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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說明
藉由總統蔡英文親臨海洋委
員會首長布達暨揭牌典禮
時，致詞強調：海洋是臺灣
最重要的出路，並交付「健
全海洋法制，做好生態保育
工作」、「配合政策，推動
海洋產業」及「強化海洋研
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三
個政策方向，期許正式運作
的海洋委員會能積極任事，
朝立足臺灣，航向海洋的目
標努力，讓臺灣海洋事務蒸
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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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與賴院長和與會貴賓正式揭牌（左起高雄市代理
市長許立明、總統府秘書長陳菊、總統蔡英文、行政院
長賴清德、副院長施俊吉、海委會主任委員黃煌煇）

海洋委員會揭牌～
總 統 蔡 英 文 交付三方向任務
期許開創海洋新世紀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籌
備處，新任首長布達暨揭牌典禮，於107年4月28日
上午11時假高雄鴻海軟體研發大樓辦理完竣，總統
蔡英文及行政院長賴清德親臨主持揭牌典禮，並為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煌煇布達，顯見對其重視。
本次活動另有總統府秘書長陳菊、高雄市政府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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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許立明、中央與地方政府、各級民意代表及地
方仕紳等貴賓參加，整場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新到任黃煌煇主任委員於賴院長手中接下印信
後致詞表示，從播遷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40
多年戒嚴，致使臺灣多數百姓對海洋環境不僅陌生
且充滿恐懼，但自民國76年解嚴後，海洋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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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才逐漸發現臺灣海洋的遼闊與壯麗，並擁有這

亞洲新灣區。從高雄港的歷史演變，見證整個城市

麼多海洋資源。黃主任委員指出，海洋委員會下轄

的崛起與發展，其實和海洋息息相關，海洋不僅是

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首要任務

高雄這個工商大城經濟命脈所依，更可能是未來發

為賡續執行臺灣經濟海域的緝私、緝毒、偷渡的防

展的新動能。因此，蔡總統除要求黃主任委員，配

範。另為應日常業務增加，未來應朝向運用高科技

合行政院推動綠能等前瞻作法，積極開發新能源、

技術進行更有效率的監測措施，以減少廣大海域的

新水源及新的海洋休閒活動，更重要的是如何喚起

工作負荷，並積極與周邊國家協商，以維護我國海

國人海洋意識，使其勇敢面對海洋，善用已有海洋

洋權益及確保漁民作業安全。

資源，讓其維持永續發展，建構人類與海共生且共

黃主任委員強調資料蒐整的重要性，未來應建

榮之友善環境。

立臺灣經濟海域的資料庫，盤點分析臺灣經濟海域
各項資源的分布位置和數量，並透過基礎資料建立
及大數據分析，以推動各項保護措施。至於海洋產
業發展方向，將藉由整合國內產、學、研的力量，
開發適合臺灣海洋發展的產業，同時協助漁民團體
重新獲得具高經濟價值的海洋產業。
黃主任委員致詞結束後，隨後邀請蔡總統致詞
表示，以「打開大門」使臺灣成為海洋國家的起
點，做為開場，高雄市具有地理環境與海洋資源雙
重優勢，運載貨物從早期漁、鹽及糖，到後來改以
貨櫃轉運、造船鋼鐵重工業為發展重心，造就今日

行政院賴院長頒受印信

予新主任委員黃煌煇

揭牌前出席貴賓共同欣賞舞獅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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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典禮由蔡總統、賴院長、黃主任委員等

出，過去海洋事務被分散在22個機關，所以為了強

相關貴賓，揭下機關銜牌紅布，嶄新的海洋委員

化海洋政策的整體性，政府開始設置專責機關的準

會、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籌備處三個機關

備工作。這項工作從2004年開始，歷經兩次政黨輪

銜牌，懸掛在高雄鴻海軟體研發大樓大門，宣告海

替、三位總統，今天我們終於跨出重要的一步。

洋委員會正式掛牌運作。

特別轉載：

總統蔡英文出席「海洋委員會首長布達暨揭牌
典禮」新聞稿全文

總統強調，這不只代表臺灣將要專注在海洋事
務上的決心，這十幾年一路走來，也表示「海洋是
臺灣最重要的出路」，這個概念是不分藍綠的朝野
共識。總統特別提到，昨天我們開始了「5加2產業
創新系列」行程，第一站就來到臺南跟高雄，來看

蔡英文總統今（28）日上午出席「海洋委員會

國防產業。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透過產業創新，在南

首長布達暨揭牌典禮」時強調，海洋是臺灣最重要

部創造新的、優質的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年輕人回

的出路，並提示「健全海洋法制，做好生態保育工

鄉、甚至能夠來到這邊工作、成家立業，讓區域之

作」、「配合政策，推動海洋產業」及「強化海洋

間能夠更均衡發展。

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才」三個努力方向，也期勉
要立足臺灣，航向海洋，讓臺灣的海洋事務蒸蒸
日上。
總統致詞時表示，她與賴院長、陳菊秘書長都
一起出席今天的典禮，見證海洋委員會的成立，這
就代表政府對海洋事務，最高程度的重視。總統指

4

總統認為，新成立的海洋委員會座落在高雄，
可以有首都減壓的效果，也是平衡南北的努力中，
重要的一環。同時，高雄也是我們新南向的門戶基
地，海委會設在這裡，可成為中央地方合力推動新
南向最好的夥伴。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雙月刊│No.92 Apr. 2018

總統對於行政院、立法院，以及長久以來為海

等地緣優勢，形成產業聚落，讓海洋產業的發展更

洋委員會成立盡心盡力的朋友們，特別表示感謝之

具規模。第三，要強化海洋研究能量，培育海洋人

意。尤其是李署長所帶領的海巡署團隊及人事總處

才。除了海洋保育署和海巡署之外，海委會也會籌

在籌設過程中的辛勞。總統說，海委會首任的黃煌

備設立國家海洋研究院。未來，海洋資源調查、基

煇主委，曾任成功大學校長，也在行政院服務過。

礎研究以及最重要的人才培育工作，就要交付給國

他具備豐富的學術界、產業界相關經驗，也有很好

家海洋研究院來全力執行。

的行政管理能力。她相信以黃主委的聲望、經驗及
能力，一定能帶領海委會，穩健地踏出發展的步伐。

最後，總統表示，後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
過因為有各位一流的人才，她對海洋委員會的發展

總統也認為，海委會成立之後，我們的挑戰才

充滿信心。我們是海洋國家，海洋就寫在臺灣人的

正要開始。她要請黃主委跟海委會同仁，一起朝下

DNA裡面。她期勉要立足臺灣航向海洋，並祝福海

列幾個方向為海洋事務努力。第一，健全海洋法

洋委員會的工作推動順利，臺灣的海洋事務蒸蒸

制，做好生態保育工作。在海委會當中，設置了

日上。

新成立的海洋保育署。這是民間社會及立法院殷殷
期盼的保育機制。她期許海委會能夠本於職責，持
續健全現有的海洋法制，讓我們在清除海洋污染，
維護生態環境永續等面向上善盡臺灣的國際責任。
第二，是配合政策，推動海洋產業。海委會設置在
高雄，等於讓經略海洋的專責單位，與重要的海洋
城市∼高雄強強相加，將能夠結合在地資源和市場

隨後總統與貴賓進行揭牌儀式，除行政院長賴
清德、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外，包括行政院秘書長卓
榮泰、內政部長葉俊榮、國防部長嚴德發、高雄市
代理市長許立明及立法委員管碧玲、劉世芳等亦出
席是項活動。
（本文資料來源：海洋委員會及總統府官網）

揭牌典禮結束後，黃主任委員主持所屬機關新任首長布達，並簽署及用印第一份公文，留下歷史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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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海巡、終身海巡～
組改前溫馨慶生
及 政務副署長
胡意剛歡送會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海巡署自89年1月28日成立迄今，逾18年，即
將在107年4月28日改隸於海洋委員會，又適逢該
署政務副署長胡意剛即將榮退，特別於107年4月

組改前最後一季慶生會，李

署長與壽星們溫馨互動

26日辦理一場溫馨又感人的慶生及歡送茶會，由署
長李仲威親自主持。此次活動重點在於回顧海巡署

的氛圍，讓大家心中多了不捨的情緒。

成立迄組改前之影像回顧，觀賞完影片後，所有人

胡政務副署長自64年初任公職，89年調任海

腦海中過往的回憶，曾經共同努力付出的場景一一

巡署暨所屬機關服務迄今，歷任中巡局、北巡局局

浮現，讓大家感動不已。會中李署長也鼓勵所有在

長、海洋巡防總局總局長及該署主任秘書等重要職

場同仁，無論是留在海巡署繼續一起打拚，或是到

務，工作成效有目共睹。尤其在擔任中巡局長期

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發展，都能秉持過往的精

間，指導第五巡防區統合岸海勤務單位，於嘉義縣

神，繼續為海巡工作努力爭取最佳績效。而整場活

東石鄉，查獲以余姓為首的毒魚集團，起出史上最

動最感人之處莫過於胡政務副署長即將榮退，離別

大宗「氰化鉀」，重量高達1,075公斤，「氰化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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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毒中之毒」之稱，這批毒性化合物如被嫌犯

斷超越自我，學會共同面對種種挑戰及挫折，也能

拿來投入海中，不僅嚴重破壞海洋環境，民眾誤食

共享每次的勝利與成就。此次慶生及歡送茶會的場

毒魚後，也會對身體造成嚴重危害，所幸處置得

合中，在影片回顧過程，看到了許多海巡署以前舉

宜，最終避免了一場生態浩劫。

辦的重大慶典、演習，以及相關活動的珍貴影像，

在擔任海洋巡防總局長期間，更親率高雄艦及
3艘100噸級巡防艇，前往東沙島執行擴大威力掃
蕩勤務，查獲陸船違法越界採捕各類珊瑚高達15公

也喚起大家不少的記憶，在過去18年多的歲月裏，
因為有前輩們偕同在場各位，一起胼手胝足，共同
努力打拚，才能為海巡寫下一頁輝煌的歷史。

噸，物種約21種，並將船上41人全數押回偵辦，

未來海巡任務是一條長遠的路程，改制後，工

當時也引發社會及媒體高度關注。另外李署長也提

作沒有改變，將持續以「海域治安」、「維護漁

及胡政務副署長不僅在海洋保育工作方面，功績卓

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及「海洋保

著，在擔任政務副署長期間，更是戮力協助推動各

育」為核心任務，在廣袤的藍色國土內，致力維

項政務，扮演好一個副手的角色。

護海上秩序，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積極扮演好

此外，胡政務副署長也是該署的第一發言人，
在處理「南海巡弋任務」、「查緝重大毒品案
件」，或是「慶富承造海巡艦艇後續作為」相關議
題時，都能迅速向上反應，使重大政策得以順利推
展。胡政務副署長於工作上的用心、付出與努力，
李署長也特別頒贈「一等海巡專業獎章」表彰他在

「藍色國土的守護者」的角色。最後，李署長也希
望大家珍惜這難得的緣份，秉持著「一日海巡，終
身海巡」的初衷，未來無論是在海洋委員會、海委
會海巡署，或是所屬單位服務，都能夠延續海巡精
神，繼續「認同海巡、熱愛海巡」，並且保持高度
的服務熱忱，持續突破自我，再創工作佳績。

海巡署的卓越貢獻，並且感謝他為國家奉獻人生中
最精華的40年，無我無私的精神，足為全體海巡同
仁表率。
李署長過去曾提出「衣同、食同、住同、作息
同、生死同及甘苦同」六同理念，希望在海巡署這
個大家庭裏，大家能互相扶持、互相砥礪，並且不

李署長感謝胡政務副署長功在海巡的付出，歡送會後邀請
各單位主管一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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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師挺護漁
巡
海
化
文
永
嶼
流傳
蘭
文｜林琬如

圖片提供｜東部分署

飛魚是蘭嶼人重要的食物來源之一，也是達悟

然而近年來蘭嶼的觀光旅遊興盛，湧入了大批

族（雅美族）的傳統文化核心，每年的春天，飛魚

遊客，所從事各種的水上活動，都大大影響了這項

族群會隨著黑潮來到蘭嶼附近的海域，這時蘭嶼人

傳統飛魚季文化！頻頻發生像是遊客騎水上摩托

會舉行招來飛魚的招魚祭（MIVANWA），待儀式

車干擾飛魚洄游動線，甚至還有破壞傳統拼板舟

過後，民眾們就會開始捕捉飛魚，這段飛魚汛期

情形，都讓部落族人感覺不受尊重。由於打造一艘

內，通常不捕捉別的魚類，僅以飛魚為主。飛魚季

拼板舟對蘭嶼人而言並不簡單，須完美結合砍木、

是該族重要的季節，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即每年的

運材，接著切割、雕刻、上色等程序，細節耗時又

三月至七月，對原住民來說，飛魚是極為重要的經

費力，若是遭到外來遊客踩踏破壞，恐影響捕魚運

濟來源，也隨著長久以來的飛魚捕撈習俗，成為蘭

氣，嚴重者亦有可能無法出海，氣憤在所難免。若

嶼特有的文化根基。

要在傳統文化和水上活動之間取得平衡，不僅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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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副署長親自主持誓師大會，彰顯海巡護漁決心

相尊重，還要溝通，才能達成和平與共識。
基此，海巡署東部分署（前東部地區巡防局）

蘭嶼地區勤務密度，使人民深切感受政府聯合執法
決心與保護漁業資源能量。

為保護蘭嶼地區原住民族海上飛魚傳統漁撈文化，

素有「臺灣最後的淨土」美稱的蘭嶼，每當飛

於107年2月27日13時30分由海巡署副署長龔光宇

魚在夜晚的海上一躍而起劃過了夜空，意味著進入

假蘭嶼開元漁港主持護漁誓師大會，並邀請臺東縣

達悟族捕捉飛魚的季節，蘭嶼鄉長呼籲遊客應注意

政府、臺東縣議會、蘭嶼鄉公所、蘭嶼鄉代表會及

蘭嶼文化和禁忌。達悟族人視飛魚為神賜予的禮

當地保育團體等共襄盛舉，以展現海巡署積極取締

物，在飛魚季期間只捕撈飛魚，讓其他魚種及海洋

破壞海洋資源及維護海洋生態保育之決心。每年3

生態有繁衍復育的時段，飛魚季期間所有的漁獲都

月至7月，為蘭嶼地區飛魚洄游季節，在未實施護

會與部落族人分食共享，這是達悟族人代代傳承的

漁前曾有外部大型船筏至該區域違規捕撈，造成當

重要生態保育觀念及分享共用的優良傳統文化。此

地漁業枯竭，為展現東部地區海巡單位護漁能量，

次透過海巡機關永續的護漁行動，希望集結縣市政

期發揮震懾威嚇之效，本次誓師大會動員第一三岸

府、漁政機關各單位的力量宣導，使全民都能加入

巡隊、第十五海巡隊及第十四海巡隊等單位，結合

參與推動，讓這守護已久且美麗的傳統文化能永續

臺東縣政府、警察單位及當地環保團體等13個單位

發光。

計3艇6車45人共同維護蘭嶼海洋生態及資源，未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委員會人事處）

亦將賡續加強蘭嶼周邊海域執法及岸際巡護，提升
啟航，前往取締違規非法捕撈行為

9

Focus Repor 聚焦報導

小朋友絞盡腦汁，挑戰闖關活動

海星國小職人體驗
海巡文化向下扎根
文｜莊智超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隊

為鼓勵民眾認識及支持海巡署相關勤務作為，

第一關為海巡小英雄，故事設定海難發生時，

提高民眾對海巡署執法工作認知，東部分署第一二

船上遊客在海上載浮載沉，各位小朋友需穿著本隊

岸巡隊（前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於

特別設計的「幼幼版海巡安檢服」，還有救生衣及

107年3月31日上午參加海星國小『親子日∼職人體

防護頭盔，在限定的時間內運用救難裝備（拋繩

驗暨兒童節慶祝活動』，並藉由設立海巡體驗宣導

袋）將海上遊客（三角錐）救援回來，遊戲中透過

站方式，使學童能體驗海巡工作內容及各式救生裝

實際體驗投擲拋繩袋救人的感覺，讓小朋友們學習

備器材，增加對海巡署的認識與了解，並將招募相

救生裝備的穿戴，使他們了解救人者必須擁有自救

關訊息透過此次活動推廣出去，吸引這些小朋友對

的能量，進而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海巡產生興趣，藉由向下扎根的影響，期盼他們長
大後踴躍加入海巡行列。

第二關為海巡伸展台，因應狀況隨時的來臨，
海巡同仁均需隨時做好準備待命出勤，為了讓小朋

活動當日由本隊招募組組長吳偉晨率領招募團

友體驗「速度即是生命」的感覺，特別將海巡快速

隊於海星國小操場旁設攤，為了讓小朋友有多元化

救援之「近岸潛水裝備」，於會中展示並讓小朋友

的學習方向，特別參考職人體驗營的模式，設計各

們親自穿著體驗；此外對於查緝走私常用的「內視

種闖關活動，讓小朋友能夠更加瞭解海巡署工作

搜索檢查鏡」，也用大型紙箱模擬製作成船艙、漁

內容。

獲艙，讓小朋友實地操作，最後藉由有獎徵答方
式，讓小朋友將體驗感受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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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為搶救海洋DIY（save the ocean），故
事設定源自達悟族的神話故事，敘述在很久以前達
悟族人在海邊尋找食物時，發現長了翅膀的飛魚，

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多多辦理相關活動，使民眾對海
巡工作更加有感。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結果食用後卻染上怪病，後來飛魚群中的頭目∼黑
翅飛魚，透過托夢的方式將怪病發生的原因及預防
方法還有相關禁忌，告訴達悟族人，幫助他們化解
危機。所以為了拯救達悟族人，小朋友要在時間內
完成飛魚帽之組裝，順利完成後，還可以將飛魚帽
帶回去留作紀念。
本次活動中，海巡同仁對於小朋友天真爛漫的
童言童語，還有認真的比賽態度留下許多深刻的印
象，也藉由這次活動讓小朋友對於生態保育及海巡
工作職掌能留下印象，活動結束後所有參與的人都

體驗救生救難拋繩，有模有樣，儼然就是海巡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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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峰泊地實兵測考演練
提升走私偷渡處置效能
文｜王志祥

圖片提供｜花蓮商港安檢所

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前東部地區巡防局第

梯守望哨通報，發現該可疑目標原本欲前進石梯漁

一二岸巡總隊）接連緝獲大竹加津林溪私菸案及南

港，惟該可疑目標行駛至石梯漁港港嘴又急速轉向

田塔瓦溪越南人士偷渡等案件，為防杜犯罪行為發

南航行駛入石梯盲區；另石梯守望告知利用望遠鏡

生，本隊秉持「居安思危、思則有備、備則無患」

見到漁船甲板上有放置數袋白色麻袋」、「第一機

的態度，特別於107年3月26日實施巡防區第一季實

動巡邏站巡邏組於大峰泊地發現乙艘膠筏衝上岸；

兵測考演練，地點選定於大峰泊地，並邀請東部地

另岸際有4個人不斷自膠筏上搬白色麻袋上一台白

區各級長官出席指導安檢所實施相關勤務兵力部署。

色休旅車」等五個項目。

當日實際操演狀況區分「巡防區新社雷達發現

第一至三個項目操演狀況主要分別驗證：當巡

一艘外切可疑目標於小湖泊地前方12浬外切，以航

防區雷操手發現可疑目標時，巡防區管制官、指管

速12節向岸際航行」、「該外切可疑目標航行至綠

長及雷操手是否對可疑目標航向、航速、航跡共同

野守望哨前方7浬處滯留」、「新社雷達雷操手通

進行研析並視威脅程度大小發布可疑個案通報單以

報可疑目標以12節航速、持續向西南航行並駛入石

及同時指揮線上巡防艇前往查察及線上巡邏組是否

門前方3浬持續南下」、「石梯安檢所值班接獲石

能及時抵達現場監控，並至岸際水際線實施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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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以達到本署制定三層架構監偵幕之原則；第

