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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企劃處

保護海洋生態與環境資源長期以來，為海巡
署重要執行任務之一，署長李仲威自105年5月
20日就任以來，鑑於近期各海域珍貴海洋資源
遭破壞事件頻傳，造成全國輿論譁然，加上有感
於臺灣周邊海域非法漁業行為、中國大陸及他國
籍漁船越界作業、過漁及塑膠垃圾污染海洋等情
事層出不窮，導致部分魚種瀕臨滅絕，如不加以
遏阻，將對海洋造成難以復原之傷害，未來恐將
變得無魚可捕。為守護海洋生態，確保資源永續
發展，推廣海洋保育觀念，並回應輿情民意，李
署長主動提出「用行動守護海洋資源～海洋保育
動員計畫」，以「護永專案」為行動代號，透過
各種具體行動展現政府海洋保育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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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留念

家學者及團體代表並合

李署長會晤海洋保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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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全國同步進行淨灘活動實況
北部地區

由署長李仲威主持淨灘活動並與同仁清理沙灘

中部地區

由政務副署長胡意剛主持並和參與人員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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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全國同步進行淨灘活動實況

南部地區

由海岸巡防總局總局長許績陵主持淨灘活動

東部地區

由常務副署長龔光宇主持淨灘及代表簽署淨岸護灘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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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凝聚國內海洋產、官、學界海洋保育
之共識，於105年6月22日邀請中央研究院陳昭倫研
究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黃向文教授、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陳麗淑主任、臺灣環境資訊協會陳瑞賓秘
書長、海龍王愛地球協會林愛龍理事長、澎湖海洋
公文基金會翁珍聖執行長、前澎湖共生藻協會陳盡
川理事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呂允中研究員、澎
湖南方四島巡守隊蕭再泉小隊長，以及相關主管機
關代表進行諮詢座談會，由李署長親自會晤學者專
家及民間保育團體代表聽取建言，並召開諮詢座談
會，針對海洋保育執法工作踴躍討論並交換意見，
藉此，使本署「護永專案」各工作面向更臻完善。
護永專案自105年7月1日開始實施，針對禁漁
區（保育區）及漁季期間各重點海域，提高巡邏密
度，有效結合民間資源，即時查處非法漁業行為，
以具體行動守護海洋資源；此外，運用區域聯防機
制，以優勢能量強力執法作為，共同取締大陸及他
國籍漁船越界作業，藉由區域統合及結合民力資源
與擴大影響層面等方式，建立周邊海洋資源永續利
用之環境，使國人「立即、有效」感受政府為保護
臺灣海洋環境資源永續發展之決心。
此外，我們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於105年7月
16日上午9時至11時，結合相關單位團體同時間動
員，共同辦理全國性淨灘活動，透過各機關學校、

保護活動，讓海洋重現她原本美麗的面容。
而為有效掌握輿論動態，特別透過臉書成立海
巡署「海洋保育行動～護永專案」粉絲專頁，與各
海洋保育及環境保育團體社群網站互動，結合所屬
基層各社群網站，強力行銷專案行動。未來也將遴
邀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組成諮詢顧問團隊，隨
時針對海洋保育時事輿情及相關議題進行諮商研
討，並規劃盤點國、內外「海洋環境保護及生態保
育」相關參考資料，利用海巡署全球資訊網設計網
頁平臺，整合國內外政府機關及民間學術研究機構
相關資料，提供大眾參考及運用。
海洋為人類共同擁有的重要資產，臺灣四面環
海，擁有豐沛的海洋資源，然而資源並非「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應該讓海洋有喘息休養的機
會，政府或個人都應對海洋環境保護和海洋資源
管理給予更多重視。因此，海巡署藉由推動「護永
專案」，積極發揮藍色國土守護者的角色與功能，
同時邀請中央研究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及成功大
學等單位具有海洋背景專長之專家學者於海巡雙月
刊「海洋論壇」單元撰投稿件呼應海洋保育的重要
性，藉以導引建立海洋文化，提升民眾海洋意識，
與全民用行動共同建構一個安全有序、品質健康、
資源多樣和具有生產力的海洋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企劃處）

社教機構、鄉里清潔隊及民眾實際參與，喚起民眾
對海洋資源保育之重視。活動當日共計16場
次，並分別於桃園大園濱海遊憩區、臺中大
安海水浴場、臺南觀夕平臺海灘及花蓮七星
潭海灘等地做為主場擴大舉辦，李署長除親
自主持北部場次，更攜手與各環保團體及志
工民眾共同清淨海灘，北部地區更首次辦理
水面及水下垃圾清除。本次全國同步淨灘活
動，總計動員5千9百餘人，清出寶特瓶罐等
各種垃圾共計3萬1千餘公斤，爾後仍將持續

成立護永專案臉書粉絲專頁

，積極行銷海洋保育理念

協同相關環保團體單位不定期辦理各類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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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主權、維護漁權」～
海巡署與國防部舉行「聯安演訓」
文｜陳俊廷

圖片提供｜海洋巡防總局

為提升政府機關間合作與應變能力，保障
國家海洋權益及漁民作業安全，由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主辦，並協同國防部、內政部、農委會
等機關機艦艇能量，於105年8月5日上午10時
假高雄左營外海舉行「聯安演訓」。演訓行動
由該署副署長龔光宇主持，另有國防部海軍司
令黃曙光與參演機關人員出席視導，同時邀請
漁民代表前往現地了解海巡及國軍等單位海域
執法、聯合護漁及海空搜救演訓情形，以實際
行動讓國人瞭解政府護漁相關作為。此次演訓
共邀請採訪之平面、電子及雜誌媒體計有34家
56人報導。
副署長龔光宇（左）與海軍司令
黃曙光（右）於指揮台上向參演
員揮手致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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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強調與國防部除已訂定聯合護漁行動方

海巡署表示，政府護漁立場不變，而海上狀況

案，建立聯合護漁機制外，並自102年起分別在臺

瞬息萬變，海巡人員更必須不斷提升自身執法能

灣北方及南方專屬經濟海域實施過4次聯合護漁演

量，此次聯合演訓不僅能充分展現跨部會合作之成

練；本次演訓重點在於海空聯合搜救及指管通聯，

效，同時也透過演訓項目驗證的方式，讓國人更進

操演內容包括：取締越界作業外國漁船、我漁船遭

一步了解海巡署、國防部及其他相關參演單位平日

不明船舶干擾與追逐、海上反挾持、海難救助等項

聯繫機制運作情形。護漁行動不打折扣，海巡署與

目，總共出動海巡署高雄艦（視導艦）、苗栗艦、

國防部及相關單位將持續完備聯合護漁搜救行動機

偉星艦（媒體艦）、PP-10052、RB02、警戒艇4

制，使機關間合作協調及策應機制能更加完備，俾

艘、海軍成功級、錦江級軍艦、飛彈快艇2艘及2

利應處各項海域突發事件，有效落實政府「捍衛主

艘租用漁船等十餘艘艦艇，另外空軍出動P3C反潛

權、維護漁權」的政策。

機、S70C海鷗直升機，空勤總隊出動AS-365海豚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巡防組）

直升機及新成軍的黑鷹直升機執行演訓，合計動員
15艘艦船艇，4架航空器，參演人員總計552人。

演訓項目驗證，展現各部會落實聯合護漁搜救行動機制能量
取締越界作業外國漁船

攔阻不明武裝船追逐我國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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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執行海上反挾持攻堅

海軍班超艦、海巡苗栗艦、空勤黑鷹直
升機（首次參演）共同執行海難救助

海空分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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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揭牌典禮並合影留念（左起中研院研究員陳昭倫、高雄分
院檢察署檢察長楊治宇、高雄市政府副市長陳金德、海管處處
長游登良、洋總局副總局長謝慶欽、南巡局局長滕永俊）

維護東沙海洋環境
宣示揭牌活動紀實
文｜林建逸

圖片提供｜東沙指揮部

為有效嚇阻東沙海域越界捕魚，捍衛我國海

民國96年1月17日我國正式公告成立「東沙環礁

洋生態資源，東沙島於105年7月5日上午12時舉行

國家公園」，成為臺灣第七座國家公園，亦為第一座

「維護東沙海洋環境宣示揭牌活動」，期能貫徹政

以珊瑚礁生態系保護為主的海洋型國家公園，並以海

府公權力，有效制裁不法情事。此次揭牌典禮由高

洋保育為發展重心，藉由跨域合作，增進保育研究能

雄市政府副市長陳金德先生親自主持，由南部地區

量，培育海洋研究人才，加強國際研究成果交流，希

巡防局局長滕永俊先生陪同，並邀請高雄分院檢察

冀成為南海海洋保育研究之重要輻輳點。

署、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中央研究院、內政
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巡防總局、第
五海巡隊，空軍東沙分隊、海軍大氣海洋局等單位
及國內媒體記者與會，公告揭牌儀式在眾人鼓掌祝
福聲中完成。

邇來，中國大陸漁船進入我國東沙環礁海域盜
採珊瑚、濫捕海洋生物，破壞整個環礁生態環境日
趨嚴重，海巡署為強化驅離漁船越界工作，多次擴
大執行東沙威力掃蕩專案勤務，甚至主動協調高雄
市政府及各界先進登東沙島辦理東沙海域珊瑚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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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長陳金德先生致詞後與出席貴賓共同進行野放保育類綠蠵龜

大物種禁捕公告宣示，藉以擴大保育物種範疇、提

域禁採捕公告揭牌，以彰顯我國行政及司法權之落

高盜捕刑責，嚇阻外來船隻進入我國經濟海域破壞

實。

生態。

語末，陳副市長特別感謝海巡署在署長李仲威

陳副市長特別於致詞中指出，本次保育倡議源

先生上任後，便積極推動「海洋事務」、「海事服

於今年3月23日海巡署為強力遏阻中國大陸漁船越

務」、「海域執法」、「海洋科研」及「海洋保

界濫捕，遂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執行擴大威力掃蕩

育」等五大核心任務，並本著「藍色國土、海洋興

專案勤務，並押返乙艘陸籍「琼琼海漁05055號」

國」兩大主軸，加速推動海、陸域資源保育、生態

漁船，依國家公園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等法函送高

維護、設施整建等相關作為，更強調外島的經營為

雄地檢署偵辦，但囿於相關法源罰則不高、未臻完

我國主權之貫徹，端賴駐島官兵發揮同島一命、同

備，甚或高雄市政府主管機關尚未依漁業法公告東

舟共濟及與陣地共生共存精神，方能有效展現守護

沙群島領海外界線以內水域禁採捕事項，以致一

國家主權之矢志；共同確保邦土海洋權益之發展；

線執法同仁無所適從，爰此，在高雄市政府、高雄

俾達東沙海域永續發展之目標。

地檢署、海管處及海巡署戮力推動下，辦理東沙海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東沙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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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高雄市東沙環礁海洋國家公園範圍水域禁止採捕物種」公告事項，中英文全文如下〈引用高市
府海三字第10503116201號公文〉：
一、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6月15日
二、發文字號：高市府海三字第10503116201號
三、主旨：公告「東沙群島領海外界線以內水域禁捕物種有關事項」。
四、依據：漁業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6月8日農授漁字第1050220295
號函。
五、公告事項：
（一）東沙群島領海外界線以內水域（含東沙環礁內之內水水域）禁捕物種：
1. 各類珊瑚及珊瑚礁岩。
2. 硨磲貝。
3. 馬蹄鐘螺。
4. 馬糞海膽（白棘三列海膽）。
5. 大法螺。
6. 海參。
7. 軟骨魚類。
（二）除試驗、研究、資源調查目的，並經本府許可外，不得採捕本公告禁捕物種。
（三）罰則：違反者依漁業法第60條第2項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5萬以下罰金。
The collection of the following items/species are prohibited in Dongsha Atoll.
1. Corals and reef rocks
2. Giant clams
3. Trochus(Tectus nllotlcus maximus)
4. Sea urchlns (Trlpneustes gratllla)
5. Triton's trumpets/giant tritons (Charonia tritonis)
6. Sea cucumbers
7. Cartilaginous ﬁshes
Permits are needed for the collection of other items/species within the boundary of Dongsha
Atoll National Park.
Violators are subject to ﬁnes and prison terms.
Authorities：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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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來賓出席與座談會進行狀況

護永專案續推行
漁事座談推保育
文｜涂人霽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巡防區所屬第五一、五二
岸巡大隊為落實漁民服務工作，提升政府施政品
質，於7月5日假臺南市安平區舉辦「105年度臺南
區海巡漁事服務座談會」，會中除表揚優良漁民
外，另邀請臺南市立法委員黃偉哲、葉宜津等各立
委服務處代表、臺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雲嘉南風景
管理處、臺南市政府各處代表、南市區及南縣區漁
會幹部、臺南市南瀛救生協會共同出席，藉由座談
會的雙向溝通及議題研討，聽取基層漁民心聲，並
推廣及宣導漁事相關資訊政策，使漁民更加了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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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府施政方向，建立友善互動平臺，有效推展漁事服
務工作。
此次漁事服務座談特別結合本署「護永專案」
政策行銷，邀請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生物暨鯨豚
研究中心王建平教授等多名專家學者，於下午1點
至4點，以每小時辦理一場次方式，在現場密集進
行海洋生態保育宣導教育，專家學者們透過現場鯨
豚標本骨架展示，將實體模型陳列布置為海洋保
育區，並由負責講解的教授及助教輪流授課，當中
還搭配「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拍攝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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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區現場授課及參訪側影

片，透過生動活潑的內容，使民眾對於鯨豚保育有

發及氣候調節，都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臺灣亦

深入的認知及了解。

有最豐富的海洋資源，雖面積只佔全世界的一萬

有了精彩的講解及影片教學，在場參與的人均
能感受到成功大學在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方面之永
續經營理念，同時也增加有關鯨豚擱淺救援醫療處
理作業、站場維護管理及相關教育講習計畫等相關
知能。而影片當中，我們也看到海巡人員全力協助
海洋生物擱淺、從事海洋保育之身影，與本署6月
22日召開海洋保育座談會所提出之守護海洋永續資
源理念可說是相互呼應。
海洋是一切生命的起源和維生的根本，不論交
通運輸、生物醞育、觀光休憩、漁業捕撈、資源開

分之一，但周圍海域的海洋生物卻佔全世界的十分
之一，由此可見臺灣海洋資源的珍貴性與重要性。
未來，海巡署也將依訂定「規劃海洋保護活動」、
「籌組保育顧問團隊」、「傾聽溝通凝聚共識」、
「建立保育網頁平臺」及「網路媒體互動行銷」之
海洋保育動員計畫五大工作面向，落實海洋保育工
作，並期結合民間保育團體、推動海洋保育動員計
畫，共同關心海洋議題，喚醒國人珍惜海洋，愛護
資源，永續發展，世代傳承。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副署長龔光宇頒贈獎座與紀念品予優良漁民，席間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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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發現走私漁船，隨即攔查並帶回偵辦

私菸猖狂堆甲板
岸海法網罪難逃
文｜薛雅菁

圖片提供｜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與海洋巡

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外，另協調第四（臺南）海巡

防總局第四海巡隊等單位，於105年6月29日11時

隊、第五一、五二岸巡大隊、基隆市政府菸酒管理

許，在澎湖外海36浬處攔查「日陽29號」漁船，並

科及臺南市政府菸酒管理科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帶返第四海巡隊碼頭，於船上起出未稅菸品26萬1

並報請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指揮。

千包（522箱），估計市價約達一千三百餘萬元。

6月29日11點40分相關人員搭乘海巡隊PP-

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日前接獲情資，得知高雄

10059艇前往海域實施巡察，甫出海不久，便於澎

小港籍漁船「日陽29號」近期將走私未稅菸品以

湖七美西南方36浬處（北緯22度48.003度；東經

牟取不法暴利，經分析過濾可疑人員及漁船後，驗

120度00.278分）發現行跡可疑之日陽29號（下稱

證情資確實正確無誤。為能順利查獲走私人船及物

「日船」）漁船，隨即靠近登檢，經一番詳細搜索

品，同時於港口安檢監控漁船出入紀錄、雷達航跡

後，發現「日船」前方甲板與漁艙有大批以黑色防

測繪研判動向，陸上由查緝人員專業分工，指揮部

水袋所包覆私菸，復將「日船」帶返第四海巡隊碼

署偵查，海上則由海巡隊船艦緊追攔查，過程中除

頭實施清艙檢查，經清點共計起獲RGD牌焦油3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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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5毫克、7毫克、9毫克等私菸26萬1千包（522

法配對；歷任船長雖然無犯罪前科紀錄，但卻一直更

箱）。本案係岸海整合海上攔截之重大私菸案例，

換，欲蓋彌彰之行為更引起查緝人員注意。

全案將依菸酒管理法函送主管機關裁處，並針對該
私菸來源擴大追查幕後集團。

南部地區巡防局也強調，由於菸品健康捐課徵
金額連年提高，致使私梟為貪圖不法暴利，枉顧國

偵查期間發現，「日船」幾乎每2至3日即出港

人健康，同時也呼籲民眾若有發現不法，可利用海

捕魚，企圖以正常的出海頻率，掩護其走私事實，但

巡署「118」免付費報案電話提供相關線索，藉由全

可疑跡象仍無法逃過查緝人員法眼：如其返港後之漁

民的力量共同杜絕不法情事，創造祥和治安環境。

獲數量稀少與出港日數明顯不符；出海航跡顯示每每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至澎湖外海或公海處即停留；捕魚海域及季節漁貨無

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

登檢發現漁船甲板堆滿以黑色塑膠帶包裝之走私菸品

清點陳列起出之私菸數量共計522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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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艦施放小艇泊靠登檢，並將人員帶回偵辦

臺東艦護漁兼執法

海上緝獲私菸47 萬餘包
文｜翁韡

圖片提供｜臺北機動查緝隊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臺北機動查緝隊與高雄第二

本案據了解，「金」船曾於104年1月21日在公

機動查緝隊於105年7月28日16時許，在菲律賓呂宋

海遭臺北機動查緝隊查獲運輸未稅菸品共1,434箱，

島西方50浬處，查獲臺灣籍漁船「金○春」走私未

之後除同年4月試船外即未曾出港，試圖以此低調

稅香菸，遂將「金」船帶返高雄市興達港碼頭，並

方式進行漂白，目的是為了規避查緝人員注意，直

起出未稅菸品共計47萬5,370包，估計市價達三千

到105年走私集團認為時機成熟，故計重施想再利

萬元。

用「金」船從事不法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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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堆滿私菸，海巡人員協助搬卸清點數量

基此，臺北機動查緝隊及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民眾了解，海巡署在進行護漁任務同時，對於海上

與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直屬船隊、東部及南

查緝工作，絕不鬆懈，而海巡人員打擊不法的決

部地區機動海巡隊、基隆市及高雄市政府菸酒管理

心，將更加堅定。同時希望民眾若發現不法行為，

科共同組成專案小組，透過可靠情資掌握走私集團

能多加利用海巡署「118」免付費報案電話提供相

動態，當「金」船於今年7月12日自宜蘭蘇澳出港

關線索，海巡署絕不讓國人身心健康及國家稅收利

前往菲律賓載運私菸時，專案小組隨即協調海洋巡

益遭受損害。

防總局派出「巡護九號」及「偉星艦」進行海上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

跟監，並由正在南海海域執行護漁專案返航的
「臺東艦」接續執行查緝任務。
7月28日下午16時40分在菲律賓呂宋島
西方50浬處（北緯16度52分，東經119度13
分）果然查獲「金」船非法運輸私菸共計47萬
5,370包（黑大衛杜夫7萬3,500包、白大衛杜
夫6萬5,500包、勝利牌6號11萬500包及勝利
牌9號22萬5,870包），全案將鄭姓船長依違
反菸酒管理法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由於近年菸品健康捐課徵金額連年提
高，致使菸價不斷攀升，私梟為貪圖不法暴
利，枉顧國人健康，大膽從事走私不法行
為，臺北機動查緝隊表示，希望藉由此案讓

舉行記者會，由南巡局副局

長程駿杰對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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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人員海上登檢後，持檢察官拘票拘提犯嫌

私梟海上闖關
海巡迎頭痛擊
文｜黃文政

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配合法務部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實施全國同步查緝毒品行動，透
過可靠情資掌握毒品走私集團動態，於105年7月
5日在新北市石門區查獲麻黃素（製毒原料）50公
斤，市價高達新臺幣500萬元。
本案係臺北機動查緝隊接獲線報後，掌握沈姓
主嫌等3人共同受不詳姓名年籍綽號「阿明」，以
150萬元代價雇用，由黃嫌駕駛「龍○」號舢舨，
在7月4日16時55分時，自新北市石門漁港出港至臺
灣海峽中線接駁毒品，臺北機動查緝隊、海岸巡防

