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一四年
八月出版

076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蕩
掃
力
威
國
執行全

感
有
民
漁
國
全
讓
：
海巡署

電子書櫃

目 次 Contents
《本刊刊名集自孫中山先生墨寶》

第76期 No.76 Aug. 2015
民國一O四年八月

02 聚焦報導 Focus Report
署長王崇儀接受中外媒體專訪

強力宣誓海巡「護海疆、衛主權」決心

整理｜編輯小組

資料提供｜林韋呈、董顯惠

「樂活學習、拓展創新」∼海巡首辦國家級訓練

中華民國一四年
八月出版

076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資料整理｜人員研習中心楊詠然

06

海洋教育多元化，創造服務新亮點∼「海巡鼓山服務區」剪綵啟用
文｜王靖雲 圖片提供｜南巡局
典禮活動紀實

11

黑心業者掩人「耳」目
執行全國威力掃蕩

積極行銷教育新理念

14 海域執法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海巡嚴查絕不輕縱
圖片提供｜彰化機動查緝隊

14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16

文｜蔡永榆
感

海巡署：讓全國漁民有

漁船海上遇險求援

臺中海巡意外查獲毒品
文|吳科鋤

係「金」A∼漁船密艙載私菸

岸海追緝傳捷報

文｜林益勝、楊天印

查獲保育動（植）物遭私運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文｜徐善國

毒蟲隱匿郊區販毒

圖片提供｜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20

難逃法網二度遭逮

封面設計說明

文｜黃翊峯

另類國民外交∼民架風帆失動力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23

海巡巧救外籍客
文｜林明慧

金門暗夜海上接駁

18

海巡堅決捍衛國家形象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藉由新成軍3千噸級宜蘭艦領
軍執行護漁任務，以展現海巡
強勢及優異的執法能量。另
結合漁民自發性出動45艘漁
船，且於船身掛滿「捍衛海
疆、護佑漁民」、「為國干
城、惠民無疆」等標語，隨同
海巡艦艇出航的壯闊氣勢為
輔，紀錄漁民以具體行動支持
海巡護漁，共同創造歷史性時
刻。

02

圖片提供｜第八一岸巡大隊

25

圖片提供｜金門機動查緝隊

27

岸海合力緝獲走私
文｜洪意芳

29 海巡人物誌 People Profile
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海巡署：要讓全國漁民朋友有感
文｜沈宜柔、李繼材

34 業務解析 Operations Profile
我國制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29

強化與國際反貪腐法制接軌
資料整理｜政風處楊景雯

34

傳遞理念知性力量∼海巡署政府出版品的蛻變與綻放
文｜高正佳

43 海洋論壇 Maritime Forum
文∣曾煥昇
現代海洋法制度下之國際漁業規範
經驗分享：海域治安的隱憂∼以外籍通緝犯海上漂流獲救為例
文｜林耕範、黃嘉威

圖片提供｜蘇澳海巡隊

38
43
53

海洋事務研究委員會專區
由自由化觀點論海洋委員會應有之創新思維
∼翻轉臺灣：由陸地到海洋、由中央到地方
文｜黃文吉
Maritime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Ocean Commiss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regulation -- Transforming Taiwan: from land to ocean,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Article｜Huang Wen-Chih

57

57

70 溫老師園地 Counseling Field
員工協助方案（EAP）「醫療保健」案例分享∼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肝功能指數正常≠肝正常

73 海巡天地 World of Ocean Patrol

70

救生、救難∼在轉瞬之間
文｜戴仲平

圖片提供｜第八三岸巡大隊

大海∼將壓力轉化為動力的智慧之母

文、圖｜譚宏孝

生命在於運動、讓「健康」與你同行

文｜林念臻

78 其他 Others
海巡我最照

編輯小組

用行動愛地球文宣廣告

行政院

歡迎不吝指教
您的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73
74
76
78
82

刊
名｜海巡雙月刊
出 版 者｜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發 行 人｜王崇儀
總 編 輯｜胡意剛
副總編輯｜蔡英良
編輯委員｜蔡長孟、林欽隆、張忠龍
周榆林、王永萍、蔡麗仙
李朝元、徐錫祥、謝慶欽
姚洲典、李文傑、陳裕興
胡清竣、施義哲、陳泰廷
阮文杰、許啟業、徐家驊
范以偉、孫世亮
主
編｜王治平
執行編輯｜王立仁
設計印刷｜加斌有限公司
電
話｜(02)23255500
翻
譯｜億華翻譯有限公司
地
址｜11698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
296號
電
話｜(02)22399201轉266755-7
網
址｜www.cga.gov.tw
電子信箱｜periodical@cga.gov.tw
截稿日期｜每單月份5日
發刊日期｜每雙月份15日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92年2月1日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4年8月15日
出版品統一編號｜2009200056
ISSN｜1727-6640
定
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中華郵政臺北誌字第25號登記為雜誌交寄

請火 速 登錄
填寫問卷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精

美

手

取

著作權管理訊息：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機擦

拭貼等

您

索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
財產權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同意或書面
授權。請洽人事處（電話：02-22399301）

署長王崇儀
接受中外媒體專訪
強力宣誓海巡「護海疆、衛主權」決心
整理｜編輯小組

資料提供｜林韋呈、董顯惠

近期因南海情勢及臺菲重疊經濟海域護漁議

日前新建3千噸級高雄艦及宜蘭艦任務配置、艦艇

題，引起中外媒體主動專訪海巡署署長王崇儀，如

巡護能量及未來擴建計畫、如何將南沙太平島打造

中央廣播電台、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SM）

成「低碳島」等等諸多面向，甚或是敏感的南海主

及路透社（Reuters），他們針對南沙太平島及周

權問題，希望藉由王署長回應，讓外界及國際上能

邊海域安全巡護有許多興趣與想法。提問內容包括

更了解海巡署的立場及作法。而護衛海疆、捍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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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路透社記者交流互動

權，向來是海巡署堅持的方向，王署長無論在接受

東沙巡護1航次（每年10月至翌年2月漁汛期間，另

電子或平面媒體專訪時，都一再強調他自上任後，

延伸巡護範圍至西沙及中沙群島北方海域），每季

始終以「強力執法、絕不退讓」精神來要求海巡

亦執行1航次南沙巡護，且視任務需要及政策指示

同仁。

增加海上勤務頻度，驅離進入越界作業之非本國籍

為此王署長更於104年6月11日親自率領海洋巡

漁船，以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防總局總局長龔光宇、海岸巡防總局副總局長黃漢

當然除了南沙太平島及南海議題之外，海域安

松等重要幹部，搭乘新成軍之「高雄艦」前往南沙

全巡護及維護我國漁民的權益維護方面，更是王署

太平島慰問戍守南疆之海巡同仁。他認為透過親身

長重視的一環，就以近期104年8月3日擴大舉行的

參與，不僅僅能更加了解艦艇在海上執行護漁任務

「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為例，他期望所屬能依法

的實際做法及面臨的困難，對於東、南沙同仁執勤

執行，靈活運用法律所賦予之職掌，彈性使用各種

環境的內外因素會有更具體的認識，同時也希望南

裁罰手段，強力執法，掃蕩並遏阻所有違法越界之

沙指揮部應善用島上原生資源及太陽能發電設施，

中國大陸漁船，對此海巡署也擬定了相關具體措施：

逐步朝向生態、低碳島之目標邁進！未來，也將持
續強化相關防務與人員戰技訓練，嚴密太平島周邊
海域巡護工作；並在碼頭工程完成後，部署適當的
能量，以有效維護我國南海主權權利，讓有「南疆
鎖鑰」之稱的太平島，成為我國堅實的南海屏障。

一、運用六大手段，強力執法：對越界作業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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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節靈活搭配「驅
離」、「扣留」、「留置」、「沒入漁獲
（具）」、「罰鍰」及「沒入船舶」等六大執

他也強調，在維護東南沙海洋環境、促進生態

法手段；以103年11月至104年3月間於金門、

永續發展，宣示我國南海主權規劃部署方面，除由

馬祖、澎湖海域查獲5艘越界大陸漁船為例

駐島海巡人員執行海域巡護任務，亦定期由臺灣本

（分別涉走私、攻擊船艇、非法電魚等），即

島派遣大型船艦執行「碧海專案」勤務，每月進行

裁處最重之沒入船舶處分，彰顯執法權威及嚇
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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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優勢能量，擴大威力掃蕩：針對金門、馬
祖、澎湖及北方三島海域等越界重點區域，適
時規劃擴大威力掃蕩勤務，並調派大型艦船支
援，嚴格取締越界漁船，依法究辦。
三、超前部署勤務，確保綿密無間：為防阻大陸漁
船越界，掌握大陸漁船越界慣性，超前勤務部
署，並全天候維持線上勤務，查處非法越界。
四、推動漁業合作協議：兩岸漁船作業海域高度重
疊，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建立制度化協商及管
理機制，已於103年9月22日函請陸委會透過兩
岸兩會協商機制，協助農委會推動簽署兩岸漁
業合作協議相關事宜。
另外在受訪過程也提及馬總統於104年5月26
日出席「2015年世界國際法學會與美國國際法學
會亞太研究論壇」開幕典禮所提出之「南海和平倡
議」，王署長也強調將依馬總統「南海倡議」之精
神與原則，配合政府推動與相關聲索方海域執法部
門在海洋環境保護、打擊海上犯罪、人道援助與災
害救援之交流與合作。我國人民在海上的足跡可謂
遍及東亞，然而海巡艦艇救援能量覆蓋範圍有限，
但在依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前提下，仍積極推
動與中國、日本、美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國之
海上搜救區域合作，近期更與陸方搜救單位進行過
王署長至中央廣播電台接受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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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兵棋推演，與菲律賓海巡單位簽訂「海難
搜救及海洋環境保護合作瞭解備忘錄」，並
與馬來西亞展開搜救領域的合作計畫，加強
落實海上人命救助之普世價值。
王署長透過幾次接受中外媒體專訪的時
機，向外界宣示他落實政策的企圖與決心，
不過在實現這些願景的同時，他認為多數海
巡同仁身處第一線，時刻都需面臨不同危險
和挑戰，無論是維護海域安全、捍衛南海主
權，又或者是海難搜救等，唯有擁有強健體
魄，方能在遭遇問題時，將其迎刃而解。因
此他也不斷在公開場合勉勵全體海巡同仁，
向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介紹登南海中洲礁照片

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愛的運動，且將
其培養為終身的習慣。如同身為署長的他，
僅管公務再忙、再累，都身體力行，帶著大
家運動！他也強調從事運動，不需要找高經
濟門檻的項目，如同他選擇的籃球運動，只
要有一雙合腳的球鞋，隨時可以上場。就和
執行任務一樣，唯有萬全準備，才能打一場
漂亮的勝仗。

特

別 推薦

104年7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
針對「高雄艦首航南沙宣示主
權」專訪海巡署署長王崇儀完
整內容，請上海巡署網站http://
www.cga.gov.tw/GipOpen/wSite/
ct?xItem=87494&
ctNode=7733&m
p=pda或掃描QRCODE連結收聽！

王署長與聯合報記者暢談養身，
期望同仁能時時強健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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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訓會廖主任秘書慧全主持開訓典禮

「樂活學習、拓展創新」～
海巡首辦國家級訓練

積極行銷教育新理念
資料整理｜人員研習中心楊詠然

經國家文官學院指導，委託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人員研習中心主辦，並由南部地區巡防局協辦
之「104年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
自7月6日至8月7日，為期5週，共接訓學員計
203人。開訓期間保訓會主任秘書廖慧全親自蒞
臨主持，並由南巡局局長劉國列出席陪同。所有
訓練課程從規劃到執行，承蒙國家文官學院主任
陶紀真、保訓會委員楊仁煌、劉昊洲、消防署主
任秘書馮俊益、臺中市消防局局長蕭煥章、海巡
署副署長鄭樟雄、情報處處長林欽隆、海洋巡防
總局總局長龔光宇等多位上級長官蒞臨指導，使
得訓練課程能圓滿達成。
訓練從報到開始，中心同仁展現嚴謹服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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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能來參加訓練的人，必須通過機關
內部遴選推薦，這代表著他們在機關首長心目
中都是優秀、深具發展潛力的，才能在眾多競
爭者中脫穎而出。而接辦此次訓練係本署「首
次」面對之挑戰，為提供受訓學員良好學習環
境，獲得優良學習成效，本中心全體同仁秉持
署長王崇儀平日所強調之「當責」精神，在主
任施義哲、興達分部專門委員王益群及前中心
主任李佩璘帶領下，全力將興達基地各單位資
源整合，並藉由此次機會，成功完成這項「國
家級」挑戰，向外界證明，海巡署辦理教育訓
練的卓越能力。經過這場訓練洗禮，我們也歸
納出所學感想，透過文字將經驗傳承：
（一）創新大視野

拓展大格局

早期警察人員自警佐晉升警正職務時，唯
有參加升官等考試一途，但後來為了提供基層
警察人員更多元升遷管道，遂自88年起開辦佐

密集檢視中心硬體設備，務使學員有舒適學習空間

升正訓練。在透過這次承辦訓練任務中，我們
了解到，參加訓練其實比考試還要辛苦。而這
項訓練最主要的目標設定在：
1. 瞭解國家重要政策與未來發展趨勢，培
養宏觀視野。
2. 學習現代化行政管理知能，提升工作效
能與服務品質。
3. 充實公務所需相關法規與實務知能。
4. 增進自我發展相關理念，激發潛能。
上述目標除了在強化擬任警正官等職務
人員所需的共通能力外，更著重的是問題分
析解決與創新能力培養，因此，課程規劃，
除了「國家重要政策」、「行政管理知能與
實務」、「公務相關法規與實務」、「自我
發展」、「專題演講」及「綜合活動與課務
輔導」等6個單元訓練，也加入了管理知能課
程，希望拓展學員的視野與格局，使其成為兼
具執行力與管理力的人才。
邀請專業師資及辦理參訓同仁課後心得分享

7

利用實地參訪使學員們體驗互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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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為導向

客製化課程

考量警察、消防及海巡基層優秀人員工作經驗豐富，特別以學習者為中心設
計課程，結合理論及工作實務，藉以提升受訓學員工作知能。訓練特色包括：撰
擬特色課程、專業分流教學、精進教材內容、多元教學方法、引導自我發展，提
倡人性關懷、精進生活管理、全員住班訓練等多項創新方式，在規劃課程時，除
了一般共通性課程外，有國家文官學院的做法，值得未來辦理訓練時可供參考：
1. 依據警察人員及服務機關屬性，規劃專屬教材並實施分班授課。
2. 評估教材內容，以扣合下一階段警正官等職位所需，進行人員訪談，並蒐
集公務個案納入教材。
3. 統一授課品質，召開課程示範教學研討會，使教學流程更加順暢。
4. 安排人文關懷、體認與感動服務課程，提醒同仁在執行公務時不忘人性
關懷。

9

眾所皆知，警察、消防及海巡人員工作性質特

學習不僅僅是參訓的人有收穫，辦理訓練的人

殊，承擔來自社會的壓力遠較一般公務人員大，因

也同樣能隨之成長，海巡署人員研習中心，經由這

而需要具備自我調適及情緒管理能力，因此訓練

場「104年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挑戰

課程中也安排了職場情緒與壓力調適、人際關係

後，不僅在課程規劃上有了不同的想法，在接辦訓

與公務溝通、志工與社會服務等課程，希望能讓學

練上，也獲得紮實的強度與敏銳度，除了感謝國

員學習自我平衡，追求人生與職涯的均衡發展。然

家文官學院給予的機會外，更仰賴中心全體幹部同

而「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在訓練期間儘量地學

仁，於訓期籌備期間，盡心盡力付出，因為他們以

習，本中心也以文官學院的的學習宣言，與所有參

百分百的熱情投入，為這場活動做最完美的演出。

訓學員共勉：

此次辦班活動是難得的人生經驗，雖然大家只是團

一、積極學習：秉持積極學習態度，專心聽課，勤
做筆記。
二、互動交流：與講座互動，營造良好課堂氣氛；
參與討論，並把焦點集中在問題上。
三、突破自限：多說「我能」，少說「我不能」，
把Impossible變成I’m possible；強調「正面思
考」；永遠都有學習的空間，即便只差毫米。
四、開放心胸：懷抱友善、助人及尊重的心胸；學
習分享，分享學習。

結訓囉！參訓和辦訓人員滿載而歸

10

體裡的一顆螺絲釘，但經由艱辛的準備過程，更能
體會辦訓圓滿結束後的喜悅與成就，全體同仁更將
以次經驗為榮，未來我們仍秉持著「行銷海巡」的
教育理念，為海巡署培育出更優秀的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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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多元化，
創造服務新 亮 點～
「海巡鼓山服務區」剪綵啟用典禮活動紀實
文｜王靖雲

圖片提供｜南巡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鼓山服務
區，於7月22日隆重啟用，由劉國列局長親自
主持剪綵典禮，邀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高
雄市政府鼓山區公所、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鼓山消防隊、東方設計學
院、鼓山國中、高雄市流木居、北門書齋、國
際獅子會300E2區等多位貴賓與會，在眾人的
慶賀祝福聲中完成剪綵啟用儀式。

書齋老師黃
木居協會老師蔡成銘、北門
起流
（左
剪彩
共同
貴賓
國列、東方
與會
明、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劉
、第五岸巡
中本、鼓山區公所區長袁德
國家公園管理處秘書徐韶良
設計學院校長吳淑明、海洋
總隊總隊長蔡順元）

11

服務區內部參訪

與南疆鎖鑰合影

視聽教室導覽

藝文走廊聆聽簡介

海洋知識館吸收新知

術

欣賞天雕藝

流木居工坊

經略南疆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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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服務區之設置目的，除了落實海巡「為民