團已逐漸動腦筋將犯案地點轉移至人煙稀少、海岸

四至五個項目操演狀況分別在驗證幹部臨場兵力指

線較為綿長的「東部地區」著手；第一二岸巡隊對

揮部署、狀況處置應變能力以及安檢所、第一機動

於日前臺東地區發生的案件，本著「防範未然」的

巡邏站，初期所分配的各項任務，是否能掌握轄區

態度及「攔截於海上、阻絕於岸際」的決心，爰此

特性並依照巡防區每季實施的兵棋推演來部署相關

模擬了這五個操演項目來實際操演，相信可以使第

兵力任務，以達到「平日練兵、戰時用兵」之功效。

一機動巡邏站、新社、石梯安檢所的新進同仁，對

近幾年由於政府對香菸健康稅的調漲及越南人
士來臺淘金夢人數大為增加因素，加上以往走私偷
渡的案例，幾乎都發生在臺灣西部及春、夏季節，
主要也是因為西部地區海岸線多為沙岸地形，而天
候也較無東北季風干擾，以致適合私梟集團衝岸及

於本署查緝走私及非法入出國的工作職掌內容有一
定的瞭解，這樣一來也可以藉由本次的操演，增加
人員對案件發生時的處置流程及應變能力，相信未
來再艱難的挑戰，只要能量足夠，所有事情定能迎
刃而解。

搶灘；但近期臺東地區接連緝獲大竹加津林溪私菸
及南田塔瓦溪越南人士偷渡案等案件，顯見私梟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
第一二岸巡隊花蓮商港安檢所）

透過演練，提升海巡人員執勤能力之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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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天涯海角躲不了
溯源緝 毒 零死角
文｜劉家揚

圖片提供｜新竹查緝隊

「義○號漁船、停俥、義○號漁船、停俥」艦

遇瓶頸，無法掌握渠等確切走私模式與時機；指揮

艇分署北部機動海巡隊（前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

偵辦本案的檢察官，不斷指示查緝隊人員：「只

機動海巡隊）所屬宜蘭艦以強力探照燈將一片漆黑

要陳○○的車子離開新竹，他開到哪你們就跟到

的南海海面照得燈火通明，只見紅色的小艇以高超

哪」。本隊遂鎖定陳某及其集團成員密集執行行動

的操艇技巧快速地從漁船左後舷繞過，並在右後舷

跟監，終於發現該跨境毒品集團以人頭購買屏東鹽

位置頂著兇險無情的湧浪強行登檢；這是該船短短

埔籍漁船義○號，案經數月嚴密監控，透過多方國

4個月內二次在超過600浬外的海域與海巡署在南海

際情資交換並輔以大數據進行分析、研判，最終掌

執行護漁勤務的艦艇相遇，前一次是失去動力向海

握該船準備出海運毒，專案小組隨即通報在南海執

巡署118求救，而這一次卻是運毒被逮。

行勤務的3000噸級宜蘭艦進行攔截。

本案緣起106年11月本隊接獲國際情資，隨即

此次破獲之案件，係偵防分署新竹查緝隊（前

交叉比對鎖定新竹南寮私梟陳○○涉有重嫌，然陳

北部地區巡防局新竹機動查緝隊）有效運用情資及

某行事狡猾、作風極其謹慎小心，專案小組屢屢遭

精準的經驗判斷，循線查獲新竹南寮地區私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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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利用本國籍漁船赴馬來西亞巴淡島外海走私大

為貫徹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本署將查緝毒

量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牟利，經報請臺灣新竹地方法

品列為海域執法首要工作之一，運用強大海上執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並與偵防分署高雄查緝

能量，成功將距離臺灣1800公里遠的運毒漁船「義

隊（前南部地區巡防局高雄第一機動查緝隊）、北

○號」押返台北港，一舉打破治安史上漁船走私安

部機動海巡隊（前海洋巡防總局北部地區機動海巡

非他命毒品最遠距離紀錄，不僅展現本署反毒決心

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於107年4月19日凌晨在高

與作為，更有效阻絕毒品於境外。查緝隊也提醒民

雄西南外海844浬處查獲義○號漁船走私第二級毒

眾若發現與毒品相關聯的違法事證，歡迎撥打免付

品安非他命毛重831.6公斤，堪稱是國內治安史上最

費專線118檢舉，無論天涯海角，本隊都會發揮執

遠的緝毒距離，也是治安史上緝獲漁船走私安非他

法能量，杜絕毒品戕害國人健康。

命毒品的新紀錄。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新竹查緝隊）

查緝隊接獲義○號漁船運毒情資，立即攔截登檢

國內治安史上最遠緝毒距離，總計查獲831公斤二級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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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取締陸船
海巡從不間斷
文｜吳冠明

圖片提供｜第十二（新竹）海巡隊

為避免中國大陸漁民越界至臺灣沿海掠奪漁業

業，107年3月份艦隊分署超前部署於東北季風鋒

資源，侵犯我國主權及維護漁民作業漁權，海巡署

面來襲前夕結合淡水、臺中、中機、北機隊能量規

艦隊分署（前海洋巡防總局）視漁民作業情況及陸

劃實施「竹、苗海域區域聯防」勤務，執行新竹南

船越界捕魚樣態機動調派大型艦進駐桃竹苗海域，

寮、西北海域及苗栗外埔等區域掃蕩越界陸籍漁船

期能維護該海域執法能量並協同第十二（新竹）海

任務。

巡隊巡防艇，以「大小相佐」之方法，共同強力取
締越界陸船。

為有效持續遏止陸船侵害我國漁業資源，維護
漁民權益，新竹海巡隊機動調整勤務時間及擴大

西北及新竹海域是臺灣的傳統魚場，盛產豐富

巡邏區域，3月14日及3月25日本隊PP-3570及PP-

魚貨，尤以螃蟹出名，臺灣漁民常在該海域作業，

3580艇，分別於新竹外25.7與28.8浬限制水域內，

陸籍鐵殼船亦覬覦該海域漁業資源進而越界違法捕

發現二艘拖網作業陸船，立即登檢並押回臺北港偵

魚，該海域也常發生臺灣漁船與陸籍漁船之漁事糾

辦。新竹海巡隊截至107年3月底止已帶案三艘，

紛，為貫徹海巡署實施之護永專案，維護海洋環境

偵辦陸船績效卓著創歷年紀錄，目前已裁罰1艘陸

永續經營之概念，彰顯護漁決心，讓漁民安心作

船，留置22天、罰緩120萬元，後續仍將嚴罰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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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之2艘陸船，以達嚇阻陸船進入我國海域之效。
新竹海巡隊為使漁民感受到「及時、可靠、安
全作業」鐵腕實施護漁行動，並運用靈活之勤務調
遣，善用漁民情報、結合區域內各海巡隊艦船艇能
量、機動部署、彈性調動，展現海巡署維護本國漁

民權益、海洋資源的理念，區域聯防勤務作為仍不
間斷並擴大執行，民眾如發現不法行為，請撥打海
巡署免付費專線118報案，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二
（新竹）海巡隊將立即為您服務。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艦隊分署
第十二（新竹）海巡隊）

海巡人員登檢越界陸船，要求船員將違法漁貨海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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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空籃 變 走私香菇
謊報裝載物品項露餡
文｜江欣庭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前南部地區巡防
局第五岸巡總隊）為針對轄內曾查獲走私農產品、
菸品及活屠體動物之可疑船隻，進行情資研析，積
極透過勤前教育分配任務、掌握查緝重點。每逢清
明假期掃墓前夕，國人多會準備各式祭品供奉並緬
懷祖先，各項民生物資及農產品需求量增加，在眾
多農產品項目中，經常被使用的自然少不了香菇這
項可以為佐料加分的食材。然而國產香菇產量有
限，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私梟不畏風險，企圖透過
小三通方式，走私疑似中國大陸香菇闖關進港。
107年3月29日本隊會同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及
高雄港務警察總隊於高雄港第21號碼頭執行聯合散
裝貨輪（友○輪）貨物安全檢查時，發現不少私梟
藉由貨櫃走私中國大陸農產品，此時敏銳度極高的
監卸人員發現一只自金門運往高雄的貨櫃，其裝載
貨物品項申報為「空籃」，但經安檢人員開櫃後，
內部確實滿布堆疊成串的塑膠空籃，惟該批塑膠空
籃除骯髒不堪外，還夾雜著垃圾、蚵殼等不尋常情
形，且有許多破損不堪使用。此時眼尖的執檢人員
於該批塑膠籃後方發現似乎藏有其他物品，移除後

果然發現暗藏大量走私香菇，經清點後計有百餘
箱，現場測重約達一千九百多公斤。
所幸在該批走私農產品流入市面前，安檢人員
發揮抽絲剝繭的功力，層層的將任何可能藏匿違法
的細節揪出，及時成功攔截，為守護國人食安盡一
份心力。高雄港17號至21號碼頭向來是往返金門與
高雄貨物載卸之集散地，一直以來也是第五岸巡隊
嚴格執檢之重要區域，近年來該地區所查獲之非法
走私貨品更是不勝枚舉。
許多私梟不斷翻新各種夾藏、偽裝的手法企圖
矇混過關，中國大陸香菇不僅品質低劣，運送途中
亦未妥善保存，若成功闖關，不僅罔顧國產香菇農
民權益，且在未經食品衛生機構檢驗把關下，一旦
流入市面，將嚴重影響民眾身體健康。第五岸巡隊
也呼籲國人，拒絕購買來路不明之農產品，如果民
眾發現不法行為或相關訊息，請踴躍撥打海巡署
「118」免付費專線，讓我們共同打擊不法、維護
國人健康及社會治安。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經查緝人員努力，成功阻止非法農產品入境（圖為起出之走私香菇清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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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隊及巡邏站人員機警攔截，劣質菸品免於流入市面

摸黑岸際走私
海巡 迅速緝獲
文｜王千松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隊

107年3月12日傍晚7時許，夜晚帶點微風，令

達現場後，立刻按照勤前教育指導方針，實施地毯

人心曠神怡；雖然勞碌了一整天，但依舊回到自己

式搜索，並且秉持著打擊不法集團人員的信念，摸

的電腦桌前繼續戮力完成業務。突然間巡防區電話

黑在夜間找尋可能的犯罪事證，經過一番搜尋，果

鈴聲大響，接話沒多久，執勤官隨即通報：在大竹

然在不遠處的消波塊後方及溪口處抓到三名嫌犯正

岸際的加津林溪口發現不法人士正進行走私！同仁

在搬運走私菸品，遂全部帶回偵辦。隨後清點走私

們立刻換裝編組出發前往現場。

菸品，計有46箱（紅龍品牌，2萬3,000包），市價

各單位在接獲通報後，也立刻派遣備勤兵力前

初步估計約有200萬元。

往現場支援，共計出動了8車24人。岸巡隊人員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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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行動之所以能夠成功，機動巡邏站同仁功

同仁們夜以繼日的不斷來回巡守著岸際，就是不讓

不可沒，當他們實施巡邏勤務時，發現海上不明可

私梟有機可趁，透過這次行動的寶貴經驗，使隊上

疑船隻慢速航向大竹岸際時便立即通報，加上副站

所有人都學習到不少，也為打擊犯罪注入一劑強心

長機警判斷研析此狀況違反一般船隻航行常理，立

針，爾後面對任何不法犯罪，在一線執法的我們都

刻驅車前往岸際查驗，果然發現乙艘無籍舢舨及數

將更有信心，而且無所畏懼。

名人員正在搬運黑色塑膠袋至岸際，隨後立即回報
通知相關人員到場支援，才得以成功查獲這次東部
少見的衝岸走私案件。

岸巡隊也呼籲全國人民，不要因小而失大，為
了些許小利而甘冒違法風險，也希望大家能共同維
護法律打擊不肖私梟，若在岸際發現任何不法情

近年來政府逐步調整菸品類健康捐，進而使走
私菸品利潤更加提高，少數漁民或是民眾在暴利誘
惑下鋌而走險，不僅違反法律，也將面臨高額的罰

事，請立刻撥打海巡免付費118專線，岸巡隊將立
即前往處置。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

鍰及後續的刑事責任。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巡

私梟冒險夜間岸際搶灘運送走私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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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勞 淘金夢碎

非法偷渡魂斷異鄉
文｜蕭維佑

圖片提供｜第一三岸巡隊

107年3月19日凌晨2時，多數人還沉睡在甜美

雷達光點上出現小型目標，因航跡非常可疑，當下

的夢境時，此刻堅守著崗位的南田守望人員於2時

勤指中心立即啟動應變措施，由指揮官下令派遣兵

17分，在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前方約4浬處，發現

力前往現場實施埋伏，經岸巡同仁以熱顯像儀及夜
視鏡等精密裝備實施監看，發現海上有一艘大型橡
皮艇，艇上疑似載有數名人員正以極快的速度逼近
岸際。

岸巡隊圍捕上岸偷渡客，並將搭乘之橡皮艇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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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橡皮艇航行一半時，發現海上有海巡船艇

本案站在偷渡者角度，起心動念都是為了能夠

正在追緝，立即向南航行往塔瓦溪（臺東屏東交界

使家中經濟狀況得到改善，從原本核發來臺居留打

處）方向，當時海象不佳使得橡皮艇在海上載浮載

工，因時間到而逾時未返鄉變成了逃逸外勞。或甚

沉，在即將靠近岸際時，船長突然下令船上偷渡人

至偷渡前先向銀行借錢，被迫使用非合法手段偷渡

員全數下水並游向岸際，卻突然來了一個大浪將橡

來臺，以勞力換取金錢。無論結果如何，在還沒開

皮艇打翻，此時岸巡人員見狀後立即實施圍捕。偷

始淘金就夢碎，更魂斷異鄉，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渡人員發現岸上已有多名岸巡人員，一游上岸後四

但是站在法律的角度而言，這些為了錢而渺視臺灣

處奔逃。岸巡人員也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法律的外勞和載運這些偷渡客的船長，更令人髮

展開追緝偷渡犯，只見有的人往山裏跑，有的躲在

指，應該受到更嚴厲的制裁。第一三岸巡隊呼籲民

樹林，但最終全數都遭逮捕，並押回第一三岸巡隊

眾，發現不法行為，應報案處理，以免憾事發生，

偵訊。

同時也可以撥打海巡免付費專線118檢舉，岸巡隊

由於當日尚有其他偷渡客因天色昏暗，岸際多
為鵝卵石，附近又有矮樹叢，利於偷渡人員躲藏，
亦增加查緝行動困難，岸巡人員後續仍編組繼續進
行地毯式搜索，針對附近山區、空屋、樹叢及重要
路口進行搜索，透過便衣人員的偽裝至附近住戶訪
查，經熱心民眾主動提供逃逸外勞躲藏位置，又陸
續逮捕幾名偷渡客。根據倖存者初步供述，本次偷
渡他們是以6,500元美金為代價，從越南搭船至臺
灣，同行夥伴都準備在臺灣長期打工，怎麼知道船
長竟狠心要大家跳船下水自行游上岸，途中因有2人
不諳水性，當場溺斃，另外還有其他人尚未尋獲。
偷渡客上岸後四處奔逃，遭岸巡人員一一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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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民眾貨車載滿盜採花扁石，遭安檢所人員查獲

取締盜採花扁石
守護美麗七星潭
文｜饒景皓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隊

花蓮市郊的七星潭有著湛藍的海水及如月牙灣

到場後坦承該批石材是自七星潭風景區撿拾，隨即

一般景色的海岸線，微風輕拂踏浪觀星，一直是到

依違反「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將涉案人員

訪花蓮旅人必訪的景點，也是花蓮人心底共同的故

逮捕，並聯繫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偵查隊及花蓮

鄉意象。海巡署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前東部地

縣政府建設處水利科派員協處，另將盜採石材證物

區巡防局第一二岸巡總隊），在3月初接獲反映，

送往地磅場實施過磅秤重，總計盜採「花扁石」達

有民眾在七星潭海岸大量撿拾石頭用途不明，本隊

3,180公斤，全案移送臺灣地方法院花蓮檢察署

在接獲情資後，時任總隊長上校陳柏璋隨即指派司

偵辦。

法小組及七星潭安檢所對該處岸際動態加強監控，
在3月6日12時50分，司法小組會同七星潭安檢所於
七星潭望海樓前方岸際監控。

東海岸的天然美景得之不易，一石一木皆彌足
珍貴，到訪旅人切莫因個人的私心致使這片美景遭
受破壞，「不帶走任何東西才是最浪漫的行為」到

在發現岸際有民眾疑似違法盜採砂石時，隨即

七星潭時別帶走任何石頭，將美景留給下一位遊客

回報隊部及巡防區實施查緝，並立即啟動查緝機

欣賞，守護這片美麗東海岸，才能夠讓美景永續留

制。13時38分司法小組人員通報一輛可疑車輛駛

存。第一二岸巡隊也呼籲，岸際砂石為國有財產，

離，隨即指揮第二（沙東）機動巡邏站及七星潭安

未經許可不得任意撿拾，岸巡隊將秉持執法立場，

檢所人員，於安檢所前方道路攔查該可疑貨車，當

持續取締不法，另外民眾於岸際若發現任何不法情

場查獲兩名涉案民眾及載運石材一批，隨即將犯嫌

事，可透過海巡署「118」服務專線通報，本隊將

及車輛帶回安檢所偵辦。

立即派員前往處理。

偵辦過程中，兩名涉案民眾表示僅為受託前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載運該批物品，並不瞭解石材來源。經聯繫委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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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堅守鯊魚鰭不離身
文｜陳宇廷

圖片提供｜新港漁港安檢所

107年3月3日22時15分，東部分署第一三岸

通報漁業署技士協處。23時03分，安檢所副所長聯

巡隊新港漁港安檢所（前東部地區巡防局第一三岸

繫漁業署技士表示：請安檢所將違反鯊魚鰭不離身

巡總隊）安檢人員登檢小琉球籍甲類「昇○○號」

之鯊魚鰭，完成蒐證拍照後交還船主處理即可；全

時，查獲「昇」船違反鯊魚鰭不離身規定。22時35

案後續由第一三岸巡隊依規定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分，「昇」船安檢完畢，查獲經秤重未含魚身之鯊
魚鰭計8.6公斤（無發現魚身），另船主表示鯊魚鰭
均為「水鯊」。22時47分，漁業署查報員抵達安檢
所，經查因無魚身，故無法判斷鯊魚鰭品種，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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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獲本案之前，3月3日當日晚上安檢人員
和平常一樣盡忠職守實施漁船進港安全檢查，此時
一艘琉球新籍進港漁船船艙被安檢人員發現似有異
狀，於是仔細入內搜索，經過一段時間後，發現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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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內有大批先行割除分裝之鯊魚鰭，明顯違反鯊魚

做成的鯊魚煙、鯊魚丸等美食，但大家知道嗎？魚

鰭不離身規定，立即向在營副所長通報，副所長得

翅是鯊魚的背鰭，很多民眾愛吃魚翅，但鯊魚的魚

知立即帶人前往安檢亭查看，並請當地漁業署人員

身價格不高，很多漁船為節省空間，在海上丟下魚

協助是否為保育類鯊魚。副所長向船長詢問是否知

身，只為能載回經濟價值較高的魚翅。為了杜絕只

道鯊魚鰭不離身之規定，船長表示不知道，但依船

取魚鰭而丟棄魚身的現象，漁業署訂定鯊魚鰭不離

長的表情及情緒判斷，應知悉此規定，但心存僥倖

身法規，以確保鯊魚不被割鰭棄身及海洋資源妥善

有所隱匿，仍遭安檢人員識破，因此研判船長捕獲

被運用；臺灣為漁業國家應該重視鯊魚鰭不離身這

之鯊魚已遭船員割鰭棄身，最後以違反漁業署公告

項措施來維護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

之「鯊魚鰭不離身」相關規定，將船主及船員函送
漁業署裁決。

第一三岸巡隊也呼籲鯊魚鰭不離身目的是永續
利用海洋資源，本隊也將為生態保育的任務而奮

鯊魚為海洋生態之中的頂尖掠食者，能維護海
洋食物鏈的自然平衡，在海洋中是不可或缺的角

戰，民眾若有發現任何不法，可撥打海巡免付費服
務專線「118」，岸巡隊將立即派員處理及服務。

色；在臺灣鯊魚肉所製的食品已成為傳統美食的一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

環，在餐廳，夜市等地方，都可以看到利用鯊魚肉

第一三岸巡隊新港漁港安檢所）

安檢人員登檢漁船，發現大批鯊魚鰭，立即依規定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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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生態保育～
救援抹香鯨 初體驗
文｜胡矩毓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隊

