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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秘書室

《臺日漁業協議》簽署屆滿2週年。總統馬英

九先生於4月12日前往宜蘭東澳參加蘇澳區漁會所

舉辦的「臺日漁業協議2週年活動」時表示，政府

對東海區域的立場為「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

平互惠、共同開發」；他在101年8月5日提出「東

海和平倡議」，以「主權無法分割，但資源可以分

享」原則，呼籲各方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百忙中仍前往粉鳥林安
檢所視導慰勉

同（101）年9月25日，在蘇澳區漁會陳春生理

事長號召下，我國漁船58艘、漁民292人自蘇澳出

發前往釣魚臺進行「為生存．護漁權」活動，海巡

署也派出12艘艦艇全程護航，漁船及海巡艦艇全數

挺進釣魚臺領海，共同完成我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

保釣行動，成功向全世界宣示釣魚臺主權，以及維

護漁權的堅定立場，廣受國際媒體關注。

導慰勉

臺日漁業協議簽署2週年

總統馬英九心繫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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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人團結一致，展現保釣護漁的決

心，在這樣的氛圍下，《臺日漁業協議》於

102年4月10日簽署，協議展現「主權未讓

步、漁權大進步」的精神。過去，在95年

至101年間，有超過250件漁船爭議事件；

《臺日漁業協議》簽署後的第一年（即102

年），爭議案例減少至1件，去（103）年

則為零件。這代表漁民朋友在將近7萬平方

公里的協議海域內得以安心作業，不必再擔

心受到干擾，政府將秉持「漁船在哪裡，海

巡就在哪裡」以及「護漁不護短」等原則，

持續派遣海巡艦艇執行護漁，以具體行動捍

衛海疆。

馬總統（左二）在署長王崇儀（左一）陪同下，
視導粉鳥林安檢所訓勉海巡人員

雙月刊2015.vol.74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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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署長隨後頒發加菜金犒賞安檢所同仁

雖然這次行程非常緊湊，但活動結束後總統仍

驅車至本署第一岸巡總隊「粉鳥林安檢所」，頒贈

水果慰問海巡同仁辛勞並合影，在署長王崇儀及總

局長龔光宇、北巡局局長許績陵、總隊長韋永光等

人陪同下，總統特別訓勉安檢所同仁。總統認為海

巡署是非常重要的單位，對維護我國國家主權、保

護漁民都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尤其肯定海巡署護漁

寸步不讓的表現，為了釣魚臺主權，海巡艦艇曾與

日本海上保安廳在海上多次對峙，英勇形象深植民

心，這是海巡工作的最佳寫照！同時，海巡署在查

緝走私、偷渡上成效優異，他感謝各級同仁這些年

的努力。

本署從99年至108年執行「強化海巡編裝發展

方案」，規劃建造大型艦船9艘、一百噸巡防艇28

艘，其中包括即將在6月舉辦成軍典禮的三千噸旗艦

「宜蘭艦」和「高雄艦」。另外「苗栗艦」、「桃

園艦」、「臺東艦」與「屏東艦」等4艘一千噸級

巡防艦，可望於今、明二年陸續交船；建造中的

一百噸巡防艇，也將從今年起至108年逐批完工，

加入海上護漁行列。總統強調，明年海巡署艦艇執

法能量將大幅提升，期許本署展現政府「捍衛主

權．維護漁權」的決心，創造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臺日漁業協議》是我國政府與民間力量合作

的成果，更向全世界展現了東亞和平的願景，在協

議簽署屆滿2週年之際，總統特別親臨海巡基層安

檢所發表談話，即代表總統對於海巡工作之高度重

視，也是給予海巡同仁最大的肯定與鼓勵。我全體

海巡同仁將持續貫徹「海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

事務」等三大核心任務，提供國人安全、永續的海

洋環境。

（本文全文轉載自海巡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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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海巡人員執法登檢專業知能，本署曾

派員至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參加登檢帶隊

官、登檢小組成員訓練，並邀請該隊機動輔訓團

（Mobile Training Team，簡稱MTT）來臺教授「公

海登檢班」、「登檢執法班」等課程，以提升本署

海勤人員之登檢執法技能。另為期建立本署自有師

資及訓練教材，擴大授課實益，並將登檢執法課程

標準化，列入本署年度訓練流路，以全面提升登

檢專業技能，保護執法人員安全，亦於104年1月

文｜楊献璋　圖片提供｜巡防處

培育海巡專業師資、

強化海巡登檢技能

美方教官透過動作講解，傳授學員戰技技巧

5至30日邀請該隊機動輔訓團

（Mobile Training Team, MTT）

專業教官來臺開辦為期一週之「登檢執

法師資班（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Instructor Development）」及二

週之「登檢執法訓練班（Jo in t 

Advanced Boarding Officer）」，

第一週師資班的學員，在學習教學技

巧、登檢執法、課程計畫擬定等，並

雙月刊2015.vol.74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5



於接續二週之「登檢執法訓練班」中，實際參與教

學，以達到教學相長之效果，提升訓練執行成效。

本次授課由來自美國海岸防衛隊機動輔訓團的

4位優秀教官負責，帶隊官Emily Lauren Grindle中

士於103年度已來臺教授「登檢執法課程」，對於

本署相關任務內容，已有初步認識，因此對於師資

班學員已能掌握。但依據美國海岸防衛隊國際訓練

手冊之規定，加入師資班學員前，須先完成登檢執

法課程，始能參與師資班之訓練。而登檢執法班學

員除有機會可驗證所學，並將理論與實務結合外，

同時也能再學習到美方登檢的專業知能，又可以與

師資班的同仁交換登檢經驗，深入體驗臺、美海巡

執勤之差異。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登檢

課程包含國際法介紹、登檢準備作業及

執行程序、器械使用、武力使用政策、

防衛性戰技、登檢實作、風險評估等

等。透過系統性的學習，能更精確的掌

握到武力使用及如何面對四種不同的受

檢客體：1.被動配合2.被動不配合3.主

動抗拒4.主動攻擊之受檢者。進而靈活

應用武力使用等級（通常被分為1至6

級），以遂行各項登檢工作。

學員室內面對面實際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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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登檢是國家公權力的展現，其主要目的在

於確認船舶的航行安全，發現、查緝海上不法活

動，然而，整個登檢行動的程序，是一系列標準化

的作業流程，未來本署也會將登檢訓練納入職前

或在職訓練的重點規劃，讓同仁在執法時能具備維

護自身安全之能力。當然，本署在執行取締中國大

陸漁船越界捕魚的工作上，頗有成效，但在面對來

自民意機關的監督與民意的要求下，仍不斷要求強

力執法，提升取締成效。因此，本署依據「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規

定，靈活運用法律所賦予之職掌權限，多管齊下，

視情節合併採取「驅離」、「留置調查」、「沒入

漁獲」、「切割大型起網機具」、「沒入船舶」及

「行政罰鍰」等六大執法手段，以有效嚇阻陸船越

界作業。但是中國大陸漁船面對本署未來更強力取

締作為，對於公權力的反抗與挑戰，亦可預見其發

生的可能性。因此，唯有落實標準化的登檢流程，

善用執法知能與戰技，才是安全、有效執法的不二

法門。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巡防處）

戶外與美方教練進行實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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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韋仲、郭逸宏、張宇翔　圖片提供｜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臺南第一查緝隊、臺

北機動查緝隊、第三（臺中）海巡隊與北部地區機

動海巡隊分別掌握相關情資，共同於104年3月21

日凌晨2時許於臺中港外海約26浬處，登檢我國籍

「春○號」漁船，並將其帶回與第三（臺中）海巡

隊交接，由臺中海巡隊押解進臺中梧棲漁港，發現

澎湖籍「春○號」漁船，近期更改船名，欲借出港

作業時機，載運私菸牟利，於登檢該船密艙時查獲

走私菸品360箱（180,000包），全案依違反「菸酒

管理法」移送臺中市政府菸酒科處理並追緝私菸

來源。

本案起源於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及臺北機動查

緝隊，佈線及清查可疑船隻，經層層過濾比對，

發現澎湖籍「春○號」漁船於104年3月19日10時

52分出港，涉嫌走私未遂香菸於北部及中部地區

一帶。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接獲情報，經過多日比

對，綜合各項情資及研判可能之動向及出沒時間

後，由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和星巡防艦與專案小組

成員，於104年3月20日午時配合勤務出港，並於隔

日21號凌晨2時許，發現追蹤目標，旋即施放小艇

前往登檢。

當日海象惡劣約七、八級風浪，浪濤洶湧，吊

「違法私菸、轉運銷台」～

岸海聯合查緝、

強力打擊犯罪

Case1　改船名、再出發～漁船密艙暗藏不法

清點私菸數量，計有360
箱，約有十八萬餘包

88



放小艇時，吊臂搖晃角度甚大，危機四伏，仰賴艦

上全體同仁同心協力始將小艇順利施放，登檢「春

○號」漁船之際，因申請搜索票無法及時送達，

隨即協調第三（臺中）海巡隊派遣兩艘100噸巡防

艇，搭載查緝人員持搜索票後，開始從甲板、駕

駛艙及住艙來回搜索，終於在船上密艙查獲「春０

號」漁船涉嫌載運RGB牌私菸共360箱（180,000

包），市值高達新臺幣一千多萬元。

此次任務仰賴指揮官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隊長

楊紋寧，對於案件情資研析透澈，以及組主任林高

雄專責追蹤線報，等待時機成熟，即刻派遣和星艦

前往查緝，和星艦艦長余慶源接獲指示後，火速率

艦上同仁趕赴「春○號」漁船所在位置，並透過岸

海緊密通聯，輔以觀察、假設，最後小心求證而成

功緝獲目標，極具指標性意義。北部地區機動海巡

隊全體同仁今後也將秉持落實執行署長王崇儀所指

示「強力執法、絕不退讓」之宗旨，加強查緝海上

走私、杜絕海上不法，使人民有感，以有效維護

國家安全。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春○號」漁船登檢查緝
過程

和星艦人員準備跳船登檢

自密艙中起出載運之RGB牌私菸

搜查過程發現船上密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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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

緝隊於104年1月中旬接獲檢舉線報，指出澎湖地區

以楊○○為首之走私集團將於近期利用漁船走私香

菸進入澎湖地區再轉運至臺灣地區牟取暴利。經本

隊專案小組分析比對集團成員及動態分析後，綜整

相關事證，報請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偵

查期間發現該集團將利用澎湖籍「新○○號」漁船

進行走私香菸，與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所掌握之情

資吻合，遂向指揮承辦檢察官報告，指示由第十三

巡防區統合澎湖機動查緝隊、高雄第一查緝隊、第

七二岸巡大隊、會同第七岸巡總隊、第八海巡隊、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白沙分局等共同偵辦。

專案小組分析諮詢情資及側訪情形，發現該集

團極可能運用澎湖赤馬漁港一處廢棄之下水道涵

洞，於退潮時將漁船上之私菸藏放於該處，再利用

夜間以船體掩護，再取出至冷凍場，利用冷凍漁貨

文｜鄭志明　圖片提供｜澎湖機動查緝隊

Case2　以合法、掩非法～走私集團涵洞藏私

查緝人員發現「新」船藏匿私菸之涵洞處

於船艙密窩發現黑色塑膠袋包裝可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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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貯藏箱（300*200*100CM，放置漁貨偽裝後約可

藏放50箱），以海運方式送至臺灣地區販售。在掌

握上情後，隨即分工第十三巡防區掌握目標漁船雷

情動態；第七二岸巡大隊嚴密監控赤馬漁港之涵洞

狀況；第七岸巡總隊監控龍門漁港冷凍漁貨進出港

動態；本隊及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掌握目標漁船進

出港動態及接運時間；第八海巡隊依情資隨時派艇

配合查緝。嗣於104年3月16日15時許，「新」船於

赤馬漁港報關出港，第十三巡防區雷達全程監控，

發現「新」船出港後即往北方行駛，隨後即消失於

雷達監控範圍。專案小組研判「新」船可能航至目

斗嶼西方海域進行私菸接駁，經承辦檢察官指示，

專案小組立即展開查緝部署，視「新」船進港後情

形再行查緝。

104年3月17日18時許，「新」船進入赤馬漁

港，並未停靠於專屬船席，反而停放專案小組掌握

之涵洞處，檢察官指示立即逕行搜索。經專案小組

登船搜索，在「新」船駕駛艙左前方密窩，發現夾

藏私菸，經清點後計有RGB品牌私菸239箱，全案

經詢問後，船長楊○○坦承該批私菸係於目斗嶼西

方，向不知名中國大陸漁船接駁，返回澎湖後再等

候指示轉運。全案也依違反菸酒管理法將船長楊

○○等4人，移送澎湖縣政府裁處。

澎湖機動查緝隊於去年六月在澎湖縣白沙鄉查

獲走私K他命毒品100公斤案，發現毒梟利用澎湖作

為毒品轉運站，而再查獲依此離島轉運模式走私菸

品，就以往查緝經驗咸認澎湖地區市場有限，大量

的毒品、私菸不可能進來，但是查緝同仁不被過往

的查緝思維限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不放棄任何

可能性，方能有效打擊不法。近期政府即將調漲菸

品健康捐，使得走私菸品利潤更加提高，少數漁民

在暴利誘惑下鋌而走險，將面臨高額的行政裁罰或

刑事責任。海巡單位本於查緝走私的法定職責，將

澈底執行「安康專案」，查緝不法，並利用此次機

會，呼籲社會大眾，發現有槍枝、毒品、走私及偷

渡等不法線索，能夠利用海巡118報案專線檢舉，

共同為社會治安盡一分心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

動員人力漏夜將私菸搬運至岸上

清點數量計有239箱私菸，隨即召開記
者會對外說明查緝經過 11

雙月刊2015.vol.74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於104年4月

4日15時10分接獲「安舫船務代理行」報案指稱：

中國大陸舟山籍化學油輪（噸位4682噸）「豐帆29

號」上有名孫姓船員全身多處遭燒燙傷情況緊急，

該船位置於臺中港外37浬（24度37分N、119度57

分E）航速10.5節，持續往臺中港方向航行，請求

協助載送進港就醫。

「重救援、視病親、防溺水」～

海巡發揮人道救援精神

本隊副隊長許建忠立即指示線上PP-10031巡防

艇前往救援及協請第四巡防區申請空勤總隊直升機

後援，同時聯繫臺中港信號臺（VTS）與「豐帆29

號」通聯，指引該船開往安全水域，以便安全接駁

傷患。16時58分PP-10031艇於臺中港外12浬（24

度23分N、120度18分E）與豐船會合，並且克服

風浪顛簸及船型噸位差異，成功將傷患接駁至巡防

海上無國界～海巡「伸」援陸籍船員

中部地區

巡防艇與化學輪噸位懸殊，救援人員小心接駁傷患

12



艇，17時30分將傷患平安送抵隊部碼頭，並送至梧

棲童綜合醫院就醫。

此次救援案件發生原因，據初步調查係陸籍化

學油輪使用傳統燃燒重油之鍋爐主機，因操作不

慎，致大量高溫蒸氣外溢，傷及孫姓船員，令其全

身多處燒燙傷，所幸及時送醫後已脫離險境，船

長及受傷船員對海巡艇伸出援手即時協助，深表感

謝。此次中國大陸籍船員緊急後送救援之所以成

功，在於即時掌握調派應處得宜，且秉持海上救難

無國界之普世價值，以救人為先之緊急處置原則，

且充分發揮指揮體系「報告快、指揮快、行動快、

通訊快」之特點。

臺中海巡隊也呼籲船舶於海上作業時，應特別

注意船上作業及各項機具之操作安全，尤其是商、

漁船作業人員更應隨時提高注意力、小心自身安

全，防止意外發生，若有需要海巡署服務事項，請

利用「118」免費報案電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將

派員立即前往處理。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104

年4月9日10時33分接獲第四巡防區轉118通

報：於臺中港北防波堤有1名黃姓釣客不慎

失足落海，請派員協助救援。本隊立即通報

線上PP-10022艇前往事發現場，但由於東北

季風及冷氣團之影響，造成海象不佳（6-7級

陣風9級轉5-6級陣風8級，浪高3公尺），增

加救援難度，PP-10022艇人員仍克服困難於

10時42分抵達現場，並發現該名落海釣客，

正卡在北堤附近載浮載沉。

然因海象著實不佳，致救難船隻嚴重搖

晃，無法立即將人自海中拉起，此時隊員姚

文章見狀，當機立斷，立即穿上救生衣緊急

躍入海中搶救，隨同兩名在艇上待命的同

海巡艇克服海象困難，成功將黃姓釣客救起

釣客跌落海～海巡奮勇躍海搶救

妥適將孫姓船員安置後，隨即送往梧棲童綜合醫院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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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2015.vol.74
海域執法｜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仁，一同將失去意識的黃姓落海釣客成功救

起。10時56分PP-10022艇與海關934艇順利

將黃姓落海釣客護送回岸上，並於靠泊梧棲漁

港後由臺中港務消防隊防風林小隊救護車轉送

梧棲童綜合醫院就醫。送醫過程中，醫院檢驗

發現黃姓釣客脊椎損傷，宜留院觀察。另奮不

顧身的姚姓隊員在搶救過程中右小腿處有多處

擦傷，經初步包紮已無大礙，黃姓釣客對海巡

即時協助亦深表感謝。

海洋巡防總局臺中海巡隊籲請民眾至海

邊釣魚遊憩時，除應注意當地公告及潮汐情

形外，更應做好安全措施；若於岸際及海域發

生任何危安情事，請利用「118」免費報案電

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將派員立即前往處理。

本次成功救援行動，獲各大媒體大力轉播，將

第一線海巡人員救援撼動人心的畫面，完整呈

現予國人，對於提升海巡人員形象大有助益，

更獲得社會各界高度評價與肯定，再次擦亮海

巡署招牌。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臺中】海巡隊）

順利將黃姓釣客護送至醫院就醫

姚姓隊員不顧危險躍入海中搶救，
不慎遭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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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漁工病～臺南艦千浬急巡護

南部地區

民國104年4月14日5時40分許，海洋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勤指中心接獲海洋巡防總局通

