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9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中華民國一六年
十月出版

推廣正當休閒

　　鼓勵同仁參與

攝影比賽展現

「海巡印象之美」



目 次 Contents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02  聚焦報導 Focus Report
臺北港海巡基地公共藝術∼「捍衛海洋、保育生態」

文｜林玟聖　圖片提供｜海洋巡防總局　02
海洋保育　巡守東沙 文｜謝嘉玲　圖片提供｜秘書室公關科　04
「海巡心、媽祖情」人才招募宣導短片拍攝實錄

文｜李佳怡　圖片提供｜中部地區巡防局人才招募中心　06
海巡射手齊聚海湖　自我突破締造佳績

文|曾一峯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08
認識國防與海洋∼東巡局親子活動邀眷屬同樂

文｜林琬如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10

11  海域執法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澎湖海巡執法不懈怠　持續查扣越界陸船

文｜莊國群　圖片提供｜第八【澎湖】海巡隊　11
岸海齊心攔截不法　越南偷渡淘金夢碎

文｜陳彥文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13
不畏風雨　力阻槍毒入侵純樸農村

文｜黃翊峯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15
秋節走私風再起　機動巡邏阻可疑

文｜吳軒涵　圖片提供｜第九岸巡總隊　17
船舶海上遇險劫　海巡救援無國界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19
漁船海上遇險驚　海巡聞聲援救苦

文｜蔡宏諒　圖片提供｜葉昰鑫　21
23  海巡人物誌 People Profile
海巡印象之美攝影比賽得獎作品集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23
106年度金門海巡觀摩體驗營心得 文、圖｜莊舒晴　34
響應國際淨灘行動日　東沙海巡全體總動員

文｜劉大堯　圖片提供｜東沙指揮部　36

38  業務解析 Operations Profile
臺美日海岸巡防機關人員訓練機構比較

文｜邱瑞讀、洪正雲　圖片提供｜人員研習中心　38

43  海洋論壇 Maritime Forum
現今船舶節能環保科技的前瞻發展∼銀流科技的氣泡潤滑減阻系統

文｜吳東明、陳志欽　43

《本刊刊名集自孫中山先生墨寶》

第89期 No.89 Oct. 2017
民國一O六年十月

封面設計說明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海巡

印象之美」攝影比賽。藉由此

項比賽，鼓勵同仁平日除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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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圖角度呈現不一樣的海巡

印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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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玟聖　圖片提供｜海洋巡防總局

政務副署長胡意剛（圖中）率隊為公共藝術作品「捍衛海洋、保育生態」揭幕

　海安九號演習基
隆

登
場

 

以鯨魚巡航大洋做為創作架構，佇立在臺北港

海巡基地大樓前方的公共藝術，為海大三創基地林

子堯藝術團隊創作之「捍衛海洋、保育生態」作

品，海洋巡防總局於106年8月18日結合「海波力

士、靖海傳承」親子嘉年活動舉行揭幕典禮，由胡

政務副署長蒞臨主持，展現海巡任務特性，傳承組

織優良文化。

海大三創基地林子堯藝術團隊承做臺北港海巡

基地新建工程公共藝術海洋保育作品「捍衛海洋、 

保育生態」，前期作業於國立海洋大學黃槿公園大

草坪進行，與該校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系合作，進

行馬賽克磁磚、磁器的裁切、拼貼，推出「馬賽克

藝術教學計畫」，讓學生一起參與戶外公共藝術創

作，增加學生實務經驗，海大校長張清風並於106

臺北港海巡基地公共藝術～
「捍衛海洋、保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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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結合公共藝術呈現理念，不僅為

駐地樣貌增添了色彩，也帶入了不一樣的氛圍和嶄

新氣象，相信未來這樣的創意會在各地的海巡駐地

一一實現，讓捍衛海洋、保育生態不只是一種意

象，而是由內至外相互結合，使海巡守護海洋的精

神發揚光大。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二【淡水】海巡隊）

與會貴賓與林子堯藝術團隊於作品前合影留念

年4月25日接近完工時，特地舉辦「巡、保」馬賽

克鯨魚慶生會，慶祝新的藝術品誕生。

公共藝術有別於一般美術館見到的純藝術表

現，往往更具備教育性質以及鮮明的形象，目的在

於希望能夠更貼近一般民眾，藉由藝術作品觸動人

們的心靈，將其意念傳達出去。國際馬賽克藝術家

林子堯以此為設計理念，將鯨魚做為創作的主架

構，身上鑲嵌拼貼而成的海洋生物，透過玻璃馬賽

克的繽紛色彩展現出海中生物的多樣性、多元

性，以及海洋保育的願景。

以海洋為生命起源，透過鯨魚主體以馬賽

克鑲嵌，象徵著海巡署艦艇乘風破浪不畏海上

惡劣氣候，捍衛著臺海疆域，凸顯執行維護漁

權、海域治安、救生救難、海洋事務、海洋保

育五大核心任務完整意涵，另搭配海巡署舷

側標誌更能傳達出完整守護臺灣藍色國土的

意象，使「經略海洋、保育生態」的理念，

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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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地圖上，有座小島名為臺灣，其周邊有

片海域∼南海，這處獨特地景像是上帝不慎在南海

上掉落一枚華麗璀燦的珊瑚戒指，它圈環了海面，

繞出了環礁，吸引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魚類與

海洋生物定居在珊瑚構成的水底城裏，日日穿梭礁

體悠游其中，頑皮地賣弄絢麗斑斕；而指環所鑲嵌

的一顆翡翠珠子，未及雕琢即隨著滾落化為一座天

然島嶼，在碧波蕩漾裡低調地展現蒼翠的豐華；蓬

島東曦霞影，沙上並禽，雲空星河月近人，流瀉一

地無限清光。這令人目酣神醉的景緻，後人將其取

名「東沙」，期許此景常在、永保生機盎然。

歲月如流，時至今日東沙已屬臺灣管轄，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於2000年2月1日駐守東沙島，成立

「東沙指揮部」拓廣海域管轄空間並捍衛領海主

權，維護海洋生態保育；內政部為保護東沙環礁海

洋資源多樣性，於2007年核定成立「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並設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執行相關事

文｜謝嘉玲　圖片提供｜秘書室公關科

海洋保育　巡守東沙

夜晚無光害的星空及潔淨遼闊的沙灘，讓人心曠神怡

務。由於東沙島屬於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並未開

放觀光，島上僅海巡署同仁與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工作人員駐守，一般民眾無法隨意登島。因此當你

拿起護照，可以隨心所欲遊玩五大洲；訂下班機，

能夠暢行無阻航遍全世界；卻是登不了這僅長 2800 

公尺，寬 868 公尺，環島長約 8 公里之東沙島。

隨著海洋保育意識抬頭，海洋教育也逐漸備受

重視，親海、愛海不再只是淪為口號。準此，自

2011年起海巡署與教育部、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等單位，每年共同辦理「暑期大專院校∼海洋體驗

營」活動，鼓勵大專院校青年學子參加，親身體認

海洋環境，培養相關知識；更於2016年7月1日成

立「護永專案」以守護海洋生態，確保資源永續發

展。2017年持續這項好的活動，由所屬海岸巡防

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由北至南規劃龜山巡寶、金門

體驗、綠島生態及東沙巡禮等系列旅程，其中「東

沙巡禮∼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營」區分三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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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舉辦，並邀訪媒體共同探訪我國第一座海洋型

環礁國家公園。此次幸運地隨行蘋果日報採訪東沙

體驗營第三梯次活動，該梯次亦邀請榮獲國際生態

獎之保育專家∼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鄭

明修博士擔任講座，以個人「知海」與「護海」經

驗，推廣海洋生態教育。在8月11日至14日的探索

旅程裏，學子、媒體與鄭博士皆深刻感受海巡署致

力投入海洋保育、經略東沙之成果。

首日搭乘3000噸級高雄艦前往東沙島，眾人體

會海巡隊員艦艇生活點滴之餘，對內部設施充滿好

奇，艦長呂家富耐心解說駕駛室操控設備，並安排

水砲實射展示護漁戰力與能量，讓學子觀摩海巡署

海域巡防勤務執行現況；強力水柱不只引起驚呼更

震撼在場視覺效果。由於抵達東沙島前，未見中國

大陸漁船於海面上作業，鄭博士向眾人表示，從這

樣的情景，就可以看得出海巡署護漁成效顯著。

從高雄港出發抵達東沙島約莫一天的航程，島

上氣候雖然火傘高張，學子們的的學習意願絲毫未

減，在參觀島上風貌、觀察生態之際，記者何柏

均、陳鼎仁更想以鏡頭讓民眾一覽海島之美，以影

像呈現東沙的繽紛與奧秘，於是便由駐島同仁世凱

與宥慶帶著記者與我踏訪島上每一處景觀。行經海

灘時，眾人被眼前海天一色所吸引而駐足，相信這

肯定是島上海巡同仁定期實施淨灘清理海飄垃圾所

呈現的成果。細緻潔白的沙質，讓沙灘顯得潔淨遼

闊；海水清澈見底，碧澄澄地孕化生生不息，十足

療癒。取景時巧遇鄭博士正在潛水調查生態，當下

便訪問鄭博士並開啟蘋果日報社群直播，讓民眾一

窺秘境風采。訪談中鄭博士多次肯定對海巡署戮力

執行海域執法及海洋保育之努力，不僅逐步讓東沙

環礁恢復昔日物種豐盛、生機盎然面貌，也令我國

漁業資源得以永續；其中對於海巡人員於2016年3

月間查獲陸籍「瓊○○」號漁船侵入東沙海域盜採

15公噸珊瑚、貝類及獵捕綠蠵龜案，更是讚賞不已。

行程來到揮手向東沙島說再見的時刻，眾人未

帶走島上一沙一石，只拾起相片與回憶；未留下垃

圾污染，只存放欣賞與珍惜。此次的生態教育之

旅，不只深耕海洋保育觀念，更透過媒體讓社會

大眾了解海巡署在強力維護漁權、保育海洋環境之

際，更需要民眾共同關心與參與，齊力讓臺灣從海

鮮文化走向海洋文化之國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秘書室公關科）

青年學子們透過生態體驗營了解海洋保育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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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李佩璘主持影片首映，並與劇組人員合影

文｜李佳怡　圖片提供｜中部地區巡防局人才招募中心

「聞聲救苦、給人希望」是海巡署在扮演藍色

國土守護者這個角色所一直秉持的信念與精神，正

因為如此，民眾常以海上媽祖的稱呼來形容我們，

隨著深植民心的形象，造就了親民的題材，再將其

融入在我們實際的日常生活中，於是這次人才招募

宣導短片的故事有了不一樣且讓人感動的亮點。

此次人才招募宣導短片是由中部地區巡防局製

作，並協請空中勤務總隊第二大隊、海洋巡防總局

第三海巡隊、童綜合醫院、白沙屯拱天宮、白沙

屯天德宮、西螺廣福宮及老酒林等單位共同參與

演出。故事敘述是三個自小在白沙屯海邊長大的好

友，因為對媽祖的信仰及守護海洋、保衛漁民的情

感，陸續志願加入海巡，表現維護海洋、救生救難

的過程，內容精采緊湊、溫馨感人。

整部影片拍攝的構想，從106年6月初，由副局

長李甦清發起，並率領人才招募中心同仁進行劇本

研討，同時為傳承影片拍攝經驗，也邀請過去操刀

策劃「新海巡英雄」微電影

的製作人葉佳明科長指

導，以及情商「強勢

登場電影工作室」

導演陳子強、執行

導演蘇振剛、演員

高允漢及洪喻蕎，

以公益性質贊助拍

攝。在緊鑼密鼓的籌備

「海巡心、媽祖情」
人才招募宣導短片拍攝實錄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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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認真討論劇本及演員動作指導，
期使作品完美呈現

期間，人才招募中心也積極拜訪各機關單位參與演

出。於6月10日上午吉時，由李副局長假白沙屯拱

天宮主持開鏡儀式，希冀藉媽祖信仰的加持，祈求

拍攝期間人員、車輛、器材，一切平安。

當然，拍攝一部好的宣導短片，總是需要靠團

隊的默契與力量，才能夠磨擦出精采的火花，拍攝

過程中，首先面對的就是「天候」的考驗，連續多

日陰雨，才第一天開拍就讓團隊緊急召開會議，改

變拍攝期程與演員的劇本順序，可謂是牽一髮而動

全身。眼看招募中心製片小組成員一陣手忙腳亂，

還好經驗豐富的「仁仁工作室」陳以仁老師立即介

入協助，透過她與導演陳子強的溝通，化解不少拍

攝過程發生的小插曲。然而整部片最讓人佩服及難

忘的地方，莫過於蘇執行導演對演員表情、台詞

及串場流暢度的指導相當要求。還記得其中一幕是

在白沙屯安檢所拍攝，由人才招募中心主任張家福

擔綱演出，當時要他模擬親人落海後，急忙到安檢

所報案的情境，也苦了蘇執行導演，就一個看似簡

單的動作，卻足足花了整個上午的時間，直到彼此

要求的表情、動作都到位，才順利結束。而主角導

演陳子強，更是透過精湛的演技，為整部宣導影片

畫龍點睛，充分呈現海巡在接獲118通報後，有效

結合各單位能量，展開危難救援任務當下的緊急氛

圍，令人震撼。當然故事精彩之處，也透過緊湊情

節環環相扣。同時劇情中，也有面對親情、手足情

誼，以及對工作的責任，三者之間的拉鋸與平衡，

真實刻劃出海巡同仁工作的辛勞與堅持。

影片最後，所傳達的是透過成長與挑戰，不斷

地累積自我價值，並將小我的精神發揮到最大。

「志在願役、共同努力」這幾個字，不僅僅是口

號，也是成為我們不斷招募新血加入海巡所翻滾

出來的動力。感謝每一位辛苦的海巡英雄，讓這部

「新海巡英雄∼海巡心、媽祖情」能夠順利地完

成，首映也在今年10月3日，由局長李佩璘主持，

並致贈感謝狀給參與公益演出的單位及演員，至此

拍攝工作也圓滿完成。冀望這部宣導影片，能吸引

更多有志青年加入海巡的大家庭，為守護藍色海洋

盡一份心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人才招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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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海巡盃射擊錦標賽於106年9月20日

在桃園海湖靶場順利舉辦成功。海巡盃射擊比賽是

海巡署年度重大活動之一，主要是藉由參賽過程，

增進團隊默契與合作精神，並且相互觀摩學習、切

磋射擊技能，進而提升人員使用槍枝器械之本職學

能，達到機關間交流目的。

原本此次射擊比賽原訂日期為9月13日，但因

遭受中颱泰利颱風影響，可能危及選手參賽和交通

往返安全，故將賽程調整至9月20日舉行，突來的

變化也考驗著規劃單位的應變能力，所幸在全體人

員的合作下，活動相當順利圓滿。

文｜曾一峯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本屆海巡盃射擊錦標賽係由常務副署長龔光

宇主持，海巡署暨所屬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

總局及各地區巡防局精銳盡出，來自7個機關代表

隊的116名射手，分別於15公尺手槍持刀靶立姿射

擊、25公尺手槍環形靶立姿射擊及175公尺步槍臥

姿無依托射擊等三大射擊項目中比拼，並區分「女

子組」、「機關組」、「公開組」、「外勤組」及

「特勤組」實施競技，比賽過程中各組別競爭激烈

且難分高下，由此可見海巡同仁射擊技巧透過訓練

不斷精進提升，在場人員也用歡呼鼓舞聲為射手們

加油打氣，團隊精神與士氣在此刻展露無遺。

海巡射手齊聚海湖
自我突破締造佳績

龔副署長主持開幕並與選手們合影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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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整個海湖靶場由早上到下午都充滿著參賽

者及工作人員，所有長官也都撥冗蒞臨支持，令比

賽現場生色不少。當射手們站上靶臺後，各個屏氣

凝神等待靶場指揮官口令，待射擊口令下達後，每

位射手聚精會神出槍試瞄、開始射擊，此時整座靶

場硝煙四起，槍聲震耳欲聾。場下大家彼此分享著

射擊心得，每個人情緒都極度高漲。正所謂「台上

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在三大射擊項目中，各機

關代表隊的參賽射手都僅有1分鐘的比賽時間，射

擊選手最大的敵人不是對手，而是自己，每次擊發

都是在跟自己的心理競爭，抗壓性不足的人，往往

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唯有加強個人技巧的

磨練、對賽制的了解以及臨場心理的調適，才能有

利於比賽的發揮，追求自我的突破。

在持續一整天的激戰後，「女子組」依序由東

巡局、中巡局、海洋總局獲得第1至3名；「機關

組」依序為中巡局、東巡局、海巡署獲得第1至3

名；「公開組」依序為東巡局、中巡局、南巡局獲

得第1至3名；「外勤組」依序為南巡局、中巡局、

北巡局獲得第1至3名；而「特勤組」則依序由北巡

局、海洋總局獲得第1及2名。比賽名次出爐後，龔

副署長和各機關長官親自頒授獎盃、獎牌給各組別

及項目的神射手。獲勝單位參賽人員欣喜之餘，更

不忘展現「勝不驕、敗不餒」之運動家精神。

龔副署長於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海岸巡防署

係海域執法之專責機關，其中維護「海域治安」更

為我海巡五大核心任務之一，當與不法之徒陷入武

力對峙或暴力攻擊狀況時，使用槍枝器械就成為非

不得已的強制執法手段。為使海巡人員能熟稔槍枝

操作，期望藉由射擊比賽的交流過程，讓海巡人員

以經驗傳承的方式習慣射擊動作要領，並透過打靶

與擦槍時機讓同仁了解槍械的構造及原理，減少對

槍械的生疏及恐懼，提升射擊的準確度，進而使海

巡人員在遭遇突發狀況時，能有效增進射擊技巧

及使用槍枝的信心。正確使用槍械來遏止犯罪的進

行，以實際行動打擊不法，確保國人之生命財產安

全，維護臺灣海域治安及海洋資源。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射擊比賽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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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琬如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東巡局親子活動邀眷屬同樂

