

議、開放陸

客自由行及辦理各項交流活動等，其中「海峽兩岸海

上聯合搜救演練」

是目前在「人道救援」方面，唯一由兩岸雙方共同實作操演的項目，具體落
實2008年11月4日兩岸簽署的「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並有效驗證及整合兩
岸搜救資源與緊急通報聯繫管道，建立更為完善的區域性聯合救援體系，極
具象徵及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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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自2008年12月15日開放直航以來，金、

救任務分配、搜救能量動員人命救助、船舶自救大

馬小三通輸運人數在2012、2013年分別達149萬

量人員疏散、海空轉駁醫療救援後送及獲救人員移

及139萬人次，有鑒於兩岸直航及金、馬小三通客

交善後復原」等7大項目進行實際操演，以提升海

機、船舶往來頻繁，載客量與日俱增，為提升船

峽兩岸聯合應變緊急救援之機制及默契。

（空）難緊急應變能力，維護海上人命安全，本次
演練主題為「攜手海上應急，共建平安海峽」，係
模擬一艘從大陸福州馬尾開往臺灣馬祖的兩岸直航
客船與一艘貨船因避讓不及，在福州與馬祖交界海
域發生碰撞事故，雙方搜救單位針對「船舶遇難求
救通報確認、海難緊急應變溝通協調、現場指揮搜

本次演練具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兩岸共同策劃、參演：為使演練順利進行，兩
岸海上搜救機關經過多次溝通協商，就演練目
的、意義、具體項目和參演能量等議題達成基
本共識後，逐步推動執行。本次演練我方動員
海巡署新北艦、連江艦等6艘艦船艇，結合空
中勤務總隊1架直升機參演，陸方則派出海巡

當日演練實況

海巡署自動扶正艇協助救起落海人員

兩岸直升機船艦聯手搜尋遇難人員

海巡署自動扶正艇接載傷員至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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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東海救113等6艘艦船艇及1架直升機參

員「同臺指揮、同臺觀摩」，並各派遣一名人

演，海峽兩岸共計出動33艘艦船艇、4架直升

員共同進行現場解說。所有參演船舶、直升機

機、約550人參演。

均在同一演練區域進行聯合搜救演練，共同完

二、演練內容具實質意義︰此次演練主題為「攜手

成演練項目。

海上應急，共建平安海峽」，用韓國世越號事

「2014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在歷經

件為參照，並符合實際需求，以小三通客船模

1個小時操演後，完美劃下句點，最後由我方海巡

擬海上人員救援與傷患轉移項目為背景，實施

署副署長鄭樟雄宣布圓滿結束。此次兩岸海上搜救

海上人命救助和船舶消防進行搜救演練，同時

相關機關約550人參與，共動用33艘艦船艇、4架

驗證兩岸遇險信息通報及緊急應變機制，對於

直升機。這是繼2012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

維護周邊海域航行船舶及人命安全，極具實質

後，兩岸搜救機關在堅持「人道救援、守護如親」

意義。

的理念下，再次共同策劃執行的大規模海上聯合搜

三、同臺指揮、觀摩及演練︰雙方在考量演練的安

救演練，雙方也強調未來兩岸除每兩年輪流主辦海

全性、可行性及因應兩岸三通之需求，演練區

上聯合搜救演練外，將在維護航行船舶、人命及環

域設定在馬祖與馬尾交界海域，主要演練區域

境安全的前提下，積極整合兩岸搜救資源，維護船

面積約15.4平方公里。演練現場由陸方海事局

舶航行安全，完善搜救合作機制，善盡人道救援之

「海巡31」擔任海上觀禮臺，邀請兩岸相關人

義務。

我方救難艇接駁人員至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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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人員同臺觀摩

兩艦一直升機綜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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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直升機吊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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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演隊形空拍

演練結束馬祖縣長楊綏生及海巡署副署長鄭樟雄接受媒體採訪，並頒發海巡隊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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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活動人物採錄
一場大型演習除了靠眾人努力達成，往往還

張菀凌、第一海巡隊隊員沈宜柔；另外還發現當

有許多幕後工作人員，是沒有辦法一一被發現

中有二位在現場服務的同仁，一位是服務於北部

的，而在這場海上聯合演練中，本刊發現除了辛

地區巡防局第一○大隊芙蓉安檢所一兵陳安迪

苦的工作人員外，還有一群正努力低頭背著稿

（Andy Gilchrist）與海洋巡防總局第十海巡隊隊

的－「美女司儀群」成員，她們對於流程掌握及

員周琦軒，他們在這場演練活動中所負責的工作

介紹，讓這場演習增色不少，可說是活動不可獲

內容，具有容易令人關注的特質，本刊也利用機

缺的角色，成員有海洋巡防總局科員賴芳誼、北

會，個別向他（她）們做簡短的專訪，希望藉其

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偵查員陳婷、第六海巡隊科員

心得分享，讓活動內容更為生動。

司儀賴芳誼

司儀陳婷

司儀張苑凌

司儀沈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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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司儀群
海洋巡防總局科員賴芳誼
參加多次演習，這次司儀組加入了新血，對我
來說格外具世代傳承的意義。令人高興的是，這些
生力軍表現出眾，有聲有色。在協助司儀工作期
間，認識了幾位對岸的朋友，在「溝通與磨合」的
過程中，更加了解彼此的文化，算是此行最大的收

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科員張菀凌

穫。為了使來賓更容易了解演習
內容，撰寫介紹詞時，需要蒐
集大量兩岸船舶性能及搜救方
法相關資料，深為其中一員，受
益良多。很高興延攬到幾位優秀的
新血加入，期待未來再次執行這項工作時，能更加
成長、精進。

神去吸收前輩經驗。雖然緊張，
但過程中，與學姐們彼此分工

在這次兩岸海上搜救演練擔任司儀經驗中，學

合作，不知不覺的建立起革命

習到的不僅僅是如何把操演流程掌握得宜，讓與會

情感，也在彼此身上「看見別

長官及貴嘉賓能快速了解，深刻記住演練內容，對

人的優點、改進自己的缺點」，

於我這樣的新手來說，肯定是得花費許多時間和精

可謂是收穫滿滿。

下十年功」的真意，很開心能

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偵查員陳婷

和大家一起完成這個重要任

當司儀並不如我想像中容易，從一開始的蒐集

務，從每個人身上我學到了

資料、統整、改動作到改稿，每次都把已經記到腦

許多知識與技巧，也認識許多

海裡的劇本給摧毀，還記得我曾因為記不起劇本而

人，我想，演練結果成功與否固

感到難過失落，但在眾人的鼓勵下，終於漸漸理出

然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在練習的過程中「學到了

一點頭緒。也讓我深刻體會了「臺上一分鐘，臺

什麼、得到了什麼」。

調，以及如何將實務經驗與專業
技能結合演習其中……等各種

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隊員沈宜柔
過去的我時常因為許多外在因素的干擾，以致

鉅細靡遺的細節，雖然壓力重
重，但仍讓我覺得，處處皆是學

於缺乏自信，讓自己無法專心，更無法從工作中找

問值得好好學習！也特別感謝總局

到目標。而這次因緣際會，有幸和大家一起負責司

及隊上長官，以及所有協助過我們的人，因為相逢

儀工作，終於知道，原來「在參與中學習，從活動

的緣份，讓原本不認識的大家，有機會了解彼此，

中成長」，是多麼令人感到開心的事。從兩岸間的

共同完成艱鉅的任務，對我來說，這是多麼美好又

交流、演練腳本，每個字裡行間的文字、節奏、步

珍貴的回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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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大隊芙蓉安檢所一兵陳安迪（Andy Gilchrist）
活動當日負責救生員工作，專訪過程中，他講

己熱愛的工作，他還特地在服

著一口流利的國語，很難想像他居然不是道地的臺

役達八個多月的時候，勇於面

灣人，深入了解後，才得知其父親是英國籍人士，

對自己的選擇，那就是轉服志

而母親則是臺灣國籍，當然這也是影響他在面對人

願役繼續為海巡署效力。對於

生出現選擇時，能夠果斷做出決定的原因。在談到

自己最大期望，他說：「不要

自己為什麼想加入海巡署當兵時，他說因為自己在

想別人能為你做什麼；而是要

英國已屆服役年齡，父親與他溝通了想法，經過審

問自己能為別人付出什麼」，

慎決定，最後選擇了臺灣，其實英國與臺灣二者之

也許人生的路不一定都能照著

間，都各有優劣，但相較之下，自己更喜歡臺灣的

既定目標實現，但至少要願意

自由與安全，所以他向父親表達自己想留在臺灣的

前進，才會讓崎嶇的道路邁向

意願，加上就學時期主修體育科系，對於球類運動

平坦。

及游泳極為熱愛，所以投入海巡署服役；而為了自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海巡隊隊員周琦軒
一位外表甜美、體格精實的女性海巡同仁，警

她成為一個巾國不讓鬚眉的海巡女嬌

專二十九期第一名畢業，當日負責媒體記者接駁船

娃！因為她始終堅持，只要擁有信

的接待工作，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工作，但對她來

念，絕對能得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收

說卻是再難得不過的機會，專訪過程，發現她與另

穫。

一位弟兄陳安迪不同的地方，除了國籍、性別的差
異，最大的不同就是求學背景與工作經驗，她說自
己以前在學校時，接觸的事情無法與實務結合，畢
業分發到隊上後，開始負責內勤業務，偶有支援外
勤工作的機會，但卻鮮少遇到這種大型活動，這次
在接獲執行這項任務時，讓她熱血沸騰，因為平常
看不見、學不到的事，今天可以在這裏一次體驗。
可能是對自己期許相當的高，她在訪談時，眼

相較於部分年
輕人排斥服役的
想法，正與這些
固守崗位、勇於承
擔、敢於面對自我
的海巡同仁們有著
極大差別，但若要論
及追求人生目標的決心，

神展現出相當程度自信，談到在海巡署工作的心

在時代不斷進步的當下，唯有想法的改變、思維的

得，她是這麼說的：從內到外的工作體驗，看得到

昇華，才能跨越重重阻礙，而海巡署裏許多與這些

的角度更廣、更寬，我希望能多「把握機會，從

受訪者相同的人，都擁有極為優秀之能力，也希望

學習中獲得經驗」，她所散發的熱情，讓人不得不

藉由此次的採訪，觸發他（她）們對人生的領悟，

相信，過去在校優異成績及其養成教育，已著實讓

將來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也能盡情發熱、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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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出人生、
「泳」出自信
— 海巡署用競賽激發團隊向心力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為提倡游泳運動風氣，海巡署從91年開始，每
年皆定期舉辦游泳技能競賽，而今年舉辦的「103
年游泳及救生專業技能競賽」已經是第13屆，儼然
成為該署一項固有的傳統。本次活動比賽項目共計
30項、參賽選手211人，開幕式致詞邀請署長王進
旺主持，並由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常務副署長鄭樟

12

雄、主任秘書陳世傑、海岸巡防總局總局長楊新義
與海洋巡防總局副總局長潘進家共同出席參與。
今年活動特別於開幕賽中規劃「假人拖帶及浮
標帶人」之救生接力賽，並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莊英崙裁判長及其所率領的專業裁判群，擔任此次
競賽裁判，王署長希望同仁能在這次訓練及參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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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代表李子嘉（圖右）向王署長（圖左）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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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培養出「團結、榮譽、勇氣」之精神。同時

陳小朋友的故事相當激勵人心，之所以舉這個

他也舉了一個故事當例子和全體同仁及參賽選手分

故事，最主要的用意是想告訴大家，參加比賽不僅

享，故事內容談的是在高雄市鳳山區有一位小朋友

是一個展現訓練成果的機會，還希望大家在全力追

名字叫陳亮達，他從出生就失去了小腿，兩隻腳只

求勝利的同時，也要拿出「勝不驕、敗不餒」的運

到膝蓋，今年12歲就讀國小五年級，身高只有100

動家風度，以及團隊向心力，不論成績如何，大家

公分。為了復健，他從3歲開始學習游泳，抱持著

都要充分享受比賽的樂趣，借鏡他人的努力過程，

毅力和努力，勇敢面對天生的缺陷，在游泳比賽中

將其吸收內化為自己的一種正向人生態度。如同數

找到自信，游出人生的逆境。103年5月，他代表高

學計算公式一般，若要精準計算出結果，當我們將

雄市參加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游泳比賽，不僅擊敗

1自乘10次，結果始終是1；將0.9自乘10次，結果

許多成年人，更拿下了5面銀牌。

則是0.34；但若將1.1自乘10次，結果會是2.59。這

各單位參賽選手賽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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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署 長鳴槍，活動開始， 首先進行

假人拖

帶及浮

標帶
人競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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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如果每天能夠正向、積極、堅持而且永

來在面對更具專業性、危險性及挑戰性的工作時，

不放棄，永遠以1.1倍的努力，一天比一天進步，認

相信每一位海巡人員，必能勝任。這項具有特別意

真經營自己的人生，你的生命將有無限可能。

義的游泳及救生專業技能競賽傳統，仍要繼續保留

海巡署103年海巡游泳及救生專業技能競賽，
在經過一整天激烈、精彩的比賽，圓滿落幕。每一
階段的賽程，都看見選手們在水中身手矯健的表
現，足見大家都已將游泳運動融入平時生活中。未

下來，因為透過就樣的方式，除了能有效驗證自我
平時訓練成果，更可進一步激發同仁榮譽感，培養
團隊觀念及對機關的認同感，俾在關鍵時刻發揮休
戚與共、同舟共濟的精神。

各階段賽後頒獎及與選手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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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王署長頒獎

王政務副署長頒獎

尤副署長頒獎

陳主任秘書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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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裁判群

中巡局選手

東巡局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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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士男擁槍販毒
終難逃法網搜捕
文｜余振維

圖片提供｜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

時夥同葉姓女友以販毒維生，出入以高級賓士轎車

動查緝隊於103年7月2日13時許，會同本署第五一

代步，毒品流向高雄、屏東等地區，並經常變換不

岸巡大隊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

同造型躲避查緝，且梁姓主嫌為避免毒品遭黑吃黑

等相關單位，於屏東縣長治鄉某田埂中央出租套房

遂擁槍自保，專案人員查證屬實，即報請臺灣高雄

內，查獲梁嫌、葉嫌持有「一級毒品海洛因、90手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李茂增指揮偵辦，並會同本

槍及制式子彈」等違禁物品，全案由高雄第一機動

署第五一岸巡大隊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查緝隊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槍砲彈藥刀械管

隊偵七隊等相關單位成立專案小組實施偵查，由於

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並持續追查

梁嫌租屋處位處田埂中央，外車進入即遭其同夥發

渠等毒品及槍彈來源，以維護國家治安及人民生命

現，相當難以接近，且梁嫌一旦進入租屋處即將大

財產安全。

門鐵門關閉，蒐證工作極為困難。

案件係源起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

但在小組人員堅持下，經多日跟監、埋伏後，

隊日前接獲線報指稱屏東地區綽號「阿山」男子平

終於掌握梁嫌販賣毒品相關交易之證據，便報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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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並趁梁嫌騎乘腳踏車
自租屋處外出欲前往交易毒品時，尾隨攔查，當場
自梁員身上起出5包小包裝一級毒品海洛因，再至
其租屋處執行搜索時，發現其葉姓女友與林姓友人
正於租屋處吸毒，據悉，其中葉姓女友近期因丈夫
入獄毒癮難耐投靠梁姓毒販，以協助梁員販毒獲取
毒品吸食維生，另在租屋處內起出4把手槍（疑似
制式巴西金牛座手槍2把、改造90手槍1把、空氣槍
1把）、制式子彈34顆（制式90手槍彈29顆、制式
90達姆彈5顆）、鋼珠彈及擦槍工具等違禁物品，
顯見梁員平日除販毒維生，另擁強大火力自保以防

止黑吃黑情形發生。
近年來國內槍、毒氾濫已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及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持續掃蕩擁槍販毒集團為
海巡署首要工作之一，本次專案小組人員能有效緝
獲槍、毒案件，仰賴全體同仁通力合作，才能順利
完成任務，且對本署為防制槍、毒走私政策之推
行，可說是極具正面意義，未來海巡署將更加努力
打擊犯罪，以確使國人生命財產安全能獲得更高度
的保障。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

毒品、
在毒販租屋處起出

第一機動查緝隊）

手槍及子彈

專案小組自毒販身上取出數包一級毒品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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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東呈

圖片提供｜澎湖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

外海與陸籍漁船接運毒品後返回澎湖，相關情資陸

緝隊於103年6月接獲檢舉線報，內容指出澎湖地

續遭查緝隊鎖定注偵，為摒棄本位主義及情資合

區不法集團，將利用漁船走私毒品牟取暴利；經本

作，立即統合內部單位，群策群力投入本案，並召

隊組成專案小組分析比對集團成員及動態分析後，

開緊急專案會議，以確切掌握案件狀況。專案小組

即展開偵辨，發現該集團涉嫌利用「長○○號」漁

成員在24日14時左右由監控到許姓船長及船員駕駛

船進行毒品走私，遂將全案報請澎湖地方法院檢察

「長」船自通樑漁港出港，於25日晚間約20時30分

署指揮，由海巡署第十三巡防區統合澎湖機動查緝

進港，隨即由集團成員洪姓共犯，駕駛鐵灰色休旅

隊、第七岸巡總隊、第七二岸巡大隊等共同偵辦。

車將五袋行李袋接駁載走，專案小組人員即尾隨該

查緝隊在佈下綿密偵緝網絡後，於6月下旬再

車至白沙鄉赤崁村倉庫內埋伏。

次接獲相關線報，指稱澎湖地區不法份子許○鴻，

埋伏過程，為確認不法集團犯行，專案小組除

預計於6月25日晚間搭乘「長○○號」至中國大陸

持續監控該集團成員動態，並由查緝隊長召開行動

犯罪集團以喜糖包裝方式偽裝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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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向澎湖地檢署王主任檢察官匯報後，指示需