知，屏東縣東港區漁會通報海巡署接獲漁業電台通

報，於北緯14度00分，東經140度45分，距鵝鑾鼻

東南方1280浬，有一艘「金展祥8號」CT4-2756

船上一位印尼籍漁工身體不適、意識不清，請求

協助；當時本隊執行巡護任務之臺南艦，其船位北

緯20度05分，東經120度25分 （鵝鑾鼻西南方112

浬），距離「金展祥8號」約1300浬，海洋巡防總

局立即指派線上臺南艦遠距馳援，於19日上午6時

平安返抵高雄港，並於6時20分將病患交由在碼頭

待命之高雄港務消防隊救護車送往阮綜合醫院就醫。

本案緣起於，我國東港籍「金展祥8號」漁船

船長發現船上一位印尼籍漁工Riyadi Sugeng於吃完

飯至13日嘔吐之後就未進食，叫該名漁工名字未有

回應，故14日通報漁業電台轉請海巡署協助處理。

臺南艦接獲海洋巡防總局指示，於第一時間火速趕

往救援，並持續與「金展祥8號」漁船通聯，並請

求國搜中心專科醫生予以線上協助指導病患照護注

意事項，直至15日獲知該漁工有意識反應，可辨

識人，但無法以言語表達，拍打該病患左手腳無反

應，右手腳則有反應，右手可自行持200CC牛奶飲

用，略有進食並可做手勢；17日5時10分臺南艦與

『金』船於北緯16度40分，東經134度16分（鵝鑾

鼻東南826浬）處會合，因該處風浪惡劣，接駁不

易，上午6時3分成功將該名漁工及陪同人員接駁上

艦；返航期間，隨時掌控該病患病情，定時量體溫

及脈搏回報國搜中心醫生遠端醫療處置。隨後，艦

上人員將印尼籍漁工安置妥適後，該漁工已意識清

楚，能以言語溝通表達簡單需求與飲用清水及流質

食物，右手右腳反應正常，左手左腳則仍無反應。

過程中，也發現該漁工身上散發惡臭，便立刻供給

文｜黃淑英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小心翼翼將印尼籍漁工接駁至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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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物品及乾淨衣物使其替換，該艦同仁不辭千里

援救，苦民所苦，不分國籍，給予印尼籍漁工人道

照料與關懷，讓此次巡護任務得以順遂，不僅展現

海巡「視病如親」精神，20日上午更獲得大愛電視

到隊專訪，著實為機關形象加分不少。

海巡署表示：保護漁民生命財產安全為該署之

重要職責，絕不因距離遙遠、海象惡劣而有所怠

忽。同時呼籲本國籍漁船，由於季風和鋒面來臨，

臺灣海域風強浪大，請航行作業船隻務必注意航

安，如遇有突發狀況應冷靜處理，以保護自身安

全；同時呼籲民眾若發現任何不法或需要海巡署服

務事項，可透過「118」服務專線通報，海巡署將

立即處理。

（本文任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為免病患受海浪震盪，艦上人員妥適將其做好固定

海巡隊接獲通報後，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前往處置

文｜林益勝、林耕範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海域危安傳～岸海聯合即刻救援

東部地區

東部海域近期頻傳遊客踏浪時遭瘋狗浪捲入海

中溺水意外事件，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

隊於104年4月4日15時30分接獲通報，於宜蘭縣蘇

澳鎮內埤海邊岸際海域（北緯24度34分、東經121

度52分）有民眾落海溺水，請派艇救援。

海巡隊獲報後，立即通報線上PP-2035艇前往

案發海域，巡防艇到達現場後，考量該海域地形特

殊、船艇航行安全及能有效拯救落海民眾，隨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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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救援3名女性落海民眾，並
平安送抵醫院安

置

速調度具有噴射導罩式的PP-2032艇緊急出勤，同

時運用新式無線電與案發海域岸際現場的岸巡同仁

進行通聯，充分瞭解現場狀況以順利與第一岸巡總

隊配合，展開岸海聯合救援行動。

經查證，事發當時有3名女性落海民眾，岸巡

人員第一時間發現落海者，立即著救生裝備下水，

順利救起2名女性民眾上岸，另1名女性民眾則因海

浪及水流關係，暫時在海上漂浮待援（當時海象狀

況：4至5陣風7級、偏南風、浪高2-3米、大浪），

15時47分PP-2035、2032艇兩艘巡防艇迅速抵達

現場後，因浪高過大，待援民眾危險性倍增，為加

速判定落海民眾位置，由岸巡同仁透過新式無線電

與海上巡防艇直接聯繫，迅速指引落海者與巡防艇

的相對位置後，在距內埤沙灘外約900公尺處由PP-

2035艇將最後一名女性落海民眾救至艇上安置。經

初步檢視3人身體狀況意識清醒，為避免身體失溫

及缺水，艇上同仁立即提供棉被及飲用水，供其使

用，獲救3人更是頻頻向海巡人員致謝，最後將3人

平安送抵蘇澳南興安檢所後，交由救護車送往醫院

安置。

蘇澳內埤海灘背山面洋，水質清澈，景色秀

麗，常吸引人潮來此遊憩，沙灘車的騎乘、旭日東

昇的欣賞，此外一年四季都有眾多魚種的棲息及覓

食，如白帶魚、水針、鯖、甘仔魚等，均為釣客

們揮竿垂釣的新天堂，除成為民眾休閒的最佳景點

外，更是夏日戲水、浮潛的絕佳休閒處，但當地是

「陡降型」沙灘，有時海面看似寧靜，卻危機四

伏，潮間帶內乍看淺灘，實為陡坡峭壁的深海地

形，外地遊客不明狀況，恣意而為，容易發生危險。

海巡隊呼籲，在岸際及海域發生任何危安情

事，請利用「118」免費報案電話，將及時給予協

助，也期許民眾在不瞭解海域的特性超越戲水的

界線當下，應該聽從岸巡人員勸導，否則小覷大自

然力量，前往觀浪、戲水，就相當容易發生溺水悲

劇，千萬別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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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名偉　圖片提供｜第九岸巡總隊

長年來金門海域一帶漁業資源豐富，因此中

國大陸漁船進入該海域實施非法捕撈作業，造

成該海域海洋資源衰竭，金門漁民賴以維生的漁

業資源，常遭受陸籍漁船入侵，嚴重破壞漁業資

源，加上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歐厝村之漁船常多

艘聚集於此海域，面臨我方執法人員實施登臨、

取締時，則以預藏之石塊、鐵棍攻擊我方人員及

船艇，使平靜的海域爆發許多衝突事件。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十二（金門）巡防區統合

第九岸巡總隊及第九海巡隊於103年12月28日執

行驅離大陸漁船任務時，在十八羅漢礁（金門）

海域發現多艘大陸越界漁船越界捕魚，因該海域

為淺礁區，故派遣多功能巡緝艇（噸位較低）

CP-1015及CP-1008艇前往取締，當多功能艇

CP-1015艇前往驅離取締不法犯行時，卻遭受大

陸漁船以丟擲石塊方式攻擊，導致該艇駕駛艙右

側玻璃破損，但CP-1015艇仍然無懼危險緊追不

法陸籍漁船，並強行登檢，壓制住船上3名涉嫌

攻擊我方的中國大陸漁民，順利控制場面，並立

即將該艘大陸漁船及犯嫌交由海巡隊PP-2006艇

實施帶案處分。

域

艇

大

右

不

嫌

立

艇

海巡首次「沒入」船舶
震懾非法越界漁船

海巡首次執行越界船隻沒入，
並強力執行銷毀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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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經福建金門地方法院依刑

法135條妨礙公務及入出國及移民

法74條未經許可入境，分別處以2

至6個月有期徒刑處分並得易科罰

金。為讓國人感受到政府「立即、

有效」的護漁作為，故本次案件除

對涉案之中國大陸漁民違法部分進

行處分外，針對船舶部分依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第32條及施行細則第43

條，對該船執行「沒入」之行政處

分，由金門縣政府於104年3月20日

實施銷毀。

巡防區召集人曲立斌主持記者
會對外說明執行情形

三方簽署「破壞」大陸漁船物品簽收表（由左至右依序為移
交單位第九海巡隊隊長黃瑞原、監交單位第十二巡防區召集
人曲立斌、接收單位金門縣政府建設處副處長王垣坤）

日後，海巡署針對中國大陸漁船非法進入我限

制及禁止水域，將嚴懲嚴罰、全力遏阻以維護漁業

資源，保障我漁民權益。並在此呼籲民眾如有發現

非法進入我限制及禁止水域之不法等情事，可撥打

海巡署「118」免付費報案專線，海巡署將立即派

員處置，讓我漁民安心作業。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總局第九岸巡總隊）

海巡署署長王崇儀上任後表示：「為遏止中國

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應多管齊下並彈性運用驅離、

扣留船舶、留置調查、沒入漁獲、漁具、沒入船

舶及行政罰鍰等六大執法手段，彰顯公權力之遂

行。」此次作為，係海巡單位首次針對越界漁船實

施「沒入」之行政處分，也印證王署長對於執法宣

誓的決心，並期對違法行為發揮震懾效果。

雙月刊2015.vol.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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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振輝　圖片提供｜新竹海巡隊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二（新竹）海巡隊

PP-3562巡防艇依據雷達系統搜索可疑目標，於

104年4月14日23時50分，成功在永安外海3.9浬處 

（北緯24度59分、東經120度54分）查獲23名越南

籍偷渡犯，並同時由第三巡防區於岸際動員北部地

區巡防局新竹、桃園機動查緝隊及第二三、二四岸

巡大隊以優勢人力於岸上待命，防止偷渡情事發生。 

據了解，新竹海域為兩岸最近之地點，越南偷

渡客常利用中國大陸木殼船由平潭出發偷渡。新竹

海巡隊隊長洪挬論憑藉多年經驗判斷，每逢農曆28

日及海象轉變之際，於入夜至凌晨，通常是偷渡客

較容易利用上岸之時段，洪隊長特別指示隊上值日

人員，針對新竹至永安一帶易搶灘地點加強雷情監

控。14日23時20分值日人員發現雷達有極度可疑目

標，立即通知線上PP-3562巡防艇前往查緝。23時

28分，第三巡防區亦於雷達上發現同樣目標，立即

通報發揮統合能量，並協請新竹海巡隊確認。23時

50分PP-3562巡防艇果然於雷達顯示之地點處查獲

越南偷渡客，計有23名，全數為男性。

巡防艇人員於15日6時25分將無船名木殼船拖

帶回港，新竹海巡隊也加派PP-2021及PP-2029艇

在旁隨同戒護，安全將人、船帶回，並於安置23

名偷度客後，實施進一步偵訊。而相較於此案，過

去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也曾在102年

越南籍偷渡客闖關
海巡雷達神準攔截

木殼船上的23名偷渡客遭查獲，
海巡人員詳細清點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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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查獲類案，就是18名越南籍偷渡客揪團包

下木殼船，自中國大陸廣西出海，企圖由臺灣西部

海岸伺機偷渡上岸，從事非法打工，但卻在途中遭

浪襲，情況緊急，所幸在陸海空相關單位通力合作

下，發揮高度救難能量，順利將其拯救。偷渡客常

透過仲介集團或私下揪團方式購買老舊船隻，頂著

巨浪，冒險闖關。但缺乏考量與不顧安危的方式，

若是在偷渡途中遭遇危難，而發生不可挽回的憾

事，將令親人扼腕，實需三思而後行。

非法入境，不僅衍生社會治安問題、輕則影響

個人生命安全，重則影響國家經濟發展。海洋巡防

總局表示：基於人道救援精神及為貫徹政府改善治

安之決心，海上危難救援，刻不容緩，未來也持續

實施「安康專案」、「安海專案」勤務，特別要加

強查緝偷渡及非法槍、毒、各類農漁產品走私，同

時也籲請民眾勿以身試法及犯險，若有發現不法或

任何需要海巡署服務事項，請多多利用「118」免

費報案電話通報該署，海巡署獲報後將立即前往

處理。

岸巡人員於岸上待命，等待戒護接駁偷渡客上岸

妥適安置後，隨即將偷渡客帶回隊部實施偵訊

署長王崇儀特別至隊上頒發加菜金，激勵同仁士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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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學賢　圖片提供｜第八三岸巡大隊

104年3月1日，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

隊接獲情資顯示，近期花蓮市區有毒販欲利假日人

潮大撈一筆黑心錢，由於花蓮地區假日觀光人潮眾

多，為防止不法情事發生，本大隊在接獲該情資

後，遂於轄區內擴大偵查，針對可疑事跡保持高度

警覺。

而當晚，正當眾人繃緊神經時，突然有一名男

子奔向七星潭安檢所尋求安全庇護，且神色異常，

不願離開，經了解發現此人姓陳（綽號阿強）精神

狀況並不穩定，需所內人員隨同戒護以確保人身安

岸巡洞燭先機制裁
私梟違法難逃認栽

全。戒護期間更疑似接獲一通恐嚇電話，使其表情

更顯嚴重，尤其在戒護過程中，當大隊人員陪同陳

男步出安檢所時，一名郭姓男子此時開著車出現，

並向他咆哮，為避免兩人發生口角與鬥毆情事，所

長馬上與警方聯繫並加強人身安全維護。

同時，所長及大隊司法組人員從郭男行為及神

情判斷，狀況恐不單純，遂上前盤查，郭男卻拔腿

逃跑，司法組人員立即上前阻攔，在追逐過程，試

圖將一包白色粉末棄置路旁並駕車逃逸，但司法組

人員眼尖，動作敏捷將物品撿回，順利逮捕郭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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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逕行搜索，果然於車內發現與其丟棄的物品內

容物相同，為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毛重2.55

公克。而當下，郭男對遭查獲持有毒品一事矢口

否認，但因搜證過程全程均錄影存證，使其百口莫

辯，坦承犯行，全案也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花

蓮地檢署偵辦。

近年來旅遊風氣盛行，加上對陸客開放「自由

行」，花蓮市區只要一到假日或連續假期便湧入大

量遊客，對轄區內執法人員來說，除了轄區車潮湧

現、人潮眾多，也很有可能藉由旅遊觀光之名，暗

地裡可能從事毒品交易。對於此類臨時突發狀況或

可能發生的不法情事更是難以掌握。加上東部地區

腹地狹長，雖然岸際多為岩礫地形不利搶灘走私，

但遍布的山林仍是私梟藏匿可能地點，若是不法人

士利用此點來作為販賣毒品藏匿地點，很可能讓花

蓮的旅遊勝地美名蒙上一層陰影。身為海岸守護者

的我們來說，一方面無時無刻的監控海上狀況外、

另一方面更要知悉岸際人民活動，展現出海巡維護

治安、查緝不法之決心，並澈底杜絕不法集團的猖

獗行為，才能確實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安全。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三岸巡大隊）

司法組人員於郭男車上搜出毒品，並全程進行蒐證

經查驗後，為二級
毒品安非他命，毛
重計有2.55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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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蘊含種類眾多、數量龐大的生物資源，

近年來，因全球暖化、不肖人士濫捕海洋生物等，

不僅造成海洋資源匱乏及過漁現象，更有可能造成

海洋生物面臨滅絕。為保育海洋生物、維護物種多

樣性、水產資源與自然生態平衡，並永續利用海洋

資源，海岸巡防署依法執行海洋資源保護及保育事

項，並積極推動各項維護措施。

海巡署力推海洋保育工作
文字提供｜鄭志旺　圖片提供｜各受訪單位

救生命於水火、解危險於一瞬～

基此，為讓外界一窺政府部門對於海洋保育工

作所做之努力，就近期104年3月12日，淡水海巡隊

協助救援海豚一案為例，再邀請一線執勤同仁針對

自身實際從事參與過其他保育工作的經驗，分享他

們個人簡短看法，讓同仁們能從中獲取一些啟發及

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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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月25日海豚魚網纏身，台中海巡隊協助脫困

104年3月6日鯨豚死亡，岸巡人員協助善後

該案案情摘要

104年3月12日海巡隊接獲民眾118報案：「在

臺北港東15碼頭附近，有數隻海豚迷航受困，請求

協助」，便立即以「通報快、處置快、反應快、指

揮快」原則，通報線上PP-3553艇前往處置，上午

11時15分抵達通報位置，隨即開始搜尋迷航鯨豚。

11時25分，PP-3553艇發現6至7隻迷航鯨豚係為

瓶鼻海豚洄游於臺北港東15碼頭水域，為顧及瓶鼻

海豚安全及進出港商貨輪順暢，PP-3553艇全程在

旁安全戒護，並與臺北港港務台密切通聯。針對此

案，新北市政府動保處、中華鯨豚協會人員亦於上

午12時30分時搭乘PP-3553艇一同協助引導瓶鼻海

豚安全離開臺北港，現場初步研判應該是因覓食才

誤闖臺北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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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瓶鼻海豚又名寬吻海豚，其生性好

奇，又討喜，經過人工訓練，可以進行公眾觀

賞表演；此外因其理解力較強，故美國和俄羅

斯訓練瓶鼻海豚進行掃雷等軍事活動。瓶鼻海

豚喜歡跟隨船隻，且能用幾秒鐘就從很深的海

底浮上水面，所以對人類的深海研究極有助

益。臺北港經統計後發現，截至目前為止已

發生3起海豚擅闖案例，而全臺整年統計約70

起，多為花紋海豚、飛旋海豚等種類，容易擅

闖、擱淺港區或淺灘。

透過此案，我們不難了解，由於海洋資源

廣泛，生物多樣性豐富，「海洋事務」係海岸

巡防署三大核心任務之一，因此落實海洋資源

保護及保育事項乃為海巡人員應盡之本分。

同時海巡隊也教導民眾發現鯨（海）豚洄游

擅闖、擱淺時，可以有幾種做法：1.首先要進

行「確認」、「觀察」。2.遵守「三要四不原

則」3.事後也採樣、記錄鯨豚生命徵象。並儘

速撥打鯨豚24小時救援專線0928539977，或

者透過海巡服務專線「118」報案，讓海巡人

員第一時間前往現場協助處理。 104年3月12日瓶鼻海豚誤闖臺北港，淡水海巡隊緊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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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話

淡水海巡隊小隊長鄭志旺

遇到鯨豚擱淺緊急處置，要將牠扶正、要保濕、要記錄生命跡

象；不要讓牠風吹日曬、不要和牠太接近、不要拉扯牠的身體、

不要喧嘩，記住這「三要四不原則」，才能讓牠保命。只要有

心，海洋保育，人人都可以付出一份心力。

臺中海巡隊小隊長李吉梅

處理海豚纏網，必須注意牠的背部有氣孔，可自行呼吸，應儘

量避開。另外不僅僅在海上會遇到這種情況，岸際也可能發生，

如果民眾遇到這種狀況時，不要慌張，細心處理，通常牠脫困

後，會自行游回海中，若情況危急，儘速協助通報即可。

北部地區巡防局二總隊大武崙安檢所一兵郭亮宏

在參與保育類動物救援的過程中，每次到了現場都學習到很

多，也了解如何處理擱淺事件的技巧，更讓我體會，除了要注意

牠的生命跡象外，重要的是「保濕」工作，千萬別讓牠身體過於

乾燥，這樣存活機率才會提高。

北部地區巡防局二總隊大武崙安檢所上士黃立凱

接獲通報的第一時間，必須善即運用港監系統找尋報案者位

置，避免浪費搶救黃金時間。在帶領弟兄處理保育類動物擱淺過

程，除了掌控現場，分秒必爭，也讓我們看到了海洋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以及感受生命脆弱帶給我的震撼。

雙月刊2015.vol.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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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汕尾安檢所上尉翟貫中

帶隊到現場處理此類案件的當下，我感受到一個人的力量小，

但眾人的力量大，每個人只要貢獻一點點微薄的心力，哪怕只是

撿一片垃圾，一個勸說，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海洋一定會更美。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汕尾安檢所二兵黃俊文

