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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魯共和國昆洛斯總統於111年11月17日
上午拜訪海巡署，進行「聯合海事巡航標準作

業程序」採行生效儀式，由我國駐諾魯王海龍

大使，向諾國總統相互遞交節略，在眾人的見

證下，海洋委員會周美伍代理主任委員及諾國

警察總監正式換文，雙方同時合影留念。 

108年蔡總統訪問諾魯共和國進行「海洋
民主之旅」期間，見證兩國簽署「海巡合作

協定」，秉持平等互惠原則，雙方持續推動促

進兩國海上的合作發展。昆洛斯總統致詞時表

示，非常感謝我國於111年致贈2艘多功能巡
防艇，希望兩國能在臺諾海巡合作協定之架構

下，持續進行合作，並由海巡署協助建構及培

訓諾國相關人員能力。 

海洋委員會周美伍代理主任委員於致詞時

表示，在「臺諾海巡合作協定」架構下，海洋

委員會與外交部在111年籌組考察團赴諾魯交
流，雙方磋商後已獲致共識，訂定兩國聯合海

事巡航標準作業程序，並在各級政府機關共同

努力下正式生效，促成臺諾雙方共同見證歷史

性的一刻。海洋委員會期待未來能夠深化雙邊

海巡合作關係，藉由提升諾魯的海域執法及救

生救難能量，齊心協力達成維護海洋生態的目

標。同時也非常樂見未來諾國成員來臺觀摩演

練，或是我國在公海巡護任務期間赴諾國進行

交流，使雙方有更進一步的實質互動。 

最後，我國和諾魯共和國共同擁抱民主和

自由的價值，共享太平洋帶來的海洋資源，我

們承諾，將持續深化臺諾情誼及夥伴關係，攜

手共創永續、安全、繁榮的海洋。

（參考資料由海洋委員會國際發展處提供）
致贈龍騰盛世琉璃予諾國總統

致贈瓷盤組予諾國總統

致贈合影紀念照予諾國總統

致贈禮品予諾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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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署111年11月8日舉辦「模範海巡單
位暨人員表揚典禮」，由署長周美伍主持，向

本年度獲頒模範海巡單位及人員致上最高的謝

意。鑑於國內COVID-19疫情趨緩，本次表揚
活動特邀請模範人員寶眷蒞署參與盛會，在親

資料整理│編輯小組

友及單位同袍溫馨的見證下，頒發獎座證書予

東南沙分署東沙指揮部等7個模範單位，以及
中部分署主任秘書陳志偉等20名模範人員，使
得獎人員備感榮耀。

111年模範海巡單位暨人員表揚活動

擦亮海巡招牌
共創單位佳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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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長主持模範海巡表揚典禮

周署長致詞時表示：「能獲得模範海巡殊

榮，必須是個人及單位在工作崗位上有特別優

異的表現，或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與堅持，

這樣的工作態度、熱忱及高度的自我要求，實

在值得全體同仁的讚賞與學習，並期許各位受

獎人員與單位，繼續努力，也期盼所有同仁能

效法他們的精神，再創佳績」。本次活動亦安

排模範人員的寶眷一一上臺合影留念，署長亦

藉此機會向寶眷們表達最深的祝福與感謝，因

為有家人的支持，才讓海巡同仁無後顧之憂，

讓他們在工作崗位上能一展長才、創造亮眼的

績效。

另外，署長也提及海巡任務職掌複雜且多

元，過去一年同仁恪盡職責，戮力辦理「釣客

受困礁岩救援案」、「查獲香菸、各級毒品、

走私漁獲等案」、「策頒兩岸協同執法預置

▲署長慰勉海巡同仁戮力共創佳績，並感謝寶眷們的付
出與支持

5季刊│No.114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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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典禮及感恩茶會會場情形

新聞傳遞站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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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會活動現場溫馨，分享得獎喜悅及殊榮

▲舉辦感恩茶會，由署長帶領一級單位主管向獲獎人員致意

兵力專案計畫」、「執行COVID-19疫苗接種
工作」、「漁船擱淺救援」、「策定海域突發

狀況應處指導原則」、「查獲走私農產品」、

「應處漁船海上糾紛案」、「負責國會聯繫業

務」、「執行搶救溺水民眾及受困船員」、

「維持船艇妥善率」、「各項科技鑑識系統、

設備之建置及推動」及「製作防疫報關平台」

等各項重大任務，成效優良，足為同仁表率。

茲因111年上半年國內疫情持續升溫，使
得表揚典禮延後舉辦，然而在國人謹守防疫規

範，以及各級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共同抗疫

下，疫情逐漸趨緩，終於順利舉行，並於遵循

防疫指引下辦理感恩茶會，使遠道而來的寶眷

也能感受到海巡署照顧同仁的心意。最後，

感恩茶會由署長帶領一級

單位主管們共同舉杯，再

次恭喜所有獲獎單位及人

員，敬祝海巡同仁及寶眷

們健康平安、事事如意。
海巡e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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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沙分署東沙指揮部

偵防分署鳳山查緝隊

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

安平漁港安檢所 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 
第一機動巡邏站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東港安檢所

艦隊分署第八海巡隊

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隊 
南興漁港安檢所

模範海巡單位模範海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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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海巡人員模範海巡人員

中部分署　主任秘書陳志偉

海巡署後勤組　科長彭衍鈞

海巡署第十一巡防區指揮部

主任陳柏璋

艦隊分署第五海巡隊　隊長曾忠智

海巡署巡防組　科長陳揚升

偵防分署科技鑑識科　科長翁韡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隊長陳志豪

艦隊分署第十五海巡隊 
分隊長黃智信

艦隊分署第四海巡隊

前小隊長林崇欣(退休後返部接受表揚)

9季刊│No.114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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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　小隊長鍾宏杰

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　所長林育琦

偵防分署空勤吊掛分隊　隊員曹煒哲

海巡署警衛隊第五中隊
小組長許皓閔

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 
小隊長蘇瑋元

南部分署第六岸巡隊　安檢士連玉天

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　安檢士李姿嫺

海巡署巡防組　科員李奕駿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　巡防兵絲瑀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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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源祥　圖片提供｜東部分署

本次活動係由海洋委員會指導辦理海巡

體驗，藉由蘭嶼當地人文風景，融入地方文化

議題，並辦理海洋體驗活動，落實臺灣海洋文

化推動，期間因受COVID-19疫情及颱風等因
素，順延至111年10月6日首次舉辦「蘭嶼兒童
營」，並廣邀蘭嶼鄉椰油國小60名中、高年級
師生共同參與，讓偏鄉學童體驗海洋、親近海

洋、觀測海洋、愛上海洋。

蘭嶼兒童營

深入偏鄉、深入偏鄉、知海近海知海近海、、
引領學童eye上海洋引領學童eye上海洋

▲全體工作人員與椰油國小師生合影留念

11季刊│No.114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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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擔任「海洋委員會111年海洋學生
體驗營」活動領隊，對於走遍臺灣外、離島

的我，感受特別深刻。蘭嶼的迷人，除了源

自出遊的心情外，更因為它在地的海洋文化

與人文背景所富含的傳統意義，值得我們深

入探究。

◎海洋民族的故鄉∼人之島

臺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其中位於

臺灣東南方外海上的離島蘭嶼，擁有純淨天然

的海岸風情，亦是世界知名潛點，同時也居住

唯一的海洋民族-達悟族人，並以飛魚文化聞
名於世，遠近馳名，故有「飛魚的故鄉」又稱

「人之島」。

◎生態與職涯體驗兼具的學習之旅

本次活動特別結合椰油國小海洋教育集會

時機，透過結合海洋委員會施政主軸及導入蘭

嶼飛魚季專案任務，建立海洋保育觀念及海洋

永續發展的思維，引領學童認識海洋、宣導海

洋知識及預防溺水等常識。

第一站由海洋保育署臺東工作站站長講授

「蘭嶼地區海洋環境特色及鯨豚保育介紹與救

援」，讓學童們瞭解海洋保育、做好垃圾分類

與愛護地球的觀念，以及東部海域常見鯨豚擱

淺的救援處置。

第二站為救生救難體驗，過程中除了介紹

海巡工作的內容，以及分享甘苦趣事外，並請

▲由學生親自穿著充氣式救生圈，體驗救生圈的重要性

▲介紹海巡新式救生裝備－遙控救生圈，可迅速前往溺
水者附近，將溺水者拖帶上岸

▲偵蒐器材－可偵蒐遠距離的船隻及海面物體。

▲提供學生遙控救生圈的操作體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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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們拿著餐盒，並帶著豐富的防溺知識，開

開心心的回家，紛紛喊著明年再見，讓我感到

無比的欣慰。本次活動非常感謝辛苦的工作

人員們，讓偏鄉學童們更加認識海巡工作的

內涵與自我防溺的重要性，期待明年再與他

們相見。

海巡署東部分署自106年起，每年暑假均
配合舉辦海洋體驗營活動，推出後廣受青年學

子好評，以往僅開放大專院校以上學生參加3
天2夜活動，並於109年起放寬國高中（職）
在學學生參加2天1夜場次，惟110年及111年
受COVID-19疫情影響，僅辦理一場次蘭嶼學
童的體驗營活動。雖然本次活動前置作業繁雜

瑣碎，但看到學童天真的臉孔及充沛的體能，

我們都一掃所有的疲憊。藉由這次活動，透過

觀摩海巡勤務執行狀況，使偏鄉學童進一步瞭

解海防第一線海域執法人員，為守護藍色國土

及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所做的努力，也讓學

童們能及早體認海洋資源維護的重要性，鼓勵

國人「淨海」（潔淨海洋）、「知海」（知道

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海」

（進入海洋），透過尊敬海洋、瞭解海洋、運

用海洋資源，讓臺灣的海域永續發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秘書室）

開元安檢所同仁實施遙控救生圈操作、救生

裝備穿著、岸際偵蒐器材及體驗行動救援車

等裝備，模擬在海邊發現有人落海溺水時，

如何運用隨手可得的工具，如將救生圈（拋

繩袋）拋擲給溺者，讓學童們學習求救與自

救的方法，並灌輸在救人前，應先行做好自

我防護之觀念。

第三站為海巡艇實務觀摩，由臺東海巡

隊PP-10068艇黃分隊長介紹飛魚季期間推動
「蘭嶼地區海洋資源維護專案」情形及講解海

巡艇之構造，如各種儀器操作、滅火器及救生

小艇的功能等，現場笑聲不斷，當然最讓學童

們期待的，莫過於體驗坐在駕駛座上，擔任小

小船長一職，每個人臉上均充滿無比興奮與榮

譽的笑容，個個擺出最帥氣的姿勢，拍出神氣

的帥照，使參與的學童們，充分感受到蘭嶼地

區生態與海洋資源是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後一站為有獎徵答活動，安排辦公室最

年輕的同仁，擔任橘子姐姐，透過橘子姐姐的

親和力，讓現場的學童爭相舉手發言，當同仁

穿著海巡充氣玩偶並帶著俏皮姿勢出場時，現

場響起一陣歡呼，也讓現場遊客融入其中，在

一股歡聲雷動之後，緊接著進行一連串的救生

救難及鯨豚擱淺處置等問答，讓答對的學童拿

到我們精心準備的宣導品。在活動結束之後，

▲海巡艇帶領學生體驗海上航行的辛苦 ▲有獎徵答活動現場，學生紛紛舉手搶答

13季刊│No.114 Dec. 2022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文、圖｜古奇峰

海巡署一向積極推動各項海洋事務工作，傳達保護海洋資源永續發展政策及

捍衛海洋生態之決心，並以創新、創造的精神，推動海洋政策，進一步掌握未來

海洋永續發展策略，攜手健全海洋國家制度，共創生態永續發展之目標。

跳島跳島親海新選擇親海新選擇
海洋驛站共遊趣海洋驛站共遊趣1212

福龍驛站

興安驛站

興達驛站 東石驛站 梧棲驛站 龍鳳驛站

漢本驛站
南海園驛站 靜洋驛站

興海驛站
琉球驛站

鼓山驛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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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向海致敬政策之「開放、透明、服務、教育、責任」五大主軸，海洋委員會活化

海巡廳舍既有辦公空間，於全臺設置12處海洋驛站，分別為新北福龍（福隆、龍門）、宜
蘭漢本、花蓮南海園、臺東靜洋、興安、屏東興海、琉球、高雄鼓山、興達、嘉義東

石、臺中梧棲、苗栗龍鳳等。為使海洋驛站名稱活潑化，進而加深民眾印象及增進

國人對海洋生物之瞭解，票選與12生肖有關聯性之海洋生物來為驛站命名，並各
自設計代表生物Q版圖案，依序為「太平洋鼠鯊」、「爪哇牛鼻鱝」、「小
虎鯨」、「黑邊海兔」、「錦繡龍蝦」、「黑唇青斑海蛇」、「豆丁海

