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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儀式啟動（左起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黃富源、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及教育部長吳思華）

「齊心、協力、締佳績」
—同仁積極展現海巡精神
員工運動會競賽成果豐碩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103年中央機關員工運動會」聯合開幕典禮

總統馬英九在致詞時表示：運動對於身心健康

於10月4日上午假新莊體育館舉行。今年運動會由

極有助益，也提到自他上任迄今，看見國內規律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與教育部共同主辦，自10月4

動人口的比例已從20%成長至31%，感到非常欣

日至10月24日止，由47個中央各級機關與其所屬員

慰。他也以美國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John Ratey的

工所組成349支競賽隊伍，角逐趣味競賽、員工大

研究強調，運動可提高IQ（智商品質）、EQ（情緒

隊接力、拔河、游泳、桌球、羽球、網球、籃球、

品質）及HQ（健康品質）等3Q， 這項研究曾在美

保齡球及慢速壘球等項目冠軍獎盃。

國高中進行過實驗，並證明學生在上課前運動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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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確有助於提升其記憶力與專注程度，因此家

間，自我鍛鍊身體，更積極組隊參加今（103）年

長應該鼓勵子女多運動。同樣的，行政院院長江宜

度中央員工運動會各項競賽活動。

樺也在致詞中希望全國民眾及公務同仁都能夠喜歡
運動，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出時間，養成規律運
動的好習慣，為健康打下良好基礎，給家人帶來幸
福快樂，也是國家進步的保證。

海巡署參加競賽首次採由該署海洋巡防總局、
海岸巡防總局及各處、中心等單位組隊，在各隊組
隊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隊員的齊心努力下，
共獲得11座的獎座（如成績表），成果豐碩，成績

「體力就是國力」、「強國必先強身」，一直

也創下歷年之最。在競賽期間，由於各組隊單位主

是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馬總統更冀望能將臺灣打

官、主管的全力支持。也由於各隊的領隊、教練及

造成一個「運動島」。而海巡署平日肩負著查緝槍

管理，平日期間，犧牲假日投入集訓；比賽期間，

毒、打擊非法走私、海難救助及海事服務等重責大

更是身先士卒，將士用命，及全體隊員奮戰不懈，

任，在各項體能訓練上，更馬虎不得，除了定期體

才能創造如此之佳績。例如：身兼領隊、教練及選

能鑑測及常年訓練外，也鼓勵所屬同仁利用勤餘時

手的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副署長鄭樟雄及後勤處處

王進旺署長（第二排右四）至現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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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周榆林等主官、主管，親政親為，全力以赴下，

責領導與管理」內涵中，Buck Stop&One more

充分表現本署的團隊精神。不但彰顯海巡同仁平日

Ounce的最佳銓釋。

執行海上任務，所得「海上媽祖、海巡菩薩」的美
譽外，更創造了陸上對國家忠誠、對人民忠愛及對
任務忠勇的「三忠傳奇」。各隊英勇的事蹟，多至
不可細數。僅舉一小例：籃球乙組隊員中海洋巡防
總局澎湖海巡隊隊員許榮修，帶著支架上場，在激
烈的戰況中，奮戰不懈，勇往直前，著實令人敬佩
與感動。這就是海巡同仁「身先士卒，任務當先」
的精神具體表現。也是各級海巡同仁體現近期海巡
署邀請總統府國策顧問高華柱先生專題講演「當

比賽開始前，大家集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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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肯定此次參與競賽人員的努力與成果，海巡
署也將於所有得獎獎座旁，以銘版雋刻方式，把籌
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隊員名字刻於其上，
以茲表揚，並將其保存於該署文物陳列室典藏。當
然，除了分享他（她）們的努力得來的榮耀外，也
希望所有海巡同仁共同學習他（她）們的精神，繼
續發揚「海巡精神」，創造各項佳績。
（本文相關資料摘錄總統府及行政院網站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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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趣味競賽及各類競賽花絮
同心協

力

隊員們使出全力，拚命向前衝！

互助合

作

爸媽們賣力演出，親子相互合作，場面溫馨感人！

精心設計的人才招募攤位，吸引民眾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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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球

游泳

網球

桌球

壘球

隊員們齊心協力，共同為各項競賽創造卓越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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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海巡署參加103年中央機關員工運動會各項賽事得獎成績表
參加項目

籌組單位

比賽期程

獲獎名次

領隊

教練

管理

桌球（丙組）

主計處

10/5~10/8

第二名

李朝元

朱英祺

傅元龍

網球（丙組）

勤指中心

10/6~10/9

第二名

張忠龍

王治平

賴隆平

巡防處

10/13~10/17

王崇儀

王崇儀

後勤處

10/13~10/15

籃球

乙組
丙組

壘球（乙組）
游泳︵甲組︶

大隊接力
划向勝利
泳往直前

男甲組
女乙組

第九名
第三名

周榆林

楊芷浩
方深滽

張源鴻
黃意雯
詹凱評

第三名
通電資訊處

10/18

分工合作
羽球

第二名

第四名
第三名

鄭樟雄

鐘誌誠

蔡嘉榮

徐漢慶

羅堅維

第三名
海洋巡防總局

10/21~10/24

第四名
第七名

黃宥峰
李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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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響應國際 桶 潑水活

動
海巡署副署長挺身挑戰
資料整理｜王立仁

「冰桶挑戰」是一項在社群網路上發起的籌款

就在全球如火如荼為這項活動積極進行募款同

活動，其主要用意在引起人們對肌萎縮性脊髓側索

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政務副署長王崇儀也受立法

硬化症（ALS，亦稱「漸凍人症」）患者的注意。

委員黃昭順點名。王副署長表示，在得知被點名

該活動要求非常簡單：參與者可以選擇為慈善機構

後，他毫不猶豫的接下挑戰，希望能拋磚引玉，並

ALS協會捐款，最少10美元，最多100美元，或者

透過大家的力量，鼓勵漸凍人朋友們一定要堅持下

將一桶冰水從自己頭上一澆而下，並將過程拍成視

去，不要放棄。

頻上傳至網路，並點名三個人接受挑戰。這項活動
從歐美體壇及政商界一路延燒至臺灣民間及政府部
門，不少政商名流科技大老比爾蓋茲、臉書創辦人
馬克．祖克伯、蘋果CEO提姆．庫克等國際知名人
士都熱情參與，甚至美國總統歐巴馬都被點名參加
這項公益活動。

8

他也指出，秉持「關懷無國界、愛心不落人
後」的理念，自己除了代表機關接受這樣有意義的
挑戰外，更將以個人名義捐100元美金給漸凍人協
會，同時強調臺灣需救助的，不止漸凍人，還有許
多弱勢團體需要大家共同發揮愛心，並呼籲各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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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桶的冰塊和冰水 王副
整桶的冰塊和冰水，王副署長熱身準備
副署長熱身準備

王副署長挺身接受冰桶挑戰

正視本項活動的意義，一起為漸凍人及各弱勢團體

機關形象加分不少，活動也於103年8月25日下午5

加油。

時，在海巡同仁見證下，假該署籃球場完成，最後

海巡署平日所肩負的任務，多而繁雜，須付出
的心力與此相比，可謂千倍、萬倍，身為機關發言
人，王副署長挺身接受這極具意義的挑戰，不僅是
為彰顯政府機關對於公益的關心與支持，同時也為

他也點名司法院大法官蔡清遊、檢察總長顏大和及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接棒共同響應，讓社會能
多一點關懷與溫馨。
（本文漸凍人相關資訊摘錄自維基百科，
更多資訊可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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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艦 與 望道號
（ Logos Hope ）
交流紀實
文｜許恆瑜

圖片提供｜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全世界最大的海上圖書館─望道號（Logos
Hope），載著超過5千種、60萬冊書本，以及來
自世界60個不同國家的宣教志工，遠渡重洋來到
了臺灣，並於8月23日至9月9日期間光臨基隆港，
吸引了大批民眾前來一探究竟；泊港活動期間，海
巡署特別邀約「望道號」的船員們前來參觀「新北
艦」，除了能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能更貼近的進
行交流，也顯現臺灣熱情有禮的形象。
9月3日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新北艦的同仁們

北艦諸元，並由本艦艦長徐國鈞全程用英文簡介，

一早就做好萬全準備以迎接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船

簡報結束後再引導他們參觀駕駛台、飛行甲板、

員們，望道號的船員們也滿心期待著這一天，對他

機艙等等，而他們船員也不時好奇的向我們同仁提

們而言環遊世界除了傳播福音外，更是能開拓視野

問，像是本艦泊港期間是使用岸電，發電機並沒有

的冒險旅程；在艷陽高照的大好天裡，基隆市氣溫

啟用，但不知情的他們卻驚訝直問說：新北艦是用

高達34度，這般熱浪來襲也不敵望道號船員們的滿

什麼發電機，可以如此的安靜？諸多趣聞及互動，

腔熱情，原本登記登艦的嘉賓僅有4名幹部人員，

也讓來賓對新北艦印象更為深刻；參訪行程結束

而實際到來的卻約有20名；嘉賓登艦後，先予以清

後，由陳隊長代表本隊贈與他們象徵新北艦的帽子

涼的水飲解暑，再到本艦的任務提
示室聽取簡報，簡報的內容概略
的說明海巡署核心任務以及新

10

與海巡旗幟，而他們也回贈望道號專屬的紀念品。
結束了新北艦的參訪行程，望道號的大副也熱
情邀約新北艦同仁前往參觀揚名國際的海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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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艦同仁受邀至望道號進行交流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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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號（Logos Hope），在換裝整備後大夥們興

之大；經由大副的詳細介紹，我們也更了解望道號

高采烈的前往；參訪行程由大副親自帶領我們進行

的歷史原由，它是由德國註冊的國際慈善組織─好

介紹及導覽；望道號船長也特別前來表達感謝歡迎

書共享協會（GBAShips）經營，該船船齡42歲已

之意，隨後，我們參觀了望道號的駕駛台、船員餐

達遲暮之年，而相較於光鮮亮麗的「新北艦」仍不

廳、露天甲板、機艙等等，裡裡外外走了一遍，足

失其風采，該船是由世界各地來宣教的志工朋友所

足比參訪新北艦多了一倍的時間，由此可見望道號

組成的團隊，儘管不支薪，但他們積極參與工作的

望道號船員登新北艦，由艦長徐國鈞熱情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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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及犧牲奉獻的精神，都是眾所皆知。此外，在

此的情誼，讓他們感受到臺灣海巡的現代化與優良

參觀機艙的時候，意外發現有一位女性導覽志工在

的團隊精神，期望未來海巡船艦也能建構敦睦之

大學是主修心理學，但對於輪機設備如數家珍，知

旅，宣揚臺灣文化。

識甚詳，想必也是經過一番努力，才學有所成，此
等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此次交流參訪都使雙方獲益良多，也增進了彼

雙方互贈紀念品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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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落人後、
海巡甲恁照顧」
—第 一二岸巡大隊榮獲衛福部
2014年「防疫之星」績優單位
文｜林奕豪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大隊

近年來，新式傳染病層出不窮，屢屢危害國人

老人住所，進行健康檢查、環境清潔、居家照顧等

健康，甚至釀成憾事，且透過大眾傳媒報導及發生

衛保工作，並與衛生所建立雙向聯繫，若各地方獨

在民眾身上的各種實際案例，都一再提醒我們警

居困苦老人有發生身體不適，則即刻通報鄰近衛生

惕，平日對「防疫」工作之重要，絕對不能輕忽。

所做協處，並提供必要性醫療諮詢與服務，讓疾病

而為了保障同仁健康，第一二岸巡大隊平時即於勤

遠離。

務工作之餘，與頭城鎮衛生所充分配合，進行施打
各式流感疫苗及衛生教育宣導等諸多防疫工作。

同時，為了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之口
號，大隊每年都會與頭城獅子會及警察廣播電台等

大隊同仁不僅利用執勤時段，向漁民朋友們宣

外部單位合作，舉辦多場捐血活動，讓弟兄們將自

導政令，加強防疫工作；甚至由轄下安檢所同仁陪

己的一份熱血奉獻給需要的人，不僅能展現大家的

同衛生所人員，前往數個缺乏醫療資源之漁村，如

熱情，亦能為社會大眾付出一點小小心力。然而因

石城、大里、大溪、梗枋、烏石等低收入戶或獨居

轄區內有數個中、大型漁港，外籍漁工人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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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遏阻傳染病的擴散，各安檢所在值勤之
餘，也不忘關心外籍漁工健康；遇有發生感染傳染
案例時，也會主動通報相關衛生單位前往檢查，並
給予後續協助及關懷。例如102年大隊曾在處理狂
犬病爆發期間時，發現港區內有白鼻心（俗稱果子
狸）猝死，為避免其遺體因病變而使感染擴大，除
主動通報相關衛生單位前往處理外，亦果斷做好隔
離措施，有效抑止疫情擴散。但近期因食安問題，
讓多數國人腸胃疾病驟增，大隊與頭城衛生所合辦
衛生健康講座，宣導同仁在平時日常生活中的飲食
衛生安全，並針對BMI值超過32者，宣導80%控制
飲食，20%運動的概念，進行健康減重。另聘請衛

白鼻心介紹
（資料來源：玉山國家公園動物名錄）

動學分類：靈貓科
學名：Paguma larvate taivana
中文名稱：白鼻心（又名果子狸或烏腳香）
型態特徵：其身體極為肥滿，頸部粗短，毛細
且短呈淡褐色。在極度緊張、興奮

生所營養師指導本大隊每週菜單，讓單位同仁食的

或憤怒時，偶而會發出一股和花生

健康，食的安心。

油頗為類似的香氣，也因如此，人

正因為平日的仔細與用心，讓單位獲得了衛生
福利部2014年「防疫之星」績優單位，且於103年
10月3日上午至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由大隊長
代表受獎。得獎並不能證明什麼，而是要使外界了
解，海巡人員平日除了維護海域安全與秩序、強力
打擊走私、偷渡及救生救難工作外，對於防疫工作
更是謹慎小心，未來也將持續協助相關防疫工作，
建立完善防疫系統，構築一個安和健康的家園。
（本文作者服役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二岸巡大隊勤務中隊）

們便將牠稱之為「烏腳香」。
分布地域：一般住在森林、灌木、荒廢地裡，
從低海拔2000公尺都有發現過。
覓食習慣：牠們很喜歡吃水果，除此之外，
牠們也吃老鼠、昆蟲、蝸牛或植
物嫩芽。
特色介紹：牠能在樹上活動自如，在所有臺灣
肉食目動物中，是最佳的爬樹甚至
是爬藤動物。
保育等級：III（其他應予保育野生動物）

安檢人員平日登檢漁船詳實查緝，杜絕疫病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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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界、護漁、護生態」
—海巡隊強勢守護中部海域
文｜吳采芳

案件一

陸船越界狠撞臺船 海巡攔截帶回
偵辦

圖片提供｜臺中海巡隊

臺中海巡隊值班室獲報後，立即通報線上巡防
艇PP-10035艇前往查處，並通知PP-3536艇增援

103年8月4日上午2時58分，海巡署海洋巡防總

圍捕，5時55分PP-10035艇在通霄外58浬處，發現

局第三（臺中）海巡隊接獲臺中漁業電臺通報，1

大陸籍漁船閩獅漁6775號，立即予以攔截登檢及蒐

艘本國籍「勝榮財36號」漁船於建興里雷達外31浬

證，6時25分PP-10035艇登檢本國籍漁船「勝榮財

（北緯24度30分、東經120度02分）海域，遭大陸

36號」，了解船隻受損情形，經初步勘查，「勝」

漁船閩獅漁6775號從左舷碰撞後逃逸，請求本隊派

船左舷中段至後方受損，船長表示無航安顧慮，船

艇前往處置。
臺籍漁船遭陸船碰撞損壞

當日取締實況
臺船船長至海巡隊致意

海巡隊戒護陸船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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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5人均安，研判當時因天色昏暗，兩艘船正在海

駛出3浬情形，且經登檢人員發現後甲板約有20斤

上作業，雙方可能因此都沒注意到安全距離，才發

雜魚，合理研判「新」船漁獲均為近岸違規拖網所

生這起碰撞事故，此部分屬民事賠償問題，在雙方

捕獲，全案依違反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四款及漁

未談妥和解條件前，先將人船帶回臺中港調查，另

業公告事項函送漁業主管機關裁處。

陸船越區捕魚部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80條之
1裁罰新臺幣20萬元，臺籍船長及漁會幹部對於海
巡隊即時帶回人船，保障我國漁民權益，特蒞隊致
意。

為維護中部海域安全及海洋資源維護，臺中海
巡隊自103年1月份起由全國各海巡隊每月持續配合
漁業署漁業檢查員，辦理「大陸漁船越界暨沿近海
漁業執法擴大威力掃蕩專案」執法工作。經統計，

案件二

取締漁船近岸拖網

確保海洋生態

102年1月迄今計執行驅離大陸漁船184艘；帶案大
陸漁船68艘，罰鍰金額新臺幣1,870萬元；取締違

永續
103年9月4日，臺中海巡隊接獲第四巡防區轉
118系統報案指稱，有民眾於大甲溪與大安溪出海
口之間，發現多艘漁船近岸3浬違規拖網，請本隊
派艇協處。

規捕魚裁罰23艘，裁罰金額新臺幣124萬元。未來
海巡署亦將賡續強化各項勤務作為，同時也籲請民
眾，若有任何問題，可使用海巡「118」免費報案
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通報，無論是海上
危難救助或非法取締及各項海事服務工作，只要有

臺中海巡隊值班室獲報後，即時通報線上PP-

需要，海巡署定會全力以赴。

3536巡防艇前往查處，該艇隨即在大安溪外3.2浬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處（北緯24度24分、東經120度31分），發現「新

第三【臺中】海巡隊）

凱勝2號」漁船，疑似為通報違規船隻，立即展開
登 檢， 登檢 時 發現船上有洪 姓船 長及船員 共 計 3
人，根據第四巡防區雷情航跡回放顯示，「新」船
於5時12分出港後，約有2小時作業期間，航跡均在
3浬內航行活動，僅在巡防艇抵達登檢前，有急速

當日取締實況

雷達發現新船行為異常

發現可疑之漁具及漁貨
海巡隊員馳赴大安溪口外海登檢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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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槍獗、毒品濫」
—查緝隊嚴堵非法危害入境
文｜殷亘頡

