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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 暨 海安十號演習登場
醫療照護方案正式啟動
總統蔡英文親臨訓勉：
肯定海巡同仁辛勞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108金華演習實兵演練暨海安十號演習」於

級「宜蘭艦」，視導「陸域操演」及「海上反恐、

108年5月4日假臺北港順利圓滿完成，由海洋委員

反劫船」與「救生救難」聯合操演；結束後由空勤

會主委李仲威率海巡署署長陳國恩及各參演部會首

總隊AS365海豚、UH60黑鷹及空軍S70C海鷗直

長與參演人員，共同恭迎總統蔡英

升機與海巡署「新北艦」、「連江艦」及各式海巡

文親臨訓勉，隨

艇、海軍錦江級「鳳江軍艦」實施海、空分列式，

後引導蔡總統
登上艦隊分
署30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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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蔡總統致敬。
蔡總統於訓勉時強調，海洋是保障我國國土安
全重要的屏障，政府各部門應持續思索運用新科技

及情資相互迅速的傳遞與整合運用，有效做好預防

提供應變中心可靠資

與應變整備工作，強化邊境管控與建構安全之海洋

訊，以利指揮官迅速決

環境，確保國家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尤其海巡

策。目前行政院就無人

署站在海上維安的第一線，歷年來在執行查緝走

機從事違法活動之反制機

私、非法入出國、漁業巡護、越界船舶查處、防疫

制，均已完成法令制定並投入

與救難上，其高度的專業與亮眼的成效，國人均有

相關裝備建置工作。

目共睹，未來陸續投入新型艦艇及各式偵蒐查緝裝
備後，將更有效投入海洋巡防及遠距救援任務。

而此次海上反恐、反劫持操演，海巡署偵防分
署特勤隊，特別採取海空聯合攻堅方式實施救援，

海巡署表示，此次演習首次運用以無人飛行載

並運用包含直升機垂降、攀爬登船、特勤快艇包夾

具擔任演習「攻、防」角色，說明恐怖分子與不法

等多種接近路線，分散劫持人質之歹徒注意力，使

組織均有實際運用無人機從事犯罪行為之案例，而

之無法了解我方執法人員動向，同時藉由空勤總隊

該署亦透過新成軍旋翼型無人機的監偵作為，迅速

直升機吸引歹徒時，同步發動攻堅、迅速控制船

金華暨海安十號演習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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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一舉瓦解歹徒抵抗能力，確保人質生命安全，

演習圓滿結束，陳署長也在海巡署長室Coast

同時結合空軍、空勤總隊直升機，採取海空聯合救

Guard公開感謝所有參與演習的全體同仁以及各路

援，展現各機關精實勤練與緊密協調合作之能力。

友軍，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僅使工作順利、圓

未來海巡署也將秉持蔡總統海洋政策，強化跨
機關聯防機制，全力達成「海域治安」、「維護漁
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以及「海洋
保育」等五大核心任務，不負國人期待。

滿、成功，也帶來滿滿的收穫與成長。尤其是一線
同仁一個多月來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整備。而為體
恤同仁辛勞，陳署長也要求所屬主官（管）讓參與
演習的同仁除正常輪休外，在不影響單位勤、業務

蔡總統108年5月1日至三軍總醫院視導醫療方案推動情況

4

運作的情況下，儘可能讓同仁可以休假，以彌補與

夠獲得良好的醫療照護，同時也嘉勉三軍總醫院所

家人相聚的時間。海安十號完美落幕，所有海巡同

有同仁，照護國軍和國人的健康。蔡總統也藉由訪

仁一起完成這項年度盛事，繼續用這股能量，守護

視機會，聽取該院辦理國際醫療簡報，並授旗予尼

臺灣。

泊爾援外代表團，對三軍總醫院所進行國際醫療服

另外為使海巡同仁醫療照護獲得最大的保障，
蔡總統在107年警察節及108年春節期間視導海巡單
位時，宣布未來警消、海巡及空勤總隊的同仁，都
可以享有跟軍人一致的就醫優惠，並且希望在5月

務的付出與貢獻，表達肯定之意。
資料來源：總統府及海巡署官網
（本文內文及封面圖片取自海巡署長室Coast
Guard臉書及由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林國明提供）

能正式上路，果然在行政院的大力支持下，不負眾
望的「警消海巡空勤及國軍醫療照護方案」正式於
108年5月1日實施，蔡總統也至三軍總醫院視導推
動相關情形。蔡總統也告訴軍、警、消、海巡、空
勤的弟兄姊妹，雖然身穿不同制服，但都擔負守護
家園、守護自由民主的重大使命，為國家社會做出
許多貢獻。她強調：作為總統，我有責任讓他們受
到更好的照顧。
視導過程，蔡總統也要求各相關部會，一定要
追蹤關注後續執行情況，務必讓每一位同袍，都能

108年4月25日陳署長率隊至
三軍總醫院驗證相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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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 鵬 號」漁船喋血驚魂
海巡特勤遠征印度洋搶救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108年2月20日東港籍「穩

斯里蘭卡轉乘漁船前往搶救。特勤人員先於3月2日

鵬號」漁船於印度洋海域發生

成功制伏菲籍兇嫌，奪回「穩」船控制權，再於3

喋血案，海巡署獲報立即啟動

日將兇嫌押解，並火速趕抵現場。「巡護八號」船

海空跨洋搶救行動，於2月
海空跨洋搶救行動，於2 月

前後歷經26天航程，終於在18日7時30分返抵高雄

21日派遣「巡護八號」船
緊急出勤，疾馳7,000
公里（3,760浬）遠赴
印度洋救援，另偵防
分署於23日加派4名
特勤人員搭機前往

港，完成首次遠征印度洋搶救行動。
當日人船押解返港後，海巡署立即於高雄海巡
隊召開返航記者會，並由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主
持，同時偵防分署分署長張忠龍亦向社會大眾完整
說明案件執行經過。海巡署也表示：本案能圓滿
完成，是政府跨部會合作與民力展現的成果，外交
部、農委會漁業署及屏東地檢署均全力協助救援及

6

特勤人員押解菲籍兇嫌返港，並將犯案工具陳列供媒體報導

陳副院長致詞並頒贈海上英雄匾額予
協助搶救傷患漁船船東表達感謝之意
並與海巡同仁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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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偵辦事宜，記者會特別邀請搭載特勤人員搶救

東港籍「穩鵬號」漁船海上喋血案震驚全臺，

傷患的「鴻福88號」、「上豐3號」與「兆豐277

該船自108年1月24日出港前往印度洋海域從事捕撈

號」3艘漁船船東到場，由陳副院長頒贈匾額表彰

作業歷經32天海上驚魂記，終於在海巡署的全力救

義行，表揚他們馳援救難之精神。另「穩」船家屬

援下平安返抵臺灣。此次任務圓滿成功，除仰賴行

亦到場關心，對於海巡署、相關部會及社會各界的

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及外交部指導與協助外，海巡

協助與關心，特別表達感謝之意。

署第一時間電報通知周邊航程經過的沿海國，表達

此次喋血案，「穩」船24名船員中，計有1名
菲籍船員死亡，2名印尼籍船員重傷及7名船員（2
名菲籍、5名印尼籍）失蹤，台籍船長、輪機長及
其餘船員則由2名海巡署特勤人員及2名漁業署觀察

我國貫徹公權力與落實船旗國管轄權的決心，充分
發揮行政一體團隊合作之效能，最終使穩船得以平
安返抵國門，亦可謂政府跨部會合作之最佳成功
典範。
資料來源：海巡署全球資訊網、

員持續戒護返航，於3月31日返抵臺灣。「巡護八
號」船上的偵緝及鑑識人員，業於3月3日在案發現
場海域完整蒐集相關事證，將在屏東地檢署檢察官

海巡署長室Coast Guard
（本文封面及內文圖片由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的指揮偵辦下，儘速完成後續偵查事宜。

海巡署署長陳國恩到記者會現場替同仁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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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明提供）

臺中港海巡廳舍動土
整合中部海域執法能量
文｜吳采芳

圖片提供｜第三【臺中】海巡隊

艦隊分署108年3月15日下午13時，於臺中港
4C碼頭，舉行「臺中港海巡基地廳舍新建工程」動
土典禮。本次活動除艦隊分署、中部分署、海巡署
第四巡防區指揮部、臺中海巡隊、中部地區機動海
巡隊、臺中商港安檢所、臺中查緝隊分別派員參加
外，並邀請中華民國海巡之友總會總會長鄭銘鈞、
中部海巡之友協會會長蔡茂林參加，共同見證海巡
歷史的一刻，並由艦隊分署分署長謝慶欽親自主
持，儀式簡單隆重。
邀請與會貴賓出席開工及動

土典禮，共同見證歷史性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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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Repor 聚焦報導
臺中港海巡廳舍預計109年6月建造完成，整合

力執法予以驅離或行政處分；另於西北海域蟳蟹盛

艦隊分署所屬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臺中海巡隊及

產季節，也可支援執法護漁，面對海巡多元性質之

中部分署所屬臺中商港安檢所等單位，成為中部海

任務，能夠發揮其更大效益。

域任務指揮之核心基地，除有效提升苗栗、臺中、
彰化海域執法能量，更可迅速有效打擊澎湖及烏坵
海域中國大陸漁船越界作業。

艦隊分署謝分署長表示：因應「籌建海巡艦艇
發展計畫」新造艦艇之泊靠需求，未來所配賦於中
機隊與臺中海巡隊之大型巡防艦及新式巡防艇，將

臺中港海巡碼頭總長度有507公尺，可以停泊

可使用新建海巡基地碼頭所設置之專屬岸水、電及

中機隊、臺中海巡隊所屬各級巡防艦艇，碼頭最深

船席，滿足各級艦船艇泊靠需求；人員亦配合進駐

達負9米，可作為4000噸級新造巡防艦之母港；新

於基地辦公廳舍，隨時因應緊急勤務需求，即刻出

建廳舍除可滿足同仁勤務空間需求、改善工作環境

動，屆時臺中港將成為中部海域大型艦船與巡防艇

外，因廳舍與碼頭緊鄰，更有利於勤務聯繫及後勤

駐守之母港，有效統合中部海巡、岸巡單位，象徵

補給，於接獲漁民報案時，更能即刻派遣人員搭載

我國海巡執法能量邁向新的里程碑。

艦、船艇出勤，以最快速度抵達現場，對於烏坵及
澎湖海域越界作業之中國大陸鐵殼船，則能採取強

臺中海巡隊未來也將持續執行「海域治安」、
「維護漁權」、「救生救難」、「海洋事務」及
「海洋保育」五大海巡核心任務，在新廳舍落成
後，藉由在地的優勢，將海巡的戰力發揮到極緻，
並戮力為守護中部海域的安全，做最大的努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艦隊分署第三【臺中】海巡隊）

謝分署長和與會貴賓進行破土儀式後，由建築師黃
重祥說明台中港海巡基地廳舍建設規劃

10

合影留念，共同參與新廳舍開工動土儀式

打造 全方位營區
提升 在地服務效能
文｜劉雅云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隊

期盼已久的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沙東營區新

活動從3月25日開始進行場地布置及各項流程

建工程，終於在108年3月27日實施動土典禮，由海

的預演，務必讓整個動土典禮流程達到完整與順

巡署東部分署分署長李佩璘主持，並邀請在地仕紳

暢。而我個人則是擔任活動的禮生人員，生平第一

共襄盛舉，過程圓滿順利。本次新建廳舍是由王正

次參加動土典禮，當然也希望天公能夠作美，讓動

義建築師事務所設計，長富營造有限公司建造，動

土典禮順利進行。到了3月27日這一天，大家一早

土典禮事前工作，由隊長陳柏璋親自主導，各幕僚

就到了現場做準備，所幸老天爺眷顧，天氣相當的

事前分工籌備，經過多次事前協調會議，從場地規

好，心裏的石頭頓時落了下來，隨後整理好服裝儀

劃、典禮流程、場地布置、接待人員的挑選到來賓

容，7點一到集合進行最後的確認及整備。7點半，

的邀請，各司其職，盡力將事情做到盡善盡美。

我們的大家長∼李分署長蒞臨會場，來賓也陸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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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Repor 聚焦報導
續到場，包含花蓮縣議會議員鄭寶秀、新城鄉公所

三鏟：圓和吉祥（奠基永固、心想事成），完成動

秘書李紳旭、新城鄉代表會主席陳秀玲、長富營造

土儀式。

有限公司林致誠先生、新城鄉代表會代表陳柏錩及
建築師王正義等貴賓共同持鍬動土祈求工程順利。

儀式結束後，李分署長於致詞時表示：考量同
仁住宿空間老舊及不足，另因應未來招募人數增

待吉時到，主持人及來賓就位，動土典禮正式

加，為提升同仁生活品質，遂籌辦本次廳舍之新建

開始，由李分署長率領同仁及現場來賓進行祭拜儀

工程，未來新廳舍在啟用後，除能改善同仁生活品

式，司儀導引所有人員敬備清香酒禮，三牲酒禮、

質與工作環境外，還能為花蓮地區提供更多元且積

金銀財帛，虔誠恭請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關聖

極的服務。活動結束，大家也合影留念，共同為這

帝君，保佑工程順利圓滿，並請土地公、地基主，

歷史性的一刻完成見證。

保佑人員、機械、一切平安，工程圓滿順利。一
拜、再拜、三拜，敬獻禮，獻花、獻果、獻
酒、獻饌、獻金帛，敬獻完畢後。接著來到最
重要的動土儀式，由禮生呈上工程帽以及手
套，恭請主典者及陪典者就動土位置，由禮
生遞上金鏟。接著司儀再次導引，第一鏟：
開工順利（開地平安、動土順利），第二
鏟：動土平安（樹德鴻基、巍峨鼎新），第

李分署長與出席貴賓為活動祈福，並完成動土儀式

12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副分署長阮文杰對外召開記

者會說明破案情形

海巡長征海上攔截
成功杜絕毒品 入侵音樂季
文｜李光耀

圖片提供｜高雄查緝隊

海巡署偵防分署高雄查緝隊聯手澎湖查緝隊及

本次成功破獲「毒品走私集團」核心成員及運

艦隊分署第八（澎湖）海巡隊，由屏東地檢署檢察

送毒品交通船隻，破案關鍵係專案小組接獲情資，

官鍾佩宇指揮，會同宜蘭查緝隊、鳳山查緝隊、第

國內毒梟覬覦春吶龐大商機，經海巡署偵防分署

五岸巡隊、第五海巡隊、南部機動海巡隊、新北市

高雄查緝隊等單位，合作分析篩選可疑目標，並

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彰化縣政府警察

針對犯嫌長期監控蒐證，掌握運輸之交通工具「來

局員林分局同安派出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

○○333」號漁船，於108年4月4日，專案人員見時

局、鹽埕分局及屏東縣刑警大隊等單位組成專案小

機成熟，在高雄西南方約200海浬進行攔查，查獲

組，於108年4月6日緝獲旗津籍「來○○333」號漁

漁船走私三級毒品愷他命約320公斤，有效阻斷境

船及臺籍許姓嫌犯等2人到案，全案共緝獲第三級

外販毒集團在臺運毒管道，阻絕毒品流入市面，保

毒品愷他命計14袋，共320公斤，市價高達新臺幣3

障社會治安及國人健康，也為旗津舉辦春吶音樂節

億2千萬元，可供應約64萬人次吸食。

宣示「只有音樂，沒有毒品」，本案亦為今年最大
宗漁船走私毒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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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本案順利偵破之關鍵，除掌握情資明確、追查

未來偵防分署仍將秉持「追本斷源」之精神，

鍥而不捨外，亦獲地檢署與各級長官對本案之支

積極偵辦毒品製造工廠及境外毒品走私案，並以高

持，並落實案件管制與勤前教育。因本案販毒集團

科技、大數據為基礎，整合相關犯罪情資，有效截

走私模式係利用漁船運輸，相關支援仰賴本分署澎

毒於源頭，減少國內毒品供給，使民眾遠離毒品危

湖機動查緝隊、新北市警察局永和分局及高雄市警

害，同時也呼籲民眾若有發現不法，可利用海巡署

察局鹽埕分局多次跨轄前往離島及中北部地區跟監

「118」免付費報案電話提供相關線索，藉由全民

才得以突破案情，並在上級機關給予充足之經費與

的力量共同杜絕不法情事，創造祥和安全的社會

後勤補給奧援，使本案可以擴大偵辦，達到追本溯

環境。

源之效。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高雄查緝隊）

高雄查緝隊偵破「來○○333」號
漁船走私現場起出320公斤愷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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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海巡署
破獲成立以來

最大宗偽鈔
走私案
文｜薛智仁、尚裔蓁

圖片提供｜臺北查緝隊

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經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川航空，夾帶5萬張面額均為1萬日圓之偽造日幣私

署檢察官林錦鴻指揮，會同財政部關務署關務查緝

運進口，旋將其中半數，即2萬5千張面額均為1萬

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萬華分局等單

日圓之偽造日幣（2億5千萬元）以美金630萬元出

位，於108年4月2日前往新北市鶯歌區執行搜索，

售，其餘2萬5千張則藏放住處，涉犯「懲治走私條

一舉破獲中國大陸走私來臺之鉅額偽鈔案，起出大

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及「刑法」

量偽造多國貨幣、債券等有價證券，包括2萬2,879

第201條第2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

張萬圓鈔的日幣、美金3百萬元及德國馬克債券40

偽造有價證券於人等罪。

億元。

或許有人質疑，既然是偽造美金、日幣，不是

本案無論是數量或金額均極為驚人，現場甚至

應該成立偽造貨幣罪嗎？其實在我國刑法中，第

必須動用點鈔機，才能順利完成所有偽鈔之清點，

十二章是「偽造貨幣罪」，第十三章則是「偽造有

堪稱海巡署成立以來所破獲最大宗之偽鈔走私案。

價證券罪」，兩者之差別，簡單來說，是在於強制

本案陳姓犯嫌多次從中國大陸地區走私舊版偽鈔來

流通性之有無。也就是說，由於美金或日幣等外國

臺，其中日幣偽鈔以市價8折至85折銷售，再透過

貨幣，在臺灣境內雖然有事實上之相當流通性，但

第三者仲介轉銷售亞洲各國，而疑似偽造之美金、

並非是具有強制性之通用效力，因此，日幣或美金

馬克債劵，則以低價賣至日本，作為民間借貸抵押

等外幣，並非臺灣民眾所必須使用之一定貨幣，自

使用。

非屬通用貨幣，而僅是具有流通性之有價證券，故

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所發布新聞表示，本案
被告涉嫌於101年9月21日，自中國大陸地區搭乘四