認識國防與海洋～

為維護同仁親子間情誼，並同時響應國防部

106年全民國防教育，東部地區巡防局預計於臺

東、花蓮兩地舉行親子活動，並邀請所屬參與。臺

東場部分106年8月28日下午1時於局本部舉辦，活

動由親子歡迎會、營區巡禮拉開序幕，會場上繽紛

五彩與各式造型的氣球不僅成功吸引小朋友目光，

熱門兒童歌曲與海巡寶寶歡樂表演更帶動整場活動

氣氛。

東巡局局長胡忠安特別向眷屬表達，海巡是一

個大家庭，一人海巡全家海巡，期望透過增加親子

交流的機會，使海巡子女們體會父母親平日工作辛

勞，進而達到維護家庭和諧目的。另外，東巡局於

暑假期間開放機關內相關運動場域，也鼓勵同仁眷

屬踴躍使用。

此次活動除了參訪局本部，另結合全民國防教

育與海洋生態保育內容，安排導覽志航基地空軍第

七三七戰術戰鬥機聯隊與臺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

區。志航基地建於民國59年，為紀念對日抗戰空軍

上校高志航而得名，由空軍第七三七戰術戰鬥機聯

隊管理。當日除了介紹聯隊歷史、營區設施與未來

規劃發展外，並安排近距離接觸戰機與彈藥武器等

裝備，現場戰機轟然雷鳴，小朋友們紛紛露出驚訝

又興奮的神情。

隨後又至臺東富山漁業資源保育區參訪，該保

育區位於卑南鄉杉原海邊，2005年為保護當地海洋

資源而公告為禁漁區，成為東海岸潮間帶生態豐富

的海岸景點，生態老師除了帶領探索烏仔魚、寄居

蟹、馬鞍藤等潮間帶礁岩生態，這裡的魚兒更不怕

生，小朋友們可以近距離體驗餵魚樂趣。生態老師

也不忘提醒大家，愛海洋很簡單，就是屬於海洋的

一切別帶走，不屬於海洋的一切也別留下。

東巡局藉由親子日活動，讓參加的人都能認識

國防、親近海洋，除了建立全民國防共識，同時也

是讓美麗海洋環境能永續下去的最佳途徑；未來也

會多增加親子間互動機會，運用營造和諧家庭的氛

圍，達到鼓舞同仁工作士氣及辦理活動之目的。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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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巡隊巡防艇於

106年9月26日約5時50分於小門西海域，發現「閩

○漁615XX號」陸船未經許可，擅自進入澎湖海域

違規作業，經廣播數次命其停船，立即派遣優勢警

力登臨檢查，後續押返隊部調查。

近日海象趨於平穩，中國大陸漁船存著僥倖心

態，趁機進入澎湖海域24浬處違規作業，澎湖海巡

隊執法不懈怠，自辦「護永專案∼威力掃蕩」專案

勤務，期以淨化海域治安。本案係起緣於當日巡防

艇正巡邏於小門西22.1浬海域時，發現一艘「閩○

文｜莊國群　圖片提供｜第八【澎湖】海巡隊

澎湖海巡執法不懈怠
持續查扣越界  陸船

漁615XX號」正在進行拖網捕漁，巡防艇廣播三次

後，「閩」船不予理會，海巡人員遂以強靠方式登

船檢查，經查「閩」船為拖網作業漁船，船上非法

捕獲之漁量約300公斤。

經初步調查「閩」陸船包括陳姓船老大，一共

有7人，船老大向海巡人員表示，自己在捕漁的過

程中，並未越界，企圖利用各種藉口逃避，但海巡

人員自蒐證影帶中過濾相關畫面均顯示「閩」船越

界拖網事實確鑿。甫結束一案陸船越界查扣，同日

晚間18時10巡防艇接續執行巡護任務，又於七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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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浬海域發現另一艘「閩○漁695XX號」也正在違

法拖網捕漁，與先前陳姓船老大犯行相同，這次海

巡人員登檢後，起出漁獲量約100公斤，在確認船

上許姓船老大和該船7名船員罪行後，依相關規定

進行後續處置。

由上述二案可知，陸籍漁船藉由各種理由及藉

口，不斷越界，致臺灣漁民作業權益受損，澎湖海

巡隊為有效嚇阻其行為，每日均加強部署巡防艦艇

於目斗嶼、小門、花嶼及七美海域巡邏及常態進駐

七美南滬港，以節省航程就近處理海上案件時間，

期以綿密警網，遏止陸船越界捕魚，漁民如在海上

作業發生狀況或發現陸籍漁船蹤跡時，可撥打本隊

服務專線06-9215221電話或海巡免付費服務專線

118報案，或透過漁業電台通報，海巡人員隨時整

裝待發，為您服務。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八【澎湖】海巡隊）

陸船越界違規，海巡人員強靠登檢

犯罪事實確認後，查扣漁船及人員帶回偵辦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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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彥文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東部地區巡防局臺東機動查緝隊於日前接獲情

資，南部某人蛇集團計劃利用漁船載運越南籍偷渡

人士非法入境，遂與高雄第一、彰化機動查緝隊及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雄）海巡隊共同成立專案小

組偵辦。106年8月14日21時許，在屏東縣林邊溪出

海口3浬處查獲屏東籍漁船「金○財號」，船上載

有20名越南籍偷渡人士（7女13男），及4名涉案船

員，全案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屏東地檢署偵

辦，並擴大追查幕後不法仲介集團。

本案於106年6月接獲諮詢檢舉，指稱南部某

人蛇集團計劃利用漁船載運越南籍偷渡人士非法入

境，經專案小組長期蒐證並研判情資屬實後，隨即

鎖定集團成員。蒐證期間因該人蛇集團成員行事狡

猾、謹慎小心，多以見面詳談並經常更換車輛、見

面地點，以躲避專案小組監控，為掌握該集團犯罪

動態，遂實施長期跟監埋伏勤務。

106年8月14日專案小組掌握該人蛇集團將利用

漁船載運一批越南籍偷渡人士於當晚從林邊溪口附

岸海齊心攔截不法

越南偷渡淘金夢碎

13

海域執法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近搶灘上岸，隨即統合岸海人力，執行海上攔查，

並展開岸際攔檢部署，在專案小組全力查緝下，

當日21時許在林邊溪出海口3浬處查獲屏東籍漁船

「金○財號」，共計載運20名越南籍偷渡犯（7女

13男）。

經清查，20名越南籍偷渡犯中，大多以借款方

式，先由仲介代墊每人約15萬元新臺幣偷渡費用，

至臺灣後再賺錢清償。渠等先由越南搭車前往中國

大陸福建沿海，經由鐵殼船載運至外海約26浬，再

由「金」船負責臺灣後段接駁工作，「金」船於公

海接運後隨即返航並企圖利用深夜時刻，航至南部

外海再轉駁予膠筏伺機搶灘上岸。此批越南籍偷渡

犯，年齡約25至30歲，其中有8人曾來臺工作因逾

期滯留、工作逃逸，遭遣返回國或限制入境，其餘

係來自中、北越較貧窮城鄉，礙於證件不齊全、申

辦程序繁雜等因素，才鋌而走險偷渡。

本次查緝行動除展現本署查緝走私偷渡之決心

外，更防止恐怖份子趁隙滲透突破海岸防線，查緝

隊亦秉持「機動、靈活、彈性、效率」原則，進行

擴大威力掃蕩任務，以維海域、海岸安全，後續將

加強追查幕後人蛇集團，俾利打擊偷渡不法。查緝

不法走私偷渡為海巡核心任務之一，縱使人蛇集團

不斷改變犯罪手法，企圖規避查緝，海巡人員仍持

續堅守崗位，也提醒民眾如果發現不法，可撥打海

巡免付費服務專線118報案，海巡人員將秉持「攔

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偵蒐於內陸」之原則戮力

以赴，全力維護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全免遭威脅。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臺東機動查緝隊）

20名越南籍偷渡客藏匿於船艙內遭海巡人員查獲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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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於106年2月

接獲線報，詹姓男子於苗栗三義地區持有毒品及槍

械，並在純樸的客家鄉販賣毒品予農民及工人，遭

逮捕時，詹嫌更向查緝人員表示：「身體不舒服，

找我拿特效藥最有用」，無稽的言行，更顯其犯行

重大，本隊隨即與桃園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組成專

案小組進行偵辦。

文｜黃翊峯　圖片提供｜花蓮機動查緝隊

偵查期間專案小組人員得知，詹嫌出身公務家

庭，街坊鄰居均為同姓親戚，且其位於苗栗縣三義

鄉農村，多為三合院建築，巷弄蜿蜒狹小，使專案

人員在偵辦過程，難以埋伏及近距離蒐證，為求查

緝能一次到位，所有環節均需小心謹慎，避免嫌犯

利用鄉間複雜地形脫逃，更甚者有持槍頑抗引發槍

戰之虞。

經過長期跟監，在掌握詹嫌確切犯罪事證後，

106年8月23日專案小組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之

搜索票，前往其住處搜索。然詹嫌住處係依山而建

的三合院，有許多房間和出入口，房屋周邊錯綜複

雜的爬坡小路造成查緝困難，且當日天候不佳，加

上風雨干擾，使得查緝任務恐有變數發生，專案小

組立即依掌握情資判斷，並趁嫌犯熟睡時，查緝人

員分成四組快速移動至三合院各出入口就定位，火

速執行查緝勤務。

力阻槍毒入侵純樸農村
不畏風雨

15

海域執法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當專案小組人員進入詹嫌屋內時，果然發現桌

上有毒品安非他命及大麻，此時詹嫌卻表現配合，

原來係存僥倖心態，想逃避擁有槍械事實；經過一

陣搜索後，終於在三合院祠堂二樓，起出以槍盒

收裝好的手槍1把及子彈11顆。至此詹嫌才啞口無

言，將犯行細節全盤托出。

臺灣各地區近來吸食毒品歪風高漲，且販毒人

士擁槍自重數量漸增，造成許多民眾心生恐懼，且

礙於生命財產受威脅，不敢向執法單位檢舉，殊不

知更助長了他們囂張的氣焰。本次專案小組人員能

有效緝獲槍、毒案件，仰賴全體同仁通力合作，才

能順利完成任務，對本署防制槍、毒走私政策之推

行，具有正面形象提升之意義，而未來本隊將更加

努力打擊犯罪，使國人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更高的保

障。如有發現不法，也歡迎民眾撥打免付費服務專

線118報案檢舉。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花蓮機動查緝隊）

專案小組人員進入詹嫌住處查獲之槍（彈）及毒品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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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軒涵　圖片提供｜第九岸巡總隊

機動巡邏阻可疑
秋節走私風再起

106年9月28日凌晨2至6時，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第二機動巡邏站小組一

行三人，如同往常在金西轄區內執行巡邏勤務，約莫凌晨4點，突然接獲雷達小組許姓

上士通報：有一艘我國籍的船舶任○○號，疑似有非法接觸中國大陸漁船情形，此時

腦海裏浮現前幾天，站長在勤前教育宣導的重要事項：「中秋佳節將至，本島物質需

求量大增，恐有不肖業者欲行海上不法走私行為，藉此牟取暴利」。

此時，正在巡邏的我們都認為可能有狀況發生，於是開啟車頂上的警示燈號，以

最快的速度前往現地了解狀況，在行駛途中，巡邏小組三名成員，立即進行分配工作

及推演執勤注意事項，一人負責使用數位攝影機將全程的處理狀況錄影蒐證，一人負

責警戒突發狀況發生，而我則負責對可疑人車管制及盤查掌控現場狀況，凌晨5點整抵

達現場時，發現兩名可疑男子正要行駛車輛離開，當下靈機一動把巡邏車開到小路中

央將可疑車輛阻擋，立刻實施盤查，並依規定進行通報。

兩名男子夜間行踪可疑，巡邏人員上前盤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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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過程中，我示意組員去岸際做小區域灘岸

搜索查看有無可疑人車或貨物，沒多久只見他急忙

衝回表示，岸際上發現三箱貨物與一台沙灘車專用

的拖車架，盤查時，該兩名男子還故意誤導說他們

是來海邊散步運動，當下我感覺有些異常，平時鮮

少人進出的岸際，竟然有人會來運動，分析種種跡

象，讓我更確定這是一件走私案無誤。

隨後站長帶著同仁抵達現場，此時管制官指示

我們查驗貨物，拆驗的過程也全程錄影蒐證，查驗

後發現該貨物為中國大陸製茶葉、冷凍食品，後續

也通知了司法小組到站內協助處理，站長指示將貨

物帶回站內實施秤重，後續並要求該兩名男子一同

前往站內製作筆錄，回到站內同仁們幫忙搬貨秤重

結果：中國大陸製茶葉24.9公斤、冷凍動物內臟18

公斤，合計42.9公斤。

司法小組在兩名男子製作筆錄後，將貨物及拖

車架移至妥適處所放置，整起案件處理過程從凌晨

4點半至8點多才結束，在外勤巡邏組人員、後續

支援的同仁、指導案件的長官們和司法小組分工合

作下，順利圓滿完成案件處理。過去查緝走私案件

在金西地區可說少之又少，透過這次查緝案件，我

也學習到很多，也了解海巡署除了是國家治安的第

一道防線外，在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救生

救難、維護漁權及保育海洋資源等工作方面，更加

不遺餘力，而自從我加入海巡這個大家庭，心中更

是充滿期待及熱血，希望自己能為國家貢獻一份心

力，藉由案件經驗提升自我本職學能，相信在未來

的海巡工作上，必定能更上一層。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九岸巡總隊第二機動巡邏站）

直至凌晨，查獲違法農漁畜產品，立即蒐證移送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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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海巡救援無國界
船舶海上遇險劫

106年8月23日晚間23時48分，海洋巡防總局

臺中海巡隊接獲漁業電台通報，一艘本國籍漁船

「全○利」於濁水溪外17浬處遭巴拿馬籍貨船「DA 

F○○○ MARXXX」（音譯：大○海運）擦撞，請

派遣巡防艇協處。

臺中海巡隊獲報後，立即通報PP-10035艇前

往處置並請臺中港信號台協助船位監控，24日2時

17分，PP-10035艇抵達王功外18.5浬（23°55'N、

119°57'E）處，並回報兩船現場狀況，同時進行蒐

證。初步勘查發現「全」船右後方網架毀損，無航

安顧慮，船上7人亦無受傷，「大○海運」左後舷

有擦撞痕跡、船舷及甲板間有穿透洞，甲板護欄受

損，該船無航安顧慮，船上23人亦無受傷，2船於

海巡人員登檢蒐證及製作筆錄後，自行返回高雄

港，另「全」船船長同意事後與「大○海運」代理

行進行和解事宜，全程臺中隊派艇協助處理。

106年8月27日外籍貨輪船上有急性盲腸炎患者，海巡隊派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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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27日7時50分再度接獲報案：獅子山共

和國籍S** W*（譯：山○輪」貨輪），有1名急性

盲腸炎患者，狀況急迫，請求海巡隊協助。同樣的

臺中海巡隊獲報後，立即調派線上PP-10022艇馳

援，是日8時30分抵達大安溪外海與「S** W*」輪

會合，並將該名盲腸炎患者安全接駁至艇上，9時

整PP-10022艇安全航抵隊部碼頭，轉由臺中港務消

防隊救護車將病患送梧棲童綜合醫院就醫，圓滿達

成醫療後送任務，該名男子經診療後已無大礙。

透過此二件救援案，充分顯示無論本國籍或外

國籍船舶，在海上發生危難時，海巡隊都不分國界

在第一時間內趕赴現場給予協助，讓遇險人船都能

免於恐懼，同時臺中海巡隊也表示：「海域治安、

維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保育、海洋事務」為本

署五大核心任務，籲請民眾，若發現不法或需海事

服務，請利用海巡「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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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臺中】海巡隊）

106年8月23日本國籍漁船遭撞受損，巡防艇協助蒐證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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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宏諒　圖片提供｜葉昰鑫