花蓮東部海岸因為地形因素，經常吸引許多國

我本身在機動巡邏站服務，主要勤務是負責轄

內外觀光客前來旅遊，東部沿海更因為黑潮帶來許

區的巡邏及案件處置，轄區案件種類繁多，例如：

多洄游性魚類，伴隨在這些魚類後的是大大小小的

救生救難、獨木舟違規取締、違規漁槍打魚、鯨豚

鯨豚，這也是許多觀光客來花蓮賞鯨的原因，搭乘

擱淺等，都是海巡人員必須執行的任務。3月8日下

賞鯨漁船出海，就能看到活潑的鯨豚在海面上旋

午我和巡邏站人員正在執行巡邏勤務，突然接獲第

轉、跳躍著，彷彿看到海上的芭蕾舞者，也讓東部

九巡防區通知花蓮溪口北岸有鯨魚擱淺，要求巡邏

海域增添了美麗的風景，而海巡人員就像是希臘神

組立即前往，便火速趕赴現場，路上更不斷確認鯨

話中的海神波塞頓般守護著這片海洋。

魚擱淺位置，到了現場才發現是一隻長度約8米半

26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雙月刊│No.92 Apr. 2018

的抹香鯨，當時牠已經死亡，擱淺在岸際任由海浪

點工作，未來這樣的情景不會減少，身為海巡人員

拍打，由於天候海象不佳，風浪過大，鯨魚體積龐

的我，也將持續參與這樣有意義的救援工作，而您

大，海巡人員無法單靠人力搬動，只能等待鯨豚協

也可以和我一起努力，如有發現鯨豚擱淺時，撥打

會人員到來。

海巡免付費專線118通報處置。

過了半小時鯨魚被海浪捲下海，一直往南飄在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海上載浮載沉，我們一路跟著鯨魚，一邊回報牠的

第八二岸巡中隊第二機動巡邏站）

確切位置，防止牠漂往外海，但過沒多久牠就被浪
打上岸，此時鯨豚協會人員已經到達現場，他們檢
視著鯨魚的遺體，過程中，我們協助做採樣，但由
於鯨魚擱淺在岸際，浪況極差，多次嘗試後，仍無
法順利完成工作，只好隔日再進行。
回到單位後，想起稍早看見這樣的情景，有多
少人想過，這隻抹香鯨曾經徜徉在大海的懷抱，就
這麼消失不再活躍，令人遺憾，此刻是我在海巡服
務以來情緒感受最深刻的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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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育更是自護永專案推動以來的重

現場監控擱淺抹香鯨，通報相關單位前往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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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馬拉松
文、圖｜林礽昌

「慢跑」是近年來國人盛行的運動之一，每逢

我想來想去，突然靈光一閃想說參加一場路跑賽事

周末假期，經常在報章媒體上看到路跑活動的盛

吧，這個決定間接開啟了我的路跑人生，第一次參

況，全民瘋慢跑，這麼形容並不誇張，尤其慢跑運

加路跑活動讓人倍感興奮，尤其抵達活動現場看到

動沒有什麼特別的門檻，只要穿著一雙適合的運動

參加的人數真的超乎我的想像，在這麼多人的參與

鞋，換上舒適的服裝，再選定一條喜歡的路線，要

下完成路跑活動，那種愉悅的感覺真的難以言喻，

開始慢跑就是這麼簡單。

看著每個人都為著自己的目標努力，自己也不能落

還記得當初在大學唸書的時候，系上開了一門

後，於是盡全力完成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路跑。

「創造力體驗」的課程，而課堂的指導教授要求我

自從參加了第一次的路跑活動後，覺得透過慢

們選定一項事物去實踐，沒有指定的方向、沒有特

跑運動，不但可以抒發平常生活上的壓力，讓自己

別的要求，只要我們去完成一件事情即可，當時的

的身體狀況保持在一定的水準，較不容易感到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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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於是對慢跑運動感到著迷，開始參加各縣市的

途欣賞經過的風景和事物，如果有時覺得疲倦，不

路跑活動，也剛好有機會可以到各處旅遊，每一次

妨放慢腳步看看身邊人、事、物的美好，畢竟這是

的慢跑都是成長的機會，參加路跑活動的距離也漸

屬於自己的人生馬拉松，記得保持微笑一直跑下

漸拉長，還記得完成首次半程馬拉松時，那種成就

去，成功的終點在不遠處等待著你。

感到現在仍舊忘不了。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直至現在，慢跑還是我最喜歡的運動，或許因
為工作的關係不見得可以參加每一次的路跑活動，
但可以透過勤餘時機或是休假的空檔，到營區附近
的小徑或是運動場簡單跑個幾圈，讓身體舒展一
下，如果看到喜歡或是特別的賽事，一定會排除萬
難參加，留下自己的足跡與深刻的回憶，就像是今
年初為了參加元旦馬拉松，距離只有短暫的12公
里，雖然天公不作美，但仍舊順利完成這次的路跑
活動，也讓新的一年有了嶄新的開始，期許自己在
執行海巡工作時，也能秉持這份努力不懈的精神，
去迎接每一次挑戰與困難。
「人生」就像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賽事，可
以用自己喜歡的、習慣的速度去跑，有時候不小心
跌倒了，只要再站起來，就能往前邁進，也可以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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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做環保
環境維護一起 GO

筆者身體力行參與

淨灘活動

文｜李智捷

圖片提供｜南澳安檢所

身為一位海巡小尖兵的我，任職於南澳安檢所

當然對外需要努力，但是從內部開始做起，也

這一個小地方，我們守望哨坐落在宜蘭縣南澳鄉澳

相當重要，平日我們安檢所每個月也會配合環保署

花村，前面即是漢本沙灘與美麗寬廣一望無際的太

辦理清淨家園專案進行營內與營外各50公尺環境大

平洋海域，平時我的工作就是負責執行守望勤務、

掃除，我也會主動提醒大家不要將所有垃圾都丟棄

維護岸際各種狀況發生及處置，還有我們廳舍內外

在垃圾桶內，應該區分成一般垃圾與資源回收及廚

的一些環境與雜物工作。但是最近我發現守望哨前

餘，雖然分類不難，但由於生活觀念的問題，並不

方的沙灘釣客與遊客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隨著人越

是每個人都能完全的做到，其實妥善將垃圾分類對

多海邊的垃圾量相對也就越來越多，造成原本乾淨

我們的環境整潔與愛護地球是有相當幫助的，像是

的海灘逐漸變成不再那麼的純淨。

平日大家最常使用的塑膠袋就要盡量重複使用，且

所以只要有空閒的時間我就會走下去沙灘開始
實施撿拾垃圾與回收物品的工作，有時候在沙灘上
遇到釣客或是遊客時我會主動前去請他們在從事休

便當盒與寶特瓶跟鐵鋁罐等飲料瓶丟棄時記得一定
要用清水沖洗避免容器上殘留物產生異味，造成蒼
蠅蚊蟲滋生，而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環境品質變差。

閒活動時要注意海象與個人自身安全，尤其是在風

觀念的產生很簡單，但要實際落實就很困難，

浪較大的時候，不要太靠近海邊避免造成生命財產

希望自己的一份心力，可以喚起大家共同響應推動

受到威脅，順便也會提醒大家隨身攜帶物品，離開

政府垃圾減量不落地與減少使用塑膠袋及自備環保

時別忘記，尤其是垃圾，不要隨便往沙灘上扔，否

餐具之相關政策，時時刻刻做環保，相信只要我們

則乾淨的沙灘就會被污染。然而要改變這些外來遊

能夠達到養成良好習慣不將垃圾隨意丟棄，就可以

客的習慣當然非一朝一夕，所以只要我在營期間，

進一步保護海洋與岸際以及陸地上環境生態不受破

就會身體力行做給他們看，並且盡我所能去撿拾沙

壞，就讓我們動起來，為愛護我們的家園∼努力一

灘上的垃圾，希望用行動來影響每一個人重視環境

起GO吧！。

清潔的維護。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分署
第一岸巡隊南澳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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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之 美
文｜鄭惟元

圖片提供｜塭港漁港安檢所

進入海巡職場已15個年頭，每天看著同樣的港

我們都是捍衛海洋的守護者，但就算是再強壯

口，走著一樣的岸際，或許對一般人而言，這樣的

的人也會有低潮的時候，因此需要不斷的沉澱，從

生活是單調且無趣，但是對我而言，我卻是用不一

身旁美景找到寄託，這樣躁動的心才會平穩，景色

樣的心情來品味我的海巡生活，雖然每天忙碌於勤

怡人，能撫平內心動盪不安的激流，歲月累積的經

務工作上，但只要我用心去觀察體會，不同時段的

驗，讓人在遇到挫折、無助時，會更冷靜思考，在

改變，都時常帶給我許多驚喜。

海巡一線工作，雖然天天面對著一望無際的大海，

在一線單位除了工作上的壓力及勤務上需消耗
的體力外，有時也常會使我們在心境上產生倦怠，
如果不思考如何改變或是調整步伐，長久以往會讓
壓力及負面情緒把自己壓垮，嚴重者極可能直接影
響勤務的執行。其實改變的重要關鍵就是我們的心
境，把不順遂的情緒轉化成美好的想法，就是一種
心境的變化，當你正要暴躁的時候，腦中的畫面出
現你正在海邊或者正在喝著冰涼的飲品，用這種意
識的方式，改變當下的心情，些微的變化，都能讓
自己免於情緒低壓或失控。

但也因如此讓我的心更為廣闊，現在的我不再是無
知、徬徨的新客，而是一個學會與海為友的時間旅
人，感謝這大海之美，讓我在卸下一日勤務疲憊的
身軀，還能得到平靜及安歇。所以海巡伙伴們，無
論你在生活或工作上遭遇到困擾時，不妨學學我，
利用身旁的人、事、物，那怕是不起眼的點，只要
找到能夠轉移當下心境的一切，都能讓你不被負面
情緒綁架∼一起加油吧！讓你我的海巡生活更加
美好。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中部分署
第四岸巡隊塭港漁港安檢所）

偶爾放慢腳步，看看山嵐變化、看看潮起潮
落，一來一往之間也許就能釋然。就像是人生，高
低起伏時常可見，若能放寬心情，學習大自然的兼
容變化，讓心境隨著情境隨時調整，人不可能永
遠處於巔峰狀態，有時會遇到壓力跟挫折，實屬正
常，生活上的人、事、物或許我們無法改變，但心
念一轉，一事通就能萬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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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巡防機關
科技偵查的新思維
資料整理│隋承勳、翁韡、劉邦乾

壹、前言
近年因數位科技發達，不論是資料處理的硬體
與軟體設備，均以非常快速的方式改變，行動載
具、社群媒體及智慧聯網的普及與廣泛運用，資料
的產生不僅大量且快速；雲端運算及分散式處理技
術的發展，使得音訊、視頻、圖片、文本的資料得
以保存並轉化為可供分析的資料，也影響人類的生
活方式與犯罪型態，過去無法測量、儲存、分析、
分享的事物，現在都已開始資料化。

及網路犯罪類型呈現正相關，故均可透過資料探勘
技術，提供預測分析加以防治，並減少犯罪事件及
被害的可能性，海域犯罪中之走私或毒品販運等犯
罪類型，亦屬組織犯罪一環，故可運用資料探勘技
術於海域犯罪調查，透過整合與分析各系統過去歷
史資料，應能發揮預測犯罪效果，對海上犯罪調查
與預防的策略有所助益。

貳、相關研究
近年來國內外犯罪學學者以實證研究為基礎，

犯罪學者結合統計學者，針對大數據技術與犯

透過各項統計軟體，包含大數據分析等，以不同面

罪類型之關聯性研究發現，組織及毒品販運、暴力

向研究犯罪現象，並對實務工作者從事犯罪偵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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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助益。以下就犯罪實務上之應用研究分別敘述：

生率。

一、犯罪熱區（crime hot spot）研究

二、治安管理（Security management）研究

（一）美國波士頓的熱區分析研究中發現，在波士

（一）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2015）運

頓犯罪熱區中，多數毒品犯與竊盜犯來自於

用大數據預測犯罪2：美國已有60個城市的警

不同的地區，該研究中以自行研發的「開放

察局利用犯罪歷史紀錄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

資料紀錄搜索系統」（Open Public Records

犯罪。利用Pred Pol整合過去的犯罪紀錄、

1

Search System, ORPS） ，於開放資料中，

地點、時間和犯罪類型，標示出犯罪高風險

搜尋處理全部犯罪地中與犯罪人居住地的各

地區以利勤務部署，2013年至2014年使用

種分析，瞭解各類犯罪與不同期間犯罪人居

的結果，洛杉磯犯罪下降20%，亞特蘭大犯

住地與「犯罪旅程」的相關，並以犯罪人居

罪下降近10%。警方藉由社交媒體和數據收

住地區進行熱區警政改革建議。

集，協助更有效對付犯罪。

（二）Weisburd, D., & Lum, C.（2005）研究如何

（二）美國奧勒岡州情資整合中心偵辦殺人未遂

利用各種電腦軟體計算技術與官方建立之案

案運用 i2 Solution，協助地方與州級執法單

件資料庫（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位偵辦刑事案件 3 。該中心犯罪情報分析師

and Administrative Statistics），結合擴散至

運用資訊分享能力，取得地方、州與聯邦資

各研究成果與實務，包含運用GIS、建立犯

料，將嫌犯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匯入Analyst’s

罪地圖（Crime Mapping）、趨勢曲線圖、

Notebook視覺化。再運用時間序列功能，

標定犯罪熱區等，推動熱區警政方法（hot

將每通電話的時間、日期與參與者加以分析

spots policing approaches），藉此修正員警

繪製成圖，把多項時間序列彙整於同一張圖

巡邏路線與勤務政策，實證研究也發現增加

表，從中辨識出誰可能發動攻擊，及誰在案

在犯罪熱區的巡邏，將有效降低犯罪的發

發後便立刻接觸涉案者，如圖2-2-1所示。

圖2-2-1 運用i2 Solution匯入相關資料於Analyst’s Notebook顯示情形（資料
來源：http://www.i2group.com/us/solutions/fusio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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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域犯罪（Maritime crime）研究

群，且任何船隻在同一個熱區或附近被攻擊

（一）M a r c h i o n e , E l i o & J o h n s o n , S h a n e

的風險會升高。

D.（2014）審視海盜事件空間與時間型態是

（二）劉邦乾（2016）蒐集海巡機關近5年（2010

否與其他犯罪一樣有群聚現象。數據來源為

至2015年）取締破壞海洋資源案件，使

國家地理空間情報局（NationalGeospatial

用ArcGIS與SPSS軟體統計分析時空分佈

4

Intelligence Agency） 記錄1985至2012年

特性。研究顯示過度捕撈情形最為嚴重占

共計5715件海盜事件，使用時間序列模組和

89.2%，其中非法毒炸電魚就有935件，與歐

GIS分析。發現海盜襲擊事件集中在海洋的

盟對我方提出黃牌警告原因一致。若以管轄

五個次區域，如圖2-3-1，且時間序列分析

單位區分，顯示不同管轄範圍與海洋環境破

不同次區域攻擊事件也有所不同。在過去的

壞犯罪類型有顯著差異。核密度圖顯示，犯

16年（或以上）海盜襲擊事件出現在空間和

罪熱區主要集中於北部萬里、龜山島、蘇澳

時間推測模式並非靜態的，且也不會隨機集

海域；中部為臺中與布袋近海；南部則有高

群。就像其他類型犯罪，海盜襲擊有空間集

雄、屏東小琉球與枋山近海。

圖2-3-1 全球發生海盜事件的核密度圖（統計時間1985年1月至2012年1月）
（資料來源：Marchione, Elio & Johnson, Shane D.（2014））

參、世界各國犯罪科技偵查及預防比較

一、美加地區
（一）紐約市警察局「區域警覺系統」（Domain Awareness System）5
「區域警覺系統」是由Bloomberg ＆ Kelly在華爾街幾個街區以南的曼哈頓下城安全計畫（Lower
Manhattan Security Initiative）發表，可匯集、分析從攝影機、車牌識別器、感應器和執法資料庫
取得資訊。該系統讓偵查員可迅速調閱逮捕紀錄、有關嫌犯的報案電話，以及特定地區發生的犯罪
事件資訊。也允許調查人員繪製犯罪地圖顯示作案模式，並追蹤有關車輛現在和過去的位置，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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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1 「區域警覺系統」電視牆與繪製之犯罪地圖6

（二）加州洛杉磯警察局「勤務指揮系統」（Duty
Command System）

數據確定犯罪率，針對高犯罪率地區加強執
法。報告包含及時準確情報、快速部署資

該指揮系統可透過螢幕顯示掌握所有線上執

源、有效戰術和持續行動。

勤員警的狀態，所有員警均配有無線發射

二、歐洲地區

器，緊急應變局指揮中心可以透過各發射器

（一）英國倫敦「臉部辨識技術」（Facial recogni-

訊號，了解現場值勤員警位置，以及所擔服
勤務及基本資料。行動勤務車也有相同配
備，可立即知道彼此發生何事互相支援協
調。亦可透過手機直接與系統連線，傳遞最
新的現場畫面與訊息，提升處理事故機動性。
（三）加拿大溫哥華警察局「數位犯罪統計報告」
（Digitized CompStat Reports）

7

tion technology）
英國在2001年成立倫敦西敏市CCTV中心，
該中心與大倫敦市都會警察局、蘇格蘭警
局合作，號稱「英國頭號CCTV中心」。迄
2006年該地區開始利用顏面辨識技術建立資
料庫，將全國所有的CCTV監控系統連線，
使攝影機獲得的數位元影像能直接輸入中央

該警局參考美國紐約市警察局，以數據統

資料庫與通緝犯罪者、恐怖份子涉嫌名單進

計方法實施犯罪調查，經由電腦計算分析

行比對，如圖3-2-1。

報告，作為犯罪預防行動準據，並利用統計

圖3-2-1 臉部辨識技術的系統呈現情形（資料來源：https://realizethelies.ﬁles.wordpress.
com/2013/08/bossurveillanc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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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瑞士日內瓦警察局「巨量資料分析技術」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8

在交通、醫療衛生與犯罪預防等領域設立大
數據旗艦項目。

該警局利用資料分析技術與製圖工具，將空

三、亞洲地區

間資料和非空間資料的分析結果整合在平

（一）大陸公安部「視圖警務雲平台系統」9

台，每日警方可收到一份不斷更新資訊的犯
罪報告，分析當前的犯罪活動、犯罪模式，
並有助於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罪行。透過
互動地圖和系統上裝置的儀表板，指揮官可
隨時查看發生的案件。
（三）法國巴黎市警察局「數位化路線圖」（Digi-

