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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105年1月28日總統馬英九先生率相關部會官員

國際記者會，向國人報告此次訪視我國南沙太平島

與學者前往南沙太平島訪視並慰勞駐島人員。馬總

之目的。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國家安全會議

統抵達太平島後，首先至南沙指揮部聽取簡報，並

秘書長高華柱、海巡署署長王崇儀、學者專家陳長

逐一與戍守海巡人員握手致意後於「和平南海、國

文、李念祖及陳純一等均陪同出席是項記者會。

疆永固」紀念碑前發表談話，說明此次登島目的及
對於南海區域和平的展望。馬總統隨後參觀當地的
太陽能發電設施、農畜園地及醫務所等，且在郵政
代辦所投寄郵件，還飲用當地井水。午間也與駐島
人員共進午餐，致贈加菜金及猴年福袋，預祝弟兄
們新春快樂。晚間返抵松山空軍指揮部，隨即召開

2

記者會開始首先播放總統一行訪視太平島的紀
實影片。總統隨後致詞表示，他此次前往太平島視
察有四個目的，首先是提前慰勞春節期間駐島海巡
弟兄值勤的辛苦，以及發表「南海和平倡議」路徑
圖（Road Map），並說明如何推動南海和平，讓
太平島「做為南海和平倡議實踐的起點之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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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目的是推動太平島的各項和平用途，包括成為

民最早在西漢時期（西元前一世紀）發現、命名與

「和平救難島」、「生態島」以及「減碳島」；第

使用。最晚在清康熙年間（1721年以前）開始，已

四個目的則是盡快針對菲律賓對中國大陸的仲裁案

將南海諸島正式納入海防體系，進行巡視和管理；

中太平島的法律地位遭到降格一事，「做出嚴正的

1912年民國成立後，我國政府也相繼在民國24年

澄清與說明」。

（1935年）及36年出版南海諸島的地圖，向國際社

馬總統強調，太平島是一個「島」（island），

會重申我國對於南海諸島及周遭海域的主權。

而不是一個「岩礁」（rock），島上除了有淡水

無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群島、

外，也能自給生產農作物，符合構成「島」之各項

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其周遭海域均屬

條件。該項仲裁將在今年5至6月間做出，「希望他

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海域，中華民國享有國際法上

們在做成判斷前，能瞭解太平島的實況，不要做出

的權利，不容置疑。我們解決南海爭議的具體主

錯誤的判斷。」

張，則是「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

有關馬總統談話全文如下
今天很高興能夠在春節前來到南疆國土─南沙
群島的太平島和各位駐島同仁見面，除了對大家的
辛勞表達肯定及嘉勉之意，也要向大家提前賀節，
祝各位新年快樂。每年春節前，我都會去駐地慰勉
國軍、警察、消防、海巡、醫療、環保同仁。今年
我改從海巡開始，而且還特別從離臺灣最遠的太平
島開始，就是要顯示我們對駐守在1,600公里外海巡
弟兄的重視。

壹、南海和平倡議路徑圖

開發」。
依據上述的主張，我在去（104）年5月26日提
出「南海和平倡議」，呼籲各方降低緊張，增加對
話，遵守國際法，保障各國航行與飛越自由，維持
南海區域和平穩定，並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這項
倡議和處理爭端的基本原則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支
持，美國國務院也曾表示贊許（appreciate）。推
動《南海和平倡議》第一個具體成果，就是在去年
的11月5日，我國與菲律賓簽署《臺菲漁業事務執
法合作協定》，將可以大幅減少過去臺菲重疊海域
的漁業糾紛。

面對數十年來南海的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爭

現在，我要向各位進一步報告我們實踐「南海

議，我們也要在這裡清楚表達，南海諸島是我國先

和平倡議」的路徑圖。首先，是「三要三不要」的
架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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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聽取簡報及參觀島上各項生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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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要合作，不要衝突」：建立各項有助

作機制，進行包括「生物資源的養護與管理」、

南海和平繁榮的合作及開發機制，將主權爭議留待

「非生物資源的探勘與開發」、「海洋環境保護與

日後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科學研究」、「海上犯罪的防制」、「人道援助與

第二是「要共享，不要獨占」：合作及開發機
制應讓所有區域內各當事方平等參與，共享資源，
以免損及任何一方的權益。
第三是：「要務實，不要僵持」：先從對各當
事方都有利且容易形成共識的面向著手，務實漸進
推動各項合作，以免各方因堅持己見而錯失合作
契機。

災害救援」等重要議題的協調與合作。
在遠程階段，我們期待可以實現「分區開
發」：在整體規劃的架構下，建立分區開發機制。
各方可經由雙邊或多邊的合作，劃設暫定合作及開
發海域，建立共同管理監督機制，以進行分區、分
階段的合作及開發，達到平等互惠的雙贏成果。

貳、和平使用太平島

接下來，我要提出「一條可行途徑，兩項必要

我國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

說明，三個推動進程」，說明這個路徑圖的具體

共同開發」的政策方向，推動「和平使用太平

內涵。

島」，事實上，我們在民國89年就已經由海巡署接

所謂「一條可行途徑」，就是「擱置爭議、整
體規劃、分區開發」。
所謂「兩項必要說明」就是：
第一，區域內各當事方都須納入協商機制，共
同為南海整體規劃進行合作協商。

防太平島，取代海軍陸戰隊，以具體行動表示我們
反對南海軍事化的決心。
為了創造未來區域內各當事方的合作契機，中
華民國政府現階段將以太平島作為實踐「南海和平
倡議」的起點，致力打造太平島成為「和平救難之
島」、「生態之島」與「低碳之島」。

第二，這個合作協商機制是一個具實用性質的
臨時安排，不會損害各當事方的主張或阻礙未來在
南海地區達成最終協議。

在打造「生態之島」方面，內政部與農委會辦
理的「水質及農業環境調查計畫」，將進一步瞭解
太平島自然資源，以保持生態平衡；海巡署執行

最後，我們有近程、中程到遠程的三階段推動
進程：
在近程方面，我們必須共同「擱置爭議」，各
方應儘速展開多邊對話協商，達成擱置主權爭議的
共識，也應承諾依據《聯合國憲章》與《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以及相關國際法的原則與精神，以和平
協商代替武力對抗，避免採取任何影響南海安定與
和平的行動，保證航行及飛越自由與安全。在累積
足夠互信後，各方另應協商制定南海地區海、空意
外相遇規則及相互設立熱線等安全機制。
在中程階段，我們要推動「整體規劃」：各當
事方應依據相關國際法的原則與精神，共同建立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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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島上原生植被調查」，將原生樹木分類列

者」與「人道援助者」的角色，讓南海真正成為

管，落實保育工作。而早在1978年，世界氣象組織

「和平與合作之海」。

（WMO）推動的全球大型氣象計畫就曾在太平島
上設立「冬季季風實驗」觀測站。接下來，我國也
將從地震、海象與氣象觀測、生態系統調查以及環
境品質監測等方向完善島上科研設備，推動太平島
設立「南沙國際研究站」及跨國性科研計畫，以擴
大在生態研究上的和平使用與國際合作。
在打造「低碳之島」方面，經濟部與海巡署合
作「太平島水電供應及管理計畫」，將增設太陽能
發電系統，將目標提高到供應40%用電， 使太平島
成為落實「節能減碳」的典範。
在打造「和平救難之島」方面，去年12月12
日，我國內政部部長、海巡署署長及相關部會官
員，在太平島上主持了碼頭整修及燈塔興建的完

護、海洋科學研究、打擊海上犯罪、人道援助與災
害救援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建立協調及合作機制。
我在今（105）年1月19日出席在臺北舉行的
「南海科學國際研討會」時，與許多國內外的學者
專家針對南海和太平島的科研應用進行廣泛討論，
現場學者對太平島目前的發展和未來遠景都相當感
興趣。未來，我們也不排除在太平島舉行國際會
議，雖然場地只能容納大約30人開會，我們依然可
以透過視訊會議，連結國內外城市，將中華民國在
太平島建立的南海和平使用的經驗與全世界共享。

參、太平島的淡水、農作物、與國際法地位

工啟用典禮。碼頭全長318公尺，寬20公尺，可供

中華民國的領土太平島，面積0.51平方公里，

三千噸的船艦停泊，搭配完工的燈塔，可有效縮短

是南沙群島中最大而且唯一擁有淡水的天然島嶼。

運補時間，有效確保太平島周邊海域航行安全，便

二戰後，我國政府在民國35年12月登陸太平島完成

利人道救援、提供漁業協助及提供海域助航能力；

接收工作，雖然在民國39年6月一度因補給因素而

去年11月25日，太平島機場跑道也整修完畢，可

撤守，但在民國45年6月再度進駐，至今已達60年。

提供C-130運輸機的起降；海象與氣象觀測設施所
提供的天候資訊，可以應用在災害監測與預警等工
作；我們也會強化南沙醫院設施及醫療環境，並協
調國際醫療機構，成立南沙急救中心，作為中繼
站，加強人道救援工作的能量，具體落實「南海
和平倡議」的精神，使太平島成為「和平救難之
島」。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具體行動向國際社會宣示，
中華民國會善盡國際義務，主動扮演「和平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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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在102年以中國大陸為被告，向荷蘭海
牙常設仲裁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提出南海仲裁案。此案與我國有重大關係，但是
我國卻從未受邀參加，也從未被徵詢意見。菲律
賓主張，太平島沒有淡水、也沒有可供農耕的土
壤，食物飲水都從外地運來，人類無法在島上生
活，因此太平島只是一個岩礁（rock），不是島
嶼（island），無權主張大於12海里的海洋區域權
利。這種說法毫無事實及科學依據，完全錯誤。事
實上，太平島各項經濟、環境、人文等科學證據，
都說明它不但天然資源充足，而且使用超過百年，
能夠自給自足。

水Evian，不僅可以直接飲用，口感也像市售礦泉水
一樣良好。
歷史上也有許多關於太平島有淡水的記載。早
在1879年，英國皇家海軍檔案《中國海航行指南》
（The China Sea Directory）中，就提到太平島有
中國漁民及淡水水井，並指出「島上井水品質比其
他地方都要好」（“the water found in the well on
that island was better than elsewhere”）；民國28
年，日本前台中州技師平塚均在調查太平島報告
中，也提到「島上飲料水豐富，漁船給水或陸上種
種用水，均不虞缺乏」；民國35年，我國海軍艦隊
進駐南沙群島調查時，在勘查報告書中也記載「島

根據地質學研究，太平島的形成歷史可能超過

上有淺水井數口，水質良好」；民國83年，行政院

3百萬年，而在2萬年前，太平島還曾經高出海平面

農委會委託執行的《南海生態環境調查研究報告》

達一百公尺以上。這段地質史或許可以說明，為何

中指出，太平島的兩處淡水源的水質，甚至比一般

太平島成為南沙群島中，唯一具有可飲用淡水的

河川和湖泊要來得好。海巡署去年12月的《南沙太

島嶼。

平島民生基礎經濟活動報告》指出，太平島的4口

太平島上年降雨量約3,000毫米，雨水滲入地表
後，儲存於土壤及其下方的珊瑚礁岩孔隙。而更下
方之珊瑚礁，因為長達百萬年的岩化作用，而形成
極佳的不透水層，使得全島蓄積豐富的地下水。水
質專家檢測品質最好的原生五號井的地下水，從導
電度與總溶解性固體來看，水質接近國際品牌礦泉

井除了其中一口用於養殖吳郭魚外，其他3口每天
可產生65噸的淡水，淡水含量平均為92%，5號井
淡水含量更高達99％，水質良好。以上史實都證
明，太平島一直都有豐沛、優質、足以維持人類生
存的淡水。
太平島上的土壤，經過土壤專家實地檢測，為
經過至少一千年以上風化作用，自然化育而成之
「新成土」（Entisols），表土厚達20公分以上，
有土壤團粒構造，富含有機物，島內緣存有鳥糞
層，屬於相當肥沃的土壤，可供原生植物生長及農
作物生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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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太平島上水土條件良好，所以天然植被茂

備，可與高雄醫院連線。也有郵局與觀音堂。民生

盛，原始海岸森林鬱閉功能良好，能有效涵養水

用水除了地下水井以外，另可以海水淡化、逆滲透

源、截留森林蒸散，以及補充土壤腐植質。林下可

及回收再利用等方式取得。電力則透過柴油發電機

見「長葉腎蕨」（Purple-stalk Sword Fern）生長

和每年發電量高達17萬度的太陽能發電系統提供。

茂盛，由於這種蕨類需要長年穩定的森林環境才能

其他包括通訊、郵政、衛星電視、機場、碼頭、

生長，更加證明太平島具有優良自然生態環境。

燈塔、導航設施及戶政等生活機能與措施都相當完

太平島上的原生植物多達106種，直徑超過100
公分、高度20至30公尺、樹齡超過100歲的大型熱
帶喬木如蓮葉桐、欖仁樹、棋盤腳等有數百株之
多。椰子、木瓜及芭蕉樹等野生作物的果實產量豐
富，長年四季都可採收食用，其中椰子樹約有500
棵，年產量約1,500粒，風味絕佳。木瓜與芭蕉的
年收成各約200到300公斤，果香十分濃郁。駐島人
員善加利用良好之自然環境，在「開心農場」種植

住及其本身經濟生活」，絕非岩礁，而是島嶼，完
全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第121
條的「島嶼」定義，因而除領海之外，有權提出專
屬經濟區與大陸礁層的主張。我國在太平島長期駐
有人員經營及守備，更是中華民國在太平島及其周
邊行使主權的明證。國際間有人對此質疑，可能因
為他們從未到太平島實地瞭解之故，我們歡迎他們

10餘種蔬果作物，包括苦瓜、絲瓜、地瓜、瓠瓜、

來太平島親自瞭解事實真相。

南瓜、秋葵、玉米、高麗菜、地瓜葉、辣椒等。島

肆、結語

上也畜養雞（180隻）、羊（12隻）、與警衛犬（6
隻）等動物。犬隻可在夜間警戒，雞、羊則可食
用，還有雞蛋補充營養，足以供應生活所需。
太平島上的南沙醫院，有三位醫師（一位是牙
醫）、三位護理人員，與10張病床，並有視訊設

於國碑前和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8

備。這些證據充分顯示了太平島足以「維持人類居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
福、萬事如意。也祝南海和平永續、太平島國疆永
固，謝謝大家！
（本文資料轉載自總統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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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海巡十大風雲實錄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由海巡署編列

建，縮短往來臺灣的交通時程、以及南沙醫院保障

33億餘元，委由國工局負責執行，除就計畫預算

同仁的健康…等，如今有了碼頭能夠直接停泊並搭

籌編管控、進度督導及品質要求等重要環節掌握

配新竣燈塔，不僅使人員接駁以及物資補充功能更

外，更主動協商相關部會，終克服地理及海象等限

加完備，也縮短登島時程，對於防衛力量提升更有

制，如期、如質於104年12月順利竣工，且獲金質

一定程度的幫助；另揭幕紀念碑上所刻寫「和平南

獎殊榮。104年12月12日適逢太平艦接收太平島69

海、國疆永固」八字更與馬總統在2015年提出「南

周年，遂規劃辦理工程啟用典禮，並由內政部部長

海和平倡議」中主張之「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

陳威仁與海巡署署長王崇儀共同主持，也邀請交通

平互惠、共同開發」基本原則立場相同。現今碼頭

部、科技部、經濟部、衛福部與環保署等相關部會

及燈塔均已正式啟用，未來海巡署將持續配合政府

官員，搭機前往南沙太平島，主持交通基礎設施碼

政策，如同署長王崇儀上任後曾經在登上中洲礁及

頭及燈塔的完工啟用典禮，並為馬總統所立的紀念

太平島後所形容：內心感受在遙遠疆土之上仍見國

碑揭幕。除有歷史傳承意義及提升國際能見度外，

旗飄揚，心中充滿感動。因此在太平島經營上，更

同時向國際社會宣示，中華民國願意扮演「和平締

致力配合將其打造成為和平、生態與低碳之島，讓

造者」角色，藉由「和平島」、「生態島」及「低

國人能從太平島上各項新建設施及政策之推動中了

碳島」的實際建設，以「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

解到海巡署的努力。

資源」方式處理南海爭端，務實維護我國領土及海
洋權益。
該署自民國89年駐守南沙太平島以來，逐年
辦理完成許多重大建設，諸如：衛星行動通訊網路

海巡署在署長王崇儀的領導下，104年各項績
效均突破以往，重大事蹟除了南沙太平島碼頭竣工
外，特別彙整年度十大風雲錄，把海巡署的各項施
政成效完整呈現在國人面前。

的建置，使外島與臺灣資訊同步、郵政代辦所的成

（資料由海巡署秘書室董顯惠及南巡局人事室

立，拉近官兵弟兄與家人的距離、南沙機場之興

涂人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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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巡 十 大 風 雲 錄 總 覽
1. 海巡首次公海緝獲國籍漁船載運私菸
104年1月21日，臺北機動查緝隊獲報宜蘭籍

嫌等4人，成功在海面上攔截走私母船，船長於查

「金○號」漁船疑似塗改船名，並將前往菲律賓載

緝時將走私物品丟入海中，偉星艦全程錄影蒐證，

運私菸走私接駁入臺，隨即編成海陸聯合查緝小組

並順利將丟入海面的香菸撈起供做呈堂證物；本案

展開偵查，得知「金」船出港後，執行聯合查緝行

係「菸酒管理法」新法上路後，本署首次在公海上

動，於貓鼻頭外海西南方227浬處，攔檢查獲該漁

緝獲我國籍漁船載運私菸案件，市價約5,736萬元，

船走私未稅菸品1,434箱（71萬7,000包）及陳姓犯

具有重大指標意義。

2. 跨部會合作

全力救援復興空難

104年2月4日，正值寒流期間，復興航空班機

全力投入搜救作業，總計動員857人次（其中296人

墜落基隆河，機上共58人，本署獲報後即依中央應

次實施水下搜尋）、執行艦艇112艇次、直升機6架

變中心及現場指揮官劃分搜救範圍，動員海洋、海

次，並支援潛水裝備61套、水下金屬探測器5具協

岸總局相關單位人力、物力，不畏寒冷低溫投入救

尋，澈底發揮「授手援溺」精神。

援，並搭配空勤總隊直升機於空中同步協助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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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陸船越界抽砂

海巡強力取締

104年4月4日、4月26日，第九（金門）海巡隊

金門地檢署同意，趁採獲海砂尚未乾硬前，於押返

4日於金門縣田埔外2.5浬處暨26日於金門縣田埔外

料羅港途中卸砂回填整復，並將人船押解至金門海

1.9浬處，分別查獲大陸籍抽砂船「順興96號」、

巡隊隊部進行偵訊調查，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與

「海潤597號」涉嫌違法越界至金門海域抽砂；大

《刑法加重竊盜罪》等移送金門地檢署偵辦，並依

陸抽砂船利用夜間或霧漫能見度不佳，趁隙越界違

《土石採取法》函送金門縣政府開罰。

法盜砂，經登檢取締並將蒐證後確定違法事證，報

4. 海巡雷達建功

海上截獲23名越南偷渡犯

104年4月14日，第十二（新竹）海巡隊接獲第

3.9浬處攔截該船，發現船上載有23名越南偷渡犯並

三巡防區通報，發現新竹外海有一艘不明目標，航

立即押返偵辦，成功攔截不法於海上，充分發揮岸

向不定且向岸際航行，立即以無線電通報線上PP-

海合一執法動能，有效嚇阻非法偷渡情事。

3562巡邏艇快速駛往查看，並於新竹縣新豐外海

5. 海巡於臺菲海域強力護漁 成功救援國籍漁船
104年5月25日，屏東琉球籍「明進財6號」漁

場後採取強力護漁手段，阻擋菲國公務船拖離我

船於巴丹島東北方21.6浬遭菲國公務船攔檢，本署

漁船，並嚴正表達該海域為我國專屬經濟海域，菲

獲報後立即派遣「基隆艦」前往處理，並通報外交

國執法人員見我方執法人員態度強硬，遂駛離該海

部及農委會等相關機關協處，「基隆艦」抵達現

域，有效彰顯「捍衛主權、維護漁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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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兩岸共打機制

