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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六【澳底】海巡隊接獲通報南方澳籍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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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永專案

封面設計說明
為重申政府緝毒、反毒決
心，行政院院長賴清德107
年1月16日率領行政院團隊
至海巡署臺北港海巡基地，
訪視該署年度海域登檢與岸
際圍捕緝毒實務訓練，並
重申政府「新世代反毒策
略」。同日該署北部地區巡
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傳出緝
毒捷報，有效彰顯海巡強力
掃蕩毒品能量，亦達到「拒
毒於境外、攔截於海域岸
際」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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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訪視海巡單位

重申新世代反毒策略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為重申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行政院院長賴清

據了解查獲之緝毒案件緣起於臺北機動查緝隊

德107年1月16日上午率領團隊至海巡署訪視年度海

去年10月接獲線報，「昌○○號」漁船船員張○

域登檢與岸際圍捕緝毒實務訓練。賴院長於致詞時

壽多次駕船前往中國大陸地區福建省平潭縣外海停

強調：反毒工作需由政院所屬相關部會共同合作，

留，且違規關閉VDR航行記錄器，經查證屬實，立

同時與其他國家合作分享情資，以拒毒於海外，截

即會同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第一、

毒於關口，查緝於境內。賴院長視導行程結束後，

二岸巡總隊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第三大隊第三隊、

當日下午該署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隨即

新北市政府刑警大隊第三隊等單位成立專案小組，

傳出緝毒捷報。

並由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查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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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專案小組發現「昌○○號」自新竹
漁港報關出港，遂持續監控該船動態，直至掌握確
切事證後，1月16日下午15時專案小組在桃園竹圍
外海45浬攔截並登檢昌船，一舉破獲漁船載運二級
毒品安非他命34公斤、四級毒品鹽酸麻黃鹼120公
斤、保育類食蛇龜等69隻及1名通緝犯。後續經檢
察官指示將船帶回逕行搜索；帶船返港後，立即由
該署反毒作業暨科技偵查組使用最新採購之毒品檢
測儀進行鑑驗，確認部分走私物品為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等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移送桃園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此案也印證部會間合作的重

要性，不僅成功打擊犯罪，亦有效展現政府緝毒、
反毒決心。
「海域治安」、「維護漁權」、「救生救
難」、「海洋事務」及「海洋保育」為海巡署五大
核心任務，海岸巡防工作更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及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該署藉由司法警察權的行
使，維護國家海域治安，透過嚴密的海域巡護，加
強情資蒐研及追查犯罪源頭。106年海巡工作成效
（該署特別將重點案件彙整成十大風雲錄），在全
體海巡人員的努力下，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新
的一年在署長李仲威的帶領下，必定能延續氣勢，

賴院長登海巡艦艇訪視訓練成果及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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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強力執法阻絕來自海上的槍毒菸酒、農漁畜

賴院長強調，反毒工作需要行政院所屬相關部

產品走私、動植物疫病傳染、非法入出國及國際恐

會共同合作，尤其海巡、檢、警、調、憲兵以及海

怖活動等犯罪行為，進而確保臺灣海域安全秩序。

關等六大守護神互相合作，同時與其他國家如：日

特別轉載107年1月16日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視察新世代反毒策略第五站∼查緝毒品最前
線、大數據應用下的岸海緝私新作為新聞稿
全文：
重申政府緝毒、反毒決心，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今（16）日率領行政院團隊來到新世代反毒策略
視察第五站，即海巡署位於臺北港的海巡基地，並
訪視該署年度海域登檢與岸際圍捕緝毒實務訓練。
賴院長表示，海巡署同仁應秉持捨我其誰的精神，
海上就是服務與守護的範圍，絕不能鬆懈。希望同
仁做好分內工作，並落實與其他部會共同合作的目
標，讓毒品防制更具成效。
賴院長指出，海巡署工作非常辛苦、重要，不
僅維護海上治安，保護海上漁權，對於救生、救
難、海洋保育等事務更責無旁貸，巡守範圍廣泛，
且不分平假日與天氣好壞均須執勤，他特別前來為
海巡署同仁表達感謝、勉勵及加油。
賴院長表示，海巡署李仲威署長與全體同仁
積極任事，成績可觀，過去一年（106年）查獲毒
品的數量達5千多公斤，而今（107）年1月16日為
止，已查獲150幾公斤的毒品，主要為一粒眠，數
量逾百萬顆，從這些績效皆可看出同仁努力的成果。

本、美國、中國及東南亞國家合作、分享情資，才
能克竟全功，拒毒於海外，截毒於關口，查緝於境
內。海巡署掌握任何情資時，也應慎重積極佈線與
查緝，才能做好查緝毒品的工作。
賴院長表示，有關海巡署所需，行政院將大力
支持。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於
購置工作所需的船艦與設備，行政院將全力支持；
第二，行政院已批示核准，針對同仁的英勇表現，
將給予適當獎勵，以激勵士氣，對打擊犯罪有所
助益。
賴院長指出，第三，行政院會已通過「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責成法務部、
警政署及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在查緝毒品時，
針對每項線索，追查背後的販毒人員與集團，希望
由此壓制販毒集團，逐日達成我國防制毒品危害的
相關工作。
海巡署表示，今日進行的「年度緝毒工作訓
練」，是以去年5月份在烏坵海域查獲歷年最大走
私毒品海洛因693公斤案為腳本，並藉由雷達、守
望及岸際巡邏所形成的三層監偵幕順利緝獲。該署
去年查緝毒品成效達5千餘公斤，為歷年之最，為
符合查緝毒品工作需求，該署業已成立反毒作業組
及科技偵查組等專責單位，強力掃蕩毒品，向上溯

賴院長特別勉勵李署長與海巡署同仁，由於每
年緝獲的毒品數量持續增加，顯示國人憂心的毒品
問題絕非空穴來風，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期勉同
仁再接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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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達「拒毒於境外、攔截於海域岸際」目的。
（資料來源：海巡署、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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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十大風雲錄
1. 漁船累犯遭逮海上截獲40名越南偷渡客
106年1月6日，臺南第二機動查緝隊接獲情資，將
有不法集團利用漁船載運越南籍偷渡犯，為有效防止
不法人士偷渡入境，即成立岸、海專案小組，於宜蘭
縣三貂角東方海域9.2浬處攔查高雄籍漁船「穩○○66
號」，並自船艙內查獲40名（15女25男）越南籍偷渡
犯，全案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宜蘭地方法院檢察
署偵辦。

2. 海巡與雄檢東沙威力掃蕩

首扣港澳籍越界漁船
106年3月21日，海洋巡防總局與高雄地檢署及海
洋公園管理處成立專案小組執行「東沙海域擴大威力掃
蕩」，由蔡長孟總局長擔任任務指揮官，親率屏東艦、
PP-10053及PP-10052等巡防艦艇，於東沙島南方6.3浬
海域，當場查獲港澳籍漁船「台○228X」號越界從事
漁撈作業，起出不法珍貴珊瑚礁漁獲達350公斤，遂將
「台」船及方姓船長等20人押返高雄港偵辦。

3. 漁船載運逾噸毒品原料

伺機闖關遭海巡緝獲
106年3月23日，澎湖機動查緝隊偵辦南部地區販毒
集團時發現，該集團為牟取暴利，預計於墾丁音樂季活
動，毒品需求量大增時，利用漁船自大陸地區走私大宗
毒品原料入境，以供給中、南部地區K他命毒品工廠製
造龐大毒品貨源，案經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
揮偵辦，會同本署第八海巡隊等相關單位，於澎湖縣目
斗嶼西北方約4浬，查獲「新○2號」漁船載運以黃色飼
料袋包裝第四級毒品（鹽酸羥亞胺）計45袋，毛重總計
1,109公斤，全案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高雄地檢署
偵辦，並擴大追查毒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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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巡破獲千萬海上私菸

黑心菸梟落網送辦
106年3月27日，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會同第四
（臺南）海巡隊、第十二（新竹）海巡隊及中部地區機
動海巡隊等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小組人員發現拖駁
船「佳○號」拖帶工作船「億○號」至屏東大鵬灣，因
該工作船停置於該海域中心，顯違背運作模式，遂開始
密集監控，至時機成熟專案小組搭載巡防艇持搜索票搜
索該工作平台，初步搜索因無法開啟密艙，遂將該平台
拖駁至大鵬灣安檢所持續搜索，終在平台甲板下方密艙
起出藏置之大量香菸1,546箱，共計77萬3,000包，市價
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全案依違反「菸酒管理法」移送
主管機關裁處。

5. 凱旋三號海上遇險

海巡頂浪搶救346人脫困
106年4月7日，本署獲報「凱○○號」交通船由澎
湖馬公港報關出港前往布袋港，船上搭載346名旅客及
8名船員，船舶航於布袋外海7浬，發現前艙進水傾斜有
沉船之虞，即施放救生艇待援，本署立即派遣PP-5039
艇全速前往救援，並緊急調派PP-3569及PP-2005艇出
勤，陸續抵達接駁「凱」船遇難人員，現場另有「滿
○○○號」交通船在旁協助接駁旅客，船上旅客全數
救返布袋商港，另「凱」輪在PP-5039艇戒護下由友船
「百麗輪」拖帶返港，整體救援任務圓滿完成。

6. 海巡破獲國內治安史上最大量海洛因走私案
106年05月26日，高雄第二機動查緝隊偵知，「章
仔走私集團」將運用「永○升」漁船載運毒品，即向高
雄地檢署報請指揮偵辦，並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
核可；俟「永」船於中和安檢所報關出港後，與第五海
巡隊派遣船艇嚴密監控，因天候海象不佳協調金門艦協
勤登檢，並押解「永」船至第五海巡隊公務碼頭，於船
上載運之碰墊內查獲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經清點後共計
1,800塊，共計693公斤；此次破獲第一級毒品數量為本
國治安史上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並展現本署岸、海通
力合作無遠弗屆的查緝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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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安九號演習再創新局

見證海洋事務核心能量
106年6月10日，本署於基隆港東2-5碼頭及外海，辦理
「世界海洋日活動暨海安九號演習」，總統親臨主持，以「捍
衛海域安全、守護海洋資源、追求卓越飛躍」為主軸，總計動
員1,672人、艦艇16艘及直升機5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推
展「海域治安」、「維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
務」及「海洋保育」等任務，共同營造「生態、安全、繁榮」
的海洋發展願景，持續守衛藍色國土，實踐核心價值，為海疆
的永續發展，開創新局。

8. 打造太平島為人道救援中心

驗證ICU醫療後送機制
106年07月24日，本署辦理驗證南沙太平島運用加護維生
系統醫療後送機制演練，與過往演練不同者，在狀況發布後，
先由各權責單位進行模擬通訊演練，最後由空軍依申請實際派
遣救護機與加護維生系統前往太平島實施緊急醫療後送實作操
演；參演單位包括交通部、國防部、國搜中心、漁業署、衛福
部及本署，實際動員能量有空軍C-130救護機（含加護維生系
統）以及本署南海海域巡防艦，結合既定勤務配合操演，有效
彰顯我國南海救援能量。

9. 民安貨輪海上沉沒不平安

海巡馳援人均安
106年10月18日，海洋總局接獲宏都拉斯籍貨輪「民○
輪」於高雄港西方36浬發出棄船求救信號，船上共有14名印
尼籍船員，經調派海巡艦艇計1艦4艇及國搜中心派遣空軍及
空勤總隊直升機協力搜救後，由巡防艦艇成功救起13人，另1
名失蹤船員（大廚）由「瓏○2號」漁船在安平外46浬處平安
救起，駐臺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在事故發生後亦立即派員南
下探視慰問，協助船員處理後續相關事宜，並感謝我國政府人
道協助，為近期最具指標之國際救援案。

10. 海巡破獲毒梟跨國走私案

成功攔截大量一粒眠
106年11月3日，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接獲情資有不法分
子預備將毒品以貨櫃海運方式，夾藏轉運至東南亞國家轉賣牟
利，隨即報請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與基隆機動查緝
隊及海陸警力，展開埋伏守候、跟監蒐證，最後鎖定犯嫌安
排貨櫃車載運毒品至基隆關，將以玻璃磚名義掩人耳目夾帶出
境，經開箱檢查，查獲40大箱貨品內夾藏約688.6公斤一粒眠
毒品，其數量之龐大，為本署歷年查獲之最，全案移送基隆地
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並擴大追查毒品來源與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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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海巡之友總會理、監事票選情

形

海巡之友總會成立

！
」
盾
後
強
堅
巡
海
「
：
為
成
營
經
永續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職司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

民國海巡之友總會」成立。終於在107年1月24日召

序之維護，資源之保護利用，以及確保國家安全與

開第一屆會員大會通過設立「中華民國海巡之友總

人民權益，擔任藍色國土捍衛者的角色，秉持使

會」組織章程。李署長非常重視，特別於總會成立

命必達之精神，不遺餘力完成各項法定業務及交

當日親臨致意，也於致詞時表示：海巡之友總會，

付任務。署長李仲威自接任後，尤以105年7月1日

是一個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團體，成立的宗旨主

開始推動護永專案迄今，在海洋保育工作層面已極

要在於整合各項資源，協助政府推動海洋環境保

具成效，更獲得不少正面評價與支持。惟考量社會

護、生態保育及海巡相關工作，並且協助政府關懷

環境變化及未來國際情勢改變等因素，為符合實際

弱勢、慰問執行海巡勤務受傷人員、獎勵對海巡工

需求，該署特別將原有核心任務重新劃分為「海域

作具有特殊貢獻者。而總會的設立未來對於民眾及

治安」、「維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

海巡同仁都具有正面回饋的意義。

務」及「海洋保育」等五大項。

李署長致詞離席後，該總會隨即進行第一屆

各項政策落實與推動，在全體海巡人員努力

理、監事票選，經過與會人員一輪的熱情投票，中

下，雖能順利遂行，但國家資源始終有限，無法像

華民國海巡之友總會第一屆當選人員：總會長鄭銘

民間力量一般無窮，且常受法令限制，無法給予民

鈞董事長、榮譽總會長鄧文輝董事長、副總會長張

眾更多服務及戮力從公基層同仁獎勵慰助。基此，

朝明主委、柯在董事長當選，（理、監事名單如附

李署長主動策劃籌備成立海巡之友總會可行性，並

表）。另理、監事會通過聘任丹明發先生為該總會

透過該署公務人員協會協助籌設，積極促成「中華

秘書長，襄助總會長處理會務工作。投票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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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署長（左圖）與鄭總會長（右圖）期許海巡之友總會成立能帶給海巡同仁更多的回饋與貢獻

新任鄭總會長上台致詞，鄭總會長首先感謝每位會

無疑是為其注入一劑強心針，加上鄭總會長與所有

員熱情參與，隨後個人率先為總會投入百萬元捐款

會員及各理、監事的熱心公益，為政府及民間搭起

拋磚引玉，他謙虛的感謝大家支持，讓他當選第一

最友善的橋樑。過去一年全體海巡同仁不辭辛勞，

屆海巡之友總會的總會長，也希望透過集思廣益及

展現敬業、積極的精神，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

透明經營的方式，讓會員信任，將所有人的力量凝

單，讓各界看到海巡署的蛻變與成長，相信未來有

聚起來，同時以歡喜心情盡力做，達到永續經營目

了海巡之友總會的協助，各項海巡勤務都能更加遂

的，如此才能成為「海巡署堅強的後盾！」。

行，並且激勵海巡同仁士氣，進而穩建執行各項法

海巡署組改在即，海巡之友總會此刻的投入，

定任務，展現更佳的施政績效。

附表：中華民國海巡之友總會第一屆理、監事名單
1

總會長

鄭銘鈞

16

理事

許瑞麟

2

榮譽總會長

鄧文輝

17

候補理事

陳銘松

3

副總會長

張朝明

18

候補理事

陳秀暖

4

副總會長

柯在

19

候補理事

簡曉東

5

常務理事

陳心茹

20

候補理事

鐘鋒鍵

6

常務理事

陳麗芳

21

候補理事

林進東

7

理事

楊朝旭

22

監事召集人

陳韋翰

8

理事

陳月滿

23

常務監事

劉美德

9

理事

李道鴻

24

監事

吳兩成

10

理事

俞羿瀅

25

監事

吳聰輝

11

理事

翁明霖

26

監事

練聰明

12

理事

朱水源

27

候補監事

郭溪山

13

理事

賴柏如

28

候補監事

吳駿邑

14

理事

張義發

15

理事

李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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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追求飛躍」～
海巡效能極大化

積極再創新格局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海巡署自89年1月28日成立以來，在「維護國

標。結束年終工作檢討，確定未來政策及工作執行

家海洋權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施政理念下，

方向，該署也特別於107年1月12日邀請國內媒體蒞

經全體同仁戮力以赴，無論在近海及遠洋巡護、查

署進行參訪及交流茶會，由李署長親自向現場媒體

緝走私與偷渡、海上救難、海洋環境保護、生態保

說明該署106年施政成效及來年工作展望。

育，以及為民服務工作等，都具有高度成效，並獲
得社會大眾高度肯定。為使優良理念得以傳承，署
長李仲威於106年12月27日該署年終工作會報上表
示：今年海巡工作啟動了16項重要創新計畫，期求
海巡能量在新的一年能有所提升，各級幹部務必秉
持「追求卓越、追求飛躍」精神，具體擘劃107年
重點工作，以更積極的態度，將海巡行政效能極
大化。

另外該署為防止走私槍、毒、菸、農漁畜產品
及偷渡犯行影響國內治安與國人食用安全，也積極
執行「安海專案」與「安康專案」，期將犯罪攔截
於海上，阻絕於岸際。而隨著國人以更高標準檢視
海洋保育議題，為確保海洋永續發展，李署長就任
以來即積極推動海洋保育工作，並自106年7月1日
起實施「護永專案」，結合民間資源，取締破壞海
洋生態之違法、違規案件，亦鼓所屬參與淨灘淨海

李署長也期勉全體海巡人員能朝加強內部管

活動，協助清除海洋廢棄物，共同為還給國人健

理、鞏固領導統御、強化指管效能、妥善運用裝

康、美麗的海洋而努力。而為建構國家海巡能量，

備、統合執勤能量、增進協調合作、積極調整心

除持續推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與海巡基地建設

態、獎勵勇於任事、塑造組織文化、共同追求卓越
等10大方向持續努力，俾達到「以精實的作業，
獲取成果的極大化；以效率的應處，爭取最大的認
同感；以嚴謹的自律，贏得最高的支持度」之總目

李署長藉由工作檢討達成內部共識，對外邀
請國內媒體茶敘說明施政成效及工作展望

10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91 Feb. 2018

外，也結合海軍資源研究發展新一代海巡艦艇與裝
備，並規劃大型巡防艦具備醫療救援等多重功能。
同時為落實蔡總統「使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中
心與運補基地」之國家政策，海巡署曾於105年11
月29日在南沙太平島海域實施人道救援操演（代
名：南援一號操演）成效良好；後於106年12月17
日再次規劃該演練（代名：南援二號演練），但受
颱風影響，轉於屏東空軍基地視導C-130加護維生
系統，經衛福部及2位災難醫療專家初步檢視該系
統運作狀況，提出近程及中長程建議。近程部分，

海巡署、衛福部與國防部於空軍439聯隊召開「提升南沙太
平島醫療救護能力」跨部會會議情形

以強化太平島醫療設備、辦理救護訓練、充實島上
官兵緊急救護能力為優先，同時籌劃災難專業醫師
造冊，如有重大災害發生，即可啟動國家級災難醫
療救護隊前進支援機制，於四小時內抵達救援，提
升當地醫療照護量能；其次，將增購加護型救護車
常態進駐太平島，並會同國防部、海巡署共同評估
增加救護車輛隨機運送機制，提升重症傷患緊急後
送效能。衛福部與國防部也將積極協助規劃海巡署
4000噸級巡防艦成為「野戰醫院」所需之醫護人力
及醫療設備，並研擬推動與亞太區周邊國家人道救
援合作計畫。
海巡署自89年駐守東、南沙迄今，執行南海
執行國際及國內人道救援案件無數，未來也將持
續規劃辦理南海人道救援演練，並深化與周邊國
家救援合作機制，期能早日實踐太平島成為南海人
道救援中心之目標。臺灣周邊海域資源豐富，如能
善加維護與利用，將是我國2千3百萬人永續的資
產，海巡署將全力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確保臺灣地
區海域及海岸秩序、保護海洋資源及人民權益，並
以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推展「海域治安」、「維
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及「海洋
保育」等五大核心任務；同時以「經略海洋」之壯
志，共同營造「生態、安全、繁榮」的海洋發展願
景，持續守衛藍色國土，實踐核心價值，為我國海
疆的永續發展，開創新局。

