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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 海洋

點亮 希望 」

～海安八號演習暨親海活動超吸睛
宜蘭、高雄雙艦成軍

總統馬英九親臨授旗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為展現政府「捍衛主權、
維護漁權」政策的能量，6月6日在高雄港外海
舉行「海安八號」演習，由馬總統親臨主持，
宜蘭、高雄艦成軍授旗

署長王崇儀全程陪同，並邀請行政院院長毛治
國、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國安會秘書長高華
柱、海巡署前署長王進旺、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國
防部參謀總長嚴德發、總統府副祕書長熊光華及國安
會諮詢委員楊念祖出席活動。本次演習動員
會諮詢委員楊念祖出席活動。本次演習動員6艘巡防艦、
1
1艘巡護船、14艘巡防艇，以及搭配4架空勤總隊直升機，實施海
空聯合與海空分列式操演。同時，為推廣「世界海洋日」理念，
展現長期以來我國對海洋永續發展的努力成果，在高雄港新濱碼
頭，同時有艦艇展示、特勤戰技及海陸儀隊操演等
頭，同時有艦艇展示、特勤戰技及海陸儀隊操演等10項精彩的演

2

出，呈現海巡工作多元化，並達到與民同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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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王崇儀呈獻船模予馬總統

馬總統 主持
陸上校閱及雙 艦

禮
典
成軍

部隊校閱

3

船隊準備駛出外海

聽取艦上簡報及諸元介紹

馬總統登上高雄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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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另一特別的項目，就是以雙艦優異的裝備及
精實的人員訓練，與直升機進行海空操演，演練海
域在高雄港一港口西北方，由直升機發揮高度的駕
控技術，成功降落在宜蘭艦的飛行甲板上，驗證海
巡署與空勤總隊在艦機組合上落實的訓練。
另外，演習結合「世界海洋日」親海活動，倡
導國人海洋意識，靜態展示有「經略南海區」南疆
史料、「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成果區」說明了海
巡艦艇、裝備等嶄新的一頁，讓參觀的民眾見證海
馬總統與王署長共同揭牌

巡署近年來在海巡工作上的努力及成長。而動態表
演方面以海巡特勤、海陸儀隊操演最為吸睛，特勤

海巡署此次舉行「海安八號」演習是以「航
向海洋 點亮希望」為主軸，最眾所矚目的就是2

人員逼真的戰技，儀隊整齊劃一的動作，都獲得在
場民眾滿堂喝采。

艘3000噸「旗艦級」宜蘭艦（CG128）、高雄艦

而為使民眾更了解政府具體政策，特別轉載總

（CG129）的成軍典禮，當馬總統宣達「雙艦成

統府新聞稿全文，將馬總統當日主持典禮實況完整

軍」令，象徵海巡署的執法能量，邁向了一個新紀

呈現：

元。新成軍的高雄艦、宜蘭艦設備新穎、性能卓
越，且「國艦國造」，均由國內自行設計建造，船
長119.4公尺、船寬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
雙艦採用可變螺距雙車推進系統，兼具靈活、機動
與安全性，最高航速24節，續航力10,000浬，且消

馬英九總統今（6）日上午前往高雄港新濱碼
頭及高雄外海主持「海安八號演習」，以具體行動
宣示我國海上執法、救難及護漁之能力與成果，並
重申我國政府捍衛主權、保護漁權的決心。

防水砲射程可達120公尺，而且裝設40快砲及20機
砲各1門，具備海巡最強武力，可大幅提升維護主
權及捍衛漁權的能量。
海巡署有別於以往在港口舉辦了七次的海安
演習，本次最創新的就是以海上做為演習場

5

典禮開始後，總統首先宣達「宜蘭艦」及「高

總統表示，他在民國97年指示行政院編列200

雄艦」成軍令並授旗，隨後致詞時指出，海安演習

多億元的預算經費，分10年期程建造37艘的新式

是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每2年舉辦1次的重大演訓活

海巡艦艇，推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此亦

動，而此次「海安八號演習」結合了2艘新造3千

為海巡署成立15年來，最大規模的編裝方案；預

噸級巡防艦的「大船成軍」典禮，也是首次將實兵

計至明（105）年，我國海巡艦艇的總噸數將高達

演練的場地從港內移至外海。同時，也將在外海進

34,435噸，相較於97年，增加超過15,000噸，增幅

行直升機起落巡防艦的演練，具體展現海巡署與內

達70%，其中也包括11艘1,000噸以上的大船。事

政部空勤總隊紮實的訓練成果與分工合作的共識，

實上，我國海巡部隊也因此實力大增，穩居東亞第

也代表我國在海上執法及救生救難已由平面提升至

4，僅次於大陸、日本與韓國。

「海空立體執勤」模式，將使海上偵巡及救援更有
效率。

精彩海上演練登場
直升機落艦操演技巧精湛，圓滿成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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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艇戰術編隊及海空分裂式場面壯闊

7

馬總統與王署長於高雄艦右舷
外側向海巡同仁比讚致意

馬總統參觀各活動展區

總統進一步指出，本次新成軍的3千噸級
「高雄艦」與「宜蘭艦」，是目前噸位最大、
設備最新、性能最卓越的巡防艦，最高航速可
達24節、續航力提升到一萬浬，且全部由國
人自行設計建造，具體實踐「國艦國造」的政
策，並對政府宣示主權及捍衛漁權極具助益。
總統也表示，101年9月25日，宜蘭蘇澳
292位漁民駕駛58艘漁船出海，到我國領土釣
魚臺列嶼周遭海域進行「為生存，護漁權」活
強編成果區

動。當天12艘海巡署船艦以水砲與日本海上保
安廳34艘船艦對峙互射，而我國護漁的畫面第
二天也傳遍全球媒體，具體彰顯我國政府捍衛
主權、保護漁權的決心。
總統說，這場行動也間接促成臺日在102年
4月10日順利簽署《臺日漁業協議》。該協議
不僅有效解決兩國長達40年的漁權糾紛，也讓
漁民朋友在相當於臺灣2倍大，近7萬平方公里
的協議海域內得以安心作業，不必再擔心遭受
干擾，而上述作法係透過暫時措施設立「共同
養護管理區」，亦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74條有關相鄰國家間重疊經濟海域之劃定規
範；同時，雙方爭議案件亦由協議生效前的17

經略南疆區

件降至去年的1件，且我國漁獲量也大為增加，
達成「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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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日親海攤位

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中華郵政高雄分公司

親海活動服務區

流木居工坊

人才招募攤位
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9

總統也提及，102年5月「廣大興28號」漁船在

進 財 6號 」 在 臺 菲 重 疊 海 域 ， 遭 菲 律 賓 公 務 船 攔

我國經濟海域，遭到菲律賓海巡隊員以自動武器掃

截，並登船臨檢。我國海巡基隆艦獲悉後即時趕

射，造成一位船員不幸身亡、漁船失去動力。該事

到，並在外交部的協助下，歷經4小時談判，已平

件發生後，舉國震怒。政府也立即要求菲方道歉、

安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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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方終於同意正式道歉、提供受害
者家屬賠償及以殺人罪起訴涉案人員；雙方並且就
重疊專屬經濟海域的執法達成「避免使用武力」、
「執法前相互通報」及「扣押逮捕後儘快釋放」等
三項共識，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總統也談及，上（5）月25號，屏東漁船「明

總統強調，上述例證均顯示「漁民在哪裡，海
巡就在哪裡」，未來政府亦將在「護漁不護短」的
原則下，確保臺灣漁民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作業
的安全與權益。
在海巡救難與外交方面，總統指出，去年海巡
署執行救生救難487件，共965人。其中「海研五
號」科研船救援案，更將船上45人全數救起；而

大家揮手致意

馬總統離去前向

民眾熱情互動，

看見民
眾臉上開
心、滿足的笑容，就是肯定海巡人員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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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5月，「金龍輪」客輪遭遇意外，153人
153人
也全數平安獲救。此外，102年7月海巡署與我
月海巡署與我
國代表團共同前往我國友邦吉里巴斯，進行史
上首次海巡外交出訪，意義重大。
總統特別提及海巡署前署長王進旺今年獲
頒「二等卿雲勳章」。總統說，王前署長的
勳章頌詞是由他親自核定，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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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表彰王前署長的貢獻，亦可做為海

海上操演結束返航後，總統也前往新濱碼頭出

巡同仁的典範，更彰顯海巡署近年來推動海洋

席世界海洋日親海活動，參觀「強編成果區」、

事務與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成果。

「經略南疆區」與「親海活動區」等，並與現

隨後，總統由行政院院長毛治國等陪同，

場民眾親切寒暄互動，氣氛熱鬧歡愉。

登上「高雄艦」進行視導。總統除聽取艦上設
備介紹簡報，揭蒞艦紀念銜牌，並進入駕駛臺
校閱戰術編隊，也前往該艦右舷外側校閱直升
機落艦與海空分裂式操演情形，對海巡展現新
銳艦船、人員高昂士氣，以及在各項演練項目
所表現的精準與熟練程度，表達高度
肯定及嘉許。

11

活動結

束採訪花絮

明德國小方主任
宜蘭艦掌旗官沈韋立
操演了將近二個月，謝謝家人及長官的

今天特別帶領我們學校二個社團來響應
世界海洋日活動，恰巧學校在

支持，掌旗工作雖然辛苦，就像手上拿著磚

海軍軍區附近，很高興能讓

塊一樣，沉重但踏實，只要演習

學生來觀摩學習，相當有意

成功，一切都值得！

義！

民眾陳小姐
我透過臉書得到今天的活動訊息，所以

海巡親善大使張婷婷
親身參與了今天這個活動，才知道自己

特別過來參加，覺得活動內容有相當多與親
子有關的，就帶小朋友過來體驗

的工作相當重要，即使太陽再大，只要看到

一些DIY活動，例如透過畫畫

民眾因為我們親切服務而感到開

學到保護海洋的概念！

心，能夠為行銷海巡形象出
一份力，才是最重要的！

民眾陳小弟弟
問：弟弟今天為什麼穿軍服來參加活動呢？

民眾楊小姐
因為男朋友在海巡當兵，透過他得到了
今天的活動訊息，看見每個攤
位都很有特色，也吸收到不
少跟海洋有關的知識，真是
太棒了！

12

陳小弟弟：因為我以後想當軍人！
問：為什麼想當軍人呢？
陳小弟弟：因為可以保護國家，很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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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2015.vol.75

雙艦成軍後，海巡署署長王崇儀首度於端午佳節前夕搭乘
高雄艦，率海洋總局總局長龔光宇、海岸總局副總局長黃
漢松等重要幹部，搭艦前往南沙太平島慰問戍守南疆之海
巡同仁，並勘查碼頭新建工程。

圖為王署長於太平島國碑前
及登中洲礁時與同仁們合影

13

「明進財6號」
漁船遭菲武裝人員
控制 之 救援實錄
文｜陳建有

圖片提供｜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如同用水瓢盛接流水般，總會有溢出的時
候，人的記憶也有一定的容量空間，如果海巡
生涯中註定將會有一段永遠沉澱抹不去的回
憶，我想永遠會是104年5月25日在基隆艦救援
「明進財6號」漁船上的那一夜。
手指在鍵盤上敲打記錄的此刻，時光彷彿
緩緩回到那一天的場景，猶記得當日晚上6時
45分，基隆艦正在執行南海護漁勤務，航行在
我國美麗的南疆海域，當巡邏至北緯20度33
分、東經122度24分，大約在鵝鑾鼻東南方117
浬的位置，突然間，無線電呼叫基隆艦的聲音
劃破了夜晚的寧靜。在接獲隊上勤務指揮中心
通知，於北緯20度41分、東經122度23分的位
置，有一艘臺灣籍「明進財6號」漁船，遭受菲
律賓公務船干擾作業，請基隆艦前往處理，那
時案發位置和本艦距離約為7.5浬，當下考量先
前已有「廣大興28號」漁船案例，又是遭遇菲
方阻撓，此時艦上同仁神經緊繃了起來，二話
不說立即加速朝案發地點奔馳。
約晚上7點25分，艦艇抵達通報地點，但
在該位置並未發現任何船舶蹤影，加上先前東
當日基隆艦海巡人員救援「明」船船長及船員情形

港漁業電台通報「明」船疑似被菲律賓公務船
武裝人員強行登檢控制，導致無法和「明」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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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聯繫，但同仁們不放棄希望，持續用雷達輔助
搜尋，所幸於北緯20度42分、東經122度21分的位
置發現船舶亮光，並在7時42分確認為「明」船及
菲律賓公務船後，立刻回報勤務指揮中心，同時備
齊械彈和防護裝備，準備開始施放左舷小艇展開救
援行動。

中菲藉人員更是拿出預備的長槍，加強武裝。
到了晚上9時10分，菲籍公務船開始試圖強行
拖帶，雙方一觸即發，基隆艦再次向對方表明堅定
護漁執法立場並盡全力阻攔菲籍公務船，不讓其將
我方漁船拖帶。終於，晚上9時50分，在海巡署、
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及基隆艦全體

著裝完畢後，我方六名海巡人員陸續行動，在

人員斡旋下，菲律賓公務船放棄拖帶，同意放行我

登上「明」船的那一刻，看見一名身著軍裝的菲籍

方漁船，為顧及安全，本艦也立即施放小艇將菲籍

人員，胸前懸掛一把長槍，鎮守在左舷甲板，其右

武裝人員接至小艇運送回菲籍公務船。晚間10時

手扶著長槍警戒，此時我方登艇的海巡人員在觀察

11分，菲律賓公務船駛離現場，艦上人員也登上

船上甲板環境後，發現「明」船船長被菲籍人員控

「明」船再次確認船長與船員們狀況，並給予關

制於駕駛艙附近，另一名臺籍及三名印尼籍船員則

心，隨後為相關人員製作事發過程及紀錄，任務終

以蹲姿被兩名菲籍人員控制在船頭。我方人員不斷

於順利平安落幕。而在護送他們返航過程中，船長

試圖與船上菲籍武裝人員交涉，要求登船查看，無

及船員們為了表達對海巡艦艇即時救援之感謝，由

奈礙於我方小艇和「明」船的桿舷落差，加上其船

衷的發自內心向海巡人員的辛勞說聲『謝謝』，也

員皆被菲籍武裝人員控制，屢屢遭受阻擋，在顧及

正因為這句『謝謝』，這一夜艦上同仁們感受到無

漁民人身安全前提下，無法貿然登船。隨著雙方對

比的溫暖，讓他們更有力量的堅持向前邁進。

峙時間的累積，現場氣氛越發劍拔弩張，交涉過程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
機動海巡隊）

署長王崇儀特別南下慰問辛勞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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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濫捕保育動物
無情支解破壞生態
文｜黃子瑋

圖片提供｜第八三岸巡大隊

104年6月10日，約15時40分本所接獲通報一

馬上詢問船長紅色麻布袋為何物？此時船長自知難

艘北部地區巡防局交接漁船會於稍後進花蓮漁港。

逃法網，便央求蒐證人員：「少年ㄟ，賣阿捏！阮

15時55分該船進港，安檢人員經由望遠鏡查看確認

攏是甘苦人啦！」。安檢人員雖然同情，但仍秉持

為新海利66號，安檢人員隨即登檢，並針對漁艙、

執法立場，完成取締程序。此時，安檢人員也請船

冰艙、機艙及甲板等4處實施搜索。過程中安檢人

上兩名外籍船員，將其六大袋紅色麻布袋及一包白

員發現船長神色緊張，極為可疑，在打開漁艙時並

色塑膠袋裝的鯊魚腹鰭及海豚肉取出，同時通報值

未發現漁獲，但漁艙裡的冰有些微血跡且碎
冰鋪設平整，安檢人員馬上把上面
的冰撥開，撥開冰塊發現了一
大袋紅色麻布袋及一
包白色塑膠袋裝
的鯊魚腹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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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員，依規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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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人員接獲通報時，在了解狀況後立即穿上
裝備，馬上部署妥適人力支援接續蒐證及相關事證
處理，並澈底清查新○利66號所有船艙，以確保查

案在無任何情

緝無疏漏。隨後大隊司法組與相關單位到達現場，

資來源狀況下，

進行「新」船漁獲及相關事證最後確認，亦協請漁

查緝本就不易，全仰

會及漁業署等專業單位實施海豚肉及鯊魚鰭鑑定，

賴安檢人員對於可疑徵候的

初步判斷為保育類海豚及鯊魚腹鰭，但因其頭部遭

敏感度，以及對事證的緊追不

到支解，無法當場確認品種，便暫時由所內同仁分

捨，才能順利發現違規捕撈海豚

別完成清點、標示、排列、拍照及入冰庫存放後，

肉及鯊魚腹鰭。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同

轉交司法組完成案件偵辦及函送，本案經統計查獲

時呼籲民眾，違法濫捕保育類動物，不僅破壞生態

違法海豚肉241.92公斤、鯊魚腹鰭0.88公斤。

環境，一旦遭查獲，恐付出極大代價，望能三思後

由於案件發生地點係花蓮知名賞鯨豚景點，若

行，未來如發現不法，仍可透過撥打118海巡服務

違規捕撈鯨豚事件經常發生，對保育類海豚有莫大

專線，海巡署將立即派員前往協助處置。

的危害，亦對當地觀光旅遊將造成影響。此外，本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

海巡人員登檢起出「新」船違法捕撈之保育類動物

經漁業署及相關單位人員鑑定確認為鯊魚腹鰭及海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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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商人以合法掩護非法，走私農產品從船
上卸載後，企圖利用資源回收車載貨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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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6月8日，日正當中之際，正準備卸下滿
是汗水的裝備時，「北港監卸洞三，東七碼頭」腰
間無線電傳來所長激動的聲音，尋求著臺北港區塊
各安檢所人力支援本所監卸勤務，當下的我，腎上
腺素激升，依稀聽見不平穩的喘息聲，「難道電影
情節要發生了嗎？」，抱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
拋下眼前的簿冊，飛快衝出貨櫃屋前往一探究竟。

文｜余志宏
圖片提供｜第二二岸巡大隊

備進行一場神經緊繃的戰鬥。
封鎖線旁，弟兄們傳遞著工作手套，將所有紙
箱、雜物逐一拆封檢查，仔細檢查不放過任何的小
地方。正當所有人揮汗如雨將貨櫃雜物淨空時，
所長一個人向前查看停駛於貨櫃旁的神秘車輛。
只見貨車上，滿載著商人的幌子，清晰可見的是一
個個如同寶物的破舊紙箱，所長身手俐落地搬下其

「是香菇！是香菇！」一名弟兄急促地跑到我

中一個，刀片一抹，一條紅色細繩輕輕地被釋放，

的面前。踏入雜亂不堪的貨櫃當中，迎面而來的是

攤開厚重的麻布袋，映入眼簾的竟是數以千計的香

一陣撲鼻的腐臭味及一文不值的資源回收物，環顧

菇。「我要徹查這裡所有的貨物！」所長立即下達

四周，隱約可見數名弟兄將查獲的一袋香菇搬運出

命令將貨物全數卸下進行檢查，數十名弟兄看準目

來，當下的我立刻投入查緝行列，尋找是否還有其

標，速度飛快地將貨物一一拆檢。「這裡還有木

他的走私農產品試圖闖關。正當需要擴大搜索時，

耳！」、「有竹笙！」四周傳來令人振奮的聲音，

一輛又一輛支援勤務車，陸續抵達事發現場，拉起

這跟平常在電視裏看新聞報導的情境，絕對大不相

一層層的封鎖線。蓄勢待發的我們，正磨刀霍霍準

同，此時的我，心中已是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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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包香菇，20.58公斤」數名協助人員忙於