K他命毒品是目前青少年人口施用最為氾濫的

全程掌握、分段查緝、全盤查獲，終於在26日4時

毒品，研判嫌犯應是因暑假期間，音樂祭、派對等

20分，一舉將該集團成員逮捕，同時起出五個行李

狂歡活動增多，毒品需求量大增，藉此牟取暴利，

袋，經進行毒品檢測試劑檢驗後呈陽性反應，確定

所幸能及時查獲，否則將嚴重影響民眾健康及社會

為K他命，且每袋約有二十公斤重，指揮檢察官旋

治安。澎湖地區海巡單位本於緝毒的法定職責，已

即下令將洪姓嫌犯逮捕，另循線逮捕涉嫌運輸毒品

將毒品犯罪查察列為首要重點項目之一，並宣誓斷

的許姓船長、許姓船員，全案依涉嫌違反毒品危害

絕毒品來源以淨化地方治安，達成本署「拒毒於彼

防制條例移送澎湖地檢署偵辦。

岸」、「查緝於海上」之工作目標。同時也呼籲社

由於本案是首宗發現犯罪集團將澎湖當作毒品
轉運站，先將毒品走私至澎湖後，再伺機轉運至臺
灣地區的案例，且查獲K他命數量高達百公斤，均
偽裝成喜慶用冰糖，再由許姓船長等人出海接駁進

會大眾，勇於拒絕毒品誘惑，並多利用海巡署免付
費報案專線118，提供毒品犯罪線索，共同努力打
造無毒家園的美好生活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入澎湖，交由其他共犯將毒品再偽裝成漁獲裝進保

澎湖機動查緝隊）

麗龍箱，利用臺澎航線貨輪託運回臺。

經毒品檢測試劑檢驗後呈陽性反應，確定為K他命

自行李袋起出毒品後，將每包毒品逐一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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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梟販毒夜未「 眠」
海巡查緝不畏險
文｜林益丞、黃翊峯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

市警察局內湖分局成立專案小組，並報請臺北地方

局花蓮機動查緝隊於103年年初接獲新北市民眾檢

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在歷時數個月的蒐證後，於

舉，轄區內有一名呂姓男子經常出入臺北市中山區

7月30日見時機成熟，旋即向臺北地方法院聲請搜

林森北路各大酒店、KTV等場所兜售俗稱「紅豆」

索票，針對該案主嫌及其手下展開搜索行動，並在

的三級毒品「一粒眠」，經過佈偵、埋伏跟監、通

主嫌住處查獲三級毒品一粒眠約1,579公克、K他命

訊監察等諸般調查手段及確認情資可靠性後，花蓮

約11.5公克及疑似添加毒品之咖啡包約1,968.5公

機動查緝隊立即會同第八二、八三岸巡大隊及臺北

克，另又循線查獲2名手下持有三級毒品K他命。

查緝人員於民宅內破獲販毒呂姓主嫌及其手下（地上排列物品為二人販售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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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期間專案小組人員得知，呂嫌販毒模式主

臺灣近年來興起吸食三級毒品（K它命、一粒

要係於臺北市中山區情色場所擔任中盤角色向上游

眠、神仙水）之風潮，尤其在酒店業間更是氾濫，

進貨，以K他命1公斤售價新臺幣22萬元，酒店幹部

只因三級毒品效果好、價格不高，如遭司法單位查

則可抽1萬元；一粒眠1公斤售價新臺幣15萬元，酒

獲，所犯之罰則亦較輕，因此，不法集團見有利可

店幹部可抽8千元，藉機販售給酒店人員及酒客，

圖，遂發展出三級毒品製造工廠，且在中盤人員的

交易方式採電話或通訊軟體聯絡，並以術語方式與

大量推銷下，造成國內吸毒人口越來越多。本次查

買家聯繫交貨。偵辦初期，因臺北市中山區酒店林

緝任務之所以圓滿成功，幸賴花蓮機動查緝隊專案

立，無法確實得知呂嫌經常交易的酒店，而酒店則

小組人員的長期努力，方能展現出海巡署查緝不法

多有圍事人員看場，造成跟監不易，且呂嫌多次刻

之能量，也希望藉由持續擴大追查，期能澈底遏止

意更換電話號碼以躲避查緝，所幸專案人員警覺性

販毒集團的猖獗行為，以維護民眾健康及淨化社會

高，經過長期抽絲剝繭比對過濾，才發覺呂嫌藏匿

治安。

毒品處所，遂進一步將其逮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花蓮機動查緝隊）

犯嫌用來裝載毒品的器具及疑似添加毒品之咖啡包

查緝人員將數量秤重後，妥適封裝，並帶回以便備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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攔阻 貨輪石材 運 毒
聯合安檢緝私奏效
文｜薛名偉

圖片提供｜第九岸巡總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

當日預報進港作業之中國籍成功91號貨輪，船上疑

隊料羅商港安檢所於103年7月31日，配合臺北刑

似載運毒品，遂請求安檢所協助配合查緝。第九岸

事警察局及財政部高雄關高雄機場分關離島派出課

巡總隊即與海關組成專案小組，將該艘貨輪可能犯

（以下簡稱金門海關）破獲中國大陸籍成功91號貨

案態樣及模式進行分析比對，研判該艘貨輪極可能

輪藉由進口石材夾藏毒品入臺，並查獲重達約六十

利用載運石材方式夾帶毒品闖關。當日18時許，

公斤安非他命，市值約七千二百餘萬元，本案在相

「成」輪報關進料羅港進行卸貨作業，經查證相關

關單位及本署人員高度警覺下，方能及時攔截阻絕

跡證，確認該貨輪所載運石材極為可疑，遂由海關

該批毒品流入市面，有效彰顯政府打擊犯罪及發揮

將該批石材暫囤於料羅港內海關倉

跨機關聯合預防及打擊犯罪效能。
本案緣起，係7月29日料羅安檢
所接獲金門海關情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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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人員嚴密監控運毒貨輪，慎防有心人士破壞

強該區域之巡邏查察，以防有心人士破壞竊取。
翌日上午海關人員針對該貨輪之可疑石材運用
緝毒犬查緝，然查緝過程中未發現可疑情事。經專
案小組人員多方討論後，於當日下午要求航運公司
人員全程陪同，針對該批石材進行拆檢作業，本總
隊由料羅安檢所所長率員協助執行查緝任務。現場
執行拆檢作業時於該批花崗石板中，內有切割不同
大小，且內部夾藏3個木箱，木箱內各藏20包可疑
包裝袋之白色結晶物品，經現場清點及秤重後，初
步研判疑似為安非他命，淨重約六十公斤。
近年來私梟常利用金廈「小三通」海運模式將

私梟用來藏毒的石材夾版

菸、毒及農產品夾藏於貨物中企圖走私闖關，本次
能順利查獲主因為能掌握地區友軍單位所提供之情
資，加上多次研討及分析後，再由安檢人員本著鍥
而不捨的精神及抽絲剝繭的拆檢方式讓夾藏毒品無
處可藏。鑒於近期國內毒品的氾濫程度已嚴重影響
到社會治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查緝走私毒品
已成為海巡署首要工作之一，因此海巡人員將秉持
著維護國人健康、打擊不法及彰顯掃毒決心，創造
一個無毒害之社會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九岸巡總隊）

現場起出的毒品安非他命，約有六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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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跟監及埋伏嫌犯藏毒地點

藥頭隱身巷弄 販毒
查緝幹員埋伏 逮捕
文｜康世奇

圖片提供｜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於103年

本案案情據查緝人員了解，係因近期高雄小港

6月，接獲線報指稱，疑似有藥頭出沒於高雄市小

地區有一名綽號「新哥」男子，經常出沒在附近地

港區販賣一、二級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及大麻等

區販毒維生，其交易之毒品遍及一、二級毒品海洛

毒品，查緝隊隨即會同第五一岸巡大隊及高雄市政

因、安非他命及大麻，毒品流向大部分都集中在高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第十九分隊等相關單

雄、屏東等地區。案件查緝過程，由於劉嫌租屋處

位，全力投入查緝，果然在抵達現場時，發現一名

位處小港機場跑道旁巷子內，外車進入即遭其與同

劉姓嫌犯正在與買家進行交易，立即上前逮捕，全

夥發現難以接近搜證，且劉嫌進行毒品交易皆與買

案也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方法院檢

家約在小港機場跑道旁淨園休閒農場機場咖啡店停

察署偵辦，並持續追查毒品上游來源。

車場或附近之巷弄內交易，極為隱密，但在專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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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耐心跟監下，終於掌握劉嫌販賣毒品相關交易之

非他命91.16公克、大麻0.96公克，全數查獲。

證據，遂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核可。

有鑒於近年來國內毒品氾濫已嚴重影響社會治

專案小組旋即前往劉嫌家附近進行埋伏，趁劉

安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且施用毒品之年齡層有逐

嫌哥哥自租屋處外出時，即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核

年下降之趨勢，因此積極且持續掃蕩販毒集團為本

發之搜索票進入其租屋處執行搜索，期間劉嫌甚至

署首要工作之一，本次由專案小組同仁本著鍥而不

利用專案小組上樓要求開門配合調查時，偷偷將毒

捨精神緝獲毒品案件，對毒品防制及打擊犯罪極具

品等物全部放置在鐵盒中，並利用強力磁鐵將藏有

正面意義，對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將更有一進步的保

毒品之鐵盒吸附在房間窗戶外之鐵皮外牆，所幸專

障。

案小組同仁細心仔細觀察，不放過任何可疑，才將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劉嫌持有之一級毒品海洛因35.44公克、二級毒品安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於嫌

犯租

屋處 發現其

蹤影

專案小組進入屋內搜索後，起出犯案工具及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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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護船執行海域巡護
登檢船隻查獲千箱私菸
文｜沈宜柔、李繼材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
海巡隊，巡護六號於103年8月4日8時許執行巡護
任務，行經彭佳嶼北方時，發現八斗子籍「金○
春號」漁船船舶吃水異常，且未下漁網進行漁撈
作業，隨即向金船駛近，而該船發現巡護船艦靠近
時，行跡立即變得相當可疑，巡護船人員便廣播要
求「金」船停船受檢，登檢時，船長及船員神色異
常，對於盤問問題，均含糊帶過，經過一陣查艙
後，登檢人員在拉開船艙艙蓋時，赫見滿艙私菸，
經清查，計有都寶、水長樂與勝利等自創品牌菸
品，共計1,801箱，全案由第一（基隆）海巡隊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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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第一（基隆）海巡隊

關緝私條例及菸酒管理法移送裁處，並針對該走私
菸品來源進行擴大偵辦中。
有鑒於海上走私案件層出不窮，且為能積極有
效維護我國主權與漁民於專屬經濟海域之主權權
利，第一（基隆）海巡隊巡護六號船除擔任北方三
島執行護漁任務外，於船艦返航時，仍會提高警
覺，為打擊不法走私貢獻心力，而此次查獲私菸案
件，就是因為掌握了一點蛛絲馬跡，加上同仁多年
執勤經驗，才會在發現「金○春號」漁船的可疑徵
候，立即由帶隊分隊長歐士均率員進行登檢，在眾
人細心查驗下，果然起獲一袋袋以兩層黑色塑膠袋

署長王進旺（前排左五）、總局長龔光宇（前排右五）、副總局長潘進家（前排左四）及情報處處長余淡香
（前排右四）與查獲私菸有功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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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覆之大量走私菸品，後續則由巡護六號船船長欒

府強化社會治安之決心，積極執行各項專案任務，

明金駕駛船艦，嚴密監控走私漁船，順利將「金○

依法偵辦。

春號」漁船押回基隆港清點走私菸品並製作筆錄。

緊接著，為因應中秋節到來，屆時不法集團

在製作筆錄過程中，「金」船船長陳○○指

從事走私、偷渡行為，必將再次出現，海巡署亦

出，該船原預計一路北上至菲律賓海域與一艘貨輪

籲請民眾，若發現任何不法行為情事或需海事服

接駁私菸，未料於彭佳嶼海域等候小船接應時，已

務，期透過區域與民眾能量有效結合，請利用海巡

遭海巡署北方護漁船巡護六號船全程嚴密監控。

「118」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

綜觀此次查獲未稅走私菸品之成效，係海巡人員展

通報，海巡署將立即前往處理。

現專業查緝技巧，以及運用多年執勤經驗，始能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竟其功。未來，海巡署將持續於我國海域第一道防

第一【基隆】海巡隊）

線，為人民權益與身心健康嚴格把關，持續貫徹政

海巡隊查獲「金○春」漁船走私香菸案，共計1,801箱

「金○春」漁船將私菸用黑色塑膠袋包覆

查緝人員將走私菸品拆封清點數量

署長王進旺（圖左）為激勵士氣，至第一（基隆）海巡隊頒發
加菜金，由隊長盧公宇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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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打擊非法
嚴查絕不「 菇 」息
專案小組向媒體說明案件偵辦經過

文｜邱志中

圖片提供｜臺中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部地區巡防局臺中機動查

方式，而係利用跑單幫模式，透過對岸旅行社安

緝隊自今年年初即接獲多起檢舉指稱：金門地區不

排，以團出團入手法大規模輸入，因為貨物分散於

法分子利用小三通非法輸入香菇，嚴重影響當地居

團員身上，不僅難以查緝，更無法一一查驗，出關

民食安，希望相關單位加強查緝。為深入了解不法

後再將其加以整合，所幸查緝人員不畏辛苦，發揮

份子，究竟是用何種方式走私，遂由中部地區巡防

專業的敏銳度，有效將這批香菇攔阻，否則一旦讓

局臺中機動查緝隊、第九岸巡總隊、金門查緝隊等

其闖關成功，對國內香菇市場亦將產生嚴重的衝

單位共同組成專案小組偵辦，並將長期蒐整之情

擊，同時民眾若吃下來路不明的食品，對身心健康

資，針對其運送管道、方式加以研判後發現，該走

影響勢必造成威脅。

私模式係透過對岸旅行社利用小三通管道夾帶香菇
輸入金門地區，在確定案件查緝方向後，隨即報請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為維護國人健康，平時
即落實安康專案機制，與相關治安單位聯合，掃蕩
查緝走私，對於非法行為打擊，更不會手軟，民眾

本案在長達半年的情資蒐證及人員監控，終於

若有任何情資欲提供，可撥打海巡署「118」免付

掌握嫌犯動向及藏匿走私香菇地點，專案小組整備

費電話報案，希望透過全民力量，杜絕非法行為對

好相關查緝人力部署後，於8月4日會同高雄關高

社會及他人可能造成的危害，共同為營造安定祥和

雄分關離島派出課、農糧署、金門縣警察局金城分

的生活環境而努力。

局、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等單位，以迅雷不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及掩耳之勢，在金城鎮民宅及庫房中一舉緝獲二名

臺中機動查緝隊）

嫌犯及不法輸入香菇共計399公斤，全案亦依懲治
走私條例移送金門地檢署偵辦。
據查緝人員表示，本
案在偵辦的過程中，耗費
不少心力與犯嫌周旋，遑
論埋伏偵察時間長短，僅
是這批中國大陸香菇非法
輸入來臺的方式，就有別
於以往，不再以整批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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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無私奉獻
讓真愛滿溢心田 」
－前輩與後進的工作經驗分享
文｜王立仁

圖片提供｜李繼材、劉靜宜

當國家發生了重大災難事件，不再只是靠個人

災，動員龐大人力，傾全力投入，而海巡署也是其

或單一團體所能解決時，那就是全體國民必須共同

中之一。為了將「身在公門好修行」的精神加以傳

擔負的責任，當然，政府部門的公務員自是無法置

遞，也要讓全體海巡同仁都能體認，身為政府公部

身事外。如同聖嚴法師所說：「人生的意義在於盡

門的一份子，除了謹守自身本務外，更要多學習如

責任、負責任。」每個人之所以在世上存活，就是

何把心中的「愛」，往外延伸擴散。本期人物誌，

因為人生就像是一齣戲，你、我會隨著劇情與角色

也特別規劃採訪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隊員李繼

的不同，有不同的責任出現，相對的服務層面的差

材（主動為無名屍祭祀13年未間斷）及即將加入

異，也會因為各人責任感的大小，成就上出現差

海巡行列的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79期1 隊畢

別。

業生劉靜宜（曾在民間擔任生命禮儀工作）希望藉
而近期因澎湖空難及高雄氣爆等社會事件，讓

全國人民身陷恐慌氛圍之中，政府機關為協助救

由前者主動奉獻的精神及後者在民間之特殊工作經
驗，談談他們面對生命無常時的感受，並將溫馨、
正面的觀念，導引至海巡團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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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常留善念、助人方能助己」
—使無名也能得到撫慰
海洋巡防總局第一海巡隊隊員李繼材過去是隊

能為這些素不相識的往生者多做些什麼，然後從90

上主辦無名屍業務承辦人，因為每次在處理海上遇

年開始，就獨自一人默默為這些無名屍進行祭祀，

難案件時，常遇到很多狀況，如遇難者，如果是身

希望祂們能了無牽掛的離開，但沒想到，到了93年

上證件完整，自然方便聯絡家屬，替往生者做妥適

他發現，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從起初幫祂們買

的安置，但總有部分遇難者，因為遇難時，遭受海

牲禮、銀紙，做簡單的祭祀儀式，到公墓人手不足

水強力撞擊，在救起或漂流至岸上時，已面目全

時，自己跳下去幫忙抬棺材，加上全程照相向市政

非，甚至衣不蔽體，此時，便無法從他的外觀或身

府請領微薄的公費補助，有時不夠，還會自己掏腰

上取得任何證明文件，這時候就會將其歸類在「無

包請人幫忙，甚至遇到收埋人數爆量時，還會幫忙

名屍」，等候處理。由於依照基隆地檢署無名屍相

除草，簡直是可以用「校長兼撞鐘」來形容，但他

關作業辦法規定，海上遇難者屍體，在公告25天

沒有停下腳步，仍主動為無名屍辦理祭祀，至今已

內，如無家屬認領，就要在期限內完成收埋，但基

長達十幾年。

隆僅有南榮公墓設有專門收埋無主墓區，若要協助
處理，人力及資源都是一大問題。

但最近因為時空環境及背景的改變，每次的祭
祀都越做越大，已經到達法會的規模，有鑒於此，

但是「往生者為大」，是臺灣人的舊有傳統，

在某些因緣下，接觸到了許多宗教慈善團體及葬儀

也正因為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他開始覺得自己似乎

社，便和他們一起合辦，到目前為主，已收埋一百

隊員李繼材（右一）與同仁及前隊長陳泗川（圖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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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無名屍。過去在做這些事的時候，其實只是很