槍械篇

宜蘭機動查緝隊緝獲罕見制式槍械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宜蘭機動查緝隊會同財政部
關務署臺北關政風室、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
偵三隊、宜蘭縣政府礁溪分局等單位於103年7月
4日先行查扣桃園機場報關楊姓業者欲利用財政部
關務署核定之倉儲業者自主管理之人員進出管制漏
洞，藉機走私口徑點二二制式手槍，查緝人員遂針
對相關犯罪證據進行追查。全案調查後發現楊嫌涉
嫌以AB貨手法同時進口貨品（A貨：代表槍枝、

圖片提供｜宜蘭機動查緝隊、臺北機動查緝隊

視，發掘現今走私犯罪集團常用手法，已由以往岸
際走私槍械，改採由貨櫃進行夾帶，然此次以虛報
貨名方式進行走私，係另一種犯罪新手法，其方式
就是算準違禁物品抵達機場時間，同一時間報一批
同樣包裝及物品名稱的貨物進口，當兩批貨物都在
倉儲儲貨區時，利用倉儲管理漏洞進行調包，然後
再由報關人員將違禁物以正常貨品名義提領，其後
不是違禁品部分再佯稱進口貨物誤寄再予以退運，
如此便能蒙混入境。

B貨：係以合法儀器貨品進口），然後藉由倉儲人

宜蘭機動查緝隊隊長傅嘉勇表示：「這是國內

員進出管理鬆散之漏洞，自行進入倉儲中將貨物利

罕見破獲點二二制式半自動手槍枝案件！」顯示犯

用機會更改標示進行調包輸出；本次查獲槍械經刑

罪集團為能擁有強大火力及牟取暴利的利慾薰心，

事局槍枝鑑驗後均為制式槍械，共計查獲有制式美

以僥倖心態企圖走私槍枝入境，該隊仍將以維護社

規點二二口徑手槍八枝及彈夾十九個，目前已將涉

會安定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決心下，持續全

案楊嫌拘提到案，並持續追查幕後是否有集團在操

力執行防堵槍、毒走私入境，此時適逢國內九合一

控，以維護社會治安及民眾生命安全。

大選期間，非法輸入該批槍械時機點令人起疑，是

鑒於近幾年臺灣地區槍枝氾濫及持槍犯罪人數
逐漸增多，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為防制槍枝走私流
入市面危害社會治安，針對本次所查獲槍枝走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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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政治目的或其他因素引人關注，該隊將秉
持持續向下追查之決心，避免衍生 更大的社會治
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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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破獲罕見制式槍械，查緝隊詳細向媒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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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篇

臺北機動查緝隊遏阻毒品流入夜店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
緝隊接獲民眾線報，以四海幫份子洪○賢為首之販
毒集團成員近期將藉由販賣毒品牟取暴利，由於該
集團迅速在臺北市東區各夜店擴張黑幫勢力，並藉
此爭奪地盤及吸收年輕人加入黑幫從事販毒及夜店
圍事工作，已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且犯嫌欲趁警方
清查各夜店及追查殺警案，警力無暇他顧時，趁機
從事販毒行為。當然，專案人員未因勤務繁重而忽
略，反而早已掌握犯罪意圖，就等時機成熟，一舉
將其破獲。
然鑒於臺灣社會近期發生夜店殺警案及多起夜
店販賣毒品事件，且夜店毒品充斥氾濫，偵辦人員
為能使案件能順利追查與偵辦，遂報請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指揮海巡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新
竹機動查緝隊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萬華分
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同時檢察官陳宗豪強調

原則，專案小組人員在接獲指示後，針對該集團，
已先行監控多日與埋伏守候，確認掌握相關交易證
據，於103年9月18日晚上9時許，在臺北市南京東
路五段8號旁巷內成功攔查犯嫌，並於租屋處起出
第三級毒品K他命毛重1.5公斤及查扣新臺幣320萬
元，後續全案將洪嫌等人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亦持續追查渠等毒品來源，
發揮「溯源斷本」精神，有效將毒品阻絕，以維護
國家治安及人員生命財產安全，也成功遏止毒品流
入市面。
海巡署查緝毒品、打擊犯罪絕不手軟，臺北查
緝隊隊長范以偉表示：專案小組在接獲線報後，即
投入相關人力進行分析研判，且在秉持致力於海巡
安全及維護社會治安決心下，全力防堵槍、毒並加
強相關不法之查緝，更呼籲民眾多利用海巡118報
案電話檢舉不法，共同為維護社會治安而努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此次查緝任務，務必秉持「斷絕黑幫、先斷金援」

毒品害人，海巡人員鍥而不捨將其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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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是懦弱
堅實護衛海疆
文｜黃聰正

圖片提供｜張守龍

近年來，囿於各國漁民過漁行為，各地海洋資

伏漁季甫結束月餘，所有禁港漁船早已按耐不住期

源快速衰竭，造成國際漁權爭議糾紛不斷，而海峽

待，紛紛出海作業期待豐收，而澎湖海域向來是福

兩岸漁民基於歷史同源及一、二十年來開放中國大

建漁民眼中之寶地，時常以打帶跑戰術入侵作業，

陸漁工政策影響，演繹產生漁業合作及競爭的交錯

屢見不鮮。案發當日，當時有十餘艘中國大陸籍漁

情結，因其漁場重疊距離接近，我國漁民賴以維生

船入侵我海域作業，雖經PP-10020艇廣播驅離，惟

的漁業資源，頻頻遭受中國大陸漁船入侵及干擾，

「閩龍漁60246號」漁船無視我方海巡人員警示，

地方時有民怨傳出；有鑑於此，本署海洋巡防總局

除廣播驅離無效，船老大還叫囂，巡防艇進而實施

因應不同季節及漁場需求，積極規劃各項護漁專案

登檢查驗，過程中船老大持鐵器及滅火器向登檢同

勤務，用以維護我國漁業資源保護及提升漁民海上

仁攻擊，險象環生，登檢人員基於自衛予以徒手制

作業安全保障，而澎湖海巡隊PP-10020艇在103年
9月30日銜命執行澎湖海域海上巡弋勤務，發現違
規中國大陸漁船入侵作業，因屢勸不聽驅離無效，

陸船船老大拿滅火器向我方人員叫囂噴灑

遂實施帶案作業，其間遭遇陸籍漁船船長持鐵器及
滅火器攻擊我方登檢的海巡同仁，所幸海巡同仁訓
練有素，對應得宜全身而退，其英勇及堅毅作為傳
回地方，不但贏得各界民眾的讚許與支持，更成為
擦亮機關銜牌的最佳良方。
澎湖海巡隊副隊長洪悖論表示，中國大陸漁船

21

Coast Guard bulletin bi-monthly

員
海巡隊

強力登檢

，並制服船老 大

止，雙方接觸過程中，造成船老大頭部左眼角受傷

巡人員沉默不是懦弱，此番堅實護衛海疆作為，實

流血，海巡同仁基於人道立場立即由PP-10020艇人

在是討海人的好靠山。

員先載送船老大返港戒護就醫，並依妨害公務將船
老大移送法辦；同時對「閩龍漁60246號」漁船，
施以最嚴厲處罰，裁處最高罰鍰50萬元以儆效尤。

澎湖海巡隊表示，海巡單位肩負海洋保護重
責，全天候海域巡弋，為的就是維護海域治安，然
而，海域安全管理及海洋資源保護亟需全民參與，

地方人士表示，過去，澎湖地區同仁對於社會

為有效防杜此類案件發生，海巡署亦呼籲民眾利用

各界批評，都能當作是建言客觀因應，此次發生這

118報案，全民加入打擊犯罪行列，共創永續發展

種狀況，凸顯我海巡同仁訓練有素，雖然遭受中國

的海洋國家。

大陸籍船老大手持鐵器及滅火器攻擊，仍能進退得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宜，除了讚許同仁堅毅付出的好表現，也表示，海

第八【澎湖】海巡隊）

船老大抗爭時不慎受傷，海巡隊立即協助送醫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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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隊長洪崧寓赴永安漁港關懷遇難人員及慰勉執勤同仁辛勞

舢舨翻覆人落海
海巡聞聲速救災
新竹海巡隊救援「瑞春6號」
舢舨案例分享
文｜許書智、吳酈緻

壹、案情摘要

圖片提供｜新竹海巡隊

貳、經過情形

海洋巡防總局新竹海巡隊PP-3536艇於103年

新竹海巡隊於9月18日11時20分許，獲知桃園

9月19日11時40分許，在永安外海3浬處與「富威

籍「瑞春6號」舢舨於永安外3浬處翻覆訊息後，立

號」漁船合力在惡劣海象中，救起「瑞春6號」舢

即啟動應變機制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調派線上巡

舨上3名人員，並平安載送至永安漁港，圓滿達成

防艇前往救援。

救援任務。

PP-3536艇接獲通報後馳赴事故海域，發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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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遇難人員坐在翻覆舢舨上載浮載沉，遂拋放救生

注意事項，如有無肇事船舶、製作訪談筆錄、翻覆

圈救起李姓落海人員，另在附近海域作業之「富威

船隻處理等，以避免疏漏或不周致生憾事。

號」漁船救獲2人。獲救人員除因事發時海象惡劣
造成身體有輕微擦傷，餘均無大礙。3名獲救人員
由PP-3536艇載送，「瑞」號舢舨則由「富威號」
漁船拖帶，為避免拖帶過程發生意外，PP-3536艇
在旁戒護，直至安全抵達永安漁港。
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副隊長洪崧寓赴永安
漁港關心「瑞春6號」舢舨人員身體狀況，及瞭解
舢舨翻覆原因，以釐清責任歸屬。在確認健康無虞

三、發布新聞建立形象
新竹海巡隊瞭解事發經過後，迅速擬定基調，
由秘書承辦人撰寫新聞稿，律定副隊長為發言人，
統一對外發言。經多家媒體報導此次救難優良事
蹟，為海巡機關建立優良形象，進而彰顯機關存在
價值。

四、健康無虞再行訪談

並經獲救人員同意，始將3人載回隊部製作訪談筆

「瑞春6號」舢舨人員安全抵達永安漁港後，

錄，得知舢舨係因失去動力進水遇強浪瞬間翻覆，

海巡隊人員先詢問其身體狀況，確認健康無虞並獲

非他船碰撞或船舶經過造浪所致。桃園縣中壢區漁

當事人同意後，始將其載至隊部，製作訪談筆錄，

會理事長楊順德先生獲悉巡防艇救人事蹟後，親自

瞭解舢舨翻覆原因，釐清責任歸屬。

致電高度肯定新竹海巡隊同仁不畏危險前往救援之

五、民船拖帶避免紛擾

精神。

翻覆之「瑞春6號」舢舨以漁船互助救援模式

「瑞春6號」莊姓船長事後心有餘悸的表示，

由「富威號」漁船拖帶進港，巡防艇只負責載送獲

舢舨上3名人員落海後，奮力爬上翻覆舢舨等待救

救人員並在旁戒護，免除因巡防艇執行拖帶造成舢

援，幸好海巡隊巡防艇及漁船趕到，否則後果不堪

舨損毀，衍生國賠案件打擊同仁士氣之紛擾，讓此

設想。

次救難案件劃下完美句點。

參、檢討分析

六、指派適員表達關懷

一、應變機制迅速啟動
新竹海巡隊獲知「瑞春6號」舢舨翻覆訊息
後，即採「邊處置、邊報通」原則，並依海洋巡防
總局函頒「緊急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啟動應變機
制，由隊長召集副隊長、業管組主任、相關業務承
辦人及執勤官、員組成緊急應變小組，分工處理搜
救相關事宜。

二、適時指導周全處理

新竹海巡隊副隊長銜指揮官之命親赴永安漁
港，關心「瑞春6號」舢舨獲救人員身體狀況，及
翻覆舢舨之情況，適度表達關切之意，令獲救人員
倍感窩心，並於事後向執行救難任務人員表達心中
謝意。

肆、策進作為

一、結合科技協助搜救
本案事發時巡防艇於附近海域巡邏，接獲通報

本案發生後，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人員與新竹

後能迅速趕抵現場發現搜救目標，迅速救起遇難人

海巡隊承辦人保持密切聯繫，即時指導處理本案應

員，故未施放表面海流測量浮標（DMB)。未來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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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搜救案件，如未於現場發現遇難船舶及人員時，

任務規劃設計，不僅無拖帶設施，亦無相關專業人

應施放表面海流測量浮標，以藉助科技器材提供流

員執勤，故執行拖帶具有高度風險應審慎評估，非

向、流速等資訊協助搜救任務。

有必要或情況危急，應以協助漁船尋求互助機制或
向海上救難組織、海軍申請拖帶船舶為宜。

二、宣導漁船加強聯繫
漁船在海上發生船難大多位於漁場或釣場之海

伍、結語

域，附近經常有其他漁船作業，可善用漁事座談或

海上人命救援，貴在爭取時間，提早一分鐘抵

其他集會之時機，向漁民宣導出海作業時應加強與

達事故現場，遇難人員就多一分鐘獲救的機會。因

友船聯繫，以利遇有船難或船舶故障時，可就近尋

此，惟有掌握全般狀況，迅速調度反應，做出最正

求協助。

確的處置作為，才能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故

三、執行拖帶審慎評估

平時除了要落實勤務執行外，應持續加強對同仁海

巡防艇係針對執行巡邏勤務建造，而非為救難

上專業救難技能訓練，並針對各種狀況進行模擬演
練，遇事方能臨危不亂，有效執行搜救任務。

受困人員於翻覆舢舨等待接駁

海巡隊副隊長洪崧寓關心船員狀況

本次翻覆之「瑞春6號」舢舨

海巡人員拋放救生圈救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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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貨櫃中起出多種品牌私菸，數量相當可觀

私劣菸品損健康
海巡嚴查 ࠲Չ௵
文｜吳珮慈

海巡署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花蓮
機動查緝隊聯合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
隊、第五岸巡總隊成立專案小組於103年8月14日在
高雄港108號碼頭共同查獲「金○○」走私集團，
以貨櫃走私菸品共計935箱（46萬7,500包），逃稅
金額超過新臺幣1千6百餘萬元。
由於每年中秋佳節將屆之際，市場需求增加，
不法私梟欲利用此一機會，從事菸品走私牟取暴
利，鑒於去年本署查獲多宗漁船走私菸品，部分私
梟改變其原有走私慣性及手法，從漁船密艙夾帶、
岸際搶灘等方式，轉以貨櫃進口走私未稅菸品，企
圖逃避查緝，基此，專案小組遂針對高雄地區非
法走私集團全面進行過濾，果然從中掌握綽號「文
哥」之集團成員，因過去曾犯多起密艙及搶灘走私
案件遭緝獲，所以近期欲聯合另一名綽號「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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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之男子，以其他方式走私大量菸品，以滿足秋節市
場需求，進而大撈一筆。
103年7月初，專案小組發現該集團成員行為異
常平靜，遂運用側訪及行動蒐證方式，進一步掌握
該集團位於工業區兩處鐵皮屋之私菸倉庫，並在長
期監控該集團陸運負責人動態後，發現該集團車隊
平日頻繁往返高雄鳥松、小港、三民等地區，於是
經過縝密分析，逐漸拼湊出該集團整個犯罪網絡。
該集團過去走私行為乖張大膽，近期行事卻相
當小心，反而啟人疑竇，且為躲避查緝，甚至在倉
庫兩側豢養多隻大型羅威納犬看守通道，致使專案
小組蒐證時難以靠近，此時小組成員亦轉變方式，
透過偽裝物流業者、電信工程人員及釣客等身分，
靜候收網時機，終於在8月初，該集團耐不住賺黑
心錢的機會，欲成立「○○國際有限公司」，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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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公司方式，企圖以進口熱塑膜名義，掩護藏匿私

查緝走私不法乃為海巡人員應盡之本份，縱然

菸入關，但專案小組早已掌握其犯罪情資，立即聯

走私集團不斷改變其犯罪手法，企圖規避查緝，但

合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清查鎖定一只自馬來

藉由專案小組以團隊協力合作精神，洞察不法，且

西亞進口之C1免審免驗通關貨櫃，在確定為走私菸

不分日夜循線追查，抽絲剝繭，終使全案能順利偵

品時，便同時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開

破，充分展現本署打擊不法以及維護國人健康之決

櫃查緝，當場自貨櫃內起出「楓」、「國王」等自

心。

創品牌私菸，數量計有935箱（46萬7,500包）。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私梟利用大型貨櫃非法走私菸品

查緝人員全程緊盯，並親自清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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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人員在密艙中發現黑色塑膠袋包裝物

安檢船舷破密艙
魔鬼現形無處藏
文｜吳進寶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大隊

假日總是人潮往來熱絡的大溪漁港，看著遊客

103年8月27日7時許，大溪籍注檢漁船「金○

競相購買「現撈仔」新鮮漁獲，在繁華的港區內，

祥號」進港，時值安檢人員曾姓及陳姓二位同仁

也隱藏著一種犯罪模式，就是以下水道走私香菸，

當班，遂實施登船檢查，於船艙內外安檢查驗過

私梟為牟取暴利，不惜重金在鄰近港區民宅下方挖

程中，雖未發現夾藏任何可疑物品，但卻察覺船

掘密道，密道連接至漁船停放區的涵洞，透過母船

長及船員們神情有異，對於安檢人員安檢動作極為

至東南亞國家低價購買劣質菸品，並載運至公海分

在意，實有違其作業習性，也因此引起了安檢人員

批接泊給設有密艙的漁船夾帶進港，載有私菸漁船

的疑竇，遂立即向值班 與所有港巡人員通報，對

再停靠至特定涵洞口，靜待退潮時機，船上的搬運

「金」船泊靠後之動態務必嚴加監控；是日14時

工會利用潮水將私菸搬至密道內，密道內設有輸送

許，港巡人員發現該船所停靠區之第7號下水道下

帶，以便運送私菸至民宅倉庫堆放，之後伺機佯裝

方，疑似有可疑人士來回搬運不明物品，後續聽見

魚販貨車出貨，此一走私手法已在大溪漁港存在

下水道人聲竊語:「等一下先不要搬」，當下立即向

多年。

所長回報，並持續監控下水道的動態，所長接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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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後即指派幹部著手清查港區內所有下水道，經深

領查緝人員至機艙找尋密艙門開關，且開啟油壓

入調查，在7號下水道內的左方深處，赫然發現有

門，讓相關人員進入密艙，果然清點出私菸數量計

新的鑿洞，疑似私梟欲利用之走私地點。

有131箱（65,500包），後續則交由宜蘭縣政府菸

在確實掌握現場動態後，岸巡大隊決定向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申請搜索票，同時對「金」船實施