成功緝獲2億毒品

104年6月4日，新竹機動查緝隊偵辦「揚承專

毒品安非他命224.11公斤、制式手槍1枝、子彈33

案」，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順利於廣東

顆，毒品市價約2億元，陸方以正式感謝函感謝新

省東莞查獲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2.4公斤，嗣經陸方

竹機動查緝隊提供情資協助破獲本案。

續行偵查，查獲在大陸之共犯朱○○等5人及二級

7. 海安八號演習暨雙艦成軍 展現海巡維權能量
104年6月6日，本署於高雄港新濱碼頭及其外

實施落艦及海空分列式操演，具體呈現本署海上執

海辦理「海安八號」演習，同時舉辦3000噸級宜

法、救難及護漁之能力與成果，宣示我國政府捍衛

蘭、高雄雙艦成軍典禮及世界海洋日活動，由馬總

主權、維護漁權之決心。會場中除設置本署強化編

統親臨會場勗勉。演習總計動員6艘巡防艦、1艘巡

裝成果區及經略南疆區外，更開放民眾參觀高雄艦

護船、16艘巡防艇，並搭配4架空勤總隊直升機，

及海研一號研究船，吸引民眾逾1萬2千名參加。

8. 海巡護漁人民有感

榮獲行政院優等獎

本署為捍衛漁權，突破傳統作法，先就西北海

卓著使民眾有感，深受各界支持讚揚及媒體肯定報

域蟳蟹季，於漁汛期前與政府機關及漁會（民）團

導，樹立廉能政府典範，並獲「104年行政院與所

體溝通聯繫，傾聽民意正面積極回應，並擴大全面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評選為

執行護漁，成功創造漁民、漁政、執法三贏，成效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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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巡、國軍聯合海上操演 落實政府護漁決心
104年11日21日，為提升政府機關護漁協調與

馬總統親臨視導校閱，動員各型艦船艇16艘（海巡

應變能力，本署協同國防部、漁業署及空勤總隊等

7艘、海軍7艘、漁業署租用漁船2艘）、航空器4架

機關，假高雄外海實施「漁船遭不明武裝船舶追

（空軍、空勤總隊各1架；海軍2架），有效驗證、

逐」、「海巡艦與不明武裝船舶對峙」、「海上反

深化機關合作協調及國軍策應機制，落實政府「捍

挾持」及「海上傷患救助」等聯合護漁實兵操演，

衛主權、維護漁權」政策之決心與提升正面形象。

10. 經略南海

啟用南沙太平島碼頭

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由本署編列33

平島69周年，本署辦理工程啟用典禮，除有歷史

億餘元，委由國工局負責執行，除就計畫預算籌編

傳承意義及國際能見度外，亦向國際社會宣示，

管控、進度督導及品質要求等重要環節掌握外，並

中華民國願意扮演「和平締造者」角色，藉由「和

主動協商相關部會，終克服地理及海象等限制，如

平島」、「生態島」及「低碳島」的實際建設，以

期、如質於104年12月順利竣工，此為本署首件工

「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資源」方式處理南海爭

程榮獲金質獎殊榮。104年12月12日太平艦接收太

端，務實維護我國領土及海洋權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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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5日尤副署長明錫主持月牙軒落成啟用典禮

時光漫漫南海明珠、
亙古風華海上絲路～
「月牙軒」南海展館紀實
文｜林建逸

圖片提供｜東沙指揮部

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南海展館「月牙

本館成立迄今，蒞島貴賓、學術團體與各界邦

軒」，於2015年5月5日隆重啟用，由本署政務副署

彥，無不更暸解我國主張南海諸島主權的歷史脈絡

長尤明錫先生親自主持剪綵典禮，並邀請國安會、

與事實紋理及駐島海巡同仁的勇敢與堅持。現今為

經濟部、內政部、外交部及國防部等多位跨部會、

無緣踏足東沙群島的民眾，就展館由來、視聽室功

跨領域之貴賓與會，在歡聲雷動的祝福聲下完成

能及各展覽間緣由撰寫紀實，期盼將東沙的繁華、

啟用儀式。

喧囂、靜謐、滄桑介紹給月刊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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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展館的命名由來

透光板取代石棉板，完整展現東沙星空全貌。而東

東沙島，古有「月牙島」之美稱，「軒」取其

沙夜空主要有兩個特點（一）為臺灣全國除墾丁國

高聳之意，期能寄意崢嶸軒峻之旨趣，本館為承接

家公園外，唯一能完整觀賞南十字星座之海洋國家

「建軍堡」之遺緒，特命為「月牙軒」，以期撫今

公園（二）在任一天文觀星盛會中，最能提供觀星

思昔前人之遺烈，特有奮發精神，激勵軍心之效，

者一個人性化的場所，因只需步行外出，即可享受

用以昭示世人我國南海主權之完具。而本島藉廣受

一處靜謐、無光害污染之環境。

各界矚目之內政部「中華民國南疆史料特展」展

五、第三展覽間

物，併同本署蒐整文物以實體方式，展現檔案典藏
效能及南海經營成果，俾維我國南海經略雄心。

二、視聽室功能

主要呈現南海諸島之經營歷程，主要區分兩種
態樣，其一為行政區域的變化，於民國38年以前，
由廣東省政府管理；後於當年6月6日，改隸海南特

主要播放海巡相關影片，諸如東、南沙群島簡

別行政區管轄；最末於民國79年2月，行政院核定

介、BBC蒞島採訪、大愛電視台、壹電視專訪特輯

將東沙島及太平島委由高雄市政府代管。其二為駐

及海洋國家公園海域生態等相關影片，提供駐島官

島軍力之演變，民國45年前，南海諸島皆是由海軍

士兵於島休閒與戰備之餘，能有效抒發身心靈壓力。

奉命駐守；當年後即成立東南沙守備區（俗稱海軍

三、第一展覽間
主要呈現南海諸島之歷史淵源，而東沙群島是
南海諸島當中最早被開發的。在我國的正史中，可

陸戰隊），偵巡南沙群島；而於民國89年，本署正
式接管東南沙群島駐防任務，並定期巡弋我國海域。

六、第四展覽間

遠溯一千年前的晉朝，文人裴淵在其著作《廣州

主要呈現海巡部隊之現況介紹，分別為每年承

記》中提及「珊瑚洲，在縣南五百里。」一句，珊

作教育部與國防部辦理之東沙巡禮體驗營、生活設

瑚洲亦即東沙群島；而宋、元時代則稱東沙群島為

施及營舍整建工程、海巡服制羅列、各式肩章與功

「萬里石塘」；後15世紀大航海時代，為我明朝

標陳展及等比例擬真版火砲模型敷設。

鄭和下西洋之時，稱其「石星石塘」；最末在西元
1907年，本島納入中國清朝版圖所有。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物
之生也，異趣而同歸。」語出戰國時代管子《管子•

而在外國人的歷史當中，西元1866年，英人

形勢》一篇，亦即凡對當今世事有疑時，可剖判歷

Pratas避難於此，自以為首次發現東沙島，便恣意

史事件找出合宜之解，以表古今之理相通，可知往

命名為「Pratas Island」，這也是東沙島英文名的

鑒今。東沙這個蕞爾小島歷史遞衍，而外島的經營

濫觴。而西元1907年日商西澤吉治，發現島上鳥糞

為我國主權之貫徹，駐島官兵發揮同島一命、同舟

含磷成份甚高，具高度經濟價值，便佔領本島，更

共濟及與陣地共存亡之精神，未來全體人員更將秉

名為「西澤島」；後於西元1909年清政府派兩廣

持海巡署「海域執法、海事服務、海洋事務」三大

總督張人駿與日代表交涉，以13萬元贖金償還，自

核心任務，有效展現守護國家主權之矢志，共同確

此，東沙島才正式收歸國有。

保邦土海洋權益之發展。

四、第二展覽間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主要呈現南海諸島地理位置，天花板材質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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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軒展館成立各時期長官蒞館參訪回顧

2015年6月9日局長劉國列暨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翁文祺蒞館

2015年9月12日國防部長高廣圻秋節蒞館

2015年11月10日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政則蒞館

16

2015年6月18日署長王崇儀主持東沙指揮部揭牌啟用並蒞館參訪

2015年10月6日前副署長鄭樟雄及國防部副參謀總長中將王興
尉蒞館

2015年11月19日行政院政務委員葉欣誠蒞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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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國際合作管道查獲毒品，避免流入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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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澎湖機動查緝隊

103年9月透過線報掌握，國際毒梟得知近年

擊該集團毒品走私案。

來臺灣地區通訊監察及保障法嚴格規範，檢察官、

另報請澎湖地檢察署主

法官核准通訊監察困難，致使司法警察偵查效能降

任檢察官周盟翔指揮，

低，且東南亞地區（菲律賓、日本、澳洲等國家）

會同第七岸巡總隊、第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價格高漲，於是放膽聘請製毒師

七二岸巡大隊、第六三

父教授大批未成年、無前科人員製毒技術，使得國

岸巡大隊、第八（澎

內製造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工廠如雨後春筍般成倍數

湖）海巡隊及澎湖縣政

成長。因案件發展持續擴大，遂由海巡署南部地區

府警察局白沙分局偵查隊

巡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成立「海俠專案」，專門打

組成專案小組，偵辦過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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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專案小組顛覆以往思維放棄通訊監察調查方式，

間，針對菲律賓北方小島「卡加延-Cagayan」毒

僅利用線報、人力跟監為期長達一年半辛苦蒐證調

梟倉庫及住處進行大規模搜索，果然在慎密的規劃

查後，終於掌握大陸籍周姓毒梟毒品販售網絡及

下，逮捕了周姓嫌犯等8人，並緝獲第二級毒品安

模式。

非他命22.6公斤、第四級毒品麻黃素11.4公斤暨15

周嫌係以菲律賓為根據地，並利用偽造身分經
常往返臺灣、菲律賓、日本等國家洽詢各國毒品買
家需求後，交付旗下成員負責進行海、空運毒品各
線販售，據了解該員為集團主導操控東南亞地區運

袋毒品原料約40公斤，市價高達約1億7500萬菲律
賓披索（換算臺幣約為1億2250萬元），全案由菲
律賓緝毒署（PDEA）移由菲國法院審理，菲律賓
緝毒署（PDEA）也特別致函海巡署表達感謝之意。

輸毒品最重要人物，因此在查緝方面，專案小組必

毒品屬萬國公罪，危害世界各國甚鉅，海巡署

須反覆討論推演，俟查緝方式確定後即透過海巡署

職掌係以「阻絕於岸際」、「攔截於海上」、「拒

情報處國際科與菲律賓緝毒署（PDEA）、菲律賓

毒於境外」為首要工作目標，本次成功將緝毒層級

國家警察總署反毒總隊（PNP-AIDG）組成跨境專

提高，係以「拒毒於境外」之國際合作斷絕毒品來

案小組，合作打擊毒品犯罪，幾番情資交流整合，

源最佳方法，成功運用國際合作管道，且為海巡署

專案小組有效掌握集團成員動態及即將展開之犯罪

首宗與菲律賓緝毒署（PDEA）、菲律賓國家警察

計畫，遂由菲律賓緝毒署（PDEA）向菲國法院聲

總署反毒總隊（PNP-AIDG）跨國合作成功打擊毒

請搜索令狀，於104年12月12、16日至105年1月期

品犯罪案件，對臺、菲合作共同打擊毒品犯罪之成
效及外交關係開創了新的里程碑。
鑒於毒品危害社會秩序及國人身心健康甚鉅，
近年來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係為東南亞地區毒梟私
運、販售首選之高價格毒品，不法分子欲利用年節
期間日本、澳洲、臺灣地區毒品需求量大增，幕後
毒梟以菲律賓為毒品發送根據地，利用貨（漁）船
運輸東南亞地區各國販售，本次所幸能及時破獲，
成功瓦解該集團，避免毒品外流，否則將嚴重影響
我國及東南亞鄰近國家民眾健康及社會治安。海巡
單位本於緝毒職責，除結合當地司法警察單位，更
努力擴展打擊毒品犯罪管道。海巡署也呼籲社會大
眾，拒絕毒品的誘惑，杜絕危害，需要大家一起努
力，也歡迎多利用海巡署免付費報案電話118，提
供犯罪線索，共同為營造無毒家園的美好環境，盡
一分心力。

遭緝獲之周姓毒嫌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
機動查緝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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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陸船烏坵
捕魚
界
海巡百浬押返調查
文｜吳采芳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鑒於中國大
陸漁船於春節海象轉佳期間越界炸魚，嚴重破壞海
洋資源，於2月17日至19日連續3日實施威力掃蕩勤
務，並調派大型船艦支援，強化護漁作為，維護我
國漁業資源及海域治安。總局長胡意剛更親率業管
幕僚單位、第三（臺中）、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幹
部至烏坵地區現地會勘，研擬陸船越界應處方案，
並訪視島民與守軍單位，充分交流溝通與協調，同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時慰勉海巡同仁執勤辛勞。
本次專案掃蕩勤務，統由第三（臺中）海巡隊
隊隊長歐凌嘉擔任指揮官，帶領所屬艦艇以「優勢
艦艇、分進合擊」之方式執行任務，總計調派所
屬PP-10031、PP-10022艇及第四（臺南）海巡隊
PP-10059艇暨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苗栗艦等1艦3
艇及特勤隊6人，前往金門烏坵海域執行擴大威力
掃蕩。迄19日16時止，共驅離14艘越界陸船，並於

違法越界陸船拒絕受檢，與海巡艇展開追逐，最終遭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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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人員命令漁船將違法捕撈漁獲海拋並帶回偵訊

烏坵海域禁止水域內，取締「閩蒲漁059×8號」、

未來在維護中部海域安全及海洋資源維護，也

「閩惠漁013×8號」2艘越界作業陸船，依據臺灣

將持續規劃烏坵海域之巡防勤務，藉以遏止大陸漁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將2船14人扣

船非法越區捕魚等不法行為，同時籲請民眾，若發

留，帶返隊部實施調查及執行後續行政處分。

現不法或需海事服務時，不吝撥打海巡「118」免

陸船越界捕魚情形在海巡隊強力打擊下，違法
情形已明顯減少，加上依法查緝扣留，並予以重罰
的確產生嚇阻作用。而海巡執法向來沒有假期，尤

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臺通報，海巡
署將立即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臺中】海巡隊）

其是春節期間，陸船以為掃蕩行為將有所減弱，未
料仍是遭逮捕法辦，且海巡隊考量大型鐵殼船違法
作業對海域破壞極大，也在現場命令漁船人員將捕
撈之漁獲全數海拋。此次勤務，第三（臺中）海巡
隊克服時空環境因素，於烏坵海域查獲2艘陸船非
艘陸船非
法越界捕魚並押解近百浬返回臺中港偵辦。

總局長胡意剛親赴海巡隊碼

頭慰勉同仁執勤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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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第九（金門）海巡隊

海洋巡防總局第九（金門）海巡隊於105年2月

號」（以下簡稱「閩」船）漁船正於該海域作業

21日凌晨於雷情系統發現金門大岩嶼南方約1.9浬

佈網，PP-3577艇立即依規定回報後，隨即展開攔

有一不明船點，研判可能是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立

截，同時PP-2006艇及特勤人員也緊急出勤趕往現

即指派PP-3577艇前去查處，並緊急調派船艇PP-

場。另聯絡12巡防區增派CP-1015、CP-1009艇馳

2006艇及特勤人員支援，另12巡防區亦調度CP-

援，以4艘巡防艇四面包夾方式實施強行登檢，終

1015、CP-1009艇馳援，共出動4艘船艇強勢將該

於順利將「閩」船帶回料羅隊部後續偵辦。遭查緝

大陸鐵殼漁船帶回料羅港留置調查。

「閩」船連同船長共有9人（余姓船老大45歲，福

此次案件發現，係起緣於金門海巡隊於年節期
間，勤務中心執勤人員於雷情系統發現可疑船點，
似有異常，可能有陸籍越界漁船蠢動，遂派遣線
上PP-3577艇抵達通報地點，發現「閩○漁61175

建龍海人），金門海巡隊人員表示，在偵訊余姓船
長過程中，他坦承因為過年假期剛結束，心想越界
捕魚被抓的可性較低，但沒想到，才剛出海就被海
巡人員攔檢，他直呼「好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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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員及特勤人員登檢情形

海巡署去年便已強化金門海域巡護能量，並祭

金門海巡隊隊長黃宣凱也強調海巡執法沒有假

出不定期擴大掃蕩、大型艦巡邏護漁、由臺灣增派

期，欲趁隙越界捕魚的漁船，勿以僥倖心態闖關，

快艇、海岸巡防總局特勤隊支援及配置最新100噸

海巡隊未來仍秉持署長王崇儀指示「強力執法、絕

巡防艇至金門五項具體措施，且依兩岸人民關係條

不退讓」精神，全力以赴，做好護漁工作，讓民眾

例相關規定，靈活運用驅離、扣留船舶、留置人

有感。同時呼籲民眾，若發現海上不法或需海事服

員、切割漁具、沒入漁獲、行政罰鍰等6大行政執

務，可利用海巡署「118」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

法手段併罰，相信重罰之下必可有效嚇阻大陸漁船

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報，海巡署將立即處理。

越界作業，以確保當地漁民生計及安全。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九【金門】海巡隊）

要求將違法捕撈漁獲全數海拋，並全程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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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字當頭甘冒險
盜採牛樟圖變現
文｜張涵睿

圖片提供｜第二二岸巡大隊

海岸巡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二岸巡大隊臺

屬人為盜採情形極高。安檢所人員完成全數清查，

北商港安檢所，於105年1月6日17時許，執行「竹

牛樟椴木含邊角料總重量約1310.7公斤，市價估計

○」雜貨輪監卸勤務，於貨櫃內發現管制開採的牛

新臺幣26萬元，若經培養生成牛樟芝，則一臺斤市

樟木乙批，遂立即聯繫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農委會

價高達32萬元，獲利極為可觀。本案後續將由林務

林務局到場協處。經查驗後，初步評估該批木材為

局沒收此批牛樟，並將相關犯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臺灣牛樟」，因牛樟自民國81年起即禁止開採，
不法商人盜採行為已涉嫌違反森林法第50、51、52
條，故先行留置於碼頭並全面清查。次日由大隊會
同桃園查緝隊、新竹林務局、臺北檢疫站、基隆港
務警察總隊臺北港分隊、基隆港務公司臺北港辦事
處、保七總隊、保三總隊等單位實施開櫃檢查。

有幸參與此次牛樟盜採案件的偵辦，可以說是
服役最大的收獲，還記得當時天冷，我和其他弟兄
們頂著寒風，配合主偵單位看著竹○輪緩緩的駛
進臺北港，頓時所有人注意力全數集中貨輪正在
進行的吊櫃作業上。此時，貨櫃已被整齊排列在碼
頭邊，我們便開始檢查，當靠近時看見許多堆疊在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林務局勘驗過程依邊角料

一起的木箱，而且遠遠就聞得到一股異常的香氣。

乾燥情形研判，此批牛樟非漂流木，且椴木部分已

此時，每個人都警覺了起來，瞬間感覺「事情沒有

全數完成菌絲體接種，為高價子實體牛樟芝前身，

想像的單純」，內容物絕非是肉眼所看到的木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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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人員發現疑點，開啟貨櫃查驗

已。隨後，在值班幹部的帶領下，立刻通報值班臺

透過這次的查緝經驗，深深感覺不肖業者盜採

及所長，同時請求林務局協助辨認，結果竟然是受

原木培植菌絲體，成長為子實體牛樟芝的目的，僅

保育的「牛樟芝」！於是所長不敢大意，第一時間

僅是為了以高價賣出牟取暴利，完全不顧及他人生

將貨櫃拉上封鎖線，並派人員24小時監控，等待相

命安全，且因牛樟芝具有抗氧化及抗癌的特性，許

關單位更進一步的查驗。

多民眾喜歡採買食用，又近年來食安問題充斥，海
巡署為維護國民健康安全工作，必須更積極查緝相
關產品，以防其趁隙入侵。同時也希望大家只要發
現有走私農漁畜產品、動物活體及私菸私酒情事
發生，能多利用海巡署「118」免付費服務專線舉
發生，能多利用海巡署「
報，讓我們都可以為國家盡了一份心力。
（本文作者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二岸巡大隊
臺北商港安檢所）