應適用刑法第十三章「偽造有價證券罪」乙章內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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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為瞭解我國法院對於這種走私案件的裁判情
形，爰於司法院網站以「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
項」及「鈔」為關鍵字，查詢所有地方法院刑事
案件之裁判書，再勾稽其中裁判案由為「走私」、
「偽造有價證券」之案件，發現曾有鮑姓男子攜帶
1億2千萬元之日幣偽鈔入境，遭判處有期徒刑4個
月，但得緩刑2年，併科6萬元罰金。
另外，尚有鄭姓與張姓男子，因分別將3,800張
及440張面額為百元美金之偽鈔，採取郵寄方式寄
送出國以交付他人使用，而觸犯「懲治走私條例」
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出口罪、「刑法」第
201條第2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交付偽造有價證
券罪，鄭姓男子遭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張姓男子
則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傾銷市面，後果實不堪設想，陳姓犯嫌恐遭從重
量刑。
本案查獲之日幣聖德太子版偽鈔，因印製精美
且數量龐大，經各家媒體頻頻以香港偽鈔電影「無
雙」比喻並大幅報導後，當天同案共犯黃姓男子，
竟企圖立即搭機出境，所幸本分署人員早已預作因
應，縱使黃男已經進入海關，卻仍在最後一刻遭攔
截送辦，並經地檢署向法院聲請收押禁見獲准。
本案係海巡署成立迄今查緝不法走私案件中，
首宗偽鈔走私案例，偵辦過程並無相關經驗與類似
案例可供借鑒參考，惟臺北查緝隊仍透過緊密之團
隊合作，循線抽絲剝繭層層追查，最後順利偵破，
成功阻絕鉅額偽鈔傾銷流入市面，保障社會經濟活
動及民眾交易安全，並維護國家金融秩序，不僅與

依照上述判決，兩案金額與數量均不及本次所

政府近年來強調「防制洗錢犯罪」、「杜絕不法資

查獲之走私偽鈔，所涉犯行已判處有期徒刑高達2

金管道」等政策方向相符，同時，更係依據既有之

年6個月，且因前開鄭姓男子係一行為（將美金偽

法定職掌，開創出不同以往走私案件類型之犯罪偵

鈔郵寄出國）觸犯數罪名，並未將刑責累計，而係

緝作為。未來也將持續積極清查相關共犯及偽造貨

採從一重罪處斷。但本案陳姓犯嫌則是自中國大陸

幣之流向，並請民眾提高警覺，小心辨識，若發現

地區走私偽鈔來臺，之後再對外販售，顯有至少二

可疑，可利用海巡署「118」免付費報案電話提供

行為觸犯不同法條，原則上應係數罪併罰，加上地

相關線索，藉由全民的力量共同杜絕不法情事。

檢署新聞內容表示，本案對我國於國際間金融活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

之信譽及形象，將有嚴重影響，一旦前揭偽鈔全數

查緝隊人員首次查獲大量各國偽鈔，場面極為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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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梟轉運菸絲入境
海巡澎湖成功攔檢
文｜蔡奉均

圖片提供｜嘉義查緝隊

偵防分署嘉義查緝隊接獲線報指出，有不法集

本案經專案小組數月監控及行動蒐證，於今年

團將以漁船，海上接駁走私菸絲，再伺機送往臺灣

3月中旬利用漁船進出港分析及雷情監控發現「合

地下工廠製成私菸轉賣牟利。本隊立即與艦隊分署

○○○號」漁船，出港時間及航跡有異於平時作業

第八（澎湖）海巡隊、鳳山查緝隊及澎湖查緝隊共

模式，專案小組掌握此可疑跡證後決定發動查緝任

組專案偵辦，108年3月14日會同艦隊分署第十三

務，並通報澎湖海巡隊PP-10038艇前往海上攔檢，

（布袋）海巡隊、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金馬澎分

經過一陣搜索後，於澎湖內垵外海0.6浬發現「合」

署第七岸巡隊、澎湖縣警局白沙分局、馬公分局、

船，即刻帶回澎湖馬公漁港進行偵辦，透過地毯式

嘉義縣政府菸酒科、基隆市政府菸酒科及澎湖縣政

查驗，最終於「合」船漁艙查獲該批走私菸絲。

府菸酒科等單位，於澎湖四角嶼海域，攔截本國籍
「合○○○號」漁船，涉嫌走私204箱菸絲，重量
達4,080公斤。

私菸不法集團看準菸捐提高有暴利可圖，因此
近年來於國內發展私菸製造工廠。然而過去菸品走
私都以香菸成品為主，現因菸絲較不佔空間，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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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走私模式以菸絲走私入境，並利用離島轉運管道

轉由現行外離島走私私菸或菸絲後，再利用國內航

走私至臺灣後，由私菸工廠加工製造成捲菸以賺取

線轉運臺灣企圖規避查緝，查緝走私本為海巡人員

暴利。本次所查獲係首宗以漁船走私菸絲案，查獲

份內所為，雖私梟手法日新月異，但專案小組以團

之走私菸絲重量達4,080公斤，約可製成私菸成品

隊協力合作精神及動態分析比對，一舉破獲這類型

29萬1,400包，若讓國人接觸使用，嚴重者恐影響

的走私案，不僅成功嚇阻非法行為，也讓海巡打擊

身體健康。

不法之決心得以展現。未來民眾如發現任何可疑犯

由於臺灣地區四面環海，不法私梟為牟取私
利，不惜危害國人健康，大量走私「菸絲」，採取
「離島轉運」方式走私入境後，再由私菸工廠製成
香菸成品販售，顯見已有部分私梟改變原有走私手

罪狀況，亦可隨時撥打海巡免付費專線「118」即
時通報，讓查緝人員能在第一時間打擊犯罪，讓非
法無所遁形。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嘉義查緝隊）

法，從漁船密艙夾帶、岸際搶灘等方式走私私菸，

海巡人員於漁船艙內起出大批菸絲

總計204箱菸絲，重量達4,080公斤，數量驚人

18

泰籍毒梟來臺設點直銷
海巡起獲億元海洛因磚
文｜吳峻霆

圖片提供｜臺北查緝隊

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

掌握情資後，隨即與萬華分局共組專案小組，並於

分局，於108年2月27日受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劉威

108年2月27日黃昏時分派出四名機車手與兩臺偵防

宏及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劉新耀共同指揮，會同偵防

車前往新北市新莊、五股一帶實施行動蒐證並伺機

分署宜蘭查緝隊、財政部關務署（查緝組）、財政

查緝。

部關務署基隆關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一分局等
單位組成專案小組，於近日緝獲泰國籍犯嫌及臺籍
高姓犯嫌等2人到案，全案共緝獲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磚76塊（29,018.2公克）及販毒所得現金新臺幣
242萬5千元，毒品價概估市價達新臺幣1億5千萬
元，可供29萬人次吸食。
本隊於107年底接獲情資，金三角走私毒品集
團因近年來曾被查獲大量一級毒品海洛因磚，故將
直接派任核心幹部前來臺灣親自販運毒品，本隊

蒐證期間發覺本案犯罪態樣係由臺籍犯嫌騎乘
機車載運泰籍犯嫌前往毒品交易地點進行毒品交
易，然時近通勤時刻，車水馬龍，增加本隊跟監之
難度，惟本隊以不屈不撓之精神緊緊跟隨，並於晚
間21時10分左右臺籍犯嫌騎乘機車載運泰籍犯嫌行
經五股區成泰路一帶時決定發動查緝。
本隊以四輛機車前後包抄，泰籍犯嫌企圖奮力
逃脫，但仍被本隊優勢人力壓制。本隊於搜索犯嫌
住所時查獲完整海洛因磚75塊，加上泰籍犯嫌身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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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人員全程跟監犯嫌，見時機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查獲1塊共計76塊海洛因磚，總毛重達29018.2公
克，市價高達1億5千萬，所幸即時攔截，若流入市
面將可供29萬人次吸食。

例罪將兩嫌移送至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擴大偵辦。
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未來也秉持著「追本斷
源」之精神，積極偵辦境外走私毒品案，並依行政

另於該處所查獲自泰國進口千餘箱椰子之報關

院「新世代反毒策略」以人為中心，追緝毒品源

資料，故本隊立即會同海關緝毒犬隊前往椰子放置

頭，以量為目標，消除毒品存在之複合策略，以宣

之冷凍倉儲，確認是否還有犯嫌未領取之海洛因

示海巡打擊毒品犯罪之決心；也冀望民眾發現與毒

磚，雖無所獲，但該冷凍倉儲之監視畫面明顯紀錄

品相關聯違法事證時，歡迎撥打免付費專線118檢

臺籍犯嫌親取椰子之畫面，加上冷凍倉儲員工證詞

舉，無論天涯海角，都將發揮最大的執法能量，以

說明確有見到箱內裝載許多塊狀物，幾乎確定兩嫌

杜絕毒品戕害國人健康。

係利用跨國運輸農產品椰子品項在貨櫃內夾藏海洛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臺北查緝隊）

因磚進入臺灣，全案也依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自犯嫌住處起出海洛因磚及至申請放置椰子之冷凍倉儲檢視有無遺漏之毒品

20

海巡「 緝 」而不捨
查獲未稅私菸
文｜黃文政

圖片提供｜宜蘭查緝隊

偵防分署宜蘭查緝隊長期與彰化查緝隊嚴密監

專案小組歷經數月追查與分析，13日夜間，

控北部私梟集團，近期發現集團成員活動頻繁，為

於宜蘭外海偵蒐到疑似目標船返航，立即通報第一

免查緝時機稍縱即逝，旋即邀集臺北查緝隊、艦隊

巡防區調派岸巡人員與埋伏守候專案人員伺機發動

分署第七、第十六海巡隊、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

安檢，未料該船相當狡猾，進港途中突然滯留近海

隊、新北市政府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保三警察總

偽裝作業長達5小時，企圖消磨專案人員心智。經

隊、彰化刑大偵四隊、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隊科偵

改變查緝策略，即通報第一、第二巡防區調派第

隊及新北市、基隆市、彰化縣政府菸酒管理科等單

七及第十六海巡隊線上執勤「PP-3558」、「PP-

位組成專案小組。同時運用新購科偵設備及雷情系

5025」2艘巡防艇前往攔檢，「金」船心虛往外航

統，分析比對出涉案船筏走私模式，並藉由跨巡防

行，企圖擺脫，經巡防艇緊追近2小時至三貂角外

區整合岸、海查緝能量，於108年3月14日凌晨5時

海26浬處，黃姓船長船眼見大勢已去，始停船配合

許，在海上成功攔獲「金○○」號漁船涉嫌載運未

登檢，並無奈坦承船艙內載有大批未稅私菸，旋即

稅私菸總計11萬5千餘包。

遭押返澳底海巡隊。訊問後，專案小組統計共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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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將私菸藏於密艙中，專案小組抽絲剝繭終於查獲

摩登、贏家等白牌私菸計230箱（計11萬5千包、市
價約值新臺幣750餘萬元）及黃姓嫌犯等3人，全案
依違反「菸酒管理法」移送法辦。
為保障國人身心健康，海巡署長期執行「安康
專案」（查緝走私農、漁、畜產品）不餘遺力，有

不讓劣質私菸威脅國人身心健康和影響國家稅收利

鑑於國內菸品健康捐、進口稅等調漲，在市場需求

益。偵防分署也呼籲民眾，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需

及暴利誘人的情況下致私梟蠢蠢欲動，專案小組接

要海巡服務之事項，請多利用「118」免費報案專

獲情資後經多日蒐證及比對清查，成功攔截走私未

線檢舉不法，共同維護社會治安及打擊犯罪。

稅菸品入境，再次展現海巡人員打擊不法決心，誓
私菸數量龐大，所幸及時查獲避免流入市面危害國人健康

22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宜蘭查緝隊）

捕鯊割鰭毀生態
安檢巡跡不縱放
文｜黃振能

圖片提供｜東港安檢所

「叩！叩！叩！」108年2月19日凌晨0時25

「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

分，就在下勤後約半小時準備休息，房門外傳來小

法」規定。另為了解本案係否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隊長急促的敲門聲，瞬間將夜晚的寧靜，變得緊張

漁業署所認定「重大違規（割鰭棄身或捕獲禁捕魚

了起來…「報告所長，有乙艘遠洋漁船『昇○發

種）」行為，即透過協調聯繫機制，通報「漁業署

號』進港，安檢時發現漁艙內有鯊魚鰭，疑似違反

24小時監控中心」錄案，並協調派員到場採樣、蒐

『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

證及確認。

（鯊魚）鰭不離身』徵候，請所長協助」。一開始
聽到關鍵字「鯊魚鰭，自然而然就聯想到108年1月
份也曾處理過「鯊魚鰭離身」案件，所以在小隊長
報告的同時，身體已啟動自動模式，穿起「小橘戰
袍」準備出門應戰。

當日上午9時20分，在海巡署第七巡防區指揮
部及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指揮下，由安檢所4名同
仁會同漁業署6名檢查員再次登「昇」船檢查，經
漁業署檢查員初步研判本案（鯊魚背、尾鰭分離）
行為已屬違規，然該署為周延案件偵辦細膩與確認

抵達漁船所在地後，經登船查艙並將所見（鯊

是否有其他「割鰭棄身」或「捕獲禁捕魚種」等重

魚背、尾鰭分離）情形請船長確認後，終於突破其

大違規行為，漁業署檢查員隨即命「昇」船船長實

心防，承認「昇」船所載漁獲僅鯊魚「胸鰭」綁繫

施卸魚，以利採樣與蒐證。

魚身，餘「背、尾鰭」均另外存放，此舉明顯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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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6時15分，經漁業署檢查員採樣、蒐證及

（IUU）」不合作第三國，如限期未改善，則恐祭

磅秤後，確認「昇」船本航次並無捕撈禁捕（「平

出「紅牌」之嚴重制裁，屆時我國漁產將無法銷往

滑白眼鮫－俗稱黑鯊」或「污斑白眼鮫－俗稱花

全球最大魚產品進口區域之「歐盟」，在經濟上之

鯊」）鯊種，僅「部分魚鰭未依規定繫綁魚身」及

損失難以想像。因此，2017年1月，我國立法通過

「淺海狐鮫只有鰭未見肉身（疑似割鰭棄身）」等

「遠洋漁業三法」，其中以「遠洋漁業條例」第

2項違規，查獲數量計「水鯊5,880.6公斤、水鯊魚

十三條明定19項行為屬重大違規，並依照漁船不

翅1,011公斤、馬加鯊192.4公斤、馬加鯊魚翅7.2公

同噸數處以不同額度（100萬元以上至4500萬元以

斤、馬加舅鯊70.8公斤、淺海狐鮫魚翅23.8公斤，

下）之罰緩，甚至收回漁業證照兩年或廢止等，顯

合計7185.8公斤」。後續由安檢所將「昇」船違規

示我國對於打擊海上不法之決心。

事證案移請漁業署核處。

近年查獲漁船違規態樣迭有「置於漁艙下層」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統計，我國為世界第四大

或「機艙內部水艙改裝藏匿」等情事，顯示仍有不

鯊魚捕撈國，近二十年來鯊魚漁獲數量大約維持在

肖漁民在有利可圖狀況下，企圖闖關牟利；雖然

七萬公噸左右，其中約三至四萬公噸由遠洋鮪延繩

「鯊魚鰭不離身」屬行政違規案件，但海洋保育工

釣漁業所捕獲，約占全球總捕獲數之四至五個百分

作為海巡五大核心任務之一，未來仍將以最嚴謹的

點；然而鯊魚普遍有成長緩慢及產卵（仔）數少的

態度執行漁船安全檢查並持續向漁民宣導，打擊非

生物學特性，加上在華人地區「無翅不成宴」的心

法捕撈；另透過現行與漁業署協調聯繫機制，查獲

態，以及我國四面環海，擁有豐富海洋資源，饕客

疑似類案時，會同該署檢查員到場實施採樣，以辨

們對於「魚翅」需求日益倍增，造就早些年來大肆

識全球超過500種鯊魚種類係禁捕魚種與否，俾利

濫捕、濫殺，甚至有不肖漁民為了讓漁艙空間作最

後續物證檢驗及裁處之佐證，進而確保漁業資源

有效益的運用，僅將價位較高的魚鰭（約占全身

永續。

5∼10%）割下保留後，餘價值較低的魚身即拋棄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大海，進而使鯊魚遭受同類攻擊或慢慢死去，對於

東港安檢所）

鯊魚資源造成直接衝擊。
歐盟在2015年給了我國一張「黃牌」，迫使

參 考 資 料

我國對於海洋漁業資源永續議題的重視，主要也警

http://m.greenpeace.org/taiwan/zh/high/

告著我國政府並未善盡遠洋漁船管理的義務，爰

press/releases/oceans/2015/EU-issues-

將臺灣列為打擊「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

taiwan-yellow-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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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 漁貨 後， 漁業 署人 員判
定品 種及 採
樣分裝後，請船長簽名具結

落實生態保育
極
積
守 護海洋資源
續
永
文｜王振文

圖片提供｜馬公漁港安檢所

近年來，由於人們過度捕撈造成許多海洋生物

108年3月14日，本港設籍之漁船昇○○○號於

物種逐漸銳減，而我所熱愛的澎湖海域生態亦是如

11時52分進港，於登船實施檢查時，卻發現活水艙

此。中國大陸漁船大肆入侵、人民生態保育意識不

內有一堆疑似石頭不明物體，惟水質過於混濁而無

足等問題，長久以來也讓澎湖的海域遍體鱗傷；但

法辨識，經過口頭詢問後船長表示該物體為龍蝦，

隨著時代變遷，人們對於海洋生態維護及保育意識

然而經過確認該船漁具為流刺網而漁獲卻是龍蝦

抬頭，也開始正視永續經營的重要性，然而身為海

後，不免激起心中千百萬個懷疑，好奇的我便擦亮

巡人員，海洋保育不僅是我們核心工作，同時藉由

雙眼更仔細地觀察後發現疑似為貝類，也因為與船

洋岸合一統合能量，除了海上嚇阻陸籍漁船越界捕

長所述大相逕庭更是讓我眉頭一皺，懷疑情況並不

撈外，在船舶安檢上亦是不遺餘力地嚴格把關，以

單純，故迅速通報值班並請求支援。

維護並確保生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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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就在支援人力到場後，便請船長將活水艙內生

棄物污染、海洋棲地遭破壞等問題，然而身為海洋

物撈出以便確認，此時船長竟不願意配合，但前來

子民，大部分民眾對於海洋的認識，卻僅止於假日

支援的小組長早已準備好，毫不猶豫地跳入活水艙

的遊樂與海鮮的饗宴，殊不知由於人為的濫捕、工

中，小組長浮出水面將未明生物取出後，立即回報

業製造所產生的廢棄物已嚴重污染海洋。

並通知農漁局人員及司法小隊到場實施辨識及筆錄
製作，經確認後該生物為保育貝類∼「山羊海菊
蛤」，清點過程，數量高達40顆之多，且重量高達
27公斤！後續我們也深入了解，得知山羊海菊蛤為
附著於珊瑚上的貝類，因此為了捕獲牠，勢必得破
壞珊瑚，造成生態浩劫，而經過此次案件也讓大家
學到了寶貴一課，保育目的不全然是為了保護單一
物種，而是為了保育牠的棲息地，使海洋生態能夠
永續發展。
臺灣，四面環海，具有多樣化生態系，也因此
早在十六世紀中當葡萄牙人行經臺灣時便將臺灣形