廢五金油污和垃圾的臭味掩蓋農產品的氣味，並以

清算之際，以為事情告一個段落時，現場幹部發現

層層廢紙箱將麻布袋中的香菇埋藏其下，並以資源

船長鬼祟地在駕駛室裡，企圖掩蓋不法的真相。我

回收垃圾之名義，企圖闖關，但仍難逃海巡人員的

聽從幹部的指揮一起衝上船隻，帶著莫名的勇氣大

法眼，終遭查獲，本案也堪稱今年度最大宗之走私

聲斥吼著「不准動！」並壓制住他。站在船上媽祖

案，緝獲之香菇、木耳、竹笙等非法農產品，總重

神像旁，呼吸著悶熱的空氣，我一邊戒護著船長，

高達820公斤。

一邊望向碼頭邊魁梧持槍的弟兄面色嚴肅地戒護著

「民以食為天」未經食品安全檢驗的農產品，

一袋又一袋被查獲的走私農產品，誰也不得靠近。

可能含有許多對人體有害的物質，長期下來，對人

一旁搬運完走私貨物的弟兄們，仍顧不得疲憊，緊

民的健康造成威脅。身為捍衛國家海域的海巡人

盯著現場鮮黃色的封鎖線，就像是打了一場勝戰

員，期許自己也能為食安問題把關，挺身站在第一

般，此刻正義與利益間的分界，對比極度明顯。

線，傾全力遏止大量劣質產品入侵，避免市場機制

因為端午佳節即將到來，各種食材需求量遽

被有心人士操控及黑心食品遭民眾誤食下肚，也希

增，不法商人想藉機牟取暴利。不惜利用資源回收

望民眾如發現有不法情事發生，能撥打海巡服務專
線118通報，讓我們能共同為國家盡一份綿薄心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二岸巡大隊）

海巡人員自貨車上卸載大量可疑麻布
袋，隨即進行清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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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危急、走私緝～
蘇澳海巡執法護民無所懼
文｜陳明、林益勝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遭撞擊之高雄籍「正昌發2號」
漁船，於海上待援

案件一

漁船海上遭撞

海巡暗夜馳援

104年5月22日23時40分海洋巡防總局第七

本隊獲報，第一時間秉持「通報快、指揮快、

【蘇澳】海巡隊接獲總局勤指中心轉蘇澳漁業電

處置快、出勤快」四項原則，立即指派線上PP-

台通報，高雄籍「正昌發2號」漁船於北緯24度35

2035巡防艇前往案發海域救援「正」船，同時由值

分、東經122度2分（約蘇澳港東方10浬），遭不明

班室運用海巡雷情系統，調閱比對當時航行附近海

商船撞擊，該「正昌發2號」漁船有進水之虞，請

域船隻航跡過濾，顯示肇事貨輪疑為香港籍寶泰輪

派艇前往救援。

「PACIFIC CONCORD」，立即緊急召集PP-5025
艇人員出勤，並聯繫蘇澳港信號台，協助通知其停
船受檢。

肇事之香港籍寶泰輪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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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訪談紀錄及雙方協商情形

23日零時21分PP-2035艇在蘇澳港東方約6.9

泰輪」及「正昌發2號」漁船雙方人員製作筆錄及

處發現「正」船船身受損航行中，經該艇人員與

船隻受損狀況蒐證完成後，由各自指派之代表進行

「正」船確認船上5人均安，初步檢視「正」船為

協調賠償事宜。「正」船船長也與「寶泰輪」代表

左後舷遭受撞擊，隨即戒護「正」船返航。零時55

人達成協議，並簽立「同意書」，以利後續賠償及

分PP-5025艇在龜山島東方9浬處，立即將「寶」船

善後事項處理。

攔截和廣播要求停船接受相關蒐證工作。由於「寶
泰輪」在臺灣無代理行，且不熟悉蘇澳海域狀況，
不敢冒然讓其錨泊蘇澳港，故由PP-5025艇引導至
蘇澳港口約2.3浬，等待調查。
23日上午中華海事檢定社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
公司派員抵達本隊，並告知「寶泰輪」所屬公司已

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呼籲，急難
救助是海巡署首要任務之一，船隻於海上作業時應
特別注意周遭安全，遇有事故應以人身安全為第一
優先，也可利用免付費服務專線「118」，或透過
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報，海巡署及相關單位將立
即前往處理。

委託「東興船務代理公司」處理本案。後經與「寶

海巡艇接駁中華海事檢定社人員登寶泰輪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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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二

護漁不忘查緝

非法無隙可乘

「裕」船利用海巡執行護漁任務，乘隙載運私菸遭查緝

近期為鮪魚汛期，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為確保

號」漁船進港後，持宜蘭地方法院搜索票於5月27

我國漁民在專屬經濟重疊海域作業安全，全天候規

日14時42分在南方澳漁港登檢「裕」船。查緝人

劃巡防艦（艇）執行北、東、南方專案護漁勤務，

員登檢時發現船長林○○表情緊張，神色異常，且

私梟集團為牟取不法利益，欲趁海巡署忙於派艦

目視該船因吃水較深，故研判應設有密艙藏匿私

（艇）護漁之機，從事不法走私活動，海洋總局偵

貨，經搜索於後舺板發現密艙口並將其開啟，當場

防查緝隊接獲情資，會同第七（蘇澳）海巡隊、第

查獲「裕」船上載有未稅私菸共計200箱（Daub

一岸巡總隊等單位於5月27日，在宜蘭縣南方澳漁

B、D&B、HunDo、Darby、RunMen、Dubliss、

港內查獲蘇澳籍「裕○66號」漁船載運未稅香菸一

Choose等7種品牌，共計100,000包），涉嫌人船

批，共計200箱，依菸酒管理法移送主管機關裁處。

長林○○及2名印尼籍船員，則由蘇澳海巡隊偵緝

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在接獲不法集團欲利
用本署執行專案護漁期間，乘隙從事走私活動情資

組帶返隊部偵辦，本案將依違反菸酒管理法移送宜
蘭縣政府財政處裁處，並針對該私菸來源擴大偵辦。

後，即於5月份會同蘇澳海巡隊、第一岸巡總隊、

蘇澳海巡隊表示，國內不斷調高對菸品之健康

宜蘭機動查緝隊及港警蘇澳中隊等單位組成專案查

捐，其意義在於改善國人吸菸習慣，不要因為成癮

緝小組，規劃部署岸際及海上人力，展開岸、海聯

而影響健康，未料不法私梟竟百般想方設法，為牟

合查緝行動，期間為不打草驚蛇，防止私梟海上

取不當利益，不惜犧牲他人健康，實令人髮指，海

丟包，專案小組決定俟查緝目標蘇澳籍「裕○66

巡人員無不秉持署長王崇儀的指示，堅決以「強力
執法、決不退讓」精神，彰顯維護海域治安決心，
縱使護漁勤務繁忙，也不會有所改變，各海巡隊查
緝走私工作更從未曾間斷，並呼籲民眾，如有發現
有不肖份子從事不法行為，請撥打118海巡報案專
線，共同為維護社會秩序及安定而努力。
（本文作者均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

200箱各種仿製劣質菸，海巡隊詳實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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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霧中的進擊
～金門海巡隊查緝抽砂船紀實
文｜董昀真

圖片提供｜第九【金門】海巡隊

近期因適值金門地區春、夏交替，風向轉變之

及航安。僅在濃霧中航行便感覺驚險萬分，若遇有

際，海上濃霧密布，大陸抽砂船配合天時、地利，

強行登檢時所遭遇到的突發狀況，後果就更令人難

於104年4月4日上午8時，伺機在金門限制水域內活

以想像。

動，違法盜砂，破壞我國海洋資源。
金門海巡隊PP-2066艇擔負維護海域治
安、保護生態環境國土安全重責，在佈滿濃
霧狀況下，摸黑巡弋。處於能見度不到50公
尺的航行環境中，艇上同仁絲毫不敢大意，
除以探照燈持續瞭望周遭水域，更目不轉睛
盯著雷達螢幕上的光點，深怕稍有疏忽便危

陸籍抽砂船恣意於我國海域內盜採海砂，破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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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險惡環境無法阻絕艇上同仁積極查緝中國

動之以情，藉以造成船長心理壓力。此方式果然奏

大陸抽砂船決心。果不其然，在抽砂熱區田埔外海

效，船長眼看情勢比人強，再多抗拒亦是徒勞，評

由雷達螢幕偵測大型可疑目標，緩緩駛近一看發現

估得失後遂同意將船航返料羅港接受調查。

「順○96號」陸籍抽砂船，靠濃霧掩避違法盜砂，
船身幾乎載滿了海砂，卻仍持續貪婪地作業著。
艇長黃恆鈞研判，因該船接近滿載且作業尚未完
成，導致其航行能力受限，眼見機不可失，立即呼
叫PP-2023艇前來馳援，隨即與PP-2023艇艇長王
義文展現高超的操船技巧，發揮巡防艇靈活機動特
性，藉由雙艇夾擊、前後包抄，使陸船首尾難以兼
顧，終於順利強行登上該船。
登船後緊張情勢一觸即發，一組人率先前往機
艙，控制主機、發電機等，防止該船輪機人員刻意
破壞機具使砂船失去動力以消極抵抗；另一組人前
往駕艙，控制船長及抽砂作業人員，喝止其違法行
為，同步將該船所有人集中於駕艙的角落並派員警
戒，防止其逃竄或抵抗。雖已遭查獲，但「順○96
號」船長態度仍相當強硬，堅稱是在陸方海域作
業，拒絕配合並極度抗拒調查。然帶班登檢的分隊
長王建民、董昀真，展現強勢執法作為，一方面將
該船所有成員一一上銬，消弭群體反抗力量，另一

返港過程中，除通報金門縣政府將1400噸重
的砂石卸於適當的海域，減少對生態及海岸線的衝
擊；並利用機會至抽砂船駕艙、機艙及其他艙間仔
細詳查，瞭解各種管路運作方式、各艙間相對位
置，以作為往後查緝借鏡。2艘20噸級巡防艇與抽
砂船上的登檢人員，靠著內外呼應，相互支援，終
於成功將「順○96號」帶返料羅港碼頭扣留，執勤
人、艇均安。
本案金門海巡隊同仁冒著濃霧、視線極差的風
險，僅僅以2艘20噸級巡防艇強行登檢近兩千噸級
抽砂船，小蝦米對大鯨魚，以小搏大，不畏艱難，
藝高膽大登檢「順○96號」並成功將其帶返偵辦，
除以土石採取法函送金門縣政府，更以加重竊盜
罪、國家安全法移送金門地檢署，讓民眾看到本署
對盜採砂石強力執法作為，也展現出本署維護海域
生態的決心，確保我國海洋資源永續發展。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面斥責渠等盜採砂石行為，威之以勢、說之以理、

盜抽整船海砂仍未滿足，俟海巡隊員登檢後，才勉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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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金門】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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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毒品客製化
海巡機智緝不法
文｜黃教維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鑒於近年來販毒手法日新月異，常以包裝新潮

制毒品危害國人身心健康，海巡署強力掃蕩非法毒

的咖啡包、膠囊、飲料作為掩護，並藉此吸引青少

品，防止販毒行為侵害國人身心健康，並進一步維

年購買，使毒品深入校園、鄉村。毒品人口的年齡

護國家整體利益不受影響。

層也逐年下降，著實嚴重影響整體社會秩序，為防

查緝人員於現場查獲已分裝之咖啡包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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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起源於，臺東機動查緝隊日前接獲檢舉情

團成員在住宅附近裝設紅外線監視器，且與附近住

資顯示：高雄市旗津區、小港區有毒販購買大量K

戶串通，企圖製造該住所人去樓空假象，所幸查緝

他命與搖頭丸進行客製化包裝，再轉賣給東南部地

人員憑藉多年辦案經驗研判，該處所應有人使用，

區青少年，該集團更標榜客製之毒品具有「催情」

遂不眠不休埋伏守候，歷經二十多小時，終於在該

效果，欲利用此方式控制青少年男女從事不法行

集團主嫌出外購買糧食飲水時，一舉入內搜索，果

為，已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本隊爰成立專案小組偵

真查獲近五十包已分裝完畢之毒品咖啡包、搖頭丸

辦，誓將該集團一網打盡。

粉末、封口機、分裝袋、咖啡粉、磅秤等犯案工

本案經報請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經半年
的通訊監察、跟監埋伏，發現該集團成員行事狡

具，亦循線將該集團共犯緝捕到案，一舉瓦解不法
集團。

猾，不僅分工細膩，更屢次變換使用車輛、手機門

此次查緝行動除展現本署打擊犯罪之決心，臺

號，藏匿處所與工廠地點多選在門禁森嚴的大樓

東查緝隊亦持續展現「線索到哪裡就辦到哪裡」的

套房、巷弄狹小的海邊村落，使查緝人員不得不利

跨域機動能量，不斷掌握最新犯罪手法，以利向上

用假扮情侶、遊客、學生等各種方式，伺機接近蒐

追源，將不法集團一網打盡，期能有效維護人民健

證。當查緝人員見時機成熟，先於104年4月中旬向

康與社會秩序。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申請搜索文件核准後，立即針對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該集團毒品分裝工廠與藏匿地點進行搜索，因該集

毒販製毒用分裝器與搖頭丸成品
及提供客製化吸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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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裏「鱘」牠～
海巡護食安

從源頭查辦
文｜游智強

圖片提供｜宜蘭機動查緝隊

近期因國內頻頻發生食安問題，總統馬英九於

即由時任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許績陵先生指揮，副

103年10月13日國安高層會議中指示國安單位蒐報

局長李景琪先生實施勤教，並責由宜蘭查緝隊隊長

食安預警情資以發掘不法，並將情資彙整後轉發行

傅嘉勇、分隊長陳佐霖帶隊與法務部廉政署，會同

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以下簡稱食安辦），

海巡署北部地區巡防局台北機動查緝隊、海洋巡防

由「食安辦」協調各地地檢署啟動「食安機制」統

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合各查緝機關能量，針對食安問題發動偵查。

宜蘭縣政府漁管所及動植物防檢所等單位，以及農

本署為配合食安辦查緝食安問題，於104年5
月7日，在宜蘭縣員山鄉山區執行安康專案市面聯
合查緝行動時，當場發現養殖業者所飼養可疑為大
陸地區非法進口之走私保育類動物「史氏鱘」，隨

業委員會水產竹北淡水繁養殖中心、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所等專家學者，共查獲活魚二萬多尾
（初估市價約新臺幣5億元），目前已將上述查獲
成果移請關務署、農委會及國貿局等單位進行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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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係宜蘭機動查緝隊於103年偵辦時，就已

報關行、養殖場進行搜索查扣相關走私犯罪贓證

盯上孫姓進口業者夥同宜蘭林姓養殖場負責人，在

物，並帶回涉案進口業者、報關人員、貨品銷毀業

查緝過程意外發現他們聯合廖姓報關業者涉嫌以

者等人進行偵訊，並約談邊境管制區有關業務之

「假報驗、假切結、偷換貨」大量走私未檢疫之蘆

官員。

筍（農藥殘留超標）、螃蟹（重金屬殘留超標）、
日本水產品（夾帶輸入），當中竟然有「CITES」
管制魚種鱘龍魚，已嚴重影響我國食品安全。案經
查緝隊將相關情資轉呈食安辦，由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卓俊吉指揮統合本隊與財政部政風處、法務部
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
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桃園憲兵隊、嘉
義憲兵隊等單位共同組成專案小組針對有毒生鮮水
產食品（蘆筍、螃蟹、鱘龍魚、日本水產）流入市
面高級日本料理店、飲食店等情形進行偵查。全案
之所以能水到渠成，北部地區巡防局副局長李景琪
認為最重要原因是相關卷證、文件皆以齊備，並有
良好之勤前教育，可以降低當日執行任務時，所可
能遭遇到之障礙，爰此，在13個月的佈偵監控下，
終在104年4月28日時機成熟，以兵分12路方式於新
北市、桃園市、嘉義市、高雄市等地針對進口商、

宜蘭大礁溪鱘龍魚養殖
漁場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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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一直是國人高度在乎的民生問題，為
了讓大家食得安全、活得安心，海巡署不遺餘力加
強緝私，打擊犯罪。此次，宜蘭機動查緝隊能順利
防止違法案件發生，除了相關單位大力配合下，也
仰賴新北地檢署指揮調度得宜，加上從源頭層層抽
絲剝繭查辦，才能讓全案順利遂行，未來查緝人員
也將持續把關，嚴防走私進口之農、漁產品乘隙而
入，確實維護我國人民食品安全，也確保邊境管制
無漏洞。
由於查獲之「史氏鱘」係鱘龍魚品種之一，為
管制魚類，違法走私，容易對國內經濟及民眾食的
安全造成影響，且一線查緝人員摒除萬難，集合眾
人力量，始能完成任務，也希望透過專案小組成員
分享對於此案之偵辦心得，讓國人更了解海巡署在
查緝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

專案小組聯合衛生局人員現場查扣疑似不合格食品帶回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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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員童楙勛：

本案主偵人查緝員游智強（右）、查緝員童楙勛（左）、查緝員李正璿（中）

案件偵辦過程中，除了進行通聯
分析與通訊監察外，也必須更進一步
了解相關進出口規則及食品安全法令
規範、並與友軍單位共同研商突破偵
辦盲點，如此才得以突破犯嫌供述，
以利全案偵破。

查緝員李正璿：
由於涉及走私、食品安全、公務人員圖

主偵人查緝員游智強：

利等議題，需要與各業務主管機關進行協
調、溝通，此次偵查過程感謝前局長許績

有別於以往毒品案件皆以現行犯方式逮

陵、副局長李景琪、隊長傅嘉勇、分隊長陳

捕移送，事前必須針對犯罪事實的認定及相

佐霖等長官協助召開多次協調會議，使這次

關書證彙整，得以順利偵破，此種犯罪偵查

案件得順利偵破。

手段可避免查緝時的不確定性及風險。

（本案偵辦人員為主偵人查緝員游智強、童楙勛、李正璿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宜蘭機動查緝隊）

鱘龍魚小檔案（資料來源：中華及維基百科）
物種起源於一億三千萬年前之白堊

需經許可方得輸入，其增肉率及肉質相較

紀。目前分佈於北半球共28個品種，皆為

其他准許輸入之鱘魚物種優良，因此使業

淡水物種。為保育物種延續，各國在瀕臨

者規避相關法規進口之。

絕種動植物保育公約（又稱華盛頓公約）
中將所有鱘龍魚種列入附錄二名單中，限
制貿易交易數量及管制進出口。
此次查獲之物種「史氏鱘」在我國為

「史氏鱘」除魚肉可供食用外，其魚
卵可製作成魚子醬，骨髓可提煉骨素具有
高營養價值，魚皮可提煉高濃度動物性膠
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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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會計人員
精進財務風險管理機制之探討
文｜黃永傳

壹、前言
風險管理自西元1950年代興起以來，多偏
重私部門財務性及災害性風險管理，嗣經美國
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於西元2004年
發表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架構（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報告後，
公私部門競相導入組織管理模式，為期有效控管相
關風險，以合理確保組織目標之達成（許永亮，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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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行政院游前院長錫堃於民國93年9月8日在
第2905次行政院院會提示，各部會應該作全面性的
潛在風險因子調查，並責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前於民國103年1月與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等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研考會）負責研訂相關機制，實為我國推
動風險管理制度之濫觴（賴森本，民101）。行政
院謝前院長長廷賡續推動，復於民國94年6月8日在
第2943次行政院院會提示推動整合性風險管理。行
政院亦先後訂頒行政機關風險管理推動方案（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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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8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作業基準