18

圖片提供｜臺北機動查緝隊

總局第二一、二二岸巡大隊及海洋巡防總局第二海
巡隊立即共組專案小組。
透過岸際雷達全程掌握，該船回程駛進麟山鼻海
域後，專案人員立即完成岸際兵力部署，並通知第二
海巡隊派艇前往攔檢，沈姓主嫌見事跡敗露，立即將
毒品丟入海中，完全無視專案小組人員的蒐證。
在犯罪事證確認後，查緝隊隨即協調第二海巡
隊於5日清晨，針對岸、海實施進一步偵搜，終於
在岸際找到被丟入海中的毒品，計有麻黃素（製毒
原料）50公斤，市價高達新臺幣500萬元，並將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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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4項之運輸第四級
毒品罪，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依法偵辦，另積極
追查幕後金主，務求達到追源與斷源之目標。
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時，便宣誓「毒品防制是
政府第一要務」，而反毒及緝毒是海巡署重點工作
之一，臺北機動查緝隊依「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
際，查緝於內陸」查緝毒品目標，統合岸、海各查
緝單位，形成綿密犯罪防制網，澈底打擊海域、岸
際走私不法集團。未來在加強查緝走私農漁畜產
品、動物活體及私菸、酒方面，將以維護全民健康
安全工作為最高宗旨。另呼籲民眾如有發現不法情
事或需海巡單位服務之處，多利用海巡署「118」免
費通報專線，相關單位在獲報後將立即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

岸際搜索後，查獲以飼料袋包裝之毒品，
並進行毒品檢測結果比對

召開記者會後，將逮捕之三名犯嫌送地方法院依法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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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發現越界陸船及油輪，疑似進行
海上非法駁油，即刻展開攔截圍捕

中區海空聯防
查扣非法駁油船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為保護我國

直升機1架，於新竹香山至濁水溪外海進行擴大掃

漁業資源，維護漁民權益，於7月22日8至20時，規

蕩。9時29分臺中海巡隊PP-2038艇於臺中港外20

劃「護永專案～區域聯防」中部海域擴大威力掃蕩

浬（24度29.162分N、120度14.019分E，基線外

勤務，總計出勤巡防艦艇5艘，直升機1架，執行人

5.3浬）發現1艘大陸籍漁船「閩○德貨0705號」與

數55人，執行成果共查扣非法駁油船2艘。

1艘「Sooo WANG」油輪，疑似正在海上進行非法

本次專案勤務，除調派所屬PP-10022艇、PP2038艇並結合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金門艦、第十二
（新竹）海巡隊PP2021艇、PP2019艇及空勤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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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油。為防止其逃竄，即刻通報PP-10022艇及中部
地區機動海巡隊金門艦展開包抄攔截圍捕，經海巡
人員登檢並全程蒐證錄影後，全案依據違反臺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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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艦施放小艇強靠登檢陸船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2條及第80之1條及

隨叫隨到方式，賣給中國大陸漁民賺取價差，非法

施行細則42條及石油管理法，將2船19人等押返臺

賣油行為，已經影響臺灣漁業，對海上生態也是一

中港隊部調查。

大威脅。第三（臺中）海巡隊表示，本次查緝可謂

本次遭查獲的「Sooo WANG」油輪，經查登
記為「獅子山」國籍，船上計有船長等13人，載有
900噸柴油，訊問時，據張姓船長指稱，7月16日接
獲公司通知前往小琉球駁油，至於柴油以多少價格

「斷源作為，斷絕海上補給線，減少陸船越界機
會」。同時獲得各大媒體大力轉播，將第一線海巡
人員冒著生命危險跳船登檢的畫面，完整呈現予國
人，對於提升海巡人員形象大有助益。

購得及賣出，均由公司聯絡，他只負責把船開到指

而為使國人「立即、有效」感受到海巡強力執

定地點，其他都不清處等等；另1艘遭查獲的中國

法作為，海巡隊藉由優勢艦艇能量，靈活部署查

大陸漁船，船重約120噸，船上計有船長等6人，表

緝，彰顯政府守護海疆、維護海洋資源及保護漁民

面上看似捕魚漁船，實則是屬於更小型的駁油船，

權益之決心。未來也將持續打擊越界中國大陸漁

準備要在海上接駁柴油後，再轉賣給其他陸籍漁船。

船，也希望民眾若發現海上不法，請撥打海巡118

海上非法賣油模式屢出新招，過去是臺灣漁
民，利用漁船用油補貼，在海上賣油給大陸漁船賺
取價差，現在則是大型油輪進入臺灣的商港合法買

免費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報，
海巡署將立即前往處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油後，再在海上分裝給小型的油輪，在外海，採

第三【臺中】海巡隊）

登檢確認並蒐證兩船非法駁油事證，隨後將船及人員扣留帶回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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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遭濫捕宰殺的隆頭鸚哥魚，由相關單位人員確認後做妥適處置

蘭嶼保育魚類死亡
海巡積極介入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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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

公分，重約46公斤），在海邊載浮載沉，當地居民

日接獲民眾以118專線報案指稱：蘭嶼紅頭泊區近

發覺身上無外傷並試圖將牠送回大海，但最後卻發

岸，發現一尾疑似保育魚種隆頭鸚哥魚（長約120

現牠已無生命跡象。接獲報案後，隨即開元安檢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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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前去了解狀況，本大隊司法組亦同步展開調
查，而當安檢所人員獲報至紅頭村時該魚已被民
眾刮除鱗片，且內部臟器已被去除。
經通報主管機關判定後，確認該魚種為保育
類隆頭鸚哥魚，大隊人員隨即將魚帶回安檢所存
管，並於7月4日中午12時，由海巡人員將此魚
送回臺灣本島，交予主管單位臺東縣政府農業處
人員，並聯繫位於成功鎮的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
生物研究中心，希望儘快找出該魚死亡原因，同
時本大隊亦依臺東地檢署檢察官指示彙整相關佐
證資料函送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蘭嶼海域隆頭鸚哥魚數量不多，前
年更因民眾下海捕捉，引發保育危機和各界抨
擊，因此為確保民眾報案案件內容真實性，海巡
人員接獲報案到現場後，為求審慎，將死亡魚類
拍照後，傳至主管機關確認為保育類魚種後，才
將其帶回所內保管。而隆頭鸚哥又名駝峰大鸚嘴
魚，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該魚種喜群
游於礁灣或珊瑚礁外的海域，以啃食活珊瑚為
主食，體型最大可達130公分，體長20公分左右
時，頭部前額向前突出，從額頭至板齒型成垂直
角度，突板齒和額頭為該魚種最大特徵。
隆頭鸚哥魚全臺剩不到30尾，卻在蘭嶼這樣
地處偏遠的地方離奇死亡，相關單位目前已經帶
回魚體，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調查。相較於今年5
月份本大隊查獲的龍王鯛於綠島遭民宿業者濫捕
肢解的案子，顯見民眾對於保育類動物相關知識
仍需宣導及再教育，這也是未來必須努力的目標
與方向。第八一岸巡大隊也將持續堅守崗位，為
生態保育努力，並且在此呼籲民眾若發現任何不
法，皆可撥打海巡免費服務專線「118」，將立
安檢所人員至現場發現保育魚類已死亡，
依規定通報後帶回保存

即派員處理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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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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發現「金○豊」號漁船違法拖網

經
續

營

海洋守護永
感
有
強力 執法人民
文｜林耕範 、陳明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鑑於近期各海域珍貴海洋資源遭破壞事件頻

相關單位，於蘇澳港第1號碼頭，由宜蘭縣縣長林

傳，造成全國輿論譁然，為推廣保育海洋生態觀

聰賢親臨主持誓師大會。會中也邀請蘇澳區漁會理

念，確保資源永續發展，海巡署強力推動「護永專

事長陳春生、總幹事林月英等人與會，使其瞭解政

案」有效守護海洋資源，並透過一系列全國擴大威

府當前守護海洋的決心及捍衛漁業資源的態度，並

力掃蕩及發動大規模同步淨灘（海）活動，使國人

就當前政府『護永專案』的政策向漁民宣導。

「立即、有效」感受政府展現守護海洋資源及保育
海洋生態之決心。

誓師大會後，海巡隊隊長洪伯昇立即帶領所屬
加強取締漁業違規，即刻展現『護永』決心，同時

105年7月1日由宜蘭（第一）巡防區規劃結合

為證明『護永專案』絕非口號，在保護海洋，永續

第七海巡隊、第一岸巡總隊、第一二岸巡大隊、宜

經營工作上，自7月1日起，執行成果也有了豐碩的

蘭查緝隊、宜蘭縣政府漁業管理所及所屬巡護船等

成效，將其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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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配合執行全國性淨灘活動

ㄧ、嚴格執法、首傳成效

三、東部海域區域聯防

105年7月2日蘇澳海巡巡隊所屬PP-10023艇執

105年7月26日，蘇澳海巡隊聯合花蓮隊、東

行巡邏勤務，於勤教時，隊長希望同仁在『護永專

機隊、臺東隊及宜蘭縣政府漁業管理所護漁號共同

案』期間，以嚴格執法，絕不寬待原則，務必於每

執行「護永專案」東部區域聯防勤務，並針對近海

次航行前確實將裝備檢查妥適才可出港。出航後，

漁業保護區違規捕魚行為嚴予取締，本隊所屬PP-

以距岸5浬往北航行，在船上雷達監控5浬內，須隨

2033艇，於12時54分在宜蘭頭城大溪距岸5.6浬海

時注意有無可疑漁船違法拖網，並指派人員不定時

域，查獲「金○祥1Ｘ號」漁船，於12浬內違規捕

以望遠鏡加強監控，果然於9時許在宜蘭縣蘭陽溪

魚作業，立即蒐證取締並廣播請該船起網停止作

口外4.1浬處，發現「金○豊」號漁船於該海域進行

業，全案函送漁政機關裁處。

底層拖網作業，經查該船為CT4，50噸以上漁船，
該行為已違反農委會公告50噸以上漁船不能進入12
浬從事拖網作業及違反漁業法第44條規定，本艇立
即錄影蒐證、廣播起網並派員登檢予以取締，全案
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護永專案」7月1日推行以來，截至7月31日
止，蘇澳海巡隊在隊長的領導及全體同仁積極努
力，共緝獲於3浬內漁船違規拖網5件，燈火漁業漁
船違規作業3件。短短一個月成效斐然，對過去曾
有違規被取締的漁民也產生了嚇阻作用，充分展現
海巡強力執法的決心，讓民眾感受到海巡署的執法

二、颱風過後、發動淨灘
強颱尼伯特颱風一夜的肆虐讓臺東成了受災
區，同時也讓美麗的東部海岸佈滿了垃圾，為了避
免這些垃圾再度進入海洋，危害其他海洋生物，造

力度，也在緝獲案件時，同步發布新聞稿及刊載隊
部社群網站，以達正面行銷及提升機關形象目的。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成海洋的二次傷害，105年7月16日配合海巡署所舉

第七【蘇澳】海巡隊）

辦的全國同步性淨灘，讓弟兄們藉由淨灘活動瞭解
海洋環境，從親身維護的過程中學習反思，重新將
自身與土地連結，進一步激起愛護環境之心。
7月26日查獲「金○祥1X號」漁船於12浬內違規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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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毒品之洪姓與羅姓嫌犯於機場遭逮捕

狂風暴雨不打烊
勇破跨國 毒 品案
文｜黃教維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風聲雨聲緝毒聲，防災救難護民安」，似乎

姓兩名男子將於7月初前往緬甸，但嫌犯為躲避查

正是海巡查緝人員最佳的寫照，105年初海巡署臺

緝，事先訂購多家航空公司機票、臺鐵車票試圖混

東機動查緝隊接獲情資，臺東大學學生計畫以空

淆偵辦方向，藉以增加查緝困難。

運夾帶的方式，前往緬甸地區走私海洛因，隨即
報請臺東地檢署指揮，會同花蓮機動查緝隊、臺中
機動查緝隊、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高雄第一機動
查緝隊、第八一及八二岸巡大隊、高雄航警局、臺
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偵查隊、高雄縣前鎮分局偵查
隊及關務署高雄關等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共同
偵辦。經長時間跟監、比對、清查後掌握洪姓與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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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嫌犯甫出國，便遭遇今年首颱尼伯特來襲，
十七級的強風豪雨肆虐整個東部地區，意外打亂了
嫌犯歸返航班，使得在南部監控嫌犯的海巡幹員只
能暫時增加埋伏時間，顧不得家園安危，持續與嫌
犯鬥智。然而隨著尼伯特颱風遠離，狂風暴雨雖稍
稍阻礙辦案人員的腳步，但卻更激勵堅定了破案的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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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多日等待，終於在105年7月11日得到嫌犯

「空中飛人」的運毒手法，常見利用在無知的

從香港轉機的消息，但由於迴南氣流帶給南部堪稱

青少年和學生身上，因這些犯嫌皆無毒品前科且行

今年最大的雷雨，小港機場能見度僅3公尺，飛機

事相當低調，查緝極度不易。然毒品犯罪對社會治

始終盤旋無法降落；但還是法網恢恢，註定嫌犯逃

安及國人健康危害甚鉅，光此次所查獲的毒品，市

不了被逮捕的命運，隨著雨勢逐漸變小，散開的雲

值就高達兩千萬，稀釋後可供萬人吸食，其危害之

層，終於盤旋已久的港龍KA437班機降落了，此刻

嚴重性可見一斑，因此也呼籲社會大眾，要堅持拒

查緝人員們的精神為之一振。隨即會同海關人員就

絕毒品的誘惑，以防杜毒害蔓延，並提醒民眾勿因

原先勤務部署，趁嫌犯準備出關的時候實施檢查，

為小利而淪為毒品集團利用的對象，而本案嫌犯因

並於兩人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查獲壓製成鞋底形狀重

違反「運輸一級毒品」罪，將面臨死刑或無期徒刑

達2.7公斤的高純度海洛因，經查兩嫌犯平均年齡僅

的刑罰。同時也請民眾善加利用海巡署免付費報案

20餘歲，均無毒品相關前科，偵訊時，二人供稱是

電話118，提供毒品犯罪線索，共同努力打造無毒

受毒品走私集團脅迫、利誘，擔任運輸毒品的「空

家園的美好環境。

中飛人」，事後都懊悔不已。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臺東機動查緝隊）

解

企圖闖關，仍遭專案小組人員破

嫌犯將毒品製成球鞋鞋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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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

淡水第二漁港安檢

所

后厝安檢所

第二岸巡總隊

～
線
一
走
勤
威
仲
李
長
署
巡
海

活
生
單
簡
及
康
健
、
同仁：力求規律

期許

為凝聚海巡團隊向心力，進而提升所屬對機關
的認同感，署長李仲威自105年5月20接任至今，即
勤走基層，透過實地訪視一線執勤狀況及關懷同仁
生活環境，同時利用各種場合，不斷重申期許全體
海巡人員能過健康、規律、簡單的生活。因為唯有
衡平的身心狀態，才可為自身帶來無限正面能量，
並且積極面對未來挑戰，而海巡人員於執行公務
時，更應秉持公正無私的精神，凡事依法行政，不
可有模糊地帶，才不會因不當得利而誤觸法網。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杜絕奢靡與不良嗜好之惡習，並深化成平日工作的
精神與態度。
李署長相當重視人才培育，在教育訓練的藍圖
上，亦積極規劃妥適經管制度，期使相關職務的派
任能與學歷、經歷及在職訓練相互結合，使每個人
均能適才適所，同時打造機關精實的人力資源。李
署長也期許同仁們勇於任事，面臨問題要學會解
決，且對幹部開誠布公、言行一致。正所謂「士有
百行，以德為首」、「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單

《曾胡治兵語錄》中有句名言：「求勇敢之將

位風氣的良莠，繫於領導者的行為操守。每位海巡

易，求廉正之將難」。李署長強調海巡署是一個大

人員均擔負著海巡署的榮譽，一言一行都須謹記國

家庭，也是一個團隊，所有人都要有一家人及大團

人對我們殷切的期許，在任何時候，都要自律自重。

隊的觀念，每一項任務都不可能由單一個人完成，
而是須仰賴每一位幹部帶領單位內同仁攜手努力才
能達成。因此每個人都應從自我要求開始，在生活
上力行規律、健康及簡單。人際關係務求單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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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巡同仁相處二個多月的時間，李署長和大
家共同經歷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從遠洋漁業巡
護、查緝海上不法到海洋生態保育，可以讓人深深
感受到海巡署這個機關對於國家、社會的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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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署長走訪一線，關懷同仁執勤狀況及
生活環境並頒發加菜金（海巡安檢所眾多，僅擇要呈現）
中部地區

龍鳳安檢所

梧棲安檢所

麗水安檢所

南部地區

赤崁漁港安檢所

員貝安檢所
歧頭安檢所

東部地區

花蓮商港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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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貢獻。團隊裡的每一位同仁，分佈在臺灣各地，

大家能藉難得親近山林的機會，暫且將繁忙的工作

盡心盡力的投入在工作崗位上，正因為所有人的無

放下，並透過每一個穩健的步伐，來沉澱平時紛擾

私奉獻，才使得海巡署能成長茁壯至現今規模，雖

的思緒。雖然活動當日天候不佳，下起了雨，但也

然犧牲了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但戍守在海防第一

證明海巡人員不管環境多惡劣，都會面對它、克服

線，確保了國家安全，就是從事這份工作的使命。

它、完成它。如同李署長對於海巡團隊的期許，未

關懷一線單位行程暫告段落的同時，李署長也
不忘「坐而言，起而行」，特別在105年8月3日利
用父親節前夕，請該署人事處規劃「健步如飛―仙
跡岩步道健行」，與署本部同仁及出席參加的寶眷

來不管還有多少阻礙及挑戰，他仍期盼每位同仁能
始終堅持過著力求規律、健康、簡單的生活，讓它
視為成功的不二法門，使自己擁有健康身心迎接多
變的挑戰。

們進行了一場健康有益的登山活動，目的就是希望

李署長身體力行率署本部同仁健行，
並於仙跡岩為海巡團隊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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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海巡署一線人員平日執勤辛勞，為將其成果凸顯，特別
邀請所屬撰投海域執法案件及服役心得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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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初體驗
文｜王冠智

圖片提供｜員貝安檢所

又是一個風和日麗、晴空萬里的好天氣，一如
往常的生活作息，與同仁一起剛清掃了煮完中餐過
一兵王冠智平日所內認真執行工作

後的廚房，正準備稍作休息片刻，卻見到所長滿頭
大汗、氣喘吁吁，臉上略帶有點緊張、嚴肅的感覺
向我們走來，這是來到員貝後，頭一次見到平時笑

重要的氧氣與能量，也同時平衡著氣候，但我們卻

容可掬、和顏悅色的所長，居然出現這種表情？到

對海洋過度的開發，破壞海域生態，許多動物早已

底是什麼事讓他如此緊張，答案揭曉，原來是署長

經瀕臨滅絕，如果我們再不正視生態保育，爾後的

即將至所內視導。此刻，只見所內所有人，依照平

環境，真是讓人不敢想像。

日穩定的步調，帶著緊張的心情迎接署長的到來，
恰巧當日島上也正在舉辦「龍興宮」三年一度的建
醮大典，人聲鼎沸、炮竹聲震天，彷彿告訴我們一
切都會順利。

正當我還沉溺在保育海洋環境的思緒中，署長
已經聽完了簡報，接續著巡視安檢所執檢區及住宿
區環境，了解同仁生活品質，且在安檢所前合影留
念及頒發加菜金，並親切的和同仁一一握手。結束

終於，署長抵達安檢所，所長立即實施安檢所

視導行程，署長前往下一個行程，而和他近距離接

任務及近期工作績效簡報，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觸後，讓我感受到署長就像是家中的長者般和藹親

部分，就是「綠蠵龜」，因為就在不久前我人生中

切。對我而言，6月27日這一天，除了長官視導的

第一次參與保育類動物的救援任務才剛剛結束。從

初體驗，同時也參與救援任務及巧遇在地的大型建

小到大就秉持著一份對生命的執著與熱愛，生長的

醮大典，是我人生中最充實的一天，我想我永遠

環境也把我教育成關懷動物、尊重生命的性格，所

都會記得。

以身為海巡一份子，自然更懂得海洋保育的理念，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了解海洋環境對於地球的重要性，不但為生命提供