106年8月24日上午9時23分，手持機傳來驚

心動魄的消息，從回報所長及值班的人員急迫聲音

中，說道：「報告所長、副所長，目前監控準備進

港漁船，疑似因風浪過大在港嘴翻船，目前使用望

遠鏡確認是本港籍福○○漁船」，當下所長與我心

裏有著相同的想法，立刻至守望哨查看，並協調當

地友船順○號，告知：「港嘴有漁船翻覆，麻煩船

長支援。」，由於順船莊姓船長平時就古道熱腸，

聽聞狀況後，立刻配合安檢所人員前往翻船地點實

施救援。

回想當時情形，再配合播放著拍攝影片，仍心

有餘悸，在駛出港嘴當下，因海象不佳，我跟船長

及一名外籍漁工在翻騰的怒海中，營救另一艘漁

船，驚心動魄的過程，讓我忘卻了懼怕，我想身為

每一位海巡人，在執行海上任務當下都會有著相同

信念∼搶救人命。然而在到達事發現場後，映入眼

簾的是整艘翻覆的漁船，可以想像當時的衝擊力有

多強。在檢視船上人員狀況後，研判暫無危險，立

即和順船往遠處再搜尋，隨即在距福船50公尺處，

發現該船蔡姓船長，將其救上船時，人已無意識且

口吐白沫，隨即實施CPR搶救。

完成救援後，在返港過程中考量海象併靠船舶

較危險，彌陀漁會幹部也在旁協調另一艘舢舨支

援，和我們一同協助救援船上外籍漁工。然而洶湧

的海浪稍稍阻礙了搜救進度，經過多次嘗試，終

於成功接近「福」船，外籍漁工一見到我們靠近急

忙跳海，我們立刻轉向船頭，遞上魚雷浮標將他救

起，並拍拍他的肩膀說：「沒事了，要回家了。」

漁船海上遇險驚
海巡聞聲援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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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所同仁海上驚險救援，順利救起遇險船長及外籍漁工

安慰外籍漁工的同時，其實也是告訴自己，終於平

安完成了救援任務。

此次能順利將船長及外籍漁工救回，仰賴第

一一岸巡總隊平日紮實的訓練及與在地漁友培養的

情感經營，讓全體同仁在面對突發狀況時，能各司

其職，尤其是第一時間發現狀況立即回報處置的守

望人員下士王得至及隨船出海救援的上士葉昰鑫，

臨危不亂的態度完成震撼蒐證攝影畫面，以及所長

汪志遠對於突發狀況指揮調度處變不驚，完成各級

通報迅速果斷，使得任務圓滿成功。

一線勤務雖然繁重，但並不會阻礙我們發揮

「聞聲救苦精神」，因為這是身為海巡人的驕傲與

價值，相信每位同仁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內，會全力

以赴，而身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也以此為榮。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一岸巡總隊彌陀安檢所）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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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為提升海巡同仁對工作及環

境的認同感，積極提倡同仁從事正當休閒活動，署

長李仲威特別指示規劃研議辦理「海巡印象之美」

攝影比賽。比賽包括：海洋生態保育、海岸四季風

貌、駐地文物景觀及人文風情等主題。徵稿期間自

105年9月20日起至106年7月31日止，共計287幅作

品，後經承辦單位人事處初審參賽作品，符合複審

資格計229幅作品。

複審階段於8月份舉行，為期比賽結果公平客

觀，邀請亞洲影藝聯盟副秘書長楊大本、臺北攝影

學會榮譽顧問連世仁、臺灣本土攝影文獻協會創

會會長陳碧岩等3人辦理公開複審作業，經三段階

票選後，選出得獎作品為：金牌東部地區巡防局第

一三岸巡總隊小組長蕭維佑「蓄勢待發」、銀牌海

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分隊長侯建安「航向海洋、

點亮希望」、銅牌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

緝隊查緝員畢景魁「登」、優選北部地區巡防局專

員李勃毅等13件、佳作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科

員涂偉忠等10件，合計得獎作品26件。團體獎部分

經積分累計核算，由東部地區巡防局榮獲。

行政獎勵部分為期獎勵及時，已先行發布，另

獎座及圖書禮券，已於11月1日由李署長親自頒發

以茲鼓勵。攝影在現代已成為多數人用來記錄生活

的主要媒介，圖像帶給人的感動，透過不同人的角

度構圖呈現，尤其是藉由小小的四方格所展現出豐

富的情緒與畫面，讓人驚艷。海巡人員勤務繁忙，

執行各項工作時常需要蒐證及記錄，有時必須在

極短時間內，將案件重點完整拍攝，可說是一種挑

戰。此次藉由這項比賽活動，李署長也鼓勵同仁平

日除戮力執行勤務外，能多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透過攝影比賽，使海巡同仁也能夠藉機發揮個

人興趣及專長，讓大家在閱讀圖像時，能從畫面中

體驗不同的海巡印象樣貌。此次該署所屬機關（單

位）積極參與攝影比賽之得獎作品，也將刊登於海

巡雙月刊，達到擴大行銷效果，並同步於該署鎮海

樓中廊公開展示供同仁欣賞。難得的機會不能錯

過，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欣賞這些作品。

海巡印象之美
攝影比賽得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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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巡印象之美」

攝影比賽得獎作品一覽表

金牌～蓄勢待發
小組長蕭維佑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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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蓄勢待發
小組長蕭維佑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

銀牌～航向海洋、點亮希望
分隊長侯建安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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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星際戰艇
分隊長侯建安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優選～守護海洋、日以繼夜
分隊長侯建安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銅牌～登
查緝員畢景魁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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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東引中柱
專員李勃毅　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優選～祈願
小組長邱品睿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

優選～威嚇
辦事員杜世全　署本部勤務指揮中心

27

海巡人物誌　People Profile



優選～晴空下的CG133
中士劉子菻　南部地區巡防局南沙指揮部

優選～救援成功
小組長蕭維佑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

優選～我們的海洋
小組長林盈輝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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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搶搭便橋
科長葉俊江　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優選～釣客落海、成功救援
書記曾一峯　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優選～吊掛任務
科長葉俊江　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29

海巡人物誌　People Profile



佳作～氣勢如虹
科員涂偉忠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優選～命懸一繩
科員洪堯昱　東部地區巡防局通資科

優選～為民服務
科員鄭人浩　東部地區巡防局主計室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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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海洋悲歌
分隊長侯建安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佳作～返港漁人
所長王翔平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

佳作～架勢
辦事員杜世全　署本部勤務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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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水下搜救
科員洪堯昱　東部地局巡防局通資科

佳作～接力救生
科員洪堯昱　東部地局巡防局通資科

佳作～分秒必爭
小組長蕭維佑　東部地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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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談心
科長葉俊江　東部地局巡防局通資科

佳作～接力救生
科員洪堯昱　東部地局巡防局通資科

佳作～怒海救援
書記曾一峯　東部地局巡防局通資科

佳作～居高臨下、雄視港灣～新港漁港
主任連月玲　東部地局巡防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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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

金門海巡觀摩體驗營心得
文、圖｜莊舒晴

對於海洋的認識及接觸，我和大多數的現代小

孩一樣，幾乎是透過家庭旅遊、學校、國家地理頻

道以及新聞所汲取的海洋知識，並且在成長歷程

中慢慢累積。自小學時期開始居住於新北市八里

區的我，居住環境鄰近紅樹林，從家中陽台向遠方

望去，淡水河出海口和臺北商港輕易地就成為景色

的焦點，因此相較於其他不住在近海地區的人們，

我自認為自己對於海的認識，比他們多懂了那麼一

些，甚至已經足夠，換言之，即便我知道比起真正

的海洋達人而言，相差甚遠，但覺得不必要再深入

探究海洋，那是專業人士和有志者的事。

然而這個認知直到我親自參加了這次的體驗

營，完全被推翻了，充其量自己只能算是和許多人

相同，以為搭過渡輪又或者看過淡水夕照，就了解

海洋是什麼。而為了讓自己得到更多的知識，恰巧

海巡署的網站有一系列的海洋體驗營活動，加上自

己尚未拜訪過金門，所以決定報名，期待踏上未造

訪過的地區帶給自己不同以往的經驗。果然體驗營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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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沒讓人失望，甚至可以說是相當豐富精采，無

論是行程的設計，以及各單位為學員準備的活動內

容，都能在細微處讓人感覺到十足用心，連出發前

的法令宣導活動，也意外地讓人覺得有趣且收穫

滿滿。

還記得行程第一天集合前，載我到清水火車站

集合的堂哥，路途上詢問這次活動是由哪個單位舉

辦時，我只能憑填報名表的記憶把「中巡局」三個

字當作回答，堂哥再細問，我窮盡所知後，回答：

就是橘橘的衣服，然後會戴藍帽子的單位，可見對

海巡署的認知少得可憐，但經過體驗營每晚的簡報

以及白天實地觀摩值勤的行程，腦海中對「橘衣藍

帽」的認知增加了好多，了解海巡在金門的職務為

何，觀賞了一些在海上執勤的驚險片段，理解了海

巡如何與其他部門以及當地居民互動，還有金門的

地理知識，還有118海巡專線的服務內容，釐清了

許多對海巡人員的疑慮和認知。

除了對海巡工作的理解，行程中許多和金門歷

史地理及文化的參訪活動，也大大豐富我對金門的

認識，尤其是對海洋生物的涉獵，像是「鱟」，再

也不會用活化石三個字描述，還有原來金門有歐亞

水獺，而且它們是稀有受保護的，軍備坑道裡面是

涼爽的，不是只有地理課本中所拍攝出的幽暗，金

門和廈門有多近？不論是望遠鏡可以看到對面人車

移動，還是維基百科上所述之與角嶼僅1.8公里，這

些文字敘述都遠不及實際搭上船，看著廈門的大樓

從模糊輪廓逐漸清晰於眼前的經驗還要真實，行程

中多次親身經歷，刷新了我的認知，這次的觀摩體

驗營真是非常值回票價！

很幸運且非常榮幸能參與這次海巡體驗營，不

只讓我對金門和海巡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讓我領

悟到不要滿足於有限的認知，因為滿足於有限，只

會束縛住自己獲得新知的機會，如果不是對於金門

有認識上的渴望，也不會因此而報名體驗營，連帶

知道原本未預期能獲得的新知識和新朋友，正如賈

伯斯所說：「求知若渴。」，也唯有如此，驚喜與

收穫才會充斥在生活中。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

與區域發展學系二年級學生）

（廠商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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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大堯　圖片提供｜東沙指揮部

9月24號，是聯合國在6月8日世界海洋日之

外，另外增加的國際淨灘行動日，在離臺灣遙遠的

東沙島嶼上的海巡人員，也積極響應這項活動。東

沙島周圍四面環海，海上漂流物種類繁多，往往會

漂向這座美麗的島嶼，而在這片島上駐守的我們，

響應國際淨灘行動日

東沙海巡全體總動員

平時就積極落實淨灘工作，尤其是在這個具有意義

的日子，東沙指揮部也配合海管處共同舉辦一場大

型淨灘活動，除了維護東沙島環境生態，更避免因

海上漂流物及垃圾影響，而破壞天然的美麗風景。

東沙指揮部人員動起來，齊心協力搬運沙灘大型廢棄物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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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活動開始，指揮部與相關單位人員陸陸續

續來到東沙機場集合，開始前由海管處承辦人說明

活動意涵。另外淨灘活動還有一個重頭戲，就是將

垃圾裝入太空袋秤重，然後用比賽的方式，點燃大

家的熱情。淨灘一開始，大夥從機場旁的二據點沙

灘出發，為期兩個小時的淨灘之旅。我被分到的那

一組，沿途上只要看到寶特瓶、塑膠浮球或者是保

麗龍等雜物，全數收進太空袋裏，以便日後分類，

在收集過程中，我看到許多人為了這座東沙島努力

著，我們也被這股氣氛感染，在近30幾度的炎熱天

氣下，揮灑著汗水，齊心協力的不分大小型垃圾，

全部都納入清除的對象。

在我們繞著沙灘邊走邊撿拾垃圾的同時，我也

會注意不要去踩到或破壞沙灘上居住的小動物，畢

竟這座島的特殊環境，造就許多稀有且罕見的生

物，各單位人員也小心翼翼，希望在舉辦淨灘活

動同時，能不破壞原有的生態環境。終於活動來到

了尾聲，結果我們這組總共花了一個小時多到達終

點，在終點時看見十多袋裝滿垃圾的太空包，與一

大堆鐵製垃圾。我們開始輪流搬運太空袋及鐵製垃

圾進行秤重，並依序分類，等最後一袋太空袋成功

秤完重後⋯⋯結果出爐，在9月24號這一天，東沙

指揮部團隊總共合力清理了接近兩噸的垃圾量，結

果令人滿意。

東沙指揮部全體人員上下團結一心，合力為島

嶼環境做出貢獻，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情，我們生活在這座島，並開發、使用這座島，有

其義務做出回饋，在聯合國發起這些活動時，其主

旨也是希望人們可以對地球盡一分心力，去愛護地

球，愛護大自然。環境是大家的，如何在開發同時

也能兼顧環境保護，是我們的課題也是世界各國所

要面臨的責任。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比賽結果秤重，撿拾近兩噸垃圾，成果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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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瑞讀、洪正雲　圖片提供｜人員研習中心

壹、前言

美國訓練與發展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STD）將人力資源的

發展定義為：「人力提升與發展的一種過程」，而

所謂提升與發展的過程，即為教育、訓練與發展；

而其範圍可以延伸至個人、團隊、甚至拓展至企業

與政府組織。

海巡署近年以海域治安、海洋事務、海洋保

育、救生救難及維護漁權為五大工作重點，為達成

前述工作重點，教育訓練成效則為首要，如何提升

海巡署訓練成效，則以調整訓練內容為要件。所謂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文藉由國外海岸巡防機關美

國海岸防衛隊及日本海上保安廳之訓練機構、師資

課程等面向進行比較分析，以掌握世界海岸巡防教

育訓練發展潮流，據以精進海巡署教育政策，並作

為方針擬定及訓練規劃參考。

貳、臺美日訓練制度簡介

一、美國海岸防衛隊

（一） 組織簡介：美國海岸防衛隊前身為成立於

西元1790年的「水陸關稅隊」（Revenue 

臺美日海岸巡防機關
人員訓練機構比較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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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1876年因應成立緝私船隊，設

置緝私船隊訓練學校，接受兩年訓練及通過

考試後，畢業生以少尉任官，任務為查緝海

上走私貨物。1915年緝私船隊合併海上救生

隊，原緝私學校更名為「海岸防衛學院」，

1960年起針對不同的訓練需求，開設如開普

梅新兵訓練中心等訓練單位。

（二） 執法能量：美國海岸防衛隊擁有約2100艘各

式艦艇，超過200架航空器，和接近10萬名

人員，是一支具備軍事與其他多重身分與能

力的單位，與陸軍、海軍、空軍、陸戰隊並

列美國五大軍種。

（三） 訓練架構：海岸防衛隊於美國康乃迪克州等

17州，共有41個訓練機構（含夏威夷州及阿

拉斯加州），本文摘取較具代表性訓練機構

介紹如下：

1.  海岸防衛學院（USCGA）：軍官養成學

校，計有工程、管理、人文、數學及理學等

五個學院。

2.  約克鎮訓練中心（Yorktown Training Cen-

ter）：航海人才專業培訓機構，計有航海、

海上導航、射擊訓練、港口除污等課程。

3.  航空訓練中心(Aviation Training Center) ：

初級航空人才培訓機構。

4.  機動航空訓練中心（Aviation Technical 

Training Center）：進階航空人才培訓機

構，飛行員於此每年進行一周熟稔飛行訓練。

5.  特殊任務訓練中心（Specia l  Miss ions 

Training Center）：培訓射擊、戰技、操艇

人才，計有基礎、進階戰技課程。

6.  開普梅訓練中心（Cape May Tra in ing 

Center）：其為美國海岸防衛隊人員訓練發

源地，所有新兵入伍訓練地點即在此，另有

直升士官課程、輔導長訓練及教育班長訓練

（company commander）。

7.  佩塔盧馬訓練中心（Petaluma Training 

Center）：計有廚藝、醫療、管理、通信等

課程及士官長晉升訓練，係美國西岸最大的

訓練中心，其於1942年二次世界大戰初期，

原為美國西海岸無線電監測站，1945年二

戰結束，改為訓練基地，培訓無線電操作人

員。1971年更名為佩塔盧馬訓練中心，而

建立了現今的基礎，每年約有50門課程，

3800員訓額。其專業技能培訓課程計有電子

工程、資訊系統工程、健康保健課程、操作

課程、廚藝課程、庫儲管理課程、文書處理

課程、訓練編排課程、教官培訓課程及士官

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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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海上保安廳