海巡署、衛福部及2位災難醫療專家檢視C-130加護維生系
統並研討相關系統配置及重症傷患運送規劃

（為免資料誤植，各項專案績效數據以海巡署官網為主，文內不再贅述）

11

Focus Repor 聚焦報導

李署長聽取活動簡報，結束後由現任艇長呈獻艇鑰

巡防艇雙艇功成除役
受援民眾現身感謝
文｜曹宏維

為有效打擊走私偷渡犯罪行為，民國79年政府
成立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專責海域執法。保
七總隊成立後，有效防堵原本以漁船直接載運的走
私模式，然而當時使用的巡防艇，多為海軍艦艇移
撥，船齡高、船速較慢，非法集團針對這個弱點，
建造一種配備4-6部大馬力舷外機的快艇，船速超過
40節，從中國大陸到臺灣，時間在4小時以內，因

圖片提供｜第五【高雄】海巡隊

為外觀塗成黑色以便趁著黑夜來臨時搶灘，所以被
稱為「黑金剛」。
民國85年，為了對付私梟的黑金剛，保七總隊
也隨即建造30噸跟60噸級巡防艇，30噸級巡防艇搭
載3部主機，船速可以和黑金剛匹敵，外觀塗裝採
用保七的經典白色，所以獲得「白金剛」稱號；而
60噸級巡防艇則是加強續航力，採用操作性較靈活

李署長塗銷船名後，兩艘巡

防艇正式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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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變螺距螺旋槳（Variable Pitch Propeller）推

海象不佳關係全數停航，唯獨PP-6002艇時任艇長

進，船舷包覆環體碰墊，船殼以高強度玻璃纖維複

海巡署情報處代理科長楊献璋與艇上同仁無懼強風

合材質製成，堅固耐撞，為符合緝私需求而量身打

巨浪緊急出勤前往小琉球，將一名即將臨盆的孕婦

造。而今20年過去了，30噸級巡防艇已全數除役報

平安送達東港，並且順利產下一名女嬰，而當時的

廢，60噸級巡防艇還有2艘，依然在高雄和澎湖海

小女嬰，如今已是15歲的亭亭玉立少女，除役典禮

域驕傲的服勤著。

當天也和父親到場，共同見證PP-6002艇功成身退

隨著時光飛逝，民國106年4月11日，PP-6002
艇的適航證照期限到期，為遵循巡防艇汰建政策，
在結束最後一天服勤的日子，開始進入除役報廢程

的重要時刻，並且表達對於當年冒險犯難，載著爸
爸媽媽乘風破浪，讓她能夠順利生下來的PP-6002
艇及海巡人員，致上心中的感謝之意。

序，也正式宣告把未來守護海洋的任務，交給新型

海巡人員冒險犯難、勇往直前，從來不曾停下

的巡防艇。完成相關程序申請後，海洋巡防總局第

腳步回首駐足，卻在長年陪伴我們工作的夥伴要功

五【高雄】海巡隊特別於107年1月30日為二艘60噸

成身退的那一刻，才發現原來令人感動的故事，就

級巡防艇與行除役典禮，署長李仲威也親自到現場

藏在它的身上，只是沒時間仔細體會。除役典禮結

參與。從警政署保七總隊到水上警察局，然後一路

束了，但眾人的心情還停留在那一刻，帶著不捨最

走到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的PP-6002、

後一次登上PP-6002艇，檢查是否有遺漏的東西，

PP-6007艇，即使到最後一刻，依然在海上奔馳出

當我回頭走下PP-6002艇，轉頭看著已經移除的艇

令人驚豔的船速，而我有幸參與這場典禮，心中感

號，靜靜的停在碼頭，正式除役報廢的巡防艇，心

到特別的光榮。

中的感傷，忽然湧出。能夠擔任PP-6002艇艇長和

然而除役典禮中有一段溫馨小故事特別值得一
提，就是其中一艘PP-6002艇在民國92年杜鵑颱風
期間，當時琉球鄉與臺灣本島間交通船與醫療船因

兄弟們共同拚搏，是我畢生的榮幸。謹向所有在艇
上共同努力過的前輩和夥伴們致敬∼感謝你們！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五【高雄】海巡隊）

當年受助神秘嘉賓現身感謝並於艇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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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燃燒運動魂
歲末路跑迎新春
文、圖｜柯彥慶

「運動」在人生中可謂是不可獲缺的一件事，

韌的鬥志，昂揚的熱情。南部地區巡防局（以下稱

除了讓我們有健康的身體之外，也能讓我們對人生

本局）98年自壽麓營區搬遷至興達港海巡基地後，

的態度更加樂觀、積極，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

運動風氣便持續盛行，在歷任局長任內，均要求同

說：生命在於運動。運動賦予我們強健的體魄、堅

仁需利用公餘時間運動，尤其是現任局長滕永俊常
勉勵大家：「身體健康可說是工作及家庭幸福的
泉源」。
組織調整在即，「南部地區巡防局」
這塊耀眼招牌即將轉換身份，106年以
「鶴立『雞』群」之姿，平安守護著海
域及岸際安全，邁入了107年後，希望
能更盡善盡美，達到「十『犬』十美」
的目標。為了傳承這樣的精神，本局也
特別舉辦「興達港基地2017年歲末迎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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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暨健走」活動，於12月29日下午15時至17時，由

舉。南部地區巡防局積極全面推廣各項運動，從中

滕局長親自主持。本次活動以競賽方式辦理，計有

發掘運動好手，同時也增進及強化同仁運動能力，

本局局本部暨所屬單位、海洋巡防總局直屬船隊及

有了這次活動成功的借鏡，加上以往辦理經驗，相

教育訓練中心同仁300人參與，期藉由路跑活動充

信未來再有這樣的盛事，必定能吸引更多人參加，

分展現本局同仁平日精實的訓練能量。

拋磚引玉的將大家的運動魂聚集起來，讓「運動」

路跑暨健走活動依年齡及性別區分「男子A
組」（未滿30歲）、「男子B組」（30歲以上未滿

這件事，成為海巡人員生活上的習慣。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秘書室）

40歲）、「男子C組」（40歲以上）及「女子組」
等4組，於下午13時至14時各單位人員陸續報到，
每個人都摩拳擦掌，準備競相爭取好成績。下午
15時一到，滕局長鳴笛帶領大家起跑，活動正式
開始，路線由興達港基地出發、經過興達港情人碼
頭、漁會至海洋科學研究中心折返，全程10公里，
沿途設置三處補給站，各站均備有水、運動飲料、
香腸、香蕉及巧克力，對參與的同仁而言，活動不
僅僅是跑步及健走，更是悠閒一覽興達港美麗景色
的絕佳機會。賽後滕局長也頒發獎盃及禮品予各分
組績優人員，活動圓滿順利結束。
此次的跑步及健走活動成效良好，廣受同仁好
評，就連東沙的同仁也利用休假時間前來共襄盛

參賽選手完成挑戰，充分展現海巡人員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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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擴大推展
首場論壇東部紮根
文｜張雯翔

圖片提供｜東部地區巡防局

海域治安、維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

海洋事務領域之研究學者、官方及大專院校師生近

海洋保育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五大核心任務，海洋

150人出席，深獲各界一致好評。本局局長胡忠安

事務更是推動工作重點。爰此，東部地區巡防局

主持會議時特別指出：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富的

於106年12月1日首開先例與臺東縣政府共同舉辦

海洋環境資源，國人的生活與海洋相依相存。隨著

「2017年海洋事務論壇」。論壇也特別邀請相關政

人口成長、經濟發展、潮間帶開墾、沿岸養殖與海

府機關及大專院校之學者共襄盛舉，藉由海洋事務

上觀光及運輸發展，致使海岸與海洋使用增加，相

溝通研討平台，廣為蒐整民間意見，作為爾後海巡

對的海洋棲地破壞、漁業資源枯竭與日俱增，造成

任務推動之參考依據。

海洋環境遭受污染程度愈來愈嚴重。

此次論壇主要係探討「海洋油汙偵測與應變準

現今全球暖化引起氣候極端遽變，使得氣溫逐

備」、「海難與海巡」、「海洋生物資源及保育」

年上升，海洋中原有的豐富資源也隨著水溫的上升

及「我國海洋地緣政治之剖析」等四大議題，邀集

逐漸消失匿跡，造成多重性的海洋資源耗竭，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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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現階段的生態危機，要如何消弭人為及天然災

每位與會人員，從海洋生態與環境治理、海域

害，正是一門必修的課程。海洋保育及防護工作刻

使用管理、漁業資源管理以及相關的經濟、文化、

不容 ，論壇以「海洋事務」為主題，匯聚知名專家

權益、政策及保育等方面積極建言獻策，對進一步

學者，官方及學者藉由多面向研討，深入探究海洋

加強應對氣候變遷做好海洋保育及救難工作可謂具

事務工作重要性，以增廣各界海洋保育及維護的寶

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意識到海防最前線執法人員為

貴經驗，提升眾人專業涵養及國際視野，本局參與

守護臺灣疆域及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所付出的艱

同仁也藉由論壇獲得許多專業知能；另基於「行政

辛與努力，希望藉由這個平台喚起國人對維護永續

機關一體」理念，會中許多專家學者也建議應多舉

海洋環境資源及體認海事服務的重要性。

辦類似論壇，與海洋事務相關機關及團體保持良性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人事室）

互動，創造合作機會與互信關係，共同為海洋事務
奠定成功利基。
海洋事務論壇會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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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航跡躲查緝
漁船運 毒 仍曝跡
文｜顏成同

圖片提供｜臺北機動查緝隊

北部地區巡防局臺北機動查緝隊首獲線報指

利，專案小組遂透過VDR漁船航行記錄器歷史紀錄

稱，國內地區某大盤毒梟計畫於農曆春節前夕走私

分析行蹤，查覺該船多次前往福建外海停留，並關

大批毒品及毒品原料入境製造販售，企圖大撈一

閉VDR漁船航行記錄器，1月14日「昌○○號」再

筆，經蒐證後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度自新竹漁港出港，專案小組隨即搭乘海巡艦艇前

官指揮偵辦，並與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

往埋伏，果然於竹圍外海46浬處攔查登檢漁船，另

隊、刑事警察局第三偵查大隊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於漁船油壓密艙中成功查獲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4

刑警大隊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查緝。

公斤、第四級毒品麻黃素121公斤、不明粉末283公

本案起緣於農曆春節將至，安非他命需求量大

斤、活體二級保育類烏龜84隻及通緝犯1名。

增，市價水漲船高，從接獲線報中獲知有非法毒梟

全案偵詢後，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罪、懲

欲利用年假期間將毒品攜至聲色場所銷售供顧客助

治走私條例及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罪嫌解送臺灣桃園

興，為免毒害染指國人，使其身心健康受損，專案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海巡署職司海域治安、維護

小組積極從情資中研判鎖定某特定地區大盤毒梟，

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及海洋保育五大核心任

並針對渠等動態加強佈建、情蒐。

務，對於配合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本隊落實

連續數日跟監、蒐證，終於掌握該集團欲利用
新竹籍漁船「昌○○號」走私大量毒品入境謀取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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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域聯防推動反毒工作，亦秉持「拒毒於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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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於竹圍外海46浬處攔查登檢漁船查獲大量毒品、活體二級保育類烏龜及通緝犯

罪。本次行動在專案小組全體人員努力下，及時於
農曆春節前截斷毒品流入市面，遏制毒害蔓延，確
保國人身心健康；然而，運輸、販賣毒品刑責雖嚴
峻，仍有犯罪集團為牟取不法暴利鋌而走險，本隊
也將持續遵循海巡署「向上溯源、向下刨根」之指
導原則，加強查緝相關毒品來源，希望藉此斷絕走
私毒品入境之貨源，以利淨化社會治安，保障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也呼籲民眾如發現任何不法行為，
也歡迎撥打海巡118免付費專線檢舉，本隊將盡全
力查緝不法，阻絕違法行為發生。
政務副署長胡意剛主持記者會，對外說明破案情形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地區巡防局
臺北機動查緝隊）

19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漁船囂張
越界拒檢
臺中海巡強靠查辦

陸船囂張拒檢，海巡人員驚險追

文｜吳采芳

逐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為落實執行護永專案，以維護海洋永續經營理

發現越界陸船「閩○漁運○○號」1艘，經廣播要

念，海洋巡防總局持續規劃區域聯防勤務，本次專

求登檢，陸船發現海巡艦艇靠近時，隨即向西蛇行

案勤務結合第二【淡水】海巡隊、第十二【新竹】

並拒絕停船受檢，PP-10022艇隨後緊追。由於海象

海巡隊、第三【臺中】海巡隊、中部地區機動海巡

狀況不盡理想，加上陸船頑強抵抗，若強行逼近，

隊等單位共同加強取締破壞海洋漁業資源不法行為

稍有不慎，恐造成船身碰撞損傷，所幸艇上人員利

及沿近海違規拖網漁船取締，另結合巡防區雷情監

用各種方式，逐漸將陸船包圍，使其逃逸範圍縮至

控，於各禁漁區（保育區）海域提高巡邏密度，打

最小，終於在歷時50分鐘追逐後，於12時31分在高

擊非法漁撈行為。

美外32浬（24°27'N、119°58'E、領海基線外約13

107年1月16日11時43分，第三【臺中】海巡
隊PP-10022艇在海上巡邏時，於高美外21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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浬）處將閩船攔停。
閩船遭攔停後，海巡人員迅速以優勢能量登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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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船（噸位：194噸），登船後清查船上人數，並

域，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快速啟動打擊機制，以

詳細搜索船上所有艙間，確認無非法載運其他違禁

使國人「立即、有效」感受到海巡強力執法作為，

品後，清點船上人數，計有船長施○春及船員共6

加上優勢艦艇能量，靈活部署查緝，成功彰顯政府

人，由於非法越界違法事實明確，爰依據違反臺灣

守護海疆、維護海洋資源及保護漁民權益之決心。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2條、第80之1條

海巡隊也籲請民眾共同打擊越界陸籍漁船，若發現

及施行細則第42條，16時將閩陸船及施姓船長及船

海上不法，請立即撥打04-26572782或海巡免付費

員押返臺中海巡隊偵辦。

專線118報案電話，或透過臺灣區漁業廣播電台通

第三【臺中】海巡隊表示，陸籍漁船越界已嚴
重影響我國漁民捕魚權益，經常僥倖以為其行為不
會被發現，殊不知海巡隊船艇密集式的守護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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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人員登檢後查驗有無其他違法事證，隨後將陸船船隻及人員扣留帶回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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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拼勁護民安
救援執法無假期
文｜林耕範、劉建志

圖片提供｜第七【蘇澳】海巡隊

嶄新年度的開始，必然先面臨寒冬刺骨的體

網，順著海浪低頭找尋鰻苗，在河口附近的海岸，

驗，本島近日在極地寒流影響下，導致蔬果及養殖

用「手叉網」捕撈正要溯河的鰻苗。因為鰻苗的經

水產動植物遭受嚴重凍傷，農、漁民財產損失不計

濟價值稀有且珍貴，靠天吃飯的漁民們會順著流

其數，但是在這寒冷氣候裏，造物者創造了適存

水，甚至開船遠離故鄉前往採捕，而拖網業者也會

的生物，提供給需要的人們，維持大地間供需的平

趁寒冷夜晚、或海象較差時機從事違規拖網行為。

衡。素有「海上白金」之稱的鰻苗，長期被漁民
視為年終大事，每年11月起至次年2月底，隨著黑
潮、大陸沿岸流、洋流等影響，全年有95％鰻苗這
4個月會在宜花東海岸出現。為因應需求，政府也
適時開放鰻苗採捕，每年只要到這個時候，都能看
見漁民冒著寒風、帶著頭燈、身穿青蛙裝、手持漁

22

107年1月16日本隊所屬PP-5025艇（以下簡稱
本艇）執行海上巡邏勤務，於22時56分接獲第一巡
防區通報：「有一艘漁船位於南方澳外1浬（N2434、E121-53）海域處，因觸礁導致船底破損造成
嚴重進水，為避免進水量過大，在航安考量下，目
前保持一定航速駛往蘇澳港，請派線上巡邏艇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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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隊長洪伯昇立即以觀通無線電指示本艇：

漁業電台請求協助，船長也非常感謝海巡能在這麼

全力救援及提供事故漁船必要的協助、兼顧自身及

短的時間抵達援助，讓他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保

待救船員人身安全、適時安撫漁民心情。本艇當時

障。結束源船救援勤務後，PP-5025艇馬上轉往北

位於蘇澳海域外執行巡邏任務，接獲通報後，立即

邊海域繼續執行巡邏勤務，由於有違規拖網漁船，

前往事故現場執行救援任務，並以船用雷達掃視附

常在該海域趁機破壞海洋生態，因此本艇長期在宜

近海域，因天色昏暗、磅礡大雨導致視線不佳，故

蘭大溪外海進行掃蕩，果然拂曉時分出擊又有所斬

開啟探照燈照及派遣人員於艇外加強瞭望，23時5

獲，17日清晨5時13分，在前一個勤務執行不到4小

分於蘇澳南堤外0.2浬處（N24-35、E121-53），瞭

時，又接獲通報於宜蘭縣石城外1.5浬處，有漁船違

望人員以無線電回報，發現本艇船艏正前方有艘漁

規拖網，本艇火速抵達現場，並以探照燈照射，發

船前艙已進水下沉，經接近查看後為「源○發○」

現一艘頭城籍「金○豊」號漁船，正以單拖方式從

號漁船（以下簡稱「源」船），回報第一巡防區並

事違規拖網，本艇立即依法取締，並於5時46分蒐

確認為事故漁船，為免人員情緒受影響，本艇以艇

證完畢，有效保障漁民權益，使海洋生態免遭破壞。

外擴音器邊安撫邊救援，過程中因觸礁船艙進水，
情況驚險，所幸救援任務在眾人的努力下，順利將
「源」船及船上人員安全帶回。

海巡執行救援、救難及取締漁業違規從無假
期，一整晚的南征北討，背負著國家賦予的使命，
承擔著守護漁民的生命財產，維護的是海洋與漁業

人船抵達後，本艇立即通報，並協請鄰近消防

資源生態的平衡。暗夜裡拼勁的守護，當漁民以

隊提供大型抽水泵協助漁船抽水，同時派遣人員了

「讚」向我們所表達謝意，就是對我們努力執法

解事故狀況，據源船船長表示自己的漁船設籍在屏

與救援、救難的最大回饋，「警力有限、民力無

東東港，因適逢捕撈鰻苗季節，要前往宜蘭縣頭城

窮」，唯有與漁民共同合作，才有更強大的力量來

烏石港附近海域採捕鰻苗，16日晚間22時40分航經

維護海洋生態。漁民若發現海上不法行為可撥打

該海域時，因不熟悉導致碰撞暗礁，當發現時船艙

海巡免付費專線118通報，本隊將立即執法取締。

已破損，海水大量湧進機艙及前艙，於是立即通報

（本文作者目前均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七【蘇澳】海巡隊）

執行海上救生救難或執法，海巡人員全年無休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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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出海 不捕魚
行跡可疑 遭查緝
文｜項志文

圖片提供｜彰化機動查緝隊

中部地區巡防局彰化機動查緝隊依據線情，掌

索，分別於「連○發○號」及「龍○財號」漁船密

握以新北籍漁船「連○發○號」及基隆籍「龍○財

艙內，查獲以防水袋包裝成箱之私菸共38萬包，全

號」走私「自創品牌」菸品以牟取高額暴利，經查

案將連○○漁船船長金○等人依涉嫌違反菸酒管理

證線情屬實後提供第二海岸巡防總隊掌握「龍」及

法移送基隆地方法地檢署偵辦。

「連」船進港動態，隨即由彰化機動查緝隊召集海
巡署臺北機動查緝隊、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臺東
機動查緝隊、海洋巡防總局偵防查緝隊、第二海岸
巡防總隊、彰化縣警局刑警大隊、宜蘭縣警局宜蘭
分局偵查隊、臺中市警局第六分局、新北市警局瑞
芳分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依法進行全般查緝
行動。
106年12月16日專案小組於「龍」及「連」船
進入新北市深澳漁港後隨即嚴密監控，專案小組會
同安檢人員立即持基隆地方法院搜索票上船實施搜

24

由於菸品健康捐多次調漲，直接衝擊菸品零售
價，私梟在有利可圖情況下，暗地利用各種管道大
舉走私，嚴重影響國內市場經濟，造成合法業者權
益受損，威脅人民健康，且面對走私手法不斷推陳
翻新，從線索中獲取情資進而破獲案件的狀況，其
實較以往更為困難。因此，本隊往往要慢慢抽絲剝
繭，追溯上游，花更多心力才能達成目的。而不法
集團的各個環節聯繫模式不斷變動，若想有效層層
往上追蹤，過程肯定無比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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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能成功查獲走私未稅菸品案，專案小組成

巡人員的本務工作，全體人員必將以穩定國家經

員日以繼夜，不停找出可疑線索，終於將走私案一

濟秩序、確保國人健康為己任，查緝隊也呼籲全國

舉破獲，成功把非法阻絕於境外，而本隊在執行

民眾，「警力有限而民力無窮」，如發現不法，可

「安康專案」過程，針對走私農漁畜產品、香菸及

撥打海巡免付費電話118踴躍提供各項走私線情檢

動物活體等不法犯罪行為的情資蒐整，透過長期的

舉，海巡單位將盡全力打擊非法犯罪行為。

經驗累積，已具備高度的敏銳度，一有案件發生，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都能快速掌握，進而給予打擊。查緝非法向來是海