酒管理課清點沒入，另船主則依菸酒管理法移送裁
處，並針對該走私菸品來源擴大偵辦。

嚴密監控；此時卻見「金」船船長急忙申請報關

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裏」，無論是過去或現

出港，船舶已啟動，準備航向港嘴，安檢人員見

在，不肖份子利用漁船走私案件仍然不曾間斷過，

狀，立即猛揮紅旗要求該船停船接受檢查，由於先

且走私模式不停改變，著實增加查緝的困難度，尤

前申請之搜索票在重要時刻核准，終於可以正式對

其國內菸品在數次調漲健康捐後，價格幾近翻倍，

「金」船發動搜索行動，過程中查緝人員穿梭於船

私梟針對菸品走私牟取暴利，更是覬覦不已。但海

體各艙間查察，針對可疑空間及夾板均不放過，也
體

巡人員未來更將細心透過各種可疑徵候之掌握，讓

運用鑽孔及切割器材，搭配新式電子內視搜索檢查
運

犯罪無所遁形，誓不讓劣質私菸威脅國人身心健康

鏡探查密艙內是否夾藏私菸，期間鑽探數次均未有
鏡

和影響合法稅收利益，亦會秉持海岸守護者的使

斬獲，正當所有人苦無所獲之際，現場突然一陣躁
斬

命，針對可疑船隻嚴格把關，為打擊不法犯罪貢獻

動，原來是左側船舷一處密艙，遭發現疑似私菸之
動

棉薄心力。

黑色包裝物品，在查緝人員盤問之下，船主自知漏
黑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餡，無法再狡辯，遂坦承船上確實載有私菸，並帶
餡

第一二岸巡大隊大溪安檢所）

起出大量走私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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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實施救援

急，海巡人員立

海研五號狀況危

「擎天巨浪 不畏懼、
迅雷馳援化危急」
—澎湖海巡隊執行海研五號
救難有功人員專訪
採訪｜王立仁

資料提供｜黃聰正

103年雙十國慶的日子，本應是舉國歡騰慶祝

船體浸水失去動力，黃姓船長於17時05分右舷傾斜

國家生日的時候，但在澎湖龍門東方海域卻傳出我

船艙進水時發出遇險訊號，船隻並於當晚20時11分

國最大2700噸級之海洋科學研究船「海研五號（R/

沉沒，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澎湖海巡隊陸續派出1

V Ocean Researcher V）」觸礁遇險消息，由於該

艦4艇51人，與軍方人員實施海空3D同步救援，於

船上搭載有27名研究人員及18名船員等共45名人

暗夜驚濤駭浪搏命搶救，期間歷時五小時救起45人

員，剎那間，讓國人憂心忡忡，時值東北季風肆虐

（海巡艇救援40人、直升機救援5人），創下「零

和「黃蜂」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當地海象在八至九

失落」的救難紀錄。這也是該隊繼99年11月於澎湖

級陣風十至十一級，浪高六至七米，該船疑似觸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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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現場

整裝出發，立即趕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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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救起69名落海漁工後，另一件救援人數最多的

區漁業資

案件，基此，本刊為深入了解案件救援實況，及藉

源向來豐

由實際參與人員現身說法，使外界體認參與任務人

富，也常

員之辛勞。

有專家學

本案在進行專訪前，據澎湖海巡隊隊長盧偉文
表示，當日澎湖海巡隊於傍晚接獲「海」船遇險求
救信息後，即指派在隊高勤官陳永鋒組主任進行
人力派遣及船艦調派事宜，並針對現場狀況隨時
回報。在談到當日情形，陳組主任說：在接獲指
令後，立即派遣離現場最近之RB03救難船先行前
往，隨後調整休假及備勤人員完成勤務整備，依回
報之現場海象狀況，派遣妥適之PP-10038、PP10020、PP-5031巡防艇加入救援行動。當時因海

者喜愛深
入附近海
域進行海
洋 科 學

組主任陳永鋒

研 究 ，
因此也藉此機會呼籲想從事海上活動的國人，無論
是為生計，亦或是做研究，正所謂「行船走馬三分
險」，出門前做好準備，若遭遇危險時，才能讓生
命財產獲得保障。

象兇險，為使任務順利遂行，除指派熟悉該水域之

指揮派遣得不得宜，關係著救援案件的成敗，

PP-10038巡防艇小隊長洪金柱擔任現場指揮官，統

聽完陳組主任的說明，對於各艇馳赴現場救援的驚

籌救助工作外，同時通報航港局、漁業電臺及聯繫

險狀況，從報章媒體的描述中實難窺得全貌，許多

鄰近商貨輪或作業漁船及相關友軍單位協助，加強

感動的當下更無法呈現，所以接下來透過各巡防艇

橫向聯繫，整起救援工作，也在一線海巡同仁努力

幹部的現身說法，帶領大家感受他們內心最真實的

下順利完成，他特別感謝他們的無私付出。澎湖地

感觸：

RB03救難船分隊長薛耀倉
我們是第一個往現場出發的，在黑夜驚濤駭浪中，艦艇可能隨
時因浪頭騰空而受阻，但心繫落海待救的人，他們的心情一定比我
們還要恐懼，當下沒有任何退卻的念頭。在抵達現場後，看見其他
巡防艇已經開始救援，在茫茫大海中，一個個目標在無情的大浪襲
擊下，隨時都會有被「滅頂」的危機，深怕好不容易鎖定的目標點
就這麼不見，因為浪差及船隻高度差異相當大，造成泊靠不易，所
幸RB03救難船的設計比其他船艇的構造特殊，船身有特殊凹槽，可
以減緩救援時的磨擦和撞擊，並順利把遇險者救拉至船上，也由於
落水者穿的救生衣剛好配置有LED燈，會自行發出光點，而讓救援
行動露出了曙光，此時他們也鎖定以沉船點為中心二海浬範圍，來
回搜尋海面救生衣「亮點」，一發現待救者就拋出救生圈和引繩拉回，同時與各艇之間以無線電保
持通聯，相互提醒彼此注意距離，並且以救援散佈在海面上變數較大的個體為主，隨後再將在救生
船（筏）待援的人拉起，到船上後，因為他們的身體早已虛脫，所以同仁立即檢視狀況，並提供熱
水、薑湯及禦寒衣物，供其保暖，而其中有三個生還者因為共同抓著一個救生圈，所展現的求生意
志，讓他覺得更不能放棄，因為在那當下，落海者們眼前的自己，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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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031巡防艇分隊長羅家治
當天下午接獲緊急出勤通知，我們是第二梯次
到達現場的，因為噸位比較小，以當日的海象狀
況，只能在查某嶼東邊及龍門礁外圍戒護，使救援
工作能順利進行。而在安全考量前提下，艇上同仁
靠著精湛操船技巧，頂浪向前，就好像是在坐雲霄
飛車一樣，從幾十層樓的高度瞬間往下掉，好幾次
船艇的雙俥機件發生當機，但當下所有同仁卻不顧
危險，一一將困難克服，因為他們知道，前方還有遇險人員，正等待著救援，有了這層掛念，一股
強大的意志力便油然而生，因為有機會將近在咫尺的生命，用雙手拉回來，說什麼也不能輕言放
棄，這就是「海巡人的氣魄」。同時羅分隊長也衷心期盼，透過海事案件的救援，除了讓國人能了
解海上險惡的實際狀況，也能藉由生命可貴喚起每個人的重視，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海巡同仁在從事救援工作時也一樣，如果能相對有專業救援工具的輔助，例如船艦噸位的建
造規劃，因為海研五號的噸位高達2700噸，大型船艦無法靠近，小型船艇危險性又高，唯有中型船
艇才會將救援差距拉近，有了完善的後備支援，投入的人力及心力才能更事半功倍，無後顧之憂。

PP-10038巡防艇小隊長洪金柱
原本已經結束長達18小時的勤務，卻因一道
命令，變成最早到達現場的PP-10038巡防艇，洪
小隊長說當下勤務指揮中心即刻指派他擔任現場指
揮官，正因自己在澎湖當地服務許久，對於附近海
域相當了解，所以到達現場後，考量海域有許多暗
礁，又受強風大浪影響，為免救援行動受白努力效
應影響（係能量守恆結果，意即水流慢的地方，壓
力增高；水流一旦加速，壓力則變小），容易造成船與船之間，相互碰撞，若貿然靠近會有危險，
且在目睹「海研五號」船艏翹起艉部下沉，船隻在第一時間卻無法併靠接駁待救人員，隨著船傾角
度垂直，許多人陸續遭大浪沖打落海，情況緊急，於是即刻下達命令，開始救援作業，過程中為了
同時救援更多落海者，不僅裝備全數用上，更突發奇想，把平時固定船艇的套纜繩索投入海面，為
的只是能多救一人是一人，而身為指揮者，當下必須承擔的壓力，自是別人無法體會的，話說到激
動處，洪小隊長眼眶泛紅說，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救援時，他一邊鼓勵落海者們要堅持住，繼續
「加油」，海巡署一定會把他們救起來，另一邊則看著同仁們在現場奮不顧身，使力一一將落海者
拉起時，可以感受到落海者從無助到看見希望，生命彷彿重新有了溫度，而海巡同仁那種一旦拉住
了就「絕不放手」的精神，令人更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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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0020巡防艇小隊長蔡鈞佑

澎湖艦兼理艦長黃聰正

本艇當天原本排定輪休，但在接獲通

澎湖艦因船身過大，無法靠近海研五號，在

報隊部勤指中心轉傳澎湖消防局通報，有

現場負責用強力探照燈，協助各巡防艇進行海上

「海」船待救人員以電話向該單位求救，但

搜尋，期間亦不斷以無線電聯絡各艇，把握任何

無法通話，請線上指揮艦「澎湖艦」追蹤處

能讓遇險者可以生存機會，抓緊時間與其賽跑，

置，隨即召回所有休假同仁緊急出勤。談到

更急中生智嘗試以「簡訊」和待救者聯繫成功，

當日抵達現場狀況，蔡小隊長描述該艇在參

艦上人員也一面安撫心情，另一方面也持續回報

與救援的過程中，赫然發現一旁在海裡雙手

現場救生艇位置和人數，直到PP－10020巡防艇

環抱著身軀的任務領隊許世傑研究員，他為

前往施救，完全展現了海巡人員另類救難智慧與

了讓研究船的人員能獲救，不顧自身安危，

能力；他也提到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蔡鈞佑小

選擇讓船上其他人員先行登上巡防艇，但因

隊長在發現六男一女全在一艘救生艇上，雖然使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許研究員自己卻延誤被

勁用纜繩將救生艇拉近，但惡劣海象卻讓待救者

救時機，當部分人員救起時，回頭欲將他拉

卻步，不敢跳上巡防艇，蔡小隊長立即縱身「示

往艇上時，發現他已失去意識，艇上人員立

範」，幫助七人逐一攀上PP-10020巡防艇，也

即施作CPR搶救，但因情形危急，便即刻通

同時完成了此次暗黑救難的最後一塊拼圖。他也

報線上指揮艦「澎湖艦」先行將他送回龍門

提到澎湖海巡隊近期無論在執行毒品查緝、驅離

港救治，但結果仍回天乏術，令人遺憾。另

中國大陸越界漁船，亦或是海難救助案件，在有

外在接駁救生筏人員至艇上時，因為怕 他們

限的人力與裝備下，同仁們身軀雖然略顯疲累，

不熟悉，且心生恐懼不敢跳，而喪失被援救

但精神卻沒有因此而減弱，反倒是發揮了高度執

的機會，他當下毫不考慮，以身犯險親身示

勤能量，完成了許多不可能任務的挑戰，於是，

範動作，這些點滴都令他難忘，他也不忘感

在返隊短暫休息後，又馬不停蹄駕著澎湖艦往外

謝艇上同仁，因為大家都能以「同艇同命」

海航行，去執行下一趟交付的任務，真是不得不

的精神，誓死達成交辦工作，讓他相當感動。

讓人佩服他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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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次的完美救援任務，海巡隊各支援巡防

薩」美名讚許。海巡署署長王進旺亦於第一時間在

艦（艇）的幹部們都一致認為是同仁們的「默契」

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龔光宇陪同下，親自抵達澎湖

所達成的，因為平日常常犧牲與家人的相處時間，

海巡隊頒發加菜金慰問第一線同仁冒險犯難精神和

甚至不顧自身危險，使更多家庭不至於破碎，外界

作為，並轉述海洋事務委員會陳彥宏委員在臉書上

也紛紛給與高度肯定，如前監察院王建煊院長也

讚許第一線海巡人員的一段話：「…在11-12級風浪

主動致電中央社表達：「海巡海難救援迅速，應

中，玩著比九族文化村更刺激的真實上下左右前後

按讚！」、立法院邱文彥委員：「相信大家都盡力

搖擺的生命遊戲機，努力的去救助那些他們完全不

了，比韓國「世越號」沉沒，你們完成了不可能的

認識的陌生人。感恩他們吧！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菩

任務，很了不起。棒!」，贏得國際和國人「海巡菩

薩，他們是我們的海巡菩薩！」。

攀到繩索那一刻，海巡人員邊說：「放心，我們絕不放手」

落海者全身虛脫，救上船後立即檢視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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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自89年成立以來，即肩負海洋保護重

或海上活動，務必確實掌握海上漁業氣象和船隻機

責，平日更不斷加強所屬同仁職能訓練，使其具

械狀況，才能確保「人安、船安、貨安」，否則一

有「海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事務」的專業才

旦釀生危難，賠上生命和船隻就得不償失，航行期

能，而此次救援行動，澎湖海巡隊同仁冒著風險，

間，如遇有任何意外狀況，也歡迎使用「一一八」

排除萬難，以迅速、積極的行動執行救援工作，不

專線求助，一通電話24小時服務全年無休是民眾的

僅展現平日精實訓練成效，也讓「海研五號」遇險

好依靠。未來他們也將持續秉持這種無私忘我的大

人員，平安獲救。澎湖海巡隊表示，相關海事責任

愛精神，全力捍衛海疆及保障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仍待釐清和後續處置工作仍在進行，國人從事海運

海巡人員立即準備禦寒物品供其保暖

王署長第一時間趕赴澎湖海巡隊激勵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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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國家資產
—建立不動產管理制度
資料整理｜後勤處

壹、前言
本署89年成立時，統案接管國防部及各縣市警
察局之不動產以供使用，嗣後隨時空推移，外部環
境變化，組織層級及人力不斷精簡，致生大量空置
營區，經逐步釐整現況接管不動產之產權狀況，發
現部分營舍有占用他人（機關）土地，或經管土地
被他人占用之情事，連同劇增之空置營區數量，本
署不動產問題日趨嚴重，如不加速處理，除造成管
理負荷，也將影響政府形象。

李福明

整及行政程序甚為繁瑣，為有效管理各類不動產，
經提報處理規劃構想後，深獲署長重視，除列為
年度重大工作外，並由尤副署長擔任專案編組召集
人、簽發處理原則及計畫、律定明年度績效目標、
劃定工作處理期程、創新研發不動產資訊管理系
統、整合業務檢討流程，績效顯著，相關辦理情形
如下：

一、導入品管制度、積極規劃處理
本署於推動處理各類不動產之初，即考量應處

另經研究此等不動產之應處理數量龐大，牽涉

理之數量大且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若非有突破創新

層面廣泛，相關地政、法令之處理程序繁雜，且因

之作為，以整體化、系統化等方向思維，縝密規

人員專業及經驗不足，亟需建立專案小組及擘劃管

劃行動，則不易立竿見影，故以「PDCA」品管方

理制度，以加速處理，並避免久占民地產生民怨，

式，就計畫、執行、查核及改進行動等各階段作

解決民人占用國土、確保政府權益，及減少空置營

業，擬定處理程序，透過不斷的稽核檢討，發現相

區衍生社會治安、浪費國土資源等問題。

關問題、研擬解決方法加以改進，再回饋修正原計

本署王署長於95年初上任後，即發現上述問

畫、執行階段相關作業及規定，提升整體執行成效。

題，旋於95年8月指示本（後勤）處納編署部及各
所屬機關成立專案編組，研提解決方案、建立管理

Plan
計畫

制度，運用詳密的規劃力、良好的管理力、強大的
執行力，積極處理相關事宜，加速達成行政院「活
化國家資產」及「管用合一」之政策目標。

Act
行動

持續
改善

貳、工作內容
本署各機關經管或使用之不動產數量多且複
雜，於辦理土地取得與發還作業等動、靜態資料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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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頒不動產管理及執行計畫

（五）辦理實地查核、驗證執行成效

為儘速完成占用不動產之取得、被占用不動產

本署每年均編組至所屬機關，進行國有公用財

之排除及空置營區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或發還作業，

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以瞭解各機關不動產處理成

本署訂頒「不動產管理原則」，規範各類不動產處

效及空置營區管理情形，並進行面對面溝通交流，

理方式，並律定所屬機關應成立專案小組，訂定年

發覺相關問題檢討改善，進而策定及調整未來工作

度處理計畫，積極辦理相關事宜。

計畫及目標。

（二）制訂不動產個案處理期程管制表

（六）研擬改進建議、訂定年度計畫

各機關專案小組成立之始，因需處理數量大，

本署每季就所屬機關陳報之不動產處理成效，

為避免作業繁雜影響進度，初期採以量管制方式，

簽報署長核定，並於審查後將相關缺失通知所屬改

以積極協助及管控其完成數量為主，經多年處理，

進，同時對執行績效不彰之單位進行檢討分析，藉

已大幅完成各類不動產之處理，剩餘案件多因涉及

由層級監督力量，逐步提升各類不動產處理成效，

機關主觀意願、預算編列、法令等因素致延宕作業

並於年底時綜整相關缺失及改善建議，擬定次年度

進度，為有效掌控未完成案件之辦理進度，爰改採

處理計畫，函發各機關據以執行。

建立個案處理期程管制表，明列個案細部應辦事項
及預定完成時間等，以有效掌控及推動計畫執行。
（三）建立作業程序、縮短學習曲線
鑒於有問題不動產應處理數量多且人員專業性
不足，為加速處理、避免因專業知識不足影響作業
進度，爰制定占用、被占用及撥用等不動產處理之
標準作業程序，並研擬常見問題及案例，供承辦人
員參考運用，以縮短學習時間，增進處理效能。
（四）定期辦理執行成效檢討會

