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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海巡署署長王崇儀
主持重大活動實錄

海巡署「104年元

旦晉任授階暨授勳典

禮」，於103年12月31

日舉辦，由署長王崇儀主

持，政務副署長尤明錫、常務

副署長鄭樟雄、陳世傑、海岸巡防總局總局長楊新

義及各地區巡防局局長與晉任及受勳同仁和寶眷們

共同出席參與！

王署長一開始向晉任（49人）及授勳（22人）

同仁恭賀，並感謝其寶眷長期以來對同仁的支持

與付出，不辭辛勞照顧家庭，讓他們能夠全心投入

工作，為社會國家貢獻心力。同時他也勉勵所有晉

任及受勳人員，記得：「晉任」不僅僅是國家的榮

典，更是對工作之肯定，也代表你們即將承擔更重

大的責任，期勉大家都能夠珍惜這份殊榮。海巡署

成立已超過15年，這些年在全體同仁群策群力下，

奠定了非常穩固的基礎。然而，機關在追求進步，

卻有極少數人，藉由「黑函」分化內部團結，傷害

單位形象。王署長也鼓勵大家，要認清法治精神的

基本概念，未來如果有任何意見，能循正常管道反

期許與共勉 104年元旦晉任授階暨授勳典禮

王署長勉勵同仁：「珍惜殊榮、承擔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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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如此才能夠杜絕黑函，端正機關風氣。

他以去年曾邀總統府前國策顧問高華柱先生蒞

署演講之「當責領導與管理」呼籲各級幹部，秉持

當責精神，懂得去做對的事，還要把對的事情做到

好，兩者同樣重要！同時更將毛院長在院會指示各

部會：「要講求『做到』了什麼，而非『做了』什

麼」的工作態度分享給在場所有人，提醒大家做事

情時要清楚目標是什麼，才能以最有效的方法完

成。王署長也給自己一個使命，那就是建立一個優

質的「海巡文化」，因為有好的文化，才能夠讓機

關的傳統薪火相傳。

王署長也期許大家應時常自省，「今天的我，

和昨天有什麼不同？」將來每個人都有機會繼續陞

任不同職務。而身為海巡署的一份子，肩膀上都擔

負著至高無上的榮譽，希望謹記此刻，所有長官、

家人、好友對你們的殷切期許，無論任何時候，都

要自律、自重。他特別向在場的寶眷們強調，其家

人在海巡署服務，可謂無比榮耀。在今天這個特別

的日子裏，能共同見證及分享，是件相當有意義的

事。最後再次期勉今天所有晉任及受勳同仁，未來

隨著職務的歷練，能抱持虛心學習的態度，齊心協

力為單位帶來更卓越的績效，讓海巡署成為一支最

堅強的團隊。

王署長期勉同仁珍惜殊榮，並細心為晉任及受勳人員掛階及頒授獎狀

雙月刊2015.vol.73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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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於（104）年

1月14日上午10時舉行臺北港海巡基地廳舍新建工

程動土典禮，由署長王崇儀主持，儀式簡單隆重。

王署長致詞時表示：「海巡強力護漁，驅離大陸漁

船，讓漁船滿載豐收，漁民收入增加，是政府的職

責，也是海巡署當今的工作重點！」。他同時強

調：位在新北市八里區的臺北港，居於臺灣西北海

岸線的要衝，海巡基地預計105年5月完工啟用，屆

時將有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及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

商港安檢所進駐辦公，而隸屬於北機隊的3,000噸級

宜蘭艦與其他大型艦艇，也將以臺北港為母港，除

能有效提升桃竹及西北海域護漁及執法能量外，更

會增加與其他地區的互動。

王署長和與會貴賓為臺北港基地動土儀式祈福，並挑選吉時持鏟動土

海巡新願景 「前瞻新思維、放眼大格局」

—海巡署辦理臺北港基地動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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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邀請舞獅及鼓陣為儀式暖身

未來臺北港基地是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的駐

地，另亦編制海岸巡防總局的北部地區巡防局臺

北商港安檢所辦公室。面積有5.96公頃，碼頭長度

638公尺，最深水深達9公尺，可供海巡署目前最大

噸位3,000噸級巡防救難艦泊靠，大幅提升北方及西

北海域巡護能量。海巡署現已有南部地區興達港基

地，中部地區海巡基地亦刻正規劃中，加上東部花

蓮亦能停靠大型艦，此次臺北港海巡基地的動土，

將是完成環臺海巡基地建構的重要時刻，更是宣告

我國海巡執法能量邁向新的里程碑。

鑒於北部及西北海域一直是海

巡署護漁的重點海域，為了讓漁民

朋友真正「有感」，看見政府取締

越界大陸漁船的成績，海巡署目前

所採取「超前部署、多管齊下」的

策略，執行迄今，對越界大陸漁船積極執法，已有

顯著成效，未來將持續推動，以維護漁民權益。

海巡署面對未來國際海洋事務的發展與挑戰，

規劃以「前瞻性、新思維、大格局」為目標，作為

建構海巡基地的藍圖。目前南部興達港海巡基地已

於98年完工進駐、北部臺北港也在今天動土、中部

臺中港則已進入規劃階段，皆逐步依計畫完善各類

海巡艦艇及港埠建設，為「藍色革命．海洋興國」

的政策願景，奠定長遠發展的基礎。

雙月刊2015.vol.73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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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見證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德星艦光榮除役　新艦船接續傳承

而活動過程讓人感動及

印象深刻的是南部地區機動海巡

隊前副隊長陳君邁以退休身分代表致詞時所引用的

聖經詞句：「那美好的仗我已打過，該跑的路我已

跑盡，該守的道我也守住了。」來形容德星艦已完

成階段性的歷史任務。另外身為末代艦長的柏國富

細數起德星艦過去光榮歷史時，他說最讓人津津樂

道的就是101年8月20日，在天秤颱風侵襲南臺灣前

夕，頂著超過10級狂風，以及4至5公尺巨浪，在高

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所屬之德星

艦，自66年11月交船服役開始，不斷創下許多功

績，只是不敵歲月催老即將停航，為表彰德星艦與

執勤同仁為我國海域治安所付出的貢獻，海洋巡

防總局於104年1月31日上午10時假高雄海巡隊碼

頭，舉行一場隆重溫馨的退役典禮，由署長王崇儀

主持，並邀請德星艦歷任艦長，以及艦上服務的同

仁、眷屬前來觀禮，同為德星艦歷史畫下圓滿的

句點。

王署長向德星艦致敬，並穿戴手套為其塗去船名，象徵光榮除役之意，並與退休艦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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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港西南方210浬海域執行埋伏勤務，緝獲「宏吉

裕七號」漁船走私205塊、重80公斤的高純度海洛

英（市價24億元）案件，當時德星艦以35歲「阿公

級」的船齡破此大案，用「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之功績來形容，名副其實。

德星艦所創下的豐碩紀錄，諸如66年日本東九

州臼杵造船所建造德星艦完成，在舉行命名下水典

禮時，會場掛了臺、日兩國的國旗，此為61年臺、

日斷交後，在官方場合上，日方唯一懸掛青天白日

滿地紅國旗及機關艏旗。原配屬於財政部關務署高

雄關的德星艦，所破獲之走私案件不計其數，曾被

媒體譽為「私梟剋星、海上救星」，尤以79年間某

日於澎湖及興達港海域，一連查獲3艘漁船走私洋

菸，隔日各大報爭相報導，獲得「海關第一艦」之

美名，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

走過馳騁大海的風光，德星艦終究抵不過歲月

的銷蝕而面臨落幕時刻。103年11月29日執行最後

一次臺菲南方重疊海域巡護（漁）勤務，自高雄港

出發時，全艦30名同仁已顯離情依依，103年12月

2日返港後，即將正式停航，此時同仁將離開有著

十數載同舟共濟之情的德星艦，再也按捺不住情緒

而紅了眼眶，大家站在船艏合影，王署長也引用美

軍二戰將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名句：「老兵不

死．只是凋零」來向「海關第一艦－德星艦」37年

來為臺灣海域所做之貢獻，致上最高敬意。

德星艦雖然除役，但是3000噸級「高雄艦」在

20及40機砲組裝後，今年4月即可服勤，同時，依

照「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規劃建造4艘1000噸

級巡防救難艦，其中的屏東艦，在明（105）年5月

亦將交船服勤，屆時即可大幅提高南部經濟海域護

漁能量，以及南海東沙與太平島巡防之實力。

 結語

「強力執法、絕不退讓」，一直是署長王崇儀

堅守的原則，也要求全體海巡人員遵守，更不斷強

調海巡署的戰場應該在海上，因為唯有將不法在未

靠岸前澈底阻絕，才能免除後續衍生的困擾。無論

是從主持所屬晉任（受勳）、臺北港駐地動土或德

星艦除役、新艦下水等諸多典禮，可以感受到王署

長自上任以來，勤走一線，鼓勵及肯定同仁，使基

層士氣提振，更以加強查緝海上走私，全力打擊不

法為重，展現積極投注心力於執法工作的決心。其

目的不僅為了凸顯政府積極發展海域執法能量，同

時更重視海巡署在海上發展的實力。我們也相信海

巡團隊在王署長帶領下，將更上層樓，未來定能再

創歷史新猷。

（本文相關資料轉載自海巡署全球資訊網及

蘋果即時電子報）

接續投入海巡執法行列的3000噸級高雄艦

同仁為與會貴賓解說德星艦上各項諸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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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為落實政府「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理念，提

升機關對外之能見度，讓國人更加了解海巡署推動

政策與執法成效，署長王崇儀自去年12月接任以

來，不斷期勉同仁依法行使公權力，並懂得善用自

我優勢，堅持「強力執法、絕不退讓」精神，才能

創造輝煌績效。同時他也自我期許，誓讓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這個隸屬行政院層級的中央二級機關發光

發熱。鑒此，王署長也特別在104年2月11日邀請大

法官蔡清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顏大和、臺

灣高等法院院長石木欽、法務部司法官學院院長林

王 署 長：

要讓世界看見海巡

司法高層蒞臨海巡署交流

結束交流行程，王署長與司法高層合影留念

王署長和與會貴賓互動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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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及聽取勤務指揮中心任務簡報

洋巡防總局總局長龔光宇、海岸巡防總局總局長

楊新義、海巡署情報處長林欽隆、政風處處長徐

錫祥、署辦室主任扶大桂陪同出席。活動行程除參

觀本署文物陳列室、觀看多媒體簡介及勤務指揮中

心任務簡報外，也與正在線上執勤的新北艦進行衛

星電話通訊，讓與會人員見證海上巡護實況。過程

中，王署長也特別強調，海巡署成立已超過十五

年，外界對於海巡署的機關定位，仍不甚了解，希

望透過此次對話，讓與會的司法高層，為海巡做最

有力見證及行銷，未來仍會更加努力，他說：「要

讓世界看見海巡」。

席間與會人員對於海巡機關未來發展，均具有

高度期待，也讚揚海巡署在現任署長王崇儀的領

導下，激發強烈企圖心，在海域執法層面成績亮

眼、在為民服務層面積極熱忱。我們更相信海巡

團隊並不會因此而滿足，未來仍會秉持著王署長阻

絕非法於海上的原則，全力打擊犯罪。而在交流行

程之前，海巡署也在當日上午舉行所屬各機關卸、

新任局長聯合交接暨宣誓典禮，王署長也在典禮中

宣示他的用人原則，包含岸海平衡、適才適所、激

發潛能、培育人才，他要求新任人員要以身作則、

無縫接軌，發揮「當責」精神，同時期勉全體海巡

人員在各新任主管帶領下，共同齊心協力、貫徹命

令、榮辱與共，為擦

亮「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這塊金字招

牌，做最大努力。

輝煌、法務部主任秘書兼法醫研究所所長周章欽、

法務部綜合規劃司司長朱家崎、法務部廉政署署

長賴哲雄、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署長張清雲、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林朝松、最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楊世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秘書室主任王振

中、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技士鄭玉雪等司法高層，以

及海巡署前署長許惠祐、前政務副署長游乾賜蒞署

進行意見交流。

交流活動由署長王崇儀親自主持，政務副署長

尤明錫、常務副署長鄭樟雄、主任秘書胡意剛、海

參訪文物陳列室，王署長親自為貴賓們介紹

雙月刊2015.vol.73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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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宇謙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民國103年12月24日，在年終歲末之際，海巡

署大家長王崇儀署長在這天踏上我們福爾摩沙瑰麗

的國境之東－臺東，並利用此機會宣達未來海巡署

的理念及方向，同時提出五項重點，期勉同仁共同

努力，一起為海巡署未來創造更輝煌績效：

一、組織改造在即，單位力求穩定。

二、記取過往經驗，杜絕槍毒走私。

三、執法要有所本，強調依法行政。

四、提升正向思考，杜絕匿名檢控。

五、重視法紀維護，嚴格律己操守。

「視導綺麗東海岸」
—王崇儀署長勾勒海巡署未來藍圖

王署長至所屬宣達未來海巡署的理念及方向，以及頒發加菜金為一線工作同仁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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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署長表示，往後將會致力推動使民眾有感並

且貼近民意的政策，使海巡署更加平民化、便民

化，成為政府機關與民眾間雙向溝通的橋樑。在結

束東巡局的行程之後，王署長馬不停蹄往第八一岸

巡大隊轄區最具代表性的漁港—伽藍漁港安檢所前

進，隨後也視導了東部現今最熱門的海巡景點—海

洋驛站，全程由海岸巡防總局楊新義總局長、東巡

局許績陵局長、巡防區召集人孫晉華、第八一岸巡

大隊大隊長黃德男以及伽藍安檢所所長林政龍陪同。

夕陽斜照讓天空染上了一些黃橙色，我們一線

海巡同仁的亮橘安檢服也因為如此顯得更加鮮豔明

亮，雖然經過一整天的勤務、遊客疏運等例行工

作，但弟兄們各個依舊盡忠職守，對於王署長的到

訪更是整裝以待，而王署長也關懷慰問我們海巡弟

兄的辛勞，並對東巡局在救生救難，救生衣租借便

民服務等海事服務的表現讚譽有加，也期勉海巡弟

兄們應繼續秉持著「服務」的精神，盡心盡力做好

海巡與民眾雙向溝通的橋樑。此外所內的各項服務

設施務必保持完善及新穎，讓每位前來的民眾感覺

舒適且整潔，提升海巡署形象。還有各項平時訓練

工作務求持續精進，尤其是春節將至，所內同仁更

需要眾志成城，發揮最大力量，不能因此而有所懈

怠，讓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整個視導活動期間，我們親切的向王署長解說

「救生救難館」、「海巡艦艇館」、「菸酒毒害

館」等各展館的展覽重點，並告知此驛站旨在於讓

前來遊覽之民眾能深入了解海巡工作性質、海洋

知識、防溺宣導並分享人才招募資訊，使海洋意識

根植於國人心中。王署長也對海洋驛站整體完善規

劃、為民服務設施以及解說服務同仁的熱誠服務，

感到滿意，並鼓勵所站能積極培訓具有親和力的解

說人員，希望未來能結合人才招募，擴大宣傳成

效，讓更多新血加入海巡這個大家庭。

落日餘暉照著海面，浪花閃耀粼粼波光，來驛

站參訪的成群遊客們，在談笑聲中緩緩收拾行囊踏

上歸途，在海洋驛站明媚的景色下，王署長此次的

視導也即將畫下句點，此行王署長除了期勉同仁務

必力求精進，更不斷肯定同仁們的努力，並向我們

勾勒出海巡署未來的方向及願景，冀望從一線單位

到署部都能夠合力攜手前進，我們也將會遵照著指

示，盡力將更好的服務、更有感的政策帶給民眾，

成為替下一代守護這片藍色國土平安的海巡先鋒。

（本文作者任職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

王署長除視導本島海巡單位外，亦於104年1月5日率一級單位主管至東沙慰問，
肯定一線海巡同仁犧牲奉獻，捍衛南海疆域精神，並給予支持與鼓勵

雙月刊2015.vol.73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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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前署長進旺 為國貢獻
獲總統馬英九頒贈二等卿雲勳章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為感佩海巡署前署長王進旺為國家所付出的貢

獻，總統馬英九先生特別於104年1月12日召見王前

署長，並頒贈二等卿雲勳章以為表彰。席間馬總統

談及王前署長公職生涯期間為國家立下了不少歷史

性的汗馬功勞。例如99年11月，新春滿11號的接駁

船在澎湖西嶼西北方進水失聯，海巡署在案發4小

時後，將69名遇難人員全數救起，是近年海難事件

中成功救援人數最多的。還有101年9月25日，宜蘭

蘇澳292位漁民駕58艘漁船出海，在海巡艦艇的護

衛下，到我國領土釣魚臺列嶼周遭海域進行「為生

存，護漁權」的和平抗議活動。當天12艘海巡署船

艦以水砲與日本海上保安廳34艘船艦互射的畫面，

於第二天傳遍全球媒體，相信大家記憶猶新。許多

漁民大受感動，因為那一刻，他們深刻感受到中華

民國政府是真心保護漁民的。

此舉不僅有力展現政府捍衛主權、維護漁權的

決心，也間接促成了7個月後《臺日漁業協定》的

簽訂，結束了兩國間40年的漁權爭議。簽約前一

年雙方爭議17件，簽約後降為1件；高檔漁獲量也

增為3倍。達成「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目

標。前人做不到的，我們做到了！這是一項歷史性

的貢獻，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還有102年5月屏

東「廣大興28號」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遭到菲律賓

海巡隊員以自動武器掃射，一位船員不幸身亡，漁

船失去動力。消息傳來，舉國震怒。而政府也立即

要求菲方道歉、賠償、懲兇以及進行漁業談判，並

啟動11項制裁措施。三個月後，四項條件幾乎全部

實現。王前署長在制裁期間，會同海軍強力護漁，

我國後來能夠獲得菲律賓的正面回應，王前署長功

不可沒。這也落實了政府「漁民在哪裡，海巡就在

哪裡」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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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馬總統也親自核定授勳頌詞，肯定王前

署長無私為國家與人民之貢獻，全文如下：

「行政院海巡署前署長王進旺，忠誠耿直，廉

潔奉公。厲行海域執法，完善人道救援；東海保釣

英勇護漁，南疆經略捍衛主權；擴大海巡編裝，開

啟海巡敦訪，應權通變，保衛海疆；踵武前賢，興

國海洋；懋績丕著，成效卓良；靖獻嘉猷，邦國仰

仗。」

有感於馬總統的頌詞祝賀，王前署長說這是他

一生的榮耀，也要感謝馬總統的嘉勉，也藉此機會

將這份榮耀獻給陪伴他走過八年十個月的全體海巡

弟兄，更要和自己的家人分享。在海巡署這段期

間，他說自己一直以「能為海巡署貢獻什麼樣的工

作態度」為思考，在馬總統的領導下，亦步亦趨的

實現「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施政理念。而在海

巡各項施政規劃與執行，也都相當順利推展，其中

重大績效有下列三項：

1.  在硬體建設部分：包括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

案、應勤無線電系統換裝、岸際雷達換裝、

南沙太平島碼頭整建工程以及基層廳舍整建

等，合計編列經費高達281億4,331萬元，均

能依照進度執行，有效大幅提升執勤能量及

改善基層同仁生活環境。

2.  在維護國家主權、漁權部分：係以維護國家

利益為最高戰略思維，包括執行北方釣魚台

海域、南方與菲律賓重疊專屬經濟海域之護

漁任務，以及取締、驅離大陸越界漁船，均

能圓滿達成任務。

3.  在海域執法部分：包括取締槍枝、毒品、農

漁畜產品、香菸走私、偷渡人犯等，均能展

現具體成效。另海巡署也本著人溺己溺、

人道救援精神，從97年起至103年止共救援

1,236艘船舶，共計6,531人，包括新春滿漁

船翻覆，全數救起69人。海研五號研究船翻

覆，全數救起45人。

這些績效都是在團隊合作的狀況下，才能圓滿

成功完成任務。授勳儀式最後，王前署長除了再次

感謝馬總統的肯定，也引用了畫家梵谷的名言：

「大地滋養我一生，懷著感恩的心，我想為她留下

紀念」。他相信他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將一生奉獻

給國家，恪遵職守，兢兢業業，毫無個人生

活，但他卻沒有後悔，也讓第一次陪伴他

出席公開活動的家人們，體會他在分享這

份榮耀的同時，依舊是懷著一顆無限感恩

的心，且永遠記得在海巡屬於自己每一分

每一秒值得珍藏的美好時光。

（本文相關內容摘錄自總統府網站及

王前署長親筆稿）

馬總統頒贈二等
卿雲勳章後，與

王前署長及夫人
握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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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宜柔　圖片提供｜第一【基隆】海巡隊