（二）輔助政策推動。

（民國97年4月）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

二、辦理會計

危機處理作業基準（民國97年12月）。另研考會
亦於民國98年1月訂頒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
冊，行政院復於民國104年5月修正該手冊有關風
險類別內容，以期提供各機關有效建立風險管理與
危機處理能量，並落實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全力
達成機關目標並提升施政績效與民眾滿意度（行政
院，民104）。鑒於機關財務運作體制與會計人員
職責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旨由公部門會計人員（以
下簡稱會計人員）職責探討精進財務風險管理機
制，為期有效降低各機關發生財務風險，以協助其

（一）執行內部審核。
（二）增進法令遵循。
（三）遵循會計原則。
（四）控管施政進度。

三、編造決算
（一）協助績效考核。
（二）研議改進措施。

參、風險管理組成要素及其運作模式
風險管理為內部控制之延伸，係指遍及組織各

達成施政目標。

層面，因其面臨目標、環境及風險因素均在變動，

貳、公部門會計人員之主要業務

為管理組織風險在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或可容

依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之規定，
主計人員工作範圍包括歲計、會計或統計業務。會
計人員雖為主計系統人員，仍屬機關一份子，負有
會計責任及財務責任。機關在推動風險管理時，為
期合理確保達成組織目標，會計人員扮演著相當重
要之角色。茲將會計人員主要業務說明如次:

一、籌編預算

忍範圍內，由治理單位、管理階層或其他人士研訂
策略及辨識可能影響組織之潛在事項，所採取一系
列持續改善之反覆過程或循環過程，以合理確保達
成組織目標（王怡心，民102；行政院，民104）。
茲將其與內部控制關係、組成要素及風險管理機制
運作模式分別列示如次：

一、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之關係，實為內部控
制之延伸，列示如圖1：

（一）分配預算資源。

圖1 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之關係圖
（資料來源：賴森本，民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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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理組成要素計有八個，列示如附表：
附表 風險管理組成要素表
組成要素

要素內容

內部環境

1.風險管理哲學 2.風險胃納或可容忍範圍 3.操守與倫理價值觀 4.管理階層權責之指派
5.組織架構劃分 6.人力資源之發展

目標設定

1.策略目標 2.營運目標 3.報導目標 4.遵循目標

事項辨認

1.外部因素：自然環境、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等
2.內部因素：軟硬體基礎建設、員工及各職能之流程等

風險評估

1.固有風險 2.剩餘風險

風險回應

1.規避風險 2.抑減風險 3.分擔風險 4.承受風險

控制活動

1.高階主管之覆核 2.中階主管就職能或業務之直接管理 3.資訊處理核對 4.實體資產盤點
5.分析績效指標，調查異常情形，並予導正 6.職務適當分工

監督

資訊與溝通

1.管理階層或員工之持續性監督
2.內部稽核人員或外部審計人員之個別性監督
1.涉及組織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及相互間橫向溝通
2.組織應就財務與業務狀況、目標、績效、權益結構、組織治理與風險管理政策等攸關資訊，
適時加以辨識、蒐集，以提供可靠資訊，並傳遞予利害關係人
（資料來源：許永亮，民95）

三、風險管理機制運作模式，列示如圖2：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其中風險回應：包含營運作業及控制活動
監督
（含內部稽核）

控制活動

風險回應中的營運作業
是否有效
圖2 風險管理機制運作模式圖
（資料來源：馬秀如，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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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分類

久性或持續維持時間等重大性原則，風險可分為

綜合評估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頻繁程度，倘發
生風險而產生舞弊之速度及層級，風險發生後之持

高

高度風險、中度風險及低度風險（王怡心等，民
102），列示如圖3：

中度風險

高度風險

後
果

分擔

規避、抑減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承受
低

抑減
可能性

高

圖3 風險分類圖
（資料來源：賴森本，民104）

肆、風險管理機制案例研析
茲參酌會計人員主要業務、風險管理機制運作模式及賴森本（民104）論述，舉例說明如次：

一、核閱公文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簽稿內容須正確表
述且相符

．公文忙中有錯

．前後案情須連貫及
已會辦須會辦機關
或單位

．用詞欠妥適，產生
誤解發生財務責任

．受文者正、副本須
適當
．文字通順、措詞恰
當、無錯別字及貨
幣金額須正確

．受文者不適當

．遺漏附件，降低公
文效率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依核閱公文經驗，
將承辦同仁依風險
高低分類，屬高度
風險者多加注意，
未揭發錯誤絕不罷
手

．本著知人善用原則

．控管風險評估、風
險回應及控制活動
執行情形

．研訂核閱公文標準
程序及承辦公文注
意要項，分送同仁
．適時舉辦公文講習
班
．訂定公文陳核檢查
表，控管公文品質

．公文格式未劃一，
歸檔處理不易

．製作公文處理常犯
錯誤之態樣，及標
準用語之範例供參
考

．附件不遺漏
．公文整理格式須劃
一
發生機率中等，惟
涉財務責任後果可
能嚴重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公文處理，採持
續性監督
．公文檢核小組個別
性評估公文處理情
形

無法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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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籌編人事費預算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人事費預算須足敷
支應所需

．預算額度不足，人
事單位估列有誤

．加 班 費 預 算 不 能
逾90年度決算之
80%

．民 意 機 關 審 議 預
算，通刪人事費或
指定減列人事費，
導致人事費不足

．本著優先計畫始有
優先預算之原則，
與人事單位按預算
員額妥為匡列預算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及中
央政府總預算編制
作業手冊之規定核
實編列與審核

．控管風險評估、風
險回應及控制活動
執行情形

．按相關規定，與權
責單位妥為匡列不
休假加班費、考績
獎金及加班費

．密切注意民意機關
審議人事費訊息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編列預算之工
作，採持續性監督

．注意加班費預算不
能逾90年度決算
之80%，發現人事
費法定預算如有不
足，陳報首長，採
行必要行動，如管
制職缺、增加強制
休假天數及控管加
班費
．配合機關業務妥為
提出用人需求

薪資屬法定經費，
無法支應所需，後
果嚴重

無法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三、籌編重大公共工程計畫預算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配 合 年 度 施 政 計
畫，依時限提報重
大公共工程計畫

．未依時限提報重大
公共工程計畫，導
致無法列入年度預
算

．管考、業務及會計
單位組成專案小
組，本著職責分別
控管陳報程序，並
完成製作選擇及替
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資料，妥為匡
列預算額度

．業務單位掌控陳報
主管機關審查進度
與民意機關審議計
畫訊息，適時提供
補充資料說明，排
除障礙

．建立管制表控管風
險評估、風險回應
及控制活動執行情
形

．依 預 算 法 第 3 4 條
之規定，製作選擇
性方案、成本效益
分析等資料，並送
民意機關備查
．年度預算數編列符
合預算法第39條
各年度分配額
．編列年度預算數符
合預算執行能力

．未 依 預 算 法 第 3 4
條規定，將選擇性
方案、成本效益分
析等資料送民意機
關，導致被擱置
．年度預算編列數未
符繼續經費各年度
分配額，致預算被
刪減

．適時向主管機關及
民意代表說明計畫
必要性，爭取支持

．控管編列年度預算
是否與繼續經費計
畫所列全部計畫之
內容、經費總額、
執行期間及各年度
之分配額相符

．高估預算執行率，
導致預算執行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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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機率中等，若
無法達成目標，攸
關首長施政滿意
度，後果嚴重

．責成國會聯絡人及
業務單位適時向機
關首長回報溝通情
形，並採行必要作
為

無法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編列預算之工
作，採持續性監督
．年度概、預算編審
統合協調組織或內
部工作小組採個別
性評估重大工程計
畫預算編列作業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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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編製單位預算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依限完成單位預算
編製

．由於政策臨時改變
或首長異動，導致
須調整預算

．排定預算編造時程
表並列示各該負責
人員及代理人

．以上年度預算書為
範例，教導新進人
員勾稽相關數字

．建立檢核表制度，
控管風險回應及控
制活動執行情形

．彙編預算同仁因故
無法執行編造工作

．向業務單位及彙編
預算同仁說明預算
書發生錯誤、數字
不勾稽、共同性費
用編列標準不符規
定之嚴重性，洽請
相關同仁妥適處理

．責成彙編預算相關
同仁劃分責任區，
並適時勾稽相關數
字，並落實代理制
度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籌編預算工作，
採持續性監督；主
辦會計並覆核總說
明文字妥適性

．總說明、主要表、
附屬表相關數字須
勾稽，遣辭用句須
適當
．單位預算與總預算
攸關部分，數字須
勾稽
．編列標準須符合年
度預算共同性費用
編列標準

．總說明、主要表與
附屬表及單位預算
與總預算相關數字
漏未勾稽，導致不
一致
．共同性費用編列標
準調整，漏未修正
．總說明遣辭用句未
配合媒體與民眾意
見適時修正

發生機率低，但預
算書被退回，後果
嚴重

．政策改變或首長異
動立即約集相關單
位研議預算是否須
調整

．彙編預算相關同仁
至少須彙編二個年
度預算，並培養接
任人選
．將單位預算與總預
算及總說明、主要
表與附屬表相關數
字及共同性費用編
列標準列於檢核表
並陳核

編製預算為重要施
政事項，不能規
避，僅能抑減風險

五、印製預算書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如期如質完成預算
書印製，並提出於
民意機關、行政院
主計總處及主管機
關等

．颱風電力中斷、天
然災害放假，致未
能如期提出

．選擇信譽良好廠商

．依計畫進度與契約
規定，送交廠商印
製

．控管風險回應及控
制活動執行情形

．督導廠商如期如質
印製

．會計主管對負責聯
絡印刷廠印製事宜
同仁，採持續性監
督

．儘早完成送印
．自行印製一本備用

．印製與裝訂品質不
佳

．逐頁檢查預算書有
無漏頁或印刷不清
發生機率低，惟若
發生，後果十分嚴
重

．督導廠商印製情形

無法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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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支國內旅費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使報支經費同仁吃
得下、睡得著、笑
得開

．利用業務會報或文
宣適時宣導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修
正重點

．仔細審核交通費、
住宿費及雜費是否
符合新修正之規定

．控管風險評估、風
險回應及控制活動
執行情形

．報支旅費不會被審
計部剔除追繳

．103年7月7日行政
院新修正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同
仁不熟悉，致易發
生報支有誤

．會計人員免除賠償
責任

．留下浮報差旅費之
文書證據

．依行政院新修正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之標準控管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控管與審核旅費
之工作，採持續性
監督，並力求內部
審核工作盡善盡美

發生機率不高，
104年度仍有報支
未檢據住宿費情
形，其後果嚴重
（報支經費遭剔
除）

．依行政院規定修正
國內旅費報支表之
相關報支項目及標
準

．會計人員盡到各機
關員工待遇給與相
關事項預算執行之
權責分工職責

難以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七、採購付款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適時給付正確金額
予正確廠商

．無足夠採購預算，
而先行辦理採購
案，致無法適時給
付價款，衍生糾紛

．落實填寫支出標準
及審核作業手冊附
錄一、簽辦階段，
附錄二、開標及決
標階段與附錄三、
驗收階段之資料

．報支經費檢附上述
附錄二，以確定
符合會計法第102
條第1項第3款規
定，業經執行內部
審核人員簽名或蓋
章

．控管風險評估、風
險回應及控制活動
執行情形

．會計人員審核採購
案之核准簽呈、驗
收紀錄或驗收報告
及統一發票（收
據）等憑證，是否
完整及合法

．採購稽核小組抽查
採購案，採個別性
稽核採購案辦理情
形

．使報支經費同仁吃
得下、睡得著、笑
得開
．報支經費不會被審
計部剔除追繳
．會計人員免除賠償
責任

．給付不正確金額或
誤植受款之廠商名
稱，導致給付予不
正確廠商
．招標程序未依會計
法第102條第1項
第3款之規定，須
經內部審核人員簽
名或蓋章

．定期約集業務單位
與總務單位講解報
支經費須檢具那些
合法憑證及依會計
法之規定須完成那
些程序

．審核給付之廠商及
給付之金額是否正
確，並確依公款支
付時限及處理應行
注意事項辦理付款
作業

．未檢附合法憑證
．給付金額逾統一發
票所列大寫數字

發生機率不高，但
特定採購案，影響
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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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規避設法抑減
風險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審核採購付款之
工作，採持續性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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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辦理決算及編造決算書表之風險管理機制
目標

風險評估

風險回應

控制活動

監督

．依限編造完成決算
書分送相關機關

．彙編決算同仁因故
無法辦理編造工作

．總說明、主要表、
附屬表相關數字須
勾稽，且遣辭用句
須適當

．總說明、主要表及
附屬表相關數字漏
未勾稽，導致彼此
不一致

．排定決算編造時程
表並列示各該負責
人及代理人

．以上年度決算書為
範例，教導新進人
員勾稽相關數字

．建立檢核表制度，
控管風險回應及控
制活動執行情形

．暫付款、材料、發
生債務及契約事項
者須辦理保留

．應辦理保留事項未
及辦理保留，排擠
新年度可用經費

．向彙編決算同仁說
明決算書表數字有
誤，影響決算品
質，且易導致排擠
新年度可用經費

．責成彙編決算相關
同仁劃分責任區，
並適時勾稽相關數
字及落實代理人制
度

．會計主管對所屬同
仁編造決算工作採
持續性監督；主辦
會計並覆核總說明
文字妥適性

．結帳後平衡表列示
經費賸餘：待納庫
部分及待納庫款須
查明未繳庫之原由

．會 計 事 項 處 理 有
誤，導致結帳後平
衡表仍存有經費賸
餘：待納庫部分及
待納庫款

．向業務單位說明須
辦理保留事項，以
免影響新年度可用
經費

．彙編決算相關同仁
至少須彙編二個年
度決算，並培養接
任人選
．通知業務單位限期
將保留案送交會計
部門彙辦
．審慎覆核平衡表各
科目相關性是否正
確

發生機率高，但影
響後果須視排擠新
年度可用經費而定

編製決算為重要施
政事項，不能規
避，僅能抑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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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動支經費之風險管理機制

風險評估涉及規避風險、抑減風險、分擔風險

（一）出席費、審查費、講課鐘點費、給付會計

及承受風險等4個層面，在政府機關執行公務，本

師、建築師及律師等專業人員酬勞，不同組

著輕重緩急抑減風險，除非不執行某特定計畫，否

織各有不同控制活動方式，惟其控管目標均

則較無法規避風險，惟仍可本著分層負責，分擔風

在正確給付酬勞予有關人員，會計主管須採

險及承受風險。而基層單位會計人員之業務，以執

行持續性監督，並妥為覆核。

行內部審核為大宗，且屬控制活動或監督機制之一

（二）鑒於所得稅扣繳義務人漏未扣繳所得稅，罰

環，並攸關同仁與廠商權益及國庫負擔，其最高目

款必須自行負擔，致給付專業人員酬勞時，

標在力求公款法用，使同仁報支經費後吃得下、睡

須提醒扣繳義務人代為扣繳所得稅。因此，

得著及笑得開。為達此目標，必須發揮經驗傳承，

會計主管仍須對所屬同仁採行持續性監督，

以抑減風險之功效，並體認知人善用，發揮同仁長

力求於開立付款憑單（支出傳票）時，須控

才之必要，及掌握人員更迭，法規更易，易生風險

管是否已掣製應代扣款項相關傳票。

之內部環境。因此，會計人員未來勢須依職務類別
與性質、內部環境之變遷及風險評估結果，本著經

伍、結語

驗傳承、專業知識及資訊科技新技術，適時修正內

風險管理為內部控制之延伸，落實依循內部控
制制度規範，將可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兩者具唇齒
相依之密切關係，因此在同一機關內，若由同一單
位負責推動相關幕僚工作必可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部控制制度，以強化財務面風險管理機制，俾有效
降低各機關發生財務風險。
（本文作者曾任海岸巡防署主計處處長，現任教育
部會計處處長，本署主計單位特別邀請黃處長撰文
與全體公務人員分享）

主要參考資料
一、王怡心等譯（民102），內部控制—整合架
構，臺北，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

理制度評鑑評鑑委員說明會講義。

二、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101年12月5

六、許永亮（民95），「淺談整合性風險管理體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100269301號令修

系—風險導向治理及風險導向審計」，今日

正。

會計第105期，第1頁至第15頁。

三、行政院（民93），文書處理手冊，93年1月
8日院臺秘字第0930080052號令修正。
四、行政院（民104），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
作業手冊，104年5月20日院授發管字第
1041400809號函修正。
五、馬秀如（民97），「內部稽核制度之概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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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重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發成果管

七、賴森本（民94），「企業風險管理與其他相
關制度之關聯性」，東吳大學企業風險管理
（ERM）流程與實務研討會講義。
八、賴森本（民104），「風險管理理論與案例
研析」，教育部會計處及所屬主計人員業務
研討會講義。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ﬁle
雙月刊2015.vol.75

「明進財 6 號」漁船
遭菲律賓公務船攔檢案 之
法律問題研析
文｜陳巧玲

一、案情摘要
104年5月25日18時43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通報，我國籍「明進財6號」漁船於北緯20
度41分、東經122度23分處（巴丹島東北方21.6
浬、我國漁船作業南界限內8浬）遭菲律賓（以下
簡稱菲國）公務船攔檢，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以下
簡稱海巡署）即派遣「基隆艦」（距現場7.5浬）

前往處理，當時菲國6名武裝執法人員已登檢控制
「明進財6號」漁船，並施放繩索準備拖帶，海巡
署「基隆艦」阻擋菲國公務船拖離我國漁船，並表
達該海域為我國專屬經濟海域，請菲國勿干擾我國
漁船，嗣後菲國遂撤出「明進財6號」漁船，並駛
離該海域；另依中央社104年6月9日新聞報導，菲
國海岸防衛隊執法影片當日錄影畫面中，菲國執法
人員以英文稱，「他們（指臺灣漁民）沒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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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釋放他們」，可推知「明進財6號」漁船僅

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此種安排應不妨害最

係單純航行於專屬經濟海域，並無違法行為。

後界限的劃定。（參照海洋法公約第74條）（註5）

二、案發海域之性質

四、菲國相關規定及主張

「明進財6號」漁船案發地點係在距菲國巴丹

菲國漁業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

島東北方21.6浬海域，依外交部於行政院會之說

「任何外國人、公司或實體在菲國水域捕魚或行駛

明資料（註1）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新聞稿

漁船均係違法」、「任何外國漁船進入菲國水域均

（註2）所示，係在我國與菲國重疊專屬經濟海域

構成其在菲國水域捕魚之推定證據」，而菲律賓漁

（菲國主張之鄰接區）內遭菲國公務船登檢，並未

業局於2014年4月21日所發布第115號行政命令，

進入菲國領海。

係針對在菲國北部與臺灣間之菲國水域及其鄰近水

三、海洋法公約相關規定
鄰接區，性質上是為緩衝區，依1982年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其範圍從
領海基線起算不得超過24浬，設置目的係在確保沿
海國之領土或領海不發生違反和不利於沿海國之情