二、創新研發不動產資訊管理系統
為利各機關管理不動產，在未支出任何經費
下，由後勤及資訊人員自行研發建構不動產資訊管
理系統，以精準掌控不動產相關動、靜態資料，減
輕管理人員之工作負擔，其內容包含不動產資料、
統計數據、空置營區管理及新（改）建工程資料等。
（一）即時更新不動產產權資料及統計數據
為有效處理各類不動產，落實「管用合一」政
策，採分年分階段辦理各項作業，相關財產增加、

本署每年定期辦理後勤年終工作檢討會，由各

減損等動態資料，由各管理機關處理完竣後即時上

機關提報不動產處理情形，藉以瞭解基層實際執行

傳更新，俾供各級人員線上查閱，減少統計時間，

進度與窒礙問題，並指導、改進相關缺失，及管制
後續辦理情形。
定期辦理執行成效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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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協調撥用、取得所需房地
各機關接管使用之不動產，除初期統案辦理管
理機關變更登記之房地外，尚有274處屬占用他機
關或縣市政府未同意撥用，經歷年來各級承辦人員
共同努力，積極協調相關機關同意釋出，截至103
年9月底止，已完成261處房地產權取得，完成率為
95.25%，初步達到「管用合一」之政策目標。

二、取回被占土地、維護政府權益
迅速掌握最新產權資料及統計數據，並可避免錯誤

經清查現況接管前即已被占用之土地計有17

情事產生。

處，截至103年9月底止，已處理完竣14處，完成率

（二）遠端監控空置營區巡查管理情形

為82.35%，餘署部、北巡局古庄營區及南巡局訓練

針對目前列管24處待處理及16處保留空置營
區，除依空置營區管理計畫規定，由管理單位按時
巡查外，每日須拍攝照片上傳，及登載當日巡查
人員與所見情形等資料，並由系統自動統計巡查
狀況，供各級人員即時線上稽查，有效落實巡查工
作，避免造假情事產生。

大隊等3處，現由各承辦單位積極處理中。

三、歸還閒置土地、活化國家資產
各機關經管大量空置營區，礙於人力問題，採
分年分階段辦理撥出供他機關使用、發還原管理機
關（民人）或變更非公用財產交還國產局統籌調
配運用，統計截至103年9月底止，應處理328處土

（三）精準掌握營舍新（改）建工程資料

地，已處理完成304處土地，完成率為92.68%，使

各機關現況接管使用之營舍多屬老舊狹小、不

國家資源充分合理使用，達成土地活化運用之政策

敷使用，為改善官兵執勤及生活空間，已陸續辦理

目標，並有效減少占用民地，降低人民怨懟、提升

營舍新（改）建工程，並將相關資料登載於系統

政府形象。

內，除有利查詢減少資料存放空間外，並可避免重

肆、結語

複投資浪費。

本署接管使用之不動產遍及全國各地，數量

參、執行成效

多且問題繁雜，在專案小組積極處理，並導入

經釐清接管之房地，發現尚有多數占用及被占

「PDCA」品管模式，採取有計畫、明方法、律步

用之情形未處理完竣，復因本署組織調整及單位裁

驟、嚴管考、定檢討等作法，建構之不動產管理制

撤遽增之空置營區，爰訂定分年執行計畫，積極推

度，經多年分工處理，完成率已達90%以上，剩

動不動產產權之取得、被占用土地排除及無運用土

餘之繁雜案件及後續裁減併哨所新增之空置營區，

地之發還作業，執行成效顯著。

仍須秉持署長訓勉我們的「有心就有力」之精神，

應處理

已處理

處理中

用

274

261

13

被 占 用

17

14

3

空置營區

328

304

24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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賡續處理，早日達成「活化國家資產」及「管用合
一」之政策目標。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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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發展趨勢
對 本署之影響
文｜劉家欽

壹、前言：「誰掌握海洋，誰就主宰世界」
古羅馬時代著名政治家西
1

貳、「海權」知多少：
1890年5月，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賽羅 曾說：「誰要是掌握了

1660-1783》書中大膽提出「海洋霸權優於大陸霸

海洋，誰 就能主 宰世 界」 。

權」的新觀點，將海權界定在「國家對海洋的利用

2

馬漢 也在《海權對歷史的

和控制」這個意義上，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成為世

影響： 1660-1783》一 書中

界強權，就必須先控制海洋，並擁有強大的海軍艦

提及，一個能夠「控制海洋

隊、商船隊以及能控制戰略要地的海軍基地。在該

（control of the sea，意指控制海

書中，馬漢將影響一個國家海上實力的主要因素歸

洋能為我所用，並阻止其為敵所用）」及「利用海

納為：（一）地理區位，指一個介於進入大海的濱

洋（use of the sea）」的國家即能成為世界之強

海位置；（二）自然結構，指天然的資源、港灣與

權。為求能有效掌握海洋，爭取自身利益，維繫國

氣候；（三）領土範圍，指海岸線的長度；（四）

家社會的生存繁榮，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掌握「海權

人口數量，指從事海洋產業或經濟的人口；（五）

3

（sea power）」 。海權不僅是一

國民性格，指熱心向海洋的性格；（六）政府性

種軍事力量，更是國家戰略與國

質，指政府及其機關對國家海權發展所能產生之

4

力的一環。 一個國家對於海洋

影響。

之控制必須運用一切資源，包
括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
始能達成戰略目標。
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自古以
來海洋與國計民生、國家安全、交通運輸、產業發
展、氣候調節、生態保育、休閒遊憩及研究發展有
著密切關聯，臺灣之命運自然與海洋息息相關。新
世紀之海權發展隨著科技、保育觀念、氣候變遷及
國際政治等因素產生新的趨勢，影響我國及本署海
洋政策與工作之執行，必須及早因應。
Alfred.T.Mahan海權思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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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世紀英國海洋戰略學者柯白（Julian
S t a ff C o r b e t t ） 指 出 ： 「 『 制 海 』 就 是 海 上 交
通之控制」；前蘇聯海軍司令高希可夫（S. G.
Gorshkov）亦認為，國家海權的構成是由綜合控制
海洋的方法與保障國家利益的方法加以歸併而成。
海權就是決定某國家為其本身利益，利用海洋於軍

參、21世紀海權發展
在全球化時代影響下，新世紀海權之發展趨
勢，從過去強調藉強化海軍掌握制海以擴張海權，
轉變為當今陸（島嶼）、海（專屬經濟海域）、空
（防空識別區）、能源（石油、可燃冰）等利益之
爭奪與分配。

事與經濟方面的能力。
而我國學者胡念祖教授則將馬漢的思想，配合
今日世界思潮與國際海洋法律體制之發展，賦予國
家海權新的理解與內涵。胡教授由總體國家海洋權
益的觀點出發，認為國家海權建設之目標係在促進
總體國家海洋權益，而國家海權建設之內涵或國家
海權遂行之標的應包括控制海洋、使用海洋與保育
海洋等三大項，每一大項之下，又應有當代之內涵
與目標。5

一、昔：強化海軍，掌握制海以擴張海權
從過往的歷史經驗中顯示，海軍的壯大往往與
國家的崛起密切相關，幾乎所有新興大國都利用海
軍作為達到國家目標的執行者。當一個崛起中的大
國決心打造強大的海軍時，其他強權也會相對應地
加強海軍力量。
海軍向來是海洋戰略的中流砥柱。海權鼻祖馬
漢指出：海軍戰略以建立海權、維持海權及擴展海
權為目的；英國學者提爾（Geoffrey Till）主張海洋
戰略以「制海」為核心；柯白則主張海洋戰略乃是
對「以海洋為實質因素的戰爭」之支配原則。20世
紀末期，英、美海洋戰略論述仍強調藉強化海軍掌
握制海以擴張海權。

二、今：陸、海、空、能源之爭奪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布施行後，各國海權
意識逐步高漲。為競逐龐大的海洋利益，國際間動
作頻仍，包括陸（島嶼）、海（專屬經濟海域）、
空（防空識別區）、能源（石油、可燃冰）等利益
之爭奪，衍生諸多主權及管轄爭議，各國海權因而
進入再分配的新階段。
胡念祖教授之現代國家海權思維架構圖

（一）陸（島嶼）
在島嶼爭奪部分，東亞地區就以東海的釣魚

綜述，「海權」概念最基本的內涵是國家在經

台，以及南海諸島最為激烈、複雜。相對於東海

濟、軍事等方面控制和利用海洋的力量，是一個海

「鬥而不破」的「穩定對抗」7，中國大陸、越南及

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和軍事力量的總

菲律賓等國家持續激化南海情勢，逐步使南海問題

6

合」 ，也是衡量國家海洋實力和能力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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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衝突白熱化的「不定時炸彈」，渠等爆發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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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或軍事行動的風險亦隨之升高，成為亞洲另一
處煙硝味濃厚的火藥庫。
（二）海（專屬經濟海域）

（三）空（防空識別區）
當陸域及海域均被爭奪、佔領殆盡時，接下
來就是空域的爭奪。防空識別區 （Air Defense

在專屬經濟海域爭奪部分，最常見的爭議是漁

Identiﬁcation Zone；ADIZ）係指一國基於國家防空

事糾紛及自然資源的開採。如我國與日本、菲律賓

需要，單方面所劃定的空域，以利軍方迅速定位管

間長久存在著專屬經濟海域重疊的爭議，導致漁業

制。中國大陸在2013年11月23日自行宣布劃設「東

糾紛頻仍。所幸在2013年臺日終於簽訂漁業協議，

海防空識別區」（East China Sea ADIZ），並將釣

懸宕多年的漁事爭議終於暫時落幕，另外臺菲漁事

魚台劃入其內以宣示主權。此舉挑戰美國長年主導

糾紛也逐步獲得解決。

的區域安全機制，引發東海局勢緊張，也為日後東

另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島嶼」

海主權爭議投下更多不確定因子。

係指「四面環水並在高潮時高於水面之自然形成的
陸地區域」。日本為了擴大專屬經濟海域，多年來
不惜花費巨資對「沖之鳥」這2塊礁石進行保護性
的加固建設，以避免其被海水沖刷侵蝕而消失。
日本甚至還建立了高腳屋形式的無人值守氣象觀測
站，希望這2塊礁石可以被認定為島嶼，從而獲得
200浬的專屬經濟海域。有軍事專家分析稱，沖之
鳥礁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它扼守東海進
出太平洋的主要航道，靠近關島、塞班島、菲律賓
和臺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此外，「沖之鳥」還
處於亞太地區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之間，如果日本
把這幾塊礁石打造成人工島，建立港口甚至起降飛
機，那麼它就可以成為連接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重
要跳板。8

（四）能源
能源爭奪部分包括石油、天然氣，以及新興能
源可燃冰等。石油具有特殊的戰略價值，對全球石
油供應資源的爭奪，是世界各國政治、外交政策的
重要基礎。東海及南海海域因擁有豐富的石油蘊藏
量，使其戰略地位提升，成為周邊各國必爭之地。
而除了石油及天然氣之外，南海還蘊藏著大量
的可燃冰。可燃冰被視為是石油、天然氣之後的最
佳替代能源，開發潛力巨大。許多人把可燃冰視為
21世紀最有潛力的新能源，2013年，我國「海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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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科研船即於東沙附近海床發現可燃冰。除了我

將大幅轉向亞太，此即「戰略再平衡」，其真正目

國的研究之外，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德國也在南海

的是要藉由重新調整亞太軍事部署，防止霸權向中

一帶進行研究，各國之中，日本宣稱已經具有足夠

國大陸轉移，延續美利堅治世。

的開採技術，幾年內會進行商業開採。

縱觀此次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其特色包

綜上所述，東亞地區島嶼爭奪，幾乎已經創造

括：（一）不再站在第一線，而是打代理人戰爭。

出一種新模式，也就是各國政要對於有爭議的島

例如近期菲律賓與中國大陸在南海黃岩島主權爭議

嶼，都是以是否為該國所實際佔領為指標，然後登

上，菲律賓便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勇於和中國大

島宣示該國對於島嶼主權的擁有，讓爭議的對方

陸相互對抗；（二）不再與單一國家軍事同盟，著

只能以宣示抗議的方式，不承認對方的佔領行為，

重橫向軍事聯繫，以平衡中國大陸軍事的崛起。這

如獨（竹）島、釣魚台、太平島等均是如此。 9 所

點可從美國所主導的美日菲、美日印等聯合軍事演

以東亞地區島嶼的爭端，在這種佔領與非佔領的模

習，以及積極促成日韓軍事交流合作可以看出；

式下，想要完全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主權問題當非易

（三）不再扮演傳統的干預者角色，而是協調者。

事，這也是抗議的國家在提出新「倡議」時，都要

如在南海議題上，希望透過多邊協調來解決，而不

列入一項「擱置爭議」要件的原因，但對於衝突島

贊成使用武力來解決南海爭端；（四）不再全面性

嶼主權的重新安排，則難見助益。

10

2010年後，東亞地區「護島、守島、奪島」的
新模式，實際牽扯的是大國之間海上霸權的爭奪。
此外，新世紀的海權發展，還有北極、南極、印度

的干預，而是選擇性的介入。例如美國對於南海議
題的興趣比較高，但是對於領土主權爭議性較高的
釣魚台問題，則一直是保持距離，避免介入。12
綜述，美國在東亞的政策主軸，其實就是「權

洋爭奪等新議題，在在影響各國國際戰略之布局。

力平衡」與「維持現狀」。

肆、近代各國海洋戰略發展趨勢

二、中國大陸

近期東海、南海、北方四島、獨（竹）島及

自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思維從

沖之鳥礁等一連串有關主權的激烈衝突，透露出

「近岸防禦」轉變為「近海防禦」，2000年之後

新海洋時代已然來臨。由於陸上資源日益匱乏，

則逐漸向「遠洋作戰」發展。21世紀初中國大陸的

「海洋」遂成為新一波全球競爭的焦點，「走向海

遠洋戰略，主要有四種戰略構想：（一）面向三大

洋」已經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依據學者郁鴻勝的研

洋 13，實現跨洋作戰的能力；（二）與美國「劃洋

究，國際海洋戰略發展趨勢有以下三個明顯的基本

而治」，實現分享太平洋海權的戰略目標；（三）

特徵：（一）海洋經濟資源開發倍受全球關注；

發展航空母艦，強化遠洋作戰能力；（四）突破

（二）海洋科技成為決定海洋戰略的關鍵；（三）

「C形包圍」14，改變中美軍事不均衡的戰略態勢。

全球國家聯盟成為海洋經濟競爭的主體。 11我國在

中國大陸可能正在採行所謂的「三個跨越戰

建構海洋發展戰略時必須重視此國際情勢之發展。

略」，簡單的說，就是希望藉由「跨越臺灣海峽中

一、美國

線→跨越臺灣，突破第一島鏈→向東跨越第二島

2012年初，歐巴馬政府宣布未來軍事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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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太平洋，達到跟美國「共治太平洋」的戰略企

三、日本

圖，完成建立海洋大國的夢想。此外，中國大陸刻

2007年，日本政府公布《海洋基本法》與《海

將其擁有的北海、東海與南海三大艦隊逐步向全球

洋建築物安全水域設定法》，並成立由首相擔任本

做戰略布局，以實現「藍水海軍」的戰略企圖，形

部長的「綜合海洋政策本部」來統籌海洋事務，不

成新的海洋霸權，維護全球利益。

僅改善了過去海洋事務管理職能分化的缺失，相關

21世紀以來，中國憑藉其快速崛起的國力，儼

省廳間協調、整合與運作功能亦獲得強化，讓日本

然已成為東亞地區的區域霸權。為了展現其霸權地

制定、推動綜合性海洋政策之功能得以積極發揮，

位，中國大陸對海洋資源與海洋權益也日益重視，

逐步實現「從島國到海洋國家」的戰略構想。《海

數千年來的陸權國家開始轉為面向海洋並發展海

洋基本法》施行後，日本新的海洋行政推進體制如

權。而發展海權首先須能有效控制海洋，要控制海

下圖。

洋則需有足夠的海洋武力，這包含海軍以及海洋執

2014年3月，安倍晉三提出新的防衛裝備轉移

法組織兩個部分，此兩部分的建設遂成為近年來中

三原則，為日本武器出口解禁。美國、澳洲、法國

國大陸的重點工作。中國大陸海洋武力的成長，不

等國立刻展開與日本的國防科技合作，日本在全球

僅對全球與亞太區域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也對

的軍事角色也因此提升，多了和中國大陸對抗的籌

海峽彼岸的我國形成莫大的衝擊。

基本法施行前

基本法施行後

內閣

內閣

內閣官房
（秘書處）

綜合海洋政策本部

副長官補
（副秘書長）

內閣總理大臣

• 副本部長
• 本部員

本部長及副本部長以外
之所有國務大臣

內閣官房
大陸礁層調查、海洋
資源等相關關係省廳
聯絡會議（局長級）
內閣官房、文科省、防衛
省、外務省、農水省、經
產省、國交省、環境省、
海上保安廳

關係省廳

參與會議

內閣官房、文科省、總務
省、外務省、農水省、經
產省、國交省、環境省

內閣官房長官
海洋政策擔當大臣

關係省廳

海洋開發關係
省廳聯絡會議
（局長級）

幹事會︵局長級︶

大陸棚調查
對策室

• 本部長

《關係省廳聯絡會議》

副長官補
綜合海洋政策本部
事務局
構成
內閣官房、總務省、外務
省、文科省、農水省、經
產省、國交省、環境省、
防衛省等

日本海洋行政的推進體制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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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同年7月1日，安倍內閣會議通過解禁「集體