到歸屬的時候，而不知道是否冥冥之中受到幫助的

單純的以一個幫忙的角度去付出，但在過程中，卻

遇難者，祂們似有所感，透過自己的家人來向我道

也發生了讓人難以忘記的事情，還記得曾經有一段

謝。過去因為工作，有機緣做出這樣的奉獻，讓自

時間，因為工作勞累，回家後躺在床上休息，突然

己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變，包括心靈層次、個性及

看見有人站在面前微笑和點頭，就只是重複這樣簡

想法的提升，未來也會持續付出，也希望每個人都

單的動作，當下沒有任何感覺，但在醒來後，立刻

能：「心中常留善念、助人方能助己」，平日不要

問身邊的親友，自己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會不會受

只想到自己，可以多為別人著想、多付出、多幫

影響？

忙，記得施比受更有福，如果人人都能無私奉獻，

最後細想，可能是祂們在「提醒」我，不要忘

那社會就會多一點溫暖。

了替祂們祭祀，然而這當中，也有成功幫無名屍找

平日執行任務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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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程、透澈無常」
—生命原是自然與平凡
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79期1

奮不顧身以肉身抵擋抗議人群的攻擊而

隊畢業生劉靜宜因家中從事生命禮儀相

受到傷害，但她卻未感受到父親因此而

關事業，從小在家中就開始幫忙，一直

退縮，而是繼續堅守崗位，也許就是因

到長大成人後，順理成章投入這樣的工

為二人都擁有「服務他人」的高度熱

作中，並且擔任「禮生」，平時在殯葬

情，今天才會促使自己義無反顧選擇從

場所中，負責協助喪葬儀式進行，也正

警。人生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每一刻

是如此，她比一般人更早體會「生命」

都要把握與身邊每一個人相處，不要等

的無常，在訪問的時候，談到自己接觸

到失去了，才想要珍惜，與其現在漫無

這項工作的經驗，有什麼看法，她說：

目的，不如主動出擊，鎖定目標，多想

其實在看到生離死別的情景時會相當難

想如何幫助別人，趁年輕辛苦一點，因

過，但為了協助家屬，給他們最好的服

為「生命的經歷只是一種過程，結果是

務，其實當下情緒無論如何，也要強行

看自己如何選擇」，她也深信自己未來

壓抑，還記得讓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曾

加入海巡行列後，會將在民間工作的經

經處理過年長與年輕者的喪葬禮儀，兩

驗結合，把更多正向的觀念及人生態度

者之間其實不同的點在於，年長者往生

帶入工作中，與大家分享。

時，因為有家人陪伴，所以相對的其他
親人情緒上，就不會有太大的起伏，但
年輕的往生者因意外死亡，加上沒有家
人為他送最後一程，讓她覺得心有不
捨，但這就是從事這項職業所必須面對
的。

劉靜宜擔任禮生與未來即
將投入海巡工作所展現之
風貌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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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為他人無私奉獻、一個透澈生
命無常，海巡署這兩位同仁的心得及工
作經驗分享，也許只是一把開啟大家學
習「犧牲、奉獻」精神的鑰匙，剩下
的，就要靠個人去領悟，並付諸實行。
也如同《菜根譚》裏：「待人寬一分是

她說，曾經有人問自己會不會被這

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這句話的意

項工作影響，例如心生恐懼或怕被「沖

思，希望每個人都能種植「我為人人」

煞」而不敢再面對，但這位警大生，未

的善因，將來亦必也會享受到「人人為

來的海巡生力軍卻覺得：「不會！」，

我」的善果。雖說因果循環，並不是普

因為她認為只要保持正面心態，不胡思

羅大眾所能概括認同，也非心有所求就

亂想，當然「心存正念」就不怕任何邪

能得之，但卻是自然界不變的法則，相

門歪道的侵襲。而後來會想從禮生轉考

信今日你為別人服務，他日必能獲得回

中央警察大學，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

報，也期許未來海巡同仁在執法時，除

因為父親是警察，曾擔任過重要政治首

了展現「霹靂手段」外，能夠培養自己

長的隨扈，自己從他身上學習很多，也

擁有「菩薩心腸」的態度，如此才能讓

記得曾經親眼目睹父親為了保護長官，

自己在工作領域中，擁有最好的表現。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ﬁ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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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涉外事務
人力外語培訓計畫
—臺灣師範大學「中英會議口譯基礎
訓練班」受訓學員心得分享
資料提供｜情報處

一、前言
為培訓本署涉外事務能量、厚植涉外事務人員

二、受訓學員心得分享
（一）署本部情報處科員溫恒

語言能力，本署情報處規劃薦送本署及所屬機關同

為期十週，每次3個小時的臺灣師範大學「中

仁參加國內聲譽優良與教學經驗豐富之民間語言機

英會議口譯基礎訓練班」課程，共安排數個主題組

構進行語言相關訓練，除聽、說、讀、寫等基礎語

成，每項主題則由在學術界或業界聲譽卓著且教

文能力培訓課程，亦增設口譯及談判技巧等實務面

學、實務經驗豐富之講師擔任，並安排學員於課堂

訓練課程。

上及期末進行口譯實作。

藉由本次參訓臺灣師範大學「中英會議口譯基

參訓學員除了語言基本能力須具備英語程度中

礎訓練班」之學員心得分享，除了讓參訓同仁認識

高級以上，講師群在實務經驗分享上共同的重點是

口譯訓練基礎課程，也期使從訓練和實務面了解口

對於兩種語言（例如：中文和英文）的掌握度都必

譯工作之真實樣貌。

須要熟稔精通，而不是像一般人以為只要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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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好，就足以應付口譯工作。如果一個人英文很

基本能力具備，技巧訓練扎實之外，許多講師

好，但是中文詞彙有限，或使用場合與方法不適

都特別強調其他影響口譯工作的要素：譬如專業領

當，就無法確切做好口譯工作。

域所使用的詞彙，可能是一般人不常用的，所以如

除了基本語言能力以外，還有實際幫助口譯工
作的技巧：例如配合麥克風使用時的距離拿捏、換
氣時機，有的時候離麥克風太近，可能會有許多氣
音干擾或是其他雜音；距離太遠，聲音可能會忽高
忽低；讀稿時配合筆指或手指，才不會常常一抬頭
或是轉頭就忘記正在翻譯的段落位置；而口譯筆記
更是臨場或即時翻譯工作最重要的技術。
筆者想起受訓前參加配有口譯人員的會議或活
動，常發現口譯人員都會準備小筆記本，而且大部
分都是頁面上翻型，受訓後才知道這種筆記在使用
上的便利和優點。負責講授的講師概略指導逐步口
譯筆記入門，並且請參訓學員於課堂上練習實作。
學員在筆記頁面中間畫一條線，分成左右兩邊，從
左上方開始，翻譯內容盡量一句話一行，且搭配自
己方便使用或判讀的各種文字、數字、符號、箭頭
等，作為接下來要翻譯的內容提示，這跟筆者最初
接觸口譯工作的認知落差很大，筆者原以為是要盡
量記下講者的說稿，隨著經驗的累積，一方面發現
時間根本來不及，另一方面，與會人員時間寶貴，
沒辦法每段、每句等你整理好再進行翻譯，所以只
能盡量記下要點翻譯，有的時候可能會產生與會人
員對於翻譯內容期望上的落差和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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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承辦單位事先提供的資料或是譯者做足準備
功課，常常會造成困擾或是聽眾「不太舒服」、
「聽不習慣」，像是科技、金融、醫藥、法律、
政治界用的術語不見得要全部翻譯，保留原來的術
語，反而會讓大多聽眾更容易進入狀況或是了解講
者的說明。又譬如對於兩種語言的文化、歷史及日
常生活的了解，也會影響口譯工作的順暢，像是翻
譯某些典故，我們就得選擇是要字面上翻譯，意義
上解釋還是找到對應的詞彙；字面上翻譯對方就不
太可能聽得懂，意義上解釋花時間且少了味道和氛
圍，找到對應的詞彙就是譯者的功夫了，但效果卻
是最直接的翻譯。
相較於「逐步口譯」，「同步口譯」困難許
多。逐步口譯還有時間思考和記筆記，同步口譯就
必須在非常短的時間，選擇適當精準的詞彙進行翻
譯，還必須一邊聽一邊說，甚至要推測講者可能會
要說的內容。講師與學員分享的經驗是同步口譯大
多都有資料可以參考，所以有的時候是配合同步口
譯，而不是完全靠臨場反應，但有些重要的會談場
合，有些與會人員可能會脫稿演出，就必須靠譯者
的臨場反應和多年的訓練及經驗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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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講師也常提到觀眾對於口譯人員表現的反

一般大都認為語言考試成績好，口譯就能做得

應，聽得懂英文的觀眾，常常會選擇直接聽英文，

好，其實語言能力僅是口譯的基本要求，語言能力

然後仔細地對照口譯人員的翻譯，而有些觀眾會

與口譯能力並不能畫上等號。口譯是一門結合語言

就自己能夠聽懂、聽到的範圍去比較口譯人員的

能力、專業知識與翻譯技巧的專業技能。語言能力

表現，甚至有些觀眾只想挑口譯人員的失誤。筆者

又包含了聽力及理解力等，專業知識則是譯者對不

認為受過專業訓練且經驗豐富的口譯人員水準自然

同領域學門的認識與了解，技巧則包括了口說能

毋庸置疑，然而，每個人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失誤，

力、筆記技巧及用字遣辭的功力。聽力及理解力需

另一方面，觀眾並不像口譯人員一樣面對忙碌的感

靠個人長時間的累積、專業知識則有賴個人多方接

官、大腦的運作及臨場應對的緊張壓力，而是能輕

觸，均非短短10堂口譯基礎訓練課程便能有進步，

鬆的選擇聽取自己需要的資訊，畢竟就算聽錯了或

因此口譯基礎訓練之目標並非提升參訓者之英文能

是理解錯誤，也不會遭受批評或是指責。筆者認

力，乃是在技巧上提升口譯人員口說能力、筆記技

為，任何專業工作者都必須具有一定的表現水平，

巧及用字遣辭的功力。

然而，過分著重於細微缺失與失誤，卻忽略了整體
表現和口譯工作的目的，事實上對於活動主題上的
研習並無助益，且少了相對的體諒與正向的互動。
（二）海洋總局巡防組科員陳奎瑾

首先要學習的是面對聽眾好好講話。作為一位
口譯員，必先是一名講者，能夠聲音清晰、意思明
確、節奏分明、流利順暢的將內容傳達給聽眾使之
理解，可先從讀稿訓練做起。讀稿最重要的就是要

口譯是一種溝通的媒介，其目標是要幫助因語

掌握Read Ahead的功夫，也就是眼睛看的比嘴巴讀

言隔閡而相互無法理解的雙方，可以完全「聽見」

的快，才能夠正確斷句，不至於在錯誤的地方（如

對方所說的話，而不加以潤飾、修正或是 多作解

片語、句子中間或語氣未完結處）換氣或停頓，致

釋，使得雙方如同使用同一種語言溝通一般，毫無

生誤解。語調也是讀稿的重點，將重要的內容提高

窒礙。

聲音或放大音量予以強調，使聽者易於明白。至於

依口譯的進行方式大可分為逐步口譯、同步口
譯兩大類。逐步口譯（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是指講者講到一個段落後，停下來由口譯員將剛
剛講者所述內容口譯出來，以此方式交替進行。
逐步口譯員必須邊聆聽、邊理解、邊記憶講者所述
內容，而後將所聽、所理解、所記憶的內容，適當
且完整的翻譯出來，為了不遺漏重點，逐步口譯
員須在聽講的同時，以筆記的方式摘要講者說過
的內容，以輔助記憶。同步口譯（Simultaneous

如何掌握咬字、斷句及抑揚頓挫，可從模仿主播做
起，立即重述主播所報內容，除了可訓練邊聽邊講
的能力，更可以透過模仿，修正自身咬字及語調，
習得在恰當處斷句及換氣，並掌握抑揚頓挫及節
奏。另外，口譯員的台風、眼神、儀態也要留意，
與聽眾眼神的接觸勿飄忽不定，可由左至右或由右
至左輪流凝視定點，在句尾或停頓處則可適時的報
以微笑，以顧及全體聽眾感受。以上所述之口說能
力可以透過對鏡子反覆讀稿練習並錄音修正。

Interpreting）則指譯者在講者仍在說話時，便「同

筆記則是逐步口譯的一個重點技巧。由於口譯

時」進行口譯。同步口譯員必須一邊接收來自講者

過程包含理解、記憶及表達等階段，口譯人員應專

的訊息，一邊將訊息儘快傳遞給聽者，既要專注於

注於聆聽、理解及分析所聽取之訊息；過程中由於

聽講、又需分神於翻譯，因此同步口譯員須擁有一

大量訊息同時呈現，故需以筆記輔助大腦記憶，將

心多用的分神能力（Multi-tasking）。

理解分析後之訊息保留，以利於後續之闡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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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譯筆記應以要點形式記錄講者所述內容，並非全

常在一句話中出現大量的動詞，英文則較常使用名

部資訊之完整記錄。筆記內容包括演講內容之概

詞、形容詞等來表示動詞所代表的動作，運用詞類

念、組織結構、邏輯關係、名稱及數字等，不拘語

的轉換能使譯文通順自然。英文常用的被動語態有

言，可使用大量之符號、略語及圖像，甚至版面之

時可譯為主動語態，較符合中文口語使用習慣。另

交錯運用，以求在短時間內幫助快速記錄及記憶提

外，運用重複（如：磨磨蹭蹭、馬馬虎虎）及反說

示。例如，段落的順序可在筆記內以畫線或排列編

（如：「此路不通」譯為dead lane）則可使譯文更

號的方式表示；邏輯的關係可用自身理解之筆記符

加準確生動。

號表示；強弱之程度（如：時常、偶爾、不曾等）
可用符號表示；變化的情形（如：上升、下降、持
平等）可用箭頭、方向或其綜合符號表示。筆記之
記錄不可影響到對演說內容之吸收及理解，重在精
簡、清晰、易辨及記憶可回溯性，例如「economic
development」記作「經↑」。雖說筆記應簡潔扼
要，但有關數字、專有名詞、地點及人名等較難記
憶之內容，則須詳細記錄。

最後，不可忽視事前的準備功夫，熟悉這場會
議或演講的領域，掌握其專業用語，可請講者提供
講稿或簡報，以避免曲解講者意思，唯有充足的準
備才能使會議順暢進行。簡言之，不論是逐步或是
同步口譯，都是一種多工同時進行、高耗費腦力的
活動，因此，口譯員往往是二人一組以互相支援，
畢竟一個人能全神貫注的時間是有限的，單獨擔任
口譯工作，對譯者的專注力及體力而言，都是一大

翻譯的三個要件是「信、達、雅」，能夠原

挑戰。總之，要提升口譯能力，除了提升自我的聽

原本本的表達原文的意思，具有可信度，就是

力及理解力並增加知識的廣度以外，還需透過練習

「信」，能夠充分傳達講者所述內容，通詞達意，

熟稔筆記技巧及口說能力，多管齊下，方能有所進

為「達」，能夠以通順、流利、優美的文字，表現

步。

其文雅度，則就是「雅」。然由於口譯的原始內容
只會出現一次（筆譯原文則可反覆檢視），口譯訊

三、結語

息的接收與傳遞是分批的（筆譯則可閱讀全文以求

任何專業都需要經常性的訓練和實務上的經驗

通盤理解），口譯需在時間壓力下找到適當的用字

累積，口譯工作亦然，除了必須精熟且全方位地掌

（筆譯則可字字斟酌），因此口

握兩種語言，更需要磨練技巧和基本能力、克服臨

譯著重於及時的將講者所

場緊張壓力等，筆者相信每個人都明白語言學習更

述內容，可信、精確且

不能中斷，何況是兩種語言的精準轉換，有鑑於

得體的譯出以順暢溝

此，本（情報）處為培訓本署涉外事務能量、厚植

通，詞藻華美則非

涉外事務人員語言能力，自99年起每年皆薦送本

口譯重點。掌握慣

署及所屬機關同仁參訓相關語言應用訓練，期許受

用語的運用（如

訓同仁能學以致用、發揮所學，共同為機關單位服

歡迎詞）可節省

務。

口譯員的精力用於

（本文由海岸巡防署情報處溫恒科員及海洋總局巡

理解分析上。由於中

防組陳奎瑾科員編撰整理）

英文語法的不同，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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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隨著社會的成長、經
濟的發達，可用的陸地資源越來越少，世界上各海
洋大國無不在海洋經濟、海洋科技、海洋資源、海
事安全、海域執法與海洋權益等方面的競爭日趨激
烈。然而，在各種激烈競爭的背後，事實上所隱
含的是海洋文化的競爭。不同的海洋意識、海洋思
維、海洋觀念、海洋教育等海洋文化的因素，決定
著競爭的格局與態勢，也決定了競爭的成敗關鍵。
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也有著與海洋息息相關的

依據辭典對文化的定義，人類社會從野蠻到文
明努力所得的成績，表現於各方面，形成了科學、
藝術、宗教、道德、法律、風俗、習慣等，這些方
面綜合起來，就叫做文化。另據辭海對於文化的定
義，廣義上來說，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
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的總和；而狹義的文
化是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制度和組
織機構。而辭源對於文化的定義，則是指人類社會
歷史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也特別指意識形態。

文化。作為一個「海洋國家」，如何結合海洋的條

有人說生活就是文化，食、衣、住、行的文化

件，提升國力，促進文化發展，無疑是我們深思21

是物質文化；社會的生產關係所產生出來的精神生

世紀國土規劃的新視野。因此，要發展成為海洋國

活方式，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如法律、政治、藝

家，一定也要重視海洋文化，發展維繫良好的海洋

術、哲學等是精神文化。從本質上界定文化，文化

文化。

的內涵是指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而言；或者說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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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行為及其結果就是文化。例如，天然的燧石不