務區的創立概念，跨界邀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

服務」的政策理念，介紹南部地區各海巡服務區，

國家公園管理處、高雄市流木居協會、東方設計學

也結合本署「人才招募」工作，介紹海巡階級、

院及北門書齋共同陳展，增闢專區，展示海洋生

紀念標與功標等人事制度。近期為強化海巡施政

物、珊瑚標本及相關海洋教育書籍，以及在地漂流

成果，也針對內部空間重新規劃，增闢海巡強化編

木創作與詩詞作品賞析，寓教於樂，使參觀服務區

裝成果區、經略南疆區等展示專區，擺設海巡艦艇

的民眾感受人文氛圍及藝術氣息。

船模，搭配背景展板，彰顯海巡維護漁權、查緝走
私偷渡、兩岸救生演練、敦睦促進邦誼等重大案件
績效。此外，海巡經略南疆區亦揭開南海神秘的面
紗，從東、南沙地理位置開始，透過珍貴歷史文
件，延伸至海巡署執法守土任務介紹，不管是環保
低碳、人道救援、越界驅離、捍衛主權等等，圖文
並茂，逐筆勾勒出海巡經營南海的成果。此外，對
於無緣踏足南沙太平島的參觀民眾，展示區「南疆
鎖鑰」國碑與陣地的復刻版具體而微，透過合照也
能感受國境之南的戰地氣氛。
另為豐富展示內容，南巡局也活化海巡為民服

劉

劉國列局長表示：海巡鼓山服務區座落於高雄
市壽山山麓，附近有駁二特區、壽山動物園、西子
灣等知名觀光景點，平日民眾絡繹不絕，地理位置
可謂得天獨厚；今日的剪綵啟用，承蒙各界鼎力相
助，使得服務區能夠順利設置，除了展現本署「海
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事務」之三大核心任務之
施政成果，更可推廣海洋知識，變成在地民眾休閒
參觀的好去處，期望在各界支持及鼓勵下，躍升為
高雄地區的新地標，更是南部地區巡防局在為民服
務工作上的嶄新亮點。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謝狀予陳
感
贈
致
長
局
國列

展單位

東方設計學院校長吳淑明

流木居協會老師蔡成銘

北門書齋老師黃中本

海管處秘書徐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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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人員持搜索票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業者開櫃受檢

黑心業者掩人「 耳 」目
海巡嚴查絕不輕縱
文｜蔡永榆

圖片提供｜彰化機動查緝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海巡署中部地
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等單位，在臺中市查獲
不肖農產業者涉嫌以貨櫃走私農藥超標之黑心大
陸白木耳及大陸香菇約5公噸，成功防止黑心食品
流入市面。
海巡署彰化機動查緝隊接獲走私情資，指稱
中部某農產業者，將利用炎炎夏日白木耳需求高
峰時期，以貨櫃大量進口黑心白木耳、大陸香菇
來臺販售，該隊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顏偉哲檢察官指揮偵辦，並會同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關務署臺中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第六分局等單位組
成聯合查緝小組，俟走私貨櫃報關後即嚴密監控
該貨櫃動態，並自基隆港沿途跟監該走私貨櫃至
業者私貨倉庫後發動查緝，於104年7月8日成功查
獲農藥超標之黑心白木耳5公噸，另於業者冷凍庫
會同衛生局抽樣送驗

14

內查獲走私大陸香菇約2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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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衛生局檢驗報告近日正式出爐，確認

生機關查核檢驗，後端則夾藏大量黑心白木耳進

該走私白木耳含有不得檢出的農藥「巴賽松」、

口，以規避懲治走私條例及海關緝私條例之罰則牟

「達馬松」、「家保扶」、「滅必蝨」，另「歐殺

取暴利，此為新型態的黑心食品走私態樣，值得相

松」、「亞滅培」、「益達胺」、「芬普尼」、

關衛生、治安機關重視查處。

「三落松」農藥超標，依法不得輸入進口，其含有
的部分農藥具有神經毒性，會在體內累積，食入過
量會引起腹瀉、頭痛、噁心、視力模糊等症狀，嚴
重者甚至有致命可能，對人體健康恐有危害之虞，
後續將由臺中市衛生局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裁處並銷毀。

維護國人食品安全為當前重要施政目標，本案
在臺中地檢署指揮之下，海巡署與海關、警方及衛
生、農政主管機關通力合作，發揮政府一體之積極
效能，成功防阻大量走私黑心食品流入市面，有效
維護國人健康及經濟秩序。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
呼籲：凡發現各項走私、偷渡不法情事，請打海巡

值得注意的是，素有平民燕窩之稱的白木耳在

「118」報案專線檢舉，共同為社會治安盡一份心

臺需求量大，七成以上仰賴中國大陸進口，因非行

力。

政院公告管制進口之農產品，不法業者透過合法報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

關之手法，於貨櫃前端放置少量合格的白木耳供衛

業者偽造SGS檢驗證明取信消費者，並將黑心白木耳與一般白木耳混在一起，企圖牟取暴利

當日與海關及農糧署人員另外查獲走私大陸香菇，成功為食安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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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趕赴現場後，立即登上漁船確認人船狀況

漁船海上遇險求援
臺中海巡意外查獲毒品
文｜吳科鋤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洋巡防總局臺中海巡隊於104年8月11日9時

全案起源自「金」船於海上作業時因故障失去

30分接獲通報本國籍漁船「金○利16號」（以下

動力，且船上亦無任何通訊設備，薛姓船長情急之

簡稱「金」船）於海上作業時失去蹤跡，遂立即責

下，以手機透過朋友向海巡署通報請求救援，但過

由臺中、澎湖及布袋等海巡隊派艇全面搜尋中部海

程中因通訊品質不良，幾乎聽不清楚薛姓船長求救

域。最後由臺中海巡隊PP-2038艇於12日13時42分

內容，僅能於電話中聽到「嘉義外傘頂洲」微弱話

在臺中南庄外海8.8浬處尋獲，船上薛姓船長等3名

語，實無法確認切實座標。為免該船發生危難，海

船員均安，惟登檢時海巡隊員意外發現一小包疑似

洋巡防總局動員所屬臺中、澎湖及布袋等海巡隊船

毒品粉末及吸食器，經詢問，薛姓船長坦承為其所

艇，全面於中部海域搜尋，希望在黃金救援72小時

有之安非他命毒品，臺中海巡隊亦於此次救援案件

內完成任務。所幸最終於臺中南庄外海8.8浬處（北

中，意外查獲違法毒品。

緯24度26分、東經120度26分）尋獲「金」船，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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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船正處於無動力狀態在海上漂流，海巡隊員見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表示，為使

狀即刻登船穩定現場狀況，但卻意外查獲薛姓船長

國人能「立即、有效」感受到海巡為民服務與打擊

違法擁有毒品安非他命，亦因「金」船無動力可啟

犯罪之決心，若民眾於海上遭遇緊急危難情事需要

動返航，遂由友船「東○○號」協助拖帶返港，全

協助，請多加利用海巡118免費報案專線，或透過

案臺中海巡隊依規定針對薛姓船長進行後續偵辦，

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報，海巡署將立即前往處

並同時全面清查「金」船船艙，是否仍有遺漏毒品

理。

未被查獲。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臺中】海巡隊）

過程中意外發現薛姓船長違法持有毒品安非他命

確認安全無虞後，隨後將漁船拖帶回港進行後續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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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益勝、楊天印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及澎湖機動查

本案係海巡署在接獲走私情資，根據顯示，宜

緝隊共同接獲情資，會同第七（蘇澳）海巡隊、第

蘭籍漁船「金○滿168號」經常出海作業，但鮮少

十六（澳底）海巡隊及第一岸巡總隊等單位組成聯

有漁獲，且該船僱用多名外籍漁工，研判若無從事

合查緝小組，共同偵辦菸品走私案，於7月24日蘇

不法難以維持漁船經營，遂報請宜蘭地檢署指揮，

澳海巡隊PP-2033、PP-2032艇及澳底海巡隊PP-

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偵辦，規劃部署岸、海聯合查緝

2061艇在海上攔截到目標漁船蘇澳籍「金○滿168

行動，於7月24日13時許，海上派遣PP-2033、PP-

號」後，將其帶返蘇澳港。隨後持宜蘭地方法院搜

2032及PP-2061艇前往北角至竹安河口外海巡緝，

索票登船檢查，開啟漁船密艙口，查獲未稅香煙一

案經蘇澳海巡隊嚴密監看雷情系統，過濾分析附近

批235箱，並依菸酒管理法移送主管機關裁處。

海域航行可疑船隻，發現距離蘭陽溪口外海約7浬

巡防艇於海上攔截及登檢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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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漁船形跡
相當可疑，指派
PP-2033艇隨即
鎖定攔查「金○
滿168號」漁船，
艇上人員登上
「金」船後發現，
該船艙內設有密
艙，但船長堅持不
肯承認載運私菸，

登檢後發現漁船設有密艙，開啟後發現大批未稅私菸

開啟密艙口，遂將
「金」船於17時30分押返蘇澳港巡防艇碼頭，由澎
湖機動查緝隊及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共同持宜

會大眾，發現有槍枝、毒品、走私及偷渡等不法線

蘭地方法院搜索票登船檢查，並在熟練技術分析及

索，請撥打海巡118報案專線檢舉，共同為社會治

對船長勸說下，破解開啟「金」船在機艙內油櫃旁

安盡一份心力。

所設置油壓式密艙口，查獲船上載有未稅私菸共計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235箱【PYRAMIDS牌（紅）135箱、PYRAMIDS

第七【蘇澳】海巡隊）

牌（藍）100箱，共計117,500包】，涉嫌人船長藍
○春及印尼籍船員4名，由專案小組帶返蘇澳海巡
隊偵辦，依違反菸酒管理法移送主管機關裁處，並
針對該私菸來源擴大偵辦。
蘇澳海巡隊表示，走私菸品影響國內市場經濟
及國人身心健康甚鉅，海巡署遂統合各機關查緝能
量，自95年11月起即推動「安康專案」，結合檢、
警、調、海關及漁政、衛生等單位全力執行，全力
查緝農漁畜產品、動物活體、菸、酒等走私入境，
積極維護農、漁民權益及國人身體健康，另呼籲社
查獲之私菸品牌外觀

岸海合力將大批私菸卸下清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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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獲保育動（植）物遭私運
海巡堅決捍衛國家形象
文｜徐善國

圖片提供｜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根據線報

岸巡大隊、第五二岸巡大隊、第二三岸巡大隊、第

指出，犯嫌吳○○、余○○等2人涉嫌收購國內二

二四岸巡大隊、海洋巡防總局第三海巡隊、第四海

級保育類「食蛇龜」、「柴棺龜」野生動物，走私

巡隊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等單位成立專案

出境至中國大陸地區，欲牟取暴利。本隊立即報請

小組。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並與新竹機動
查緝隊共同主偵，另會同桃園機動查緝隊、第五一

經實施通訊監察、埋伏及守候等行動蒐證後，
立即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搜索票
（拘票）獲准，並同時會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國
立中興大學及保七總隊第五大隊等單位，於104年7
月16日在桃園市觀音區民宅等2處查獲二級保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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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食蛇龜」2293隻、「柴棺龜」931隻、

野生動物出境事宜，且主嫌吳○○雇用集團成員

一級保育類「金龜」469隻、龜蛋786顆（食蛇龜蛋

余○○大量收購國內二級保育類野生動物「食蛇

651顆、柴棺龜135顆）、三級保育類眼鏡蛇12隻、

龜」、「柴棺龜」藏匿於出租民宅倉庫內，因民宅

三級保育類黑眉錦蛇2隻、雨傘節1隻（死亡）、二

四周裝設監視器，且犯嫌警覺性高，常將收購完之

級保育類穿山甲5隻（冷凍死體）及2袋穿山甲鱗

保育類「食蛇龜」、「柴棺龜」野生動物載回出租

片，另查扣保育類植物牛樟、扁柏共566公斤等證

處，在車輛停妥於民宅後，即閉鎖鐵捲門，以免野

物，數量堪稱歷年來最大宗走私保育類動物案件。

生動物活體產生特殊惡臭而使犯罪事蹟洩露。查緝

本隊經過偵查蒐證得知，走私集團主嫌吳○○
常往返中國大陸地區，近日將有走私大批保育類

人員亦不眠不休，在長期忍受酷暑埋伏跟監守候
下，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一舉破獲吳○○走私集

嫌犯於民宅內架設食蛇龜、柴棺龜養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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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即時攔
截保育類「食蛇
龜」、「柴棺龜」等
野生動物，使其免遭走私出境
之命運。

律置於腦後，氣焰極度囂張，肆無忌憚。
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指出，臺灣本島地形高山
多，具自然生態與豐富生物多樣性，臺灣原生種
「食蛇龜」、「柴棺龜」野生動物遂成為對岸瘋行
「養龜熱」風潮下，變為他們眼中的吉祥物，以致

本案查扣保育類野生動

這些野生動物遭不肖獵人大量獵捕及買賣。此舉不

物中，赫然發現有多達469隻

僅破壞生物原棲息地環境，更悲者，使其淪為桌上

「金龜」在列，「金龜」為一級

佳餚，導致珍貴原物種大量減少，進而造成生態浩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據國內有關文

劫。本署為宣示查緝走私不法決心，專案人員發揮

獻及詢問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家學者指出，在臺灣

鍥而不捨精神，在成功攔截此批保育類野生動物免

本島已甚少發現該族群存在，2001-2007年於本島

遭荼害之餘，也再次呼籲不肖私梟，勿以身試法，

都未捕獲「金龜」，但之後陸續有捕獲，應為走私

否則將面對的是全體國人的怒吼，以及本署強力維

入境遭被棄養。顯見該走私集團除走私二級保育類

護國內生態及打擊非法之決心。

野生動物「食蛇龜」、「柴棺龜」出境至大陸地區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

外，被查扣之一級保育類「金龜」，亦合理懷疑係

第二機動查緝隊）

來自中國大陸走私入境本島，可見該集團完全將法

查緝人員入內搜索時發現尚未孵化之食蛇龜、眼鏡蛇及黑眉錦蛇及冷凍穿山甲（鱗片）等保育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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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於新北市三峽市區跟監蕭嫌並進行蒐證

毒蟲隱匿郊區販毒
難逃法網二度遭逮
文｜黃翊峯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會同第八二、

本案起緣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八三岸巡大隊、桃園市刑警大隊偵二隊等單位組成

104年4月初接獲民眾檢舉，去年9月間遭本隊查獲

專案小組，104年4月30日於桃園市龍潭區緝獲一級

販毒之蕭姓男子，目前仍處於前案司法程序竟重啟

毒品海洛英33.09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1022.63

爐灶販毒，本隊遂與第八二、八三岸巡大隊、桃園

公克、霰彈長槍2把、霰彈槍子彈6顆、改造手槍三

市刑警大隊偵二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展開聯合偵

把、改槍工具一批，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查，本專案小組在經過嚴密佈線、跟監等多方面調

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送桃園地方法院檢
械管制條例移送桃園地方法院檢

查後發現蕭嫌非但不思悔改持續販毒，更搬遷至偏

察署偵辦。

於二樓電梯外及住處攔截蕭嫌，對其隨身物品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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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隱密的桃園石門水庫旁福華渡假村以躲避查緝，

一、對於有警衛設置之社區大樓，先對保全中控臺

甚至添購火力強大之霰彈長槍準備事跡敗露時進行

加以掌控，除能掌握查緝環境動態亦可避免通

火拼。專案小組在蒐集充分犯罪事證後，即向桃園

風報信。

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據以執行查緝勤務。

二、嫌犯如搭乘電梯時，可攻其不備於電梯中間樓

專案小組於104年4月30日執行查緝勤務時，
先於新北市三峽市區發現蕭嫌，但因其擁有強大火

層加以攔截。
三、如兩現場間通訊不良，則可加派人力於其間進

力，為避免傷及無辜，故決定避開市區並持續對

行中繼，如本案因地下室和二樓間通訊不良，

其進行跟蹤，待蕭嫌返回郊區住所再行查緝。當
蕭嫌返回桃園郊區住所時，第二組查緝人員已依先
前部署於該處等候，並在其返回住所地下室停車後

於是加派人力於一樓負責傳遞雙方之訊息。
四、撰寫移送書時可參酌法律所定相關羈押要件，
並針對本案所掌握之事證於移送書上特別強

欲搭電梯前往3樓出租套房時，於社區中控臺監控

調，以利檢察官後續聲押，避免嫌犯繼續危害

之組員即刻通知位於2樓之查緝人員赴電梯進行攔

社會，並增加嫌犯供出上手之壓力，如本案中

截，當電梯開啟瞬間，見到昔日曾將其緝捕之查緝

蕭嫌已因前案被法院限制住居，卻自行遷移住

人員，蕭嫌即面露錯愕，並且將手伸入隨身背包，

居所。

準備掏槍進行火拼，專案小組人員見狀立即將其壓
制，專案小組隨後分別在蕭嫌租屋與轎車進行搜

本隊針對嚴重危害社會之槍毒犯罪查緝向來不

索，總計查獲一級毒品海洛英33.09公克、二級毒品

遺餘力，本次循往例在專案團隊的充分合作下，將

安非他命1022.63公克、霰彈長槍2把、霰彈槍子彈

不知悔改之安毒大盤商再次逮捕，進而阻絕大量安

6顆、改造手槍三把、改槍工具一批等證物。

毒流入社會，有效確保社會安寧並彰顯本署持續打

針對本次查緝行動本隊提出以下四點心得供各
位先進參考：

擊犯罪之決心，同時也呼籲社會大眾，切勿輕易碰
觸毒品，以免遺憾終身。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蕭嫌遭查獲之毒品及槍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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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國民外交～