除了影響我們的健康與安全，當然也使生態資
源嚴重枯竭。其實，生態的議題永遠值得我們反
思並且深刻體認生態資源並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未來生態環境究竟是被破壞或復育、海洋資
源將日益減少或日漸豐盛以及海洋污染將逐漸改善
或惡化，將視我們有所為或有所不為而定，因此維
護海洋生態及保育，永續漁業經營必須從你我開始
做起，更是身為海巡人員的我們核心價值所在，正
如同署長陳國恩所述：「登上了船艦、就不怕浪花
噴濺」，我們將持續這樣的精神打擊不法，絕不低
頭，盡心守護這美麗島嶼∼福爾摩沙。

容為「美麗的島（Formosa）」，但面對人類不斷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

地消耗與利用，目前面臨著諸多的考驗，如海洋廢

馬公漁港安檢所）

安檢人員深入查看後，起出大批保育類山羊海菊蛤，立即依規定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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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外觀異狀露餡
私酒難逃海巡法眼
文｜陳冠州

凌晨五點多鬧鐘響起，天色仍有些昏暗，窗外
的風聲颯颯，浪花滔滔，我打起精神換上代表海巡
人員的橘色安檢服，繫上勤務腰帶，這個清晨，一
如往常的整理應勤裝備及車輛檢查後，便前往尖山
商港執行貨檢勤務。

圖片提供｜尖山漁港安檢所

尖山商港碼頭實施拆檢貨物查獲疑似私釀酒的案件
後，才有了深刻的體驗。
108年3月13日早晨，那一如既往的執行貨檢
勤務，完成執勤前所需的裝備檢查及各項裝備檢整
後，我與同仁們前往即將出港的台安油輪進行登

這是我從結訓後至今第九個月的海巡生活，回

檢，完成登檢確認無可疑後便轉往商港區執行貨物

憶起受訓期間，教官上課時說明海巡查緝走私、非

檢查，途中也針對岸際實施巡邏，確保無可疑人車

法入出國等各類型不法犯罪行為，以及觀看查緝過

且疑似豬隻屍體漂流入岸之情況。

程相關影片，有如電影般追逐的飛車情結或是大量
非法走私物的查獲，都令人印象深刻，從未想過有
一天會在我的真實人生中上演。直到108年3月份在

抵達商港區後，先巡視了各個碼頭，確認今日
進港雜貨輪船以及查看輪船卸貨情況，並藉由與碼
頭工人閒話家常的過程，了解今日雜貨輪載運何種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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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海域執法
類型的商品進港，另外利用目視檢查的篩選，初步

包裝的包裹，箱子的托運單寫了「酒」，但是體積

過濾載卸的物品，例如：一大棧板的飲料、一籠車

又比往常運送酒類的包裹龐大，且搖晃時並沒有如

的小件包裹、一籠板的雞隻等，辨別可能會有疑慮

同玻璃容器般堅硬，取而代之的則是一股說不出的

的貨品，後續等待物流人員整理欲配送的貨物時，

柔軟；與資深幹部討論後決定拆檢此貨品，由我拆

我們一行人先前往大型貨櫃，檢查較大型的物品，

箱檢查，另外一位同仁則在旁實施攝影蒐證，當拆

從一整櫃的冷氣或電冰箱，至一整櫃的紙張或飲料

除外包裝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桶白色塑膠桶並且盛

食品等，貨櫃運載琳瑯滿目的民生物資，此時也與

裝著不明液體，在未打開桶上的塑膠蓋前，我約略

同仁討論各項貨物可疑徵候，例如辨識貨物外觀有

聞到淡淡酒味，在後續開蓋後，在一旁紀錄與攝影

無異常、收件人填寫未完整、內容物標示不清或物

的同仁，更不約而同的確定是酒類製品，內容物呈

品價格驚人等，也讓我回想起受訓時所學，只是今

現透明、桶身外觀也未有任何明確標示，綜合以上

日不同於在課堂中紙上談兵，而是身臨其境的實作。

跡象，我們便大膽判定此貨物為私釀酒製品。

完成大型貨櫃及棧板區檢查後，我們回到宅配

當下完成詳實紀錄及蒐證並立刻回報，同時向

人員的理貨區，此時物流人員已將要配送各地區的

物流業者說明原由後將此貨物扣留，後續也請值班

包裹貨物，依照路線與地區整齊地排列分類後準備

人員協助聯繫收貨人、澎湖縣政府財政處及司法小

配送，而我們則在不干擾物流人員作業的情況下各

隊人員至所內進行筆錄撰寫與相關說明等事宜。經

自分散執行貨物檢查，我也憑藉著教官及資深同仁

過此次案件，憑藉著各項蛛絲馬跡成功杜絕不法，

所傳承的經驗，篩選出以下幾項認為可疑物品：沒

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有寫內容物的包裹、寫著餅乾搖晃卻有沙沙聲、額

只要擁有堅定的信念，對於任何可疑的人、事、

外花費運費大老遠寄送一條延長線的包裹等，並且

物，都抱持著一顆好奇及勇於求證的心，絕對能夠

依序拆解檢查，確定內容物無可疑後便將包裝復原

嚇阻不法情事之發生。

並將其歸回原位，避免造成物流業者的困擾；此時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

一個轉身，突然發現一個置於籠車中並以紙箱拼湊

尖山漁港安檢所）

拆檢查驗仔細，海巡人員成功查獲自釀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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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九十一歲史孝慈先生（圖中），
仍保有嚴謹與堅持的個人特質

時代的光影、記憶的鏈結～

史孝慈先生人物專訪
採訪及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一個故事的開始，有其時代背景歷史及意義，

談，在進入主題之前，不得不提及史孝慈先生與艦

而一段記憶鏈結更脫離不了人、事、物的堆疊，讓

隊分署淵源，事件時間追溯到民國53年北韓利用漢

原本模糊的記憶變得更加清晰。在成就一場人物專

江突擊漢城，造成轟動國際社會的「漢江事件」，

訪之前，不得不提及事件主角∼史孝慈先生，現年

有鑑於此，政府為了防止中共仿此模式，以武裝快

九十一歲的他，從民國53年投入警職迄83年退休，

艇沿淡水河偷襲臺北首都，經軍政首長會議提案決

從機關草創到發展轉型，以一個基層的承辦人員，

議後，由行政院核定於民國58年3月1日成立「臺灣

卻參與舉足輕重的機關選址及造艇任務，當中有什

省淡水水上警察巡邏隊，任務以加強淡水河防治安

麼令人值得探索之處，就讓我們一同藉由訪談，將

維護、防阻敵人滲透及查緝走私、防制偷渡為主。

他的個人經驗分享給所有海巡同仁。

不在乎身份、小人物也能成大事
此次的人物誌專訪仰賴艦隊分署副分署長吳金
河居中穿針引線下，促成了108年4月2日這天的訪

成立初期借用臺北縣警察局淡水分局柔道場
（現淡水戶政事務所）設籌備處，後於民國59年6
月遷入前海洋巡防總局現址（現艦隊分署駐地）；
史孝慈先生以一個職務不高的辦事員職務，跟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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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隊長呂育生執行機關籌組、洽辦成軍事宜、

其中他特別提到，最令他難忘的是當時他在參與選

辦公大樓工程興建及後續主政靖海、保七總隊及水

址時，長官決定選擇一處易守難攻的制高點「燈

上警察隊改隸事宜，同時也參與機關選址與272A型

塔」，選擇它的用意在於漢江事件後，為了監控淡

警艇及35噸級601巡邏艇等重大建造工作進行。訪

水河的治安，燈塔的位置能綜觀及控制全場，所以

談的過程中，不難發現他自我要求高，以及謙虛內

該處堪稱是駐地的一處精神標的。接受到命令後，

斂的個性，讓旁人感受到只要你願意，職務不分大

他也全力以赴，提及這些難忘的事時，他表示自己

小，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成就一番大事之

接受國家栽培及照顧，自然鞠躬盡瘁沒有遺憾。

精神。

群策群力、成功永遠不必在我

半生征戎馬、全力以赴沒有遺憾

從草創時期開始，凡事蓽路籃縷，水上警察隊

草創期的淡水水上警察巡邏隊時期，歷經呂

的全體同仁用最萬能的雙手，一步一腳印的創造屬

育生、朱培崑、張正中、廖德松、陳旭東、戴耀

於他們的奇蹟，史孝慈先生縱使居中協調各項業務

聰、黃茂穗、刁建生、吳昇源、陳如錠、林文祥等

也從不居功，因為他認為，團隊的每一份子都像家

十一任隊長，史孝慈先生手中拿著一張張珍貴的

人，尤其是大家擁有革命的情感，何況所有事情的

史料照片，慢慢細數相片中的每一個場景，試圖喚

成功，都不是靠個人力量所完成的。

起那些令他難忘又溫暖的人、事、物，雖然口中唸
叼著「忘記了、記不起來了」，但下一秒馬上又能

常言道「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史孝慈
先生每件事從無到有，除了長官的指導外，他戮力

告訴我事件的細節，雖不見得完整，但已屬難得，

藉由老照片喚醒
史孝慈先生的珍貴回憶
第一次因工作表現優異受機關首長表揚

參與駐地選址，從無到有的開墾過程

30

完成所有交辦事項，這些歷程，從他手寫的自傳手

記憶的一環，什麼都能改變、任何事也都能取代，

稿中，字裏行間展現出誠懇及認真的態度，便得以

但唯一不變的仍舊是做人處事的「態度」，因為它

窺探。他認為個人的努力，遠遠比不上群策群力的

永遠能決定一個人的高度。

重要，更何況和大家一路扶持，到了功成身退的那
一刻，他看見了「奇蹟」就在他的生命中發生。

在職場上有幸能和九十一歲的史孝慈先生做深
入的訪談與接觸，可以感受到他散發出來的特質，

成功不必在我，也許不是人人都能夠做得到，

雖然高齡九十一歲，但仍保有堅韌與堅持的個人特

但是在史孝慈先生身上，我可以感受得到那分不與

質，也願藉由這篇文章祝福他身體勇健、家庭幸福

人爭的善良與純樸，正如同他戰戰兢兢面對自己的

安康；同時透過經驗傳承讓海巡同仁也能體會人生

每一項工作挑戰時，認真低調而不居功的態度一樣。

不是一昧的追求，必要時也能停下腳步，時刻檢視

經驗傳承、態度決定你的一切
完成訪談的那一刻，史孝慈先生一再的告訴

並調整工作態度，找到最符合自己的方向後，勇往
直前。
（本文照片由史孝慈先生提供）

我，有些人他想說聲感謝，但基於尊重的關係，不
便將其公開，當我詢問到對於後進的學弟妹們，有
什麼樣的建議可以給他們時，他說：「任勞任怨、
堅持到底！」，看似簡單的幾個字，但當中蘊涵了
一個人一生的智慧在其中，如何體會，便看每個人
從什麼角度去解讀了。
人生的經驗，隨著時間、年紀的成長，過去純
樸的公務職場，對比現在的資訊爆炸，什麼都講求
快速的時代，並不能代表一切，充其量也只是時光

參與首艘快速巡邏艇建造的溝通與協調及下水試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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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動員
不容小覷
嚴防豬瘟
危害入侵
一線海巡人員嚴查進港漁船，防堵非洲豬瘟入侵

文｜顏瑞群

圖片提供｜一港口安檢所

非洲豬瘟第一起疫情發生自107年8月自中國大

當前非洲豬瘟防疫工作，顯然是國人需要一同關注

陸遼寧省瀋陽市養豬場，成為了亞洲第一個發生豬

的問題，如果大家不一起捍衛我國產業，面臨的將

瘟的國家，疫情爆發後也持續延燒，同時透過新聞

不僅是豬肉價格上漲，更甚者，如病毒不慎傳染入

媒體報導，陸續查獲民眾攜帶違規肉製品入境，因

境，真的就會面臨無豬肉可食用的處境。

此海巡單位也呼籲國人切勿網購或攜帶相關非核准
之肉製品入境。

自從中國大陸非洲豬瘟疫情不斷擴大，海巡一
線安檢工作，也對於船舶進港採取了百分百安全檢

非洲豬瘟疫病潛伏期4-19天，發病豬隻特徵為

查，尤其針對往返中國大陸地區之船舶更是關注的

發高燒、皮膚呈現紫斑點、全身內臟出血，尤以淋

檢查重點，為的就是杜絕豬瘟病毒入境，以捍衛我

巴結、腎臟及腸黏膜最為明顯，而且死亡率高達百

國產業能永續生存，避免造成嚴重損失。雖然常在

分百，相當驚人。另針對病毒潛藏在不同環境，存

新聞媒體看到其他機關單位的防疫工作，全體總動

在時間分別為冷凍豬肉1000天、冷藏豬肉100天，

員，大家繃緊神經，甚至對於違規攜帶未核准肉製

豬舍1個月與糞便溫室11天。主要傳播途逕為接觸

產品入境之民眾加重罰則，但仍然發現民眾違規攜

感染，可透過廚餘、節肢動物、動物分泌物或排泄

帶未核准肉製產品入境，因此，真心希望國人一定

物、車輛及人員夾帶等。非洲豬瘟不會傳染給人

要特別重視這個問題，杜絕非洲豬瘟病毒入境，應

類，但會造成家豬及野豬的惡性傳染病，目前尚無

該要不分你我，一起為防疫工作努力奮戰！

藥物可供治療或是疫苗預防。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列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為應通報疾病，雖然臺灣目前非疫區，但如果國人

一港口安檢所）

不重視防疫工作，一旦病毒入侵臺灣，對於我國產
業將是個龐大的巨額損失。根據家畜衛生試驗所提

參考資料來源

供資料，1997年口蹄疫爆發後，政府支出約104億
元，整體產業損失約1700億，有了前車之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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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12679/3541890

與海競時
文｜黃誌輝

圖片提供｜綠島安檢所

綠島，位於臺灣東方約33公里的太平洋上，

由於當天是農曆十六漁民口中的大流水，正值

島內山丘縱橫，最高點為火燒山，東南臨海多為斷

退潮時段，我們在岸上看著漁船在潮水漲退中左搖

崖，西北近海岸區地勢低緩，為全島主要聚落所

右晃的，內心的擔心也跟著起起浮浮，副所長隨即

在，但是綠島其實遠比你所想知道的還要豐富及美

以電話跟船長通聯，確定船長暫無安全問題。隨後

麗，在大海的孕育下海中有著豐富而艷麗的珊瑚礁

所內弟兄也陸續抵達支援，照著平時訓練分組，各

及熱帶魚，而在島上稀有動植物更是多的數不清，

就各位進行救援。俗語說人多力量大，當地漁會人

更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的奇岩怪石，不論身

員協助聯繫漁民開船來幫忙，熟識當地水域、地形

在綠島何處，都是美到讓人捨不得離開，而身處在

的漁民則換潛水裝整裝待命。

這美麗的小島捍衛海疆，更是我一生中難忘的回憶。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潮水也褪去了，當地居

還記得108年2月20日這一天，與同事們正在

民研判無法使用另一艘漁船將擱淺船隻拖離，只好

談論前一晚看到的大滿月，聽聞錯過此美景還要等

由熟識當地水域的漁民下水協助幫忙將擱淺漁船固

上68年，當聊到最開心的時候，事情就在這個時候

定好，避免發生更嚴重的損壞，這時已經是中午12

發生了，一通緊急電話鈴聲打破了我們難得輕鬆的

時潮水降至最低水位的時候，所長立即帶隊前往擱

氣氛。事件起因發生在值班接獲綠島漁業電台來電

淺漁船，了解人員有無受傷及船隻漏油情形，船長

通報，指稱綠島燈塔附近有漁船「加０號」因故擱

表示憂心漁船在漲潮時，因海水浮動船體受撞毀

淺，立即循線通報，同時留守主官也前往現場了解

傷，請求海巡弟兄幫忙準備浮球及沙包加強固定，

狀況，甫到中寮港現場已經聚集不少當地居民，他

避免傷害擴大。頂著豔陽跟潮水競時，雖說50公尺

們熱心指示擱淺漁船位置，才發現擱淺地點不在綠

距離不長，但是揹著沙包在礁岩上行走卻是一大挑

島燈塔，而是在中寮港嘴右側約50公尺處。

戰，也不知何時我們身上的橘色制服已完全濕透，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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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Proﬁle 海巡人物誌
此刻我們顧不上是汗水還是浪花打濕了我們的身
軀，只顧著一趟趟來回的搬運著。當船長在船邊看
著布置好的沙包及浮球後，才深深的吐了一口氣，
心中的石頭終於放下，臉上露出笑容向我們一一握
手致謝，感謝我們的幫忙，此時所有的人頓時感覺
身上的疲憊全數消散，但任務還沒結束，我們還要
等到漲潮確認漁船能順利脫困，才算是完成協助救
援的工作。
在短暫休息後，看著潮水慢慢地漲起，漁民穿
著潛水裝下水協助解除固定纜繩，漁船終於順利脫
困，岸邊不絕於耳的掌聲及歡呼聲，我們也被現
場的氛圍感染了，這絕對是我們在海巡工作最令
人感動的一刻，不僅僅是象徵海巡人員努力付出的
精神與態度，同時也是體現另一面生命價值的光榮
時刻，此刻它正深深的刻畫在我的記憶裏∼與海競
時，我們成功了，看著船長的笑容，才發現，我們
以身為海巡人員為傲。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
綠島安檢所）

船長憂心船體受損，海巡人員立即以浮球及沙包協助加強固定

34

海巡人性化勤務編排，
打造規律生理時鐘～
參考USCG Crew Endur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文｜江和都

壹、前言
由於過去自己曾於本署大型艦船上服務，深

貳、海上工作環境特殊 安排勤務更需同理
目前本署的海勤工作環境，與一般陸上勤務相

知海上執勤環境迥異於一般勤務。在拜讀過他國

比，存在以下幾點特殊條件：

各機構對於24小時輪值類型工作所提出建議及理

◆ 24小時輪值制。

論，參考美國海上防衛隊出版的Crew Endurance
Management及其他值得參考文獻，並概略綜整本
署值勤狀況，提出些許拙見，提供本署輪值同仁及
編排輪值勤務之幹部參考。期望本署外勤同仁可以

◆ 工作及生活環境皆於船艙內，同仁作息不一定能
配合晝夜，機艙同仁甚至可能於航行期間都沒有
見過太陽。

擁有更健康、更友善、更有效率的工作環境。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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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Proﬁle 業務解析
◆ 船體隨時都在搖晃，每位同仁對動暈症（Motion

會使身體傾向睡眠狀態，提高睡意。一般而言，日

Sickness）適應狀況不一，甚至海象惡劣也會造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前提下，人體會在夜間產生較

成同仁心理壓力。

多褪黑激素，而白天較少，藉此來達成晝夜節律的

◆ 住艙難以完全隔絕機艙機械運作時伴隨的高溫與
噪音。
◆ 船舶在遠洋航行，同仁在勤中不易與親人聯繫，
考驗心理素質。
在以上條件下工作，安排同仁輪值的方法應更
加科學，更富同理心。儘管船艦有些條件無法改
變，仍能藉以人性化的編排勤務，盡力營造友善的
環境。因此，提出5點打造友善海勤環境的準則。
1. 每位同仁每天都能擁有不中斷的7至8小時
睡眠。
2. 睡眠時無噪音、光線或人為干擾（遇有突發
案件例外）。
3. 飲食均衡，廚房應盡可能地配合同仁作息準
備伙食。
4. 24小時內，不得連續服勤或當值超過12小時。
5. 每天當值時段盡可能規律，以利調適生理
時鐘。
為達成以上設定目標，提供些許已證實，科學
化的方法供參：