面的角度則是從永續利用的生態觀點，探討如何開

是文化，經過人工打製成的石刀、石斧則為文化；

發與利用臺灣周邊豐富的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生態

野生的禾苗非為文化，經過人的栽培出來的稻、黍

環境，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簡

等則為文化。可見，文化是人類創造出來的，而非

言之，海洋文化不只和人類學、社會學、史學、海

天然生成的。英國學者泰勒認為：文化或文明乃是

洋法，也和海洋科學之間，存在著一種複雜的「共

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

生效應」，即同步生長、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關

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的能力、

係。

習慣在內的綜合體。

其次，海洋文化和大陸文化有什麼區別？依形

在整個大的文化體系內，海洋文化為其中的部

成的地理特徵來劃分，地球表面積區分為陸地區域

分。海洋文化，在最近幾年儼然已成為全世界最熱

與海洋區域，社會類型也可以分為，大陸社會與海

門的話題，包括海洋資源、海洋環保、海洋科研、

洋社會，而兩種社會形成的文化類型也就可以分為

海洋文學等，凡是與海洋相關的議題，都陸續的出

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所謂的大陸文化是在大陸

現。那什麼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海鮮文化？海

地區生活圈中形成的文化，而海洋文化是在海洋生

洋文化是媽祖文化？海洋文化是海洋旅遊嗎？海洋

活圈形成的文化。人類的文明是大陸文化、海洋文

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漁業文化、海鮮文化、漁村文

化共同創造的，海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

化、海岸、航海、船舶、海權、海洋文學、海洋藝

海洋文化與文化存在的共通性與關聯性，生活的環

術（音樂、美術）、海洋信仰、海洋機構、海洋習

境造成了文化的差異，形成特殊性，生活環境的差

俗及節慶等。學者對海洋文化所做的研究，給了海

異，造成海洋文化特有的特徵。從文化的層面來推

洋文化一個明確的定義：海洋文化基本上是隨人類

展海洋文化的定義，海洋文化是人類社會在海洋的

海洋活動的能力，如利用船舶航海、探險、捕魚、

物質和精神的生活方式；海洋文化是類文化的一種

戰爭…各種能量的提升而形成。海洋文化的特質是

基本形態，在一切有海洋的地區，一切靠海岸的民

流動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但它

族中，其文化多少帶有海洋文化的成分。亦有人認

必須以外來文化加以發展為前提的。學術機構對於

為現代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的海洋文化史，觀諸西班

海洋文化的研究，例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

牙、荷蘭、義大利、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

化研究所對於「海洋文化」之研究理念為：1.人對

家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復興，皆起因於航海的進步和

海洋的意識；2.人與海洋互動的空間格局；3.跨海

海洋事業的發展，並由此形成具有特色的海洋文化

移動的人文特性；4.依海營生的人地關係與生活世

風格與現象。

界；5.因應人海互動的科學技術及其他理性活動。
海洋文

化的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更深入
了解臺灣文化的起源、成長、發
展、變化過程，以及和不
同外來文化類型的多
元互動模式，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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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是人與海互動及其產物和結果，是人
類文化中與海相關的部分。因此，構成海洋文化的
兩個基本要素是「人」與「海」。海洋文化的產
生，在於人與海的關聯和互動。海洋文化是指依
賴海洋而生成的文化，是人類基於對海洋的認識、
認知、利用而逐步創造和累積而成的精神、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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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財富的總和。即人類利用海洋資源所創造的物

參、海洋文化的特質

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也包括人類適應環境採
取的方式，例如引海水曬鹽、利用潮汐發電等所產
生的物質財富，為適應含鹽的海風，利用耐腐蝕建
材，建造低矮的房屋，村落聚集與周遭植種防風林
等特點；而建立各種管理規範，如現行的海洋領海
鄰接區法等都是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精神文化（觀
念）文化，也可稱為海洋意識，主要是認識和開發
海洋活動中形成的海洋精神信仰和海洋觀等，反映
出人們對海洋的心裡感受和價值界定。任何經濟的
發展都必須得到文化的支持，文化軟實力在現代社
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技資訊再發
達的國家需要有人文素養的文化養成；海洋大國和
沿海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有海洋文化的支持，海巡
機關要能成長茁壯，亦是如此。

貳、海洋文化的內涵
如上所述對於海洋文化有其各地特色，什麼是
海洋文化，可能還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是依
照不同的學者專家所論述的觀點，對於海洋文化
的輪廓不難瞭解其本質內涵。海洋文化是人類文
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在長時間對於海洋的接
觸、認識、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和物
質的組合，而海洋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包括各沿海
地區的海洋風俗，與為生活而群聚的漁村聚落與社
區，逐漸發展而成的海洋文化。廣泛意義上的海洋
文化，不但顯示出人們認識海洋的過程中所形成的
思想、觀念、意識、心態，也包含其所衍生出來的
生活方式、社會制度、生產方式、聚落文化與文學
藝術等多方面的內容。海洋文化就是有關海洋的文
化，就是人類與海洋互動所生成的精神的、行為
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生活內涵。簡而言之，海

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有著不同的差異，在陸域
上有大自然的環境與資源，在特定的區域或環境，
不同環境形成了天然屏障，如高山或深谷，把各個
國家和民族區隔開來，產生了不同的國家、民族、
地區的文化特質與風格；而海洋是沒有自然的界限
的，因而是世界性的和一致性的特質，有人也因此
認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雖說如此，但
是海洋依舊是環繞著人們所居住的環境，依然有其
地域特性。因此，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質歸納有流動
性、冒險性、多元性、包容性等。簡述如下：1.流
動性：海洋是沒有界限的，海水是互相流通的，藉
由船隻的運輸與傳達，讓古代人們的往來可藉由水
路來聯絡，文化的交流亦藉此管道，使海洋文化向
外傳播的開放特質；2.冒險性：古有明諺「 行船
走馬三分險，小心駛得萬年船」，航行在海上的風
險是變化莫測，一直以來被視為畏途，近代航海技
術發達，但是要超越海洋，仍然有許多風險。以現
今觀點來看海洋文化的冒險性，是指在海上活動要
有冒險的心態，勇敢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
精神；3.多元性：藉由水路的海上運輸促進了多元
文化的交流與散播，如早期的，中國文化、印度文
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透過海路的交流，這
些文化既互相影響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共榮共
存，形成一 種複合型文化，現今的很多文化與飲
食都受這些文化的影響；4.包容性：古云：海納百
川，有容乃大。海水隨波逐流、潮來潮去，這種作
用可使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海水所到之處找到
自己的位置，能互相容忍、自由的發展、互相的交
流與整合，互相影響彼此，這是海洋文化的包容
性。

洋文化的本質就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係及其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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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巡文化的養成
在整個海洋文化體系內，海巡文化亦是海洋文
化的一部分，海巡文化在海洋文化發展中亦是新生
的文化。海洋國家中的海洋文化觀的養成，海巡
組織的海巡文化觀的培養，是發展海洋國家的海
洋文化與精神基礎。文化與組織合併在一起的時
候，就形成組織文化，是該組織中的成員所有的價
值觀念、行為方式、信仰及道德規範，也是該組織
所特有的，在一段時間內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確
定了該組織的風氣和行為準則。組織文化就像一隻
看不見的手，彰顯一個組織的意識形態，引領組織
的發展方向。組織文化是組織理念的綜合體，包括
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如組
織的裝備、設施、服務等；制度文化如組織的規章
制度、紀律等；精神文化如價值觀念、信念、理想
等，主要是認識和開發海洋活動中形成的海洋精神
信仰和海洋觀等。以海巡署的海巡文化為例，海巡
的物質文化，包括了海巡署救難巡防艦、巡防艦
艇、海巡勤務服裝、海巡工作服、海事服務等；海
巡制度文化是指海巡署的運作執行的相關法規、規
定、公約等，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織條例、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辦事細則、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
例、海岸巡防機關勤務實施要點、海岸巡防機關海
域執法作業規範等；海巡精神文化指的是海巡組織
的價值觀念、信念、理想等精神形態。我們可從幾
個方面來解讀與分析海巡文化：
1. 海巡文化的思想和理念
海巡署成立之初其人員納編了軍職、警職、
文職和關務人員，本有各自的工作屬性、
組織文化和價值，經過了十幾年的磨合、運
作，期間也推動了「同心專案」岸海合一的
階段，近幾年在執行東海保釣勤務和南海的
護漁任務，民眾對海巡署的印象與海巡人員
的觀感也有大幅的改變，現今海巡人員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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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思想、態度不是單獨的，而是受其價值
觀和海事服務的精神所決定。海巡人員的價
值觀和海事服務的精神決定了海巡人員用怎
樣的工作態度和方法參與海域執法、海事服
務和海洋事務等核心任務的海事執法與管
理。
2. 海巡文化的本質與具體表現
海巡人員的海巡價值觀，海事服務的精神理
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對海巡人員的實踐
中具有潛移默化的效果，海巡人員在平時的
執法實踐就是其對海巡機關的思想、理念的
具體表現。海巡署與海巡人員所要表現和執
行海巡署的三大核心任務，能夠具體的執行
與實踐其核心價值。
3. 海巡署的各項裝備與設備是展現海巡文化的
基礎
海巡機關執行任務發展成海巡文化，其中各
項應勤裝備與設備亦是海巡文化對內對外
產生影響的重要工具。例如海巡服制、海巡
徽章、海巡署徽、海巡艦艇、海巡船艦舷側
標誌、海巡文物陳列室、海巡人員應勤裝備
等。
4. 海巡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
海巡機關近年來逐漸茁壯成長，從淡水水上
警察巡邏隊、保七總隊、水上警察局到現在
的海岸巡防署，逐漸承擔維護海疆、捍衛漁
權等海域重要任務與工作，亦是維護海域安
全和保障國家主權的另一種力量，海巡署的
執行與執法是國家社會發展下的一種文化現
象，亦是逐步建構發展的海巡文化。而且海
巡機關執行海上交通秩序的管制及維護；海
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的處理；
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維護；海洋環境保護及
保育等事項，和其他機關文化有明顯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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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具鮮明的海洋專業特色，發展成獨樹一

了先機。一位老船長曾經說：「航海是不斷的擁有

幟的特色和不可替代性。

機會及不斷的冒險。」這句話讓我們理解，面對海

伍、海巡文化之特質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迄今已有十幾個年頭
了，海巡署在草創時期，以查緝走私偷渡犯罪等不
法為主要任務，為落實「海洋立國」政策，任務積
極轉型，以「海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
事務」為海巡署的三大核心任務，以「藍色國土的
守護者」、「海洋事務的推動者」自許，現今已是
海上的守護者，並以「維護海域安全」、「建立海
域權威」、「主動為民服務」、「開放臺灣海洋」
為海巡署重要工作目標，海巡署亦扮演著「海洋國
家」的推手，積極協助各機關辦理各項親海活動、
引導民眾建立海洋意識。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
一場以「海洋」為舞臺的戲正熱鬧上演著，海洋科
研、海洋主張、海洋利用的「海洋藍色革命」已經
開始。

洋我們擁有無限的機會，海洋的開放性、積極性及
冒險性也告訴我們，即使擁有機會我們還是得以海
洋文化的精神來努力經營才算真正的擁有機會。身
為公僕的我們，應該以身作則，要發揚海洋與海巡
文化，首先要加強海洋意識，包括海洋國土意識、
海洋資源意識、海洋環境意識、海洋權益意識、海
洋法制觀念和國家安全意識，學習海洋知識、關心
海洋事務、尊重海洋規範、掌握海洋事務的脈動，
形塑我國的海洋文化，也藉由宣導海洋知識，讓國
人和海巡人員關心海洋、熱愛海洋、保護海洋和
合理開發利用海洋的文化習慣。未來在海洋政策、
研究、科技和教育文化上，對於海洋有更多元的納
入和投入，使海洋資源充份發揮其應有功能，民眾
生活也可藉由海洋獲得更多實益，以再創新世紀的
「海洋文化」。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秘書室公關科）

現今的海巡署更積極參與國際海洋事務，推動
國際和地區性海洋事務的合作與交流，促進全球海
洋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為邁向「海洋國家」而全力
以赴。
而海巡團隊的人員特質在這幾年下來已逐漸展
現了幾項特質，包括了：1. 承擔高度使命感，整合
各部會的權責，成為海域專責執行機關； 2. 嚴格紀
律與操守，謹守本分；3. 高度的辦事效率，研議各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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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言猶在耳，進入21世
紀，許多國家紛紛將重心投注在海洋，21世紀也是
發展海洋文明的新紀元，誰掌握了海洋，誰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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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海中

黑金 」

—漁汛期應有之護漁作為
文、圖｜李峯誠

10億元的商機，隔（2002）年整體產值更突破22億

壹、前言
臺灣周遭洋流匯集，漁業資源豐富，每年均為
從業漁民帶來巨大收益，亦為漁具、漁產加工、餐
飲、娛樂、休閒等相關產業製造龐大之商機。以每
年5至7月之黑鮪魚汛期為例－「黑鮪魚觀光文化
季」大概是臺灣官辦活動中最賺錢的一個，宜蘭
「國際童玩節」一年門票及周邊商機約為新臺幣10
億元，2001年首屆「黑鮪魚觀光文化季」開辦前，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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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表），嚴重影響漁業永續
發展，為維護我漁民作業權益，海洋巡防總局積極
強化護漁作為，以維護漁權、捍衛主權。

貳、海域現況

一、專屬經濟海域

黑鮪漁業（圖1）的年產值約為新臺幣3億元左右，

黑鮪魚為洄游性漁類，4至5月隨黑潮由臺菲海

文化局當年只用1,000萬元預算，就為屏東縣創造

域經臺灣東部北上， 6月多分布在臺灣東部、八重
山群島海域， 7月則於臺灣東北、琉球群島及日本
九州海域（圖2）；因我國經濟海域與相鄰國家重
疊，衍生漁事糾紛及公務船舶干擾事件，為維護合
法作業漁船安全，漁汛期為執勤重點。
（一）臺日海域
臺日兩國於去年簽署「臺日漁業協議」，並
於今年元月份，召開第3次臺日漁業委員會，針對
「避免作業糾紛規則」達成協議，律定兩國漁船作
業方式，因此該海域（圖3）作業相對安全穩定。
（二）臺菲海域

圖1 黑鮪魚

臺菲雙方海域嚴重重疊，去年「廣大興28號」
事件前，5年間共發生12件我國籍漁船，遭菲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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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黑鮪魚（北方黑鮪）分布圖
圖3 臺日漁業協議相關水域

附表

東港魚市場黑鮪交易量統計表

民國

西元

數量（尾）

重量（斤）

交易額（元）

90年

2001年

6,686

1,348,930

534,409,300

91年

2002年

5,351

1,119,066

562,779,915

92年

2003年

5,886

1,114,933

461,304,270

93年

2004年

5,903

1,218,531

690,322,080

94年

2005年

4,604

992,463

564,337,300

95年

2006年

3,918

852,236

454,741,680

96年

2007年

4,453

979,026

475,371,173

97年

2008年

2,934

656,861

377,410,480

98年

2009年

2,559

599,052

333,394,155

99年

2010年

998

243,467

197,168,467

100年

2011年

784

196,802

160,957,230

101年

2012年

505

135,036

137,823,600

102年

2013年

705

190,336

166,76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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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船舶干擾、扣押案件；其後仍發生「蔡田號」遭

島及特別合作海域，並於暫定執法線第3點現地交

扣押及「瑞發財號」於岸際擱淺。鑒於兩國漁業協

接，必要時增派艦船支援，延長勤務至5天4夜。

議尚未簽訂，復以外交部警示，今年菲國增購97艘

（二）臺菲海域

各型多功能小艇，且日本亦提供10艘40公尺巡邏
船，因此海域狀況依然嚴峻，應加強宣導漁民勿入
他國領海作業。

依署頒「新常態護漁作法」及近3年漁船努力
量分佈，於4月至6月漁汛期間，部署2至3艘巡防
艦船艇，巡護專屬經濟海域，重點海域為巴丹群島

二、臺灣西部海域

東方、西方及北方海域。律定指揮艦，每日由指揮

（一）兩岸漁事糾紛頻傳

艦隊長於風管會議，針對海域狀況檢討，加強勤

兩岸作業漁區相近，絞網等漁事糾紛不斷，由
於互信不足，造成執法風險提高，甚至衍生抗拒登
檢案件，今年3月「浙嶺漁69088號」即是一例，
處理類案應提高警覺；另近3年日本及韓國均曾發

指中心、漁業電臺及海軍通聯，並依漁船監控系統
（Vessel Monitoring System；簡稱VMS）掌握漁
船船位，隨時調整巡護區域，以因應突發狀況。

二、臺灣西部海域

生執法人員遭大陸漁船衝撞攻擊，造成人員傷亡，
執行登檢更應引為殷鑑，最近在外離島亦發生以石
塊、木棍攻擊，抗拒登檢情事。
（二）破壞海洋環境資源
近年來發現大陸船舶於我國海域打撈沉船、採
集砂石及權宜船違法駁油，破壞海洋環境，引起媒
體報導及立法委員關切；近2年分別於臺中及澎湖
取締3起違法打撈沉船案件，分別裁罰200萬至290
萬元；另大陸抽砂船則以刑法「加重竊盜罪」移

為防杜大陸漁船越界，每週於重點海域實施分
區掃蕩，每月規劃全國聯合擴大威力掃蕩，結合情
資，以優勢艦艇，執行強力掃蕩帶案勤務。每年9
月中旬至隔年2月為西北海域螃蟹汛期，每日編排
1艘以上巡防艦船艇，並依據漁船作業漁區機動調
整。