該系統匯聚海量車輛數據和圖片，並採集公
安機關警務信息，運用大數據平台對車、車
主、關係人構建數據關係網，進行數據分
析，並根據規則篩選高危車輛，進行預警和
情報推送。除分析車輛記錄外，亦使用圖像
處理引擎，可實時處理海量圖片；對圖片進

tal roadmap）

行智能處理後，系統提取關鍵信息，提供分

法國於2013年2月投入3億歐元資金，推動大

析比對特徵；快速定位目標相似車輛。通過

數據領域的發展「數位化路線圖」計畫。7月

定時分析統計高危車輛出沒和分佈情況，可

發布「法國政府大數據五項支持計劃」，包

對各區域治安態勢熱力分佈形成研判依據，

括引進數據科學家教育項目；設立技術中心

如圖3-3-1。

給予企業各類數據庫和網絡文檔存取權；並

圖3-3-1 大陸視圖警務雲平台系統建構圖。（資料來源：大陸公安部官網，2015年）

（二）日本京都府警察本部「預防犯罪防禦系統」（PredictiveCrime Defense System）10
日本京都警方於2016年起投入6000萬日元研發該系統，將過去10年間街頭犯罪和性犯罪超過10萬
個案件歷史數據，加以分析尋找規律，用於預防、阻止犯罪行為發生。預測某類犯罪行為最有可能
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只需把某類犯罪行為輸入系統，就會產生不同顏色標記的區域地圖，越暗的區
域意味著風險越高（如圖3-3-2）。依分析地圖，制訂巡邏路線，針對犯罪高風險地區和高發時段投
入更多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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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 日本京都PCDS示意圖。（資料來源：NHK，2017年）

（三）我國警政署「M-Police警用行動電腦系統」11
警政署自2012至2016年推動「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案，建置警政雲端運算系統基礎平台，並
開發「M-Police警用行動電腦」系統，整合6機關、31項資料庫巨量資料，導入資通訊（ICT）服
務，將資訊科技運用雲端運算虛擬化技術，提供員警科技偵查犯罪效能，該系統提供17項勤務應用
服務，並串聯整合雲端勤務派遣系統、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及警政服務App等警政應用系統，如
圖3-3-3。

圖3-3-3 M-Police及警政智慧聯網示意圖（資料來源：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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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刑事警察局「犯罪防制指揮監控平台」12

流程分析。

刑事局自2008年起6年，計畫中程目標分3

綜合目前各國在政策或犯罪調查之科技偵查應

年投入新臺幣6億元完成平台建置，主要包

用，大致上整理情形如下表3-4-1，主要整合之各項

括「現代化電子看板」、「資通訊整合系

資料庫來源，實際上都非單由一個政府部門或民間

統」、「定位追蹤系統」與「犯罪情報決策

企業所建置或提供，均以維護國家安全與防範犯罪

系統」，連結現行各種犯罪偵查輔助系統

發生之基礎，對於全民個人隱私與私人企業之利益

分析比對可能嫌犯，透過「M化偵查網絡系

做出部分犧牲，透過法律修訂與預算編列，才能夠

統」與AGPS定位系統、i2軟體將刑案所得之

建置完整的系統，且需因應軟體技術提升的、資料

犯罪資料，結合整合之資料庫，進行關聯、

呈現方式改變而不斷更新擴充。

表3-4-1

各國運用大數據技術建置之各類系統（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合資料

建置系統

運用區域

執行成效

美國

CCTV、車牌識別資料、 區域警覺系統
感應器、執法資料庫、報 勤務指揮系統
案電話
地理資訊系統

紐約市警察局
洛杉磯警察局
波士頓警察局

繪製犯罪地圖、尋找犯罪車輛
位置、快速投入警力、犯罪預
測演算法

加拿大

犯罪資料庫、數據統計資 數位統計報告
料、犯罪熱點資料
地理資訊系統

溫哥華警察局

繪製犯罪地圖、及時準確情
報、快速部署與持續行動

英國

C C T V 、 車 牌 與 人 臉 識 臉部辨識技術
別、犯罪資料、恐怖分子 勤務指揮系統
資料庫
路口廣播警示

倫敦市警察局
蘇格蘭警察局

恐怖分子監控、快速打擊犯罪
及預防犯罪

瑞士

犯罪資料庫、數據統計資 巨量資料分析系統
料、犯罪熱點資料
地理資訊系統
互動地圖系統

日內瓦警察局

分析犯罪活動、犯罪模式與預
測犯罪、指揮官透過系統地圖
快速下達勤務部署

法國

由數據科學家成立技術中 數位化路線圖
心使用犯罪、交通、醫療 數據分析中心
衛生數據資料庫、網路文
檔資料存取

巴黎市警察局
巴黎市消防局

開放企業投入大數據研究、犯
罪預防分析、與歐盟建立資料
網路平台

大陸

海量車輛數據和圖片，並 視圖警務雲平台
採集全國公安機關網上警 車輛大數據系統
務信息

公安部

構建數據關係網篩選高危車輛
進行預警和情報推送

日本

以10年間街頭犯罪和性 預防犯罪防禦系統
犯罪超過10萬個案件歷
史數據分析

京都府警察本部 分析犯罪活動、犯罪模式與預
測巡邏勤務規劃

韓國

CCTV、刑案資料、交通 智慧城市管制中心
事故資料庫、報案紀錄、 區域警覺系統
社群網路

首爾市警察局
首爾市消防局

提高城市治安防護、降低交通
事件發生率、縮短事故發生時
間、犯罪預測

臺灣

刑案系統、通訊監察、車 M-Police警用行動電腦系統 警政署
籍資料、戶役政系統、手 犯罪防制指揮監控平台（含 刑事警察局
機通聯資料、CCTV
資通訊整合、定位追蹤、犯 新北市警察局
罪情報決策系統）
新竹市警察局
情資整合中心
臺中市警察局

快速查詢資料、分析犯罪活
動、犯罪模式、偵查共犯與預
測犯罪、指揮官透過系統快速
下達勤務部署

新加坡

金融、車籍、交通、犯罪 大數據沙箱
與身分資料（消費資料） 金融監理沙箱
車牌辨識系統

防制洗錢犯罪、其他犯罪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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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基礎：

肆、海域犯罪之科技偵查

以日常活動理論的核心概念解釋，海域犯罪中

一、犯罪類別：
以臺灣現行對於海域犯罪之區分，除各項國際
公約所規範之跨境犯罪態樣，舉凡海盜挾持、麻醉
藥品、毒品販運、軍火走私、人口販運、違法及過
渡捕撈、海洋生態破壞與非法洗錢等，詳如圖4-11；另外依目前臺灣海域執法上，遭遇問題中以中
國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最為嚴重，如以近十年海巡機
關查獲案件數量，將所有案件之發生季節、時間、
經緯度、船籍等資料輸入資料庫，以地理資訊系統
加以分析研究，假設相關案件發生叢聚現象，應可

有能力的犯罪者包含人、車、船等三者合一，透過
大數據技術應用可以分析出三者間關聯性，列為偵
辦方向；而有價值及合適之標的物包含走私槍毒、
人口販運以及高經濟價值之物品，透過大數據技術
分析，可以預測出市場需求、不法獲取利潤以及走
私物品趨勢，分析結果可做為預防與查緝重點；而
有能力的監控者，即為具備科技偵查之海巡執法人
員，首先對於大數據分析技術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且有多年案件偵辦經驗，可以將上述犯罪者（工
具）與標的物分析結果加以研判運用，詳如圖4-2-1

以找出類案之犯罪熱區。

所示，才能有效打擊犯罪。

圖4-1-1 海域犯罪類別區分圖（研究者自行整理）

人
槍毒
車

犯罪者

標的物
人口
販運

船

經濟
物品

監控

科技偵查的海巡人員
圖4-2-1 海域犯罪大數據運用之犯罪學理論應用圖（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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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務運用：
前述比較之大數據技術與犯罪治理的運用中，
實務上多著重於追查以「人」、「車」為主要對象
的分析，至於「船舶」部分，目前所知建置之數據
分析系統多以海商航運與漁業、海事交通與救難
（包括AIS、VMS等）為主，如圖4-3-1，但自2012
年起，中東地區因「伊斯蘭國」ISIS（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恐怖組織崛起，美國與英國
已開始就戰略與國土安全層面，發展海域犯罪（石
油、武器走私、毒品與人口販運、海盜挾持、恐怖
攻擊等）大數據資料庫建立與情資分析 13，包含特
定對象、傳播媒體、航運企業、資金帳戶、社群網
路等資料庫，目的在防止恐怖組織威脅進入國境內。

圖4-3-1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運用原理與範圍示意圖

四、未來方向：
臺灣目前雖無明顯之恐怖攻擊威脅，但ISIS已

系統」、「戶役政查詢系統」、「入出境查詢系

將臺灣列為與美國友好地區，為求防範於未然，

統」、「菸酒查緝查詢系統」、「警政署毒品犯罪

政府應著手建置海域犯罪大數據資料庫，以現有

資料資訊系統」、「毒品行政裁罰系統」、「車行

海巡機關所建置之系統資料庫，包含「偵防管理

紀錄查詢及車籍、相片系統」等，若參照美國、新

系統」、「安檢資訊系統」、「雷情資訊系統」、

加坡與韓國，將金融與航運系統納入，如此的資料

「E化管理系統」等，結合其他部會與企業所建置

庫對於追查跨境之海域犯罪與不法資金流向將更為

之系統，如「法務部刑案查詢系統」、「車籍查詢

完備，如圖4-4-1。

圖4-4-1 海域犯罪大數據運用之整合資料庫分類圖（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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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犯罪偵查與防治從過去的土法煉鋼，因社會
生活型態改變，已逐步發展出透過數據科學（data
science）分析犯罪及刑事司法舉證，也因雲端運
算、分散式處理技術的發展；運用策略上，先設法

（四）人力遴選與專業培訓發展：實際操作技術人
員之遴選，應考量本身對於犯罪調查與情報
蒐集之基本知能與經驗，對於各資料庫系統
使用，建立培育訓練計畫，或比照國外與學
術單位合作。

找出自己擁有的原始資料並探勘出有用的資料，

（五）作用範圍與情資需求調查評估：海巡機關對

防止過多骯髒資料（dirty data）影響分析的正確

於外勤人員，不論海域或是岸際之情資需求

性，反而誤導決策者判斷；且大數據不強調因果關

項目應完成調查評估，如過多且效益不大的

係的推論，亦可能導致不當標籤的問題，目前在歐

資料庫鏈結，增加硬體設備與技術分析人員

美處理巨量資料的分析與運用，必須是受過專業訓

的負擔。

練的犯罪分析家或情報分析官（Crime Analyst、

（六）未來規劃發展願景與方向：針對勤務或運用

Criminal Research Specialist；Intelligence

需求面向（Operational View）實證研究；

Analyst）執行，並由政府部門與學術機構合作，結
合實務經驗與犯罪科學，協助單位培訓專業人員。
基於目前本署大數據資料庫整合平台為初步建
置之階段，為求未來之建置與功能健全發展，可參

就系統規劃與建置面向（System View）
編列執行預算；就技術標準與操作面向
（Technical Standard View）應有正式編制
之人員；尋求加強與提升整合運用功能。

考先進國家之建置規範與相關資料與因地制宜之需

（七）針對海域犯罪不同類型區分，比如槍毒販

求，就相關議題研議，建置符合本土性之海域犯罪

運、貨物走私、非法入出國、破獲海洋資源

調查情資整合中心模式，逐步形成規範及作業程式：

與違法漁業捕撈（IUU）等，透過大數據分

（一）相關運用之法令規範與依據：探討各項資料

析技術，建立不同的犯罪預測模組，將可疑

庫情資運用之法令與規範依據，包含相關單

之人、車、船、通訊方式、聯絡工具以及海

位使用權限規範及作業保密規定；進而依此

域地點（經緯度）等關聯性分析，作為海域

訂定相關作業規範或SOP操作手冊。

（岸）巡邏勤務規劃參酌。

（二）資料庫平台管理與使用功能角色定位：界定

（本文作者分別任職於海巡署情報組、偵防分署）

數據資料庫平台於科技偵查或犯罪防治中之
任務目標及服務範圍、功能；確定主（業）
管單位與參與分工權責。
（三）建構合作機制以擴大系統效益：現有海巡、警
政、司法或內政各系統需先評估內部整合之可
能，再與外部民間企業合作機構建立聯繫協調
合作機制，同時檢視現有系統與資料庫之整合
後之運用情形，藉以擴大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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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失落的一角：
談海釣管理現況與未來發展之建議
文｜陳璋玲、劉健合

壹、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多處離島、島礁及礁岩海
灣等地形，適合發展海釣活動。近三十多年來隨著
解嚴海岸線逐漸開放，「漁業法」增列娛樂漁業，
以及國人對海洋休閒活動需求的增加，海釣已成為
一項常見的休閒活動，在全臺沿岸海域開展起來。

動物，但活動發生的場域多元，包括海灘、海堤、
島礁磯岩、娛樂漁船、遊艇，及波特船、保麗龍
船等。上述活動場域中，除搭乘娛樂漁船的海釣受
漁業法規範外，其餘場域的海釣少有相關法規予以
規範。然而，海釣活動發展至今，有些釣客的釣獲
量頗為可觀，且進行販售營利，和「休閒」性質不

海釣不同於傳統的漁業捕撈。前者主要基於休

符，另其漁獲物未計入漁業統計內，顯示海釣在漁

閒娛樂動機，後者在販售漁獲物賺取利潤。依「漁

業資源管理上的漏洞。此外，非屬船舶，具有浮力

業法」第6條規定，傳統的漁業捕撈視為「經營漁

可供在水面騎乘的浮具雖可在海上進行海釣，但其

業」，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始得為

未經適航性檢查，安全與否亦是海釣活動的隱憂。

之，受漁業法規規範。海釣雖然同樣涉及採捕水產

這些現象凸顯海釣管理不足，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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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探討海釣的定義，並依海釣的活動場
域∼海上和岸上，分為兩大類∼船釣和岸釣，個別
檢視現有的管理規範。最後從資源管理、活動安全

參、現行海釣管理規範
目前海釣管理規範零散，沒有統一。本節分別
介紹船釣和岸釣相關規範。

及遊憩體驗的角度，提出海釣管理的建議內容與方

一、船釣

向，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船釣的海上載具主要包括娛樂漁船（筏）、遊

貳、海釣的定義

艇，以及浮具。娛樂漁船（筏）和遊艇分別受漁業

「海釣」顧名思義是指以釣具（包括釣竿、釣
鉤、釣線等）從海洋水體釣獲水產動物之活動，
水產動物泛指各式各樣的魚類。海釣和商業捕撈
不同，前者以休閒為目的，後者則以營利為主。
因此，「海釣」的英文為recreational fishing，
或saltwater recreational fishing （強調海水環
境，非淡水休閒釣魚），有別於商業捕撈的英文
commercial ﬁshing。另sports ﬁshing，亦指休閒性
質的海釣，但通常指釣獲體型大、戰鬥力較強的魚

關法規規範。
漁業法規包括中央單位訂定的「漁業法」和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以及地方政府訂定的「漁
筏舢舨兼營娛樂漁業自治條例」。航政法規主要
包括航政單位訂定的「船舶法」和「遊艇管理規
則」。
（一）娛樂漁船（筏）
依據「漁業法」第41條第1項和「娛樂漁業管

種，如旗魚、鮪魚、鬼頭刀等。
海釣依活動場域，可分成兩大類：海上及岸
上 1 。海上場域的海釣必須有載具搭載釣客始能進
行，載具包括娛樂漁船（筏）、遊艇，及波特船、
保麗龍船、泡棉船等動力未滿12KW小船及不具船
型的浮具（以下統稱浮具），本文將此類型海釣統
稱為「船釣」。岸上場域可再細分為海灘、島礁磯
岩、海堤等，分別稱之灘釣、磯釣、堤釣，統稱為

理辦法」第2條，娛樂漁業漁船可搭載乘客在船上
或登島嶼、礁岩從事採捕水產動植物、觀賞漁撈作
業、觀賞生態及生物、以及賞鯨活動。其中，從事
採捕水產動植物即本文所稱的海釣。易言之，搭乘
娛樂漁船出海從事海釣屬娛樂漁業活動，受漁業法
規規範。
另依據「漁業法」第41條第2項，經營娛樂漁
業須向主管理申領執照，始得營業，因此業者須領

岸釣。上述海釣相關名詞整理如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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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和航政法規規範；而浮具目前未受船舶法等相

海釣類型

海釣類型

活動場域

說明

船釣

海上

海上載具包括娛樂漁船（筏）、遊艇，及波特船、保麗龍船、泡棉船等動力
未滿12KW及不具船型浮具等

岸釣

岸上

活動場域包括海灘（灘釣）、島礁磯岩（磯釣）、海堤（堤釣）等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雙月刊│No.92 Apr. 2018

有娛樂漁業執照始得經營海釣。此外，基於活動安

事非漁業目的的釣魚活動」。遊艇受「船舶法」、

全、資源保育，以及減少對傳統漁業影響的考量，

「遊艇管理規則」等規範，如遊艇須有遊艇證書、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另對於娛樂漁業漁船數、活

駕駛須有動力小船駕駛執照、助手員額、乘員保險

動時間、活動範圍、漁具、保險、船舶檢丈、載客

等；然而有關海釣，目前沒有任何規範限制，此相

人數、船員最低安全配額等予以規範，主要包括漁

較娛樂漁業漁船不受原船原人進出、活動時間48小

具限竿釣、一支釣和曳繩釣、由船籍港進出、活動

時、活動範圍在距岸30浬內水域的限制，管理顯為

時間48小時為限、活動範圍為距岸30浬內（臺灣

輕鬆。

本島及澎湖地區）或12浬（指離島之島嶼間及彭
佳嶼、綠島、蘭嶼）的水域、乘客須全數載回、不
得搭載乘客登上娛樂漁業執照未加註之島嶼、礁岩
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該辦法第20條規定：漁
業人或船長應填報漁撈報表，並於次月底前送縣市
政府備查，但據實地訪查，此措施從未執行過，易
言之，目前沒有娛樂漁船的海釣漁獲量統計資料。
另依據該辦法第5條，舢舨、漁筏不得經營娛
樂漁業。但對於類似潟湖等具天然屏障之一定水深

又依同法第3條規定，遊艇分自用遊艇與非自
用遊艇。前者指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
從事娛樂活動；後者指整船出租或以俱樂部型態從
事娛樂活動。因此，遊客搭乘遊艇從事海釣的方式
有三類：(1)搭乘整船出租的遊艇、(2)加入俱樂部會
員搭乘俱樂部型態遊艇、(3)無償地搭乘自用遊艇。
另據實地訪查，發現領有載客小船執照的船舶
亦有經營載客從事海上休閒活動（包括海釣），此
類型的海釣亦未有規範限制。

公共水域，縣市政府得指定特定水域並訂定自治法
規，核准舢舨、漁筏於該水域內兼營娛樂漁業。目
前已有5個縣市政府訂定自治條例，包括「雲林縣
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嘉義
縣漁筏舢舨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臺南
市潟湖區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
「高雄市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
及「澎湖縣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
例」。目前以漁筏發展的娛樂漁業活動主要包括海
釣和潟湖生態觀光。
另據實地訪查，發現在西南沿岸海域∼深度淺
且有沙洲屏障的水域，亦有乘客搭乘漁筏至蚵棚進
行釣魚活動。此類型的海釣目前未有規範限制。
（二）遊艇
「船舶法」第70條第1項規定「遊艇不得經營
客、貨運送、漁業，或供娛樂以外之用途。但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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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隆市島礁磯釣

（三）浮具
浮具（指波特船、保麗龍船等動力未滿12KW

依據「娛樂漁業管理辦法」第9條第1項，縣

之小船及不具船型的浮具）業經交通部航港局2017

市政府得指定供乘客從事娛樂漁業活動之島嶼、礁

年4月11日函釋無須依船舶法施行船舶檢查作業及

岩，並訂定有關登島嶼、礁岩從事娛樂漁業活動之

發證，且亦無須取得動力小船駕駛執照。2此外，搭

自治法規。基此，基隆市政府2016年12日1日訂定

乘浮具從事海釣，漁業署2017年3月28日函示此非

「基隆市娛樂漁業島礁磯釣自治條例」，為全臺唯

3

屬經營漁業，不違反漁業法第6條規定。 換言之，

一訂定磯釣自治條例之縣市。依據此條例，基隆市

浮具不受船舶法規範，且以浮具從事海釣亦不受漁

府2017年1月12日制定「基隆市島礁管理及配額申

業法規範。

請管理辦法」及「基隆市島礁磯釣證管理及收費辦

浮具雖不受船舶法規範，但基於水域活動安全
與秩序，交通部航港局2017年8月17日函頒「公共
水域浮具安全使用及活動建議注意事項」，規範浮
具共通性安全事項，同時亦提供建議規範事項，供
地方政府針對營業用浮具訂定監督及管理相關規範
之參考。但該注意事項屬行政指導性質，沒有法規

