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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進度與計畫符合情形
分項
計畫 工作項目
海洋
體驗
學習
課程
活動

查核點概述

實際成果

備 註
(完成率)

對應頁碼

培訓海洋體驗教育
引導員

● 培訓 10 位(含)
以上

108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
28 日止培訓 15 位引導員。

已完成

p.17-18

辦理金門海洋體驗
課程

● 完成 15 場(含)
以上，人數 400

完成 15 場，參加人數達
468 人。

已完成

p.10-16
p.20-34

於官澳、太湖 2 處成立。

已完成

p.19
p.229-230

完成論文集 1 冊，內含 22
篇論文。

已完成

p.575-926

108 年 11 月 22、23 日 2
天研討會共 227 人參與。

已完成

p.54-56

● 完成研討會 2 天 108 年 11 月 22、23 日舉

已完成

p.47-53

位(含)以上
海洋體驗學習中心

● 提供 1 處

海洋 研討會論文集
● 完成論文集 1 冊
國際
，內含 20 篇(含)
事務
以上的論文
論壇 邀請專家學者、學生 ● 約 200 人出席
參加
辦理研討會

辦以【藍色經濟的多元與
永續發展】
、
【衝突水域的
治理與開發】
、 【港灣城
市發展與創新】
、
【海洋環
境教育與海洋文化之發
展】、【海洋資源保育】、
【海底文物資產保護】等
議題為主的研討會 2 天。
海洋 設置海洋事務教育
事務 宣導專區
教育
宣導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校園演講

p.60-68

● 完成 15 場次

108 年 9 月份辦理 3 場
次；108 年 10 月份辦理 5
場次；108 年 11 月份辦理
7 場次。

已完成

p.72
p.79-93

● 完成 20 所金門
縣中小學

108 年 9 月份完成國小 1
所
；108 年 10 月份完成國小
8 所、國中 3 所；108 年
11 月份完成國小 7 所、國

已完成

p.72-74
p.94-113

已完成

p.76-78
p.114-125

中 1 所。
微電影比賽

● 完成 1 場

108 年 11 月 18 日完成海
洋環保微電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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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宣傳品
觀光 觀光休閒活動
遊憩
產業
之推
動與
發展
校園演講

● 製作 200 份

完成 200 份。

已完成

p.146-147

● 完成 3 場次

108 年 10 月辦理大膽島遊
憩教育活動第一梯次、海
邊戰地教育實習活動 2 場
次；108 年 11 月辦理大膽
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二梯
次、社區旅遊教育活動
(烈嶼鄉)2 場次。

已完成

p.139-144
p.163-166

● 完成 10 場次

108 年 9 月份辦理 3 場

已完成

p.129-139

次；108 年 10 月份辦理 4
場次；108 年 11 月份辦理
8 場次。
導覽解說訓練

p.148-162

● 完成 20 小時

完成 22 小時。

已完成

p.144
p.167-170

海洋 辦海洋知能課程講
知能 座
講座

● 完成 17 場

108 年 9 月份辦理 3 場
次；108 年 10 月份辦理 9
場次；108 年 11 月份辦理
5 場次。

已完成

p.174-175
p.177-193

海洋
事務
政策
與管
理研
討會

● 完成論文集 1 冊 完成論文集 1 冊，內含 20
，內含 20 篇(含) 篇論文。
以上的論文

已完成

p.231-574

108 年 10 月 25、26 日 2
天研討會共 300 人參與。

已完成

p.203-208

● 完成研討會 2 天 108 年 10 月 25、26 日舉
辦以「金廈海域環境與海
洋教育」、「海洋資源保
護」
、
「海洋產業」及「海

已完成

p.195-199
p.209-212

108 年 11 月 16、17、20、
23、24 日共辦理 5 天的研
習課程。

已完成

p.217
p.221-228

參加人數共 116 人。

已完成

p.219-220

研討會論文集

邀請專家學者、學生 ● 約 200 人出席
參加
辦理研討會

洋汙染防治與海域執法」
等議題為主的研討會 2
天。
金門
航海
王壯
遊夏
令營

以營隊活動的方式
辦理研習課程

● 完成 4 天

參加對象以國、高中 ● 參加人數為 100
生為主
人(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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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源起：
一、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臺灣四面環海，除 本島的海岸線長 1,139 公里外，加 上 離
島 及 周 邊 海 域 的 海 岸 線，總 長 度 近 2,000 公 里。臺灣以海洋
立國為口號，惟長期由陸看海的思維根深蒂固，導致大多數國民
懼怕海洋、忽略海洋、甚至破壞海洋，更侷限國家海事產業發展。
根本之計，唯有從教育和活動等方面著手，始能培養兼具親海、
愛海、知海之海洋素養國民。
事實上，教育部在 2007 年 1 月已著手規劃及辦理有關研訂
海洋教育課程綱要及能力指標，並於 2008 年將「海洋教育」列
入中小學第七個重大議題之一，海洋教育已成為全民必備的基礎
教育。然而，各級政府雖極力推動海洋事務，惟其成效非常有限，
對青少年和民眾而言，海洋事務應是具體的近海、親海、愛海的
活動，倘若在觀念、法律和設施等方面加以改善，並透過各種活
動加以宣導，必能吸引更多國民投入大海的懷抱。
金 門是個被 海洋環 繞的海洋 縣市，1949 年之後台海局勢
緊張，金門位處兩岸的最前線，發生古寧頭和八二三等戰役。1956
年政府在此成立戰地政務委員會實施軍管，同時頒布許多禁令，
在海洋事務方面主要有海岸線管制和水上活動管制，前者禁止民
眾任意進入海岸線;漁、蚵民需申請「漁民證」、「蚵（灘）民
證」，嚴格管制人進出，防止敵人滲透。後者禁止私藏浮水器材，
例如籃球、車胎、水桶等具有漂浮力物品列管，以防不法份子叛
逃;禁止海邊游泳，有 500 公尺游泳能力者，造冊列管，以防叛
逃。1992 年金門雖終止戰地政務，但因海邊地雷、軍事設施未
清除，民眾對海洋依然陌生、畏懼。
職是之故，本計劃期盼能結合產官學界資源與研究能量，
提升金門縣海洋事務之學術與實務價值，期望透過國內產官學
界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或是實務工作者，增進對海洋總體政策
與基本法令的了解，以及對海洋環境保護、資源管理、永續
發展、生物多樣性保育與污染防治的認識，並提出具有探索
與發展性的研究論文，經由會議的報告、評論和公開討論，定
能提升金門及區域性海洋事務的研究能量，並開啟海洋事務領
域的新視野及研究面向，以為政府提供制定海洋政策與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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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參考。
二、國際海洋事務論壇:
目前海洋事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而台灣四面
環海，不論是海洋經濟發展、資源保育、海漂垃圾處理、打擊
犯罪，乃至於釣魚台糾紛、南海主權聲索等議題，方方面面的
議題都與台灣息息相關，因此海洋意識在台灣內部也正快速抬
頭，海洋事務目前更成為當前中華民國政府的執政重點之一，
海洋委員會的成立正是此一趨勢的最佳例證。
三、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金門是個被海洋環繞的海洋縣市，1992 年金門雖終止戰地
政務，但因海邊地雷、軍事設施未清除，民眾對海洋依然陌生、
畏懼。據此，鑒於金門在海洋教育的不足，本計畫目標重點在
於加強在地金門人充分認知海洋、善用海洋的能力。
整體而言，本計畫主要在強化對金門縣整體居民對自然環
境的尊重及相容並蓄的「海陸平衡」思維，將教育政策延伸向
至普羅大眾，讓學生及全民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
藉由海洋休閒場域活動或參與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
驗，導引熱愛海洋情操與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興趣。
四、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
全球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產業蓬勃發展，其中海洋運動、
生態旅遊與遊輪觀光更是快速崛起。台灣擁有多變的海岸地質
地形和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海洋運動與休閒觀光已逐漸成為
台灣休閒運動與觀光發展的主流，「海洋台灣」的輪廓也逐漸
顯現。本計畫希透過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及各活動場域宣教的
方式，以實際體驗進行宣傳，並輔以大型活動演講來達到成
效。從活 動與省 思中激 發熱愛海 洋情操 ，善用海 洋、珍 惜
海 洋的各 項資源 ，並維 護海洋的 生態平 衡，積極 保育海 洋
資 源，涵 養人與 海洋和 諧共處的 價值觀 ，培養熱 愛家鄉 ，
熱 愛海洋 的思想 情感 。
五、海洋知能講座:
據此， 鑒於 金門在 海洋教育 的不足 ，未來規 劃發展 的
重 點，應加強在 地金門 人 充分認 知海洋、善 用海洋 的 能 力 。
金 門縣海 洋教育 應強化 對整體自 然環境 的尊重及 相容並
蓄 的「海 陸平衡 」思維，將教 育政 策延伸 向海洋，塑 造「親

2

海 、愛海 、知海 」的教 育情境， 讓學生 及全民親 近海洋 、
熱 愛海洋 與認識 海洋。
六、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
海洋委員會於去 (107) 年 4 月 28 日成立，綜理我國海洋
事務之橫向協調功能，加強海洋政策之規劃與推動，使中央與
地方政府縱向齊一步伐。海洋不但具運輸、觀光及休憩功能，
亦提供漁產、礦脈等資源 。因此，有關海洋政策之擬定與推
動、海洋資源之利用與保護、海洋汙染之防治，以及海洋教育
與文化之推展，對以海洋立國並欲全面性發展海洋運輸、觀光
休閒與漁業、強化海岸管理之我國，是至關重要之課題。
據此，本計畫擬結合台灣五所(含金大)與海洋事務有關之
大學學者、專家及產官界，一起集思廣益我國海洋政策應發展
之面向，並結合金廈海域所面臨之相關議題，以凸顯兩岸間目
前刻不容緩須解決或彼此合作之事宜。
七、金門航海王壯遊夏令營:
為有效促進金門縣海洋事務發展，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推
廣活動及各活動場域宣教的方式，透過活動宣傳和實際體驗進
行宣傳，並輔以大型活動演講來達到成效。從活動與 省思中
激 發熱愛 海洋情 操，善 用海洋、 珍惜海 洋的各項 資源，
並 維護海 洋的生 態平衡 ，積極保 育海洋 資源，涵 養人與
海 洋和諧 共處的 價值觀 ，培養熱 愛家鄉 ，熱愛海 洋的思
想 情感。
藉由海 洋休 閒或參 與生動活 潑的海 洋體驗活 動，分
享 其體驗 經驗， 從親近 海洋歷程 ，導引 熱愛海洋 情操與
增 進探索 海洋知 識的興 趣。
貳、計畫年期：2019 年 8 月至 12 月
參、指導單位：海洋委員會
主辦單位：金門縣政府
承辦單位：國立金門大學
肆、總計畫經費：4,400,000 元
伍、經費來源：
(一) 海洋委員會補助款：3,297,645 元
(二) 地方配合款：1,102,3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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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子計畫內容
一、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二、國際海洋事務論壇。
三、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四、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
五、海洋知能講座。
六、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
七、金門航海王壯遊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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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5

子計畫一：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
壹、計畫內容概述
(一)執行方式
本子計畫由金門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體育室等師生共同執行，
協同單位為金門縣內各級學校，以及水域體驗基地（官澳社區）的主
管單位，執行方式如下：
(1)編撰並執行金門縣中小學生海洋體驗課程（體驗階段）
：海洋
體驗課程為強化學員水域安全教育，並依據不同年段（3 年級至 12
年級）提供不同項目的海洋體驗活動，如 3～6 年級為獨木舟、立式
划槳，7～9 年級為風帆運動，10～12 年級為衝浪、獨木舟旅行等。
(2)編撰並進行體驗教育課程（反思內省階段、歸納階段、應用
階段）
：根據不同年段與不同體驗項目編擬體驗學習課程，包含反思
內省主題設定、價值歸納與議題澄清、單元學習單編撰等。
(3)體驗教育引導員的培訓：引導員應接受水域安全教育，並要
具備技能帶領技能，更要嫌熟引導技巧，若上述課程只是提供體驗過
程，而沒有解決問題及反思回饋，則便不能稱為完整的體驗學習課
程，而海洋教育的成效將只有表象的體驗畫面，而非深植學習者之心。
(二)工作內容
(1)開設研習課程，培訓 10 位(含)以上大專或是金門縣中小學教
師擔任海洋體驗教育引導員（種子教師）。
(2)編擬並辦理金門海洋體驗課程 15 場(含)以上，課程對象以
中、小學學生為主，民眾為輔總參與人數為 400 位(含)以上。
(3)設立水域體驗學習場域（基地）
，提供給金門縣各中小學開放
使用。
貳、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1.協同主持人費用
2.誤餐費
3.講師鐘點
4.課程講座

經費(元)
30
16
16
64

5.體驗教育課程

17.5

6.助教工讀金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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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6,000 元*5 月＊1 人=30,000 元
80 元＊200 人=16,000 元
2,000 元*8 節課=16,000 元
1,600 元*20 節課*2 人=64,000 元
執行每班級至少 1 次的體驗教育
課程，約 400 位參與人次。
註：2,500 元*7 場次=17,500 元
每小時 150 元
150 元＊266 小時=39,900

工作項目

經費(元)

7.租用水域器材（含
運費）

300

8.教材出版與印刷

26

9.海洋體驗學習中心
辦理課程活動

20.7

10.成果展
11.國內旅費

8.5
25

12.雜支

23.614

13.行政管理費

65.246

經費合計

概述
SUP20 艘（1,000 元*20 艘*5 次）
、
平台獨木舟 10 艘（2,000 元*10
艘*5 次）
、海洋獨木舟 10 艘
（2,500 元*10 艘*4 次）合計器材
租用 300,000 元
培訓教材 6,000*1=6,000 元、教
材出版 250*80 本=20,000 元
執行成立海洋體驗學習中心辦理
課程活動，並提供縣內中小學預
約 200 人次使用。針對志工服務
的人員進行教育訓練、簡易辦公
用具添購。
紅布條、茶點等。
洽公、考察所需，檢據核實報銷。
總經費 6％以下編列，含二代健
保。
總經費 10％編列。(本計畫將委託
得標單位進行各項支出之稽核工
作，故需提列行政管理費)

652.46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達 400 人以上參與(截至第 11 場已經超過 400
人次)；首次進行海洋教育引導員師資培訓；建置 1 座金門縣海洋運
動的體驗學習基地；以海洋體驗活動為媒介，進行體驗教育的精髓課
程，達到目前海洋教育無法達到的教育實質效益，即是成為培養學生
獨立思考能力和獨立解決能力的核心課程。

7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為止共舉辦 11 場大、小型活動宣導，
各場次分別如下表：
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次
1
2019 年 8 月 24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2
2019 年 8 月 31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多年國小
3
2019 年 9 月 8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4
2019 年 9 月 15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5
2019 年 9 月 22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各國高中
6
2019 年 9 月 27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中正國小
7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金鼎國小
8
2019 年 10 月 3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開瑄國小
9
2019 年 10 月 4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烈嶼鄉
10 2019 年 10 月 4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多年國小
11 2019 年 10 月 5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中正國小
12 2019 年 10 月 6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13 2019 年 10 月 7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古寧國小
14 2019 年 10 月 8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開瑄國小
15 2019 年 10 月 17 日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烈嶼鄉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指標
成果目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計
說明
與效益
/值
畫書或新增)
經濟性量 創造產業產值
____元
化效益
增加之投資金額
______元
(以下可自行增加)

其他可量
化成果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
參與人次
引導員師資培訓

468 人
15 人

金門縣海洋運動的
體驗學習基地

2座

8

海洋體驗學習課
程活動
海洋體驗學習課
程活動
官澳、太湖

成果目標
與效益

不可量化
成果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
畫書或新增)

目標年(108 年)
說明
/值

以海洋體驗活動為媒介，進行體驗教育的精髓課程，達
到目前海洋教育無法達到的教育實質效益，即是成為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獨立解決能力的核心課程。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一)經費核定較晚，待可以執行時已經是台灣高中生開學前二
週，在發文與宣傳不及之下研擬於開學後辦理，初步敲定10月連假期
間；然在操作上因為當初計畫經費以暑假來編列（例如住宿與交通部
分），除了10月連假期間本校宿舍無法借用，一位難求的機票問題更
是直接讓活動必須取消的最主要因素。
(二)在台灣高中生礙於交通因素無法前來金門參加營隊，建議以
本地高中職生為主進行海洋教育與體驗課程，預計高中、高職各辦理
一場，合計二場，參加人數增加為100～120人以上。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一)經費核准日期與原先計畫執行期程相衝突，導致計畫落實度
不佳，後雖已經補上進度，但是成效仍待觀察。未來建議計畫成為常
設活動，以充裕活動推廣時間。
(二)建議充實水域基地硬體建設，讓地區海洋教育的推動成效
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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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參加名單
1.8/24 參與活動名單 :12 位
黃宇彤

許芸瑄

曾欣瑀

余家樂

余家睿

楊力瑾

洪照翔

曾詩婷

蔡沅衡

林淳薇

許哲齊

楊晉安

2.8/31 參與活動名單 :15 位
林敏馨

鄭庭宜

蔡騏鴻

吳成駿

朱綾萱

吳雲蘋

葉彥廷

陳隆勳

吳芸婷

呂宥甫

李詠琳

楊翎均

關博元

林憶惠

黃沛婷

3.9/8 參與活動名單 :45 位
楊皓傑

陳思穎

李秉祐

林呈洋

何雅芬

吳伃涵

洪偉豪

謝佑穗

林暉恩

陳晉弘

李沃霖

葉宗翰

陳肇庭

周韓恩

吳佳怡

方君偉

陳思諭

陳冠佑

陳畹俞

洪哲偉

蕭千鳳

陳晉蓀

羅湘盈

陳裴恩

鄭伊婷

張舒容

黃揚茜

邱斯涵

葉美萍

許 諾

覃兆康

陳 榕

張鈺琳

盧 閩

吳雨晴

鄭靖儀

彭 灝

謝瑞芳

郭思遠

陳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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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淩巍

李育誠

葉心怡

郭琪瑤

陳心妙

4.9/15 參與活動名單 :12 位
盧建邦

洪子鈞

楊晉丞

李安智

張子嶸

洪照翔

林宥學

林冠佑

鄭亦喬

余家樂

黃宇彤

黃思沛

5.9/22 參與活動名單 :10 位
吳天佑

李達豪

翁莉淇

杜耕生

湯惟心

王秀珠

張顥瀚

劉士綱

李宛蓉

吳倩吟

6.9/27 參與活動名單 :45 位
李宇蓉

吳方傑

歐陽澄晰

侯威宇

張濠吉

施芓安

董哲誠

許恩綺

徐智禹

曾浩維

歐陽靚芸

吳睿宸

陳品妤

李昀霖

楊于頡

謝思萱

王奕程

魏蒨茹

周韋漢

陳咨諺

陳慧欣

吳冠陞

吳晶

陳威宇

楊柏業

周妍

穆浚翔

黃詩蘋

吳天佑

呂銘津

蔡其文

李達豪

林曉蕾

馬偉鈞

林品辰

周祐賢

蔡其翰

許恩曦

呂昀叡

許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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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禾庭

王昱潔

莊厥如

杜耕生

李冠毅

7.9/30 參與活動名單 :39 位
許益滄

王昱翔

楊宜珊

張恩瑀

王昱舜

楊涵亦

翁子棣

翁茂閎

許安晴

陳正觀

陳柏宇

翁家心

翁均霖

翁語蓁

王炘可

楊 捷

吳敔熙

莊宇翔

翁怡暄

廖允樂

翁聖焱

翁子晴

吳柏佑

蔡洛琪

楊 啟

黃思為

翁莉淇

葉文德

吳依霏

林珮絜

王孟元

賴羿甄

陳上岍

林佳怡

陳奕睿

許宸瑋

王依娜

翁紹敏

謝秉蓁

8.10/3 參與活動名單 :30 位
陳柯延

蔡聿容

羅雅瑟

蔡子淮

阿璐蘹．戴拉灣

蔡宗唐

呂瑋瑄

葉忠叡

許安霈

蔡烜方

張耘耀

張顥瀚

蔡子彥

蔡旻宏

劉亦翔

陳羿濡

劉亦棋

蔡岩崴

范姜威德

蔡羽桐

蔡沅佑

葉祐任

蔡沛辰

蔡育騰

蔡禹薇

許承濬

羅翊華

黃郁晴

蔡沁恩

陳羿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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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 參與活動名單 :24 位
吳奕陞

蔡喬雲

謝志信

張羽彤

周柏宇

林芯羽

詹祐豪

湯惟心

陳鈴筑

林鴻洋

林淑媛

林明發

林竹旺

蔡偉倫

王秀珠

洪于晴

蔡梅花

朱秀卿

洪致利

陳建芬

洪文奕

周志清

周柏成

張心慈

10.10/4 參與活動名單 :42 位
鄭紹威

吳安軒

吳福裕

盧玉簪

呂慧琳

鄭偉龍

李雨潼

關浩霖

鐘文燕

簡君怡

鄭芯蕾

張

顥

陳國平

蔡曉芬

許佩珊

陳軒屹

王苡靕

呂易儒

余宛錡

卓文微

吳驊倫

鄭功豪

劉士綱

許仁梅

許遐典

許爾深

鄭功文

李翰章

林幼雅

呂宣翰

吳佳瑩

鄭清桂

張瑞昌

劉婷婷

吳倩吟

關永聖

陳協國

王為堯

郭 萍

李恵琴

陳子盛

吳忠烈

11.10/5 參與活動名單 :54 位
李玉馨

辛佳恩

方翊辰

何松庭

許福慧

蔡何澤

許晶綾

林禹丞

陳芓安

許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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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捷

許靖沂

陳焯珩

黃瑋麒

林子恩

邱鉅秦

周佳蔚

楊敏晟

吳宇棠

詹壬瑋

盧宥融

陳品貽

楊佳蓁

李睿鑫

許耀文

李澤楷

杜沛辰

蔡妤潔

蔡承祐

李子珩

楊又霖

鄭浩萱

黃沛媛

陳思妤

林河宏

許晨恩

許育榮

李宛蓉

莊恩榮

許福慧

許巽惟

楊耕碩

蔡瀠禎

徐喬萱

許勝雄

楊証棋

楊承勳

郭怡萱

翁詩涵

林子恩

詹壬瑋

許耀文

李子珩

林河宏

12.10/6 參與活動名單 :30 位
黃思沛

許哲齊

洪竣洋

楊晉安

蔡沅衡

李之斈

許芸瑄

盧建邦

楊沅澔

鄭亦喬

曾欣瑀

林淳薇

林宥學

李苡正

張子嶸

黃宇彤

林冠均

楊力瑾

李安智

余家樂

曾詩婷

林冠佑

楊晉丞

洪子鈞

余家睿

洪照翔

林冠妘

陶芓榆

楊亞駱

洪稟恆

13.10/7 參與活動名單 :40 位
薛亦翰

陳秉嘉

呂鴻億

許任祺

呂祐豪

許哲睿

余怜諠

李翌睿

鄭席宗

楊渃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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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寧

蔡均侑

洪星潔

黃以樂

楊睿騏

李靜芊

許芸瑄

洪星嫙

黃以心

楊沅澔

楊景元

許哲齊

李翌賓

王令翔

呂竹函

李丞恩

林淳薇

蔡尚珅

黃苡晴

呂鴻琇

楊子瑩

林瑋倫

薛雯倩

李宥宣

陳秉凱

楊宸碩

呂雨函

楊涵亦

楊亞駱

呂翌丞

14.10/8 參與活動名單 :46 位
陳秉凱

蔡和祐

李思賢

李岷侑

許哲齊

薛雯倩

潘妍瑄

李語欣

莊淳璐

林瑋倫

王啟睿

陳世豐

許家泓

呂翌丞

呂雨函

董家芸

洪唯軒

黃靖貽

呂竹函

鄭席宗

董品澤

陳蓁

陳幃琳

許書愷

雷凱丞

盧怡臻

李語晨

楊景仁

陳佳余

陳曦

陳沛姍

李睿紘

莊語軒

蔡均侑

林淳薇

楊騏

李庭葳

潘郁棠

周乙辰

李柏勳

侯品浩

李涵潔

鄭韋彤

許芸瑄

李雨璇

蔡尚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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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7 參與活動名單 :24 位
陳麗紅

林偉倫

蔡水根

許綉麗

林孟儒

陳芬芳

張明艷

曾招秀

林麗蓉

陳麗紅

陳麗寬

蔡淑媛

李黎芳

陳靖雯

陳芬芳

蔡雯菁

蔡詩涵

蔡美鸞

羅慧馨

陳香蘭

蔡素甄

楊素美

李承芳

柯素香

陳毓靜

簡子翔

楊晨昕

陳芸筠

劉昱君

韓欣妤

李志仁

楊忠洵

楊叡昇

.2019 年實習引導員培訓名單
林昱廷

劉虹汶

洪可珉
辛弘毅

董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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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實習引導員培訓課程
地點：國立金門大學
培訓時間：9/19 起至 10/28 止，每週 1330～1530
課程概要
單元一：體驗教育基本理論、引導反思與一般教學之比較
單元二：引導團體討論
單元三：引導員的角色與責任
單元四：有效引導的原則（提問技巧）
單元五：海洋運動與體驗教育
單元六： 基本引導技巧實例、引導實習

考核內容概要
課前設計：包含課程基本資料、課程目標及內容…等
執行紀錄：課程執行、引導內容、團體狀況描述、問題處理等
個人角色/職責的反思
個人未來於專業發展上的反思與建議

考核結果
通過：林昱廷、劉虹汶、陳毓靜、楊晨昕、洪可珉、

、陳芸

筠、劉昱君、韓欣妤、辛弘毅、董彥廷、李志仁、楊忠洵、楊叡昇
待觀察：簡子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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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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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太湖為本校（海洋體驗學習中心）核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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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動照片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12 人
游泳池/官澳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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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2019 年 8 月 24 日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多年國小

15 人
日期時間

金大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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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31 日

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人數
地點

45 人
官澳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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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8 日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12 人
日期時間

金門大學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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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5 日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各國高中

12 人
日期時間

官澳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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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2 日

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中正國小

人數

45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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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7 日

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金鼎國小

人數

39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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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30 日

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開瑄國小

人數

30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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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3 日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烈嶼鄉
24 人
清遠胡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4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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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多年國小
42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4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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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中正國小
47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5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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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家扶中心
30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6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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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古寧國小
40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7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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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開瑄國小
46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8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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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體驗學習課程活動-烈嶼鄉
24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0 月 17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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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 國際海洋事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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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國際海洋事務論壇
壹、計畫內容概述
本研討會在海洋委員會與金門縣政府的指導與協助下，邀請英
國、韓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學者，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論壇）形
式，針對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及海洋
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等面向，一起深入討論與分享各國經驗，以期為
我國宏觀海洋政策、金門地方海洋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提供不同視
野、觀點。重點工作項目
貳、 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1.人事費
工作項目

預計實支
經費(元)

經費(元)

30,000

8 月至 12 月協同主持
30,000 人費用，共 5 個月，每
月 6,000 元。

15,000

8 月至 12 月兼任助理
15,000 費用，共 5 個月，每月
3,000 元。

45,000

45,000

1. 協同主持人
費
2. 行政助理費
(兼任助理)
小計

概述

2.業務費
工作項目

經費
(元)

預計實支
經費(元)

概述
論壇手冊、結案手冊等

1. 研討會資料編
30,000

30,000

印費
海報印製、與會人員、
4,121 貴賓桌牌等

2. 名牌製作費
2,500
(含海報)
3. 研討會發表人

130,000 與會學者共 20 名，每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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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元)

工作項目

預計實支
經費(元)

概述
名稿費 6,500 元(校內
5 名、校外 15 名)

稿費
4. 講師鐘點費

主持人費，每場次
4,000 元，共 4 場

24,000

24,000

156,000

129,312

6. 國外差旅費

30,000

0

7. 布置會場費

4,000

4,000

8. 膳食費

55,000

94,300

工作人數誤餐費、會議
當天誤餐、茶點等

9. 工讀費

31,500

58,500

工讀時數 390 小時，每
小時 150 元

10. 遊覽車費

20,000

10,500

11/22(含夜間加乘費
用)-11/23，2 天

32,673

11,585

515,673

515,673

5. 旅運費

專題演講 2 名、與會學
者(校外)15 名

紅布條 1,400、鮮花
2,000、桌巾 600

11. 雜支(含二代
健保)
小計

3.管理費
工作項目

經費(元)

預計實支經費(元)

概述

62,297

行政管理
62,297
費
小計

62,297

62,297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本次論壇共有近 22 名產官學界人士、國內外學者參與發表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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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工作人員 20 人，首日共有 82 名校外各界人士與本校同學與會聆
聽，第二天則有 85 位與會參加，兩天共 227 人次參與本研討會。
本次論壇除本國學者外，還邀請到來自英國、韓國、越南、柬埔
寨等國學者，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論壇）形式，針對海洋衝突、合
作與管理、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及海洋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等
面向，一起深入討論與分享各國經驗，以期為我國宏觀海洋政策、金
門地方海洋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提供不同視野、觀點。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指標
目標年(108
成果目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 年)
說明
與效益
畫書或新增)
/值
論壇參與人次
與會學生約 167 人，
227 人次
工作人員 20 人，產官
學專家學者 40 人
其他
1
內含 20 篇以上論文
可量化成 研討會論文集
果
學者發表人次
20 人次
學者國籍
台灣、英國、韓國、
5 種國籍
越南、柬埔寨
海洋務目前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更是當前政
府的執政重點之一。台灣(含金門)四面環海，不論是海
洋經濟發展、資源保育、海漂垃圾處理、打擊犯罪，乃
至於釣魚台糾紛、南海主權聲索等議題，方方面面的議
不可量化 題都與台灣息息相關。
成果
本計劃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論壇)，針對海洋衝突、合
作與管理、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及海洋事務管理
機制的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掌握國際上對相關議題的
最新觀點與意見，達到掌握世界趨勢，為政策討論聚
焦、提供建議等目標。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因本校獲經費之核定時間較晚，計劃的期程僅 5 個月
(108/8/9-108/12/6)，導致在執行國際會議計畫時，邀訪國內外專家
學者時，出現困難，如：稿件的繳交、機票的預訂等，另旅運費核銷
時需檢附搭機者之搭機證，使專家學者需實際搭機後，方得取得搭機
證，再郵寄回金門，使核銷程序延遲。建議往後在辦理相關類型的計
劃，經費或計畫核定能提早核銷或通知，以利後續執行、推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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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未來若經費、時間上許可之下，建議邀請更多國籍的專家學者，
共同針對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及海洋
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等面向，一起深入討論與分享各國經驗，以期為
我國宏觀海洋政策、金門地方海洋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提供不同視
野、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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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聞稿
1.海巡快艇榮退 化身教具豐富校園
記者楊威廉／金門報導
來自小金門的鄉親林芳鈺女士特地
帶著 8 歲兒子和婆婆前來致意；她回憶
8 年前的一個深夜，即將臨盆的她就是
搭乘這艘巡防艇，橫越金烈水道赴大金
門就醫，她特別此次機會，對當年協助
她跨海就醫、平安生產的海巡人員表示
感謝。(金大提供)海巡署 2023 艇除役後
由金大接收，使其化身校園守護大使，
扮演教學與展示的教育角色。(金門大學
提供)來自小金門的鄉親林芳鈺女士特
地帶著 8 歲兒子和婆婆前來致意；她回
憶 8 年前的一個深夜，即將臨盆的她就
是搭乘這艘巡防艇，橫越金烈水道赴大
金門就醫，她特別此次機會，對當年協助她跨海就醫、平安生產的海
巡人員表示感謝。(金大提供)海巡署 2023 艇除役後由金大接收，使
其化身校園守護大使，扮演教學與展示的教育角色。(金門大學提供)
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巡隊 2023 艇於昨日除役，卸下守護藍色國
土重任後，將由金門大學接收，讓這艘海域執法功勳彪炳的巡防艇化
身校園守護大使，扮演教學與展示的教育角色；金大特別舉辦移撥典
禮及揭牌儀式，各界代表與師生
紛紛到場觀禮與致意。
移撥典禮由海洋委員會副政務
主任委員莊慶達及金門大學校長
陳建民共同主持，莊慶達表示，
2023 艇於民國 92 年 11 月在宜蘭
縣由龍德造船公司建造，隔年即
配賦到金門，適逢金廈小三通開
航第 3 年，兩岸地區海上非法經
濟活動猖獗，陸籍船艦經常越
界，海上治安情勢丕變。2023 艇
憑藉吃水淺、速度快及轉向靈活
的性能優勢，戍守邊防 17 年，成功查緝毒品、走私、偷渡、盜採砂
石等案件不計其數，維護海上治安與海域資源功蹟卓著。
2023 艇曾在 93 年 6 月於古寧頭外海查獲陸籍船艦走私淨重 30 公
斤的 K 他命毒品，為當時金門有史以來查獲最大宗的毒品走私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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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進駐小金門烈嶼分隊期間，除執法之外還兼負軍民傷、病緊急
後送醫療及海難救助等人道救援任務，盡責地扮演海上保母角色。
另外，典禮中還有一個亮點，來自小金門的鄉親林芳鈺女士特地帶
著 8 歲兒子和婆婆前來致意；她回憶 8 年前的一個深夜，即將臨盆的
她就是搭乘這艘巡防艇，橫越金烈水道赴大金門就醫，她特別此次機
會，對當年協助她跨海就醫、平安生產的海巡人員表示感謝，金大校
長陳建民和莊副主委也分別頒贈紀念徽章及運動毛巾給這位海巡寶
寶，並獻上祝福，為隆重的儀式增添一分溫馨。
紀念徽章

運動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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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門海巡隊艦艇除役 移撥金大成為教育新利器
記者蔡若喬 / 綜合報導 2019 年 11 月 22 日 下午 6:55
▲金門海巡隊 2023 艇今日除
役並移撥金大，於今下午舉行
移撥典禮。（圖／蔡若喬攝,
2019.11.22）

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巡隊 2023 艇今(22)日正式除役後，將由
金門大學接收，未來將放置在金大展示，並擔任學生教育之用；8 年
前由這艘巡防艇協助送醫的海巡寶寶林少恩也現身移撥典禮，成為儀
式中的亮點。
移撥典禮在今日下午 1 點 30 分舉行，由海洋委員會副政務主任
委員莊慶達與金門大學校長陳建民共同主持，2023 艇歷任艇長與組
員及金大師生皆到場觀禮；莊慶達指出，2023 艇於民國 92 年 11 月
在宜蘭縣由龍德造船公司建造完工，隔年 6 月移撥金門海巡隊。
服役 17 年來憑吃水淺、速度快及轉向靈活的優勢，協助金門海
巡查緝毒品、走私、偷渡、取締陸船非法越界捕魚、盜採砂石等案件
不計其數；不僅在治安防治上，更肩負起軍民傷、病緊急後送醫療及
海難救助等人道救援任務，盡責地扮演海上褓姆角色，如今功成身
退，但還是會擔負起教育人才的角色，
金大海洋邊境管理系主任高瑞新說，未來船艇主要做為教學設備
用，未來教授海巡勤務等相關課程，學生就可以直接上船，瞭解並模
擬海上執行勤務時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發狀況；8 年前因為深夜臨盆急
產，由這艘巡防艇協助送往醫的小金門民眾林芳鈺，也特帶著當年平
安生產小朋友林少恩參與這場移撥儀
式。
檢視相片
▲當年的海巡寶寶現身觀禮。（圖／
蔡若喬攝,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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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門海巡快艇功成身退 當年後送誕生的他見證
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
巡隊 2023 艇正式除役，現已
就讀小學的「海巡寶寶」洪少
恩 8 年前就是靠著這艘快艇
後送到金門本島，順利出生，
他 22 日也穿上海巡制服出席
儀式，開心在快艇上簽名留
念。中央社記者黃慧敏攝
108 年 11 月 22 日（中央社記
者黃慧敏金門縣 22 日電）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巡隊 2023 艇今
天除役，由金門大學接收，化身校園守護大使。8 年前靠著這艘
快艇後送到金門本島而平安誕生的洪少恩前來見證，成為移撥揭
牌儀式的亮點。
移撥揭牌儀式下午在金門大學舉行，金大師生及各界代表到
場觀禮。典禮由海洋委員會副政務主委莊慶達及金大校長陳建民
主持。海巡隊分隊長鄭書羽將鑰匙交給莊慶達後，象徵 2023 艇功
成身退。
典禮中最特別的來賓是家住烈嶼的「海巡寶寶」洪少恩。他
的媽媽林芳鈺 100 年 6 月 19 日凌晨因為臨盆在即，必須緊急後送
到金門本島署立醫院。當時由分隊長黃恆鈞帶領 PP-2023 艇執行
這趟跨海後送任務，讓林芳鈺平安產下洪少恩。
海巡人員暱稱搭乘巡防艇後送誕生的嬰兒為「海巡寶寶」，
如今這位海巡寶寶 8 歲了，就讀卓環國小三年級，今天穿上搶眼
的橘色海巡操作服，相當帥氣。洪少恩獲海巡隊頒贈紀念徽章，
由莊慶達為他別上。
洪媽媽說，洪少恩在學跆拳道，長大的心願是從事警消工作。
洪少恩一家人的出席，為隆重的儀式增添溫馨氣氛。
鄭書羽致詞表示，當初請調金門時，對充滿挑戰的勤務非常
興奮，但直到穿梭在礁石林立的海域，或是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與
大陸鐵殼船纏鬥，才真正體會何謂「水深火熱」。他說，在硬梆
梆的勤務之餘，偶爾會有溫馨的時刻，洪少恩就是在他擔任艇長
時期的任務，當時得知母子均安，那種成就感比達成其他任務更
強烈。
2023 艇於民國 92 年 11 月建造完工，93 年 6 月配賦到金門海
巡隊。莊慶達表示，當時適逢金廈小三通開航第 3 年，兩岸地區
人民往來活絡，海上非法經濟活動猖獗，大陸船舶覬覦金門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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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域資源，經常越界捕魚、電魚、炸魚，甚至盜採砂石，海上
治安情勢丕變。
莊慶達說，2023 艇憑藉吃水淺、速度快及轉向靈活的性能優
勢，在金門前線擔負執法重任，戍守邊防 16 年，成功查緝的毒品、
走私、偷渡、取締陸船非法越界捕魚、盜採砂石等案件不計其數，
維護海上治安與海域資源功蹟卓著。
2023 艇除役後，艦隊分署將為金門海巡隊配賦新一代的巡防
快艇，以適應嚴峻的海域情勢。金門大學表示，金大海洋與邊境
管理學系是全台灣地區唯一培養海巡、海關巷、移民 3 種執法人
員的教學與研究單位，陳建民盼 2023 艇的執法及服務精神能在校
園裡傳承並發揚，勉勵學生加入海巡行列，共同為守護藍色國土
奉獻心力。（編輯：謝雅竹）1081122
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巡
隊 2023 艇 22 日正式除役，移
撥金門大學作為展示與教學使
用，儀式下午在金大舉行，海
洋委員會副主委莊慶達（右 3）
及金大校長陳建民（左 3）出席
主持。中央社記者黃慧敏攝
108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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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巡快艇除役移撥給金大 海巡寶寶到場致意
2019-11-22 16:49 聯 合 報 記 者 蔡 家 蓁 ／ 金 門 即 時 報 導
執法功勳彪炳的海巡署
艦隊分署金門海巡隊 2023
艇在今日除役，移撥給金門
大學，讓這艘海域的巡防艇
化身校園守護大使，扮演教
學與展示的教育角色；今天
特別舉辦一場簡單、隆重的
移撥典禮及揭牌儀式，而當
年由巡防艇後送才誕生的
「海巡寶寶」洪少恩也到場
向 PP2023 艇致意，受到各界的關注，洪少恩還說，以後長大也要
當警消或海巡，一番童言童語讓大家莞爾不已。
海洋委員會副政務主任委員莊慶達表示，2023 艇於民國 92 年
11 月在宜蘭縣由龍德造船公司建造完工，隔年 6 月即配賦到金門
海巡隊，當時適逢金廈小三通開航第 3 年，兩岸地區人民往來活
絡，隨之造成海上非法經濟活動(走私)猖獗，大陸船舶覬覦金門
豐富的海域資源，經常越界捕魚、電魚、炸魚，甚至盜採砂石，
海上治安情勢丕變。2023 艇憑藉吃水淺、速度快及轉向靈活的性
能優勢，在金門前線擔負執法重任，戍守邊防 17 年，成功查緝的
毒品、走私、偷渡、取締陸船非法越界捕魚、盜採砂石等案件不
計其數，維護海上治安與海域資源功蹟卓著。
2023 艇曾在 93 年 6 月於古寧頭
外海查獲 1 艘大陸漁船走私 2 大袋
淨重 30 公斤的 K 他命毒品，是當時
金門有史以來查獲最大宗的毒品走
私案；此外，在進駐小金門烈嶼分
隊期間(民國 94~97 年)，除執法之
外還兼負軍民傷、病緊急後送醫療
及海難救助等人道救援任務，盡責
地扮演海上褓姆角色；在 99 年 7 月
及 101 年 8 月間，還兩度參與「海峽兩岸海上聯合搜救演練」，
為建構金廈海上聯合搜救機制做出具巨大貢獻。
在移撥典禮中還有一個亮點，就是來自小金門的林芳鈺也特
地帶著 8 歲兒子洪少恩和婆婆，前來向除役的巡防艇致意；她回
憶 8 年前的一個深夜，即將臨盆的她就是由黃恆鈞分隊長带領
PP-2023 艇執行這趟「跨海後送」，赴大金門就醫，她特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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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機會，對當年協助她跨海就醫、平安生產的海巡人員表示感
謝，金大校長陳建民和莊慶達也分別頒贈紀念徽章及運動毛巾給
這位海巡寶寶，同時獻上祝福，為隆重的儀式增添一分溫馨。
來自小金門的林芳鈺今天也特地帶著 8 歲兒子洪少恩和婆
婆，前來向除役的巡防艇致意；她回憶 8 年前的一個深夜，即將
臨盆的她就是搭乘這艘快艇赴大金門就醫，才平安把兒子生下
來。記者蔡家蓁／攝影
金大校長陳建民（左三）和海洋委員會副政務主任委員莊慶
達（右三）等人共同主持艦艇移撥儀式。記者蔡家蓁／攝影
執法功勳彪炳的海巡署艦隊分署金門海巡隊 2023 艇今日除
役，正式移撥給金門大學，與會貴賓合影。記者蔡家蓁／攝影
金大校長陳建民（左）和海洋委員會副政務主任委員莊慶達
（右）在除役的 2023 艇上簽名留念。記者蔡家蓁／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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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論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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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論壇議程
108 年 11 月 22 日(五)
活動內容
12:30～13:30
13:30～14:10
14:10～14:15
14:25～15:15

報到暨午餐餐會
開幕及海巡艇捐贈典禮--金門大學校長、海洋委員會
及金門縣政府長官
與會人員大合照
(含巡禮懷舊合照)
主題演講 I
演講者:莊慶達(海洋委員會副主委)
題目: 臺灣海洋政策與展望
論壇一：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I
108 年 11 月 22 日(五)15:15~16:38
主持人:高瑞新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主任)

15:20~15:33

15:33~15:46

15:46~15:59

15:59~16:12

1.趙文志(國立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所教授)
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南海議題之競合分析
2.周志杰(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主任)
初探海面上升與領土陸沉之國際法課題:兼論生態外
交之推動
3.鍾志明(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歐盟漁業政策—兼論對台的黃牌警告
4.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歐盟海洋安全治理

16:12~16:25

5.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民眾與中國的互動與印象：以釣魚台事件為例
16:25~16:38 綜合討論
主持人:高瑞新
討論人:趙文志、周志杰、鍾志明、王啟明、吳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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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16:53

茶敘
論壇二 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II
108 年 11 月 22 日(五)16:53~18:16
主持人: 劉燈鐘(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
學系副教授)

16:58~17:11

6.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海洋自由與海洋安全：填海造島合法嗎?

17:11~17:24

7.盧政鋒(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
理教授)
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與南海自由航行

17:24~17:37

17:37~17:50

8.武貴山(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中國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
2014 年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與 2019 年萬安灘
事件之比較--兼論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的影響

17:50~18:03

9.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論越南針對南海提起國際訴訟的探討
10.劉兆隆(國立彰化大學公民與教育學系副教
授)
兩岸海漂垃圾防治與海洋資源的保育

18:03~18:16

綜合討論
主持人: 劉燈鐘
討論人:楊仕樂、盧政鋒、武貴山、孫國祥、廖義
銘

18:30~20: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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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1 月 23 日(六)
活動內容

09:00~09:50

主題演講 II
演講者:沈建中(海洋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題目: 論我國海洋基本法建構之海洋法政體制
論壇三 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
108 年 11 月 23 日(六)09:50~11:35
主持人:蔡宗憲
(國立金門大學主任秘書、觀光管理學系教授)

09:55~10:10

11.Prof. Kao Jui-Chung (Asia Euro University,
Cambodia)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Affaires in
Cambodia.

10:15~10:30

10:30~10:45

10:45~11:00

11:00~11:15

12.Assistant Prof. Elaine Q. Borazon
(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novation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in Marine
Tourism
13.Thi-Hong-Hanh Nguyen, Le Thi Le(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Vietnam Maritime
University)
Modelling the trajectory of oil spill in the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for risk assessment
14.Azmath Jaleel (Research Associate, School of
Earth & Ocean Sciences, Cardiff University,
UK)
The Study of Seaman Right in the world
15.Po-Lin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 Chung-Ang
University, Korea)
Coastal management for the Disaster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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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houses in Asia-Pacific Region

11:15~11:35

12:00~13:30

13:35~13:50

13:50~14:05

14:05~14:30

綜合討論
主持人:蔡宗憲
討論人:Kao Jui-Chung,Elaine Q. Borazon,
Thi-Hong-Hanh Nguyen, Le Thi Le,Azmath Jaleel,
Po-Lin Lai.
午宴
論壇四 海洋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
108 年 11 月 23 日(六)13:30~15:20
主持人:蔡宗憲
(國立金門大學主任秘書、觀光管理學系教授)
16. 廖義銘(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院長)
海洋國家應有之立法原則：兼論近年來漁業三法
修法爭議
17.高瑞新(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教授)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初探--以海
漂垃圾為例
18.侯廣豪(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遍境管理學系副教
授)
An Eccentric Review of Some Prominent Works
of Sea Power: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Maritime Mastery

14:30~14:45

14:45~15:00

19.劉燈鐘(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
授)
從《南極條約》探討海洋霸權國家在南極洲的利
益爭奪
20.馬祥祐(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
授)
中國大陸海洋管理體制變革與發展

15:00:~15:2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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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蔡宗憲
討論人：廖義銘、高瑞新、侯廣豪、劉燈鐘、馬祥祐
閉幕典禮
15:2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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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論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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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論壇與會人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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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1-6 國際海洋事務論壇開幕及海巡艇捐贈典禮相關照片

開幕及海巡艇捐贈典禮簽到處

國立金門大學陳建民校長致詞
海洋委員會莊慶達副主任委員致詞

移撥儀式(致贈船模)

57

歷任艇長代表鄭書羽分隊長致詞

開幕及海巡艇捐贈典禮與會人員

除役儀式，艇長歸還艇鑰

海巡寶寶-洪少恩及其親屬受頒紀念品

貴賓移駕至船艏-揭幕儀式

58

海洋委員會莊慶達副主任委員、國立金門大學陳建民校長簽名合影

與會貴賓至舷邊合照留影
與會貴賓至舷邊合照留影

59

國際海洋事務論壇相關照片

論壇報到、簽到處

主題演講 Ι
演講者:莊慶達(海洋委員會副主委)
題目: 臺灣海洋政策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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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一：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I
主持人：高瑞新
發表人：趙文志、周志杰、鍾志明、王啟明、吳重禮

61

62

論壇二：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Π
主持人：劉燈鐘
發表人：楊仕樂、盧政鋒、武貴山、孫國祥、廖義銘

63

64

主題演講 II
演講者:沈建中(海洋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題目: 論我國海洋基本法建構之海洋法政體制

論壇三：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
主持人：蔡宗憲
發表人：Kao Jui-Chung,Elaine Q. Borazon, Thi-Hong-Hanh Nguyen,
Le Thi Le,Azmath Jaleel, Po-Li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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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四 海洋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
主持人:蔡宗憲
討論人：廖義銘、高瑞新、侯廣豪、劉燈鐘、馬祥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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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國際海洋事務論壇-與會人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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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69

子計畫 3︰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壹、計畫概要
本計畫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珍惜海洋
的各項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資源，涵養人與
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海洋的思想情感。據此，
將以微電影和各活動場域宣教的方式，透過本活動宣傳和競賽進行宣
傳，並輔以各校的大型活動，設置宣傳專區和演講來達到成效。
(一)2019 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
為深入瞭解海洋資源維護與保育觀念，本校舉辦 2019 年海洋環保微
電影大賽，並鼓勵全國莘莘學子及社會大眾踴躍參與海洋環保活動。
本活動於 9 月初完成活動簡章及活動海報定稿，於 9 月底發送活動海
報宣傳於全國大學校院。其中經歷兩次活動延期，於 11 月 14 日活動
截止日，共收到 10 隊報名參賽。11 月 18 日召開會議審查小組，除
遴選出前三名外，並由委員討論增加佳作三名；藉由獲獎作品除公告
本校校網及相關網頁，以宣傳海洋環保之重要性。
(二)金門縣大型活動設宣導專區
為推動海洋教育的宣導，提升學生和民眾對海洋教育內涵的認識，本
校於 2019 年 9 月 21 日起陸續辦理 15 場大型活動海洋事務教育宣導
專區，透過各式文宣品和活動精美禮物與民眾進行互動，進而達到落
實全民海洋教育，提升學生和民眾對海洋教育內涵的認識。
(三) 中小學校園演講
有關校園演講宣導經與各所中小學聯繫後，於九月底開始執行，執行
期間為 9 月 26 日至 11 月 22 日，藉由講師生動活潑的宣導方式，加
深學生們對於海洋保育相關知識，以有效達到海洋教育宣導之目標。
貳、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1.展場活動宣傳
品、布條及背
板製作
1. 展場攤位及器材
運輸費

經費分
配(千
元)

備註

100

文宣傳單和布置活動會場所需物品

20

攤位費 5 場＊1000 元=5,000。
活動期間工作人員及活動物品運送
支用
30 場＊500 元=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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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3.工讀費

4.餐費

經費分
配(千
元)

120

備註
執行工讀費，依勞動部最低時薪 150
元支用。
註: 編列 120,0000 元
(800 小時＊150 元=120,000)

22

會議及會場工作人員

15

活動宣傳

20
50

每人每次 4000 元(校外人員)
每人每小時 2000 元

9.微電影得獎者獎金

30

各類獲獎者獎金

10.國內旅費

7.5

檢據核實報銷。

11.國外(含大陸地
區)差旅費

30

洽公、考察所需，檢據核實報銷。

12.計畫主持人費

40

8000 元＊5 月＊1 人=40,000

13.協同主持人費

30

6000 元＊5 月＊1 人=30,000

1. 微電影競賽海報
製作及郵寄
7.審查費
8.演講費

14.行政助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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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雜支
37.597
16.行政管理費
65.233
經費合計

執行行政助理費。
註: 編列 65,00 元
(3500 元＊5 月＊3 人=52,500；2500
元＊5 月＊1 人=12,500)
以總經費6％為限，文具、紙張、資
訊耗材、郵資、保險及誤餐費等前
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含二
代健保。
總經費10％計。(本計畫將委託得標
單位進行各項支出之稽核工作，故
需提列行政管理費)

652.33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1.2019 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本活動於收件截止日前，收稿件
數計 10 件。經本校召開會議審查小組，遴選出前三名外，並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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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增加佳作作品三名(會議紀錄如附件)；本次獲獎作品將公告本校
校網及海洋相關網頁，藉此宣傳海洋環保之重要性。
2.金門縣大型活動設宣導專區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為止共舉辦 15 場大型活動宣導，各
場次分別如下表：
場
日期
活動名稱
次
1 2019.09.21
全民休閒路跑嘉年華
108 年探討金門環境與文化體驗，強化環境人文保
2 2019.09.21
存知能研習(金門環境教育協會)
3 2019.09.28
金門拭餅文化傳承-金沙場(碧山睿友國小前廣場)
4 2019.10.09
雙十藝起來-藝文饗宴(後浦 16 藝文特區)
5 2019.10.19-20 2019 金沙鎮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
6 2019.10.19-20 2019 金門坑道音樂節
7 2019.10.26
找回溫暖找回愛(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球場)
8 2019.10.26
2019 後浦搞什麼鬼-Halloween 變裝嘉年華
9 2019.11.02
2019 單車的香格里拉
10 2019.11.03
秋季淨灘-金寧鄉公所(后沙出海口)
11 2019.11.04
金大校慶擺攤
12 2019.11.10
鄉村市集派對-金寧鄉公所
13 2019.11.09
金門拭餅文化傳承-金寧場(榜林村公所)
14 2019.11.16
金門海峽兩岸鐵人三項挑戰賽休閒路跑活動
15 2019.11.17
金門縣幸福家庭協會-親子戶外趣活動
3.中小學校園演講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為止共舉辦 20 所校園演講宣導
活動，各場次分別如下表：
學校
日期
講師
協助學生
柏村國小

9 月 26 日(星期四)

李佳發課長

陳映承
祝志泉

何浦國小

10 月 4 日(星期五)

黎錦超技士

陳映承
祝志泉

賢庵國小

10 月 4 日(星期五)

黎錦超技士

王映涵
卜朝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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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日期

講師

協助學生

中正國小

10 月 5 日(星期六)

吳一德老師

陳映承
祝志泉

金寧國小

10 月 8 日(星期二)

林本源老師

張琪筑
施名芸

古城國小

10 月 8 日(星期二)

林本源老師

林珉睿
王子昇

述美國小

10 月 9 日(星期三)

成勇生技工

黃致勤
湯聖慈

古寧國小

10 月 22 日(星期二)

成勇生技工

黃筱閔
張琪筑

古城國小

10 月 23 日(星期三)

莊西進老師

陳立馨
沈宜蓁

金沙國中

10 月 23 日(星期三)

吳一德老師

陳映承
祝志泉

金湖國中

10 月 23 日(星期三)

高瑞新老師

陳映承
祝志泉

金城國中

10 月 29 日(星期二)

李佳發課長

林珉睿
王子昇

多年國小

11 月 7 日(星期四)

馬祥祐老師

王映涵
湯聖慈

金寧國小

11 月 11 日(星期一)

成勇生技工

林佩琪
林鈺珊

開瑄國小

11 月 13 日(星期三)

卓正中老師

王映涵
卜朝霏

正義國小

11 月 15 日(星期五)

李佳發課長

陳映承
祝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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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日期

講師

協助學生

金湖國小

11 月 19 日(星期二)

陳世章技士

陳學楷
張柏川

金寧國中

11 月 20 日(星期三)

高瑞新老師

陳映承
祝志泉

安瀾國小

11 月 21 日(星期四)

成勇生技工

陳映承
祝志泉

金鼎國小

11 月 22 日(星期五)

陳世章技士

王映涵
卜朝霏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成果目
指標
目標年(108 年)
標
(依原核定工作
/值
與效益 計畫書或新增)
經濟性
創造產業產值
____元
量化效
增加之投資金
______元
益
額
(以下可自行增
加)

其他可
量化成
果

不可量
化成果

大型活動宣導
參與人次
中小學演講參
與人次
活動場次執行
率

說明

2140 人次
1150 人次
100％

1.微電影比賽金獎作品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jDHxU95_SwW3wF
y8U47BbYYcX9J56Wa/view?usp=drivesdk
2.質化效益方面：為有效促進金門縣海洋事務發展，以
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及各活動場域宣教的方式，透過活
動宣傳和實際體驗進行宣傳，並輔以大型活動演講來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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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
標
與效益

指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
說明
/值
計畫書或新增)
到成效。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
珍惜海洋的各項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
育海洋資源，涵養人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
愛家鄉，熱愛海洋的思想情感。據此，將以微電影和各
活動場域宣教的方式，透過本活動宣傳和競賽進行宣
傳，並輔以各校的大型活動，設置宣傳專區和演講來達
到成效，可達到行銷推廣海洋資源，提升民眾參與度，
協助推動海洋教育；建構海洋保育觀念，協助學生與師
生主動參與海洋保護行動和永續執行的動力。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1.2019 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本校原先訂定之微電影截止日前，
繳交之報名稿件有限。後經本校會議討論，考量微電影作品拍攝期程
較長，決議延長報名截止日數週，以推廣本次微電影徵件活動。另外，
本次收件方式以紙本報名為主，因金門地處離島，臺灣大學校院寄送
報名稿件往返較長，建議下次可於線上創意競賽平台合作，除可線上
宣傳活動外，也可線上受理報名，以縮短紙本寄送往返時間。
2.有關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因執行期限過於短促，在校園演講宣導
時，學校部份無法配合原先所預期每場次約兩小時的規劃，導致宣導
時間過短。為有效達到海洋事務教育宣導的目標，對此問題之因應對
策為加深學生們對於海洋知識的認知，請講師與學生以互動問問題的
方式，讓學生踴躍發表意見及回答，讓學生更深入認識海洋相關知識。
3.有關大型活動宣導，因部分單位擔心影響活動進行，無法配合
宣導，為有效執行，除了與金門縣政府相關單位洽詢活動場次，並與
各鄉鎮、金門各協會等單位聯絡，以達成活動執行率及宣傳成效。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1.在此次宣導過程部份學校因另有規劃，所以未參與到校園演講
宣導，因此建議每年可輪流安排幾所為必要宣導之學校，列入為學校
必要宣導項目之一，以有效達到共同保護家鄉海洋之目標。
2.因本次宣導期限較為短促，建議計畫執行前應先與金門各單位
確認並配合安排宣導事宜，可提升活動執行率並可促進民眾參與度以
達到海洋保護和永續執行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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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微電影活動照片
圖 2019「海洋環保」微電影大
賽海報

圖

公告於大型創意競賽平台

圖 宣傳活動-本校海洋事務中
心臉書

圖

宣傳活動-本校網頁

圖 召開微電影審查小組會議

圖 召開微電影審查小組會議

圖 本次活動-金獎

圖 本次活動-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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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電影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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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全民休閒路跑嘉年華

人數

300 人

地點
古寧國小運動場前 日期時間
108.09.21
成果內容
每次舉辦路跑活動，主辦方總是會提供給參賽者寶特瓶裝飲用水。這
次我們剛好去路跑活動宣傳塑膠重複使用，減少塑料對海洋的威脅。
影響了許多參賽者隨用即丟的念頭，並分享了海洋保育的簡易方法及
世界地球日。希望每一位民眾都能從生活中養成一些環保的新習慣或
參與各種相關活動，慢慢地減低人類對海洋造成的污染，守護大家賴
以為生的生命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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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108 年探討金門環境與文化體驗

人數

40 人

地點

金城海濱公園

日期時間

108 年 9 月 21 日

成果內容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在活動中宣導世界清潔日的由來及意義，跟我們活
動的目的相似。我們也聽了些他們講師的演講內容，交換了一些環保
的概念。跟年紀稍長的長輩分享愛護海洋的新意識，並收穫一些鼓勵
跟支持，讓我們更有動力分享資訊給大家，讓大家一起跟我們守護珍
貴的海洋生態。當天在大家相互合作下分享了很多海洋知識，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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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金門拭餅文化傳承活動
人數
40 人
地點
金沙碧山睿友學校前廣場
日期時間 108 年 9 月 28 日
成果內容
金門的拭餅文化非常特別，幾乎可以稱為是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以
由此活動來傳承珍貴的技術，不使珍貴資源消逝。其實跟我們宣導的核
心意義是極相似的，而我們是為了守護對人類極度重要的海洋資源，不
使其繼續遭到破壞。許多生活中沒注意的細節都有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
破壞，像一般市售的洗髮精、沐浴乳，就算沒有塑膠柔珠，裡頭的化學
成分和界面活性劑也都對海洋環境有害。分享這些知識給碧山熱情的民
眾，呼籲大家一起改變，與海洋和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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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
雙十藝起來-藝文饗宴演出
稱
人數
100 人
地點
後浦十六藝文特區
日期時間
108 年 10 月 9 日
成果內容
這次的宣導活動所傳達的理念是海洋環保的概念,呼籲大家不要用塑膠
製的東西,避免丟棄塑膠垃圾進入海洋,造成生物的困擾,我覺得這種活
動非常的有意義,大家看到傳單都有說,這個議題我有看過喔,
經由我們這個發傳單與宣導的活動,讓大家能更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也能推廣海洋事務的活動使大家能夠活躍的參加,讓大家團結一心使海
洋的生態獲得最大化的保障.

82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2019 金沙鎮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
人數
約 150 人
地點
金沙鎮公所旁
日期時間
108.10.19
成果內容
這次活動的參與人數相當多，民眾也非常踴躍的跟我們索取文宣品。
減塑是需要長期堅持的事情，也可以作為是一種習慣培養。在這個凡
事都求快、求方便的世代，為了海洋我們可能需要多做一些，才能使
得資源永續長存。我們一再的跟民眾強調杯套可以重複使用，希望每
個資源都能被有效的利用。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觀察到幾乎
有八成的海龜胃裡都有垃圾。人類生活中所使用的塑膠製品只有不到
一成能夠回收再利用。這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資源不應該這樣被破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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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2019 金門坑道音樂節
人數
約 150 人
地點
城中體育館
日期時間 108.10.19
成果內容
這次活動的參與人數相當多，雖然參加音樂節的都是大人較多，但那
天同時也是國中生的桌球比賽。再發宣傳品的過程，大部分的民眾與
同學都也知道要少用塑膠袋以及吸管，而現在政府也規定超商不可主
動提供吸管，來達到減塑環保愛地球，許多的飲料店以及超商也都有
自己準備杯子較優惠的活動，來鼓勵民眾少用塑膠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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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2019 後浦搞什麼鬼-Halloween 變裝嘉年華
人數
約 100 人
地點
北鎮廟
日期時間 108.10.19
成果內容
在本次的活動中，許多人都知道現今的社會需要減塑，而許多家
長也在一旁提醒孩子們要減少塑膠的使用，小朋友們也在這次的活
動，不只是體驗萬聖節的活動，更從中學習到減塑的重要性，面對
減塑，我們不只是要多加宣傳，更要孩子們從小開始落實，才能達
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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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找回溫暖找回愛
地點
中山林網球場
日期時間
108.10.26
成果內容
這次的活動我們跟民眾宣導重複使用資源。塑膠袋在生活中不太能避
免，但我們能夠重複使用就重複使用，發揮他最大的價值。盡量隨身
攜帶水壺，不要過度依賴瓶裝水。也可以準備環保袋、環保餐具及環
保吸管，省下來的資源可以拯救我們的地球。民眾非常熱情的跟我們
分享自己環保的方式，並索取我們的文宣品。相信我們所發送出去的
文宣品一定可以被良好的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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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2019 單車的香格里拉
人數
約 150 人
地點
中山紀念林
日期時間 108.11.3
成果內容
在本次的活動中，有許多喜歡騎單車的車友來共襄盛舉這次活動，
在騎車的過程中，享受著金門的自然風光，而美好的自然風光是要
我們共同來維護的,透過減塑我們可以減少沿海的海漂垃圾，可以讓
動物不要誤食塑膠，可以以更環保的方式來減少垃圾量，而在宣傳
減塑的的觀念時也有許多人來響應；現今，減塑已是整個世界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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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秋季淨灘
人數
約 300 人
地點
金寧鄉公所
日期時間 108.11.03
（后沙出海口）
成果內容
這次淨灘活動有非常多人共襄盛舉，看著一車一車的保麗龍垃圾被運
走，真的非常感慨。沒辦法想像人類對海洋的傷害有多嚴重，同時也
很慶幸有那麼多人願意奉獻一己之力來維護海洋生態。相信這次淨灘
的成果也讓民眾認識了人造垃圾是多麼嚴重的危害。我們分發了許多
環保杯套，同時也是希望民眾可以願意透過改變一些日常習慣來更全
面的保護環境。在追求進步的同時，也不能忘記我們的生命之母，他
會長長久久的為人類提供資源，我們要一起守護他。

88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金大校慶
人數
約 200 人
地點
金門大學
日期時間 108.11.4
成果內容
這次活動的參與人數相當多，藉由這個海洋事務宣導-減塑活動，讓
更多老師與同學們知道環保愛地球的重要性，購物時自備環保袋，塑
膠袋多次使用，買飲料時使用環保飲料提袋與環保吸管，垃圾分類，
在發傳單與杯套的過程跟老師與同學們宣導重複使用，減少海洋垃
圾，達到環保愛地球，避免更多的海洋生物將塑膠當成垃圾吃進肚子
裡，造成發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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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2019 金門拭餅文化
人數
約 100 人
地點
榜林村公所
日期時間 108.11.9
成果內容
金門的春捲與台灣的有很大的不同，是由數十種材料混合而成，是一
道即將失傳的祕方，而由於作工繁瑣，這道菜餚並不常出現在餐桌
上，許多的年輕金門人也不會料理，要讓這項傳統得以傳承下去許要
你我的努力，就如同環保愛地球一樣，失去了就回不來了，在製作春
捲的過程中，大家也都有自備餐具，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膠碗筷，減少
垃圾，環保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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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鄉村市集派對
人數
約 200 人
地點
金寧鄉公所
日期時間 108.11.10
成果內容
在金寧鄉公所辦的鄉村市集，聚集了來自金門各地的小農，販售許
多商品皆是有機產品，然後許多攤位也都在倡導減塑，例如：減少
使用 DM 改採用電子版本，或是提倡使用環保袋來取代非必要的塑
膠袋；現場也有許多家長帶著家中的孩子來，當參加這個活動時，
小朋友們也能學習到減塑的重要，而家長也會提醒孩子們要減塑，
進而達成宣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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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金門海峽兩岸鐵人三項挑戰賽休閒路跑活動
人數
約 200 人
地點
金沙鎮官澳里龍鳳宮
日期時間 108.11.16
成果內容
在這次的活動中,許多參賽者不畏嚴寒的天氣來參加鐵人三項,而每
位參賽者的活力也都感染了整個會場,我們在看參賽者的同時也在
宣導減塑的重要性,因為在這個季節,會有許多的海漂垃圾順著洋流
漂來海岸,這不但會影響到海岸的生態也會讓我們的海灘變得不美
麗,所以更應該多加宣傳減塑的重要性,方能給大家一個好的環境參
與鐵人三項,在比賽時也能有美麗的風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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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大型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
親子戶外趣活動
人數
約 30 人
地點
莒光樓馬場
日期時間 108.11.17
成果內容
這次參與活動的都是小朋友與家長，小朋友享受大自然與騎馬的樂
趣，也就由這次的宣導讓環保愛地球的觀念，埋在他們的小小心靈
裡，現在的全球暖化已日下嚴重，等到他們長大後，許多沿海的城
市都已被海水淹沒，許多的動植物也面臨絕種的危機，就像現在許
多海洋生物，都是因為吃了以為是食物的塑膠袋，導致死亡，從小
就教導減塑救海洋，是為了他們的以後，環保從你我間做起。

93

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柏村國小
日期
108 年 9 月 26 日
講師
李佳發課長
人數
90 位
成果內容
在這次的活動中,講師帶著小朋友們認識金們的各個海灘,也說
明了各個海灘所具有的特色,從后湖,料羅,甚至是田墩海岸,都有向
臺下的學生們一一分享當地的生態及海岸是如何形成的,之後講師
也向學生介紹到金門海岸的生態,除了水中生物外,也介紹了許多種
候鳥,讓學生了解海洋生態保育之重要性，沒有妥善的保育家鄉的海
洋，所存有的生態將一一消失不見，在這場演講中,學生們真的獲益
良多，增進了不少有關海洋生態保育之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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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何浦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4 日
講師 黎錦超技士
人數
65 位
成果內容
在本次的校園演講活動當中，講師透過生動活潑的互動與小朋
友們講解海洋是對人類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境，保護海洋是我們共同
的任務，也說明了在世界海洋日當天在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舉辦與
海洋環境保育的相關活動。演講當中講師介紹了許多種不同的海洋
魚類，讓同學們大開眼界並對金門周遭的海域生態至廣闊無際的海
洋有著更深入的了解與獲取更多的海洋保育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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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賢庵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4 日
講師
黎錦超技士
人數
40 位
成果內容
藉由講師與小朋友間輕鬆自然的互動，透過簡單易懂的講解讓
學生們發揮想像力，一起思考如何保護我們的海洋，另透過講師的
簡報中了解了魚與海洋對於我們人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對海洋的
形成、海洋的結構、世界海洋日都有近一步的瞭解，看到小朋友們
對替代能源的開發方式非常有興趣，對於學生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令人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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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中正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5 日
講師
吳一德老師
人數
55 位
成果內容
在本次的演講中,講師所講是環保及永續對海洋的重要性,隨著
人類的發展,我們對環保意識的抬頭,也漸漸成為全球所要發展的重
要事項,演講過程中講師分享了要如何保護我們的海洋及讓學生知
道海洋保育的重要性。在本次演講中,學生也與講師互動熱烈,學生
對於海洋議題有極大的興趣與想法,在本次演講中學生真的是獲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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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寧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8 日
講師
林本源老師
人數
25 位
成果內容
世界上有許多人生活在海附近，而且還有高達 5600 萬的人從事
養殖業和漁業，海洋裡有豐富的水產提供人們使用，所以如果沒有
了海洋，我們就會失去許多賴以為生的工具、食物，所以保護海洋
迫在眉睫，不可疏忽。在這場演講中獲取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相關
知識，可以說是收穫滿滿的一場演講，而且參加這次演講的小朋友
都非常踴躍回答老師的問題，對於海洋之事也很熱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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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古城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8 日
講師
林本源老師
人數
90 位
成果內容
今天來到古城國小，此學校非常注重海洋保育之相關資訊與知
識，金門是四面環海的島嶼，講師透過淺顯易懂的演講方式，讓學
生獲取更多知識。另參加此次演講的小學生可說是非常認真與踴躍
的發表意見，在這次演講中可以得知許多以前所不知的相關事務，
例如 6 月 8 號世界海洋日在這一天各國都有對於這個節日辦理些活
動，像是馬來西亞的海洋藝術等，可說是增加了不少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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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述美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9 日
講師
成勇生技工
人數
100 位
成果內容
這次宣導演講活動來到述美國小，較為特殊的是，今天也是學
校的親職教育日，所以現場有一到六年級的小朋友約七十位及家長
三十位。
本次的講師是水試所的成勇生技工，講師前半段帶著述美國小的小
朋友們一起認識海洋的結構及分佈，再來進一步討論到現今金門海
岸所遇到的問題，最後也分享了保育海洋動物的相關知識，其中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在水試所有隻龜殼受損的海龜需要照料，過
幾天卻發現這隻海龜多了一條尾巴，才發現海龜是誤食了塑膠線無
法消化造成的，同時呼籲在座小朋友少用塑膠產品，共同保育海洋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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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古寧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22 日
講師
成勇生技工 人數
30 位
成果內容
在我們小時候所知道的海洋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隨著科
技的進步，各國捕魚技術越來越好，魚穫因此也越來越少，近一二
十年來，因海洋的改變，海洋生物種類越來越少，數量也急遽驟降，
外加人們利用消波塊阻止海浪侵蝕，兩棲動物也隨之受到波及。而
人們越進步，垃圾也越多，在海洋中有許多動物是吃浮游生物生存
的，但牠們會把垃圾當做之吃掉，若人們再持續把垃圾丟進海中，
日後海中的垃圾會多於海洋生物，這就是為何我們要懂得保護愛惜
家鄉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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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古城國小
日期
108 年 10 月 23 日
講師
莊西進老師 人數
40 人
成果內容
此次演講非常有趣，藉由老師與學生的互動方式，帶領學生瞭
解海洋生態保育之相關知識，學生們的反應也都非常熱烈，老師帶
著學生認識海洋，也帶領學生認識鱟等相關生物，海洋對於我們來
說真的非常重要，海洋孕育了許多生命，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珍惜
愛護海洋，保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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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沙國中

日期

108 年 10 月 23 日

講師

吳一德老師

人數

77 位

成果內容
講師透過一首歌的身體運動來當作演講開場的暖身，在演講當
中說明了海洋擁有許多的資源，希望同學們能好好的保護海洋、認
識海洋，另外並介紹了金門附近的海中生物，也播放了在綠島浮潛
的影片，透過影片來認識海中美麗的世界，在有獎徵答活動中同學
們也非常踴躍的舉手回答，這次演講同學們可謂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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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湖國中
日期
108 年 10 月 23 日
講師
高瑞新老師
人數
50 位
成果內容
在本場的演講中,我們談論了許多有關海洋事務,其中本次演講
也特別提到了沿海的犯罪問題,因為時常會有非法的人口販運，越界
捕撈以及盜採砂石等等,而這方面也跟我們的海洋有極大的關係，我
們臺灣的海洋生物極為豐富,有許多種類的生物都在臺灣棲息,也說
明了海洋孕育出了許多的生物,而我們也因海洋獲得了許多資源與
經濟利益,但如何保育以及永續發展已成為現今不可忽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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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城國中
日期
108 年 10 月 29 日
講師
李佳發課長 人數
50 位
成果內容
今天的演講講師藉由幽默風趣的方式來表現,與學生們互動,使
得現場的氣氛非常熱絡,在演講結束後的有獎問答中講師也問了許
多有關於金門保育類及海洋保育的相關問題,讓學生們增加了許多
有關海洋生態保育的相關知識，可說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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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多年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7 日
講師
馬祥祐老師 人數
75 人
成果內容
今天講師透過生動有趣的演講方式，讓小朋友們對於海洋生態
保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藉由這次的演講，宣導台灣各地愛護海
洋與跟海洋有關的活動，像是花蓮的黑潮基金會舉辦的賞鯨活動，
以及金門每年 4 月所舉辦的石蚵小麥文化季，鼓勵小朋友都可以多
多參與。我們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金門更是離不開海洋，全世
界的人也都離不開海洋，所以我們要更加珍惜海洋給予我們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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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寧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11
講師
成勇生技工 人數
30 位
成果內容
在演講過程中讓國小孩童認知到海洋的重要性，也特別解說金
門周遭海域的情況，以及海洋資源的重要性，與海洋汙染物對海洋
環境的衝擊等等海洋議題。在演講中不難發現國小孩童對於海洋議
題其實已有基礎的認知了，但對於海洋汙染物的現況與嚴重程度似
乎就沒那麼瞭解，可能是還未真實的看見受汙染的環境，也可能是
家長較不常讓小孩接觸海洋，導致孩童的認知僅止於課堂或宣導
上，這是我們未來可以嘗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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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開瑄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13 日
講師
卓正中老師 人數
124 位
成果內容
利用海葵觀察塑膠微粒在生物體內累積的情形，若塑膠微粒為
5mm，在攝入體內 2 個小時後就會被排出體外。若誤食更小的塑膠微
粒，則會累積在體內，散佈於觸手，中央體腔和底盤等各處。而最終
這些誤食了塑膠微粒的生物們隨著食物鏈的傳遞，最終還是會使人類
自食惡果。所以我們要重複利用、拒絕塑膠產物，當個不塑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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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正義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15 日
講師
李佳發老師 人數
25 位
成果內容
在這場演講中我們提到了過度捕撈的問題,在現今因為我們的
習慣問題，間接影響了整個海洋的生物鏈,且有許多魚類也快瀕臨絕
種,例如:黑鮪魚,豆腐鯊等，於是我們現在也在規範許多漁船禁止捕
撈這些魚,以避免它們絕種。此外在演講中也提到了許多高度洄游的
魚類,而此次演講也帶學生們認識金門周遭海域生態,並說明了金門
附近海域的重要性,讓學生們更加認識自己家鄉的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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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湖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19 日
講師
陳世章技士 人數
26 位
成果內容
在本次的演講中,講師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提醒學生們要減少
使用塑膠製品,因為塑膠製品不易分解且容易使動物誤食而導致死
亡,所以我們應落實減塑，例如各大行業均不提供塑膠吸管、塑膠袋
等,或是使用環保袋、保鮮盒來盛裝食品可享折扣，在現代這個追求
環境保育的時代,我們應確切落實這些措施才能愛護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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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寧國中
日期
108 年 11 月 20 日
講師
高瑞新老師
人數
60 位
成果內容
此次宣導演講講師介紹了 2019 年世界海洋日與海洋間的關係
以及說明金夏海域的海標垃圾，如何減少一次性塑膠垃圾的產生是
值得探討的。另外在食物鏈的循環下，從小魚、中魚、大魚到人類，
重金屬及各種的污染最後都會被人類吞下，所以維護海洋環境是我
們必須要共同努力一起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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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安瀾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21 日

講師
成勇生技工 人數
52 位
成果內容
在本場的演講中,我們談論到了海漂垃圾的問題,在現今隨著
人口增加，產生的垃圾也隨之增加,然而,在沒作好垃圾分類的情況
下,我們有許多垃圾就漂流到了海上,順著洋流,最後飄到了島上｡
這樣不但會危害到海岸周遭的生物,也會對岸邊產生破壞,所以我
們應落實垃圾分類,嚴抓非法傾到的不肖業者,為海洋盡一份力，如
此才能使我們有美麗的海洋及豐富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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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教育宣導校園演講活動成果表單
學校
金鼎國小
日期
108 年 11 月 22 日
講師
陳世章技士
人數
46 位
成果內容
今天講師透過生動活潑的演講內容增加學生們對於海洋保育的
認識，還讓學生們認識了許多平常不會注意到的環保觀念，相信都能
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也一定會努力的實踐。有獎徵答時，小朋友們
也都踴躍舉手發表意見，回答自己平時是如何做環保達到愛護地球，
像是少用塑膠、自備飲料提袋、不使用塑膠吸管，而透過這次的演講
也讓他們知道除了少用塑膠製品，在挑選清潔用品時，也要挑選不含
塑膠微粒的商品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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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微電影活動簡章
2019「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活動辦法及簡章
一、活動目的
為深入瞭解海洋資源維護與保育觀念，特舉辦 2019「海洋環
保」微電影大賽，公開徵求廣大創意好手，利用手邊各種容易取
得的拍攝工具(DV、數位相機、手機等)，將創意想法或具教育性
質的劇情拍攝成影像參加比賽。
二、主辦單位：行政院海洋事務委員會、金門縣政府
承辦單位：國立金門大學海洋事務中心、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三、參賽資格： 凡具中華民國國籍人士,或領有居留證之外籍人士,可
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報名參加,誠摯歡迎您踴躍參加。
四、活動時程：(如有異動，以本校公告為主)
活動內容
時程
微電影報名資料
即日起延長至 108 年 11 月 14 日止
及作品繳交期限
微電影專家評審期
108 年 11 月 15 日
程
預計於 108 年 11 月 18 日，公布於國立金門大學
校網首頁及 Facebook「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事務中
得獎名單公布
心」粉絲專頁，獲獎者將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
領獎事宜。
五、作品規格
(一) ()影片類型：不限(劇情片、紀錄片、動畫片等皆可)。
(二) ()影片長度：2-7 分鐘(含片頭及片尾)。
(三) ()影片形式：動畫或真人拍攝等拍攝手法不拘。不限拍攝影音器材，
平版電腦、手機、相機、攝影錄影機器材均可(惟以 HD、Digital Betacam
等為佳)。
(四) ()創作主題：以臺灣及金門地區海洋環境維護為題材，融入海洋政策。
(五) 影片格式： 1920*1080 像素以上規格之 MPEG4、MOV、AVI、WMV 檔案
格式，並燒製成光碟。可在一般個人電腦上進行撥放。
(六) ()音樂素材:
1. 自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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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用以「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 creativecommons.org.tw)」授
權之音樂,並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下載使用。
3. 其它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
(七) ()對白或旁白：需附正體中文字幕，配音旁白不限。
六、競賽獎金
(一)金獎 1 名：獎狀乙紙、獎金新台幣 15,000 元。
(二)銀獎 1 名：獎狀乙紙、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
(三)銅獎 1 名：獎狀乙紙、獎金新台幣 5,000 元。
*視作品成熟度，主辦單位保留獎項可從缺或調整之權利。
※相關獎金須依照各類所得免稅/應稅暨扣繳額度辦理扣繳作業。
七、評分標準與項目
聘請專業審查委員至少 5 位進行評選，將針對劇情適切性(切
題性)、表現手法(創意性)、視覺設計、剪輯配樂技巧(後製)等層
面進行審查。
評分標準

百分比重

針對劇情適切性(切題性)
 1.海洋環保宣導(20%)
 2.場景展現(10%)
 3.劇情配置合理性(15%)

45%

表現手法(創意性)

25%

視覺設計

20%

剪輯配樂技巧(後製)

10%

八、報名須知
(一)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14 日止,並於時間內親送或掛號(以郵戳
為憑)將報名相關表單及作品送達收件地點。
(二)報名需具備之表件
1.報 名 表 暨 授 權 同 意 書 (附 表 一 )
2.參 賽 作 品 介 紹 (附 表 二 )
3.個 人 資 料 提 供 同 意 書 (附 表 三 )
4.肖 像 授 權 同 意 書 (附 表 四 )
5.作 品 (DVD 光 碟 一 式 6 份 或 上 傳 Youtube 網 址 連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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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繳交：
請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前繳交微電影報名表件及作品(DVD 光碟一式 6
份或 上 傳 Youtube 網 址 連 結 )。
上述資料請於規定期限前送至【地址：892 金門縣金寧鄉大學路
1 號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事務中心，收件者：2019「海洋環保」微
電影大賽收】，親自送件者，請至本校收發室加蓋收件章，逾時不
候。
(四)作品規格請詳閱「五、作品規格」
。
九、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不限個人或團體組隊報名。每組參賽者不限報名作品件
數，但每件作品須單獨繳交相關報名資料，若以團體報名者，請提供
一名聯絡人，作為日後聯繫及獎金核發窗口。
(二)若為團隊參賽，團隊所有人員皆須簽署「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附
件三)，並於報名時檢附親筆簽名之正本資料。若資料不齊或未能準時
提交，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
(三)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審查權，若不符合本比賽之規定，經查證
屬實，得取消參賽者得獎資格。
(四)參賽者參賽作品及所使用之素材須為原創、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
賽或展出、未曾公開發表、未曾出版或商品化，以及未曾有任何相關
授權行為，且不得有抄襲、翻譯、改作、侵害智慧財產權等違法侵權
情形。
(五)主辦單位如接獲檢舉參賽作品有著作權爭議，或有侵害智慧財產
權之情形，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資格，有關引發之爭議則由參賽者
自行負法律及賠償責任。
(六)參賽作品應避免畫質不清且不得使用有侵權之嫌圖像、音樂，並
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內容禁止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
擊或其他不雅之作品，禁止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
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
(七)如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等技術或不可歸責主辦單位因素，而
使參賽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毀損等無法辨識
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或求償。
(八)本活動獎項以主辦單位公告為準，如遇不可抗力事由導致獎項內
容變更，主辦單位有權變更獎項內容，改由等值商品取代，得獎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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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要求兌現或轉換其他商品。
(九)所有參賽者應提供作品之原始製作檔案並填寫授權同意書與個人
資料提供同意書，若參賽者無法於主辦單位要求期限內提供原始製作
檔，或未填寫與寄送授權同意書與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則視為未完
成報名，取消參賽資格。
(十)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於公布得獎、
入圍或給予獎品(金)後即移轉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
時間、次數、方式使用作品，或授權第三人使用。同時主辦單位得改
作、重製或編輯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人所有之一切權利於
相關行銷等。如參賽者未滿 20 歲，則須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智慧財產
權讓渡同意書，同意主辦單位將作品內容應用或重製於相關宣傳物。
(十一)獲獎者，應依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繳稅。
(十二)相關辦法若有異動以官方網站上公告為準，主辦單位保有隨
時更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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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暨授權同意書

【附表一】

作品編號

參賽者請勿填寫

自訂影片名稱

25 字內

團隊名稱
Youtube 網址連
結
主要聯絡人

第
一
位

(若為團隊參賽，請填寫一人為聯絡代表)

姓名

就讀學校
校名

科系

手機號碼

第
二
位
參
賽
者

姓名

E-mail
就讀學校
校名

科系

手機號碼

第
三
位

姓名

E-mail
就讀學校
校名

科系

手機號碼

第
四
位

姓名

E-mail
就讀學校
校名

科系

手機號碼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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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位

就讀學校

姓名

校名

科系

手機號碼

E-mail

(每隊最多 5 人)
姓名

手機

E-mail

拍
攝
人
物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請務必填寫並檢附拍攝人物個人資料同意書親筆簽名正本(附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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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同
意
書

本代表人已詳閱【2019「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活動辦法，
並同意遵守報名之各項規定。
1. 本代表人保證本人(團隊)提供之作品確係本人(團隊)之創作，
且本授權同意書資料與繳交作品填寫之基本資料相同且正確無
誤，如有違反或失誤，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遵守審查結果，
絕無異議。
2. 所有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於公布得獎、入圍或給予獎品(金)
後，同意全部內容授權主辦單位所有，作無期限、地域、方式、
性質、次數之利用及典藏，並得授權業務相關機關，同時主辦
單位得改作、重製或編輯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人所
有之一切權利於相關行銷等；主辦單位將不再另退還作品。
3. 作者（機關）聲明對上述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得為此授權。
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及其他權利。
4.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作者（機關）對上述授權之著作
仍擁有著作權。
5. 作者同意國立金門大學基於前述授權之著作利用與發行等行政
業務之特定目的蒐集下列之本人的個人資料，供國立金門大學
與再授權第三人，不限期在我國境內使用。國立金門大學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國立金門大學相關法規於此業務
範圍內進行處理及利用。同時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個人資
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授權書個人資料利用情形或法律規定
外，應先徵得作者本人同意方得為之。本人就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
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
除等權利。
6. 如參賽者未滿 20 歲，則須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智慧財產權讓渡
同意書，同意將作品內容應用或重製於相關宣傳物。
所有參賽者親簽：

法定代理人親簽： (未滿 20 歲參賽者)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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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作品介紹

【附表二】

個
人
或
團
隊
介
紹

(250 字內)

故
事
大
綱

(250 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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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人資料同意書
【附表三】
(團 隊 報 名 者 ， 全 組 都 需 簽 署 此 同 意 書 )
辦理 2019「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報名、出版、網路刊登等文宣行銷
之用，本人茲同意下列相關事項：
本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含姓名、身分證字號、出身年月日、住址等）
供國立金門大學。並已告知下列事項：
一、機關名稱：國立金門大學
二、蒐集之目的：辦理2019「海洋環保」微電影大賽報名、出版、網
路刊登照片人物姓名等文宣行銷使用。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提供申請者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
地址、電話、身分證影本與其相關申請者姓名、身分證號碼等。
四、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國立金門大學行使之
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同意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已詳閱理解上述影響本人權益之情形）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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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授權同意書
【附表四】
(若 被 拍 攝 者 不 只 一 人 ， 每 人 皆 需 填 寫 此 同 意 書 )
本人
（影像內人物，以下簡稱為甲方）同意予
(旨拍攝者(公司/團隊)，以下簡稱乙方)進行拍攝活動，並簽屬表示接
受本同意書之內容。簽署了本同意書，即表示雙方願意接受下列所有
條款與規範：
一、甲方同意授權由乙方使用其個人宣傳資料及肖像(包含照片及動態
影像，以下簡稱肖像)以非獨佔性(non-exclusive)、適用範圍遍
及全世界(worldwide)、免版稅(royalty-free)的方式授權乙方從
事以下行為：
(一)乙方得以各種管道或印刷方式呈現授權內容之全部或部分並可公
開發表或參與競賽，及擁有著作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且可無
須再通知或經由甲方同意，但於公開發表時必須尊重甲方個人形象，
不得發表於非正當管道(例如情色書刊或網站、交友網站或違反社會風
俗之貼圖網站等)，如有此情況發生甲方得以立即終止乙方使用其肖像
權，並要求乙方賠償其個人形象損失。
(二)雙方同意單獨使用授權肖像來展示及宣傳雙方的服務項目(如參
與公開競賽等)。乙方並保有視覺設計之著作權利與擁有和設計相關合
作單位(如彩粧、服裝、建築設計、廣告文宣、經紀公司、比賽主辦單
位等)之拍攝、活動、文宣事宜中以互助共惠效益之使用與編修。
(三)如乙方所提供之創作備份於甲方，甲方使用時也應尊重乙方創作
權，公開發表時須註明原創者資料，不得侵犯智慧財產權(例如：讓觀
賞者誤以為是他人作品)。
二、乙方需保密甲方非個人宣傳之私密資料(例如：電話、地址、身分
證字號等)，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外流給合作廠商、參加活動之
網站會員、義務工作人員及非乙方正式雇用人員等。
三、甲方需保密乙方拍攝內容、拍攝模式、規劃內容及作業流程，未
經乙方同意不得外流。如因商業需要，乙方可要求甲方不得將指
定照片公開發表於相簿或部落格。
四、凡因本同意書所生之爭議，簽約雙方同意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商業
慣例，本誠信原則協議解決之；如有訴訟之必要時，立同意書人
同意以乙方所在之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法院。
五、所有和本同意書相關的通知、聲明、要求及通信都必須以書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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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旦簽署後即立刻生效，並表示雙方對於本同意書內容的同
意。
六、本同意書共計兩頁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持乙份保留，本同意
書內容只能在具有雙方簽署同意的書面文件下才能改變內容。
立同意書人雙方簽名並同意本同意書以上規定並會遵守之：
甲方：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統一證號)
行動電話：
地 址 ：

簽 署 日 期：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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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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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 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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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
壹、計畫概要
本計畫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珍惜海洋
的各項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資源，涵養學生
與海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兼具親海、愛海、知海的海洋素養及
熱愛海洋的思想情感。因此，將以校園演講和各場域活動的方式，來
達到宣傳的成效。
一、文宣品設計、製作和海洋觀光地圖繪製
透過製作環保袋、環保杯及繪製海洋觀光地圖，讓參與活動的學
生更加了解海洋觀光以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更強化本計畫執
行的教育效果。
二、校園演講
為讓學生深入瞭解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推動與發展，舉辦了有關
海洋觀光遊憩之演講。本活動於 9 月開始進行第一場演講，陸續也舉
辦了共 15 場演講以宣傳推動海洋觀光遊憩產業發展之下也要兼顧海洋
環保的重要性。
三、海洋觀光社區遊程、水域運動遊憩活動
為推動海洋教育的宣導，提升學生對海洋教育內涵的認識，舉辦
海洋觀光社區遊程及水域運動遊憩活動，進而達到落實全民海洋教
育，提升學生對海洋教育內涵的認識。
四、海洋導遊解說訓練
有關海洋導遊解說訓練共舉辦 4 場，共 20 小時，執行期間為 10
月 4 日至 11 月 30 日，藉由專業導遊活潑的訓練方式，加深學生們對
於海洋解說的相關知識，以有效達到海洋教育宣導之目標。
貳、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分配
(千元)

1.鐘點費

90

2.講義費

25

備註
演講與戶外教學講師費。
2,000 元＊45 時=90,000 元
印製講義、課程所需教材。
100 元＊250 份=2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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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旅費

經費分配
(千元)
48

4.承租車船費

108

5.國外(含大陸
地區)差旅費

30

工作項目

6.海報文宣費

48

7. 誤餐(便當)
及茶水費

48

8.工讀費

87

9.協同主持人費

30

10.行政助理費

35

11.雜支
35.28
12.行政管理費
(由配合款支付)

64.92

經費合計

649.2

備註
計畫所需交通及住宿費用。(實報實銷)
赴大膽島與金廈水域等地區遊憩教育旅遊
交通費:大膽島遊程套票(包括往返交通船
票及保險等)
非金門籍 1,500 元/人次，金門籍 750 元/
人次
遊覽車 6000 元/輛次
洽公、考察所需，檢據核實報銷。
海報及宣傳品宣傳單印製
海報影印 12000 元，宣傳品 180 元*200 份
=36000 元
講座及戶外工作人員。
註:辦活動茶水點心費 2000 元*6 次=12000
元，餐費 80 元*450 人次=36000 元
依勞動部最低時薪支用。
150 元＊580 時=87,000 元
6,000 元＊5 月＊1 人=30,000 元
行政助理協助處理活動事宜費用。
註:3,500 元＊2 人＊5 月=35,000 元
以業務費 6％為限，文具、紙張、資訊耗材、
郵資、報章書籍雜誌、保險及誤餐費等前
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含二代健保。
為總經費的 10％計。(本計畫將委託得標單
位進行各項支出之稽核工作，故需提列行
政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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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1.文宣品設計、製作和海洋觀光地圖繪製：
本活動製作環保袋、環保杯及繪製海洋觀光地圖各 200 份，讓
參與活動的學生更加了解海洋觀光以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重
要，更強化本計畫執行的教育效果。
2.校園演講：
 第一場演講
題目：台灣海洋休閒觀光產業發展之觀察
講師：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聲威 教授
時間：09/26(四)10:10~12:00
內容：講述有關海洋生態觀光、海洋運動觀光、郵輪觀
光、遊艇休閒、休閒漁業，像是賞鯨豚、賞綠蠵龜、賞黑
面琵鷺這些都是台灣重要的生態觀光資源。當注重發展觀
光的同時也要留意海洋生態的保護，海洋休閒產業應為「藍
色經濟」的尖兵，藍色經濟又為「永續的海洋經濟」。
 第二場演講
題目：海洋觀光永續發展
講師：國立聯合大學 張良漢 教授
時間：09/26(四)13:30~15:20
內容：講述海洋觀光的永續發展以澎湖為例，漁業與觀
光產業是澎湖的兩大經濟命脈，傳統捕撈漁業的漁獲包括
土魠、笛鯛、石斑、小管、臭肉、蝦類及蟹類，傳統潮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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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漁業的漁獲則以螺、貝、藻類及小型魚、蝦、蟹類為主，
澎湖是台灣箱網養殖的重鎮，海洋資源極為豐富，遊憩方
面也以海洋為重，發展海洋觀光的同時也得友善環境，這
樣這美麗的小島才能在這海洋中繼續發光。
 第三場演講
題目：金廈共同發展海洋觀光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吳一德 教授
時間：09/30(一)13:30~15:20
內容：講述海洋資源與環境既是沿海經濟與社會發展的
動力因素，又是其制約條件，金門作為一個島嶼，擁有的
陸地可生存空間十分有限，而海域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
重要資源，由於金廈海域在金門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具有的
重要策略地位，加強金廈海域的保護和管理，對促進海洋
經濟永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第四場演講
題目：體驗漁業驅動地方創生
講師：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 何立德 秘書長
時間：10/07(一)13:30~15:30
內容：講述在大環境下的傳統產業之何去何從及支持漁
業為本的產地小旅行和體驗經濟新思路與應用。台灣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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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村發展像是人口老化，年輕人口外流。工作辛苦、所得
偏低，缺乏後繼者投入者。推動以「漁業」為本之體驗活
動設計指標導入休閒漁業之旅遊，漁技漁法，凸顯漁民專
業職人之身分、漁業文化，導覽台灣在地之漁村故事、海
洋教育，宣導永續海洋與漁業之理念、在地食材則是推廣｢
直接跟漁民買」的觀念。
 第五場演講
題目：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的新思維
講師：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國桓 教授
時間：10/14(一)13:30~15:20
內容：講述水域安全教育及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要向
誰申請，當從事水域活動時不僅僅是看到有水域的地方便
可自行下水遊玩，必須向相關單位做出申請，等待相關單
位做出各項評估等才可從事水域活動，在水域活動的同時
也必須小心自身的安全。水域安全教育的目的是建構游泳
池與開放性水域連結平台，指導具泳池游泳能力之學生在
開放性水域能進行自救、基本救生技能；及了解自身能力，
以減少學童貿然進入河、海、埤、湖、潭而發生溺水情事；
同時宣導環保、愛海觀念，維護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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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場演講
題目：台灣發展海洋觀光與休閒漁業之策略探討
講師：國立海洋大學 歐慶賢 教授
時間：10/17(四)13:30~15:20
內容：海洋是維繫地球生命的關鍵，海洋為人類福祉和
繁榮做出大量貢獻，像是生產糧食、交通運輸、創造就業、
調節溫度、碳匯、養分循環、棲地和生物多樣性、觀光、
能源等。而人類對海洋的回報則是過度捕撈、氣候變遷和
海洋酸化、增加污染、不永續的海岸帶發展、生物多樣性
降低、物種減少、棲地破壞、生態功能喪失等之不利影響，
使海洋處於被永久破壞的風險。因此在發展海洋觀光與休
閒漁業時也要時刻記得海洋的環保及永續發展。
 第七場演講
題目：金門海洋生態的守護者紅樹林導覽
講師：金門林務所 陳西村 先生
時間：10/28(一)13:30~15:20
內容：紅樹林特殊的形態特性，不僅可以攔截泥沙擴大
灘地，也可保護海灣不受颶風大浪直接襲擊，有極佳的保
安護岸功能。紅樹林濕地早期被誤為蚊蚋叢生的瘴癘的地
方，因此不被大家所珍惜，反而盡其可能地開發利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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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墾、公共建設及房屋建築等活動而消失。近幾年各國漸
漸注意到紅樹林在生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對於紅
樹林價值觀逐漸改變，環保意識的高漲使得紅樹林的保育
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第八場演講
題目：金門推動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芻議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林本源 教授
時間：11/05(二)13:30~15:20
內容：運動休閒產業產值在我國具有重要產業地位，若
開發海域運動產業，將大幅提高產值比重。當海域產業開
始啟動之際，周邊相關產業也會因應而生，形成共生產業
架構。但也因為產業的發展會破壞掉原有的生態，因此希
望人類與自然界互動關係，將人類對於環境態度、作為與
價值觀，由生態保育擴展到者個社會與政治制度，對於科
技與經濟發展由絕對信賴改變為有條件接受。由人類中心
利我的想法轉為欣賞自然，接受萬物存在價值。
 第九場演講
題目：金門的沿岸生態介紹-以建功嶼海岸為例
講師：金門水試所 李家發 課長
時間：11/11(一)13:3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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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民國 86 年 10 月，國軍實施「精實專案」，建功
嶼駐軍撤守，從此荒廢，直到民國 91 年金門縣政府才著手
朝觀光遊憩方向規劃、開放，成為體驗戰地金門最特殊的
一座孤島堡壘景點。每當潮水退去，海上的石板道便會「浮
現」
，由於周圍都是泥沼淺灘，提供了溼地生物生活的絕佳
環境，石板道旁的石柱成為天然的「蚵柱」
，泥灘上盡是蝦
蟹、彈塗魚的蹤跡，冬季時則成為候鳥最愛來的覓食區，
鷸鴴科水鳥如青足鷸、赤足鷸、紅頸濱鷸、黑腹濱鷸、大
杓鷸、金斑鴴、灰斑鴴、高蹺鴴，都是這裡的常客，天空
上不時還可看見魚應、紅隼之類的猛禽翱翔巡航，登島步
道雖不長，卻可以走很久。
 第十場演講
題目：海洋生態觀光之發展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教授
時間：11/18(一) 10:00~12:00
內容：生態旅遊必須以生態環境的永續利用為出發點，
並同時注重生態環境倫理、當地居民文化與利益回饋、環
境教育意義和適切的管理模式與控制的一種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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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場演講
題目：海洋休閒漁業觀光的轉變與願景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教授
時間：11/18(一) 13:30~15:30
內容：海洋是人類提供生存空間、食品、礦物、能源及
水資源等方面重要作用，而海洋能源也將扮演重要角色。
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的歷史有數千年之久。在不斷開發利用
海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海洋漁業、海鹽業及海洋運輸
業等。海洋觀光休閒產業的基盤，在於健康、安全和生態
豐富的海洋環境。因此，要確保海洋觀光休閒產業的永續
發展，必須尋求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共生。
 第十二場演講
題目：海洋觀光與運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蔡宗憲 教授
時間：11/19(二) 10:00~12:00
內容：金門如何創造具獨特性之優勢? 市場區隔之理解
與市場定位、觀光目的地選擇的效用、外在環境改變的趨
勢、觀光資源的掌握與使用、自己的努力與競爭對手的努
運輸方式與系統的改變都將對金門的定位與發展產生顯著
變化! 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貨暢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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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場演講
題目：海洋觀光飲食文化
講師：國立金門大學 陳錦玉 教授
時間：11/21(四) 10:00~12:00
內容：海洋魚類是人類最重要的蛋白質來源之一，基於
老饕的危機感，一探盤中飧與環保之關連從老家加拿大新
斯科細亞省出發，走訪北美、歐陸、印度、中國與日本十
個地方，深入追究海鮮供應鏈的源頭發現失控的汙染現
象、迴避規範的捕魚行為，還有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都
影響盤中的海鮮該怎麼吃、怎麼買，才不會一再引發海洋
浩劫？透過挑選海鮮，確保健康以及影響漁業、養殖活動，
保護海洋環境如奉行「底食原則」
，不吃食物鏈頂層魚類除
了慢活、慢食，人類還得要「慢漁」才行。
 第十四場演講
題目：台灣海洋休閒漁業
講師：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翁進平 校長
時間：11/25 (一) 13:30~15:30
內容：利用漁業、自然生態及人文及地理景觀等資源結
合漁業生產、漁業經營活動、漁村文化及地方特色之休閒
活動，增進對漁業產業之認知及漁村生活之體驗所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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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經營事業。
 第十五場演講
題目：台灣海洋運動觀光產業發展
講師：國立聯合大學 張良漢 教授
時間：11/25 (一) 15:30~17:20
內容：運動觀光意涵是強調民眾參與觀光旅遊時將，運
動參與(如，打高爾夫球)或觀賞賽會(如，觀賞奧運)，列
為遊程的一部分，或參訪運動古蹟、運動博物館等。運動
觀光是很重要的像是，國家或地方帶來正面的經濟效益、
運動觀光對目的地的發展具正面影響、透過活動或賽會之
辦理提升國家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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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為止共舉辦 15 場演講活動，
各場次分別如下表：
場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期/時間

演講題目

講師

9 月 26 日(星期四)

台灣海洋休閒觀光產業
發展之觀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黃聲威 教授

海洋觀光永續發展

國立聯合大學
張良漢 教授

金廈共同發展海洋觀光

國立金門大學
吳一德 教授

體驗漁業驅動地方創生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
何立德 秘書長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的新思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丁國桓 教授

台灣發展海洋觀光與休閒漁業之
策略探討

國立海洋大學
歐慶賢 教授

金門海洋生態的守護者
紅樹林導覽

金門林務所
陳西村 先生

金門推動海洋觀光遊憩
產業之芻議

國立金門大學
林本源 教授

金門的沿岸生態介紹以建功嶼海岸為例

金門水試所
李家發 課長

海洋生態觀光之發展

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教授

10:10~12:00

9 月 26 日(星期四)
13:30~15:30

9 月 30 日(星期一)
13:30~15:30

10 月 7 日(星期一)
13:30~15:30

10 月 14 日(星期一)
13:30~15:30

10 月 17 日(星期四)
13:30~15:30

10 月 28 日(星期一)
13:30~15:30

11 月 05 日(星期二)
13:30~15:30

11 月 11 日(星期一)
13:30~15:30

11 月 18 日(星期一)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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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1

12

13

14

15

日期/時間
11 月 18 日(星期一)
13:30~15:30

11 月 19 日(星期二)
10:00~12:00

11 月 21 日(星期四)
10:00~12:00

11 月 25 日(星期一)
13:30~15:30

11 月 25 日(星期一)
15:30~17:20

演講題目

講師

海洋休閒漁業觀光的轉變與願景

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教授

海洋觀光與運

國立金門大學
蔡宗憲 教授

海洋觀光飲食文化

國立金門大學
陳錦玉 教授

台灣海洋休閒漁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翁進平 校長

台灣海洋運動觀光產業發展

國立聯合大學
張良漢 教授

3.海洋觀光社區遊程、水域運動遊憩活動：
(1)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一梯次活動流程
宗旨：希望藉由此活動提升對大膽島的認識以及探索戰地秘境。
時間
內容
地點
備註
09:30
報到
圓樓
09:40-09:50
集合及上車
圓樓
09:50-10:10
出發至水頭碼頭
遊覽車
車程 20 分鐘
搭乘船班前往九宮碼
10:30
水頭碼頭
搭乘 10 分鐘
頭
需 30 分鐘前報
11:00
九宮碼頭報到
九宮碼頭
到
搭乘 25 分鐘
11:30
搭船前往大膽島
九宮碼頭
12:00

旅客服務中心影片觀
賞
及內部設施介紹說明
播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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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服務中
心

時間

內容
明威公園
茜露墓園
搭乘電瓶車
神雞墓
北安寺
心戰牆
大二膽戰役紀念碑
用餐
搭乘電瓶車
中 01 據點
南 13 據點
購物

16:00
16:30
16:40

搭船返回九宮碼頭
搭船返回水頭碼頭
搭乘遊覽車返回學校

地點

備註

生明路

神泉茶坊
生明路

旅客服務中
心
大膽碼頭
九宮碼頭
水頭碼頭

搭乘 25 分鐘
搭乘 10 分鐘
搭乘 20 分鐘

(2)海邊戰地教育實習活動流程
宗旨： 此活動係由行政院海洋委員會、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大學觀光管
理學系所主辦。活動目的在於使學生了解並體驗於戰備時期時，軍民
的辛勞及戰地時期的搶灘，以上皆讓同學們透過遊戲的方式來體驗，
當然除了玩遊戲以外，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讓同學能對海洋資源有一份
負責的心，因此還設置了淨灘的關卡，使同學能對海洋環保的部分有
更深層的認識及體悟。
時間

內容

1230-1300

報到

1300-1320

主持人開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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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備註

1330-1420

排列組合

其間隔 10 分鐘為懲罰時間

1430-1520

海邊馬拉松

其間隔 10 分鐘為懲罰時間

1530-1620

障礙接力

其間隔 10 分鐘為懲罰時間

1630-1710

躲避球

其間隔 10 分鐘為懲罰時間

1720-1750

123 木頭人

其間隔 10 分鐘為懲罰時間

1750-1830

頒獎、學員沖洗

(3)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二梯次活動流程
宗旨：希望藉由此活動提升對大膽島的認識以及探索戰地秘境。
時間
內容
地點
備註
09:30
報到
圓樓
09:40-09:50
集合及上車
圓樓
09:50-10:10
出發至水頭碼頭
遊覽車
車程 20 分鐘
搭乘船班前往九宮碼
10:30
水頭碼頭
搭乘 10 分鐘
頭
需 30 分鐘前報
11:00
九宮碼頭報到
九宮碼頭
到
搭乘 25 分鐘
11:30
搭船前往大膽島
九宮碼頭
12:00

旅客服務中心影片觀
賞
及內部設施介紹說明
播音站
明威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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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服務中
心