第七二岸巡大隊員貝安檢所）

31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愛上離島風情～

一兵洪郁婷樂活開
朗，主動融入當地
互動
與漁民

我與歧頭的相遇

文｜洪郁婷

圖片提供｜歧頭安檢所

搭上飛機，從天空俯瞰澎湖時，發現它是以火

的方法及了解早期先人的智慧。岐頭安檢所平日除

山群島地形所組成的群島。相傳澎湖是漁翁之島，

了執行進出港漁民報關查驗外，還有負責海岸保育

而來澎湖遊玩的遊客，則稱澎湖是個愛情島，令人

及港區安全維護，由於坐落在潮間帶進出口處，所

有種愛上了也忘不了的感覺；而我則選擇位於澎湖

以遊客人數相當可觀。因此在為民服務部分，除了

島上的～歧頭安檢所，並且開始展開尋寶這塊神秘

在所外設置澎湖景點導覽及鐵馬驛站；所內則設置

的島嶼。

了一般救護、涼水補給、供應民眾休息，還佈置了

當我第一次執行勤務時，便擔任值夜哨工作，

留言板，記錄著我們與民眾互動的點點滴滴。

從夜晚到清晨，陸陸續續進港的漁船，除了親眼見

在這裏服役，我每天都能見到絡繹不絕的遊

證漁民們為了生活的辛苦捕勞漁獲，並且動作迅速

客，也了解海巡的生活原來是這麼具有青春活力；

的把漁獲處理好，等待著能賣個好價錢，讓生活能

安檢所內各項勤務都有它賦予神聖的責任，我個人

夠無慮，這樣的情境，讓從外地來的我，心裏有著

認為，岐頭最厲害的就是守望哨，因為每天必須要

無法言諭的悸動。澎湖的漁民十分善良純樸，見我

監控海域船隻保護漁民進出港安全，所以絕對要打

是從外地來的，不但主動噓寒問暖，也會透過聊天

起十二萬分精神，仔細監控海面上的一舉一動。因

的方式，讓原本不懂辨識魚獲種類的我，學習到很

為稍有閃失，都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結束

多知識，也再次證明了離島人文風情的確令人著迷！

了一整天的勤務，白天面對著朝起的太陽，下午面

而我所服役的單位～岐頭安檢所，位於白沙島
之東，與員貝村對峙，岐頭兩字則是因地形岐出而
得名，但也因地勢潮差大，退潮時，在岸際可以一
眼無際看到海平面上的潮間帶，吸引許多遊客在潮
間帶抱墩體驗撿拾貝類，採取海菜，體驗古早抓漁

對著神秘的日落，到了晚上滿天星斗點綴了夜空，
也照亮了寂寞的港區，在安檢所的每一刻，雖然繁
忙，但仍有許多地方值得探索，讓人可以隨時補充
力量，勇往直前。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七二岸巡大隊岐頭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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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工程查核
常見缺失 與 改善對策
資料整理｜後勤處

壹、前言
本署為提升各案公共工程之施工品質，建立有
效之品質管理系統，藉以督導、督促、建議與預防
相關品質管理之工程施工缺失，積極配合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落實執行「PDCA」管理循環，以及
三級品質管理等文件管理之檢討，藉以導正品管觀

黃狄晟

品質管理制度」，建立承攬承商「施工品質管制系
統」、工程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施工品質保證系
統」及工程主管機關「工程施工品質評鑑制度」三
個層級之品質管理架構（詳如附圖1），茲分別就
三 級 品 管 架 構 及 其 工 作 項 目 （ 詳 如 附 圖 2） 說 明
如下：

念，落實品質管理制度之執行，期能確保海巡廳舍

（一）第一級：工程承攬廠商「施工品質管制系統」

設施之施工品質，進而全面提升國家建設之公共工

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承包商應建立施工品質

程施工品質。

貳、我國工程施工查核機制及本署執行現況

一、公共工程三級品質制度概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落實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理制度，於82年10月7日頒布「公共工程施工

管制系統，於工程開工前，承包商應依工程之特性
與合約要求擬定施工計畫並提出品質計畫，設立品
管組織，訂定各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
檢驗程序、自主檢查表、缺失改善紀錄，以及建立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俾便施工人員熟習圖說規範
與各項品管作業規定，以落實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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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1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架構圖

（二）第二級：工程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施工品
質保證系統」

附圖2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三層次品管架構工作項目

重要措施及法令規章如下：
（一）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

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

於82年10月7日依據行政院頒布「公共工程

監造單位應建立施工品質保證系統，成立監

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建立承包商「施工品

造組織，訂定監造計畫，辦理施工及材料設

質管制系統」、主辦工程單位「施工品質保

備之抽（查）驗作業，並對抽（查）驗結果

證系統」及主管機關「工程施工品質評鑑制

留存紀錄，檢討成效與缺失，達成提升工程

度」三個層級的品質管理架構。

品質之目標。
（三）第三級：工程主管機關「施工品質查核機制」

（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於85年12月13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理工作執行之成效，主管

及陸續修正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

機關採行工程施工品質查核，以客觀的方式

要點」，對於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的實施

評定工程品質優劣等級。督導結果可供作為

方式加以規範。

主辦工程單位考評之依據，並可作為改進承
包商品管作業及評選優良廠商之參考，藉以
督促監造單位落實品質保證及承攬廠商落實
品質管理，達成提升工程品質的目標。

二、工程施工查核相關法條及規章
為確保政府投資效益，針對公共工程品質訴
求，加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政府自82年起，積極

（三）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工程查核
小組
於91年8月21日訂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組織準則」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
法」，辦理所屬機關單位查核工程品質及進
度等事宜。
（四）促使各機關工程查核小組有效發揮查核功能

推動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制度，要求承攬廠商、主辦

於92年9月26日訂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

機關（監造／設計單位）及主管機關，需分別依其

效考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每季初評及年

工程性質與任務需求，建立品質管理制度，推動之

度複評作業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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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署工程施工查核實施機制

上之重要工程，或工程查核評等為乙等之工

本署每年度皆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與「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程，以抽查方式實施工程複查。
（二）查核時機

作業辦法」等相關規定，以任務編組設立本署工程

後勤處於每週工作報告時，針對本署暨所屬

施工查核小組，並提前預劃次年度所需辦理查核所

在建工程執行進度進行檢討，針對個案工程

屬各機關之工程施工品質及進度等事宜。後勤處職

執行進度已達30%至80%者，研析簡任以上

司本署工程政策之推動，每年皆依上述規定執行工

長官擔任領隊，並擇適當時間點以預先通知

程施工查核小組編組及查核作業執行等作業，在當

方式辦理施工查核，另工期較短工程、複查

年度年底時，研析當年度各案工程查核執行狀況、

工程品質之案件及其他有爭議工程則採不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當年度重大政策及本署次年

先通知方式辦理，以控制工程標案查核之時

規劃辦理工程數量、性質等因素，提前完成次年度

機妥適性。

工程施工查核實施計畫頒行、外聘查核委員檢討遴

（三）人員組織

聘及工作小組成立等作業。茲就105年工程施工查

本署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係以「任務編組」方

核實施計畫執行項目，簡述如下：

式成立，由本署業管副署長擔任召集人，副

（一）查核範圍

召集人由主任秘書擔任；下設執行秘書及副

1. 規定應辦查核工程：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執行秘書，分別由後勤處處長及副處長擔

員會頒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及

任，並由後勤處營工科同仁擔任工作人員，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等相關

另納編建築、土木及機電等專長查核委員，

規定，本署各級機關辦理之工程預算金額達

渠等委員專長係以符合本署工程特性所需，

100萬元以上之工程，均須辦理工程施工

對查核作業熟稔、實務專業豐富，且對本署

查核。

工程特質瞭解，外聘為本署查核委員，每年

2. 本署特別查核工程：為確保工程施工品質，

並依實需檢討改聘（詳如附圖3）。

本署特別針對工程預算金額達1000萬元以

附圖3 本署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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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材料試驗

參、所屬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常見缺失

為確保辦公廳舍與設施之工程品質，本署針

經統計104年度至本（105）年度5月底工程施

對加強執行現場工程材料抽驗，並明定新建

工查核作業計19案中，品質管理制度缺失計181次

工程實施鑽心取樣，將混凝土等大宗材料列

（45%）、施工品質缺失計218次（55%），並結

為抽驗重點。

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本署104年實地查證之

（五）配合政策宣導
為貫徹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近期政策宣導
全民督工，明定承攬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工程

缺失與建議，經分析常見缺失，詳如附表2：

附表2

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情形一覽表

告示牌相關施工圖說報機關審查核可後設

項目

次數

比重

備註

置，告示牌應標明全民督工專線（0800-009-

品質管理制度

181

45%

文件紀錄（52項）

609督督工，來督工）及登載全民督工APP

施工品質

218

55%

工程施作（93項）

合計

399

100%

QR Code通報程式宣導標語。

四、工程施工查核作業主辦機關配合辦理事項
每案工程施工查核作業，於各階段時程上，皆
需各主辦機關配合協助之事項，為利各級機關有所
遵行，本署特彙整各階段主辦機關須配合辦理事
項，如附表1：

經分析上述缺失，可歸納為下列四種態樣，說
明如次：

一、態樣一：工程執行週期表單，未能滾動更
新填報
本署經分析工程施工查核之品質管理制度方

附表1

工程施工查核作業各階段主辦機關需配合

面，歸納前10項品質管理制度缺失子項中（詳如附

辦理事項

表3），以未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行之「監

查核前

1. 製作施工查核簡報。
2. 填寫「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3. 檢視相關查閱文件紀錄與圖說。
4. 檢整度量（捲尺、皮尺、游標尺）與拍攝器
材。
5. 備妥鑽心試驗機具設備（新建工程）。
6. 聯繫相關人員（廠商、監造單位、設計單位）
出席。

查核中

1. 繳回「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與簽到表。
2. 查核委員所提缺失與材料抽查拍攝。
3. 簽封送驗之抽驗材料。
4. 備妥影像設備投放現場缺失照片。

查核後

1. 研提查核缺失及建議之改善作為與改善照片。
2. 上傳查核及缺失改善之相關照片、簡報與資
料。
3. 檢附試驗報告正本與相關改善佐證資料。
4. 初審監造（設計）單位與承攬廠商回復改善作
為。
5. 補（改）正審退之相關資料。

造計畫暨品質計畫綱要」、「監造計畫書參考格
式使用須知」、「施工品質計畫書參考格式使用須
知」、「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及「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表單格式及
權責填報紀錄，經細究肇因，主要為工程主辦機
關、監造（設計）單位及承攬廠商等單位，未能適
時或不定時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
站下載最新表單，並掌握最新填報規定。

二、態樣二：建築工程施工品質，缺失情形類
案再生
本署經分析工程施工查核之施工品質方面，歸
納前10項施工品質缺失子項中（詳如附表4），以
材料設備檢（試）驗審查紀錄內容未有核判、混凝
土澆置出現蜂窩現象、工程現場環境雜物散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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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項次

前10項品質管理制度缺失項目
缺失內容

附表4
件數

1

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
具抽查（驗）紀錄表，或□製作材料設備
13
檢（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判讀認
可，或□落實執行。

2

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
標準未訂量化？、容許誤差值，或□未確
實記載檢查值。

13

3

其他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缺失。

10

4

監造計畫無核定紀錄。

8

5

未訂定各材料 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
準或（）未符合需求。

8

6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

8

7

有無填報監造報表或□未落實記載。

7

8

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
格式。

9

未訂定各材料 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
或（）未符合需求。

10

□有無審查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
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樣品及其他
送審案。
小計

項次

缺失內容

件數

1

其他材料檢驗審查紀錄缺失。

12

2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蜂窩
或孔洞產生。

9

3

其他一般施工缺失。

7

4

無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圍籬、鷹
架外部防護網等設施不足，或□損壞未修
復，或□填寫不確實（如：竣工日期、全民
督工電話等），或□影響鄰房安全。

7

5

於高差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
分（如樓梯、電梯口、天井、管道間、構
台、橋梁墩柱及橋面版等），未設…。

7

6

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如鐵絲、鐵件、模
板）。

5

7

未使用間隔器、墊塊，保護層不符規定。

5

8

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等易發生被刺及擦傷災
害者，未採取彎曲尖端、加蓋或加裝護套等
防護設施。

5

9

鋼筋表面浮銹嚴重影響截面積，或有油圬或
混凝土殘渣。

4

7
6

6

前10項施工品質缺失子項

10 其他模板施工缺失。

86

小計

4
65

作告示牌內容缺漏、混凝土表面殘留雜物及施工

工作人員於審查核對所報缺失情形費時，最主要之

架安全網設置不全等工程施工缺失，最主要之肇

肇因為工程主辦機關未能確實審閱監造（設計）單

因為工程主辦機關、監造（設計）單位及承攬廠商

位及承攬廠商，所報缺失改善對策內容，有無依查

等單位，未落實就監造或品質計畫中，各主要工程

核結果表填註相關缺失項目與編號。

項目及分項工程項目，進行施監造計畫之「施工抽
查程序及標準」與品質計畫之「材料及施工檢驗程
序」、「工程自主檢查」紀錄。

三、態樣三：機關缺失對策回復，未有填寫缺
失編號

四、態樣四：缺失改善逾期陳報，懲處機制未
能制定
查本署104年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改善結果，仍
有工程主辦機關未及時改善完成陳報，且未能提前
陳報本署查核小組申請展期，最主要之肇因為工程

受查核之工程主辦機關，於綜整監造（設計）

主辦機關未能督促監造（設計）單位及承攬廠商，

單位及承攬廠商回復各項缺失之「改善對策及結果

於限定日期內提報缺失改善情形，導致逾時陳報與

表」中，未完善能將所對應之缺失編號填註「改善

未提出展期申請。

對策及結果表」表單內，致本署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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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程查核常見缺失改善對策
上述常見之查核缺失，本署查核小組以系統性
之科學方式，針對本署工程常見的缺失態樣，協助
彙整相關表單提供下載使用，透過本署網站、相關
會議等機關宣導建議改善對策，俾利所屬各級機關
承辦人員能即時學習，並實際運用於所列管工程狀

施工查核作業完竣後，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內本署工程施
工查核缺失，以列表方式綜整，放置本署內網
後勤專區與函發所屬機關（詳如附圖5），提
供所屬工程主辦機關下載運用及先期檢視工程
現地執行情形，並督促監造（設計）單位與監
督承攬廠商完成檢查。

況處理。

一、對策一：精進工程查核機制，綜整各項管
制表單
本署查核小組專人逐項統計各工程主辦機關、
監造（設計）單位及承攬廠商，未使用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頒行表定之情形，整合「監造計畫暨
品質計畫綱要」、「監造計畫書參考格式使用須
知」、「施工品質計畫書參考格式使用須知」、
「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及「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綜整工程施工查

附圖4 公共工程施工查核相關參考表冊放置情形

核之品質管理制度與施工品質等2大方面相關表格
計65件（工程主辦機關8件、監造（設計）單位24
件、承攬廠商33件），建立本署「公共工程施工查
核相關參考表冊」，除將上述表冊、填寫範例、適
用規定函轉所及機關知照外，並將相關表冊格式放
置本署全球資訊網（詳如附圖4）及內網資料交換
區，提供所屬工程主辦機關下載運用，並輔導監造
（設計）單位及承攬廠商採用最新表單，以提升本
署各工程三級品管文件格式之正確性。

二、對策二：降低施工查核缺失，公告每季查
核情形
（一）每季綜整本署查核態樣，提供所屬自主檢查
本署為減少工程施工查核之常見施工品質缺
失，例如材料設備檢（試）驗審查紀錄內容未
有核判、混凝土澆置出現蜂窩現象、工程現場
環境雜物散落、工作告示牌內容缺漏、混凝土
表面殘留雜物及施工架安全網設置不全等情事
重複發生，自本（105）年度起，於每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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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例缺失於本署各項會議中提供常見缺失改

提送紀錄文件審查縝密不佳，增修本署「工程施工

正建議

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增列「各相關單位之缺

針對本署本（105）年度上半年常見之10大

失項目，請依查核紀錄彙整表，逐項填入缺失內

工程現地之混凝土澆置、鋼筋、模板、職業

容及缺失編號（如工程主辦機關缺失（4.01.01）

安全等工程缺失，擬定改善建議並於105年6

【L】），倘若未加註缺失編號，將以審退方式函

月份公共建設推動會報中，提供與會機關代

請補正」。藉此，提升本署查核紀錄文件審查之縝

表觀摩學習（詳如附圖6），俾利教學相長。

密度及增加工程主辦機關審查紀錄文件之嚴謹度。

三、對策三：增修對策改善結果，納入審退補
正機制

四、對策四：簡化流程制定表單，逾期回復懲
處機制

本署為避免缺失項目編號為逐條逐項未填註及

針對部分工程主辦機關缺失改善陳報逾期及

工程主辦機關初步審查未落實，導致工程主辦機關

未能提前陳報本署查核小組申請展期等2項常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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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6 常見缺失改正建議

形，因工程主辦機關於公文申請展期程序繁瑣及逾

組再稽催，仍未於期限提報，將通知機關對怠惰人

期陳報未納入懲處機制，於本（105）年度工程施

員進行懲處，並將不定期統計逾期函復機關次數，

工查核實施計畫中，新增制定「行政院海岸巡防

且於適當會議時機提報，另逾時函覆機關之工程查

署工程施工查核缺失改善展期申請表」，提供工程

核等級為甲等以上者，機關獎勵將不予列入。

主辦機關提出6日內展期得免備文，逕傳送至本署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之簡化做法；展期天數超過6日
者，備函併申請表送本署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核備。
倘缺失改善成果逾期未於期限內申報展延，經
稽催後仍未依限提報者，提出檢討報告，經查核小

五、結語
每案工程主辦機關、設計監造單位及承攬廠
商，於品管制度上作好克盡職責，品質達到真正落
實執行，始能發揮預期的功能，使工程得於工程契
約及相關法令規範下，順利進行並如期如質完竣。
本署獲工程會評定為104年度中央機關第1級工程施
工查核優等機關，亦是因為各級同仁的辛勞付出，
方能獲得此項殊榮。展望未來，希冀在追求「如期
完工、成本如度、品質如式、零事安全」的共同目
標下，持續群策群力，將追求「品質」的信念，揉
化成個案工程中每一個小環節的堅持，以「工程之
長，捨我其誰」之信心與決心，持續推升海巡廳舍
與設施之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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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育
其展望
保
洋
海
文｜邱文彥

一、前言
最近，綠島龍王鯛遭盜獵、澎湖大型硨磲貝被
盜採、東沙國家公園的海洋生物被大陸漁船越界
濫捕，或澎湖馬糞海膽遭濫採，剩不到十顆等保
育新聞，激起國人憤慨和對於海洋保育高度的關

保護及保存大洋與近海的海洋物種及生態系統，除
了物種、族群和棲地的保護，以及受損海洋生態系
統的修復外，也著眼於限制過漁、棲地破壞、污
染、捕鯨及其他衝擊海洋生物與棲地的人類行為。
因此，海洋保育與復育是一體的思維。

切。我國遠洋漁業因為「非法、未報告、未管制漁

海洋保育關注海洋之物理與生物資源保存，以

捕（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及生態系統功能的維繫，可說是一個新的領域。一

IUU Fishing）」去（104）年遭歐盟黃牌警告，促

般來說，海洋保育的專業人員，多半是來自海洋生

使立法院緊急通過「漁業三法」之修訂；此外，臺

態學、海洋學及魚類科學等領域，也有些來自人文

灣北海岸「德翔台北號」貨輪和澎湖「耘海號」貨

科學的領域，因為海洋保育涉及到國際海洋法、社

輪擱淺漏油事件，也引發海洋事務分散、缺乏有系

會經濟和政府政策，希望透過常效的法政機制，

統規劃與管理的關注與質疑，使「海洋保育」頓時

使海洋生態系統獲得良好的保護。例如，1966年

成為海洋事務重中之重。

《公海漁捕及生物資源保育公約（Convention on

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健康，直接間接地，都依賴
健康的海洋。自1960年代起，人們透過電視、潛
水及其他水下科技，逐漸認知其對海洋的影響日漸
增加，尤其是海洋哺乳動物（如鯨豚、海豹）、海
龜、魚類（如鮪魚、鰻魚）、海草等物種快速滅
絕或棲地破壞，海洋保育的思維因而應運而生。
「海洋保育（Marine Conservation或稱Ocean
Conservation）」，亦有稱之為「海洋資源保育
（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其目的在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和1973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
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美國的《海
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 of 1972）》、《瀕危物種保護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 of 1973）》和建立海洋闢護區體系的
《海洋保護、研究及庇護法（Marine Protection,
Research and Sanctuaries Act of 1972）》均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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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10年蘇格蘭議會通過的海洋生物保護新法，

區域機制強化實施工具的整合協調；（五）加強貿

名為2010《蘇格蘭海洋法，Marine （Scotland）

易與投資機會以推動漁業、養殖和海洋生態資源的

Act 2010》，其內容包括了海域規劃、海洋證照、

永續利用；（六）與相關的APEC工作組、國際組

海洋保育、海豹保育及執法，對於海洋保育提供了

織和私人部門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七）確保海洋

參考法例。

資源的保育及永續利用，支撐漁業及養殖的海洋生

二、海洋保育的重點工作
從國際組織或非營利團體的角度，亦可了解
當前海洋保育的重點工作。目前全世界有許多海
洋保育的組織，不斷教育民眾及權益關係人，同
時進行海洋法政的遊說工作。著名的如國際性的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Nature Conservancy,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區域型
的組織如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美國的Oceana、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Blue Frontier Campaign；英國的Frontier
（th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The Reef-World
Fo u ndati on； 印度的Re e f Watch；和澳洲 的
Australian Marine Conservation Society等，除了從
事海洋保育工作外，並且提供海洋保育訓練專業。
這些組織著力的工作，均可了解海洋保育的重點工
作或範疇。