彰化機動查緝隊）

海巡人員從漁船密艙內取出黑色防水袋，拆開後確認為走私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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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長期運私菸
漁船遭緝急露餡
文｜王逸右

圖片提供｜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於106年6

巡隊等單位成立岸海聯合查緝小組，並於12月15日

月接獲情資，某走私集團成員綽號「阿○」男子涉

掌握福○○號漁船準備於清晨4時出港接運私菸，

嫌自公海接運私菸入境；經多次行動蒐證後確認主

當日即由隊長與專案小組實施案情研討，並完成行

嫌身分，遂成立查緝專案小組，並報請屏東地方法

動編組計畫，12時實施勤前教育，動員1艇20人，

院檢察署指揮偵辦。透過長期跟監掌握集團相關成

區分為2組相互配合，第一組搭乘PP－10020巡防

員動態，且深入比對漁船進出港紀錄後，確認該集

艇執行海上埋伏跟監，第二組則由第五岸巡總隊中

團主要以高雄籍億○○號漁船出海作業為由，長期

和安檢所人員於岸際待命配合，隨時給予奧援。

滯留公海充當私菸倉庫，並由基隆籍福○○號漁船
前往接運走私入境。

PP－10020巡防艇於海上實施監控過程，於16
時見2目標船隻開始靠近，且以黑色防水袋包裝私

本案於106年11月中旬編組南部地區巡防局所

菸，艇上人員立即鳴笛令其停船受檢，福○○號漁

屬澎湖機動查緝隊及海洋巡防總局第八【澎湖】海

船見走私曝光，馬上加速逃逸並沿途丟棄私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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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艇隨即展開追逐，經過30分鐘後終於將福○○號

本案可以順利破案之關鍵，除專案小組鍥而不

船逼停，且當場於該船甲板查獲私菸乙批；另登檢

捨外主要仰賴地檢署與各級長官對案件偵查之支

億○○號漁船發現，該船為躲避查緝，以塗改船名

持，加上本案犯罪模式為海上接運，需岸海同仁齊

方式掩藏，查緝人員查覺有異，為求慎重便會同交

心合作才能順利偵破。菸捐稅收實屬我國重要財

通部航港局人員實施勘驗，證實遭塗改船名漁船即

政來源，為保障稅制穩定及維護國際貿易形象，海

為億○○號塗改而成，且船籍並未做變更仍屬我國

巡單位將持續全力防堵未稅菸品走私，加強相關不

籍漁船，私梟亦將大批私菸囤放於億○○號漁船充

法查緝，並呼籲民眾利用海巡免付費電話118檢舉

當私菸倉庫，再伺機派遣小船接駁走私，全案共計

不法。本隊亦將秉持打擊犯罪之精神，賡續往上追

起獲未稅香菸1,849箱，市價高達新臺幣7,400餘

源，期將走私犯罪集團一網打盡。

萬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
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

漁船行跡曝光後立即逃逸，巡防艇展開追逐並強靠登檢

專案小組將查獲之私菸帶回後，陳列並召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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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航機岸際迫降
海巡人員急救援
文｜陳宏政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總隊

輕航機運動近年來在台逐漸興起，讓許多想嘗

5員兵力投入救援行動，當時天空還飄著雨，但仍

試飛行的人有了入門的選擇，這種運動常見用於培

澆不熄大家救人的意念，終於在臺東成功鎮石雨傘

訓、農林、遊覽觀光、體育娛樂、巡邏、攝影、空

遊憩區處發現墜毀的輕航機。據了解，該輕航機於

中廣告宣傳、飛行出租等許多行業和領域。當然，

花蓮馬太鞍溪起飛，越過海岸山脈，飛行約20分鐘

一項活動接觸的人多，衍生的風險自然提升。107

後，在臺東三仙台北邊處發現引擎異常，遂於石傘

年1月6日下午3時35分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

區附近岸際沙灘迫降。由於輕航機迫降時撞擊力量

總隊接獲民眾通報，於臺東石雨傘遊憩區處有架輕

過大，使機身斷裂、零件四散，所幸機上兩名人員

航機落海，請求海巡署派員協助救援。

只有輕微擦傷，無生命危險。

第一三岸巡總隊獲報後，立即派遣所屬八○大

除此之外，幹部也立刻帶人巡視附近海岸灘岸

隊第一巡邏站共計2車8人前往，小港安檢所也投入

是否有受到相關影響，所幸並沒有機油污染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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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整起救援行動順利圓滿。飛行，可能是很多人
從小到大的夢想。從萊特兄弟發明第一架飛機開
始，脫離地心引力的牽絆，就是很多人的期待，但
在追逐夢想的同時，也伴隨著風險，以飛行運動為
例，平時除了享受運動或休閒嗜好帶來的生活樂
趣，也應警惕自己注意潛在的危險因子，不要因自
身的疏忽導致遺憾發生。
此次雖無人員傷亡，但也再次提醒所有喜好輕
航機運動的人，唯有萬全準備，才能確保生命受到
保障，同時藉由這次救援，也展現了海巡人員訓練
有素的一面。所有的意外肇生皆因人們忽略所致，
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凡事都必須從最小的面向
注意起，往往事情的暴發嚴重性就取決於我們有多
在乎細節；每次的海岸救援行動都仰賴我們一線的
弟兄們，他們不畏辛勞不懼危險，那是因為他們每
次都做好了準備，才能使救援任務成功，以致不辜
負身為海巡人的榮耀！無論是在海上或岸際，只要
遇到危險，別忘了撥打海巡免付費專線118求援，
以確保生命財產安全獲得保障。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三岸巡總隊）

輕航機岸際墜落，海巡人員趕赴現場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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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模範海巡人員／單位事蹟簡介
資料整理｜周柏志

人員部分

1.

署本部企劃處

專員黃淑玲

獲獎事蹟：
黃員辦理「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行政事務，有效整合各項資源，於海洋
委員會成立前，奠定海洋事務協調、推動平台運作基礎；推展多元海洋事務，建立
海洋科學研究合作機制、摘譯日本年度「海上保安報告書」、規劃世界海洋日活
動、辦理「海洋基本法（草案）」研析作業等，深耕本署海洋相關業務，並戮力完
成行政院交辦之重大任務，功績卓著。

2.
署本部情報處

科員呂澎澤

獲獎事蹟：
呂員於105年、106年個人全國海巡考評績效分數第一名；另獲選103年及106
年全國反毒有功人員，為單位查緝毒品工作努力付出，有效防制毒品、確實打擊犯
罪，提升本署榮譽，對社會治安確有重大貢獻，足為同仁表率。

3.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

組主任林逸民

獲獎事蹟：
林員偵辦「永○升」號漁船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中國大陸籍漁船「瓊○海
○○○○○號」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多項法律、協助配合布袋
隊、刑事局偵六隊查獲「金○財號」越南偷渡案，查緝走私、毒品績效斐然，對於
維護海洋生態資源及社會治安，確保國人健康有重大貢獻，提升本署正面形象，
功績卓著。

4.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三海巡隊

分隊長陳進益

獲獎事蹟：
陳員執行凱旋3號客輪擱淺救援案，不畏惡劣海象，利用高超船藝成功救援落
海人員，展現海上搜救專業技能；支援2016年世界海洋日及海安八號等操演案，
在演練中呈現平日艦船艇團隊船藝、海巡技藝、裝備維護等之訓練成果，並發揮精
湛的整合運作模式，實質展現軟、硬實力的精進，做好「藍色國土守護者、海洋事
務推動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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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岸巡防總局人事室

專員蔡政翰

獲獎事蹟：
蔡員配合募兵制推動政策及建構雷達、守望、巡邏三層打擊犯罪勤務監偵幕，
完成岸巡單位組織調整作業；另辦理「上士以下之士官不列計預算員額」規劃案，
使海巡士官人數自104年162人逐年成長至106年480人，有效提升基層同仁工作士
氣，功績卓著。

6.
北部地區巡防局特種勤務隊

區隊長詹家銘

獲獎事蹟：
詹員106年曾參與世界海洋日暨海安演習、敦親睦鄰開放參觀活動及新屋反恐
訓練中心成立典禮等活動反恐操演項目，另多次於惡劣海象中協助追緝越界漁船，
更不畏艱難率隊登船，以控制現場，並獲媒體正面報導，有效落實本署護漁政策以
及提升本署機關形象。

7.
中部地區巡防局臺中機動查緝隊

查緝員王志仲

獲獎事蹟：
王員106年偵破『昌○陸號』漁船走私中國大陸香菇2,936公斤及『上○123
號』漁船走私第四級毒品氯假麻黃鹼504公斤等案，獲法務部長邱太三與臺中市長
林佳龍至梧棲漁港安檢所慰勉，並經各大媒體相繼報導，有效提升本署能見度。

8.
北部地區巡防局警衛區隊

巡防士陳逸倫

獲獎事蹟：
陳員任北部地區巡防局招募中心期間，積極辦理各類招募活動，104年至106
年招募成效卓著，名列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各機關第1名，深得長官肯定，認真工
作之態度足為同仁表率。

9.
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副區隊長陳俊羽

獲獎事蹟：
陳員106年率隊執行南部地區巡防局轄境常態性營舍維護及105年下半年「莫
蘭蒂」及「梅姬」颱風重創南臺灣災損復原工作，總計修繕旭海安檢所等15處單
位、36個項目，有效運用其修繕專長節省公帑約新臺幣187萬元，績效卓著，深得
各級長官之肯定，足為海巡人員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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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部分
海洋巡防總局第六（花蓮）海巡隊

1.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106年查獲走私農漁畜產品2案、偷渡犯2案2人、
逃逸（逾期）外勞12案28人雇主6人、其他案件2案、專報撰
寫256件324分、護永專案計16件19人19船。
2. 執行海難救助：106年執行海難救助12件11船19人、救生16件
3船22人、為民服務13件16船45人，計41件。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雄）海巡隊

2.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走私中國大陸私菸計296箱、查獲漁船涉嫌載
運越南籍偷渡犯共39名、查獲香港籍漁船「台沙0000號」越
界捕撈本國海洋生物計350公斤及20名陸籍漁民、查獲漁船
走私海洛因磚共計1,800塊、查獲漁船走私保育類食蛇龜計
1,638隻。
2. 執行案件績效：漁業資源保護取締25案、執行海難救助工作計
有12件、本國籍與外國籍船舶船員失蹤與死亡案件計18件。

海洋巡防總局第七（蘇澳）海巡隊
獲獎事蹟：

3.

1. 查緝績效：持續運用近岸巡防艇，擴大巡邏區域，組成優勢部
署，強化勤務密度，落實有效勤務之指導。
2. 執行海事案件：處理海域、海岸災難救護案件及服務工作共30
件，其中海難救助案件計15件，36人；為民服務3件。
3. 執行案件績效：查獲走私洋菸計1件180箱、逃逸外勞計10件
27人、越南籍偷渡犯1件40人、破壞海洋、岸資源取締案件共
41件。

海洋巡防總局第一（基隆）海巡隊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8名越籍男性逃逸外勞案、改造槍械4把、子彈
54發、未稅私菸150箱、安非他命70.2公克、K他命8.2公克、
大麻毛重0.6公克、海洛因毛重10.5公克。
2. 執行案件績效：扣留行政處分陸籍漁船越界捕魚案6件、取締
沿近海違規捕魚案7件、海難救助案29件、海事糾紛案6件、為
民服務案25件、驅離中國大陸漁船案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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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三（布袋）海巡隊

5.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偵辦查獲漁船載運19名越南偷渡犯案、偵辦膠筏拖帶
無籍管筏走私香菸案，計查獲私菸245箱共61,250包、查獲一級
毒品海洛因15.26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3.19公克。
2. 執行海事案件：執行客輪擱淺救援案，計救援346人、執行漁業
資源保護查緝計12件、驅離陸籍漁船計1件、救難、救生案件計
10件、海事糾紛案件計2件、為民服務案件計2件。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五（臺東）海巡隊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第四級毒品氯假麻黃鹼30袋，總淨重722,654公
克；查獲漁船載運19名越南籍偷渡犯及2名越南籍外勞、男性通
緝犯1名、海巡安全情報：總件數218件。

6.

2. 執行海事案件：處理「新○利號」漁船失去動力案、綠島3名潛水
客失聯案、執行蘭嶼飛魚季護漁勤務成效良好、處理越界陸籍漁
船驅離案件計1件、協助執行離島醫療後送共9件。
3. 執行案件績效：支援軍事國防火砲射擊海上戒護任務共計29網
次；支援106年度海上體驗營活動計有2日2梯次。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

7.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執行客輪及娛樂漁船安檢勤務查獲通緝犯計20名；執
行貨輪貨物拆檢任務，查獲未經申報私釀酒計199公升、偽劣菸
計14條、二級毒品20.45公克、管制刀械1把及陸製隱形眼鏡1批。
2. 執行海事案件：客輪船艙進水，經積極協調、聯繫及勤務調度，
使客船船上346名乘客及8名船組員全數救起獲媒體正面報導；年
度執行各項威力掃蕩任務，計投入115車次314人次，有效展現海
巡執法能量。

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
獲獎事蹟：

8.

1. 查緝績效：執行驅離他國船籍越界船筏，共107艘次。
2. 執行海事案件：薩摩爾籍油輪緬甸籍船員遭纜繩回彈擊中受傷，
指揮部協助傷員緊急治療及申請入出境許可搭乘高雄艦返台就醫。
3. 執行案件績效：執行「清淨家園」及協助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辦
理「東沙島ICC國際淨灘行動」工作，實施淨灘活動，計動員346
人次；義守大學東沙教學點揭牌儀式，指導辦理全般儀程規劃；
配合辦理東沙巡禮生態體驗營活動，共計3場次，參與師生共計
102員，相關活動均獲外界肯定，有效提升本署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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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澎湖機動查緝隊
獲獎事蹟：

9.

1. 查緝績效：偵破槍、毒案件6案、犯嫌12人，查獲各級毒品總
計1,287,925公克、改造槍枝1把及子彈10顆；查獲走私菸案共
計269,500包、查獲走私漁貨3案，查扣走私漁貨共計12,015
公斤。
2. 執行案件績效：查獲逃逸外勞9名、雇主1人；查獲逾期滯台女
子1名；查獲詐欺漁業補助用油2案。

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機動查緝隊

10.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偵破槍毒案件18案、偷渡案件2案；查獲各式槍枝
13枝、各式彈藥443顆、各級毒品總計11,088公克，犯嫌36
人及偷渡犯2人；偵破指標性案件，查獲海洛因磚18塊（毛重
6,415.74）、愷他命1包（毛重970.39公克）。
2. 執行案件績效：專案案件查獲28案、逃逸外勞28人及雇主1
人；查獲非法滯台打工1人。

北部地區巡防局特種勤務隊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配合國家搜救中心及空勤總隊馳援各項空中急難救

11.

助任務，成功救援12人次；執行金門及澎湖海域護漁勤務，成
功扣押違規進入禁限制區域陸籍漁船及29員船員。
2. 執行案件績效：執行106年度「世界海洋日暨海安演習」，展
現出本署堅強反恐戰技實力；參與國防部舉辦「敦親睦鄰開放
參觀活動」，彰顯本署捍衛海疆之精神；執行國際賽事「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現場維安及威力展示，並配合完成反恐操
演，充分展現海巡特勤反恐及維安戰力，有效嚇阻恐怖活動
發生。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料羅商港安檢所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106年查獲大陸農產品1,350公斤、酒138瓶、菸
410包、藥品200盒。
2. 執行海事案件：執行浯洲○豐船員落水救援案；執行長○輪人
員燙傷救援案；配合金門縣政府執行金門快輪包船專案，協助
辦理清明節及端節返鄉旅客疏運人數共計1,069員。
3. 執行案件績效：協助總隊辦理106年度海巡體驗營，深獲參與
學員肯定及好評；支援2016夏艷金門海洋風活動支援岸際戒護
事宜，共計投入8車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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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東港安檢所

13.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嘉○發68號漁船」等2船非法載運香菸案、
漁船私設密窩變更船體1案、查獲漁船載運限制入境外籍船員
計3案獲漁船載運未依規定境外雇用外籍船員計7案、查獲漁船
台籍船員幹部人數不足計114案。
2. 執行案件績效：年度執行救生、救難工作計2案；為民服務計
10案。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馬公漁港安檢所

14.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漁船幹部及船員人數不足計50案、查獲漁船違
規載運液化石油氣計3案、查獲漁船從事非漁業行為計174案、
查獲非法採捕水產動植物計5案。
2. 執行海事案件：協處客船「天○○號」船艙進水救援、查獲
「海○下1號」搭載通緝犯出港案、協助處理海豚擱淺1案、執
行外離島居民後送就醫服務89案。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王功漁港安檢所
獲獎事蹟：

15.

1. 執行海事案件：協助新寶蚵道民眾脫困；協助後港溪水門落水
女子救援案；燈塔蚵道漲潮民眾不及上岸協助救援案；福寶橋
民眾溺水救援案件；王功港區民眾輕生成功救援案。
2. 執行案件績效：106年上半年度國有財產盤點督訪，評列『優
等』單位。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七星潭安檢所

16.

獲獎事蹟：
1. 查緝績效：查獲通緝犯主動投案共計5案（5人）；查獲違反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違規潛水）共計3案。
2. 執行海事案件：執行為民服務（民人輕生協尋、遊客受傷、淨
灘活動等）共計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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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民生活
文｜林清海

圖片提供｜第四岸巡總隊

來到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台西漁港安

不同人的身上，自然會有不同的結果發生。就如同

檢所服務已有一段日子，每天在港區巡邏，總是看

我的工作一樣，雖然每天都在重複，但面臨的狀況

到漁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的為每天的生

和結果卻不會相同，海巡人員的日常生活和蚵民一

計打拚著。還記得某日天色未亮，我又依舊來到港

樣，前者守護國家海域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後者

邊巡邏，一如往常的看著蚵民們正準備著出海工作

則為維持生計而努力。

的器具，但由於當時海水尚未漲潮至船筏可航行的
深度，在等待的時間，蚵民們就順勢在港區旁討
論，蚵仔的大小、水流的好壞等等話題，這時我旁
聽著他們敘述的問題，心中充滿了疑惑並想著說這
些問題真的會影響蚵仔的好壞嗎？

我們都在重複著人生中必經的過程，彼此也是
相互依存關係，也希望他們生活順遂、養殖蚵仔順
利豐收，無論是什麼循環，無論有多辛苦，海巡工
作也好、蚵民生活也罷，只要用心努力，必定能獲
得成功甜美的果實，讓一切的辛苦變得值得。

於是在某日下午時利用安檢時機向蚵民打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呼，也順便請教了我之前感到疑惑的地方，這時他

第四海岸巡防總隊台西漁港安檢所）

們才跟我說明，由於蚵仔必須到出海口才能養殖，
所以受潮水及水流的影響很大，因為潮水會影響採
收蚵仔的時間、水流的變化及混濁度會影響蚵仔的
大小，進而間接影響到收購的價格。聽完他們的說
明才瞭解到其中的道理，因為事關他們的生計，所
以才會這麼熱烈的討論。此時我才發覺蚵民們全年
無休的工作，幾乎沒有假期可言，除了靠天吃飯，
每日必須看著潮水作業，而每當蚵仔交貨給批發商
後，他們就要準備下一段的架網、蚵仔生長狀況以
及下一次採收，繁瑣的程序，只為了可以讓辛苦養
殖的蚵仔以更好的價格賣出。
這時我心中想著蚵民的生活，只是大環境中一
種循環，只有不斷的工作，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
或許在這個過程中重複一種行為有人會認為是枯燥
乏味的，但箇中滋味，只有在那環境中從事這份工
作的人最為清楚，人生中有趣的地方，不就在於不
同的生命個體，會有不同的思維邏緝，同一件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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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伴隨著成長
文｜溫洪彬

圖片提供｜麥寮安檢所

解決每天不同的狀況，對內在處理安檢所人事資
料，溝通、接收訊息方面的能力，恰巧都是我所不
擅長的。剛開始接值班時，對於長官交代事項與單
位間的聯繫工作上，著實吃了不少苦頭，那時感覺
面對上級長官視導的時候會有一股很大的壓力，但
是在所裏學長們的帶領及鼓勵下，終於我找到了所
有問題的解決方法，漸漸的習慣工作上帶來的壓
力，有時候也會相當佩服學長們，能夠記住那麼多
業務細節，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相信只要努
在人生的道路上，相信每個人都會有各式各樣