冬季正值我國東北季風盛行之際，尤以北部海

象甚差，海巡人員們仍堅守崗位為這片遼闊海洋之

秩序與和平努力奮鬥著。103年12月21日10時40

分基隆隊接獲通報：基隆港外40浬處一艘外籍貨輪

（船名為MSC GENOVA）上有羅馬尼亞籍船員手

指骨折，請第一（基隆）海巡隊派艇協處。

由於該船噸位過大，無法駛入基隆港，將停靠

在外錨地等待傷患接駁，基隆海巡隊獲報後，隊長

盧公宇立即前往勤指中心指揮調派PP-10050艇緊

急出勤。該日陣風高達9級，巡防艇前往救援時，

一度遭受阻礙，但海巡人員憑藉對海域地形之熟悉

度及過往嫻熟救援經驗，與高超操船技巧，不畏強

浪，順利接駁該貨輪受傷船員，成功保全海上人命

安全。整起救援案件在PP-10050艇全艇人員努力下

圓滿完成任務。

海巡同仁在執行任務過程中，以人命救助做為

第一要務，過程中不斷安撫驚魂未定的船員們，也

審慎確認受傷人員傷口是否包紮妥適與健康狀況變

化。同時在戒護貨輪及船員返港時，適度撫慰傷患

心情，終於順利克服惡劣海象，將傷患接駁並後送

就醫。該貨輪代表人員為此特別至隊部表達感謝之

意，亦感佩海巡人員努力不懈、戮力執行海上人員

緊急救護任務之英勇精神。

海巡隊隊員在執行每一次救援任務時，特別有

感觸的是，將遇險人員從自己手中拉起的當下，二

者間所傳遞不僅僅是生命之間相互依存的溫度，

而是獲救者重獲新生剎那間，眼神充滿著希望與

感謝。本次救援行動也著實表現出海巡人員救援無

國界，無畏海象惡劣，積極展現保護人命安全之決

心，基隆海巡隊隊長盧公宇表示，為維持這片海洋

之和平與寧靜，身為海巡人員肩負責任甚是重大、

責無旁貸，爰此，東北季風增強期間更需加強整

備，在每個救援時分掌握關鍵時刻並戮力以赴，籲

請民眾如於海上發生危難須緊急救助，可善用海巡

免費服務專線「118」請求協助或報案，將迅即應

處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一【基隆】海巡隊）

外籍船員受傷危

海巡救援無國界

「MSC GENOVA」貨輪噸位過大無法
駛進基隆港，受傷船員於外海待援

海巡人員不畏海象險惡，順
利將受傷船員接駁至巡防艇

貨輪公司代表至海巡隊向海
巡人員表達感謝救援之意14



文｜曾彥雄、黃惠華　圖片提供｜第二【淡水】海巡隊

壹、案情摘要

海洋巡防總局淡水海巡隊於103年12月23日4

時55分接獲報案，於桃園竹圍外海約23浬處，有1

艘中國大陸漁船越界違規捕魚，立即調派PP-3572

艇前往查處，抵達現場後發現漁船「閩獅漁07837

號」行跡可疑，正在下網捕撈漁貨，隨即喝令停俥

起網受檢，該船竟拒絕停俥並加速逃逸，因海象惡

劣，為順利控制該船，執勤人員先後丟擲2顆催淚

手榴彈嚇阻停俥並以優勢警力及優良操艇技巧，強

靠登船檢查帶案行政處分。

貳、查處經過

經查本次帶案陸籍漁船「閩獅漁07837號」，

經比對後證實，該船曾於本（103）年11月23日遭

新竹海巡隊帶案留置處分，並裁罰新臺幣50萬元在

案，本次又再度越界捕魚且拒絕停俥受檢，態度頑

劣囂張，實為惡行重大之累犯，經核對船長資料發

現與先前帶案船長二人有親戚關係。本次亦將其違

法捕撈近三百公斤之漁貨全數海拋外，亦處以最重

罰鍰，且沒入全部漁具，同時扣留船舶，留置調查

萬里、淡水、桃園、新竹海域之漁船有無遭該船拖

網破壞網具情事，維護我國漁民作業權益。

參、處置分析

一、緊急出勤迅速處置

淡水海巡隊當日4時55分接獲通報後，4時56分

即由在當日報停在港待命同仁緊急出勤，並於7時4

分查獲該船正於我國限制水域拖網捕漁尚未逃逸，

並順利帶案處分。

二、當機立斷有效嚇阻

該船發現巡防艇喝令停俥後，不但拒絕並砍斷

漁網加速逃逸，因海象惡劣，為順利控制該船，艇

長當機立斷下令先後投擲2顆催淚手榴彈，皆命中

陸船，並有效嚇阻陸船使以減速，成功強靠登船檢

查並順利帶返隊部。

三、靈活運用執法手段

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9、32條與80條之1及

施行細則第41至43條相關規定，執法人員靈活運

—海巡署祭鐵腕　強勢執法帶案

Case1　違規囂張拒查處　隊員擲彈登檢阻

海巡隊員投擲催淚彈嚇阻違規捕魚陸船

陸船「撈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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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驅離、扣留船舶、留置人員、切割漁具、沒入漁

獲、行政罰鍰等6大行政執法手段，以有效嚇阻大

陸漁船越界作業。

四、正面行銷人民有感

即時發布新聞，並剪輯使用催淚彈嚇阻、登檢

強靠等執法畫面提供媒體業者參考使用，本案計獲

華視、台視、中天、民視、東森、TVBS等電子媒

體連續2天全天候播送全國人民知悉本署強力執法

作為。

監看船長及船員將違法捕撈之漁貨全數海拋，並將人船帶返隊部留置調查

Case2　塗銷船名躲查緝　海巡火眼識不法

壹、案情摘要

海洋巡防總局淡水海巡隊PP-5050艇於103年

11月21日10時執行威力掃蕩勤務時，於觀音外海約

22.8浬處，發現1艘塗銷船名大陸漁船，行跡鬼祟，

正在非法下網捕撈漁貨，PP-5050艇立即喝令停俥

起網受檢，該船竟蛇行拒檢，行徑惡劣，巡防艇立

即以優勢警力強靠登船檢查帶返隊部調查。

貳、查處經過

本次查獲之幽靈鐵殼船為漁民口中最為可惡的

中國大陸漁船，經比對後證實後為「閩獅漁06259

號」，該船曾於103年8月28日遭本隊帶案留置處

分，並裁罰新臺幣30萬元且扣留漁網2件、鉛帶2

條並將漁貨海拋在案，豈知本次「閩」船竟異想天

開，以塗銷船名方式躲避查緝，囂張行徑終不敵海

巡強力執法。「閩」船屢次遭海巡人員查獲，仍無

視我國公權力，屬破壞海洋資源惡行累犯，歷經十

餘日留置調查，祭以最重罰鍰新臺幣50萬元外，

同時沒入該船全數漁具、切割起網機具，並將漁貨

2,000公斤全數海拋，以彰顯本署海域執法之決心。

參、勤務策進作為

一、即時傾聽民意

不定時拜會桃園及中壢區漁會各級幹部，以了

解當地漁撈作業狀況暨大陸漁船越界情形，即時傾

聽民意，機動調整專案勤務規劃，賡續宣導本署漁

業巡護之決心。

海巡隊登檢控制塗銷船名之大陸鐵殼船，
並令船員將非法捕撈漁貨海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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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空巡雷情

依據雷情監控、漁船通報並協調空中勤務總隊

空偵機配合海面偵蒐等積極作為，以主動出擊之勤

務概念巡邏查察，以節省人力、降低油耗。

三、打破轄區界線

主動聯合鄰近第十二（新竹）海巡隊打破轄區

界線，規劃淡水、觀音海域聯合巡弋，遇有漁事糾

紛或越界通報，將採雙艇聯合執勤方式執行驅離越

界或帶案處分，以達艇安、人安，並遏止大陸漁船

越界。

四、延長滯海管控

專案勤務期間，編排巡防艇海上巡邏勤務10小

時，延長滯海管控權，勸離大陸漁船後，留守該海

域，與巡防艦、船無線電確認海域狀況後始交接，

避免勤務罅隙，以維護作業船隻安全、保障漁權。

五、即時發布新聞

相關取締資料，即時發布新聞，提供媒體業者

參考使用，本案獲TVBS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蘋
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自立晚

報及中央通訊社）等傳送國人知悉本署強力執法

作為，正面行銷本署維護海洋資源決心，使人民有

感、認同海巡。

（本文作者均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二【淡水】海巡隊）

將人員帶回隊部留置

依法將漁網沒入，並將起網機具切割，阻斷違法捕撈行為

海巡強力執法成效，獲媒體大力播放，行銷機關正面形象（畫面翻攝依序排列：華視、中天、民視、TVBS等新聞媒體）

上述二案件，係淡水海巡隊為執行取締越界

陸船，維護我國漁民作業權益，以超前部署勤務

規劃執行護漁任務，避免陸船利用各種方式及理

由進入我國禁限制水域。並在艇安、航安、人安

前提下依法大膽使用相關武力，安全執行越界陸

船帶案任務，並將相關執行內容發布新聞，行銷

本署正面形象，使人民有感。同時也呼籲民眾

在海上遇到任何問題或發現不法情事時，可利用

118專線報案，亦歡迎全民加入打擊犯罪行列，
共同維護海域治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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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益勝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中國大陸近幾年出現「紅珊瑚熱」，但也禁止

在近海採撈珊瑚，日本也嚴禁盜採珊瑚行為，導致

近期出現200餘艘中國大陸珊瑚漁船於日本小笠原

群島海域肆虐，遭日本強力驅趕，而有轉往我國海

域作業之虞。海巡署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

隊曾於103年12月26日會同相關單位破獲蘇澳籍福

○62號漁船最大宗超量開採珊瑚案例，受社會各界

關注。基此，海洋巡防總局秉持超前部署之精神，

維護珍貴珊瑚資源
海巡保育生態展決心

由總局長龔光宇率相關組、室主管及各海巡隊隊

長，特於104年1月7日上午10時，假宜蘭縣蘇澳區

漁會三樓多媒體室舉辦「維護珊瑚漁業資源具體作

為說明會」，邀請農委會漁業署、宜蘭縣政府、蘇

澳區漁會及宜蘭縣寶石珊瑚漁業促進會等單位聽取

報告「取締中國大陸珊瑚礁船之具體作為」，以彰

顯保育生態之決心。

總局長龔光宇主持說明會及貴賓與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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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珊瑚生長區域分布在臺灣、日本以及義大

利等世界三大區，珊瑚生長在110∼1800公尺深的

水域，本身為白、粉紅、桃紅及深紅色，可製成珠

寶或雕刻藝品，但因生長速度相當緩慢，直徑要超

過2公分，約需要10年才能長成。目前已列入《瀕

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管理，我國珊瑚

漁業作業海域共有5處（彭佳嶼東北方約12浬、蘇

澳東方約12浬 、蘭嶼南方約12浬、鵝鑾鼻南方約

12浬、高雄西南方約24浬外），經政府核准作業

漁船數為60艘（蘇澳籍52艘、澎湖籍8艘），進出

港口限由南方澳漁港、馬公第三漁港及旗津漁港進

出，並統一於蘇澳區漁會處所進行拍賣。

海洋巡防總局為使與會單位貴賓更加瞭解珊瑚

資源現況，特邀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鄭明修博士（兼任臺灣珊瑚學會理事長）蒞臨演說

「寶石珊瑚資源現況及未來展望」專題報告，會中

鄭博士表示：寶石珊瑚具有高經濟價值，尤以紅珊

瑚為最珍貴，中國大陸珊瑚船除在日本近海盜採

外，自2010年起即已陸續至臺灣海域採集，累計迄

今約有300艘次入侵，這樣的盜採行為，不僅損害

我國漁民權益，更導致海洋浩劫。

針對珊瑚資源保護具體作為，海洋巡防總局目

前即由各海巡隊轄區依據珊瑚漁區作業動態部署船

艇，執行常態巡護，並規劃專案任務，依據情資反

映執行取締，以珊瑚作業漁區列為勤務重點，再依

據海域情勢發展，適時調派大型艦船支援，以強化

執法能量，捍衛我國海洋資源。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

臺灣漁船於珊瑚作業區採捕，常遭中國大陸入侵盜採，嚴重影響權益

臺灣珊瑚作業區

臺灣漁船 中國大陸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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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署長王崇儀103年12月24日至一線所屬

單位視導時，針對海巡職司海洋資源保護與利用之

保育工作相當重視，對於破壞生態使資源枯竭之不

法行為，要求全力依法查辦，並持續宣導民眾遵守

漁業資源保育之相關規定，共同戮力為生態保育工

作、漁業資源保育及永續利用盡一己之力。東部地

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旋即於12月26日19時許會

同臺東查緝隊及第十五海巡隊，於伽藍漁港查獲蘇

澳籍福○62號漁船於船艙底部發現16袋紅、白珊瑚

濕重約186公斤，超量採捕且有船舶日誌登載不實

情形。經了解後，該案係自98年訂定「漁船兼營珊

瑚漁業管理辦法」後，為全國歷年來查獲珊瑚採捕

超量最大宗之案例。由於漁業署對此超量採捕之行

為極為重視，全程派漁業觀察員實施調查及瞭解超

量採捕過程，因物證明確，全案依違反「漁船兼營

珊瑚漁業管理辦法」第10條及漁業法第54條，將船

主廖○海等2名國人及6名外勞函送漁業署究辦。

珊瑚有淺海與深海珊瑚區別，淺海珊瑚與漁

業棲地的關係密切，被喻為「海洋中的熱帶雨

林」；深海珊瑚生長在水深超過100公尺海域，

屬於寶石珊瑚類，淺海珊瑚禁止採捕，寶石珊瑚

可採集與販售。

全世界38種寶石珊瑚中，臺灣占有8種，寶

石珊瑚中又以紅珊瑚為最經濟價值最高，擁有獨

特的鮮豔光澤，分布在日本南部及臺灣鄰近海

域，目前市面上最高等級寶石珊瑚1公斤可達幾

佰萬元起跳，屬國家寶石之一。

寶石珊瑚的生存，代表棲地多樣生物保存的

重要性，在生態、經濟、文

化及傳統藝術上都具有

研究價值，臺灣限制

12浬內禁止採捕，經

濟海域才能採撈，避

免過度採撈破壞生物的

多樣性。

寶石珊瑚／小檔案（資料來源：臺灣珊瑚礁協會）

福○62號漁船大量盜採珊瑚，遭海巡人員查獲

海巡署 破獲 最大宗的超量珊瑚開採
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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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崇仁　圖片提供｜臺北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

緝隊接獲情資顯示，在臺教英文近3年的美籍男子

費○○，涉嫌利用入出境機會，把包裝成茶包的大

麻毒品運入臺灣，藉以牟取暴利。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即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李元銘指揮偵辦，會同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與

臺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

境事務大隊、關務署臺北關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於104年1月3日在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查獲費

男利用茶包換裝二級毒品大麻2.4公斤企圖闖關入

境，成功將其攔阻。

海巡元旦執法無假期
外籍師走私大麻遭緝

臺北機動查緝隊表示，費嫌在臺北市補習班教

英文，因持短期居留證，每三個月就須出境，並向

移民署申請來臺教書。因該隊接獲線報指出，嫌犯

利用返美期間購買大麻，再搭機來臺，欲以每公克

600元轉賣牟取暴利，查緝隊即與相關單位組成專

案小組共同偵辦，經多日清查佈偵，得知費嫌將從

美國舊金山搭乘UA聯合871航班入境，專案小組隨

即攔查費嫌實施安全檢查，並將隨身及托帶行李利

用「X光檢查儀」及「緝毒犬」執行嚴檢，果然於

托運行李箱內發現所擺放之各類茶葉盒內之茶包竟

被換裝為二級毒品大麻，經清點後，共29盒（每盒

費嫌行李經過X光檢查儀及緝毒犬
嚴檢後，攜帶之毒品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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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拉曼鑑識法（即拉曼光譜學應用）

約12包）及散裝數包，重達2.4公斤，旋即將其帶返

隊部偵辦。

費嫌在接受偵訊時仍否認將大麻夾藏在各種茶

葉品牌茶包換裝二級毒品大麻企圖矇混闖關，更堅

持辯稱是在美國所購買的一般茶葉，並表示他自己

已喝了20多年，不會傷害健康，其說詞與辯解企

圖誤導查緝幹部偵辦，但專案小組運用「拉曼鑑

驗法」，當場驗出茶包內裝填物確實為二級毒品大

麻，讓費嫌啞口無言。專案小組同時針對該員尿液

送驗，確認犯嫌是否有吸食大麻，另專案小組將持

續追查該員在臺交友狀況及夾帶毒品目的與毒品來

臺流向等部分，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海巡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隊長范

以偉表示：為維護國人健康，該隊平時戮力各犯罪

偵查與佈線查緝，落實打擊犯罪絕不手軟。該隊隊

長更呼籲，為維護社會安定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應由全民共同來努力，若民眾有發現不法事

件時，請撥打海巡「118」報案電話，勇於檢舉不

法，本署將持續全力防堵槍、毒走私並加強相關不

法之查緝，保障民眾之權益。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 

拉曼光譜學（Raman）是用來研究晶格及

分子的振動模式、旋轉模式和在一系統裡的其他

低頻模式的一種分光技術，透過這些能量變化的

過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光譜，再透過library的

比對就可以找到相近的光譜來判斷未知樣品是什

麼。這也正是我們第一線執法人員所需要的，可

簡單透過資料庫的比對來判斷，不再需要依靠經

驗，更快速不需要破壞樣品可直接檢測，測試時

間在1分鐘內即可得到結果。也因此美國拉斯維

加斯警察局添購了許多手持式拉曼光譜儀，主要

目的是在於第一線執法人員可以立即對這些未知

的物質做判斷，是不是屬於管制類藥品或毒品。

（資料參考科邁斯科技www.techmaxasia.
com、維基百科搜尋拉曼光譜）

專案小組自行李箱起出29盒及散裝
數包二級毒品大麻，重達2.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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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翊峰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於103年8月接

獲桃園縣市民向本隊檢舉，姚姓男子與隸屬天道盟

成員之蕭姓男子，於桃園地區販賣毒品安非他命及

槍械，蕭嫌將部分分裝完成之一級毒品海洛因、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及個數槍枝交由姚嫌置於住處，其

規模之大不僅供應桃園地區槍毒市場需求，販賣對

象更遍及全國，荼毒社稷鉅深，犯行重大，本隊隨

即與桃園縣刑警大隊編組人員成立專案進行偵辦。

偵查期間專案小組人員得知，姚嫌住處位於田

間巷弄狹小蜿蜒，所住大樓管理甚嚴，另姚嫌有改

裝車輛之情形，其所駕駛之車輛性能強大，使專案

人員多次進行跟監均於中途跟丟，造成難以查訪、

蒐證。而蕭嫌具有多項槍毒前科且行事小心，姚嫌

查緝槍毒不停歇

利用租屋處及平鎮市一帶之社區大樓作為藏匿槍毒

之據點意圖分散風險，經多次跟監發現其為躲避查

緝行跡不定極為狡猾，為進一步對渠等犯嫌進行查

緝以破獲該槍毒集團，維護社會秩序及安寧，遂向

桃園地方法院聲請通訊監察，以致能逐步發掘出蕭

嫌等人之犯罪模式。

後於10月14日持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會同桃園縣警察局刑警大隊人員前往蕭嫌等2人之

住處進行搜索，本隊人員發現姚嫌與其妻駕駛車輛

返回公寓住處時，趁姚嫌不注意以迅雷不及掩耳速

度將其包圍並控制現場，經搜索後發現姚嫌車內裝

有暗櫃，並從中發現藏有約160公克之安非他命及

少量海洛因等毒品。另一組人員則是預先埋伏於蕭

阻止嫌犯 蕭 姚 法外

為避免嫌犯趁機脫逃，查緝人員將其壓制並控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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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所住之公寓地下停車場內，經等待3小時後，蕭

嫌駕駛車輛前往停車，專案人員已對蕭嫌之狡猾個

性有所警覺，為避免在進行逮捕時衝撞逃逸，遂以

車輛前後包抄之勢將其包圍，並壓制在地，經搜索

發現其持有之手提包內放有約1公斤之安非他命及

約60公克海洛因等毒品，當下蕭嫌雖不斷否認藏有

其他違法物品，但專案人員發現其神色有異，當下

立即調查座車，起初查無違法物品，但專案人員聯

想蕭嫌可能和姚嫌一樣在車上設有暗櫃，遂再次對

車內可拆卸之內裝設備進行搜查，果然發現將排檔

桿調至空檔後可將飾板拆卸，遂發現裡面藏有1把

黑色改造手槍，可見蕭嫌等2人狡滑至極，為規避

查緝，不惜改造車體以藏匿違法事證。

臺灣北部地區近年來吸食毒品之歪風持續高漲

不下，加上販毒人士背後多有幫派人員在背後撐

腰，再者幫派人員多數擁槍自重，造成許多民眾雖

知渠等犯法行徑，但多數敢怒不敢言，更遑論向執

法單位檢舉，因此助長了幫派份子的囂張氣焰，加

上今年的「PUB殺警案」影響，使一般民眾已經深

覺到人人自危的地步，本次查緝案件之所以成功，

幸賴本隊專案小組人員的努力不懈，加上檢舉人的

不畏惡權，方展現出海巡署維護治安、查緝不法之

決心，也希望藉由持續的追查，遏止犯毒集團之猖

獗行為，讓人民安心，社會恢復平和。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於「蕭」「姚」兩嫌住處及車上起
出安非他命及海洛因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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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臺北、臺南第一及臺

東機動查緝隊與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分別掌握相關

情資，併同第八一、第八二岸巡大隊、第十五海巡

隊、警政署保三總隊第一大隊及基隆市、台東縣政

府菸酒管理科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共同於104年

1月21日上午10時許於臺灣貓鼻頭西南方227浬海

域，登檢我國籍「金○春號」漁船當場查獲走私菸

品1,434箱（71萬7,000包），全案依違反「菸酒管

理法」移送台東縣政府裁處。

本案起源於臺北機動查緝隊、臺東機動查緝隊

佈線及清查可疑船隻，過濾後發現「金○春」漁船

於103年12月底出港，涉嫌前往菲律賓載運私菸返

臺，綜合各項情資及研判可能的接駁點及接駁時間

後，由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偉星巡防艦與專案小組

成員於104年1月20日中午十二時緊急由駐地母港出

港，綜整數日海象資料，靈活調整船速以期能於最

佳時間點、空間點截獲目標，由於適逢菲律賓海域

輕度颱風「米拉克」過境，沿途海象不佳，越往南

航行風浪越大，在偉星艦雷達幕上，距離約10浬，

出現一不明船舶識別碼（AIS），其船籍碼顯示為

金○春漁船走私未稅菸金○春漁船走私未稅菸金○春漁船走私未稅菸

文｜倪志忠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金○春」漁船前甲板以藍色帆布
覆蓋走私菸品，遭專案小組識破

偉星巡防艦同仁搭載小艇強行停靠登檢「金○春」漁船

岸海聯合海上成功阻攔

雙月刊2015.vol.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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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籍漁船，迴跡忽明忽滅，此時12浬內除一

大型商船與本艦會船外，僅此目標，此時勾起了專

案小組人員回憶，想起過去在澎湖海域曾經遇過明

為臺灣漁船但經雷達掃測居然顯示為中國大陸籍漁

船的印象，極有可能是臺灣漁船為了躲避檢查，安

裝欺敵之AIS，但為免打草驚蛇，眾人以迂為直，

藉天色及能見度作掩護，佯裝從其船艉5浬通過，

再冷不防，逆向向其船艉高速接近，同時命登檢小

組領槍，待命吊放小艇實施登檢，最後距可疑目標

約2浬，以目視確認「金○春」漁船前甲板上以藍

色帆布覆蓋確為走私之私菸。

於是馬上廣播全艦吊放小艇部署，同時對外廣

播約十分鐘命「金○春」漁船停船接受檢查，不料

對方拒不停船，消極抵抗，還沿途丟包、蛇行，

企圖轉移我方注意力，我方緊急以雷達先標註丟

包點，並繼續追緝，以免丟包之物失落。同時持續

對漁船強力廣播心戰喊話，偉星艦與小艇於聯合包

抄追緝「金○春」漁船時，亦即時透過無線電召回

小艇做備案部署，另備妥非致命性武器做好充分準

備。此時所施放之小艇奮力挺進接近漁船右舷，終

於成功登檢，五名船員眼見大勢已去，遂乖乖停俥

配合檢查，將近300浬的押解途中，船長一度假藉

船上主機失動力，企圖拖延時間，但沿途因海象惡

劣約八、九級風浪，使船長受不了長時間受頂浪之

苦，不得已再將主機恢復部分動力，同時配合偉星

艦拖帶，終於在104年1月24日下午3點55分押解進

臺東富岡漁港，由專案小組持續偵辦。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行動得以成功，端賴專案