時間

內容
茜露墓園
搭乘電瓶車
神雞墓
北安寺
心戰牆
大二膽戰役紀念碑
用餐
搭乘電瓶車
中 01 據點
南 13 據點
購物

16:00
16:30
16:40

搭船返回九宮碼頭
搭船返回水頭碼頭
搭乘遊覽車返回學校

地點

備註

生明路

神泉茶坊
生明路

旅客服務中
心
大膽碼頭
九宮碼頭
水頭碼頭

搭乘 25 分鐘
搭乘 10 分鐘
搭乘 20 分鐘

(4)社區旅遊教育活動流程
宗旨：本活動由觀光系所主辦，期許能帶領著大家熟悉小金門的海洋
生態與文化特色，對於這座小島能有更多的認識，並在探索潮間帶生
態的過程中，能夠尋找到鱟以及貝類等生物，進而深入瞭解海洋生物
所生存的環境，並期望能透過這次活動讓不管是首次或是再度造訪的
人都能對小金門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及瞭解。
時間
內容
地點
備註
08:00-08:30
學員報到
圓樓
報到、集合
08:30-08:40
學員集合及上車
壽與國同
搭乘、出發
08:40-09:00
出發至水頭碼頭
遊覽車
搭乘 20 分鐘
09:00-09:10

搭船

船

參觀 10 分鐘

09:10-09:15
09:15-09:55
09:55-10:05

出發至九宮坑道
九宮坑道
出發至將軍堡

遊覽車
九宮坑道
遊覽車

5 分鐘
參觀 40 分鐘。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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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0:05-10:30
將軍堡
10:30-10:35 出發至鐵漢堡-勇士堡
10:35-11:25

鐵漢堡-勇士堡

11:25-11:30

出發至貓公石濱海休
憩區

11:30-12:10

貓公石濱海休憩區

12:10-13:20
13:20-13:30

午餐
出發至湖井頭戰史館

13:30-14:10

湖井頭戰史館

14:10-14:20
14:20-14:45
14:45-14:50
14:50-15:20

出發至上林將軍廟
上林將軍廟
出發至沙溪堡
沙溪堡
出發至后麟步槍模擬
射擊館

15:20-15:30

地點
將軍堡
遊覽車
鐵漢堡-勇士
堡

備註
參觀 25 分鐘
5 分鐘

遊覽車

5 分鐘

貓公石濱海
休憩區
新大同餐飲
遊覽車
湖井頭戰史
館
遊覽車
上林將軍廟
遊覽車
沙溪堡

參觀 50 分鐘

參觀 40 分鐘
70 分鐘
10 分鐘
參觀 40 分鐘
10 分鐘
參觀 25 分鐘
5 分鐘
參觀 30 分鐘

遊覽車

10 分鐘

后麟步槍模擬射擊館

后麟步槍模
擬射擊館

參觀 70 分鐘

16:40-16:45

出發至麒麟山森林公
園

遊覽車

5 分鐘

16:45-17:20

麒麟山森林公園

17:20-17:30
17:30-17:40
17:40-17:50

出發至九宮碼頭
九宮碼頭
快樂賦歸

15:3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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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山森林
公園
遊覽車
船
遊覽車

參觀 35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10 分鐘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為止共舉辦 4 場活動，各場次分別如
下表：
場次 日期
活動名稱
1
2019.10.04
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一梯次(大膽島)
2
2019.10.20
海邊戰地教育實習活動(后湖海濱公園)
3
2019.11.10
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二梯次(大膽島)
4
2019.11.23
社區旅遊教育活動(烈嶼鄉)

5.海洋導遊解說訓練：
本計畫希透過不同類型的推廣活動及各活動場域宣教的方式，以實際
體驗進行宣傳，並輔以大型活動來達到解說教育訓練的成效。
(1)搭配大膽島遊憩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一梯次活動做解說訓練
(2)搭配大膽島遊憩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二梯次活動做解說訓練
(3)搭配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一梯次做解說訓練
(4)搭配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二梯次做解說訓練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為止共舉辦 4 場活動，各場次分別如
下表：
場次
1
2
3
4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大膽島遊憩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一梯
2019.10.04 11:00-16:00
次(大膽島)
大膽島遊憩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二梯
2019.11.10 9:00-14:00
次(大膽島)
9:30-12:00 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一梯次
2019.11.23
13:30-17:00 (烈嶼鄉)
9:30-12:00 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二梯次
2019.11.30
13:30-17:30 (烈嶼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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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成果
目標
與效
益
經濟
性量
化效
益

其他
可量
化成
果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
計畫書或新增)

創造產業
產值
增加之投
資金額

演講參與
人次
活動場次
執行率
滿意度指
標

不可
量化
成果

目標年(108 年)
/值

說明

____元
______元

500 人次
100％
4.35 分

根據李特克量
表最高 5 分

1.培養兼具親海、愛海、知海之海洋素養國民。
2.透過各種活動加以宣導，必能吸引更多學生投
入大海的懷抱。
3.透過導覽解說的專業訓練，培養海洋觀光推動
發展所需的人才。
4.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
洋、珍惜海洋的各項資源，促進海洋生態永續
發展。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原本部分學生懼怕海洋、忽略海洋、甚至對海洋生態知識缺乏了
解，但經過本計畫執行，包括邀請專家學者舉辦演講、專業導遊進行
訓練等活動，讓參與人員受益良多，將對未來海洋觀光的推動與發展
有很大的助益。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本次計畫的參加對象以學生為主，建議未來應擴及一般民眾，加強在
地金門人充分認知海洋、善用海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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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名稱
地點

200 份文宣品驗收紀錄及照片

國立金門大學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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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地點

文宣品發放活動

國立金門大學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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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台灣海洋休閒觀光產業發展之觀察演講活動

人數

55 人

地點

國立金門大學

講者

黃聲威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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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四)

活動名稱

海洋觀光永續發展演講活動

人數

55 人

地點
講者

國立金門大學
張良漢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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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四)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金廈共同發展海洋觀光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吳一德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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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體驗漁業驅動地方創生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何立德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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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的新思維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丁國桓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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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台灣發展海洋觀光與休閒漁業之策略探討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歐慶賢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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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四)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金門海洋生態的守護者紅樹林導覽演講活動
50 人
日期時間 10/28(一)
國立金門大學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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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金門推動海洋觀光遊憩產業之芻議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林本源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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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二)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金門的沿岸生態介紹-以建功嶼海岸為例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李佳發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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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海洋生態觀光之發展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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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海洋休閒漁業觀光的轉變與願景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趙嘉裕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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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海洋觀光與運輸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蔡宗憲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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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二)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海洋觀光飲食文化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陳錦玉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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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四)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講者

台灣海洋休閒漁業演講活動
50 人

國立金門大學
翁進平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161

11/25 (一)

活動名稱

台灣海洋運動觀光產業發展演講活動

人數

50 人

地點

國立金門大學

講者

張良漢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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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一)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一梯次
37 人
大膽島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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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04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海邊戰地教育實習活動
50 人
后湖海濱公園
成果內容

164

日期時間

108. 10.20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大膽島遊憩教育活動第二梯次
37 人
大膽島
日期時間 108.11.10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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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社區旅遊教育活動
12 人
烈嶼鄉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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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2019.11.23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大膽島導遊解說育訓練第一梯次
37 人
大膽島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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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4
導遊解說訓練時間:
11:00-16:00
共計 5 小時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大膽島導遊解說育訓練第二梯次
37 人
大膽島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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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0
導遊解說訓練時間:
9:00-14:00
共計 5 小時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一梯次
12 人
烈嶼鄉
日期時間
108.11.23
導遊解說訓練時間:
9:30-12:00
13:30-17:00
共計 6 小時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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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社區旅遊教育專業導遊解說訓練第二梯次
24 人
烈嶼鄉
日期時間
2019.11.30
導遊解說訓練時間:
9:30-12:00
13:30-17:00
共計 6 小時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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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海洋知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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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海洋知能講座
壹、計畫概要
本子計畫內容主軸為「海洋知能講座」
，海洋不但具運輸、觀光及
休憩功能，亦提供漁產、礦脈等資源。不僅是生命的搖籃，資源的寶
庫，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利基。為加強海洋相關領域公務員及海洋暨
邊境管理學生的海洋專業知識，使其瞭解我國海洋政策之規劃及落實
推動，及海（水）域安全、海岸安全、海洋權益、海事安全維護事務
等業務之精進，透過行政部門長官和學者專家的專題演講，以培訓方
式達到知能的提升。
計畫執行方式為邀請中央和地方的海洋領域的高階官員、學者專
家到金門大學擔任講師授課；講座時間每堂三小時，共計 17 場次。培
訓對象主要為金大通識課程學生、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大學部、碩士
班學生、校內行政人員或對海洋議題有興趣之民眾。教材由講師撰寫
後，主辦單位統一印製，免費發給授課學生使用。
17 場次講座主題面向包含：
1. 海洋生物資源、保育。
2. 海洋非生物資源之探勘、開發、保育。
3. 海洋觀光遊憩產業。
4. 海洋環境教育。
5. 海洋養殖環境。
6. 海洋產業的城市交流。
7. 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
8. 海域安全。
9. 海岸安全。
10. 海洋權益維護執法。
11. 海事安全維護。
12. 國際海洋公約、組織、海洋國際公約內國法化與國際合作。
13. 海洋空間規劃。
14. 海洋文化資產。
15. 海洋廢棄物、海漂垃圾。
16. 金門海洋特色、知識地圖、政策與未來發展。
17. 海外金僑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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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1.講師鐘點費

經費
(元)
102,000

2.國內旅費

102,000

3.講義費

59,500

4.膳食費

110,500

5.工讀費

46,500

6.國外差旅費

43,000

7.協同主持人費用
8.兼任助理費

30,000
47,500

9.雜項用品支出

37,376

10.行政管理費
小計

64,264
642,640

工作項目

概述
17 場次，每場三小時，每小時鐘點費
新台幣 2,000 元整。
學者專家往返台金兩地之間交通、住
宿及接駁費用。
17 場次，每場編列新台幣 3,500 元講
義印製費用。
17 場次，每場次新台幣 6,500 元，講
師及計畫工作人員餐費。
計 310 小時，每小時按勞動部標準新
台幣 150 元計。
洽公、考察所需，按考察地點檢據核
銷。
每月新台幣 6,000 元，共 5 個月。
兼任助理 3 人。
新台幣 3,500 元*2 位=7,000 元
新台幣 2,500 元*1 位=2,500 元
共 5 個月。
以總經費 6%計算，購置紙張、文具、
耗材項目、郵資、保險、二代健保等
辦公事務費用。
以總經費 10%計算。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為止共舉辦 17 場次講座課程，
各場次專家學者與演講題目分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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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師

講座題目

9/11

金門大學吳一德教授

海洋休閒與運動

9/18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李嘉展院長

海洋養殖與食品安全

9/25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伍姿蓉教授

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政策

10/2

海委會綜合規劃處沈建中處長

我國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
法令

10/9

兩岸潛水觀光發展聯盟林誠洋
總召集人

發展金門當地海域觀光安
全環保活動教育

10/16 高雄科技大學劉文宏所長

海洋資源保育與永續利用
之創新作法

10/22 高雄科技大學高瑞鍾教授

海洋非生物資源之探勘、開
發與保育

10/23 聯合大學張良漢主秘

海洋經濟

10/23 臺灣海洋大學謝立功教授

海洋安全維護

10/29 正修科技大學黃聲威教授

海洋文化資產

10/29

台灣金門同鄉會總會李台山總
會長

海外金僑與文化

10/30 海委會海洋資源處黃振德處長

海洋資源、海洋產業與藍色
經濟

11/5

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李瑞生教授

國際海洋公約組織、海洋國
際公約國內法化與國際合
作

11/6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
務分公司林麗美主任秘書

台灣綠色港群推動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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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師

講座題目

11/13 金門縣水試所李佳發課長

金門海洋生態介紹

11/20 金門縣水試所成勇生技工

金門海岸環境永續規劃

11/22 韓國中央大學賴柏霖教授

海洋廢棄物與海漂垃圾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指標
成果目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計
說明
與效益
/值
畫書或新增)
經濟性量 創造產業產值
____元
化效益
增加之投資金額
______元
(以下可自行增加)

其他可量 講座參與人次
化成果
講座場次執行率

750 人次
100%

(以下可自行增加)

不可量化 質化效益方面，海洋對於氣候調節、水文循環、以及生態
成果
系統的運作發揮著重要的功能；海洋支持了濱海陸域和大
多數人類的生存及發展，對於社經發展和食物供應，扮演
了關鍵的角色。海洋也是無數生物棲息的場所，也是眾多
礦產和物質蘊藏的寶庫，更是世世代代人類存續的命脈。
因此，海洋豐富而多樣的資源以及無窮的發展潛力，已然
是舉世關注，
「海洋經濟」也隱隱然成為許多海洋國家經
社發展計畫的新興領域。而金門縣身為海島型縣市，四周
環海，擁有著各式各樣海岸地形地貌，海洋資源的維護與

175

指標
成果目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計
說明
與效益
/值
畫書或新增)
永續經營更是未來金門人首要必須著眼的重點，而金門大
學身為金門島內的最高學府，擔當了作為地方政府智庫的
角色，並設立了海洋事務與邊境管理學系、海洋事務中心
等學術及行政單位，對於海洋議題的探討與承先啟後，自
有不可迴避的使命。透過有別於大型研討會的方式，小班
制的講座課程簡化了學生與一般民眾從中參與的阻礙，講
者能以更貼近聽眾的模式，分享自身在海洋事務領域中的
經驗，自然而然能深化學生與民眾對於海洋事務的參與。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1.議題連結性不夠：17 場次講座的面向及題目各自獨立，也各自
由一位講師獨力完成，議題範圍雖廣，但互相之間的連結性尚缺乏。
2.議題受區域性限制：本計畫為本校海洋事務中心成立以來承辦
的首個大型計畫，在規劃以及討論的區域上，難免會先入為主的以金
門當地環境為優先討論的考量。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未來可以安排相互關連性強烈的議題在同一天或同一周內完成，
不但可以延續議題的討論度，也能使各自議題之間倆倆交互激盪出新
的延伸議題，或補足各自較為弱勢的論述，或許可使整個計畫更加活
化。
以及可以加入台灣本島海洋事務的討論範圍，然後逐步往國際性
的海洋事務議題發展，增加講座的豐富度與全球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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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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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六︰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
壹、計畫概述
海洋委員會於去 (107) 年 4 月 28 日成立，綜理我國海洋事務之
橫向協調功能，加強海洋政策之規劃與推動，使中央與地方政府縱向
齊一步伐。海洋不但具運輸、觀光及休憩功能，亦提供漁產、礦脈等
資源 。因此，有關海洋政策之擬定與推動、海洋資源之利用與保護、
海洋汙染之防治，以及海洋教育與文化之推展，對以海洋立國並欲全
面性發展海洋運輸、觀光休閒與漁業、強化海岸管理之我國，是至關
重要之課題。
據此，本計畫擬結合台灣五所(含金大)與海洋事務有關之大學學者、
專家及產官界，一起集思廣益我國海洋政策應發展之面向，並結合金
廈海域所面臨之相關議題，以凸顯兩岸間目前刻不容緩須解決或彼此
合作之事宜。
(一)工作方法
1.邀請產官學界出席研討會
2.邀稿、整理稿件與相關資料
3.處理出席人員交通、住宿與保險事宜
4.午晚餐便當、餐廳用餐、研討會期間點心、茶水
5.製作研討會資料與論文集
6.正式舉辨研討會、執行會議各項事宜
(二) 工作內容
1.製做研討會論文集 1 冊，內含 20 篇(含)以上的論文。
2.產官學界專家、學者及學生約 200 人出席。
3.舉辦以「金廈海域環境與海洋教育」、「海洋資源保護」、「海
洋產業」及「海洋汙染防治與海域執法」等議題為主的研討會 2 天，
議程如下:
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議程
10 月 25 日
活動內容
時間
12:00～12:30
報到(午餐)
13:30～13:50
開幕典禮-金門大學校長、海洋委員會及金門縣政府長官
13:50～14:00
與會人員大合照
14:00～14:50
演講一:台灣海洋大學邱文彥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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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活動內容
時間

(題目:金廈海域共同的課題與兩岸合作的展望)
14:50～16:10
議題一:金廈海域環境與海洋教育
(每位發表人 13 主持人:邱文彥教授
分鐘)
發表人: 余德成、薛雄志、林曉燕、林宗儫、侯昱廷、
朱申維
1. 海洋商務管理教育之探索-以高雄科技大學為例
(余德成: 高雄科技大學供應鏈管理系主任/教授)
2. EBM 理念付諸實施的廈門經驗
(薛雄志: 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
長/教授、林曉燕: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
研究助理)
3. 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處置現況及其政策之研究
(林宗儫: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
4. 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及環境質量分析-構建跨政體海洋
空間規劃基礎研究
(侯昱廷: 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博士研
究生）
5. 金廈小三通邊境管理發展之研究
(朱申維: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系碩士)
16:10～16:30
綜合評論-主持人:邱文彥教授
發表人: 余德成、薛雄志、林曉燕、林宗儫、侯昱廷、
朱申維
16:30～16:45
茶敘時間
16:45～18:05
議題二:海洋資源保護
(每位發表人 13 主持人:石大誠主任
分鐘)
發表人: 張水鍇、徐鵬、劉仁銘、張懿、高瑞鍾
1. 南海漁業合作再邁進－漁獲資料、管理規範與保育議
題合作
(張水鍇: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教授）
2. 兩岸南海環境保護合作—以海上救撈為視角
(徐鵬:廈門大學南海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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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活動內容
時間

18:05～18:25
18:30～20:30
10 月 26 日
時間
09:00～09:50
09:50～10:10

3. 臺灣人工魚礁現狀
(劉仁銘: 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副教授)
4. 金門海洋資源現況與管理策略
(張懿: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副教授)
5. 台灣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研究
(高瑞鍾: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綜合評論-主持人:石大誠主任
發表人: 張水鍇、徐鵬、劉仁銘、張懿、高瑞鍾
晚宴
活動內容
演講二:海委會姚洲典處長 (題目: 完備海域法制，建構
安全海域)
茶敘時間

197

10 月 25 日

活動內容

時間
10:10～11:40
議題三:海洋產業
(每位發表人 15 主持人:姚洲典教授
分鐘)
發表人: 鍾政棋、劉曉娟、陳宜芳、洪榮耀、李孟璁、
李佳發、馬宗賢
1. 兩岸小三通海運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鍾政棋: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教授、劉曉娟:台
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系博士生、陳宜芳:台海大航管
系碩士生)
2. 波羅的海運價指數預測之樣本區間敏感度分析
(洪榮耀: 高雄科技大學供應鏈管理系副教授)
3. 探討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之設計與規劃-以海事水產類為例 (李孟璁: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休閒
管理系副教授)
4. 建立金廈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機制之研究
(李佳發:金門縣政府水產試驗所課長/金大兼任講
師)
5. 析論台灣海洋行政統合體制之精進作為
(馬宗賢: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11:40～12:00
綜合評論-主持人:姚洲典教授
發表人: 鍾政棋、劉曉娟、劉曉娟、洪榮耀、李孟璁、
李佳發、馬宗賢
12:00～13:50
用餐及午休
14:00～15:40
議題四:海洋汙染防治與海域執法
(每位發表人 15 主持人:馬祥祐教授
分鐘)
發表人: 林木謙、季燁、施義哲、李瑞生、于青雲
1. 奈米光觸媒分解油污技術在海洋環境保護的應用
(林沐謙: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系教授)
2. 海峽兩岸海洋事務合作芻議
(季燁:廈大台灣研究院法律所所長副教授)
3. 海域使用管理與執法探討

198

10 月 25 日

活動內容
時間

15:40～16:00
17:00 ～18:30

(施義哲:高雄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系兼任
助理教授/博士)
4. 科技執法維護海域安全之研究—以無人機為中心
(李瑞生: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系副教授)
5. 海洋油汙及海域執法監測科技之運用趨勢
(于青雲: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博
士生)
綜合評論-主持人:馬祥祐教授
發表人: 林木謙、季燁、施義哲、李瑞生、于青雲
晚宴

19:00～21:00

討論會
主題: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
主 持 人: 高瑞新、薛雄志 (廈大)
與會討論者: 張水鍇、高瑞新、石大誠、張懿、施義哲、
邱文彥、溫桂芳、劉仁銘、陳宜芳、黃恒鈞、李佳發、
薛雄志(廈大)、侯昱廷 (廈大)、林曉燕 (廈大)、程棟
棟 (廈大)、顧先碧 (廈大)、嚴欣恬 (廈大)
註:壁報發表:論文題目-廈金海域海漂垃圾源頭治理研究
發表人-嚴欣恬、程棟棟、顧先碧

貳、重點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經費
(千元)

1.研討會資料編印
費

30

2.名牌製作費

2.5

概述
研討會資料及手冊影印費。
手冊(資料):200 元＊150 本=30,000
製作名牌費用
25 元＊100 式=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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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3.研討會發表人稿
費

4.講師鐘點費

5.旅費
6.國外(含大陸地
區)差旅費
7.布置會場費

8.膳食費

9.工讀費
10.遊覽車費

經費
(千元)

概述

邀請 20 人發表論文。
註:每位發表人需繳交 5 千字以上之論
160
文，每名稿費上限 8,000 元 8,000 元＊
20 人=160,000。
各場次主持人費用 4,000 元(每場次 2 小
時，每小時 2000 元)＊4 人=16,000。
24
演講費用 4,000 元(每場次 2 小時，每小
時 2000 元)＊2 人=8,000。
計畫所需交通及住宿費用。(實報實
162.500
銷) 6,500 元＊25 人=162,500
聯絡研討會事宜、洽公、考察所需，檢
23.500
據核實報銷。
布置研討會會場費
4
2,000 元＊1 條+鮮花若干 2,000 元
=4,000
研討會所需便當及點心茶水。
80 元＊512 份=40,960(兩次午餐一次晚
51
餐)+點心茶水費(5020＊
2=10,040)=51,000。
依教育部標準
30
150 元＊200 小時=30,000
辦理研討會 2 天活動所需之遊覽車交通
20
費。
註: 10,000 元＊2 天=20,000。

11.協同主持人費

30

12.行政助理費

15

13.雜支
34.732

6,000 元＊5 月＊1 人=30,000。
請行政助理協助研討會處理事宜費用
3,000 元＊5 月＊1 人=15,000。
以總經費6％為限，文具、紙張、資訊耗
材、郵資及誤餐費等前項未列之辦公事
務費用屬之，含二代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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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經費
(千元)

概述

65.248

以總經費10%提列。(本計畫將委託得標
單位進行各項支出之稽核工作，故需提
列行政管理費)

14.行政管理費

經費合計

652.48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1.參加對象:兩岸學者 (台灣-金門大學、高雄科技大學、成功大學、
臺灣海洋大學、中山大學；大陸-廈門大學)
2.參與狀況：
(1) 場次與主持：4場次、4人主持。
(2) 論文與綜合評論：20篇論文發表、24人評論。
(3) 演講：二場。
(4) 流動人次：兩天共約300人次參與。
(二) 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指標
成果目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計
說明
與效益
/值
畫書或新增)
經濟性量 創造產業產值
學術性質，無法產
__0__元
化效益
生經濟效應
增加之投資金額
學術性質，無法產
____0__元
生經濟效應
(以下可自行增加)

其他可量
化成果

○○參與人次
___300___人次
○○○成長率(或
滿意度)

___0___％

201

產官學界及金門
大學師生兩天流
動人數共計 300 人
第一次辦理

成果目標
與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
畫書或新增)

目標年(108 年)
說明
/值
______人次

(以下可自行增加)
不可量化
成果

本研討會的獲得學術價值和實務面向成效如下：
1. 結合產官學界資源與研究能量，提升海洋事務之
學術與實務價值藉由前述各項海洋事務議題，本研討會期
望透過國內產官學界等各領域的學者專家或是實務工作
者，提出具有探索與發展性的研究論文，並經會議的報
告、評論和公開討論，定能提升我國海洋事務的研究能
量，並開啟海洋事務領域的新視野及研究面向，以為政府
提供制定海洋政策與管理及立法的參考。
2. 建立金門地區海洋事務研究能量催化兩岸海洋事務交
流海洋委員會首次在金門委託國立金門大學舉辦海洋事
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廣邀國內產官學界齊聚一堂，期望
藉由台灣及關於金廈海域各項海洋事務議題之研究發表
與討論，除對我國既有之海洋事務提出更具發展性之政策
與管理建議外，更能藉由聚焦於金廈海域之兩岸連結性最
高之海洋事務議題，開啟未來兩岸對於海洋事務合作研究
之平台與機會。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邀訪陸籍學者參與研討會充滿不確定性，本次陸籍學者至研討會前
兩天才獲陸政府同意，使本案未能完全掌握時程。建議，爾後本計畫
案能夠提早確認，以利時程的掌握。
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本次除我國籍學者的邀請外，希望可以邀請到更多大陸海洋學
者，使台灣海洋事務有更多元的意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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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與會人員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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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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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七: 金門航海王壯遊夏令營﹞

子計畫七︰金門航海王壯遊夏令營（海洋運動體驗營）
壹、計畫概要
1.執行方式
(1)以營隊活動的方式辦理研習課程，各課程皆以海洋教育為軸心
進行設計，課程內容包括水域活動體驗、海洋環境教育、在地民情風
俗等。
(2)參加對象以金門、台灣或是東南亞的國、高中生為主，參加人
數為 100 人(含)以上。
2.工作內容
上課內容如下：
2019年國立金門大學海洋運動體驗營課程表
第一天

第二天

0900

報到與分組

0930

團隊建構

1050

海洋教育課程講座

SUP或獨木舟生態旅遊

1200

午餐

午餐

1330

金大選修課

國立金門大學簡介

1430

報到與分組
水域與生態觀光課程：

★管理學院特色課程

金大選修課

★理工學院特色課程

★體驗教育反思工作坊

★社科院特色課程

★漆彈大作戰

★醫護學院特色課程
★其他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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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第一天

第二天

課程分享會

閉幕式

專車回高職校門口

專車回高職校門口

貳、重點工作項目
一、工作項目及經費：
工作項目
協同主持人費

經費
(元)
30

工作費

16

工讀費

49.5

講師費

52

餐費

80

住宿費

0

營隊活動材料費

80

水域器材租借費
國外(含大陸地
區)差旅費

73

遊覽車接駁

40

28

概述
6000 元*5 月＊1 人=30,000 元
營隊活動工作費。
註：以 800 元*20 人次=16,000 元
依照教育部工讀費標準。
註：每小時 150 元編列
150*330 小時=49,500 元
執行營隊專業講座與課程。
註：1,000*52 小時=52,000 元
每餐 80 元＊250 位＊2 餐＊2 梯次
=80,000 元
（含工作人員）
執行營隊活動的住宿費。
註：每晚 200 元*100 位*4 晚=80,000 元
執行營隊活動之相關材料費
註：200 人*100 元*4 天=80,000 元
租用龍舟板、平台獨木舟…等
執行營隊差旅、洽公、考察所需，檢據
核實報銷。
執行營隊活動遊覽車接駁。
註：5,000 元*2 部*4 天=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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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經費
(元)

雜支

26.628

行政管理費

52.792

經費合計

527.92

概述
以業務費 6％以內編列，包含文具、紙
張、資訊耗材、郵資及誤餐費等前項未
列之辦公事務，含二代健保，編列 26.628
元
以上經費 10％計。(本計畫將委託得標
單位進行各項支出之稽核工作，故需提
列行政管理費)

參、重要成果及效益分析
(一)重要成果說明
透過海洋課程作為年輕學子培養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的積極向上的
精神；達到本校向國內外高中職生招生與行銷之目的，本子計畫截至
2019 年 11 月 24 日為止共舉辦 3 場大型活動宣導，各場次分別如下表：
場次 日期
活動名稱
1
2019 年 11 月 16-17 日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2
2019 年 11 月 20 日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海外高中（新加坡）
3
2019 年 11 月 23-24 日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職
(二)效益分析(請依原核定工作計畫書檢討執行成效)
指標
成果目標
目標年(108 年)
(依原核定工作計
說明
與效益
/值
畫書或新增)
經濟性量 創造產業產值
____元
化效益
增加之投資金額
______元
(以下可自行增加)
營隊參與人次
116 人次
金門航海王壯遊
夏令營（海洋運動
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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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目標
與效益

指標
(依原核定工作計
畫書或新增)

不可量化
成果

透過海洋課程作為年輕學子培養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的積
極向上精神。

目標年(108 年)
說明
/值

肆、執行中遭遇困難及因應對策
1.經費核定較晚，待可以執行時已經是台灣高中生開學前二週，
在發文與宣傳不及之下研擬於開學後辦理，初步敲定10月連假期間；
然在操作上因為當初計畫經費以暑假來編列（例如住宿與交通部分）
，
除了10月連假期間本校宿舍無法借用，一位難求的機票問題更是直接
讓活動必須取消的最主要因素。
2. 在台灣高中生礙於交通因素無法前來金門參加營隊，在10/17
海委會審查報告中，委員建議以不違背合約內容下，以本地高中職生
為主進行海洋教育與體驗課程，預計高中、高職各辦理一場，合計二
場，參加人數增加為100～120人以上，且在課程上得以視狀況調整。
本計畫在與時間與氣候賽跑下，邀請新加坡華僑中學高中生、金門高
中、金門高職學生參加計畫七的濃縮課程。
10/17金門航海王壯遊夏令營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內容

第二天課程內容

★校園環境認識與分組

★海洋教育體驗課程：

★團隊建構（1.5）

水域與生態觀光課程

★金大院系簡介（1）

（3，小金門）

上午

★海洋教育課程講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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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課程內容

第二天課程內容

★海洋教育體驗課程：

★體驗教育反思工作坊（2）

水域船艇活動練習（4）

★結業式

下午

修正後營隊活動課程表（二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校園環境認識與分組

★校園環境認識

★團隊建構

★金大院系簡介

★金大院系簡介

★海洋教育體驗課程

★海洋教育課程講座

★金大特色課程選修

★海洋教育體驗課程：

★體驗教育反思課程

★水域船艇活動練習

★結業式

上午

下午

★體驗教育反思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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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推動方向與建議
經費核准日期與原先計畫執行期程相衝突，導致計畫七落實度不
佳，後雖已經補上進度，但是成效仍待觀察。未來建議計畫一成為常
設活動，以充裕活動推廣時間。
建議充實水域基地硬體建設，讓地區海洋教育的推動成效更臻完善。
陸、附件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參加名單
11/16-17 參與活動名單 :34 位
呂芊芊
吳莉瑢
莊莉君
林廷謙
林詩絜
陳威誌
邱聿謙
蕭妤恩
劉柏均
王俊霖
蕭瑋萱
巫政哲
王皓禹
蕭晏評
朱永哲
王薏婷
鄧宇軒
陳宥廷
施議翔
江宗穎
彭琳惠

張光承
洪郁旂
戴文鴻
王智申
趙晟凱
蘇名偉
賴威愷

吳阡嘒
陳思伃
謝啟樟
張鈞為
謝子揚
蔡佳欣

趙梓宇
王春怡
黃語恩
黃佳琪
郭偉棟

潘睿傑
陳迪麗
陳劭萱
張瑞麟
朱麗卿

林忠諭
賴岳陽
邱依柔
王毅傑
許杲寀

11/23-24 參與活動名單 :55 位
王功信
邱立濬
許華珉
陳為新
董欣瞱
傅松金
呂育昇
謝仰騏
安冠勳
蔡澤昇
蔡亦翔
涂清雅
謝鴻銘
蔡奕安
楊壬霆
吳弈諒
陳彥宇
陳芸筠

魏琪真
楊雅汝
劉軒
莊偉晟
汪奇昱
洪宜恆

黃柏荃
王浩哲
蕭景瀚
黃仁威
蕭宜城
羅文廷

11/20 參與活動名單 :27 位
陳俊知
王峻瀚
劉穎璿
劉乙潔
吳詠諠
林書妤
郭詩慧
劉玟希
郭慧琦
盧冠恒
邢福鑫
莫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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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易杰
呂宗科
胡震愷
葉修博
黃悅綺

李紘名
巫承翰
謝爵銘
楊均銘
吳孟育

王郁晴
楊惟淳
李孟達
莊庭瑄
蔡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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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亦祺
黃硏灝
鍾羽宣
吳曉蕙
陳卉縈

黃郁綺
梁雅珍
陳冠維
許立欣
張祐綸

活動名稱
人數
地點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34 人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16-17 日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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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人數

34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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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6-17 日

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人數

30 人

地點

金大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成果內容

學校簡介

學系簡介

無人機教學

無人機教學

虛擬實境體驗教學

虛擬實境體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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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人數

30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成果內容

SUP 體驗教學

海洋教育宣導課程

SUP 體驗教學

SUP 體驗教學

體驗與反思

體驗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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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中

人數

30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成果內容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手作獨木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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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職

人數

55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3-24 日

成果內容

海洋教育講座

海洋教育講座

海洋教育講座

海洋教育講座

社科院特色課程

理工學院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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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高職

人數

55 人

地點

金大游泳池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3-24 日

成果內容

水域安全課程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水域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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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9 海洋運動體驗營

人數

30 人

地點

金大

日期時間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成果內容

漆彈賽集錦

漆彈賽集錦

團隊建構課程
團隊建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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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海洋體驗學習中心（水域基地）

地點

官澳（綠美化工程中，報備使用）

申請人

林本源

使用日期
體驗學習中心活動剪影

229

全年

名稱

海洋體驗學習中心（水域基地）

地點

太湖（公文核准使用）

申請人

林本源

使用日期
體驗學習中心活動剪影

230

全年

附件一: [2019 年海洋事務政策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

目錄
第一篇: 金廈海域環境與海洋教育
壹、 探索海洋商務之教育哲學：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為例
貳、 探討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之設計與規劃—以海事水產類為例
參、 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處置現況及其政策之研究
肆、 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及環境質量分析-構建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基礎研究
伍、 金廈小三通邊境管理發展之研究
陸、 EBM 理念附諸實施的廈門經驗
第二篇: 海洋資源保護
壹、 南海漁業、管理與保育-以實務交流促進漁業合作
貳、 兩岸南海環境保護合作—以海上救撈為視角
參、 臺灣人工魚礁現狀
肆、 金門海洋資源現況與管理策略
伍、 台灣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研究
第三篇: 海洋產業
壹、 兩岸小三通海運產業發展現況與展望
貳、 波羅的海運價指數預測之樣本區間敏感度分析
參、 建立金廈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機制之研究
肆、 析論台灣海洋行政統合體制之精進作為
第四篇: 海洋汙染防治與海域執法
壹、 奈米光觸媒分解油污技術在海洋環境保護的應用
貳、 海峽兩岸海洋事務合作芻議
參、
肆、
伍、

海域使用管理與執法探討
科技執法維護海域安全之研究—以無人機為中心
海洋油汙及海域執法監測科技之運用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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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海洋商務之教育哲學：以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為例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arine Commerce: An
Example of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余德成 1
Te-Cheng Yu

摘要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於 2019 年 8 月 1 日成立「海洋商務學院」
，內建海洋商務與
海洋事務管理的任務，設有航運管理、商務資訊應用、供應鏈管理、海洋休閒管理
與海洋事務等五個系所，將是一個具有海洋特色的學院。根據工業 4.0、學校政策與
海洋特色，海洋商務除了基本專業知識的傳授，更應重視通才的養成，本文提出五
管(產銷人發財)、四流(商金資物)、三力(國智耐)的教育哲學，試圖整合現有系所，
並建立「海洋商務學院」的組織系統，希望能引導所有系所的課程規劃與學生就業
方向。
關鍵詞：工業 4.0、海洋商務、海洋事務、五管、四流、三力

壹、前言
在一般大學中，以 MBA 或 EMBA 為主的管理教育，主要目的是培養可以綜
觀全局的高階管理人才，以及營利機構或非營利機構的領導者。在科技大學，雖
然管理教育主要目的是培養未來的經理人，但是畢業生必須從基層做起，逐漸在
特定產業歷練而成為專業經理人或高階管理者。這是海洋商務學院發展的前提。
就海洋產業而言，具有商業性質的工作機會從航運及國際貿易開始，在工業
4.0(industrial 4.0)的時代(Hermann, 2016)，資通訊科技的應用扮演關鍵角色；也因
為工業 4.0 的趨勢，供應鏈運籌開始蓬勃發展，高科技產業中出現供應鏈管理商(例
如蘋果) ；傳統產業也發展一條龍式的短鏈管理系統，出現水產供應鏈管理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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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梓官區漁會與順億鮪魚)。未來的海洋產業仍以商業掛帥，除了以海運為基礎的
海洋事務之外，海運與港口扮演物流的角色，水產供應鏈運籌將在海洋商務上扮
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升，海洋休閒也發展成為具有特色的產業，有助於本土觀
光產業的發展。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在楠梓校區的海洋休閒管理系正蓄勢待發，當
高雄港的轉運功能消退，海洋休閒與觀光產業的發展將決定高雄的未來命運。此
外，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在楠梓校區的資訊管理在海洋商務發展所需的資訊流也將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應學校的整併，已經改名為商務資訊應用系，更有助於海
洋商務的發展。
因此，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於 2008 年 2 月 1 日創立管理學院，為了保留傳
統價值與海洋特色，配合三校(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與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整併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改名為「海洋商務學院」
，內建
商業與海洋事務的任務，設有航運管理、商務資訊應用、供應鏈管理、海洋休閒
管理與海洋事務等五個系所，將是一個具有海洋特色的學院，值得期待。
基本上，科技大學的教育優先課題是教學，在教學或課程規劃上必須有別於
一般大學。本文的起心動念是海洋商務學院的未來發展，有關這個學院的教育哲
學必須費心思考。根據學校的政策與海洋特色，海洋商務除了基本專業知識的傳
授，更應重視通才的養成，本文提出五管、四流、三力的教育哲學，試圖整合現
有系所，並建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商務學院」組織發展系統，希望能引導
所有系所的課程規劃與學生就業方向。

貳、五管專業
過去的企業根據經濟學原理(Smith, 1776)，強調專業分工(specification of work)
與部門化的組織設計，因而有五管，代表「產銷人發財」等五種企業機能的專業
分工與管理，企業內部的部門也因此劃分為：生產(production)、行銷(marketing)、
人資(human resources)、研發(research & design)、財務(financial)等部門。
自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從 1.0 發展到工業 4.0，工業中的廠商或企業一直是管
理研究的分析單位，從規劃(planning)、組織(organizing)、執行(executing)到控制
(controlling)，主要的理論與實務都是以企業作為分析單位，產官學各界也習慣站
在企業的立場思考問題與解決方案，實務界不乏企業經理人，學術界也培養眾多
的企管博士，建立新一代的企業管理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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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四流整合
根據供應鏈的觀點，商業運籌逐漸發展成為供應鏈管理 (Coyle, Bardi, &
Langley, 2003)，因而有四流，代表「商金資物」等四種供應鏈機能(流程)的跨組織
合作與管理。雖然供應鏈管理商重視商流(business flow)、金流(money flow)、資訊
流(information flow)與物流 (physical flow)的管理，但是很少企業直接設立這些部
門，未來組織系統的發展趨勢還不明朗。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電子商務、物流中
心、第三方支付及其他第三方運籌等服務的跨組織合作機制已經逐漸普遍，目的
在於提高彈性與速度，以快速回應顧客服務的要求。
隨著時代的進步，特別是科技的發展，管理典範正逐漸在漂移(shift)，新一代
的「供應鏈管理典範」應運而生，因為在工業 4.0 時代，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
爭將取代企業愈企業之間的競爭。因此，在海洋商務學院內並沒打算設立企業管
理系，直接以供應鏈管理系取代企業管理系。

肆、三力並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的「海洋商務學院」設有航運管理、商務資訊應用、供應
鏈管理、海洋休閒管理與海洋事務等五個系所，在專業領域上各有自己的對口產
業，在教育上則有三力是共同的訴求。三力代表「國智耐」等三種學生就業競爭
力，也就是國際化、智慧化及耐操化的能力。其中，國際化的關鍵能力是外語能
力，智慧化的關鍵能力是電腦能力，至於耐操化的關鍵能力則是體力。因此，
「海
洋商務學院」可以在國際化、智慧化及耐操化的關鍵能力提升方面訂出具體的教
育目標：
1.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推動全英語課程，協助學生出國學習並招收外
籍生。在供應鏈管理系據此提出 i521 行動計畫，i 代表國際化，5 代表 50%的全英
專業課程，2 代表補助 20%學生出國學習或交流，1 代表招收 10%的外籍生；另外，
為了提升英文的聽說讀寫能力，本系提供一系列的實務專題製作課程，包括專題
英文寫作、實務專題(一) 、實務專題(二)、專題英文簡報等全英課程。
2.智慧化(intelligentization)：強化電腦輔助教學，提升系統操作能力並取得證
照。在未來的課程規劃，必須配合實務發展趨勢，導入電腦輔助教學軟體，院系
所的經費應該以教學需求為優先，並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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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耐操化(resiliency)：設置運動設施，培養學生運動習慣並挑戰運動競賽。除
了大學基礎教育所提供的體育課程之外，各院系所都應該致力於培養學生運動習
慣，並編制預算支持學生挑戰運動競賽，藉此提升體力以因應未來工作的要求。

伍、海洋商務學院組織系統
1.改名構想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創立於 2008 年 2 月 1 日，遵循海洋立校之理
念，積極發展成為具有海洋特色之管理學院。為了保留傳統價值與海洋特色，提
出下列學院名稱：
I.

海洋商務學院（商業與海洋事務）；

II.

海洋政經學院（政策與經貿）；

III. 海洋經略學院（經營與策略）；
IV. 海洋運籌學院（海洋休閒、ICT 與全球運籌）；or
V.

海洋產業經營學院（繁榮與安全）。

經過管理學院召開院務會議討論，決議將管理學院改名為「海洋商務學院」，
保留現有系所，包括航運、資訊、供應鏈、海洋休閒、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等領
域，兼顧未來發展與海洋特色。
2.教育目標
三校合併後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設定三大特色，包括「親產優質」
、
「創新創
業」及 「海洋科技」
。海洋商務學院設在楠梓校區，承接發展「海洋科技」特色
之任務，教育目標設定為培養海洋政策與產業經貿運籌人才，包括海洋政策、海
洋事務、海洋運輸、航業經營、低溫倉儲、冷鏈管理、資通訊科技、水域運動與
海洋休閒等領域，循序漸進，從知識(knowledge)傳授開始，經由專業態度(attitude)
的改變、工作技能(skill)的訓練，最後是學生養成海洋公民的文化素養與習慣
(habit)。
3. 海洋商務學院組織發展與學生就業
科技大學的設校理念就是職業訓練，希望學生畢業即就業，用最短的時間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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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出專業人才，而且必須與產業接軌。因此，海洋商務學院的重點在於大學部的
教育，而不是碩士班或研究所，組織系統與學生就業方向如下

智慧化科技
（商務資訊應用系）

國際海洋商務學程

國際貿易
（國際企業管理系所）
海洋休閒運動
（海洋休閒管理系）

智慧商務經營學程

海
洋
政
策
與
全
球
運
籌

航業經營
（航運管理系所）
供應鏈運籌
（供應鏈管理系所）

觀光產業

運籌產業
海洋政經（海洋事務管理系所）

公務人員

圖 1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商務學院組織系統
備註：國際企業管理系所與海洋事務管理系是未來可能新增的系所。
4.系所簡介
(1)航運管理系所
航運管理系教育目標在培育專業、敬業、樂群的航運物流相關事業之經營管
理與實務人才，藉以提昇國內海運、空運與國際物流等專業管理技術，增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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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競爭力。

圖 2 航運管理系教育目標

航運管理系畢業生的主要就業管道如下：



國內外船運公司
海運貨物承攬業
國內外船務代理公司
貨櫃場站公司






國內外相關的航空公司
航空貨運承攬業
航空快遞公司
航空貨運倉儲業






國際物流公司
貿易公司
一般製造業的進出口部門
產物保險公司
報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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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局或港務公司
關務人員特考



航運管理研究所
國際物流管理研究所
交通管理研究所
運籌管理研究所
運輸管理研究所
航空運輸管理研究所







(2)商務資訊應用系所
因應智慧資訊科技與雲端運算發展趨勢及Ｕ化時代的來臨，商務資訊應用系
旨在培育符合業界發展趨勢與市場需求的資訊專業人才，更有別於他校之資管
系，除訓練學生之資訊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能外，同時加強海事相關產業所需的資
訊管理能力。故依產業發展趨勢及人才需求，將大學部專業課程及師資專長歸類
為四大領域：管理科學基礎、資訊管理與應用、資訊技術與整合及海事資訊應用，
並運用師生自行研發之「海事範例系統」
，以「目標導向式教學法」實踐跨課程整
合之教育理念，再輔以實務專題製作、職場實習、業界參訪、業師協同授課、各
類研習與講座等多元化教學，以落實下列教育目標及特色發展：


培育業界所需的資訊專業人才，並加強海事相關產業所需的資訊管理能力。



培育產業實務系統規劃、開發、管理及維護等能力。



培育理論與實務並重、學用合一之整合能力。



奠定學生未來就業與繼續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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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商務資訊應用系課程架構

(3)供應鏈管理系所
21 世紀是供應鏈競爭的時代，但是 DHL Supply Chain(2017)公佈的調查報告
(The Supply Chain Talent Shortage: From Gap To Crisis)顯示全球供應鏈產業正面臨
人才短缺，這種短缺現況已經從斷層演變到危機，領先的企業瞭解他們必需採取
行動來解決這種情況，否則將來會面臨使用不稱職的人來管理供應鏈的後果。另
外，因為資通訊科技的發達，互聯網如此普遍，而且人工智慧也進入實用階段，
產業的垂直整合及跨組織合作變成容易的事情，供應鏈管理(SCM)將取代企業管
理，除了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發展與管理之外，傳統產業應用供應鏈管理而升級
到 4.0 版，將是未來年輕人的主要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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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系因應工業 4.0 與供應鏈競爭時代的發展趨勢，設定教育宗旨為
「培訓活用資源的專業人才」，提出 SCM1234 的觀念性架構，據此建立一個符合
產業需求的供應鏈管理教育體系：1 心(中心思想；活用資源，供應鏈是資源的結
合體) ；2 柱(支柱；國際化與快速化，跨國快速供應鏈管理與發展) ；3 色(特色；
水產供應鏈運籌、綠色供應鏈運籌與緊急運籌等三大特色)；4 流(流程；商流、金
流、資訊流與物流等四大機能)。此一教育系統強調跨組織合作，致力於台灣傳統
產業的供應鏈發展與管理，也有助於高科技產業的綠色革命，透過綠色供應鏈與
緊急運籌而節能減汙與碳，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圖 4 供應鏈管理系教育體系(SCM1234)

(4)海洋休閒管理系所
海洋休閒管理系旨在培養具有海洋休閒管理專業知識及技能與具備國際觀之
學生；教育宗旨符合國家開發海洋資源、拓展海洋休閒事業之政策；發展方向依

241

循政府推動及發揚海洋休閒活動之目標。本系配合國際化趨勢，強調英(語)文教
育。學生於本系接受海洋休閒管理專業知能教育後，未來將朝向海洋休閒管理領
域發展事業。教育目標如下：


培養教師與學生研究及發展能力，創新及改造業界新風貌。



加強產學合作，使學生具備高素質能力，為業界提供人力資源。



以海洋運動、休閒事業、海洋休閒資源管理為發展重點，致力於提昇台灣海

島文化及培育海洋休閒管理人才。
鑑於國家發展海洋休閒管理行業之重要性，且又處海洋首都之地-高雄，培養
海洋休閒管理方面的人才責無旁貸，未來將以休閒管理、海洋休閒資源管理、海
洋運動為主軸，配合地方行業發展之趨勢及需求，規劃海洋休閒管理之相關課程，
以配合培育行業所需之相關人才，提昇產業之服務水準。主要課程規劃可區分成
下列三個專業領域：
 休閒管理專業：包含管理學、經濟學、企業概論、統計學、人力資源管理、
會計學、休閒遊憩概論、行銷管理等課程。
 海洋休閒資源管理專業：包含海洋學、海洋生態學、海洋觀光、海洋休閒資
源規劃與管理、導覽解說、管理資訊系統等課程。
 海洋運動專業：包含游泳、水域安全與救生、獨木舟、水肺潛水、帆船、水
中體適能、風浪板、沙灘排球、水上摩托車、衝浪、滑水、溯溪等課程。
海洋休閒管理系畢業同學有寬廣的升學管道，可以選擇就讀國內外海洋休閒
管理、觀光休閒、運動管理等相關研究所，如海洋休閒管理、旅遊健康、行銷管
理、運動與健康、旅遊事業管理、休閒健康管理、應用運動科學、運動傷害防護、
運動器材科技、觀光暨遊憩管理、體育與健康休閒等。
另外，海洋休閒管理系結合了海洋休閒及管理的特性，系畢業生就業前景看
好。有志於公職者則可參加國家舉辦之高考及普考，選試科目有體育行政、觀光
行政等類科，亦可參加導遊人員及領隊人員考試。另外，國內外海洋休閒事業、
運動俱樂部、遊艇事業、體育事業、旅館管理、旅遊業、休憩中心、觀光事業、
渡假村、主題樂園、海洋運動產業、運動健康產業等皆是本系畢業生就業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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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為配合政府成立「海洋委員會」及相關海洋政策，特在管
理學院設立「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簡稱海管碩班）
，後於 2016 年
08 月 01 日改為「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期望凝聚師生的海洋意識，深耕
海洋教育，落實台灣「海域安全」，促進海洋「產業繁榮」。
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的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具有外文、管理、海洋
事務與產業之跨領域能力以提高海洋產業附加價值，以期增加海洋產業國民生產
毛額，並對國民生產毛額之貢獻。同時，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的另一個教
育目標是培養海洋事務行政人才，協助學生考取公務人員資格，推動海洋國家政
策，提升台灣海域安全；培養海洋產業管理人才，輔導學生進入海洋相關產業，
並以高階經理人為志業，促進藍色產業繁榮。特色如下：
 依照生態系原理，發展海洋與海岸綜合管理體制，確保海洋資源生態及海域
安全。
培養學生海洋產業創新創業、規劃、執行與控制能耐，提升台灣海洋產業競
爭力。


強調國際海洋事務觀點，實施全英語教學，參與國際合作，實現海洋台灣的
理想。


陸、結語
新學校，新氣象。一個具有特色的學院就從 2019.8.1 正式成立，未來的教學
將主導教師的研究方向，院務發展也將根據「五四三」的教育哲學，搭配海洋產
業發展趨勢，推動跨院的合作，致力於海洋商務管理人才的教育訓練，希望發展
成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海洋商務學院，值得大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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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之設計與規劃-以海
事水產類為例
Discussing th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of zoning
vocational explo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center- In
case of Marine Fishery 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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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四面環海，海事水產等海洋產業發達，但關於中學學生海事水產相關職業
探索課程實為匱乏，更遑論尚未觸及之國小領域。因此本研究以高雄市前鎮國中的
海事水產類群之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為例，說明其設計理念、規劃過程與成果。
該中心將海事水產與商業管理兩種職業試探類科，整合規劃探索實作體驗課程，提
供中小學生「跨域、主題式」職業試探。引入產業資源、社區漁業海事相關人力師
資，並整建情境體驗教室，包括海事船型空間(含 VR 實境體驗)及水產類造網體驗區，
使學生得以體驗海事水產職群核心課程理念。藉由整合性、主題性及探索性課程等
體驗學習，結合相關業界專家擔任講座，使職業試探更真實鏈結產業經驗，發揮職
探中心之功能
關鍵詞：職涯試探、體驗學習、職探中心

Abstract
Taiwan has been known for well-developed aquatic and marine industries due to the
seas surrounding. In consideration of lacking some vocational exploration courses which
related to maritime and aquatic products educa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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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 the vocational testing and experience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the maritime aquatic
products group in Cian Jhen junior high schools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it's design
concept, planning process, and achievements. The center integrated two aspects of marine
aquacultur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o provide pupils with cross-domain and thematic
temptations by experiencing integrated practical courses. Engaging some human resources
teachers from community fisheries and maritime-related industries to assist in building a
situational experience classroom, including maritime ship-shaped space (VR real-world
experience included) and aquatic-made network experience area that one may help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core curriculum of maritime aquatic products. We have invited
industry experts to address lectures to link all the vocational exploration center together by
combing the courses with integrated, thematic and exploratory elements.
Keywords: Career Exploration 、 Experiential Learning 、 Vocational Explo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Center

壹、 前言
1.1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根據高雄市政府海洋局(2018)施政願景所述，大高雄都海岸線計 65 公里，橫
跨 16 個漁港，7 個漁會，且漁會會員數高達 75000 人， 養殖漁業面積廣達 4000
公頃，遊艇廠計 20 家，加上高雄特有港灣資源，使得大高雄都已成為台灣海洋
產業發展最具潛力之城市。並藉由大高雄都獨特山海河港優勢，孕育大高雄地區
海洋產業發展，統籌規劃各項產業之輔導推動使其產生群聚效應並發揮加乘效
果，將可創造本市海洋產業國際競爭能力。藉由上述說明可以得知，高雄市在海
事水產類職業人口數及需求量皆高，在提供中學學生海事水產相關職業探索課程
實為匱乏，更遑論直探尚未觸及之國小領域。
前鎮國中位於高雄市南端的前鎮區、國道漁港路交流道出口處，鄰近過港隧
道、機場，以及全國最大的遠洋漁港-前鎮漁港，區內擁有亞洲新灣區、港區物流、
加工出口、冷凍倉儲、海事水產…等各類企業，夢時代、大魯閣草衙道等大型購
中心亦進駐該區，商業流通資源通達，校地 6.4 公頃，幅員廣大，空間餘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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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極多海事水產相關機構及產業，鄰近學校家長亦多從事海洋與商業相關職
業，此外，該校為高雄市唯一設置海事相關之職業試探示範中心進行探討，並跨
縣市與澎湖合作推動海洋教育之國民中學。
倘能以藍海概念出發，本研究針對前鎮國中的職探中心，企圖透過研究結合
在地產業合作、鄰近縣市之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資源，以及商業管理類科，來設計
出適合用於海事水產相關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之設計與規劃，整合產業鏈結
構，連結倉儲管理、貨物流通、電子商務管理、商業行銷…等相關課程，將海事
水產與商業管理兩種職業試探類科，透過探索實作體驗課程的整合規劃，提供中
小學生「跨域、主題式」職業試探，開展未來高雄在地人口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
之願景。
1.2 研究範圍
前鎮國中交通便利，前往鄰近小港區域內之台船、中鋼、臨海工業區等大型
工業機構以及高雄捷運機廠等地十分便捷，成立本中心後，以鄰近 30 分鐘車程
內之南高雄如：鳳山、林園、大寮、小港、旗津…等區，設為基本服務區域，服
務區域內之國小高年級學生，105 學年度約 15,300 人，國中 7 年級學生數則約
7,200 人，計 22,500 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016)。

貳、文獻回顧
2.1 海事水產人員從業現況分析
臺灣四面環海，占有航運地理條件優勢，因此航運發達、貿易興盛。國內主
要航商包括長榮、陽明及萬海等，其中長榮與陽明以遠洋為主，居於世界前十名，
萬海以近洋（亞洲區間）為主，但隨著營運規模的擴增，近來也加入經營遠東至
美洲航線。尤其在 2000 年以後，兩岸互動頻繁，臺灣的海運逐漸著重於兩岸三
通的業務成長需求，因此海事相關人才，自有其不可言喻的重要性。
依據教育部(2018)海事從業人員就業率顯示，從 2014 年 86.8%下降 4 個百分
點後，至 2018 年海事水產人員的就業率，就持平在約 82%的百分點，雖然海事水
產人員擁有最令人羨慕的優渥薪資，同時也讓許多低薪工作者望「洋」興嘆，尤
其海事從業人員遨遊滄江大海，既可以拓展見聞，又可以環遊世界，更一舉數得。
再加上只有少數學校擁有相關科系，若學生在校成績優異，即便未畢業也會有公
司高薪禮聘，這是其他類科學生望塵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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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關海洋的專業教育和海事從業人員的培育機，越來越趨多元與完整，
然而在正規教育體系與傳統升學主義下，有關海洋的教材內容與課程訓練，可說
相當的不足；台灣四面環海，海事資源非常豐富，理論上，人才需求十分殷切，
尤其從海洋食品、海洋養殖到海洋休閒等發展趨勢來看，海事教育的發展非常值
得期待。然而未來面臨十二年國教適性多元時代，環境變化快速，學校行政體制
及課程規劃也必須因應未來教育的變化予以調整。為使學校未來發展能有準確方
向，特訂定校務發展計畫，作為依循之準則與目標。
本節透過上述文獻可以得知，海事水產從業人員近幾年就業率，雖然處於持
平狀態，但在台灣現階段缺乏海事水產人力的狀態下，本研究認為是因為對於海
洋陌生所導致的結果，為此，唯有透過職業試探(Career Exploration)的方式，給予
學生可以了解海事水產的機會，提高學生對於產業的興趣。
2.2 職涯試探
職涯是個人在其職前、職業中及退休後的生涯中，所擁有的各種重要職位或
角色的總和(楊朝祥，1989)，人的一生當中於青壯年時期多為工作發展階段，不分
職位高低、無分工作貴賤，都是個體工作成果的具體展現，為了增加更高層次的
需求滿足，投入學習是取的機會的選項之一，對於參與學習訓練可帶來個人生涯
發展正向影響的機會(McPherson, 1999)，職訓學員的學習動機愈強，其職涯發展能
力也愈高，且學習動機與職涯發展能力滿意程度互為因果關係，兩者相輔相成(石
慶豐，2011)。
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是終生的、連續性的歷程(Super, 1957)，而兒童
階段的職業試探亦包括在此歷程當中，並對於其未來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兒童
在早期發展階段，對於未來職業多半以幻想為主(王文秀、田秀蘭、廖鳳池，1997)，
其幻想對象來自父母、鄰居、師長或是心中所認同的英雄、卡通人物，以及在生
活場域中對所接觸到各行各業的印象，因而衍生出「我也要從事某種職業」的概
念，但即使這些幻想可能並不符合實際工作世界的運作情形，兒童卻已開始形成
生涯決定(Staley & Mangiesi, 1984)、建構與工作有關的價值 (Hales & Fenner, 1972,
1973)，甚至開始逐步減少其可接受的職業數目(Gottfredson, 1981)。
在生涯發展的不同階段中，個人會因心智、人格特質、自我概念、個人興趣、
生活環境、社經地位等的成長與變化，而對其所欲從事的業有不同的認知和探索，
而職業試探的意涵便在於幫助個人了解自我的能力興趣與職業的關係、擴展對工
作世界的正確認識、減少刻板印象與錯誤認知，進而使個體能夠在進入就業市場
前做好準備，並使其天賦、能力、興趣能獲得良好的開展，在其職業領域當中發
揮對社會的良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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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兒童處於生涯發展的早期階段，然而其對未來工作的想像與探索卻已開
始發生，因此為國小學童提供正確、客觀、周延的職業試探教育與輔導有其刻不
容緩的必要性。此階段的職業試探以幫助兒童建立自我覺察、增進對職業的認識、
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以及讓兒童了解在學校所學之學科知識與未來工作之間的
關係為主要內涵。同時，此時期的職業試探並非要迫使兒童做出過早的抉擇，而
是要避免兒童過早的排除一些選擇的可能性(Herr, Cramer, & Niles, 2016)，換言
之，兒童在生涯輔導與職業試探當中，可以避免受職業刻版印象、環境背景的侷
限性(如父母社經地位、居住地區等)、對職業所需具備能力的誤解等因素的影響，
而對各行各業有更廣闊的認知，保持更開放的態度。
關於兒童職業試探或生涯發展的理論，有許多不同的面相，其中環境影響、
個人特質與發展、社會學習等，都是型塑兒童職業觀的重大因素，從以上的理論
可以發現，無論是外在的環境因素、內在的人格特質和發展、天生的遺傳與天賦，
還是後天的學習經驗，都會為兒童在探索未來職業生涯上帶來影響，即使兒童對
職業的認知可能基於幻想，可能不符合實際，可能還會有很多的變數，但若沒有
良好的教育資源讓兒童對職業的試探有更全面且客觀的認知，則兒童將來在就業
上，這些環境造成的不利影響、對職業的不實幻想及刻板印象、或是對自身能力
興趣認知不足的情形，都很可能成為其生涯發展的阻礙。因此我們在兒童職業試
探上應儘可能提供豐富的資源與機會，如此對兒童個人的生涯發展和社會整體的
和諧與進步都會有所裨益。
由上述文獻可以得知，職業試探可以給予學生更多認識少數職業的機會，對
於職業的選擇，也能有更好的認知及更高寬廣的認識，如海事水產而言，本研究
認為鏈結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方式，則給予學生更實際的體驗，了解
該產業的內容與營運狀況，並也能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提高學生對於海事水產
的投入。
2.3 學習體驗
依照亞里斯多德解釋「體驗」為感覺記憶，即許多次同樣的記憶連結在一起
所形成的經驗。從心理學的概念而言，
「體驗」可說是個體經歷了一段時間或參與
活動後產生感知的過程（張春興，1996）
。因此當人們在直接觀看或者從事活動的
過程中對某些刺激必會產生內在反應，而這種反應也通常會表現在人們的言語和
表情中。高俊雄（1993）從休閒體驗的觀點指出「體驗」是個人在從事休閒活動
的過程中，其感官、知覺、心智和行為會不斷和周遭環境產生互動關係，參與者
從這些互動關係中所得到的感受與經驗。
Schmitt（1999）認為「體驗」
，是發生於對某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而且「體
驗」包含整個生活品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參與造成的，不論事件是
真實或虛擬的。
「體驗」通常不是自發的，而是誘發，是個人在形體、情緒、知識
上的參與，因此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樣。Schmitt 提出的「體驗行銷」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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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消費者行為學及心理學等社會理論來建構整體架構，並將消費過程中，對產
品或服務感覺產生的反應劃分成不同體驗形式，發展出消費者「策略體驗模組」，
包括感官、情感、思考、行動、關聯等五種。
學習動機是指個人用心思考，由某種組合中去挑選出特定目標的選擇行為(Li
ｍ, 2000)。Kim(1993)認為可以用「操作性學習(operational learning)」（know-how）
以及「概念性學習(conceptual learning)」(know-why)這兩個面向來解釋個人學習模
式，Houle(1961)將學習動機取向區分為目標取向、活動取向及學習取向，Noe(1986)
認為訓練學習動機是學員想要學習訓練課程內容的一種意願，主張動機和態度在
訓練效能扮演關鍵角色，他覺得即使學員具備學習課程的能力，但欠缺動機的狀
態下，訓練他們並沒有好處。成人參與進修學習的動機，主要為增進工作或就業
能力、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增進專業知識與教學技能、獲得晉級加薪的機會、
滿足學習所帶來的充實感、學習第二專長與訓練、工作或職務上需要等多項外在
因素(林如萍，1991)。參與在職進修的動機取向可分為八類，其中以「認知興趣」
為最強。
Berdie(1965)研究學員參與訓練動機指出，若能引發學員的學習興趣，就可增
進他的學習動機，將可提高學生學習之滿意度(Lam & Wong, 1974)，如果能預期參
與訓練後個體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內在或是外在因素的滿足，而對於參與學習動
機甚強之學員，在學習中比較可以滿意其所參與的學習活動(Hoyt, 1973)。學習動
機也就會相對提高(陳秋麗，2005)。對於整體參訓學習滿意度方面，整體投入訓練
動機與整體學習滿意度之間呈現正向相關(黃怡婷，2011)。
各種職業訓練開、結訓場合聽到參加後對於學員能力提升有相當的助益，這
就是指個人學習和在不同情況發展下的能力或知識的轉換(Kelly, 2001)。林如萍
(1991)研究認為個體參與職業訓練進修的動機主要為增進工作或就業能力、拓展自
己的人際關係、增進專業知識與教學技能、獲得晉級加薪的機會、滿足學習所帶
來的充實感、學習第二專長與訓練、工作或職務上需要等多項外在因素所影響，
而其中多為個體自我評估希望於參加學習後可以獲得能力的提升所致，而當學員
個體參與教育訓練的動機較強的狀況下，對於學員滿意度、能力提升等學習成效
及對企業、組織的認同均有正向的影響(楊素端，2007)，學習動機越高，學習意願
越強，對學習結果的同意程度就會越高(石慶豐，2011)。
透過前三段文獻的說明，本研究結合職業試探及體驗學習的方式，利用硬體
設備及軟體課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意願，更加深對於海事水產的學習興趣，
其中課程設計的方式更是跨域、跨科技，且利用主題式的方式進行，使學生對於
海事水產的領域能有更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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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課程設計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鏈結前鎮國中海事水產暨商管職探中心，基於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
結果，設計課程、硬體設施來實證研究結果，企圖透過融合職業試探、學習體驗
課程，來提供學生培養海事水產專業之學習經驗、體驗，期望鏈結與建立正確之
職業價值觀，提升未來產業之投入意願。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VR體驗設備

硬體

海事水產人員從
業現況分析

職業試探

海事船型空間

造網體驗區
動感投影教室

海事水產
暨商管職
探中心

跨域、
主題式

乘風破浪
烏魚子傳奇
課程

體驗學習

小小造船工程師
織網傳奇
虱目魚傳奇

圖 1 研究架構

3.2 設計方法
本研究針對前鎮國中職業探索暨體驗示範中心，為配合學生使用方便及安全
的課程設計場域，並且在以不干擾前鎮國中課程進行為原則，設置教室於前鎮國
中 A 棟一樓、二樓及三樓（如附圖 2），海事水產職群設在使用率較低的舊圖書
中心，為中心之主要空間，其地點擁有 2 間普通教室大小，且為弧形設計，校舍
建築本身已具有海洋意象，將整合商業類情境共同使用此空間，進行情境體驗教
室整建；另改善舊家政烹飪教室做為水產課程使用，另再設有一處會議中心，提
供討論及會議時使用；此外，前鎮國中因腹地廣大，A 棟樓層週邊綠地眾多且方
正，旁皆有走道方便行走，擬搭配戶外空間設置海事相關情境模擬空間，利用戶
外空間建置海洋裝置藝術，塑造海事水產相關情境。此外，配合課程設計，引入
海事產業資源、社區漁業及相關大學端與高中端的海洋專業人力師資，如復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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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澎科大等，融合各領域專長的老師來進行課程研擬與設計，並結合相關業界
專家擔任講座，使職業試探更真實鏈結產業經驗，發揮職探中心之功能。

教室設置：跨域模擬情境空間，分為造網體驗區、動感投影教室、船型空間(VR實
境體驗)及討論區。
圖 2 空間使用規劃

肆、研究結果
4.1 硬體
本研究透過 3 項設施體驗，鏈結海事水產暨商管職探中心，來探討中心設施的
變化對於學員職業試探、體驗學習的學習成效影響；其硬體設施體驗結果顯示，
學員於學習的過程中，能夠透過聲光的影響，強化其對於，多數對於海事未來的
職業就業也有相當的憧憬，以下為本研究對於軟體課程設計的分別說明:
(一) VR 體驗設備: 利用 VR 技術所創造的虛擬世界，可以使學生與虛擬世界
裡的事物有所互動，因而讓學生更投入於學習當中增進學生的理解力，以
往學生在教學上屬於被動的一方，以單方面接收知識，使用虛擬實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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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學生轉為主動的一方，充分發揮個人能力。且能透過結合 VR 的模
擬海上工作環境及操作，達到如潛水體驗、動力小艇體驗等，加強其職業
試探之興趣探索。
(二) 海事船型空間: 把平面內容用實體景象呈現，讓模型在視覺方面可以很容
易地呈現圖像無法展現的效果。並將課堂上的事物，例如：海洋生物、魚
探機、方向探測機、電報器等，將實際會運用到的模型呈現在學生面前。
後續配合實習、體驗課程，更可模擬操作模型，減少必要的安全問題，且
實際的體驗也能增加學員的興趣，提升投入職場的機會。
(三) 造網體驗區:利用漂流木、廢棄漁網及其他海廢垃圾等，經由手作創造、
創生各式各樣的海洋元素作品，使造網體驗區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海廢創
生課程，不但讓學生能夠激發想像空間，更在學習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埋
下愛海的因子。
(四) 動感投影教室: 一個良好的教學環境可以提供學生所要的學習資源，可以
讓學生身歷其境，在動感投影教室中，不局限於學生的刻板式書本學習，
更透過投影聲光的影響，使教育能結合自由探索，並於內容中所提供的事
物，用不同角度去觀察，激發學生思考，讓學生提出假設、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創造出全新的觀點。

4.2 課程
本研究透過 5 項活動的辦理，結合海事水產暨商管職探中心，來探討中心對
於學員職業試探的學習；其結果顯示，學員於學習的過程中，對於活動流程的反
應都相當的熱烈，多數對於海事未來的職業就業也有相當的憧憬，以下為本研究
對於軟體課程設計的分別說明:
(一) 乘風破浪：利用船舶動力設備種類及原理特性的教學，了解船舶動力設
備構造、功能、操作及保養方式，後續結合科學魔術船的製作與操作，
結合電路、電阻及開關的方式，帶領學員進行實作，體驗自動化及控制
系統的基本概念與元件構造。
(二) 烏魚子傳奇：認識烏魚子的歷史與傳承，並配合海洋洋流、季節變化的
關聯性，來拓展學生海事水產教育的學習投入，並在認識烏魚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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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烏魚養殖場之中，結合烏魚子產品 DIY 的體驗活動，來讓學員火烤、
品嘗烏魚子，深刻的體會海中烏金的產業。
(三) 小小造船工程師：本課程設計利用學生自己動手做材料，自製蒸氣波波
船，並連結學習鍋爐引擎的運作原理，除了可以認識其運作方式與設計
外，更能透過團結分組設計改良，引起學生間的腦力激盪互動，最後舉
辦賽船比賽來深植學生對於產業的興趣，提高造船行業的就業率。
(四) 織網傳奇：透過網針、網板、網線及剪刀的手作課程來修補、編網，認
識水產群中的漁業技能，同時連結搭乘休閒漁船，認識航海儀器設備、
操船體驗、漁具投放、漁具結構認識、釣繩等，瞭解許多關於海事水產
職群的內容。
(五) 虱目魚傳奇：認識虱目魚的生長環境和生長過程，也通時能夠傳授書本
以外的知識，如產業專家的經驗教學，充分的利用課餘時間，使學習課
上學不到的知識，能夠有所傳承，後續結合虱目魚丸的手作，體驗水產
食品的製作過程，最後希望能透過遊玩的過程中，幫助學生在未來選職
業的時候能夠有更多選擇的機會，提高諸如此類傳統漁業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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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一、 本研究透過事前專家討論，將設施、教材透過前鎮國中的海事水產暨商管職
探中心實施，結合生活中的應用、結合遊戲、體驗等，使得參與的學員加深
對於職業試探、學習體驗的記憶，瞭解實際的工作狀況，而非僅是刻板式的
學習，最後不但有效的提升學員的學習狀況，更加強學生的興趣，提升未來
投入海事水產職場的機會，對於中心未來的軟體教學的方式，也打開了新的
里程碑。
二、 未來科技應用能力是發展的趨勢，因此，如何將科學結合海事水產產業
的教育，絕對是培養現代孩子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之一，本研究藉由 VR
體驗設備等科技的力量，來輔助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使學員在船舶模
型的學習上，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同時連結動感投影教室，利用互動式
影片、聲光的渲染，培養學生對於海事水產的興趣，提高自我學習的機
會，未來更希望能鏈結科技的力量，來解決更多學生在學習上所遇到之
可能問題，藉以提升產業投入的興趣。

5.2 建議
一、 未來持續辦理穩定後，可透過鏈結業界的專家，來提供學員在職業試探的學
習體驗上，能夠擁有更具有且實際的產業現實狀況，提升強化學員對於產業
後續的投入之興趣。
二、 職業試探、體驗學習的教育對象，不應僅是針對學生的教育，對於種子教師
培養、家長的親職教育及產業企業等對象，也應該共同納入，培養出一個大
型海洋家族。
三、 學員未來就職之準備，不應單向強調於介紹，對於其職業試探、學習體驗應
該有更具體的認知，才能使未來學生的選擇上能更加的完整，不會對於未來
感到徬徨、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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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處置現況及其政策之研究
Current Status and Disposal Policy of Marine Debris
in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s
林宗儫5、張水鍇6、高瑞新7
Tsung-Hao Lin 、Shui-Kai Chang、Rui-Hsin Kao

摘要
為瞭解並解決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問題，本論文彙整金門縣環保局提供 2006 年至 2016
年與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提供 2009 年至 2016 年之海洋廢棄物數據，分析金門海灘各種
類的海洋廢棄物、廈門周圍五面海域海洋廢棄物的情況，並探討金廈海洋廢棄物關聯
性，以瞭解廈門海洋廢棄物與金門海洋廢棄物之分布的相關性。本研究從數據分析結果
推估，金門海灘的廢棄物可能有部分與廈門附近海域海洋廢棄物息息相關，另外本論文
也對廈門政府如何控管海洋廢棄物以及我國如何管理陸源廢棄物進行探討，最後找尋金
廈兩地區對海洋廢棄物的合作方案與當前困境。
關鍵字:海洋廢棄物、區域合作、跨界汙染、金廈海域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marine debris in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s and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based on the data of marine debris fro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reau of Kinmen County (2006-2016) and the data from Xiamen Ocean & Fishery Bureau
(2009-2016).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inmen and Xiamen governmen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rine debris in the Kinmen beach and in the five sea areas of Xiamen.
Besid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 of marine debris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and discussed how the marine debris was managed by the Xiamen government. Finally,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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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coope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major difficulting encountered i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Keywords: Marine debris, Cross-area cooperation, Cross-border Pollution, Kinmen-Xiamen
sea areas

壹、緒論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依據 2016 年聯合國秘書長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第七十一屆會議討論重點為海
洋廢棄物、塑膠、塑膠微粒，此份報告書向各國以及國際組織收集重要文獻，並
針對此議題制定了四大面向，分別為海洋廢棄物的來源與途徑、海洋廢棄物對環
境和經濟以及社會影響、全球和區域以及國家各層級採取防止和減少海洋廢棄物
的行動、和為防止和大幅減少海洋廢棄物必須進一步採取的行動(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A/71/74], 2016)。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認為海洋廢棄物(marine debris 或 marine litter)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並影
響各大洋(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09)。

圖 1-1 金門與廈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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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oogle map，參考時間 2018 年 12 月，圖片出處:
<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4.474457,118.2299664,37263m/data=!3m1!1e3 >。

金門四面環海位於中國福建省東南沿海九龍江口外，地形像似啞鈴，中央地形狹
窄，東西兩側地形寬廣(如圖 1-1)，因此有著浯州、浯江等舊稱(李宗儒，2011)。金
門縣與福建省廈門市目視可及，兩座小島之間的金廈海域為兩岸人民共同活動區
域，然而隨著兩岸逐漸開放觀光、旅客大增，廈門及周邊省市經濟發展及商業頻
繁，金廈海灘環境問題越來越惡化，例如假日海灘人數眾多遺留的許多廢棄物、
中國內地管理不當產生的廢棄物。在金廈海域活動的各類船舶、近海作業漁船或
近海養殖業等丟棄的廢棄物，還有許多原因皆會造成廢棄物流入金廈海域中。
2.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首先在於使用金廈政府海洋廢棄物數
據，瞭解金門與廈門海洋廢棄物種類、數量的相關性，作為未來實施源頭控管依
據。其次，分析上述數據瞭解金廈海洋廢棄物在不同季節、地點、潮汐的差異，
作為廢棄物清理效率的參考。再者，針對國外管理廢棄物政策及相關文獻分析，
供決策者制定減量海洋廢棄物因應對策。此外，藉由金門海洋廢棄物現況及數據
分析去探討金門與廈門海洋廢棄物之關聯性，並對金門海洋廢棄物提出減量對策
及控管廈門海洋廢棄物對策，以有助於金廈地區海洋廢棄物減量合作。最後，根
據以上研究發現提出廢棄物的管理建議。
3.

研究方法與途徑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歸納法（induction method）
，首先蒐集和海洋廢棄物有關
的學術論文、專書、國內外期刊、研究報告、政府文件、調查數據、網路資料與
其它相關文獻記載(高瑞新，2017)。此外，歸納金廈兩地政府關於清理海洋廢棄物
的方式及減少海洋廢棄物的政策。
在研究途徑方面，本研究先進行文獻分析，首先，探討海洋廢棄物現況，目的在
瞭解海洋廢棄物污染的嚴重性。其次，針對金門淨灘地點、可回收種類數量、不
可回收種類數量，以及廈門五面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數量進行探討。再者，針對
金門與廈門海洋廢棄物管理進行因應對策，目的在瞭解當前管理對策與缺口，從
而填補目前金門處置海洋廢棄物現況不足之處。歸納分析途徑，本文先初步瞭解
海洋廢棄物的組成與來源，之後再將前述資料與國外海上廢棄物清理方式進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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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然後歸納結果。
4.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2 表示，從確定金廈地區海洋廢棄物資訊足夠，開始分析金門與
廈門海洋廢棄物依據數量、種類等各項分析及瞭解目前處理現況之後，分別針對
金門提出海洋廢棄物減量對策以及控管廈門海洋廢棄物對策，找尋適合金廈海域
海洋廢棄物因應對策，最後分析金廈地區海洋廢棄物減量合作與困境，提出廢棄

物管理建議。
圖 1-2 研究架構圖

貳、文獻探討
2.1 金門地區處理海洋廢棄物現況
金門縣長期受到大陸沿岸海洋廢棄物干擾，每年清理約 500 公噸的海洋廢棄
物(環保局，2017)，已經嚴重影響金門海岸地帶的環境，這不僅影響到金門海岸地
帶，更影響周圍的海洋生態與水質(李修慧，2017)。平日不定時有海洋廢棄物漂入
金門各海岸地帶，特別是在暴雨發生過後海灘上的廢棄物數量比往常更多，海岸
線長期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廢棄物汙染，金門人民、軍人動員已經成常態(曾伯勳，
2010)。金門環保局從 2006 年開始收集海洋廢棄物數據，在 2011 年起海洋廢棄物
分為兩大類，一類為資源廢棄物、另一類為非資源廢棄物並加以細分種類如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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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竹木、寶特瓶等等，然而目前環保局每日派人前往海灘進行統計廢棄物情況(高
瑞新、林宗儫，2017)。
金門縣環保局妥善利用中央補助經費，購買淨灘機具以及雇用淨灘人力經費，加
強清理海洋廢棄物的速度，減少海灘上未清潔的問題(李增汪，2006)。金門縣環保
局每日最少派 6 名成員進行清潔海灘並隨時記錄海洋廢棄物相關數據，而各鄉鎮
公所依當日人力狀況安排淨灘人員執行淨灘任務(莊煥寧，2014)；海洋廢棄物清理
需要花費大量人力以及經費，因此金門縣政府在 2013 年引進全國第一台自走式沙
灘車，其清理寬度為 1.3 公尺，每小時可清理約 5 公里、清理面積 6,500 平方公尺，
等同於約 27 名成員在海灘上同時淨灘(莊煥寧，2013)。然而近幾年金門縣政府為
了喚起金門當地人共同關注海洋廢棄物此議題，開始運用有關海洋相關的國際日
如每年 9 月第 3 個周末的世界清潔日(陳麗妤，2017)、每年 6 月 8 日的世界海洋日
等等(許峻魁，2018)，召集金門在地的年輕族群組成清潔小隊前往各地海岸線進行
淨灘；逐結合國際日金門開始推廣許多海洋廢棄物演講(莊煥寧，2018)，透過政府
單位、學校、民間團體共同合作下將環境意識傳達到金門各個角落。
表 2-3 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7 年 12 月海洋廢棄物重要事件一覽表
年份

重要事件

2006 年

金門縣環保局首次記錄海洋廢棄物數據

2007 年

金門縣政府開始與陸方環保單位進行溝通

2011 年

金門縣環保局將海洋廢棄物數據加以細分

2013 年

金門縣引進全國第一台自走式沙灘車

2017 年 7 月

金門縣與福建省福州市口頭協調將海洋廢棄物運回處理

2017 年 7 月

金門縣啟動全台第一座在港灣收集海洋廢棄物的機器

2017 年 10 月

環保署同意金門環保局可要求產生方將廢棄物運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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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7 年 12 月

重要事件
金廈地區第一次合作金廈海域清潔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2 廈門地區處理海洋廢棄物現況
廈門市為了要掌握海洋廢棄物數量與分布，從 2007 年起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對廈
鼓海域、鼓浪嶼北側海域、九龍江口、廈門西海域以及五緣灣海域，這五面廈門
周圍海域進行海面上的廢棄物以及海灘上廢棄物的監測工作(陳珊，2016)；經過監
測得知九龍江流域沖刷下來廢棄物最為多，因此廈門市在 2007 年 6 月針對海洋廢
棄物部分首次召開廈門海域海漂垃圾整治工作方案，邀請九龍江沿岸廈門、漳州、
泉州、龍岩等市政府共同思考如何處理九龍江流域海洋廢棄物問題(李欣，2011)；
往後幾年廈門更是積極與九龍江沿岸市府展開更多會議，如 2015 年 4 月召開廈門
市近岸海域水環境汙染治理方案、2017 年 10 月召開廈門市九龍江廈門灣汙染物排
海總量控制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落實廈門海域的整潔，實施海洋廢棄物一系列的
處理措施(丁蕾，2018)。為了確保方案的方向正確廈門市與美國舊金山在 2016 年
12 月建立起中美海洋廢棄物合作夥伴，協助廈門在往後的方案中有更完善的海洋
廢棄物管理體制(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6)。
解決海洋廢棄物問題不單與其他市府溝通，清理海上廢棄物也是一大關鍵。廈門
市市政園林局專設有海上環境隊為目前專門打撈海洋廢棄物的工作單位，負責維
持廈門周邊海域整潔以及海岸線內側管理，其打撈海域有廈鼓海域、五緣灣海域、
九龍江出海口等約 62 平方公里的海上清潔作業，不定期在各個海域進行打撈(林
雯，2015)。近年來，廈門市與漳州等市府不斷加強九龍江流域的清潔工作，單就
2014 年海域清潔費經費約人民幣 788 萬元(林雯，2015)，每月打撈海洋廢棄物最少
有 100 公噸，如遇到暴雨季節每月打撈海洋廢棄物超過 500 公噸。
廈門設有海上環境衛生專用碼頭，停泊有快艇、監察船、小型與大型廢棄物打撈
船約 10 艘(蘇榮等，2011)，每日在漲潮前海上環境隊開始分配打撈作業；快艇工
作為依據當日潮汐以及風向巡視海面情況，檢視哪一面海域廢棄物最為多，指揮
其它船隻協助打撈；監察船工作為每日不定期巡邏海上船隻是否隨意丟棄廢棄
物，如發現棄置廢棄物時，公務人員可告發違反者；廢棄物打撈船工作為配合快
艇指揮，前往指定區域清理廢棄物(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環保局]，2006)。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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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海上環境隊依據每日海況安排合理的船隻出航，海況佳時安排小型廢棄物
打撈船為主；海況惡劣時安排大型廢棄物打撈船為主，加速海域清潔速度(李文林，
2014)。
廈門市政府近幾年不斷與九龍江沿岸市府溝通協調、花費大量經費打撈廈門海域
的海洋廢棄物之外，為了更精準預測廢棄物的漂流軌跡，廈門市針對九龍江上的
海洋廢棄物漂浮軌跡預測研究(郭欽轉，2018)，這項研究開發廈門海洋廢棄物 GIS
輔助決策系統，可對九龍江上的海洋廢棄物進行更多監測，如漂移時間、路徑、
位置等等，這項系統於 2017 年 7 月首次亮相，為海洋廢棄物清潔工作的市政園林
局、市環保局、海洋與漁業局、廈門港口局等等提供更有力的數據。以下表 2-4
為廈門市近年來海洋廢棄物重要事件一覽表。
表 2-4 廈門市 2007 年至 2017 年 10 月海洋廢棄物重要事件一覽表
年份
2007 年
2007 年 6 月

重要事件
海洋與漁業局首次記錄海洋廢棄物數據
召開廈門海域海漂垃圾整治工作方案

2015 年

召開廈門市近岸海域水環境汙染治理方案

2016 年

廈門與舊金山海洋廢棄物夥伴城市合作實施方案

2017 年 6 月

廈門市又成立新的海上環境隊

2017 年 7 月

發布九龍江海洋廢棄物預側軌跡系統

2017 年 10 月

召開廈門市九龍江廈門灣汙染物排海總量控制試點工作實施方案

2017 年 12 月

金廈地區第一次合作金廈海域清潔活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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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金廈海洋廢棄物調查分析
3.1 金門海洋廢棄物調查分析
本研究整理金門縣環境保護局海洋廢棄物數據(2006 年至 2016 年)針對金門海灘十
一年的海洋廢棄物數據進行分析。歷年數據有海洋廢棄物可回收類、不可回收類
及廢棄物總量如表 3-1 所示，從歷年海洋廢棄物數量來看，以 2006 年所清理的海
洋廢棄物噸量最為多，總計高達 757.96 公噸；而 2009 年清理噸量最少為 301.48
公噸。其中，2006 年為金門縣環保局第一年開始將清理完的海洋廢棄物進行噸量
計算，數據得知海洋廢棄物嚴重污染金門海域，可能為金門產生也有可能從對岸
漂至而來，詳細原因後述。
表 3-1 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6 年海洋廢棄物清理噸量一覽表
年度

可回收棄物

不可回收廢棄物

合計海洋廢棄物

(公噸)

(公噸)

(公噸)

2006 年

--------------------

--------------------

757.96

2007 年

--------------------

--------------------

614.95

2008 年

--------------------

--------------------

401.52

2009 年

--------------------

--------------------

301.48

2010 年

--------------------

--------------------

425.58

2011 年

60.91

293.98

354.88

2012 年

33.63

443.99

477.63*

2013 年

43.78

556.03

599.81

265

年度

可回收棄物

不可回收廢棄物

合計海洋廢棄物

(公噸)

(公噸)

(公噸)

2014 年

27.64

517.14

544.78

2015 年

41.81

412.76

454.57

2016 年

34.08

367.52

401.60

總計

241.85

2,591.42

5,334.76

平均

40.31

431.9

484.98

-: 2006 年至 2010 年無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廢棄物數據。
*: 2012 年開始金門縣國家公園清理完的海洋廢棄物數據加入環保局一同計算。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從表 3-1 中可看出，2006 年至 2011 年這段期間海洋廢棄物噸量有明顯的下滑，
直到 2012 年海洋廢棄物噸量又開始攀升，原因為金門國家公園清理海洋廢棄物的
噸量加入金門縣環保局一同計算。由於國家公園清理垃圾加入環保局故 2012 年當
分隔年，可以看出前 6 年清理的垃圾量比後 5 年清理的多出 377.98 公噸；國家公
園垃圾量加入後並沒有使垃圾量變得比以往還多，每年平均約 80.09 公噸持續下滑
中，詳如表 3-1。
金門縣環保局在 2006 年至 2010 年僅計算海洋廢棄物清理噸量，金門縣環保局者
為了將清理完之海洋廢棄物做更詳細紀錄，到 2011 年起將海洋廢棄物細分兩大類
別，一類為可回收廢棄物類，另一類為不可回收廢棄物；2012 年開始隨著國家公
園加入後，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廢棄物皆有明顯增加，隔一年廢棄物清理的噸量逐
漸下滑。然而，從 2011 年至 2016 年共清理 241.85 公噸的可回收廢棄物，可回收
廢棄物在這六年共清理 2591.43 公噸；經由統計分析得知，不可回收廢棄物占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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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 91％、可回收廢棄物占 9％，看出不可回收廢棄物是金門海漂垃圾主要汙
染來源。

在 2013 年開始金門縣環保局紀錄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廢棄物的種類數據，本研究者
將每日清理完的種類數據分開計算，以瞭解金門海域海洋廢棄的類型。金門縣環
保局依據長期清理海洋廢棄物的情形，製作屬於金門海域的淨灘表格，表格將海
洋廢棄物分為兩大類別，其中可回收廢棄物類分為五類:寶特瓶、鋁罐、玻璃瓶、
鐵罐、廢紙如圖 3-1；在不可回收廢棄物又分為四類:竹木、保麗龍、漁網漁具、其
它垃圾如圖 3-2。
圖 3-1 是可回收海洋廢棄物各項年平均百分比組成圖，以寶特瓶類廢棄物較多，每
年平均清理 8.90 公噸，約佔可回收廢棄物的 35％，然而寶特瓶屬於塑膠類廢棄物，
海洋廢棄物汙染影響全世界其中最嚴重就是塑膠類(Derraik, 2002)；其它種類依序
為玻璃瓶 5.82 公噸(佔 23％)、鐵罐 5.55 公噸(佔 22％)、鋁罐 4.97 公噸(佔 20％)、
最少的種類為廢紙 0.1 公噸。

圖 3-1 金門縣 2013 年至 2016 年可回收海洋廢棄物各項年平均百分比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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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圖 3-2 金門縣 2013 年至 2016 年不可回收海洋廢棄物各項年平均百分比組成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3 月。

從圖 3-2 可以看得出金門淨灘成果中，「其它垃圾類」為主要廢棄物，而漁網
漁具類早期尚未有統計數據，直到 2016 年才獨立出來統計，由於僅一年數據因此
將漁網漁具併在其它垃圾；每年平均清理 282.02 公噸，佔可回收廢棄物的 59％，
此類廢棄物為金門最大污染來源，其它項目包含有:樹枝、塑膠袋、竹木、保麗龍
屑、菸蒂、塑膠瓶蓋等無法歸類的項目，為不可回收廢棄物所有分類最繁多者(圖
3-3)。其它種類每年平均清理量依序為竹木 159.93 公噸(佔 34％)、保麗龍 33.62 公
噸(佔 7％)；還有一項汙染源為漁網漁具，經過統計 2016 年漁網漁具共清理 48.86
公噸。其中，金門淨灘發現多數保麗龍為漁業用途與漁網漁具皆為海上活動廢棄
物，主要項目包含有:保麗龍圓柱、紮捆繩、廢棄漁網漁具、蟹籠等；除了海上活
動廢棄物外，長期淨灘發現有大量的竹木，據統計 2013 年至 2016 年來共清理 639.75
公噸，竹木來源須深入瞭解找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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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大金門 2013 年至 2016 年海洋廢棄物清理噸量綜合種類排名
數量排名

廢棄物種類

重量(公噸)

百分比(％)

1

其他垃圾

1079.21

54％

2

竹木

639.75

32％

3

保麗龍

134.49

7％

4

漁網漁具

48.864

2％

5

寶特瓶

35.604

2％

6

玻璃瓶

23.294

1％

7

鐵罐

22.224

1％

8

鋁罐

16.914

1％

9

廢紙

0.41

0％

2,000.76

100％

總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除了金門環保局數據外，在現場探勘過程還發現動物屍體、家具、醫療廢棄
物，甚至還有神像、神桌、棺材等各式各樣的廢棄物卡於海灘上。金門海洋廢棄
物種類繁多，目前金門環保局採較常出現的廢棄物作為數據收集，將來可能會再
更加細分廢棄物種類，以瞭解金門海域整個廢棄物的組成。
2013 年至 2016 年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調查廢棄物作整理結果如表 3-2，可看出有金
門九項海洋廢棄物之排名。第一名為其他垃圾類，重量 1079.21 公噸，佔整體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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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54％，其第二名為竹木 639.75 公噸，佔整體廢棄物 32％，第三名為保麗龍 134.49
公噸，佔整體廢棄物 7％。其他垃圾在不可回收廢棄物佔二分之一，在綜合種類排
名依然佔二分之一，由於其它垃圾種類繁多且有許多碎小的廢棄物無法明確鑑
定，故難以歸類為哪項種類。其他垃圾類總會看到保麗龍屑，根據調查保麗龍屑
可能來自於箱網養殖養蚵業，此行業需大量使用保麗龍，受到天氣影響部分沒捆
綁好的保麗龍變為海洋廢棄物四處漂流，然而季風、潮汐等關係將保麗龍逐漸分
解並沖刷上岸，造成海灘上有著許多保麗龍屑。前三名廢棄物超過整體廢棄物三
分之二以上，高達 93％；其餘廢棄物僅佔 7％。分析結果可發現，表 3-2 所列舉出
九項金門海灘常見的廢棄物，其前三名佔有相當重的比例。
金門縣環保局針對 42 處海岸線進行長期的淨灘，表 3-3 為 2012 年至 2016 年金門
前十名淨灘清理次數及廢棄物重量，前十名淨灘地點有八處位於東北角、一處西
南角、一處東南角；淨灘次數第一名為后扁一帶的海岸線，四年共清理 180.89 公
噸及淨灘 232 次佔淨灘次數的 19％，淨灘次數第二名為山西一帶海岸線，共清理
175.78 公噸及淨灘 189 次佔淨灘次數的 15％，其它淨灘次數依序為山后(105.06 公
噸，131 次，13％)、青嶼(103.58 公噸，125 次，12％)、馬山(79.63 公噸，121 次，
10％)等，前三名為后扁、山西、山后，四年共清理 565.31 公噸，三處共清理 552
次佔淨灘次數的 44％，然而三處位置皆在金門縣金沙鎮海岸線一帶，推測這跟季
風與潮汐有著很大的關係，詳細說明於本章第三節。
表 3-3

大金門 2012 年至 2016 年前十名淨灘清理次數及廢棄物重量一覽表

淨灘
海灘方位

淨灘地點

重量(公噸)

淨灘次數

百分比(％)

1

東北角

后扁

180.89

232

19％

2

東北角

山西

175.78

189

15％

3

東北角

山后

105.06

131

13％

4

東北角

青嶼

103.58

125

12％

次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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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灘
海灘方位

淨灘地點

重量(公噸)

淨灘次數

百分比(％)

5

東北角

馬山

79.63

121

10％

6

西南角

后湖

75.96

112

8％

7

東南角

料羅龍堡

71.84

100

7％

8

東北角

西園

55.16

84

6％

9

東北角

大東山

70.86

80

5％

10

東北角

東割灣

59.95

77

5％

978.71

1, 202

100％

次數排名

總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3.2 廈門海洋廢棄物調查分析
本研究整理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海洋廢棄物數據(2009 年至 2016 年)針對廈門
海域八年的海洋廢棄物數據進行分析。圖 3-3 為廈門周邊海域區位圖，圖中的五面
海域為廈門市海洋漁業局及環境保護局監測海洋廢棄物的海域。歷年數據有廈門
市五面海域打撈的海洋廢棄物噸量如圖 3-4 所示，廈門周邊海域所打撈的海洋廢棄
物，以廈鼓海域為最多，每年平均打撈約 751.63 公噸，佔整體海洋廢棄物的 35％，
其它海域打撈廢棄物的重量依序為九龍江口(約 560.25 公噸，26％)、鼓浪嶼北側海
域(約 400.38 公噸，18％)、五緣灣海域(約 323.25 公噸，約 15％)、廈門西海域(約
122.86 公噸，6％)，從圖 3-4 可以看出，廈鼓海域加上九龍江口每年平均可打撈約
1,311.88 公噸，佔整體海洋廢棄物 61％，然而這兩面海域位於福建省九龍江下游
的出海口，可能是中上游廢棄物管理不當排放大量的廢棄物，順著河川進入廈門
市周邊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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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廈門海洋廢棄物各海域區位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圖 3-4 廈門市 2009 年至 2016 年各海域海洋廢棄物打撈量年平均百分比組成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廈門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告，最新數據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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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廈門市 2009 年至 2016 年廈門各海域海洋廢棄物打撈噸量一覽表
海域

九龍

廈鼓

江口

海域

鼓浪嶼北側
海域

(公噸)

(公噸)

(公噸)

廈門西
海域
(公噸)

五緣灣

總計海洋

海域

廢棄物

(公噸)

(公噸)

2009 年

527

953

698

153

386

2,717

2010 年

630

910

700

215

285

2,740

2011 年

225

600

270

90

405

1,590

2012 年

435

965

380

90

410

2,280

2013 年

715

810

515

80

345

2,465

2014 年

550

475

255

120

280

1,680

2015 年

485

475

230

165

225

1,580

2016 年

915

825

155

70

250

2,215

合計

4,482

6,013

3,203

983

2,586

17,267

平均

560.25

751.63

400.38

122.88

323.25

2,466.71

年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廈門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告，最新數據 2016
年。

表 3-4 為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發布的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針對廈門市周邊各海
域海洋廢棄物打撈噸量進行統計，由於廈門市海洋環境質量公報呈現的數據只有
顯示各海域打撈廢棄物大概數量的直條圖，尚未給予各海域打撈廢棄物精準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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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以上數據為研究者自行整理及統計，因此海洋廢棄物噸量數據可能與實際
現況有所出入。從表可以看出 2009 年至 2016 年五面海域打撈的廢棄物噸量，統
計海洋廢棄物數據單位為廈門市海上環境衛生管理站。先從 2009 年開始看，此年
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總量約 2,717 公噸，依據廈門市海上環保部門調查，打撈
種類為塑膠袋、水葫蘆、竹竿等等(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09)，海洋廢棄物
分布主要出現在廈鼓海域約 953 公噸、九龍江口約 653 公噸、鼓浪嶼北側海域約
698 公噸，此三區海域廢棄物合計年平均高達約 816 公噸，佔當年打撈海洋廢棄物
整體 80％。2010 年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總量約 2,740 公噸，打撈種類主要為
染草、樹枝、竹竿和塑膠等等(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0)，而海洋廢棄物主
要分布出現在廈鼓海域約 910 公噸、鼓浪嶼北側海域約 700 公噸、九龍江口約 630
公噸，以這三面海域廢棄物為最多。2011 年打撈約 1,590 公噸相較 2010 年有所減
少，此年打撈種類主要為水草、樹枝、竹竿、塑膠袋、飲料瓶等等(廈門市海上環
境監測中心，2011)，廢棄物打撈主要出現在廈鼓海域約 600 公噸、五緣灣海域約
405 公噸、鼓浪嶼北側海域約 270 公噸，此年海域打撈噸量排名有變動，前兩年打
撈噸量排名為是廈鼓海域、鼓浪嶼北側海域、九龍江口，已變成廈鼓海域第一、
五緣灣海域第二、鼓浪嶼北側海域第三，據 2011 年廈門市海洋環境質量公告表示，
海洋廢棄物受到九龍江徑流及季節變化影響，因此打撈廢棄物噸量有排名上的改
變，實際正確原因需要廈門市政府提供更多海洋廢棄物相關數據，方能知道結果。
2012 年打撈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總量約 2,280 公噸，比去年 2011 增加不少，
廢棄物打撈主要最多的海域為廈鼓海域約 965 公噸，然而廢棄物最少的海域為廈
門西海域約 90 公噸(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2)。2013 年廈門海域打撈海洋
廢棄物總量約 2,465 公噸，較 2012 年有所增加，此年海洋廢棄物打撈噸量最多分
布在廈鼓海域約 810 公噸、打撈最少分布在廈門西海域約 80 公噸(廈門市海上環境
監測中心，2013)。2014 年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總量約 1,680 公噸，較 2013
年減少約 785 公噸，此年海洋廢棄物打撈噸量最多分布在九龍江口約 550 公噸、
打撈最少分布在廈門西海域約 120 公噸，廈門海域打撈最多分布以往是廈鼓海域
今年變為九龍江口，據 2014 年廈門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報表示，此年海洋廢棄物主
要受到九龍江口逕流的影響及季節變化影響(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4)。
2015 年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總量約 1,580 公噸與去年差異不大，此年海洋廢
棄物打撈噸量分布在九龍江口約 485 公噸與廈鼓海域約 475 公噸最為多、打撈最
少分布在廈門西海域約 165 公噸，此年與往常不同的地方為，同時有兩面海域廢
棄物數量差不多(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5)； 2016 年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
棄物總量約 2,215 公噸較 2015 年明顯增加(廈門市海上環境監測中心，2016)，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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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打撈噸量分布最多在九龍江口約 915 公噸、打撈最少分布在廈門西海域約
70 公噸。
綜合上述，2009 年至 2016 年廈門海域共打撈約 17,267 公噸，歷年打撈廢棄
物數據為 2009 年打撈海洋廢棄物最為多約 2,717 公噸、2015 年打撈最少約 1,580
公噸，然而每年平均打撈約 2,466.71 公噸，由此可見打撈的噸量是相當龐大。從
歷年廈門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報來看，這八年各海域打撈廢棄物噸量以廈鼓海域為
最多，廈鼓海域每年平均約 751.63 公噸，最少為廈門西海域每年平均約 122.88 公
噸，打撈廢棄物最多地點與最少地點，每年相差約 628.75 公噸，可看出廈門五面
海域海洋廢棄物確實在幾面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噸量是相對較多。推測其原因可
能與地理位置有關係，因九龍江中上游廢棄物管理不當，造成九龍江口及廈鼓海
域此兩面海域遭受廢棄物嚴重汙染。
圖 3-5 為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自 2009 年至 2016 年止於九龍江口、廈鼓海域、鼓浪
嶼北側海域、廈門西海域、五緣灣海域這五面海域，為期八年每個月打撈的海洋
廢棄物噸量直條圖，此圖整理自廈門市海洋環境質量公報，依據公報可得知這五
面海域每年海洋廢棄物的數據，數據僅大致判斷每個月海洋廢棄物噸量以及各海
域每月打撈噸量。從圖可以看出五、六、七月這三個月打撈海洋廢棄物皆高於兩
千以上噸量，屬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的最高峰；十二、一、二、三月這四個
月打撈海洋廢棄物皆低於一千以下噸量，屬廈門海域打撈海洋廢棄物的最低潮；
從海洋廢棄物的打撈幅度來看，三月至五月為各海域海洋廢棄物增加期，七月至
八月為各海域海洋廢棄物減少期。若從各個海域來看，九龍江口受到季節變化影
響最明顯，尤其是三月至五月海洋廢棄物的打撈幅度增快速增加；廈鼓海域仍然
有受到季節變化影響，此面海域一月至六月為海洋廢棄物上升階段，七月以後開
始緩面下降；其它三面海域，鼓浪嶼北側海域、廈門西海域、五緣灣海域，依然
受到季節變化影響，只是沒有廈鼓海域、九龍江口這兩面海域來的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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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廈門市 2009 年至 2016 年各海域每月打撈海洋廢棄物噸量直條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廈門市海洋環境狀況公告，最新數據 2016 年。

從圖 3-5 可發現歷年廈門市各海域打撈廢棄物集中在春末至秋初，這有可能與
降雨量有所關聯，圖 3-6 為廈門市近 30 年期每月平均降雨量，廈門市降雨量集中
在 4 月至 9 月，因降雨量集中在這段時間使得各海域中上游大量的廢棄物沖刷至
廈門市周邊海域，因此這段期間打撈量急速增加。

圖 3-6 廈門市近 30 年期每月平均降雨量直條圖
資料來源:參引自世界天氣訊息服務網，參考時間:2019 年 2 月，圖片出處: <
http://worldweather.wmo.int/tc/city.html?cityId=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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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因應對策
4.1 金門地區海洋廢棄物管理對策與預防方法
根據金門海洋廢棄物調查分析，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6 年平均每年清除約 500
公噸的海洋廢棄物，圖 4-2 為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6 年歷年海洋廢棄物趨勢折線
圖；每月以 2016 年為例，每月清除約 16 公噸的海洋廢棄物，圖 4-3 為金門縣 2016
年海洋廢棄物每月趨勢折線圖。

圖 4-1 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6 年歷年海洋廢棄物趨勢折線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圖 4-2 金門縣 2016 年海洋廢棄物每月趨勢折線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環保局淨灘表格，最新數據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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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金門縣環保局提供歷年海洋廢棄物數據及金門縣海域洋流調查及離岸海
岸垃圾清除規劃研究計畫調查成果(王玉懷，2016)顯示，金門本島海岸廢棄物上岸
位置隨季節分布。在夏季西南季風期間，廢棄物上岸地點為金門本島后湖、歐厝、
慈湖、湖下等海灘；在冬季東北季風期間，廢棄物上岸地點為馬山、青嶼、后扁、
山西、溪邊等海灘，會經常出現廢棄物堆積情形(圖 4-3 為金門本島海洋廢棄物堆
積分佈圖)。依據 2016 年王玉懷教授研究計畫結果，說明金廈海域大小潮期間漂流
浮子軌跡圖結果顯示，夏季西南季風期間，部分漂流浮子在南邊的料羅灣上岸；
冬天東北季風時期，部分漂流浮子則改由金門東岸上岸，從漂流浮子上岸位置可
發現，季節伴隨不同季風會影響漂流浮子上岸位置。
本單元考量到目前兩岸政治不穩定，現階段無法採取源頭管制的做法，因此
金門地區得利用其它方式阻止廢棄物快速上岸，本文將彙整關於清理廢棄物的方
式以及相關對策試圖降低金門清理廢棄物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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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金門本島海洋廢棄物堆積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引自金門縣環境保護局。金門縣海漂垃圾清理及現況簡報 PPT，頁 6，參考時
間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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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金門長期消耗大批人力清理海洋廢棄物，並將我國環保署提出的海洋
廢棄物相關政策、環境教育以及金門海岸地形等因素納入考量，本研究針對減少
金門人力清理方式為考量原則，藉由短中長期方案提供金門政府新的方向，以改
善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之問題。
(一) 短期方案
金門海岸地形環境適合使用小型浮柵，因季風及潮汐導致某些區域容易堆積
廢棄物，所以在特定月份放置浮柵欄阻海洋廢棄物(王玉懷，2016)，再使用現行環
保署提出輔導成立環保艦隊政策，利用獎勵制度鼓勵漁民加入環保艦隊，藉由政
府的力量使漁民自願打撈被欄阻的廢棄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學習韓國補
貼漁民打撈廢棄物政策(Cho, 2009)，回購漁民打撈到的廢棄物，可節省大量人力、
船隊燃油成本等等。廢棄物未上岸之前海上打撈是最佳的方法。不時有廢棄物漂
入港邊，然而港邊常有船隻進出因此以人工打撈方式比較不阻礙船隻航行，隨著
科技發達在港邊設置海洋垃圾桶可降低勞力負擔，此設備底部水管必須要連結岸
上的抽水馬達才能正常運作，設置地點可選擇在大金門料羅商港、水頭商港、小
金門九宮商港區內水域，此裝置 24 小時可自動作業(李怡萱，2017)，協助金門港
區內清理部分漂浮廢棄物，至於金門各港區內置放海洋垃圾桶數量，目前有學者
建議各港區置放 2 組(王玉懷，2016)。雖然有了預防方法，近年來天氣變化極快，
因此遇到暴雨、颱風或是雨季使得浮柵欄破損廢棄物漂流上岸，但有些地點無法
設置浮柵或廢棄物的數量太多浮柵無法欄阻全部，因此在特定地點增加人手進行
清除廢棄物的工作。金門海岸線約有九成已受到認養，此時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
可快速清除廢棄物待在海灘上的時間，圖 4-5 為金門預防海洋廢棄物方法規劃示意
圖，概念來自金門縣海域洋流調查及離岸海岸垃圾清除規劃研究計畫(王玉懷，
2016)，圖有重新製並新增海洋垃圾桶放置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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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金門預防海洋廢棄物方法規劃示意圖
(二) 中期方案
高雄市有 1 艘自動打撈廢棄物的清潔船，不定期在愛河上進行作業(郭偉如，2009)，
目前高雄普遍以膠筏進行人工打撈(丘秝榕，2017)、基隆有 3 艘清潔船(戴之聖，
2016)、澎湖有 77 艘環保艦隊(趙敏，2017)；如果金門縣購買幾艘自動打撈廢棄物
清潔船或是金門縣組成環保艦隊，可以提升清理海洋廢棄物的效率。根據高雄自
動打撈廢棄物的清潔船，一次清理量可高達 1500 公斤，如果運用在金門周邊海域
應能大量清理水面上的廢棄物，若針對廢棄物較多的海域，整個打撈效率可以是
人工打撈的數百倍。
(三) 長期方案
本文第二章有提到海洋吸塵器的概念，此裝置利用海水流動帶動廢棄物聚
集；本產品將在 2018 年 9 月 8 日首度在舊金山大橋正式啟動(陳建鈞，2018)，如
在美國舊金山預期成效佳，金廈政府可合作共同採購引進一台放置金廈海域特定
地點直接在海域攔阻廢棄物上岸。
回顧本研究於金門海洋廢棄物的組成；其中在資源回收類以寶特瓶廢棄物佔
最多，佔整體資源廢棄物 30%，其從金門縣馬山海灘發現多數寶特瓶廠牌來自大
陸地區，名稱有景田、大陸統一、怡寶、康師傅等各廠牌的寶特瓶，雖然無法確
定全部寶特瓶皆來至廈門，但從歷年數據看來寶特瓶數量並不少；如何減少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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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排出量，本研究建議環保署、海基會、環保領域學者，對大陸這些寶特瓶廠商
進行協調與溝通，要求廠商製造可分解塑膠的製品、向購買用客宣傳回收觀念、
在寶特瓶上放置回收標語等等，或是學習英國連鎖超市 Iceland 推出寶特瓶回收
機，民眾只要對此機器投入一瓶寶特瓶就會自動退出 10 便士，目前作法廣受民眾
喜愛，並在短短半年回收 31 萬瓶(Debby LR, 2018)。另外，澳洲知名公司可口可樂
宣布逐漸淘汰目前使用的塑膠吸管，並以可回收、分解的吸管代替，在 2025 年起，
可口可樂商品將改用 100％回收材質，包含瓶罐、吸管等商品(黃一中，2019)。
金門縣與廈門市可效仿國外環保做法，例如泰國東南部小島沙美島自 2018 年
11 月起，全面禁止遊客攜帶塑膠相關產品帶至島上，若被發現第一次會警告，再
犯再被發現會罰款 1500 元泰銖，在島上居民也開始禁止使用苯乙烯塑膠容器(高
捷，2018)。土耳其政府由自身開始做起，全面在政府部門設立資源回收桶，並透
過電視以及航班飛機宣導影片，向民眾倡導資源回收的重要(陳琬喻，2018)，此做
法廈門市也可以向福建省政府提議。
4.2 廈門地區海洋廢棄物管理對策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九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報告提出「加速生態文明體制改
革，建設美麗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此份報告部分內容「實
施流域環境與近岸海域綜合治理；提高汙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嚴懲重
罰制度」(新華社，2017)。
2015 年中國與美國舉辦第一次「保護海洋」特別會議，主要在防治海洋廢棄
物、建設海洋保護區等面向取得共識，中美雙方各挑選兩座城市，廈門、威海、
舊金山、紐約作為首次城市合作夥伴，共同實施預防廢棄物入海方案(陳珊，2016)；
為了落實與美方的合作，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簽訂「中美海洋廢棄物防治廈門-舊
金山『夥伴城市』合作實施方案」(廈門市人民政府，2016)。方案中提出建立海洋
防治管理機制，加強廈門灣海洋廢棄物預測警報與應急處理機制(張金杰，2017)、
加強九龍江入海九條溪流的綜合管理，減少廢棄物排入溪流(趙凡，2017)、中美海
洋廢棄物科技合作(陸琦，2016)等五大行動計畫及七大行動任務，表 4-2 為中美海
洋廢棄物防治廈門與舊金山夥伴城市合作任務分工一覽表，為「十三五」期間廈
門海洋環境管理與監測提供重要數據，此方案從 2016 年至 2020 年展開五年的計
畫。
方案的實施加速廈門市對海洋廢棄物的組成、種類以及來源更進一步的研
究，藉由美方提供先進海洋廢棄物防治經驗，廈門市在 2017 年完成海洋廢棄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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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案。廈門市海洋廢棄物最大汙染源來自九龍江口(李文林，2014)，而九龍江上
游為漳州管轄，為解決海洋廢棄物問題廈門市與漳州市聯合整治，強化九龍江流
域中上游攔截廢棄物的制度(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2017)；逐漸加強對海灘及海上
的清潔管理，至 2020 年廈門市海上清潔將擴大到廈門管轄海域，已達成沙灘、海
域乾淨為目的。

表 4-1 中美海洋廢棄物防治廈門與舊金山夥伴城市合作任務分工一覽表
行動計畫

行動任務

工作機制計畫

建立和完善海洋廢棄物防治管理體制機制，為海洋垃圾防治
提供制度保障。

監測預警計畫

加強海洋廢棄物監測調查與預警預報能力建設，掌握入海廢
棄物動態信息。
加強對入海溪流和農村廢棄物來源的綜合整治。

管理行動計畫

完善基礎設施，建立海洋廢棄物汙染收集、處置機制。
推進海洋整治修復，提升廈門海洋生態環境質量

公民參與計畫

普及環境知識，提升公眾環保意識，形成全社會參與海洋廢
棄物防治的格局。

合作交流計畫

深化中美海洋科技合作，不斷擴展海洋國際合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引廈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文件〔2016〕202 號，廈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
發中美海洋垃圾防治廈門-舊金山「夥伴城市」合作實施方案的通知，頁 13-14，參考時
間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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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為了進一步改善近岸海域水質問題，解決廈門海域長期水質以及海洋
廢棄物問題，依據國家海洋局及福建省政府領導下的要求，制定廈門近岸海域水
環境汙染治理方案(廈門市人民政府，2015)。此方案針對污水處理設施、島外溪流
綜合整治、畜禽養殖業治理、提升海漂垃圾清理能力等 12 項措施，並加強廈門市
海洋與漁業局和廈門市環保局合作溝通，形成常態化分工協調機制；開展金廈海
域海洋廢棄物整治機制，加強海洋環境監測資訊並建立監測合作機制(廈門市海洋
與漁業局，2017)，以下整理幾項廈門市目前治理海洋廢棄物有相關性的項目，下
表 4-2 為廈門市近岸海域環境汙染治理重點項目一覽表。
表 4-2 廈門市近岸海域環境汙染治理重點項目一覽表
汙染治理項目名稱

汙染治理主要內容

責任單位

污水處理廠建設

完成新建澳頭污水處理廠第一期、擴
建翔安污水處理廠第二期工程以及啟
動海滄污水處理廠擴建工程

市市政園林局
各區政府
市市政園林局

島內污水直排口
全截污、全處理

東部環島路雨污水、和平碼頭、湖里
片區等雨污水直排口截污改造工程

思明區政府
湖里區政府

全面完成禁養區內生豬的清理工作
全面完成限養區內的生豬規模養豬場
畜禽養殖治理項目

翔安區政府

的汙染防制工作
同安區政府
島外規模化禽畜養殖場(區)全面完成
標準改造並實現達標排放

集美區政府

集美區政府
島外九條流域

開展包括截污、清淤與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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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區政府

汙染治理項目名稱

汙染治理主要內容

責任單位

環境綜合整治

水體生態修復工程

海滄區政府
翔安區政府
市水利局
市市政園林局
市建設局

提升海漂垃圾清理
能力項目

推進九龍江上游漂浮垃圾攔截，擴大
海漂垃圾打撈範圍，減少廈門海域海
漂垃圾

市政園林局
市發改委
市環保局

資料來源:研究者參引廈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文件〔2015〕67 號，廈門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
發廈門近岸海域水環境汙染治理方案的通知，頁 10-11，參考時間 2018 年 9 月。

廈門市在 2018 年 1 月發表「廈門海洋廢棄物治理模式」，此模式以廈門市海
洋與漁業局當頭，帶領環保、科技、港口、教育、農業等 11 個多部門參與海洋廢
棄物治理工作，並制定廈門市生態文明評價考核辦法，各行政區必須落實廈門市
水質及環境綜合治理的工作，有效治理廈門海域各項污染的工作(郭欽轉，2018)；
然而在海洋廢棄物監測的部分，在 2017 年 7 月正式發布成功研發九龍江入海廢棄
物漂移軌跡預報研究，圖 4-6 為九龍江至廈門灣海洋廢棄物漂移軌跡預報圖，針對
當天氣象進行預測海洋廢棄物漂移時間、路徑、分布區域等，圖 4-7 為每日可能影
響廈門市沙灘的廢棄物分布圖，透過預報模式可使得民眾了解海洋廢棄物的嚴重
性，除此之外，廈門市透過陸源管制、海面打撈、沿岸淨灘及入海口攔截等各種
機制，加強九龍江中上游的漳州龍海市周邊溪流攔截更多廢棄物。廈門市為靠海
的城市又由於九龍江出海口流出的廢棄物的數量龐大，因此多了一份海上清潔工
作，2016 年廈門市環境衛生和垃圾處理三年提升行動方案中，有提到要加強海洋
廢棄物的清潔，現在海上清潔面積是 62 平方公里，未來會把海上清潔擴大三倍清
潔面積變為 230 平方公里海面(廈門晚報，2016)，目前每日在沙灘、海岸線以及九
龍江出海口進行早晚兩次打撈，並成立海洋廢棄物應急處理協調小組，制定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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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洋廢棄物應急處理預案，面對颱風、暴雨等天氣的情況下如何處置海洋廢棄
物。
廈門海洋廢棄物治理模式本文認為打撈海洋廢棄物固然重要，但源頭管制更
是當務之急的事情，首先廈門市要與漳州龍海市簽屬合作協定，協助龍海市提升
畜禽養殖業廢棄物汙染處理經驗以及相關技術，甚至必要時提供人力協助，並加
強龍海市農村地區的廢棄物如何進行分類，其次針對九龍江中上游設置攔截廢棄
物設備，最後長期向九龍江中上游周邊縣市宣導正確的環保觀念以及制定相關資
源回收政策，藉由多方面的治理能有效改善九龍江廢棄物汙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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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九龍江至廈門灣海洋廢棄物漂移軌跡預報圖
資料來源:廈門大學製作，參引微信，鷺海潮海洋垃圾
預報，頁 1，參考時間 2018 年 9 月。

圖 4-6 每日可能影響廈門市沙灘的廢棄物分布圖
資料來源:廈門大學製作，參引微信，鷺海潮海洋垃圾預報，頁
1，參考時間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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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綜合上述，期望本研究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金廈地區及居
民對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問題更加重視，也期盼在將來廈門地區能在
更完善的海洋廢棄物監測系統下，能更精確預測廢棄物的流向並事前
通知金門地區，提前派船攔截金門周邊的廢棄物。本研究地點於金廈
海域做海洋廢棄物數據分析，透過金門環保局與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
提供訊息，來瞭解金門海洋廢棄物的歷年趨勢、上岸位置等，並針對
金廈地區的海洋廢棄物探討可行之合作與當前的困境，整合之歸納以
下幾點結論:
1.