在海洋事務管理組織部分，1996年之前，南

自衛權」，在符合「武力行使三要件」（日本受

韓海洋事務係由水產廳、海運港灣廳、海洋警察

到武力攻擊或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

廳以及科技、建設、交通、環境等13個涉及海洋

擊，國民權利有澈底被顛覆的明顯危險；為排除此

事務之部門實行分散管理。隨著《聯合國海洋法

危機，保全日本存立、守護國民，已無其他適當手

公約》的生效，南韓為了從新的戰略高度上加強

段；武力行使應僅限於必要最小限度）時，允許更

對海洋事務的統一規劃和指導，遂於1996年8月成

大程度地出動自衛隊協防他國。自此，日本擺脫戰

立「海洋水產部（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and

後《和平憲法》的束縛，成為正常的軍事國家，日

Fisheries）」。該部為一總體性海洋事務專責機

軍也不再只是自衛隊，她可以在國際舞台扮演更積

關，整合了包括原13個涉海部門之總共55項海洋職

極、更重要的角色。

能工作。

事實上，東北亞海洋防衛勢力的重組，將壓縮

2008年，南韓在強化政府效率和國家競爭力

到我國的國際空間。檢視日本，日本防衛海上運輸

的目標下，進行大規模的組織改造，將原有的56

線的方式歷經了從點到線再到面的發展，海上自衛

個中央行政組織部、處、廳以及其他單位精簡為15

隊也終於從沿岸防衛的力量發展成遠洋海軍，其角

個大型部門，「海洋水產部」改組納入「國土、交

色一步步由「防衛國家」朝向「維持區域秩序」、

通及海洋部」，漁業業務則改併入「農林水產食品

「全世界規模的協調」等領域邁進。日本在2012年

部」。2013年3月22日，「國土、交通及海洋部」

以後加重西太平洋軍事影響力的企圖，作戰想定至

更名為「國土交通部」，海洋產業相關職能則併入

少擴張至1300浬，包括南韓、中國大陸、俄羅斯、

重新設立的「海洋水產部」。

臺灣甚至南海都已納入其勢力範圍。

四、南韓
南韓國土面積狹小，且多山地及丘陵，為突破
這種發展趨勢，向海洋進軍成為其必然選擇。南韓
的大、中型城市和工業基地所需的原油、鐵礦石等
重要戰略物資，均仰賴海上運輸，「海洋航道」已
成為南韓國民經濟生存與發展的生命線，而「強大
的海軍」就是南韓實現強國之夢的重要保證。

在國家海洋發展政策部分，南韓在2010年12
月發布《第二次海洋水產發展基本計畫（20112020）》，其主要內容包括營造健康而安全的海洋
環境、提高海洋科技水平、建設成為東北亞物流中
心、發展高水平的海洋觀光業、維護海洋權益，最
終建設成為海洋強國。 16此外，南韓也持續建設海
軍，包括繼續引進新艦船和武器系統、提升水下兵
力，以及增加神盾級艦的多元戰力等。

五、菲律賓
東協十國裡，和中國大陸在南海議題上衝突最
大的就屬菲律賓及越南，近年來菲律賓因美濟礁、
黃岩島與仁愛礁的爭議而屢屢和中國對峙。近期菲
律賓的南海政策走勢主要包括：17
（一）採取單邊行為，加強對所佔島嶼的實際控制
和主權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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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對所佔島礁的巡邏，逮捕或驅逐在島礁

（六）增強在所佔島礁的設施建設，並鼓勵漁民移
民。

附近作業的他國漁民。
2. 在所佔島嶼建立燈塔、修建飛機跑道等設施。
3. 積極推動海軍與國防現代化，強化海空軍

（七）積極引進外國石油公司投資探勘石油資源，
加強對南沙群島的經營。
（八）朝「形成島嶼佔領開發事實，推向國際多邊

力量。
4. 在南沙群島建立雷達系統，加強監控中國大

合作發展」的戰略推進，將南海問題推向區
域化、國際化，以確保越南在南海的國家利

陸在南沙群島的動態。
（二）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將南海問題提交國
際法庭，並借助美國力量牽制中國大陸。

益。
從海洋戰略的思考與運作觀察，越南在爭奪南

（三）呼籲東協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並透

海的主權與資源，確實比其他周邊的國家更具有積

過對東協宣傳和推進由菲律賓提出的南海

極性，這是越南對南海覬覦之心的顯露，儘管我國

「行為準則」，以增強對菲律賓的發言權。

與中國大陸不斷聲明擁有南海的主權，但是仍難消

菲律賓因南海主權爭議，刻加強與美國、日本
之安全合作關係，以牽制中國大陸，並擴大對外軍
購，向日本、法國採購艦船增強自身實力，我國須

除越南利用海軍侵佔與開發南海的決心。

伍、對本署之影響及因應之道
我國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海運交通要衝，東

密切關注。

北海上與日本間存在釣魚台島嶼的主權紛爭，與日

六、越南

本、菲律賓間更有專屬經濟海域重疊的劃界問題，

越南國土呈狹長之S形，且一半以上之領土瀕

南有南海諸島與歷史性海域權利主張的衝突，西面

臨海洋。這種嚴重缺乏陸上戰略縱深的獨特地理特

則有臺灣海峽控制與中國大陸的對峙問題。在這樣

徵決定了越南在安全防禦上的根本劣勢，也造成了

的地緣關係下，特別是島嶼的位置處於海權控制陸

越南一直在安全上謀求兩個出路，一是通過壓制周

權的重要樞紐地帶，不論在軍事或政治上抑或對內

邊國家，為越南贏得陸上戰略縱深；二是通過拓展

或對外上，都將影響我國在海洋上的發展與權益。

海上防禦，為越南贏得海上安全縱深。

當前，美國企圖藉「戰略再平衡」維繫亞洲霸
18

近期越南南海政策的特徵包括以下八項：

權；美日同謀「集體自衛權」，聯手尋求中國大陸

（一）向俄羅斯、美國、日本等國家購買軍備，加

周邊海域的軍事管控權；另一方面，益發強勢的中

強海空軍現代化的步伐。
（二）透過讓美國使用金蘭灣，增加對中國大陸的
牽制。
（三）積極改善與美國、日本及歐盟的關係，擺脫
外交孤立。

國大陸則正由和平發展轉向摩擦崛起。因此，美中
海權競合已成為新世紀國際政治的主軸，自西太平
洋至印度洋均已成國際政治中心舞台。臺灣身處中
心舞台的中央位置，且深涉東海、南海等重大爭端
核心，海洋戰略與海洋外交的良窳，直接影響我國

（四）透過東協力量對抗中國大陸。

的興衰榮枯。政府應確立具臺灣特色的海權思想體

（五）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同時，加強對南沙主

系，建構國家戰略位階的海洋戰略規劃體系，並完

權宣示。

善體系內實務性海洋職能垂直位階與平行領域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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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俾創造多元的海權巧實力。19
本署為部會層級之海域執法機關，肩負「海域
安全」、「海巡外交」、「海域執法」等多項任
務，為因應新時代海權之發展趨勢，應有以下幾項
精進作為：
（一）以海上武力支撐海洋外交
為確保國家海洋權益，職司海域執法、海上
安全、海洋國際合作等3項海權元素之海軍（陸戰
隊）、海巡機關，須配合主管外交與國防事務單位
之努力，密切合作、相互為用，以維護國家總體海
洋權益。
（二）軍事實力為確保國家安全與權益之最大屏障

持績關注中國大陸等周邊各國，於海、空域之
各項作為（如中國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南海
諸島聲索方之島嶼經營…），妥切勤務規劃與部
署，維護我國各項權益。
（七）深耕海洋教育，喚醒國人海洋意識
臺灣四面環海卻不是親海的民族，民眾對海洋
的認知普遍匱乏。本署未來應協助向下扎根，加強
海洋思維的全民教育，深耕海洋文化，喚醒國人海
洋意識，才能因應新海洋時代的來臨。

陸、結語
海洋是臺灣持續繁榮興盛的利基，作為一個海
洋國家，臺灣必須及時與精確掌握各項訊息與契

不論是漁權談判或是執法任務之推動，均需軍

機，做好最大準備，讓更多國人親近、瞭解與開發

事及武裝力量作為後盾。本署職司海洋國土防衛先

海洋，以求「保護海洋」、「利用海洋」及「與海

鋒，須持續強化編裝，俾捍衛國家主權及遂行執法

洋共存」的政策目標。

任務。
（三）辦理海上救援暨災難救助演練

我國位於21世紀美中海權競合競技場的正中
央，「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國是淪為群雄擺佈的

積極與鄰近國家辦理各類海上救援暨災難救助

籌碼，抑或扮演兩雄之間的和平締造者，端視海洋

之演練或兵棋推演，爭取融入區域安全合作機制，

實力而定。當前我國正轉型為海洋國家，亟需貫徹

俾擴大防衛縱深、保障國家海洋權益。

發展海洋戰略的朝野共識，藉國家戰略位階之海洋

（四）持續推動海巡外交，展現我國巡防能量

戰略逐步提升海洋實力。如能深耕海洋戰略體制，

賡續結合遠洋巡護，推動海巡外交，展現我國

則東海與南海將成為我國培養、運用多元巧實力

及本署巡防能量與經略海洋之實力，有效拓展我國

的練力場；而相關國際會議及區域海上安全合作，

國際活動空間。

則成為我國將實力延伸到東海與南海的海洋外交舞

（五）視具體個案評估，有效遂行海域巡護

台。我國能否逐步邁向海洋國家、掌握海權，尚有

依據海域情勢發展，衡酌當前任務及艦船能量

賴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全民的通力合作。

等因素，具體就個案評估巡護南海等其他海域之可

臺灣！加油！

行性與妥適性，據以執行海域巡護作為。

海巡！加油！

（六）密切注意國際動態，妥切勤務規劃與部署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巡防處，目前為國立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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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強化西北海域護漁，
漁民安心「蟳」找海の
「 蟹 」禮

文｜李峯誠

生多起漁事糾紛，且因長期大量捕撈及不法業者恣

壹、前言
臺灣是一個典型海島，位於全球最大的大陸
棚－中國礁層邊緣以及全世界海洋生物最豐富的東
印度群島北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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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北海域（圖
1）於每年9至12月因蟳蟹盛產，該海域捕蟹作業船
隻，由民國95年零星數艘成長至本（103）年已達
70餘艘。除本國籍漁船前往捕蟹外，大陸漁船亦會
至該海域拖網捕撈，由於作業海域重疊，致歷年發

意破壞漁場，致使漁業資源枯竭，嚴重影響漁業永
續發展，為維護我漁民作業權益，海洋巡防總局針
對該海域積極強化護漁作為，規劃專案勤務護漁，
以維護漁權、捍衛主權。

貳、現況分析

一、政府積極推動特色產業
因應漁業環境變遷及近年來國人生活與消費型
態改變，政府自80年代起即積極推動漁業轉型，
發展休閒漁業，目前娛樂漁業及海洋休閒遊憩活動
已漸受國人接受與肯定，漁港利用與漁業發展亦朝
多元目標前進。新北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每年9月
至12月適逢萬里蟳蟹產季（圖2），包含花蟹、三
點蟹、石蟳等種類，產量佔全國90%，新北市政府
為發展地方經濟，推動地方特色物產，與萬里區漁
會及中華漁業漁船協會共同於100年10月中旬至12
月底舉辦首屆「萬里蟳蟹季」活動（圖3），迄今
（103）年已連續辦理3屆相關活動，除了成功打響
「萬里蟹」之名號，每年均為從業漁民帶來巨大收

圖1 西北海域蟳蟹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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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螃蟹產季（摘錄自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網站）

二、主管機關強化管理法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確保蟳蟹類資源能永續

圖3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主持「萬里螃蟹季」活動
（摘錄自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網站）

4. 善泳蟳（Charybdis natator）：甲殼寬未滿
六公分。

利用（圖4），於103年1月27日公布「沿近海漁船

5. 旭蟹（Ranina ranina）：甲殼長（指蟳蟹類

捕撈蟳蟹類漁獲管制措施」，並自103年4月1日生

背甲直向兩側正中之距離）未滿六公分。

效，公告事項重點如下：
（一）禁止漁船捕撈下列蟳蟹類（圖5）：
1. 鏽斑蟳（Charybdis feriatus）：甲殼寬（指
蟳蟹類背甲橫向兩側最寬之距離）未滿八
公分。
2. 紅星梭子蟹（Portunus sanguinolentus）：
甲殼寬未滿八公分。
3. 遠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甲殼
寬未滿八公分。

圖4 確保蟳蟹類資源永續利用-捕撈蟳蟹類漁獲要管制
（摘錄自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網站）

（二）每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禁止漁船捕撈將
受精卵抱於體外腹側之母蟹（俗稱開花母
蟹）。
（三）誤捕禁止捕撈之蟳蟹類，不論存活或死亡，
應立即放回海中，不得攜帶入港或持有。但
以刺網誤捕者，限於卸貨漁港之整補區自網
具上移除，置放於維生設備中，並應於漁船
進港後12小時內放回海中。
（四）基於學術研究目的捕撈蟳蟹類，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受前三點規定限制。

圖5 管制措施-禁止漁船捕撈之蟳蟹類
（摘錄自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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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違反規定者，依漁業法第65條第6款規定，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三、海巡機關主動請益說明
103年8月9日，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龔
光宇親蒞萬里區漁會拜會理事長林榮欽、總幹事許
順發等漁會幹部。

二、勤務海域
北緯26度以南，東經
120度50分至東經121度30

分

間海域。

三、執勤部署
海洋總局第二、第十二海巡隊，每日8時至翌

103年8月11日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組長姚州典

日8時規劃巡防艇執行漁業巡護勤務，北部地區機

與第二（淡水）海巡隊隊長王正信也前往萬里漁港

動海巡隊規劃巡防艦執行，每航次5天4夜勤務，並

安檢所，拜會中華漁業漁船協會會長郭家全及新北

視海域現況機動調整。

市漁業發展協會理事長吳兩成等協會代表。

四、注意事項

103年8月29日，海洋巡防總局特別假新北市萬

（一）海洋巡防總局第二、第十二海巡隊應針對所

里區漁會二樓禮堂舉辦「103年蟳蟹季加強維護漁

轄海域治安狀況進行蒐整，即時通報線上巡

民作業安全具體作法說明會」（圖6），由總局長

防艦艇前往處置。

龔光宇親自率領副總局長潘進家與組長姚洲典及內

（二）巡 防 艦 艇 每 日 應 主 動 與 基 隆 漁 業 電 台 通

外勤同仁代表等20餘人，向各級民意代表、漁會團

聯，並與作業漁船聯繫（SSB無線電頻

體及漁民朋友簡報說明總局如何規劃因應蟳蟹汛期

11137.5KHz），表達關切之意，且應隨時守

而強化西北海域護漁之具體作為，以彰顯海巡署

聽該頻道，藉以了解海域作業狀況，並製作

護漁決心。

紀錄備查。
（三）發現中國大陸漁船在我國禁、限制水域內作
業，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相關規定處置；發現中國大陸漁船在我
國限制水域外作業，應即運用廣播喊話等柔
性作為，勸離中國大陸漁船離開本國漁船作
業區，以避免漁事糾紛。
（四）海象惡劣時，適時申請空勤總隊支援空巡勤
務，蒐證取締或通報在航艦艇調整巡護區
域，以提升護漁成效。
（五）轄區第二海巡隊不定期拜會淡水、金山、萬
里區 漁會幹部及中華漁業漁船協會、新北市

圖6 辦理「103年蟳蟹季加強維護漁民作業安全具體作
法說明會」

漁業發展協會代表，以了解實際作業狀況暨
中國大陸漁船越區情形，適時調整本專案勤
務之規劃，並賡續宣導海洋總局漁業巡護決

參、勤務規劃

一、專案期程
自103年9月1日0時起至104年1月31日24時
止，本執行日期視汛期狀況予以延長或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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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五、他機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一）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設立本
專案聯繫窗口提供24小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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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巡防總局：漁船進港報關時，針對違反
捕撈蟳蟹相關規定之漁船，加強安檢作為。

肆、預期效益

一、展現溝通效益，成功宣達政府積極作為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於今（103）年8月9日及8
月11日派員前往萬里地區，向漁會幹部以及漁民團

會場上，表揚在執行「處理兩岸漁事糾紛」及「取
締越區捕漁之大陸漁船」……等護漁工作上，著有
功蹟之北機隊謀星艦艦長林明忠及淡水隊艇長陳家
洋等同仁代表，提供績優同仁榮耀舞台，樹立我海
巡人員專業形象。

伍、結語

體代表請益；103年8月29日上午9時30分假新北市

西北海域為我國重要漁場，除盛產蟳蟹外，也

萬里區漁會二樓禮堂，舉辦「103年蟳蟹季加強維

是白鯧、烏魚、鰆魚及黃花魚等漁獲重要產地，海

護漁民作業安全具體作法說明會」，獲得與會人士

洋巡防總局為維護漁業資源，自民國95年起即陸

熱烈迴響與讚揚，成功宣達政府積極作為。

續規劃執行西北護漁勤務，對遏止中國大陸漁船入

二、統籌協調規劃，創造漁民漁政執法三贏

侵已收良好成效，據新北市政府統計，萬里蟹產量
100年度為665公噸，101年度為709公噸，102年度

海洋總局辦理「103年蟳蟹季加強維護漁民作

為464公噸，新北市政府強力行銷「萬里蟹」，使

業安全具體作為說明會」，與漁政主管機關、漁會

在地農漁產值倍增，是漁民賴以維生重要海域。為

及漁民團體獲得以下合作共識：

維護漁業資源，自民國95年起，海洋總局陸續規劃

（一）新北市漁業發展協會

執行西北護漁勤務，對遏止中國大陸漁船入侵已收

1. 同意所屬漁船加裝VMS或AIS，提供作業
資訊。

良好成效。因應西北海域護漁任務遂行，應打破傳
統海域觀念，統合事權相關權責單位，相互支援，

2. 作業漁船以SSB無線電（頻率11137.5）與

才能捍衛主權、保護漁權，以提升我海巡機關形象。

基隆漁業電台、巡防艦艇密切聯繫，可及時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海務組）

獲得協助。
3. 作業漁船採「漁船聯防」編組方式，以20至
30艘漁船前往作業，並一同返港，相互照
應。
（二）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
1. 同意協助漁船向漁業署爭取預算加裝VMS。
2. 萬里蟹捕撈作業期間，將設立窗口主動提供
24小時服務。
3. 將推動「蟳籠漁業管理辦法」、比照「漁船
兼營珊瑚漁業管理辦法」劃設專區及「櫻花
蝦漁業管理制度」採取自律措施，以利資源
管理、永續利用。
（三）漁業署
同意積極推動兩岸兩會簽署兩岸漁業資源養護
協議。

三、樹立海巡專業，提供績優同仁榮耀舞台
103年8月29日海洋總局利用萬里區漁會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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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由港航資料庫建構

談海洋部門體制整合
與 自由島發展方向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to Integration of
Maritime Sectors and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Island
文｜黃文吉
Article｜Huang, Wen-Chi

一、前言
歷經太陽花學運的激盪，使得正在立法院審議
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受到社會各階層廣大
的重視與討論。綜合近年來逐漸修正後的「臺灣自
由島」概念可知，維繫臺灣生存的自由島其精神與
內涵應該包括：資訊自由、人力自由、教育自由、
科技自由、創新自由、金融自由、投資自由、經貿
自由、文化自由、觀光自由、民主自由與人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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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reword
By the stimulation of Sunflower Movement, the Special
Act for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draws much public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idea of “Taiwan, free island”
that has been modified for years, it is clear that the spiri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free island, which are imperative to the
survival of Taiwan, should include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manpower, educ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nce,
investment, economy, culture, touris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aiwan is an island. Seaports and airports are the key to
the transportation of cargo and passenge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mechanism how the maritime and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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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由於臺灣屬於海島型地理環境，海空港則為對
外客貨運輸的樞紐所在，因此港航組織體制與資訊
系統建構是港口功能是否充分發揮的關鍵課題，它
更是海島型國家發展的命脈！ 本文主要在探討港航
資料庫規劃與建置之重要性、發展港航共用資料庫
規劃與建置之問題癥結及邁向「臺灣自由島」的發

organizations work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are
crucial to the performance of port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root for the development an island country like Taiwan!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issues
identified in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and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the island of freedom” is heading.