小組的各級長官策略聯盟，在岸上運籌帷幄，並與

艦上緊密通聯，艦上再輔以觀察、假設、求證，最

後成功緝獲目標，這也是海巡署首宗查緝從上游、

中游到下游全數獨立完成的案件，極具指標性意

義。同時，此航次也是「偉星巡防艦」暫時要告別

海上戰場，進行大修工程的最後一個航次，過去在

各級長官的指導下，偉星艦有了輝煌的戰績，待此

次歲修後，未來重新回歸海巡行列的它將持續以往

的奮戰精神，永不懈怠。此刻也正值南部地區機動

海巡隊隊長徐運生榮退時刻，徐隊長也表示將秉持

落實執行王崇儀署長指示「強力執法、絕不退讓」

精神，加強查緝海上走私，全力打擊不法，即時讓

人民有感，以維護國家安全及穩定臺灣經濟市場為

最高宗旨。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偉星巡防艦全程拖帶「金○春」漁船返回
臺東富岡漁港

專案小組即刻召開記者會，向外界說明漁船走私香菸查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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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人事處　呂展志

模範海巡人員（單位）

當選事蹟簡介

104年模範海巡人員及單位表揚典禮，於104年

1月28日假海巡署禮堂舉行，由署長王崇儀頒獎表

揚9位模範海巡人員及所屬15個模範海巡單位。典

禮中除肯定受獎人為海巡工作的付出，也讓社會了

解這群國土守護者的辛勞與奉獻，並期勉在場的所

有人員堅守崗位持續為海巡工作共同打拚。

海巡署每年選拔具有特殊優良事蹟的海巡人員

及單位，利用公開集會時機表揚，而今年也不例

外，更特別選在1月28日署慶當天辦理，除了有傳

承海巡經驗及激勵工作士氣之意，同時希望讓獲獎

人能備感榮耀。今年評選模範海巡人員機制據悉相

當嚴格，在重重篩選下，人員部分計有海洋巡防總

局後勤組組長王茂昇、海巡署企劃處專員蕭憲隆、

海洋巡防總局勤務指揮中心專員陳富榮、海洋巡防

總局第十三海巡隊小隊長莫謙智、海巡署通電資訊

處科長林昇和、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隊

長侯安泰、北部地區巡防局情報科科員吳金樹、南

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查緝員黃智峰、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總隊長陳學良等九位

獲選。

而單位部分計有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第

四海巡隊、直屬船隊、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南部

地區機動海巡隊、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

大隊、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第六岸巡

總隊東港安檢所、第五岸巡總隊高雄商港安檢所、

第五二岸巡大隊興達漁港安檢所、第四岸巡總隊東

石漁港安檢所、第五岸巡總隊大林蒲機動巡邏站等

15個單位獲獎。由於他們在工作上表現優秀，忠於

職守、克盡職責，在查緝走私偷渡、執行海難搜救

或為民服務等工作方面，都以不畏艱難精神，排除

萬難，突破困境。

其中，更有基層外勤同仁的獲選事蹟是以冒險

犯難，奮不顧身之精神，成功破獲多起非法走私槍

毒，以及進口未稅私菸等，例如高雄第一機動查緝

隊與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聯合偵緝，於高雄港69號

碼頭，查獲大批「國際金橋牌」7系列等未稅私菸

共約1,000箱及在臺南將軍漁港查獲「勝○財66」

漁船由中國大陸走私愷他命146公斤。有效杜絕未

稅私劣菸進口與斷絕毒品源頭，確保國人健康不受

危害均為查緝走私偷渡、執行海難搜救或為民服務

工作之績優單位，足為楷模。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

了解他們獲獎的事蹟簡介：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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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茂昇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後勤組組長

　　　（王員於104年2月升任該總局副總局長）
事蹟簡介：

王員擔任「2012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後勤
統籌組組長期間，全程均親力親為，使演練活動圓滿完成，

觀禮船之舞臺設計亦獲各界盛讚；另綜理「0330新北操演」
及「巡護九號船」成軍典禮相關事宜，靈活調度各項後勤支

援，圓滿完成任務。

姓名：陳富榮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勤務指揮中心專員

事蹟簡介：

陳員擔任第八海巡隊分隊長期間，查緝私菸達78萬2,500
包、驅離大陸漁船計226艘，並執行帶案大陸漁船行政罰鍰
等，另破獲二級毒品安非他命490餘公斤，價格逾6億元，為
國內歷年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數量最大宗。

姓名：蕭憲隆

現職：海岸巡防署

　　　企劃處專員

事蹟簡介：

蕭員辦理行政院審查本署公共建設及社會發展先期作

業，除配合各年度施政主軸，審議各項計畫投資效益外，並

積極爭取行政院核列「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等8項重大計
畫所需經費達170億餘元，充分利用有限公帑，合理分配經費
資源。

模範海巡人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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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莫謙智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第十三海巡隊小隊長

事蹟簡介：

莫員偵破走私香菸90萬7,205公斤及違法進口大陸毒甜椒 
10萬6,500公斤，並破獲持有、販賣毒品及非法持有槍械等多
起犯罪案件。另辦理101年度上半年「諮詢工作考評」提升諮
詢工作績效及102年度上半年「諮詢運用績效」，均獲海洋巡
防總局評列第1名佳績。

姓名：侯安泰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澎湖機動查緝隊隊長

事蹟簡介：

侯員破獲「永順68號」及「漁船金泓滿」載運私菸2,262
箱等案，為臺灣地區首例查獲私菸母船及子船案件；另查獲

走私第三級毒品愷他命計100公斤，為國內首宗查獲以澎湖離
島地區作為毒品轉運站之案例；指揮調度巡防區所轄，協助

復興航空GE222空難及「海研5號」沉船救援案。

姓名：林昇和

現職：海岸巡防署

　　　通電資訊處科長

事蹟簡介：

林員結合個人專業知能，推動「應勤無線電通信系統換

裝計畫」，並順利於103年完成本署北、南部地區系統啟用作
業，提升本署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勤務部署、調度派遣指揮效

能，足為同仁表率。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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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吳金樹

現職：北部地區巡防局

　　　情報科科員

事蹟簡介：

吳員主辦北巡局「取締漁船載運大量『魚餌』出港違常

情形」專案小組業務，計完成蒐證及記錄漁船載運大量『魚

餌』出港違常情形案件達892航次，蒐證魚（貨）餌約7萬
7,873噸，金額粗估逾新臺幣77億8730萬餘元，績效卓著。

姓名：陳學良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五岸巡總隊總隊長

事蹟簡介：

陳員指導南巡局第五岸巡總隊辦理查緝走私及非法入出

國案件計10案，執行救生救難案件計27案；擔任巡防區召集
人期間，指導所轄總大隊，投入高雄石化氣爆救援；積極推

動招募工作，督辦公益活動招募計125場次，年度招募志願士
兵達118員。

姓名：黃智峰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查緝員

事蹟簡介：

黃員103年破獲漁船由中國大陸走私愷他命毒品146公
斤，獲電視、網路及平面等各家媒體刊登，對海巡署查緝毒

品具有正面評價；另103年全國反毒會議中獲頒「全國反毒英
雄」殊榮，足為表率。

7

8

9

模範海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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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六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3年執行海難救助25件、救生17件、為
民服務1件，海域執法4件及年度查獲改造空氣槍、
散彈槍各1支、手槍2支、改造手槍半成品2支、子
彈15發、紙雷管38發計3案3人，以及海洛因0.82公
克、安非他命53.22公克、搖頭丸2粒計3案9人，偷
渡犯1案2人、通緝犯14案14人、逃逸（逾期）外勞
3案8人、其他類案2案2人，積極保護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有效型塑海巡親民形象。

海洋巡防總局直屬船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3年海巡工作績效，經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成績評列優等。在執行專屬經濟海域漁業巡護及

海洋服務績效方面計有38件、海上救助急難案計11
件（36人）。另配合「馬來西亞航空失聯班機」搜
救、「太湖專案」、「永定１號」及執行中西太平

洋漁業巡護任務，圓滿完成任務，有效彰顯政府護

漁決心。且在參與機關各項管理評比，成績均名列

前矛。

海洋巡防總局第四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於103年度取締漁船違規3浬內拖網案及
違規籠具作業案共計18件，執行漁船失去動力戒護
及拖帶共計34案，驅離大陸漁船27艘，罰款110萬
元。另執行「源陞財」號漁船機艙嚴重進水救援案

及查獲走私漁產品「海瓜子」計10,290公斤案、逃
逸外勞6名、漁船載運私菸299箱488包、制式長槍
子彈10發及非法持有制式衝鋒槍1把，成效優異。

模範海巡單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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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3年度內配合總統府及國安局等相關單
位，遠赴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北端、東海春曉氣田海

域進行巡護，有效宣示主權並保障漁權。年度執行

2014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與積極辦理海上救
難、助事宜，均獲外界高度肯定。另執行西北及北

方護漁專案，驅離大陸漁船越界捕魚計163艘，績
效卓著。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

事蹟簡介：

該總隊103年度執行反走私、偷渡查緝具體績
效計查獲未稅菸、毒、農藥品6案、偷渡案6案、
盜採破壞資源案17案、刑事案件2案及違規案件67
件，成效優異。另執行各項海事服務工作，計協處

膠筏、漁船失去動力救援、事故處理23案，有效提
升海巡親民形象，在執行各類案件通報作業方面亦

獲評績優，足為各單位表率。

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3年加強南方海域海空聯合演訓，執行
東、南沙巡護計9次，積極宣示南海主權、維護東、
南沙周邊海域漁業資源及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另執

行專屬經濟海域漁業巡護及海洋服務60件，海上救
助急難案計6件，查獲違規3浬內拖網捕魚4件，績
效卓著。參與機關辦理各海巡隊「端正風紀績優評

核」及執行海巡裝備總檢查，評核成效優異。

模範海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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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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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該隊戮力執行安海、安康等各項專案查緝工

作，103年查獲各式槍枝7枝及子彈76顆、各級毒品
147,186公克，以及查獲動物活體蛋105顆、農漁畜
產品24,375公斤。另查處行蹤不明外勞在臺非法活
動專案（祥安2號專案）偵破5案，共計查獲外勞8
名及雇主2名。各項海巡工作評比，亦獲評特優單
位，績效卓著。

海岸巡防總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該大隊103年查獲漁多利號及勝利號漁船違規
電、炸魚2案、非法出入境通緝犯8名及逃逸外國籍
漁工2名、非法走私香菸2案。另執行漁船擱淺及翻
覆救援8案、鯨豚及海龜擱淺救援4案、遊客溺水救
援及民眾失蹤協尋7案及處理海上浮屍3案。另積
極協助處理裕慶號漁船撈獲未爆彈及中央氣象局海

（氣）象浮標斷纜等重大危安、民車受困協處及民眾

失聯及輕生協尋事宜，充分展現海巡親民形象。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3年度查緝績效計有「勝○號」漁船走
私K他命146公斤、高雄貨櫃碼頭走私未稅洋菸1000
箱、亞太貨櫃中心走私未稅洋菸840箱、製毒工廠1
座及高雄108號碼頭貨櫃場走私未稅洋菸875箱。另
執行「南石」及「聯合」專案，共計查獲未稅洋菸

210,000包、各級毒品6,491公克、各式槍枝10枝、
各式彈藥73顆、非法入出境3人、非法外勞1人、限
制入境21人、通緝犯2人及保育類第二級鯨目海豚
肉7,650公斤，成效優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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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該大隊103年各項海巡服務工作，執行救生救
難暨為民服務案件計32件，深獲民眾肯定，有效提
升海巡親民形象。另為防杜走私、偷渡等不法情事

發生，於轄區內查獲未稅香菸1案。不定期透過座談
會與漁民溝通，提升海巡及漁民互動關係，以「情

報為先、管理首要、服務至上、績效第一」之原

則，妥適規劃各項工作，同時多方位推展，避免造

成工作脫管，並依輕重緩急循序達成，有效提升單

位整體工作效能。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高雄商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3年計緝獲走私農產品案9件、通緝犯3
人；於颱風期間為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執行岸

際勸離工作，共計65車次、160人次；另執行國際
郵輪進出港安全檢查勤務，共計105航次，118,046
人次。另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政策，執行「清淨家園

計畫」，總計動員160人次，清理垃圾量計312公
斤。以及參與103年度各項演訓任務，成效良好。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 東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3年間查緝各類案件計緝獲限制入境案
9件、走私未稅私菸2件、臺籍船員幹部人數不足
案67件、活漁運搬船返港未排水案23件、救生救
難案5件及為民服務案計11件。執行隨船到檢暨申
報服務，計245船次。另與轄區鄰里共同關懷弱勢
家庭，計幫助450人次。另協助大鵬灣盃風帆橫渡
小琉球全國錦標賽、屏東縣政府消防局救生救難綜

合演練及災害防救暨萬安演練工作演訓，均圓滿執

行，成效良好。

模範海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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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

興達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執行反走私、反偷渡查緝任務暨各項海事

服務工作方面，於103年間查緝各類案件計緝獲走
私未稅私菸1件、臺籍船員幹部人數不足案12件、
救生救難案7件及為民服務案計19件。另秉持本署
服務理念並依法執行受理漁船進出港報驗，共計

9,414船次37,656人次與辦理機關團體參訪海巡服務
區解說，有效提升本署形象。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大林蒲機動巡邏站

事蹟簡介：

該站於103年度執行救生救難案件3件，負責
任務分配、現場指揮管制、人員運送等行政庶務工

作。執行「哈吉貝」、「麥德姆」、「鳳凰」颱風

期間，執行岸際勸離勤務共派遣19車、38人，有效
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另主動關懷轄區內低收

入戶與清寒家庭，定期發放愛心物資。103年氣爆
期間，率隊前往災區支援，圓滿達成任務，有效型

塑海巡形象。 

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

東石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於103年間查緝各類案件計緝獲走私未稅
私菸1件、查驗發現通緝犯2件，並積極配合地方政
府活動，協助嘉義縣東石鄉公所，於東石漁人碼頭

舉辦「東石鄉103年龍舟競賽」，加強防溺宣導及
安全警戒措施。另落實各項廉正倫理規範及風紀案

例宣導計100人次，有效維護單位清廉形象。以及
推動中央政府主管公共區域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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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重大事紀名稱 類別

1 彰顯護漁決心　跨部會南北海空聯合操演 特殊意義類

2 海巡緝獲走私子母船　起出菸品113萬餘包 海域執法類

3 「看見海洋．看見希望」　海巡署辦世界海洋日活動 海洋事務類

4 推跨域合作　海巡舉辦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及國際研
討會

海洋事務類
特殊意義類

5 兩岸共同合作　海陸聯合查緝上億毒品案 海域執法類

6 跨部會成功救援「海研五號」科研船 海事服務類

7 建置太平島太陽能光電及推動碼頭整建工程 海巡建設類

8 千噸級巡防救難艦下水　海巡增添生力軍
海域執法類
海巡建設類

9 杜絕槍毒保治安　海巡查獲槍械、子彈與各類毒品 海域執法類

10 查緝兼救命—海巡海上緝獲越南偷渡犯32名 海域執法類
海洋事務類

2014海巡風雲錄回顧
資料整理｜秘書室　董顯惠

雙月刊2015.vol.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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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彰顯護漁決心　跨部會南北海空聯合操演

103年2月17-19日，「丹陽專案」係本署與國

軍動員各型艦船4艘、航空器4架，於我國防空識別

區與暫定執法線內海域聯合巡護海疆，並執行機砲

與海難搜救等操演，證實我方機艦執勤不受陸方主

張影響，充分展現我國「人道救援提供者」及「東

海和平締造者」之正面形象，貫徹「東海和平倡

議」之精神。

103年5月8-9日，「太湖專案」係本署會同外

交部、國防部、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及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等單位，

動員各型艦船艇9艘、航空器6架、427人，假臺菲

重疊專屬經濟海域辦理護漁與海空搜救聯合演訓，

以實際行動展現政府公權力，讓國人（漁民）瞭解

政府在台菲重疊海域之堅定護漁決心與能力。

丹陽專案
直升機吊掛演練

母船「金○○號」漁船
上起出私菸1,015箱

太湖專案
海空聯合搜救演訓

子船「永○○號」貨輪
貨櫃內起出私菸752箱

丹陽專案
新北艦巡航至春曉油氣田

清點「金○○號」漁船
走私菸品情形

太湖專案
海上反挾持演練

清點「永○○號」
貨輪走私菸品情形

② 海巡緝獲走私子母船　起出菸品113萬餘
包

103年4月18、19日，澎湖機動查緝隊接獲情

資，有澎湖不肖漁民盧○○等不法集團，將利用

「金○○號」漁船進行私菸走私，即成立專案小組

於該船報關出港後展開海上跟監及陸上偵查行動，

以海巡艇雷達系統持續監控，於淡水西北側53浬

處發現「金」船與小三通航線「永○○號」併靠，

「永」船上有2只申報的空櫃，在該2只貨櫃內查獲

私菸752箱；次日自公海將「金」船帶回八斗子漁

港，於漁船艙間及私設密艙空間查獲走私香菸1,510

箱，兩船共計查獲私菸2,262箱（113萬1,44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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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看見海洋．看見希望」 海巡署辦世界
海洋日活動

103年6月7日，本署於興達港海巡基地辦理世

界海洋日活動，邀集了中央相關機關、地方政府與

民間社團計58個團體進行跨領域合作，展現活潑豐

富、專業科技等多元海洋風貌。活動當日吳副總統

吳副總統親臨會場
勗勉及頒贈加菜金

兩岸聯合搜救演練雙
方總指揮合影留念

民眾登艇參觀

鄭副署長主持第一場次
海難搜救國際研討會

吳副總統與民眾合影展現
最高親和力

小艇操演情形

海洋保育宣導

各國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④ 推跨域合作　海巡舉辦兩岸海上聯合搜救
演練及國際研討會

103年8月7日，本署假馬祖海域舉辦海峽兩

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兩岸海上搜救相關機關約

550人參與，共動用艦船艇33艘、直升機4架，包

括我方出動新北艦、連江艦等船；陸方則派出海巡

31（觀禮船）、東海救113等船，在雙方通力合作

下，順利完成各項操演科目，過程圓滿平安，兩岸

海上人道救援合作機制亦正式邁入常態化；另於11

月4-5日假臺北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辦「2014海難

搜救國際研討會」，邀請菲律賓、韓國、日本與我

國共12位專家學者，共同參與此次國際性研討會，

讓各國海事搜救單位充分交流意見與分享經驗，不

僅提升本署搜救效能，更擴大國際能見度，形成實

質國際參與。

親臨會場勗勉，超過5,000人次參與，獲得多家電

子與平面媒體正面報導，達到「引領海洋風潮」、

「深耕海洋教育」及「永續海洋發展」三大目標，

成功推廣世界海洋日，宣揚永續海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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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兩岸共同合作　海陸聯合查緝上億毒品案

103年8月18日，台南第一機動查緝隊執行「清

沿專案」，得知毒梟利用漁船自大陸地區走私毒品

入境販售牟利，即組成專案小組掌握該集團成員動

向與犯罪聯繫情資，另針對在台不法活動實施行動

蒐證，並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於大陸泉州

石獅市成功緝獲相關集團幕後金主，查獲三級毒品

愷他命220公斤、麻黃素5公斤。

103年10月20日，臺東機動查緝隊掌握情資後

與警察單位成立專案小組展開偵查，於雲林外傘頂

州海域，掌握目標無籍舢舨欲利用漲潮時段衝岸走

私，隨即採海陸聯合部署實施追緝，並藉由巡防艇

成功將其逼入淺灘擱淺後，由查緝人員成功在岸際

攔截圍捕，順利查獲三級毒品愷他命計311.5公斤，

市價超過新臺幣1億元。

海陸聯合部署於
淺灘攔截嫌犯

海研五號因船艙進水
即將沉沒

清點包裝三級毒品
愷他命之茶葉袋

海巡同仁協助受難者上岸

自船艙取出裝有毒品之
茶葉袋及麻袋

海巡同仁發現海研五號
救生艇

記者會採訪實況

參與救助之PP-10038
巡防艇全體同仁

⑥跨部會成功救援「海研五號」科研船

103年10月10-11日，我國「海研五號」於澎

湖奎壁山東南方約4.6浬處失去動力、進水，隨後

沉沒；時值黃蜂颱風外圍環流及東北季風強勁吹襲

下，海象極度惡劣，本署第一時間成立應變中心，

派遣1艦4艇前往救援，並與國防部等機關跨部會合

力救援船上45人（2人不幸罹難），為近年來最成

功海難救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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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建置太平島太陽能光電及推動碼頭 
整建工程

103年10月27日，南沙太平島第2期太陽能光電

系統完成驗收後，電量為5萬0,527度，與第1期太

陽能光電系統併聯運轉後，整體效益可達每年發電

量18萬9,492度、減少柴油發電機耗油4萬9,003公

升、降低燃油排放二氧化碳127.9公噸，節能減碳成

果非常顯著，大幅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效益；另針對

提升運補效率及海域巡護、救難能量，已同步展開

「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於103年2月6

日施工，預計104年底完工。

南沙太陽能光電系統

署長主持下水典禮

碼頭整建工程示意圖

苗栗艦成功下水進入
港區航道

苗栗艦剪綵前風采 苗栗艦下水試航

⑧ 千噸級巡防救難艦下水　海巡增添生力軍

103年11月4日，本署執行「強化海巡編裝發展

方案」中，規劃建造4艘1000噸級巡防救難艦，其

中第一艘「苗栗艦」CG131於高雄市高鼎造船公司

新高廠舉行下水典禮，典禮由王署長崇儀主持（時

任政務副署長），署長夫人擲瓶，過程簡單隆重，

「苗栗艦」將配置在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除了擔

當中部海域執法及護漁任務外，未來將支援澎湖、

金門地區海域勤務，大幅增添台灣海峽巡防能量，

並依既定的計畫，裝設20機砲及辦理接艦人員相關

訓練，預計於104年6月間交船後開始執勤。

南南沙沙沙太太陽陽陽能能

署長長長主主主持持持下水水典典典禮禮

光光電電系系統統能能光光

苗苗苗栗艦艦艦剪剪綵綵綵前前風風采采

碼碼碼頭頭整整整建建工工

苗苗苗栗艦艦成成成功功功下水水進進入入

程程示示示意意圖圖工工工程程

苗苗苗栗艦艦艦下水水水試試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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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杜絕槍毒保治安　海巡查獲槍械、子彈與
各類毒品