一、做好光線管理（light management）
當人體處於黑暗一段時間，松果體（Pineal
Gland）會產生褪黑激素（Melatonin），褪黑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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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本署海勤人員於船艦上工作時，常因任務需
求，作息日夜顛倒，不正常的作息對同仁來說司空
見慣。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藉由一些調整，控
制光線對視網膜的刺激，使同仁執行勤務時，盡
可能維持規律作息，保持恆定的生理時鐘（Body
Clock）。舉例來說：不論一個夜勤同仁在正常光源
工作環境值勤（例如機控室）或在燈光昏暗的工作
環境（例如夜間駕駛台），在退勤後眼睛接受光線
刺激，會使頭腦以為身處於白天，而無法使身體進
入適合休息的狀態。此反應會使值夜勤同仁無法建
構適其作息之生理時鐘。
因此我們可以依據此原理，對同仁加以宣導，
善加利用光線管理（Light Management）的概念調
適自己的生理時鐘。
以下用美國海岸防衛隊設計的表格為例：
視網膜接受光線刺激（人工光線亮度至少高於
1000 LUX）是使生理時鐘適應並保持規律的要件。
此調節法能指引同仁何時該曬到太陽而何時該避
免。表1至表3皆設定日出時間為05時，日落時間為
20時。當然，實際日出日落時間隨地理位置及季節
改變，調節方法也必須隨著不同環境條件改變。

表1

日班轉變為夜班（在日出後結束工作）
日落

日出

2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一

S

S

S

S

S

S

W

W

W

W

W

二

S

S

S

S

S

Sb db wb wb wb W

W

W

W

W

W

三

S

S

S

S

S

Sb db db db db

dl

dl

dl

dl

dl

dl

dl

N

dl

W

四 W

W

W

W

W Sg Sg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N

dl

五 W

W

W

W

W Sg Sg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N

六 W

W

W

W

W Sg Sg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N

表2

S

W

W

W

dl

S

S

S

S

W

W

W

W

W

W

W

dl

W

W

W

W

dl

W

W

W

W

日班轉變為夜班（在日出前結束工作）
日落

日出

2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一

S

S

S

S

S

S

S

S

W

W

W

W

W

W

W

二

S

S

S

S

S

Sb db wb wb wb W

W

W

W

W

W

三 W

W

W

W

W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dl

四 W

W

W

W

W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五 W

W

W

W

W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六 W

W

W

W

W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表3

S

S

N

N

N

dl

dl

W

W

W

W

dl

dl

dl

W

W

W

W

dl

dl

dl

dl

W

W

W

W

dl

dl

dl

dl

W

W

W

W

夜班轉變為日班
日落

日出

2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一 W

W

W

W

W

W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dl

dl

N

N

W

W

二 W

W

W

W

W wb Sb Sb Sb Sb Sb Sb Sb Sb dl

dl

dl

dl

N

dl

N

N

N

N

三 W

W

W

W

W

dl

dl

N

dl

dl

dl

dl

dl

dl

dl

dl

dl

dl

dl

dl

S

S

四

S

S

S

S

S

S

dl

W

W

W

W

W

N

W

W

W

dl

dl

dl

dl

S

S

五

S

S

S

S

S

S

dl

W

W

W

W

W

N

W

W

W

dl

dl

dl

dl

S

S

六

S

S

S

S

S

S

dl

W

W

W

W

W

N

W

W

W

dl

dl

dl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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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Proﬁle 業務解析

表格符號註釋
睡覺（S）
（sleep）

阻絕日光睡覺（sb）
（sleep with blocking daylight）

小睡（N）
（nap）

戴太陽眼鏡（sg）
（wearing on sunglasses）

工作（W）（*註）
（work）

阻絕日光工作（wb）
（work with blocking daylight）

阻隔日光（db）
（block daylight）

日光或人工光源照射（dl）
（daylight or artiﬁcial light）

（*註）假設白天工作時段皆有日光照射

在避免日光照射的期間，同仁應待在黑暗的船

表3是假設一名同仁從夜勤轉成日勤的模式，

艙內，可以把窗簾拉上，避免暴露在太強的光線

可以注意到第2天有個較長的午覺，此舉是為了適

下。如果同仁在這些時間必須待在戶外或駕駛台，

應第3天午夜當值勤務。因此我們建議同仁應在白

應戴上太陽眼鏡來抑制視網膜的進光量。當同仁在

天曬曬太陽接受光照，並在22時就寢休息。同仁

值夜勤時（表1的第4到6天），他們必須避免在凌

在第4天起床後應該馬上去曬太陽，接著工作。若

晨時受到光線照射，以免其頭腦誤以為身體處在白

有需求，不妨小睡一下，不要睡太久，否則晚上容

天作息，而無法釋放出該休息的訊息，且太陽若在

易睡不著。另外，建議可以在下午及黃昏時照照日

同仁下班前就升起，同仁應配戴太陽眼鏡。

光，可以加強身體處在光線照射下的適性。

當同仁退勤之後，在阻隔日光的時段（sb）睡
眠，可以睡到下午，當同仁在下午起床後，應該馬
上去曬太陽或暴露在光線下，以建立自身的日光起
始時間，這時候做些運動，如走走路或體操都很適
合。舉表1為例：第一天是普通的日班，同仁在7時
至15時值勤，並已在前一天22時至06時於黑暗環境
中休息。為了適應接下來的夜勤，同仁在第2天要
避免被陽光照射，直到10時才能暴露於光線下，如
此一來才能有效延緩原本習慣的生理時鐘。
第3天，這位同仁將會開始值夜勤。早上10時
前必須隔絕光線，可以在傍晚先小睡個1小時儲備
體力以應付22時至隔天7時的夜勤。第4天，睡眠從
5時至14時，需注意從7時開始要確實隔絕光線，在
接近下午時間起床，員工應曬太陽以維持夜間作息
的生理時鐘。在下午小睡一下可以避免深夜當值時
嗜睡。表2跟表1很相似，主要差異在表2的工作時
段在日出前結束，所以工作時就不必隔絕日光。一
樣的觀念：睡眠時隔絕光線，下午起床後要接受光
線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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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Red Zone（一天中身體較虛弱的
時段）
在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情況下，體能會在白天
達到高峰，而在夜晚達到低潮。Red Zone通常指夜
間那段體能最低的時間，因為這時體能及專注力最
差。許多因素都可能影響每人Red Zone的時間分
布，如睡眠、社交、飲食習慣、長期失眠及累積的
睡眠債（sleep debt）都是影響因子。
我們可應用光線管理調整Red Zone，人的生理
時鐘會受每天受光照的時段及作息影響，因此，我
們可以用此原理來幫助夜勤同仁將其Red Zone調
整到白天時段，如此一來，在夜間當值時便能擁有
較佳的精神狀態及專注力，不僅對工作表現有所提
升，也對同仁的保持規律作息有幫助。值夜勤的同
仁不可避免地會在凌晨時段當值，季節不同，日出
日落時間也隨之變化，有時同仁會在需要隔絕光線
的時段，因工作需要而目視強光，會造成生理時鐘
混亂。為減緩此影響，建議同仁在曙昏之際，若有

光線管理的需求，應配戴顏色較深的墨鏡，控制視

有8小時，因此不可能擁有7至8小時不被干擾的睡

網膜的進光量，以保生理時鐘不受影響。

眠，因休息中必須吃飯、睡覺、個人瑣事和休閒娛
樂…等，此情形下，同仁必定會在其當值時段感到

三、彈性調整勤務時段

疲勞。除此之外，夜間當值（00-04）或凌晨當值

安排勤務除了公平之外，規律的作息對同仁身
體適應也占健康因素很重要的一環。勤務安排方式
應隨時調整，依據人體自然反應，生理時鐘需要3
天的時間去適應新的作息。同仁愈習慣同樣作息，
生理時鐘會調適得愈好。因此，最好的情況是同仁
每天在相同的時段入退勤，維持規律的作息。
通常大部分同仁不願意固定當值夜班，需以實
際情形評估，考量一般同仁平均所需的適應時間，
一個月或雙週的頻率輪換班制是可行的。班表應照
順序輪，不要隨機或逆著順序輪調，可設計成同仁

（04-08）的同仁，應該應用光線調節的原理，在
值勤快結束時不要受強光刺激。
以此表而言，值A班的同仁生理上較難調適，
相較其他同仁來說，比較難擁有足夠良好的睡眠品
質，除了休息時間與晚餐時間重疊外，還必須在下
午嘗試就寢。一種折衷方案是，人力充足的情況
下，將A班再拆成兩組人，一組上00時至04時，一
組上12時至16時。
針對標準三班制當值表還有一些可能的變化：

為適應勤務，每次輪替班次時，將起床時間延後而

◆ 一天當值一班次，一次當值8小時，以爭取更多

非提早。舉例來說，第一班是00時到04時，勤務輪

睡眠時間，但須考量同仁對當值時段的接受度及

替時，第一班應該換至原本第二班的時段，也就是

實際施行情形。

04時到08時……依此類推。

◆ 減少日間班的工作量，尤其是有深夜時段當值的

視情況調整當值時段長短也是一種方式，舉例
如下：

同仁，減少其工作量以爭取充足的休息。
◆ A班再拆成兩班，一位同仁值00時至04時，另一
位值12時至16時。

標準三班制當值表

當單位有足夠人力，通常會編排一天4班或5班
制。儘管此類型的輪值方式看似能節省人力又提供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0-04

A

A

A

04-08

B

B

B

表（左半邊），以及經過改良的4班制當值表，同

08-12

C

C

C

仁在標準4班制當值表有其中一天要當兩班並在隔

12-16

A

A

A

天是當一班次。舉例來說，第一天A班同仁必須當

16-20

B

B

B

00時至04時及16時至20時的班。如此一來睡眠時段

20-24

C

C

C

即是0430時至1200時。A班同仁會在20時退勤，但

充足的休息時間，其實一天4班或5班依序輪值對生
理時鐘有很大潛在的危害。標準的一天4班制當值

恐怕無法馬上就寢，因為距離上次睡眠才間隔10小
時，即使如此，23時至隔日7時也有足夠時間可以
同仁每天的當值時段都固定，這樣的勤務表

休息。較棘手的問題是起床時間（曝露於日光的時

能維持作息規律。然而，此表勤務中休息時間只

間）被提早了將近5小時，這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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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4班制當值表

改良4班制當值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0-04

A

C

A

00-03

A

A

A

04-08

B

D

B

03-06

B

B

B

08-12

C

A

C

06-09

C

C

C

12-16

D

B

D

09-12

D

D

D

16-20

A

C

A

12-15

A

A

A

20-24

B

D

B

15-18

B

B

B

18-21

C

C

C

21-24

D

D

D

標準4班制當值表就像每天來回反覆世界上5個
不同的時區，同仁處在這種不固定的作息下，造成
注意力下降，生理時鐘混亂。改良版的四班制當值
表一班次是3小時，班次間有9小時的休息時間，同
仁得保有7-8小時的連續睡眠時間。最值得稱許的是
改良式勤務表每天值班的時間都是固定的。如此一
來，同仁便能調適自己的作息，在休息時候回復體
力，以便拿出更好的工作表現。

◆ 3班制同仁將大夜班拆成兩組人，一組上00時至
04時，另一組上12時至16時。
◆ 輪流更改上班時段，例如本月A班同仁下個月輪
值B班時段，再下個月去上C班……依此類推。
五班制的輪班表，大多是一天一班次，少數有
一天兩班次。這樣的執勤模式使同仁每天必須比前
一天早起4小時服勤，就寢時間與睡眠時段也不停
的改變。

以下4班制當值表的其他變化

標準5班制當值表

40

改良5班制當值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00-04

A

B

C

00-04

A

A

A

04-08

B

C

D

04-09

B

B

B

08-12

C

D

E

09-14

C

C

C

12-16

D

E

A

14-19

D

D

D

16-20

E

A

B

19-24

E

E

E

20-24

A

B

C

以標準5班制當值表來說，A班第一天必須當

悖。儘管如此，這班表每天都是固定的，跟傳統的

值00時至04時及20時至24時，在第一班值完00時

比起來，改良版的勤務表可以幫助同仁培養較佳的

至04時後，0430時至12時可以休息。在第二天的

體力。

0030時至0800時也可以休息。可以看出第二天比第
一天早起4小時，接著第二天，A班同仁會當值16時
至20時，睡眠時段落在23時至07時（比前一天早1
小時）。
如果A班同仁想維持生理時鐘，他會試圖每天
都在相同時間就寢，因為A班當值時段並不嚴重干
擾就寢時間。第六天是04時起班，同仁必須在前一
天20時至當天0330時休息才足夠。在第七天（跟
第一天一樣）00時至04時當班前，同仁應該先休

四、編排勤務需同理心，同仁健康就是海巡
的能量
海巡同仁勤務繁重，尤其於海上執勤時身心都
承受壓力。在海上執勤，不僅是工作，更是生活，
而每一份勤務表，代表的是海巡同仁短至4、5天，
長至半個月、一個月的生活作息，身體健康必須維
持規律作息，均衡飲食。同仁的體能水準等於海巡
的值勤能量。

息一下，否則24小時內均無睡眠機會。這種輪值方

警政署於108年2月23日晚間於臉書「NPA署長

式非常干擾作息，儘管這種模式可以讓同仁擁有足

室」宣布，為避免同仁過勞，將推行每日勤務時數

夠的休息時間，但是休息並非時間充足即可，而是

8小時為原則，無法因應需求時，以10小時為度之

必須考量人類一天的能量系統，若考慮到更複雜的

新規定，相較以往每日12小時之勤務，可說是往調

情況，當我們作息亂掉，我們生理機能無法同步跟

適員警身體健康，提升同仁生活品質，邁進了一大

上變化的作息，睡眠的規律及品質將會變得難以預

步，可以看見警政單位對於優化勤務，提升同仁生

測，每個人都有因睡眠品質欠佳，而感到非常疲勞

活品質已經開始著手調整。人性化勤務編排推動不

的經驗，這就是為何我們要盡力固定每天睡眠時段

分警消海巡，而是勢在必行的制度建立。

的原因。

尤其本署海巡艦艇勤務態樣特殊，出勤往往數

改良版的5班制當值表可以看到A班在深夜只有

天甚至數週，大海茫茫，艦船艇即是同仁們第二個

4小時的當值時間，其他班次皆為5小時。而且每天

家，是工作場合也是生活環境，勤務安排對同仁作

每班次時段都是固定的。這班表讓C、D、E，三班

息影響更鉅，目前本署船上仍未建制醫事人員，艦

都能在晚間有8小時完整的休息時間。儘管A班在00

船距岸數十、數百浬，若身體不適，就醫不便，將

時至04時工作，但他們可以在日出前就寢；B班是

無法即時獲得良善的照顧，因此同仁自我健康照顧

對同仁身心狀況最具挑戰
性的時段，因為他們必
須在20時左右
就寢，以維持
8小時的完整
睡眠，入睡
時間與一
般 正 常

變得至為重要。
最後撰寫本文目的，係希望對編
排勤務人員及海巡所有輪值同仁有
所裨益，期盼未來大家能一同為
海巡打造更友善、更有效率的工
作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
督察組）

時 段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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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雷達電磁參數識別海上
異常大量船舶狀況～
R語言環境下的分析研判
文｜江百松

壹、前言與動機
本文曾於95期海巡雙月刊提及運用海上船舶

此時一種分辨率高、分析速度快且能正確產出異常

的雷達電磁參數經過主動偵蒐、整理、儲存資料

作業船舶資訊的方法，即是本文所要說明的，而此

庫、展示海面位置等程序，是有利於海巡人員監控

方法較傳統雷情顯示系統更有效判別失去動力、船

海面目標之有效性、確認性、迅速性的提升，無論

難和走私偷渡的船舶動態。若輔以大數據受歡迎的

使用紙面航跡描繪或是雷達顯示系統等追蹤航跡的

分析軟體－R語言，更可於大量船舶中篩檢出曾走

方法，主動性蒐集海面船舶雷達電磁參數是較有效

私、偷渡及違法具前科的船舶，在極短時間內將分

且迅速的方式，然海巡人員可與電子海圖察看海面

析出各重點船舶違法行為與預判未來可能行為模

船舶航跡，但若海面船舶數量大卻不易追蹤航跡，

式，提升對領海內船舶狀況海岸巡防監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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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數據與R語言

使這些預測不應被直接看成一種必然的結果，他們

一、大數據（Big Data）

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大數據與分析技術及資源強烈需
求且強有力的指標。〔3〕

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大資料）
指所蒐集的資料量規模巨大到無法透過人工或一般
電腦在一定的要求時間內達到擷取、管理、處理、
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在總資料量相同
的情況下，與個別分析獨立的小型資料集（Data
set）相比，將各個小型資料集合併後進行分析可
得出許多額外的資訊和資料關聯性，可用來觀察趨
勢、判定研究品質、避免疾病擴散、打擊犯罪或測

圖1為提供一個資料分析的高階概要說明，第
一個步驟，一份完全業務問題上的定義要以分析方
法去解決是必要的，其次，所有來源的資料必須被
鑒別，因為那可能是潛在的優勢，這是很重要的一
步，是為資料對任何分析訓練關鍵成份以及資料選
擇會對將被建立在一個隨後的步驟中的分析模型確
定性影響，最後，一旦這模式建立後它將以業務上
專業來解釋和評價，通常有很多零碎的樣本將通過

定即時交通路況等。〔1〕
近幾年來Big Data的處理及運用非常盛行，
依IBM工程計劃中每日約可產生2.5quintillion《即
1.5625×10 19 (2.5×quintillion = [2500000] 3 )》
位元組（byte）的資料，意即在最近二年裏世
界上有90%的資料被建立起來〔2〕。在嘉特納
（Gartner）2015年的工程計劃中，財富500強企業
的85%仍將無法為了競爭優勢而開發利用大數據，
且約有4百40萬個就業機會將以大數據來建立，即

此模型進行檢測，譬如，在市場購物籃的分析集
中，可發現義大利麵和義大利麵醬經常一起購買，
這些樣態令人關注，乃因它們提供了模式的驗證。
在圖1的流程模型概述重要須注意的是本質上
是具反覆性的，意思是，在模式運作時可能須回到
前一步驟，例如在分析的步驟中，額外資料可以被
識別，以需要再次整理、轉換，以及之後的程序，
最耗時的步驟是數據收集和預先處理步驟。〔4〕

data transformation
(binning, alpha to
numeric, etc)

Dump of operational data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analytics

data cleaning
data
selection

source
data

data
mining
mart

patterns
preprocessed
data

Analytics
application

transformed
data

The Analytics Process Model
圖1 分析流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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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語言〔5〕