民架風帆失動力
海巡巧救外籍客
文｜林明慧

圖片提供｜第八一岸巡大隊

104年8月1日18時47分新蘭安檢所接獲大隊雷

隨即出發搜索，於18時53分在都蘭灣內礁岩旁

達組指示，在都蘭灣中有一艘搭乘兩名遊客的風帆

發現失去動力的風帆，在確認無誤後，立刻與海洋

失去聯絡。夜幕低垂，即使是身經百戰的極限運動

巡防總局連絡派遣巡防艦艇協助做雙重確認。經查

玩家也不敢輕忽大海的威力，更不敢在暗夜中與遼

證該位置發現之風帆確為遇險目標，並且有兩名受

闊的大海搏鬥。因此當時接獲通報後，所內人員判

困民眾待援（一名美國籍民人及臺籍酆姓民人），

斷應為意外狀況，立即按下緊急集合鈴，由所長林

在妥適安置兩人後，將二人載返新蘭漁港，甫上

明慧和帶班幹部少尉許志文調度人員，從岸際展開

岸，安檢所同仁便立即準備熱水和保暖用具，協助

最嚴密的搜索，再配合當日出海漁民做電話聯繫協

驅寒。

尋，在短短五分鐘內完成人員調度、執行、分配任
務。

在為二人製作筆錄過程中，發現設籍新蘭漁港
的酆姓漁民與美籍友人原計畫搭乘風帆出遊，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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酆姓漁民與外籍友人向岸巡人員解釋遇險情形

料天色驟暗，且因氣象判定錯誤，致使風帆喪失動

的經驗，這經驗是一輩子別人不能奪取的，讓我有

力。加上未備妥通訊及蛙鞋等輔助動力器材，只能

了好不一樣的經歷，有機會我會再挑戰的，當然這

隨波逐流，最後漂至外海，想起當時沒有水和食物

起成功救援的案例，也算是一次的海巡國民外交吧！

情形下，飢寒交迫，至今二人仍餘悸猶存，所幸在
安檢所全體人員及海洋巡防總局的配合下，依循各
種線索去推斷風帆可能受困的地點。

東部的夜晚星羅密佈，每天來來往往的人很多
但目的都不相同。有些是民眾對著大海挑戰新的自
己、有些是想來東部海岸看看最陡峭的懸崖岸璧、

在將二人平安救回後，有了共同的經歷，現年

有些則是只想對著海說一些內心的話，每天每天都

68歲的酆姓漁民向海巡人員表示，自己非常不好意

在上演不同的主題。但在海上、岸邊不曾變過的就

思麻煩大家，而美籍友人Chris Canl則是在旁用笑

是總有一群在深夜仍然認真執勤的海巡弟兄，隨時

容表達自己的歉意，他說非常喜歡臺灣，就算走遍

密切監控海上的蛛絲馬跡，為臺灣阻絕不法以及海

世界各地，最後仍選擇在臺東定居，因為臺東的地

上的資源保護，為海洋打下永續經營的道路，更為

理環境和風俗民情，與自己家鄉環境非常相似；前

臺灣人民的生命安全繫上最穩靠的保障。

有漂亮的藍色大海，清澈度能見海底；後面就是花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

東縱谷，環境好、空氣清晰，這是我在臺灣很寶貴

返回岸邊後立即遞上毛毯供二人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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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人員登檢攔查，並將涉案船隻及人員帶回偵辦

金門暗夜海上接駁
岸海合力緝獲走私
文｜洪意芳

圖片提供｜金門機動查緝隊

金門與中國大陸廈門海域相近，常發生漁船海

小組，共同執行岸海合一查緝行動部署。當日淩晨

上接駁走私情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中部地區海巡

1時30分，查緝人員在金門水頭后豐港岸際負責監

單位在確切掌握情資下，於104年7月24日凌晨2時

控勤務，當時陰雨風強，在環境狀況不佳的情況

許，查獲乙艘我國籍漁船金○○號與大陸無籍船筏

下，仍眼尖發現犯嫌陳○偉、林○哲及林○強等三

正進行海上接駁走私行為，多功能艇遂發動登檢查

人從箱型車上將乙批不明私貨搬運上金○號船舶，

緝，順利將2船5人（3名國人，2名大陸人）查緝到

此時待裝貨完畢後三嫌即用手機通知本署安檢人員

案，扣押物品多為高單價3C產品，計單槍液晶投影

進行船舶出港檢查，未料金○號船卻在安檢所人員

機42台，市價約180萬元、各型電阻器達45箱及童

從安檢所出發到檢查港邊途中逕行出港，準備於海

書（含CD）、羊乳片等生活用品，全案依違反海關

上進行接駁交易，在刻意規避安全檢查行徑下，其

緝私條例辦理。

走私交易意圖已相當明顯。

本案係緣自金門機動查緝隊在接獲可靠情資

為免金○號船舶趁隙隱匿行跡，查緝人員立即

後，協調第九海岸巡防總隊2艘多功能艇組成專案

聯繫第十二巡防區，全程利用雷達掌握金船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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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報海上待勤之多功能艇於該船出港後伺機攔

查緝能量，也秉持著署長王崇儀「強力執法、絕不

查。過程只見金船一出港，便加速疾駛，欲與中國

退讓」的精神，使海上走私犯罪無所遁形。查緝隊

大陸船舶於約定海域進行卸貨接駁，此時查緝人員

未來也將持續加強打擊走私不法，並與金門地區各

搭乘多功能艇到達現場，見時機成熟，立即登檢攔

治安機關加強合作，共同消弭犯罪。民眾若於岸際

截，一舉成功將違法行為阻絕於海上。

發現相關不法情事，請撥打海巡署「118」免付費

金門料羅及水頭兩港為小三通指標性港口，海
巡署對於進出金門與大陸地區之貨物及人船，均依

報案專線報案，一起為創造社會安定而努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金門機動查緝隊）

法嚴格把關，破獲本案充分展現了岸海通力合作之

清點走私貨物查扣數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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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
海巡署：要讓全國漁民朋友有感
文｜沈宜柔、李繼材

圖片提供｜海洋巡防總局及第一海巡隊

鑒於中國大陸沿海地區自8月1日起，休漁期

副署長尤明錫在艦上主持行前會議時致詞表

逐區解禁，海洋巡防總局為彰顯維護漁業資源決心

示：「這次專案勤務的成效，一定會讓全國漁民

規劃「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新成軍的3千噸級

朋友有感；而今天（8月3日）除了基隆之外，另

「宜蘭艦」3日上午自基隆港出港護漁，率領「新

在臺中、澎湖、金門、馬祖也同步舉行擴大威力掃

北艦」及5艘巡防艇，並搭配空勤總隊直升機，架

蕩勤務，指派各海巡隊隊長擔任分區指揮官，力求

構海、空立體執法，超前部署，以「優勢艦艇、分

『立即、有效』的執法效率，讓各地漁民感受到海

進合擊」方式強勢取締，使中國大陸漁船不敢越界

巡署驅離中國大陸漁船，維護漁業資源的努力」。

我國海域。會中邀請立法委員李慶華、新北市及基

同時，北部地區漁會為感念海巡署長期以來護漁之

隆市政府漁政單位、漁業署及各地區漁會代表等60

辛勞，以及為漁民服務的熱忱，自發性出動45艘

餘人，並由政務副署長尤明錫率隊隨宜蘭艦出海，

漁船，船身懸掛「捍衛海疆、護佑漁民」、「為國

巡弋中同時展示水砲射擊、40快砲操演等項目，共

干城、惠民無疆」標語，並在出港時同時施放鞭炮

同見證海洋巡防總局執法能量。

等，以具體行動支持海巡護漁任務，共同創造歷史
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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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與會貴賓出發前於宜蘭艦飛行甲板前合影，準備見證歷史性時刻

中華漁業漁船協會理事長吳兩成、新北市淡水

護漁不再有空窗期，中國大陸漁船也知難而退，漁

區漁會理事長吳永寬、新北市萬里區漁會理事長林

民漁獲量大增，生計有了保障。這些代表們在現場

榮欽及宜蘭縣蘇澳區漁會理事長陳春生等諸位代

也不停的向媒體說著：「有宜蘭艦在，漁民日後在

表，也替漁民們表達過去長期受中國大陸越界漁船

海上作業，可以安心了！」「看了水砲射擊，我眼

欺負，甚至網具被破壞，苦不堪言，但自從去年起

淚快掉下來！」。

海巡署強力驅趕後，巡防艦艇在海上現地交接，讓
地區漁會發動45艘漁船懸掛「捍衛海疆、護佑漁民」、「為
國干城、惠民無疆」、並施放煙火，以具體行動相挺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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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擴大誓師大會各中、外媒體皆共襄盛舉，
計有15家、19位記者蒞臨採訪，海洋巡防總局於航
行中展示：模擬落艦、水砲、40快砲操演項目，廣
獲媒體報導，其中身穿亮橘色工作服綁著俐落馬尾
的女性同仁，正是洋總局首位女性進場管制官賴芳
誼，年僅28歲的賴芳誼巾幗不讓鬚眉，其優越的表
現曾代表海巡署前往美國參加海事搜救班，也是第
一位引導直升機落艦的進場管制官，亦獲多家媒體
一
以特稿報導，意外成為海巡署的另類行銷。
以

宜蘭艦展示水砲射擊及40機砲介紹，供媒體採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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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掃蕩勤務過程，基隆海巡隊於返程時，恰

陸漁船非法越區捕魚，同時籲請民眾，若發現不法

巧發現一艘越界捕魚的中國大陸漁船，正好展示海

或需海事服務，請利用海巡「118」免費報案電話

巡署的執法鐵腕，在眾人的見證下，順利將其扣

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報，海巡署將立即前

留，並沒入漁貨、漁具及裁處罰緩，讓隨行人員

往處理。

現場感受震撼嚇阻效果。結束這場擴大威力掃蕩勤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務，相信民眾往後更能將海上的大小事交給海巡

第一【基隆】海巡隊）

署。未來亦將賡續強化各項勤務作為，藉以遏止大

政務副署長尤明錫與船上貴賓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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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艦艇與漁船「會師」
鳴笛、噴水致意

海巡隊於回程時帶回一艘正在越界捕漁之陸籍漁船

誓師大會媒體

爭相採訪人物

這次的擴大威力掃蕩，和往年很不一樣，最
大的不同，是多了漁民朋友的參與。也難得與平
日服務的對象面對面，也才有更多機會聽到他們
的想法。在這次的活動籌備及當天的參訪，漁民
不時表達感謝及支持之意，或許，我們的努力漸
漸贏得他們的認同。言談之中，也聽到他們對於
宜蘭艦加入執法的期許，這樣的期許，是種榮
譽，也是責任，提醒我們在這艘海巡署現役設備
最新、噸位最大、深受眾人注目的旗艦上服務，
終究背負著更多使命。航向藍海，乘風破浪，宜
蘭艦加入北方海域的巡護後能寫下什麼樣的故

「宜蘭艦」首位女性進場管制員賴芳誼

事，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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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制定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施行法
強化 與 國際反貪腐法制接軌
資料整理｜政風處楊景雯

壹、前言
「廉政」已成為世界各國展現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指標之一，也是全球施政及行政革新的重點。我
國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作為國際社會的成
員，為彰顯我國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
接軌之決心，賦予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的「聯合國

34

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具有重大意義。由於貪腐問題
影響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甚劇，更可能阻礙國家永
續發展，於西元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其目的就是在建立全球反貪
腐法律的建構，促使世界各國關注貪腐的議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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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倡議建立評鑑機制，以檢視執行公約成效，

繫、與國際間相關成員之合作、適用公約規定時應

我國實有義務依循該公約提示之方向與原則，因應

遵循之解釋原則、現行法令及行政措施如何遵照公

國內法律制度及社會風氣，踐履反貪腐的行為。

約規定，及於一定時間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

為展現我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
趨勢及國際法制接軌，行政院於103年8月28日第

修正、廢止或行政措施之改進，亦有必要以法律
明定，以利遵循，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共計七

3413次院會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草

條，其要點如下：

案，函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院會於104年5月5日

一、明定公約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涉及國

三讀通過，馬英九總統於本（104）年5月14日簽署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相關條文正式成為
國內法律，公約揭示的各項規定具有國內法效力，
包括行政院應定期公布政府反貪腐報告，包括貪腐
環境、風險、趨勢等分析，以及各項反貪腐政策、
措施、有效性評估等。

貳、說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西元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UNCAC），並於西元2005年12月14日

際法義務之履行，應本於互惠原則。
二、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實施
立法指南及公約締約國會議之決議；有關反貪
腐案件之法律適用與解釋，應以符合公約規定
為原則。
三、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之規定，
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政府應
與各國政府及相關國際組織共同合作，以落實
公約所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

生效，全文共計8章71條，目前共有175個締約國，

四、法令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各級政

其目的在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之法制和政

府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

策，內容涵括貪腐行為之預防措施、定罪和執法、

（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國際合作、不法資產之追回，及落實公約之執行機
制等，促使世界各國共同致力於反貪腐議題。
聯合國大 會 在西元1971年10月 25日通過第
2758號決議，使我國失去代表權，無法再參加聯合
國之活動，致我國未能簽署或加入公約。為展現我
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
制接軌，更加有效預防和根除貪腐，爰將公約送請
立法院審議，並完成法定程序後，咨請總統批准。
參諸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意旨，依憲法第
63條規定締結之條約，其位階等同於法律。鑒於我
國已失去聯合國代表權且國際處境特殊，公約經總
統批准後能否依其規定順利完成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之手續（公約第67條參照），仍有待克服困難，積
極爭取。於此之際，公約在我國法律體系上之定位
及效力，乃有必要以法律定之；另為促進公約所揭
示反貪腐法制和政策之實現，有關政府間之協調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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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條文內容及說明如下：
條

文

第一條
為實施西元2003年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Corruption）
（以下簡稱公約），健全預防及
打擊貪腐體系，加強反貪腐之國
際合作，確保不法資產之追回及
促進行政透明與課責，特制定本
法。

說

明

西元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其目的在
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之法制和政策，內容涵括貪腐行為之預防措
施、定罪和執法、國際合作、不法資產之追回，及落實公約之執行機制
等，促使世界各國共同致力於反貪腐議題。為展現我國反貪腐之決心，
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有效接軌，更加有效預防和根除貪
腐，爰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健全預防及打擊貪腐體系，加強反貪
腐之國際合作，確保不法資產之追回及促進行政透明與課責。

第二條

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國 一、公約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總統批准後，本應具有不低於國內法之效
內法律之效力。
力，惟因我國已失去聯合國代表權，能否完成公約生效所必要之交
前項規定涉及國際法義務之
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手續，仍有待克服困難，積極爭取。於此之際，
履行，應本於互惠原則。
爰於第一項，明定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即令無法存放於聯合國秘
書長，亦具有我國內法律之效力，俾明確其在我國法律體系中之定
位。
二、有關公約之規定涉及國際法義務之履行，係以締約國之間相互合作
為基本精神，以互惠為根本原則，爰於第二項，明定有關國際法義
務之履行應本於互惠原則。

第三條
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聯合 一、鑒於公約之規定業經聯合國大會通過，並為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其
國反貪腐公約實施立法指南及公
解釋適用，自應參照聯合國相關解釋適用方法及標準，避免國內解
約締約國會議之決議。
釋適用結果，與公約規範意旨相左，或與國際社會之詮釋脫節，爰
有關反貪腐案件之法律適用
為第一項規定。
與解釋，應以符合公約規定為原 二、另為減少公約具國內法之效力後，國內法律適用混亂情形，爰於第
則。
二項，明定有關反貪腐案件之法律適用與解釋，應以符合公約規定
為原則。
第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 明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除符合公約之規定外，應積極加強落實各
符合公約之規定，並積極加強落 項反貪腐法制及政策。
實各項反貪腐法制及政策。
第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 一、公約之落實有賴各級政府機關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積
極籌劃、推動及執行；其有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更應
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
協調聯繫辦理，爰為第一項規定。
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
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 二、公約規定之落實，除應就公約規定事項協調聯繫辦理外，更有必要
與各國政府、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反貪腐機構共
互間應協調聯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政府間
同合作，以落實公約所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爰為第二項規定。
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
反貪腐機構共同合作，以落實公
約所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
第六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
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
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
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令
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
政措施之改進。

公約所揭示之規定，係國際上最重要之反貪腐法規範，並對締約國國內
打擊貪腐之法律規範有廣泛而詳細之規定。為確實實踐公約建構之反貪
腐法制及政策，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有效接軌，進而提升
國際地位，爰明定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
令與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令
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 明定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之。

36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ﬁle
雙月刊2015.vol.76

參、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為積極促進本公約所揭示反貪腐法制和政策之
實現，行政院爰以制定施行法方式國內法化，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總統簽署制定後施行，明定本公約
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例如國內知名企業員
工集體收受回扣案及接連爆發之食安事件，引發外
界關注私部門治理問題，本公約「私部門之賄賂」
（第21條）將「商業活動過程中…行求、期約或交
付其本人或他人不正當利益」定為犯罪，強化私部
門之行為規範，並在有關私部門之預防措施（第12
條）中，揭示應加強私部門之會計及審計標準與相
關操守標準及程序，對於不遵守規範之行為並得制
定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均有助於私部門強化工
作倫理，促使其誠實正直地從事商業活動。因此，
通過本公約施行法，對於我國抗制貪腐之刑事政
策，有其積極正面之意義。

「國際合作」專章，強化貪污犯罪所得之海外資金
追討及相關人犯引渡之國際合作，法務部為配合相
關司法互助事項，刻研訂「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
草案及研修「引渡法」，以建立更完備之國際刑事
司法互助法源基礎，更加有效、及時地追回贓款，
並有助於我國引渡人犯。另政府應定期公布反貪腐
報告，應包含貪腐環境、風險、趨勢等分析與各項
反貪腐政策措施之有效性評估等，提供各界檢視瞭
解。法務部廉政署將依本公約規定積極推動各項反
貪腐法制及政策，並與各級政府協調聯繫，共同落
實本公約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

肆、結語
政府推動反貪腐的工作除了在法規上要強化與
國際接軌外，更重要的是執行面的努力，近年來政
府的清廉度大幅提升，但也陸續發生的一些貪腐個
案而使整個政府的清廉形象受損，因此要落實反貪

另在本公約施行法施行後，國內法令與行政措

工作，政府除成立法務部廉政署專門負責反貪與肅

施如有不符本公約規定者，各級政府機關應於三年

貪的業務外，一定要充分於機關內讓反貪腐、重視

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

清廉的行政文化可以真正在機關內部生根落實，使

施之改進。因此各級政府機關應自我檢視主管法

有心貪腐的公務人員都無所遁形，這是根除貪腐在

令，如有違反本公約者應即著手改正或改進。例如

執行賦予國際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的同時更為重要

本公約為有效追回犯罪所得及處理跨境貪腐，明定

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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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理念知性力量～
蛻
綻
海巡署政府出版品的 變 與 放
文｜高正佳