（一） 組織簡介：日本於西元1948年公布海上保安

廳法，成立海上保安教習所，作為海上保安

廳職員教育訓練機關。另於1951年因應修

改海上保安廳法，分設海上保安大學校（幹

部養成機關）及海上保安學校（一般職員養

成機關），畢業生畢業後同時取得公務員資

格。1971年針對專長訓練需求，海上保安

學校增設門司分校（航海）及宮城分校（航

空）。日本海上保安廳，是日本為維持海上

安全及治安而設置的行政機關，其主要任務

是海難救助、交通安全、防災及環境保護、

治安維持等，但實際上也兼任著海洋權益保

衛（領海警備、海洋調查），並類似其他國

家的海岸巡防隊、國境警備隊等準軍事組

織，職員數約1.2萬人。

（二） 執法能量：截至2010年，海上保安廳擁有巡

視船艇約200艘，海事巡視飛機70多架，此

外亦設有衛星監察巡視之海域。

（三） 訓練架構：海上保安廳於日本共有海上保安

大學校等兩大訓練單位（含各分校），簡介

如下：

1.  海上保安大學校：係屬日本海上保安幹部養

成學校，區分航海、輪機及通信等三組，約

有60位師資，分屬基礎教育、海上安全學、

海上警察學及海事工學等面向，設有教授、

副教授、助教及講師等職務，部門主任由具

教授資格之教師擔任。訓練教官由校長任

命，不屬任何講座部門。

2.  海上保安學校舞鶴本校：為海上保安廳一般

職員的訓練發源地，區分船舶航運、資訊系

統、海洋科學及航空訓練課程等。

3.  海上保安學校門司分校：航海人員養成學

校，計有法學、海上保安學、航海實習等訓

練課程。

4.  海上保安學校宮城分校：航空人員養成學

校，計有航空法規、工學及實機飛行等訓練

課程。

三、我國海岸巡防署

（一） 組織簡介：我國海巡機關自2000年成立迄

今，於海岸巡防署下轄洋、岸總局，各總局

並設有人員研習中心，2005年依行政院所

屬訓練機構轉型規劃，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

「教育訓練中心」。

（二） 本中心依班隊訓練課程所需規劃，區分訓

練場地施訓，計分為至善本部等3處，介紹

如下：

1.  至善本部：辦理巡防、情報、主計、檢管

等各職類在職專業及軍職人員在職升等進

修訓練。

2.  海湖營區：辦理志願役軍士官、志願士兵職

前訓練及各職類體技能訓練。

3.  興達營區：辦理海巡特考新進人員、志願役

軍官職前訓練及軍職人員升等進修訓練。

（三） 本中心訓練課程以海巡勤務、海巡法規、海

巡體技及通識教育等為主，相關師資編制為

教官組，約有14位編制教官，設有組長、主

任教官及教官等職務，並視課程需求聘請海

巡署在職人員或外聘師資擔任授課。

參、綜合比較

為瞭解臺美日三國海岸巡防機關人員訓練機構

之異同，本文挑選規模、人數較為相近之美國佩塔

盧馬訓練中心、日本海上保安學校舞鶴本校及海巡

署教育訓練中心為比較主體，以「組織概況」、

「教學特色」、「教官制度」等三個面向，進行比

較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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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美日訓練機構教學特色比較如下表：

訓練組織 佩塔盧馬訓練中心 海上保安學校舞鶴本校 教育訓練中心

成立時間 1971 1951 2000

師生比 1:61 (62/3800) 1:8 (33/280) 1:118 (15/1773)

學員身分 軍職 文職 軍警文

訓練內容 負責海岸防衛隊各項專長訓練
負責海上保安廳一般職員職前
訓練

負責岸總局人員職前、在職及
進階訓練

課程內容

醫療救護
廚藝課程
系統操作
庫儲管理
文書處理
教官培訓等

船舶航運
資訊系統
海洋科學
航空訓練

法律課程
勤務課程
體技課程
通識課程

訓練組織 佩塔盧馬訓練中心 海上保安學校舞鶴本校 教育訓練中心

訓練目標 榮譽、敬重、為職責而奉獻 以正義及仁愛的理念指導學生

海域治安
海洋事務
海洋保育
救生救難
維護漁權

課程特色 軍事管理制度注重榮譽 課程以習得海上保安業務為主
軍事管理制度課程以相關海巡
任務為主體

教學特色
擁有廚藝培訓、緊急救護、庫
儲管理等多元種類的專長訓練

擁有航海及航空等專長訓練，
注重學員實作能力

集中面授基礎訓練課程為主
結訓取得各類證書

（一）臺美日訓練機構概況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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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組織 佩塔盧馬訓練中心 海上保安學校舞鶴本校 教育訓練中心

師資來源
專業老師、現（退）役軍官擔
任講師或教官

專業老師或教官 編制教官或內外聘師資

遴聘方式
教官經單位指揮官推薦後，參
加為期一周的教學訓練周，完
成簽證後任用

教官比照助教、講師、副教
授、教授資格任用
任用及升等由大學教授組成教
授會審議，並經校長面試

資格須經教官甄試後，取得教
官證書
任用經候選或公開甄審

教學時數
視課程不同

約32∼60小時／月
比照一般大學

約32∼48小時／月 約66小時／月

教官分組

醫療救護
廚藝課程
庫儲管理
資訊系統
培訓教官

一般教官
航海教官
會計教官
航空教官
情報通信教官
航行援助教官
海洋科學教官
警備救難教官
船舶操縱教官

暫無分組

（三）臺美日教育訓練教官制度比較如下表：

肆、策進作為

（一）多元專長訓練，培養專精人才

經參考美日兩國訓練制度，其均具有多元化

課程，海巡署教育訓練中心依我國海巡勤務

實需，目前已開設東南亞語文、岸際救生訓

練、緊急醫療救護等多元專長課程，針對海

巡工作需要，強化任務遂行能力。

（二）教官明確分組，專業技能發展

參考美日兩國作法，因應不同課程需求，建

議進行專業編組，區分勤務、法律、查緝、

體技、海事等組別，各組發展專長，積累海

巡專業研究成果。

（三）注重榮譽制度，培養領導風範

養成學員崇法守紀觀念，培養幹部將校領導

風範，厚植同仁法律專業素養，以達練膽、

練力、練技、練心、練指揮之訓練目標。

（四）增加教官編制，提升教學品質

比較臺美日師生比，我國為最低，未來配合

課程發展及組改方向，建議視組織員額許可

情形，適當增加教官人數，提升教育能量。

伍、結語

西點軍校首任校長喬納森 • 威爾斯曾說：「不

管你有多麼偉大，你仍然需要提升自己，如果你停

滯現在的水準，事實上你是退步。」教育訓練是一

切的根基，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因應未來組織改

造之變革，海巡署將積極規劃教育訓練，強化訓練

成果及效能，以提升人力素質。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總局人員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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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流科技的氣泡潤滑減阻系統

現今船舶節能環保
科技的前瞻發展～

壹、前言

環視全球，所有航商船東及船舶租賃業者皆

審慎前瞻地思考著，其所轄船隊及未來經營所面

臨的可能轉變情勢。海洋運輸被認為是一種傳統

保守的產業，現今正在逐漸接受潔淨環保科技

（Clean Technologies）所建議的主流論點，即

是其可提供船東顯著地改善船舶營運及環境保護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等效益。其不但可減

少燃油消耗量及所伴隨的費用成本，亦能降低相當

可觀的廢氣排放量（Exhaust Gas Emissions），正

可提供船東船隊強大的競爭能力，並且促進提升產

業界的永續發展能力（Sustainability）。

近年來，雖然船東們享受著低廉油價及可觀較

低的燃油費用成本所帶來的利益，但是船舶所添加

燃油仍然是航商船東的最大營運費用成本部分。因

此在可能促進營運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

及後續減少燃油消耗量（Fuel Consumption）的任

何機會皆需要皆被加以採行實踐之。在航運供應鏈

路內，現今船舶租賃業者亦有逐漸湧現的需求，藉

以提升其永續經營的發展能力。

因此能夠展現出最高經營效率及真正投入促進

永續經營改善信念的船東們，在其客戶眼中將是較

為具有競爭力的，並且此一概念即已扮演著將嶄新

的環保科技引進航運市場的催化劑（Catalyst）角

文｜吳東明、陳志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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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無論如何，如何將這些環保科技市場化行銷

予航商船東們，仍然是個值得關注的重大挑戰。

諸多環保科技製造廠商主要宣稱其技術在營運效率

的優點成果，卻未見提供確實無疑的數據、可靠

的測試結果，或者透明清楚的證據（Transparent 

Evidence）以為有效支持之。

貳、系統測試

「銀流科技」（Silverstream Technologies）

公司業已主動積極地推動創建此一專案計畫，不但

跨出成功地測試工作變革步伐，並且將此潔淨環保

科技，成功推廣至現今海運產業市場上。在達到

海上測試（Sea Trials）結果成功的重要里程碑以

後，該銀流系統所研發「氣泡潤滑減阻科技」（Air 

Lubrication Technology）的市場成功案例，業已設

立一套創新的產業基準，即以經歷嚴格且透明的測

試及驗證過程（Testing and Validation Process），

藉以證實其系統科技的優點，請參考圖1所示1。

在西元2014年間，公司執行海上實測作業，這

些測試結果皆已被妥善記載下來，並且經由海運業

界人士的詳實查證，正為未來的科技發展，確立其

為一個可信的品質保證標記。至於該海上測試專案

計畫係由殼牌公司（Shell）經費資助，並且由主要

的航商船東威哥集團（WECO Group）旗下，丹尼

波格雷德利（Dannebrog Rederi）公司所屬的一艘

40,000載重噸阿瑪琳波格（Amalienborg）號油輪

（Oil Tanker），以執行此一海上試驗作業，請參考

表1、圖2及圖3等所示。這些海上測試工作係在壓

載（Ballast）及滿載（Laden）等兩種吃水狀態下

實施，成功證實該「銀流科技」公司所研發的「氣

泡潤滑減阻系統」，可以確信地有效提升超過4%的

淨節能效率收益（Net Efficiency Gains）。

同時該「銀流科技」（ S i l v e r s t r e a m 

Technologies）公司仍持續地從船舶海上航行作業

狀況（In Service Condition）中，蒐集系統的相關

項目 設計數據 備註

1. 船東 Dannebrog Rederi Amalienborg

2. 造船廠 Shina，南韓 2004年完工

3. 船全長 175.963公尺

4. 船全寬 31.2公尺

5. 全吃水 11.34公尺 赤道水域

6. 總噸位 25,400噸 45,673.08載重噸

7. 船級 ABS 美國船級協會

（資料來源：Dannebrog.com，2016年）

表1　 阿瑪琳波格（Amalienborg）號油
輪的主要設計數據資料

圖1　銀流系統所研發「氣泡潤滑減阻科技」的作動概念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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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數據，促成此一為期2年6個月的獨立驗證數

據的分析工作，並且藉以將此分析數據結果，報

導「銀流系統」的研究開發及改善精進等情形。

透過在更大型船舶上的大量廣泛之調查作業過程

（Extensive Investigative Process），其所蒐集數

據更進一步加以分析後，預估此一系統可以達到8%

節能效率之譜。

並且當船速從10節遞增起，亦可顯示證實其

節能效率隨之增加，即愈是提高航速，其可節省油

料愈多。在工程技術的改善精進工作上，該「銀流

科技」公司持續進行研究開發及強化其系統設計

性能，諸如當「氣泡潤滑系統」關閉後所造成拖

曳阻力減至足以忽略程度（Negligible Drag）2、

壓縮機的作動效率的調整，及設備安裝設計藍圖

（Installation Footprint）的改良等。這些設計系

統的修改調整工作將促使此科技達到節省更多油

料能源（Energy Savings）及提升更佳作動效率

（Operation Efficiency）等終極目標，請參考圖4

所述。

圖2　 WECO Group所屬40,000載重噸阿瑪琳波格號油輪的
海上航行情形

圖4　銀流系統所研發「氣泡潤滑減阻科技」原理說明

圖3　40,000載重噸阿瑪琳波格號油輪的海上試驗作業情形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4年）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4年）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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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場反應

由於獲致這些正面成功的海上測試結果，

其數據展現的可信度（Cred ib i l i t y）與完整性

（ In tegr i t y）正是促使商用市場熱烈回饋的重

要基礎。在這些海上測試成果的直接驗證鼓舞

下，使得「銀流系統」的市場接受程度大為增

加。在西元2015年3月間，挪威郵輪航運公司

（Norwegian Cruise Line）正式宣佈旗下的挪威

喜悅號（Norwegian Joy）豪華郵輪，為第一艘裝

設「銀流系統」的船舶，並且將在西元2017年春

天，於歐洲頂級的德國梅耶威福特（Meyer Werft）

造船廠內完工交船，詳見表2及圖5等所示。現今

「銀流科技」公司已經擁有良好的未來市場通路，

可以擴展應用在各種不同等級的船舶，尤其是新造

及翻修改裝等工程皆宜。因此該「銀流系統」正

是當今唯一能在新造船型及現役船舶上，皆可裝

置應用的「氣泡潤滑減阻科技」（Air Lubrication 

Technology）3。

對此「銀流科技」系統，全球豪華郵輪經

營產業已然特別投注相當濃厚的興趣。對於這

些豪華郵輪而言，無論是未來環境管理規範的

變革（Regulatory Change）及社會共同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期待回應，

正在驅使豪華郵輪經營業者思索採用潔淨環保科技

的遞增動機。諸多豪華郵輪航運公司業早已預見燃

油開銷成本的上揚趨勢，肇因於大多作業時間皆

係在全球0.1%硫排放管制區域（Emission Control 

Area; ECA）內營運航行，詳見圖6所示。

假若以消費顧客者本質面向而言，豪華郵輪經

營業者（Cruise Operators）自認為其應有責任，提

供大眾顧客信心感受到，其正主動積極地致力於在

不會直接影響至海上巡航觀光市場的負面效應下，

儘量將其營運對於全球環境的衝擊（Environmental 

Impact）減至最少。因此其將會採用經由海上測試

驗證通過的潔淨環保科技系統，藉以提升船舶營運

效率，降低燃油消耗量（Fuel Consumption）及相

關主機廢氣排放量（Associated Emissions）等優

點。無論如何，對於「銀流系統」而言，全球豪華

郵輪經營業者業已湧現熱烈迴響，即便是此一經由

資訊透明及嚴格驗證的作業程序方式，公開展示其

海上測試（Sea Trial）成果所獲致的直接重大成就。
項目 設計數據 備註

1. 船東 Norwegian Cruise 
Lines Norwegian Joy

2. 船種 Passenger Ship 豪華郵輪

3. 船全長 325.9公尺 可乘客人數：
3,900名

4. 船全寬 41.1公尺

5. 全吃水 9.0公尺

6. 總噸位 163,000噸

7. 船級 DNV - GL 挪威／德國船級
協會

（資料來源： Norwegiancruiselines.com，
2016年）

表2　 挪威喜悅號（Norwegian Joy）豪
華郵輪的主要設計數據資料

▼圖5　挪威喜悅號（Norwegian Joy）豪華郵輪的海上航行情形

（資料來源：Norwegiancruiselines.com，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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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系統設計

前述所及的部分優點係源自於「銀流科技」

的規範說明文件內容，其可完美地適用於豪華郵

輪船型（Cruise Vessels）。諸如其他相對的郵輪

「氣泡潤滑減阻系統」設計需要較大的空氣產量及

壓力，藉以產生一個「氣泡邊界層」（Air Bubble 

Layer），然而其需要消耗更多能源，並且在船體內

部，空氣壓縮機（Air Compressor）的安裝及空氣

圖6　全球0.1%硫排放管制區域分佈情形

圖7　現成船舶採用「銀流科技」在船廠進行安裝工程情形

（資料來源：Slideshare.net，2016年）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6年）

管路的布線等皆需要明顯更大的空間。若此一空間

佈置作業勢必增加工程的複雜程度，並且大量延長

該系統的安裝及測試運轉所需的時間。倘若以商業

營運酬金而言，豪華郵輪的若干空間損失所造成衝

擊至是極為輕微的。

當談及將現成船舶翻修裝設「銀流系統」

（Silverstream System）的工程簡易性而言，其僅

需要短短5個工作天即可完工（詳見圖7所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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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意謂船舶更短的停航期間（Downtime），並且

與其他類似科技產品相較之下，裝設此一「銀流系

統」，可降低30%的費用成本，詳見圖8所示。最

為重要的是，該「銀流系統」相較於其他「氣泡潤

滑減阻」系統，僅需使用其66%能源，即可驅動空

氣壓縮機，於是更富能源使用效率的系統（Energy-

efficient System），正是節省更多的燃油消耗量。

為求確保系統最佳的運作效率，「銀流科技」

的專家工程師及造船設計師（Naval Architects）

團隊將會評估船舶的相關設計圖樣（D e s i g n 

D r a w i n g s），並且從速度、航程及水動力學

（Hydrodynamics）等面向，依據持續進行中的海

上實測所得數據，實施系統效能分析作業。然後這

些資訊可使得「銀流科技」，藉以決定在船體何處

開設氣泡洞孔（Cavities）係屬最為有效，並且決

定系統需要提供多大電力，進而達到最大功率的節

能成果，詳見圖9所示4。

至為關鍵重要的是，從實用觀點而言，此系

統操作極為容易，並且係由一個專利妥當的自動

系統（Proprietary Automation System）以控制

之，其可被容易地啟動或關停，並且保養工作需求

（Maintenance Requirement）等同於任何其他標

準次要輔助的裝備一般。至於此系統的運作原理係

由自動系統控制管理空氣壓縮機，以提供所需的潤

滑用氣泡。該空氣壓縮機持續不斷地維持，在船殼

上洞孔裡的穩定正確壓力氣泡，正如船舶排放蒸汽

一般，氣泡自每一氣泡洞孔處後方排放出船殼表

面，進而形成一片細薄且堅固的微小氣泡層（Layer 

of Micro-bubbles），詳見圖10所示。此一空氣泡

膜覆蓋整個船底外殼的平直表面，降低船體與水流

間的摩擦阻力（Frictional Resistance），從而大幅

地減少燃油消耗及相關的廢氣排放（Exhaust Gas 

Emissions）等數量，詳見圖11所示。

伍、願景展望

從初步概念至市場商品化的驅使催生創新科技

過程，需要的是對於工作細節小心翼翼的專注能

力，及對於嚴密精確與透明誠實的執著使命。姑且

不論透過採用可靠的潔淨環保科技，可能領悟到實

現商業營運及環境保護等有利機會，然而海洋航運

產業對於採用這些變革方案仍應審慎小心的，同時

迄今尚未被大量普遍地被瞭解接受。為求確保系統

研發計畫的全面成功，該潔淨環保科技製造廠商們

圖8　日本三菱重工會社所研發氣泡潤滑節能系統 圖9　新造船舶採用「銀流科技」在船體開設氣泡洞孔情形
（資料來源：Mitsubishi-MALS.com，2016年）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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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展示出其相當長時間研究與開發的投資決心，