肆、精進作為

一、機動調整巡護海域

送，再依「土石採取法」科處罰鍰，至今共取締44

依據歷年漁船努力量，臺菲重疊海域作業漁

件，罰鍰共計5,750萬元。99年至今權宜船暨陸船

船，多集中於鵝鑾鼻及巴丹群島周邊，考量南方海

非法駁油共取締81件，裁處2,675萬元。

域範圍廣大，為發揮艦船艇最大執勤效益，應以上

參、勤務規劃

一、專屬經濟海域
（一）臺日海域
平時編排乙艘艦船執勤，5至7月份加強勤務，
以臺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為主；重點為八重山群

開海域為執勤重點，再依漁船監控系統所顯示之漁
船船位，機動延伸勤務至北緯20度以南海域。

二、強化執勤安全作為
近來對越界大陸漁船均採強力取締罰鍰，致大
陸漁船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常以蛇行及拖網方式
抗拒登檢，且陸船漁民人數眾多，如無法有效控
制，易衍生意外事件。針對不合作陸船，參考美
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簡稱
USCG）登檢標準作業流程，律定由小隊長或副艇
長擔任登檢小組長，強化敵情觀念及警覺性，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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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法使用武器，以維護執勤安全。

至4月下旬始偵審終結，未來應強化與司法機關建
立聯繫溝通管道，有效縮短偵審期程。

三、建立常態護漁演訓
為發揮「政府一體」效能，持續與國防部及空

五、修訂法規以符效益

勤總隊，舉行聯合護漁演訓。今年分別針對北方、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43條，針對越界大

臺菲海域規劃執行「丹陽」及「太湖」專案，深化

陸船舶沒入，或非法漁業行為之規定並未周延，且

雙方合作關係及落實國軍策應機制。並於「丹陽專

實務上沒入船舶常衍生佔用碼頭、人員留置及行政

案」使用新建置衛星寬頻網路資訊系統，現場即時

救濟問題。建請主管機關考量比例原則儘速修法，

傳輸，發揮指揮調度時效，以利各類事件應處。

以節省行政成本，避免衍生爭議。

四、縮短司法行政時程

伍、結語

大陸漁船移送司法機關偵審期間，人、船安全

漁權是國家重要主權權利，標本兼治，有賴相

常造成極大勤務壓力，且期程更難掌握。例如今年

關部會共同協力。為保障我合法漁民作業權益，兼

3月15日「浙嶺漁69088號」事件，由於與地檢署聯

顧區域穩定與安全，海洋總局將賡續於漁汛期間，

繫溝通，即於當（3）月31日偵結；惟今年2月17日

加強勤務作為，確保漁民安全。

「浙嶺漁11075號」電魚案件，雖經溝通協調仍延

參

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

資

料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民國100年及101年漁業統計年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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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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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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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黃向文，「北太平洋 黑鮪資源概況」，漁業推廣205期，2003年10月。
6. 撰文∕艾里斯（Richard Ellis）翻譯∕姚若潔，「拯救黑鮪魚」，科學人雜誌，2008年第74期4月
號
7. 艾綺塔，「吉里巴斯經濟海域之大目鮪與黃鰭鮪時空分布特性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水產
養殖學系碩士論文，2006。
8. 漁業署 http://www.fa.gov.tw/。
9. 屏東縣政府網站 http://www.pthg.gov.tw/。
10. 屏東縣政府文化局 http://www.toro.com.tw。
11. ﬁsh information & services http://www.ﬁs.com , Mar. 2 ,2004。
12. 2004年3月上旬國外漁業輿情，臺灣漁產網http://www.etaiwanﬁs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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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看見海洋－
從世界海洋日開始」
－2014年世界海洋日海洋論壇紀實
“See the Ocean - Start from the World Ocean Day”
2014 World Ocean Day ─ Summary of Ocean Forum
文章及圖片整理|楊詠然 編校｜周秋隆
Compiled by| Yong-Ran Yang; Edited by｜Chiu-Long Chou

臺灣擁有四面環海的優勢地理位置，無論是在
人民生活、生產、生態或政府所推行的政策都與海
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有感海洋事務範疇的廣
大、深遠，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於2014年6月7日
配合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動，在興達港海巡基地舉辦
「海洋論壇」。本次論壇跳脫以往學術發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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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s strategically situated and surrounded by
oceans. It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oceans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people’s life, production, ecology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the vast and profound scope of marine affairs,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Center had the “Ocean
Forum” at CGA base at Xingda Port on June 7 2014 as part of
the World Ocean Day activity series. Unlike typical academic
presentations, this forum was combined with “questionoriented learning.” Divided into groups, students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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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問題導向學習法」，請學生以海洋事務為核
心，擇一期刊、論文等資料閱讀後，提出疑問再分
組進行討論，並依「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中
的議題主軸分門別類成五大面向，以「看見海洋－
從世界海洋日開始」做為導引，邀請海巡署海洋事
務研究委員會周秋隆教授擔任主談人、高雄市政府
孫志鵬參事與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李政諦助理
教授擔任與談人，藉由講座的經驗分享與意見交
流，嘗試將看似壁壘分明、實際卻環環相扣的海洋
議題，尋求橫向合作與串聯，使學生深入瞭解臺灣
海洋事務的焦點，充實海巡人員的知能與素養。本
論壇由教育訓練中心石大誠執行長擔任主持人，在
其引言一一介紹講座後，便由主談人周秋隆教授以
簡報方式先對學生們所關注的五大議題一一分享他
多年來深耕海洋事務的經驗談。
周教授認為要瞭解海洋就必須從基礎開始，他
以1982年所召開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1982
UNCLOS III）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作為開場，
說明此公約對海洋生物的資源保育與管理、海洋環
境保護與保全均確立了相關規定，公約在1994年第
60國簽署生效後，海洋才成為公共財被有秩序的管
理，在這之前海洋對人類來說，只被當成不斷收納
各式污染的垃圾桶；而世界海洋日的概念是在1992
年由加拿大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的聯合國海洋與
環境發展會議（UNCED）時所提議，聯合國大會
在2008年12月決議通過，將每年的6月8日訂為世界
海洋日，以表示全世界對海洋發展的重視。

壹、海洋戰略與海域治理
自海洋法公約生效迄今，世界各國陸續在海洋
事務上，建制一套海洋戰略引領國家海洋發展，而
我國卻未見任何動靜，就連海洋的基本法規也是如

their topics of interest from journals, theses and other literatures
with the focus on marine affairs and presented their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The questions proposed were grouped into 5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topics discussed in “The Third Ocean
and Taiwan Conference.” The forum started with “See the
Ocean - Start from the World Ocean Day” as the opening
introduction. Dr. Chiu-Long Chou of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mmittee of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was invited as the
lead speaker with Counselor Chih-Peng Sun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nd Dr. Jeng-Di Lee of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 the participating speakers.
The conference was an attempt to look for the opportunities
in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cooperation for ocean-related
issues that are seemingly contradictive but in fact intertwined
through experience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comments, thus
allowing students fo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focus
of Taiwan’s marine affairs and CGA staff for knowledge and
literacy. The forum was hosted by Director Da-Cheng Shih of
the Training Center who started by introducing the forum to all
participants before Dr. Chou started to brief the students on
the 5 issues they paid the most attention to by sharing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rine affairs.
Dr. Chou believed it all comes down to the basics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e ocean. Starting
with the 1982 UNCLOS III that the oceans belong to the
world, he pointed out that this conven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rules for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marine biology and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The Convention was effective when
the 60th country had signed in 1994, and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the oceans as public assets.
Before this, the ocean was just a giant garbage bin that
collected all the pollutions produced by us. The concept of
World Ocean Day came to realization in 1992 as proposed by
Canada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held in Rio de Janeiro, Brazil. The
UN Assembly approved in Dec 2008 that June 8 of every year is
the World Ocean Day to demonstrate the world’s attention on
marine development.

I. Marine strategy and sea territory governance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had their
marine strategies established as part of marine affairs for their
countries’ marine development since the UNCLOS was in
effect.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aiwan, not even for
the basic rules for oceans, which is not what we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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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非國家之福。那屬於島嶼型國家的我們究竟
需要怎樣的法規、組織及策略？
周教授開宗明義指出我國如要解決繁雜的海洋
事務與紛擾的國際糾紛，尤其是東海、南海及菲律
賓問題，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制定一部專屬於臺灣
的海洋基本法。另點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被全世
界所認同，但國與國間的海洋紛爭也是因公約開
始，起因為公約尚未被確定前各國間對海上的主權
大多劃分至24海里，此一微妙的平衡，在1945年被
海上強權─美國的總統杜魯門打破，因其宣布美國
領海的管轄延伸至大陸架，破除了傳統公海的認定
原則，促使其他沿海國家採取類似的行動，擴大沿
海國對其鄰近海域及其自然資源的主張，這種在國

Therefore, as an island country, just what types of law,
organization and strategy do we need?
Dr. Chou got right to the point by indicating that if Taiwan
is to deal with complicated marine affairs and one after
anothe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East China
Sea and South China Sea and those with the Philippines, the
best solution is to develop an ocean basics act that is custommade for Taiwan.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UNCLOS is widely
recognized worldwide but is also where the ocean-related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arise. Before there was such thing
as the UNCLOS, most countries had their marine sovereignty
covering up to 24 nautical miles. This delicate balance was
tipped over in 1945 by Truman, the then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Being a rising sea power, the United Stated declared
their sea territories to be extended to the edge of continental
shelves. This shattered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recognizing
sea territories and encouraged other coastal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by declaring their rights over their neighboring seas
and the resourced within. The result of this realization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exclusive economic areas

論壇議程進行實況 Forum in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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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各國實踐的結果，也使得專屬經濟區的法律制
度，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得以確立，
這也是為什麼在各國對海洋的競逐並沒有因1994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就得以平息。另外公約中
雖有對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
礁層及公海等重要概念做出界定，並對當前全球各
地的領海主權爭端、海洋天然資源管理、污染處置
等具有重要的裁決與指導作用，但它所仰賴的僅是
各個國家間是否願意依照公約的規定及精神與相關
國和平地解決爭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等同海洋
的憲法，但它沒有說一是一的立法原則，而是著重
在協調，所以就臺日漁業協定、釣魚臺主權紛爭、
廣大興號事件中所牽涉的臺菲專屬經濟海域漁業與
主權糾紛，以及南海爭端中所涉的中、越、菲、
馬、汶萊、印尼等問題，都跟海洋主權與資源息息
相關，因臺灣的海洋事務涉及22個部會，所以在面
對上述問題時常因部會間各持己見而無法在短時間
內見到立竿見影的處置作為，所以政府應加快腳步
修改相關法規成立海洋部，方能有效整合臺灣海洋
策略與海洋行動綱領，否則我國對於海洋主權只能
一直處於被動狀態並淪為口號。周教授認為，就目
前政府組織再造規劃中所要擬增的「海洋委員會」
來說，應提高海巡署的位階與層級，並增加預算，
才能有效地主導且發揮其所肩負的使命。
孫參事表示，政府從民國93年便積極地推動成
立海洋委員會，因海洋委員會成立後將負責統籌我
國的海洋政策、海洋能量、海域資源、海岸管理及
海洋文教政策的規劃、推動與協調，並統合各部會
間海洋事務的專責機關，而海巡署在這其中所負責
的海域執法、救護、搜救及資源的保育都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故希望與會的學生都能借力使力，促使
政府部門加速海洋委員會的成立。

in the form of 1982 “UNCLOS.” This also explains why the pursuit
of countries for oceans did not end as the UNCLOS became
effective in 1994. In addition, the Convention has definitions
for important concepts such as internal waters, territorial seas,
contiguous zon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ontinental shelf
and high seas, and provides essential effects of ruling and
guidance for dispute over marine sovereignty, natural marin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ollution handling, but it relies
feebly on whether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settle their disputes
peace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spirits of the
Convention. Despite the status as a constitution of ocean,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have a legislation principle that makes
the final calls. Instead, it focuses on coordination. Therefore,
issues such as Taiwan-Japan Fishery Agreement, sovereignty
dispute over Diaoyu Islands, dispute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ove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sovereignty
involved in the Guangdaxin incident an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Borneo
and Indonesia due to the dispute in South China Sea are all
involved with marine sovereignty and resources. In Taiwan,
22 government agencies are involved in marine affairs. When
a situation like any of the above emerges, these agencies all
have their own opinions and it takes time to reach a mutual
consent. That is wh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ick the pace
for modify current laws and establish a Ministry of the Ocean,
allow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marine strategies and
marine action guidelines for Taiwan. Otherwise, what Taiwan
has been doing for marine sovereignty is to stay passive and
make numerous slogans. Dr. Chou believed that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to be added in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eeds to be elevated up to the same level of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and more budgets shall be granted to help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lead and carry out more effectively the
missions entrusted.
Counselor Sun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active in establishing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since 2004.
When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is established, it will take over
the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aiwan’s
marine policies, ocean energy, resources of sea territory, costal
management and marin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become
the agency in charge of integration of marine affairs between
other agencies. In this regard, CG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aw
enforcement at seas,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refore, hopefully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ovide what they have found to help the
government in general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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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助理教授則認為，我國在海域治理的執法上
比中國幸運，因中國負責海域執法的單位至少有5
個，在執行面上易遭干擾，我國海域執法單位就只
有一個，也就是「海巡署」來做為海洋事務的重要
推手，不過執法所講求的是依法行事，也誠如周教
授所說的與海洋事務相關的部會有22個之多，每
個部會都有一部相關的法規來律定其業務職掌與範
圍，但部分法規已不符時宜，在未改善前對海巡人
員於執行面上充滿著考驗，如何拿捏分寸以達到親
民、便民的宗旨，除透過積極的學習並了解相關法
律外，更重要的是認識我們的海洋，學會如何與海
洋互動，才能擴展執法人員的視野，友善地對待我
們的海洋環境。

貳、藍色經濟與新興產業
為呈現我國遊艇業的優勢並協助業者拓展海外
市場，「臺灣國際遊艇展」前陣子才在新落成高雄
展覽館盛大展出，這如何結合逐年攀升海洋休閒人
口，當前的政策導向如何？對於本土產業或觀光休
閒遊憩產業，會有怎樣的影響？
周秋隆教授談到，目前臺灣遊艇製造業者有32
家，高雄地區就佔了六成（20家），從此群聚現象
分析遊艇製造產業聚集的主要原因是高雄的氣候條
件良好、具備高雄港及小港機場的地理
優勢，以及臨海與大發工業區等金
屬、鋼鐵加工業之產業輔助，
且90％由臺灣所製造的遊艇均
由高雄港裝船輸往國外，光
遊艇產業每年就可創造出4
千億元的產值與4千個就業人
口。為因應遊艇朝大型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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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i, on the other hand, suggested that we are luckier
than China when it comes to sea territory governance, as
China has at least 5 agencies in charge of law enforcement at
seas, which easily creates confus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side,
whereas CGA is the sole law enforcing agency in Taiwan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marine affairs. However, law enforcement
is all about abiding the law. There are 22 agencies involved in
marine affairs as pointed out by Dr. Chou, and each of them
has their own specific laws to define and deal with what they
do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do. However, some of the laws
are outdated and it is a challenge for those who enforce
these laws before they are improved. When it comes to how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venience for people as subtle
as possible, it depends on how we learn the laws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all comes down to knowing the oceans, learning
to interact with the oceans before the law enforcement is able
to widen their visions and treat our marine environment friendly.

II. Blue economy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As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Taiwan’s yacht
building and assistance to yacht builders to expand the market
overseas,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Boat Show” was held in
the latest Kaohsiung Exhibition Center. How does this connect
to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f marine creation? Where is the
current policy taking us? What influence will it bring to local
industries or the industries related to tourism, recreation and
leisure?
Dr. Chou said there are 32 yacht builders in Taiwan
and 60% or 20 of them are located in Kaohsiung. The analysis
on this clustering effect leads to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the
good climates in Kaohsiung, the vicinity of Kaohsiung Harbor
and Xiaogang Airport, and the easy access to metal and steel
processing from Linhai and Dafa Industrial Parks.
90% of the yachts built in Taiwan are exported
from Kaohsiung Harbor. The yacht
building alone creates NT$ 400 billion
of production and 4,000 employment
o p p or t u n i t i e s . As y a c h t s g r ow
bigger,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is developing a yacht building
industrial park at the reclaimed
land south of the Nanxing Project
area as part of “Kaohsiung Port C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iTaiwan 12
Projects and the “Mas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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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高雄市政府配合愛臺12建設之「高雄港市
再造計畫方案」及「高雄海空經貿城整體發展綱要
計畫」，於高雄市南星計畫區南側海埔新生地規劃
遊艇產業園區，而交通部所研擬之「推動遊艇活動
發展方案」在提報經建會同意後，也做為我國遊艇
活動發展政策的指導原則，另外依據「產業創新條
例」，高雄市政府也委託公民營事業籌措資金「辦
理南星計畫遊艇產業園區開發」，上述種種計畫都
是政府為厚植我國遊艇產業競爭力所提出的政策。
藉由「臺灣國際遊艇展」的盛大展出，可看到
臺灣的遊艇產業在世界遊艇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國內遊艇相關活動，特別是國人所擁有或使用自
用遊艇等遊艇活動的發展，卻未隨著遊艇製造業的
腳步成長。遊艇活動發展不振的原因中，以未完善
遊艇相關法規制度、繁複的遊艇檢查、報關手續，
與不符實需的停泊設施等，都是讓臺灣的遊艇使用
者所詬病。尤其，政府在遊艇產業走向休憩活動的
同時，卻以賦稅公平正義，課徵「遊艇奢侈稅」，
此舉更是重 創、打擊遊艇產業的發展。鑒此，我
國應該檢討現行的遊艇法規，比照國際鬆綁國內法
規，簡化遊艇出入境通關簽證及安檢，增加遊艇港
的使用價值，並重新檢視遊艇經濟稅賦政策，才能
真正建立一個友善的產業環境，將遊艇融入我
國的觀光休閒遊憩產業中。
孫參事則認為我國要發展藍
色經濟，遊艇或郵輪都是海洋
新興產業中的重要指標，以
首屆「臺灣國際遊艇展」為
例，此次展覽雖是我國首次
以遊艇相關設備陳展，但以
亞洲唯一的室內船展做為創新
思維的規劃，成功吸引民眾的目