力，有一天我也能達到這樣的程度。

不同的想法，對我來說，人生是藉由不斷接受各種

經驗是靠工作慢慢累積而成，平日的學習再怎

挑戰，達到自我提升，讓原本做不到的事情能在過

麼紮實，老實說，比不上一次的實際操作來的印象

程中獲得成就感，也許會遭受到讓人無法想像的壓

深刻，在所內見習的過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

力，但卻可以發揮無限的潛能，甚或是清楚知道自

一次和學長們上一艘貨輪登檢，當時覺得一切人事

己所追尋的目標。

物都讓人相當興奮，可以見識各國不同膚色的人，

還記得在網路上曾經看過這麼一段話：「沒有

船上充斥著船長及船員之間的溝通語言，對於執勤

壓力，沒有進步；沒有勉強，沒有成功！」，回想

的我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卻可以感受到緊

過去自己經歷過辛苦的求學過程，在就讀大學的時

張的氛圍，於是我默默跟隨著帶隊官及學長的腳

候，面對教授嚴苛的指導，不僅在作息與研究進度

步，深入了解各種登檢查艙注意事項及技巧。

上必須自我要求，還要能夠有找出問題並且解決問

若問我來海巡署可以學習到什麼，我肯定會回

題的能力，了解自己在哪個時候應該做什麼事。在

答：應對進退以及處理事情的能力。從就學到進入

出國期間，我也曾經害怕在國外的專家學者面前發

海巡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我克服了很多學

表自己的研究結果，但突然腦中想起了這段話，頓

習及工作瓶頸，對於事情我懂得如何區分輕重緩急

時把恐懼壓制下來，重新整理思緒後，順利將我的

的去落實執行，也都能夠冷靜應對。屬於我的人生

研究結果完成報告。對我而言，完成這件人生中的

挑戰，不斷隨著工作壓力在持續成長，而我也絕對

大事是值得開心的，因為能夠獨立面對這項挑戰，

不會因為辛苦而退縮，因為海巡讓我學會了面對壓

證明了自己的思考邏輯能力已相當的成熟。

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相信凡事只要冷靜專注，不

進入海巡單位後，目前被派駐在麥寮安檢所服
務，對我的人生而言，又是另一種不同領域的學
習，尤其是在一線單位面對民眾的同時，對外除了

管什麼困難都能迎刃而解。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四岸巡總隊麥寮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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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 性別刻板印象
巾幗 也能不讓鬚眉
文｜張清輝

圖片提供｜臺東機動查緝隊

這是個男女平等的年代，女生能做到的，很多

伸張正義、打擊犯罪，將壞人繩之於法，而海巡署

男生都不一定能做到，就如同目前在臺東查緝隊服

查緝員工作，更是一個極富使命感及正義的化身，

務的陳姓女查緝員一樣，她自89年於東吳大學法

為打擊犯罪的第一線司法警察官，不管是查緝走

律系畢業後，就在銀行擔任法務催收工作，累積了

私、偷渡、槍械、毒品等案件偵辦或是蒐集各項危

相關工作實務與經驗，隨著國內金融機構的整併趨

安情報等工作，對於社會治安及國家政策皆具有相

勢，金融業不再是安穩的金飯碗或是鐵飯碗，因此

當的貢獻。

陳查緝員決定轉換人生跑道，毅然決然選擇報考海
巡特考，成為查緝隊的一員。

陳查緝員就讀大學時期，因熱愛籃球運動，加
入了籃球校隊，深刻體會到團隊合作與和諧的重要

從小就富有正義感的她，想要成為懲奸除惡的

性，更進一步培養出責任感、永不放棄、不屈不撓

英雄，所以大學選擇攻讀法律系，她認為法律可以

的精神。查緝工作大略可分為情資發掘、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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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動蒐證、聲請監聽票及搜索票、查緝行動

士偷渡入境，惟偷渡方式可能與先前之方式有所不

等多階段工作，每個階段都需要結合所有人各方面

同，此時她摒除過往既有定見，以大膽假設，小心

的支援與協助，每位查緝員間各司其職，再透過團

求證之態度，利用各種系統資訊及文書資料，細心

體有效分工合作，才能有好的查緝成效。她從事查

比對清查出穩船涉有重嫌，最終也順利將案件偵破。

緝員工作近六年，不論主偵或協偵案件，都能與同
事相互合作、和諧相處，共同替單位創造績效，打
擊不法，維護社會治安。

上述案件是陳查緝員參與過的大大小小案件
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二起，她個人也常表示，查
緝不法走私偷渡行為是海巡人員最核心的任務，皆

她參與過的查緝案件，像是103年10月20日在

需秉持「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偵蒐於內陸」

雲林縣口湖鄉牛挑灣溪出海口查獲無籍舢舨載運第

原則，縱然不法集團犯罪手法日新月異，身為查緝

三級毒品K他命案，她參與行動蒐證，當時因資訊

員具備的偵查作為也必須與時俱進。而查緝犯罪更

不足，但她善用女性心理上細心求證之特質，清查

要跳脫性別老舊觀念，應不分男女，和團隊融合一

出確切情資；偵查期間與隊上同仁一同實施跟監埋

起，才能不被框架限制，順利遂行任務。陳查緝員

伏工作，經常駕車來往奔波，足跡遍及雲林、臺

在單位裏一向開朗，不久前她也於隊部前種下了一

南、高雄、屏東等地，不畏野外地形及車內密閉空

棵向日葵，象徵如陽光般的心，激勵著自己勇敢去

間，犧牲假期與睡眠，最終與分隊同仁共同偵破此

面對未來，也期許感染每位臺東查緝隊的同仁，都

案，遏止犯罪。緊接著106年1月6日與臺南第二機

能和她一樣用開朗的心全力以赴面對每一個未知的

動查緝隊共偵在龜山島海域偵破「穩○滿○○號」

挑戰。

漁船非法載運越南籍偷渡犯40人案，該案於105年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8月份接獲情資得知某高雄籍漁船將接駁越南籍人

臺東機動查緝隊）

陳姓查緝員用開朗的心面對每一個工作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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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南島任醫官
守衛健康我驕傲
文｜孔繁璇

時光流逝總如白駒過隙，轉眼間畢業後已經在
部隊過了18個月的時間，遙想當初選部隊光景猶
如前夕，當時現場背景充斥各種話題的討論，結舌
驚呼及歡笑鼓掌聲，一年中最具鄉土戲劇性的時刻
說在那日一點也不為過，上台前發生什麼事已記不
清，只知道當我用微微顫抖的手在白的刺眼的紙上
寫完單位後被全場轟雷的掌聲拉回現實，於是就此
確定為南沙太平島女醫官。

圖片提供｜陳旻沂律師

於初任官的我而言，不曾接觸，且極度陌生，密密
麻麻的筆記帶有惟恐不能馬上步入軌道的急切。
猶記得署長李仲威曾在上島慰問的談話中提
及，我們應戮力打造優秀南沙，讓外界都看見海巡
的努力，如此在未來介紹自身履歷時便可抬頭挺胸
地正氣應答「我曾在南沙太平島服役」，讓這份外
島經歷成為我們共同的榮耀。在這近2年的部隊期
間，與全島同仁一同走過各式任務挑戰，歷經貴

南沙，距離我們中華民國臺灣本島的高雄港有

賓接待、軍事推演、工程興建、物資運補、戰備訓

1,600公里，海運為主要交通方式，至於船期的天

練、設備保養、環境維持等工作進度挑戰，豐富的

數則要視浪況及風向而定，例如冬季吹東北季風，

生活步調砥礪磨鍊著每個人的身心靈，大家同島一

那麼此時從南沙回台休假就是無比殘酷的考驗，逆

心、群策群力完成所有交辦事項，竭力捍衛這片南

風破浪而行，我躺在艦艇的床上好比一線懸掛的搖

疆鎖鑰，我也以自身醫療專長守衛著弟兄們的健

籃，上下左右前後搖晃，聽著房間裡左右滑來滑去

康。未來不論何時何處，我都會驕傲地說出自己曾

行李物品的碰撞聲，我僅存的只有翻身的力氣，此

有幸踏上南沙太平島擔任醫官職務，並且在緣份的

刻突然覺得，過去長居陸地的我完全可以體會海上

引領下彼此相遇相惜，爾後我們也將繼續守護這塊

健兒的偉大情操。

土地，為它勾勒出最美的夢想藍圖。

太平島上的南沙醫院與衛福部合作實施IDS整
合醫療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由國
軍高雄總醫院派駐一名外科主治醫師及兩位麻醉護
理師於島上，以備緊急手術之需，再加上甫畢業的
牙醫官及我，五口同心，目標就是維護好島上官兵
的身心靈健康，這麼遙遠的外島即使有軍機後送，
從屏東機場出發也要耗時3.5個小時才抵達，所以充
實醫學知識及強化治療技能成為我的首要任務，在
此由衷感謝醫院主任、麻護與前一位在島上服務的
牙醫官，對於提攜後進不遺餘力，部隊行政工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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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執行
海洋保育任務精進作為
資料整理｜巡防處

陳建名

壹、前言
保護海洋環境與生態資源為海巡署（以下簡稱

善之處，以「海污防治及生態保育34.1%」、「向

本署）重要任務之一，惟本署「106年廉政民意調

鄰國捍衛漁權30.5%」較高。為正面回應社會期

查專案報告」中，對於本署「取締違規採捕海洋水

待，透過務實且持續的具體行動，使國人「立即、

產植物、救援海洋保育、執行海洋污染防治」等事

有效」感受本署維護漁權及確保臺灣海洋環境資源

項滿意度僅72.8%，其中認為海巡人員需加強或改

永續發展之決心，爰就現有作法研議精進改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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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執行成效

一、維護漁權
我國與中國大陸、日本、菲律賓等周邊國家專屬經濟海域重疊，衍生相關權益爭議，本署依《政府護
漁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執行護漁任務，防範我國漁船於爭議海域遭外國公務船干擾、扣押，並積極推
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以強化海上執法及護漁能量。
（一）兩岸海域
1. 針對臺灣本島、金門、馬祖及澎湖地區中國大陸漁船易越界重點海域等外離島海域，依漁汛期（黃
魚、烏魚、螃蟹等）、風季海象及執勤能量等因素，採「先期部署、預置兵力、彈性運用」原則，
靈活調度勤務，並依法採取「驅離」、「扣留」、「留置調查」、「沒入漁獲（具）」、「罰鍰」
及「沒入船舶」等六大執法手段，嚴密取締陸船越界作業情事，確保我國海洋生態資源。
2. 修訂陸船未經許可進入我國海域作業裁罰標準，納入暴力攻擊執法人員、妨礙公務等加重裁罰規
定，並以提高裁罰額度及沒入船舶為手段，有效嚇阻陸船越界作業。
3. 106年驅離越界陸船719艘、扣留86艘、沒入25艘、裁罰4,755萬元、平均裁罰89.72萬元及總沒入
艘數，均為歷年最高。另驅離、扣留艘數由101年3413艘，降至106年747艘，逐年遞減，顯示相
關作為已產生遏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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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屬經濟海域

場次153人次，較105年增加7場次113人次（77%、

執行臺日、臺菲及東、南沙海域巡護，依海域

73%），藉由國人親身參與，認識海洋及其重要

情勢、漁汛期、漁船作業分布及勤務能量等因素，

性，進而啟發與學習保護海洋觀念，培植人民海洋

採「先期部署、預置兵力、彈性運用」原則，靈活

意識。

調度勤務；106年執行專屬經濟海域巡護268航次；
東、南沙海域巡護40航次，驅離外國越界作業漁船
103艘；獲報處理我漁船於臺日、菲海域遭干擾案1
件，較105年3件減少66%，有效維護漁民作業安全
及國家海洋權益。

（二）嚴格取締非法捕魚
106年取締非法毒、電、炸、網魚等違規採捕
案884件，較105年減少200件（18.5%），達遏阻
效果；另偕同漁業署執行「海上聯合查核」300航

二、生態保育

次，強化沿近海漁業執法效能。

鑑於海洋生態資源遭破壞事件頻傳，為守護海
洋資源及保育海洋生態，本署於105年7月1日推出
「護永專案」，以「規劃海洋保護活動」、「傾聽
溝通凝聚共識」、「籌組保育諮詢團隊」、「建立
保育網頁平台」及「網路媒體互動行銷」五大工作
面向，作為保育海洋環境之具體行動，展現保護海
洋之決心，讓人民真正有感，保育工作執行成效
如下：
（一）推廣海洋活動
106年舉辦世界海洋日活動，吸引9200餘人次
參加，較105年增加3,200人次（34.7%）；另舉辦
東沙、金門、綠島及龜山島等分區海洋體驗活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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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援海洋野生動物
辦理「強化蘭嶼地區及周邊海域海洋資源保育

變演練，強化機關間協調聯繫及運作機制，以提升
人員素質，完備海污應變處理機制。

專案」及救援鯨、豚、海龜等124隻，提升本署海
洋保育正面形象；另完成海洋保育網頁平台，鏈結
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告之海洋保育相關法令，使民眾
知法、守法共同守護海洋，並積極宣導政府海洋保
育成效。

（二）參與淨灘，取締不法
106年參與215場次淨灘活動，清理海洋廢棄
物19萬7,546公斤，較105年增加6萬5,128公斤
（49%）；另取締海上駁油案5件，較105年增加1
件（25%）。

三、海污防治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現象日漸顯現，
海洋環境保護議題，已為國際社會關注焦點。近年
來，本署除配合環保主管機關政策，持續充實各項
設備及辦理相關訓練，藉由跨機關聯合演練，嚴密
岸際及海域狀況監控外，更經由相互通報支援，與
中央及地方政府環保單位緊密合作，強化海污案件
稽查效能，提升整體海污防治能量，有效保護我國
海洋生態環境，相關工作執行成效如下：
（一）落實訓練演練，提升應變能力
106年參與海污防治訓練及應變演練432場次
（9,180人次）及74場次（2,307人次），分較105
年增加202場次（46%）及28場次（38%），積極
落實維護海洋環境，有效提升海污防治應變能力；
本署將持續充實第一線執勤同仁海洋污染應變專業
職能，定期參與各縣市政府及各港務局海洋污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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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8報案分析
（一）陸船越界報案數，由104年644件降至106年199件，減少445件（69%），顯示本署強力取締、提高
裁罰等作為，已達遏阻效果。
（二）海洋保育報案數，由104年175件升至106年198件，增加23件（13%），國人保育意識提升。

五、近年滿意度分析
依企劃處及政風處施（廉）政滿意度調查，漁民對本署「海污防治及生態保育」滿意度，由104年
54.2%，逐年上升至106年72.8%。

參、問題與挑戰

二、生態保育

一、維護漁權

（一）氣候變遷

（一）兩岸海域
中國大陸漁船逾百萬艘，因過度捕撈又經濟發
展快速，漁業資源枯竭，漁獲價格高漲，中國大陸
漁民為謀生計，頻越界作業。
（二）臺日海域
日方不承認我暫定執法線、強力要求修訂《臺

全球氣候變遷、海水暖化、人為污染、過度開
發及違法捕撈，破壞海洋環境與生態系統，更影響
海洋資源永續發展。
（二）國人關切
國人對海洋生態環境保育（護）意識日漸高
漲，企盼政府嚴格執法，監督標準愈加嚴格。

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漁船作業規則》，並持續強化

三、海污防治

海上巡視及對我漁船蒐證、監控，雙方漁權爭議持

（一）開發棄置

續存在。
（三）臺菲海域
臺菲對鄰接區執法作為未達共識，又菲國籌建
執法船艇陸續到位，我國漁船於上開海域作業，仍
有遭干擾及扣捕風險。

陸源污染及海洋資源開發棄置，導致海洋環
境、生態日漸惡化。
（二）污染破壞
海難船舶擱淺溢油、中國大陸海漂垃圾與海上
駁油事件頻傳，污染臺灣周邊海域環境，引發國人
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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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精進作為

一、瞭解實需即時應處
主動拜會漁民（會）代表，瞭解漁民實需，並
宣導以船用無線電與本署在航艦艇直接通聯報案，
第一時間應處狀況防患未然，使漁民對政府施政
有感。

二、掌握轄區漁況
（一）漁汛漁場
深入掌握轄區漁汛、傳統漁場（如澎湖土魠漁
場、西北蟳蟹、宜蘭紅火星漁場）狀況及漁民巡護
需求，靈活勤務部署，維護漁民作業安全。
（二）跨轄作業漁船
加強掌握跨轄及慣常違規漁船，針對違規熱點
海域及漁船（民）作業習性，落實區域聯防及預防
性部署，提高見艇率，嚇阻違規作業。

三、結合民力保育海洋

（二）岸際巡防
巡防區統合轄內岸、海能量，有效運用「雷
達」、「守望」、「岸際巡邏」三道監偵幕及友軍
資源，結合紅外線熱顯像儀等科技偵蒐裝備，擴大
監控範圍，強化港口安檢，提升查緝不法功效。

五、密切協調統合能量
結合主管機關及友軍能量，透過海上稽核、漁
港檢查及聯合查緝等機制，共同打擊破壞海洋環境
與生態資源行為。

六、強化新聞宣傳行銷
為回應社會及民意期待，對漁權維護、生態保
育及海污防治等工作成效，主動聯繫新聞媒體報
導，並運用官網、臉書、懶人包及網路社群推廣，
擴大宣傳效益。

伍、結語
「海洋保育」、「維護漁權」為本署五大核心

與地區保育團體、志工或巡守隊緊密協調聯

任務之一環，本署將持續依據「先期部署、預置兵

繫，共同推廣宣導環保艦隊等各類海洋保育活動，

力、彈性運用」原則，靈活調度岸海勤務，並透過

確保海洋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跨部會支援合作，有效維護海洋環境與生態資源，

四、落實巡防勤務執行

確保國家海洋權益與漁民作業安全。

（一）海上巡防

此外，應落實拜會漁會及漁民代表，實際瞭解

盱衡海域情勢、漁汛、漁船作業分布、季風海

問題與需求，推動漁船以無線電與執勤艦艇直接通

象及勤務能量等因素，依「先期部署、預置兵力、

聯報案機制，結合民力廣拓情資管道，並強化各項

彈性運用」之原則，靈活勤務調度，妥善運用UAV

巡防工作成效新聞宣傳行銷，以有效回應民意企

等科技裝備與兩岸協同執法機制，強化海域目標監

盼，開創海巡新紀元。

控，嚴密取締破壞海域資源行為，維護漁民作業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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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海洋監控管理趨勢：

善用現代科技整合
文｜張水鍇

壹、前言
全球漁捕能量（包括漁船數量及捕撈能力）近
世紀迅速增加，已造成全球海洋漁業資源的急劇衰
退，特別是多國共同利用的公海漁業資源。國際組
織雖有推動各類型的漁業管理措施，但在缺乏有效

法捕撈1。為此，終結IUU漁撈已成為國際海事界的
焦點，國際組織及各漁業國都紛紛提出有效監督管
理漁船作業秩序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要求
漁船安裝各式的漁船監控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以掌握漁船即時動態資訊。

監督機制下，許多管理措施都淪為紙上談兵，IUU

漁船監控系統係透過通訊設備將漁船全球定位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違法、無報

系統船位資料傳送岸上監控中心，俾隨時掌握漁船

告及不受規範）漁業行為仍然相當猖獗，不僅掠奪

作業動態 2 。目前所使用之通訊系統有衛星通訊及

合法漁民及政府收益、阻礙漁業科學評估研究，也

高頻（HF）、超高頻（VHF）無線通訊等，惟因

威脅到仰賴魚類提供糧食及工作機會的沿岸社區安

HF、VHF無線通訊受氣候及地形等因素影響較為嚴

定，及破壞海洋生態系。據估計，IUU漁撈犯罪行

重，因此比較常用在近岸漁業上3，大部分漁業則較

為每年的水產品價值達235億美元，產量達2,600萬

常採用穩定性較高的高科技衛星通訊系統進行船位

公噸，也就是每五尾野生捕撈魚就有一尾是出自非

資料的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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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另外普遍在推動的措施是漁業觀察員制