牛樟木

現場起出整批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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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走私黑槍及毒品，遭查緝人員逮捕

嚴法痛擊黑槍
確維選前治安
文｜黃教維

東部地區巡防局近日透過情資掌握臺東地區不
法分子擁槍進行暴力討債等不法行為，專案小組經
數月進行部署、跟監、埋伏等偵查作為，分析情資
後報請臺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於105年1月4
日會同臺東縣政府警察局臺東分局、新竹縣政府警
察局橫山分局、第八一、八二岸巡大隊，在臺東地
區查獲改造槍枝五把、子彈數顆、安非他命等毒品
數包，全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槍砲彈藥刀械管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制條例罪嫌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擴大偵
辦中。
由於臺東近日接連發生數起重大刑案，槍枝更
是黑道分子炫耀實力、從事不法的關鍵，尤其適逢
正、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在即，更傳出有黑道
分子為影響選舉賭盤可能開槍示威恐嚇候選人，
本局臺東機動查緝隊遂抽絲剝繭，長期評估及監控
其動向，研判槍枝多半為黑道堂口宣示實力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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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治安機關大力掃蕩槍械後，犯嫌常以分解藏

私槍彈的行動，不僅僅是在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時

匿等方式躲避查緝，此次行動能有效查察不法實屬

才執行，而是無論任何案子，都需透過平日一點一

難得；綜觀國內黑道勢力龐大，且善於經營政商關

滴的耕耘，才能在關鍵時刻得到收獲。違法案件不

係，查緝人員實難有效掌控案件所需資訊，唯有靠

斷發生，黑道分子為了龐大利益，可以不擇手段達

各治安機關相互合作，戮力查緝槍械毒品，才能斷

成犯罪目的，甚至危害社會治安。

絕走私來源，斬斷黑道金脈，國家方能長治久安。

臺東查緝隊希望藉由本案，震懾不法分子，讓

故此，查緝隊人員在此案上付出更多心力，除

他們知道海巡署查緝槍毒之決心，同時今後也將更

了不斷掌握更新情資外，只要犯嫌稍有風吹草動，

積極保障轄區內之治安，讓民眾可以免於恐懼，也

便立即出擊，終於在付出諸多心力後，一舉突破阻

呼籲社會大眾如發現不明可疑人、事、物，歡迎撥

礙查獲黑槍，不但有效打擊不法，更宣示檢警共同

打海巡報案專線『118』，共同維護社會治安！

維護社會治安之決心與執行力。海巡署加強查緝走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

現場起出之槍械、毒品與作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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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非法打工
遇盤查拔腿跑

逃逸外勞見查緝人員拔腿就跑，最終仍遭制伏

文｜蕭維佑

圖片提供｜第八一岸巡大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105年1月

東後，卻立即被海巡人員緝捕。經大隊司法組調查

18日下午14時接獲線報，於轄區內工地發現外籍勞

完畢，亦於18日晚間23時移交移民署辦理偵查及遣

工疑似非法打工，本大隊立即派出查緝小組前往偵

返事宜。

查，經現場部署後，查緝人員進入工地內盤查，三
名外籍人士見到海巡人員疑似心虛竟拔腿就跑，經
圍捕及調查後，發現三人（男性）均為通緝中之越
南籍逃逸外勞，後續移交移民署辦理偵查及遣返
事宜。

臺灣的工作環境向來是外籍勞工喜歡選擇落腳
的國家，他們常常會以各種方式揪團偷渡非法打
工，加上僱主掌握其通緝犯身分，料定其無法張
揚，遂苛刻工資、百般虐待，讓他們不得不做出更
危險的選擇，因此，海巡人員也合理懷疑仍有許多

由於外籍人士合法入境逾期居留，易衍生社會

類似的非法勞工，正散佈在全臺各地，這些看不到

治安問題及影響經濟發展。尤其年關將近，為維護

的，隱藏在黑暗中的不定時炸彈，可能成為治安死

社會治安，本大隊亦針對轄內可疑外籍人士實施監

角及社會大眾心中的隱憂，需要加以注意及監控。

偵，本次查獲之外勞在看見海巡人員盤查時便立即
逃竄，紛紛爬窗或奪門而出，殊不知海巡人員均已
做好查緝部署，在各出口處實施圍捕行動，三名外
勞只能束手就擒，所幸追捕過程無人受傷。經與臺
東專勤隊確認身分均為逃逸中越南籍外勞，年紀在
22~26歲之間，原在桃園及苗栗地區受僱工作，卻
因僱主提供薪資過低，受同鄉勞工慫恿後，進而逃
逸至東部地區從事非法打工，萬萬沒想到，一到臺

第八一岸巡大隊大隊長黃德男表示：本大隊將
嚴格執行各項查緝工作，有效遏止走私偷渡等不法
情事，以維護春節期間社會安寧，亦表示海巡單
位處理任何案件及救助皆不收取費用及餽贈，秉
持「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堅持廉潔、拒絕貪
腐」，持續為民服務。
（本文作者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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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載具電子菸
海巡查處杜危害
文｜林政龍

圖片提供｜第五岸巡總隊

施蒐整，並本於「職務協助」及「政府一體」等原
則，協助衛生主管機關加強取締，全面遏阻是類不
良商品繼續危害民眾。經相關單位情資蒐報研析後
發現，因政府尚未核准製造或輸入，所以目前市面
上所流通之「電子菸油」，大多數皆採用國際包裹
或快遞寄送方式取得，進而研判近期仍會有不法業
者採用此方式私運入境販售，遂指導所屬單位針對
高雄港之高金及高澎航線對此新興犯罪手法實施查
緝作為。
104年12月7日第五海岸巡防總隊所屬高雄商
港安檢所特別於高雄港17號高金碼頭之國內線散裝
貨輪（大○號）卸載貨櫃期間，派遣監卸人員詳加
近年來國內許多民眾，因受到錯誤的廣告資
訊，誤以為市面上販售「電子菸」產品是戒菸替代
品，進而上網購買「電子菸」服用，然目前「電子
菸」未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使用在國內仍屬於非
法產品，不得陳列、販售。為維護民眾健康，主管
機關（衛生福利部）業已函請相關單位加強協助查
緝，一旦檢查出尼古丁或有宣稱療效，即得依藥事
法論處。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所屬高雄商港安
檢所，於104年11月份曾發現高金航線查獲有不法
業者利用包裹方式寄送少量「電子菸油」來臺賺取
牟利。鑑此，面對「電子菸」非法新興產品流竄現
象，即指導所屬單位針對坊間違法產品相關情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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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結果發現乙批標示為精油之包裹，其外包裝
未有相關防撞措施及警語，與先前同類之物品不同
故研判有異，立即會同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及衛生局等單位實施拆箱檢查，經拆檢
後查獲目前未經衛福部核准之「電子菸補充液（或
稱電子菸油）」，隨即查扣該批物品，經初步清點
後，總數合計732瓶（市價約新臺幣30萬元），其
中不乏以「冰凍芒果」、「芬達」及「養樂多」等
海巡人員發現可疑貨櫃，開櫃詳加檢查

口味名稱吸引顧客；由於該批「電子菸油」經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初步檢視包裝外觀，均標示含有尼古
丁成份，因此根據藥事法規定此為偽禁藥品，未經

（WHO）因電子菸含有尼古丁及毒性化學物質，故

衛生福利部核准均不得製造及輸入，違者處十年以

不建議使用；且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檢

下徒刑，販賣者最高可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驗資料，超過八成均含有尼古丁，更在其補充液中

網路盛傳吸食「電子菸」可幫助戒斷菸癮，並

驗出甲醛和乙醛等化學物質，長期使用恐危害人體

且為迎合時下年輕人講求時髦，還調配出許多不同

健康，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海巡署本於執法權責

口味的「電子菸油」，惟該產品所合成分對人體

及維護國人健康，基此，加強查緝杜絕危害，讓民

之安全性，及是否具輔助降低菸癮等醫療效能，

眾都能享有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空間。

於國際間尚無相關證據可證實，另世界衛生組織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補充資料
一、電子菸簡介：

的案例，員警在巡邏時發現溫姓男子吸食的電子菸

「電子菸」是由中國北京的中醫師「韓力」在

味道特殊，予以攔下盤查，並以毒品檢驗包檢測後

2004年發明並取得專利，隨著國外的反吸菸運動普

發現，「電子菸」內約尼古丁液中含有「甲基安非

及，從中國流入歐美各國，再輾轉銷售到臺灣。由

他命」成分。據溫姓男子表示，其上大陸某網站購

於「電子菸」屬於新興之產品，多數國家並無明確

買「青蘋果」口味電子菸，希望戒除菸癮；他抽了

訂定管制的法規，對於產品品質、尼古丁含量，以

一周，不再想吸菸，精神也越來越好，由於外型較

及銷售管道的監控也很缺乏，使得電子菸優點無法

不引人注目，而且「菸彈」中添毒品亦難以察覺，

發揮，甚至可能會讓使用者吸入致死量的尼古丁，

是以，被吸毒人士引用為毒品新載具，亦有其可能

其成癮性也很可能高於尼古丁吸入劑。然而，「菸

性。

彈」中的添加物，也可能為不法分子利用，而成為

三、有關取締「電子菸」法源部分，摘要如下：

毒品的新載具。

█ 製造或輸入偽藥或禁藥罪：擅自製造或輸入「電

二、近期犯罪案例：
2014年元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就查獲相關

子菸」者，係違反藥事法第20條或第22條的行
為，依同法第82條，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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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而陳

█ 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之物品：「電子

列罪：擅自販賣、供應或意圖販賣而陳列「電子

菸」產品若不含尼古丁成分，也未宣稱具有戒菸

菸」者，係違反藥事法第20條或第22條的行為，

療效，但因外形類似菸品，亦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依同法第83條，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4條：「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或販賣菸品形狀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之糖果、點心、玩具或其他任何物品」之規定，

█ 非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若「電子

依同法第30條，製造或輸入業者處一萬元以上五

菸」產品不含尼古丁成分，但宣稱具「幫助戒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回收，屆期未回收者，

菸」、「減少菸癮」或「減輕戒斷症狀效果」等

按次連續處罰，販賣業者處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醫療效能詞句，即違反藥事法第69條之規定，依

下罰鍰。

同法第91條，處六十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其違法物品沒入銷燬之。

█ 販賣或施用毒品罪：倘將「電子菸」中之卡夾菸
彈或補充液，攙入或置換成毒品販售者，則依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繩。

※圖片來源：http://www.e-quit.org/CustomPage/HtmlEditorPage.aspx?MId=911&ML=4
董事基金會華文戒菸網

※補充資料：摘錄網路新聞報導及「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事雙月刊第60期」專題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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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模範海巡人員（單位）當選事蹟簡介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105年模範海巡人員及單位

破。例如外界關注的直升機落艦訓練，經緊密的籌

表揚典禮，於1月29日假該署鎮海樓六樓舉行，由

組及規劃，與多次跨部協調聯繫，終於在去年海安

署長王崇儀頒獎表揚9位模範海巡人員及所屬16個

八號演習，首度公開並成功將直升機降落在宜蘭艦

模範海巡單位，典禮中王署長高度肯定受獎人為海

飛行甲板，除驗證海巡署與空勤總隊在艦機組合上

巡工作的付出，也讓社會了解這群國土守護者的辛

的精實訓練，並展現海巡署海空立體救援能量。另

勞與奉獻，並期勉在場的所有人員堅守崗位持續為

外，103年10月海研5號失去動力沉沒案，海巡同仁

海巡工作共同打拚。

不畏海象險峻，憑藉著團隊合作及專業技能，充分

海巡署自民國90年起，每年選拔具有特殊優良
事蹟的海巡人員及單位，今年已是第16年，選擇在

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將遇險18名船員全數救起，
其冒險犯難及團隊合作之精神，終獲國人肯定。

1月28日署慶當週辦理表揚活動，其意義在鼓勵同

頒獎典禮另表揚16個模範海巡單位，其中海洋

仁工作士氣外，並藉以傳承海巡工作經驗。面對組

巡防總局共有第四海巡隊等6個海巡隊獲獎，海岸

織調整，「海巡署」雖將以新機關「海洋委員會」

巡防總局則有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等10個

面貌呈現，但仍將秉持不變的心，持續維持海域、

單位獲獎，他們在查緝走私偷渡、執行海難搜救或

海岸秩序及海洋資源保護利用，並保障人民權益，

為民服務工作也有不錯的表現，有了他們的努力，

維護國家主權。

才能為海巡署爭取榮譽，從個人至整個單位的獲

今年獲選模範海巡人員計有該署巡防處科員杜
品樺等9位，他們不僅恪盡職責，更堅守崗位，亦

獎，都足以成為所有海巡同仁借鏡學習的楷模。現
在就讓我們一同來了解他們獲獎的事蹟簡介：

對機關政策推動付出極大之貢獻心力，且力求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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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姓名：杜品樺
現職：海岸巡防署
巡防處科員
事蹟簡介：
杜員主辦本署巡防救難艦與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直升機艦機組合作業事宜，擘劃本署勤務立體化
發展藍圖，有效提升三度空間執勤效益，並於104年
海安八號演習，實地籌劃直升機落艦項目，首度公
開並成功地將直升機降落在宜蘭艦飛行甲板，向國
人展現海巡署海上救援能量。

2

姓名：洪金柱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第八海巡隊小隊長
事蹟簡介：
洪員於103年執行海研五號救援案，在惡劣海
象中，成功救援18名船員，積極發揮人溺己溺之精
神；另於101年查獲漁船走私安非他命490餘公斤，
為歷年數量最大宗，有效防杜毒品違法流入市面，
危及國人生命健康。

3

姓名：傅裕兆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第一海巡隊小隊長
事蹟簡介：
傅員主辦海上巡邏工作，對於轄內海難救助、
違反漁業法及大陸漁船越界捕魚等各類案件，均憑
藉個人專業知識、技能及豐富經驗，完成救援及查
緝工作，並於102年及103年查獲越南籍偷渡犯69
人，對於維護社會治安著有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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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姓名：李百川
現職：海岸巡防總局
後勤組代理組長
事蹟簡介：
李員負責海岸巡防總局暨各地區巡防局不動
產管理、各項新（改）建工程及各類裝備補給、保
修、運輸、衛勤及採購等後勤全般作業，自104年2
月起代理組長迄今，積極任事，並主動擘劃各項業
務推展，以宏觀及前瞻之思維，戮力從公竭力爭取
機關最大權益，足為同仁之表率。

5

姓名：黃翊峯
現職：東部地區巡防局
花蓮機動查緝隊分隊長
事蹟簡介：
黃員104年擔任分隊長期間，偵破毒品14案、
槍彈6案、安康1案及祥安2案，合計查獲各級毒品
13,165公克、槍械17枝、子彈231顆、私菸25,000
包、逃逸外勞11人、人犯45人，績效卓越，有效維
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足為海巡人員表率。

6

姓名：王靖雲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五岸巡總隊所長
事蹟簡介：
王員前任職南巡局秘書室科員期間，統籌規劃
辦理東南沙郵政代辦所、設置東沙海巡展覽館「月
牙軒」、鼓山海巡服務區籌設及「海巡勤務正面新
聞報導∼東沙島海巡勤務」專案採訪，其中承辦104
年世界海洋日活動，當日參與民眾與總統停留時間
為歷年之最，有效聚焦海巡正面形象，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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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姓名：張智欽
現職：中部地區巡防局
雲林機動查緝隊查緝員
事蹟簡介：
張員104年任職雲林機動查緝隊查緝員期間，
查獲海洛因3,081公克、安非他命4,586公克、毒咖
啡包41,596公克、毒咖啡粉5,057公克、毒咖啡液
603公克、K他命18,088公克、神仙水1,644公克、
製毒工具2批及嫌犯15人，績效卓著，有效提升全隊
整體查緝成效，足為同仁表率。

8

姓名：楊朝卿
現職：海洋巡防總局
第五海巡隊隊長
事蹟簡介：
楊員103年擔任「兩岸聯合搜救演練」演練現
場指揮官，負責管制、調度艦艇操演工作，並主動
協調連江縣政府、馬祖國家公園管理處、移民署及
馬祖防衛指揮部提供行政及各項後勤支援，圓滿完
成任務，廣獲全國各界好評。

9

姓名：王茂霖
現職：南部地區巡防巡局
南沙指揮部指揮官
事蹟簡介：
王員任職迄今，辦理南沙太平島碼頭興建工
程及啟用典禮相關事項，均能順遂竣工及完備管制
作業；並保衛我國領土主權，共驅離越界船筏32艘
次，有效捍衛南疆主權；另確遵總統「打造南沙太
平島成為低碳島」之政策指示，充分運用綠色能源
減輕運補負荷，足為同仁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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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範 海 巡單位

1

海洋巡防總局第四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查獲「柯建弘」等人非法持有改造
手槍2枝、霰彈槍1枝、彈夾3個、子彈11發；「曾
文吉」走私運輸毒品安非他命60,865.5公克、「金
如意號」漁船走私大陸農畜產品香菇絲2,286公斤及
火腿10,464公斤與破獲「顏仁義」製毒工廠，起出
成品71.265公斤、半成品611.81公斤。另取締漁船
違規3浬內拖網及違規籠具作業計13件，成效良好。

2

海洋巡防總局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執行南方海域專案勤務計5次、執行
烏坵海域專案勤務27次、驅離大陸漁船越界計163
艘及參加104年海安八號演習任務圓滿成功。另參與
機關辦理之年度密碼督考、公開金鑰系統管理維護
及推廣、航船布告系統維護及推廣、艦船艇料配件
維護管理等輔訪成效及出納事務查核及盤點作業成
績優異。

3

海洋巡防總局東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查獲「褔大368號」漁船載運私菸、
於立霧溪出海口查獲非法電魚等案。另執行新聯發
26號及海研1號遭日本公務船「海星丸」干擾與「金
元春16號」漁船船員傷病救援等戒護暨驅離案。在
東方護漁勤務方面計派遣106航次、1655人次；南
方護漁勤務9航次、232人次；澎湖海域護漁勤務4
航次、120人次，均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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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度執行大陸籍閩平漁76666號漁船
拒檢案有效化解危機。取締大陸籍漁船越界捕魚
行政處分達23艘76人次，罰鍰480萬元，驅離326
艘。執行2015年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監察
委員視導馬祖地區海巡勤務工作、燕鷗巡護海域保
育等專案任務均圓滿達成。另配合連江縣政府執行
萬安38號暨104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工作，經行政院
評列優等。

5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三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查獲販賣走私大陸香菇計291公斤及
走私農畜產品查扣大陸地區香菇絲及火腿327包，計
12,750公斤。處理海難救助救生案件計4件、3人、
2艘。參與各項海巡裝備檢查、倉儲督導評核、全民
防衛動員（民安1號）演習及衛星船位控管資訊系統
稽核，經評核成績均名列前茅。

6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一海巡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度執行「閩平漁76666號漁船」應
處、高雄艦「碧海150號」南沙巡護、北部地區擴大
威力掃蕩、署長視導北方三島護漁成效、金門擴大
威力掃蕩、永定2號等專案任務。同時處理復興航空
B-22816空難、世暉31號漁船遭碰撞翻覆搜救案及
北區空巡勤務組執行海上吊掛救援案共計9件，後送
傷患10名、大體2具，均圓滿達成。且參與各項海巡
工作評比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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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事蹟簡介：
該總隊104年度查獲走私案件共計25案、走私
香菸131362包、走私農漁產品1319.85公斤。另處
置高雄籍「豐國869號（CT8-0105）」漁船船身傾
斜沉沒得當，成功救援外國籍船員計23名，於年度
內共計執行救生救難案件計有15案。另配合海安8號
演習相關行政事務、與東方技術學院策略聯盟及活
化鼓山服務區空間規劃等工作，成效卓著。