103年11月4日，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偵辦「林

○興槍毒案」，經通訊監察得知高雄地區林嫌擁有

大批槍械伺機販賣，即組成專案小組報請高雄地檢

署檢察官指揮偵辦，持搜索票前往嫌犯租屋處執行

搜索，查獲犯嫌林○興等4人，槍械10枝（改造手

槍6枝、烏茲衝鋒槍2枝、烏茲空氣槍1枝、霰彈轉

查獲第1、2、3級毒品

集中清點偷渡犯人數

所有不法物品陳列

押解人船返回新竹漁港

查獲90改造手槍

偷渡船滲水本署緊急將
人犯接駁至巡防艇

記者會採訪現場

人船押解進港

⑩ 查緝兼救命—海巡海上緝獲越南偷渡犯
32名

103年11月6日，第三（桃竹）巡防區南寮雷達

於新竹外海8浬發現可疑目標，即分別通報第十二

（新竹）海巡隊及第二四岸巡大隊實施追蹤查察及

勤務佈署，成功於新豐外海4.5浬處成功攔截乙艘大

陸木殼船，查獲32名越南籍偷渡犯（29男、3女）

窩擠在破舊甲板上，船艙底層滲水情況危急，台中

海巡隊PP-10035艇前往取締並協助救援，偵防查緝

隊、新竹、桃園查緝隊及第二三、二四岸巡大隊等

協助戒護、偵訊及押解至移民署收容所進行後續

處理。

輪槍1枝）、子彈148發、改造槍械工具1批、改造

手槍槍管及零件1批與各式毒品乙批、疑似販毒不

法所得新台幣92萬1,000元、失竊汽車1部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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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菲律賓（以下簡稱菲國）與中國大陸（以下簡

稱大陸）近年來屢因南海領土爭議發生摩擦， 2013

年1月22日，菲國依據1982年海洋法公約（以下簡

稱公約）第287條及附件7（仲裁）規定向大陸駐馬

尼拉大使館提交仲裁通知書及相關聲明，要求成立

仲裁庭審理菲國在南海所主張海洋管轄權因而與大

陸發生之爭端1。將南海之爭從政治層面擴展到法律

層面。

美國國務院在同年1月30日發布聲明說：「美

國重申支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且不畏包括恫嚇

或高壓等任何形式報復的作法。」聲明並稱，任何

國家都有訴諸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機制解決爭端的權

益，他國對此應予尊重，也希望菲國尋求國際仲裁

之舉，能為南海爭議提供更大的法律確定性以及對

國際海洋法的遵守。

考量2013年南海仲裁案⋯⋯與中華民國在南海

的島嶼領土主權、海洋權益、以及國家發展與總體

利益相關2，了解相關海洋法公約紛爭解決機制及中

菲南海仲裁案之進展實有必要。

貳、海洋法公約簡介：

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於1982年12月10日在牙買加

的蒙特哥灣召開的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最

後會議上通過，於1994年11月16日生效。大陸

於1996年6月7日批准公約，為第92位締約方，

其他我國周邊相關國家簽署情形如下：菲國於

1984年5月8日批准公約，為第11位締約方。印

尼於1986年2月3日批准公約成為第26位締約

方。越南於1994年7月25日批准公約成為第63

位締約方。日本於1996年6月20日批准公約成

為第94位締約方。馬來西亞於1996年10月14

日批准公約成為第107位締約方。汶萊於1996

年11月5日批准公約成為第108位締約方。美國

則未加入公約簽署。

二、 公約共分17部分，連同9個附件共有446條。

主要內容包括：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EEZ）、大陸礁層、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

群島國、島嶼制度、閉海或半閉海、內陸國出

入海洋的權益和過境自由、國際海底以及海洋

科學研究、海洋環境保護與安全、海洋技術的

發展和轉讓等等。公約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法律

架構，對所有海洋區域、對海洋的利用以及海

洋資源做出規定。對當前全球各處的領海主權

爭端、海上天然資源管理、污染處理等具有重

要的指導和裁決作用。

參、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

一、 相關公約條文：公約之爭端解決機制規範於第

15部分，爭端的解決相關條文如下：

（一） 第一節（一般規定）第279條—用和平方法

解決爭端的義務3：各締約國應按照「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之爭端解決機制
及  中菲南海仲裁案概述

文｜陳正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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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第2條第3項以和平方法解決它們之間

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

（二） 第二節（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第

287條—程序的選擇4：一國在簽署、批准或

加入本公約時，或在其後任何時間，應有自

由用書面聲明的方式選擇下列一個或一個以

上方法，以解決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

爭端：

1. 國際海洋法法庭；

2. 國際法院；

3. 仲裁法庭；

4. 特別仲裁法庭。

　　如果爭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決這

項爭端，除各方另有協議外，爭端僅可提交

附件7所規定的仲裁。

（三） 第二節（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第

288條—管轄權5：第287條所指的法院或法

庭，對於按照本部分向其提出的有關本公約

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應具有管轄權。

對於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轄權如果發生爭

端，這一問題應由該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

決。

二、 公約四大爭端解決機制：依據公約第287
條—程序的選擇規定：公約締約國得以書

面聲明的方式選擇下列四大紛爭解決機

制，解決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

端，相關機制之內容簡述如下：

（一） 國際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簡稱ITLOS），是根據

公約建立的一個法律組織，於1966年10月成

立，位於德國漢堡市，是專門審理海洋法案

件的國際組織。法庭成立了簡易程序分庭、

漁業爭端分庭和海洋環境爭端分庭和海洋劃

界爭端分庭。法庭亦可應當事方要求成立處

理特別爭端的分庭6。根據公約規定，法庭的

管轄權及於下列案件：

1. 有關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

2.  關於與公約的目的有關的其他國際協定的解

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

3.  如果同公約主題事項有關的現行有效條約或

公約的所有締約國同意，有關這種條約或公

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也可提交法庭。

　　根據公約規定，法庭由21名獨立法官組

成。他們應具有以下條件：(1)享有公平和正

直的最高聲譽，並在海洋法領域內具有公認

資格；(2)不得執行任何政治或行政職務，也

不能對與「勘探和開發海洋或海底資源」或

「與海洋或海底的其他商業用途有關」的任

何企業的任何業務有「積極聯繫」或 「有財

務利益」。法庭作為一個整體，還必須能代

表世界各主要法系和公平地區分配。

　　法官任期9年，可連選連任。庭長和副庭

長由大多數法庭法官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

庭長和副庭長的任期為3年，可連選連任。庭

長指導工作的開展，監督法庭的行政部門，

並且在與國家和其他實體的關係中代表法

庭。庭長主持法庭的所有會議。在票數相同

的情況下，庭長擁有決定票。

　　現任庭長柳井俊二，1937年生，前日

本外交官，於2005年10月1日初任ITLOS法

官，自2011年10月1日起擔任庭長7，也是

首個出任本職位的日本人。其出任曾引起相

關與日本有海洋領土爭端國家（如大陸，南

韓）的批評與爭議。

（二） 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又稱為國際法庭，是聯合國的司法

裁決機構，根據「國際法院規約」於1946年

2月成立，位於荷蘭海牙。國際法院的主要

功能是對各國所提交的案件做出有法律約束

力的仲裁，或在聯合國大會及聯合國安理會

的請求下提供諮詢性司法建議。它還可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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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涉嫌違反國際法的案件。國際法院共有法

官15人。必須全部來自不同的國家，其名額

分配辦法與安理會席位分配一致，即非洲3

名，拉美2名，亞洲3名，東歐2名，西歐及

其它國家（包括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和

紐西蘭）5名。法官應不論國籍，而且應盡

量能夠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主要法系，其中

不得有2名屬於同一國籍，所有決議都必須

在出席法官多數同意後才能做出。其職能有

兩方面：

1.  對當事國一致同意提交國際法院的法律爭

端，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以及有關條約

及公約做出判決。

2.  對聯合國其他機構或各種專門機構就其工作

範圍內提出的任何法律問題發表諮詢意見。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主要的常設性司法機

關，而國際海洋法法庭只是「公約」體制內

的常設性專業機構。由管轄權以觀，「國

際法院規約」第36條第1款規定的是一切案

件；而「國際海洋法庭規約」規定的是與

「公約」有關的一切爭端和申請。故國際法

院的管轄事項是多於甚至包含國際海洋法法

庭的管轄事項。但在專業性上，國際海洋法

法庭由於法官必須是海洋法領域的專家，在

處理海洋和島嶼等相關問題的時候，專業性

會更強。

（三） 仲裁法庭（依據公約附件7組成）：此仲裁

法庭即為依據1899年前清政府所簽署之「和

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於1900年在荷蘭海牙

和平宮所成立之常設仲裁法院，為第一個普

遍性的國際司法機構。清政府先後派員參加

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並於

1904年和1910年先後批准1899年和1907年

「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是常設仲裁法

院的原始締約國。民國成立後，中華民國繼

承了條約和法院成員資格，直到1972年我國

退出聯合國。常設仲裁法院並非真正意義上

的常設法院，它只有一份由成員國提出的仲

裁員名單。如果成員國將其爭端訴諸仲裁，

便可在名單中選定仲裁員，再由選定的仲裁

員推選首席仲裁員組成仲裁庭。

1. 仲裁法庭的組成 （依公約附件7第3條）

(1) 仲裁法庭應由仲裁員5人組成。

(2) 提起程式的一方應指派1人，爭端他方

應在收到通知30天內指派1名仲裁員。

如在該期限內未作出指派，提起程式的

一方，可在該期限屆滿兩星期內指派。

另3名仲裁員應由當事各方間以協議指

派，並應為第三國國民，除各方另有協

議。仲裁庭庭長應由這3名仲裁員中選

派一人擔任。

(3) 如未能於期限內協議指派庭長或仲裁

員，應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作出必要

的指派。

2. 不到案之處理：（依公約附件7第9條）

(1) 如爭端一方不出庭或對案件不進行辯

護，他方可請示仲裁法庭繼續進行程序

並作出裁決。爭端一方缺席或不對案件

進行辯護，應不妨礙程序的進行。

(2) 仲裁法庭在作出裁決前，必須查明對該

爭端確有管轄權，而且應查明所提要求

在事實上和法庭上均確有根據。

（四）特別仲裁法庭（依公約附件8）：

1.  程序的提起：僅涉及下列事項者，適用特別

仲裁法庭（依附件8第1條）：在第十五部

分限制下，本公約中有關(1)漁業；(2)保護

和保全海洋環境；(3)海洋科學研究；(4)航

行、包括來自船隻和傾倒造成的污染。上開

條文在解釋或適用上的爭端，爭端任何一方

可向爭端他方發出書面通知，將該爭端提交

特別仲裁法庭。

2.  專家名單（依附件8第2條）：各相關機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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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編制並保持專家名單。(1)漁業：聯合國

糧食與農業組織負責。(2)保護和保全海洋環

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3)海洋科學研究：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4)航行、包括來自船

隻和傾倒造成的污染：國際海事組織。各締

約國有權利提名2名專家。

3.  特別仲裁法庭的組成（依附件8第3條）：特

別仲裁法庭由5名仲裁員組成。提起程序的

一方應指派2人（1人可為其國民），爭端他

方應在收到通知30天內指派1名仲裁員（可

為其國民）。 如在該期限內未作出指派，

提起程序的一方，可在該期限屆滿兩星期

內，請求聯合國秘書長做必要指派。特別仲

裁法庭庭長應為爭議方以外第三國國民，並

最好由專家名單中指派。

4.  特別仲裁法庭的程序與裁決，參照附件7仲

裁法庭的相關規定執行。（依附件8第4條）

5.  特別仲裁法庭的事實認定（依附件8第5

條）：爭端各方，可隨時協定請求特別仲裁

法庭進行調查，以確定引起爭端的事實。除

另有協議，特別仲裁法庭對事實的認定，在

爭端各方之間，應視為有確定性。特別仲裁

法庭可擬具建議，惟並無裁決的效力，而只

應構成各方對引起爭端的問題進行審查的

基礎。

肆、 南海仲裁爭端攻防及菲國提出仲裁適法
性初判

一、 南海爭端雙方主張：本件如前所述，菲國
係選擇以公約附件7組成的仲裁法庭，亦即
位於荷蘭海牙和平宮之常設仲裁法院作為

仲裁之受理機關，兩國間對於相關爭端之

主張大致整理如下：

（一） 菲國主張8：其所提仲裁事項主要可歸納為以

下三類：

1.  大陸在公約規定的權利範圍之外，對「九段

線」（即大陸的南海斷續線）內的水域、海

床和底土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與公約不

符。

2.  大陸依據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

物提出的200海浬甚至更多權利主張與公約

不符。

3.  大陸在南海所主張和行使的權利非法干涉菲

國基於公約所享有和行使的主權權利、管轄

權以及航行權利和自由。

（二） 大陸反映：2013年2月19日大陸向菲國提交

照會，闡述了「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

主張」（以下簡稱大陸南海立場文件），拒

絕接受書面通知並將其退還給菲國，表明不

接受仲裁9。大陸認為，仲裁庭對於菲國單方

面就中菲在南海的爭端提起的強制仲裁，基

於下列理由，明顯沒有管轄權10。

1.  菲國提請仲裁事項的實質是南海部分島礁的

領土主權問題，超出公約的調整範圍，不涉

及公約的解釋或適用。

2.  中菲兩國之間一系列雙邊文件清楚地表明，

雙方同意或承諾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解決

在南海的爭端。大陸和菲國均為簽署方的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也明確規定，由直接有關的

主權國家通過友好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

解決它們的領土和管轄權爭議。故通過談判

方式解決在南海的爭端是中菲兩國之間的協

議，菲國無權單方面提起強制仲裁11。菲國

單方面將中菲有關爭端提交強制仲裁違反國

際法。

3.  即使菲國提出的仲裁事項涉及有關公約解釋

或適用的問題，也構成中菲兩國海域劃界不

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大陸主張北京於2006

年8月依據公約298條所做出之聲明，已將有

關海域劃界或歷史性權利等爭端排除於公約

第15部分第2節（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

程序）之適用，故大陸不接受、不參與菲國

所提仲裁，仲裁庭對本案也無管轄權。因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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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仲裁主張均與島嶼主權、海域劃界及歷史

性權利等爭端相關12。將涉及海域劃界等事

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程序。

4.  大陸從未就菲國提出的仲裁事項接受過公約

規定的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仲裁庭應充分尊

重締約國自行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在

公約規定的限度內行使其確定管轄權方面的

權力；菲國提起仲裁是對公約強制爭端解決

程序的濫用。大陸不接受、不參與該仲裁具

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

二、菲國提出仲裁適法性初判：

依公約第298條，菲國提出仲裁，如涉及劃定

海洋邊界的公約第15條（領海劃界）、第74條（專

屬經濟海域劃界）、和第83條（大陸礁層劃界）

解釋或適用上的爭端，或歷史性海灣或所有權的爭

端，或必然涉及同時審理與大陸或島嶼陸地領土的

主權或其他權利有關的任何尚未解決的爭端。均不

應提起公約第15部分（爭端的解決）第2節（導致

有拘束力裁判的強制程序）之相關程序。

另參2014年12月17日常設仲裁法院新聞稿13，

仲裁庭已收到並認知大陸不接受、不參與菲國單方

提起的仲裁之立場，亦表示已收到大陸於同年12月

7日發布之大陸南海立場文件。故依據公約附件7第

9條進行爭端一方不到庭或不辯論之處理程序，因

大陸南海立場文件業已針對上開公約第298條之適

用限制上提出質疑及相關說明，仲裁庭依據公約附

件7第9條後段，在做出判斷前，必須查明對爭端

確有管轄權外，並查明菲國所提要求在事實上和法

律上均確有依據。故仲裁庭發布第3號程序令要求

菲國需就大陸就本爭端發表之公開聲明（即大陸南

海立場文件）做出其認為適當的回應，可謂大陸雖

表示不參與仲裁，仍因善用公約之條文，技術性的

發生了實質答辯之效果，如菲國未能於2015年3月

15日前所繳交至仲裁庭的補充書面陳述解釋公約

第298條之適用要件限制並說服仲裁庭相關請求有

據，本案即可能於程序面即告終止。

伍、仲裁庭運作及後續可能發展：

一、仲裁庭運作：

（一） 依公約附件7仲裁程序規定，本案仲裁程序

略以：爭執之一方提交仲裁，依規定提名仲

裁員並組成仲裁庭，仲裁庭命當事人提出訴

狀及訴辯狀14，仲裁庭審查有無管轄權，由

仲裁員過半數做出裁決，一方如不到庭或不

辯護，他方仍可請求程序續行並做出裁決。

（二） 2013年7月11日，仲裁庭第1次會議，以荷蘭

海牙為仲裁程序註冊所在地。

（三） 2013年8月27日仲裁庭發出第1號程序令，通

過仲裁程序規則15，並定2014年3月30日為菲

方提交起訴狀期限。

（四） 2014年5月14日∼15日仲裁庭召開第2次仲

裁庭會議，並於2014年6月2日發布第2號程

序令，令大陸於2014年12月15日提交訴辯

狀16。

（五） 2014年12月17日仲裁庭表示收到大陸外交照

會及上開大陸立場文件，並發出第3號程序

令，依據公約附件7第9條及仲裁程序規則第

25條第2款，要求菲國於2015年3月15日之

前提交「補充書面陳述」，就大陸就本爭端

發表之公開聲明做出認為適當的回應，另要

求大陸應於2015年6月16日前提交對於菲國

提交之「補充書面陳述」之評論17。

二、後續可能發展

因大陸對仲裁庭提出正式照會，表達不接受仲

裁之立場，故仲裁庭仍將依據公約附件7第9條進

行一造缺席之仲裁審理程序。首先將先確定對本案

有無管轄權，如認無管轄權，本案終止。如認有管

轄權，則本案將進入實質審理。並進行必要調查18

（對爭端有管轄權，爭端方所提要求在事實上和法

律上均有根據）後，做出具確定性之仲裁判斷。

惟因仲裁法庭無執行機構，大陸可選擇對仲裁

程序不予理睬，對於不利於己之裁決，大陸亦可選

擇拒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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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時序表

一、 2013.1.22菲國向大陸駐馬尼拉使館提出仲裁通

知，並指派仲裁庭成員。

二、 2013.2.19大陸退回仲裁通知，並表明不接受

仲裁。

三、 2013.3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任命代表

大陸仲裁庭成員。

四、 2013.4柳井氏再任命仲裁庭3位成員。斯里蘭

卡籍法官Chris Pinto於2013.5請求撤回任命。

五、 2013.6.21柳井氏另任命前國際海洋法庭迦納籍

法官Thomas A. Mensah擔任首席仲裁員及第5

名成員。

六、 2013.7.11仲裁庭第1次會議，以荷蘭為仲裁程

序註冊所在地。

七、 2013.8.27仲裁庭發出第1號程序令，通過仲裁

程序規則（補充公約附件7仲裁規則之程序規

定），並定2014.3.30為菲方提交起訴狀期限。

八、2014.3.30菲方外交部宣布提交訴狀。

參考資料

1. 宋燕輝，台北論壇，103.1.14南海國際法律
戰之現況與可能發展，第1頁。

2. 同註1，第2頁。
3. 公約第279條—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的義
務：各締約國應按照「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
3項以和平方法解決它們之間有關本公約的解
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並應為此目的以「憲

章」第33條第1項所指的方法求得解決。
4. 公約第287條—程序的選擇：
 (1) 一國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約時，或在

其後任何時間，應有自由用書面聲明的方

式選擇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方法，以解決

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

 　 (a)按照附件6設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
 　 (b)國際法院；
 　 (c)按照附件7組成的仲裁法庭；
 　 (d) 按照附件8組成的處理其中所列的一類

或一類以上爭端的特別仲裁法庭。

 (2) 根據第1款作出的聲明，不應影響締約國
在第11部分第5節規定的範圍內和以該節
規定的方式，接受國際海洋法法庭海底爭

端分庭管轄的義務，該聲明亦不受締約國

的這種義務的影響。

 (3) 締約國如為有效聲明所未包括的爭端的一
方，應視為已接受附件7所規定的仲裁。

 (4) 如果爭端各方已接受同一程序以解決這項
爭端，除各方另有協議外，爭端僅可提交

該程序。

 (5) 如果爭端各方未接受同一程序以解決這項
爭端，除各方另有協議外，爭端僅可提交

附件7所規定的仲裁。
 (6) 根據第1款作出的聲明，應繼續有效，至

撤銷聲明的通知交存於聯合王國秘書長後

滿3個月為止。
 (7) 新的聲明、撤銷聲明的通知或聲明的滿

期，對於根據本條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法

庭進行中的程序並無任何影響，除非爭端

各方另有協議。

 (8) 本條所指的聲明和通知應交存於聯合國秘
書長，秘書長應將其副本分送各締約國。

5. 公約第288條—管轄權
 (1) 第287條所指的法院或法庭，對於按照本

部分向其提出的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

的任何爭端，應具有管轄權。

 (2) 第287條所指的法院或法庭，對於按照與
本公約的目的有關的國際協定向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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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014.5.14∼15仲裁庭召開第2次仲裁庭會議，

並於2014.6.2發布第2號程序令，令大陸於

2014.12.15提交訴辯狀。

十、 2014.5.21常設仲裁法院收到大陸照會，重申其

「不接受菲律賓提起的仲裁」的立場以及該照

會不應被視為大陸接受或參與了仲裁程序19。

十一、 2014.12.7大陸發表南海問題立場文件20，主

張此立場文件非仲裁案辯訴狀，亦非回應仲

裁庭要求。

十二、 2014.12.17仲裁庭新聞稿表示收到大陸外交

照會及上開大陸立場文件，並發出第3號程

序令，依據公約附件7第9條及仲裁程序規則

第25條第2款，要求菲國於2015年3月15日

之前提交「補充書面陳述」，就大陸就本爭

端發表之公開聲明做出認為適當的回應，另

要求大陸應於2015年6月16日前提交對於菲

國提交之「補充書面陳述」之評論21。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法規委員會）

有關該協定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也

應具有管轄權。

 (3) 按照附件6設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海底爭
端分庭的第11部分第5節所指的任何其他
分庭或仲裁法庭，對按照該節向其提出的

任何事項，應具有管轄權。

 (4) 對於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轄權如果發生
爭端，這一問題應由該法院或法庭以裁定

解決。

6. 如智利控歐洲共同體：關於在東南太平洋保
護與可持續發展旗魚種群案。

7. 依據日本外務省平成26年（2014）6月12日
新聞稿，柳井氏於2014年6月11日於美國紐
約聯合國舉行的選舉中獲得了庭長工作的續

任。

8. 2014.12.7，大陸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

問題的立場文件，第2頁。
9. 常設仲裁法院2014.6.3新聞稿，菲律賓訴中
國仲裁案。

10. 同註7，第14頁。
11. 2014.12.7，大陸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