展方向。

II. S ignificance of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二、發展港航共用資料庫規劃與建置之重要

The existing statistic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systems
of ports,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currently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clude the databases
under Dept. of Navigation and Aviation and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of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and Customs Administr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put these precious public assets in good use.
The databases, such as MT-Net, Port-Net and CPT, as well as
rule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port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for big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The single
window of customs service, port 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that
is promoted by the Customs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brought
i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for
port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as to embody the idea of
island of free economy and move toward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性
政府現有港口、海運及航政之統計資訊及網路
系統包括：交通部航政司、航港局、國貿局、關務
署之各項統計資料庫。因此未來如何善用此寶貴的
公共財，將來自航運MT-Net、港埠港務Port-Net
及CPT關港貿、港航相關法規條例及相關知識等
資料庫系統作有效整合，來進行海量數據庫（Big
Data）的分析及利用，配合關務署推動中的關、
港、貿單一窗口，由港航資訊之透明與開放作為領
頭羊的起始、以真正落實自由經濟島進而邁向臺灣
自由島。
港航共用資料庫建置之規劃目標應該是：主管
機關如何把握既有資源，整合國內政府、公民營事
業及研究機構、學術單位的現有海量數據資料，以
最少的人力與物力透過資訊系統整合來充分運用海
量數據發揮多元性功能與經濟效益。規劃建置港航
發展公私部門所需之共用資料庫，支援我國國際港
口之規劃與建設、國際航運及兩岸海運政策之評估
與執行。配合國家政策發展方向，支援我國整體港
航發展藍圖之規劃。規劃範圍應該包括：規劃與建
置具體可應用之港航發展資料及國際供應鏈與倉儲
系統︰
1. 港航資訊體系之規劃、建置與管理必須要以
港口發展為主體，因此港航資訊系統的思維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should be focused on how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use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put all the big data of government,
government-owned and private busines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academic sector together with minimal manpower and
resource to make the best out of the big data collected in
terms of diversified functions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 database shar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 related to
maritime and port development shall be developed to support
the configu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orts
of Taiwan, as well as the overall roadmap for the maritime
and port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irec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development. The scope of
configur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 physical, ready-to-use system combining maritime and
port development data,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warehousing system:
1.	T he planning,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information system must b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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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建置模式，這與以航政為主體的觀點
是大大不同的。
2. 交通部航港局宜大幅擴編資訊系統人員及增
加經費，積極建構自己能夠掌控的資訊體
系，才能夠迎接未來國際競爭所面臨的諸多
挑戰。
3. 有效整合、精進並分門別類現有港航知識管
理之雛型系統及匯入其他類型資料以擴充
之。
4. 蒐集國內外相關機構現有資料，了解參考及
運用狀況並結合國際網路資源。

三、發展港航共用資料庫規劃與建置之問題
癥結
我國發展港航共用資料庫規劃與建置之問題癥
結，包括關鍵問題、港埠規劃與都市產業發展相關
人才、資料及文獻之收集、資料庫之供給與需求等
方面，茲說明如後：

3-1 由歷史觀論我國港航體制變革及資訊系統
建構之關鍵問題
中國自明清以來，海運從興盛到衰落，尤其于
滿清末年至民國初期，長期處在列強佔據主要港埠
及不平等條約陰影下，因而喪失了港埠建設發展及
關稅自主權。自民國31年開羅會議、32年11月之廢
除不平等條約至34年對日抗戰勝利，港埠建設及關
稅自主權終於歸還我國所有。但我國憲法體制雖然
于民國35年公布實施，實質上，長久以來政府之港
務組織體制似乎從無對港埠規劃、建設及管理之主
導權作詳細的構思。我國航（航政監理）港（港埠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之議題爭論由來已久，嚴格地
說這應該是追溯自西元1842年滿清政府簽訂南京不
平等條約以來，至今172年懸而未決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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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ort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perspective and
establishment model of maritime and port information
system are far differ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aving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s the core.
2.	It is recommended for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to
expand the staffing and budget plans for information
system. They should build an information system they
can control and that will help them face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3.	T he prototype system for existing maritime and port
knowledge managem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improved
and categorized effectively, and other types of data
should be imported for expansion.
4.	Data should be collected from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s to find out how the data are referenced and
used and combine with international network resources.

III. Issues about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The issues about the planning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database include critical problems,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s specialized in harbor
configuration and urban industry development, collection of
data and literatures and supply and demand of database,
described as below:

3-1 Problems in the evolution of ROC’s port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the history’s point of view
Chinese sea transportation had taken a plunge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articularl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For a very long time,
port development and customs duty control were long gone
because colonial countries took over sea ports and China
suffered greatly under the shadow of unfair treaties. But the
government regained the control over port development
and customs duty thanks to the Cairo Conference in 1942,
abolishment of unfair treaties in Nov 1943 and the victory over
Japan in 1945. The constitutions of ROC were promulgated in
1946,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ROC government has seemed to
never have a thorough consideration for the government’s
port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harbor configuratio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Debates have been existing
for a long time between the maritime system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port system (port
administration). Technically, this has been an unsolved issue for
172 years ever since the Qing government signed the Treaty of
Nanking in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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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國32年廢除不平等條約，經民國35年12
月25日制憲（民國元年3月頒布臨時約法，民國20
年頒布訓政時期約法，民國25年頒布憲法草案），
至民國38年中央政府遷台，乃沿續民國36年臺灣省
政府『暫行代管』航政管理業務，形成“港務與航
政一體”的混淆狀態。港務行政方面，民國36年6
月臺灣省政府成立時，將基、高二港之港務局歸屬
於省政府。至民國69年則依商港法第49條與行政命
令之指示：財產屬於臺灣省政府，並一直由臺灣省
政府代為管理，經營至民國88年7月1日起，改隸交
通部直屬。此期間政府亦歷經了多次航港體制改革
的爭議與契機。我國憲法第107條第5款“航政”之
定義：應為狹義的航政（不含港務），所指之“航
政”其內容應指船舶及船員之航政監理業務，由中
央立法並執行之。明確言之憲法並沒有限制港埠行
政管理權不能下放交由地方執行，由前述臺灣省政
府代為管理的事實，可知這是多數港口都市規劃、
建設及管理者長期以來所未能理解的問題。在66年
前臺灣光復初期，基本上仍然沿襲日據時代下之港
務管理體制。臺灣光復後數年于民國42年8月1日臺
灣省政府才依“商港條例”﹙民國22年6月27日國
民政府公布﹚所訂之“臺灣省港務管理規則”在運
作。我國港航之關鍵問題如下：
1. 港

航分立、以港領航的政策方向—國民政

府建立以來，我國交通部之行政部門及相
關地方政府，一直沒有完整獨立的港口規劃
與建設管理機制。日本與中國港航體制發展

The ROC government has gone through the abolishment
of unfair treaties in 1943,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s in
1946 (from the promulgation of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in
Mar 1911, the provisional constitution of titular period in 1931
to the promulgation of draft of constitutions in 1936) and
relocation to Taiwan in 1949.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was
“temporarily entrusted” to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1947 and that led to the confusion of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s one.” For port administration, the port
bureaus of Keelung and Kaohsiung were subordinated to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in
Jun 1947. In 1980, the properties were given to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49 of Commercial
Port Law and as instructed by an executive order, and
remain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ever since. These properties were transferred for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on 1 Jul 1999. Up to this
point, the government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disputes and
opportunities regarding the reformation of maritime and port
administration systems.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was
defined in Paragraph 5, Article 107 of the Constitutions as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in a narrow sense (i.e. not including
port administration).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herein refers
to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ver ships and
their crew,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establish
laws and enforce them. Quite frankly, the Constitutions do
not say that the authority of port administration shall not be
delegated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the management surrogate
indicates that this has been an issue that elutes those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harbor cities. Before 1977, the port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aiwan was basically the continuation of what had been
practiced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days. After WWII,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started the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aiwan Provincial Rules for Port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Rules for Commercial Ports (promulgated on 27 Jun 1933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1 Aug 1953. The key issues of
Taiwan’s maritime and port administration are shown below:
1. The policy of separated port/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port administration leading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 there has not been any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port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MOTC)
and local governments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experience of Japan and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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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之經驗正是我國港航體制變革的重大切
割分水嶺，其改革之歷程為：由『港、航、
稅一體』→形成『（港、航一體）＋關稅』
→再演變成『港、航分立（港灣總局＋航政
局），以港領航』，應可提供臺灣港航體制
變革方向的重要參考。
2. 過去交通部航政司有關EDI系統、航運MTNet、港務Port-Net等資訊系統之規劃與建
置都不是以港口為主體的錯誤思維模式。
3. 如同高速公路管理局，不應該將ETC的相關
訊息資料存放在業主遠通公司一樣。可是長
久以來我國港航資訊系統的建構並非存放在
交通部相關之行政部門，仍然是以中華電信
為主體之思維與架構，行政院宜重視此問題
而盡速於交通部航港局大幅擴編資訊系統人
員及增加經費，來迎接未來國際競爭所面臨
的挑戰。

3-2 港埠規劃與都市產業發展相關人才
由港口之發展歷程與發展範圍觀之，航運只是
國際供應鏈系統中的一環，航政監理更是屬於港航
運輸體系之附屬業務。事實上，港埠建設與都市產
業發展息息相關，長久以來行政院交通部門及地方
政府都缺乏相關人才，國內大學科系更是缺乏港埠
規劃及港埠管理之必修課程。港口之規劃與都市土
地利用及產業之發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而港埠
管理主要在於提供優良的國際供應鏈與倉儲系統，
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公共服務事業。目前交通部航港
局及地方政府都缺乏港口規劃與港口管理之相關人
才，則是我國港埠建設發展乃至於港航資訊系統建
構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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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s the major separation for the reformation
of Taiwan’s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reformation goes from
“port, maritime and tax as one” →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s one) + customs duties → then “separated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s (port bureau +
navigation and aviation bureau) and port administration
leading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This could serve as an
important example for Taiwan’s reformation of por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2. In the past, Dept. of Navigation and Aviation, MOTC
planned and developed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the EDI system, MT-Net for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Port-Net for port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ey are not
developed with the ports as the center and that is an
incorrect idea of thinking.
3. Similar to Taiwan Area National Freeway Bureau, the ETCrelated information and data should not be maintained
by Far Eastern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Co, Ltd. However,
for a long time, the port and maritime information systems
have never been kept in the administration bodies
under MOTC.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framework are
still based on Chung Hua Telecom. It is important that
Executive Yuan ha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on this issue
and exp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taff and budgets of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and help the Bureau take on
the challenges coming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3-2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s specialized in harbor
configuration and urban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and scope of port development suggest
that sea transportation is only a link of the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are attached to port administr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fact, harbor development is closely linked to urban
industries.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not been a sufficient
staff in either the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in Executive Yuan
or in local governments. Required courses of harb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planning of a harbor is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 use of urban la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Port management functions to provide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and warehousing system and is a
non-profit seeking public service business. There is a shortage of
staff specialized in 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Maritime
and Port Bureau, MOTC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is is an issue
for port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eve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time and por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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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及文獻收集之相關問題
有關港航資訊系統相關資料及文獻之收集，當
前存在著，資料及文獻收集之目的為何？供給面
與需求面之觀點、海量數據（big-data）之有效運
用、資料及文獻之分類等問題。如何將收集的資料
與資訊變成有用的數據，再運用專業知識的分析成
為規劃與決策者的know-how，茲說明如後：
1. 資料及文獻收集之目的為何—是誰要來使
用？是公用還是共用？那些是免費？那些是
要付費？是公務及研究發展用？是教育與研
究用？還是商業利益用？重點在於資訊安全
其權限系統之擬定。
2. 資料庫供給面與需求面之觀點—過去國內政
府部門的統計與資訊部門，多數只是未統
計而收集資訊再作些報表當作例行工作或政
府報告及宣傳之用，這只是供給面之狹義觀
點。若由需求面觀之，則有數百上千倍的效
益有待吾人來參與及發揮。
3. 資訊系統除了安全考量之外，應該積極設法
讓廣大國民充分來整合與使用。尤其是海量
數據（big-data）之有效運用，更是政府當
前迫不及待的課題。
4. 資料及文獻之分類—至少應該區分為：各機
關單位之基本統計資料、政府部門間整合運
用、公民營事業商業及研發、學術教育與研
究及實務運用等。主管機關更應該把握既有
資源，整合國內政府、公民營事業及研究機
構、學術單位的現有資料，以最少的人力與
物力透過資訊系統整合來充分運用海量數據
發揮多元性功能與經濟效益。

四、邁向「臺灣自由島」的發展方向
臺灣屬於海島型地理環境，海空港則為對外客

3-3 Issues regarding collection of data and literatures
There are some issu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data and
literatures related to maritime and port information system.
What is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data and literatures? What is
the point of view of supply and demand? How to use big-data
effectively? How are the data and literatures categorized?
And how to turn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to
useful numbers and in turn become know-how of planners and
decision makers through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se are explained as follows:
1.	What is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data and literatures?
— Who is going to use them? Are they public or shared?
Which of them are free and which of them are not?
Are they to be used for official businesses and R&D,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urpose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r even for commercial profits? The key i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uthorization
system.
2.	W hat is the point of view of supply and demand? –
Most of the statistic and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in
the government us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without
performing statistic calculations and use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collected to generate reports as routine works
or for government presentation and propagandas. This is
only the narrow sense of supp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mand, there are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 times
of benefits to be participated and discovered.
3.	In addition to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 inform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signed to encourage public
integr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effective use
of big-data is one thing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to
double its efforts.
4.	H ow are the data and literatures categorized? - At
least there should be categories like basic statistic data
of government, inter-governmental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commercial and R&D purposes for private
and government-owned businesses, and applications
in academic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urpose.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make a good
use of existing resources to integrate the current data in
government, government-owned and private business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academic establishments using
minimal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hrough information
systems, as to bring the diversified functions and economic
benefits out of big data.

IV. Toward to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Taiwan is an island surrounded by oceans. Sea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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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輸的樞紐所在，因此港航組織體制與資訊系統
建構是港口功能是否充分發揮的關鍵課題。筆者
于2003年6月即提出「臺灣自由島」的概念論述。
而「臺灣自由島」真締的精神在於「思維與管制
的積極解除、資訊與市場的積極開放透明、公平與
對等的積極競合」，期使國民感受具有良好生態、
生活、生存及生命價值的居住環境。其內在意涵包
括：
（一）經濟上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公部門及民
間投資市場，建立公開公正及公平的真正自
由化之教育、人力、資訊
與投資

經貿

科技研發

創新與優質文化

金融

自由觀光

旅遊環境。
（二）社會上的多元文化並保障生存自由與稅賦公
平：避免貧富不均及生活壓力、建構弱勢團
體、農漁民及老年人之健康安全與生存保障。
（三）政治上的真正人權自由與民主法制：避免白
色恐怖與身心迫害、反貪婪、高效率、公正
的司法、追求和平、避免戰爭。
然而，政府正在推動第二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
應該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北、中、南三個國際 自
由都會特區」，茲依據當前國家情勢擬訂「由自由
經濟島邁向臺灣自由島」之十二大政策原則，說明
如下：
「臺灣自由島」的真締在於「透明開放、法規
鬆綁與公平正義理念的確切落實」。期使國民感受
具有人權保障、良好生態

生活

生存及生命價值

的安康、自由、民主環境。當前政府落實國際自由
都會特區應有的十二大政策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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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irports are the key to the overseas transportation of
cargo and passengers, which m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rt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are the key
to bring port functions into full play.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idea of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in Jun 2003. The essence
of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lies within the “proactive
liberalization of thinking and control, activ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nd market, and fair and equ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s a hope to provide citizens
with a living environment of good ecology, life, survival and
value of life. The implications are:
(1) Economically, unnecessary controls should be lifted,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investment market opened up, and
an open, just, fair and truly free environment established
for education, manpower, information / technical R&D /
finance and investment / trading /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culture / free sightseeing and tourism.
(2) Socially, diversified culture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freedom of survival and fairness of taxation should be
maintained: disparity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and stress of life shall be avoided and protection of
health, safety and survival established for the socially
disadvantaged, fishermen, farmers and senior citizens.
(3) Politically, true freedom of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legal institutions: avoidance of white terror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ecution, opposition to greed, highly
efficient and fair justice, pursuit for peace and avoidance
of war.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areas in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with local features as part of promotion of stage 2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The 12 policy principles of “from
free economy island to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aiwan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true meaning of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is the
“exact embodiment of transparency, openness, relax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the idea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s a hope
for a peaceful, free and democratic environment of human
right protection and good ecology / life / survival and value
of life for citizens. For the embodiment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areas,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12
policy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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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彰顯政府之重視，應該於總統府或行政院
成立直屬的推動辦公室，並宣示：經濟優
先、資訊透明與觀念開放、法規鬆綁與公平
正義必須改革的決心。
2. 自由化理念之精神與真締在於：思維與管制
的積極解除、資訊與市場的積極開放透明、
公平與對等的積極競合。
3. 「由1（管制）→0（開放）」的消極思維轉
變為「由0（開放）→1（管制）」的積極思
維。
4. 改變「中央給經費」的傳統思維，採取「中
央給政策」的新思維－中央政府將政策鬆
綁，取代提供經費補助。
5. 真正落實地方分權與地方自治，充分發揮地
區特性—中央將金融、經貿、都市發展與交
通運輸建設的權力下放地方，地方政府亦須
承擔環境保育、防災與救災（地震、颱風、
土石流、洪水、工業災害等）之責任。
6. 回歸生產與就業導向之鮭魚返鄉或築巢迎鳳
計畫之具體作為包括︰
a. 鮭魚返鄉計畫應該回歸生產與就業導向，
由於涉及層面多元包括：土地需求及合理
價格、高級人才引進及培養、大學教育自
由化與國際化、水電資源、勞力資源及薪
資、稅賦等問題。因此，應該由國家發展
委員會來主導跨部會協商之經貿自由特區
（海空經貿特區/經貿自由港市/國際自由
都會特區）。
b. 為因應生產與就業導向之鮭魚返鄉計畫，
應該以財政部為主體之保稅區相關7法合
一5類型設置。現行的保稅區7法應積極整
合為一個以財政部為主體的體系，各部會

