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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

只要作業合法　海巡護漁到底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聯合護漁操演、

視導琉球海巡」～

104年11月21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在高雄外海舉行聯合護漁操演，此

次演練目的在確保我國漁民於外海作業時，若遭遇干擾、威脅與挾持等問題時，政

府能及時趕赴現場救援，也希望在驗證整體護漁能量展現之餘，能有效保障漁民作

業安全。據了解，這項聯合操演機制，是自102年就已開始實施，迄今共舉辦4次，

海巡署與國防部各自擔負重要角色。演練當日，由總統馬英九登上國防部田單軍艦

視導，國防部長高廣圻、參謀總長嚴德發、海軍司令李喜明、海巡署署長王崇儀、

總統府副秘書長熊光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趙克達及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署長

蔡日耀等人陪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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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內釋放等三項原則。另為延續「東海和平倡

議」的成功經驗，馬總統於104年提出「南海和平

倡議」，希望進一步拓展「主權不能分割，但資源

可以分享」的理念。目前東海與南海皆有類似機制

處理漁業糾紛，相信未來發生爭執的機會可因此降

低。馬總統也在活動結束時特別感謝海軍與海巡

署，因為雙方彼此合作無間，全力展現「海巡護漁

民、海軍挺海巡」的精神，值得肯定。

時序轉換至11月29日，馬總統接續至屏東縣

訪視琉球鄉親及與琉球當地小朋友一同進行魚苗放

流和至碧雲寺、三隆宮祈福參拜。訪視過程中，也

和鄉親說明《臺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簽署歷

程，使他們更加了解協定內容，事後在海巡署署

長王崇儀陪同下，特別至所屬琉球新安檢所致贈加

菜金，慰勉海巡弟兄執行查緝走私、海灘救助及海

本次操演由海巡署、海軍、空軍及空勤總隊等

單位，針對我國漁船遭不明船舶追逐、海巡艦與不

明武裝船舶發生對峙、海上反挾持及傷患救助等項

目合作演練，並邀請南部地區各漁會重要幹部一起

出海。演練重點為海空聯合搜索與救難，以及海軍

與海巡艦艇指管通連機制等，驗證各有關單位合作

維護海域安全之機制。馬總統指出，兩年前所發生

之「廣大興案」，是中華民國政府有史以來對單一

個案動員整個國家力量，並對菲方進行11項的全面

經濟制裁，展現高度魄力和決心。我國進一步要求

菲律賓道歉、賠償、懲兇及與我國簽署漁業協定。

而臺菲雙方也在11月5日完成簽署《臺菲漁業

事務執法合作協定》，內容包括雙方海上執法避免

使用暴力及非必要武力、在執法前一小時要相互

通報，以及倘發生逮捕或扣押情形，則必須要在

雙月刊2015.vol.78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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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艇與不明武裝船舶發生對峙

11月21日海巡署與國軍聯合操演實況

海空聯合搜救與傷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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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資源保護等工作辛勞，同時再次對外重申「海巡

護漁民、海軍挺海巡」，政府「護漁不護短」之決

心，漁民只要不越界，合法在海上作業，政府一定

會全力護漁，這是國家堅定保護漁民的立場。他也

特別呼籲我國漁民，切勿進入菲國的領海，或不屬

於臺菲雙方重疊海域的菲國專屬經濟海域作業，以

免遭扣受罰。

視導海巡一線安檢所並頒發加菜金

11月29日馬總統至屏東縣琉球鄉訪視

雙月刊2015.vol.78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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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漁民，哪裡就有海巡」、「海巡護漁

民、海軍挺海巡」，一直是馬總統要求落實的政

策。從聯合操演到一線視導，馬總統不斷強調且重

申，它不是口號，而是政府護漁決心，更需要漁

和小朋友一同進行魚苗放流和至碧雲寺、三隆宮祈福參拜

與出席來賓品嚐鬼頭刀漁產品，以具體行動為漁民打氣

民與政府共同合作，倘若有任何國家欺負我們的漁

民，相信海巡署在王署長帶領下，全體同仁定會秉

持強力執法、絕不退讓原則∼「護漁到底」。

（本文資料參考海巡署及總統府網站、圖片由海洋

巡防總局及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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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南海局勢風起雲湧，全世界熱烈討論，中華民

國擁有南沙、西沙、中沙及東沙等群島主權，站在

南海風雲浪頭上，當然不能缺席！基此，行政院

「內閣踹共」直播節目，特別於12月1日邀請海巡

署署長王崇儀和大家一起關心南海議題，分享海巡

署如何在南海最前線戰風鬥浪維護我國主權、進行

海上治安及護漁工作。而南海議題牽動東亞區域整

合與整體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臺灣必須提升國際

能見度，不能被邊緣化！而針對總統馬英九所提出

的「南海和平倡議」如何落實，以及目前政府捍衛

南海疆域的政策與作為，民眾有哪些看法與期待？

本次活動行政院也先期自11月2日中午12時至

11月13日中午12時，透過臺灣好政點臉書舉辦「海

巡最前線：南海風雲」提問及投票活動，得票數或

點讚數排名前面的問題，將在直播節目中優先回

應。當日活動一開始在發言人孫立群的引言下，

揭開序幕，王署長首先和網友說明海巡署為落實馬

總統「強化海巡編裝」政策，堅持艦艇國建國造，

署長王崇儀出席內閣踹共線上直播

與網友暢談～海巡最前線：南海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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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新艦成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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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派遣

三千噸級高雄艦與宜蘭艦，一南一北積極投入維護

臺灣南北海域。另外網友們相當關心金門、澎湖越

界捕魚問題，王署長也透過節目回應，他提到海巡

署船艦在執行任務時，以超前部署方式，在中國

大陸及越南籍漁船尚未入境時，便在第一時間驅

離，尤其強力實施驅離、扣留、留置、沒入漁獲

（具）、沒入船舶、罰鍰等六大手段後，越界捕魚

情形已有改善。

在南海議題方面，網友關心的內容，王署長也

一一回應，並重申馬總統在104年5月26日所提的

「南海和平倡議」，當中最重要的四大方針即是

「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

海巡署也會秉持著這樣的策略，扮演好「南海和平

締造者」與「人道救援提供者」角色，且在南沙太

平島有足夠防守及護漁能力前提下，以和平角度，

致力維護南海區域，不讓衝突產生。另網友也提到

臺菲為何簽訂漁業執法協定？王署長表示，基於國

際法規定，各國12到24浬範圍屬鄰接區，除財政、

關稅、移民與衛生業務外，從事漁業活動當地國家

並無管轄權，但菲律賓國內法擅自將24浬以內範圍

當成領海，與臺灣有重疊區域。在廣大興事件後，

臺菲亦多次協議，達成避免使用武力、執法前相互

通報、扣押逮捕後盡快釋放三項共識，朝落實馬總

統的南海和平倡議政策前進。

海巡署為避免各聲索國在南海區域範圍發生衝

突，在守護南沙太平島的工作上，王署長以「經

營」二個字形容，期盼將太平島打造成一個和平、

低碳、生態的「和平之島」。但他也以孫子兵法

中：「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一句話提醒

大家，要以高度警覺做好萬全準備，在維護及宣導

人道救援普世價值同時，切莫減少應有防禦力量，

王署長接受孫發言人訪問及回應網友提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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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三千噸級高雄艦（CG-129）與宜蘭艦
（CG-128），一南一北維護臺灣南北海域

因為周邊國家對於南沙太平島仍舊虎視耽耽，例如

越南的敦謙沙洲，距離僅7.1浬（約13.15公里），

相當靠近，不得不注意。而我國在島上的建設及人

力部署並非炫耀武力，主要目的是在宣示主權及保

護島上安全，目前所進行的碼頭基礎設施整建，未

來若完成，在「便利人道救援、提供漁業協助、縮

短運補時間、海域駐防能力」等方面及海巡船艦駐

守，都有一定的幫助。

「維護主權、守護漁權」是一個相當嚴肅且重

要的課題，南海區域雖不像金門或澎湖常有越界捕

魚問題，但周邊國家的威脅，仍不容小覷。節目在

接近尾聲之際，王署長也感謝行政院提供一個與民

眾直接互動的平臺，讓他有機會透過短短一小時，

將海巡署目前在「護漁」及「人道救援」工作所做

的努力向網友忠實表達，也讓外界更清楚政府在經

營南海上的策略。南海議題是需要每一位國人共同

參與的，因為唯有自己在乎，國際上才能看見我

們，王署長也呼籲有志青年們加入海巡署行列，尤

其是東、南沙待遇加給優渥，在守護海疆同時，也

能為自己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最後他再次強調，海巡署將持續以「南海和平

締造者」與「人道救援提供者」角色，戮力做好守

護南沙太平島防務工作，並秉持「海巡護漁民、海

軍挺海巡」精神，在海巡署船艦執行任務時，由海

軍做為後盾策應海巡署，當然也會時時強化海巡自

身執法能量，未來不管身處任何海域，才能有效保

護漁民海上作業安全。

（本文圖片由行政院及海巡署秘書室公關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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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是我國最普及、最熱門、運動人口最多，

也是國人最喜歡、最生活化的球類運動。籃球比賽

不僅富有對抗性、拼鬥性、團隊性，也富有健身

性、娛樂性、趣味性及觀賞性。比賽中，球員們的

精采表現，往往是張力十足、觸動人心的，

尤其是比賽終了前決定勝負的關鍵

一擊，更是扣人心弦、讓人如癡

如醉。

文｜劉家欽　圖｜編輯小組

「馬潭盃」是海巡署為了強健同仁體魄、擴展

與外部單位之情誼交流所舉辦的籃球賽事，自101

年開辦以來均獲得署內同仁和友軍們熱烈地參與及

肯定。第五屆「馬潭盃」在104年10月26日熱鬧開

打，本屆賽事除了由海巡署同仁分成「CGA夢幻

隊」、「海巡英雄聯盟」、「鎮海無敵艦隊」3隊

外，更有國家安全局「磐安隊」、國防部軍事安全

總隊「興球崛起」以及由政治大學球友組成的「政

大摯友」等3隊共襄盛舉。

海巡署第五屆馬潭盃籃球賽紀實～

「重返榮耀、再創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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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海巡署籃球社社長的王崇儀署長在開幕致

詞時，期勉同仁在工作之餘應不忘運動，鍛鍊強健

的體魄，以促進身心健康及家庭美滿。參賽球員

和王署長合影後，緊接著進行的便是「三分球比

賽」。上屆馬潭盃，王署長創下進12球、得13分

（總分18分）的「馬潭盃三分球障礙」，成為每位

參賽選手挑戰的目標。今年三分球比賽共有24名

球員參賽，最終由海巡署通資處張源鴻專員以進9

球、得10分的成績奪魁，王署長的「馬潭盃三分

球障礙」依舊牢不可破。

在團體賽部分，先由各隊分成二組進行循環

賽，再由分組前兩名進行冠亞軍及季軍戰。經過

一番激烈鏖戰後，四強依序出爐，先是「政大摯

友」擊敗「鎮海無敵艦隊」獲得季軍，再由王署

長領軍的「CGA夢幻隊」和國安局「磐安隊」進

行最後交鋒，兩隊在循環賽中都是大勝對手晉級，

實力可謂勢均力敵。果不其然，雙方在開賽後便緊

咬著比數，互有領先。但「CGA夢幻隊」在王署長

的帶領下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在比賽後段逐漸取

得領先優勢，王署長更在比賽剩下20秒時投進一顆

關鍵性的三分球，鎖定勝局。最後「CGA夢幻隊」

副社長趙文論集合球員們整隊，準備開幕

王署長主持開幕致詞

雙月刊2015.vol.78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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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燈夜戰，考驗球員籃球技術

王署長公布三分球比賽成績，並頒獎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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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60比53扳倒「磐安隊」摘下冠軍。王署長在本場

比賽中不僅打滿全場，更憑藉著精準的外線和犀利

的切入豪取21分，其中包括投進5記三分球，技壓

全場。第五屆馬潭盃籃球賽，就在此起彼落、不絕

於耳的掌聲中，順利地劃下圓滿的句點。

透過這次「馬潭盃」的交流與淬鍊，今年海巡

署重返中央員工運動會甲、丙組籃球比賽，在面對

各機關強敵環伺下，每位球員都抱必勝決心，努力

不懈，均獲得第五名佳績，期待來年再接再勵，持

續為機關爭取更高榮耀！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後勤處）

王署長與球員們賽前及賽後合影

雙月刊2015.vol.78
聚焦報導｜Focu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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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長王德昀致詞勉勵同仁，並主持意見交流

104年人事會報實錄～

落實人力活化、
　　再創優質績效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於104年11月3日假該署多媒

體簡報室辦理「104年人事會報」活動，由人事處

處長王德昀、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

人事單位主任及承辦人事業務同仁出席與會，會中

更邀請署長王崇儀親自蒞臨訓勉，藉以激勵人事同

仁工作士氣！

資料整理｜王義傑

會報開始，王署長先頒發績優人事人員獎牌予

本署人事處專員賴隆平、呂蕙君及南部地區巡防局

人事室科員古孟玄，並表示祝賀之意。緊接著於致

詞時，王署長除向與會同仁一整年來付出之心力致

上謝意，並強調人事工作在歷任處長及現任王處長

用心經營與各級同仁群策群力下，皆能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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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家的努力，也給予高度肯定。尤其在103年

度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更經行

政院人事總處綜合評核獲核定為中央人事處組第3

名，另本（104）年6月份內政部役政署蒞臨本署

實施替代役業務聯合訪視，本署亦獲評為優等，各

項成績均屬歷年來最佳的一次。他同時期許大家，

擔任人事人員除了要有「服務」的熱忱，更要注意

「傾聽」同仁心聲，遇事要能冷靜、理性，才能扮

演同仁間的溝通橋樑。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本署自99年開始籌備組

織改造作業，為能保障同仁各項權益，拔擢優秀海

巡同仁，王署長已多次公開宣示，各級主管應積極

人事會報特別邀請王署長蒞臨與所有與會人事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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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優質海巡人力，讓本署所有勠力從公的同仁，

未來均有發展空間。除此，更強調人事人員的角色

與功能應做若干的轉換，應由單純的人事管理例行

工作以及管制性角色，轉變為「策略伙伴」、「員

工貢獻管理者」、「轉型與變革管理者」、「行政

管理專家」等四種角色與功能。面臨組改，未來各

機關之輔助人力將更為精簡，人事機構之管理規模

將更為龐大，簡明扼要的解釋，即係「人，越來

越少；事情，越來越多」。人事人員擔負之職責將

更為重要，若不能將自己鍛練成為專業之人力資源

從業者，恐無法因應時代環境之變革。因此，人事

人員要從「心」思考，唯有不斷追求新知，才能儲

備迎接變革之能量。他相信未來海巡署各級人事人

員，在王處長的帶領下，將以更積極任事的態度，

突破逆境，開創新局。會報活動自下午即邀請王署

長與所有與會之人事人員合影，接續頒予榮獲103

年度績優人事人員獎座並實施精神訓勉、後續各科

業務報告、專案報告、標竿學習、案例研討、103

年一般提案執行情形報告、104年一般提案（人事

處處長王德昀與同仁座談）、臨時動議及主席指裁

示，程序安排緊湊，整場活動進行順利。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府施政效能是引領國家

競爭力的關鍵，各級政府人事機構，更在其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人事人員在機關內部，除應

秉持公正、無私的立場，來辦理各項獎懲及遷調

業務；有時候，還要能夠以人民、群眾的角度，或

借鏡企業的經營理念，客觀檢視公部門的種種問

題，並提出對策。未來海巡署人事業務之首要，將

落在「人力活化」這項工作。也許可以往如何合理

分配勤、業務人力，再結合終身學習及各項專業訓

練等方向思考，以提升人力素質，創造更好的工作

績效，也希望藉由這場活動分享經驗，讓身為公務

員的我們更加深刻體認，在民眾對公務員的期許越

來越高的同時，加上機關資源有限之窘境，唯有創

新、精進，才能持續滿足社會大眾的期待。

會中由王署長頒贈績優人事人員獎座（左起專員賴隆平、呂蕙君、署長王崇儀、科員古孟玄）

16



文｜李國聖　圖片提供｜第九【金門】海巡隊

金門地區漁民、釣友日前陳情要求中央重視中

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嚴重問題，海巡署署長王崇儀

相當重視，特別於11月3日指派政務副署長尤明錫

前往金門與當地漁民實施座談，同時承諾將優先支

援金門海巡能量，並提出五項具體強

化措施，包括不定期擴大掃蕩、大

型艦巡邏護漁、由臺灣增派快艇、

海岸巡防總局特勤隊支援及年底

前配置最新的100噸巡防艇到

金門等，以保護當地漁民生計

及安全。然而11月3日抵達金門水

域的「新北艦」，也不負眾望的

立刻展現威力，雖然近日海上陣風

達7至8級，無法吊放小艇登檢扣押

越界陸船，但新北艦利用其遠程水砲，射程可達80

米，瞬間噴出大量海水，幾乎把陸船淹沒，紛紛走

避駛離金門水域，後續將由臺北艦接替巡邏勤務。

陸船屢屢越界金門

海巡全力支援護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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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目前噸位最大巡防艦「高雄艦」（3000