其中包括有一套水槽模型試驗（Tank Testing）及海

上實測（Sea Trials）的工作流程，藉以成功地促使

航運業界的關鍵決策者產生濃厚興趣。

在這些關鍵決策者的心目中，該潔淨環保科技

的應用將變得前所未見的重要，尤其是在符合未

來新環保規範的適用層面上。現今國際海事組織

（IMO）亦正逐漸感受到壓力，主要肇因於在法國

巴黎（Paris, France）所舉行第21屆聯合國氣候

變遷綱要公約的締約國會議（21st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s COP 21）中，

海洋航運產業應如何能在西元2015年末，達成低於

攝氏2.0度的「全球暖化目標」（Global Warming 

Targets），做出適當的貢獻。實際上，雖然迄今海

洋航運產業尚未納入適用於前述公約協議規範中，

但是若以現今市場的常態運作趨勢發展下去，預期

至西元2050年時，溫室氣體（Green House Gas；

GHG）年排放量將從現在的10.0億噸增加為2.5倍

之譜。因此無論產業內或產業外的專業評論家們，

皆相信海洋航運產業應該適切地承擔責任，進而降

低其對於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及氣候變遷

（Climate Change）的重大衝擊。

在明顯重大的國際社會壓力下，在西元2016

年10月，國際海事組織（IMO）於第70屆海洋環境

保護委員會會議（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eting; MEPC 70）中，宣示展現其

達成前述低於攝氏2.0度全球暖化目標的使命決心，

並且在已然實施的環保管理規範中，再行訂定更為

嚴格的減少廢氣排放綱要規範，諸如能源效率設計

指標（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EEDI）。

在近期中，這些重大宣誓應該足以顯示，國際海

事組織（IMO）將會在短期內決定實施「國際船舶

污染防制公約」附錄六（MARPOL Annex VI）的

全球0.5%燃油硫含量限制（Sulphur Cap on Fuel 

Oil），因此即將掀起海洋航運業界環保監管制度的

圖10　 空壓機將氣泡自洞孔向後排放，形成一片微小氣泡邊
境層

圖11　 空氣泡膜覆蓋船底外殼表面，降低船體與水流間的摩
擦阻力情形

（資料來源：Silverstream-tech.com，2016年） （資料來源：Marineinsight.com，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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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化變動光景。而且現今多數人預測其實施期程

可能為西元2020年1月，而非是西元2025年，請參

看圖12及圖13等所示5。

事實上，有鑑於現今海洋航運船東們對於

「燃油淨化設備」（Scrubbers）投資興趣低落，

及全球「液化天然氣基礎設施」（Global LNG 

Infrastructure）仍是欠缺不足情況下（請參看圖14

所示），估計大多數航商船東們仍將持續採用蒸餾

（Distillates），或以蒸餾相關技術所生產的油品

（Distillate-based Products），以確保因應新訂的

環保管理規範標準，請參看圖15所示6。即以現況

而言，這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採行方案，因為近2

年前的蒸餾油品的價格相較於重燃油（Heavy Fuel 

Oil; HFO）者尚且低廉。

無論如何，多數國際油貨分析師相信，至西元

2020年時，國際原油價格將可能上揚至每桶60美元

圖12　現今國際海事組織MARPOL公約附錄內容的實施情形

圖13　全球環保管理規範實施期程

（資料來源：MARPOL.com，2017年）

（資料來源：Wartsila.com，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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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全球液化天然氣的供輸基礎建設流程 圖15　遵循全球0.1％「硫排放限制區域」管理規範的因應對策

圖16　全球0.1％「硫排放限制區域」管理規範

（資料來源：LNG Technologies.com，2017年） （資料來源：Wartsila.com，2017年）

（資料來源：Wartsila.com，2017年）

及80美元間，屆時自然而然地將會影響到蒸餾油品

的市場價格。然而應不至於如西元2014年時，被預

期可能高漲至每噸1,000美元，正當其時諸多航商船

東亦曾擔憂到西元2015年的0.1%「硫排放限制區

域」（Emission Control Area; ECA）管理規範實施

後，將會影響到其正常商業營運活動，同時未來燃

油價格將會明顯上漲高於現在單價，請參看圖16所

示。因此在這些相關因素的影響效應下，潔淨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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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不僅是在增加船舶運作效率及節省燃油費用等

面向上皆將擔任重大的角色，亦將會成為海洋航運

業界達到降低廢氣排放量目標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在此一極度商業競爭及瞬息萬變的海運市場

中，該潔淨環保科技廠商應有責任展示，其系統設

備可提供明確可信且穩定有效的通過認證能力，只

有藉由嚴謹及透明海上實測所取得真正可靠數據以

證實支持之。達成此一目標，其僅可能將信任點滴

投注於科技中，漸漸達到市場普及目標。若此腳踏

實地循序漸進的工作流程正是傳遞給全球潔淨環保

科技廠商一個清楚的訊息：「在現今各程產業中，

欲將科技產品引進商業市場的流程，並未存在任何

簡易可行的捷徑空間。」

（本文作者現職分別為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

所專任教授、海洋巡防總局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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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科技的發達和開發技術的進步，造成很多的生

物遭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加上全球化的效應、氣

候的變遷因素，對於環境開發與破壞、生物多樣性

的喪失，都是前所未見。如果再不加以關心和保

護，這威脅、滅絕，甚至滅種的速度將持續增加，

科學家們的研究發現目前世界上每天有100種以上

的物種在滅絕、滅種，速率是自然界滅絕速率的1

萬倍以上，以這樣嚴重惡化、消失的速率，預估到

2050年，世界上將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物種消失，我

們的世代子孫將面臨這困境。因此，在1992年地球

高峰會議（Earth Summit）通過了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 CBD），國際社會對

文｜施義哲

海洋環境政策～

於生物多樣性價值與保護的重視，保護生物多樣性

是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而海洋一直以來，依然是

人類所知有限的領域，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海洋的

認識主要重心放在漁業資源和能源的開發上，過度

的開發、使用，如今也面臨了嚴峻的挑戰，即如何

保護海洋、環境與維持海洋的生物多樣性等，本文

概述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國際間做法提供將來執

行保育與執法時之參考。

貳、海洋生物多樣性與公約概述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生物圈中有95%的生物及

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樣性都集中在海洋環境中，

而我們對於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認知卻十分有限，儘

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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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過去幾十年來的研究所得予以支持，但是海洋的

大部分海域仍未被探勘與研究。從另外一個層面來

看，人類迄今之紀錄有將近400至500人進入太空，

或少數科學家登陸月球，但卻僅有5%的海底經歷

人類的探勘，而能到達海底最深處且成功返回的人

也是屈指可數，也顯示出海洋內太空需要投入更大

的科研能量。科學家們對於海洋科學研究方式也與

時俱進，尤其在研究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前是著重在

解剖學、形態學、胚胎學、生理學和行為分析等，

為海洋生物各類資料建立分類名錄；現今，科學

家們可藉由電腦動態模擬、模型測算、測估海洋的

生物多樣性。根據海洋生物地理資訊系統（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BIS）預測，

海洋中大約有2,200萬個物種生活在海域環境裡，

而新的科技、新的方法可能還能發現更多的海洋生

物物種（O'Dor et al., 2010）。以較深海洋生物多

樣性研究為例，有學者認為深海的生物多樣性是

地球上最寶貴的財富之一（Ramirez-Llodra et al., 

2010）。實際上，公海是地球上面積最大的海域區

域，海面下存著許多棲息地，其非生物和生物特性

都是獨特的，而且生物多樣性特別豐富。根據研究

資料顯示，過去十幾年時間共有6,000多個海洋新物

種被發現，也即大約每天能夠發現2個新的物種。

僅在2000年到2010年間，至少有1,200個新物種被

發現。此外，海洋生物學在評估深海浮游生態系統

時面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現今已被探勘的

深海海底面積卻僅占總面積不到0.001%（Stuart ey 

al., 2008）的窘境，顯示出還有很大的開發和研究

空間。近年來，科學家們倡議提出了生物多樣性保

育的概念，有別以往傳統的保育做法，是以保育瀕

危物種為主，生物多樣性保育概念則是以所有的物

種為保育對象，並重視其棲息地的維護與復育，和

物種的永續利用。

而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的由來，一般認

為是由國際昆蟲學家及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

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生物多樣性國家

論壇」報告中所提出的，也可說是第一次文獻資料

使用biodiversity來代表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字

面上看似簡單，但至今尚未有一個較精確的標準定

義，至少有超過十幾種的定義被提出，一般來說，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所有形式的生命及包括所有

層次組織的多樣性，也涵蓋了所有層面的生物多樣

性，即生態系統、物種和遺傳資源多樣性。一直以

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可增加生態系

統的韌性，當整個環境的物種愈多時，每一物種能

忍受的衝擊力愈高；反之，當物種愈少，生態系統

功能將趨於崩壞瓦解。

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於1992年6月5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地

球高峰會議時通過，並於1993年12月29日生效。

截至目前為止生物多樣性公約共有193個締約國。

公約主要目的是透過締約國的努力，推動並落實該

公約三大目標，即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

成分子、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

所產生的利益（Benefit Sharing）。公約自生效以

來，開過幾次大會，歷次大會累計了幾項主要行動

方案，包括海洋與海岸生物多樣性、農業生物多樣

性、森林生物多樣性、島嶼生物多樣性、內陸水域

生物多樣性、乾旱與半濕潤地區生物多樣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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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物多樣性。其所討論與進行中的重要議題則

歸納為跨領域議題（Cross-Cutting Issues），例

如外來種入侵問題、氣候變遷、2010年生物多樣性

目標生態旅遊等。我國雖非公約之締約國，但是為

了保育我國之生物多樣性與配合國際保育趨勢，行

政院於1994年成立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並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負責有關生物多樣性之保育業務，

農委會亦於1999年完成「生物多樣性國家策略草

案」，2000年完成「臺灣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

2002年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通過「生物多樣性行

動計畫」，成為我國生物多樣性政策目前的施政依

據。在推動方案中，現由行政院永續會生物多樣性

工作分組負責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協調各部會間

生物多樣性工作之推動及考核。

值得重視的是，愛德華．威爾森（E. O. Wilson）

關心地球的未來，2017年在其著作：半個地球

《Half-Earth》提出：「留一半地球給生物多樣性，

就是留給人類活命」，其目的不是為了幾隻鳥、幾

隻白海豚或幾隻石虎，而是為了人類生存，因此要

留一半的地球，供其生活、覓食。他為了防止物種

大滅絕的發生，認為必需要採取行動，保全地球的

生物多樣性，其解決之道便是把一半的地表面積還

給大自然。知名雜誌這樣提出，如果說達爾文是第

一位綜論物種如何而生的科學家，那麼愛德華．威

爾森便是綜論物種如何而亡的第一人。儘管地球正

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愛德華．威爾森並非只是危言

聳聽的災害預言人，他認為保留半個地球策略為時

未晚，亦積極找出可重建生物多樣性的實際地區，

做正確的抉擇，讓大自然能休養生息，恢復地球的

生物多樣性，積極的培養下一代的公民科學家。

參、生物多樣性的緣起

在生命的系統中，存在著不同或不相似特性之

個體，這些變異的個體，其變異的程度就是所謂的

生物歧異度或生物多樣性。因此生物多樣性是生

命的個體或群體中產生的變化。每個特異的群體

中其基因、細胞、器官、個體、種、族群或生態系

都不止一種。因此，多樣性是生命系統中最基本的

特性，涵蓋了遺傳多樣性（genetic diversity）、

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和生態系多樣性

（ecosystem diversity），其架構層次從分子生物

的層次到生態系。生物物種是一個巨大的基因庫

（gene pool），而物種的滅絕代表另外一層意義

為基因庫內之基因喪失。意即物種的消失使這些經

歷長時間演化所保存的基因消失了。所以，生物多

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研究有其必要且刻不容

緩，而由生物多樣性研究上所獲得的資訊與成果，

也應以生物技術的方法善加利用，將生物多樣性與

生物技術整合以提供人類福祉並做為未來人類永續

的依據。

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假說及研究首先是由國際

著名生物學者們倡導，歐洲的生物學者也先後呼

籲，引起國際生物學術界重視，加上前聯合國科教

文組織環境部負責人Francesco di Castri教授之推

動，使生物多樣性的研究蔚為風氣。為什麼？主

要是因為人類對自然的衝擊致地球上的生物正逐漸

加速消逝中。人類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已不能像過

去，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絕。事實上，發現地球上

的許多生物已滅絕或瀕臨滅絕，有些則已成為稀有

物種，長此以往，將來人類所要用的資源必當逐漸

短缺。最終，導致人類不能永續，這是一個非常嚴

重的問題。

生物學家在熱帶雨林中發現不同物種，不同的

遺傳基因及生物群落，例如Simberloff（1984）估

計熱帶雨林的破壞會引起嚴重的物種喪失，他指出

近百年來亞馬遜河流域雨林受到破壞，已經造成

了704種鳥中有12%的滅絕，而92,000種植物中有

15%滅絕。Wilson（1992）則估計，因為熱帶雨

林的開發，造成物種滅絕的速率約為每年50,00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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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每天約140種）。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估計，全球的熱帶雨林自

1960年到1990年間已消失了五分之一，而聯合國

糧農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則指出全世界75%左右的作物

品系已經滅絕，每年大約消失50,000個品系（金恆

鑣等，1998）。但是，這些研究數據並無充分的被

了解與利用，導致不知有多少數目的生物物種、或

基因在不為人知的狀況下從大地消失。

肆、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霍爾姆斯 • 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曾

說：大自然是一部由不同的主題構成的交響樂，

其中的每個主題都非常迷人，這些主題經常共同

奏響，演出和諧的樂章。如前所述，生物多樣性是

生命系統的基本特徵，人類賴以維生的條件和基本

生存需求的基礎。物種多樣性是人類基本生存需求

的基礎，遺傳（基因）多樣性是增加生物產量和改

善生物品種的源頭，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是維持生態

系統功能不可少的條件。現今全球面臨的人口、

資源、環境、糧食和能源這五大危機的解決都與

生物多樣性存在著密切的關係。詹姆士 • 麥克尼里

（James Mack Nili）根據生物多樣性產品是否有具

有實物性，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分為直接價值和間

接價值，並進一步根據是否經過市場交易和是否被

消耗，將這兩類價值劃分為消耗性使用價值、生產

性使用價值、非消耗性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

價值。也有主張將生物多樣性價值分為經濟價值、

生態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等。直接價值諸

如，木材、纖維、松脂、香料等；間接價值，主要

在其生態價值，如生物多樣性可提供生態系統演化

和生物進化所需的物種資源和遺傳資源、生物多樣

性維持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方面的作用及生態系

統的服務功能，包括能量固定、調節氣候、穩定水

文、保育土壤等。

我國學者鄭明修博士則主張海洋生物多樣性的

價值可以分為：1.生態上的價值：陸域與海域似乎

有相當大的差異性，但卻是息息相關，海洋在生態

平衡上的價值，例如代謝所需要的氧氣，由植物行

光合作用產生，以往認為熱帶雨林是地球之肺，提

供地球上生物所需要的氧氣，但海洋中有一隱形的

森林，海洋表面可以行光合作用的浮游植物，牠們

行光合作用產生的氧氣與陸域環境的植物相當，重

要性絕對不輸熱帶雨林。2.提供人類生物資源：人

類已經是海洋食物網中最重要的消費者，人類從海

洋中獲取生物所含的蛋白質總量，早已經超過人類

養殖家畜所提供的蛋白質量，現階段海洋生物已經

成為人類營養與經濟的重要來源。3.遊憩、休閒的

精神價值：海洋提供相當多的遊憩功能，近年來海

域遊憩的休閒活動逐年增加，例如：泛舟、遊艇、

浮潛、賞鯨等，讓我們可以有許多機會可以探索海

洋之「內太空」，海洋為人類提供了無價的海洋生

物多樣性價值。

伍、生物多樣性的國際發展 

在30年前，生物學家已經警覺到世界環境的

破壞將導致生物多樣性快速消失，隨著時間的延

續，物種消失的事態越趨嚴重，遂向聯合國等具

影響力的決策者和一般民眾發出生物多樣性消失的

警訊。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

國人類環境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中，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列為重點。隨後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