1.	An offi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or Executive Yuan to show the government cares
and declare economy firs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liberalization of concepts, lifting of legal restrictions,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the resolution to change.
2.	T he spirit and essence of the idea of liberalization is:
proactive liberalization of thinking and control, activ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nd market,
and fair and equ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3.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assive idea of “from 1 (control)
→ 0 (open up)” to the active idea of “from 0 (open up) →
1 (control).”
4.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budge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new thinking of “polici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 the central should lift policy restrictions
instead of providing budgets and subsidies.
5.	True embodiment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autonomy
to bring out the best of local features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ives the authority in finance, trad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transportation to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urn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preservation, and prevention and rescue
efforts of disasters (such as earthquake, typhoon, landslide,
flood and industrial accidents).
6.	The actions for returning to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oriented projects, such as “return of salmons” or “building
the nest for phoenix,” include the following:
a. T he “return of salmons” project should return to a
project that is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oriented.
The aspects involved are: demands for land at
reasonable pric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highend professionals,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utility resources, labor
resources and salaries, taxation, etc. Therefor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should lead the interdepartmental negotiation of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sea and air pilot zone / economically free harbor city /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zone).
b. In response to the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oriented
return of salmons project, the 7 bonded area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with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as
the core should be combined into 5 types. The current
7 bonded area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MOF-based system and the ministries
will develop 5 types based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features for special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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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據個別的發展目標及特色作特別的
優惠而形成5種類型。
7. 中央與地方對於海島型國家最重要的海港與
空港，規劃建設與管理經營之合作—中央政
府對地方政府的BOT（實施初期應該仿傚日
本1950年起實施的港灣法，土地及資產仍
然屬於中央政府所有，只是由地方政府以借
用方式向中央政府無償借用或有償租用土地
及資產）！其重點在於規劃建設與管理，而
其精神則在於政府不宜只重視內部盈餘之分
配，而應著重數倍於內部效益之港口外部經
濟效益的開發與創造，而外部經濟效益之各
種租稅收入即為政府應該得到的特許費。
8. 「國際自由都會特區」意涵在於：特區與中
央的關係就如同目前香港與中國的關係。
9. 建構以地方政府為主體所形成都會特區的創
新思維，成立高雄、臺中、北臺三個「國際
自由都會特區」，進而擴充至全國再邁向臺
灣自由島。
10. 桃園航空城及高雄海空雙港為政府「愛臺
12項計畫」之首要，應該擴充為「海港
園區及空港園區」（意即「國際自由都會
特區」）。它是「港市建設合一」理念之
擴充與應用：即海

空港計畫與都市計畫

合而為一及落實海空港管理是不以營利為
目標的公共服務事業，它的目標應該在於
「為全球旅客及供應鏈相關經營業者及民
眾創造一個投資經營與觀光利用的良好環
境」。
11. 由於地方政府才能處理單一窗口問題，由
於香港與新加坡是沒有地方政府的政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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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opera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or
planning,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of seaports and airports that are vital to an island country
- For central government, the key to the BOT projects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Port Law of Japan promulgated
in 1950s is a good examp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where lands and assets still belong to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re lent to local governments
free of charge or for a rental) is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he spirit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not only the allocation of internal profit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external economic
benefits that ports can bring and are multiple times more
than internal benefits. The tax and duty incomes as part
of external economic benefits are the charter fees the
government earns.
8.	The im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zone”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 zone
and central government is similar to that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9.	T he innovative idea of special urban zone centered
o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developed. Three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zon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Taichung and Taipei and the
idea is spread across the island toward the goal of Taiwan,
island of freedom.
10.	T aoyuan International Air City and Kaohsiung Free
Trade Zone and Eco Port are the top pri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s “iTaiwan 12 Projects.” These two projects
should be expanded into the “seaport park and airport
park” (i.e. the “international special free urban zone”).
This is the expa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harbor and city
as one;” t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sea/airport project
and urban planning as one and the embodiment of
seaport and airport management as a non-profit seeking
public service business. Its goal should be to “create
an investment and tourism friendly environment that is
built for global passengers, supply chain related business
own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11.	L ocal governm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problems with a single window. Unlike Taiwan that runs
on an administrational system with local governments,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run on a system without
them. Therefore, if we introduce the sea and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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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體制，而臺灣是有地方政府的組織體
制。因此若引用香港與新加坡的海空港組
織體制到臺灣，那是動搖國本嚴重錯誤的
作為--例如將應該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港務規
劃、建設與管理公權力交給國營港務公司
去執行。
12. 政 府 各 部 門 資 訊 與 過 程 積 極 主 動 地 透 明
化，實在是當前臺灣推動自由化的首要任
務。例如：ECFA、國營港務公司設置條
例、服務及貿易協訂、自由經濟示範區、
12年國教等政策形成及法規擬訂的過程，
如何作到充分的開放、透明、溝通、協調
及有效監督機制。尤其是最近諸多爭議的
核四存廢、航空城與大埔的土地徵收過程
與利益分配、都市更新過程與利益分配、
司法關說等比比皆是。因此政府如何將海
量數據（Big-Data）的開放、透明，有效
地提供國民瞭解與善加運用都是極為重要

organization systems of HK and Singapore to Taiwan, that
will be a mistake so serious that may shak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 for example, giving the authority of port
administration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o a state-owned port corporation when they should
have been given to local governments.
12.	G 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processes should 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 and that is the top priority
when Taiwan is moving toward liberalization. Examples
are ECFA,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Establishment Act,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Free Economic Pilot Zone and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a sufficiently
open and transparent mechanism of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ation and legislation. Particularly, there are more
examples for this, such as the much debated Nuclear
Power Plant 4, the property levying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of the Air City and Dapu, Miaoli, the process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newal, and under-table lobbying
for legal cases. As a result,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big-data for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s in an open, transparent
and effective manner.
(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of Kainan University)

的課題。
（本文作者現職為開南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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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醫療保健議題」諮詢案例之
—遇上現代文明病「自律神經失調」
文｜鉅微管理有限公司

EAP案例故事

增無減，甚至上頭對於工作績效的要求也盯得緊，

「請問你們有認識可以治療自律神經失調的醫

小劉身為第一線主管壓力更是如潮水湧來。常要加

師嗎？…」小劉在電話那頭有些遲疑的問著，原來

班不說，連休假日都得要隨時掌握同仁的狀況，導

這半年來三不五時的胸悶、心悸、偏頭痛、腸胃不

致最近這一年來，身體開始出現一些莫名的疼痛，

適，讓他困擾不已，為此去醫院做了各項檢查從心

一開始只是容易肚子痛、腸胃不舒服，但後來是經

電圖、超音波、照胃鏡甚至還有電腦斷層，結果各

常性的偏頭痛或冒冷汗，偶爾還會有出現胸悶、心

科醫師看完檢查報告後，除了腸胃科醫師說有輕微

悸。不得已只好去醫院檢查，哪知道得到的結果是

胃潰瘍之外，其他的醫師都只淡淡的說了一句：

除了肝指數稍高以及輕微胃潰瘍以外，其他檢查

「一切正常」。檢查結果讓他開始懷疑起自己是不

都說一切正常，一度讓他不禁懷疑自己的病情「不

是得了「隱疾」，但是當腸胃科醫師知道他做過其

單純」。最後醫生跟他提到很可能是「自律神經失

他檢查後都「沒有問題」時，倒是補了一句話「你

調」，建議他先去找身心科看診時，才想起這半年

可能是壓力太大，建議你先去找一下身心科或心理

多來不論在工作上或下班回家後，情緒確實變得容

師聊聊…」。

易生氣且沒耐性，時常會跟下屬發飆，質疑工作進

原來這一兩年來，因為兩岸交流愈來愈頻繁，
原本負責的查緝工作內容及巡防業務量可以說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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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開始對小孩大聲斥喝，這些情況都是以往比
很少發生的。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雙月刊2014.vol.71

EAP放大鏡
的確，在聽完小劉的陳述後，接線的心輔員發

失眠、易焦慮，甚至皮膚過敏等許多令人不舒服的
症狀都可能是徵兆之一。

現小劉的諸多症狀似乎都呈現出「自律神經失調」

當小劉在聽完健康管理師的說明之後，反而擔

的症狀。而據後來安排的健康管理師的初步說明得

心起自律神經失調是不是很棘手？是不是無法治

知，雖然這些症狀短期間不會造成對生命造成威

療？是否一定要吃藥?會不會很難好？有沒有其他

脅，但如果長期未能正視，將導致身體諸多器官機

的改善方法呢？

能逐漸無法互相協調與正常運作，因此及早了解正
視它才是上策。
一般人在睡覺時還能正常呼吸、心臟還能跳
動、胃腸持續消化食物，這些都是靠自律神經系統
的協調運作，才能讓人們在晚上休息時，各器官持
續正常運作。自律神經系統分為「交感神經」及
「副交感神經」二部分，它們從下視丘開始沿著腦

EAP小幫手
事實上，不論是中醫或西醫都同意「壓力」是
引發自律神經失調的主因，而且更重要的觀點是，
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病，而是「功能失調」的
一種情況，更非不治之症。所以醫師才會建議小劉
要去找身心科醫師看診。

幹、脊椎往下連接人體各個器官、組織，甚至是細

一般而言，經常處在壓力下的人，交感神經活

胞。如果把人體當一部汽車來比喻，交感神經就像

性會變得高亢，以提升精神、體力來應付壓力。當

是「油門」，而副交感神經則是「煞車」。當人在

交感神經活性上升時，副交感神經活性也必須隨著

面臨壓力或緊急狀態，交感神經活性會增加，開始

交感神經活性一起升高，如此才能維持較佳的健康

分泌腎上腺素，使心跳、呼吸加速。當壓力消失

狀態。但對多數人來說要能長期維持這樣的狀態並

後，換副交感神經活性增加，使呼吸放慢、心跳減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因此今天才會出現各種類型

速、腸胃恢復消化功能，使人心情放鬆。正常情況

的失調症狀。

下，交感與副交感神經會自行保持微妙的平衡，能

個案管理師協助小劉重新檢視過去這段時間的

夠隨時應付偶來的壓力或突發狀況，對人體、心理

工作生活狀況後，他才意識到這一年多的確太專注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如果「長期」處在壓力情

在工作勤務上，連休假時滿腦子都還牽掛著工作無

境下，作息、飲食不正常、長期的負面情緒，都會

法放鬆休息，並警覺到自己的身心已經長期處在緊

影響自律神經正常的功能，導致該發揮作用時卻動

張壓力下，難怪會引發這個現代文明病—自律神經

不了，該停下時卻持續加速中，造成所謂的「自律

失調。

神經失調」。
而「自律神經失調」這名詞是近幾年才比較常
聽到，以前則是被稱為「神經衰弱」。特別的是，
它並不單指一種「疾病」，而是諸多症狀的統稱，
發作時間點也難以預測或掌握，因此去找一般專科
醫師做檢查時，如果是症狀未出現的時候，更無從
判斷是哪一個器官的病變，這就是自律神經失調最
典型的情況，甚至它的症狀也五花八門，從頭痛、
冒冷汗，到心悸、胸悶、胃痛、頻尿、肌肉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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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只要我們能夠做到該工作時工作，

充足的睡眠之外，如果能配合適度的有氧運

該休息時就休息，加上三餐飲食正常，以及適度的

動，透過較深且長的呼吸也能讓副交感神經

運動，這些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自然就會逐漸消

活絡，其他諸如：快走、騎腳踏車或爬樓梯

除。但是對小劉來說，這卻是目前最困難的，因此

等活動，也能減少長期壓力對身體機能的傷

個案管理師與他討論了幾個循序漸進的做法。

害，亦能改善緊繃僵硬所造成的酸麻疼痛等

1. 學習「自我覺察」與「暫停」
簡單的說，「自律神經」就是負責控制身體

不適症狀。
3. 鍛鍊你的好腦力，再加上令人愉悅的食物

內許多器官的「開」與「關」，「加速」或

除了治標的症狀解除外，心輔員也安排心理

「減速」。但當大腦過度要求使用時，則會

師與小劉進行最重要的一項功課，就是鍛鍊

導致這些開關動作出現疲乏，甚至導致錯誤

因應壓力所需的「好腦力」。也就是當我們

動作。因此個案管理師也安排心理諮詢顧問

面對這些事件或情境時，如何讓自己擁有更

來協助小劉學習察覺自我身心狀態，並練習

積極、正向的態度與想法，對事件做出正確

在出現壓力癥狀時，即可以透過一些技巧的

的判斷與回應，如此才是有效避免壓力過度

運用，例如：腹式呼吸或放鬆訓練，透過練

上身的作法。再者，大腦中有許多關於穩定

習「暫停」，學習讓身心壓力暫時的中斷將

情緒與減壓的神經傳導物質，包括多巴胺、

是首要的功課。當然，如果還能排除萬難，

血清素、正腎上腺素、GABA等，亦可以透

先請幾天假期，讓自己「完全」抽離工作去

過多攝取好的植物蛋白質、Omega-3不飽

休息幾天，也是短期可行的做法。

和脂肪酸、維生素C、以及富含B群、鈣、

2. 別忽略睡眠與運動的重要
除了學習適當的中斷壓力外，想要改善自律
神經失調的症狀，個案管理師也建議小劉，
不論中醫或西醫，都認為最重要的是「好的
睡眠品質」，與正確的就寢時間。中醫非
常重視「子午眠」，亦即晚上11點至凌晨1
點，以及中午的1點前，都是幫助自律神經
恢復的最佳時間，如果能夠把握這個時段讓
身心充分休息，即便需要早起，遠比熬夜後
的補眠更不會造成身體的疲勞或負擔。除了

鎂、鋅的食物來維持神經系統的穩定與正常
分泌，這些都是很好的的預防與保養方法。

EAP小叮嚀
個人如果出現突然且不定時的心悸、偏頭痛、
腸胃消化機能或其他不適症狀時，建議仍須前往醫
院就醫排除器官上的問題，或是藥物引發的可能，
等到檢查確認不是器官病變或其他潛在病理因素造
成，才來懷疑是否為自律神經失調所引起。不過目
前許多醫療院所雖然也都有「自律神經檢查」的服
務，且大多是透過檢測心跳的心律變異分析來作為
判斷的依據，但不論是哪一家的檢測，其結果大多
僅能呈現整體自律神經的活性，並無法直接解讀單
一器官的狀態，還是得去找出造成失調的壓力源
頭。所以再次提醒，自律神經失調並不是「病」，
而是神經系統協調的「功能失調」，最好的處方還
是那句老話：「正常生活作息、良好的睡眠，加上
均衡飲食」。如此才能讓您這部好車開的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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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神秘島—

小蘭嶼
文｜徐健財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一個美麗的海中孤島—蘭嶼，隸屬於臺東縣蘭嶼鄉，四面環海，因其島上獨有
的達悟族土地風俗與自然景點，遠近馳名。而在距離蘭嶼東南方，大約3海浬左右
航程，有一座當地達悟族人稱為神秘島的小島—「小蘭嶼」。小蘭嶼面積大約1.75
平方公里，環島全長約4.3公里，海岸多為懸崖分佈，全島主要由黑雲母之角閃
石安山岩熔岩流及火山碎屑岩所組成，島嶼中央為火山噴發口形成的窪地，島
上碎裂的安山岩經過海水的磨蝕及氧化而形成赤紅色及黑色礫石灘，是小蘭
嶼的一大特色，我國軍方早期將其列為飛彈的射擊靶場，而至今小蘭嶼
仍無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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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接獲上島搜索任務時，我便開始思索任務

在9月1日的早晨，配合著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五海巡

如何能夠順利地執行，除了天候狀況允許及個人的

隊的海域巡邏勤務，前往目的地「小蘭嶼」，就在

防護裝備準備之外，再來缺不了的就是一位經驗豐

出發前先到了富岡漁港旁的如意娘娘廟拜了一下，

富的嚮導，那就是第十巡防區黃朝琴執行長，於是

祈求這趟登島任務能平安順利，說也奇怪，這一天

在天時、地利、人和條件都俱備的情形下，一行人

的海象果真風平浪靜，我想這是老天爺對我們的

就期待著登島這一天的來臨。首先要前往蘭嶼最近

眷顧吧！經過了三個半小時的航程，終於抵達小蘭

的出發地點就在富岡漁港前，附帶一提，這個漁港

嶼，從海上一眼望去，它是一座漂亮又帶有神祕色

小村莊是一位大家耳熟能詳名人所住曾經居住過的

彩的小島，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拿起手中的相

地方，提到他的名字，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就是曾

機猛拍照，就在大家沉溺於這幅美景的同時，我提

經因飛躍黃河而轟動一時，成了家喻互曉的英雄－

醒了所有人，別忘了我們這次賦予的任務，於是趕

柯受良（小黑的故鄉）。於是我帶著莫名的感動，

緊檢整了上島裝備，由海巡隊的橡皮艇接駁上島。

登島進行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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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並不是很清楚為什麼需要橡皮艇接駁，

爬、有鑽竄，不過短短一個半小時，每個人無不汗

到了現場才驚覺，原來橡皮艇只能靠近而不能靠

流浹背；我們在這座神秘島隨處可見早期國軍的飛

岸，所以我們一行人就在最靠近海岸的地方，下水

彈殘骸，以及野生的山羊，更能襯托出這座小島神

徒步慢慢涉水上岸，仔細想想，如果今天沒有這

祕色彩。

樣的好天氣，上島就是一大難題，而此刻也終於能
體會，平日一線同仁在執行這樣的任務時，尤其是
遇到海象極差的當下，仍然要勇往直前，那大無畏
的精神，著實令人佩服。終於一行6人克服了各種
阻礙後，都安全上島，並且進行搜索任務，針對島
上岸際岩石區域、樹叢及可能藏匿的地方，做了全
面性的搜索，由於酷熱的天氣，在執行過程中有攀