態系統的保護；（八）以及推動共同防止非法捕魚
及相關貿易的防範作為。
APEC「海洋及漁業工作組」近年來重要的
政策宣言，包括「首爾海洋宣言 （Seoul Oceans
Declaration of 2002）」、「巴里行動計畫（ Bali
Plan of Action of 2005）」、「巴拉卡斯宣言及行
動議程（Paracas Declaration and Action Agenda
of 2010）」及「廈門宣言（Xiamen Declaration
of 2014）」等，對於海洋保育也提出政策方向供
會員體依循。最近幾年，APEC海洋及漁業工作組
完成計畫，則有「APEC區域油污染準備、應變及
評估（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Assessment
of Oil Spill (PRAOS) in the APEC Region）」、
「太平洋區域海洋空間規劃進階訓練（Advanced
Training on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Paciﬁc
Rim）」、「亞太區域海洋生態系統評估及管理
（Marine Ecosystem Assessment &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ﬁc Region）」及「亞太區域小型中

茲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為例。

上層魚種（如沙丁魚、鯷魚）對於糧食安全可能的

APEC共有21個會員經濟體，其海洋產業十分重

貢獻（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mall Pelagic Fish

要，佔居全球養殖生產量的80%和世界漁捕量的

to Food Security within the Asia Paciﬁc Region）」

65%。APEC分別於1990年設置了「海洋資源保育

等計畫。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於廈門召開的「第

工作組（Marine Resource Conservation Working

四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之後，「廈門宣言」支持

Group）」和1991年設置漁業工作組（Fisheries

在亞太區域建立海洋合作的新架構，除認知到海洋

Working Group）」；2011年間，因應需要及趨

與海岸環境的脆弱性和漁業資源耗竭外，部長們均

勢，兩工作組進行整併，遂設置了「海洋及漁業

建議在區域內應建立更為整合與永續的夥伴關係。

工作組（Oceans and Fisheries Working Group,

「廈門宣言」關注到海洋與海岸生態系統保育及災

OFWG）」，其任務包括：（一）強化特定區域內

害韌性、海洋對於糧食安全與糧食相關貿易的角

組織能力的建構與資訊交換；（二）研討分享共同

色、海洋科技與創新，以及藍色經濟等重要議題。

資源管理的問題與最佳對策；（三）依據領袖與部

各國部長們也承諾在2020年之前，透過海洋保護

長指示，研擬計畫供工作組管理評估；（四）透過

區的劃設管理，保育至少10%的海洋與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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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第四屆藍色經濟論壇」於海口市舉

岸的保護，以抑制類如大堡礁區不當的海岸開發行

行。APEC「海洋及漁業工作組」認為，「藍色經

為。同時，學會也倡議應給予海洋較佳機會對抗氣

濟」提升海洋與海岸資源、生態系統和永續發展保

候變遷的衝擊，例如將海洋保持在最健康和最自然

育管理的重要方式，也可加速經濟成長。APEC海

的狀態下，免於過漁和污染，海洋就有更大的能力

洋及漁業工作組的重點及運作模式，可說揭示了海

克服這些變遷。此外，AMCS也致力於水質改善，

洋保育與藍色經濟的重要關聯，也說明了海洋事務

以及海洋污染、塑膠垃圾與海洋漂流垃圾（marine

必須關注海洋產業的永續發展與管理。

debris）的削減。有意思的是，該學會還提供永續

接續APEC之後，本文將以「美國海洋保育

海鮮的指引及手機APP程式，供消費者參用。

研究院（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 MCI）」

參考上述案例及Kennedy （2016），可彙整海

和「澳洲海洋保育學會（The Australian Marine

洋保育的重點工作，包括：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

Conservation Society, AMCS）」為例，敘述

漁業（含混獲、捕鯨的約制）、海洋保護區、海域

當前海洋保育的重點工作。「美國海洋保育研

空間規劃、海岸開發管理、海洋污染與廢棄物（如

究院（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 MCI）」

油污染、塑膠廢棄物、海洋漂流垃圾）、氣候變遷

是Elliott Norse博士於1996年創立，原名Marine

因應與調適（包括海洋酸化、珊瑚白化）、海洋產

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2011年更名為

業與藍色經濟等主要的範疇。

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可說是全球保護復
育廣袤海洋整體性的翹楚。鑒於海洋生態系統是人

三、海洋保育署組織法要旨

類生存、財富與福祉所繫，也是地球最大的維生系

立法院去（104）年三讀通過「海洋四法」，

統，該一組織的任務，即在為我們及後續世代確保

包括《海洋委員會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海洋最重要的地區能獲得永久、強力的保護。該一

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及

組織與科學家、政治人物、政府官員和其他組織共

《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等四項法律，並於同年

同合作，界定海域受威脅的地區，並尋求可行的解

7月1日總統明令公布。《海洋委員會組織法》明

決方案。自1996年設立後，該組織已成為挽救地球

定行政院特設海洋委員會，掌理海洋總體政策與環

的急先鋒，目前優先執行的計畫方向，包括：催生

境保護規劃，下設三級機關「海巡署」、「海洋

海洋保護區、確保美國水域重要的生態系統、研發

保育署」，以及三級研究機構「國家海洋發展研究

新的方法以促進科學認知和保育進度、劃定公海脆

院」。「海洋委員會」與「海巡署」原先預定於今

弱的海洋生態系統、調適於變遷的世界、推動生態

（105）年7月4日成立，「海洋保育署」與「國家

旅遊，以及確保海洋生物健康的有效政策。

海洋研究院」則俟海洋委員會成立後再行籌備。

「澳洲海洋保育學會（AMCS）」是澳洲全國

我國《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係民國

性、獨立自主和非營利的海洋保育組織，目的在保

104年7月1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7041 號令公

護澳洲的海洋生物，創立於1965年，擁有眾多專

布。其宗旨在第一條中敘明：「辦理海洋生態保育

業和熱情的科學家、教育工作者和支持的志工。

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業務，特設海洋保育

AMCS專注於創造大型的海洋國家公園（海洋庇

署」。依據該法第二條，該署掌

護區）、永續漁業、保護及復育受威脅的海洋生

理下列事項：（一）海洋生態

物如鯊魚、海豹和鯨魚。該一學會也從事珍貴海

環 境 保 護 之 規 劃 、協 調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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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二）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育之規劃、

洋、海岸和大湖區，並強化聯邦、州與地方對於海

協調及執行；（三）海洋保護區域之整合規劃、

洋資源的管理，同時有效規劃海洋空間之發展。

協調及執行；（四）海洋非漁業資源保育、管理之
規劃、協調及執行；（五）海洋污染防治之整合規
劃、協調及執行；（六）海岸與海域管理之規劃、
協調及配合；（七）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與資訊之規
劃、協調及執行；（八）其他海洋保育事項。比較
前節案例，我國海洋保育署之執掌，可謂具體回應
當今國際海洋保育之主流趨勢和範疇。

雖然我國「海洋四法」已立法通過，惟105年
3月21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進行「海洋委員
會籌備情形專案報告」時有委員質疑，行政院送出
下轄僅有一個三級機關「海巡署」的海洋委員會版
本，十分荒唐；後來海委會之下雖增加了「海洋保
育署」，但並未將「海巡署」與「海洋保育署」一
同完整配套；在最近組織改造過程中，卻側重於

本法第五條規定，該署依據區域生態環境特性

「海洋委員會」及「海巡署」既有人事的安排，因

及管理需要，得設分署，執行海域與海岸生態環境

此提案通過暫緩成立「海洋委員會」，此舉立即引

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育、海洋生物資源利用之調

起環保團體與海洋界高度關切。事實上，依據羅傳

查、規劃、協調、巡護與管理事項。此一規定係

賢（2016）的看法，立委臨時提案並不具法律效

保留未來行政管理建制之彈性，以因應未來發展之

力，僅為相關機關政策之參考。事後，多個環團特

需要。本法第六條「得設勤務單位」，其理亦同。

於同月29日前往立法院拜訪提案立委，表達關切，

另鑑於海洋保育常涉及國際事務，故第七條在該署

獲得釐清與告知：「就目前三讀通過的機關組織

應業務需要時，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

法，新政府的態度是原則上不去變動，因此海洋保

事。本法施行日期，則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都一定會成立。」「新政府

四、海洋保育界的呼籲

或許會以不同模式來籌組海委會，避免軍方戒嚴色
彩持續影響海洋事務；整體大方向應該有機會在今

海洋保育的績效，植基於前瞻明確的政策和

（105）年底前定案，不至於拖太久。」故而確認

穩健有力的海洋管理機關。以美國為例，2000年

未來「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

通過《海洋法（Oceans Act）》，隨即設置「美

應不致變動。嗣後，行政院於105年6月30日又以院

國海洋政策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Ocean

授發社字第1051300821令，「廢止本院中華民國

Policy）」，該委員會於2004年提出了厚達六百餘

一百零五年一月八日院授發社字第1051300010號

頁的完整海洋政策《二十一世紀海洋的藍圖》，並

令有關『海洋委員會組織法』及『海洋委員會海巡

促成美國國家海洋委員會的創立，以有效管理海

署組織法』之施行日期，自即日生效」，使海洋保
育署之成立前景呈現困頓。
有鑑於此，在今（105）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
前夕，環團與學者、跨藍綠多名立委共同舉行記
者會，呼籲新政府重視海洋，儘速成立「海洋保
育署」，並期望蔡英文總統於任內第一個世界海洋
日，公開給予臺灣海洋堅定的守護承諾。民間團體
總共提出五點訴求如下：（一）先成立海洋委員
會，再徐圖海洋部之規劃；（二）明年一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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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保育署」，

保護區的劃設管理，保育至少10%的海洋與海岸地

「國家海洋研究院」亦期待於明（106）年底前成

區」。尤其是重要珊瑚礁區應劃設為海洋保護區，

立；（三）「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應有

讓魚類可以繁衍拓展出去，避免使臺灣海域成為

三分之二以上的海洋專業人員；（四）公民參與海

「無魚之海」。

洋組改籌組規劃機制；（五）政府應持續整合海洋
事務單位。海洋界與環團嚴重的關切和上述建議，
值得當局再為參酌。

五、我國海洋保育的展望
雖然「海洋委員會」及「海洋保育署」之成
立，現階段顯現困頓，但海洋保育是國際重大事務
與攸關國家永續發展的課題，必須大力推動，最近
社會高度關切的海洋保育事件，也強化了此一議題
的緊迫性。
根據海洋保育學者的看法，全球海洋資源枯竭
情況都是一樣，海洋生物族群大小的發展呈拋物線
下降趨勢，顯現當下已然是關鍵時刻。海洋保育界
十分憂心，保育工作再不努力的話，極有可能30年
之後再也沒有野生魚類了。海洋四法之通過，雖是
海洋資源永續經營極為重要的一步，但臺灣的海洋
保育仍有漫漫長路。展望前景，建議如下：
其一，積極整併相關業務。《海洋委員會海洋
保育署組織法》雖明定該署旨在辦理海洋生態保育
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業務，其有關海洋生態環境保
護、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育之規劃、海洋保護
區域之整合規劃、海洋非漁業資源保育管理、海洋
污染防治之整合規劃、海岸與海域管理之規劃協調
和海洋保育教育推廣等保育事項，目前散見於相關
部會，因此將相關海洋事務整併是第一要務，建請
行政院應由一政務委員儘速籌組專案小組，統籌該
一跨部會保育事務整併業務。

其三，大力發展藍色經濟。如前所述，海洋保
育有助於推動藍色經濟，產官學民各界應該一起合
作，找出臺灣海洋資源永續經營的方法。依據國外
經驗，「海域空間規劃」或「海洋功能區劃」，可
以促使經常衝突、多目標使用的海域，獲得有秩序
的發展，也是推動藍色經濟必須採行的機制。除了
「國家海洋研究院」未來不宜偏廢，且應加強海洋
資源與空間之規劃調查外，海洋主管機關應儘速制
定《海域管理法》，以補足《海岸管理法》管轄範
圍外，亦即3-12浬海域，法制規範不足的缺陷。
其四，加強海洋保育之教育宣導。海洋保育是
長期工作，必須全民一同參與。海洋相關主管機關
應加強其專業人員之訓練，積極與考試院研商建立
海洋事務職系和高普特考之規劃，以持續晉用合格
之海洋保育人才。對於漁民及一般民眾之宣導方
面，建議加強推動食用「永續海鮮」之活動，印發
指引或建立APP；對於海洋保護區之劃設，漁民的
教育及溝通協調，海洋主管機關必須承擔責任，加
強溝通與宣導，以贏取民眾對於海洋保育的支持。
其五，進一步建立「海洋部」。事權統合的海
洋專責機構，其成立實刻不容緩。以高雄市政府海
洋局為例，海洋事務分散各部會，常遇到沒有對口
的困境，且資源也十分有限。因此，未來「海洋委
員會」如成立後，二年內應再進一步整合，建構
「海洋部」來統籌海洋事務，包括環境保育、永續
發展、科技研發、漁業資源、觀光休閒、藍色經濟
等事務。參考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Department

其二，擴大劃設海洋保護區。海洋保護區無疑

of Fisheries and Oceans）」、韓國「海洋及漁業

是國際間熱門議題和國際組織（如APEC）倡議的

部（Ministry of Oceans and Fisheries）」、印尼

重點。鑒於我國是APEC的會員經濟體，應盡可能

「海洋事務及漁業部（Ministry of Marine Affairs

依循廈門會議之倡議，「在2020年之前，透過海洋

and Fisheries）」的實例和APEC整併海洋及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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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工作組之經驗與趨勢，目前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嘗不是好事。但我們籲請行政院給予支持、協助統

科技部的「臺灣海洋研究中心」，以及交通部氣象

合，而「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則應分批密集邀請各

局等機關，應評估是否一併納入「海洋部」。未來

方專家學者，集會研議，積極推動與籌備海洋四個

海洋保育署也應考慮增強其執法能量，配置適宜之

組織的設立。如是，海洋保育有機制、有規劃、有

人力或船艦。

研究、有宣導、能執行，才不致成為紙上談兵。臺

危機也是契機。設立「海洋保育署」的緩滯，
給立法院、相關主管機關、海洋學界、海洋產業界

灣，才能大步邁向海洋。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

和民間團體對於海洋事務較多的空間再為思考，未

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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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劃入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東吉嶼

海洋保育的基石～
海洋保護區的 劃 設 與 執 行
文、圖｜陳璋玲

壹、前言
近幾十年來，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Targets），希望至2020年全球有10%海域面積劃入
MPA。

Area, MPA）被公認是海洋保育最有效的措施。許

世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多國際會議場合呼籲應設立海洋保護區，以加強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對MPA的定義

海洋環境保護。早於1982年，第三屆世界公園會

為：「指在潮間帶或亞潮帶地區，連同其上的水

議（World Park Conference）即主張保護區應延

體、動植物、歷史與文化特徵，需藉由法律或其他

伸至海洋。2002年地球高峰會（World Submit of

有效手段來保存部分或全部相關的環境」 1。IUC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要求應建立MPA網路，

並將保護區分為六大類型：(1a)嚴格的自然保留

以有效恢復日益枯竭的漁業資源。2003年世界公園

區、(1b)原野地、(2)國家公園、(3)自然紀念區、(4)

會議宣示，未來10年必須加強海洋保護，始能趕上

棲地／物種管理區、(5) 地景／海景保護區、(6) 資

過去百年來努力完成的陸域劃設10%為保護區的成

源管理保護區（如表1）（IUCN, 1994）。此定義

果。最近的201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內容及分類型態在許多文獻提及，同時亦廣泛地被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第十次締約國會

國家參考採用，且作不同程度的修正，以使MPA的

議，訂定未來十年的保育目標—愛知目標（Aichi

內涵更加符合國情需要。例如美國第13158執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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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UCN 海洋保護區類型

類型

設立目的

Ia

嚴格的自然保留區（Strict Nature Reserve）

科學研究

Ib

原野地（wildness Area）

保護原野

II

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

保護生態系和遊憩目的

III

自然紀念區（Natural Monument）

保育特殊自然現象

IV

棲地 物種管理區（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rea）

保育資源與生物多樣性

V

地景

VI

資源管理保護區

I

海景保護區（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保育地景

海景及遊憩目的

維護自然生態系及提供資源永續利用
資料來源：IUCN(1994).

令定義MPA：任何海洋環境中被聯邦、州、領地、

的禁漁區（no-take zone）則是常用的漁業管理手

部落或地方法令規章列入保護，以提供該環境部分

段之一，其主要在保護重要漁業資源棲息地、恢復

或全部自然和文化資源永久性保護的區域2。

瀕臨枯竭的魚類族群及保護產卵母群。其他尚有緩

設立MPA通常是基於維持生物多樣性、漁業資

衝區（buffer zone）及永續使用區（sustainable

源管理與養護、促進及管理旅遊遊憩，以及海洋環

utilization zone）等，作不同功能的用途。以被聯

境保護的目的，以致力於保護或維持標的區域的環
境、生態、經濟、美觀、社會／政治，及研究與教
育上的價值（Boersma and Parrish, 1999）。大部
分MPA的設立有一個以上的目的，同時保護多重的
價值，例如我國設立的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目的
在保護海洋生態，同時提供遊憩機會，具有環境、

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澳洲大堡礁海洋公
園（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為例，其分
區計畫列有八大區域：一般使用區域、棲地保護區
域、公園保護區域、緩衝區、科學研究區域、海洋
國家公園區域、保護區、聯邦島區。分區計畫說明
每一地區在不需許可下可能被使用及進入之目的，

生態、美觀、經濟、及研究教育等多重價值。

貳、海洋保護區的規劃與評估
一般MPA依不同使用目的劃分不同區域，稱
之為分區計畫（zoning plan）。該計畫就不同區
位訂定不同的保護程度，及相對應的使用規範與原
則。例如保護程度最高的完全保護的核心區（core
zone），係禁止所有的漁撈及其他消耗性使用的
活動（consumptive use）（如採礦），亦限制游
泳、潛水、遊樂船舶等非消耗性使用的活動，以及
允許條件許可下的研究及教育用途，因此核心區的
劃設對於既有使用者有很大的影響。保護程度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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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每一地區僅在管理局核予書面許可之情況下被

同時檢討那些需改善之處，進而修正MPA分區計畫

使用及進入之目的。另外，一般使用區域提供最廣

中相關的規範及使用原則等，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泛之活動使用，而保護區則為限制最嚴格之使用區

（positive feedback）。

域。聯邦島區則提供海洋公園聯邦島低水線以上區
域的使用及進入（GBRMPA, 2003）。
雖然世界各國陸續設立MPA，著眼於它可能
所帶來的海洋資源恢復及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好處，
但是在各國實踐中，發現有二項主要缺失：規劃不

以 澳 洲 馬 利 亞 島 M PA 為 例 （ M a r i a I s l a n d
Marine Nature Reserve）為例，其評估指標體系如
表2，主要包括三個面向：生態、社經及治理。

參、臺灣海洋保護區現況

佳及無法有效管理，以致未能帶來預期的利益。規

臺灣目前未有使用「海洋保護區」此名詞的法

劃不佳涉及未能事先合適評估區域內的生態或生物

規，但在行政管理上，已有多個相關法規授權主管

的威脅，以致無法提供妥善的保護作用；無法有效

機關可以劃設海域以加強海洋環境、生態、景觀及

管理，造成違規使用現象，則MPA形同紙上公園

生物資源的保護。政府單位包括內政部、農委會

（paper parks），無法發揮其生態保護的功能。

（林務局、漁業署）、交通部（觀光局）等，有關

因此，MPA成效評估近年來成為重要的議題，也就

設立MPA的法規及使用的MPA名詞整理如表3。

是說MPA評估指標、評估工具及如何評估亦是MPA

目前臺灣沒有統籌上述各項保護區的單位，

重要的課題。由於每個MPA設立的目標不同，因此

但2010年4月漁業署召開各相關部會研商MPA的定

MPA評估的指標需因地制宜，通常與當地的環境、

義，決議為：「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之一定範圍

社會、經濟特徵有關，也應由政府和當地社區及各

內，具有特殊自然景觀、重要文化遺產及永續利用

利益關係人合作討論，始能設置一套全面性的評估

之生態資源等，需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進行保護

指標及標準。藉由評估結果，可以檢視MPA成效，

管理之區域。」依此定義，漁業署進一步彙整我國
MPA的劃設面積約30,579平方公里，佔領海面積

表2
面向

生態

澳洲馬利亞島MPA的評估指標層級架構
內涵

65,076 平方公里之47%，並將MPA分為三類等級：

指標
外來種的散佈情形（如日本
巨藻、北太平洋海星）

表3

生態系及自然多
本地種的豐度及大小（如黑
樣性的狀況
唇鮑魚、南方岩蝦等）

法規

海藻床的分佈面積

設立MPA相關法規及MPA名詞

國家公園法

國家公園

漁業法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野生動物
保護區

單位漁獲努力漁獲量
社經

MPA對當地及人
漁民及旅遊業者的收入
民的價值與貢獻
潛點的遊憩滿意度
違反禁止捕魚（non-fishing）規定的次數

治理

對於MPA管理的
接受度與合作
違反捕魚規定的次數

使用者彼此衝突的程度
資料來源：Pendred, Fishcher, Fischer (2016).