馬」、「金帶擬羊魚」、「興達蝦猴」、「雞冠䲁魚」、「石狗公」及

「白海豚」。

各驛站包含保育、安全、研究元素，提供民眾親海與休憩的場

所，期能透過全臺12處據點，推動海洋文教扎根及海洋社會教
育，並持續開展更加多元與豐富的資源，俾提升國人海洋文化

底蘊。另為永續經營海洋驛站，有效撙節既有人力及經費，

增進管理效益，使認養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海洋驛站認養原則」，藉由產官學界共同合

作，推廣地方特色，使服務更趨多元。另

為配合海洋委員會推廣海洋教育，海巡署

訂頒「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教育推廣展示

場域設置規劃原則」，預計於111年底於金門「新
湖漁業文化館」、馬祖「藍眼淚生態館」及澎湖「北海

遊客中心」等地點，完成金馬澎地區3處海洋教育推廣展示
場域。

海巡署未來將持續與認養學校及民間企業聯名驛站辦理活動，

透過關係延伸驛站廣宣效益，與地方教育單位合作，鼓勵各級學校

師生利用驛站，辦理戶外參訪或海洋相關活動，同時結合海洋教師研

習營與學生體驗營活動。另各驛站將結合地方旅遊特性，協調地方

機關、團體及學校策略聯盟，規劃非營利室內課程或活動行前

安全教育，藉由海洋社區教室模式擴大各驛站

知名度，以寓教於樂方式，培養民眾生態保

育、水上安全及自我保護、環境永續等觀

念，讓海洋教育向下扎根與推廣。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巡署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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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璿瑋　圖片提供│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全球現今仍處於COVID-19防疫期間，海
巡署除執行各類船舶進出港安全檢查外，亦恪

遵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檢疫政策，對於外國

海域作業與他國船舶有接觸史之遠洋漁船，列

為高風險檢測對象，除須落實人員身分核對及

清艙等行政檢查事宜外，亦協同衛政單位監督

入境船員實施抗原快篩，如快篩結果為陰性，

始得解除入境管制，藉以鞏固邊境，弭杜防疫

破口肇生。

111年9月21日中午時分，甫聞漁船柴油
引擎獨特地摧發聲，自東港溪外海轟鳴奏響，

鹽埔安檢所值班人員隨即接獲守望人員通報高

風險遠洋漁船「合○3號」（以下簡稱「合」

進港警示全力布局進港警示全力布局
通緝犯嫌上銬歸案通緝犯嫌上銬歸案

船）已航近鹽埔漁港港嘴即將進港，旋即致電

通報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駐點人員協助檢疫事

宜，並運用安檢資訊系統先行查核進港船舶及

船員資訊，通報安檢人員知悉，俾利安檢作業

順遂。然於系統內輸鍵船員資訊時，赫然發現

「合」船蔡姓船員（以下簡稱蔡員）資料出現

通緝警示，立即將上情通報所長處置，所長立

即以M-Police（警用行動電腦）與法務部外逃
通緝犯查詢系統詳加核對蔡員資料，發現渠確

實因涉犯刑事案件，遭屏東地方檢察署發布通

緝。惟考量當時正值船舶出港尖峰時刻，漁民

至安檢所內報關出港人數眾多，為免緝捕行動

造成恐慌，經所長完成三線回報後，立即指揮

安檢同仁進行相關勤務部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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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船即將進港前夕，安檢所相關勤務部署已

迅速完成定位，人員不動聲色地維持常態運作，並悄然

安排備勤人力攜帶甩棍、腳鐐、手銬等戒具於備勤室內

待命，在「合」船於執檢碼頭完成泊靠後，立即由安檢

人員上前協助帶纜，並逐一核對船員身分，經確認蔡員

身分無誤後，先行由衛生局駐點人員實施體溫量測，測

得體溫正常無發燒病兆後，由所長引導蔡員領取抗原快

篩試劑，並至所內備勤室實施檢測，在測得結果為陰性

後，所長立即請蔡員提供身分證件覆核，並出示屏東地

檢署通緝文號，希望蔡員配合逮捕歸案。

蔡員起初言詞左右閃避，聲稱自己對所涉刑案全然

未知，且對上銬搜身不甚情願，由於體型壯碩，所長擔

心逮捕不易，因此立即指揮備勤室待命的備勤同仁起身

協助。蔡員見安檢所優勢人力已至，自知反抗無益，因

此態度軟化並配合逮捕搜身。後續司法小隊完成人別確

認無誤後，押解至屏東地檢署歸案。當時於值班室外報

關的漁民朋友目睹整場緝捕行動，彷若電影橋段般咫尺

發生，對於安檢所人員雷厲風行的執法手段，均予以高

度的肯定與喝采。

本次鹽埔安檢所成功緝獲通緝犯的案例，除歸功

於同仁的執勤敏銳，更有賴平日在職訓練，對於查緝部

署與人犯押解的勤訓苦練，使狀況發生時能迅捷部署，

泰然應變，更能妥適運用入境快篩檢疫措施，不動聲色

地完成人犯緝捕，洽符《孫子兵法 軍爭篇》所云「疾

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的戰略應用。而

警用手機的科技輔勤，對於緝捕行動更是功不可沒，透

過M-Police多元鏈結國內戶政、法務部等資料系統，精
確即時查處，將涉案人犯繩之以法，對於維護岸海治安

的勤務執行，無異如虎添翼。海巡署為藍色國土的守護

者，除執行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等法定職掌外，亦將

海域岸際的治安維護奉為圭臬，我們將持續強化各項岸

海勤務執行作為，以維護社會安全與打擊不法。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鹽埔安檢所）

▲安檢人員對蔡員實施搜身

▲安檢人員對蔡員上腳鐐實施逮捕

▲安檢人員對蔡員上手銬實施逮捕

▲完成逮捕準備將蔡員解送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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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走私長期以來為海巡署重要本務工

作，近年走私集團模式推陳出新，徒增查緝毒

品案件之困難度，而海巡署偵防分署臺南查緝

隊秉持著努力不懈的精神，積極發掘不法線索

及相關事證，經會同相關情治單位後，成功於

屏東海域攔截馬來西亞籍拖船，起獲海洛因毒

品122公斤、K他命300公斤，市值約新臺幣12
億元，並將走私罪嫌的馬來西亞籍船長及船員

等人繩之於法。

臺南查緝隊日前接獲情資，販毒集團將

利用外國籍船舶，自東南亞地區載運大量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第三級K他命毒品至臺灣南部
海域，再由小船接駁入境。經報請臺南地方檢

文｜林育靚　圖片提供｜偵防分署臺南查緝隊

監偵不法智勇突擊
超前部署聯手破超前部署聯手破毒毒

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並與偵防分署北門查緝

隊、澎湖查緝隊、艦隊分署北部機動海巡隊、

第四海巡隊及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等單位，共同組成專案小組實施各項資料清

查，隨時掌握集團動態，把握查緝時機。

馬來西亞籍船長與5名船員駕駛拖船，自
沙巴港出航，依指示航行至砂勞越海域與不詳

橘色油船會合，將海洛因321塊、K他命292包
搬運至拖船油艙內藏放，再依販毒集團指示運

往臺灣。專案小組在接獲情資後，即由人員攔

獲登檢，並將該拖船拖帶至艦隊分署第四（臺

南）海巡隊碼頭，赫然發現拖船後方甲板船艙

藏有大量毒品。現場起獲橘色包裝6袋122公

▼查緝人員查獲毒品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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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及綠色包裝11袋316公斤，總計17袋438公
斤袋狀物，現場使用拉曼光譜儀檢測後，確認

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三級毒品K他命，並
逮捕6名涉嫌船員。

專案小組歷經一年多的監偵及研析比對，

掌握國際毒梟犯罪模式及行駛航線後，即派遣

海巡艦艇至可疑海域巡查，並將拖船及6名馬
籍嫌犯押返至第四（臺南）海巡隊安平碼頭，

成功於後方甲板船艙內查獲第一級毒品海洛

因及第三級毒品K他命，攔截毒品阻絕流入市
面。本次查獲之海洛因數量為今年最大宗，毒

品來源為東南亞金三角地區，海巡署成功緝獲

跨國販毒集團，阻斷金三角供毒管道，充分展

現防疫期間查緝不鬆懈與阻絕毒品之決心。

最後，我們將持續秉持「追本斷源」之

精神，截毒於源頭，使民眾遠離毒品危害，維

護社會治安。偵防分署呼籲民眾若發現不法，

可利用海巡署「118」免付費報案電話提供線

索，藉由全民力量共同杜絕不法，創造祥和安

全的社會環境。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偵防分署臺南查緝隊）

▲查緝人員從拖船上搬出毒品照片

▲查緝人員毒品清點及檢測

▼查獲毒品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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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證元　圖片提供｜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各地旅遊業
無不遭受重創，熱門觀光景點從原本商家林

立，人潮絡繹不絕，到疫情爆發後旅遊人數驟

減，紛紛熄燈停業，但也因為沒了觀光旅遊的

人為侵害，使各地自然環境得到了休養生息的

空間。然而，隨著疫苗施打的普及，人們逐漸

開始走出家門，前往全臺各地旅遊，且因入出

境檢疫尚未完全放寬，國人轉而選擇臺灣境內

外、離島地區遊玩。

屏東縣琉球鄉（俗稱小琉球）因位處南臺

灣，氣候宜人且四季如春，當地自然景觀豐富

多元，從臺灣本島搭船出發航程也僅需20分
鐘，進而成為國人外、離島旅遊首選，每逢連

續假日登島旅遊人數約一萬餘人。近年隨著登

島人數的增加，對於當地的自然環境已造成一

定程度的侵害，海龜、海膽等自然生物，遭受

滋擾的案件更層出不窮。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

署見此情形，便與屏東縣政府合作，結合在地

社區輔導成立「琉球保育區巡守隊」，來維護

小琉球地區海洋資源。

▲屏東縣政府頒發感謝狀

▲琉球保育區巡守隊合影

齊心巡守琉球嶼
　　海洋保育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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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1月3日屏東縣政府於屏東縣琉球
鄉杉福漁港舉辦「琉球保育區巡守隊成立大

會」，期間廣邀當地民間團體與海巡署共同合

作，一齊守護小琉球地區海洋環境及漁業資源

發展，為有效管理來自不同部門、不同身分的

團體，屏東縣政府積極與當地漁會及在地團體

溝通、凝聚共識，並建立快速聯繫通報管道，

提高執法的效率與能量，另協調民間航運業

者，於往返客船上循環撥放潮間帶生物保育影

片，以海兔、寄居蟹碟貝、有孔蟲、鹿角珊

瑚、口鰓海膽等作為主角，用可愛、幽默且具

故事性之短片，宣導正確的保育觀念及管理規

範，避免民眾誤觸法網。

小琉球地區海巡人員為海洋保育案件第

一線處置者，但每逢連續假期旅客增多的情況

下，保育生物遭受滋擾案件也隨之增多，可惜

的是，絕大多數的情況都是海巡人員抵達現場

處理時，民眾才聲稱不知道這個不能碰、不能

摸等說詞，顯見許多民眾對於海洋保育知識是

普遍不足的。

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向海致敬」政策，

鼓勵國人「淨海」（潔淨海洋）、「知海」

（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

海」（進入海洋）」，尊敬海洋、瞭解海洋、

運用海洋資源，使海洋環境資源能夠永續發

展。海洋保育工作並不是一個機關或一個團體

努力就可達成的，而是需要全體國民在有共識

的情況下，共同努力才能達成。期能透過本次

「琉球保育區巡守隊」的成立與民間業者協助

推廣宣導，增加國人對於海洋保育的相關知

識，除能避免民眾在不懂法的情況下，違反海

洋保育相關規定遭到罰緩，亦可將當地自然環

境傷害降到最低。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

琉球新安檢所）

▼海龜受傷案件處置情形

齊心巡守琉球嶼
　　海洋保育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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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島嶼四面環海，部分居民以漁業為

生，島上各項民生物資及能源，皆需倚賴貨

輪、油輪從臺灣運補至金門，考量金門周邊海

域潛在海洋油污染的風險，因此金門縣政府與

臺灣電力公司、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

隊、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等單位，於111年8月
24日聯合辦理「海洋油污染暨救生救難應變演
練」，藉以強化地區救災與救援能力。