域，所有疑似進行非法作業漁船，所訂定之執行漁
業法規行動準則，其第5點係就專屬經濟海域為規
範，而第6點則係就內水、領海及鄰接區等水域進
行規範，分述如下：

（一）倘船隻位於菲國專屬經濟海域

事，故沿海國可在鄰接區內行使為特定事項所必要

須將相關詳細訊息，例如船名、船身標記及船

的管制，即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

舶位置，透過適當管道通知臺灣有關機關，以利台

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懲治在其領土或領

方採取適當處置措施。此外，執法人員亦得透過無

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 （參照海洋法公

線電聯繫或信號，要求船隻離開菲國專屬經濟海

約第33條）（註3）

域；倘船舶未能於1小時內離開，執法人員應採取

專屬經濟海域，則是領海以外並鄰接領海的
一個區域，範圍係從領海基線起算，不應超過200
浬，故包含前述之鄰接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海域
有探勘、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

執法作為；於進行登船或執法行動後，菲國執法機
關應將執法過程、結果及相關後續措施通知臺灣有
關機關。（菲律賓漁業局第115號行政命令第5點）

（二）倘船隻位於菲國內水、領海及鄰接區內

其底土之生物及非生物資源之主權權利，此外尚有

菲國執法機關應進行登船檢查及拘押程序；在

其他依國際法得合理行使之權利，且所有國家在專

完成登船檢查及拘押後，應經由適當管道將船名、

屬經濟海域均享有航行自由等權利。 （參照海洋法

船身標記及船舶位置等詳細資訊通知臺灣有關機

公約第55條至第58條）（註4）

關；在完成登船檢查及執法後，菲國執法機關應

惟若海岸相向或相鄰的國家間專屬經濟海域之
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所指國際法的基

將執法過程、結果及相關後續措施通知臺灣有關機
關。（菲律賓漁業局第115號行政命令第6點）

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有關國家如

由於本案發生地點係在菲國主張之鄰接區內，

在合理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應訴諸第十五部

菲國主張依該命令第6點規定「明進財6號」漁船

分所規定之爭端解決程序。在達成第1款規定協議

並不享有1小時通報處置機制，惟我國外交部曾於

前，有關各國應基於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

菲國頒布此命令後，即表達不承認菲國此片面違反

力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並在此過渡期間內，不

海洋法，將鄰接區排除於專屬經濟海域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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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巡署仍於雙方重疊經濟海域內執行護漁任務
（註6）。

五、我國相關規定及主張

（一）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1. 第2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為鄰接領海
外側至距離領海基線200浬間之海域。（第
1項）

4. 護漁原則：我國漁民在護漁範圍內作業，遭
外國公務船干擾時，政府將派艦護漁，並協
助處理。（第8點第6款）

六、學者見解：

（一）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姜皇池見解
略以：
1. 菲國在具體執行上禁止外國漁船通過菲國水

2. 第4條：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

域，任何出現在菲國水域之外國漁船皆推定

層，與相鄰或相向國家間之專屬經濟海域或

違法；外國漁船若要通過菲國水域，必須事

大陸礁層重疊時，其分界線依衡平原則，以

先申請許可或通報等等，凡諸種種，均非國

協議方式劃定之。前項協議未能達成前，得

際法之所准許。（註7）

與相鄰或相向國家基於諒解及合作之精神，

2. 該等事件，分兩類型：第一種是對行使無害

作成過渡時期之臨時安排。前項臨時安排不

通過權的臺灣漁船，菲國不分青紅皂白，

妨礙最後分界線之劃定。

一律以菲國《漁業法》及其施行細則，推定

3. 第5條：中華民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享有並

「非法捕魚」，連辯駁機會都不給；第二類

得行使下列權利探勘、開發、養護、管理海

型是在雙方重疊海域，企圖逮捕臺灣漁船，

床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

並指責前往保護我國漁船的海巡艦艇破壞臺

資源之主權權利。（第1項第1款）

菲和諧？前者剝奪我國無害通過權，後者侵

（二）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序
1. 護漁範圍
與菲律賓重疊之專屬經濟海域，其範圍為東
經119度至125度7分間，漁船作業南界限以
北海域。（第3點第2款第3目）
2. 通報時機
在我國護漁範圍內作業，遭遇菲律賓公務船
舶企圖登臨檢查時。但漁民在第3點第2款
第3目與菲律賓重疊之專屬經濟海域發現菲
律賓公務船時，應立即通報漁業通訊電臺或
118專線。（第6點第1款第2目）
3. 執行機關接獲通報之緊急應變作業程序

害我國保護作業漁船權利。（註8）
3. 目前爭執者係在有爭議海域逮捕臺灣船舶須
1小時前通知我方；不僅如此，根據菲國法
律，臺灣船舶通過菲律賓水域必須事先申
請，並經菲國同意，更是荒謬。在重疊海
域，本來臺灣船艦即有權利保障我國漁船作
業，而基於漁業資源是可再生資源，重疊海
域，於雙方尚未劃出明確範圍之前，並無理
由完全禁止漁船作業。（註9）

（二）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宋燕輝見
解略以：（註10）
1. 今（104）年2月，菲國通過修訂1998年

對企圖登臨我國漁船之菲律賓公務船舶，或

《漁業法》，新規定於3月正式施行，其中

於與菲律賓重疊之專屬經濟海域發現之菲律

主張臺菲重疊之200浬專屬經濟海域概為

賓公務船實施監控，以保護我國漁船安全，

「菲律賓水域」，且規定凡進入菲國水域之

並依實際需要協調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派

外國漁船，應被「初步推定」在其水域捕

遣機艦協助監控。（第6點第4款第1目之1）

魚。該法將未捕魚的舉證責任轉移至外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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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迫使外國漁民需提出反證，證明自己無

顯將任何於菲國水域行駛之外國漁船認定為違法，

辜，否則將被處分，此違反「無罪推定原

同條第2項規定，「任何外國漁船進入菲國水域均

則」，更限制或剝奪外國漁船在菲國領海無

構成其在菲國水域捕魚之推定證據」，及其施行細

害通過的權利。亦即菲國對外國漁船進入其

則中有關盜漁推定之規定，如「外國漁船航經菲國

所謂「菲律賓水域」，片面推定有捕魚行

水域前，未事先通報菲國主管機關，並獲得其同

為，導致限制或剝奪我國漁船依據國際海洋

意」、「航行時未懸掛船舶國籍旗幟」等規定，均

法所允許行使之領海無害通過權。

推定為在菲國水域盜魚，致使外國漁船在所謂「菲

2. 外國漁船若要通過菲國水域，必須事先申請

國水域」，負有證明本身合法之義務，此等於「事

許可、通報、或懸掛國旗等規定，若強加解

實上」剝奪外國漁船無害通過權，實有違海洋法公

釋為海洋法公約第25條賦予沿海國領海保護

約無害通過原則。

權之「必要步驟」，此將嚴重影響外國漁民
通過菲國水域權利。
3. 菲國新漁業法之規定出現擴張、越權或與公
約不符之推定盜魚規定，已非法不當限制他
國漁船在其水域行使領海無害通過或專屬經
濟海域航行自由的權利。

（二）違反航行自由原則
「明進財6號」漁船案係發生於雙方重疊專屬
經濟海域，依海洋法公約第58條規定，在專屬經濟
海域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或內陸國，均享有
航行自由。本案「明進財6號」漁船僅係單純航行
於專屬經濟海域（菲國主張之鄰接區），竟遭菲國

七、結論

登船強行控制並已施放繩索準備拖帶，其執法程序

本次「明進財6號」漁船遭菲律賓公務船攔檢

係依據菲國漁業局發布之第115號行政命令第6點

案，菲國前揭法令實已違反海洋法公約規定，茲詳

規定，「倘船隻位於菲國內水、領海及鄰接區內，

述如下：

菲執法機關應進行登船檢查及拘押程序」，此等於
專屬經濟海域單純航行之行為，並未違法，即予拘

（一）違反無害通過原則

押，顯違海洋法公約航行自由原則。

所謂無害通過，依海洋法公約第17條、第19條
規定，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國或內陸國，其船舶
均享有無害通過領海之權

（三）有關漁業管理事項，鄰接區應適用專屬
經濟海域制度

利，只要不損害沿海國的

鄰接區，依海洋法公約第33條規定，其範圍從

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

領海基線起算不得超過24浬，係包含於專屬經濟海

即屬無害通過，先予敘

域200浬範圍內，為專屬經濟海域之一部分，沿海

明。

國僅係就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等4項事務，具
惟查，菲國漁業

法第91條第1項規定，
「任何外國人、公司
或實體在菲國水
域捕魚或行駛漁
船均係違法」，

有管制權利，而有關漁業資源之探勘、開發、養護
與管理，則仍應適用專屬經濟海域制度之規定，已
如前述，因此菲國漁業局第115號行政命令第6點，
將鄰接區與內水、領海等水域規劃為同一執法類
型，而逕予登檢及拘押，而非適用第5點專屬經濟
海域規範，亦有違海洋法公約。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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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註1 詳參行政院院會104年5月28日第3450次會議之外交部院會參考資料：「我國籍『明進
財6號』漁船遭菲國登檢案處理情形」之「緣由」所述：「明進財6號於本（104）年5
月25日晚間6時在距巴丹島東北方21.6浬海域（我國與菲國重疊經濟海域）…遭菲漁政
船要求登檢…」。
註2 詳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4年5月26日發布之新聞稿所述：「『明』船為經許可
捕撈太平洋黑鮪漁船，本航次均在我國與菲律賓重疊經濟海域漁船作業南界限內…，
未進入菲國領海」。
註3 海洋法公約第33條（鄰接區）
一、沿海國可在鄰接其領海稱為鄰接區的區域內，行使為下列事項所必要的管制：
(a)防止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其海關、財政、移民或衛生的法律和規章；
(b)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犯上述法律和規章的行為。
二、鄰接區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不得超過24浬。
註4 海洋法公約第55條（專屬經濟海域的特定法律制度）專屬經濟海域是領海以外並鄰接
領海的一個區域，受本部分規定的特定法律制度的限制，在這個制度下，沿海國的權
利和管轄權以及其他國家的權利和自由均受本公約有關規定的支配。
海洋法公約第56條（沿海國在專屬經濟海域內的權利、管轄權和義務）
一、沿海國在專屬經濟海域內有：
(a)以探勘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源（不論為
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於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開發和
探勘，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
(1)本公約有關條款規定的對下列事項的管轄權；
(2)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建造和使用；
(3)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
(b)本公約規定的其他權利和義務。
二、沿海國在專屬經濟海域內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其
他國家的權利和義務，並應以符合本公約規定的方式行事。
三、本條所載的關於海床和底土的權利，應按照第六部分的規定行使。
海洋法公約第57條（專屬經濟海域的寬度）專屬經濟海域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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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起，不應超過200浬。
海洋法公約第58條（其他國家在專屬經濟海域內的權利和義務）
一、在專屬經濟海域內，所有國家，不論為沿海或內陸國，在本公約有關規定的限制
下，享有第87條所指的航行和飛越的自由，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的自由，以及與
這些自由有關的海洋其他國際合法用途，諸如同船舶和飛機的操作及海底電纜和
管道的使用有關的並符合本公約其他規定的那些用途。
二、第88至第115條以及其他國際法有關規則，只要與本部分不相牴觸，均適用於專
屬經濟海域。
三、各國在專屬經濟海域內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適當顧及沿海
國的權利和義務，並應遵守沿海國按照本公約的規定和其他國際法規則所制定的
與本部分不相牴觸的法律和規章。
註5 海洋法公約第74條（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專屬經濟海域界限的劃定）
一、海岸相向或相鄰的國家間專屬經濟海域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
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
二、有關國家如在合理期間內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應訴諸第十五部分所規定的程序。
三、在達成第一款規定的協議以前，有關各國應基於諒解和合作的精神，盡一切努力
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並在此過渡期間內，不危害或阻礙最後協議的達成。這
種安排應不妨害最後界限的劃定。
四、如果有關國家間存在現行有效的協定，關於劃定專屬經濟海域界限的問題，應按
照該協定的規定加以決定。
註6 詳參行政院院會104年5月28日第3450次會議之外交部院會參考資料:「我國籍『明進
財6號』漁船遭菲國登檢案處理情形」之「本部立場」之內容。
註7 詳參104年6月8日自由時報A14版，姜皇池，「莫讓菲律賓詭計得逞」。
註8 詳參104年6月22日自由時報A14版，姜皇池，「外交部是怎麼盤算的」。
註9 同註8。
註10 詳參104年6月15日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15000396-260109，宋燕輝、何佩芝，
「確保我漁船無害通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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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與執行策略
環
區
地
海岸
文｜施義哲

壹、前言
海岸地區位處於陸海交界處，是兩大自然資源
的匯集與過渡地帶，亦是各沿海國家寶貴的國土資
源，歷來都是人口、能源和資源的匯集處。海岸地
區蘊含豐富的自然條件、大量的資源、優美的景觀
環境、水岸城市的開發等優勢，海岸地區在世界各
地幾乎是最早都市化、人口密集、高度開發的環境
情況。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導全世界人口在250
萬以上的城市有三分之二位於海岸、河口附近；在
工業化的國家，約有50%的人口居住在距海岸1公
里範圍內的海岸地區。隨著沿海人口的急速增加、
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等現象，再加上海洋經濟和
沿海地區蓬勃發展的同時，各沿海國家，特別是經
濟發達、都市群聚的地區出現了過度的填海造陸、
污染任意排放的現象，這些開發現象帶來海洋生態
環境嚴重的衝擊，大規模的海岸濕地、植被破壞、
水土流失、土地鹹化、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使得海岸地區的環境與資源，正面臨著前所未
有的考驗。

貳、海岸地區的概念與定義

區亦是處於高危險地區，例如海岸的生態系會受
到污染（pollution）、澡華（eutrophication）、
改變沉積物的負荷（changing sediment load）、
都市化（urbanization）、陸地開發（land
reclamation）、過漁現象（overfishing）、採礦
（mining）、和過度觀光負荷的威脅（tourism
continuously threaten） （Field et al., 2002）。
海岸管理包括海岸地區的保護、養護、復原、管
理和生態意義上的永續發展與利用（Kay et al.,
2005）。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 1999）對於海
岸地區（Coast Zone）的定義為，「從海岸線可以
接近和直接利用的航行水域地區，那些地區並且是
美國海岸防衛隊可以執行其任務的區域，一般而言
大概是離岸50浬的距離。此外，澳洲昆士蘭州1995
年訂定的海岸保護與管理法（Queensland Coas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ct）對於海岸地區的
定義，海岸地區是指沿海海水區和鄰接海水區的陸
地，只要某土地的物理特徵、生態或自然活動過程
以及人類活動對海岸及沿海資源可能帶來直接或潛
在的影響，就規劃於海岸地區加以管理（Kay et al.,
2005）。

海岸地區（Coast Zone）屬環境敏感地區，為

我國海岸管理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海岸地區

維護自然海岸，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與土地利

之永續發展，保護、利用與管理海岸地區資源，防

用，需兼顧保護、防護之和諧與海岸地區各種天然

治海岸災害及環境破壞，特制定本法。又依據第2

及人文資源之保育。由於海岸地區大約佔了地球表

條對於海岸地區做了定義，海岸地區：指中央主管

面積的18%，供給了約90%的全球漁獲量（global

機關依環境特性、生態完整性及管理需要，依下列

fish catch）和同時也提供了全球的25%的主要生

原則，劃定公告之土地、地下水域、水域與水域下

產力（global primary productivity），然而海岸地

之海床及底土；包括了(1)濱海陸地、(2)近岸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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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離島濱海陸地及近岸海域。依規定內政部需在新

岸地區具有高度的生產力和高價值、動態和敏感的

法公告施行後半年內劃定海岸地區範圍，並在2年

區域，豐富的海洋資源亦是海洋經濟發展的基礎。

內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該法為未來海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執行主任阿奇姆·

岸地區之保護、復育、災害防治、開發使用及管理

施泰納（Executive Director Achim Steiner）認為全

之主要依據，預期對整合海岸管理，促進海岸地區

世界海洋及海岸生態系統的價值估計為13億美金，

之永續發展，將產生關鍵性影響。又我國海岸巡防

相當於全世界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但是海

法第2條所稱的海岸：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

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海洋環境和海洋生態也遭

高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到嚴重的破壞，海洋環境和海岸環境保護任務變得

「海岸地區」係指受到海洋氣候作用明顯的區

重要且繁重。

帶，包括近岸海域與濱海陸地，通常海域在3-12浬

以馬來西亞紅樹林和水養殖的案例為例，紅樹

（領海）的範圍。但在學理上，海岸地區的範圍亦

林原本是馬來西亞主要的沿海生態系統之一，佔

可延伸至大陸棚邊緣廣闊的淺海域。我國有關海岸

馬國國土面積的2%左右，在20世紀初期，紅樹林

土地之界定，於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雖有規

有很好的管理，而且在該國西海岸有40,000公頃

定：「海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不得為私有」，但對

的馬塘紅樹林保護區（ Matang Mangrove Forest

海岸地區之範圍並無進一步之規定。因此，行政院

Reserve），當時可以說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紅樹

核定之「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可說

林之一，但是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所有紅樹林中

是目前臺灣地區對於海岸管理較明確之依據，該計

有20-25%已經被毀壞或退化了，造成幾十萬公頃的

畫將「沿海地區」範圍劃定：陸域指「平均高潮線

紅樹林退化，最明顯的是將紅樹林區域改造成水產

往內陸推移至第一條稜線或3公里所涵蓋之區域，

養殖池，因此水產養殖是造成紅樹林消失破壞的最

依海岸之地理特性分別認定之。」水域則為「平

大威脅。探究其原因，當時的馬國認為紅樹林既豐

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30公尺等深線所涵蓋之區

富又廉價，養殖可以創造更多的海洋經濟價值，加

域。」（內政部營建署，1987）

上管理者輕忽了海岸地區紅樹林的實際價值，在當

參、海岸地區的重要性

時只要申請頒發臨時占地許可證，即可以挪作他用
（Ong, 1982）。現今馬國政府的政策是保護紅樹

人類活動對於海岸地區的環境所造成的問題，

林，針對了紅樹林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碳和營養物方

也是全球海岸地區的主要衝擊。地球表面約有70%

面究竟對鄰近的沿海生態系統有多少的影響，與紅

覆蓋著水體，因而有人把地球稱之為「水的行

樹林的永續發展進行探究。

星」（Watery Planet），而對於海岸地區其主要
棲地，在潮間帶地區（Intertidal Zone） 包括了砂
岸（Sand beaches）和岩岸（Rocky shores），
而其他的潮間帶地區包含了河口（Esturaries）、
海岸溼地（Coastal Wetlands）、紅樹林
（Mangroves）、近岸開放水域（ Near shore open
waters）、珊瑚礁群（Coral Reefs）、海藻床
（Kelp beds）、高山棲地（Upland habitats）等。
根據統計全世界有60%的人口居住在海岸地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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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荷蘭是一個低窪領土的國家，有四分之
一的領土達到或低於海平面，過去也有很多填海造
陸的案例，是世界上公認向海爭地最成功的國家，
長期與海洋爭地，荷蘭人用盡很大的精神和力氣克
服了他們的動態三角洲和海岸沙灘，充分展現出人
定勝天的精神，許多地區為避免受洪水侵擾，築了
很多堤壩和海堤。荷蘭經過那麼多年經驗，他們認
識和體驗到這種辦法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又破壞了
海岸動力學及其自然價值，決定還地於海，並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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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管理原則，如鞏固沙

環境的損害（principle to avoid trans boundary

丘、水管理、提供濕地質量、保持

environmental damage）、自然資源的合理與公平

沙灘的平衡、海岸品質、保護海洋等。

的使用原則（principle of rational and equitable use

肆、各國海岸地區管理架構

of natural resources）、公眾參與原則（principle
of public involvement）等。

海洋環境的惡化，陸域開發所產生的污染正普
遍地惡化海洋環境品質、摧毀了重要的生物棲地、

伍、海岸地區整合管理

扼殺了種種海域和海岸生物。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

整合海岸地區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效應氣體導致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海平