MPA名詞

文化資產保存法 自然保留區
溼地保育法

重要溼地（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
級）

海岸管理法

海岸保護區（一級和二級）

發展觀光條例

風景特定區（國家級、直轄市級及
縣（市）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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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進入或影響、禁止採捕、分區多功能使用（如表4）。
表4

臺灣的海洋保護區
面積(km2)

佔現有海洋保護
區總面積比例

佔12浬海域
面積比例

576.6053

1.8651%

0.8860%

2.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生態保護區、海域特別景觀
區、海底公園

9.6600

0.0312%

0.0148%

3.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1.9800

0.0064%

0.0030%

4. 旭海觀音鼻自然保留區

1.0500

0.0034%

0.0016%

5. 馬祖燕鷗保護區

0.6000

0.0019%

0.0009%

6.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域生態保護區

0.7094

0.0023%

0.0011%

小計

590.6047

1.9103%

0.9075%

2,939.4000

9.51%

4.5168%

2. 墾丁國家公園∼海上育樂區

1.3200

0.00%

0.0020%

3.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緩衝區）

1.7600

0.0057%

0.0027%

保護等級

海洋保護區

禁止進入或影響

1.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域生態保護區

1.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特別景觀區
禁止採捕

4. 澎湖貓嶼野生動物保護區（緩衝區）

0.0000%

5. 宜蘭縣蘇澳漁業資源保育區、頭城漁業資源保育
區、彰化縣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區（核心區）、
屏東縣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臺東縣富山漁業資
源保育區（核心區）、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等共
計8處

9.5000

0.0307%

0.0146%

2,951.9800

9.55%

4.54%

0.0000

0.0000%

0.00%

2. 墾丁國家公園∼發電廠海域一般管制區及其他海
域一般管制區

141.0809

0.4563%

0.22%

3. 臺江國家公園∼海域一般管制區（一）和（二）

344.0500

1.1128%

0.53%

4.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鼻頭角至三貂角
連線以內之海域資源保護區

42.6300

0.1379%

0.07%

5.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綠島海參坪至帆船鼻間海
域資源保育區

1.3200

0.0043%

0.00%

6. 基隆市水產動植物保育區、新北市貢寮和萬里水
產動植物繁殖保護區、苗栗縣灣瓦海瓜子繁殖保
育區等共計17處

36.8600

0.1192%

0.06%

26,453.7400

85.5657%

40.65%

354.0239

1.1451%

0.54%

27,373.7048

88.5414%

42.06%

30,916.2895

100.00%

47.51%

小計
1.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

多功能使用

7. 相關漁具漁法及特定漁業禁漁區
8.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海域特別景觀區、海域
遊憩區、海域一般管制區
小計
總計
註：臺灣距岸12里內水域面積為65,076.96 km

2

65,076.9600

資料來源：漁業署網站（www.fa.gov.tw/cht/TaiwanOceansProtection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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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47%的高比例遠遠超越生物多樣

的水域，利用現存的專用漁業權制度是可行的方法

性公約2010年大會設定的2020年前10%的目標。

之一。該制度是建立由政府和當地人共同管理社區

那臺灣不就是國際模範生？但細看納入保護區的

型漁業的基礎。一個運作成熟的共管制度，通常政

區域，發現MPA主要貢獻者是分區多功能使用的

府扮演技術提供、經費及行政諮詢協助的角色，

「相關漁具漁法及特定漁業禁漁區」，其面積高達

而地方（如透過漁民團體）扮演落實漁業管理工

40%。也就是只要有任何一項限制漁業漁法的海域

作的角色，包括漁獲資料紀錄、訂定漁捕規則（如

（包括沿岸3浬之拖網禁漁區、人工漁礁區、6浬

漁具／漁期限制、保護區、海域巡護／違規通報機

之燈火禁漁區等）皆列為MPA。此寬鬆的認定容易

制等）、資源培育（如魚苗放流、人工魚礁佈放）

引起爭議，因為如果僅以限漁措施標準認定為保護

以及淨海、淨灘及淨港等工作。日本實施此制度多

區，那麼目前全球公海是禁止流刺網漁業，也可比

年，透過政府指導及漁民訂定規則自我管理，已在

照視為海洋保護區，這豈不成為國際笑話！所以政

沿岸海域設立387個禁捕區，被視為海洋保護的重

府在認定MPA時，需審慎考量認定標準，禁止進入

要一環。諾貝爾經濟獎得主Ostrom說過來自地方的

及禁止採捕區域列入MPA無庸置疑，然而分區多功

內在管理（internal governance）是最有效的管理

能使用區，則須以該區全部是否有實質的管理計畫

模式（Ostrom, 1990）。當沿岸3浬海域逐步實現

及成效，若只是因為限制漁法而簡單地將3浬沿岸

自我管理有成的社區漁業時，當為海洋保護區的實

海域列入MPA，而不去思考該區整體海域的生態或

質成效。

生物資源保護所應有的作為與管理，以及是否達成
應設定的生態保育、漁業資源使用、社會或經濟的

肆、結論

目標，則很可能該片龐大水域只是美其名為MPA，

海洋保護區的劃設是全球的共識與行動，是

而淪為「紙上保護區」。換言之，落實MPA有效實

海洋保育最有效的方法。雖然目前我國沒有專責

質管理是臺灣目前自然保育最大的挑戰。否則追求

「海洋保育」及「海洋保護區」的機關，但去年

MPA高比例的數據，只是虛而不實的海洋保育。

（2015）通過的海洋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下屬機構組

沿岸3浬海域要成為名符其實的海洋保護區，
可以有更積極的作法。該海域是傳統上規劃漁業權

織法（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
海洋保育署被賦予辦理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
續管理的業務，可見該署未來在整合我國海洋保育
業務扮演重要角色。該署雖尚未成立，但可預期未
來其如何與各相關單位合作及進行可能的MPA業
務合併與移撥、在臺灣整體的MPA網路中扮演的角
色，以及是否訂定新法作為設立MPA的法律基礎將
是未來的工作與挑戰。我們期待藉由海洋保育署的
成立，相關專業人力及資源的到位，能全盤檢視既
有MPA設立的目標與宗旨、檢討各個MPA現有的管
理工具及成效，並提出一個擘劃以海洋保育為本的
MPA政策方向與作法，以真正落實海洋保育工作。

魚類出沒保育有成

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成群

（本文作者任職於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科技
與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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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原文為：Any area of intertidal or sub-tidal

environ
2. 原文為：Any area of the marine environ-

terrain, together with its overlying water

ment that has been reserved by federal,

and associated ﬂora, fauna, historical and

state, territorial, tribal, or local laws or regu-

cultural features, which has been reserved

lations to provide lasting protection for part

by law or other effective means to protect

of all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part of all of the enclosed environment

therein (Executive Order 13158).

(Kelleh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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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保育面面觀～
從歐盟黃牌談全方位之海洋保育
文｜黃向文

十八世紀，海裡的魚被認為是捕撈不盡的；
1986年，國際鯨魚委員會決議停止捕鯨；
1992年，聯合國禁止大型公海流網作業；
2005年，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削減臺灣一萬多公噸大目鮪配額，因為臺灣
漁船違法超捕；
2006年，加拿大科學家Worm等研究警示2048年可能無魚可吃；
2009年，加拿大科學家Worm與美國科學家Hilborn等認為資源保育有計可施。
2015年，臺灣被歐盟舉黃牌，警告臺灣遠洋漁業管理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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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的危機
走一趟市場，逛到海鮮部門，令人眼花撩亂的
魚、貝、蝦、蟹類，種類之繁多，讓人輕易感受到
海洋生物的多樣性。試回想你在餐廳點餐的時候，
會注意牛排來自美？澳？紐西蘭？或臺灣？那麼，
當妳買魚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魚是從哪裡來？又
或者，有沒有想過，有許多國家可能為了這些魚類
資源而大動干戈？

正因為如此，臺灣漁船在公海捕撈的鮪魚，因
為會在數個國家以及公海之間洄游，被視為「高度
洄游物種」，使得臺灣遠洋漁業必須受到國際區域
性漁業組織的規範。卻也因為漁船違規情況層出不
窮，促使歐盟在2015年10月對臺灣舉黃牌事件，認
定臺灣當局漁業管理不力。為避免歐盟進一步對臺
灣實施貿易制裁，行政院決議將組成跨部會小組，
協助漁業署提升相關漁業管理能力，農委會並火速
推動許多措施，如漁船電子漁獲報表、卸魚聲明、

海鮮屬於人類動物性蛋白質的一部分，聯合國
糧農組織統計顯示2012年全球每人平均食用海產量

修正漁業三法（漁業法、遠洋漁業管理條例、國人
經營外籍漁船管理條例）等。

為19公斤，臺灣人的年平均食用量則是33公斤。如
果以一片臺灣鯛魚（吳郭魚）片160克來算，平均
一週吃四片。這些鯛魚片，絕大部分來自水產養殖
場。因為海洋漁業資源被人類捕撈到淋漓盡致，產
量很難增加。面對逐年增加的人口、越來越多的糧
食需求，許多國家為了發展經濟以及糧食需求，開
始投入水產養殖業。
當年人們認為海洋資源是無窮盡的想法已經成

海洋並沒有界線，無論是沿近海漁業資源或者
公海資源，其得以採用的管理方式與手段是相同
的，端視政府是否願意投入人力、經費資源，特別
是思考在現有的產業規模、經營管理能力之下，
追求其永續經營。以下概述海洋資源保育常用的工
具、執行上面對的違法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海洋資源保育的基本方法

為歷史，海上資源在漁民競逐捕撈下，已經出現窘

保育海洋漁業資源有多種方法，諸如控制投入

境，且成為各國政府極力捍衛的資源。早在1950

量、控制產出量、技術性規範與海洋保護區等，各

年代，英國跟冰島便因為海上的鱈魚誰屬而翻臉，

方法理論基礎與實際做法說明如下：

爆發「鱈魚戰爭」，冰島在1958年宣告12浬的領
海以確保其鱈魚捕撈權利，英國為此出兵對抗，引

一、控制投入量（Input control）

發幾波對抗，英國終究不敵而敗下陣來。智利為了

漁業資源會被過度捕撈的主因，簡單講就是

保障漁民捕撈鯨魚的權益，最早與秘魯、厄瓜多於

「船太多」。是故，管制投入量，也就是管制漁船

1952年宣示以200浬為專屬經濟水域（Exclusive

數量，是最基本的第一步。臺灣漁船自1991年開始

Economic Zones, EEZs）。這許多的紛擾促成各國

全面限制建造，必須拆解一艘才能新建一艘同樣噸

展開第二階段的聯合國國際海洋法（United Nations

位的漁船，其目的便是管制總漁船數，減少過度捕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撈的危機。三大洋作業的鮪延繩釣漁船數量同樣會

談判，並於1982年通過、1994年生效。其中藉

因為RFMO所分配的配額而決定每年核准作業船數。

由EEZs的劃定，明文授予沿海國管轄其EEZ內資

然而，隨著漁船技術的提升，雖然船數不減，

源，以及國際區域性漁業組織（Regional Fisheries

但漁撈能力增加，對於資源的捕撈努力量仍會增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共管EEZ外

加。政府進而採取收購老舊漁船、補助漁民休漁

公海資源的權利。

（減少作業天數）等方式，都是另一種降低投入量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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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控制產出量（Output control）
相對於投入量管制，另方面常採用的是管制

四、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產出量」，配額管制就是最常用的方法，特別是

海洋保護區是針對海洋生物重要棲息水域加以

針對大洋性、產量大的物種，例如鮪類、鱈魚等。

保護，包括透過禁止捕撈（No-take）的方式，嚴

這類措施至少有兩項成功要素，一要有完整的科

禁所有漁撈行為，許多研究證明MPAs可使得生物

學研究，藉由足夠的漁獲資料，估算最大可持續

量增加、魚體變大、乃至資源增加。特別是禁捕

生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之

區（no-take zone）所衍生的溢出效應（spillover

後決定是否要設定總容許捕撈量（total allowable

effect），對於漁業管理及收益有顯著效益，也使

catch, TAC）以及國家配額。例如印度洋鮪類委員

得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f the Biodiversity

會（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 IOTC）於

Diversity, CBD）於2004年第七屆大會建議將MPAs

2005年決議分配給臺灣三萬五千公噸大目鮪的配額

占海洋面積百分比在2012年達到12%之後，促使各

便是一例，各國在取得配額後，再考量國內船數，

國加快腳步增加MPAs面積。

決定是否將配額分配給個別漁船，稱為單船配額
（individual quota）。
其次，需要由監控措施確保漁船遵守規範。以
歐盟地中海的小型漁業為例，其內部評估便認為不
適合採用配額管制，因為涉及船數、港口多，相對
監控成本高，且成效不彰。而在臺灣，像是拖網漁
業等，捕撈物種非常多樣化者，同樣不容易使用配
額方式管制。目前臺灣僅有三大洋鮪釣漁業的大目
鮪，因為國際區域性漁業管理措施的配額，以及國
內的寶石珊瑚、飛魚卵、魩鱙漁業等捕撈對象較為
專一的漁法採用配額管制方法。

三、技術性措施（Technical Measures）

非法漁業叢生，行動方案因應而生
雖然各國訂定各項保育措施，卻常因為非法
漁業猖獗而未能達到保育目的。這些非法漁業不
僅發生在臺灣周邊，而且是全球性問題。綠色和
平在2007年提出乙份報告，直指許多國漁船在大
西洋、地中海周邊違法捕撈黑鮪，包括不當轉籍
（reﬂagging）、非法轉載、流刺網等，讓歐盟、美
國等多國灰頭土臉，凸顯非法漁業之嚴重性與查緝
之困難。
為能更周延的對抗這些非法漁業，聯合國邀請
專家研商，為五花八門的非法漁業歸類、定義，並
制訂「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此類措施係針對漁業資源的系群生態特性而設

捕魚之國際行動計畫（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定，例如禁漁區、禁漁期、體長限制等。例如大西

to Prevent,Deter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Atlantic Tuna, ICCAT）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POA-IUU）」。該國際
行動計畫將非法漁業分為非法（illegal）、未報告

在2006年面臨東大西洋黑鮪資源危機的時候，通過

（unreported）、不受規範（unregulated）三種，

高規格的管理措施，包括：每年6月1日至12月31日

第一類非法漁業泛指各國漁船違反國內或者外國漁

禁止大型遠洋延繩釣船於東大西洋及地中海捕撈黑

業相關法令之捕魚活動；第二類未報告漁業包括各

鮪、不得販售小於30公斤的黑鮪等。此類措施同樣

種未交、高報、低報或虛報等的行為；第三類不受

需要完整的科學評估證據。

規範則泛指無國籍漁船、或者是非國際組織會員漁
船違規作業等。要能全面性的防堵非法漁業，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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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個面向著手，包括：

一、船旗國（Flag State）
船旗國責任是傳統國際法對於漁船管理的最基

to Prevent,Deter and Elimimate 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並於2016年生效。

四、市場國（Market State）

本，也是最重要的責任。從漁業執照核發開始，漁

市場國是漁產品的最後接受者，應負起最後把

政單位必須了解漁船經營者是否有非法漁業作業的

關責任。所以，如果漁船不在區域性漁業組織的白

歷史，倘有，如何能夠防範，核發之後，船旗國必

名單上，或者是欠缺完整的漁獲統計證明書等文

須建置各項監控管理系統，確保自身漁船遵守相關

件，而想要輸入漁獲，市場國就應該加以查核，

法規。

在未能確保該批漁獲是合法取得之前，得禁止其輸

二、沿海國（Coastal State）

入。同理，如果認為他國未能善盡管理責任，市場

沿海國責任在於捍衛管轄水域內的漁業資源。
為此，同樣需要建置漁船監控、海上檢查等體系，
只是管理目標著重於外籍船。對於未經許可入侵我
國水域者，海巡署可依法查緝、驅離，並由相關單
位，如漁業署進行處分。近期印尼等國大力查緝外

國有權利依法進行貿易制裁。歐盟近期對臺灣舉黃
牌的程序就屬於市場國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遵循IPOA-IUU方案的各項建
議，臺灣農委會於2013年4月公告預防、制止和消
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UU）捕魚之國家行

國籍非法作業漁船，甚至不惜以炸毀方式處理，即

動計畫（National Plan of Action to Prevent, Deter

是沿海國權力之彰顯。

and Eliminate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三、港口國（Port State）

Fishing, NPOA-IUU），做為臺灣當局執行各項行
動的依據。

外籍漁船倘申請進入臺灣港口，應該要接受相
關單位檢查，包括各項漁船作業文件、漁獲報表、

監控執法之天羅地網

卸魚許可等。由於漁船進港可能涉及許多行政事

訂定保育與管理規範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

務，包括漁獲卸魚、補給加油等。因此可由相關

確保各項措施落實。此時，要從監測、管制與偵察

單位組成聯合小組進行查緝，倘有發現違規事宜，

（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三個面向

除給予處分外，也應該同時通知船旗國及相關區域

著手。

性漁業管理組織。此查核關卡是遏止非法漁業有

一、充裕的監測

效工具之一。聯合國因此於2009年通過「預防、
制止和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捕魚之港口
國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Port State Measures

監測是了解漁船作業動態的第一步，可包括科
學性資料蒐集及漁船動態監督。對於漁業資料的蒐
集，早期僅能仰賴漁民填寫漁獲報表，但難以查核
位置之正確性。近年由於通訊設備發展，漁船監控
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航程紀
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船舶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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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ﬁcation System, AIS）

港口檢查員則可賦予漁獲資料蒐集及執法任

及岸際雷達，都成為重要的監控工具，有助於監督

務，前者屬科學性質，目前漁業署在重要港口派遣

漁船是否進入限制作業水域。舉例而言，倘臺灣沿

的港口查報員，負責蒐集漁船卸售資料。至於後

近海拖網船都必須安裝VMS漁船監控系統，並要求

者，則可清查船上是否依照規定撰寫漁獲報表，是

出港後每小時回報船位，或者是回港後針對VDR資

否有違規禁捕的物種，此部分任務將可與海巡署同

料進行查核，則對於拖網船是否進入沿岸三浬作業

仁合作執行。

將能一覽無遺。

二、完善的法規管制
完整的法令是遏止非法漁業的基礎。國際區域
性漁業組織有各式規範，但漁民不需要遵守國際
法，而是依靠漁業主管機關將相關法令轉換為國內
法，才能對國內漁民涉及的非法漁業行為發生效
用。臺灣遠洋漁業管理長期被詬病的問題在於罰則
過輕，特別是違規罰款僅有三到十五萬元的條文，
對於沿近海小規模的漁業或許足矣，但對於遠洋漁
業則顯得過輕而未達嚇阻效果。有鑑於此，立法院
於2016年7月5日通過的「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及
「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三法，重點在於提
高重大違規事項的罰則，希望對非法漁業達到嚇阻
的效果。

三、周延的執法偵察

延伸到海上巡護部分，包括沿近海專屬經濟水
域及公海。大西洋與印度洋自2006年開始有不定期
的巡護航次，由漁業署漁訓二號執行，海巡署人員
隨船。太平洋巡護則由漁業署及海巡署不定期執行。

結語
海洋資源保育絕非單一方法可以達成，前述各
項保育工作，著重於政府部門、官方的行動。這些
行動要成功的重要關鍵，則需要結合利益相關者的
共同合作，以及社會大眾的海洋保育意識支持。因
此，各項海洋保育活動、生態標章、淨灘活動，都
能潛移默化將海洋保育觀念深植人心，進而使得大
眾支持政府推行的各項海洋保育活動方案。
對於各項監測、管制與偵察措施的目標是護
漁？抑或護魚？海巡人員的重要任務是「護漁」，
是從保障漁民權益為出發點。反向思考，漁業資源
永續才能使漁業永續。因此，「護漁」觀念更應

執法可以包括船上的執法觀察員、港口的檢查

該延伸、推廣為「護魚」，加強從港口、海上、市

員與海上登船臨檢。觀察員任務雖多以科學為先，

場等多方面加強查緝，確保合法漁民的權益，使海

包括在作業過程記錄上鉤的魚種、大小，但臺灣亦

洋資源得以恢復，漁民自然也會支持這樣的保育作

曾因為國際漁業組織的要求而派遣執法觀察員，因

為，使得資源得以永續。

此，必須考量到執法需求性，而調整觀察員的工作
性質與任務導向。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
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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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危的龍王鯛和隆頭鸚哥魚
迫切需要保育與執法
文、圖｜鄭明修