金門海灘廢棄物該應與大小潮汐、東北與西南季風等有

很大的關係。金門縣環保局提供 11 年的海洋廢棄物數據，這 11 年
共清理 5,334.76 公噸，其中以 2006 年清理 757.96 公噸最多；2009
年清理 301.48 公噸最少，平均每年清理 484.98 公噸的海洋廢棄物；
在 2012 年開始金門國家公園的廢棄物併入環保局一同計算，因此
2013 年至 2014 年海洋廢棄物有明顯增加的趨勢，之後又下滑到 400
多公噸的範圍。從金門淨灘位置次數及廢棄物清理重量來看，金門
縣 2012 年至 2016 年前十名海灘清理次數及廢棄物重量，其中以后
扁一帶清理 232 次、清理 180.89 公噸(19％)最多，東割灣一帶清理
77 次、清理 59.95 公噸(5％)最少；前十名海灘有 7 處是東北角、1
處東北角、1 處西南角。
2.

廈門海域周圍廢棄物應該是從九龍江中上游順著水流入

出海後，隨著潮汐、季風漂至金門海灘。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提供
8 年的海洋廢棄物數據，這 8 年共清理 17,267 公噸。其中以 2010
年清理約 2,740 公噸最多；2015 年清理 1,580 公噸最少，平均每年
清理 2,466.71 公噸的海洋廢棄物；在廈門市周圍五面海域，清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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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廢棄物的海域為廈鼓海域清理約 6,013 公噸，平均每年清理約
751.63 公噸、第二為九龍江口清理約 4,482 公噸，平均每年清理約
560.25 公噸、第三為鼓浪嶼北側海域清理約 3,203 公噸，平均每年
清理約 400.38 公噸；以上三面海域這 8 年共清理約 13,698 公噸。
3.

金門每年強烈的東北與西南季風是影響金門海灘廢棄物

上岸的主因之一。為了瞭解金門海灘上的廢棄物與潮汐及季風影響
有關，本研究針對金門山西、后扁、東割灣、湖下、后湖、料羅共
六處海灘進一步分析，其結果發現東北角三處海灘在東北季風每月
每次淨灘清理 23.02 公噸、平均每月 2.88 公噸，比西南季風每月每
次淨灘清理 10.51 公噸、平均每月 2.62 公噸清理的還要多；西南角
三處海灘在西南季風每月每次淨灘清理 9.16 公噸、平均每月 2.29
公噸，比東北季風每月每次淨灘清理 3.61 公噸、平均每月 0.52 公
噸清理的還要多。由歷年數據分析可發現，東北角吹拂東北季風
時，廢棄物會比西南角在吹東北季風來的多；相反的，西南角吹拂
西南季風時，廢棄物會比東北角在吹西南季風來的多。
4.

金門地區海洋廢棄物有部分可能來自大陸地區。本研究

於金門縣環保局 11 年海洋廢棄物數據中，整理金門可回收與不可
回收的海洋廢棄物中，可回收廢棄物以寶特瓶、玻璃瓶分別佔可回
收廢棄物的 35％、23％；其中寶特瓶大部分來自大陸地區，又以
景田、大陸統一、怡寶品牌為最多。在不可回收廢棄物以其他垃圾、
竹木分別佔不可回收廢棄物的 59％、34％；其中其他垃圾大部分
組成為布料、塑膠盒、金屬製品等些小型不可回收的廢棄物。就整
體金門前十大海洋廢棄物清理中，其它垃圾類、竹木類、保麗龍類，
分別佔 54％、32％、7％，這些是金門環保局歷年清理最多的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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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前三名廢棄物皆是不可回收。由數據分析可得知，這與廈門
周邊海上作業、沿岸縣市工商業發展、廢棄物回收制度等有很大的
關係。
5.

整理各種數據規劃金門綜合性預防海洋廢棄物近中遠期

方案。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大部分來自廈門地區，但金廈地區因政
治因素無法自由的合作，因此每逢颱風、梅雨季等自然災害，金門
海灘總有大量的海洋廢棄物。為了改善金門沙灘上長期受海洋廢棄
物的侵擾，本研究統整金廈海洋廢棄物各種數據，針對廢棄物可能
上金門海灘位置、廢棄物漂流路徑、金門海岸特性等，整合各種因
素規劃符合金門海岸實用的清理方式以及短中長期預防方案。
6.

最快解決金門海洋廢棄物做法即是源頭管制。本文彙整

廈門地區近期海洋廢棄物相關監測與管理計畫。從文獻中可以發
現，廈門地區已經注意到海洋廢棄物會造成嚴重的污染，為了解決
問題廈門與舊金山簽訂海洋廢棄物防治合作夥伴，吸取國外技術與
經驗後針對近岸海域環境展開一連串的治理項目、研發九龍江入海
廢棄物漂移軌跡預報研究，最後在 2018 年 1 月提出廈門海洋廢棄
物治理模式。
7.

金廈政府攜手合作解決金廈海域廢棄物問題。金廈海域

海洋廢棄物並不能靠金門地區或廈門地區可以解決的問題，當九龍
江廢棄物進入金廈海域，廢棄物隨著潮汐伴隨季風送至金門地區或
是更遠的地區，這需要依靠金廈地方政府來做合作，才能解決金廈
海域跨界污染。金廈地區在 2017 年 12 月首次展開海洋廢棄物清理
合作，為往後海洋廢棄物合作奠定基礎，但要短時間內要解決金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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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海洋廢棄物並非簡單的事情，因此金廈地區在海洋廢棄物的合
作上存在許多的困境。
5.2 建議
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無法只靠金門地區或廈門地區的力量解決，
因為廢棄物一落入海中通常會隨著潮汐伴隨季風，漂至其他海域或大
陸地區沿海縣市，甚至藉由洋流力量將廢棄物推送至其他國家，造成
周圍國家遭受海洋廢棄物污染。為此廈門地區近幾年除了嚴格規定廢
棄物的堆放以及環保法規外，也積極參與區域組織透過家彼此分享管
理海洋廢棄物方法，進而減少海洋廢棄物的產生。本單元對於金廈海
域海洋廢棄物管理以及合作，彙整之歸納以下幾點建議:
1.

金廈長期保持良好互動，可以先從金廈地區作為兩岸地

方政府合作示範區。兩岸政治因素緣故，因此金廈地方政府在互動
過程維持在參訪交流，將來若要有更多的合作，鑒於金廈地區於
2017 年 12 月首次共同清理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合作經驗，2018 年
7 月金門引自大陸自來水，可看見金門與大陸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合
作。目前金廈地區要合作得仰賴兩岸中央政府的授權，而金廈海域
海洋廢棄物算是環境問題與政治較無相關性，在長年舉辦 APEC 海
洋環境永續性的架構下，就海洋廢棄物問題來看，金門或廈門在維
護金廈海域共同利益可提出合作，先由環境議題作為兩岸地方政府
合作示範區。
2.

建立金廈漳泉「大金廈海域空間規劃」
。金廈海域海洋廢

棄物並非只有金廈地區遭受影響其涉及範圍還有漳泉等地，在面對
海洋廢棄物問題應將金門、廈門、漳洲、泉州四地視應視為同一個
海域，四個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相互分享海洋廢棄物資訊，除此之
外，應結合漁民及海洋相關產業共同討論合作方案。綜合上述，為
了更有效率整治海洋廢棄物，應將海洋廢棄物漂流範圍的各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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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海洋及環境管理單位整合起來，共同治理海洋廢棄物問題。
3.

建立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協調管理機制。目前關於兩岸

海洋相關事務問題，我國皆委託海基會擔任協商角色，而海基會處
理事務包羅萬象，其中包含法律、文教及旅行、經貿、文化交流等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2018)，因此在急迫性質的事務如跨界
廢棄物汙染問題，若無法立即處理將會導致問題惡化。金廈海域環
境管理需要金門、廈門兩地海域管理部門互相協調；兩地海域管理
系統，經過長期多年的發展已經具備相當水準，為環境協調訂定基
礎(陳墀成等，2004)。針對海漂垃圾議題，自 2004 年金門縣環保局、
海基會多次與福建當局、廈門市進行交流，也明顯看出垃圾下滑趨
勢(莊煥寧，2014)；環保署與大陸建立環保協商平台，與福建省周
圍城市共同參與環保議題(莊煥寧，2012)，經過多次協商終於在
2017 年 12 月金廈政府成功首次共同清理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任
務。經過第一次的合作，金廈政府應撇開政治立場應先考量金廈海
域海洋廢棄物問題，可先試圖引進環境公民組織進入金廈地區，政
府藉由民間組織的力量進行對話為往後共同合作製造更多機會，雙
方再多次合作後逐漸建立起一套清理廢棄物流程後，請環境公民組
織帶頭協助建立非官方的民間協調管理機制。
4.

定期會談共同探討金廈海域海洋廢棄問題。目前金廈地

區關係和緩且交流日廣，但在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這塊大部分情況
仍各自處理，再加上金廈地區缺乏海洋廢棄物共同對話的窗口，以
致無法立即及有效的處理各種海洋廢棄物問題。近年來金廈地區在
民間及學術交流有越來越頻繁的趨勢，然而在海洋廢棄物交流還是
較為鮮少，金廈政府應盡速請由學術或民間先進行定期會談，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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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海洋廢棄物合作及長期規劃方案建立各種定期會談模式，有效率
解決金廈海域長期以來的污染問題。
5.

建請兩岸共同遵守海洋廢棄物相關國際規範。自 2001 年

小三通開放以來，金廈地區的緊張關係逐漸緩和，金廈之間許多事
務達成共識有些甚至展開合作。金廈地區展開海洋廢棄物合作需透
過繁雜程序才有可能簽署協議，在沒有達成共同清理金廈海域海洋
廢棄物協議前，可先遵守國際規範如聯合國海洋法報告書第七十一
屆會議，討論重點專題為海洋廢棄物、塑膠、塑膠微粒等相關海洋
廢棄物的國際規範；往後金廈雙方之合作成熟，且有必要簽署海洋
廢棄物合作協議時，可參考國際規範制定屬於金廈海域的管理規
範。
6.

我國海岸廢棄物管理散落在各個相關法規的主管機關，

至今仍沒有海洋廢棄物管理的統合機制。在 2018 年 4 月海洋委員
會的成立，惟海洋保育署現仍處於草創階段，希望未來可整合有關
廢棄物法規的主管機關，修訂海洋汙染防治法、制定有關海洋廢棄
物的專章、海廢治理平台專區從環保署移至海洋委員會、或請中央
政府撥更多給海洋委員會運用，跟上國際趨勢減少廢棄物流入大海
中，改善當今海洋廢棄物問題。
7.

簽署金廈海洋廢棄物合作協議。有關兩岸的合作事務皆

由海基與海協簽署協議下方能進行合作，然而兩岸事務問題甚多，
因此要加速金廈海洋廢棄物合作生效，得依靠金廈地方政府與二會
頻繁溝通簽署合作協議；在學術方面固定召開金廈海域環境議題研
討會及座談會，學者專家之間互相探討如何展開更大規模的清理行
動，雙方將討論完的建議提供給政府參考，藉由各種管道的推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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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輕金廈海域環境的負擔。
8.

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制定限塑政策。目前許多國家已經

陸續擬定限塑政策，例如歐盟在 2021 年正式實施全面禁止使用一
次性的塑膠製品(Debby LR, 2018)，目前台灣地區開始推動限塑政
策，大陸地區應盡速配合國際趨勢擬定新的限塑政策，進而改善金
廈海域廢棄物污染現況，有效解決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問題。未來
兩岸落實限塑政策後一定時間，兩岸可先從金廈地區作為示範區相
互交流彼此政策，如此方可討論雙方政策的缺陷加以改進，為金廈
海域製造更好的環境，還給當地海洋生物乾淨的水域。
9.

在積極預防海洋廢棄物流入海洋時，也得積極清理現有

的海洋廢棄物。現今科技進步極快，已經研發許多海上清理廢棄物
的機械，採用機械式清理方能快速移除海洋中的廢棄物，同時制定
長期區域性的清理計畫改善海域品質；機械式清理可以大幅減少人
力，快速清理海上大面積的廢棄物，降低海洋生物遭受廢棄物影響。
10.

從教育開始推廣並長期向民眾宣導環保觀念是一個有效

辦法。金廈地區除了合作之外，目前我國環保署與環境公民組織一
起持續合作辦理淨灘活動，提高更多民眾對海洋環境的重視，藉由
政府推廣海洋教育政策推動金門海洋環境教育，影響國民中小學對
海洋廢棄物的認知，藉由小孩影響進一步影響自己的爸媽(Hartley
et al., 2015)。讓更多人知道海洋廢棄物對海灘或對海洋造成的嚴重
性，同時政府部門之間應成立海洋廢棄物合作小組，並設置針對天
災處理海洋廢棄物的緊急處理辦法，除此之外，隨時瞭解國際間最
新處理海洋廢棄物的管理辦法以及因應措施，才能更有效解決海洋
廢棄物問題；另外規範更健全的環保相關法律制度，如獎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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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罰制度、回收制度、合作制度等，使更多人會因為法律因素進而
改善自身對環保的行為，並時常報導環保議題，如此能讓民眾更印
象深刻，加深廣大民眾對海洋環境的認識，逐漸豎立民眾對環保因
從自身做起的看法。
11.

金廈海洋廢棄物問題，基於兩岸中央政府政治因素不穩

定緣故目前僅能以治標方式處理。廈門市於 2018 年所提出的海洋
廢棄物治理模式，只針對廈門周邊海域進行整治，但很少從源頭整
治起，使得遇天候不佳之際金門海灘仍看得到大量廢棄物上岸，所
以金門縣需積極向陸委會與環保署提議成立金廈海洋環境保護合
作平台，藉由平台使雙方能將海洋廢棄物問題直接進行溝通，透過
合作與溝通廈門地區事先將無法阻攔的廢棄物資訊與流動方向提
供給金門地區知道，可使金門提前進一步派船攔截廢棄物進一步達
到標本共治的方式，才有效緩解金門長期以來無法有效處理海洋廢
棄物的問題。
12.

給予金門地方政府建議。金門縣目前沒有海洋專責單

位，因此沙灘上廢棄物處理由金門環保局，而海上廢棄物則由建設
局漁牧科，在多個主管機關共同管理下可能影響清理成效，故金門
縣政府建議中央政府在金門設立海洋專責單位，或是建立跨局廢棄
物清潔小組，先解決目前行政上的疏漏，以改善金門受海洋廢棄物
汙染程度。
13.

給予廈門地方政府建議。廈門市鄰近福建省河川有後

溪、西溪、九龍江等，隨著每年的梅雨季或是颱風來臨，河川中上
游大量廢棄物沖刷至下游，廢棄物順著河川流入廈門周邊海域以及
金廈海域或是更遠之處。經本論文研究調查發現廢棄物會隨著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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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潮汐漂流至金門海岸，金門縣海洋廢棄物應與廈門附近海域海洋
廢棄物有著關聯性，請廈門市向九龍江上游城市建議，效仿澳洲各
城市河川的排水管口裝設巨型撈網(新唐人亞太台，2018)，以及在
九龍江下游至出海口設置攔截廢棄物設施，兩項設施的進行下可大
幅降低廢氣物漂至金門海岸的機率。
14.

論文未來建議。本文藉由金廈政府數據以及配合季風潮

汐互相驗證下，數據結果與廢棄物上岸地點相仿，上述研究發現是
沒有考慮波浪，未來可將波浪納入考量。此篇論文仍有些許不足之
處，研究海域範圍有限因此無法精準判斷廢棄物的動向，然而在廢
棄物方面尚未瞭解金門每處海灘廢棄物的廠牌，故不能更明確判斷
廢棄物的來源，還有金廈政府提供的海洋廢棄物數據尚未完善，故
數據可能有些許瑕疵，最後未來研究金廈海域建議質量並重，可結
合量化數據以及專家訪談，闡釋金廈海域往後應如何制定更有效率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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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及環境品質分析
——構建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基礎研究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Statu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Xiamen-Kinmen Sea Area——Basic Research of a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侯昱廷8，薛雄志9，林曉燕10
Hou Yuting，Xue Xiongzhi，Lin Xiaoyan

摘要
海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是合理劃分和分配人
類海洋開發活動的時間和空間的過程，有利於降低用海矛盾，達到社會、
經濟、生態和諧發展。由於海洋具有完整性和流動性的特徵，傳統的以
行政單位為邊界的海洋管理本質上無法滿足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因
此，打破行政邊界的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MSP）成為了基於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的有效工具。本文將
從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及環境品質分析角度，進行構建跨政體海洋空間規
劃的基礎研究。具體從水質、沉積物、生物品質等方面對廈金海域的生
態環境現狀進行分析對比，分辨廈漳泉海域及金門海域水環境污染較為
嚴重的區域及整體的污染分佈趨勢。同時根據田野調查結果，分析廈金
海域的實際功能使用情況，並對水環境現狀及管理要求進行符合度分
析。最後分析大廈金海域存在的環境及管理問題，並且從改善環境現狀
的角度出發，討論跨政體空間規劃的必要性及相應的提議。
關鍵字：海洋空間規劃；使用現狀；環境品質；跨政體海洋管理

Abstract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s a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allocat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marine areas to
achiev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objectives. Due to the integrity and
fluidness of the marine ecosystem,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within a
single administrative unit cannot meet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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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which breaks the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of ecosystem-based marine management. This paper carried
out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utilization statu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Xiamen-Kinmen sea area. Specifically, we
analyzed the water quality, sediment and biological quality to discus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atus and distinguish the overall pollution trend of
the study area. At the same time, we analyzed the actual functional use of
the study area according to the filed investigation result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and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study
area and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and proposals of a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status.
Key Word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utilization status; environmental
quality; trans-boundary

壹、簡介
近年來，近岸海域自然環境惡化、海洋資源枯竭、海洋生物多樣
性減少等問題日益嚴重，各類用海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如何合理用海
成為世界各國和地區共同面臨的海洋行政管理難題。海洋空間規劃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自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便受到
了眾多沿海國家的青睞，逐漸成為了全球海洋管理關注的焦點。海洋
空間規劃是合理劃分和分配人類海洋開發活動的時間和空間的過程，
是一種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式，有利於降低用海矛盾，達到社會、
經濟、生態和諧可持續發展（Ehler and Douvere, 2007; Maes, 2008）。
另一方面，海洋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各組成部分緊密聯繫，
不應受制於傳統行政邊界的影響，且各類海洋活動也不是局限於一個
行政邊界內的，因此海洋的管理和規劃應當基於海洋生態系統本身的
特點（JanBen and Varjopuro et al., 2018）。因此，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
（Trans-boundary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TMSP）將成為基於生態系統
的海洋管理的必要途徑。目前，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主要在歐洲國家
有較多的實踐，如由荷蘭、德國、丹麥共同實施的“瓦登海計畫”（Slob
and Geerdink et al., 2016），由芬蘭和瑞典共同完成的“波的尼亞灣計畫”
（Backer, 2011），由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英國共同實施的“歐洲
大西洋跨界海洋規劃”（Jay and Alves et al., 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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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金海域是指廈門-漳州-泉州組成的城市群與金門圍成的海域，廈
漳泉經濟圈的快速發展給廈金海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壓力和複雜的用
海衝突。具體問題包括港口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過度開發導致海砂和
魚類等海洋資源開始衰退，人口膨脹和工農業發展導致入海污水和廢
料激增，旅遊、貨物等船舶排放含油壓載水、洗艙水、艙底水等嚴重
影響港口及海域水質，海域的水工建築、圍海造地等造成淤積並由此
造成的野生生物棲息地消失或惡化等（陳墀成等，2004；阮貞豔等，
2007）。廈金海域本為一體，但由於該海域的跨政體特點，大陸與臺灣
雙方長久以來都沒有將其看做一個整體來規劃管理，在資源和環境保
護、防災救援、航行安全、捕魚采砂等方面都欠缺必要的協調合作，
導致該海域的生態環境逐年惡化，兩大地區的用海衝突沒有得到根本
性解決，兩地本可以相輔相成的綜合海洋經濟優勢也沒有得到發揮。
特別是對開發程度比較低的金門，其海洋環境受到廈漳泉區域的影響
很大，金門人民的生存環境及旅遊業、養殖業發展等都受到了較大程
度的破壞，且金門尚無系統的海洋空間規劃，海洋管理與廈漳泉同樣
存在多頭治理的難題，因而通過海峽兩岸共同制定廈金海域海洋空間
規劃來發展廈金海域一體化管理對廈漳泉及金門雙方的意義極為重
大。
海域的使用現狀及環境現狀的分析討論是海洋空間規劃的重要基
礎研究，而這個過程中涉及到的數據獲取及統一化也是海洋空間規劃
的主要挑戰之一。因此本文將從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及環境品質分析的
角度，進行構建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的基礎研究，並且分析之後推進
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出其研究中將會遇到的主要挑戰。首先從水質、
沉積物、生物品質等方面對廈金海域的生態環境現狀進行了分析及對
比，利用多種環境指標進行水環境綜合指數評價及分區，並利用GIS
系統實現可視化，以此分辨廈漳泉海域及金門海域水環境污染較為嚴
重的區域及整體的污染分佈趨勢。接著根據田野調查的結果，分析了
廈金海域的實際功能使用情況，對大廈金海域的功能使用情況及水環
境管理要求進行GIS可視化，並對水環境現狀及管理要求進行符合度分
析。最後根據符合度分析的結果，具體分析廈金海域存在的環境管理
問題，並且從改善環境現狀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跨政體空間規劃相應
提議及挑戰。

307

贰、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分析
我們的研究區域定為為從泉州晉江市圍頭角到漳州龍海市的鎮海
角，總長512.30 km。根據《福建省海洋功能區劃（2011-2020）》
（福建
省人民政府，2012），此範圍內的廈漳泉海域有明確的功能分區，重點
功能類型為港口航運、濱海旅遊娛樂、工業與城鎮建設、保護區。具
體來看，廈門島周邊海域，即廈門西海域、同安灣、廈門灣及廈門南
海域主要是旅遊休閒娛樂區和港口航運區，廈漳交界海域（九龍江口）
亦是如此，而大嶝海域及泉州管轄的安海灣和圍頭灣海域主要功能為
工業與城鎮用海及海洋保護區。
金門海域則沒有明確的功能區劃規定，因此我們根據現場勘查，
結合Google Earth觀察來對金門海域的使用功能狀況進行了初步的界
定。現場勘查於2018年4月進行，我們對大小金門二島進行了全面的岸
線使用情況的實地調查，從大金門島北部北山斷崖開始，順時針途經
古寧頭、複國墩漁港、料羅港等地；小金門島從九宮碼頭開始逆時針
途經金門大橋、羅厝漁港等地。根據調查，金門海域的主要使用功能
為農漁業區、旅遊休閒娛樂區、港口區，具體包括牡蠣人工養殖區（蚵
田），新湖、複國墩、羅厝漁港，料羅、水頭、九宮港區，多處公園和
浴場類休閒娛樂區及鱟保護區。具體來看，金門北部海域（金門灣）
主要為農漁業區和鱟保護區，東部海域主要是未開發的自然岸線，南
部海域（料羅灣）主要為港口區和旅遊休閒娛樂區，西部海域主要有
水頭碼頭區。
根據上述情況，繪製得到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圖，如圖1。

圖1. 廈金海域使用現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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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廈金海域水環境品質分析
3.1 廈漳泉海域與金門海域污染物對比分析
根據從廈漳泉三市《海洋環境品質公報》與《金門海域漁業生態
環境水質與生物體重金屬監測計畫》中收集的數據資料（泉州市海洋
與漁業局，2013；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2013；漳州市海洋與漁業局，
2013；金門縣水產試驗所，2013），對廈漳泉海域與金門海域的溶解無
機氮（DIN）、活性磷酸鹽（PO43-）、溶解氧（DO）及重金屬等的年平
均值進行了對比分析（圖2）。
根據歷年的環境品質公報，廈漳泉海域的主要污染物為DIN與
PO4 。廈漳泉海域的DIN平均含量高達0.73 mg/L，遠高出海水水質第
四類標準（0.5 mg/L），其中馬鑾灣最高，達2.34 mg/L，其次是九龍江
3-

口，臨近廈門市及漳州市陸域的廈門西海域、南海域及同安灣也都超
出了四類標準，可見陸源污染對DIN含量影響之大；臨近金門海域的
廈門灣和大嶝海域DIN含量相對較低，廈門灣海域符合三類標準，大
嶝海域則符合一類標準，屬於泉州管轄的安海灣及圍頭灣分別符合三
類和二類標準。金門周邊海域DIN平均含量為0.38 mg/L，其中金門東
海域的含量最低，但總體而言金門周邊海域DIN含量變化範圍不大。
綜合廈金海域，會發現DIN含量總體呈現由西向東降低的趨勢，而且
廈門內陸與廈門島之間海域與金門東海域的含量差值非常大，近泉州
海域的DIN含量則與金門海域差別不大。
廈漳泉海域的 PO43-平均含量為 0.053 mg/L，同樣高於海水水質第
四類標準（0.045 mg/L），同樣是馬鑾灣最高，達 0.21 mg/L，同安灣其
次，二者都超出四類標準；廈門西海域和九龍江口含量超出三類標準，
南海域超出二類標準，廈門灣和大嶝海域則僅超出一類標準，泉州管
轄的安海灣和圍頭灣含量最低，PO43-含量分佈與 DIN 基本一致。金門
海域平均含量為 0.025 mg/L，單獨分析金門海域監測站位的監測結果，
會發現金門四周海域都存在沿岸站位含量較高的現象，說明金門海域
活性磷酸鹽含量受其本島活動排放影響較大。
廈漳泉海域 DO、重金屬等水質指標基本符合一、二類海水水質標
準；金門周邊海域溶解氧年平均含量為 5.91 mg/L，接近一類標準，重
金屬中砷平均含量為 0.0036 mg/L，鋅為 0.0081 mg/L，其餘均低於檢
出限，各類重金屬含量都符合一類標準。廈漳泉及金門周邊海域非營
養物水質污染指標含量都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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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金海域的水質污染主要是由營養物質導致，特別是西北側與內
陸之間的海域及與漳州市之間的九龍江口。另外，根據廈金海域營養
物質的整體分佈趨勢及廈門西海域與金門東部海域的鮮明對比，可以
確定金門周邊海域的營養物質污染現象一方面是金門本島排放，另一
方面與九龍江口及廈門島內側海域的污染物遷移有很大關系，而泉州
市管轄海域對金門海域的影響相對較小，即廈門與漳州管轄海域對金
門影響更加嚴重。另外，根據金門方面的調查資料，金門海域監測站
位水質參數變異指數較大的站位基本上都分佈於靠近九龍江的金門西
海域（金門縣水產試驗所，2013），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廈漳海域對金門
海域的影響。

圖 2. 廈漳泉海域與金門海域營養物質含量：a）DIN；b）
PO433.2 廈金海域水質綜合評價分區
本文採用指數法綜合評價大廈金海域的水環境品質，方法如下：
Sj 

1 m
 Si , j
m i 1

Sj 為第 j 類水質綜合評價指數，Si,j 為某項水質參數在第 j 類的標
準指數。m 為參加評價的水質參數數目，本研究選擇活性磷酸鹽、溶
解無機氮、化學需氧量、溶解氧及 pH 共 5 項因數進行評價。
評價結果分五類
一類水質（清潔海域）：以國家一類海水水質標準為依據，S1<1，
表示海域水質綜合評價結果為清潔海域；
二類水質（較清潔海域）：若 S1>1，以國家第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為
依據，當 S2<1 時表示海域水質綜合評價結果為較清潔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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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水質（輕度污染海域）：若 S2>1，以國家第三類海水水質標準
為依據，當 S3<1 時表示海域水質綜合評價結果為輕度污染海域；
四類水質（中度污染海域）：若 S3>1，以國家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
為依據，當 S4<1 時表示海域水質綜合評價結果為中度污染海域；
劣四類水質（嚴重污染海域）：若 S4>1，表示海域水質綜合評價結
果為嚴重污染海域。
評價結果顯示（圖3），廈漳泉方面，大嶝海域屬於一類水質，廈
門灣、南部海域及圍頭灣屬於二類水質，廈門西海域、同安灣及安海
灣屬於三類水質，九龍江口屬於四類水質，而馬鑾灣水質最差，屬劣
四類。金門方面，周邊海域類別相差不大，都屬於二類水質。由此可
見，大廈金海域水質污染較為嚴重的區域與營養物質基本一致，廈門
管轄部分為廈門大陸與廈門島之間的海域，廈門與漳州管理部分為九
龍江口區。

圖3. 廈金海域水質綜合評價圖
3.3 廈金海域水質管理符合度分析
不同使用功能的海域有不同的環境品質管理要求。例如廈漳泉地
區遵守的《全國海洋功能區劃（2011-2020年）》（國家海洋局，2012）
中就對每個功能區類型定義了水質管理要求，海洋保護區要達到一類
水質，旅遊區、礦產與資源利用區要達到二類水質，港口航運區，農
漁業區，工業與城鎮建設區要達到三類水質，港口航運區、特殊利用
區要達到四類水質。由於金門地區目前暫時沒有明確的功能區水質保
護要求，而為了更加直觀的表述和分析廈金海域哪些區域需要更強的
311

水質管理，本文假設了一個廈漳泉與金門海域共同遵守《全國海洋功
能區劃》的情境，進行水質管理符合度的分析。在此假設下，繪製了
廈金海域各使用區的水質管理要求情況，如圖4。
將廈金海域的水質管理要求圖與水質綜合評價結果進行疊加，得
出廈金海域水質管理的符合度（圖5），以此討論哪些區域需要加強管
理。分析中，一類水質到劣四類水質分別用整數1~5表示，定義海域水
質管理要求減去海域水質現狀的結果為水質狀況與水質管理要求的符
合度。符合度數值表示水質現狀與管理要求相差的水質等級，符合度
為負數表示污染程度高於管理要求，海域水質管理未達到標準；符合
度為正數表示污染程度低於管理要求，海域水質管理達到要求；符合
度為0，則表示水之現狀剛好達到管理要求。符合度結果為-3到3之間
的7個整數，分析符合度分佈圖，可以確定對於廈漳泉海域，符合度最
差的區域位於廈門島與廈門內陸之間的海域，九龍江口及安海灣。
分別統計廈漳泉與金門各符合度的海域面積占比，並且將符合度
從小到大排序，計算達到各個符合度的累積面積占比，結果如圖6a所
示。廈漳泉海域42.11%的海域水質狀況未達到管理要求，其中符合度
為-3，水質狀況與管理要求嚴重不符的占2.56%；符合度為-2，水質狀
況與管理要求相差較大的占7.88%；符合度為-1，水質狀況尚未達到海
域管理要求的區域占比最高，達31.67%。符合度為0，水質狀況與管理
要求恰好相符的占17.34%。符合度為1的區域占30.97%，符合度為2的
占8.32%，符合度為3的占1.26%，因此廈漳泉海域共有40.55%的區域
符合度大於0，水質好於管理要求。金門區域使用中的海域28.9%未達
到管理要求，符合度都為-1；符合度為0的占50.41%，占比最高；水質
好於管理要求的區域占20.69%，符合度均為2。對比可以發現，廈漳泉
海域未達到管理要求的區域占比高於金門海域，且符合度絕對值更大，
水質未達到管理要求的情況更嚴重。
分別統計廈漳泉海域及金門海域各類使用功能中各種符合度區域
的面積占比，結果如圖6b所示。廈漳泉海域大多數類型功能區都存在
符合度小於0，即水質現狀達不到功能區要求的情況，面積占比較大的
主要是旅遊休閒娛樂區、海洋保護區及特殊利用區，分別為76.24%、
56.1%、46.68%；港口航運區，工業與城鎮用海區也有一定的比例不達
標，但相對較低。具體從各符合度占比來看，旅遊休閒娛樂區存在3.81%
符合度為-3的水質現狀與管理要求嚴重不符的區域，海洋保護區有
12.23%；符合度為-2，水質狀況與管理要求相差較大的區域主要位於
特殊利用區，占比46.68%，海洋保護區有0.95%；符合度為-1，水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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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尚未達到海域管理要求的區域在大多數類型區都有分佈，其中旅遊
休閒娛樂區占比72.43%，海洋保護區42.92%，工業與城鎮用海區
9.69%，港口航運區6.96%。金門方面，符合度小於0的區域主要是整個
海洋保護區和18.37%的農漁業區，且這些區域不符合度都為-1，不符
合度相對較小；港口航運區、旅遊休閒娛樂區及81.63%的農漁業區符
合度大於0，水質狀況符合管理目標。
從符合度的空間分佈特徵來看，廈漳泉海域符合度最差的區域位
於廈門島與廈門內陸之間的海域，九龍江口及安海灣。符合度最差的
區域是位於廈門西海域的馬鑾灣旅遊娛樂區，位於九龍江口的紅樹林
海洋自然保護區及雞嶼白鷺保護區；符合度較差的區域是位於九龍江
口的特殊利用區，位於廈門西海域的大嶼白鷺保護區及位於安海灣的
生態整治特殊利用區；符合度尚未達到管理要求的區域包括同安灣旅
遊娛樂區，位於廈門西海域的東嶼灣旅遊娛樂區，鼓浪嶼旅遊娛樂區，
九龍江口海域部分的航道區，廈門灣的兩處文昌魚保護區，以及安海
灣的多處工業與城鎮建設區；符合度剛好達到管理要求的區域包括九
龍江口的部分港口區，漳州市沿岸的大徑旅遊娛樂區和浯嶼旅遊娛樂
區，廈門西海域的航道區，廈門灣的廈門島東部海域旅遊娛樂區，大
嶝海域的文昌魚保護區，安海灣的港口區及圍頭灣的礦產與能源區；
水質現狀好於管理要求的區域包括廈門西海域的港口區，南海域的港
口區、航道區和錨地區，廈門灣的航道區，同安灣的港口區，大嶝海
域的港口區、工業與城鎮建設區及生態整治特殊利用區，圍頭灣的大
佰島旅遊娛樂區、工業與城鎮建設區、港口區及錨地區。
金門海域水質狀況未達到管理要求的區域主要是金門灣的鱟保護
區及料羅灣靠近新湖漁港的箱網漁場；符合度剛好達到管理要求的區
域包括北部海域的牡蠣人工養殖區（蚵田）及田墩海堤漁場，東部海
域的獅山海灘浴場，南部海域的料羅海濱公園浴場、正義農漁休閒區
及後湖海濱公園浴場，西部海域的金城海濱休閒公園浴場和慈湖觀海
平臺區，小金門島的貓公石濱海休息區、上林海灘浴場、貴山海灘浴
場、東港浴場等；水質現狀好於管理要求的區域包括枋港漁港區、複
國墩漁港區、料羅港區、新湖漁港區、水頭港區、羅厝漁港區及九宮
港區。
綜上所述，廈金海域水質狀況與管理要求的主要矛盾體現在：存
在大面積符合度低，水質狀況未達到海域功能水質管理要求的區域；
管理矛盾比較嚴重的區域集中在九龍江河口、廈門西海域、同安灣及
安海灣，這些區域涉及到了漳州、廈門、泉州三個城市的管理範圍；

313

不同功能類型區的矛盾特徵突出，符合度嚴重不符的主要是廈漳泉海
域的旅遊休閒娛樂區、海洋保護區、特殊利用區，以及金門海域的鱟
保護區。

圖4. 廈金海域水質管理要求

圖5. 廈金海域水質管理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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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各符合度面積占比情況

肆、廈金海域沉積物及生物品質分析
根據所收集資料中沉積物監測站位的監測結果，廈漳泉海域的表
層沉積物質量總體良好，絕大部分有機碳、硫化物、重金屬（鋅、鉻、
汞、銅、鉛、砷）
、石油類、六六六、滴滴涕和多氯聯苯含量均符合第
一類海洋沉積物質量標準，只有馬鑾灣站位沉積物鋅、鎘為二類標準
範圍，硫化物及有機碳為三類標準範圍，西海域一站位鋅、銅為二類
標準範圍，南海域一站位硫化物為三類標準範圍。而金門海域則存在
重金屬銅含量多為二類標準範圍的現象，其他指標則都符合一類標準。
廈漳泉海域出現沉積物參數超出一類標準的站位位於同安灣-馬鑾灣
旅遊娛樂區及廈門灣港口航運區-錨地區，沉積物管理目標分別為一類
和二類，因此這幾個站位沉積物質量都未達到管理要求。金門的調查
資料顯示，金門區域海上沉積物污染程度要比沿岸的明顯很多，說明
金門海域沉積物污染的海上來源比本島要強（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2013），因此金門海域的沉積物質量控制問題也需要大陸方面協商，共
同控制污染源的排放。
生物品質方面，廈門近岸海域貝類生物品質狀況良好，所採集的
牡蠣體內砷、總汞、六六六、滴滴涕、多氯聯苯均符合第一類海洋生
物品質標準；麻痹性貝毒素和腹瀉性貝毒素均未檢出；鎘、石油烴、
鉛含量符合第二類海洋生物品質標準；銅含量符合第二類或第三類海
洋生物品質標準。而金門近岸海域牡蠣體內重金屬含量超出一類或二
類標準的現象比較嚴重，所有站位中，除了汞全部符合一類標準，砷、
鎘、鉛多符合二類標準，而鉻、銅、鋅則大多超出了三類標準。對比
結果會發現金門海域生物環境品質略差於廈門海域，西部和北部海域
污染狀比南部海域要嚴重，金門海域需要加強對生物環境品質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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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善。另外，根據金門調查資料，各個站位生物重金屬含量與沉積
物重金屬含量有顯著的正相關，故而二者的後續管理也一定要緊密關
聯，有效減少沉積物重金屬的污染，則可以有效控制生物體的重金屬
污染（金門縣水產試驗所，2011）。

伍、廈金海域存在的環境管理問題
總結前面的討論內容：1）廈漳泉海域的功能使用比較多樣化，且
存在許多不同使用功能相連或交疊的區域，尤其是大面積的港口區、
航道區和錨地區，這也使得廈漳泉海域的管理要求變得複雜；相比之
下，金門的海域使用相對比較簡單，人工養殖集中在北部海域，旅遊
休閒集中在南部沿岸，其他區域則維持未開發狀態。2）廈金海域水質
污染較為嚴重的區域與營養物質分佈基本一致，廈門管轄部分為廈門
大陸與廈門島之間的海域，廈門與漳州管理部分為九龍江口區，泉州
管轄部分則以安海灣污染比較嚴重，這些區域也是主要的水質狀況未
達管理要的區域。3）廈漳泉海域環境品質未達到管理要求的使用類型
主要是旅遊休閒娛樂區、海洋保護區及特殊利用區，金門為海洋保護
區。通過上述討論及其他資料，可以確定廈金海域存在的以下幾方面
問題。
1）目前廈漳泉海域的使用現狀與金門海域的使用現狀存在一些明
顯的衝突。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大嶝海域及泉州管轄海域大面積的工
業與城鎮用海區會對金門北部養殖區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近年來，
金門北部的北山及洋山等海域養殖區頻傳牡蠣死亡或養成率不佳的情
況，根據金門方面的海域環境調查資料，可以推測牡蠣收成不佳的原
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水溫較低、將與不足和營養鹽不足，二是對岸大
嶝海域的頻繁開發（大嶝機場）及非法抽砂造成了養殖區比較嚴重的
泥沙掩埋，阻礙了牡蠣正常呼吸，無法正常生長（金門縣水產試驗所，
2011；臺灣海洋大學，2014）。另外，金門北部的鱟保護區是金門海域
主要的環境品質未達管理要求區域，而金門鱟保護區往上便是廈門的
文昌魚保護區，城鎮及工業活動對這些保護區環境也存在一定的潛在
威脅。因此，廈漳泉必須加強對大嶝及泉州海域的城鎮及工業活動進
行更加嚴格的環境影響管控，並配合金門方面對非法抽砂活動進行整
治，或者作出功能使用的調整。
2）九龍江口和廈門西海域、同安灣、馬鑾灣組成的廈金西部海域
是污染最為嚴重的區域，且這些區域的水質狀況都與管理要求有整體
比較嚴峻的不符。考慮到對金門海域存在的影響，這片區域的環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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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將成為廈金海域合作管理的重點對象，在未來大陸方面需要進
一步加強漳州、廈門及泉州的陸域入海污染物總量控制，完善海洋環
境監測網絡，實現對海洋環境品質的動態掌握。另外，在污染極為嚴
重的馬鑾灣和九龍江口以及廈漳泉海域其他環境品質未達管理要求的
區域，未來可能需要進一步調整功能區劃，建立更大面積的生態整治
特殊利用區以控制海域環境品質和其對金門海域造成的不良影響。
3）目前大陸方面在廈門灣及大嶝海域建立了三個部分的文昌魚保
護區，在廈門西海域和同安灣、廈門灣海域劃定了中華白海豚保護區，
未建立鱟保護區；而金門方面則在西北角海域建立了鱟保護區，未建
立文昌魚和中華白海豚保護區。中華白海豚主要活動於廈門西側海域、
同安灣口和大嶝至金門水域（大、二擔島可以觀察到），而文昌魚和鱟
也都是在廈漳泉及金門海域都有分佈。因此目前廈漳泉與金門雙方的
保護區建立顯然都有所不足，無法達到共同保護廈金海域珍稀動物的
目的。未來廈漳泉金聯合保護珍稀動物，結合雙方調查資料進行一體
化的珍稀動物資源量和分佈、環境壓力等方面的分析，並建立跨政體
保護區，使不同珍稀動物的保護不受行政界限的限制，將會是廈金海
域跨界空間規劃會考慮的一個重要內容。
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廈金海域的使用現狀及環境品質方面存在
諸多需要解決的管理問題，無論是功能使用的調整、環境品質的控制，
還是共建保護區、管理采砂等，都需要雙方積極推動跨政體海洋空間
規劃的體系建設，借助區域合作力量，統籌協調各區域各部門的管理
能力，進行綜合規劃管理，保護海域環境的同時一起解決存在的用海
矛盾，使得兩地海洋的綜合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同時，從本文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目前在廈金海域進行
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初期研究的首要挑戰，即數據的獲取與統一化問
題。海洋空間規劃要建立在可靠、高質量、最新的空間數據資料基礎
上，而對於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而言，數據管理不僅僅是將數據整合
和統一的技術工作，更需要跨行政機構數據共用的發展和支持（CEC,
2008; Jay and Alves et al., 2016）。本文僅僅是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初期
研究的基礎研究，獲取的數據在指數類型、時間尺度、空間尺度上都
不夠全面，且數據比較陳舊。首先，廈漳泉方面公佈的具體數據資料
比較少，而金門方面公佈的數據覆蓋範圍比較小，整個研究區域的數
據完整性存在問題；其次，來自多方的數據資料需要投入大量精力進
行格式和屬性的統一化，且比較難保證時間空間上的統一對應。因此，
只有通過多方科研及行政機構的數據共用，才能保證初期研究的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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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次研討會，尋求合作，共同推進廈金海域
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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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廈小三通邊境管理發展之研究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of Border
Management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Mini three links
朱申惟11
chu shen wei

摘要
金廈，乃歷史上承載多文化之地，亦是海上重要之巡防要點，更是
現今與中國各類交流繁盛之所。金廈之重要性，從古至今皆有其特殊
性，擁有豐富資源，邊境管理亦較台灣本島早發展，因應各時期之需求，
而有不同之機關形成，值得借鏡及反思，乃本文之目的。
本文從金廈各時期發展及相應之邊境管理機關進行發展，分析當時
期邊境管理之特色，發現其優缺。此外，本文亦對現今之金廈小三通邊
境管理現況，以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為例，整理出發展其著重
點及優缺，藉由訪談法之現正面臨問題，得出結論與建議，使金廈小三
通邊境管理機關可依其建議，改善金廈小三通邊境管理機制，使金廈小
三通邊境管理發展更完整及便利。
關鍵字：邊境發展、邊境管理、金廈小三通

Abstract
Kinmen and Xiamen are the places that carry multiculturalism in
history.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patrol points at sea, and they are the places
where today's exchanges with China are flourishing. The importance of
Jinmen and Xiamen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y since ancient times. It has
abundant resources and border management has developed earlier than
Taiwan's main island.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various periods, different
institutions have formed. It is worthwhil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This paper develop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Kinmen and Xiamen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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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periods and the border management organs,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rder management in the current period, and find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order management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Mini
three links. Taking the Immigration Agency in Jinmen as an example, it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key poin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draw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rough interviews. The border
management agencies of Kinmen and Xiamen Mini three links can improve
the border management mechanism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Mini
three links according to this suggestions, so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management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Mini three links is more
complete and convenient.

壹、前言
邊境管理因不同國家而有不同管理模式，亦邊境管理無確定定
義。最早因邊陲地帶偏遠，資源不足，須由當地政府開發之，擁有一
定經濟基礎，使其經濟發展不落後於發展中城市。後因遭受侵略而以
國家安全為其主要發展，亦可稱為邊境防務或海上防護，因國家建立，
須對抗外敵之侵略，於邊境地帶成立軍隊防守，防止非本國之軍事集
團或他國對國家進行有害之侵略行為，若要通行國家之間，需各國官
方之通行文書或證件，如羅馬帝國之入帝國通行文件及中國秦朝之秦
通行令，並核對是否為國家通緝犯，才可進出該國，所以早期邊境管
理著重點為國內安全，將不安全之要素排除國外，相較現今之邊境管
理，較嚴且較少互動。
到 19 世紀初，歐洲各國因邊境地區經濟沒落，需鄰國邊境資源，
以徒步形式跨越邊境，攜帶可交換貨物，至鄰國交換商品。（Laube
Lena.,2010）至此，歐洲各國邊境由以物易物之方式發展熱絡，形成邊
民交往，歐洲各國熟知邊境有其特性，皆以寬鬆之管制及少許經濟資
源投入，默許此行為，使邊境管理初期發展皆階段逐，主要以相對開
放並優惠他國之精神，含納國家安全及邊境經濟發展之議題，逐漸發
展。
因 19 世紀發展邊境經濟熱絡下，至 20 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北歐五國尤見此情況之趨勢，由芬蘭發起，簽訂《北歐國家逐步取消
邊界檢查》協議，此協議只適用北歐五國，其餘歐洲國家相繼效仿，
如西德與荷蘭亦有簽訂兩國取消邊境檢查協議，後於 1985 年由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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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荷蘭、盧森堡、法國及西德於盧森堡之申根小鎮簽訂《申根公約》，
從此往後，各國藉由此理念簽訂國與國間之邊境檢查及管制協議，使
邊境管理不只於國家安全及邊民交往，加入經濟要素至其中，增加邊
境管理之彈性，但有一隱憂，即為國家安全防護減弱。
（Frontex,2019；
Alice Hills.,2009）
為補足上述弱點，各國於 1973 年日本京都簽訂《京都公約》，內
容包含海關業務制度基礎定義，將各國之海關制度訂立標準，其後加
入聯合國會員者必須加入《京都公約》，1999 年與對其海關檢查制度
因各國海關檢查業務、設備及機制不一，將設備及資料庫需用格式規
定放寬，對海關檢查業務、建立風險管理及貨物、人之檢查流程、項
目規定完整，訂立《修正版京都公約》
，此次修正雖將檢查流程做整體
規劃，但未將貨物之安全因素及人欲犯罪而藉由貨物運輸犯案用具考
慮在內。於 21 世紀初，美國發生 911 恐怖攻擊事件，因恐佈攻擊分子
以貨櫃運輸犯罪工具零件，運至美國後進行組裝，導致美國許多人及
公共財產損失，亦影響各國對《修正版京都公約》之保護性質疑，因
此《修正版京都公約》制定小組對貨物及貨櫃下制定《WCO SAFE 標
準架構》，其中規定何種貨物不可運送，需以大型 x 光機照射檢查貨
物。
（Revised Kyoto Convention,2019）美國拉攏英國、德國等國提出《集
裝箱安全倡議》
，協助常與美國貿易之國家，如澳大利亞、紐西蘭、巴
拿馬、新加波等，建設新式海關貨櫃及貨物檢查設備，使美國邊境內
貨櫃及貨物安全性可掌握。（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19）此時邊境管理又將國家安全要素擺置第一位，包含邊民
交往及經濟發展，使邊境管理有嚴密控管機制又有彈性，阻止高風險
者，低風險或優良廠商可申請快速檢查通關，節省時間。
詳查邊境管理議題發展歷程，可發現因應不同環境所發展之邊境
管理亦有不同，如歐洲各國基於《申根公約》下造成歐洲各國內陸無
邊界，以共同海際線為歐洲內陸邊境，形成綜合性邊境管理，掌控人
流及物流進出狀態；美國因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將民事部改成國土安
全部，以國家事故系統推算發生事故高風險地區，因此各國以發生事
件之不同形成具國家特色之邊境管理，可知邊境管理發展軌跡先從邊
境經濟發展開始，有相當資源後遭到侵略，轉型為邊境防務，再者邊
境資源不足走向適度開放並訂定相關規範管理之。
（苗偉明，2010）亦
可從因應不同之內部環境、外在發生事件、歷史交流、各國間及國際
安全情勢、經濟發展程度與各國間貿易交流等，所以邊境管理之定義
可為基於國境內安全，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對國外之高風險因素子進
行阻止，對低風險人群給予禮遇，使其兼具彈性及嚴密控管，保護國
323

內安全，並包含居民交流、國家及國際間安全、經貿發展、阻止犯罪
等因素，進行管理。反觀金廈兩地亦有此特性，本文以金廈小三通為
研究範圍，觀察金門與廈門間邊邊境管理發展，並整理金門各階段之
邊境管理進程，探討以移民署為例之金廈小三通現況，提出結論及建
議。

貳、金廈兩地之邊境管理發展
金門與廈門兩地原為一體，經考古學者調查兩地之史前文物及居
住型態，同屬復國墩文化，於相同文化圈下，雖金廈之間相隔水道，
但語言、使用物品、傳統習俗、生活型態及飲食文化未因其地域之不
便，結果反而極為相似，剩至金廈兩地有相似之地名，如同安此名，
金門為古址同安度頭，廈門則是同安區，可見金廈除文化相同外，亦
有地緣關係，強化金廈兩地人民間之情感。
2.1 晉朝至元朝時期：
若從地區管理機關，查考《金門志》與《廈門志》
，發現最早可追
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晉朝設同安縣，縣衙設於晉安郡，金門舊名浯
州，未開發，因同安縣當時發生饑荒，故有六姓難民移居至金門，此
時未有邊防和邊境管理之政府機關。至唐朝則設牧馬區，陳淵任牧馬
監，期間於金成立牧馬寨，結合 12 姓家族至金門，與當地居民聯合一
同開墾，使金門早期之農、鹽業於此有一定基礎，雖有行政機關，但
此機關僅有牧養馬匹，開墾為陳淵以其職務外時間完成，所以無邊境
管理機關。宋朝，則是於金沙鎮西園之金沙灣建立鹽場，包含曬鹽場
及製鹽場，引汶水溪及金沙溪之水製鹽。除此之外，同安縣主簿朱熹
欲培養在地官員，廣設兩處學堂，一為浯洲書院（今沙美菜市場）
；二
為燕南書院。元朝則將鹽場擴大至整個西園及沙美，並設鹽場司，沙
美市集絡繹不絕。由此可知金廈兩地先是邊陲地帶，呈現未開發狀態，
經由政府指派至金廈開墾，使金門有製鹽基礎，可發現邊境管理發展
從邊境經濟發展之特色，金廈亦符合此現象。
（林焜熿，1993；周凱，
1993）
2.2 明清時期
於元朝末，除內部統治人民經常起義反抗，沿海城市常受倭寇侵
擾，發生於福建省各處，但元朝以無力抵抗。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
朱元璋於福建省各處設軍隊守衛，共五衛十二所，其中金門守禦千戶
所（簡稱金門所）設於金門本島，下設峰上、官澳、田埔、陳坑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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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五處巡檢司，鎮守金門各處沿海及海口，亦為金門史上第一個邊境
防務機關。明末，金廈兩地水道間出現多名海盜集團，最為人熟知是
鄭芝龍，因過於猖狂，明朝與之爭戰，後經招降，封平國公，建立金
廈兩地史上第一個水師，於此期間，金門所除抵禦倭寇外，亦對海盜
進行抵擋，鄭芝龍招降後，海盜部分交由鄭芝龍抵禦，金門所則以抵
禦倭寇為第一要務。至清朝初期，南明魯王及明朝鄭成功反抗清朝統
治，皆退至金門及廈門為其反攻基地，因物資缺乏，鄭成功撤退至臺
灣經營，至明鄭政權瓦解，金門與廈門共經歷兩次攻佔，使金門地區
百姓生活苦不勘言，原有鹽場遭破壞殆盡，許多金門居民由此時期相
繼移民至東南亞經商貿易，從此與故鄉兩相隔。清康熙皇帝實質收復
臺灣後，金門與廈門才停止戰爭，金門之軍事設備及駐軍單位已因戰
爭緣由全數毀壞，康熙帝任陳龍為總兵，派往金門重新建立邊境防務
機關，陳龍至金門先成立總兵署衙門，管理所有軍隊及士兵，其餘照
明朝設置五處巡檢司，主要防務內容為抵禦倭寇及保護金廈海口物資
運輸，進行統一化管理。
（林焜熿，1993；周凱，1993）明清時期，金
門因抵禦倭寇及防制海盜，開始於金門本島駐軍，因其主要以防禦外
敵侵擾及保護金門地區人民安全，亦有國家安全及保護在地經濟產業
之精神，筆者認為此時期之金門所可為金廈兩地第一個邊境管理機
關，雖此機關功能不齊全，但已是為金廈邊境管理建立基礎，剩致清
朝之總兵署衙門，更直接保護金門地去人民從事經濟活動，免於外敵
侵擾，所有上述事件須經總兵署衙門審理並裁決，實現邊境事務統一
管理，對中國邊境管理進程拉進一大步。
2.3 中華民國時期
清末，因外國列強侵略中國各地，欲將中國瓜分，獨占中國工業
及商業資源，因此前提下，中國各通商口岸被西方列強佔領，同時也
為中國建立現代化港口設備，以便列強之船商隊可順利進出口，至中
國沿海城市進行貿易或產品加工，獲得最大利益。列強以強硬之法逼
迫下，許多中國限制或制度亦隨之破壞，造成中國強迫西化，與列強
利益相違背之法律亦調整成與其利益相符之情形，如清末未有海商
法、通商口岸經營及關稅法規，列強因此要求清朝須建立相關機關，
並以列強各國之海商法為依歸。至於關稅法規部分，由英國、法國及
美國主導協助清朝建立關稅法，成立「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此機關延
續至現今之行政院財政部關務署，掌管當時貨物進出口狀況，並對其
課與相符稅則，未有人流管理機關單位出現，僅以傳統之軍隊控管人
口進出。
（關務署，2019）此狀持續至中華民國初期而未改變。若以中
華民國為主體討論金門之邊境管理發展，可將其分為 3 個階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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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2.3.1 大陸時期（民國 4 年 34 年）：
民國初期成立根基未穩，許多事務只能維持原有狀態，如海關機
制及陸、海軍之邊境防務機制，未能將其弊病根除，但此時金門及廈
門已從同安縣脫離，獨立為思明縣，經過兩年，思明縣又分出金門縣
及廈門市，隸屬福建省管轄，由福建省巡按使許世英建議內政部，金
門縣正確縣名由此時誕生，亦有「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義，派左
樹燮設縣治，以總兵署衙門為機關所在地，並籌組政治委員會，統整
所有軍隊事務及分布位置，掌握金門縣所有現況。往後雖經日本佔領，
金門縣政府被迫遷至大嶝島，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金門回歸中
華民國管轄。（金門縣政府社會教育館，1992）
2.3.2 戒嚴時期（民國 37 年至 81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崛起，欲與中華民國爭奪中國政權，後因中
華民國節節敗退，民國 38 年退居臺灣，金門之邊境管理發生變化，邊
境防務部分還是以軍隊為主，由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今陸軍金門防
衛指揮部）指揮作戰，但金門縣民若要出入國，需向軍民入出境聯合
審查處等登記，經審查許可後，才可入出國，民國 46 年改制為入出國
管理處，即為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之前身。貨物部分，任由中國海關
總稅務司管理貨物入出口事宜，即為行政院財政部關務署之前身，此
機制使人流及物流分開，亦奠定金門之邊境管理將以此方向發展。於
民國 68 年以前，金門人民每日都已躲砲彈為第一要務，金門縣長為金
防部司令兼任，以軍政合一狀態，辦公室在總兵署衙門，掌握金門所
有軍情，邊境管理發展因兩岸對峙之情勢而未有進展。民國 68 年後，
因美國與我國斷交，我國內部又醞釀對蔣氏政權統治之不滿，學運四
起，至民國 76 年解嚴，金門縣因戰地任務需要，延至民國 81 年金門
縣才正式解嚴，使金門邊境管理發展進入下一階段。
（金門縣政府社會
教育館，1992）
2.3.3 小三通時期（民國 81 年迄今）：
民國 81 年後，金馬地區宣布解嚴，此時金門因多年戰爭戒備，所
有商品皆向國軍士兵販賣，當戰地政務解除後，意味金門軍隊人數將
走向縮減，又因兩岸長期對抗，導致金門當地居民許多私人土地挪用
給國軍使用，金門民眾向金門縣政府抗議，又求助無門，無相關補償
辦法可協助金門縣政府實施歸還及補償作業。中共方面，因沿海地帶
舊有貿易區域包含我國西半部及金馬澎地區，欲對我國拋出橄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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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統一第一步，於民國 83 年單方面制定《關於對台灣地區小額貿易
的管理辦法》
，使中國以一定金額及特定管制運輸管道，與我國進行貿
易及貨櫃進出口。此法對金門民眾具有吸引力，對抗時期金門民眾如
要入出國，需向金門縣政府做第一階段審核，造成金門當地居民常向
金門縣政府提出入出國申請，又因此法第三條規定擁有我國漁民證即
可進行小額貿易，我國當時漁業法規定漁民若出海捕魚，須向該地港
警隊核備。若要入出國，須向入出國管理局申請，導致金門漁民只向
港警隊核備後，逕自前往中國大陸，造成犯罪。此法實行後我國屈於
當時法令未鬆綁，若因此與大陸廠家進行小額貿易，恐觸犯我國《臺
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國家安全法》
。多重壓力下，金
門縣政府向中央求助，最終民國 89 年制定《離島建設條例》，一則為
曾經國軍佔領可依制定之辦法要回；二則解決小額貿易問題，離島可
依其區域之特殊性，建設相關設備或產業，只需合法申請，即可建立。
因《離島建設條例》制定，使金門與大陸交通及貨運變為可能，小額
貿易走向除罪化，民國 90 年制定《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
實施辦法》
，金門正式與大陸固定地區通航，雖早期金門所有事務皆由
金防部指揮管理，但需給予中央單位各相關機關處理，接連組織改造
及新機關成立，如民國 87 年因走私大陸豬肉，造成國內口蹄疫爆發，
促使行政院農委會成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止外來動植物病蟲害在
我國盛行；民國 89 年，整合國防部海岸巡防司令部、內政部警政署水
上警察局及財政部關稅總局八艘大型緝私艦，成立海巡署，現今為海
洋委員會管理；民國 96 年入出國管理局從警政署獨立，成立移民署，
由內政部管轄，皆由上述之中央機關來金設駐點服務。此情形直到民
國 100 年實施 C.I.Q.S 計畫，目的為要強化邊境管理及執法效能、簡化
人流及物流通關程序，貨物部分由關務署、動植物檢疫防疫局合作，
對貨物之通關檢查、安全及動植物病蟲害；人流控管部分由移民署負
責；貨物及人之安全由海巡署及港警隊協同負責，由以上機關一同攜
手合作為我國之邊境管理把關。於金，貨物部分由行政院財政部關務
署高雄關離島派出課及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檢疫防疫局金門檢疫站負
責；人流控管部分由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金門國境事務
隊、南區事務大隊金門縣服務站及南區事務大隊金門縣專勤隊負責；
貨物及人之安全由行政院海委會海巡署金門海巡隊、金門岸巡隊、金
門查緝隊及行政院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金門港中隊一同負
責；船及設備部分由金門縣政府港務處負責，於金門水頭客運港及料
羅港駐點，防護我國邊境。至此，金門之邊境管理發展趨漸成熟，使
其能迅速反應邊經境突發狀況，此機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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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邊境管理機關繁多，本文將針對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進行詳細
介紹，深入探討其業務分掌、合作機制及面臨之困境。

參、邊境管理機關-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介紹
民國 93 年後，我國入出境人數開始大幅度提升，從移民署民國
96 年至 106 年入出境人數統計得知，民國 96 年入出境人數統計為 2,528
萬 1,630 人次，民國 106 年入出境人數統計為 5,270 萬 3,886 人次，成
長 108.467%，可見入出境人數成長快速，10 年時間成長 1 倍多，移民
署之重要性也隨之提升，成為我國人流控管部分第一關卡，阻止風險
人物進入我國。（內政部統計處，2018）移民署並非我國建國開始即
存在之政府機關，於民國 96 年 1 月 2 日成立，主旨在國境安全管理、
移民照顧輔導、外來人口管理、人口販運防制、兩岸交流往來、國際
交流合作、移民人權保障、移民生活輔導及移民政策推動，整合原屬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國管理局、僑務委員會之辦理華僑證照、內政部戶
政司之移民事務、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及港灣警察局之證照查驗、警察
局之外僑及大陸地區人民管理、保安警察總隊之外國及大陸地區人民
收容遣送等業務。成立初期，以業務取向分成專勤事務、服務事務、
收容事務、國境事務，其中專勤事務又分成兩大隊，共 5 個大隊。歷
經一次組織改造，於民國 104 年 1 月 2 日以區域資源整合為基礎，進
行組織精簡，使管理效能提高，除移民署內部機關及國境事務大隊保
留，分成北區、南區、中區事務大隊，共 4 個。國境事務大隊主要以
國境安全管理為主，北、中、南區事務大隊皆有外來人口停拘留業務、
移民照顧輔導、非法移民管理及防制人口販運等業務。（內政部移民
署全球資訊網，2019；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2019）以金門縣為
例，移民署駐金單位有國境事務大隊下轄之金門國境隊、南區事務大
隊下轄之金門縣服務站及金門縣專勤隊，其三者職務管理職掌，藉由
訪談及官方資訊得知，整理如下：
3.1 金門國境事務隊：
（1）入出國查驗：主要查驗入出國境之旅客護照，以辨別是否持
有真偽護照。
（2）特定人士辨別：當金門縣專勤隊於移管系統對特定人士註參
或設電話告知時，金門國境隊會依其處理，如依據註參之嚴重性，可
將特定人士不予許可來臺，若是金門縣專勤隊設電話告知，特定人士
入境時將以電話通知金門縣專勤隊進行下一步處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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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境通關服務：若持有我國經濟部及國發會發給之相關卡
類，如學術及商務旅行卡，共 6 種，或老弱婦孺，將對其開啟專檯或
快速通關查驗，使其快速通關。
（4）入境通關面談：金門縣專勤隊依訪查或面談大陸地區人民通
過後，團聚申請人及被探人第一次入境時與之實施入境通關面談，形
式為兩人分開面談，金門國境隊會根據金門縣專勤隊訪查及面談設計
問題，以證婚姻之真實性。
（5）小三通落地簽申請及審核：為提供小三通旅客方便來金旅
遊，只需填寫相關表格及提供相片、證照，即可辦理，金門國境隊會
依移管系統審核是否有不良紀錄，若有，則拒絕入境；若無，則反之。
（6）執法人員總計 34 人。
3.2 金門縣服務站：
（1）外國人口辦理停居留業務：此業務分成兩者，一者為辦理大
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台灣地區無戶籍居民申請入國（境）、
團聚申請入臺、停留、居留（依親居留）及定居；二者為外國人停留
延期、居留及永久居留，進行收件，金門縣服務站依其申請入台事由
或移管系統相關資訊，初審後如需訪查或面談，轉由金門縣專勤隊訪
查或面談。
（2）移民照顧輔導：協助新住民適應我國生活，金門縣服務站提
供新住民生活輔導、醫療生育保健、教育諮詢、子女教養、健全法制
宣導等協助，並定期舉辦行動服務列車，建置關懷網絡，給與新住民
即使協助。
（3）執法人員總計 14 人。
3.3 金門縣專勤隊：
（1）實施訪查業務：訪查業務意旨於確認婚姻之真實性，經金門
縣服務站初審後交由金門縣專勤隊訪查，各移責區承辦人於收件一個
月內實施訪查，方式突襲式，訪查時亦收集判斷婚姻真實性之佐證資
料，依其資料給與通過及不通過。通過者，回覆金門縣服務站核發證
件，進行入境通關面談；不通過者，將於訪查建議表裡建議面談回覆
金門縣服務站，金門縣服務站核查後再交由金門縣專勤隊面談。另外
較為特殊者為二度面談前訪查，因金門國境隊入境通關面談時團聚申
請人及被探人說辭比對不一，經金門國境隊交由金門縣專勤隊實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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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面談，為確認婚姻真實性，二度面談前實施訪查，由該移責區承辦
人進行，訪查後實施二度面談。
（2）實施面談業務：面談業務主旨於因移責區承辦人訪查後仍有
疑義，須詳細確認團聚申請人及被探人婚姻之真實性，經金門縣服務
站審核後交由金門縣專勤隊面談，訪查該移責區承辦人迴避，改由其
他移責區承辦人協助面談，承辦人會寄送面談通知書給被探人，請被
探人於規定時間內至金門縣專勤隊面談。面談時團聚申請人不可入
境，若入境則改日面談，被探人面談完成，馬上撥長途電話給團聚申
請人，進行電話訪談，結束後比對說辭是否出入，給予通過或不通過。
若通過，回覆金門縣服務站核發證件；不通過回覆金門縣服務站通知
不通過，請團聚申請人及被探人重新申請團聚入臺。另外，二度面談
亦是相同流程，結束後給予通過及不通過，回覆金門縣服務站。
（3）進行查緝：為防止人口販運、虛偽結婚、大陸地區人民及外
籍人士在臺違法情事及移工剝削，金門縣專勤隊接獲線報執行定期查
緝或不定期查緝，查是否有非法移工、非法雇主及失戀移工等，查獲
後帶回進行調查製作筆錄。
（4）保防：收穫各類不利我國之情資，轉報移民署本部。
（5）辦理收容遣送業務：查獲大陸地區人民或外籍人士違法情
事，調查完成後若有案情須釐清或收容之必要，金門縣專勤隊內有臨
時收容所，進行收容，亦有其餘管理邊境安全機關查獲此類，經金門
地方法院判定羈押，送至金門監獄，金門法院審理結束金門監獄也服
刑期滿，管理邊境安全機關送叫金門縣專勤隊進行收容遣送，因金門
縣專勤隊為臨時收容所，經申請後辦理送交高雄收容所或辦理收容替
代相關事宜。
（6）執法人員總計 6 人。
詳查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發現其中問題，藉由訪談法
訪談三個機關執法人員，熟知其問題發生何處，整理於下段。

肆、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現況及挑戰
經數據及官方公開資訊查詢，可發現金門縣專勤隊及金門縣服務
站人理篇少，依據金門縣港務處 107 年水頭港區小三通人數統計表之
入出境人數為 1,898,407 人次，換算金門小三通每日入出境人數統計為
5,202 人，可知金門小三通之入境申請案落於 800 至 1,000 人。（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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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港務處小三通入出境統計表，2019）面對高出入境人數頻繁情形，
若執法人員不足，將無法為我國邊境進行控管及保護。欲知行政院內
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所面臨之問題，本文結合訪談法對三個移民署駐
金單位之執法人員進行訪談，為因應能實際反應各別問題及取材不
易，訪談金門縣專勤隊 2 人（A1、A2）、金門縣服務站 1 人（B1）及
金門國境隊 1 人（C1），訪談題目除詢問其業務職掌及分工合作外，
其餘問題皆相同，整理如下：
4.1 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訪談題目：
（1）請問該單位之業務職掌為何？
（2）與其他移民署駐金單位如何橫向聯繫？
（3）請問此單位面臨之問題或困境為何？
以上訪談三個問題，了解其執法內容及面臨問題所在，將其整理
後可發現其共通點特性，整理如下：
4.2 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面臨之問題：
（1）執法人力不足
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力不足，因為只有 6 個人，能夠做的事非常有
限，但我們又要兼顧內勤及外勤的東西，我們又有績效壓力。我們又
不比臺灣的隊少做業務什麼都要，我們的壓力很大。（A1）
曾經我們的隊雖然有 18 個人二個分隊，但是現在一個分隊人數被
抽走，需要資源其他單位，現在只剩下 6 個人，導致一個科員需要肩
負內勤及外勤業務，容易造成人力消損。（A2）
因為小三通申請案件量很多，大概每日要審查 500 至 1,000 件，
金門又有許多團聚申請案，需要移民關懷時，人力補不過來，有時系
統又有狀況，需要人眼審核及校閱。（B1）
以上述三人之反應可得知移民署駐金單位確實發生狀況，因金門
縣專勤隊僅只有 6 人，若扣除主管 2 人及休假安排，平均 2 人負責業
務，其中亦須執行查緝、保防、訪查及面談等外勤業務，皆有相關表
格須完成，業務繁重；至於金門縣服務站，其工作區域分成兩部分，
一為業務區，負責審核團聚申請、居留、入境申請等內容；二為服務
區，負責受理各類證件申請，若扣除主管 2 人，僅有 12 人執勤，對其
亦是沉重之負擔，造成人力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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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公設備老舊，降低行政效率
第二問題是我們的辦公電腦很容易掛掉，經常跑到一半就當掉，
無法使用，如果要叫修理廠商來解決，需要等待一兩個小時才可以繼
續作業，又要浪費 12 小時等待，此段就沒辦法執行業務了。（A1）
雖然我們的電腦有一半先換新，但是審件很消耗電腦，有時會發
生上傳不上資訊系統，重開機有時無法解決，等人來休就無法作業，
就需要後面速度加快。（B1）
我們有一些電腦是從入出國管理局時代就留下來的，很容易有些
狀況，雖然查驗臺上的電腦都是新的，比較不容易發生問題，但是裡
面要辦業務的話，就比較麻煩。（C2）
以上三人之敘述，發現普遍三個機關硬體設備皆有老舊情形，雖
三單位負責移民業務不同，但亦是我國邊境管理機關，需保護我國邊
境安全，若無法即時完成資料傳輸、查閱及顯示警示狀況，將有漏網
之魚進入我國，無法阻止其瑜我國邊境之外，易對我國造成威脅。

伍、結論與建議
經詳閱金廈邊境管理之發展，可發現金廈兩地出現現今之小三通
現況並不容易，因兩岸政治實體之不同，導致從原本開放之狀態，走
向封閉，現今兩岸達成共同認知，形成開放局面，需努力維持外，不
該因兩岸之色彩不同及政策走向不同，而又使兩岸互通交流現況關
閉，應加深交流，理解彼此差異，走向共榮發展。
金廈小三通為我國第一線與中國交流之地，防止大陸地區人民在
我國有違法情事，本文建議行政院內政部移民署駐金單位應對以下兩
問題應儘速解決，一是執法人力不足；二是辦公設備老舊。若修正兩
問題可提升我國執法效能及行政效率，使我國邊境管理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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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 理念付諸實施的廈門經驗
Xiamen's Experi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cosystem-Based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薛雄志12，侯昱廷13，林曉燕14
Xue Xiongzhi，Hou Yuting，Lin Xiaoyan

摘要
20世紀90年代，面臨巨大海洋環境壓力、資源利用衝突及管理矛盾的廈門開始
了海岸帶綜合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CM）的實施。二十多年來，
經過了建立管理體系、海洋生態環境修復、流域綜合管理等三大階段，廈門的ICM
實踐已經進入了以陸海空間統籌規劃為主題的第四階段，且形成了得到國內外廣泛
認可和應用推廣的“ICM廈門模式”。在不同階段的ICM實踐中，廈門一直將基於生
態系統的管理（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EBM）作為核心理念。本文將回顧
廈門的ICM實踐歷程，從建立“集中協調、立法執法、科技支撐、公眾參與”的ICM
管理體系，到海洋污染防治及西海域、五緣灣等的生態修復，再到流域治理和陸海
統籌規劃，總結討論廈門ICM的具體實踐及其成果，深入分析EBM理念付諸實施的
具體表現，並且對基於EBM的ICM在廈門的實踐進行經驗總結。
關鍵字：海岸帶綜合管理；生態系統的管理；海洋生態修復；陸海空間統籌管理

Abstract:
In the 1990s, Xiamen began to implement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n the face
of huge marin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marin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conflicts. Over 20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ICM management system, marine
ecosystem rehabilitation and integrated watershed into coastal management, Xiamen’s
ICM practices has formed the worldwide recognized “Xiamen Model” and entered the
fourth stage with the theme of land and sea space overall planning. In different stages of
ICM practices, Xiamen has always taken the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as the core
ide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journey of ICM practices in Xiamen, from establishing the
“centralized coordinatio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ublic participation" ICM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ecosystem rehabilitation
of the West Sea, Wuyuan Bay and so on. We discussed the specific actions and
achievements and analyzed the performance of EBM concept of each stage of ICM

12
13
14

薛雄志，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教授，xzxue@xmu.edu.cn
侯昱廷，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博士生，306326847@qq.com
林曉燕，廈門大學海洋與海岸帶發展研究院，科研助理，linxiaoyan@xmu.edu.cn

335

practices, also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in the ecosystem-based ICM practices in
Xiamen.
Key Words: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ecosystem rehabilitation; land-sea space overall planning

壹、簡介
廈門位於臺灣海峽西岸，是東亞海域極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同時也是中國東
南亞沿海地區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口岸。廈門海域面積約390萬平方公里，海岸
線長約226公里，有500平方米以上的無居民海島17個，且海洋生態環境多樣，海
洋資源豐富，擁有海洋生物近2000種，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白海豚，
二級保護動物文昌魚及鱟等海洋珍稀物種。海洋是廈門最重要的生態及經濟資
源，海洋經濟是廈門經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作為中國最早成立的4個經濟特
區之一，迅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給廈門海域帶來了一系列的空間資源利用矛盾及環
境污染問題（Chua et al., 1997; Xue et al., 2004）。無序無度的填海及海堤修建活
動對地形與水動力環境產生了直接影響，海域面積及納潮量大幅減小；大規模的
海水養殖及污水排放使得水環境及沉積物質量惡化；過度的資源開發使得生物多
樣性及海洋資源豐度降低（洪華生等，2006；PEMSEA, 1998; Julia et al., 2003; Xue
et al., 2004; Kong et al., 2017），海洋資源利用及環境上問題成為了制約廈門可持
續發展的主要阻礙。另一方面，越來越多樣化的跨部門、跨海陸及跨產業海洋利
用方式出現，使得不同行業及管理部門之間的用海矛盾進一步加深（Lin et al.,
2007）。面對環境惡化、用海衝突和部門與行業各自為政帶來的分散性管理，以
及立法、資金、觀念、資訊系統和污染防治能力等方面的欠缺（Sorensen et al., 1990;
PEMSEA, 1998），90年代的廈門迫切的需要一個全新的海洋與海岸帶管理模式。
海岸帶綜合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ICM）是指通過制定政策
和管理戰略，以解決海岸帶資源利用衝突並控制人類活動對海岸帶環境影響的一
個持續的、動態的過程(Cicin-Sain and Knecht, 1998)，其目標是在維持海岸帶資
源利用可持續發展及區域生態系統健康的同時發展經濟(Cicin-Sain and Belfiore,
2005; PEMESA, 2011)，這恰好符合20世紀90年代廈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因此
在廈門實施ICM勢在必行。1994年，在國家海洋局的支持下，廈門被全球環境基
金（GEF）、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及國際海事組織（IMO）列為“東亞海
域海洋污染防治與管理”專案的示範區(洪華生等，2006；Chua et al., 1997)。為了
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平衡，並解決部門與行業各自為政帶來的管理矛
盾，廈門已經開展了超過20年的ICM實踐，且形成瞭解決問題、立法優先、地方
為主、科學管理的“ICM廈門模式”，為國際社會實施ICM提供了經驗和示範，得
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認可和應用推廣。最為重要的，在不同階段的ICM實踐中，廈
門一直將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EBM）作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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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本文將回顧廈門發展ICM實踐的不同階段，從建立的ICM管理體系，到海
洋污染防治及生態修復，再到流域治理和陸海統籌規劃，總結廈門ICM實踐的具
體行動及成果，分析EBM理念付諸實施的具體表現，並且對基於EBM的ICM在
廈門的實踐進行經驗總結。

圖1. 廈門海域、生態修復區域及曾經的海堤位置

貳、廈門ICM實踐發展歷程
廈門的ICM實踐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94-2000年）主要集
中在廈門示範工程上，該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引入ICM理念並建立廈門的ICM管理
體系，及海洋污染防治；第二階段（2000-2009年）從廈門市政府與GEF/UNDP/IMO
簽訂“中國廈門第二輪海岸帶綜合管理專案協議備忘錄”開始，主要管理目標轉變
為海洋生態修復，多個生態修復專案在此階段展開；第三階段（2009-2015年）
主要開展了流域海域一體化管理；如今廈門的ICM實踐已經進入第四階段（2015
年-），該階段的管理目標為陸海空間統籌管。
2.1 建立ICM管理體系
1）集中協調
1994年之前，廈門有13個單獨工作的涉海行政管理部門，卻沒有一個主管海
洋的部門，這導致海洋管理碎片化，不同用海活動及部門間衝突不斷（洪華生等，
2006；Julia et al., 2003; Ngoran and Xue, 2015）。1995年11月，廈門市政府成立了
海洋管理協調委員會，由市長擔任主席，各涉海部門領導為成員，具體涵蓋了交
通、城建、水產、科技等部門（Julia et al., 2003; Xue et al., 2004; Zhang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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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委員會在制定管理措施、各部門之間的資訊交流、政策決定及實施等方面發
揮了重要作用（周望，2010）。1997年2月，廈門海洋管理辦公室成立，以組織不
同涉海部門（海洋漁業局、城市規劃局、環境保護局、海事局等）定期召開會議，
並協調其配合相關工作。
2）科技支撐
為了保證ICM的科學實施，廈門市政府在1996年集合多所海洋科研機構及大
學的海洋、法律及經濟等方面的專家，成立了廈門市海洋專家組。海洋專家組定
期與海洋管理辦公室進行會面，為海洋規劃、資源開發及生態保護提供科學依據
和論證，幫助政府解決海洋管理及決策制定中遇到的難題。另外，還在廈門市內
多所院校內設立了海洋專業，發展海洋科學教育及研究。廈門市政府還於1997
年設立了“海岸帶可持續發展培訓中心”，為當地海洋管理人員提供海洋法、海洋
管理、海洋可持續發展等課程的科學培訓（洪華生等，2006；Xue et al., 2006）。
3）立法執法
依法治海是ICM的基本保障，建立地方性海洋法律框架和執法隊伍是ICM實
踐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因此，在ICM的初始階段，廈門市政府就根據廈門的實
際需求，先後頒佈了一些列的海洋法律及規定，包括“廈門市海域使用管理規定”、
“海域使用費管理法規”“海岸帶規劃與管理規定”等（Li, 1999）。與此同時，廈門
也頒佈了一些列的涉海規劃，其中包括1996年由海洋專家組草擬，廈門市政府審
核通過的“廈門市海域功能區劃”，該規劃通過規定不同海域的主要使用功能來解
決不同用海活動間的衝突。之後，為了保證海洋執法的實行，廈門市於1997年2
月授牌廈門市海洋管理督察大隊，並且積極探索區域合作途經，建立了廈漳泉海
洋執法城市聯盟機制，協調三市海洋執法，解決跨行政區的海洋管理問題。
4）公眾參與
除了協調、立法、科技幾方面外，廈門還充分利用新聞媒體加強ICM及涉海
法規法規的宣傳。例如，每週在地方報刊出版海洋環境專欄，在地方電視臺、廣
播電臺播出相關節目。為政府工作人員舉辦海洋知識競賽等（Julia et al., 2003）。
此外，結合“世界海洋日”、“世界濕地日”等開展各類相關活動，提高公眾的海洋
環保意識和參與積極性，並且對群眾關心的海洋問題答疑解惑。
5）海洋污染防治
根據全球環境基金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啟動的“東亞海域海洋污染防治與管
理廈門示範計畫”，廈門實行了一系列的污染防治專案（Chua, 1998）。“廈門海岸
帶環境剖面”專案綜合分析了廈門迅速發展的20年間海岸帶社會經濟、自然資源、
環境品質及生態特徵等方面的變化，並預測了之後廈門的發展會給海岸帶生態系
統帶來的進一步壓力。“廈門海洋污染預防和管理戰略計畫”提出瞭解決廈門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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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環境問題的戰略目標、方法和途經（洪華生等，2006）。而之後的“廈門海岸帶
廢棄物管理與污染防治”、“廈門市控制污染排放綜合管理行動計畫”、“廈門沿海
水產養殖污染的控制與管理”及“建立綜合性海洋環境監測網絡”等專案，以及從
1998年開始實施的赤潮綜合監測及海濱浴場水質監測等計畫，都為廈門海洋管理
部門控制並治理海洋污染提供了科學指南，整體上遏制了近岸海域污染的趨勢，
並且使大多海域水環境品質有所好轉。
2.2 海洋生態修復
在廈門市與GEF/UNDP/IMO簽署專案後，廈門市開始在西海域、五緣灣等
海域實施了一系列的海洋生態修復專案（圖1）。
1）西海域
廈門西海域緊鄰臺灣海峽西岸及九龍江出口，是閩南金三角海域的核心區
域，面積約110平方公里，廈門市排入西海域的廢物總量高達80%（Zhang and Xue,
2013）。1980年以前，西海域航道通暢，海水潔淨，生物種類繁多，生態環境良
好，是中華白海豚等海洋珍稀動物的棲息地；1984年，廈門西海域第一次檢測到
赤潮，且由於缺乏科學指導與規劃，西海域水產養殖的發展迅速而無序，海堤建
造、過度開發、大量的海岸工程等也都導致海洋環境日漸惡化。根據當時頒佈的
《廈門市海域功能區劃》，西海域的主導功能確立為港口、航運與旅遊。2002年，
廈門市政府開始對西海域實行養殖清退、退墾還海，全面退出水產養殖並清除海
面養殖設施，調整用海結構，啟動該海域的生態修復。首先，徹底拆除一切水產
養殖設施，禁止一切形式的養殖活動，嚴格限制土地開墾，並且進行航道清淤和
掃雷、錨區的擴大，確保其主導功能的發揮。之後，廈門對西海域1665米長的馬
鑾海堤（圖1）進行了開口改造，並且對該區域進行疏浚，修建了濕地公園。廈
門還對西海域海滄區的海岸線及紅樹林進行了修復，實施了西海域潮間帶治理，
建設了一批污水截流設備、污水處理設施、環境監測實驗中心等，減輕城市污水
對西海域的污染。
2）五緣灣
五緣灣位於廈門島東北角，面積約12平方公里。在ICM實施之前，五緣灣同
樣面臨著許多環境問題，比如海堤建造和圍填海造成的水流減少和泥沙淤積。
2005年，廈門市開始實施五緣灣整治工程。第一步是拆除了530米長的鐘宅海堤，
使五緣灣內外的海水融通，並且進行灣內清淤，在灣兩側造地，跨海架橋。第二
步以恢復海洋生態鏈，維護生物多樣性為目標，在五緣灣海域進行了50多批次的
魚苗蝦苗人工投放，共投放長毛對蝦7.7億尾，日本對蝦2.4億尾，黃鰭鯛205萬尾、
真鯛24萬尾，大黃魚12萬尾，中國鱟141萬只，文昌魚30萬尾；同時還修復了通
嶼淡水濕地，在海灣中建設無人小島，供鳥類覓食棲息，構建小型海島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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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合理開發適宜水域為濱海旅遊所用，設置遊艇帆船碼頭，開發溫泉資源，
滿足人們的休閒娛樂需求。
3）其他海域
隨著西海域及五緣灣治理的成功，廈門在接下來的幾年內擴大生態修復範
圍，包括環東海域生態修復，同安灣、杏林灣整治，海岸線及沙灘修復，高集及
集杏海堤開口及海域清淤整治，多處濕地重構和生態公園建設等，目前均已經取
得巨大成果。
2.3 流域海域一體化管理
流域與近岸海域是一個時空連續體（Samaras and Koutitas, 2012），人類上游
活動的污染物通過河流運輸，成為近岸水域最大的污染源。因此，將流域與海域
管理相結合，進行河海共治十分重要。廈門海域有九龍江流域和廈門市島外九條
溪流匯入，其中九龍江流域每年輸入廈門海域的污染物占總量的75%（Zhang and
Xue. 2013），再加上城市污水，廈門海域的污染源具有多元性。因而在這個階段
的ICM實踐中，廈門市政府建立了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實行源頭控制，水質達
到管理標準後才可排放入海。具體措施包括建立污水管網和陸源污水截汙處理設
施，落實河道管養制度，開展農村面源污染整治和小流域綜合整治，以此控制流
域污染物排放。另外，通過優化整合資源，完善國家、省、市級海洋環境監測機
構組成的海洋環境監測網絡，推進入海河流交界斷面及海域自動線上監測系統的
建設，加強對陸源入海主要排污口、九條入海溪流水質和污染物總量的監測，並
定期發佈每月海洋環境品質通報，實現對海洋環境品質的動態掌握。
2.4 陸海空間統籌管理
近年來，中國中央政府提出了“統籌陸海”和“建設生態文明”兩大國家方針。
廈門經過20多年的ICM實踐，回應這兩項指導方針，進入了實施陸海空間統籌管
理的第四階段。陸域及其周圍的海洋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因此海洋生態系統與陸
地生態系統應該被考慮到一個整體的城市規劃中（Lin, et al., 2013）。目前，廈門
市規劃委員會正在編制《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這是一個協調陸海共同發展的
區劃方案，首先將“陸海統籌”列為總體目標及原則推動海陸產業及其基礎設施建
設之間的互動，形成陸海協調發展新格局；二是發展海陸空間綜合利用，建立由
廈門市政府牽頭，包括發改、國土、交通、環保、水利、海事、海洋與漁業及軍
事等相關部門組成的陸海綜合管理體系，統籌廈門陸域及海域的空間管理及資源
利用，維護陸海一體的生態系統健康。此外，廈門將全域推行河長制，完善組織
體系，確立市區鎮三級河長，落實河長制辦公室；除了島外4區19鎮外，同時把
筼筜湖、五緣灣等島內湖庫納入河長制管理，並且劃定溪流、水庫、輸水渠道藍
圖，實現河湖水系協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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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廈門ICM實踐成果
在建立ICM管理體系的過程中，通過設立海洋管理協調委員會和海洋管理辦
公室，海域使用功能重疊及衝突的問題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決，而且海洋管理
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在相關會議中得到了討論。多項海洋法律法規及規劃的出
臺，幫助廈門建立了一個與航海、漁業、保育及城市規劃相協調的綜合性地方法
律體系，並且為規範海洋職能、管理海洋活動、解決海洋利用衝突、建立海洋保
護區、保護海洋棲息地等起到了指導作用。海洋專家組的成立為市政府及相關部
門進行海洋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通過海洋管理辦公室與海洋專家組的定期會
議，將科學融入了決策和管理的過程中。此外，成立培訓中心等行動，也顯著提
高了決策者和管理者的可持續發展意識及ICM技能。
表1總結了廈門海洋生態修復的部分成果。西海域整治面積達70平方公里，
共拆除養殖網箱5.5萬個、淺海吊養4595萬畝、灘塗養殖2.3萬畝，海域面積擴大
了8平方公里，納潮量增加了3000多萬立方米，水體氮、磷總量也明顯減少。另
外，生態修復也促進了整個區域的產業調整，達到了城市發展、漁民富裕的目的。
五緣灣的修復使得其水域與海水重新相連，海域面積擴大了1.3平方公里，清淤
面積達3.8平方公里，納潮量增加500多萬立方米，如今擁有89公頃濕地的五緣灣
已經成為了廈門美妙絕倫的城市綠肺。環東海域退出養殖面積77.2平方公里，網
箱30499個，灘塗養殖90097畝，蠔蠣吊養25724畝，退墾還海4.5平方公里，灘塗
清淤6000多萬立方米，增加納潮量4400萬立方米，增加了58.5公里海岸線，占廈
門生活海岸總海岸的30%，且海域水交換能力提高了30%，海域水質得到極大改
善。這些海域的修復也為中華白海豚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環境，近年來其觀測數據
有明顯的增加（圖2a）。此外，近年來環東海域濱海旅遊區、鼓浪嶼旅遊區的環
境評價指標及達標游泳去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圖2b），表明旅遊區的環境也得到
了明顯改善。
在實施河海共治之後，廈門灣2018年的入海污染物總量同比減少了32.7%，
廈門近岸海域達到一、二類水質的面積占比達到69.1%，相比2011年增高了
55.98%（圖2c）；預計到2020年，廈門市主要地表水環境功能區達標率將為87%，
其中河口區、西海域、同安灣海域、南部海域無機氮、活性磷酸鹽達到三類海水
水質標準，東部海域及大嶝海域無機氮、活性磷酸鹽達到二類海水水質標準。近
年來。排污口排放的污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而污水排放總量則呈上升趨勢（圖3a）。九條溪的污染物總量在2015-2017年間迅
速下降，而九龍江的污染物總量呈現一個不穩定的變化趨勢（圖3b、c），這表明
在當前和未來的ICM實踐中，九龍江流域的污染物總量控制仍然需要加強。
表 1. 廈門海域生態修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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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區域

海域

增加海域

2

2

增加海岸線

納潮量

面積 (km )

面積(km )

長度(km)

增加值(m3)

西海域

70

8

14

3×107

五緣灣

3.8

1.3

-

5×106

環東海域

91

4.5

58.5

4.4×107

圖 2. a）廈門海域中華白海豚年度觀測數量；b）近岸旅遊區域環境評估情況：指數 a 表示
環東海域旅遊區，指數 b 表示鼓浪嶼旅遊區，比例表示水質達標游泳區；c）達到一、二類
水質的海域面積占比（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2011-2018）

圖 3. 年度污染物排放量：a）排污口；b）九條溪；c）九龍江（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2011-2018）

肆、經驗與挑戰
4.1 EBM理念的體現
廈門的ICM實踐一直都以科學為基礎和指導。在ICM實踐的初期，廈門就建
立了科研服務於ICM實踐的協調機制，通過建立科研界與行政管理界的聯繫管
道、聯合開展海岸帶綜合管理科學研究、建立海洋專家組等方式，為ICM決策與
行動提供了科學依據。在過去二十多年的ICM專案中，從問題識別與評估、規劃
與實施，再到評估和回饋等過程中，科學研究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大
多數與ICM相關的法規、規劃都是由海洋專家組及其它研究機構（如自然資源部
第三海洋研究所等）起草的，每一項海洋生態修復工程都是在各個海域的現狀研
究、評估的基礎上，以科學規劃和先進技術完成的，後續的流域海域一體化管理
和陸海空間統籌管理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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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M是指在充分認識生態系統整體性和複雜性的前提下，以持續獲得期望
的物質產品、生態及社會效益為目標，並依據對關鍵生態過程和重要生態因數長
期監測的結果而進行的管理活動。EBM核心是在保證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同
時，保證生態系統的健康、完整及多樣性（CBD, 2011; Long et al., 2015; Alexander
and Haward, 2019）。廈門的ICM實踐始終都符合EBM的核心，實施海洋生態修復
是為了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而將流域納入沿海管理及陸海統籌體現了EBM的
生態系統完整性核心，而後續的成果也證明瞭這一系列的ICM實踐都是沿海地區
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因此，廈門的ICM實踐是EBM理念付諸實施的典型
案例。
4.2 面臨的挑戰
目前，廈門的ICM實踐已經進入了陸海統籌管理階段，針對這一階段目標，
廈門面臨的最大挑戰便是陸源污染控制及陸域體制協調。第一，根據第3小節分
析，九條溪的源頭控制較為有效，但是九龍江的管理效果尚不盡人意，排污口排
汙總量也依舊需要控制，廈門近岸水域水質依舊比較差。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陸與污染源頭控制都會是廈門ICM實踐的一個主要挑戰，廈門仍然需要更多的管
理及強制措施來控制九龍江流域的面源污染及城市生活污水總量。第二，現行的
陸域規劃與海域規劃之間才存在一定的不匹配現象，廈門的ICM實踐需要實行更
強的陸域體制協調措施，比如正在起草的兼顧陸地與海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
《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以及推行相關的體制改革、政策和措施等。第三，隨
著“河長制”在廈門的全面推行，流域及水庫的管理得到了一定的責任制保障，而
廈門海域主要由海灣組成，因此可以考慮效仿“河長制”，實施“灣長制”，以此進
一步保障陸海空間統籌管理的實施。
根據4.1的討論，廈門的ICM實踐遵循EBM的核心，而EBM定義中的邊界稱
作生態意義邊界，這意味著海洋生態環境和利用衝突的問題都不局限於單一的行
政邊界內，因此跨政體的合作管理對於EBM非常重要（Curtin and Prellezo, 2010）。
廈門海域處於特別的跨整體情形中，既與漳州、泉州海域相連，也從北向西環繞
金門海域。在未來的ICM實踐中，廈門需要與泉州、漳州建立更強的區域合作機
制，憑藉城市聯盟推進海洋管理區域合作，不僅要加強污染控制和生態保護方面
的合作，也要加強在海洋資源和空間配置、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合
作。廈門與金門的關係非常親密而又特殊，多年來也存在著許多跨政體的管理問
題，如越界捕魚和彩砂、稀有動物保護、海漂垃圾等，因而雙方迫切的需要建立
兩種不同行政體系下的協調管理機制，以促進廈金海域生態系統的共同保護，解
決資源利用衝突。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在廈金海域開展跨政體海洋空間規劃的研
究和推廣。
除此之外，廈門的ICM實踐也需要繼續加強公眾參與，提高公眾意識，並且
加強決策的科學性檢驗，從決策的草擬、實施到成果及回饋，進行全程的科學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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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同時堅持加強ICM體系的三大要素建設：能力建設、可持續融資機制建設和
政治意願建設，以保障廈門的ICM實踐不斷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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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漁業合作再邁進－漁獲資料、管理規範與保育議
題合作
A step forward towar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n
the SCS fisheries resources: issues on catches,
measures and conservation
張水鍇 1*, 胡念祖15, Samsudin Basir16, Hai Vu Duyen17, Praulai Nootmorn18,
Mudjekeewis D. Santos19, Fayakun Satria20

壹、前言
南海是一大海洋生態系統(Large marine ecosystem, LME)，為至少 3,365 種已
知魚種的棲地，並提供佔全球約 12%的漁獲量、約 218 億美元的產值(Sumaila et
al., 2015)。南海的漁業資源亦為中國、香港、澳門、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
汶萊、印尼、新加坡、越南、泰國和柬埔寨等周邊國家的重要蛋白質來源，南海
漁業開發亦為當地社區核心的經濟活動。但是這些國家沿海區域的人口擴張和對
漁產品的高度需求，對南海漁業資源已造成巨大的漁捕壓力(Teh et al., 2017)。不
受管制的捕撈壓力造成自 1950 年來 70-90%的總魚類種群被消耗，捕撈率也自過
去 20 年來下降 66-75%，顯示南海資源已嚴重過度開發(Heileman, 2008; CSIS,
2017; Teh et al., 2017)。造成此情形原因包含棲地退化，以及對此區域有控制權的
國家的不適當管理，例如漁撈能力與漁撈努力量過高、使用不當漁具漁法、及不
當漁業補助(Greer, 2016; Mallory, 2016; CSIS, 2017; Tsirbas, 2017)。
國際上對這些珍貴海洋生物資源被過度開發的現象已有相當多關切(Bean,
2016; Bale, 2017)，並呼籲建立國際或多邊區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建立跨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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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和海洋和平公園，以合作方式來有效管理資源(Greer, 2016; Schofield et al.,
2016; Tsirbas, 2017; Zhang, 2018)。然而至今這些生物資源仍是由周邊漁捕國自己
管理、或甚至未被管理，繼續承受嚴重的過度開發壓力。那些要求養護管理的呼
籲主要係被南海主權的政治爭議所壓制，而此爭議更造成區域漁撈競爭，使資源
狀況更加惡化(Denyer, 2016; Greer, 2016)
建立國際或多邊區域管理組織一般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方式」(Chang,
2016)，意為此方式是由多國家的中央政府合作或/和由幾個領頭國家提倡，而非
由相關漁業產業或/和漁業科學家參與。此方式需要一開始協商透過同意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文書建立合作管理方案(或預設區域漁業管理組織的組織協議)，之後
透過依預先決定的決策步驟發展所需的養護管理措施，這決策步驟係依照區域漁
業管理組織成立所依據具法律約束力的文書架構進行。此方式在南海至今仍無法
成功實施，且因區域內領土爭議和沿海國缺乏政治信任(Tsirbas, 2017; Zhang,
2018)仍未知何時能達成，但受傷的海洋生物資源無法再等下去，若沒有其他替
代方案或其他實質行動，漁業資源將更加退化並對此區域帶來嚴重的後果
(Schofield et. al., 2016)。
魚是比主 權更有 形的 協商標的 ，主權 應和 資源的永 續分開 討論 (Greer,
2016)。因此我們提出由「下而上的方式」(Chang et al., 2019)，即先不進行政府
間高層的政治協商會議，而是先推動南海「漁撈方」（在南海有漁捕行為的周邊
政府實體或國家）之管理者和科學家參與的「第二軌(second track)」論壇（私人
公民或個人群體之間的非政府、非正式和非官方接觸的做法），以繞過現有的紛
爭。此概念主要著重在一開始先了解現在南海漁業資源情形和管理現況，在有此
理解下，統整提出所需的養護管理措施，並透過逐漸產生的共識和信心，逐步推
動多邊的合作管理，如 Daniel Pauly 建議的「討論議題你們可同意的議題，並建
立信任」
。透過「下而上的方式」
，收集和彙編漁業捕撈數據和漁業管理資料，可
以在具法律約束力的文書被通過、正式漁業管理組織被建立之前，先促成區域內
的合作。
基於此概念，我們於 2017 年 6 月 4-5 日在台灣高雄的中山大學舉辦科學性
的「南海漁業資源和管理研討會」
。七個南海主要漁撈方的漁業科學家和/或管理
者被邀請參加，這七漁撈方之南海捕撈量約占南海總漁獲量的 99%(Sea Around
Us, 2018)。雖然最後有兩個漁撈方未到，但後續有再透過電子郵件和面談聯繫。
研討會以第二軌論壇方式舉行，因此有政府背景來賓係代表自己於會議上發表，
而非代表其政府，除此之外，研討會在查塔姆大廈原則(Chatham house rule)下進
行，即各國漁業及管理資訊是在不透漏誰發表什麼的原則下被彙整，因此在研討
會中沒有政治討論，僅有各參與方交換和彙整漁撈資料和漁業管理實施方法。
研討會討論了三個政治影響最小的主題：漁業統計、管理措施和導致資源退
化的主要原因等議題。許多新資訊是第一次出現和被討論。這研討會的討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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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出發點，之後再透過通訊及面談，進一步確認各漁撈方的捕撈量、篩選和綜
整管理措施、以及增加樣本量及分析關鍵問題的意見。本報告摘要整理這些研究
所得之三項主要成果：
（1）南海漁撈方近六年漁業狀態資料(2010-2015)，
（2）南
海漁撈方實施的管理措施，及（3）各漁撈方專家（科學家及管理者）對現在資
源消耗或未來資源恢復意見，提出對導致南海魚類種群處於枯竭狀態或需要解決
以恢復種群的問題的問卷調查研究的描述性結果。此資料收集顯示南海漁業狀
態，從而為進一步探索和改進該區域的漁獲統計系統奠定了實質性基礎，也提供
制定區域漁業管理措施的資訊，以及顯示為保護南海資源必須處理的問題。

貳、南海漁撈方的漁業資訊
1.