問題的立場文件摘要，第2頁、第5頁。
12. 同註1，第2頁。

13. 常設仲裁法院2014.12.17新聞稿，菲律賓訴
中國仲裁案。

14. 同註8。
15. 同註1，第1頁以下：「仲裁庭所通過之仲裁
程序規則是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7
規則的補充，規定了適用於通訊、語言、公

開度、庭審管理、對仲裁庭管轄權異議的審

議、臨時措施的請求、指定專家協助仲裁庭

等事項的程式。該程序規則同時也規定了仲

裁庭在當事一方不參與仲裁的情況下應採取

的措施。」

16. 同註8。
17. 同註13。
18. 公約附件7，第9條 如爭端一方不出庭或對案
件不進行辯護，他方可請求仲裁法庭繼續進

行程序並做出判斷，爭端一方缺席或不對案

件進行辯護，應不妨礙程序的進行。仲裁法

院在做出判斷前，必須查明對該爭端確有管

轄權，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實上和法律上

均確有根據。

19. 同註8，及103.12.8中國時報A13版，南海主
權爭議，陸拒接受仲裁。

20. 同註7，及103.12.8聯合報A12版，南海糾紛 
中共發文不接受國際仲裁。

21. 同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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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了人類對海洋的開

發與利用，工業的廢水、生活的污水不斷排放，造

成嚴重的海洋污染，也引起全球的廣泛關注與重

視。特別是工業革命以後，科技的進步，也強化海

洋開發的力度，也使海洋環境遭受破壞、污染事故

頻繁發生，海洋生態系、棲地亦日益破壞。因此，

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不斷呼籲，要加強海洋環境監測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遏止不必要

的環境惡化趨勢，以維護人類健康及環境資源的永

續發展。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環境保護的基礎，透

過科技的技術、設備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環境監測，

以即時掌握海洋環境動態變化規則，同時提供海洋

環境的保護、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減輕海洋災

害、提供海洋科學研究、海洋戰略、海洋科學發展

之依據，制定正確的環境決策。因此，海洋環境監

測是海洋資源保護的關鍵，亦是海洋永續發展的基

礎，在海洋管理和治理上，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海洋環境監測意義與目的

海洋環境監測的作用意義，是對海洋環境品質

狀況、污染狀況和生態破壞狀況進行全面的調查，

並進行評估。其目的就是全面、即時、長期、精確

掌握海洋環境條件。海洋環境監測工作對於海洋環

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監測係以海洋環境保護為目

的，並作為制定海洋政策基礎之依據；監測也是管

理海洋環境的重要方法，是海洋環境保護與管理之

基礎與技術保障，亦是海洋環境管理、執法的基本

組成部分，監測亦是海洋環境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

條件。在另一方面，監測是海洋經濟建設的基本保

障，為海洋產業開發提供技術及服務，是沿海居民

與民眾生活的基礎，為人類海域活動安全提供環境

資訊服務，也是預防赤潮等海洋環境災害及海洋污

染事件防治的基礎性工作。

早期人類對海洋環境的監測，主要是對海洋自

然環境和海洋資源進行調查觀測，主要監測項目內

容有：海洋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地貌、沉積

物、工程性質和海洋資源等項目，進行定點、定

位、長期連續的測量活動。隨著海洋環境監測活動

不斷的發展精進，人們對於海洋環境監測的認識也

越來越完整。透過海洋環境監測也讓人們認識海

洋、瞭解海洋、揭開海洋秘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

的途徑。

文｜施義哲

海洋環境監測功用
與 國際海洋環境監測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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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海洋環境監測的分類，依監測性質內容分

為海水水質監測、沉積物監測、海洋生物環境質量

監測、海洋水文氣象監測等。而海水水質監測內容

項目通常包括：鹽度、PH值、懸浮物、化學需氧

量、溶解氧、無機磷、無機氮、油類、汞、鋅、

銅、鉛、鎘等；沉積物監測內容包含：銅、鉛、

鋅、汞、硫化物、有機碳、石油類等；海洋生物環

境質量監測內容包括：浮游動物、浮游植物、底棲

生物、潮間帶生物等，調查項目主要有生物量、數

量、多樣性、棲息密度、群落特徵等；海洋水文氣

象監測則涉及水文和氣象，水文監測包括水體表

層、中層和底層採樣監測，統計其流速等，海洋氣

象監測則包含風、氣壓、空氣溫度、濕度、能見度

和降水量等。

海洋環境監測的作用

為促進海洋開發和提高國家的競爭力，獲取更

多的海洋權益，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英國、德

國等世界主要的海洋國家，根據該國海洋事業的發

展對科學技術的需求，制定和實施了不同時期的海

洋科技發展策略規劃，將人類所獲得的海洋科學技

術成果，應用在海洋領域的創新、研發和創造條

件，引導海洋科技領域再跨步向前。海洋環境監測

的作用如下：

一、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環境預警和防災的基礎

海洋環境監測可以提供海洋環境預測、預報提

供必要的資訊，是海洋環境管理和海域治理的基

礎。透過長期的、有規劃的監測，可以協助海洋科

學家、海域主管機關等，能掌握自然災害發生的前

兆和形成的發展規律。同時，海岸的減災、防災管

理和防禦對策，也需要完整的海洋環境監測資訊做

為依據。

二、海洋環境監測提供海洋環境保護基礎資訊

海洋環境是海洋生命和非生命物質、能量、空

間、資訊相互作用，和人類活動、社會、經濟的發

展互相關聯，海洋環境也因為人類的活動產生了相

當的變化和衝擊，為掌握海域環境狀況，海洋環境

監測可以提供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環境資源的科學依

據，減少海洋環境開發的衝擊。

三、 海洋環境監測是保護海洋環境、維護人體
健康的關鍵條件

在開發和利用海洋之際，必須要注意保護和改

善海洋環境，而保護和改善海洋環境必須以海洋環

境監測資料為依據。尤其現今政府大力提倡海域休

閒遊憩活動，海洋環境監測資訊對於人們活動安

全、身體健康、海域環境衛生等都是相當重要的。

四、 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基本
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對於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

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特別是在海岸環境敏感海域，

如果沒有完善的規劃、或可依賴的環境監測資訊，

對於海域環境的開發是很難進行環境評估的。 

五、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永續發展的基礎

海岸地區是人口密集和海洋經濟發展的重要地

區。因此，想要推廣海岸經濟產業的永續發展，必

須合理規劃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而進行海洋環境

監測與海洋科學研究，可以掌握海洋環境脈動，從

海洋環境獲得所需亦不破壞其環境承載量，促進海

洋經濟產業發展。

六、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策略的根本

進入21世紀，世界各國瞭解陸域資源的有限，

改以廣闊的海洋資源為開發利用的重點，各國也開

始提出其海洋權益與藍圖。因此，為有效的掌握海

洋權益與海權主張，沒有海洋水文、氣象、地質、

波浪、潮流、風向等海洋環境基礎參數的支持，是

無法彰顯國家海洋策略主張及應用。

七、海洋環境監測是海洋國家重要指標

海洋環境監測主要任務包括，掌握主要污染物

的入海量和海域環境品質狀況，實施海域環境長期

監測，以評估環境品質是否合乎標準規範；亦可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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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海洋環境保護政策與污染防治成效；進而監控可

能發生的環境與生態問題，做為預警措施的依據；

透過研究、驗證污染物的衝擊評估，制定環境管理

和規劃提供科學依據，達到永續利用的目的。 

國際海洋環境監測執行概況

世界海洋環境監測技術，包括水聲技術的發展

和運用、衛星遙測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海底觀測系

統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和運用，這些技術的發展和運

用推動了海洋科學和海洋產業技術的發展，提高了

海洋環境的安全保障。其監測的特徵，隨著海洋科

技進步，不但監測水體，對於陸域、大氣、地質、

生態等進行展現全方位監測；且監測工具多樣化，

如船舶、衛星、飛機、浮標、水下無人載具、雷達

等設備，應用在海洋環境監測活動中，加上發展新

的儀器、設備、技術的應用，提高海洋環境監測

能力。事實上，很多國家對於海洋環境非常重視，

也早已建置了海洋環境監測系統並執行海洋環境監

測，其監測效益，如準確的氣候、天氣、近岸和海

洋狀況預報，可協助相關部門、人員、組織改進其

經濟活動和決策，進而獲得更大的經濟價值；又如

準確的近海海象預報，可以提供航行者規劃好的航

路；對於赤潮、污染等海洋生物災害的預報，可以

減少對人體健康的威脅和海域遊憩損失等。以下為

各國執行海洋環境監測概況：

一、 美國海洋環境監測系統：美國在1999年年初制

定了，建立永久性海洋監測系統的計畫，其主

要目的就是要能夠預報海洋氣候變遷、確保海

上作業安全、保障國家領土安全、管理海洋生

物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系統、減緩海洋災害、

確保民眾活動健康安全等。因此，建立了全方

位的海洋監測系統，主要內容包括：基礎設

施、公海監測、沿海監測等。該系統由美國國

家海洋氣象局（NOAA）、海軍（NAVY）、海

岸防衛隊（USCG）、國家科學基金會、環保

局及地質調查局等單位共同組成，以滿足各部

門對海洋環境監測的需求。而其監測的工具包

括：船舶、衛星、浮標、雷達、工作站等；監

測對象包含了水文、氣候、物裡、化學、生物

等。該系統的建制也發揮了明顯有效的效益，

如準確的預測氣候、天氣、近岸和近海的海象

狀況，確保民眾海域活動的安全和海域經濟

價值。

二、 英國海洋環境監測系統：英國曾經是世界海洋

科技最發達的國家，隨著美國的崛起而落後，

但依然在某些領域至今仍保持優勢。英國的海

洋監測初期最主要是針對水文氣象的監測，為

了提供海上船隻航行安全的保障。1950年以

後，隨著農工業的發達，以及對於海洋資源的

過度開發，污染的問題越來越嚴重。1972年

聯合國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世界各國對於防

止海洋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有了共識，英國對於

海洋環境監測亦開始重視，於是將海洋環境監

測納入國家監測計畫，對於英國全國敏感海域

進行監測，包括污染物測定、生物狀態評估、

底棲環境、生物效應、海域生態環境和民眾活

動健康等。另外，2008年英國自然環境研究

委員會（NERC）發布了2025海洋科技規劃

（Oceans 2025），是英國為了解決海洋科學

問題所做的規劃。 

三、 日本海洋環境監測系統：日本是個高度重視

海洋科技發展的先行者。東京大學主持了即

時區域性地球監測系統（Advanced Real-

Time Earth Monitoring Network in the Area, 

ARENA），其目標是沿日本海溝建造跨越板塊

邊界的光纜連接觀測網站，科學家期望ARENA

能提供地震、海洋學、地球物理學、海水資

源、海底能源開採和生物學資訊等科學數據。

四、 印度是發展中的海洋大國，20世紀70年代起，

印度也夢想成為海洋強國，因此全力發展印度

海軍和發展國民經濟，推動海洋科技事業的發

展。目前印度開始發展遠洋，期望在2020年成

為具有遠洋控制能力的海洋強國，因此印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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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開發部制定了一系列的海洋工作計畫，如近

海環境監測和預報、海平面監測與模擬、島嶼

開發、海洋衛星與資訊服務、海洋觀測、海洋

科研、海洋藥物研究、深海探勘等。

五、 中國國務院2006年公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

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包括了海

洋環境監測技術、海底探測與作業技術、天

然氣水合物開發技術。2009年科學技術部與

國家海洋局公布國家深海高技術發展專項規劃

（2009-2020年），如深海動力環境、即時監

測體系、深海環境預測預警能力、深海資源探

勘與開發等，針對深海高科技技術發展提出明

確指導方針和目標。

六、國際海洋監測系統

（一） 全球海洋觀測系統：（G l o b a l  O c e a n 

O b s e r v i n g  S y s t e m ,  G O O S）由政府

間海洋學委員會（ I n t e r g o v e r n m e n t a 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世界

氣象組織（WMO）、國際科學聯合理事會

（ICSU）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發起的，總部設在巴黎。主要功用在提供

海洋環境現況、海洋資訊評估和預報、氣

化變遷預測等，提供有效、安全和永續

利用的海洋環境。在未來幾年亦會成立

G O O S地區機構，可以提升海洋預測能

力，這些發展包括太平洋全球海洋觀測系統

（PacificGOOS），涵蓋西南太平洋島國、

地中海國家組成的地中海全球海洋觀測系統

（MedGOOS）、加勒比海國家組成的全球

海洋觀測系統（IOCARIBE-GOOS）、印度

洋、黑海和北大西洋等。

（二） 美國和加拿大合作的東北太平洋時間序列海

底觀測網絡系統（North East Pacific Time-

series Underwater Networked Experiment, 

NEPTUNE），又稱海王星計畫，能夠在海

底500kmX 1000km範圍內發生的過程進行

觀測，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底觀測網絡，

最大深度3000m，系統壽命為25年，深海

的設備有潛標、CTD、海流計與聲學海流

剖面儀（ADCP）、人工磁場海流儀、波浪

感應器、測波浮標、海底攝影機、營養鹽測

量儀、地震儀、還有潛水器（underwater 

Vehicles）、ROV、AUV、ROVER，海王

星系統（NEPTUNE）在美國部分由華盛頓

大學負責管理，加拿大部分則由維多利亞

大學負責、日本建設的新型實時監測網絡

（ARENA）、 國際組織推動建立的全球海

洋時間序列觀測陣系統（Array for Real-time 

Geotropic Oceanography, ARGO）

（三） 深海探勘計畫（Deep Sea Drilling Project, 

DSDP）：自1968年深海探勘計畫實施以

來，期間也包含了很多子計畫，如深海探勘

計畫（DSDP, 1968-1983年）、海洋探勘計

畫（Ocean Drilling Program, ODP, 1985-

2003年）及整合海洋探勘計畫（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 IODP, 2003-2013

年），這些研究也有很大的發現和貢獻，也

驗證了板塊構造理論，IODP的研究領域是天

然氣水合物、深海生物圈、極端氣候和氣候

的快速變化，未來的研究結果勢必會為人類

帶來很多創新成果。

（四） 歐盟海底觀測網計畫（ESONET: 2004- ）：

2004年歐盟國家英德法等國參與制定了歐洲

海底觀測站網絡計畫（European Sea Floor 

Observatory Network-ESONET），該計畫

是全球環境和安全監視系統（GMES）的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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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海底部分，目的是提供地球物理、化學、

生物化學、海洋學、生物學和漁業的長期監

測能力，針對北冰洋到黑海不同海域的科學

問題，在大西洋與地中海的海域設置10個海

域監測站，進行長期海底觀測。

（五） 歐洲海洋觀測與數據資料網（EMODNET: 

2007- ）：歐洲海洋局和歐洲科學基金會

2008年10 月24日發布歐洲全球海洋觀測

系統願景報告，對歐洲海洋觀測數據網絡

（European Marine Observation and Data 

Network-EMODNET）的建立以及未來的

發展進行長期規劃，該報告指出目前人類可

以透過多種途徑獲得海洋數據，但是缺乏整

合、保存數據等，因此歐洲新的海洋政策目

標就是把現有的、分散的數據資料整合起

來，提供給政府決策者、海洋管理部門以及

相關部門和研究人員。

綜上，國際海洋環境監測技術，隨著科學技術

的日新月異，監測的範圍、內容越來越全面，監測

工具也越來越多樣化，加上技術不斷提升，提高了

海洋環境監測能量。因為大家都認知到，我們只有

一個地球，也只有一個海洋，海洋環境與資源是需

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來維護，透過整合公、私部門

的力量，進行跨國、跨領域、跨區域、跨部門的監

測研究，並分享所得的監測成果，提供各國做好環

境規範和相關決策，達到永續利用的目標。我國對

於海洋環境監測，從中央到地方各主管機關與學研

單位也有參與投入，根據各國經驗未來可尋求區域

與跨國合作，對維護海洋保育與海洋環境監測略盡

心力。

結論

「海洋環境」被認為是人類永續發展機會所繫

的珍貴資產，任何海洋產業的發展，必須以「海洋

環境的永續」為前提，才可能獲得經濟、環境和世

代間的均衡發展。聯合國大會秘書長在向聯合國大

會提交有關海洋事務和海洋法的綜合報告，主要內

容是審查包括海洋科學研究在內的海洋事務和海洋

法「量能建構」（capacity-building）相關議題。

在海洋科學研究方面，海洋科學是永續管理海洋

及其資源，以及減緩、調適自然災害和極端現象的

基礎。基此，各國必須發展國家海洋科學、海洋環

境監測與其基礎設施，取得相關海洋監測、研究資

訊，提供海洋治理、海洋管理、海洋規劃與海洋永

續之基礎。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秘書室公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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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海洋水深是指海床相對於海平面的距離，量測

海水深度等同於建構海域的地形，近百年來人類透

過量測海水深度來理解海床地形起伏，而海域地形

是對於任何與海洋相關事務的基礎，舉凡各項海洋

科學研究、海洋工程建設（包括各種近岸工程或跨

國的海底通訊纜線等）、海域資源探勘（如石油、

天然氣、海床礦物等）、海域災害防治，乃至於法

政國土範圍畫定等等，都需要海域地形提供最基本

的思考或規劃藍圖。其實海洋覆蓋了地球表面七成

以上的表面積，除了內陸國家的人無法直接接觸

海洋，自古以來人類的活動都受海洋不同程度的影

響；自大航海時代（約西元15世紀）以後，人類開
始有規模的在大洋航行，不斷開發對海洋的認識並

建構海域地形的數值模型，特別是最近20年來，人
造衛星酬載雷達測高儀（radar altimeter）偵測海
床地形的技術有長足的發展，人類整編測高衛星資

料，已經獲得地球整體的海床起伏模型；不過目前

全球海域地形資料的空間解析度還不足以應付人類

I. Introduction
Ocean depth is the distance from seabed to sea level. 

Bathymetry, or sea depth measurement, is literally establishing 
hydrographic features. For almost a century, people have 
been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by 
measuring the depths of sea. Hydrograph is the basis for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ocean, including marine science 
research, marin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s (e.g. offshore 
constructions or submarine cables connecting countries), 
marine resource prospecting (oil, natural gas and mineral 
deposits in seabed), ocean-relate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ven the determination of marine sovereignty. All of these rely 
on hydrographic features as the foundation of roadmap for 
thinking or planning. The ocean in fact covers more than 70% 
of the planet’s surface. People have been sailing on the high 
seas since the great era of voyage (around 15th century AD), 
and now constantly accumulate the knowledge of ocean and 
establish digital models of hydrographic features. In the recent 
20 years particularly, there has been successful development in 
detecting seabed topography with radar altimeter on board of 
satellites. The models of ups and downs on the seabed across 
the Earth are established from the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However, the spatial resolution of the global hydrographic 

海域地形探勘 與 資料庫

文｜張翠玉

Article｜Chang, Tsui-Yu

From Hydrographic features Survey and Database

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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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urrently available is not enough to cope with what we 
need for all marine activities. Let’s look at the tragic accident 
of Malaysia Airline MH370 in Mar 2014. It has been suspected 
that the flight recorder (commonly known as the “black box”) 
must have been located somewhere in the waters between 
the Indian Ocean and Australia. However, the lack of accurate 
shipboard survey data of this area forced the search efforts 
to rely solely on the global hydrographic model provided by 
altimetry satellites, adding extra difficulties to the search of the 
black box. 

Metallic nodules were discovered on the seabed of 
Arctic Ocean outside of Siberia as early as in 1868. In the 1960s, 
countries around the North Sea started mining the oil and 
natural gas buried deep in the seabed. Suddenly the treasures 
buried under the ocean became the trophy for energy and 
resource prospecting of the future. As a result, the world started 
talking about how to define the boundary of sea territories and 
the rights to prospect marine resource. On Feb 20, 1969,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dicated in the case of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the fact that continental shelf is the extension 
of a country’s land territories under the ocean and therefore 
the rights that coastal countries have for continental shelf are 
equivalent to those for land territorie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pproved in 1982 includes 
the concept of natural extension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in Clause 76. The Convention also says that the outermost 
boundary of continental shelf of a coastal country extends to 
200nm if the distance from baseline to the edge of continental 
is less than that. However, if all the natural extensions go 
beyond 200nm, the maximum range can be extended up to 
350nm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is triggered the rush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in coastal countries, which is a glimpse 
of how important hydrographic features are. This paper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by shipboard and satellite altimetry, hoping to improve 
people’s knowledge about hydrographic survey and the use 
of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base. 

II. Survey methodology
The ocean is approximately 4,000m deep in average to 

the average sea level (both water depth and elevation at 0m; 
the reference line for topographic survey). The depth of major 
hydrographic features falls between 3,000 and 6,000m (>75% 
of total surface area of ocean). Shipboard sonar and satellite 
altimeter are used for effective survey of ocean topography, 
and the following is how they work. 