Management, ICM），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世

面上升（Sea level rise）的結果，反而使海岸災

界銀行組織把整合海岸地區管理定義為：透過跨學

害加劇和生命財產淹滅損失。綜觀大部分的海岸面

科間相互協調的手段對沿海區域內的問題進行定義

臨一些問題，諸如(1)自然資源的劣化（如海灘侵

和解決，這些手段包括由各種法律和制度架構構成

蝕、濕地破壞、填海造地、過度漁撈）、(2)污染

的管理程序指導下，確保海岸地區發展和管理的相

問題（如工業廢水、家庭污水、農牧廢水和浚渫行

關規劃與環境和社會目標一致，並在過程中充分

為）、(3)土地使用衝突（海灘佔用而阻斷公共通

體現這些因素。海岸地區由於功能眾多、使用複

行、過度污染使海域無法利用、濕地轉作魚塭或圍

雜，使得衝突迭生，因而最需要整合性的管理。

墾供住商使用之衝突）、(4)自然災害造成的生命財

所謂「整合性海岸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zone

產的損失（如洪水、地震、颱風、海嘯等）。

management, ICZM）」，遂成為目前國際協約、

海岸管理是為能永續發展，因此需要依靠各
種學科間的科學援助，在國際上有一些科學的
海岸管理工具，例如國際間的全球生物圈改變
研究方案（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IGBP）、聯
合全球海洋變遷研究（Joint Global Ocean Flux
S t u d y, J G O F S ） 、 全 球 海 洋 生 態 系 動 力 方 案

論壇和相關會議的重大議題，也是未來人類永續利
用海洋最重要的管理方法。1993年世界海岸大會將
海岸地區管理定義為：是一種政府的行為，協調各
有關部門的海洋開發活動以確保制定目標、規劃及
實施過程盡可能廣泛地吸引各利益團體參與，在不
同的利益中尋求最佳方案，並在國家的海岸地區總
體利用方面實現一種平衡。

（Global Ocean Ecosystem Dynamics program,

我國海岸管理法第5條的精神，海岸整體管理

GLOBEC）、海岸地區陸地海洋的互動（Land-

計畫應包括之內容要項，係考量海岸地區土地使

Ocean Interactions in the Coastal Zone, LOICZ）

用複雜性及相互影響性，參酌歐盟「海岸綜合管

等。而對於成功的海岸管理在執行上荷蘭學者Ham

理」（ICZM）計畫之整合指導精神及對氣候變遷

Lindeboom提出兩個有利的程度標準，其一為法律

調適、自然災害、水土流失、海岸侵蝕、資源保護

的方式（legal instruments），另一為承載量的建制

與恢復、自然資源利用、基礎設施發展、產業發展

（capacity building）。Scialabba（1998）針對法

（如農業、漁業、觀光遊憩、工業等）、沿海地景

律的原則提出幾點建議如下（Field et al., 2002）：

維護、海島管理等事項之重視，以及英國海岸規劃

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預防行動原

對於自然遺產海岸（Heritage Coasts）之歷史、文

則（principle of preventive action）、污染者付費

化價值及景觀風貌等關注，於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

原則（ polluter pays principle）、避免通過邊界對

建立海岸整體利用之基本原則，包括基本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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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海岸自然環境維護、氣候變遷調適、災害預

理、充分的考慮各地區的特性進而因地制宜、分級

防、公共通行保障及歷史、文化、重要景觀維護等

和分散的管理體制面臨新的挑戰。

事項，並關注發展遲緩或劣化地區之發展，以促進
整體海岸永續發展。

陸、各國海岸地區管理現況分析
人類活動與開發行為的擴展，造成世界各國的
海岸地區及海洋資源的威脅日益嚴重，政府如何
管理海岸地區和保護海岸環境資源，是未來重要
的課題。世界各先進國家的海岸管理的重點工作
或許可以提供未來執行因應的參考。例如英國、
法國、日本等國家，也相繼的訂定了各種形式的
海岸地區管理工作。海岸地區管理，包括了規劃
（planning）與管理（management）兩大部分，
目的在均衡發展，並解決海陸域資源多元化使用
的爭端。而海岸管理之名稱很多元，如海岸地區
管理（Coast Zone management, CZM）、海岸
帶管理、海岸管理（Coastal Management）、
海岸資源管理（Coastal Resource Management,
CRM）、海岸規劃與管理（Coast Zon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海洋與海岸管理（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等，國內學者主張（邱
文彥，2003）海洋與海岸管理的目的在生態環境可
持續的先決條件下，均衡人類的發展，並解決海陸
域資源多元化使用的爭端。

澳洲政府對大堡礁的維護已經長達20餘年了，
我國應該在保育方面更加的盡心盡力，也應該像澳
洲一樣有完善的規劃跟建設位於大堡礁內可以從事
捕魚、旅遊、或者是學術研究等工作。有關捕魚的
條文規定在Queensland Fisheries Management跟
Queensland Department Primary Industries中，
其主要的目的為保護大堡礁內自然的生態…aim to
protect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其主要條文有：在
捕魚方面要使大堡礁的生態環境所遭受到最小的衝
擊，如果一旦發生生態遭受迫害的事件，捕魚活動
立即終止。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還在管理的辦
法中納管理費的規定，酌收費用於1993年1月1日
開始實施，收取的對象為觀光客的經營者（tourist
operator）、海洋生物的養殖者（mariculture）、
全體國民渡假之處（commonwealth-island
resort）、海洋污水排放者（ Land-based marine
sewage outfall）。而且根據大堡礁管理法，分區計
畫的規定管理局將使用的地區分為5區(1)復育地區
(2)季節性關閉地區(3)珊瑚的鑑賞區(4)珊瑚研究區
(5)飛機降落區，如此將大堡礁分區，可以減少其他
生態地區免受污染跟迫害。澳洲對於海岸地區近期
相關法律其主要項目包括了：對其海岸地區提供保
護、保育、修復和管理以確保其資源和生物的多樣

海岸地區具有特殊性的生態獨立系統並制定出

性（biological diversity）；對於所使用的海岸地區

專門的法規規劃及自成體系的管理機構，對海岸地

在其國家的發展策略上能夠提供生態上的可持續性

區實施整合開發、合理保護和管理策略非常重要。

並建立核心目標和指導方針；提供立法和行政部門

1972年美國國會頒布了海岸地區管理法 （Coast

對於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的整合管理架構；增加海

Zone Management Act, 1972）並開始實施，確認

岸資源的知識並進而影響人們對於海域地區的行為。

了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兼顧的指導方針，確立了
海岸地區管理的基本制度，包括了確定海岸地區管
理的基本政策、海岸地區管理的範圍、海岸地區管
理的體制、制定了海岸地區管理規劃、規定海岸地
區補償金制度等。從其執行海岸地區管理法，讓我
們學習的精神如：大規模的公眾參與海岸地區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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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80%的人口聚居在濱海地區，而其中
1/2的海岸需要保護，所以日本很早就已經開始實
施海岸地區管理的立法和實踐，如海岸法、海岸
法施行令和公有水面填埋法等。日本目前所有海
岸管理體系方案（Japan's Present Coast Zone
Management System）均透過1953年所通過的海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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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法（Coastal Act ）規範。它主要目的是在防止海

行相關立法和海岸管理之配套措施，落實海岸開發

岸地區的災難，迄今執行也已50個年頭。日本的海

環境影響評估、推動海洋污染防治工作、促進公私

岸法具有國土資源法的概念，其目的是防止海嘯、

合作守護海洋環境、加強海洋環境教育與宣導、加

暴潮、波浪及其他海水或地基變化帶來的災害，進

強國際合作與交流等。而海岸巡防機關或海岸巡防

而保護海岸，維護國土資源。

署依海岸管理法第4條之規定，有關近岸海域違法
行為之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

柒、結論

辦理，地方政府於近岸海域執法普遍缺乏執法工具

海洋是世界各沿海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

（如船舶）及專門人員，故於近岸海域範圍內，違

空間和資源的基礎，海岸地區管理的目的是維護海

反該法所需進行之執行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

洋權益、保障海岸地區開發的秩序、提供民眾良好

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為提高海洋保護意識、保護

的海岸環境、實踐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海洋生態

海洋生態環境、控制海洋污染，必須嚴格實踐海域

系的平衡。我國未來海岸管理的重要工作，除儘速

執法，故對於海岸管理更應有所認識。

整合與落實相關海洋政策，加速海洋專責機關之建

（本文作者任職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本部秘書）

立與政策執行，積極進行海洋資源調查與保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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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執法管理探討
文｜蔡居津

壹、前言：
石斑魚為高價魚種，是華人飲宴的高級料理。
臺灣地理位置適中、氣候適合養殖，且掌握高價石
斑關鍵養（繁）殖技術，且分工精細，又鄰近香港
及中國大陸地區最大華人消費市場，極具競爭優
勢，政府並於2009年核定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石
斑魚產值倍增計畫輔導產業發展，在此得天獨厚條
件下，養殖活魚運搬產業應運而生。

漁港裝載養殖活魚運往中國大陸地區銷售，運搬魚
種以養殖石斑魚類為主佔約九成，其次為觀賞魚
（蝦）、海鱺、鱸鰻、鱸魚、泥鰍、鯛類、白蝦及
文蛤等活體水產品。由於活船是唯一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從事載運活魚直航兩岸特定港口之漁船，
而漁船仍是國內走私主要運輸載具之一，兩岸間的
海域犯罪模式，仍以中國大陸為走私毒品及農漁畜
產品主要威脅來源（周成瑜，2013）。面對直航兩
岸往返之活船，走私威脅程度明顯較沿近海作業漁

活魚運搬船（下稱活船）為養殖活魚運搬產業
特有海上運輸載具，目前全臺計有16艘，均集中
於臺南將軍、高雄興達、旗津、屏東東港、鹽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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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高；因此，在全面推動簡政便民的快速通關政策
之際，殊值海巡機關尋思如何達到防制活船走私危
害，又可提升服務便民行政效率的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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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魚運搬船管理現況：

一、基本資料：
以2014年的營運狀況來看，經核准實際從事活魚運搬業務的活船僅16艘（詳如表1）。

表1

國內活魚運搬船基本資料表

編號

船名

船編

船籍港

總噸位

最高承載量

船齡

1

代號A

CT4

屏東東港

79

9

22

2

代號B

CT5

臺南將軍

153

18

18

3

代號C

CT5

屏東東港

158

24

7

4

代號D

CT5

臺南將軍

175

15

12

5

代號E

CT4

屏東東港

99

12

22

6

代號F

CT5

臺南將軍

161

15

19

7

代號G

CT5

澎湖馬公

138

20

19

8

代號H

CT5

屏東東港

167

18

6

9

代號I

CT5

屏東東港

133

12

4

10

代號J

CT5

屏東東港

147

18

4

11

代號K

CT4

屏東東港

98

14

3

12

代號L

CT5

高雄旗津

132

12

5

13

代號M

CT6

高雄彌陀

276

36

3

14

代號N

CT6

屏東東港

236

36

3

15

代號O

CT5

屏東東港

182

24

3

16

代號P

CT5

高雄興達

196

24

4

備考

事故沉沒

撤銷漁業執照

專營觀賞魚運搬

備註：
1.資料來源：漁業署漁業管理資訊系統船舶基本資料；最高承載量資料為船體活魚艙容積最大裝載量。總噸位及承
載量單位：公噸；船齡單位：年。
2.代號M、N船為2011年農委會獎勵建造之高效能活船，具備高運載量、節能、環保及防污染等特性。
3.代號K船專營觀賞魚運搬業務，其餘15艘運搬養殖石斑魚類為主。
4.代號G船於2013年12月25日因案撤銷漁業執照，代號E船於2014年1月19日在澎湖海域火燒船沉沒，故至2014年1
月20日起迄今僅剩14艘活船正常營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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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行模式分析：
經訪談各活船船長及實際觀察，模擬航線運動
情形，可區分下列八種航行模式：

（三）高雄旗津至香港：
航行距離約340浬（如圖3），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42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L船。

（一）高雄興達港至香港：
航行距離約335浬（如圖1），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40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B、
G、P船。

圖3 高雄旗津至香港航跡模擬圖

（四）高雄旗津至福建東山銅陵：
航行距離約165浬（如圖4），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20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E、
圖1 高雄興達至香港航跡模擬圖

I、L船。

（二）高雄興達港至廣東饒平柘林：
航行距離約175浬（如圖2），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21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M、
B、P船。

圖4 高雄旗津至福建東山銅陵航跡模擬圖

（五）屏東鹽埔至香港：
航行距離約350浬（如圖5），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43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A、
圖2 高雄興達港至廣東饒平柘林航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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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船。

圖5 屏東東港鹽埔至香港航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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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屏東鹽埔至福建東山銅陵：
航行距離約180浬（如圖6），平均航速約8

航速約8節，單程航行時間約21小時。回程柘林至
馬公航行距離約136浬，平均航速約9節，航行時間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22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J、

約15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D、F船。

N、O船。

三、違規查處及原因分析：
以2007年12月19日漁船運搬養殖活魚管理辦法
（下稱管理辦法），及2010年3月19日臺灣地區漁
船航行至大陸地區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漁船直航
管理辦法）發布施行日為查獲案類分水嶺，分類統
計如下：
（一）未依規定申請載運活魚：2007年12月19日至

圖6 屏東東港鹽埔至福建東山銅陵航跡模擬圖

（七）屏東東港至福建石獅梅林：
航行距離約165浬（如圖7），平均航速約8
節，單程航行時間約20小時。作業船隻為代號K
船。這是唯一一條運搬觀賞魚的運輸航線。

2010年3月19日間，違規型態多為載運活魚
返港或未依規定申請載運活魚出港，經南巡
局各岸巡總（大）隊函送計251案，佔所有
案類80.45%，發生比率最高，案移主管機關
依漁業法裁處罰鍰。原因為法規新立初期，
主管機關對法令宣導不足，或業者對相關規
定尚未熟悉，導致活船業者於進出港程序
中，未提出申請或未經核定載運活魚進港或
出港。
（二）違反兩岸直航規定：2010年3月19日漁船直
航管理辦法發布施行日前，發現部分活船未
經許可航行至中國大陸地區港口卸魚，違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直航規定，經函送檢察機
關14案，佔所有案類比率4.49%。經審理判

圖7 屏東東港鹽埔至福建石獅梅林航跡模擬圖

（八）臺南將軍至廣東饒平柘林，或從澎湖馬公經
臺南將軍至廣東饒平柘林再回澎湖馬公：
將軍至柘林航行距離約168浬（如圖8），平均

決有期徒刑、或緩刑、或易科罰金等處分。
原因為漁船直航管理辦法未公布前，活船業
者為節省運輸成本與爭取時效，省略取道香
港，直接將活魚運往中國大陸地區港口。
（三）走私中國大陸農漁產品：2010年3月19日管
理辦法第2次修正，及漁船直航管理辦法發
布施行後至2012年3月間，查獲走私案件4
案，佔所有案類比率1.28%。為自中國大陸
地區返航時走私物品（農產品甜石榴164公
斤及長白山白蔘20公斤各1案、水產品九孔
45.8公斤1案、汽車零組件乙批1案）。依海

圖8 臺南將軍至廣東饒平柘林，或澎湖馬公至臺南將軍
再至廣東饒平柘林航跡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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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緝私條例及漁業法核處沒入走私物品並科

料（如裝卸清單、進出港安檢紀錄等）進行歸

處罰鍰，及收回漁業執照等處分。原因為部

納與分析，更需漁業署VMS航行紀錄配合運

分業者藉直航便利，圖個人私利或受他人委

用，再從中提列各船「季航行圖」或「月航行

託載運違禁（規）物品販售牟利。

圖」，甚至更精密至「週」或「日」航行圖，

（四）其 他 ： 另 有 載 運 非 活 體 魚 出 港 （ 3 案 ） 、
未開啟VMS（1案）、返港運回石斑魚（3
案）、未依規定原港進出（36案）等違規型
態，佔所有案類比率13.78%。除載運非活體
魚違規事證明確由主管機關裁罰外，其餘案
件均不予處分。
前兩項次案類，經相關管理法令逐年修正，及
主管與執法機關透過宣導和執法手段後，如今已未
再發生；另第四項多為輕微行政違規，亦未再發
生。然而，最具危安顧慮者，仍以第三項次走私
案類最具高風險性，發生比率雖低，但對民眾安全
危害最大，尤以藏匿毒品走私威脅程度最高（孟維
德，2010）。

參、強化勤務措施提升便民效率：

才有實質勤務參考價值。

二、前科船員管考： 對於曾違法犯罪民眾之追蹤
管考，向為各執法機關掌握轄區治安狀況之偵
察重點（林健陽、陳玉書，2005）；因此，針
對活船船長（員）登離船異動情形需持續追蹤
管考，置重點於走私等前科人員，對渠等出港
後動態加強鎖控，嚴防違法情事發生。

三、加強海上登檢： 安檢所實為國境最後一道關
卡，應將查緝部署主動往海上延伸，對前列各
項可疑目標遲滯於海上實施登臨檢查，發揮攔
截於海上之最佳勤務效能；另如目標於登臨檢
查無異狀時，進港後亦可簡化安檢程序，避免
重複檢查。

四、加強情資蒐報： 準確可靠的情報，實為查緝

活船雖非快速通關實施對象，依現行法令與勤

成功必備要件。在無情資狀況下之勤務部署，

務規定仍需實施發動檢查，但為提高執檢效率及服

僅能發揮嚇阻作用，小於實質查獲到案對犯罪

務品質，達到防制走私危害及提升便民效率的雙贏

者產生的威懾效果（許文義，1999）；因此，

目標，提出五項簡化安檢勤務具體作法，對活船業

強化各式情蒐作為，掌握犯罪集團有無利用活

者及海巡機關應有實質助益，可有效節約進出港檢

船從事不法，更可協助勤務部署，有效發揮勤

查時間，達到服務便民目的，保障國境安全。

務能量，達到查緝不法之目的。

一、提列航行常模： 安檢所應確實執行「知船識

五、兩岸共打機制： 針對活船於兩岸裝卸港口執

人」工作，掌握活船貫常作業模式與習性，據

檢狀況，運用現有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

以歸納分析，提列航行常模，作為判定平時作

助協議機制（周成瑜，2013），透過聯繫窗口

業模式正常或異常之依據，如屬正常慣性之作

進行業務交流或情資分享，瞭解渠等在陸卸魚

業模式，即可大膽放行快速通關；但如發覺異

及停留動態，以「源頭管理」方式掌握返航前

於常態，則應加強相關勤務作為。

有無遭走私集團滲透利用，如未發現異常行為

前述八條航行路線模擬圖，僅為2014年
兩岸間各起、迄港口之模擬描繪，或可為航行
常模之基礎；然而，能夠真正符合實際航行狀
況者，則需持續累積日常檢查經驗，及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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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違常航跡，即可簡化安檢程序，讓其快
速入港。

肆、結論與建議：
目前活船合法在漁港裝載活魚安檢已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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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管理已上軌道，雖對活船仍有部分危安顧慮，