南海漁撈方提供的漁業資訊

南海為一大型海洋生態系，具高度生物多樣性，並被多種不同漁法利用。雖
然資源承受龐大的捕撈壓力，但僅少部分漁業捕撈統計資料有彙整。本報告收集
南海七個漁撈方在 2010-2015 年間的漁業資料，包含在南海海域的歷年總捕撈
量，以及前三大漁業的資料，包括其漁獲量、漁船數及三大目標魚種。歸納七個
漁撈方的漁獲量約在 660 萬-800 萬噸的範圍，並有增加的趨勢。
中國在南海有最多的捕撈，在資料期間捕撈量從 300 萬增加至 380 萬公噸（圖
一）。主要目標魚種為金線魚、白帶魚和圓鰺。超過 75%的漁撈是來自三種主要
漁具：流刺網、拖網和其他漁具（小型延繩釣和圍網）
（圖二）
，組成有小型流刺
網船約 50,000 艘，拖網船約 9,000 艘和其他漁船約 6,000 艘。
越南在 2010 年的捕撈量為 210 萬噸，並在 2015 年增加至 280 萬噸。主要三
種漁具為流刺網（約 38,000 艘）
，拖網(約 21,000 艘)和線釣｛包括延繩釣和一支
釣，約（18,000 艘）｝
，以上總共佔全部捕撈的 60%-73%。船隻數量自 2010 年有
所下降，尤其是馬力低於 90 的小規模漁業漁船，原因為著重減少小規模和沿岸
漁船的漁業重建政策。
泰國在南海的捕撈魚 2010 年為 80,000 噸，並在 2013 年增加至 137,000 噸，
但在 2014 年下降至 108,000 噸（圖一）。捕撈量在 2015 年降至 46,000 噸，之後
由於回應歐盟黃牌事件而修訂更嚴格的漁業法規，在 2016 降至 0 噸。黃牌自 2015
年四月開始，並在歐盟議會認同泰國處理 IUU 捕撈問題有所進步後，在 2019 年
1 月 8 日撤銷。總體而言，南海的捕撈量約佔泰國灣總捕撈量的 5-15%，捕撈量
主要來自兩種漁具，單船拖網和圍網漁業，約 1,800 艘拖網船和約 1,000 艘類似
大小的圍網船（圖二）。主要魚種上，拖網漁業為金帶花鯖、金線魚、大眼鯛、
沙丁魚和魷魚；圍網漁業為淺海鮪魚(neritic tuna)、圓鰺和金帶花鯖。
馬來西亞在南海的捕撈量介於 650,000 - 770,000 噸，並在 2013 年最高（圖
一）
，2016 年預估較前一年增加 19%。三種主要漁業為拖網、圍網和流網，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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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撈量的 85%（圖二）。漁船組成大致為拖網船 3,200 艘和圍網船 700 艘，流網
船的數量在其間由 15,000 增加至 19,500 艘。
印尼的捕撈量是透過兩個卸魚點（西加里曼丹省和廖內群島省）的國家漁業
統計估計，其假設此兩區的漁獲大都來自南海。每年漁獲量估計約在 115,000 至
188,000 噸，在 2010 到 2014 年大致上升，並在 2015 年些微下降（圖一）
，在 2016
年因漁船減少捕撈進一步下降。主要三種漁具為流網、圍網，2011 年前底刺網
以及自 2012 年開始的一支釣，共佔總漁獲量的 30-60%。流網船在 2015 年前約
為 2,000 艘而在 2015 年增加至 7,600 艘；圍網船在 2014 年逐漸從約 600 艘增加
至約 1,200 艘，並進一步在 2015 年增加至 5,000 艘。在 2015 年前一支釣漁船有
約 5,000 艘，但在之後下降。流網船和圍網船的顯著上升是因為 2014 年禁止拖
網漁業，導致圓拖網漁業轉至流網以及少部分圍網，也導致漁場從其他漁業管理
區(Fisheries management mreas)轉移。主要漁種為淺海鮪魚、小型表層魚類、笛
鯛、鰺和鯖魚。
基於菲律賓對商業漁業和小型漁業的漁業統計(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2019)，七個鄰近南海的省和城市的年捕撈量範圍為在 2010 年的 491,000 噸至
2015 年的 407,000 噸之間（圖一），在 2016 年下降 4%。捕撈量分為商業捕撈約
佔 170,000–192,000 噸和小型漁業 238,000–322,000 噸。主要漁具依照港口對卸魚
及努力量監測計畫資料有圍網、環網、流刺網、線釣和拖網。主要魚種包含淺海
和大洋鮪魚、鬼頭刀、鯖魚、黑點圓鰺、沙丁魚和鰺。
台灣在沿海及遠洋均使用多樣漁具，且政府沒有要求回報南海漁獲。又由於
對南海北邊沒有明確的生態分界定義，台灣並無明確的南海捕撈統計資料。我們
依據詳細之漁獲統計資料進行重建，得出在近幾年捕撈量約在 45,000–51,000 噸
間，且無明確的趨勢（圖一）。主要漁具有拖網、延繩釣、流刺網和扒網；明顯
可見拖網船捕撈量持續下降，主要原因為過去曾在南海獲得豐富漁獲的遠洋拖網
漁業已開始衰退，同時，扒網捕撈量在其間持續上升。
2. 對資源狀態的看法
關於南海資源狀態，並沒有完整的研究分析，漁撈方多數皆認為海洋資源的
品質和數量均下降。過漁、破壞性漁法、海洋汙染和特殊自然棲地退化是此區域
普遍的問題。近泰國的南海也有嚴重的漁業資源退化發生，導致低捕撈率及捕撈
大量的低價值魚和廢魚。漁撈方將退化現象歸因於缺乏對不斷增加的漁船控制和
近 30 年發展出的新漁撈科技，導致漁撈能力過剩和漁撈努力量過高。
但是，也有相反的資訊指出，同區域、同捕撈船隊在近幾年的捕撈量是顯示
穩定成長，並沒有下降。指出此資訊的漁撈方也表示管理者在考慮重組漁業時面
臨的兩難困境，因為捕撈量增加讓漁民認為資源是好的。但科學家認為捕撈量的
增加可能只是海洋資源恢復的假現象，這可能掩蓋漁獲物種漸趨海洋食物網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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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y et al., 1998; Greer, 2016)、反應南海生物多樣性退化的嚴重問題，因此這類
矛盾資訊背後的現實值得進一步研究。
3. 捕撈統計的品質
南海資源具高生物多樣性、被高複雜度的漁具和船型的漁業所利用，因此對
南海國家在建立和維護完好的統計系統造成困難。不過，各漁撈方所提供的資料
仍可作為了解南海漁業開發狀況的基本數據，且宣傳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為進一步
審查和改進各國統計系統提供機會。除此之外，提供統計資料的代表們應比非本
地研究人員更了解該國統計數據的背景和含義，例如我們所估計台灣的南海捕撈
量比加拿大學者 Teh 2017 年估計的結果來的低，原因為該學者並不瞭解其所使
用的資料包含了台灣遠洋漁業的部分捕撈量，而錯誤地納入為台灣的南海捕撈量
估計值。
Sea Around Us(SAU)是一項評估漁業對全球海洋生態系影響的研究倡議，其
透過科學程序提供漁業捕撈量估計值(Pauly, 2015)，是目前全球最有公信力的南
海捕撈量資料來源(Pauly, 2016)。SAU 提供的最近五年捕撈評估範圍為 920 萬
-1010 萬噸間，比本報告各漁捕方所提供的數據高出相當多（圖一）。SAU 提供
的資料包括從國家統計資料估出之捕撈量（簡稱提報量）及 SAU 自行估計的未
提報捕撈量（簡稱未報量）
。以國別來看，中國資料接近 SAU 提報量；越南和馬
來西亞近幾年資料接近 SAU 提報量與未報量之總和；泰國資料（平均為 92,000
噸）較 SAU 之提報量（18,000 噸）高數倍，但又比總和量（722,000 噸）低很多，
此差異原因為兩者估計之基準不同，泰國資料來自南海水域，而 SAU 則包含泰
國灣和安達曼海之泰國全部水域(Derrick et al., 2017)；印尼和台灣資料均明顯低
於 SAU 有之提報量和總和量。印尼方面，估計來源為兩個南海方向的卸魚港，
捕撈量為 144,000 噸，遠低於 SAU 的提報量 680,000 噸；台灣方面原因則與泰國
一樣，為估計基準不同導致差異。
這些資訊顯示具公信力的 SAU 估計值實際上仍有許多偏差存在，由於捕撈
量數據是瞭解資源被利用情況的重要基礎，因此鼓勵雙方合作，以釐清差異、標
準化估計基準和/或改善統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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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七個南海漁撈方之南海捕撈量變化圖，資料包含漁撈方提供之資料及 Sea
Around Us 之統計資料(2010-2015)

353

圖二、南海漁捕方所最常使用的三種漁具捕撈量和船隻變化(2010-2015)

參、南海漁撈方的管理措施
南海漁撈方對於其南海漁業均已發展和執行許多管理措施，其中一部分措施
是新設計以回應國際對資源情形的擔憂。以下依照投入量控制、產出量控制和技
術控制等分類來敘述各漁撈方的管理措施，其中技術控制再細分為與魚體大小、
漁場和漁期、監督和執法以及資源培育相關之辦法。
1.投入量控制
七個南海漁撈方均有某些的漁撈能力管制措施，一部分還有對漁船數量和引
擎馬力或漁船重量的雙重管制。可惜的是，因地方政府有限的檢查能量、非法捕
魚和漁民增加等因素，造成中國的雙重管制系統並無效果(Shen et al., 2014; Cao
et al., 2017)。中國、泰國和台灣也執行收購計畫以減少漁船數量，印尼管制中央
政府發放的漁業證，但僅針對大於 150 噸漁船。
七個南海漁撈方的漁業證照或許可管制計畫，大都是基於空間的管理，如某
些區域僅能某些漁船進入。區域和漁船的定義係依據離岸距離和漁船大小，或單
純就特別目的劃定。越南、馬來西亞和台灣採用前項方式；泰國（分為泰國灣和
安達曼海）和印尼（分出 11 區漁業管理區）則採用後者。前者基於空間管制方
式不需要配合證照，但有一部份是依據漁船大小而定的特定漁業協議，類似於後
段 3.2.提到的「漁捕空間管制(Fishing zone control)」方式。除了空間管制之外，
台灣對某些物種的捕撈也有總額限制的捕魚證制度，如寶石珊瑚、魩鱙漁業。
所有漁撈方均有鼓勵漁民轉型政策，如生態旅遊（賞鯨豚）、休閒捕魚或其
他工作。亦有提供破壞性漁具退場獎勵，如從拖網轉為流刺網或其他環境友好漁
具，菲律賓則有禁止圍網並鼓勵漁民換為其他漁具。
2.產出量控制
中國在 1999 年採用年捕撈量「零成長」政策，即國內海洋捕撈量不可比前一年
多，並在 2000 年採用「負成長」政策，此政策確實停止了海洋捕撈量的上升趨
勢(Shen et al., 2014)，雖然(圖一)並未看到有捕撈量下降的趨勢。越南設定捕撈量
下降目標，在 2013 年為 251 萬並在 2020 年下降至 220 萬，但似乎並未達到目標
(Hai, 2018)，甚至出現上升趨勢（見第二章第 1 節）。菲律賓建立其漁業的生物
參考點，後續制定包含努力量和捕撈量減少目標的漁撈管控規則。越南將限制區
域捕撈分為四個區（中央、南方、西南方和北部灣），每區捕撈量限制再分為沿
岸和離岸區。泰國捕撈量限制為低於由政府估計之 MSY 的 5-7%，這捕撈量限
制再轉換成容許漁撈努力量，分配給各類漁具和不同大小之船隻。印尼以政府估
計的 MSY 的 80%為可捕撈量。台灣採用對瀕危物種制定物種別的捕撈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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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術控制
3.1 魚體大小
多數漁撈方有囊網網目大小管制，介於 30 毫米至 40 毫米之間。印尼在 2015
年限制底層拖網，其他國家則限制拖網作業區的離岸距離（菲律賓禁止近岸拖
網、馬來西亞禁止 5 海浬內和台灣禁止 3 海浬內），以保護沿岸區域的小型魚。
許多漁撈方有特定漁獲體長管制計畫，越南對沙丁魚、圓鰺和白帶魚有可接受漁
獲體長限制；印尼則對龍蝦和梭子蟹管制，菲律賓對鰻魚和海參管制，而台灣對
螃蟹有相關管制。
3.2 漁場和漁期
前段提到漁撈方基於某些區域有漁業證照或許可管制計畫，他們也有對專屬
經濟海域執行漁撈區域管制計畫，越南有三個區域劃分，沿岸(inshore)區域（0-6
海浬）、近海(coastal)區域（6-24 海浬）和沿海(offshore)區域（24-200 海浬），馬
力大於 90 的漁船禁止在沿岸和近海區域作業；20-90 馬力漁船禁止在沿岸和公海
作業而馬力小於 20 漁船和無動力船隻僅可在沿岸作業。泰國規定商業捕魚只可
在上泰國灣和安達曼海兩區域之一和近海外作業。馬來西亞將區域依離岸距離劃
分為四區，區域 A、B、C 和 C2，分別為離岸 0-5 海浬、5-12 海浬、12-30 海浬
和離岸 30 海浬至專屬經濟海域邊界，另外在公海作業為 C3 區域，船隻可在其
海域或高於其原核定之海域作業，如傳統漁民和傳統魩鱙圍網可在區域 A 作業，
但也可在 B 或以上區域作業，而鮪魚延繩釣和圍網僅可在公海作業。印尼劃分
11 區漁業管理區，而區域 7-11 為南海水域。菲律賓基本上分為離岸內外 15 公里
兩區，僅有馬力小於 3 的漁船可在 15 公里內作業，但這些小船也可以到 15 公里
外作業。台灣僅對拖網船有作業區域限制，分為 0-3 海浬、3-12 海浬以及遠於
12 海浬海區，所有拖網船禁止在 3 海浬內作業，而馬力大於 50 之拖網船僅可在
12 海浬外作業。
除了漁業作業區管理措施，所有南海漁撈方都有建立不同種類的海洋保護區
並有不同大小的禁漁區，中國宣布西沙群島為海洋保護區；越南在其水域建立
16 個海洋保護區；泰國表示其有 25,593 平方公里的海洋保護區；馬來西亞有 90
個海洋保護區共 10,400 平方公里；印尼預計在 2020 年劃設 200,000 平方公里的
海洋保護區，其在 2018 年底已達到此目標(Arisandy, 2018)；菲律賓在其西邊海
岸有許多當地政府設立的小型海洋保護區；台灣則有 30,951 平方公里的海洋保
護區，其中包含禁止進入區(1.9%)、禁止採捕區(9.6%)和多功能使用區(85.5%)(漁
業署, 2018)。
多數漁撈方有對漁期或漁場關閉措施。中國於 1995 年在渤海、黃海和東海設
立夏季休漁期，並於 1999 年將管理區域延伸至南海；越南和泰國有各種時間空
間上的關閉措施，且措施多為基於物種的；馬來西亞開始對某些小型表層物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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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區域或季節關閉措施；印尼在鄰近南海水域亦有此類措施；菲律賓在米沙鄢
海、三寶顏半島、達沃灣和北巴拉望有大型的針對表層物種的時空上的禁止捕
撈；在馬來西亞，拖網船在 2020 年開始禁止在資源已嚴重開發的區域 B 作業，
類似的措施也慢慢在南海其他區域實施；台灣有某些漁場的漁具限制和某些漁期
的捕撈物種限制。
3.3 監督和執法
漁撈努力量和卸魚量的監督是獲得可靠捕撈量統計的基本步驟。越南以作業
報表和某些漁獲認證系統來監督其漁獲量，馬力大於 90 的大型捕撈船隻需要繳
交作業報表(logbook)，而其他船隻僅需繳交簡單的漁獲報告(fishing report)。泰國
以漁民聲明書(fisher’s declaration)和獨立的港口檢查員來監督，對商業捕撈漁獲
則用作業報表，並自 2017 年海外漁船和運搬船需裝設電子回報系統(Wongkeaw,
2017)
馬來西亞的卸魚資料是由漁政人員收集，大於 70 噸的商業漁船須繳交作業
報表。印尼對大於 30 噸漁船要求填寫作業報表，也利用港口檢查和觀察員計畫
來收集捕撈量資料。菲律賓採用漁民聲明書和港口檢查制度來監督。台灣除了常
態的漁民卸魚聲明書及漁政人員的港口檢查之外，自 2015 年對大於 10 噸漁船執
行更嚴格的卸魚聲明機制，對商業漁船也須填寫作業報表。
整體上，所有南海漁撈方都有執行一套卸魚監督系統，一部分有港口審查和
漁獲登記或認證(CDS/Certificate)制度，以增加可追溯性，然而兩項目的定義在
各漁撈方似乎有所不同，且實施的嚴謹度及涵蓋率是這些措施成功與否的關鍵。
雖然大多數漁業型為者有要求填寫作業報表，但要求多僅對大型商業漁船。對於
各漁撈方的統計系統及監控系統的內容及成效，值得未來進一步的探索。
為了監督漁船地理位置，所有南海漁撈方都有某些的漁船監控裝置如漁船航
程紀錄器 VDR、船舶監測系統 VMS 和電子監測系統 EMS（通常以錄影機或相
機與 VMS 組合裝配在船上）或自動識別系統 AIS。除了台灣要求某些漁業的所
有船隻(寶石珊瑚漁業、至台日爭議水域作業漁船等)均需裝配 VMS 和 EMS 外，
大多僅裝設在大型漁船上。VDR 系統因大小和價格低，因此在小型漁船大量安
裝上，雖然其不是即時監測系統，但提供的資訊可用來作為非法捕魚證明和解決
國際爭端。在 2016 年，台灣已有超過 5,600 艘沿近海漁船裝設 VDR(Chang, 2016)。

肆、專家對南海資源枯竭和恢復的意見
南海漁撈方都認為南海海洋資源已被過度利用(Heileman, 2008; CSIS, 2017;
Teh et al, 2017)。本研究利用研討會機會及後續其他會議機會，對南海漁撈方之
科學家及管理者進行「可能導致魚類資源枯竭或需要解決以讓資源恢復的議題」
問卷調查。去除兩位排序有疑慮之受訪者及本報告作者（即本次研討會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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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獲得 22 份問卷回應。在回覆者中，7 位來自南海北部，其餘 15 位來自南海中
部或南部（簡稱南海核心區）
；有 8 位為科學家，另 14 位為管理者。問卷上的議
題來自文獻回顧及專家訪談結果，共有 35 項議題（表一）
，並可歸納為六類：管
制、制度/政策、執行/遵從、合作、環境影響和社會經濟，並由受訪者排出前十
項其最擔憂或關切的議題。排名以加權值轉為分數以計算最重要的議題，未被排
名的選項被定為 0 分。
整合受訪專家所提出前 20%最重要的議題分別為「捕撈能力管控不足」
、
「法
律執行力低下」和「努力量管控不足」
（表二）
，顯示控制捕撈能力和漁撈努力量
的程度，以及對所訂定的管理規定的執行力，是受訪者最大的顧慮議題。所有受
訪者都相當強調「捕撈能力控制不足」議題，同時許多受訪者也強調南海漁船數
和規模的管制議題。除此之外，其他列為前 50%重點議題包括「執行資源不足」、
「低政策優先」
、
「漁具管控不足」
、
「政府間合作低下」
、
「制度脆弱」和「棲地喪
失」等。
來自南海核心區的受訪者比較強調漁撈能力和努力量管制不足的議題，儘管
他們都已實施漁撈能力及執照管控等相關措施（如第三章所述），然而這些措施
仍相當不足導致海洋資源退化。除此之外，法律執行力低下和與此相關議題（執
行資源不足，如預算和人力）也被強調，可能原因為漁業的貢獻有限和佔總 GDP
不多，導致其政策優先較低。許多受訪者也擔憂「（有害）漁具管制不足」和「沿
岸貧窮」等議題。
另一方面，南海北部的受訪者比較強調「缺少對繁殖場地區或季節的保護」
和「因沿岸開發和破壞性漁具導致的棲地喪失」。造成南海南北區域受訪者強調
點不同的原因可能為南海北部受訪者多為漁業科學家，較重視資源問題而非政策
執行和工具。但是他們也強調兩項合作項目議題，
「政府間合作低下/不足」和「缺
少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另外一組重要的議題包含「低政策意願導致低法律執行
能力」和「努力量管控不足」，這兩者可能都與「對沿岸國家來說南海漁業佔有
高社經貢獻使政府不願限制他們的漁業能力」有關。南海北部受訪者普遍認為，
政策意願及治理決心是養護南海資源的重要動力。
雖然 14 和 15 兩議題會導致類似結果（低政策意願），但兩者來自不同的考
量：議題 14 考量漁業對沿岸城市的高貢獻；但議題 15 認為漁業之貢獻有限。南
海核心區受訪者多選擇議題 15，而南海北部受訪者較傾向議題 14（圖三）
。這結
果顯示不同區域之受訪者對於南海漁業對沿岸國家的社經貢獻有不同的看法，但
其原因目前未知。
以議題類別來看，管制、執行/遵約和制度/政策這三類被認為是造成南海資
源現在衰退和未來恢復最有影響的項目（表三）。社會經濟的議題（人口上升導
致的糧食需求增加、漁業間衝突和沿岸貧窮等）也被強調，尤其對南海核心區的
國家。南海北部受訪者認為除了社會經濟議題外，其他議題均相當較為重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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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和環境影響這兩類有稍微較高的分數；南海核心區受訪者則主要強調管制、
執行和社會經濟項目。
表一、 「可能導致魚類資源枯竭或需要解決以讓資源恢復的議題」問卷調查結
果，最後兩列為各項議題分數的平均值和變異係數（n = 22）
Subject

Code Content of the issue

Mean

CV

Regulation

1

Insufficient gear regulations

2.32

0.63

2

Poor design of fishing zonation (determined by
historical patterns of use, rather than resource 1.36

0.48

assemblage patterns)
3

Insufficient penalty on violation of regulations 0.64

0.41

4

Insufficient control over fishing capacity
leading to over-capacity

5.95

1.29

5

Insufficient fishing effort control

3.59

0.90

6

7
8

9

10

11
Institution/
Policy

12

13
14

Mis-management measures (measures designed
not corresponding to scientific evidence, e.g.,
1.77
fishing moratorium period is not in the
spawning or vulnerable periods of fish stocks)
Lack of protection on spawning/nursey areas or
2.00
seasons
Management exemption for small-scale
0.50
fisheries
Lack of consideration on socio-economic
aspects (coastal poverty, community
1.91
marginalization)
Inadequate trade governance (no consideration
on the effect of market demand on fishing
activities)
Perverse economic incentives (e.g., fuel
subsidies)

0.58
0.34

0.59

0.00

0.00

0.00

0.00

Institutional weakness (inappropriat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design leading to
2.18
inefficient/ineffective management)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capacity on the part of
1.41
local governments (capacity building needed)
High socio-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South
1.32
China Sea fisheries to the coastal States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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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0.68

0.52
0.48

15

16

to national governments’ reluctance of limiting
their fishing capacity
Low policy priority given to the fishery due to
its limited contribution or small proportion to 2.50
the GDP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inspiring governments to put their policy
0.41
priority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r preservation

0.79

0.30

Enforcement/
17
Compliance

Weak law enforcement due to low political will 3.77

1.01

18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manpower and budget 2.86

0.98

19

20
21
22
Cooperation 23
24
25
26
27
28

29
Environment
30
impact

Lack of monitoring mechanisms (observer
program, port inspection program, vessel
1.64
monitoring system)
Inaccurate fishery data or ineffective statistics
1.64
system
Lack of supportive enforcement laws or tools to
0.68
execute the statutory regulations
Insufficient educ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local
0.95
fishers
Weak/insufficient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Poor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within
government (inter-sectoral conflict)

0.60

0.80
0.34
0.43

2.27

0.69

0.82

0.42

1.59

0.62

0.45

0.29

0.82

0.38

0.27

0.32

1.59

0.50

Climate change (ocean acidification, increased
0.18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0.28

Illegal transboundary fishing
Too many nonbinding instru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between/among
South China Sea coastal States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conflicts
between/among South China Sea coastal States
Lack of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RFM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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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Socio-econo
33
mics

34

Habitat loss by coastal development or
destructive fishing methods
Land-based pollution and/or marine vessel
pollution

2.09

0.77

0.91

0.42

Population growth causing increasing demand
2.05
of protein supply from the sea
Conflict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mall-scale
fisheries (habitat, resources, fishers) (Incursion
1.05
of industrial fishers into coastal fishing areas

0.67

0.54

and MPAs)
35

Coastal poverty

1.82

0.58

表二、 所有受訪者（ALL）、南海南部的受訪者（SSCS）和南海北部的受訪者
（NSCS）所關心議題由高到低排列之列表。 “%”代表問題的分數佔總分百分
比，僅顯示前 80％的問題。前 25％的得分問題標為橙色，達 50％的標為綠色和
虛線。
Co
Issue in brief
de

Sum

Co
Issue in brief
% de

ALL
4

Insufficient
capacity
control

Weak law
17
enforcement
5

Insufficient

effort control
Insufficient
18 enforce.
sources
Low policy
15
priority

1

Insufficient
gear

regulations
Weak
23
inter-govt.

Sum

Co
Issue in brief
% de

SSCS
11
131
4
%
18
83
5
%
79

24
%

17

Insufficient
capacity
control
Insufficient
effort control
Weak law

enforcement
Insufficient
29
63
18 enforce.
%
sources
Insufficient
34
55
1 gear
%
regulations

Sum

%

NSCS
107

13
7
%

Lack protection
for spawning

Weak
22
71
23 inter-govt.
%
coop.
29
Weak law
57
17
%
enforcement
51

32

8
%

30

16
%

26

22
%

35
31 Habitat loss
%

25

29
%

Insufficient
capacity
control

24

35
%

40
42
4
%

51

38
Low policy
15
%
priority

41

45
29 Lack of RFMO
%

24

41
%

50

42
Coastal
35
%
poverty

40

50
Govt's
14
%
reluctance of

21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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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
12

Institutional
weakness

31 Habitat loss
Population
33
growth

control
46
Institutional
12
%
weakness
50
Mis-managem
46
6
%
ent measures

9

53
Population
45
33
%
growth

Competing
63
34
27 territorial
%
claims

Illegal

57

66

Low policy

Lack of
70
27
21 enforce.
%
laws/tools

14

66
%

64
40
9
%

Lack of
73
26
19 monitoring
%
mech.

13

69
%

ent measures

Lack of
19 monitoring
mech.
Inaccurate
20
fishery data
Illegal
25 transboundary
fishing
Lack of
29
RFMO

39

67

Insufficient

13 mgmt
%
capacity
Lack of
70
36
19 monitoring
%
mech.
73
36
%
35

76
%

35

79
%

26

76
%

priority

32 Pollutions

Insufficient
79
23
18 enforce.
%
sources
Population
33
growth

14

62

61
Inaccurate
42
20
%
fishery data

%

15

59
%

Lack of SE
considerations

Lack of SE
considerations

28

15

44

Mis-managem

25 transboundary
%
fishing

51
%
55
16
%
19

protection for
spawning

Coastal
35
poverty

6

Poor fishing
zonation design
Lack of SE
considerations

38

Lack
7

54
2
%
59
37
9
%

48

13

%

73
%

12

76
%

11

78
%

表三、 所有受訪者（ALL）、南海南部的受訪者（SSCS）和南海北部的受訪者
（NSCS）對六個項目的平均分數。括號中的數字為受訪者的數量，計算平均時
已刪除無受訪者選擇的議題 10 和 11。
ALL (22) SSCS (15) NSCS (7)
Regulation

2.23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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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Institution/Policy

1.56

1.51

1.69

Enforcement/Compliance

1.92

2.00

1.76

Cooperation

1.12

0.91

1.55

Environment impact

1.06

0.64

1.95

Socio-Economics

1.64

1.93

1.00

8
All

SSCS

NSCS

7
6

Score

5
4
3
2
1
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Issue code

圖三.問卷調查全部受訪者、南海北部受訪者(NSCS)和南海南部核心區受訪者
(SSCS)的各議題平均分數分布

伍、結論和對未來合作的進一步建議
南海漁業資源退化已常被提出，近幾年相繼出現期待透過建立國際或多邊區
域漁業管理組織或建立海洋保護區或和平公園來達到國際合作的呼籲。但建立正
式的合作機制方面至今僅有微小的進展，或現有的類似合作機制在實施後顯示有
某些瑕疵(Chen, 2012)。而主要因南海主權爭議，使得此海區多數資源仍未有任
何以合作方式進行的管理。相較於前述之「由上而下方式」來推動國際合作，本
研究嚐試推動「由下而上方式」
，以避開主權爭議並達到共同管理目標，並於 2017
年應用於「南海漁業資源管理研討會」，利用該研討會提供給南海七個主要漁撈
方交流各自資訊的平台，不具體引述來源亦沒有政治考量。本研究從該研討會及
後續的接觸成果，第一次成功的彙整和呈現南海漁業的基本資料，包含（1）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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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區七個漁撈方的漁業統計，（2）各漁撈方執行的管理措施，以及（3）受訪
專家提出對資源耗盡原因或任何潛在資源恢復應解決的關鍵問題的主觀評價。
多數漁撈方都沒有官方的具體南海捕撈量統計，因此本研究作者合作依專業
估計出各國的捕撈量資料（圖一）
，以及主要漁業組成（圖二）
。此估計可能與先
前文獻報告不同，但本研究作者們基於對本國捕撈數據的理解，所得估計值應較
具可信度。這些資訊顯示南海漁業的整體情況，有效了解南海的捕撈活動，並與
Sea Around Us 的統計比較顯示出差異。鑒於研討會對南海漁業的共同理解以及
對南海資源區域合作養護管理的潛在貢獻，強烈建議繼續舉行此類研討會，同時
建議將檢視和澄清所有南海漁撈方的各種統計系統，作為下次研討會的主要議
題。在這方面，漁業統計專家的投入將有助於改進統計數據和統計系統。
本研究以投入量控制、產出量控制和技術控制等分類彙整了現在各漁撈方執
行的管理措施，並發現漁撈方缺少對其他受訪者實施的管理措施認知，進一步指
出需有一個漁撈方可溝通理解以設計針對此區域的共同管理措施的平台。這種溝
通和相互理解對未來建立任何區域合作管理計畫都相當重要。
上述管理措施統整顯示出南海區域內已制定並實施的管理措施，這是第一
步，然而仍缺少措施實施規模和執行或有效性程度的細節，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探
索以審視這些措施的足夠性，並設計上述提到的區域內的合作管理計畫。除此之
外，漁撈方對某些管理措施存有不同的定義 （如捕撈證和海洋保護區）
，這也需
要進一步釐清定義的一致性。
問卷研究指出受訪者對資源衰退原因的普遍認知，並可闡釋為恢復南海漁業
資源的重點議題。受訪者強調的主要議題包含對漁撈能力和漁撈努力量的管控不
足，以及法律執行力低下，其可能與執行資源不足、低政策優先度和制度脆弱性
有關。受訪者之政府已實施許多基本的管理措施(如投入量控制)，但對於措施的
執行涵蓋範圍和執行的有效性仍令人擔憂。由於問卷顯示出的原因複雜，解決這
種困境顯然不是簡單的。
南海南部核心區與北部受訪者所強調的議題有所差異，本研究當無法進一步
的探討造成此差異的原因。本次問卷研究中，南海北部觀點高比例來自漁業專家
而非管理者，未來研究需減少此類不均問題。此研究也顯示此類不同漁撈方的不
同認知，需要透過類似於 2017 年研討會的平台達到互相理解。
總體而言，本報告所展示的成果顯示非政治性的研討會的價值，也朝向南海
資源聯合管理邁出重要且實際的一步。研討會作為南海各漁撈方之漁業相關的科
學家和管理者溝通的平台，一起交換漁業資訊並建立互信，可作為瞭解南海漁業
狀況之基礎，此機制下區域內各方可自己找出解決方案，而區域外的專業也可投
入協助。希望透過這種由下而上、雙軌方式、非政治、去政治化且非國家導向的
論壇，漁撈方可以發展出有共識的區域內漁業資源保育管理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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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南海環境保護合作21——以海上救撈為視角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ue and Salvage at the Sea
徐鵬22 徐麗麗23
XU Peng XU Li-li
(1/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 361005;
2/ Southern Bas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摘 要
海洋環境保護是海上救撈的重要目的，它以及時的海難救助及清除沉船等方式
防止或減少海洋污染。複雜的地理環境和氣象條件，導致南海成為事故高危海域。
為防止或減少海難事故以及控制損害的擴大，避免對南海環境造成污染或將污染最
小化，加強海上救助與打撈是必要的手段。由於海洋污染的特點以及南海的特殊情
勢，需要兩岸在南海加強救撈合作。目前，兩岸在救撈方面的合作已經取得了相當
的成果，但合作還很不完善。在此種情形下，兩岸可合作設立打撈公司在南海實施
救助和污染應急處置工作,它既可以避免政治的障礙，又可整合兩岸救撈資源，促
進南海環境保護。
[關鍵字]海峽兩岸；環境保護；海上救撈；南海

Abstract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urpose of rescue and salvage at
sea. It also prevents or reduces Marine pollution by means of timely salvage and
removal of wrecks.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s an accident-prone area due to its
complex geographical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shipwreck, and
avoid or minimize its pollution, it’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fforts in the rescue and
salvage at the sea. Moreover,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pollution and SCS’ specia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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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ituation require more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t present,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on rescue and salvage has already gain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satisfaction due to various political issues. In this case, It is
feasible to establish a salvage company for the rescue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which can avoid political obstacles as well as integrate cross-strait salvage efforts for
bett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CS.
【Key Words】cross-strait；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rescue and salvage at the sea；
South China Sea

2018 年 1 月 6 日發生於我國東海的“桑吉”輪事故24再次為航行安全和海洋
環境敲響了警鐘，我們在為失蹤人員祈禱之時，不禁為造成的海洋污染感到擔
憂。海難事故中造成的污染，一直以來都是海洋環境的巨大威脅。其少則數萬噸，
多則數十萬噸的溢油量25以及其他有毒有害危險品，往往造成海洋及沿岸國家的
環境災難。南海作為全球第二大繁忙海道及重要海洋油氣作業區，加之其複雜的
氣象和海洋地質條件，導致該海域的航行及環境安全存在較大的風險。特別是南
海作為眾多魚類和珊瑚重要棲息地，一旦發生重大的海難事故，其海洋環境及資
源將遭受不可估量的損失，而加強海上救撈工作是保障南海航行安全和環境保護
的重要舉措。同時，作為兩岸的共同祖產，雙方對南海享有重要的航行及資源利
益。推進兩岸在南海的救撈合作促進海洋環境的保護，在當前複雜國際環境及全
球強化資源與環境保護的背景下，更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壹、南海環境保護與海上救撈
海難事故包括因自然及人為原因而導致的船舶或海上設施，或者其設備、載
運貨物或人員遭遇的災難。事故的發生除了對前述物件造成損害外，對海洋環境
的損害更是不可估量。因此，保障航行安全，避免或減少海難事故的發生以及將
海難事故對環境的損害最小化，是實現海洋環境保護的重中之重，而海上救撈就
是實現該目標的重要保障。
南海作為重要航道及海洋漁業和油氣作業海域，同時又因其複雜地質和氣候
使之成為海難事故多發之地，而隨之造成的環境損害也影響深遠，並最終影響經
24

2018 年 1 月 6 日晚巴拿馬籍油船“桑吉”輪與中國香港籍貨船在長江口以東 160 海裡處相
撞。香港貨船人員獲救，而“桑吉”輪起火並最終爆炸沉沒，造成其 32 名船員失蹤，其載運的
11.13 萬噸凝析油部分外泄，形成了約 328 平方公里的溢油區。
http://www.mot.gov.cn/2018wangshangzhibo/sangjilun/201801/t20180119_2981057.html，2018 年 3
月 24 日；http://news.163.com/18/0122/22/D8PNIUGL0001875O.html，2018 年 3 月 24 日。
25
2002 年 11 月，因遇風暴，載運 77000 噸原油的“威望”油輪在西班牙海域沉沒，造成兩萬噸
油料外泄，導致該國 500 多公里海岸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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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生活和人類自身。
1.1 南海海難事故對海洋環境的影響
1.1.1 海難事故對海洋環境的影響
縱觀全球，船舶及海上設施等海難事故對海洋環境及生態造成的損害包括如
下幾個方面。首先，海難導致大量的原油及有毒化學品的洩露，污染廣闊海域，
導致大量生物死亡。如 1989 年 “埃克森·伐耳迪茲”（Exxon.Valdez）號事件，
溢油量達 3 萬噸，導致阿拉斯加 1100 公里的海岸線佈滿原油，造成約 4000 頭海
獺和 10～30 萬隻海鳥死亡。26
其次，溢出的油污及有毒有害物質影響海洋生物品質，並最終危害人類自
身。溢出的原油回收率一般不超過 10%，27並且還會因為清除油污或化學品而使
用清潔劑造成二次污染，這些油污、化學品以及放射性物質融入海洋導致海洋生
物品質下降，最終將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類，如日本 3·11 地震引發核輻射，其排
放的污染廢水影響了魚類，最終進入了人們的餐桌。
再次，海難事故形成的污染破壞生態環境，影響海洋生物棲息，並對海洋旅
遊等經濟活動造成損害，如 2010 年美國墨西哥灣“深海地平線”石油平臺洩露
事故，形成了巨大的污染面積，破壞了鯨魚等生存環境，並對美國路易士安娜州
海岸沿線旅遊等造成數百億美元的損失。28
1.1.2 海難事故對南海環境的影響
南海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優良的熱帶海洋環境為種類繁多的魚類及珊瑚、紅樹
林提供了良好的棲息地，使其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但是，作為半閉海，
南海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海洋系統，較少參與其他海域、大洋的迴圈，一旦遭
受污染，相對獨立的海洋環境導致其海水自淨能力差，面臨海洋環境及生態不易
恢復的風險，諸如珊瑚等對環境變化敏感，同時又為眾多生物提供棲息地及保護
海岸的物種更是如此。因此，避免或減少海難事故造成污染對南海環境具有重要
意義。
然而，複雜的氣象及地質條件、繁忙而相對無序的交通以及設施的缺乏使得
南海成為海難事故的高風險地帶。29據 IMO 資料統計30，自 1997 年 5 月 7 日至
26

陳俊綿，2011，船舶污染事故和防污染管理對策，中國海事, 第 9 期，第 19 頁。
於建新，2004，海上救撈與防污染，救撈專業委員會 2004 年學術交流會論文集，
http://www.doc88.com/p-2973089506085.html，2018 年 3 月 12 日。
28
“英國石油因墨西哥灣漏油事故被罰 208 億美元”，2015 年 10 月 6 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1006/14005779_0.shtml，2018 年 4 月 14 日。
29
南海海面下暗礁密佈以及眾多的淺灘，特別是珊瑚島礁區隨時間推移會發生變化，航線也將隨
之發生變動； 南海北部及東北部區域是颱風多發區及策源地，狂風大浪，並伴有降水和海霧，
危及航行及捕魚和油氣作業安全。此外，交通管理、交通設施存在明顯的缺陷包括：船舶的大型
化、專業化和高速化趨勢明顯且數量眾多，而同時又有航行較為隨意的大量漁船，交通秩序較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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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8 日在南海水域共計有 99 起“嚴重”以上級別的海難事故，其中 77
起為“非常嚴重”級別。31
到目前為止在南海海域已經發生過多起海難污染事故，最為嚴重的事件是在
2004 年 12 月 7 日，兩艘外籍集裝箱輪“Hyundai Advance”號和“MSC Ilona”
號在我國珠江口附近水域發生碰撞，後者燃油艙嚴重破損，並不得不在現場錨
泊，最終導致 1283 噸重油溢出，32造成嚴重污染。儘管近年來，在南海沒有再
發生較為嚴重的海洋污染事件，但隨著大量油輪、商船及漁船的頻繁往來南海，
以及在南海周邊海域一千多口油井的矗立，33海難事故無時無刻不威脅著海洋的
環境安全。因此，預防或減少海難事故是南海污染防治的重點，而這正是海上救
撈的重要目標。
1.2 海上救撈對海洋環境的影響
海上救撈對保護海洋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所體現的邏輯是以預防海難發
生或減輕海難損失的方式防止或降低海洋污染，最終實現保護海洋環境的目的。
其重點是預防和減緩，而非海洋污染後的治理。海上救撈存在自願與強制兩種原
則，而環境保護即為區分兩種原則適用及法律適用的重要因素。
1.2.1 海洋環境保護是海上救撈的重要目標
1.2.1.1 海上救撈的界定
海上救撈是海上救助和打撈的簡稱，包括海難救助和海上打撈清除兩種行
為。海難救助是指在海上或者與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援救處於危險中的船舶或任何
其他財產的行為或活動。34海上打撈清除是指發生海上事故後，對沉沒、擱淺船
混亂；有些水道從未進行過精確測量，加之珊瑚礁隨時間推移的消長，導致海圖的精確度打了折
扣；南海航道距離周邊國家或地區海岸較遠，且各國或地區發展不平衡，沿線能提供的航海安全
保障、航行安全資訊及搜救能力有限等。參見史春林：
《當前影響南海航行安全主要因素分析》，
《新東方》2012 年第 2 期。
30
Global Integrated Shipping Information System(GISIS):Marine Casualties and Incidents,
https://gisis.imo.org/Public/MCI/Search.aspx?Mode=Advanced，2018 年 3 月 24 日。
31
國際海事組織將海難事故從重到輕分為四個級別，即“非常嚴重”“嚴重”“較重”“海上事
件”，其中“非常嚴重”是指事故中船舶全損、有人員死亡或造成嚴重污染。“嚴重”是指海難
事故未達到“非常嚴重”，但涉及火災、爆炸、碰撞、擱淺、觸碰、船體開裂等，並導致主機、
艙室和結構嚴重受損，或造成污染等。“嚴重污染”是指經受影響的沿海國或船旗國做出適當評
估，對環境造成重大有害影響，或如不採取預防措施將造成如此的影響。
https://gisis.imo.org/Public/MCI/Default.aspx，2018 年 3 月 24 日。
32
https://gisis.imo.org/Public/MCI/Search.aspx?Mode=Advanced，2018 年 4 月 14 日；“珠江口水
域兩艘外輪碰撞重油溢出無人員傷亡”，2004 年 12 月 8 日，
http://news.163.com/41208/3/174936QO0001124S.html，2018 年 4 月 14 日。
33
“南海油氣資源被掠奪現狀：多國共開 1380 口油井”，2012 年 5 月 18 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5-18/112124437856.shtml，2018 年 4 月 15 日。
34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第 171 條和《1989 年國際救助公約》第 1 條。對於人命救助
屬於人道主義性質，在不危及船舶或船員安全情況下，任何船舶均有救助人命的義務，因此救助
公約及各國海商法規定的海難救助僅指對財產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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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設施或其設備、貨物等實施起浮、拖曳、清除或解體的措施。前者主要強調
是對遇難船舶或財產實施援救，以預防或減少該船或財產因海難給其自身造成的
損失，而後者的重點是因已經沉沒或擱淺的船舶或其物品，因其具有一定價值，
或者可能影響航行安全或海洋環境，而對之撈取或清除。
1.2.1.2 保護海洋環境是海上救撈國際國內立法的重要目的
在國際法層面，國際社會以公約方式表明了海上救撈的立法目的，即保障航
行安全和海洋環境保護。
《1989 年國際救助公約》和《2007 年奈洛比國際殘骸清
除公約》是目前國際社會對海上救撈的專門立法，對海上救助及打撈清除的使用
範圍及程式做了規定。依據其前言“認識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作業，對處於危險中
的船舶和其他財產的安全以及對環境保護能起重大的作用” 35，以及 “意識到
殘骸若不予以清除，可能對航行或海洋環境造成危害這一事實”，36公約表明海
上救助和殘骸清除對於海洋環境保護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明確了其立法目的，強
調環境保護是海上救撈的重要目的之一。
在國內立法層面，除了部委規章，37我國目前仍無涉及海難救助和打撈清除
的專門法律，涉及海洋環保的海上救撈則散見於不同的法律法規中，其中規範了
為環境保護目的的海上救撈措施。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 71 條規定，船舶
發生海難事故時，若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環境損害的，主管部門可強制採取避免
或減少污染損害的措施。具體可採取的措施可依據《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
條例》第 41 條實施，主管部門可採取清除、打撈、拖航、引航以及過駁等措施，
以減輕污染損害。即主管機構為防治海洋污染目的，可自行採取海上救撈措施。
除了主管機構應採取措施外，法律法規對船東等也附加了海上救撈的環境保
護義務。依據《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 39 條，船舶沉沒時，船舶
所有人、經營人或管理人除了及時向主管機構報告船舶燃油、危險物外，還應及
時採取措施對前述可能對環境造成損害的物品予以清除。否則將承擔罰款甚至停
業等法律責任。38因此，國內法通過規範主管機構職責以及船東義務防治海洋污
染的方式，將海洋環保設定為海上救撈的重要目標。
1.2.2 海洋環境保護是影響海上救撈法律適用的重要因素
1.2.2.1 海難救助的原則及法律適用
海難救助存在自願和強制兩種原則。海難救助主要是對財產的救助，而接受
救助要支付費用，當船東認為必要時可以選擇放棄，如船東預計事故船舶及財產

35

參見《1989 年國際救助公約》前言。
參見《奈洛比國際殘骸清除公約》前言。
37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撈沉船管理辦法》由交通部於 1957 年頒佈實施，目前仍有效。
38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第 73 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海事行政處罰規定》
第 54 條。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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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助及修理費用巨大時可宣告全損，向保險公司請求賠付。因此，海難救助依
賴於船東等是否提出救助要求，未經允許的救助，其救助者不能獲得相應的報
償，這就是海上救助的自願性，也是其主要原則。其適用法律主要體現於私法領
域，特別是《海商法》。
然而，存在重要例外，即強制救助，它是指“船舶或其他財產在海上或者與
海相通的可航水域遇險，嚴重威脅海上航行安全、海洋環境或者其他公共利益
時，為了避免或減少對這種公共利益的損害，海事管理機構依照法律規定使用強
制力對遇險的船舶或其他財產實施救助的行為。”39依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
71 條規定，船舶發生海難時，若造成或可能造成海洋環境的重大污染，相關機
構有權強制採取避免或減少污染的措施，其中包括強制救助。此外，
《1989 年救
助公約》第 9 條以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 42 條均有類似規定。
也就是說，即便是以自願性為主要原則的海難救助領域，若涉及海洋環境污染等
公共利益時，則其自願性也不再適用，而受到公法（行政法等）的強制性約束，
即強制原則。
1.2.2.2 海上打撈清除的原則與法律適用
在海上打撈清除領域，同樣存在自願與強制原則。一般情況下，沉船沉物作
為財產權利，其所有人有權決定是否將該船物打撈或清理。因涉及費用問題，若
費效比不高，可能其所有人寧願放棄該船物，即對沉船沉物的打撈和清除完全取
決於物主的自願，適用私法自治的自願原則。但是，當該沉船沉物可能對航行安
全、環境保護構成威脅時，則該原則不予適用，如沉船位於重要航道或有重大溢
油風險等，因此時沉沒船物已經涉及公共利益，超出私法的範疇，進入了公法適
用的領域。此時，海洋管理機構有權依據法律，命令物主限期或由機構自行組織
打撈清除，而費用則由物主承擔，即此時的打撈清除適用行政法的強制原則。
《奈
洛比殘骸清除公約》第 1、2、6、9 條、40《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40 條、41《海
洋環境保護法》第 71 條、《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 41 條以及《打
撈沉船管理辦法》第 3、4、5 條等公法性的法律對此均有規定。
可見，在區分海難救助和海上打撈清除是否適用自願或強制原則時，應以是
否對環境保護、航行安全等構成威脅為基準。海洋環境保護是影響海上救撈採取
何種原則以及法律適用的重要因素。

39

胡正良，2010，強制救助之研究，中國海商法年刊，第 3 期，第 69 頁。
《奈洛比殘骸清除公約》規定若對海洋環境造成有害影響等即構成對沿海國的危害，當事國
可就清除構成危害的殘骸採取措施，包括確認是否存在危害、命令殘骸所有人或該國自行組織清
除。
41
《海上交通安全法》並未明確提及海洋環境因素可實施強制打撈清除，僅規定航行安全或潛
在爆炸危險沉沒物的清除，但聯繫航行安全、海難與污染的密切關係，因此也隱含著對海洋環境
的保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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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兩岸海上救撈合作保護南海海洋環境
南海廣闊的海域以及複雜的地理環境，僅僅依靠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力量是遠
遠不夠的。只有全體周邊國家或地區密切合作，保護南海海洋環境才能收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但基於目前複雜的國際情勢，顯然不現實。然而，若作為同胞的兩
岸在諸如海上救撈等低敏感領域實現合作的突破，則不僅可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
程，而且對於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不失為範例的效果。
海上救撈合作主要是合作各方通過技術交流、資訊溝通、共同派遣救撈人員
和設備，以及現場的協調與配合等方式，實現及時的海難救助與打撈清除工作，
達到資源分享、相互取長補短及雙贏的效果。兩岸的南海救撈合作，即是基於兩
岸在海上救撈設備與實踐經驗的各自優勢，以及分別在南海海域的地理優勢，雙
方海上救撈機構通過前述方式進行合作，實現預防或減少海難事故，並結合當前
面臨海洋溢油污染的緊急情況，加強兩岸海洋污染應急治理合作，達到海洋環境
保護的目的。
2.1 兩岸南海救撈合作保護海洋環境的必要性
2.1.1 海洋環境保護的特點要求兩岸應進行合作
海洋是個整體，客觀上要求對於它的環境保護應當是統一的。對於各自管轄
區內的污染不予防治或防治不利，則污染會隨海水的流動影響臨近海區，最終將
影響整個海域的環境和資源。因此，只有各海域管轄方相互合作，共同防治，才
能真正實現對海洋環境的保護。由於兩岸在南海各自擁有實際管轄區，如西沙和
東沙分別歸於大陸和臺灣管轄，兩岸只有加強合作，才能達到南海海洋環境保護
事半功倍的效果。
2.1.2 對南海航線的共同依賴要求兩岸應加強海上救撈合作
據統計，在大陸 39 條國外航線中，有 21 條航線經過南海海域。42臺灣絕大
部分的原油輸入要依賴南海航道，而大陸每年至少有 80%的石油運輸和 70%的
外貿運輸需要航經南海，南海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海上運輸通道。43在國際航空
交通上，大陸和臺灣與東南亞各地的航線等都經過南海上空。
海上風險驚人，海難損失巨大，而海上有效救撈是減少或避免重特大事故以
及遏制事故發展的重要手段。44完善的海上救撈體系可以在海難事故發生後及時
進行科學的救援，最大限度地減少和避免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及海洋環境污染。
因此，維護南海的航行安全，加強兩岸救撈合作，不僅是環境保護的要求，更關
42

,海峰，2006，南海問題與中國能源安全(碩士論文)，暨南大學，第 7 頁。
王飛，2012，南海問題溯源，檔案天地，第 6 期，第 42 頁。
44
橫銳，2000，科學規範完善體制 遏制重大惡性事故發生——從“11.24”海難事故引發有關問
題的思考，世界海運，第 3 期，第 16 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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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到兩岸的能源、經濟安全。
2.1.3 關涉兩岸人民的未來發展要求兩岸應共同維護南海海洋環境和資源
對海洋環境保護的目的也是保護資源，是保障人類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南
海海域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同時也是兩岸漁民的傳統捕魚區。海洋環境對於南
海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事關漁民、漁業的生存與發展，關係著
兩岸經濟利益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兩岸合作保護南海環境也就是保護兩岸共同
的海洋資源，它關係著兩岸中國人未來的發展。
南海的各種資源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兩岸人民的共同財富。因此，在當今
全球資源日漸匱乏的背景下，兩岸攜手合作保護南海海洋環境和資源，既是兩岸
中國人的共同使命，也關係著兩岸經濟社會的未來發展，客觀上也能促進兩岸交
流，實現雙贏。
2.1.4 雙方對資源整合的需求要求兩岸應加強合作
海難救助以及清除污染投資較大，需整合雙方資源。一旦發生海上船難並造
成原油及化學品的洩漏，其污染區域少則數十，多則上千公里，其需要投入的人、
財、物力資源甚為巨大。此外，為防止事故船舶影響航道安全，以及控制污染的
進一步擴大，而對失事船舶拖曳、打撈以及對載運原油或燃油的過駁等都需要大
型或特殊設備，其造價亦不菲，如在打撈“南海一號”時，出水的沉船重達百噸，
使用了廣州打撈局的大型打撈船“華天輪”號，其造價達 6 億元人民幣。452017
年 3 月 25 日打撈出水的韓國“歲月”號客輪，出水後整體重量達 1.4 萬噸，僅
其中使用的一個工程船——上海打撈局“大力”號，其提升能力就達 2500 噸，46
造價更是不菲。為避免重複投資，需要兩岸整合利用雙方資源，實現兩岸合作共
贏。
2.2 兩岸海上救撈合作的現狀及建議
目前，大陸救撈系統與臺灣有關方面在海上應急救援領域開展了豐富多樣、
卓有成效的交流與合作，在長期的合作中增進了相互之間的瞭解和信任，為保障
兩岸海上人命、財產、環境安全，起到了積極作用。

45

中國網：《“南海一號”蘊涵巨大商機 敲開打撈經濟大門》，2007 年 12 月 19 日，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zhuanti/nhyh/2007-12/19/content_9403321.htm，2018 年 3 月 12
日。
46
搜狐網：《我“大力號”赴韓實施“歲月”號打撈》
，2015 年 8 月 17 日，
http://www.sohu.com/a/27677751_162758，2018 年 3 月 12 日；青島日報網：
《“歲月”號清汙作
業準備“最後航程”》
，2017 年 3 月 29 日，
http://epaper.qingdaonews.com/html/qdrb/20170329/qdrb1079223.html，2018 年 3 月 12 日；交通
部網站：《大力號》
，2011 年 5 月 13 日，
http://www.crs.gov.cn/jiulaozb_jlj/shanghadl_dlcb/gongchengc_sh/201105/t20110513_942690.html
，2018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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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兩岸的救撈合作實踐47
2.2.1.1 開設兩岸救撈直通“熱線”及聯合演練。1996 年 3 月大陸救撈系統
與（臺灣）中華搜救協會建立了二十四小時救撈聯繫熱線。臺灣海峽或相關海域
船舶一旦發生海難報警求救資訊，雙方可及時溝通情況，就近派出船舶實施救
助。在應急處置過程中，也可通過熱線聯繫，相互通報現場救助情況，優先向救
援船隻和遇難船隻提供安全作業港灣及錨地。
自 2008 年開始至 2014 年，兩岸救撈部門每兩年在廈門—金門、馬尾—馬祖
海域聯合進行搜尋救助演練，其規模逐次擴大，級別逐步提高，救助內容也日益
深入和豐富。
2.2.1.2 目前兩岸海上救撈合作的方式。兩岸臺灣海峽搜救合作與聯絡管道主
要存在三種方式：第一、中國海上搜救中心和（臺灣）中華搜救協會聯絡協調為
主要方式，即大陸方面需要瞭解資訊、尋求臺灣方面支援或配合時，逐級上報至
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然後由中心聯繫（臺灣）中華搜救協會，再由該協會聯絡臺
灣方面相關機構，而臺灣方面需要大陸提供支援時，則程式相反；第二、大陸省
級海上搜救中心直接聯繫（臺灣）中華搜救協會通報資訊或尋求對岸機構協助，
同時上報中國海上搜救中心，並按規定上報搜救進展和結果；第三、兩地直接聯
繫開展海上搜救合作，如廈門-金門、福州-金門、馬祖-馬尾已經直接建立海上突
發事件應急聯繫管道，相互及時通報海上突發事件種類，需要援助的方式等。48
綜上所述，雖然兩岸的合作有了一定的進展，但仍有不足之處。目前的兩岸
救撈合作重點是海上人命和財產的救助，對於沉船沉物及海洋污染應急清除合作
還很有限，具體行動中或者因資訊傳遞環節及部門多影響資訊的及時和準確，或
者因合作形式還未固化，易受其他因素影響而變化，這些都需要兩岸進一步的共
同努力，推動在救撈領域廣度和深度的合作。
2.2.2 推動兩岸救撈系統深化合作的建議
兩岸救撈系統應擴展合作的內容和規模，除了人命和船舶救助外，還應深化
在沉船沉物打撈及海洋污染應急清除領域合作。擴大合作海域，即不僅在臺灣海
峽，還應將合作海域擴展至南海。為此，可採取如下措施，推動兩岸在南海海域
的環境保護合作。
2.2.2.1 資訊溝通應更為直接和及時。除了借助（臺灣）中華搜救協會進行“熱
線”聯絡外，還可借鑒廈門—金門救助機構直接建立海上突發事件應急聯繫管道
的方式，由臺灣救撈系統直接聯繫海南和廣東地方救撈機構，就近就便實施救助
和應急打撈清除，防止污染的發生或擴大。
47

宋家慧.，2009，唇齒相依 戮力同心 共同致力海峽兩岸海洋環境安全，兩岸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第 3～4 頁。
48
陳鷺鋒，2010，海上搜救合作現狀及對策，海上搜救合作交流研討會論文，廈門市，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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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聯合演習海域擴大至南海。目前的兩岸聯合海上救助演練都是集中于
廈金及雙馬（馬尾馬祖）海域，大陸參加的多為福建的救撈機構。為熟悉在南海
海域的合作，可擴展至在東沙群島與大陸間海域，或西沙群島附近水域進行演
練，參加機構可由海南、廣東省的救撈機構組成。甚至兩岸還可考慮在南沙群島
海域進行聯合演練。
2.2.2.3 儘快建立南海海難救助清除應急聯動機制。在現有的交流合作基本框
架下，兩岸相關機構應儘快建立兩岸海洋污染清除應急聯動機制，並著力加強以
下幾項重要工作：一是儘快建立一個兩岸海難救助清除應急協作與聯動的文本草
案，形成基本的合作框架，用以規範、指導具體的應急處置工作；二是對兩岸歷
年的海難污染案例進行分析，掌握了南海海難事故多發的地點、季節與特徵，核
定敏感區域；三是整合兩岸南海周邊海難救助清除應急資源，建立應急專家組和
設備資料庫，實現資訊共用，提升應對重、特大海難污染突發事件的能力；四是
推動衛星遙感、空中監視、水上巡航、水下探摸、陸地檢測等海洋污染處置技術
的應用。49五是推進兩岸海洋污染防治技術的開發合作。

叁、海上救撈與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設想
鑒於當前的政治現實，兩岸救撈機構在前述的救撈合作中，主要體現於資訊
交換、聯合演練等較為初級的合作，與當前南海海洋環境保護的急迫現實不相適
應，仍有待進一步向深度拓展，包括在海上救撈具體方式上的深度合作，防止海
洋污染。
3.1 海上救撈保護海洋環境的具體方式
無論是從打撈船舶、消除障礙物以保障航行安全的角度，還是從清除溢油及
其他有毒有害危險品以減少環境污染的角度，海上救撈對於海洋環境的保護都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兩岸的合作應在具體救撈方式上予以加強。
3.1.1 打撈清除沉船沉物、拖曳事故船舶，防止船源污染
毫無疑問，航道的暢通對於船舶航行安全至關重要，但由於天災人禍等原
因，不可避免的會造成船舶或載運貨物的沉沒，從而阻塞航道，特別是在繁忙的
港口附近，這種情形會嚴重危及過往船舶。50一旦形成船難，必然導致海洋的污
染。因此，對於可能危及航行的沉船沉物，法律法規51要求應強制打撈清除。這
49

宋家慧.，2009，唇齒相依 戮力同心 共同致力海峽兩岸海洋環境安全，兩岸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金門縣，第 6 頁。
50

2018 年 1 月 18 日兩艘輪船在長江口水域碰撞，導致其中一艘在航道沉沒。因當晚能見度不良，
連續發生五起途經船舶觸碰沉沒船舶的次生事故。
http://www.cnzjmsa.gov.cn/WZ/wzmsa/ldjh/201803/t20180302_527018.html，2018 年 3 月 25 日。
51
如前文《奈洛比殘骸清除公約》
《海上交通安全法》
《海洋環境保護法》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
境管理條例》及《打撈沉船管理辦法》中相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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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規定，除了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外，也是為防止發生航行事故導致海洋污
染。因為即便是空載的船舶，其燃油的洩漏也會污染水域，更不要說載運危險品，
如石油、化學品等船舶。並且，對於某些沉船沉物，如不及時打撈清除，其船體
內有毒有害物質將會溢出而污染海洋。
此外，拖曳船舶至安全地帶，也是防止或減少海洋污染的重要方式。一些船
舶因機械事故、失火、碰撞、觸礁及擱淺等原因失去動力或洩漏污染物，如救助
不及時，可能會擴大事故或導致更大範圍的污染。因此，需要將船舶拖曳至安全
或便於處理的區域，方便施救並防止影響其他船舶航行。如 2002 年 7 月廣州救
撈局將一艘因機械事故而失去動力的 26 萬噸超級油輪拖曳至香港海域，避免了
該油輪隨風飄向礁石林立的臺灣海峽導致觸礁漏油的環境災難。52
3.1.2 對事故船舶或海上設施實施救助，防止及減少原油（燃油）和有毒有害危
險品對海洋的污染
事故船舶造成海洋污染，除了所載運的物品，如原油、化學品等危險品外，
還有其自身的燃油，大型船舶所載燃油可達上千噸，一旦洩漏將造成不可估量的
環境損害。對於溢出的原油、油料及化學品，救助船舶需要以回收和清除方式恢
復海洋環境，但這兩種工作的難度相當大，成功率有限，如目前對海洋事故中溢
油的回收率不超過 10%，53而清除難度則更大。因此，防止或減少洩漏是保護環
境更為有效的方式。為此，在發生船難時，需要救助船舶及時將所載運原油、化
學品以及燃油過駁，以防止這些物品污染海洋，而這些工作都需要專業的救撈人
員（如救撈潛水夫）和特殊設備（如大型救助船）才能勝任。
正是各國救撈系統的努力，避免了眾多海洋污染事故的發生或擴大，有效的
保護了海洋環境安全。據國際救撈聯合會（ International Salvage Union ：ISU）
統計，在 2016 年，其成員實施了 213 次救撈，涉及超 250 萬噸的貨物，僅原油
和化學品就超過八十萬噸。54
3.2 兩岸合作設立商業打撈公司可行性和具體設想
機構間在具體救撈措施上的合作，即便能夠做到密切配合，也不免存在隔
閡。如果能夠通過某種方式將兩岸救撈力量整合起來統一運作，則可實現事半功
倍的效果，而兩岸通過商業方式進行整合應是條可行的途徑。
52

搜狐新聞網：《新加坡超級油輪海上求救 廣州救撈局風浪中搶救》，2002 年 7 月 30 日，
http://news.sohu.com/36/73/news202387336.shtml，2018 年 3 月 12 日。
53
於建新，海上救撈與防污染，救撈專業委員會 2004 年學術交流會論文集，
http://www.doc88.com/p-2973089506085.html，2018 年 3 月 12 日。
54
The International Salvage Union:《International Salvage Union members provide services in cases
involving more than 2.5 million tonnes of potential pollutants in 2016》 ，2017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marine-salvage.com/media-information/our-latest-news/international-salvage-union-me
mbers-provide-services-in-cases-involving-more-than-2-5-million-tonnes-of-potential-pollutants-in-20
16/，2018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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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合作雖然近年來發展較快，可畢竟經過多年的隔絕，並存在諸多政
治上的難題，特別是隨著臺灣民進黨的上臺，兩岸政治形勢更為嚴峻。在此種情
勢下，兩岸相關機構的直接合作仍然存在障礙，但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日益密
切，以及環境保護的日趨緊迫，使兩岸在救撈上的合作不容拖延。因此，如兩岸
合作設立一個商業救撈組織——打撈公司，這樣既能整合兩岸救撈力量，保障航
行安全和保護海洋環境，又不觸及雙方的政治現狀，其不失為一個現實的選擇。
3.2.1 兩岸合作設立商業打撈公司的可行性
3.2.1.1 兩岸對南海問題的相近主張為兩岸合作的政治基礎。兩岸都主張，無
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海諸島及周邊水域的主權屬於中國，並在此基
礎上，願意與南海周邊國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南海資源。
3.2.1.2 經貿緊密合作為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兩岸簽署
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
（簡稱 ECFA）
，該協定的簽訂實現了兩岸經濟
關係的正常化、制度化，打撈公司的出現符合 ECFA 框架下經貿發展的要求，也
從 ECFA 協定的簽訂獲得了政策支持。55儘管民進黨執政當局的阻撓，但大陸仍
以民族大義為重，“持續推動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和親
情”。56 表明儘管存在障礙，大陸仍一如既往的積極推進兩岸合作。
3.2.1.3 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存在法律基礎。兩岸在立法的目的、打撈單位
的資質、打撈方式以及審批程式方面的趨同，使得公司開展相應打撈業務時減少
了適用法律帶來的成本，有效避免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時出現的法律衝突。57
3.2.1.4 兩岸救撈資源尋求整合的意願為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創造了契
機。由雙方共同出資建立的負責執行涉及兩岸救撈事務的專業機構，可作為執行
具體救撈事務的載體，整合雙方的救撈資源。特別是在大陸“一帶一路”規劃背
景下，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需要，為兩岸救撈力量的聯合創造了機會。
3.2.2 兩岸合作設立商業打撈公司的具體考量58
3.2.2.1 採取兩岸相關部門特批設立、授權經營的運作模式
目前可行的操作模式是，由兩岸民間資本合資、經兩岸相關部門特批設立一
家商業打撈公司，並授權該公司設備自由進出南海海域以及臺灣海峽受限制海域
從事打撈工作。該公司進行純商業化運作，自負盈虧。
55

李國安，2011，兩岸合作設立海上救撈公司的可行性分析，交通運輸部課題研究報告附件，第
249 頁。
56
新華網：《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2016 年 11 月 1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1/c_1119830924.htm，2018 年 3 月 12 日。
57
李國安，2011，兩岸合作設立海上救撈公司的可行性分析，交通運輸部課題研究報告附件，第
261～270 頁。
58
傅崐成、李國安、徐鵬、羅傳鈺,，2011，兩岸民間組織海上救助打撈合作研究研究報告，交通
運輸部課題研究報告，第 57～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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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採取輕資產公司模式進行運作
具體而言，該公司應整合兩岸現有的打撈資源，成為南海海域以及臺灣海峽
受限制海域救撈的商業化運作平臺，憑藉其經兩岸相關部門特批的資質承攬兩岸
受限制海域的救撈業務，然後採取服務外包等形式承做救撈業務，最大限度地降
低運作成本，提高運作收益。該企業應與大陸現有的三家打撈局（上海打撈局、
廣州打撈局及煙臺打撈局）和其他商業化打撈公司建立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整
合以上主體的救撈設備、人員從事商業救撈工作。該打撈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於
其是經兩岸特批的打撈公司，可以承攬南海海域以及臺灣海峽受限制海域的沉船
沉物打撈及污染防治業務。
3.2.2.3 在主營商業打撈的同時，兼營其他海洋工程業務
經營範圍上，打撈公司在從事商業打撈的同時，應兼營海洋工程、科學實驗、
海上橋樑隧道建設以及油污和化學危險品清除等領域的多種經營活動，爭取收益
多元化，降低對打撈收入的過分依賴。同時，從方便申請大陸對行業的政策扶持、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考慮，在經營範圍上，公司應同時從事搶險救災等業
務。
3.2.2.4 以南海和臺灣海峽為主，並擴大到其他海域
打撈市場是高投入、低產出的行業，其前提是發生海難和沉船事故，而海難
和沉船事故具有不可預料性，收益極不穩定，而且還要承擔“無效果，無報酬”
的風險。所以，為了盡可能實現規模效益，該公司應在主做南海及臺灣海峽沉船
沉物打撈的同時，將市場範圍擴大到周邊其他海域，如東海甚至日本海等。
3.2.2.5 投資估算
建議從打撈業務市場前景、所需購買的打撈設備及日常辦公需要來進行投資
估算，如市場前景較好、業務量較多，需要購置較多的打撈設備，可考慮做較大
的投資安排。
3.2.2.6 設立地點
相較而言，公司設立於大陸更有優勢，它主要體現在運作成本較低，便於整
合大陸的打撈資源，發揮大陸較強打撈力量的優勢。並且，還有利於與大陸打撈
機構的聯繫溝通，整合大陸包括國家級和民間較成熟的打撈力量在內的打撈資
源。同時，考慮在臺灣設立辦事處，將有利於方便與臺灣相關部門的聯繫溝通，
及時在臺灣開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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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南海是我國連接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各國的關鍵通道，也是保障我國順利實施
“一帶一路”規劃的重要海域，保障海域內的航行及環境安全意義重大，而加強
海上救助與打撈清除是有效的措施。海上救撈與海洋環境密切相關，無論從防止
發生航行事故，還是控制或減少船源污染等方面，及時有效的海上救撈都是避免
或儘量減少海洋污染的重要手段。在對外貿易、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方面，兩岸
對南海的航行安全及環境資源有著共同的利益，需要兩岸在南海加強合作保護海
洋環境。目前，兩岸在救助打撈方面的合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著
不利因素，特別是民進黨當局對兩岸關係開倒車的行為，導致兩岸的合作前景面
臨坎坷。因此，通過民間組織方式整合兩岸救助打撈資源，保護南海環境不失為
一條可行的途徑。兩岸合作設立打撈公司在南海實施救撈和污染應急處置工作，
是一種可行的方案，它既可以避免政治的障礙，又可以整合兩岸救撈資源促進南
海環境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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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人工魚礁
Taiwanese artificial reefs
劉仁銘 1、Elaine Q. Borazon59、高宛愉60

摘要
臺灣四面臨海，海岸線全長約 1,200 公里，沿近海有豐富的魚類資源。近年來，
由於過漁及氣候變遷，導致周遭沿近海魚類資源大量的減少，甚至有趨枯竭的危
險。為解決及改善臺灣沿近海漁業生產力，漁業署歷年來便積極地推動減船、休漁、
漁船改造、增殖放流及漁業管理與執法等工作，其中在培育漁業資源方面，更以設
置人工魚礁，作為改善漁場環境的主要手段。目前臺灣沿近海所投設的人工魚礁體
種類包括：水泥礁、船礁、鋼鐵礁、輪胎礁，或電桿礁。這些人工礁體之培育漁業
資源的效果多已獲得漁民的認同，然上有些學者認為反有加速破壞資源的效果，主
要原因在於漁民守法不使用網具濫捕與否。為維護魚礁投放後的品質與管理，近年
來臺灣在投放大型人工魚礁方面有嚴格的規定，未依規定投放至規定範圍內將遭受
罰款處份。目前，除了早年漁業署經費補助調查外，有關臺灣人工魚礁的相關研究
不多，顯示，這方面的研究調查經費與投入相當不足。為解決政府補助投礁經費不
足及繼續培育沿近海魚類資源，本文建議可訪亞洲先進國家日本韓國，利用煉鋼爐
石與水泥製作人工魚礁，以解決廢置煉鋼爐石及魚類資源匱絕等問題。

一、緒言
為了改善臺灣沿近海漁業生產力，漁業署歷年來便積極地推動減船、休漁、
漁船改造、增殖放流及漁業管理與執法等工作，其中在培育漁業資源方面，更以
設置人工魚礁，作為改善漁場環境的主要手段。人工魚礁的設置，是將天然或人
造結構體投置於適合的海域，以改善或營造海洋生物之棲息環境，而達到培育生
物資源，增進漁業經營的目的。人工魚礁於海底除了提供新的棲地，使得藻類及
附著生物，得以在此生長外，加上浮游生物聚集於緩流處，魚礁區因而成為許多
生物索餌、產卵或躲避敵害的場所，也使得原本空曠的海域迅速有效地增加魚類
的種數和族群量。
投放人工魚礁目的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漁場環境；依循海洋生態系觀念，提
供立體多變的棲地形態，藉由海流、波浪等作用攪動海底的營養鹽，帶動浮游生
59
60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漁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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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成，進而營造富有多采多姿的藻類及珊瑚群之生態環境，打造一座熱鬧繽
紛的水族樂園。在此，也吸引了各式各樣不同的魚群棲身定居；大量成群的小魚
(如燕尾光鰓雀鯛、擬金眼鯛等)在此逐漸成長並以礁區洞穴為家，躲避敵人攻
擊。進而，具有經濟性的魚類，如常見的四帶雞魚、紅甘鰺，也進入魚礁區覓食；
連海中霸主如大斑裸胸鯙、馬拉巴石斑魚等也隱身於其中等待食物上門。人工魚
礁的投設已在世界各國行之有年，由於擔心人工魚礁可能破壞海洋生態環境，各
國在進行魚礁的投設時都非常謹慎，都會審慎考量海流、深度等因素，再選定合
適的地點與材料來進行魚礁的投設。在亞洲地區，除了日本、香港及臺灣，大多
數國家在人工魚礁投設上較少具體的規範，且沒有完善的投設後續管理計畫。直
到最近幾年，中國大陸東南沿海省份(如福建省、浙江省)也開始制定相關法令並
大力推動人工魚礁的投設。
為了解並探討臺灣目前人工魚礁狀況，本文除將歷年收集文獻逐一整理外，
也將歷年來為漁業署執行之人工魚礁計畫資料分析探討，將臺灣周邊的人工魚礁
現狀呈現出來，同時建議相關執政單位(包括漁業署及各地方縣市政府)應重視及
有計畫的逐年編列經費投放人工魚礁、持續觀察、嚴格執行取締工作及正確的管
理，而不是仰賴地方自行爭取財源自行投放，自行管理，如此下去便失去了原先
投放人工魚礁以改善漁業環境的木的。

二、臺灣工魚礁投設依據的原理及目的
臺灣與澎湖、金門等地區形成一海島群，臺灣正位處東經 120°～122°、北
緯 22°～25°之間，東臨太平洋，西隔臺灣海峽與大陸相望，南北長約 377 公里，
東西寬約 142 公里，海岸線全長約 1,200 公里(含澎湖群島總長約 1,520 公里)。
島上山嶽高聳，東部海岸因海岸山脈面海矗立，岸邊多懸崖峭壁，海底坡降陡峻，
距岸不遠處即為深海。西部海岸則山脈距海較遠，沿海平原坡度平緩，海灘承其
餘勢坡度亦緩；加以早年各主要河川均西向流入臺灣海峽，順流而下之大量泥砂
堆積於近海地區，遂助長海灘向外伸展。臺灣位居亞熱帶，地處太平洋西側，四
面環海，具有廣闊的沿近海水域，海域棲地複雜且多樣，包括大陸棚、沙泥灘地、
河口、岩礁、珊瑚礁、海草床、紅樹林、沙洲潟湖、深海大洋及熱泉等。此外，
有大陸沿岸水、黑潮、黑潮支流及台灣海峽暖水流經周邊海域，不同流系帶來不
同魚類，使台灣附近海域之魚種具多樣性，海洋生物資源豐富，也具備了得天獨
厚的漁業生產環境。
臺灣的沿近海漁業自民國 40 年起，在政府鼓勵民間造船下，沿近海漁業產
量年年增加，後續在民國 42~49 年實施第一、二期經建計畫，將資金投入沿近海
之小型漁業，與民國 42 年實施「漁船放領」後，使得臺灣的漁業突飛猛進。臺
灣沿近海漁業經營之種類包含刺網、拖網、延繩釣、一支釣、曳繩釣、籠具、巾
著網、焚寄網、扒網、鯖鰺大型圍網、魩鱙漁業、飛魚卵漁業、珊瑚漁業、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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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漁業及魚苗捕撈等，捕撈魚種種類繁多。民國 60 年代，政府更因推行「漁船
動力化、設備機械化、作業科學化、經營企業化」政策，再次使台灣的沿近海漁
業突破漁業發展之瓶頸。。近幾年來，臺灣的沿近海漁業由於漁業資源過度利用、
海域生態環境遭到污染、重要棲地生態環境被破壞、違法從事漁撈作業、本國漁
業勞動力短缺及鄰近國家重疊海域作業糾紛等，使得臺灣的沿近海漁業直到民國
70 年時達到高峰約 40 萬公噸後，因為上述作業海域與資源量受限遇到成長瓶
頸，呈衰退現象至今，為顧及沿近海漁業資源，自民國 78 年起，全面實施漁船
限建及汰建制度以管控漁船投入量。民國 80～84 年間更辦理第一階段漁船收
購，並於 92 年開始實施獎勵休魚。上述種種作為，才使得近幾年來，沿近海年
漁產量維持在 20 至 25 萬公噸之間。由於整體漁業大環境的改變，政府逐步推動
責任制漁業，落實漁業資源管理，以永續利用漁業資源，除了強化海洋漁業捕撈
管理外，在漁業資源培育部分，便以加強投設人工魚礁及魚苗放流為主要對策。
人工魚礁的設置，是將天然或人造結構體投置於適合的海域，以改善或營造
海洋生物之棲息環境，而達到培育生物資源，增進漁業經營的目的。礁體種類包
括：水泥礁、船礁、鋼鐵礁、輪胎礁，或其他經評估無污染海洋生態之虞、經改
裝或加工之物質或結構物(如電桿礁)。這些人工礁體由於培育漁業資源的效果獲
得認同，因而稱為「人工魚礁」。臺灣投放人工魚礁的目的，根據魚礁的功能來
區分可分為：1.增加沿岸海域漁獲量(傳統漁業)；2.特定項目的水產養殖(海洋牧
場)；3.增加休閒性漁業(海釣)；4.增加休閒性潛水及潛水艇觀光景點(軍艦礁)；
5.保護海底魚類棲息環境(如防止漁船在沿海拖網捕魚)；6.棲地復育(針對稀有或
瀕危物種)及學術研究(如九孔礁、煤灰礁實驗)等。依照上述目的，並在選擇魚礁
材料及設計時考慮以下準則：1.能堅固耐久，能為生物附著，且不得為環境帶來
風險之材質；2.構型適宜性及礁體堆放方式；3.施工方便及成本較便宜的材料。
因為礁體材料之構造和組成皆能影響附著生物及底棲生物的組成及豐度，例如鋼
鐵礁比輪胎礁易附生珊瑚，水泥礁和天然礁上之附著生物群聚結構則相似。堅固
的礁體可以維持較久，增加效益，因此應選擇可利用性高及堅固而持久性佳者為
主。目前已投在臺灣沿岸海域的礁體包含三角形水泥礁、半圓形組合水泥礁、1m
立方水泥礁、2m 立方水泥礁、輪胎礁、船礁、軍艦礁、鋼構礁等等，其中立方
體水泥礁、鋼鐵礁、廢棄材料(如報廢的船艦、電桿礁)再利用等等是目前國內較
普遍利用的材料。

三、人工魚礁投放的步驟：選址、投礁點評估、驗證
為了 1.維護工程品質、2.投放作業的安全、3.投設位置的正確性、4.保持投
放後的礁體的完整性及 5.確保投放位置是否正確的投設到預定位置，以達到培育
資源的目的，人工魚礁的投設步驟及投放後的驗證自民國 100 年後是有一定規範
的，包括：1.投放前的選址評估、2.預定投礁區內礁體投放位置之評估及 3.投放
後礁體投放位置與狀況評估等三項。首先，由漁業署公告當年預定投放的人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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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區有那些礁區，經由委託規劃設計的學術單位進行投放前的選址評估工作，選
址評定依據投放人工魚礁的各項最重要的幾個因子，包括：1.海底地形、2.地理
位置、3.海床底質、4.海流流速、5.礁區人工魚礁投放總金額及 6.海域生物生態
評估等 6 項因子，並分別給予 10~100 不等的分數評分，然特別注意及必須提出
的是：為了達到公平、公正及客觀的標準，在進行評分之前，首先將製作好的「各
類調查結果綜合彙集表」的礁區名掩蓋起來、順序打散，然後進行第 1 次的評分；
待 1 星期後，再重新將上述的「各類調查結果綜合彙集表」打散，再進行第 2
次的評分，以鑑別各礁區的投放順序，投設依據評分標準之內容說明如下：
1.海底地形：以地形坡度為 0 度最平坦為標準，訂定其原始分數為 100 分，若坡
度每增加 1 度則扣原始分數 5 分，以此類推，分數扣至最低分為 10 分為止。
2.地理位置：距離人工魚礁區 1x1 海浬範圍內，無任何外部環境影響因子，其原
始分數為 100 分，若有 1 條河流注入則扣 10 分，2 條以上之河流注入則扣 20 分，
以此類推，而為避免核能發電廠或定置網作業等產生的魚類生態變異及影響定置
漁業作業等爭議，若是有陸上附近設有核能發電廠或是該海域有定置網作業等者
另各扣 25 分，分數扣至最低 10 分為止。
3.海床底質：依據美國試驗材料學會(ASTM,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Material)
所訂定的美國標準顆粒度大小，海底底質粒徑共區分成自黏土、淤沙、細沙、中
沙、粗沙、礫石及石頭等 7 個等級。參考歷年文獻(如圖 1)顯示，若為底質中砂
者，對於礁體的掩埋程度最小，因此其原始分數訂定為 100 分，而每增減 1 個級
距扣 25 分，若介於級距中間者，則扣 13 分，分數扣至最低分為 25 分。
4.海流流速：根據蒐集調查及結果分析歸類出，漁獲效率最佳之海流流速最佳範
圍約介於 200~400mm/sec 之間(如圖 2)，尤其在 300 mm/sec 時，其漁獲效率為歷
年來最佳，所以設定海流流速約 300 mm/sec 時，其原始分數為 100 分，而每增
減 2 mm/sec 則扣分數 1 分，以此類推，分數扣至最低分為 10 分。
5.礁區人工魚礁投放總金額：為避免對某一礁區過度投放人工魚礁，造成資源浪
費，以及達到公平的投礁目的，本評分標準以該年預定投放的幾處人工魚礁區歷
年所投放的魚礁總數換算成金額，當作漁業署與各地方政府對此礁區人工魚礁的
總投資金額，以此為依據，受評估的各處魚礁區總投放金額最多者給予 60 分基
本分，總投放金額最少的(或甚至未曾投礁的礁區)給予 100 分，其餘礁區以最大
總投放金額減掉最小總投放金額後，除以 40 作為 60 分起跳的加分間距
(Interval)，依此原則分別將該年預定投放的各處魚礁區依歷年來總投礁金額，給
予評分。也就是說，歷年來投礁金額較多的礁區，在本次的評比分面，應該讓投
礁金額較少的礁區優先考慮投礁，以達到公平及避免資源過於投放於同一礁區的
目的。各處人工魚礁區的總投放金額計算方法：首先依年份及礁體別的不同，以
民國 99 年漁業署所記錄的「每一種礁體單座製作含投放的單價」為基準(表 1 所
示)，分別乘以該年預定投放的各處礁區各年投放的各類型礁體數，再參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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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計處網站所公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銜接表」及其年增率，以民國 100 年
=100%為基準，將每年預定投放的各處礁區所投放的人工魚礁數投礁金額逐年乘
以物價指數比率，最後再加總起來，便得到 40 處礁區各個的總投放金額。
6.海域生物生態評估：依據該魚礁區歷年來調查過的資料(表 2)，彙集整理後底
棲生物現狀、礁體附著情形、生物相及魚類相(包括種類與數量之評估)，給 10~100
不等的分數評分，以作為該海域魚礁區海域生物生態評估結果。
再將依上述評分標準所給定的各項影響投礁選址的各項因子的 2 次的「原始
分數」的總分，進行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其目的是在檢驗這 2 次不同時間、
隨機的評分結果是否甚為相近，倘若相近(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水準)，即表示檢驗
這 2 次的評分結果是客觀的、無太大差異的且是一致的。以下為 Spearman 等級
相關分析係數的計算公式：

rs 

(1  6 d 2 )
N ( N  1)
2

顯著性檢定的公式為： t 

rs
1  rs2
N 2

倘若上述相關係數達到顯著水準，遂將 2 次的「原始分數」的總分加以平均，
再將每個礁區平均分數轉換成 Z 分數，以求得精準的評估結果。Z 分數的計算方
法如下：

Zi , j 

X i, j   j

j

在此：i 代表礁區(i=1,2,……,40)；
j 代表影響選址的重要因子(j=1,2,…,6)；
μj 代表第 j 個因子在預定投放的各礁區內的平均值；
σj 代表第 j 個因子在預定投放的各礁區內的標準差；
Xi,j 代表第 i 礁區的第 j 個因子的原始分數；
Zi,j 代表第 i 礁區的第 j 個因子的 Z 分數。
最後，將各礁區的 6 項影響選址的重要因子的 Z 分數加總起來，並加以排
序，便是本工作針對預定投放的各處礁區進行選址的評估結果，其礁區選址評估
結果顯示，如表 3 範例及圖 3 所示。經上述評估入選為該年度決定投礁的人工魚
礁區，各個礁體的投設地點，必須再以科學魚探機及側掃聲納，將預定的投礁區
進行投礁前的設計規劃，包括地形的測繪及地貌的側掃(圖 4)，以瞭解及掌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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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該礁區的狀況，最後建議在該礁區內的何處可以再新增設人工魚礁及數量，此
項步驟為投放的設計。海底地形測繪是音響探測法運用於海洋工程及漁業方面最
基礎與必要的調查項目之一。在海洋工程方面，正確的掌握海底地形將有助於工
程的施工與人工魚礁投放地點、深度的評估與選擇及礁群的設置方式是否正確等
研判；由所展繪的地形圖，無論是 2 維或 3 維，皆可清楚地礁區內那些地區海底
坡度是否較平坦，適合投礁，那些地區海底坡度較陡峭，容易造成礁體傾倒，不
適合投礁。在漁業方面，藉由海底地形也可以研判魚道可能的位置、探究漁場形
成的原因，以及決定漁(網)具設置的位置。本項調查工作之水深資料的採集方式
是以鋸齒狀(Zig-Zay Way)向東西及南北方向來回收錄資料的方式進行，每條測線
距離端視測量海域範圍大小及欲檢視的海底地形之精密度而定，主要以 0.1 浬為
每條測線間隔距離，每個礁區航測線共計 22 條(東西向及南北向各 11 條)密集的
採集礁區經度、緯度及海底深度等三維資料。所收集到水深資料皆使用後處理方
式進行地形測繪，後處理包括定位資料之校正與整理，水深資料的潮差修正等工
作。最後，再將校正後的資料，轉換成 ASCII 碼資料，再由本研究室研發之漁
航儀器測繪系統與 Surfer 軟體繪製 2 維或 3 維的海底地形，以作為評估投礁地點
之參考(圖 5)。海底地貌側掃聲納調查分析在海洋工程方面，可以正確的瞭解海
底地貌，那些地方底質是沙泥或岩層海床，海底又有那些地物沉於海床上，現將
有助於人工魚礁投放地點選擇及礁群的設置方式是否正確等研判。目前國內調查
乃使用的側掃聲納大多為美國製 J. W. Fish SSS 100/600K、Klein System 3000 及
EdgeTech 4125P 等 3 套。
人工魚礁投放時的海上作業也有一定的標準程序，包括確認投設地點經緯
度、投設地點當天即時海象(風速不得超過 5 節、海流不得超過 3 節)、整備裝運
船、投設機具檢測、定位、標示投設海域範圍、錨碇及投放礁體。投放後必須再
委託學術單位進行投放後的驗證工作，包括海底地形測繪、地貌側掃及礁體海底
攝影等，海底地形測繪除了重新繪製海底地形圖(圖 5、6)外，並將科學魚探所定
位的魚礁投放位置(圖 7)及比對側掃聲納圖形(圖 8)，將礁體標示於地形圖中，最
後製作成評估表以供漁業署作為工程最後的驗收依據(圖 9、10)。礁體海底攝影
之潛水驗證作業程序，經由側掃聲納圖確定人工魚礁投放區域後，潛水員由該群
集的中心位置下水並施放定位浮標。由該中心點向四個方向拉四條監測動線，並
在測線繩上每相隔一公尺做上記號，做為攝、錄影的基準線。如圖 11 所示，攝
錄影方式是從礁體中心處沿著動線標示移動拍照。四個方向均拍攝礁體上、下層
的影像，以顯示出礁體堆疊的狀況。每個礁區的監測報告中提報東西南北向之相
片至少共 24 張。成果報告中至少 72 張，並提報畫素 1904*1000 像素(含)以上
的電子檔，如圖 12、13 所示。
投礁後的驗證程序，依上述海上時側的結果，再依照漁業署規定的人工礁吊
放原則與標準進行投礁後的驗證評估工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所制訂之鋼
鐵礁吊放原則如下：1.如同一地點需吊放兩座以上鋼鐵礁，其排列方式為:兩座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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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排列、三座採品字形拱列。四座採田字形排列，每兩座中心距離約為 50 公
尺。鋼鐵礁個體間距如控制在礁群形心中心點半徑 100m 範圍內，則視為吊放合
格；任一座礁體吊放至礁群形心中心點半徑 100~300m 範圍間時，每座扣減「鋼
鐵礁吊放費」百分之五的工程價款；若任一座礁體吊放至 300m 外，該座鋼鐵礁
之「鋼鐵礁吊放費」工程價款全部扣減、不予計價。在 1000m 以上，則礁群(或
單一礁體)之「鋼鐵礁吊放費」工程價款全部扣減、不予計價。各個鋼鐵礁體依
其經緯度繪出礁體分布狀況，然後在再分別計算每個礁體間的距離，最後根據上
述「吊放原則」與「合格標準」所制訂之原則與標準，評定施工單位是否依規劃
位置將礁體投設在規劃位置所限制的範圍(或單一礁體)內，驗證是否達到合格標
準。同時為求資料品質之穩定，每區域測量時均在探測區域進行來回的定位與側
掃聲納測量數次，以掌握確實數據影像與坐標位置。

四、臺灣人工魚礁區及投放的礁體
自民國 63 年開始迄今，政府總共在臺灣周邊的海域設置有 88 處的人工魚礁
區，如圖 13 所示，絕大部分的人工魚礁區大小是以該礁區公告的中心點為中心，
0.5 浬為半徑所構成的區域為人工魚礁區，據此 88 處人工魚礁區的總面積約為
237 平方公里，主要投放的礁型包括水泥礁、電桿礁、船礁、軍艦礁及鋼鐵礁。
截至目前為止，88 處人工魚礁區大約投設了大大小小的人工魚礁進 20 萬座。其
中，鋼鐵礁分成 A、B 兩型，在 88 處人工魚礁區總共投放近 396 座(表 4)，包括
A 型 196 座及 B 型 200 座。除了幾座早期投放的幾座鋼鐵礁，由於設計焊接技
術不良，受到颱風的侵襲有所破損外，絕大部分的鋼鐵礁外型皆完整保持。軍艦
礁總共投放 14 艘，其投放地點及時間如表 5 所示。其中，萬安艦、中榮鑑、中
正艦及當陽艦四艘軍艦礁，因為年代久遠，雖然多少有些破損，但比起其他軍艦
早已破損斷裂與分解，其船型外觀堪稱尚保持完整的四艘。電桿礁部分，皆由臺
電公司提供，電桿人工魚礁由原料至成品可分為四個步驟：1.電桿自台電各區營
業處搬運至工地、2.水泥電桿切割作業、3.進行組裝作業及 4.組裝完成井字型電
桿人工魚礁。其主要目的在於改造海底環境，使原本生產力較低、魚種較少的砂
泥底質環境，改變為生產力較高，魚種較多的岩礁環境。臺電將廢棄水泥電桿回
收再利用，製成具有經濟效益的人工魚礁之外，在提供海洋生物棲息場所的同
時，還能間接防止拖網船侵入沿岸海域作業。臺電委託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
究中心進行的「水泥電桿應用於人工魚礁培育資源之調查研究」，顯示，人工礁
體以電桿礁的聚魚效益最高，是水泥礁的 7 倍、鋼鐵礁的 1.5 倍、船礁的 1.9 倍。
臺電公司自 86 年起於臺灣周圍海域 22 個人工魚礁區及保護區共投放電桿人工魚
礁 18,517 座，為沿海魚類提供棲生環境， 防止漁場老化且提高沿近海域的基礎
生產力，復育海洋生態。
2.0M 雙層式水泥礁因為側邊有 4 個窗孔狀似田字，因此又俗稱田字型人工
魚礁，是民國 80 年代主要投放礁型。其優點是 1.混凝土材料非常耐用且容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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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性質穩定，不易為海水環境所影響；2.形狀灌澆彈性大，容易以模具製作礁
體；3.表面粗糙易提供基質給附著生物附著和生長，間接提供餌料和避難場所給
其他的無脊椎動物或魚類。為營造複雜多樣的棲蔽空間，投放時應集中堆疊投放
方能奏效，但以往由於沒有側掃聲納作為大範圍掃描探測工具，廠商為節省海上
作業時間及成本，大多堆高機將礁體自船舷邊直接推落海底，導致許多水泥礁體
再投放當時，即因為礁體落入海底重疊撞擊而破損，這種現象更導致電桿礁的電
桿散落於海床上，大大降低聚魚效益，並被環保團體以隨意倒置廢物於海床詬
病。電桿礁的優點是 1.汰舊資源再利用，節省製作成本；2.裁切後，礁桿露出圓
形孔穴適合裸胸鯙或龍蝦棲息；3.表面粗糙易提供基質給附著生物附著和生長，
間接提供餌料和避難場所給其他的無脊椎動物或魚類。其缺點即必須注意之處，
如上述，1.在選擇電桿時應篩選結構強度較佳之電桿，結構方能穩固；2.投放時
應集中堆疊投放，方能營造複雜多樣的棲蔽空間，但往往由於施工過程未嚴格規
定，導致破損失去效益的電桿礁甚多。鋼鐵礁的優點為：1.設計上具有基樁腳及
底板可抗沉陷，能延長礁體壽命，提高效益；2.礁體棲蔽空間及聚魚效果佳。惟
在加掛相關配件時(如舊輪胎)，必須注意掛裝強度，另外製作成本太過昂貴，導
致無法長年編列預算投放。船礁的優點：1.使得報廢船艦或漁船可獲再利用價
值；2.由於結構巨型，堅久耐用，不易破損使用壽命長。惟投設前需要確實拆除
機件及清除整理油垢，以避免污染海洋，相當費時費工。

五、臺灣人工魚礁學術研究
國際上，已經有許多人工魚礁的投設先例；日本與美國自 1950 年起，便陸
續實施人工魚礁設置的大型計畫，法國、澳洲自 1960 年後也開始推動。主要目
的在於：1.增加漁業的生產力與產出；2.改善海洋生物棲息地及拖網漁業的破壞；
3.提供海洋觀光遊憩與潛水運動的資源。雖然眾所周知人工魚礁在聚魚效益上，
確實有相當大的發揮，但卻相當難以數量化的科學數據來研析表示其確切的效
益。目前針對臺灣人工魚礁效益的研究，主要有四個方向，1.問卷調查方式；2.
漁獲調查方式；3 潛水目視計數方式及 4.水中聲學方式。問卷調查方式是社會科
學方法之一，主要是透過訪談填寫問卷問題方式，雖然在質性方面，可以獲得可
靠的信、效度，但最終難以量化表示何種礁體的聚魚效果。漁獲調查方式主要是
僱請當地漁民以隨機方式到人工魚礁區進行釣獲試驗，由於無法使用網具，因此
釣獲的結果受限於釣具、餌料的選擇性、作業時間及長短等因素，漁獲量不大且
聚集魚類樹無法確切估算，容易導致低估資源現存量。潛水目視計數方式是目前
全世界最常用也被認為最有效於人工魚礁效益評估方面的方法。但對於能以潛水
目視計數方式估算礁區魚種及數量的人員並不多，最主要受限於水下潛水時間有
限，且無法大範圍估算，也容易導致低估資源現存量。水中聲學是二次世界大戰
發展聲納後，逐漸運用於水中生物現存量的估算法之一，隨然可以量化、大範圍
探側及不因為捕捉而損傷資源現存量，但由於聚集於人工魚礁附近的魚種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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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有季節性，因此只能針對某些季節特殊的魚種進行評估。目前，使用水中
聲學的方式已發展至可以利用兩中頻率的科學魚探所得之標物反射強度(target
strength)差，作為辨識魚種的依據並用於礁區上同時進行資料收集及估算某特殊
於種的現存量，其估算方法如下：

TS 50 200 

S
S
 t n 1,0.975  TS 50 200  TS 50 200 
 t n 1,0.975
n
n

如狗腰鰏(ponyfish, Leiognathus equulus, Forssk, 1775)
TS 50 200 

S
70

 t 69 ,0.975  TS 50 200  TS 50 200 

S
70

 t 69 ,0.975

(n=70)

6.41  0.15  1.99  TS 50 200  6.41  0.15  1.99
 6.11  TS 50 200  6.71 (dB )

得到狗腰鰏的辨識依據TS 介於 6.11 至 6.71 之間，也就是說現場兩種頻率的科
學魚探所測得的標物反射強度差若在此範圍內者，即為狗腰鰏這種魚種，如此便
可依此觀察此於種在礁區內的行為及估算其數量了。圖 15 為狗腰鰏在屏東林邊
第二人工魚礁區的日周洄游模式。
另外，運用水下聲學於人工魚礁區的研究，是研析屏東縣海口人工魚礁區三
種人工魚礁(包括軍艦礁、鋼鐵礁及電桿礁)聚魚效益與環境因子(水溫、海流流速)
等關係。如圖 16 所示，三種魚礁所在的位置，經由 24 小時(每 2 小時間隔)連續
的觀察結果，礁體上方的體積後方散射強度(Back scattering volume, Sv)與時間序
列皆呈現相類似的起伏狀況。三種魚礁的體積後方散射強度與時間序列由不同的
變化，尤其在早上 8~10 時及下午 20~22 時這兩個時段所呈現的體積後方散射強
度最強，顯示，同此一礁區、三種不同礁體所在位置的魚群體積後方散射強度有
隨著時間不同而有所不同，且三者有一致的傾向，皆發生在相同時段。顯示，在
人工魚礁區利用聲學方法來評估魚群現存量之時，最好選擇上述兩個時段進行，
以避免低估的現象發生。三種礁體的魚群量與環境因子關係，經由變異數分析結
果顯示，現場魚群的體積後方散射強度(in situ Sv)皆與海流流速有顯著的關係，
如表 6、7 所示，當海流流速在 0.5 節(Kt)以下時，此時現場魚群的平均體積後方
散射強度最大，也就是說魚群在海流流速弱的時候，才會大量的出現洄游於魚礁
周邊而被探測到，反之則相反。由上述結果顯示，水中聲學可用於人工魚礁方面
的研究包括：1.海地地形測繪及人工魚礁定位(Bottom contours measuring and
status of AR)；2. 魚群行為研究、監控過程及人工魚礁投設；3.人工魚礁累積效
率的估計、環境因素影響比較及地質泥沙的識別及 4.目標魚種現存量的評估
(Target species standing crop)、人工魚礁材質效益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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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人工魚礁區的未來及應用
依漁業法規定：各縣巿政府得依沿海生態資源情況劃定禁漁區，以保育漁業
資源，嚴禁拖網或流刺網等網具撈捕魚類，違法者將移送法辦。但目前公告尚未
禁止漁民採用垂釣方式，因此具有保育概念漁法的「一支釣」是可以在此捕魚的！
一支釣不僅做到保育沿近海資源，同時逐漸帶動了國人休閒漁業的發展，更有效
開發漁業觀光，促進地方產業活絡。目前，除了最近兩年由苗栗縣政府委託顧問
公司投放大型鋼鐵礁外，臺灣人工魚礁的投設幾乎是處於停滯狀態，由於政府經
費補助有限及有些學界的反對，認為投設人工魚礁不僅無法達到培育資源的木
的，反爾有加速毀滅魚類資源的憂慮。從每年各區漁會編列覆網清除的經費及所
清除的網片來看，確實是有加速毀滅魚類資源的憂慮，少部分的漁民為了一己之
利，不顧資源的破壞及損壞人工魚礁的效益，逕用違法的網具在人工魚礁區作
業，尤其以流刺網最多。一旦纏絡便逕行割破，破損的網片在礁體上將形成一片
危險的網片，繼續不斷的纏絡來由的魚類，使得人工魚礁的效益大大減小。因此，
除了加強護漁的巡邏之外，希冀政府能有效的管理及遏止各縣市之拖網、燈火漁
業及違規作業的漁船。
由於人工魚礁長年會受到海底泥沙的掩埋及沉沒，甚至破損，然目前又因為
政府經費有限，無法充裕的補助各縣市政府設計製作及投設人工魚礁，因此如果
有廢棄乾淨的材質來製作人工魚礁，將對臺灣周邊的漁業資源之培育方面，有相
當大的助益。目前，亞洲先進的國家，包括日本及韓國都已經開始將煉鋼爐石在
運用恢復海洋環境的工程上，尤其以製作人工魚礁為主要對象。煉鋼爐石是煉鋼
過程中產生的副產物，由於屬於高鹼性的副產物，目前在路上的運用大多用於路
基、鐵路建設、土壤改良及礦渣粉混凝土上。海洋環境中的煉鋼爐石(礦渣)的利
用，其優點 1.有助於使回收區域多樣化，從而避免與其他回收材料競爭；2.確保
大規模利用；3.促進鋼鐵工業的環境友善的努力及 4. 通過恢復海洋生態系統來
增加漁民的收入等益處。在海洋環境中的回收區中大多用於製作人工魚礁、藻礁
及沉積物修復封頂等運用上。由煉鋼爐石所製作的人工魚礁附著物每單位面積
(cm2)數量(15 個體)的比較，高爐渣礁(12 個體)，比水泥礁(9 個體)及其他結構物
的附著物更多。附著的海藻存活率為 43%，天然礁為 42%，水泥礁則為 35%。
聚魚效果上，煉鋼爐石所製作的人工魚礁每平方公尺約 605 克，是一般水泥礁則
為 353 克的 1.7 倍，聚魚種類數每平方公尺約 8 種，是一般水泥礁則為 6 種的 1.3
倍。根據韓國廠商研究報告指出：1.以煉鋼爐石作為基質，非常理想地適用於促
進海藻的孳生與繁殖和底棲物種的存活；2.含鐵爐石所提供的生長所需的微量元
素，通過海藻的繁殖可促進沿海生態系統的恢復；3.以煉鋼石作為沈積物封蓋材
料的應用，不僅可以受修復污染的海洋沉積物，進一步對海洋生態產生有益的影
響。臺灣近年來煉鋼爐石到處堆積，為了解決此問題，本研究單位已成功地與國
內廠商研究開發完成一項將煉鋼爐石轉質的技術，可以將煉鋼後的爐石降鹼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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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中性的 PH=7.3 左右。目前，即將展開海上投設試驗，倘若海上各，礁區內，
只鋪設一層的話，將可投放顆(237/4/*1000*1000=59,250,000 (5900 萬顆魚礁)，
而以一般傳統水泥礁的重量來算的話，一顆水泥礁約 5.5 噸重，5900 萬顆煉鋼爐
石魚礁將需要(或可解決) 228,112,500 噸(約 2 億 2811 萬噸)的煉鋼爐石。且每年
必須經常補充，因為大部分西部的人工魚礁都會遭受海底地質的埋沒。

七、結論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2018 年全世界漁業及養殖漁業年報指出，2016 年全球
的魚類消耗量為 1.71 億噸，直到 2030 年止，將再增加 18%到 2.01 億噸。顯示，
人類對於魚類的需求有隨著人口數的增加而日益增加的趨勢。為解決當前對於海
洋性蛋白質需求日益增加的問題，全球各個國家除了做好自己經濟海域內的漁業
管理工作外，投放人工魚礁及魚苗放流是當前要務。臺灣四面環海且擁有 88 處
的人工魚礁區，應該重新再度啟動現況調查工作，重新檢視那些魚礁區功能已喪
失?那些仍待加強?那些相當完善?以明確的掌握各個礁區的健康狀況，同時籌措
或募集經費，重啟選址、規劃及驗證工作，讓人工魚礁在臺灣周邊海域能充分發
揮其經濟效益，並且讓我們可以用續的利用沿近海域周圍的魚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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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類型人工魚礁單體體積及製作含投放成本
礁型

體積(m3)

單座成本(千元)

單座體積成本(千元/m3)

電桿礁
大型船礁
大型鋼鐵礁
水泥礁

20
1000
800
8

20
1200
1280
16

1
1.2
1.6
2

表 2、宜蘭縣大里人工魚礁區歷年來調查報告分析結果
整體評選投放數據
7
前 5 項評分平均：73.7
本市評選投放順序
魚礁投資金額得分：65.0
T 分數總分：331.2
中心點座標
N24°57.10',E121°54.80'
(WGS84 系統)
水深
水深(平均)：21 (m)
在北邊水深 26 公尺以淺的海底(即 N24°57.300 以北)及南邊水深約
38 公尺以淺的海底(即 N24°56.300 以南)，各有一組定置網，因此
海底地形特徵
此海域人工魚礁投放的深度及範圍，大多位於此礁區內水深 28 公
尺深到 40 公尺的海底。此海域水深自 22 到 40 公尺，地勢的坡度
較石城更平坦，約 0.5 度。
地理位置特徵
本礁區位於石城人工魚礁西南方，較靠近沿岸
海床底質特徵
以中沙到石礫間的底質為主，合計百分比約為 96.0%
平均流速
總平均流速約為 115 mm/sec(相當於 0.23 kt)
由側掃顯示，投設在此的礁體，已有部份以遭受掩埋，目前只剩南
北兩群礁密集的礁堆，仍發揮其聚魚效益，因此，未來可以再投放
現存礁體種類
水泥礁或電桿礁成堆，以構成礁群，或也可考慮在此投放大型的鋼
鐵礁或船礁等礁體。
天然礁東面為垂直峭壁，高度約 3 公尺，表面有水平方向岩縫，西
面為 30 度斜坡，緩慢沒入沙中，南北長度約 40 公尺。水泥礁為單
礁體工程現狀
層緊密排列，所有礁體均相當完整，整體完整度約為 100％。水泥
礁-2 分成 3 堆，各堆為 10、10、5 座，堆間距離約為 3~5 公尺。
堆內礁體為單層緊密排列，其中僅有一座出現破損。
底棲生物群聚：天然礁的底棲生物覆蓋率約為調查區域總表面積的
80％，其中以棘穗軟珊瑚最多，約佔總生物量的 25％；其次為黑
樹角珊瑚，約佔 15％；再其次為海綿及繖穗軟珊瑚，各約佔 8％。
生物著生現況
此外在獨立礁的東面岩縫中有相當大量的龍蝦。總數超過 40 尾，
體長約為 8~20 公分左右。
水泥礁(1)的底棲生物覆蓋率約為礁體總表面積的 80％，其中以黑
樹角珊瑚最多，約佔總生物量的 40％；其次為圓管星珊瑚，約佔
393

13％；再其次為水螅及海綿，各約佔 12％及 9％；水泥礁(2)的底
棲生物覆蓋率約為調查區域總表面積的 50％，其中以海綿最多，
約佔總生物量的 12％；其次為水螅、圓管星珊瑚及牡蠣，各約佔
10％、10％及 8％。
經由 4 次調查結果平均，本魚礁區泥沙覆蓋約佔礁體總表面積的
32.5％，底棲生物以軟珊瑚最多(34.4％)，其次為石珊瑚(12.8％)、
水螅(7.5％)及海綿(7.4％)。
魚類相概述：本魚礁區以天竺鯛科(Apogonidae)及鮨科(Serranidae)
種類最多，各記錄到 6 種。其次為隆頭魚科(Labridae)、雀鯛科
(Pomacentridae)及蝶魚科(Chaetodontidae)，分別記錄到 4 種、4 種
及 3 種。在數量方面以半線天竺鯛(Apogon semilineatus)最多，共記
錄到 1250 尾。其次為箭天竺鯛(Rhabdamia gracilis)、燕尾光鰓雀鯛
(Chromis fumea)、藍新雀鯛(Neopomacentrus cyanomos)、庫伯氏擬
花鱸(Pseudanthias cooperi)、日本鸚鯛(Pseudolabrus japonicus)、黃
身天竺鯛(Apogon fleurieu)及三線雞魚(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最多，分別記錄到 500 尾、170 尾、52 尾、45 尾、29 尾、25 尾及
23 尾。
以一支釣作業為主，流刺網漁業少見。偶有休閒釣魚，無休閒潛水
附近作業漁具漁法
活動。
歷年投放礁體種類與數量(根據漁業署公告)
75 年 1.5M 方型水泥礁：145 座
81 年 2.0M 雙層式水泥礁：290 座
79 年 2.0M 雙層框型水泥礁：120 座
81 年 1.5M 方型水泥礁：250 座
79 年 1.5M 方型水泥礁：230 座
94 年 電桿礁：100 座
80 年 2.0M 雙層框型水泥礁：210 座
綜合結論摘要
效益調查：在宜蘭縣大里人工魚礁區的礁體現況方面，投設在此的礁體，已有部份以遭
受掩埋，目前只剩南北兩群礁密集的礁堆，但由魚探影像顯示，仍有魚群聚集洄游魚礁
體附近情形，顯示礁區還保有聚魚效果。
可行性的調查：建議於水深 34~40 公尺海底較為平坦之海域投設人工魚礁，未其礁行可
考慮投放大型礁體，如鋼鐵礁或船礁。
表 3、民國 100 年 40 人工魚礁區投礁前選址評估分析結果(範例)
基隆市
望海巷
編號
1
選址後排名
8
海底地形
65.8
地理位置特徵
67.5
海床底質
75.0
海流流速
77.5
海域生物生態評估
76.7
平均
72.5

新北市
淡水
2
33
75.0
50.8
56.7
72.5
45.0
60.0

新北市
跳石
3
25
67.5
50.8
80.8
72.5
47.5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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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野柳
4
23
72.5
60.8
48.3
74.2
74.2
66.0

新北市
龜吼
5
2
75.8
75.8
77.5
79.2
75.0
76.7

新北市
深澳
6
4
57.5
80.0
81.7
79.2
80.0
75.7

桃園縣
竹圍
7
27
84.2
57.5
71.7
65.0
31.7
62.0

魚礁投放總金額

35.8

68.3

75.8

63.3

70.8

66.7

40.0

表 4、92~99 歷年來各人工魚礁區投放的鋼鐵礁種類及數量
人工魚礁區 92 年 93 年 94 年 98 年 99 年 鋼鐵礁種類
及數量小計
望海巷
A4
A4
A8
龜吼
B3
B3
深澳
B4
B4
野柳
B3
B3
B6
竹圍
B3
A3
B4
A3、B7
永安
B3
B4
A3
B3
A3、B10
新豐
A3
A3
A6
香山
A3
A3
A6
外埔
B4
B4
B8
白新
A4
B4
A4、B4
崎頂
A4
A3
A7

編號

縣市

1

基隆市

2

新北市

3

桃園縣

4
5

新竹縣
新竹市

6

苗栗縣

7

臺中市

8

彰化縣 崙尾保護礁

9

臺南市

10

11

12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13

花蓮縣

14

宜蘭縣

15

澎湖縣

16

金門縣
合

五甲

B4

安平(三)
茄萣(三)
彌陀(二)
梓官
林園(二)
枋寮(二)
林邊(二)
林邊(三)
海口
竹湖
小港
龜灣
鹽寮
奇萊鼻
東澳
石城
錠鉤嶼
鎖港
香爐嶼
望安
母嶼
計

B3

A3

A3、B4

B3

B3

A3

A3、B3

B3

B3
B3
B4
B4
B15
B3
A4
A7
A4、B3
A3、B4
A4
B16
A4
A7
A16
A4
A3、B4
B4
A8
A4
A111、
B115

B3
B4
B4
B4

B4

B4

B3

B3
A4
A4
B3

A4

A3
A3

A4
B4

B4

B4

B4

A4
A4
A4

A4

A4
A3

A4
A12
B18

B4

A4
A3
A4
B4
B4

A4

A15
B15

A24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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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B25

A4
A35
B35

鋼鐵礁體
數量總計
A8 座
B 13 座
A6、B17
共 23 座
A6 座
A6 座
A11、B12
共 23 座
A3、B4
共7座
B3 座
A3、B3
共6座
B14 座

A11、B18
共 29 座
A11、B7
共 18 座
A4、B16
共 20 座
A23 座
A15、B8
共 23 座
A4 座
226 座

表 5、歷年投放的軍艦礁及其位置
軍艦名稱

投放的礁區

投放日期

目前狀況

萬安艦
凌雲艦
岳陽艦
慶陽艦
鎮海艦

宜蘭石城
澎湖七美
花蓮奇萊鼻
新北市澳底
屏東縣小琉球

2000/11/19
2000/12/16
2001/10/13
2001/11/02
2001/12/09

完整保持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當陽艦
居庸艦
大同艦
中榮鑑
武勝艦

宜蘭石城
宜蘭東澳
花蓮奇萊鼻
屏東縣海口
澎湖碇鉤嶼

2002/10/31
2002/11/09
2002/11/10
2002/11/29
2003/01/09

稍有破損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完整保持
破損斷裂

萊陽艦
綏陽艦
漢陽艦
中正艦

澎湖西嶼內垵村
台東綠島
苗栗外埔
屏東縣海口

2003/03/29
2003/04/11
2003/04/19
2015/06/30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破損斷裂
完整保持

表 6、屏東海口魚礁區三種礁體上方體積後方散射強度與環境因子變異數分析結
果
Anova Tabl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vs in situ SV
War S. R

Steel R

E. Pole R.

Sea Surface Temp.