機關，因此負責船舶登記及發照的船旗國利用VMS

度，由國家或區域管理組織選派合格觀察員至漁船

追蹤其所屬之漁船，而沿海國則利用VMS監控經核

上，紀錄漁船在海上的各種活動，除有監督之作用

准在其專屬經濟區內作業之外籍漁船。聯合國海洋

外，同時亦蒐集第一手之漁船作業資料，供科學研

法公約給予沿海國管理其200浬內海洋生物資源的

究之用。然而漁業觀察員制度優點雖多，但其成本

重要責任，成為沿海國使用此項監控的法律基礎；

相當高，以臺灣人事薪資相對較低的觀察員制度為

1995年聯合國魚群協定特別要求船旗國擬訂政策強

例，一年一位觀察員的經費至少需要一百萬臺幣，

制要求及執行VMS，並考量次區域、區域及全球性

其他國家薪資較高的觀察員制度，成本更是昂貴。

安排，因此目前大部分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也已規

另外，海上漁撈作業環境相當險峻，有些漁船生活

定在其管轄水域內作業的所有漁船必須裝設VMS，

空間有限，能提供觀察員的空間更是狹小，造成觀

使這系統過去二十年來在漁業管理上發揮了重要的

察員海上工作品質低落且常有許多危險，因此很難

作用。

選派到合格願意登船的觀察員，這也造成國家的觀
察員登船率過低，而無法達到有效監督的效果。

近代新科技之發展讓VMS可完全與漁業管理結
合，成為全球打擊IUU漁撈不可或缺的工具。原來

在這狀況下，國際上及漁業國相繼利用現代科

各船的VMS資料只有船籍國能擁有，但現在越來越

技於漁業監督上，推出利用電子攝影、影像分析

多國家已互相簽訂多邊資訊分享協定，提供同儕間

的電子監控系統（Electronic Monitoring System,

VMS資訊之交換。有些國家則尋求更廣泛之多邊安

EMS，或稱電子觀察員系統），雖不能取代人工

排，如太平洋島嶼論壇漁業局（FFA）會員間之協

觀察員的全部功能，但可以輔助人工觀察員的最重

定，可即時分享所有核准在西太平洋會員國共同水

要觀測工作，又可降低成本及危險，且在成本降低

域內作業之外籍漁船的VMS資料；有些區域性漁業

情況下，更可提高漁船觀測的比例。除了以上VMS

管理組織（RFMOs）或其他地區性組織，則選擇集

及EMS之外，為了打擊IUU漁業，近兩年國際上陸

中式之VMS系統，替旗下會員管理VMS資料，這種

續推出善用現代科技來整合漁船動態及漁獲資訊的

集中化VMS可改善VMS之時效性及技術能力，佈成

漁業監控方案，以及利用這些高科技資料來提升資

一個大區域的監控網，並提升成本效益。

源保育品質的應用研究技術。我國為漁業大國，遠
洋漁業產量佔世界重要地位，沿近海漁業也攸關國
民高質蛋白食物供應及漁民生計，實可善用我國具
國際盛名的資訊科技產業技術，來強化漁業監控管
理。以下提供過去兩年國際上應用資訊科技於漁業
監控管理的發展近況。

貳、為打擊IUU的漁船動態監控
採用衛星通訊的VMS有能力追蹤漁船在世界各
處之活動情形，能比傳統空中或海面科技提供更高
層次之監控、管制及偵察（MCS）。每一VMS機
具有一個與全球定位系統（GPS）聯結的獨一識別
器，俾計算船位並按所要求的間隔將數據傳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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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VMS已更趨複雜精緻，可與其他管理工
具整合，能提供更強之功能來補強了VMS之原有
追蹤功能，例如可結合電子漁獲回報（e-logs），
提供接近即時又便利的漁獲量回報，俾讓漁業管理
者更容易將漁獲及努力量數據與VMS船位及檢查報
告互相整合。另外，也可整合漁獲證明文件計畫，
追蹤魚隻由漁捕點到整個供應鏈過程，以辨別該魚
隻由誰、在何處、於何時捕得，基本上是從魚鉤到
餐盤之追蹤。經過整合後，VMS的功用變得更廣，
例如 4(1)限制區及禁漁區之監控：VMS之接近即時
船位追蹤可讓主管機關精準地監控在指定地區作業
之漁船，倘漁船在某一地區有漁獲或作業限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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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可用來判斷漁船是否依規定離開該地區。(2)漁

下監測非法盜捕。該無人機在每秒10公尺之風速

季或禁漁區之監控：漁業主管機關可接近即時地監

下，飛行幾乎不受影響，可飛行20分鐘，影像之解

控受漁季或禁漁期限制之漁船，其進出漁場及返港

析度很高，除顯示船與人物外，也有助於行動特性

之動態。(3)漁獲限制之監控：VMS整合漁獲回報軟

之分析，未來將進一步開發夜間監視用之照相機及

體後，可在漁船達到漁獲限額時向漁船提出通知，

防止鹽害之機體，期望其能成為有效遏止盜捕之利

並監控漁船確保其離開漁場、進港。該資訊也可結

器7。

合漁區限制及時間管理以強化執法。(4)追蹤配額之
使用：配合電子漁獲回報，VMS能提供漁業管理者
漁獲配額是否即將或已用罄之接近即時資訊。(5)
透過供應鏈追蹤水產品：結合漁獲證明文件計畫，
VMS能提供資訊以確認漁船之動態及活動情形，以
提供產銷監管鏈資訊到卸魚點或轉載點，及對市場
提供必要之擔保。

澳洲聯邦科學和工業研究組織（CSIRO）正
與微軟共同創辦人及其公司開發一種通報系統，在
非法漁船進港時，管理當局可獲通知。該通報系統
以網絡為基礎，辨識及列出全球各地IUU漁撈有關
船隻的清單，再利用衛星收集數據來監控並回報可
疑船隻。幾乎所有船舶皆配有衛星可探測之防撞裝
置。使用這些系統數據，可根據船隻歷史、移動及

為打擊IUU，各國政府長期仰賴傳統海事巡

其是否故意關閉發報機等因素，而聚焦監督可疑船

護來尋找涉嫌盜捕者的行蹤，但這種作法既耗成

隻。未來各國將能註冊接收通報或直接登入入口網

本、效率不彰、常常也是危險的，因此各國家或組

站搜尋船隻，並對所涉可疑行為提供報告8。

織現在紛紛再結合高科技系統來提升效能。飽受
IUU之苦的智利正執行一項名為衛星增強海域意識
（SEMDAC）計畫，由其海軍部與私人公司合作，
結合自動辨識系統（AIS）、VMS及漁業專家的精
細分析來查驗智利水域異常的漁船行為，同時利用

上述平台未來有可能整合到一個能提供全球
商業漁業活動之全球漁業監測網（Global Fishing
Watch）中。全球漁業監測網這個技術平臺是利用
漁船之衛星資訊來建立全球商業漁船之動態，能讓
任何人追蹤海洋任何角落之漁撈活動。其使用從衛

衛星拍攝之「合成孔徑雷達」（synthetic aperture

星及陸上接收器之AIS公開傳播數據，顯示一段時

radar, SAR）圖像來判別任何關閉或竄改追蹤裝置

間內漁船之動態。全球漁業監測網利用此資訊追蹤

的「隱形」漁船，再利用海巡船及專用機來驗證，
協助攔截任何潛在非法漁船。這個過程會取得船隻
照片及位置、時間，以作為未來執法證據5。同樣受
IUU威脅生計的帛琉，只有一艘巡護船，現也透過
民間科技公司之技術，結合衛星與無人機來監控漁
6

船作業 。
日本岩平縣大槌漁會收入主要來源為鮑魚，近

漁船之移動，並將其分類為漁捕或非漁捕活動。捕
撈大量魚之大型漁船規定須有AIS，再將VMS資訊
加至這個平台，能提供世人海洋上漁捕活動更清楚
視野。AIS及VMS資訊結合可提供最為準確、廣範
圍之數據組合，若這資訊能公開，將可改善全世界
之政府、漁業管理者、水產供應商與採購商、研究
人員、非營利組織及市民可獲之資

年也遇到嚴重盜捕情況，而要用目視法來監視有其

訊。印尼與秘魯政府就於2017
2017

侷限，因此該漁會也與兩家私人公司合作，進行利

年6月7日在紐約召開之聯合

用小型無人飛機監測非法盜捕鮑魚之試驗，藉著無

國海洋大會中公開承諾加

人機上之照相系統作為探索廣範圍海域之「眼」，

入，將原為不公開之漁船

包含危險海域在內，可巧妙的在省人、省力且安全

追蹤資訊讓需要的人可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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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提高兩國水域內商業漁業透明度，讓政府及

船舶碰撞的AIS，但AIS也很容易被關閉或遭人為操

國民可聯合一起打擊全球IUU漁撈9。他們相信海上

縱而傳遞造假資料，而海洋監視眼系統能透過多重

有更多眼睛，非法漁捕者能藏匿的地方會變得更少。

資料來源的比對解決此問題，包括漁船傳送給政府

另一方面，印尼和泰國也加入由「美國國際開
發援助總署海洋及漁業夥伴」（USAID Oceans）
與國際海事通訊衛星組織（Inmarsat）合作的計
畫，將運用最先進的通訊科技來增強漁獲文件可追
溯系統（CDT）及增進合法、回報及管控漁撈。
Inmarsat是目前VMS設備的主要供應商之一，其所

及其他監測組織的VMS資料，以及衛星圖像，（如
合成孔徑雷達SAR），因此不管天候條件如何，
都能及時偵測船舶蹤跡。當所有資訊與國家漁業執
照、漁船資料庫及海洋學與歷史資料等交叉參照
後，偵測潛在非法漁撈作業的能力便會大幅超越以
往監測系統所能做到的。

推動的計畫將整合現有的VMS及CDT資訊，提供漁

現在英國政府及太平洋島國波里尼西亞領袖集

船及港口的雙向溝通，可以降低非法漁捕行為，並

團正在執行海洋監視眼系統的試驗計畫，泰國也在

支援漁民監督與分享魚群資源，會讓船隊更快找到

其蝦類永續供應鏈任務小組的推動下，在2016年

魚群、改善航行計畫及降低運作成本，甚至改善航

8月開始進行海洋監視眼試驗計畫，以瞭解該平台

10

行安全 。
另外一個重要的發展是皮尤慈善基金會
（Pew）所推動的「海洋監視眼」系統，目的為能

可以如何協助泰國遏止連年猖獗的IUU漁撈。現有
的科技都並非終結IUU漁撈的完美解方，但Pew認
為廣泛採用海洋監視眼系統作為對抗海事犯罪的一

終結IUU漁撈行為11。科技的進步有助於達成打擊犯

環，最終將可使非法捕魚者無所遁形。

罪的目標，因此該基金會的研究團隊與英國Satellite

參、為安全管理的船舶動態研究

Applications Catapult機構合作，啟用海洋監視眼
（Eyes on the Seas）系統，這是一個利用最新科
技的技術平台，能將衛星追蹤資料及漁船歷史、漁
業執照、船主等資訊交叉參照，在幾秒內完成人工
需耗費好幾天才能完成的工作。這個系統不光是利
用衛星追蹤漁船活動而已，每位使用者都能依需求
篩選系統資訊，例如可以指定監測的海域範圍，選
擇篩出全部或特定的漁船資料。當偵測到可疑的活
動，比如漁船在海洋保護區內作業，或是已知的非
法業者在禁漁區捕魚時，海洋監視眼平台能即時辨
識並發出警報，亦能快速將可疑的IUU漁撈行為資
訊傳送給港口及海事執法機關，這些機關接著會採
取行動阻止正在進行中的犯罪行為，或是做好準備
在嫌犯進港卸魚時加以逮捕。IUU漁撈者常常在資
源較不充裕國家的水域盜捕，因此這個系統被設計
成具有成本效益的工具，任何有意終結水域內IUU
漁撈的國家都可使用。這個系統利用到主要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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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能傳送船舶位置、
身分以及船速給其他船舶，其設計目的主要是為避
免船舶間之碰撞，然而現在拜現代通訊科技發達之
便，可以有更多的應用。除了上一節與VMS等資
料整合來對付IUU漁撈行為之外， 歐盟執委會與
聯合研究中心（JRC）也利用AIS的軌跡資料來發
展一套工具（稱之為Mapping Fishing Activities，
MFA），用來繪製歐洲沿海之高密度漁業活動區
及港口週邊船位密集區，可以瞭解廣大歐盟沿岸社
區之捕魚習慣，並瞭解哪些區域是漁民最常捕魚之
處，可以用來評估拖網對海床之衝擊，及取得海洋
政策擬訂時應設想之漁業壓力指標；也可瞭解倘對
特定水域設定漁業活動限制措施時，沿岸社區之經
濟和就業狀況可能受之衝擊 12。因此，這資訊在為
沿海漁業量身訂做漁業政策時就相當重要，可協助
擬訂更具效益和永續利用海洋與漁業資源之管理策
略，以促進歐盟國家的藍色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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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航海安全，日本正在提高全國各地能接

檢查、電話和郵件調查等無數種方式蒐集資訊，

收沿海區域航行船舶資訊的AIS無線電台涵蓋率。

但卻無法產生最即時的數據，例如墨西哥灣的管

因為日本的船難有七成以上的比例是小船（20噸

理者需要盡早確認租船漁民是否已臨近紅鯛捕撈上

13

以下），因此日本將推動小船也安裝AIS 。而由

限，以及是否要縮短或延長漁季。目前該水域有固

於AIS設備對小船來說成本高，因此同時日本也在

定期間的漁季，有時候管理者在漁季結束數月後，

開發應用智慧型手機以防止船舶事故的手機應用程

還不清楚捕獲的紅鯛總量。電子回報能讓他們更快

式（APP），希望藉由推動價格便宜的APP，有

速地更新漁獲資料，有助調整漁撈規則和更適當地

效提升船舶航行安全。目前開發的APP可以把有搭

評斷資源健全程度，讓漁民、漁業社區和海洋均受

載AIS的船舶位置顯示在智慧型手機的地圖上，只

益17。

要指定範圍內有他船進入，手機就會發出警報聲通
知。該款APP對於船上搭載AIS的大型船舶具有高
度利用價值；另外也有一款能辨識拖船船名、位置
與航行方向的APP，並運用在維護港灣安全與船舶
管理上 14。日本水產總合研究所甚至在與神戶大學
合作研發利用AIS系統的機械人漁船，裡面包括可
防碰、又可自動航行的自動避航系統，預期可大幅
降低海難事故與改善漁業經營績效15。

同樣，美國西岸也已通過對所有商業銀鱈漁業
採用電子回報，意謂該魚之所有卸售將記錄在網路
電子漁獲報表上，以取代紙本報表，讓漁業管理及
執法單位更快速取得該等數據 18。日本則在研發能
承受-60度低溫狀態的電子標籤，放在冷凍鮪魚上，
以提高鮪漁獲的管理與其流通的可追溯性。漁民在
船上透過現在手機常用的近距離通信技術（NFC）
來紀錄漁獲經度、緯度與漁獲時間，再於揚繩處理
漁獲時裝上電子標籤，到岸上時利用簡易型讀取儀

肆、為追蹤漁獲的漁獲數據整合
漁獲資料的回報不僅影響瞭解資源狀況的資源
研究，也影響到漁獲配額的管控。過去漁獲的回報
都是透過紙本的作業日誌或銷售資料，這種紙本
系統傳遞費時費力，且讓非法漁業有機會漏報、
造假。若能電子系統化，就能防堵這些漏洞，讓
管理人員能更有效的進行監測及管控。大西洋鮪
魚管理組織ICCAT就研發出一套電子黑鮪漁獲文件
（electronic blueﬁn catch documentation; eBCD）
系統，歐洲所有漁民已要求使用，可有效地遏止資
料造假、打擊IUU運輸，且提升黑鮪漁獲和貿易的
可追蹤性。歐盟執委會認為現在黑鮪資源的恢復歸
16

功於國際復育計畫，也歸功於漁民的配合 。

器讀取漁獲資訊。日本在混雜有附上電子標籤之眾
多的鮪漁獲中測試，結果100尾中有99尾可成功的
判讀出來，已離實用化階段不遠19。

伍、為強化觀測的船上電子監控
電子監控系統（EMS）的開發及安裝，使海上
漁業監控邁出重要的一步。EMS是透過數台攝影機
或相機，結合船上的VMS，對漁船作業影像、位
置、航向及船速等資料進行持續性蒐集。EMS不
但能有效監控漁船對管理措施之遵從，還能蒐集漁
獲組成、混獲、拋棄資訊，並補足觀察員計畫之不
足。EMS在安裝方面佔有優勢，能
解決因船體較小所造成之人數

除了歐洲，美國也在推電子回報系統。確保永

限制或海上作業時間過長等問

續漁業的最大難題之一就是記錄誰捕獲何種魚類、

題。另外，電子監控能將原

數量和地點。美國東南漁業管理協會致力以科技獲

始影象資料儲存在硬碟內一段

取資訊，要求聯邦政府核准載客出海釣魚的出租船

時間，以供隨時查詢。目前已

船長以電子設備記錄漁獲量。管理者過去使用港口

經有許多國家在測試中，包括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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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斐濟、大西洋的迦納、印度洋的塞席爾，以及

2017年也已開發完成並開放全民使用名為

美國新英格蘭地區與臺灣；也有許多國家已在使用

「SH “U” N（永續、健康又好吃的日本產魚類）專

中，包括澳洲、美國阿拉斯加、紐西蘭等；日本正

案計畫」的智慧型手機APP，其目的是希望讓消費

在考慮中，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組織（WCPFC）

者能淺顯易懂地了解水產品的資源與漁獲狀況，包

則正在發展標準規格中 20。在觀察員計畫有其無法

括日本重要漁業的開始作業資訊、根據市場進貨資

避免的執行困難下，EMS必是未來的趨勢。

料而提供的當季漁獲資訊，以及能安心食用的魚種
等資訊，其中還有一項依據魚種資源、生態系統、

陸、結語

漁業及地區等基準而算出來的五等級評估結果 23，

現代資訊科技發達及衛星應用普遍，使漁業作
業的各類大量資料能作整合，也能更便利迅速地提
供漁業監控所需要的資訊。除了以上所提到為打
擊IUU的漁船動態監控、為安全管理的船舶動態研
究、為追蹤漁獲的漁獲數據整合、及為強化觀測的
船上電子監控等應用之外，近兩年還在發展造福漁
民和消費者的一些應用軟體，例如日本已成功測試
一套利用氣象及海象資料來提供最佳航路的最佳天
氣航線（weather-routing）的程式，藉由衛星通訊

不僅提升食用水產的趣味，並教育及導引消費者發
揮生態保育的市場影響力。
現有高科技監控設備所產生的資料，還可提高
漁業資源研究的品質。這種研究常需要漁船的作業
努力量（如作業天或小時數）的時間、空間分佈資
料，但很多漁業都缺乏這種詳細資料，因而難以估
計資源狀況。近十年來科學家成功了利用VMS高精
密度漁船時空位置資料來推估作業努力量。

將海上的風、浪及海流等資料傳送至船上，並在船

筆者在2014、2016及2017年分別利用為監控

上計算資料後決定最佳航線。該方法有助於計算受

漁船的VMS資料、為海上安全的岸際雷達船位資

到大自然影響後的航行時間及節省燃油，並能藉此

料、為用油補貼計算的航程資料紀錄器資料，推估

避開海象惡劣的海域以確保航行安全 21。日本也在

太平洋鮪釣漁船、臺灣東部沿近海漁船、及西南沿

推動「人造衛星預測赤魷漁場系統」之開發，提供

海拖網的努力量時空分佈，並利用這些技術與日本

有效率之漁場探索方法，以節省漁家之燃油、改善

合作分析太平洋黑鮪資源狀況。這些研究都已發表

經營績效22。

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上，特別要感謝行政院海岸巡

利用海巡署岸際雷達資料所作之研究成果。左圖：一艘50噸漁船在6月的航跡；中圖：2010年6月
臺灣東部不同船型之努力量比例（Chang, 2014, Marine Policy）；右圖：2009年6月臺灣西南
部拖網漁獲組成（岸際雷達資料結合魚市場拍賣資料成果，取自海巡署楊熾舜碩士論文，岸際雷
達資料分析方式參考海巡署劉偉生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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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署東部地區巡防局及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提供這

比傳統方式更寬廣、迅速、有效、省力的管理方

些資料，讓這些資料能額外發揮資源保育研究的

式。期待各管理單位能有更開放、創新的思維，善

功效。

用這些科技的發展成果，跨領域整合專家知識，以

這些科技技術及資料的應用趨勢，顯示海洋管
理可以更「智慧化」，技術及資訊的整合可以提供

提升我國海洋監控管理成效。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教授）

參考資料：
1.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網頁新聞，2 September 2016
2. 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網站：https://www.ofdc.org.tw/webs/list.aspx?main=27
3. http://www.seaﬁsh.org/media/Publications/FS34_09_09_InshoreVesselMonitoringVMS.pdf
4.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12 April 2017，http://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
issue-briefs/2017/04/tracking-ﬁshing-vessels-around-the-globe
5. World Fishing & Aquaculture，11 September 2017，http://www.worldfishing.net/news101/
industry-news/support-for-chile-in-the-ﬁght-against-illegal-ﬁshing
6. Seafood Source網站新聞，11 August 2017
7.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10 April 2016
8. Seafood Source網站新聞，26 June 2017
9. OCEANA網站新聞，7 June 2017
10. World Fishing & Aquaculture網站新聞，5 September 2017
11.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網頁新聞，2
2 September 2016
12. The Fish Site網站新聞，18 January 2016
13.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8 July 2016
14.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7 July 2016
15.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6 November 2015
16. EC網站新聞，26 June 2017
17.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網站新聞，13
13 March 2017
18. World Fishing & Aquaculture網站新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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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2 June 2016
20.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6 April 2016；ISSF網站新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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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World Fishing & Aquaculture網站新聞，24
24 March 2016
21.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26 July 2017
22.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6 March 2017
23. 日刊水產經濟新聞，18 Ju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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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國際海事工程規範的
空氣浮力球袋設備研析～
海事水下暨離岸救難工程的應用實例
文｜吳東明