者」及「海洋事務推動者」的海洋形象，已成功

壹、前言
海巡署肩負著守護我國海洋權益及安全之
使命，戮力捍衛臺灣海疆，倡導海洋事務，無

本署多年來展現之各項重要施政績效，透過

畏來自海洋的嚴峻挑戰，始終奮勇堅守海巡崗

本署政府出版品的忠實紀錄並完整呈現，實為行

位，自成立迄今15個

銷海巡理念的重要媒介。具備多種風貌的出版形

年頭，「藍色國

式，聚焦民眾對海巡及海洋等議題之關注，不僅

土守護者」、

有助於推動海巡政策執行，更能發揮海巡施政之

「海洋災

影響力，成為傳遞海巡理念的ㄧ股知性力量，進

害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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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國人心中。

而凝聚對本署的信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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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署政府出版品具備之重要功能
「民意」是民主國家極為重視的關鍵因素，要
以人民的意見與利益為優先，抓住機會滿足人民需
求以改善政府部門的表現，才能贏得民眾的信心與
支持，因此具備體認民眾需求及最少權威限制的

具影響力、對為民服務有貢獻、對社會大眾認識海
洋有積極啟發之施政績效，皆能經由本署政府出版
品說明及宣導海巡政策理念，其宣傳效果可深化對
本署之認可與支持。

三、提升海巡為民服務：

「政策行銷」方式，是現今各國政府常使用之施政

近年來本署積極推動各項為民服務措施，除整

手段，而政府出版品更是其中深具影響力之宣導

合現有海巡服務措施，並以滿足民眾所需擴大服務

媒介。

範圍，已具有相當實績，而透過本署政府出版品的

隨著政府為民服務功能的擴展，及民眾對政府

宣導流通，將可向更多民眾展現出海巡服務的績效

資訊公開取得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出版品不再只

及護海衛民的努力，並有利融入社會多元意見，提

是單向地傳遞機關想要宣傳的資訊，而是必須雙向

升服務品質。

地將民眾所關切的議題納入，有效發揮政府出版品

四、強化海巡專業形象：

推廣教化功能。因應現今政府出版品功能之轉型，
本署政府出版品基於長期致力守護臺灣海洋之經驗
傳承，各式出版品皆經由海巡同仁的心血與努力編
輯，蒐整豐富的海巡及海洋資料及圖片，甚而邀請
專家學者審查，提供專業意見，或由各界專業人士
主動提供珍貴資料，共同成就此薪傳不輟之海巡知
識。經過如此精煉淬成的本署政府出版品因而具有
「記錄海巡施政歷程」、「宣導海巡施政績效」、
「提升海巡為民服務」、及「強化海巡專業形象」
等四大重要功能，能夠向民眾展現本署正面形象，
並體認與感動本署對臺灣海洋守護之情。

一、記錄海巡施政歷程：

民眾對於政府機關形象之喜好程度，會深刻地
影響對於機關的支持與認可，而本署政府出版品因
具備海巡機關之願景、使命及施政理念的形象概念
及出版風格，可讓民眾清楚識別本署之專業海巡形
象，有效強化海巡專業形象，提高在整個社會公眾
中的知曉率及影響力。

參、本署政府出版品的多樣面貌：
海巡署自成立十五年來，發行過諸多政府出版
品，除了出版主軸融入社會關注的重要海洋議題，
更跳脫傳統制思維及風格，持續擘劃與推動各式優
質出版品。

本署政府出版品是記錄海巡機關施政歷程之主

現行本署政府出版品形式包括期刊、圖書、童

要工具，定期公開海巡機關施政作為及績效，為彌

書、畫冊及影音光碟，呈現各式海巡主題，分述

足珍貴之機關文史資產。對於日後相關海巡機關歷

如下：

年相關資料之查詢、蒐集，甚至是階段性成果之彙
整及宣導，皆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二、宣導海巡施政績效：

一、期刊：
（一）「海巡雙月刊」：定期報導本署最新海巡施
政作為及重要海洋議題，並因應現今數位

本署戮力執行「海洋事務」、「海事服務」及

閱讀趨勢，自民國100年起改版成翻頁式電

「海域執法」等三大核心任務，在諸多對國家社會

子書，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公開供民眾線上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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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創新之出版形式，深獲民眾肯定。

（二）海巡知識類：「海巡勤務」ㄧ書詳細說明本

（二）海巡統計類期刊：本署發行「海巡統計年

署組織架構、任務職掌、勤務制度方式、勤

報」、「海洋巡防統計年報」及「海岸巡防

務指導以及相關海巡要務，強調巡防勤務的

統計年報」等3類統計年報，提供年度本署

多樣化與特殊性，除為瞭解海巡工作之重要

及所屬機關之員額、業務績效及歲出決算與

圖書，亦為海巡特考之參考用 書，尤以改版

預算等統計數據，為瞭解海巡施政之重要參

後迴響熱烈，詢問者眾，為本署暢銷書籍之

考資料。

一。「海巡艦艇誌」為記載本署執勤艦艇資

（三）「海岸巡防總局工作年報」:有關本署海岸巡
防總局年度各項重要施政及執行成效報告。

二、圖書：
（一）施政報告類：年度「海巡報告書」，記載本
署年度具指標性之重大事蹟、海域執法、海
事服務、海洋事務及海巡建設等各類施政作
為與績效，做一詳細而完整呈現，並因應未
來各式海洋議題之趨勢及挑戰，提出各項海
巡工作之前瞻規劃及願景，為本署向民眾宣
導海巡工作之多元面向及優異成效之重要報
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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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圖書，為本署重要巡護能量之艦艇，隨
著近來時空因素變化及階段性任務不同，為
保持艦艇資料正確常新，於今（104）年7月
重新改版，提供最新資料以餉讀者。
（三）海洋教育類：本署長期關心海洋事務，致力
推動海洋教育，特發行「台灣海洋」，詳實
及系統性地介紹我國周邊海域情勢、海洋立
法沿革與藍色國土的地理人文內涵，運用深
入淺出文字及豐富圖片，期使國人對我國海
洋環境能有更進一步地認識與瞭解。
（四）業務法規類：本署所出版之「海洋事務法

業務解析｜Operations Proﬁ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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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亞洲主要國家海域法令彙編」、

原鄉精神的認知，廣受好評，更於民國99

「中國主要海洋法規彙編」、「安檢相關法

年被納入「創造公平數位機會—偏鄉無線上

令」及「後勤相關法規及案例彙編」，皆

網服務試辦計畫」，將其內容置入筆記型電

為本署重要業務法規書籍，有助協助本署人

腦，提供偏鄉圖書館及國小圖書館使用。

員、目標客群及大眾對海巡業務法規之瞭解。

（二）「小朋友的救生救難童書」：為培養兒童

（五）作品專輯類：年度「彩繪海巡新世紀海報得

水上遊憩安全的知識，本書運用3篇故事情

獎作品專輯」及「聚焦海巡攝影比賽得獎作

境，讓兒童瞭解在海邊活動時，可結合本署

品專輯」，藉由蒐整民眾參獎獲獎作品，讓

提供之海巡服務與資源，保障自身與他人生

ㄧ般民眾更能感同身受地瞭解海巡理念；而

命及財產安全，深植正確救生救難觀念。

在今（104）年出版之「海巡建築之美攝影

四、「畫我海巡」畫冊： 為本署首本專為兒童設

作品彙編」，更是首次展現全國各地海巡建

計之畫冊，以生動活潑之Q版漫畫人物及中英

築特色，透過熱愛海巡同仁的鏡頭，捕捉住

對照方式，介紹本署海岸巡防總局任務職掌及

海巡建築之美，增進民眾對海巡工作環境的

服務事項，藉由畫冊著色方式，讓兒童更樂於

認同及建築美學之人文素養。

接觸海巡知識。

（六）勵志事蹟類：「瀚海巡馨錄」系列專書，精
心彙集海巡同仁救生救難、保育搶救、愛鄉
愛民、見義勇為、熱心公益、犧牲奉獻等優
良感人事蹟，期能讓民眾感動並溫暖人心，
也彰顯身為海巡人員的驕傲，持續發揚為民
服務之海巡精神。
（七）會計業務類：「會計實務百答」及「內控內
審簡介與違失 案例分析」，係將與政府會計

五、「國境之南—南沙生態光碟」：採用中英雙
語及人性化互動介面，介紹南沙太平島之豐富
動植物生態及本署各項保育作為，並附有保育
類綠蠵龜上岸產卵的珍貴影像及多款互動生態
小遊戲，適合親子學習，為本署重要之海洋生
態保育出版品。

肆、本署出版品管理作業歷年評比佳績

及內部控制有關之基本概念、實務面中常遇

政府出版品既是傳遞政府訊息的重要工具，為

問題以及違失案例，條理分明地分類成完整

了提升政府出版品管理作業品質，自97年起前行

資料庫，實為有助執行相關會計業務之參考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現出版品主管機關為文

用書。

化部）定期於每年辦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出版品

三、童書：

管理作業查核」，針對「作業制度」、「推廣行

（一）「海洋與原鄉歷史童書」：為本署首本童書

銷」、「出版資訊公開及數位加值」及「著作權管

出版品，結合花東地區原鄉歷史及海巡知

理」4項查核指標，就各機關前一年度之執行績效

識，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學童增進對海洋及

進行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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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出版品不僅展現優良品質與多樣風貌，更

活動、出版資訊公開、數位加值事宜及出版品著作

具有嚴謹完善的管理措施，兩者相輔相成，激發出

權等業務之管理品質，每年查核成績均評列為「一

本署出版品的獨特魅力。於歷年評比年度期間，

等」，更於97年度及99年度榮獲第一名特優機關，

本署致力提升有關法規制訂、舉辦各式推廣行銷

顯見本署政府出版品品質及管理成效有目共睹。

本署出版品歷年獲獎表
評比年度

獲獎佳績

96年

查核成績評列一等。

97年

查核成績榮獲第一組第一名特優機關。

98年

查核成績評列第一組一等。

99年

查核成績榮獲第二組第一名特優機關。

100年

查核成績評列第二組一等。

附註：至101年因有感於各機關出版品管理作業已臻成熟，始停辦該查核評比。

伍、願景
本署政府出版品不僅記錄了本署歷年的施政作
為，更蘊藏許多相關海巡及海洋的知識及經驗，
除宣達本署海域執法、海事服務及海洋事務三大
核心工作之理念，也建構起本署獨特的文化資
產。隨著國內海洋意識的高漲，未來本署政府出
版品業務亦將致力提升出版品質及充實各類海洋
領域的內容，藉由本署政府出版品，將國家海巡
政策、國際海洋事務資訊及各式海洋議題，對全
民作最新、最忠實之呈現。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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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海洋法制度下
之

國際漁業規範
文∣曾煥昇

壹、前言

善及提升沿海地區的經濟環境占有相當重要地位。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食物，也是動物性蛋白質

傳統國際法將漁業資源視為「公共財」，當特

的重要來源之一，約占全世界蛋白質總供給量之

定的魚隻經由特定的漁民捕撈之後，成為該特定漁

20％，同時也可以補充陸上食物的不足。除了食

民之財產。原則上，每個國家均有權利任由其國民

物供給，漁業對沿海地區人民除了是重要的經濟來

出海捕魚，捕撈之後成為該捕撈者之所有，成為捕

源，也能帶動沿海地區漁業周邊相關產業，對於改

撈者之私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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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當人類捕撈技術尚未高度發展，即使

為了有效養護海洋漁業，各沿海國除了對其各

任由漁民隨意捕撈，對海洋漁業資源尚不構成威

自管轄海域建立各式各樣的管理之外，國際間也逐

脅，但隨著捕撈技術的發展，傳統漁業捕魚活動由

漸重視海洋漁業資源的利用與管理，希望能在兼顧

1

沿岸邁向近海，再由近海朝向遠洋發展 ，再加上人

人類合理的利用之下，建立一套海洋漁業資源的永

口大量增加，沿近海漁業資源已不敷沿海國使用，

續管理。

而朝向遠洋，企圖捕撈更多的海洋食物，因此對
漁業資源傷害也越來越大，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貳、有關海洋法公約之漁業管理

後，各國致力發展經濟，海洋漁業任由各國競相捕

假設世界每一個國家均設置200浬專屬經濟區

撈，此種「奧林匹克」式的快速、大量捕撈，對海

（EEZ），全球有36％海域面積均在此一範圍內，

洋資源造成極大的傷害，甚至部分魚種已經幾乎達

全世界則卻有高達90％以上的魚類資源分布在此範

到「滅種」的狀態。1968年哈汀教授（Professor

圍4，雖然公海海域魚類資源應不超過10％，但這些

Hardin）首次於Science期刊發表文章，呼籲如果

漁業資源的特定魚種，對某些國家而言，尤其是遠

再不建立有效的漁業管理機制，將發生人類「共有

洋漁業國家，也是相當重要，分述如下：

的悲劇」 2；沃門博士（Dr. Worm）更在2006年於

一、沿海國專屬經濟區之漁業管理

Science期刊發表文章，他檢視了60年代及過去上
千年的歷史紀錄發現，利用科學的分析，海洋的生
物多樣性劇烈減少，且有29%的物種已消失，照此
一趨勢研判，屆時漁獲量將僅剩下現今最大量的一
成左右，受影響的魚類及海鮮包括：淡菜、鮪魚、
劍魚及其他魚種，此外，海豹、殺人鯨及海豚等海
洋哺乳類動物的生存亦受威脅，若現今對海洋生態
的破壞和濫捕情況持續下去，他大膽預測，人類將
在2048年無魚可吃3。

1982年海洋法公約（UNCLOS）建立專屬經濟
區制度，沿海國對200浬專屬經濟區內享有探勘、
開發、養護及管理海床上覆蓋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
的自然資源，包含生物及非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
當然也包含漁業資源利用的權利，第三國未經沿海
國許可，不得進入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開發漁業資
源。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在自然資源的利用，在性
質上是「專屬而排他的」，第三國在沿海國專屬經
濟區內是完全沒有探勘及開發自然資源的權利，專
屬經濟區本質上已是完全異於公海的「特殊區域」
（Regime Sui Generi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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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經濟區制度建立的最大目的是在保障海洋

是剩餘量，剩餘量再由沿海國經由協定或適當安排

漁業資源，避免過度捕撈而枯竭。依據專屬經濟區

分配給第三國（如圖一），使第三國得以在沿海國

制度，沿海國應先參照最可靠的科學證據，應經由

的專屬經濟區也能享有漁業資源。

正當的養護和管理措施，確保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
源維持不受過度開發的危害。其次，沿海國有權確
定專屬經濟區內的生物資源的可採捕量、自身的採
捕能力。最後，沿海國在沒有能力捕撈全部的可採
捕量情況之下，其餘的剩餘量，應通過協定或適當
安排，准許其他國家採捕沿海國的剩餘量，但應顧
及內陸國及地理不利國因素。

如果當第三國在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發生漁業
協定爭端時，海洋法公約規定第297條第3款規定，
當事國應提交具有拘束力的解決程序，但卻另外規
定沿海國關於專屬經濟區生物資源權利或行使相關
權利所生爭端，並無義務同意提交解決程序，換句
話說，沿海國關於專屬經濟區的可採捕量、採捕能
力及剩餘採捕量分配給其他國家的裁量權及決定權

簡言之，沿海國先就生物資源透過正當的養護

都操之於沿海國，只是「應考慮」其他國家的利

和管理措施，再決定自身的捕撈量，在沿海國的全

益、內陸國及地理不利國、國民慣常在沿海國專屬

部可捕量扣除沿海國的捕撈能力，所剩餘的部分就

經濟區捕魚而造成國家經濟失調現象等因素，是否

圖一 沿海國專屬經濟區生物資源分配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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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第三國捕撈沿海國生物資源剩餘量，其最後的

第3條及第5條規定，對於外國人民未經許可進入菲

決定權仍在於沿海國。

律賓專屬經濟區捕魚，處6個月至10年徒刑7。

此外，為了有效管理沿海國專屬經濟區的漁業
管理，除沿海國與其他第三國簽訂漁業合作條約、
協定或適當安排外，沿海國是不允許第三國人民在
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進行捕魚。因此，當第三國人
民未經許可進入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捕魚，即侵害
沿海國的主權權利，沿海國依據海洋法公約第73條
第1款規定，可以採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登臨、檢
查、逮捕和進行司法程序，海洋法公約第73條第2
款規定，被逮捕的船隻及其船員，在提出適當的保
證書或其他擔保後，應迅速獲得釋放，海洋法公約
第73條第3款規定，沿海國對於在專屬經濟海域內
違犯漁業法律和規章的處罰，如有關國家無相反的
協議，不得包括監禁，或任何其他方式的體罰。海
洋法公約第73條第4款規定，在逮捕或扣留外國船
隻的情形下，沿海國應通過適當途徑將其所採取的
行動及隨後所施加的任何處罰迅速通知船旗國。
對於第三國未經許可進入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
捕魚，儘管海洋法公約禁止監禁，或任何的體罰相
關規定，仍有32個國家，在其國內法規，仍設有監
禁的規定6，例如：菲律賓於1978年公布「第1599
號總統命命令，為設立專屬經濟海域及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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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海之漁業管理
海洋法公約對於捕魚活動的規範，不僅侷限於
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於專屬經濟區以外之公海海
域，也有相當的管理措施。事實上，90％以上的魚
類資源集中是在距岸200浬的水域，距岸200浬以外
的水域，其漁業資源總量理論上應不超過10％，但
基於海洋食物鏈的因素，公海漁業資源仍應需要合
理利用。
早期，沿海國有關海洋管轄範圍僅有領海及鄰
接區的概念，在沿海國的鄰接區，第三國是受到海
關、財政、移民及衛生權利之限制，原則上，領海
以外之範圍，是屬於公海，加上當時捕魚技術上不
發達，1958年公海公約僅規定，要求公海捕魚應受
到傳統「合理注意使用」，亦即任何公海自由之行
使，必須適當顧及其他國家行使公海自由利益。
1982年聯合國制定海洋法公約，建立200浬專
屬經濟區制度，許多原本屬於公海海域的範圍，因
為專屬經濟區制度的建立，縮小公海的範圍，公海
漁業的自由，其地位與重要性已大不如以往，依據
海洋法公約第87條規定，無論何種國家，原則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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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公海捕魚自由，海洋法公約第116條至120條則