法」兩配套子法。
上述島嶼磯釣法規內容摘要如下：
★ 每年公告開放之島礁數量、名稱、適釣人數、最
大容許人數，及開放期限。
★ 登礁人數每座島礁不得少於2人，且不得超過最
大容許人數。

強制力。2017年8月初基隆外海發生釣客乘坐保麗

★ 娛樂漁業漁船申請島礁年度配額，以船為單位繳

龍船出海失蹤事件，即顯示浮具航行安全與秩序問

交年度使用規費及保證金，取得配額者始得搭載

4

題。

釣客進行磯釣活動。
★ 規費以船為單位，以乘載人數計算（不含船長及

二、岸釣
岸釣部分，活動場域大且多元，除特定地區經
主管單位基於安全、保育

護，及適宜性等考量而

依法限制外，幾乎所有岸釣不受任何規範限制。以
下列舉岸釣受到規範的相關法規：

48

船員），每人新臺幣5,000元。規費限用於島礁
磯釣環境管理與資源復育相關作為。另視管理需
求及年度登礁人數得調整規費。
★ 娛樂漁業漁船轉籍至他縣市，島礁磯釣配額即
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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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客需年滿16歲，申請島礁磯釣證，應繳交規
費，有效期限最長為3年。
★ 釣獲之魚體未滿20公分，應即釣即放，不得攜
回，但雀鯛及舵魚科之柴魚不在此限。
★ 從事島嶼磯釣活動人員應檢視漁獲體長，提供

海洋國家公園於2014年7月15日訂定「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海域垂釣魚類管理要點」，
針對駐島單位申請垂釣許可訂定規範，內容包括活
動區域、申請方式（目前僅供駐島單位申請），禁
止釣魚種類、釣獲物限制尺寸及數量（每人每日最

船長登錄於該航次之磯釣活動日誌（含漁獲報

多三尾，且禁止帶離東沙島）、垂釣方式等。

表）。

（三）漁港

★ 娛樂漁業漁船漁業人應每季繳交活動日誌（漁獲
報表）

依據「漁港法」第18條第1項，漁港區域內不
得採取或養殖水產動植物；但依同條第2項，漁港

由上述內容，可看出基隆市政府首度建立島嶼

主管單位在不妨礙港區作業、安全及不造成港區污

磯釣管理制度，規範島礁配額申請、磯釣證核發與

染情況下，應指定區域，訂定相關措施，公告開放

管理，規費標準，以及釣獲物紀錄和體長限制等。

民眾垂釣，不受前項限制。換言之，漁港區域內的

基隆市所轄之島嶼包括北方三島（彭佳嶼、棉
花嶼、花瓶嶼）及基隆嶼，其周邊海域為臺灣北部

海釣係「原則禁止，例外開放」，而「例外」端視
漁港主管單位是否劃設垂釣區。

海域重要漁場及磯釣場域。由於棉花嶼、花瓶嶼已

臺灣目前公告的漁港計有224處，其中第一類

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彭佳嶼地處偏遠管理不

漁港9處，第二類漁港155處。前者的主管單位為中

易，因此基隆市政目前只開放基隆嶼之18座礁岩可

央（漁業署）；後者為地方政府。漁業署於2006年

從事磯釣活動，於2017年2月首度開放18座島礁配

6月7日訂定「第一類漁港垂釣區域劃設及管理作業

額，最大容許量是191人，最適宜人數是131人。

要點」，作為第一類漁港垂釣區劃設、經營及管理

（二）國家公園

之依據。漁港區域的海釣活動是以個別漁港為規範
管理對象，由漁港主管機關「因地制宜」劃設垂釣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14條，一般管制區或

區域及訂定相關措施6，未在開放區域內垂釣或違反

遊憩區內，垂釣魚類需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相關措施者將依「漁港法」處罰。目前有劃設垂釣

換言之，國家公園內海釣活動屬原則禁止，例外開

區的漁港包括新北市的淡水第二、六塊厝、後厝、

放。針對海釣活動的開放，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草里、中角、水尾、野柳、深澳、水湳洞、和美、

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首度試辦一年。

澳仔及福隆等12處漁港、基隆市的大武崙、外木

試辦一年後，延續辦理，依「墾丁國家公園海域一

山、長潭里、望海巷、八斗子等5處漁港；高雄市

般管制區垂釣許可管理要點」，開放10處岸釣垂釣

的鳳鼻頭漁港等。

點，範圍為點位方圓50公尺（包括後灣、紅柴坑、
青蛙石、船帆石、佳樂水等） 5 ，以及船釣於距岸

（四）商港

300公尺以外之海域和有岸釣垂釣點之海域，每年

和「漁港法」相似，商港亦原則禁止，例外開

3月至5月為禁漁期。此外，墾管處亦就可釣獲魚種

放海釣。「商港法」第36條規定，商港區域內不得

及尺寸大小、釣法釣具釣餌等訂定規範。

養殖及採捕水產動植物，但在不妨害港區作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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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不造成污染下，商港經營事業機構等得公告開

魚安全管理措施作業規定」，特就對釣客實施撤離

放民眾垂釣。例如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旗后

的情形予以明訂。此外，新北市海岸線亦大部分位

山下舊台機造船廠旁護岸（長度約145公尺）及第

於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內，雖然管理處未

二港口北防波堤（長度約1220公尺）開放垂釣。

將海釣列為水域遊憩活動項目，但基於釣客安全，
訂定磯釣安全須知，內容包括磯釣安全守則、危險

（五）海堤
依據「海堤管理辦法」第3條，海堤分為一般
性海堤（用於維護國土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海
堤）及事業性海堤（用於保護特定目的事業之海
堤）。前者主管單位為水利署，後者為各目的事業

釣場特徵及分佈位置、如何使用救生器材，及落海
後如何應變等。10

三、小結
綜合上述，茲將我國目前海釣管理法規整理如

主管單位。經查海堤目前無相關禁止釣魚之規定，

表2，並將管理現況歸納下列數點：

但可能因海堤所在位置受「國家公園法」、「野生

1. 沒有統一的主管單位及法規。

動物保育法」、「漁港法」、地方法規等限制。

2. 管理的法規分散在各部會及地方政府。

（六）灘釣

3. 管理方式兩大類並行：「原則開放、例外禁止」

磯釣

目前無相關禁止釣魚之規定，但可能因海釣所
在位置受「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地方法規等限制。例如澎湖
縣政府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1991年公告大、
小貓嶼為海鳥保護區，禁止遊客、漁民上岸撿拾鳥
蛋、騷擾海鳥製造污染及其他破壞海鳥生態環境之
行為；基隆市政府1996年劃定棉花嶼、花瓶嶼為野
生動物保護區，限制進入核心區（陸域部分）者應
經核准。

和「原則禁止，例外開放」。前者普遍適用所有
海岸

海洋的空間；後者通常適用於特定區域，

主管機關依法禁止海釣，但在某些情況下允許海
釣，例如漁港、商港及國家公園等。
4. 海釣分兩大類：船釣及岸釣。前者指在娛樂漁船
（筏）、遊艇，及浮具從事海釣；後者指在海堤
（含一般性海域、漁港海堤、商港海堤及其他目
的事業海堤）、海灘、礁岩、島礁等從事海釣。
5. 船釣部分：業者經營娛樂漁業，載客出海從事娛
樂漁業活動（包括海釣），需經核准，活動時

澎湖縣政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1992年

間、活動海域等受漁業法規規範。遊艇業者載客

公告小白沙嶼、雞善嶼、碇鉤嶼為玄武岩自然保留

出海從事休閒活動（包括海釣），無需核准，亦

區、2008年公告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為玄

沒有相關限制規定。個人搭乘浮具從事海釣，沒

武岩自然保留區。依上述公告在自然保留區內禁止

有相關限制規定。

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未經許可不得登島7，

6. 岸釣部分：除特定區域內依法不得進行海釣外，

因此磯釣活動自不允許。2015年3月澎湖海巡隊即

原則上沒有相關限制規定。如漁港、商港、國

8

查獲並函送法辦12名釣客及船主非法登上錠鉤嶼 、
9

2013年1月查獲釣客違法登頭巾嶼垂釣。

家公園內依法不得進行海釣，但主管機關得有條
件開放海釣並訂定相關規範；基隆市島礁僅供有

另新北市海岸線有豐富礁岩及灣岬，是絕佳磯

磯釣證且搭乘娛樂漁船的釣客從事海釣；澎湖縣

釣場域。新北市政府基於保護釣客生命及財產安

政府將頭巾嶼、鐵砧嶼、碇鉤嶼等列入自然保留

全，2012年12月18日訂定「新北市政府執行海岸釣

區，依法不得登島，因此不得從事海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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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海釣管理的相關規範

法規/函

主管機關

漁業法
漁港法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

漁業署

舢舨漁筏兼營娛樂漁業管理自治條例
（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澎湖縣等政府訂定自治條例）

地方政府

基隆市娛樂漁業島礁磯釣自治條例
基隆市島礁管理及配額申請管理辦法
基隆市島礁磯釣證管理及收費辦法

基隆市政府

商港法
船舶法
遊艇管理規則
公共水域浮具安全使用及活動建議注意事項
磯釣安全須知

交通部航港局

新北市政府執行海岸釣魚安全管理措施作業規定

新北市政府

國家公園法
墾丁國家公園公告可垂釣地點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海域垂釣魚類管理要點

內政部
墾丁國家公園
海洋國家公園

文化資產法
依該法設置自然保留區，例如：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小白沙、雞善嶼、碇鉤嶼）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

內政部

野生動物法
依法設置保護區者，例如：
貓嶼海鳥保護區（大、小貓嶼）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

農委會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
基隆市政府
資料來源：各政府單位網站，本研究整理

7. 除東沙島外，目前沒有釣獲量限額的規定。
8. 除基隆島嶼磯釣的釣客需申請磯釣證外，海釣客不需申請釣魚證或登記，因此難以統計全臺海釣人數。
9. 除娛樂漁船依規定需繳交漁獲報表外，沒有海釣漁獲量回報的規定或措施，因此難以統計全臺及各地
區的釣獲魚種及釣獲量。
10. 除基隆島嶼磯釣、東沙島及墾丁國家公園外，沒有釣獲魚種大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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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釣管理建議
海釣是使用漁業資源的活動，同時也是海上休
閒活動，亦是一項產業，有助地區性海釣相關產業
的發展（如釣具業、海上休閒業）。基於漁業資源
管理、活動安全，以及鼓勵國人從事海上休閒活動
等原則，海釣活動應有適度的管理，但不宜太強而
造成活動不便或遊憩體驗降低。基此，本文提出下
列數點海釣管理的建議內容與方向，以供相關單位
參考。
1. 基於海釣場域的多元性，海釣管理宜「因地制
宜」，亦即由各主管機關視環境資源條件、水域
特性，釣獲強度及救援能量等因素，訂定相關
規範。
2. 對於海釣地點及海釣活動，除依法需限制外，儘
量朝原則開放，例外禁止的方式辦理。
3. 基於漁業資源為公有財及資源管理的必要性，在
公共水域的任何海釣場域，應一致建立釣魚證申
請或釣客登記制度，及釣獲量限額兩項共通性措
施（除非因地制宜，可例外排除適用）。

是商業獲利活動，因此限額可有效降低釣客以海
釣為業，販售釣獲物的動機。
6. 建立海釣漁獲量回報管道，並有專責單位（如海
洋委員會或漁業署）彙整不同管道來源的釣獲
量資料。由於全面要求填報釣獲資料，涉及龐大
行政資源投入，且易造成釣客不便，因此釣獲量
統計不宜採全面要求填報的方式。本文建議採兩
種管道收集：一是要求申報規定，另一是鼓勵申
報。前者適用於資源使用強度較大的海釣行為
（例如船釣因船具機動性高，其釣獲量可能較岸
釣高，資源使用強度較強），規定要求船長或釣
客需填報釣獲記錄，是否採此措施由主管機關因
地制宜考量。後者則指不包括前者的所有海釣行
為，主管單位可開發App，方便其自動申報。
7. 基於活動安全考量，建議主管機關因地制宜訂定
相關活動規範或行為準則，另若涉搭乘載具出海
釣魚者，則應針對載具訂定安全規範。

伍、結論
臺灣海釣發展至今，已是國人常見的海洋休閒

4. 有關釣魚證申請或釣客登記的措施，申請制適用

活動，但目前海釣管理零散片斷，沒有從高度的大

於管理強度較強的海釣場域，而登記制則適用

原則角度來思考及架構海釣管理的方向。本文嘗試

規範較為寬鬆的場域。至於申請或登記的主管單

就現有的海釣相關規定，拼湊出海釣管理現況，並

位，以主管單位為原則，若無則為地方政府。此

點出目前缺乏管理的面向，包括缺乏釣客人口統

措施有助調查海釣人口數目，並有利統計釣獲

計、釣獲量統計，以及釣獲量限額措施等。最後，

量。至於收費與否，由單位因地制宜考量。經查

本文基於漁業資源管理、活動安全及遊憩體驗等原

美國的海釣管理亦採此二方式管理釣客，一般登

則，提出海釣管理內容與方向的建議。期待在此分

記制者不收費。

析基礎上，相關單位能重視海釣議題並採取相關措

5. 釣獲量限額的數量由各主管機關訂定，如每人每

施，以完備海釣管理，使得海釣未來發展成為環境

日、每次，或每航次的釣獲量尾數。至於是否需

永續、環境友善、安全，及享樂的海洋休閒活動，

進一步規範釣獲魚種的大小、限制釣獲魚種，或

進一步帶動國人親海、愛海、知海、惜海的遊憩

只開放釣獲的魚種、釣具使用等規定由主管機關

體驗。

因地制宜考量。釣獲物限額的訂定除基於資源使
用考量外，另一重要考量是海釣本質為休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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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1. 釣魚活動亦可發生在漁塭或漁池的塭釣或池釣、溪流的溪釣、湖泊的湖釣。因該等場域是淡
水，不是海水，所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2. 交通部航港局106年4月11日函釋現行「船舶法」及「船員法」對於波特船之適法性，指出推進
動力未滿12KW之波特船免依船舶法施行船舶檢查作業及發證，且該等是類小船與浮具亦無需取
得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3. 農委會漁業署106年3月28日函略以：「浮具僅以人工竿釣方式釣魚，且所釣漁獲僅為自用未販
售營利之休閒釣魚行為，即非屬經營漁業，不違反漁業法第6條規定，惟仍應遵守保育區及保育
物種管理相關規定」。
4. 參考自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803/1174728/papersec_right。
5. 垂釣點地理位置詳見墾丁國家公園智慧行動資訊App。
6. 例如新北市政府103年7月31日公告淡水第二等12處漁港的垂釣區域及遵守事項4項：包括：(1)
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暫停開放垂釣活動、(2)垂釣活動不得妨礙港區船舶航行、泊靠及漁
民碼頭作業、(3)垂釣區域內禁止丟棄釣具、釣餌及垃圾等廢棄物、(4)垂釣區域內禁止汽、機車
輛進入及停放。
7. 但特許外來民眾在西吉嶼、東吉嶼保留區內規劃動線上行走。島上居民及擁有土地、地上物所
有權人可自由進出。
8. 中時電子報 2015/03/05 違法登上釣鉤嶼 12名釣客挨罰。
9. 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2013/01/17 違法登頭巾嶼磯釣 16名釣客被查獲。
10. 詳見https://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1545。

53

Maritime Forum 海洋論壇

漁獲能力評估
方法之 案例分析
文｜丁國桓

過去有關漁獲能力過度投入和產業過度投資所

獲能力時，提供重要的科學基礎。本文檢視了國際

產生的問題已被國內外學者大量討論。而漁業資源

間漁獲能力理論之發展沿革，介紹相關名詞定義和

永續利用和產業需求之間的矛盾更因受到產、官、

計算方式，最後透過中國在漁獲能力評估方法之案

學三方立場的不同，長久以來存在著衝突。有鑑於

例分析，提供讀者了解在國際間已提出多年的漁業

此，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管理方式。

Organization, FAO）透過一系列國際會議和國際
規範文件，討論漁獲能力過剩之原因及各國交換有

一、國際間漁獲能力理論之發展沿革

關漁業管理措施和採取步驟，以解決國際漁業漁獲

目前全球漁業資源量持續處在衰退的情況已不

能力過剩等問題。同時FAO也召開多次技術工作會

是新鮮事。世界漁業生產量自90年代開始減少（圖

議，提出多種定義及評估和計算漁獲能力的方法。

1）。許多研究證明全球漁業資源量已經出現了危

而漁獲能力的測定對世界漁業管理者在落實削減漁

機（Pauly et. al., 2002），造成此結果的原因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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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全球漁業卸魚量之評估（1950~1999年）
（資料來源：Pauly et. al., 2002）

法漁業和漁獲能力過度投入有很大的關係（Myers

1995年通過《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此《守

and Worm, 2003）。然而，造成漁獲能力過剩並

則》確保在符合環境要求的情況下，永續開發生物

非單一因素。例如漁業活動基本上是採開放自由競

資源（FAO, 1995a）。FAO在1995年通過全球漁

爭的原則之下來獲取資源，其次隨著漁撈機械和捕

業羅馬共識，建立了管理漁獲能力和降低漁業生

魚技術的不斷提升等。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海洋資

產的浪費及過度捕撈等方向。也強調如果沒有這

源，制止資源量持續下降已是國際漁業管理者的

樣的行動，全世界漁業資源量將下跌70%（FAO,

共識。

1995b）。同時為了有效的應對當前漁業形勢，呼

1982年通過的《聯合國海洋公約法》為海洋
資源提供了一個新的管理架構。新的海洋法制度規
定沿海國家有管理和利用其專屬經濟區（占世界海
洋漁業的90%左右）內漁業資源的權利和義務（參
見聯合國海洋公約法第56條）。1991年3月FAO
（Food）漁業委員會（Committee On Fisheries,
COFI）第十九屆會議提出需要立即採取考慮到養護
與環境、社會、經濟問題的漁業管理新方法。COFI
要求FAO提出負責任漁業概念，並制定一個《行
為守則》來促進此概念的應用。此後1992年5月通
過《坎昆宣言》，並提交1992月6月在巴西召開的

籲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必須認識到漁業不能孤立地
進行管理，且應立即採取減少漁船數及降低過度漁
撈和注意漁撈狀況與相關資源變化，並加強管理措
施等行動，因為這些會影響如何實施管理計畫的能
力。此後1997年FAO理事會下之漁業委員會，已關
注到漁獲能力過剩問題，而這一問題造成了過漁、
海洋漁業資源退化、食物生產潛力下降以及大量經
濟浪費等。於是1998年FAO召開多次漁獲能力管理
技術工作會議，討論漁獲能力過剩之原因及各國交
換有關漁業管理措施和採取步驟，以解決國際漁業
漁獲能力過剩等問題（FAO, 1998）。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部長級會議（環境發展會議），

FAO的數據表明，在90年代中期，船隊規模已

會 議 支 持 制 定 《 負 責 任 漁 業 行 為 守 則 》 （ FA O ,

經達到高峰，因技術發展，故實際漁獲能力仍可能

1999）。

增加。因此，1999年FAO通過漁獲能力管理國際

55

Maritime Forum 海洋論壇

行動計畫，該行動計畫是依據《負責任漁業行為守

海洋漁業上之應用，是要使漁業資源在考量生態、

則》之架構內「提供可以酌情用作制定和執行國際

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均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漁業投