摘要
這些空氣浮力球袋是由潛水工程公司及離岸設
備安裝工程承包廠家的潛水作業部門，搭載於工程
船上出海，進行廣泛的水下工程支援作業，諸如沉
船救難打撈工程、海洋結構物移航碰墊、水下結構
平台安裝護墊等。因此這些空氣浮力球袋的採購及
使用單位應該瞭解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所頒定
指導規範要求標準的重要性，及其未遵循規範要求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建置完成一套有關空氣浮力
球袋產品的過載及翻轉測試作業程序，並且藉由各
式模型測試工作方法，得以證明其各式商品，皆遵
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所頒定指導規範要求，亦擁
有經由美國驗船協會所評量及認證的設計產品。同
時該浮力球袋製造廠家擁有透過全尺寸水下測試作
業，認證其球袋上設置翻轉器纜線的臨界安全性
功能。

可能導致何種安全性和合法性的後果，並且在其決

當然該空氣浮力球袋亦可應用於大規模的離岸

定採購這類浮力球袋產品時，可以提供若干參考依

工程支援專案計畫，正如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魯丹

據，使其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公司的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繫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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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作業案例。本文中所討論的空氣浮力球袋產品

德哥爾摩的魯丹公司（Lundin）之浮動油氣生產貯

正是海事工程作業所迫切需要的重要設備，諸如海

存及裝卸作業單元（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事救難打撈工程及海洋生態復育等作業方面，皆需

and Ofﬂoading Unit；FPSO Unit）繫泊回收工程計

要大量海上起重、壓載下沈、浮揚上抬，及殘骸移

畫般1，應用50噸容量的空氣浮力球袋（ALB），並

航等海事工程的作業人力及設備支援，以為我國海

且隨後將詳細加以討論之。至於浮動油氣生產貯存

事航政及海巡救難機關的海事救難打撈工程策略規

及裝卸作業單元（FPSO Unit） 的水下管路佈署工

劃應用參考。

程情形，請參看圖三所示。

壹、前言
當海事工程業者談及普遍開放使用空氣浮力球
袋（Air Lift Bags; ALB）的建造（Construction）、
測試（Testing）及簽證（Certification）等議題
時，該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IMCA）所頒定D篇第16
章（D-016）指導規範文件內容（Guidelines），
正是現今國際海事及離岸工程承包廠家團體所公
認最為接近全球共通標準的定義方案。一般而

圖一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降落傘型空氣浮力球袋產品外觀樣式
（資料來源：Subseaworldnews.com，2015年）

論，這些空氣浮力球袋是由潛水工程公司（Diving
Companies）及離岸設備安裝工程承包廠家
（Offshore Installation Contractors）的潛水作業部
門，搭載於工程船上出海，進行廣泛的水下工程支
援（Subsea Support）作業，諸如沈船救難打撈工
程（Wreckage Salvage）、海洋結構物移航碰墊、
水下結構平台安裝護墊（Mattress），並且其所經

圖二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圓柱型空氣浮力球袋產品外觀樣式
（資料來源：Seaﬂex.co.uk，2015年）

常使用的各式降落傘及圓柱型空氣浮力球袋容量大
小不一，更可能高達50噸左右，請參看圖一及圖二
等所示。
較大型空氣浮力球袋的一般容量約界定於10
至35噸範圍中，普遍為海事救難打撈工程作業
（Salvage Operations）所青睞應用。諸如當海
域油氣平台（Oil/gas Rig）必須減少其吃水深度
（Draft Reduction），以便進塢維修，或出塢移航
情況時，亟需約在20至50噸容量範圍的空氣浮力球
袋（ALB）支援，亦是其另一項主要的海事工程應
用案例。當然該空氣浮力球袋（ALB）亦可應用於

圖三 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的水下管路佈署工程
情形
（資料來源：Subseaworldnews.com，2015年）

大規模的離岸工程支援專案計畫，正如位於瑞典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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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現今激烈的競爭市場中，令人驚訝的是

測試作業程序係由位於英國懷特島科威斯鎮的獨特

大多數空氣浮力球袋的製造廠家皆宣稱其所生產的

海力（Unique Seaflex）公司所建置完成，其為整

浮力球袋成品係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

合全套水下及離岸工程作業系統的供應廠家∼獨特

所頒定指導規範要求標準。無論如何，當吾人深入

海事產業集團（Unique Maritime Group）的一個分

探索這些廠家所宣稱內容時，明顯可知其產品最多

支機構。對於這些空氣浮力球袋（ALBs）商品遵循

僅是部分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

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指導規範要求

指導規範要求標準罷了。極其重要的是，當這些空

的程度，該測試作業程序並不存在模棱兩可及令人

氣浮力球袋的採購公司及使用單位能夠正確瞭解完

質疑的灰色區域，請參看圖四所示。

全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指導規
範要求標準的重要性，及其未遵循規範要求可能導
致何種安全性和合法性的後果，因此在其決定採購
何種浮力球袋（ALBs）產品時，可以提供若干參考
依據，使其作出一個正確的選擇。

貳、測試與簽證
大多數生產空氣浮力球袋（ALBs）的廠家皆僅

該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公司所設計產
品業已經過嚴格及文件的審核，並且測試其球袋
結構完整性（Structural Integrity），及在作業過
程中的翻轉能力等，這正是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
（IMCA）所頒定指導規範要求的兩項必須堅持植
入安全性因素（Standout Safety Factors）。該海
力公司全心投注大量的時間、努力及經費等，藉由

依據其自力設計（In-house Design）規範，單純地
製造其浮力球袋商品。因此這些浮力球袋商品僅能
寄發其廠家自簽證書，然而有時候，這些證書卻備
有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的正式標記，姑且
不論其並非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的產業會
員，亦未標示到底採用何種製程方法及材料內容，
足以證明其空氣浮力球袋（ALBs）產品，業已遵
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D篇第16章
（D-016）指導規範要求，進行生產製造作業。
另有時候，某些空氣浮力球袋（ALBs）商品
亦備有檢驗證書（Inspection Certificates），但是
其僅單純地確認這些浮力球袋，在外觀及尺寸等方
面，遵循製造廠商的自力設計圖樣生產完成。事實
上，此類檢驗證書的效力範圍未必證明該廠家的商
品設計（Manufacturer Design），可以切合實務功
能用途，亦無法證明這些浮力球袋商品，遵循國際
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D篇第16章（D016）指導規範要求標準的程度。
有關空氣浮力球袋（ALBs）商品的過載及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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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空氣浮力球袋進行過載及翻轉測
試作業情形
（資料來源：Uniquegroup.com，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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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模型測試工作程序（Type-testing Process），

一只型式測試證書，隨即其每一空氣浮力球袋產

得以證明其各式空氣浮力球袋（ALBs）商品，皆

品俱有登錄手冊（Logbook），其內容包含有符合

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頒定指導規

型式測試（Type Test）的及格證書（Certificate of

範要求，並且擁有經由美國驗船協會（American

Conformity），有效證明該產品係採用相同的製作

Bureau of Shipping; ABS）所評量及認證的產品設

流程及材料所建造完成，並且正如業已完成測試及

計內容。同時該浮力球袋製造廠家亦擁有透過全尺

格的各型浮力球袋產品一般。

寸水下測試作業（Full-scale Subsea Testing），認

依循此一認證作業方式，該空氣浮力球袋已符

證其球袋上設置翻轉器纜線（Inverter Line）的臨界

合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建議規範第5節

安全性功能。

參、過載測試作業
該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公司所製造從
25公斤至50公噸範圍內的各式產品皆採行7：1的水
力負載（WorkLoad/Load；WLL）比例生產，遠超
越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述D篇第16章的

內容敘述，製造廠商正常應提供採購客戶測試合格
證書，藉以展示其設計產品業已實施指定水力負載
測試作業，並且其所供應浮力球袋產品符合型式測
試（Type Test）的要求標準。至於英國獨特海力公
司空氣浮力球袋產品進行水下安裝作業及碼頭待用
情形，請參看圖五及圖六等所示。

設計規範要求，整合組裝5：1的水力負載比例，至
於裝置於浮力球袋產品上的各別環索（Strops）及
卸扣（Shackles）等附件屬具仍需維持7：1的水力
負載比例要求。同時更進一步來說，各式尺寸浮力
球袋皆需安置至測試台中，進行填水充滿作業，隨
後將其墜下，藉以產生一個抓緊負荷，同等於或更
大於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建議，其整合
組裝5：1水力負載比例的規範要求。
藉由實施此一測試工作，可以有效測試及證
明其所製造各型浮力球袋的結構完整性（Fabric
Integrity）、環索配置（Stropping Arrangement）
及其附屬硬體配件等。透過此一試驗程序，可簽發
圖五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空氣浮力球袋
進行水下安裝作
業情形
（資料來源：Uniquegroup.com
，2015年）

▲

圖六 英國獨特海力公司空氣浮力球袋碼頭待用情形
（資料來源：Uniquegroup.com，2015年）

57

Maritime Forum 海洋論壇

英國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公司亦已進

UK）公司業已超越最基本的產業要求規範標準，

行自行設計產品的審查作業，並且其各式浮力球

並且展現其所生產空氣浮力球袋（ALB）商品，可

袋（ALBs）產品皆獲得美國驗船協會（American

以確實符合實際所需功能。該海力公司業已實施

Bureau of Shipping; ABS）成品設計評價（Product

全尺寸球袋產品的水下測試（Full-scale Subsea

Design Assessment; PDA）的正式完全認證。

Testing）作業，即突然釋放完全充氣球袋，對於

現今未有此類浮力球袋產品製造廠商業已獲得相

其翻轉器纜線及其附屬物配件的衝擊影響情形。

似的設計認證，或許可能若干其他廠商提具美國

該空氣浮力球袋的測試結果全面成功（Flying

驗船協會（ABS），或者相似者，國際標準組織

Colors），並且其所測量的過載負荷強度亦仍在安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所簽

全設計的限制範圍內。因此採購該浮力球袋產品白

發證書，或者目視外觀及尺寸檢驗的合格證書，却

夕客戶公司可以完全信任，該海力公司球袋產品已

沒有任何製造廠家擁有成品設計評價（PDA）的正

將規範要求融入設計理念，無論發生何種狀況，或

式完全認證紀錄。

甚至發生絕對最惡劣的事故情境（Scenario）時，

儘管若干其他浮力球袋製造廠家可能提具遵
循規範要求的有效證書，並且敘明其浮力球袋產
品是符合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所建議規範要求的
（IMCA-compliant），卻絕大部分廠家將無法提供
客戶公司，包括有第三公證機構所認證測試文件的
型式測試（Type-test）合格證書。另有些製造廠家
可以確實遵照英國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公
司的相同製造程序，但是其始終未選擇採用此一作
業程序，進行其空氣浮力球袋（ALBs）產品的設
計、製造及測試工作。

肆、翻轉測試作業
在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IMCA）所編撰D篇第

諸如空氣球袋抓住水面支援工作船的推力器，及目
視其移離開工作站，而潛水人員卻仍泡在水中時，
不至於在水面上高速滑行，亦不會造成人員傷害及
裝備損壞。

伍、繫泊回收作業
在西元2012年9月，當伊克達姆號浮動油氣生
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FPSO Ikdam）要移航至
突尼西亞（Tunisia）外海的歐德納油田（Oudna
Field）時，英國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 UK）
公司與瑞典魯丹（Lundin, Sweden）公司共同合
作，藉以確保能夠既安全又最有效率地，將其繫泊
系統得以順利回收，請參看圖七及圖八等所示。經

16章（D-016）第7.2節書面文件中，亦清楚規定強
調所有降落傘型（Parachute Type）空氣浮力球袋
（ALB）設計應該配置適當翻轉器纜線（Inverter
Line）的附屬物安裝作業要點。無論如何，國際海
事承包商協會（IMCA）並沒有要求測試的規定，
假若發生空氣浮力球袋（ALB）因為附屬物配件損
壞，導致突然鬆脫的意外事故情境時，其將會立即
加速地，對於業已鬆弛的翻轉器纜線及其附屬物配
件，產生強大的衝擊震動負荷
在此一方面，英國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

58

圖七 瑞典伊克達姆號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在突
尼西亞外海的安裝位置情形
（資料來源：GoogleEarth.com，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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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瑞典伊克達姆號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的船體
移除拖航情形
（資料來源：Offshoretechnology.com，2015年）

圖九 伊克達姆號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的空氣浮
力球袋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UniqueSeaﬂex.com，2015年）

過英國獨特海力（Unique Seaflex）公司與瑞典魯

下，於預定時程限期內，該回收工程作業順利完

丹（Lundin）公司多次詳細技術討論後，最終決定

成，並且正如原先計畫內容一般，獲致魯丹公司的

必須動用41個不同尺寸，總浮力容量高達50噸，降

熱烈讚賞，請參看圖十等所示。

落傘型空氣浮力球袋組合，安裝於其繫泊系統上，
藉以降低各條繫纜所承受張力，使得實施移航作業
安全可期，請參看圖九所示。
油氣平台甲板上設置有450噸作業容量的線性
絞機（Linear Winch），但是由於3個繫泊錨碇紮
實地嵌入沙質海床（Sandy Seabed）裡，因此根
據工程估算推定，其繫泊索鍊所承受的有效張力，
可能高達原先未使用空氣浮力球袋（ALB）輔助
時400噸容量的1.5至2.0倍之譜。在英國獨特海力
（Unique Seaflex, UK）公司技術人員的現場督導
圖十 瑞典伊克達姆號浮動油氣生產貯存及裝卸作業單元的船
體移航工程情形
（資料來源：Seaﬂex.co.uk，2015年）

陸、結語與建議
自從「一九八二年國際海洋法公約」公佈施行
以來，世界各國競相爭奪開發使用海洋資源，以致
造成若干重大海事災難案件頻傳，諸如西元2010
年，英國石油公司所屬墨西哥灣「深海視野號」油
井（Deepwater Horizon Oil Rig, Gulf of Mexico）
爆炸溢油事件，嚴重污染海洋環境，造成海洋生
物浩劫，請參看圖十一所示 2；西元2011年，日本
福島核能電廠（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lant,

圖十一 英國石油公司墨西哥灣深海視野號油井爆炸事故的救
難工程作業情形
（資料來源：Subseaworldnews.com，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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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幅射外洩及海嘯衝擊等重大
海洋災害事件，造成無可彌補的生
命財產及環境資源損失；西元2012
年，義大利哥士達協和號豪華郵輪
（Costa Concordia Deluxe Cruiser,
Italy）觸礁擱淺事件，造成32人喪
生，損及歐洲最大海洋生態保護區
環境，請參看圖十二及圖十三等所
示 3 ；時至西元2014年，南韓「歲
月號」駛上駛下客貨多用途渡輪
（Sewol Roll on/roll off Ferry, South
Korea），在濟州島附近礁石海域

圖十二 義大利哥士達協和號豪華郵輪觸礁擱淺後的救難工程作業情形
（資料來源：Theguardian.com，2015年）

圖十三 義大利哥士達協和號豪華郵輪觸礁事故的救難打撈工程計畫
（資料來源：Theguardian.com，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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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礁翻覆沉沒，造成300餘人喪生事件，請參看圖
十四所示4；臺灣「海研五號」海洋研究船（Ocean
Research Vessel, Taiwan），在澎湖龍門附近外淺
石海域觸礁翻覆沉沒，造成2人喪生及重大海洋研
究設備損失事件5。因此大量海事及水下救難工程活
動頻繁，若干工程進行所必備支援的空氣浮力球袋
（ALBs）設備自然存在迫切的重要性。
當海事工程業者談及普遍開放使用空氣浮力球
袋的建造、測試及簽證等議題時，該國際海事承包
商協會（IMCA）所頒定D篇第16章指導規範文件內

圖十四 南韓歲月號駛上駛下客貨多用途渡輪觸礁沉沒事故救
難打撈工程計畫
（資料來源：Veooz.com，2014年）

容，正是現今國際海事及離岸工程承包廠家團體所
公認最為接近全球共通標準的定義方案。國際海事

綜觀近年來所發生海上重大災難事故案件，皆

承包商協會所制訂規範旨在關心，假若該空氣浮力

不難見到海巡機關所屬工作團隊，奮力投身海難救

球袋未完全遵循協會指導原則製造，萬一發生意外

援協助行動，據以搶救海洋人命財產安全。至於後

事故，並且造成機具損壞、人員受傷，或甚至致命

續救難打撈工程及生態復育等作業方面，皆需要大

死亡，隨後延伸賠償的責任義務可能相當龐大。因

量海上起重、壓載下沉、浮揚上抬，及殘骸移航等

此首先被挑戰的問題可能是：「您如何保證被使用

海事工程的作業人力及設備支援，本文中所討論的

的空氣浮力球袋俱備適用條件？」惟有使用能夠充

空氣浮力球袋產品正是海事工程作業所迫切需要的

分展現完全遵循國際海事承包商協會所訂規範標準

重要設備，以為我國海事航政及海巡救難機關的海

要求的空氣浮力球袋，才是能夠確保其俱備適用條

事救難打撈工程策略規劃應用參考。

件的起始基礎。因此與製造廠商的指導原則和當地

（本文作者現職為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教授）

法令規定的同步持續且不間斷的檢驗及維修工作活
動亦是必要的。

參 考 資 料
1. Chris Sparrow, Importance of Air Lift Bags Compliance with IMCA Guidelines – Following D-016
Essential for ALB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a Technology, USA, September 2014.
2. 吳東明、陳進益及邱博文，墨西哥灣海洋溢油災難事件的應變作為，第十七屆水上警察學術研
討會，中央警察大學，中華民國99年11月。
3. 吳東明，協和海岸號豪華郵輪海難事故的救難打撈工程計畫探析，水上警察學系，中央警察大
學，中華民國104年5月。
4. WU, Tong-Ming, Korean SeWol Ferry Disaster – Les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amsui,
General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April 2014.
5. WU, Tong-Ming, TORI Ocean Researcher V Disaster – Les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ainan, Maritime Patrol Directorate General,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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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懂
EPIRB 406
遇險信文！
文｜王漢平

近期，臺灣西部海域常接收到EPIRB（俗稱：
阿匹婆）遇險信文，不是誤觸就是烏龍警報，巡防艇

FROM:TAMCC

TO:TAI-RCC

1. DISTRESS COSPAS-SARSAT POSITION INITIAL ALERT

出勤公帑所耗不貲！國搜中心將COSPAS-SARSAT

2. MSG NO: 01190 TAMCC REF: B3A2134D75034D1

信文（如圖1）送交海巡單位，但信文內容到底敘述

3. DETECTED AT: 16 SEP 14 1331 UTC BY SARSAT S11

何事？位置為何？失事時間？確定失事點在哪裡？等
等…擔起第一時間救難責任的海巡人員未必理解與運
用！本文討論的EPIRB是專屬海事船舶使用，遇到

4. DETECTION FREQUENCY: 406.0229 MHz
5. COUNTRY OF BEACON REGISTRATION: 413/CHINA
6. USER CLASS: USER LOCATION
EPIRB USER NMSI LAST 6 DIGITS: 500730

海難危險事件緊急通報救援之用，透過數十顆衛星組

7. EMERGENCY CODE: NIL

成的系統，偵測接收遇險信文，再利用衛星地面站處

8. POSITIONS:

理，分送給各搜救中心。
源起於1950年代，美空軍為了飛行器失事救援，
發展出ELTS（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s）使
用121.5MHz無線電頻率傳送遇難位置。1970年代加

RESOLVED - NIL
DOPPLER A - 23 41.1 N 121 40.1 E PROB 53 PERCENT
DOPPLER B - 21 16.4 N 110 24.2 E PROB 47 PERCENT
ENCODED - NIL
9. ENCODED POSITION PROVIDED BY: NIL
10. NEXT PASS TIMES:

拿大加入此搜救系統。1978年，美國、加拿大與法國

RESOLVED - NIL

合作，發射地極衛星，除使用121.5MHz頻道外，增

DOPPLER A - 16 SEP 14 1430 UTC TAIWAN LEOLUT

加406MHz頻道，能傳送更多訊息，同時除保留原有

DOPPLER B - 16 SEP 14 1430 UTC TAIWAN LEOLUT

121.5MHz頻道為類比訊號，增加406MHz頻道改成數
位訊號，也就是SARSAT。
1982年，俄羅斯（當時稱蘇聯）第一枚COSPAS
衛星升空，發展自己的衛星搜救系統。1988年，美
國、加拿大、法國及蘇聯簽訂International Cospas-

ENCODED - NIL
11. HEX ID: B3A8134D75034D1 HOMING SIGNAL: 121.5 MHZ
12. ACTIVATION TYPE: MANUAL
13. BEACON NUMBER ON AIRCRAFT OR VESSEL: 0
14. OTHER ENCODED INFORMATION: NIL
15.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LUT ID: 4161 KEELUNG LEOLUT (1)

Sarsat Programmed Agreement(ICSPA), COSPAS結

16. REMARKS: NIL

合SARSAT成為現在COSPAS-SARSAT搜救系統，越

END OF MESSAGE

來越多國也漸漸加入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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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球加入ICAO COSPAS SARSAT搜救國家分布