0.014

0.071

0.041

Current Speed

3.25*

5.48*

10.74*

SST x CS

0.008

0.109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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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屏東海口魚礁區三種礁體上方體積後方散射強度與海流流速關係分析結果
Dependent variable (Sv)

Unit：dB

Scheffe method
(I) Current Speed
<0.5 Kt
0.5-1.5 Kt
1.5-2.5 Kt
> 2.5 Kt
0.5-1.5 Kt
<0.5 Kt
1.5-2.5 Kt
> 2.5 Kt

(J) War S. R
(I - J)
3.80
9.60*
14.00*
-3.80
5.80
10.20*

(J) Steel R
(I - J)
5.45
8.60*
13.90*
-5.45
3.15
8.45*

(J) E. Pole R.
(I - J)
5.80
13.15*
18.60*
-5.80
7.35*
12.80*

各礁區底質分析之百分比
100%
90%

底
質
百
分
比

80%
70%
60%
50%
底盤
90μm
106μm
180μm
300μm
600μm
1.0mm
2.0mm
3.35mm

40%
30%
20%
10%
0%
竹
圍

永
安

新
豐
二

崎
頂

外
埔

白
新

通
霄

五
甲

人工魚礁區

圖 1、臺灣週邊人工魚礁區海域內底質分析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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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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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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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外
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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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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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苗
栗
通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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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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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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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南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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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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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林
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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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林
邊
三

屏
東
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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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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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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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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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枋
寮
三

屏
東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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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南
灣

宜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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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蘭
大
里

宜
蘭
東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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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宜
灣

台
東
小
港

台
東
竹
湖

人工魚礁區

圖 2、 臺灣週邊 34 處人工魚礁區海域 97~99 年間調查的海流流速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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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
柴
口

台
東
龜
灣

花
蓮
奇
萊
鼻

花
蓮
鹽
寮

高 雄 市 茄 萣 (三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新 北 市 龜 吼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海底地形
100
魚礁投放
總金額

海底地形
100
地理位置
特徵

59.2

魚礁投放
總金額

43.1
61.7

62.5
0
57.6

59.0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54.7

57.5

0

62.7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海床底質

海床底質

59.8

63.2

海流流速

海流流速

Total T Score=340.3
臺 東 縣 宜 灣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Total T Score=353.8
新 北 市 深 澳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海底地形
100
魚礁投放
總金額

海底地形
100
地理位置
特徵

51.6
55.4

魚礁投放
總金額

64.8

51.3

67.4
0
60.7

59.0

66.4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海床底質

海床底質
63.2

58.7

海流流速

海流流速

Total T Score=348.9

Total T Score=345.4
澎 湖 縣 香 爐 嶼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宜 蘭 縣 東 澳 人 工 魚 礁 區 各 項 選 址 T分 數
海底地形
100
魚礁投放
總金額

地理位置
特徵

36.3

59.5

0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地理位置
特徵

53.1

海底地形
100
地理位置
特徵

48.5

61.4

魚礁投放
總金額

地理位置
特徵

43.1

37.6
0
63.7

67.4

59.5

0
56.1

56.1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海域生物
生態評估

海床底質
62.1

51.5

海床底質
56.4

海流流速

海流流速

Total T Score=327.5
圖 3、民國 100 年 40 人工魚礁區投礁前選址評估結果(T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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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T Score=335.9

拖魚含收發波器

掃瞄寬度

圖 4、側掃聲納側掃方式與圖形輸出器顯示出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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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民國99年臺南市安平第三人工魚礁區建議新設大型鋼鐵礁投放位置
備註：符號 為臺南市安平第三人工魚礁區 98 年 B 型大型鋼鐵礁的投放位置
符號為船礁，紅色方點為單體水泥礁或電桿礁
紫色虛線圓圈所標示的是以該礁區中心點為中心、半徑0.5浬的範圍
符號
為 99 年大型鋼鐵礁建議投放中心點位置，座標為：
E120º06.400’, N22º53.800，水深約為28.5 m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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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桃園縣永安人工魚礁區內 B 型鋼鐵礁位置投放後位置及立體
海底等深線(範例)
註：圖中突出海底底地形（紅色虛線內）即為鋼鐵礁礁體分佈位置，顯示礁體投放相當集中

※實 測 區 域 內 礁 體 所 在 位 置 地 形 相 當 平 坦 ， 且 平 均 水 深 約 為 25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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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B0
4

圖 7、屏東縣枋寮第二人工魚礁區 98 年設置之 B 型大型鋼鐵礁科學魚探圖

圖 8、屏東縣枋寮第二人工魚礁區 93~94 年設置的 8 座 B 型鋼鐵礁側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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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鋼鐵礁

B 型鋼鐵礁
圖 9、A、B 兩型人工魚礁攝錄影驗證方式示意圖
1.南向攝影方向以紅色箭頭顯示，
2.橢圓形圖案為對焦位置。
3.每個礁體的東西南北向皆需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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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A11

98A13
98A20

405

圖 10、新竹縣新豐第二人工魚礁區內 98 年設置的 A 型大型鋼鐵礁
註： 礁 體間 距 均控 制 在範 圍 A(礁群 形 心中 心 點半 徑 100m 範圍)內 ，此 區 為 吊放 合 格

編號
98A11
98A13
98A20
本(年)調查
建議投礁點

98 年鋼鐵礁實測經緯度
經
度
緯
度
E120°56.1935’
N24°55.6097’
E120°56.2054’
N24°55.6115’
E120°56.2034’
N24°55.6014’
E120°56.2000’

N2 ° 5.6000’

紅色┼字代表建議投礁點之位置、符號

大型鋼鐵礁彼此之間及與
建議投礁點之間距離 (m)
98A11-98A13
22.29
98A11-98A20
23.93
98A13-98A20
19.07
98A11-建議投礁點
21.62
98A13-建議投礁點
23.53
98A20-建議投礁點
6.81
代表 A 型鋼鐵礁

圖 11、100 年度所投放的「68 座大型鋼鐵礁」與「各礁區建議投礁位置中
心點」綜合之散佈圖
備註：紅色┼字符號代表各礁區建議投礁位置之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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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符號代表各礁區內投放的 A 型鋼鐵礁體相對位置
綠色▲符號代表各礁區內投放的 B 型鋼鐵礁體相對位置
本(100)年度所投放的 68 座大型鋼鐵礁體與建議投礁位置中心點之距離，
除編號 100B02、100B03、100B12、100B16 及 100B26 等 5 座 B 型
鋼鐵礁與建議投礁點間距超過半徑 100m 範圍外，其他 63 座鋼鐵礁投放
位置皆控制在中心點為準、半徑 100m 範圍內，即礁群中心點控制在魚礁
吊放規定之 100m 範圍內。

圖 12、臺南市安平五魚礁區 100A15 鋼鐵礁。礁體中央下層整群花軟唇穿梭礁體

圖 13、高雄市茄萣四魚礁區 100B06 鋼鐵礁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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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全臺 88 處人工魚礁區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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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狗腰鰏(Leiognathus equulus)在屏東林邊第二人工魚礁區的日周洄游模式

圖 16、屏東海口人工魚礁區的日周魚群後方散射強度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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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屏東海口人工魚礁區各礁體每 2 小時之魚群後方散射強度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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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海洋漁業資源現況與管理策略
Statu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oastal Fisheries in
Quemoy
張懿、胡家維、溫敏麒、李佳發、莊哲禎、楊文璽
Yi Chang; Jia-We Hu; Min-Ci Wun; Jia-Fa Li; Che-Chen Chuang;
Wen-His Yang
摘要
金門地區漁獲總產量逐年遞減，2003 年總漁獲量為 642 公噸，2017 年
漁獲總量為 220 公噸。沿岸漁業以刺網及一支釣為主，漁獲量佔比達 50%以
上。淺海牡蠣養殖之年平均產量亦達 100 公噸以上，是當地次要漁業。1980
年代後金門地區漁業資源下降導致中小型拖網漁業沒落，漁業型態因此以沿
岸家計型刺網為主，傳統牡蠣養殖亦逐年沒落，影響金門漁村發展。因此，
本研究建議金門漁業資源管理策略應以於西南海域設定漁業權管理示範
區，制定作業範圍、漁獲體長及捕獲總量等限制，輔導漁民建立自主管理制
度，再利用牡蠣及藻類養殖建立海洋牧場，藉此營造海洋生物有善棲息環境
提升漁業資源，以期達到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之目標。
關鍵詞：金門、漁業、海洋牧場

壹、前言
根據漁業署 2018 年統計年報得知，金門縣漁獲年產量 154 公噸，其中產量
最大宗者為淺海養殖(69 公噸)，近海刺網(32 公噸)次之，以及中小型拖網(6 公噸)。
淺海養殖主要養殖物種僅有牡蠣，近海漁業主要種類有石首魚類、鰺科、鱸魚及
其他甲殼類等。比較早期 2004 年漁獲統計年報得知，該年度金門縣沿近岸漁業
合計產量為 672 公噸，僅中小型拖網即高達 273 公噸，刺網漁獲亦達 100 公噸，
而當時牡蠣養殖產量高達 261 公噸。值得注意的是，從漁獲努力量的角度來看，
中小型拖網船 2004 年為 5 艘至 2018 年增加為 9 艘，漁獲量卻下降 9 成；而刺網
船則由 91 艘增為 93 艘，漁獲量卻也減少 2/3。顯然，近 15 年來金門縣沿近海漁
業產量明顯銳減，但投入漁業的努力量或勞動力人口並未大幅變動，此一現象將
是影響金門漁村發展的重要課題。
為了增加海洋魚類資源量，1974 年日本首創以種苗放流的方法期待增加漁
業資源。日本學者 Matuda(1992)研究指出，雖然種苗放流後的數年增加了漁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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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量投入的成本與種苗存活率，並未達到增加經濟效益的目標。2000 年後許
多研究指出，海洋牧場的成功不只是將各種不同的魚介貝類種苗後放流至開放水
域，更要同時兼顧棲地生態系的復育(Mustafa et al., 2003; Bell et al., 2008)。法國於
1995 年起利用沿海放養貽貝，藻類附著於貽貝養殖設施，營造多元棲地環境，
不僅直接提高貝類收獲量，更間接提高其他魚類產量(Alban and Boncoeur, 2008)。
因此，本研究致力於探討金門周邊海域漁業資源多樣性及空間分佈，以作為漁業
管理策略之科學基礎，再評估海洋牧場提升漁業資源之可行性。

貳、材料方法
2.1 漁業資源調查
由於金門海域之主要經濟魚類多元但尚無完整資料庫，本研究承蒙金門縣水
產試驗所全力協助，派遣該所研究船進行定點刺網魚類生物採樣，分析站點間之
魚類資源分佈與季節變動。採樣方式以三層刺網二張結附一起 (每張網約 2 公尺
高 200 公尺長，中間網目 2.4 吋，外層網目 7.8 吋)，結附浮球以底刺網方式作業，
放置約 1 小時後收回並觀察漁獲種類。採樣頻率為每樣點每月採樣一次，再進行
季別魚類資源熱點動態分析。前述海上調查結果再進行計算各季魚類歧異度
(diversity)指標分析。歧異度指標主要用於比較同一地區物種群聚結構在不同時間
的變化，或在同一時期不同地區間物種組成之差異，本研究以常見之 Shannon and
Weaver (1963)多樣性指標 H’來估計，計算公式如下：

：歧異度指標
：該測站所有物種之數量
：種類 於該測站之數量
s：該測站物種種類數
每一站賠之歧異度分析結果利用地理資訊系統(ArcGIS 10)建立資料庫，繪製
季節及空間分佈圖，以究明金門周邊海域魚類資源熱點，據此作業為漁業資源管
理之科學依據。
2.2 牡蠣養殖營造海洋牧場可行性評估
在臺灣與金門地區，海上貝類養殖最大宗的物種是牡蠣，然而，金門當地的
傳統養殖方式生產的牡蠣個體較小，殼長通常小於 10 公分，因此產業競爭力不
高。國內亦有業者自日本、韓國及澳洲等地進口單體牡蠣，每台斤市場價格約在
150-180 之間，每年進口約 2500 多噸的單體帶殼牡蠣，產值約 1 億新台幣(戴仁祥、
葉信利，2017)。本研究以單體牡蠣養殖方式，以人工方式將 2-5 公分殼長之蚵苗
從附著基取下後放置專屬籠具中繼續蓄養，估算其成長曲線，探究轉型海上牡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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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之經濟效益及可行性。

參、結果
3.1 漁業資源調查及分佈熱點
金門水產試驗所於 2017 年 4 月開始進行金門周邊漁業生物調查，截至 2019
年 7 月為止，共計蒐集有效樣本數 4184 筆，鑑定後確定記錄物種數共 179 種。
各物種總體捕獲個體數之比例(圖 1)依序為叫姑魚類(13%)、鯊魚類(9%)、黃小沙
丁魚(10%)、斷脊似口蝦蛄(10%)、三疣梭子蟹(8%)、印度鐮齒魚(6%)、黃鯽(6%)
等魚種。此結果顯示，金門周邊海域姑魚類、鯊魚類及黃小沙丁魚類是主要優勢
物種，高經濟價值之蟹類數量比例亦高，而白鯧則為高度季節性洄游物種，尤其
夏季為主要產季。

圖 1. 2017 年 4 至 2019 年 7 月物種捕獲個體數比例圓餅圖。
比較季別之歧異度指標 H’可知(圖 )， 2017 年第 2 季 E 站點有較高歧異度，
第 3 季歧異度指標較高的則是 2 號測站。2018 年第 2 季 I 站與第 2 站有較高歧異
度指標，第 3 季則研究海域皆較高於其他季節， 2019 年第 1 季 J 站指數最高，
第 2 季 M 測站有較高之歧異度指標。整體而言，春夏季金門西南海域有較高之
物種岐異度，顯示此海域有較多之物種分佈，是一處魚類重要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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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生物多樣性指數歧異度指標 H’季節空間分布
3.2 海洋牧場之可行性評估
本研究於 2018 年 5 月開始架設單體牡蠣養殖(圖 2a)所記錄之牡蠣左殼長及
重量變化，以時序列來看， 5-9 月海水較暖牡蠣成長較快速，10 月開始入秋後，
成長較緩慢並趨於穩定。以新湖漁港外海 10 公頃海域面積為例，進行單體牡蠣
養殖之產量推估，產量約可達 35 公噸。另外本研究去年養殖試驗期間，發現籠
內有龍鬚菜附著，並觀察到有魚類正在覓食(圖 2b)，顯見利用牡蠣養殖營告海洋
牧場可行，未來不僅可提供單體牡蠣直接收成，更可間接型成漁場供一支釣漁業
利用。

圖 3. 單體牡蠣養殖實驗設施(a)及其聚魚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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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結論
4.1 因應漁業資源下降之管理策略
漁業資源調查結果顯示，金門西南方海域是漁業資源熱區，無論是樣本出現
個體數或生物多樣性皆高於東側海域。因此，漁業資源面臨快速下降的困境，必
須盡速採取必要的漁業管理措施。本研究認為，基於漁業法第 15 條與第 44 條，
各地方政府得以設立漁業資源管理制度，但須了解當地從事漁業人數、歷史沿革
或入漁權的分配(Waters, 1991)。而管理的單位除了政府之外，需仰賴各產銷班的
合作。例如地方政府可制定自治規則限定特定產銷班取得捕魚權利，並配合政府
公告之管理規則提供漁獲資料，以利檢視管理成效。因此，本研究建議金門縣政
府應擇定金門西南海域劃設專用漁業權區，制度捕魚許可證照，建議特定船舶須
加入產銷班始取得捕魚資格外，由產銷班共同自訂主要經濟魚種之最小合法捕獲
體長限制、可漁獲總量限制。
4.2 海洋牧場啟動漁業轉型
單體牡蠣養殖是指牡蠣發育從附著的稚貝階段開始，經人工方式使稚貝單顆
分離，再以籠具或適當容器蓄養，提供充足空間供牡蠣個體持續生長。形成單體
牡蠣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物理方法，在牡蠣苗附著後，以人工或機械方式將
苗從附著基取下繼續蓄養；其二是化學方式，以人工繁殖於眼點幼生階段加入藥
物（腎上腺素等）
，使幼生不附著而直接成單顆狀態成長 (戴仁祥、葉信利，2012)。
金門區漁會於 2004 年由臺灣引進單體牡蠣，此單體幼苗為臺灣水產試驗所研
發，並成功以塑膠箱形式養殖成功，培育大型單體牡蠣(翁碧蓮，2004)。本研究
於 2018 年訪談當時參與養殖之漁民得知，該次養殖雖然成功，但後期因颱風影
響而損失，而且當時養殖過程是由殼長約 1cm 的人工苗開始蓄養，籃子過密而
容易附著其他海洋生物，因此必須定期將籃子取出上岸清洗，視個體成長情況將
大體型的牡蠣再分裝至新籃子。雖然漁民認為單體牡蠣養殖是金門極具潛力的養
殖產業，但過去的養殖模式不適合當地，原因在於金門無法生產人工單體牡蠣
苗，再者，定期清洗籃子附著物及分裝程序需要大量人力，對人口老化及漁業缺
工的金門是最大挑戰。臺灣本島牡蠣養殖亦有相同經驗，單體牡蠣養殖節省剝肉
工資並且提高牡蠣本身之價值，雖養殖期程較久，但平均利潤仍高於一般傳統養
殖(余廷基及施志民，1994)。因此，行政院水產試驗所多年來亦致力於單體牡蠣
育成，2017 年與台西鄉蚵農合作養殖，成功養出生蠔級的「黃金生蠔」，個體殼
長介於 12-15 公分，若未來進入量產，將可帶動傳統漁業新契機(張朝欣，2017)。
然而，隨著水產試驗所研究人員退休而無法持續提供漁民所需的人工蚵苗，該項
養殖方式已終止。
綜上所述，金門地區的漁業資源持續下降，牡蠣養殖將是維持當地漁業經濟
的發展重點，然而，養殖模式必須克服上述人工育苗及繁瑣的中間育成操作方
式；此外，若要有效提昇當地漁業資源，必須配合棲地營造，才能提升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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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穩定。因此，本研究將建議，金門因選取適當海域，建立單體牡蠣養殖專區，
藉由牡蠣養殖設施吸引魚群，不僅直接創造牡蠣養殖效益，更期望營造真正的海
洋牧場，提升漁業資源也同時引導漁民發展海上休閒釣魚或非網具類之環境友善
漁業，藉此促進當地漁民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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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研究
Study on Life Saving and Rescue of Offshore Wind
Power Area in Taiwan
高瑞鍾61、白凰禧62、林景仁63、蔡松樺64

摘要
由於我國四面環海，離岸風電區建置對於我國來說極具發展潛力，且於綠色能
源發展佈局上離岸風電區的建置亦是我國政府再生能源發展主力目標之一。
然而海上離岸風電區航路上船舶交通密集，若在風機結構群環境發生船舶海
難，勢必增加海上緊急救難困難度，為健全整體離岸風電區海難監測與搜救機制，
政府相關單位應有建置一套適合離岸風電區的執行海難救生救難任務之必要，使海
巡署同仁均能依循明確而詳細之救生救難任務，遂行各項搜救任務。
本研究從國內相關法令、國際搜救規範、海難搜救體制及海巡救生救難任務為
基礎文獻，探究海巡機關協助離岸風電管理機關執行救生任務運作情形。另我國法
令應明確律定離岸風電區救生權責機關，除明確責任歸屬，更利機關依法定執掌編
列救援能量預算，進而與地方機關及民間救生救難團體資源整合運用，發揮最大為
民服務效能。

關鍵字：海難救助、搜救、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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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1 研究背景
本研究之背景是在因應政府推動離岸風電建設發展時，除需制訂相關政策及
法令外，還須針對離岸風電發展、建設過程中，可能導致其它產業、週遭環境造
成的影響所提出救生救難之應對機制。
此外，若再加上離岸風機建設初期，水下基礎結構施工與維護之船舶頻繁的
出沒，亦會導致航道上之船舶交通流量更加密集使風險相對提高，倘若船舶海難
發生於風機結構群環境，執行搜救任務也會有一定困難度存在。因此，研究離岸
風電區救生救難有其必要性。
國際上發展離岸風電的先進國家，如歐洲、日本、英國、瑞典、美國早已針
對離岸風電區建置，制定相關的政策與法令以因應運轉過程中突發的事故，除相
關因應政策及法令外，亦包含離岸風電區內發生海難時之救生救難機制。
1.2 研究目的
在離岸風電區造成風力發電機組損壞、坍塌，將可能產生船舶海上航行安全
問題，更甚者可能導致嚴重的船舶海難事件發生。但是相對國外而言，在離岸風
電區的規劃與建置中，關於運轉過程可能遭遇之突發事故險及相關制定政策與法
令皆有詳細之規範，遂有其探討之必要。
由於離岸風電區的設置，勢必會因為船舶航行安全的考量而有禁航區的規
範，如此一來將使原有海上航行之船舶，改變其原有航道避開風機結構群。基此，
本研究之目的是檢視與蒐集國際上之組織及先進國家針對離岸風電區的救生救
難規劃與建置，因應運轉過程中突發的事故制定相關政策與法令為何，加以歸
納、分析，發覺可內化成為國內適用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範疇及細部規定。

貳、文獻回顧
2.1 國際離岸風電救生救難之研究
歐洲離岸風電救生救難的來源規定指南是由歐洲風能協會(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在 EWEA Health and Safety(HSE)工作組的幫助下制定
的。旨在用作提供離岸風電場運營緊急安排的基本、進階資訊的一般指南。但這
些指導原則不應被視為技術文件。
此負責的機關乃為透過採用整個歐洲離岸風電行業的最佳實踐，規劃海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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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應變安排時，應考慮相關的海事和海上監管。這些關於緊急安排和急救的指導
方針主要目的是為實施歐盟指令 89/391/EEC，第 8 條第 1 款提供指導(These
guidelines on Emergency Arrangements and first aid aim primarily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implementing EU Directive 89/391/EEC, article 8, paragraph 1)，主要
內容如下：
1. 雇主應採取必要的措施進行急救、消防及撤離工作人員，以適應活動的
性質和企業或企業的規模，並考慮在場的其他人員(The employer sha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for first aid, fire-fighting and evacuation of
workers, adapted to the nature of the activities and the size of the undertaking
and/or establishment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ther persons present)。
2. 雇主應安排任何必要的與外部服務的聯繫，特別是關於急救、緊急醫療
護理，救援工作及消防(The employer shall arrange any necessary contacts
with external services, particularly as regards first aid, emergency medical
care, rescue work and fire-fighting.)。
在執行方面，必須執行緊急應變演習。這些演習需要進行評估，以確保正確
和有效的控制。其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Response Plan; ERP)需要定期或在發
生重大事故或瀕臨失敗之後或在發生任何變化(例如: 人員、設備等)後進行審查
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新。在這些更新中，必須考慮演習，吸取的教訓和工作性質的
變化。
在緊急應變計畫制定方面，其要求盡可能包括：
1. 緊急措施和資源。
2. 工作場所可能出現的情況。
3. 參與緊急應變的所有關鍵人員的任務、責任和權力。
4. 緊急情況下所有內部或外部各方的通信線路和號碼。
5. 所有第三方緊急應變服務的聯絡號碼。
6. 潛在危險。
7. 最重要的危害的位置。
此緊急應變計畫可能需要考慮的情景盡可能包括：
1. 棄船。
2. 從高處拯救船艙內的受傷人員。
3. 緊急鎖定低電壓(LV)和高電壓(HV)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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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火，例如來自變壓器或開關設備。
5. 急性疾病和人身傷害。
6. 污染。
7. 極端天氣，例如大雨和強風。
8. 未爆炸的冒險(Unexploded ordinance; UXO)，如爆炸物被傾倒在海中。
9. 主要影響損害船舶和風機碰撞。
10. 炸彈威脅或破壞。
緊急應變計畫亦規定制定撤離及逃生手冊(Escape and Evacuation Manual)，
此乃依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於風電場中的所有位置(風力機、高壓站、氣象桅
杆等)，應編寫一份手冊，其中包含有關逃生路線的所有資訊，為所有現場人員(包
括人員、參觀者和傷亡人員、急救規定、緊急停俥系統、火災探測、消防系統等)
提供的撤離和救援規定，具體到該地點或設施。而風力機開發商必須提供了一份
通用手冊，且每臺風力機都須提供。此逃生和撤離手冊盡可能包括：
1. 便攜式消防設備的位置。
2. 急救設備的位置和內容。
3. 逃生路線。
4. 使用特定的個人防護裝備和下降裝置作為逃生路線設備。
5. 供應時，使用防墜落設備工作的救援設備的位置。
6. 供應時，如果擱淺，口糧和設備的位置。
7. 如何將永久安裝的緊急應變下降裝置安裝在其操作位置。
8. 描述可用的緊急停機系統、水平旋翼的機械阻塞、俯仰和偏航，包括安
全運行、應用和拆卸的風速以及應用和拆除閉鎖裝置的說明。
9. 使用擔架疏散傷員的程序。
10. 所有可預見的緊急情況(包括撤離和逃生)。
2.2 日本離岸風電救生救難之研究
日本在發展離岸風電建置政策之下，強調在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方
面，離岸風力發電商需掌握設置了離岸風電海域週邊的船舶交通(船舶的航行、
停留、拋錨)、漁船和娛樂漁船、遊艇等其他水域利用的實際情況，做為離岸風
電建置的救生救難的安全控管。而船舶交通以及其他水域利用實際情況掌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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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下方式來進行：
1. 使用雷達掌握船舶航行實際情況(包括目視船型、船種等確認)。
2. AIS 收信數據的解析。
3. 採訪水域利用者。
4. 船舶出入港數據的解析。
5. 重新評估其他途徑所實施的船舶交通實際情況調査等結果。
離岸風電場營運人應當制定港口海域風電場的具體佈置規劃，如擔心會影響
航運交通，因此在評估影響程度的同時，需要制定採取措施以減輕此等影響。
1. 影響評估和影響緩解措施的概念
「可再生能源活用區域」雖然是設定為對航行、停留、錨地等不會
造成干擾(包括正常及緊急應變)，但是根據離岸風電設施的具體規劃，
亦須考慮對航運造成影響的因素。基此，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在制定具體
的規劃時，需對港口的相關人員進行說明以及聽取意見，如擔心會對船
舶造成影響的情況，需仔細評估並制定應變措施以減輕此等影響。
2. 評估方法
透過對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安裝和運行中的航運交通情況的調查進行
對船舶影響調查以利掌握船舶狀況。在評估對船舶運輸影響時，要注意
以下事項：
(1) 設施規格、佈置、安裝地點、安裝間隔、識別標識和遠程監控或控
制的運轉方針，運用體制。
(2) 主要船舶交通發生地點與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安裝地點之間的距離
(常規航行路線，船舶是否存在被迫改變的位置，諸如：錨定位置，
靜止等，由此導致對安全性的影響程度，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應限制
水域航行的可能性，航行船舶或漂流船舶與風力發電設施碰撞的可
能性)。
(3)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對駕船者視覺影響(例如：氣象條件的設施能見
度、心理壓迫感、其他船的能見度、海灣和碼頭等目標船舶的地形
導航設施和其他目標的可視性)。
(4) 離岸風力發電設備對雷達和其他電子導航設備的影響。
(5) 考慮船舶在惡劣天氣等停泊可能性等情況。同時，除了專家意見和
港口利益關係人的意見之外，亦需要考慮進一步的詳細調查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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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使用。
3. 影響減緩措施
根據對航運交通預期影響的評估結果，來制定影響減緩措施。減緩
措施考慮可能包括以下內容：
(1) 設施表面識別的加強和改善。
(2) 了解設施的規格(透過海圖、航行布告、航行警告等)。
(3) 了解對有關港口評估的影響程度的認識(小冊子等)。
(4) 在正常和緊急情況下加強溝通聯絡功能。
(5)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投入使用後的影響事後調查，持續監測和重新評
估。
(6) 設施計劃或運營計劃的變更。此外，考慮到影響緩解措施細節討論，
遵守有關法律法規，考慮港口利益關係人的意見，遵循有關機構(海
事安全部門等)的指導。
當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出現離岸風電設備異常等情況時，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制
定「緊急時對應計畫」，並在緊急情況下做出反應。對於緊急應變的對應，應將
結果通報相關單位。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離岸風電設施等如發生異常時的面對緊急事態、從港
灣機能的確保等考慮、盡可能做出最快對應。所以，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需要建
立緊急時對應體制，並向相關機關(港灣管理者、地方整備局港灣事務所、海上
保安部署等)核備。針對緊急時聯絡體制、捜索救助、發電設施的部件移除、規
定緊急時對應訓練等實施順序，制定「緊急時對應計畫」。並且，需要該計畫相
關的港灣管理者的修正。此外，此緊急時對應對象的事項包含以下幾點：
1. 離岸風電設施事業者、離岸風電設施等如發生任何異常時的面對緊急事
態、從港灣機能的確保等考慮、盡可能做出最快對應。所以，離岸風電
設施事業者需要建立緊急時對應體制，並向相關機關(港灣管理者、地方
整備局港灣事務所、海上保安部署等)核備。針對緊急通報的緊急時聯絡
體制、捜索救助、發電設施的部件移除、規定緊急時對應訓練等實施順
序，制定「緊急時對應計畫」
。並且，需要該計畫相關的港灣管理者的修
正。做為緊急時對應對象的事項(亦須有其他關係機關、警察、消防、當
地自治體等必要時加入之規定)，包含以下幾點：
(1) 因颱風和季節風引起的波浪、地震、海嘯等事故發生時的對應。
(2) 雷擊發生時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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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災發生時對應。
(4) 異常接近的船舶的接觸、衝突等事故和外部者侵入的對應。
(5) 漏油的對應。
(6) 海底送電線、通信電纜切斷和損傷事的對應。
(7) 因發電設施故障等、停電引起的機器失去控制和識別標識等動作停
止等對應。
(8) 修理作業時等事故對應。
(9) 發電設施附近緊急船、救難的出動等、緊急時風車運轉停止申請對
應。
2. 緊急時對應計畫概要
發生緊急情況時，離岸風電場營運商應盡快採取相應措施，以免干擾港
口功能，因此緊急時對應計畫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1) 與相關機構的通信系統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除人身傷害事故外，還須考慮到船舶損害和二
次災害，做為及時恢復港口功能、及時與相關機構交流資訊等必要性措
施。因此，離岸風電場營運商必須與相關機構建立緊急聯繫制度。
(2) 在緊急情況下作出應對措施
在發生緊急情況的情況下，假如海象不佳導致不易進入該海域救生
救難，還需要制定落水者的搜救及部件的除去作業等程序。制定該計劃
時，如在離岸風力發電設施附近發現漂流物，需向有關機關報告進行清
除時，有可能需要停止海上風力發電設施的運行。這也是必須考慮的。
為此，離岸風電場開發商與營運商需要事先與有關單位進行協商，以使
運行穩定。
此外，由於漂流的威脅可能會影響離岸風電場的運行和穩定，所以，
離岸風電場營運商需要在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同時進行檢查工作。
(3) 緊急培訓的實施
離岸風電場營運商應針對大規模事故，災害等的緊急情況進行培
訓，以便及時、適當地處理緊急情況。培訓結束後，如果需要修改緊急
時對應計畫，需要將修改後的計劃提交給港口管理者。
2.3 英國離岸風電救生救難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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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搜尋與救助，離岸可再生能源裝置的一般要求和指
南」(MCA Search and Rescue,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Guidance for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Installations)的文件報告中指出：
1. 必要資訊之提供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認為有些資訊是必要的要求，例如：涉及離岸
風力、波浪和潮汐流裝置等海上可再生能源裝置的緊急應變以及在海上
(或在海岸)類似用於發電的建築/裝置/船舶。而潮汐潟湖對於 SAR 也有
影響，這也包含有關這些建築的具體要求的資訊。營運商和開發商需要
在向 MCA 提交佈署、設計、營運、緊急應變計劃，當緩解措施和安全
管理系統方面的建議提出時，這些資訊是可以被運用的。
2. 緊急應變合作計劃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要求制定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並在
任何 OREI 的建設、營運和退役階段實施。這些計劃旨在確保 HM
Coastguard 和 SAR 資源擁有關於 OREI 基本細節的必要資訊，並且
開發者與營運商和 HM Coastguard 都可以尋訪緊急聯繫電話號碼，
以便在此期間實現快速聯繫、資訊共享和有效合作緊急情況之應變。
(2) 如果 OREI 更改所有權或被其他開發商與營運商租用，則需要提交
該網站的更新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以供 MCA SAR 營運批
准。關於完成 ERCoP 的樣本和說明可以在 GOV.UK 網站的海洋可
再生能源網站上找到。
(3) ERCoP 必須準備就緒，以便開始施工作業，並且在 OREI 投入運行
時，ERCoP 必須準備好。
(4) 為確保符合性，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 SAR 營運部門將定期檢查
ERCoP，並對 ERCoP 持有的 OREI 的緊急和替代電話號碼進行頻繁
測試。因此，運營商應確保定期檢查 ERCoP 的有效性，並依據需要
將更新後的版本發送給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執行 SAR。
3. 可再生能源的離岸搜索與救助管理課程 (Offshore Search and Rescue
Management Courses–Renewables)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為該行業提供海上緊急應變管理課程，以使
海事協調員、安裝管理者、CTV 船員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參與緊急情
況管理和應變的公司工作人員都能接受培訓，並了解正確的程序以
及在特區和其他緊急情況下應遵循的程序。該課程概述 SAR 系統及
其運作方式，課程代表將參與桌面演練(table top exercises)，以提高
對緊急應變作用和貢獻的理解和認識，並加強與國家 SAR 特約協調
424

員和應變者的合作。
(2) 這些課程將全年運行，並建議每個 OREI 應派出適當數量的操作人
員和 CTV 人員參加。還建議 OREI 的操作人員和一些船員每五年參
加一次進修課程。
4. 規劃設計概況(Layouts–General Comments)
(1) 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要求與開發人員就任何 OREI 提出的規劃設
計項目儘早進行討論，然後才能對最終的規劃設計作出決定。若不
進行討論將可能導致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針對某個項目提出反
對。MGN 543 亦提供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佈署要求的相關資訊。
(2) 為了協助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評估建議佈署內的 SAR 應變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開發商需要向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提供詳細的計
劃和草案。此外，為了對規劃設計提案進行最充分的評估，皆鼓勵
開發人員盡快提供電腦模型、藝術家印象(artist impressions)、電腦
生成的圖像和規劃設計動畫或 OREI 的比例模型提案和提案選項。
(3) 如果提供的話，可以由使用者控制的電腦建模模擬，並且其包括「飛
越(fly-through)」的規劃設計，並顯示 SAR 對象的能力，例如：救
生筏、水和船舶中的人員，並改變顯示的環境條件藉以模擬能見度
降低、海象不佳，低雲量(覆蓋範圍不同)和夜間時間等情境。此模
擬應該允許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或 SAR 操作員在地表水平和可
變的高度和速度下移動並通過佈署，以便模擬表面飛行器和飛機在
佈署之間或透過佈署進行操作。此外，風力機或設備「模型」模擬
應盡可能接近擬建的風力機的類型和尺寸。
5. 海事及海岸救援局海上能源聯絡官員的注意事項和聯繫方式(Points to
Note and Contact Details for MCA Offshore Energy Liaison Officer)
(1) 本文件和緊急應變合作計劃(ERCoP)樣本可依據經驗、經驗教訓、
新技術或程序的開發或法律或規範要求進行更改。
(2) 本文件將每兩年進行一次審查。
(3) 潛在使用者應該在使用這些資訊之前聯繫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以
確保完全了解。還應參考 GOV.UK 網站上的相關海事指導通知和其
他英國海事及海岸救援局資訊以及海事許可要求和同意程序。

2.4 瑞典離岸風電救生救難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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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瑞典的離岸風場開發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in Offshore Wind
Farm Development)報告指出，瑞典在離岸風電的能源生產方面落後於其一些鄰
國。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瑞典對可再生能源生產的補貼對所有可再生能源都是一樣
的，無論是太陽能發電、水電還是陸上風電。如前所述，海上建設比陸上建造更
昂貴，而且投資難以獲得收益。另一個原因源於瑞典已經從水電和生物質能源中
獲得約 50%的能源。這代表瑞典已經實現了歐盟 2020 年可再生能源 20%的目
標，此外，瑞典是能源淨出口國。然而，瑞典政府已經設定了到 2040 年 100%
可再生能源的目標，上述觀點不考慮長期能源平衡。如果瑞典能夠實現 100%可
再生能源的目標，並且能夠應對老化的核電廠和來自電動汽車等能源消耗的增
加，離岸風電必須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此外，有些方面表明，瑞典東海岸的
波羅的海的發展可能與風險降低有關，而不是像其他海域，如北海。波羅的海被
認為是內海，這意味著波浪和風暴的天氣情況會減少。波羅的海海水位下降也減
少了部件的磨損，從而延長了風機的使用壽命或降低了建設成本。此報告目的在
於確定離岸風電場發展的主要風險，並揭示這些風險如何控制，並調查離岸行業
如何與風險管理合作並提供救生救難建議，透過研究現有的風險管理理論進行改
進。最後，分析瑞典離岸風電場的發展情況以及波羅的海離岸風電場建設的潛在
風險。
北 海 與 歐 洲 共 同 體 亦 出 版 「 Bonn 協 議 反 污 染 手 冊 」 (Bonn Agreement
Counter-Pollution Manual)，對於離岸風電航安風險及可能發生的海域污染做了許
多的規範，而「Bonn 協議」係指北海與歐洲共同體共同合作打擊北海石油污染
並執行監測以檢測污染的機制。
Bonn 協議在執行方面，手冊第 8 章討論了為降低風電場附近漏油風險而採
取的各種措施。可能的應對機制是向風電場漂移的情況如下：
1. 在機械回收可行的情況下，需要允許回收船進入風場。建議即使船舶與
轉子葉片之間有足夠的間隙，也應關閉風力機。
2. 如果建議使用分散劑，則應從船上進行分散劑噴塗，噴塗飛機不得在風
電場內運行。
Bonn 協議在需考慮的風險項目方面，包括：
1. 碰撞風險
(1) 船舶與風機或離岸風場構造碰撞或接觸的風險。
(2) 避免風電場的面積使船舶碰撞導致的風險。
(3) 地面風險。
(4) 離岸風場對雷達運轉的影響可能造成二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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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域減少碰撞概率的措施
(1) 建立一個交通分離計劃。
(2) 通過船舶交通管理(Vessel Traffic Management; VTM)持續監測及觀
察過海區域、過往交通及風電場。基於經驗數據之研究表明，船舶
交通管理(VTM)可能促使減少動力碰撞的 2~10 倍。
(3) 政府機關觀察及控制船隻與其操作。
(4) 緊急管理。
(5) 船舶通過即漂移的監測與報告機制。例如在荷蘭，專屬經濟區內的
每艘事故船舶都有義務立即向荷蘭海岸警衛隊報告。
(6) 拖船在接近碰撞及擱淺頻率高的地區時的配置位置，而在惡劣天氣
下的拖船配置位置尤為重要。
(7) 修改航線的標記以避免船舶碰撞與接地或擱淺(groundings)。
(8) 船隊應自始至終可以隨時進入，協助船員與救助拖船建立聯繫。
(9) 顯示風電場的最新海圖應儘早向大眾提供。
(10) 應在風電場周圍設置安全區。
(11) 禁止在風電場中航行。
3. 海域減少後果的措施
(1) 私人或公務的拖船協助需要能夠及時到達發生事故的船舶，並且應
該有足夠的拉力來防止事故船舶的漂移。
(2) 應制定溢油緊急應變計劃，並提供足夠的應變能力。
(3) 應在風電場內或附近進行特定區域與溢油緊急應變部門的定期培
訓。
(4) 應由引水人引入從作業船基地港到工作區的導航通道，以及協調作
業船的航行管制員。
Bonn 協議在緊急計劃方面，由於以下原因，風電場的存在將對搜索和救援
有益，包括：
(1) 每個風力機結構上都會塗上一個字母數字標識符號，海岸警衛隊和
其他救援機構將制定一個計劃，顯示每座風機塔的位置，從而幫助
他們規劃救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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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力渦輪機結構將具有附接的救援線路，並且可以在棄船或落水之
後作為水中人員的避難場所。
(3) 工作船將定期在該地區進行風電場維護，這些船舶將能夠協助該地
區遇險的船舶。
2.5 美國離岸風電救生救難之研究
在執行方面，雖然美國海岸防衛隊沒有明確要求海上求生訓練，但雇主應提
供或安排海上生存培訓，為離岸工作人員及訪客準備與海上施工相關的風險。全
球風能組織(GWO)是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生存及其他技能的標準國際課程
提供商。依據美國紐約或美國其他地區的法律，GWO 培訓不是必需的。但是，
雇 主 必 須 滿 足 美 國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管 理 局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的培訓要求。OSHA 負責美國工作場所的安全法規，其中
包括離美國海岸 3 海里的區域亦為管轄之工作場所。對於離岸風電，OSHA 的法
規包括港口、陸上維護設施和具有電氣基礎設施的勞工安全實踐。以下 OSHA
勞動法規應被視為未來離岸風電發展的主要規範：
1. 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第 29 篇第 1910 部分：用於
現有離岸風場的營運和維護。
2. 聯邦法規(CFR) 第 29 篇第 1926 部分：用於離岸活動過程中的施工。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 的一般培訓要求雇主有責任確保其員
工接受培訓，以識別和避免不安全的情況，並了解適用於其工作環境的規定，以
便在危險的情況下控制危害，必須免費為員工提供此類培訓。OSHA 為與離岸風
電相關行業制訂了一套培訓計劃，諸如：一般工業、海事、施工。培訓應該針對
每個員工的角色，例如：離岸工人應接受海事和建築培訓，此認證課程之培訓適
用於各種離岸設施中。
在需考慮的風險項目方面，包括：
1. 船舶運行(例如：過境船舶、捕魚、礦物開採)。
2. 風電場結構(例如：風力機和變電站基礎，輸出電纜)。
3. 影響航行的條件(例如：天氣、海況、潮汐)。
4. 意外事件(例如：緊急情況、未計劃的船隻吃水或機動性限制、缺乏指揮)。
5. 人為行為(例如：違規行為，錯誤)。
6. 事故統計(例如，歷史事故，如各種事件、碰撞事件、接觸事件、擱淺事
故和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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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方面，實施潛在的緩解措施(包括海洋緊急應變)，應能解決下列潛在
風險，包括：
1. 使用現有的航行設備和操縱裝置：離岸風場可能會影響海上雷達，包括
船舶和岸上(例如雜波)。對軍事和空中交通管制雷達也可能有影響。
2. 在離岸風電場周圍航行：在風電場周圍航行的需求是離岸風電開發對海
員(mariners)最顯著的潛在影響之一。由於船隻航線集中度增加，相撞風
險 可 能 增 加 。 如 果 一 個 風 電 場 位 於 另 一 個 航 行 約 束 (navigational
constraint)附近，或者與另一個風電場相鄰，那麼在它們之間移動的船隻
已經減少了為避免碰撞而操縱的空間；這些地區通常被稱為「阻塞點
(choke points)」。
3. 離岸風場之間的航行：如有多個風電場區域，則可能需要在它們之間航
行。與此相關的問題包括風電場之間的導航通道的寬度可能減小以及需
要或修改交通分離或管理方案。
4. 航行通過離岸風場進行：如果風電場特別大，可以透過它建立航道。與
此相關的問題與多個風電場之間的航行大致相同，但航道寬度可能更小。
5. 離岸風場內的航行：總會有一些必須在風電場內航行的船隻，例如安裝
和維護風力發電場的船舶和修理或維護可能存在的其他基礎設施的船
隻。
因此，以離岸風電場而言，美國海岸防衛隊負責緊急應變計劃及執行、船舶
檢查、海上安全與協調。其相關說明分述如下：
1.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USACE
(1) 清潔水條款(Clean Water Act; CWA)第 404 條及「河流與港口法
(Rivers and Harbors Act; RHA)」第 10 條規定了 USACE 有關海上風
電管理之責任。依據 USACE、CWA 要求所有承租人獲得將疏浚物
(dredge)或填充材料排入美國海域的許可證。
(2) 依據 USACE、RHA 負責管理美國航行水域內、上或下的填充材料
和結構的佈置，並負責審查及批准海上風力基礎的總體設計。對於
Block Island 風電場，USACE 委託美國海岸防衛隊負責審查及批准
這些安全線及通道梯的設計與安置計劃。
(3) 未來的海上風力承租人將被要求從紐約州航道內獲得 USACE 給予
的許可證，例如出口電纜及任何電纜或管道交叉口的安裝與通岸。
由於第 404 條款/第 10 條許可申請合併，承租人可以使用 CWA 許可
流程來遵守 RHA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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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 Block Island 離岸風場獲得的經驗教訓
(1) 採用歐洲經驗
隨著海上風電行業在歐洲的發展，有一批經驗豐富的技術工人資源
也在不斷增長。在美國，有強大的陸上風力、海上建造及離岸石油與天
然氣工業。但是，有經驗的美國離岸風電專案經理人數很少，美國離岸
風電人員數量更少。為確保 Block Island 風電場的規劃及執行順利，歐洲
經常在整個專案從供應鏈的頂部到底部管理與協助美國。
(2) 準備離岸後勤
Block Island 風電場的離岸物流挑戰之一是協調使用該單個船員轉
運船(single crew transfer vessel)，美國未來的離岸風電場(可能比 Block
Island 離岸風場更遠)將進行相同程度的規劃，以確保緊急應變程序得到
有效規劃。工作人員及緊急應變人員還必須為各種緊急情況或計劃外情
況做好準備。
(3) 海上求生訓練
a.

雖然美國海岸防衛隊沒有明確要求，但雇主應提供或安排海上生
存培訓，為離岸工作人員及訪客準備與海上施工相關的風險。全
球風能組織(GWO)是離岸風電建設所需的海上生存及其他技能的
標準國際課程提供商。依據美國紐約或美國其他地區的法律，
GWO 培訓不是必需的。但是，雇主必須滿足 OSHA(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的培訓要求。

b.

雖然在歐洲無處不在，但美國只有幾個 GWO 認證的課程及培訓
中心。現有課程著重為在岸風能行業提供服務; 然而，沒有提供
完整的 GWO 海上生存課程所需的培訓設施及課程材料。基本的
離岸安全歸納及緊急培訓(Basic Offshore Safety Induction and
Emergency Training, BOSIET)是一項海上求生培訓計劃，提供的大
致相當於 GWO 課程。BOSIET 專為石油及天然氣工作者設計，
可在美國墨西哥灣地區的各種設施上使用。

(4) 實施安全區
在 Block Island 風電場建設期間，USCG 在每個風機位置附近實施了
一個臨時的 500 碼(英美長度單位=3 英尺)安全區，並向承租人提交了包
含建築規劃資訊的「當地航行通告」
。由於 Block Island 風電場靠近岸邊，
同時娛樂划船盛行，因此海上風電場對於有意興建該項目的船民來說非
常受歡迎。由於公眾利益，USCG 在執行禁區時受到(最初)維護安全區的
挑戰。對於未來的 NYS(New York State)及其他美國離岸風力發電專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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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不太可能成為問題。
綜上所述，以 2017 年 12 月出版的「紐約州海上風電總體規劃」(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為例，其中由紐約能源研究和發展
局(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主導的「紐
約海上風電總體規劃航運和航行研究」(New York State Offshore Wind
Master Plan Shipping and Navigation Study)報告指出，離岸風場在航運和
航海領域所面臨的主要潛在風險已被廣泛記錄。由於 80%的海上災害都
是人為錯誤造成的，因此船舶和海上構造之間的某些安全緩衝是必要
的，並且是確保船舶安全運輸和機動性的必要條件。

參、研究方法
考量我國離岸風電區建置地理環境、氣候因素及政策法令等相關背景進行我
國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研究，本研究蒐集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之相關文獻、政
策與法令，藉以研究各種事件、事故之救生救難，透過比較研究及學術與實務經
驗交流等方式，從航安風險、海難搜救及環境保護等面向探討我國離岸風電區之
救生救難。本研究蒐集之文獻可分為下列幾類：
1. 災變管理理論之相關國內外文獻。
2. 法令規章方面，例如：
「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
要點」、「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等。
3. 官方出版品：包括政府公告、政府委託相關災害防救相關研究之會議記
錄及有關防救災業務之檢討報告資料。
而在探討我國離岸風電區之救生救難等可行性建議事項部分，則透過比較研
究及方式進行。
以國內現行整體海難搜救之政策、組織、法令、執行、技術以及人員為基準，
與歐美等先進國家做比較，從中尋找相關議題、因素、障礙以及改進之道。

肆、研究發現
4.1 台灣現有救生救難機制
4.1.1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與時機
為使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事故時之緊急應變機制能夠迅速、有序、高效和協
調，以減少海難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及損失，政府應廣泛調動各方資源，充分發
揮各方力量的自身優勢及整體效能，本節將針對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與介入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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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論述。
4.1.2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
有關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權之部分，建議政府改善現有搜救體制，建立適於離
岸風電區之調配機制、統一災害防救事權及海上搜救能量的協調與指揮權，茲將
其面向分述如下：
1. 改善現有搜救體制，建立適於離岸風電區之調配機制
考量離岸風場發生海難涉及經濟部能源局、交通部航港局、海巡署，在
組織協調上存在一定的困難，因離岸風電區海難救助具有複雜性和很強的專
業性，檢視目前我國之情況，尚無哪個機關(構)能獨立承擔此項職能，因此
我國海上搜救體制是在中央指導下的多元化搜救。這樣的體制雖有利於發揮
各部門作用，整合共享強大的海難搜救能量，提高海難救助的成功率，但在
多元機關(構)也會存在職責不清、分工不明，易影響救助工作時效。
2. 統一災害防救事權
離岸風電區海難涉及多個機關，為統一災害防救事權，建議政府參照相
關緊急應變機制，指定一主管機關統籌指揮，調度資源並運用各相關部會專
業，以期發揮最大搜救能量。
3. 海上搜救能量的協調與指揮權
經檢視我國「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之規定，海難估計
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或災害有擴大之虞時，海巡署即成立緊急應變中
心。其指揮權係指重大災難發生而轄區人力不足時，應即報請上級單位調派
人員或艦艇參與救援，各支援人員及艦艇由災難發生轄區之單位主官統一指
揮。緊急應變中心應與軍事指揮機關建立資訊溝通管道，協調軍事力量參與
海上搜救之緊急應變。
4.1.3 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時機
有關政府緊急情況介入時機之部分，分為搜救效果評估與決策調整、介入協
調民間資源和參與及搜救後期處置之時機，茲將其面向分述如下：
1. 搜救效果評估與決策調整
追蹤緊急應變中心之搜救措施，判斷海難事故之發展趨勢，對危險進行
控制、處置及分析，並及時調整搜救決策，採取有效措施，減少損失、提高
緊急應變率和提高搜救成功率。
2. 介入協調民間資源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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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機關(構)資源能量不足時，由當地港口主管機關協調民間能量參
與或支援海上救援行動，需由政府方指導民間進行救援工作之安排與配置。
3. 搜救後期之處置
政府於事故後成立專責單位，負責搜救成效之調查工作，將每次海上緊
急救援經驗與專家進行評估，提出改進建議，作為爾後強化預防，並統計於
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事故之發生原因、規律並吸取經驗，以降低於離岸風場海
難事故之發生率。
4.2 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應有之因應
應明確國家、政府和法律規範要求，掌握哪些關於急難救助方面的法律規
範、適合於那些機關、遵守相應的法律規範情況等。尤其應著重一些和執行急難
救助密切相關的法律規範、標準的規定。
故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事故的急難救助之緊急應變計畫分為三部分：搜救行
動的協調、搜救的計畫和執行、搜救的結束。
1. 搜救行動的協調
(1) 指定現場協調員
a. 當兩個或多個搜救設施或單位一起執行行動時，搜救任務協調員
應任命其中一位為現場協調員。
b. 如不可行，參與搜救行動的設施或單位應雙方協商指定一位為現
場協調員。
c. 應盡早指定現場協調員，最好在抵達離岸風場發生事故之海域之
前完成。
d. 在指定現場協調員之前，第一個抵達現場的設施或單位應承擔現
場協調員的職責。
e. 在確定現場協調員的授權範圍時，搜救任務協調員通常會慮及參
與行動設施的通訊條件及單位人員的能力。
f. 當通訊條件越差時，現場協調員越需要更多的權限展開行動。
2. 搜救的緊急應變計畫和執行
(1) 明確由哪個單位制定緊急應變計畫
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的相關單位有三個：
a. 搜救協調中心(Rescue Coordination Center, 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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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岸風場發生事故之海域內負責推動各種搜救行動，有效協
調搜救工作的指揮單位。
b. 現場指揮員(On-Scene Commander, OSC)
指定在離岸風場的特定海域內對海上搜救工作進行協調的專業
急難救助單位的指揮者(例如: 專業救難船)。現場指揮員可以由搜救
協調中心來指定，若此種指定於離岸風場海域事故現場當下行不
通，則由有關的專業急難救助單位相互協商指定一個現場指揮員。
而在現場指揮員未指定前，第一個抵達離岸風場海域之事故現場的
專業救助單位應自動承擔起現場指揮員的責任。
c. 海上搜救協調船
指定在離岸風場的特定海域內對海上搜救工作進行協調的非專
業急難救助單位的指揮者(例如: 商船、各類航空器、港口作業船、
漁船、臨時徵用的軍艦和軍機、其他非專業救難單位等)。當離岸風
場海域發生事故當下，事故現場鄰近沒有專業救助單位擔任現場指
揮，而只有若干商船或其他船舶參與急難救助工作時，應由搜救中
心指定其中一艘船舶作為海上搜救協調船。若此種指定於離岸風場
海域事故現場行不通，則各參與急救的單位應透過協商，指定一船
為海上搜救協調船，並通知上述搜救協調中心。
綜上所述，如果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事故，一般來說應是由搜救協調中心來
制定緊急應變計畫。但若搜救協調中心對現場情況和資訊掌握不夠即時與準備救
援，此情況下則由現場指揮員或海上搜救協調船來制定當下的緊急應變計畫。
無論如何，由誰來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的命令是由搜救協調中心來下達的。值
得注意的是負責離岸風場海域事故的搜救協調中心一定要盡早明確告知由哪個
單位制訂緊急應變計畫、聯繫方式、參與急難救助行動的單位及各自的任務。只
有明確分工，急難救助工作才能做到迅速而有效。
不論是由哪個單位來制定離岸風場發生事故之緊急應變計畫，在制定緊急應
變計畫應注意以下幾點：
1. 確定搜索的基點
搜索的基點並非發生事故的最初位置點，而是事先從各個離岸風場海域
分別列出其位置，細分離岸風力機的位置，以各離岸風力機事先設想為事故
發生的原來位置(起點)，再考慮到風、海流漂移及急難救助單位抵達現場的
時間差等影響後所得出的目標最可能的位置。具體來說需事先參考的要素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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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離岸風場海域的各風力機的地點。
(2) 赴救援船舶抵達現場的時間間隔。
(3) 救難船或商船放下求生艇筏在時間內的漂移，此部分可參照國際海
事組織(IMO)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出版的「國際海空搜救手冊」
中的風壓漂移估算表。
(4) 協助搜救的飛機比赴救援船舶先抵達現場的可能性。
(5) 任何補充資訊，例如：瞭望觀測的資訊。
2. 確定各救援船的起始搜索點
起始搜索點並不是基點，也不是遇險船舶的遇難點，而是各船進入離岸
風場區搜索的海域，進行共同搜索的起始點。參與搜索的救難船舶可能不只
一艘，在駛往離岸風場事故海域的過程中應該盡快安排各艘船舶應抵達各自
的位置，以便各救難船舶調整自己的航向和航速趕往起始搜索點。否則由於
現場船隻較多，事故當下也許天氣及海況不佳，船舶來回動態交叉，會形成
緊迫局面，增加緊急事故搜救行動的危險性，因而於離岸風場海域發生二次
事故。
3. 如何修改和完善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計畫應是隨著環境條件等的變化而變化，在搜救過程中修改緊
急應變計畫的動作，也是制定緊急應變計畫時必須掌握的一個組成部分。
隨著搜救行動當下的展開，離岸風場海域事故現場的天氣狀況、海況、
能見度、目標救援船舶的最新資訊、前往搜救船舶的情況等都可能發生變
化，此時緊急應變計畫就要不斷地補充及修改。於離岸風場海難事故發生的
當下要掌握的就是對事故現場的最新資訊的運用，使得緊急應變計畫更符合
實際。
因此，制定緊急應變計畫的單位要勤詢問，執行緊急應變計畫者要勤會報。
指揮人員的資訊一定要保持是最新的，才不會使緊急應變計畫與實際情況偏差太
大，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搜救工作。
1. 協調問題
執行緊急應變計畫時，是否能順利執行、迅速的完成搜救任務，需要參
與搜救各方單位的協調一致，協調問題涉及到的方面有：
(1) 岸上單位的協調：包括國家搜救中心與協調中心、搜救分中心、專
業救助單位、非專業救助單位(例如: 商船)之間各方面的協調等。所
以這些應在緊急應變計畫中預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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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上事故現場協調：包括搜救中心、現場指揮員、海上搜救協調船
等參與搜救的各單位之間的協調等。此點協調應更為著重，因為協
調不好有可能會延生出另外的安全問題，或於同離岸風場海域發生
二次事故，例如：搜索當下航行安全問題等。此部分緊急應變計畫
中需要注意協調的內容主要包括：
a. 指定負責此次搜救行動的搜救協調中心。
b. 指定現場指揮員或海上搜救協調船。
c. 指定搜救單位。
d. 指定無線電通訊方法及頻段。
e. 協調並履行緊急應變計畫。
f. 協調各搜救船舶進行各種搜救準備。
g. 找到搜救目標的人員或船舶後指定適當的救難船隻施救等，以確
保緊急應變計畫執行有效。
2. 搜救的結束
(1) 搜救成功
a. 當全部的搜救行動均已經完成時，現場協調員應立即通知所有搜
救設施或單位終止搜救行動。
b. 現場協調員應把搜救結果通知搜救任務協調員，並提供下列詳細
情況：
c. 載有倖存者船舶的船名及目的港，以及各船上所載倖存者的人數
及身分。
(a) 倖存者的身體情況是否需要醫療援助。
(b) 於離岸風電區發生事故的飛機、船舶的情況，以及其是否對
離岸風電區之海域構成第二次事故的危險。
(2) 搜救不成功
a. 搜救單位能留在離岸風電事故海域的時間為多久，避免離岸風力
機無法持續運轉。
b. 向離岸風電區事故海域內所有船舶發送訊息，請求持續保持瞭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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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緊急應變計畫」重要性
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緊急應變計畫」是為預防、控制和減輕事故與災害
對人類生命和財產災害所採取的反應行動。預先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則是展開
救生救難行動的行動計劃和實施指南。「緊急應變計畫」實際上是一個透明且標
準化的應變程序，使救生救難行動能依照事先縝密的計畫和最有效的實施步驟有
條不紊地進行。這些計畫和步驟是快速應變和有效救援的基本保證。「緊急應變
計畫」應該有系統完整的設計、標準化的紙本、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和持續改進
的運行機制。
5.2 建議
5.2.1 培養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教育與訓練之人員
綜觀各國政府因應離岸風電區救生救難之政策、組織、法令、執行等面向，
最後皆強調教育與訓練的重要性。此外，國際海事組織有關訓練之規定，係以確
保施工維修人員於離岸工作船上之航行安全，進而使後續大規模之離岸風場的建
置與維護，能在符合國內環境條件及國際海上作業安全要求下，達成安裝與發電
目標，並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基此，離岸風電業者亦須自我培訓相關作業人
員具備離岸風電海難救助之能力，並搭配政府相關機關(構)在「防災、減災、救
災」議題上之共同參與。
5.2.2 強化我國與國際搜救組織交流
因離岸風場海域發生海難為新型態之案件，建議我國強化國際搜救組織交
流，海難搜救具有強烈的突發性，涉及預測、監控、緊急處置、傷患救治。
5.2.3 加強我國救生救難能量
目前我國離岸風場發生海難之救生救難能量明顯不足，建議可事先提出各機
關(構)適可用於離岸風力機間、離岸風場航道之各種拖船船型。政府可規劃與民
間海難救難公司建立合作關係，以便緊急事故時可以縮短決策時間，並透過政府
事先統籌撈救基金或撈救費用，可用於提升政府機關(構)於離岸風場撈救船型，
亦可彌補民間搜救的經濟補償。此外，各風電業者應自行備妥一定之救生救難能
量，以處理風場或周遭海域海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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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of Mini-three-links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鍾政棋 Cheng-Chi Chung *
劉曉娟 Hsiao-Chuan Liu **
陳宜芳 Yi-Fang Chen ***

摘 要
2000 年行政院依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8 條訂定《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
通航實施辦法》
，規定兩岸通航相關規範；2001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放金門與馬祖，
其後加入澎湖作為兩岸通郵、通商與通航，俗稱小三通航運。2008 年推動兩岸海
空運直航政策，打通臺灣海峽兩岸海空運輸大門，大幅縮短兩岸運輸成本與時間，
小三通航運中轉功能逐漸式微。通航迄今 18 年以來，小三通航運市場並非自由運
作的有機市場，主要受兩岸政治因素高度影響，須相互配合與協商若干課題。本文
檢視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因應小三通航運發展方向提出建議，期能提供政府機關
未來政策擬定，及海運發展制定營運策略之參據。
關鍵詞：航運、小三通、旅客運輸、貨物運輸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for the pilot project on shipping between Kinmen,
Matsu and Mainland China” of the 18th Article of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Act”
regulates sea transport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by the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in 2000. Kinmen and Matsu officially joined the shipping business with China
in January 1st, 2001, and Penghu thereafter, which is commonly known as
“Mini-three-links”. Implementing direct flights and shipping policie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2008 commences both sea and air transportation with shorten cost and time
that makes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mini-three-links faded gradually. Mini-three-links has
been operated for 18 years not because of free market but because highly affected by
political influences that need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shipping status of mini-three-links, advis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l strategies for government as future references.
Key words: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Mini-three-links, Passenger transport, Fre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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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7 年 7 月 15 日臺灣解除戒嚴，同年 11 月 2 日起開放國人赴陸探親。政
府基於兩岸情勢發展與離島開發，根據《離島建設條例》第 18 條：
「在臺灣本島
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試辦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不受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法令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兩岸「小三通航運」為開放船舶、旅客、貨物，可於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福
建港口直接通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0)。2000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試辦金門
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2001 年 1 月 2 日直航廈門與福州，開啟因政治
因素阻斷半世紀之久的兩岸交流。
2008 年 9 月政府推動小三通航運正常化方案，逐步開放小三通船舶、旅客、
貨物往來相關限制，促進金馬澎航運發展，同年 12 月啟動兩岸海運直航、空運
直航、直接通郵 3 項協議，兩岸大三通直航正式展開，大幅縮短兩岸客貨運輸時
間與成本。小三通航運發展因兩岸互動情勢轉變產生影響，面對兩岸海空運輸直
航壓力，客貨運輸市場環境處於不確定性。小三通航運業者紛紛投入資金建造新
船後，卻面臨市場嚴峻考驗，陸客自由行不如預期，小三通航運業者航運收入小
於成本支出，以致營運虧損而減班，甚至退出航線(林紳旭，2013；100 年交通年
鑑，2011)。近年陸客來臺旅客人數與增減變化，如表 1 所示。
表 1 陸客來臺旅客人數與增減變化
增減變化(%)
時間(年)
旅客人數
－
2014
3,987,152
195.30
2015
4,184,102
67.75
2016
3,511,734
9.41
2017
2,732,549
44.96
2018
2,695,615
11.15
2008~2018 合計 27,288,529

時間(年)
旅客人數
2008
329,204
2009
972,123
2010
1,630,735
2011
1,784,185
2012
2,586,428
2013
2,874,702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9)。

增減變化(%)
38.70
4.94
-16.07
-22.19
-1.35
平均 33.26

由表 1 可知，自 2008 年起開放陸客來臺人數穩定增加，2015 年突破 400 萬
大關，於 2008~2018 年間，旅客人數合計為 27,288,529 人，年增率平均為 33.26%，
惟自 2016 年始呈現逐步下跌之趨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2019)，
由大陸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海旅會)發佈，於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暫停 47 個城
市陸客赴臺自由行，此係其自 2011 年 6 月 28 日開放陸客來臺自由行以來首次暫
停，此一發展趨勢值得審慎觀察。
然而陸客透過小三通航運來臺旅遊人數，似有逐漸上升趨勢。2014~2018 年
陸客經小三通航運進入臺灣之人數變化，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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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陸客經小三通航運進入臺灣之人數變化
時間(年)
入境人數
出境人數
合計人數
2014
100,406
100,456
200,862
2015
243,602
242,779
486,381
2016
255,795
253,591
509,386
2017
267,529
265,782
533,311
2018
310,676
309,795
620,471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2019)。

增減變化(%)
142.15
4.73
4.70
16.34

由表 2 可知，陸客經小三通航運進入臺灣之人數，近年有逐年穩定成長趨
勢，成長率雖不高，但顯示未受外在因素影響而衰退。
由於陸客來臺人數減少，兩岸直航導致班次量相對降低。2014~2019 年兩岸
直航客機班次量同期比較，如表 3 所示。
表 3 兩岸直航客機班次量同期比較
時 間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合 計

2014 年
5,843
5,513
5,721
5,825
6,081
5,913
6,370
6,352
6,101
6,361
6,127
6,293
72,500

2015 年
2016 年
6,296
6,365
6,745
7,166
6,454
6,551
6,380
6,304
6,584
6,476
6,344
6,043
6,547
6,278
6,434
6,225
6,210
5,818
6,549
6,073
6,300
5,500
6,226
5,360
77,069
74,159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19/9 月)。

2017 年
5,782
5,244
5,457
5,404
5,493
5,421
5,549
5,680
5,511
5,712
5,510
5,746
66,509

單位：起降架次
2018 年
5,616
5,978
5,807
5,754
5,981
5,856
5,936
6,035
5,788
5,877
5,649
5,722
69,999

2019
5,934
5,862
5,853
5,894
6,125
5,747
5,898
5,888

47,201

由表 3 可知，以兩岸直航客機班次量同期比較，2016 年 9 月起逐漸減少；
而小三通航運並未受影響且小幅成長，或替代空運成為兩岸旅客往返主要路徑。
雖兩岸互動關係因政治因素進入較冷期，對臺灣旅遊產業產生明顯衝擊，或許是
促進離島發展觀光與小三通航運轉型，化危機為轉機的最好時機。
除文獻資料分析，本文主要採用質化分析的歷史研究法，回顧小三通航運歷
史背景，檢視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找出符合時代的利基點，因應未來發展方向
提出建議，期能提供政府機關政策擬定，及小三通業者制定營運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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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評析
兩岸航運發展有其階段性，於 2008 年 12 月簽署「兩岸海運協議」進行階段
性海運通航。有關兩岸海運交流階段發展情形，如表 4 所示。
表 4 兩岸海運交流階段發展情形
階 段
期間(年/月)
開放情形
發展概況
1949~1986
第一階段
封閉時期
兩岸人貨均不通
1987~1994
第二階段
部分有條件開放
兩岸人貨有條件開放
1995~1999
第三階段
試點直航階段
兩岸經由第三地試點直航
第四階段
2000/01~迄今
小三通航運階段
金馬澎客貨通航的航運服務
第五階段
2008/12~迄今
大三通直航階段
兩岸間客貨海空運直航運輸
資料來源：李選士等人(2014)；本文自行整理(2019)。

由表 4 可知，兩岸「小三通航運」始於 2000 年 1 月，且持續運行；2008 年
12 月後則與「大三通海運直航」並行，持續發展迄今。根據蔡宏明(2001)指出，
由於血緣關係，金馬居民與大陸親友往來密切，與大陸地區通婚者眾，基於探親
理由，亦造成小三通航運需求。澎湖地區位於臺灣海峽中線地帶，希藉小三通航
運或設「經貿特區」擴大與大陸經貿交流。小三通航運除照顧金馬民眾生活需求，
並藉開放與大陸雙向往來，促進金馬經濟繁榮。另對福建省觀光旅遊、酒店、零
售市場和房地產商機，亦具有帶動效果。從兩岸互動觀點，金門馬祖與大陸福建
連為一體，經濟、社會、人文發展幾乎不可分割，透過「小三通航運」加強雙方
正常聯繫，促進兩地人民福祉，有助於改善兩岸整體關係。
根據蔡振挺(2013)指出，政府實施離島小三通航運初衷，旨在加強促進離島
地區建設與發展，提升離島地區民眾生活品質，同時藉此增進兩岸良性互動，開
啟兩岸和平發展。從前瞻與務實觀點而言，進行「小三通航運」有效出入境安全
控管風險及完善配套措施，俾能確保離島在安全無虞環境下發展商機。根據李慕
武(2014)指出，臺北港建置海運快遞專區，定位於發展海空聯運、貨櫃碼頭及汽
車物流，目前小三通航運業務主要以金門與馬祖為主，若善加利用臺灣本島已建
置的保稅倉儲物流機制，可享運輸成本較低兼具貿易便捷模式，將保稅倉儲處所
存儲之貨物，以小三通航運出口至大陸通關模式，業者可於臺灣本島辦理出口貨
物通關放行手續後再經離島運往大陸。出口貨物直接於金馬離島辦理通關放行手
續後運往大陸，且可藉保稅倉儲區，進行深層加工、多國籍併貨之加值活動。
根據楊雅玲與梁煒(2016)指出，兩岸大三通空運直航下，小三通航運客運除
班次密度與票價優勢，對旅行時間、天氣停飛、接駁及運具風險皆處於劣勢，以
致空運對小三通航運發展造成威脅或替代性。根據袁明仁(2019)指出，跨境電商
正成為臺灣產品進入大陸市場的新管道，2018 年大陸跨境電商步入高速發展
期，根據大陸海關統計，2018 年大陸跨境電商零售出口總額，較 2017 年同比成
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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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分析
依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及大陸委員會(2019)有關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資
料，進行金馬澎現有航線旅客運輸與貨物運輸現況分析，並進行綜合討論。
3.1 小三通航運客運營運現況分析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金門地區小三通航運客運航線，現階段「金

x 10000

門－廈門五通」及「金門－泉州石井」等 2 條航線，平均每日可提供往返 44~46
航班、平均載客運能為 13,066~13,542 座位數，從 2001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共
開航 17.4 萬餘航次，載運人數已達 1 千 8 百萬餘人次。金門地區發展小三通航
運 18 年以來，航運客運航班增加快速，同時更帶動海運、空運與接駁及相關業
者等快速成長。有關金門小三通航運往來人數統計，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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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入出境總人數
線性(金門入出境總人數)

資料來源：整理自大陸委員會(2019)。
圖 1 金門小三通航運往來人數統計
以小三通航運而言，2018 年金門小三通航運有 1,908,025 人次；以 2001~2018
年平均而言，占小三通航運客運量 97%，且呈現穩定成長之趨勢。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馬祖小三通航運客運航線，現階段馬祖至
福州間有「福澳－馬尾」及「白沙－黃岐」2 條航線，我業者有 3 家 4 艘船，陸
方 1 家 2 艘船，平均每日提供往返 6 航班、平均每日載客運能為 805 座位數，從
2001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共開航 17,552 航次，載運人數已達 78 萬餘人次。馬
祖小三通航運往返兩岸旅客 18 年以來，開放之初微幅成長，但初期僅開通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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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遠之馬祖與馬尾航線，因兩馬資源及市場規模較小，因此旅客人數不如金門小
三通航運熱絡。有關馬祖小三通航運往來人數統計，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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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大陸委員會(2019)。
圖 2 馬祖小三通航運往來人數統計
以小三通航運而言，2018 年馬祖小三通航運有 58,012 人次；以 2001~2018
年平均而言，占小三通航運客運量 2.95%，且成長幅度有限。
由圖 1 及圖 2 可知，小三通航運往來人數主要以金門為主。經統計，2008
年 12 月 15 日啟動大三通直航後，以總人數年平均成長率而言，金門由 85.9%跌
至 7.45%，馬祖由 59.50%跌至 0.96%，可見小三通航運深受兩岸大三通直航之影
響，小三通航運旅客人數平均年成長率明顯趨緩，馬祖小三通航運更呈現負成長
之現象。
澎湖小三通航運，因距離福建港口較遠，且冬季海象不佳，使小三通航運客
運航線不易發展。現階段營運採取不定期包船模式，尚無澎湖小三通航運客運固
定航班，兩岸旅行團通常係借道金門小三通航運，並以金門至馬公航空班機轉運
來臺觀光行程。
3.2 小三通航運貨運營運現況分析
有關小三通航運貨物運輸量方面，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及統計查詢網
(2019)資料，有關金門、馬祖、澎湖小三通航運往來貨物運量統計，其中金門與
馬祖以公噸計算，澎湖以計費噸計算，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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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及統計查詢網(2019)。

圖 3 金馬澎小三通航運貨物運量統計
由圖 3 可知，小三通航運貨物進出口以金門為主，馬祖的波動程度較大，且
近年總貨量有明顯減少趨勢。經統計，2001~2018 年間，金馬澎小三通航運貨物
運輸量，年平均成長率分別為 41.91%、97.52%、18.9%。2008 年 12 月 15 日啟
動大三通直航後，成長率明顯下降，以年平均成長率而言，金門由 81.02%跌至
14.53%，馬祖由 184.42%跌至 36.7%，澎湖由 29.52%跌至 0.13%。由此可知，兩
岸大三通直航，明顯影響小三通航運總貨量。
有關澎湖小三通航運貨物運輸，因海運航程較遠，因此未如金馬小三通航運
蓬勃發展。由於基礎建設所需，以砂石等物料為主，經小三通航運模式運送至澎
湖。根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2019)顯示，貨運量自 2007 年起穩定成長，起伏較
小。
3.3 綜合討論
經由兩岸大三通直航實施前後，比較小三通航運旅客運輸與貨物運輸數量可
知，兩岸海運直航縮減時間與運輸成本，使小三通航運的中轉功能日漸式微。小
三通航運的貨運轉運至臺灣之海運功能，已被兩岸大三通海運直航取代，小三通
航運貨運係以金馬澎與大陸間的貨物往來為主。而海運客運方面，若以發展觀光
為主軸，或可為小三通航運旅客運輸帶來新契機。

肆、小三通航運船舶供給現況分析
依據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進行金馬澎離島地區現有船舶供給，以及遊艇發
展現況分析，並進行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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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金門小三通航運船舶供給現況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金門小三通航運旅客運輸航線，以金門水
頭碼頭至廈門五通碼頭之「金廈航線」，及金門水頭碼頭至泉州石井碼頭之「金
泉航線」，除定期航班尚有專案往返，此 2 條航線船舶我方有「馬可波羅 1 號、
新金祥龍、金瑞龍、新東方、金星 6 號、百麗輪(泉州航線)」；大陸有「迅安、
新五緣、新武夷、和平之星、捷安、八方(泉州航線)」共 12 艘參與營運，每日
往返共 46 航班。若與陸籍船舶比較，我航商近年陸續建造新船，配合交通部航
港局船舶汰舊更新政策，目前平均船齡小於陸籍船舶，但總噸位及限載人數略低
於陸籍船舶。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金門小三通航運貨運船舶航線包括金門－
東山、金門－紹安、金門－漳州、金門－廈門、金門－石井、金門－圍頭、金門－
石湖、金門－后渚、金門－平潭，營運船舶共計 35 艘參與營運。
4.2 馬祖小三通航運船舶供給現況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馬祖小三通航運旅客運輸 2 航線，有馬祖
南竿福澳港至福州馬尾之「兩馬航線」，客輪有馬祖籍「閩珠 8 號、金龍輪」及
陸籍「安麒輪」共 3 艘，及馬祖北竿白沙至福州黃岐之「黃岐航線」，客輪有馬
祖籍「閩珠 8 號、吉順 9 號」等 2 艘，陸籍僅「安麒 2 號」1 艘，共計 5 艘參與
營運。
根據交通部交通年鑑(2018)資料，馬祖小三通航運貨輪供給現況，有「馬祖
福澳－福州馬尾、馬祖白沙－黃岐、馬祖福澳－三沙」3 條航線。有「華維 1 號」
等 15 艘貨輪參與營運。大陸貨物輸入馬祖以營建原物料為主，包括河砂、碎石、
花崗石、塊石、石板材等；馬祖地區貨物輸出大陸有高梁酒、食品、什貨等為主。
4.3 小三通航運遊艇發展現況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2015)指出，有關福建地區遊艇製造發展現況，主要有廈
門陸橋集團、廈門遊艇港開發公司、廈門瀚盛遊艇公司及唐榮遊艇工業公司等。
廈門政府發展遊艇於港口建設及經營管理部分皆為業界領先政府部門，藉由營運
時所產生之經驗累積後，提供政府部門於訂法時之參考。廈門瀚盛遊艇公司為大
陸知名遊艇及帆船製造公司，該公司所打造之「誠信創新」號遊艇，亦為首艘依
航港局「遊艇申請航行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作業程序」申請，於 2014
年 11 月 18 日航行至金門，成功開創兩岸遊艇小三通首航。
有關遊艇相關活動之推展，根據交通部航港局(2016a)指出，金門縣僅限於
兩岸遊艇申請直航及中轉交流活動，配合遊艇進出商港靠泊作業。為因應未來發
展海上休閒活動需求，配合「金門港埠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推展，先將金門國
內商港(水頭及九宮港區)納入規劃遊憩船基地之發展空間。馬祖國內商港各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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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潮差較大，且泊區擁擠，遊艇所需浮動碼頭因應需於標準波高 0.3 公尺以下始
能設置，目前馬祖各碼頭區現況均無法滿足，將依相關港埠建設進行規劃；澎湖
縣目前有 10 處漁港開放遊艇停泊，馬公漁港並劃有專用區位。澎湖縣已著手進
行規劃(馬公第一漁港、澎湖港馬公碼頭區)遊艇停泊專區遊艇港之設置。
根據交通部航港局(2016a)指出，金門臨近大陸，距離廈門約 1 小時航程，
且廈門已有多處遊艇專用港，亦頗具規模，對金門遊艇活動發展造成影響，目前
已有遊艇會組織之成立。由於金門地理位置特殊，為符合市場需求，促進金廈遊
艇發展，增加金門觀光吸引力，可再簡化大陸遊艇來離島出入境手續。目前如無
需事先申請、即辦即用或申請時間再縮短，原則上需要 18 天，如能縮短來臺(含
金馬澎)流程，將可有效吸引對岸遊艇來臺活動。交通部航港局(2016b)於「金門
港埠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指出，規劃於水頭港區與九宮港區增設遊艇泊位，以
期吸引對岸遊艇持有人或買家至金門從事相關活動。
綜上就旅客運輸市場而言，對金馬離島船舶供給的整體運能與限載人數，相
對稍處弱勢，若以「海峽兩岸海運協議」運力安排及平等參與協議為基礎，進一
步考量若未來旅客運量增加，應以中長期規劃相關建設，增加金馬澎離島的碼頭
供給能量。無論是旅客運輸或貨物運輸，小三通航運未來，希望能維持良好的競
合關係，朝向常態化與定期航線化發展，以圖共榮共存。

伍、小三通航運未來展望
小三通航運發展受兩岸關係政治因素影響程度最大，根據鍾政棋等人(2017)
研究指出，未來小三通航運發展，不易於自由市場機制下運作，若欲活絡小三通
航運市場，政府航運政策與航商營運策略實乃關鍵所在。對我政府而言，如何使
金馬澎小三通航運市場持續活絡，其重要性受到高度重視；除了邊境貿易外，對
兩岸政府而言，小三通航運市場或非其目的所在，其政治目的或大於經濟目地，
如何爭取小三通航運業者之利益，亦係重要的研究課題。
根據交通部航港發展資料庫對外公開資訊平臺(2019)資料，金門小三通航運
具有地理區位優勢，金馬與大陸間已發展成為緊密的經濟圈。近年來跨境電商崛
起，兩岸網購貨物運輸需求增加，金門縣府以構建「兩岸電商物流中心」為目標，
航商可藉此商機增加貨源，並與兩岸快遞公司合作，或可於未來金門發展自貿
區，簡化小額貿易查驗手續，將金門推進更精緻的貨運中轉服務。從開辦公司到
經營的要領，新的跨境電商法和主要跨境物流模式、保稅模式、直郵模式、集貨
模式、跨境電商關稅及跨境電商平台等，皆須藉由政府單位進行整合。
根據交通部航港發展資料庫對外公開資訊平臺(2019)資料，陸客來臺自由行
喊停、團客限縮，估計兩岸航線將陸續出現減併班，或換小型機飛行狀況，屆時
客機原供航空貨運艙位將減少，市場運價亦將隨之提高，部分貨載須改採海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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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託運人與航商可提早因應，以迎接新的貨源商機。
根據鍾政棋等人(2017)指出，馬祖小三通航運囿於與馬尾間海運航程較長，
港口交通建設未如金廈完備，且人口密度也有明顯差異，使旅客運輸發展無法跟
上金門運量。2017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試辦南竿福澳港國籍旅客出境查驗
通關服務，船舶抵達北竿時，可原船開抵黃岐港，旅客與行李免下船，使旅客便
利通關，大幅降低旅運時間，提升旅遊品質，期能帶動旅客再訪意願。澎湖地區
受限於地理因素，海上運輸距離不如金馬離島優勢。目前主要係以空運接駁澎湖
與金門兩地，再借金門小三通航運前往大陸；而空運航班密集性與旅客運輸量，
無法達到與海運同樣的質量，因此其發展受限。
根據國際郵輪協會(CLIA, 2018)資料，臺灣是亞洲郵輪第二大客源市場，及
近年亞洲郵輪及遊艇風潮觀察，就金馬澎地區而言，各具不同的離島風情，若能
構建新的郵輪觀光旅遊型態，以國際郵輪掛靠港方式，或跳島的旅遊行程，帶動
國際遊客上岸觀光人數，發揮各離島的優勢與特性，結合兩岸郵輪小三通旅遊的
新模式。現階段有關遊艇觀光，金門與澎湖兩地均處於發展階段，金門以廈門遊
艇為主，馬祖尚在評估中，澎湖則為國際遊艇與國內遊艇，客源明顯不同，各地
發展遊艇策略，亦應有所差異。以澎湖推動遊艇活動與小三通關聯性，因跨越臺
灣海峽航程較長，且船舶適航性考量，可由福建搭小三通船舶至金門，再以空運
至澎湖進行遊艇休憩活動；或以郵輪方式，由廈門直靠澎湖成為新型態旅遊模式。

陸、結論與建議
小三通航運為海運發展提供機會，本文透過檢視小三通航運發展現況，期能
提供政府機關未來兩岸航運政策擬定，及海運發展制定營運策略之參考，因應小
三通航運發展方向提出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1. 兩岸大三通直航後，海運直航縮短時間與運輸成本，使小三通航運中轉功能
日漸式微。於海運客運方面，基於地利優勢，若以發展觀光為主軸，將為小
三通航運客運帶來新契機。要言之，小三通航運市場並非自由運作的有機海
運市場，主要受兩岸政治因素高度影響，小三通航運發展仰賴兩岸政局穩定
與政策支持。
2. 小三通貨運轉運至臺灣之海運功能，已被大三通海運直航取代，小三通航運
係以客運觀光為主，而貨運以金馬澎離島與大陸間的貨物往來為主。而近年
來跨境電商崛起，兩岸網購貨運需求增加，金馬澎離島深具發展成為「兩岸
電商物流中心」或「兩岸自由貿易區」，以發揮離島貨運中轉運輸物流服務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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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郵輪及遊艇發展而言，可發展郵輪及遊艇新型態旅遊模式，若能構建此一
新模式，或能帶動國際與兩岸旅客人數，發揮金馬澎離島的在地特色，帶動
離島觀光遊憩人潮。
6.2 建議
1. 就小三通航運客運市場而言，建議從需求面著手，有效掌握旅客運輸需求，
可與兩岸旅行業者異業結盟，共同擬定觀光行銷發展策略，以圖有效增加客
源。依兩岸目前局勢，若能將觀光與航運結合，俾增加旅客同時帶動航運物
流發展，以吸引兩岸觀光客延伸旅遊；亦可積極開發郵輪遊艇小三通航運市
場，將目標瞄準國際旅客與兩岸高端客群。
2. 就小三通航運貨運市場而言，可乘跨境電商之崛起，以小三通船舶為運具，
從事運輸物流相關交易。同時可擴大免稅商品項目與數量限制，並開放離島
設置自由貿易區，吸引業者投入經貿交流，促進離島經濟發展。小三通航運
有地理區位優勢，客貨運業者應以「快速運送與服務品質提升」為核心目標，
進行跨域整合，以圖有效增強競爭力。
3. 以小三通航運政策而言，由於兩岸體制差異與法規限制，應共同研擬溝通協
調程序，降低認知落差與實際業務接軌，俾利政策有效執行。金馬澎離島區
位、文化歷史背景、自然資源、社經條件等有所落差，政府或應政策再鬆綁，
重新檢視小三通航運相關法令，以符合金馬澎離島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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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運價指數預測之樣本區間敏感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Sampling Interval of Baltic
Dry Index Forecast
洪榮耀 1

簡愉文 2

Hung, Jung-Yao

Jian, Yu-Wen

摘要
台灣進出口貿易之貨物運輸配送唯海運是賴，然航運市場受世界經濟貿易、政
治、自然、船噸供給及貨源需求或其他難以預測之因素影響極大。近年來，國際散
裝航運市場低位震盪，不確定因素增多，對運價風險的管理和控制儼然已成為市場
共識。航運市場運費與租金的波動，隱含著極高的風險，若能藉由過去發生之歷史
資料，預測掌握運價趨勢，了解市場景氣起伏，定可降低經營風險。
本研究是以自我回歸移動平均整合模型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預測波羅的海乾散貨運價指數 (Baltic Dry Index, BDI)，並將重心
置於樣本區間長度抉擇上，旨在探討不同長度區間的預測績效。本文預測 BDI 指
數樣本區間分為 (1) 2013 年 1 月至 6 月、(2)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3)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4)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四個區間的日資料。研究
結果顯示(1)各樣本區間配適之 ARIMA 模型略有所異，第一區間及第二區間配適模
型為 ARIMA(2,1,1)、第三區間及第四區間配適模型則為 ARIMA(4,1,1)，(2)從樣本
區間長度預測績效結果分析來看，隨著樣本區間長度愈來愈長，模型預測績效愈
好，此顯是採較長樣本區間之模型預測準確性較高。
關鍵字：波羅的海乾散貨運價指數，時間序列，ARIMA(p, d, q)

Abstract
The carriage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for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aiwan is
mainly by ocean shipping. However, the shipping markets has been affected by world
economy, politics, nature, shipping ton supply and goods demand, or other unpredictable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dry bulk market has been so volatile, also, more
and more uncertain factors.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freight rate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around the market. The spot markets react to Baltic Dry Index
(BDI), high-low freight fee will affect the rise and fall BDI. Fluctuation of ocean
shipment fee and rent implied the extremely-high risk, if we can according th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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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o forecast the trend of BDI, check the economy fluctuation of dry bulk
market, Then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charterers as references for chartering
decision-making.
The results of time series will be different depending on using what kinds of time
interval or prediction method. However, there is no one prediction method which always
leads to the most precise results, therefore,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intervals,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sensitivity analysis from intervals which have
different length, in order to take control of freight rate in shipping markets. The interval
of BDI forecasting are January to June, 2013, November, 2012 to June, 2013, September,
2012 to June, 2013, and July, 2012 to June, 2013.The research method is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also, finding the ARIMA model
which has the best test for goodness-of-fit by using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IC and
SBIC.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first interval is ARIMA(2,1,1) model, the
second interval is ARIMA(2,1,1) model, the third interval is ARIMA(4,1,1), and the
fourth interval is ARIMA(4,1,1) model. Comparing MAE of each interval, as well as
MAPE and RMSE, it shows that with the length of interval getting longer and longer,
the accuracy of model prediction will increase.
Key words: Baltic dry index, Time series, ARIMA (p, d, q)

壹、緒論
近年來我國的國際貿易產業蓬勃發展，2015 年對外貿易總額達 5,225 億 6
千萬美元，累計出超 481 億 2 千萬美元。而我國進出口貿易之貨物運輸配送主要
集中於海運，占 99.0%，空運僅占 1.0%，可見海運運輸效率和經濟良否對我國
經貿發展的重要性。然而航運市場受世界經濟貿易、政治、自然、船噸供給及貨
源需求或其他難以預測之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透過航運市場的價格波
動反映出來；運價的波動，會給租船人或船東帶來經營的不確定性，使其處於不
利的地位，更甚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航運產業中，近年又以散裝航運市場之變化最具挑戰性 (鍾政棋，2004) 。
散裝航運業競爭激烈且運費無固定運價表，運價及租金完全視市場供給與需求條
件來決定，因市場價格波動不易預測與掌握，導致船東與傭船人面臨極高風險。
而影響散裝航運運費與船東利潤的最大因素為散貨市場需求與全球大宗物資貿
易量。陳桓毅(2006)亦指出變化劇烈的散裝航運市場，由於運費不利，船商未有
任何保障，其完全暴露於難以預測之模糊環境中 。2008 年金融風暴前，散裝航
運市場剛歷經長達五、六年的高峰期。2008 年下半年中國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
刺激方案帶動大量熱錢湧入新興市場，導致通膨效應，再加上其後爆發的歐債問
題和中國政府緊縮政策，散裝航運市場景氣急轉直下，供過於求的船舶，讓 Baltic
455

Dry Index(之後簡稱 BDI 指數) 65屢屢跌破新低 (遠東人月刊，2012)。 2008 年 5
月 BDI 指數高點達 11793 點，散裝航運市場空前繁榮，但下半年的經濟衰退使
得 BDI 指數暴跌至 663 點。 2015 年中國等主要經濟體需求放緩，煤炭和鐵礦石
等大宗商品需求不振，航運市場供過於求，BDI 指數不斷創下歷史新低，2016
年 2 月更跌至 290 點，運費已遠低於營運成本。受到國際航運市場不景氣及運費
下跌影響，全球航運業部分航商接連受波及，其中以散貨航商為最。包括中國大
連威蘭德航運、丹麥船公司 Copenship、韓國大波航運公司等已因不堪虧損而相
繼破産 (台灣新生報，2015)。韓國第一、全球第七大的海運集團-韓進海運公司
也因貿易走疲，船隊快速擴張，出現供過於求的困境，過剩的產能直接導致虧損，
並於 2017 年初正式宣布破產。
航運市場運費與租金的波動，導致無所依循
之結果，隱含著極高的風險，若能藉由過去發生之歷史資料，透過合適的計量模
型預測掌握 BDI 指數趨勢，看出散裝航運市場景氣之起伏，對散裝航運市場經
營者將有莫大的助益。
我們發現自 Box and Jenkins (1976) 發展時間序列分析法以來，各學者的研
究各持論點，沒有單一的預測方法有最準確的預測結果，因此將研究重心置於
BDI 樣本區間取法上，而非預測方法。本文是以 2012 年到 2013 年不同樣本區間
((1) 2013 年 1 月至 6 月、(2)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3)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4)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的 BDI 日資料進行 BDI 指數不同樣本區
間模型預測，並利用獲得模型對同樣暴跌的 2015 年 BDI 指數進行預測，藉以進
行不同樣本區間預測績效探討，此結果將可提供航運市場經營決策者資訊上的參
考 。 本 研 究 方 法 為 單 變 量 模 型 — 自 我 回 歸 移 動 平 均 模 型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並以 MAPE 值、MAE 值及 RMSE 值作為
績效評估的標準，旨在探討不同樣本區間 BDI 指數預測之敏感度，以為進一步
掌握航運市場之運價變化。研究結果顯示(1)各樣本區間配適之 ARIMA 模型略有
所異，第一區間及第二區間配適模型為 ARIMA(2,1,1)、第三區間及第四區間配
適模型則為 ARIMA(4,1,1)，(2)從樣本區間長度預測績效結果分析來看，隨著樣
本區間長度愈來愈長，模型預測績效愈好，此顯是採較長樣本區間之模型預測準
確性較高。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主要分為散裝航運與 BDI 指數及時間序列兩部分；第三章
為研究方法，介紹單根、估計與檢定，以及時間序列 ARIMA 模型的推導；第
四章為實證結果與分析，解釋序列區間資料之選取到統計軟體的模擬檢定與數據
分析，具體呈現研究結果；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總結本研究之成果與貢獻，並
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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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tic Dry Index, 簡稱 BDI 指數，中文名稱為波羅的海乾散貨運價指數；波羅的海乾散貨運價指數是由四種不同的運
價指數以相同權重平均計算組成綜合性指數 (Composite index)，反映即期市場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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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乾散航運是以運輸大宗民生物資及工業原料為主，其營業狀況與市場供需、
原物料行情高低以及全球經濟景氣息息相關。以船噸供給而言，散裝航運市場是
由多個子市場 (submarkets) 組成，主要依船型大小區分為海岬型 (Capesize)、巴
拿馬極限型 (Panamax)、超輕便極限型 (Supramax) 與輕便型 (Handysize) 等四
種船型市場。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 (Baltic Dry Index, BDI) 為乾散貨航運運
價指標，該指數在 1985 年開始依其每日運價所編製公告，為目前市場上最具代
表性之散裝航運運價之晴雨指標，提供給船東、經紀人及傭船人在簽訂契約時之
參考。不同船型係分為波羅的海海岬型船指數 (Baltic Capesize Index, BCI)、波羅
的海巴拿馬極限型船指數 (Baltic Panamax Index, BPI)、波羅的海超輕便極限型船
指數 (Baltic Supramax Index, BSI) 及波羅的海新輕便型船指數 (Baltic Handy
Size Index, BHSI) 等四項，目前 BDI 指數計算僅考慮各子市場的 T/C 租金，不
考慮 V/C 運費。其計算公式如下：

散裝航運市場運價之高低，是航運業者制定傭船決策之重要依據。於景氣繁
榮時，運價連帶上升；於景氣蕭條時，船東須面對運價下挫之局面 (陳桓毅，
2006)。周恆志、張超琪 (2011) 以 ICAPM 檢驗 BDI 指數報酬與風險間關係，
分析重大金融事件對散裝航運運價結構之影響。結果發現金融市場上特殊重大的
單一事件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確實改變航運市場上 BDI 指數報酬與風險間關
係。因此，有效預測分析航運市場與運價之變化，當能做出最佳的決策規劃。
過去學者對 BDI 指數預測進行了多項研究，並提出不同之見解。相關研究
有陳桓毅 (2006)採用日資料、週資料、月資料及季資料應用灰預測 GM (1,1)、
指數平滑法及時間數列 ARIMA (p,d,q) 計量模型進行散裝航運波羅地海運價指
數預測。實證結果顯示，對日資料而言，三種模型中預測績效較佳為 ARIMA 模
型，對週資料及月資料預測，績效較佳為灰預測 GM (1, 1) 模型，而透過季資料
預測之精確度均不理想，不論透過灰預測模型或指數平滑法模型均不適合 BDI
的長期預測。林仕展 (2008) 以 2000 年 6 月至 2008 年 5 月之週資料，利用時間
數列自我迴歸平均整合模型與多變量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對散裝波羅的海運價综
合指數與全球鋼價指數進行關聯性分析。兩組預測模型預測結果顯示在預測期間
內波羅的海指數在即呈現上漲的趨勢，而又以多變量模型 VAR (6) 成長的幅度
較大。梁金樹、鍾政棋、陳桓毅 (2010) 採用灰色理論的灰預測 GM (1,1) 模型
與時間序列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 (ARIMA) 模型，分別構建 BDI 運價指數的
預測模型，並進行實證分析及其模型精確度之探討。研究結果顯示 GM (1,1) 模
型相對較適合應用於 BDI 指數之預測，而 ARIMA 模型應用於實際值資料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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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之結果，其預測效能較差。劉錫謙 (2010) 以 2000 年 1 月至 2007 年 12 月
之指數及股價日資料探討波羅的海綜合運價指數波動率、美國運輸類股指數波動
率、臺灣運輸類股指數波動率、臺灣上市散裝航運公司股價間波動率，有無長期
均衡關係，是否具有單、雙向之領先與落後因果關係。結果顯示國際散裝價格之
波羅的海綜合運價指數與美國運輸類股均領先臺灣運輸類股指數與股價。鍾政
棋、徐嘉陽、林宥勝(2010) 採用灰預測 GM (1,1) 滾動檢驗建模方式，針對 2007
年 7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波羅地海海岬型船指數 (BCI)，分別就月、雙月
與季等不同樣本數進行檢驗，探討四筆至十筆實際值之預測精確度，並與指數平
滑法比較。研究分析顯示，以四筆樣本之預測最精確；於預測值方面，預測期間
愈長，指數波動愈大；以指數波動幅度而言，灰預測受其影響較指數平滑法為低，
且精確度較高。Wong, H. L. (2014) 提出以 ARIMA 模式、灰色理論模式及模糊
集合理論預測 BDI 走勢。結果顯示當 2007 年 12 月發生了重大轉變，ARIMA 模
型的解釋能力高於沒有考慮結構變化的模型。預測績效上對於短期和長期的 BDI
數據，模糊集合理論模型的預測誤差最小，ARIMA 相對更適合長期預測，而 GM
(1,1)具有較大的預測誤差。