身處一線，每每離事發現場最近的我，參與救援工作過程，常

遇到無法將牠救活的遺憾，雖然牠的身體尚有研究價值，但因為

人們大肆的破壞海洋環境，對牠造成影響，必須正視，才能防止

這樣的事再發生！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上士趙肯

不曾經歷，無法體會，那種在夜裏發現不明黑色物體的心情，

救援擱淺遇險的海豚，其實跟搶救海上遇險案件一般，往往在你

我的「一念之間」，牠就能得救。但追根究底，還是要建立民眾

對海洋保育意識的觀念，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七七機動巡邏站中士高志強

因為在海巡服務，可以獲得許多與海洋知識有關的資訊，在執

行鯨豚或其他保育類動物救援時，正好仰賴平日在東巡局網站就

有閱讀過的資料，也因此讓我正視到了海洋保育的重要性，以及

知道自己該如何做，才能做好保護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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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淺緊急處理「三要四不」流程圖解

頭部朝向岸邊與海浪成

垂直方向，海水高度不

要超過眼睛，並注意漲

（退）潮的影響。

如情況許可，建議

胸鰭部位挖沙坑放

置讓鯨豚較舒適。

建議在鯨豚
下方挖

沙坑，鋪上
防水布

以減輕鯨豚
體重所

造成的器官
壓迫現

象，增加存
活機會。

如果鯨豚呈
現側躺或是

仰

躺，請立即
將其扶正（

背

鰭及呼吸孔
朝上），翻

身

時請務必將
胸鰭往內收

貼

近腹面，避
免胸鰭骨折

。

利用床單或是毛巾覆蓋鯨豚身體，注意要避開呼吸

孔。如果手邊的布有限，優先覆蓋背鰭及尾鰭，以

免鯨豚皮膚受損造成感染。

隨時以乾淨的海水輕柔澆淋鯨豚的身體，避開呼吸

孔以免海水直接進入呼吸孔。

以乾淨盆子盛裝的海水或清水，並以手輕輕撥水清

洗眼睛與呼吸孔周圍（避免周圍沙石進呼吸孔）。

並注意持續保持沙坑中的海水清潔（時常換水加入

乾淨海水），天氣炎熱時也要注意水溫是否過高。

測量心跳請將手掌朝上，沿著左側胸鰭下方往內伸，

輕壓即可以感受到心跳。測量時請以一分鐘計算，建

議每30分鐘測量一次。並回報擱淺求援專線。

測量呼吸請注視呼吸孔的開合，從氣孔開合後開始計

時5分鐘的呼吸次數，建議每30分鐘測量並回報。

不能直接讓鯨豚曝露在風颳或是豔陽曝曬下，冬季時儘

可能以布覆蓋鯨豚，或以物品遮風。夏季時可再加上雨

傘遮陽！並且持續以乾淨海水或清水不斷的澆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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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中華鯨豚協會網站www.whale.org.tw）

在搬運與移動鯨豚的過程中，請使用床單或是擔架

布，避免徒手直接搬運時拉扯胸鰭、或搬運尾鰭部

位，或是以手扶著嘴喙、頭部搬運。

除扶正外不可任意翻滾鯨豚以免造成胸鰭骨折。

擱淺鯨豚依然是野生動物，為避免人員被鯨豚利齒

所傷，或是在鯨豚掙扎中被強有力的尾部拍打擊中，造成

人員不必要的傷害，嚴格禁止站立在頭尾部、或以手扶持

鯨豚的嘴部。

當鯨豚已經安全扶正移動至適當的位置保濕保定，現場

人員儘量減少至可以照顧鯨豚的範圍，並且請輕聲細語

以免造成鯨豚緊迫。

現場請拉起封鎖線，避免群眾及其他非必要人員圍觀，

造成鯨豚緊迫影響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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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精進招
募作為，
提升募兵招
募成效

資料提供｜人事處　王志立

壹、前言

我國為應國防科技武器演進、軍事作戰型態改

變、社會人口少子女化、未來兵員供應日益不足

等趨勢及面對未來國防安全挑戰，於94年1月通過

「現行兵役制度檢討改進方案」，推動募兵為主的

「募徵併行制」，冀逐年增加長役期人力；嗣97年

5月政府檢討執行成效後，決議將兵役制度持續轉

型，朝「募兵制」推動。

100年12月28日我國兵役法修正通過，同年12

月30日生效，全面實施募、徵人力轉換，招募役

期長、意願強、經驗熟之志願役軍職人力，以建立

「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專業化常備部隊。

101年1月1日行政院核定並由國防部及內政部會銜

公告，依法役男轉換接受軍事訓練之時間及年次為

83年次1月1日以後出生之役男自102年起，改徵集

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82年12月31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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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之役男，優先徵集補充常備部隊需求，以確保

轉型期間戰力維繫。未經徵集或補行徵集服役者，

依兵役法規定，應服替代役1年。

「募兵制」是我國兵役制度重大變革，我國募

兵制之推動，仍維持憲法國民兵役義務，並非採取

其他國家「全募兵制」方式，除招募適量之長役期

志願役人力擔任常備部隊外，同時保留役男徵兵機

制，平時徵集義務役役男接受軍事訓練，完訓後儲

備為後備軍人。

本署為軍警文併用機關，軍職人員一向為基層

執勤主力，執行海岸之查緝走私、安檢工作均需經

驗累積，並在配合國家海洋政策推動執行前提下，

朝向海域發展，才能使現有人力結構更具彈性。募

兵制之推動，本署基層軍職人力將由義務役轉換為

志願役人力，並藉由執勤經驗與人力素質之提升，

重新建構現代化具執勤效能之勤務措施；簡併部分

工作性質相同單位，以縮減執勤人力；適度提升執

檢裝備能量，厚植查緝效能，以提升海巡執勤成

效，並於105年底達成行政院募兵制實施計畫目標。

貳、現況說明

依101年1月2日行政院核定之募兵制實施計

畫，推動募兵制區分規劃準備、計畫整備及執行驗

證三大階段，目前已進入執行驗證階段，預計105

年起停止徵集常備兵，106年起達成所需軍職人力

全數以志願役補充之目標。

鑒於「待遇、尊嚴、出路」為青年從軍與留營

之三項基本因素。為完備推動募兵制招募及留營誘

因，行政院業積極匯集政府各部門資源與力量，

協力提高招募競爭力及官兵留營意願，包括調整

薪資待遇，提高地域加給、志願役士官及士兵勤務

加給；核定國軍戰鬥部隊勤務加給、留營慰助金等

實質招募誘因。另整合各部會資源及業管，草擬募

兵制暫行條例草案，推動修正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

例、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等招募配套法制

作業，以增進對軍職人員分類分級之多層面照顧，

並建立青年從軍之尊榮感。

另本署為建構完整之海巡軍職「進、訓、用、

退、輔」職涯體系，積極完備軍職同仁之各項退輔

措施，有效保障渠等出路，於103年9月主動爭取

加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募兵制整合服務

圈，於志願役軍職同仁屆退前，完成職業適性評量

及職涯發展諮詢；薦訓適合之職業訓練課程；安排

屆退人員參加就業媒合活動場次；提供屆退人員基

本資料及評量與諮詢等資料，建置於該會人力資料

海巡署積極利用校園宣導、就業博覽會、
拜會協力單位及國防部與

其他地方單位舉辦之大型活動等多元管道
，提升人才招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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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轉介該會各項就學、就業、就醫、就養等服務

資訊。

參、本署推動作法

一、成立招募專責單位

依本署及所屬機關組織法律規定，本署為軍警

文併用機關，海岸巡防總局及各地區巡防局則為軍

文併用機關；所屬岸巡總、大隊則均屬全軍職單

位。爰本署配合推動募兵制之相關調整及規劃，均

以海岸巡防總局及各地區

巡防局與岸巡總、大隊為主

體，並責由海岸巡防總局為執

行機關。採任務編組方式分

別成立各級招募專責單位，

專人專責、統籌指揮、分組辦

事，確切掌握海巡整體執行狀

況及招募成效即時動態。

圖1：本署各級招募專責單位

本　　署 志願役官兵招募督導會報

志願役官兵招募推動委員會

北區
招募中心

中區
招募中心

南區
招募中心

東區
招募中心

海岸總局

各地區局

（一） 依本署103年8月27日募兵招募工作專案會議

決議，成立本署志願役官兵招募督導會報，

置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2人，並就募兵有

關績效管考、海巡勤務、廳舍整建、招募預

算、媒體行銷、專業訓練等業務，納編單位

主管為委員，專責募兵招募政策指導、策略

訂頒、招募措施審查及招募成效之督導。

北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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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岸總局整編現行推動募兵機制，成立志願

役官兵招募推動委員會，承督導會報政策指

導，督導各地區局分別成立地區招募中心，

依各該轄區幅員、人力規模及招募實績等情

形，採1地區招募中心置主任1人及劃設籌備

規劃組、活動宣傳組與諮詢輔導組等3組方

式，各司其職，分組辦事，各招募中心人數

約10∼17人。

二、善用行政協助資源

本署雖囿於招募專責人力及預算短絀，且面臨

社會少子化及傳統當兵印象影響，致招募成效受

限。為提升本署招募成效，本署103年主動拜會各

部會及相關機關，商請協助本署強化招募誘因及宣

導行銷事宜，均獲正面積極回應及具體成果：

（一） 爭取調高東南沙地區地域加給，獲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及主計總處協助，並奉行政院核

定修正國軍地域加給表，外島地區第一級

（南沙）及第二級（東沙），分別由12,360

元及9,790元提高為20,000元及12,000元，

並自103年1月1日實施。

（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地區分署、就業中心

等103年12月起全省同時上架擺放本署招募

文宣。

（三） 前署長王進旺於103年8月19日親自接受警廣

專訪，宣揚海巡招募理念及作法。

（四） 主動參與輔導會與國防部退輔作業每月定期

平台聯繫會議，完備軍職生涯照護之招募

誘因。

（五） 爭取自104年起派員進入新訓中心招募，擴

大招募管道。

（六） 爭取軍訓教官協助本署招募之獎勵核給措施。

圖2：本署志願役官兵招募督導會報編組

召集人

業管副署長

副召集人

岸總局長

委員

岸副總局長

委員

企劃處處長

委員

巡防處處長

委員

後勤處處長

委員

主計處處長

委員

秘書室主任

委員

中心執行長

委員

人事處處長

副召集人

主任秘書

中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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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廣告行銷手法

本署除上開積極運用相關行政資源外，103年

並推動各項招募宣導措施：

（一） 建置海巡人才招募官網（http://hr.cga.gov.

tw/），提供社會青年瞭解專業軍官及志願士

兵之招考資訊、工作內容、基礎訓練、待遇

福利及生涯發展等項。

（二） 善用有限經費，自行美編設計製作招募文宣

（廣告橫幅、易拉寶、辦公日曆表及招募簡

章摺頁）。

（三） 以打擊犯罪、救生救難、疆域維護與為民服

務為主題，籌拍招募形象廣告。

四、辦理招募宣導活動

（一） 配合勞動部辦理大型就業博覽會及結合地方

政府活動、役男體檢、抽籤場合與國防部招

募宣傳等各類活動時機，辦理招募宣導設

攤，共計辦理1,222場次。

（二） 辦理校園宣導計有447場次，有效拓展本署

招募能見度。

（三） 各安檢所LED燈增列顯示招募訊息，擴展宣

傳通路多元化。

（四） 各級主官（管）率隊親募或拜訪協力單位，

年度辦理場次計有地區局正（副）首長20場

次、人事室主任32場次及總（大）隊長45場

次共計97場次。

（五） 藉由超商廣泛涵蓋全台之特性，擺放宣傳

摺頁。

（六） 透過行政院新聞傳播處於全國所屬行政機關

76處LED電子看板刊登招募訊息。

（七） 協請台北捷運公司、台中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與Career就業服務雜誌等刊載招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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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爭取救國團104冬令營活動簡章免費刊登招

募廣告。

（九） 於深澳、野柳、竹圍及新竹等4處安檢所，

舉辦「親近海洋－海巡體驗營」參訪活動，

邀請5校分8場次辦理，參與師生共計296員。

（十） 拜會各路跑活動協會及學校活動企劃單位，

協調爭取併同路跑活動辦理人才招募宣導。

（十一） 結合防溺（毒）暨CPR急救教學及118專

線等政令宣導辦理招募，分赴台南海事等

18所學校，計辦理223場次，宣導人數共

計4,260人。

（十二） 邀請意願報考海巡考生及家屬至該局轄區

安檢所（如高雄商港、一港口、將軍漁

港、安平漁港、後壁湖漁港⋯等）實施勤

務觀摩、平日作息及任務解說。

（十三） 指派具原住民身分之同仁，深入原鄉部

落，運用原民鄉鎮之豐年祭、聯合運動大

會或洛神花季、音樂季等活動，針對自外

地（工作、求學）返鄉參與祭典之原民青

年實施招募宣導。

四、具體招募留營成效

本署自101年配合推動募兵制起，經由各項行

政資源協助、廣告行銷及招募宣導活動之舉辦，整

體招募成效逐年成長，並漸進提升至87.4%。另加

強人性化管理及鼓勵輔導留營等措施，近3年均能

維持50%~60%之留營比例，達到海巡軍職人力開

源節流之目標。

肆、未來精進措施

政府推動「募兵制」之決心不會改變，亦不走

回頭路，為如期於105年底達成「募兵制」驗證目

標。本署招募工作依內部優勢與劣勢及外部機會與

威脅分析結果，以人力開源節流策略，擬定本署未

來招募精進措施，俾持續強化招募誘因，提升招募

成效。

一、強化招募宣導能量：

（一）整合招募人力資源，落實地區責任分工。

（二）強化招募人員訓練，提升招募專業職能。

（三） 調整招募宣傳訴求：「您的未來安心交給海

巡」。

（四）遴選優秀軍校正期生現身說法協助宣導。

二、加強招募社會青年

（一） 籌拍海巡招募廣告、微電影，增加招募曝

光率。

（二） 主官率隊親募，各業務單位協同，發揮整體

動員力量。

（三） 推動假日重點地區招募，提高場次募得人數

比例。

（四） 協助學校辦理防疫（毒、溺）等政令宣導，

創造招募宣導機會。

南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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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教官人脈進入重點學校宣導及推介報考。

（六） 與大學院校建立策略聯盟，提升招募實質

助益。

（七） 積極發布地方性招募相關活動訊息，及運用

廣電媒體宣傳，營造招募氛圍。

（八）善用本署招募官網，加強推動學校網頁連結。

（九） 鼓勵同仁推薦報名，發揮人人都是招募員

效果。

（十）辦理招募績優單位表揚，激勵基層人員士氣。

三、確保錄取人員報到

（一）提高錄取人員報到率：

專人聯繫專責輔導，穩固服役意願；舉辦入

營前駐地參訪，堅定服役意志。

（二）強化在訓人員輔導：

入伍訓練及分科教育期間，派員駐點提供適

時適切協助；專長訓練期間，至少全員逐一

晤談一次；每週輪派主管訪視。

（三）善用場合時機，主動積極輔導：

配合新訓期間入營座談會、專長遴選、分發

作業、撥交接領等時機，不定時派員輔導與

慰問。

四、提高留營轉服比例

（一）加強推動同仁「六大生活照顧」：

確保同仁吃的飽（執勤同仁有熱飯、湯，且

菜量充足）、睡的好（執勤

人員補休8至9小時）、休假

正常（實施休假預排制度）、

有休閒活動時間（減併無效

勤務）、溝通管道暢通（設

立並公布各級溝通管道）、

良好醫療照顧（由軍醫官巡

迴駐診），提升海巡同仁向

心力。

（二） 落實「以人為本」勤務編排方式：

持續改善勤務編排方式，以每人每天8小時執

勤，2小時備勤為基準，不超時工作為原則，

合理安排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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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置補休專用室，提

升睡眠品質：

設置獨立空間，提供下半

夜執勤同仁於下勤後實施

補休，改善睡眠環境。

（四）持續試辦並擴大

實施外宿外散：

試辦部隊型態同仁視單位勤務狀況實施外宿

（散）假，就現有勤務及人力狀況，依公

平、合理原則逐步放寬外（散）宿次數。

（五）強化人性管理措施，鼓勵創新合理管教：

募兵政策目標達成之三大主要關鍵為待遇、

尊嚴及出路。人員之管理及領導統御配合靈

活調整，俾渠等在海巡工作中得到成就與尊

嚴，認同海巡。

（六）增加陞遷員額型塑陞遷發展願景：

爭取調整預算員額列計方式，並確認調整後

應有官士兵各階人數，預劃減兵增士員額，

納入組改後編組表規劃。

（七）精進志願士兵選訓晉升作法：

建立海巡志願士兵專有之選訓晉任資績計分

標準、合理公平之保薦加分及士官訓額分

配，俾志願士兵陞遷，更臻公平、公正及公

開。

（八）建立留營轉服輔導機制：

協助役期即將屆滿同仁辦理留營體檢，依其

意願協助自選單位服務；針對萌生退伍意願

人員佐以心輔體系共同協助解決留營問題。

（九）試辦安檢所站志願役實驗編裝：

選擇安檢所站實施志願役實驗編裝，並輔以

執勤方式搭配調整，及試辦「上下班制」，

作為示範單位，提供媒體及社會大眾瞭解海

巡推動募兵制之安檢所站勤務及生活態樣。

五、提高待遇實質誘因

鼓勵志願役官士兵服役外離島及偏遠地區，爭

取參照國防部戰鬥部隊勤務加給模式，建立不同類

型區隔性誘因，招募優質海巡人力服役基層安檢所

站。另爭取比照增設基層單位軍職人員留營慰助

金，有效留用專業嫺熟且經驗豐富之人才。

伍、結語

推動募兵制是政府當前重大施政措施，本署為

政府團隊一員，將賡續傾力投注招募人力與資源，

建構完整之海巡軍職「進、訓、用、退、輔」職涯

體系，並積極尋求跨部會行政協助，以「招募、留

營並重」原則落實推動，俾志願役軍職人力「招

得到、留得住、用得上、升得順、退得穩、顧得

好」，如期達成募兵制目標。

東部地區巡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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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最新手機擦拭
貼文宣，適時於人
才招募時機運用，
以貼近生活化方式
加深青年學子對海
巡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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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秘書長2014年《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

係以＜海產食品在全球糧食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以下將以「2014報告書」簡稱）為主題，鑒

於海產食品已經成為人類主要食物和營養來源、食

品生產鏈中的食材來源，以及個人與國家的收入來

源之一，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人類對於環

境之過度開發，與其他非永續性的海產食品開發作

為，造成海岸棲息地喪失、海洋污染、氣候變遷、

海洋酸化和外來物種入侵等現象，這些對海洋生

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復原力造成嚴峻之影響，

也導致海產食品作為全球糧食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面臨了嚴峻的壓力。

聯合國體認到糧食安全和營養已成為一項全球

迫切性的挑戰，因此「2014報告書」之目的除了

讓人類認知到海產食品作為人類糧食安全之重要性

文｜戴宗翰、王冠雄

之 觀察與分析

聯合國秘書長2014年

《海洋 與海洋法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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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重要的是要闡述現階段海產食品所面對之危