一、EPIRB 406原理
衛星緊急信標有EPIRB、ELF、
PLB、SSAS類型，海事用以EPIRB為主。
海事事故發生，不論採手動啟動或自動啟
動EPIRB，信標使用406MHz頻道，將遇
險信文廣播發送，收到的衛星將信文廣
播傳送回地面站LUT，交由各地搜救中心
RCC執行（如圖2）。

二、衛星系統
（一）近地軌道衛星LEOSAR：1980年代

圖2 遇險信號廣播接收流程

啟用，軌道繞地心運行，經過北極
及南極區，軌道高度約850公里，現有6個衛星運作，覆蓋率達全球。利用信標廣播遇險信文，及以
都卜勒位移計算出失事位置。LEOSAR衛星足跡視野半徑3000公里，約100-105分鐘從南極飛行到
北極，衛星編號有S7、S8、S10、S11、S12、S13。
（二）靜止軌道衛星GEOSAR：1990年代啟用，與地球赤道水平軌道運行，軌道高度約36000公里，現
有5個衛星運作，覆蓋南北緯度70度間，利用信標即時接收遇險信文。但除非信標內建有GPS定
位資料，否則衛星無法運用都卜勒位移推算出失事位置。衛星編號有E1、GEOS12、GEOS13、
GEOS15、INSAT3A、MSG3。
（三）中高度衛星MEOSAR：2010年代啟用，高度約20000公里，可覆蓋全球位置，後加入GPS（美
國）、GLONASS（俄羅斯）、GAILILEO（歐洲）3大系統，未來總共會有72個衛星加入（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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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

遇險衛星系統圖

三、406遇險信文計算及誤差

其他衛星比對，3點定位計算獲得。或者與

（一）遇 險 信 文 的 推 算 ： 如 圖 表 2 ， 遇 險 信 文 經

近地軌道衛星LEOSAR推算之位置，一併計

EPIRB啟動，即開始廣播，由在南北極間高

算後亦能獲知遇險信文的確定位置。

速繞地球運行的近地軌道衛星LEOSAR接收

（二）誤差：近地軌道衛星LEOSAR高速運行，

信息後，利用都卜勒位移，推算遇險信文的

接收到信文後運用都卜勒位移計算，只能推

可能位置。或者由靜止軌道衛星GEOSAR、

算遇險信號的可能位置，因為在衛星軌道2

中高度衛星MEOSAR接收訊息，得知遇險信

側都會有相同數值的位置，其中1個是真實

文，惟此2衛星系統是無法用都卜勒位移推

信號的推算位置，另1個就是鏡像信號的推

算出失事位置，須由信標（EPIRB）本身內

算位置。因為是信號經由衛星接收後推算位

建位置（GPS）訊息才能獲知位置，否則只

置，還有時間、移動等因素與真正遇難警報

知道有遇險信文。另外還有推算方式，是與

位置再有誤差。

1. 紅線是近地軌道衛星LEOSAR1軌跡。
2. 黃線是另一近地軌道衛星LEOSAR2軌跡。
3. LEOSAR 1計算出有綠①A與紅①B個位
置，其中1個是真實，1個是鏡像。
4. LEOSAR 2計算出有綠②A與紅②B位置，
其中1個是真實，1個是鏡像。
5. 紅①B及綠②A重疊則為真正位置，綠①A
及紅②B是都是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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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紅線是近地軌道衛星LEOSAR軌跡。
2. 黃線區域是靜止軌道衛星GEOSAR視野
範圍。
3. LEOSAR以都卜勒計算出有綠①A與紅①B
個位置，其中1個是真實，1個是鏡像。
4. 與GEOSAR衛星視野比對。
5. 綠①A是真正位置，紅①B是鏡像位置。

因為是推算值，所以406信文第8列（如下）有紀錄都卜勒A經緯度位置及可能性、都卜勒B經緯度
位置及可能性。
8. POSITIONS:
RESOLVED - NIL
DOPPLER A - 23 41.1 N 121 40.1 E PROB 53 PERCENT
DOPPLER B - 21 16.4 N 110 24.2 E PROB 47 PERCENT
ENCODED - NIL

四、主要406遇險信文類型
廣播信文依標準SIT（standard indicator type） 格式，主要有初期警報（INITIAL ALERT）、待確認
警報（CONFLICT ALERT）、確認警報（RESOLVED ALERT）3種。除遇險信文外還有稱海事安全警報
（SECURITY ALERT）等，以下說明各警報類型顯示意義：

（一）初期警報INITIAL ALERT：
1. 接受到遇險信文，暨無法以都卜勒計算，也無位置編碼訊息時。
2. 接收到遇險信文，雖無法以都卜勒計算，但有位置編碼訊息（GPS提供）時。位置編碼提供遇險
位置約與真實位置有4分鐘（180公尺）的誤差。
3. 接收到遇險信文，其中1位置與真實遇險位置距離約5公里內，可以都卜勒計算出A與B遇險位置及
機率時。信文說明A與B遇險位置都有可能發生，如A有90%機率或顯著機率時，則A為真實位置。
另可比對A與B位置何者位在海上或陸地上？進一步利用EPIRB註冊資料，還可利用MMSI碼查詢船
舶聯絡資料後，詢問船隻、聯絡船東或所在地港口、或聯繫船籍港，以確定遇險信文。

（二）確認警報RESOLVED ALERT：
1. 有2顆衛星接收到遇險信文，分別以都卜勒計算出位置，算出其中個別位置只相距50公里內時。
2. 有1顆衛星接收到信文並以都卜勒算出位置，遇險信文並帶有位置編碼訊息時，可以確認位置。
3. 計算出的位置通常與實際遇險位置有4公里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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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待確認警報CONFLICT ALERT顯示情況：
1. 前項確認警報，再經衛星接收計算後相差50
公里以上時。
2. 接收訊文強度不佳時或信標移動中。
3. 運用位置的機率判斷，機率高者為遇險位置。
4. 如果重覆傳送待確認警報，信標應該在移動。

五、406遇險信文的讀法
本次分析的遇險信文是SIT185格式，傳送的資
料內容每一行都有其意義。以103（2014）年9月
16日臺北任務管制中心TAMCC接收遇險信文傳真
給國搜中心，再傳送給海洋巡防總局第六（花蓮）
海巡隊執行搜救的實際案例說明（文章第1頁右側
部分即為遇險信文全部）：

偵測頻率406.0229MHz
（六）第5列：
5. COUNTRY OF BEACON REGISTRATION: 413/CHINA

EPIRB信標註冊編號（海事辨識碼MID）
413，中國大陸
另外MID編號412是中國大陸。臺灣為416、
美國366、日本431、韓國440、香港477、
菲律賓548等，可至ITU網站及COSPASSARSAT網站查詢。
（七）第6列：
EPIRB USER MMSI LAST 6 DIGITS: 500730

TO:TAI-RCC

信文由臺北任務管制中心TAMCC接收後，傳
真給國搜中心。
（二）第1列：
1. DISTRESS COSPAS-SARSAT POSITION INITIAL ALERT

遇險信文類型為初期警報INITIAL ALERT
其他類型有確認警報RESOLVED ALERT、
待確認警報CONFLICT ALERT等。
（三）第2列：
2. MSG NO: 01190 TAMCC REF: B3A2134D75034D1

使用類別用於位置定位EPIRB的MMSI後6碼
為500730
（八）第7列：
7. EMERGENCY CODE: NIL

緊急狀況編碼為空值
（九）第8列：
8. POSITIONS:
RESOLVED - NIL
DOPPLER A - 23 41.1 N 121 40.1 E PROB 53 PERCENT
DOPPLER B - 21 16.4 N 110 24.2 E PROB 47 PERCENT
ENCODED - NIL

信文編號01190，臺北任務管制中心檔號

顯示位置資訊

B3A2134D75034D1

確認警報位置為空值

（四）第3列：
3. DETECTED AT: 16 SEP 14 1331 UTC BY SARSAT S11

測得時間格林威治時間2014年9月16日1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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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TECTION FREQUENCY: 406.0229 MHz

6. USER CLASS: USER LOCATION

（一）頁首：
FROM:TAMCC

（五）第4列：

都卜勒A或①位於23 41.1 N 121 40.1 E，機
率為53%
都卜勒B或②位於21 16.4 N 110 24.2 E，機

31分，經由衛星S11取得S11衛星是近地軌道

率為47%

衛星LEO其中一顆。

內建位置編碼資料為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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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9列：
9. ENCODED POSITION PROVIDED BY: NIL

提供內建位置資料的設備為空值
（十一）第10列：
10. NEXT PASS TIMES:
RESOLVED - NIL
DOPPLER A - 16 SEP 14 1430 UTC TAIWAN LEOLUT
DOPPLER B - 16 SEP 14 1430 UTC TAIWAN LEOLUT
ENCODED - NIL

下一次衛星通過時間
確認位置的時間為空值
衛星可計算都卜勒A或①位置，於格林威

（十五）第14列：
14. OTHER ENCODED INFORMATION: NIL

其他信標提供資料為空值
（十六）第15列：
15.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LUT ID: 4161 KEELUNG LEOLUT (1)

操作資訊
地面站號碼4161，基隆地面站
（十七）第16列：
16. REMARKS: NIL

備註欄為空值

治時間2014年9月16日14時30分通過，
由臺灣（基隆）近地軌道衛星LEO地面站
接收

五、結語
解讀及使用EPIRB資訊，可以提供救援單位更

衛星可計算都卜勒B或②位置，於格林威

多細節，如遇險類型、危險受傷狀況、多少人遇難

治時間2014年9月16日14時30分通過，

等等訊息，救援單位也可透過這些細節，進一步聯

由臺灣（基隆）近地軌道衛星LEO地面站

絡船東、船籍港、最近港口等等，確認是否是人員

接收

誤觸、機器故障等誤報事件，可更精確有效搜救。

其他編碼資訊為空值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巡防總局
第六【花蓮】海巡隊）

（十二）第11列：
11. HEX ID: B3A8134D75034D1 HOMING SIGNAL: 121.5 MHZ

EPIRB註冊碼B3A8134D75034D1（採16
進位編碼方式），導航頻率121.5MHz
（十三）第12列：
12. ACTIVATION TYPE: MANUAL

啟動方式採手動（另有自動方式啟動）
（十四）第13列：
13. BEACON NUMBER ON AIRCRAFT OR VESSEL: 0

飛機上或船上信標編號為0

參考資料
1. Search and Rescue Technology Satellite
Aided Search and Rescue Ajay Mehta
June 2010。
2. COSPAS-SARSAT MISSION CONTROL
CENTRES STANDARD INTERFACE
DESCRIPTION C/S A.002 October
2013。
3. Alert Message Formats for SAR Points
of Contact (SPOCs) Tom Grifﬁn USMCC
Senior Systems Analyst January 2009。

67

Counseling Field 溫老師園地

員工協助方案（EAP）流感小講堂之談發燒

學習預防流行性感冒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流感盛行，不要跟上「流行」是最高的指導原則，生病不但受罪，還容易生氣，影響日常
作息。不管是普通感冒還是流行性感冒，病原只有病毒和細菌兩種，以下提供流感及感冒的幾個小
觀念及預防措施：

一、流行性感冒與感冒之比較
流感是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呼吸道傳染病，症狀比一般感冒更為嚴重，其痊癒的時間也比一般感
冒長，除了會引起厲害的全身性不適症狀外，有時會引起併發症，如肺炎、中耳炎、心肌炎、腦
炎、雷氏症候群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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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Flu）

一般

普通感冒（cold）

流行性感冒指感染「流行性感冒病毒」而
導致的病症，流行性感冒病毒非常多變，
即使健康成人的免疫系統，也無法快速辨
認並且反擊；每年冬天幾乎都會有不等程
度的流行。流感的高峰期約在每年的11月
至隔年的3月期間

一般感冒係因許多不同種類病毒感染而引
起，普通感冒的病毒超過兩百種，如鼻病
毒或冠狀病毒等，因此每人每年平均會得
2至4次，任何季節都可能發生；但以秋季
至初春時較為頻繁

突然發生且迅速惡化

通常由鼻塞開始逐漸發生

頭痛

通常伴隨著嚴重的頭痛

偶而會有輕微的頭痛

發燒

高燒可達39度以上，且持續三、四天

較少發燒

症狀明顯

喉嚨不適，但較不嚴重

咳嗽與噴嚏

剛開始一兩天通常會咳嗽，而打噴嚏則不
常見

通常會有打噴嚏與鼻塞之症狀

酸痛及疼痛

全身性的肌肉酸痛及關節疼痛，會有明顯
且持續的疲勞與虛弱；部分幼兒會有小腿
肌肉痛

較輕微或少見

1至2週不等

短期間可以復原

肺炎、鼻竇炎、支氣管炎及兒童中耳炎，
也有可能造成心肌炎與腦炎，嚴重者甚至
死亡

輕微的鼻竇充血、耳痛

定義

症狀的開始

喉嚨痛

病程
併發症

二、發燒時期因應策略

1. 不要睡冰枕：因為人體的溫控中心（延腦，

當體溫超過38度C後，體內的各種白血球、淋

又叫生命中樞）在枕骨處（就是後腦勺），

巴球或巨噬細胞等，都會快速的大量增加，才能有

冰枕會干擾腦部對溫度的設定，病人除了發

效消滅入侵的病原。此外，發燒會消耗體內的營

冷發抖，還會不舒服。

養，這是補給能量給免疫細胞的作用。因此，只要
生病就發燒的反應，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免疫表現。
大部分的人都以為高燒會破壞腦部智力，其實
不然。破壞智力是因為腦部受傷，如腦膜炎、腦
炎、毒品、中風或失智之影響，而非發燒。這好比
戰爭開始至結束，時間短則數月多則數年，人體的
免疫之戰亦同，所以發燒症狀也會持續數日。如果
在這期間退燒，就會干擾免疫表現之進行，好比切
斷了軍隊補給般。因此，燒退了又再發度發燒，這
才能維持免疫系統正常運作。以下提供幾個不慍不
火的小方法，避免發燒時期的不適：

2. 不要用酒精擦拭：用酒精降溫太過刺激，有
可能引起病人休克。
3. 不可濫用退燒藥：打擊免疫力不說，有時嚴
重的後果是器官衰竭（雷諾氏症候群）。
4. 觀察病人是否嗜睡、意識不清、對於人物、
地點及時間無法分辨，抽筋、頭痛、頸部
僵硬，或身體呈拱橋狀（請非常專業的告訴
醫生，這叫『角弓反張』，以利加速正確診
斷）。如果沒有以上症狀，不必急著就醫。
5. 連續三天高燒41度C以上，胸痛或呼吸急
促，要立刻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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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衣服少穿或不穿，被子多蓋或少蓋，以病人
感覺為依據：不要一味堅持悶出一身汗就會

均衡的飲食是每天朝氣與活力的來源。三

好的理論。切記打開冷氣和風扇，一定要開

餐不宜太過辛辣油膩，下午可以吃些水果

窗通風，以免全家都遭殃。

補充體力，平時每日飲水2000c.c.，避免

7. 洗個澡或冷水澡皆有幫助。

吸煙喝酒，對增強抵抗力、預防疾病都有

8. 多喝豆漿、果汁或蛋花湯這些有營養的流質

極大的幫助。

食物，能適時補給。

三、遠離流感二部曲
衛生署疾管局表示，近年來罹患流感的人數有
增加的趨勢。因為流感是一種容易相互傳染的疾
病，而當身體抵抗力不足時，就很容易染上流感。
想要遠離流感，主要有以下兩個小方式：
1. 強健的抵抗力是預防流感的不二法門
抵抗力低落的人，例如老人與小孩，特別容
易搭上流感列車；而久坐且缺乏運動的上班
族，或是熬夜加班的工作者，也是流感的高
危險群。如果沒有積極提升自己的抵抗力，
不僅容易染上流感，也較易引發嚴重的併發
症。以下注意事項將有助於您增強自己的抵
抗力：
★適度活動身體：
運動流汗可以排除體內過多的毒素，有效
增強我們的抵抗力。
★充足的睡眠：
保持充分的休息睡眠，對提高全身的抵抗
力很有益處。即使工作忙碌，也要做到生
活有規律，避免因過度勞累而導致抵抗力
下降。
★注意防寒保暖：
冬季時節陰雨寒冷，季節交替時天氣多
變。衣著增添不當時，極易降低人體呼吸
道的免疫力。而上班族在辦公室久坐，吹
冷氣的時間長，應留一件外套或毛毯在辦
公室隨時禦寒，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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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均衡的飲食：

2. 減少被傳染機會
流感的傳染途徑主要是飛沫傳染，因此咳
嗽、打噴嚏都可能會將致病原傳染給他人。
我們在生活中應注意以下幾點，預防成為流
感患者：
★在流感流行期間，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
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減少病毒感
染機會。
★加強個人衛生習慣，勤洗手，避免接觸傳
染。尤其是回家之後，或接觸小孩前，更
應該養成洗手的好習慣。
目前正值氣溫變化差異大時期，大家應隨時
注意自己及家人的健康，遠離流感！若您對
身心健康議題仍有所擔心，歡迎您聯繫機關
內部員工協助方案（EAP）承辦單位，詢問
相關醫療保健問題，以共同討論出適合您的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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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生命極限～
從跑馬迎向107年元旦單車一日雙塔！
文、圖｜羅堅維

什麼是確實活著的感覺？常覺得是挑戰自我的

接下來這6年，慢跑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時候，或是身心都是經歷折磨和痛苦的時候。總想

一環，也漸漸喜歡在休假時參加各項路跑活動，藉

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我們都知道起步最難，但

此，除了讓我身體維持健康外，還能鍛鍊毅力與淬

挑戰自己，總是得選擇開始……民國100年12月18

鍊心智，相較往昔只知一味埋首工作而忽略運動，

日，我參加人生首場路跑賽∼「臺北馬拉松半馬21

運動反而讓我在工作上更能得心應手。截至目前我

公里」，那時的我剛滿35歲，以不知名的勇氣挑戰

總計參加了33場半程馬拉松（21公里）、12場半程

了從未跑過的距離，跑到18公里大腿已經嚴重抽

馬拉松（42公里）、16場超級馬拉松賽（超過42公

筋，最後還是咬著牙花了2小時9分撐到終點，而賽

里以上）、6場標準鐵人三項（游泳1.5公里、單車

後也整整痛苦了一個星期，這次過程經歷的痛苦，

40公里、跑步10公里）以及1場半程超級鐵人（游

我至今難忘。理論上，人們在經歷過極端痛苦的事

泳2公里、單車90公里、跑步21公里）等活動，讓

後，就應該像是被熱水壺燙過一樣，再也不想去碰

我原本平凡的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

觸。但相反的，在這次的半馬挑戰後，卻開啟了我
內心深處對生命極限的探索之路。

人生什麼時候才不會後悔？是否一直想做某
事？還是回頭發現沒去試？那…什麼時候才是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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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f Ocean Patrol 海巡天地

好呢？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為了緬懷228紀念日，

此刻，107年的第一道曙光在高雄市區照耀著

在105年2月27日以單車完成一日雙塔520公里的長

我們，陽光的出現驅走了深夜寒冷與睡魔攻擊，卻

征，在歷經28小時36分從臺灣最北端的富貴角燈塔

帶不走身體沉重的疲勞。沿途也有一起挑戰一日雙

抵達國境之南鵝鑾鼻燈塔後，他發表一段感人肺腑

塔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大家一起打起精神，向

的演說！在內容中提「希望透過這個活動喚起臺灣

前挺進。當我們途經屏東的屏鵝公路時，原以為碧

人民『海洋國家的性格』：冒險犯難、不怕失敗、

海藍天的美景會讓人心曠神怡，但卻遭遇到傳說中

不怕困難。」我身為海巡署的一份子，當下被柯市

的落山風，將我僅存的氣力全部消耗殆盡。

長的壯舉所感召，在心中默默埋下一顆挑戰的種
子…。在跑步的過程中，有一群長期奮戰且志同道
合的海巡跑者（簡稱CG-Runners），陪伴我度過
上述種種非正常人類活動，經過大家討論後，決定
要讓這顆挑戰的種子在106年12月31日10點發芽，
期望能以單車完成一日雙塔520公里的壯舉來迎向
新年的開始。

最後，在伙伴們的鼓勵與帶領下，一行人終於
在下午1點多平安抵達墾丁終點，總共花了27小時
16分達成一日雙塔520公里的極限挑戰！抵達目的
地，心中沒有特別喜悅，只有平靜，從肉體的磨
練中，尋求靈魂重新的救贖。這一趟挑戰真的很辛
苦，還好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面對，終於突破自身
極限，再次完成挑戰。這次的旅程，讓我真切感受