文｜吳奎鈺　圖片提供｜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

塔山電廠塔山電廠油污演練油污演練
新式裝備新式裝備應變救援應變救援

▲油污外洩演練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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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攔油索演練

▲拖帶患者救援演練 ▲新購置之救援裝備「沙灘車」

「金門縣2022 海洋油污染暨救生救難
應變」演練，於臺灣電力公司塔山發電

廠登場，本次演練共動員金馬澎分署

第九岸巡隊、艦隊分署第九海巡隊、

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金門縣政府環

保局、消防局、警察局、港務處及臺

灣電力公司塔山發電廠等8個單位參
加；此次演練模擬狀況為臺電公司塔山

發電廠輸油船，於廠外棧橋式碼頭進行輸

油作業時，因輸油管路破損導致油污外洩，相

關單位立即啟動通報及應變處理。

過去幾年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除船舶海

難導致油污外洩，也可能是陸上輸油管線外洩

所致。為因應不同海洋油污染模式，這次聯合

相關單位，啟動廠區內、外、海上及海岸一系

列的油污堵漏、攔油索佈置架設、油污清除、

人員除污及海域水質監控等快速應變作為。

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與艦隊分署第九

海巡隊，秉持著海巡五大核心價值「維護漁

權」、「海洋事務」、「海域治安」、「海洋

保育」及「救生救難」之精神，藉由演練的時

機，擔任觀測岸際油污外洩監控、油污清除、

海上佈置攔油索、採樣人員不慎落海救援以及

落海傷患抬運救護等角色，且首度在地區性聯

合演練中，亮相新購置救援裝備「沙灘車」及

「遙控式救生圈」，展現快速救援工作能力，

同仁於演練過程中，運用常年訓練課程上所學

之各項技巧，相互配合與默契十足的敬業精

神，完成岸際清污、海上佈置攔油索與落海人

員救援、傷患救治等項目，有效提升跨單位應

變處置能力，順利控制油污擴散，將海洋環境

和生態衝擊減至最低，演練過程逼真切實。

藉由本次演練，讓每位參演人員，都能深

刻感受到實際突發狀況發生時，該如何不慌不

忙的協助處置，且透過各項演練與訓練時機，

可提升每位同仁危機與應變處置的能力。因

此，單位平時更應重視各項演練及訓練課程，

以儲備危機處理之應變能量。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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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寮工業港是臺灣少有的工業專用港，

其緊鄰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石化園區「六輕」，

而麥寮工業港進出口貨品有油品、化學品、液

態石油氣等，均以管線方式作為運輸，年吞吐

量達七千萬噸，此等龐大的工業體系，更是需

要紮實的訓練及嚴格的管理，否則轉瞬間的意

外，損失的不僅是只有經濟，更是直接影響港

區、園區上萬工作者的安全。

雲林縣環保局、麥寮

港船務公司、台塑石化

公司於111年9月1日以安

文｜林穎顥　圖片提供｜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

雲林麥寮港應變演習雲林麥寮港應變演習
海巡海巡與與民協民協力創雙贏力創雙贏

全為首要，共同主辦麥寮港綜合演習，並由雲

林縣政府工務處、消防局及海巡署中部分署協

辦此任務。本次演習以「資通安全、船舶破

壞、海污防處、救生救難」等四項主題作為主

軸，海巡署由艦隊分署第十三海巡隊及中部分

▲
 海巡艇及除污船「麥寮海洋」

趕赴海污事件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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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式動力救生圈實施救援

▲加強各式船舶執檢，同時落實防疫工作

署第四岸巡隊參演，其中發生麥寮工業港船舶

交通服務系統（VTS）遭人為破壞，致影響港
口及船舶安全之演習狀況時，立即由麥寮工業

港安檢所完成任務編組，針對進港船舶及在港

貨輪實施擴大執檢工作，以查察不法人士，執

行安全檢查期間，正屬疫情高峰期，執檢人員

在33度的高溫下，均穿著全套防護衣登輪執
檢，全身汗流浹背，讓觀摩的長官、貴賓們為

這群刻苦耐勞的海巡人員響起敬佩的掌聲。

另外，港區發生民眾落海之演習狀況時，

隨即由第十三海巡隊、麥寮工業港安檢所、麥

寮第一機動巡邏站，派遣應變編組人員，運用

行動救援車及遙控式動力救生圈等裝備，迅速

將落海人員救起。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在大型

的港口或是外海實施救援時，常因船身與水面

高低落差或海象不佳等因素，造成救援不易，

更是大幅增加施救者下水救援的危險程度，而

遙控式動力救生圈能讓施救者於陸域或船舶上

隨時掌握待援者的位置，提升救援效能，同時

降低危安風險。在此情境演練期間，不論是機

警與專業兼具的施救者，抑或是安檢所同仁飾

演的落水待援者，逼真的狀況演練，不禁令人

深刻體會危機就深藏在日常生活中，惟有做好

風險管理、紮實訓練與應變機制，才能確保

安全。

在這次麥寮工業港綜合演習中，各公務單

位及民間企業共同展現出對於海洋保育、維護

及應變的能力，而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也透過

各種狀況的模擬應處，將訓練成果發揮的淋漓

盡致，我們將持續秉持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走

在防杜不法及守護海洋的尖端。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

麥寮工業港安檢所）

▲行動救援車馳援，海巡同仁確認待援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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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竣閔　圖片提供｜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

適逢秋季的到來，海象逐漸不佳，但疫情

及各項任務仍持續進行，海巡的應處作為及救

生救難，仍然不可鬆懈、怠惰。海巡署依平時

的艇筏訓練，辦理3D水下顯影儀教育訓練、
量測轄屬高（低）潮水深度及水文資料作業。

為了可以結合現地演練、探測轄屬的海域及配

3D3D水下顯影儀大展身手水下顯影儀大展身手

屬港區狀況情形，本次演練由中部分署第四岸

巡隊副瀨安檢所所長統籌、規劃、執行，專報

統合製作、協調場地布置及探測路線規劃，並

請資深幹部擔任水下探測操作、主要探測駕駛

員、次要駕駛員，其餘同仁協助轄屬區域標

點、海上故障排除及整備等任務，在安檢所內

有效整合雲嘉水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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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同仁與隊部幕僚的協助下，圓滿完成訓

練，使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更瞭解轄屬海域、

蚵棚區及沿岸狀況的勤務效能，展現新式裝備

的效能及同仁團結合作的氛圍，順利完成本次

特別的任務。

本次核心課程為裝備介紹、實地演練、各

類訓練影片教學與現場心得報告，由第四岸巡

隊隊長主持、中隊部中隊長及各責任區塊留守

主管參加與會。該項課程在進行任務提示後，

即規劃實地水文探勘作業，配合天候、潮汐、

海象等狀況，至嘉義及雲林地區進行量測，俾

使各級所屬更瞭解轄屬海域的全貌，以達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原則。

本次水下顯影儀訓練，分別於111年8月
29日至31日及9月17日進行嘉義海域現勘；9
月29日至10月2日進行雲林海域現勘，並製作
海域水深、區域經緯度、海底地質狀況等轄區

水文資料。使用的裝備屬於可攜式聲納，可搭

載於大型救生艇上【新式90型（100P）救生
艇】，具有在水中傳播的特性，結合處理訊息

的技術，進行水下探測，透過彩色螢幕，顯示

水下探測結果，以便分析研判水下、人、船或

特別目標之位置，記錄相關航跡軌道，精確掌

握該水域及轄屬區域的狀況，以利各式海上狀

況應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透過水下顯

影儀訓練，我充分的體認到，唯有強化平時的

訓練、人員本質學能、裝備的保養與維護、對

所屬轄區、天候、海象及應處方式，方能掌握

各類突發狀況及機動性任務，藉以提升救援

效能。

▲裝備介紹及水文資料製作解說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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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的訓練、操演與瞭解轄屬海域狀況是

必要的，當事件發生時，各單位人員得以迅速

掌握、解決問題，並發揮救生救難最大效能。

同仁間的默契、對水路的熟悉、海上的狀況應

處、服務的熱忱、敬業的態度，結合裝備與現

地轄屬海域實測的教育訓練方式，進而提昇同

仁的專業技能。

隨著入秋，微風徐徐的吹拂下，在平靜的

六腳大排下，鄰近西濱61號快速道路旁，第四
岸巡隊在此呼籲大家，來「嘉」欣賞美麗的湖

水時，請安心、放心地親近海洋、擁抱海洋，

若在海（岸）域、港區有發現任何急需救援

情形，請立即撥打118海巡服務專線或就近向
鄰近安檢所報案請求協助，海巡署將發揮即刻

救援之精神，為民服務，並為大家守護這片海

域，以厚植及彰顯救援能量，讓大家都能平安

回家。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部分署第四岸巡隊

副瀨安檢所）

▲裝備展示情形

▲現地操演及量測轄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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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東明

壹、前言

近年來，世人所謂的「灰色地帶策略」1

（Gray Zone Strategy）業已吸引著，來自學
術與政策圈等各種領域人士的實質關注，請參

看圖一所示，圖中顯示在從低到高的威脅衝突

程度間，傳統與現今世代的不同因應策略思

維，可見該「灰色地帶策略」正是現今國際間

新興的細膩周延競爭做法。雖然諸如中國、俄

羅斯（Russia）及其他國家等業已明顯依賴該
策略思維，藉以挑戰與改變現行國際制度與社

會秩序，但是各國學術與政策社群團體仍努力

試圖澄清該策略的思維概念，及發展出對抗該

策略的有效反制措施。另諸如現今烏克蘭、敘

利亞、伊拉克，甚至南中國海2（South China 

1 灰色地帶（Gray Zone）被定義為「介於傳統戰爭與和平二元性之間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之間和內部的競爭性
互動」（由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提供）。灰色地帶內行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它們保持在可能具有合法常規軍事

反應的攻擊底限值以下（戰爭法）。一篇論文將其定義為「非戰爭的強制性治國行動」，及「國家利用國家資源

蓄意脅迫其他國家的人類活動的主要非軍事領域」。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將灰色地帶定義為「介於常規治國之道

和公開戰爭之間的有爭議競技場」。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稱灰色地帶為「和平與戰爭之間的邊緣地帶」。

2 南海，是位於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陸緣海，被中國大陸、臺灣、菲律賓群島、馬來群島及中南半島所環繞，為西
太平洋的一部分。南海海域面積有350萬平方公里，其中有超過200個無原住民居住的島嶼和岩礁，這些島礁被
合稱為南海諸島。除是主要的海上運輸航線外，南海還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牽涉到許多周邊國家的利

益。平均深度：1,212公尺。島嶼：黃岩島，永興島，太平島，鴨公島，景宏島，中建島，趙述島，浪花礁，
更多。

現今中國灰色地帶策略於
海事競技場域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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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ung, Samman, Gray Zone Strategy in Maritime Arena : Theories and Practices, No. 1, Vol. 21, 
Strategy 21, Summer 2018.

▲圖一　現今聚集性威脅與灰色地帶的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Researchgate.net，2022年）

Sea）等國際事件，皆早已持續不斷地揭示該
「灰色地帶策略」的實際發生情形，其不僅對

於各地理區域，並且對於全世界，皆是造成嚴

重的恐慌擔憂事項。

在野心勃勃的區域強權國家玩弄於股掌

間的「灰色地帶策略」，正是擺好日漸高漲氣

燄的態勢，藉以挑戰現存區域性及全世界性

的保安秩序，請參看圖五所示。事實上，在

該策略中，諸多操弄工具及技術手段業已被

應用長達數個世紀有餘，請參看圖二所示，

從話語戰爭（Narrative Wars）、經濟制裁
（Denial of Prosperity）、民事干預（Civilian 
Interventions）等低強度競爭，至主動滲透
（Active Infiltration）、威懾恫嚇（Coercive 

Signaling）、游擊破壞（Proxy Disruption）
等高強度中競爭，皆涵括在內，尤其是中國

行動包含低強度衝突區塊的政治話語權鋪陳形

式，以及俄羅斯採取高強度衝突區塊的準軍事

侵略（Paramilitary Incursions）行動。但是
在現今國際保安狀況背景中，那些策略已被翻

新補強其實用關聯性，因為在策略中，應用若

干創新科技手段，使其較往昔更加有效，並且

若干主要強權國家正大肆發起灰色地帶戰役行

動，掠奪其自身利益優勢。

貳、中國

在本文中，吾人僅就現今中國所採取「灰

色地帶策略」做法，經由審慎研究分析後，據

以具體說明，以分享海巡同好如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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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Haddick, America Has No Answer, War on the Rocks, February 2014.