機與遭受的壓力，並提醒人類所應展開的行動和採

取的倡議，以確保海產食品在未來，能持續在全球

糧食安全方面扮演其角色。茲將「2014報告書」主

要內容分析如下：

貳、 海產食品在全球糧食安全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

一、永續發展與糧食安全間之關係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

了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世界各國領袖在題為《我

們期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會議成果

文件中重申：「在充足食物權和人人免於饑餓的基

本權利下，每個人都有權得到安全、充足、有營養

的食物。」換言之，永續發展的實踐與目標達成有

賴糧食安全。

而所謂之糧食安全，根據《世界糧食安全高

峰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World Summit on 

Food Security)指出：「糧食安全係指人人隨時都能

透過物質、社會和經濟途徑獲得充足、安全和富有

營養的食物，以滿足其飲食需求和口味，因而擁有

積極且健康的生活。」另該《宣言》同時點出兩項

重點：第一、糧食安全的四大支柱即為：「供給、

取得、使用和穩定」；第二、營養是糧食安全概念

中，不可獲缺的一個層面。

「2014報告書」內容強調，糧食安全和營養與

整個永續發展議程的許多其他組成部分之間，有著

很強的相互依存關係。尤其海產食品又屬於全球糧

食安全重要之一環，因此健康的海洋生態系統、永

續漁業和永續的水產養殖業，對於海產食品安全和

營養供給，以及提供千百萬人生計方面來說，都是

非常重要的。基此，「2014報告書」肯定海產食品

在全球糧食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已日益獲得

全球的承認。

二、滿足糧食安全四大支柱之海產食品

「2014報告書」很大篇幅闡述海產食品必須

具備營養價值（使用），並保持足夠的數量（供

給），同時每個人應該能夠經常獲得充足數量的海

產食品（取得），而且海產食品的供給應該能夠抵

禦價格的激升或暫時性的短缺（穩定）。如此海產

食品方可達到糧食安全的四大支柱，是以「2014報

告書」即以此四大支柱來說明海產食品如何滿足人

類之糧食安全。

  支柱一：使用與營養價值

海產食品在人類營養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

是主要蛋白質和必需微營養素的來源。

在蛋白質方面，根據統計魚類占全世界動物性

蛋白質攝取量大約17%，是30億人的最主要的動物

蛋白質以及必需微營養素和脂肪酸來源。非洲和亞

洲一些地方的人民在攝取動物性蛋白質方面，對魚

類的依賴程度甚至更大，在一些開發中島嶼小國，

魚類所占比重可以高達40%或更多。例如所羅門群

島的農村居民攝取的動物性蛋白質有94%來自魚類

和魚類相關產品。更重要的是，在低收入食物短缺

國家中，人們消費的動物性蛋白質中，幾乎有四分

之一來自海產食品。

在必需微營養素方面，魚類本身提供了礦物

質、多種維生素和亞米茄-3脂肪酸以及離氨基酸

（一種必需的氨基酸）。這些微營養素對於人類懷

孕時期、哺乳時期、幼兒時期等生命的關鍵階段來

說，尤其重要。

  支柱二：供給

從供給面觀察，隨著魚類產量的持續上升和銷

售管道的改善，整體來說全球魚類食品供給在過去

50年大幅度增長，1961-2009年期間平均年增長率

為3.2%，超過每年1.7%的全球人口增長率。

《海洋 與海洋法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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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細分捕撈業與水產養殖業觀察，海洋捕撈

漁業的漁獲量近年來呈現相當穩定之走勢（2007-

2012年期間大約為 8,000萬噸）；而水產養殖業的

產量則強勁增長，因此水產養殖業仍然是全世界增

長最快的食品生產行業，每年的增長率接近6.5%。

在這一產量當中，90%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小型

水產養殖業。根據世界銀行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指

出，透過水產養殖業增加的產量，魚類產量於 2010

年至 2030年期間將有 23.6%增長潛力，此恰好穩

定地滿足了人類對魚類和魚類產品日益增加的需求。

「2014報告書」也強調，儘管近年來海產食品

供給呈現樂觀數據，但當前漁獲產量在未來的永續

發展上仍存在風險。此風險來自全球性的過度捕撈

將導致漁獲產量降低，且生態將趨於崩潰。在世界

某些地區，由於非永續性之作為造成海洋環境負面

影響，也導致人們對養殖業的依賴，以及造就水產

養殖業迅速增長的原因。其他各式人為壓力也持續

對海洋環境和海產食品產量造成負面影響，復以全

球人口預計將在2010年至2030年期間增長20.2%。

因此魚類和魚類產品的供給量，存在無法配合需求

增長的風險。

  支柱三：取得

海產食品的取得在理想上，應該是每個人應該

能夠經常獲得充足數量的海產食品。但實際上不同

區域之間取得海產食品的機會有顯著差異。根據

統計，2009年亞洲的魚類消費量占全球總消費量

的三分之二，而非洲的魚類消費量最低（人均9.1

公斤）。非洲的魚類供應被形容為「處於危機狀

態」，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人均消費量是

所有區域最低的，該地區是全球唯一的消費量正在

下降的區域，主要原因是魚類捕撈產量停滯不前，

而人口卻不斷增加。

此外在取得方式上，已開發國家魚類消費中有

很大一部分係透過進口，這些國家雖然長期需求

量穩定，但國內漁業產量卻呈現下降趨勢（2000-

2010年期間下降了10%），這也導致其對進口的依

賴性，特別是對於開發中國家產品的依賴，且預計

這情況會在未來幾年持續加大。

最後，海產食品的加工導致其增加可運輸性，

也會影響魚類的取得。鑒於魚類可視作多用途食

材，其可以加工成多種產品來提高經濟價值，例如

發酵、乾製、煙燻、鹽醃、醃漬、肉粉或罐製等形

式分銷，或同時採用以上兩個或更多形式分銷，都

可增進運輸便利性和保存期限。

  支柱四：穩定

全球來自漁業和水產養殖的魚類供給一直相對

穩定，整體來說海產食品的供給應該能夠抵禦價格

的激升或暫時性的短缺。但有時價格會根據其他食

物來源的情況發生波動，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魚類

價格指數，漁業產品價格在2007-2008年全球糧食

危機期間上升。由於漁船燃料成本係為主要投入因

素，導致捕撈漁業的上升幅度看起來較大。此外區

域海產食品供給的穩定與否，也會受到氣候變遷影

響（如聖嬰現象）、疾病和污染事件，所導致的波

動而受影響。

根據「2014報告書」之分析觀察，海產食品的

確滿足糧食安全的四大支柱，但海產食品作為全球

糧食安全方面之重要一環，因著環境變化與人類非

永續性開採，卻也同時面臨了嚴峻的壓力。

參、 海產食品在全球糧食安全角色扮演上所
承受的壓力

ㄧ、非永續性的海產食品資源開採作為

（ㄧ）海洋漁捕業非永續性的捕撈

過去幾十年，過度捕撈的海洋魚種比例增加，

從1970年的10%增至2009年的近三分之一。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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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魚種是被完全捕撈。過度捕撈可能給海洋生

態系統帶來其他有害影響，包括破壞了掠食者與被

掠食者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對於相關物種和依附物

種而言。「2014報告書」分析造成過度捕撈之五項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有害的補貼：一國政府支持船舶建造和

免徵燃料稅，因而降低了漁捕活動的成本，促使原

本無利潤的捕魚活動得以生存。這將違反市場原則

也同時使捕魚業的漁捕能力過強，而這些補貼在過

去三十年，也導致累積的全球經濟損失估計達2兆

美元。

第二、技術濫用：人類技術進步，例如液壓設

備運用強化相關捕魚設備、電子導航、海圖運用、

探魚聲納、海測和通信設備等，皆提高了捕漁船隊

的效能和效率。但同時卻也加速了過度捕撈，增加

誤捕、破壞性捕撈和生態系統退化等情形，且進一

步影響全球漁獲量。

第三、棄置漁獲：最近，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其

關於棄置漁獲全球評估報告中指出，每年有730萬

噸魚和其他動物在海上被捕獲並棄置。許多漁獲棄

置行為與使用不當的漁具有關，棄置漁獲通常包括

大量的食用魚的幼苗魚種。 

第四、破壞性捕撈法：炸魚和毒魚在本質上是

屬於破壞性捕撈法。另有一些常用魚具也會造成生

態負面影響，如拖網、拖撈網、刺網、籠具、魚陷

阱、魚鉤和魚線等。還有棄置或遺失籠具、魚陷

阱、刺網和其他可能匯集魚類的漁具，將因所謂的

「幽靈漁撈」（ghost fishing）而持續造成魚類和

其他動物被廢棄魚具捕撈而死亡。上述這些破壞性

捕撈法都將影響生態系統功能中一種或多種主要的

復原功能。

第五、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Illegal, unre-

ported and unregulated）捕魚行為：據估計，全球

「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漁撈年產量是 1,100

萬至 2,600萬噸，這些非法漁撈在生態上，將逐漸

損害永續漁業資源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的

能力，進而導致當地漁業系統的崩潰。在經濟市場

上，當「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漁撈所獲得的

漁獲產品進入當地或海外貿易市場，此將逐漸損害

地方漁業經濟，剝奪當地社區原先所能供給的海產

食物，破壞了勞動標準，扭曲了經濟市場，甚至威

脅了漁民和其他漁業相關部門的生計。

（二）非永續性水產養殖方法

在糧食安全上，「2014報告書」闡述捕撈漁

業和水產養殖業可能具互相競爭關係，例如兩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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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棲息地、資源獲取以及魚類利用等方面皆有

相互抵銷關係。因此水產養殖業作為快速成長的產

業，也面臨諸多挑戰。

由於水產養殖業可於短期內生產，因可獲取較

快速之經濟利益，但各地政府不具效率的治理和法

規，導致未能保護生態系統，從而對海洋資源和棲

息地造成影響，即可能導致生物系統總體的自然產

出變少。例如水產養殖業帶給當地生態環境負面的

影響，從而影響糧食安全中其他利害關係產業，如

造成捕撈漁業與水產養殖業在天然資源競爭上的惡

性循環。

二、海洋環境所面對的其他壓力

（一）棲息地改變和破壞

全球大多數的海洋產品來自濕地、紅樹林、珊

瑚礁和海草床等沿岸生態系統。這些生態系統在許

多海洋生物的生命週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做為

海洋生物繁殖、養育和飼養的場所。但是，由於諸

多在沿海地區發展、觀光、水產養殖業和破壞性捕

撈法的非永續性作為，導致主要的海洋生態系統和

棲息地退化或消失，從而威脅了漁業的生產力。例

如，紅樹林的破壞，導致許多魚種失去繁殖場，因

而導致漁獲的生產力降低。

（二）污染

污染將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長期影響。污染源

來自於海洋和陸地，包括河流汙水、工業、農業和

水產養殖業的廢水排放、都市廢水、大氣沉澱物、

傾倒廢物、意外事件（如溢油）、捕撈作業、航運

和近海設施等。

污染的影響包括在海洋中形成缺氧區塊，該區

塊表層水面的含氧量不足以維持生命。這些致命區

塊往往伴隨著有害的藻類大量繁殖，同時，水面環

境中的有毒物質遍布這些含氧量較低的水層，也造

成魚類和海洋哺乳動物大量的死亡。人類也會因為

食用被污染的海產食品而導致有毒物質進入人體。

海洋污染物的生物積累達到某一程度，將對海洋生

物資源和人類健康產生不利影響，從而對漁獲的產

量和海產食品國際貿易造成負面影響。

（三）外來物種入侵

1. 生物多樣性喪失

船舶汲取海水作為壓艙水的同時，也同時汲

取水中生物，或船舶運輸所夾帶養殖物種，

都將導致意外引進外來物種的情況顯著增

加。在有利生存條件下，外來物種可能較當

地海洋物種，更具生存優勢以及侵入性，

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從而影響當地海洋生

態、複雜的食物鏈、糧食安全和人類健康。

2. 糧食安全來源受污染之隱憂

船舶運輸所夾帶的養殖物種，其中可能包括

基因改造物種，其若與野生魚種之間的基因

交互作用，也可能對野生魚群的健康和生產

量產生影響。倘野生魚群遭受養殖魚種本身

之寄生蟲和疾病傳染，這可能造成顯著的糧

食來源不安全，甚至危害公共健康。

（四）氣候變遷和海洋酸化

全球氣候變遷預計將造成以下方面的變化：陸

地對海洋的投入、海洋有機物質的生產量、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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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的組成和營養交互影響、冰融現象以及北極

永凍土區融化導致沼氣釋放，這些都會加速溫室效

應。因此，有機物質的化學成分組成可能相應改

變，對全球魚類種群造成未知的影響。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跨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of UNESCO）預測，氣候變遷到了21世紀中期以

後，全球海洋物種會重新分佈，海洋漁業捕撈區域

也將重新分配，平均來說，中、高緯度地區的物種

數量將會增加，漁獲潛力也會上升，然熱帶地區卻

相形減少。這對熱帶地區國家來說，等同漁獲供

應、收入和就業機會皆減少，也潛在性影響其糧食

安全。

肆、 確保海產食品持續在全球糧食安全方面
發揮作用的現有行動和倡議

「2014報告書」在分析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現

階段所面臨的壓力後，即針對人類如何在面對非永

續性的海產食品資源開採作為，與氣候變遷等挑戰

下，持續滿足人類未來對海產食品的需求，並提出

下列三項主要建議：

一、 保護和恢復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
與復原力

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成果文件中，各國承諾保

護和恢復海洋及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復

原力，維護其生物多樣性，使其得到養護，並供今

世後代永續利用。同時在符合國際法的前提下，有

效採取生態系統途徑，預警措施來管理，以達到永

續發展三個範疇（健康、生產力和復原力）的目

標。相關措施茲說明如下：

（一）增進相關領域之科學認識

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m, IAEA）近期將焦點鎖定在對於海水酸

化、氣候變遷和天氣變化對海洋生態系統影響的

評估。世界氣象組織（WMO）與太平洋區域環境

計畫秘書處（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Regional 

Environment Programme）刻正合作，籌組全

球氣候服務架構下的區域諮詢平台，該平台主要

處理天氣、氣候、海水變化以及氣候變遷效應，

對於太平洋小島型開發中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

以及漁業所受到的衝擊影響。北太平洋溯河性魚

類委員會（The North Pacific Anadromous Fish 

Commission）鼓勵對於控管溯河性魚類產量生態機

制、氣候變遷對北太平洋鮭魚種群之影響衝擊，以

及了解哪些鮭魚種群可作為海洋生態系統狀況觀測

指標，與其相關的國際性研究，藉此提供相關科學

資訊。

「2014報告書」透過上述刻正進行的科學研究

和資料蒐集案例，表示這將使人類增進各物種間生

物學和生態學認識，以及認識各物種間之主要關連

性，同時這也是進行海洋生態系統健康，和復原力

管理以及糧食安全的重要基礎。

（二）整合性管理與生態系統途徑

整合性管理與生態系統途徑（ i n t e g r a t e d 

management and ecosystem approaches）已逐漸

被強調採用。在整合型的管理工具方面，如「跨部

門方法」（cross-sectoral manner）運用在環境影

響衝擊評估上，或是「區域基礎管理工具」（area-

based management tools）運用在海洋保護區和海

洋空間規劃。

在生態系統途徑方面，全球各政府部門也逐漸

採用，特別是漁業部門內部。諸多漁業與生物多樣

性部門刻正採取生態系統途徑來提升政策整合能

力。例如，2012 年 10 月 8 日至 19 日在印度海德

拉巴市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締約方大會第十一次會議，即

通過了XI/18 號決定，該決定鼓勵生物多樣性和漁

業機構展開跨機構間合作，同時鼓勵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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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地方社群等涉及漁業管理方面的各種專

家參與研究，並邀請漁業管理機構，主動整合生物

多樣性等相關機構一同進行工作。

二、促進永續漁業和水產養殖業行動

（一）聯合國體系之倡議

「2014報告書」提出全球已有諸多行動和倡

議，來促進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的永續性。例如

在聯合國體系上，如各國在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上

承諾，到2015年前會確保捕獲海洋生物資源的速

度，能將讓捕撈種群數量，至少維持或恢復到海洋

生物永續生存，所應有之最高數量水準。

又如聯合國糧農組織強調，在能源消費與環境

影響衝擊問題上，刻正發展低影響衝擊和具能源效

率的技術和做法，並藉此應用在捕撈技術與作業

上。同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刻正採用水產養殖業認證

指導方針（類似環保品牌標識與認證計畫），藉此

推動水產養殖業認證計畫，希望藉由市場性獎勵辦

法來強化水產養殖業的永續性措施。

（二）區域行動與倡議

歐洲聯盟報告指出，其共同漁業政策（Com-

mon Fisheries Policy）目標在於確保漁業發展，在

符合善治原則（principles of good governance）

下，達到環境、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永續發展，且根

據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上所作出的承諾，已於2014

年1月1日生效並執行新規則，即採用了降低誤捕漁

獲和消除棄置漁獲的措施，包括透過賦予岸上捕魚

者義務，該共同漁業政策亦預計劃設生物敏感區為

保護區。

此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也提供了諸多措施，以

改善魚類資源養護和管理，並對於全球糧食安全問

題上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例如，《南極海洋生物

資源養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秘書處根據

預警及生態系統途徑管理，來作出漁捕量限制、減

少混捕的作為、禁漁期和禁漁區設置、禁制漁具的

使用，和持續15年以上打擊「非法、未報告和不受

規範」的捕撈活動等措施。

三、能量建構和技術轉移

「2014報告書」強調人力資源發展、經驗與專

業交流、知識傳承、技術協助，以及加強技術和科

學合作，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全球

刻正展開相關能量建構和技術轉移行動：

（一）聯合國體系之倡議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聰明漁計畫」（The FAO 

SmartFish Programme）刻正在提升漁業資源永

續開採的能力建構，目標則在於改善漁業政策、法

律和規範架構建置，並提升資訊系統品質。聯合國

大學漁業培訓計畫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Fisheries Training Programme) 旨在加強，開發中

國家機構，在永續利用水產養殖生物資源的能力，

其將重點放在非洲和小島型開發中國家上。

（二）區域行動與倡議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

為小島型開發中國家建置了漁業統計、法規與執行

的能量建構計畫。此外還通過多項基金，以用來建

構小島型開發中國家在談判貿易、夥伴關係協定與

航行等多樣必須性的能力建構。

歐洲聯盟則提供財務與技術支援，給予和永續

發展漁業部門簽訂漁業夥伴關係協定的夥伴國家。

如歐洲聯盟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區域計畫，即側重

於管控、監管以及打擊「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

範」的捕撈活動。

伍、結語及建議

「2014報告書」反映的是聯合國當前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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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發展議題，其應帶給我國政府及人民諸多學習