出發當日，剛開始的天氣是又濕又冷，一直騎

到人、事、物的美，也暫時忘卻了社會上發生的各

到桃園林口發電廠約40公里處，雨才停。當時我們

種紛紛擾擾，因為在探索生命極限可能的同時，人

騎乘的速度並不快，大約維持在時速20至25公里上

們會不斷自我檢視及調整腳步，不管未來的道路上

下，因為這是場超長時間距離的極限挑戰。經過14

會遇到什麼困難，唯有願意冒險、不怕失敗，加上

小時騎乘，在106年即將結束前的倒數時刻，我們

正面積極的態度，才會是你成功的不二法門。

剛好抵達嘉義東石福靈宮，大家便在廟前看著遠方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岸巡防署人事處）

的煙火一起慶祝跨年。據了解，福靈宮是一間供奉
觀音彿祖擁有146年歷史的廟宇，我想這或許是命
運的安排，讓我們在新的一年從福靈宮出發，希望
能獲得觀音菩薩的保佑。
而真正的挑戰從跨年那一刻開始，以前不管12
小時超馬或者是百公里超馬，最多是14小時的運
動。但這次不同的是，要在28小時限制內完成挑
戰，如今我們才騎了270公里，後面還有250公里的
路途，除了要克服累積的疲勞外，還要擔心睡魔的
侵襲，而且騎乘的速度必須加快，才能有機會完成
目標。在深夜凌晨的台17號道路，陪伴我們的只有
黑夜中的田野、魚塭、墳墓、一輪皎潔的明月和永
無止境的踩踏聲。凌晨4點抵達高雄湖內，在短暫
的進食補充體力後繼續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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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組隊參加各種超馬路跑或騎單車活動，勇於自我極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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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交流經驗分享
強化觀摩教學效能
文｜王志祥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總隊

為強化基層主官（管）平日對於單位內各項狀

第二日的課程持續由王所長針對安檢所單位編

況處置、勤務執行及內部管理能力，東部地區巡防

現比、勤務規劃人力編排及相關人員休假管制作

局第一二岸巡總隊於107年1月8、9日及1月15、16

為，向觀摩人員解說，如安檢所人員實施休假時，

日，區分岸巡大隊長、安檢所所長及機動巡邏站站

主官如何針對休假人員實施離營宣教及提醒休假期

長等職務，以跨總隊方式於下轄單位實施為期兩天

間禁止酒駕行為，並於每日20至21時回報休假情形

一夜的「異地觀摩交流」行程，讓所屬相互了解彼

藉以關心同仁在單位外是否有無飲酒情事及涉足不

此平日運作情形，以汲取多面向管理經驗，達到教

妥當場所，以維護單位形象。此次兩天一夜的「異

學相長之目的。

地觀摩交流」行程，讓受觀摩單位及觀摩人員獲益

花蓮商港安檢所為此次交流行程安排實施單
位，當天由所長王志祥依照課程編排規劃七大主
軸：1.各項政策或命令傳達作法及宣導效能、2.械
彈及車輛管理作為、3.庫儲空間規劃及管理、4.單
位針對轄區經營作為、5.勤務規劃、執行與驗證作
為、6.單位編現比、勤務人力與休假管制作為、

良多，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周遭的人往
往可以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聽取觀摩人員建
議事項及意見，對於花蓮商港安檢所無疑是注入一
股湧流，所內全體同仁亦會以此做為持續進步的力
量，最後感謝各級長官的青睞與支持，使得這次異
地觀摩交流行程順利圓滿，也讓我受益非淺，更在

7.其他與內部管理相關事項如伙食、生活設施、環

海巡職涯中增添了不同的人生色彩。

境、心理諮商、反毒防治篩檢等實施介紹。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東部地區巡防局花蓮商港安檢所）

首先第一日的課程由王所長向觀摩人員依序介
紹安檢所任務簡介、平日上級單位對於各項政令宣
導如何能有效上情下達讓安檢所內同仁確實明白作
法，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常年訓練時間對各項
相關法令解說及各項體能戰技訓練，以及對於安檢
所依照械彈室、車輛、各式庫房儲存空間規劃的相
關規定的具體管理作為一一實施解說；另外於晚間
18時30分集合安檢所人員，示範如何召開綜合勤前
教育會議及會議內容宣導近期上級單位下發各項相
關宣導資料內容，會議結束後再向觀摩人員介紹平
日在安檢勤務上配合的友軍單位。

利用不同單位實地參訪交流
，提升主官（管）內部
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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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血液小常識
海巡熱血傳愛心
文｜黃美貞

圖片提供｜南部地區巡防局

猶記得海巡署為強化南沙太平島海域之海難搜

血液中紅血球生命週期約120天，老的紅血球

救及緊急醫療後送機制，於106年11月30日在太平

在肝臟或脾臟中被吞噬掉，血紅素會被分解出鐵質

島海域舉行南援一號操演，過程中一位上島採訪的

再利用，白血球僅存活幾小時至幾天。血小板生命

攝影記者因臉色發白，身體不適至島上南沙醫院就

期約5至9天，因此即使不捐血，人體內的血液細

醫，經檢查發現該員疑似因上腸胃道出血造成血紅

胞也會衰老死亡，而且捐血除了能刺激人體造血

素值過低，經C-130軍機緊急空中後送至國軍高雄

功能，也可以讓身體的鐵質保持一定的平衡，避

總醫院住院加護病房治療並輸血1000cc.，病況才穩

免過多的鐵可能增加心血管病變機率。另外藉由

定好轉康復出院。

定期的捐血就像做小型健康檢查般，可以早期發

一般人對於血液的概念，不甚了解，據資料顯
示，人體的血液約占體重的13分之1，體重65公斤
的人約有5公升的血液，其中真正參與循環的血量
占全身血液約70%∼80%，其餘則儲存在肝、脾等
「人體血庫」內，當身體出現少量失血時，這些備
援的血液則會立即釋放予以補充，一般捐血250毫
升，僅占總血液約20分之1，對於身體幾乎沒有影
響，但在短時間內若突然失血超過1,000 cc.或超過
全身血液量20%至25%，就會影響健康甚至休克，
必須考慮輸血以維持體內各器官功能，避免發生缺
氧情形，增加死亡的可能性，由此可見血液的重要
性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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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健康問題，在捐血前會測量體溫、脈搏、
血壓以及血紅素的量，捐血後採集的血液，除了
作ABO及RH血型之檢驗外，同時也會進行紅血球
異體抗體（ABS）、血清轉胺酶（ALT）、梅毒
血清反應（Syphilis-TP）、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sAg）、C型肝炎病毒抗體（Anti-HCV）、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Anti-HIV）、人類嗜T淋巴病
毒抗體（Anti-HTLV）、病毒核酸擴增檢驗（NAT）
等檢驗，檢驗合格的血液才提供輸用，若檢驗結果
呈現陽性反應，便會立即通知捐血者（NAT檢驗除
外）。
但若懷疑自己得到任何的傳染病，就不應該冒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雙月刊│No.91 Feb. 2018

然捐血，尤其是愛滋病，雖然目前臺灣捐血愛滋檢

根據紅十字會統計，平均捐一次血就可以就拯

驗技術採用病毒核酸擴增檢驗（NAT），已將愛滋

救三個人的生命，捐血除了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更健

檢驗空窗期降為11天左右，但為避免部分民眾擔心

康，最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海巡人員常

感染愛滋不敢篩檢又怕被發現，而利用捐血的方式

在一線執行任務，面對各種救生救難的場景，受傷

做愛滋篩檢，被動的等待血液中心通知，等同犧牲

流血在所難免，因此對於血液的各種知識的理解有

輸血者的安全，因此衛福部已規定「愛滋病毒檢驗

其必要。然而，南部地區巡防局平日就常舉辦各種

結果不會通知，如檢驗為陽性者，將直接通報衛生

捐血活動，透過實際行動，讓海巡同仁挽袖捐血。

主管機關追蹤（其他檢驗如果陽性亦會通知）」，

未來我們也相信，這股小小的力量，將會匯聚成大

呼籲民眾別再用這方式驗血，對輸血者來說才能更

大的能量，使「海巡熱血、傳遞愛心」的信念深耕

有保障。

萌芽、傳遞發揚。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地區巡防局後勤科）

參考資料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血液基金會網站www.blood.org.tw
各地捐血中心聯絡方式
1. 臺北捐血中心 臺北聯絡中心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3號

電話：(02)28971600

2. 新竹捐血中心 新竹聯絡中心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十一路215巷8號

電話：(03)5556111

3. 臺中捐血中心 臺中聯絡中心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4段1176號

電話：(04)24612345

4. 臺南捐血中心 臺南聯絡中心 地址：臺南市永福路1段85號

電話：(06)2131212

5. 高雄捐血中心 高雄聯絡中心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837號

電話：(07)3660999

6. 花蓮捐血中心 花蓮聯絡中心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1段170號

電話：(03)856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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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身符
文｜吳書緯

在海邊看著被火紅的太陽染成金黃色的雲，聽

對我說的一句話：「心存善念」，就能無所畏懼，

著海洋一次又一次的敲擊岸邊的聲音，又有些許的

況且身穿海巡制服、頭戴海巡便帽，肩上掛著國家

微風從臉龐輕輕的吹過，相信這是個很美麗的傍

給予的階級責任，除了散發一股神聖不可侵犯的力

晚，不管是來玩的還是拍風景照或來散心都是最佳

量，制服上的徽章也可謂是海巡人員的護身符。於

地點。而在一個漁村裡能發生甚麼大事，此時與平

是在一陣努力後，我們就和友軍單位替大體做最妥

日沒有不同，感覺又是平靜的一天，正當我心裏這

適的處理，願他能放下人世間所有的事，安心的離

麼想的時候，突然接收到線上勤務人員回報，發現

開，這也是我們最後能幫他做的。

岸際疑似有大體，此時我內心希望是判斷錯誤，不
過後續又聽到現場人員回報確定是大體，我瞬間停
頓了一下，不過很快就回過神來，想起的第一件事
情就是快點備車，把相關的裝備全部備妥待命出發。

在海巡單位服務時間一久，雖然初次遇到處理
大體的情況，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但是心存
善念、為民服務，默默的付出，使心靈獲得成長，
這樣無形的價值實屬難得。結束任務回到所內後，

隨後耳邊傳來友軍單位車輛的鳴笛聲，請我們

再看著自己和身邊的同仁，大家都因為這件事情有

帶路前往現場，我騎著巡邏車，伴隨複雜的情緒，

所收獲，變得更懂珍惜身邊的一切，瞬間覺得任何

到了目的地，看見全身已水腫僵硬的大體，依程度

辛苦都是值得的。最後也別忘記，當我們穿上海巡

判斷，死亡應該超過3天，但因海水還在漲潮需將

制服同時，這個護身符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僅是守

大體移至高處，現場沒有時間讓人思考，於是就在

護，更是責無旁貸的使命。

搬運大體的過程中，感觸突然湧上心頭，面對不知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名的他，這幾天所受的苦，心裏只有一個念頭，就

第三岸巡總隊麗水安檢所）

是快點幫助他回到親人身邊。此刻我想起了父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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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海 巡 生 涯
文｜江育麟

我是一名回役的志願役士兵，想當初因為服義

印象中的畫面有很大的不同，此刻我告訴自己再入

務役不喜歡軍事管理生活，而且感覺在軍中服役生

伍的選擇是正確的。完成了一連串的報到手續，開

活平淡，加上工作常被指導，非常不能適應，所以

始熟悉服務單位的環境，尤其是人、事、物都和我

毅然決然選擇了退伍。退伍三個月後，思考了許多

先前服役的場域有很大的不同，有了過去軍中的服

事，也想過找尋適合自己的行業投入職場，但遲遲

役經驗，我相信在這個海巡大家庭裏，肯定能找到

沒有落實心中想法，直到退伍將近一年，在家人與

屬於我自己的發揮空間。

工作選擇的分叉路上徬徨，慢慢兩年的時間就這樣
過去了。

入伍一段時間後，在幹部的細心教導下，我感
覺自己過的比以前更好，也非常習慣這裏的生活，

回想起這兩年生活過的普通，收入微薄，只能

不僅學習到很多工作技巧，經過總隊的訓練洗禮，

勉強貼補家用，對人生目標有點茫然，後來在一個

分發到一線單位，開始人生第二次的入伍服役，從

偶然機會遇到在海巡服役的朋友，放假時我們會約

訓練單位到實際執行任務的安檢所，屬性截然不

見面討論未來，有一次聽他談到自己的工作內容

同，雖然有很多新鮮感，但每天要面對的壓力接

時，感覺相當多元活潑，激起了我的興趣，於是請

踵而來，而且隨著事件大小不同，讓人不得不謹慎

他幫忙聯絡了海巡人才招募單位，透過招募官的仔

小心。還記得第一次接觸巡邏的勤務，身穿防彈背

細解釋，我才發現海巡工作不是想像中的簡單和輕

心，配備甩棍、手銬，全副武裝還要學如何將嫌犯

鬆，但我心中卻燃起了一股衝勁，聽完介紹後，我

拷住，諸多技巧讓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所幸學長

便積極去查詢考試時間，在與家人討論後決定報考

（姐）們都很熱心教導我該如何做，才能快速掌握

第四梯次的志願役士兵，結果也順利讓我考上，這

訣竅。

是第二次以軍人的身分再入伍，心情難免忐忑了
起來。

從過去的不適應，到現在的快樂面對接受，我
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轉變，重新穿起制服的我，不再

再入伍的前一天晚上，想起又要在部隊裏重新

是那個排斥及害怕的小士兵，而是勇於挑戰自我的

適應生活，結果失眠了，還好先前已經做好心理建

海巡尖兵，無論未來的路再難，我都有信心突破，

設，於是當天起了個大早到達服務單位，由於我是

尤其是在海巡這個大家庭裏，有互相扶持的同儕，

第一個到，所以在現場稍微等待了一下，過程中觀

以及熱心的學長（姐）們，我會繼續保持這股動

察長官的一舉一動，發現了讓我驚訝的地方，那就

力∼向前邁進！。

是長官跟部屬之間的互動居然變得相當活潑，和我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地區巡防局
第三岸巡總隊龍港機動巡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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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誤闖漁港
海巡伸手援救
文｜王千松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總隊

海洋生態保育是海巡署工作核心任務之ㄧ，臺

海龜，他們的祖先可追溯至恐龍時代，經過上

灣四面環海，海岸線綿長，這也造就了臺灣海洋及

億年的演化，現今他們的後代，仍在海洋中繼續生

海岸生態的多樣性，尤其依靠著太平洋的東臺灣，

存，他們古老長壽適應能力堅強，但是人類的崛

這裡是臺灣最後一片的福爾摩沙！每年幾乎都有關

起，文明的產物卻帶給了牠們危機；研究人員指出

於海洋生態保育的活動，或者是鯨豚海龜等海洋生

臺灣每年擱淺或意外捕獲的海龜，多達一兩百隻，

物「造訪」的新聞。

不過有七成以上的海龜，在擱淺時，早已失去生

106年12月28日，一樣在這純樸小漁港∼烏石
鼻漁港，漁民按著往常的工作行程出海捕魚，不過
就在收成回來後，漁民急急忙忙到安檢所尋求幫
忙，說他們好像抓到海龜了不知該如何是好？副所
長得知後立刻帶人前往了解，果然漁網內有隻海龜
（初步判定為綠蠵龜）因緊張而不停的擺動掙脫，
安檢所人員深怕海龜情緒不穩受到二度傷害，與漁

命跡象，死亡原因不單純只是脫水過久或是外傷造
成，經解剖檢查，這些海龜胃裡往往都是一些塑膠
製品，雖然誤食塑膠不會馬上對海龜造成傷害，但
這就像慢性疾病一樣，讓海龜消化不良、食慾不振
導致身體虛弱，漸漸的被人為因素所淘汰。現在海
洋已不是那樣的純潔乾淨，人為產物飄流至海洋，
沉積海底成為陷阱，逐漸腐蝕整個海洋生態。

民先將牠放置在水桶內；掙扎一陣子後，海龜因耗

海龜的一生要面對層層險阻，只有千分之ㄧ的

力過度略顯疲憊，慢慢不再激動，最後在東管處人

小海龜可以成長茁壯，然後再迴遊數千公里，才有

員的協助下，平安把牠送至屏東海生館做進一步的

機會回到出生地，繁衍下一代，海龜家族們已屹立

檢查治療。

在海洋中億年之久，如今他們瀕臨絕種，而牠們只
想找尋個安全活下來的機會；身為地球的一份子，
我們更要重視海洋這塊瑰寶，海洋孕育出無數生
命，而這不僅是海巡的本務，更是大家要盡力去做
到的，我想海洋會因我們的努力而慢慢恢復成以往
美麗動人的樣貌；也希望民眾在岸際如果有發現鯨
豚海龜擱淺，或是漁民朋友們誤捕到海龜，別忘了
撥打118專線，我們將盡全力給予協助。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地區巡防局
第一三岸巡總隊）

安檢所人員趕赴漁港協助受困海龜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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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聚焦活動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辦理107年元旦定期晉任授階及授勳活
動，署長李仲威親自頒授，有效提升同仁士氣（106.12.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伙房弟兄平日默默付出、任勞任怨為同
仁飲食安全把關，署長李仲威特別頒贈加菜金，並給予慰
勉及鼓勵（106.12.29）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結合文山區各里志工、機關及學校，響
應政府國家清潔週，藉以拉近機關與民眾距離（107.1.2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人事處副處長丹明發（圖右）榮退，人
事行政總處副人事長蘇俊榮（圖左）頒贈二等人事專業獎
章，以茲嘉勉（107.1.15）

海洋巡防總局辦理106年度替代役男專業訓練班，期使替代
役男深入了解海巡工作，以利業務推展順遂（106.12.18）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配合2017通宵濱海追風馬拉松
活動，負責安全戒護，藉以傳遞海巡新形象（106.12.16）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主動發起二手物資募集活
動，並將募集物資轉送社會福利機構運用（107.1.26）

東部地區巡防局與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合作，鼓勵
替代役役男從事公益服務，發揮為民服務精神（1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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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海域執法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於漁港執行人員身分查驗時
發現通緝犯，逕行逮捕後將其移送偵辦（106.12.28）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巡防區舉行107年春節期間岸海聯合威
力掃蕩，清查可疑處所，嚇阻不法情事發生（107.2.7）

中部地區巡防局雲林機動查緝隊於民宅內查獲製毒現行犯，
並將搜出製作之成品及半成品查扣帶回偵辦（107.1.2）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布袋商港安檢所人員執行安
檢勤務時發現一名男性通緝犯，隨即逮捕移送（107.1.3）

南部地區巡防局臺南第一機動查緝隊有效掌握情資，成功
於宜蘭縣南方澳漁港破獲漁船走私未稅香菸案（107.2.9）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岸巡總隊東港安檢所，年節期間於東
港安檢所查獲非法90手槍、彈藥及未稅香菸（107.2.1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元旦假期強化船筏安全
檢查，以實際行動捍衛岸際安全，有效維護社會治安
（106.12.27）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針對轄區可疑熱點實施掃蕩
行動，有效彰顯海巡單位假日執法不打烊精神（107.2.11）

生態保育與
救生救難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獲報，新竹縣新月沙灘有民
眾因漲潮受困沙洲，火速派員前往救援（107.2.12）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接獲通報，有一名男子身體
不適倒臥岸際，立即派員協助救援送醫（107.2.14）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獲報於金門縣烏坵鄉南風碼
頭發現鯨豚擱淺死亡，立即趕赴現場協助移置（107.1.1）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三岸巡總隊獲報苗栗外埔漁港北堤發現
死亡鯨豚，即刻派員協助查看，並依規定處置（107.1.27）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大池安檢所於岸際發現死亡海
豚，立即通報澎湖縣政府農漁局到場進行查看（107.1.3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七岸巡總隊菓葉安檢所獲報轄區內有死亡
海豚，立即依規定通報，並至現場做妥適處置（107.2.4）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開元安檢所人員發現岸際
有鯨豚死亡，即刻通報相關單位派員到場勘查（107.1.8）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綠島安檢所獲報岸際有死
亡海龜，隨即依規定通報並至現場做妥適處置（107.1.12）

81

海巡 我最

照

為民服務

海洋巡防總局第十六【澳底】海巡隊接獲通報南方澳籍漁
船於海上失去動力，即刻派艇前往協處（107.1.1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獲報，漁船船長於坡頭外海
撈獲數顆未爆彈，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到場處理（107.1.4）

北部地區巡防局第八岸巡總隊獲報石門區白沙灣海水浴場沙
灘發現大體，主動前往了解情況，並做妥適處置（107.2.15）

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五巡防區獲報民眾駕駛帆船於布袋遊艇港
擱淺，為免船上人員發生危險，火速前往協助（106.12.3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一岸巡總隊安平漁港安檢所人員發現漁
港北堤外側船隻翻覆主動協助，避免憾事發生（107.2.10）

南部地區巡防局第六岸巡總隊旭海安檢所獲報有遊客登山
不慎摔傷，火速派員前往將傷者送醫救治（107.2.5）

東部地區巡防局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配合花蓮捐血中心辦
理捐血活動，海巡弟兄以實際行動熱情響應（107.1.31）

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巡總隊三和安檢所獲報民眾因情
緒不穩輕生，於岸際受傷，立即派員協助送醫（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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