噸級）也特別載運海岸巡防總局特勤人員及M8快艇

進駐金門，加入護漁行列，特勤隊是海巡署最「神

秘」也是「戰鬥力最強」的隊伍，每個人都是跆拳

及搏擊高手，都能閉氣潛水超過50米以上，首次來

到金門執勤，金門海巡隊隊長黃宣凱表示，希望對

岸違法漁民不要攻擊執法人員及無謂抵抗，執行取

締時已要求所屬，注意適當執法，不要造成兩岸的

對立與衝突，除M8快艇運抵外，海岸巡防總局的

CP艇也將在近日內船運至金門，海巡隊也與岸巡總

隊進行相關勤務兵棋推演，將儘快讓支援人員及船

艇熟悉作業水域及特性，及早進行聯合掃蕩勤務。

11月3日副署長尤明錫前往金門與當地漁民實施座談

11月4日金門海巡隊登檢陸船並將人員帶回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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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又取締來自福建省福鼎市漁船，欲趁隙撈過界
（圖為金門海巡與特勤人員登檢漁船情形）

就在人船進駐後，金門海巡隊在11月4日接獲

民眾報案指稱金門烈嶼海域外有中國大陸漁船越

界，隨即調度RB-01艇與第九岸巡總隊CP-1008

艇、CP-1009艇緊急出勤，並直接與報案民眾聯

繫，確認所報陸船位置，運用內外夾擊策略，果真

於湖井頭外0.3浬（北緯24度27.884分；東經118

度14.374分）查獲「閩○漁養55113」及「閩○漁

55146」。但陸船仍未因此而放棄越界捕魚，遂於

11月5日又再度挑戰海巡署打擊越界行為決心，於

是在巡防區指揮下，金門海巡隊、岸巡總隊及特勤

隊組成專案小組，於小金門南方水域，成功查獲陸

籍快艇1艘3人（臨前埔068號）。當中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陸方快艇常利用深夜越界，異想天開認為

海巡人員不會發現，但殊不知金門地區自從人船進

駐後，在取締過程中，因特勤隊員身手矯健，一個

箭步，就登船將陸船控制，幾乎難逃掌握，加上常

遇到剛被查獲，不久又再犯的陸籍船舶，海巡隊

也將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43條第2項規

定，對於累犯裁處沒入船舶、漁網、漁具的嚴厲

處分。

金門海巡隊除了落實五項具體強化措施外，在

巡防區的統合下，海巡同仁必能發揮所有能量，更

將秉持署長王崇儀指示「強力執法、絕不退讓」精

神，全力以赴，做好護漁工作，讓民眾有感，同時

也希望漁民朋友及金門鄉親能繼續支持海巡，愛護

海巡，成為他們繼續往前的動力。未來如有發現不

法，歡迎撥打海巡118服務專線或透過漁業電臺通

報，金門海巡隊將竭誠給予服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九【金門】海巡隊）

11月5日特勤人員加入後再度攔截越界陸船，並依法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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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於104年

11月1日10時20分，會同海巡署高雄第二機動查緝

隊、第五一岸巡大隊、臺南市政府財政局菸酒管理

科及高雄市政府財政局菸酒管理科等單位人員，共

同執行「安康專案」查緝勤務，於高雄市大社區私

菸鐵皮貨倉查獲嫌犯黃○○利用多輛運輸貨車載運

大批未稅菸品，其中未稅菸品計有自創品牌低價菸

RGD菸品277,000包及越之星菸品500包，數量共計

有277,500包。

本隊於偵辦過程中，透過行動跟監及埋伏勤

務，得知高雄市民黃○○（高雄人、年約40多歲）

私下販售未稅香菸，且於偏僻地區承租大型鐵倉庫

藏放，並設置多支監視器，編組專案人員經長期實

施行動蒐證，分派多組人員全天候跟監黃男行蹤及

於倉庫所在地進行埋伏，偵查中發現黃男鮮少進出

倉庫，行徑相當謹慎，在掌握各項不法跡證後，發

現其進出貨時間均選擇假日，刻意避開查緝單位上

班時間，專案人員即犧牲假日出勤，另於倉庫周遭

文｜黃文廷　圖片提供｜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私梟趁隙走私圖利
機動埋伏雷霆出擊

查緝員進入鐵皮貨倉發現多輛貨車正準備分裝運輸私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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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堆滿自創品牌低價菸，數量計有277,500包

安排人員偽裝清掃馬路，藉以觀察嫌犯進貨狀況，

終於趁大型貨車進入倉庫時機尾隨進入，果然當場

查獲大批私菸，過程中發現，倉庫停放多部菸酒行

貨車正等待分裝出貨，所幸在查緝人員努力下，及

時阻止該批私菸流入市面，目前全案將擴大偵辦，

並賡續追查私菸來源。

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指出，由於臺灣地區四面

環海，因此私梟見有利可圖，為牟取暴利不惜危害

國人健康，逕而大量走私菸「自創品牌」，採取

「少量進口，大量走私」模式闖關入境販售，歷年

來私梟改變其原有走私手法，從漁船密艙夾帶、岸

際搶灘等方式，轉而以貨櫃進口走私未稅菸品，企

圖逃避查緝，但海巡機關執法本無假期，私梟趁隙

從事走私非法行為，不僅逃不過被逮的命運，相信

在海巡人員鍥而不捨，追本溯源的堅持下，加上團

隊協力合作，任何不法都難逃被繩之以法，而透過

此案順利偵破，更成功展現了海巡署嚴打不法之

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案件成功，仰賴查緝隊全體人員不辭辛勞，戮力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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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日前接獲

情資顯示，臺中市沙鹿區某處大型鐵皮屋疑似有鐵

皮倉庫屯放大批私菸，經研判可能為犯罪集團從事

走私菸品處所，遂成立專案小組持續深入追查。起

初專案小組前往線報地點時發現為一大型資源回收

廠，廠內數名工人正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乍看下無

任何異狀。但在仔細觀察後，分析該資源回收廠地

理位置位於半山腰，位處偏僻，平日閒雜人等不會

經過，且道路方向只進不出，似乎有利私梟監控廠

外動靜。

專案小組遂對該資源回收場深入調查，果然嗅

出端倪，因該回收場門口及廠內均設有多支監視攝

影機，與常理不符，加上平時大型貨車進出載運資

文｜方富雄　圖片提供｜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菸毒偽裝加變裝
走私犯罪落法網

案件一　假回收、真屯菸　倉庫藏私終露餡

發現資源回收倉庫屯放大量私菸，專案小組隨即蒐證

源回收物品，可能是在掩護私菸進出，而回收廠另

一處設置貨櫃屋掛上販售檳榔之破舊招牌，此點更

讓專案小組大膽假設及合理懷疑，此回收廠藉地點

隱蔽性佳、交通便捷等優點，可在神不知鬼不覺狀

況下將私菸迅速搬運及出貨。

案經多次現地勘察後，專案小組等待機會，在

長期監控過程中，確實蒐得大量私菸進入資源回收

倉庫相關事證，遂向臺中地檢署聲請搜索票，於11

月11日趁回收廠工人聚集時，調齊人力持搜索票

前往查緝，果然查獲未稅香菸總計1,261箱又20條

（630,700包），全案依違反菸酒管理法送交臺中

市政府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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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MDMA 8.89公克、三級毒品K他命11.71公克、一

粒眠15.75公克、毒咖啡1166.39公克、複合毒品原

料46.15公克、毒咖啡原料1451.3公克及製造分裝

工具乙批。

上述二案由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所緝獲的菸、

毒案，證明了，私梟及毒販在犯罪手法上的改變，

海巡人員在應對方面，也必須有著更前衛的思維，

同時也凸顯了二者對國人造成的傷害不容忽視，尤

其是毒品會利用各種生活上的必需品偽裝混入，藏

於無形，且外觀難以分辨真偽，流通至市面上，將

嚴重危害國人健康及造成治安問題。未來查緝隊對

於打擊犯罪案件將更鍥而不捨追查，並持續秉持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信

念，為維護國人健康，盡一份

棉薄心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

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案件二　毒蟲藏、處處防　查緝人員揪不良

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

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信

念，為維護國人健康，盡一份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

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於駕駛座發現改裝密窩及查獲毒咖啡包與分裝工具

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自嫌犯身上查獲改裝之空罐、電池及各式毒品

時序轉換至另一案，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

機動查緝隊透過與線民接觸掌握可靠情資，稱有名

邱姓男子在自行駕駛之車輛內預藏大量搖頭丸、K

他命及一粒眠等毒品，準備販售圖利。基於執法確

信，積極偵辦前提，專案小組靠著鍥而不捨精神，

跟監、埋伏在邱嫌可能出現地點，經過一段時間明

查暗訪，終於在10月上旬發現邱嫌使用之車輛停放

於社區「集興宮」廟口前巷弄內，隨即派員埋伏於

現場守候嫌犯出現。

專案小組在對現場及附近地形環境作出完整分

析後，研判邱嫌應是居住於廟旁某一棟民宅內，隨

即展開跟監及蒐證，過程中發現邱嫌每日晝伏夜

出，且均前往高雄地區數處越南小吃部及KTV店，

每次停留時間僅短短數分鐘便離去，疑似提供毒品

予越南小吃部內小姐及客人開毒趴使用，專案小組

研判此即為邱嫌之販毒模式，在掌握邱嫌動態後，

見時機成熟，遂會同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於104年

11月2日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前往搜

索。到達現場時，邱嫌見狀欲開車逃跑，所幸專案

小組動作敏捷上前攔截。

專案小組從邱嫌身上查獲毒咖啡包乙袋、乙瓶

「3M玻璃去污劑」及二顆改裝電池，細查發現內藏

玄機，拆解後原來毒品藏置於內，且連其駕駛之自

小客車也遭挖空改裝。本案總計查獲一級毒品海洛

因3.51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29.5公克、二級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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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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4年7月間

接獲花蓮民眾檢舉，莊、林情侶檔涉嫌於花蓮瑞穗

鄉間販賣安非他命情資，經確認可信度後即會同第

八二、八三岸巡大隊、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等單

位組成專案小組展開偵查，並報請花蓮地檢署指揮

偵辦本案，在經過近二個月佈線、跟監及通訊監察

等多方面調查及蒐集充分證據後，於104年11月3日

在地檢署檢察官陳靜誼指揮下，前往花蓮市德安二

街當場查獲莊、林2人正進行毒品交易，並查扣一

級毒品海洛因4.94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8.72公

克、三級毒品K他命2.52公克。另於11月4日再度持

搜索票前往犯嫌住處起出一級毒品海洛因

22.10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06.30公

克等證物。

本案係專案小組於104年11月3日在

花蓮市德安二街執行夜間查緝勤務時，

發現莊、林2人為情侶關係，每週皆會

不定期乘坐臺鐵普悠瑪列車前往宜蘭提

取毒品回鄉販售牟利，於其住處更是

明目張膽與購買毒品的毒蟲交易，完

全視法律於無物。偵辦案件當日，專

案小組於2人所駕駛之休旅車周遭展

開部署，而當時他門正在與一名林姓

毒蟲買賣毒品，專案小組人員便鎖定

專案小組漏夜於嫌犯住處埋伏逮捕情形

情侶火車運毒交易
情蒐攔截免害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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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完成交易返回駕駛車輛之際，火速以偵防車攔

截，並控制車門，以防嫌犯開車衝撞。

此時情侶檔之莊嫌見有異狀，即拔腿狂奔，而

當日因天候不佳下雨，稍稍阻擋了偵緝工作的難

度，所幸專案小組人員平日訓練精良，在關鍵時

刻，輕易便突破阻礙，很快追上莊嫌，並將其壓制

在地。後續專案小組帶著莊、林2人及所扣押之相

關證物至其住處搜索，過程中一度無任何斬獲，但

專案小組發現廚房邊一間臥房門窗上鎖，覺得可

疑，便要求林女開啟房門，但林女辯稱該房為姪女

居住，因尊重隱私，不便開啟，在雙方一陣迂迴攻

防後，專案小組突破其心房，終於順利查獲毒品相

關事證。

本隊針對嚴重危害社會之毒品犯罪查緝向來不

遺餘力，也成功將藐視法律的販毒情侶檔逮捕，進

而阻絕大量毒品危害花蓮鄉間純樸居民，此毒品案

亦為花蓮地區近來罕見之毒品案件，在專案小組的

努力下，有效保住花蓮這一方淨土安寧，同時彰顯

本署打擊犯罪決心，也呼籲社會大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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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林女住處起出販毒相關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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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益璋　圖片提供｜連江機動查緝隊

104年10月25日天剛破曉，臺灣雲林地檢署吳

文城檢察官指揮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連江

機動查緝隊，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於雲林、嘉義地

區破獲販賣第一、二級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

集團。本案從103年下旬佈線迄今共查獲第一、二

級毒品毛重1910.17公克、制式（改造）槍械4枝

及子彈206顆。而為秉持「阻絕源頭」原則，本隊

亦將案件朝向海岸（域）發展，過程中意外發掘該

不法集團長期針對國內外籍勞工階層，以其居無定

所，不易遭緝等特性，利用外勞販賣毒品，不惜犧

牲他人健康及剝奪工作辛勞所得，極為可惡。因

此，本隊在查緝毒品同時，仍不忘兼顧受害外勞權

益，立即規劃分案偵辦，期將嫌犯一舉成擒。

本案在會同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等相關單

位，持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雲林斗

六市進行埋伏，並在查緝人員層層抽絲剝繭下，利

用清晨時段，伺機在不法集團所經營的檳榔攤外埋

伏守候，因當日適逢臺灣光復節假日，許多染上毒

品之外勞趁休假在檳榔攤外集結等候，此時見一名

嫌犯李○○出面與購買毒品準備販售之外勞接洽。

從目擊過程到購買毒品結束，當下，查緝人員擔

心嫌犯是否又將更換販毒處所，若無法即時將其緝

捕，不曉得這些外籍勞工還要受毒品危害多久，而

嫌犯利用他們離鄉背景，無依無靠，竟使其染上毒

品惡習，不僅讓國家蒙上毒品氾濫罪名，其手法更

是令人髮指。

文文|蘇益璋　圖片提供｜連江機動查緝隊蘇益璋　圖片提供｜連江機動查緝隊

以小追大斷毒源

法眼發現
案外案

查緝人員在檳榔攤外埋伏，並監看外勞進行毒品交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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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數小時神經緊繃、全神貫注的等待，待

嫌犯出現檳榔攤前，查緝人員掌握時機，一湧而

上，瞬間將嫌犯壓制在地，並從其所騎乘之機車內

當場查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毛重18公克；另從所

經營檳榔攤內再查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公克、

吸食器及毒品分裝袋等相關不法證物。全案在參與

偵辦的查緝人員共同努力下，可謂成功圓滿，亦依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偵辦。

本隊雖然地處偏遠之外島地區，但每位外勤同

仁面對工作之奉獻精神與遭遇瓶頸所激發的奮戰態

度，絕不因任何時空因素而有所退縮，也秉持著

查緝案件「以小追大」之務實精神，來投入犯罪

偵防工作，此次的案件便足以證明，從案件中所發

現的細節，往往比表面所呈現的隱藏著更多真相，

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裏」，只要多點細心、多點

堅持，相信任何犯罪癥兆都難逃海巡查緝人員的法

眼。未來本隊也將藉由每一次案件偵緝的過程，時

時警惕、時時激勵，以有效宣示打擊犯罪之決心。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連江機動查緝隊）

分別於李姓嫌犯機車及住處查獲毒品與吸食器等不法證物

雙月刊2015.vol.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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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永榆　圖片提供｜彰化機動查緝隊