以自動或半自動方式來探索和分析資料」。

R是由Ross Ihaka與Robert Gentleman所開

故資料探勘可透過分類、分群、關聯性規

發相似於AT&T貝爾實驗室Rick Becker、John

則、社群網路分析等方法獲得資料的特性，

Chambers與Allan Wilks等人所開發之S語言的一種

並由此分析提供使用者所需要的判斷依據。

統計軟體也是程式設計的語言。

（三）巨量資料（Big Data）：此名詞最早由IBM

R所開發出來的有Windows、Unix、Linux、

公司所提出，具有資料量（Volume）、速

Apple MacOS等不同作業系統版本。R的網站為

度（Velocity）、多樣性（Variety）、真實

www.r-project.org，網站內提供許多有關R的文件、

性（Veracity）四種個特性，其中以Hadoop

書籍、資訊，其可應用範圍包括統計分析、資料探

軟體平台為代表，Hadoop是Apache軟體基

勘、機器學習、推薦系統、文字探勘及巨量資料

金會（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的開

分析。

放原始碼計畫(Open Source Project)，係以

R語言的應用可包含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資料探勘（Data Mining）、巨量資料
（Big Data）等分析常用之相關套件。
（一）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即計算機
具有學習能力及從資料中自動學習規則，使

java程式的分散式運算環境所撰寫，可將資
料和運算程式分散到數千部以上可使用的電
腦上進行計算，並運用MapReduce做為分
散式處理技術，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做為分散式檔案技術，可處理
及儲存巨量資料。〔6〕

用規則對新的資料進行預測，其主要演算
法有設計與分析可自動學習，可由過去資
料或經驗中建立模式（Model），而執行此
模式者即學習（Learning）以及訓練資料集

參、R語言軟體應用於雷達電子參數資料庫

一、R語言軟體設置及操作
R語言軟體是目前世界上處理及分析能力相當

（Training Dataset）。常用的機器學習有

強的軟體，因為它是開放式軟體，所有人皆可於網

「監督式」、「非監督式」、「演化式」、

站（http://www.r-project.org）中自行下載後使用，

「混合式」等4類。

下載前須先釐清電腦等級（如32bit或64bit）以便

（二）資料探勘（Data Mining）：依Berry & Linoff

系統設置，下載後須載入必要程式包，如rattle、

（1977）之定義：「資料探勘是為了要發現

stringr、RGtk2等，再以〝rattle()〞指令開啟R程

出有意義的樣型或規則，必須從大量資料中

式，在data資料匯入選擇有硬碟資料夾等8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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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處，另有Rstudio軟體與R軟體相同，均可達到運作的目標，惟建置Rstudio時應先設置R軟體，再下載
Rstudio後方可使用，本文以Rstudio平台進行系統測試，（如圖2）
在處理選項上有決策樹、森林等8項應用模式（如圖3）
評估（Evaluate）選項中，有Error Matrix等10項評估結果輸出， 如圖4

圖2 R studio平台

圖3 各分析類型模式

圖4 各類型評估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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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達電子參數資料庫建立

（一）建立電子參數資料庫：

本文於95期中述及雷達電磁訊號中所包含的各

R studio軟體可接受以excel建立的表格

項電子參數，如同人類的指紋般，具有其獨特性，

（*.csv）由程式進行系統分析，以本研究之

也代表其船載雷達的身份證明，故蒐集此類電子參

表格內資料欄位中應包含船名、雷達型號、

數並建立電子資料庫，配合電子海圖（GIS）之航

波段、射頻、脈波來復頻、脈波寬、掃瞄型

跡定位（GPS），由此資料庫中擷取航跡座標，

態、座標、天線轉速、發射功率等基本資

由R語言進行資料分析與決策，可產生管理者所需

料，模擬建立一份某時所偵測之海面船舶位

之結果，達到判定船難、越界、失去動力等異常

置等數據，如表1。

事件，並可提供救難單位迅速到達正確海面進行搜
救。實測程序如下：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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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船舶資料及座標資料表

本文以建立8艘船舶於海面航行動態為基礎進

每五分鐘約行進2海浬，20節

行模擬測試（訓練），由上表資料庫中依海

由系統擷取各船舶資料之船名、座標及時

上目標狀況，每五分鐘（以一般漁船航行速

間，建立船舶座標航跡之行進資料表，試以

度約10-20節

模擬建立如表2：（A01-A08共8艘）

節

小時、其它較高速者可達50

小時，本文以20節

小時*5/60）

小時為一週期計，

表2

海面船舶座標模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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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海面）圖顯示：
運用GOOGLE MAP既有地圖軟體，將列有
經緯度座標之excel表，即於地圖（海面）顯
示出每艘船航跡，如圖5。
值得注意的是，圖中有3艘船舶並非以固定航
跡航行，因而其座標有某一定時間內是停滯
的，也就是說，這三艘船舶無論是走私、偷
渡或失去動力，必須加強監控的。
（三）R語言應用及決策分析：

圖5 船舶海上航跡模擬圖

依前項R語言操作流程將已建立資料track.
csv檔案匯入，在Data選項中由Filename
中自電腦資料夾中匯入，如圖6，值得注意
的是，在R語言環境中之資料檔名必須為英
文，而且所儲存的資料夾亦須為英文名稱，
否則將無法順利匯入並造成資料紊亂。
本研究係探討船舶於海上航行正常與否，其
主要判斷依據以航行時連續性座標為主，故
其座標為數字型態，即圖中所示Numeric，
判斷結果希以船名為輸出，故輸出目標
（Target）即為船名（boat_name）其它資
料如經緯度及時間均為系統判斷時之參考
依據。

模式建立的選項中有決策樹（Tree）、森林
（Forest）、支援向量機器（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線性（Linear）等，試以
選擇決策樹模式，如圖7，即產生決策模式的
規則。
進行評估（Evaluate）選項中之錯誤率判
斷，如圖8經分析，錯誤率分別Tree為23%
（正確率為77%）、Forest為5%（正確率為
95%）、SVM為35%（正確率為65%）。
在錯誤率矩陣圖示中，X軸為預測結果，Y軸
是實際值，以A01錯誤數量（count）為例，
預測值A01且實際值相同者有12組，而實際

圖6 檔案匯入DATAX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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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決策樹產生規則示意圖

圖8 資料評估後所產生錯誤率及與實況之分析圖

為A01卻預測為A06者有6組，顯示數據有

況，如失去動力（船舶上雷達仍運行中）、

問題，但A02有18組數值實際值預測也是18

沉船或斷電（突然無訊號）及走私或遭挾持

組，其它7項無預測值產生，即為完全正確。

（靜止不動），此等航跡一段時間不變或海

然此非本研究所希分析的結果，運用所蒐整

上突於某座標後即失去後續航跡，即為異常。

電子參數資料庫，配合海上航跡進行大數據
中擷取異常資料，進而進行研判及追蹤，所
謂正常情形即以線性模式所形成之航跡，吾
人可判定其為航向某漁業作業區或駛往他國
之船隻，正常狀況下不應有靜止、微行或突
然無訊號等情形，若出線此情況則為異常狀

就此異常情形可訂出規則，即座標不變，時
間仍持續延續的向量數據中，挖掘表內相同
經緯度座標之數值，即顯示異常船舶資料，
但以R data miner rattle軟體中各項模式進
行分析僅能分析出大於北緯25度或小於東經
121度的數量之類所做的分群方法，對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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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運吞吐量極大之基隆港，每日於港區外24

（一）走私偷渡：在非漁場作業區內，兩艘以上船

海浬內船舶數量達數百艘情形下，處理每艘

舶於海面上同一座標內曾有一定時間不改

船定時（本文以每5分鐘航行約1海浬模擬）

變，之後又分道揚鑣、各自離去，在海圖上

航跡資料之大數據分析的R語言而言，也只1

即出現如前所示目標般即是，若僅一艘離

秒鐘內即可擷取出異常船舶及其航跡動態，

去，另一艘座標不變，即有遭劫的可能。

雖然R studio處理速度快，但其現有的模式

（二）海難或失去動力：在非漁場作業區內，某艘

無法適用本研究目的，其所分析結論與研究

船舶行至海面上於同一座標內有一定時間不

目標產生出入。

改變，即有海難或失去動力的異常狀況。

肆、問題解決與程式撰寫

綜觀前兩項判斷異常的規則即包含了走私偷
渡、失去動力、船難或劫持等行為，其主要共同特

一、海面航跡異常之規則定義

徵即是→航跡船位不動，即時間變動時→座標不

前述中套用Rstudio軟體雖可進行資訊分析，並

變，故依此「異常」現象為基礎進行以下的程式

可就大量數據的特性分類有效提供決策判斷，惟本

撰寫。

研究著重於大量座標數據中，為使研究模擬數據能

二、運用前項2規則套所編撰程式內容及說明

正確分析，應用R語言的指令平台編撰一套程式進

如下：

行處理，首先定義出所謂航跡異常之規則：
Step 1：於R console命令列之點提示下
> test<-read.table("c:/track.csv",header=T,sep=",")

語意：讀取track.csv檔案到test的表中，其中標頭要顯示(T=True)，內容以","（逗號）做分隔。
> test$testNE<-interaction(test$N,test$E,drop=T)
語意：已載入的test表內的欄位N和E來源於(<-)test表中的N和E欄位並交互成為另一表testNE，並刪
除指定變數（即未被交互的欄位）
> dup<-test[duplicated(test$testNE),]
語意：在test表內擷取出N、E重複（相同）值成為另一表dup，而duplicate的指令在重複出現第二次
（與前次比較有相同值時）時才會摘列出來。
> dup
語意：呼叫出dup表的內容（即已被擷取出的相同數值）如下：
item

N

E

boat_name

time

testNE

65

25.56313

121.5707

A04

1620

25.563131.121.570651

67

25.56313

121.5707

A04

1630

25.563132.121.570652

68

25.56313

121.5707

A04

1635

25.563131.121.570651

78

25.56313

121.5706

A05

1605

25.563129.121.570649

79

25.56313

121.5706

A05

1610

25.563129.121.570648

80

25.56313

121.5707

A05

1615

25.563131.121.570651

81

25.56313

121.5707

A05

1620

25.563131.121.57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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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N

E

boat_name

time

testNE

82

25.56313

121.5707

A05

1625

25.563132.121.570652

83

25.56313

121.5707

A05

1630

25.563132.121.570652

84

25.56313

121.5707

A05

1635

25.563131.121.570651

96

25.40441

122.0440

A06

1635

25.404413.122.043987

上列所出現座標即被定義為「異常」的現象，即航跡船位於一定時間內未變動，可視為船舶於海上失
去動力、船難或走私的情事發生中，而這些異常船舶A04、A05及A06三艘船即作者刻意安排走私與失去動
力的情境，其航跡是不變的、異常的。值得一提的是，上列座標中所見第一次出現船舶者，於資料表中其
實已是第二次重複出現的座標，即當相同座標出現第二次時，程式才將其列出，這便是duplicate指令的特
性。而當列出異常座標後，若無成表的文件提供監控人員分析與運用，這資料的可用性並無明顯意義，故
以下再補充自動建檔的指令：
> write.table(dup, ﬁle = "testoutput.csv", sep = ",")
所建立的新表“testoutput.csv”將被儲存於c:/user/…/mydocument 路徑的資料夾中，如圖9所示

圖9 轉存後新表格儲存路徑與資料夾位址

而若欲使此程式能自動定時將所測得資料中於固定時間內產生異常船舶報表時，可以下列指令程式使
其自動化產生異常事件報表，監控（值機）人員只需定時讀取報表即可全盤掌握海域中船舶動態，程式
如下：
x<-0
while(TRUE){…the content of program…..
x<-x+1
Sys.sleep(120)
}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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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程式將以2分鐘為一週期執行一次，即每2分鐘即產生新檔報表。如圖10

圖10 定時產生報表測試圖

綜整本研究實驗所測得的全部程式如下：
x<-0
while(TRUE){ Test<- read.table(“c:/track.csv",header=T,sep=",")
test$testNE<-interaction(test$N,test$E,drop=T)
dup<-test[duplicated(test$testNE),]
write.table(dup,ﬁle=”testoutput.csv,sep=”,”)
x<-x+1
Sys.sleep(120)
}

三、未來應用
前述中所編撰程式在最短時間內即由眾多船舶的海面上判斷出異常航跡的船名，並提列出報表提供
海巡人員做為查緝或救難的依據，而R程式的特色不僅侷限於此，對於有前科或曾有海難、遭劫、失去
動力等案例之列管船舶，運用前項所提分類或分群等功能可進行事件可能發生的提醒，更可運用決策樹
（tree）或決策森林（forest）等功能可進行船舶可能行動（為）之分析預判（測），這將是未來再深入應
用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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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因篇幅因素，已本研究區分兩部分，第一

伍、結語
本研究係探討運用海面船舶雷達電子參數建立
之資料庫，並結合處理巨量資料之R語言，建立應
用模式，以提升我國海岸巡防偵巡能力，其中包含
海上救難、違法查緝等主要法定職掌，而運用雷達
監控海面船舶動態是海岸巡防工作的手段之一，當
海象不佳或夜間執勤時，如何以最明確及最迅速方
法進行預警及正確判斷，即成本文說明的重點。
本文相關研究重點已獲第10屆先進資訊智
能國際會議（ICACI 2018 :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所接受，並刊登於「電機電子工程師
學會（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期刊中〔7〕

部分之「電磁參數蒐整」已於前期刊中先就船舶雷
達參數資料收集方法與應用說明，第二部分即本文
介紹分析軟體「運用程式進行比對分析」，於最短
時間迅速產可疑及異常航跡，使海巡人員執勤時猶
如95年間建立的「小神捕系統」利於進行預警與決
策。未來發展除海面監偵，空中目標及衛星導引系
統所運用的電磁訊號仍可進行深入探討，另既已可
運用google map之開放式海（地）圖，相信以本文
為基礎建構勤務指揮中心即時高速資訊網路〔8〕
航跡電視牆顯示系統亦非難事。在後端靜態資料分
析時，能運用R語言中的分析與預判模式，更能使
查緝與救難行動，未雨綢繆，防杜於未發生之前，
減少人力負荷與國家成本，進而提升查緝非法與海
事救難等法定任務執行與國家安全維護之精度。
（本文作者目前於華梵大學擔任技士（佐）、
組長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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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Forum 海洋論壇

海岸上的雪線：

保麗龍漁業廢棄物 與
管理措施之探討
文｜陳璋玲、林家儀、郭馥禎

壹、前言
牡蠣養殖產生的保麗龍漁業廢棄物長期以來是
臺灣西南沿海嚴重的海洋垃圾問題。集中於西南沿
海的浮棚式養殖（或稱浮筏式），需使用大量保麗
龍將浮棚浮於水面上，但因保麗龍容易破碎，加上
破舊不堪使用的保麗龍被任意丟棄於海中，造成保
麗龍及碎片漂浮於海上，隨著海流和風漂流至岸

保麗龍由聚苯乙烯（Polystyrene, PS）發泡而
成，極易破碎且不能被生物或光分解。保麗龍廢棄
物不僅破壞海岸景觀，減損旅遊價值外，亦造成環
境和生態的負面效果，例如引進外來種、危害航行
安全、海洋生物誤食保麗龍碎片而死亡，或在生物
體內累積聚苯乙烯顆粒等。此顯示牡蠣養殖所產生
的保麗龍廢棄物問題有待妥善解決。

上，尤其每年四、五月牡蠣採收時，臺南海岸遍佈

海洋管理一般有三種模式：統治式、市場機

白色的保麗龍碎片，形成‘海岸上雪線’的奇觀，

制，以及參與式。統治式是典型且常見的由上而下

經常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

的管理模式，係由政府訂定規定要求漁民或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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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遵守。參與式管理強調特定對象團體自主管理，

棚架約使用8-10個保麗龍，但隨著牡蠣成長增重，

自律遵守管理規則。市場機制則重視透過市場機

保麗龍數目可能需增至12-15個，以此推估，臺南

制，可導向政府喜好的政策效果。有關牡蠣養殖保

市特蠣養殖每年大約使用110,000∼140,000個保麗

麗龍廢棄物問題，目前地方政府，尤其是臺南市政

龍。據漁民訪談資訊，每年約有三分之一保麗龍需

府已採取多項管理措施，其多屬統治式及少數參與

汰舊換新，亦即約36,000∼46,000個，此需汰換的

式的措施，尚未有市場機制模式的措施。本文除介

保麗龍若未妥善回收而丟棄於海中，將造成嚴重的

紹目前已實施的管理措施外，並嘗試探討市場機制

保麗龍漁業廢棄物問題。

管理模式的可行性，以試圖更有效解決保麗龍漁業
廢棄物問題。

參、牡蠣養殖保麗龍廢棄物管理措施
為解決浮棚式養殖產生的漁業廢棄物，包括棚

貳、臺灣牡蠣養殖現況

架和保麗龍，地方政府已採取多項管理措施，其中

牡蠣養殖是臺灣西岸重要的漁業產業之一。依

以臺南市政府最積極，訂定「臺南市淺海牡蠣養殖

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17年漁業統計年報，

管理自治條例」及「臺南市浮筏式牡蠣養殖漁業管

牡蠣養殖產量23,270公噸，產值約43.8億，分別佔

理規範」。該等規定所訂定的管理措施涵蓋面向廣

總養殖產量和產值的8% 和12%。養殖區域主要分

且多元，因此本文主要介紹該市訂定的管理措施。

布在西南沿海及澎湖之淺海水域，西南沿海產區主

本文介紹的管理措施主要以保麗龍相關為主，但由

要集中在雲林、嘉義、臺南、彰化等縣市，總養殖

於保麗龍係綁附於棚架上，因此有關規範棚架放養

面積達8,884公頃。大部分牡蠣產量供國內市場需

的措施，亦間接影響保麗龍的使用，因此本文將一

求，2017年僅有6.8公噸出口，進口約1,437公噸。

併介紹，以求周延與完整。臺南市政府採取的相

養殖方式依水深地形及經濟效益考量而各有不
同，主要包括平掛式、垂吊式、浮棚式、浮筒延繩
式等。彰化以平掛式為主；澎湖多採浮筒延繩釣
式；雲林、嘉義和臺南則平掛式、垂吊式、浮棚式

關措施包括棚架總量管制及申報放養、棚架強制回
收、保麗龍回收獎勵、蚵棚處理費、替代性浮具研
發、禁止放養期間、限制放養範圍、輔導設立牡蠣
養殖漁民產銷班以建立漁具廢棄物自主管理制度等。

等三種。各種養殖方式中，浮棚式養殖適合較深的

有關替代性浮具研發，臺南市政府於2015年

水域，約7-12公尺水深，以竹子編成的水平棚架，

推出多種改良性浮具，包括聚氨酯（polyurethane,

使用保麗龍支撐棚架維持浮力，並以繩索錨定於海

PU）包覆保麗龍（每塊成本約600元）、塑膠

床，將牡蠣垂吊於棚架下，24小時處於海水中，成

殼包覆保麗龍（每塊成本約500元）、聚脲樹脂

長速度快。此方法因使用大量保麗龍，是造成保麗

（Polyurea）包覆保麗龍（每塊成本約800元）、

龍廢棄物的主要源頭。

聚乙烯（Polyethylene, PE）發泡材質浮具（每塊

臺南市牡蠣養殖面積約2,000公頃，其中使用浮
棚式養殖多分布於安南區、安平區及南區等區域，
面積約1,400公頃，申請養殖放養人數約200人，生
產約5,700公噸，產值達4.75億元[1]。近年來申請
放養數約9,000餘棚，為全國最多量，約佔全國浮棚
式養殖蚵棚半數以上，是浮棚式養殖的大戶。每個