2.1 Shipboard sonar survey
The energy of acoustic wave (the mechanical term 

for it is “compressional wave”) can travel quite a distance 
as opposed to electromagnetic wave (including visible 

所有對海洋活動的需求，譬如今年3月馬來西亞航
空的空難事件，雖然推定該飛機的飛航紀錄器（一

般稱為“黑盒子”）應該掉落在印度洋和澳洲之間

的海域，但因該地區缺少精密的船測資料，僅能參

考測高衛星所提供的全球海域地形模型，致使飛航

紀錄器的搜尋工作相當困難。

人類早在1868年就在西伯利亞外北冰洋中發現
海床上有金屬結核，而自1960年代北海周邊的國家
開始開採北海的石油及天然氣以後，海床下蘊藏的

礦產成為未來能源與資源的重要供應源，也因此國

際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定義海域國土的疆界，以及

界定海域資源的開採權。1969年2月20日國際法庭
對於北海大陸礁層註案判決指出，基於大陸礁層構

成該國陸地領土在海洋下自然延伸之事實，沿海國

家對於大陸礁層之權利，類同於對於陸地領土之主

權；而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將上
述自然延伸的觀念納入第76條大陸礁層的定義中，
公約中並劃定，如果沿海國的大陸礁層外部界限，

從基線量起到大陸邊的距離不到200浬，則擴展到
200浬的距離。但如果全部自然延伸超過200浬，則
在一定情況下，最大範圍可擴充至350浬區域，所
以鄰海各國紛紛啟動海域地形調查，海域地形的重

要性可見一斑。本文介紹船載以及衛星測高量測海

域地形的最新資訊，希望能促進國人對海域地形探

測的理解，並加強使用海域地形資料庫。

二、探測方法

相對於平均海平面（訂定水深0米，高程0米；
為地形測量之基準線），海洋水深平均約4000米，
主要地形的深度集中在3000到6000米的水深範圍
（>75%的海洋總表面積），應用船載聲納系統以
及衛星雷達測高儀的技術，可以有效地提供大洋地

形的量測，其原理簡述於下。

2.1 船載聲納測量

相較於電磁波（包含可見光、雷達波、雷射

波，微波等等）在水中容易被水體吸收的特性，

聲波（英文acoustic wave, 力學上又稱壓縮波
compressional wave）的能量可以在水中傳遞相
當的距離，因此聲波為各種水下探測最常用的能量

源。聲納系統（英文“sonar”，其實為英文字母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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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字，全文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利用
聲波在發射源與目標物之間的來回走時，來偵測目

標物與發射源的距離，如定點向海床發射音束，其

反射波於6秒後傳回，而聲波在海水中傳遞的速度
約為每秒1500米，考慮波傳時間為聲波來回發射源
與海床兩次路徑的時間，就可以得知測點的海床深

度約為4500米（1500 乘上 6秒除以2）。所以將聲
納系統安裝在船上，可以沿著航行路徑測量海床深

度，建構海域地形。

利用聲納系統測量海域地形，可依音束的設計

而有不同的測量解析度。傳統有單音束測深系統

（single-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測量時
每次向海床發射一個單一音束，其採樣範圍等同測

量船行駛的航跡，而除了受限於航線的密度外，單

音束測深系統解算水深也會因音束的束寬而造成偵

測誤差，誤差值在淺水區從數十公分到數米，於深

水區最大值可達水深的0.5%。自1980年代之後，
水下地形探測多使用多音束測深系統（multi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與單音束測深系統相
比較，多音束測深儀將音束的發射寬度改窄但加強

能量輸出的強弱調整，而最重要的進步是，多音束

測深儀將音束排列成扇狀陣列，每一次的擊發會從

各固定角度同時發射音束，根據各反射音束返回的

時間差以及各返回音束的角度來解算水深，可精

確地求得多點水深，而這些相鄰的水深測值連結

成一個和船行方向垂直的扇形（或稱帶狀）測面

（swath）。當實際於海域施測時，會規劃相鄰航
線的扇形測面部分重疊，除確保量測的全面覆蓋

性，也可依重覆量測地區的數值，檢查所測得水深

值的精確度。

由於多音束測深系統每次擊發都有許多不同角

度的音束資料，且船隻在行駛時會因為波浪的起伏

而使得船體姿態改變，施測時需要有即時記錄船體

位態並整合到水深計算的功能，因此一套完整的多

音束測深系統必須包含4個單元：(1)測深單元；即
管理聲波能量發射，也相關多音束測深儀的音束角

度（beam angle）、帶狀測面角度（swath angle）
與音波頻率等，目前儀器公司會根據儀器使用的水

深範圍來制定不同的規格。(2)定位單元；目前多使
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紀錄船舶即時經緯度資料。(3)船體姿態單

light, radar waves, laser and microwaves) whose energy is 
easily absorbed by water. For this, acoustic wave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energy source for underwater detection. 
Sonar (the acronym of “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 
works to determin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mission source 
and target by measuring the time sound wave travel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Say a sound 
beam is directed toward the seabed and its reflection is picked 
6 seconds later. With the sound wave traveling at 1,500m/s in 
seawater and the time of wave propagation being twice the 
time the wave travels from source to seabed, we determine 
the seabed is approximately 4,500m (1,500m/s x 6s / 2) deep 
at the point of measurement. By installing sonar on board of 
a ship, we are able to measure the depth of seabed along a 
preset course and map out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The measurement resolution varies depending on 
sound beam design when using sonar to survey hydrographic 
features. Traditionally there was the single-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 It measures by emitting a single beam of 
sound toward the seabed for every measurement. Its sampling 
range is equal to the course the survey ship follows. In addition 
the density of course, the single-beam system is limited by 
detection error in depth determination due to the width of 
the sound beam. The error ranges from several dozens of 
centimeters up to several meters in shallow water and can 
be as large as 0.5% of the water depth in deep water. The 
multi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 is the favorite in underwater 
survey after 1980s. Compared to its single-beam counterpart, 
the multibeam sonar has narrower beam width and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output strength is improv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s that the beams are arranged into 
a fan-shaped array in a multibeam sonar. For every pin, the 
sound beams are directed simultaneously in individual angles 
and the water depth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reflected beams and the angle of each reflected 
beam. This allows more accurate depths at multiple points, 
and these adjacent depths are connected to generate a 
fan-shaped (or band-like) swath perpendicular to the ship’s 
heading. When we are out there surveying the waters, 
the course is arranged to have adjacent swathes partially 
overlapped to ensure the complete coverage of survey and 
allow for examination of the water depth accuracy with the 
measurements in the overlapped parts. 

Since the multi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 gathers 
sound beam data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the survey ship 
bobs up and down in the waves as it sail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rd and integrate ship motions in the depth calculation in 
real time. As a result, a complete multibeam sonar sounding 
system must have 4 units: (1) the depth measurement unit: 
this unit is in charge of the management of sound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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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利用船體運動感應器（motion sensor）及電羅
經（gyrocompass）來測量船體隨時間的運動搖晃
狀態，用來修正聲波發射音鼓的位態參數（包括船

頭擺向heading，船體的橫搖角roll、縱搖角pitch、
上下起伏heave、橫擺角yaw等船隻姿態）。(4)系
統整合單元；即中央電腦系統，將上列三項資料彙

整，以施測點船隻經緯度為參考座標，再根據發射

音鼓的位態參數解算各音束的發射角度，最後整編

各音束反射點的位置以及各點相對平均海水面的

深度。

利用聲波探測水深，聲波在水體的傳播速度會

直接影響測量結果。一般來說，水中平均聲速約為

每秒1500米，但其實水中聲速為溫度與深度（壓
力）的函數，目前使用聲速剖面儀（sound velocity 
profiler）來偵測不同水層的水中聲速，用以計算
水深。

利用船載聲納系統偵測水深（如圖一），在儀

器或操作設定良好，施測時天候狀況合宜，以及沒

有特別急遽的地形起伏的狀況下，可以獲得極高精

度的地形測量結果。但船載方法都僅量測船行航線

所及地區，較適合針對特定海域或特定任務來施

測，若要獲得大範圍的海域地形資料，將需要相當

長的測量時間，而測量費用也將累計增加，甚至還

需面對海域主權的問題。

2.2 衛星測高技術

自1978年美國海軍發射測高衛星Seasat（衛
星任務的名稱）之後，根據衛星測高技術所量測的

地球表面海水面的高度變化，已經應用於許多海洋

研究，例如，洋流觀測、漩渦、全球海水面上升監

測、聖嬰現象等等，其中全球海水面上升趨勢已經

成為直接量化全球溫度變化的重要科學數據（如

圖二）。此外，將海水面高度值轉換成海域地形起

伏，也讓人類第一次可以獲得地球表面海域地形的

全貌。近四十年來，衛星軌道的計算以及處理雷達

回訊波形的技術持續改進，讓衛星觀測的精準度大

幅提升，目前衛星軌道的誤差平均值僅有數公分；

而綜合數十年多顆測高衛星的探測資料，測高衛星

對海域地區的資料密度已經達數公里等級，相較於

船載聲納調查，針對大範圍海域的地形測量，測高

衛星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energy, as well as beam angle and swath angle of the sonar. 
Currently the instrument manufacturers establish multiple 
sets of specifications for the depth range of the instrument. 
(2) Positioning unit: for this,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s used mostly to keep a track of the ship’s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 in real time. (3) Ship motion unit: motion sensors and 
gyrocompass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ship’s motions over 
time to compensate for the state parameters of the sound 
wave emission drum (including the ship’s motions of heading, 
rolling, pitching, heaving and yawing). (4) System integration 
unit: namely the central computer; it combines the data from 
the three units above and incorporates the latitudes and 
longitudes of ship at survey points as the reference coordinates. 
The emission angle of individual beam is solved based on the 
state parameters of the emission drum, and finally the position 
of reflection point for each beam and the average depth at 
each point in relation to sea level are determined. 

The propagation speed of sound wave in water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measurements when using sound wave 
to measure water depth. In general, sound wave travels at 
approximately 1,500m/s in water, but in fact the sound speed 
is the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depth (pressure). For this, 
sound velocity profiler is used to detect the sound speed in 
different levels of water and thus determine the water depth. 

The use of shipboard sonar to detect water depth 
(fig. 1) results in highly accurate topographic measurements 
provided that the instrument or operation settings are correct, 
the weather is good at the time of survey, and there is no 
acute topographic change. However, the shipboard method 
works well only as far as the ship’s courses reach. To obtain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 of a large area, it is expected 
to take a lot of time and spend a lot of money, and there is 
always the issue of marine sovereignty. 

2.2 Satellite altimetry
The height changes in the sea surface on Earth measured 

with satellite altimetry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marine 
research projects, such as ocean flow observation, vortices, 
global sea level rising monitoring and El Niño, ever since the 
Seasat (or Seafaring Satellite) was launched by US Navy in 1978 
(fig. 2). Among all scientific studies, the trends of global sea 
level rising are now the important scientific data for the direct 
quantification of global temperature change. In addition, 
the conversion of sea surface heights into the fluctuation of 
hydrographic features allows people to se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of the entire surface of the planet. For 
almost 40 years, the improvements in satellite orbit calculation 
and the techniques to process the returned radar waveforms 
have made an extraordinary progress for the accuracy 
of satellite observation. Today, the error of satellite orbit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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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球海域船載聲納系統的測線分布。紅色色系的線為單音束水深的測線軌跡，而綠色、黃色、橙色為多音束的測線
軌跡，（資料來源為各國提供的測深資料，整理公開於美國大氣海洋局的網站上http://maps.ngdc.noaa.gov/
viewers/bathymetry/），可以發現北半球的測線密度比南半球高。

Figure 1: Global survey line distribution from shipboard sonar systems; the red lines are the survey lines for single-
beam sonar bathymetry, while the green, yellow and orange lines are those for multibeam sonar. (The 
data come from the depth measurements provid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integrated 
into this map made available by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at http://
maps.ngdc.noaa.gov/viewers/bathymetry/). It is clear in this map that the survey lines are much 
denser in the north hemisphere than the south.

圖二： 測高衛星偵測原理圖。（下載自美國大氣海洋局的網站 http://www.ngdc.noaa.gov/mgg/bathymetry/
predicted/explore.HTML#sat_alt ，亦可查詢法國國家太空中心http://www-aviso.cnes.fr）圖上表現在海域地
形高區，海水受地形質量的引力而高度增高。

Figure 2: Principle of altimetry satellite survey (from US NOAA website at http://www.ngdc.noaa.gov/mgg/
bathymetry/predicted/explore.HTML#sat_alt; also available from Centre National d'Études Spatiales 
(CNES) of France at http://www-aviso.cnes.fr). It is shown in the figure that the sea water level is 
higher at the high point of the sea floor due to the gravity of topographic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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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ly a few centimeters in average. With the survey data 
of several altimetry satellites over decades, the hydrographic 
data density generated by these satellites has reached the 
order of kilometers. For the hydrographic survey in large areas, 
the altimetry satellites save a lot of time and manpower as 
opposed to the shipboard sonar surveys. 

The satellite altimetry works in the same basic principle 
which were used in shipboard sonar survey. The onboard radar 
altimeter beams radar pulses to the surface of Earth as the 
satellite orbits around the planet. The pulse energy is reflected 
by the surface and picked up by the altimetry satellite 
antenna. The distance from the satellite and Earth’s surface is 
determined using the time the radar pulses travel to and from 
the surface. This is perfect for measuring the heights of sea 
surface as radar waves bounce off the water surface very well. 
The altimetry satellites usually fly at 700 to more than 1,300km 
above ground for various missions based on the ground track 
density of the flight trajectories, including geodetic missions and 
exact repeat missions. The measurement tracks of a geodetic 
satellite produce a high coverage over ground surface and 
generate greater spatial density in the resulting measur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an exact repeat mission satellite comes 
back to the same orbit at a fixed flight period, and thus 
performs periodical measurements repeatedly. As a result, 
its missions are often planned to establish the measurement 
time series of the observation point. Technically, the repeated 
measurements of the measurement points overlap to eliminate 
the changes of sea surface with season or in short periods, 
and therefore results in the stationary height of sea surface. 
This stationary height is the geopotential surface of a sea area, 
equivalent to the geoid in physics. The lateral changes in the 
geopotential surface reflect the overall material distribution on 
Earth, whereas the fluctuation of ground surface is equivalent 
to the changes in lateral distribution of the outmost materials 
on Earth. With all of these explained, the fluctuation of 
hydrographic features is determined using the changes in the 
sea surface’s stationary heights and then the digital model of 
the entire ocean topography is generate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 trajectories of individual 
altimetry satellites is 80km or larger. However, the flight height of 
altimetry satellites is sometimes changed to alter their orbiting 
speed during the course of mission, and the measurement 
trajectory interval is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the Geosat satellite, launched on Mar 12 1985 by US Navy, flew 
at 800km or so above ground and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geodetic missions. During the service for its mission, the flight 
trajectory accumulated up to 200 million kilometers with a 4km 
interval between ground tracks in average. In total Geosat 
took 270 million measurements over the oceans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at that time the longest continuous observation 

衛星測高的原理與船載聲納系統測量水深的

基本原理相同，衛星飛行時雷達測高儀（ radar 
altimeter）沿路徑持續向地球表面發射雷達脈衝，
脈衝能量在地球表面反射後由測高衛星的天線接

收，由訊號的來回走時求得衛星至地球表面的距

離，因水對雷達波的反射性良好，這種方法特別適

用於測量海水面高度。測高衛星的飛行高度在離地

表700到1300多公里之間，依其飛行軌道之地面軌
跡（ground track）密度，規劃分為飛行軌道無重
複大地任務衛星（geodetic mission）與重覆軌道
任務衛星（exact repeat mission）；大地任務衛星
的測量軌跡對地表有高覆蓋率，所得之測量值有較

高的空間密度，而重複軌道任務衛星於固定的飛行

週期會回到的重複的飛行軌跡軌道上，對同一定點

有週期性的重複測量，故重複軌道衛星的任務規劃

在建立觀測點的測量時間序列，技術上疊加量測點

的重複量測值，可以消除海水面隨不同季節或短週

期的變化，進而得到海水面的靜態高度（stationary 
height），此靜態高度即為海域地區的重力等位
面，在物理上等同於大地水準面（geoid）。重力等
位面的側向變化值反應地球整體物質的分布，而地

表的地形起伏相當於地球最外層的物質側向分布變

化，因此可以由海水面靜態高度的變化量來推算海

域地形起伏，以獲得海洋的整體地形數值模型。

各別測高衛星的軌跡間距（此指地面軌跡在赤

道面上的距離）在80公里左右或更長，不過測高
衛星在其整體任務期間，有時會調整其飛行高度而

改變其繞行地球的速度，也同時改變其測量軌跡間

距，譬如Geosat衛星為1985年3月12日由美國海軍
發射，飛行高度約為800公里，其原始規劃為大地
任務衛星，在任務執行期間，其飛行軌跡總長度為

2億公里長，地面軌跡之平均間距為4公里，共獲得
全球海洋上2.7億個測量值，為當時最長的連續全球
海面高度觀測資料，其高密度的海洋數據大幅度地

改進地球重力場與大地水準面的精度。Geosat衛星
的大地任務於1986年9月30日結束後，衛星調整至
固定軌道，開始執行重複軌道任務，其重複軌跡週

期為17天，一直到1990年1月因衛星的電力系統完
全衰竭而終止其所有任務。

Geosat測高衛星之後，美國以及歐洲太空總
署持續發展測高衛星的各項技術，發射了G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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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or global sea surface heights. The extremely dense 
ocean data taken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accuracy of the gravity field and geoid of the planet.  As its 
geodetic missions came to an end on Sep 30 1986, the Geosat 
moved to a fixed orbit and started a new set of exact repeat 
missions with a repeated trajectory period of 17 days. All of 
these missions were terminated as the satellite’s power system 
was exhausted in Jan 1990. 

NASA and European Space Agency continued their 
effor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for altimetry 
satellites after the Geosat. More of these satellites were 
launched, including the GFO, ERS, Topex/ Poseidon, Jason 
series, Envisat, CryoSat series and Atika.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se satellites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studies of global 
climates and marine science in recent years. By funding the 
development or simply developing their own, China and India 
joined the satellite observation of oceans as they launched 
HY-2 (HY stands for HaiYang, or ocean in Chinese) and Saral 
satellites in 2011 and 2013, respectively, with radar altimeter 
payload. For more details of altimetry satellites, please visit 
the altimetry satellite webpage of CNES at http://www.aviso.
altimetry.fr/en/home.html or http://ctoh.legos.obs-mip.fr/.

2.3 Coastal bathymetry
The technology limitation for both the shipboard sonar 

survey and the satellite altimetry mentioned above is that 
they are not so accurate in shallow water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and, the areas with water depth 
less than 20m cover less than 3% of the entire oceans. When 
the need for accurate hydrographic data of coastal waters 
comes up, coastal lidar (http://coast.noaa.gov/digitalcoast/
data/coastallidar) or satellite optical image are introduced to 
identify and provide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at the shallow 
coastal waters. However, lidar requires an army of staff to 
operat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ccurately the optical 
coefficients of bottom materials at shallow waters when using 
optical imaging to determine water depths. We are still working 
on how to improve the bathymetric techniques for shallow 
waters. 

III.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base
As mentioned above, when it comes to hydrographic 

feature survey,  the sh ipboard sonar provides better 
spatial density, and the altimetry satellite provides large 
area measurements of the ocean. At present, there are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bases that combine the survey 
data from the both, and they are available for public access. 
Also, thanks to the supports of Taiwan’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cean Data Bank collects more than 40 years 
of hydrographic survey results of Taiwan and all of the data are 
available for access upon request. The following sections are 

ERS、Topex/ Poseidon、Jason系列、Envisat、
CryoSat系列、Atika等測高衛星，這些衛星資料對
於近代全球氣候以及海洋科學研究有非常顯著的貢

獻；而中國大陸以及印度也出資或自行研發，分

別於2011年以及2013年發射HY-2（“HaiYang”
中文“海洋”）以及Saral有酬載雷達測高儀的衛
星，加入衛星觀測海洋的行列。相關測高衛星的詳

細資料，請參考測高衛星的法國太空總署官方網站 
http://www.aviso.altimetry.fr/en/home.html或http://
ctoh.legos.obs-mip.fr/。

2.3 近岸水深測量

上述船載聲納測量以及衛星測高技術應用於淺

水區，測量精度都不高，為兩者技術的共同缺陷；

根據現有之資訊，水深低於20米的地區約佔海域整
體面積不到3%，當需要近岸精密水深地形資料時，
通常以光達探測 （coastal lidar, http://coast.noaa.
gov/digitalcoast/data/coastallidar ） 或衛星光學影
像（optical image）辨識，來補充沿岸淺水地區的
地形。不過光達探測在施測時需要相當的人力，而

光學影像解算水深時並無法精準掌握淺水區底質的

光學係數，目前淺水區的水深測量技術都還在加強

開發中。

三、海域地形資料庫

如前所言，對於探勘海域地形，船載聲納系統

探測可以有較佳的空間密度，而測高衛星可以提供

整個大洋大範圍的量測值，目前國際上已經有結合

兩者探測資料的海域地形資料庫，公開供所有民眾

下載使用；另在臺灣科技部的支持之下，海洋學門

資料庫（Ocean Data Bank）也整編臺灣近四十多
年來的海域探測成果，資料都已經公開可申請使

用。下面章節將介紹目前國際上重要的海域地形資

料庫以及臺灣海洋學門資料庫，提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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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地形數位模型 - ETOPO, Global Relief 
Model 

ETOPO全球地形數位模型是由美國海洋暨
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 ion, NOAA）之下的國家地球物理
資料中心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NGDC）整編許多全球性與區域性的數據所建立
的，該中心於1988年發表網格間距為5弧分的全球
網格地形數位資料庫（ETOPO5），其數據來自全
球與區域性調查的數位資料，套入相同的水平與高

程基準面（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WGS 84
海平面），為當時最完整的全球地形數位資料。之

後再以此為基礎，合併其它資料庫，並加入新的船

測、衛星資料，以及陸上湖泊與近岸地區的量測

值，持續更新全球地形數位資料庫的空間解析度，

目前最新版本ETOPO1於2009年正式發布，其網格
間距為1弧分，包含冰面（南極與格陵蘭大冰原頂
部） 與岩床（大冰原底盤）兩個版本，資料範圍涵
蓋全球，可供下載的資料有數位檔（netCDF, g98, 
binary float）、圖形檔（tiff），以及文字資料檔
（ASCII）等各種方便公眾使用的格式。ETOPO1
的官方網站為http://www.ngdc.noaa.gov/mgg/
global/global.html。

3.2 通用大洋水深圖 - G E B C O , G e n e r a 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

通用大洋水深圖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的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Intergov-
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與
國際航道測量組織（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所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聯合編纂
的海域水深資料庫，該組織正式成立於1903年，
其目標在提供可信賴、公開的全球大洋水深資訊。

資料庫的原始資料是由全球的海域量測專家與團隊

自願提供，再經過GEBCO委員會與工作團隊的後
製處理，製作出一系列可供下載的海域量測資訊

與相關產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網格海域量測數

據 （gridded bathymetry data），目前公開的最新
版本為2014年發表的全球地形模型GEBCO 2014 
Grid，網格間距為30弧秒，該資料庫同時提供原
始船測資料的空間分布資訊GEBCO_2014 Source 
Identifier（SID）Grid，可識別哪些資料格點有實際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of major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bases and Taiwan’s Ocean Data Bank. 

3.1 ETOPO, Global Relief Model 
ETOPO is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NGDC) of NOAA with a massive collec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data. NGDC published ETOPO5, a 5 arc-minute 
global grid topographic database, in 1988. Its data came 
from the digital data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urveys with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same level and elevation datum surfaces 
(World Geodetic System 1984, WGS 84 sea level). It provided 
the most complete digital global topographic data at that 
time. Based on this, it was later combined with other databases 
and added with new shipboard and satellite measurements 
as well as measurements of lakes on land and coastal areas 
for continuous updates of the spatial resolutions of global 
digital topographic databases. The latest version, ETOPO1, 
was released in 2009 at 1 arc minute. There are two versions, 
the ice sheet (Antarctica and top of Greenland Glacier) and 
bedrock (the bottom of glacier). The data cover the entire 
planet. The downloadable data are in digital file (netCDF, g98, 
binary float), graphic file (tiff) and text file (ASCII) that are easy 
for public access.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ETOPO1 is http://www.
ngdc.noaa.gov/mgg/global/global.html.