臺灣雲林地檢署指揮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在高雄市查獲

販賣槍毒不法幫派成員，並起出改造長短槍械4把、子彈20發及槍械工具

乙批，有效維護社會治安。彰化機動查緝隊於8月上旬接獲情資，指

稱南部地區有不法幫派份子平時以詐欺、販毒為業，常聚眾滋事，

且於10月上旬曾在高雄街頭與其他幫派成員發生槍戰，危害社會

治安甚鉅，據此，查緝隊開始著手佈線追查。

歷經二個月蒐整情資，確認時機成熟，立即報請臺灣雲林

地檢署朱啟仁檢察官指揮偵辦，並會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

局、豐原分局等單位成立專案小組，經連日跟監蒐證，於10月13

日凌晨4時許發現集團首腦吳○忠疑似至嘉義地區販毒，專案小組見

機不可失，便在申請檢察官同意後，於吳嫌住處外隱匿埋伏監控，待其

返回住處後，執行拘提及附帶搜索，當場於吳嫌身上查獲改造手槍2把、子彈

20發及三級毒品一粒眠共980顆。

鍥而不捨循線溯源
順利瓦解槍毒集團

臺灣雲林地檢署指揮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在高雄市查獲

發及槍械工具

月上旬接獲情資，指

稱南部地區有不法幫派份子平時以詐欺、販毒為業，常聚眾滋事，

月上旬曾在高雄街頭與其他幫派成員發生槍戰，危害社會

地檢署朱啟仁檢察官指揮偵辦，並會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

13

時許發現集團首腦吳○忠疑似至嘉義地區販毒，專案小組見

機不可失，便在申請檢察官同意後，於吳嫌住處外隱匿埋伏監控，待其

返回住處後，執行拘提及附帶搜索，當場於吳嫌身上查獲改造手槍2把、子彈

長久埋伏，終於查獲販售槍、毒集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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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緝獲吳嫌後，起初仍不認罪，但因小

組人員將近期蒐證之證據向其攤牌後，吳嫌自己難

以卸責，便全盤托出伏罪，並詳實交代槍彈、毒

品來源。另考量查緝案件破案契機稍縱即逝，查

緝隊也認為案件可能有其他潛藏線索，為掌握偵辦

時效，避免其他犯罪成員逃逸及相關犯罪證據遭湮

滅，遂不眠不休，連夜趕赴高雄西子灣埋伏伺機執

行查緝，終於在翌日凌晨6時，逮捕另一名王姓販

槍集團成員，同時從其身上搜出改造長槍及散彈槍

各1把；隨後更針對2人供述內容過濾清查，於27

日再查獲販賣槍毒集團薛姓首腦所擁有之全部改造

槍械工具及正在改造槍械半成品乙批與毒品安非他

命、一粒眠共約40公克，成功將該集團瓦解。

而105年正值總統、立委大選時機，專案小組

也研判，不法份子可能趁選前查緝人力吃緊時準備

大撈一筆，查緝隊更本著打擊非法、維護治安前

提，將查緝槍、毒列為重要工作事項，而本案在雲

林地檢署指揮之下，海巡署與警方通力合作，除了

成功瓦解販賣槍毒集團外，也著實發揮跨部會執法

效能，共同有效維護社會治安。中部地區巡防局呼

籲民眾：凡發現各項走私、偷渡不法情事，請打海

巡「118」報案專線檢舉，共同為社會治安盡一分

心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

從嫌犯住處起出改造槍械及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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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映潔　圖片提供｜第八二岸巡大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長濱安檢所人

員於104年10月15日15時執勤時，遇民眾詢問是否

可以採集附近砂石，當時值班人員仔細向其說明，

有關詢問事項，須透過申請且經政府同意才可從事

相關採集工作，當下該名民眾默默步出安檢所。熟

料，不一會時間，安檢所便接獲值班人員通知，

有民眾企圖盜採砂石，原來剛剛至安檢所詢問的民

眾，其實只是探路的幌子，欲藉機從事不法行為。

爰此，所長便率同仁立即於轄區內展開巡邏，

將可能遭盜採砂石的地區一一搜遍，果真在臺東縣

大峰泊區岸際目擊到一台小卡車駛入，且經過一段

時間觀察，未見卡車再從內駛出，於是斷定確為盜

安檢所人員發現盜採砂石民眾，上前盤查取締

盜砂竊土破壞生態
岸際嚴查絕不寬待

30



採砂石無誤，此時所長及同仁趨前盤查，當場發

現有2位民眾正在岸際用圓鍬及畚箕等器具盜採砂

石，由於盜採砂石數量龐大，未免衍生其他事端，

遂回報第八二岸巡大隊及通知安檢所內其他人員前

往支援。

等待支援同時，待命人員在旁錄影蒐證，並

一一檢視裝袋之砂石，此時大隊人員及司法組也至

查緝現場，進行偵查，並將滿滿裝載數十袋砂石的

卡車秤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重量竟高達1,629

公斤，已明顯違法超量，因此司法組人員將現場

人員逮捕，並帶回隊部偵訊。經司法組人員初步訊

問，盜採砂石民眾表示，當時盜採砂石的目的只是

為了建設鋪蓋自家花園，才會夥同另一名鄰居幫

忙，並澄清自己無任何販賣意圖。但本案仍將依刑

法320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

徒刑。」將民眾移送至臺東地檢署裁罰。

由於盜採砂石會加速海灘流失，並且破壞大自

然，且岸際砂石為國有財產，不得以機械器具撿拾

載運，如有需求應該主動向縣市地方政府申請，經

許可後，才可依法定重量及範圍採取砂石。第八二

岸巡大隊呼籲，勿因滿足一己私慾或貪小便宜而動

手竊取國土，造成岸際資源流失，讓環境不再美

麗，未來他們也將加強取締，民眾如有發現相關不

法行為，也歡迎撥打海巡118專線檢舉，一起共同

打擊不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二岸巡大隊）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二岸巡大隊）

清點蒐證砂石重量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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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巡防區

與內政部高雄港務警察總隊近期聽聞不法私梟分

子，心懷不軌欲進口中國大陸劣質農產品入境牟

利。鑒於劣質農產品嚴重危害食品安全並戕害國人

健康，遂協同共組專案查緝小組密切聯繫，並加強

執行港區及貨物安全檢查工作。

104年10月26日13時許，於高雄港第18號碼

頭管制站針對第五岸巡總隊列管注檢船隻，中華民

國籍雜貨輪「大○輪」實施安全檢查期間，與高雄

港務警察總隊第三中隊同仁，共同發現自金門料羅

港回運臺灣高雄港一只20尺散裝貨櫃，因該散裝貨

櫃外觀過新與當日同船載運貨櫃有明顯之差異，且

貨櫃內運送之廢五金中散發出一股撲鼻惡臭之豬便

味，針對此特殊異常狀況下，安檢人員立即通報專

案查緝小組前來支援。

清點數量並將其查扣

高雄商檢所安檢人員發現貨櫃疑似不法偽裝，立即蒐證

經專案查緝小組抵達現場後，立即攀爬上貨櫃

頂端，由上而下勘察時，發現在纍纍堆疊的廢五金

廢鐵豬便掩私蒜
岸巡港警共破案

文｜林政龍　圖片提供｜第五岸巡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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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隱約現有隔板、紅色網袋及一顆顆白色圓狀物

體，當下判斷疑似為中國大陸走私蒜頭，立即命貨

櫃業者將貨櫃落地，並深入詳查後，發現紅色網袋

所裝，確為劣質私運蒜頭，經清點後計有149包，

每包約十八至二十公斤，總計約二千八百多公斤，

粗估走私蒜頭市價約新臺幣三十三餘萬元。

本案經查貨主為楊○○，隨即查緝小組人員循

線將其傳喚到案，楊嫌到案後供稱因看準中國大陸

蒜頭價格較低，於104年9月底以每公斤25元價格向

年籍不詳之王姓陸籍男子購得，並將該批陸方蒜頭

藏放在散裝貨櫃前段底層，再以鐵片、廢鐵覆蓋，

另外為避免查緝人員聞到大蒜味，故在每包大蒜外

層塗抹豬便，希望藉此方式走私入境，欲於得逞後

偽冒為臺灣蒜頭再以高價出售，牟取暴利。

本案之所以能成功，除仰賴第七巡防區所屬高

雄商檢所現場安檢人員，利用平時所累積查緝貨櫃

之經驗及敏銳的觀察力，於安全檢查期間發覺不法

跡證外，更歸功於第七巡防區所屬單位平時與高雄

地區查緝單位密切配合及情資共享下，才進而於中

華民國籍雜貨輪「大○輪」所載運貨櫃之廢五金中

發現走私中國大陸蒜頭，並依懲治走私條例移送地

檢署偵辦。

由於臺灣地區四面環海，許多物資及商品需依

靠海運才可運送流通，且高雄港更為臺灣本島與澎

湖、金門及馬祖地區貨船往來之港口，私梟集團利

慾薰心，竭盡各種手段從事走私不法活動，且中國

大陸農產品如劣質香菇、花生與蒜頭，通常沒有很

好的保鮮處理，甚至有產生霉變的可能性，而這些

未經檢驗的農產品，也可能對人體呼吸系統與器官

造成重大危害，私梟集團為牟取暴利不惜危害國人

健康，若不全力杜絕，恐衍生更大危害，所幸此次

海巡署所屬單位與港務警察總隊情資共享，專案查

緝小組以團隊合作之精神，縝密研析情資，遂能發

現不法跡證，使案件終能順利偵破，也成功展現行

政部門跨機關合作之精神。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進行貨櫃淨空，果然發現大批走私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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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為強化海事搜救規劃作業能力，提升海

上搜救效能，特邀請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機

動輔訓團（MTT）來臺，針對海難搜索規劃、協

調以及搜索模式進行訓練，學習海難發生初期之應

處、漂流計算、搜索規劃、搜索區域描繪、搜索模

式選擇、協調聯繫等計畫作業與決策、風險管理以

及公共關係處理等相關事項職能，期能培育海難搜

救專業種籽教官，並擴大訓練成果，以納入未來年

度訓練流路。

此次訓練課程仰賴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

彭冠昇先生居中協調，順利邀請美國海岸防衛隊

（USCG）史考特．彼得斯（Scott Peters）上士、

約翰．羅賓斯（John Robbins）、雪莉．利多菲

爾（Cheryl Littlefield） 、傑瑞米．強生（Jeremy 

Johnson） 士官長等4位教官，也特別邀請菲律賓

海巡署索地樂羅沙（Antonio B Sontillanosa Jr）少

校、柯羅瑪（Jonathan A Coloma）上尉、馬來西

亞海事執法署阿杜拉（Khairol Anuar Abdullah）及

沙德（Muhammad Suffian Eldin Saad）上尉外籍

學員共同參與訓練，促進雙方機關之國際友誼，更

擁有難得的學習與分享彼此搜救經驗與制度機會。

該署常務副署長鄭樟雄也在開訓典禮致詞時向

獲邀出席的人員致意，同時表示海上搜救規劃、協

調與執行之良窳，關乎海上人命救援之成敗與否，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採訪翻譯｜洪政儀、楊献璋

美國海岸防衛隊機動輔訓團專訪

「借鏡專業訓練、
提升搜救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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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國海巡機關共同的使命與責任，海巡署為提升

海上搜救專業能力，除近年來陸續邀請USCG機動

輔訓團教官來臺教授相關海事課程外，也曾派員至

USCG參加海事搜救規劃（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Planning）的課程，並引進美國海岸防衛隊

所使用的「搜救優選規劃系統」；而近幾年來成功

執行「海研五號」科研船等海上救難案件，已展現

提升救援成果與專業能力，更說明該署對於海上人

命救援之重視。

鑒於美國海岸防衛隊為世界上先進海巡機關，

有許多專業知能與制度可供學習，鄭副署長也希望

本刊利用授課空檔向教官們進行專訪，希望汲取

他們的海事搜救知能與經驗，使學員及所有海巡

同仁都能得到滿滿收穫。在進行採訪過程，我們

先簡短的了解教官們個人專長，如雪莉．利多菲

爾（Cheryl Littlefield）專長救援規劃與通訊、傑

瑞米．強森（Jeremy Johnson）專長救援規劃與

搜救優選規劃系統SAROPs（Search and Rescue 

Optimal Planning System）的使用、史考特．彼得

斯（Scott Peters）專長海上操船，執行相關搜救、

執法工作、約翰．羅賓斯 （John Robbins）主要專

長為航海操船，而4位教官的共通點都是在海難搜

救工作上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且參與過大大小小案

件次數超過千件，在案件上的應變、案發現場燈光

受訓學員與教官互動及上課情形

35

雙月刊2015.vol.78
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file



訊號及人工計算海上遇險漂流方面，具有高度的敏

銳度及判斷力，他們也特別利用這個機會，把自身

所累積的經驗分享給海巡同仁： 

1.  採行標準化之搜救規劃與執行，使參與救援

人員具備共同搜救知能，了解現場狀況，俾

利提升救援效能。

2.  訂定明確政策，建立單一窗口，並充分授權

各層級，讓案件指揮系統能完整發揮。

3.  強化現場協調官知能，並增進現有SAROPs

系統，導入海上風流資料，可更精準達成搜

救任務。

約翰．羅賓斯
John Robbins 傑瑞米．強森

Jeremy Johnson雪莉．利多菲爾
Cheryl Littlefield 史考特．彼得斯

Scott Peters

此次受訪之美國海岸防衛隊機動輔訓團專業教官

海洋總局主任秘書姚洲典（左圖）及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執行長施義哲（右圖）主持結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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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結訓∼教官頒發結訓證書給國外及本署學員

4.  執勤過程透明公開，面對民眾時需誠實將所

有搜救進度告知，減少誤會產生。

5.  針對各項搜救案件進行分析，不以成敗究

責，而是透過深入檢討，精進搜救方式。

6.  協調溝通極具挑戰，建議強化教育訓練，使

執行案件時各指揮、規劃、執行層級人員均

能適任。

7.  適時為團隊注入新血並設計課程培訓，讓新

進人員能快速進入狀況，取得應有資格，才

能承擔責任。

學習課程時間雖然短暫，但教官們所展現的海

難搜救專業知能，讓所有參與的學員都留下了深刻

印象，而我們也向受訓人員詢問，大家都表示藉由

課程內容，不僅學習到USCG搜救組織架構、任務

執行的風險評估與管理，及最重要的搜索區如何規

劃、繪製、執行。而讓他們印象最深刻就是與不同

國家學員的交流，在短短期間，將平日執行搜救工

作時所遭遇的問題，透過教官提點及互動，得到解

惑，這樣的氛圍，讓每個人感到窩心，也為彼此建

立難忘的情誼。同時我們也將學員們對於課程的建

議，歸納供讀者及海巡同仁參考：

1.  建議參考USCG之救難裝備，增購適合我國

使用的裝備，並且能定期編列經費汰換。

2.  空中救援速度、搜索範圍及克服惡劣天候等

能力，均優於海巡艦艇，建議增加適合救難

用之空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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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夜間搜救受限於視線、天候影響，搜救人員

無法利用雷達搜尋，建議強化相關設備，以

利提升遇險人員獲救機會。

4.  建議結合USCG規劃救難搜索區域電腦軟

體，使搜尋工作能迅速、正確規劃出區域，

達到裝備預期結果。

二週的訓練課程，透過不同國家學員相互交

流，除可促進搜救經驗、架構的分享與交流外，亦

能提供較佳的思維與觀點。學員們也希望透過學習

搜救相關知識，可以幫助未來在建立案件指揮協

調系統時，使各搜救單位有共同的應變指揮概念與

架構。其實每當有海難搜救案件發生時，海巡人員

總是搶在第一線執行搜索勤務，但臺灣海域實際狀

況，包括海流、潮汐、水文狀況及臺灣漁船等各類

船型對風壓差造成偏移的影響，都對於規劃搜索區

域有很大的難度及挑戰，尤其是當失蹤對象，未在

規劃區域內出現時，該當如何？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訓練課程特別邀請USCG

教官們來臺灣授課的原因，正是期望所有學員透過

學習提升搜索區域規劃能力，充分利用科學數據

及方法，配合現有搜尋能量，加以應用在實務工

作上，增加搜救尋獲的機率。海巡署海上搜救能量

向來不遜色於其他國家，尤其是近年來，「海研五

號」科研船成功救援案例，確實讓外界感受到該署

紮實的海上救難應處能力，若所有參與訓練的種籽

教官，把所學帶回單位驗證，將能有效發揮海上搜

救能量，防止海難憾事再發生。

二週訓練完成，全體人員合影留念，成功促進雙方機關國際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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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暨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案頒獎典禮，