參、研究方法
企業經營是持續且隨時變動的過程，不會只以當年度為目標，更不會僅憑直
覺臆測未來，若能藉由預測促使管理階層能不斷地因應產業變動情況，提高重大
且可控因素的掌握程度，再輔以經驗及直覺判斷做最終的結果調整及確認 (李威
陞，2016)，則未來不確定性之影響可大幅降低。通常在研究單變量的時間數列
時，最常使用的方法是 Box and Jenkins (1976) 所發展出來的自我回歸移動平均
整合模型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of order (p, d, q), ARIMA (p,
d, q))。
3.1 ARIMA 模型
ARIMA 模型說明了隨機變數隨時間變化之特性，考量變數本身與過去期數
觀測值間的相對關係，能找出模型良好的配適度。ARIMA 模型可分解為自我回
歸 (Autoregressive, AR) 、移動平均 (Moving Average, MA) 以及差分 (difference)
三個部份，如 3.1-3.4 所示。
3.1.1 自我迴歸模型 (Autoregressive Model)
AR (p) 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為常數的截距項，p 為落後期數， 代表
的係數 (為常數)， 為白噪音 (white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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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移動平均模型 (Moving Average Model)
MA (q) 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為常數的截距項，q 為落後期數， 代表
的係數 (為常數)， 為白噪音 (white noise)。

3.1.3 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模型 (Auto 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 Model)
ARMA (p, q) 模型如下所示，為 AR (p) 模型和 MA (q) 模型的結合。

3.1.4 自我迴歸移動平均模型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ARIMA (p, d, q) 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表示將

變數差分

次。

3.2 單根檢定
Granger and Newbold (1974) 發現非定態變數之間，可能會出現所謂假性回
歸 (spurious regression) 的問題。因此在進行時間序列預測分析前，首先要確定
數列是否為定態，其中最常見的為單根檢定 (unit root test)。檢定單根的方法最
早是 Dickey and Fuller (1979) 的 Dickey-Fuller 單根檢定 (簡稱 DF 檢定)。然
而，DF 檢定模型的因變數有一階自我相關的現象，當用 OLS 估計時，其殘差會
不符合白噪音的假設，會影響到估計出來之回歸係數。因此，Said and Fuller (1984)
發展出擴充的 DF 檢定，即所謂的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單根檢定 (簡稱
ADF 檢定)。ADF 檢定是在 DF 檢定式上加上自變數差分的落後期，使單根檢定
估計式的殘差符合白噪音的性質。
ADF 檢定模型如下所示，若 為一時間序列資料， 為常數項， 為最適落
後期數。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含截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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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3.3 ARMA 模型的估計
在進行 ARMA 模型的估計時，首先要判斷落後期數。本研究是採用 Box and
Jenkins (1976)提出的樣本自我相關函數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 ACF）、樣本
偏 自 我 相 關 函 數 (Partial Auto Correlation Function, PACF) 及 自 我 相 關 圖
(Correlogram) 判斷 ARMA 中的落後期數。ACF 可以決定 MA 項之階次，PACF
則是協助判斷 AR 項之階次。
表 3.1 自我相關圖判別準則

模型
AR (p)

ACF
呈遞減或振盪遞減現象

PACF
第 p 項較為凸出

MA (q)
ARMA (p,q)

第 q 階較為凸出
呈明顯遞減現象

呈遞減或振盪遞減現象
呈明顯振盪遞減現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模型診斷
在時間序列的資料產生過程 (Data Generating process, DGP) 中，殘差必須符
合無自我相關與常態分配，本文是以 Q 統計量和 Jarque-Bera 統計量 (簡稱 JB 統
計量) 作為診斷統計量，判斷時間序列的資料殘差是否符合無自我相關與常態分
配。
3.4.1 Q 統計量
Q 統計量是用來檢定估計模型之殘差是否仍存在「自我相關」，可分為
Box-Pierce Q 統計量與適用小樣本的 Ljung-Box Q 統計量，假設時間序列跑迴
歸所得的殘差項為 ，樣本數共 T 個，則可得殘差的第 i 階自我相關係數

Box-Pierce Q 統計量的計算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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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jung-Box Q 統計量的計算式為：

3.4.2 JB 統計量
JB 統計量是用來檢定估計模型之殘差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因此又稱常態
性檢定。JB 統計量的計算式如下所示，其中 n 為待估參數個數，S 為偏態係數，
K 為峰態係數，而 T 為殘差的樣本總數。

3.5 模型選擇
本研究是以 Akaike (1974)的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及 Schwarz
(1978)SBIC (Schwartz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做為模型配適度的指標，
藉以選擇合適模型。AIC 和 SBIC 的計算式如下所示，其中 T 為樣本總數，SSE
為殘差之平方和，K 為待估的參數個數。

由於總變異為已解釋變異與未解釋變異的和
，SSR 愈大代
表模型樣本資料之解釋力愈好，因此 SSE 愈小代表模型樣本資料之解釋力愈
好，即計算出之 AIC 或 SBIC 值愈小，模型的配適度愈佳。
3.5.1 檢定模型選擇準則
當利用判定係數、AIC 或 SBIC 找出一個配適度較佳的模型，卻並不知道這
個模型是否顯著地優於其他模型。因此，本文是以利用模型估計所算出之最大概
似值的概似比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 test)來進行最適模型選擇。LR 統計
量的計算式如下， 為限制式的數目。

3.6 模型預測
本研究是採用平均絕對誤差 (Mean Absolute Error, MAE)、平均絕對誤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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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及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等來評估模型預測績效。
3.6.1 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
平均絕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 為常見的模型預測績效之一，所
預測的平均絕對誤差愈小，代表模型之預測能力愈強。
MAE 計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 y t 為實際值， y't 為估計值，N 為樣本數。

3.6.2 平均絕對值誤差率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平均絕對值誤差率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又稱為平均絕
對誤差百分比，係由 Lewis 於 1982 年提出，用以作為預測模型是否精準之依
據。MAPE 值屬於相對數值，且不受實際值與預測值單位之影響，因此能客觀地
獲得實際值與預測值間之相對差異。MAPE 其計算公式如下所示，其中
際值，

y't

yt

為實

為估計值，N 為樣本數。

Lewis (1982) 認為 MAPE 為最有效之預測指標，提出了 MAPE 值介於 10%以
下，則表示該模型有高精準預測，MAPE 值介於 10%至 20%間，則表示模型有
優良精準之預測，若 MAPE 值介於 20%至 50%間，則表示模型有合理之預測，
若 MAPE 值若大於 50%，則表示模型屬不準確之預測。
3.6.3 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亦稱為標準誤差 (Standard
Error)，是用以測量數據可靠性之預測。均方根誤差愈小，表示估計的可靠性愈
高；反之，均方根誤差愈大，表示模型估計之可靠性愈低。其計算公式如式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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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研究與分析
4.1 BDI 運價指數資料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是以 2012 年到 2013 年不同區間之 BDI 運價指數日資料，利用自我
回歸移動平均模型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ARIMA) 構建散
裝運輸 BDI 之預測模型，並進行敏感度分析，樣本區間分為 (1) 2013 年 1 月至
6 月，(2)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3)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4)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各樣本區間 BDI 運價指數之敘述性統計如表 4.1 所示，資料結果顯示，各
樣本區間最大值均為 1171：第一區間與第二區間 BDI 指數最小值均為 698，第
三區間與第四區間 BDI 運價指數最小值均為 661，從平均數來看第四區間 BDI
指數為最高，其次是第二區間之 BDI 指數；以標準差結果來看第三區間及第四
區間 BDI 指數之變動幅度較大。
表 4.1 各樣本區間 BDI 指數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序列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一樣本區間

1171

698

839.82

88.82

第二樣本區間

1171

698

866.32

110.50

第三樣本區間

1171

661

860.47

119.09

第四樣本區間

1171

661

868.95

129.40

4.2 單根檢定-階次差分之判定
本研究首先對四個序列區間 BDI 指數進行單根檢定，其檢定模型分別為含
截距項、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及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並透過分析結果判定序
列之階次差分，若序列有單根，便將序列差分後再進行單根檢定，直到序列不具
有單根為止，其檢定結果如表 4.2-4.4 所示。詳細說明如下：第一樣本區間：從
檢定結果得知含截距項、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及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之模型進
行一階差分後，才不具有單根。因此判定第一序列區間須一階差分後，檢定結果
為定態。第二樣本區間：從檢定結果得知含截距項、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及不含
截距項與時間趨勢之模型進行一階差分後，才不具有單根。因此判定第二序列區
間須一階差分後，檢定結果為定態。第三樣本區間：從檢定結果得知含截距項、
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及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之模型進行一階差分後，才不具有
單根。因此判定第三序列區間須一階差分後，檢定結果為定態。第四樣本區間：
從檢定結果得知含截距項模型檢定結果不需要進行差分就達定態；含截距項與時
間趨勢及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之模型須進行一階差分後，才不具有單根。因此
判定第四序列區間須一階差分後，檢定結果為定態。
表 4.2 各區間 BDI 指數單根檢定結果表 (含截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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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次

st

Level

1 difference

第一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二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三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四區間

不具單根

區間

表 4.3 各區間 BDI 指數單根檢定結果表 (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階次

st

Level

1 difference

第一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二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三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四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區間

表 4.4 各區間 BDI 指數單根檢定結果表 (不含截距項與時間趨勢)
階次

st

Level

1 difference

第一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二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三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第四區間

具單根

不具單根

區間

4.3 ARMA 之判定
本研究以樣本自我相關函數 (ACF) 及樣本偏自我相關函數 (PACF) 之自
我相關圖 (Correlogram) 判斷各序列區間 BDI 指數之 ARMA 中的落後期數。
其結果如圖 4.1-4.4 所示，從結果得知第一區間、第二區間、第三區間及第四區
間之樣本自我相關函數 (ACF) 圖於第一、二、三、四及五較為凸出，而樣本偏
自我相關函數 (PACF) 圖於第一較為凸出，依據自我相關圖 (Correlogram) 判
斷各序列區間 ARIMA 可能的模型為 ARIMA(1,1,1)、ARIMA (2,1,1)、ARIMA
(3,1,1)、ARIMA (4,1,1)及 ARIMA (5,1,1)。

圖 4.1 第一樣本區間一階差分之自我相關圖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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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樣本區間一階差分之自我相關圖

圖 4.3

第三樣本區間一階差分之自我相關圖

圖 4.4

第四樣本區間一階差分之自我相關圖

4.4 ARIMA 模型診斷結果
4.4.1 ARIMA 模型自我相關檢定
表 4.5 第一區間 ARIMA 模型殘差自我相關 Q 統計量
模型
期數

ARIMA

ARIMA

ARIMA

ARIMA

ARIMA

(1,1,1)
15.05

(2,1,1)
8.E-05

(3,1,1)
0.03

(4,1,1)
0.0083

(5,1,1)
0.0065

(─)
57.67

(─)
0.39

(─)
0.34

(─)
0.01

(─)
0.02

(0.000)
67.81

(0.534)
0.40

(0.560)
0.34

(0.892)
0.02

(0.877)
0.03

(0.000)
87.26

(0.821)
0.91

(0.843)
0.74

(0.990)
0.31

(0.983)
0.19

(0.000)
93.04

(0.823)
0.92

(0.864)
0.74

(0.957)
0.32

(0.979)
0.19

(0.000)

(0.921)

(0.946)

(0.989)

(0.996)

1

2

3

4

5
…
…

…
…

…
…

…
…

…
…

…
…

150.23

32

30.65

30.62

32.40

(0.000)
150.40

(0.566)
32.52

(0.632)
31.07

(0.634)
30.92

(0.546)
32.40

(0.000)

(0.589)

(0.658)

(0.666)

(0.594)

35

36
註：括弧內數值為 p 值，(─)表 AR 階次及差分導致部分資料刪除，因此無法計算 p 值

本研究模型診斷採用 Q 統計量及 JB 統計量檢定四個區間估計模型之殘差是
否仍存在「自我相關」以及殘差是否符合「常態分配」
。詳細說明如下:第一樣本
區間：從表 4.5 結果得知 ARIMA(1,1,1)模型之 p 值小於 5%，拒絕殘差都沒有自
我相關的虛無假設外，其 ARIMA (2,1,1)、ARIMA (3,1,1)、ARIMA (4,1,1) 及
ARIMA (5,1,1) 模型之 p 值皆大於 5%，無法拒絕殘差沒有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
因此 ARIMA (2,1,1)模型至 ARIMA (5,1,1)模型無自我相關問題。而從表 4.6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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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 ARIMA 模型之 Kurtosis 值皆大於 3，Jarque-Bear 值也皆大於顯著水準 5%
之卡方值 5.991，表示第一樣本區間 ARIMA 模型皆未通過常態性檢定。
表 4.6 第一區間 JB 統計量表
模型

Kurtosis

Jarque-Bear

ARIMA(1,1,1)

3.85

17.01

ARIMA(2,1,1)

4.69

24.65

ARIMA(3,1,1)

4.52

20.62

ARIMA(4,1,1)

4.29

15.67

ARIMA(5,1,1)

4.43

17.54

第二樣本區間：從表 4.7 結果得知 ARIMA(1,1,1)模型之 p 值小於 5%，拒絕
殘差都沒有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外，其 ARIMA (2,1,1)、ARIMA (3,1,1)、ARIMA
(4,1,1) 及 ARIMA(5,1,1) 模型之 p 值皆大於 5%，無法拒絕殘差沒有自我相關的
虛無假設，因此 ARIMA(2,1,1) 模型至 ARIMA(5,1,1) 模型無自我相關問題。而
從表 4.8 結果得知 ARIMA 模型之 Kurtosis 值皆大於 3，Jarque-Bear 值也皆大於
顯著水準 5%之卡方值 5.991，表示第二樣本區間 ARIMA 模型皆未通過常態性檢
定。
表 4.7 第二區間 ARIMA 模型殘差自我相關 Q 統計量
模型
期數

ARIMA

ARIMA

ARIMA

ARIMA

ARIMA

(1,1,1)
22.47

(2,1,1)
0.0018

(3,1,1)
0.15

(4,1,1)
0.0090

(5,1,1)
0.02

(─)
79.65

(─)
1.43

(─)
1.62

(─)
0.29

(─)
0.45

(0.000)
94.11

(0.232)
1.49

(0.203)
1.64

(0.591)
0.30

(0.504)
1.06

(0.000)
122.58

(0.474)
3.76

(0.440)
4.11

(0.860)
2.12

(0.589)
1.83

(0.000)
132.41

(0.289)
4.84

(0.250)
5.32

(0.547)
3.03

(0.609)
3.34

(0.000)

(0.304)

(0.256)

(0.553)

(0.503)

1

2

3

4

5
…
…

…
…

…
…

…
…

…
…

…
…

227.41

39.09

39.04

41.85

43.31

(0.000)
228.19

(0.252)
40.36

(0.254)
40.24

(0.167)
42.88

(0.132)
44.80

(0.000)

(0.245)

(0.250)

(0.169)

(0.124)

35

36
註：括弧內數值為 p 值，(─)表 AR 階次及差分導致部分資料刪除，因此無法計算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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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第二區間 JB 統計量表
模型

Kurtosis

Jarque-Bear

ARIMA(1,1,1)

8.01

186.91

ARIMA(2,1,1)

8.41

196.32

ARIMA(3,1,1)

8.37

192.39

ARIMA(4,1,1)

8.49

199.86

ARIMA(5,1,1)

8.46

196.61

第三樣本區間：從表 4.9 結果得知 ARIMA(1,1,1) 模型之 p 值小於 5%，拒絕
殘 差 都 沒 有 自 我 相 關 的 虛 無 假 設 外 ， 其 ARIMA(2,1,1) 、 ARIMA(3,1,1) 、
ARIMA(4,1,1) 及 ARIMA(5,1,1) 模型之 p 值皆大於 5%，無法拒絕殘差沒有自我
相關的虛無假設，因此 ARIMA(2,1,1) 模型至 ARIMA(5,1,1) 模型無自我相關問
題。而從表 4.10 結果得知 ARIMA 模型之 Kurtosis 值皆大於 3，Jarque-Bear 值也
皆大於顯著水準 5%之卡方值 5.991，表示第三樣本區間 ARIMA 模型皆未通過常
態性檢定。
表 4.9 第三區間 ARIMA 模型殘差自我相關 Q 統計量
模型
期數
1
2
3
4
5

ARIMA
(1,1,1)
9.78
(─)
40.15
(0.000)
46.39
(0.000)
64.74
(0.000)
77.08
(0.000)

42.01
(0.163)
49.12
(0.057)

ARIMA
(5,1,1)
0.0007
(─)
0.07
(0.794)
0.22
(0.894)
0.28
(0.963)
3.82
(0.431)

30.57
(0.636)
37.77
(0.344)

…
…

43.27
(0.132)
49.57
(0.052)

ARIMA
(4,1,1)
0.03
(─)
0.18
(0.673)
0.31
(0.856)
0.48
(0.923)
4.82
(0.306)
…
…

…
…

36

ARIMA
(3,1,1)
0.09
(─)
1.07
(0.301)
1.24
(0.537)
5.42
(0.144)
13.41
(0.009)

…
…

…
…

…
…

128.71
(0.000)
132.29
(0.000)

35

ARIMA
(2,1,1)
0.02
(─)
1.98
(0.160)
1.98
(0.372)
5.62
(0.131)
14.88
(0.005)

28.48
(0.735)
34.94
(0.471)

註：括弧內數值為 p 值，(─)表 AR 階次及差分導致部分資料刪除，因此無法計算 p 值

表 4.10 第三區間 JB 統計量表
模型

Kurtosis

Jarque-Bear

ARIMA(1,1,1)

9.53

364.52

ARIMA(2,1,1)

12.27

740.24

ARIMA(3,1,1)

12.92

843.17

ARIMA(4,1,1)

12.41

753.35

ARIMA(5,1,1)

11.11

556.07

第四樣本區間：從表 4.11 結果得知 ARIMA(1,1,1)、ARIMA(2,1,1)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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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MA(3,1,1) 模型之 p 值小於 5%，拒絕殘差都沒有自我相關的虛無假設外，其
ARIMA(4,1,1) 及 ARIMA(5,1,1) 模型之 p 值皆大於 5%，無法拒絕殘差沒有自我
相關的虛無假設，因此 ARIMA(4,1,1) 模型及 ARIMA(5,1,1) 模型無自我相關問
題。而從表 4.12 結果得知 ARIMA 模型之 Kurtosis 值皆大於 3，Jarque-Bear 值也
皆大於顯著水準 5%之卡方值 5.991，表示第四樣本區間 ARIMA 模型皆未通過常
態性檢定。
表 4.11 第四區間 ARIMA 模型殘差自我相關 Q 統計量
模型
期數
1
2
3
4
5

43.42
(0.129)
53.65
(0.023)

ARIMA
(5,1,1)
0.0012
(─)
0.10
(0.752)
0.22
(0.894)
0.26
(0.967)
5.60
(0.231)

28.67
(0.726)
38.58
(0.311)

…
…

44.80
(0.102)
54.45
(0.019)

ARIMA
(4,1,1)
0.01
(─)
0.17
(0.684)
0.20
(0.905)
0.87
(0.834)
7.25
(0.123)
…
…

…
…

155.54
(0.000)
162.94
(0.000)

ARIMA
(3,1,1)
0.15
(─)
1.66
(0.197)
1.96
(0.376)
7.52
(0.057)
17.48
(0.002)

…
…

36

ARIMA
(2,1,1)
0.02
(─)
3.62
(0.057)
3.64
(0.162)
8.21
(0.042)
19.65
(0.001)

…
…

…
…
35

ARIMA
(1,1,1)
14.17
(─)
61.62
(0.000)
70.16
(0.000)
96.03
(0.000)
110.26
(0.000)

26.34
(0.823)
35.53
(0.443)

註：括弧內數值為 p 值，(─)表 AR 階次及差分導致部分資料刪除，因此無法計算 p 值

表 4.12 第四區間 JB 統計量表
模型

Kurtosis

Jarque-Bear

ARIMA(1,1,1)

8.98

371.29

ARIMA(2,1,1)

13.38

1120.94

ARIMA(3,1,1)

14.16

1293.93

ARIMA(4,1,1)

13.45

1126.78

ARIMA(5,1,1)

12.50

927.20

4.5 ARIMA 模型選擇
本研究利用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找出四個區間配適度較佳的 ARIMA 模
型，並以概似比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 LR test) 檢測所選擇的 ARIMA 模型
是否顯著地優於其他模型。詳細說明如下：從表 4.13 結果得知第一樣本區間：
ARIMA(2,1,1)模型之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較小，因此選取作為第一區間配適度
較佳的 ARIMA 模型。第二樣本區間：ARIMA(2,1,1)模型之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較小，因此選取作為第二區間配適度較佳的 ARIMA 模型。第三樣本區間：
ARIMA(4,1,1)模型之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較小，因此選取作為第三區間配適度
較佳的 ARIMA 模型。第四樣本區間： ARIMA(4,1,1)模型之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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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因此選取作為第四區間配適度較佳的 ARIMA 模型。
表 4.13 區間 ARIMA 模型選擇
第一區間模型

AIC

SBIC

LR test

ARIMA(1,1,1)

7.11

7.18

-437.99

ARIMA(2,1,1)

6.73

6.82

-409.76

ARIMA(3,1,1)

6.74

6.86

-406.40

ARIMA(4,1,1)

6.76

6.90

-403.11

ARIMA(5,1,1)

6.73

6.89

-396.84

第二區間模型

AIC

SBIC

LR test

ARIMA(1,1,1)

7.63

7.67

-616.16

ARIMA(2,1,1)

7.17

7.22

-573.86

ARIMA(3,1,1)

7.18

7.26

-570.37

ARIMA(4,1,1)

7.18

7.27

-555.43

ARIMA(5,1,1)

7.17

7.28

-560.17

第三區間模型

AIC

SBIC

LR test

ARIMA(1,1,1)

7.99

8.03

-817.62

ARIMA(2,1,1)

7.83

7.88

-796.14

ARIMA(3,1,1)

7.84

7.91

-792.08

ARIMA(4,1,1)

7.82

7.91

-784.71

ARIMA(5,1,1)

7.82

7.92

-780.47

第四區間模型

AIC

SBIC

LR test

ARIMA(1,1,1)

7.96

7.99

-989.54

ARIMA(2,1,1)

7.71

7.75

-952.51

ARIMA(3,1,1)

7.71

7.77

-948.30

ARIMA(4,1,1)

7.69

7.76

-940.92

ARIMA(5,1,1)

7.69

7.77

-936.30

4.6 ARIMA 迴歸模型
本研究將四個區間所選擇後較佳之 ARIMA 迴歸模型進行探討，其結果如表
4.14~ 4.17 所示，說明如下：第一樣本區間之 ARIMA(2,1,1)模型、第二樣本區間
之 ARIMA(2,1,1)模型、第三樣本區間之 ARIMA(4,1,1)模型及第四樣本區間之
ARIMA(4,1,1)模型之參數 p 值均小於臨界值，故各樣本區間模型之參數具有意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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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第一區間 ARIMA 迴歸模型
模型

ARIMA(2,1,1)
依變數

BDI

自變數
AR(-1)

1.83 *** (27.84)

AR(-2)

-0.83 ***

MA(1)

(-12.53)

-0.01 (-0.12)

R2

0.99

Adj- R2

0.99

Durbin Watson 值

1.99

註：括弧內數值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 **：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表 4.15 第二區間 ARIMA 迴歸模型
模型

ARIMA(2,1,1)
依變數

BDI

自變數
AR(-1)

1.82 *** (32.76)

AR(-2)

-0.82 ***

MA(1)

0.03

(-14.74)
(0.33)

R2

0.99

Adj- R2

0.99

Durbin Watson 值

2

註：括弧內數值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 **：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表 4.16 第三區間 ARIMA 迴歸模型
模型

ARIMA(4,1,1)
依變數

BDI

自變數
AR (-1)

2.09 *** (7.23)

AR (-2)

-1.52 ***

(-3.08)

AR (-3)

0.65 ** (2.74)

AR (-4)

-0.21 ** (-2.97)

MA (1)

-0.37

(-1.25)

R2

0.98

Adj- R2

0.98

Durbin Watson 值

2.02

註：括弧內數值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 **：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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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第四區間 ARIMA 迴歸模型
模型

ARIMA(4,1,1)
依變數

BDI

自變數
AR (-1)

2.09 *** (7.38)

AR (-2)

-1.51 ***

AR (-3)

(-3.08)

0.61 ** (2.64)

AR (-4)

-0.19 ***

MA (1)

-0.34

(-3.06)
(-1.19)

R2

0.99

Adj- R2

0.99

Durbin Watson 值

1.99

註：括弧內數值為 t 值，*：達 10%顯著水準， **：達 5%顯著水準，***：達 1%顯著水準。

4.7 ARIMA 模型預測結果
本 研 究 ARIMA 模 型 預 測 是 採 用 平 均 絕 對 誤 差 (Mean Absolute Error,
MAE)、平均絕對誤差率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及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等評估指標來評估各區間 ARIMA 模型預測績
效。其預測結果如表 4.18 所示，結果顯示各區間之平均絕對誤差 (Mean Absolute
Error, MAE) 值以及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值低，表示各
區間 ARIMA 模型預測績效良好，且平均絕對誤差率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值也皆小於 10%，根據 Lewis (1982) 的評估指標其屬於高準確的
預測。顯示第一區間與第二區間以 ARIMA(2,1,1) 模型為最適解，而第三區間與
第四區間則以 ARIMA(4,1,1)模型為最適解。
表 4.18 各區間 ARIMA 模型預測結果
模型

MAE (sec)

MAPE (%)

RMSE (sec)

78.83

7.74%

111.32

52.94

5.62%

78.48

51.87

5.68%

73.20

51.23

5.21%

95.05

第一區間
ARIMA(2,1,1)
第二區間
ARIMA(2,1,1)
第三區間
ARIMA(4,1,1)
第四區間
ARIMA(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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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近年來受到國際航運市場不景氣及運費下跌影響，全球航運業部分航商接連
受波及，更甚不堪虧損而相繼破産。2008 年 5 月 BDI 指數高點達 11793 點，散
裝航運市場盛况空前，但下半年的經濟衰退使得 BDI 指數暴跌至 663 點；而 2015
年航運市場供過於求，BDI 指數不斷創下歷史新低，2016 年 2 月更跌至 290 點，
運費已遠低於營運成本，導致不堪設想的結果。因此，本研究期望能有效的預測
分析 BDI 指數，掌握航運市場之運價變化。
本文預測 BDI 指數的樣本區間分為 (1) 2013 年 1 月至 6 月、(2)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3)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4)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以這四區間的歷史資料建構模型；驗證期為 2013 年 1 月至 6 月之資料，用
來測試模型之績效。經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可得各樣本區間 BDI 運價指數為有
趨勢性之時間序列。
本研究先對四個序列區間 BDI 指數進行單根檢定，發現四個區間皆須一階
差分後，檢定結果為定態。由 ACF 及 PACF 之自我相關圖判斷各序列區間 ARIMA
可能之模型為 ARIMA(1,1,1)、ARIMA (2,1,1)、ARIMA (3,1,1)、ARIMA (4,1,1)
及 ARIMA (5,1,1)。並利用判定係數 AIC 及 SBIC 找出四個區間配適度較佳的
ARIMA 模型，結果 顯示第一樣本區間 ARIMA(2,1,1) 模型、第二 樣本區間
ARIMA(2,1,1) 模 型 、 第 三 樣 本 區 間 ARIMA(4,1,1) 模 型 與 第 四 樣 本 區 間
ARIMA(4,1,1)模型之參數 p 值均小於臨界值，其參數具有意義性。最後以 MAE、
MAPE 及 RMSE 等評估指標來評估各樣本區間 ARIMA 模型之預測績效。結果顯
示各區間之 MAE 值以及 RMSE 值於 ARIMA 模型預測的績效良好，MAPE 值也
皆 小 於 10% ， 屬 於 高 準 確 的 預 測 。 其 中 第 一 樣 本 區 間 與 第 二 樣 本 區 間 以
ARIMA(2,1,1) 模型為最適解，第三樣本區間與第四樣本區間則以 ARIMA(4,1,1)
模型為最適解。並比較各區間 ARIMA 模型預測結果之 MAE 值、MAPE 值及
RMSE 值，顯示第一區間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 至第四區間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 隨著區間長度愈來愈長，可增加模型預測之準確性。
在變化劇烈的散裝航運市場，良好應變景氣的策略，能有效地控制營運風險
發生概率，如何因應市場環境改變及降低衝擊，船商可採取以下策略：投資建造
或購買新船、選擇適應未來發展的節能船隻，淘汰高耗油的船舶，有助提升公司
整體運力與競爭力、增加市場占有率及營運績效，促使海運策略聯盟，可分擔成
本與財務風險、進行國際油價風險防範以及優化供應鏈運輸成本等。
5.2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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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配置期間、預測期間、預測模式的不同，都可能對預測結果有不同的影
響。本研究僅以變數本身建立單變量 ARIMA 模型，未來可以考量將其他變數引
入多變量模型，如 VAR 模型及其它如誤差修正模型。預測的方法有很多，可以
應用其他預測方法，或許有其他不同之見解。
較長的期間可增加估計之準確性，但可能會錯失了波動性的變動，建議後續
研究可以朝向適應能力較強的估計模型，如 GARCH 模型，在波動叢集之時間序
列中，避免模型會偏向較高的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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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金廈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機制之研究
Studi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rdina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Fishery Between Kinmen and Xiamen
李佳發66
Li,Jia-Fa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金廈漁業發展特性為基礎，針對該金廈兩岸漁業發展
現存問題進行剖析，並進一步探討金廈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機制建立的模式
與合作必須採行之措施。
壹、前言
金 門 縣 與 廈 門 市 只 有 一 水 之 隔，由 於 兩 岸 頻 繁 的 漁 業 交 流 活 動 ，
讓 兩 地 的 漁 業 發 展 產 生 了 質 與 量 的 變 化，顯 而 易 見 的 是，金 廈 水 域 裡
作 業 的 漁 船 數 增 加 了、海 洋 工 業 污 染 的 範 圍 也 更 加 嚴 重 了，兩 岸 漁 民
透 過 小 額 貿 易 的 形 式，進 行 漁 獲 交 易 轉 賣 ， 毫 無 限 制 增 加 漁 獲 強 度 ，
除 了 對 兩 地 魚 貨 供 銷 產 生 影 響 外，更 衝 擊 到 雙 方 政 府 單 位 長 期 對 該 海
域 漁 業 資 源 養 護 所 做 的 努 力，嚴 重 的 造 成 金 廈 海 域 漁 業 資 源 的 大 量 枯
竭與生態的浩劫。
在 兩 岸 尚 未 分 治 以 前，金 門 與 廈 門 有 著 共 同 的 傳 統 漁 業 作 業 區 和
許 許 多 多 共 同 的 記 憶；本 報 告 的 目 的 就 是 試 圖 藉 由 金 門 與 廈 門 在 歷 史
上、在 文 化 上、在 地 理 區 位 上 的 親 緣 關 係 為 基 礎，排 除 政 治 上 的 難 題，
秉 持 互 利、互 補、互 信 的 原 則，進 一 步 探 討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機 制 建 立 的 課 題，掌 握 金 廈 漁 業 問 題 與 尋 求 可 能 而 合 理 的 解 決 之 道 。
兩岸漁業如能在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方面建立一定的共識，相互溝
通、相 互 協 調，以 此 作 為 開 啟 兩 岸 漁 業 合 作 的 敲 門 磚，由 建 立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的 機 制 開 始 做 起，相 信 一 定 能 對 金 廈 海 洋 漁 業 資 源 的 養 護 與
漁業合作的發展取的一定程度的貢獻。
貳、建立金廈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機制之必要性
一、國際漁業管理的趨勢
自 從 聯 合 國 於 1992 年 在 里 約 熱 內 盧 召 開 聯 合 國 環 境 與 發 展 會 議
（ UNCED）以 來，國 際 環 境 規 定 對 世 界 各 國 成 員 的 要 求，也 越 趨 緊 密。
UNCED通 過 了「 里 約 環 境 與 發 展 宣 言 」及「 21世 紀 議 程 」。 里 約 宣 言
包 含 了 27項 原 則，規 範 了 全 球 環 境 保 護 與 人 類 與 未 來 世 代 的 福 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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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議 程 則 針 對 全 世 界 設 定 了 全 面 性 的 策 略 與 規 劃，以 解 決 環 境 惡 化
問 題 與 推 廣 永 續 發 展 67)。
在 許 多 海 域，由 於 漁 業 管 理 不 當，未 能 實 施 有 效 的 漁 獲 配 額 與 養
護 措 施，全 球 漁 船 生 產 能 力 已 過 剩，許 多 資 源 出 現 衰 退，所 混 獲 的 水
產 生 物 種 類 數 量 令 人 擔 憂；生 態 棲 地 環 境 受 到 破 壞，已 引 起 國 際 漁 業
界 的 極 大 關 切 68)。 為 此 ， 國 際 社 會 要 求 通 過 各 種 制 度 加 強 漁 業 管 理 。
『 責 任 制 漁 業 』的 規 範 概 念 便 孕 育 而 生，這 一 概 念 是 指：在 協 調 的 環
境 中，持 續 開 發 利 用 漁 業 資 源；使 用 不 損 害 生 態 系、自 然 資 源 及 確 保
其 品 質 的 捕 撈 和 水 產 養 殖 方 法；通 過 採 用 符 合 衛 生 標 準 的 加 工 方 式 增
加 水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發 展 貿 易 活 動，使 消 費 者 享 用 良 好 品 質 的 水 產
品 69)。 『 責 任 制 漁 業 』 準 則 呼 籲 各 國 、 各 國 際 組 織 ， 不 論 係 政 府 間 或
非 政 府 間 者，涉 及 漁 業 之 單 位 共 同 合 作 實 現 及 履 行 本 行 為 準 則 之 原 則
及 目 標，在 範 圍 上 本 準 則 係 全 球 性 的，並 集 中 於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會 員
國 和 非 會 員 國、漁 業 實 體、次 區 域 性、區 域 性 及 全 球 性 組 織，不 論 係
政 府 間 或 非 政 府 間，暨 所 有 與 保 育 漁 業 資 源 及 管 理 發 展 漁 業 有 關 之 人
士，例 如 漁 民、從 事 魚 類 之 加 工 及 行 銷 及 漁 產 品 暨 其 他 與 漁 業 有 關 水
產 環 境 使 用 者 70)。 由 此 可 瞭 解 ， 維 護 漁 業 作 業 秩 序 ， 養 護 海 洋 自 然 生
態 資 源，促 進 各 國 間 漁 業 之 發 展 與 對 漁 業 資 源 管 理 的 共 同 研 究 保 護 已
是 世 界 漁 業 潮 流 之 所 趨，身 為 漁 業 大 國 的 台 灣 與 大 陸，更 不 能 自 外 於
國際社會主流發展的行列。
二、金廈地緣關係與交流頻繁
由 於 地 緣 與 歷 史 淵 源 的 關 係，在 兩 岸 尚 未 分 治 前，金 門 與 廈 門 同
屬 福 建 同 安 縣 管 轄，無 論 是 建 築、風 俗、語 言、宗 教，皆 受 閩 南 文 化
影 響；金 門 島 位 於 北 緯 24 。 27’，東 經 118 。 24’。其 面 積 約 137.9km 2 ，
廈 門 島 則 位 於 北 緯 24 。 27’ ， 東 經 118 。 07’ ， 面 積 約 129.5km 2， 金 門
島 被 廈 門 市 包 圍 在 海 灣 內，該 海 灣 分 為 南 北 兩 個 灣，北 灣 為 圍 頭 角 至
金 門 的 復 國 墩。南 灣 為 金 門 的 料 羅 碼 頭 至 鎮 海 角，同 時 還 將 該 海 灣 分
成 南 北 兩 個 水 道，這 兩 個 水 道 是 廈 門 市 船 舶 出 入 的 必 經 航 道，廈 門 與
金門兩地，陸地資源貧乏，往海洋發展成為金廈兩地人民必然的選
擇。自 從 大 陸 實 施 改 革 開 放 政 策 及 兩 岸 開 放 探 親 ， 人 民 可 相 互 往 來 ，
赴 廈 門 投 資 的 台 商 也 越 來 越 多 ， 在 1982 年 大 陸 將 廈 門 市 設 為 廈 門 經
濟 特 區 ， 經 過 30 多 年 發 展 ， 廈 門 已 成 為 台 商 在 大 陸 投 資 比 較 密 集 的
地 區，廈 門 在 兩 岸 經 貿 交 流 合 作 中，一 直 發 揮 先 行 者 的 角 色，創 造 了
許 多 大 陸 對 台 經 貿 的 第 一，如： 1994 年 8 月，廈 門 率 先 實 行 台 胞「 落
地 簽 證 」政 策 ， 兩 年 後 又 實 行「 落 地 簽 注 」政 策 ， 1998 年 5 月 ， 大 陸
首 家 對 台 貿 易 市 場 廈 門 大 嶝 對 台 小 額 商 品 交 易 市 場 開 幕 ， 200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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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廈 門 至 金 門 兩 岸 小 三 通 開 航 ， 2004 年 12 月 7 日 ， 大 陸 居 民 首 次
以 遊 客 身 分 組 團 從 廈 門 乘 船 直 航 金 門，2006 年 4 月，大 陸 第 一 家 台 灣
水 果 銷 售 集 散 中 心 在 廈 門 掛 牌 成 立 71)。2007 年 5 月 28 日 自 金 門 石 斑 魚
首次由料羅商港合法報關進入廈門。
1992 年 ， 金 門 解 除 實 行 長 達 36 年 的 「 戰 地 政 務 體 制 」 ， 尤 其 是
2001 年 1 月 2 日 金 廈 直 航 開 通 以 來 ， 金 門 已 從 昔 日 的「 反 共 前 哨 」，
逐漸變為連繫台灣與大陸往來的重要港口與通道。
三、工 商 業 發 展 海 域 生 態 環 境 飽 受 威 脅 與 漁 業 漁 船 作 業 秩 序 混 亂
金 廈 海 域 自 然 資 源 十 分 豐 富。海 洋 生 物 資 源 種 類 達 千 餘 種，其 中
文 昌 魚、中 華 白 海 豚、中 國 鱟 是 世 界 聞 名 的 海 洋 稀 有 動 物，依 據 福 建
省 水 產 研 究 所 於 2005 年 11 月 和 2006 年 2 月、5 月、8 月、11 月、2007
年 2 月、5 月、8 月，在金廈西部海域，設置 6 個站位，利用拖網、
浮 游 生 物 網 分 別 對 金 廈 海 域 的 浮 游 生 物、游 泳 動 物 分 別 進 行 ２ 年 ８ 航
次的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一 )浮 游 植 物 ：
2 周 年 季 度 月 調 查 採 集 浮 游 植 物 樣 品 共 有 4 門 147 種 ， 其 中 硅 藻
門 (Bacillariophyta) 種 類 數 最 多 ， 有 137 種 ， 占 93.2% ， 甲 藻 門
(Pyrrophyta)8 種，占 5.4%，金 藻 門 (Chrysophyta) 和 裸 藻 門 (Euglenophyta)
各 1 種 ， 均 占 0.7%。 2 周 年 季 度 月 調 查 出 現 的 共 同 種 類 有 80 種 ， 占
54.4%。
(二 )浮 游 動 物 ：
2 周年季度月調查採集浮游動物樣品共有 9 門，其中節肢動物門
最 多 ， 有 78 種 ， 占 71.6%， 腔 腸 動 物 門 有 8 種 ， 占 7.3%， 軟 體 動 物
門 有 7 種 ， 占 6.4%， 毛 顎 動 物 門 有 4 種 ， 占 3.7%， 環 節 動 物 門 和 脊
椎 動 物 門 均 有 3 種，占 2.8%；櫛 水 母 動 物 門 和 尾 索 動 物 門 均 有 2 種 ，
各 占 1.8%；原 生 動 物 門 1 種，占 0.9%。2 周 年 季 度 月 調 查 出 現 的 共 同
種 類 有 37 種 ， 占 33.9%。
(三 )游 泳 動 物 ：
種 類 組 成 ： 2 周 年 季 度 月 調 查 共 漁 獲 的 游 泳 動 物 種 類 有 157 種 ，
其 中，魚 類 有 88 種，占 總 種 數 56.0%，甲 殼 類 有 62 種，占 總 種 數 39.5%，
頭 足 類 有 7 種 ， 占 總 種 數 的 4.5%。 2 周 年 均 有 漁 獲 的 種 類 有 79 種 ，
占 總 種 數 的 50.3%。
結 果 顯 示，海 域 漁 業 資 源 的 種 類 較 多 。 魚 類 以 暖 水 性 種 類 為 主 ，
占 78.1%， 暖 溫 性 僅 占 21.9%。 甲 殼 類 主 要 以 廣 溫 低 鹽 性 種 類 和 廣 溫
廣 鹽 性 種 類 為 主。大 多 數 為 沿 岸、內 灣 地 方 性 快。資 源 結 構 以 中 小 型
種 類 為 主，漁 獲 個 體 普 遍 較 小。大 多 數 種 類 生 命 週 期 短、生 長 速 度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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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當 年 春 季 出 生 的 幼 魚、幼 體 生 長 至 夏 、 秋 季 便 可 成 為 捕 撈 對 象 。
尤 其 是 蝦 蟹 類 生 命 週 期 短，多 數 為 一 年 生，性 成 熟 早，再 生 能 力 強 ，
資 源 量 補 充 大、分 布 廣，但 各 年 間 幾 乎 沒 有 剩 餘 群 體，其 資 源 易 受 當
年 過 度 捕 撈 影 響；再 加 上 近 年 來 隨 著 兩 地 經 濟 的 發 展，在 生 態 環 境 方
面 出 現 了 一 些 問 題，如：過 度 開 發 導 致 棲 地 破 壞，人 口 膨 脹 和 工 廠 開
發 導 致 海 飄 垃 圾、污 水 和 廢 料 增 加，旅 遊、貨 物 等 船 舶 排 放 含 油 壓 艙
水 等，嚴 重 影 響 金 廈 海 域 的 水 質。在 漁 業 漁 船 作 業 秩 序 方 面：越 界 非
法 捕 魚、海 域 界 線 存 在 灰 色 地 帶，缺 乏 有 效 率 之 海 域 執 法、無 照 漁 船
存 在，管 理 不 易、兩 岸 海 域 漁 業 調 研 與 利 用 各 行 其 道、走 私 魚 貨 的 威
脅，混 亂 漁 獲 統 計 資 料 等 問 題。 金 廈 海 域 生 態 困 境 不 容 忽 視，但 因 兩
岸 分 治 ， 兩 地 海 洋 管 理 只 能 以 「 中 線 」 為 界 「 各 掃 門 前 雪 」， 制 約 了
問 題 的 解 決。所 幸 隨 著 兩 岸 經 濟 狀 況 的 改 善，環 保 意 識 的 抬 頭，慢 慢
開 始 注 意 的 保 育 的 問 題，分 別 針 對 中 華 白 海 豚、文 昌 魚、及 中 國 鱟 劃
設 保 育 區，但 由 於 兩 岸 關 係 的 僵 化，卻 不 能 達 到 保 育 的 最 大 效 果，因
此兩岸實在有必要針對金廈海域中特有的珍稀海洋生物進行保育方
面的合作。
四 、 金廈漁業發展之趨勢
金 門 從 兩 岸 分 治 海 域 實 行 嚴 密 軍 事 管 制 制 度 後，漁 業 的 發 展 受 到
諸 多 的 限 制，例 如 作 業 時 間、區 域、進 出 港 手 續 等 諸 多 管 理 措 施 造 成
不 便，早 期 大 量 駐 軍 帶 來 的 消 費 能 力，也 削 減 了 部 份 居 民 依 賴 漁 業 為
生 的 必 要 性，也 因 為 海 域 低 度 的 開 發 與 漁 業 技 術 落 後 而 使 得 漁 業 資 源
還 能 維 持 相 當 的 穩 定 資 源 量，然 而，由 於 戰 地 政 務 解 除 與 廈 門 經 濟 的
起 飛，海 域 管 理 鬆 懈，造 成 海 域 污 染、漁 船 越 界 捕 魚 與 非 法 炸 電 毒 魚
及 捕 魚 強 度 增 加 等 因 素 影 響，以 致 漁 獲 量 逐 年 下 降，可 捕 獲 的 魚 種 也
越 來 越 少 ， 例 如 1981 年 漁 獲 量 尚 有 4,796 公 噸 ， 1991 年 時 僅 有 2,988
公 噸 。 到 了 2006 年 金 門 漁 業 總 產 量 更 只 有 787 公 噸 ； 廈 門 漁 業 總 產
量 在 1999 年 全 市 海 洋 捕 撈 產 量 達 27,497 噸 ， 到 了 2005 年 則 為 16.68
萬 噸 72)。 金 廈 兩 岸 之 漁 業 不 管 是 產 量 、 產 值 或 漁 船 數 均 呈 現 下 滑 之 趨
勢。海 洋 漁 業 在 廈 門 市 的 發 展 已 逐 漸 式 微，廈 門 漁 業 總 產 值 佔 全 市 農
業 總 產 值 的 50%， 但 佔 全 市 GDP 卻 僅 2%左 右 73)， 在 利 益 產 生 衝 突 情
形 下，漁 業 發 展 有 所 調 整 理 所 當 然。由 於 金 廈 兩 岸 漁 業 管 理 體 制 的 差
異，造 成 兩 岸 漁 業 管 理 策 略 與 執 行 措 施 存 在 部 分 的 差 距 ， 雖 然 如 此 ，
綜 觀 兩 地 之 漁 業 發 展 策 略 卻 不 無 相 同 之 處，例 如 減 緩 海 洋 捕 撈 及 養 殖
業 的 發 展 腳 步，極 積 推 動 觀 光，發 展 休 閒 漁 業，從 事 種 苗 放 流，推 動
漁 業 資 源 保 育 以 及 促 使 漁 業 資 源 的 永 續 發 展，在 在 的 顯 現 出 建 立 協 調
管理與合作機制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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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立金廈漁業協調管理機制之模式探討
一、機制設立原則
(一 )互 信 、 互 利 性 原 則 ， 建 構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合 作 機 制 尋 求 的 是 金
廈 漁 業 發 展 雙 贏 途 徑，只 有 對 兩 地 乃 至 兩 岸 人 民 彼 此 有 利，才 具 有 意
義。因 此，金 廈 兩 地 應 努 力 探 求 雙 方 的 共 同 利 益，尋 找 利 益 的 焦 點 。
堅持互信是合作的基礎，也是合作的根本。
(二 )務 實 性 原 則 ， 務 實 地 面 對 兩 地 存 在 的 不 同 社 會 制 度 和 規 範 ，
對 於 事 務 性 商 談 涉 及 的 各 自 規 範 差 異，應 在 不 違 反 各 自 規 範 和 留 有 運
作空間的前提下，尋求共同可接受的協議表達方式。
(三 )平 等 的 原 則 ， 合 作 機 制 內 金 廈 兩 地 必 須 對 等 ， 此 為 合 作 存 在
的 必 要 條 件，也 是 區 域 協 調 發 展 的 內 在 要 求 。 矛 盾 和 衝 突 在 所 難 免 ，
但 以 平 等 為 基 礎。理 解 金 廈 兩 地 在 制 度 體 系、經 濟 實 力，文 化 觀 念 等
方面的差異。
(四 )長 遠 性 原 則 ， 機 制 協 商 與 建 立 是 個 漸 進 的 過 程 ， 必 須 分 階
段，分 步 驟 進 行。要 根 據 金 廈 兩 地 的 發 展 程 度，根 據 雙 方 對 合 作 領 域
的興趣程度，考慮金廈發展的趨勢，分步驟的進行。
二、機制建立之模式
要 建 立「 兩 岸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機 制 」一 定 要 有 兩 個 認 知：第
一、這 項 機 制 一 定 要 有 兩 岸 官 方 的 授 權、參 與、協 商、與 配 合，而 且
要 盡 量 降 低 政 治 的 干 預，否 則 無 法 落 實 這 項 機 制。兩 岸 民 間 對 民 間 的
協商方式不可能解決兩岸漁業協調合作所涉及的公權力的行使與利
益分 配的問題，諸如海上 執法、仲 裁、檢 疫、打 擊 走 私 與 越 界 捕 魚 、
課 稅 等 問 題，公 司 對 公 司 是 沒 有 辦 法 解 決 的。」由 國 共 論 壇 達 成 的 農
產 品 運 銷 大 陸 的 協 商 案 例 可 看 出，農 產 品 要 運 銷 大 陸 最 終 還 是 要 政 府
首 肯 才 能 達 成；第 二，兩 岸 目 前 仍 有 主 權 爭 議 問 題，兩 岸 協 商 與 對 話
都 涉 及 到 彼 此 的 定 位，因 此 必 須 謹 慎 處 理 彼 此 的 定 位，才 有 可 能 逐 步
建 立 這 項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合 作 的 機 制 74)。由 於 兩 岸 分 隔 60 年 在 生 活 上 、
政 治 上、經 濟 及 社 會 制 度 發 展 程 度 上 確 實 存 在 許 許 多 多 解 不 開 與 矛 盾
的 問 題，但 兩 岸 關 係 卻 也 非 如 楚 河 漢 界 般 老 死 不 相 往 來，過 去 兩 岸 交
流 就 奠 定 了 許 多 成 功 足 以 為 典 範 的 例 子，從 過 去 兩 岸 的 交 流 經 驗 與 案
例 可 了 解，兩 岸 溝 通 協 調 的 機 制 早 已 經 存 在，然 而，隨 著 兩 岸 關 係 的
和 緩，彼 此 交 流 互 動 的 機 會 增 加 了，但 現 實 的 漁 業 問 題 卻 依 舊 困 擾 著
與 廈 門 只 有 一 水 之 隔 的 金 門，金 廈 兩 岸 確 實 存 在 許 多 棘 手 且 刻 不 容 緩
必 須 解 決 的 問 題，為 了 驅 趕 越 界 捕 魚 或 非 法 捕 魚 的 大 陸 漁 船，以 2010
年 度 為 例，金 門 縣 政 府 漁 業 巡 護 小 組 就 會 同 地 區 海 巡 艇 出 海 聯 合 執 勤
48 次 ， 聯 合 處 分 大 陸 漁 船 筏 174 艘 ， 沒 入 漁 網 具 7,153 件 ， 電 魚 案 5
件 ， 炸 魚 1 件 。 有 此 可 看 出 ， 金 廈 兩 岸 建 立 協 調 機 制 的 重 要 性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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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過 去 的 經 驗 與 政 治 現 實 的 考 量，機 制 的 建 立 初 期 要 達 成 共 同 認
可並且簽署的協議或許相當困難，然而從小三通通航的例子可以看
出，當 初 兩 岸 小 三 通 的 通 航 也 並 未 就 小 三 通 的 航 運 規 則 達 成 什 麼 檯 面
上 的 協 議 或 規 範，有 的 只 是 依 檯 面 下 所 進 行 的 協 商 與 溝 通，如 此 卻 也
能 如 期 達 成 實 質 的 通 航 目 標。因 此，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合 作 機 制 的 建
立，初 期 或 許 可 以 依 循 小 三 通 協 商 模 式，成 立『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合
作機制建立籌劃工作小組』，由金廈海洋事務部門成員直接負責參
與，政 府 官 方 授 權 進 行 機 制 建 立 的 規 劃 與 研 商，就 機 制 成 立 可 能 遭 受
的 社 會、經 濟、文 化、法 律、政 治 等 問 題 進 行 研 商，進 一 步 透 過 金 廈
雙邊政府官員直接的接觸商談就機制建立後的職能、性質、經費來
源、架 構 及 可 能 遇 到 的 問 題 等 細 節 進 行 協 商。同 時 取 得 雙 方 執 政 當 局
的授權，進行下一步的談判協商。
建 立 機 構 是 協 調 管 理 合 作 機 制 存 在 的 實 體。因 此，機 制 的 建 立 必
須從機構的設置入手，主要有三方面：
(一 )設 置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辦 公 室
這 個 辦 公 室 負 責 處 理 界 定 需 要 解 決 的 金 廈 漁 業 問 題，彙 整 日 常 事
務 和 相 關 部 門 的 需 求、建 議，並 且 扮 演 兩 地 制 度 化 的 聯 繫 與 緊 急 通 報
的 管 道 ， 在 金 廈 兩 地 分 設 辦 公 室 聯 絡 處 ， 指派 專 人 負 責 處 理 聯 繫 緊 急
事 務 ；「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辦 公 室 」是 常 設 的 組 織 。 並 定 期 彙
整 需 協 商 的 資 料 與 議 題，在「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合 作 辦 公 室 」開 會
時，兩 岸 代 表 進 行 平 等 協 商 與 合 作；並 透 過 雙 方 行 政 部 門 與 議 會 的 背
書，落實協議的內容與問題的解決。
(二 )成 立 專 家 學 者 顧 問 資 源 庫
透過 專 家顧 問 後勤 資 源 庫，結 合 兩 地 法 律、海 洋、經 濟、運 輸 、
漁 業、環 保、旅 遊 等 方 面 的 專 家 和 學 者 共 同 研 究，釐 清 相 關 問 題 的 處
理 方 式，就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與 發 展 問 題 提 供 諮 詢 與 研 討，擬 定 解 決
方案。
(三 )授 權 民 間 或 執 法 單 位 實 際 執 行 研 議 之 方 案
將 研 擬 的 決 策 提 供 給 雙 方 政 府 決 策 單 位，再 形 成 政 府 政 策，並 透
過 民 間 授 權 團 體 與 政 府 執 法 單 位 實 際 落 實 施 行，同 時 將 調 研 與 執 行 新
的 成 果 反 饋 給 金 廈 漁 業 協 調 管 理 合 作 辦 公 室 進 行 研 議 新 的 處 理 方 式。
肆、金廈海域漁業協調管理與合作執行措施
金 廈 海 域 為 兩 岸 居 民 賴 以 維 生 的 寶 庫，水 產 品 更 是 金 廈 兩 岸 人 民
重 要 的 營 養 來 源，但 是 海 域 污 染 與 水 產 生 物 棲 地 的 破 壞 是 不 分 廈 門 或
者 金 門 的，為 追 求 兩 岸 漁 業 能 永 續 發 展，機 制 建 立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應 當
就如下之項目積極推動：
一、建立海域漁業執法救護緊急通報專線
由 於 兩 岸 的 默 契，在 不 超 越 中 線 的 原 則 下，海 上 執 法 上 尚 能 維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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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程 度 的 秩 序 與 權 力，但 也 因 為 缺 少 溝 通 協 調，而 降 低 了 海 上 執 法
的 有 效 力 度，效 率 也 因 此 打 了 折 扣；最 明 顯 的 例 子 就 是 當 海 上 有 非 法
犯 罪 行 為 發 生 時，兩 岸 執 法 船 艦 於 執 行 查 緝 任 務 時，只 要 犯 罪 嫌 疑 船
隻 穿 過 中 線 便 不 再 追 逐，或 於 中 線 附 近 非 法 盜 採 海 砂，抓 不 甚 抓 或 越
界 從 事 非 法 箱 網 養 殖。再 加 上 漁 船 在 海 上 作 業 風 險 較 陸 地 高，常 因 海
象等天候因素的影響，造成海難事故，船員生命財產的安全飽受威
脅；基 於 人 道 救 援 的 立 場，海 上 搜 索 與 救 助 之 相 關 國 際 公 約，如「 1910
年 海 上 救 助 及 打 撈 統 一 規 定 公 約 」 、 「 1974 年 海 上 人 命 安 全 國 際 公
約 」 、 「 1979 年 海 上 搜 索 與 救 助 國 際 公 約 」 、 「 1982 年 海 洋 法 公 約 」
等 國 際 公 約 規 章 中 皆 明 確 規 定 各 國 應 建 立 搜 救 協 調 中 心，具 備 適 當 的
設施和作業程序，以備對其沿岸海上遇險人員，提供適當的搜救服
務。因 此，面 對 現 實 環 境 的 需 要，兩 岸 不 得 不 儘 速 建 立 通 報 專 線，就
金 廈 海 域 所 遭 遇 到 的 包 括 海 域 執 法、海 洋 污 染、海 底 抽 砂、非 法 捕 魚、
越 界 捕 魚、漁 業 安 全 及 海 難 救 助 等 金 廈 水 域 突 發 或 執 法 的 問 題 進 行 專
線連線。
二、設立訊息交流溝通網站
隨 著 網 際 網 路 的 興 起，強 調 透 過 資 訊 科 技 的 實 施，達 到 直 接 資 訊
傳 播 的 目 的，亦 即，民 眾 與 海 洋 事 務 單 位 的 溝 通 可 以 直 接 透 過 電 腦 及
網 路 的 運 用，創 造 新 的 互 動 空 間，以 使 大 眾 暸 解 海 洋 漁 業 事 務 的 最 新
訊 息 與 相 關 單 位 的 施 政 理 念，特 別 當 有 緊 急 事 故 或 新 的 政 策 無 法 充 分
發 揮 原 有 功 能 時，透 過 網 路 訊 息 的 傳 播，似 乎 是 另 一 種 勢 在 必 行 的 新
方式。
三、定期召開協調研討會議
透 過 定 期 會 議 的 召 開，將 雙 方 平 時 執 法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進 行 研 討 ，
並提供解決之道。
四、進行科學研究調查成果分享與技術交流
由 於 兩 岸 只 有 一 水 之 隔，無 論 是 海 域 污 染 或 是 漁 業 資 源 的 棲 地 生
態 系 均 極 為 相 似，兩 岸 要 發 展 栽 培 漁 業，推 動 休 閒 漁 業，邁 向 永 續 發
展 的 境 地，最 重 要 的 是 兩 岸 就 金 廈 水 域 漁 業 資 源 與 棲 地 生 態 之 漁 獲 潛
在 量 及 漁 獲 努 力 容 許 量 之 評 估；同 時 針 對 工 商 業 發 展 所 帶 來 的 海 洋 污
染進行水質監測，尤其是在小三通之後，金廈兩地之往來已日趨頻
繁，有 助 於 兩 地 的 繁 榮 。然 而 民 生 富 裕 之 後，隨 之 而 來 的 就 是 對 環 境
的 破 壞。因 此 有 必 要 未 雨 綢 繆，對 金 門 附 近 海 域 之 水 質 做 一 調 查。其
實，考 慮 到 兩 岸 的 現 實 體 制 差 異 ， 要 馬 上 進 行 密 切 的 合 作 有 其 困 難 ，
但 金 廈 兩 岸 如 能 就 現 有 的 問 題， 各 自 編 列 經 費 ， 同 步 進 行 漁 業 資 源 、
海 洋 生 態、海 域 污 染 的 調 查，共 同 組 織 學 者 專 家 群，然 後 於 定 期 會 議
中進行研討，提供科研成果的分享與技術交流檢討。
五、協調建立漁業資源管理之共同執行標準與法規之編撰
由 於 資 訊 的 發 達，養 魚 捕 魚 技 術 的 提 升，使 得 海 洋 漁 業 資 源 呈 現
枯 竭 的 現 象，近 幾 年 來，大 陸 經 濟 的 起 飛，水 產 業 的 變 化 也 相 當 的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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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金 廈 兩 岸 發 展 方 向 也 大 異 其 趣，總 是 計 畫 趕 不 上 變 化，因 此，如
果 能 訂 定 金 廈 兩 岸 能 一 體 適 用 的 海 洋 政 策 或 配 套 之 地 方 性 法 規，在 可
操 之 在 己 的 權 限 範 圍 內，同 步 進 行 規 劃 步 調 一 致 的 可 行 方 案 與 法 律 ，
相信對改善兩岸的執法效率或保育困境應能有所幫助。
六、建立共同養護金廈海域漁業資源的栽培漁業策略
生 態 保 育 最 直 接 的 方 法 就 是 人 工 放 流 了 ， 廈 門 市 2006 年 投 入 40
多 萬 元 人 民 幣 ， 先 後 在 廈 門 島 東 部 海 域 的 五 緣 灣 、 島 西 海 域 實 施 11
次 的 放 流 活 動 ， 共 投 放 黃 鰭 鯛 苗 68 萬 尾 、 紅 尾 蝦 10 萬 尾 、 中 國 鱟 5
萬 尾 76)。 金 門 縣 亦 由 金 門 縣 水 產 試 驗 所 執 行 種 苗 培 育 共 放 流 黑 鯛 苗 75
萬 尾 、 三 疣 梭 子 蟹 70 萬 尾 、 九 孔 苗 8 萬 粒 、 鱟 魚 20 萬 隻 ， 以 彌 補 自
然 生 產 力 不 足，對 增 加 漁 業 生 產、提 高 漁 民 收 益 幫 助 甚 大。有 此 可 見，
兩 岸 對 漁 業 資 源 的 保 育 與 栽 培 漁 業 的 推 動 均 有 相 當 的 共 識，如 能 一 起
合 作，以 科 學 調 研 資 料 成 果 為 基 礎，針 對 必 須 補 強 且 適 當 的 海 域 實 施
栽培漁業，相信對金廈兩岸的漁業發展與轉型能建立一定程度的幫
助。較可行的方法包函如下措施：
(一 )種 苗 放 流
1.選 定 本 土 特 有 種 進 行 基 因 庫 的 測 定 與 建 立 。 2.進 行 優 良 品 種 的
繁 養 殖 研 究 。 3.針 對 水 產 生 物 中 間 育 成 生 態 環 境 棲 地 模 擬 研 究 。 4.海
洋 生 物 種 群 間 基 礎 資 料 的 建 立 。 5.放 流 後 成 效 的 調 查 評 估 77)。
(二 )魚 類 棲 地 的 再 造
1.藉 由 漁 業 管 理 制 度 ， 訂 定 禁 漁 區 、 禁 漁 期 並 限 制 漁 船 之 建 造 ，
加 強 漁 具 漁 法 使 用 的 管 理 等 任 何 方 式 的 限 制，增 加 漁 業 資 源 復 育 生 長
的 機 會 。 2.投 放 人 工 魚 礁 與 浮 魚 礁 ， 製 造 海 中 林 ， 以 利 生 態 系 食 物 鏈
的 行 程，增 加 海 域 基 礎 生 產 力。減 少 陸 域 森 林 資 源 之 砍 閥 與 汙 染 物 的
行 成 ， 降 低 對 海 洋 生 物 生 存 的 壓 力 78)。
(三 )探 尋 適 當 的 水 域 ， 規 劃 箱 網 養 殖 專 區
1.徹 底 了 解 金 廈 海 域 概 況 ， 選 擇 最 適 當 的 水 域 進 行 養 殖 工 作 。 2.
避 免 引 進 外 來 種 ， 以 免 造 成 原 海 域 生 態 平 衡 的 殺 手 。 3.進 一 步 加 強 箱
網 網 具 抗 風 抗 浪 的 能 力，以 免 造 成 漁 民 經 濟 財 產 的 損 失 並 且 避 免 養 殖
魚種的外流，影響野生水產生物的品種。
(四 )共 同 劃 設 漁 業 資 源 保 護 區
以 荷 蘭 ， 德 國 和 丹 麥 在 Wadden 海 劃 訂 共 同 管 理 的 保 護 區 為 例 ，
76

77

78

廈門市海洋經濟發展簡況(2006)。Online. 廈門統計訊息網 Internet. 5 May, 2007.
Available. http://www.xmagri.net.cn/xmfish/fisheryyy02.htm。
李國添(1998). 兩岸漁業資源及作業海域共同利用可行性評估(三)。台灣省農林廳漁業局，
116-122。
李國添(1998). 兩岸漁業資源及作業海域共同利用可行性評估(三)。台灣省農林廳漁業局，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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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濕 地 橫 跨 三 國 ， 海 域 面 積 大 約 13,500 km ， 擁 有 豐 富 的 鳥 類 與 海 洋
資 源，是 候 鳥 的 重 要 遷 徙 據 點，透 國 三 邊 的 協 議，進 行 共 同 管 理 而 達
成 資 源 保 育 的 目 的 ， 並 且 帶 來 重 要 的 生 態 旅 遊 人 潮 79)， 金 廈 海 域 一 樣
擁 有 豐 富 的 海 洋 生 物 資 源，例 如 中 華 白 海 豚、文 昌 魚 等，其 棲 息 的 海
域 是 跨 越 金 廈 水 域 的，尤 其 金 門 是 重 要 的 鳥 類 棲 息 地，金 廈 海 域 更 是
候 鳥 覓 食 的 重 要 據 點，因 此，如 能 劃 訂 共 同 的 禁 漁 區 或 保 護 區 應 是 可
行的方向。
七、因應國際潮流的趨勢研擬符合金廈漁業永續發展的策略與方向
隨 著 廈 門 市 建 立『 都 會 型 漁 業 』的 腳 步 與 方 向，金 門 縣 亦 全 力 發
展 觀 光 的 步 調 來 看，傳 統 靠 一 級 產 業 維 生 單 純 從 事 海 洋 漁 獲 捕 撈 或 水
產 養 殖 的 漁 業 發 展 態 勢，已 經 走 到 了 不 可 不 變 的 地 步，因 此，在 符 合
國 際 潮 流 推 動 管 理 型 漁 業 的 進 程 裡，如 何 掌 握 先 機，跟 著 潮 流 走，是
金 廈 兩 岸 漁 業 單 位 所 必 須 正 視 與 面 對 的 重 要 課 題，因 此，金 廈 雙 方 如
能 達 共 識，同 步 實 施 符 合 國 際 法 與 責 任 制 漁 業 規 範 的 漁 業 政 策，加 強
漁 業 管 理 與 研 究，削 減 漁 獲 努 力 量，同 時 朝 向 休 閒 漁 業 發 展，加 強 金
廈 海 域 特 有 種 保 育 與 復 育，共 同 推 動 維 護 本 土 性 水 產 資 源 之 生 物 多 樣
性，應是金廈兩岸所共同追求永續發展的方向
八、建立互補合作的水產運銷貿易制度
近 來 高 價 魚 貨 運 銷 已 有 逆 向 銷 往 廈 門 的 情 形，由 此 可 見，廈 門 市
在 改 革 開 放 經 濟 起 飛 後 的 驚 人 消 費 力；有 鑑 於 此，金 門 縣 政 府 與 金 門
縣 水 產 試 驗 所 近 年 來 一 直 致 力 於 在 符 合 法 令 許 可 的 條 件 下，試 以 合 法
管 道 經 由 小 三 通 正 常 出 口 農 漁 產 品，促 進 金 門 地 區 漁 業 的 發 展，經 過
多 次 人 員 的 互 訪 與 洽 談，依 據「 試 辦 金 門 馬 祖 與 大 陸 地 區 通 航 實 施 辦
法 」之 規 定 ， 終 於 在 96 年 5 月 29 日 完 成 自 小 三 通 實 施 六 年 後 首 次 經
由金門再通過海關報關與檢驗單位核發許可證等手續由料羅港出
發，運 送 200 尾 平 均 體 重 達 700 公 克 的 鑲 點 石 斑 魚 至 大 陸 廈 門 東 渡 同
益 碼 頭，積 極 促 成 小 三 通 在 農 漁 產 品 交 易 運 輸 正 常 化 與 有 效 管 理 的 制
度控制下，保證產品的品質與新鮮度。
利 用 金 門 與 廈 門 在 兩 岸 地 理 區 位 上 的 優 勢，冀 望 扮 演 台 灣 與 大 陸
貨 物 中 轉 互 補 的 角 色 在 適 當 也 不 過 了，透 過 合 法 進 出 口 貿 易 的 規 範 ，
建 立 互 補 合 作 的 水 產 運 銷 貿 易 制 度，相 信 對 金 廈 兩 岸 的 漁 業 發 展 有 相
當的助益。

79

Jens, E. (2005). The Wadden Sea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cheme－towards an
integrated coastal management approach.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48：99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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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廈 海 域 的 海 洋 生 物 資 源 種 類 達 千 餘 種，其 中 文 昌 魚、中 華 白 海
豚、中 國 鱟 是 世 界 聞 名 的 海 洋 稀 有 動 物。從 歷 史 角 度 來 看， 金 門 與 廈
門 兩 地 長 久 以 來 扮 演 著 中 國 大 陸 東 南 沿 海 對 外 交 通 的 隘 口。該 海 域 內
悠 久 的 人 文 歷 史 古 蹟，為 閩 南 文 化 的 最 重 要 的 發 祥 根 據 地 之 ㄧ，在 中
國 近 代 史 的 發 展 上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重 要 地 位。縱 然 金 廈 兩 岸 漁 業 管 理
體 制 的 差 異，造 成 兩 岸 漁 業 管 理 策 略 與 執 行 措 施 存 在 部 分 的 差 距，但
兩 地 之 漁 業 發 展 策 略 卻 不 無 相 同 之 處；然 而，兩 岸 之 協 調 合 作 機 制 之
建 立，政 治 因 素 仍 將 是 最 主 要 的 變 數，因 此，體 認 到 兩 岸 情 勢 的 困 難
與 現 況，以 務 實 性、事 務 性 較 不 敏 感 的 議 題 為 建 立 協 商 主 題，朝 雙 方
均 重 視 的 共 同 的 利 益，以 雙 方 均 可 接 受 的 方 式 進 行 溝 通 協 調 進 而 建 立
合 作 的 機 制，應 是 可 行 的 方 向。建 立 機 制 之 基 礎 在 於 雙 方 應 以 理 性 並
具 備 高 度 誠 意 的 態 度，就 務 實 性、事 務 性 的 問 題 進 行 協 商 研 議，並 取
得 雙 方 互 信，在 平 等 互 惠 的 基 礎 原 則 上 達 成 實 質 議 題 的 共 識。從 過 去
的 經 驗 與 政 治 現 實 的 考 量，機 制 的 建 立 初 期 要 達 成 共 同 認 可 並 且 簽 署
協 議 或 許 相 當 困 難，然 而 從 小 三 通 的 案 例 證 明 努 力 的 成 果。由 於 金 廈
海 域 漁 業 資 源 日 漸 減 少，造 成 傳 統 海 洋 漁 業 日 漸 式 微，此 乃 金 廈 兩 岸
漁 業 所 面 臨 的 共 同 問 題，面 對 此 一 問 題，如 能 利 用 原 有 漁 業 之 各 項 軟
硬 體 設 施，輔 導 發 展 休 閒，娛 樂 漁 業，以 大 陸 內 地 居 民 到 金 廈 一 帶 旅
遊的消費力，休閒漁業應是金廈兩岸漁業發展所必走的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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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臺灣海洋行政統合體制之精進作為
A Refine on Integrating Oce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Taiwan.
馬宗賢80
Ma, Tsung-Hsien

摘要
海島家園之臺灣，乃充斥各種海洋事件，該些海洋事件散佈於各個領域，時而
獨立、時而交織。準此，本文以為海洋所發生之諸般事件，已不能透由「單一」之
眼光看待，而須要賦予「統合」之規劃，以求「行政」之妥善，故本文稱之為「海
洋行政」。有鑑於此，臺灣在 2018 年 4 月成立「海洋委員會」，期以對諸般之海
洋事件進行管理。然而，在海洋委員會成立後之一年半載，臺灣仍係缺乏海洋行政
上之「決行機關」，使發生重大海洋事件時，決行權限仍散落於行政院各部會，不
能即時反應、作出決定。
故此，本文認為在定奪海洋委員會之功能孰優孰劣前，應首先整理臺灣海洋行
政之建制歷程，以爬梳符合臺灣行政體系之海洋決行機關。進而，本文參考國際上
加拿大及歐盟成功之海洋行政整合案例，以檢視臺灣之海洋委員會之「委員會」體
制，是否得以作為海洋行政最高之決行機關？若非，則本文嘗試提出對海洋委員會
之最適調整，以為海洋行政統合體制之精進作為。

Abstract
Taiwan is such an island that surround with ocean events. These events sometimes are
independent, sometimes are related.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represent that ocean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stead of being independent and lacking of
efficiency. Therefore, we can look into the Ocean Affairs Council which has established
about one and a half years in order to administrate ocean affairs. And yet, the ocean
administration’s authority in Taiwan was still distributed over other branches in the
government.
As start above, this article will inspect the people of Taiwan using ocean in the history
to consider if the council system will fit our ocean administration. Otherwise this article
80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LORELEISAK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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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promote a new program called Marine Affair Office to be the highest implement
department of ocean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壹、臺灣海洋行政之建制脈絡
行政之建立，必須依賴有跡可循之歷史脈絡，查找對一地可行之方針。臺灣
島脫離「史前」狀態不過 400 餘年，便已快速發展出各種態樣之海洋利用方式。
本文以為，上開現象可以透由時間軸之「垂直脈絡」──即觀察臺灣歷來海洋發
展之態樣，以為當代之借鑑，並輔以「水平脈絡」──依前述借鑑在當代之反思，
最後得到臺灣「海洋委員會」之調整方向為何，分述如下。
1.1 垂直脈絡
一、臺灣使用海洋之濫觴：最早見於約 6,500 餘年前之新石器文化時期，先
民由歐亞大陸遷移來臺，並逐漸發展出各自的海洋文化，以農業立家，居住在海
岸邊為生、建立交通系統，抑或向外傳播文化。81同時，在臺深根之先民尚留下
許多海洋文化，流傳至今。例如：居住東岸之阿美族82，或發展於蘭嶼之達悟族
亦同。83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沿海先民漸往海上發展，也為臺灣海峽帶來人為之橫
禍。例如：中國大陸之元朝後期，中國沿岸逐漸人滿為患，而開始有人民以漁船、
舢舨渡海來臺，尋求開拓新天地。日本人為對華走私，也在澎湖與臺灣設有據點，
與中國人和原住民貿易，兩者總稱「番漢交易」。則元廷為杜絕走私，開始在澎
湖設「巡檢司」，逼迫日本人退出澎湖。84當時，已知臺灣產鹿皮、硫磺與沙金
等，臺灣住民則透過以物換物，向外得到瓷器碗盤等，具有獨特之經貿體系。85
二、荷治時期：1623 年，荷蘭人勾結明朝商人李旦及福建巡撫，在沒有朝
廷之同意下，由福建巡撫單方面向荷蘭人推薦臺灣基隆、淡水等地86，並派熟悉

81
82

83

84

85
86

戴寶村，2011，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玉山社，臺北市，頁 9-10。
阿美族之海洋文化不論神話傳說、日常飲食、物質文化、祭典儀式或是歌舞等形式，皆與海
洋密不可分。蔡政良，2015，Micinko／Mipacin（打魚）──阿美族的海洋文化與潛水射魚文
化初探，原住民族文獻，第 23 期，頁 7-8。
達悟族之飛魚文化具有「永續」之觀念：每年 3 月，捕魚前要先舉辦祭典，且只能在夜晚以
火光吸引魚群作捕撈。4 月，則轉為夜晚休息，白天釣魚。而到 9 月後，則要休養海洋，待
來年 3 月始開工。此種飛魚文化擁有千年之歷史，與現代漁業形式大相逕庭。
本文以為，在前述單純之海洋使用方式中，並不需要行政之存在，亦能運作。惟其結果便是
缺乏整合，各地不盡相同，並在長期放任下，造成走私、偷渡等弊病產生。而元朝朝廷見及
弊端，也在澎湖設立巡檢司作為管理，此係臺灣島可查找最早之境管措施，且當屬海洋行政
之範疇。
曹永和，2000，中國海洋史論集，聯經，臺北市，頁 68。
歷經商周祚、南居益 2 任巡撫，以及李旦號稱上奏，都顯示朝廷沒有發出荷蘭人可以佔領臺
灣之決定，僅是福建巡撫希望趕走荷蘭人的片面決定。楊彥杰，2000，荷蘭時代臺灣史，聯
經，臺北市，頁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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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路之中國漁民，帶領荷蘭人前往臺灣尋找良港。871624 年荷蘭人正式佔領
臺灣。
荷蘭人進入臺灣後，帶來一系列新政，包括：原先沿海居民可自由至海上捕
撈，惟荷蘭人來臺後為增加稅收與控管捕撈量，由漁民先至（臺南）大員取得「捕
撈許可」，再行捕撈。88同時，將「虱目魚養殖」由印尼引入臺灣，今日之臺南
仍為虱目魚重要養殖地。並且，當時無保育觀念，加上船隻眾多，時有漁獲 1
年豐收、1 年短收之情形，荷蘭人亦從鹿皮減產注意到生物資源的枯竭，遂發展
出「監督制度」，對於海產捕撈業須以士官巡視有無違法捕撈、偷漏稅等違法情
事。89準此，荷蘭人注意到臺灣資源並非無限，甚至輸出貨物至外國還須繳納輸
出稅，但是臺灣所得利益，遠高於南洋殖民地，也使荷蘭人久據不離。90
本文以為，荷蘭人對於海洋行政已有初步構想，並展現在「商業」、「養殖」
與「保育」上。然而，當代海權國家對於殖民地僅係剝削心態，而缺乏對海洋政
策之長遠規劃，亦間接使其丟掉名為「福爾摩沙」之殖民地。
三、鄭氏時期：鄭氏家族在臺灣島之活動時序，橫跨荷蘭人佔領臺灣以前，
鄭芝龍便與閩商李旦，將臺灣島作為對中國大陸之走私基地，並持續至荷治時
期，亦為該些西洋人進行走私。乃至鄭成功擊潰荷蘭人後，仍以對海洋之熟稔，
持續對中國大陸沿岸進行走私，維持財政以進口西洋槍砲、訓練等。此外，鄭氏
為防止人民過度親近海洋、受到清朝之感召，使下令嚴格「鎖海」，不得私自從
事海洋活動。因而，臺灣先民被剝奪海洋之使用權利，又大力受到鄭氏傳入之「漢
人文化」──即中國陸權思想，使殖民臺灣後內憂外患不斷，最後在鄭克塽之率
領下降清。
本文以為，鄭氏在臺灣之敗亡，係符合美國軍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在 1918 年所提出之「海權論」。亦即，執政者僅將海島作為征戰「基地」，而
不思索如何與海洋共存共榮，概與殖民者心態無異，則海洋僅作生產或交通媒
介，缺乏永續經營理念。故此，鄭氏實施海禁，使人民無法自由從海洋取得所需，
對於種下鄭氏社會的不安定，應當可見。
四、清領時期：臺灣先民於清領之海洋使用方式，可以 1885 年之建省為分
水嶺，區分為前、後期，如下述。
(一) 前期：臺灣島乃物產豐富之所在，然清廷擔憂臺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而採
取「鎖島」政策。如：唐山過臺灣之悲劇等，使臺灣社會動亂不已。進而，
87

88

89
90

董顯惠，2006，臺灣海洋政策反思與前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8，基隆市。
《熱蘭遮城城\日誌》載：打狗有小屋，漁民多睡其中。伊萍文，1993，海洋臺灣，天下，臺
北市，1993 年）
，頁 55。
中村孝志，1997，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稻香，臺北市，頁 134-146。
同上，頁 29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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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40 年之鴉片戰爭後，臺灣被迫開港，先後發生 1867 年美國船隻羅爾號
（Rover）遭原住民所誅，美方派遣李先得(Le Gendre)報復、1868 年英國人
荷恩(James Horn) 聯合德國領事美利士(James Milisch)，仗其船堅炮利進行
宜蘭南方澳大私墾、1869 年英商怡記洋行樟腦被押、傳教士被殺，英方派
艦隊封鎖並佔領安平一帶，以及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再再顯示海洋之特性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清廷對海洋之漠視，使主權受到嚴重挑戰，
百姓苦不堪言。91
(二) 後期：1884 年，清法戰爭間，法人封鎖臺灣北部海域及澎湖，嚴重打擊清
軍後勤。時值「海防塞防大辯論」，以李鴻章主張之海防派勝出，臺灣建省
並遣劉銘傳任首任巡撫。劉氏出任巡撫後，力主新政，除下放貿易權予民間
外，更建立一系列新軍、港區鐵路、郵務、電線電纜等，並開辦海上航運事
業，使商船航行於中國與日本地區。據此，臺灣島之發展突飛猛進，先進於
中國大陸本土任何城市。
本文以為，劉氏依靠海洋發展國家之境遇，恰如蘇聯軍官高西可夫（Sergey
Georgyevich Gorshkov）所提出之「國家海權論」，即海權體現在國家之「漁船、
商船、科學發展」，軍事僅體現其經濟是否強盛，但非絕對。國家發展海洋是為
追求人民幸福，而非資本主義之殖民心態。92此種論述，在對比荷治、鄭氏與清
領前期之悲劇，殊值當代執政者省思。
五、日治時期：日人垂涎臺灣島，乃始於劉銘傳對臺灣之建設，已凸顯臺灣
島在海洋地位之重要。故而，在接收臺灣後，其治臺政策是由「工業日本，農業
臺灣。」開始，欲斷開臺灣與中國大陸各港口結合之貿易體系，並推行海洋生態
與文化調查，鼓勵水產事業。據此，得以透由《舊慣調查》略知一二，包括人民
使用海洋之情況、經貿與制度等調查，使臺灣改與日本連結，成為其殖民地。93
而在後期，日方為備戰戰爭，則轉變為「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積極建
設基隆港與高雄港，改善島內經濟圈與日本結合，並建設軍港。臺灣成為日本帝
國海軍南進基地，亦開辦定期航線聯絡離島地區。94則海洋之於臺灣的重要性，
可見於高雄港之開發，傳統產業皆係圍繞高雄港發展而起。當年便有軍事、油品、
漁業，還興建鐵路通至港口（高雄市駁二倉庫區域）。95今日如：中國鋼鐵、臺
灣造船等公司的廠內，就有碼頭可運出貨品。而高雄港可營運碼頭高達 124 座，

91

92
93

94

95

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9，高雄市。
Sergey Georgyevich Gorshkov 著，朱成祥譯，1993，國家海權論，黎明，臺北市，頁 14。
具體措施有如：推行漁業制度、建造動力漁船、新漁具漁法、發展養殖業、獎勵水產、進行
水產試驗等。
臺灣以交通便利性獨自走入太平洋，而日本人傳入的新式漁業技術，影響臺灣漁業發展至今，
4 面環海的臺灣無論是捕撈或養殖皆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1936 年，日本人舉辦高雄港勢展覽會，高雄已是臺灣最進步的區域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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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漁業則有 7 成選擇高雄港作為基地。96
本文以為，日治時期對海洋政策之脈絡，足以顯示臺灣不同時期對海洋之側
重與否，是否亦同時造成國家之興衰。如若，日人雖屬意殖民臺灣，然而依地方
需求調整其海洋政策，確實為國人爭取到安身立命之基礎。
六、國民政府接收時期
前揭提及中國大陸「漢人文化」實為 1 種陸權思想，係國民政府甫接收臺灣
初期，便厲行海洋管制，設立淡水警備隊，使海路、海洋貿易等活動廢弛，民間
僅能以走私換取民生物資。進而，國民政府為因應兩岸對峙之窘境，更實施戒嚴
與動員戡亂條例，嚴格管制邊境、入出境事項。因此，海洋成為軍警之外難以接
近之處，漁民捕魚甚至須有漁民證與入出海許可，在宵禁時則有人員巡視與大型
探照燈閃爍。
學者邱文彥在其研究提及，臺灣人民之所以「不親海」，乃 1 種長期被壓迫，
不得已轉往陸地發展之力量所致，係造成今日海洋意識缺乏之主因。97揭櫫上開
各個時期，臺灣僅在史前、劉銘傳與日治之短時間內，擁有自主之海權，便能成
為文化與經貿要地。換言之，對照該些「陸權思想」時期，呈現經濟萎靡、社會
動盪等態樣，果真臺灣島焉能不親海？
七、1950 年至 1970 年代
受到「替代進口」政策之鼓勵，政府為開展新的經濟來源，轉而投資、開闢
新漁港與初級漁品加工廠、冷凍廠等。惟，民間漁業成長速度遠高於政府預期，
使沿岸漁業資源枯竭，促使各縣市另立成本，投放人工漁礁、放流魚貝介苗。並
且在 1960 年代起，人民開始向國外訂購中大型船隻，漁民開始向遠洋漁業邁進，
鮪釣、魷釣成長迅速，為臺灣貿易帶來極大貢獻，亦促使 10 大建設發展「國船
國造」之「中國造船公司」（今臺灣國際造船公司）。
八、1980 年至 1990 年代
受到 1960 年代之遠洋漁業風潮，臺灣在 1987 年亞洲總體漁量竄升至第 3，
僅落後日本、韓國。因而，農委會遂確立臺灣以遠洋漁業為發展目標。98然，隨
之而來便是臺灣漁民在全世界之濫捕惡名。
此外，政府在經濟轉型過程，亦開始重視「工業區」之設立，大規模填海造
陸計畫陸續推動，在海岸建置工業區、人工堤岸、港口擴大等人工設施。惟經濟

96

97
98

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1，高雄市。
邱文彥，2003，海洋永續經營，胡氏，臺北市，頁 126。
詳參：〈函轉實施「漁業發展方案」暨廢止「遠洋漁業發展方案」〉，《臺灣省政府公報》，〈htt
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D8802068〉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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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之背後，卻也為海洋帶來嚴重汙染。例如：油輪、貨船擱淺、翻覆頻傳，及
各地紅樹林因開發而消失等。99
本文以為，政府自替代進口政策後，僅著力在經濟成長之數字上，卻忽略人
民與環境如何在臺灣島上長遠留存，甚是為後代留下無形之遺產。因之，確有馬
漢氏所認為，「殖民者」之心態，係不考慮臺灣海洋之未來，且將權限散佈在行
政各部會，卻無統合者之弊病。
九、2000 年後時期
隨著海洋逐步開放，人民使用海洋之態樣亦日趨增長，而無法由傳統「軍警」
體系管理之。有識者推動海洋執法多年，終於讓執政者明白海洋已由「統治」邁
入「治理」時代，並切割出海岸巡防與海洋管理 2 者。100準此，海岸巡防者即「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今海洋委員會海岸巡防局，下稱海巡署）之建制脈絡，但國
家行政卻遲未成立「海洋管理」之統合單位。
誠如前述，海洋使用之態樣不僅是增長，也讓每 1 種態樣成為單 1 而專業之
領域。以例言之，海巡署之專業乃及於海岸巡防，惟倘若涉及漁業資源、海洋清
汙、海洋保育、海洋教育或涉外談判等，海巡署是否有其專業？答案應為否定。
遑論海洋行政之權限管轄，屬於跨部會職權者，係不可能以現有之單 1 機關為統
合，例如：事發地為商港者，為航港局管轄，而案件屬環境項目者，依法由環保
局進行處置。因之，臺灣在 2000 年後仍缺乏統合海洋行政之專責單位。
質言之，本文將在下節水平脈絡提出該些缺失，對國家造成之窘境為何，以
及臺灣該如何就過往之經驗為糧，精進自身行政體系，以追求海洋之長遠發展。

1.2 水平脈絡
臺灣高雄港於 1999 年成為全球第 3 大貨櫃吞吐港，「海洋國家」之建立刻
不容緩。申言之，船舶與貿易乃「海洋」諸般行政之一環，連帶後續產生之環境
或人為影響等，則係本文認為「海洋行政」之重要所在。再者，一旦臺灣失去健
全之海洋條件，上開貿易盛況乃當然無法進行。因此，本文為求臺灣海洋行政制
度之完善，在梳理垂直脈絡後，係輔以水平脈絡以論述當代行政應如何借鑒前
者，所述如下。
一、船舶相關：本文統計自 2017 年起，發生符合 2018 年 7 月由海洋委員會
新修正之《重大海洋油汙染緊急應變計畫》者，計有 2 案。分別為：2017 年 3
99

歌手陳昇在其歌曲「船長要抓狂」的填詞如此描述：「那擱要拖垃圾來倒在那紅樹林，……，
遇到那個現代的計劃只好來犧牲，……突然間船仔來划到這，1 隻黑色的白鷺鷥棲在船
頭，……，留 1 片紅樹林和花跳仔給阮用。」
。
100
胡念祖，1997，海洋政策：理論與實務，五南，臺北市，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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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臺東縣綠島海域漂浮約 5,884 餘噸油污與油汙垃圾，以及 2017 年 10
月 14 日巴拿馬籍煤船哈威輪擱淺擱淺，造成約 1,377 餘噸重油、184 餘噸柴油、
29 餘噸滑油滲漏，並花費 7 天拖離。前者經「船舶自動辨識定位系統」（AIS）
交查後，已協請澳洲政府聯繫該艘賽浦路斯籍貨輪，並擬由臺灣環保署對船東提
出求償101，惟求償之後續為何？環保署並無公告。此外，後者「哈威號」於桃園
擱淺，主管單位耗費 7 天才拖離，其中，拖船由日本前來就耗費 3 天，使油料外
洩漏出。然，事實上就近即有臺灣拖船待命。102故「責令船東」係遠水救不了近
火，行政機關唯有充實行政能量，才得自行將傷害降低。
如上所述，遠水救不了近火之實，尚體現於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臺灣桃
園市沙崙擱淺之宏都拉斯籍「振豐輪」。直至本文截稿之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
振豐輪仍完好豎立於沙崙海岸，成為網路打卡熱點。如若，海洋委員會雖急於修
改《重大海洋油汙染緊急應變計畫》，但成效容有疑義，顯見海洋委員會並非決
行機關，亦缺乏控管之實。
二、海岸土地使用：本文以「地層下陷」為主要論述對象，提出臺灣海洋土
地之危機。地層下陷之原因，主要源於地下水之過度抽取，地層鹽化後造成塌陷。
而臺灣地層顯著下陷區域包括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其中屏東縣逐步改變養
殖生態，使地層下陷速率在 2018 年達到緩和。因之，此種海岸土地使用現象，
當屬海洋委員會應職掌之範疇，即便其尚未開始掌理。
臺灣水利署與國立成功大學自 2015 年開始，成立「地層下陷防治資訊網」，
每年密集研究地層下陷之情形，並將統計結果公告之。結果顯示，2018 年雲林
縣顯著下陷地區竟達 296.2 平方公里，最大下陷率為 1 年 6.6 公分。103其中，雲
林下陷中心由口湖鄉金湖、臺西鄉蚊港等海岸地區逐漸往內陸而去。就雲林高鐵
站而言，2015 年就下陷達 6.6 公分，但高鐵站距離海岸有約 30 公里距離，是陸
地影響海岸，而海岸又影響陸地。104本文以為，倘若地層下陷持續失控，臺灣中
部縣市之海岸將在不遠之未來遭遇浩劫，犧牲無數人民之心血，不可不注意之。
與此同時，臺灣海岸線尚有「退縮」之情形。目前臺南市「黃金海岸」、曾
文溪口、外傘頂洲及東部海岸，正面臨國土流失之窘境。1983 年，內政部研究

101

詳參：
〈臺澳合作追查綠島偷排油污案，立環保外交典範〉
，2017 年 4 月 5 日，〈自由時報電
子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26849〉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102
詳參：陳彥宏，2017，總編輯評論：哈威好威！，臺灣海事安全與保安研究學刊，第 8 卷，
第 5 期，頁 1-5。
103
〈地層下陷狀況〉
，2019 年 2 月 28 日，經濟部水利署，
〈https://www.wra.gov.tw/6950/7170/7
356/7488/13314/〉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104
彰化縣政府近年嚴格控制地下水濫抽，並建置新水源，使轄內沿海區域之地層下陷情形得到
控制。換言之，地層下陷雖發生於陸地，惟其候癥蓋尚含括海岸管理，建請由海洋專責單位
管理之。
〈彰化嚴控抽地下水，每年下陷 17.6 公分→3.4 公分〉
，2019 年 6 月 6 日，
〈聯合新聞
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2/3857670〉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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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指出，海岸線之養護，應待其自然發展，而非以鋼筋水泥為之。105然則，對照
2019 年之臺灣海岸土地使用狀況，卻顯無力。
三、漁業現象：為永續發展漁業、提升臺灣漁業在全球之評價，漁業署自
2017 年起，推行以電子漁獲系統（E-logbook）回報漁量、卸貨量，若有超捕、
未回報數量者將受到嚴厲之行政裁罰。106而在漁業署及相關主管機關之努力下，
亦從 2017 年起接連修法《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臺灣籍漁船管理條例
修正》及《漁業法》對漁民「祭出重罰」，使臺灣終於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擺脫
歐盟漁業黃牌（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之惡名。
惟即便如此，漁業署在其政策領導上，或仍與民眾之步調不同，例如：「紅
火心漁場爭議」107、「白帶魚外銷爭議」等。換言之，漁業過撈之傷害，極有可
能為不可逆現象，然本文尚贊同滾動式修正。故此，若漁業署控管不力，抑或資
訊發布管道不足，實應拉抬行政層級，由較高層級之行政機關，推動輔導漁業轉
型、督促各縣市配合減量捕撈，抑或加強取締非法漁撈之必要。108
四、海洋教育：按 2006 年頒佈之《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及 2017 年頒佈之
《海洋教育白皮書》，臺灣應普行海洋教育政策。然則，《海洋教育白皮書》檢
討中，已揭示過去數 10 年之教育政策仍「重陸輕海」、「海洋認識課程比重低」，
以及「海洋職涯未落實」等基礎問題，令人費解。109但綜觀本文「垂直觀察」，
國民政府赴臺後確實普行海洋管制、剝削海洋意識等政策，使海洋成為「唯利是
圖」之場所，為種下國人海洋低落之主因。110本文以為，蓋此種海洋意識低落之
現象，可以在「海洋垃圾」得到顯徵：按荒野保護協會之實地統計，臺灣海洋廢
棄物高達 49%為國人造成之陸源汙染。111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海洋垃圾（或
稱廢棄物）之主管機關環保署尚在依賴民眾自發淨灘之「公私協力」應用，而海
洋保育署則揭示海漂垃圾之打撈，不包含岸上垃圾，且《海岸管理法》中作為海
岸清潔所用之「海岸管理基金」也從 2015 年立法公告以來便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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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內政部提出《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之研究》
，研究內文提及海埔地經營，應謹
慎進行，……，不必刻意圍提、填土，……，只待自然發育，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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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4，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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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怡馨，
〈休漁近五年鯖魚體長恢復，漁業署擬開放百噸漁船入「紅火心漁場」捕撈鯖魚〉
，
〈上
下游〉
，2019 年 1 月 24 日，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16431/〉
，最後瀏覽日期：
2019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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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翠玲，
〈臺灣拖網「好」環境，關說養出大尾鱸鰻〉
，
《大紀元》
，2017 年 5 月 10 日，
〈 ht
tps://tinyurl.com/y9psppf4 〉，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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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7，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出版，臺北市，頁 18。
110
學者戴寶村認為海洋文化問題有：1. 海洋史觀無法建立、2. 海洋文化資源缺乏、3. 海洋文
化意識欠缺、4. 海洋文化的淪落、5. 海洋知識教育未能深化、6. 海洋生活文化無法落實、7.
海洋文化體系有待建立。戴寶村，2011，臺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玉山社，臺北市，頁 204-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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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你丟我撿，臺灣潔淨海洋的機會與挑戰〉
，2016 年 9 月 10 日，〈荒野保護協會〉，
〈htt
ps://www.sow.org.tw/blog/37/20160910/4933〉，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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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之，海洋委員會在成立後之 1 年半載，仍持續以舊有之「青年體驗營」、
「研討會」等活動，作為海洋教育之推廣主軸是否合適？至少就《海洋教育白皮
書》之主管機關教育部本身，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
仍無積極交辦之舉，凸顯「非決行機關」之難處。

貳、國際慣例
本章以加拿大及歐盟為例，簡述其海洋行政如何由分散於各部會之權限，逐
漸提高行政層級，並集權至單 1 機關，以為最高決行者。而 2 者之過程，均包括
組織再造與集權之優勢。是以，本文期許臺灣不必對集權之行政模式感到恐懼，
係決行機關已為國際潮流，所述如下。

2.1 加拿大漁業及海洋部（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FOC）
加拿大為擁有最長海岸線之單 1 國家，長達 24 萬 4,000 餘公里，惟適合栽
種之土地面積僅不到國土之 8%112，故加拿大在其地緣上必然要找出與海洋相處
之方法。因此，加拿大早在 1867 年便已成立海洋專責機關，稱「海事及漁業部」
（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Fisheries, DMF），係本文調查中，可謂世界最早之
海洋專責機關。DMF 在當年便已考量加拿大國土廣泛、地域文化不同等條件，
進行個別管理。113然則，當時的加拿大政府尚未穩定其政體，加以海洋事務仍偏
重軍方之管轄，始在 1914 年被併入「海軍服務部」（Department of Naval
Services），結束 DMF 在漁業行政與科學調查所貢獻的 47 個年頭。
承前述，雖然 DMF 在 1914 年便被海軍服務部吸收，但在 1920 年卻又再次
分離而出，回覆舊名 DMF。以及在 1935 年至 1968 年併入「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中，為「環境與海洋部」
（Department of the Ocean and Environment）；
1969 年至 1971 年改為「漁業與林業部」（Department of Fisheries and Forestry）；
1971 年至 1976 年又被併入「環境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114此
種組織變革，凸顯加拿大在海洋政策上之擺動，乃介於「經濟」與「環境」2 者
間，反映出加拿大必然走向海洋之地緣現實。然而，即便加拿大政府嘗試以組織
再造來提高海洋行政之層級，上開機關卻陷入權責授受不清、權限疊床架屋之窘
境，如：聯邦政府贊助之海洋研究計畫交由不同機構負責115，卻無統合控管，致
112

J.L Granatstein，
〈史說加拿大系列（2）──加拿大地理概貌〉
，
《大紀元》
，2016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2/1/n8546262.htm〉，最後瀏覽日：2019 年 7 月 30 日。
113
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23，高雄市。
114
詳參：周繼祥主持，2010，臺灣中央與地方海洋事務行政功能與組織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臺北市，頁 46。
115
胡念祖主持，1993，臺灣海洋事務專責機構之設計與定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
北市，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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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央與地方權責歸屬不明。116易言之，海洋行政群龍無首，雖其海洋專責機關
歷史淵源長久，卻難以專精與負責。
遲至 1973 年，加拿大科技部（Ministry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發表國家海洋政策，認為應成立整合海洋權責之機關117，並在 1979 年設立「漁
業暨海洋部」（Department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DFO），由「漁業與海
洋部長」（Ministers of Fisheries and Oceans）率領之「委員會」提供政策，是加
拿大政府首次將「漁業」與「海洋事務」結合一體。118進而，DFO 設有部長層
級之「海洋小組」（National Minister’s Ocean Group），為中央部會討論平臺，
屬於兼具內部諮詢，與外部溝通（包括海洋利益團體）之組織。是以，加拿大實
際上係由「漁業與海洋部長」帶領「海洋小組」會議，身兼政府內部協調，與對
外利益團體之溝通管道。
上開設計下，DFO 乃創設「部門間海洋委員會」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Oceans）層級，由漁業與海洋部長擔任主席，邀集各涉海機關首長參與，並
具有實際之行政執行能力，使跨部會合作達 14 個部、署、局，與 75 項海洋相關
計畫。119加以漁業與海洋部長係由總理任命，國內已無較 DFO 更高之海洋權責
機關，故 DFO 及其部長本身就是海洋行政之決行機關。申言之，在 DFO 成立以
後，加拿大內部之海洋事務受到快速整頓，不同於以往之聯邦體制各省各自為政
之情形，海洋事務之資訊由地區整合至中央，再由中央彙整、交辦至各級政府，
行政法學上乃稱「廣域行政」。是以，對於 DFO 之控管過程，本文稱之為「部
門間海洋會議」與「地區間海洋會議」。DFO 亦接連整合「海岸警衛隊」（The
Canadian Coast Guard）、交通部（Transport Canada）「海事安全司」，及環境
部（Environment Canada）「環境執法部」等，使中央與地方有行政之對口，且
資訊不落人後。
隨著 DFO 之成立，加拿大政府推廣一系列海洋政策，如：「聯邦海洋保護
區方案」（Feder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Program, FMPAP）120、海洋戰略與公民
參與等，今日之加拿大從海洋環境、休憩、經貿、交通、科學研究，乃至公民意
116

周繼祥主持，2010，臺灣中央與地方海洋事務行政功能與組織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臺北市，頁 46。
117
包括：1. 發展和控制境內，從事開發海洋資源所需之重要基礎因素。2. 增進管理冰覆水域上
面，或水面之下生物與非生物資源相關知識。此外，須主張北極水域的主權。胡念祖主持，
1993，臺灣海洋事務專責機構之設計與定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臺北市，頁 152。
118
加拿大海洋事務之發展起源於軍方之掌握，爾後又受到交通部、林業部與環境部等影響，造
成海洋事務從未真正與其本質漁業相結合。據此，在本次再造中，漁業暨海洋部之職責包括
1. 沿岸和內陸漁業 2. 漁釣和休閒用港口 3. 水文和海洋科學 4. 加拿大政府有關海洋政策與
計畫之協調。此外，該權責未被授予其他部會、委員會，或署。是以，中央層級僅有漁業暨
海洋部及「國會」具有管轄權，並以法律授權漁業暨海洋部作為最高責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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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胡念祖主持，1993，臺灣海洋事務專責機構之設計與定位，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臺北市，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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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施義哲，2002，臺灣海洋保護區政策──其必要性與加拿大海洋相關法規之比較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13，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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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等，均環環相扣、互相影響。而 DFO 在 2008 年又重組為「加拿大漁業及海洋
部」（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FOC），將「執法力量」整合至部會層級，
廣設地區性「漁業官」（Fishery Officer）。進而，FOC 部長名為「漁業、海洋
及海巡部長」（Minister of Fisheries, Oceans, and the Canadian Coast Guard），藉
以重新審視「部門間委員會」之涉及單位與資源，且權力持續增加。121本文以為，
藉由加拿大之統合經驗，臺灣海洋行政決行機關之存在實屬必要。

2.2 歐盟海事暨漁業總署（DIRECTORATE-GENERALMARE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DG MARE）
歐洲國家之形成，依 16 世紀荷蘭法學巨匠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所言，
可概分為：以西班牙、葡萄牙為主之天主教「陸權政體」，及以英國、荷蘭為主
之新教「海洋政體」。122西班牙雖曾經擁有「無敵艦隊」之美名，但在發現新大
陸後，西班牙及葡萄牙便逐漸缺乏財政，用以支出在海洋活動上，轉而成為陸權
國家，並埋下 1588 年英國艦隊大破西班牙無敵艦隊之伏筆。從此，以英、荷為
主之海權思想，在歐洲蔚為風潮。
在格老秀斯氏之巨擘：《戰爭與和平法》、《捕獲法》及《海洋自由論》，
便充分論述「海洋無主權」、「無壟斷海洋和海上航行權」及「無壟斷國際貿易
權」等思想。換言之，海洋乃存在於「自然狀態」（status naturalis）中，既不屬
任何人之財產，也不承認任何主人。123殊值注意者，格老秀斯氏在其論述中，雖
已將海洋加入「法律權利」之思維，惟不論其本人或當代之歐洲海權國家，均對
海權作出過度擴張，成為｢殖民者｣、「征服者」之基調。124直至 1945 年，第 2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才首次對海洋議題出現交集。
誠如前述，2 戰後歐洲國家百廢待興，歐洲人民為求生計，始轉往海上發展，
亦時常發生漁權、劃界爭端，而尋求聯合國或國際法院之仲裁。然而，仲裁往往
曠日廢時，成果不彰，聯合國遂在 1958 年、1960 年及 1967 年，先後在瑞士日
內瓦舉行第 1 屆、第 2 屆與第 3 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陳如下述。
一、1958 年第 1 屆會議：由傳統歐洲海權國家，英國、荷蘭及葡萄牙提出
「海洋自由論」，欲確保公海自由。德國與法國則針對大陸礁層之定義、劃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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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30，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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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2008，格老秀斯與他的時代：自然法、海洋法權與國際法秩序，比較法研究，第 22
卷，第 4 期，頁 131。
123
林國華，2010，《海洋自由論》與現代新秩序，上海文化，2010 年第 6 期，頁 88-89。
124
對歐洲國家之海權省思，亦可透過乃西伐利亞體系（Westfälischer Friede），即民族國家進行
之。民族國家對於自身領土內（包括海洋）之事務，擁有絕對主權，並排除外部勢力侵擾，
是與華人世界截然不同之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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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地位等，提議建立明確解釋。125而在 1958 年成立之「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CC），成員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
比利時和盧森堡（1973 年增加英國、愛爾蘭、丹麥），就歐洲廣域事項予以討
論。成員國針對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之決議，須在符合其利益時，才行簽署。例如：
海岸線短小之德國，未加入《鄰海及鄰接區公約》、《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
公約》；欲擴張主權海域範圍之法國，未加入《鄰海及鄰接區公約》。位處地中
海，認為自身不受大西洋、太平洋習慣拘束之義大利，未加入《大陸礁層公約》、
《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及《強制解決爭端任擇議決書》等。126
二、1960 年第 2 屆會議：聚焦在領海寬度及捕魚問題。前揭提及，歐洲經
濟共同體成員國針對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之決議，僅在符合其國家利益時才行簽
屬。然則，在 1958 年至 1960 年間，隨著海洋事務蓬勃發展，歐洲國家為避免持
續發生爭端，使之面臨「不得不退讓」之情形。因之，會議期間得到之共識，今
日依然被寫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序言：「需要有 1 項新的可獲一般接受的海洋法公約。」、「各
海洋區域的種種問題都是彼此密切相關的，有必要作為 1 個整體來加以考慮。」、
「在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情形下，為海洋建立 1 種法律秩序，以便利國際交通和
促進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資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資源的養護以及
研究、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本文以為，此種就海洋事務「不得不退讓」之
情形，恰巧讓歐洲國家之法制進入「社會法」（social law）階段，成為歐盟勃發
之源頭。
故此，歐洲經濟共同體在第 2 次會議前，便以觀察員身分參加「國際海事組
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進行航業安全、海洋汙染防治
及海事技術共享。此外，尚有參加《海事勞工公約》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MLC）、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等國際組織，已具初步海洋行政合作之基礎。
三、1967 年第 3 屆會議：本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發起於地中海島國馬爾
他（Republic of Malta）駐聯合國大使帕多（Aevid Pardo），向聯合國大會提議
起草「各國現有管轄權範圍以外海水下面的海洋和海底專供和平使用及資源用於
125

會議最後通過：
《鄰海及鄰接區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
TSC）
、《公海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High Seas, HSC）
、《大陸礁層公約》（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 CCS）
、《捕魚及養護公海生物資源公約》
（Convention on Fishing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Living Resources of the High Seas, HFC）及《強制解決爭端任擇議決書》
（Optional Protocol of Signature concerning the Compulsory Settlement of Disputes）
，時至今日仍
有效。詳參：陳貞如，2016，歐盟對國基海洋法秩序之影響及其實踐，歐美研究，第 46 卷，
第 1 期，頁 104。
126
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3，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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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求人類福利的宣言和條約」（Declaration and Treaty Concerning the Reservation
Exclusively for Peaceful Purposes of the Sea-Bed and the Ocean Floor, and The
Subsoil Thereof, Underlying the High Seas Beyond the Limits of Present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Use of Their Resources in the Interests of Mankind），簡稱「人
類共同財產」（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認為海洋資源係全人類共有，
不應無限制、單方面被剝奪。
人類共同財產之思維雖不被所有國家承認，但受到開發中國家集團支持
（Group of 77，或稱 77 國家集團），成為不可忽視之論述。127而聯合國搭上便
車，決議組成由 35 國代表之「海床特設委員會」（Ad Hoc Seabase Committee），
包括 6 個東歐國家及 11 個西歐國家，用以確認前述「人類共同財產」之海洋資
源，其數量、分布及避免濫用。並於 1969 年通過決議，擴大至 42 國組成，以「常
設委員會」設之，改名「聯合國現行國家管轄權界限以外海床與洋底和平利用委
員會」（Committee on Peaceful Uses of the SeaBed and Ocean Floor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簡稱聯合國海床委員會（Seabed Committee）128，
為國家海床與界限作出貢獻。因而，不難看出歐洲國家自 1960 年第 2 屆會議以
來，在海洋行政議題整合之成果，雖仍非全面性統一，但已具備區域合作之共識，
共同商討海洋安全、交通便利或環境維護等。
四、歐盟之海洋行政統合實踐：1974 年，國際通過《波羅的海海洋環境保
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Baltic Sea
Area, 或稱《赫爾辛基公約》[Helcom Convention]），及 1992 年之《東北大西洋
海洋環境保護公約》（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 OSPAR），歐洲國家為顧及各自之利益，形成不同集團
與意識形態129，展開漫長談判仍無最終定論。質言之，歐盟日後如何完成海洋行
政之統一？答案在於：1993 年歐盟甫成立，是年便以「歐洲聯盟」之名義簽屬
UNCLOS。乃至為何簽屬，係基於成員國秉持共同競爭規則130、「共同體法」優
先於成員國法131，與共同機構的相互關係與權限拓展132。在前述「不得不退讓」
127