會議也把「自然、野生動物和遺傳資源的保育」列

為重點。1970年代紛紛成立的《關於水禽棲所的

國際重要濕地公約》（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簡稱拉姆薩公約或溼地公約the Rammer 

or Wetlands Convention）、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

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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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簡稱世界

遺產公約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瀕

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簡稱華盛頓公約CITES，1973年

通過）和野生動物遷徙物種保育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Migratory Species of Wild 

Animal，簡稱遷徙物種公約Migratory Species 

Convention）等保育公約亦均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有

關（趙榮台，1998）。 

生物多樣性公約在2010年10月於日本愛知縣

名古屋召開第10屆締約方大會，會中專家報告，

因生物多樣性持續流失，地球生態系已呈現急遽惡

化崩潰的臨界點。為挽救這一危機，大會通過了保

護生物多樣性的2011-2020年策略計畫與目標，也

稱為「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其目的是希望能阻

止生態系統的繼續損失，進而建立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社會。國際上曾經啟動了多次海洋生物多樣性發

展評估計畫，進而讓決策者對於海洋環境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例如針對海洋環境狀況進行定期評估，

2000年曾進行國際海洋生物普查計畫（Census of 

Marine Life），是一個為期10年的計畫，其用意

在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分

布和豐富度進行評估和了解狀況（Vanden Berghe 

eta.,2007）

而在美國，對於生物多樣性的實踐上，聯邦政

府與州政府均負有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職責，聯邦政

府主要負責保護遷徙性水禽、肉食性鳥類及瀕危物

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中名列的瀕危物

種、管理聯邦政府擁有的生態環境、執行瀕

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國際

捕鯨管制公約等國際條約，並對與生

物多樣性保護有關的各州之間貿易

或國際貿易進行管理（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1996）；各州政府則依據各自的

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生物多樣性的其他方面進行法

律和政策上的管理和調整。而實踐上，則與生物

多樣性有關的法律諸如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自然保護區

法（Wildness Act）、瀕危物種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原始風景河流法（Wild and Scenic 

River Act）等，又例如清潔水法的規定，是將水體

淨化到足以使魚類、貝類和野生動物的生存不受任

何程度的影響；瀕危物種法，其主要內容包括規定

對淡水魚類、海洋哺乳動物、魚類等分別由聯邦政

府部門進行管理，並授權各管理部門制訂瀕危物種

保護條例，這些法律在美國生物多樣性保育的實踐

上發揮了重要的功用。

德國在2010年頒布了德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

告，該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主要目標是在永續發

展的前提下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而其

實踐所採取的方式主要包括民間團體有組織的參與

所有重要的程序、採取環境保護教育、加強環境保

護意識等，在法規的部分有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濕地公約、野生動物遷徙物種養護公

約等，在其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作為方面則有直接保

護措施、污染防制措施、永續利用措施等。

陸、生物多樣性技術應用與實踐 

全球暖化主要原因是因為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

量增加所造成的。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成果之應用，

例如日本現進行防止地球溫暖化的策略，以國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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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型式，對棲息於淡水或海水中稱之為「微細藻

類」的植物進行如何吸收二氧化碳的系統研究。這

個計畫主要目標是研究出某種藻類植物在每單位面

積中能吸收二氧化碳量為森林的10倍，以及利用光

的生物反應器（bioreactor），將火力發電廠排放

出的二氧化碳做固定。尚有紅樹林及仙人掌的應用

以作為能讓沙漠綠化的材料，假如能將撒哈拉沙漠

整體綠化的話，就能解決全球溫暖化的問題。對植

物來說撒哈拉沙漠是非常惡劣的環境，除了乾燥環

境外，晝夜的溫差也大、地表也多鹽類。因此若能

夠從紅樹林取出耐鹽性的基因以及從仙人掌取出耐

乾燥基因的話，就可以製造出具有兩者基因的嵌合

（chimera）植物，沙漠就有可能被綠化。沙漠綠

2017-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2016 -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Sustaining People and their Livelihoods

2015 - Bio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 - Island Biodiversity

2013 - Water and Biodiversity

2012 - Marine Biodiversity

2011 - Forest Biodiversity

2010 - Biodi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2009 - Invasive Alien Species

2008 - Biodiversity and Agriculture

2007 -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hange

2006 - Protect Biodiversity in Drylands

2005 - Biodiversity: Life Insurance for our Changing World

2004 - Biodiversity: Food, Water and Health for All

2003 - Biodiversit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 Dedicated to forest biodiversity

（資料來源：https://www.cbd.int/idb/）

生物多樣性公約歷年主題

化，其溫度變化會變小，雨水也會開始下降；若雨

水來臨，鹽分就會淋洗到土壤中，則中生的植物也

可能在此生長，改造沙漠成綠洲便指日可待。 

此外，為提醒人類社會對生物多樣性的重視

及了解，聯合國訂定每年5月22日為國際生物多樣

性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IBD），而從2002年迄今（如下表），每年制定一

主題以促使國際各國間重視生物多樣性各面向議

題。2017年主題為「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旅遊」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Tourism），希望

強調人類的生存與生計，與保護生物多樣性息息相

關，由歷年的主題看來亦是非常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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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我國的行動與作為

臺灣陸域只占全球表面積的0.025-0.027%，

物種數量卻高達3.8%，是全球平均值的150倍。另

外，海洋生物的種類也甚多，約為全球的1/10，是

平均值的361倍。我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由科技部

與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共同建置「臺灣生物多

樣性資訊網」及「臺灣物種名錄」，藉以推動我國

生物多樣性資料的蒐集與整合為目標。此外，建構

國家生物種原庫是生物資源永續發展及育成新品種

不可或缺的要素，政府整合了農業、林業、畜產、

水產、家畜衛生、藥物毒物試驗所、各區農業改良

場、特生中心、林務局等單位組成種原保育團隊，

辦理國家種原收集、保存及遺傳物質的研究利用。

依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資料，造成物種絕滅最主

要的原因有：原始棲地被干擾或破壞、過度獵捕、

外來種的引入威脅到原生種的生存等，因此保護物

種多樣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保護其棲地，也就是

劃設保護區並加強維護。1998年聯合國訂為「國

際海洋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Ocean, IYO 

1998）」。2008年12月5日第6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

第三號決議，決議自2009年起，訂定每年的6月8日

為「世界海洋日」。我國也成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

動小組，由環保署、海巡署、營建署、農委會及文

建會等單位共同積極進行各項海域安全保護、海洋

資源保育、海洋產業、海洋文化、觀光與海洋教育

等推動工作。201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組織再以海洋

海岸為「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的宣導主題，顯

見海洋議題的重要性與現況的嚴重性。

我國目前也建構了 Ta i B O N（ Ta i w a 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網站，並於

2018年正式上線，由林務局委託中研院、臺灣

大學、嘉義大學等教學研究單位共同合力完成，

其全名為「臺灣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絡（Taiwan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之簡稱。

國際上廣泛使用的指標，全球層級有三大指

標系統：生物多樣性指標聯盟（BIP）、世界保護

監測中心（UNEP-WCMC）、關鍵生物多樣性變

數（EBVs）等三大類型指標。其中生物多樣性指

標聯盟（BIP）為協助各國能在2020年達成愛知生

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因

此建立了PSBR指標系統（P-壓力、S-狀態、B-裨

益、R-回應）等四種面向來建立全球性的生物多

樣性指標。除此之外，聯合國於2014年制定永續

發展目標（SDGs），2016年正式啟動，提供全球

的方向與視野，為每一個國家羅列完整的發展圖

像，結合人文與環境，顧及人類的生活品質及人類

與大自然間的共存福祉。另外，我國生物多樣性指

標（biodiversity indicator）的發展在國際上越來

越受到重視，它可反映生態系統是否健康、具有韌

性，並監測生物多樣性的現狀及趨勢，將一複雜的

生物多樣性資訊轉換為簡單易懂、可量化的工具以

用於監測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進展程度。配合我國發

展的「評估指標的實用性及永續性架構圖」，評估

指標發展出能夠有效地「回應國內相關議題」，同

時強調「指標資料面」以了解其資料來源及測量方

法，指標的負責單位也應提供相關資料及相關數據

以達到「指標永續性」，最後評估指標是否能夠反

映到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或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DGs）上以達到「指標國際化」。在運作的機

制上，透過專家會議的辦理及諮詢，優先遴選出海

洋四項（漁業資源、海洋保護區、海洋污染、特定

海洋物種）及陸域四項（陸域保護區、選定生物族

群數量、外來入侵種、生態敏感地） 議題，未來仍

會持續收集產官學界與民間團體的各方建議。

59

海洋論壇　Maritime Forum



1. 周昌弘，1992，生物歧異度簡介，科學發展月刊 26：9-20。 

2. 周昌弘，2001，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技術，農政與農情，第103期：

3. 金恆鑣、王瑞香、夏禹九，1998，《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發展，生物多樣性前瞻研討會 

P4-13，中華民國87年12月，林耀松編。 

4. 趙榮台，1998，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發展，生物多樣性前瞻研討會，頁4-13，中華民國87年

12月，林耀松編。 

5. Ramirez-Llodra, A. Brandt, R. Danovaro, B. De Mol, E. Escobar., 2010, Deep, diverse and 

definitely different: unique attribut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ecosystem. Biogeosciences, 7, 

2851-2899, https://doi.org/10.5194/bg-7-2851-2010, 2010.

6. Stuart, C.T., Martinez Arbizu, P., Smith, C.R., et al. (2008) CeDAMar global database of 

abyssal biological sampling. Aquatic Biology 4, 143-145.

7. O'Dor R., Miloslavic P., Yarincik K., 2010. Marine biodiversity and biogeography-regional 

comparisons of global issues, an introduction. PLoS ONE 5(8), e11871. DOI: https://doi.

org/10.1371/journal.pone.0011871.

8.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Center for Wildlife Law.Saving biodiversity: a status report on 

state laws, policies, and programs. 1996, Nature. 218 pages.

參考文獻

網路資源

捌、結論

因生物多樣性持續流失，地球生態系惡化程度

已接近崩潰的臨界點。我國生物資源及生態環境豐

富多樣，近年來由於社會經濟、科技與教育的快速

發展，亦正邁入海洋國家之列，我國即將成立海洋

專責與海洋保育機關，對於未來海洋的生物多樣性

保育目標與相關政策之訂定，期盼有所助益。另輔

以現有各機關單位的運作與執行機制，必能為全球

的生物多樣性維護與保育做出貢獻。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教育訓練中心）

http://taibon.tw/zh-hant/about/international-

and-national-indicator#3

http://www.iobis.org/

https://www.cbd.int/idb/

海洋體驗營活動成果分
享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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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為培養大專青年對於海洋的

情感與知識，並響應政府「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

專案」，首度於106年舉辦2梯次暑期海洋體驗營

活動。活動規劃以「航海體驗」為亮點、「離島活

動」為主軸，倡導「陽光、健康、簡樸」理念。除

由該署企劃處處長林欽隆率員拜會教育部及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廣宣活動、爭取支持外，並經政

務副署長胡意剛及主任秘書聶嘉馨主持4次籌備會

議，研商計畫期、宣導期、報名期、執行期相關事

宜，以凝聚力量、完備規劃。活動成果則透過發布

新聞稿、製作活動影片，上傳機關網站活動專區、

臉書、YOUTUBE等社群平台，同時鼓勵參加學員

投稿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分享心得，協助推廣，俾擴

大廣宣效益。

體驗營系列活動包含「海上賞鯨、龜島巡

寶」、「金門海巡觀摩體驗」、「綠島生態

GO」、「2017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

態體驗營」等4項。在所屬各總局及地區巡防局與

該署相關單位攜手合作下，所有梯次活動順利圓

滿。大專青年即將成為國家主人翁，邀請其參加

「海洋體驗營」，在航海體驗、島嶼探索、文化巡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資料提供｜企劃處翁豔耘

禮、生態饗宴之豐富旅程中，感受悠遊大海、擁抱

自然、舒暢身心之氛圍，也藉此讓參與的人能深刻

體認海洋生態保育與資源永續之重要性，進而愛護

海洋、認同海巡，甚至投入海洋或海巡工作，因

此，「海洋體驗營」也是本署海洋事務推動極具意

義極重要的活動之一。

106年度「海洋體驗營」係海巡署首次舉辦，

在署長李仲威帶領下，全體海巡人員通力合作將任

務圓滿完成，充分展現海巡團隊精神。後續參加學

員也在滿意度調查中對活動「整體評價」給予高達

9.1分的評價（滿分10分），對於海巡署辦理這樣的

活動，讓他們能夠在陽光下盡情揮灑青春、展露笑

顏，無疑是這次活動成功行銷的最佳證明。

回顧推動歷程，除突破傳統作法、勇於創新精

進（包含文宣電子化、報名線上化、程序法制化、

成果影音化）之外，同時充分傾聽意見、關注學

員感受，適時檢討滾修，是成為活動成功最重要

的關鍵。未來辦理海洋體驗營，該署也會將相關經

驗納入參考，期使大型活動於規劃時能更加周詳及

完善。最後，讓我們透過各地區巡防局活動精彩花

絮，一同來欣賞成果分享的喜悅！

海洋體驗營活動成果分
享

106年度暑期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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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海上巡寶、龜島賞鯨」

中部地區巡防局「金門海巡觀摩體驗」

烏石港環教中心集合

學員出發前合影

七星嶺生態之旅

戰地參訪莒光樓

登賞鯨船繞島八景

苗栗艦駕駛艙航儀介紹

搭乘海巡艇體驗

航海體驗學員登艇 料羅商港小三通貨物安檢觀摩

龜山島上體驗

水頭通關中心觀摩∼出境安檢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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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巡防處、南部地區巡防局「2017東沙巡禮～
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營」

東部地區巡防局「綠島生態GO」

體驗生態復育

搭乘海巡艇前往綠島

參觀海水淡化廠

參訪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

夜間生態解說

救生救難裝備介紹及體驗

參觀東沙郵局代辦所 參觀月牙軒

救生救難裝備介紹及體驗

淨灘成果

參訪海洋驛站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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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管理議題」案例之～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上任主管的必修課：

EAP案例故事

小毛在公司服務近5年，今年初因工作表現優異，且適逢年資符合條件，被上級派任為新任主

管。一心想升職的小毛接到通知後非常興奮，覺得自己努力終於有了成果！也期待這個更高的職位

能帶給自己更多能力的提升。

沒想到接任後，面臨許多前所未見的的棘手狀況，好比過往只需要處理自己的庶務，現在卻需

要負責部屬的工作表現，常常因部屬業務處理不當而被上級開會檢討。又或是指派任務給原本同單

位的同事，因自身主管職心態尚未完全建立，導致溝通不良、原單位同事不知該如何配合小毛的指

令行事。幾經工作檢討、團隊效能不佳、部屬投訴等事件，讓小毛原本歡欣喜慶的升職，變成可怕

的噩夢⋯⋯。

帶人如何帶心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89 Oc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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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放大鏡

主管上任後，必須面對許多『新』的狀況，而

這些新的狀況往往是之前所未曾發生的，常令新升

任的主管不知如何處理。以下依據新到任的主管常

遇到的狀況，歸納出四點可以作為調適期間的參考：

新上任主管的四堂必修課

第一堂課： 角色轉換∼由執行者變為指導者，
須學習授權

大部分的人升遷為主管，是因為在目前的工作

崗位上表現較佳而獲得榮升，並非因為他們領導能

力出眾而獲得升遷。然而，做好被交付的任務與藉

由部屬的協助完成工作，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

情；一種是屬於執行任務，另一種則是管理職的層

級。然而，許多剛升職的新主管卻不見得看得到這

之間的差異。擔任主管，所需要學習的是如何授權

給同仁，來完成上級所交代的任務，也就是如何將

工作交給適合的人來執行，而不再是事必躬親。

第二堂課：學習協調組織不同的聲音與意見

身為主管時所需要處理的課題，可能來自於組

織管理層面，包括人際間的衝突、團隊合作、不同

角色的期待、部門間的溝通協調、激勵工作士氣等

等，都是以往身為執行者的角色所前所未見的事

情。這些相關人士並不會明確地表示他們的期待，

有時候新手主管會為了滿足來自各方不一致的期

待搞得焦頭爛額；記住，不要把自己視為有求必應

者，想要滿足各種不同的期待。建議試著去協調各

種不同的期待與其背後的目的，你會發現事情並沒

有想像中的複雜。

第三堂課：人際環境的適應與關係的重建

往日的同事，如今變成了部屬；以往的主管，

現在變成了新同事，剛升任主管所需要面對與重建

的人際關係，也與以往不同。當升職進入為主管的

行列時，就該表現出主管的樣子。因此，當面對過

去的主管時，拿出自信，才能表現出你的能力，而

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肯定而急於表現，這樣反而會

適得其反。同時，新手主管也會特別地被人注目與

期待，因此，需要仔細思考自己的言行舉止與進退

應對的得宜與否。如何在新的社交圈中好好地與人

建立關係與適應新的人際關係，是新手主管需要學

習的第三堂課。

第四堂課：系統思考

當升職為主管，所需要考量事情和需要承擔的

責任也與以往不同。新手主管需要將自己的視野往

整個組織系統的方向推進。在這裡提出系統思考不

表示其他人不需要系統性的思考，而是指新手主管

特別需要運用系統思考的方式來看待事物。因為你

所在的單位之績效與產出，將會影響到組織的整體

績效。而新職位所需要新的管理職能，不是僅從單

一面向切入即可被滿足的。升任主管後，其需要考

量的事情更需要以組織的立場與整體利益、發展、

營運、形象為出發點。

帶人如何帶心∼透過管理技能，提升團隊

士氣

建立好新任主管角色定義後，所要面臨的首要

議題即為員工管理，有時候面對不知該如何處理的

管理情境，雖不需像心理學家的程度，要一一剖析

員工心理狀況，但仍有一些基本的原則與方式可以

拿來運用及參考：

1. 用教育方式，激發員工潛力

　　員工賣命工作最終目的是為了自己，這點相

信大家應該沒有疑問。身為主管需要找出員工在

工作崗位上所渴求的因素。並進一步滿足員工肯

賣命的因素。因此，先將員工的發展目標找出

來，這時候最有用的就是『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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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著站在員工的立場，協助他們達成發展目