於11月11日在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

堂舉行。行政院院長毛治國親自蒞臨頒獎及致詞。

此頒獎活動主要意義在表揚公務人員對國家社會之

貢獻，激勵士氣及鼓勵公務人員對於機關業務主動

提出改進建議，以提升行政效能與為民服務品質，

行政院爰訂定模範公務人員及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

議制度等2項獎勵措施，以選拔具有創新及突破能力

之績優公務人員及表揚機關創新變革之提案。

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澎湖海巡隊小隊長蔡

鈞祐工作表現及績效優良，受機關推薦獲選104年

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另值得一提的是，該總局為

捍衛漁權，於103年突破傳統作法，以「齊心護蟹

共攜手、創造三贏展效能」主動作為，先就西北海

域蟳蟹季，在漁汛期前與政府機關及漁會（民）團

體溝通聯繫，傾聽民意正面積極回應，並擴大全面

執行護漁，成功創造漁民、漁政、執法三贏，成效

卓著使民眾有感，深受各界讚揚及媒體報導，成功

樹立廉能政府典範，終獲評為參與及建議制度優等

獎，由總局長龔光宇率相關人員出席領獎。

無論機關或個人，獲獎不僅是殊榮，也象徵著

責任更加重大，也唯有兩者相輔相成才能發揮更大

的能量，創造更好的績效與個人價值。基此，本刊

也特別透過當選事蹟介紹及邀請當事人經驗分享，

讓全體海巡同仁及讀者能一窺其成功秘辛，以下為

蔡小隊長當選事蹟：

小隊長蔡鈞祐
當選104年模範公務人員事蹟簡介
及經驗分享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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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研五號沉沒，急馳救援行動

103年10月10日執行海研五號沉沒救

援案，利用精湛船藝冒10級以上風浪，攀

爬救生網至舷邊及跳至救生艇救人，充分

展現海上搜救專業技能，維護落海人員生

命安全，成功救起11人，救援措施得宜，

確有重大貢獻。

二、堅實護衛海疆，保障漁民權益

（一） 103年9月30日蔡員實施取締越界

大陸漁船登檢作為時，遭遇船老大

持鐵器及滅火器攻擊，其以徒手制

止並移送偵辦，同時裁處罰鍰50萬

元，其英勇及堅毅作為贏得各界民

眾的讚許與支持。

（二） 101年至103年，執行驅離大陸漁船計205艘，帶案

行政罰鍰計25艘，裁處罰鍰金額達525萬元整；其

維護海洋生態資源保育、保障漁民權益不遺餘力。

三、捍衛海洋資源，落實生態永續

103年3月27日蔡員查獲高雄籍「朝○號」漁船拖網

通電捕撈魚蝦，嚴重破壞海洋生態資源，對生態保育貢獻

良多。

事蹟簡介雖短，但每一次的任務執行，卻是蔡小隊長

用生命換回來的，還記得103年10月，我們曾經因為海研

五號一案，遠赴澎湖進行專訪，此次更藉他獲選模範公務

人員時機，請他分享個人心得，在談及當時執行救援案件

過程，蔡小隊表示因為擔心遇險者害怕恐懼而喪失獲救機

會，所以毫不猶豫，以身犯險親身示範跳船動作，加上同

仁們都能以「同艇同命」的精神，誓死達成交辦工作，讓

他相當感動。對於此次自己獲獎，他和家人都感到相當開

心，也覺得能獲得這項殊榮，功勞絕非個人所有。

他也感謝因為有總局及隊上長官的支持與同仁無私的

付出，讓自己能放手一搏。最後，他也給一樣堅守在海巡

工作崗位上的同仁建議，成功的不二法門在於無私奉獻

及同時提升個人專業能力和企圖心，兢兢業業做好每份工

作，並且：「凡事與時間賽跑、勇於接受挑戰、熱心服務

民眾、重視團隊合作」，如此才能讓外界民眾對於海巡工

作「有感」，並且獲得「認同」。

（本文照片由人事行政總處及海洋巡防總局提供）

行政院院長毛治國（圖左）頒獎予總局長龔光宇
（圖右）

家人永遠是蔡小隊長工作前進的動力

小隊長蔡鈞祐（圖右）接受行政院院長毛治國
（圖左）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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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教育訓練中心邱瑞讀

壹、前言

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教師是過去與未來

之間的一個活的環節，它的事業從表面來看雖然平

凡，卻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業之一」，而教育的根

本在於師資，本文希望藉由探討教官甄選機制及與

各相關單位之比較，作為本署辦理教育訓練精進參

考借鏡，以提升教育訓練成效，蘊育優質海巡人才。

貳、教官職掌功能

一、教官職掌內容：

教育訓練中心教官負責本署各類班隊海巡專

業、法律、體技與武器等課程設計規劃、教案編

審、試講試教、授課實施、學術研究及受訓人員階

段、期末鑑測等事項，具體而言教官職掌功能可歸

納為下列六大面向：

（一）擬定目標激發動機。

（二）課程設計實施教學。

（三）階段測驗成效評估。

（四）結合實務研究創新。

（五）在職進修與時俱進。

精進教官甄選機制
提升海巡人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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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激發潛力儲備人才。

二、教官具備條件：

教官應擁有豐富的實務工作經驗與教學熱誠，

必須能夠發展出將困難複雜的課程內容，以簡明扼

要方式來表述說明的能力，藉以將知識傳達給受訓

學生（員），並且激勵其奮發向上，因此個人認為

教官應具備條件如下：

（一）教學課程設計。

（二）課堂講解能力。

（三）生動教學方法。

（四）親自示範及耐心指導。

（五）端正正向形象。

（六）豐厚學養及實務經驗。

三、教官編制及現員：

目前教育訓練中心教官由教官一組及教官二組

編成，編制計有組長2員、主任教官5員、教官10員

計17員。現有人員分駐於至善、海湖及興達營區，

計有組長2員、主任教官3員、教官9員，共計14員

（1員職訓），年訓額1,773員，師生比為1:127。

學歷 碩士 碩士就讀 學士

人數 9 4 1

證
照
項
目

體
育
署
審
甄
人
員

救
生
教
練

C
級
游
泳
教
練

B
級
游
泳
教
練

水
上
救
生
員

心肺復甦術及自
動體外去顫器
（CPR&AED）
指導員

基本創傷救命
術（BLS）指
導員

初
階
潛
水
員

進
階
潛
水
員

救
援
潛
水
員

基本救護
EMT1

動
力
小
船
駕
駛
執
照

輻
射
證
照

人數 2 4 4 3 10 9 4 6 6 6 9 12 8

特色 目前具有緊急救護及游泳救生證照發證能力。

四、教育訓練中心教官素質分析：

五、目前工作概況：

（一） 教育訓練中心年度班隊12類班次，大部分專

業、法律、體技、通識課程均由編制教官授

課，故每位教官均須兼具這四項課程授課能

力，以103年為例，教官授課時數共計8,066

小時，並針對授課內容，每年更新修編教

案，供學員未來工作參考使用。

（二） 配合執行海巡人員體技能、救護，鑑測、認

證等事宜。協助中心班隊自行發證等訓練，

104年4月開辦至今，共計簽發開放水域救

生員53員、救生教練54員、C級教練23員、

CPR & AED 435員證照，目前持續辦理中。

參、教育訓練中心教官甄選作法

一、甄選資格：

（一） 應依教育訓練中心教官甄試資格評定表評定

分數，並對照個人官（職）等符合下列資格

標準分數以上者，始得參加甄試：

1.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中校，資格標準

八十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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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薦任第七職等或少校，資格標準七十三分。

3.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或上尉、中

尉，資格標準六十五分。

（二） 海巡研究班與軍官正規班結業總成績達全班

總排名前三分之一或八十分以上。

二、實施方式：

教官甄試各項成績核計採百分記分法，計算方

式如下：

（一） 成績區分書面審查及試講試教兩部分，各占

百分之五十。

（二）教官甄試總成績達八十分以上為合格。

三、新任教官訓練：

新任教官到職日起三個月內，實施綜合性新任

教官訓練及考核，考核總成績經評定甲等以上者為

合格。訓練項目區分如下：

（一） 集中講習：為期3日，由教官科科長、主任教

官及資深教官就專業學識及授課經驗施講。

（二） 教案編纂：為期2週，依新任教官專長指定

科目編纂，指派主任教官及主課教官個別指

導，期程結束日繳交。

（三） 隨堂聽課：由新任教官旁聽主任教官及資深教

官課程，並就授課內容及教學技巧撰寫心得。

（四） 專題研討：為期3週，依新任教官專長指定專

題撰寫，字數不得少於二千字，並指派主任教

官及主課教官個別指導，期程結束日繳交。

四、單位特色：

（一） 教官適任證書有效期限3年，期滿未調任教

官者，取消其儲備教官資格。

（二） 新任教官到職日起3個月內，實施綜合性新

任教官訓練及考核，考核總成績經評定甲等

以上者為合格，連續兩次不合格者，調離教

官職務。

肆、 教育訓練中心與相關訓練單位教官甄選
方式比較

為瞭解其他相關訓練單位教官甄選方式與本署

教育訓練中心之異同，本文摘錄陸軍步兵學校及警

察大學教官甄選方式，並試比較其差異如下：

一、陸軍步兵學校：

（一）甄選資格：

軍官正規班或基礎教育結訓成績須達前二分

之一或結訓成績綜合評鑑為80分以上。

（二）實施方式：

先實施筆試合格者始可參加術科考試（教案

編撰、試講試教），成績均須達80分以上為

合格標準。

（三）教官編組：

上校總教官以下區分四組，分戰術、兵器、

一般及特殊專業組，各組為上校或中校組

長，下轄主任教官及教官約10-12員，每年約

訓練6,000員學生，師生比1:29。

（四）教官培訓：

1.  納編調任教官者須實施新任教官訓練，依各

專長實施專業訓練，完成後考量個人能力選

擇擔任授課教官或幕僚職務。

2.  新進教官為一般教官，一般教官將資格及符

合所定之專業課程著作或論文，由審查會審

查；審查合格者轉為專業教官，3年內未轉

任專業教官者即實施輪調。

（五）單位特色：

1.  廣儲教官能量，在人員於軍官正規班受訓期

間，即實施觀察選優甄選人才。

2. 研發教案準則或專業相關新技術供全軍使用。

二、中央警察大學教官甄選：

（一）甄選資格：

教官分為警察、消防、水上（海巡）學術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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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教官；其官等分為警佐、警正、警監。

1. 學術教官：

曾任警察、消防、海巡機關之行政或教育工

作三年以上，著有成績，並有警察、消防、

水上（海巡）專門著作經審查合格者。

2. 體技教官：

曾任警察、消防、海巡機關之行政或教育工

作三年以上，並取得與任教科目相符之中華

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且具有相關國際體育運

動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亞、奧運體育

運動團體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團體核發B 級或

省（市）級以上之有效運動教練證；該科目

未有核發B 級運動教練證，已取得教育部承

認之團體核發乙級以上之有效運動教練證。

（二）實施方式：

學術教官將資格及專門著作或博士學位論

文，但應符合各校所定之警察專業學、術科

訓練課程，由內政部設教官資格審查會審查

之；審查合格者發給證書。

（三）教官編組：

體技教官由警監組長以下區分射擊、綜合逮

捕術、摔角、柔道等約50多員教官，每年訓

練約1,500員學生，師生比1:30。

（四）教官培訓：

學術教官同一般教授升等制度；體技教官於

擔任兼任教官期間需取得A 級或國家級以上

之有效運動教練證，始可升等專任教官，專

任教官無任期制。

（五）單位特色：

1.  初聘兼任教官，須經試講評審委員會評審合

格後，送交遴聘審核會議審查，試講成績以

75分以上為及格，並須填列優缺點。

2.  另初任體技教官須擔任3年以上助教始可兼

任教官。

3. 專門著作或專業技術可供單位參考運用。

三、綜合分析：

（一） 教育訓練中心規定適用軍警文身分，陸軍步

兵學校教官甄選規定與三軍各軍種相同，警

察大學甄選規定與警察及消防單位相同。

（二） 以上述三者相較，以警察大學初聘教官須經

試講委員會評審及遴聘會議審查過程較嚴

謹，陸軍步兵學校實施筆試測驗則可驗收本

職學養。

（三） 三者相較，以教育訓練中心教官編階及人數

較低，師生比最低（1:127）。

（四） 三者相較，以教育訓練中心新任教官培訓機制

最為健全，陸軍步兵學校輪調機制最為嚴格。

伍、建議事項

一、區分甄選來源，提高師資素質：

甄選教官資格區分為學科及術科教官，學科教

官每年於海巡相關期刊至少發表一篇專論，並經審

查合格；術科教官擔任教育工作三年以上，並取得

與任教科目相符之海事訓練項目、中華奧林匹克委

員會、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

亞、奧運體育運動團體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團體核發

B 級或省（市）級以上之有效運動教練證，始可直

接參加教案審查及試講試教。

二、增加筆試測驗，嚴格擇優選才：

針對學科教官參照國軍增加海巡勤務、法規及

海洋專業學科筆試測驗，平均達80分以上，始可參

加教案審查及試講試教，以達選優目標。

三、因應組織改造，儲備發照能量：

目前教育訓練中心已積極儲備各項發證能量，

目前已具辦理CPR&AED、開放水域救生員、游泳

及救生教練證照訓練與簽證能力，未來結合組織改

造岸海合一，辦理各項海事訓練，經嚴格考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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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予各項海事證照，培育各項海事專長人員。

四、增加教官編制，提升教學品質：

因應訓練員額大增及組織改造需求，建議增加

教官員額，針對法律、勤務、查緝、體技、通識及

海事等不同海巡專業知識進行分工編組，將現有編

制17員教官，增加編制為35員，將有效提高教育訓

練中心師生比至1:51，提升教學品質。

五、遴選模範教官，激發教學熱忱：

為激發教官教學熱忱、肯定教學成效，建議比

照師鐸獎及本署模範海巡人員及廉潔楷模制度，訂

定模範教官評選機制，每年選拔模範教官，以激發

教官教學熱情，鼓勵其自主研究，發展創新。

六、落實輪調制度，紮根海巡基層：

教官宜定期與基層單位交流，帶入嶄新觀念，

礙於教育訓練中心專業認證小組成員須長期養成且

具相關證照，培育不易。建議可規劃勤務教官定期

內外交流輪調，調任人員並優先遴派為適階幹部，

同時因應組織改造，實施岸海人力資源相互調用，

以發揮整體教育綜效。

七、接軌國際事務，儲備外語人才：

因應釣島爭議及南海紛爭，本署亟需涉外事務

專業人才，教育訓練中心除加強學員語文訓練外，

建議更應積極開辦英、日、印尼及越南等語文專長

訓練班隊，以儲備外語人才，與國際事務接軌。

陸、結語

美國管理學大師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

曾在《從A到A+》書中，提出「讓對的人上車，錯

的人下車」的主張，成為許多企業尋找優秀人才的

原則。對照本署教官甄選機制，什麼是對的人？要

怎麼做才能找到他們？又該怎麼做才能讓錯的人下

車呢？單位用人必須考量所需的知識、技術、能力

及特質，選擇適當的甄選工具，作出正確的甄選結

果。遴聘優良師資，協助學員專業成長，落實學術

研究與發展，培育出具有品格操守、人文素養、專

業學識且能終身學習的專業師資，使海巡人員貫徹

「實是求事」的精神，提升海巡人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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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世明

壹、前言

「非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

ed and unregulated，IUU）漁捕行為」是近年來公

海漁業管理所面臨最嚴重的挑戰之一。IUU漁捕行

為造成魚類資源的枯竭，並破壞海洋生物之重要棲

地，危及海洋資源之生物多樣性，使得許多依賴海

洋維生之國家，特別是小島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人民之生計也受到嚴重之影

響。此外，IUU漁捕行為亦破壞了國家與區域層級

在執行養護與管理海洋漁業資源之努力，並阻礙全

球各國達成許多國際漁業文件所訂定之續發展的目

標。1

為解決此一問題，聯合國糧農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於2001年3月2日通過了「預防、嚇阻與消除

非法、無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捕行為國際行動計畫」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POA-IUU）。2隨後，FAO又於2005

年通過了「對抗 IUU漁捕行為港口國措施範本機

國際漁業法層面處理
IUU漁捕行為之近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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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Model Scheme on Port State Measures 

to Combat 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簡稱「範本機制」），並於2009年再度

通過「預防、嚇阻與消除非法、未報告與未受管制

漁捕行為港口國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Port 

State Measures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簡

稱「港口國措施協定」），嘗試利用「港口國」這

個在公海漁業管理中新的法律主體，成為對抗IUU

漁捕行為之第二道防線。最後，FAO於2011年5月

再度召開「船籍國效能技術諮商會議」（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Flag State Performance），聚焦