基礎，係依據1995年「聯合國履行1982年海洋法

是規定，公海生物資源之養護與管理。

公約有關養護與管理跨界魚群與高度洄游魚群條款

雖然，200浬專屬經濟區制度的建立，縮小公
海海域的範圍，但公海漁業資源，對某些國家而
言，也是相當重要，尤其是對某些捕魚技術發達的
國家而言。因此，為了達到公海漁業管理的目的，
海洋法公約第118條規定，應在適當情形下進行合
作，以設立分區域或區域漁業組織。區域性漁業管
理組織（RFMOs）是致力於漁業資源永續利用之

協定」（簡稱「聯合國魚群協定」）第17條規定，
分區域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成員國或分區域或區
域漁業管理安排的參與國，應個別或共同要求有關
地區有漁船的「捕魚實體」，同該組織或安排充
分合作，執行其訂立的養護和管理措施，以期使這
些措施盡可能廣泛地實際適用於有關地區的捕魚活
動10。

政府間國際組織，特別係針對公海魚群及高度洄游

然而，臺灣國際地位特殊，再加上臺灣具有一

魚類，訂定相關養護與管理措施，以保護漁業資

流的捕撈能力，在國際社會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

源，並打擊「非法、未報告及未受規範」（IUU）

位，為了解決並規範臺灣的漁業活動，因此創設

之非法漁業活動，此種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係由

「捕魚實體」的方式，處理臺灣在國際社會的漁業

區域內具有漁業相關利益之國家所組成。這些區

問題，此種特殊方式，是全世界絕無僅有。臺灣目

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包含：「北太平洋鮪類及似鮪

前係以「捕魚實體」身分加入上開區域性漁業性組

類國際科學委員會」（ISC）、「中西太平洋漁業

織 11，參與這些漁業性組織相關活動，簡稱「中華

委員會」（WCPF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臺北」12。

（IATTC）、「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CSBT）之延
伸委員會」，以及「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參、特殊魚類之養護與管理

（SPRFMO）、「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

聯合國在1970年代召開海洋法會議，對於漁業

會」（ICCAT）及「北太平洋溯河性魚類委員會」

管理規範主張應區分不同魚種，而賦予沿海國不同

（NPAFC）等，其範圍海域幾乎涵蓋全世界的公海

權限，最後為1982年海洋法公約所接納，包含溯

海域。為了有效管理漁業資源，這些區域性漁業管

河產卵魚種、降河產卵魚種、海洋哺乳類，分述如

理組織也藉由一些手段，對於違反海洋生物管理措

下13：

施的國家，給予適當的制裁8。另外，因為在公海上

一、溯河性魚種

船旗國對於船舶享有專屬管轄權，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在1993年通過「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
護與管理措施協定」，要求締約方履行公海相關養
護義務，對於違反該協定的漁船應進行制裁，非法
所得利益，在嚴重違反之情形，包含拒絕授予、中
止或撤銷公海捕撈權 9，藉由不同的管理手段，達成
漁業資源養護的目標。
臺灣因為國際地位特殊，無法以「國家」身分
加入，而臺灣參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國際法律

所謂「溯河性魚種」係指在淡水河中產卵，而
其生命大部分時間在海水度過的魚種，例如：鮭
魚、鱒魚。1982年海洋法公約賦予魚源國的特殊地
位，其第66條規定，溯河產卵種群的魚源國，應制
訂關於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外部界限向陸一面的一切
水域中的捕撈和關於捕撈的適當管理措施，以確保
這種種群的養護。魚源國可與其他國家協商後，確
定源自其河流的種群的總可捕量，確保這些魚種的
合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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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河性魚種

用，可能會隨生物的循環週期結束而死亡，如果不

所謂「降河性魚種」係指在海中產卵而在淡水

及時捕撈，反而造成一種浪費。在早期捕撈技術不

中度過大部分時間之魚種，例如：香魚、鱔魚、鰻

甚發達的時代，對漁業資源尚不構成威脅，但隨著

魚。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67條規定，這些沿海國應

捕撈技術的進步，加上許多國家的競相捕撈，漁獲

負有管理責任，以及與其他國家確保這些魚種的合

量越來越大，捕撈速度也越來越快，對於海洋生物

理管理與利用。

資源的傷害也就越來越大，甚至已經破壞海洋生態

三、海洋哺乳類動物
海洋哺乳類動物具高度特殊性，其特徵是低生
殖率、高遷移性、生命週期長，例如鯨魚、海豚、
海象。有關海洋哺乳類管理，1982年海洋法公約第
65條規定，對捕捉海洋哺乳動物執行更為嚴格的禁
止、限制或管制，各國應進行合作，以期養護海洋
哺乳動物，在有關鯨目動物方面，尤應通過適當的
國際組織，致力於這種動物的養護、管理和研究。

肆、國際漁業養護相關規範
1970年代之前，遠洋漁業國家所持有的捕撈
立場是應盡量捕撈，因為魚類是屬於一種「再生資
源」，而且魚類的生命是有限的，魚類未經任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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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平衡。根據聯合國FAO於2013年最新公布的前
25大捕魚國家及漁獲量 14（如表一），除顯示捕魚
大國的捕獲量外，更可以顯示漁業資源分配的不
平均。
由該表得知，世界前25大捕魚國家就約占了全
世界捕獲量約83％，其中中國大陸已經多年蟬聯世
界捕獲量的第1名，捕獲量則超過1千3百萬公噸，
其原因並非捕撈技術的高度發達，而是擁有上百萬
艘的作業漁船，以龐大漁船數量優勢，獲取更高的
捕獲量；臺灣雖然沒有數量龐大的漁船，但憑藉高
超的捕撈技術，以「量少質精」的方式，捕獲量在
世界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並一直維持在世界的前
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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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世界前25大捕魚國家及捕獲量
2011年（噸）

2012年（噸）

成長幅度

中國

13,536,409

13,869,604

+2.5%

印尼

5,332,862

5,420,247

+1.6%

美國

5,131,087

5,420,247

-0.5%

秘魯

8,211,716

4,807,923

-41%

俄羅斯

4,005,737

4,068,850

+1.6%

日本

3,741,222

3,611,384

-3.5%

印度

3,250,099

3,402,405

+4.7%

智利

3,063,467

2,572,881

-16.0%

越南

2,308,200

2,418,700

+4.8%

緬甸

2,169,820

2,332,790

+7.5%

挪威

2,281,856

2,149,802

-5.8%

菲律賓

2,171,327

2,127,046

-2.0%

南韓

1,737,870

1,660,165

-4.5%

泰國

1,610,418

1,612,073

+0.1%

馬來西亞

1,373,105

1,472,239

+7.2%

墨西哥

1,452,970

1,467,790

+1.0%

冰島

1,138,274

1,449,452

+27.3%

摩洛哥

949,881

1,158,474

+22.0%

西班牙

998,965

924,018

-7.5%

臺灣

903,830

907,573

+0.4%

加拿大

839,415

785,620

-6.4%

阿根廷

775,010

723,737

-6.6%

南非

532,532

700,811

+31.6%

英國

598,211

629,358

+5.2%

孟加拉

546,333

578,620

+5.9%

前25大國家捕獲量

68,660,616

65,959,121

-3.9%

其餘國家捕獲量

13,949,310

13,746,789

-1.5%

全球總捕獲量

82,609,926

79,705,910

-3.5%

83.1%

82.8%

國家

前25大國家捕獲量占全球比例

（資料來源：FAO，作者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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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國的競相捕撈，加上捕撈技術的高度發

用，達到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數十年來，國

展，對漁業資源的傷害也隨之越大，部分的魚種也

際社會通過一系列的文件（如表二），意圖改善耗

嚴重受到威脅，甚至是難以回復原本的資源量。因

損嚴重的漁業資源。國際社會藉由通過各式各樣的

此，漁業資源再也不是過去所認為的取之不盡、用

公約、宣言、議程、訓令、計畫及準則，其目的就

之不竭，如果各國再不進行合理管理，將會發生人

是要同時兼顧人類的合理使用及漁業資源有效的養

類「共有的悲劇」，甚至會發生人類將在未來可能

護，使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無魚可吃的狀況。為了漁業資源有效、合理的使

表二

國際漁業養護與管理相關文件

文件名稱

通過年份

內容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1973

管制野生動植物國際間貿易，保護瀕臨絕種野生
動植物

海洋法公約

1982

規範海洋資源合理利用

坎昆宣言

1982

FAO協助召開，推動責任制捕魚，建立國際合作
機制，進行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

全球禁止捕鯨公約

1986

嚴格禁止商業捕鯨

威靈頓公約

1989

禁止使用流刺網漁具

里約宣言

1992

強調漁業資源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

維持生物多樣性之保育與永續使用

21世紀議程

1992

訂定公海漁業養護與管理之目標與計畫

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與管理措施協定

1993

建立國家漁船在公海作業活動的紀錄

聯合國魚群協定

1995

規範國家以外地區跨界魚群與高度洄游魚群的養
護與管理

負責任漁業行為準則

1995

建立負責任捕魚及漁業活動之原則與標準

雅加達海洋與海岸生物多樣性訓令

1995

確認海洋與海岸整合性管理與預警原則

國際行動計畫

1999

分別就捕撈能力、鯊魚之養護與管理、海鳥之意
外捕獲，及IUU活動進行規範

雷克雅維克宣言

2001

以生態系的漁業管理

約翰尼斯堡宣言

2002

各國應致力於2015年將漁業資源回復至可持續利
用水平

防止、制止及消除IUU漁撈之港口國措施協定

2009

打擊並制裁IUU漁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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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從漁業史觀察，傳統漁業捕魚活動由原本的沿

捕魚權利的優勢，而未盡到沿海國應盡的責任與義
務，將失去建立專屬經濟區的良善本意。

岸捕撈邁向近海，再由近海朝向遠洋發展，藉此獲

無論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或是專屬經濟區之

取更多的漁業資源，在各國競相捕撈之下，漁業資

外的公海海域，漁業資源可以確定是日漸耗損，面

源卻因人類的過度開發而逐漸減少。如果各國毫無

對此種困境，國際社會對於漁業資源已經不再強調

節制向海洋奪取漁業資源，一旦捕撈能力大於漁業

開發利用，而是轉向「可持續利用」、「最適度利

資源的再生能力，將使漁業資源逐漸衰退，因此有

用」的思維，藉由通過國際性海洋生物資源養護相

學者研究並大膽預測2048年漁業資源將消耗殆盡，

關的公約、協定、準則、訓令、宣言、方案、計

而無魚可吃。

畫，具體落實漁業資源的養護與管理，國際漁業組

第三屆海洋法會議後，建立200浬專屬經濟區
制度，正式將海洋生物資源重新分配，同時也將海
洋生物資源的養護與管理責任交由沿海國來管轄，
企圖達到更有效的漁業資源管理，此種思維固然有
其優點，但實際上，沿海國是否能真正去落實執行
漁業資源養護管理措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沿海
國僅專注於享有200浬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專屬

織也加重漁船船旗國應負起的責任，對於違反的國
家也給予適當的制裁，希望能澈底打擊「IUU」、
「洗魚」（fish laundering）此種非法漁業，另一
方面，也希望透過適當的漁業管理措施，例如：減
船、限制捕獲配額，達到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的目的。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法規委員會，
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漁業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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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海 域 治 安 的隱憂～
文｜林耕範、黃嘉威

壹、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相當豐富，適合發展
水上遊憩活動，近年來部分民眾早已厭倦陸上活
動，時而追求新鮮與刺激感，甚至嚮往極限運動，
而「夏季」更是水上遊憩的熱門季節，除香蕉船、

圖片提供｜蘇澳海巡隊

援案件意外查獲通緝犯乙例，作為經驗分享，以凸
顯海域治安暗藏之隱憂。

貳、救援與查緝

一、案由

拖曳傘外、水上摩托車正是「速度」與「刺激」兼

104年8月2日2208時蘇澳海巡隊接獲宜蘭縣消

具的水上運動，但因法規未明確劃設水上遊憩範圍

防局通報，有一外籍民眾（John）騎乘水上摩托車

等相關管理規定，尤其「水上摩托車」雖兼具速度

從頭城烏石港出發，因失去動力在海上漂浮，目前

感與輕便性，卻造成水上安全及海域治安的隱憂，

僅知月亮在其右方，無法看到陸上燈光，且無法得

為避免其淪為海上犯罪交通工具，本隊特別藉由救

知經緯度，請派艇協助前往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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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援歷程
（一）海、空救援

本案與待援者通聯時，經其表示：「於下午

隨即派遣線上PP-2032巡防艇、聯繫國家搜

從南澳海灘出發，向東航行約4-5小時，因失

救中心的空中直升機及連絡蘇澳漁業電台廣

去動力，目前雖無看到陸地燈光，但有看到

播附近海域漁船注意海域狀況，予以同步搜

黃色燈光船舶且月亮在右邊」，因此本隊研

尋。

判其位置應位於N24.46 E122.03附近，但因

（二）陸上雷情監控、電信業者定位查詢
第一巡防區經由雷達系統監控相關可疑目
標，並適時通知本隊線上巡防艇前往查看，
另通知中華電信業者（以處理緊急救援案件
電信資料查詢單）立即查詢報案（待援）者
的發話位置，經中華電信業者回覆：「報案
人手機地點位於基地台（宜蘭縣頭城鎮福成
里福德路57之2號）120度方向」。
（三）適時與報案（待援）人保持通聯
報案人因騎乘水上摩托車出海，初步研判為
「遊憩」性質，而大海上有許多「盲點」造
成通信聯絡的死角，於電話聯絡時常轉入語

當日東北流的黑潮帶及流速較強勢必將其帶
離更遠海域，因此需朝離岸較遠的東北方向
外圍搜尋，8月3日凌晨1時接獲待援者妻子
表示：「凌晨零時46分丈夫（John），有看
到巡防艇在旁邊經過」，本隊得知訊息後線
上PP-10028艇立即於附近海域施放信號彈
讓待援者確認位置，最終於8月3日凌晨3時
25分N24.37 E122.29(蘇澳港東方35浬)處，
順利完成救援任務，並立即送往蘇澳榮民醫
院。

三、查緝經過
（一）敏銳的洞察力

音信箱無法取得通聯，勢必導致待援者喪失

PP-10028艇成功救援後，該帶班艇長分隊長

求生意志，另考量手機電量的狀況下，僅能

黃嘉威，於艇上詢問被救者的基資與相關資

適時予以聯繫，並隨時給予待援者信心，獲

料時，加拿大籍的男子John（Charlesworth

取通聯的機會才能增加救援的機率。

John Allen，中文名查爾斯，46歲）表示：

海巡人員將2名受困外籍人士救援後接駁至艇上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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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由友人BROWN駕駛9732-MM貨

萬來整修水上摩托車？」故隨即通知艇上所

車，車上載有水上摩托車、我和TONY(同國

屬隊員保持警戒，俟返港後，將帶隊陪同前

友人派翠克（HAKEEM PATRICK，37）前

往醫院。

往宜蘭不知名沙灘，預計要騎乘水上摩托車
前往很遠的地方歡度週末，當時只知道是從
一個漁港旁的沙灘出海，港口處看到很多人
在釣魚！後來騎沒多久車子就因零件故障失
去動力，我才剛花20幾萬整修而已！」另再
詢問派翠克相關問題時，卻以疲累為由堅決
不回答，此時分隊長黃嘉威覺得可疑：「為
何出港的地點與當初報案時不同？在成功救
援後，依經驗法則，被救者將第一時間向家
人報平安，為何友人派翠克不提供相關資
料？且為何友人要稱他Tony？而一般本國遊
客欲騎乘水上摩托車或從事相關水上活動，
均以頭城烏石港為主，為何會選擇人煙較少
的南澳沙灘（經查證後）？另為何會花20幾

（二）謹慎靈敏的應處力
8月3日早上8時10分分隊長黃嘉威與本隊三
組人員陪同John等人前往蘇澳榮民醫院就
診，於出發前並告知所屬應謹慎處置，於就
診期間，派翠克多次用「英文」與妻子交
談，但私底下卻屢次說流利的中文，此時更
引起分隊長黃嘉威的好奇心，此時派翠克趁
妻子在與同仁瞭解情況之際，突然狂奔逃離
醫院，幸好黃分隊長早有準備，立即前往攔
阻，派翠克甚至躲在車子底下躲避查緝，但
仍被眼尖的黃分隊長發現，隨即派翠克又跑
出醫院前往濱海公路往羅東方向逃逸並想要
攔（奪）車，黃分隊長及三組同仁立即前往
壓制，並將其帶回。在開始製作筆錄時，派

返港後即刻送醫，期間查發現2人中，

竟有一人是通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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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克自首供稱自己於2010年因犯傷害罪被台

加滿油量（60公升），時速以60公里

中地檢署通緝，怕被發現才隱匿相關資料，

時），及南澳海灘至與臺灣東岸最近日本與

偵訊結束後，海巡隊也將全案移送地檢署偵

那國島的直線距離111公里（約60浬），就

辦。

算出境地點非與那國島，亦可能將由漁船轉

參、縱整研析
本案就海上搜救及意外查獲通緝犯兩部分做下

小

載，且當日海象平靜，順浪計算，若非因水
上摩托車機械故障，該名通緝犯極有可能潛
逃出境。另以警政相關系統逆向追查顯示，

列分析：

派翠克友人John有毒品前科，另小貨車為高

一、海上搜救

雄的出租車非友人Brown所有，因此更合理

（一）依海象潮流變化，適度調整搜救區域。

懷疑極具共犯結構。

（二）適時適度與待援者保持聯繫。
（三）除線上巡邏艇外，增加空中能量支援，加強
雷達系統的嚴密監控，請中華電信業者提供
定位服務，才能順利完成此次搜救任務。

二、通緝犯的查緝
（一）設備及性能超越使用範圍

本案於第一時間接獲通報時，因報案者無法清
楚報出遇險地點，致使救援任務困難度增加，但依
循平日執行任務所累積的經驗，以及專業判斷，適
時調整搜救區域，再加上善用中華電信提供的科技
發話定位，結合本署電情系統監控及縝密分析研