在南中國海區域中，中國採取「灰色地

帶策略」，藉以逕行追逐利己優勢行動，正是

此一做法的一個最重要的例證。中國明確企求

獲得區域的領導權，藉以取得區域內特定資源

的控制權，並且平衡及最終取代美國在亞洲地

緣政治的卓越統治地位。但是中國侵略行動似

乎遭受嚴峻地限制。因為中國不想造成全球經

濟機構崩潰，或是製造盤旋加劇的新區域不穩

定情況，甚至針對遵循兼顧經濟成長與財務等

考量，維護一個全球制度的名義等重要主張議

題，中國曾心甘情願地，採取超越長達10年時
程的耐心等待方法。

中國亦深知被視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表演

者的優點，這或許諸多有益理由之一，中國已

決定改變現今國際制度的若干面向，進而選擇

無需推翻它。因此其或許被認為中國國家策略

態勢確實表現出，需要若干諸如「灰色地帶策

略」手段，藉以追逐其國家目標，並且僅在能

有效管理風險及維護穩定狀態等情況時，才會

開始依據計劃，實施必要的行動。

事實上，依據現有諸多有利理由，可以

讓吾人相信中國的策略概念，與灰色地帶做

法係屬原生性且互為相關聯的。假若吾人審

慎檢視中國的官方與非官方論述，其實是很

容易被引導相信，中國的策略強調甚至軍事

衝突對抗，亦緊密地整合政治的、外交的、

資訊的及經濟的等要素，全面性且多領域的

面向做法。這些觀察可以證明，假若在所有

可能情況下，中國趨向偏愛善用有耐心且間

接的做法，亦正是一個優先選擇方案，深植

於典型的中國策略思維中。

現今中國學者們已發表出許多理論文章作

品，強調著「灰色地帶策略」的實際價值4。

▲圖二　現今灰色地帶行動的應用技巧範疇
（資料來源：Semanticscholar.org，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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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概論的發表論文並不意味其政府業

已採行之，但是諸多因素暗示著，這些學理至

少是引發出一個國家意圖的聯想。尤其是這些

有關「灰色地帶策略」的發表文獻，其大部份

作者皆為現今或先前軍事官員們為主，因此在

某種程度上，至少已反映出公務機關的策略

思維。

假若欲與「灰色地帶策略」，產生更進

一步地深切聯結認識，吾人必須仔細研究由

兩位中國解放軍5（PLA）上校所撰寫發表標
題為「無限制的戰爭衝突」（Unrestricted 
Warfare）的中國軍事報導論文6。在該報導論

文中，其建構出一個未來對抗衝突的洞察觀

點，即在為相對性優勢的一個持久不斷戰役活

動中，界定出在「平民的與軍事的事務」，及

「和平與戰爭」（Peace and War）的一條分
割線。事實上，該論文標題似乎蘊藏著在各種

手段工具的使用，藉以實踐其權勢層面上，缺

乏任何限制，卻又不是在極端暴力的戰爭衝突

層面上。並且其堅決宣稱在此一標題下，非

軍事手段工具於先前軍事目標的實現方面，正

變成為同等突出顯著且有用的。因此該戰爭

型態正是由網路攻擊（Cyber Attacks）、財
經武力（Financial Weapons），及資訊攻擊

（Information Attacks）等等所組成戰爭衝突
的一個未來前置途徑。綜合言之，這些總合採

取手段行動的內涵意義，即中國式「無限制的

戰爭衝突」的根本基礎正是「處處皆戰場」

（Battlefield is Everywhere）。

這些文件資料是充滿暗示性的，而非是

分析性的，因此無需提供詳實經驗案例，或是

作業細節。因此，在無限制與傳統性戰爭之間

的分界線，或該無限制的多樣化是為主要戰

爭的真正替代手段，或僅是一個附屬手段工

具罷了。然而有時候，其似乎結合網路操作

（Cyber Operations）與財經懲罰等手段，變
成一種長期且遠程的混雜有力攻擊活動。在此

論文中所強調的技術手段並非是創新的，而且

描繪出在整個現今太平盛世期間，該「無限制

的戰爭衝突」手段工具包的全方位應用範圍。

無論如何，該報導文章仍僅是在「中國灰色地

帶」中，一種不同思維所構想衝突戰爭的最佳

寫照之一罷了。

在南中國海議題中，中國展現與一個正

如修正主義者意圖的國家，所採取「灰色地帶

策略」饒有一致的行為。中國採取一長串系列

行動，業已建構其對該海域領導權的堅持長久

主張，其展現在競爭性優勢層面上，增加一致

5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簡稱為解放軍陸軍、中國陸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陸上武裝力量，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的第一軍種與主體軍事力量。從其前身中國工農紅軍自成立之時起，該軍隊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上就發揮重要影響力，並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中越戰爭等歷次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創立於：1927
年。參與戰役：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金門炮戰；對印自衛還擊作戰；中蘇邊境

衝突；抗美援越戰爭；對越自衛還擊作戰；兩山戰役；聯合國維護和平任務；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司令員：
劉振立上將。國家或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本級中共組織：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委員會。種類：陸

軍。規模：現役975,000人（2020）。
6 Qiao Liang and Wang Xiangsui, Unrestricted Warfare, Chinese Military Report, PLA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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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灰色地帶活動」。當然中國業已採取一

系列寬廣範疇的手段與技術，作為其灰色地帶

活動的一部份，並且其已公開發表「九條段續

線」（Nine-dashed Line）內疆域的詳細政治
主張，請參看圖三所示7。在該宣稱主張的支

持下，其業已製造出若干敘述故事與文件憑

證，並且聲明解決爭議，藉以滿足其意圖的

決心。

在遍及整個區域中，中國展開大量且多樣

化的民用公務執法，以及蜂擁成群的民用商船

與航空器等任務工作。確實地，在西元2013
年，中國將5個各別獨立的公務海事機關，
整合組成「國家海洋局」（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SOA），其執法力量即為一
個「海岸防衛隊」8（Coast Guard; 中國海警
局），藉以強化各機關之間的共同協調合作

7 Mohan Malik, Hist俱有orical Fiction : China’s South China Sea Claims, World Affairs, USA, June 2013.
8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又稱中國海警局（China Maritime Police Bureau），縮寫為China Coast 

Guard（中國海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內海上搜救和執法協調機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洋邊界警衛
部隊，隸屬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統一履行海上維權執法職責。根據美國《國家利益》雜誌統計，以艦船數計

算，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目前是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海岸警衛隊。

▲圖三　在國際法議題下，南海的海事疆域爭議情形
（資料來源：Researchgate.net，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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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請參看圖四所示9。至於有關中國新海

警法規的適用釋疑說明，請參看圖五等所示。

並且在西元2014年，其亦已雇用中國「國家
離岸石油公司」10（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於西沙群島11

（Paracel Islands）附近部署開展油井鑽探平
台設施，執行區域的公然強制作為，請參看圖

三所示。此即一個整合經濟、外交，及資訊

等全面性範疇的步驟，形成一個俱有影響力

的活動。

經由採用前述各種手段與技巧等的一長

串公開威嚇行動後，在西元2012年，中國在
西沙群島中的永興島12（Woody Island）上，
建立一個殖民定居基地（Settlement）。並

▲圖四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中國國家海洋局的組成部門機關
（資料來源：Amti.csis.org，2022年）

9 James Kraska, How China Exploits a Loophol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Pursuit of Hegemony in East Asia, 
FPRI E-Notes, January 2015.

10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海油集團或中海油集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家主要從事海上石油、天然
氣開發的特大型中央企業，是中國第三大國有石油公司。中海油成立於1982年，總部設於北京。該公司主要負
責在中國海域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及天然氣資源，其註冊資本為500億元人民幣。公司控股上市公司中國海洋
石油有限公司。總部：中國北京。創立於：1982年。子公司：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田服務，更多。

11 西沙群島，越南稱黃沙群島，是南中國海上的四大群島之一，明清時期與中沙群島等地合稱為千里長沙。西沙群
島主體由永樂群島和宣德群島組成，島嶼面積約10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518公里，海域面積50多萬平方公里。
主要島嶼：琛航島、晉卿島；趙述島、永興島；中建島、東島、甘泉島。位置：南中國海。總島嶼數：多於30
個。面積：10平方公里（3.9平方英里）。

12 永興島是西沙群島之宣德群島的島嶼。永興島是西沙群島面積最大的島嶼，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省三沙
市人民政府和西沙區人民政府駐地。佔地面積：210公頃。人口總數：常住人口：1,443人（截至2017年3月）。
位置：南海。群島：宣德群島（西沙群島東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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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中國新海警法規適用釋疑
（資料來源：Theaseanpost.com，2022年）

13 黃岩島，是南海中沙群島的一個環礁。該島距離中沙環礁160海里、距西沙群島340海里、海南島500海里、距菲
律賓蘇碧灣100海里。為海盆中的海山上覆珊瑚礁而成，是中沙群島漲潮時唯一露出水面的島礁，鄰近馬尼拉海
溝。位置：南海。地級市：海南省三沙市西沙區代管。省：菲律賓三描禮士省馬辛洛克市。群島：中沙群島。面

積：150平方公里。
14 防空識別區（ADIZ）是陸地或水上空域，為了國家安全，對民用飛機進行識別、定位和控制。它們可能會延伸
到一個國家領土之外，以使該國有更多時間，來應對可能的敵對飛機。ADIZ概念沒有在任何國際條約中定義，
也不受任何國際機構的監管。第一個防空識別區由美國於1950年12月27日在朝鮮戰爭期間，杜魯門總統宣布國
家緊急狀態後，不久建立。加拿大、印度、[5]日本、巴基斯坦、孟加拉國、芬蘭、挪威、英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韓國、臺灣、美國、瑞典等約20個國家和地區設有此類區域。

且同年在黃岩島13（Scarborough Reef）處，
逐步升高壓力，最終迫使菲律賓，撤退其軍

事武力。另在西元2013年11月，在東中國海
域中，中國片面宣告「防空禁制區」14（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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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Interdiction Zone; ADIZ），正是其
公然威嚇行動的一部份，請參看圖六所示。在

南中國海中，中國雇用「中國國家離岸石油

公司」（CNOOC）的國營機構，使得吾人認
為其業已實質地管控那些公司資源，並且亦

蓄意地向該區域中，諸如美國與日本等強勢國

家，故作近距離軍事交戰（Close-run Military 
Engagement）的挑釁行為。

在該區域中，中國所採取這些策略做法，

尤其是聚焦於非軍事武力者，可被稱為「慢強

度衝突」（Slow-intensity Conflict），藉以與

「低強度衝突」（Low-intensity Conflict）有
所區隔不同。該「慢強度衝突」實為一種行

動措施的策略，其試圖平息減弱其他聲索者

反應，進而相信沒有衝突情況存在。另若干

國家採取「灰色地帶策略」，趨向於可否認

的做法，進而挑戰現況（Status Quo），及
尋求可造成難以歸究原因且挑釁者與防衛者

角色模糊不清等做法，以及公然強制行動類

型。在南中國海中，中國所作疆域宣告主張的

型態恰正是典型例證，同時其業已依賴傳統

性行動者與非傳統性手段方法，諸如漁船、中

▲圖六　現今東中國海周遭國家的防空識別區分布
（資料來源：En.yna.co.kr，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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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中國包心菜策略於南海周邊國家的影響
（資料來源：Newtalk.tw，2022年）

國海警、高壓水炮、在爭議區域中，整建人

工島嶼（Artificial Islands）的建築工人、侵入
性且無武裝的無人偵察機（Reconnaissance 
UAVs），及引致其目標體極度不舒服的聲波
設備等，請參看圖七所示。

該「灰色地帶策略」具有一個重要關鍵

的基準，可被與堅持耐久與不協調的標準超級

強權競爭等有所區別不同，並且其或可能存在

有若干程度的潛在意圖與暗自設計等氛圍。為

使該策略可擁有若干意義深遠的一致性與基本

立場，其必須預先俱備投注心力與確認目標的

參考基準線。換言之，該「灰色地帶策略」必

須審慎地擇用，以為傳統性軍事行動的另一種

替代做法。舉例而言，中國所潛在意圖與暗自

設計的「灰色地帶策略」，正是所謂的「包心

菜策略」15（Cabbage Strategy），並且該策
略被設計藉由中國漁船、漁政船、海事執法船

及海軍戰艦等同心圓方式，層層圍繞著目標島

嶼，進而增加其實質封鎖影響力，因此其可協

調整合多種不同面向的非軍事手段方法，藉以

15 中國海軍艦艇、海警艦艇和漁船層層包圍、包裹島嶼，切斷島嶼與外界的支持，是一種壓倒和奪取島嶼控制權的
策略。它也被稱為小棒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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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全面性管控的影響，請參看圖八所示16。