8

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度查獲海洛因224.47公克、安非他
命1819.18公克、K他命666.52公克、毒品咖啡包
（粉、液）7356.62公克、紅豆粉末1公克、搖頭丸
1.55公克、逃逸外勞1名及顧主2名、通緝犯2名、改
造槍枝7把、子彈40發。其中於7月23日自高雄地區
查獲之安非他命4.234公斤、毒品咖啡包39.9公斤、
K他命8.434公斤、神仙水1.644公斤為年度指標性案
件，且參與各項海巡工作績效考評均為特優單位。

9

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
事蹟簡介：
該隊104年度查獲毒品183,180.32公克、槍械10
枝、偷渡犯4人。執行祥安2號專案查獲行蹤不明外
勞10人、仲介1名、僱主4人及脫逃漁工4人、安康專
案查獲未稅洋煙123包及保育動物3,690隻。另辦理
出納管理督訪、車輛暨艇筏油料使用管理專案稽核、
情報獎金、犯罪偵查防弊業務、外援系統及通訊監察
業務、通資業務督訪成效良好，且均無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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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該大隊104年協助安海專案查獲楊○凱、吳○
弘販賣二、三級毒品共18.96公克、澎湖籍漁船「新
○昇」走私未稅私菸計239箱及轄內金沙灘岸際等
13處查獲無主私菸約42箱。另執行「海俠專案」查
獲走私海瓜子8,847.41公斤。生態保育17件、為民
服務22件及接待「山海國小、恆春國小及高雄及臺
南法院自強活動」等3團體176人次，有效推展為民
服務執行成效，深獲各界好評。

11 海岸巡防總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
事蹟簡介：
該大隊104年度查獲新竹籍漁船「勝○祥16
號」走私大陸農產品，共查獲香菇48箱、「興○六
號」魚貨桶裝內夾藏香菇100箱及火腿22箱、「海
○億號」，大陸走私香菇數量80箱、「宏○滿號」
夾藏各類漁產品59箱、「海○億號」大陸走私農畜
產品，肉鵝屠體119隻。另執行救生、救難工作計
13案、14人，為民服務8案、8人，成效卓著。

12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中和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4年度查獲遠洋漁船俊○號船員違法持
有安非他命28.35克、憲○107號限制入境、新合發
268號臺籍幹部不足案，成效良好。另協助海安八號
演習暨2015世界海洋日活動支援及颱風期間落實岸
際勸離工作，共計勸離42車次、75人。亦積極配合
行政院環保署「清淨家園計畫」，動員120人次，清
理垃圾量計335公斤。同時辦理大專院校參訪安檢所
活動，有效宣揚海巡三大核心任務，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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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
東港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4年度查獲走私、偷渡及違規計有東港籍進
豐財168號漁船載運超量香菸183條、全祥98號漁船載運
超量香菸165條及與東港分局於漁港上架區共同查緝香菸
走私425箱、「金○祥3號」載運限制入境船員13案、18
人、漁船臺籍船員幹部人數不足等及執行救生救難案件共
計5件。另與東港鎮朝陽里里長配合關懷弱勢家庭，計協
助365人次，有效發揮海巡為民服務精神。

14海岸巡防總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大隊
大溪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4年度共緝獲通緝犯1名、逃逸外勞1名及協
助金明益16號走私香菸等案，成效良好。在處理海龜擱
淺、大里天公廟前方岸際大體、協助大里漁港北堤民人溺
水及舊港港區釣客與民眾落海等工作方面，積極負責，且
均圓滿達成任務。另協助處理金隆興168號漁船打撈到未
爆彈一枚，過程謹慎仔細，避免危害發生，有效保障民眾
生命安全。

15海岸巡防總局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
深澳漁港安檢所
事蹟簡介：
該所104年度執行國家安全情報工作，累計260案，
有效防範保釣活動影響國家安全。另執行億滿恩大陸漁工
後送就醫、漁福順26失火、娛樂漁業漁船999名乘客於海
上受傷、協隆號漁船船員落海、象鼻岩民眾受傷、臺二線
78K處釣客及聯興122號漁船船長落海等救援案件處置得
宜。且辦理漁民座談會時精準掌握，使任務圓滿達成，有
效形塑海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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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範 海 巡單位

16海岸巡防總局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
五龍山機動巡邏站
事蹟簡介：
該站104年度計於馬山岸際查獲1名本國籍男子非法
入境、草嶼海域走私香菇絲79箱、西園海域岸際走私電
子產品1批、E27岸際1名大陸籍男子非法入境、青嶼岸際
電子產品、化妝品1批、馬山海域岸際監控走私快艇查獲
走私酒品、珠寶1批。另執行「料羅灣長泳活動」協助海
岸（域）安全維護及配合金沙鎮公所不定期淨灘與處理釣
客受困岸際礁石等救援工作均圓滿達成任務，並有效提升
海巡正面形象。

40

海巡人物誌｜People Proﬁle
雙月刊2016.vol.79

模範

海巡暨

績優心

絮
花
輔典禮

41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淺 論

日本海洋基本計畫
文｜陳泰廷、林加彬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乃亙古不變的道理，

徒法不能以自行，從日本海洋基本法 1 第二章

自他人之經驗淬鍊出精華，並習而內化己用，就如

第16條所提出的策略觀之，以下簡以：「政府必

同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的謙遜名

須掌握海洋相關情勢的變化，落實海洋政策執行

言一般「如果我看得比別人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

與管考，總理大臣必須尋求在國會中通過海洋基

的肩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本法之決議並公布」，即是以海洋基本計畫之模

the shoulders of giants）」，可讓自己從前人所累

式，五年檢討一次之頻率，來貫徹海洋基本法所賦

積出來的堅實智慧與經驗，繼續往更高的理想邁進。

予的責任，進而發揮總理大臣的施政理念。2007

臺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洋國家，四面環海，
與海相生相息，雄踞西太平洋航運要衝。隨著歷史
巨輪的運轉，104年7月1日總統公布海洋委員會及
所屬機關構組織四法，新成立部會層級海洋專責機
關，不僅代表國家對海洋的重視，更象徵嶄新海洋
紀元的開啟。然海洋事務權責繁雜分散在各部會，
海洋委員會欲發揮統合協調功能，積極推動海洋事
務發展，自應訂定海洋基本法令，並自其所賦予的
權責，從橫向的部會協調聯繫與縱向的縣市政府互
動合作開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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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20日，日本海洋基本法正式實施，依該法
設 置 之 綜 合 海 洋 政 策 本 部 於 翌 年 2月 頒 布《 海 洋
基本計畫草案》，同年3月內閣會議批准為期5年
（2008-2013）的海洋基本計畫（以下簡稱為前計
畫），2013年內閣會議通過新的《海洋基本計畫》2
（2013-2017，以下簡稱為新計畫），兩者架構雷
同，然為掌握日本海洋政策趨勢，自應探究兩者之
增修差異，以下將針對新舊版本的日本海洋基本計
畫進行淺略研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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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充實海洋教育，進一步增進人民對海洋之理

壹、總論
有別於前計畫之總論部分，詳述海洋基本法制
定的背景與三項目標，分別為「海洋相關課題之挑
戰」、「豐饒海洋資源與空間之永續利用」、「使
人民安心生活之海洋領域做出貢獻」，新計畫則區
分為「海洋立國」與「海洋基本計畫策定意義」兩
大主軸，在海洋立國乙章，進一步細分「國際協調
與貢獻」、「開發利用海洋，創造富裕繁榮」、
「受海洋保護的國家轉型為保護海洋的國家」、
「未開拓領域之挑戰」等4小節，進一步說明達致
海洋立國應有的作為與方向，並簡潔說明基本計畫
策定意義，使國人更容易了解整體脈絡經緯。

貳、第一部分

海洋政策基本方針

前計畫以「海洋開發利用與環境保全之平
衡」、「確保海洋安全」、「充實海洋科學知
識」、「海洋產業之健全發展」、「海洋綜合管
理」與「海洋相關國際聯繫」等6個海洋基本法揭
示的基本理念範疇內，說明執行方針；新計畫則論
述日本海洋政策現狀與課題，說明海洋基本法實行
以來各項政策執行現況，並對東日本大地震所引發
能源戰略改變與防災對策之強化、海洋資源利用的
期待以及海洋權益保全等國、內外情勢背景研析，
嗣延伸說明未來六大重點規劃如下：

解」為第七項，足見日本對海洋人才基礎扎根工作
之重視。

參、第二部分

海洋政策推動之綜合策略

在第2部分新舊計畫基本架構相同，皆承襲海
洋基本法所訂12個策略脈絡。新計畫主要改善前計
畫有關各項策略之目標、達成日期以及作業期程抽
象與不明確等因素，具體說明並充實內容，詳述達
成目標所需之執行作為以及增列必要細目，進而擴
大論述基礎，新計畫如以頁數觀之，約為前計畫之
1.4倍，在「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海洋產業的
振興與強化國際競爭力」及「海洋安全的確保」等
3部分尤其顯著。

肆、第三部分

推動綜合性海洋策略必要
事項

將前計畫部分內容具體說明，例如將前計畫
「有效執行海洋相關政策」乙項，調整為「為達有
效推動海洋政策，綜合海洋政策本部之改進」，主
要係改善現行綜合海洋政策本部運作體制，完善
政策檢討會議機制，律訂應定期追蹤與評估施行進
度，依據環境變遷研擬對應措施並提報本部長，必
要時，得籌組專案單位方式協助檢視，以強化本部
事務局與其他非海洋相關機關協調聯繫之效能，因

1. 振興海洋產業

應落實海洋產業振興、海洋調查精進與全國整體戰

2. 確保海洋安全

略規劃、各項子計畫的期程管制、法制面整備，以

3. 精進海洋調查、海洋情報一元化與公開

及執行狀況評估等政策所需，並於2013年7月3日設

4. 人才培育與技術強化

置「進度管考」、「新興海洋產業振興」、「海洋

5. 海域綜合管理與計畫策定

調查及情報一元化、公開」以及「專屬經濟海域管

6. 其他重點計畫（因應東日本大地震而生之防

理」等4個專案小組，針對各項既定規劃進行進度

災與環境對策、以及肆應北極海域氣候變遷
之計畫）
此外，新計畫政策方針，除上揭6點海洋基本
法所列理念外，為回應各界在計畫修正階段，對於

追蹤；另於2015年1月通過「內閣官房及內閣府業
務改革方針」4，綜合海洋政策本部事務局將於2018
年移撥予內閣府管轄，而綜合海洋政策本部則維持
納編於內閣官房5。

海洋教育必要性、人才培育重要性之期盼，特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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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增修重點摘要說明6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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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增修重點摘要
經考量上一階段海洋基本計畫頒訂以來，社會情勢的變動，說明新計畫日本海洋立國理
念初衷與背景。

1

總論

2

(1) 砂層型甲烷冰：
甲烷冰（或稱
2023年至2028年間，開始執行由民間主導之商業化量產方案，並順應國際情勢發
天然氣水合
展，提升開發技術能力。
物）
(2) 表層型甲烷冰：
2013年開始後3年時間內，調查表層型甲烷冰分布情形，掌握開發資源量。

3

設定商業化方案：
海底湧泉礦床 順應國際情勢，2023年至2028年間，由民間參與之商業化方案開始執行，並進行資源
量評估、新礦床開發、採礦設備強化等作業。

4

為評估爾後作為資源之可能性，2013年開始後3年時間內，調查海底儲存量概況，並考
海之稀土金屬
量是類金屬高黏度及深水性等特色，評估未來開發與生產的可能，需進行大規模的研究
（rare earth）
與調查。

5

針對海洋再生能源的實用化、商業化，說明具體規劃：
(1) 加速技術開發。
(2) 促進實用化、商業化。
海洋再生能源
(3) 普及使用前置作業整備。
(4) 海洋風力發電。
(5) 潮汐發電等海洋能源。
(1) 資源開發：
說明具體、全國以及國際相關資源保育潮流。
(2) 具體策略：
A. 擴大漁業從業者參與，以國家為單位，全力推動並落實資源管理計畫。
B. 推動鮪類等國家漁業資源之養護管理。
C. 實施鯨類捕獲調查。
D. 與資源共享的周邊國家，推動區域合作機制。
E. 充實調查與研究，提升評估精準度。
F. 有效監督及取締違反法規之行為。
G. 大陸棚漁場的保護。
(3) 水產業振興：
強化產業經營根本，多角化經營策略之施行。
(4) 具體策略：
A. 推動使消費者安心的水產品養護及供給活動，進而擴大消費。
B. 完善經營體質、強化國際競爭力。
C. 強化漁船漁業安全對策。
D. 人才確保、擴大女性參與。
E. 漁業發展以及漁村多方面功能之發揮。
F. 確保水產品穩定供給，保全漁港施設。

6

水產資源

7

明列有關海域管理方針以及法制整備：
專屬經濟海域
(1) 為期專屬經濟海域資源開發，評估現況以及未來展望，以策定管理方針。
管理
(2) 綜合海洋政策本部推動上揭方針，落實推動有關法律體系的建構。

8

北極海域航道 明確規劃未來北極海域之可能航道。

9

周邊海域安全

自周邊海域安全保障之觀點，說明有關海上自衛隊與海上保安廳有關體制強化與共同打
擊非法之合作機制。

10

海嘯對策

說明因應東日本大地震所延伸出海洋防災、環境對策議題，建立觀測網、建設具有多重
功能之海嘯防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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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增修重點摘要

11

海洋調查

(1) 新增統合性海洋調查。
(2) 新增海洋情報相關產業。

12

宇宙政策

說明海洋政策與宇宙政策相互運用，其中以推進衛星利用方式，研究海洋開發、海洋安
全與海洋綜合管理之新方案與其可行性。

13

(1) 說明有關海運、造船業經營根基之強化作為，以及政府協助開發新市場、創造新產
業或支援產業結構改造之規劃。
海洋產業振興 (2) 說明有關外國航路船舶噸位數標準稅制，以確保持續安定海上運輸環境。
(3) 因海洋產業佔日本經濟重要地位，特別記載有關海洋能源、礦物資源等相關新創領
域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14

國境離島

(1) 自確保該國海洋權益觀點，說明國境離島及周邊海域安保重要性。
(2) 強化偏遠島礁，如南鳥礁、沖之鳥礁之運輸、補給整備作為。
(3) 在地圖、海圖上明確記載離島礁地名，以增進國民海洋意識。

陸、結論
海洋委員會在政府組織改造過程中，是最特殊
的部會之一，非僅組織職能的調整隸屬，而是全新
的部會，代表著臺灣已邁向一個海洋新紀元，參照
其組織法第2條規定，海委會掌理「海洋總體政策
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面
對全新的未來與挑戰，藉由研究日本依海洋基本法
所訂定的海洋基本計畫新舊差異，可以發現海洋產
業仍然是日本最重視的項目之一，無論是強化造船
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或深海礦產的調查與商業化
可能性，均以計畫性作為來輔導；其次是海洋資源
的開發與維護，在座底式與浮式海洋風力發電的開

發進程與目標、海底礦產的調查與開發，乃至於海
洋再生能源的開發及生態多樣與永續，均為本次重
要修正要項；最後則是海洋專業人才的培育有著高
度的重視，因此在計畫修正階段，特別回應海洋界
的呼籲，新增「充實海洋教育」之政策，要求大學
和研究機構應以海洋立國為目標，推進海洋科學技
術研發。未來海委會制定海洋總體政策時，應參考
他國相關作法，並參酌國內產業需求與現況，積極
聆聽海洋產、學界聲音，綜合提出一個最適合我國
國情的海洋政策，以積極迎接海洋所帶來的嶄新契
機，勇敢面對海洋所產生的各種挑戰！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企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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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
文｜謝立功

壹、前言

貳、仲裁案之提出

菲律賓共和國（菲律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依據1982年《公約》

（中國），雙方均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287條2和附件七3的規定，就中菲有關南海“海

（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菲律賓於1984年

洋管轄權”的爭端遞交仲裁通知，提起強制仲裁。

5月8日正式批准《公約》，中國於1996年6月7日正

2013年2月19日，中國退回菲律賓的照會及所附仲

式批准《公約》。南海位於太平洋西部，水域面積

裁通知。

約350萬平方公里，該海域係非常重要的航道，擁
有豐富的漁業資源，並已探明蘊含可觀的石油與天
然氣資源。南海包含水上水下數以百計的島礁；其
中一部分是南海沿岸國家長期的領土爭端對象。菲
方認為，中國在南海破壞海洋環境的非法建設及捕
魚活動干涉了菲律賓基於《公約》的主權和自由權
的行使。菲方提到了雙方長期以來意圖通過談判解
決爭端。最終，考慮到所有的努力均失敗或沒有效
果，菲方根據《公約》爭端解決和仲裁的規定，將
此爭端訴諸並啟動仲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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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菲律賓在仲裁庭所規定的
截止日提交了一份共10冊的「訴狀」，總頁數近
4,000頁。第1冊主要內容包括菲方對本案所適用
法律之分析、相關證據，以及仲裁庭對菲方在仲裁
主張聲明中所提的各項訴求有管轄權的論述。「訴
狀」第2冊至第10冊主要是附件，共有3,700多頁，
主要包括用來支持菲方主張的檔案資料、證據、以
及40多張地圖。「訴狀」中也加入菲律賓有關仁
愛礁的主張和對法庭所做有關此主張之請求。根據
媒體報導，2014 年3月，在菲律賓準備向仲裁庭提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6.vol.79

交「訴狀」之前，負責本案的菲國總檢察長賈德里

2015年4月21日仲裁庭發布的第四號《程式規

薩（Francis Jardeleza）與美國籍法律顧問Foley

則》中，決定將《中國立場文件》與來自中方的特

Hoag律師事務所的保羅．瑞吉兒（Paul Reichler）

定資訊視為實際上構成了與管轄權問題相關的抗

和勞倫斯．馬丁（Lawrence Martin），為「訴

辯。按照《仲裁庭議事規則》的規定，這表明仲裁

狀」中是否應納入有關太平島是否為「島嶼」

庭可舉行針對管轄權問題的專門聽證會，並對有關

（island）或「岩礁」（rock）之14段法律論述出

管轄權抗辯作為先決問題進行裁決。因此，2015年

現歧見。最後，司法部長邀請外交部長和賈德里薩

7月7日至13日，仲裁庭專門就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

進行協調，由艾奎諾總統最後定調，「訴狀」中有

題舉行了聽證會。為明晰與仲裁庭職責一致的管轄

關太平島是否為「島嶼」或「岩礁」的 14 段法律

權問題，仲裁庭並未將聽證會限制在《中國立場文

4

論述沒有被刪除。

件》提出的三個事項，要求菲律賓回答可能與管轄

2014年12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
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以下簡稱《中國
立場文件》），聲明“中國政府多次鄭重聲明，中
國不接受、不參與菲律賓提起的仲裁。”，並詳細
闡明仲裁庭對此案沒有管轄權之原因有四：
一、菲律賓提請仲裁事項的實質是南海部分島礁的
領土主權問題，超出《公約》的調整範圍，不
涉及《公約》的解釋或適用。

權有關的其他問題。雖然中國未參加聽證會，但仲
裁庭仍然向其提供了聽證會期間的日常紀錄及菲方
提交的所有檔。除菲律賓龐大的代表團以及馬來西
亞、印尼和越南的代表之外，泰國和日本也作為觀
察員參加了此次聽證會。
菲律賓在2014年3月30日所提交文件的備忘錄
中，請求仲裁庭裁決並宣布：
一、中國在南海的海事權利，和菲律賓相同，不應
超出《公約》允許的範圍。

二、以談判方式解決在南海的爭端是中菲兩國通過

二、中國對“九段線”包圍的南海海域主張主權、

雙邊文件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所達成的協

管轄權和歷史性權利違反了《公約》，超過了

議，菲律賓單方面將中菲有關爭端提交強制仲

《公約》對中國海事權利的地域和實質性限

裁違反國際法。

制，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三、即使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事項涉及有關《公約》
解釋或適用的問題，也構成中菲兩國海域劃界
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已經根據《公
約》的規定於2006年作出聲明，將涉及海域劃
界等事項的爭端排除適用仲裁等強制爭端解決
程序。

三、黃岩島不產生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的權利。
四、美濟礁、仁愛礁和渚碧礁是不產生領海、專屬
經濟區或大陸礁層權利的低潮高地，不能通過
占領行為據為己有。
五、美濟礁和仁愛礁是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
層的一部分。