區目的是為運銷魚貨，應屬貨物運輸性質，應以安

現階段仍可由海巡機關各式勤務手段進行安全管

全系數高於漁船之商貨輪於商港區域運輸為宜。如

控；但是，未來隨著養殖活魚產業規模及活船運輸

以現行國際商港直航模式，只要有特別之通關措

量成長時，以目前漁港裝載及檢查的管理架構是

施，可以讓活魚等水產品快速而安全的通關，應屬

否符合產業需求或市場發展趨勢，殊值主管機關思

可行。且商港實施的CIQS聯檢機制（Customs、

考；爰此，為利將來安全管理及便民服務提出建議

Immigration、Quarantine、Security, CIQS）為目

如下：

前各國邊境管制的實施通例，臺灣也已行之有年，

提升執法管理架構：中國大陸地區為臺灣走私
物品最大來源，漁港係屬開放空間，相關管制及檢
查不若商港嚴謹，漁船直航返回臺灣地區漁港，
如於密艙夾帶走私物品，在無情資狀況下，僅憑

各相關機關任務分工與協調機制也都建制完整運作
無礙，未來如能順利轉型，將可與漁港安檢做到無
縫接軌，不會產生安全漏洞或空窗期。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

安檢人員檢查，實難防範。而活船航往中國大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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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搜救費納保險 ？
使用者付費行不行 ？
文｜王漢平、艾金全

104年1月中旬報載「山難搜救列登山險理

海上救生頻度增加，另漁船捕魚作業在政府推廣及

賠」，原每發生山難，政府及民間動員搜救人力物

各項補貼下，相關海難救援多由政府關部門執行，

力甚鉅，新增「搜救費用」列為登山險承保項目，

支出日益增加。103年花蓮海巡隊執行搜救有50件

搜救資源不再由全民埋單，遊客每人每天僅1百餘

29船98人次（如附件1），多為漁船海難及岸邊遊

元保費支出，即有10萬元至30萬元不等搜救費用給

客救生，以巡防艇及直升機2項設備執行，如該年7

付保障，保險機制提高遊客安全自顧風險意識，兼

月22日花蓮縣著名景點七星潭海域，發生1位民眾

節省搜救資源。

落海失蹤，搜救計動員巡防艇4船次，30人次；直

海難搜救關於商貨船的搜救已有海上數百年傳
統，有船東互保及保險、海商法規範，船東須自負
費用及保險業並互保協會承擔，政府此方面搜救執
行以人命為主。近年海域開放水域遊憩活動增加，

附件1
件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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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機2架次，4人次，政府付出「海難搜救」費用往
往不下於「山難搜救」，漁船及水域活動救難等等
搜救費用，應該列為保險，而可供參考原因，摘列
如下：

第六（花蓮）海巡隊103年搜救巡防艇、直升機及人力統計表

日期
1月1日
1月3日
1月12日
1月20日
1月25日
1月27日
1月28日
2月7日
2月13日
2月16日
2月17日
2月23日
2月27日
3月1日
5月3日
5月14日
5月18日
5月26日

巡防艇次
10
7
1
1
1
2
1
6
2
1
1
2
1
1
2
2
1
1

人次
74
54
6
7
8
12
8
48
14
8
8
14
7
4
12
18
6
8

直升機次
6
5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人次
12
10
0
0
0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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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平均

日期
5月30日
6月10日
6月21日
7月3日
7月9日
7月20日
7月22日
7月30日
8月1日
8月3日
8月28日
9月2日
9月3日
9月4日
9月6日
9月7日
9月7日
9月8日
9月16日
9月28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13日
10月24日
11月20日
11月21日
11月26日
11月28日
11月30日
12月16日
12月21日
12月24日

巡防艇次
2
1
1
1
1
1
4
1
1
2
1
1
1
2
1
1
1
1
1
1
2
3
5
1
1
1
1
2
1
1
1
1
1.78

人次
12
5
8
6
11
6
30
9
6
23
5
5
6
17
10
6
9
8
6
5
16
20
37
8
8
10
7
15
7
6
7
6
13.12

直升機次
0
1
0
0
0
0
2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3
0
0
0
0
0
0
0
0
0
0.46

人次
0
2
0
0
0
0
4
0
0
0
0
2
0
0
0
2
0
0
0
2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92

備註：其中有2件誤報及民眾自行返家，未列入本統計表內

一、海難的社會成本（外部費用）增加
花蓮地區103年執行搜救動員支出分析（如附
237萬餘元，海難搜救經費支出分析如右圖：

經費支出

件2），估每案執行費用大約4萬6千餘元，總金額

變動費用（外部）：
油耗、醫材及加班費

因海難搜救增加變動費用可簡述說明為海難搜
救費用的外部費用（1個人的行為直接影響他人的
福利，卻不用承擔義務或給予回報，亦稱為外部效

固定費用：造船、折舊、薪資

搜救航程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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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船艇及直升機並人力經費概算表
船艇油耗L
（公升） 人力

發現海事意外多屬系統性，由多重機制及互關
聯錯誤所引發，誘發起因如：海上傳統及組織文

油價

費用

化、經營壓力、產業結構與保險制度、國際規則及

每船次

500

25

12,500 元

管理。海事意外保險雖不能完全解決海難發生，卻

每架次

300

30

9,000 元

也是海上解決海事安全方法之一，透過產業結構、

每船次人力

13.12

1,800

23,616 元

保險制度形成，漁船及水域遊憩安全機制應同海事

每架次人力

0.92

1,500

1,380 元
46,496 元

每次搜救概算經費

年度總計2,371,296 元

意外得以減少。

三、政策新選擇以減低社會成本外部效應
現行海巡署提供海難搜救機制含空中搜救、巡
防艇搜救，船舶拖帶、傷患救助急送醫等，政府直

應或外部費用），對於遇難人船收取費用符合使用

接提供服務並無收取費用或請領保險給付，遇難人

者付費，保險公司對出險率高、海損高的船舶，用

船可稱為受益人，致沒有激勵誘因提出有效預防海

商業機制收費增加，要求船主提高對於環境及勞動

難行為，形成政府支出浪費及外部效應。如仿效保

等行為意識，必須符合安全規範，應有誘因驅使減

險市場，創造可以獲利的海難搜救費風險分攤的保

少海難發生，降低社會成本。

險機制，透過保險業投入及遇難人船投保參與，形

二、海難可透過保險降低

成風險及避險的市場運作，政府支出得以保險支

103年5月16日報載海洋大學輪機系副教授華健
先生「揣摩世越號船難，記取教訓」一文，論及海
難發生原因有安全標準漏洞、安全文化缺乏、法規
與監督機制不力、業者利潤取向、業者缺乏社會責
任感等因素。「當科技變成災難」一書提出關於海
事意外成因及論點，海運科技技術進步只提升生產

應。並透過遇難及搜救調查資訊公開，創造誘因，
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可促使保險業及被保險人可以
發揮創意用以降低風險、保險成本及提升安全。以
下圖比較現行海難提供服務與保險市場機制費用支
出模式：
1. 現有海難搜救費用支出模式

效率及壓力，不會降低社會成本，較佳的檢驗、訓
練、設備、人力資源、國際規範這類型的解決方法
不一定會有效。另海事調查及海事法庭判決能有助

船隻投
入安全
成本

政府直
接搜救
成本

總成本

於海上安全提升？並沒有，海事調查及海事責任只
重在判定財貨及保險金請求權的責任及爭議，並非
在調查事件起因，船公司並不會特別避開危險，只

2. 保險市場機制平衡（制衡）模式

會挑選獲利最佳方案。該書調查發生意外頻率分析：
保險業

故意違反

55.6%

判斷錯誤

50%

環境因素

50%

獲利

船隻及水道設計

31%

支出

偵測延誤

30%

故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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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

保險業
維持費
漁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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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機制運用創意及分配效率使用最少成本取

應所有的外部費用。

得獲利最大，利用最重要的機制－競爭，透過保險
業相互間競爭，保險業及海難搜救投保者之間抗
衡，海難被搜救者降低費用壓力，使得總社會成本
有動能趨力發揮創意，促成有效工作方法實現。

回述登山險費用，以30歲登山2日保險費約
1,059元，即可撙節政府30萬元搜救可能的支出，
再論海難搜救保險制度，以花蓮海域1日以上航程
活動列入保險分析，縣內有440艘噸位不等漁船
（每年作業90日），3艘寄港或維修帆船（每年出

四、風險應由使用者承擔
保險制度就是透過收費，原本轉嫁社會成本的
外部費用，移轉由遇難人船承擔，希望誘發對海上
活動人如漁業人及遊憩旅客對於自身行為安全意
識，不再增加社會成本，收取外部費用變得有價
值，理想的收費方式：使用者付費，收費方式應反

港21日計），42船次1日以上遊艇活動等，分攤1
年約229萬元搜救成本（扣除岸邊遊客落海及商船
海難事件約占20%），估每日每船負擔57元，即可
有46,496元搜救費用支給國庫，不再全民埋單，花
費海難搜救政府實際支出0元，社會成本（外部費
用）0元（分析如下圖）。

總成本（元）
保險理賠金額
保險公司淨業績0.8%
保限公司業代利潤15%
保險公司轉換6%

相關保險人

數量

日數

總出海日數

2371296

漁船

440

90

39600

1897.0368

帆船

3

7

21

355694.4

遊艇

3

14

42

142277.76

總費用

2871165.197

扣除岸邊及商船搜救之費用20%

2296932.157

每日保費

57.91120585 元

保險日數

39663

但此收費衍生問題：

責」的原則，讓濫用搜救資源道德風險減少，政府

1. 向漁民或遊客收取外部費用，與單純活動遊

直接投入搜救對於國家財政其實非有效率，資源也

憩及弱勢漁民有失公平過高收費。
2. 外部收費對於有錢人，或根本不在乎的一點
錢的人，並不會停止他的利己而妨害他人的

分配不公，市場體系有誘因讓海上活動人自由選
擇，也考量到成本，海難搜救保險是一個極佳可行
的選項。

行為，亦未必參與保險。
政府政策選擇時「人命在政策中值多少錢？值
多少價值？」非屬易事，一旦必須估算出，過程勢
必嚴謹且具說服力，否則在現行政治生態及官僚系
統不能過關，另外估算寬鬆、保障不精確等因素也
讓業者或受益人有利可圖。又要求漁船及海上活動
行為人支出有政治上攔阻，可導入補償機制鼓勵加
入保險，或是幾年過渡條款。
引入「使用者付費」「社會成本行為人自行負

可供海難搜救保險參考之登山綜合保險
注意事項及費率

壹、登山綜合保險投保注意事項
※104年3月6日起適用
一、承保對象：以參加登山活動為目的，且同
行登山人數達5人以上之群體成員。
二、保險期間：30日（含）以內；以要保書所
填載之起保日／時起算，未滿24小時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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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計。
保險日數

保險金額
10萬

20萬

30萬

8日

177

329

445

9日

202

376

509

10日

227

423

572

11日

252

470

636

12日

277

517

699

13日

303

564

763

14日

328

611

826

15日

353

658

890

但限被保險人超出預定下山時間四十八小時

16日

378

705

953

以上（預定下山時間以契約到期日午夜12時

17日

404

752

1,017

為止），且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已開

18日

429

800

1,081

始搜尋者。

19日

454

847

1,144

2. 救護費用：救護被保險人發生之費用，包括

20日

479

894

1,208

前往發生登山事故之地點以及將被保險人移

21日

504

941

1,271

送至醫療機構所發生之交通費用、隨行醫護

22日

530

988

1,335

人員出勤費用、移送過程中所必須之緊急醫

23日

555

1,035

1,398

護費用。

24日

580

1,082

1,462

25日

605

1,129

1,526

26日

631

1,176

1,589

27日

656

1,223

1,653

三、承保地區：中華民國境內，係指臺灣、澎
湖、金門、馬祖以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
他地區。
四、保障範圍：
（一）登山事故－因參加登山活動所遭受之意外傷
害事故及特定事故。
（二）緊急救援費用－因登山事故所支出之下列
費用：
1. 搜尋費用：因搜尋被保險人所發生之費用，

3. 遺體移送費用：將遺體移送住居所、殮葬地
或經本公司同意地點之費用。

五、年齡保險及參考保費：
參考保費 未滿15歲

15-65歲

65-75歲

75歲以上

28日

681

1,270

1,716

1日

93

267

146

104

29日

706

1,317

1,780

5日

326

957

535

395

30日

731

1,364

1,843

10日

700

2,063

1,170

870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六【花蓮】海巡隊）

貳、登山險附加緊急救援費用保險費率
保險日數

參考資料

保險金額
10萬

20萬

30萬

1日

25

47

64

2日

40

75

102

3日

55

103

140

2.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 誰賺走你的

4日

76

141

191

咖啡錢， Tim Harford， 早安財經出版社

5日

101

188

254

2006。

6日

126

235

318

3.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7日

151

282

381

04月08日公佈3201540400021文號登山

1. 當 科 技 變 成 災 難 與 高 風 險 系 統 共 存 ，
Charles perrow，商周出版 2001。

保險緊急救援費用保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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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遠距電傳
醫療服務」
在離岸工作海域緊急醫療
看護的實證借鏡
Telemedicine Brings Medical Care to Offshore Job Sites
文｜吳東明、魏郁晉
Article｜Tong-Ming WU and Yi-Jean WEI

壹、前言
一個公司的總體生產力直接仰賴於其所屬工作
人員的個別生產力（Individual Productivity）。公
司人員因為身體不適無法到勤及降低工作生產力等

I. Introduction
A company’s total productivity comes from the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of its employees. It’s an everyday routine that
someone working for a company fails to report in for duty due
to sickness and therefore the company’s productivity is more or

情事，每年將會造成數千億元的財務損失代價。在

less compromised. As a result, things like this lead to billions of

所有產業中的雇主人員皆需要為其所屬工作人員的

dollars worth of financial losses every year. All of the employers

健康，採取大力投資的做法，其係為兼顧工作個人

have to invest a great deal in keeping those who work for them

及公司自身財務健全（Financial Health）的利益

physically healthy and their companies financially healthy.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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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作業於離岸海上（Offshore）或偏遠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oil/gas production

岸際（Remote Onshore）的油氣產業而言，工作

companies operating at an offshore or remote onshore

人員存在有諸多機會必須忍受傷痛（Injuries）或患
病等狀況，以致短期或長期的無法工作情形。典型
的傷痛包括有跌倒、背部拉傷（Back Strains）、

location, as there are so many chances that workers on an oil
rig have to endure injuries or sickness and become disabled
for a short or even long period of time. Typically, these workers
may suffer from falling down, back strains, fractured bones or

骨折及過度勞動（Over-exertion）。在偏遠的工

over-exertion. In a remote work location commonly seen in the

作地點，通常是現今的油氣產業，當工作人員發生

oil/gas production industry today, the tension rises between

病痛情形時，其可能會引發勞資僱傭雙方的緊張局

the employer and employees when a worker is injured or sick,

面，而且通常會造成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代價。

and sometimes it leads to significant loss of property or even
precious life.

幸運地，若干公司能夠善用現代尖端的科技

Fortunately, some companies are able to exploit cutting-

（Cutting Edge Technology），藉以提供不僅可延

edge technology to provide swift and effective health care

伸通訊至偏遠處所位置，尚能直接提供給那些有所

directly to workers in need at a remote location through

需要的工作人員，迅速且有效的健康看護（Health

extend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This is known today as

Care）之需求服務。這項科技服務被稱之為「遠
距電傳醫療」（Telemedicine）。此「遠距電傳
醫療」工作的目標是旨在提供給那些在離岸海上

“Telemedicine.” Telemedicin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highquality remote medical care service for those who work
at an offshore or remote onshore location out of reach of
conventional medical care (fig. 1). In addition, the one-of-

或偏遠隔絕岸際地點的工作人員，擁有高品質的

a-kind “telemedicine” provided by Worldwide Telemedicine

且遠距的醫療看護（Remote Medical Care）服務

(WWTM) located at Houma, Louisiana, USA, is able to reduce

（如圖一）。再者，位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花馬
鎮（Houma, Louisiana, USA）的「全球電傳醫
療公司」（Worldwide Telemedicine；WWTM）

the recordable required by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when it provides assistance in
each individual case.

所提供獨一無二的
「遠距電傳醫療服
務」，更近一步地
當其在協助處理每
一個別案件時，亦
可能降低公司有關
「職業安全與健康
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所規定的可
記錄數據檔案量。

圖一

遠距電傳醫療服務系統的隨身工具包設備
（資料來源：parsys.com, 2015年）
Figure 1 Portal tool kit of telemedicine service system
(Source: parsys.com,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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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符合需求的援助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正是專
為有任何實際緊急醫療（Medical Emergency）
需求的情況所創設的。該公司所研發的科技提

II. Assistance that fits the needs
WWTM was founded exactly for any medical emergency
condition that may happen in the real world. The technology
it develops is the most holistically available medical care
system that reduces the need for expensive emergency

供在產業中最全面性的可用醫療保健（Medical

transportations, effective crisis management and real-time

Care）制度，藉以降低昂貴緊急運送（Emergency

injuries. WWTM hires a group of board-certified physicians and

Transportations）、有效危機管理及真時傷害等需
要程度。該公司僱請經認證的專業醫師（Boardcertified Physicians）及訓練有素的輔助醫務人
員（Paramedics），其應用人造衛星或無線高傳
真網絡（Wireless Fidelity；Wi-Fi）等尖端科技
（Cutting-edge Technology），與偏遠工作位置進
行真時通訊（Real-time Communication）作業。
透 過 遠 距 電 傳 醫 療 單 元 （ Te l e m e d i c i n e
Units），所有隸屬於西元1978年成立的緊急看護醫
院（Acute Care Hospital）之賈柏特李奧那多醫療

well-trained paramedics. It employ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uch as satellites and wireless fidelity (Wi-Fi) for real-time
communications with remote work locations.
Through telemedicine units, the ER physicians of Chabert
Medical Center (CMC) under the Acute Care Hospital founded
in 1978 are able to respond successfully to any emergency call
for medical assistance at a work location of a client, however
remote it is. Basically, the telemedicine unit of WWTM functions
exactly the same as a typical hospital but without the need for
an office. It represents offshore clients to eliminate or reduce
any unnecessarily time-consuming accidents and medical
evacuations.

中心（Chabert Medical Center；CMC）的急診醫

This technology permits the seamless participation of

師皆能成功因應委託客戶工作地點的任何緊急醫療

case managers and allows quick production of incident

需求。基本上，「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

reports. It improves dramatically the accuracy of recordable

的遠距電傳醫療單元功能正如一間醫療院所般，無
需設置辦公室，可以代表離岸產業客戶（Offshore
Clients）排除或降低非必要費時的意外事故及人員
疏散等作為。
此項科技亦可容許個案經理人（Case
Manager）無縫真時地參與處置，進而迅速記錄
工作人員的事件個案報告（Incident Report），其

required by OSHA. WWTM’s telemedicine unit has this unique
function to provide added values, such as maintaining and
reducing the records required by OSHA, for clients in an honest
and responsible manner.
The holistic service of WWTM facilitates immediate
response for emergencies at virtually any remote location in
the world, and keeps those who work at high-risk locations safe
and well cared of.