Plan to Develop Kaohsiung into an Air and Maritime Economy
City.”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as
established the “Promotion project for yachting,” which was
approved by Council of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s the guidelines for Taiwan’s yachting development policy.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entrusted government-owned
and private businesses to raise a fu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achting industry park for Nanxing Plan” according to the
“Act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se projects and plans are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for yacht-related industry.
It is seen in the grand exhibition of “International Taiwan
Boat Show” that the yacht industry in Taiwan has made its
name in the world of yachting. However, yachting, particularly
owning or using a yacht as recreation in Taiwan, does not
make any progress with the growth of yacht building. Among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lack of yachting activities,
incomplet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yachting, complicated
yacht inspections, customs declaration procedures, and
berthing facilities that do not catch up with demands are the
most complained about. In particular, the government started
levying “luxury tax on yacht” in the name of tax justice as the
yachting business is making its way to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his is a blow to the development of yacht-related industry. For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governing
yachting, loosen the legal ties as don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simplify the customs clearance and immigration inspection
procedures for yacht arrival and departure, increase the
value of yacht use, and reexamine taxation policy for yacht
economy before building a friendly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allow yachting to be incorporated in Taiwan’s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dustries.
Counselor Sun pointed out that yachts or
cruise liners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the
emerging marine industry if Taiwan is to
develop blue economy. For example,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aiwan Boat
Show” is the first yacht-related
equipment show in Taiwan, but it
is designed innovatively as the first
indoor boat show in Asia. The show
caught the eyes of the public very
successfully and highly suppor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yacht
builders. In addition to the 32 yachts

53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光並受到國內外遊艇廠商高度的支持，除在4天的
展期成交32艘遊艇、帆船，創下10億元的成交金額
外，後續的商機更是上看42億元，根據國際遊艇業
者的統計，每一塊錢的遊艇消費，可帶動7倍的周
邊商機，其中包含碼頭停泊、餐旅觀光、機械維修
等產業皆能受益。不過，參事感慨提到當初在籌辦
過程中，曾因相關法規的限制，而遭受到許多挫折
與阻饒，遂提出「興利、防弊」的思維，探討現行
遊艇、帆船進出港的問題，他更指出遊艇產業是否
能為臺灣帶來龐大的商機，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仍需有一主導海洋政策的專責機構，整合相關之產
官學界人士的意見，明確訂定、執行全面性的管理
措施，此外，加速遊艇產業專區的建立，統合各項
軟、硬體設備、商業、環境及生活機能，才能創造
出全民化的海洋遊艇休閒風潮。
李助理教授以自身從事帆船活動的經驗告訴在
場學生，遊艇不是有錢人用來炫富的活動，而是海
洋文明的一環，許多與臺灣相似的海島國家或海岸
都市，其所發展的海洋休閒文化是相當多元且豐富
的，勉勵學生應利用時間去培養、拓展對海洋的視
野，如此一來，對海洋的照顧才能提升至世界級水

Dr. Li shar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ailing with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He said that yachting is not an
activity which the rich show off their wealth with. It is a part
of marine civilization. Many island countries or coastal cities
similar to Taiwan have developed a marine creation culture
that is diverse and rich. He encouraged students to take time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ir vision of ocean. This is how to
elevate the caring for ocean to the world level.

III.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 r o t e c t i o n a n d r e s o u r c e
conservation

準。

參、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
隨著經濟發展及人口不斷地增加，所產生的廢
棄物也越來越多，大部分廢棄物直接或間接地進入
海洋，再加上全球氣候變遷、過漁、海岸開發利用
等問題，這已對人類生活構成威脅，同時也影響到
海洋環境及資源保護，為此，各國大力推動海洋保
護區的建置，在資源保護上海洋保護區是否為最佳
的管理措施，我國的發展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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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ilboats sold and NT$ 1 billion worth of deal made in
the 4-day event, the subsequen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ere
estimated to be NT$4.2 billion.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major yacht builders, every dollar spent on yachts creates 7
times more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ranging from docking,
dining, tourism to mechanical maintenance. However,
Counselor Sun was frustrated about the legal limitation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how and therefore proposed the idea
of “promoting advantages and preventing disadvantag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current issues in arrival and departure
of yachts and sailboats. He pointed out that it still requires an
agency exclusively in charge of leading the marine policies to
allow yacht industry to bring enormou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Taiwan and create more jobs. Comments from industrial,
academic and governmental sectors have to be put together
and full-scale management measures have to be defined
and executed.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yacht industry area and bring together
hardware, softwar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life function
before creating a trend of marine and yachting recreation for
all people.

The advancin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come with increased wastes generated,
most of which are dump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o the ocean.
This, combined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overfishing,
coastal development and use, starts to threaten our very own
life as well as marine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For this, countries put a lot of effor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protection areas. Is marine protection area the best
management measure for resource protection? What is
Taiwan’s development strategy?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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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活動的蓬勃發展，隨之而來的人為污
染也跟著逐年升高，這些污染源絕大部分以直接或
間接的途徑排入海中，再加上工業革命後，人類大
規模的砍伐森林和使用石化燃料，使得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濃度持續增加，種種的人為因素使地球上的
溫室效應增強，地表平均溫度逐年攀升，造成所謂
的「全球暖化」。且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
門委員會（IPCC）第二工作小組（WG2）報告指
出，暖化趨勢和極端氣溫事件已在世界各地出現，
包括冷日減少、暖日增加、平均溫度上升等。周教

The booming economy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pollution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every year, and these sources of
pollution are discharged into the oceans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paths. Plus, the massive deforestation and use of fossil
fuel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use the increase of CO2
level in the atmosphere. All these human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intensified greenhouse effect and the temperatures on the
surface of the planet increases year after year, thus leading
to what is known as the “global warming.” The Work Group
2 (WG2)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of UN published a report indicating that the warming
trends and extreme temperature events are observed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ing fewer cold days, more warm days and
increase of average temperatures. Dr. Chou presented a cold

授以2008年澎湖寒害為例，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

與會貴賓會後合影（左起為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政諦、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執行長石大誠、海洋事
務研究委員會教授周秋隆、高雄市政府參事孫志鵬）
Photo of attending guests (from the left, Dr. Jeng-Di Lee of Institute of Marine Affair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Director Ta-Cheng Shih of CGA Training Center; Dr. Chiu-Long Chou of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and Counselor Chih-Peng Sun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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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氣候，造成當地海域的野生魚類死亡逾200噸，
箱網養殖業約1500餘噸的魚類被凍斃，損失金額高
達1.81億元。
當前我國除面臨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破壞與
資源減損的保育之課題，周教授指出人類所造成的
汙染，80%經過河川、大氣沉澱進入海洋，僅20%
留於陸地。工業排放CO2，在過去100年來已造成
海洋0.6℃溫度上升、「全球暖化」以及過漁及海洋
開發利用所造成的環境破壞與漁業資源減損，則歸
咎於科技發達所帶來的災禍，例如捕魚所使用的尼
龍及大規模的現代化捕魚作業，尤其二次大戰後人
口乘幾個倍數增長，對於海洋漁業資源依賴已造成
超出供多於再生。而目前世界各國大力推展節能減
碳、綠能的使用，或許可以暫緩對於海洋環境的過
度影響，但是學者已經積極推動海岸空間規畫，為
就生態、經濟、社會使用等主要目的和實現永續發
展概念（詳細說明於下一提問）。依IUCN國際自
然保護聯盟「第五世界公園大會」（The 5th 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2003/9/20,Durban,South
Africa）希望全球海洋國家能夠建置12%的海洋保
護區。臺灣自1995年至目前共有72處加上最近公布
的澎南四島為海洋保護區，惟這些保護區面臨的問
題包括：1.無有效管理2.棲地破壞及消失3.目
標物種已消失4.缺乏漁業資源保育調查
與監測5.祗保護少數瀕危或經濟種
等必須解決。周教授指出海上箱
網養殖，善用藍色水域例如挪
威的鮭魚從無到有全世界皆
知，可以考慮之。另「海岸
法」草案應該早日完成之，
以備防患對於海洋環境及維護
資源保育永續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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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 incident at Penghu in 2008. The extreme temperatures
caused by the climate changes led to the death more than
200 tons of wild fish and more than 1,500 tons of fish farmed
with cage aquaculture. The estimated loss was NT$ 181 million.
In addit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loss of
resources due to climate changes, Dr. Chou pointed out that
80% of pollution we created has found its way into the ocean
through rivers and the atmosphere and 20% was left on land.
The industrial emission of CO 2 caused the rise of seawater
temperature by 0.6°C in the last 100 years. The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loss of fishery resource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overfishing and marine over-development came
from the devastation of booming advance of technology, such
as nylon used for fishing and modernized fishing operations
in industrial scale. Above all, the human population grew
exponentially after WWII and our reliance on the oceans has
taken its toll on the ocean as we take from the ocean more
than the ocean can provid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doing their best to promote energy saving, CO2 reduction and
green energy. This may slow down the excessive impacts on
marine environment, but researchers have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plan for coastal spaces in the attempt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al use and realiz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tailed in the next
section). According to the 5th IUCN World Parks Congress
held b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on Sep 20 2003 in Durban, South Africa, it was hoped that the
marin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establish 12% of ocean
preserves. Taiwan has established 72 of such preserves since
1995 in addition to the latest marine preserve of the four islands
at southern Penghu. However, these preserves are challenged
by 1) lack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2) destruction and loss
of habitats; 3) loss of target species; 4) lack of
survey and monitoring for fishery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5) protection only for a
handful of endangered or economically
important species, all of which have to
be dealt with desperately. Dr. Chou
suggested the cage aquaculture.
The salmon farming in Norway is a
perfect example for putting the blue
waters in good use. The draft of “Act
of Coas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mpacts on marine environment,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4.vol.70

肆、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
行政院於101年6月7日通過「黃金十年、國家
願景」計畫，作為未來施政目標及政策推動之參
據，並納入「國家發展計畫（102至105年）」，該
計畫具體揭示在生態家園主軸上（施政主軸二），
將加強海洋保護與資源利用，逐步整合強化海洋管
理體制，建立有秩序的海洋資源利用及空間發展模
式，那我們如何將科研與人才整合，以配合國家總
體發展。
周教授指出，首先我們必須瞭解海洋有多少資
源可以使用。海洋蘊藏著766億千瓦的巨大能源，
自20世紀以來，便相繼研究如何擷取利用各式各樣
的海洋資源，經過數十年鑽研是有相當的進展了。
海洋能源具有三大優點：1.可再生性2.潔淨能源3.巨
大能源。這些能源包括：1.潮汐2.波浪3.海流4.溫
差，舉凡以上四種能源皆蘊藏極大動能與位能，可
應用於發電，在能源短缺及溫室效應情況下，應 積
極投入潔淨再生能源。
大家所熟知的海底深層水或稱「藍金」，它的
開發使用，因具有低溫富含微量礦物質，清潔潔淨
及病原菌低，可用於淡化造水、生產飲料、水產
養殖、食品加工、保健及生物科技等，此新興水
資源可創造附加價值。全球海岸國極力研發海洋綠
能，1991年丹麥建造世界上第一座離岸風力發電
（offshore wind power），2000年英國開始逐漸發
展利用其四面環海的優勢，目前英國離岸風力發電
的裝置容量已達世界第一。天然資源缺乏的臺灣，
風力資源方面具先天優勢若善加發展，定能為臺灣
的能源挹注一般新力量。尤其日本福島之後，更是
期待綠能，或其它非核能的電力開源使用。離岸風
力發電的規畫，必須就海岸開發利用宜有細密的評

IV.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The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the “Golden Decade
National Vision” project on June 7 2012 as the basis for
administration goals and policy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 (2013 to 2016)” was included to
promulgate the intensified protection of ocean and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 gradual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ocean management system and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model of marine resource use and space development as
part of the main axis of eco-home (administration main axis
2). So how are we going to integr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s in order to matc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Dr. Chou said first we have to find out just how many
resources there are in the ocean for our disposal. It is
estimated the ocean is a giant reservoir containing 76.6 billion
kW of energy. There have been ongoing studies on how to
extract and use all kinds of resources the ocean can offer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decades of stud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e marine energy features 3 advantages:
1) reproducibility; 2) clean energy; and 3) big energy. These
sources of energy are: 1) tides; 2) waves; 3) currents; and
4) temperature difference. These sources are enormous
storages of kinetic and potential energy that can be used for
power generation. Efforts shall be made to develop clean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response to power shortage and
greenhouse effect.
Deep ocean water, or “blue gold,” that everyone knows
features low temperature, richness in trace minerals, cleanness
and minimal content of pathogens. It is often used for water
desalination, production of drinks, seafood farming, food
processing, health improvement and biotechnology. This new
resource of water creates added values. Coasta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developing ocean-related
green energy. Denmark built the world’s first offshore wind farm
in 1991. In 2000, UK started to exploit the surrounding oceans
and today it has the world’s largest offshore wind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Taiwan lacks of natural resources. If we
commit ourselves in developing wind power, it is definitely a
new force for the energy-insufficient Taiwan in terms of power.
Particularly, green energy is much hoped for after the terrible
incident of Fukushima, or it can be used separately from nonnuclear power. The planning of offshore wind power 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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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分析和分配海洋空間，包括考量平衡生態、經濟
和社會為目標的永續發展，而且必須整合經濟部門
（Sector）和政府機構做適切的調適程序。這是周
教授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以配合國家總體發展，就
無限的海洋能源開發使用有一長遠之永續發展概
念。

伍、海洋文化與文化深耕
澳大利亞海洋考古學家Graeme Henderson曾
說：「如果你沒有歷史你只是個小國家，如果你沒
有文化你也只是個小國家，當這些元素添加到知識
裡，它們的加入能讓我們感受到我們是誰。」這所
提的即是有關「水下文化遺產」，我們也清楚該遺
產是人類歷史的一側，目前也是國際關注的話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為此在2001年通過「保護水
下文化遺產公約」，而我國在此一發展上相當的緩
慢，政府機關應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及因應？
周教授指出，臺灣四面環海，千百年來海洋孕
育豐富多元的海洋文化資產，譜成一部非常重要
的歷史與海相依的文化特質。水下文化資產的重
要性主要不在商業價值， 而在其所隱含的歷史圖
像，為了保護文化資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民國94年2月5日修訂了「文化資產保護法」係為
保存可活用文化遺產而制定。我國尚無設置沉船博
物館，海事博物館、「博物館法」的立法亦尚未完
成。他亦指出水下文化遺產（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在人類歷史演變是一個很重要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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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iculous analysis and distribution of marine spaces, inclu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rgeted on the balance between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ppropriate adjustment
procedures that require the economic sector and government
working together. This is the concept of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posed by Dr. Chou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limited marine energy as he worked to achiev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V. Marine culture and cultural rooting
“If you don’t have history, you are just a small country. If
you don’t have culture, you are a small country as well. When
these elements are added to knowledge, the addition of
them makes us know who we are,” Dr. Graeme Henderson, an
Australian marine archeologist, once said. What is mentioned
here is about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We know that
this heritage is part of human history as well as an issue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UNESCO approv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for this in
2001. In this regard, Taiwan seems to make little progress. With
what attitude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al with and respond to
this issue?
Dr. Chou mentioned that Taiwan is surrounded by
oceans. The marine culture assets that the oceans have
nurtur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led to a very important book
of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traits that depend on the oceans.
The underwater culture assets are not important for their
commercial values but for the historic images hidden within. To
protect cultural assets,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amend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on Feb 5 2005, which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that
can be used in a flexible way. So far, there is no museum of
shipwrecks nor maritime affairs museum in Taiwan, and the
legislation of “Act of Museums” is still a working progress.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s a very
important classic part of human history revolution. It consists
of the identity of a country, provides economic benefi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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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家的認同，提供經濟收益及對氣候變化的長
期追蹤研究。如何保護水下遺產必須有保護區的概
念，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布的方
法防止工業發展的破壞、捕魚、探勘、底拖、海岸
工程，因其對水下遺址皆具有威脅。水下遺產如何
以提供予大家教育後代，不鼓勵買賣海底打撈上來
的物品，建議應學習UNESCO提出保護水下遺址，
尤其UNESCO的訓練課程及合作至為必要。
主持人石執行長表示海洋的議題與遭遇，都是

allows for long-term tracking and study of climate changes.
It requires the concept of preserve to protect underwater
heritage. The methods promulgated by UNESCO prevents
destructions, fishing, prospecting, bottom trawling and
coastal constructio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se
have threatening impacts on underwater heritages. The
underwater heritages are a means to provide education for
our children. Sales of artifacts salvage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oceans should be discouraged. It is recommended to learn
from UNESCO to propose protection for underwater heritages.
Particularly, the UNESCO training program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本文作者分別為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教官、

Director Shih mentioned that the issues and experiences
of ocean are all interconnected and one cannot be moved
without affecting the others. An appropriate management
action can only be realized by understanding that ocean is
important to people and that it is irreplaceable. The most
important job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do what is
right for the people.” We should make breakthrough and
reformation by thinking for the public, and hope this forum
inspire more ideas to know the ocean, get close to the ocean,
cherish the ocean and love the ocean. Let’s put these ideas in
action and give back and commit ourselves to this deep blue
ocean.