人類共同財產包括 4 大要素：1. 不受分配（non-appropriation）
、2. 國際管理（international
management）、3. 利益共享（sharing of benefit）、4. 保留作為和平之目的（reservation for
peaceful purposes）
。施文真，2010，
「人類共同遺產」原則與「共同資源」管理──概念定位
與制定比較要素之研究，科技法學評論，第 7 卷，第 1 期，頁 61。
128
陳貞如，2016，歐盟對國基海洋法秩序之影響及其實踐，歐美研究，第 46 卷，第 1 期，頁
105-106。
129
同上，頁 107。
130
建立 1 種保證在共同市場內競爭不遭破壞的制度。章鴻康，1991，歐爭共同體概論，遠流，
臺北市，頁 31。
131
詳參：歐盟國家在加盟時，即有義務遵守歐盟共同體法案之優先性，並透由合作，或協調之
手段，補充國內法之不足，避免走上仲裁。章鴻康，1991，歐爭共同體概論，遠流，臺北市，
頁 150-153。
132
詳參：歐洲共同體的運作，是基於「互相合作」
、
「互相制約」
。因而，歐盟共同機關之制定效
力，高於成員國機關，並具有行政執行能力，例如：歐盟法院。在「公平」之前提下，成員
國彼此進行合作與制約。章鴻康，1991，歐爭共同體概論，遠流，臺北市，頁 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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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下，各成員國體認到，在廣域議題上作出退讓並合作，將得到數倍於彼此
競爭之利益。
易言之，所有歐盟國家均受到 UNCLOS 之拘束，成為其內國法之 1 部分，
並受歐盟法院（及歐盟法規）管轄。 133 是以，歐盟創設「海事暨漁業總署」
（ DIRECTORATE-GENERALMARE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DG
MARE），設置總署長（director-general）進行決策，與行政專員（commissioner）
向歐盟理事會聯繫。134在上開「公平競爭」原則下，DG MARE 之總署長肩負統
一歐盟全體海洋行政法制之責任135，例如：漁業管理措施（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CFP），係針對歐盟全體成員之漁業作出預測與規範。136
本文以為，早期歐洲國家就海洋議題各自為政之情形，與臺灣現狀類似，均
為缺乏決行機關。而在漫長演變中，隨著國際海洋意識抬頭、歐洲國家面臨退讓、
與鄰國和平相處之情況，迫使海洋行政最終走向統一，並聽命於決行機關之決
策。進而，DG MARE 雖稱為委員會（comission），實務上則為各策略分組就海
洋事務提出建議及政策，由「總署長」決議，外型上與加拿大之 DFO 相似。此
外，DG MARE 本身不直接行政於人民，但是對於歐盟各行政機關之協調與監
督，乃至法制推行，具有莫大功效137，殊值臺灣借鑑。

參、海洋委員會現況之省思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之分類，「獨立機關」係依法律獨立
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受法律規定者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之。例如：中央選
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機構」係指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
掌劃出，以達成設立目的之機關。例如：大陸委員會、金融管理委員會。因之，
「海洋委員會」以「機構」之理念成立，並依其組織法規定，可規劃、審議、協
調與推動海洋行政。然而，法制上並無明訂其權限具體為何。蓋其屬於法律之概
括性授權，若法律未規定者便無法延伸。再者，「委員會」之基礎係幕僚單位，
133

UNCLOS 次於歐盟基本規章、原則，但高於歐盟次級規範。因此，UNCLOS 效力高於國家，歐
盟則得依此訂立，符合 UNCLOS 之規章。
134
2 者皆由歐盟主席任命之。
135
歐盟在 2007 年通過「整合性海洋政策」
（Integrated Maritime Policy, IMP）
，確認「海商」是歐
盟共通事項，且逐步跨入海洋環境階段。IMP 透由「公眾意見」與「科學調查」
，制定環境及
漁業政策。例如：制訂該年漁獲量捕撈上限，轉換餘下數量成為未來數年之捕獲量。歐盟計
算，依此永續方式，未來能增加漁業資源 70%及捕獲量 17%，為相關生產鏈增加 27 億歐元收
入（附加價值 90%增長）。洪志銘，〈綠色經濟中的藍色部門－歐盟共同漁業政策〉，
《綠色貿
易資訊網》
，2015 年 5 月 28 日，
〈https://tinyurl.com/yalzfxmd〉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8 月 14
日。
136
例如：在漁業管理措施上，歐盟進一步創設海洋與漁業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EMFF）
，預計在 2014 年至 2020 年間，共投入 74 億歐元，用以支持整合性海洋政策。
137
歐盟或 DG MARE 等共同體機構，本身即是以層層委員會結構組成。雖未必直接行政於人民，
但能督促成員國之政策執行，成為「無疆界空間」
。詳參：Jean De Ruyt 著，許連高譯，1991，
透視單一歐洲法案，遠流，臺北市，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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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介入海洋行政之決行機關，使海洋委員會之委員，即便擁有抱負與理想，亦
拳腳難伸。
是之，本文在參酌「建制背景」及「國際慣例」後得知，臺灣發展歷程上，
海洋行政在國民政府遷臺以前，均為島上「行政權之中樞」所行使，且非授權予
行政之旁支所進行。易言之，係統治者之權限。然則，倘若統治者無法體察百姓
之習慣、使用海洋之形式，以及海洋之未來定位，將徒增社會之動亂。次之，加
拿大與歐盟之經驗揭示，海洋行政涉及無數機關，而必須透過「統合控管」，確
立決行機關者。準此，臺灣正處於該階段：擁有數個涉海機關，並持續成立中，
卻無統合。故此，本文認為幕僚機關之海洋委員會，不足以作為海洋行政決行機
關，甚而行政院本部尚無處室專責海洋行政。則，本文提出「行政院海洋事務辦
公室」
（下稱海洋事務辦公室）之構想，作為臺灣行政之反思，並以「組織層級」、
「人員」和「經費」之 3 大面向，檢視海洋事務辦公室是否較海洋委員會理想，
如下述。

3.1 組織層級
參見法學者葉俊榮對行政院下組織層級之見解，「機構」在臺灣通常指「幕
僚機關」，即政策協調、統合及推動，用以強化行政院院長之領導功能。138而真
正具規劃、執行等能力者，實務上係以「部」為之。惟本文強調，無論係區別「獨
立機關」、「幕僚」或「部」之孰優孰劣、何者為佳等議題，臺灣尚欠缺學術文
章作探討，故本文僅能以實務上之觀察作為鑑別，核先述明。

一、海洋事務辦公室之設計：係參照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洗錢防
制辦公室」與「災害防救辦公室」所設想。上開 3 個辦公室擁有之特點包括：均
為行政院統籌辦理特定行政，期以達到廣域行政效益之單位139、設立辦公室主
任，作為該項行政之決行者140、符合經濟學最小變動，最大效益之最適調整141。
進而，其方便性在於：具備行政院之行政層級，為 1 級行政單位，得以控管下級
138

葉俊榮，2004，彈性精簡的行政組織──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研考雙月刊，第 28 卷，第
6 期，頁 22。
139
例如：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設置要點》第 1 點即言明：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
臺灣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效能，並督導統籌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3 輪相互評鑑籌備作業，特
設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140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3 輪相互評鑑籌備作業揭幕會
上表示，洗錢防制辦公室須從健全法制、金融監理、有效執法、強化協調等方面進行全面、
深入之準備，帶領公私部門全力衝刺，讓評鑑團認同臺灣推動洗錢防制的努力，以全力爭取
臺灣最高榮譽。〈《金融》APG 相互評鑑開跑，賴清德：盼臺成洗錢防制要角〉
，2018 年 11 月
5 日，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05001462-260410?chdt
v〉，最後瀏覽日：2019 年 8 月 8 日。
141
無須更動法上主管機關、立法院三讀等，逕以《行政院處務規程》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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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行政效能，統合全國海洋行政方向。據此，可參照加拿大「部門間海洋會
議」之外型，以海洋事務辦公室之主任作為協調、決策之人，此即符合建制背景
中，「統治者」之定位。
二、與各部會之關聯：海洋委員會下設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具有
明確之 3 級機關和執行權限，與部具有相同性質。如此，海洋委員會易喪失幕僚
性質。換言之，當「部」與「機構」之功能逐漸混淆時，恐不易達成行政院之政
策領導功能。142此外，尚有組織功能疊床架屋之疑慮。申言之，本文乃推出海洋
事務辦公室，以現有之行政機關為基礎，統合海洋行政力量，確立行政方向，便
可在不更動行政院部會之情況下，促進海洋行政效益。而行政機關有疊床架屋
者，亦可透過海洋事務辦公室進行調整，使之效益最大化，此亦係「部門間海洋
會議」之實踐。
進而，與地方之關聯上，則效仿加拿大「地區間海洋會議」，使中央與地方
採取對口支援（counterpart support）機制143，以中央作為地方之後盾，更有利於
政策之普及。
三、控管性：臺灣當前擁有許多涉海機關，如：環保署、漁業署、海巡署、
林務局，甚至上級機關交通部、經濟部等。該些機關有權管轄授權之海洋事務，
惟執行成效有待商榷。舉例言之：本文在建制背景中，列出船舶、海岸土地、漁
業以及海洋教育，各自擁有主管機關，卻仍叢生問題。退萬步言，該些機關對於
跨部會協商有礙，理應掌管廣域事項之海洋委員會卻仍未領導，恐有不作為之風
險。故此，本文以海洋事務辦公室之 1 級單位，作為控管下級機關行政成效之總
監督。

3.2 人員
依《海洋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第 1 項：「本會設置主任委員 1 人，特任；
副主任委員 3 人，其中 2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另 1 人職務列簡任第 14
職等。」，及同條第 2 項：「本會置委員 17 至 19 人，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聘兼
之。」。再者，依《海洋委員會處務規程》第 5 條載，本會乃設置綜合規劃處、
海洋資源處、海域安全處處、科技文教處及國際發展處等 5 者，為主要任務編組。
然而，海洋委員會之並無揭示，具體而言，其任用之委員是否具有海洋之專業。
對於該些疑惑與改進，本文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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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詹鎮榮，2016，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科層式行政機關精簡與調整、獨立行政機關之重
整，月旦法學教室，第 159 期，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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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經濟實力較強，或資源較多之 1 方，透由建立對口，將期資源援以較弱者。於行政上，
常見於行政指導行為。例如：中央透由教育局財政補助，指導地方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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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員名單：本文作者分別在 2018 年 8 月 9 日，及 2019 年 8 月 8 日去函
向海洋委員會詢問「委員名單」事宜，祈以檢視委員之專業性足夠與否。惟海洋
委員會均以「本會非獨立機關之二級機關委員會，……，其他如國家發展委員會、
大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機關亦同，妥委員名單非屬應主動公開之
資訊。」為由拒絕。144事實上，海洋委員會所回復之各該機關，其年報與會議紀
錄，均有揭示委員名單，亦有列出諮詢委員，僅有海洋委員會尚未發布。
二、委員任用建議：本文構想之海洋事務辦公室委員名單，可分為「主任」
與「委員」。海洋事務辦公室既為於行政院內，稱主任者，不妨以具有海洋行政
專業之「政務委員」或「行政院長」擔任。理由在於，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
行政院政務委員尚無海洋事務見長之人擔任，海洋國家之臺灣，竟無海洋專業之
政務委員，殊值可議。
再則，委員名單不必然要如同機構制之海洋委員會等。以例言之，洗錢防制
辦公室係依《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設置要點》所成立，其人員錄用上，不僅有
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行政人員，尚囊括私法人、團體或機構等，非隸
屬公務人員之外部建言者，有機會進入行政機關奉獻專業。此外，藉由洗錢防制
辦公室之設立，亦可見辦公室之層級乃高於委員會，並可解決委員會難以妥善之
行政，顯示人員專業之重要性。
三、前述之依據：本文對於海洋事務辦公室之委員要求，係參照以《行政院
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 3 點：「本小組召集人 1 人，由本院副院長兼任
之，副召集人 1 人，由本院海岸巡防署署長兼任之；委員 19 至 21 人，……。」。
此外，《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 8 點：「本小組得視議題需要，
邀請相關機關或其他社會專業人士列席。」。而海洋事務推動小組常態性構成最
多 11 位政府方代表，及 10 位民間代表，同時劃分成綜合規劃、海域安全、海洋
資源、海洋文化之 4 大分組。其外型上，蓋與本文所提海洋事務辦公室或現存之
其他辦公室類似，以專業領導，甫以公私協力為之。
3.3 經費
本文查海洋委員會之 2019 年度歲出機關別預算表，由海洋委員會所運用之
經費計 5 億 7,955 餘萬元，較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之 765 萬元，及食品安全辦
公室之 1,495 餘萬元為高。其理由在於，增列國家總體海洋政策統合經費 1 億
3,866 萬元、海域安全相關演練經費 1 億 6,713 萬元、海洋資源作業經費 1 億 4,000
餘萬元、科技文教作業經費 1 億 3,643 餘萬元、國際發展作業經費 9,435 萬元，
為預算所列最高之 5 項。
誠然海洋委員會為健全發展行政體制，及會計之預算成果，本文洵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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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宗賢，2018，臺灣海洋行政統合組織體制研究──以「海洋事務辦公室」為例，國立中山

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39-440，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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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海洋委員會為新成立之機關，預算與行政院辦公室無特別比較性。但前揭
所列，海洋委員會預算最高之 5 項，除國家總體海洋政策統合經費以外，均有個
別法上主管機關進行之。以例言之：海域安全相關演練經費已由臺灣港務公司夥
同海洋巡防署、港區警消以及各地消防局舉行。則海洋資源作業經費在內政部、
漁業署可查找到，乃至科技文教作業經費與國際發展作業經費，尚能在科技部與
教育部預算尋獲相關項目。再則，若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全國水環境改
善計畫，使海洋行政經費更顯浮濫且未統合。是之，海洋委員會之預算恐非運用
得宜。準此，本文提出行政院海洋事務辦公室之經費預算構想作為對照，如下述。

一、避免預算疊床架屋：行政院下各部會之預算，係由各該機關提出預算，
以行政院核定，交付立法院審查。而臺灣受早年海洋行政權限分散之影響，經費
項目亦可在各部會查見。惟揭櫫臺灣各該計畫經費，如：內政部營建署之「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係依《海岸管理法》所制定，便未和海洋委員會相配合，而徑
受行政院要求，會同經濟部劃設海岸保護區。是以，當海洋委員會再編列相關預
算，並增設如：《海洋委員會海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卻又非
《野生動物保護法》之主管機關時，已形同該項行政勢必受到阻礙。
故此，本文建議採取行政院辦公室之型式。亦即，經費多寡並非絕對之重點，
而係辦公室位處行政院，知曉海洋行政應具有之規模與經費必要性。例如：前揭
文所提及者，已有各該機關管轄者，不必要再另立經費予海洋事務辦公室。進而，
海洋事務辦公室乃「統合」臺灣海洋行政者，透由控管下級機關、公私協力等資
訊之彙整，不必要直接行政於民，僅保留「決行」權力及開辦會議之庶務經費，
即可達到最小成本、最大效益之最適調整。
二、基金：由《漁業法》所定之「漁業基金」，及《海洋汙染防治法》所定
之「海洋汙染防制基金」，為政事型基金。各該主管機關漁業署及環保署，遲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仍未成立，形成行政經費漏洞。因之，設立基金之目的，在於
以基金防治、應變災害，海洋委員會自 2018 年 4 月成立以來，對於前開基金尚
未表示催促成立，抑或籌措之。質言之，海洋委員會非各該法上主管機關，使吾
人難以信任其對海洋行政之統合力量是否足夠，並且經費是否妥適。
據此，本文認為海洋事務辦公室位處行政院，在基金之推動，以及基金之開
源上，較傳統部會為佳。復次，可以透過業權型基金以「作業基金」及「營業基
金」等 2 項，達到臺灣海洋行政之收益衡平。例如：教育部設立「國立社教機
構作業基金」、交通部設有「航港建設基金」、「高雄市市有自由貿易港區建設
營運基金」等。是以，此等業權型基金為有效提升資金回收程度，須事前對目的
事業進行深刻考察，故統合臺灣海洋行政之海洋事務辦公室，不論資訊之彙整，
或決行之權限，均較傳統委員會制度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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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4.1 臺灣海洋行政之建制脈絡
臺灣海洋發展歷程中，可以缺乏行政體系之管理，惟其結果便是亂象叢生。
而在擁有行政體系之當下，若採取「殖民心態」者，雖可在短時間內建立新政，
帶來豐沛經濟利益，惟長期下來，弊病仍將出現。進而，蓋臺灣歷史上海洋建樹
最多之時期，均是以「行政權」中最具有「決行」者擔任之，亦即執政者（或稱
統治者），而非行政體系之旁枝、末節。換言之，本文以為僅有在執政者體察國
人對海洋依賴之現狀，想方設法，才能使人民安心立業。
質言之，海洋委員會作為「幕僚機關」，使非決策之核心，缺乏 2 級機關之
實益。因此，本文建議參照劉銘傳、日治時期，將海洋行政之決行提升至「行政
院層級」。亦即，臺灣最高行政首長即為行政院長，則國家級之事，當屬由行政
院作成決議為佳。經查，行政院處務中僅有「交通環境資源處」針對海洋事務、
海域安全或其他海洋事項作管理，授權程度或有模糊之處。申言之，本文乃提出，
依《行政院處務規程》創建行政院所屬「海洋事務辦公室」，作為臺灣最高之海
洋決行機關，並取代海洋委員會。

4.2 國際慣例
如上述，欲求海洋行政之完善，其癥結不在於「有多少相關聯之機關」，而
係「是否擁有決行機關」。例如：加拿大早在 1867 年便成立海事專責機關。惟
在 1979 年以前，欠缺統籌全國海洋事務之決行機關，導致權限散落於中央各部
會，甚至各地區各自為政之情形。因此，加拿大在 DFO 成立之際，即定位 DFO
及其部長為全國最高之海洋行政決行者，輔以各部會之參與，創設「部門間海洋
會議」與「地區間海洋會議」，達到廣域行政之便利。
進而，在歐盟 DG MARE 之成立過程中，可見各部會統合之困難，並提升至
不同主權國家之行政體系差異。此外，更可省思海洋行政之真諦，不僅在強調人
員之安全，更必須抱持環境永續之理念，在議題上作出必要之讓步，付諸實行。
是以，本文以為臺灣如欲精進海洋行政之作為，則提升海洋委員會之行政層級實
屬必要，並且，臺灣僅有在「行政院本部」之情況下，始具有最高決行者之地位。

4.3 海洋委員會現況之省思
透過組織層級之比較，本文得以釐清海洋委員會之所以成立 1 年半載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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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尤未妥善之原因，在於組織層級不足、委員任用不明，以及經費未最大化運
用。換言之，傳統 2 級部會之「委員會制度」（機構），恐不能滿足日趨複雜、
分權之現代行政，而須要另立「統合」之機關。本文透由加拿大及歐盟之經驗得
到驗證，國家為管理龐大之海洋行政業務，不僅須分門別類設立各該主管機關，
亦須要設立中央層級之統合機關，讓決行權限回歸最高行政者（即統治者）。是
故，按臺灣行政層級與經驗，不妨大膽採用行政院辦公室之型式，由行政院長或
政務委員擔任，並具有效益最大之經費使用。申言之，海洋事務辦公室追求之目
標，即層級最高、人員最專業，及經費最易，期以為臺灣海洋行政作出長遠貢獻，
以為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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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光觸媒分解油污技術在海洋環境保護的應用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technique of the
nanometer photo catalyst method on decomposition
of oil pollution
林沐謙145
Lin, Mu-Chien

摘要
海洋污染日漸嚴重，尤其是油污染，其防治已經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本文討論
海洋污染的現象，並深入探討海洋油污染種種問題，以及現階段政府處理的方式。
在傳統的處理方法中存在一些盲點，就是沙灘油污染和海邊岩碧縫隙殘油無法有效
率消除，只能賴微生物慢慢分解。本文引入使用奈米光觸媒處理海洋油污染的新技
術（光降解技術），進一步說明如何運用光降解技術為各種油污染現象中，並藉此
技術加入海洋油污染防治的管理。
關鍵字：海洋環境保護、海洋油污染、奈米光觸媒、污染防治管理。

Abstracts
Marine pollutions, especially the oil pollutions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Today the preventions and treatments have become seriously for our lif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kinds of marine pollution, and discusses the various problems of marine oil
pollution how the governments face them before. There are some blind spots i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s, that are, the oil pollution occurs on beach and the oil residue
between the rock gaps that cannot be effectively eliminated the oils, only poor
degradation by microbial agent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technology (photo
degradation technology) for treating marine oil pollution using nanophotocatalyst, and
further explains how to use photo degradation technology for various oil pollution
phenomena. In the meantime the management using this technology to prevent and treat
the marine oil pollution i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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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rine oil pollution, nanophotocatalyst,
management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壹、前言
1. 海洋環境保護
1.1 海洋生病了
海洋面積占全球的十分之七，陸上的物種皆源生於海洋，海洋可以說是全球
的物種之母。海洋可以調節全球氣候，無論是溫度、氣壓、氣流、洋流，都有其
規律和節制，所以海洋又可以說是地球的呼吸器官。緣自海洋，人類賴以生存的
物種很多，像海產、魚類、藻類等都直接或間接為人類不可替代的生活品。海洋
中還有許許多的資源，像石油、天然氣、稀土礦產，是人類文明的養分。海洋又
提供人類生存的空間，海面上川流不息的交通促進經濟往來，還有海下屏氣無息
的國防部署…。人類的文明、人群的生活無一日不仰息於海洋。
潔淨的海洋可使文明永續，可是近年來海洋生病了。人類文明玷污了海洋，
使海洋逐漸失去呼吸調節功能。海洋污染，即是人類把原本不該有的物質和熱能
丟棄入海中，這些物質必須由環境來消化。例如偷排廢油或排洩物、漏油、排熱、
爆炸事件、海事案件、戰爭等等。它改變了海水原有的性質環境和生態。文明長
足進步，而人性的貪婪永無改變，如果從熱力學第二定律來看海洋污染，人類只
會享受資源不思整治，環境的總熵增加必然，而趨於雜亂無序。熵的附加產物便
是文明的垃圾，無可避免，例如像民生用品造成保麗龍、塑膠袋、一次性碗筷、
清潔劑和農藥；交通工具造成二氧化碳；燒煤造成煙霾；工業開發造成廢水排放；
船舶運輸導致海事案件和漏油…。任何科技都有其科技垃圾，在科技的成長過程
中，人類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發明應用，誰會去預料產生那些垃圾或專為處理這些
垃圾而來？等到垃圾湮沒視線，人類才發現沒了轉圜空間，才逼得人類正視垃圾
問題，塑膠袋如此，空污如此，地球暖化如此，海洋環境保護更是如此。
近些年來，海洋環境問題像滾雪球一樣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大。諸如地球暖
化造成冰山融化；塑膠垃圾造成海洋塑膠粒充斥；污水排放造成重金屬漫衍；油
井漏油、船舶漏油，這一切都往海上倒。我們的藍色海洋不再藍色，海洋生病了，
這病日漸沈重。
替海洋把脈，診斷它的病因，可以發現油污染是海洋污染中的主要禍首，其
次才是塑膠粒。以油污染來說，曾經有學者聲稱海洋有免疫力，此即是所謂的海
洋的自淨能力。他們認為海洋油污染可以不處理，在海中會慢慢稀釋分解，所以
不處理也是一種處理，因為海洋冥冥之中有一些可分解油類的微生物以供分解，
只是這種微生物數量稀微，可當今日這種污染病癥慢性累積已經來到臨界點，微
生物來不及分解，問題就逐漸浮上台面來。問題發生了，貪婪的人類或因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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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為政治因素，或是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始終沒有覺醒，今不為之計，其後將
有不可救者。
1.2 海洋污染面面觀
縱觀海洋污染的現象，大致可以分為九大類：
1.2.1

油污染。油是海洋最大污染物，很多是從海上平台，鑽井平台和
鑽井平台洩油，像2010年發生在墨西哥灣鑽油平台洩油事件，對人類
健康和海洋環保衝擊很大(Strelitz J, 2018)。然而，油輪的事故，動不
動就幾十萬噸原油洩漏(林沐謙, 2013)，尤其是最近美英和伊朗在荷
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互相扣押油輪，一旦擦槍走火容易引發世
界風暴。此外船舶碰撞，機械故障擱淺都會漏油。環境極易受到洩漏
事故的影響，並且人類為修復傷口而付出了極高的代價(M.C.Lin,
2016)。除此之外，油污染可能也會經由其他途徑發生，例如海上船
舶偷排偷倒廢油、陸上或海底油管、陸上油罐車漏油、海灘漁船漏油
等，這些事情幾乎天天在發生(林沐謙, 2016)。

1.2.2

塑膠廢料。主要是聚乙烯、聚丙烯和苯乙烯，近30年來塑膠粒污
染量已逐年暴增，尤其是近年來已經可以用「嚴重」來形容。大量塑
膠碎片流入海洋，由人工回收量不及5%，而再經由海洋碎化作用而
成為更細小的塑膠粒(＜5mm)，大量進了海洋生物像海龜、海鳥，魚
群的肚子。塑膠粒海洋污染已經成為現今棘手問題。近幾年來在這方
面的研究量也暴增，大部分學者都是提出種種令人擔憂的問題，還沒
有一個有效快速解決的方案，初步降解充其量只能分解部分塑膠粒
(KumarHarshvardhan, BhavanathJha, 2013), 是以呼籲人類不要製造海
洋垃圾(Charles James Moore, 2008; ClaraÁ lvarez-Hernández et
al.,2019; Godoy V et al., 2019)。

1.2.3

固體垃圾，如海洋船舶防護產生的顆粒、塗料、廢棄物
(AndrewTurner, 2010)。這些廢棄物很多是不能浮於水面，於是海底
就變成一個看不見的垃圾場。這些垃圾，有鐵線、漁具、瓶罐、手機、
CD片、電池等不勝枚舉。此外，出海口河川流出的廢料容易淤積於
此(Vikas M. and G.S.Dwarakish, 2015)，也使得出海口沈積沙灘老是變
成毒物和垃圾的溫床，導致淨灘的事務永遠做不完。

1.2.4

重金屬。海洋和沿海區域，人類排放包括污水和工業廢水，鹽類
排放，海岸工程和石油污染等，重金屬被引入河川到沿海和海洋環
境，嚴重威脅到海洋生態，直接影及加工食品、休閒和其他工業
(Humood A.Nas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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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化學污染。或因石油開採、機械廢油、工業排放、民生排放之有
毒物質如洗車業天天使用大量清潔劑，農田使用農藥，經由地下水，
最後也由海洋所承受(H. HSoclo et al., 2000)。

1.2.6

有機物污染，如水生環境和微生物污染(Michael Elliott, 2003;
Md.Shahidul Islam and MasaruTanaka, 2004) 。養殖排洩造成水質優養
或營養失衡，容易導致菌毒叢生，而造成大規模養殖傳染病，而散發
成國際瘟疫，都是初期時刻沒做好管控，等到失控了以後再來怪政
府，是起因於人類貪婪的劣根性。

1.2.7

熱污染。人類濫用石化、核冷卻使得海洋處於失衡狀態，這將使
洋生態面臨窘迫而變遷(Bo Nordell, 2003)；然而熱冷卻所排放水的結
果使得水中產生三鹵甲烷，鹵代乙腈，鹵代苯酚和鹵代乙酸等有毒物
質，必然影響及水產生態(Anne-SophieAllonier et al., 1999)，這些都是
由熱污染所轉化的毒素。

1.2.8

核污染。核暴露會對海洋生態影響，以福島電廠事件為例，細沈
積物容易隨浪隨風四處發散，然而大沈積物則仍存在，唯其銫137輻
射劑量己經降低 (Anne-SophieAllonier，2018) 。縱然如此，人類對
其海域所產的水產品及加工品仍有疑慮。

1.2.9

沈積海洋雪。大規模的石油洩漏，如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波斯灣
戰爭等，或油輪海難事件(林沐謙，2013)，由於石油大量傾洩，人類
機械回收來不及處理，於是只得大量徵調化油劑（油分散劑），有多
少灑多少。可是化油劑它只能分散海面油污，無法分解油，日積月累
之下，終致沈澱至海洋底層鋪墊一層白茫茫像雪的物質。化油劑本來
是用來清除海面油污，可是它會包覆油滴而沈入海底，百年不化，使
得海底覆蓋一片白茫茫，此即所謂的海底雪(marine snow)。這些海底
雪勢必成為明日人類的新威脅(Odd G.Brakstad et al., 2018)。

以上分類只是概括的，很多事件發生不是單一性，例如油污染發生，政府處
理這些事件往往不是第一時間立即處理，而是與船東交涉釐清權責以後，才動手
處理，這時油污源已經擴大，有些油品已經和海洋交合、乳化，在海面形成一種
不知名的膠狀物。如果還來得及採用焚燒策略，焚燒後許許多多的附加污染也跟
著發生，像隨風飄散的PM2.5空污、海水氧化乳膠四處漂流，它又形成不知名的
污染源；如果油輪漏油事故造成油量太多像排山倒海而來，以致於來不及攔圍回
收，這就只能盤靠噴灑化油劑，在大量使用化油劑之下，細微油滴在海中載沈載
浮四處分竄，來不及沈澱的幾乎都成為魚腹的葬品，沒有被食用者沈到海底成為
海洋積雪。海洋環境保護，是一件艱辛的任務，有賴於全體人類自覺，海洋環保
教育的推展是必須的。在政府方面，由於仰息於海洋污染法規所規定，待污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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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生後，只採取「取締-蒐證-移送」之原則，完全是被動式的治理，完全是治
標並非治本，沒有在防範上著手，管理上值得深思。
1.3 關於污染法規的問題
任何社會犯罪的矯治，從犯罪學來看，它隱涵兩層意義，一個是防範，另一
個是治理。海洋污染嚴格說也是一種犯罪型態，所以海洋環境保護也列入台灣海
巡主要任務之一。台灣海洋保育行政主管機關目前是海洋環境保育署，它隸屬於
海洋委員會之下之與海巡署為平行機關，有海洋污染防治法為其海巡執法的依
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4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並在第 5 條規
定：「依本法執行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2018 年
以前海洋污染的查緝工作，主管機關是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海巡署只是負責取
締的執行機關，這是一種多頭馬車相互掣肘的編制，於是在 2018 年成立海洋委
員會，底下成立海洋資源保育署，海巡署也降階與保育署平行。乍看之下，同屬
於海洋委員會之下的平行機關，應該是事權統一了，其實不然。它衍生了幾個現
象：(1)環保主管機關和執行機關還是兩個平行單位，可以相輔相成，可是如果
配套不好也是扞格難全。(2)它們執法的依據，是 2014 年通過修訂的「海洋污染
防治法」，行政院環保署是中央主管機關，而不是海洋委員會轄下的海洋保育署，
權責不清，似有修法的必要。(3)在海洋污染防治作業上，海洋污染防治法的總
則明定：「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確保國民健康及永續利用海洋資源」。
既然是海洋污染防治法，所以法條上必須涵蓋「預防」和「治理」兩種層面制定。
可是在執行的時候都倚重在治理方面，卻沒有討論及海洋污染的預防這一區塊，
以往也很少有學者在這方面探討，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方向。

貳、海洋油污染現象與處理
統計上海洋污染問題中，以海洋油污染問題較為嚴重，故其防治政府也列為
最主要任務。由於海洋運輸往來頻繁，海洋油污染事件每年不斷在發生，其中
80%以上的污染事件是來自船舶污染。所以船舶是防治的首要對象。就污染的油
品種類來看，油污染可分成石油、柴油和重油污染分析如下：(1)原油污染。這
些案件以油輪事故為主。海上油輪事故往往以撞船、擱淺漏油最為常見，油輪體
軀龐大，一漏油往往幾萬噸就傾洩出來，而隨伴著爆炸燃燒。這是重大的污染事
故，處理不是短時間所能完成，處理不當反而更會造成國家嚴重傷害。有些漏油
事件發生在港區，像油輪因為裝卸原油不慎而發生漏油或爆炸起火，由於港區是
半封閉場，擴散少，無湧浪，油污容易圍困，所以這種處理的模式和海上撞船擱
淺漏油的處理模式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沒有爆炸起火，港區的漏油一般都容易
處理，攔油索一圍，機械回收就可以搞定。油輪漏油可是如果發生在外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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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一般來說，油輪外海漏油很難做機械回收，因為攔油索常常
不能圍，所以通常只藉由焚燒或化油劑處理了事。(2)重油污染。這些案件大多
來自貨輪或柴油動力油輪的擱淺。擱淺事因很多，結果就是漏油。重油本身就黏
黏稠稠的，一碰到低溫的海水馬上縮結，重油漏油一發生，往往卡死而污染沿岸
造成生態浩劫，復育十分困難。(3)柴油污染。這裡的柴油是指漁船動力使用的
普通柴油。雖然漁船造成柴油污染的規模比較小，可是漁船數量眾多，天天在各
海域造成油污染。柴油容易污染港區海面或沙岸，海面上處理柴油污染相較容易，
可是沙灘的油污染就比較困難。

如果以發生油污染的區域來看，可以分成海上污染、岸際港區污染污染兩
種；又把海上污染問題分成公海和近海兩種。
2.1

海上的大量污染很多是來自天天在洩漏的油井。油井由於設備老舊腐
蝕加上戰爭、地震或風浪不斷衝擊，機械結構材料應力不斷累積以致於疲
乏鬆脫，油天天從海底洩漏冒出，人類往往忽視，其量之大難以估計，由
海洋來承受；另外就是船舶偷排廢油和故意傾倒廢油。船在海上交通時，
船上保養工作天天必須做，尤其是機艙的輪機保養，天天洗濾網、噴油嘴、
閥鬥等。他們常用輕柴油洗積碳，這些洗完的廢油裝桶後在公海上傾倒，
一桶一桶噁心的髒油下海，大海就承受這些污染，沒人可以監督，沒人可
以清除。油輪在海上發生意外，如撞船或機械故障造成靜電、應力集中產
生爆炸，瞬間一片火海油海，慘不忍睹。
公海上的救援困難，一般來說，能力所限，各國政府對於公海漏油都
傾向不處理，對海洋來說，這是一顆致命的毒藥。

2.2

如果油污染發生在領海內，例如 2006 年蘇澳外海吉尼號漏油、2011
年發生在石門外海晨曦號漏油、2012 年泰國籍「OBERON」貨輪澎湖外海
擱淺漏油等等；或以 2019 年 3 月發生在索羅門外海船舶意外事件漏油、
2019 年 7 月發生在智利外海油輪漏油事件。由於事發的海上離岸邊有一段
距離，基於海洋洋流的緣故，油漏向海面往往因為海洋主流拉成狹長的、
銀白色綿延幾十公里油帶，這一條油帶對岸區威脅性極大。如果在未形成
油帶之前早經發現，油團處還適合船艇佈置攔油索，所以發現後一經通
報，可以在第一時間派遣船艇用攔油索將油污攔圍，再以汲油器、吸油梯
等器具移除油污。這樣的機械回收的方式效率很高，執行唯一的關鍵在於
該油污染處是否適於佈放攔油索。唯在大風浪和惡劣海象不適合佈放攔油
索，所以後續的機械回收作業便無法執行。基本上，機械回收可以將大部
分油污處理掉，剩下的浮油，傳統上有時用分散劑處理，有時候卻不加以
處理而放行由海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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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果油污染發生在岸邊，岸邊通常不適合擺設指油索，所以機械回收
標準作將業難以進行。岸邊的油污染一般都是船隻擱淺。固定航線上的船
舶應當是不會擱淺的，除非是一連串的事故發生，例如當值人員打瞌睡疏
忽；或機械故障使船舶失去動力而側向暗礁；或因氣候避風浪而駛入不明
區域；或因壓艙不確實加上季風作祟。例如 2011 年 10 月基隆市外海巴拿
馬籍貨輪「瑞興號」擱淺漏油事件、2016 年德翔台北號在石門海邊擱淺漏
油事件、2018 年巴拿馬籍航宇 11 號油輪竹圍漁港消波塊區擱淺漏油事件
等等，這一連串因素歸結到最後結果只有一種，就是航入不明區域而擱
淺。岸邊的擱淺在潮汐作用之下船隻容易斷裂，油艙和管路或閥門破損而
漏油。岸際的油污來源，有的是外海漏油沒有及時處理，導致形成狹長油
帶，像 2019 年智利外海油輪，漏油又繼續行駛 120 公里，岸邊狹長的油
污，經漲退潮導致潔淨的海岸線全部破壞。有些船舶漲潮時行經海岸，又
不諳地形，退潮而擱淺而漏油。岸際的地形百樣，例如旁邊剛有有養殖場，
什麼時候漲潮把油帶上來，再一個退潮全部完了。或上休憩沙岸，油帶一
個漲潮再退潮，整個沙灘便淪陷。天天在漲退潮，所以污染日日不斷重複。
岸區的地形多樣，有養殖場、林帶、溼地、沙灘、岩礁等等，被帶上岸的
油污處理很困難。

大陸沿海油污染過去幾年很嚴重。2010 年大連石油管線爆炸漏油、2011 年
渤海灣油田的漏油事件；在台灣 2012 年桃園市台電大潭電廠柴油管線漏油、2018
年澎湖湖西油庫漏油造成豬隻大量死亡，2019 年雲林縣口湖台子漁港漏油。台
子漁港漏油因為海巡署第一時間發現，馬上用吸油棉處理，未擴大災害，在治理
上是個成功案例。另外，對養殖岸來說，基於養護清理方便的有利因素，許多養
殖業都總是設在岸邊。可是水岸極容易受到各種污染，例如毒廢水、漏油等。漏
油對養殖業的殺傷力最大，總是造成大量死亡，而且官司延宕，一般求償很困難。

參、化油劑的問題
政府處理岸際油污染時，曾經做過多種嘗試，有的單用吸油棉，有的用油分
散劑加噴水洗刷。用吸油棉清理比較環保，可是必須耗費許多勞力。如果岸際油
污量的不是很大，它是可以清除表面看得見的油污，可是對於那些滲入石縫、油
泥或滲入沙土內的油污就無法徹底清理了。因此近年來學者(Jose L.R. Gallego,
Jorge Loredo, Juan F., 2001)著手於使用油分散劑在油污染養殖場的研究。理論
上，分散劑也是一種界面活性的媒介物，分散劑分子間有親水端和疏水端兩極，
當這些媒介分子散在水和油的中間時，親水端會抓住水分子，疏水端會抓住油分
子，於是油和水的分子就互相滲透，就形成有點像乳化現象，這種乳化物很穩定，
幾乎不隨時間而分解，可是比重只比水重一些些，這無形中把油分子打散到各
處，油和外界的接觸面積變大了，如果這附近有可以降解油像微生物之類的物
質，油的降解速率必然因為反應面積變大而加快。可是這些分散劑把油分散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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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各處，分散開來的油分子不一定有微生物可以馬上將之降解，所以實際應用
到海上消除油污染時，有些進入了魚、養殖水產的肚子。很多也們沈入海底，有
些更在水中傳播而覆蓋到敏感區域上（像保育的珊瑚等），反而造成損害。由於
有環保上的顧慮，所以在敏感的區域，建議分散劑最好是不要使用。某些特殊狀
況為了緊急消除油污不得已而使用化油劑，使用的時候像噴農藥一樣噴在受污表
面或油泥的油漬上，油很快就被分散掉，然後用水噴灑清洗放入海中，污染的地
方變成乾乾淨淨，可以照相交差。只是油沒有被消滅，反而漂散沈入海底累積成
白茫茫像雪一片，這是一種二次污染，至今仍然無解的二次污染(Lin M. C, 2011)。

肆、微生物降解
有些處理人員用微生物來分解岸際油污染。目前來說，許多研究人員已經證
實微生物復育海岸的柴油和重油污染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只要控好環境，微生物
可以得到穩定、逐步降解。學者研究在污染處和微生物的作用之間施以氧氣、加
水和添加肥料可以提高降解效率(Ronald M.Atlas,1995; Jui-Chung Kao and
Mu-Chien Lin, 2015)，得到下列結論：(1)大多數高降解效率的微生物存活條件多
在淡水而不在海水，在淡水環境下進行修復（例如沙岸），所以必須定時加水。
可是當污染環境是在海水中（例如岩岸），生物修復的效率將被取消因為高鹽度
而被抑制(Lastra M.et al,2005)。由於岸區環境複雜，光是植物林岸地形也是千百
種，一旦發生油污染其狀態也是千百種，所以無法以一種微生物蓋全所有狀態，
因此選對微生物種也是很重要的 (N.F.YTamC.LGuoW.YYauY.SWong, 2002)。
一般來說，油是一種高度複雜混合物，每一種微生物自有其各自喜歡的優先
降解羥基，所以無法得到一種純種的「超級細菌」並以基因工程從事「超級降解」
，
因為一種菌只得到一種高效率羥基降解，對於其他羥，其降解就不是那麼利索
了。所以使用微生物將得不到全面高效率降解，所以勢必以多種菌用集體作戰方
式降解(M.C.Lin,2016,(1))。研究中得到一些影響微生物降解油污染的結論：(1)
溫度過低或過高均不利於降解。大致來說，適合於微生物降解運作的溫度不超過
35至40℃之間。低於5℃則微生物幾乎也沒什麼運作跡象。(2)增加氮磷有利於降
解。這些氮磷是微生物生長的營養素，加入這些肥料會幫助微生物生長、增殖。
微生物菌落愈高，對降解愈有利。(3)增加氧氣濃度有利於降解。對好氧菌而言，
氧濃度增加，有利於它們新陳代謝，加速它們取得能量。氧濃度對它們來說是一
個反應的瓶頸，為使氧氣供應充足，所以在實驗過程中要常常翻動土壤或做水循
環。(4)油和菌的接觸面積要大，所以油水界面活性劑的加入是需要的，菌可以
散在水中，加入界面活性劑，使水中的油被打散，於是油和菌的接觸面積增加了，
更可以促進環狀或長鏈大分子碳氫化合物斷裂成短鏈小分子，並促使更多油溶於
水中為微生物分解所利用，油水界面活性劑也增加微生物和油的反應的面積，有
利於微生物擷取油污，進行分解。(5)由於石油含有成千上百種烴，不同的細菌
又有不同專擅的降解烴類範圍，因此要快速消除海上油污（尤其是石油）必須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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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培養微生物，讓它們集體作戰。所以用數種混合微生物(高達50、60幾種菌)集
體作戰，對於油分解率通常能有明顯提高。此外，儘管多種石油降解微生物被分
離得到，但受生存環境和土著菌株間的競爭關係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油藏或地理
位置所分離出來的石油菌株，大致上只能適應和分離地類似的環境，比較難在其
他不同環境條件下生存與降解。所以降解菌往往得自於環境類似的地理環境中。
適合於降解海上油污染的微生物，必分離自海上。(6)降解柴油，如果用多菌集
體降解，最快速率通常要30天以上，如果單株降解，往往要60天左右；降解重油
方面，集體菌降解最快要90天可降解完畢，單株降解則要200天以上。以上是實
驗室中，管控各種因素良好之下所得到的成績，如果在海灘現場降解時，情形就
不樂觀了。
4.1沙灘實地微生物降解
假設海灘受了油污染，油污直接滲入沙中大約十幾二十公分，這時所有機械
回收機制像吸油棉、攔油索皆不適用，有些政府作法是把復育工程包給廠商去做
，大體上，政府通常不參與降解工作，往往外包給廠商，政府只負責驗收。廠商
看似有降解槽操作，可是廠商計算成本利潤，往往趁監督間隙將油土載往無人看
管的地方掩埋，掩埋的結果油污往往變成硬化的油塊在地下長年不化，造成地下
水污染，所以外包廠商確實監工極是重要。如果外包廠商直接在污染區降解，政
府監督比較踏實，現今時常有用微生物直接在污染區域上面降解，廠商的方式是
把污染區圍起來分區塊降解，進行整地、灑水、施菌。一些簡單小規模的柴油污
染還可以這樣降解，可是對於大規模重油的污染，尤其是商船、油輪發生的意外
事件今撞船或擱淺，漏油的規模都很大，微生物很難做到大規模降解。原因是重
油的降解時效很長，若是當地天候不佳，像低溫不利於微生物新陳代謝、雨天會
把微生物稀釋、大風會破壞隔籬、漲退潮會影響微生物落菌、海浪帶來海水的高
鹽度會影響菌類生存；有時候人為踐踏、鳥獸排洩物改變沙土成分；由於污染區
域遼闊，雖然雇用大批工作人員，卻也使往往使工作人員疲於翻土，甚或大太陽
、寒風或雨天，都造成翻土困難，以致於空氣供應不足，都造成正期延宕成好幾
年(Chaerun SK, et al, 2011)。這樣的時效在預期上，都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說，
雖然無法解決重金屬的污染，微生物對於降解油污染仍有一定的功效效，只是成
效很慢，(林沐謙, 2011；林沐謙、高瑞鍾,2015；Jui-Chung Kao and Mu-Chien Lin,
2015)。

伍、 光降解法
5.1

光降解原理

長久以來依賴的微生物降解一直很緩慢，而且不管各種傳統處理或微生物降
解技術，最終端必然將所剩的殘物，不管它是什麼成分統統沖向海洋，對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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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來說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於是發新型的光降解法被開發出來 (林沐謙、高瑞
鍾,2015；林沐謙, 2016；Mu-Chien Lin and Jui-Chung Kao, 2016)。光降解法大致
上是利用 TiO2 奈米光觸媒，經過 360nm 波長紫外線曝射，打掉光觸媒的電子產
生了電子洞，這電子洞奪取周圍環境中水分子的電子，於是水分子失去電子變成
不穩定而產生了自由基，自由基破壞周圍的有機物結構。油是有機結構的一種，
多半是碳氫鍵和碳碳鍵結，自由基可以很輕易地破壞掉。
在一個化學反應中，當反應物 X 經過一定程序，反應生成產物 Y 時，需要
吸收一定能量，以利跨越化學能障，此能障又稱為活化能，當化學反應中活化能
太高時，會導致化學反應無法順利遂行，此時為了降低反應的能障，可以選擇加
入一些觸媒促進反應進行，使 X 跨越被觸媒降低的能障，順利生成產物 Y，而
觸媒在整個化學反應中，並不會被消耗，所以其是一個能幫助化學反應進行但本
身又不會被消耗的物質。而光觸媒是一種需要接受光照才能產生作用的觸媒，需
要在照光的環境之下，吸收足夠的能量，才能對化學反應產生催化作用，一般光
觸媒的材料都是選用半導體材料，因為半導體有特殊的能帶結構，上面一層為傳
導帶，下面一層則為價電子帶，此兩層中間的能隙，當無外界刺激時，所有的電
子都會在價電子帶中，呈現類似動物冬眠的狀態，而當其受到足夠能量的光照
時，會在傳導帶中產生自由電子，在價電子帶中形成電洞，部分的電子與電洞因
正負電互相吸引而結合，產生熱量，另一部分未結合的電子與電洞則移至材料表
面進行氧化還原反應作用，此反應可分為五步驟來討論：
(1) 光觸媒照光後，形成電子與電洞對：TiO2 + h → e_ + h+
(2) 電子移至表面時，與空氣中的氧氣結合發生還原反應，還原成超氧離子：
2e- + O2
→．O2_
(3) 電洞移至表
面時，與水發
生氧化反
應：h++ H2O
→ H++  OH
(4) 超氧離子和
水中的氫離
子結合：O2_
+ H+ →HO2．
(5) 電洞移至表
面後，若被表
面的電子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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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則成為表面侷限電洞
第二步驟及第三步驟產生的．O2_ 及 HO2．自由基具有極強的還原反應，第
三步及第五步產生的氫氧自由基  OH 及表面侷限電洞具有極強的氧化能力，一
般有機物的組成不外乎 C-C、C-H 或 O-H 鍵，它們的鍵能大都在 100Kcal/mole
以下(通常是 80 幾千卡)，而氫氧自由基的能量達到 120Kcal/mole，它可以很輕易
地切斷 C-C、C-H 和 O-H 鍵，油的結構幾乎是 C-C、C-H 和少數 O-H 鍵的環狀
結構。且不管有機物是以直鏈狀、球狀或環狀形式存在者，只要 TiO2 光觸媒接
受到紫外線，釋放出的高能自由基  OH ，便足以推毀碳氫化合物的鍵結，進而
使有機物化成 CO2 和 HO2.。因此 TiO2 光觸媒常被應用在降解有機物的研究上。
雖然在一些林林總總的研究裡都是個案研究，不過總括起來可以發現有幾個現
象：(1)碳氫化合物用光降解法是成功的；(2)二氧化鈦奈米光觸媒是在許多光觸
媒當中最好用的。油類正好是一些碳氫化合物的混合體。經過研究，輕油在四個
小時內可以完全被降解完畢；柴油和重油的降解也分別在 8 和 16 小時內完全降
解成功，所以光降解法很有機會引用到海洋油污染的防治上。(3) TiO2 不溶於水，
粉狀的 TiO2 在水中因其內聚的靜電作用，每每使得自縮一團，經攪拌也無法打
散。縮成一團的 TiO2 和水的接觸面積小，產生的自由基很少，因此降解很不理
想。為了除去靜電效應，因此將 TiO2 泡成酸或鹼性水溶液。此水溶液是呈乳膠
狀，裡面的 TiO2 並非以溶解姿態出現，而是因為靜電被消除，細顆粒的 TiO2 游
走在水分子間，因此為了增加接觸面積，光觸媒奈米化是必須的。(4)將 TiO2 奈
米光觸媒乳膠投入水中，則有些 TiO2 會散入水下，由於紫外線波長短，穿透力
很差，難以透入水中，所以沈入水下的光觸媒無法受激使產生自由基。因此在應
用上必須避免 TiO2 沈入水下，所以需要一個承載體，承載 TiO2 使之保證浮於水
面，以便接受紫外線。(5)如圖一所示，光降解的過程中，光觸媒被紫外光打掉
電子，形成電子洞時，往周圍水中抓取電子，水面產生自由基，把水面上的油污
分解掉，這一連串動作是連續發生的，自由基很不穩定，它隨時被光觸媒催生，
又很快消逝掉，所以自由基愈多，分解油污愈帶勁，所以分解效力和光觸媒的接
觸表面積成正比，因此光觸媒奈米化是必須的，而且奈米化的顆粒愈小，功效愈
好。另外，光降解率和紫外光的功率有關，光線愈強，光入射粒子愈多，自由基
產生就愈多，成效愈好。由於這些緣故，所以在海上漏油的油污染初期時，油在
海面上層層疊疊不斷湧出，這時候不適合使用光降解法。因為油上的光觸媒雖然
被紫外光打掉電子形成電子洞，可是周圍全部都是油，抓取不到水的電子，也就
無法形成  OH 自由基，沒有自由基，光降解法自然失效，相同的，在厚厚的油
層也不適合馬上使用微生物降解，微生物降解必須有水調配微生物的新陳代謝。
所以在厚厚油層當中只有焚燒或機械回收較為實用。當然化油劑是有效的，除非
是大型油輪緊急事故使得石油排山倒海傾巢而來，不然是不符合環保效益。也就
是說，降解法應該是使用於機械回收後的中後段處理比較恰當。值得注意的是實
施光降解時，入射紫外線必須固定在 360nm 波長為佳，有些實驗室開發新型可
用於可見光的 TiO2 光觸媒，雖具方便性，效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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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光降解法的優勢
雖然微生物降解處理油污染的方式是可以穩定降解油污，可是費時費力，開
支龐大，外在影響的因素又多，以致復育收效難預，因此在管理上延伸許多弊病。
在岩岸、沙岸、植物林岸、養殖岸的治理中，它們的弊病尤其明顯。
5.2.1

光降解應用於處理沙岸油污染

(1) 微生物降解法在沙灘油污染降解面臨的問題
海灘外的海面發生漏，經過漲潮和退潮，油就爬上岸，於是造成沙岸油污染
。沙上的油，它會滲入沙中表層，大約十公分左右形成油邊界層，油層會阻斷沙
的上下空氣和水，造成沙中所有微觀生物鍊死亡，形成一個死寂區域。這時所有
機械回收的器材，像汲油器、吸油棉、攔油索全部派不上用場。油沙掩埋無法分
解油污，反而會造成地下污染，所以傳統上消除油污的治理以微生物降解為主要
途徑。
微生物降解的方法在歷史上經過一番變革，以往學者們都是著眼在如何改進
降解效率，想盡辦法把時效變短。Gallego 等人以施肥的方式降解柴油，發現對
分解菌施以無機氮和無機磷，可以剌激加速降解的速率(Jose L.R. Gallego, et al,
2001)。可是他們都並沒有對重油降解，也沒實際操演在岸際的油污染事件上。
(Ran Xu and Jeffrey P. Obbard, 2004)等人以三種不同的營養源來剌激降解速率使
之加速，也獲得良好的成果。林沐謙也成功以水循環系統合併集團式微生物降解
的方式，成功把微生物降解效能提至最高(林沐謙，2013)，在 30 天內成功降解
柴油，在 60 天內成功降解重油。
在降解系統的管控方面，Ta Yeong Wu 等人以廢水管理系統的方式處理棕櫚
油廢水的污染，這種集中式的管理似可以應用到消除海洋油污染方面，應該可以
把廣闊難以管理的海-油系統變成廠內好管理的可控系統，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
的天候變數(Ta Yeong Wu et al, 2010)。可是他們並沒有提出微生物實際應用在海
上油污染處理的方法。根據這個集中管控概念，Mu-Chen Lin 等人又提出了一個
最新的改進方法，摒棄了傳統的微生物降解法，改以集中式水洗配合光降解法處
理(Mu-Chen Lin et al, 2014)。
現今微生物降解法已經可以直接應用在沙岸油污染的處理上(Mathieu
Ducros, et al, 2013)。當油污染發生在沙灘的時候，處理上，他們是先把已經油污
染的沙灘圍起來，然後分區塊編號區隔，分別實施降解。降解時先派人在區塊上
分別獨士、灑水、施肥，然後施菌，施肥和施菌，必須按時分批施菌，定時檢測，
不可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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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簡單小規模的柴油污染可以用微生物降解，可是對於重油的污染，尤其
商船、油輪發生的意外事件，像撞船或擱淺，漏油的規模都很大，微生物很難做
到大規模降解。原因是重油的降解時效很長，現場降解動不動就要拖個數年，尤
其是多環芳香烴污染時，微生物降解通常是沒什麼效的(Kuppusamy, S et al,
2016)。更甚者若是當地天候不佳，像低溫不利於微生物新陳代謝；或環境不利，
像雨天會把微生物稀釋、大風會破壞隔籬、漲退潮會影響微生物落菌、海浪帶來
海水的高鹽度會影響菌類生存；若是大冬天溫度低於 4℃或暑天溫度高於 35℃
時，因為微生物的新陳代謝被破壞，菌類會死光，就算施菌也是罔效，所以工作
停擺；有時候降解場因為雜人闖入踐踏、鳥獸排洩物改變菌土成分；由於污染區
域遼闊，雖然雇用大批工作人員，卻也使往往使工作人員疲於翻土，甚或大太陽、
寒風或雨天，都造成翻土困難，以致於空氣供應不足，都造成正期延宕成好幾年。
由於效率低落，這樣的時效在預期上，都算是不成功的。所以思維必須再革新。
所以微生物降解有它的困難度須一一克服，管理上很費力，並且經費龐大，預效
無期。所以改用光降解後，這些問題幾乎被解決。
(2) 光降解法在處理沙灘油污染的應用
由於沙灘油污染現象油是滲入沙層裡，各種傳統除油器材皆不適用，包括光
降解法，乍看之下沙灘油污是滲入沙土內，沙土是透不進紫外光的，何況沙內難
以讓水均勻浮蓋著，所以光觸媒接受不到紫外光，也沒辦法將水打出自由基。可
是山不轉路轉，不能直接應用，可以轉彎進行。林沐謙等人於 2015 年提出了一
種專門針對沙岸油污染，結合光降解的治理方法(林沐謙、高瑞鍾,2015)。 他們
的做法大致上是在降解現場建立一個處理廠，內含漱洗和光降解設備。所以系統
處理的前階段是循環漱洗流程，先將油沙自動導入漱洗槽，漱洗槽是以旋轉漱洗
器自動漱洗油沙，將油-沙的系統轉變成油-水的系統。這時濃濃厚厚的油-水系統
即類似海面油污染，只是油已經被漱洗器限制無法擴散，這時自動循環油層被傳
送通過過濾器，將濃厚的油層阻攔在吸油棉，於是油層迅速變稀。系統處理後階
段有三個流程：(1)水面上殘留的浮油被送至光降解槽分解；(2)吸油棉則被送至
烘烤機，然後焚燒；(3)漱洗後的清沙經氣相層析質譜儀檢驗為無油，就可立即
送回沙灘置放，而降解槽中水面的浮油完全被降解掉，經檢驗後合格的清水可以
丟棄。傳統微生物降解在沙灘現場降解會拖延好幾年，使用這種漱洗結合光降解
處理澎湖沙岸柴油污染週期則不超過一星期(M.C.Lin, 2016(1))。
5.2.2

光降解應用於處理岩岸油污染

台灣東部的岩岸地形是屬於陡峭地形，而北海岸岩岸是屬於潮間帶台地岩岸
地形。由於潮間帶岩地平整多岩縫，如果船舶在岩岸附近擱淺，經波浪衝擊油漂
入岩縫積油，岩縫隙內容易卡進穢物難以清除，在此所有的寄生生物全部面臨浩
劫(Erik Bonsdorff, 1984; Jones, D. A. et, al, 1998)，此地的清理極為費力。由於油
漬是新的，傳統上此種油污的清理做法幾乎都是只做做岩石表面清理，用吸油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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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拭，然後噴灑化油劑噴噴水照照相就了結了，可是對於石縫內的油漬清除難以
達到，頂多噴噴化油劑，不然遮眼不見就算了。可是岩縫內的積油千年不化，是
觀光地的癌瘤。
以往有人在此以微生物降解，可是效果不彰(Atlas, R. M. 1995)。後來很少人
從事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原因有四：(1)潮間帶的海域降解系統控制不穩定，
因為漲潮和退潮干擾了微生物系統，造成微生物流失，微生物的濃度無法在一定
的控制下，增加研究的不確定因素。(2) 擺設攔油索的效果不彰，漲潮和退潮之
間使得微生物必須隨時填補，造成降解經費直逼天文數字，難以負擔。(3)開放
空間海象難以控制，例如下大雨很容邊就把微生物稀釋殆盡，使得研究進行困
難。(4)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很難做客觀檢識，例如採樣，海象紛亂何處是適當
點採點難以評判，以致於樣品失去公正性。由於研究少，微生物難以帶進高效率
降解，以吸油棉稍加處理就交給大海自然淨化，淨化需數十年至百年。
光降解法帶來新契機。配合光降解法，先派人用吸油棉先將岩面可到之處先行清
理，然後將攔油索簡單圍好，將光觸媒黏著於乒乓球或保麗龍等浮游物體面上投
入岩縫，再以 360nm 波長紫外光機強射，強力光降解直到降解完畢，最後進行
打撈將乒乓球等回收，光觸媒不掉入海中，過程也沒有任何化學變化異物，不會
有二次污染疑慮。
如果岩塊上的油漬是陳舊、黝黑的老疤，因為這些頑疤歷時久遠已經咬死在
岩石上，成為岩石表面的一部分。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派人用電動旋轉鋼刷將岩面
污痕刷下，將此油屑收集。這油屑，本質上和沙岸油污染的油-沙系統是一樣的，
可以用油-沙漱洗的方法漱洗降解。
5.2.3

光降解法在植物林岸油污的治理

植物林岸受油污染侵襲，油污掩蓋樹根，會造成植物無法吸取養分和水分，
導致枯萎，連帶岸際生物受害。為了搶救植物林生態，必須立即清理油污。
以往植物林除油的概念是派除污船先在污染區域佈放攔油索，將油污控制在岸邊
以防止油污順流擴散，然後用吸油棉清除油污，最後頂多用化油劑清除油漬。僅
舉以最近發生的案件為例：
(1)2011 年印度孟買附近有船舶沈沒，漏重油積滿紅樹林。政府用用化油劑清理
後任期漂散。
(2)2017 年馬來西亞、新加坡附近的柔佛海峽有貨船相撞漏油事故，樟宜海灘旅
遊景點部分地段被迫關閉，黝黑的重油蓋滿新加坡烏敏島紅樹林。新加坡和馬來
西亞政府共派 12 艘除污染前往搶救，圍起攔油索，用吸油棉消除，再用化油劑
清散。

520

(3)2017 年新北市環保局在八里附近模擬紅樹林漏油應變演練，模擬管路因老舊
銹蝕爆漏小規模 10 噸重油，目的在演習應變措施。基本上政府還是處在傳統思
維，上場的器材為攔油索、吸油棉等。
這些思維陳舊沒有新意，只能應付小規模，足夠時間可以圍起來，因為地形和海
象有利於用吸油棉清除，然而大部分地形是不利於傳統做法的，因此有必要改進
傳統思維，加入降解處理。
由於微生物降解緩不濟急，還沒降解完畢，植物林早就枯亡殆盡，所以時效
是第一考量。化油劑是很容易想到的方法，可是問題在處理之後，這些化油劑油
脂怎麼辦？可以考慮以下的工程：(1)先將四周圍住，然後用吸油棉消除表面大
部分油漬。(2)油泥可以刮扒漱洗，然後光降解。(3)在植物莖幹或根上的油漬難
以清淨，用化油劑清之，水噴淨後，收集這些化油劑油脂，進行光降解。化油劑
和油一起被降解二氧化碳和水，乾乾淨淨。
5.2.4

光降解法在海面上油污的治理

海面上的油污染可以分成幾種情形：(1)離岸較遠的海面，或外海的漏油，這種
情形以撞船和油輪爆炸起火較多。(2)近岸船舶漏油，這種情形以擱淺、撞船較
多。(3)海上偷排廢油。就此分別討論之。
(1) 外海油污染
船舶天天在公海上跑來跑去，船舶每日要安排洗艙，也要輪機維修，貨輪為了清
洗噴嘴、濾網、閥門，必須使用大量輕柴油清洗濾網、閥門和噴嘴上的重油油漬
和積碳，所以產生大量穢物和清洗廢油，這些油污裝桶以後一桶桶傾倒入海中沒
人管，政府對於公海的油污染處理興趣不大，因為此處除污船作業也不方便，也
非任務所管轄，除非是油輪事故大量漏油，油污排山倒海傾洩，有造成長條油帶
導致岸際油污染之虞。倘若油輪在此大量漏油的情形下，國際慣例上處理方法大
多是焚燒或緊急徵用大量化油劑，救國保命要緊(林沐謙，2013)。
(2) 近岸油污染
近岸的船舶事故，無論擱淺或漏油，一旦漏出油污，如果第一時間發現了，得以
派艇載攔油索前往油污下游處佈索攔圍，如果順利攔圍，對後來械械回收起關鍵
性作用。使用吸油棉汲油器機械回收可以回收 60 至 70%大部分，許多漏圍的，
揮發的、海水交互作用的不及回收，以及薄層浮油則放之大洋任其漂散。開放回
流大海某些程度上造成污染，可是使用化油劑造成海底層污染也不是辦法，所以
機械回收所剩油層，實務上幾近無解。
光觸媒光降解法帶來新契機，應用上可以將奈米光觸媒黏著在浮游的不織布上，
在油層處成片展開，以紫外線探照燈強力光降解，不消多時油層將被消滅。降解
後再回收光觸媒不織布，沒有任何東西遺留在海上，對於環境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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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上偷排度油
經通報或海巡人員巡邏發現海面上有偷排的廢油，俟海巡艦艇到達現場，通常排
油量不多，油污早已經散開只剩下稀薄的油層，這時清除油污已經沒有意義，海
巡人員須做現場採樣，並依可疑船隻採集船上油品和海上採樣進行質譜儀圖譜比
對，再予以開罰。海上偷排廢油的鑑定技術不在本文範圍，不予贅述。
5.3 進一步光降解的探討
TiO2 光觸媒是利用紫外光為引信，通過光激作用，使光觸媒暫時產生電子洞，
光觸媒隨即攫取周圍水的電子，以便使自己恢復平衡，而水因為失去電子，因此
裂出了  OH 自由基，這自由基能量很高，每摩耳合 120 仟卡，而有機物中的 C-C
鍵、C-H 鍵和 H-H 鍵，鍵能頂多也只有 80 幾仟卡，可輕易拆斷有機物中的 C-C
鍵、C-H 鍵，使之成為 CO2 和 H2O。所以總的來說，TiO2 只是反應過程中的媒
介，雖然有參與，前後並未發生淨反應；而周圍環境的水就不一樣了，它產生自
由基使得有機物的 C-C、C-H 鍵被迫裂解開，以致整個有機物於整個結構破壞成
更低階結構，終結成為 CO2 和 H2O。
總的來說，光觸媒之所以能夠運用到消除海洋油污染上，其間的關鍵是: (1) 光
觸媒周圍必須有水，以便產生自由基，如果光觸媒接觸不到水，不能產生自由基，
則整個環節即告失敗。(2)  OH 自由基是不穩定態，它浮在水面，而且瞬間生
成，不久便也消逝無形。自由基旁邊必須有被降解的有機物，否則光有自由基，
效率還是很低落。(3)整個光降解過程是靠自由基接觸有機物而起氧化還原裂解
作用，所以接觸面積是作用關鍵，並且有機物若可以均衡分散浮在水面，則可以
維持高降解效率，如果有機物是結成一團，降解效果必然很差。(4)過程中產生
愈多自由基對降解愈有效益，所以奈米化的光觸媒是絕佳選擇。(5)不同種類光
觸媒皆有其受光特性，TiO2 光觸媒最佳受光是 360~365nm 波長，這種光已經超
出紫光波長範圍(400nm)，這是紫外光。在這波長之下，光觸媒很容易受激，整
個過程就像一種燃燒過程，輸入能量，將有機物焚成 CO2 和 H2O，沒有其它變
化。只是輸入的能量以紫外光形式，而且是特定波長紫外光。(6)為了提高流觸
媒受激程度，增加入射紫外光能量是無效的，因為增加入射紫外線能量就等於減
少紫外光波長，超過光觸媒所感應的範圍，光觸媒將失去受激效應。在固定 360nm
波長之下，增加入射紫外光通量(flux)是有效的，就是將紫外光機放近一些，照
度和距離平方成反比，光強增加了，效益明顯。(7)因為入射是高強度紫外光，
拉近紫外光機的狀態下，應注意產生高熱以致於破壞工作環節，例如工作人員必
須配戴墨鏡、環境須注意通風散熱或物品自燃，以防紫外光機過熱等等。
依據油品資料，絕大多數油的密度小於水，海洋的油污是浮在水面上，只要也讓
光觸媒也浮在水面上，就構成了降解條件，剩下的就是打散浮油，分散光觸媒，
因此運用光降解是合理可行的。整個光降解過程好比是慢性燃燒，所以降解效率
自然比其它方式來得有效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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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光降解法除油在海洋環境保應用的定位
在保護海洋環境的工作中，運用光降解法仍屬於新發明的新興領域，還沒有
一個國家將之納入海洋環保作業規範，甚至為大多數研究者所未聞。因為它的降
解法顛覆了以往所有觀念，以致於和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很多人知道有這回事很
擔心是不是要添購許多設備，學習很多新技術和新知，都看看就算了，很少人省
思該如何納入環保規範中。一個新觀念、新方法，必有全新的設備，必須配合新
的管理。平時如何調配人員編制、訓練？如何調配經費、有那些附屬設備要配合？
這些都是另一個研究方案。現今海洋環境保護的主管機關-海保署已經取代環保
署，與海巡署同樣設立在海委會之下，成為平行單位，有利於執行海洋環境保護
任務，可做直接、有效率的支援。所以探討如何規劃光降解這種新利器的運用管
理，勢必得由海委會統合海巡署、海保署坐下來研討、思索如何研析出最佳的配
套方案。
長久以來人們受限於傳統機械回收的固有方式，一旦遭受油污染侵襲，馬上
聯想到攔油索、吸油棉之類器材和後續種種，很難再舉出其他更優的替代方式。
所以辦教育實在刻不容緩，是個很嚴肅的事情。除油污如果只有機械回收一招，
如果碰到機械回收無法派上用場的時候，例如大油污漏油、沙灘油污染等，那就
欲哭無淚了。
光降解法可以當做輔助、接續處理油污的利器，它不是主角，卻是油污處理
中後端的清道夫，用光降解可以將油污染處理得乾乾淨淨，而且毫無二次污染遺
慮。它和機械回收方式並不衝突，海域濃厚油層機械回收完畢，就交由光降解處
理剩下的殘油，相濡以沫，相輔以成。如果邊上械械回收無法進行的沙灘油污染，
則依上文所述，以高效率的漱洗加光降解法，可以省去冗長時間、費用和管理；
如果遇上岩溝油污，機械回收也無法使用，就用吸油棉拭去油污，剩下的溝內殘
油交由乒乓球黏著光觸媒行光降解。如此一來，光降解的定位，就好比棒球賽的
救援或終結者投手，專門用來負責中後端的收拾。
在配合上，筆者認為可以在海保署內訓練一組油污染專職人才，或為了減低
人事成本，乾脆成立任務編組，編一組油污染處理小組，平時這些人才散落在各
海巡隊裡執勤海巡任務，每個月或每季抽調集中至海保署進行訓練，當有油污染
事發生的時候，這油污染小組便受命立即至污染現場進行勘察討論，然後匯報指
揮中心長官，做為進行決策的參考。迨材器、人員到達現場，由油污染處理小組
進行指揮除油任務，這樣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油污染都可以迅速處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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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現今海洋油污染處理的處理思維多停留在機械回收，實務上頂多是加入微生
物降解的方式，處理上還有許多死角未克服。利用 TiO2 的光觸媒進行光降解以處
理油污染已經被開發成功，它可以配合機械回收成功處理各型油污染，則處理油
污染變得如虎添翼。
1. 實務上，對於沙灘油污染宜用漱洗法加上光降解，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處
理得乾乾淨淨。
2. 對於岩岸油污染，可以將光觸媒黏著於浮體像乒乓球、保麗龍上，降解完
畢就回收。
3. 對於植物林岸，可以攔油索指圍之後，吸油棉擦拭過，再用化油劑消洗，
將所得的乳膠廢液集中後光降解掉。
4. 海面上，攔圍加上機械回收之後，將光觸媒黏著於平面浮體上，然後以紫
外線照，整片同時降解。
由於光降解是新方法，所以管理上也須尋求新定位。可以組成任務編組的專
職的海洋污染小組團隊，平常平時這些人才散落在各海巡隊裡執勤海巡任務，每
個月或每季抽調集中至海保署進行各種相關於除污的訓練，當有油污染事發生的
時候，這小組便受命立即至污染現場進行勘察討論，然後匯報指揮中心長官，做
為進行決策的參考。這樣海保署和海巡署的功能便可以真正相輔以成，互相支援
發揮最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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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海洋事務合作芻議
A Review of Cross Strait Cooperation on Marine
Affairs
季燁
JI,YE

摘要
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將走向海洋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面向，加強兩岸海洋事務合
作是大勢所趨。兩岸海洋主張的契合為兩岸合作提供了契機，但現階段兩岸海洋事
務合作仍存在相當的制約因素，包括兩岸政治定位上的結構性矛盾、臺灣內部朝野
勢力的紛爭、外部勢力的利益及其對臺壓力等。因此，在兩岸海洋事務合作方面，
應當遵循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區分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對症
施策：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應在兩岸既有政治基礎之上，充分發揮兩岸受權民間團
體的溝通和談判機制，在海難救助、資源開發、環境保護等方面大力推進兩岸主管
部門合作的機制化和常態化。在這方面，兩岸在廈金海域的合作更是大有可為，應
予先行先試。

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進入和平
發展的新時期。儘管當前兩岸關係再次面臨挑戰，但兩岸民間交流交往的步伐並
未停滯不前，相反，大陸方面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繼續釋放政策紅利，
兩岸關係發展的目標從“推動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提升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與此同時，南海地區和東海地區不時呈現緊張局勢，海峽兩岸與相關國家就南海、
釣魚島等問題的爭端不斷出現。兩岸有識之士越來越關注並希望兩岸在涉及到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領域，如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對此，
外交部、國台辦發言人多次指出，中國對相關島嶼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
主權，海峽兩岸都有責任加以維護。兩岸學術界更是早就開始行動，中國南海研
究院和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相關學者已經延續了多年的計畫，合作撰
寫並共同發佈南海地區形勢評估年度報告，表達了兩岸學者在南海問題上的共識
和合作意願。但相比大陸官方的積極呼籲和兩岸學者在此問題上的熱度相比，臺
灣當局的態度顯得更為謹慎。在此背景下，本文擬就兩岸在海洋問題上開展合作
的可能性、制約因素及其前景進行初步思考。



作者系法學博士，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所長，電子郵件：jiye@xmu.edu.cn。
本文僅供會議交流，未經許可，請勿轉引。
529

壹、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可能性
第一，兩岸海洋權利主張的重疊。以南海為例，海峽兩岸決策者和法律人士
在南海問題方面提出的法律主張也表現出相近性。在南海問題上，雖然海峽兩岸
根據形勢變化採取了不同的對策，但從發展脈絡看，兩岸南海問題的法律主張具
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在南海諸島歸屬問題上，臺灣地區與大陸立場一致，堅稱
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臺灣方面來看，臺灣當局的南海政策主張
經歷了一個起起伏伏的過程。在兩蔣時期，臺灣當局一直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對
周邊國家非法入侵南海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並在維護南海主權與權益問題上陸
續推出行動措施，如派出軍隊巡查、駐守相關島礁，在島礁上立碑、設立太平島
郵政代辦所，等等。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期，臺灣當局的南海政策
才形成整體規劃，加緊制定一系列相關海洋政策，於 1992 年成立“跨部會”的
“南海小組”，專門負責制定與檢討臺灣的南海政策，並於 1993 年發佈“南海政
策綱領”和“南海政策綱領實施綱要分辦表”，這是臺灣的第一個海洋政策檔。
陳水扁時期，民進黨執政當局制定了“海洋白皮書”，發佈了“海洋政策綱領”，
也主張對南海的“主權”。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馬英九執政當局的南海政
策總體又回歸到《南海政策綱領》，並進一步加大對南海主權的宣揚和維護力度，
並提出“和平倡議”。146
第二，兩岸涉海爭端解決主張的契合。為了處理與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分歧，
兩岸都提出瞭解決南海問題的相關政策。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主張一貫堅持
“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臺灣當局在 1993 年的“南海政策綱領”中
提出五大目標分別是：
（一）堅定維護南海主權；
（二）加強南海開發管理；
（三）
積極促進南海合作；
（四）和平處理南海爭端；
（五）維護南海生態環境。馬英九
當局上臺後，多次重申將秉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的
原則處理南海問題。可見，兩岸在處理南海問題的主張上，有著明顯一致的地方。
大陸希望能夠從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大局出發，加強與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溝通，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爭議海域的海洋資源。臺灣當局同樣希望在維護南海主權的
基礎上，加強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共同開發、積極促進南海合作、和平處理南海
爭端。
第三，兩岸歷史上已經有過某種默契合作的經歷。由於兩岸之間長期的政治
對立和軍事對峙，兩岸在東海、南海問題上雖然有著相近的政策立場，但卻沒有
直接溝通對話的機會，但這並不影響兩岸在共同維護主權問題上的默契。例如，
1974 年 1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西沙群島對入侵的南越軍隊進行自衛反擊
戰時，海峽兩岸雖然處於緊張的敵對狀態，但臺灣當局仍發表聲明強調，西沙和
南沙群島“為中國固有之領土，其主權不容置疑。”147 在 2012 年民間人士發起
146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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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釣運動中，香港保釣船在行進釣魚島的過程中，臺灣當局也曾允許“啟豐二
號”停靠外海，並“出自人道考量”給予保釣人士補給飲用水及食物。148 事實上，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兩岸在南海地區從未有過爭端，也沒有發表過攻擊或
反對對方南海的政策聲明，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默契的表現。149

貳、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制約因素
2012 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
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
“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這
兩項報告表明海洋問題對於國家發展的制約因素正逐步凸顯，相應地，國家對海
洋重要性的認識正在提升。因此，與臺灣問題密切相關的東海、南海問題的妥善
解決迫在眉睫。應當指出，東海、南海問題具有高度複雜性：從內容上看，既包
括主權、軍事等傳統安全領域的因素，也具有交通、環保等非傳統安全的內容；
從利益相關方來看，兩個爭議均涉及域內眾多相關國家，也與兩岸關係的發展進
程密切掛鉤，甚至無法拜託少數域外國家的有心干預與挑動。具體而言，兩岸海
洋事務合作面臨的制約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兩岸政治定位的結構性矛盾。臺灣當局的政治法律地位是兩岸在海洋
事務方面進行深度合作的主要障礙之一，換言之，臺灣當局始終堅持臺灣方面以
何種名義和身份開展兩岸合作。雖然在經濟合作、“三通”等兩岸議題上，兩岸
已經取得共識並形成協議，但是海洋事務的政治性、敏感性更強，臺灣當局在這
個問題上更加堅持。2008 年 2 月，陳水扁就在太平島上發表《南沙倡議》，呼籲
南海周邊國家依據《聯合國憲章》與《聯合國海洋公約》和平解決南海爭端，臺
灣願意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接受《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內容，並希望參與
研擬中的《南海行為準則》。很明顯，陳水扁當局是希望臺灣以一個獨立的“主
權國家”身份參與南海對話與合作，擴大臺灣在南海問題上的影響力，提高臺灣
的國際參與度。馬英九當局曾明確表示，南海的主權歸屬“中華民國”，而“中
華民國”不與大陸處理“主權”爭議，目前臺灣當局立場就是擱置“主權”爭議，
不會談論到“主權”問題。150 在即便在馬英九執政時期承認“九二共識”，但對
於“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海峽兩岸雙方的分歧依舊。更遑論，當前的蔡英文
當局更是明確否認“九二共識”，兩岸之前曾經存在的共同政治基礎不復存在。
“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在兩岸政治互信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兩岸海洋事務的深
度合作更是無從談起。
第二，兩岸合作與臺灣對外關係的權衡。這是一個涉及到戰略的問題。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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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合作不僅牽涉到大陸和臺灣，也會影響到美國、日本等大國，以及臺灣周邊
的東南亞國家。而這些大國對於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和對外關係具有至關重要的
影響，因此，他們對於東海、南海問題的立場也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臺灣當局對
於開展兩岸合作的影響。美國雖然公開表示對南海地區的爭端“不持立場”，但
同時又強調美國在本地區有強大的利益。臺灣當局不可能不評估兩岸一旦進行南
海合作，是否會衝擊到美國在本地區的利益，特別是對美國與其他盟友的關係造
成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制約臺灣當局是否能夠下決心與大陸進行合作的關鍵因
素。嚴安林研究員更是一陣見血地指出，兩岸合作的最大外部障礙是美國對臺施
壓。此外，東南亞從國家利益考慮，可能也不樂見臺灣與大陸合作，臺灣也不願
與東南亞國家交惡。151 當前，中美兩國關係已經進入了“大國競爭”的新階段，
在南海、東海問題上制約中國似乎已成為其重要抓手之一，在此背景下，當局自
然會“察言觀色”，不會與美國的政策大方向背道而馳。否則，極有可能與美國
的亞太戰略相抵觸，失去美國的信任，進而影響到美國對臺軍售、軍事合作、情
報交換、以及安全保障等政策。152
第三，臺灣內部朝野政黨的政策整合。臺灣島內的藍綠對決的政治生態也會
影響到兩岸海洋事務合作。尤其是在意識形態上偏綠的政黨及其支持者，對於兩
岸合作並不樂見，動輒以“主權”為由更加指摘。因此，兩岸要想進行合作，就
必須想辦法超越藍綠惡鬥的政治紛爭，形成支持合作的主流政策取向，但這些都
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即便較為強勢的行政當局有意如此行事，也必須兼顧內
部治理的環境，選擇適當的政策時機才能推進。

叁、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政策建議
第一，從合作內容上看，區分層次，由表及裏。例如，張文生教授認為，兩
岸合作可以區分為傳統安全領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兩個方面。由於兩岸政治互信
的建立與鞏固，傳統安全因素即政治與軍事對於兩岸關係的威脅逐漸淡化，但是
非傳統安全因素如跨境犯罪、傳染性疫病、重大事故、恐怖主義等對於兩岸關係
的影響上升。因此，非傳統安全應當成為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優先方面。153 李
秘研究員認為，兩岸海洋事務合作分三個層次，一是兩岸經濟合作，如在漁業海
洋合作，遊憩共同開發；二是國際經濟領域合作，三是政治議題合作，也就是兩
岸共同維護主權。154 筆者大致認同上述觀點並主張，兩岸在海洋事務方面的合
作，可現實地考慮當前的制約因素，暫時不觸碰涉及主權的政治問題，不強求臺
灣當局明確宣示與大陸方面完全一致的維護主權的主張，但可務實推動兩岸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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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環保、交通等方面的合作，例如，成立合適的主體，共同開發與保護海洋資
源；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合作建立海洋保護區，維護生物多樣性；共同打造航行
安全通道，實施人道主義救助、維護南海航行安全、為過往船隻提供天氣預測和
災害預警；共同開發華陽旅遊觀光資源等。此外，兩岸官方還可以開放檔案，推
動兩岸學術交流，共同開展關於海洋議題的學術交流研討。
第二，從合作主體上看，先民後官，循序漸進。四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時
間表明，兩岸政治互信尚未發展到足以支撐兩岸公權力機關直接合作的程度。雖
然以兩岸協議為載體，兩岸公權力機關的直接溝通管道已經建立，但臺灣當局對
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恪守尚不穩固，臺灣內部的政黨輪替往往會影響到兩岸協議的
實施，兩岸公權力的持續有效對接機制尚未真正形成，官方合作更是頻添難度。
與此相反，兩岸民間交流的自發秩序已經形成且更具韌性。155 因此，兩岸涉海
公權力部門可以為私人主體釋放空間，授權或許可兩岸私人獨立或合作處理兩岸
非敏感性海洋事務，在交通往來、海難救助、海洋環境管理和保護、海洋資源開
發和應用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例如，2007 年 4 月舉行的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
論壇就曾通過《共同建議》，“支持、鼓勵，兩岸民間專業組織在兩岸海上搜救、
打撈方面開展技術交流與合作。兩岸專業救助力量應全力以赴對發生在臺灣海峽
的自然災害和海難事故提供緊急救援，共同維護海上人員生命財產與環境安全。”
第三，從合作方式來看，從個案到通案。過去的兩岸關係實踐表明，兩岸的
合作往往包括多種形式，例如議題合作、應急個案模式合作以及制度化合作模式
等。156 其中，議題合作的模式雖然不能完全滿足兩岸海洋事務合作的現實需求，
但往往雙方都由需求且議題本身較不敏感，因此合作的可行性較強，還可以為未
來兩岸的全方面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和積累互信。個案模式更加取決於特定的時
空背景，但同樣有助於積累互信，凝結經驗。制度化模式最具有穩定性，通常難
度最大。基於兩岸關係的現實，從個案出發，積累經驗，增進互信，從而上升為
制度是可行但緩慢的路徑。
第四，從合作地域上看，選擇試點，先易後難。海洋事務本就包羅萬象，複
雜萬千，再頻添兩岸因素，更具挑戰性。因此，建議兩岸合作應由點到面，先試
點合作再逐步擴散。在這方面，廈金海域和非傳統安全合作有基礎，有潛力，在
制度化方面完全可哥先行先試。尤其是在當前的兩岸關係形勢下，廈金合作沒有
更具示範意義。廈金海域作為海峽兩岸交往、接觸頻繁的海域，作為兩岸人員往
來的重要通道，尤其應當防範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儘管雙方的交流溝通還不盡完
善，但海峽兩岸在廈金海域開展海洋環境管理、海洋資源開發、防治非法捕撈、
打擊包括海上走私、海上私渡、海盜等海上犯罪活動、進行海難救助等方面存在
較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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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使用管理與執法探討
A study of Coastal Management and Enforcement
施義哲157
Shih, Yi-Che

摘要
海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空間，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
後，各沿海國紛紛建立其海域制度，對海域的利用、管轄逐漸擴大。在此前提下，
各國也積極制定與頒布其國家海洋政策或海洋白皮書，制定相關海洋立法，加強海
洋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海洋專責機關的設置等，凸顯對海洋的重視。因此，各國在海
域使用管理上建立制度和推行海域立法，讓海域的治理與管理能更加完備，以達永
續發展的目標。國內的海洋法規，近年來也逐漸推動，海洋委員會的設立，更擴大
對海域使用、執行、管理上的政策制定與立法的研擬。本文探討海域使用制度與執
法的相關議題與實際執行面臨的問題，做為將來政策擬定與立法之參考。
關鍵字: 海域執法、海域使用、海域管理、海洋保護

壹、

前言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認了世界各國對於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
域和大陸礁層的範圍及其法律地位，如此，也讓各國明確地確認其國家管轄的海
域範圍，結束了各國對於領海、鄰接區範圍爭議的年代。自 1994 年生效以後，
其法律制度的實施引起國際社會及沿海國家對海洋管理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全
球約有 36%的海洋與 90%的海洋資源劃歸沿海國的管轄範圍，對於國際海底礦
產資源亦逐漸建立了國際社會共同管理的制度，沿海國為了管轄，制定了相關的
國內海洋法規、海洋策略、海洋白皮書，海洋使用與管理制度日趨嚴謹，海洋生
物多樣性及公海捕魚權利日漸受到規範等。近年來，海洋成為人類發展的新興目
標，沿海國家也紛紛建立了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受限於海域的空間使用、環境承
載量和有限的資源，海域的使用、空間的規劃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各國對於海
域的使用與執法的實踐，都是為確保其海洋權益，維護海洋秩序、解決海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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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問題。因此，建立完善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與法規是邁進海洋國家、維護海
洋權益的基礎。

貳、

海域使用管理的基本概念

目前草擬中的海域管理法針對海域的定義，在其草案第二條第一項有所定義
的海域是指海岸管理法劃定近岸海域外界線向外延伸之中華民國內水（不含內陸
水域）、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上覆水域及其他依法令、條約、
協定或國際公約或國際規範我國得行使管轄權之水域。其立法理由是國土計畫法
架構下，對於海域並未進行定義(立法院，2015)。因此，審視了現行法規，如中
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明定中華民國在其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
享有並得行使，探勘、開發、養護、管理海床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
非生物資源之主權權利、海洋科學研究之管轄權、海洋環境保護之管轄權及其他
依國際法得合理行使之權利。
海域使用是指人類為了從海洋獲取其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各種利益，依據海域
的區域、資源、環境條件，進行開發利用活動所必須佔據利用特定海域的過程。
海域使用權是指單位或者個人依法取得對國家所有的特定海域排他性的使用
權。隨著經濟與社會的法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各沿海國對於沿海海域的使用更
加多元化。因此，海域使用亦是各國海域管理的重要議題。而海域使用管理是海
洋管理的一環(NOAA, 2019)，是政府為實踐國家對海域的合理開發利用和永續發
展，對海域各項使用活動進行指導、規範和監督等管理作為。
2015 年，我國公布了海岸管理法(內政部營建署，2015)，但因近岸海域範圍
過於狹窄，無法含括完整國的家管轄海域，諸多海域使用或無法可管，或可能相
互衝突，欠缺通盤規劃；有鑒於此。從近岸海域至 12 海里的管轄海域，為確保
國家海洋利益、合理規劃藍色國土、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漁業資源、確保公眾親
海通行權益、降低使用的衝突、尊重原住民傳統、維護現有使用者權益、防護海
岸與海域災害，並促進海域與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參考國內外法例，草擬了海
域管理法草案(立法院，2015) 。我國的海域管理法草案第一條之立法旨意明確
指出為整合海域之規劃管理，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增進海事安全及海域秩序，保
育海域生態體系，明智利用海域自然資源、人文資產，維護海域使用合法權益，
保障國民親海通行權益，預防、減少海洋災害，並促進海洋產業發展及海域永續
利用，特制定本法(立法院，2015) 。
海域使用管理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海域使用管理制度是國家為了維護和保障
海域資源的管理、國家海洋權益和實踐永續發展的目標。從世界各國對於海域使
用和管理的制度分析，海域使用管理是海洋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國家管轄
海域的合理開法利用和永續發展，針對海域各種使用活動進行政策、指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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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協調等過程。我國現行草擬中的海域管理法亦是著重海域使用規範、海洋空間
規劃使用與海洋永續發展，進而確保維護我國的海洋權益的目標。
我國海域管理法草案第二十二條海域內從來之現況使用，對海域生態環境造
成重大影響或有重大影響之虞者，主管機關應命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人限期改
善，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因故無法發現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使用人
時，得命權利關係人、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必要時，得輔導轉作相容之
使用(立法院，2015)。草案第二十三條亦明定海域使用權人應依核准海域使用計
畫使用，不得擅自改變或轉讓，並有依法保護和合理使用海域的義務。我國在
104 年分別公告布了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連同 105 年公布國土計畫法，合
稱新國土三法，目前我國領海國土之規劃與管理，主要是依據內政部制定之海岸
管理法與提送立法院審議之海域管理法草案，因為立法過程海岸管理法僅規範到
3 海里，因此對於 3-12 海里之海域使用與管轄(中技社，2016)，將研擬海域管理
法加以規範管理。

參、

非法抽砂之海域執法

近年來我國外離島之沿海非法抽砂事件嚴重，大陸抽砂船屢屢越界或至爭議
海域進行抽砂作業，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在執行任務於金門、馬祖海域屢有查獲中
國大陸越界抽砂船非法盜採案(林昭彰，2019；中央社 a，2019 )，亦有在中線水
域進行抽砂，似乎無法可管，為維護我國土資源、確保海洋權益，針對非法越界
抽砂船在執行取締上，應儘速研商部會間合作、修改法規或進行兩岸合作執法之
可能性，將是現階段應執行之事項。
有鑑於中國大陸宣布沿海禁止採取海砂，2018 年澎湖臺灣灘海域開始發現
大陸抽砂船聚集作業，經通報海委會海巡署隨即派遣大型巡防艦前往驅離，現階
段執法採用高壓水柱驅離為主，並透過兩岸共打執法機制，通報陸方約束管制大
陸抽砂船抽砂作業活動。海委會 2018 年 8 月曾邀集相關部會，研議解決方案，
經彙整各部會意見，擬定執法原則，因兩岸關係複雜且具高度政治敏感性，為避
免引起執法衝突，現階段實務上，如接獲類案通報，巡防艦艇前往該海域執勤，
以廣播、噴水驅離等手段為主並蒐集相關違法事證，海域執法參照海巡署於金
門、馬祖海域取締越界大陸抽砂船經驗，予以扣留船舶、裁罰等手段，以嚇阻陸
船越界作業 (林昭彰，2019；中央社 a，2019 )，同時視個案扣留犯案情節重大之
船舶，交由經濟部與澎湖縣政府進行後續裁罰事宜。惟相關部會對後續裁罰、法
規之適用，尚無共識，後續有待尋求解決方案。海委會海巡署在勤務的部署亦派
遣大型艦巡邏臺灣灘海域，並於管轄海域，持續驅離越界抽砂船，由於大陸抽砂
船去而復返，持續遊走海峽中線兩側，伺機盜採海砂，如無法有效取締，恐將造
成我國海洋環境及生態重大影響。近日澎湖縣賴縣長赴行政院為漁民請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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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加強查緝在臺灣淺灘作業之大陸抽砂船，以維護海洋資源。行政院政務委員
表示，大陸抽砂船嚴重破壞海洋生態，中央將責成海巡署與大陸海警局聯繫，啟
動兩岸共同打擊機制，遏止違法行為 (澎湖縣政府，2019)。

肆、

案例討論與法規應用

中國抽砂船越界抽砂造成金門、馬祖與澎湖海域的海洋生態安全、航行安全
問題，亦造成海岸線倒退、國土流失或嚴重的海洋生態浩劫。因此，政府正視此
問題的嚴重性，在執法上、在法規上，尋求解決方案。在執行面上，例如，馬祖
海巡隊巡邏時於莒光蛇山外 2.2 浬海域查獲「海 O655 號」作業之陸籍抽砂船，
由巡防艇 10029 艇、3538 艇及特勤人員協助押解該船船員執行卸砂回填原海域
勤務，以恢復馬祖海域生態環境。同時，在取締後馬祖海巡隊將該抽砂船上抽取
達 1,000 噸的海砂回填大海，展現我國維護國土及保護環境生態之決心，確保海
洋環境資源的安全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2019)。在法規面上，連江地檢署依違
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後段之未經許可入國罪，以及刑法第 321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結夥竊盜等罪，將船長等 9 人提起公訴，並依刑法第 38 條第 2 項供犯罪
所用之物聲請沒收船舶，此案沒入之抽砂船後經法院予以法拍，以 3,661 萬元價
格拍出，這是連江地檢署同年度繼第一次法拍 4,819 萬後，第二起法拍大陸越界
抽砂船案(中央社 b，2019)。
此外，金門海域執行取締採砂案，大陸抽砂船長期於金、廈間抽取海砂，造
成金門海域生態環境、海岸線倒退及海岸地質變化疑遭破壞之虞，海委會海巡署
依海岸巡防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對
非法越界抽砂之中國大陸抽砂船實施登檢、逮捕及偵訊後，再依違反刑法第 321
條加重竊盜罪及土石採取法第 36 條未經許可採取土石者，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
上 500 萬元以下罰緩等規定，移送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及金門縣政府裁處。
金門地檢署對非法越界抽砂之大陸船員依法起訴或予以緩起訴，金門縣政府則依
據土石採取法規定，對於越界抽砂行為之行為人，處以罰鍰。中國大陸抽砂船近
年來盜採金門縣海域海砂之地點大多集中於金城鎮舊酒廠、金寧鄉烏沙角、金沙
鎮西園及金沙鎮田埔外之海域。造成本島及烈嶼島海岸線倒退情形，縣府以 96
至 101 年度正射影像圖套疊比對，5 年時間內總面積縮減將近 25 萬 6 千餘平方
公尺，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的大小，有學者就將原因歸咎於中國抽砂
船常在金門海域進行越界抽砂盜採造成國土流失 (風傳媒，2016)；縣府亦統
計 96 年至 103 年期間查獲中國大陸抽砂船盜採之海砂且已回填海域之數量共計
1 萬 1,418 立方公尺。然有關造成金門縣海岸退縮原因，縣府表示除與中國大陸
抽砂船大量盜抽海砂有關外，亦可能與氣候變遷、海岸開發等因素有關 (蔡家
蓁，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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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澎湖海域台灣淺灘作業之大陸抽砂船議題，澎湖縣研究單位表示，該海域
為漁民重要的傳統漁場，位於澎湖七美嶼西南方 30 浬外，面積約為 8,800 平方
公里，水深最淺為 8.6 米、最深為 40 米，主要位於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
陸礁層法所規範之專屬經濟海域範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規範的限制水域外，
在海域的管轄與爭議海域的劃界尚未尋求解決方案下，在執法上與法規上，有需
要協商與研議尋求共識據以執法。水產試驗所研究人員發現澎湖冬季最主要的漁
獲物土魠，其產卵季節為 3 至 8 月，澎湖淺灘鄰近海域也是其最主要的產卵場所
之一。該海域長年有大批大陸抽砂船抽砂，嚴重威脅澎湖漁民賴以維生的海洋生
態，學者呼籲政府應盡速投入該海域之海洋環境及生態研究，以謀因應對策，方
能確保澎湖海洋生態環境之安全。近期多家媒體報導，台灣淺灘發現有近百艘中
國鐵殼船聚集採砂，預估每天抽砂量可能高達幾十萬噸，如果長期抽砂恐將造成
砂石層的變動，或造成附近海域水文浩劫 (高鳴澎，2018)。因台灣淺灘位處海
峽中線附近，多年來幾乎是兩岸的灰色海域、互不管區域。澎湖縣政府亦正視此
議題，縣長多次開會研商尋求共識，縣府有決心針對台灣淺灘作業之大陸抽砂船
執法取締處分，以保護海洋資源，並協請澎湖海巡隊將進入台灣淺灘海域作業之
抽砂船帶案處理，並將相關蒐證資料函送縣府裁處，縣府將依土石採取法進行裁
罰處分，後續相關處置作為如抽砂船之船席、人員之留置事宜等，由縣府負責處
理之分工，展現執法之決心。
綜上案例，在執法的法規應用上，現階段能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對於航行海
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
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
扣押或留置；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未經許可之探勘、開發行為
之處分；中華民國刑法加重竊盜罪；入出國及移民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土石
採取法；海岸管理法；海岸巡防機關處理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
禁止水域案件裁罰標準等之適用。
在中國大陸頒布海域使用管理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1)，從
事特殊的海域使用活動必須經過主管機關嚴格的審查程序與批准。曾有非法盜採
海沙案例，經民眾檢舉反映有數 10 艘採砂船在某海域進行非法海砂開採作業，
通報執法單位，登檢後發現該公司的抽砂船在某特定海域進行抽砂作業，但未向
該管機關提出申請，屬於無許可證盜採海砂作業，經海洋環境檢測中心站量測，
採砂實際展海域面積達 139 萬平方公尺。依據海域使用管理法之規定，則令開採
海砂倒回該海域，並恢復海域原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非法占用海域期間內該海
域面積應繳納的海域使用金 5 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罰款。法規的適用上，在保護
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和對礦產資源和海洋資源的開發作業管理秩序之精
神，例如在其刑法之適用有其主張，一是竊盜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1997)，主張非法抽砂的行為人採用非法開採海砂手段，為了獲取龐大的經濟利
益，侵犯了國家的公共財產，所以符合竊盜罪。二是故意損壞財物罪(全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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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997)，主張只有經過合法申請對海域使用許可證和開採
許可證的行為人才能合法開採，海砂為自然資源一但流入市場就具有經濟價值，
擁有財務價值，因此，非法盜採海砂的行為侵犯了他人財務所有權。其三是非法
採礦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997)，主張海砂是一種珍貴的礦產資
源，不僅可以被用來當作建築業或土木業的材料，亦可以做為填海造地的原料。
根據礦產資源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9)的規定，海砂是屬於礦產
資源的一種，再加上刑法規定，非法採砂行為人要承擔刑事責任，構成非法採礦
罪，其構成要件是行為人未取得採礦許可證而擅自開採。大部分學者主張應以非
法採礦罪較為恰當。另在行政法的適用，個地海洋行政主管機關有訂定相關規
範，對於海域非法採砂，有一個案例在福建省沿海海域有艘抽砂船進行非法採
砂，且該海域為海洋功能區劃中的海砂禁採區，所以依照海洋環境保護法的相關
規定，對當事人進行行政處罰，並責令該抽砂船立即退出採砂海域，並處法 6
萬元、沒收所採海砂。在其現行的行政法規中，有礦產資源法、海籍調查規範、
海域使用管理法、海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等，還有地方政府的各省海洋環境保
護條例等。這些法規中都有規定了合法開採海砂的行為人必須獲得海洋行政主管
部門頒發的海域使用權證和國土資源部頒發的採礦權證，還要具有保護海洋環境
的具體措施或方案。各部門針對抽砂船之海上安全、海洋採砂用海的監督、抽砂
船海上交通安全監督、海域采砂用海治安管理責任、抽砂船之船舶檢查、海砂使
用過程監管、生態環境監督、海砂市場秩序監督管理責任、海砂港口生產監督職
責、砂船海上安全生產綜合監督職責等，有關抽砂船隻安全與相關法律彙整如表
1。
砂石運輸船安全生產責任清單
序

相關部

責任類

號

門

型

船舶所
1

有人（經
營人）

砂船海
上安全
生產主

管理事項

相關依據

1）遵守海上法律法規，配備合格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四

船員，確保船舶處於適航狀態；

條、第五條、第六條

2）禁止盜采海砂。

《安全生產法》第十七條

體責任

《礦產資源法》第三條第
二款

自然資
2

源和規
劃部門

海域采

1）負責海砂資源的合理開發利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十

砂用海

用，組織制定開發利用標準，建

七條

監督責

立政府公示價格體系，負責市場

任

動態監測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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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法》第十一條、

2）負責海砂資源儲量管理，負責
采、用海砂權管理；

3

海事機

上交通

構

安全監

《廈門市自然資源和規劃

2）監督指導海砂資源合理利用和

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

保護，依法查處擾亂採用砂市場

人員編制規定》（廈委辦

秩序和管理秩序的違法行為。

發[2019]23 號）

1）負責所轄通航水域交通安全監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

督管理和實施水上安全執法監督

條、第四十四條

工作，查處砂船不適航、船員不
砂船海

第三十九條

適任、配員不足以及內河船舶參
與海上運輸等違法行為。

《廈門市海上交通安全條
例》第三條
《廈門市自然資源和規劃
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

督責任

人員編制規定》（廈委辦
發[2019]23 號）

1）查處無證駕駛機動船舶案件；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

4

十六條、第五十條、第六

海域采

2）依法打擊涉及海砂領域欺行霸

公安部

砂用海

市、強買強賣等擾亂市場秩序和

門

治安管

妨礙行政執法部門執行公務的暴

《廈門市自然資源和規劃

理責任

力抗法行為。

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

十四條

人員編制規定》（廈委辦
發[2019]23 號）

5

船檢機

砂船檢

構

驗責任

建設部
6

門

1）負責砂船的檢驗、發證工作。 《船舶和海上設施檢驗條
例》第四條
1）負責加強對從事房屋建築和市

《建築法》第六條、第七

海砂使

政基礎設施工程預拌混凝土生產

十四條

用過程

活動的監督檢查，依法查處預拌

監管

混凝土企業在房屋建築和市政基
礎設施工程中違規使用海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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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鄉建設部等部門
關於加強海砂開採運輸銷
售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為。

（建質﹝2018﹞108 號）
《關於聯合開展海砂整治
專項行動的通知》（閩海
漁﹝2018﹞170 號）

生態環
7

境部門

生態環

1）負責組織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執

《海洋環境保護法》第八

法，依法查處采砂、傾砂等嚴重

十八條

破壞海洋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

境監督

《廈門市生態環境局職能

責任

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
制規定》（廈委辦發
[2019]24 號）
1）負責依法監督管理海砂交易行

市場監
8

督管理
部門

海砂市

《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

為；依法查處無照經營海砂行為。 例》第二十九條

場秩序

《廈門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監管責

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

任

員編制規定》（廈委辦發
[2019]34 號）

9

1）依法對港口海砂安全生產情況

《港口法》第三十六條、

海砂港

實施監督檢查；

第四十五條

港口管

口生產

2）依法查處違法卸砂點。

《廈門市自然資源和規劃

理部門

監督職

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

責

人員編制規定》（廈委辦
發[2019]23 號）

應急管
10

理部門

1）按照分級、屬地原則，依法監

安全生產法第九條、第五

督檢查采、運海砂行業生產經營

十九條、第六十二條

砂船海

單位貫徹執行安全生產法律法規

上安全

情況及其安全生產條件。

生產綜

《廈門市應急管理局職能
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

合監督

2）指導協調、監督檢查市直有關

制規定》（廈委辦發

職責

部門和各區砂船海上安全生產工

[2019]30 號）

作，組織開展安全生產巡查、考
核工作。

表1

中國大陸抽砂船之安全與相關法律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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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提供)

伍、

各國海域使用管理概況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界定了各種海域的法律地位，各國在各種海域從
事航行、資源開發和利用、海洋科學研究等活動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的原則、制度
等，海洋法公約除了公海制度和國際海底管理制度外，其他規範制度，基本上是
各沿海國主權海域和管轄權行使海域的使用管理制度。參照各國相關海域使用管
理簡述如下:
日本的海域使用管理，日本雖無設置專責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規，但在其頒布
施行的日本海岸法(1956)、日本海岸法實施令(1956)和日本公有水面積填埋法
(1921)等法律條文中都包含了部分的海域使用管理的規範內容。
美國的海域使用管理，雖然是美國海洋管理制度先進的國家，對於海域使用
管理亦無專責制度，因現行的法規中，有關海域使用管理的法規已含括其中，主
要的法規如美國的海岸管理法(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1972)、美國水下土
地法（Submerged Lands Act,1953）、美國外大陸架土地法（Outer Continental Shelf
Lands Act, 1953）和各州海岸帶管理條例如加州海岸地區管理法等 (Jordan
Diamond et al., 2017; 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1999 )、華盛頓州海岸管理方
案等(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 2001)。
加拿大的海域使用管理，於 1996 年批准加拿大海洋法(Canadian Oceans
Act)，並自 1997 年生效，是世界上第一部沿海國家海洋法，也是進行整合性海
洋立法的國家。加國海洋法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賦予的權利以國內立法的形式實
踐，該國海洋法中涉及到海域使用管理的部分較多，如對主權管轄海域，海洋法
就規定為：加拿大擁有其所有權，對不同法律地位的海域，因不同利用目的需要
取得海域或資源使用權的活動，也有相應的條款予以因應；至於海域的利用或資
源徵收使用費，則收歸國有。
英國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也很完善，1961 年頒布皇家房地產法案(Crown
Estate Act, 1961)，管理海域使用管理的是皇家地產管理委員會(Crown Estate
Commissioners)，該委員會下設海洋地產委員會，負責海域使用許可證制度，即
對海洋資源開發、海水養殖、海上遊憩等都要求必須取得許可證，申請者也必須
要遵照許可證所規定的開發項目及期限進行開發。
綜上，各國針對海域的使用與管理的制度與法規，實務上亦各有不同做法，
對於海域的使用管理制度、相關法規、許可制度等，亦可做為將來海域使用管理
與執行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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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海洋專責機關海洋委員會成立後，全面的研議推動海洋立法，期望制定完善
的海洋法規體系及海域使用的法律秩序，以維護國家與國人們在海域資源的使用
或確保其海洋利益，在執法層面亦能有法作為後盾，確保國家海洋權益，有效防
止越界抽砂船盜採砂石，現階段除採取既有執法措施與引用相關法規外，未來參
考國外經驗，研擬相關法規及主管機關修法以為因應，或透過兩岸合作執法方式
共同處理越界抽砂船問題，以有效遏阻盜採砂石行為。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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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同仁們在撰寫期間提供相關資料，並感謝大連海事大
學法學院教授兼海洋海事法研究所所長張晏瑲教授，對於抽砂船的執法在法律上
的執行與能據以執法的法令彙整，並提供相關法律意見。