四、中國從未就菲律賓提出的仲裁事項接受過《公
約》規定的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仲裁庭應充分
尊重締約國自行選擇爭端解決方式的權利，在
《公約》規定的限度內行使其確定管轄權方面
的權力；菲律賓提起仲裁是對《公約》強制爭
端解決程序的濫用。中國不接受、不參與該仲
5

裁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

六、南薰礁和西門礁（包括東門礁）是不產生領
海、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權利的低潮高地，
但它們的低潮線可以用來確定領海基線，從領
海基線開始測量鴻庥島和景宏島海域的寬度。
七、赤瓜礁、華陽礁和永暑礁不產生專屬經濟區和
大陸礁層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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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國非法干涉了菲律賓在自己的專屬經濟區和

基於以上理由，仲裁庭作出以下全體一致的裁

大陸礁層上對生物和非生物資源的主權的享有

決：裁決仲裁庭根據《公約》附件七規定的組成合

和行使。

法；裁決中國在程序中的不出庭並不剝奪仲裁庭的

九、中國不阻止其國民和船舶開發菲律賓專屬經濟
區的生物資源是非法的。
十、中國非法干擾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上的傳統漁
業活動，阻止菲律賓漁民謀生。
十一、中國違反了《公約》規定的保護黃岩島和仁

管轄權；裁決菲律賓啟動本次仲裁的行為不構成程
序濫用；裁決爭端雙方已經根據《公約》第283條
之規定交換了意見；裁決仲裁庭在第400、401、
403、404、407、408和410段的條件限制下，對菲
律賓第3、4、6、7、10、11和13項訴求具有管轄
權，對第1、2、5、8、9、12和14項訴求是否有管

愛礁的海洋環境的義務。

轄權的決定將涉及不具有完全初步性質的實體問題

十二、中國占領和建設美濟礁的行為：

審查，因此保留其對第1、2、5、8、9、12和14項

1. 違反了《公約》關於人工島嶼、設施和建
築物的規定。
2. 違反了《公約》規定的保護海洋環境的義
務。
3. 試圖占領美濟礁的行為違反《公約》。

訴求的管轄權問題的審查至實體問題仲裁階段，指
令菲律賓對其第15項訴求澄清內容和確定其範圍，
並保留對第15項訴求的管轄權問題的審查至實體問
題仲裁階段。
中方認為，菲律賓單方面提起並執意推動南海

十三、中國執法人員以很可能碰撞到菲律賓在黃岩

仲裁，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挑釁，其實質不是為

島附近航行船舶的危險方式操控其執法船

了解決爭議，而是企圖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

舶，違反了《公約》規定的義務。

和海洋權益。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問題上，中國

十四、2013年1月仲裁開始時，中國通過以下方式
使爭議惡化：
1. 干涉菲律賓在仁愛礁海域及其附近的航
行權。
2. 阻礙仁愛礁上駐紮的菲律賓人員的輪換和
補給。
3. 危及仁愛礁上駐紮的菲律賓人員的健康和
生命。
十五、中國應該停止進一步的非法主張和活動。6

參、仲裁過程
2015年10月29日，國際海洋法仲裁庭在“中國
不接受、不參與”的情況下就管轄權和可受理性問
題做出了裁決。此次仲裁涉及到“歷史性權利”的
意義，南海海洋權利的來源，某些南海海洋地形的
地位以及它們能夠產生的海洋權利，以及中國在南
海被菲律賓指控違反了《公約》規定的某些行為的
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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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任何強加於中國的方案，不接受單方面訴諸
第三方的爭端解決辦法，這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
《公約》締約國的權利。菲律賓企圖通過仲裁否定
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不會有任何效
果。7
我方新聞稿稱：針對陸菲南海仲裁案管轄權之
判決，鑒於菲律賓從未邀請中華民國參加該國與中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6.vol.79

國大陸間之南海仲裁案，仲裁法庭亦未就本案徵求

漁民之外，還有商人也穿梭往來於南沙群島，從事

中華民國之意見，故本案與中華民國完全無涉，中

商業貿易活動。由於當時並不存在南中國海主權爭

8

華民國政府對其相關判斷既不承認，亦不接受 。美

奪，因此，英國海軍檔案的記載正好以獨立第三者

方表示，支持和平解決紛爭，而根據海洋法公約，

的身分，印證了中國史料的記載和千百年來中國漁

仲裁的判決對菲律賓和中國大陸同時具有法律約束

民的口頭傳述，從而有力地證明中國對南沙群島及

9

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12另民國82年行

力。
2015年 12月10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 問 馬
尼拉，指稱南海仲裁案阻礙雙方關係，菲方仍聲
明稱，中國在南海的「單方、侵略性以及挑釁行
為」，已影響菲國主權及海洋管轄權，「為此，我
們必須尋求仲裁」。又稱，中國的南海九段線過度
索討了南海，且沒有國際法依據，「如果不挑戰
它，我們會失去約80％專屬經濟區。」10

肆、未來展望

政院研考會之專案研究結論指出，我國在1947年12
月1日正式於南海劃出之一條U形疆界線，不但是線
內南海諸島礁之主權歸屬線，也是一條歷史性水域
外界線。就U形線內的島礁而言，因「先占」而取
得其領域主權，這是有充分證據，合乎現代國際法
與國際先例。該專案研究之政策建議亦提及，加強
蒐集歷史證據，以備未來國際訴訟或仲裁時，作為
主張「先占」取得南海諸島礁主權之基礎。13
第一階段的裁決雖然針對的爭端主體是菲國與

回顧19世紀西方的航海紀錄中，常記載我國漁

中國大陸，但是菲方所提的訴求中涉及「九段線」

民在南海捕魚以及在南海島礁居住活動的情形。20

主張的法律效力，更以我國所擁有的太平島為例，

世紀初期，我國不僅曾以外交方式捍衛南海諸島的

惡意解釋南沙群島中不具擁有可以維持人類居住的

主權，亦於民國24年公布南海各島嶼圖，首度將南

島嶼。凡此皆會直接衝擊到我國在南海的主權和

海諸島分為四群島，並分別命名，宣示對南海諸島

權利主張，因此我國不能對此仲裁案的發展掉以

11

之主權主張。 據1879年出版的英國皇家海軍檔案

輕心，須密切留意其發展，更需展示我國在南海海

《中國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

域存在的現實。 14國際仲裁法庭針對菲律賓就南海

的記載來看，海南漁民在南沙群島已經從季節性的

主權爭議提出的訴訟，仲裁決定為對其中7項訴求

撈捕發展成為常年的生產開發活動，他們的生活狀

有管轄權，菲方雖解讀將可控告中國大陸的南海主

況也從臨時性的居住發展為在部分島礁上長期定

權主張違反國際法；但中方則認為，該裁決對其無

居，並因此與海南島建立起定期的貿易關係。除了

拘束力。該裁決對拒絕接受仲裁的國家究竟有無效
力，可參考國際法相關規定。論者有謂菲方此種作
法或許只是希望中國的國際聲望受損，而在國際
「輿論戰」爭取首勝。事實上，太平島為南沙面積
最大天然島嶼，完全符合《公約》第121條關於島
嶼之要件。就法理言，臺灣在南海的「法律戰」應
可立於不敗之地。15
由於此仲裁案在今年上半年將有結果，且可能
決定太平島是否為島嶼之定位，而影響我國南海權
益，故馬英九總統卸任前，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
仍然登上了太平島。蔡英文準總統表示，基於尊重
體制，馬仍是現任總統，因此未派員參加。但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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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感謝臺灣呼籲所有聲索國
展現自制。至於臺灣在南海島嶼所做的主權宣示，
美國不採取任何立場。 16蔡準總統未來如何在美中
之間保持平衡，尋求最有利於臺灣之整體利益作
法，將考驗新政府團隊之智慧。筆者建議可邀請此
仲裁案之法官、相關國際法學者參訪太平島，或在
適當國際場合提供可證明島上有淡水、種植蔬菜、
畜養牲畜，足以維持人類居住之相關資料。而新舊
政府也應將此案詳細交接，包括南海相關文件檔
案、不同時期地圖等史料，以印證我國對南海之主

權主張，俾利日後依循國際法與國際公約爭取主權。
最後，吾人也應藉此仲裁案檢討臺灣海洋政策
的不足之處，並思考如何加速投入充分資源推動
「海洋法政基礎建設」，包括：建置海洋法政資料
庫整合國內接軌國際資訊；成立海洋委員會為未來
籌設統合海洋事務之海洋部奠基；全方位培養海洋
談判、外交、文化、觀光等各類專業人才。化危機
為轉機，臺灣未來將一片光明！
（本文作者為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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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海洋環境底泥沉積物

海洋環境沉積物
管 理 與 策 略 概述
文｜施義哲

海洋環境品質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當經濟

的嚴重性呈現出來，當使用環境、開發環境，決策

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開始意識到經濟活動、環境

者下決定投資於環境整治、工商活動與資源濫採限

的開發對環境的破壞與衝擊終將會反噬。海洋環境

制前，制定完善的環境品質標準與政策是有其必要

沉積物中累積了人類經濟活動、科技發達所產生的

性。

污染及破壞，致使海洋生態遭到空前的浩劫。許多
海洋物種在短短數十年之間消失殆盡。為了維護世
代正義，給後代子孫留下一片淨土，環保團體不斷
呼籲要正視這一個問題。然而，既有的污染整治要
花費極大的成本，各種資源開採或休閒娛樂活動等
人為干擾海洋環境、生態系也不可能完全停止，
在經濟與環保之間，勢必要有一妥協的空間。讓民
眾瞭解海洋環境與沉積物狀況，說服民眾做出適當
的開發或活動限制，或使用精確的科學數據將問題

52

一、海洋環境沉積物
「沉積物（sediment）」或「底泥」係水體
中因重力作用而沉降堆積於水域環境底部，由砂
礫、黏土、粉土及其它物質混合而成的軟質混合
物，海洋環境底泥因其具污染複雜性、長期累積
性、與水中生物直接接觸、易透過生態系及食物鏈
散布、分散在海洋環境的底層中。而沉積物污染
（contaminated sediment）是指沉積物因物質、
生物或能量的介入，改變了原本海洋的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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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

及其他微量重金屬元素。有機質主要是天然有機物

虞。當海洋水底環境沉積物的污染及化學、金屬物

如腐植質和其他有機物。研究發現，沉積物中污染

質含量超過危害的數值或環境沉積物品質標準時，

物種類主要包括三大類，即營養元素、重金屬和有

對於海洋生態環境或人類健康可能會造成威脅的這

機物。而沉積物中污染物質的主要來源主要有幾個

些底層沉積物質，則為受污染的底泥。而海洋沉積

方面：

物的品質攸關著海洋環境健康、海洋生態與海洋環

1. 人類活動：人類從事海域活動，向水體投入

境保護，尤其是水體動、植物保護的生長與成效，

拋棄的污染物質或污染水體，成為底泥中的

皆與海洋環境底質有關。同時，為了有效且適當地

污染物質的主要成分。

執行環境政策，必須有客觀的沉積物品質評估方法
與政策。因此，在環保法規中制訂規範是困難的
事，尤其是環境沉積物品質規範，所以將來亟須將

2. 岸際生物：在海域環境的水生植物，死亡後
的殘體進入水體並沉積到底部。
3. 水體內生存的生物：海域環境的海洋動物或

各類水體沉積物管理指標與法規制度化。

海洋環境內生物的排泄物，如不能完全在海

二、沉積物的污染來源

水中分解，便沉澱到海底底泥中。

污染物透過大氣沉降、廢水排放、雨水進入水
體，最後沉積到底泥中並逐漸累積，使底泥環境受
到嚴重污染，最後底泥變成污染物的匯集地，相較
於陸域城市水體，有機生活垃圾、水生生物的殘餘
物等都是沉積物的重要來源之一。而海洋環境沉積
物污染的來源，有來自於工業廢水、生活污水、養
殖餌料、地表逕流及水土流失等物質流入海洋環境

4. 隨逕流進入水體的污染物: 生態環境破壞引
起了地表逕流，許多的污染物質進入水體，
沉積到底泥中，氮、磷營養物質以及重金屬
透過此方式進入水體和底泥。
5. 江河匯流入海的污染物:陸源的污染物質匯
流入海的污染物沉澱。

三、海洋沉積物品質標準

沉積於水體底部。沉積物是海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

海洋沉積物品質基準或（準則、規範）（Sedi-

分，能夠反映環境演化的歷史過程。沉積物本身的

ment Quality Criteria, SQC）是評估當地環境中沉

特性，包括沉積物粒徑的大小，還有季節及沉積物

積物遭受到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標，其應用在很多方

深度對污染物濃度的影響，分析沉積物特性包括：

面，例如：1.歷史污染海域的分類；2.歷史排放海

1. 沉積物含有粉質黏土、壤土及黏土。

域遺留危害的評估；3.海洋傾倒物的降解程度和傾

2. 動態沉積物含有較高濃度的污染物，靜態沉

廢可行性評估；4.制定排放容許標準；5.評估沉積

積物本身的污染物濃度比較低，而且深度越

物品質及潛在影響；6.設計和評估管理程序。也因

深，污染物濃度越低。

政策及技術等問題的複雜性，建立底泥的標準，事

3. 海流衝擊與疏浚能有效的降低沉積物污染物
的濃度。
沉積物中含水率很高，一般在83-95%之間，礦
物元素主要包括鈣、鋁、鈉、鉀等元素，營養元素
如碳、氮、磷，生物必須的大量元素鐵、錳和硫以

涉層面廣泛也受到各界矚目，所以是極具挑戰性的
工作和任務。海洋底泥品質的區域性標準、基準、
指導方針等，在國際上一些先進國家和局部地區海
域已經有公布和實施。
例如，美國底泥品質指引（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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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Guideline, SQG）或稱環境質量標準

Quality Criteria, WQC），1985年美國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EQSs），建

（USEPA）開始制定沉積物監測計畫，利用監測資

構污染底泥管理策略，列出其目標有：1.防止底泥

料對全美國各地的底泥受污染程度進行全面分析和

污染持續增加，2.降低現存之污染底質，3.確保環

評估，之後更成立了沉積物監管指導委員會和沉積

境進行底泥處理物之棄置評估，4.發展底質污染預

物監管技術委員會。1989年 加拿大環境部的環境保

防及來源控制，復育與清理底泥管理工具。並且明

護委員會委託水質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和建立加拿大

確規範沉積物品質基準、檢測方法建立，甚至建構

沉積物品質指導方針（Canadian sediment quality

國家底泥數據基礎資料庫。

guideline）（Smith, 1996）。此外，美國各州環保

與海水水質標準一樣，海洋環境沉積物（底
泥）品質也是海洋環境品質基準的重要組成之一。

單位（Macdonald, et al., 1996）、澳洲和紐西蘭
（Batley, 1997）等國也展開相關研究。

依照環境品質標準的一般定義，海洋沉積物品質基

以美國為例，美國環境保護局（U. S. Environ-

準是海洋底棲生物免受特定化學物質侵襲破壞的

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對於海洋沉積

保護基本界線。而沉積物品質的標準在確定底棲生

物的管理與管制策略，採用生物累積沉積物污染物

物對環境化學物質的適應程度與反應敏感度，也就

（bioaccumulative sediment contaminants）的評

是沉積物品質標準是指特定化學物質在沉積物中的

估，已成為美國環保署和其他聯邦、州、部落和地

實際環境容許量，可以知道底泥的污染程度和分布

方機構使用。其執行內容包括，沉積物污染之生物

特徵。海洋環境保護科學專家組織（Joint Group

累積性評估、底泥之生物累積性及其潛在之問題、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使用生物累積性數據作為法規決策之依據、底泥相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SAMP）對於沉積物

關法規等。沉積物在美國環保署（USEPA）管理與

（底泥）品質標準之定義為：其基準是能確認特定

管制策略有：

化學物質在沉積物（底泥）中的實際容許值，是底

1. 建立生物累積性之採樣分析方法（Field and

泥分析研究的基準點。海洋環境品質維護，需在沉

Laboratory Methods for Measuring Bioac-

積物的品質基準基礎下，才能更客觀、更科學的進

cumulation）；

行沉積物和海域環境品質評估、風險評估、影響評

2. 解 釋 與 應 用 生 物 累 積 性 數 據 結 果

估等，並為將來的污染源控制、底泥清理、底泥的

（ I n t e rp re t a t io n a n d A p p lic a t i o n s o f

疏浚等管理及立法理由提供依據。由於沉積物品質

Bioaccumulation Results）；

標準在政策層面及技術層面有其複雜性，故在建立
標準的過程有其困難度與挑戰性。

四、海洋沉積物的發展概況
海洋沉積物的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因此建立
可行的沉積物品質標準，是對沉積物進行科學評
估和有效管理的前提。歐美各先進國家，如美
國、日本在20世紀建立了各類的水質標準（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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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生物利用度評估模式（Modeling Bioavailability of Sediment Contaminants）；
4. 建立食物鍊及生物能量模式（Food Chain
Models and Bioenergetics）；
5. 健康風險評估（Human Health-based Risk
Assessment）；
6. 生態風險評估（Ecological-based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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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整 合 生 物 累 積 性 數 據 結 果 作 為 決 策 依 據

際的交流與合作，學習國外的經驗、技術、

（Integrating Bioaccumulation Results into

規範與方法，進而提升對海洋沉積物、底泥

EPA‘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的管理。

此外，沉積物污泥管理的特點，包括下列幾個
方面；

五、國外海洋沉積物管理
目前國內環境保護法規多沿襲歐美各先進國家

1. 妥善的途徑管理：處理沉積物需要很多的程

之法規、分析技術方向，也包含了沉積物管理策

序和運送步驟，如儲存、處理、運送等，每

略，針對評估沉積物之指引（Guideline）或沉積物

個環節都有可能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

品質分級之基準（Criteria）。因此，選擇幾個國家

為害，因此必須對處理沉積物的過程實施控

的例子概述如下：

制管理，即途徑管理。
2. 重視沉積物的潛在危害：必須充分認識沉積
物的危害性和資源性，沉積物中所含的有機
質、養分若直接排入水體，將對水體產生威
脅污染物質，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3. 公眾參與和國際合作相結合：沉積物的含水
量高，成分複雜，難以治理且利用難度高，
針對它的處置與管理，僅僅依靠嚴厲的執法
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大眾得參與、支持與
國際合作。因此，需要提高民眾對沉積物環
境污染的認識，做好科學研究，加強對民眾
的教育，以獲得民眾的支持。同時，透過國

美國沉積物相關管理法規，美國毒性物質管理
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s ,TSCA），在
沉積物管理的歷程裏可以了解，最先開始是由於
浚挖底泥及棄置所產生的問題，為避免對環境造
成衝擊，而衍生出對環境影響。針對沉積物污染的
情況進行全面性評估，同樣的狀況發生在工業、城
市發展的高雄港，臺灣在過去來不及發展環境保護
管理政策，因此更應依循國外的先例做海洋、河川
底泥的管理。美國華盛頓州沉積物污染管理，自
1933年開始進行，公布施行於1997年4月之沉積物
品質管理標準（Chapter 173-204 WAC, Sediment
Management Standards）做為沉積物污染潛勢判

澎湖海域海洋環境底泥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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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據。分為二個層級，初步篩選具有潛在風險之