標。用心觀察員工的工作狀況，若有不適任的情

況，就應該將員工調整到最能發揮潛力的位置。

當職務調動後，勢必有段適應期，此時主管要把

建立員工的信心作為優先目標，用教導和鼓勵的

方式協助他，不以工作表現作為單一的評量標

準。當員工感受到主管的用心、願意幫助他在公

司內有完整發展和成長時，會對工作更熱情和投

入，打從心底認同主管的領導。

2. 引導代替指令，滿足成就需求，提升責任感

　　此外，讓員工有自由思考和判斷的空間，並

感受到主管的信任和支持也非常重要。因為執行

事情的當事人，往往不是身為主管的你；沒有球

隊教練會親自下場參賽的。主管發現問題時，不

要直接批評員工錯了或是直接給建議，而要多問

「為什麼」。多利用假設性的問題，讓員工跳脫

原本的思考框架或腦力激盪一下，同時也可以讓

解決方法更具體化，例如『假設你是⋯⋯你會如

何』、『假設你可以的話你會怎麼做？具體方法

是什麼？』、『假設你是客戶的話，針對⋯⋯你

覺得如何』。

　　當員工因為你的引導在工作表現上有所突破

時，成就感會相對增強。而成就感也是員工願意

投入心力、追求表現、認同主管帶領的關鍵因

素。更可獲得帶動團隊工作士氣的綜效。

3. 肯定感激，有功必賞

　　懂得察覺與欣賞員工的表現和付出，在適當

的時機給予員工肯定，也會讓員工更樂於追求成

就，主管需要用心觀察工作流程和細節中，哪些

環節最困難、最容易被批評、員工最不願去觸

碰。若看見員工在這些關鍵點上很用心，不論成

果如何，主管都要表達相當程度的肯定。特別是

在成果不佳的狀況下，若主管還能雪中送炭給予

肯定，員工更會銘記在心。有些主管是從基層一

路升上來的，對於工作流程的困難處很能掌握，

但若主管不熟悉工作細節，平時就要多觀察、用

心記下。

　　還有讓員工有明確可追求的獎勵標的，應在

初期就規劃好承諾履行的計畫。讓員工知道努力

工作有什麼好處。除了應避免通通有獎的狀況，

也應避免只獎勵一個人。獎勵還要及時並針對員

工的喜好而設計。有些獎勵可以不用花大把的鈔

票，例如：提升他們的自主權、給予公開的表

揚、額外的資源、有紀念價值的禮物等。

4. 鼓勵突破與冒險

　　當要尋求員工的個人成長或突破時，特別需

要給予支持。而不是模稜兩可的『本公司非常歡

迎各位的創意，同時也充分授權，但千萬別搞砸

了』。對於員工而言，這跟『主管不支持』或

『主管對這個沒興趣』是劃上等號的。

　　讓員工工作表現與績效有所突破的一種作法

就是勇於嘗試與創新。但是，大家都知道，風險

是必然存在的。身為主管，應該鼓勵的是經過風

險評估與值得嘗試的冒險與突破，而不是直接扼

殺創意。應該積極的鼓勵冒險與創意，並協助員

工先行審慎評估，讓員工感受到主管的支持與共

同努力的意圖，對於『帶心』而言這個是關鍵。

同時應給員工『冒險也是一種學習的形式』的

觀念。 

　　要從帶領員工做事情，提升到激勵員工思

考、和他們一同成長的「帶心」，主管相對需要

花心思和時間摸索出最適合的方法。一旦找到訣

竅，不僅能提升員工的工作表現，也能讓團隊發

揮潛力、創造最大價值。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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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雯翔

減壓快樂冥想

世界新潮流～

現代人生活繁忙，情緒緊繃、壓力大！時常容

易生氣、焦慮煩躁，甚至偶有莫明的憂鬱感，使得

各個層面的人際關係頗為緊張。每日貧乏的生活，

日復一日的ㄧ層不變，漸漸的⋯在生活中慢慢遺失

了曾經的幸福與喜悅。如果有以上種種心緒的失

衡，將非常適合使用「冥想法」。「冥想」是Well-
Being Life（健康生活的ㄧ環），在西方廣為人知，
並且作為ㄧ種健康的生活方式。英國（泰晤士報）

也曾經報導「冥想是解除壓力的不二法門」。

「冥想」Meditation，即為「閉目而思」，日
語冥想寫為「暝想」；「冥想」係解除壓力最好的

養生法，其放鬆身心的解壓效果已經被現代科學所

證實。研究指出，「冥想」5分鐘相當於熟睡ㄧ小
時。「簡單冥想」能夠降低血壓、減慢心率、解除

焦慮，對癌症和心臟病有奇效。「冥想」還能使

人保持身心靈平衡，內心容易感到滿足、平靜與

快樂。「冥想」不僅效果顯著，且簡單易學；初次

「冥想」者只需平靜靜坐5分鐘，就能讓紛亂大腦
和心靈得到有效的放鬆。若能長期堅持「冥想」，

身心將會有令人驚訝的轉變。會擁有專注而清晰的

頭腦、增強記憶力、能有處事淡定而強大的內心、

和諧而穩固的人際關係，並且能夠比較容易實現內

心的願景。

人們通常認為「冥想」是宗教活動中的ㄧ種靜

態與動態的修心行為。例如：瑜珈、氣功、禪修、

太極、靜坐⋯等，其實這些都是冥想的各種形式。

這些冥想方法都有ㄧ個共通點，就是注意力都會專

注在ㄧ件事物之上。「冥想練習」在佛教稱為「活

在當下」、在禪宗稱為「動中禪」、在道家稱為

「順道而行」、在伊斯蘭教稱為「自我記憶」、克

里希那穆提則稱為「唯一的覺知」。然而，最能彰

顯「冥想思想」的還是以佛教為主軸。主要教意在

於「看清楚現在，活在此時此刻，活在當下！」；

曼卡洛比丘稱此為「收攝身心」，並說：「它十分

簡單，只要記得全心全意每一個片刻的自己，即

可！」。

關於「冥想」時的適宜場所，《毗耶娑經》中

記載：「沒有規定的地點，只要能讓心專注，任何

地方都可以練習冥想」。但雖然如此，想成為冥想

高手，能夠游刃有餘的隨時進入冥想狀態之前，最

好還是先選擇ㄧ個不受打擾的環境來進行。

人的ㄧ生，難免遇到挫折與不快，但每ㄧ個人

的處理方式皆不同，有人越挫越勇，奮發向上，有

人卻ㄧ蹶不振，否定、懷疑自己，陷入悲慘的情緒

與環境之中無法自拔。如果ㄧ個人心裏充滿負面情

緒，心情只會越來越糟，常會經由ㄧ次的打擊再次

勾起過往種種的失敗情緒。這種時候最佳解決方法

就是用另一種正面、正向開心的情緒中和它，用更

多的積極能量來抵消掉悲觀的情緒。人們會常常感

到鬱悶是因為腦袋裝著的，幾乎都是過往的不快樂

事件，以及對未來有太多未知的恐懼與擔憂所致。

從此刻開始，請對自己好ㄧ點，多想想人生當中令

你覺得開心的人、事、物。「心境」愉快的轉變，

「外境」也會吸引令你開心的事物。因此最重要

的∼就是讓自己快樂。唯有自己快樂才能真正改變

你的周遭世界。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參考書籍：冥想MEDITATION　作者：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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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峻建

相信自己，關心他人
人們愛比較，『比較』這件事並不是與生俱來

的，而是生活現實下所建構出來的氛圍，在這股氛

圍之中，我們不斷競爭、淘汰、進步，雖然造就了

現在文明進步的社會，但人們也漸漸忘了『比較』

最初的意義。在人生的旅途，自己生活在各種不同

的小型社會中。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加油

站一直到現在的海巡生涯，適應著種種社會中的

人、事、物。現在的海巡生涯中，身為參與者，從

生活中體會、學習，我發現檢討自己跟尊重他人，

是現在剛出社會的年輕朋友最缺乏的，同時也是自

己所欠缺的。

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充滿良知與愛心，人是群

體動物，沒有人是孤單的，從我們生活中的食、

衣、住、行、育、樂，到現實中的親朋好友、同

學、老師，都有可能接受到別人的幫助與關心，將

心比心，幫助人就等同幫助自己，平時我們就可以

付出給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例如：扶助行動不便的

老人過馬路、開車禮讓行人、捐贈愛心發票等等，

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愛別人跟愛自己，如此感同身

受，社會才會充滿和諧與人情味。

看重自己這句話說來簡單，其實都蘊含了許多

不簡單，一個人如果自暴自棄，那人生還有什麼意

義、精采可言，關心他人說起來很簡單，但說不如

做，以實際的行動，付出愛心真誠、真摯的關心他

人，才能真切的體會其中道理。也許你可以透過傾

聽，來觀察別人，同時也了解自己；畢竟只有自己

相信自己，才會知道如何關心別人。人心難測，往

往在找尋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同時，忽略了如何體

恤他人，讓過程產生了缺憾。

想要彌補缺憾，只有用心去做，才會達到相信

自己、關心他人的境地，如同身處在海巡大家庭的

我，嘗試將自己的心打開，了解關懷身邊的人，從

小處著手，慢慢將這份情緒影響擴散到每個人身

上，若能發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效果，將

會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獲得的一項意義非凡的重要收

獲，期盼以此念想與所有海巡人員共勉。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岸巡總隊大溪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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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才打造雙贏
南部地區巡防局為提升所屬單位人才素質，以

服役、就學、就業三合一的人生規劃，鼓勵官士兵

辦理在職進修，在各單位努力推廣下本島地區頗有

成效，惟東南沙外島地區偏遠，相對資源較為缺

乏，所幸在105年10月一場人才招募宣導場次，因

緣際會認識了義守大學進修部主任吳有龍及組長吳

隆聖，言談中雙方達成共同為東沙島同仁開設進修

專班之共識。

經本局召開多次內部及外部協調會後與學校達

成相關行政事宜及進修系所選定，並於106年5月2

日上午10時，假義守大學行政大樓簽訂策略結盟，

由局長滕永俊與義守大學校長蕭介夫共同簽訂雙方

海巡義守策略聯盟

文｜陳奕名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策略聯盟意向書，規劃未來義守大學專業師資將前

往東沙島，為駐島海巡官士兵提供進修課程講授，

使官兵在島服役期間，能享有在職進修及充實自我

職能的機會，並全面提升海巡單位人才素質，校方

亦提供本局招募員進入校園向應屆畢業生推廣募兵

資訊，期使想就業學生先行投入海巡行列並回流校

園就學取得更高學位，共同創造就業在海巡、就學

在義守等招生、招募雙贏局面。

歷經三個多月規劃及整備，終於在106年8月8

日由本署政務副署長胡意剛率海岸巡防總局人事室

主任蕭世文及南部地區巡防局局長滕永俊，與義守

大學校長蕭介夫、副校長李樑堅、進修部主任吳有

完成東沙島教學點揭牌典禮後，
與會人員於南海屏障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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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及學士班上課情形

龍等人，於東沙指揮部共同完成「義守大學東沙島

教學點」揭牌啟用典禮，場面簡單隆重，同時宣佈

碩、學士課程開班授課，爾後將以每2個禮拜為一

週期的方式，由義守大學專業師資搭機前往實施2

個禮拜的課程教學，統計首批駐島官兵進修報名人

數：學士班42人、碩士專班26人。本次東沙島教

學點啟用，也提供駐島官士兵專屬的「在職多元進

修」管道，使同仁在辛勞戍守邊疆之餘，也能兼顧

學業，並將所學活用於工作，增進單位績效。

開學至今將近二個月，透過就學同仁讀書心得

表示，能在東沙島服務期間讀書取得文憑是幸福及

快樂的事，尤其中英語聽講實習課程，特別以溝通

及有趣方式增加同仁說英語信心；而企業與組織概

論課程，則強化管理組織架構及法律概述為主，目

的在強化同仁自我學能，島上弟兄也期許此合作方

案能永續長久，造福更多後進同仁。

東沙島教學點設置，主要目的在提供同仁專屬

在職進修平台及協助取得學位及相關證照，本局也

以「在職就學、屆退就業」為最終目標，讓大家在

服役同時，能充實自我職能，為未來退伍與社會無

縫接軌做準備，最後，也希望社會有志青年踴躍報

考海巡署，一同為我們的海洋盡一份心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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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3日是我剛到小港漁港安檢所不到一
個月，也是最難忘的一天。還記得當時我執勤完，

正要準備補休，沒多久，聽到所內緊急集合，馬上

醒來趕到值班桌了解狀況。當完整資訊確認後，知

悉係值班及安檢人員發現港區港嘴附近有膠筏在進

港時，因突如其來的浪襲，造成漁船瞬間翻覆，當

時船上有兩人直接落入海中，值班人員在接獲訊息

後，立即依標準作業流程回報，並通報附近漁船協

助救援，此刻我也跟著所內學長及幹部，備妥救生

救難裝備前往港區進行救援工作。

過程中，學長負責將當下發生之情況完整蒐證

錄影，而我則是從旁聽從幹部指揮協助救難工作以

及聯繫附近漁船配合幫忙。到了現場看到翻覆的漁

船，安檢所同仁隨即與附近漁船船員配合，大家分

工合作、同心協力，在最短時間內順利將漁船上遇

險人員救起，並持續關心其身體是否有傷勢或者不

適情形，最後請漁民利用船筏將翻覆漁船拖帶進

港，進行後續的漁船維護工作。

剛到小港漁港安檢所一個月的時間，深刻體會

發現我們海巡人員的辛勞，不僅二十四小時守護著

海邊及港區的安全，勤務日夜輪替每分每秒都要注

意港區周遭的動態，藉由這次的危難事件，也讓我

發現臺東當地的漁民都很熱情，願意互相幫忙，看

到漁船平安無事的畫面，令人感動。同時也驗證所

內值班及幹部們的高度警覺性，平時訓練累積經

驗，才能在第一時間使得遇險人員獲得救援，如果

當時沒有發現，想必後果不堪設想。

我也從事件中學習到遇事如何處變不驚，還有

妥善運用裝備，來達成任務，在海巡日子裏，還有

許多事物需要學習，那怕汗流盡、淚灑乾，再辛苦

也不怕，因為有漁民給我們的肯定及鼓勵，就是我

們勇往直前的動力。團隊合作是我們成功的不二法

門，只要有需要可以撥打海巡服務專線118，小港
漁港安檢所全體人員，都會戮力完成任務，也謝謝

海巡給我這樣的機會，成就個一段難忘的經歷與

記憶。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三岸巡總隊小港漁港安檢所）

文｜莊勝傑　圖片提供｜小港漁港安檢所 

經歷與成長～

參與漁船遇險救援有感

當日與漁民們同
心協力

完成救
援，
畫面
讓人
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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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療衛生進步，平均餘命延長及出生率

下降，我國老人的人數和比率呈現顯著成長。82
年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7%，正式邁入聯
合國所定義高齡化社會，預計於107年此比率將超
過14%，人口老化將是臺灣社會共同面臨的變遷
經驗，南部地區巡防局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之感恩心情及提升役男社會參與及老人健康促