甚至該策略亦可隨時校正調整交戰狀態的實際

輕重程度，藉以維持其對抗敵手反應在「紅色

端限」之下。並且當區域內反應變得過度激烈

時，中國所採取「包心菜策略」可以每次一年

或更久時限，調整增減其行動的尺度力道。

況。其原本可能假想或依賴，諸如為大規模衝

突所規劃的「海空戰鬥」概念的決定性做法，

因為該步步漸進為營的做法，「灰色地帶策

略」或許正逐漸破壞現存「區域性策略」的應

用功能。然而在對抗中國的「灰色地帶漸進主

義」層面上，該「海空戰鬥」概念或許已是少

有用處的。

參、結語

經由本文研析結果顯示，類似「灰色地

帶」的相關事務被確有其事地揭露出來。諸如

中國與俄羅斯等修正主義國家被發現受限於通

貨惡化與經濟互助依賴等風險，並且因而尋求

難以捉摸的做法，藉以達成其終極目標。在本

文中所發現的最重要結果，即在現今國際關係

領域中，「灰色地帶」正是較為顯著趨勢的徵

兆，並且「灰色地帶行動」正是一個審慎細膩

地規劃的行動，藉以有效運作於「傳統國際外

交」與「蓄意軍事侵略」之間。因為其依賴全

球經濟貿易活動，及畏懼國際市場的通貨膨脹

影響，灰色地帶挑戰者通常擁有旺盛的地緣政

治雄心，並且熱切應用除造成重大衝突事態外

的各種做法，進而達成其欲得之終極目標。總

括而言，這正是為何，「灰色地帶策略」被認

為具有更加逐步漸進、較少暴力激烈，及更少

明確清楚等特質，可供蓄意投機者取巧地掠奪

自身的利益優勢。

（資料來源：Jay L Batongbacal，2021年）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所

專任教授）

▲圖八　中國南海灰色地帶海事保安的包心菜策略
（資料來源：Jay L Batongbacal，2021年）

16 Jay Batongbacal, Grey Zone Operations and the Cabbage Strateg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ymposium on the Maritime Security in Eastern Asia Region, Taipei, Taiwan, November 2021.

無論如何，中國所採取限制性的非軍事

行動，即所謂「灰色地帶策略」的「漸進主

義」，是有些微爭議問題的。對於防衛者而

言，該策略所造成問題的理由是其「切香腸」

（Salami Slicing）特質，即採取「切香腸」
做法，以達成特定目標，並且其無意營造一個

能勝任的平衡動態，藉以有效檢視其行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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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華民國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經
行政院於本（111）年8月25日第3817次院會
通過，並依預算法第46條規定，將預算書於
本年8月31日提出立法院審議（黃永傳，民
111）。

立法院復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規

定，於同年10月4日邀請行政院長、主計長、
財政部長與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編製經過與內容概要，及答復立法委員

質詢，並獲宣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依審查分

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立法院自審議

9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起之決議，計有增列
（減列）歲入、減列歲出及調整融資調度，並

提出主決議1、附帶決議及作成「預算須俟報

告或經其同意後始得動支」（即凍結預算案，

以下簡稱凍結案）等（翁燕雪，民111）。本
文為應現行實務作業之需，旨在論述各機關2

主計單位為應立法院審議解凍預算案（以下簡

稱解凍案）應有作為，以使凍結案順利解凍，

俾應推動政（業）務所需。

文｜黃永傳

主計單位為應立法院審議主計單位為應立法院審議
解凍預算案解凍預算案  之  經驗談經驗談

1 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或預算法均無主決議之用語。復查預算法第52條明定，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
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許者，不在此限。可見立法院所稱主決議應屬預算法所定之附款決議，但長期

以來立法院卻不使用附款決議之法定用語（羅傳賢，民105）。
2 預算法第3條明定，稱各機關者，謂中央政府各級機關；稱機關單位者，謂本機關及所屬機關；本機關為該機關
單位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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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立法院凍結預算之法律效力

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10年12月24日舉辦高
階人員政策論述知能精進座談，邀請3位專家
學者就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決議

凍結預算及後續不同意解凍之間適法性提出見

解（翁燕雪，民111）。其中：

一、 徐仁輝教授認為立法院凍結預算影響施政
計畫績效，且形同毀損預算契約（翁燕

雪，民111）。

二、 蔡茂寅教授提出立法院凍結預算逾越憲法
賦予其預算審議權，並有擴張預算審議

權及於執行權之嫌等見解（翁燕雪，民

111）。

三、 黃世鑫教授復認為各國預算權隸屬因政府
體制與政治文化傳統而異，我國立法院僅

有消極之預算決策監督權，責任政治始能

建立，「以凍代刪」係立法權侵犯行政權

等見解（翁燕雪，民111）。

惟目前實務上，行政機關為維持與立法院

和諧關係，加以監察院亦認為應俟立法院同意

解凍後，始得動支。因此，均照立法院決議辦

理（翁燕雪，民111）。

參、主計單位應有作為

各機關向來由籌劃年度預算之主辦單位一

併負責主辦解凍案，故由主計單位或主管機關

施政計畫單位負責，通常由前者辦理。因此，

依已往辦理解凍案之經驗，摘述主計單位應有

作為如次：

3 立法院各委員會函請各機關列席參加處理議案討論事項時，則須送交首長口頭報告之書面資料，倘列為議案報告
事項者，則無須送交該類報告。

一、適時函請列入議程

立法院各委員會審查各機關預算案，倘決

議列有凍結案，主計同仁宜據以箋請相關單位

準備，請立法院排入解凍案之函稿，並於預算

公布後，立即由主計單位或業管單位援例依立

法院之規定以一案一函稿行文立法院，為期新

會期一開始可交付委員會審查。並請長官及國

會聯絡同仁協助，請委員會召集人儘速排入議

程，以資審查，俾利按計畫期程執行預算。

二、超前部署勤於溝通

倘凍結案之原由與預算執行率相關者，

主計單位宜適時提供相關數據，供業管單位撰

寫或更新說帖，並洽請國會聯絡同仁及業管單

位本著超前部署之理念，適時掌握立法院院會

交付委員會報告事項（處理）或討論事項（審

查）之情況，並向提案立法委員說明須解凍之

必要性，以使審查解凍案更臻順遂，期能一次

完成解凍。

三、隨時更新書面報告

依限將首長口頭報告之書面資料（或稱為

書面報告）3送交立法院各委員會為審議議案

之要件，鑑於曾有某機關副首長洽請立法委員

協助將解凍案列入議程，獲該委員首肯，且同

意次日就召開解凍會議。為因應類此情形，主

計單位宜事先備妥首長口頭報告之書面資料，

俟確定議程時，配合當時預算執行實況，並洽

詢業管單位再次檢討回應凍結之原由及解凍之

必要性，期能以最短時間更新該報告並印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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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避免無法即時提出首長口頭報告之書面

資料而功虧一簣，影響解凍案之進行。

四、本著職掌主動協助

主計同仁如參加籌編預算並隨同首長列席

立法院審查預算案及朝野黨團協商時，皆宜本

著職掌適時提供數據及專業意見，供長官參酌

（黃永傳，民110），並洽請國會聯絡同仁掌
握委員會處理時，有無臨時提案，轉請業管單

位即時因應，以協助凍結案順利獲得解凍。

肆、善用法規致力服務

預算法第72條明定歲定經費在預算年度終
了前尚未支付或發生契約責任，將停止支用。

曾有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已屆預算年

度12月份尚有部分預算未完成解凍。因此，主
計單位主動協助業管單位洽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同意按原定預算數於年度終了後辦理保留，並

於次年度完成解凍後，據以撥款，而增加可用

教育經費。類此作為，實為主計單位善用法規

致力服務之最佳寫照。大專校院亦拍案叫絕，

咸認為此次主計單位靈活應用主計專業知識，

增加教育資源，實為主計界楷模，值得讚賞。

伍、結語

目前實務上，行政機關一向尊重立法院審

議預算案之決議，均俟其函復准予動支後，始

完成解凍程序。因此，凍結案如同往昔大專校

院補考制度，在新學期開始尚有補考機會，因

此，受業者多善用寒暑假期間努力準備補考，

以避免被當而重修。行政機關豈能不善用類此

補考機會，備妥解凍說帖以應解凍之需，俾獲

得更多預算資源。

主計同仁為各機關內一分子，與其他單位

同仁休戚相關，榮辱與共（陳奮，民75）。
因此，必須本著主計專業知識及善用法規致力

服務之信念，協助服務機關於立法院新會期一

開始即順利完成解凍案，以應推動政（業）務

所需預算，俾增進在各機關之服務價值（黃永

傳，民110）。

（本文作者係前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主計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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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聯合國於2015年發布17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其中目標5（性別平等，Gender Equality）係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目標

14（水下生命，Life below Water）為「保育

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確保海洋生物多樣

性，並防止海洋環境劣化」1，惟受限於傳統

的性別角色分工，造成女性在海洋相關領域從

就學到就業，皆明顯屬於少數，再再顯示推廣

性平意識及培育不同性別皆有機會成為海洋相

關領域人才之重要性2。

文｜邵恆瑜、陳姿妤

性別性別與與海海零距離零距離

淺談性別平等措施對女性執
行海洋保育工作意願之影響

1 United Nations (2015)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25 September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Gissi, E., Portman, M. E., & Hornidge, A.-K. (2018). Un-gendering the ocean: Why women matter in 
ocean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Marine Policy, 94, 21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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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2019). Secretary- General’s message on World Oceans Day: 
“Gender and the Ocean”. Retrieved May 2, 2022, from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
statement/2019-06-08/secretary-generals-message-world-oceans-day-%E2%80%9Cgender-and-the-
ocean%E2%80%9D.

4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ay of Woman and Girls in Science, 11 February. The 7th International 
Day of Woman and Girls in Science Assembly- 2022 Theme: “Equ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Water 
Unites Us”. Retrieved May 1, 2022, from https://www.un.org/en/observances/women-and-girls-in-
science-day/assembly.  

5 United Nations Women (2022) “Climate Change-Environment Disaster Risk Reduction-Gender equality 
at the center of solutions.” Retrieved May 1, 2022, from https://www.unwomen.org/en/csw/csw66-
2022.

6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Advancing knowledge on marine 
connectivity is key to support transition to a 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Retrieved May 1, 2022 from 
https://www.cost.eu/advancing-knowledge-on-marine-connectivity-is-key-to-support-transition-to-a-
sustainable-blue-economy/.

7 Le Blanc, D., C. Freire and M. Vierros (2017), “Mapp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Oceans and Oth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Working Papers, No. 149, UN, New York.

8 IMO 219. Supporting gender equality, empowering women - World Maritime Day 2019. Retrieved 
May 2, 2022, from 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PressBriefings/Pages/20-World-Mar itime-
Day-2019.aspx. 