3.2 Gener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s (GEBCO)
The Gener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 GEBCO, 

is the bathymetry database developed by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established by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 ic  Commiss ion  ( IOC)  of  UNESCO and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 in 1903. This NPO 
was established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public bathymetric 
data of the oceans. The original data of this database was 
provided voluntarily by bathymetry specialists and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post-production of GEBCO 
committee and working group, a series of downloadable 
bathymetric data and products were produc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gridded bathymetry data. The latest 
version available currently is the GEBCO 2014 Grid, a global 
topographic model published in 2014 with a grid interval of 
30 arc seconds. This database provid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of the raw shipboard measurement data through 
GEBCO_2014 Source Identifier (SID) Grid, which identifies which 
data grids are based on the actual depth values or come from 
spatial interpolation. In addition, the database also provides 
grid display software and a number of digital publications, 
such as GEBCO Digital Atlas, Undersea feature names, GEBCO 
world map, IHO-IOC GEBCO Cook Book, History of GEBCO and 
various atlases. The GEBCO’s official website is http://www.
gebc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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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值為基礎，或是來自空間內插。除此之外，該

資料庫還提供相關的網格展示軟體 （Grid display 
software），以及多種數位出版品，如GEBCO數
位地圖集 （GEBCO Digital Atlas）、水下地名詞
典 （Undersea feature names）、GEBCO世界
地圖 （GEBCO world map）、海洋量測技術手
冊 （IHO-IOC GEBCO Cook Book）、GEBCO的
歷史（History of GEBCO），以及相關圖集等。
GEBCO的官方網站為http://www.gebco.net/。

3.3 太空梭雷達地形資料  -  SRTM_PLUS,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 
seafloor relief

太空梭雷達地形任務（SRTM）是利用美國
太空梭奮進號（Endeavour）於2000年2月進行
的任務，奮進號上酬載了雙雷達系統（C-波段的
影像雷達以及X-波段的合成孔徑雷達），利用差
分干涉技術（interferometry）對全球中低緯度的
地區－北緯60度至南緯56度之間－進行高解析度
的陸域高程量測。而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cripps海
洋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將太空梭雷達所得之陸域高程

資料，結合沿岸與洋脊的多音束船測資料以及衛

星測高估算等不同來源的海域地形資料，於2009
年對外發布聯合海陸地形的資料庫，稱為SRTM_
PLUS。其中，陸域部分除了太空梭雷達地形任務
所產生的SRTM30格點化地形高程數位模型（平均
空間解析度約1公里）外，在任務無法涵蓋的高緯
度地區則以美國地質調查所發布的30弧秒格點距
的陸域高程資料（GTOPO30，https://lta.cr.usgs.
gov/GTOPO30），而海域高緯度部分（緯度正負
81度間）則以衛星測高（主要衛星為CyroSat-2和
Jason-1），再加上高解析度的船測數據而成，北
極地區的地形數據則取自Internation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Arctic Oceans （IBCAO），目前資
料的網格間距為1弧分，今年有更新模型SRTM15_
PLUS V.1 和SRTM30_PLUS V.11兩個版本，都
可以從其官方網站下載使用。（http://topex.ucsd.
edu/WWW_html/srtm30_plus.html）

3.3 SRTM_PLUS,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 
seafloor relief

The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SRTM) is a mission 
performed by the US space shuttle, the Endeavour, in Feb 
2000. The Endeavor had a payload of duo radar system (a 
C-band imaging radar and X-b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that performed high-resolution land elevation survey on the 
medium and low latitude areas – between 60°N and 56°S – 
of the Earth using interferometry. A research team of SCRIPPS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ombined the land elevations obtained by the shuttle radar 
with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cluding the multibeam shipboard measurements at coastal 
areas and ocean ridges and satellite altimetry data. 2009, the 
team published the SRTM_PLUS, a database incorporated with 
land and ocean topographies. In this database, the land part 
contains the SRTM30 gridded topographic elevation model 
generated from the shuttle radar mission (with spatial resolution 
of 1km in average) in addition to the 30 arc-minute land 
elevation data published by US Geological Survey (GTOPO30, 
https://lta.cr.usgs.gov/GTOPO30) for high latitudes where the 
shuttle mission did not cover. For high latitude oceans (between 
±81° latitude), the altimetry data from satellites (CyroSat-2 and 
Jason-1 mostly) are incorporated with high-resolution shipboard 
data. For the Arctic Circle, the topographic data com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Arctic Oceans 
(IBCAO). Currently the data grids are in 1 arc minute intervals. 
This year there are two updated models published, SRTM15_
PLUS V.1 and SRTM30_PLUS V.11, both available from http://
topex.ucsd.edu/WWW_html/srtm30_pl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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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Ocean Data Bank (ODB), MOST 
The Ocean Data Bank (ODB) is operated by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s a projected 
sourced by Ministry of Science of Technology (formerl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o establish in 1987. It is designed to 
collect the survey data gather by the survey ships of Taiwan 
and provide systematic analysis, summary and display of 
oceanographic research results over the years for the search 
and provision of data needed by ocean-relat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he data available covers hydrology, 
ocean currents, bathymetry and seismic prospecting (fig. 3). 
The data related to hydrographic features are those gathered 
using shipboard depth sounders. They came from the 
shipboard multibeam bathymetric surveys of the voyages of 
the Ocean Research 1, (OR1), OR2 and OR3, side-scanning 
sonar profiles and the results from multibeam bathymetry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voyages (including the R/V 
Moana Wave, MW9005, in 1990, R/V Maurice Ewing, EW9509, 
in 1995 and R/V L’Atalante, ACT, in 1996). These data are 
distributed across the waters within 200nm off the coasts of 
Taiwan and sorted into digital hydrographic models with grid 

3.4 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  -  MOST ODB, 
Ocean Data Bank

由科技部（原國科會）於1987年委由國立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建立及運作的海洋學門資料

庫，主要任務是彙整國內各研究船之探測資料，並

將歷年的海洋研究成果系統性地分析、整理與展

示，以支援全國各界海洋研究所需之資料查詢與提

供，項目包括有水文、海流、水深、震測等（如

圖三）。其中與海域地形相關的是船載測深儀的

資料，主要資料來源為國內海洋研究船海研一號

（Ocean Research 1, OR1）、海研二號（OR2）
和海研三號（OR3）各航次的船測單音束水深資
料，沿測線魚探聲納儀影像剖面資料，以及數個國

際合作計畫航次的多音束測深結果（包含1990年
R/V Moana Wave, MW9005、1995年R/V Maurice 
Ewing, EW9509、1996年 R/V L’Atalante, ACT等
航次），其資料範圍多集中在臺灣離岸二百浬以內

圖三：臺灣海洋學門資料庫的水深資料測線分布。
Figure 3: Bathymetric survey line distribution, 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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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s of 200m (the smaller grid interval is selected for greater 
coastal data density), 500m and 1000m. These are the best 
hydrographic featu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Taiwan. They 
indicate some of the important mass topographic features, 
including tectonic activities in Taiwan such as subduction and 
arc-continent collision, and made available for public access. 
Readers may visit ODB at http://www.odb.ntu.edu.tw/ or 
refer to the “Ocean data bank of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5-2010 data report.”

3.5 Comparison of digital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all four databases mentioned 

above is shown in Table 1. The data of these databases often 
come from more than just one source. Particularly, each 
of these databases contains different areas of shipboard 
bathymetry.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vals of spatial 
grids, difference exists from database to database in certain 
regions as there is not a unified regional bathymetry. 

Let’s look at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surrounding 
Taiwan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fig. 4), which is plotted 
using the four databases of different resolution above. The grid 

海域，整編成200米（近岸處資料密度較高，以較
小網格間距呈現）、500米及1000米網格間距的海
域數值地形模型，為現今臺灣地區的最佳海域地形

數位資訊，該資料數據揭示若干重要的塊體地形特

徵，包括臺灣隱沒、弧陸碰撞等活動板塊過程，可

提供各界參考及應用。海洋學門資料庫的官方網站

為http://www.odb.ntu.edu.tw/，或參考《國科會海
洋學門資料庫1985-2010年海洋資料圖集報告》。

3.5 海域數位地形資料比較

以上四種資料庫的基本資訊，整理於表一。由

於各資料庫通常都不只有單一的探測資料來源，特

別是不同的資料庫所包含的船載水深測量的區域性

不同，因此除了空間格點化的間距不同外，在局部

地區不同資料庫會因有無整編區域水深測量而有

差異。

以臺灣周圍海域地形為例（如圖四），我

圖四：不同資料庫所呈現的臺灣海域地形。
Figure 4: Hydrographic features of Taiwan with different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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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s are 1 arc minute (approximately 1.8km) for ETOPO1, 
30 arc seconds (approximately 0.9km) for GEBCO_08, 30 arc 
seconds for SRTM30_PLUS, and 500m (200m off the coasts) 
for ODB. Overall, the smaller the grid interval is, the better 
topographic resolution is for the topographic model. When 
placing GEBCO_08 and SRTM30_PLUS, both with the same grid 
interval, side by side for a comparison, the performance is 
better at the waters around Taiwan for the latter. In the yellow 
circles indicated in the figure, both ETOPO1 and GEBCO_08 
models provide the general ups and downs of the topography 
at the seabed, whereas the SRTM_30Plus and OBD models 
clearly show there are several deep water channels at the 
seabed, indicating the paths along which the ocean sediment 
travels as well as the deep water topography created during 
geological processes. 

Let’s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of South China Sea using 
ETOPO1, GEBCO_08 and SRTM30_PLUS (fig. 5).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ce in resolutions in these three databases originated 
from grid sizes (as shown in the yellow circles),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are different in some place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data source (as shown in the red circles). 

們使用以上4種不同解析度的資料庫來繪製，網
格間距分別為ETOPO1 - 1弧分（約1.8公里）、
GEBCO_08 - 30弧秒（約0.9公里）、SRTM30_
PLUS - 30弧秒，以及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 - 500
米（近海處提升至200米）。整體而言，網格間距
越小的數位地形模型有比較好的地形解析度，而比

較相同網格間距的GEBCO_08和SRTM30_PLUS
數值資料模型時，後者在臺灣周圍海域的表現比前

者要好。在圖中黃圈處圍起來的區域，ETOPO1、
GEBCO_08兩個數值資料模型只能見到海底地形的
大致起伏，但SRTM_30Plus以及海洋學門資料庫的
模型卻可以顯示本區存在數條深海河道，清楚地展

示臺灣周邊海域沉積物輸送的路徑，以及各種地質

過程所造成的深海地形。

另外以ETOPO1、GEBCO_08、SRTM30_
PLUS三種數值資料模型，來比對整個南海地區的
海域地形（如圖五），三個資料庫除了有來自網格

大小引起的解析度差異（黃圈處），也有因為資料

來源不同而具有的不同海域地形特徵（紅圈處）。

圖五：不同資料庫所呈現的南海海域地形。
Figure 5: South China Sea hydrographic features of different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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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Database GEBCO ETOPO SRTM MOST_ODB

全名
Full name

General Bathymetric Chart of 
the Oceans

ETOPO 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

臺灣海域數值地形模型
Ocean Data Bank, Taiwan

成立主旨
Purpose

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共同調查
洋盆的數位化地圖
Survey for digital map for 
ocean basin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提供全球的地表高程，最新的
版本（ETOPO1）在南極洲與
格陵蘭更提供了2種模型：冰
面高程與岩盤高程
To provide the latest ground 
surface elevations; the latest 
version ETOPO1 provides 2 
models, ice sheet elevation 
and bedrock elevation, for 
Antarctica and Greenland

奮進號（Endeavour）太空梭
的合成孔徑雷達進行的高解
析度的高程量測。2009年，
Scripps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團
隊結合了SRTM與其他來源的
資料，發布SRTM_PLUS供全
球性使用
High resolution elevation 
surveys performed by the 
Endeavour using onboar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2009, a research team 
of Scripps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UC San 
Diego combined the data 
from SRTM and other sources 
and came up with the SRTM_
PLUS for global access

利用我國海洋研究新調查的數
據，提供高解析度的臺灣周圍
海底地形資料
To provide the seafloor 
topography surrounding 
Taiwan using the latest 
survey data of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NTU

資料管理之
單位
Data 

management

國際水文組織（or國際航道測
量組織）（IHO）以及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下的
跨政府海洋委員會（IOC）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 
and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 under UNESCO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以及美國國家空間
情報局（NGA）
NASA and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 (NGA)

科技部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整編之單位
Operated by

英國海洋數據中心（BODC）
British Oceanographic Data 
Centre (BODC)

美國國家地球物理資料中心
（NDGC）
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NDGC)

SRTM：噴射推進實驗室
（JPL）
SRTM_PLUS：
Scripps海洋研究所
SRTM:
Jet Propulsion Lab (JPL)
SRTM_PLUS:
Scripps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海洋
學門資料庫（ODB）
Ocean Data Bank (ODB),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NTU

釋出日期
Release date

2003年 – GEBCO
2009年1月 – GEBCO_08
2003 – GEBCO
Jan 2009 – GEBCO_08

1998年 – ETOPO5
2001年 – ETOPO2
2008年8月 – ETOPO1
（冰面、岩床）
1998 – ETOPO5
2001 – ETOPO2
Aug 2008 – ETOPO1 (ice 
sheet, bedrock)

2012年10月 – SRTM
2009年 – SRTM30_PLUS
2014年11月 – SRTM15_PLUS
Oct 2012 – SRTM
2009 – SRTM30_PLUS
Nov 2014 – SRTM15_PLUS

1998年12月 – Taidp 500m
2013年4月 – Taidp 200m
Dec 1998 – Taidp 500m
April 2013 – Taidp 200m

數位資料版本
Digital data 

version

2014年12月 – GEBCO_2014 
（GEBCO_08的更新版）
Dec 2014 – GEBCO_2014 
(update of GEBCO_08)

2004年2月 – ETOPO5
2006年6月 – ETOPO2v2 
（ETOPO2的更新版）
Feb 2004 – ETOPO5
Jun 2006 – ETOPO2v2 
(update of ETOPO2)

2014年9月 – SRTM 1 Arc-
Second Global （SRTM的更
新版）
2014年11月 – SRTM30_PLUS
Sep 2014 – SRTM 1 Arc-
Second Global (update of 
SRTM)
Nov 2014 – SRTM30_PLUS

無
None

表一：各資料庫規格
Table 1: Comparison of data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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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Database GEBCO ETOPO SRTM MOST_ODB

解析度
（網格大小）

Resolution (grid 
size)

GEBCO：1弧分
GEBCO_2014：30弧秒
GEBCO: 1 arc minute
GEBCO_2014: 30 arc seconds

ETOPO5：5弧分
ETOPO2v2：2弧分
ETOPO1：1弧分
ETOPO5: 5 arc minutes
ETOPO2v2: 2 arc minutes
ETOPO1: 1 arc minute

SRTM 1 弧秒 Global：1弧秒
SRTM30_PLUS：30弧秒
SRTM15_PLUS：15弧秒
SRTM 1 arc second Global: 1 
arc second
SRTM30_PLUS: 30 arc seconds
SRTM15_PLUS: 15 arc seconds

Taidp 500m：500公尺 （約
16.5弧秒）
Taidp 200m：7.2弧秒 
Taidp 500m: 500m
(≈ 16.5 arc seconds)
Taidp 200m: 7.2 arc seconds

涵蓋範圍
Coverage

全球海陸數位地形模型
Global digital topographic 
model of land and ocean

全球海陸數位地形模型
Global digital topographic 
model of land and ocean

SRTM：在北緯60度與南緯56
度之間的所有陸域
SRTM_PLUS：全球海陸數位
地形模型
SRTM: all lands between 60N 
and 56S
SRTM_PLUS: global digital 
topographic model of land 
and ocean

Taidp 500m：
117-125E、18-27N
Taidp 200m：
119-123E、21-26N

大地座標系統
WGS

水平： WGS84
垂直：海平面
Horizontal: WGS84
Vertical: sea level

水平：WGS84
垂直：海平面
Horizontal: WGS84
Vertical: sea level

水平：WGS84
垂直：EGM96
Horizontal: WGS84
Vertical: EGM96

水平：WGS84
垂直：海平面
Horizontal: WGS84
Vertical: sea level

資料來源
Data source

[以GEBCO_2014為例]
陸域資料：
非極區 – SRTM30 ver 2.0
北極（64N以上） – IBCAO內
的GMTED2010
南極（60S以上） – IBCSO內
的Bedmap2
海域資料：
共18筆從各國際團隊彙整的
洋盆地形資料（包括極區的
IBCAO與IBCSO資料）
[With GEBCO_2014 as the 
example]
Land data: 
Non-polar regions – SRTM30 
ver 2.0
Arctic (64N and above) –
GMTED2010 in IBCAO
Antarctic (60S and above) – 
Bedmap2 in IBCSO
Sea data:
18 pieces of ocean basin 
topography data coll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s (including IBCAO and 
IBCSO data of polar regions)

[以ETOPO1為例]
非極區陸域資料 – SRTM30
（大部分）
北極陸域（冰面）資料 – 
GLOBE
南極冰面資料 – Antarctica 
RAMP
非極區海域資料 – GEBCO
北極海域資料 – IBCAO
格陵蘭基盤（or岩床）資料 – 
Greenland NSIDC
南極基盤（or岩床）資料另外
還有7筆區域性的其他來源
[With ETOPO1 as the 
example]
Land data, non-polar regions 
– SRTM30 (the majority)
Arctic land (ice sheet) data – 
GLOBE
Antarctic ice sheet data,– 
Antarctica RAMP
Sea data, non-polar regions – 
GEBCO
Arctic sea data – IBCAO
Greenland base (or bedrock) 
data – Greenland NSIDC
Antarctic base (or bedrock) 
data also consist of data from 
7 other regional sources.

SRTM：
奮進號調查之數據
SRTM_PLUS：
陸域，中低緯度 – SRTM
陸域，高緯度 – GTOPO30
海域 – 4筆資料來源
極區海域 – IBCAO
SRTM: 
Data from the Endeavor 
surveys
SRTM_PLUS: 
Land, medium and low 
latitudes – SRTM
Land, high latitudes – 
GTOPO30
Sea – 4 data sources
Polar seas – IBCAO

[以Taidp 500m為例]
海域資料 – 近年測繪之數據
陸域資料 – ETOPO, GTOPO, 
MEST
[With Taidp 500m as the 
example]
Sea data – survey data of 
recent years
Land data – ETOPO, GTOPO, 
MEST

網站
Website

http://www.gebco.net/ http://www.ngdc.noaa.gov/
mgg/global/global.html

SRTM:
http://www2.jpl.nasa.gov/
srtm/
SRTM_PLUS:
http://topex.ucsd.edu/WWW_
html/srtm30_plus.html

http://www.odb.ntu.edu.tw/
bathy/?page_i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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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土資源監測，結語

近年來，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海域資源開發和

海洋國土界定。與幾百年前大航海時代相較，目前

人類對海洋的認識已經擴大到整個地球的氣圈、水

圈、固體地球之間的交互作用，可以大致解釋地球

最外層與海洋直接相關，或間接被海洋影響的物理

與化學過程；然而與大航海時代相同，目前海域地

形的測量精度以及空間解析度，還是不足以配合人

類對海洋各項探勘活動或研究的要求，雖然藉由測

高衛星技術的發展，人類獲得了海域整體的地形模

型，但是短時間之內，人類還是需要船載聲納測

量來取得高空間解析度的海域地形資料。目前國際

間，甚至同一國家不同單位之間的船測資料的流通

程度有限，有些國家甚至視船測海域地形資料為國

防機密，不過公開的測高衛星的資料已經顯示海域

地形的主要起伏特徵，海域地形就某種程度而言已

不再神祕，而如能整併各單位個別的船測資料成海

域地形數值資料庫，除了對於海域救災，以及科學

研究有直接且即時的價值，對於海域國土管理以及

航行的安全，將可以有更實際的規劃藍圖。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副教授）

IV. Homeland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conclusions
The world is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definition of ocean territories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recent 
years. The mankind’s knowledge about the oceans has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ir sphere, 
water sphere and the solid planet itself as opposed to the era 
of great voyage hundreds years ago. This provides a general 
idea o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cesses as how the 
outermost layer of the Earth i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oceans or 
influenced by the oceans indirectly. However, similar to the era 
of great voyage, the survey accuracy and spatial resolution of 
current hydrographic features are still not up to the standard 
for our ocean explorations or research. Despite the tools 
we have as powerful as altimetry satellites that gave us the 
overall topographic models of the ocean, shipboard sonar 
survey is still required for hydrographic data of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t present, the exchange 
of shipboard survey data is limited between countries or even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Some governments 
even consider their shipboard survey hydrographic feature 
data as national defense secr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ltimetry satellite data that are already made available are 
enough to show the primary features in ocean topography. In 
a sense, the hydrographic features are no longer mysterious.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integrate the shipboard survey data of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and establish a hydrographic feature 
digital model, it will be of direct and real-time value for marine 
disaster rescu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well as helpful for 
the planning of a more realistic blueprint for sea territory 
management and navigation safety. 