綠島龍王鯛事件在臺灣引起沸沸揚揚的社會事

體，很遺憾已無法進一步採證是否因毒、電、炸或

件，首次讓全國民眾和媒體，甚至立委們重視。接

感染疾病而死，一般珊瑚礁魚類很罕見自然死亡會

著7月2日在蘭嶼八代灣海上民眾發現一尾隆頭鸚

自己浮起來。從這件事，再看澎湖海膽和硨磲貝

哥魚奄奄一息，漂浮在海面上，民眾拖上岸後，通

被違法盜採，甚至保育類綠蠵龜也被消防人員宰殺

報海巡人員查看，由於第一時間不確定是否為保育

等，不僅一件件躍上媒體的頭

魚類，任由民眾刮鱗去鰭準備分食。後來照相回報

版，似乎顯示主流媒體

確認是隆頭鸚哥魚，才報請檢方調查與製作筆錄。

重視保育，但是實際

雖然農委會林務局從手機傳簡訊照片請我確認物種

宣導保育效果和落

名稱，我立刻回覆確認無誤，但魚體已明顯嚴重損

實執法上顯示仍有

傷，我知道這尾身長約120公分是很大尾的成熟個

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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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我就發現龍王鯛和隆頭鸚哥魚在臺

見任何一尾龍王鯛。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綠島和蘭

灣珊瑚礁海域都已陷入瀕臨絕種的危機，調查全臺

嶼潛水經驗中，逐年減少看到龍王鯛或隆頭鸚哥魚

灣海域每一種的成熟個體都不到30尾。牠們都是

在海中悠游的身影，偶爾只聽聞或見到報紙上一尾

最大型的珊瑚礁魚類，再不積極搶救，恐怕其族群

尾被魚槍獵殺或被釣起來登報炫耀，驚覺這兩種魚

數量已經不足以恢復原有資源量，更迫切需要列入

在臺灣來日不多，可能會滅絕。

臺灣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但是任何物種要列入名
錄，都需要詳細調查清楚其野外族群數量，雖然臺
灣海域已發現約三千種海水魚卻只有兩種被列入；
主要關鍵是海水魚必須經由漁撈捕獲和潛水長期調
查監測分析才能評估是否瀕危，再加上一般民眾長
期認為海水魚是食用類魚種，如同雞鴨牛羊，不清
楚牠們並非養殖魚類，而是真正野生動物，因此申
請列名瀕危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格外辛苦。

龍王鯛是海中超級明星
民國六十九年我在墾丁潛水調查珊瑚覆蓋率
時，第一次在水裡遇見一尾一百七十多公分長的龍

龍王鯛（中文名：曲紋唇魚；學名：Cheilinus
undulatus；俗名：蘇眉魚或拿破崙魚），成年的
龍王鯛是珊瑚礁海域食物鏈頂層的物種，因為少有
天敵、一副安祥來去的雍容氣度，為牠贏得「龍王
鯛」的稱號，也因此成為代言龍年海洋的不二物
種。龍王鯛目前在臺灣算是相當罕見，出現地點大
部分在偏南的墾丁七星岩或蘭嶼、綠島海域，而且
不僅止於潛水客遠遠的驚鴻一瞥，就是被獵獲或上
鉤後的「遺照」。臺灣的潛水同好可能以為龍王鯛
的個性就是如此對人類戒慎恐懼，但是到了國外潛
水旅遊區，才常會看到牠的真正性情。

王鯛游到我面前約２公尺處，轉動眼睛看著我，我

在菲律賓愛妮島、帛琉、馬爾地夫或大堡礁等

害怕如此巨大的魚是否會攻擊我而停止不動與牠對

國際知名的潛水旅遊區，潛水客經常可以和龍王鯛

望，一會兒巨大的身影才游走；然而這是我在墾丁

近身接觸，大堡礁鱈洞潛點經常上演的潛水餵魚

第一次遇見龍王鯛，同時也是我最後一次，因為後

秀，蠻性大發的龍王鯛經常能和巨大的藍身石斑爭

來在墾丁潛水34年再也沒有遇

食，馬爾地夫的龍王鯛明星魚則十分熟
悉潛水客的餵食，島上住宿的潛水客經
常把早餐的水煮蛋省下，帶到水裡去討
好龍王鯛，龍王鯛攝食時把吻部的摺縐
伸出就像布袋一般吸入雞蛋，一會兒就
像鸚哥魚排出珊瑚沙一般，把碎蛋殼
吐出來。也常可見到身長、體形和潛
水客不相上下的巨大龍王鯛，就像巨
犬一樣跟隨在潛水人左右，夜間潛水
還可以看到牠在礁洞中深睡的身影。
野生龍王鯛經過餵食後容易和人
親近，也有學習能力，平常看似行動

，臺灣十分罕見
海潛水常能看到龍王鯛幼魚

在埃及紅

溫和的牠也潛藏著相常野性和蠻力，
不但能和巨大石斑鬥狠搶食，還曾經
因為遊客假餵食的作弄引發攻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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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遊客手腕脫臼或被撞傷的意外，所以帛琉已經禁

得教育身邊的親朋大

止潛水餵食的行為，大堡礁也只准專門人員表演餵

眾，多多節制口慾，

魚秀。特別是在澳洲大堡礁潛水勝地的「人魚接吻

減少消耗一尾珊瑚魚

秀」，就是要讓潛水客在海水親眼目睹龍王鯛與潛

類，就能為海洋生態

水人員玩親嘴遊戲，但觀光客每人要價100美金，

系的未來，多增添一點

牠們被視為海底明星、海洋金雞母。若是一尾龍王

兒保障。

鯛在海鮮市場值一萬元臺幣，但接吻秀的龍王鯛每
年為澳大利亞政府賺超過一百萬美金。將魚留在海
底可創造無限商機，所以我一再強調「吃魚只能用
一次，賞魚可以無限次」。
這一些在國際潛水旅遊區飽受遊客寵愛的魚明
星，都是備受當地觀光業者呵護的搖錢樹，但到
了港臺華人的嘴邊，「蘇眉」卻成了十分受青睞
的昂貴海鮮，一尾常可以創造千萬商機的海洋金
雞母，經常幾千元就被斷送在餐桌上。少數臺灣
海峽兩岸人士，就幾乎吃光了太平洋西側的龍王
鯛，連印度洋產的龍王鯛都進口來奉祀五臟廟，
龍王鯛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紅皮書列為瀕
危物種，並在2004年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
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隆頭鸚哥魚是珊瑚礁海域的上班族
出國潛水觀光在最近二十年來開始盛行，最為
潛水者津津樂道的莫過於馬來西亞的國際潛水旅遊
天堂西巴丹島，在這個環島周長不到2000公尺的珊
瑚礁小島邊，有號稱世界最大的隆頭鸚哥魚群。這
些好比當地上班族的魚群，每天破曉時分就從棲身
處游出，整隊之後開始例行性的環島漫游，壯觀的
隊伍成為吸引世界各地潛水客到訪的最大賣點。對
照海底下衝著餵食活動才和潛水人交朋友的魚族，
隆頭鸚哥算是十分孤傲的魚種，即使如西巴丹島一
般每天人來人往的海域，隆頭鸚哥魚也從來不會纏
著潛水人要求餵食。牠們成群結隊一路咔吱卡吱地
啃食著珊瑚而來，又一路排泄著珊瑚砂而去，彷彿
潛水人本來就是海底生物的一員，不是外來的「施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第二類保護物種，在世界
各國任何貿易都需要嚴格管控。
在魚類養殖技術發達的臺灣，龍王
鯛卻還未到達完全養殖的階段，在繁養
殖幼魚時會有高死亡率，成長慢會增加
養殖成本；若是經由繁養殖來放流復
育，也會有近親繁殖的缺點，所以棲地
保護自然魚種才是永續保種的最佳選
擇。目前還有很多種珊瑚礁魚類都面
臨過度捕撈的壓力，因此宣導海洋保
育十分重要，臺灣珊瑚礁學會的會員
們，大多已簽署了本會「不吃珊瑚礁
魚類」的公約，不但要自已不吃，還

隆頭鸚哥魚有結群覓食珊瑚

的習性，有如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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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必特別巴結和理會。

成野生動物看待，就會面臨海洋生態劫數難逃。

隆頭鸚哥魚（中文名：隆頭鸚哥魚；學名：

眾所周知，香港人很早就特別喜歡吃龍王鯛，

Bolbometopon muricatum；俗名：鸚哥魚），鸚哥

香港和廣東人稱波紋唇魚（俗稱：蘇眉、青眉）一

魚科（Scaridae）在臺灣至少登錄有7屬33種，隆

公斤價格高達三千元臺幣，而且他們即將把南海和

頭鸚哥魚則是其中體型最大的一種，體長可達130

西太平洋海域吃光，甚至向印度洋和紅海周邊國家

公分。

進口。各地漁民獵捕龍王鯛是為滿足國際高檔活魚

隆頭鸚哥的口裂不大，並且沒有撕咬型的犬
齒，又幾乎是專一性的珊瑚食餌，所以不太會在釣
遊活動中上鉤，輕磯釣使用的南極蝦餌對牠雖有一
點吸引力，但輕磯釣的裝備通常不是牠的對手；偶
然出現的釣獲多是以石鯛為對象的沈底釣友，用螃
蟹或海膽等餌料釣上的外道。牠在白天隨時都對潛
水人保持警戒態度，再加上有如甲冑一般的厚重鱗
片不易被漁槍穿透，所以被休閒潛水者獵獲的機率
也不高。
但自從簡單廉價防水的東芝手電筒掀起夜間潛
水熱潮後，有夜間群集睡眠習性的隆頭鸚哥魚就常
遭行刑式屠殺的厄運，在那個「射魚」幾乎等同潛
水活動代名詞的年代，大量的夜間射獵活動，短短
幾年間就殺盡了東北角，北海岸和東海岸的隆頭鸚
哥魚群。即使珊瑚礁洞穴特別發達的墾丁、澎湖群
島、綠島和蘭嶼，倖存數量也不多。

華人海鮮文化讓牠們消失中
「難道臺灣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
嗎？」這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切身體會，如今臺灣沿
近海已很難釣到大型魚類，甚至在5年前屏東小琉
球連巴掌不到的小丑魚也被抓來食用。過去臺灣民
眾吃魚，大多數人不知魚的種名，好像只要會認好
吃或不好吃的魚就可以，那裡管魚是來自那裡，更
不想了解牠們的生態習性。因此再不把海洋魚類當

市場的需求，其資源量早已因過度捕撈而瀕危。因
此香港政府為因應2004年華盛頓公約特別有香港法
例第586章有關管有蘇眉（龍王鯛）的規定，違法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港幣五十萬元、監禁一年及
充公有關物品。一般野生幼魚以活魚方式出口或者
在箱網中暫養，其捕獲率、魚的個體數和密度在東
南亞國家許多地區都在急速下降；尤其牠們性成熟
的年齡晚，壽命長（龍王鯛可活四十多歲，體長可
達229公分，體重可達200公斤以上），繁殖力低，
在高強度的捕撈下其資源恢復非常慢。特別是這
兩種魚在晚上都會在特殊珊瑚礁棲息地的洞穴內睡
覺，變成潛水獵者容易尋找到和接近，造成牠們在
很多有人居住的珊瑚礁島嶼海域迅速消失。

拒吃珊瑚礁魚類“從今天做起”
臺灣珊瑚礁學會持續十餘年在臺灣本島周邊及
綠島、蘭嶼、澎湖群島、小琉球、東沙環礁等三十
多處海域，進行全國珊瑚礁總體檢活動，竟然從未
在穿越測線上登錄這兩種魚的蹤影。經由訪查各地
潛水射魚的漁民和潛水業者的多年觀察記錄，得知
這兩種魚在全臺灣海域每一種成熟個體總數量均不
足30尾，比起中華白海豚數量（鯨豚協會估66尾）
還少，這是非常嚴重的警訊，再不有所作為，未來
臺灣海域將再也見不到牠們的蹤跡。因此學會於
2011年4月13日去函向農委會林務局申請將其列入
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終於歷經兩年審查於2014年
7月2日經林務局公告，成為臺灣海洋魚類首次被列
入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第二級名錄，其意義非凡，
希望未來會有更多種面臨瀕危海洋生物被列入保育
類，而且能受到國人的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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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9日臺灣珊瑚礁學會在墾丁後壁湖

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產製品者，違反野生動物保育

海洋生態保護區舉辦海底大游行，主要是為了搶

法第40條規定，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救即將在臺灣珊瑚礁海域消失的龍王鯛和隆頭鸚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哥魚，臺珊會每年在農曆3月23日媽祖生日，同時

至於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違反野生動物

也是墾丁海域珊瑚產卵週都會辦一系列海洋環保活

保育法第41條規定，可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動，除了淨海、水中攝影比賽、通俗演講等之外，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其主題就是呼籲愛海的朋友，一同來守護海洋，保

罰金。

育珍貴稀有的珊瑚礁魚類。近幾年來都發起拒吃珊
瑚礁魚類活動，一直宣導教育民眾朝向「吃對魚、
養對魚」，也廣發宣傳單，讓臺灣民眾澈底改變海
鮮文化的內涵。

雖然這兩種已被公告列入保育類野生動物名
錄，但是真正的保育行動才將開始，為避免老饕客
繼續購買食用，未來期盼政府相關單位能積極做好
宣導保育工作和有效執法取締違規者；同時也可以
像帛琉、澳大利亞、馬爾地夫等國將其列為國寶魚

執法落實才能挽救瀕危生物免於滅絕
全臺灣魚類已記錄到3195種，其中海水魚只
有龍王鯛和隆頭鸚哥魚列入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
其實我一直很擔心是不是會反而害了這兩種魚被有
錢饕客用物以稀貴心態，再貴都捨得買，間接鼓勵
違法者大肆獵捕更加速牠們的滅絕。因此在臺灣珊
瑚礁學會和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連續3年辦這種魚
的保育宣導活動，讓潛水客民眾和餐廳能拒吃，更

般的對待，成為海洋觀光的金雞母，水晶宮的超
級名模。牠們也可以成為臺灣珊瑚礁生態系復育的
指標生物，通過劃設海洋保護區，做好棲地保護工
作，才能讓臺灣世世代代子孫欣賞這兩種美麗的海
洋生物在海中悠游的倩影，成為海底永遠的超級
巨星。
（本文作者現職為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研究員）

重要的是執法是否落實，其中臺北市動物
保護處也製做文宣品發給臺北海鮮餐廳，
結果兩年來就有民眾報案取締餐廳業者違
規販售成案有兩件，證明文宣廣告是有成
果。所以有買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展示

正式公告列為保育類野生動
物前，珊瑚礁學會為龍王鯛
游行保育宣導
與隆頭鸚哥在海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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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沙到沖之鳥海域～
護魚？護漁？
文｜陳昭倫

2016上半年臺灣的珊瑚礁相當熱鬧，從東沙環

東沙，是許多臺灣人對於帛琉、西巴丹或是澳

礁遭受中國大陸漁船入侵、臺灣漁船到沖之鳥海域

洲大堡礁的想像。她在距離高雄市將近450公里的

被日本扣留、綠島燕魚、龍王鯛、澎湖的硨磲貝、

海上，從天空鳥瞰是ㄧ個接近完整圓形的環礁，猶

海膽、綠蠵龜被殺或是盜捕，乃至於蘭嶼大海扇的

如上帝失落在南中國海的指環。而且由於距離最近

失蹤等，不僅屢屢躍上媒體的頭版，各項議題至今

的中國、菲律賓群島或是臺灣都超過上百公里，

仍持續延燒中。這些珊瑚礁相關的海洋議題的產

東沙環礁本應免於像如墾丁、綠島和蘭嶼等近岸群

生，暗示著臺灣對於海洋保育意識的提升。但是其

礁，受到長期人為污染、棲地破壞等影響而產生的

中最弔詭的兩個議題就是東沙的「護魚」和沖之鳥

生態衰退。就算有氣候變遷引起的颱風頻度與強度

海域的「護漁」了。

增加、海水升溫等大尺度因素的影響，生態韌性所

東沙環礁「護魚」行動起因於今年3月中國大
陸漁船入侵，大量採捕珊瑚和保育類的綠蠵龜，在

擁有的自然力作用也可以在ㄧ定的時間之後，從讓
受損的珊瑚礁在擾動之後恢復。

海洋國家公園、海巡署以及東沙指揮部大力的取締

所以，在這些生態理論都成立的情境之下，東

之下，被高雄地檢署扣留漁船、起訴船東以及之後

沙珊瑚礁的狀況應該是相當健康才對。況且，2007

高雄地方法院的審理。不僅掀起了過去九年東沙環

年成立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在東沙島上設有東沙

礁保育困境的潘朵拉盒子，也飛出了執法的限制、

工作站進行第ㄧ線的保育工作。同時，在東沙有海

跨單位協調以及整體海洋生態衰退等各項問題。

洋巡防總局高雄海巡隊東沙分隊與東沙指揮部超過

64

海洋論壇｜Maritime Forum
雙月刊2016.vol.82

百人的駐守，這樣的巡守能量是在過去九年強化東

是真正造成皮膚發炎的問題是體內其他臟器或是生

沙環礁生態韌性的重要力量。總而言之，東沙環礁

理失調問題，卻猶如中國大陸漁民非法入侵的問題

的珊瑚礁生態系絕對可以符合我們對於健康珊瑚礁

ㄧ樣，長期的被漠視與忽略。

的想像，更何況從海管處過去九年所進行的生態調
查與發布東沙相關的保育消息中，都讓我們相信這
個想像是真的。

更令人沮喪的是，就算海巡署的弟兄有執法的
意志，願意出海驅離執法，但是ㄧ艘20噸的小艇，
如何去面對滿海超過300噸級的中國大陸鐵殼船，

然而，這個想像在今年的3月成為幻影。從科

以及內環礁近百艘的小舟呢？沒有ㄧ個像樣的碼頭

技部支持東沙內環礁珊瑚礁空間異質性研究的初步

停泊大型船艦，再囿於吃水限制及環境因素等問

分析顯示，東沙內環礁礁體嚴重的衰退，許多塊礁

題，使得洋巡人員在考量夜間執法時艇安、人安多

堆滿了死亡已久的珊瑚骨骼。魚類群聚呈現出顯著

有限制，且多年來ㄧ直都是問題，但是為何沒有辦

的過漁現象，包括低物種多樣性以及生物量。而呈

法解決呢？這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護魚

現珊瑚礁生態健康指標的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旗艦

與護礁的政策，如何能夠完全驅趕中國漁民於東沙

物種，如硨磲貝、鐘螺、海膽、海參等，在調查的

之外？就算海巡署浩浩蕩蕩由高雄派大型船艦前往

過程中，幾乎也沒有出現蹤跡。更嚴重的是整體內

東沙進行護魚行動，ㄧ趟幾百萬的油錢能夠持續多

環礁的底棲生態已呈現以濾食性多毛類為主的形

久呢？這些都是東沙「護魚」行動掀開潘朵拉盒子

式。這樣整體群聚大尺度的改變很難只歸咎於1998

之後極待解決的問題。

年海溫異常產生大白化之後珊瑚礁生態的瓦解，因
為就算珊瑚ㄧ時之間的死亡，其他功能群的魚類與
大型無脊椎動物也應該還在，而且以ㄧ般熱帶海域
珊瑚礁的生態韌性而言，20年的時間應該足夠珊瑚
幼苗補充入添，再次長成大型的珊瑚群體，投入建
構3D立體結構的行列。

在東沙護魚事件發生的ㄧ個月後，海巡署疲於
奔命的前往距離臺灣超過1500公里遠的日本沖之
鳥海域進行「護漁」的任務。要不是因為屏東籍漁
船「東聖吉16號」在沖之鳥公海遭日本公務船攔查
扣押，對於缺乏世界地理觀念的臺灣人而言，ㄧ輩
子可能都還不知道在這地球上有這麼ㄧ個地方叫做

在抽絲剝繭的分析歸納之後，人類活動不間斷

沖之鳥。更重要的是，大多數人對於是「島」或是

的干擾，才是造成東沙內環礁生態韌性的退化，降

「礁」以及主張200海浬經濟海域的重要性可能也

低其抵抗自然衝擊的免疫能力，更慘的是減低其吸

都搞不清楚。但是，日本很清楚且積極的要將沖之

收這些衝擊之後，回覆到之前的生態恢復力，甚至

鳥朝「島」的方向去建設。

根本就已經失去恢復的能力。過去中國大陸以非法
方式入侵內環礁的手段，加上海巡署在東沙外環礁
執法，從強力執行扣船、押人到起訴中國大陸漁船
船東等作為，都直接證實了人為破壞，的確衝擊
了東沙環礁的珊瑚礁生態系。也讓藉由9年國家公
園與海巡署等國家公務體系力量投入東沙保育的神
話，ㄧ夕崩解。那些藉由美麗圖片在網路上放送東
沙珊瑚礁保育成果，猶如ㄧ張遮掩住滿臉青春痘的
面膜，當拿開面膜之後，呈現的是發炎的皮膚，但