定期的登島搜索任務，是表示海巡署對蘭嶼這
片海域的掌握及監控及打擊非法的決心，為的是讓
私梟們不敢越雷池一步，雖然此行並未發現不法情
事，但卻也另一個收穫是，發現我們臺灣離島的
美，這將會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回憶之一。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巡防科）

周圍環境搜索及結束任務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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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空照
2005.9月拍攝

用鏡頭看世界—

記 憶 中 「 東 沙 島 」的

貌
風
千
萬
資料提供｜李春明

一切記憶從東沙島空拍照開始，從海巡署退休

海域為界，海陸域總面積約為353,668多公頃。比

的我，約在九年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搭乘立榮航空

現有6座國家公園總面積還大，相當臺灣島的十分

班機由東沙島機場跑道起飛，在飛機爬升時的一瞬

之一，範圍涵蓋了島嶼、海岸林、潟湖、潮間帶、

間，拍下了東沙島全景照片。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珊瑚礁、海藻床及大洋等不同但相互依存的生態系

可以將自己對東沙島的印象，透過影像分享給大

統，資源特性有別於臺灣沿岸珊瑚礁生態系，複雜

家，分享之前先將它的地理位置做簡要的介紹。東

性遠高於陸域生態。

沙環礁位在南海北方，環礁外形有如滿月，由造礁
珊瑚歷經千萬年建造形成，由於地理、生態特殊，
擁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物，特別規劃為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範圍是以環礁為中心，加上環礁外圍12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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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國家公園成立於2007年1月，這個名聲響
亮但少人能親臨的小島與環礁，位於南海北端，
介於香港、臺灣與呂宋島間，為臺灣海峽的南方大
門。環礁距離東北方的高雄有240浬（44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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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及周邊環礁區空照
2007.5月拍攝

南距南沙太平島640浬（1185公里），面積廣達8萬

積174公頃，島上覆有貝殼砂，無明顯地形上的遮

多公頃，主要由造礁珊瑚建造而成，東沙島是環礁

蔽，有低矮熱帶灌木遍布，島的西側則有兩條沙脊

裡唯一露出海面的陸域，行政區域劃分由高雄市政

延伸，環抱一個小潟湖，外形很像招潮蟹的大螯，

府代管。內政部於96年1月17日公告成立東沙環礁

潟湖在退潮時水深不及1公尺。東沙環礁為一直徑

國家公園因考量東沙範圍內自然資源和環境曾遭受

約25公里的圓形環礁，礁台長約46公里，寬約2公

人為嚴重破壞，安全設施亦不完善，故東沙環礁國

里，海水落潮時，周圍礁台可浮現水面。 環礁底

家公園成立前5年為復育期，以資源調查研究和環

部坐落在大陸斜坡水深約300~400公尺的東沙台階

境復舊及安全設施規劃等人員進出為主。

上，包含有礁台、潟湖、沙洲、淺灘、水道及島嶼

環礁國家公園擁有豐富的生態環境，境內包括
東沙島和環礁。其中的東沙島呈現馬蹄形，常年露
出水面，整座島地勢低平，最高處海拔只有7.8公
尺，東西長約2,800公尺，寬約865公尺，陸域總面

等特殊地形。據推測，東沙環礁的形成需要千萬年
的時間，屬世界級的地景景觀。
（本文資料提供者曾任職於海巡署勤務
指揮中心專門委員）
東沙島簡介資料來源：南部地區巡防局全球資訊網

從海面上捕捉東沙島全貌
2005.9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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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溫這些東沙簡要文字介紹後，
現在就帶大家跟著我的鏡頭一窺其美妙之處：

空照
攝
2007.5月拍

東沙島環礁

東沙

攝

空照 007.5月拍
2

湖
島潟

東沙環礁上之沉船遺骸
2005.8月拍攝

色
東沙環潟湖景 2005.8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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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公路

2005.9月拍攝

東沙島潟湖旁之枯樹
2005.9月拍攝

東沙島沙灘

2005.9月拍攝

東沙島海

岸突堤
2005.9月
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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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營活動從小艇接駁上島開始

「文字傳播實況、
意識拓展力量」
—青年學子參加2014東沙體驗營心得分享
圖片提供｜巡防處

為強化國人對我國南海主權及海洋政策之認識

綜論」課程，並搭乘巡防艇體驗海域巡防勤務，期

與支持，自100年起海巡署與國防部、教育部、內

間更帶領學員們與駐島官兵一同參加升旗典禮，期

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高雄市政府海

望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進而深耕其對南海主權及

洋局等機關陸續辦理6梯次東沙體驗活動，同樣的

疆域意識。學員們也將幾天在島上感受到的所有事

2014年也依往例舉辦二梯次體驗活動，希望藉由實

物，在活動結束後，撰寫個人心得，並透過投稿方

地探訪、體驗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及周邊海域執

式，讓更多人可能藉由他們的文字深入了解東沙環

法現況，使參與學員了解東沙實況，同時建立青年

礁生態與海洋資源之珍貴，更甚者，可以了解政府

學子們對國土疆域及海洋國家之意識與認同。

在南海主權之主張與作為，亦可見證海巡弟兄堅定

該體驗營係配合海巡署「碧海專案」巡防勤務
時機辦理，其目的除了擴大掃蕩越界捕魚之漁船
外，更能適時有效行使國家主權。本次活動也特別
安排國家安全會議鍾堅諮詢委員講授「南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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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守海疆的決心與能量，使國人對海巡署捍衛南海
疆域更具信心，有助喚起全民「海洋興國」之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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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省視東沙群島在南海戰略的角色
文｜趙祥亨

近幾年南海水域各聲索國動作頻頻，使得主權

控制的水域群島，島嶼周邊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爭議數度成為國際焦點。睽諸我國的南海政策，自

更重要的是，東沙環礁為臺灣通往南沙群島的重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提出的南海政策架構、行政規範

要中樞，位居海南島、菲律賓呂宋島、高雄港的

及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實際修築太平島跑道，再到現

中央位置，扼守巴士海峽來往船隻的關隘，為海上

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嘗試從能源、安全、海洋法角度

交通線的兵家必爭之地。然而，儘管我國立定海洋

嘗試與各方合作共享資源。而我國在南海實質控有

興國的政策綱領，但是東沙群島的防線僅仰賴駐守

的太平島一直以來是我方爭取南海話語權的一大利

島上兩百餘位的海巡弟兄，無法完全滿足防守東沙

多，然而，偏隅一方的東沙群島也不可偏廢，其戰

群島以至太平島的漫長海線需求，加以南海周邊若

略地位有助於延續我國在南海的影響力，其命運與

有事，隨時敵人可能進一步試探我國其他諸島之防

太平島安危及南海主權相維繫。

務，東沙群島作為海上防線的關鍵，實有必要進駐

東沙群島目前是中華民國在南海唯一完全實質

更具威力的海軍陸戰隊。

出發前海巡署王進旺署長與國安會
鍾堅委員和學員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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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上而言，為了強化南海防線，需要就宏觀

必要深化中小學海洋教育，並與民間非營利組織合

面的政策下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馬漢（Alfred

作宣導，提升國民的憂國意識；此外，我國政府對

Manhan）提出六個影響海權的要素，分別是：

於日益緊迫的南海形勢，應當訂定演習範本，在模

一、地理位置；二、自然資源和氣候；三、領土大

擬危機發生時的兵棋推演外，還應加速設防海軍陸

小；四、人口數量；五、人民習性；六、政府特

戰隊，使其與海巡署能妥善分工司職，以滿足平時

性。上述要素中，前四項為自然稟賦，難以在短時

與戰時的想定差異，同時，也應加強演習的密度和

間內改變，但是人民習性和政府特性這兩項，卻是

戰防設施的強度，才能建立以戰止戰的嚇阻效力，

上位者制定海權戰略時能夠化為可實踐的政策重點。

化干戈於無形。

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其軍事實力和經濟能量逐

最後，政府在南海戰略上的設計，理當務求整

漸增強，對東亞地區的影響力日漸龐大，相對而

體一致，軍民合一，讓更多國民能理解駐防海外弟

言，美國鑒於此發展趨勢，強調「重返亞洲」政

兄之辛勞，體會政府戰略設計的目的，強化愛國情

策，意在再平衡此區域傾斜於中共的權力平衡狀

操，如此也可使軍人獲得來自社會大眾的體諒與支

態。在此大結構下，臺灣雖然是第一島鏈的樞紐，

持，加強戍衛邊疆的自豪感，打造國防社會化的海

仍舊是各國船艦往來的重要支點，並握有中共東向

洋戰略架構，也有助於推動未來募兵制的施行。

西太平洋的鎖鑰，然而國人對於東亞局勢現況、我
國的海洋環境、離島的國防政策多漠不關心，實有

隊長楊俊宜率隊在東沙大王廟持香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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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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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戀情人－東沙島
文｜李柏萱

我更是傾向景仰，對東沙大王萌生敬意。由於我們
登島當日適逢9月3日軍人節，我們亦燃起三炷香，
向當地的忠靈之士表達敬意，緬懷他們先烈英勇。
此外，我們還參觀了各項景點，包括「島遠心近

踩著上偉星艦的階梯，內心滿是興奮，原因是

碑」、「南海屏障碑」、「與陣地共存（亡）500

這次要去臺灣遙遠的領土－東沙島。過去只能在書

公尺障礙牆」……等等。在晚上，我們還與當地的

籍中或是影片中一窺東沙，想不到這次竟然夢想成

生態有約，拿著手電筒，細細地觀察著夜晚才綻放

真，可以實際踏上距離高雄450公里的國土，確實

的棋盤腳，夜間出來探險的寄居蟹，那邊的生態豐

發揮「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精神。在船

富，讓我流連忘返。在看完當地生態後，我們一行

上，我們聽著海巡人員跟我們講授海巡的任務執掌

人步行至東沙機場的跑道上觀星，抬頭望去，一片

以及相關業務，我發現海巡除了以「海域執法、海

的星海遼闊讓人難以忘懷。

洋事務、海事服務」三項任務為主軸之外，更有著
關愛海洋以及「親民愛民、服務至上」的胸懷，與
其說海巡兄弟是海上警察，不如說是「海上的守護
神」。此外，我們也在海巡同仁的帶領下參觀艦艇
各項設施，由於海巡工作時常好幾天在海上執行任
務，所以裡面的設施應有盡有，盥洗設備、中央廚
房、船員寢室、液晶電視……，完全就是一個現實
社會的縮影。
在歷經大約16個小時的航行後，我們逐漸逼
近東沙島，在遙遠之處就已經看見一批穿著整齊的
海巡人員熱烈迎接我們，他們各個神采奕奕，黝黑
而且精實。上島後我們迫不及待想走遍各地，深怕
遺漏了哪個地方。我們的第一站便是東沙島的精神
支柱－東沙大王廟。聽著當地人員講述東沙大王飄

第二天，天還未亮時我們便急著起床，因為我
們迫不及待升旗典禮的到來，上了大學後便再也沒
升過旗，也與國歌不相識了，這次要在東沙島升旗
特別感到興奮。學員們整齊的站著，在距離臺灣這
麼遙遠的地方唱著國歌，看著國旗緩緩地飄揚著，
真的內心激昂，感動到流下淚來，這是最簡單，但
是最動人的小確幸。9月4日下午，終究到了下島的
時候，除了不捨，還是不捨，雖然僅在島上短短兩
日，但我深切感受到我對東沙島的認同感。
第一次，我的內心如此激昂，彷彿與東沙島陷
入了熱戀。如果將來有機會，我會再次拜訪我的初
戀情人－東沙島。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
所研究生）

洋過海來到東沙島的神蹟，每位學員都嘖嘖稱奇，
學員參加升旗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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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邂逅－東沙體驗營見聞錄
文｜鍾孟宸

伴隨偉星艦劃開海面激起的浪花，天與海一望

再則生態之絢爛乃東沙另外一項資產，這次活

無垠的湛藍在眼前展開，點綴著一片翠綠與土黃，

動觀察島上之動、植物，包括日間與夜間、獨特之

東沙島巍峨矗立汪洋中。機會難逢，所有人無不懷

地貌景觀、珊瑚砂與貝殼砂形成之沙灘、狹長美麗

抱雀躍的心情，等待一揭東沙群島神秘而美麗的面

的潟湖，或與臺灣所見相同、或是各異，但其中或

紗，我心亦受到這股氛圍的感染，隨著海浪波濤上

多或少都暗藏東沙特有的氣息，令人頻頻駐足、細

下起伏。

細探究。

東沙群島的形狀儼如一枚戒指，環礁瑰麗而珍

提及生態則不得不談在島上最後所安排的活動

貴，隱藏著大自然巧奪天工的美妙，教人心心念念

是淨灘，為維護東沙的美麗與永續盡一份微薄的心

只求一睹，而東沙島便如戒指上的寶石，貴在其戰

力，頂著豔陽高照卻甘之如飴，只因想還給島嶼原

略意義之重大，掌握南海之要衝。

本的秀麗，但見沙灘上滿是漂流物，怎麼也無法將

甫登上島便發現其迷人的獨特魅力，因為遺世
而獨立所發展的物種、遠離塵囂鮮少污染的空間、
嚴肅與悠閒兼有的氣氛，以及許多種種難以描繪的
細膩，都與在臺灣本島，吾人的生活環境中所經歷
所熟悉的一切那般的不同，彷彿已揭示了接下來的
數日，將會有道不盡的體驗與經歷。
東沙群島因其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乃扼南海航
路之重要腹地，在我國之政策導向下，由海巡署負
責駐守，保衛疆域捍衛領土，其周圍水域，亦是由
海巡署擔負巡弋重任，維護珍貴生態及我國主權，
思及離鄉四百餘公里，兼之島上諸多資源不如本島
充裕，深深體會其生活與工作之苦，而更遠處的南
沙群島，亦是如斯教人感佩。

印象中的東沙島與之聯結，雖是撿了好幾大袋的成
果，所為仍只是冰山一角。儘管島上致力於環境保
育，無奈漂流上岸之物多非臺灣而來，再次體現污
染無國界的困境，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推動各國共
同環境保育乃刻不容緩的目標。
本次體驗營誠乃一難得的經驗，既與各方不同
專才之學員相互交流、又得見聞島上壯麗而神祕的
面貌，短短數日所收穫的衝擊卻是無限迴盪，在人
生的經驗中又譜上一曲，尤其感受海岸巡防署官兵
戍守之艱、巡弋之難，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保
育之辛、研究之苦，返臺後，一一將這些點滴向眾
人分享，期望將東沙群島及其後默默努力之人的樣
貌展現給世人，便可謂不虛此行。
尾聲坐上接駁小艇展開歸途之時，不時望向後
方聳立的東沙島，以及清澈無比的海底的珊瑚，只
是想在記憶中烙下深刻的印痕，繼續編織汪洋中的
美夢。
（本文作者現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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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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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蒞海巡署進行評鑑督訪業務，常務
副署長鄭樟雄（圖右）致贈紀念旗予副人事長張念中
（圖左）（103.8.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新聞公關講習活動，政務副署長
王崇儀（圖右）介紹知名主持人李四端先生（圖左）
（103.10.1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阮慕驊先生（圖左）講授「全方
位投資及資產配置」專題，常務副署長尤明錫（圖右）
代表致贈禮品（103.9.2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簽
訂醫療資源，雙方代表完成儀式後互換支援協議書
（103.9.2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與社區發展協會共同
辦理淨灘活動及宣導「廉能政府、全民反貪毒」理念
（103.8.2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於彰化地區辦理漁民座
談會，局長林欽隆（圖右）主持，並致贈參與民眾禮品
（103.9.1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西衛安檢所廳舍新建工
程」舉行動土儀式，諸位貴賓到場齊聚祝賀（103.9.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參與花蓮港「103年
度國際船舶與港口設施保全暨災害防救演習」活動
（103.08.21）

海域執法

海巡我最

照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為因應秋節將至，於南
竿地區舉行聯合擴大威力掃蕩（103.9.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接獲漁民船員證過期執
意出海通報，立即前往查察（103.8.2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查獲通緝犯簡○昌欲
搭乘開往澎湖客輪，隨後將其送台北地檢署偵辦。
（103.9.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為確保轄區安全，於塭
仔港區及崙尾灣港區進行威力掃蕩（103.9.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碼頭執行監卸勤務
時，發現貨輪有可疑農產品，即刻回報，並進行檢視
（103.9.2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海岸巡防總隊查獲民眾於大福漁港
旁之生態保育區內非法釣魚（103.9.1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為強化轄區內治安，
實施重點區域掃蕩勤務，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103.10.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為防堵不法情事，於假
日執行強化威力掃蕩勤務（1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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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於港區停泊交通船區執
勤時發現死亡鯨豚，立即通報做後續處置（103.9.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發現港區疑似有船隻漏
油，立即帶員前往處理，避免範圍擴大（103.9.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巡防區接獲通報，有民眾於彰濱工
業區落水，海巡人員立即前往搜救（103.9.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於林厝
寮泊有漁民不慎落海，海巡人員即刻搶救（103.9.13）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為維護太平島環境及生
態，邀請島上各任務單位共同辦理每月擴大淨灘活動
（103.9.21）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於機場跑道發現迷途綠蠵
龜，立即前往救援並成功將其引導返回海上（103.9.1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獲報轄區內有民眾於客
輪碼頭落海，主動協助救援（103.9.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烏石鼻發現擱淺海
龜，立即上前協助，並將牠放回海中（10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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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獲報有民眾至基隆嶼參觀
不慎跌倒，立即派員協助後送事宜（103.9.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報案有民眾於深澳酋
長岩遭人攻擊，頭部受傷，立即協助包紮（103.9.1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民眾求助，車輛受
困，安檢所立即派遣機動人力至現場協助（103.9.2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北港溪出
海口有漁船失去動力，緊急派員前往協助（103.9.1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於興達港船筏執檢
區右側發現一對母女騎車衝入港區，立即前往救援
（103.10.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執行港區巡邏時發現男子
倒臥鐵線執檢區，立即前往救援（103.10.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轄區內某處漁塭發現
未爆彈，立即聯絡友軍單位共同前往處置（103.09.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秋節前夕至轄內七
星潭及康樂社區慰問獨居老人（10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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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

安
吃得 心

行政院於103年9月17日宣布將實施

8項食品安全強化措施

並透過 政府-企業-民眾「鐵三角」防線

讓不肖廠商無所遁形，無以立足，確保國人食品安全，重拾臺灣美食王國美譽

政府民間攜手 為食安把關

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