(The author is currently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陸礁層」一詞，英文為

continental shelf，指從海岸線向海延伸

到大陸坡為止的一段比較平坦的海底區

域，所以其實與「礁層」無關。該詞日文

為「大陸棚」，中國大陸稱「大陸架」或

「大陸棚」。

臺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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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案例故事

志豪撥了電話來猶豫了幾秒才說出「我不知該

找律師還是婚姻顧問⋯」，因為這一年來與太太阿

娟的關係愈來愈冷淡，兩人講話總多不過三句就開

始陷入爭吵或冷言冷語。事實上志豪與阿娟是大學

同學，畢業後交往了快二年就結婚，當初阿娟因為

爸媽管的嚴，讓她覺得能脫離爸媽跟志豪一起共組

家庭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志豪也因為父親已經去

世，認為多個人可以幫忙照顧媽媽，讓他也覺得比

較放心，即便當時有朋友開玩笑說「恭喜你走進愛

情的墳墓⋯」她也不以為意，但自從女兒一歲後，

阿娟為了家計開始請婆婆幫忙看孩子自己投入工

作，每天也都忙到很晚，而志豪的巡防工作原本就

無法正常週休，這一年來他更因為工作能力強被晉

升為所長，每天為了工作費盡心力，經常回家後也

累到只想好好補眠，連小倆口能夠在一起相處的時

間也少之又少，更別說阿娟找他聊天或抱怨關於婆

婆的點點滴滴，他也只能安慰她「不要想這麼多⋯

或忍一下就好了⋯」，但也因為這樣阿娟好像開始

選擇沈默或是指責他的不是，讓他也覺得心煩甚至

是刻意忽略。

但最近幾個月他更發現阿娟好像經常下班晚

歸，或是常藉口要跟同事或姊妹淘出去吃飯，甚至

有時都比他還晚回家，那天忍不住質問她是不是外

面有了第三者？她還氣憤的回答自己「你有妄想

症⋯想太多」，看著三歲的女兒他也不知該如何是

好，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日子讓他覺得難熬及焦

慮，也讓他出現是不是要提離婚的念頭？但他也知

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因此他才想要與心

理諮詢顧問討論看看他還能做些甚麼⋯

EAP放大鏡 

『一對夫妻、兩份工作，還有更多忙不完的生

活瑣事⋯』似乎成為現代雙薪家庭的生活常態，而

未婚的兩個人從原有單純的兒女角色，因相識熱戀

到互許終生進入婚姻關係後，不經意間“衍生”出

許多的身分角色，包括：先生＆太太；媳婦＆女

婿；父親＆母親⋯包括在同一屋簷下的妯娌、叔

伯；另一方面，當工作的責任與現實生活帶來的壓

力，取代甜蜜浪漫的兩人世界後，許多夫妻也開始

將重心各自放在忙碌煩瑣的工作或生活上，長期下

來似乎也都『處理』得很好。但漸漸地好像失去了

彼此之間的歡笑、互動、乃至是親密的接觸，時間

一久還會出現錯覺，認為這就是大部分婚後夫妻的

「正常」生活方式，沒有了浪漫也失去了熱情，取

而代之的是一種公式化的關係，就如同手機廣告中

的場景－人在枕邊，但心卻距離遙遠，還是很難體

會嗎？那請先試著回答下面的提問就更能理解前面

所說的。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協助方案（EAP）

文文｜鉅鉅鉅微微微微管管管管理理理理顧顧問問問股股股份份份份有有有限限限公公公司司司

員

「心理諮詢」案例之

別 讓婚姻成為愛情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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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了嗎？是的，你會驚覺好像很多題都會

讓你陷入沉思，但如果你接著要說的是「都老夫老

妻了⋯」，那恐怕您的婚姻危機指數就更要破表

了。事實上這些問題並無標準答案也無關對錯，

但關鍵是如果雙方對現況不滿意，或者期望有更多

正面的答案，也許這就是我們仍須努力的方向。再

者，很多時候我們對於另一半的需求或想法，都會

認為他／她應該要知道或他／她應該主動告訴我，

但事實是這個“應該”會發生嗎？我想多數過來人

也很清楚那是理想但很難展現在每一對婚姻關係中。

除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還要探討的

是「事出必有因」，現實生活中你一定也看到過身

邊的案例是，夫妻即使在高壓力的繁忙工作與生活

下，仍然可以維持健康且親密的婚姻生活，但怎麼

做到的呢？除了志豪與阿娟需要知道，其實我們也

都可以將這些方法運用自己的婚姻關係上。

EAP小幫手 

接案的個案管理師從志豪的敘述中，協助他檢

視一路以來夫妻兩人的互動模式，讓他看到兩人的

關係似乎是在長期缺乏溝通與良性互動下，所出

現的期待落差與裂痕，包括志豪婚後對於阿娟心

理需求的忽視，加以兩人對彼此關係經營上的想像

多於實際溝通，這似乎也是必須探究的阻礙之一。

其實人際間的關係維繫是一件有趣又微妙的過程，

更像一本又一本的存摺，與父親或母親間、跟先生

或子女間，因此會有存款（做了雙方都開心愉快的

事），也會有提款（做了任一方不開心的事），請

留意這裡提及的關鍵，存款－雙方都開心愉快的感

覺。提款－任一方不開心的感覺，所以有時候我們

會自以為做了對的事－無意義的安慰、試圖給解決

建議，但很可能對方卻不這麼認為時，反而成為關

係的負向提款行為，而自己卻不自知，因此在會談

過程中，諮詢顧問也提供了志豪幾個可以嘗試的建

議或提醒，包括：

一、 包容彼此的差異，自問「因為愛對方，所
以我願意…」

不同生活背景與教養過程的兩個人，即代表著

兩個價值觀、生活習慣、認知想法都存在差異的個

體，而這差異是累積二、三十年來的結果，如果

婚前你心裡存在著「對方愛我，所以一定會因為

我的要求而改變」的想法，恐怕這將是婚後最大的

挫折來源，因為事實是他／她不會為我改變擠牙膏

的習慣，也不會為我改變愛買東西的行為，更不會

因為我而變得喜歡做家事。比較接近的事實有可能

是，我因為體貼我的另一伴而願意幫忙做點家事，

雖然有時還是會忘記；我因為愛我的家人而願意戒

掉香菸，雖然有時還是會忍不住；我因為在乎我們

關係，所以我願意去幫她面對爸媽的責難，雖然無

法每次都成功。也因此夫妻之間的想法認知、生活

習慣或行為存在差異是必然，而且這也是你眼中理

想對象的他／她的一部分，與其試圖要求改變，不

如告訴對方「因為你所做的這些努力讓我覺得很開

心、高興或感激⋯」，相信背後的動力會有不一

樣的變化。

□你多常對另一伴表示關心？	 □你多常聽到對方的笑話呢？

□你多常讚美對方呢？	 □你多常在別人面前抱怨你的另一伴？

□你能夠與你配偶享受性生活？	 □你多常與另一伴共享歡樂？

□你多常看著彼此的眼睛說話？	 □你多常給對方一個意外的驚喜（不論大小）？

□你多常對另一伴說『謝謝』、『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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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事想想『我們』，不預設「應該」

工作與家庭對多數人的生活總是經常處在拔河

的過程，有時為了工作上的發展，家庭的犧牲與妥

協不時上演，有時為了成就婚姻與家庭，你可能

無法全力發展你的工作事業或賺到你想要的那麼

多錢。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了解在人生中的這個

階段，特別是擁有孩子後，你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

所有你想做的事。所以做決定時，不論外派或是晉

升，即便是加班、都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的決

定將對我所愛的家人造成什麼影響？』試著找出對

你的婚姻與家庭有最小負面影響的決定。如果只是

抱持著他／她「應該」可以諒解或懂我的想法，那

恐怕可以預期的是經常性的抱怨與不滿。

三、 關係經營的要素：1.時間…2.時間…3.還是
時間

現代人面對婚姻關係的經營，其實缺的不是鮮

花也不是鑽石，最重要也最缺乏的其實是「時間」

的陪伴與互動，彼此要有意願，願意為對方付出時

間、心力來培養夫妻情感，兩人感情好，才能共同

面對婚姻與家庭關係中的各種問題，就算彼此生

活、工作忙，兩人還是可以約定時間有共同相處的

時間，例如每週或一個月內訂定一個午餐或晚餐約

會，增加生活情趣，也藉機了解彼此生活的現況；

再者最好每天都有幾分鐘（例如：睡前）讓兩個人

交交心，重點在情感交流而不是討論某個議題或嚴

肅的內容，或是如果可以兩個人一起做些什麼事，

如散步、喝杯茶，也都是很好的方式。

四、如何拉進「心裡的距離」

諮詢顧問從志豪描述的訊息中可以觀察到，阿

娟似乎心不在家中，或許是想向外尋求她在家中無

法被滿足的需要－有講話的對象或其他可能，建議

志豪要找時間和太太開門見山地討論二人的婚姻要

怎麼繼續走下去？如果把這個危機事件當成夫妻彼

此重新相互了解的轉機，讓彼此有意願努力經營婚

姻關係，花些時間多了解對方現在需要什麼，將是

重要的功課；畢竟，進入婚姻之後，雙方都在不知

不覺中有所改變，可能是婚姻觀、成就感或是孩子

教養等價值觀，兩個人都需要去了解對方和自己現

在的想法為何，尋求一個相處的平衡點，許多人常

會說“他／她以前不是這樣的...”這表示說話的一

方還活在過去對另一半的認識之中，已經不了解對

方現在的樣子，更顯示兩人心裡距離的遙遠，如果

真的有夫妻溝通上的困難，還可以尋求婚姻諮詢顧

問的協助，幫助彼此更了解對方來改善夫妻關係。

EAP小叮嚀

婚姻關係的戶頭是日積月累的過程，美滿的婚

姻關係也是經營的結果，如何增加存款避免衝突產

生的提款，請時時提醒自己『珍惜彼此』，更別忘

了感恩對方『有你真好』，必要時主動地說『對不

起』更是避免戶頭大失血的技巧。千萬別再陷入了

【婚姻就是走進愛情的墳墓】的迷思或當成雙方逃

避面對關係負債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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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近年花、東政府積極推廣民眾從事觀光親海活

動，也使得海岸地區救生救難案件逐年攀升。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為發揚

海巡文化，展現為民服務熱忱，著手繪製「小朋友

的救生救難童書」，讓親子透過「說故事」的互動

方式，共同瞭解在海邊從事各式水上活動時，能結

合那些海巡服務與資源，來保障自身生命、財產安

全，深耕民眾水上遊憩安全知識，實現本局「守護

美麗東海岸，安全是我們的承諾」的服務理念。

　　小朋友救生救難童書

宣揚海巡文化 與 創新服務
文、圖｜曾一峰

民眾利用閱覽救生救難童書，達到親子互動效果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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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本局「小朋友的救生救難童書」係參考花、東

海岸地區歷年救生救難案例，結合救生救難領域的

創新服務，將民眾最常發生水上意外事故的情境凸

顯出來，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全書主要由三篇故

事組成：

第一篇：英勇的海巡尖兵

本篇描述大學剛畢業的阿榮來到海巡署位於台

東的新港漁港安檢所當兵，某日一名來自台北的女

性背包客在三仙臺玩水時遭瘋狗浪捲入海中，所幸

阿榮見狀成功將她救起，並且帶領她使用海巡的免

費視訊服務向家人報平安，成為阿榮人生中最難忘

且快樂的一段回憶。故事除了能讓小朋友認識海巡

署的工作特性，還能進一步瞭解本局的「緊急救生

圈」、「緊急救生鈴」與「線上會客報平安」等相

關服務的使用方法。

第二篇：守護安全的救生衣

本篇故事描述暑假期間阿邦帶著兒子阿弟來到

漁港釣魚，為了安全起見，正在巡邏的海巡人員提

供救生衣給他們使用，結果貪玩阿弟不慎落水，好

在救生衣能被明顯辨識且具浮力效果，讓阿邦能順

利救起阿弟，父子倆都很感謝海巡人員讓他們能平

安地回家。本篇係藉由民眾喜愛到花、東海岸從事

海釣的故事情境，提醒釣客與小朋友可利用本局的

「救生衣免費借用服務」，來保護自身生命、財產

的安全。

第三篇：危險海域不要去

本篇故事描述即將就讀七年級的小琪邀約好友

來到花蓮著名的七星潭風景區玩水，她好奇使用智

慧型手機安裝海巡署提供的「海岸風水師」APP

程式，提醒她們正處於危險海域且海象不佳，建議

不要從事水上活動，此時岸邊傳來求救聲，海巡人

員接獲通報後立即展開救援行動並成功救起溺客。

由於暑假期間是學生從事水上活動的高峰期，然而

往往因為不諳水性及不瞭解海域特性，造成許多溺

水事件發生。本故事主要是宣導民眾可透過本局自

行研發的「海岸風水師APP程式」查詢危險海域、

海象資訊、救難器材位置等豐富的內容，來降低救

生救難事故發生率；並宣導使用「海巡118報案專

線」，提升救援時效。

結語

本書是海巡署第一本專為「兒童」設計的救生

救難知識學習讀物，除了可經由親子互動閱讀誘發

孩子閱讀的興趣與熱情，還能將從事水上活動的安

全常識深植孩子的腦海，利用親近孩童的思維模式

達到海巡推廣海洋教育的目標。全書配合故事情境

以精美的手工插畫呈現，並以簡明扼要的文字敘述

作輔助，吸引小朋友了解海巡服務項目與掌握救生

救難重點，使海洋教育在國小學童身上紮根。

童書目前除了已經製成電子書放置本局全球資

訊網供民眾瀏覽之外，並申請及印製為政府出版品

發送至花、東地區政府機關、學校團體，並利用校

園防溺宣導、海洋驛站參訪等時機，透過「海巡哥

哥說故事」活動，以多元化的方式培養孩童良好的

救生救難觀念。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小朋友們開心閱讀童書，從中得到良好救生救難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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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升旗迎羊年
路跑淨化東沙情
「三民主義，吾黨所終，以建⋯⋯貫徹始

終。」悸動的情緒、感動的心情隨著國旗冉冉升

起，充斥著我的心，許久不能平復⋯⋯。

今年元旦，各地的人們共同參與充滿愛國心的

升旗典禮，我也不例外，但地點卻是遠距臺灣450

公里，一個遺世而獨立，守護中華民國不容侵犯主

權的小島—東沙島。甫才上島的我，面對要守護這

遙遠的島嶼，內心不禁感到十分興奮且激動；黃

埔官校四年畢業，告訴我要為了中華民國的主權而

戰；為了中華民國人民的生存福祉而戰，來到遙遠

的東沙島，正好符合母校帶給我的期許及責任。

文｜林建逸　圖片提供｜洪一平

看到國旗在我的面前升起，各軍種為了守護東

沙島的主權，齊聚「南海屏障」前，由指揮部長官

帶領著我們，象徵不分任何軍種同島一命之精神效

忠中華民國，絕不讓任何國家侵犯，與東沙島共

存亡。

升旗典禮結束後，緊接著便是讓所有東沙人心

情為之沸騰的「3公里東沙越野環島路跑活動」，

從軍校養成每天跑步習慣的我，對這個活動更是躍

躍欲試。和煦的陽光，灑在東沙的環礁上，天空中

些許的白雲襯托天空的蔚藍，水平線的一端，海水

由深藍色漸層至淺綠色，而底下的海草也探出頭

東沙的元旦升旗典禮，對海巡同仁而言極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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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沙灘上白色的細沙，映著陽光，這般路跑，人

生能有幾次呢？但強勁的東北風，卻吹得大家寸步

難行。地上濕軟的沙灘，更考驗著我們跑步時的堅

毅，但東沙島的所有弟兄彷彿無所畏懼似的，大家

相互加油打氣，更有人放慢腳步，等待一些比較緩

慢的人員，督促他向前行，這正是這場活動最重要

的精神！正當我沉浸在這世外桃源時，前方已出現

一條紅色簾幕，像是在告訴我這場自然之美的落幕。

雲層悄悄地搶走了旭日的風采，但東沙島人的

熱情卻不因此有所減少，在這環礁與白沙共同堆砌

而成的地方，四面皆是灘岸，而乾掉後的珊瑚砂將

這座島襯托地非常雪白，「南海明珠」之美可謂實

至名歸，但由於東北季風的強勁，人們對自然環境

的破壞，垃圾不當的丟棄及缺乏生態保育觀念，恐

對這片淨土造成影響。鑒此，東沙島上的每一份

子，為保有臺灣第一座環礁國家公園中美麗海灘與

海洋生態的永續，東沙指揮部號召海洋巡防總局第

五海巡隊東沙分隊、空軍分隊、海軍氣象台、海洋

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管理站（海管處）攜手舉辦這

深具意義的「淨灘」活動。

在這場活動中，淨的不僅僅只是沙灘，更淨化

了所有人內心對自然、對東沙的一份情感，看到不

肖的漁民使用的流刺網勾住了許多珊瑚及生物，扼

殺了幼小生命成長的機會；棄置到海洋中周邊國家

的垃圾，造成海洋環境的汙染及灘岸的生態破壞，

看到這般情景，我的手腳不禁加快了起來，內心暗

暗的立下心願，要為東沙的自然環境盡最大的一份

心力。

湛藍的海水、雪白的沙灘、翠綠的沿海植物，

藍、白、綠三色編織出東沙的美，美得令人陶醉!

地球只有一個；海洋也只有一個；東沙環礁是臺灣

絕無僅有的寶藏；更是全球難得發展完整的環礁地

形，保護東沙從你我做起。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升旗典禮結束，隨即路跑活
動開始

守護生態環境，大家一同努
力動手淨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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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漫步地走，滴答滴答聲，凌晨零點巡邏執

勤人員監控一艘可疑船隻航向偏向岸際，守衛海疆

的海巡人員發現後，立即以探照燈來回掃描，並開

啟巡邏車警示燈和通知大隊派人支援，不一會兒各

安檢所站支援人員已陸續前往現場，原先以為可疑

船隻是偷渡或企圖趁黑從事不法行為之漁船，但隨

著船隻越往岸邊停靠，視線越顯清晰，才發現係轄

內漁民所駕駛的金日進26號漁船。

金船船上乘載了1名臺籍船長及7名印尼籍漁
工，因出海過程中，船長顧著修理東西，未將船隻

下錨固定，也忽略海浪與風勢，此時船身在受浪襲

拍打下，頻頻向岸際靠近，等到發現後，雖嘗試控

制轉向，但卻為時已晚，船長心急如焚當下，更

是加催引擎，卻因陷入沙地導致引擎熄火，猛烈地

風勢與海浪讓船身更加傾斜。此時第二四岸巡大隊

各安檢所站支援人員全數抵達，消防單位也抵達現

場，判斷情勢利害關係後立即廣播，告知船長不要

再催動引擎，以免阻礙救援行動。

海浪緩緩後退，退後至八百公尺左右，船長友

人由我們帶領到現場了解情況，走下沙灘，與印尼

籍漁工們一同下錨將船隻固定，以免下個潮水來時

再次將船隻打向岸際，這也是我參與這次救援過程

中，透過親身體驗而感受到最震撼的教育。在協助

過程中，印尼漁工不斷向我們說「得里馬尬西」，

也就是中文「謝謝」的意思，當然，我們大方地回

答他們「莎嘛莎嘛」，即為不客氣，也該算是另類

的國民外交吧。

此時，隨著太陽漸漸升起，擱淺的漁船在潮水

恢復到足夠的高度後，由另一艘珍鴻號漁船到現場

協助拖運，船長也迫不及待催動引擎、控制轉向，

急著想脫離困境，但就在此刻金船又突然失去動

力，因此為了確保安全，當下便決定先將金船拖進

最近的海山漁港停泊。待風平浪靜後，再協助後續

處置。海山安檢所全體弟兄，在經歷了這驚險的救

援任務，包括自己在內，可說是成長不少，從支援

到戒護，最後成功將遇險船長及7名印尼籍漁工全
數救上岸，再給予適時的關心及利用各種防止他們

體溫流失的方法，讓印尼外籍漁工在黑夜驚魂後，

能感受到溫暖，也展現海巡人員救援無國界的精神。

服役期間能參與這樣的救援行動，可說是相當

具有價值，更讓人體會「惻隱之心人人皆有」這句

話的真意，身為海巡署的一份子，當以守護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為首要，一旦海上發生狀況，便不分你

我，全力展開救援。如同在漁民心目中所烙印的

「海上媽祖」形象般，時時刻刻的聞聲救苦，使人

安心！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

大隊海山漁港安檢所）

文｜楊勝儒　圖片提供｜第二四岸巡大隊

參與漁船救援
勤務有感

金船暗夜擱淺，遭浪及強風拍打往岸際泊靠

船長特別至安檢所感謝海巡人員協助 安檢所人員協助船員固定船隻，
避免受天候影響再次發生危險

雙月刊2015.vol.73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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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年終餐敘活動，署長王崇儀
肯定團隊辛勞，並率各單位主管向同仁舉杯祝福
（104.1.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高雄市高鼎造船公司新高廠舉行
1000噸級桃園艦下水典禮，由政務副署長尤明錫主持
（104.1.2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模範海巡人員（單位）暨績優心
輔人員頒獎典禮，署長王崇儀於茶會與績優心輔同仁合
影（104.1.2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常務副署長陳世傑履新就職宣誓
典禮，由署長王崇儀主持（104.1.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海巡署暨所屬各機關高階主管聯
合交接典禮，並與署長王崇儀合影（104.2.1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副署長鄭樟雄至北部地區巡防局第
二四岸巡大隊視導並頒發加菜金慰勉同仁（103.12.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配合鹿港扶輪社辦理反
貪暨報案專線118宣導活動（104.1.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安檢所人員向參訪學生
細心解說，宣導海巡工作使其能深入了解（103.12.31）

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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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118報案指稱於八尺門
漁港有民眾違規潛水，即刻前往盤查（104.1.1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接獲民眾通報3名越南人
士跳船偷渡，立即派員前往查處（103.12.2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執行擴大威力掃蕩勤
務，加強船筏安檢及人口聯訪，以防違法情事發生
（104.1.2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執行「大
○輪」貨輪貨物拆檢查獲大陸蒜頭約八百公斤
（104.1.1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二岸巡大隊於元旦假期執行擴大威
力掃蕩，防止轄區不法行為發生（104.1.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全力查緝私酒，嚴格把關
不令其流入市面，確保國人安康（103.12.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與吉安分局鹽寮派出
所於台11線執行路檢，成功查獲槍枝及安非他命毒品
（104.1.1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轄區內查獲八斗
子籍「漁○○號」號違規使用漁具，嚴格打擊不法
（104.2.5）

海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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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於萬里區
港溪路與台2道交叉路口發現民車落海，即刻前往救援
（104.1.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報案竹圍南堤
沙灘海龜擱淺，立即前往處理（103.12.1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民眾於外埔
漁港不慎失足身亡，立即協助搬運大體（103.12.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中華鯨豚協會報案
發現岸際有海豚擱淺，即刻派員前往處置（104.1.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蚵子寮漁港安檢所執行
巡邏勤務時發現漁民溺水，立即實施搶救（103.12.2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協助擱淺海龜重返海洋，
為保育生態貢獻一己心力（104.1.1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大竹篙溪發現漁
船擱淺，立即派員前往搶救，並進行後續安置事宜
（103.12.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獲報石梯坪有民眾落
海，隨即趕赴現場，並以人工呼吸施救（10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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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芙蓉安檢所同仁發現漁
民舢舨無法順利下海作業，主動上前協助（104.1.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海山漁港安檢所接獲通
報於岸際發現浮屍，主動協助搬運安置（104.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王功安檢所巡經距
岸約50公尺處發現民車受困潮間帶，主動協助脫困
（104.1.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蚊港安檢所人員巡邏時
發現防風林冒出火光，立即派員滅火，避免災害擴大
（104.1.2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崎漏安檢所巡經高雄市
永安區永新灣時，發現民眾車輛受困，主動上前協助
（103.12.1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旭海安檢所同仁主
動協助漁民搬運翻覆膠筏，有效提升海巡親民形象
（103.12.1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花蓮漁港安檢所人員發
現民眾不慎落海，即刻派員協助（104.1.3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主動協助成功鎮家
扶中心清掃居家環境，展現海巡為民服務熱忱精神
（1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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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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