協定與其它有約束力及自願遵守的文件指南」所制

入的各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最佳的組

定（FAO, 1999a）。依此計畫之行為守則規定，各

合。換言之，「能力」一詞著重表達潛在的可能性。

國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或消除過剩的漁獲能力，
並應當確保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同時要求各國應根
據守則，執行和監測管理漁獲能力。由國家直接實
施或與其他國家及漁業組織合作，並告知糧農組織
採取行動。該行動共分三個階段實施：（一）評估
和診斷（二）初步採取的管理措施（三）定期調整
此類評估與診斷措施。同年通過履行責任漁業行為
規約羅馬宣言，主要目的在呼籲各國進行上述行動
國際計畫。
此後FAO 也召開多次技術工作會議，提出多
種定義及評估和計算漁獲能力等方法。2004年6月
FAO召開了檢視及推動漁獲能力管理國際行動計畫

漁獲能力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又可分為當前漁
獲能力（ﬁshing capacity）、目標漁獲能力（target
capacity）、相對漁獲能力（relative capacity）和
漁獲經濟能力（economic capacity）等，其中前三
項稱為技術定義，最後一項稱為經濟定義（FAO,
1999b）。
「當前漁獲能力」簡稱「漁獲能力」，是指一
艘漁船（或船隊）在給定的漁業資源或生物量的條
件，在現有的技術下，該船（或船隊）被完全利用
的情況中（即能力利用度達到100%），在一段時
期內（年或季）所能生產的最大漁獲量。簡言之，
即一艘漁船或船隊捕魚的能力。可寫成以下式子：

之技術諮詢會議，提供各國對於漁獲能力之界定、

YC = Y (EC, S)

計算、以及管制方法等諮詢。而2005年3月COFI對
漁獲能力的計算亦是重點之一。由上述可見，FAO
相當重視漁獲能力之議題，同時漁獲能力的測定對
世界漁業管理者在落實削減漁獲能力時，提供重要
的科學基礎。

二、相關名詞定義

其中YC是當前的漁獲量，EC是當前的捕撈努力
量，S是資源量（生物量）。
「目標漁獲能力」簡稱「目標能力」，是指在
能滿足永續發展的漁業管理目標前提下，在漁船被
充分利用（即能力利用度達100%）的情況中，所
能生產的最大漁獲量。即：

有鑑於全球過大的漁獲能力造成海洋資源的

YT = Y (ET, S)

減 少 ， FA O 相 關 之 專 家 小 組 提 倡 削 減 漁 獲 能 力
（fishing capacity）。然而，漁獲能力的量化方法
存在一定的困難度，同時在實施的過程中可以從不
同的角度著手，故影響了對其定義的理解和規定。
自1998年以來，FAO召開多次技術工作組會議，對
漁獲能力進行專題討論（FAO, 1998），以下就專
家們所提出的多種定義，進行說明。
能力利用度（capacity utilization）是指在給定
條件下的實際產出（Y）與最大潛在產出（Y*）之
比，即Y/Y*（Nelson, 1989）。「能力」的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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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T是目標漁獲量，ET是被完全利用的船隻
所產生的目標努力量，S是資源量（生物量）。
「相對漁獲能力」簡稱「相對能力」，是「當
前漁獲能力」與「目標漁獲能力」之比，即：
相對能力＝YC / YT
假如相對漁獲能力的值大於1，則意味著當前
的漁獲能力過大。
漁獲的經濟能力定義為：在一個給定的船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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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構成，給定的資源條件、市場條件、技術條件

出值，它從實際產出著手，透過漁獲量來計算。而

和其他相關的限制條件下，在一段時間內（年或

後者則著眼在獲得確定產出的前提下，使用最小的

季）生產一定量的漁獲量所需的最小成本（或所

投入，或者利潤、稅收最大。投入型又可稱為「物

能得到的最大利潤或稅收）。經濟能力的優點在於

質能力（physical capacity）」，是指在給定的產出

當市場、生物量或環境參數產生變化的時候，就價

水準下的最小投入數，主要是從資金投入的角度著

格、成本和漁業公司在投入產出方面的綜合變化之

手，可以用漁船數、總噸數和總馬力數來描述。基

間，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結構關係。同時也提供了

此，「經濟能力」是屬於投入型的計算。有關物質

資金投入與適當的社會目標之間的直接關係，可以

能力和生產能力計算的基本方式如表1所示。

直接刺激投資的增加與減少。其缺點在於它所需的
經濟數據往往有取得上的困難，因此對經濟能力的
估計通常有很高的難度（周應祺、鄭奕，2002）。

三、漁獲能力和漁獲努力量的不同
過去在漁獲能力評估還沒提倡之前，漁業管理
者對於某艘漁船或某種漁業的生產能力是以漁獲努
力量（CPUE）來計算。然而，漁獲能力的概念有
別於漁獲努力量。漁獲努力量是以漁船的自然特性
（如總噸位、馬力數）或漁船的作業特性（如出海

然而，當漁業管理者在進行漁獲能力的評估
時，應選擇投入型或者產出型的計算方式？FAO
的專家小組一致建議，從產出型來計算漁獲能力是
較為恰當，並強調「生產能力」是一種最好的實際
邊界，能反映分析的時段內最有效的船隻生產能力
（FAO, 1998）。此外，一個良好且有效的漁業管
理背後必需要有數據的支持，同樣的漁獲能力的數
據可以依資料的等級進行分級，同時搭配建議相對
應的數據處理方式（詳見表2）。

天數、投網次數等）來衡量，並沒有統一的標準，
只要相對統一即可。
漁獲能力的提出，是為了對不同規格的漁具，
不同漁獲作業方式和船隊，不同國家的漁業之間進
行整體的量化比較。因此它必須是所有影響漁船產
量因素的一個綜合特徵值，並且是一個動態的、短
期的概念，會隨著作業方式、作業海域、管理方
式和技術水準等不同而會發生變化（周應祺等，
2000）。

四、漁獲能力的計算
漁獲能力的計算主要可分以產出為基礎的計
算（output-oriented measure）和以投入為基礎
（input-oriented measure）的計算兩大類。所謂
的產出型是指在給定的投入水準之下得到最大的
潛在產出，又稱為「生產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生產能力是在投入一定的情況下的最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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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概念

物質能力和生產能力的基本測量

“物質能力”的測量

“生產能力”的測量

漁船單位（VU）
【如：船數、總噸位、功率等】
● 努力量單位（EU）
【如：sum（作業天數×VU）】
● 潛在努力量單位（PEU）
【如：sum（最大作業天數×VU）】

能力

●

能力利用度
（CU）

●

長期能力過度

●

短期能力過度
（OCST）

●

漁獲量（C）
【如：C = q*EU*生物量】
● 潛在漁獲量（PC）
【如：PC = q*PEU*生物量或PC = C*PEU/EU】
●

CU = EU/PEU
0 < CU < 1

●

MSY條件下的能力過度（OCMSY）
—OCMSY = PEU/EUMSY
【需要估計EUMSY】
—OCMSY = VU/VUMSY
【假如能力被充分的利用，且需要
估計VUMSY（即捕撈MSY產量所需
的最小船隊規模）】
● 目標產量條件下的過度能力（OC ）
T
—OCT = PEU/EUT
【需要估計EUT】
—OCT = PEU/EUT
【需要估計EUT】
—OCT = VU/VUT
【假如能力被充分的利用，且需要
估計VUT（即捕撈目標產量所需的
最小船隊規模）】

CU = C/PC
0 < CU < 1

MSY條件下的能力過度（OCMSY）
—OCMSY =（PC│BMSY）/CMSY
【需要估計CMSY和在MSY下的給定生物量的潛
在漁獲量，如PC│BMSY = q*PEU*（SY下的生
物量）】
● 目標產量條件下的過度能力（OC ）
T
—OCT =（PC│BT）/CT
【需要估計CT和在目標產量下的給定生物量的
潛在漁獲量，如PC│BT = q*PEU*BiomassT】
●

OCST = PEU/EUTAC
【需要估計EUTAC】
● OC
ST = VU/VUTAC
【假如能力被充分的利用，且需要估
計VUTAC（即捕撈TAC產量所需的最小
船隊規模）】

●

OCST = PC/TAC

資料來源：FAO，1999

五、影響漁獲能力的因素

（一）作業時間

漁撈生產過程中有各種因子會對漁撈能力造成

作業時間類型可分為潛在作業時間、最適作業

影響，例如：作業時間及漁船規格（尺寸、引擎馬

時間和實際作業時間。從宏觀管理來看，應採用潛

力、漁艙容量、噸位等）、漁具數量和尺寸（漁具

在作業時間。因為在漁業管理者設定的漁業管理條

漁撈效率），漁撈技術、儀器設備、資源量及分布

件下，扣除禁漁期等受限制的作業時間外，是一個

狀況，可變投入的組合情況，船長的經驗與能力，

相對固定值。最適作業時間是漁業管理者為了實現

船員使用設備的技術水準，作業海域的海況及相應

管理目標所訂定的時間範圍，會隨著不同條件的變

的漁業管理狀況，其它投入等。綜合以上所述將影

化而變動。而實際作業時間又可分生產性時間和非

響漁撈能力的因素歸納如下（周應祺等，2000）：

生產性時間，生產性時間包括魚群、漁場的尋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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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級別
0

說明

處理方式
共享研究法（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s）：
如快速評估法、人口調查法。

●

很少或沒有定量數據資料

●

●

具有總產量之估計值：
▓ 漁船數量的估計數（以船為單位的漁業）；
▓ 參與的人數或使用的漁具數量（非以船為單位
的漁業）；

●

●

在1級數據的基礎上，還具有：
▓ 船舶和功率的指數，漁具類型，捕撈效果趨勢
的大約指數；
▓ 對總捕撈時間和最大潛在時間的大約估計值；
▓ 捕撈生產活動的特點；

●

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

在2級數據的基礎上，還具有：
▓ 按漁船分類的總漁獲量；
▓ 漁獲的基本生物學信息；
▓ 決定捕撈強度的綜合漁船特徵；
▓ 漁具類型和規格的綜合信息；
▓ 主要魚種的價格和利潤；
▓ 詳細的努力量和CPUE數據；

●

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

資料包絡分析法(DEA)

1

2

3

●

4

漁獲能力所需數據之級別及其處理方法

3級數據外，還具有：
▓ 詳細的魚類種群生物學資訊；
▓ 與捕撈能力評估有關的其他漁業重要綜合數據
資料；

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 峰值法（Peak to Peak, PTP）
● 隨機生產邊界法（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s,
SPF）

資料來源：FAO，1999

捕獲所花費的時間，非生產性時間依作業方式和類
型而有所不同。在計算作業時間時，應該根據不同
作業特點而有所調整，且作業時間最好是以天數或
小時為單位。
（二）漁撈技術和儀器設備的改進
隨著工業、科技發展對其漁撈能力具有很大的
影響。例如，引擎馬力和衛星技術的研發可擴張漁
船活動範圍，聲納技術的應用使漁船能更快找到
魚群位置。這些技術和儀器設備的改進使得漁撈
效率、漁撈能力隨之增大，特別是主動性較大的漁
具，如拖網、圍網等，其漁撈能力隨漁船或漁具等
設備改進而變化。

（三）資源量及其分佈
漁場中魚類資源量的多寡及分佈狀況會直接反
應在漁獲量上。在資源量狀況好時，影響漁撈能力
的因素是漁船和漁具性能及漁撈技術。而資源量低
時影響實際漁撈能力的因素則是魚類資源量。換言
之，不同的資源水準，表達的實際漁撈能力就大不
相同。因此，在給定時間內，資源量的水準是影響
漁船或船隊捕獲量重要因素之一。
（四）可變資本的投入
船隊可變的投入包括燃油、勞動力、冰和餌料
等。固定投入、可變投入的變化及其組合將隨著生
物、經濟和管理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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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撈時間內，增加其中一部分可變投入就有可能提

作為漁獲能力的單位（周應祺等，2000），如投入

高漁船的漁獲量。如魷釣漁業，船員手釣產量約占

的勞動力、漁船數、作業天數、總馬力數等。

總產量的60%以上，船員數量直接影響漁獲產量。
另外，部分固定資產，如冷凍設備能力強和魚艙容

有關漁獲能力評估的計算方法，FAO漁獲能
力管理技術工作小組經過充份的研究與廣泛的比較

量大，漁船具較長有效生產時間。

後，建議採用DEA法（FAO, 2000）。DEA方法是

（五）船長等的技術水準

由Chanes, Cooper和Rhodes首先提出，該方法的

船長的技術水準主要在捕撈的掌握及漁場尋找

基本假設和計算模型如下：
設N個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和船員管理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漁獲量的

DMU）中，每個含有K種投入和M種產出。對第i個

高低和漁撈能力的大小。

DMU可以分別用向量 xi 和 yi 來代表。如此全部N個

六、作業海域海況和漁業管理

DMU的投入和產出數據分別構成了一個K×N的產

作業海域的海況條件會直接影響漁船的生產時

出矩陣，記為Y。對第 i 個DMU（i = 1,2,…N），經

間，進而降低生產量。在不同作業海域，漁業資源

推導可以得到在規模收益為常數（Constant return

量和管理方式也不盡相同。

to scale, CRS）的條件下，建立線性規劃模型。
實務上，漁獲能力評估的計算分析會視研究目

七、漁獲能力評估方法之案例分析
漁獲能力的評估方法有投入型和產出型兩種，
傳統上較容易的評估方法是以投入型為基礎的漁獲
能力評估方法。然而，其評估和計算單位有很多
種，一般採用與實際捕撈效率呈正相關的計算單位

表3
漁業別

地區

DMU單位
的選擇

的、數據資料可及性和漁業作業特性等因素，因案
而異的建立線性規劃模型。本文透過國內外實際案
例的分析（表3、表4），來說明DEA在漁獲能力評
估上的應用情形。

DEA應用於中國漁業案例之比較

數據年份

投入項

產出項

DEA分
析模式

特色

單一型漁業的評估
張網
漁業

溫州市3

依縣市別(4)

2003年

船數、總噸數、功率 產量、
(3)
占有率(2)

CCR

●

●

福建省4

60

依作業水域：以
船為單位(36)

2002年

總噸數、功率、網口
周長、網衣長度、最
大網目、最小網目、
掛網張數、作業天
數、船員數(9)

產量(1)

CCR

●

●

同時使用投入與產出兩個方
向進行分析。
考慮協同作用 2，將某地區的
張網產量占該地區總產量的
比率當作一個產出項。
以張網作業分不同生產水域、
捕撈方式進行比較分析。
比較能力利用度與CPU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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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別

地區

DMU單位
的選擇

數據年份

投入項

產出項

DEA分
析模式

張網
漁業

福建省4

以縣市為單位(5)

2002年

艘數、噸數、功率、
網口周長、網衣長
度、最大網目、最小
網目、掛網張數、作
業天數、船員數(10)

產量(1)

CCR

以縣市為單位(5) 2000和2002年 艘數、噸數、功率、
網具使用量

產量(1)

CCR

依縣市別：以縣 2000和2002年 船 數 、 總 噸 數 、 功
市為單位(6)
率、網具量(4)

產量(1)

CCR

總噸數、功率、上網
長度、網高、內層網
目、外層網目、網具
數量、作業天數、船
員數(9)

產量(1)

CCR

1999和2001年 船數、功率、總噸位
(3)

產量(1)

CCR

總噸數、功率、網口
周長、網衣長度、最
大網目、最小網目、
作業天數、船員數(8)

產量(1)

CCR

漁船數、總噸數、總
功率、專業勞動力(4)

產量(1)

刺網
漁業

福建省5

2000年

依作業水域（外
海、沿海、近
海）：以漁船為
單位(31)
拖網
漁業

福建省6

依縣市別(6)
雙船底拖(10)
單船底拖(17)

2002年

特色
●

●

●

●

●

●

●

以張網作業分不同生產水域、
捕撈方式進行比較分析。
比較能力利用度與CPUE值。

依作業水域的不同來進行比
較分析。
比較能力利用度與CPUE值。

對同一作業類型不同捕撈方式
或同一捕撈方式不同捕撈單位
的漁獲能力作橫向比較。
將各投入項之TE分別作比
較。
比較能力利用度與CPUE值。

複合型漁業的評估
整體
中國
近海
漁業

全國7

8種
漁業
綜合
比較

福建省8

沿海省市(11)

1994年∼
2005年

CCR

●

●
●

依作業別、功率 2000和2002年 不變投入：艘數、馬
別：以漁船為單
力數、噸位；可變投
位(367)
入9：勞動量、生產費
用(5)

產量、
產值(2)

CCR

●

●

●

●

利用近海能力利用度來說明漁
業政策的成效。
漁區內相鄰地區間的比較。
能力利用度與能力產量間之關
係。
同時利用能力利用度和無偏能
力利用度來進行比較。
採用產量與產值兩項產出因
子。
將投入項分為可變投入與不變
投入加以分析。
首次評估多種作業方式的捕撈
綜合能力。

註：1.（）代表該項目的總數量。
2. 協同作用（Cooperative Interactions; CIs）：指在同一海區有多種作業方式，每種作業方式（漁
船或網具之間）的相互制約和影響作用。
3. 馮春雷•黃洪亮•陳雪忠（2006）. 溫州市張網漁獲能力的分析。海洋漁業，1(28): 60-65。
4. 方水美•張壯麗•葉孫忠•張澄茂•鄭奕（2005）. 福建省刺網作業漁獲能力的比較分析。海洋水
產研究，3(26):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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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漁業別

DMU單位的選擇

英國拖 漁船別：拖網
網和網 （60艘）和網繩
繩漁業1 （netter-liners）
（17艘）

國外應用DEA法計算漁獲能力之案例比較

數據
年份
1995

投入項
●

●

固定投入：船長、船
寬、馬力數、漁船能
力單位（VCUs）10
變動投入：作業天數

產出項

DEA分
析模式

研究目的

配 額 漁 獲 物 種 之 產 量 CCR 透 過 D E A 法
（9種）
BCC 計 算 英 國 拖
非配額漁獲物種之產量
網漁船漁獲
（9種）
能力。同時
比較目前物
質能力的方
法。

重點摘要
●

●

●

●

1988
馬來西 漁船別（55艘）：
亞圍網 作業區域、作業季節
漁業2

●

●

中西太 國家別（9個）
平洋鮪
漁業3

丹麥刺 漁船別（69艘）
網漁業4

1997∼
2000

199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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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投入：總噸數
（GRT）、總船長
（M）、總馬力數
（KW）、總網長
（M）
變動投入：每個月在
海上的天數、每個月
的船員數

9 種 魚 類 的 產 量 （ 鐵 CCR 討 論 了 委 託
甲鰺、selar scad、鮪 BCC 代 理 的 問 題
魚、印度鯖魚、金帶細
和調查由於
鰺、藍圓鰺、ox-eye
所有權和漁
scad、沙丁和其它）
船經營分離
衍生委託代
理道德危險
的問題。同
時闡述在資
訊有限的情
況下如何計
算捕撈能力
的方法。

平均噸數（GRT）、
平均作業天數、平均
聚魚裝置（FADs）
類型的數量、平均作
業天數設置FADs的
數量。

●

平 均 每 日 （ 作 業 天 CCR 利用DEA 法
數 ） 每 艘 漁 船 的 產 BCC 調 查 W C P O
圍網船隊的
量：
1. 黃鰭鮪和大目鮪的
技術效率，
產量：(1)無任何
平均每日的
裝置；(2)原木或
潛在漁獲能
漂流木、人工浮木
力，以及當
前漁業的過
和FADs；(3)其它
2. 鰹 魚 產 量 ： ( 1 ) 無
度能力。
任何裝置；(2)原
木或漂流木、人工
浮木和FADs；(3)
其它