海巡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委員）

(The authors are an instructor of the CGA Training Center and

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唯有認識海洋對人民的
重要性及不可取代性，才能做出最妥適的管理，
身為公部門的一份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民興
利」，站在人民的角度去突破限制、勇於改革，並
期盼透過本次論壇啟發更多知海、親海、惜海、愛
海的想法，進而將這些想法付諸為行動，回饋、奉
獻給這片湛藍的海洋。

a member of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mmittee of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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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心理議題」案例之
—救災英雄也需要讓心休息一下
文｜洪詩婷

EAP案例故事
「我進海巡服役已經半年多，這半年來除了冬
天晚上巡邏吹海風令人難過一點，其他狀況也都還
算正常。近期單位遇上澎湖空難事件要去支援救
災，出發前就已經聽說現場慘不忍賭，本來只是想
著去幫忙救災，也不用太擔心，哪知道到了現場完
全不是想像的那樣，救災工作結束好幾天後，我仍
然會做一些與救災畫面有關的夢，一直覺得自己會
聞到當時的氣味，腦中不時會閃過現場的畫面，胸
口悶悶、脾氣變得暴躁，吃不太下也睡不好，也不
太想和別人說話。那天遇到我同梯的，他也去支援
氣爆事件救災，他雖然也是第一次碰到這樣慘烈的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阿原在電話上一股腦地把自己最近支援救災後
的狀況說了出來，聽得出來充滿了焦慮與擔心。

EAP放大鏡
從國內外的救災經驗中，我們理解第一線的救
災人員因為身處苛刻的環境，仍需進行災難處理與
重建的工作，此時往往面對巨大的身心挑戰與壓
力。就1999年臺灣九二一事件的救災經驗為例，不
只是受災居民受到影響，投入救災工作的人員在面
對整排棺木屍體、屍塊、屍臭、痛苦哀嚎聲以及斷
垣殘壁等等，心中是震撼的，且身心都會有受到影
響。

狀況，可是好像沒有出現像我一樣的反應，請問我

為何人在面對壓力時，身心會出現不適？從

這樣是不是有問題？會不會很嚴重？需不需要去看

Hans Selye所提及壓力反應階段來看，人體在面對

醫生吃藥，多久才會好呢？…」

重大持續性的壓力時會出現連續性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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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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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覺階段：此階段人體會出現生理的反應，

Hans Selye的壓力研究，幫助我們了解人在一

使身體做出應付壓力的準備。身體會先出現

開始面對壓力時會自然地出現一些身心反應以因應

短暫的震盪期反應，開始感到心跳加速、體

壓力，因此面對到壓力時出現疲累、睡眠不好、吃

溫與血壓則會降低、感覺到害怕、驚恐等，

不下或感覺害怕、驚恐、無助，也會專注力下降、

之後是「反震盪期」，此時肝臟會發出大量

常常想到與災難有關的畫面，以及煩躁、不想和人

的糖供應肌肉，部分激素則做出鎮痛的功

相處，都是正常的反應，而且每個人的反應以及這

能，呼吸加快增加氧氣的供應、消化系統放

些反應持續的時間都會有個別差異，所以不需因與

緩，唾液減少等，使身體有強大的能量、且

他人不同，而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通常壓力反應

不怕疼痛地做出應付壓力的準備。

在幾天到幾週內會有所改善。

2. 抗拒階段：若經過上述階段，壓力仍未消失
時，人體會跟著出現“抗拒階段”。在這個
階段，即使壓力繼續出現，但第一階段所出
現的生理反應症狀消失了；人體恢復到正常
狀態，人會開始通過實際行動去嘗試解決問
題。

個月的時間，需考慮是否出現替代性創傷，替代性
創傷是指救災人員因同理受災者的創傷經驗所產生
內在經驗的轉變，此轉變是指救災人員對自我、他
人及世界信念的改變，例如開始認為自己是脆弱、
無助、不安全的，別人是不可靠的，或是價值觀出

3. 衰竭階段：壓力仍持續，就會進入衰竭階
段，此時人體會再次經驗到警覺階段時的生
理反應，但不會再進入抗拒階段而消退，因
此持續的非正常狀態的生理反應，導致身體
構造和功能的損害。

但若上述的身心狀態特別嚴重，或持續超過一

現重大的改變，例如天有不測風雲，所以要及時行
樂等。
另外，另一個可能是長期處
於壓力狀態使身心進入耗損
期。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所

海巡同仁於第一線協助救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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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疾病診斷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傷後壓力症侯群，確切情況仍需精神科醫師進行診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救災

斷。

人員很可能罹患創傷後壓力患疾的症狀。創傷後壓
力疾患的診斷標準為：
A. 實際或被威脅會經歷死亡、嚴重傷害或性侵
害，例如直接或目睹創傷、反覆或極經常暴
露在災難事件後續的處理工作等。
B. 災難事件後，仍感受到災難的經驗，例如災
難事件的回憶、夢見創傷事件、彷彿創傷事
件重演、感受到強烈或延長的心理痛苦，或
是有顯著的生理反應。

EAP小幫手
救災後所出現的身心反應若持續的時間尚在一
個月內，且仍可維持生活功能、完成生活所需完成
的事務，建議大家不需太過憂慮，此時的狀態是面
對壓力的正常反應，這陣子要多保重身體、自我照
顧，幫助自己回復救災前的生活狀態，以下提供四
大點自我照顧的方向：
1. 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慢慢地調整睡眠與飲

C. 持續迴避與災難有關的刺激，例如避免或努

食，均衡的營養與規律的睡眠有助於紓壓與

力逃避與創傷有關的記憶、思想或感受，

身心恢復平衡，多從事能讓自己享受與開心

以及足以引發難過記憶、思想或感受的人、

的事物，增加休閒活動以及運動。

事、時、地、物。

2. 花些時間沉澱自己，允許自己的改變：當心

D. 和災難相關的負向想法及情緒開始或惡化，

中感到擔憂或思緒很亂時，可以試著將自己

例如不能回憶創傷事件的重要部分、對自

的感受與想法寫下，透過書寫整理自己、沉

我、他人或世界之負面信念或期待（如我是

澱自己。接受自己會有重複出現的想法和夢

糟糕的、沒人可信任）、持續自責/責備他

境，它們可能會隨著時間漸漸減少，也接受

人、負面情緒（如害怕、憤怒、罪惡感或羞

自己的價值觀會有所改變。若有宗教信仰，

恥感）、對重要活動降低興趣或減少參與、

可以透過宗教活動增加內心安定的力量。

疏離的感受或與他人疏遠、持續無法經歷

3. 與他人保持連繫：接受他人的關心與保持和

正向情緒（如無法有喜樂、滿足或愛的感

他人互動，例如與其它救援團隊的成員一起

覺）。

討論救援工作的所見所聞，以及對心情的影
響，如此可有效地降低壓力，維持或安排和

E. 和災難相關的警覺反應在災後開始或惡化，

親友聚會，維繫親密的關係。

例如易怒或暴怒、魯莽或自我破壞、 過度
驚嚇反應、 難維持專注、難入睡或睡眠中

4. 允許自己求助：如果極大的壓力持續超過一
個月，或是變得易怒、調適困難，可向他

斷、睡不安穩。

人尋求協助，表達救援工作對自己的影響，

上述B, C, D及E項症狀超過一個月，非由藥

允許其它專業人員的協助與支持自己重建生

物、酒精或生理疾病造成，且損害社會、職業或其

活。

他領域的功能。
救災人員因反覆或經常暴露在災難事件後續處
理的情境中，因此易於出現上述的症狀，但並非救
災就一定會罹患創傷後壓力症侯群，大部份的人員
僅會出現幾項症狀，僅有一些症狀不代表就罹患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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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方式可協助個人盡快地從壓力中恢復生
活的功能與秩序。另外，要避免下列情況，下列情
況對壓力調適無益，反而會加重調適的困難：
●

避免大量使用酒精、禁藥，或是超過劑量的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雙月刊2014.vol.70

EAP小叮嚀

處方用藥。
●

避免否定自己在救災工作中的貢獻、過度憂
慮。

當你發現自己的壓力反應已影響你的生活時，
或是你的同事或親友出現上文提到的壓力反應時，

●

避免在一個月內進行巨大的人生改變。

●

避免將幫助別人看得比照顧自己重要。

●

避免過於忙碌、不和人談論自己的心情。

除了多一些傾聽、支持、鼓勵並提醒他以上的這些
方法外，請記得我們身邊可利用的免費資源，如張
老師1980、生命線1995、安心服務專線0800-788-

救災英雄們在協助他人的過程中，也要照顧到

995，或是各縣市的心理衛生中心等，如果是同事

自己的身、心、靈需求，允許自己去訴說在災難高

還可以提醒他單位內也有貼心的溫老師免付費服務

壓下工作時所發生的經驗，此方式為情緒宣洩的適

專線0800-011-580提供即時電話諮詢或協助。

當管道，有助於將救災的經驗以正向及健康的方式
整合至生活中。如此才能讓自己從災難中恢復日常

（本文作者現職為臺灣大學
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生活，而不致於枯竭。

單位主管至現場鼓舞士氣，並為救災人員做後續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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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創新，滿意永續」
—東 部地區巡防局獲評第六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感言
文｜陳帝延

壹、前言：
參與「政府服務品質獎」是政府機關推動服務
品質的最高榮譽，主要目的係期望透過評獎，以競
爭代替考核，以及寓考核於獎勵的方式，全面帶動
政府機關為民服務品質向上提升。
本署自為民服務品質獎評獎之初，無不鼓勵所
屬機關參與，期透過參與該獎項以提升優質服務品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具體內涵及參獎主軸，在得獎喜悅之餘，更能在此
提出與同仁分享，相關具體介紹如下。

貳、創新加值服務：
一、海岸風水師，e指就通：跨機關整合東部海岸
管理處等單位公開資訊，自力研發「海岸風水
師APP」提供民眾與遊客更完善之資訊與服
務，啟用迄103年4月已有453次下載紀錄。

質。東部地區巡防局(以下簡稱本局)曾經參與第4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同仁雖戮力以赴，但是仍然
受挫，然本局孜孜矻矻，不畏挫折，持續參加第六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選。除完整海巡署為民服
務的拼圖，更希望能為東部地區民眾提供最優質的
服務。
很幸運的在本局許績陵局長重視下，及全體
同仁上下一心，最後在全國共175個機關中脫穎而
出，更證明機關勇於創新及變革的關鍵動力，透過
工作圈集思廣益，所提出「創新加值服務」等六項
使用海岸風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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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線上會客報平安：運用37處安檢所、站，設置

四、視訊業務諮詢零距離：建立各安檢所透過視訊

VV-link及Line網路視訊服務管道，提供內部同

系統對本局11個科室中心實施視訊業務諮詢，

仁、漁民及民眾免費線上視訊報平安。

提供漁民有關漁業法規之專業諮詢。

線上會客報平安

視訊業務諮詢

三、製作近岸救生救難搜尋圖：與漁業署水產試驗

五、建立行動雷達資料庫：自主研發完成車載雷達

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合作，參考歷次救生

目標資訊管理系統，提升海域雷情目標偵蒐精

救難案例、搜救經驗、漁民海上作業經驗及東

度及資料後續加值運用處理，投入勤務期間

部海洋科學實證，製作「近岸救生救難搜尋

交接1萬餘艘船隻，減派岸際勤務1,103車次

圖」37處，增加溺者生還機率。

2,450餘人次。

使用近岸救生救難搜尋圖

行動雷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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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增雷達運用：商請台電公司無償借用提供蘭

全、服務、生態、創新」四大工作領域，延伸出

嶼地區架設雷達系統場址，自行活化除役裝

「安全守護、服務便捷、生態保育、創新領航」的

備，增建蘭嶼雷達，藉由雷達偵蒐範圍劃設雷

服務願景。

達警戒警報區方式，102年度取締破壞海洋海
岸資源計25件。

一、安全守護：秉持延伸藍色國土、發展海洋國家
的使命，積極保障從事各項海洋活動的人身安
全，並提供專業救生救難服務。

組建蘭嶼雷達
安全守護－芭崎海域搶救落海民眾

參、參獎關鍵策略：
一、跨機關合作：結盟轄區機關服務資源，建立東
部海岸線機關優質服務品牌。
二、首長及同仁認同：以客為尊，以民意為主之觀

二、服務便捷：提供往來遊憩民眾各項24小時不打
烊諮詢及服務設施，用海巡的服務熱忱串聯成
由點到面的全程服務網。

念深植同仁內心。
三、成立推動小組：利用各項集會針對民眾建議提
出解決方案並據以執行。
四、標竿學習效益：藉由觀摩他機關，汲取經驗創
新擴散服務工作。
五、結合地方特色：分析東部地區人文、地理、治
安、觀光等特性，研提服務重點特色項目。

肆、未來服務願景：
本著落實海巡署「海域執法」、「海洋事
務」、「海事服務」等三大核心任務，營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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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便捷－提供免費救生衣借用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雙月刊2014.vol.70

三、生態保育：為使海洋資源得以永續利用，保護

9月的未婚妻在岸邊焦急的吶喊著，本局在接獲通

棲地、生態及資源已是本局的責任與使命。

報後立即通報相關救難單位展開陸海空聯合搜救，
並使用創新之區域搜尋圖實施搜救，在本局第八二
岸巡大隊林漢佐士官長堅持到最後的搜尋下，終於
在蜿蜒曲折的礁岩上尋獲並將他立即送醫，深獲家
屬及社會大眾肯定，落海漂流時間長達60小時、距
離達75公里之遠，媒體以「曾連發的奇幻漂流」為
題，爭相報導。

生態保育－鯨豚擱淺搶救

四、創新領航：「創新」是以找出問題、尋求解決
方法，並追求盡善盡美為目的；「領航」係本
局以「藍色國土的守護者」、「海洋事務的推
動者」為期許，以尋求海洋發展契機。
林漢佐士官長尋獲曾先生

陸、結語：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結果出爐，德國隊以發
揮團隊合作精神得冠，成為世界盃結束後討論的佳
話，然價值觀決定看見的世界，就如雲門舞集創辦
人林懷民先生曾說：「其實這世界，本來每天就都
不一樣，只是我們把它過的都一樣。」基此，得獎
不是終點，而是為民服務工作挑戰的開始，本局
創新領航

將持續秉持團隊合作精神，及保持積極熱忱的價值
觀，集思廣益，創新求變，東部地區巡防局將持續
服務花東地區廣大民眾。

伍、服務小故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103年1月初，花蓮縣曾姓民眾為了貼補家用，
到花蓮溪口捕撈鰻苗，不慎遭大浪捲入海中，懷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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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頂著烈日，實際到一線體驗艦上工作

程
旅
的
春
青
踏尋

驗
體
習
見
門
部
公
期
－我們的暑

瑜

文、圖｜蔣宜庭、許芳

於每年
當學生最期待的，莫過
肆放鬆、開
的寒、暑假，也正是大
在別人開心出
心玩耍的時候，但就
上面傳送著
遊 、 到 處 在 臉 書 或 LI NE
，我們卻甘願
好吃或好玩的圖片當下
毅然決然的報
放棄大好的青春時光，
10 3年 大 專 生
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公務機關當見
公部門見習計畫」，到
臺灣科技
，雖然一位是就讀國立
生
習
作
器操
說儀
們解
艦上長官詳細為我
生蔣宜庭、另
大學應用外語系二年級
全沒有關聯，
二人學習環境及背景完
，
瑜
芳
許
生
級
年
二
系
學航運管理
一位則是讀國立海洋大
我們彼此的工作學
自學習的單位，想知道
各
為
做
科
關
公
室
書
秘
海巡署
但均不約而同的選擇了
往下看囉！
習心得，那就請耐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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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宜
蔣

「保持好奇的心、不斷吸收學習
－你的視界會更開闊」

從一開始踏入這個環境的陌生緊張，到後來的

受到他對工作有滿溢的熱忱。後來，還去參訪了基

漸漸熟悉，一晃眼已經過了一個月。還記得每次辦

隆的新北鑑，參觀的動線和跟當初總統走的一樣好

公室有客人來訪，看見兩位新面孔，都會好奇地問

榮幸，分隊長林君遠把駕駛艙到甲板上的設備都解

我們為什麼想來海巡署見習，其實一開始，我也是

說地很詳盡，受益良多，也認識了在艦上見習的警

帶著滿腹的好奇心來到這裡，我好奇公部門的行政

大學生，看到她們無懼大熱天，仍辛勤工作，令人

機關如何運作、好奇我可以在這個見習機會中經歷

佩服。

些什麼、也好奇我究竟適不適合當公務人員。而現
在想來，我發現我好喜歡我當初做的決定，它讓我
來到這裡認識許多溫暖的人，學習到更多待人處事
的方法和道理。
在公關科見習的日子，除了彙整輿情剪報、繕
打公關實務資料等交辦工作，我們協助整理海巡歷
年的光碟，也慢慢了解海巡署的任務職掌，像是取
締越界漁船和海上救生救難的援助等等。前輩們也
教導我們關於新聞稿的寫作重點、舉辦記者會的注
意事項，並分享新聞聯繫和危機處理的經驗，原來
培養對新聞的敏感度這麼重要，從平凡事件中要找
到亮點來增加見報的機率，在負面新聞爆發時，更
需要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處理、面對挑戰，當好
一位公關人員真不簡單。
我們也和前輩們一起參訪其他單位，像是海洋

我很喜歡海巡署的工作環境，走在樹蔭下、穿
堂和走廊都讓我覺得跟校園一樣親切自在。另外，
我們和文書科的見習生也一起參訪署內的文物陳列
室，對海巡署的歷史沿革、組織架構以及艦艇的種
類和配備都有更進一步地認識，更有幸參與了許多
機關內部舉辦的大型活動，亦從中學習到了不少。
每次到了尾聲才驚覺時間短暫，我好幸運、也
很感謝有這樣充實的暑假，真的很
謝謝公關科裡的前輩們，在你
們每個人身上看見好多值得
學習的特質，謝謝你們提醒
我應對進退的禮貌，因為人
與人的相處永遠是一門複雜的學
問，希望日後的我能盡力做到待人
處事圓融、卻不失原則。最

總局、海岸總局等，每一次的機會都好難得。因為

後，感謝在這次見習中

小小記者營的活動，到桃園的特勤隊訓練基地一起

認識的所有人，能遇

體驗海上風洞救援，坐在吊掛籃裡受強風吹襲時，

見你們真的很美好，

深深體認到第一線工作的辛苦，他們平常嚴格的訓

也因此清楚自己的不

練都是為了海上艱難的任務。到壹電視參訪時，很

足，今後我將更努力改

謝謝主播用心地介紹攝影棚，讓我們知道那些觀眾

變，朝自己設定的目標邁

不知道的事，聽著他分享做新聞的甘苦談，我能感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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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芳
許