成本約800元），以及黑網包覆保麗龍（每塊黑網
125元）等。但上述前四項改良浮具，有些因價格
高、重量大不易搬動、產生浮力小、塗料不均表面
易有裂開，或表面滑容易脫落蚵棚等問題，因此漁
民接受度不高。相較之下，黑網包覆保麗龍具有減
少保麗龍碎粒流入海中、重量輕、可減少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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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著而得延長保麗龍使用年限（一般保麗龍約使用

府更於今（2019）年10月起實施禁止使用未包覆保

2∼3年），以及黑網成本低等優點，因此漁民接受

麗龍浮具的措施。有關臺南市政府訂定的浮棚性牡

度較高。臺南市政府於2016年起，取消回收蚵棚獎

蠣養殖管理措施整理如表1，這些措施主要在解決

勵金，改為獎勵補助購買黑網或其他改良浮具。該

棚架與保麗龍漁業廢棄物問題。

表1

臺南市政府浮棚式養殖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說明

棚架總量管制及申報放養

1. 不再新增核發經營「養殖漁業作業船」漁業之漁業執照，以避免新加入者
從事浮棚式養殖。
2. 養殖漁業人需向市府農業局申請養殖證明書及養殖登記標誌。該養殖登記
標誌應明顯標示於蚵棚上。近年申報率自99年的82.7%，逐年提升至104年
的99.2%。

棚架回收

1. 要求棚架回收，且依回收率作為下年度核准放養棚數數量的基準。回收率
連續2年未達80%者（有發佈之天然災害除外），新年度申報放養量以8折
核定；連續3年未達100%者（有發佈之天然災害除外），以9折核定。
2. 蚵棚回收率自99年的82.3%，逐年提升至104年的97.4%。

禁止養蚵期間

7月1日至9月30日禁止放養。該期間是颱風季，禁止放養可減少保麗龍及棚架
流失。

養蚵範圍

曾文溪至二仁溪距岸1.5浬內的水域。

棚架處理費

處理每個棚架廢棄物成本約1,750元，自2016年起向漁民收取300元處理費。

獎勵保麗龍回收

104年起每回收一塊保麗龍獎勵30元。

禁止使用未包覆保麗龍浮具

自2019年10月起開始實施

替代性浮具研發

臺南市政府推出多項改良式浮具，包括PU、塑膠殼、聚脲樹脂，及黑網包覆
保麗龍，以及PE發泡材質的浮具。

輔導成立產銷班

為提升自主管理，南市區漁會輔導成立產銷班，依養殖地理範圍分三大區，分
別為安南區5班、安平區5班，以及南區3班。臺南市政府和南市區漁會每年共
同辦理定期與不定期考核。考核項目包括產銷班整體運作成效、對管理政策配
合情形、對養殖設備的管理情形，以及協助海岸環境維護作業的情形等。

資料來源：臺南市政府網站，本研究整理

肆、市場機制管理措施之探討

一、生態標章
生態標章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管理策略，其主要
目的在建立生態標章產品和和非生態標章產品的市
場區隔，透過影響消費者購買生態標章產品之行
為，而促使生產者加入生態標章產品的生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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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產品之生產過程符合環境友善及生態永續之目
標。生態標章可提供產品資訊，其認證通常需符合
一定的規範標準。全球知名的水產品生態標章，主
要有兩類：適用漁業捕撈水產品的MSC（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海洋管理委員會），以及適
用養殖水產品的ASC（Aquaculture Stewardship
Council, 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

MSC於1997年由當時冷凍魚最大購買

產品的標章主要有臺灣優良農產品標章（Certified

商—Unilever 和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

Agricultural Standards, CAS）及產銷履歷農產品

Foundation, WWF）共同創立，於1999年成為獨

（Traceable Agriculture Product, TAP）。另一臺灣

立的非營利組織。MSC主要目的在透過標章認證，

水產品生產追溯制度（Taiwan Seafood Production

加強漁業資源責任管理，確保漁業資源永續，以及

Traceability），雖有類似標章的QR-CODE，但嚴

維護海洋生態系統健康。依據MSC 2016-2017年

格說來，不算是生態標章，因其未涉及水產品驗證

報，全球有34個國家，315種漁業獲得MSC標章，

和稽核，只是用以引導生產者‘自主監管’所生產

總產量約9.5百萬公噸，佔全球漁業捕撈總產量之

的水產品，並將生產資訊公開化，消費者透過手機

12%[2]。MSC 評估標準有三項原則：可永續的魚

可掃描水產品QR-CODE，查詢水產品相關資訊。

類系群、減少環境衝擊，以及有效的管理。在各項
原則下，訂定多項指標及評分指南。

在牡蠣養殖方面，CAS、TAP和水產品生產追
溯制度皆有適用。前二者皆強調水產品檢驗，檢驗

ASC於2010年由WWF和荷蘭永續貿易倡議組

項目略有差異，CAS檢驗鉛、鎘、銅、大腸桿菌、

織（Dutch Sustainable Trade Initiative, IDH）共同

沙門氏菌、總生菌數、鹽分及總固形物[5]；TAP檢

成立，目的在鼓勵環境與社會負責任的水產養殖，

驗鉛、鎘、銅、三丁基錫、三苯基錫、48項動物用

提升認證產品的市場可及性，促進消費者在購買水

藥[6]。水產品追溯制度，透過QR-CODE，可查詢

產品時，有最佳的選擇，同時支持養殖業者追求環

水產品的產地、生產者、電話

境永續及重視勞工權益。ASC負責制定水產養殖業

生產者簡介等資訊[7]。上述三項標章與制度偏向於

可持續發展的評判標準，至2019年2月4日止，有

水產品安全的面向，但未考量牡蠣養殖過程中可能

799養殖場、1,676家供應商，及15,213項養殖水產

帶來的環境外部效果（如保麗龍廢棄物問題），以

品獲得ASC認證[3]。

致即使有標章或QR-CODE，消費者無法得知所購

臺灣目前沒有任何漁業捕撈經MSC認證，但
有ASC認証的臺灣鯛。ASC訂定負責任的鯛魚養殖

Email、出貨日期、

買的牡蠣產品是否在生產過程中有產生保麗龍污染。

二、建立生態標章牡蠣制度

國際認證（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Responsible

為解決牡蠣養殖所產生的保麗龍漁業廢棄物問

Tilapia Aquaculture, ISRTA），規範養殖用水、水

題，本節嘗試初探消費者對於未使用保麗龍於養殖

質、疾病、環境社會和諧、飼料、養殖動物福利及
勞動人力等七大項目，內含61項檢核標準。檢核標
準只有通過或不通過，且須百分之百符合61檢核標
準，才可取得ASC認證。漁業署2012年輔導南瀛養
殖生產協會11戶養殖業者及2家加工廠申請認證，
於2013年3月14日獲驗證通過，形成完整之水產養
殖生產及加工鏈整合[4]。
除上述全球性的水產品生態標章外，我國亦自

過程的牡蠣認證產品的接受度。換言之，生態標章
認證的牡蠣係指對於養殖過程中沒有使用保麗龍或
使用替代性浮具（如PU、塑
膠殼或聚脲樹脂包覆保麗
龍浮具）的牡蠣予以認
證，其在市場上可和
使用保麗龍養殖的牡
蠣予以區隔。初步研

行建立農產品生態標章，以加強農產品生產過程的

究結果顯示，受訪的

驗證和稽核及提升產品安全可靠度。其中適用於水

3,159份樣本中，37%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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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或看過牡蠣養殖會造成保麗龍污染之媒體報導；

境外部效果問題。為解決此問題，身為浮棚式牡蠣

39%知道有些牡蠣養殖會使用保麗龍、98% 認為

養殖大宗的臺南市政府，近年來積極實施多項管理

保麗龍會造成海洋生態環境負面影響；69%和27%

措施，包括源頭式管理的控制浮棚式養殖規模及以

分別非常同意和不同意看到海灘有保麗龍碎片會感

棚架回收作為下年度核定放養數量的基準、獎勵保

到不舒服；62%和34%分別非常同意和同意政府

麗龍回收、研發替代式浮具、禁止放養期間、限制

應訂定管理措施，以減少漁民使用保麗龍；44%和

放養範圍，以及建立產銷班落實自主管理制度等。

34%分別非常同意和同意禁止漁民使用保麗龍作為

臺南市政府更於今（2019）年10月起禁止使用未包

養殖工具。在誰應負責解決牡蠣養殖的保麗龍污染

覆保麗龍浮具，在此措施規範下，漁民極有可能選

問題上（複選），中央政府（89%）、地方政府

擇使用成本較低的黑網包覆保麗龍。但由於黑網仍

（74%）、漁民（79%）和民眾（32%）被認為應

可能造成保麗龍碎片（小於網目大小的碎片）流入

負責。

海洋的問題，是否能有效解決保麗龍廢棄問題，以

以5點李克特量表測量消費者對生態標章牡蠣
的接受度，研究發現消費者有高度的接受度（平均

及是否造成另一黑網廢棄物問題，未來值得觀察
與檢驗。

值＝4.4），而且男女的接受度差異不大，未達顯

本文基於海洋管理的三種模式（統治式、市場

著性差異水準（p＝0.05）。此外，高達96% 願意

機制，以及參與式），分析目前在保麗龍漁業廢物

為生態標章牡蠣支付較高費用，其中以支付10%和

問題上缺乏市場機制的管理措施，因此初步探討此

20%價格溢價為最多數，分別為41%和31%。由上

類型措施的可行性。研究發現消費者對生態標章牡

述結果初步顯示，生態標章牡蠣產品有其市場性，

蠣（即對未使用保麗龍養殖的牡蠣進行認證）的接

消費者願意多支付10%∼20%價格購買此產品，此

受度高，且願意額外支付10%∼20%價格。在此初

也顯示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管理措施具有可行性。

步結果基礎上，政府單位未來可考量建立以環境友

上述研究結果摘要如表2。

善為基礎的生態標章牡蠣制度，期透過市場機制，
與非生態標章牡蠣產品作出區隔，進而影響業者選

伍、結論

擇不使用保麗龍，而改用環境友善的浮具，以更有

保麗龍漁業廢棄物是淺海牡蠣養殖所產生的環

效解決保麗龍漁業廢棄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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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消費者對生態標章牡蠣接受度之調查（n = 3,159）
題項

次數/平均數

%

聽過或看過牡蠣養殖會造成保麗龍污染之媒體報導

是：1,176
否：1,983

37%
63%

知道有些牡蠣養殖會使用保麗龍

是：1,232
否：1,927

39%
61%

認為保麗龍會造成海洋生態環境負面影響

Yes：3,109
No：50

98%
2%

看到海灘有保麗龍碎片會感到不舒服

非常不同意：3
不同意：8
普通：109
同意：866
非常同意：2,173

3%
27%
69%

政府應訂定管理措施，以減少漁民使用保麗龍

非常不同意：7
不同意：14
普通：116
同意：1,068
非常同意：1,954

4%
34%
62%

禁止漁民使用保麗龍作為養殖工具

非常不同意：15
不同意：105
普通：558
同意：1,089
非常同意：1,392

3%
18%
34%
44%

誰應負責解決牡蠣養殖的保麗龍污染問題(複選)

中央政府：2,818
地方政府：2,330
漁民：2,504
環保團體：838
民眾：1,017

89%
74%
79%
27%
32%

生態標章牡蠣的接受度

4.4

生態標章願意支付額外價格

是：3,032
否：127

96%
4%

願意支付的額外價格

10%以下：412
10%：1,247
20%：939
30%：301
40%以上：133
(n=3,032)

14%
41%
31%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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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海洋保護區發展概況
文｜施義哲

壹、前言
由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生效施行，很多沿海
國設立了海洋保護區以保護該國海洋環境與資源和
重建沿海和海洋生態系統。世界各國逐漸完成該國
管轄範圍內海域的劃界與權益問題，但在國家管轄
範圍以外的地區海域之海洋保護區，世界各國似乎
很少著墨。隨著環境、資源問題的不斷出現，國際
社會的關注焦點開始轉向對公海和區域制度的修改
和調整。因此，公海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亦引發了
很多的討論。對於海洋環境資源保護的方式上，早
期的單純保護海洋環境與資源的模式逐漸轉向一種
劃定區域、海域或在特定區域對某種生物種類保護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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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國際會議、研討會議開始提出建立
公海海洋保護區的議題，期盼海洋保護區作為一種
建立在生態系統管理基礎的、整合的預防性管理工
具應用在公海領域。因此，公海海洋保護區倡議隨
之產生。我國雖非聯合國成員，亦未能簽署各國際
公約，但體悟到我們只有一個海洋，海洋需要大家
共同來保護，雖然設置公海海洋保護區現階段對我
們來說似乎有點距離，但為確保國際海洋保護與維
護國家海洋權益，亦須對公海海洋保護區有所概念。

貳、概述
公海（High Seas）在國際社會被認為是公共
財，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且提供所有國家

使用，法律層面而言，它是國際水域和開放水域，

機制，各國亦尚未建立公海海洋環境執法的合作機

為公海自由原則、航行自由原則、捕魚自由原則等

制，在公海的海域環境與監測亦較難監測管制，因

的實踐提供基調，也使公海淪為國家觀念中的無主

此若不建立機制或制度，也可能因此放任公海污染

財產，導致世界各國在公海使用過程中重開發而輕

的發生。我國成立了海洋專責機關，對於海洋環境

管理，為公海環境的安全埋下隱憂。隨著現代工業

保護有了權責機關，雖然公海相較於領海、鄰接

化的發展和人們海洋活動能力的增強，人類在公

區、專屬經濟海域還來的遙遠，但是在國際社會持

海活動也隨之增加，公海資源遭受到破壞，面臨的

續關心和倡議的過程中，應該不能置身事外不加以

污染也日益加劇，使得公海保護面臨前所未有的新

關注，因此，本文也提供一些公海海洋保護區和公

挑戰和新問題，因此，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問題與概

海治理的概念供執法與規劃單位參考。

念因應而生。從公海的資源環境的層面來說，公海
蘊含著大量的生物資源和豐富的生態系統，然而這

參、國際上對公海海洋保護區現況

些海洋生物多樣性正受到人類各式各樣的活動（例

公海的保護與管理因涉及全球和各國的海洋權

如，捕魚、污染、科學研究、航路開發、海底電

益與利益。近年來，公海管理問題已成為現今國際

纜、海域風機等）的影響。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

社會關注的焦點，為了倡議公海管理，不少國家和

報告，過去幾年全球海洋漁獲量持續的下降（FAO,

國際組織都著眼相關的研究，採取必要的措施。

2012）。

「公海海洋保護區（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隨著現代化工業的發展和人類海洋活動能量的
增加，人類的公海活動也持續不斷的增加，公海面
臨的污染也日益增加，公海的污染防治也面臨了前
所未有的問題與窘境。這些問題包括了，新興的公
海開發利用導致污染的增加，由於以往公海的人類
活動大多是大型油輪運輸，因而傳統上公海污染的
主要來源是油輪在公海上發生碰撞或海難所產生的
溢油污染；現今除了傳統的海洋運輸污染外，公海
的探勘活動、公海觀光旅遊、公海漁業及國際海底

Area, HSMPA）」是「公海（High Seas）」與
「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的
結合，其主要目的在保護公海上某些特定海域生態
系統以及海洋資源，由海域各相關國家共同建設、
規劃和管理具有特殊地理條件、生態系統、生物或
非生物資源以及海洋開發利用的特殊需求和珍貴的
自然與社會價值的區域，這些海域區域的設立是基
於國際法的規範以及國際環境合作的理念，並對世
界各國均有環境保護上的約束力。

資源的開發活動也對公海環境造成破壞，成為新興

關於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倡議始於20世紀80

的公海污染。其次是，跨界海洋污染的問題，隨著

年代。進入21世紀，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生物多

人類污染海洋能力的增加，人們對海洋的污染行為

樣性保護問題得到國際社會和各國的重視，公海海

所造成的危害不僅長期存在，而且還會隨著海流長

洋保護區的設置開始成為熱點。世界各國、歐盟、

距離的漂移擴散，造成污染擴張，這種污染行為與

自然資源保育聯盟、世界保護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

污染危害使得人類污染近海、近岸水域的行為衝擊

均大力推動公海海洋保護區的設立。聯合國海洋事

公海水域環境污染，增加了公海污染的複雜性。

務非正式協商進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大會亦

也由於公海污染的複雜性增加，在防治上也較
以往複雜，亦增加了海洋治理的難度。此外，國際
社會對於公海的污染與防治尚未有一套標準與執法

高度重視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建立問題。國外對於公
海海洋保護區的研究著重在，國際組織及其國際會
議在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理論研究過程中，推展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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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護區的建立；其次是理論與實踐過程中，對

Declaration）中更提到保護公海的國際倡議，由國

於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發展回饋加深了公海海洋保護

際海洋保育的發展趨勢脈絡，透過海洋保護區保護

區的研究。

海洋環境、資源與生物多樣性已經是國際社會共同

隨著各國逐漸了解其國家管轄範圍以內海域的
劃界和權益問題後，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逐漸轉向

的目標，推動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管理公海海洋
保護區已經是世界的趨勢。

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域相關制度的修改和調整，

2006年聯合國第八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問題也逐

大會，歐盟提議制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第三個執

漸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因此，在國際會議

行協定，重點是在公海建立海洋保護區（UNEP/

上開始提出了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倡議。

CBD/COP/8/31, 2006），第九次會議通過了確定

在2000年的第二屆世界自然保護大會呼籲國際自

公海水域和深海生態環境中需要加以保護具有重

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要生態或生物意義的海域的科學準則和建立包括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公海和深海生物環境在內的代表性海洋保護區的

IUCN）的各成員國政府以及相關組織發展新的方

選址的科學指南。由上述可知，國際間推動公海

式，期盼能有效的保護和永續利用公海區域的生物

海洋保護區的倡議不斷有新的進展與發展，由法

多樣性、物種和生態系統發展過程，包括公海海

國、義大利、摩洛哥共同建立的地中海派拉格斯

洋保護區；2002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World

海洋保護區（Pelagos Santuary）成為北半球第一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確

個公海海洋保護區（United Nations Document A/

認了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必要性，以有效復育日

RES/69/292）；2009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

益枯竭的漁源，支持及推動WSSD之決議，在2012

員會批准建立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

年前要達成建立可有效管理且具代表性之全球海洋

（South Orkney Islands Southern Shelf Marine

保護區網路，包括全球跨國界之海洋在內，且符合

Protected Area）的建議，保護區位於南極北威德

國際法。並提出在2012年前，開發並採用多樣性的

爾海，是座頭鯨的重要棲地，被認為是世界上第

方式，依據國際法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網絡；2005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海海洋保護區（Evaluation