固定投入：總噸數 卸 魚 量 （ 鱈 魚 、 黑 線
（GRT）、總馬力數 鱈、綠青鱈、歐鰈、比
目魚、其它）
（KW）
變動投入：作業天數

CCR
BCC
（產出
型）

利用DEA法
分析和調查
丹麥刺網漁
業的漁獲能
力和能力利
用度

●

●

●

●

●

●

●

●

採用漁船能力單位
（VCUs）作為投入
項。
計算CU和TE值，
以及CU/TE = CU*
（無偏能力）。
結果建議VCUs對
於使用可動漁具的
船隊，其可以提供
捕撈能力合理的概
算，但不適用於固
定漁具的船隊。
結果顯示漁獲能力
的管理是以物質能
力為基礎。
依作業區域和作業
季節分別計算出各
漁船的CU和TE值，
同時進一步比較同
一作業區域中，季
節不同時其CU和TE
值的變化。
探討委託代理的問
題和調查由於所有
權和漁船經營分離
衍生委託代理道德
危險的問題。
投入項和產出項的
值皆採用平均值來
計算。
同時計算出9個國家
的CU和TE值，並
加以分析之。
產出項方面，其依
據作業特性將聚魚
裝置的設置類型或
有無裝置當作一項
重要因子。
討論DEA方法的限
制。
利用DEA法分析
丹麥刺網漁業的漁
獲能力和能力利用
度。
結果顯示了相較於
其他魚種，鱈魚和
鰈魚的過度利用率
與漁業的發展相一
致。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雙月刊│No.92 Apr. 2018

漁業別

DMU單位的選擇

數據
年份

印尼爪 漁業別(3)：中型圍 無
哇漁業5 網 、 延 繩 釣 和 小 型
圍網

投入項
●

●

西班牙 漁船別（26艘）
拖網漁
業6

產出項

總噸數（GRT）、漁 平均每航次的產量
船 噸 小時、平均
每航次作業人數、平
均每航次人員工作時
間、平均每航次的時
間、漁民的年資（經
驗）、年齡、漁船所
有者、學歷、家庭規
模、家人有工作的人
數
小孩的在學人數、盛
漁期（平均每航次作
業時間、平均每航
次產量、平均每航次
作業人數）、非盛漁
期（平均每航次作業
時間、平均每航次產
量、平均每航次作業
人數）

CCR
BCC
（產出
型）

研究目的
利用DEA評
估印尼爪哇
三種漁業的
過度能力，
同時建議政
策的替代方
案

1999

●

●

固定投入：總噸數
（GT/GRT）、總馬
力數（KW）、船長
（M）
變動投入：船員數、
作業天數

產值（甲殼類、鱈魚、
比目魚、鯡 鯖魚、
fish for reduction和其
他）

重點摘要
●

●

●

1993∼ 總噸數（GRT）、總馬 產 值 （ 甲 殼 類 、 有 鰭 CCR 提 供 評 估 技
1998 力數（HP）、每月航 魚）
BCC 術 效 率 的 總
次
（產出 結 ， 同 時 比
型） 較 不 同 方 法
之間的技術
效率

蘇格蘭 漁 船 別 （ 共 1 , 8 2 3 2001 漁船數、船長（M）、 收入
船寬（M）、馬力
漁業7 艘 ） ： ( 1 ) 1 0 m 以
數（KW）、噸數
上：桁拖網(15)、遠
洋網船(39)、遠洋繩
（GT）、VCUs、作業
釣船(5)、Nephrops
天數、海上天數
拖網(225)、底圍
網 拖網(443)、
拖撈網(89)、籠具
(117)、刺網(10)；
(2)10m以下：固定
漁具(773)、移動式
漁具(107)
丹麥北 漁船別
海拖網
漁業8

DEA分
析模式

CCR 評 估 蘇 格 蘭
BCC 船 隊 的 經 濟
能力

CCR
BCC
（產出
型）

利用DEA法
分析物質能
力和經濟能
力兩種方法
的不同

●

●

●

利用DEA法評估印
尼爪哇海域圍網、
小型圍網和延繩釣
三種漁業的過度能
力和漁船退役的數
量。
討論出第一和第二
好的政策方案能減
少過度能力和給予
永續性的管理和發
展。
激勵計畫、不對稱
的資訊和管理者的
委托代理問題強調
執照限制方案的重
要性。

利用四種評估效率
的方法：資料包絡
分析法（DEA）、
隨 機 生 產 邊 界
（SPF）、panel
data模型（PD）、
距離函數（DF），
並加以比較之。
利用DEA方法比
較經濟能力（economic capacity）和
傳統的能力利用度

以經濟能力的方法
來分析丹麥北海拖
網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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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別

DMU單位的選擇

數據
年份

地中海 漁船別：12-24公尺 2000∼
東部圍 （37艘）、24-40公 2005
網漁業9 尺（10艘）

投入項
●

●

產出項

DEA分
析模式

研究目的

固 定 投 入 ： 總 噸 數 產量（鯷魚、沙丁、鯖 CCR 利 用 D E A 法
（GT）、功率（HP） 魚、其他）
BCC 分 析 地 中 海
變動投入：作業天數
（產出 東 部 漁 業 的
型） 能 力 利 用 度
和技術效率

重點摘要
●
●

先求出CU和TE值
C U / T E = C U UNBI
（無偏能力）

註：1. Pascoe, S., L. Coglan and S. Mardle (2001). Physical versus harvest-based measures of
capacity: the case of the United Kingdom vessel capacity unit system.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58: 1243-1252.
2. Kirkley, J. E., D. Squires, M. F. Alam and H. O. Ishak (2003). Excess capacity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y ﬁsheries: the Malaysian purse seine ﬁshery.
Amer. J. Agr. Econ., 85(3): 647-662.
3. Reid, C., D. Squires, Y. Jeon, L. Rodwell and R. Clarke (2003). An analysis of ﬁshing
capacity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ﬁc Ocean tuna ﬁshery and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Marine policy, 27: 449-469.
4. Vestergaard, N. D. Squires and J. Kirkley (2003). Measuring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ﬁsheries: the case of the Danish Gill-net ﬂeet. Fisheries Research, 60: 357-368.
5. Omar, I. H., Y. Jeon, J.Kirkley, K. Kuperan and I. Susilowati (2003). Excess capac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Java Sea ﬁsheri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8: 105-127.
6. Herrero, I. (2005).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efﬁciency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to the
Spanish Trawl ﬂeet operating in Morccan water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67: 257-271.
7. Pascoe, s. and D. Tingley (2006). Economic capacity estimation in ﬁsheries: A nonparametric ray approach.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8: 124-138.
8. Lindebo, E., A. Hoff and N. Vestergaard (2007). Revenue-based capacity utilization
measures and decomposition: The case of Danish North Sea trawler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80: 215-227.
9. Tsitsika, E. V., C. D. Maravellas, P. Wattage and J. Haralabous (2008). Fishing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of purse seiner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Fisheries
science, 74: 730-735.
10. 漁船能力單位（Vessel capacity units, VCUs）＝船長×船 ＋0.45k

（一）單一漁業的評估
單一漁業的漁獲能力是在一段時間內，指某一
種漁業在某一區域作業漁場範圍內，其捕魚能力受
到漁船的類型、噸位、馬力數、漁具性能和捕撈技
術等因素的影響。透過張網、刺網和底拖網3種漁
業作業型態，來說明和進一步了解單一漁業在漁獲
能力評估方面的應用實例。

1. 張網漁業
張網漁業共計有福建和溫州兩個個案。
方水美（2005）以福建張網漁業為研究對
象，其根據2002年福建省沿海張網作業的
生產調查及全省漁業統計資料，應用DEA
之CCR模式分析福建6個地級市和4個縣市
張網作業的漁獲能力及其影響因素，並與
CPUE法進行比較。該案例中首先依張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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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捕撈方式分組，即近海和沿岸兩種不同水

2. 刺網漁業

域別，以36艘漁船為DMU單位，選擇9種投

以福建省沿海刺網漁業為例（方水美

入指標為約束條件，平均「能力利用度」為

等，2005），其分析了福建省不同縣市地

86.8%。同樣地，利用上述的資料，接著再

區流刺網的漁獲能力和不同生產水域三重

以縣級市作為DMU單位，以10種投入指標

流刺網的漁獲能力及其影響，最後與CPUE

作為約束條件時，各縣級市張網的綜合平均

進行比較。

「能力利用度」為77.9%。接著，該研究又

首先以不同縣市地區的分析方面，以

以2000年和2002年的資料，以不同地級市

2000和2002年的數據，將6個縣市地區做為

為決策單位，給予作業船數、馬力數、噸位

DMU單位，分別以船數、總馬力數、總噸

和網具使用量為約束條件，結果顯示2002年

位和網具數量4個因子當作投入項，總產量

較2000年的平均能力利用度來的高，同時透

為產出項。計算方法採用CCR模式。結果顯

過理論規劃值的呈現，說明目前福建全省沿

示，全省沿海刺網作業的平均利用度偏低，

海張網作業船數和網具數量的投入過多，漁

同時2002年較2000年在能力利用度上更為

船馬力數和噸位的投入偏大。

不足。此意味著目前福建沿海刺網漁船努力

溫州張網漁業的案例主要探討的重點為

量投入過多。

有無「協同作用（Cooperative Interactions,

若按不同生產水域分組，將福建省三重

CIs）」情況下，漁獲能力計算結果的差

流刺網漁船分為閩東外海深水組、閩東閩中

異。該案例主要根據2003年溫州市4個地區

近海組和閩南沿岸組，並以漁船為DMU單

張網漁業調查數據，將4個地區做為DMU單

位，將漁船的投入噸位、馬力數、上網長

位，分別以船數、總噸數、馬力數3個投入

度、網衣高度、內層網目、外層網目、使用

指標為約束條件。計算方法採用CCR模式。

網具片數、作業天數和船員數9項投入指標

結果顯示，在保證噸位和馬力數分別達到理

為約束條件。計算方法採用CCR模式。結果

論規劃值的前提下，整個溫州市主要張網漁

顯示，近海三重流刺網的平均能力利用度最

船理論上過剩107艘。然而，漁業實務上在

高，其次依序為外海和沿岸水域。

同一海區會有多種作業方式，每種作業方式

該研究又進一步將投入指標中的任意1

（包括船隊之間、網具之間等）會有相互制

項投入因子單獨捨棄，不作為約束條件，分

約和影響作用，這種情況稱為協同作用。因

別再以生產水域和漁船作為DMU單位進行

此，該研究將之前的產出項多增加一個協同

計算，結果顯示馬力數、網具數量、噸位和

作用，即將某地區的張網產量占該地區海洋

作業天數4項投入指標是影響刺網作業漁獲

捕撈總產量的比率當作一個產出項。結果顯

能力的主要因素，同時說明了生產水域組計

示，溫州張網漁業整體平均利用率提高，若

算所得平均能力利用度相對較高，跨水域綜

要維持原有產量，在保證理論規劃值的噸位

合計算相對較低。

和馬力時，只要1364艘就已足夠。換言之，
理論上可減船71艘。

另一方面，選取兩個投入指標作為約束
條件，計算CPUE與DEA法的TE曲線，均有
高度的規律相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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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網漁業
根據方水美等（2004）以福建底拖網漁

年的漁業統計數據，以沿海11個省市作為

獲能力之文獻為例，其根據2002年福建省

DMU單位，將其年度統計之漁船數、總噸

雙船底拖與單船底拖的漁業統計資料，結合

位、總馬力數和專業勞動力4個因子作為投

相關的漁獲記錄，應用DEA法之CCR模式，

入指標，在規模收益不變（CRS）的假設

分析福建各地底拖網的漁獲能力和閩南地區

下，以DEA方法分別估算出全國近海漁獲能

不同作業方式漁獲能力及其影響因素，並與

力產量和能力利用度。分析結果證明過去中

CPUE進行比較。

國實施的「零成長」政策、漁船收購政策及

針對不同地區底拖網的漁獲能力分析

各項轉產轉業措施產生一定的成效。

方面，以1999年和2001年之漁業統計資

進一步分析了能力利用度指標意義的理

料，將各地區設為DMU單位，使用總噸

論，提出了影響單位漁獲能力占有資源量水

位、馬力數、網口周長、網衣長度、最大

準的三個主要因素，透過對能力利用度的這

網目、最小網目、作業天數和船員數8個投

種差異和變化的分析，探討了各漁區內相鄰

入項作為約束條件，產量為產出項。結果

地區間的比較、不同漁區間的比較和全國漁

說明福建省底拖網漁船投入的數量、總馬

獲能力利用度的時間序列分析。

力數仍存在過多和偏大的問題，同時不同
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

最後分析能力利用度與能力產量之間的
關係，透過回歸和線性關係，發現能力利用

不同捕撈方式的漁獲能力分析方面，改

度的變化主要是由近三年的能力產量的變化

以各漁船為DMU單位，結合上述8項投入指

所決定，這說明目前對資源量最直接、最主

標。結果顯示，雙船底拖能力利用度平均值

要的影響是海洋漁獲能力。換言之，強大的

高於單船底拖。若將8項投入指標中的任意1

漁獲能力已經大大超過自然界對漁業資源的

項單獨不再作為約束條件，則網口周長、作

影響，對近海漁業資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業天數、總噸位和馬力數4項因子為雙船底

2. 福建沿海捕撈綜合能力的比較研究

拖漁獲能力較重要的影響因素。單船底網則

根據2000年和2002年福建沿海捕撈生

為網衣長度、馬力數和作業天數3項因子影

產調查資料，對8種作業不同功率級別漁船

響較大。共同點為馬力數和作業天數。

的捕撈「綜合能力」進行比較分析。採用實

與CPUE的比較方面，發現兩者變化趨

際產量與實際產值2個產出因子，投入因子

勢基本相似，唯CPUE在考慮計算投入因子

分為不變投入因子，包括漁船數量、馬力數

的數量有其局限性。

和噸位3個；可變投入因子包含勞動量和生

（二）複合型漁業的評估
對於複合型漁業的評估，本文透過兩個案例來
說明，分別為中國近海漁業漁獲能力的評估（鄭奕
等，2000）和福建沿海捕撈綜合能力的比較研究
（方水美，2006）。
1. 中國近海漁業漁獲能力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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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獻整理了1994年到2005年共12

產費用，共計5項約束條件。其中勞動量=作
業天數×船員數。生產費用則包括柴油、機
油、魚冰、網具維修、網具損耗、機器維修
和交納稅收9項因子，不含支付船員工資和
船主的利潤。
計算方式採用DEA法之CCR模式，以
及「無偏能力利用度」之計算模型。結果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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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不同作業不同功率級別漁船捕撈綜合

變投入的依賴過大，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透過增

能力上，不變投入對8種作業捕撈綜合能力

加可變投入來換取更高的捕撈效率，如此意味著生

的影響較小。若單獨採用實際產量或實際產

產風險較大。

值一個產出因子，兩者差異很大。

八、結論
能力利用度高意味著漁獲技術較佳，或者該地
區漁業資源相對豐富及較低的捕撈強度，表示該地
區單位漁獲能力所占有的資源量較多，使得漁獲能
力有發展的空間，捕撈效率自然就高，反之亦然。
故可以歸納出決定捕撈效率高低的主要因素大致有
三個：(1)裝備、經驗等決定的「捕撈技術因素」；

一般在計算漁獲能力的方法，通常只考慮實際
產量1項產出因子，但由於不同作業方式會有各自
不同的漁獲性能、作業特性、市場對漁獲品種及其
質量的需求等，導致不同作業方式有不同的漁獲對
象和漁獲產量，甚至價格上的差異。當同時比較和
評估不同作業方式間的漁獲能力時會產生困難，故
採用實際產量和產值2項產出因子所得到的結果會
比較客觀且實際。

(2)由該地區漁業資源豐富度決定的「資源因素」；

傳統漁業管理對於漁獲能力的評估係採用

(3)由該地區內漁獲能力的分布密度所決定的「捕撈

CPUE的計算方式。FAO提出的DEA法是能夠同時

強度因素」。

考慮多投入、多產出的效率評估。除了能夠更進一

DEA之分析模型演變至今相當多樣，但上述各
篇文獻皆僅採用最基本之CCR模型，即假設規模收
益不變（CRS）的情況之下，每投入一分就會得到
一分的產出。然而漁業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理論上
應採用BBC模式會比較適切於產業實際情形。
透過上述的文獻分析，發現如果以漁船為DMU
單位，其投入項約束條件會採用噸數、馬力數、作
業天數、船員數，假如有的話還會加入漁具量或漁
具特性等數據。若以地區為DMU單位，則採用船
數、總噸數、總馬力數、勞動力。將投入項又更進
一步分為可變與不變投入因子時，可分析出當對可

步了解各種投入要素下漁獲能力的變化情形，亦可
對同一作業類型不同捕撈方式或同一捕撈方式不同
捕撈單位的漁獲能力作橫向比較。
漁業實務上在同一海區會有多種作業方式，每
種作業方式，包括船隊之間、網具之間等會有相互
制約和影響作用。因此當在研究某一作業方式的漁
獲能力時，應分析該作業方式與其他作業的關係，
儘可能的加入協同作用因子，如此將使分析結果更
趨近於實際情況。
（本文作者現職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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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

運用金融工具
補足退休金缺口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公務員年金制度去年出現重大變革，立法院臨

個減少的18,000元？我們試算一下：假設65歲退休

時會在歷經四天三夜的挑燈夜戰，在2017年6月27

後餘命20年，如果用不同的投資工具，在預期的年

日三讀通過「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這項公

化報酬率下，每個月應該要投資多少錢，才能補足

務員年金改革法律將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改革的

這每個月18,000元的缺口（假設通貨膨脹率3%）？

重點包括了：18%優存走入歷史2年歸零、所得替
代率分10年降至60%……等等。據風傳媒的報導，
修法後以任職35年、民國100年退休的退休公務員
為例，公務員簡任12職等、年功四級800俸點的主
管，現制退休金可領取到76,827元，加上18%優存
23,265元，可月領100,092元。但改制後將逐年遞
減，10年後每月將領退休金63,690元，而18%優存
屆時已歸零，退休金減少幅度為36.4%，其他職等
的減少幅度大約也在30%左右。不管是已退休或是
未退休，以後的退休金減少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你以前可能從來沒有關心過自己的退休金會是多

從上表看到距離退休的時間愈長，可以投資的

少，但是現在你必須要開始去關注一下，因為改革

時間愈久，每個月投入的金額就會愈低，而投資報

後退休金減少的幅度是蠻大的。你也必須要開始，

酬率的高低也決定了你要投入成本的多寡。這裡舉

對投資理財這件事情做一點學習：如何利用適當的

了1%、2%、6%的三種不同預期報酬率，報酬率愈

工具，現在就開始為退休做準備。

低，當然要投資的金額就愈高。這三種大家習慣的

假設，如果你原來一個月領60,000元，現在一

工具預期報酬率約是：1%：定存，2%：儲蓄險，

個月少了30%，變成領42,000元，你要如何補足這

6%是基金等投資工具的預期報酬率。你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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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具的選擇，在不同的投資時間長度下的效
果。如果投資時間是20年，選擇用定存一個月要存