通緝犯所駕乘之水上摩拖車，配備及性能

判，終於順利完成這項驚險救援。而值得慶幸的是

較一般優越。品牌規格如下：SEADOO，

在案件中，因幹部及同仁的執著，發揮高度的警覺

CTS130系列（1494CC），乘載人數1-3

性，順利查獲通緝犯（派翠克），除了阻止犯罪發

人，四汽缸水冷式引擎，區分為有渦輪增

生，也讓海域治安所隱藏的危機再度受到重視。然

壓時速約100-120公里/小時，無渦輪增壓

而，救生救難、海域執法及海洋環境保護是海巡署

60-70公里/小時，總油量15.9 gal / 60l，長度

責無旁貸的任務，未來更將秉持署長王崇儀「強力

132.6" / 336.8 cm，寬度48.5" / 123.1 cm，

執法、絕不退讓」的精神，靈活運用法律賦予的權

重量780 lb / 355 kg，蓄電池容量30.8 gal /

力，並且依法行政，戮力為民眾服務。

116.6 l。
（二）怪異舉動引起戒心
本案因被救者派翠克一開始堅持不配合說明
基本資料的行為，及友人John的閃爍言詞，
使本隊帶隊官及執勤人員提高警覺，在送醫
就診期間，突如其來的逃逸，使早已有所準
備的同仁順利完成逮捕任務。
（三）通緝犯預謀逃離出境可能性的分析
就上述水上摩托車的性能規格，若以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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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作者均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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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由化觀點論
海洋委員會應有
之創新思維
～翻轉臺灣：由陸地到海洋、由中央到地方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Ocean Commiss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regulation
-- Transforming Taiwan: from land to ocean,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文｜黃文吉
Huang Wen-Chih

壹、前言
「藍色革命、海洋國家」是當前社會各界有關
海洋的最大共識。在考量國家安全利益來建構海洋
發展戰略與整合海洋相關領域之課題與事務，海洋
大學、海巡署等機關於2014年舉辦第三屆海洋與臺
灣學術研討會，其宗旨是在藍色革命、海洋國家的
總目標下探討如何激發跨領域的合作，以追求臺灣

I. Introduction
“Blue revolution, ocean country” is the biggest mutual
consent among the blue and the green parties and every
sector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cea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tegration of issues and affairs in
the aspect of ocean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in mind,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had the Third Academic
Conference of Ocean and Taiwan in 2014 to investigate
how to inspire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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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永續發展。歷經了高雄、臺北宣言及基隆海
洋臺灣之行動綱領近二十年來，各界人士主張強化
主管機關功能，建構完善管理機制等。因此陸續提
出我國應該設置海洋主管機關的主張，主要係回應
臺灣四面環海、世代依賴海洋生存發展的歷史與現
況事實。茲為整合海洋事務、強化保育機制、提升
海洋意識、進而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在政府組織再
造的過程中，新增之海洋委員會組織章程及業務職
掌，歷經諸多波折才於2015年6月16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
回顧近代海運的發展歷史，臺灣一直是世界貿
易的樞紐中心。自十七世紀歐洲海權國家興起後，
臺灣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更是兵家必爭之地，葡
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中國都覬覦臺灣的戰
略地位。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貨物、人員、資金與
訊息的流轉遠比以往迅速，位居亞太樞紐的臺灣，
其實大可藉由全球化的浪潮乘風破浪、勇往邁進。
在全球化佈局的今日，臺商必須在世界各國攻城掠
地。我們面對強鄰環伺，加上國際處境艱困、缺少
盟友，臺灣很難以小事大。全球化與中國興起固然
帶來威脅，但是以臺灣先天優越的地理要衝，輔以
後天經濟發展的樞紐位置，只要我們保有智慧與勇
氣，利用槓桿原理找對支點，借力使力就能化危機
為轉機。當前臺灣與鄰國相處之環境，猶如過去到
現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印尼等鄰國之處境。因此
我們應該積極學習新加坡重視海洋、發展海洋及與
鄰國相處之道，才能繼續保有過去四百多年來與海
洋有關的輝煌發展歷史。
近年來國際上發生諸多科技與社會環境的重大
變化，中央相關部會應以積極的態度去瞭解，並在
規劃與管理層面研擬動態政策及有效對策，修改法
規以茲因應，才不致於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事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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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seas around Taiwan under the general
goal of blue revolution, ocean country. For almost 20 years with
Kaohsiung and Taipei Declarations and the Action Guideline of
Ocean Taiwan in Keelung, people have been shouting ou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te management mechanism.
As a result, the voice came out that Taiwan should have an
entity in charge of ocean-related matters in response to the
historic and realistic fact that Taiwan is surrounded by oceans
and has been relying heavily on the oceans for survival. For
the purpose of integration of ocean affairs, intensification of
conservation mechanism, improvement of ocean awareness
and protection of the country’s ocean interests, the by-law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ew Ocean Commission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reform were finally approved
in the Legislation Yuan on June 16 2015 after many debates
back and forth.
When we look back at the history of maritime
development, Taiwan has been a hub center of world
trade. Ever since the rise of European ocean powers in
the 17 th century, Taiwan has been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its superior geographic location. Portugal, Spain, the
Netherlands, Japan and China had set their eyes on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Taiwan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With
the progress of globalization, cargo, people, capitals and
information travel mush faster than they did. Taiwan, at the
center of Asia, actuall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ride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glory. Today where globalization is at its
full swing, Taiwanese businessmen have to fight their way in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we are surrounded by
overpowering neighbors. We are in a diplomatic tight spot and
have only a handful of friends, all of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Taiwan to face the super powers in the world.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ertainly bring threats to Taiwan.
However we have a superior geographic lo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osition gained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maintain wisdom and courage, identify the
right fulcrum for a proper leverage, and apply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force to transform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The
situation Taiwan is in with its neighbors is pretty much similar to
what Singapore had to face with its neighbors lik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 believe that Singapore is a good example
as it values oceans, develop its oceans and the way of getting
along with its neighbors. By learning from them, we will be able
to maintain our gloriou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oceans.
The world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recent years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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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所垢病。例如在國內海岸利用方面，從國光石
化到美麗灣的諸多爭議，正凸顯臺灣對於海岸地區
缺乏整合性規劃與管理。然而，海巡署與交通部協
調修改船員法第三條排除了公務船，因而解決海巡
署公務船船員證照多年來懸而未決問題、經濟部的
電力自由化、教育部推動大學教師升等多元化及各
校自審與發證之自由化鬆綁措施等則是少數值得讚
許的作為。
我國引進西方自由與民主的觀念，卻沒有深入
瞭解「自由的真諦在於和平、開放、平等、共存」
及「民主的真諦在於誠信、尊重、法律、制度」。
本文由自由化分析政府過去在規劃與管理方面的問
題點，再藉由自由化觀點提出由陸地到海洋、由中
央到地方來翻轉臺灣的概念，說明當前海洋委員會
應有之創新思維。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to comprehend
and develop flexible policie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at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level, and ame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response before social turmoil occurs or public
opinions work against the government. For example, when
it co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areas in Taiwan, we
have experienced quite a few disputes such as Guoguang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d Meiliwan development project.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examples showing that there is the
lack of integ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astal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has some efforts
that deserve recognition. For example, CGA and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worked together in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 3 of the Seafarer Act which excludes
vessels conducting government businesses, therefore solving
the issue that had been bothering CGA for the license of crew
on CGA boats. Other examples are the deregulation of electric
power b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diversified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s promo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view by university on their own, and the deregulation of
license issuing.
The idea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of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aiwan for many years. However,
people in Taiwan still do not realize that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is built upon peace, openness, equality and
coexistence”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democracy lies on
integrity, respect, law and system.” This article starts by pointing
out where the problems are in the aspects of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ransforming Taiwan
from land to ocean and from central to local with the point of
view of ocean, and explains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Oc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59

貳、由自由化觀點論政府過去在規劃與管理
的幾個問題
掌握有改革權力的決策者若無法確實理解
「資訊透明、法規鬆綁、公平正義」才是自由化
（Deregulation）的內涵，這與近年來國內發生層
出不窮的社會重大議題有關，諸如：美牛、核能、
食品安全、環境汙染、12年國教、公開BOT合約
與評估得失（ETC、雙子星、北市五案）、軍中人
權等之資訊透明與監督機制；地方自治、第三方支
付、金融中心、交通運輸等的法規鬆綁；民營化、
土地徵收、實價課稅、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與轉
換、公共建設效益事前與事後評估、年金、健保、
花博會、學校退場機制等之公平正義議題。自由化
理念的精神真締在於：資訊與市場的積極開放透
明、思維與管制的積極解除鬆綁、公平與正義的積
極對等競合。茲由自由化觀點論中央政府過去在規
劃與管理上的幾個問題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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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Some past issues of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regulation
The decision makers who have actual power in their
hands seem to lack the idea tha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elaxation of legal constraints, and justice” underlie the
true meaning of deregulation. This is related to the major
social issues that happene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th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American beef importing, nuclear power, food
safe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2-year public education,
open BOT contract and evaluation (e.g. ETC, twin tower
project of Taipei and the 5 projects in Taipei Cit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relaxation of legal constraints for
local self-government, third party payment, financial center
and transport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advance
and afterwards for privatization, land expropriation, taxation
based on actual selling price, urban renewal, floor area ratio
preference and transfer, and public constructions; and issues
of justice for annuity, health insurance, Flora Expo, and higher
education closing mechanism. The essences of deregulation
are the activ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and
market, the active relief and relaxation of thinking and control,
and the active equality and competi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following will point out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central
government had i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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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化與港口建設營運
1. 日本過去由於財團獲得暴利造成社會不公
平等因素，早在昭和48年（1973年）已經
修法禁止私人企業及個人於海岸填埋造地因
而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工業港興建之土地所
有權取得、工業區土地購置成本、融資與貸
款、工業港之經營管理、工業港擴大功能為
綜合工商港乃至於發展「自由貿易港區」等
都是吾等值得深入檢討之課題。
2. 為求國家資源有效利用，商港及工業港發展
計畫之研擬與執行必須法制化與整體化規
劃，唯有如此才可能避免各港由於本位主
義，自行規劃發展計畫而浪費國家資源。
3. 政府雖然於87~88年間花費200多億暫時解
決基高兩港碼頭工人自由化問題。可是也因
此引發出近年來基高兩港將近2000位棧埠人
員每年薪資20億元支出（相當於三大港之建
設費或商港服務費的1/3至1/2）之問題卻無
法有效解決。

（二）自由化與ECFA的具體作法
ECFA只是兩岸經貿政策開放、自由化理念的
一個方案而已，政府與國人卻忽略「資訊透明、法
規鬆綁、公平正義」才是自由化的內涵。過去吾人
關注的是東協＋（中國＋韓國＋日本＋臺灣…）的
發展，可是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大海嘯後，國際情
勢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有政經敏銳度的就能理解當
前世界政經局勢似乎已經開始朝向：（1＋東協）
＋日本＋韓國＋…在發展，因此如何將兩岸局勢擴
展為【（1＋1）＋（東協）】＋日本＋韓國＋…如
此臺灣才能以小搏大，其中 （1＋1）隱含的就是
ECFA的真正意涵。尤其2014年「一路一帶」的歐
亞大計畫與「亞投行」提出後，更印證此概念之正

2.1 Deregulation and harbor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1.	J apan experienced social injustice before as large
corporations exploited for significant profits. Therefore,
the laws were amended as early as in 1973 to ban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ownership by private business
and individuals based on sea recla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ownership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harbors, costs, financing and
loans for property purchase in an industrial park,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harbors, conversion of an
industrial harbor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urpo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harbor” are topics
worth our deeper investigation.
2.	A country’s limited resources have to be used in an
efficient way.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ec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rbors have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and a master plan of
development is required. This is how we can avoid wasting
national resources because of isolated development
plans of individual harbors due to parochialism.
3.	The government spent more than NT$ 20 billion resolving
the issues of deregulation of dock workers in Keelung and
Kaohsiung Harbors in 1998 and 1999 temporarily. However,
that led to the annual expenses of NT$ 2 billion for the
payroll of nearly 2,000 dock workers in these two harbors
(equivalent to 1/3 to a half of the construction expenses or
commercial harbor service fees of the three major harbors
in Taiwan) and this is still an ongoing issue to be solved.

2.2 Speciﬁc practices for deregulation and ECFA
ECFA is only a solution for the liberal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for the economic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have forgotten that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relaxation
of legal constraints, and justice” are the true meaning of
deregulation. A few years ago, we had our ey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 (China + Korea + Japan + Taiwan…).
But things have been very different around the world ever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Oct 2008. Those with a
keen sense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des are turning toward
(1+ ASEAN) + Japan + Korea +…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widen our view from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1+1)+(ASEAN)]+Japan+Korea+…, and that is how Taiwan
plays small for big gains. The (1+1) implies the true meaning of
ECFA. In particular, the grand Europe-Asia pla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2014 are exactly the proof that this idea is on the right track.

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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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化與博弈條例
政府為鼓勵發展地方經濟，參考新加坡利用賭
場來吸引觀光客。2009年3月離島建設條例修正通
過將離島博弈除罪化，要點包括離島營業稅及關稅
免稅、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立及國際觀光賭場度
假區等，但賭場管理等相關辦法，迄今都未完成立
法。馬祖雖然於2012年7月7日依「離島建設條例」
舉辦博弈公投過關，但要設賭場仍須等「博弈遊戲
場管理條例」通過。交通部評估如專法立法進度順
利，最快2018年以後馬祖才會有賭場營運。然而博
弈條例政策原則系統迷失的癥結在於：
1. 應該先有定案的博弈條例之後，才能依據舉
辦地方的公投。
2. 先進國外將具有博弈性質的娛樂與行業例
如：股市之稅率、公益及運動彩卷、彈珠
（柏青哥）、賽馬及競艇等，擬訂一套完整
的法制化合理抽成比例與稅收制度再來發展
博弈。

2.3 Deregulation and the Gaming Act
Singapore gave the green light for casinos and our
government tried to learn from them to encourage more
tourists to visit Taiwan as an eff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March 2009, the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Act
was amended to de-criminalize gambling at offshore islands.
The key points are exemption of business taxes and customs
duties on these islands and establishment of duty-free shops
and international resort/casino. However, the legislation of
casino management is still pending. The island of Matsu had a
gaming referendum on July 7, 2012 according to the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Act” and it passed, but the casino still has
to wait for the approval of the “Rules governing gambling and
gaming businesse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casino in
Matsu as early as in 2018 provided that the legislation goes as
expected. Howev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seem to
be lost in the principles for the gaming regulation policy since:
1.	Local referendums should come after the legislation of
gaming regulations.
2.	M any countries have a complete set of legislations
consisting of a system regulating commission percentage
and tax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tainments and
business of gambling in nature (e.g. stock market tax rates,
welfare and sports lottery, pinball games (pachinko), horse
and boat racing).

III. Innovative thinking of the Ocean Commission

參、海洋委員會應有之創新思維
由於受到篇幅的限制，本文謹就海洋總體政策
與基本法令、海洋資訊與海洋資源、海洋科學研究
與技術發展、海洋環境保護永續發展與污染防治、
海洋產業發展、海洋空間、海洋文化與教育、海洋
運輸與航政監督及海域與海岸安全海洋事務之統合
規劃與管理等課題應有之創新思維作扼要說明如
下：

（一）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與
管理
1. 積極研擬海洋基本法之立法，日本已於2007
年7月20日宣布實施《海洋基本法》，中國
亦積極提出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基本
法》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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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so much to talk about but this is just a single
article.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description on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Ocean Commission should have for the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overall oceanrelated policies and laws, ocean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marine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control,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ocean
space, oce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and the offshore and
coastal affairs:

3.1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overall
ocean-related policies and laws
1.	T he legislation of the Ocean Basics Act should be
accelerated. Japan promulgated its “Basic Act on Ocean
Policy” on Jul 20 2007,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making its progress on the legislation of “Ocean
Basic Law of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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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國土之規劃與管理應該與國土計畫法相
結合。
3. 海洋保育與水產漁業是一體的必須作以整體
規劃與管理。海洋國土安全、海洋環境保育
與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應作為海洋委員會之政
策目標。

（二）海洋資訊與海洋資源之統合規劃與管理
1. 胡念祖等（2007）認為海洋資源應為歸屬於
全民之國有財產、共同財產。為確保得提供
全體國民公平使用漁權之目的，國家對海域
負有區劃、管理之權限與責任，原則應採行
許可制或特許制並符合國有財產、漁業法與
礦業法等法律立法之精神。
2. 漁港發展及漁村的振興與轉型再造須考量漁
港的不同地理區位及內外部環境特性，各漁
港的發展策略亦將有所不同。國內眾多漁港
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何？那些漁港需要再造轉
型？如何轉型？轉換成什麼類型？過去漁港
的轉型多偏重於主觀意識及漁港的個別發展
策略，缺乏整體性的規劃理念及評估程序。
漁港發展應針對各港不同的特色及經濟規模
而朝不同的類型發展，在檢討各縣市漁港的
發展時應先作發展定位再進行通盤考量。漁
港不同的功能定位，其空間利用與環境景觀
規劃將有所不同，應先對各港進行供需調查
分析及經營績效評估，作資源整合規劃及確
定各漁港的發展功能定位後，才有各港的空
間及景觀的規劃與改善。

2.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ocean territori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Homeland Planning Act.
3.	M arine conservation is equal to seafood industry and
fishery, a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m all into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Marine homeland security,
marine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should be included as
some of the policy goals of the Ocean Commission.