於發展評估船籍國效能之標準，以及若船籍國無

法滿足上述標準時可能採取之行動，並於2014年

通過「自願性船籍國效能指導方針」（Voluntary 

Guidelines for Flag State Performance，以下簡稱

「指導方針」）。3 

本文之目的在於檢視國際漁業法層面近期在

處理IUU漁捕所通過之各項作為，針對包括2001

年IPOA-IUU、2005年FAO「範本機制」、2009年

「港口國措施協定」及2014年「指導方針」等文件

之通過歷程及相關規範進行介紹與分析。

貳、 非法、無報告與不受規範漁捕國際行動
計畫

IPOA-IUU之緣起可回溯至1995年責任漁業

行為規約（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以下簡稱「規約」）之通過。在「規

約」之背景與達成永續漁業之整體目標中，IUU漁

捕行為在全球漁業中被認為是一個嚴重且逐漸受關

切的議題，因為IUU漁捕行為會破壞所有捕撈漁業

在養護與管理魚群上之努力，國家及各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亦無法達成其管理目標，進而導致短期與長

期社經機會之損失及對糧食安全與環境保護之負面

衝擊。然而，因缺乏政治意願、優先性、履行能量

與資源去批准、加入與執行，現有處理IUU漁捕行

為之國際文件並無法產生其預期效果。

為此， 1 9 9 9年所召開之FA O漁業委員會

（Committee on Fisheries, COFI）第23次會議

中，各國開始關切IUU漁捕行為所產生之議題，特

別是近期大幅增加之IUU漁捕活動多由權宜置旗漁

船（fishing vessels flying flag of convenience，

簡稱「FOC漁船」）所造成。隨後，FAO在同年

所召開之漁業部長會議中，宣示在不損及國家在國

際法下所享有之權利與義務下，FAO將發展出一份

全球行動計畫，藉由透過國家、FAO、區域漁業管

理組織及聯合國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在內等其他國際組織間之努

力，用以有效處理包括FOC漁船等所有類別之IUU

漁捕行為。4

2000年5月，澳洲政府與FAO合作，於雪

梨舉行「IUU漁捕行為專家諮商會議」（Expert 

Consultation on IUU Fishing），用以討論此一行

動計畫之相關事宜。隨後，FAO「IUU漁捕行為

技術諮商會議」（Technical Consultation on IUU 

Fishing）於同年12月在羅馬舉行，並於2001年2月

所舉行之第2次技術諮商會議中通過了「IUU漁捕

行為國際行動計畫」草案。2001年3月，該草案於

COFI第24次會議以共識決獲得通過，並於同年6月

FAO第120次理事會（Council）中得到批准。5

I P O A - I U U之本質屬於國際法下不具法律

約束力之「軟法」，在內容上共分為「前言」

（Introduction）、「IUU漁捕行為之本質與範圍以

及本國際行動計畫」（Nature and Scope of IUU 

Fish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目標與原則」（Objective and Principles）、

「預防、制止與消除 IUU漁捕行為措施之履行」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Prevent, Deter 

and Eliminate IUU Fishing）、「開發中國家之特

殊需求」（Special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報告」（Reporting）與「FAO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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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Role of FAO）等部分。由上述標題可知，

IPOA-IUU之內容涵蓋甚廣，依序規範所有國家、

船籍國、沿海國、港口國、市場國、區域漁業管理

組織及FAO等主體在IPOA-IUU下之責任。此外，

IPOA-IUU之內容亦納入國際漁業法律文件中許多的

重要元素，故其履行與解釋亦應符合該等法律文件

一致。換言之，IPOA-IUU並非一份全新的國際漁業

文件，而是集當時國際漁業法律體制中重要元素於

一身之文件，目的係預防、制止與消除IUU漁捕行

為之發生。

參、 FAO「範本機制」及「港口國措施協
定」

為了促進IPOA-IUU之履行，FAO於2002年

11月在義大利羅馬的FAO總部與 IMO一起召開

「檢視對抗 IUU漁捕行為港口國措施專家諮商會

議」（Expert Consultation to Review Port State 

Measures to Combat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會中，與會專家澈底檢視

對外籍漁船可以採取之各項港口國措施，以及討論

能被納入一份區域性了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之要素，包括進港

（Access to ports）、檢查（Inspection）、進港

之事前通知（Prior notice of port access）及制裁

（sanctions）等，並認知到這樣的一個MOU是強

化責任漁業管理一個重要且有效的工具。會後，該

會議並建議FAO繼續召開一個技術諮商會議，處理

建立該MOU之原則與指導方針。6

為此，FAO於2004年8月召開「檢視對抗IUU

漁捕行為港口國措施技術諮商會議」（Technical 

Consultation to Review Port State Measures to 

Combat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處理關於港口國在對抗IUU漁捕行為時

所扮演角色之實質議題，以及建立區域性MOU之原

則與指導方針。7該會議通過了「範本機制」，並於

2005年所舉行之COFI第26次會議中決議。值得注

意的是，會議中強調「範本機制」之本質為「自願

性文件」，亦即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軟法。8 

除前言外，「範本機制」還包括「一般」

（General）、「檢查」（Inspections）、「行

動」（Action）、「資訊」（Information）和「其

2015年4月於南韓釜山舉行之印度洋鮪魚委員會（IOTC）第12屆紀律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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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Other）等5個部分，以及5個附件。該文件

中建議港口國措施之國際最低標準，並呼籲FAO應

建立一套港口國措施之資料庫，作為FAO與其會員

協商對抗IUU漁捕行為之用，以及提供各國在執行

港口國措施時之指導方針。經檢視其內容後，發現

用以對抗IUU漁捕行為的港口國措施之基本架構與

執行細節均已清楚條列，除明確定義適用港口國措

施之對象及地點外，同時亦提供一套指導方針供港

口國在履行港口國措施時之參考。雖是如此，由於

該機制係屬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軟法，在履行上仍需

依賴港口國本身之意願。因此，雖然港口國措施在

對抗IUU漁捕行為上已逐漸被認為是一項有效的作

法，但是否應該將這些措施存在於一份具法律約束

力之國際文件中仍未有共識。

在「範本機制」通過之後，聯合國大會於2005

年通過決議案，除了認可強化港口國措施以對抗

IUU漁捕行為之需求外，也鼓勵各國在國家與區域

層級應採行「範本機制」，適當時並應考慮為此發

展一份具法律約束力文件之可行性。9隔（2006）

年，聯合國大會再度通過決議案，更進一步地鼓勵

各國在適當時應儘快於FAO體制內，基於「範本機

制」與IPOA-IUU之內容與規範，為港口國措施之最

低標準發展一份具法律約束力之文件。10

為此，COFI於2007年所舉行的第27次會議

中，首度將「透過監視、控制與監控（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MCS）、港口國措施及

其他方式對抗IUU漁捕行為」列為議程之一，各國

除認知到港口國措施之急迫性外，並強力支持挪威

基於「範本機制」所發展的協定草案。11為因應上

述決議，FAO於2007年9月及2008年6月分別在美

國華府及FAO羅馬總部召開專家諮商會議及技術

諮商會議。前者主要討論協定草案之內容、架構與

形式；12後者則是對協定草案進行逐條、逐字之檢

視。然而，後者會議只完成前言及第1條至第10條

條款，並未能完成所有協定草案條款與文字之檢

視。因此，FAO在2009年的1月、4月與8月三度重

新召開（resumed）技術諮商會議，以完成協定草

案之最終文字。13最後，該協定草案之最終版本文

字於2009年11月所舉行之FAO第36次大會中獲得

通過。

除序言（Preamble）外，「港口國措施協定」

還分為「一般條款」（General Provisions）、「進

港」（Entry into Port）、「港口的使用」（Use 

of Ports）、「檢查及後續行動」（Inspections 

and Follow-Up Actions）、「船旗國之角色」

（Role of Flag States）、「開發中國家的需

求」（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States）、

「爭端解決」（Dispute Settlement）、「非締

約方」（Non-Parties）、「監視、檢視與評估」

（Monitoring, Review and Assessment）與「最終

條款」（Final Provisions）等10個部分，共計37

條條款以及5個附件（Annex）。14協定最主要之目

標，即在避免由IUU漁捕行為中所捕獲之漁獲透過

港口國進入國際市場。在協定之規範下，外籍漁船

在進港前需事先提出申請，並在獲得港口國許可後

始得進港。港口國將依據國際最低標準進行一般性

之檢查，違反規定之船舶將被禁止使用該港口全部

或部分之設施。最後，資訊分享網絡亦將在該協定

之規範下予以創設。

分析發現，「港口國措施協定」的各項規範大

多與IPOA-IUU和「範本機制」之內容相同。唯一的

差別在於，前者為一具法律約束力之國際文件，後

兩者則為「軟法」。此一結果顯示，「港口國措施

協定」並非國際社會所新創之一份國際文件，而是

將存在數個「軟法」內之文字與規範納入「硬法」

中，期藉由對締約方產生法律約束力，確保港口國

措施能被更有效地履行。這樣的結果，除符合各國

原本對「港口國措施協定」通過之期望，也符合國

際法之規範。一般而言，國際法體制下之「硬法」

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架構，使締約方都必須要滿足

其法律上之義務。然而，也因為對締約方造成約束

力，使得各締約方在協商文本時變得更加謹慎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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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深怕自身之利益受損，故使得締約方間欲達成

最終之結果需時甚巨。因此，「硬法」一般而言無

法用以處理較為緊急之事項。另一方面，「軟法」

的缺點包括被認為是使得國際法系統產生不穩定，

以及只是在使法律在具有約束力前的一個中間步驟

而已。雖是如此，「軟法」卻較受到國際行動者之

偏愛，因為可以提供一個較有彈性及迅速的方式以

處理緊急議題。最重要的是，「軟法」使得國家間

能較容易的妥協，特別是各國在利益、價值及國力

有顯著差異時更是如此。15

此外，雖然港口國措施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嚇阻

外籍漁船在公海上從事IUU漁捕行為，但此一措施

並不適用在與港口國同一國籍之漁船。換言之，從

事IUU漁捕行為之漁船雖然無法在其他國家進行卸

魚或補給之行為，但回到自己國家之港口進行上述

行為卻不在此限。此一結果將使得港口國措施在對

抗IUU漁捕時將產生執行上的「真空」，特別是對

那些同時身兼遠洋漁捕國與市場國之國家。最後，

依據該協定第29條之規定，該協定在第25份存放書

存放至FAO秘書長後的第30日始正式生效。由目前

「港口國措施協定」在通過6年後仍僅有13個國家

批准的情況觀之，16該協定未來是否能如預期般地

發揮作用，仍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肆、 FAO自願性船籍國效能指導方針

在IPOA-IUU通過之後，國際間在處理IUU漁

捕行為時係以港口國為重心，所通過之國際文件亦

均與港口國措施相關。然而，在今日之公海漁業管

理制度下，船籍國仍負起管理漁船在公海從事漁捕

作業各種行為之最主要責任。依據FAO之資料，

IUU漁捕之根源主要就是因為船籍國對其所屬漁船

缺少有效的控制。某些國家在授權漁船懸掛其旗幟

之後，即不再負起國際法所賦予其監督與控制這些

漁船之義務。某些國家甚至在漁船取得懸掛其旗幟

後，從未提供這些漁船合法且適當的漁捕授權。換

言之，缺少對漁船之監督與控制，以其未給予漁船

合法與適當之漁捕授權，均是使得漁船從事IUU漁

捕行為而沒有受到處罰之主要原因。17為對抗公海

上仍然十分嚴重的IUU漁捕行為，船籍國盡其義務

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為此，FAO在2009年6月召開「船籍國效能專

家諮商會議」，聚焦於發展評估船籍國效能的各項

2015年6月底於厄瓜多惠夜基市（Guayaquil）所舉行之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ATTC）第89屆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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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及對付那些不符合標準之船籍國可能採行

之行動。2011年5月，FAO召開「船籍國效能技術

諮商會議」，用以檢視上述專家諮商會議之成果。

該技術諮商會議並於2012年3月及2013年2月兩度

重新召開，雖然有些國家對部分議題仍存有疑慮，

各國對於國際指導方針內各項規範與文字終於仍達

成共識。考量到此意文件屬於自願性之本質，會議

因此決議該文件之名稱為「自願性船籍國效能指導

方針」，並於2014年COFI第31次會議中獲得背書。

「指導方針」共分為「目的與原則之聲明」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Principles）、「適

用範圍」（Scope of Application）、「效能評估

標準」（Performance Assessment Criteria）、

「船籍國與沿海國間之合作」（Coopera t ion 

between Flag States and Coastal States）、

「進行評估之程序」（Procedure for Carrying 

Out Assessments）、「鼓勵遵約及嚇阻船籍

國之不遵約」（Encouraging Compliance and 

Deterring non-Compliance by Flag States）、

「在能力發展之視角下對開發中國家之合作與

協助」（Cooperation with and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States with a View to 

Capacity Development）及「FAO之

角色」（Role of FAO）等部分，並

包含了兩個附件。由內容分析可知，

該方針主要係適用於國家管轄權以外

之水域，即公海海域。雖然「指導方

針」亦得適用於船籍國或沿海國的管

轄水域內，但需獲得該等國家之事前

同意。換言之，各國在其管轄水域內對

應適用那些船籍國效能評估之措施與行

動，仍享有最終之決策權。然而，這樣

的設計有機會產生問題，那就是船籍國

效能評估之標準，在國家管轄權內、外

之水域可能有不一致之情況。可能的原

因在於國際法文件通常不涉入一個國家

的內部事務，以避免損及該國之主權與主權權利。

另一方面，大多數的國家或許尚未準備好要在他們

的管轄水域內接受「指導方針」之規範，為了求取

「指導方針」之通過才做出之妥協方案。因此，此

點是吾人未來需持續關注之處。

再者，「效能評估之標準」部分已提供許多效

能評估標準之措施與行動，這些措施與行動可大致

分為下列類別：1) 關於漁業相關人士之標準，包括

船東、船長及受益船東／船長；2) 關於船舶之標

準，譬如漁船資料、註冊程序、以及漁船紀錄等；

3) 國家應履行之行動，包括與其他船籍國之合作及

確保其所屬船舶不損及相關措施之效益；及4) 為漁

業管理設立行政與立法架構，包括一個主管的政府

機關、相關法律與法規命令、授權漁捕之體制及執

法體制等。從條款文字之內容觀之，本部分多僅是

原則性之宣示，而非如其他部分（譬如「進行評估

之程序」）明列詳細之步驟。可能的原因在於，進

行船籍國效能評估係屬船籍國的內部事務，而國際

法一般並不會跨過這條線而涉入國家內政事務。此

外，如果規範的太細節，也可能被誤解為船籍國已

2014年6月於斯里蘭卡可倫坡市所
舉行之印度洋鮪魚委

員會（IOTC）第

18屆年會及相關次委員會

52



經同意這些內容並願受其約束。因此，本部分才會

僅以原則性之內容出現，而不若其他部分加以明確

地細分。

伍、結論

由上述之內容，吾人可知國際間對於 IUU漁

捕行為之努力，自2001年IPOA-IUU之通過迄今，

已有14年之歷史。在作法上，IPOA-IUU要求船籍

國、港口國、沿海國與市場國均需要負起責任，共

同打擊IUU漁捕。此外，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亦應作

為區域層級之協調機制，使各國之努力不致於重覆

或產生落差（gaps）。隨後，港口國之作為被視為

是打擊IUU漁捕之新解決之道，在船籍國與沿海國

不願或無法提供更多作為的情況下，成為對抗IUU

漁捕行為之第二道防線，也才有「港口國措施協

定」之通過。雖然目前該協定仍未正式生效，但可

以預期地，在該協定生效之後，定能在某種程度上

嚇阻IUU漁捕行為之發生。

船籍國效能則是這些措施中最新的一個，因在

現行國際漁業法律體制下，公海漁業管理之主要責

任仍是落在船籍國身上。為此，「指導方針」建議

了許多措施，用以鼓勵船籍國在漁船的授權掛旗及

控制方面能盡到其國際責任與義務，譬如效能評估

標準、進行評估之程序及船籍國與沿海國間之合作

等。文件中亦提出鼓勵遵約及嚇阻不遵約之可能行

動。雖是如此，「指導方針」在本質上仍然是一部

「軟法」，在履行上仍需高度依賴各國的政治意

願，使其有效性受到高度質疑。儘管港口國措施之

發展成功地從屬於「軟法」的「範本機制」進展到

屬於「硬法」的「港口國措施協定」，但船籍國效

能是否也會比照港口國措施，從今日屬於「軟法」

之「指導方針」而能於未來進展到一個具法律約束

力之國際文件，仍未有共識。

最後，雖然「指導方針」已獲得通過，但國際

間對抗IUU漁捕行為之努力應不會就此停滯下來。

除了前述提過仍有機會針對船籍國效能通過一個具

法律約束力之文件外，其他IPOA-IUU所提及之國際

法主體，譬如市場相關國家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

亦有可能成為新的發展方向並通過相關措施，藉以

強化對抗IUU漁捕能力之全球規範。如果國際間有

共識照此方向努力，且每個主體均能滿足其在國際

法下之義務，將可大幅減低IUU漁捕行為之發生機

率。因此，其未來如何演進，值得吾人持續高度關

注。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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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泰廷