為了號召更多女性加入海洋事務工作領

域中，聯合國系統發動一系列的活動與議題

探討，如2019世界海洋日主題訂定為「性別
與海洋」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2022年國際科學界婦女與女童日大會主
題「公平、多樣性及包容性－水使我們團

結」4，以及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
2022年第66屆大會主題則是「氣候變遷、環
境暨減災風險政策及方案達致性別平等與女性

賦權5。歐洲科技合作組織（2021）6及David 
Le Blanc等人（2017）7之研究指出，永續發

展目標14保育及永續利用－以確保生物多樣性 
（SDG 14），該目標之核心價值在於藍色經
濟與生態永續相互扣合。Gissi等人（2018）
及Szaboova等人（2022）更進一步指出永續
之海洋治理涉及性別因素，特別是女性在海

洋保育的角色。鼓勵女性踴躍參與海洋事務推

展，不僅是基於要求公平之考量，倘未納入女

性角色，則失去海洋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全貌

之連結。而女性做為永續發展之主要行動者，

因其具備包容性及協作性，適合擔任海洋保育

之倡議及行動者。

據此本研究以「永續發展目標5－性別平
等」及「永續發展目標14－保育及永續海洋
生態」兩項目標之關鍵相互作用為出發點，進

而探討推動性別平等與賦權做為海洋永續發展

之力量，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海洋生態環境。於

此同時，亦響應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於2021年通
過，將每年的五月十八日訂定為國際海事

婦女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Women in 
Maritime）之舉8，藉此提供海洋保育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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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別共同致力及女性賦權相關實例呈現與

共榮建議9。

貳、研究目的

近年來，性別意識已逐漸普及，惟職場

中仍可見女性因性別刻板印象，而處於弱勢或

有遭受不平等對待的情形，10例如女性常被認

為體能與男性有差異、被預設既定的能力標準

（雙重標準）、被安排擔任所謂「適合女性的

勤務」、不願給女性較具挑戰性的任務即「親

善型性別歧視」、供女性使用的硬體設備不

足、女性升遷機會較少等。11而在海洋保育領

域中亦有此現象。儘管政府對各性別參與海洋

事務制定相關政策，如海洋委員會「110年度
性別平等成果報告」所示，政府編製性別宣導

文宣，並辦理教育訓練、推廣活動及工作坊來

鼓勵女性參與及宣導海洋業務與性別意識之連

結，也為了破除性別職業刻板印象，特別舉辦

活動以向民眾傳達海巡工作為性別友善之職場

等。12然而，在2021年由海保署出版的海洋漫

波季刊之專欄中，13藉由實際採訪海洋保育巡

查員之實務工作心得，該名巡查員反映身為女

性，對於自身的生涯規劃，亦會納入工作性質

及執勤時間等因素而有所調整（例如擔心懷

胎生育造成的影響，因而順延成家立業的時

間）。

為透過增進性平措施以提升女性從事海洋

保育工作之意願，除了政府現有性平措施外，

亦可採取有效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的措

施（如性別盲選、針對特定性別之獎學金、家

務假等，14惟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應優

先採取何者以達最大效益？

據此，本文歸類推測可有效提升女性執行

海洋保育的意願，對實際執行海洋保育工作的

人員，瞭解此等措施對在提升女性意願之有效

性排序，以及是否有其他建議措施，並詢問因

性平措施不足，而在工作上產生適應挫折與壓

力，來瞭解海洋保育性平措施之民眾的實際看

法並提出相關建言，以利政府日後規劃性平措

施時，有所參考與改善。

9 Le Blanc, D., C. Freire and M. Vierros (2017), "Mapp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Oceans and Oth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DESA) Working Papers, No. 149, UN, New York.https://www.un-ilibrary.org/content/
papers/25206656/144.;

10 于政民「醫療職場中的性別隔離：現象、成因與解方？」，醫療品質雜誌第15卷第2期，68-72（2021年3月）
11 簡薏秦「女性軍職人員職場表現因素之研究－以中部地區某單位為例」，義守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21年1月）。「親善型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傾向以幫助少數型別為主要考量，雖然在主觀上
對少數性別抱持正面情感，但仍是以性別刻板印象及既有僵化之角色分工來看待該職業場合中的少數性別，表面

上看起來初衷是為保護及維護少數性別之權利，但其根源卻是該工作場域中多數性別主導的既定的傳統信念，其

結果對少數性別之同仁亦構成威脅與不被尊重之困擾。

12 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員會110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2020年）
13 海保署「海洋漫波季刊」。第8期專欄（2021年）
14 Sylvaine Giakoumi, Cristina Pita, Marta Coll, Simonetta Fraschetti, Elena Gissi, Isidora Katara, Elena 

Lloret-Lloret, Francesca Rossi, Michelle Portman, Vanessa Stelzenmüller, Fiorenza Micheli (2021), 
“Persistent gender bias in marine science and conservation calls for action to achieve equit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ume 257. Retrieved May 2, 2022,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2100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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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施測對象

考量海洋保育巡查員及海巡署同仁的工

作，除有涵蓋海洋保育外，亦因其工作性

質，而屬一般社會觀念，認為偏向「陽剛特

質」15的職業類型，因此探討性平措施，是否

能提升女性持續從事該工作的意願，確實有

其意義，亦可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另考量

到本研究目的，為瞭解第一線海洋保育人員

對性別平等措施之實際看法以及資料效度，

以及提供研究團隊取樣後，根據問卷收結情

形就近進行實地訪談及工作場域訪視。

有關研究限制，本研究原預計根據問卷收

結情形，進一步深入對受測者進行訪談，以使

本研究結果更加具體及完整，故研究對象主要

就海洋保育巡查員以及海巡署東部、南部分署

及金馬澎分署為主。惟受限於研究進行時，新

冠疫情升溫因素，有執行實體訪談及訪視上之

困難，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取消實體訪談。

故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結論僅作初步問卷分

析，建議後進之研究，可參考本研究設計，除

以問卷方式廣泛調查性別平等措施外，建議除

上開訪談單位，亦可將海巡署中部分署及海巡

署本部等納入訪談單位，以釐清是否可能因地

域性而造成研究結果有所差異。

據此本文選擇向海洋保育巡查員以及海巡

署東部、南部分署及金馬澎分署所轄第一線單

位工作人員進行調查，實際回收108份有效
問卷。

二、施測方式

因應COVID-19疫情延燒及考量問卷發放
之可行性、回收效率等因素，本文參考張甄晏

所著之「消防人員兩性工作設計之研究—以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八救災救護大隊為例」中問

卷調查法16，以選擇題搭配問答題方式於111年
4月7日至4月20日以線上問卷方式施測，選擇
題部分並參考李克特量表方式將評量標準設計

為五階（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問卷之問題設計如下：

透過文獻分析，17本文歸類數種推測可有

效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的意願的措施，並依

工作及家庭照護方面將該等措施分類如下：

（一）工作方面：

1.  增加性別友善空間：例如備勤室的休息
位置、各性別專用浴廁、哺乳室。

2. 安排同性一同出勤。
3.  增加性別平等教育訓練：例如提供單位
各性別同仁消除性別刻板印象課程，增

加性平意識。

4.  在升遷考量或派員受訓等面向運用性別
盲選機制。

15 莊玲如、成令方（2012）「管理性別：陽剛職場中的女檢察官」。女學學誌，（30）。本文中所稱之陽剛特質
係主要指涉男性身體的實踐，但絕非在本質上與男性生物性別有必然連結者，舉例來說，陰柔即非陽剛特質的

範圍。

16 張甄晏（2013）「消防人員兩性工作設計之研究—以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八救災救護大隊為例」。國立臺北大
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17 彭渰雯、林依依、葉靜宜（2009）「女性在陽剛職場內的樣板處境：以海巡與消防單位為例」。東吳政治學報
第二十七卷第四期，11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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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勤務分工時，運用性別盲選機制。
6.  針對特定性別提供獎金，以鼓勵特定性
別加入海保行列。

7.  在招募海保人員時，為鼓勵少數性別進
入該領域，實施暫時特別措施，設定配

額比例。

（二）家庭照護方面：

1. 提供托育、托老服務。
2.  各性別同仁家裡有托育或托老需求，經
機關評估後，適時進行職務調整。

3.  機關建置完善機制，以提供各性別同仁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侍親假。

肆、研究結果

經蒐整已收結之問卷，本研究得出以下四

點結論：

一、 增加性別友善空間（強化硬體設備）、提
供完善機制供各性別同仁申請育嬰留停或

侍親假（申請機制及回任機制保障），以

及倘有托老、托育需求，可提供短暫職務

調整，以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本

研究在問卷問題有設計請受測者選擇認為

可以有效提升跟可能無法有效提升的前三

項措施。問卷收結結果如下圖一：

綜觀問卷收結結果，在前三名有效提升的

措施中，被提及最多選項為「增加性別友善空

間（強化硬體設備）」以及「提供完善機制供

各性別同仁申請育嬰留停或侍親假（申請機制

及回任機制保障）」，兩者皆獲得63票，而第
三名則是「倘有托老、托育需求，可提供短暫

職務調整」，獲得40票。

▲圖一　可以有效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之前三項措施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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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可能無法有效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之前三項措施票數

上述前三名性平措施之票數經分析，其得

票數中，男、女票數如下：

（一） 「增加性別友善空間（強化硬體設
備）」：女23票／男40票。

（二） 「提供完善機制供各性別同仁申請育嬰
留停或侍親假（申請機制及回任機制保

障）」：女28票／男35票。

（三） 「倘有托老、托育需求，可提供短暫職
務調整」：女23票／男17票。

據此可見，如本研究於前點研究結果所

述，雖男性受測者為多，但對於結論上並沒有

造成票數上過大的差距亦或偏頗，因此問卷結

果仍屬平衡而可參採，亦表明現今兩性於性平

意識上，皆處於良好的程度。

二、 安排同一性別共同執勤、招募時，設定配
額比例以及針對少數性別提供獎金，較無

法有效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囿於

資源有限情況下，可能無法使所有性平措

施皆落實執行。為此，如同前段研究結果

所述，本研究亦調查可能無法有效提升女

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之前三名，期望藉此

來為資源之優先排序給予建議。而問卷收

結結果如下圖二：

有關前三名可能無法有效提升的措施

中，被提及最多次者為「安排同一性別共同

執勤」，共計59票、「招募時設定配額比
例」共計54票，以及「針對少數性別提供獎
金」共計51票。

而上述前三名性平措施之票數經分析，其

得票數中，男、女票數如下：

（一） 「安排同一性別共同執勤」：女29票／
男30票。

（二） 「招募時設定配額比例」：女24票／男
30票。

（三） 「針對少數性別提供獎金」：女21票／
男30票。

三、 因應女性孕期調整工作以及培養機關性別
平等文化亦可能有助於提升女性執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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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意願。本研究透過收結問卷內，開放

式問答之回復，就其他有助於提升女性執

行海洋保育意願之措施，獲得諸多建議，

其中較多數受測者反映如下：

（一） 女性懷孕或備孕間工作有減免需求、
外勤要相對謹慎、身體狀況不一定可

配合。

（二） 機關可加強男、女平權觀念、杜絕以不
合適之眼光看待異性、可舉辦多元講座

與課程，增加知識技能與常識。

據此，如可因應女性在孕期時調整工作，

以及培養機關性別平等文化，可能有助於提升

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

四、 性平措施不足，可能使女性在工作上產生
挫折與壓力。有關性平措施不足，是否可

能使女性在工作上產生挫折與壓力，這點

上獲得諸多回響，其中較多數受測者反映

如下：

（一） 對女性同仁能力有刻板印象，以致女性
在工作上有挫折與壓力。

（二）擔心懷孕產生工作上的影響。

綜上論結，本研究發現可能因性平措施不

足，而使女性在工作上產生挫折與壓力，爰建

議政府（機關）增補及規劃性平相關制度，落

實性平措施。

肆、研究討論

透過前開問卷收結結果，本研究分別就

「工作方面」以及「家庭照顧方面」提出以

下建議，期能提供機關規劃性平措施時參考

使用。

一、工作方面：

（一）硬體設備部分

考量如漁港、海灘等非屬機關所直接管理

之廳舍及場域空間，硬體設施如盥洗室等，因過

往第一線執勤人員多以男性為主，較無將各性別

需求完善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建議公、私部門

得盤點現有情況，並改善相關硬體設施。

另外，機關可考量不同性別之需求增設相

關設備，例如增加車體起重機設備等，以利女

性克服先天體力上之限制，亦利用科技輔助值

勤量能，例如以遠端遙控救生圈替代人力拋

擲等。

（二）機關性別平等文化部份

就放式問答填答內容作進一步分析，部分

受測者對海巡及海保領域，仍反映出此職場有

性別職業隔離現象，且女性需要的是唯才適用

之工作分派制度與環境，而非職場上的特殊照

顧需求，例如本問卷中提到，提供獎學金、安

排同性共同執勤、招募時依性別設定配額等。

本研究認為雖如同部分研究者提及上述措施，

對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意願有幫助，惟在資

源有限之情況下，相關措施如非受測者首要需

求，則可斟酌暫緩規劃。

另經由檢視「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

計畫（111至114年）」內容，18機關對翻轉機

關文化已提出諸多精進作法，如保障少數性別

同仁在各委員會（如考績委員會、委員會議

18 海洋委員會（2022）。「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114年）」。載於海洋委員會官網。https://
www.oac.gov.tw/filedownload?file=sexmains/202203070838170.pdf&filedisplay=海洋委員會110年度性
別平等成果報告。pdf&flag=doc&dataserno=2022030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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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百分之