3.2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ocean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1.	N ien-Tsu Alfred Hu et al. (2007) believed that marine
resour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national property
shared by all citizens. The country has it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n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surrounding sea territories to ensure that fishery rights
are 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all people. In principle, a
permit or charter system should be in place and meet the
legislation basis of relevant laws such as National Property
Act, Fisheries Act and Mining Act.
2.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fishing port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ports an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ishing vill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vary from fishing port to fishing port.
Where will be many fishing ports in Taiwan go from here?
Which ports require transformation? How are they going
to transform? And transform into what? In the pa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shing ports relied heavily 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ividual
fishing ports. There was no planning concept or evaluation
process that put them all together as a whole. The
development of a fishing port should focus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ports and their economic sizes
and start from there. When we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ports in each of these local administrations,
the pos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hould come before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A fishing port is different from
the next in terms of functionality, and the same should
apply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use of space and
planning for environments and landscaping. It is necessary
to initiate an investigation on supply and demand and an
evaluation of operating performance for individual ports
and come up with a plan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position of each individual fishing port before
going into the planning and improvement of space and
landscaping of these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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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之統合規劃與
管理
茲引用詹森（2014）指出新一代的海洋整合研
究將朝跨物理、生地化、生物、地質領域的合作研
究，區分海域逐年調查我國海域，並加入多音束測
深儀的精細海底地形調查、海洋生物資源、海洋再
生能源、海底天然氣水合作和海域石油的探勘，同
時也要朝海洋長期、永續的調查發展，在臺灣海域
建立海洋長期錨碇觀測站，長期監測洋流、海溫、
二氧化碳分壓、海水酸鹹度等參數，為可能面臨的
全球變遷，進而造成的海岸災害及早開始進行減災
之準備。
1. 資助以國家海洋探測為需求之系統性任務導
向型整合研究，使海洋研究人才能適得其所
地充分發揮其專長，亦應鼓勵與資助海洋探
測儀器的自製與研發，以帶動國內海洋相關
產業升級。
2. 與海洋研究互相呼應之探測資料整合工作，
應由海洋學界具相當規模且運作良好的海洋
資料庫主導，再結合臺灣相關的海洋資料管
理單位的資源（研究人力、分析技術、資料
傳輸、法政與資安）來建立分散式資料庫。
將資料轉成資訊，有效服務產官學研之不同
需求，達到以國家級海洋資料中心支援國家
領海之劃分、海洋事務政策擬定、海疆巡弋
任務、海域資源規劃、海岸國土開發以及科
學研究的重要目標。

（四）海洋環境保護、永續發展與污染防治統
合之規劃與管理
黃向文（2014）指出國際間運用海洋健康指數
（Ocean health index, OHI）綜合評估各地區海洋
環境的永續與否，並嘗試引用海洋健康指數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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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idea indicated in Johnson (2014)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tegrated ocean studies will be cooperation
across physics, biogeochemistry, biology and geology should
be exploited to divide the surrounding sea territories of
Taiwan into a grid system for a series of surveys. Fine seafloor
topography survey using multi-beam echo sounder,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 marine renewable energy, hydration of
seafloor natural gas and sea territory oil prospect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addition, we ought to move toward long-term,
sustainable surve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ceans. Longterm anchorage observation stations shall be established in the
waters around Taiwan for long-term monitoring of parameters
such as ocean currents, seawater temperature, partial pressure
of CO2 and seawater pH values. These parameters will help us
prepare for mediation of possible ocean-related disasters as
the resul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1. Funding should be provided for systematic, missionoriented integrated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ed for
national marine survey, which allows marine researchers
to do what they do best. Also,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ne survey instrum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funded in order to fuel the upgrade of
marine industry in Taiwan.
2. The integration of survey data corresponding to marine
research should be led by marine database in the marine
academic society that is large enough and runs like a welloiled machine, and then the resource from marine data
management entities in Taiwan (e.g. research manpower,
analytic techniques, data transmission, legal affair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should be brought in to build a
distributed database. The useful information converted
from the data collected will serve to satisfy the different
needs of industrial, government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ctors and ultimately help achieve the important goals
of marine data center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r support for
planning of sea territories,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affairs
policy, patrol of sea territories, planning of resources across
territorial sea, development coastal lands and facilitation
of scientific studies.

3.4 I n t e g r a t e d p l a n n i n g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control,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Hsing-Wen Huang (2014) indicated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ocean health index (OHI) for the overall evaluation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marine environment across the glob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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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架構，從民眾意識
岸遊憩
護

海洋經濟

生物多樣性
水產資源

潔淨海水

政府投入

海

海岸保

在地意識及海洋就業等十項指標，蒐集臺灣各

項海洋相關資訊，建立臺灣海洋健康指數。惟：
1. 各國之社經發展有其動態成長之趨勢。
2. 由於動態成長趨勢，所以各階段之海洋健康
指標亦不同。
3. 各階段之海洋健康指標即使相同，但是其偏
好結構（權重）亦將不同。

（五）海洋產業發展之統合規劃與管理
海洋經濟涵蓋漁業、航運、船舶業、港灣物
流、觀光旅遊、海洋深層水、海洋能源（潮流發
電）、海洋生物科技等，海洋相關產業的發展關係
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已然是當前國家重要發展議
題。港口都市之規劃建設與地方土地之多元化使用
（工業、商業、貿易、觀光、人流及就業）及供應
鏈管理（資訊流、資金流、商流、物流）等產業鏈
息息相關。其開發之外部總體經濟效益是航運事業
營收利益3-10倍以上。惟：

tried to collect marine information in Taiwan and establish
Taiwan’s own OHIs by introducing the purpose and structure of
OHI that consists of 10 indices, including people’s awareness
/ biodiversity / clean seawater / coastal recreation / marine
economy / seafood resource / government involvement /
coastal protection / local awareness and marine employment.
However,
1.	Every country’s ow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es with its unique growth dynamics.
2.	Due to the unique growth dynamics, the OHIs are different
from stage to stage.
3.	The preference structure (weight) will be different even if
the OHIs are the same in every stage.

3.5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Marine economy ranges from fishery, maritime shipping,
ship building, harbor logistics, tourism, deep seawater
extraction, marin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with marine
currents) all the way to marine biological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industries hold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our country. It is an urgent issue of development for Taiwa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arbor cities have everything
to do with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in terms of diversified use of
lands (for industries, commerce, trading, tourism, flow of people
and employment)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capitals, merchandize and logistics).
The overall external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development are
estimated to be 3 to 10 times more than those from maritime
shipping.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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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產業發展需要有海洋科學的基礎科學及
專業技術作為後盾。
2. 海洋產業必須有足夠的經濟規模才能永續發
展。
3. 海洋科學的基礎科學及專業技術必須與臨近
國家交換訊息及共同開發。

（六）海洋空間之統合規劃與管理
簡連貴等（2014）指出近幾年海域空間規劃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成為世界上主要
的課題，尤其海域使用頻繁的地區。海域空間規劃
是提供一個國家對於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利
用及經濟發展潛能平衡的重要架構。海域空間規劃
（MSP）主要是針對人類在海域空間活動做約束管
理，而無法對於生態限制其發展。國際港埠與漁港
正是海洋空間在海陸交界的樞紐地方，其規劃影響
因子與發展目標的關係為：
1. 平衡生態保育、經濟發展及社會目標的永續
發展∼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綠色港埠。
2. 政府跨部、會、署間的橫向整合∼陸地到海
洋、由中央到地方、建設與環保、防災與救
災。
3. 空間區域規劃∼跨縣市、跨都市與非都市、
跨自然與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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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ar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fundamental marine science and backed b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2.	There must be a viable economic size to ha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marine industries.
3.	Information must be exchanged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 fundamental
marine science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3.6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ocean
space
Chien, Lien-Kwei et al. (2014) reported that the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 has become a major topic in recent
years, particularly in th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seas
are constantly used. MSP is an important piece of a country’s
foundation on which the balance between marine biodiversity,
sustainable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s is built.
MSP serves as the constraint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activities in marine space. However, it does not set limi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International harbors and fishing
ports are the hubs located on the interface of marine space
between land and se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factors of
influence and development goals is:
1.	Balan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ecologic
conser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als –
ecosystem-based green harbors;
2.	L ateral integration across all agencies of government
– from land to sea, from central to local government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3.	S patial region planning – across local administrations,
across urban and non-urban settings, and across n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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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經驗中學習適應的能力∼港市之規劃、建
設與管理。
5. 在長期目標的策略和預期關注∼港口之管理
應該為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共服務事業。
6. 將利益關係團體參與納入海域空間規劃流
程∼公眾（市民）參與。

（七）海洋運輸與航政監督之統合規劃與管理
行政院實施港航體制改革，於2012年3月成立
臺灣港務公司三年來之問題包括：
1. 各港之港埠規劃與建設及港務行政不下放予
地方則港市建設將無從整合運作及發展。港
埠發展應該與地方都市計畫相結合，著重為
數高達內部效益3-10倍以上外部效益之創造
與開發，此為推動港市規劃與建設合一理念
應有的基本認知。
2. 港航分離才是港航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由
國外航港組織改革及實際運作經驗可知：以
港務來領導航政監理才是正途。全世界未曾
有將港口都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之組織及業
務，交由不懂港埠開發及港口經濟的航政監
理或航運經營者（臺灣港務公司）來主導之
案例。
3. 2012年3月實施的新體制將地方政府排除在
外，而不具行政權的臺灣港務公司卻得由政
府作價投資或由航港主管機關以無償、出
租、設定地上權方式擁有港區土地實值產權
及使用權，更能執行港埠規劃與港埠建設之
業務範圍，則港市建設合一理念將永遠無法
落實。

4. Ability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and adapt –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harbor cities
5. Strategy to achieve long-term goals and expected
attention – the management of a harbor should be a
public service business not focusing on profitability.
6.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of stakeholders in MSP process
– public (citizen) participation.

3.7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The Executive Yuan initiated the reform of harbor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and established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oration Ltd. in Mar 2012. 3 years into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rporation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issues:
1. Local governments are not authorized for harb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harbor administration works, and
therefore powerles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arbor/city constru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bor should be linked to the urban plann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aim at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benefits 3 to 10 times more than internal
benefits. This should be a basic understanding when
promoting the ideas of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harbor city as one.
2.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reform of harbor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systems is in fact the separation of harbor
management and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It is learned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reform of harbor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aily practices that the correct way
is to have harbor affairs lead the way for th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There is not yet a successful
example that a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agency or
maritime shipping operator (such as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 that has no idea about harbor development
and port economy leads the 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 of
the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a harbor
city.
3. The new system in place in March 2012 excludes local
governments. Instead,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
that has no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has the investments
from the government or secures the ownership and rights
for harbor properties provided by competent harbor
authority for free use, lease or superficies. The corporation
is even in charge of harb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is way, the idea of harbor/city development as one will
never come true.

67

4. 過去將具公權力之港埠規劃與建設交給以營
運為主體的臺灣港務公司，試問臺灣港務公
司之監督機制與公司治理績效如何評估？

（八）海域與海岸安全海洋事務之統合規劃與
管理
李健全（2014）指出中央政府組織改造後，涉
及海洋事務的部會主要為海洋委員會及13部會。各
部會依權責制定海洋事務相關法規，並協調推動。
地方政府則有行政院直轄之5都及15個省轄縣市及
其轄下的區、市、鄉、鎮。在海洋事務之推動上，
主要係對轄區內海域之資源保育與開發利用、產業
發展活動進行管理與執法。就空間概念而言，海洋
事務涉及的空間範圍包括海域、海岸及與海岸緊臨
的陸域。中央政府所管轄治理的海洋事務涵蓋範圍
由陸域、海岸、領海、經濟海域以至於公海。相對
的，地方政府管轄治理的海洋事務侷限於轄區內的
陸域、海岸及相臨的沿岸海域。由於領海、經濟海
域涉及到主權與經濟管轄權，因而其間的海洋事務
管理屬中央政府之權責，而公海海洋事務因屬涉外
國際事務，亦由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對於海洋
事務之施政著重於陸域、海岸、以及沿岸海域之管
理。主要業務包括海岸地區開發管理、海岸空間利
用規劃、沿岸生態與資源保育、沿岸漁業管理、沿
岸水域活動規範管制、沿岸污染防制、海洋防災與
減災、以及海域糾紛調處等。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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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 the past, the harb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where
the public authority is involved was placed in the charge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rp. that is focusing on
harbor operations. So, how are we going to evaluat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he corporation?

3.8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offshore and coastal affairs
Jen-Chyuan Lee (2014) pointed out that the Ocean
Commission is the agency in charge of marine affairs in
addition to 13 other agencies after the reform of central
government. Each of these agencies is in charge of the
legislation,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relation to marine affairs. For governments at the local level,
there are the 5 municipalities and 15 counties and cities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districts, cities and townships
under these administr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marine
affairs, they are in charge of the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nd careful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ir
jurisdiction. For space concept, the space involved in marine
affairs consists of sea territories, coasts, and the lands close next
to coasts. The marine affair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range from land, coasts, territorial sea,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ll the way to high sea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rine affairs placed in the charge of local administrations
cover the lands, coasts and coastal waters in their jurisdicti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re the matter
of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jurisdiction. The marine affairs
of this part belong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high seas,
the marine affairs involved diplomacy, and therefore are in
the charge of central government. The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marine affairs centers on the management
of land, coasts and coastal waters. The major part of the
businesses includ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coastal
areas, use and planning of coastal space, conservation of
coastal ecology and resource, offshore fishery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activities at coastal waters, coastal
pollution control, prevention and mediation of marine disasters,
and settlement on ocean-related disputes.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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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公 私 合 作 理 念 （ P P P ; p u b l i c - p r i v a t e
partnership）來建立陸地與海洋、中央與地
方、公部門與私部門之如何有效分工合作才
是關鍵所在。
2. 中央應著重系統整體規劃與協調，地方應著
重的公權力管理層面。
3. 公部門應著重目標方向的掌握與外部效益的
開發，私部門應著重行銷與營運績效的開

1. The key is to establish the effective division of works
between land and ocea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based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2. The government at the central level should focus on
overall system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whereas those
at the local level should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public authority; and
3. The public sector should focus on steer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established go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benefit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aim for the
generation of marketing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創。

(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and dean of Kainan University)

（本文作者現職為開南大學教授兼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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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醫療保健」案例分享～

肝功能指數正常≠肝正常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AP案例故事
敬業今年40多歲，在單位已經服務快20年，過
去經常要輪班外，有時下班也會和同事相約去喝兩
杯，但都會有所節制不至於不省人事，去年底也才
剛和太太一起去姊姊服務的醫院做了基本的健檢，
除了血壓偏高外，各項指數也都在標準值內並無任
何異狀。前陣子，他路過便利商店，參加肝癌防治
學術基金會的免費肝癌篩檢活動，原本只是心想免
費的就來檢查一下並不以為意，哪知後來收到檢查
報告，竟然告訴他胎兒蛋白以及肝指數都出現紅字
了，敬業趕緊再到門診中心做一次完整的檢查。結
果進行腹部超音波檢查時發現，敬業的肝臟出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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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的陰影，且醫師進一步再檢驗發現，自己確定
應該是罹患了肝癌。這個結果真是晴天霹靂，讓他
不敢置信，心想上次檢查肝功能指數GOT、GPT時
不是一切正常嗎？為何肝癌還會找上他？

EAP放大鏡
過去二十多年來，肝癌乃是國人男性癌症死因
第一位，女性癌症死因第二位，且有逐年上升的趨
勢，由於肝臟沒有神經，相較於其它器官的癌症，
肝癌初期多沒有症狀的，一旦出現症狀（如右上腹
疼痛、肝臟腫大、倦怠、厭食、體重減輕、黃疸
等），到死亡平均只有三至六個月的時日而已，這
就是肝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甚至因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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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世的名人不乏也有醫學背景的名人如國父或前衛

保證接下來的半年、一年無恙，許多被篩檢出來有

生署長許子秋先生，更提醒我們不可輕忽。

肝癌細胞的患者，過去也多做過員工健檢或其它基

肝指數GOT、GPT，是肝細胞製造最多的兩
種酵素，生化檢查真正代表的意義是肝臟的發炎
指數，也就是當肝臟有發炎時，肝細胞會壞死，
GOT、GPT就會進入血液中，由抽血檢查可監測肝
指數的變化，在醫療上用來作為肝臟發炎或受損程
度的評估，一般稱之為「肝功能指標」，但稱之為
「肝發炎指標」或許更貼切。定期健康檢查是早期
篩檢發現癌症的不二法門，然而肝機能其實是很複
雜的，有些情況下如：肝硬化、初期肝癌病患在肝
功能指數檢測數值也可能都是正常的，但要提醒的
是健檢報告呈現的只是“當下”的身體狀態，並不

本的體檢，卻沒有發現任何異狀，也未加以注意飲
食或生活習慣，反而促成罹癌的風險，這也是這次
敬業的疑惑所在。
因此認識“完整的” 肝臟健康檢查項目，或許
更能讓我們清楚知道之間的差異及重要性。
事實上完整的肝臟健康檢查項目除了肝功能指
數以外，還會包括B、C型肝炎檢測、血液胎兒蛋白
檢驗、腹部超音波等檢查內容（可參考以下『一般
肝癌檢查方式比較表』之說明），一般來說需將所
有的項目同時做檢查，才能正確地判斷肝臟功能是
否正常

一般肝癌檢查方式比較表
檢查項目

說明

肝功能指標

包括GOT（又稱為AST）、GPT（又稱為ALT），即使肝功能指標正常，
仍不能完全排除罹患癌症的可能；而異常的肝指數病患也不代表一定是肝
癌。所以雖然它是最經常用來作篩檢的項目，但臨床上作為肝癌解讀的敏
感性與準確性並不太高。

B型、C型肝炎檢查

臺灣Ｂ型肝炎病毒是造成肝癌的最大病因（約佔80%），而Ｃ型肝炎病毒
則居次（約10~15%），因此，若發現自己已成為帶原或感染，就要進一
步做胎兒蛋白和腹部超音波檢查。