從各國實踐淺論
《海洋基本法》

壹、前言∼中國海洋發展報告介紹

「中國海洋發展報告」是中國大陸自2006年

起，每年對海洋事務發展所進行之綜合報告，各版

框架與結構大致相同，分別為國際海洋事務發展、

海洋管理、海洋經濟、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環

境與保護及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等篇章，而2015中國

海洋發展報告（以下簡稱2015海洋報告），因應

「一帶一路」政策之推展，則增加「建設海上絲綢

之路」專章，其餘章節架構仍與過往相仿，多年來

由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編撰，主編所長

高之國先生為聯合國國際海洋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法官，在國際海

洋整體戰略高度下，本書非僅侷限於中國大陸國內

海洋情勢發展，對於周邊乃至於國際主要國家之海

洋動態，亦均蒐整研析臚列其中。

觀察歷年中國海洋發展報告，內文對於「中國

大陸需要一部海洋基本法」之論點，係循序漸進且

逐步醞釀以形成氛圍，以2015海洋報告而言，第

十四章則具體論及「亟須制定一部體現中國海洋戰

略、確立海洋基本制度和原則、促進海洋綜合協調

管理的海洋基本法」。我國在行政與立法機關多年

協調聯繫之努力，海洋專責機關立法工作已產出具

體成果，民國104年7月1日總統公布海洋委員會及

所屬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等組織

法。適逢我國海洋專責機關籌建之際，相關籌備工

作繁複費時，以下謹就筆者所學與平時觀察之淺略

心得，聚焦「海洋基本法」相關國際實踐進行初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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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近年海洋事務發展概況

中國大陸海洋法律體系龐雜，近年來海洋意識

之重要性獲得黨政高層支持，相關軟、硬體建設均

快速發展中，最明顯之例證即為2012年國務院批

准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中，

首度將「推進海洋經濟發展」納為專章，強調應

「堅持陸海統籌，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

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據此，各種規

模不等之藍色經濟試點計畫陸續推出，2014年全

國海洋生產總值達到5兆9,936億人民幣，佔全國

GDP9.4%，2015海洋報告中評為「穩中有升」。

此外，為因應詭譎多變的國際海域情勢，整個海域

執法體制亦已積極重整，2013年3月10日國家海洋

局重新組建，將原國家海洋局中國海監、公安部邊

防海警、農業部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

等隊伍，整合為中國海警局，並於2013年7月22日

掛牌成立，單以2014年之執法艦艇而言，即加入22

艘執法船與6艘執法快艇，最大噸位為5,000噸級中

國海警2501，在中國大陸「海洋強國」戰略和「一

帶一路」政策的共同推動下，海軍、海警等船舶製

造與周邊產業，將迎來一波巨大商機，也代表中國

海警局之執法裝備將越趨堅實。

經濟與執法層面逐步統籌推進之後，2015年

9月7日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發布一則新聞指出，

「《海洋基本法》將列入今年國務院立法工作計

畫」。綜覽歷年中國海洋發展報告專書，對於制定

一部綜合性海洋基本法之呼籲從未間斷，在2015年

海洋報告中，對於制定海洋基本法則有更明確之規

劃方向：應當「體現國家海洋意志、有利於維護國

家海洋權益，並應立足國家長遠海洋利益」，後續

相關立法工作進度與溝通模式，應有賡續觀察之必

要，俾為參考運用。

參、美國與日本對海洋基本法令之實踐

一、美國部分

若從美國對於國家海洋政策與立法角度觀察，

美國至今雖仍未簽署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其對海洋法之立場，持續圍繞在國家利益為核心立

場，最著名也影響最深遠者，莫過於1945年杜魯門

總統之主張，美國對於其大陸架與海床之自然資源

擁有管轄權與控制權，引發一場藍色圈地活動，也

間接導致1958年大陸架公約之產生，更影響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有關大陸礁層相關規定。

論及美國近代海洋政策，必須自1969年史特

拉頓報告（Stratton's Report）談起，該報告係由

專家學者，針對美國所面臨之海洋議題，提出了

126條具體建議，最直接的影響就是1970年成立了

國家海洋與大氣局（NOAA），以及1972年制訂的

海岸帶管理法（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of 

1972）。1998年聯合國舉辦「98國際海洋年」活

動，在當時海洋情勢推動下，美國於1998及2000年

兩次召開全國海洋工作會議，簽署海洋宣言，欲建

立一個使海洋得到保護，並使海洋經濟保持強勁之

新觀念。2000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第一部海洋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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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法《海洋法》（Ocean Act of 2000），規定

美國總統必須向國會提交一份海洋相關報告，並依

據該法由16位總統任命之海洋各領域專家，組成海

洋政策委員會（Commission on Ocean Policy），

經過兩年多實地考察、會議與訪問，該委員會於

2004年4月20日提出一份美國海洋政策初步報告，

在其基礎上，9月20日海洋政策委員會正式向總

統與國會提交了《21世紀海洋藍圖》（An Ocean 

Blueprint for the 21st Century），為落實該藍圖所

提出的各項建議，美國總統批准美國海洋行動計畫

（Ocean Action Plan）作為積極回應，內容包含加

強海洋事務協調與領導、增進對海洋、海岸帶與五

大湖之瞭解、加強對海洋、海岸帶與五大湖資源利

用、強化管理海岸帶及其流域、支持海洋運輸，以

及發展國際海洋科學推進國際海洋政策等。美國近

代所推展之各項海洋法案與計畫，不僅精進了海洋

發展各項工作，更對全世界海洋領域之管理與實踐

產生重大且深遠影響。

二、日本部分

如以立法例觀之，相較於美國，日本所制定之

海洋基本法模式，更值得吾人參考。日本為四面環

海的海洋國家，缺乏豐富陸地資源，因此海洋安全

與海洋資源，一直是日本極為重視之議題，隨著經

濟發展重心從重工業、化工業，逐步延伸到海洋開

發產業，日本持續推展著「海洋立國」戰略，從其

宣布「對馬海峽」等5個國際海峽之領海為基線外3

浬，『使其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6條「在航行

與水文特徵同樣便利通過航道」之規定，進而不適

用對沿海國領土主權限制更鉅之過境通行權，而適

用「不應予停止之無害通過權」』，足見日本對海

洋國土之重視，與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靈活運用。

2005年幾個日本重要智庫分別向政府提出建

議，要求制定海洋基本法，同年11月18日，日本

海洋政策研究財團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書《海洋與

日本：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提出海洋立國之必

要性與內涵，2007年4月20日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

高票通過日本《海洋基本法》。究其立法體例，共

有幾項重點值得吾人深思，首先，為能順利推展海

洋基本法，確立由內閣總理大臣（相當於行政院院

長）擔任本部長之綜合海洋政策本部體制，其次，

為強化海洋各項施政策略，明訂「海洋基本計畫」

為海洋施政策略之基本方針，內閣總理大臣必須在

國會尋求通過該計畫之決議，並為確保海洋基本計

畫經費充裕，應在政府財政容許範圍內，編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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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從日本海洋基本法所揭示重要領域中，試以

104年7月1日總統公布之海洋委員會組織法重疊檢

視，特製表對比（如下表），可推知海洋委員會組

織法臚列之重點職掌項目，已能完全涵蓋日本海洋

基本法之重要精神，後續如何產出適合我國國情，

且含括海洋各領域民意之海洋基本法，則有賴未來

海洋委員會各處室齊心戮力。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 日本海洋基本法

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2-1）

第6、8、16條
第四章全

海洋產業發展之統合規劃、協調及推動（&2-2） 第5、10、24條

海洋環境保護、資源管理、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污
染防治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2-3） 第2、17、18條

海域與海岸安全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2-4） 第3、20、21、24條

海洋文化與教育之統合規劃、協調及推動（&2-5） 第6、16條

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2-6） 第4、22、23條

海洋人力資源發展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2-7） 第23、24條

海洋國際公約內國法化與國際合作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
及推動（&2-8） 第7、27條

其他有關海洋事務統合事項（&2-10） 第9、11、12、13（海洋日之訂定）、
14、15、25、26條

肆、結語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並於1994年生

效以來，各國掀起了一股透過海洋立法以維護自身

海洋權益的熱潮，公約之通過將海洋劃分為具有不

同法律地位之海域，使海洋秩序發生重大變化，各

沿海國莫不透過履行公約及內國法化過程，以最大

化其海洋權益。海洋基本法雖為國內法，法理上無

法拘束其他國家，但其通過除為國家重視海洋之宣

示意義，更將深刻影響周邊海域相連之國家，其重

要性自不言可喻，爰海洋基本法之制定為海洋委員

會最重要基礎工作之一，應殆無疑義。誠如美國海

洋政策委員會召集人美國海軍上將詹姆士.華肯斯

（James D. Watkins）致美國總統書函（2004年

9月）中指出，「我們（指16位委員）相信，目前

美國正處於應正向積極，研究出一個可持續管理海

洋方案的重要歷史機遇（historic opportunity）之

中」，同樣令人興奮的是，目前我國亦處於類同時

點中，如何將美、日兩國的經驗納為己用，並持續

觀察與參考中國大陸對海洋基本法之現行作法，將

是未來我國海洋基本法能否打造臺灣為「生態、安

全、繁榮的海洋國家」之關鍵因素。

（作者畢業於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臺灣海

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現任職於海巡署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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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船員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於2014年6

月18日公布施行，依新修正《船員法》第3條，海

岸巡防機關之艦艇除有關航行安全及海難處理外，

有關海勤人員資格、執勤及訓練等事項，不再適用

該法規定。配合船員法之修正，為接續海洋巡防總

局海勤人員之適任性認證，以安全遂行海岸巡防機

關海上執法及維護海洋權益之任務，海洋巡防總局

從海巡執法人力資源培育

文｜林世昌 

～談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教育之變革

草擬《海岸巡防機關艦艇人員訓練測驗及發證要

點》。配合海洋巡防總局的專業訓練規劃，中央警

察大學也全力配合用人機關的需求，調整水上警察

學系84期1隊的教育計畫（2015年8月入學），增加

海事專業課程的配當，並延長在校期間的海上實習

時間為10個月，共同統合規劃符合公約精神，並以

海巡任務為目標導向的海巡人才培訓，整合「養成

教育」、「在職訓練」、「海事專業訓練」與「海

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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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資歷」各階段的教育資源與教育訓練科目。

水上警察學系的教育訓練計畫修定係依據海

巡機關的任務需求，參考《1978航海人員訓練、

發證與當值標準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STCW 

Convention1978/2010）與國際海事組織典範課程

的基本精神（IMO model course）、海事院校的

教育計畫、《海岸巡防機關艦艇人員訓練測驗及發

證要點》及實務單位代表建議，經多次會議所得的

共識。新修定的教育計畫將有助於水上警察學系在

符合海巡機關的用人需求下，培養出兼具「海域執

法」、「航海專業」與「海難救助」職能的基層

幹部。

貳、水上警察學系將來之定位

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培植警政、移

民、消防、海巡與情治幹部之最高學府共設行政

警察、刑事警察、公共安全、犯罪防治、消防、

交通、外事警察、行政管理、資訊管理、國境警

察、水上警察、鑑識科學、法律等學系。基於對教

育宗旨之體認，本校在教育理念上特別注意專業教

育、通識教育及人格教育三方面之兼容並蓄與平衡

發展。而在教育方針上，則特別強調品德與學術並

重、通識與專業均衡、理論與實務結合、學科與術

科互補、嚴管與勤教並施、研究與發展兼顧、行政

與教學配合等7大方針1。

中央警察大學教育計畫（養成教育）包含「專

業教育」、「通識教育」、「術科教育」及「品格

教育」四個領域，前2項由學術領域之專業教師負

責教授；術科教育包含柔道、摔角、射擊、綜合逮

捕的體技訓練外，尚有聯合警衛（鎮暴）戰技操練

由術科教官施訓、「品格教育」（含幹部養成訓

練）的磨鍊則由隊職幹部負責。以大學部4年的課

程為例，學識教育的各系平均約132學分、術科教

育每學期約12學分，四年總計約48學分（不列入畢

業學分），品格的教育（每日早會、晚會、星期一

的聯合升旗、星期五的週會等）每週約8-10小時，

四年折算約為32-40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以

上尚未包含社團活動與基礎體能訓練及暑假期間的

各45日實習（不列入畢業學分）。與一般大學相

較，中央警察大學所需修習的學分約為兩倍。

水上警察研究所（科技組、法制組）與大學部

（四年制與二年制學士班），其教育計畫為培育海

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所需的航輪兼修、術德兼備

海域執法基層幹部。

一、水上警察學系海事教育現況

（一）目前水上警察學系的各學年人數分配

平均而言，水上警察學系不管是4年制或2年

制每年只招收10-11位學生，2010年因應海

巡署強化編發展方案的用人需求，於2010至

2013年，大學部增額招生為30名。

（二）水上警察學系84期四年制的教育計畫

水上警察學系84期四年制的教育計畫（2015

年8月入學），在海洋巡防總局人員研習中心

（用人機關）的建議下，於2014年12月5日

在召開中央警察大學養成教育課程計畫變更

協調會，12月9日由副校長主持水上警察學

系海事課程與實習制度調整會議定案，並於

12月12日經水上警察學系第2次課程會決議

確認送校核備。

針對實務單位的需求，依據海

巡機關的任務需要，參考《1978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與當值標準

國際公約及其修正案》（STCW 

Convention1978/2010）與國際

海事組織典範課程的基本精神（IMO 

model course）、對照海事院

校的教育計畫、《海岸巡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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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艦艇人員訓練測驗及發證要點》及實務單位代表

建議，修正海事課程與畢業學分（表1）、海巡體

技課程（表2）與實習制度調整方案，確定學士班

四年制同學在每年暑假與四年級上學期（7-12月

表1　水上警察學系畢業學分要求

表2　學士班四年制海巡體技課程時數配當表

類別 學校必修 通識課程 學院必修 學系必修
學系選修
（核心課程）

畢業學分

大學4年制 33 8 2 81 18 142

大學2年制 2 0 0 62 10 74

碩士班
海洋科技組

0 必修「畢業論
文」（不列學
分數）

0 8 16 24

碩士班
海洋法制組

0 0 6 18 24

． 大學部4年制學生：每學期晨間須接受泳技及耐寒訓練，於畢業前通過系所訂定之合格標準。（應於下列時
間內完成1,500公尺測驗：男生50分鐘，女生70分鐘）
． 大學部2年制學生：每學期晨間須接受泳技及耐寒訓練，於畢業前通過系所訂定之合格標準。（應於下列時
間內完成1,500公尺測驗：未滿35歲者，50分鐘；35至40歲者，60分鐘；40歲以上者及女生，70分鐘；滿
50歲者，免測驗。）
． 碩士班未曾接受中央警察大學（前身為中央警官學校）養成教育之一般生，均接受「幹部先修教育」；且
學、術科成績須及格，始准畢業。

學期 課程名稱 時數 備註

一 游泳（一） 36

二 游泳（二） 36

三 水上進階救生（一） 36 開學前取得救生員及船員四項專長訓練資格

四 水上進階救生（二） 36

五 EMT1（一） 36 開學前取得潛水執照

六 EMT1（二） 36 課程結束後，取得EMT1資格

七 實務單位實習 ----

八 特殊水下作業 36

＊註：上述課程不含每週三至週五之晨游（耐寒訓練）及期末測驗2小時

共6個月）至救生協會、潛水訓練協會、船員訓練

中心、海事訓練機構接受專業訓練與海巡實務機關

實習等相關事宜。在「養成教育」、「海事基礎訓

練」、「在艦實習」（訓練實作）等三面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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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取照」（救生員、潛水、動力小艇操縱、船