年CBD-SBSTTAS建議到2012年全球10%海洋應劃

Report, 2017）。

入MPAs。海洋生物學家之共識是全球海洋至少應
有20∼30%之面積劃入MPAs。

該保護區覆蓋了南大洋的大片區域，是世界上
第一個完全位於國家管轄以外的公海海洋保護區。

於是許多國家（含臺灣）訂定MPA目標為2020

2010年為了保護洋脊、海底山所在海域的海洋生態

年為20%。因此，不少國家已將其國家目標設定為

系統，保護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組織（奧斯巴保護

2015年MPA的面積比達15%，2020年達到20%（邵

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委員會OSPAR）在北大西洋

廣昭、2014）。2013年第三屆國際海洋保護區大會

水域建立了公海海洋保護區，面積超過45萬平方公

（International Marine Protected Areas Congress,

里，包括了該海域的水體、海床和底土等。2012

IMPAC 3），討論的議題可說世界各國推動MPA的

年在德國召開的會議上，OSPAR委員會指定的7個

焦點和努力方向：(1)管理是否有效？(2)財務是否

國家管轄範圍以外選定的海域，即查理 • 吉布斯北

健全？(3)生態系代表性？(4)社區的參與性？(5)如

部公海海洋保護區（the Charlie-Gibbs North High

何保護公海？大會之後的阿雅克肖宣言（Ajaccio

Seas MPA）（OSPAR, 2013）該保護區是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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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海洋保護區網絡的一部分，自2013年1月14日

實、政治環境因素，東南亞各國迄今未涉足公海的

起生效，其用意在保護查理 • 吉布斯北部鄰近海底

海洋保護工作，也未在國際場合上公開表明對於建

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聯合國於2015年1月25

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立場。但東南亞國家地處熱帶

日在紐約召開的第九屆公海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工

海域地區，是世界上大量生物的聚集地，但由於人

作小組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要求發展有關公海海洋

為因素，東南亞國家的生物多樣性受到破壞，生物

保護區之國際協定。

物種銳減，這不僅對該國氣候、環境造成影響，且

肆、周邊國家推動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立場

一、日本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進展

對區域海域之氣候、環境易造成影響。對於佔有世
界多樣性寶庫的東南亞國家而言，都體悟到生物多
樣性的保護需要周邊國家、國際社會、各國民間組

日本政府迄今對於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立場

織等共同合作的共識。加上東南亞國家經濟投入有

尚未明確，但考慮到未來國家管轄權以外海域可能

限，管理與治理的強度有待提升，因此，東南亞國

會對世界的海洋秩序產生極大影響，日本也已體認

家對於透過周邊國家合作共同推展設置公海海洋保

到公海海洋保護區問題不可迴避。2005年日本在

護區是非常積極的。

國內召開了海洋保護區：成本與利益研討會（

伍、推動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困難

年の海洋保護区：費用と便益に関するワークショ
ップ）對公海海洋保護區相關問題進行了交流與討
論，會後發布的聲明中提及，大會認為國際社會為
保護生物多樣性，對於應當在公海海域設立海洋保
護區的論點越來越多，日本政府與學者認為各種水
產生物的卵及幼苗大多是分布在沿海地區，即使在
公海設立海洋保護區，其成效可能不大的疑慮；再
從管理的層面上看，實踐與執行公海海洋保護區之
監控、治理與執法等行動，亦可能造成經費不足的
窘境，因此，對於設置公海海洋保護區存在成本、
成效等問題的考量，尚需要得到全盤充分的了解與
認識。

二、東南亞國家對於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立場

世界各國對於公海，都認為是大家所共有、共
享的。對於是否應該建立公海海洋保護區，各國確
實存在較大分歧。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認各國對
於公海自由與公海海洋保護區的關係。從理念、內
容和執行層面，兩者的關係可以解讀為自由秩序與
全球治理的關係、習慣權利與條約義務的關係以及
船旗國管轄權與沿海國管轄權的關係。透過幾個層
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公海自由與公海海洋保護區之
間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和相互平衡的關係。這種
關係一方面承認公海自由與公海海洋保護區之間的
確有矛盾，另一方面也表明矛盾發展的結果將形成
一種公海生物多樣性養護與永續發展利用的新秩序。
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於設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都已簽署或頒布大量有關國

呼聲逐漸高漲。2015年，第69屆聯合國大會第292

際公約之相關規定進行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等作

號決議提出，就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

為，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等，
履行沿海國應承擔的保護海洋環境資源的義務。但
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海域的珊瑚礁遭受到破壞，相關
國家如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汶萊、新加坡
等國家加入了全球珊瑚礁保護網絡，針對其所轄海
域的珊瑚礁進行調查和保護。但也由於諸多國際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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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問題，將擬訂一份具有法

方法研究方面涉及設立更為有效、有系統的

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其主要內容將包括海洋保護

選址劃設方法，增強管理監督合作方法、提

區在內的劃區管理工具。這意味著關於公海海洋保

高公共意識與參與的方法等（Stuart Kaye,

護區的討論進入了更加實質性的階段。

2004; Takehisa Yamakita et al., 2015; Laura

眾所周知，公海應當向所有國家開放。換言
之，各國享有廣泛的公海自由。設立公海海洋保護

Recuero Virto, 2018; 邵廣昭等、2003；邵廣
昭、2014）。

區勢必會對公海自由的傳統內涵形成挑戰，因為它

三、全球制度和區域安排的研究，全球和地區在協

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國家對公海生物資源的開發和

議、法規與體制和國家管理各方面的相互協調

利用。於是，各國對此產生了較大的分歧。美國、

合作研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視，研究領域包

歐盟國家、非洲集團等表示支持；俄羅斯儘管不反

括改革現有體制安排與措施，在聯合國系統內

對，但主張地理遙遠國家無權參與公海海洋保護區

建立有相當職權的機構以促進全球和區域層面

的構建；以日本、挪威為代表的部分國家以公海自

的合作，制定並實施全球一致性的生態系統方

由為主要依據表示反對；其他大部分國家則採取觀

法或風險預防原則等管理措施，成立相關的全

望的態度。有些學者認為，在國家管轄範圍以外區

球性計畫和相關的組織（O’Leary et al., 2012;

域生物多樣性的措施和手段應該依聯合國海洋法公

Chung-Ling Chen, 2014; Jeff Ardron et al.,

約和其他相關國際公約的架構，需要充分考慮現行

2008; 施義哲、2018）。

公海制度和國際海底制度，在保育、養護與永續發
展利用之間尋求平衡點，而不是單純的禁止或限制
對海洋的利用。因此，是否設置公海海洋保護區的
關鍵在於各國是否了解公海自由和公海海洋保護的
關係。

陸、國際社會對於公海海洋保護區研究
國際社會對於公海海洋保護得研究與實踐，各
國關注焦點主要有幾個方面有：
一、公海海洋保護區選址與劃設標準的研究，對於
公海海洋保護區的自然資源保護價值、歷史文
化價值、人類活動可能造成的衝擊影響、管
理條件以及經濟效益等問題進行研究，確認
何種海域符合相關標準而能夠被確認、認定為
公海海洋保護區（O’Leary et al., 2012; Stuart
Kaye, 2004）。
二、指導方針和創新方法的研究，原則研究方面涉
及整合管理原則、系統方法原則、風險預防
原則、協商合作原則、適應性管理原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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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海海洋保護區制度與該國政策的協調研究，
由於公海海洋保護區的設立與管理出現的利益
衝突，各國對於公海海洋保護區制度與該國政
策和利益的協調研究也備受重視。一方面涉及
公海海洋保護區的設立和管理等對現行公海自
由原則的衝擊，對其他國家的科學研究和開發
利用活動的影響研究；另一方面則是涉及建立
公海海洋保護區的法律依據、職能權益和執法
權限等問題的研究（Sarika Cullis-Suzuki and
Daniel Pauly, 2010）。
五、潛在保護區或優先保護區選址的研究，在國際
組織的推動下，針對潛在的保護區和優先保護
區的選址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國際社會在
對公海海洋保護區的選擇時的考慮因素包括
生態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實效因素、
區域因素等多方面。其中多數保護區選址取決
於自然性和生態學因素，但越來越多的保護區
選址則開始考慮社會經濟方面的因素。目前有
相關組織透過科學標準的研究挑選出位於公海

優先保護區（O’Leary et al., 2012; Elizabeth

施保護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態系統，以及衰竭、

M.De Santo, 2016; Takehisa Yamakita et al.,

受威脅或有滅絕危險物種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生

2015）。

存環境，而有必要的措施。

公海海洋保護區在國際環境和資源保育可謂剛

歷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國會議的倡議等。要

剛起步階段，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之後，

完善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制度，國際社會尚需要對世

各國紛紛確立了自己的管轄海域，建立了領海、鄰

界各國均有環境保護約束力的規範。且公海海洋

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公海則是各國管轄以外的海

保護區也是海洋保護區的一種特殊形式，以往海

域。各國在其國家管轄範圍內，能依照自己所訂定

洋保護區的設計和規劃過程對於公海海洋保護區的

的規範管轄與治理其海域，確保其海域的環境及資

設立也能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雖然在建立公海海

源安全，保障其海洋權益。對於公海的保護和利

洋保護區的過程與外在的諸多因素有別於一般沿海

用，就國際法而言，並非是單一個國家能夠自行決

國的海洋保護區，需要考量更多公海特殊的環境、

定，目前國際法上沒有專門為公海海洋保護區專門

更多特殊的因素。如同沿海海洋保護區在規劃和設

訂定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生物多樣性

計時，應確立管理目標、規劃之影響因素、選擇評

公約等也只是部分碰觸到公海，也造成了公海海洋

估的標準、保護區海域的選址、保護區的海域大小

保護區海域未具有強勢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律規範

等；在公海海洋保護區設置之後，還需要對公海海

能夠適用。由於國際局勢、國際環境條件、國際政

洋保護區進行管理和監測評估，因保護區的海洋環

治等因素，要能夠專門針對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國際

境、生態與資源的保護成效取決於保護和管理的機

條約或公約並非是一蹴可成，此時的公海海洋保護

制，再加上沿海國家對於公海海域的科學資料和研

區的資源、環境保護等相關的國際文件、相關的區

究數據可能不是很充足完備，也使得公海海洋保護

域規範等，現階段也將是各國在公海執法、行動、

區的設置和管理上複雜性和執行性難度增加，亦需

治理的參考依據與指南。

要有龐大的科研技術支持。

柒、結語
在公海海洋保護區的管理和規範上，從2002
年全球第一個公海海洋保護區的建置迄今雖已有十
幾年的時間與實踐經驗，在規劃評選的機制有一定
的規範，但設立後之監測資料取得、成效評估機制
等尚未能全盤掌握，既有的資訊與管理尚不足以支
撐對公海海洋保護區設置後實際成效的評估；在公
海海洋保護區的國際法制上，雖無專門的法規或公
約規範，但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或生物多樣性公約

我國海洋委員會成立屆滿一週年，所屬海洋保
育署、海巡署與國家海洋研究院，對於公海海洋保
護區的設置與主張尚有一段路，但相關資料的蒐
集、科研數據的資料庫的建置、海洋保護區設置的
規範和管理與執行都需要建立相當的計畫、規範與
制度，以因應未來周邊國家主張劃設公海海洋保護
區的倡議，我國能妥為因應並提出對策以確保我國
的海洋權益和善盡海洋國家的義務。
（本文作者現職為海洋委員會海域安全處副處長）

等，還能讓國際社會能有所依循，例如依據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第一九二條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
的義務；第一九三條各國有依據其環境政策和按照
其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職責開發其自然資源的主
權權利；第一九四條第五項提及各國也應該採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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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Field 溫老師園地

員工協助方案（EAP）「福利休閒」之～

學習最適合自己的
壓 力 放鬆技巧
文｜鉅微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故事分享
大哲為資深同仁，因經驗豐富、專業能力強，總有忙不完的專案，內容複雜又繁瑣，導致大哲
時常因忙碌而忘記用餐。近日，主管又指派一項新提案讓他獨力完成，使大哲倍感壓力，已超過半
年睡眠不佳，需服用安眠藥物才能入眠，種種狀況都讓大哲身心交瘁，面對工作也少了以往的衝
勁，只求能盡快完成工作，甚至到了萌生離職的打算，但想到現實經濟狀況，離職後隨之而來的是
無望感和無力感，也讓大哲不知該如何是好，不斷在壓力與工作間游移……。

其實，現代的生活的多元與快速，使我們常處

一、認識壓力

於變化及壓力當中而不自覺，以下我們透過幾個小

壓力是由二件事造成，其一取決於認知，另一

技巧辨識壓力、個人的因應模式及簡單放鬆練習來

個則是身體如何回應。我們對突發事件的本能反

自我調適：

應，就是“戰鬥”或“逃跑”。雖然它可以協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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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迅速採取行動，但也可能因為持續的壓力而激發
生理反應，影響我們的身體。
坊間有許多放鬆技巧，透過讓身體產生放鬆反
應，可以幫助我們的神經系統恢復平衡，透過精神
專注的過程，幫助身體放鬆、平靜和專注。同時，
當下你如何應對壓力的反應，可能會影響選擇最適
合你的放鬆技巧。例如：

二、面對壓力的反應
1. 正處在「戰鬥」反應：
如果你傾向於變得憤怒、激動，建議選用可

1. 溫柔的把注意力放在腹部，吸氣時感覺腹部
微輻凸出擴張；吐氣的時候，上腹部下沉
縮小。
2. 感受呼吸的長短深淺，和自已的吸氣與吐氣
同在，一秒接著一秒一個呼吸接著一個呼
吸，彷彿乘著呼吸的波浪。
3. 發現自已的心思四處漫游時，稍微觀察一
下，使你分散注意力的念頭是什麼。
4. 溫和的把注意力再帶回上腹部與呼吸的感
覺，儘可能持續安住於覺察，覺察氣息進出
身體的感覺，持續溫柔的回到吸呼。

讓我們能冷靜下來的壓力消除方法，如冥
想、漸進式的肌肉放鬆、深呼吸或是引導想
像法。
2. 正處在「逃跑」反應：
如果你傾向憂鬱、退縮或想從壓力狀態下逃
脫，建議選用可刺激或激發神經系統的消除
方法，如有節奏的運動、按摩、正念或活力
瑜珈。
3. 正處在「固定化」反應：
如果你已經經歷了某種類型的創傷，而傾向

Tip:
1) 將注意力放在腹部上方
2) 感覺吸氣與吐氣時腹部的上下起伏擴張與
縮小
3) 覺察呼吸與呼吸同在、領受呼吸所浮現的
各種感覺
4) 當心思漫遊時，持續將注意力重新帶回腹
部的呼吸

凍結或“卡”在壓力下，你的挑戰是首先要
喚醒你的神經系統到上述的“戰鬥反應”或

正念呼吸有助於讓思緒與心平靜下來，讓自已

“逃跑反應”，讓你可以選用適用的壓力消

比較少隨著想法或外在壓力起伏，之後能以較平靜

除方法。要做到這點，可以選擇結合手臂和

的心與敏銳的眼光覺察想法與感受，有更大的心靈

腿的身體活動，如跑步、跳舞和太極，從心

空間，能有效且適當的回應職場的人與事。假如您

智裏來執行此一身體活動，當你移動時，專

在壓力上仍需要更多調整或練習，歡迎聯繫EAP個

注在你四肢的感覺。

別諮詢服務，將提供您有關工作生活上的各項協助！

三、透過正念呼吸，專注當下減壓
不論處於「戰鬥」或「逃跑」，我們都建議可
以在日常生活先練習專注呼吸，有助於安住情緒，
過程中不需要去改變或控制呼吸，只需要覺察、領
受呼吸時所浮現的各種感覺，並注意各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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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Field 溫老師園地

生命的可貴～

O
職場壓力 U T
文｜張雯翔

對一個上班族而言，每天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時

生的新聞，在在顯示職場壓力所影響的生理及心理

間都是在工作上，職場工作時間長、競爭激烈，常

層面甚廣。當在各行各業中面對忙不完的工作，面

使得個人生活壓力高漲；因此職場壓力與員工健康

對複雜的人際關係，上司主管的無形壓力無所不

的關聯性是相輔相成，員工的身心狀態穩定與否將

在。員工也可能因為工作上的小事而心生不滿，進

會影響工作品質及生活與家庭。

而影響了上班的心情。

而職場上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不可預知的挑

如果用忽視的心態看待，則整體組織的士氣會

戰，過度的工作壓力對身心健康有負面影響，壓力

有如冬天的寒流，一波接著一波，導致氣氛越來越

如何調適？則成為了重要的課題。

僵持。該如何有效的進行壓力管理，是必須面對的

日前剛發生一起醫師遭受職場霸凌進而跳樓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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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以下介紹8種職場減壓方法，供大家參考：

一、放棄無意義的固執

八、嘗試打破現狀

有些人總想著得到一切卻害怕失去一點，不肯

當自己覺得生活一成不變時，應該要設法改善

做任何的放棄，這樣會使人變得患得患失有沉重的

工作方法和嘗試新的工作，可以主動要求負擔更多

壓力。關鍵應在於放棄無意義的固執追求，抓住主

責任，亦或是自我充電，藉由環境的轉換來減輕

要的目標不放。

壓力。

二、堅決不要求100%完美
許多人對工作標準總是要求完美。但並非所有
事情都能如願。當瞬間工作過量湧入時，如何能在
穩定的基礎上追求進步，才是遠比設立100%的目
標來的穩當。

三、勇於做個挑戰者
有時壓力的產生來自於自己對某些事情的逃
避。但當你挑戰了自己的極限，或是跨出那一步而
獲得成功，都會使信心倍增。不妨每天嘗試新的方
法，都自己減輕壓力。

四、制訂計畫表
當個人有一個完美計畫表，並逐步實施時，就
不會產生壓力。因為可以自我掌握。所以計畫表是
一位很好的監督者。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研究顯示：美國6090%的就醫原因是壓力導致的心理問題。在臺灣，
即使大多數人遇到壓力時較無尋求心理醫生的習
慣，但並不代表我們生活中的壓力小於國外，相反
地，在陷入壓力的泥沼之初，大多數人忍耐、不尋
求幫助，最後只會越陷越深、壓力爆發，衍生成更
嚴重的心理疾病。
試著把壓力化為「助力」吧！關鍵在於如何與
之共處。就像電腦「重新開機」一樣，每天醒來都
是全新的一天，只要有意識地練習拿捏「收放之
間」的關鍵，相信你就能找到最好的平衡。轉念一
想！期待與擔心是焦慮與壓力來源，很多人光是煩
惱就耗去許多能量，對事情發展毫無助益。建議調
整工作心態『無所期待』，為一切做好準備。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人事室）

五、透過溝通釋放壓力
試著敞開心扉，和親朋好友聊天，必要時也可
以與上司談心，將工作中的壓力抒發出來，藉由對
方的關心回應及鼓勵，無形中壓力就自然化解。

※文章部分參考自：
SmartM人才培訓網路及教育訓練中心
相關文章

六、勞逸結合的生活步調
工作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休息一下，從事可以娛
樂及放鬆身體的活動，像是有氧及其他可以緩解緊
張情緒的運動。