胎兒蛋白（AFP）檢驗

胎兒蛋白是在胎兒時期才會分泌，出生以後這種分泌的功能就會消失，所
以正常成年人的胎兒蛋白是相當低的。但特別的是肝癌病人約七成∼八成
的胎兒蛋白會上升，但有兩成左右的患者或三分之一的小型肝癌患者，其
胎兒蛋白是正常的，所以也不能單用胎兒蛋白來作診斷，通常還需要至少
一種以上的影像診斷配合。

腹部超音波檢查或電腦斷層

腹部超音波檢查約8、9 成可看出端倪，由於幾乎沒有副作用，一般民眾
的接受度較高。不過超音波一旦發現可疑病症，除非是很典型的影像，否
則若疑似腫瘤的陰影在1公分以下，超音波表現不會這麼典型，可能無法
立即確認，或許仍須進一步配合其他方式來確定是必要的。
但即便電腦斷層檢查在2公分以下的腫瘤，判斷力也是有限，所以通常醫
師會建議3個月後先以超音波追蹤大小，如果真的長大，再以電腦斷層輔
助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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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小幫手
從上面的說明，敬業為何半年多前肝指數正常
但還是會得肝癌就不用太意外了，還好後來在醫院
的安排下進行了幾次栓塞及電燒，且經過一段時間
的調養追蹤，指數都暫時回復到正常，也讓他意識
到更要注重自己的身體，別說酒不敢喝了，連菸都
戒了，假日更是經常與家人往山上跑。
臨床上容易罹患肝癌的高危險群包括有慢性
B、C型肝炎帶原者及各種原因導致的慢性肝炎與肝
硬化者，倘家族內有肝癌病史同時也是B、C型肝炎
帶原者，那麼罹患肝癌的風險更是增高許多。
一般來說，早年如果癌症好發年齡多數為四十
歲以上的人，因此同仁除了平時還是要留意生活型
態及飲食習慣外，如果是有家族史更要定期為自己
或家人安排健康檢查，才能隨時掌握身體健康狀

況，特別是男性同仁，常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
在需要喝酒應酬的生活形態中，如果本身就有B、C
型肝炎，更容易出現肝硬化甚至肝癌的情形產生，
但多數高危險群仍缺乏正確的治療觀念及定期追蹤
檢查的習慣，其實才是最令人擔心的。而不論是健
康的帶原者或是已有肝病變的患者，平時更要確實
做到：
1. 避免食用到不新鮮的食物，特別是發霉的穀
類如：米或玉米。
2. 多吃含維他命C的蔬菜、水果等食物。
3. 多吃含高維他命A的食物，如黃橙色的蔬菜
水果及牛奶。
4. 避免抽煙、喝酒。
5. 避免亂服用特效藥或營養品。
一旦發現罹患肝病時，建議還是聽從專科醫師
的指示，定期追蹤病情，並且配合均衡的飲食及充
分的休息。服用保健食品或營養品前一定也要請教
醫師或營養師，避免造成身體更大的負擔。

EAP小叮嚀
屬於肝癌高危險群的人，一定要做定期、密集
的追蹤，通常20歲以後要每年做檢查，40歲以上的
則每半年就要做檢查，因為肝癌高危險群容易在40
歲以後發病。至於要追蹤多久呢？專家的回答很簡
單：一輩子。雖然煩人卻很重要，因為不少患者追
蹤了幾年都沒事，以為天下太平而輕忽，停了二、
三年沒追蹤，結果肝癌就找上門來了，因此追蹤須
持之以恆，尤其是肝硬化的病人更不可大意。

參考資料來源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全球肝病資
訊網 http://www.liv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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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救難
～在轉瞬之間
文｜戴仲平

圖片提供｜第八三岸巡大隊

104年7月11號下午兩點平靜的下午，忽然間

時的我告訴自己要收拾起情緒，因為還有一條生命

響起令人緊張的警鈴，剎那心跳加速不知發生甚麼

正等待著救援，沒有時間流淚，也沒有時間傷悲，

事，眾弟兄紛紛奔向值班桌，此時只聽見值班人員

馬上擦乾淚水繼續行動，這是身為一個海巡人員應

大喊：北濱公園有人落海，需要緊急現場協助支

有的思維，無論如何都要盡力找尋，讓家屬能早日

援。在旁的我一把抓起攜行袋及相關搜救裝備，儘

團圓。

速跟著長官開車前往事發地點，在車上心裡七上八
下的我希望事態別太嚴重，不時看著窗外的人事物
來舒緩緊張的情緒。但還是壓抑不了，因為這不是
演練，是實際狀況且非常危急，不容許任何失誤，
也是我第一次參與救生救難任務。
到了現場，一下車就提起腳步拿著裝備以最快
的速度衝往事發地點，現場每個人的臉上充滿著驚
恐，當時狀況幾乎可以用怵目驚心來形容。加上海
浪一波接著一波打在岸邊，就像是打在身上一樣，
令每個人都戰戰兢兢，而在把握搜救黃金72小時期
限下，整個救援行動極度危急，只見空勤直升機、
搜救海巡船艇及岸上人員全力動員搜救，不為別
的，只為了能早日找到落海民眾。
搜救人員的叫喊與家屬哭喊聲蓋過了現場的吵
雜聲，以及家屬小孩嚷著要找父親，各種聲音就像

在經歷參與這樣的任務後，此刻再回想起當時
情況，心中不免思考，生命的脆弱，竟在轉瞬間就
可以輕易消逝不見，反觀，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需
經過長久時間蘊育，我們更應該珍惜才是。尤其每
每颱風季節來臨，看見民眾在海邊逗留，不聽勸阻
時，就不得不擔心，下一秒，是不是又會發生什麼
不幸的事。
救生救難是海巡署多項任務其中一環，而身處
一線安檢所的我們，最注重的就是發生緊急危難情
況時的應變作為，當關係到人命安危時更不容遲
疑，也衷心希望民眾能自律，因為夏天雖是去海
邊遊玩的好日子，但是危險總是在你疏於防範時發
生，也建議大家在進行任何一項遊憩行為時，先想
想周圍環境及自身狀況，審慎評估，才是保命之
道。千萬勿逞一時之快，而遺憾一輩子。

是有人拿著重物往我胸口敲擊般，讓從來沒有經歷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過這種事的我，紮紮實實的上了最真實的一課。此

第八三岸巡大隊花蓮商港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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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將壓力轉化為動力 的 智慧之母
文、圖｜譚宏孝

海鳥飛舞，海風颯颯，站在臨海處豪聲壯氣的

他單位的介紹，我從海巡署長官在介紹署部單位和

吶喊，手指劃向天際，彷彿夢想就能順著弧線朝指

工作內容時，從他們的眼神中看見那份對大海的熱

尖攀飛而上的氣魄，聲線隨著一波波的浪花激起而

忱。再加上我對海洋那充滿希望和奔騰氣勢的浪漫

上，恰似那朝日東昇、旭日高照一般充滿希望，這

想像，我便毫不考慮的選擇了海巡署做為我的服役

樣的景緻和氣勢彷彿有種魔力能讓佝僂的老人挺直

單位。在經歷重重抽籤和撥交過程之後，我也順利

腰杆拔地而起，讓尚未學步僅會牙牙而語的幼童以

在五月份下到一線單位，在這裏待了一陣子，除了

四肢的力量奮力爬地向前，只為一覽海景壯闊。

更接近大海外，不得不介紹我的服務單位「第六三

旭日東昇的美景所帶給人們對希望的無限想
像，以及海潮滾滾的奔騰氣勢，和彷彿能以那一抹
沁涼洗滌心靈傷痛的踏踏潮聲，是我對海洋的深刻
印象，應該也是大海之所以成為重要的觀光勝地，
讓大家對海洋趨之若鶩的重要原因吧！
尤其是在新訓單位小選介紹各選兵單位時，我
就特別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相當有興趣，相較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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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大隊香蕉灣漁港安檢所」。它位處於恆春半
島，是臺灣南端自然資源最豐富之地，其中以保育
海岸林為主的香蕉灣，有著原始豐富的海岸林，一
路上可見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所豎立的「陸蟹出沒
減速慢行」指示牌，像是在告訴我們，若在陸上遇
到這裏的嬌客「陸蟹」，記得向牠們打聲招呼。
很慶幸自己能夠選擇海巡單位，在一線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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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和想像中一樣貼近海洋，那種和大海比鄰而

日落後的香蕉灣，景色依舊迷人，如同我對於

居的感覺相當奇妙，但也因為如此，平日執行勤務

海洋如詩如畫般的想像，每當壓力來時，想像著自

所接觸的每件事都與它息息相關，見到它被破壞、

己正身處在大海旁，閉上雙眼凝望著美麗的海平

見到它被遺棄，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想捍衛它的使

線，暫時將思緒寄託給眼前的一片大海，讓自己能

命，讓我更加確認，選擇海巡署，不僅僅是緣份，

「人隨心轉、心隨意轉」，將工作上的壓力，藉由

更是責任。雖然學習新勤務的過程所伴隨而來的壓

難得的美景，成為轉化動力的智慧之母吧！

力讓人擁有些許的負荷，但憑藉著對海洋的熱忱及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以身為海巡一員的我而言，只要面對喜歡的事物，

第六三岸巡大隊香蕉灣安檢所）

無論遇上任何困境，都能有辦法將其克服。

好康報你知～香蕉灣介紹
香蕉灣位於恆春半島船帆石東南方約1公
里處，地形上呈現西北東南走向，全段長約
650公尺、寬約100公尺。於民國71年正式公布
將其列入墾丁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裡頭尚保
存著珍貴的海岸原生林及大型高位珊瑚礁岩，
和著名的香蕉灣湧泉。而香蕉灣曾經是補鯨的

【大眾運輸】

基地，現今隨著鯨魚數減少後，則轉變為浮潛

客運：至 高 雄 或 枋 寮 轉 （ 國 光 客 運 、 高 雄 客

勝地。來到香蕉灣時常可以看見岸邊有成群穿

運、屏東客運、中南客運）至墾丁→香

著潛水衣的人們來這兒浮潛或潛水，非常的熱

蕉灣站下車→步行即可抵達

鬧。

【自行開車】
由於香蕉灣的海底地形非常豐富的關係，

1. 國道1號（中山高）→高雄小港台17線→水

在此處浮潛會發現許多珍貴的海底生物像是熱

底寮台1線→楓港台26線→墾丁→船帆石香

帶魚，另外還有各種珊瑚礁等等。尤其當潛進

蕉灣

海底時，感覺好像飛翔在大峽谷般，那自在悠
閒的感覺，彷彿可將一身的慵懶和疲憊洗去，
重拾原有的衝勁與活力。

2. 國道3號（二高）→屏東南州交流道台1線→
水底寮台1線→楓港台26線→墾丁→船帆石
香蕉灣

參 考資料
1. 臺灣溼地網
2. 四方通行旅遊網http://guide.easytravel.com.tw/scenic/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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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於運動、
讓 「健康」 與你同行
文｜林念臻

中華民國104年全國運動會即將於10月份在高

呢？原因無他，因為桌球讓我醉心的地方，不僅僅

雄舉行，隨著它所展開的活動氛圍，不難發現這樣

是便於操控，而是一旦掌握它以後，會跟隨我的意

的全民運動精神，正在你我身邊周遭漫延開。雖然

向產生絕佳默契，進而讓我在和對手對戰時，能以

我不是參賽的選手，但也深受影響。無論是在報

完美的技巧，將其擊倒，也讓我在其中找到屬於自

章雜誌亦或是電視媒體，每每看到許多不同運動賽

己的一片天空。

事，從國內到國際，每位頂尖選手，都在自己的專
業領域中，盡其所能發揮，這也是為何我會被這樣
的魅力所吸引的原因，尤其是當你身在其中時，會
發現透過運動，能學習到「專注」以及增加「個人
魅力」。

還記得曾經在一本名為魔球：逆境中致勝的智
慧書中，讀到有關棒球運動的一切，雖然它較偏重
於商業管理面向，但從中不難窺得其策略在於以最
小的規模，達到最大成功目的！雖然我喜愛的球類
並不是棒球，但和我喜愛的桌球有著相同的道理，

但是運動選擇相當多元，除了興趣外，當然還

共通點都在於「以小」搏大，給人帶來一種對抗逆

是得選擇適合自己體能及符合體形的項目來操作。

境的奮戰精神，更證明了只要有勇於突破傳統的決

然而對於極度熱愛運動的我而言，個人比較喜愛的

心與勇氣，就算在面對比你強勢的環境時，也能突

是桌球，別看它只是一顆球和一個拍子而已，看似

圍而出。個人也相信運動的好處多到無法細數，但

簡單，但如何讓它隨著自己的心思操控，也是一門

最重要的還是能夠讓你消耗身體過多的熱量、幫

不簡單的學問。如果要問我為什麼會喜歡這項運動

助減肥或維持適當體重、增強心肺功能及促進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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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更甚者，能減低患上心臟病、高血壓及糖尿

更因為長期持久力鍛鍊的堅強意志的關係，能更快

病……等慢性疾病的機會。另外也能增加身體及關

的建立自信心，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讓你學習到

節的柔軟性，使人變得更靈活。同時減少受傷的機

更多技能，而這些技能將使自己畢生受用無窮。

率，在歷經充分的休息也會更加有活力，更有精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神，也能使學習及工作更有效率。當面對挑戰時，

第四海岸巡防總隊布商安檢所）

好 書 推 薦
魔球～逆境中致勝的智慧

之一。但是，這支窮酸球隊卻在外
界一片不看好中，不斷贏得比賽，

書籍簡介

寫下世界棒球史上一頁驚異的傳

魔球策略＝小規模，大成功！

奇。運動家隊寫下的傳奇，不僅是

錢少，人少，公司小，如何致勝？

棒球傳奇，也是廣被投資與企業界

這本書的故事主角是美國的
「奧克蘭運動家」棒球隊。長期以
來，這是大聯盟中預算最少、二線

熱烈討論的商業個案。因為，運動
家隊在職棒大聯盟所遭遇的困境，
簡直是當前全球企業界的縮影。

球員最多的隊伍。他花在球員薪資
上的預算，一年只有洋基隊的三分

桌球的由來（資料參考：維基百科）
桌球是一種世界流行的球類體育項目。它的
英語官方名稱是「table tennis」，意即「桌上網
球」。
桌球又名乒乓球，其名源自1900年，因其
打擊時發出「Ping Pong」的聲音而得名，在中
國大陸就以「乒乓球」作為它的官方名稱，香港
及澳門等地區亦同時使用。然而，臺灣、韓國和
日本則稱為桌球（日語：卓球），意指球桌上的
球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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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鎮海樓揭牌儀式，署長王崇儀率
主秘以上長官及一級單位以上主管共同出席（104.7.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4年游泳及專業救生技能競賽，
署長王崇儀準備為選手們鳴槍（104.7.1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海安八號演習各協辦機關蒞
署進行意見討論，署長王崇儀和出席貴賓互動交流
（104.7.1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第3季慶生會暨父親節慶祝活動，
由署長王崇儀主持，並與同仁親子開心互動（104.8.5）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參與和平島社靈廟主辦淨
江祈福活動，並支援現場戒護（104.7.26）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於王功漁火節活動設
攤，向民眾宣導反貪廉政觀念（104.7.18）

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劉國列與東方設計學院校長吳淑
明共同簽訂策略聯盟，為培育海巡人才奠定紮實基礎
（104.8.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配合「104年漁村青
年研習營」活動，教導參訪學生救生器材使用方式
（104.7.30）

海域執法

海巡我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於執檢碼頭發現新00
漁船有違反「鯊魚鰭不離身」規定，上前開立勸導單
（104.8.1）

為防止轄區不法情事發生，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
大隊與第三巡防區實施跨區聯合實兵演練（104.7.24）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掃蕩陸籍大型鐵殼
船違法捕魚，立即鐵腕執法，並喝令船員將漁獲海拋
（104.8.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箔子寮安檢所接獲漁民
報案有民眾偷竊牡蠣，即刻上前盤查（104.7.2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高雄商港安檢所於17號碼
頭查獲大0輪載運大陸香菇，即刻拆卸查驗（104.7.1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沙港安檢所查獲漁船搭
載通緝犯，隨即將人押返單位製作筆錄（104.7.2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檢查俊○號船員手冊
時，發現有逾期及船名不符情事，立即依規定攔檢
（104.8.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轄區內正○號
船舶未報關及載客出港，即刻前往進行取締（1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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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巡防區接獲通報有民眾於長潭里潮
境公園附近落海，即刻派員救援（104.7.1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指稱望海巷近岸
海域有2艘獨木舟翻覆，海巡人員立即救援（104.7.2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布南安檢所於港區停車場
旁下水道發現油污漂浮，立即率員處置（104.7.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箔子寮安檢所接獲
通報，轄區內豐○○號工作船擱淺，火速派員協助
（104.7.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主動清理安檢所周邊環
境，避免岸際垃圾流入海中破壞生態（104.7.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內垵北安檢所接獲通
報港區有油污情形，即刻前往處理，防止災害擴大
（104.7.2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發現保育類眼鏡蛇，隨
即依規定通報轄內消防分隊處置（104.8.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崇德安檢所接獲通報，
轄區內有民眾不慎落海，即刻派員搶救（1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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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芙蓉安檢所主動協助漁
民於颱風期間將船隻拉上岸，避免受損（104.6.2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猛澳安檢所弟兄執行勤
務時，主動協助遊客上下船舶（104.6.26）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松柏安檢所人員救援落水
民眾，並協助將其後送至醫院就醫（104.7.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發現民眾受困沙洲，立
即上前協助脫困，協助返回岸邊（104.7.3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杉福安檢所人員執勤時發
現有孩童滑倒撞擊頭部受傷，立即給予協助（104.8.1）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紅柴坑安檢所人員發現
漁船失去動力，主動上前協助乘客登岸（104.7.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岸巡人員於執行巡邏
勤務時，發現民眾駕駛休旅車受困，主動上前處理
（104.7.3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118專線接獲民眾求援，
因機車油料耗盡，即刻派員前往協助（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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