員新四項專長等）的目標，並在畢業後，累積半年

的海上資歷，通過實作評核後，取得海巡人員的航

海適任證書。

對照83期與84期4年制大學部教育計畫，後者

較前者增加12學分，除加強公約規範之海事訓練強

制性課程、航海實習比重，也進行部分課程課名修

正，並調整學分的配當以便讓學生在大四上學期在

巡防艦上進行實習（表3）。

表3　水上警察學系84期新生教育計畫修正情形彙整表

序號 課程名稱 類別 變更說明 備 註

1 地文航海學 必 原2上3學分「航海學」更改課名 Terrestrial Navigation

2 天文航海學 必 原2下3學分「航海學」更改課名 Celestial Navigation

3 船舶穩度與結構強度 必 原「貨物作業」更改課名

4 電子航海學 必 原「航海儀器」更改課名
Electronic
Navigation

5 領導統御與駕駛臺資源
管理

必 增列4上2學分「必修」 Leadership and Bridge 
Resource Management

6 航海實作 必 原4上2學分「必修」，改8學分。 4上的海上實習課程（半
年）

7 犯罪偵查 必
原列2下「校訂共同必修」，改列2
下本系必修。

8 警察學 校訂
原列1上「校訂共同必修」，取消校
訂後，刪除課程。

9 ARPA ＆ ECDIS 必 增列3下2學分「必修」

ARPA：自動雷達測繪輔助
系統
ECDIS：電子海圖與資料顯
示系統

10 GMDSS與海上交通管理 必 原「海上交通管理」更改課名
GMDSS：全球海上遇險與
安全系統

11 船藝學 選修 原4上改3上

12 海洋政策 選修 原4上改3下

13 涉外案件處理 選修 原4上改4下

14 船舶管理實務 選修 原4上改3下

15 武器結構與使用 選修
原4上2學分課程刪除，併入「航海
實作」課程。

16 漁業政策與法規 選修
原「漁業行政學」更改課名，並由2
下改至3上。

．本系4年期間必須接受海巡人員體技與戰技課程。
．航海實作課程內容包含：船舶各項部署與緊急應變、駕駛臺當值、機艙當值、武器結構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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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階段的優勢、劣勢、機會與挑戰

新修訂之教育計畫已滿足實務機關之現階段需

求，但仍有部分空間待克服，茲簡述如下：

一、優勢

（一）專業學程規劃完整，符合現階段實務單位需求

海事專業學分除符合公約規範之專長類別與

時數外，亦考量因艦（艇）上現有設備的專

業訓練與各種情境實務教學，務求讓學生在

畢業時，能以最短的時間接軌，符合實務機

關所需。

（二）學生素質優異、抗壓性強

中央警察大學以公費招生，經過2階段的考試

通過後，平均而言，只有全臺灣前3%的學子

才能錄取。在校訓練期間，輔以4年的幹部與

耐壓性課程，淘汰不適任者，學生擁有優異

的素質。

（三）擁有龐大數量的海上訓練艦（艇）

海洋巡防總局可供實作訓練的巡防艦艇數高

達數十艘，並可調派其他勤務艦艇機動支

援。相較之下，其他海事院校共只有2艘訓練

船可供實作。

（四）師生比例高

目前水上警察學系的專任師資有8位（不含系

上兼任之實務界教師20位、通識課程教師17

位），未來仍會持續進用專任領域的人才，

學生總數以2011-2015年度為例共計約100

人，採小班制教學，師生比例遠較一般大學

為高。實習時分配至各海巡隊實作採1對1師

徒制帶領，學生的進度與成效易掌握。

（五）職能需求與未來出路明確

水上警察學系的課程是以滿足實機的用人需

求而修正，目前的畢業生在考過特考後，便

會派任至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服務，未來的

出路明確。

二、劣勢

（一） 岸上訓練海事訓練設備未足，部分理論與實

務課程無法銜接由於現階段學校教學空間與

設備預算有限，無法提供足量海事訓練設備

供岸上實作，造成部分理論與實務課程銜接

性低，學生理解有限。

（二）學生自主時間過少，複習時間少

如前述，2015年8月的新生，在校4年的學識

教育分高達142學分，加上體技、戰術、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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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幹部養成生活教育等需求，換算下來，

4年總計需有260學分的課程需完成，不包含

四年級上學期的半年實習。

（三）專任師資仍有缺額

在專業領域中，目前仍有2位缺額待補，現階

段由實務機關的教官以兼課的方式來彌補。

（四）地緣因素，親海機會仍有不足

中央警察大學在林口山區，地緣因素致使水

上警察學系學生只能在實習期間能與海洋為

伍，與臺灣海洋大學及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皆在海邊，並有專屬碼頭供訓練）相較，

學生親海機會未足。

二、機會

（一） 實驗大樓新建工程已近完峻，持續補充教學

與實驗設備學校新建之科技大樓已完成外觀

結構建設，隨著實驗設備與訓練用教具的進

駐，2016年初會完成驗收，水上警察學系有

更多的專業訓練教室供運用。

（二）兼任師資補充教學能量

擁有大量的實務單位師資是水上警察學系的

特色，讓教學與實務接軌。

（三）海巡訓練基地空間規劃完整

高雄的興達港訓練中心，該空間佔地寬廣、

規劃完整，足供學生於大四實習時之上課空

間。

（四）艦上實作課程深入

目前海洋巡防總局正在修訂海勤人員之訓練

記錄簿與師資訓練，待修訂完成後，本校水

上警察學將參考該訓練記錄簿進行學生的巡

防艦（艇）實作訓練記錄簿的修正，透過更

詳細的標準化作業，將讓實作課程更深入。

三、挑戰

（一）未來職缺機關定位未明，學程不易安排

立法院於2015年6月15日三讀通過設立「海

洋委員會」掌理海洋總體政策、環境保護規

劃，依該組織的組織架構設計，隸屬行政

院，下轄海岸巡防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

洋發展研究院2，將整合散諸其他機關（漁

業署、海軍大氣海洋局、航港局、水下文化

遺產局等）的23項業務及相關人員，並增設

特考類別。惟水上警察學系畢業生在將來是

否需配合新設機關（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

發展研究院）的用人需求，進行分組（海巡

組、海保組、海洋發展組）並下設各科，並

重新設計「海保組」、「海洋發展組」的教

育計畫，未有定案。

（二） 基礎、進階與海事專業學科比重失衡（語言

課程比重過低）

在大學部的教育計畫中，著重海域執法與海

事專業科目的課程，對於語言課程與海洋基

礎科學等配當較少。只能透過學生的選修課

及研究所的學程來滿足相關的深造進修教育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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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考特用制，部分海事課程學習成效較低

若無法在畢業後的3年內，通過水上警察

特考，水上警察學系的畢業生除無法至海

洋巡防總局工作外，也將面臨兵役與教育

經費的賠償等，因此在校生多把時間放

在校內的核心科目檢定與畢業後的特考科

目，也致使部分海事課程學習成效較低。

肆、結論

優質船員是國家海運的重要資產，也是海運

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3，海巡署的最重要資產

亦即是優質的海巡人員，成功的培訓工作藉由中

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與警察專科學校的「養

成教育」及海岸巡防機關的「在職訓練」相互支

援。海巡署與中央警察大學深知「只有長時間在

海上的海巡人員，經歷了各式的情境、遇過不同

的伙伴、經歷各式的案件才知海巡人員需具備何

種特質、需受何種的訓練、需有何種的裝備與後

勤支持」4。

然而2014-2015年，對海巡署而言是極關鍵

的2年。新建中大型巡防艦（艇）陸續到位，海

巡署已經具備近（遠）洋陸海空救援能量「硬實

力」，加上海洋巡防總局不斷精進教育訓練與操

作質量、熟悉海上的平面與3D救援能力，同時

透過學校養成教育，共同催生優質的海巡專業人

才，建立堅強的「軟實力」。中央警察大學水上

警察學系成立25年，已培訓超過500位海巡中堅

幹部，除將繼續配合實務機關的需求外，亦利用

滾動式修訂新學年的大學通識與系專業教育計畫

方式，為下一個25年提前做思考，期能讓中央

警察大學水上察學系與海巡署之間相輔相成，進

而躍升為國際頂尖的海事訓練、執法與救難的

機構。

（本文作者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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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案例故事

阿興在前年時加入了海巡的一員，不論是適應新的環境或在每一件大小事上，他都盡

心盡力，加上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勤奮的他絲毫不讓自己有鬆懈的片刻，即使沒有正常週

休，阿興也從不會有任何的怨言，保持良好表現的他深受夥伴的喜愛，在近期更是被晉升

為小隊長。這天阿興在執行勤務時，同梯的阿亮對他笑著說：「阿興，很厲害！這麼努力

從來都沒聽你喊過一聲累！」這時，阿興微微垂下雙肩，長嘆了一口氣，放低聲量地表

示：「其實我也不是超人，只是硬著頭皮撐著⋯」阿亮有些驚訝的說：「原來你也不是鐵

打的啊，看你這麼耐操，還以為⋯⋯那我倒是覺得心理平衡了一點，老實說，你是不是也

給自己很大的壓力？」阿興皺了皺眉說：「我不清楚自己這樣的壓力是否太大，倒是升上

小隊長之後常覺得身體緊繃、體力變差，回到家只想倒頭睡覺，假日也不想動，總覺這樣

下去也不是辦法，不曉得有什麼方法能改善現在的狀況⋯」

員工協助方案（EAP）
「福利休閒」案例之～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運動益處多，
紓壓有其道！

66



EAP放大鏡 

你，很忙嗎？緊湊的生活步調喘不過氣嗎？埋

頭苦幹的工作與家庭生活是否消耗了你的能量與心

力呢？若你持續一段時間無法好眠，很可能潛意識

中已受過度壓力的侵擾而不自知。別擔心，我們將

傳授你壓力抗衡的武功祕笈！擊破你壓力滿載的生

活狀態！

每個人的個性或身體素質皆有獨特性，對於壓

力的反應不盡相同。面對情境事件也有不一樣的看

法與感受，有些人可能會感到壓力，但也可能對其

他人而言沒有特別影響，但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所覺

察自己現在的狀態以及有否因應之道。

不論是生活上遇到的不順遂，如社會大環境下

的氛圍、工作上的瓶頸、人際間的衝突、財務上的

困境，若這些狀況不能有效地改善，便會增加大量

的壓力。「壓力」能激發人的潛力而正向成長，但

若長期處於過度壓力中，導致壓力超越臨界點，對

身心所造成的負荷則會出現反效果，像阿興長期處

在持續緊繃的作戰狀態中，已經開始出現一些不良

的身體反應，如果持續下去便很可能會造成更嚴重

的身心影響，這絕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因此透過旅

遊渡假、戶外休閒、運動健身來達到調適放鬆都

是單位內提倡鼓勵的，這次我們也特別針對忙碌的

現代人，分享最省錢又最有效益的極佳紓壓選擇∼

「運動紓壓」。

董氏基金會「臺北市與高雄市民眾運動習慣與

憂鬱情緒之相關性調查」發現多數民眾認為運動時

間不足的主因是「工作忙，沒有時間」。是的，

現況似乎是如此，但事實是您所缺乏的可能不是

時間，而是一份多珍愛自己並觀照自我健康的「動

機」！所以且讓我們來幫個忙，協助你找到那個願

意開始的契機。

EAP小幫手 

尋求運動紓壓管道，你需要知道的好處與重點

包括：

1. 實證研究告訴你的事實～運動好處多

　　許多研究證實，運動時身體會產生多巴

胺、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這三種神經傳導

物質都和學習有關，「多巴胺」是正向情緒

物質，人想要快樂大腦中一定要有多巴胺，

「血清素」則影響我們的情緒與記憶，許多

抗憂鬱的藥物就是在幫助大腦留住血清素，

「正腎上腺素」則跟注意力有直接關係，他

在面對敵人決定該戰或逃時分泌最多。運動

甚至對注意力缺失及過動兒（ADHD），都

是目前非常好的自我控制良藥，因為一般醫

師開給DAHD患者的利他能，其實就是在增

加大腦的多巴胺，既然運動就可以讓

身體自己產生，其實就不需要靠

藥物，更能避免產生的副作

用。

　　另一篇發表於《美國

生理學》期刊的研究也

證實，將老鼠分為每週

6天、每天在坡度跑步

機上運動 1小時的運

動組，與被關在籠子

裡的不運動組。8週

後，與不運動組的老

鼠相較，運動組除了

增加了肌肉組織的粒

腺體，在跑步的疲累

耐受度上，從74分鐘

延長到126分鐘。大腦

粒線體在促使大腦抗拒

疲勞，以增強運動耐受力

雙月刊2015.vol.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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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讓運動成為精神疾

病、遺傳性疾病以及神經退化性疾病可能的

治療方式之一。

2. 專家怎麼說～運動可紓壓？

　　壓力可能包含了心理狀態及生理反應，

但它經常很難區隔，而且所有專家都同意的

事實是「人活著，隨時存在著壓力，壓力本

身無好壞，重點是個人認知的輕或重」，因

此面對壓力時，每個人都存在一個壓力閥，

不論心理或生理的壓力累積超過閥門時，則

壓力賀爾蒙會造成記憶力下降、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等反應，長期下來，可能導致潰

瘍、高血壓、容易感冒生病。而「規律的有

氧運動」則可激發肌肉及神經元的修復機制

讓身心變得更強壯，打斷通往腦部的壓力迴

路，讓身體也不再緊繃而放鬆下來，重點是

這件事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特別是當你處在

感覺壓力的狀態下。除此，你還能更有掌控

感以及自信，而不再是透過大吃大喝或生病

來提醒自己「壓力太大需要放鬆」。甚至某

些重症患者透過持續不間斷的有氧運動，重

新讓身心合一找回健康。

　　當然有更多的研究指出，經常運動的員

工請病假天數較少、對工作更滿意、更不覺

得有壓力、提升免疫力⋯，站起來趕快行動

吧！

3. 知識了解多一點，運動離你近一點！

　　從運動行為階段理論可知，個體的運

動行為可以分成五階段，分別是「無意圖

期」、「意圖期」、「準備期」、「行動

期」、「維持期」，您在哪一階段呢？若是

已處在維持期，實屬為我們現代忙碌社會中

的典範，您建立良好的習慣，是自我照顧管

理者，可成為身邊友人的鼓舞。若您僅處於

無意圖期，那麼，現在正是為自己打造生活

福祉的良機，恭喜您已踏上疏壓旅途的入

口！

　　找到一個好理由，下定決心非難。你的

身心健康掌握在你手中，準備好執行自我照

顧的計畫了嗎？

4. 下定決心，你可以這麼作！

　　美國運動協會提供以下3項運動並簡易

說明其紓壓效果：

(1) 有氧運動：每天30分鐘，卻可大大提升

控制壓力的能力，每週進行5∼7天。 如

健走、游泳等。

(2) 瑜伽：從事身心活動，研究證實頭腦會隨

著身體肌肉活動量的增加而逐漸放鬆。 

(3) 休閒運動：網球、壁球、排球或足球，這

些運動所需要的劇烈活動量可讓身體擺脫

造成壓力的腎上腺素和其他激素。

5. 運動的兩迷思三提醒：

(1)迷思一：

你可能認為上班已耗盡了體力，再接續運

動更是耗竭所有力氣，擔心加劇身體的疲

憊嗎？運動的過程中，大腦的腦下垂體會

自然分泌「腦內啡」，帶來愉悅感，因

此，運動後並不會增加疲勞，反到解除使

之輕鬆許多。

(2)迷思二：

今日不及運動量，下次補回來？千萬別對

自己這麼嚴格，僅需設定自己達的到的小

目標，當完成時所帶來的成就感自然而然

會促使你愈發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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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小叮嚀

紙上談兵不如身體力行，建立習慣是從「行

動」開始，「持續」便帶出二步，建立運動好習

慣，也樹立了與壓力平起平坐的相處之道，增加自

我對生活的控制感，自然由心而生地產出自信來，

使得生活更加有著力感，相對地，生活中所要應對

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也因能力感上升更能達到平衡。

走，去嘗試各種不同的運動，找出一項願意且

興趣持續下去的項目，開始體驗運動的魅力和紓解

壓力後的愉悅感吧！如果有伴，那就更棒了。

根據董氏基金會引述Medical News Today

的內容，提醒所有運動者：

提醒一

不要在辦公室中運動：戶外或遠離辦公

室的場所是較適當的環境。公司的健身中心

可能還是擺脫不了工作的干擾。

提醒二

避免過於擁擠的課程：若是工作時要接

觸許多人，大型的運動課程就可能帶來反效

果，單獨的運動可能有助放鬆，反之亦然。

提醒三

抓住機會運動：每工作90分鐘就休息10

分鐘。4次10分鐘休息時間所進行的運動其

卡路里消耗量等同於一次40分鐘運動。

雙月刊2015.vol.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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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雯珒　圖片提供｜第一【基隆】海巡隊