可以大幅增加「職業安全與健康署」（OSHA）
所規定的任何可記錄數據檔案之準確度。「全
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的遠距醫療單元
（Telemedicine Unit）擁有此獨一無二的功能，並
且可以提供給誠實盡責的企業客戶若干附加價值
（Added Value），諸如維持及減低職業安全與健
康署（OSHA）的紀錄。
該「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的全面性
服務為在全球極其偏遠位置的緊急情況，提供即時
的回應（Immediate Response），並且維持正在高
風險位置（High–risk Locations）執行其工作的人
員安全及妥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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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遠距醫療的優點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的遠距
醫療系統（Telemedicine System）提供一系列
全面性的助益。擁有遠距醫療公司組織認證合格

III. Advantages of telemedicine
The telemedicine system of WWTM features a holistic
series of benefits. WWTM has a long-distance medical service
range consisting of a professional team of emergency room
(ER) physicians certified and qualified by long-range medical

的急診醫師（Emergency Room Physician；ER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paramedics who have received

Physician），特殊訓練有素的現場輔助醫務人員

specialized training, telemedicine units made possible by

（Paramedic），現今科技的遠距醫療單元及一元
化的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能力等「全球
電傳醫療公司」的所有遠距醫療服務工作，正積極
為其產業客戶所屬工作人員的安全與健康議題設計

modern technology and case management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is working hard to join force with clients to
design and develop solutions for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ir
employees. It also helps industrial clients to build effective costmanagement measures. The service provided allows flexible

研發，同時協助產業客戶建置有效的成本管理對策

adjustment to satisfy the need of specific company or location.

（Cost-management Measure）。該服務工作內容

The factors considered for the adjustment include workload,

可以隨滿足特定公司及工作地點等需求，而進行多
樣化的因應調整作業，並且其調整參數通常是會考
慮，諸如工作數量、客戶每天所需的工作時數、定
點的或浮動的油氣平台（Floating Rig）或船舶的工
作服務，及工作處所的地理位置等。
透過遠距醫療單元，使得醫師可以直接照料病
人，根本地，公司將可以減少其工作人員疏散撤離
（Worker Evacuations）的費用成本，諸如沒有必

work hours that a specific client requests, where the work is
required, for example, on a fixed or floating rig or on a ship,
and the geometric location of where the job is.
Physicians are allowed to take care of the patients
through the telemedicine unit. Basically, a company on this
service is able to cut down the costs for worker evacuations,
and unnecessary emergency calls, focus significantly more on
how to handle such incidents in a time-efficient manner, and
leverage on the values of certified ER physicians 24-7, not to
mention the peace in mind. Also, this service makes sure that

要的緊急出診，注意大幅的減少費時事件處置，及

workers stay fit for work and allows the work to be continued

提高利用全年無休的協會認證的急診醫師價值，更

seamlessly (fig. 2).

不用說是心靈上的平靜，並且旨在確保工作能力，
使得工作可以無縫繼續地推展下去（如圖二）。

圖二 遠距電傳醫療服務系統的診療訊號顯示功能情形
（資料來源：Sea Technology Journal, 2014年）
Figure 2 Diagnosis signal display function of telemedicine service system
(Source: Sea Technology Journal, 2014)

64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5.vol.75

肆、遠距醫療工作內容
當有離岸海上救護事件發生時，「全球電傳醫
療公司」（WWTM）所屬醫師立即提供迅速的諮
詢和指導給予工作地點現場的輔助醫務人員（On-

IV. What telemedicine does
When an incident occurs on offshore rescue that requires
emergency response. A physician of WWTM receives the call
and starts walk the on-site paramedics who are at the scen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series of diagnosis,

site Paramedics），以便進行一個周延且準確的診

care and treatment. Unlike other telemedicine companies

斷（Diagnosis）、看護及治療等作業。有別於其

that only deploy a telemedicine unit at a remote location

他遠距醫療服務公司，其僅派遣電傳醫療單元至一

and place the obli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n workers who

個偏遠地點，並且將義務責任寄託予技術不熟練的
工作人員來操作，及接受初淺知識的醫師指導治療
工作，接受「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職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chnology behind the unit and have
no choice but listening to a doctor who only has minimal
knowledge of what is happening to tell them what to do,
the ER doctors who are trained by WWTM and OSHA and

業安全與健康署（OSHA）所訓練過，且持有專業

professionally licensed are in fact a part of the “telemedicine

醫療證照的急診醫師（ER Doctor）們，將實際參

unit,” which is virtually a specially designed computer system

與「遠距醫療單元」，其目前幾乎都是一套特別製
作的電腦系統，擁有能使用視訊會議能力（Video
Conferencing Capability），並且可以直接回答電
話解決問題；其遠較待命制度（Just On-call）更為
妥適。
這正意指客戶請求幫助到醫師回電答話間沒有
所謂的停留期間（Zero Downtime）。同時醫師亦
不需要等待，即可見客戶，如同親自到達事件現場

equipped with video conferencing capability that allows direct
phone calls to instruct on how to deal with issues at hand. This is
far better than the just on-call system in place.
What this means is zero downtime from client requesting
assistance to doctor providing instructions over phone calls. In
addition, the doctor is always ready to arrive at the incident
scene without any waiting. Having a WWTM’s telemedicine
unit is practically having a doctor on site 24-7 ready to help.
Doctors who are online at a land-based office stand by all year
round. A computer system equipped with video conferencing

地點般。擁有「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

capabilities is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paramedics on an

的遠距醫療單元系統，即是醫師處於隨時到場待診

offshore oil/gas rig or remote site to tell them how to operate

狀態，備妥實施救援工作。在陸地辦公室內線上的

the telemedicine unit. So, what is different with the way WWTM

待診醫師是全年無休的。一套具有視訊會議能力
（Video Conferencing Capabilities）的電腦設備
被應用，進而與在離岸海上的油氣平台或在工作現

works? It is in fact a package consisting of a paramedic and
the telemedicine unit. What other companies do is to have
one of the workers on site operate iPhone-based application or
a telemedicine unit deploy at the scene, and nothing more.

場地點的輔助醫務人員（Paramedic）相互介面聯
繫，藉以實際操作遠距醫療單元系統作業。至於該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的作業方式有
何不同呢？即是其派遣一位輔助醫務人員與遠距醫
療單元系統一併作業。然而其他公司作業方式則
係使用由蘋果公司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iphone
Application），或僅藉由派送所屬遠距醫療單元設
備至工作處所，及指派工作現場地點的某一人員負
責操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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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提

Furthermore, WWTM now has an increasing number

供愈來愈多的輔助醫務人員（Paramedics）全天

of paramedics stationed at work places 24-7 to follow the

候進駐工作現場處所，依循線上醫師指示，執行
其遠距醫療服務工作，其已然成為的遠距醫療服
務作業封包內容的一部份，更甚於緊急醫療技術

online doctors’ instructions and perform the remote health
care. This has already become a part of the telemedicine
service package that is much more than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EMTs). Today many people are still asking what

員（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EMTs）。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a paramedic and an EMT. An EMT

現今許多人未能清楚認知前述兩種工作角色之間

usually requires a training program of 120 to 150 hours and is

有何差異？緊急醫療技術員（EMTs）通常需要

limited only to jobs like injections or intravenous lifelines (IV).

接受120至150小時的訓練講習，並且受限於實施
一般注射（Injections）或靜脈注射（Intravenous
Lifelines；IV）等工作，反之輔助醫務人員通常需

On the other hand, a paramedic requires 1,200 to 1,800 hours
of training and a degree program that often takes 2 years to
complete. He/she is certified to perform hypodermic injections
and IVs that penetrate patients’ skin, and even allowed

要接受1,200至1,800小時的訓練講習及完成為期兩

to practice airway management to maintain a patient’s

年的學位學程（Degree Programs），並且被認證

breathing in a life-threatening emergency.

可以侵入病人皮膚，以實施病人的皮下組織注射和

WWTM’s paramedics are required to receive a training

靜脈注射（IV），並且在可能遭受生命威脅（Life-

program consisting of administration of 30 to 40 medicines for

threatening）的危急狀況下，執行進一步的氣道管
理（Airway Management），藉以維持病人的呼吸
功能。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所提供的
輔助醫務人員亦需接受30至40種藥物治療的訓練講
習，並且能夠擁有較初級緊急醫療技術員（Basic
EMTs）更大工作範圍的執行能力，諸如提供氧氣、
葡萄糖（Glucose）、氣喘藥物吹入器（Asthma

treatment and capable of a wider range of practice than
that of basic EMTs,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oxygen and
glucose, asthma inhalers, and epinephrine auto-injectors.
Basic EMTs and paramedics are both 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medical emergencies, but EMTs focus only on the vital
elements of emergency medical training.
By providing more advanced paramedic-level training
as part of the service, WWTM is now at a better position to
provide supportive care. With WWTM’s telemedicine unit, it is
now possible to provide follow-up examinations (fig. 3) and

Inhalers）及腎上腺素的自動注射器（Epinephrine

take care of patients until the initial emergency recovery; i.e.

Auto-injectors）等服務項目。雖然基本緊急醫療

to ensure the continuation of service provided before the

技術員（EMT）及輔助醫務人員（Paramedic）皆
可以對於緊急醫療事件做出適當反應，但是緊急
醫療技術員僅專攻在緊急醫療訓練（Emergency
Medical Training）的最重要元素。
藉由在其服務工作內容中，提供更為先進的
輔助醫務人員等級訓練，「全球電傳醫療公司」
（WWTM）可以提供輔助性的看護（Supportive
Care），透過「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
的遠距醫療單元系統（如圖三），提供後續追蹤檢
查（Follow-up Examination）工作，並且養護病
人直至初步緊急狀況消除恢復（Initial Emergency
Recovery）後，即是在危急狀況或不適徵候解除
前，確保所提供的服務工作不會終止。藉由規避
緊急運送（Emergency Transportation）至陸地
所沿生的龐大支出費用成本，正如在許多個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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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or illness is resolved. By evading the massive costs
and expenses that come from emergency transportations to
land, patients as in many cases are given the same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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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可以在當地亦接受到同樣的醫療服務，進

service on site, thus eliminating unnecessarily huge expenses.

而避免不必要的鉅額開銷。傳統的遠距醫療服務

The traditional telemedicine services are carried out by

（Traditional Telemedicine Services）係由未受特
別訓練的工作人員依據遠處醫師所傳送指示進行
操作，並且在客戶的實際開支經費（Substantial
Expense）下，通常無法確切得知或取消最終病人
撤離（Eventual Patient Evacuation）的診療需求。
倘若疏散撤離（Evacuation）被認為必要
時，擁有若干功能升級的機動性遠距醫療單元系
統，可以在疏散撤離期間，藉由認證合格醫師提

workers who receive minimal or no special training under the
instructions of a doctor far away. Also, with clients’ concern of
substantial expense, it is usually unable to find out or call off the
need for eventual patient evacuation.
If evacuation is deemed necessary, a mobile
telemedicine unit equipped with several ungraded functions
allows video diagnosis by a certified doctor during the
evacu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the evacuated
patient. In addition, WWTM and the Occupational Medical
Clinic (OMC) in Houma Louisiana have a partnership that

供視訊診療方式，以為連續監控（Continuous

allows the patient to be transferred to OMC for continuous

Monitoring）傷痛人員情況。此外，「全球電

medical care if the situation fits, instead of having the patient

傳醫療公司」（WWTM）與位於路易斯安那
州花馬鎮（Houma）的「職業醫療看護診所」
（Occupational Medical Clinic；OMC）擁有共同
夥伴關係，假若情況合宜的話，病人可以被轉送至

sent to an ER facility. Typically, OMC has better knowledge
about the industrial needs and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y OSHA
than regular ER facilities, and therefore i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help clients with the management of OSHA recordable in a
beneficial and digitalized way.

Patient monitoring

Emergency Health Care

Patient's Home
Ambulance Vehicle

Intensive Care Unit
Rural Health Center

GSM. Satellite, POTS
Hospital

Navigating Ship

Doctor
Hospital
Information
Network
Base Unit
Base Unit
(Hospital Consultation
center)

圖三 遠距電傳醫療服務系統的作動邏輯

（資料來源：jehp.net, 2015年）
Figure 3 Logics behind telemedicine service system
(Source: jehp.ne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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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診所，進行持續性的醫療看護，而非直接送至急

Another strength that comes with the WWTM system is

診室處所（ER Facility）。典型地，該「職業醫療

that it helps managers handle the situation in real-time and

看護診所」（OMC）設施較一般標準的急診室處
所更為瞭解職業安全與健康署（OSHA）的產業需
求規定，並且可以採用有益及資訊化方式，協助客

documents the information of incident or illness, because
occasionally after a period of time of incident, the story may
be modified or even twisted, and the case manager return
to shore to report to his work while the incident and remote

戶管理職業安全與健康署所規定的可記錄數據資料

consultation take place. By documenting exact what has

（OSHA Recordables）。

happened immediately after an incident, the case manager is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系統所能

able to keep a record and maintain the important details while
the memory is still fresh about what really went down in the

提供的另一優點正是可使個案管理者真時處理及記

incident. This ability helps a company a great deal in keeping

錄事件或傷病的處置說明。因為偶然地，在發生意

its level of OSHA records.

外事故後一段期間，其事故說明可能有所修改或曲

V. Conclusion

解，及在事件發生及遠距諮詢期間，該個案管理者
回到岸際述職。藉由在事件發生後，立即記錄其精
確的報導說明，使得個案管理者（Case Manager）

WWTM carried out an interview survey on president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of oil and gas companies in Nov
2013.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claimed that they were not

可在其對於涉及案件仍記憶猶新時，能夠記錄及

interested in the telemedicine services provided by any of

保存其重要的細節部分。這種能力可以大大地幫

the providers in this professional field because of the total

助公司維持其職業安全與健康署的記錄（OSHA
Records）等級。

伍、結語

costs. Telemedicine service is not compulsory by any of
current regulations. However, the value of such services is the
reduction of time spent on incid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worker productivity.
For a company in this trade of business, if it wants to be a

在 西 元 2 0 1 3 年 11 月 ， 「 全 球 電 傳 醫 療 公

responsible employer that focuses on minimizing downtime and

司」（WWTM）針對油氣公司（Oil and Gas

ensuring company reputation, one indispensible prerequisite

Company）的總裁、主管及管理者進行一項訪談調

to provide 24-7 medical care that is most appropriate

查（Interview Survey），大多數受訪者宣稱其不
採行此一專業領域的任何廠家所提供「遠距電傳醫
療服務」（Telemedicine Services）之
主要原因係為總合花費成本的因素。雖
然「遠距電傳醫療服務」並非為現行法
令所強制規定必要者，但是此一醫療服
務的價值在於減少事件所耗費的時間，
並且提升工作人員的生產力（Worker
Productivity）。
對於在此產業中的任何一個公司，
倘若想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企業雇
主，使其失誤停工期（Downtime）縮
短至最小，並且確保公司信譽者，其
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Prerequisite）
即是能夠採行全天候最適當的且最關
心的醫療照顧，藉以維護此工作人員
勞動力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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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suring as part of the welfare that motivates worke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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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電傳醫療服務」明顯地降低緊急醫療

The “telemedicine service” is clearly capable of reducing

運送（Emergency Medical Transportations）的

the costs of emergency medical transportations. Also, by

費用成本。另外，藉由增加職業安全與健康署
（OSHA）可記錄數據的精確度及提供完整無缺
的全套服務（Turnkey Service），該「全球電傳

increasing the accuracy of OSHA recordable and providing full
turnkey service, the complete and advanced technical service
provided by WWTM will help remove the financial burdens on
those involved. When these are considered appropriately, the

醫療公司」（WWTM）所提供完善進步的科技服

investment on the one-of-a-kind comprehensive telemedicine

務，可以節省當事人的財務花費。當這些重點被妥

service provided by WWTM is also a welfare investment index

適地考慮後，投資在諸如「全球電傳醫療公司」

for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a corporate organization.

（WWTM）所提供獨一無二的全面性遠距醫療服務
（Comprehensive Telemedicine Service），亦是
對於一個公司組織的財務健全（Financial Health）
之一種福利投資指標。
我國位處海上交通要衝，為各國船舶必經之
道，隨著國際化的腳步，海上國際貿易更顯興盛，
各類型海事服務案件與日俱增。臺灣為海洋國家，
肩負周遭海域各項安全事務，自是責無旁貸。因海
上作業環境較為特殊，難免發生緊急傷病情事，基
於維護人命安全為普世公認準則，海上緊急救護自
然成為海洋事務的首要工作。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四條規定巡防機關執行事
項：一、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二、海上救

Taiwan is strategically located at a part of the world
where maritime traffic is busy. With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he
wa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des have no way to go but
up and it is expected to se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aritime
service incidents. Taiwan is a country of ocean. I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issues that happen around it. Emergencies,
sicknesses and injuries happen all the time particularly on sea
wher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special. Therefore, maritime
emergency response is a high priority of maritime affair since
keeping people’s life safe is one of th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4 of the Coast Guard Law
that the coast guard implement the matters include: 1.
control and keep the order of maritime traffic; 2. salvage,
rescue and handling disputes that occur at sea; 3. patrol and
protect fishing zones, and preserve fishing resources; and 4.

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三、漁業巡

protect and preserve oceanic environment. As indicated,

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四、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 。

“maritime salvage and rescue” is part of the Coast Guard’s

其中「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確實為海巡署之

responsibilities. Since the safety of human life is of utmost

執行事項。基於人命安全的普世價值，現今海巡

importance, the Coast Guard’s missions may be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WWTM in their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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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任務內容逐漸轉型擴充，或可廣納吸收國際先進

development of telemedicine service. This will certainly help

「全球電傳醫療公司」（WWTM）所研發成功的

provide high-quality remote emergency rescue service and

「遠距電傳醫療服務」（Telemedicine Service）實
證經驗，藉提供高品質的遠距緊急救護服務，進而
建立我國完善的海上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以有效保
障海上緊急傷病患的生命安全，積極參與國際海洋
事務活動，提升我國海巡署在海洋應用科技領域的
（本文作者分別任職於中央警察大學及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三【布袋】海巡隊）

參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ife of patients in offshore emergency
event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Coast Guard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oceanic technology.
(The author has worked for Department of Maritime
Poli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nd Budai Flotilla, Maritime

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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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組織管理」議題之∼

如何正向態度
因應組織變革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AP案例故事
阿光平常是個開朗會說笑的人，這天神情卻有些緊張焦慮地走進隊長的辦公室，還左顧右盼的
似乎怕被其他人看到，隊長看他吞吞吐吐的似乎有些難言之隱，只好先問起「是工作上與夥伴有狀
況嗎？還是生活上遇到甚麼困難？」，這時阿光才回答說「都不是，而是最近聽到單位配合政府組
織改造，可能會將原本的工作責任區域重新劃分，聽說部分同仁要被調離原單位到其他區域，所以
阿光希望隊長不要把他調離原單位，不然他怕女朋友可能就要分手，婚也結不成了…」
單身阿光對單位的組織調整本來覺得沒啥大不了，只是這個情況在最近一年有了一些變化，原
來是他在外面社團活動上認識了一位女生，兩人相談甚歡，而且雙方個性很合得來，簡直就是阿光
心目中的結婚對象，加上女方就住在單位所在的市區，父親不在了，姊姊跟弟弟也都結婚搬到外
地，只剩她留下在市區工作並陪伴行動有些不便的媽媽。因而阿光擔心兩個人討論到結婚，萬一自
己要被調動單位到其他地區，勢必會讓女友有所顧慮，會不會這婚就結不成了…想到這，阿光真的
很緊張，所以才趕緊想找隊長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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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放大鏡

響？」、「萬一我失業了怎麼辦？」

行政院近幾年持續推動組織改造，其中包括

話說在目前單位，雖不會有這麼誇張的劇情，

為推動「海洋國家」政策而成立的「海洋委員

但事實上許多無法掌控或不確定的氣氛，仍然對每

會」，在海洋委員會正式掛牌運作前，現有海巡

個人造成某些程度的心理影響，如同案例中的阿

署組織內從上到下，也正為此一目標積極準備

光，因為擔心自己的婚姻破局，趕緊向隊長尋求協

中，其中除了所屬單位編制的調整，責任區域的

助。事實上，身在單位中的每個人都可能有各自的

重新劃分外，對大夥來說，最關心的莫過於人力

焦慮與擔心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且面對種種疑問與

現況的調整安排。

不安，每個人也都會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去面對，但

過去，我們經常從報章新聞的話題中聽到，
某某企業單位面臨組織精簡或變革，因此突然的
「裁員」、「減薪」、「無薪休假」甚至造成

你是否有思考過與其悲觀的想像，不如用正向的態
度了解問題、積極主動的面對未來，將它轉變成個
人職涯的正向動力呢？

「失業」等議題，也因此會讓許多「倖存者」出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還可以先來了解以及檢核