到原則（86/278/EC）
）

沉積物（底泥）場址，評估污染沉積物（底泥）場

（Council Directive

址之範圍，以評估、整治技術之可行性及經濟、經

86/278/EEC of 12

費考量為依據（Sedment Ranking System），確定

June 1986 on the

優先清理名單排序，以及沉積物場址之主管機關，

protection of the

進行沉積物場址之清理研究工作，以沉積物對生物

environment, and in

受體未具有負面效應，且對人體健康無明顯之危害

particular of the soil,

風險作為清理標值之考量，訂定污染沉積物之清理

when sewage sludge

目標，擬定污染沉積物之清理方案。

is used in agriculture），

澳洲在2000年環保署訂定沉積物品質目標之

驗
澎湖
物實
海域
積
海洋環境底泥沉
對照組照片

已規範污泥處制的相關標準。

目的有：(1)確認何處受污染沉積物（底泥），可能

1999年歐盟頒布了歐盟填埋指導原則。此原則的實

對沉積物生態健康產生不良影響。(2)協助判斷污

施因應了歐盟處理污泥的方向，污泥的土地利用在

染物移動至水體或水生食物鏈之潛勢。(3) 確認並

歐洲的比例逐年增加，相對的經濟比較發達的歐盟

保護未受污染之沉積物（底泥）環境。綜上，各國

來說，焚燒比例也有增加的趨勢。因為相關的環保

訂定沉積物環境指標之目的，其實是相類似，多以

政策以及掩埋場地的減少和土地資源的短缺，污泥

篩選或瞭解受污染沉積物（底泥）對於水域生態之

掩埋在歐盟逐漸減少。而美國在污泥管理方面，制

影響潛在趨勢。沉積物（底泥）指標名稱有：可能

定了不少的污泥管理政策和規範。1989年初美國環

的影響濃度（Probable effect level, PEL）、沉積

保局提出了生活污水處理廠和利用法則，該法則包

物（底泥）處置容許濃度、暫訂品質指標（Interim

括4種處置方法：土地利用、填地、場地表面處理

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等，但無統一之標準

及焚燒。1991年12月31日起全面禁止了污泥的海洋

（Standard）名稱，可見各國訂定指標之目的，並

棄置。1993年，美國環保局公布了污水污泥處置與

非全面清理所有受污染之沉積物（底泥），對同一

利用標準（40 CFR Part 503）。1996年國家污水

污染物種不同國家為了不同目的，亦可訂出相差百

污泥調查結果顯示，自執行該法以來污泥的金屬含

倍之規範標準值（吳先琪等，2005）。

量降低，污水污泥質量的改善非常顯著，所有金屬

六、國外沉積物污泥管理現狀
隨著沉積物污泥量逐漸增多，沉積物污泥管理
已經成為許多國家主要的環境問題之一，越來越多
的民眾和公民團體開始意識到這個議題。許多經濟
開發的國家已經對污泥的處置制定了詳細的法律規
定，對於污泥的標準、放置地點、水源的保護、病
原菌的控制、重金屬的含量、運輸等都做了相關的
規定。歐盟在1986年制定了歐盟污泥農用標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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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濃度低於良好污泥的限制。
在德國，污泥的問題是介於污水和廢棄物之
間，但在法律方面，它被歸類為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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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污泥處置與利用標準（資料來源：http://water.epa.gov/scitech/wastetech/
biosolids/upload/2002_06_28_mtb_biosolids_503pe_503pe_1.pdf）

七、我國的沉積物管理策略

物碎屑等天然有機物。因此在訂定沉積物（底泥）

在國內沉積物品質管理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

品質基準程序上，應先訂出污染物濃度品質指標限

主管之下，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管理委員會，

值，如魚蝦等生物指標超出食用數值或底泥生態明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因有其特殊性

顯有影響時，依法逕行公告之污染範圍。在訂定的

與執行面複雜性，常常無法於污染事件發生初期及

程序，應以環境影響評估的概念，執行定期的沉積

時確認污染責任者及行為人，需政府採取應變必要

物（底泥）污染監測，進行危害及風險評估調查，

措施協助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或因污染

評估以健康、生態環境風險評估。依據沉積物（底

行為人不遵行規定辦理整治工作時，需由政府先行

泥）品質整體統計及中、長期監測和改善計畫，依

代為執行，因此建立健全穩定的經費支付制度，有

其監測濃度分類管理或限制用途分類管理，分類品

助於污染整治工作之進行。另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質指標，若發現魚、蝦等生物指標超出食用數值或

整治法中訂定財務籌措機制，該法規定，中央主管

是沉積物（底泥）生態明顯受影響，即開始相關管

機關為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指定公告之化

制措施，例如暫停該水域之利用、禁漁、親水限制

學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

（許慈紋，2010）。

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成立土壤及地下水

八、結論

污染整治基金，由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基金管理、
運用等事宜。目前國內對於沉積物（底泥）定義係
指沉積於水體底部的物質，由砂、黏土、坋土及
其它物質混合並沉降在水體底層的軟質混合物，以
上顆粒可能來自受侵蝕的土壤礦物及經分解的動植

海洋沉積物的品質的指標（standard）、基準
（criteria）、指南（guideline）等，在國際上有
些國家和區域的海域已經有相關的研究，但也因
為影響沉積物的因素與變量甚多，再加上其複雜
性，所以海洋環境底泥沉積物之指標與品質標準因

57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地不同。而建立沉積物品質標準的目的是為了評估

濟效益評估方法及沉積物（底泥）環境審查原則，

沉積物污染的程度和範圍，確定污染區域及污染物

將來有完善的管理法制與技術，確保沉積物（底

類型，最後達到管理、降低和減緩沉積物污染的負

泥）的環境安全，保障國人健康及環境品質不受危

面環境衝擊效應的目的。但是由於特殊或特定海域

害。因此，海洋環境的品質調查應建立基準，建立

海底泥沉積物污染程度不同與差異，影響沉積物的

各區海域的海洋環境品質標準與監測制度，將來海

因素也因不同的環境、海域、生態、棲地等有所差

洋委員會設立的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保育署或海

別。為了確保海洋健康、國人食安，制訂海洋環境

委會海巡署在規劃或執行上才能有依據，因應制定

沉積物（底泥）之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技術與經

相關海洋環境品質政策與執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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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秘書長2015年

《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
之 觀察與分析
文｜王冠雄

壹、前言
聯合國秘書長2015年《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

在全球性法律治理機制上，秘書長再次

係以〈海洋問題與永續發展：環境、社會與經濟三

呼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層面下之永續發展問題〉（以下簡稱「2015報告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以

書」）為專題展開討論，本次報告主軸在強調為落

下簡稱《公約》）的核心價值在於整合環境、社會

實永續發展，人類需要關注「經濟成長」、「社會

和經濟層面。換言之，《公約》係在謀求享受「權

發展」和「環境保護」三者間持續且密切的聯繫發

利和利益」（rights and beneﬁts）以及承擔「責任

展。有鑑於三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每個獨

和義務」（duties and obligations）之間的平衡。

立層面的有效運作，必須依賴另外兩個層面的有效

因此，切實執行《公約》，可對永續發展三個層面

運作，因此如果分開追求單一或某個層面的目標，

的整合做出重大貢獻。最後，在推動海洋永續發展

而不考慮其他層面之發展，最終將有損於整體的三

問題上，本報告書除闡述三個層面整合之現況，以

個面向。基此，為了永續發展之實踐，需要採取整

及加強三個層面整合時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外，更

合途徑，確保「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和「環

提出三個層面整合時所應展開的活動和採取的倡

境保護」間之持續發展而達到所謂「三贏」（triple

議。茲將「2015報告書」主要內容分析如下：

wins）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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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洋與永續發展的三個層面

一、環境層面
根據聯合國統計，世界上多達40%的人口生活
在海岸線100公里以內的地區，30億以上的人類依
靠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樣性來維持生計，因此海洋所
賦予人類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相對的，人類對海
洋環境的破壞最終受害的仍是人類本身。例如海洋
污染、海洋資源的非永續開採、外來物種入侵、海
洋酸化、氣候變遷以及海洋棲息地的物理改變和毀
壞所導致的海洋環境破壞，對重要的生態系統造成

住民長期以來便是海洋和沿海環境的守護者，他們
按照自己的傳統文化來永續利用這些區域的資源。
例如捕魚方式對許多原住民來說是其共通的文化活
動、儀式和社會活動，也是傳授和實踐傳統方式的
主要工具。雖然「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起初沒有把文化意識包括
在內，但隨後的一些會議，例如2005年的「世界
高峰會議」（2005 World Summit）和「聯合國
永續發展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開始確認文化的重
要性。

不利影響，最終導致衝擊沿海社區居民的生計，更
甚者可能對全體人類糧食安全和生計造成影響，加
劇貧窮問題。

在確認海洋永續發展對人類社會層面重要性
後，「2015報告書」提出諸多對人類社會負面衝擊
的現況。例如非永續的捕撈作業、強迫勞動、販運

是以在環境層面，本報告書強調海洋環境及其
本身之健康與富有生產力對於永續發展來說之重要
性。海洋所給予的供給（例如應處環境變遷的復原
力）和調節（例如透過碳捕捉、封存與養分循環來
調節氣候）功能則體現了這一重要性。同時也因海
洋的這些功能，又進而賦予人類在物質供應（例如
食物、能源、就業）和精神層面（例如科學知識、

人口、棄獲、高度危險的工作條件和雇用童工這樣
的情況都將損害海上工作人員的生活，並進一步損
及海洋環境和海洋部門的經濟效率。因此，要確保
海洋部門的經濟生存力，最基本的就是確保船員、
漁民和其他海上工作人員的優質工作條件。此外還
必須對船員和漁民進行適當培訓，尤其更應培訓如
何避免破壞海洋環境所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文化、休閒）上之服務，這更說明了海洋在人類經
濟和社會層面上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二、社會層面
海洋對很多國家，尤其是沿海和小島嶼國家在
社會層面之重要貢獻，可從糧食安全、人民生計、
精神遺產和文化等方面觀察。在糧食安全與人民生
計上，「2015報告書」指出：全世界有3.5億人的
工作與海洋相關。例如全球船員有150多萬人，其
中絕大多數來自開發中國家，像菲律賓籍船員即約
占全世界船員的20%，其平均每年匯款可以多達10
億美元，為菲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又如全
球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約雇用5,500萬人，支撐著6.6
億至8.2億人的生計。
在精神遺產和文化上，世界上有很多地區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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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層面
海洋是全球億萬人口就業、貿易和經濟福祉的
來源，海洋提供的多種就業機會以及生態系統和文
化服務為全球海洋經濟創造了機會，據聯合國統
計，海洋經濟每年的價值在3至6兆之間。此外全球
貿易的 90%以上是透過航運來進行，因此海上運輸
是國際貿易的核心支柱；再者，海上及沿海資源產
業每年創造的市場價值大約為3兆美元（大約為全
球GDP的5%）；其他以海洋為基礎的活動，例如
水道測量和氣象學活動，也間接產生經濟效益。所
以在行業別上，捕魚、海水養殖、航運、造船、旅
遊、石油、天然氣、採礦、運輸、國際通訊行業，
以及離岸可再生能源這樣的新興行業等，這些都是
必須依賴及利用海洋空間及其資源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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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公約》已為各國在利用海洋空間或海洋
資源的經濟活動上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法律環境，
因此聯合國秘書長呼籲各國應遵守《公約》之規
範來實踐國際經濟秩序的公平與正義。例如根據
《公約》規定，沿海國具有在國家管轄區域之內
勘探和開發非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並具有在專
屬經濟海域內進行其他經濟開發和勘探活動，例
如利用海水、潮汐和風力生產能源的主權權利；
另《公約》還有助於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從而
有助國際通訊以及石油和天然氣貿易之進行；更
甚者，《公約》和《關於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

主要產業部門及海洋利用面向，概述強化海洋永續
發展三個層面工作所遭遇的主要機遇和挑戰。

ㄧ、產業部門與海洋永續發展之整合
（ㄧ）航運業
海運有助於永續發展的所有三個層面，包括便
利全球商業和貨物運輸，直接和間接地支援全球經
濟和世界人口生計，提供相對更環保的運輸工具。
因此，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航運、港口和
相關輔助服務在支持創造財富和減緩貧窮的活動方
面扮演關鍵性角色。

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之執行協定》（Agreement

然而，全球仍需持續努力整合航運業的環境層

relating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 XI of the

面，以及海上人員工作條件等社會層面的具體問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題。目前在所有現役船員中，有三分之二是從開發

of 10 December 1982, the Part XI Agreement）首

中國家所徵聘而來的。對此，有效執行 2006年「國

次採用了人類共同遺產概念，將其運用於「區域」

際勞工組織」《海事勞工公約》（Maritime Labour

資源開發，這些「區域」內的活動將有助於世界經

Convention）等國際文件，以保護船員不受剝削，

濟的健全發展和國際貿易的均衡增長，並促進國際

免遭安全危害，實現船員的優質工作，同時在公平

合作，以謀所有國家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全面發

競爭中保障船東的經濟利益成為改善全球船員工作

展；最後，《公約》和《1982年12月10日聯合國海

和生活條件的手段之一。

洋法公約有關養護和管理跨界魚類種群和高度洄魚

（二）海洋生物資源開採

類種群規定之執行協定》（以下簡稱《魚類種群協

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業直接或間接地提供全

定》）（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球超過2億個工作機會。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United Nations, FAO）估計，漁業和水產養殖業保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障了全球10%至12%的人口生計。同時2012年，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 the

在所有直接從事漁業初級部門活動的人口中，女性

Fish Stocks Agreement）建立了一個綜合制度，來

占15%，在所有從事漁業次級部門活動（例如加工

養護和永續管理海洋生物資源，以作為繁榮漁業之

業）的人口中，女性所占比例已上升到90%。

基礎。

參、強化海洋永續發展三個層面工作的機遇
和挑戰
前揭有關環境、社會和經濟層面與海洋永續發
展之關聯性已獲廣泛的討論。為加強三個層面的整
合，制定並實施政策和行動，「2015報告書」透過

然而過度捕撈、「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的捕
撈以及破壞性漁撈作業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和資
源利用的永續性構成挑戰。這些做法也對經濟和社
會層面帶來不利影響，尤其是對沿海社區和小型漁
業。應對此類挑戰，各國應該努力確保充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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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魚類種群協

（四）海洋可再生能源

定》和其他有關文件。同時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

海洋可再生能源仍然是一項尚未充分利用的能

級，透過整合永續發展的三個層面，來推動永續發

源，截至2010年，在全球能源使用中所占比例不足

展目標的各種漁業相關倡議，以及加強執法、跨部

0.01%。但是，海洋可再生能源擁有巨大潛力，技

門合作、能量建構和採用生態系統與預防性途徑等

術上可開採能源的估計量超過目前和預計的能源使

方面的全球性合作。

用量。

（三）非生物資源開採

因此類似離岸風力發電等最先進的海洋可再生

非生物資源永續開採可產生直接的經濟和社會

能源，其成本通常高於石化燃料發電和陸上風力發

助益，以及潛在性的有助於能源和永續消費及生產

電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但成本取決於與具體地點相

模式，這些對於永續發展至關重要的領域。例如，

關的因素，其中包括現有基礎設施、聯網成本、當

2015年海上石油總產量高達到每天2,670萬桶，占

地勞動力成本。預計，隨著總體成本降低，離岸風

當年石油總產量的近三分之一。預估未來幾年，近

電在混合能源中的比例將日益增加。故「2015報告

海儲藏將成為石油和天然氣的重要來源，因為大約

書」建議為確保所有人獲得海洋可再生能源，呼籲

5,650億桶尚未開採的原油資源中，幾乎三分之二在

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在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方

近海。

面展開能量建構和技術移轉。

近年來漏油和棲息地毀壞等非永續開採所可能

（五）鋪設海底電纜

造成的連帶環境損害，引發人類關注。所以在各國

海底電纜是至關重要的通信基礎設施，用於超

政府與利害關係方努力下，已逐漸讓採礦業、石

過98%的國際網際網路、資料和電話通信；雖然目

油和天然氣產業重視制定和使用國際標準，以強

前仍有少數國家沒有光纖網絡，但這些國家卻也正

化安全及減少作業時的環境影響。另在深海採礦方

在實施相關電纜建置專案。基於海底電纜的環境影

面，「國際海床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響層面較不明顯，也由於海底電纜本身的碳足跡較

Authority）為規範「區域」內海底礦物的探勘和開

低，故對環境的影響也相對較低，其中影響最大的

採也擬訂了採礦守則，重點強調在財政平衡最佳的

是海底電纜維護，這一影響是來自電纜船的作業所

條件下，提供足夠利潤，且確保最起碼的環境和採

導致。

礦安全標準。

（六）旅遊業
過去 50年間，旅遊業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
部門之一，估計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9%。文化
旅遊也成為成長最快的全球旅遊市場之一，藉此也
鼓勵著旅遊景點積極開發其文化資產。旅遊業的增
長在開發中國家和低度發展國家尤其顯著，其往往
是最具活力和永續的經濟發展選項，更成為這些
國家主要外匯來源之一。例如，旅遊業成為波札那
（Bwanaots）、維德角（Cabo Verde）和馬爾地
夫（Maldivers）最近脫離低度發展國家地位的一個
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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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旅遊業具有正面潛力，但其卻也可能產生

系統的基礎，這些也是與永續發展和人類福祉至關

一系列負面影響。例如，它大幅度而且越來越多地

重要的根基；此外原住民、地方社群以及弱勢團體

助長二氧化碳的排放，導致陸地和海洋污染的日益

中，有關涉及生物多樣性的傳統知識往往對於其永

嚴重，以及旅遊業本身屬於不可再生資源的產業。

續生計甚為重要。

此外，該產業的經濟效益不一定歸於當地民眾，正
如旅遊業中成長最快的一項分支行業－遊輪旅遊所
產生的現象。外國遊輪公司成為主要經濟利益獲益
者，但許多成本卻由港口城市和當地居民所承擔。
在社會影響層面，旅遊業也導致社會經濟階級分
化，造成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資源使用上之緊張
及衝突現象。因此為使旅遊業對永續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2015報告書」呼籲旅遊業本身在追求滿足
遊客、產業、環境和當地社區需求的同時，也能充
分考量到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衝擊。
（七）自然和文化遺產
自然和文化遺址保護可以促進經濟、社會和環
境層面的整合發展與平衡。這樣的遺址景點有助於
養護、永續管理生態系統，以及保護歷史或考古遺
址之完整性，從而維持依賴它們及其經濟活動的社
會。然而，如果保護措施僅止於環境保護，一些地
方社群可能就此失去他們原先的傳統漁場、天然棲
息地和文化特徵。因此在保護自然或文化遺址的同
時，還必須保障社會傳統和習俗，以及保護所涉地
點作為經濟收入來源的角色，藉此確保永續發展。
例如，小型漁業或傳統作業方法可能是社區生活方
式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其技能、知識和價值觀念
植根於自然環境和沿海社會之中。如義大利的「加
約拉」（Gaiola）和「拜亞」（Baia）水下公園，
就是頗具考古價值的羅馬建築結構，其屬於水下文
化遺產保護獲得環境、社會和經濟效益的成功案例。
（八）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除其本身內在價值外，其所提供包
括支援、供給、調節和文化功能，都屬於海洋生態

然而現階段海洋生物多樣性喪失來自全球人口
增多所引發的生產及消費模式，其中包括糧食、能
源消費和居住廢棄物，其他還有非永續的資源開
採、污染、氣候變遷及海洋酸化的影響、外來物種
入侵和棲息地損毀等等。同時，由於海洋生物多樣
性的喪失，導致海洋持續供給許多生態系統服務的
功能受影響，也因此破壞永續經濟成長、社會發展
以及消除貧窮的工作。對此相關國際文件有效落實
的強化，並合作展開能量建構和技術移轉，以及加
深瞭解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加劇貧窮的原因則是應
對此類挑戰的關鍵。
（九）海洋與氣候變遷和海洋酸化
氣候變遷（包括其對海洋的影響）和海洋酸化
影響到所有國家，削弱各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實
現永續發展的能力，並威脅到國家的生存能力和生
存。要應處此類挑戰，需對氣候變遷和海洋酸化之
原因採取行動，特別是溫室氣體減排。同時，維持
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健康，以確保其持續發揮減緩
和調適氣候變遷的功能，並建構海洋酸化的復原能
力，都是涉及消除貧窮、糧食安全和永續經濟成長
的議題。
例如生態系統可支持沿海發展並發揮重要的儲
碳功能，如同鹽沼、紅樹林和海草床等沿海濕地可
吸收和存留大量二氧化碳，而這些沿海棲息地還為
沿海社區提供了豐富的漁場，支撐了養分循環和穩
定沿岸線，提供了防颱及防洪功能，從而為糧食安
全、永續生計、防災和調適氣候變遷提供了必要的
生態系統服務。是以各國可透過氣候基金機制所產
生之資金，持續性的保護快速消失的沿海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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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海洋永續發展三個層面的整合途徑