和我們的故事宜蘭艦

104年10月17日，凌晨四點，天尚未亮，基隆

港的燈光照著，遠眺著港外的道路，稀少的車輛來

往著，而我們正要離去，沿著昏暗的燈光向外開，

沒有日光，只見那隱隱照耀的紅綠燈塔指引我們方

向，直到聽到一聲：「基隆港務臺，感謝再會」，

腦袋才瞬間清醒！漸漸的，日光慢慢灑在那蔚藍的

海面，仰頭一望，太陽逐漸從雲層裡探出頭來，平

日在海上工作，這一幕幕再稀鬆平常不過的畫面，

再過不久，就會不一樣的變化。

結束了四小時首航的宜蘭艦，漸漸的從外海駛

進港口，背後的龜山島彷彿正在向它打招呼，而剛

返港回來宜蘭艦甫靠岸，也沒有時間欣賞港內的景

色，只見艦上海巡人員忙進忙出的準備，將艦艇上

上下下洗了一遍，再為受海水侵蝕脫落的地方補上

一點白漆，把它妝點的「水噹噹」，為的就是迎接

18日盛大的「鯖魚節活動」。

終於，期待的那天到來，一早起床，艦艇上廣

播聲響起，搭配著戶外極好的陽光，和民眾在烈日

下，擁抱鯖魚節活動開跑。此時見民眾往艦艇方向

緩緩靠近，看來宜蘭艦的魅力果然不容小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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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排隊登宜蘭艦實況

時，我和艦上的每一位海巡伙伴的心也開始激盪，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參與大型參觀活動，與民眾近

距離接觸，感覺有些緊張，直到站上直升機甲板為

民眾介紹艦上諸元時，才發現，原來看到大家帶著

開心及滿滿的收穫離去，自己也能得到無比的滿足

感。期間，大家透過互動，讓民眾感受到海巡人員

的熱情，大家為了紀念這難得的時刻，無論大人或

小孩紛紛搶著跟我們合照，頓時一股成就感油然而

生，更讓自己覺得，以身穿海巡制服為榮！

當時間一分一秒的離去，艦艇開放參觀即將結

束，大家從各自的崗位離開，等民眾離去後，與艦

艇連接的梯子慢慢收起，旗子降下，收回纜繩，我

們也準備跟這美麗的港口說聲再見，看著民眾跟我

們揮手，再累都值得，因為這代表了宜蘭艦上的每

一位海巡人員和民眾搏感情所留下的難得回憶，緊

接著我們又搭著宜蘭艦往外海去執行下一趟任務，

只見大家臉上掛的不是倦容，而是笑容，共同為這

次的活動畫下完美句點，但這句點只是一個章節的

結束，因為屬於宜蘭艦和我們共同的記憶，未來將

隨著每一次的航行，繼續譜寫著一篇篇美麗的故事。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一【基隆】海巡隊）

海巡人員於甲板上熱情介紹艦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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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南部地區巡防局為促進政府

機關及民間企業員工交流，提供未婚同仁藉由聯誼

活動增進交友及互動機會，拓展彼此生活領域及增

進工作效率，特別於104年10月24日選定高雄市茄

萣區興達港情人碼頭，舉辦『我在情人碼頭「巡」

找你』未婚聯誼活動，由南巡局人事室主任張春敏

主持，除了為活動揭開序幕，亦全程陪同未婚男女

參與闖關遊戲及水上活動，展現海巡親切、服務的

態度，藉以拉近未婚男女彼此距離。

為打破聯誼活動的傳統刻板印象，現場更邀請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高興一副教

授指導教學，協助參加人員學習操作新穎的水上運

動─SUP風浪板、獨木舟及水上趣味等競賽活動，

讓平時久坐於辦公室作業疏於運動的公務人員體驗

海上休閒活動，渡過一個健康的週末。同時希望未

婚男女透過「幸福海」之浪漫氛圍，讓彼此增進情

誼，也為平時忙碌、無暇顧及終身大事的他們，搭

建一座海洋鵲橋，牽起未來彼此姻緣的紅線。

而此次隨行參與活動的我，看著他們開開心心

的模樣，心中也有種甜滋滋的感覺，尤其是從活動

開始，藉由一連串的闖關遊戲，讓原本不熟識的倆

個人，可以漸漸接近距離，進而分享自己的心事，

格外令人窩心。在活動結束後，所有參加者，也都

在自己的臉書或社群網站中分享心得，並且因為活

動內容特殊及大膽創新，獲得電子媒體新聞及報紙

廣為報導，為此次聯誼活動增添不少光彩。

文｜涂人霽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興達情人碼頭「巡」找你

南巡局未婚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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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達情人碼頭「巡」找你

由於活動有近40位未婚男女參加，行業類別可

謂多元，除政府機關、學校教師及醫務人員外，還

包含民間企業、中鋼、電力公司等國營事業，其中

有一名職業為消防隊員的陳冠廷先生在水上活動時

表現特別亮眼，讓我印象深刻，了解後才發現他曾

經服役於南巡局所屬之南沙太平島。因為知道過去

曾服務的機關辦理未婚聯誼活動，於是抱持著對機

關的情誼以及自身對水上活動體驗的興趣，選擇參

與報名人生第一次聯誼活

動，當然表現不負眾望，

希望藉由這次的經驗，祝

福他和所有參加的人，都能在

心中留下了特別又愉快經驗同時，也能找

到終身的幸福。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打破傳統的水上聯誼活動，讓所有人特別愉快難忘

與報名人生第一次聯誼活

動，當然表現不負眾望，

人事室主任張春敏陪同參與闖關遊戲，展現海巡服務態度

曾在南沙太平島服役的弟兄特別出席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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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淨灘活動初體驗
ICC

回想起104年9月20日，是個人首度在東沙島上服務首次參與島上的

大型淨灘活動，此活動係配合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管理站辦理「東

沙2015年ICC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簡稱

ICC），以呼應全球160餘國ICC的國際淨灘理念，並與島上夥伴一同為延

續海洋生命貢獻心力。ICC國際淨灘行動是由美國海洋保育協會（Ocean 

Conservancy，簡稱OC）於1986年創辦，目的在鼓勵民眾清除堆積在世

界各海灘、水道的廢棄物，並透過尋找廢棄物的源頭，藉此提高民眾維持

對海岸清潔的意識及改變污染海洋的不當行為。

文｜李秉諭　圖片提供｜東沙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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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國際淨灘行動，係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東

沙指揮部、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管理站、空

軍、海軍、東光醫院及中山大學國際海洋研究站等

駐島單位，全島總計動員100人參與。為使參與淨

灘人員充分了解ICC國際淨灘行動內涵，海管處另

安排該處技士彭正良為參與淨灘人員實施海洋保育

講座，並詳細介紹國際淨灘行動目的、操作方式、

廢棄物分類及統計填報方式等，並辦理實地淨灘活

動，讓參與者能親身體驗。

雖然之前在臺灣本島也曾參與過類似淨灘活

動，但比起在這美麗的島嶼下與大夥全力投入清理

垃圾的感覺，有種說不出的成就與喜悅。回憶起當

日下午參與淨灘人員，於國碑前集合，在分組進行

淨灘後，一同經過2個多小時的揮汗清理，沿著約2

千公尺的綿長海岸線，一路撿拾廢棄物約九百多公

斤，其中以保麗龍、泡綿、保特瓶、浮球等幾類垃

圾數量最多。由此顯示，垃圾主要來源多來自海洋

活動及鄰近國家之海拋垃圾，也因此更凸顯海洋環

境保護工作，必需是國際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海

管處也將統計垃圾種類，並將調查統計成果提供美

國海洋保育協會彙整，以利全球各地專家學者監測

分析海洋廢棄物之來源，並進一步防治海洋廢棄物。

東沙指揮部指揮官宋子陽更透過這項有意義的

活動勉勵駐島官兵，要大家平日除了保疆衛土及巡

護工作外，也應該努力維護這片藍色家園的自然生

態，並表示東沙環礁海域航行船筏及周邊國家之海

拋廢棄物，常隨海流及風浪飄至東沙島灘岸，故指

揮部除了配合重大活動淨灘外，每個月亦定期動員

駐島同仁執行淨灘工作，藉以維護東沙島環境，減

少海飄垃圾對生態之影響。另東沙島亦不定期配合

海管處加強宣導維護海洋生態與海洋環境的重要

性，深化每位同仁珍惜海洋環境，共同為國際海洋

保育盡一份心力，使南海明珠永保絢麗風貌。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島上同仁參與淨灘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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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0月18日天氣還算不錯，海巡研究班受

訓課程也接近了尾聲，這一天課程安排的重頭戲是

戶外的「海上實務見習」。懷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

前往基隆港碼頭，在那迎接我們的是海巡署第二大

噸位的船艦新北艦。新北艦隸屬北部地區機動海巡

隊，於102年3月30日成軍，具有直升機起降平臺

之巡防艦，可供5噸級直升機起降，於今年完成了

直升機落艦的任務，呈現在海域巡邏勤務上，結合

空中直升機，提升巡航的機動性及延展性，是我海

巡署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新北艦主要任務為釣魚臺

護漁及西北海域護漁為主，針對中國大陸漁船越界

捕魚情形嚴重的5大重點漁場，包含北部（含西北

部、北方三島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中部、

澎湖、金門、馬祖等海域，其勤務的成效，一定會

讓漁民朋友有感。

登上新北艦後，我們即將隨艦展開五天的西北

海域護漁勤務，因為這幾天的海象十分惡劣，風浪

6-8級甚至到達9級，艦長特別提醒大家，一定要好

好遵守艦上規定，做好安全措施，才能順利完成挑

戰。海巡研究班的課程室內靜態部分，對所有受訓

學員而言，並非難事，但在面對戶外艦上課程時，

那就不同了，因為它的狀況可說是瞬息萬變，內容

豐富，包含：學習了解甲板與駕駛臺上各式航海儀

器與設備（GPS系統、測深儀、方向舵、無線電、

海圖室、雷達、電（磁）羅經⋯等硬體設備），同

時也要學習如何駕馭操舵、停靠碼頭時之船舶繫

纜、碰墊之準備，出港前如何解纜、進港時停靠船

舶之技巧，艦長如何下達舵令及舵工如何操作與口

頭覆誦，了解執勤人員權責、繫纜下錨應注意事項

及程序方法等，另於甲板上兩小時當班勤務更是不

容忽視。

經過幾天的洗禮，我們也了解身為海巡人員，

在艦上工作時，無論何時，均應隨時提高警覺，在

海上發現可疑癥候或突發狀況時，應立即通知艦長

文｜孫英哲　圖片提供｜教育訓練中心

海巡研究班見習心得～

一趟美麗　海上航行體驗隨記

參訪新北艦、臺南艦及福星艦學員們合影留下紀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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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且在出航前要有詳細航行計畫，每隔一段時

間必須於海圖上記錄船位，確認航向是否無誤，若

有偏航情形則應通知艦長適度予以導正，更重要的

是學習與了解艦上衛星定位儀如何定時的將船艦的

經、緯度，透過新加坡的衛星傳回海巡署勤務指揮

中心，若在周遭海域有緊急危難事件發生，可利用

衛星電話或無線電通知船艦前往馳援，有著如此精

良的裝備與標準化之規定，不管是救生救難案件或

是不法查緝任務，均能有效執行及應變。

此次隨艦出航過程中，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在過程中遭遇中國大陸鐵殼船，由於他們相當狡

猾，知道利用惡劣海象閃避海巡人員登船檢查，但

新北艦艦長及船上人員也不是省油的燈，只聽見駕

駛臺廣播：「請艦艇上同仁就驅離部署位置。」，

每個人立即展現平日訓練成果，加上駕船人員技

巧高超，不時輔以強力水柱與鐵殼船在惡海中搏

鬥，讓他們無處可逃。由於陸籍漁船經常性越界，

總是趁隙闖入我們的禁制水域拖網捕魚，且以集團

方式，欲利用敵眾我寡手段讓我們疲於奔命，但殊

不知他們遇上的是一群面對執法絕不手軟的海巡人

員。縱使任務艱困，新北艦艦長及同仁們態度仍屹

立不搖，短短這五天四夜西北海域護漁任務，驅離

了18艘中國大陸

漁船，成功守護

了我國海域，讓

漁民能夠在這個

區域安心從事

捕魚工作。

結束五天

海上見習課程

中，著實令我

們學習不少，不僅更加了解海巡艦

艇各項設備與專業技能，也讓我們體驗到理論與實

務相輔相成之效果，當然透過演練操作，使得記憶

更深刻。感謝海巡研究班的課程規劃，讓我們擁有

了一趟美麗的海上航行體驗，除了新北艦外，還有

其他學員參訪臺南艦及福星艦，大家都親身見證艦

上人員的工作實況，這種回憶既美好又難得，相信

有了此次的實習經驗，未來我們所有人返回工作崗

位後，對於自身職能及專業技巧與經驗均能有效得

到提升，並將所學充分運用，讓身為領導幹部的我

們，能為機關注入新的想法與作為，帶領同仁為海

巡再創績效高峰。

（本文作者孫英哲係海巡研究班第14期學員）

學員們登上海巡艦艇參與各項設備操作情形

見證執行護漁任務驅離中國大陸漁船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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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王崇儀為激勵士氣，特別頒贈海巡專業獎章予海安八號演習有功人員（104.10.29）

人事處處長王德昀（前排左三）陪同政務副署長尤明錫（前排左四）參加104年中央機關員工運動會開幕，至人才招募攤位為
海巡人員加油打氣（104.10.3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配合「104年新竹縣烏魚
產業文化活動」辦理人才招募宣導（104.11.7）

中部地區巡防局與建國科技大學簽署策略聯盟協議書，
藉由創新合作，型塑優質服務形象（104.11.11）

旭海社區發展協會師生參訪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
大隊興海安檢所，海巡人員熱情接待（104.11.1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辦理區域搜救演練，透
過模擬實況，教育民眾重視海域安全（104.11.11）

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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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基隆商港安檢所執行中遠之星客貨
滾裝輪安檢時，查獲陸籍漁工違法攜帶過量私酒
（104.10.30）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於新竹漁港執行監
卸勤務，查獲「宏○滿號」漁船走私漁產品乙批
（104.11.1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為防範非法活動發生，擴
大執行威力掃蕩勤務，以確保轄區治安（104.10.2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布袋商港安檢所查獲私
菸，立即通知嘉義縣政府菸酒管理科人員到場蒐證
（104.10.28）

海洋巡防總局高雄海巡隊東沙分隊發現中國大陸及港澳
籍二艘漁船越界，立即採取強制手段驅離（104.11.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執行貨檢勤務時，於山寶2
號貨輪查獲私釀酒品，隨即依法送辦（104.11.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查獲伽藍籍阿甘號違規
使用漁槍打魚，依法登檢盤查（104.11.1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人員執
勤時，發現「嘉○利2」號漁船違法捕撈，依法送辦
（104.11.21）

海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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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海洋巡防總局澎湖海巡隊接獲交通船「光○○號」
遇險通報，火速前往救援，並成功將27名乘客救起
（104.10.2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於台2線33公里處發現岸
際有海龜死亡，立即依規定通報及處置（104.11.1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人員發現民眾溺
水，立即動員人力救援，並通報竹南消防分隊協處
（104.10.26）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民眾通報，於
秋茂園旁岸際發現擱淺鯨豚，立即派員前往處理
（104.11.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中芸安檢所人員發現一名
婦人因晨泳身體不適呼救，立即趕赴救助（104.11.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馬公漁港安檢所人員，
發現港區有民眾落海，所長火速率員至現場救援
（104.11.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新港安檢所接獲通
報，新港籍「龍○漁」膠筏擱淺，立即前往處置
（104.10.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鹽寮漁港安檢所人員協
助流放布氏鯧鰺魚苗，積極維護海洋生態（10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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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福澳安檢所人員，獲悉
北竿鄉親身體不適，主動協助後送就醫（104.11.3）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石門安檢所人員於岸際
礁岩中發現1具浮屍，立即前往處理（104.11.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梧棲漁港安檢所巡邏
時發現商店街失火，主動聯合消防單位撲滅火源
（104.11.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獲報有民眾採蚵失蹤，立
即指派鄰近安檢所人員趕往協助搜尋（104.11.1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協助執行「臺灣媽
祖巡狩海域文化節」戒護工作，落實為民服務精神
（104.10.2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鹽埕安檢所人員發現民
眾騎乘自行車發生意外，主動前往救護（104.1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平日主動關懷獨居長
者，前大隊長吳孟哲親率幹部主動關懷（104.11.1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七星潭安檢所人員發
現民眾服用藥物過量倒臥沙灘，立即協助送醫治療
（10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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