跟東沙環礁ㄧ樣，沖之鳥是孤懸於西太平洋海
上獨立珊瑚礁。東沙環礁同時有東沙島露出於海平
面7.8公尺。與東沙環礁不ㄧ樣的是沖之鳥絕大部分
都是沒入海平面以下的珊瑚礁，目前只有
兩個露出海平面約10平方公尺的礁
台。對於日本而言，這兩個小礁
台彌足珍貴。為了不讓這個兩礁
台因為颱風或是海平面上升，日本
早在本世紀初就透過科學調查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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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等進行沖之鳥的珊瑚礁增強計畫，整體經費

是要保護海洋「野生動物」的魚蝦貝，免於被採捕

已超過上千億日圓的投資，其中最著名的研究計畫

或是被消失於珊瑚礁區，更重要的是保護住讓這些

就是「有性生殖培育沖之鳥海域產造礁珊瑚幼株、

魚蝦貝類能夠世世代代繁衍的家～珊瑚礁生態系。

回遷與種植計畫」。為了彌補因為颱風大浪摧毀的

也只有生態完整性的維持，珊瑚礁才能具有較高的

珊瑚，日本農林水產省在2006將14株產於沖之鳥海

生態韌性，在颱風或是海水高溫產生白化之後，能

域的柔枝軸孔珊瑚成體，以研究船運回距離1000公

夠持續的抵抗與恢復。更重要「護魚」的成效就是

里遠的沖繩縣阿嘉島珊瑚孵育中心進行珊瑚產卵誘

健康珊瑚礁產生的「滿溢效應」，讓這些養護的野

引、受精以及後續小珊瑚的培育工作。

生動物游出保護區，有的可以成為生態潛水觀光的

經過兩年細心呵護照料之下，2008年日本農林
廳以研究船將6萬3千株長成珊瑚幼株的柔枝軸孔珊
瑚，經過60小時的航行，運回其原產地的沖之鳥海
域，ㄧ株株的種回去珊瑚礁上。這ㄧ個研究計畫從

亮點。如果採取限制性漁法等措施，這些溢游的魚
蝦貝類可以提供永續漁業的漁獲。「日本能，為什
麼臺灣不能？」這句喊了超過二十年的口號，用在
臺日海洋保育政策的差異是再恰當也不過。

開始採集14株軸孔珊瑚的母株到回種6萬3千株的幼

從東沙護魚到沖之鳥的護漁，讓人看到臺灣自

株於沖之鳥海域的費用總共為5千零56萬3千日圓

詡為海洋國家的喜與憂。喜的是這二十年來臺灣民

（約合1500萬新臺幣）。日本政府與研究機構維

眾的海洋保育意識已大大的提升。透過網路的串連

護國土的用心，從這個計畫中每ㄧ個步驟都ㄧㄧ呈

與分享，像是龍王鯛、海膽、綠蠵龜、硨磲貝、大

現，並於2011將整體計畫發表於「海洋生態進展」

海扇事件以及澎湖海膽消失的事件，可以在極短的

國際期刊（www.int-res.com/ articles/meps_oa/

時間內引起民眾的注意。更透過媒體的放送，造成

m436p161.pdf），在文章中更清清楚楚將沖之鳥海

社會的與論，進而促使政府行政與立法單位必須嚴

域持續成為沖之鳥島的企圖寫在文章的簡介中。這

正面對這些事件的政治效應。然而，這些事件都只

些動員學術資源參與海洋國土保育與保全的努力，

是整體臺灣面對海洋窘境的點。

呈現日本維護沖之鳥海域主權的決心。

其實讓人擔憂全面的問題是新政府是否能因為

反觀臺灣的漁政單位，在沖之鳥海域或是類似

這ㄧ連串事件而真正的改變臺灣長期面對海洋的態

沖之鳥的東沙環礁曾經做過任何的努力嗎？臺灣的

度，特別是跟海洋相關公部門的轉型，如何讓那些

漁民因為沿近海過渡漁業捕撈，沒有魚可抓，只好

長期待在冷氣房看著海圖，大筆ㄧ揮決定臺灣海洋

跨洋到公海的太平洋去抓魚，還聽信漁政單位的說

政策的公職人員，離開辦公室實際的走入海洋問題

詞，進入日本沖之鳥海域。只是，原本就已蠟燭好

的最前線，看見問題的所在。進而促使目前公部門

幾頭燒的海巡署，為了安撫臺灣民眾不分青紅皂白

從鴕鳥心態的「只管抓魚，不管資源枯竭」盲目護

的抗議，浩浩蕩蕩的開了船隊遠赴1500公里遠的沖

漁，走回真正保護漁業資源的護魚護礁核心政策。

之鳥「護漁」去。但是折騰了半天，東聖吉號最後

海洋保育是整體海洋政策不可或缺的ㄧ環，無論是

還是付了600萬日圓的保證金之後被釋放。

硬體設備的建設、巡護艦隊的能量提升、海洋研究

暫時撇開中國漁船入侵東沙環礁和臺灣漁船在
日本沖之鳥被扣事件的外交政治角力與操作，就端
從珊瑚礁生態保育的角度來看，珊瑚礁或是海洋
「護魚」遠遠比「護漁」來的重要。護魚不僅保護

人才培訓計畫、長期海洋環境與生態監測研究的投
資。只有這些海洋環境的轉型正義得到實現，健康
的臺灣海洋才能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現職為中央研究院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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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從減塑開始
文｜顏寧

最近，我的同事開始關心大家平常買多少衣
服、多常買衣服，甚至連衣櫃裏有多少衣服也問。
原本我覺得這件事跟我工作的海洋保育議題沒有太
多關係，一則從信箱裏突然冒出來的研究報導卻讓
我澈底改變想法。上個月知名戶外運動品牌委託加
州大學研究，發現一件刷毛外套在洗滌過程竟會釋
出高達25萬條微細纖維（microﬁber），從洗衣機廢
水排入海洋。據估計，每年該廠生產十萬件外套，
因水洗散逸的纖維等同11900個塑膠袋，這些塑膠
纖維將進入食物鏈，層層累積到人體內。
從1950年代塑膠被發明以來，塑膠已完全改變
人類的生活。輕量、便利、好便宜，由人工合成的
塑膠製品，只要添加不同成份，有的變得柔軟可輕
易塑形、有的像是透明薄膜、還有的強化後能作為
航空業使用，加上防水等特點，塑膠在日常生活已
無所不在。從2002至2013年，全球塑膠生產量增至
2.99億噸。據估計，塑膠佔了全球海洋垃圾的60～
80%，每年約有800萬噸的塑膠流進海洋。常見的
塑膠袋不足為奇，但大件的塑膠可能在垃圾處理或
掩埋的過程中散逸，或因為不當的回收，甚至在廢
棄物傾掉的過程中流出。而合成纖維（如尼龍、嫘

件的塑膠碎片，而每一件在海上飄流的塑膠碎片可

縈等）製成的衣物，也會在每一次洗衣機洗滌和攪

能因為風化或日曬等因素，又再碎裂成數百或上千

動裏裂解成碎片，最後散逸到空氣和海洋裏，並以

的微塑膠。微塑膠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人工特意

微塑膠（microplastic）或是微細纖維的形態繼續與

製成某種規格的塑膠原料－柔珠；另一種是指那些

我們一起生活著。

大件的塑膠，因暴露於風吹日曬、紫外線和海浪侵

這些微塑膠，將是海洋的下一個挑戰。據聯合

襲，因而分解或脆化，成為碎片。

國下的海洋污染科學專家小組（GESAMP）定義，

「柔珠」聽起來很陌生，但若提到牙膏、磨砂

微塑膠是指直徑或長度小於5毫米的塊狀、細絲或

膏、洗面乳、沐浴乳裏號稱可美白、去角質的細狀

球體塑膠粒子。研究顯示，全球海洋可能有約50兆

顆粒，大家應該就有印象了。但塑膠柔珠對皮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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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有什麼好處呢？這點還沒人能證實，但卻有百貨

顆塑膠微粒。中研院的研究也發現，海葵若吃下較

公司櫃姐因為經常使用塑膠柔珠產品洗臉，不小心

小的塑膠微粒（9μm和100nm），這些微塑膠會累

讓微小的塑膠粒子進入眼睛，不但嚴重發炎還差點

積在體內，包括觸手、中央體腔和底盤等處。在另

失明。除此之外，由於塑膠柔珠顆粒小到污水處理

一個實驗裏，研究人員餵食海鷗幼鳥魚類，這些小

設施無法過濾阻攔，這些微細塑膠便直通河川與

魚由於吃了細小的蝦蟹類，也一起吃進受多氯聯苯

海洋。

（PCBs）污染的塑膠，而最後，海鷗幼鳥身上也

近年各國科學家紛紛發現，這些微粒不只會進
入食物鏈，在海洋生物食用後還會在牠們胃裏釋出

出現了多氯聯苯，可見毒性化學物質將隨著塑膠在
食物鏈中轉移。

化學物質。像是影響牡蠣的繁殖和生長，更會在

就像我們有些人可能比較喜歡吃高油脂高糖份

環境中存在上百年而無法分解。研究人員已從科

的垃圾食物，而對健康、高纖的食物興趣缺缺，研

學分析證實，海洋生物的組織裏含有聚合物，包括

究人員也在魚身上發現類似的情形。今年在《科

聚丙烯（PP）、聚乙烯（PE）、醇酸樹脂（常用

學》期刊上發佈的一份研究指出，剛孵化的歐洲河

於油漆和其它塗料），以及嫘縈（人造絲）、聚

鱸幼魚，比較偏好微塑膠，而較不喜歡浮游生物。

酯纖維、尼龍、聚酸甲酯（壓克力、PMMA）、

但研究人員也觀察到，吃下微塑膠的河鱸幼魚，活

聚醯胺、聚苯乙烯（PS）、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

動力變得較差，面對天敵的威脅反應變得遲緩。而

（PET）和聚氨基甲酸酯（PU）。

像螃蟹、甲 類和浮游橈足類等以濾食為主的海洋動

吃下塑膠微粒的小型海洋生物，將透過食物鏈
把體內的微塑膠轉移到其他生物。實地研究北太平
洋中心環流以浮游生物為主食的魚類，研究人員發

物，更容易沒有選擇性的吃入微塑膠，也會產生活
動力減弱、覓食速度變慢，孵化的幼卵減少等負面
影響。

現 35%的樣本均含有塑膠碎片。以浮游生物為主食

微塑膠還會持續釋放有毒化學物質到海水中，

的魚類，在食物鏈中也會被天敵所獵食，所以塑膠

同時也吸引化學物質沾附表面，對其他生物造成毒

污染也會影響以小型魚為主食的鮪魚和魷魚等掠食

害。在微塑膠的製造過程中，被添加的化學物質

者。其他研究地點還包括印尼望加錫民生市場所販

同時也被過濾出來，進入周圍的水體環境。科學

售的魚類，28%的樣本含有人工合成碎片。來自北

研究已證實了添加在塑膠上的物質 （刻意添加在

海和波羅的海的290條漁獲樣本中，5.5% 內臟中含

塑膠的化學物質）的毒性反應。這些毒性化學物質

有塑膠。分析顯示40%塑膠為聚乙烯。分析121種

會從微塑膠上滲到周圍環境裏，例如會干擾內分泌

來自地中海中部的魚類發現，18.2%的旗魚、大西

的雙酚A、影響內分泌系統的壬基酚，以及同樣具

洋黑鮪和長鰭鮪樣本中含有塑膠碎片。巴西聖保羅

有生物毒性的溴化二苯醚（PBDEs）。不管是大

桑托斯河口的棕淡菜、中國沿岸的青口（蛤類）與

件塑膠碎化成的微塑膠，或工廠裏製造出的塑膠柔

大西洋的牡蠣都被發現含有微塑膠，而這都是當地

珠，都有可能吸引和吸收海水中一些具持久性、生

人經常使用的海鮮。

物累積性和有毒的污染物質，如持久性有機污染

有些人可能會提出，反正我們吃魚又不吃內
臟，海鮮受到塑膠的威脅應該沒有那麼嚴重吧？比
利時2014年的研究發現，養殖牡蠣體內含有塑膠
微粒，並推估嗜吃海鮮的歐洲人一年會吃進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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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POPs）。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是有毒的人工合
成化學物質，像是農藥或塑化劑，會在生物體內累
積，難以代謝。基於它們一直留在自然環境中，將
影響人類和野生動物的健康，對神經、內分泌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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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系統造成損害，甚至影響胎兒和嬰幼兒的發展。
雖然科學家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證實海鮮中的
微塑膠會威脅人類健康。海洋裏的塑膠污染是一門
新興的研究領域，目前也還沒有辦法判斷微塑膠對
人體的毒性和影響。2015年，臺灣民間團體透過淨

《化妝品中的塑膠：我們是否因為個人護理而污染
環境？》，提議全面禁用塑膠柔珠。最近剛成為全
球焦點的英國，為回應超過32萬人的連署，在今年
六月也宣佈將立法禁用塑膠微粒，同時間也建議歐
盟應儘速加入禁用塑膠微粒的行列。

灘，統計海洋廢棄物裏有高達89.6%是塑膠，明顯

化妝品大國日本，今年在東京灣和大阪灣的研

高於全球平均。而根據荒野保護協會在臺灣海岸的

究都發現魚類內臟裏含有塑膠微粒，在東京灣捕的

「微塑膠密度調查」，每平方公尺約有2,090片塑膠

鯷魚有八成在內臟檢出微塑膠，而關西的主要水

碎片。臺灣四面環海，海鮮又是民眾主要飲食來源

源琵琶湖，也被驗出水體中含有塑膠微粒。雖然

之一，雖目前無研究顯示臺灣海域海鮮是否受到塑

日本政府尚未立法禁用，但日本化妝品公會（粧工

膠微粒污染，但政府應防患於未然，立即採取行動。

連）已向會員表達請願，希望業者能自主減少或

如果我們再不著手解決海裏的塑膠問題，科學
家估計到2025年，海裏每3噸魚會有1噸是塑膠；到
了2050年，海裏塑膠廢棄物將比魚還多。去年底美
國通過《無柔珠水域法》，將全面禁止使用塑膠微
粒；同年加拿大也宣布將塑膠微粒列為毒性物質，
將逐年禁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於2015的報告

淘汰含用塑膠微粒的產品。許多國際品牌如克蘭
詩（Clarins）、歐瑞蓮（Oriflame）、拜爾斯道夫
（Beiersdorf）、聯合利華等企業也已陸續承諾禁
用或限期淘汰塑膠微粒。雖然臺灣的環保署表示仍
研議中，最快2018年禁用，但民間已有越來越多團
體討論，期望能加速立法程序。
（本文作者現職為綠色和平海洋專案主任）

你可以怎麼做

身為消費者和喜愛海洋的你，可以從生活著手，除了攜
帶餐具購物袋之外，選用不含塑膠柔珠的個人清潔用品。可
以下載「打擊塑膠微粒」（Beat the Microbeads）APP，
看守臺灣協會已登錄許多臺灣販售的產品，也可以到該網頁
下載不含塑膠微粒的綠色清單。如果要去角質，可以使用天
然的素材如糖、核果仁、米粒、植物纖維和澱粉取代。另
外，在食用海鮮時多問問來源，避免食用鮪魚、旗魚、鯊魚
等大型魚種，告訴朋友們魩仔魚其實是多種魚的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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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與
各國實踐海洋保護區概述
文｜施義哲

壹、前言
海洋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生存與發展的資源庫，
地球表面積有七成是被海洋所覆蓋，海洋供給人們
休閒遊憩、提供人們豐富的漁業資源，及各式各樣
的海洋活動。然而，近年來因科技的進步、經濟的
開發與海洋活動的頻繁，導致全球環境氣候變遷與
海洋環境的惡化，影響海洋生態的穩定性，對海洋
造成與傷害，但是海洋卻還是很少得到應有的保護
和關注，海洋環境保護的落實執行常因政策、法令
或組織的不完全，以及執法機關、主管機關及相關
單位的職責有衝突之虞而降低效能。海洋對於氣
候調節、水文循環及生態系統運作的重要性不言可
喻，對於人類的文明、社經發展及食物供應上自古
以來扮演著重要角色。海洋更容納了人類所產生的
種種廢棄物，隨著廢棄物的增加，海洋的自我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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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已到了不堪負荷的地步，因此保護海洋就成為
當前海洋事務的重要課題。在世界各國競相開發過
度使用下，使得海洋環境和生態資源遭受到破壞與
衝突。因此，落實海洋環境保護，設置海洋保護區
是執行上重要的方法。

貳、海洋資源保育概念與趨勢
海洋資源相對於陸地資源而言，在概念上有學
者將他分為廣義與狹義兩方面，狹義上的海洋資
源，包括傳統的海洋生物、海水中的化學元素和海
洋所蘊含的能量、海底礦產資源等，即與海水水
體有直接關係的物質和能量。廣義的海洋資源，除
了狹義的海洋資源外，還加上了港灣、海洋交通運
輸航路、海洋資源加工、海洋風力、海底熱泉、
海洋旅遊景觀、海洋空間及海洋環境承載量等，
都視為海洋資源（Kaiser et al., 2011）。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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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發現魚變少、變小了，同樣的地點不像從前

洋食品、加速海洋新藥物資源的開發利用、實踐更

一樣能抓到、找到一樣的魚，因為海洋環境發生

安全的海洋航道與運輸等。海洋亦是生物資源的寶

了變化。另一方面，無論人在哪裏落腳，「文明

庫，已知全世界海洋中有生物種類20多萬種，其中

（civilization）」便在哪裏開始，空中、陸上和水

魚類約1.9萬種、甲殼類約2萬種，海洋能供給人類

中棲息的動物，開始消失。……魚（The ﬁsh），最

的食物依成年人所需食用量來計算至少可供300億

初是絕對不可勝數……甚至在比陸地種類更早感受

人食用（Sobel et al., 2004）。在21世紀亦是人類

到了致命的影響。……大比目魚（The halibut），

全面認識、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新世紀，人類文

我們最好的魚之一，沿著新英格蘭海岸是如此普遍

明的發展過程都和海洋及海洋資源有著密切關係。

以致於不值得捕獲。……只是在最近幾年我們的

在現階段，更應將所掌握認識的海洋資源、結合人

人民才開始意識到它的優點和價值，但是牠們幾

們科技的發展，解決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惡

乎已從新英格蘭得沿岸完全消失，並且差不多在

化三大難題。要實踐海洋世紀，除了海洋科技的技

水深500呎的水域範圍內全部消失（United States

術精進、在海洋的前瞻政策的引導外，還需樹立新

Commission of Fish and Fisheries, 1880）。 在一

的海洋觀和海洋意識，普及提高海洋科技知識、加

個世紀以前，海洋生物資源主流科學和大眾的認知

強海洋立法和整合管理、強化海洋資源的綜合規

接近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1883年在

劃、開發和保護等。期望，21世紀對於海洋資源能

倫敦漁業展覽會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或許所有的

達到兼顧永續發展、開發和保護海洋資源。

海魚是取之不竭的「“Probably all the great sea
fisheries are inexhaustible＂」。儘管這句話經常
被引用，但他在演說中也承認一些漁業，即使是海
洋漁業，實際上也是可能耗盡的。不能忽視的經驗
論據裏，他所從事的漁業研究，特別是歐洲牡蠣和
某些鮭魚漁業，基本上已經耗盡了（Sobel et al.,
2004）。

參、各國海洋保護區之實踐
21世紀是人類開發海洋的新世紀，2001年聯合
國正式文件首次提出了「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
海洋也成為世界各國競爭的主要議題，先進國家也
將研究領域朝向海洋，如美國就指出，海洋是地球
上最後的開闢疆土；加拿大提出發展海洋產業，擴
大海洋經濟市場；日本利用科技加速海洋開發和提
高國際競爭力；英國把發展海洋科學作為迎向新世
紀的重要任務；澳洲指出將強化海洋基礎知識的普
及，加強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與開發。國際海洋競
爭也凸顯在幾個面向，探勘、開發利用海洋新能
源、發掘開發新的海洋礦產資源、研發更多元的海

在1965年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海洋實驗室的周圍
海域設立海洋保護區（Ballantine, 1991），是最早
明確的提出海洋保護區的概念，並在1971年通過海
洋保護區法，規範設立了類似維持海洋自然狀態的
保護區用於科學研究（NZDOC, 2004），紐西蘭
也在之後的30年裏，設立了相關的海洋研究保護區
（Leigh Marine Reserve）及15個海洋保護區，成
為海洋保護區理念、發展、設立、評估方面的全球
先驅。雖然花了一些時間和經歷了一些挫折，紐西
蘭還是從最早的兩處海洋保護區的實踐中獲得一些
經驗，包括了：設立海洋保護區是一種良好有效的
公共政策；海洋保護區的首要目標保護生物多樣性
以及恢復和保持海洋自然環境；海洋保護區應該完
全禁止開發和捕魚活動；海洋保護區除了有利漁業
發展外，在生態保護、科學研究、海洋休閒、海洋
教育也提供了很多的公共利益；紐西蘭需要更多更
大的海洋保護區；應該建立全國性的保護區系統或
網絡；在保證自然價值不受到破壞的前提下，人們
應該能夠自由地進入海洋保護區並享受海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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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樂趣；設立保護區的程序應該改進，做到合