四十之規定，且應將保障比例，納入各委員會

組織章程中作為規範；亦強調組織內部的員工

訓練，應包含性別平權意識等相關課程，藉由

教育訓練或相關職場福利宣導來做為翻轉機關

文化之具體作法。目前官方現行之性平措施尚

與受測者之需求符合，惟參酌問卷收結情形，

仍有受測者因機關現存文化而產生挫折與壓

力，建議此點可做為後續研究，進而探討現行

措施是否可在改善機關文化中獲得一定之成

效，或其他精進之作法。

二、家庭照顧方面：

透過問卷的收結，本研究得知家庭照顧方

面的需求佔比甚高，因此僅就家庭照顧方面，

提供以下建議：

（一） 提供更加完善機制，保障同仁申請育嬰
留停或侍親假的權利

鼓勵各性別皆可依自身需求來申請相關照

顧假等，並以多元且平易近人的方式加強內部

宣導機制，另可提升同仁因照顧需求而申請留

職停薪後的回任機制。

（二） 可考量有托老、托育需求者之短暫職務
調整

機關於進行職務分配或規劃執勤時間時

可將有托育、托老需求者之納入考量，如可參

照企業提供有托育、托老需求者彈性上下班時

間，使該員得兼顧工作及家庭照顧。

（三） 可提供涉在孕期、生育及後續育嬰之員
工相關協助

綜觀研究成果，以提升女性執行海洋保育

意願的前三項性平措施，或開放式問答中受測

者其他需求以及因性平措施不足使女性在工作

上產生挫折與壓力為例，皆可見在孕期、生育

及後續育嬰部分有所需求，包括協助女性在懷

孕或備孕期間、提供育嬰留停、有托育需求者

適時調整工作，以減輕壓力等。

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針對同仁懷孕、生育及育嬰部
分，有擬訂以多元方式宣導留職停薪（含復

職）相關權益事項，或對懷孕或育嬰同仁主動

向其宣導相關權益，並提供「性別平等職場權

益措施簡表」，使同仁更瞭解並行使相關權

益，以建構安心懷孕、友善生養的就業環境，

提升復職再任意願。

參酌問卷收結情形，仍有同仁於懷孕時，

對工作之影響仍有所顧慮，並且考量身體狀

況於懷孕或備孕間工作減免需求之情形，故本

研究建議機關滾動精進員工協助方案時，建議

考量在同仁懷孕或育嬰期間，視其需求酌做職

務調整，並落實性平教育，使同仁不會因性平

措施而遭受歧視之困擾，以使女性得無後顧之

憂，投入海洋保育任務，且不影響其生涯規

劃，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鼓勵更多女性

加入海洋保育的行列，以推動性別平等，作為

海洋永續發展的力量，讓海洋保育工作大門為

各性別敞開，一起為下一代營造更具性別友善

之海洋保育工作場域。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海洋委員會綜合規劃處、

就讀國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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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冠緯　圖片提供｜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

人生就像登山人生就像登山
邁出步伐突破困境邁出步伐突破困境

「人生就像登山，多數情況下你看不到

山頂，甚至看不到前方的路，但你不能否定的

是，你每前進一步，就離山頂近了一步。」－

來自某位不知名卻充滿智慧的山友。

猶然記得第一次聽到這段話的我，正漫步

於黃金大草原著名的「奇萊南華」，每一字每

一句隨著踏出的每一腳每一步，衝擊著我的內

心，佐以冉冉東升的暖暖日光，雙腳嘎然而止

且露出了一瞥微笑，我想，我找到了登山的意

義，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座百岳！

「你是不是已經住在山上了？」這是對

於迷戀登山的我，來自朋友給我的形容，而聽

到那些來自還沒開始、尚在猶豫、仍在膽怯於

登山的提問者說道：「登山有什麼吸引人的地

方？」，我總會憑空變出兩張椅子，隨後從口

袋帥氣抽出珍藏已久的巧克力脆笛酥，想像它

能吐出陣陣名為故事的白煙，聽著我娓娓道來

的說：沒有！動不動就要背負超過20公斤的行
囊，在接近0度的星空下，蜷縮在睡袋之中輾
轉難眠，更別提面對崎嶇陡坡，只能強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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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早已發出灼燒般抗議的雙腿，努力

從陷入真空狀態的肺部擠出一丁點氧

氣⋯⋯。所以，我的答案是沒有，我無法用文

字跟言語吸引你邁向山林，除非，你自己用雙

腳走一回！

停下麻木的雙腳，奢侈地呼吸大自然的氧

氣，暮然回首時，這才發現身處巍然山嶽的我

們，原來是多麼的渺小，再回首，發現數小時

前我們所在的那座山頭，早已被我們遠遠地甩

開。數小時前嚷嚷著不可能辦到的我們，早已

證明我們不只是如此！未曾登山的我，要攀登

海拔3000公尺是個天方夜譚，更是癡人說夢，
直到自己矗立在海浪般的雲海之上，踏上了臺

灣第一高峰∼玉山主峰，我想，登山的喜悅與

成就感，也許就只有站在海拔3,952公尺這一

刻的我們才最能夠體會！而此刻的我們，正是

面對這浩大廣闊的山脈中，最謙卑的山友。

我們從不說「征服」山脈，因為山脈永

遠沒有辦法被征服；它選擇不吞噬你，希望我

們能夠更親近它一些，永遠要心存感激、心懷

謙虛，這不正是身為「海巡」的我們，面對僅

僅二十個字組成的「五大核心任務」，看似簡

單，但在眾人熟睡時，仍不畏寒風守護海防邊

疆的我們；眾人大啖著魯肉飯時，仍不怕炎熱

穿梭於船艙間的我們；眾人奔向海洋擁抱時，

仍不懼危難前往馳援的我們，都應該勇敢地迎

接接踵而至的挑戰。

▲感謝各路山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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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開頭所說，人生如登山，即使看不到

盡頭，即使不知道還有多少挑戰跟困境想要擊

敗我們，但我們仍會堅定的邁出步伐擁抱它。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戀上登山，這就是為什麼

我愛上海巡，這就是為什麼我以身為海巡為

榮。現在，你還在等什麼？還不快繫緊鞋帶，

跟我一起邁向群山，擁抱大自然的芬多精吧。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

開元安檢所）

▼一路陪伴的山海及雲海

▲身著夢幻色彩海巡制服，一起享受在高點的喜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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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燦欣

觀後心得

電影名稱源自「黑人駕駛綠皮書」（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真人真事
改編，訴說在美國1960年代，實施種族隔
離環境背景下，居住在紐約的義大利裔主角

Anthony Vallelonga，因夜總會裝修而失業
後，迫於家中尚有老小需照顧，因緣際會下找

到一份新的工作，黑人天才鋼琴師Don Shirley
請其擔任司機兼保鑣，一同踏上南部巡迴演出

的旅程，在旅行的過程中，因朝夕相處，而改

變彼此的歧見及價值觀的一段心路歷程。

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

「歧視起源於無知」，Anthony是一個個
性直爽且喜怒直行於色的漢子，有一幕，妻

子拿飲料招待來家裡修繕水電的非裔工人，

Anthony在工人離去時，將使用過的杯子直接
丟到垃圾桶中。僅因Anthony自身生長環境所
致，使個性簡單的他具備了歧視的第一個要

件，即在未瞭解一個人之前，就以周遭人們的

看法，就對那個人下了定義，就是俗稱的刻板

印象。

後來，Anthony透過了與Don巡迴旅程
中，看到了在富麗堂皇的豪宅中，Don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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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精湛的琴藝折服了在場達官顯貴們，讓

Anthony無不佩服，在如此不善待自身的大
環境下，Don面對人們言語的欺辱，不公平
的對待，仍不卑不亢的捍衛自己的尊嚴，讓

Anthony不禁反思，自己一直以來的價值觀，
以及對有色人種的看法是否錯了，是不是因為

不瞭解有色人種，以至於後來在旅程中慢慢化

解對於有色人種的誤解，讓它自身瞭解到優越

感不過就是一種心態，並不代表你真的比別

人好。

「傲慢源自於自卑」，Don身性內斂，有
著高尚的道德觀，看似傲慢的他，卻有很多情

緒壓抑在心中。Don因為鋼琴家生涯和成就，
讓他與原先的黑人家庭有所隔閡（被認為古典

鋼琴樂是屬於「白人」的音樂），進而自我

封閉。

旅途中曾有一晚，Anthony接到警方通
知，在一個飯店游泳池旁，Don被警方指控
與男子有同性戀行為，而Anthony賄賂警方以
防止他被捕。在抵達密西西比州時，Anthony
和Don深夜在日落小鎮被一輛警車攔住，
Anthony在受到侮辱後揍了警察一拳。於是兩
人進了拘留所，Don要求打電話給他的「律
師」，但其實他聯繫的是司法部長，並親自下

令釋放兩人。這段經歷讓Anthony非常吃驚，
而Don則認為自己請司法部長為自己關說的行
為感到羞恥，這使得Anthony氣憤地認為自己
比Don「還要黑人」。此話一出，Don一氣之
下悄然離去，並在大雨中對Anthony說：「白
人們付我錢，為他們演奏，以彰顯他們比較高

尚，但演奏一結束，我也不過只是一個普通的

黑鬼。我的同胞不接受我，因為我不像他們。

所以，告訴我Anthony，如果我不夠白人，也

不夠黑人，又不夠男人，那我又是誰？」看

似擁有聲譽及成就的Don，卻也因為自己努力
獲得的聲譽及成就，而陷入自我認同的泥沼

當中。

「真正在乎你的人，並不會一昧的只對

你好，而是用行動讓你表現出最好的自己」，

Don認為Anthony有時說話太過浮誇，並時常
指責他的行為，Anthony則認為能說善道的個
性，是他的一種天賦，並認為Don的思想太過
狹隘，於是鼓勵他放開自我，勇敢的去做自

己，亦請他主動的寫信給長久失聯的弟弟。

Don也看出Anthony是個膽大心細、愛妻、愛
子女、顧家庭的好男人，並主動引導Anthony
如何書寫一封文情並茂的書信給妻子。而到了

旅途的最後，在聖誕夜裡，回到家中的Don，
獨自眺望著空盪的豪宅，油然生起一股孤寂的

感覺，便起程前往Anthony家中，Anthony的
妻子迎接了Don並邀請他一起共渡聖誕佳節。
Anthony幫助了Don跨越了自我，學會愛自
己，接納他人，Don則讓Anthony開了眼界，
培養欣賞藝術的眼光及與人交談應有的禮節，

最後，兩人成為終身摯友。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金馬澎分署第一○岸巡隊）

圖片來源：《幸福綠皮書》劇照（CatchPla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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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
聽生命美麗
聆
聽生命美麗

的悸動悸動

文｜楊哲瑋　圖片提供｜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

我的金門我的金門摘星夢摘星夢

▼執行安檢及巡邏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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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生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八年，

我一直待在離家近的舒適圈，然而在一個契機

下，我決定來到有古城之稱的金門第九岸巡

隊，展開新的旅途。回想起八年前，每個人面

臨了高中、大學畢業的季節，必須決定下一步

路怎麼走，有人選擇繼續升學、有人選擇就

業、有人繼承家業，也有人選擇準備國考，而

我選擇進入海巡署服務，體驗了與一般人不同

的生活。每年看到民間公司辦尾牙、同事上下

班的小聚、自由的生活、說走就走的旅行，那

些都與我無關，但我並不後悔，因為有一群人

跟我一樣，為了生活、為了家庭、為了家人、

為了買房、買車，選擇以自由跟時間換來金錢

跟榮譽，我也多虧了這份工作，讓家庭能夠過

的安穩，且有餘力可以照顧家人，有著這一份

穩定的收入，都要感謝國家的栽培與支持。

回到現在，這些年走的起起伏伏，雖然

曾想放棄海巡，但咬緊牙關想著家人、想著自

己的未來，意識到再怎麼辛苦、再怎麼被誤

解，我也要撐過去。然而在111年年初，接到
了可能會輪調的消息，我毅然決定去金門重新

開始，發揮自己所長，並再次燃起對工作的熱

情，證明自己是一個優秀的軍人。雖然可能會

遇到各種難關，但我仍會勇敢地挑戰，希望能

夠發展的更好，並積極爭取晉升的機會，相信

自己一定會成功。

在金門的日子，已經過了半年，料羅商

港安檢所是我人生第一個服務的商港安檢所，

所學部分也與以往不同。我在此學習如何執行

貨輪的登檢、貨物拆檢、貨櫃的檢查及相關法

規，在這半年的時間裡，我已經可以藉由觸摸

貨物的外包裝，就知道裡面是否含有違法物

品，過程非常新鮮且很有成就感。我深刻地體

會到，任何的學習都是新的體驗，接下來即將

要去九宮安檢所服務，期待有更多不同的挑

戰等著我。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金馬澎分署第九岸巡隊

料羅安檢所）

▼認真的執行貨物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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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明慧