與反思面向。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資料顯示，

2000年至今，台灣的漁產量都高居世界前20名，其

中遠洋漁業更高居世界前6位，同時產品外銷也居

世界水產品貿易前10名。這讓吾人認識到，海產食

品對我國糧食安全、就業機會、社會安定以及國防

安全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產業。因此我國作為漁

產大國，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人類非永續性開採的

挑戰，絕不可能置身事外，相反的，相關衝擊刻正

影響我國海產食品產量，尤以近來我國沿近海漁業

資源枯竭之影響最為顯著。

首先在全球發展趨勢上，國際社會刻正展開各

種行動和倡議，以應對海產食品所面臨的各種壓

力，包括加強國際法和政治架構的執行；保護和恢

復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生產力和復原力；增強

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和永續利用、能量建構和技術轉

移等。所以在觀念上，我國政府應順應全球發展趨

勢，建立提升漁業和養殖漁業的糧食安全性和經濟

可行性的同時，必須不損害海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

系統之永續觀念。

其次在國家政策層級方面，考量我國未來海產

食品在糧食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2014報告

書」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我國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的

發展政策需要更被關注，並在政策討論上予以納入

或使其主流化，此將有助我國海產食品與其他食品

生產間，相互權衡關係的政策協調與討論。

第三在政策執行面，想維持海產食品對我國糧

食安全的持續貢獻，將取決於我國政府是否具有效

率、能力與及時解決海產食品永續性，及目前所面

臨的壓力和挑戰上的能力。因此我國各政府部門在

政策執行上，都應將海洋空間視作一個整體，透過

整合、跨領域和跨部門途徑，來促進所有層級的合

作與協調，藉以發展海洋整合管理與永續發展的

努力。

最後在具體落實層面，台灣作為「捕魚實

體」（fishery entity）大國，已加入「中西太平洋

漁業委員會」、「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美洲熱帶鮪魚委員

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等區域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因此我國許多

政府作為，都可對全球海產食品安全產生正面之貢

獻。例如根據農委會漁業署統計，在公海登臨巡護

作業上，2012年我國派遣公務船執行漁業巡護任務

4航次，包括中西太平洋公海3航次、北太平洋漁業

巡護1航次，共登檢我國籍漁船計83次；另在沿近

漁業管理部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海岸巡防署簽

訂「沿近海漁業管理執法合作專案計畫」，並依計

畫內容組成聯合查核小組，赴各漁港及臺灣周邊海

域查核特定漁業漁船。上述這些國家行為對於協助

區域漁業組織，蒐集「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

捕魚活動的資料，以及打擊這類非法性活動都有極

大助益，政府應持續加以鼓勵。又或在促進永續漁

業和水產養殖業行動上，我國或可思考「2014報告

書」有關水產養殖業認證計畫之建議，藉由核發政

府認證的「環保品牌標識與認證制度」，以市場性

獎勵辦法來引導消費者的購買決定及零售商的採購

政策，來強化水產養殖業的永續性措施。

（本文作者分別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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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不知您是否察覺到？每年自3月起，全球似乎

紛紛地動起來，為響應4月22日的聯合國「EARTH 

DAY/世界地球日」，在3至6月期間，世界各地積極

舉辦多元的友善地球活動，歷經40餘年的催化，隨

著環保意識抬頭，已有超過170個國家響應「世界

地球日」綠色環保理念，全球單一年度的活動參與

人數，已突破10億大關。欣慰之餘，卻也不免帶著

些許感傷。

現今「氣候變遷」儼然成為全球刻不容緩的重

大課題，環境的反撲，讓我們必須勇敢地面對這嚴

峻的議題！然回顧歷年各國「世界地球日」諸多推

廣活動，無不以陸地思維出發，殊不知全球所排出

的二氧化碳，除二分之ㄧ散佈於大氣層中，其餘大

半的二氧化碳均由海洋來吸納。再者，海洋所釋放

出的氧氣，也較地表森林所釋出的氧氣總量來的更

多，我們所呼吸的氧氣，有8成便是來自於海洋。

暖化問題日益加劇，「海洋」在調節全球氣候

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沒有健康的海洋，就

沒有健康的地球！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我們對於

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資源管理，亟需給予更多的重

視，而在深耕海洋教育與型塑海洋文化上，亦需投

入更多努力，引領國人知海、親海、愛海。

文｜黃淑玲

認識聯合國「世界海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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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揭開海洋美麗的神秘面紗

「海洋」這片浩瀚的水體，面積大約為3億

5,525萬5千平方公里，佔據地球總表面的71％，海

水的平均深度約有3,800公尺，總體積則高達13.7億

立方公里。這些數據是否已讓你瞠目結舌了呢？

海洋中冰冷的水溫，以及巨大的壓力造就出一

個充滿生機、富饒而又美麗的水中世界。海底樣貌

也如同陸地一樣，有著綿延的山脈，縱橫交錯的峽

谷，廣闊的平原，陷落的盆地，無垠浩瀚的大海更

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哺育著形形色色的海洋生

物，種類繁多、型態萬千，而且仍有相當多數的物

種是尚未被發掘的⋯⋯⋯。

人類對於深海的研究，是一直到20世紀中葉才

真正開始的。雖然現今人類使用浮標、潛水球、潛

水艇、機器人、科學探勘船，甚至是人造衛星來進

行海洋探索，但是相對陸地而言，人類對於海洋奧

秘的研究，真是少之又少。深海世界，更不啻為另

一個外太空了！

2012年3月26日，電影《鐵達尼號》的導演柯

麥隆（James Cameron）獨自駕駛單人潛艇「深

海挑戰者號（Deepsea Challenger）」潛入馬里

亞納海溝深10,898公尺，一處名為「挑戰者深淵 

（Challenger Deep）」的地點，成功征服海洋深

處，離地心最近的距離。柯麥隆結束了近5個小時

的深海之旅後，興高采烈地說：「我從外星世界回

來了。」他還說：「我這輩子無法拜訪別的星球，

但是海洋就在地球上，它跟書裡形容的一樣奇異與

豐富⋯⋯⋯」

參、我們的海洋生病了嗎？

自19世紀以來，工業化快速發展及人口驟增，

人類活動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劇攀升，造成空氣污

染、酸雨、溫室效應持續惡化，海洋對二氧化碳的

容忍度也已逐漸達到飽和，伴隨而來的是海水酸

化、極冰消融、氣候異常，種種生存環境已瀕臨

威脅。

以海洋酸化為例，未受污染的海水ph值是介於

8~8.3之間，也就是說天然海水是偏弱鹼性的。但是

近200年來，大氣中二氧化碳增量30％，隨著碳酸

溶解與解離的結果，導致海水中氫離子濃度增加，

改變了海水的ph值。

海水ph值較工業化前逐年下降，意味著海水

已逐漸酸化，直接受到影響的便是海洋中的有殼生

物，其中衝擊最大的莫過於珊瑚與珊瑚藻了，目前

有許多珊瑚礁正瀕臨滅絕之際。然而，熱帶珊瑚礁

是地球上最豐富的生態系統（甚至比熱帶雨林更豐

富），其嚴重的殺傷力，不容小覷。

再者，近年來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及過度開

發、船舶污染、垃圾棄置、過漁、破壞性漁法，在

在使得敏感的海洋生態系統遭到破壞，漁源枯竭，

海洋正面臨嚴峻的考驗，守護海洋刻不容緩。

儘管環保、永續意識高漲，「它」─海洋，卻

總是邊陲的、被忽略的。它是資源的寶庫，所以人

類貪婪地攫取；因為它廣袤無垠，所以無知的人類

將它視為廢棄場。它哭了、病了，也該是我們覺醒

的時刻了！而且，正確的海洋保育新觀念，更應落

實從『領海』擴大至『公海』。

肆、聯合國「世界海洋日」由來

相較於4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WORLD 

OCEANS DAY／世界海洋日」是個年輕的綠色紀念

日。緣起於在1992年在加拿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

發展會議（地球高峰會議），加拿大政府首次倡議

「世界海洋日」概念，希冀喚醒世人對海洋的重視

與關切，進一步落實海洋保育工作。自此，陸續有

許多國家、保育組織、博物館⋯⋯等，在全球各地

舉辦各式活動，積極推廣永續海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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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許多海洋保育團體遞交推動「世界海洋

日」的連署書，並發動網路連署活動的催生下，聯

合國在2008年12月5日，第6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111號決議，自2009年起，每年6月8日訂為「世界

海洋日」！

2009年6月8日聯合國為響應全球首次的「世界

海洋日」以「Our Oceans，Our Responsibilities」

為主題，呼籲全球關心海洋，讓後代子子孫孫擁有

健康的海洋、美麗的地球；除此之外，很多國家及

團體亦舉辦了相關活動來表達對海洋的尊敬，如世

界自然基金會於6月9至11日，在香港舉辦系列慶祝

活動；荷、法等國舉辦海洋相關會議；美國則於6

月8日當晚，在紐約帝國大廈點亮藍色景觀燈，以

示慶祝。

伍、我們的努力（歷年辦理實績）

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然做為國際社會一

員，我們也應該為永續海洋奉獻心力。海巡署（以

下稱本署）以海立基，自許為「藍色國土的守護

者」、「海域災害的救護者」、「海洋事務的推動

者」，響應聯合國「世界海洋日」當然不能缺席！

自2009年起，本署即持續推動辦理海洋相關活動，

宣揚愛海新觀念，以下僅就本署歷年活動辦理情

形，摘述如次： 

一、2009年

（一） 2009年6月6日，本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

巡防局於臺東成功漁港，舉辦海、陸淨港活

動，運用精密水下攝影機，讓海底廢漁網、

瓶罐、垃圾無所遁形，另出動潛水人員作

業，當日清出20噸垃圾，使民眾體悟海域污

染的嚴重性。

（二） 「本署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第11次委員會

議」特別於6月8至9日赴東沙召開，並邀請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保育管理現況與展望」專報，彰顯海洋資

源保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2010年

（一） 本署與國家地理頻道攜手合作，另結合環保

署、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張榮發基金

會、遠雄海洋公園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於

6月8日共同辦理「2010世界海洋日在臺灣─

開心海洋影像紀實成果發表」大會，總統馬

英九蒞臨頒獎，並發表世界海洋日談話，強

調海洋生態保育與永續經營的重要性，鼓勵

莘莘學子深入了解及探索海洋，知海進而親

海、愛海。

（二） 同日，另舉辦「海洋安全論壇」，就「國際

海事公約暨海事安全資訊」及「海難救助與

污染處理」兩項議題，邀請專家學者共同研

商策略，提供相關具體建言，期建立一個安

全的海洋環境。

三、2011年

（一） 本署再次與國家地理頻道、遠東集團及美商

怡佳集團海洋拉娜等單位合作，辦理環保創

意船比賽。於6月8日假臺北市美堤河濱公園

舉辦頒獎典禮，由藝人隋棠擔任2011年海洋

保育宣導大使，呼籲全民齊力防治海洋污染

與維護永續海洋生態。

（二） 由寶特瓶磚建造的環保綠能三體船「ForEver

希望永續號」，也在主辦單位共同鳴笛後啟

航，獻出它的全球處女航，展現臺灣航向環

保、永續的新里程。

四、2012年

（一） 與農委會合辦「2012年世界海洋日慶祝典

禮」，邀請吳副總統出席，於會中宣布我國

海洋保護區劃設等級、規範情形，藉由執法

成果宣示政府加強海洋保護區管理之決心。

（二） 與教育部、環保署、林務局及中華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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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協會共舉辦「2012年世界海洋日－臺灣

海洋論壇」，以「永續海洋新視界」為題，

並以海洋教育、海洋保育、海洋污染防治及

海洋政策發展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廣納建

言。

（三） 與荒野保護協會共同辦理「海洋影展開幕記

者會」，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昭倫擔任導

讀，欣賞影片─「在海裡飛翔」，與影片中

之主角海龜菲碧一起在海裡飛翔，認識我們

的海洋。

（四）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合辦「2012世界海洋

日我國與國際海洋事務的接軌研討會」，以

2011年聯合國「海洋法報告」為藍本，擷

取與我國海洋事務有高度意義項目，邀請該

領域學者專家，以討論會形式，進行意見交

流，期能推廣報告內容，連結國際脈動。

（五） 與臺灣休閒協會、基隆帆船協會共同辦理

「2012世界海洋日－臺灣揚帆啟航」活動，

於6月8日至10日每日10時至17時，在基隆

碧砂漁港海洋悠遊館展開為期3天的帆船體

驗活動。由帆船國手解說漁港人文、海洋生

態與自然景觀等多元文化價值，並藉風帆體

「滑行海星」是稀有的無脊椎海蛇尾綱生
物，其捲鬚的形狀與蛇髮女妖美杜莎的頭
髮一樣。

「裸海蝶」沒有殼也沒有腳，在不斷的進
化中僅剩下了像翅膀一樣的側翼，因此也
被稱為海中的天使。

「海蝴蝶」一般生活在黑暗的殼中，上方
的兩個像『耳朵』一樣的側翼幫助牠在水
中游動。

「水螅水母」牠的身長僅有1公分，外形
與果凍相像，非常小巧可愛。除了紅色觸
鬚外，身體其他部分幾乎是透明的。

「致命之花
」是一種水

母，牠可以
麻痺一

些海中的軟
底小生物，

成為牠的盤
飧。

美麗的神
秘客

（圖片取自2013.09.25美國《連線》雜誌）

國外媒體透過報導罕見海洋生物，使全球開始重視「海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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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吸引民眾親近漁港美麗的文化與內涵。

五、2013年

（一） 2012年9月，日本高調進行所謂釣魚臺國

有化行動，導致釣魚臺主權爭議白熱化；

2013年5月，又發生琉球籍廣大興28號漁船

人員，遭菲律賓公務船舶開槍殺害事件，再

度引發國人重視重疊經濟海域相關問題。有

鑑於此，本署特別辦理「親近海洋．世代相

“船”─海巡體驗營」活動，廣邀青年學子

及地區民眾共同參與，藉由艦艇參觀、海上

體驗、互動遊戲等活動，了解海巡工作與任

務，體認國家海洋權益的重要。

（二） 6月8日世界海洋日當天，於全臺區分高雄、

基隆及花蓮等地同步舉行，是日三場活動成

功吸引各年齡層及不同領域之民眾熱情參

與，參加總人數逾9,200人，讓國人有機會

親近海洋、認識海洋，象徵海洋教育向下扎

根、永續資源世代傳承。

（三）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辦理「臺北市102年度國民小學海洋繪畫比

賽」，邀請本署擔任活動指導單位，並於長

榮海事博物館規劃免費展區，提供本署船模

海巡署近幾年對於世界海洋日之響應不遺餘力，

且舉辦各項活動大力推廣，足見對海洋之重視程度

2010世界海洋日在臺灣─開心海
洋影像紀實成果發表會（總統馬
英九出席參與【圖左三】）

2011世界海洋日環保創意船競賽
由寶特瓶磚建造的「ForEver希望
永續號」

2012世界海洋日慶祝典禮（副總統吳敦義出
席參與【圖左三】）

2013世界海洋日－親近海洋．
世代相“船”，民眾踴躍參加

2014世界海洋日—看見海洋．看見希望，邀請民間團體參與，
強力宣導海洋保育觀念52



參考資料

1. 綠色紀念日─十個帶你親近地球的紀念日

2. 科學人雜誌/精彩100環境科學特輯─變遷

中的環境

3. 維基百科─海洋

陳展，開放學童作畫、參觀，透過船舶繪畫

創作，觀察船舶結構，延伸海洋教育及閱讀

視野。

（四） 與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於102年6月7日，

假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辦「2013

臺灣海洋論壇」，研討議題涵蓋國家海洋權

益、海洋資源保育及海洋教育等範疇，邀請

相關機關代表發表專文，並開放討論，促進

海洋意識提升。

（五） 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合辦

2013世界海洋日「愛上大海我的家」系列

活動，其中海洋教育特展於6月8日至9月29

日，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展出，包括神秘

深海、繽紛珊瑚礁等主題展區，並設置專區

介紹本署弟兄與墾丁後壁湖警察小隊在後壁

湖海洋資源示範區的執法經驗，讓參觀者在

看見海洋之美外，亦能體認守護海洋資源的

重要性。

六、2014年

（一） 6月7日選在首座多功能興達港海巡基地，以

「看見海洋‧看見希望」為主題，結合不同

領域之涉海機關，擴大辦理海洋日活動，精

心設計安全守護、環境教育、海洋科技、寓

教於樂、真情海巡與跨界合作等六大面向之

海洋相關活動，吸引廣大民眾熱情參與。是

日副總統吳敦義更親臨會場勛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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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與荒野保護協會合辦「2014海洋影展」，於

6月至9月期間，在全臺播映逾70場次，藉由

影片發揮海洋教育的力量，讓民眾體認現今

海洋面臨的問題，了解海洋環境、海洋資源

的重要。

陸、展望

福爾摩沙─美麗的寶島臺灣，海洋生態與資源

豐富多樣，海洋生物種類約佔全球總數10％，相對

於臺灣土地面積僅佔全球0.025％，海洋生物多樣性

即高達400倍，堪稱「海洋生物王國」；復以，臺

灣地狹人稠，陸地資源有限，生存發展與安全威脅

均來自海洋，國人更應對「海洋」多一份關切與

珍惜。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1982年開放各國簽署，目

前已有178個國家簽署，也成為國際法重要標竿。

人類受惠於海洋，因此履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

保海洋能為下一代所利用，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

們的義務。

近年來，在本署及各界努力播種、耕耘下，海

洋意識萌生，舉凡學術研究、科學探勘、環境教

育、遊憩運動等海洋活動風潮，似已逐漸擴散蔓

延。今年本署「2015世界海洋日」活動，將規劃於

6月份，假高雄市盛大舉行，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一起親近海洋、關心海洋、了解海巡，喚起各世代

力量，型塑海洋文化，營造全民海洋氛圍。

臺灣四面環海，不論我們在臺灣任何角落，與

海的距離都不會超過100公里，身為海洋子民的我

們都應該重視海洋、關心海洋、愛護海洋，讓我們

齊心為守護我們的海洋母親而努力，實踐總統「藍

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政策理念，逐步邁向海洋

國家。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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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是全球性的污染性議題，藉由海流漂

至世界各地而影響全球海洋及海岸地區。隨著人類

近數十年來大量使用耐用性且不易分解的物質（尤

其是塑膠），導致全球性海洋環境持續累積垃圾，

使得海洋垃圾問題更難解決。最近科學家在大西洋

及太平洋發現大片面積的海洋垃圾，稱之為海洋塑

膠濃湯1、2。研究亦發現全球192個沿海國生活50公

里以人口於2010年共計生產2.75億噸塑膠垃圾，其

中480到1270萬噸進入海洋，若以800萬噸海洋垃

圾量為例，相當於全球海岸線每30公分就分布5個

塑膠袋3。如此驚人的海洋垃圾大軍，加上海洋垃圾

 Marine debris is a global issue of pollution as the debris 
drifts across the oceans and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global 
oceans and coasts. People started using durable materials 
that are hard to degrade (plastics in particular) decades ago 
and over the years, debris collect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world, making the issue of marine debris even 
harder to resolve. Recently scientists discovered a large 
coverage of marine debris in both the Atlantic and the Pacific 
and dubbed them the marine plastic soup [1-2].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population within 50km of the coastlines in 192 
coast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roduced 275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debris in 2010 alone, and 4.8 to 12.7 million tons of them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oceans. Say we have 8 million tons 
of marine debris, it is enough to cover the coastlin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5 plastic bags every 30 cm [3]. With such a 

談海洋垃圾問題 　其管理規範

文、圖｜陳璋玲

Article, photos｜Chen, Chang-Ling

A sad melody of ocean: the issue of marine debris and 
the regulation of its management

海洋悲歌：

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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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負面的環境、生態、經濟、社會等影響，更顯

示出海洋垃圾是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海洋垃圾問題多年來在國際間廣受討論，許多

國際行動及方案、區域組織，以及國家致力於避免

及減少海洋垃圾。本文首先介紹海洋垃圾的來源及

對其環境、經濟及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以此瞭解

海洋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再則介紹全球針對海洋垃

圾問題已研擬的管理措施與規範，以作為我國處理

海洋垃圾問題的參考。最後探討我國現行海洋垃圾

的管理機制及其可能問題所在並提出建議。

海洋垃圾的來源

海洋垃圾是指被丟棄、被處置或被放棄不用的

持久性、人為製造或處理過的固體物質4。它的產

生和人類在陸上及海上的各式樣活動有關，同時它

也和人們對耐久性物質的使用、海岸地區的工業化

和都市化、不合宜的垃圾處理方式息息相關。一般

海洋垃圾的來源可分為二大類：陸源性及海源性。

前者包括公共各式垃圾棄置、海岸遊憩、不合宜

的垃圾管理方式、工業活動、和垃圾有關的污水排

放、暴水排放等，這些陸源性的垃圾都可透過河流

而進入海洋環境，而成為海洋垃圾。後者包括漁業

活動、船隻航行、娛樂性船舶活動、海上鑽油平台

等活動5。以美國為例，為期六年的海洋監測計畫

（2001-2006）調查發現陸源性垃圾占所有海洋垃

圾59%，18%海源性，其餘33%可能來自陸域或海

洋7。在海洋垃圾眾多項目中，廢棄漁具隨著全球漁

業活動遍佈三大洋以及漁具材質的耐久使用而成為

愈益嚴重的海洋垃圾問題6。

海洋垃圾的負面影響

研究發現海洋垃圾帶來環境生態、經濟、社

會、公共安全等面向的負面影響。就環境生態而

言，海洋垃圾會被野生動物（海龜、海鳥、海狗、

海獅等）誤食或纏住而造成動物受傷或死亡。此

huge amount of marine debris 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to 
environment,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there is no doubt 
how desperately it is that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has to be 
resolv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alked a lot about 
dealing with the marine debris.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 
actions and solut ions establ ished and many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are committed to prevent and 
reduce marine debris. This article starts by introducing where 
the debris came from and what negative impacts it brings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as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how serious the marine debris is. Later,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worldwide 
for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are presented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aiwan on this particular issue. Finall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Taiwan for marine debri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what may be the roots of this 
issue. 