七、一日三餐規律飲食
此點看似不重要，但如果身體的狀態不好，連
帶會影響情緒。壓力和焦慮也會隨之而來，因此像
是不吃早餐的習慣非常不好，務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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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 及 暴露劑量
累積對人體健康影響之省思
文｜蔡武乾

前些日子（108年3月6日）經由電子媒體新聞

生活或執行勤務中，常用到的有機溶劑有油漆、汽

得知24歲女孩小張在國外求學，因健康檢查意外發

（柴）油、松香水、去光水…，這些原料當中都含

現自己的肺下葉有一8mm的小結節。經檢驗分析確

有一定量的可溶性重金屬元素，如鎘、汞、砷、

定小張罹患浸潤性肺腺癌，由於小張家裡沒有肺癌

鉛、鉻等，有機溶劑對肝臟、腎臟、血液、中樞

病史，加上她本身也沒有抽菸習慣，因此醫師研判

神經系統、生殖系統、皮膚皆有毒性，如未經正確

小張罹癌原因，可能是因她自15歲就開始學畫畫，

使用或防護，常不知不覺藉由皮膚、呼吸道或由口

1

與長期接觸顏料有關 。
上述畫畫顏料歸類為有機溶劑，溶劑包含有機
溶劑和無機溶劑，無機溶劑通常為水，有機（此有
機乃含碳原子之意）溶劑本是液體狀，但在室溫下
易揮發成氣體，故又名揮發性有機物。它們常被用
來稀釋溶解無法溶於水的物質，像油漆、染料、殺
蟲劑、粘著劑和噴霧劑等。有鑑於我海巡同仁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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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入進入人體產生所謂暴露劑量累積，這些重金屬
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人體危害。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對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容許消費量、分類、防護措施、儲存等均有規
定；只要大家注意以下幾點，毒害或可免除或再降
低，可以放心使用：

一、室內作業確認通風良好，連續工作時間不要超
過兩小時，中間要去室外一次。
二、採購油漆等有機溶劑盡量挑選無毒性或低劑量

所，雖然這些產品或顏
料出廠前都會經過安全
檢驗，達到安全標準不
會危害人體才出廠，但

符合法規產品。
三、使用時嚴禁煙火及吸菸。

建議使用時還是要戴口

四、使用後要洗臉洗手等。

罩，人體除非在短時間

五、配戴適當個人防護具（口罩及手套等）。

暴露高濃度劑量，將造
成立即性健康危害外，
否則均需藉由長時間吸

符合生產規範證明

入或累積有機溶劑揮發
出之氣體，才會引起慢性中毒現象，且毒性會累積
在體內無法藉由保健食品、藥物或運動而代謝掉，
造成身體健康危害。
暴露劑量計算及預防措施對於職業安全衛生人
員是一門課題，係以暴露在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容許消費量，及整體換氣裝置之換氣能力為計算
基礎；長時間的接觸及暴露在大量的有機溶劑環
圖為施工人員穿著個人防護具實施船體油漆

境中，亦有可能會導致癌症之危害。雖然本署及所
屬同仁一般勤務或家庭日常使用量未達中央主管機

從工業生產以來，先進工業有機溶劑的種類已

關規定量以上，毋須特別計算；惟各級人員仍須特

達30,000餘種，其中最常用的約500種，廣泛用於

別注意使用此類產品之勤前教育訓練及相關安全守

2

清洗、去污、稀釋和萃取等過程 ，產品運用於你

則，建立正確危害認知和有效的安全衛生防護，方

我日常生活周遭，並不侷限於工作環境或作業場

能確保各位同仁均能擁有健康體魄美麗人生。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督察組）

附註
1：SETN三立新聞網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07936
2：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C%89%E6%9C%BA%E6%BA%B6%E5%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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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守護
我們的海洋
勇於改變
讓奇蹟發生
文｜吳江銘

地球，是萬物賴以生存的家園，是人類名副其

河流匯入海洋，使海洋的環境生態健康度大幅下

實的母親。地球孕育了我們，可我們呢？過量的廢

降。海洋生物死了很多，剩下的也被迫逃到深海。

氣排放，亂砍亂伐，使地球產生溫室效應，使臭氧

海洋已經快支撐不住了，而人類的惡劣行為仍在繼

層損壞，造成地球水資源極度缺乏……我們的母親

續……！

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歡顏。

萬物離不開水，而魚更不能離開水。大海是那

地球70%的面積是海洋。海洋培育出了我們的

麼親切又是這麼神秘，我們人類到底是什麼生物，

祖先，協助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類文明的發展。可我

作為最頂端的智慧生物，我們的祖先是什麼？是低

們卻忘恩負義，把海洋變成了地球的廢物間和血腥

級的魚類還是高級的恐龍，一切都是一個謎。現在

的獵殺場。

大海正在被我們開發，海洋牧場、海洋石油基地是

千萬年前，海洋是平靜、歡樂的地方，保持著
自然的生態平衡，而千萬年後，人類進入了海洋，
打破了原有的平靜。人們發現這裡的資源和食物異
常豐富，就開始肆意的捕殺海洋生物和開採石油等
資源。然而，他們並沒有發現，自己已經打破了生

那麼的神奇。大海給了我們生命，也給了我們這麼
多的能源，而我們呢？海洋石油基地造成石油大面
積外洩，造成海洋石油污染！對鯨魚的濫捕濫殺，
對鯊魚魚翅的垂涎，我們這是在做什麼？是在愛護
環境還是在破壞生態平衡！

態平衡。迄今為止，每年平均被捕殺的魚類和海豚

儘管我們再努力的保護環境，但為時已晚，除

等，就達百億餘隻之多，這個驚人的數字還在持

非時光倒流，奇蹟出現，或者一切重來。我相信我

續成長中。

們能夠讓海洋重返年輕，但前提是要懂得自我檢討

不過，人們終於發現了自己的行為是多麼的殘
忍，於是有一部分人放棄了捕殺，可海洋裏面的血
並沒有流完，瘋狂的排放又開始了。隨着工業的發
展，許多廢棄氣體及液體被排放到河流中，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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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變。為了海洋光明的未來，也為了我們自己，
保護海洋環境從現在開始吧！
（本文作者目前服役於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
蘇澳安檢所）

龜～
還海洋
文｜林子瑋

非洲之父史懷哲曾說：「當悲憫之心能夠不只
針對人類，而能擴大涵蓋一切萬物生命時，才能到
達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輝。」大自然是善良的慈
母，孕育了無數的生命，而每個物種都是特別的，
皆是宇宙間微小卻不可或缺的存在。

圖片提供｜許明昇

心帶返觀察，確認無安全疑慮後，就讓綠蠵龜回歸
大海的懷抱了。
此次的事件經歷，讓我反思是否人類對於海龜
的保護尚不周全呢？抑或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侵
略到了海龜的生活環境呢？我們應該要積極找出能

萬物皆是大自然的寶藏，每個物種都有無憂無

與美麗的保育類生物和平共處、共生共存的方法。

慮生活的權利，近年來科技日新月異，人類的生活

海洋中每一波浪潮、每一個物種都是獨特的，唯有

越來越便利，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環境生態保護

互相愛護、互相尊重才能使資源永續，不會造成無

的議題，海岸邊總是有撿不完的垃圾，海上也漂浮

可避免的生態浩劫，我們每個人都能使自己具備3

著許多原本不屬於海洋的瓶瓶罐罐。猶記得去年有

個拯救海洋的能力：1.減少使用塑膠製品。2.不吃

幾篇感動人心的新聞報導，內容描述著一隻海龜鼻

被過度捕撈的魚類。3.節能減碳。所以也在此呼籲

孔卡著一根長達十公分的塑膠吸管，那張圖片到現

大家不要再亂扔垃圾於海岸上、海洋中，讓可愛

在依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起因即是人類亂丟

的海龜有個美麗又安全的家園，期盼海洋保育的路

垃圾在海洋中，使得海龜遭受此種椎心刺骨的痛苦。

上∼咱逗陣來打拼。

其實這類事件無論是在國外或是臺灣層出不
窮，我們僅能從保護環境開始做起，每個人盡一點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
蘆竹溝安檢所）

自己的棉薄之力，便是全人類的一大步。前一陣
子，我們安檢所接獲漁民通報外海作業的時候，不
慎將海龜絞至網具中，過程中我們小心翼翼地幫助
海龜脫離網具，避免太陽直曬，以濕毛巾覆蓋海龜
的眼睛和背甲保濕，搭配軟墊或厚毛巾降低腹部緩
衝暫置在裝有淺水的容器中，水勿高於頭部，並安
置在陰涼處，經檢視過後發現是保育類品種的綠蠵
龜，同時通報國立成功大學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

營造一個安全的海洋環境，讓海龜能在大海中暢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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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職場不分性別，從

我們沒有不一樣～

尊重彼此開始

用尊重營造性別友善職場
文｜林礽昌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

每一年的3月8日，許多國家會為了紀念婦女

投入海巡工作領域的女性同仁越來越多，從基層人

權利運動設有「國際婦女節」，透過這一天紀念及

員到高階主管都有，不管是在岸巡隊、海巡隊或是

慶祝婦女在各個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在我國婦女

查緝隊等單位，不管是執行船筏檢查、岸際巡邏、

節雖然已經不是國定假日，但各級政府或機關單位

查緝走私或是違法取締，無論勤務工作是否有困難

會透過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一同慶祝，東部分署第

度，同仁的表現並不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所差

一二岸巡隊也趁著這個機會，由隊長及各單位幹部

異，彼此的付出都值得我們的肯定。

分送花朵給女性同仁，感謝她們日常的辛勞及付出。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開放，對於「性別」的定義

綜觀我國婦權發展史，中華民國（以下同）38

不再只是侷限生理性別而已，而會因著每個人的性

年憲法賦予女性投票權，88年明定地方議會的四

別氣質、性傾向或是性別認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讓女性參政及當選率增加，

有些男性的個性也許較陰柔，有些女性表現或許較

91年及93年分別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97年修

陽剛，但這並不是可以讓我們去品頭論足或是嘲笑

正公布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婦女政策綱

一個人的理由，我們更該去尊重、包容及理解每一

領」及「性別平等教育法」，透過立法獲得實質保

個人的特質與差異，更遑論這些特質並不會影響到

障，94年修憲使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中在政黨推薦當

一個人在工作上的表現及付出，或許在這社會中還

選名單，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保障名額，94通過

是有些歧視的聲音，可能用異樣的眼光去看待，但

「性騷擾防治法」，各級部會同時推動「性別主流

只要從我們自身做起，我們願意挺身而出接納，

化」，民過96年簽署「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我們願意了解彼此的不同，相信歧視的聲音會逐漸

約（簡稱CEDAW）」，透過各式法規的修訂，才

消失，讓大家在任何工作崗位上都能夠發揮所長，

創造出現有對婦女保障的友善環境。

分享彼此的經驗，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性別氣質

正如同89年首次民選出第一任女性副總統呂秀
蓮女士和105年投票選舉出我國首位女性總統，也
正是目前現任的總統蔡英文，這樣的結果，也成為
臺灣未來在推動性別議題上的重要里程碑。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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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有偏頗的待遇，營造一個尊重及保障的性
別友善職場，就從你我開始做起，會發現「妳」、
「我」、「他」沒有什麼不一樣。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捕鰻切莫 與 天爭
防止遇險憾事生

漏夜搜救，最後尋獲遺體，
盡力協助家屬處理後續
文｜鄧雪兒

圖片提供｜第一二岸巡隊

在花蓮各河川出海口普遍都有鰻苗蹤影，因為

越早展開救難行動，遇險者獲救的機會將大大提

鰻苗有海中溯游到河川成長的習性，尤其在冬季至

升。當我們抵達秀姑巒溪出海口，背著所有裝備直

春季這段期間，東部沿岸出海口皆可見到民眾架設

奔眼前約莫1公里的沙灘，現場有我們線上巡邏組

細網，或手持漏斗型網具的高密度篩網，隨著海水

及鄰近安檢所與消防人員，所有人都在現場了解狀

拍打來回進行捕撈。鰻苗呈現細長透明的線狀，漁

況及掌握進行搜尋進度，同時用最快的速度投入

民稱牠是「線鰻」或「玻璃鰻」，身體過於細小，

救援。

計算時往往要利用一個小杯子，以每杓約幾尾進行
計算，雖然捕撈的過程辛苦，但因為鰻苗經濟價值
高，許多民眾在浪況不佳的天候，仍然冒險入海捕
撈，頂著寒風過著討海人生。

黃金72小時救援時間，刻不容緩，在天候不
佳，下著大雨的情況下，增加了救援的困難度，
隨著潮汐忽大忽小，我們手持的各項偵蒐裝備及
燈具能見度亦有限，但儘管天氣再惡化，我們依然

由於自己服務轄區共有多處小據點為鰻苗熱門

秉持勤勉不懈的精神，並且盼望著奇蹟能在下一秒

區，我們能預防的除了加強海面岸際人車動態，還

出現！但在海巡艇及空偵組協助海上人員一陣搜尋

有落實左右鄰哨通聯通報等勤務作為，但往往這些

後，最終憾事仍然發生。此次救難，我們豁盡全

突發狀況如未爆彈般地接續性展開。還記得108年

力，縱使無法挽回寶貴的生命，但逝者已矣，此刻

3月4日，結束第二班夜班巡邏後，一身疲憊，坐

我們能提供的就是協助及安撫往生者的家屬。

在辦公室看著電腦資料時，值班桌忽然傳來一通電
話，話筒那頭通報著民眾捕鰻不慎遇險，當我還未
回過神來，已看見中隊長用火速的步伐，帶領同仁
前往現場與相關救難單位會合。
趕赴現場的過程中，所有人都相當擔心遇險民
眾的安危，因為我們都了解，在這攸關人命的時
刻，爭取到任何一秒鐘，絕對都是救命的關鍵，而

在浩瀚的大自然裏，人類何其渺小，我們此次
的救援行動落幕了，但使我們更加堅定的是，未來
除了持續加強海域巡邏，也要加強宣導及呼籲民眾
在從事遊、釣客；觀光、戲水活動時應事先了解當
地潮汐及灘岸特性，遇海風強勁，切勿冒險下海，
以免發生憾事，以確保自身安全。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雙月刊│No.98 Fed. 2019

77

最
我
巡
海

78

照

聚焦活動

海巡署與海巡之友總會聯合辦理108年1至6月慶生會，署長
陳國恩及總會長鄭銘鈞與同仁互動氣氛融洽（108.4.29）

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辦理「蘇澳安檢所落成揭牌典禮」，
由副署長許績陵主持，期藉新駐所落成提升海巡工作推展
能量（108.4.11）

艦隊分署規劃舉行「35噸級巡防艇52艘統包採購案」首艘
開工祈福儀式，象徵海巡執法利器再升級（108.4.8）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結合民間團體及近千位民眾配合世界
地球日主動辦理淨灘活動，共同為海洋永續及地球環保發
聲（108.4.20）

國立台南第二高級中學至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安平漁港
安檢所參訪，所內人員熱情解說使其深入了解海巡工作
（108.3.18）

芝麻街幼兒園參訪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七星潭安檢
所，所內人員熱心教導孩童認識海邊戲水安全注意事項
（108.4.23）

東部分署配合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辦理小小海巡體驗
活動，期能吸引學童長大後加入海巡行列（108.4.22）

寶桑國中師生參訪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海洋驛站，海
巡人員熱情導覽，使年輕學子更加深入了解海巡任務
（108.3.27）

海域執法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野柳安檢所人員於野柳地質公園發
現民眾違規潛水採捕石花菜，依規定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108.4.8）

北部分署第一巡防區接獲第一岸巡隊烏石港安檢所通報有
一名涉毒品通緝之嫌犯欲搭船偷渡，立即登檢逕行逮捕
（108.4.8）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深澳安檢所人員於新北市象鼻岩觀
光區發現1名潛水客違規採捕龍蝦及海膽，即刻依法送辦
（108.4.21）

艦隊分署第一海巡隊獲報1艘「M***A」油輪遭假扣押，
期間未經報關許可擅自離開基隆港，立即遭巡防艇攔截
（108.3.31）

艦隊分署第三海巡隊於臺中港外海，發現中國大陸漁船越
界捕魚，旋即強靠登檢，並將船長及船員等12人依法送辦
（108.3.30）

艦隊分署第八海巡隊於花嶼西南海域，發現「粵○澳」漁
船於我國限制水域作業，經登檢後，將人船押返隊部調查
（108.3.27）

艦隊分署第八海巡隊規劃威力掃蕩勤務於花嶼西南16.1浬
海域，發現陸船越界，立即登檢並押返調查（108.4.7）

艦隊分署第十二海巡隊接獲線報1名越南籍偷渡犯搭乘漁船
非法入境，立即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10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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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育與
救生救難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碧砂漁港安檢所人員於港區發現死
亡海龜，立即前往現場協助處理，並依規定進行通報
（108.3.29）

北部分署第二巡防區獲報於福隆沙灘發現死亡海龜，派遣
第二岸巡隊澳底安檢所及第二機動巡邏站人員前往處置
（108.3.30）

北部分署接獲民眾通報於鹽寮沙灘發現死亡海龜，立即派
遣第二岸巡隊澳底安檢所人員前往，並依規定進行通報
（108.4.17）

金馬澎分署第一○岸巡隊接獲第十一巡防區通知南竿勝天
公園發現死亡鯨豚，即刻通報連江縣政府產業發展處協處
（108.4.14）

南部分署第六岸巡隊枋寮安檢所人員發現漁船「長生○○」
有漏油情形，立即派員到場清除，防止油污擴散（108.4.9）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接獲臺南市政府消防局通報，於安
平區四草大橋有女子墜橋，立即派員協助救援（107.4.14）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接獲第十巡防區通知岸際發現鯨豚
擱淺，立即依規定通報相關單位共同前往處置（108.4.17）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配合臺東縣水中運動訓練協會於臺
東縣基翬泊區進行潛水訓練及淨港，有效維護生態環境
（108.3.30）

為民服務

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於執勤期間，主動發現轄區岸際竄
出濃煙，立即透過紅外線熱顯像系統定位，並前往馳援
（108.4.22）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獲報有民眾運動時不慎受傷，巡邏人
員發現後主動上前關心，並協助處理傷口（108.3.26）

艦隊分署第四海巡隊接獲通報，一艘「冒○家號」遊艇
於興達港外南堤海域失去動力，即刻派遣巡防艇協助
（108.3.30）

艦隊分署第八海巡隊接獲通報漁船長時間於海上漂流，經
查看發現船長昏倒，立即協助後送就醫（108.4.23）

南部分署第八巡防區指揮部接獲民眾報案，有船員於屏東
滿州外海落海，緊急派員協助送醫急救（108.3.29）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一港口安檢所人員於英國領事館前方
碼頭執行出港漁船安全檢查，發現婦人溺水，立即給予協
助 （108.4.19）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蚵寮安檢所接獲通報於雙春濱海遊
憩區發現大體，趕往現場協助打撈後，立即送至殯儀館冰
存（108.3.27）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接獲第十巡防區指揮部轉知，民眾
撥打118報案，於臺東長濱港嘴發現浮屍，即刻前往協尋
（10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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