現：「我會不會是下一個？」、「公司接下來

一下自己面對組織變革可能會經歷的幾個階段及可

又會有甚麼動作？我的工作權益會不會受到影

能出現的幾種反應：

★當個人處於組織變革期間，可能出現以下的行為反應：
□對自身權利的關注
□隱藏的日常工作事項：對於權力的掙扎與爭取職位的權謀行動，以便自我保護
□對於改變的公然或是私下的抗拒
□對組織的忠誠度降低
□生產力及團隊合作效能降低
□士氣、承諾及信任感降低
□開始出現如退縮、易怒等行為反應

★自我察覺自己處於變革的哪個階段
若將「環境」、「個人」、「現在」與「未來」納入評估思考，每個人針對變革的反
應，也可區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的反應如下：
1. 當自己處於「否認」階段時的反應：
□避免談及變革的主題或是說『可能很快就過了』
□對於變革有關的事項漠不關心
□拒絕採取行動
□表現出沒有事情發生的樣子
□只做例行性工作
□對於變革感覺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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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過去的事情與制度

做事方法

□積極做事但是也不會做更多
2. 當自己處於「抗拒」階段時的反應：
□表現出氣憤、容易爭論、抱怨和責備的情緒行為
□申請從工作中退休
□變得被動，且在團體中比較退縮
□變得精疲力盡
□晚上無法入眠
□可能出現「我付出這麼多，但是現在我得到什麼？」的想法
□產生自我懷疑，且有恐懼和不確定感
□生產力急速下降
□持續以舊有的方式做事
□沈湎於過去的美好時光
□找代罪羔羊出氣或指責
3. 當自己處於「探索」階段時的反應：
□試驗，找尋新方法、敢冒險
□開始對於可能的未來建立願景
□引發更多的創意
□對於聚焦有困難，因為有太多的事情要思考要面對，有些困惑
□對於缺乏清楚的方向覺得挫折
4. 當自己處於「承諾」階段時的反應：
□意職自己已經可以擁有控制感
□擁有清楚的焦點和計畫
□可以覺得舒坦和有精力
□有時間去確認和認可自己的努力
□反映自己所學的經驗
□開始引頸期待下一階段的到來

上面所提及的變革階段及反應，都是在組織

事實上，當我們開始蒐集有關組織變革的資

變革過程你我可能會出現的「正常」反應，且每

訊，其實就是踏出讓自己掌握組織變革的第一

個人面對變革議題或情境，所處的階段或狀態更

步，這些訊息包括：

是因人而異，但要提醒您的是，請不要允許自己

1. 即將轉變的程序與政策

一直處在消極的否認或抗拒中，因為如此將無

2. 了解單位機關的未來願景

助自己面對改變。

3. 明白任何在組織變革中，會被認可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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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得到讚賞的行為做這些準備，除了
幫助自己更能理性面對變革，更重要的
也是讓自己對於組織變革有控制感，不

也想要探索的？
○你是否知道單位有提供哪些資源有助你轉
換跑道？

至於讓自己一直停留在「否認」及「抗

如前面所述，面對變革人們很容易產生焦慮、

拒」階段，而可以朝「探索」及「承

挫折、無助感，這是許多變革會遭遇阻礙的原因之

諾」階段邁進。

一，因此主管也需要時時關注工作夥伴的行為與工

此外面臨組織精簡過程時，我可以怎麼做
呢？包括：
1. 持續溝通

作情緒，給予身心層面與生活工作條件上之支持與
協助，提高員工對變革的承諾。
此外，必要時主管還可依據弟兄夥伴的個性、

當組織正在進行人力精簡、調整、重新

工作風格和能力，採取適當的溝通或激勵的方式與

安排等行動，過程中必須要與同仁持續

同仁達成對組織變革的共識與目標，所受到的阻力

進行溝通。您可要求人事單位或主管澄

也會減少許多。

清目的、配套措施和時間點等。
2. 正向態度面對處境

EAP如是說

避免生氣。負面的情緒無助於情況的改

變動的時代，「不斷的適應」將是組織成員要

善，此時應該思考的是：「我現在應該

面對的課題。面對適應的過程可能有不愉快、不舒

做什麼？」繼續保持樂觀、有效率的面

服的情緒或壓力感受，但如果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及

對接下來的工作，避免與同事漫無目的

組織的內外資源，積極的解決當前的困境，那就是

地討論，那只會增加你對組織及工作的

「好的調適」。因此對阿光來說，能夠有意識的把

不滿意度，並不會使你積極向前。但同

自己的期待及需求提出來與主管溝通討論就是值得

時您也要注意別過度或超時工作而委屈

鼓勵以及健康的作法，透過積極面對，相信主管在

了自己和家人。

能力範圍內，也希望能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協助

3. 讓自己蓄勢待發

每位同仁將影響降至最低，當然在變動的過程，也

現今的職場生態，我們已都清楚認知

並非每個人都能如自己所願，個人若能有效調適因

到，不論在私人企業甚至是公務機關，

應，則身心皆能維持健康、愉快，如不幸失敗，代

同一份工作做到退休其實已是可遇不可

價當然就是生氣、憤怒甚至是身體的病痛，當然這

求，因此「組織變革」或許也能激發自

是我們最不樂見的。

己採取更積極行動以規劃職涯、發展第
二專業的動力。您可以透過以下的問
題，幫助自己思考或尋求職涯規劃的資

EAP小叮嚀
現今所處的環境唯一的不變即是變，組織環

源？

境、工作角色，生活事件隨時可能有變化，當您在

○不論在組織內或外，你是否建立了有

組織變革過程中，不論是個人生涯規劃及探索、個

效的資源網絡？
○是否曾想過有任何新領域是您有興趣

人壓力及心情調適還是未來轉換單位後的工作調適
與適應等，有需要時，千萬別忘了，適時運用組織
單位提供的EAP資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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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密碼來達成完全養殖，縱使日本曾成功的繁

鰻話

殖出鰻魚苗，但存活率始終相當低，發育更常有問
題及缺陷，無法將技術商業化，也因此，對於現今
仍須完全倚賴野生苗進行養殖的鰻魚，如何維持永
續經營便是一大重要的課題。

文｜張仁瀚

圖片提供｜鹽埔安檢所

鰻苗的捕獲量年年減少，臺灣所捕獲的日本
鰻，已經在2013年的二月，列入了日本「瀕臨滅絕

是什麼樣的季節，會使漁民摩拳擦掌，
準備大展身手？

物種」的紅色名單，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

是什麼樣的季節，會讓鹽埔漁港門庭若市，
膠筏舢舨排隊出港？原來是一年一度的鰻苗季。

規亦不落人後，漁業法規定，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月

更在翌年的六月份也將其列為瀕危物種。臺灣的法
三十一日時，不可在距岸三海浬內之海域、潮間帶
及河口水域以任何方式捕撈鰻苗，且全年禁止捕撈

每年的十一月起，入夜後的鹽埔漁港與東港溪出 八公分以上之鰻苗，否則將處以三萬以上十五萬元
海口處，總會燈火通明、繁星點點，對於在守望哨值 以下罰鍰。但回到現實面，縱使有這些規範來試圖
勤的我，即便正交接船筏忙得焦頭爛額，仍會被這美 防止鰻魚的滅絕，臺灣人對鰻魚的需求卻不會因此
麗的一幕震懾，期待滿載而歸的船隻與照亮深夜的火 而減少。
光交織出炫麗奪目的夜景，仔細一看，是辛勤作業的

在一次執行安檢勤務的機緣下，和正準備出港
漁民埋首捕撈著初生的鰻苗，努力著為自己掙取一筆 捕鰻的漁民閒聊了幾句，講到了許多捕魚人的辛
年終獎金好過年。
酸，就有如農人靠天吃飯一般，以海維生的他們總
曾經對我而言，鰻苗只是餐桌上的一道渺小的食 要面對著不確定的明天，垂掛著的漁網能否和懸
物，但卻是漁民眼中價值不菲的白金。鰻苗在捕撈後 著的心一同滿載而歸？對鰻苗季的期待已不是發大
由養殖戶進行收購，在2010年曾以開盤價每尾60元 財，僅求有筆足夠的收入能夠發紅包給孫女罷了。
的高價，隨產量變化而達200元高峰，狀況好時每船

如今對我而言，鰻苗細長的身軀繫著的是漁

最多可捕撈到兩千尾，在長達四個月的鰻苗季中，只 民、饕客和生態保育間的平衡，而這個平衡似乎還
要能有十天達到這樣的成績，簡單計算後不難發現這 有待時間磨鍊。
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也難怪漁民們對鰻苗季趨之若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鹽埔安檢所）

鶩、求苗若渴。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上網了解了鰻苗的身世，才
發現鰻魚的一生是如此不凡。在淡水的河域棲息的成
鰻，成熟後會到遠洋中四至五百米的深處產卵並結束
一生，孵化後的柳葉鰻，透過海流洄游至沿岸水域，
之後便在此處棲息長大，如此周而復始。而這個漂流
的過程就長達半年，到達河口水域時的小幼鰻，身體
開始出現黑色素，從原本透明的玻璃鰻轉變為鰻線，
也就是漁民所捕撈的鰻苗。看到此處不知道大家是否

圖 片 及 資 料 來 源
鰻苗買賣資訊站
http://www.wwl-tw.com
鰻魚苗買賣養殖資訊站
http://www.fry-tw.com/
PanSci泛科學
http://pansci.tw/archives/54007

跟我一樣好奇，怎麼不從成長到產卵全程使用人工養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

殖的方式，增加產量並省下捕撈鰻苗的功夫？這也正

蘋果日報 http://www.appledaily.com.tw/

是鰻魚獨特且昂貴的原因，人類尚無法完全解開鰻魚

漁民口述－劉益利號（CTR KH-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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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魂

文｜楊宗穎

在樹下為一位腳踝扭傷的海巡隊員包紮的時候

跡，顯示出膚色的變化，真實的呈現了這場演習每

問，為什麼跑的這麼拼；他說：「旗隊的體力就是

個人所流下汗水與辛勤付出之見證。幕後工作更是

要比別人好啊。」這就是海安八號演習的堅持。

兢兢業業、一刻不鬆懈，尤其是服裝更得精確整

從海安八號訓練人員入營那天，就感覺到人員
的不同，每個人都是各單位所挑選出來的菁英，一
開始就顯現出高度的氣質與沉著。然而，恰巧我擁
有相關醫療背景，所以在本次海安八號演習被授予

燙。我曾經在走廊上和等待熨燙制服的海巡隊員聊
天，聊到這麼晚了還要整燙衣服，會不會很麻煩?
他笑笑的說：「選到了就要做到最好啊！」嘴角滿
是自信與驕傲。這，就是他們全力以赴的決心。

醫務士職務；並在海安八號隊員兩個月的訓練期

演訓過程中，大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不管

間，為演訓人員們健康狀況待命，以期能給予強有

操演幾次，指揮官與部屬間的互動，不在乎付出了

力的後勤支援。

多少，而是彼此間相互的期許，期望著每次都能比

在兩個月的訓練期間，基本工從一開始就是要
求的重點。所有人員從第一天開始就穿著全套制
服，以鍛鍊堅忍的耐力。兩個小時一下就過，他們

上一次更進步。對於醫療層面，更是呵護備至，幹
部們總是叮嚀身為醫官的我，確保醫療勤務沒有空
窗；以求完全守護所有參與演訓人員的身體健康。

用最標準、最挺拔的站姿站在太陽底下，與穩若

與大夥同進退的兩個月期間，看見他們的進步

磐石的操場相互輝映。敬禮動作，從個人角度的微

與堅持，也看見他們預期成果的豐碩與茁壯，他們

調，到全體官兵的協同配合，處處皆學問。另外，

就是海巡最核心偉大的靈魂，而一切的展現，也在

海安訓練之紮實，在國旗隊的臉上更容易看出，他

6月6日正式演習時，劃下最令人滿意的句點。

們的雙頰因為頭盔的頜帶，總是留下兩條白皙的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訓練大隊
第一中隊醫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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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本心、方得自在～
【如是深戲：觀、諮商、美學】讀後感
文｜軒慎怡

未曾接觸過的領域，對自己而言，是陌生且具
有神秘色彩的。對於從小到大幾乎沒碰過任何有關
心理諮商書籍的我，看著【如是深戲：觀、諮商、
美學】這樣的書名，一開始覺得內容一定是很高深
莫測、奇幻奧妙，一般人閱讀起來必定是頭昏眼
花、不知所云。但當我深入去細細品味它時，我發
現這本書並非著墨在心理學專業知識、哲學相關理
論，相反的，它是作者用來訴說過往人生經歷及與
其他人的生命閱歷中，所體悟出之人生自然哲理。

大部分到最後還是無法戰勝天道，它們均喪失水分
一命嗚呼成為魚乾。
反之泥魚卻絲毫不慌張，它們以悠然自得神態
觀察四周，找一塊足以長期棲身的泥地，後將整個
身體鑽進泥裡，如冬眠般一動也不動，這就是泥魚
所採取「閉」的姿態，由於泥魚具有此種特殊的生
存本能，且能維持這種狀態達半年以上，如此泥魚
身上水分就不會蒸發，這就讓泥魚能夠生存下來。
隨著自然界春夏秋冬的變化，氣候也由乾燥變為濕

而透過這些哲理法則，作者利用書中「人間遊

潤，如此經過數月後，終於河流上游某處有了傾盆

戲，是在別人定好的規則中遊戲；遊戲人間，是穿

大雨，河水猛漲滾滾往下游流去，此時泥魚的黃金

透人間的遊戲規則，回歸本性，深深入戲。」這段

時代到來，它們採取「開」的姿態，慢慢從泥裡鑽

話，告訴人們，在社會上生活不應被虛偽形式的表

了出來，短時間內就在水裡悠哉游哉、不亦樂乎；

面所束縛，而應該超脫這些俗世塵間的束縛，觀察

然其他魚類早已死絕，且它們屍體都成為泥魚最美

到萬物自然的本質，才能尋回快樂、愉悅，尋回那

味食物，讓泥魚獲得大量繁殖，儼然成為河川水流

早已和自然天地脫節已久之真實本心，然後才會遠

的統治者。

離痛苦哀傷、免於焦慮執著，從而讓人們回歸到人
生在這世界上本來就應該具備最圓滿和諧境界與
實在。

而人的一生中，也有所謂「勢」之道理；意思
是，一個人得勢時，萬事都能隨心所欲；反之不得
勢時，諸事不順，越急越會惡化，但亦不能採取消

當我拜讀完這本由金樹人老師所寫【如是深

極態度面對，而是須等待有利時機，學習泥魚“開

戲：觀、諮商、美學】後，在我腦海中浮現了一個

閉”的生存之道，方能在不利於己的形勢下，穩住

想法，那就是這本書帶給我的啟發，有關泥魚的

陣腳。道理雖普通，但卻是值得深思，凡事只要沉

「開閉」生存秘訣。何謂泥魚？泥魚是出自中國古

著冷靜、遵循「開閉」的秘訣，必能渡過難關，切

典文獻中的一種魚類，按道理說既然是魚類也就應

莫隨著外界局勢的變化，自亂陣腳，如此一來，有

該棲息在水中，但是由於泥魚通曉「開閉」秘訣，

利於己的黃金時代必會到來，希望以此書的小小閱

所以就變成不死之身的奇魚，每當氣候發生突變鬧

讀心得和大家分享、共勉。

旱災時，普通魚類都在拼命尋找賴以活命的水，然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訓練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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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7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第五屆公務人員協會成立大會，邀請
署長王崇儀主持，並頒發證書予當選人員（104.5.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卸、新任首長布達交接
暨宣誓典禮，由署長王崇儀主持監交儀式（104.6.1）

路透社為製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安八號」演習專
題，特別規劃相關內容專訪署長王崇儀（104.6.2）

中央警察大學及警察專科學校教師蒞臨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參訪，署長王崇儀與貴賓們握手致意（104.6.18）

新任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郭憲武視導第一○岸巡大隊，
關心弟兄生活環境，並聽取工作簡報（104.6.1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主動派員協助戒護麗水漁
港港區魚苗放流，確保活動遂行（104.5.3）

南部地區巡防局於東沙指揮部成立「月牙軒」展館，由
政務副署長尤明錫主持啟用典禮後，並進行館內視導
（104.5.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配合臺東三仙台舉辦
釣魚比賽活動，協助安全戒護工作，讓民眾玩得安心
（104.5.16）

海域執法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為維護轄區內安全，
於夜間辦理擴大威力掃蕩，以遏阻違法案件發生
（104.4.17）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發現民眾從事垂釣活
動，容易破壞環境，立即上前勸導及取締（104.4.25）

海洋巡防總局第九(金門)海巡隊緝獲陸籍私梟摸黑走私
大陸香菇絲79箱，有效為食安把關（104.5.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轄區內漁船船長報
案，指稱船上電纜線遭竊，立即介入偵辦（104.6.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鹽埔安檢所人員查獲竊盜
通緝犯欲搭乘漁船出港，隨即帶回偵訊（104.5.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於端午節期間執行擴大威
力掃蕩，防止轄區不法行為發生（104.6.1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綠島安檢所查獲民眾夜
間違規捕魚，破壞生態，即刻上前取締（104.4.2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轄內富山禁魚區發現
民眾行跡可疑，立即上前盤查（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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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海洋巡防總局第二（淡水）海巡隊接獲通報，民眾架風
帆於海上失去動力，立即派遣巡防艇救援（104.6.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二岸巡大隊同仁獲報轄區內有學生
落海，立即協同相關單位，前往搶救（104.6.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松柏安檢所人員接獲通
報，轄區內有鯨豚擱淺，即刻投入救援（104.5.2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執行轄區巡邏，發現梧棲
漁港港區有民眾落海，隨即上前協助救援（104.5.2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海巡人員於馬沙溝
遊憩區發現鯨豚擱淺，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前往處置
（104.4.2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主動發起轄區內龍門沙灘
淨灘活動，確保生態環境免遭破壞（104.6.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安檢所人員於轄區內發
現死亡海龜，隨即通報相關單位處置，並協助掩埋工作
（104.4.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花蓮漁港發現油污，
立即派員清理，並通報花蓮縣環保局處置（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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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海洋大學工學館
疑似有釣客落海，隨即派員前往協助（104.4.2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接獲白沙碼頭工人因工
作不慎摔傷，緊急協助後送就醫（104.5.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執行安檢勤務，發
現女子流連堤防，似情緒不穩欲輕生，立即上前安撫
（104.5.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五甲港安檢所人員遇民眾
車輛受困沙灘，積極協助脫困（104.6.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安檢所人員於執行巡邏
工作時，遇民車受困，主動前往協助（104.5.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第六接獲民眾報案，指
稱大鵬灣潟湖內有膠筏失去動力，即刻派員協處救援
（104.5.3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因應紅霞颱風侵襲，
至岸邊勸導時，遇戲水受困民眾，立即協助解危
（104.5.1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為做好海巡服務工作，
辦理基層服務座談，拉近與漁民的距離（1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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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廣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