域和國家各層級關於制定海洋法和海洋政策的各

（ㄧ）強化法律架構

類論壇和進程採取「參與式途徑」（participatory

《公約》作為一項法律工具也間接推動「經濟

approaches）模式，以確保在決策和治理過程中，

成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個層面

已匯集了廣泛的利益，並考量了經濟、環境和社會

的整合，例如提供法律問題之確定性，像管轄權的

因素。在操作層面上，首先於全球層級案例分析方

確定、和平解決爭端、制止海上犯罪行為、技術移

面，「2015報告書」指出「國際勞工組織」彙集各

轉…等。所以《公約》締約國各方應充分執行《公

國政府、僱主和勞工共同設定勞動標準，制訂政策

約》所反映的國際法，以及充分執行相關可適用且

及擬訂計畫的三方參與架構值得參考。其次在國家

現存之區域和國際建置（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層級案例分析上，應確保各利害關係方參與決策之

regimes），如涉及海洋與海洋資源養護及永續利

進程，讓不同利益和觀點得到充分考量，如生物多

用之建置。此外聯合國大會還一貫強調必須進行能

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鼓勵在國家層級，透過原住民

量建構，確保各國，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低

和地方社群有效的參與來獲得其傳統、科學、工藝

度發展國家和小島嶼開發中國家以及非洲沿海國，

與技術知識，並要求執行秘書協助包括漁業社群等

能夠全面執行《公約》，並從海洋永續開發中獲

這類社群，參加關於具有重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區

益，且能充分參與關於海洋事務和海洋法的全球和

域或次區域層級之海洋區域工作小組。

區域論壇。

（三）強化海洋科學發展

然而，全球很多海洋疆界尚未確定，這也阻礙

海洋科學研究及其輔助技術所提供的資料，有

了一些國家無法有效地從海洋獲取利益。對此，

助於我們了解對造成各種變化之驅動性因素。因

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國家在簽訂更長期解決的辦

此，海洋科學能為消除貧窮、確保糧食安全、支撐

法之前，談判達成了「共同勘探

開發」（joint

海上活動的永續管理、保護海洋環境以及預測、減

exploration/exploitation）資源的「臨時性安排」

緩和應處天然事件和災難的影響作出重大貢獻。為

（provisional arrangements）這對海洋問題之解決

有效展開這項工作，各國需將海洋科學納入決策的

也有一定之幫助。

主流，展開跨學科和跨部門的海洋科學研究，以及

（二）強化政策、規劃和管理層面的整合
海洋空間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緊密相聯，因此需
要一致性的從跨學科和跨部門角度進行整體考量，
且根據《公約》規定來促進國家、區域和全球各層
級間的合作與協調，以支援和補充各國間為落實
《公約》的執行和遵守，以及海洋綜合管理和永續
發展所作努力。因此在海洋問題上，不同政府部門

陸地與海洋間相互關係性的認識。同時為了強化海
洋科學發展，全球必須制定適當的國家和區域途徑
及機制，用來克服當前各學科之間缺乏凝聚力的挑
戰，並編制整合、統籌和協調一致的資料庫以支援
海洋統計資料和指標，藉此方能以整合性方式來有
效運用海洋科學知識和技術。
（四）強化技術和技術移轉在內的基礎設施

和機構間，透過跨部門合作與協調，可以加以統籌

技術進步可改進現有技術，使其更環保、更具

相關審議與決策，藉以體現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觀點。

經濟性並能更切實有效地產生造福人類的成果。例

為確保政府各機關在執行國家戰略和計畫時
展開合作與協調，「2015報告書」提出全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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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海洋資料蒐集方面，船載（ship-born）研
究成本增加以及高解析度、長期海洋觀測的需求不
斷增長，都讓各國希望採用自主技術以降低研究成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6.vol.79

本。然而，各國內部以及國家之間的技術發展程

之能源價格衝擊、財政或金融危機和結構性高失業

度並不一致，許多開發中國家被高技術門檻拒之門

率對我國經濟成長之等影響；社會風險上之衝突、

外，另一些國家的窮人也無力承擔高技術價格。因

糧食危機和傳染病大規模迅速蔓延等事件對我國之

此這些國家的海洋環境保護取決於所涉技術和財政

負面衝擊。

能力，因此極需要已開發國家的技術移轉和財政
資源。

肆、結語及建議
「2015報告書」反映海洋不僅直接在永續發展
的環境、社會和經濟層面上有著明顯貢獻，而且有
助於永續發展的其他領域面向，特別是海洋可為減
緩貧窮、強化糧食安全、營養、健康、性別平等、
女性權能、能源供應和永續性，更可在應對氣候變
遷及其影響以及基礎設施發展和創新方面作出積極
貢獻。有鑑於此，海洋也能夠促進永續性之消費及
生產模式、持續經濟成長和就業、減緩各國內部和
國家間的不平等，以及促進和平和包容性社會。
我國業於2015年6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海洋委
員會組織法》草案，確定行政院將成立海洋委員
會，並下設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
院等三個單位，此除彰顯政府對海洋事務重視外，
也代表未來海洋委員會必須在順應國際潮流發展
下，以全盤性的海洋政策思維，確保我國藍色國土
的永續發展與利用。尤其是在呼應聯合國秘書長於
「2015報告書」上揭示：「永續發展的核心概念在
於『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三

其次在海洋事務政策、規劃和管理層面的整合
將是未來海洋委員會一大挑戰。為破除過去我國在
海洋政策上缺乏合作與協調的情況，不同政府部
門和機構間，未來可透過海洋委員會進行跨部門
合作與協調，加以統籌相關審議與決策，藉以體現
各種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同時在國家綜合海洋政策
之決策過程中，可思考一套制度化機制，藉以採用
社會經濟和環境知識，來確保綜合海洋政策在管
理、執行和監測上能有效實踐「藍色成長」（blue
growth）的政策目標。
最後，在國際交流機遇方面，多樣式的國際合
作與協調，有助於海洋事務和海洋法領域於永續發
展下三個層面之整合，以及有利我國與其他國家在
經驗、實作、資源與知識之分享。例如我國政府可
思考透過國際間各類型夥伴關係作為一種機制，適
切提供不同行為者和利害關係方，共同參與實踐永
續發展的可能性。例如由政府鼓勵私人企業投資、
貿易行為與國際行動者間相互作用，此等同增加新
挹注者而有助資源整合流動的同時，也將更增加私
部門資源投入海洋永續發展事務之機會。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者間持續且密切的聯繫發展」之主軸論述，我國應
正視未來於永續發展上所將遭遇到的挑戰與機遇。
首先在減少災害風險和提高災害應對能力挑戰
方面，當全球性風險具備高度關聯性及互賴性時，
任何地區出現的任何重大衝擊或災害都有可能影響
到我國，並對我國國民以及經濟產生長期不利影
響，因此政府應評估全球性環境風險對我國之可能
衝擊。如極端氣候事件、海平面上升和重大生物多
樣性喪失等現況對我國環境上之傷害；經濟風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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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組織管理」議題之∼

學習傾聽心的聲音
文｜黃佩娟

EAP案例故事
信志在目前單位服務十五年了，對現在的工作
得心應手。但從去年開始陸續聽到單位配合政府政
策進行組織改造，可能會重新調整原本的工作職
務，並有部分同仁會要調至其他單位，讓信志心情
就一直很忐忑，他覺得和單位同事相處融洽，大家
平常也會互相支援關照，很擔心如果被調動到新單
位，還要重新適應新工作和人事，自己是個比較怕
生的人，需要比較多的時間熟悉；如果運氣好一點
留在原單位，但要好同事卻被調走，他也需要適應
人事變化，這讓信志覺得很難接受，一直內心期昐
著只是風聲不會真的發生。

調整，大家又開始私下討論可能的變化和工作調動
機會。這讓信志內心很掙扎，對於要調動還是留在
原單位很難做決定，他很希望一切都不要變動，維
持現狀況最好。但這公文確定了他的希望落空，他
還得先想好自己接下來的工作定位該何去何從。就
留任或變動兩相比較，他覺得自己的個性傾向繼續
留任，至少現職工作是他很能掌握的部分；如果可
以自己選擇，至少還有點心理準備，怕的是自己沒
有選擇的機會，只能接受上級的安排，信志心中七
上八下，也擔心組織調整後，工作量會變多，要適
應新的職務，和調來的新同事不熟，彼此在工作上
能不能相處或互相支援配合，一切都充滿未知和不
確定…

最近來公文確認在今年七月後將有明確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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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雙月刊2016.vol.79

EAP放大鏡
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讓海巡署現有組織重新

遲遲不願接受外在組織改變，並常回想當年
讓自己的心一直停留在過去回味。

編制調整，直覺想到的就是人變少，事情變多，所

請反思自己過去面對外在改變時，是那種反

以像信志這樣擔心組織改造的人事變動是很自然的

應居多？這可能也是你面對組織改造的反應。請

反應。一般說來，人具有心理慣性的生存本能，在

靜下心想想，自己能否選擇用主動積極的心態來

熟悉和習慣的環境中較具有安全感和掌控感，因此

因應組織改造？當你願意靜下心來思考時，你已

面對外在事物的改變，往往需要經歷以下的心理

經跨出主動思考的第一步了。

歷程：

EAP如是說

1. 否認、不願相信改變的來臨：如同信志早已聽聞
組織變革的消息，卻在心理上拒絕接受或相信，
想維持心理的慣性以保有安全感，也不想面對即
將而來的改變與不確定。
2. 希望破碎後的失望、憂慮或生氣：當外在的改變
成真時，個人開始理解到外在組織變革的真實，
內心會經歷希望幻滅的失望、事與願違的挫折和
無奈感，有些人會經歷一段時間的憂鬱、隨它
去、不想去想的放棄感，或擔心即將而來的人事
變化，擔心自己無法因應等等，上述案例中信志
的反應是屬於這一類，需要給予時間去接受改變
的發生。也有些人會出現生氣改變的現況、為什
麼要這樣改變、為什麼要影響到我的種種質疑、
抗拒、憤怒的情緒，有時讓人覺得難以招架或難
搞，面對這種生氣、抗拒反應，表面看來是抗拒
改變，其實他們在表達難以接受和面對改變，因
此更需要給予情緒的抒發空間去表達不舒服與不
適應的感受，以幫助他們接受組織變革的發生。
3. 接受現實並採取個人因應，發展個人適應的新能
力：當組織變革發生後，個人從上述的情緒歷程
走到這個接受心理階段的時間乃因人而異，心理

人無法決定天氣如何變化，但是可以決定要
穿著什麼因應天氣的變化。面對組織變革亦然，
現今社會發展的趨勢，組織注定要改變，我們沒
辦法確定組織會怎麼變，但我們可以決定自己要
如何因應，面臨組織改造過程，建議從以下幾個
方向做起：
1. 主動收集組織相關訊息
開始主動收集有關組織改造的資訊，這些訊
息包括：了解現有單位可能的職務調整及編
制員額的改變，如果留任下來，可能要面對
的工作職務調整有那些；如果有機會調動至
其他單位，其工作職務作息、地點和個人家
庭因素能否配合，是否需要其他的工作技能
或學習？事先了解這些有助於自己先評估思
考，究竟自己要變（調動至其單位）？還是
不變（想要留任原單位）。由於組織改造的
不確定因素很多，先了解外在的改變現況，
較有助於自己可以先主動考量自己在意的因
素和做好變與不變的心理準備，自己先主動
選擇比等著被別人決定來得更積極因應。

準備度較好的人會比較快接受現實並採取個人因
應；有學習意願的人較願意去面對新的工作挑
戰，開始學習新的工作技能去應對；而抗拒接受
改變的人會採取被動配合和妥協的因應策略，等
到不得不變才被動調整，但內心的情緒仍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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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視自己的情緒並找到適合的抒發
在收集了解組織改造資訊過程，可能會得到

學習的心理準備，有助於主管或人事單位了解，

一些訊息讓自己很生氣或不滿，此時不妨讓

讓情況朝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或表達自己還

自己暫停一下，或找個安全的對象或空間去

需要得知那些訊息或時間思考，再做回覆；儘量

表達並整理自己的生氣與不滿是什麼？正視

避免用委婉方式說自己沒意見或交給上級決定，

自己的負面感受，那表示碰到自己在意的關

結果出現自己不能接受的安排，容易衍生更多情

鍵點，不是只一味壓抑自己避免生氣。此時

緒。人生的真實是不斷面對改變與適應，這是處

值得思考的是：「這生氣代表我在乎什麼？

於組織改造中必然面對的課題。面對變動可能有

我在決定自己的變與不變時，如何能持續保

不愉快、不舒服的情緒或壓力，需要善用自己的

有自己在意的因素，避免因組織改造而讓自

能力及組織內外資源積極面對，因此鼓勵同仁能

己陷入失望挫折中，要避免與同事漫無目的

主動掌握外在變動資訊，學習把自己的期待及需

地討論或情緒發洩，那只會增加對組織或工

求提出來和主管溝通；身為主管者也需要關注同

作的不滿意，不會使你積極面對。運用EAP

仁對組織改造的情緒感受，依據其個性、工作能

的專業協助，也是幫助自己正視情緒，尋求

力，採取適當的溝通或激勵，以幫助同仁了解組

安全抒發的選項之一。

織改造的目標與限制，以減輕同仁面對組織改造

3. 做好面對組織改造的心理準備，採取主動出
擊決心與行動
透過主動了解工作變動後的職務內容與所需
的工作技能，了解組織改造的目標與期待，
自己可以思考要面對組織改造的去或留的決
定？也可以思考如何採取積極作為以發展後
續職涯，一切取決於自己的心理準備與決
定，採取主動因應或被動等待，都存乎你的
一念之間。
4. 主動溝通，表達個人的意向
組織在進行調整安排的過程，有的主管會和
同仁進行對工作調動與否的溝通，此時，可
向主管或人事單位溝通職務調整的狀況及未
來可能的改變和時間點等，如果自己經過事
前的收集已經對工作的變與不變有方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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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直接表達，說明自己對未來工作的期待和願意

的不適應與抗拒，讓組織改造對同仁的負向影響
降至最低，以達成組織改造的目的。

EAP小叮嚀
在組織改造過程，並非每個人都能如己所願，
因此面對改變，人們容易產生焦慮、挫折、無助負
向感受，若能有效調適因應，個人身心較能維持健
康並拓展學習潛能；但如果適應困難，負向情緒無
法抒解，甚至有生理病痛，即需要尋求較專業的協
助來幫助個人因應改變；EAP可以提供的協助包
括個人生涯規劃或探索、壓力心情調適，以及轉換
單位後的工作調適與適應等，建議您可善用組織資
源，主動為自己的變與不變，獲得更好的因應與
改變。
（本文作者為鉅微管理顧問公司特約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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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一隅

南沙太平島駐島督工
心得分享
文｜劉興祥

圖片提供｜南沙指揮部

政府為提升南沙太平島人道救援能量、運補作

有幸透過這個機會，讓自己可以在島上長期生

業安全及海域執法能量，前於102年確認執行「南

活約2個月，雖然平時就常因為各項任務前往太平

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就南沙太平島碼頭

島，但總像蜻蜓點水般匆匆來回，所以特別利用這

及跑道辦理整建強化工作，並指示全案責由本署辦

次駐島機會，更深入瞭解及觀察島上的全貌，也藉

理籌編預算，工程則委託交通部（國工局）負責執

由海巡雙月刊的平臺，把個人於島上督工所見之心

行，管制於104年12月完工報驗。

得，分享給大家：

工程自103年2月7日開工後，經積極與代辦機
關及廠商戮力合作下，進度雖持續穩定超前，惟考
量施工界面橫向協調涉及國防部、交通部、內政部
及外交部等相關部會，縱向聯繫則包含海洋、海岸
總局、南巡局及南沙指揮部等單位，相關協處事項
繁雜，另於104年8月份時考量工程已近施工尾聲，
為確保工程如期依計畫期程完工報驗，爰派遣本案
承辦人（即本文作者），自104年8月24至10月15
日赴太平島實地督工，除確實管制工程進度外，並
可於現地就施工所見問題立即協調排除，以求施工
順利。

一、問題與執行的困難
南沙太平島距離臺灣約1,600公里，搭乘軍艦單
趟大概需要3天，且島上施工腹地不足，各項施工
材料均必須由臺灣端藉由貨輪運往太平島，但因島
上碼頭能量不足，所以貨輪抵達太平島時，須先在
外海錨泊後，再以接駁方式分梯上島；另外施工所
需混凝土亦不像臺灣可向預拌場訂購，而必須於太
平島上自行生產出料，當然混凝土所需之水泥、砂
石也必須自臺灣採購運輸，所以駐島督工期間，深
深感受到這項工程最關鍵的就是要克服運輸問題，
因為只要稍不留意，馬上就會缺料停工，這跟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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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施工情形

工程經驗完全不同，所幸駐島期間，在各單位有計

工作截然不同的體驗，心中的衝突與不適也會漸漸

畫的執行及管制，施工一切正常。

消失。

二、心態與習慣的調整

四、穩定與安心的力量

太平島接近赤道無風帶，平日氣溫與臺灣本島

碩果僅存於島上唯一的醫療處所「南沙醫

截然不同，因為工作需要，每日最大的任務就是在

院」，是陪伴這項工程的有力後盾，因為在島人數

工地現場掌握施工情形及品質，雖然每日豔陽高

約有150人，施工期間難免有筋骨酸痛及皮外傷，

照，感覺汗水像是噴出來似的，心情不由的煩悶

所幸南沙醫院駐有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主任級醫生

及焦躁，但想想施工人員及島上指揮部弟兄長年以

及麻醉護理師可以即時治療及照顧，讓施工工人及

往，心念馬上一轉，要享受這種「免費天然日光

指揮部弟兄無後顧之憂，南沙醫院的存在，無形中

SPA」可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的，所以必須調整自身

產生了一股安心能量，我想，這也是工程可以順利

想法，以一種「既來之則安之」態度面對，才能完

推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艱鉅的督導工作。

三、便利與枯燥的衝突
每個人在臺灣每天一定都會使用智慧型手機，
例如玩臉書、上上PTT、玩玩手遊，但在太平島只
有中華電信2G訊號，這些都不可能做，再加上工務
所也沒電視，所以生活略顯乏味，但反觀，隔絕了
這些生活上的誘惑，全心感受各項事物，時而駐足
瀏覽島上自然生物，例如海裡的烏賊、熱帶魚，樹
林中的雉雞、白鷺鷥，當然不得不提的是指揮部豢
養的6隻安格拉羊，每到下午時分，指揮部的弟兄
就會讓羊到羊舍外四處閒晃吃草，彷彿到了一種田
野農家的怡然自得，是一種過去每日在都市中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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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太平島的督工經驗，個人用最簡短的方式
將所見所得，透過文字將大家帶入當時的場景中，
主要是想將這塊神秘的南沙太平島面紗，透露給國
人了解，身處一線守護著海域疆土的海巡同仁們，
捨棄一切的全心付出，為的就是讓我們在臺灣本島
的人們能過安定的日子，隨著島上的建設及發展，
除了可以改善他們在島上生活的品質外，同時，也
強化了我國護衛海疆的能量。結束完督工工作回到
臺灣後，想起那段駐島的日子，至今仍無法忘懷，
更為自己在海巡公務生涯裏，留下一筆重要的經
歷，此刻的我，心中只存滿滿感激及懷念。
（本文作者任職於海岸巡防署後勤處）

海巡天地｜World of Ocean Pa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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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月13日超級寒流來襲的午後，一通急促
的電話在值班桌響起，頓時氣氛變的凝重、緊張。
只聽見緊急集合鈴作響，所有人迅速換裝奔向值班
桌集合，頓時心裡七上八下。就在大隊幹部簡單說
明後，才了解，原來是什股海域有釣客落海，大夥
兒迅速攜裝便搭上巡邏車往事發地點開去。窗外岸
際風景一幕一幕的掠過眼前，對於身為海巡人員的
我們自然再熟悉不過，但車內的弟兄們此時此刻心
情十分忐忑不安，聽著手持機中傳來急促的呼喊
聲，坐在車內祈禱著落海的民眾能平安。