Where the marine debris came from
The marine debris refers to the durable, manmade or 

processed solid substances that are discarded,　 disposed of 
or abandoned [4].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what people do on 
land and at sea,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our use of durable 
substances, coas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to inappropriate disposal of wastes. In general, marine 
debris comes from 2 sources: land source and sea source. The 
former includes public disposal of wastes, coastal recreation, 
inappropriate waste management, industrial activities, 
garbage-related wastewater discharge and storm drain. These 
land-based wastes find their way into marine environment 
through rivers and streams of water and ultimately become 
marine debr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consists of fishery 
activities, ship navigation, ship-relate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offshore oil rigs [5]. Let’s look at the US as an example. A 
6-year ocean monitoring project (2001-2006)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that land-based wastes contributes 59% of marine debris, 
18% comes from sea sources, and the other 33% may come 
from land or ocean [7]. Among the multitude of marine debris 
contributors, abandoned fishing gears become the major 
headache for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marine debris issue due 
to the widespread fishing activities across 3 major oceans and 
the durability of the materials used [6]. 

Negative impacts from marine debris
Many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e negative impacts 

created by marine debris to environment, ecology, economy, 
society and public safety. For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wildlife (e.g. sea turtles, sea birds, seals and sea lions) are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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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sick, injured or dead because of mistakenly eating 
debris as food or getting tangled up by the debris. In addition, 
non-native species may hitch a ride on the debris and cause 
changes to local marine environment. Also, debris resting at 
the bottom of ocean (such as discarded fishing gears) causes 
danger to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such as coral reefs and 
salt marsh) [8].

For economy, marine debris is found to lead to economic 
losses to coastal communities, fishery, tourism and other marine 
industries. For example, the losses to fishery business come from 
many aspects, including ghost fishing, fishing boat damage as 
marine debris is stuck in the drain holes of the boat or tangled 
up with the boat’s propellers, and reduced fishing catch 
in relation to marine debris caught in the nets [9]. Coastal 
communities have to spend extra money to clean the debris 
up and deal with lost opportunities for coastal recreation. For 
example, 18 million Euros were spent in 2009 in UK to clean up 
the coastlines and the expenses increased by 37%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10 years [5]. The marine debris causes an 
economic loss equivalent to 1.265 bill ion USD to the 21 
economic entities of APEC, including 364 million to fishery, 279 
million to shipping business and 622 million to marine tourism 
[10]. In 2011, Jeju Island, Korea suffered a great loss of tourists in 
number as the beautiful beaches were covered in wastes and 
the loss to tourism economy ranged from 27 to 37 million USD as 
estimated [11]. 

When it comes to society and public safety, marine 
debris devastates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and causes 
decreased quality of life. Public health risks may come from 
wastes scattered along coastlines if they contain hazardous 
materials such as wastes related to sewage or medical wastes 
like needles. Public safety risks may be possible if, for example, 
marine debris is caught in the drainage holes or propellers of 
transportation vessels [9]. 

Apart from the impacts mentioned above, studies have 
shown the possibility that plastic material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majority of marine debris often break down into plastic 
pellets and particles. These pellets and particles contain toxic 
chemicals that biologically accumulate in marine life through 
food chain. Chances are the higher an animal is up at the food 
chain, the more toxic chemicals are accumulated in its body. 
Just imagine what these toxic chemicals can do to our health if 
we eat this animal for food [12].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 of marine debris 
Many management documents are produced by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countries to 
prevent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s that marine debris 

外，海洋垃圾亦有可能引進外來物種而改變當地海

洋生態系、拖行海底（如廢棄漁具）而危及生態敏

感區（如珊瑚礁、鹽澤等）8。

就經濟面而言，海洋垃圾造成沿岸社區、漁

業、旅遊業，以及其海洋相關產業的經濟損失。例

如，漁業損失來自許多層面，包括幽靈捕魚、海洋

垃圾卡住漁船排水口或絞住船舶推進器而造成漁船

損害、漁網內捕獲的海洋垃圾造成漁獲物量相對地

減少等9。沿岸社區需負擔額外的清除垃圾成本及

面臨海域遊憩機會的減少。例如2009年英國沿岸社

區清除海洋垃圾總計花費達1千8萬歐元，且過去10

年來費用增加37%5。APEC的21個經濟體每年因海

洋垃圾造成的總經濟損失達12億6千5百萬美元，其

中漁業損失3億6千4百萬美元、航運業損失2億7千

9百萬美元、海洋觀光業6億2千2百萬美元10。濟州

島2011年因垃圾充斥沙灘，造成該年度遊客人數大

量減少，旅遊經濟損失達2千7百萬至3千7百萬美

元11。

就社會及公共安全面向而言，海洋垃圾造成居

住環境美觀破壞、生活品質降低。散落海岸地區的

垃圾，若含有生活污水相關垃圾或醫療廢棄物如針

筒，將造成健康風險。海洋垃圾亦可能會堵住運輸

船舶出口水及推進器而影響航行，造成公共安全危

險9。

除了上述負面影響外，有愈多研究關心海洋垃

圾中占大多數的塑膠物品碎裂成塑膠微粒的議題。

塑膠微粒含有毒化學物，若被營養層較低階的海洋

生物食用後經食物鏈作用及經生物累積效應，則營

養層高階的海洋生物體內含有毒化學物，若被人類

食用，有害人體健康12。

海洋垃圾管理與規範

為預防及減少海洋垃圾帶來的環境、經濟及社

會等負面影響，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及國家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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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出許多管理文件。其大部分以公約、協定、法

規、策略、行動方案、計畫或綱領等方式存在，文

件包括多項管理措施，有些具法律強制性，有些是

自願性。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及國家的管理文件列

舉如下：

國際管理文件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規範海洋使用與海洋保護

的基本大法。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包含320條條

文及9個附件，規範有關海洋使用與保護的議題，

從海域劃界、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經濟及商業活

動、海洋科技、海洋保護到爭端解決等相關議題。

在眾多條文中，第192條到237條（屬第十二部分

的海洋保護）主要致力海洋環境的保護及保育。這

些條文規範國家有義務保護及保育其管轄海域的環

境，雖然其沒有明確指出海洋垃圾問題，但因海洋

垃圾是海洋環境保護的議題之一，因此可作為國家

有義務處理海洋垃圾的法源基礎。

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 73/78） 是

國際間最具影響力解決來自船舶海洋污染的公約。

該公約於1973年通過，於1978年通過修改公約的議

定書。該公約包括六個附則，係規範防止各類污染

的技術措施和要求，分別為：油污染、有毒物質、

有害物質、污水、垃圾及空氣污染。有關附件五垃

圾，國際海事組織（IMO）新通過修正，已於2013

年元月一日生效。該修正案規範垃圾丟棄

更為嚴格，原則上禁止所有垃圾丟

棄，除非有明確規範的條件方可

允許。這些可允許垃圾丟棄的

條件主要和垃圾的種類、離

岸距離、在特別區內或特別

區外、丟棄的方式等有關。

此外，附件五亦規範港口國

需設置合宜垃圾收受設施、

100噸以上船舶及海上作業平台

brings on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Most of these 
documents exist in the forms of convention, agreement, law, 
strategy, action plan, project or guidelines. They consist of 
multiple management/regulation measures and some of 
them are legally obligatory and the others are voluntary.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these management documents 
develop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ocumen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laws regarding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oceans. Effective in 1994, the UNCLOS consists 
of 320 clauses and 9annexes, regulating issues of ocean use 
and protection ranging from marine boundary establishment,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marine economy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marine technology, ocean protection to 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320 clauses, Clauses 192 to 237(Part 12,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re 
dedicated to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These clauses specify that countries have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the marine environment 
within their sovereignty. Despite no specific regulation on 
marine debris, these clauses are still applicable as the legal 
basis for countries to deal with marine debris as it is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73/78) is the most powerful 
convention to settle pollution from ships. It was effective in 1973 
and was amended in 1978. MARPOL comes with 6 annexes 
that specify the technical measures and requires needed to 
prevent possible pollutions,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oil & oily water, control of pollution by noxious liquid substances 
in bulk,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by harmful substances carried 
by sea in packaged form, pollution by sewage from ships, 

pollution by garbage from ships and prevention 
of air pollution from ships. Annex 5 talking 

about garbage was recently amended 
by IMO and in effect on Jan 1 2013. 

The amendment tightens the grip 
on garbage disposal. In principle, 
dumping onboard garbage over 
board is prohibited unless very 
specific conditions permit it. These 
conditions that permit the disposal 
of garbage are associated with 

types of garbage, distance from 
coastline, presence within a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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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準備垃圾管理計畫、400噸以上船舶或搭載15人

以上人數的船舶必須準備垃圾紀錄簿。垃圾紀錄簿

記載船舶垃圾的處置方式，包括丟棄於海中、置於

港口收受設施，或焚燒的垃圾種類、時間、地點等

資訊。

國際尚有多項行動解決海洋垃圾問題，例如倫

敦議定書（London Protocol）規範全面禁止廢棄

物海拋，只有附件一所列的物質除外（如污泥、魚

體廢棄物、舶舶及海上平台等），且該等物質海拋

應遵守附件二規定。聯合國環境署（UNEP）在各

區域海推動海洋垃圾全球行動，主要在解決陸源

性的海洋垃圾污染問題9、訂定海洋垃圾調查與監

測綱要13，訂定市場機制導向的經濟手段處理海洋

垃圾問題14、2011年通過火努魯魯策略（Honolulu 

Strategy），明列19項管理策略及每個策略下的具

體管理措施15等。

區域管理文件

區域間亦有許多行動解決海洋垃圾問題，

包括歐盟2008年通過的海洋策略綱領（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該綱領

訂定11項環境指標，需於2020年前達成所設定的

環境狀態（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 GES），

海洋垃圾即為該11項指標之一。此外，赫爾新基

委員會 （HELCOM）通過波羅的海策略（Baltic 

Strategy）以改善來自船舶的海洋垃圾問題。東北

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OSPAR）推動多項

有關海洋垃圾的行動方案，包括訂定海洋垃圾監

測實施準則，將監測活動標準化，以利空間橫向

及時間縱向的比較，以及收集漁網將其轉化成能

源的計畫。南極海洋生物資源委員會 

（CCAMLR）亦通過管理措施，包

括監測計畫、解決海洋哺乳類動物

及海鳥被漁網或漁鉤卡住的問題，

以及教育漁民有關海洋垃圾的議題。

zone, and how the garbage is dumped overboard. In addition, 
Annex 5 specifies that the port states shall have appropriate 
facilities to receive onboard garbage, so that a garbage 
management plan shall be in place for ships of 100 tons or 
more and offshore work platforms, and that garbage disposal 
logs are required for vessels of 400 tons or more or carrying 15 
people or more. The garbage disposal logs provide details of 
how the onboard garbage is disposed of, including whether it 
is dumped into the ocean, whether it is given to the receiving 
facility at port, or what type, when and where the garbage is 
incinerated. 

There are still international actions to deal with marine 
debris. For example, the London Protocol prohibits completely 
dumping wastes overboard except for substances listed in 
Annex 1 (e.g. sludge, fish wastes, vessels and offshore platform), 
the dumping of which sh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given in 
Annex 2.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 
promotes global actions of marine debris at various regional 
seas, deals with pollutions from land-based wastes [9], 
establishes guidelines for marine debris survey and monitoring 
[13], develop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means to cope with 
marine debris [14], and approved the Honolulu Strategy in 
2011 to specify 19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e substantial 
measures under each of the strategies [15]. 

Regional management documents
There are reg ional  ef for t s  deal ing wi th  mar ine 

debris as well, including the 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MSFD) approved in 2008 by EU. The directive provides 
11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require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GES) established by 2020. 
Marine debris is one of the 11 indicators. Also, the Baltic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ssion (HELCOM or the Helsinki 
Committee) came up with the Baltic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marine debris originated from vessels. The OSPAR Commission 
promotes several marine debris action solution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 for the enforcement of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that standardizes the monitoring activities 
for comparison space laterally and time longitudinally, and 
a plan to convert fishing nets collected into energy. The 

Commiss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 approved several 

manag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monitoring 
projects, solutions to prevent marine mammals 
and birds from getting caught by fishing nets or 
hooks, and fishermen’s education for marine 
deb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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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管理文件

以美國為例，美國海洋環境大氣署負責全國海

洋垃圾計畫。該計畫係由「海洋垃圾研究、避免及

減少法」授權設立，在處理海洋垃圾議題上，扮演

重要的中央各相關部會協調角色，支援中央及州地

方海洋垃圾計畫，同時亦從事國際合作，協助國家

（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區國家）處理海洋垃圾。支援

的計畫多元，包括海岸清淨、收集漁網轉成能源、

海洋垃圾監測等。其中，漁具網轉化成能源的計

畫，鼓勵漁民回收漁具，至2014年5月前，該計畫

已在41個沿岸社區設置漁具回收設施，已回收1.1百

萬噸漁具，其轉換成的能源量可供一年183戶家使

用16。

韓國於1999年起規劃全面且現地導向的管理

策略來解決海洋垃圾問題。許多策略多管齊下，包

括淨灘、海底垃圾清除、環境教育、垃圾回收、河

流流域垃圾管理體制、廢棄漁具收購計畫、在河流

處設置攔柵攔截垃圾（如圖1）、海洋垃圾國家監

測系統，以及政府相關組織調整等17。此外，韓國

亦實施漁具標識計畫，協助漁民辨識自家的漁具，

以避免漁具被丟棄6。廢棄漁具收購計

畫實施效果顯著，該計畫鼓勵漁民於

海中若撈到垃圾及廢棄漁具將其帶回

港內，政府將依垃圾重量大小核發津

貼18。

由上述列舉的國際、區域及國

家的海洋垃圾管理措施，依其屬

性，可大致歸為四大類：預防性措

施（prevent ive）、減緩負面影響

措施（mi t i ga t i ng）、移除性措施

（removing），以及引起行為改變措

施（behavior-changing）（如表1）。

預防性措施在於避免海洋垃圾的

National management documents
In the U.S., 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is in charge of the nationwide marine 
debris project which was authorized by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Marine Debris Research,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ct.” The project play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agencies at the federal level, supports the marine 
debris projects at th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evels, conduc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help countries (Caribbean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deal with marine debris. There is a wide 
diversity of supporting projects, including beach cleaning, 
recycling fishing nets for energy, and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Among all, the conversion of fishing nets to energy serves to 
encourage fishermen to recycle fishing gears. Up to May 2014, 
fishing gear recycling facilities were established at 41 coastal 
communiti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1.1 million tons of retired 
gears. The energy converted from the recycled gears was 
enough to power 183 households for a year [16]. 