「凡事深入參與、從中汲取經驗
－強化自我專業能力」

第一天懷著緊張期待的心情進入海巡署，

理輿情剪報和歷年的光碟，透過海巡新聞和光

在此之前，對海巡署其實是一無所知，這也是

碟中的影片、照片，我對海巡的勤務有了基礎

我第一次進入職場，對即將遇到的人事物及職

的認識，例如：海上急難救助、查緝毒品及海

場生活也是充滿好奇，開闊眼界和學習應對進

上安全等等，每日蒐集輿情剪報是很重要的，

退的技巧，是我一開始會選擇海巡署公關科的

年終將此彙整以統計出需要改善的部分，以及

原因。

公關科在新聞媒體方面努力的成果。另外，前

一開始先初步了解公關科的組成和勤務，
主要是新聞聯繫與媒體接待、宣導活動企劃等
相關公關業務，再來參觀海巡署和文物陳列
室，不只了解海巡歷史沿革和重大記事，我也
認識許多海巡艦，跟我在航管系所學的商船不
一樣，像兩千噸級的新北艦就是屬於大型巡防
艦船，它是用排水量來計算噸位，但若是商船
的話，三萬噸的handysize是小的商船，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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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也教我們許多知識，例如：報紙閱讀、新聞
稿的撰寫等等，非常特別的是，常常會有長官
和客人來辦公室，透過前輩們和客人的對談，
不僅更了解整個體系，也學習與人溝通的技
巧，掌握談話的氣氛是很重要的，而如何用說
話的藝術來圓融地完成工作任務，也是我需要
多看多學的，我想這一個月的經驗會對我未來
在職場上有非常大的幫助。

用容積量計算，前輩們也實際帶我們參觀新

這一個月最難忘的也

北艦，從駕駛艙介紹到甲板，我學習到許多新

是最感謝的就是前輩們

知，是一次與眾不同的體驗。平時在辦公室整

熱情的帶我們到許多機

我們到桃園特勤隊，體驗海上風洞救援及到壹電視攝影棚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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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參訪、參加許多活動，我參觀海岸巡防總局

待在燈光非常強的攝影棚，多少都會有職業傷

在海湖舉辦的小小記者營，認識我國的海巡特

害，而且主播對每則新聞的反應時間大 約只有

勤隊，他們是一支水陸兩棲的部隊，我們還體

20~30秒，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理解吸收再播

驗在風洞中的海上救援，真的是非常難得的經

報真的很厲害，後續更到訪海洋巡防總局、海

驗，特勤隊在103年共救了三百人以上，以往

岸巡防總局、警政署及參訪電視台，也認識了

我在新聞上或書面資料上，關注的總是待救援

時報周刊的記者戴志揚，實在是獲益良多。

的人，今天實地走訪特勤人員的訓練場所，看
了介紹影片和記者訪問，更體認到特勤人員的
辛苦，我想我往後不只是看報導，在看一件事
情時的角度也要更全面，需要多方了解才能讓
我的想法更成熟。另外，我也到壹電視參觀，
年代新聞主播李御榮帶我們進到攝影棚內，我
發現電視螢幕背後的奧秘，螢幕上的電視牆其
實是虛擬的，主播是站在綠色的背景前，透過
後製編輯出來的，另外播出時間和新聞種類的
調配也有一番學問。聽完李御榮主播的介紹，

因為有幸參加公部門見習計畫，我們二人
都見識到許多美好的人事物，也涉略到不同領
域的專業知識，更學習到待人處事的道理和技
巧，相信未來「公務員」這個職業，將會是彼
此優先考量的選項，這一個月的所見所學，更
會變成我們在職涯發展上的一大助力。見習前
的我們背著空空的行囊踏進海巡署，見習後的
我們，背著收穫滿滿的行囊步出海巡署，回到
學校後，這段美好的時光，將伴隨著我們好一
段時間。

才發覺主播真的不容易，長時間帶著耳機且

我們一起參與海巡署舉辦的游泳活動及性別主流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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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好隊！準備

捐熱血分享 愛 ！
替代役男熱情百分百
文、圖｜黃信翰

103年6月26日上午海巡署的大門緩緩駛進了一

「血液」視為打破這些隔閡的最佳溝通橋樑，將我

輛捐血車，並停在海巡署游泳池的旁邊，當見到捐

們人與人之間愛的觀念傳播出去，更能在危急時刻

血車進入海巡署後，站在大門的役男們便開始熱烈

救人一命，將比任何金銀財寶都要名貴的愛心發揚

的討論，到了中午用餐時便看到役男們個個交頭接

出去幫助他人。

耳熱切的討論要一同去捐血。午休結束後，在捐血
車外便湧現一批役男們在排隊，輪流準備捐出他們
的熱血，上了捐血車望見每一位役男的手臂上雖然
插著針，臉上卻洋溢著滿足與快樂的神情，鮮紅色
溫熱的血液從他們手臂中緩緩流出，沒有多久就成
了一袋又一袋名為「愛」的無價血鑽石。

時光匆匆飛逝，從去（102）年7月時第一批
替代役役男們來到了海巡署，如今這些充滿愛與關
懷的替代役役男們已完全融入我們的生活，還記得
當海巡署心理諮商科的科員向我們的役男們詢問是
否願意協助拍攝心理諮商輔導的宣教影片，來提供
海巡署所有單位的同仁暸解在單位遇到困難時該如

看著役男們捐完血回到區隊中告訴其他同仁捐

何尋求幫助解決時，役男們毫不遲疑的就答應了，

血時那種可以幫助他人的滿足和快樂，讓其他原有

在拍攝心理諮商輔導宣教影片的過程中，看著役男

害怕疼痛的役男也不禁鼓起了勇氣前去捐血，望著

們在執行完勤務後，不顧身體的疲勞拉著一同參與

這景象不禁讓我聯想到在現今地球村的年代，因為

演出的幹部與其他役男們討論劇情以及彼此間不停

每個人的生長環境、思考邏輯…等等都有所差異，

的互相排演劇情，深怕在正式演出當天無法確實模

因此也會產生各種相左的觀念及意見，導致我們人

擬情境的故事來表達給觀賞影片的同仁幫助，那種

與人之間逐漸產生了隔閡，然而有「愛」就是串聯

捨己為人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不已。在正式演出當

我們物種延續下去的最大主因，因此我們可以將

天，我看著他們在影片中將同儕間藉由平時關心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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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發現問題並尋求幹部協助解決的劇情演得讓人

福也分享快樂、替代役青年們愛心征服一切」，正

身歷其境時，在旁邊不禁會心的一笑，這不正是他

好與我們為民服務的精神不謀而合，而且這群充滿

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嗎。拍攝結束後，

愛與關懷的役男們，更讓我們在執行公益服務時如

看著他們跟科員看著影片討論著將來這些影片是否

虎添翼，期望在未來能繼續與役男們共同為公益服

確實能夠給予單位中其他的同仁幫助，我心中想的

務努力，讓結合我們海巡署精神的役男們除了成為

是這些役男們已經成功將他們愛與關懷的種子散播

勇敢堅強有紀律的隊伍外，也能同時發揚役政署役

到我們海巡署每個單位中，並且會由其他海巡署的

男用犧牲小我的服務精神，一同服務社會打造新世

同仁來繼續將這份愛延續下去。

界，成為全能的替代役役男。

我們海巡署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為民服務，因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海岸巡防總局警衛大隊）

此不論是在海上保護漁民的安全、在陸上查緝走私
保障國民的安康，而替代役之歌所唱的:「散播幸

雜記

愛生活
可
、
真
認
日
男們平

替代役

認真投入影片拍攝工作

捐血不輸人！讚

與義務役弟兄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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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人生」
－執行媽祖遶境戒護工作有感
文、圖｜楊勝儒

從事海上工作的每個漁民們都知道，要能掙一
口飯吃，除了靠天氣，若進一步希望海上作業豐收
及平安出航、返航，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海上的守
護神－天上聖母「媽祖」，平時在執行岸巡勤務
時，就常看見信眾們，不斷的虔誠膜拜媽祖，祈求
自己及家人身、心靈能得到依靠，加上近期轄區內
的長和宮為了準備與中國大陸舉行一場宗教直航交
流，忙碌了許久，而在海巡署服役的我，正好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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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見證這場宗教盛事，可以更深入了解在地的文
化和宗教歷史，著實另人興奮。
為了見證這樣的歷史時刻，所內動員了多位弟
兄、調整工作時段、分組分配任務等完成各項事前
準備，早上天還沒亮，便已就位，人力分布在南寮
漁港待命，聽到煙火及鞭炮聲與熱鬧的音樂揭開序
幕時，心情就像大過年般地愉悅了起來。隨後是偌
大的陣仗，加上煙火、鞭炮及鼓陣、喇叭的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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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掩蓋了正在執行勤務的我們，正前方的視線。

竹市的長和宮繼78、80、82年往大陸湄洲祖廟謁祖

當然也少不了熱情的信眾，有步行的、抬轎的、攝

進香，今日接續以往的傳承，在了解這樣的歷史背

影的、掌法器的……五花八門，如果說耳朵是胃，

景後，我才發現，原來接觸與宗教相關的人、事、

而聲音是食物的話，我的耳朵已嚥下各式各樣的美

物，對在海巡署服役的我而言，無疑是過了極具特

食，直到媽祖就位，我的耳朵告訴我恰好已經吃得

殊意義的一天。

很撐，隨後隆重儀式，讓人立即感受到媽祖的莊嚴
及信徒們的虔誠，此時，我立即收起笑臉，肅然起
敬，在場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無論是士、農、工、
商、販夫走卒，或是依海生存的漁民，此時此刻皆
已成為祂的信徒。

等待儀式結束後，恭迎天上聖母－媽祖上船
後，船隊準備出發，當時就像護法陣式般，幾艘大
船在主船旁戒護，氣勢一旦形成，便立即震攝所有
人，隨即數十艘小船亦不落人後，隨著啟航，前後
總計有一百多艘大小船傾巢而出，場面壯觀無比，

之後，為了更能知悉宗教的相關知識，我也深

令人為之驚嘆。整個活動結束，我的心中仍然感動

入了解長和宮的歷史，根據其廟誌記載：長和宮的

著，我相信信徒們的心意，定能上達天聽，祂會保

肇建，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間，當時竹塹地區

佑我們大家平安健康、工作順利，同時也高興自己

（即現今的新竹），臺閩之間的貿易通航大多利用

能夠成為協助這個活動的一份子；不僅長了見識，

北門外的河港－竹塹港，由於舟楫往來頻繁，商業

對我這個年輕人來說，能夠協助達成這麼有意義的

盛極一時，於是船商們就組成「船頭行會」，當時

事，的的確確感受到宗教的力量不僅能撫慰人心，

的航海技術尚未發達，在海上往來，種種狀況，不

更可以讓人的思想改變，總之，經過這次的經驗洗

是人力可以掌握，只能祈求天神仙佛的庇佑，然而

禮，讓人更深刻體會，宗教絕對擁有改變人生的力

竹塹水郊會有鑒於重洋險阻，於是集合船商之力，

量，而我也從中獲得讓自己意想不到的收穫。

特別從福建湄洲媽祖廟恭請媽祖金身隨航護佑，以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利乘風破浪，有賴媽祖聖澤福佑，波瀾不起、風雨

第二四岸巡大隊海山漁港安檢所）

不興，船隻往來順利，因此，船商們心存感恩，在
抵達臺灣後，即於北門外建立一座廟宇，自此供奉
湄洲祖廟正三媽（相傳「正三媽」是媽祖神像中的
第三尊，為今日新竹長和宮的媽祖真髮），位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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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媽祖
又稱「天上聖母」，臺灣民間又稱「天

時顯有祥瑞徵兆必非等閒之女，也就特別疼愛，

妃」、「聖妃」、「天后」、「媽祖」、「媽祖

因為出生至彌月間都不曾哭啼，便給她取名默

婆」。由於分祀淵源不同，尚分「湄洲媽」、

娘，亦是當今民間所崇奉的媽祖。

「銀同媽」、「溫陵媽」、「太平媽」、「船頭
媽」、「班鳩媽」、「同安媽」 ……。而媽祖之
身世，據記載係誕生於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

傳說中湄洲島是媽祖林默娘的家鄉，也是她
羽化升天之地。興化府莆田湄洲島湄洲媽祖廟
（朝天閣）始建於北宋雍熙四年（987年），是

960 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北宋雍熙四年（西

世界上最早的媽祖廟。天聖年間（1023年）開

元 987 年）九月九日 ，享年二十八歲。媽祖的父

始擴建，清康熙二十年遷界令撤銷後重修，當時

親為林愿，擔任福建都巡檢，母親為王氏。媽祖
出生前家中已有一男五女共六位孩子，但其父因
為唯一的兒子體弱多病，因此天天焚香祝禱、修
德好施，希望能夠再求得一子，確保林家宗嗣綿
延。結果王氏晚上夢到觀音大士過來說因為林家
平時樂善好施，上天決定給予保佑，隨後給王氏
一顆藥丸吃下。沒多久王氏就懷孕了。宋建隆元
年（西元 960 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 生下一女，
當產之時，一道紅光晶瑩奪目，從西北方照射入

有殿堂樓閣十六座，客房齋堂等建築九十餘間。
宮中史料記載，三尊神像中一尊「大媽」留在湄
洲祖廟正殿朝天閣），惜已於文化大革命期間被
毀；第二尊「二媽」流向南洋，不知去向；第3尊
「三媽」則為今日新竹長和宮的媽祖真髮、軟身
神像，稱「湄洲祖廟正三媽」。1980年代以來，
海內外信徒捐資對湄洲祖廟進行重修，臺灣檀越
捐獻為最多，現有建築基本都是文革後所重建廟
貌。

滿室奇香，雖然林愿夫婦相當失望，但由於初生

關於長和宮
位於新竹市北門街一三五號，因廟宇建於古

間煙火的交會中，媽祖入世渡人的精神在此表現

早的北門城樓外俗稱「外媽祖廟」，本宮於民國

無遺，在輪奐建築與圓環攤舖的相融並蓄裡，長

七十四年經內政部－指定為國家第三級古蹟。長

和宮積極的公益精神，彰顯了宗教「霖雨蒼生」

和宮，是北門街最為熱鬧昇平的一處宗教聖地，

的本質，因此，兩百六十餘年來的輝煌廟史，爐

在媽祖娘娘覆庇下的北門街區，市況繁榮，香客

下信徒與日俱增香火日盛一日，這不惟是媽祖福

川流不息，由此而集聚人潮，攤販林立，呈現蓬

應之德，也是長和宮眾虔誠信徒多年來的奉獻服

勃富盛，欣欣向榮的市區景象，在廟堂馨香與人

務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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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恭送媽祖上船離港，海巡人員於一旁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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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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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國安會諮詢委員鍾堅蒞臨講
授「踵武前賢、海洋興國－經略東沙兩千年」專題
（103.8.1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王進旺（左二）受邀至警察廣播
電臺接受專訪，並與副總臺長朱文貴（左一）及主持人
劉琇如（右二）合影（103.8.1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長尤明錫主持103年金門區服務座
談，聽取基層漁民心聲，並合影留念（103.8.6）

海洋巡防總局替代役男擔任「2014年不老環台逗陣行」
活動志工，與400多名阿公、阿媽開心互動（103.8.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於龍洞南口遊艇港舉行
救生救難聯合演練及政令宣導活動（103.8.8）

中部地區巡防局為關心同仁健康，特別舉辦無菸職場宣
導活動，並替同仁測量血壓（103.7.9）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為維護島上自然風貌，定期
動員單位弟兄擴大舉辦淨灘活動（103.7.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聯合轄區所屬救難單
位，共同辦理「救生救難演練」（103.7.7）

海域執法

海巡我最

照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新北市貢寮區
龍洞四季灣疑有違法潛水採捕情形，立即派員查處
（103.7.27）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獲報漁船疑似漏夜於近
岸違規使用流刺網捕魚，立即前往盤查（103.7.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執行擴大威力掃蕩，於
王功轄區針對寄港船筏進行調查（103.6.2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於於獅嶼岸際處，緝獲1名
陸籍男子非法入境（103.8.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於尖山商港查獲嫌犯欲偷
運違法蜂炮至澎湖，數量計有2箱（103.7.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接獲開往馬公之臺華輪客
船，藏有通緝犯，立即派員查驗逮捕（103.7.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執行岸巡勤務時，於
七星潭南端海域發現民眾潛水捕魚，旋即上前盤查
（103.7.2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處理蘇澳漁民抗議火力
發電廠破壞生態，與警方共同實施戒護（1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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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獲報有民眾於福隆沙灘
戲水，不慎遭溺，隨即趕赴救援（103.7.2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獲報有漁民船隻於轄區
內港口翻覆，即刻動員前往救援（103.8.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響應生態保育，積
極協助臺中重生堂於箔子寮漁港港區實施魚苗流放
（103.7.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梧棲港安檢所執行港
巡勤務時，發現釣客跌落消波塊，立即協助脫險
（103.7.2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於臺南秋茂園風帆協
會前沙灘發現乙隻海豚擱淺於淺灘上，立即前往協助
（103.7.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實施港區巡邏時，
發現保育類椰子蟹遭廢棄漁網纏住，隨即協助脫困
（103.7.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發現一艘娛樂漁業
漁船船隻於綠島龜灣處擱淺，立即趕赴實施救援
（103.6.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花蓮新城沙
灘發現死亡擱淺海豚，立即前往協助處理（1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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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於龍洞灣浮潛
溺斃通報，即刻派單位弟兄前往處理（103.7.1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發現民眾於鼻頭輕生墜
崖，火速聯絡相關單位前往協處（103.7.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布袋商港區內有民眾
燒垃圾不慎引發火災，立即派員前往協處（103.7.1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參與地方文化季及施放
水燈儀式戒護工作，積極展現為民服務熱忱（103.7.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接獲鵝鑾鼻公園海
濱棧道有中國大陸籍旅客不慎失足，立即前往救援
（103.6.3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海岸巡防總隊接獲通報，發現馬公
第三漁港有漁船失火，立即派員支援（103.7.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配合花蓮區漁會漁民
節設置人才招募及政令宣導攤位，熱情為民眾解說
（103.7.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花蓮康樂
沙灘有1民眾落海，立即前往協助送醫（1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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