文｜陳子安

圖片提供｜第四一岸巡大隊

的望遠鏡始終握在手心，眼光不曾離開波濤洶湧的
海面。
「人生能被人需要，能有份功能，為人付出，
才是最幸福的人生」證嚴法師曾這樣說過。自從開
始服兵役，一直將這句話放在心中，也希望能夠協
助那些需要幫忙的人們。今年十月進入海巡大家庭
服務之後，這句話更成為我心中永遠的信念。秉持
著海巡署為民服務的宗旨，平時加強救生救難演
練，就是冀望當這個社會需要我們幫助時，能夠盡
一己微薄之力，成為這個社會所需要的一股暖流。

當巡邏車一抵達搜救現場，岸際冷冽的寒風迎

儘管自己能付出的不多，但若每個人都能有助人的

面撲來，海邊的大風車依舊呼呼的運轉著，蕭瑟的

精神，相信這個社會將會變的更祥和、美好。這次

氣氛油然而生。聽著現場指揮官調度，此刻我們準

的搜救行動到了四天後劃下了句點，溺水者的大體

備實施灘岸搜索。由於海上浪潮起起伏伏，海象不

也被海巡弟兄於消波塊間尋獲。

佳，指揮官耳提面命提醒弟兄執勤時務必注意漲退
潮，保護自身安全。而我所帶領的小隊負責協尋佈
滿消波塊的堤岸，一踏上消波塊，我們使用十倍望
遠鏡仔細的尋找是否有落海民眾的身影。雖然海風
無情打在我們身上，但那股救人意念似乎已經超越
了身體的感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聽著手持
機內傳來的訊息，每當有可疑特徵漂浮物需要確認
時，弟兄們的心情就隨著起落。不管搜索行動持續
多久，看到守在一旁的無助的家屬心急如焚，我們

雖然救生救難勤務不一定每件都能成功，但我
相信當下那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一
定能持續下去，把這份助人的力量繼續的傳遞下
去。對於弟兄而言，透過這次經驗，大家學習到
的是如何在工作中，付出自己的心力，也讓外界知
道，只要是發生在岸際或海上的救生救難案件∼
「海巡永遠都在」。
（本文作者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
勤務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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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
由
自
當個 起探
索旅
一
們
我
行的
意

義
文｜楊長梃

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一次與自己對話的過程，

但是當我到了大學時，突然有了不一樣的想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經由一次次

法。在吸收了許多網站跟旅遊達人的部落格或臉書

的旅行，更了解自己，以及這個世界。然而，現代

資訊分享經驗後，開始決定跟著從簡單的小旅行開

人多半埋首於工作，即使休假出遊，也覺得規劃行

始規劃，從臺灣環島之旅再到大阪京都的畢業旅

程是一件麻煩的事，因此寧願付較高的酬勞參加旅

行，我逐漸透過用心做功課的過程中，了解原來旅

行社安排的行程，結果大多是後悔收場，不僅心情

行也可以自由、放鬆的享受。直到有次出國當交換

沒有放鬆，還傷了荷包。其實，在網路如此發達的

學生時，因緣際會，我把握了機會，一人獨自壯遊

年代，旅遊的資訊隨手可得，再加上廉價航空以及

歐洲列國，利用半年的時間去了十三個國家。從剛

青年旅館的興起，讓一般人開始感覺自己規劃旅遊

開始的跌跌撞撞，到後來的如魚得水，甚至後來的

再也不是件困難的事。

旅行都不用花時間規劃，因為只要有手機、網路及

過去，我總是與家人一起跟團旅遊，幾次下
來，覺得除了行程趕得要命，令人喘不過氣外，有
時候一整天都在車上，真的是有種上車睡覺，下車

當地的旅遊書籍，就算是當天才到當地，也可以從
隨意的決定景點中探索到特別的旅遊經驗。
「旅行，是為了回家。」在走過

尿尿的感覺。尤其是行程中總是會夾帶一些自己沒

這麼多國家之後，才發現自己對於

有興趣的採購內容，於是每次都在昏睡及花錢的過

臺灣的情感原來這

程中，結束了沒什麼意義的旅遊，當若干年後再次

麼深厚。長久以

回想時，卻找不到當初那些旅行的記憶，只能從照

來一直被我

片裏找一點蛛絲馬跡。

忽略，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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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旅程中體悟到，人一定要走出框框外的世界，

護照要到期了怎麼辦？要去的國家需要簽證嗎？交

最後再返回原點，從心出發、從新思考，才不會劃

通和住宿要怎麼選？一旦你真的作了決定，其實這

地自限。如今藉由旅行歸來的我，不僅得到了滿滿

些浮上心頭的疑問都不是什麼困難的問題，只要上

的回憶，也找回自己從小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認同

Google打入問題或到臉書求助大神或鄉民們，就

感。如果你的生活也充滿了負能量，且一成不變，

可以得到想要的解答。對於一個剛入門的背包客而

那麼何不短暫為自己充個電，規劃一個行程，和自

言，多做功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尤其現在網路如

己來場心靈之旅，重新找回對於生命及生活的熱

此發達，隨意搜尋便能得到上千甚至上萬筆資料。

情，不要猶豫，就拿起背包，JUST DO IT！。

若是不知道從何找起，我也整理了個人用過覺得好

當然，要問我一個人出去旅遊會不會很危險？

1. 交通部分：

用的旅遊相關網站資訊供大家參考。

(2) hostelworld：主要是提供青年旅館資訊

(1) skyscanner：找機票的好幫手，只要輸

的網站，在這方面資訊較booking.com

入起點與目的地就可以幫你迅速連結各

齊全，由於青年旅館大多以背包客為

大航空搜尋日期與價錢。

主，若想節省經費及交友的人，它絕對

(2) Ryanair：歐洲最大的廉價航空，機票價

是你的最佳選擇。

格便宜的驚人（十幾二十歐元的機票都

(3) Airbnb：這個比起上面兩個較為特殊，

有！），很多時候甚至比火車還便宜，

Airbnb是世界各地的人在家中有空房想

強力推薦。但有關廉價航空需要注意的

出租給旅客時所使用的網站，其優點就

地方是簽約的機場通常會是該國的二線

是比起青年旅館較有個人獨立空間，也

機場，所以交通的接駁部分也必須稍微

比一般旅館便宜。網站有住宿過的網友

留意。

評價，安全問題較不需擔心。

(3) GoEuro：在歐洲旅行好用的交通網站，
會自動幫你搜尋飛機、火車、巴士的資
訊，主要是可以拿來看火車及巴士。

2. 住宿部分：

3. 綜合資訊：
(1) Tripadviser：非常多國外的遊客會使用
的綜合資訊網站，可以搜尋住宿、餐
廳、景點、交通等等，此網站會根據使

(1) booking.com：找尋住宿時相當實用的網

用者們的評價對各個點做排名，也能夠

站，常常有不定時的優惠房價，甚至在

看到搜尋的目標與使用者的距離估算。

快到訂房日卻還有空房時，房價還會有

(2) PTT：國內最大的BBS看板，各式各樣

額外的優惠。這邊可以特別注意的是很

主題均有，內容相當豐富，多半為臺灣

多網站都有陷阱，像是註明有WIFI，但

人自身經驗分享，推薦熟悉PTT的朋友

是訊號卻很弱，對於重度使用網路需求

們找資訊。

的背包客來說，相當重要。
旅行照片分享，請自行連上網址參考：https://www.dropbox.com/
sh/1c5b4uiuez4szl6/AAB0ZwnRYULu51tEBSIBCMPs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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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了 再等三年～

小琉球迎王祭
文、圖｜林盈輝

「東港迎王平安祭」於2010年榮獲行政院文化

正因為適逢三年舉辦一次，所以當活動時間一確

部核定為國家級重要民俗文化資產。在臺灣的王爺

定時，所有的小琉球居民，不管多忙，都會排除萬

信仰與祭典文化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致力於傳

難，抽空回來參與盛會。此次一連七日的迎王活

承百年傳統文化的東港迎王活動來說是實至名歸的

動，由主辦小琉球迎王祭的三隆宮，負責供奉池

肯定與榮耀。三年一科的「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府、朱府、吳府三姓千歲，每逢丑、辰、未、戍年

東港居民為了迎接代天巡狩千歲爺的駕臨，幾乎總

舉行正科迎王祭，號召各路神明，到地方遶境祈福

動員，為期8天的祭典，從請王、繞境、宴王到送

消災，祭典準備工作島上居民則義務擔任。

王，祭祀科儀完全遵照古禮，東港鎮處處可見喧囂
熱鬧的繞境神轎與陣頭、虔誠膜拜的信徒，尤其，
精雕細琢、彩繪華麗的王船更引人注目，當您有機
會在迎王平安祭典到東港旅遊時，不妨深入體會在
地的文化熱情。

根據歷史記載小琉球迎王習俗從日據時期就存
在，已有百年歷史，咸豐三年加入東港迎王成為角
頭之一，民國11年分家，根據琉球鄉文史資料，
約民國20年琉球鄉開始迎王祭典，直到民國74年
建造第一艘王船，三年一科的迎王平安祭典才正式

喜歡戶外活動的我，其實每年都會參與像臺南

成熟，發展離島獨特的迎王文化。小琉球迎王有獨

鹽水蜂炮這樣的大型活動，聽到"迎王"這二個字，

特的「逡港腳」文化，請王儀式會由漁船搭載著神

便在學弟的邀約下，欣然答應一同前往去朝聖。

轎、信徒，從其中之一的角頭∼白沙灣出港繞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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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4個角頭一周，四、五十艘漁船排成船隊，宛如
電影情節中升帆待發的海上戰艦，沿途鞭炮、鑼鼓
聲不斷，場面壯觀。
在遶境的過程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百年習俗，
就是「遊縣吃縣、遊府吃府」，意思是指當地居民
或廟宇，會在自家門前擺放食物或點心，讓抬轎人
員及香客可以解渴、補充體力，充分讓人感受熱情
民風。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跟隨著隊伍步行
至小琉球先民祖地「瓦內厝」這個地方時，才知道
這個地方也供俸著佛祖，且年代相當久遠，神轎陣
頭在儀式中所有人都行跪九拜之禮，由此可見，他
們對儀式的虔誠與尊重。
連續七日的迎王祭，雖然只參加了二日，但一

假，讓我的人生有了不同的體驗，雖然因為勤務關

路上所見都讓我深感震撼。另外還體驗到了「鑽神

係，無法深入了解，但未來仍有機會，期待下次的

轎」，希望未來這一年祈求的心意，隨著祂的保佑

迎王祭到來，有興趣的人，我們相約2018年小琉球

和自己的努力，一切順遂。參與此次活動也讓我了

迎王祭見吧！

解，「只要有毅力，就能完成夢想」。短暫的休

（本文作者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海岸巡防
總隊大鵬灣安檢所）

祭典緣起
資料參考：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官網∼節慶活動區，
網址：http://www.db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1990

康熙23年，東港設下淡水巡檢司署，地方逐

東港迎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藉代天巡狩大千

漸發展，吸引福建泉、漳人士移墾，而渡海來臺

歲及眾神的神威彌平地方上邪祟、瘟魅、疫疾等

先民滿載對原鄉親人的不捨及對新墾地的瘴疾病

不潔之物，庇佑信眾能平安健康。除了展現東港

的懼怕，唯一的心靈依靠，只有從原鄉奉請而來

鎮民對王爺的崇敬外，更凝聚了認同感，將濃郁

的溫王爺香火。自清領時期，東港迎王配合地方

的愛鄉意識藉祭典表露無遺。東港人重視迎王祭

角頭團結、泉州遊街道士傳入之原鄉科儀，及溫

典更勝於過年和過節。不論是離家再遠的遊子，

王爺的信仰廣被寰宇，流傳至今。「迎王」旨在

或出海捕魚的漁民，都會在迎王前趕回故鄉共襄

迎請與溫王爺義結金蘭，奉玉旨代天巡狩的千歲

盛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齊心協力辦妥迎王

爺至東港繞境，以求地方平安。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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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有樂器之王稱號的「鋼琴」，擁有其他西

樂，古典主義音樂和浪漫主義音樂。現代音樂及當

洋樂器所不可超越的神聖地位，因為它廣大的音

代音樂時期：包括現代音樂、極端現代音樂和當代

域，以及表現力多樣，時而可震懾人心、時而令人

音樂。

陶醉，自然無其他樂器可取代。且綜觀古典音樂
發展史，鋼琴也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雖然自己從
小開始學習，但真正了解它那份沉靜、獨特的魅
力，大概是從高中才開始。過去在學習古典音樂的
過程，從中約略了解，古典音樂依年代來區分，約
可區分以下幾個時期：早期古典音樂時期，含中世
紀音樂和文藝復興音樂。共曉時期：包括巴洛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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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只是大略的時期區分而已，時期和時期之
間，因應樂風的轉變期，以及新音樂要被樂壇所適
應，必然有重疊的區段。此外，音樂家的作品隨
著其作曲技術成熟，也會跨越許多時期，如貝多
芬就是引領古典時期進入浪漫時期的重要人物。義
大利人克里斯托福里在十七世紀末於佛羅倫斯製造
的新樂器「pianoforte」，被認為是「鋼琴」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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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鋼琴出現之前，類似的鍵盤樂器有大鍵琴和

妙」視為鋼琴演奏所該追求的最高藝術，至今仍深

古鋼琴。大鍵琴的琴音沒有強弱變化，而古鋼琴的

深影響所有鋼琴家，也是現代鋼琴演奏的基石。波

強弱變化十分有限。鋼琴的發明使琴槌擊弦後能夠

蘭首都華沙的蕭邦國際機場，就是為了紀念蕭邦而

退回，演奏者得以用豐富的力度層次使樂音有顯

改名。五年一度的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也是鋼琴家

著強弱變化。其實，鋼琴原文為「pianoforte」，

的最高權威性賽事之一。

「piano」是義大利文的「弱」，「forte」則是
「強」，就是強調此樂器和大鍵琴、古鋼琴有顯著
的差別在於力度表現的多層次。

個人認為，只要是藝術，不管用甚麼形式來表
達，都能讓人陶冶心性，體會生命之美，這社會
上，並沒有特別高貴的藝術，而音樂這門藝術，也

在西方音樂史中，眾多作曲家都為鋼琴演奏做

是因為被聽見，才開始對人們產生價值。同樣地古

出貢獻，尤其鋼琴經浪漫時期音樂家－「鋼琴詩

典音樂並非名流雅痞專屬的權利，而是人人隨手可

人」蕭邦的革新後，將鋼琴的性能加以運用，和聲

得，如果將讓它融入生活中，當你遭受瓶頸或困難

響效果做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發揮。蕭邦獨愛鋼琴，

時，或許透過悠揚的琴聲，讓心情隨著旋律舞動，

他可能是最出色的鋼琴音樂作曲家，他視五個手指

找到屬於自己生命最美麗的悸動。

有不同的性格，並以此不同配合適當指法設計。蕭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海岸

邦在將「人聲化的演奏」、「音色」和「觸鍵的奧

巡防總隊勤務中隊）

鋼琴的由來（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鋼琴的發明者是義大利佛羅倫斯美第奇家族的樂器製作師巴爾托洛
奧．克里斯托福里（1655-1731年）。克里斯托福里原是一名經驗豐
年）。克里斯托福里原是一名經驗豐
富的大鍵琴的製造者，在總結了大鍵琴和小鍵琴的優缺點以後，
在約1709年試製了一種增加了擊槌裝置的鍵盤樂器，它和小
年試製了一種增加了擊槌裝置的鍵盤樂器，它和小
鍵琴最關鍵的區別是擊弦機的機械系統：擊槌敲
擊琴弦後會立即彈開，使琴弦持續振動，直到手
指離開琴鍵；而且擊槌彈開後不會來回彈動，
同時又可以迅速的重複擊鍵。
在之後鋼琴發展中，這些要素都保留並
不斷改進，它同時解決了不能隨意控制演奏音量
的缺陷，克里斯托福里給它取名「有強弱的大鍵琴」
（gravicembali col piano e forte），這台樂器也就是第一
），這台樂器也就是第一
台鋼琴。克里斯托福里製造了大約20台鋼琴，現存於世還有
台鋼琴，現存於世還有
三台：一台制於1720年，四個八度，現存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
年，四個八度，現存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
物館；一台製於1726年，四個半八度，現存德國萊比錫；一台製
年，四個半八度，現存德國萊比錫；一台製
於1722年，現存義大利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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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前副署長鄭樟雄榮退歡送茶會，由
同仁代表獻花祝福，場面溫馨感人（105.1.1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模範海巡暨績優心輔頒獎，署長王
崇儀（圖中）率主秘以上長官為獲獎者祝賀（105.1.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親子活動，邀請同仁攜眷參加，由政務副署長尤明錫及常務副署長龔光宇共同出席，會後與小
朋友們開心合影（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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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因應反恐任務需要，規劃特勤部隊「反恐
訓練」戰術精進，總局長許績陵親臨視導（105.1.27）

中部地區巡防局辦理新任局長交接（左起海巡署新任主
秘聶嘉馨、海岸總局總局長許績陵、新任局長扶大桂）
（105.1.1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旗津區中興里與民眾及志
工共同清掃街道，響應國家清潔週活動（105.2.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臺東富岡漁港舉辦反恐
演練，藉以強化海巡人員臨場應變機制（104.12.22）

海域執法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與連江機動查緝隊共同查
獲走私加工農漁產品，有效為食安把關（105.1.1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基隆商港安檢所執行「中○
之星」客貨輪安檢，查獲漁工超量攜帶菸酒（105.1.2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安檢所人員執行貨輪監
卸，發現走私香菇，隨即通報相關單位處置（105.1.19）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實施貨輪物品安檢查獲
載運澎湖未稅菸品，立即通報相關單位進行後續偵辦
（105.1.2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跨部會聯合執法，於高雄港
18號碼頭查獲大陸蒜頭，有效杜絕不法（105.1.1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人員於尖山6號碼頭執
行貨檢勤務，發現山○貨輪載運私酒，立即依法送辦
（105.1.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新蘭安檢所人員發現可疑
船筏，立即循線通報，以防止犯罪情事發生（105.1.1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於春節期間執行擴大威力
掃蕩及大陸漁工清點工作，有效嚇阻不法（1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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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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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人員於馬崗漁港外堤
發現死亡海龜，即刻通知新北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協處
（105.2.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人員於石門洞岸際發現死
亡海龜，立即通知新北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協處，並協助將
屍體現地掩埋（105.1.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民眾通報於漁港加水區
發現海龜擱淺，立即派員前往實施救援（104.12.2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民眾報案，有名婦人情
緒不穩跳海輕生，隨即派員趕赴現場救援（105.1.5）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接獲報案，於琉球鄉大福漁
港發現綠蠵龜陳屍消波塊，立即前往處置（104.12.2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於安平漁港發現油污，即
刻佈放攔油索及吸油棉清除，防止污染擴散（105.1.22）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人員發現港區漏油，立即
趕赴現場控制污染擴散，防止生態遭破壞（105.1.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指稱有民眾為捕
鰻苗不慎落海失蹤，立即前往搶救（105.2.7）

為民服務

海洋巡防總局新竹海巡隊接獲民眾報案於永安外海有船隻
沉沒，火速前往援助，並協助後送就醫（104.12.1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深澳安檢所接獲民眾報案，
有民眾於漁港短堤不慎落海，即刻派員協助（105.1.10）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深澳安檢所人員發現民
眾不慎跌落涵洞，立即通知消防單位，並協助脫困
（105.1.1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執行港區巡邏勤務發現民
眾貨車陷入泥濘，主動上前協助脫困（105.1.2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二岸巡大隊人員執行勤務時發現
一名失智老翁，主動協助連絡其家人，並協助返家
（105.2.2）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安檢所人員接獲報案於赤
崁漁港內礁岩處有民眾倒臥，立即前往協助（105.1.1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年前期間，主動關心轄區
獨居長者，使民眾感受海巡濃濃人情味（105.2.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人員於花蓮縣豐濱鄉
近海約30公尺處發現大體立即通報，並協助打撈上岸
（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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