South Korea started developing full-scale and local-
orien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1999 to deal with marine 
debris. Multiple strategies were in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including beach cleaning, removal of garbage at sea floo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cycling, river basin garbage 
management system, waste fishing gear purchase project, 
screens installed in water streams to intercept debris (Figure 1), 
national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system,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reformation [17]. In addition, fishing gear marking 
program was enforced to help fishermen identify their own 
fishing gears and prevent the gears from being abandoned 

圖1　 韓國於河面上設置攔柵攔截垃圾流入海洋（來源：如註13）Figure 1 The screens installed on river in Korea to keep debris from entering the ocean (sourc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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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waste fishing gear purchase project actually works 
very well. It serves to encourage fishermen to bring debris that 
is caught in their fishing nets and the fishing gears that are no 
longer in use back to ports and the government pay them for 
the recycling by the size and weight [18].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marine debris 
management measures mentioned above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ypes based on their attributes: preventive, mitigating, 
removing and behavior-changing (see Table 1).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intended to prevent 
the generation of marine debris, including reduction at the 
source, recycling or reuse, conversion of garbage to energy, 
and receiving facilities at port. For mitigating measures, the 
focus is on how the debris is disposed of (usually regulated by 
law)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Common examples are prohibition against 

產生，例如源頭減量方法、資

源回收或再利用、將垃圾轉

成能源，在港區設置收受設施

等。減緩負面措施重視

垃圾處理的方式（通常

以法規訂定），以減少對

海洋環境的負面影響。常

見的方法包括禁止特定種類

垃圾丟棄海洋、允許丟棄的垃

圾種類並限制

丟棄的離岸

距離或垃圾

類別
Type

管理措施 
Management measures

預防性 
Preventive

源頭減量、資源重複使用及回收、垃圾轉化成能源、港口收受設施、漁具標誌、在河流處
設置攔柵攔截垃圾、各種類的陸地垃圾管理計畫（如限塑政策）
Reduction from the source, recycling and reuse, conversion of garbage to energy, 
receiving facilities at port, fishing gear identification, installation of screens on rivers, 
various management programs for land-based garbage/debris (e.g. policy of reduced use 
of plastics)

緩和性
 Mitigating

各式垃圾丟棄的規定，如來自船舶的垃圾需於離岸一定距離以上始可丟棄、禁止丟棄的垃
圾種類、丟棄於海洋的垃圾不含有對海洋環境危害物質
Rules governing the appropriate disposal of garbage; for example, dumping of onboard 
garbage beyond certain distance from coasts, types of garbage that cannot be dumped 
overboard, garbage dumped into the ocean that is free of substances harmful to marine 
environment

移除性
 Removing

海灘及海底清除垃圾活動、廢棄漁具從海洋環境回收計畫、海洋監測計畫 
Beach and sea floor cleaning, projects to reclaim abandoned fishing gears from the 
marine environment,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project

引起行為改變 
Behavior-changing

海洋環境教育活動、經濟／誘因工具
Marine environment education activities, economic/incentive tools

表一　海洋垃圾管理措施
Table 1  Marine Debris Management Measures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Data provided by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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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ing specific wastes into the ocean, permission to dump 
certain types of debris, restriction on how far offshore the 
wastes can be dumped or to what extent the wastes have 
to be processed before dumping into ocean, and prohibition 
of waste incineration in ocean. The third type is the removing 
measures, which, as the name suggests, focus on removing 
debris that are already in the ocean. The most common 
examples are beach cleaning or removal of debris at sea floors 
(which involves scuba diving or special removing equipment). 
However, this only helps remove limited quantity of debris 
at greater costs in terms of money and time. The fourth is 
about changing people’s behaviors. This type of measures 
is intended to make people aware of the environment we 
live in and encourage them to develop behaviors that are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This includes purchase of materials 
that are recyclable, waste-reducing or environment-friendly, 
disposal of wastes in a more environment-friendly way, or 
participation in beach cleaning. 

What Taiwan is doing for marine debris manage-
ment

It is common to see garbage and debris scattering 
along the coastlines of Taiwan. Styrofoam, abandoned fishing 
nets, plastics (tires, plastic cups, PET bottles) and glass bottles 
are some of the garbage commonly seen (see Figures 2, 3 
and 4). The outer islands, such as Kinmen and Matsu, have 
to deal with drifting marine debris from China (see Figure 
5). However, what Taiwan does not have is a management 
system to deal with marine debris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The part of government that is related to marine debris 
is the 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Section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Other than that,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arding marine debris are scattered across sev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example, the “Fishing Port Act” 
prohibits wastewater discharge or garbage dumping into the 
ocean; the “Commercial Port Law” specifies that the wastes 
generated on board be kept on board or given to waste 
receiving facilities on land; the “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Act” 
is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 in response to MARPOL73/78 and 
the London Protocol and specifies waste disposal, dumping 
of garbage on board and establishing receiving facilities on 
land. In addition, when it comes to beach cleaning, EPA has 
launched the “all-out home cleaning project” that combines 
the power of people and businesses for cleaner beaches. 
Apart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private groups that 
constantly promote beaching cleaning on a regular or 
random basis. These beach cleaning activities are provided 
mostly by these private organizations (e.g. Kuroshio Ocean 

需處理之程度始可丟棄、禁止海中焚燒垃圾等。第

三類是移除性措施，主要是將已經丟棄於海洋的垃

圾清除掉，最常見的方法是淨灘活動，或海底清除

（利用潛水或等殊的清除設備）。但這種方法清除

垃圾的數量有限，且花費的時間及經費較大。第四

類是改變人們行為的措施，透過該等措施，希望人

們有環境意識，能從事較具環保的行為，如購買可

回收或可垃圾減量或具環保材質的物品，或能以較

具環保的方式處置垃圾，或參與淨灘活動等。

臺灣海洋垃圾的管理機制

臺灣海岸地區容易看到垃圾散布的景象，保麗

龍、廢棄漁網、塑膠物（輪胎、塑膠杯、寶特瓶

等）、玻璃瓶等是常見的垃圾（如圖2、圖3、圖

4）。離島地區如金馬外島，亦面臨來自中國的海

洋漂流垃圾問題（如圖5）。然而，臺灣對於海洋

垃圾問題欠缺一套中央整合的管理機制。與海洋垃

圾業務主要有關的政府部門是環保署水質保護處的

污染防治科。除此單位外，海洋垃圾相關法規亦散

布在各部會中，例如「漁港法」規範禁止排放污水

或任意丟棄垃圾、「商港法」規範船舶之廢棄物應

留存於船上或放置於岸上收受設施、「海洋污染

防治法」是MARPOL 73/78及倫敦議定書的國內立

法，規範有關廢棄物棄置及船舶垃圾丟棄或設置岸

上收受設施的相關條文。此外，針對海灘垃圾問

題，環保署推動「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結合

民眾及企業力量共同推動淨灘活動。除公部門外，

臺灣亦有民間單位常態性或不定期辦理淨灘活動，

此部分大都是民間單位（如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台南市社區大學、荒野保護協會、環境資訊協會）

或由公家單位（如海洋國家公園、海巡署等）結合

當地社區、環保團體於鄰近海岸地區辦理。

臺灣雖未有一套針對海洋垃圾問題的管理策

略，但在處理陸地垃圾部分有不錯成果，主要是環

保署實施多年的限塑政策及資源分類及回收這二項

61

雙月刊2015.vol.74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臺灣海岸地區垃圾散布，
嚴重影響生態環境

圖2　屏東南灣海灘散佈垃圾
Figure 2 Garbage littered along the Nanwan Beach in Pingtung

圖3　屏東大鵬灣南平海堤沙灘垃圾
Figure 3 Garbage scattered at the beach next to the 

Nanping Sea dike at Dapengwan, Pingtung

Garbage scattered in Taiwan coastal areas and 
severely dama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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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undation, Tainan Community University,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and Taiwa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or government agencies (e.g. Marine National 
Park Headquarters and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working 
cooperatively with local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ist 
groups along the coastlines. 

There is yet to be a system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aiwan dealing with marine debris, but we are doing well in 
terms of disposing of land-based garbage. This is mainly the 
years of efforts by EPA in the forms of the policy of reduced use 
of plastics and recycling and reuse. Such actions help reduce 
garbage and debris generated on land and those finding 
their way into the ocean. EPA started promoting the recycling 
project in 1997, which later became a nationwide compulsory 
implementation in 2006. EPA’s data shows that the recycling 
reached 38% in 2010, a 100% growth as opposed to 2002 
when the recycling just started [19]. In 2002, the government 
started the policy of reduced use of plastics and set restrictions 
on providing plastic shopping bags and disposable plastic 
utensils for free at government offices, wholesale stores and 
convenient stores. According to EPA, the use of plastic bags 
was reduced by 58% by quantity or 68% by weight 3 years 
after the policy was on the road. What is more encouraging is 
that more than 80% of shoppers prepared their own shopping 
bags as opposed to 20% before the policy. This result indicates 

措施。該等措施可減少來自陸地的垃圾，有助於減

少垃圾進入海洋。環保署於1997年開始推動資源回

收計畫，2006年成為全國性的強制型計畫。據環保

署統計，2010年回收率達38%，相較2002年剛開始

實施的回收率成長100%19。於2002年，政府開始實

施限塑政策，限制公部門、大賣場、便利商店等免

費提供塑膠購物袋及使用塑膠免洗餐具。該政策實

施三年後，環保署統計塑膠袋使用量減少58%，重

量減少68%、超過80%購物族自行攜帶購物袋，相

圖4　新北老梅石槽海岸散佈垃圾
Figure 4 The Shicao Coast at Laomei, New 

Taipei City is also covered in garbage

圖
5　
金門
新湖
海灘散佈來自大陸的垃圾

Fig
ure 5  Garbage scattered across Xinhu Beach in 

Kinmen that was drifted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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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該政策實施前只有20%購物族攜帶購物袋，此結

果顯示該政策的實施改變人的行為20。

雖然環保署的限塑及資源回收政策有顯著成

效，有助於減垃圾進入海洋，但由目前負責海洋污

染的中央單位只有一個科的層級來看（即環保署水

質保護處第四科：海洋污染防治），且海洋污染防

治的業務不單僅有海洋垃圾，尚有油污染、有毒物

質等，由此可顯示政府在投入解決海洋垃圾問題上

的資源非常缺乏。此現象和美國及韓國以中央層級

主導的國家型海洋垃圾計畫來處理跨部會、跨行政

區，甚至跨國家領域的海洋垃圾議題截然不同，顯

示我們在處理海洋垃圾議題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結論

海洋垃圾是個複雜問題，因為它根植於我們普

遍性的生產及消費模式與我們處理垃圾的方式。處

理此複雜問題無法由單一方法解決，必需有多元的

管理策略多管齊下。本文彙整目前全球現行的海洋

垃圾管理措施，呈現出多元的管理策略，包括從源

頭減量的預防性措施、減緩負面影響措施、治療性

措施，以及引起行為改變措施。本文亦指出臺灣目

前在處理海洋垃圾議題沒有一套中央整合的管理機

制及人力與行政資源不足的問題。由美國及韓國案

例分析中，可看出我們尚有努力的空間。國際、區

域組織或國家現行實施的管理措施可做為我們參考

的借鏡，我們期待政府及民間能更重視海洋垃圾議

題，更重要地是採取行動，從不同面向策略、跨部

會合作，以及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中努力減少海洋

的垃圾量。希望一個「無痕海岸」的願景終有實現

的一天！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

研究所副教授）

just how much people’s behaviors chang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20].

While the policies of reduced use of plastics and recycling 
promulgated by EPA, which helps preventing garbage and 
debris from getting into the ocean, the governmen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as we can see 
that the agency in charge of marine pollutions is merely a 
section (i.e. Section 4 under the Department of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EPA, the 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Section) amongst 
all th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scope of marine pollution control covers oil pollutions 
and toxic chemicals in addition to marine debris.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US and Korea have been 
doing, which is to have a national marine debris project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in charge of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across agencies, jurisdiction and even borders. There is a huge 
room for our improvement in this marine debris issue. 

Conclusions
The issue of marine debris is a complicated one as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our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odels in 
general and how we dispose of our garbage and wastes. This 
is an issue too complicated to be resolved with one simple 
solution. A well thought out combat plan has to be established 
to tackle this issue from multiple aspects.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summarize what the world is doing for the marine 
debris management and present multip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clu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reduce quantity 
from the source, those that mitigate negative impacts, those 
focusing on removal of debris as a therapeutic effor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ose that trigger the change of behaviors 
in us. It is also an attempt to point out what Taiwan is lacking 
to deal with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and 
the much needed manpower and administrational resources. 
The examples of the US and Korea show just how much room 
we hav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that are 
put in practice by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perfect example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We are tru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pay more serious attention 
to the marine debris issue.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to take 
actions and reduce marine debris with strategies focusing on 
various aspects, cross-agency cooperation an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Hopefully, we will 
see one day a “coast without scars!” 

(The author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Ocean Technology and Marine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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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案例故事

案例一：

「 我一開始是在吃午餐的地方遇見她，覺得她

跟同事的互動很親切和善，後來有機會坐在同桌吃

飯，她也都會點頭微笑，我以為她對我也有好感，

所以我才會想辦法要到她的MAIL還有連絡電話，然

後嘗試想要邀請她去看電影，或是要不要假日一起

出遊，只是她都客氣的拒絕我說要加班或是要回南

部，所以我不太死心的撥了幾次電話跟發MAIL邀約

或是等她吃飯時藉機同桌，哪知道後來竟然跟我部

門主管申訴我騷擾她⋯」──宇威（化名）

案例二：

「我們是在單位辦尾牙時認識的，雖然對他印

象不差，後來有次一起出差他請大家去吃飯，其他

同事發現我們兩位都沒交往對象，也不明就裡幫著

起鬨，當時我其實已經有男朋友了只是還不想公

開，又不知該如何拒絕，後來他就三天兩頭傳LINE

約吃飯或照三餐訊息問我吃飽沒？跟誰吃？即便

我後來跟她說我有男朋友了，他竟然還來搭肩說：

沒關係！男未婚女未嫁都還有機會⋯快煩死了，原

先的好感也都不見了，只希望他別再來找我，但實

在不曉得該如何是好，只好來向人事單位求助，

看是不是可以有合適方法可讓他別再對我「性騷

擾」⋯⋯」──家純（化名）

EAP放大鏡 

從案例一宇威的行為表現，在某些人眼中可能

多會覺得要電話或MAIL邀約出去應該很正常沒啥大

不了，又沒碰她，也沒去公司門口站崗造成困擾，

會不會是對方反應太過度？而案例二的家純看起來

也只是被經常接到關心的訊息或問候，頂多也只是

被搭個肩，怎麼會變成是性騷擾呢？ 

所以，你／妳還在用死纏爛打的方式追求愛慕

的對象嗎？你／妳還相信面對感情，戲棚下站久了

終究會是你的嗎？你／妳還認為刻意製造機會、

藉故接近對方獻殷勤就可以拉近彼此距離嗎？或

是你／妳還以為【性騷擾】指的是毛手毛腳和開開

黃腔而已？那麼，請留意！你可能會因為不清楚什

麼是「過度追求」，導致不自覺中已經構成「性騷

擾」！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協助方案（EAP）
「法律諮詢」案例之－

甚麼！
「過度追求」也是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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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過度追求」，就是讓被追求者感到不受

歡迎的追求行為，當事人雙方對於互動的感受落差

極大，追求者的個人認知及手段多異於常人，且其

追求行為持續或頻繁，令被追求者感覺到不勝其

擾，影響其正常生活之進行。常見的過度追求行為

則包含：頻繁的打電話或傳簡訊、有意無意在身邊

出現（站崗）、向他人打探訊息、時時投以關愛的

眼神、請他人幫忙勸說撮合、公開示愛造成對方壓

力⋯等。

「這些追求行為看起很普遍啊，難道這樣也不

行嗎？若不刻意製造機會，那麼我們要怎麼追求對

方？」

正常追求與性騷擾的界線在於該行為是否讓對

方覺得不舒服或反感，一般正常追求多會顧及對方

的感受或反應來做行為調整或頻率，或是從其他身

邊朋友的探尋可以得知她的想法，若對方已經表達

不喜歡你／妳的追求，而你／妳依然故我用自己的

方式去表達關心或積極行動，此舉將可能讓對方心

生畏懼或感到被冒犯，甚至影響正常生活的進行，

此類不受歡迎的追求方式（如不斷打電話、傳LINE

訊息），即可能構成性騷擾（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性騷擾防治法第2

條），民事上亦可能涉犯侵權行為（民法第184條

第1項）。

「難道對方只要說：『你的行為讓我感到不舒

服⋯』，我就會觸法了？如此一來還有誰敢追求對

象呢？」

違反對方主觀認知、意願或不

被接受的行為，雖是性騷擾行為之

構成要件，惟性騷擾之成立與否，

在實務認定上還是相當審

慎的，除依被害人主觀認

知外，還會調查客觀事

實、當事人意圖、犯後

態度等綜合考量而來個

別認定。加上現代人因為習慣於LINE、FB等社群

軟體或溝通介面，即便不是面對面，只是在社群軟

體上經常表示關心、愛慕之意或請同事在群組內幫

忙煽風點火或製造正在交往假象等，讓當事人造成

困擾等行為，都也可能是不恰當的追求行為，甚至

會觸法，除行政上涉犯性騷擾外，如果對方因此想

主張民事上侵權行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還可

能向民事法院主張支付損害賠償、精神慰撫金等內

容，不可不慎。

EAP小幫手 

被追求者未能真正表達自己心裡的想法或意

思，甚至是不舒服的感受。另一方面追求者也因為

無法正確接收或理解對方真正的想法或感受，導致

出現過度追求的行為而不自覺或不自知，這都是在

現代情感關係中經常出現的認知誤差。因此這恐怕

才是問題的主因，因此法律顧問也從實務經驗上，

提供幾點建議，避免不恰當的過度追求產生性騷擾

之顧慮：

1. 尊重他人，包括言語的訊息及情緒感受。

2.  檢視自己對情感關係的刻板印象，建立平等

的性別觀念。

3.  注意言行和態度，更可以主動詢問「我這樣

做是否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4.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

寧可先不要說、不要做。

當然，如果你因一時不慎成為案例一的主角，

且你的確並沒有要騷擾或造成對方不舒服的意圖，

那真誠表達歉意及表示不再出現這些行為，也許

會讓對方情緒上能夠較放心並不再追

究。

「而我該如何面對無好感、卻

又『勾勾纏』的騷擾行為？」

1.  若要安全有效地拒絕追求

者，必須以誠懇、堅定的

態度明確說「不」，不

現這些行為，也許

不再追

卻

求

的

68



能太模糊、不清楚，讓

對方聽不懂或覺得還有一線

機會。

2.  拒絕的同時，考慮對方的感受，給對

方台階下，讓對方保有尊嚴，避免對

方惱羞成怒，做出更強烈的傷害行

為。例如：謝謝你欣賞我，但我已有

喜歡的人了，很抱歉！

3.  如果對方於公開的場合告白，可以先

裝傻不答或轉移話題，私底下再表達

拒絕。不要勉強回應。對方有權利表

達愛慕，你也有權利選擇伴侶，不需

要有罪惡感。

4.  有必要時隨時搜證，將被騷擾的事證

留存下來，例如：訊息、來電記錄、

相關法條－性騷擾防治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

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

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

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二、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

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

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

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

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第 9 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

第 20 條

對他人為性騷擾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25 條

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

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不恰當行為等，同時將

事件告訴身邊同事或親

友，需要時可邀請其作為

人證，確保自身權益。

EAP小叮嚀

「過度追求」甚至「危險情

人」的案例時有所聞，在追求幸福

關係的路途上，除了需要學習更

成熟的互動溝通模式，更要隨時檢

視自己行為背後的意圖是否「合

宜」，也要學習體會對方的感受及

想法，避免因為錯誤認知或不恰當

行為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參 考 資 料

69

雙月刊2015.vol.74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文｜黃宇謙　圖片提供｜第八一岸巡大隊

響應國家清潔週～

清掃社區熱血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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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清潔週」之倡導目的即是為了防治公