小組（Interagency Ocean Policy Task Force）的建

理、公平、透明；民眾應該參與海洋保護區的建立

議，通過並頒布這項行政命令。依據此行政命令，

和管理（Ballantine, 1999; NZDOC, 2004）。在紐

「國家海洋委員會」（National Ocean Council）為

西蘭的海洋保護區的實踐中，已經改變了人們對海

新政策執行機構。漁民可以因為海洋保護區的設立

洋的思考、觀察和利用的方式。

而持續享有海洋保護設置之後，過多的魚類游出保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 GBRMP）以前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
海洋保護區，綿延2,000多公里，覆蓋了339,750
平方公里的面積（ANZECC, 1999），GBRMP一
開始就採取了多重利用的方式，並與鄰近的當地政
府發展合作關係，制定了管理規劃和分區規劃加以
實踐，在其實踐的經驗中許多科學家都認為，為保
護生態的完整性，一般應對20～30%有代表性的
棲地環境實施禁漁保護，在建立其他小的海洋保
護區網絡時，可以採取此一比例措施。另外在大
堡礁海洋保護區代表性區域計畫（The GBRMP’s
Representative Areas Program, RAP）負責制定
和實施相關的分區規劃，透過擴大國家海洋公園區
（Marine National Park Zones, MNPZ）或綠色區
（Green Zone）或禁漁區（no-take zones）的面
積，提升對海洋公園內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例如：
維持生態系統、棲息地、物種、種群和基因的生物
多樣性；使物種可以不受干擾的充分發展和發揮功
能；對於人類所引起的災難，設立一個生態安全界
限；提供一個穩固的生態基地，使瀕危物種或棲地
得到補充和恢復；維持生態過程和系統。2004年將
綠色區（及禁止捕魚活動和其他開發活動的面積）
從原來占總面積不到5%提高到超過30%，其綠色區
的總面積將超過10萬平方公里。探究其為何成功，
最主要是各方面都能獲得支持，前期的基礎性工
作、科學的合理性、繪圖、現狀報告以及廣泛的協
商都是獲得成功的原因。

護區的「滿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所帶來
的高經濟魚類與無脊椎動物的生產，也就是說保護
區內的魚能夠游出禁採區，然後在緩衝區外提供限
制性漁法的使用，提供漁民捕抓，增加經濟效益。
而觀光經營的業者可因為海洋保護區的劃設，五彩
繽紛和多樣的珊瑚礁生態維持與奇異珍稀動植物的
發現，吸引海洋遊憩的觀光客，得到因「實踐保
育」而獲得高附加價值的觀光回饋。由此觀之，海
洋保護區的劃設已成為全世界保育海洋生物多樣性
與生態最為主流的想法。美國之經驗而言，海洋保
護區是沿岸地區或海域為保護、維持、恢復自然和
文化資源的防護管理工具，已經在其本國及國際上
有效的實施多年。其功效如下（Salm, R. V. et al.,
2000）：
1. 保存生物多樣性（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2. 管理天然資源（manage natural resources）；
3. 保護瀕臨絕種物種的動植物（protect endangered species）；
4. 降 低 使 用 者 的 衝 突 （ r e d u c e u s e r c o n ﬂicts）；
5. 提供教育和研究的機會（provid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6. 增加商業和休閒活動（enhance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肆、結論

2010年歐巴馬頒布了美國第一個國家海洋政

全世界對於海洋保育的實踐中，建立海洋保護

策，這政策將可互相協調管理美國的海洋、海岸和

區得到漁民的支持是非常有幫助的。迄今，理論上

五大湖相關事務。歐巴馬採納跨部會海洋政策特別

和執行上皆有相當的證據證明，海洋保護區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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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並提高漁獲量。全世界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

增加非消費性的用途（Enhanced non-consumptive

識到，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主要是由生態系統改變和

use）。

棲地喪失所引起的。隨著人們對於海洋生態改變的
了解和海洋保護區的功能意識，人們對於海洋保護
區的需要、支持和應用逐步增加。不斷擴大對於海
洋保護區的研究，也因此人們對其功效、設計與執
行，想更積極、有效的提升相關網絡之功能。海
洋保護區和海洋保護區網絡可以提供的功效包括
了：生態保護（Ecosystem protection）、增進漁
業（Improved fisheries）、提高對海洋的知識與了
解（Expand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人類對於海洋生態系統及其棲地的改變不斷加
速和擴張，儘管如此，民眾海洋保育意識的覺醒以
及社會價值觀、道德觀的改變也為海洋帶來了希
望。隨著生態保護、漁業管理的制度、方法的改
善，國人對海洋保育觀念已逐漸崛起。一種新的海
洋道德觀可能會出現，更加注重海洋生態系統的健
康和生產能力，維護海洋資源的永續。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教育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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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財務諮詢」案例之～

千萬財富不是夢
我的家庭財務規劃
文｜羅秀珠

EAP案例故事
小張跟小嫻夫妻倆結婚3年也都30出頭，由於
兩個人都在北部工作，還好老家長輩都不需要兩個
人負責照顧，因此婚前兩人就有協議自己賺的自己
處理，只是後來兩人決定生小孩後，開始討論起如
何規劃運用未來的財務時，小張才發現兩人花錢的
模式差異很大，而且小嫻才提及之前爸爸因為開公
司借貸時曾經請她當保證人，目前公司營運順利，
雖還在清償中但至少還有近千萬的債務，因此為了
這些事兩人經常討論到後來時有爭執，因此小張想
藉理財顧問的諮詢，一方面了解現行夫妻財產制度
及債務責任影響，一方面也希望顧問提供家庭財務
規劃之道，了解如何能早日存到1,000萬元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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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夫妻財產制
情侶在你儂我儂的戀愛階段，總少談及個人錢
財的事，在結婚之後共同經營一個家庭，初期在生
活上及財產上也是不分彼此，但是，當遇到經濟問
題時，例如卡債、房貸、子女教育費、甚至雙方父
母的孝養費…等等，往往造成夫妻爭吵的源頭，
這是一般家庭常見的諮詢問題。依據我國民法親
屬篇夫妻財產制分為「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
制」，其中「約定財產制」又分兩款～「共同財產
制」與「分別財產制」。目前一般夫妻都鮮少辦理
夫妻財產制，如未以書面契約約定選擇採用何種夫
妻財產制，則適用「法定財產制」，亦即夫妻之財

溫老師園地｜Counseling Field
雙月刊2016.vol.82

產可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婚前財產由夫或妻

加以每個人對金錢的態度不盡相同，有的人樂

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則推定

於行善，有錢就佈施；也有人一定要儲蓄才有安全

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則推

感；也有人白手起家就是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也有

定為夫妻共有，但兩人的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

人是屬於追逐流行的月光族，您或另一半是屬於哪

中所生之孳息則視為婚後財產。

一種類型呢？所以理財前要先認清自己，這樣才有

夫妻債務之清償責任
另根據民法101年12月修法通過之條文，要求
債權人已不得代位夫或妻向法院對配偶提起代位
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訴訟，夫妻各自債務由各自負
擔，也就是個人要對自己的債務負清償之責任，夫
債妻不用償還，妻債夫也不用償還。
理財從「心」出發，理財就是管理錢財的事，
要能管理好錢財，基礎工程就是心理建設，建立正
確的「理財觀念」包括：

一、認識自己對金錢的價值觀和處理金錢的態度

辦法幫助您了解自己的理財個性，清楚自己對錢的
態度後，在理財過程中就可以幫助您了解如何防止
財務脫序，而夫妻之間，面對彼此的財務態度差
異，也會更加了解為什麼他／她會那樣花錢的原因。

二、了解自己目前的財務狀況∼包括現金流量
表和資產負債表
所謂現金流量表（即現金收支表）可以讓您了
解錢都花到哪裏去了，通常可以先編製預算分配
表，再將實際支出狀況做比較，幫助您檢視是否與
預算產生差距，以便調整消費行為，平時沒有記帳
習慣的朋友建議您現在就開始行動，從記帳過程中

一般個人或家庭理財上，最應優先滿足的三大

了解金錢的流向，同時在預算範圍內的消費也會覺

項目（稱之義務性支出）：1.日常生活基本開銷、

得比較踏實、安心，不致於透支還不自覺。而資產

2.既有負債之本利攤還支出、3.待繳的保費支出。

負債表顯示的淨資產（＝總資產扣除總負債）就代

以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家庭來說，所得皆超過前面三

表您的身價，可以定期檢視累積的財富是否循著通

大項必要開銷，但能否滿足所有想要的慾望（稱之

往理財目標邁進。

選擇性支出）又相當有限，因此您會怎麼處理這些
「選擇性支出」，是即時享樂？還是選擇先儲蓄起
來投資運用，當作未來消費的財源？一般家庭未來
的消費可以按人生三大理財目標即購屋、子女教育
與退休來區分，針對每個人對這三大理財目標的看
法，簡單歸類成下列四種典型的理財價值觀：
1. 螞蟻族～先犧牲後享受，認真工作，期待早
日退休，實現夢想。
2. 蟋蟀族～先享受後犧牲，及時享樂，對未來
抱持「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態度。
3. 蝸牛族～背殼不嫌苦，有土斯有財的觀念，
寧可縮衣節食來買房。
4. 慈屋族～一切為子女著想，視子女的成就為
最大滿足。

夫妻理財到底該由誰來負責？
由於執行理財需要基本動作就是記帳管理，所
以夫妻理財通常建議交由較有數字觀念且較理性者
擔任家庭的財務長，負責記帳管理，為了保有夫妻
對金錢的自主權，建議家庭生活必要的開銷可以依
照各自薪資固定比例（例如收入的50%）交由家
庭的財務長管理，其他的部分各自投資管理運用，
切記一定要專款專用，尤其退休金的準備，更需要
長期有紀律、堅持到底的決心，才能享受甜美的
果實，假如沒有設立專款專用，常常會不自主的提
領，導致難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建議要盡己所能
的強迫儲蓄最低額，才不致於屆退休時有「錢到用
時方恨少」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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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小幫手

因此從附表中不難看出，欲累積1,000萬元的理
財目標，從30歲開始執行的話，每月只要存12,543

1,000萬元儲蓄計畫

元，若晚了10年，每月要提高至25,202元，足足

假設小張夫妻希望在60歲退休時能擁有1,000
萬元存款，則不同年齡層開始準備退休金的財務壓
力，可以參考下表算一算即可知道：

差了一倍，可見善用及早投資享受時間複利的效益
是相當驚人的，如果我們再不提早投資，儲備退休
金，以滿足退休養老的生活財源，您會安心嗎？為

財務目標：屆60歲退休時累積存款1,000萬元
單位：NT$

了預約一個有尊嚴的安心退休養老生活，跨出第一

目前年齡

距離退休年期

每個月應提撥金額

步吧！如果您還是沒時間或不知如何處理，建議您

25歲

35年

9,226

透過理財規劃顧問諮詢，將麻煩事交給專業處理，

30歲

30年

12,543

將您的寶貴時間專注在自己的本業，創造更高財富

35歲

25年

17,460

40歲

20年

25,202

效益。

45歲

15年

38,619

50歲

10年

66,254

（本文作者現職為鉅微管理顧問公司特約理
財諮詢顧問；CFP認證理財規劃顧問（證照
CFPR1205125））

註：表中目標1000萬元係假設長期平均年化投資報
酬率為5％。

參考資料
相關法條－民法親屬篇夫妻財產制相關重點條文

1017條

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如下：
1003條

1003-1條

1004條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

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

夫妻之一方濫用前項代理權時，他方

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

得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

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

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

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

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因前項費用

夫妻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後，於婚

所生之債務，由夫妻負連帶責任。

姻關係存續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
改用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產。

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
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選擇

1018條

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

1018-1條

1012條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
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
制」，為其夫妻財產制。

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
其財產。

其一，為其夫妻財產制。
1005條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

1023條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

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得以契約廢止

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

其財產契約，或改用他種約定財產制。

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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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參與民眾及海巡同仁一

同揮汗淨灘

海巡揪團齊淨灘
千人動員護生態
文｜王介和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為保護珍貴海洋資源，守護海洋生態環境，南

本次的淨灘活動在海巡署強烈推展保育海洋生

部地區巡防局配合於7月16日這天發起了【齊手承

態資源的決心下孕育而生；活動當天，眾人頭頂炎

海、淨岸護灘】全民淨灘活動，由海岸巡防總局長

炎烈日，腳踏鬆軟沙地，在全身揮汗如雨的辛勤勞

許績陵主持。當日上午9至11時，全臺16處沙灘同

動下，淨灘成果極為豐碩，短短2小時內，總共清

時舉辦淨灘活動，總共動員人數達到了4千3百餘

出了塑膠罐、寶特瓶、玻璃瓶、鐵鋁罐、保麗龍、

人，且邀集當地縣（市）環保局、民間保育、救難

廢棄浮球等多達1,2000餘公斤。這些垃圾多是人工

團體、鄰近學校等單位及民眾們，共同挽起衣袖來

製造而成，若任其流入大海將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

進行淨灘，以實際行動展現守護海洋資源及保育海

莫大傷害，甚至可能再次發生海洋生物因誤食人造

洋生態之決心。

垃圾而死亡的生態悲歌。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最新報告，海洋資源因

對於本次淨灘的成果，大伙們都深感欣慰，雖

人類過度捕撈及嚴重污染，已呈現嚴重枯竭，而近

然此次淨灘並未能一次性地將所有沙灘清潔乾淨，

年來臺灣多處海域及海洋珍貴資源亦屢遭破壞，為

但是相信這將會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動作，在這顆環

此，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也自105年7月1日起強力執

境資源保育種子的散播下，定能喚醒社會各界對於

行「護永專案」，透過嚴格取締非我國漁船越界違

海洋生態護育及海洋資源永續經營的重視，進而在

規捕魚、嚴格查處捕殺保育類海洋動物及非法漁業

未來的日子裏藉由社會各界的能量發展出無數場次

行為、執行全國性擴大威力掃蕩專案工作及發動大

的淨灘義舉，唯有如此海洋生態資源方能達到永續

規模同步淨灘（海）活動，以達到打擊不法，保護

經營，為我們後代子孫們留下一個物種豐富且生態

海洋生態資源永續經營之目的。

健全的海洋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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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陳昭揚

是否曾嚮往在一趟旅程中，漫步在綿密的沙灘
上，隨著海浪輕觸腳跟，看著夕陽緩緩落下，駛著
小飛機自由穿梭在廣袤的天空，隔著浮雲俯視蜿蜒
的海岸線，或是從1,4000呎的高空中一躍而下，衝
破雲層用雙眼去見證旖旎的地貌，隨興的逛著充滿
異國風味的市集，體驗不同文化的歷史背景與各式
美食，那麼這個融合了現代都市和自然風貌以及文
化交流的旅遊勝地是你絕對不可錯過的地方。

透過旅行得到很多的體驗，無論是人文、歷史
背景，每個地方都有其特色存在，這次跟隨著我來
到關島這個特色景點，將來如果您也有幸造訪此

而今天我要請大家隨著我的腳步，前進到一個

地，當地人跟你說聲Hafa Adai喲時（查莫洛語的：

美麗的地方～「關島」，它位於西太平洋的密克羅

你好），千萬別驚訝，因為他們的民情就是真誠又

尼西亞，是美國離臺灣最近的領土，整個島只有約

熱情，而您也可以在不同的旅途中，用每個不同國

臺北、新北加起來的大小，主要可以分成北部、杜

家的語言，向他人問候，相信可以獲得令人驚喜的

夢灣區、亞加納區、中南部。島上的原住民是查莫

回應，同時也是拉近友善人際關係最重要的第一步。

洛人，過去400年，關島的主權於西班牙、美國和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日本手中交替，使該島歷史充滿殖民色彩。交通十

訓練大隊勤務區隊）

分方便，可選擇租車或搭噹噹車，在購物商場林立
的關島也有免費的購物接駁車。
如果喜歡水上活動的人，也絕對不會失望，
因為它有一個代表地標，就是太平洋島渡假村
有著各
（Paciﬁc Island Club Guam）簡稱PIC。PIC有著各
式各樣的水上活動，像是人魚共泳池、獨木舟、風
帆、射箭、查莫洛表演秀等。另外在關島還有一個
特別的體驗，就是開飛機翱翔天際，隨著教練的帶
領，可以沿著海岸線飛一圈，遍覽關島的地貌，那
是種很棒的刺激體驗。
除了娛樂活動，景點也是數不勝數，像是杜夢
灣和亞加納區。其中最著名的景點就是戀人岬了，
可以讓人眺望整個杜夢灣和菲律賓海，而中南部的

參考資料
1. 關島觀光局
http://www.visitguam.org.tw/
裡面提供了許多關島的資訊，包括當地節日活
動、飯店介紹、景點介紹以及行程規劃等等。
2. 關島之家
http://www.guam.com.tw/
非常完善的資訊網站，幾乎統整了關島的景
點、遊樂活動、食、交通的資料，也可透過網
站連結至個行程的預約。
3. Skydive Guam

景點多為自然風貌與歷史文化景點，包括太平洋戰

http://skydive.guam.com.tw/

爭歷史公園、越戰紀念公園、色堤灣瞭望臺，都是

關島高空跳傘的預約網站，提供跳傘資訊與心

旅行必到的景點。

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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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活動

軍人之友社理事長李棟樑率員至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致贈加
菜金慰問海巡人員，署長李仲威代表接受（105.7.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邀請海洋科技中心提報海洋科技支
援海巡業務專報，署長李仲威致贈紀念品以茲感謝
（105.8.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5年游泳及救生專業技能競
賽」，同仁們使出全力爭取佳績（105.7.20）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5年第3季慶生會活動，署長李
仲威與當季壽星代表合切蛋糕場面溫馨（105.8.3）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一岸巡大隊配合交通部觀光局創意健
走活動，實施岸際戒護，確保人員安全（105.7.3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二岸巡大隊於台子港港區辦理救生救
難演練，藉由實際操作，提升同仁救援能量（105.7.2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三岸巡大隊與東海大學合作鼓勵學
生參加海洋守護者墾丁淨灘活動，深植海洋保育觀念
（105.7.13-1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配合「2016年台灣
國際熱氣球嘉年華」，規劃設攤向民眾宣傳招募資訊
（1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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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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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大隊執行臺馬輪登檢時，查獲
大批陸製農產品，依規定將嫌犯函送法辦（105.7.2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基隆商港安檢所執行
「台○輪」檢查，查獲高價牛樟木21箱，約600公斤
（105.7.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為防範不法人士從事非法活
動，適時辦理威力掃蕩勤務，確保轄區安全（105.8.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獲報崙尾灣航道口前方有
漁船違規拖網捕魚，即刻派員前往查處（105.7.2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於高雄港17號碼頭執行勤
務時，發現陸製農產品一批，立即查扣送驗（105.7.2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執行「船○大168號」
安檢時，眼尖發現通緝犯藏匿，依法將其帶回偵訊
（105.7.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實施查緝毒品行動，於轄
境內全面擴大威力掃蕩，杜絕不法情事發生（105.7.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巡防區召集所屬，實施105年海岸巡
防署全國同步查緝毒品擴大威力掃蕩行動（105.7.4）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接獲報案指稱轄區近岸沙灘
有鯨魚擱淺，即依規定通報並趕赴現場處置（105.8.1）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四岸巡大隊新竹安檢所同仁查看港區
監視系統時，發現民眾落水，即刻前往搶救（105.8.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於高美濕地有
民眾受困，為免漲潮發生危難，立即派員前往救援
（105.8.7）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一岸巡大隊崙尾灣漁港安檢所人
員發現油污，立即執行蒐證，並通報環保單位處置
（105.7.2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內垵南安檢所人員實
施岸際巡查勤務時，發現海龜受困，即刻實施援助
（105.8.9）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發現143隻綠蠵龜幼龜，島上
同仁積極協助引導返回海中（105.8.5）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二岸巡大隊金樽安檢所人員接獲通報
有海龜遭困，隨即前往處置，並實施野放（105.8.6）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三岸巡大隊於花蓮阿美文化村岸際發
現鯨豚擱淺，即刻派員協助處理（1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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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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旅客
因跌倒受傷，為其做傷口清潔及情緒安撫（105.7.2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大隊獲報有民眾進行潛水活動
時不慎受傷，立即前往協助傷口清理及包紮（105.7.3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二岸巡大隊接獲通報，於苗栗縣後龍
鎮水尾滯洪池發現浮屍，立即派員協處（105.7.3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有民眾搭船返港
中暑，立即協助後送就醫（105.7.1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一岸巡大隊獲報於臺南市七股區下山
航道發現浮屍，火速派員協助處理（105.8.3）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二岸巡大隊中屯安檢所獲報潮間帶有
民眾溺水，立即前往實施CPR救援（105.7.3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尼伯特颱風過境後，主
動為民服務投入協助各地區災後重建工作（105.7.13）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八一岸巡大隊於轄區內救援落海少女，
於安撫情緒及消毒傷口後，隨即協助送醫（105.7.23）

海巡雙月刊電子書櫃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