進，特別結合「社區服務」、「友善老人」、「溫

心關懷」三大核心理念，主動聯繫轄內單位資源∼

華山基金會湖內分站站長施明志先生，溝通討論兩

單位合作關懷老人、友善環境之行動。

自106年9月27日起至10月4日止，南巡局推動
之關懷社區老人活動，由警衛區隊幹部帶領弟兄拜

訪關懷轄區內獨居老人。初次與社會資源單位共同

合作弟兄們難免有些緊張，但一想到可以對社會有

所貢獻，便主動參與。弟兄們依華山基金會社工所

造冊之名單，一家一戶去關懷慰問，同時協助血壓

測量、簡易健康檢測，並且發放生活物資及娛樂設

備，讓獨居長者也能擁有消遣娛樂的方式。

參與關懷的過程中，弟兄們也看到部分長者獨

自坐在客廳發呆，加上重聽，面容顯得孤單寂寞，

他們也藉著這個機會和他們聊天，藉由互動讓長者

們感到溫暖。警衛區隊幹部們也感受到志願役及替

代役弟兄們，藉由實踐南巡局推動的「溫暖關懷」

以人為本的精神，落實到以行動付出及回饋社會，

意想不到的服役經驗，讓參與活動的所有人感覺收

獲滿滿。

這次的活動結束後，沒想到許多弟兄幾天後又

主動再去探視這些獨居長者，尤其是即將退伍的替

代役弟兄，在退伍前夕有幸參與，內心莫名感動。

陸續幾次訪視關懷後，回來也都有各自的感想及感

受，每家每戶的長者，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從訪

談的過程中，也能感受到長者們的心情起伏，參雜

著失落、孤單及無奈的氛圍，此刻也讓我們體會到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所需

要省思的地方。

西方理論馬斯洛所述人類有五大基本需求，獨

居老人和其他一般人一樣，也有相同的社會需要，

除了食衣住行等生理需求之外，在心理上也應有

安全、被愛、歸屬、自我實現之權益；而東方亦

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樣一句我們從小就熟讀

背誦的話，長大後如何去實踐從小所受到的教育，

回饋我們所接受到的資源，這些心靈層面的輔助工

作，除子女的陪伴關懷及個人自動自發投身參與公

益外，機關團體有時也能扮演著發起的角色，各項

關懷及公益活動有賴我們社會每一個人及相關民間

公益慈善團體的協力合作，始足以致之，南部地區

巡防局亦會不斷結合社會資源，關懷著他人也教育

著同仁，用無私的付出一起讓社會更友善。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文｜涂人霽　圖｜許皓閔

社區連著你我他
尊老敬老靠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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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空中被光害遮蔽了大半的視線，由岸邊建築

物窗口所透出的帶狀銀河總是強勢許多，伴隨著海

風鹹味與波浪撞擊港岸的迴響，硬是把人從美好

的幻想中拉回現實。隨著帶狀的光點逐漸老去而

黯淡，如同南方澳的人們，曾經的光彩奪目已成絕

響。過往的漁港在老漁民口中，如同東區人行道上

擁擠的人潮絡繹不絕，不只是南方澳本身的漁船，

連澎湖不少漁船都連人帶船投靠於此。

仔細回想，一個不過只有一條六米寬馬路的漁

村，卻能撐起三間電影院、十二間茶店的榮景，多

麼的令人嚮往，在過去的環境裏，熱鬧的程度足堪

與大城市的鬧區相互比擬。大馬路邊上的媽祖廟宇

也因為人潮而香火鼎盛，直到今日香客依舊絡繹不

絕。看到七八十歲的船長們上下漁船時，讓人腦中

出現許多畫面，這些陪伴他們一生的地方，未來將

成為他們安養天年的歸處，如同在海巡服役的我，

每天守護著這個地方的道理相同，未來充滿無限回

憶與回味。

文｜吳江銘

光榮
猶記得，每日在執行巡邏勤務時，總是聽見漁

村的老人們討論著現在漁市的價格、漁船的捕撈技

術，以及過去的風花雪月跟鄰居彼此間的八卦，真

切的感受到他們還活在這個漁村裡，互相羈絆著，

用生命中最後的餘火在這裡彼此依偎，取得些許的

溫暖，等待著最後那沒有止盡的離別。也就是如

此，我還能看到杵著拐杖走上漁船的老船長們，以

尊嚴的模樣去親近這個他人生最親密的愛人，這片

海。遠離了陸上被稱為家的長屋，在離家之後，這

些長屋不過是變得更加空蕩，就如同他們的職業，

帶走了海洋的子嗣們，城市也帶走了他們的孩子。

這片海洋撐起了他們榮光的半生，但他們卻也

忘了手下留情，只是為了生計，讓這片海變的更加

空蕩，縱使心裏懷抱著愧疚，但仍掩蓋不了已經造

成的傷害。海的溫柔造成人們的失控與放縱，今日

如果不能警惕，它的反撲力量，將在不久的將來變

成令人難忘的痛，期盼大家戒之∼慎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岸巡總隊蘇澳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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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徐韶郡

穿越美得讓人驚嘆的蘇花公路，獨身來到靜謐

的花蓮吉安鄉，隨性的拿張藤椅坐在庭院中乘涼的

老人家們，悠然自在的氣氛是我對花蓮的第一印

象。然而造訪慶修院純屬偶然，單純只為了在尋找

能眺望花蓮市區及太平洋美景的高地，在路經慶修

院時，不自覺的被一股氣氛吸引，於是決定入院一

探究竟。

入院後細閱其歷史沿革，慶修院舊名「真言宗

吉野布教所」建於1917年（大正6年），臺灣時值

日治時代，日本政府選定臺灣較晚開發區域，如花

蓮，以解決農村人口過剩、耕地與糧食不足的問

題，在今日的吉安鄉成立吉野村（吉野移民村）。

移居生活貧困的日人，吉野布教所就是當時在地移

居日人的宗教信仰中心之一。布教所內供奉主神弘

法大師空海、不動明王與毘沙門天王，所內直立高

約二米的「光明真言百萬遍」石碑，以及請自日本

四國的八十八番石佛。其石佛係源自日本四國內有

八十八處弘法大師空海苦練修行所設之靈場，靈場

分布散落於四國境內各地，若想從第一番巡禮至第

八十八番，總長竟達一千三百餘公里。

閱讀完院內的歷史沿革，不得不被此種堅持及

信念所懾服。物換星移，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日

人依法遣回故里，真言宗吉野布教所即更名為慶修

院，慶修院一詞沿用至今，院內主祀神明，也順應

臺灣的宗教信仰，改奉釋迦牟尼佛與觀世音菩薩。

院內建築與陳設留住歷史時光，舉凡不動明王像、

百度石、八十八番石佛、光明真言百萬遍石碑、手

水舍、枯山水，皆維持著幽靜的日式庭院風格。慶

修院曾因歲月更迭而長年失修，分別於1964年與

1972年進行較具規模的維修，仍未臻理想。1997

年，慶修院獲列為縣定三級古蹟，並著手進行古蹟

修復工程，由花蓮縣政府慎重完成具整體性的修

護，把具有歷史、文化及宗教價值的八十八尊佛像

重新完整呈現原貌，為臺灣、為花蓮吉安保存一座

極具觀光及文化價值的歷史遺產。

參訪歷史，可以使自己了解更多時代背景的形

成過程，這次因緣際會和慶修院進行了一場邂逅，

更讓人體會到了歷史古蹟所累積的氛圍，相遇不如

偶遇，藉由這次接觸慶修院的機會，讓人感受到真

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刻劃時代軌跡所留下來的智

慧與價值，能輕易引人入勝，經過這次的洗禮，為

人生閱歷增添了不少色彩，如果有機會，你也恰巧

在旅遊的行程中，途經這裏，別忘了來場古蹟知性

之旅！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

總隊第二三岸巡大隊第一機動巡邏站）

參考資料：

花蓮吉安鄉慶修院院內歷史沿革

與 花蓮吉安鄉
　 慶修院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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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臺灣的夏天一年比一年

炎熱，大多數的人選擇躲進屋子裏吹吹冷氣、玩玩

電腦，真的受不了就再吃著冰淇淋和冷飲，但我卻

選擇換個方式思考，走出舒適的家，走一趟曾經探

索過的景點宜蘭烏石港。

宜蘭烏石港為蘭陽八大景之一，其名稱源自於

港內巨大的黑色礁石，烏石港曾是宜蘭的第一大港

口，全盛時期各類民生物資都是由此進出，也因為

當年商船雲集的盛況，故賦予了它【石港春帆】的

美稱。與過去相比，盛況雖不如過往，但現今的烏

石港，卻成為夏天的玩水衝浪聖地，鄰近的店家提

供遮陽、衝浪設備租借與沖洗淋浴的服務，讓來此

一遊的旅客可以無所顧慮享受海水帶來的樂趣。

第一次規劃前往烏石港玩水時，心情就跟艷陽

似的熾熱，前往的路途中，見到一望無際的沙灘與

海浪，就更加迫不及待，經過一個小時的車程，抵

達烏石港，順道在鄰近店家享受在地美食阿宗芋頭

冰跟搭配特殊辣醬香腸，讓人感到心曠神怡。享受

完美食之後，緊接著重頭戲就是這次旅遊的重點，

在烏石港外圍店家的店員們都很親切，而且大部分

都是喜愛衝浪的好手，從他們健康的膚色就看得出

文｜吳嘉瑋

探索石港春帆
來，於是便趨前與他們交談，在談話的過程中，我

們了解到，其實衝浪的方式相當多元，大致可以分

成衝浪板、趴板與比較有危險性的沙板，當然對我

這種第一次玩水的新手來說，趴板是最適合的，於

是我鼓起了勇氣踏入烏石港的沙灘與戲水區。

面對著被太陽曬到滾燙的沙灘，若不是穿著夾

腳拖，我想應該立馬會被烤熟吧，一波又一波的海

浪打上沙灘，隨著浪花流回大海，看到這樣的景

象，我心中突然感到平靜，感觸之餘，我沒有忘記

這次前來的目的，攜帶著我的趴板邁入海中，感受

著海水帶來的冰涼，把握著即將消散的海浪，頓時

躍上趴板，順勢往前，體驗海浪帶來的速度與在水

中奔馳的快感，這種滿足感充斥全身，因此我一次

又一次的來往於大海與沙灘之間，徹底融入這醉人

的大自然裏，跟隨著海浪的循環，縱使曾經的繁盛

早已不在，但每年的夏天，我總會回到這裏，放空

身心，喚起屬於我的石港春帆印象，只要你有空也

可以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和自己來一場心靈探索

之旅。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第八岸巡總隊下罟子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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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龜放 生 大 海

古
典樂與鋼琴共舞～

海
巡人員協助

戒護

聆
聽生命美麗

的悸動

106年9月29日東部地區巡防局預計於臺東縣卑

南鄉富山漁業資源保護區，野放先前遭漁船誤捕及

擱淺的4隻綠蠵龜和1隻玳瑁海龜，這5隻海龜皆因

誤食塑膠物品及遭魚網圍困而擱淺後被漁民捕捉，

經相關單位搶救，進行後續醫療與觀察無礙，準備

重返屬於自己的生活環境。

文｜王桂財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一切準備就緒，下午4點與臺東縣政府、海洋

大學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等單位，於富山漁業資

源保護區聯合舉辦「臺東縣海洋生物多樣性宣導海

龜野放活動」。野放當日也邀請幼兒園小朋友一起

參與，讓他們體驗海洋保育的重要性，海巡人員也

在一旁戒護，確保現場安全。這次野放過程，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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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龜放 生 大 海

海
巡人員協助

戒護

大家同心協力準備野放海龜，海巡人員在旁戒護

海龜「楊過」緩慢爬行準備重回大海

來！」，見到這樣的場景，當下心中充滿感動，這

是其他人所無法體會的，也是身為海巡人的我，獨

特的記憶與感受，最後也希望大家不要再將垃圾丟

入大海，讓無辜的海洋生物受到傷害，同時如果發

現這樣的情形，別忘了撥打海巡服務專線118，我

們將會盡全力協助。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

總隊第八○岸巡大隊第二機動巡邏站）

人矚目的是，其中一隻名為「楊過」的海龜，15年

前在被搶救上岸時，由於左前肢被漁網絞斷潰爛、

肱骨外露，緊急截肢治療後，所幸保住其性命。如

今楊過即將重返大海，讓現場的人都為牠感到高興。

另外出席活動的海洋大學程教授也表達心中的

感受，說道由於父親也修習佛法，自己更熱衷研究

生物，但卻看到海洋生物因人類製造的垃圾而死

亡，心裏無限感慨，尤其是在看到這些被救起的

海洋生物因人類不當活動受害，每個人都必須省思

所犯的過錯，全心為維護生態努力，拯救牠們的生

命，並使其回歸自然。

人類需要尊重生命、了解牠在自然中的角色，

在這批野放的海龜中，負責醫治診斷的獸醫師也評

估這幾隻海龜雖然體型大，脾氣也不好，但野放過

程，牠們還會互相推擠，可見活力十足，已有能力

自行重返大海。活動最後，5隻海龜們分批下海，

只有名為「楊過」的海龜因左前肢截肢，爬行較

慢，直到進入海中後，疾速的向前游，此時現場的

幼兒園小朋友們，高興揮手大喊：「再見！別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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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海巡論壇，邀請王品集團創辦人戴
勝益（右）蒞臨專題演講，署長李仲威（左）致贈海巡公
仔致謝（106.9.8）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常務副署長龔光宇（右）接受美國之音
專訪，針對護漁作為深入說明，使外界了解海巡執法能量
（106.9.25）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配合新竹市政府舉辦漁港
安全防護觀摩演練，展現機關間相互支援與合作策略
（106.9.1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結合地區能量，舉辦聯合救生
救難演練，過程逼真，觀摩民眾給予高度肯定（106.8.3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政務副署長胡意剛（左）與中央氣象局
局長辛在勤（右）簽署業務合作備忘錄，藉以提升救難效
能（106.9.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中秋節餐敘，凝聚團隊向心力，署
長李仲威於活動中頒發加菜金激勵同仁士氣（106.9.2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配合臺灣電力公司辦理淨灘活
動，向漁民及遊客宣導守護海洋環境的重要性（106.9.30）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舉辦綠島區服務座談會，
署長李仲威親臨主持，有效推展海巡服務工作（106.9.11）

照海巡我最 聚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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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執行國內航班客船聯合
檢查時，發現違法農產品，立即依規定進行檢驗及查扣
（106.9.30）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六【澳底】海巡隊執行護永專案區域聯
防，發現漁船違規，旋即派艇馳赴取締蒐證（106.9.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一岸巡總隊於世大運期間針對轄區岸
際及漁港實施威力掃蕩，防止不法情事發生（106.8.28）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巡防區聯合洋、岸單位執行擴大威
力掃蕩，展開海上及岸際查緝，以嚇阻不法行為發生
（106.10.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於野柳地質公園內查獲民眾
違規潛水使用魚叉捕魚，立即依法送辦（106.9.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東石安檢所人員監看安檢資
訊系統時，發現通緝犯欲搭船出港，立即派員執行圍捕
（106.10.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結合相關單位舉行聯合貨
物檢查，於秋節期間加強查緝，展現維護社會治安決心
（106.9.2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接獲通報保育類海洋生物
遭誤捕，立即前往宣導，避免民眾觸法（106.10.4）

海域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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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二岸巡總隊八斗子安檢所接獲報案，
港區有釣客遭颱風引起之大浪襲擊落水，立即前往救援
（106.9.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配合臺中市佛教蓮社假麗
水漁港辦理紅杉魚苗放流，為守護海洋生態貢獻心力
（106.9.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人員巡邏時發現漁船漏油，
立即佈放欄油索防止污染擴大，並通報環保單位處置
（106.8.28）

海洋巡防總局第六【花蓮】海巡隊接獲通報，金○○號漁
船於外海失去動力，巡防艇立即前往救援（106.9.16）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岸巡總隊於北竿芹壁沙灘發現死亡
海豚，經相關單位鑑定後，依規定協助處置（106.9.30）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配合荒野保護協會辦理2017
年愛海無拒∼國際淨灘，為守護海洋盡份心力（106.9.24）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沙港安檢所人員於執檢站
港區發現海龜擱淺，立即依規定通報並妥適給予安置
（106.10.11）

海洋巡防總局東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派員參加全國性BIG BLUE
淨灘，積極推動護永專案及守護海洋理念 （106.10.1）

生態保育與救生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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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六【澳底】海巡隊接獲日籍遊艇於海上
失去動力通報，立即調派線上巡邏艇前往協助（106.9.3）

海洋巡防總局第三【臺中】海巡隊接獲臺中港航管中心通
報，巴拿馬籍化學輪一名菲籍船員中風，立即派員協助
（106.9.24）

海洋巡防總局第四【臺南】海巡隊接獲118通報，有船
筏於四草外4浬處海域失去動力，立即派遣巡防艇馳援
（106.9.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人員執行勤務時發現一名
中年女子呆坐沙灘，意圖輕生，主動上前關心及給予協助
（106.8.2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接獲民眾報案稱竹圍漁港南
堤沙灘有民眾遭浪捲走，主動派員前往協助（106.9.3）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福寧安檢所人員發現後龍
鎮公司寮漁港道路旁草地失火，主動通報並協助處理
（106.10.8）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接獲澎湖縣警察局白沙分
局外垵派出所通報，有民車於岸際受困，立即派員協助
（106.9.9）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新港漁港附近
加油站有民眾開車不慎落海，立即前往協處 （106.10.7）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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