害、美化環境，並培養全民環境意識，養成經常

性保持整潔之習慣。而對於我們海巡同仁來說，

有幸協助富岡社區居民做環境上的清潔活動，

更是令我體會到了何謂海巡、民眾一家親，即

是從小處展現海巡精神開始。還記得，冷氣團甫

經過，靜謐的巷弄中依舊殘留著前一晚的冷冽，

傲立於街道旁的路樹也趁著昨晚呼呼疾吹的風將

枯葉一口氣抖落殆盡，一簇簇且頑皮的散布於小

徑、水溝、甚至是只能一隻手伸進的狹小牆壁縫

隙中。手裡拿著竹掃把的我看著眼前這幅景象，

二話不說，和大夥兒一起挽起衣袖，各自拿著不

同的清潔工具，因為今天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任

務，那就是以行動響應「國家清潔週」。和富岡

社區居民們，一起進行清掃活動，協助整理家園

環境，讓生活環境能永遠保持潔淨。

當日我們人手都拿著一隻大型毛筆（竹掃

帚）沿著房屋小徑周圍來回奔波灑掃，身上配

賦的標準裝備，樣樣不缺，就這麼左手拿著黑

色塑膠袋，右手握著鐵夾子，將地上的落葉和雜

物，一一拾起，就連騎鐵馬經過的伯伯或坐在庭

院話家常的婆婆們，也豎起大姆指給我們鼓勵！

而其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包含我在內的幾位

弟兄，合力替一位行動較不便的伯伯，進入他的

家中幫忙清運廢棄寢具、桌椅等大型傢俱。正當

我們在搬運時，伯伯也怕我們受傷，不斷提醒：

「少年A ，卡注意咧，這金重喔！（台語）」。

我們也小心翼翼的幫伯伯把這些陳年雜物淨空，

讓他的生活空間變得較為舒適，此時伯伯拍拍我

的肩膀向我們說聲感謝。此刻我才感覺，只要付

出一點關心，就能讓別人得到小小的幸福，頓

時，我的心情有種甜滋滋的感覺，原來這就是

「熱血」付出的回報！

離開了伯伯的

家，大夥兒進行最後衝

刺，將鄰近的房舍周遭，

澈底進行了全面性檢視，社區

裏年邁的伯伯跟婆婆也全程拖著行

動不便的身軀，跟著我們彎著腰撿拾散

落地面的落葉及垃圾，此時看著在眾人齊

心協力下變乾淨的廳舍，每個人臉上都笑

得好開心，尤其是年輕小伙子黝黑的皮膚與

銀髮長者慈祥的臉龐，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對

比分明，也讓身穿亮橘色安檢服的我們，就算全

身早已被汗水濕透，但卻能因為付出自己一份微薄

心力而感到十分有成就感。

任務接近了尾聲，天氣也從陰暗轉為萬里晴

空，此時眾人將傾倒於道路水溝旁的枝幹及幾包垃圾

袋集中於空曠地，進行最後的收尾，這時里長也開著

小貨車，並且帶著水及飲料慰勞大家一個上午的辛勞

付出。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享受這平凡且幸福

的時刻，最後，每個人站在一個上午的戰利品（枯

枝及垃圾）前開心合影，為充滿成就感的一天留下

最美句點。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一岸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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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對於戲劇的印象肯定有著這麼一句

話－「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大致上的意思是戲

劇反應了真實的生活，而真實的生活就如同戲劇一

樣。大學就讀劇場藝術系主修表演的我，在短暫四

年學習的路程上，不敢說自己程度能夠達到何種水

準，但是體悟倒是相對深刻，尤其是對於耳熟能詳

的經典台詞，更是特別有感覺。

在大一剛開始接觸表演時，記得授課老師在整

學期的課堂上都讓我們做些看似有趣卻摸不著頭緒

的活動，例如在整個教室保持中性態度的遊走、進

行一些特別需要反應力的遊戲等等，並非科班出生

的我第一次踩在排練場黑膠地板上，有件弔詭的事

情發生了，好像有某種魔力在這空間般，劇場這個

環境居然使平日懶散注意力不佳的我情不自禁的專

注起來，感覺排練場裡的時間突然過得特別快，然

而當離開排練場時卻又如大夢初醒般被打入現實世

界裡，才發現其實一切仍然照常運行。

有次下課時老師交代我們一個作業，在下禮拜

上課時模仿呈現出你觀察到生活中的三個人，可以

是家人、可以是朋友亦或是街上的陌生人，這個活

動讓我對表演的看法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及改變。結

合到戲如人生，人生如戲這句話，藉由那次作業，

生活中的表演
文｜張至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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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養成一個觀察周遭的習慣，喜歡觀察不同人做

同件事的態度，例如等紅燈時，機車騎士們就會有

許多不同的樣貌，有沒戴安全帽的阿伯，癟著嘴果

斷的紅燈右轉；有雙載的年輕男女，有些在交談有

些靜默無語；有看似文靜眼神卻有著銳利光芒的學

生；有外表勇武說話卻十分輕聲客氣的壯漢，在往

後的觀察中，常常邊觀察同時想像著這些人是做甚

麼的？他們現在要做甚麼？他們說了甚麼？他們可

能在想甚麼？儘管我的猜測幾乎都無法獲得證實，

然而這種方式卻在面對劇本時有了很大的幫助。

大多數劇本都是由對話組成的，演員的工作簡

單來說就是將這些角色和對話呈現出來並且讓觀眾

看懂這個劇本，在面對角色時，一開始往往是一片

空白的，儘管在看完第一次劇本會有個初步印象，

但畢竟現在這個角色並不是演員自己，也許剛好這

個角色跟演員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可能家庭背景、

遭遇或是個性雷同，但即使是雙胞胎也一定會有不

同之處，因此我認為每個角色都有他獨特的地方，

而這往往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在讀劇本時未必可以

直接看得到，必須由演員詮釋創造的。

在創造角色的過程中，除了從劇本能得到的資

訊外，習慣從觀察過的人物中尋找，當然並不會真

的在現實中遇過跟劇本人物一樣的人，但人是很奇

妙的，沒有人是完全相同；也沒有人是完全不同，

因此會尋找曾經觀察的人裡是否有與角色可能相似

的地方，例如某個家長在餐廳外吼罵小孩的一幕正

好被我看見，接著開始思考這個家長剛剛那個激動

的手勢，是不是很適合某個要詮釋的角色生氣時可

能會有的動作？往往角色的邏輯和性格及外在表現

就這樣拼拼湊湊出來了，到頭來甚至可說是一群人

和我共同完成這個角色。

正因為如此，儘管表演的訓練方式和流派有很

多種，經過自身短暫的經驗淺談，自己的確是實實

在在體會了「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的道理，也明

白生活與表演兩者是有著密不可分、息息相關的

鏈結。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海岸巡防

總隊布袋南安檢所）

何謂戲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戲劇是演員將某個故事或情境，以對話、

歌唱或動作等方式表演出來的藝術。戲劇有

四個元素，包括了「演員」、「故事（情

境）」、「舞台（表演場地）」和「觀眾」。

「演員」是四者當中最重要的元素，他是角色

的代言人，必須具備扮演的能力，戲劇與其他

藝術類最大的不同之處便在於扮演了，透過演

員的扮演，劇本中的角色才得以伸張，如果拋

棄了演員的扮演，那麼所演出的便不再是戲

劇。戲劇的表演形式多種多樣，常見的包括話

劇、歌劇、舞劇、音樂劇、木偶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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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聖經上，有句話是這麼描述的：「神要

有了光就有了光」讓一片原是混沌、黯淡無光的大

地，慢慢的甦醒，並且有了一線生機，最初的球體

逐一分隔出綠色、藍色，「綠色」代表著陸地，而

「藍色」則稱為海洋，陸地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板

塊，深邃的海洋則開始孕育渺小的生命體，這便

是最初世界的樣貌。漸漸的從三疊紀轉變為以恐龍

為霸主的侏羅紀，將時空往後推移海洋衍生出希臘

的「愛琴海文明」、北歐的「維京文化」海洋分化

成支流形成了各種河流、湖泊、長江，埃及著有的

古文明自尼羅河誕生出，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

「幼發拉底河」、「底格律斯河」。發展出「上古

文明」，源源不絕的長江則豐富、壯大了中國文化。

我喜歡看海，我喜歡它那遼闊一望無際的延伸

至地球的彼端，它好似沉睡在深海中的少女讓人想

文｜翁華秀

揭開它那層神秘的面紗，一窺其中真面目。深海

藍、鈷藍、夜空藍、寶石藍、碧綠這些顏色，不僅

僅是它的衣裳，也是它的保護色。被風激起的滾滾

浪花是點綴其身上的蕾絲，時而沉睡時而清醒總是

讓人摸不透他的心，時而狂暴兇殘的盡情破壞這所

有一切，吞噬各種生物。時而像溫馴的綿羊，緩緩

搖擺其纖弱的身軀，輕輕搖盪的浪花，激起了人們

愛玩的童心，讓歡笑的耳語聲迴盪在海面上，久久

無法褪去。

我永遠猜不著它所蘊含的力量，有多深邃幽

遠，在它的世界裏，我相信深藏著更多不為人知的

奇幻生物，或許是悠然自在穿梭海中的美人魚，亦

或是潛藏在深海中閃閃發亮的神秘深海魚，更可能

是千百年前海盜們沉入海底的寶藏，就如同神祕的

亞特蘭提斯一般，靜靜的躺在海底世界，縱使過了

我愛海洋文化大不同
融入古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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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三疊紀

Triassic是2.5億至2億年前的一個地質時
代，它位於二疊紀和侏羅紀之間，是中生代的第

一個紀。三疊紀的名稱是1834年弗里德里希·馮·
阿爾伯提起的，他將在中歐普遍存在的位於白色

的石灰岩和黑色的頁岩之間的紅色的三層岩石層

統稱為三疊紀。由於三疊紀以一次滅絕事件開

始，因此其生物開始時分化很厲害。六放珊瑚亞

綱是這時候出現的，第一批被子植物和第一種會

飛的脊椎動物（翼龍）可能也是這時候出現的。

侏羅紀

Jurassic，是一個地質年代，界於三疊紀和
白堊紀之間，約1億9960萬年前（誤差值為60萬
年）到1億4550萬年前（誤差值為400萬年）。
侏羅紀是中生代的第二個紀，開始於三疊紀－侏

羅紀滅絕事件。侏羅紀前期，因為經歷大滅絕，

所以各種動植物都非常稀少（屬於休養生息的階

段），但其中恐龍總目一枝獨

秀，伺機稱霸陸

地。侏羅紀中晚

期以後，恐龍

成為地球上

再久，仍舊有人想著將其中的秘密挖掘出來。

大海，永遠是如此的炫目、美麗的讓我如此著

迷，也許有一天，隨著科技的進步，神祕的潘朵拉

盒子，終將被打開，那時的我，不管時間如何改

變、世事如何轉化，相信愛它的心，永遠不變！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海岸巡防

總隊臺中商港安檢所）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更多詳細資訊，可上維基百
科查詢，關鍵字：三疊紀、侏羅紀、維

京、愛琴海）

秀，伺機稱霸陸

地。侏羅紀中晚

期以後，恐龍

成為地球上

最繁榮昌盛的優勢物種，此後會統治地球1.5億
年，直到白堊紀－第三紀滅絕事件為止。

愛琴海

Aegean Sea 希臘語：Αιγαίο Πέλαγος。是地
中海的一部分，位於巴爾幹半島南部和小亞細亞

半島之間，南北長610公里，東西寬300公里。
愛琴海的東北部經達達尼爾海峽與馬爾馬拉海相

連，並且是連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關

於愛琴海名稱的起源有各種解釋：源於古愛琴

城；源於一位名叫愛琴的亞馬遜女王，她葬身於

海中；源於忒修斯王子的父王埃勾斯，他誤以為

忒修斯死了，心碎地跳海自盡。一個可能的詞源

是Αιγ- ，意思是波浪，因此αιγιαλός的意思是波
浪起伏的海。

維京

「vikingr」這個詞曾經出現在斯堪的納維亞
半島的古代盧恩文石碑上面，在冰島的土語中也

意味著「海上冒險」。在英語中「wicing」這個
詞首先出現在6世紀的古代盎格羅－撒克遜的詩
歌中，意思就是海盜，但當時英國人並沒有將北

歐海盜稱為維京。在中古英語中「維京」這個詞

已經消失了，但18世紀時又重新出現在傳奇故事
中，到了20世紀，「維京」不僅指海盜，意義
擴展為指斯堪的納維亞人，並出現許多新詞如：

「維京時代」，「維京文化」，「維京殖民

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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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琉線的交通船一腳踏上琉球的土地，迎

面而來的滿是民宿及租借機車的舉牌。在吵雜鼎

沸的人聲中，不時傳來擺攤阿婆的么喝聲：「來

喔∼∼少年仔來買紀念品喔！！！琉球在地才有的

喔！！！」對著往來的旅客如是喊著。心中一陣疼

惜，如此年邁的阿婆仍需為了生計到這裡擺攤，為

何沒有子女奉養，享受人生清福？走進一看阿婆架

上擺設的物品，有星沙、貝殼笛，還有珊瑚！看到

這裡更令人覺得痛心，阿婆賴以為生的生計竟是琉

球嶼的根！

小琉球是臺灣離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嶼，全島

面積約6.8平方公里，設籍居民高達一萬多人，人

口密度相當高，因四週環海加上珊瑚孕育了許多生

命，豐富的海洋資源使得早期居民幾乎以漁業為

生，近期因觀光業鼎盛發展（由交通船進港人數統

計，近三年來平均每年皆有一百萬人上島旅遊），

眾多的人潮帶來廣大的商機，有利可圖之下許多居

民紛紛轉向經營觀光業，民宿一間一間的開，浮潛

業者林立，不斷向觀光客招手，撈回滿

坑滿谷的沙金。直到有一天，在夕

陽餘暉下，踩在蛤板的沙灘上，

那隨手可抓的滿天星斗，如今

已化成一團白沙。這才驚覺，在琉球人的盡情揮霍

下，琉球嶼的根已經被糟蹋。

小琉球的星砂、海星甚至珊瑚因過度採集及人

為污染，數量日益稀少，連小琉球的嬌客－綠蠵

龜，也常因卡網而斷送性命。在幾次的救援下，深

深體會這是人類對自然無情的破壞，這是人心謀殺

自然的刻劃。如此矛盾景象，不斷在我眼前上演，

我心裏的聲音不停吶喊著：琉球居民依賴著島嶼豐

富的自然資源生存，而逕自採集、大量開墾觀光，

不斷啃蝕著生命之根！雖是為了生存，卻也凸顯小

琉球居民長期以來對自然資源保育及生存危機的認

知缺乏。

因此，為了使當地的海洋資源獲得保護，資源

永續發展利用，屏東縣政府、大鵬灣國家風景管理

處及小琉球鄉公所積極規劃小琉球朝低碳生態島發

展。透過將潮間帶劃設為保護區、推廣綠能載具電

動摩托車、開辦生態導覽解說員、協助浮潛業者取

得合格執照及深入學校推廣生態環境教育等幾項政

策，一步一步帶領民眾親近自然，了解自然進而保

護自然。教導民眾知法、守法進而護法。加上民眾

自發組成的海洋志工團隊，定期為小琉球海域進行

深度清理，不僅實際清理垃圾，也透過分享一併清

文｜林怡秀　圖片提供｜琉球新安檢所

巡護小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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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心。而身為海巡的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即是我

們手上握有的公權力，除了軟性的勸導與說明，更

甚者可以強力執行違法取締。更可透過結合公部門

與在地力量，聯合查緝、共同保育，達到海巡海洋

資源保護之目的。

「守護海洋、為民服務」強調的到底是什麼？

我想就是讓大家能在一大早起床時，有一片蔚藍的

大海，以及白雲藍天的陪伴，讓心中可以感到無限

踏實，更讓長年守護在這片土地及海洋的我們，能

因為它而感到驕傲，也希望未來，藉由大家的努

力，改善居住環境的自然生態，一同為「巡護小琉

球」的美夢加油。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六岸巡總隊琉球新安檢所）

岸巡弟兄平日努力維護生態保育
（圖為協助綠蠵龜脫困）

小琉球擁有豐富自然資產（圖為
小琉球珊瑚群）

因遊客遽增，致使自然景色恐遭破壞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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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屬機關（單位）榮獲防貪業務績
優，署長王崇儀（左二）親自頒獎（104.3.2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4年第1季慶生會暨婦女節慶祝
活動，由政務副署長尤明錫主持（104.3.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4年心理諮商知能研習至東海
大學學生諮商中心參訪，主任呂素卿為參訪人員簡介
（104.3.24-2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公務人員協會邀請銓敘部科長曹立倫
蒞臨進行公務人員協會運作與功能宣導（104.3.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配合醫療財團法人臺灣
血液基金會，辦理廉政宣導活動（104.2.26）

中部地區巡防局訓練大隊參與海軍舉辦敦親睦遠航訓練
參觀活動，設置據點宣導廉政反貪（104.3.13∼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協助新化高工辦理海巡
服務區參訪活動，負責全程導覽，引領學生了解海巡
（104.4.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配合協助懷德風箏緣地
育幼院單車環島活動（104.3.1）

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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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夜間於轄區內執行威力
掃蕩勤務，預防犯罪情事發生（104.2.1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執行夜間巡邏時，發現
轄區有民眾違法電魚，即刻上前查緝。（104.2.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於碼頭執行貨
物拆檢時，查獲走私香菸，計有85條（104.4.1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查獲「大
○輪」宅配快遞包裹內有5箱大陸香菇，約64.5公斤
（104.4.1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高雄商港安檢所查獲
貨輪大新號以紙箱夾藏走私香菇，約有 3 0餘公斤
（104.3.1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海岸巡防總隊接獲通報，往澎湖
馬公客船上有通緝犯，立即派司法小組前往帶回偵訊
（104.2.1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轄區內查獲民眾違法
使用漁網撈魚，立即上前取締（104.2.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轄區內執行擴大威力
掃蕩工作，預防犯罪情事發生（104.3.22）

海域執法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同仁與其他救難單位，
不畏天寒全力投入協助復興空難救援行列（104.2.1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巡防區於大武崙沙灘發現擱淺海
龜，立即依規定通報，並協助脫困（104.4.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協助民眾於麗水漁港實施
魚苗流放，為生態保育盡一份心力（104.3.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有民眾不慎
溺水，立即聯繫相關救難單位，派遣救生艇接駁援救
（104.4.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配合臺南市政府舉辦愛
惜臺灣擁抱海洋淨灘及魚苗流放，協助海上戒護工作
（104.4.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與澎湖縣環保局一同執
行清淨家園，重現海灘美麗的外貌（104.4.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轄區發現死亡海龜，
立即掩埋，並依規定通報相關單位處置（104.2.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長濱港區發現漁船漏
油，為免危害擴大，即刻進行防污處置（1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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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遇民眾為修補及清
潔漁船，須推至岸上執行作業，主動上前給予協助
（104.2.19）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三岸巡大隊接獲民眾118報案車輛受
困，立即派員前往協助（104.2.2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報案有民眾失蹤，
經協尋，於松柏漁港發現大體，並協助後續安置事宜
（104.3.2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許厝寮安檢所弟兄發現
漁船入港失去動力，主動協助進行停泊（104.3.3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安平漁港安檢所人員
發現碧海碼頭漁船後甲板失火，隨即前往協助滅火
（104.3.2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潭門安檢所接獲通
報，於望安國小後方山坡草皮失火，立即前往處置
（104.3.2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人員於新港漁港賞鯨碼
頭遇民眾摔車，主動上前為其包紮傷口，並聯絡救護車
送醫（104.3.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花蓮商港安檢所人員，
發現遊艇船身傾斜下沉，立刻協助處理（10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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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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