完成你的退休目標。
2. 投資用簡單的工具長期投資

29,356元， 如果是6%的投資工具約需要每月投資

做退休金的規劃一定要有長期投資的觀

16,803元，這差距不可謂不大。如果時間拉長到25

念，投資工具會產生高低不等的報酬，看

年這差異會更大，全部用定存做準備，你需要投入

報酬的同時也要注重風險的管理，不能只

的總金額是686萬；如果是報酬率6%的工具則只需

追求要最高的報酬。一個穩健的投資組

要336萬，所以補足這個退休金的缺口，選對適當

合，比起大起大落：漲時漲不少，但是跌

的金融投資工具是很必要的。

的時候也會跌很深的組合，最後穩健的投

我們建議可以運用不同的金融工具來做投資，
來補足這個退休金的缺口，投資工具有不同的特
性：風險屬性、預期報酬率等等。投資要達到預期

資組合也許它沒有驚人的報酬率，但是它
因為相對報酬平穩，反而最後是勝出的。
因為如果投資組合跌了30%，你需要再漲

的投資收益，除了投資報酬率之外，投資時間的長

43%才能回到你的本金的金額，而虧了

短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因為時間複利的效果，

50%，你就必須再賺200%才能回到原點，

一定要透過時間的累積才能達到。

所以投資必須兼顧到風險的管控。
投資工具愈簡單愈好，可利用基金、股票、

●

透過金融投資工具來做退休金規劃的實

ETF（指數型股票基金）等等做投資， ETF

際作法

因為它兼具股票與基金的優點，及制度化的

1. 看清楚金融行銷方式選對投資工具

分散風險的特性，也因此讓愈來愈多的人，

有很多的投資工具，都可以拿來做退休的規

樂於選擇它來做投資的工具。ETF因為資訊

劃：保險、股票、基金、ETF（指數型股票

透明，各種股票、債券、商品等類別都可以

基金）……等等，但是在這麼多的金融投資

找到相對應的ETF做投資，而被動式投資的

工具裡面，你還是必須要慎選。你應該去避

方式，也省去蠻多主動式投資的中間成本，

開那些看似很誘人的商品，因為它可能另藏

因此利用ETF來做退休準備是蠻合適的。

玄機。金融工具常常在業者的包裝下，呈現

同時建議需要有一套投資策略，清楚知道你

相當誘人的風貌：例如號稱每年配息6%的

要的投資目標是什麼，選對投資工具、做好

保險，你認為它是固定可以領錢的儲蓄險，

資產配置之後，只要定期做檢視，加上投資

配息固定拿來當退休生活費正好。殊不知深

的再平衡，持續進行投資、不要中斷掉。在

究之下，才知道它不是固定給付的儲蓄險，

這中間要避免情緒化投資：看到報章雜誌或

而是要風險自負的投資型保單，你必須面對

網路上，有關市場起伏波動的報導，就急著

投資可能產生虧損的風險。而為了滿足你固

去把投資標的贖回，整天擔心害怕。看到報

定領配息的需求，它可能有部分是從你的本

導某一個市場前景不錯，又趕緊去購買，因

金拿來配息給你的，並不是從投資產生出來

此常常是買在高點、賣在低點。這樣的投資

的報酬。金融業者可能隨時會推出類似的商

要獲得合理的報酬是蠻困難的，做好退休規

品，如果再碰上行銷商品的從業人員，又沒

劃要有長期投資的觀念，在穩健投資中逐步

有清楚告知你商品可能的風險，選了不合適

去完成你的退休規劃目標。

的投資工具，可能讓你無法穩健的做投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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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精進員工協助
積極營造友善環境
文｜涂人霽

圖片提供｜南部分署

近兩年社會新聞的不平靜，從《房思琪的初戀

政署輔導科，共同辦理替代役役男107年心輔教育

樂園》出版，到臺大、世新校園的情殺新聞，陸陸

訓練課程，課程內容設定符合當下年輕人議題∼情

續續所發生的社會案件，讓人不禁反思，光是綿密

感問題及自殺防治。

的性別法制，是否足夠？各案件除凸顯部分性別問
題外，更彰顯情緒接納、感受溝通等情感教育及提
升對周遭人員自殺、殺人敏感度的重要性。鑑於上
述社會氛圍並考量同仁面臨組改可能會產生不安及
焦慮情緒，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前南部地
區巡防局）秉持人事服務精神，主動聯繫內政部役

72

該課程重點置於情感教育、情緒接納與管理、
環境適應及自殺防治守門人培養，經由講師案例分
享、流行歌曲詮釋及實際演練等方式，讓役男能學
習自我檢視與省思，建立情感交往的合宜態度與傷
痛調適，並提高對身邊同仁危險言行癥候之警訊，
建立同仁一問二應三轉介之重要守門人概念。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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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同仁因組改恐有情緒影響問題，亦請講師於課

各項教育講座，照顧好同仁身心健康，未來不管時

堂中教導並帶領參訓人員實際操作自我情緒調適及

空環境或工作如何轉變，我們也將利用更多元的方

紓壓之技巧，藉由一連串活化課程及輔導活動，增

式，讓整個單位產生最好的效能，進而型塑更友善

強渠等身心調適能力。

的工作環境。

另為達資源共享共用，同時要求所屬心輔官、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南部分署）

儲備人員及相關幹部共同參訓，並於訓後針對所
有參課人員實施問卷調查，同仁除給予相關回饋
外，亦提議後續可辦理「財務管理」、「憂鬱症議
題」、「生涯規劃」、「多元感情」等課程，相關
建言也納入後續課程辦理參考，確實使員工協助方
案能量有效發揮。教育及訓練是長期的工作，絕對
不是一個課程或一場講座能取代，而情感及心理教
育更涉及整個環境的氛圍。
南部分署將秉持著分署長滕永俊教導「同仁在
我們這裡，不管服役年限及役別，我們就有義務要
照顧、訓練及教育」的理念，持續依同仁需求辦理

人事室主任張春敏（左）頒

贈獎狀感謝講師精彩課程教

授

講師於課堂中帶領參訓人員實際操作自我情緒調適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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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巡護六號
文｜曹宏維

圖片提供｜第五（高雄）海巡隊

民國99年10月6日，猶記得我從海洋巡防總局

務的航海部分，由約僱的船長、大副、輪機長、管

（現為艦隊分署）偵防查緝隊偵查員，調派第一

輪、船員負責，執法部分則由具備司法警察身分的

（基隆）海巡隊分隊長，擔任巡護六號（Shun Hu

警職人員負責，但是在執行各類案件的時候，總是

No.6 CT6-1269）帶隊官，那年，我26歲，巡護六

以完成任務為前提，不分彼此身分共同執勤，例如

號18歲。巡護六號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81年建

民國101年3月在基隆外海發生的海○○號砂石船翻

造的漁業巡護船，翌年人船移撥內政部警政署保安

覆沉沒案，巡護六號全體人員不畏惡劣海象，率先

警察第七總隊，民國89年海巡署成立後，巡護六號

趕抵現場海域，搶救4名落海船員。

移撥海洋巡防總局（現為艦隊分署）調派第一（基
隆）海巡隊，泊靠碧砂漁港，負責北方海域漁業巡
護任務。
因為巡護六號的船舶類別為漁船，漁業巡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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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我們秉持使命必達的傳統，船齡以達除
役標準的巡護六號，依然在北方海域執行漁業巡護
任務，迄今已邁入服役的第27年。當年200噸的巡
護六號，比照2000噸級巡防艦，動輒編排5天4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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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頂著惡劣海象在海上巡邏，直到現在，我還是

在巡護六號所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美好的回

偶爾會夢到自己站在巡護六號的駕駛台，緊抓著扶

憶，感謝它陪我一起度過許多難忘的時光，組改後

手從老舊的旋轉窗，看著前方的滔天巨浪，那股驚

的未來，期盼自己仍持續努力，再創個人海巡職涯

心動魄的畫面，好像剛發生過一樣。

顛峰。

而對我來說，記憶中最感動的一次帶隊勤務就
是民國101年7月3日，當時參與「保釣活動」護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艦隊分署
第五（高雄）海巡隊）

任務，任務完成準備撤離釣魚臺海域，我站在巡護
六號船艉，回頭看見國旗飄揚的那一刻，心情激昂
無比。那次的任務我們把臺灣的主張，傳達給國際
看見，終於在翌年4月10日臺日雙方簽訂了「臺日
漁業協議」，使臺灣漁船在釣魚臺海域的權益得以
確保。
時間總會把過去的心情由苦轉甜，那幾年在北
海乘風破浪的日子，遇到許多人、許多事，從彭佳
嶼到釣魚臺，面對惡劣的海象，屢屢越界的中國大
陸鐵殼船，還有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對峙攻防，還
參加了金門2012兩岸聯合搜救演練，每段難得的經
驗，點點滴滴，都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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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自己的 心 ～
被思念的情緒偷走
文｜林凱強

一大早剛起身，整裝準備迎接一天美好的早

箭的行人，海在這頭，家在那頭，看著一棟棟的民

晨，旭日東昇使寂靜的黑夜逐漸淡去，這頭我眺望

房，「想家」的情緒突然讓我的心頭糾結了一下，

著一艘一艘的船筏劃破平靜的海面，航向遠方掀起

才發現此刻的自己如同遊子般，想的是燈火通明街

陣陣漣漪，看見漁人向老天祈求著今日能有豐收的

道偷走我思鄉情怯的心，還是那寂靜的大海？我猜

漁獲；另一頭則是喧囂的鄉鎮、車水馬龍的街道及

想是那燈火通明的街道指引著我的心吧！因為家就

深怕遲到的上班族，幾戶人家炊煙裊裊，不同的場

在那個方向，媽媽燒的菜、溫暖舒適的被窩、左鄰

景氛圍，急急忙忙的步調，替這城市揭開一日生活

右舍的閒話家常，都是我想念的種種，每個人因為

的序幕。

不同的原因隻身一人在異地打拚，想家的心情自然

時間不曾為誰停留，齒輪不停的轉動，那光鮮

不會間斷。

亮麗的早晨漸漸的褪去，天際染上的是另一種顏

每逢佳節倍思親，在母親節即將到來的前夕，

色，從淺灰、灰色、深灰到黑色，就像你（妳）小

像我一樣在外努力的遊子們，可曾想過拿起手機撥

學上美術課畫水彩一樣，那桶洗水彩筆的水經過

打熟悉的電話號碼，向家中的母親寒暄問候，現今

各種顏色的洗禮，下課時總會變成黑色，當夜色來

發達的通訊軟體、便捷的交通設施，縱使身在遠

襲，黑夜降臨搭配燈火通明，那景色格外發展出另

處，只要有心，距離終究不是問題。過去我未曾想

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夜晚綿延著海岸線的防風林像

過會離開家，如今踏出這一步，或許在進入海巡那

一條線，隔絕了兩個世界，我站在這一分為二的線

一天想家的念頭已經不由自主的烙印在心中，只能

上，感受特別的深刻。

期許自己的心不要被思念情緒偷走，在海巡的磨練

漆黑的海面如龐然大物像極了一頭猛獸般可
怕，另一頭則是燈火通明的街道，到處都是歸心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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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蛻變，越來越堅強，和所有海巡夥伴們∼共勉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清水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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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出海拚生計
祈福護得平安歸
文｜郭昱辰

提到宜蘭的特色會讓人聯想到什麼？就是好山

每年每月也有固定的休漁時間，以便魚群繁殖

好水，一個適合退休的好地方，宜蘭三面環山，在

增長，避免過量捕獲導致該魚科絕種。現撈的魚是

地人大多數以農產業為主，在這裏映入眼簾的盡是

最為美味的，背後的艱辛也是需要認可的，從小就

青草翠綠景色。而鮮少人會注意的是，其實宜蘭東

在漁村長大的我，頗為感觸。漁民的辛苦，只有他

臨太平洋，海岸線平緩，以沙岸為主，有著天然優

們自己了解箇中滋味，身為海巡人員的我，從小就

良的港灣，正適合發展觀光漁業！

接觸這樣的生活，所以更能體諒他們，當我在漁港

而提到宜蘭的漁港會聯想到什麼？直覺一定是
位於蘇澳的漁港，大多人指的就是位於蘇澳鎮的南
方澳小漁村，最熱鬧的時候莫過於每日凌晨，圍網

執勤的時候，總是帶著愉悅的心情為他們服務，不
厭其煩的解決問題，因為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海捕
魚，這麼辛苦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為了維持生計。

船隻一組接著一組的進港，載著上萬噸的鯖魚入

有時看見他們出海前和家人的道別，還有家人

港，母船的燈光照亮整個南方澳第三漁港，比艷陽

站在漁港盼望著人船平安歸來，當下的情景都似乎

還刺眼，意味著此趟滿載而歸。

在告訴我，「守護漁民」是當下唯一的信念，尤其

每日進出港船隻約近百艘，大多以捕撈鯖魚及
鰹魚為主。他們下午出港，凌晨進港，日夜顛倒，
作業方式是由一至兩艘子船開燈，利用魚群的聚光
性，吸引魚群，再由母船下網將魚群一網打盡，看
似簡單的工作，其實暗藏玄機，像是燈光亮度的控
制，不能使用瓦數過高的燈泡，不然會造成反效
果，導致魚群失明，進而破壞生態。

每次看到遠洋漁船百日歸來時，漁民與家人相見面
的那一刻，最讓人動容，雖然時間過的很快，但此
刻我可以很堅定的告訴自己，未來的時間，只要能
力所及將會更努力為這個可愛、美麗的漁村貢獻自
己的力量。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北部分署
第一岸巡隊蘇澳安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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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老翁身體不適
海巡漁民聯合救援
文｜龔裕晉

圖片提供｜第四岸巡隊

107年3月11日14時，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布袋

漁民；其實安檢所同仁早已把蔡老船長當成自己的

中安檢所（前中部地區巡防局第四岸巡總隊）接獲

爺爺看待，每次他來安檢所申報出港時，總是關心

蔡姓民眾通報：崑山○號（以下稱崑船）高齡80歲

我們的身體健康，並且精神飽滿的問道:「阿兵哥！

蔡姓老船長於八掌溪外海作業時突然身體不適，無

呷飽沒！」，讓人感覺相當親切。

法順利聯繫船主或附近船筏協助幫忙。安檢所人員
立即在與好美里雷達及報案民眾所稱海域範圍，交
叉比對船筏航跡，確認崑船確切位置（八掌溪外海
0.2浬），立即協調艦隊分署第十三（布袋）海巡隊
（前海洋巡防總局第十三（布袋）海巡隊）調派海
巡艇、第二機動巡邏站出動行動救援車、救生艇及
當地友好漁民共同協力救援。
14時58分，由好美里安檢所許士官長率領2名
所內人員及蔡姓友好漁民駕駛宏○號共同出港，前
往事發海域與分署海巡艇會合救援。當時海巡艇受
限於水深，無法直接靠近，故於外側執行監視與戒
護；15時20分，海巡人員將蔡老船長安全接駁上岸
後，攙扶至安檢所暫時安置休息，並立即遞上熱茶
及保暖相關物品，避免蔡老船長受寒失溫。
蔡老船長常年都在布袋中漁港安檢所進出，也
是轄區唯一80歲高齡長者，卻仍然堅持出海作業的
平安將蔡老船長救回岸上，即刻協助後送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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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中安檢所賴所長表示：每次蔡老船長出港
前同仁都會提醒注意他的身體狀況及出入（返）港
安全，而當日聽聞他老人家發生危急時，所內同仁
都十分擔心，所幸在大家的努力救援下平安返港，
也希望蔡老船長身體早日康復，再次讓我們聽到那
一聲鏗鏘有力的：「阿兵哥！呷飽沒！」親切問候。
漁民出海捕魚常因各種海象狀況不穩而發生急
難，茫茫大海無法立即得到救援，急難救助、為民
服務是海巡署重要工作之一環，岸巡隊也提醒民眾
從事海上工作時，多注意自身安全，如不慎發生危
安情事，可透過海巡署「118」免付費服務專線報
案，將在第一時間積極投入能量執行救援，以確保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分署
第四岸巡隊布袋中安檢所）

海巡 我最

照

聚焦活動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巡論壇邀請楊緒騰教練講演「如何
輕鬆的慢跑」專題，署長李仲威致贈海巡公仔表達感謝
（107.3.14）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改前辦理人事處處長交接儀式，邀請
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施能傑（圖中）蒞署監交（107.4.2）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組改工作有功人員，署長李仲威親
自頒贈獎章及獎狀激勵同仁士氣（107.4.26）

海巡之友總會長鄭銘鈞及榮譽會長鄧文輝率員前往南部
分署東沙指揮部致贈加菜金及水果，慰勉海巡弟兄辛勞
（107.4.11-12）

艦隊分署特別規劃辦理南投艦航修完工後復勤訓練鑑測，
以提升同仁對艦艇組合作業之熟稔度（107.4.16）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為推廣全民國防，特別於興達漁港
安檢所辦理參訪交流活動，使參與人員透過實際操作學習
海巡工作經驗（107.4.7）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配合臺東縣環境保護局於富岡漁港進
行淨港活動，為大自然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107.3.29）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配合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進
行淨灘活動，力求還給大自然原始潔淨樣貌（10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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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海域執法

艦隊分署第一（基隆）海巡隊於彭佳嶼西北22.7浬處，發現
越界陸籍漁船摸黑進行捕撈作業，立即攔檢取締（107.3.4）

艦隊分署第一（基隆）海巡隊以優勢警力登檢兩艘違規越
界捕魚之陸籍漁船，充分展現海巡執法決心（107.3.25）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查核「宇○2號」漁船，發現一名遭通
緝之嫌犯，偵訊後依法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107.4.28）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梧棲漁港安檢所執行新○鑫號娛樂漁業
漁船安全檢查，發現遭通緝女子，隨即逮捕送辦（107.4.14）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梧棲漁港安檢所執行娛樂漁業漁船安
檢，查獲一名通緝犯，依法解送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107.4.23）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會同金門機動查緝隊於高雄港實施聯
合查緝，發現走私香菇乙批，依法報請高雄地方法院檢察
署偵辦（107.3.3）

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針對轄區內犯罪熱點進行威力掃
蕩，以行動證明海巡單位捍衛岸際安全執法工作之決心
（107.4.5）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因應清明連假，特別規劃聯合威力掃
蕩任務，確保轄區治安，有效杜絕違法情事發生（107.4.3）

生態保育與
救生救難

艦隊分署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接獲通報，於澎湖南南西方禁
限制水域外有漁船失火冒煙，即刻派員前往救援（107.2.28）

中部分署與財團法人臺灣護聖宮教育基金會共同舉辦淨灘
活動，以行動守護海洋，使生態免遭破壞（107.4.22）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獲報於臺南市七股區有鯨豚擱淺（經
驗證為偽虎鯨），立即通報相關單位帶回研究（107.4.11）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接獲報案，於屏東林邊溪出海口岸際有
鯨豚擱淺，立即依規定通報，並趕赴現場處罝（107.4.26）

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接獲報案，水蓮海灘岸際發現鯨豚擱
淺，且無生命跡象，立即通報相關單位採樣處置（107.3.13）

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七星潭安檢所接獲民眾報案，於康樂
泊地岸際疑似有民眾落海，立即派員前往救援（107.3.18）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隊接獲報案漁船沉船，安檢所人員立即
佈放欄油索因應，避免生態環境遭受破壞（107.4.13）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綠島安檢所接獲報案，有漁船不慎漏
油，即刻出動佈放攔油索及吸油棉防止油汙擴散（10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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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人員巡邏時，發現男子輕生，立即實施
救援並通報員警及救護人員協處，成功挽救生命（107.4.11）

中部分署第五巡防區獲報漁民駕船於臨海園前蚵架區，因作
業不慎致手部受傷情況緊急，隨即派員協助送醫（107.4.22）

南部分署第六岸巡隊旭海安檢所人員獲報，阿朗壹古道有
遊客中暑無法行動，隨即派員趕赴現場處置（107.3.30）

艦隊分署第六（花蓮）海巡隊接獲花蓮漁業電台通報：於花
蓮市七星潭近岸發現大體，立即派員協助處理（107.3.13）

艦隊分署第六（花蓮）海巡隊接獲報案，花蓮北埔外海，
「宏○8號」漁船船長受傷，立即協助接駁就醫（107.3.14）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第五二中隊第一機動巡邏站人員於岸際
發現女子疑似輕生，旋即上前關心，避免憾事發生（107.4.8）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獲報於柴口浮淺區附近有遊客溺水，
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及綠島分隊人員前往救助（107.4.22）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大武安檢所接獲報案，於南興岸際
前方海上約10公尺處發現浮屍，主動派員處理（10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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