最舒適的年代 
最憂鬱的情緒

是否曾想過，

為什麼在這個知識

爆炸且醫療科技進

步的時代，卻是最

多人感到痛苦、焦

慮、恐慌、憂鬱，

乃至於孤寂。要解

釋憂鬱症、焦慮症

可以從很多角度，

如心理、社會、生

理等，然而你可曾

想過用「進化」這個角度來分析∼你以為你患

上憂鬱症或焦慮症，是因為你的大腦生病了

嗎？現在由身為精神醫學專家的作者安德斯．

韓森（Anders Hansen）告訴你，你的大腦其
實運作得很正常。

人類時常忘記，我們也是動物，最大的本

能就是存活。人類以為憂鬱是活下去的阻礙，

但其實在剛開始人類出現的時代，追逐和發生

衝突就是最大的死因，憂鬱是大腦其中一種潛

在而意識不到的防衛機制，且曾經拯救人類克

服各式感染，因為當人心情低落，會進而退縮

和離群獨居，減少感染的機會。因此作者發

▲「你的大腦有點Blue」封面

「你的大腦有點　　」

現，憂鬱與身體的免疫系統是息息相關的，如

果你認為焦慮、憂鬱，以及有想退縮的念頭，

就代表大腦已無法正常運作，或是生病了，然

而事實的真相是，我們人類最主要的功能是生

存與繁衍，而不是為了追求快樂及幸福。

在遠古人類社會，並沒有任何紀錄記載

何謂幸福或快樂，只有如何對抗生理疾病跟

活下去，因此大腦只有做最壞的打算（焦

慮）跟退縮（憂鬱），才能時時提高警覺。

古人有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是相同

的說法，畢竟在最初的世界，能夠活下來就

是最幸福的事。

最後，憂鬱及焦慮只是身體的防衛機制，

並非代表你健全或生病，一直期待幸福反而會

出現反效果。現今的人類，因運動量較少容易

生病，所以當你覺得心裡不舒服時，就應該尋

求協助，就跟感冒尋找醫生看診是一樣的。我

們只要知道，身邊總會有人能夠隨時隨地幫助

你，你並不孤單。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東部分署第一二岸巡隊）

Blue
讀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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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蔣依平　圖片提供｜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

每個人都應該要上的一堂課

「今日有民眾發現一名失智老嫗在路邊呆

坐多時，遂撥打110向警方通報⋯⋯」午間新
聞正播報最近一則的警民協處案件。隨著臺灣

老年人口數快速攀升，失智長者走失、失蹤案

也逐年增加，也常有同仁在轄區內發現疑似失

智者的案件通報。

鑒於臺灣已成為高齡化國家，老化也是每

個人生命必經的過程，為了讓同仁能瞭解到什

麼是失智症，在遇到失智者時能從容應處，甚

至面臨老化的至親時，能知道該如何預防及保

健，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特別辦理「長者照

護專題講座」，邀請臺南新樓醫院社區健康中

認識失智症
心呂秀娟衛教師，講授每個人都應該要上的一

堂課，預約一個沒有失智的未來。

其實失智和老化是有很大的區別，老化是

每個人必經的歷程，雖然沒有年輕時的風采外

貌，但仍保有生活的自理及社交能力，雖然可

能會忘記事情，但經提醒或過段時間後，仍是

可以回想起曾經的記憶；失智則不單是記憶力

減退，更是會完全忘記自己做過的事情，甚至

出現語言能力、空間感、判斷及思考能力的下

降等，也會導致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等症狀

出現，嚴重足以影響人際關係，漸漸失去日常

生活的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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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失智症的10大警訊，讓同仁們可
以評斷家中的長者及自我評估，是否有進一步

治療的需要：

1. 記憶力減退到影響生活：常常重複發
問、重複購物，容易忘記近期發生的

事情，透過提醒也無法回想起曾經做

過的事情。

2. 計畫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抽象思
考能力減退，例如無法處理每個月都

在管理的帳單。

3. 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物：例如原本
是數學老師，卻喪失原本專長的加減

運算能力。

4. 對時間地點感到混亂：例如不清楚現
在是何年何月何日，弄錯地理位置及

迷路。

5. 對視覺影像和空間之關係理解有困難：
例如誤認鏡子中的自己是另一個人。

6. 言語表達或書寫出現困難：忘記事物
的名字或詞彙，例如忘記用來寫字的

工具稱為「筆」。

7. 東西擺放錯亂且失去回頭尋找的能
力：例如將鞋子放在被子裡。

8. 判斷力變差或減弱：例如過馬路不看
紅綠燈。

9. 從職場或社交活動中退出：對各項活
動或喜好失去興趣。

10. 情緒和個性的改變：例如出現不尋常
的生氣或激烈反應、疑心病重、口不

擇言等。

老化與失智的差異

能力或特徵 老化 失智

日常生活能力 能獨立維持 漸漸需要協助

病識感 有，會覺得自己記憶力差 早期可能有，大多數無病識感

回想能力 過後會想起來或經提醒後可以記起 不容易經提醒記起

記憶測試 可能無法完全記住測試中的物品
無法記住測試中的物品，甚至完全
忘記自己做過測試

社交技巧 無減退 失去參與的興趣或表現不恰當

資料來源：呂秀娟衛教師

▲由臺南新樓醫院呂衛教師講解導致失智知原因及預防。

▲由呂衛教師帶領同仁操作認知訓練運動及手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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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的是，失智是可以預防的！預防失智

有「三要」：

1. 要運動：要增加身體的活動，尤其是
有氧運動，每週至少運動五天，每次

至少十分鐘。

2. 要參與：要增加社會參與，多出去
玩、參加社團活動，增加與他人互動

的機會。

3. 要動腦：要增加腦部運動，例如：下
棋、閱讀、學習語言、認知訓練及手

指操。

除了上述的「三要」外，呂秀娟衛教師

也建議我們要少吃甜食及加工食品，多吃白肉

並減少紅肉攝取，還有不菸、不酒、不偏食、

預防三高、心血管疾病及遠離憂鬱的「五不

要」，並提醒如果遇到疑似失智者，可以撥打

110或失智症關懷專線0800-474-580。

最後呂秀娟衛教師也親自帶領大家一起

做認知訓練運動及手指操，不需寬闊的活動場

地，只要在家或辦公室，坐在椅子上，花短短

3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增加腦部運動、提升專
注力，而且還有預防失智、退化的效果，希望

大家在閒暇之餘自己動一動，也帶著家中長輩

一起動起來，不僅促進情感交流，亦能增添

歡樂！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南部分署第一一岸巡隊）

▲認知訓練運動（一）：雙手配合，口數拍子，一手在
胸前時握拳，另一手則要伸直打開掌心，每數一拍，
雙手就需交換動作。

▲認知訓練運動（三）：坐在椅子上，雙腳踏步，雙
手呈現跑步時姿勢前後擺動，當數到3的倍數時就拍
手；數到5的倍數要舉手。（若同時為3及5的倍數則
要舉手拍手）

▲手指操：雙手伸直握拳，口數拍子，當一隻手握拳拇
指在外；另一隻手握拳拇指就要在內，被其他手指握
住，每拍交換。

▲認知訓練運動（二）：雙手配合，口數拍子，一手在
胸前時打開掌心，另一手則要伸直握拳，每數一拍，
雙手就需交換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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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偵搜犬訓練家
#人類最真誠的夥伴

「海巡偵搜犬訓」，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工作夥伴是從聽得懂你說話

的人，變成了牠說什麼，你也聽不懂的嗅聞大師，狗的嗅覺能力是人類50-100

倍，所以我們經常運用犬隻嗅覺的能力來查緝不法。而我所帶的犬隻叫Waldo，

在學習的過程中，Waldo為了吃能不擇手段，要牠做什麼動作跟指令，只要有食

物，Waldo都能很迅速去做。

很多人會問，加入犬隊需要什麼？首先你要對狗充滿愛心，也需要很多耐

心與包容心，另外還要不怕髒，因為你每天生活都充斥著狗的味道，且要幫夥伴

們清掃排泄物，並重複教牠們做很多事，更要細心的注意牠們飲食與健康，帶牠

們出來運動、散步、訓練、玩球，最後，需要充滿著愛心，當牠們做錯事情的時

候，不能帶著不好的情緒，因牠們都會察覺、感受到這些負面情緒。我想，狗是

人類最真誠的朋友，也是最佳的夥伴！

Photo & text
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隊第二三岸巡中隊－海巡偵搜犬培訓區隊

顧保林

巡星實境 SHOW

的日常寫照領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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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的海上明燈
#漁民的安全由我守護

伽藍漁港為臺東地區港口之一，實為往返綠島、蘭嶼必經的出發點及終點，近

年受COVID-19疫情影響，遊客人數銳減，但靠海維生的漁民，不因遊客多寡而暫

停作業，反而每天都在為生計著想。早上來臨前必須努力作業，而且要避免被不法

分子利用慫恿，去從事違法行為，真的非常辛苦。

我身為海巡人員，不論黑夜白天、颳風下雨一定守護在你身旁，落實執檢工

作並保護你的安全，更不會被違禁物品危害荼毒與誘惑。請記得，不管是進港或出

港，海巡永遠守護著你們。

Photo & text
東部分署第一三岸巡隊伽藍安檢所

郭子瑋

巡星實境 SHOW

執法堅不移隨船檢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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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漁港港區巡邏中
#橘色守門員即刻救援

每逢週末假日，香客都會慕名前來南港漁港港區，以及山邊媽祖廟捻香、拍

照，離開前會從山邊廟旁的鄉間小路，走往海邊觀海或遊玩，然而這天的天氣並不

穩定，時而下雨、時而艷陽高照，當我看著天空發愣時，執勤同仁突然告知港區有

一位民眾坐在曳船道上，我立即前往查看，到場後發現民眾的手好像骨折了，無法

移動，只好撥打119請救護車前往救援，並向救護人員說明受傷的情形。很快的救

護車來了，目送著民眾上車的同時，我回想著，身穿橘色制服的海巡人員，真的是

臺灣美麗海岸線的第一道防線，今日的事件如果沒有我們，且又沒有其他遊客，如

遇到漲潮時段，那民眾的狀況一定更加危險，因此，我由衷的以海巡工作為榮。

Photo & text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白沙屯安檢所

洪嘉偉、王人霆

巡星實境 SHOW

南港守望

即刻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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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驛站解說尖兵
#交流知識、相互成長

Photo & text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梧棲漁港安檢所

卓承寬

巡星實境 SHOW

我想和 

 你在此相遇

如果 
 可以～

小時候父母都會說，多讀點書∼長大才能當老師、醫生、工程師⋯，讓街坊鄰居

羨慕、尊敬，然而為何這些工作可以讓人肅然起敬？老師教導的知識，其實不一定是

大家想知道的，醫生每天面對生離死別，工程師每天為了寫程式，壓力龐大作息不正

常⋯，難道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

如今我身為海巡署的一員，兩年前開始參與海洋驛站成立的工作，現在的我已

是驛站的導覽員，從剛開始每天反覆練習講解，到第一次接受參訪，對我而言，都是

新奇的體驗。有趣的是，每當我開始講解時，參訪民眾想瞭解的事物都不盡相同，例

如：在家自學的學生聽到海洋生物的知識，就像海綿遇到水不斷的吸收；而在社會上

歷練已久的大哥、大姐們，則常對海洋研究、海上風力發電及我們的工作，用熱忱的

態度聆聽我們的講解，同時分享他們平常在工作上特別之處，讓我心中充滿著成就

感。我想，每個工作都有不為人知的一面，與其一昧的迎合父母，成為他們眼中的樣

子，倒不如做個讓自己能夠認同，且能受別人敬重的人，這樣人生才會更加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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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小小的創意、凝聚向心力

今年一年一度萬聖節，梧棲漁港安檢所同仁集思廣益，利用勤餘時間，於港區

周遭收集海洋廢棄物，布置海洋驛站，不僅使港區環境變得清潔，更增添所內歡樂氣

氛，凝結同仁團結力與向心力。

梧棲漁港安檢所平日勤務十分忙碌，整年下來會遇到肉魚季及烏魚季汛期，那時

更是忙得不可開交，記得我初到安檢所時，還無法適應這裡的工作，甚至感到些許的

挫敗感，好在安檢所內同事，都會相互協助幫忙，另外所長、副所長也會適時地鼓勵

我，以正向的心面對這份工作，讓我在安檢所內成長了許多。

現在整個安檢所氣氛，也正因為所長與副所長的努力而變得更加友善，他們極力

改善生活設施及空間，哪怕只是小小的改變，為了就是要讓大家能感受到，安檢所是

同仁心中另一個家，使大家心靈有所依靠。因此，所長不論遇到什麼節日，都會主動

收集港區附近的廢棄物，再透過大家動手DIY製作藝術品，不但可做到資源回收環保

利用，更能增進彼此互動的機會，在單位勤餘之時，協力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也讓

同仁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

Photo & text
中部分署第三岸巡隊梧棲漁港安檢所

蔡政祐

巡星實境 SHOW

誰說萬聖節
在安檢所就 

 不能過得 

  很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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