參考文獻
立法院，2015，海域管理法草案，
https://misq.ly.gov.tw/MISQ/IQuery/misq5000QueryBillDetail.action?billNo=10411
20070300300
內政部營建署，2015，海岸管理法，https://www.cpami.gov.tw/最新消息/法
規公告/18451-海岸管理法.html
NOAA, 2019. What is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czm.html
中技社，2016，專題報告，臺灣海域利用規劃與管理-初步研析，台北市。
林 昭 彰，2019，大陸抽砂船越界作業 馬祖海巡隊強行押回偵辦，2019/05/22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828790
中央社 a，2019，陸船越界抽砂 金門海巡查獲逮 5 人，2019/08/31 聯合新
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4021378
澎湖縣政府，2019，陸船抽砂猖獗，賴峰偉籲中央查緝，張景森允啟動兩
岸共同打擊，澎湖縣政府新聞科
http://www.penghutimes.com/ph/賴峰偉籲查緝陸船抽砂-張景森允兩岸共同
打擊
543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2019，我們的國土 一公克都不行! 我的 E 政府
https://www.gov.tw/News_Content.aspx?n=872E51DB9B88306C&sms=53E09
032BF601A56&s=187700A849041D8F
中央社 b，2019，連江地檢拍賣越界抽砂船 3661 萬售出，2019/07/05 聯合
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3912190
風傳媒，2016，陸船盜砂惹禍 金門國土縮水「少了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2016/05/03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12602?srcid=7777772e73746f726d2e6d675f66326
664663532653461626139643562_1558310408
蔡家蓁，2016，護海-陸長年盜砂 金門海岸線倒退 200 米，2016/05/03 聯
合報
http://ocean.km.edu.tw/wordpress/index.php/2016/05/04/n-47/
高鳴澎，2018，大陸船在南淺抽砂 蔡萬生籲澎湖人應關注 台灣淺堆挹注
澎湖鄰近海域營養鹽 猶如保生大帝般 孕育以及庇佑著澎湖的子民，2018/12/18
澎湖時報
http://www.penghutimes.com/ph/大陸船在南淺抽砂-蔡萬生籲澎湖人應關注
-台灣淺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1，海域使用管理法，
https://www.6laws.net/6law/law-gb/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htm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1997，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17/content_5004680.htm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9，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
https://www.6laws.net/6law/law-gb/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htm
海岸法(かいがんほう) 1956 https://kotobank.jp/word/海岸法-1152808
海岸法施行令
https://elaws.e-gov.go.jp/search/elawsSearch/elaws_search/lsg0500/detail?lawId=33
1CO0000000332
https://www.penghu.gov.tw/ch/home.jsp?id=10087&act=view&dataserno=201
908300002
544

Jordan Diamond, Holly Doremus, and Mae Manupipatpong, Richard Frank and
Shauna Oh, Sean Hecht, Deborah Sivas, and Matthew Armsby and Jocelyn
Herbert. 2017.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California’s Coastal Act.
https://www.law.berkeley.edu/wp-content/uploads/2017/08/Coastal-ActIssue-Brief.pdf
California Coastal Commission, Public Access Action Plan (1999), available at
https://documents.coastal. ca.gov/assets/access/accesspl.pdf.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 2001. Washington's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Program.

https://tethys.pnnl.gov/publications/washingtons-coastal-zone-management-program
Crown Estate Commission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the-crown-estat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 Canadian Oceans Act.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o-2.4/

545

科技執法維護海域安全之研究
--以無人機為中心
Ensure the Security of Waters Surrounding the
nation by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Especially
on UAV
李瑞生
Lee Jui-Sheng＊

摘 要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職司臺灣地區海域與海岸秩序維護、資源保護利用、
確保國家安全及保障人民權益。惟海域面積遼闊且海岸線綿長海岸地形崎嶇
多變化，加以周邊國家劃界爭議問題，益使海巡勤務執行面臨諸多困難且任
務繁重。善用資源提升執法效率成為海巡署重要課題。利用當代新科技整合
海巡勤務，謂之科技執法，將有助於執法效能之提升。
無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係指機上無需飛行員，可以由地
面上操作技師遙控飛行或電腦程式設定自動飛行或之航空載具。在國外特別
是軍事用途方面已經發展相當長的時間。美國無人機技術成熟產品線完整，
較知名的有 MQ-1 掠奪者攻擊無人機以及 MQ-4 全球鷹偵察機。我國中科院
曾研發「紅雀」
、
「銳鳶」
、
「尖兵」及「騰雲」等軍事用途無人機。同時，我
國民間除了消費型小無人機之外，大型商用無人機也逐漸被各界實際使用。
無人機的多樣發展與用途廣泛幾乎到了令人眼花撩亂的現況。本文將藉由海
巡勤務的任務導向來探討最適合的無人機規格建議，兼及於無人機部隊規
模、人員編組與訓練，期能提供如虎添翼的科技執法新勤務架構，以利主管
機關參酌。
關鍵詞：海域安全、海域執法、無人機

Abstract
The CGA(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Ocean Affairs Council.) is
＊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cean and Border
Governance,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本文為初稿，尚待補充，請暫勿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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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to protecting peace of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ensure state security and people's rights. Due to a
vast sea area and long coastline with rugged terrain, and delimitation dispute
between neighboring countries, CGA’s coast patrol service became difficult
Heavy tasks. Make good use of resources to improve law enforcement efficiency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CGA.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 means to integrate
contemporary new technology into coast patrol service, may rise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is an aircraft without a human pilot
on board and may operate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autonomy, either under remote
control by a human operator or autonomously by onboard computers, has been
developing abroad for quite a long time especially in military purpose. The
United State have mature UAV technology with integrity products, as more well
known for MQ-1 Predator combat UAV and RQ-4 Global Hawk surveillance
aircraft.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d
developed military purpose UAVs like Cardinal etc. Meanwhile, consumer small
drone with an air camera and large drone for business were adopted on the air
more and more by all walks of life. It’s dazzling that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widely used of drones. This article try to suggest: choice a most suitable drone
by way of coast patrol task oriented, concurrent with organization size for UAV,
staffing and training, provide new service structure for technology law
enforcement of coast patrol, for the reference of competent authority.
Keyword：Maritime security、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Unmanned aerial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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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我國於
民國 89 年，將分屬於國防部之海岸巡防司令部、內政部之警政署水上警察局及財政
部關稅總局緝私艦艇等任務執行機關，納編成立部會層級的海域執法專責機關「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
，嗣因政府推動海洋事務組織改造，於 107 年 4 月成立行政院海洋
委員會，並將海岸巡防署改隸之，即為現今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海巡署)。
依據海岸巡防法158，海巡署負責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
利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惟眾所皆知，我國海域面積遼闊，且海岸線
曲折綿長，海岸地形崎嶇多變化，加以周邊國家日本、菲律賓劃界爭議問題，海峽
西岸大陸漁船越界捕魚、抽砂，甚至走私偷渡，種種狀況使得海巡勤務執行面臨諸
多困難且任務繁重。
海巡署面臨龐雜繁重的任務，目前在海域執法方面主要依賴艦艇海上巡弋、岸
際雷達偵監與岸邊人員守望三種作為相互搭配來執行勤務。分述如下：
1. 艦艇海上巡弋：這是最直接面對不法之徒的執法作為，艦艇於海上偵巡時，
發現不法，立即趨前攔截甚至登臨檢查，機動性高，執法效果強大。但是，
海域遼闊艦艇數量有限，偵查不法猶如大海撈針，而且在惡劣天候或者是夜
間，艦艇出航受侷限。近年來為了加強艦艇之執法能量，政府投入資本建造
大型海巡艦，同時也逐次更新中小型巡邏艇，有效提升了艦艇海上巡弋的執
法能量。
2. 岸際雷達偵監：雷達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可靠，偵蒐距離比人的視覺更遠，且
不受天候或夜間侷限，惟發覺違法情況，仍然必須通知艦艇或岸際人員前往
檢視或執法，屬於執法的輔助作為，而且受限於地形遮蔽時無法執行監偵。
目前海巡署採用之雷達屬於毫米波近距離偵蒐雷達，原本用於港口導航之
用，海巡署雖然於各巡防區密集部署，但是仍然有部分受地形影響而形成盲
區，而且降雨產生雜訊或海浪太高也可能產生雜訊159，都影響雷達之精確
性，此為雷達之侷限性，目前海巡機關部署熱像儀來輔助雷達，相輔相成效
果似乎不錯。
3. 岸邊人員守望：這也是直接的執法作為，發現不法可以立即處置，具有應變
迅速且直接執法之效果。但是海岸線綿長海巡人力有限，加以人之視覺距離
短且夜間與天氣因素(下雨、起霧等)均影響視力難以瞭望。
十餘年來海巡署固然守土有成，屢屢查獲種種違法，但面對更複雜多變化的危
害海域安全的情況，海巡署必須盡量利用資源，提升執法效能。藉由當代新科技整
合海巡勤務，例如以當紅的無人機科技輔助執法，這樣的科技執法絕對能突破既有
執法作為的侷限，有助於執法效能之提升。
158

海岸巡防法第 1 條、第 3 條參照。
關於雷達受雨水影響效能之文獻，請參 Yin Guanxi; Huang Jiying, The effects of rain clutter on
millimeter radar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rared and Millimeter Waves October 1993,
Volume 14, Issue 10, pp 2059–206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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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將於標題貳介紹無人機之發展與運用，標題參展開無人機整合海巡勤
務之研究，標題肆討論無人機之組織與人員選訓，最後於標題伍結論提出若干建議
以供主管機關參酌。

貳、 無人機之介述
所謂無人機係指無須飛行員登機操作之航空載具，可藉由地面導控站無人機飛
行員操作或機上之飛行電腦與儀器設定路徑自動飛行160。目的在於降低飛行員於危
險戰場死傷，或者克服惡劣環境(例如核汙染、低溫、高溫)飛行員難以飛行，以及
取代飛行員長時間飛行。自殺型的飛行載具(例如日本神風特攻隊)當然更應該使用
無人機以降低人員傷亡。最新發展的軍用無人機當屬美國 XQ-58 女武神則試圖以低
成本機型扮演忠誠僚機以保護 F-35 及 F-22 等有人高成本戰機161。不論軍用162或非
軍用163無人機近幾年均將大幅成長。
一、發展歷程
無人飛行載具之概念可以遠溯到三國時期諸葛亮施放天燈164達成戰術效果，也
有論者認為，萊特兄弟發明飛機開始，人們就思考：是否可能將飛行員從飛機上移
下來，飛機自動去執行設定的任務？衍生的意義就是：無人機就是把有人機上的飛
行員移除。此概念實際運用在 1930 年代，英國皇家海軍開發了一種原始的無線電遙
控無人機：Queen Bee(女王蜂)，女王蜂可以起飛降落持續使用，飛行速度達到 100
mph（160 km / h）。女王蜂並沒有被用來作為攻擊用途，而主要用於英國飛行員的
160

See Austin Reg,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 UAVS design,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2010 by John
Wiley & Sons Ltd, p1.
161
See David Axe, Stealthy XQ-58 Valkyrie Makes 2nd Test Flight (It Could Make the F-35 Better),June 19
2019 by The National Interest, a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stealthy-xq-58-valkyrie-makes-2nd-test-flight-it-could-make-f-35-be
tter-63277. Visited at 2019/09/05.
162
See Reuters World News, Pentagon eyes sharp increase in drone flights by 2019: official “Navy Captain
Jeff Davis, a Defense Department spokesman, said the number of unmanned drone flights, known as
combat air patrols, would be increased by about 50 percent by 2019 - from between 60 and 65 a day to
about 90.” August 17, 2015,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security-drones/pentagon-eyes-sharp-increase-in-drone-flights-b
y-2019-official-idUSKCN0QM1FR20150817. Visited at 2019/09/05.
163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在 2016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稱，到 2016 年底，美國擁有 250 萬架
無人機，到 2020 年，這一數字將增至 700 萬架。 業餘無人機的數量預計將從 2016 年的 190 萬增加
到 2020 年的 430 萬，而商用無人機將在 4 年內從 60 萬增加到 270 萬，增長四倍。See Vishakha Sonawane,
Drones In America: 7 Million Unmanned Aircraft To Fly In US Skies By 2020, FAA Says,2016 b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at
https://www.ibtimes.com/drones-america-7-million-unmanned-aircraft-fly-us-skies-2020-faa-says-234313
3. Visited at 2019/09/10.
164
See Richard K. Barnhart • Stephen B. Hottman Douglas M. Marshall • Eric Shappee, INTRODUCTION TO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2012 by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P1.關於無人機之概念起源，另有
不同之見解，例如 1849 年，當時奧地利軍艦 Vulcano 號施放熱氣球載炸彈攻擊威尼斯城。這些歷史
觀點容有爭論，但無關宏旨，本文不擬深究，有興趣讀者可自行參閱 John David Blom, Unmanned Aerial
Syste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10 by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Press & US Army Combined Arm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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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練習靶機。相對的，德國發展復仇者 1 號（俗稱為 V-1 的無人飛行炸彈）飛行
速度近 500 英里/小時（804 公里/小時）
，攜帶 2,000 磅（907 公斤）炸藥，飛行距離
150 英里（241 公里）。它的翼展約 20 英尺（6 m），長約 25 英尺（7.6 m），於接近
目標區時俯衝引爆炸藥165。這樣的飛行載具，基本上就是自殺型 UAV，同時，也可
以說它是現代巡弋飛彈的鼻祖，以現代的觀點而言，無人機與巡弋飛彈界線模糊，
甚至，從控制導航技術上來說，無人車無人船除了能不能飛起來，區別的界線越來
越模糊166。
以下分別說明現代無人機之性能與用途。
二、性能與用途
1.性能：現代無人機在性能方面幾乎與有人機差異不大。只要需求方提出規格，
製造方幾乎都可以設計製造滿足需求。以下分別針對動力、飛行控制、機體構型、
酬載、通訊等架構說明之：
(1)動力：無人機的動力來源與有人機一樣，有渦輪扇噴射引擎、渦輪螺旋槳發
動機、電池馬達螺旋槳、甚至利用太陽能發電驅動馬達螺旋槳，視需求搭配不同動
力系統。例如前述美軍之 XQ-58 戰術無人機，任務在於以低成本來扮演忠誠僚機協
助 F22、F35 等高成本有人戰鬥機，因為需要高速飛行又隨時準備犧牲，所以研發
短壽命的渦輪扇噴射引擎作為動力系統。再如 Airbus 公司開發的 Zephyr 是世界領
先的太陽能平流層無人機，利用太陽能充電鋰電池，供應電力給馬達驅動螺旋槳，
可飛到 18 公里高的平流層翱翔數個月之久167，可以偵察、測量、作為通訊訊號中
繼站等等，又被稱為準人造衛星。至於消費型小無人機，大都以鋰電池供應電力給
馬達驅動螺旋槳，飛行時間較短。
(2)飛行控制：飛行控制系統為無人機能自動飛行之關鍵，無人機飛行控制包括
傳感器、機電腦和動作伺服機三大部分，主要的功能在於使無人機保持姿態穩定並
控制其飛行路徑、無人機酬載設備控制、緊急狀態控制三大面向168。
傳感器：無人機機身大量裝配各種傳感器，包括陀螺儀、氣壓計、指南針、全
球衛星定位儀以及地磁感應儀等，可以測量機頭方向、空速、加速度、角速率、姿
165

See Ian Kikuchi, THE TERRIFYING GERMAN 'REVENGE WEAP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019/07/18 by Imperial War Museums at
https://www.iwm.org.uk/history/the-terrifying-german-revenge-weapons-of-the-second-world-war,
Visited at 2019/09/10.
166
日前，德國 Audi 汽車發表一款與 Airbus 公司合作的先導型概念車，由座艙組、地面行動組、空
中飛行組三大結構組成，座艙組與地面行動組結合就成為汽車，在地面行駛，座艙組與空中飛行組
結合就變成載人航空器，稱之為 Flying Taxi Concept，類似以無人機載乘客前往目的地，並且可以視
需求變換模組在地面行駛或在空中飛行。詳參
https://www.audi-mediacenter.com/en/press-releases/audi-airbus-and-italdesign-test-flying-taxi-concept11019. Visited at 2019/09/12.
167
See Zephyr Pioneering the Stratosphere, 2018 by Airbus at
https://www.airbus.com/defence/uav/zephyr.html. Visited at 2019/09/10.
168
關於無人機的飛行控制系統請參閱 Jefferson McBride, Flight Control System for Small
High-Performance UAVs, thesis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Science of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May 2010,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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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位置、高度等，做為飛控系統判斷飛行決策的基礎。
機載電腦：機載電腦是無人機的大腦，是飛行控制的中樞，類似於人體大腦的
中樞神經，負責持續蒐集無人機狀態資訊加以運算後驅動動作伺服機調節動力與舵
面，使實際飛行狀態與飛行計畫一致。機載電腦也操控酬載儀器設備依照預設計畫
完成任務。
動作伺服機：機載電腦下達控制指令後，由動作伺服機加以執行，可說整套飛
行控制系統的終端執行者，猶如人之肌肉、骨骼。根據機載電腦的指令，執行動作。
例如多旋翼無人機，機載電腦下達指令給各個旋翼的調速馬達套件，即可操縱機體
之升降、進退與迴轉，至於固定翼無人機，則藉由調整襟翼、副翼、水平尾翼垂直
尾翼的舵面角度以及引擎轉速，達成對無人機的飛行控制。
拜電子科技進步之所賜，現代無人機的飛控系統已經可以達到非常精密準確之
性能，尤其是國內若干廠商藉助晶圓代工廠商的優秀製造能力，已經能生產製造模
組化的飛控組件，在民用無人機市場深受矚目。
(3)機體構型：無人機之構型可分為固定翼、單旋翼、多旋翼、傘翼、飛艇等等。
本文將針對較常用之前三種加以介紹：固定翼無人機係藉由固定式機翼提供升力，
單旋翼即是藉由一組旋轉的翼片提供升力，常見的直升機即為適例，多旋翼乃使用
多組旋轉的翼片提供升力，常見的有四軸、六軸及八軸。目前在民用市場多軸機之
使用最為廣泛，尤其是小型的空拍機，構型簡單操作容易且售價低廉，深受廣大消
費者喜愛。至於軍事用途，大部分都是使用固定翼無人機。
(4)酬載：酬載(payload)是指無人機能承載之任務需要裝備169。必須要是無人機
載得動，尺寸不要導致無人機無法維持重心，也不可以影響無人機起降。最常見的
酬載是攝影攝像機(簡稱攝像儀)，也就是俗稱的空拍機，除了一般的攝相儀之外，
無人機可依任務需求搭載熱顯像儀、雷射光雷達(LiDAR，簡稱光達)、多光譜儀、
磁力儀，球形微雲台，除了這些偵測儀器外，農用無人機可以搭載農藥箱、播種套
件，救災無人機可以搭載拋救套件，甚至消防無人機可以搭載滅火藥劑套件。海巡
署無人機用以執法，任務酬載應以攝像儀、熱顯像儀、雷射光雷達等具有偵蒐監測
功能為主，例外於救難任務時搭載拋救套件。
(5)通訊：無人機需要與地面控制站傳輸兩種訊號：飛行控制訊號與任務酬載資
訊回傳訊號，前者是地面站傳給無人機飛行指令及無人機回報飛行狀態的訊號，目
的在於對無人機飛行狀態的控制與掌握；後者是無人機將任務酬載蒐集到的資訊傳
回給地面站，例如將攝像儀影像、熱顯像儀影像即時傳回給地面站，地面站人員接
收後可以立刻檢視，發現異狀可以控制無人機飛近檢視或攝影存證，並且通知水面
艦艇或岸際人員前往執法。上述兩種訊號必須倚賴高功能的天線與資料鏈套件來進
行傳輸。
169

關於酬載廣泛介紹，參 Bas Vergouw, Huub Nagel, Geert Bondt, Bart Custers, The Future of Drone Use,
2016 by Springer,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1540804_The_Future_of_Drone_Use_Opportunities_and_Th
reats_from_Ethical_and_Legal_Perspectives/link/5d122292a6fdcc2462a45f52/download, p21. Visited at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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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途：了解無人機之性能後，以下介紹無人機之用途：
(1)軍事用途：一般而言，軍事用途無人機對於飛行速度、高度、靈敏度及智慧
化程度都有較高的需求。軍事用途無人機幾種主要類型有偵察機、對地攻擊機、戰
鬥無人機，分述如下：
偵察機：用於偵察戰場情況，包含地形地貌、敵情、標定地面目標導引攻
擊機精準攻擊、評估戰果及核生化汙染戰區偵測等項目。美軍的 RQ-4 全球鷹以及
我國中山科學院研發地的銳鳶無人機都是典型的無人偵察機。美國軍用偵察無人機
型號非常多，各有其適用之場合。我國中科院發展的無人機也還有小型的紅雀無人
機170，其尺寸：長 1.9 公尺，寬 1.3 公尺，重量：5.5 公斤，巡航速度：55 公里/
小時，滯空時間：60 分鐘，採取無刷電動馬達為動力，以降落傘回收，操作簡易，
用於支援及強化營連級小型部隊之偵蒐及目標獲得能力，以獲得即時目標精確位
置。本文認為紅雀偵察無人機是我國成功的機種，值得進一步擴展其用途。
對地攻擊機：用於對地面目標發動攻擊，目標包括軍營、機場、碉堡、車
輛等等，攻擊武器主要是空對地飛彈，因無人機酬載限制，美軍 MQ-1 只能掛載兩
枚地獄火反坦克飛彈(或兩枚刺針對空飛彈)，我國中科院研發的騰雲無人機171類似
MQ-1，也只能攜帶兩枚飛彈，美軍改良 MQ-1 成為 MQ-9，載彈量加大許多，可以
外掛六枚飛彈。為應注意：這些無人機仍然具有偵察功能，只是基於察打合一的概
念加掛攻擊武器，使偵察到的高價值目標能立即攻擊之，增進戰鬥效能。另一型反
輻射攻擊機是設計來攻擊敵人的雷達，例如我國中科院研發的劍翔無人機系統，發
射出去後可長時間滯空，搜尋到敵人的雷達波後即鎖定雷達方位，飛向敵人雷達引
爆彈頭同歸於盡，類似自殺型無人機。
戰鬥無人機：最新的戰鬥無人機當屬美國空軍正在測試中的 XQ-58 女武
神，飛行時速約 1050 公里，作戰半徑 3941 公里，有八個掛載硬點，可以攜帶八枚
飛彈，以及俄羅斯開發的 Sukhoi S-70 Okhotnik(S-70 獵人)重型無人戰鬥機，
「獵人」
的起飛重量在 20－25 噸之間，作戰範圍可達 5,000 公里，超音速飛行時速為 1,400
公里用來保護伴飛俄羅斯最新型戰機 SU-57。這兩款戰鬥無人機都具有強大的攻擊
能力，都是作為高價值有人戰鬥機的忠誠僚機。於空戰任務中，執行前進偵察任務
或擔任第一線近敵攻擊任務或者伴飛保護有人戰鬥機，於受攻擊時吸引火力保護長
機。
(2)非軍事用途：非軍事用途的無人機比較注重成本，希望盡量降低硬體成本，
同時也希望操作簡易，降低人員訓練與人事成本。非軍事用途無人機其實也大量使
用於政府行政任務，從邊界巡邏、治安維護、航空測量、智慧城市地理資訊系統、

170

紅雀無人機為現役裝備，軍方不願意公布太多細節，本文僅能從中科院官網、各報章媒體大略介
紹，請參 http://www.ncsist.org.tw/csistdup/products/product.aspx?product_Id=277&catalog=41
Visited at 2019/09/15.
171
騰雲無人機為中科院全力發展中的機型，最新版本出現於今年 8 月 17 日台北臺北國際航太暨國
防工業展，本文作者前往展場試圖詢問現場中科院人員，但被回覆不知細節。新聞媒體有概略的報
導，請參自由時報網路版，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84316. Visited at
201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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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氣象與大氣科學研究等等。另外在民間商用方面則有農業噴藥灑種、航
空攝影、電信訊號中繼、美國甚至在發展無人機送貨。這幾年隨著半導體工業技術
進步，使得小型四旋翼無人機的飛行控制系統得以功能完整且大量生產，內建陀螺
儀、GPS、自動定高、懸空、制穩，操作小型無人機更加容易，導致休閒娛樂用的
無人機也大量上市，這種小無人機結合攝影鏡頭即為空拍機讓玩家愛不釋手172，這
股消費型無人機旋風必定影響到無人機產業鏈的發展。

參、 無人機投入海巡勤務研究
從現行海巡勤務作為來看，無人機可以補強岸際雷達的信號盲點，使得偵蒐的
範圍更全面，也能前進部署到雷達偵測範圍以外的海域。當然，無人機也可以從海
巡艦艇上起飛，藉由高度提升偵蒐的全方位性，藉由速度來擴增偵蒐的範圍，目標
是建立無人機的執法部隊，全面性的增強(或填補)海域及岸際的偵搜作為，構築從
岸際人員守望到岸際雷達偵蒐，加上海上艦艇巡弋，再加上無人機大範圍快速飛偵，
猶如四道防線般的綿密，違法歹徒將無所遁形173！
一、適用範圍
無人機海巡無人機部隊設立目的既然在構築四道偵蒐防線，並且以機動快速來
迅速填補偵搜密度或辨識違法疑慮狀況，其酬載當然必須以偵蒐儀器為主。同時，
考慮到現行海巡勤務以各巡防區擔任作戰指揮，每個巡防區靈活調度轄下無人機
隊，其無人機單機偵蒐範圍不必太大，只需足以覆蓋巡防區即足。這樣子的無人機
就不需要太龐大，建置成本、技術門檻都不會太高。再者，也考慮到從岸際到暫定
執法線距離不遠，不需要長程偵察機。為了能夠趨近疑慮狀況點辨識，必須要能靈
活上下左右甚至滯空偵察，似乎以旋翼機型較為適合。而且在辨識目標時，必須把
鏡頭對準拍攝的影像即時傳回勤務指揮中心、地面站，甚至能以資料鏈分享給海巡
艦，更能有效執法。同時考慮到執法的海域遼闊，無敵情的次遠航程偵蒐似乎使用
定翼機較能快速巡迴，而且定翼機操作簡單，人員訓練容易上手，訓練成本低，操
作成本也低，機械構造比旋翼機簡單，維護成本也較低，本文建議應該採用，形成
旋翼機加上定翼機混合編組靈活運用，必能提升無人機執法的效能。

二、選機原則與機型建議
綜上論述，本文建議選機原則如下：
1. 抗風能力：六級風
2. 不需要跑道的垂直起降或手拋起飛降落傘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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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風潮很多廠商受益，但公認最大贏家是大陸的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 2006 年創立於
深圳市，以小型無人直升機及飛行控制器起家，從消費型娛樂無人機逐步發展到商業用多旋翼無人
機，2017 年營業額達到人民幣 180 億人民幣(約 770 億台幣)，隨著獲利增加其產品除了固守原來的
消費型無人機之外，也極力擴張高階商用無人機的市場。參 John Baichtal 著，林易騰譯，打造我的
第一台空拍機，松崗資訊圖書出版，2016 年 3 月，初版，頁 3-5。
173
關於無人機的海上偵巡，請參葉原松，無人飛行載具遂行海上監偵任務之研究，海軍學術雙月刊，
第 52 卷第 2 期，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1 日，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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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戰半徑 30 公里，滯空時間大約 1 小時
4. 具有即時偵蒐資料回傳能力
5. 酬載必須可依照任務需求更換
6. 酬載儀器：高解析攝影機、熱像儀、雷射光雷達，必要時可搭載拋救套
件
7. 地面導控站信號距離 30 公里
依據前揭原則，建議機種如下：
1. 經緯航太科技：ALPAS 智農無人直升機，
2. 田屋科技：AXH-E230RS 無人直升機
3. 尚皇科技：SOV-VE60 無人直升機
4.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紅雀無人機(定翼機)174

三、優缺點與可行性分析
針對無人機投入海巡勤務，本文以 SWOT 進行可行性分析如下：
Strengths

Weakness

無人機飛行特性非常好，運行可靠 航空飛行風險高
飛行計劃運作良好–可靠而精確

飛行員培養不易

偵蒐儀器性能越來越好

GPS 斷訊危及任務及飛安

可即時回傳偵蒐圖像

電源容量限制偵蒐半徑

現場操作靈活，飛行計劃快速

電池充電時間過長

人不能去的地方，無人機可以去

人力成本高

Opportunities

Threats

飛控系統越來越強

無人機干擾器上市

攝像頭解析度越來越高

天氣變化，尤其是風向和風速

174

紅雀無人機類似美國掃描鷹無人機(艦載小型無人機，由美國波音公司與英西圖公司聯合開發，
主要用於海上監視與觀察、情報搜集、目標搜捕、通信中繼等各種戰術支援。機長 1.2 公尺，翼展
3.1 公尺，空重 12 公斤，最大起飛重量 18 公斤，任務酬載 3.2 公斤。動力裝置是單缸雙衝程發動機，
功率 2.5 馬力。巡航速度每小時 90 公里，最快飛行速度每小時 120 公里，續航時間 15 小時)，參波
音公司官網 https://www.boeing.com/history/products/scaneagle-unmanned-aerial-vehicle.page. Visited
at 201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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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刷馬達動力性能越來越好

GPS 信號操之他人

電池效能越來越好

RC 控制信號可能受干擾

價格越來越便宜

其他無人機近距離影響飛安

自動化軟體強，減輕飛行員負擔

台灣很多地方被劃為無人機禁航
開發更堅固的機身，保持穩定性以 區，影響任務規劃
提升圖像質量
從前述 SWOT 之分析可知，無人機的內部劣勢與外部的威脅明顯地存在
著，但是，只要採取適當的措施，可以改善內部劣勢。例如，GPS 信號問
題、電池問題、干擾問題，都將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改善。因此，海域巡防
使用無人機絕對是一個值得持續投入的海巡勤務作為。

肆、 無人機組織與訓練
一、

組織編制

關於無人機部隊之組織編制，本文建議應以現行各地區分署與艦隊分署及巡防
區指揮部二層級為基礎，以「行政集中管理、作戰分散機動」原則，將無人機
配置運用之。換言之；無人機之各項行政事務(例如設備管理、人員選訓、技令
整編等等)集中於分署管理之，作戰運用則派駐之各巡防區指揮部指揮調度之。
依據前述原則，建議各地區分署與艦隊分署設立無人機中隊，下轄 12 個無
人機區隊，分別配置於北中南東 4 個地區分署轄區 10 個巡防區指揮部 10 個無
人機區隊，以及艦隊分署 2 個無人機區隊，金馬澎分署因任務情況特殊，於澎
湖巡防區配置 2 個區隊，金門巡防區配置 1 個區隊，馬祖巡防區配置 1 個區隊，
總計 16 個區隊。每個區隊配置 6 架無人機，總計 96 架無人機。區隊設隊職幹
部 2 人，每架無人機配置 3 人為飛行小組 6 架員額 18 人。每個區隊員額 20 人，
16 個區隊總員額 320 人，再加上中隊幹部 2 人與行政人員 2 人，每個中隊部隊
職人員 4 人，6 個中隊員額 24 人。為扁平化組織，不建議再設大隊編制。
二、

人員選訓

無人機飛行員負責無人機之任務規劃、飛行操作、第一線維修保養等等工作，
任務複雜。尤其是無人機搭載精密監控儀器價格不斐，飛行人員的心理與身體
素質，深度影響無人機執法任務成敗，甚至造成無人機毀損175。研究顯示，無
人機的失事率比有人機高好幾倍176，其實發展無人機旨在避免人類能力的侷限
175

關於無人機飛行事故的人為因素分析，See Kevin W. Williams, A SUMMARY OF UNMANNED
AIRCRAFT ACCIDENT/INCIDENT DATA:HUMAN FACTORS IMPLICATIONS, 2004 by Civil Aerospace Medical
Institut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t
http://scholar.google.com.tw/scholar_url?url=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460102.pdf&hl=zh
-TW&sa=X&scisig=AAGBfm1c77r5v0AKJnm0o34M3FYXQqa3hQ&nossl=1&oi=scholarr, p1. Visited at
2019/09/08.
176
See Jason S. McCarley & Christopher D. Wickens, HUMAN FACTORS CONCERNS IN UAV FLIGHT,
Institute of Aviation, Aviation Human Factors Divis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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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工作時間不能太長、工作環境不能太冷太熱太髒、人類會有人為疏失、飛
行員培養成本太高、人命不堪折損)，可惜無人機的高失事率與發展初衷恰恰相
反。更糟的是，統計資料顯示無人機失事以人為疏失占相當高的比例177。我國
目前尚無關於無人機事故與飛行員人為因素關聯之研究，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有
學者建議，對於無人機飛行員的選擇與培訓必須建立檢驗標準178。因此，本文
建議應對於無人機飛行員先施以心理測驗，篩選出符合飛行員心理潛質者，再
進入培訓階段，培訓期滿施以學科與術科測驗，及格者始能分發至各無人機單
位執飛。以下分別敘述之：
1.飛行員心理潛質測驗
目前商業航空飛行員的心理潛質測驗有兩大流派，有些國家對飛行員採
取明尼蘇打多向心理測驗（MMPI: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另有些國家採用的是維也納心理測驗系統，其實心理學界
有各式各樣的心理測驗系統，但是在民用航空領域，美國與中國大陸都
是採取明尼蘇打測驗；我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對於民航飛
行員進行體格檢查，前階段做人格測驗，後階段用維也納測驗系統來篩
選飛行員潛質。維也納測驗項目有八項之多，本文建議海巡署可以委託
航空醫務中心代為施測，不過航醫中心業務繁忙，也可以考慮委託學術
機構代為施測。根據航醫中心與長榮航空的網路風評顯示，測驗的確可
以篩選出適合飛行的心理與人格特質，效果頗佳。
2.培訓
通過飛行員心理潛質測驗者，代表其身體、心理、性格各方面都適合擔
任無人機飛行員。接下來進行無人機飛行員之訓練課程。課程區分為靜
態之學科與動態之術科兩部分。靜態學科課程包含航空原理、無人機原
理、飛行安全與緊急狀況處置、任務規劃、基本氣象學、導航與 GPS
原理、無人機結構與基本維護、感應器與其他酬載的操作，民用航空法
無人機專章等等。動態術科包含模擬飛行基本操作、自行練習、教練指
導飛行、起降場地目視操作、起降場超視距操作等等課目。由基本觀念
的啟發到真實操作的實習，讓學員能紮實的學到無人機的本職學能，日
後能安全有效的執飛。
3.測驗：經過紮實的飛行訓練後，必須再施與訓練成效測驗，測驗分為學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t
https://www.faa.gov/about/initiatives/maintenance_hf/library/documents/media/human_factors_mainte
nance/human_factors_concerns_in_uav_flight.doc, p1. Visited at 2019/09/05.
177
以 2004 年美軍統計資料分析，總計 56 件無人機失事，其中 18 件(32%)肇因於人為疏失；再以美
軍 RQ-5 Hunter 無人機為例，當年有 32 件失事，其中 15 件(47%)肇因於人為疏失。See Kevin W. Williams,
supra note 9, p4.
178
See Jason S. McCarley & Christopher D. Wickens, HUMAN FACTORS CONCERNS IN UAV FLIGHT,
Institute of Aviation, Aviation Human Factors Divis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y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at
https://www.faa.gov/about/initiatives/maintenance_hf/library/documents/media/human_factors_mainte
nance/human_factors_concerns_in_uav_flight.doc, Visited at 2019/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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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筆試測驗與術科操作測驗，必須全部及格方能分派部隊執飛。學科筆試
包含靜態課程所有範圍，術科操作則包含模擬飛行課目演練、起降場目視
飛行測驗及執行任務規劃操作視距外飛行。如果測驗不及格，應再回到培
訓階段重新培訓，重訓再不及格則予退訓，令其歸建。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文研究發現，國內外無人機都有相當幅度的發展，美英蘇固然不在話下，
即便對岸大陸，軍用無人機也已經具有相當的水準，列裝到部隊服役179。我國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無人機也已經有些進展，民間商用無人機更是百家爭
鳴。中科院的銳鳶無人機值得海巡署考慮，另外小部隊使用的紅雀無人機用於
巡防區擔任岸際短程巡防似乎具有低成本與簡易操作的優點，也值得主管機關
考慮。至於民間部門的旋翼機類似規格者有相當多商品，經緯科技、田屋科技、
尚皇科技都有無人機產品可以符合海域巡防的需求。且可以考慮小型定翼機與
旋翼機搭配使用180，兼取定翼機與旋翼機的好處。
再者，本文發現，人才的選訓，是無人機部隊戰力的最重要關鍵，依據美國學
者的相關研究，無人機飛行必須經由完整的心理測驗篩選，合格者施以完整紮
實的培訓學程，訓畢施以嚴格的筆試與術科測驗，選擇適當而優秀者執行飛行
任務。換言之，選、訓、測、飛是一整套環環相扣不可或缺的人才培育過程，
應該在每個環節都嚴格把關，不可以馬虎將就。
二、建議
關於選機方面，國外產品距離遙遠，售後服務待工待料時效不佳。建議採購國
內生產無人機，以中科院的定翼機紅雀，搭配經緯科技、田屋科技或尚皇科技的單
旋翼無人機，紅雀的速度搭配單旋翼的靈活旋停，最能發揮立體偵蒐的執法成效。
關於組織編制方面，建議以「行政集中管理、作戰分散機動」原則，將無人機
飛行區隊配置到各巡防區指揮部，由其指揮調度執行海域飛行偵蒐，並將感測儀器
資訊即時回傳地面站，同時利用資料鏈分享情報到海巡艦、巡防區、分署及署本部。
關於人員選訓方面，建議採納國內民航局航空醫學中心對於民航飛行員使用的
維也納心理測試，篩選心理素質堅強者進行培訓，如此方能避免不適當的人進入培
訓，導致培訓無效，浪費公帑。航醫中心有豐富經驗足以協助施行測驗與結果分析。
最後，經由選、訓、測、飛，培養的無人機飛行員彌足珍貴，參考美國軍方無
人機的飛行員的薪資大約是有人戰機飛行員薪資的 85%。當然兩國國情不同，但是
至少反映出無人機的飛行員應該在待遇上酌予提高，建議給予無人機飛行加給，方
179

谭安胜，舰载无人机作战运筹分析，国防工业出版社，2017 年 6 月，頁 4。
美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USCG)已經使用無人機協助海域執法，利用定翼型無人機
掃描鷹(Scaneagle)從岸際或海巡艦上起飛，增加執法之效能。參美國海岸防衛隊官網：
https://www.dcms.uscg.mil/Our-Organization/Assistant-Commandant-for-Acquisitions-CG-9/Programs/AirPrograms/UAS/
Visited at 2019/09/1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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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留住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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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油污及海域執法監測科技之運用趨勢
A Surveillance and Enforcement Dimension of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
Tethered-Aerostat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ystem
于青雲181
Derek, Yu, Ching-Yun

摘要
一艘船舶於航行途中，將船上之廢油(水)排入大海，此舉看似危害甚微，
但若排放船舶不只一艘甚至是一種常態現象的話，則此種污染慢性累積的後
果，必將造成海洋環境難以估計之傷害，此一傷害絕非單一重大船難油污事件
所能比擬，因為後者事件在媒體報導及社會大眾關注下，沿海國必將傾全力解
決，但對於不易發現的非法排放廢油事件卻往往無法及時發現而錯失查緝良
機。因為此等行為都是趁夜進行即使被發現，偷排者也早已揚長而去，這是當
前所有沿海國共同的威脅與挑戰。本文參考歐盟案例，從海洋監偵科技面出發，
提出有別於衛星監控之解決方案，透過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運用合成孔徑雷
達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搭配艦艇機動巡弋之方案，期能在「最小成
本、最大效益」之前提下，兼顧執法與滿足早期發現船舶非法排放廢油之偵察
需要。
關鍵詞：浮升器、合成孔徑雷達、海上非法排放、海域執法

Abstract
Compare to accidental oil spill caused by ship in distress,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 is recognized as the greatest source of marine pollution from ship’s
normal operation, and the one that pose a chronic pollution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detect? Simply, because of its illicit, shadowy
nature of such activities, and the role of coastal state is restricted to monitoring, and
collecting ″sufficient evidences‶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However,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 presents insidious long-term threat to ecology of world’s ocean. This
paper details the possibility by using tethered aerostat-base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system in combine with ship at sea could be an effective surveillance
mechanism to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f the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 in the
territorial waters for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expenditure.
Keywords: Aerostat, SAR,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 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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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海洋被視為「人類共同資產」(commons)，古來即為無數生物之棲息場所且與
人類文明發展息息相關，近年來在海洋意識高漲之下，各國政府莫不積極布局海洋，
甚至將海洋議題提升至國安層次；然而至今仍有許多人以近乎濫用之心態看待海洋
資源及其環境。實務上，海岸地區最常見的態樣，不外乎非法捕撈、船舶油污染、
其他各種人為活動對海岸環境及生態破壞，其中危害最甚者莫過於船舶所造成的油
污染，此類事件可分為意外與非意外兩種；前者多與操作不慎、機件老舊故障或惡
劣天候有關，一旦發生時，其所造成的生態及經濟損失均是天文數目。以 2016 年 3
月 10 日「德祥台北」貨輪擱淺造成油污石門及金山沿岸為例，根據臺灣海洋大學歐
慶賢教授研究團隊所做之調查報告顯示，此一海難事件間接造成約 1.7 億台幣之漁
業損失，農委會估算之生態損失及後續的生態復育所需各達 3.4 億、1.1 億台幣[1]，
由於事件發生在岸際水域，方能在短短時間內有效處置，處理結果或許未能盡如人
意，但至少可在第一時間啟動應變機制，所以船舶遇難所造成的海洋污染事件反倒
不是那麼令人憂心，而且也不會天天發生。
非意外原因所造成的船舶油污染事件，是「明知不可為但卻為之」的蓄意行為，
等同「非法行為」 (illicit vessel discharges)182 ，此種行為因無法預測何時會發生，
執法單位很難主動發現，就算發現了，偷排者也早已揚長而去。依歐盟統計，全球
每年排放至海洋的油污量相當於 450 萬噸，其中 200 萬噸 (45%) 可歸咎於油輪，而
油輪因意外漏油的量卻只占 14 萬噸 (7%)；換言之，其餘 186 萬噸都是在非意外狀
況下所造成的[2]，另外 250 萬噸則是油輪以外的船舶或陸地排放廢油(水)加總累積而
成的量。試想每年這麼多的油污量對海洋環境而言，簡直就是慢性毒害，大自然雖
有一定的復原機制 (如分解、蒸發或乳化等程序) 保護環境免於傷害，但此過程需
要長時間方能奏效，而每年的油污量卻是有增無減，對封閉式的海洋環境而言，這
種狀況所造成的傷害尤其明顯。以地中海為例，輸往沿海周邊國家的石油總量每年
至少約 3 億 6000 萬噸 (占全球之 22%) 以上，原油在運輸或轉油過程中多少會有洩
漏情形，根據「地中海區域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中心」183估計，倘地中海一旦發生
大規模油污事件時，受污染的海水至少要 90 年才能完成和大西洋的交互循環
(renewal cycle) [3]，這不難解釋何以歐盟太空總署從 1990 年起便積極發展以衛星為
載台的海洋監控機制，希望能有效監控整個地中海區域，而且將海洋監控議題提升
到海事安全的層級，因為地中海經不起這樣的海洋生態浩劫。
海洋監控攸關食物、環境、生態及交通等領域之安全，可視為護衛藍色國土之
基本項目，其重點並非只在發現不法而已，更應著重於建立災害早期預警(early
warning) 之能力，最終目的就是在爭取更充裕的應變時間。作者於 2019 年 6 月赴
荷蘭諾德偉克鎮 (Noordwijk) 參觀歐洲太空研究及科技中心 (ESTEC) 184 並與相關
人士進行交流，對歐盟監控地中海油污之作法略有所聞，遂參考歐盟作法，從海洋
監偵科技面出發，提出有別於衛星監控之解決方案，期能在「最小成本、最大效益」
182
183
184

，本文所稱之「船舶非法排放廢油污」是指船舶於正常狀態下排放於海洋中之廢油(水)。
Regional Marine Pollution Emergency Response Centre for the Mediterranean Sea, REMPEC
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re, ES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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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下，兼顧執法與早期發現船舶非法排放廢油之偵察需要。

貳、問題與挑戰

2.1. 問題
台灣地處東海與南海間之必經航道上，每日通過台灣周邊海域往返東南亞與東
北亞之油輪數量龐大，筆者統計 2018 年 8 至 10 月份期間，經過台灣海域且「船舶
自動辨識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資訊顯示為油輪的船舶約有
5300 艘，若加上未開啟 AIS 之油輪的話，此一數字恐怕更多。這麼多的大小船舶在
航行期間絕無可能做到滴油不漏，更何況船舶每天都有廢油(水)要處理，若依標準
作業程序處理這些廢油(水)的話，往往耗時費力且有成本支出，於是最省事的做法
便是排入海中，即使後來被發現，偷排者也早已揚長而去，顯見船舶非法排放廢油(水)
已成為常態現象，否則金門岸際也不會經常發現油污團 (tar balls) 的蹤跡，非法排
放廢油的問題根源，就筆者觀察可從以下兩個方向探究：
2.1.1 法律面
「關於 1973 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之 1978 年議定書」 (MARPOL 73/78)
，是國際海事組織 (IMO) 所制定的國際公約，雖然它規範了船舶因意外事故或
操作疏失所造之污染行為，但卻未涵蓋非意外性污染行為，同樣的，以保護地中海
環境及沿海區域為主的「巴塞隆納公約」(Barcelona Convention) 也未將非意外性之
污染行為納入規範對象。筆者認為，國際公約其實並未忽略非意外性污染行為的嚴
重性，而是迫於實務的考量，因為海洋過於遼闊又是全然開放之空間，絕大部分之
沿海國均無力監看海域內每一艘船舶之動態。再者從國際法角度觀之，發生在公海
上的船舶非法排放行為只有船旗國擁有唯一司法管轄權 (exclusive jurisdiction)，除
非鄰近沿海國有充分證據(sufficient evidence) 足以顯示確認犯行 [4-5]，否則就算發生
在領海邊緣也無可奈何。實務上，許多船旗國只將船籍註冊 (open registry system) 視
為賺錢工具，對入籍船舶根本無力管理[6]，這是問題主要根源之一。
185

2.1.2 實務面
歸納作者訪談相關業界人士所悉，某些船公司為減少成本及燃料消耗，多會要
求所屬船舶將航線設定在毗鄰岸際水域或航行在離岸 12 浬邊緣。前述之「德祥台北」
便是一例，該船為節省油料及時間，一出基隆港後便貼著 (約離岸 2 浬) 岸際駛向
台北港，不料卻在金山岸際因機械故障又逢漲潮流，在短短 1 小時內便擱淺在岸際，
反之該船若能依海圖航道規定，將其航線保持在離岸至少 5 浬處的話，便可爭取到
足夠之故障排除時間或許還能躲過此一劫。同理推之，除非沿海國能掌握到明確證
185

Protocol of 1978 Relat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1973, MARPOL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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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否則就算是非法排放行為發生在領海之內，在無法及時發現下也只能徒呼負負。
2019 年 5 月 14 日中鋼公司所屬之成長號 (MMSI: 416360000) 散裝貨輪於當日上午
在高雄林園外海排放污水，經海巡署出動無人機偵察現場後才確認這起發生在 3 浬
海域內的排污事件，白天尚且如此，到晚上只怕更是嚴重[7]。

2.2 挑戰
船舶非法廢油(水)之行為有其主、客觀成因，根據歐盟業界估算，漏油事件發
生在開闊大海的話，1 公斤油料處理成本約 1 歐元(約新台幣 34.5 元)，在岸際海域
為 10 歐元(約新台幣 345 元)，若在灘岸的話，則將高達 100 歐元(約新台幣 3450 元)，
因此各國莫不重視海上船舶動態監控。2018 年 12 月金門岸際出現相當數量之油污
塊，此事曾引起海洋委員會高度關切並要求海巡署加強查緝，然而現行的雷達監偵
模式只能發現船舶之動態。故船舶非法排放行為的發生，在相當程度了說明海域機
關迎頭趕上海洋監偵科技發展腳步及建立早期預警能力之迫切性。

2.2.1 早期預警能力
船舶排放油污多在夜間且透過水下暗管排出，除非尾隨其後近距離偵察否則亟
難發現，以台灣本島為例 (南北長約 160 浬)，油輪若以 20 節速率沿台灣海峽或太
平洋向北航行，理論上 8 小時便可通過台灣北部海域，而且夏季時，在北上兩股海
流 (黑潮及南海海流) 之順水推舟之下，船舶北上台灣海峽的速度會更快186。假設
ABC 油輪於今晚 20 時進入南台灣沿著台灣海峽北上航向東海，於途中非法排放廢
油，約 7-8 小時後，該輪便已可能駛離台灣北部海域，廢油在海面上之擴散速度端
視當地海域之風速、廢油之黏度、海水溫度等因素，以夏季台灣海峽平均風力 6-7
級計算，至少也要 1-2 小時才會擴散，換言之，這段時間便是最佳偵測時間，但海
巡艦艇最快也要到次日晨間以後才有可能發現油污，而此時的 ABC 油輪早已遠離
台灣海域；再者航經該片海域的船舶也應該不會只有一艘，如何斷定是哪艘所排放
出之油污？類似狀況其實有過，因此如何在第一時間或涉嫌船舶尚未駛離領海前儘
速發現非法排放廢油，才是重中之重。前述中鋼公司成長號貨輪排污事件，海巡署
出動無人機查證之做法並非早期預警能力之展現，發現在前才是早期預警所欲達成
之目標。
2.2.2 船舶身份之真偽辨識
依 IMO 規定，2004 年 12 月 31 日起，總噸位在 300 噸以上且航行於國際之間
的船舶、總噸位在 500 噸以上且航行於國際之間的貨船及所有的客輪都必須加裝
AIS[8]，此一系統之好處在於，船舶於航行狀態下每隔 6 分鐘便會自動向外發送一組
識別信號，讓岸際之海事安全單位或海巡機關可隨時掌握海域內船舶航行動態及身
186

筆者於 1988 年服務海軍瀋陽軍艦 (DD-923) 巡弋東部海域時，曾在定速 15 節 (15 浬/小時) 下，
實測對地速度為 18 節，換言之，船舶在海流推送之下，每小時可增加 3 節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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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識別信號各欄位內容都是靠人工輸入，而且在 IMO Resolution A.917(22) 決
議案中亦有例外規定「當船長認有航安顧慮或危害時可關閉 AIS」
。所以在辨識目標
實務上常見狀況如下：(a)船舶關閉 AIS 以隱匿身分，這是雷達監控海上船舶動態作
業中最常碰到的狀況；(b)開啟 AIS 但發送假資料，這種狀況最有可能出現在意圖不
法之船舶身上，因為不開 AIS 會被岸際雷達關注，開啟 AIS 顯示假身分或冒充其他
船舶身分，反倒有可能躲過岸際雷達之注意，就算被發現造假，也能達到誤導海域
執法機關辨識船舶身分作業之目的；故發現可疑船舶之後，如何運用相關機制進行
身分辨識亦是挑戰之一。

參、歐盟監控海洋環境之經驗

3.1 空中巡邏之限制
地中海是全球最大的內陸海，商船向西可通過直布羅陀海峽出大西洋、向東可
通過土耳其海峽連接黑海、向東南則可穿越蘇彝士運河進入紅海，如此特殊地理位
置其海上航運之重要性與密集程度不難想像，因此歐盟必須確保地中海之環境免於
污染，否則就是生態浩劫。事實上早在 1975 年 22 個歐洲國家便參與制定以保護地
中海環境免於飛機、船舶及陸地廢棄物污染 (但不包括非法排放、流放及傾倒) 為
主軸的巴賽隆納公約，此公約除了作為締約國依據外，更透過歐洲聯合研究中心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為保護地中海海洋環境免於污染所需之技術與知識提
供諮詢服務，堪稱為區域性國際公約之典範。
環地中海之歐洲國家在 1991 年以前，多仰賴飛機攜帶側視雷達 (Side-looking
Airborne Radar, SLAR) 監控海上船舶動態及海面油污， SLAR 是影像雷達 (image
radar) 的一種，已廣泛應用在遙測作業上。當雷達啟動後，其天線便會以特定傾角
發出一連串雷達脈波，脈波打到海水和打到油污後的反射方式有極大之差異，差別
如下(如圖 1)：
(A) 雷達波接觸到水面
當雷達波接觸到水面後，因為海水的密度一致，其反射波會均勻向四面反射，當
雷達接收到反射波後，顯示在螢幕上的便是清澈之背景色。
(B) 雷達波接觸到油污
油污排放到大海後，受到表面張力及其他環境因素 (如溫度) 的影響，黏稠度會
逐漸降低，同時也降低對雷達波的反射強度，因此雷達波接觸到油污後便會產生
折射[9]，由於該區域並無反射信號，故顯示在雷達接收器畫面便會出現暗黑色，
換言之，暗黑色區塊亟有可能是油污區，此時便有賴艦艇前往該區域查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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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固然可在短時間內飛越大片海域，但卻無法發揮持續性監偵效果而且其飛行也
會受到天候限制，依荷蘭在北海監控油田之
經驗顯示，1 架配備 SLAR 之飛機每小時所
設定之偵巡面積約為 15000 km2，夏季時 1
週工作 4 天，1 天作業時數 4 小時，理論上
可監控之總面積為 60000 km2
，但偵巡時段以外的海洋監控怎麼辦？飛機
移動速度快，雷達偵測畫面之清晰度是否足
以作為辨識不法船舶排放的有效證據，又是另一層面之考量。

3.2 遙測衛星之運用
1993 年 11 月歐盟成立後，歐洲聯合研究中心便著手推動以遙測衛星 (European
Remote-Sensing Satellite, ERS) 為載體，運用合成孔徑雷達 (SAR) 監偵地中海之計
畫。衛星在地球軌道上空 24 小時觀測地面活動，無論是在早期發現海面油污或擴大
海域監控範圍，都明顯優於飛機，而且為促進民眾對船舶污染海洋之關注，歐洲聯
合研究中心運用上述方式，協助地中海各沿海國監控其境內執法不及之海域，並不
斷提供 SAR 影像資訊，以便各國制定相關措施、政策或其他有助於強化巡邏及攔截
效率之作為。
SAR 可透過密集的雷達波掃描海面、地表或船舶，再將所接收到之反射波，依
時序經過複雜計算建構出目標輪廓影像，其原理好比中文成語中的「瞎子摸象」一
樣，只不過是所有瞎子們所摸到大象的感覺都會集中到一個資料庫，再透過電腦計
算模擬出大象的樣子，此一比喻相當程度說明了 SAR 產生高解析度影像之過程。由
於它是透過雷達波接觸目標表面，因此不受到天候限制，即使安裝在衛星上亦不會
因為空中的雲層或地面上的霧霾而受到影響，反之採用光學儀器進行遙測的衛星
(例如我國華衛 2 號、5 號衛星) 便容易受到雲層或霧霾的影響。早年歐洲的 ERS-1、
ERS-2、ENVISAT 遙測衛星都曾採用 SAR 進行地球表面遙測作業，此等衛星皆在
780 km 高之軌道運轉，每 100 分鐘繞行地球 1 次，常態下雷達資料的空間解析度
(spatial resolution) 為 25 m  25 m，但若是針對海上油污監控的話，解析度可以調降
至 100 km  100 km，一幅影像的檔案量只有 2 Mbytes，透過網際網路便可靈活運
用。根據挪威 TROMSØ 地面站的經驗，當遙測衛星通過挪威上空後，該站在 1 小
時之內便可完成衛星資料解析，然後再將解析後的船舶非法排放影像檔轉送環境部
作為查緝之依據[10]。
SAR 雖然可以大幅度提升早期發現船舶排放廢油的機率，達到及時逮捕現行犯
的要求，但海洋環境也會干擾 SAR 的解析度，影響影像判讀的準確性，原因如下：
567

(A) 漂 浮 於 海 面 上 的 油 脂 不 論 厚 度 ， 都 會 因 為 風 和 重 力 之 影 響 產 生 漩 波
(Gravity-capillary wave)，和周邊清澈海水相較之下，SAR 影像所出現的暗區就
是漩波所在區域也就是油污所在區域；所以海面上必須要有夠強的風力才能讓油
污產生漩波，而能否偵測到漩波又跟 SAR 所用的頻率及雷達波打在海面上的角
度有關，以 C 波段 (4-8 Mhz) 之 SAR 為例，海面上每秒之風速至少要 3 公尺(約
6 節)才能偵測到油污，但當風速達到每秒大於 10 公尺(大於 20 節)，海水表面所
產生的擾流將有可能打散油污或將之沉入海中 (被打散和沉入的速度跟油污黏
稠度有關) 而無法察覺[11,12]。
(B) SAR 影像資料須經過人工解讀後才能確定是否為真的油污，因為在低風速狀況
下，出現在雷達螢幕上的暗色區未必真的就是油污，有可能只是當地之風效應或
自然油膜，所以判讀階段必須同時參考當地歷史水文(如風向、風力及潮流等)及
地理環境資料才會更準確。
礙於自然因素之限制，在 SAR 的運用上，首先要能掌握監控海域氣象資料，其次則
是目標辨識，在識別其船型及外貌後(即目標樣貌)，要進一步確認其身分(即目標是
誰)，惟 SAR 衛星影像只能顯示一艘正在排放廢油之船舶軌跡，無法辨識目標身分，
所以艦艇和 SAR 的相互搭配是相對重要，因為一旦掌握到油跡後，才能啟動後續執
法動作，這才是有的放矢之作法。

四、建立台灣周邊海域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
4.1 現行作法
歐盟以遙測衛星為載體，運用 SAR 監控地中海環境之作法已取得相當成效，能
建立衛星遙測地球環境能力及機制當然很好，然而各國海巡機關(包括歐洲國家) 至
今仍以岸際雷達為主要之監控系統，而岸際雷達只能監控船舶活動情形，無法偵測
到船舶有無非法排放行為。海巡署雖於 2018 年引進直升機式無人機強化海域執法能
力，但無人機受制於載重限制、電力續航及抗風等因素，僅適合用於海上或岸際查
證勤務，海上油污還得仍賴巡邏艦艇以目視方式發現，如此配套措施無法發揮早期
預警之功能。但有一案例卻值得一提， 2008 年海巡署巡邏艇於東部海域執行巡邏
勤務時，赫然發現海面出現大片油污，當下除依規定蒐集油污樣本外，並通報相關
部門清查前一晚過境商船之紀錄，適巧前一晚僅 1 艘貨櫃船經過台東外海而正靠泊
花蓮港卸貨中，相關單位隨即登船查閱其航行日誌 (Navigation log) 核對航線及船
位，經化驗油污樣本後確認與該船所用之油料相符。本案除歸功海巡人員的契而不
捨之精神外，另一原因在於該貨輪於事後並未駛離台灣海域，若該船並未轉進花蓮
港的話，恐怕又是懸案一件，因此需要建置一套以 SAR 為核心且有別於衛星及海上
巡邏機之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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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之構型
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的組成包括浮升器 (Aerostat)、繫留纜、地面控制站及相
關運輸裝備等，其目的便是攜帶各式日夜偵蒐器材，滯留於空中對海(地)面進行監
控作業。相較於海上巡邏機，雖然其機動性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但卻可在特定區域
進行持續性之靜態監控，例如運用 SAR 便可偵察海面上的油污，尤其是現正在非法
排放廢油的船舶、若加裝光學儀器或紅外線熱顯像器則可用於邊境安全監控、船舶
動態掌握，而且也能用於環境遙測等。所以不管是哪一型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浮
升器均扮演關鍵性角色。浮升器之功能好比氣球，因其內部充填氦氣187而具有極佳
之浮力，由於氦氣密度小於空氣，所以浮升器又被稱為「Lighter than Air, LTA」(比
空氣輕)，其造型有圓形及飛船形 2 種(如圖 2)，前者適合低空監控作業使用，後者
則多用於 1000 公尺(監控範圍 70 浬，約 130 公里)以上之空域。浮升器透過繫留方
式被固定在地(海)面控制台，其本身並無動力或發電設備，所需之電力及控制信號
均須透過繫留纜傳遞。以圖 2 所
見之浮升器為例，雖然造型不同
但都使所用聚氨酯(PU)作為球體
材質，聚氨酯具有極低的導熱係
數且重量輕 (1 碼只有 226.4 公克)
韌性極高，在惡劣天候下可發揮
強化浮升器滯空能力之功效。依
美 國 聯 邦 航 空 總 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之 要
求，浮升器的最大作業區限於向
上 5000 公尺、平面半徑約 3.2 公
里所圍成之空域內，所以浮升器
要持續性滯留於空域內，除了浮
力之外，還必須透過留纜將其固
定在此範圍內，而繫留纜受到風
的作用須能承受極大拉力，以圖
2 右邊的 71 公尺浮升器為例，繫留纜的最大斷裂強度為 26000 磅(約 11790 公斤)，
除了強度外其結構亦有嚴格標準，繫留纜由內而外分別為電源、光纖 (數據傳輸) 及
避雷等 3 層纜芯，有相當重量，長度過長或不及都會影響浮力，所以重量與長度，
也是評估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整體效能的指標之一。監控作業強調的是能夠看得
遠、發現得早，如此方能達到早期預警之目的，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扮演平台角色，
可視狀況需要，吊掛不同用途之偵蒐器材執行監控系統，若衛星是富人工具的話，
則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便是小而美的利器。
4.2 成本利益與成本效益
4.2.1 成本利益(Cost-Benefit)

187

氦氣為次於氫氣之最輕氣體，具有極佳安全性，為高空探測性氣球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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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其他科技裝備的應用下，僅靠艦艇巡邏目視發現油污再進行追查之作法
猶如瞎貓抓鼠，最佳作法當然是建立具有持續性、即時性、多功能性之空中滯留式
監控系統，此系統必須整合艦艇和飛機之運用，但這兩項均屬極其昂貴之資產，在
使用上更要帶入成本利益之計算。依據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文獻資料庫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2003 年 10 月份國際雷達會議所收錄之一篇名為「整合海域偵
察：捍衛國家主權」(Integrated maritime surveillance: Protect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文章所述[13]，美國海岸防衛隊 C-130C 力士型巡邏機每小時飛行成本約為 3,700 美
元 (以匯率 1 比 30 計算約合新台幣 11 萬元)、500 噸級巡邏艦在經濟航速 17 節 (每
小時 17 浬) 之油料成本為 1500 美元 (約新台幣 45,000 元)，若以每日 24 小時海上
部署一艘艦艇、巡邏機每日 8 小時出勤計算，一天成本計 65,600 美元 (約新台幣 196
萬 8 千元)，如此一年所需支出高達 2,400 萬美元 (約新台幣 7 億 2 千萬元)。我國亦
有同樣困擾，例如 3000 噸宜蘭艦執行沖
之鳥礁護漁 (在經濟速率 17 節之下) 的
單趟油料成本便高達 900 萬元新台幣，所
以海岸巡防機關必須先清楚掌握海域上
船舶之動態，然後再出動艦艇才合於成本
利益之原則，要能做到「有的放矢」 就
必須建立具有持續性之空中滯留式監控
系統，方能有效發揮早期預警功能。
浮升器系統具有小而美的優勢，除搭
配艦艇使用，機動監控特定海域或航道是
否受到油污染外，尚可運用其他偵蒐器執
行邊境安全監控、船舶動態等勤務，可謂一功多能，而且在成本上較之長程無人機、
飛機、衛星等選項也經濟許多。美國海軍研究諮詢委員會(Naval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於 2006 年 4 月出版之「 Lighter-Than-Air Systems for Future Naval
Missions」 報告[14]，對常見的幾種空中偵搜載台和浮升器系統進行成本比較(作者
依原文資料譯成中文)。相較之下，定翼式飛行載台雖然可以快速飛越大片海域或地
區，但都無法發揮持續性之監控能力，而每小時僅數百美元之低空型浮升器系統卻
可以發揮小兵立大功之效果，對於海島環境的台灣而言，不失為完善岸、海監控作
業的輔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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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
就理論而言，「投入的資本愈大其所產出的效益也就愈大」，但實務上卻未必如
此，海上執法就是典型之例證，假設 1 艘千噸級巡邏艦出海執勤，在無預警情資狀
況下，欲以海上臨檢方式發現不法船舶之成功機率微乎極微，所以巡邏重在彰顯「執
法存在」(Enforcement presence) 產生嚇阻效果，使意圖違法者在權衡得失後，選擇
不做違法之舉；一旦嚇阻效果產生後，只要動用少量執法資源便可有效維護海洋秩
序，這是傳統嚇阻理論 (Deterrence Theory) 的論述重點之一[15] 也是效益所在；但
1 艘巡邏艦所能守護的海域範圍太小，而且受到油料耗用、人員疲勞度、天候及海
象等因素限制，能被其他船舶看到的機之機率甚微，因此在實務上需要投入足夠的
執法艦艇，而且還要有適當的配套措施 (例如有效的偵蒐能力、快速反應、明快處
罰) [16]才能充分發揮嚇阻效果；然而「足夠的執法艦艇」是多少數量？此一說法過
於含糊。如果上述巡邏艦出海後便錨泊一處，升起浮升器系統，讓方圓之內的大小
船舶都能看到天空上的氣球，反而有可能達到嚇阻不法之效益。

4.2 系統整合之觀點
就早期發現油污之觀點而言，歐盟採用遙測衛星監控地中海是有效且合於成本
利益做法，雖然成本高但分擔經費者多而且又能充分資訊分享。放眼全球所有沿海
國中，有能力運用衛星監控所轄海域者少之又少，於是以飛機搭配 SLAR 進行海面
油污偵測便成為第 2 個選項，飛機雖可短時間內跨越大區域但易受天候及飛航時間
限制，無法發揮持續性監控效果，而且維運成本之高亦不遑多讓，第 3 個選項便是
向有衛星影像服務之廠商購買監控照片，然而一幅影像動輒美金 1000-5000 元不
等，若是個案尚可為之，故此選項亦非長治久安之策。好在偵蒐裝備的輕巧化及材
料科技的快速發展，為需要者提供了第 4 個選項，即浮升器系統 (Aerostat system) 之
應用。最著名案例莫過於國海岸防衛隊為防堵美南地區海上毒品販運活動，於 2006
年起在加勒比海岸際設置 4 套大型浮升器系統，全天候監控快艇及低空飛掠之飛
機，其成效證明此一監控系統，不僅達到有效嚇阻毒梟之目的，更省下可觀的艦艇
巡邏油料支出。新加坡也於 2013 年向美國採購大型浮升器系統部署於岸際，從
600-3000 公尺空中全天候監控 120 浬內(完整涵蓋新加坡海峽往返麻六甲海峽)之船
舶，據其國防部長 Ng Eng Hen 稱，此一系統可有效降低例行性海上巡邏勤務負荷，
在充分掌握情況及查證對象之下，巡邏艦艇得以有效執行勤務，估計一年所省下之
油料約達 2900 萬美金188，以上都是採用大型氣球(長約 71 公尺)，分別從空中監控
海面之案例。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應用案例發生於 2010 年 4 月 24 日，當時位於美國
墨西哥灣之「深水地平線」 (Deepwater Horizon) 鑽油平台(屬英國石油公司所有)，
不幸因故發生火災最終沉沒，並溢出大量石油釀成整個海域環境災難，為阻止災況
進一步擴大，美國海岸防衛隊與英國石油公司在可控制狀況下，分別將海面浮油集
中在 27 處，並輪流點燃 27 處油污區，這把大火燒了近 3 個月，期間為分析火場所
188

http://www.mindef.gov.sg:80/content/mindef/press_room/official_releases/nr/2014/oct/28oct14_nr2/
28oct14_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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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戴奧辛 (PCDD/PCFF) 濃度，美國環保署特別雇用一艘拖船，拖帶裝有分析
儀(Flyer)189之浮升器系統在火場下風處錨泊，並將氣球升至 600 公尺之空中，蒐集
樣本進行分析作業(如圖 3)進而取得相當豐富之分析數據[17]，顯然這是飛機或遙測
衛星所無法執行之工作。從以上 3 個案例可知，較之遙測衛星，相對傳統及技術成
熟的浮升器系統反倒具備功能整合及多元應用之特色。

4.3 綜合因素之考量
4.3.1 安全
浮升器系統部署後，一般人所產生的疑問不外乎空中的氣球是否會妨礙飛機起
降、是否會墜落地面砸傷人員、在空中和飛機碰撞、被強風吹走等。回顧以望，這
些狀況都曾發生過，就今日看來，這些問題都已透過科技加以克服，美國 FAA 要求，
在美國境內所使用的浮升器系統都必須加裝以下裝置[18]：
(A) 發報器及閃光器
於氣球下方之裝備載台加裝無線電發訊器(發射距離約 10-15 公里)，持續發
射警示信號，必要時亦可啟動閃光器以避免附近飛機接近。
(B) 自毀及自動洩氣裝置
氣球萬一被強風吹走或因其他狀況而失控時，使用者可以遙控方式引爆氣
球或自動洩氣使其落地。
(C) 衛星定位器(GPS)
一旦氣球升空後必須限制在一定空域高度及範圍內作業，加裝 GPS 有助於
地面控制人員掌握氣球在空中的位置。
4.3.2 地理環境與天候
選用浮升器系統除了安全以外，也要考量地理環境及天候因素，例如新加坡之
所以選用氣球直徑 71 公尺長的浮升器系統，除政治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基於鞏固其
189

分析儀內含電池及衛星定位器(GPS)，可將處理完成之數據透過無線發射機傳回船上的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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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邊區域之戰略位置(如麻六甲海域、新加坡海峽等)，該國鄰近赤道，天候穩定
並無颱風或季節變化，所以施放大型浮升器相對安全，而且還能擴大監控區域；然
而同樣系統卻未必適用於台灣，首先是天候的限制，新加坡沒有的颱風及東北季風
台灣都有，而且四大海域 (東海、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太平洋) 的潮流系統各不
相同，在先天環境及天候相對複雜之狀況下，小型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系統反而較
能滿足監控海面及岸際之需要；其次，影響型浮升器最大的 3 大天候因素莫過於高
度、風力及溫度，空氣密度與高度及溫度成反比、與浮力成正比，換言之，在高度
愈高或溫度愈高之處，氣球浮力會變小，所能攜帶的偵蒐裝備重量也就相對減少，
這也說明了大型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之所以會在氣球內另設小氣囊 (ballonet)之原
因，因為經由增加或減少小氣囊的氣體量，便可達到輔助調節高度之目的。

五、結論
運用浮升器系統執行海面油污監控之目的，旨在早期發現船舶不法排放之行
為，於最短時間內阻絕不法，以顯示沿海國維護海洋環境免於人為污染之決心，選
用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所須考量之層面甚多，本文建議相關部門於規劃建立系統
時，除技術性及適用性外，尚須考慮到整合性，即如何在共用一套系統下，滿足其
他相關部門的需求，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空中滯留式監控系統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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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9 年國際海洋事務論壇]論文集
目錄
序
論壇一：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Ι
主題演講 I：臺灣海洋政策與展望
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南海議題之競合分析
初探海面上升與領土陸沉之國際法課題:兼論生態外交之推動
歐盟漁業政策—兼論對台的黃牌警告
歐盟海洋安全治理
台灣民眾與中國的互動與印象：以釣魚台事件為例
論壇二：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 Π
海洋自由與海洋安全：填海造島合法嗎？
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與南海自由航行
2014 年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與 2019 年萬安灘事件之比較---兼論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的
影響
論越南針對南海提起國際訴訟的探討
兩岸海漂垃圾防治與海洋資源的保育
主題演講 II：論我國海洋基本法建構之海洋法政體制
論壇三：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Affaires in Cambodia.
Innovation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in Marine Tourism
Modelling the trajectory of oil spill in the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for risk
assessment

The Study of Seaman Right in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in Korea
論壇四：海洋事務管理機制的發展
海洋國家應有之立法原則：兼論近年來漁業三法修法爭議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初探--以海漂垃圾為例
An Eccentric Review of Some Prominent Works of Sea Power: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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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y
從《南極條約》探討海洋霸權國家在南極洲的利益爭奪
中國大陸海洋管理體制變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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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前海洋事務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而台灣四面環海，不
論是海洋經濟發展、資源保育、海漂垃圾處理、打擊犯罪，乃至於釣魚
台糾紛、南海主權聲索等議題，方方面面的議題都與台灣息息相關，因
此海洋意識在台灣內部也正快速抬頭，海洋事務目前更成為當前中華民
國政府的執政重點之一，海洋委員會的成立正是此一趨勢的最佳例證。
本研討會在海洋委員會與金門縣政府的指導與協助下，邀請英國、
韓國、越南、柬埔寨等國學者，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論壇）形式，針
對海洋衝突、合作與管理、國際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及海洋事務管理
機制的發展等面向，一起深入討論與分享各國經驗，以期為我國宏觀海
洋政策、金門地方海洋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提供不同視野、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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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I：臺灣海洋政策與展望
演講者：海洋委員會副主委 莊慶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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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在南海議題之競合分析
趙文志
國立中正大學 / 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摘

要

本 文 試 圖 藉 由 Amitav Acharya 所 提 出 的 協 商 式 安 全 秩 序
(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 CSO)作為分析架構，從整體面向說明為
何在中國大陸與東協國家對於南海衝突採取不同的回應策略。東協國家面對
南海問題回應與對策呈現多元不同的內容源於南海安全議題中，亞太地區安
全結構是屬於 CSO 理論所提出的是一種互賴、均勢、共享領導權與菁英限制
的結構狀態。這樣的狀態讓南海情勢呈現一種相對穩定的「軟衝突」
。由於東
協與中國呈現一種相互依賴狀態，彼此在經貿上的依賴以及和平環境的需
求，使東協國家不願意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因此，在南海中與中國有島嶼
領土紛爭的國家試圖尋求美國支持以形成一種均勢。再加上，東協為核心的
安全應對機制，讓中國大陸、美國與東協不願意發生軍事衝突。彼此之間同
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作為處理南海問題的核心原則。於是東協國家反映出多元
而非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上所提出的單一選擇而已。
關鍵詞：中國、東協、南海、協商式安全秩序
一、

前言
在南海這片海域中，一開始由於各國忙於內政問題並未成為周遭國家關

注的焦點，但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南海問題在戰略地位、豐富石油資源的
因素作用下，逐漸白熱化。中國大陸在蘇聯的解體與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下中
國國力快速增長，中國國力增長在南海問題上成為相關爭議國家面對中國感
到威脅與壓力的來源。因此，基於三項因素進一步促使了南海衝突相關國家
對於南海主權的聲張：一是南海島嶼戰略價值的改變；二是石油蘊藏；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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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衝突相關各國對於海洋法公約的計算(consideration)。

190

台灣、中國大陸、越南、馬來西亞、汶萊與菲律賓都開始積極宣稱擁有
南海主權。中國大陸曾經在 1974 年進軍西沙群島與當時南越政府發生戰爭，
到了 1988 年中國大陸又與越南軍隊在南沙赤瓜礁(Johnson Reef)發生第二次
軍事衝突，其後中國大陸也跟菲律賓為了美濟礁(Mischief Reef)發生兩次軍
事衝突。 雖然經過戰爭的方式對於南海島礁的歸屬產生暫時性的處理，但相
191

關各國仍然各自主張對於相關島嶼的主權並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之後中國
大陸與東協在經過持續談判下於 2002 年 11 月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但隨著菲律賓、越南在南海一連串的擴張行動與片面石油探勘，讓南海問題
又逐漸白熱化。由於南海相關國家紛紛主張南海主權並採取具體行動佔領相
關島嶼引發了區內大國--中國與這些國家外交上的爭端。這樣的安全爭端，
對於東協國家來說採取怎樣的回應態度與政策，呈現出每個國家不同的回應
方式。然而 1990 年代起，南海問題所引發的爭議就很少以軍事衝突形式呈
現。取而代之的是外交上言詞交鋒、國際法律的爭訟以及實際佔領的建設行
動。而為何東協國家採取不同回應策略，如何從整體安全結構看待這些不同
回應策略，是本文主要出發點。面對這些國家不同的回應與作為，本文試圖
藉由 Amitav Acharya 所提出的協商式安全秩序(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 CSO)作為分析架構，從整體面向說明為何東協國家對於南海衝突採取
不同的回應策略。
本文希望藉由泰國、柬埔寨、越南三個國家對於南海問題的回應說明在
面對中國這個區域性大國時，這些國家所採取的回應與策略為何？進而去解

190

Samuel S. G. Wu and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ssessing the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Model of China’s Security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3(Sep., 1994), pp. 380-381.
191
劉復國，
「南海爭端之解決與預防性外交」
，劉復國編，領土爭端與民族認同危機的案例研究（台
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1 年 3 月）
，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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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明這些國家不同的策略以及其對亞洲安全秩序的詮釋。

二、

192

傳統國關理論的限制與協商式安全秩序理論(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 CSO)
在南海問題當中，雖然主要行為者包含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與汶萊，但一般研究主要集中在美中兩國博奕以及中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國
之間的爭執。193而從許多國際關係研究中，對於小國的研究一般來說都較少
著墨。原因即在於主流國際關係研究著重在體系結構、權力政治、大國關係，
而這些構成主要是在大國間權力的分配。對國家來說，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
其可以採取的行動不外是滬從(Bandwagoning)、平衡(Balancing)與避險
(Hedging)三種，而其中無論是滬從、避險與平衡這三種行為中，從結構現實
主義的觀點認為國家行為雖並不是由結構來決定的，但是結構會行塑(shape)
或是迫使(shove)國家去採取某些行為回應結構所帶來的壓力，而國家不同的
選擇所採取的行為可能為國家帶來報酬或懲罰，194也因此，在結構中的小國
也往往只會有一種行動。
因此，在面對南海問題時，大多數的學術文獻都集中在探討一個崛起中
的強權---中國，如何在南海中尋求成為區域霸權，以及美中兩國在南海問題
192

選擇這三個國家的原因在於這三個國家的立場與回應彼此不同，但如果從單一國際關係理論的角
度觀察，並無法完全解釋這三個國家間為何會有不同的回應，而透過 CSO 理論則可以充分說明這
三個國家不同回應之原因，而讓我們對於東協國家在南海議題上的回應與策略有一個更為清晰的
理解。
193
Leszek Buszynski, “The South China Sea: 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2(Spring 2012), pp.135-152. Gregory
B. Poling, “Rationalizing U.S. Goa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
Vol. 3, No. 9( September 2015),
http://www.jpolrisk.com/rationalizing-u-s-goals-in-the-south-china-sea/#more-1102.
林正義，
「中國與東協南海聲索國的角力與合作」
，戰略安全研析，第 73 期（2011 年 5 月）
，頁 13-20。
宋鎮照，
「南海爭端風雲詭譎：中美區域平衡博奕的傑作」
，海峽評論，第 261 期 (2012 年 9 月)，
頁 22-39。宋燕輝，
「南沙島嶼主權爭議與南海國際航行問題」
，國家政策雙週刊，第 116 期（1995
年 7 月）
，頁 10-24。宋燕輝，
「南海地區安全戰略情勢之發展與現況」
，亞太研究論壇，第 19 期 (2003
年 3 月)，頁 12-30。
194
Kenneth N. Waltz,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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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權力競逐，其他小國的回應就必須在權力的框架下受至結構制約，被迫
回應大國競逐下所帶來的生存壓力。也因此，對於小國行為傳統國際關係理
論就以滬從、避險與平衡這三種行為作為分類歸納選項，去說明南海問題中
195

不同國家的作為。 這是一種理論上無政府狀態假設狀態下，對中小型國家
尋求自保所做出反應的邏輯推論與分析詮釋。然而，當我們去觀察東協國家
對於南海問題的回應與反應時，會發現東協國家確有著不同的應對策略與作
為。例如，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呈現出不同政策回應，在雙邊關係時，越南似
乎呈現與中國大陸緊密的雙邊關係，但在具體處理南海爭議島嶼問題時，越
南卻又展現出與中國大陸對抗捍衛主權這樣不一致的作為。196泰國對於南海
問題的回應卻顯示出積極配合中國大陸的立場，然而泰國卻非相關當事國，
如果透過權力競逐的理論推演，泰國為何會在立場上高度接近中國大陸立
場？其如何面對美中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權力競爭下，來自另一個既有全球
性霸權的戰略壓力？
因此，本文試圖引入 Amitav Acharya 所提出的協商式安全秩序理論
(Consociational Security Order, CSO)作為分析架構，去探討東協國家不
同的回應與策略，以及如何行塑了目前南海問題相關國家鬥而不破的局面。

197

所謂協商式安全秩序理論（以下簡稱 CSO）是指在不平等(unequal)以
及文化差異的不同團體間共同協調的關係，這種秩序保留了每個團體的相對
自主性並防止在團體間霸權出現。其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中所提出的對於安
全秩序建構的三個理想型：霸權穩定論、協商以及安全共同體。CSO 則是混
和了這三種理想型對於安全建構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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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註釋三。
黃瓊萩，
「角色理論與外交決策分析：以越南對中政策為例」
，2015 年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
暨學術研討會，頁 1-23。
197
以下的相關協商式安全秩序的理論重點探討來自 Amitav Acharya,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o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58(2014), pp. 158-173.
198
Amitav Acharya,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ose and Asia’s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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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O 提出了四種條件來達到安全上的穩定：一是互賴
(interdependence)；二是均勢(equilibrium)；三是共享領導權
(institutions under shared leadership)的制度；四是菁英限制(elite
restraint)。首先在互賴上，互賴幫助抵銷了文化差異與仇恨上的離心元素
(centrifugal elements)並有助於行塑共同生存與繁榮的需要(the
imperative of common survival and well-being)。其次在 CSO 中，均勢是
一種權力的多邊平衡，但其並不像安全共同體，這種協商秩序
(consociational order)並不超越(transcend)安全上的競爭，這種不同行為
者間的均勢(equilibrium among the segments)帶來了穩定。第三、CSO 認
為協商式安全秩序下沒有任何單一強權可以主導，其較類似於政府間國際機
構，與安全共同體的超國家組織不同，權力是由弱國與強國共享，是一種主
權國家間的管理聯盟。因此，其是一種合作性的安全。這種合作性安全強調
限制、再保證、依賴信心建立措施與政治外交途徑減少衝突，與集體防衛、
集體安全制度強調嚇阻或是懲罰行為的物質力量不一樣。第四、CSO 認為維
持穩定的條件是菁英自我設限。由於菁英們理解到政治分歧所帶來的危險，
因此菁英們調和不同的利益以及需求，最有權力的行為者會透過協商與共事
尊重弱國的權利與利益。這四項條件是相互強化穩定的安全效果並抵銷不穩
定因素所造成對於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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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個條件的達成，會促使區域安全得到發展，透過彼此互賴以及多
邊權力平衡，強國與弱國共享權力，彼此調和相互間的分歧與衝突，進而達
到安全目標的達成，促使區域形成穩定狀態。

三、

東協國家回應

（一）中國立場：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58(2014), p. 159.
Ibid., pp.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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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一直以來對於南海問題的立場是：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反對
區域外第三方介入南沙爭議、南海領土爭端是雙邊而不是多邊問題、希望通
過雙邊談判來解決領土爭端以及共同開發、擱置爭議。 例如中國外交部長王
200

毅就強調南海問題應由直接當事方談判解決。 2006 年溫家寶在東協-中國建
201

立對話關係 15 周年紀念峰會上表示：
「中國與東盟雙方應把握機遇，加強合
作，推動雙方關係邁向新台階。繼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推進南海共
同開發。」中國駐東協大使薛捍勤也公開表示：
「南海爭端不是中國與東盟之
間的問題，而是南海周邊國家之間的雙邊爭議。」2010 年時任外交部長楊潔
篪進一步表示：
「這是與鄰國的爭議而非與東協的爭議，遵守《南海各方行為
宣言》
，排除將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多邊化。」2011 年溫家寶在第六屆東亞高
峰會表示：
「南海爭議應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
方式解決。」 2013 年中國外交部除了重申中國大陸過去一貫立場外並表達
202

願意繼續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並推進相關準則談判，其表示：
「中方願與東
盟國家一道，在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過程中，繼續穩步推
進「南海行為準則」的進程。」2032014 年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表示：
「應尊重歷
史事實、國際法規、當事國與國直接對話、中國與東盟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
定的努力。」204以上中國大陸領導人與外交部門的談話卻一再顯示，中國大
陸的立場是：這是雙邊問題、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200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的基本立場以及解決南沙爭端的政策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scio.gov.cn/zfbps/wjbps/2014/Document/1375011/1375011.htm，2014 年 10 月 12
日下載。
201
趙穎，「王毅：南海問題應由直接當事方談判解決」
，2013 年 7 月 3 日，國際在線，
http://gb.cri.cn/42071/2013/07/03/6351s4168358.htm，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載。
202
郭家靜，
「溫家寶：南海問題應由直接有關國家談判解決」
，2011 年 11 月 19 日，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www.zhgpl.com/doc/1019/1/1/1/101911166.html?coluid=180&kindid=7714&docid=1019
11166&mdate=1119205842，2015 年 11 月 13 日下載。
203
張鵬雄與劉華，「外交部發言人：願繼續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進程」，2013 年 10 月 9 日，
國際日報，http://www.chinesetoday.com/big/article/800482，2015 年 10 月 13 日下載。
204
李鋅銅，「王毅倡南海 4 尊重 他國勿添亂」，2014 年 9 月 9 日，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9000683-260301，2015 年 11 月 13 日下載。
593

（二）東協國家回應：面對南海爭議的東協國家，本文限於篇幅以泰國、
越南與柬埔寨作為探討對象：
1.越南：在 1970 年代之前，越南對於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並沒有表示任
何異議，甚至還表達了是中國領土的立場，而這樣的立場，越南外交部在事
後表示是為了獲得中國支持越南對美國的戰爭所做的立場表態。 然而隨著兩
205

國關係惡化，越南開始強烈主張南海主權，越南根據歷史文件與大陸礁層原
則宣稱整個南海島嶼都是都是慶和省(Khanh Hoa Province)得離岸行政區。

206

關係正常化之後，雙方仍為南海主權問題爭執不休。

雙邊關係正常化之後，雖然雙方都強調過去兩國兩黨兄弟情誼，在總體
關係上也表達出合作意願以及過去所建立的堅實基礎對兩國的重要性，維持
高層密切互動，但是在面對具體南海衝突事件時，中越兩國政府與領導人的
發言卻也都堅持立場，並沒有任何絲毫退讓的跡象。例如在 2014 年 5 月雙方
在南海發生嚴重船隻碰撞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即表示：
「中方的鑽探活完
全在中方主權範圍之內，越方干擾中方企業作業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越南
總理阮晉勇事後則表示：
「這是中國首次將石油鑽井平台安放在東協一個國家
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深處海域，嚴重違反了國際法和中國作為締約國的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與《東海各方行為宣言》
（DOC）等。中國的這
一特別危險舉動已經和正在直接威脅東海（越南對南中國海的稱呼）的和平、
穩定、安全和航海安全等。」

205

「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zcwj_611316/t10651.shtml，
2015 年 10 月 5 日下載。孫力舟，
「揭秘：越南曾承認中國南海主權是為獲支持打美國」
，人民網，
2014 年 6 月 11 日，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n/2014/0611/c372327-25135422.html，
2015 年 10 月 5 日下載。
206
此外，越南也宣稱對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的主權。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Vol. 45, Issue
3(2005), p.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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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這種時而合作、時而衝突的作為是一種多層次與多面向的外交政
策，其內涵包含了經濟務實主義(economic pragmatism)、直接面對(direct
engagement)、硬性平衡(hard balancing)與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四種
戰略(strategy)。越南視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模式是一種在不對稱權力之下的
互動，彼此去追求分歧的利益。越南長期的目標是維持主權、領土完整以及
政治自主性以對抗中國擴張主義的威脅。由於意識型態本質上的一致、經濟
上對中國的依賴讓雙邊關係得以強化的同時，越南也清楚明瞭中國的威脅（主
要在中國對於南海的企圖心）
，讓其強化對中國的疑慮，就在這兩種不同趨勢
發展下，越南對中國的互動夾雜尊敬(deference)與反抗(defiance)的互動特
色。 在中越雙邊關係中既有雙邊結構影響關係發展，也有多邊結構對兩國互
207

動產生作用，這兩種結構交雜形成了兩國互動的內涵。越南採取的是多種戰
略互用的對中政策，包含了交往(engagement)、全方位羈絆(omni-enmeshment)
以及避險(hedging strategies)等戰略。 也因此，在沒有中國大量且全方位
208

援助下，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已經擺脫過去之前對中國大陸高度依賴的結構，
而這種經濟援助關係的結束，也讓兩國矛盾抬面化。在南海問題上，雙方表
面上宣稱要以合作代替衝突，但雙方卻又做足了衝突準備，越南積極與美國
等其他大國發展雙邊關係，甚至與美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主要是人道救援
方面）
， 試圖尋求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支持。
209

因此，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大陸援助的依賴讓越南沒有對南海問
207

Le Hong Hiep,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 3(2013), pp. 333-334.
208

Caryle A. Thayer, “The Structure of Vietnam-China Relations, 1991-2008,” paper for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etnamese Studies, Hanoi, Vietnam, December 4-7,
2008, p.25.
209
2000 年 11 月柯林頓總統訪問越南，是越戰結束以來首位美國總統訪問越南；2006 年 11 月美國
總統小布希亦訪問越南河內；2007 年 6 月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Nguyen Minh Triet）訪問華府，
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ễn Tấn Dũng）於 2008 年 6 月也訪問華府；2010 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訪問越南。2010 年 8 月 22 日，美國與越南舉行兩國首次為期一週的非戰鬥性聯合軍事演習，美國
的驅逐艦與航空母艦均參與了此次研習，項目包含了醫療、飛機升降航母、船隻互訪等，演訓內
容包括船隻損害控制、海上搜救示範，以及「文化/技術交流」
。2011 年 7 月兩國將於越南峴港舉
行海上搜救演習，美國海軍將派出一艘驅逐艦和一艘潛水打撈船參加這次「海軍交流」活動。
595

題產生異議，但隨著越南本身情勢日趨穩定，並開始接受蘇聯大量援助；越
南在 1975 年開始佔領南沙六個島嶼並向中國表示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都屬
越南所有；越南採取遠交近攻政策，結交蘇聯對抗中國壓力。 對於中國經濟
210

援助依賴降低，以及本身對於統一後越南在中南半島角色的評估以及政策決
定（入侵柬埔寨）
，讓雙方關係惡化，也因此越南開始不同意中國大陸對於南
海主權的宣稱，並積極以行動宣示南海主權。到關係正常化後，越南展開與
中國大陸正常交往，這樣的關係並沒有影響到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越
南一方面強調與中國過去的友好，一方面也仍堅持立場。

2.泰國：在南海問題上，泰國其立場卻與中國大陸的立場是接近的，其
採取了不同於越南的策略。首先泰國強調與中國大陸保持合作關係的重要
性，例如 2012 年泰國外交部表示：「泰國未來 3 年擔當中國一東協協調國期
間，泰國將不會允許讓南海爭端問題妨礙東協與中國之間的合作。」 2013
211

年泰國總理盈拉（Yingluck Chinnawat）在第二十二屆東協高峰會上也表示：
「不允許南海問題蓋過中國和東盟合作發展給該地區帶來的和平與繁榮，現
在的問題是東盟應該共同努力推動《南海行為準則》的進程。」212在 2013 年
8 月 2 日中國—東協高層論壇上，泰國主辦方提出的議程中，重點在於探索
中國東協經濟合作和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希望在謀劃未來十年雙邊戰略夥
伴關係的前景中，打造中國東協合作的升級版，泰國的意圖很明確，不能讓
南海問題綁架中國和東協之間的整體關係及其未來的全面合作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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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瑜，越南近現代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9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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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新聞網，
「泰：不允許南海爭端妨礙中國與東盟合作關係」
，網址：

http://hk.crntt.com/doc/1021/6/5/9/102165910.html?coluid=93&kindid=278
3&docid=102165910。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10 月 30 日。
212

周喜梅、梁霞，「泰國高層對南海爭端的看法」，南洋問題研究，第 3 期(2013 年 10 月)，頁 94。
213
孫廣勇、韓 碩，「升级双方整体关系 建设合作信任南海」
，人民日報，2013 年 8 月 3 日，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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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泰國也認為外國不應干涉南海問題。例如在 2010 年泰國外交部
長格實（Kasit Piromya）於美國與東協十國領袖在紐約所召開的峰會上明
言：
「如果只有美國和東盟就此（南海問題）進行商討，而沒有中國的參與，
214

這有些不合適。我們不希望被認為是在和美國拉幫結夥對付中國。」 甚至
泰國前商業部長那隆柴（Narongchai Akarasanee）在 2012 年一場研討會上
表示：
「泰國總理盈拉應借著歐巴馬即將訪問泰國的機會，建議歐巴馬不要介
入南海爭端，應讓中國和其他相關國家自己解決。」 前副總理塔帕朗西（Korn
215

Dabbaransi）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
「應當儘量限制南海爭端對中國與東
盟關係的影響，並稱不能允許外部干涉力量侵擾我們的談判桌。」

216

第三、泰國認為中國大陸是願意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基礎上和平處理爭
端與合作。例如泰國前總理盈拉在東協峰會上表示：
「中國從總體上看是願意
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希望大家能在這個框架的指引下和平相處，
發展貿易和國外投資合作。」

217

第四是南海問題應由當事國自行談判解決。泰國外交部次長西哈薩
Sihasak Phuangketkeow）在第 11 次泰國一新加坡民事服務交流計畫協調會
議期間談及中菲南海爭端時表示，泰國將尋求實現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談
判。這樣的看法與中國大陸強調當事國自己處理的立場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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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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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一連串泰國官員的發言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泰國回應的幾個重
點：一是南海問題的爭議不應超越東協與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二是南海問
題應該由當事國自行解決，不應讓非當事國介入南海問題，三、泰國願意扮
演協調國角色，促進當事國自行談判解決南海問題。四是中國大陸願意遵守
南海行為準則，應在此一基礎上尋求解決南海問題。而這些重點反映出泰國
主觀認知中國大陸雖為區域性強權，但卻是自制，願意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其次東協需要中國，與中國大陸合作具有重要性。

3.柬埔寨：柬埔寨的立場與爭執方的越南與菲律賓不同，甚至也不同於
立場和中國大陸接近的泰國，其採取了更為具體與積極的行動，支持中國大
陸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越南、菲律賓希望將南海問題訴諸國際多邊場合，
試圖透過東協做成集體決議向中國大陸施壓，同時引進美國的影響力，讓美
國介入南海問題，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壓力，以增加自己談判的籌碼，但 2012
年柬埔寨擔任東協會議輪值主席時並未順從這樣的要求與壓力，反而為順應
中國大陸要求，致使東協內部產生過大分歧，讓東協成立 45 年來首次因未達
成共識而沒有發表聯合公報。
在南海議題上，柬埔寨採取順從中國立場的態度。因此，對中國所持外
國不應干涉南海問題，反對區域外第三方（主要是指美國）介入南海領土爭
端立場，柬埔寨總理韓森也附和中國大陸立場，表示：
「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是中國和東協十國之間簽署的，不涉及任何外部力量，因此，任何中國與東
協以外的國家和勢力都不能干涉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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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柬埔寨也認為南海問題應在東協內解決，反對國際化。柬埔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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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國，「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南海問題」，國際在線，2012 年 4 月 5 日，
http://gb.cri.cn/27824/2012/04/05/3245s3630206.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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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關各國應在東協和中國框架內解決這一問題，而不是將其國際化， 甚至
220

柬埔寨在擔任東協輪值主席國時在南海問題上為了高度反映中國大陸立場，
柬埔寨領導人在擔任 2012 年會會議主持人時，逕自宣讀了一項聲明，稱東協
達成共識，南海問題將不會「國際化」。 而這樣的立場也引起其他當事國強
221

烈反對，致使東協內部因為高度分歧，最終未能達成共識發表共同聲明。

由上述可知，中國大陸對韓森(Hun Sen)政權的援助與支持，使中國大
陸與柬埔寨關係在經濟援助下越加緊密， 這樣的依賴關係甚至讓柬埔寨政府
222

與反對派都支持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立場，其反對派領袖桑蘭西(Sam Rainsy)
就表示：「施亞弩國王在 1950 年代就與中國建立了良好關係。中國是一個不
能忽視的大國，代表著未來，而你不能忽視未來」。

223

這也顯示南海問題上，身為東協國家，柬埔寨在面對南海安全結構，其
採取支持中國立場。雖然東協內部一些當事國以及美國對中國大陸在南海問
題立場上相左，但並未採取中立立場，反而支持中國，明顯與越南是不一致。

四、

CSO 的應用：
南海問題看起來似乎充滿了對峙的張力與隨時可能引發衝突，但如果我

們從 CSO 的角度來觀察南海各方行為者的立場與態度時，會發現南海情勢是
符 合 CSO ： 互 賴 (interdependence) ； 均 勢 (equilibrium) ； 共 享 領 導 權
220

譚利婭，「柬埔寨：南海問題應在東盟內解決反對國際化」
，環球網，2012 年 4 月 1 日，：
http://tom.news.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04/257858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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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Perlez，
「柬埔寨在南海問題上維護中國」，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 年 11 月 20 日，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21120/c20asia/。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222
Nayan Chanda, “China and Cambodia: In the Mirror of Histor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9, No. 2(2002), pp. 1-12.
223
范娥，「柬埔寨反對領袖支持中國對南海立場」，BBC 中文網，2014 年 1 月 22 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4/01/140122_cambodia_sam_rainsy。最後瀏覽
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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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under shared leadership) 的 制 度 ； 菁 英 限 制 (elite
restraint)四項特點，而讓南海問題呈現「鬥而不破」的情勢。
首先、南海的相關國家呈現一種互賴結構。由於全球經貿與區域經濟日
益整合，讓東協國家與中國大陸乃至美國彼此之間在 1990 年代後經貿上是越
加相互依賴彼此市場。中國、美國與東協國家彼此之間是各自前幾大貿易夥
伴。以越南為例，中國大陸 2004 年成為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越南最重要的
進口國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場。 然而從中國大陸角度越南卻非中國大陸主要貿
224

易夥伴，但是中國大陸卻仍願意在南海問題上與越南進行相關協商，而非單
獨採取實際行動宣示南海主權（例如軍事行動）
，顯示中國大陸呈現某種菁英
限制以及在制度下和越南進行協商。而泰國在經貿上積極與中國大陸發展雙
邊關係，在立場上反而偏向中國大陸立場，而不是以東協整體性立場完全支
持越南與菲律賓的立場，非越南與菲律賓所採取的對抗要求。在柬埔寨立場
上，更是由於在經濟援助上高度依賴中國大陸，其立場反映出中國大陸的態
度。也因此，這種互賴結構，讓東協國家與中國都呈現一種自制狀態而未引
發無法收拾的後果。
其次、整個南海中的主要行為者維持一種均勢的狀態。中國雖然隨著經
濟快速增長帶來軍事實力大幅上揚，但與美國仍維持一定程度差距，再加上
美國與其他大國日本、印度的合作，在短期內仍具有抑制中國大陸海軍軍力
的實力，而使得南海的權力結構維持一種相對穩定狀態。 也因此，即使美中
225

雙方在南海問題上言詞交鋒，但並未有即刻發生軍事衝突之可能行。美國雖
然派遣軍艦與軍機進行巡航，也並未提高巡航密度與強度，而中國也沒有採
取激烈的反制作為與措施。東協國家中，與中國大陸有領土爭議之國家則與
美國進行合作，維持某種和中國大陸均勢的狀態，而讓南海問題處於一種「軟
224

Joseph Y. S. Cheng, “Sino-Vietnam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n

Survey, Vol. 51, Issue 2(March/ April 2011), pp. 392-398.
225

Amitav Acharya,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o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58(2014), 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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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
。
第三、在目前現有的亞洲區域組織中，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是非
常重要的一個。東協試圖將區域內大國都納入東協所建立的架構中，以東協
為核心的運作原則，讓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具有支配地位，因此美國、中
國、日本、印度、俄羅斯都在東協架構下對於區域安全事務上彼此之間相互
平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主導區域安全事務的發展，而是這些國家與東協共
享對於區域安全事務領導權。也因此，東協個別國家在面對南海議題時，所
面臨的結構並非中國大陸單獨主導亞洲區域安全事務的結構。相反的是一個
多元共享主導權的安全結構。這個多元共享主導權的結構是以東協為核心、
其他大國參與的多元結構。其避免單一大國主導所帶來的安全顧慮，也讓這
樣的結構促使南海處於相對穩定狀態。稟此，可以發現東協國家在面對南海
問題時，所呈現的回應與政策是多重的，既認清中國是一個大國的事實，但
南海問題所處的多元安全結構，也讓東協國家不至於只能選擇滬從或是避險
的單一選項。也因此，泰國某種程度支持中國大陸立場，然而越南卻是在多
邊架構下與中國針對南海問題堅持不下，但在雙邊互動中卻又強調與中國大
陸的友好歷史。
最後，中國大陸雖然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國力大幅上揚，但是中國大陸
在南海問題上並沒有採取強硬的軍事作為。其仍然強調著和平解決爭端、共
同開發、擱置爭議。這顯示出中國大陸雖然國力快速增長，但其並沒有隨著
國力增加採取具體行動迫使南海相關爭議國家放棄自己的主張。相反的，中
國大陸還呈現某種程度的自我克制，面對越南、菲律賓逐步佔領南海島嶼的
事實，其並沒有透過軍事力量完全驅逐這些島嶼上的他國人員。而這種一定
程度的自我限制，也讓南海局勢不至於惡化到軍事衝突，而侷限在外交上的
折衝。
五、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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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國家面對南海問題回應與對策呈現多元不同的內容。這些不同的回
應源於南海安全議題中，亞太地區安全結構是屬於 CSO 理論所提出的是一種
互賴、均勢、共享領導權與菁英限制的結構狀態。這樣的狀態讓南海情勢呈
現一種相對穩定的「軟衝突」。
由於東協與中國呈現一種相互依賴狀態，彼此在經貿上的依賴以及和平
環境的需求，使東協國家不願意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因此，在南海中與中
國有島嶼領土紛爭的國家試圖尋求美國支持以形成一種均勢。再加上，東協
為核心的安全應對機制，讓中國大陸、美國與東協不願意發生軍事衝突。彼
此之間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作為處理南海問題的核心原則。於是東協國家反
映出多元而非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上所提出的單一選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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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海面上升與領土陸沉之國際法課題:兼論生態外交之推動
周志杰
國立成功大學 / 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摘

要

海平面上升對小島嶼國家的危害遠勝於其他環境因素，土地的流失導致
領土的喪失。循此，設若一國領土完全沒入海中，更將引發國際法及國際政
治上的新課題：
「主權國家」這個抽象概念到底涵蓋那些要素？它與領土是否
存在必然的連結？領土的侵蝕及陸沉是否會造成主權的侵蝕？若缺少領土的
國家是否依然被視為是主權國家？本文從國際法和主權概念來分析此一議
題，並為南太平洋島國所面臨的陸沉問題提供三種可能的應處路徑及方案：
(1)流亡政府模式；(2)教廷模式；(3)「無國家的民族」身分。此外，本文兼
論我國聚焦生態外交的可行性及操作性。最後，本文的分析亦得出如下觀點：
(1)以領土疆界為基礎所定義的西發里亞式民族國家，無法對此一新課題提出
有效而完善的解方；(2)在氣候異常導致海平面上升成為全球科學界及政學界
的共識之前，海平面上升所衍生的政治與法律效應，仍無法獲得廣泛的關注
及探討。
關鍵詞：小島嶼國家、海平面上升、領土陸沉、國家主權、國際公法、生態
外交
Abstract
Sea level change has particularly jeopardized small island states.
Land loss changes the boundaries of territory. Complete inundation
raises the questions: what is the abstraction called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how is related to or distinguished from the physical reality
of territory? Does the erosion of physical territory produce an erosion
of sovereignty? Can sovereignty exist separate from territory? This
603

paper probes questions o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The findings support that: (1) the
Westphalian nation state, defined according to its territory and its
boundaries, can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is new issue;
and (2) the broader significance of sea-level change will not be fully
understood until the model of major climate change becomes subject to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This paper provides three possibly
leg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 for Pacific island states to face this
issue and discusses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state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Key terms: small island states, sea level change, territorial inundation,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 ecological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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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於2007年獲頒奧斯卡獎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
相》
，引發了各界對氣候變遷如何影響美國與其他工業化國家的爭論及不同觀
點。相較於已開發國家，氣候危機對小島嶼國家的危害更甚，而這些危脅早
已浮現。一如我友邦吐瓦魯的前能源與環境部長Paul Telukluk所言：
「氣候
變遷的衝擊是跨領域的，並會影響所有領域。瓦努阿圖多數的經濟部門都對
氣候相當敏感，也時常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Willie 2001)。2018年12
月的一場短暫暴雨使馬爾地夫的首都馬利(Malé)發生水災，部分居民被迫撤
離；而2019年6月的一場暴風雨在馬爾地夫島嶼北部造成嚴重的洪災，因此受
損的房屋高達600餘棟。在過去50年間，馬爾地夫至少有超過30件洪災被記錄
在案。除了馬爾地夫之外，2018年4月一場襲擊南太平洋島國的風暴，造成多
座島嶼嚴重洪災，更在斐濟傳出4人遇難的災情 。
226

國際社會似乎正逐漸認知到由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是全球生態
系統惡化的主要影響之一。二十世紀內，全球潮汐平均高度上升了10至20公
分，這個趨勢便是全球暖化的「重大貢獻」
。往後一百年間，全球平均海平面
預計的上升值為每年5毫米(IPCC 2001)。一份新報告更提出，亞太地區的海
平面可能於2030年時上升16公分，至2070年時則是50公分，半公尺高的上升
幅度將影響超過100,000公里的海岸線(Friends of the Earth Australia
2007: 3; Pnichi 2001)。2017年11月，兩個吐瓦魯家庭向紐西蘭提除氣候變
遷難民並尋求庇護的申請遭到拒絕，紐西蘭法庭裁定其並不符合1951年難民
公約的標準，但同時紐西蘭外交次長James Shaw也表示，針對因氣候變遷造
成海平面上升而受影響的小島國人民，紐西蘭政府將盡力研擬全新的人道簽
證類別。2019年10月吐瓦魯前總理Enele Sopoaga指出，澳洲副總理Michael
226

參見 http://floodlist.com/asia/maldives-floods-may-june-2019
http://floodlist.com/asia/maldives-floods-male-december-2018
http://floodlist.com/australia/fiji-cyclone-josie-floods-apri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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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rmack在太平洋論壇會議中的發言刻意淡化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危難，更
向外界傳達出錯誤訊息 。其實，早在2001年11月，吐瓦魯便宣布，由於領土
227

正緩慢消失，其全體國民將遷徙至西蘭(Kirby 1999, 2004)。2002年，時任
吐瓦魯總理Koloa Talake更威脅要於國際法院對澳洲提起訴訟，指控該國的
工業污染正在助長吐瓦魯被淹沒的情況。此訴訟於選舉後即被撤回(Space
Daily 2002a; BBC News 2002)。Talake於2002年2月大英國協高峰會中表示：
「洪水已向島嶼內部襲來，摧毀了糧食作物與六十年前我出生時便存在的樹
木。這些事物已經消逝，有人奪走了他們，而全球暖化便是罪魁禍首。」(Space
Daily 2002b)。
為了試圖提升其困境的可見度，吐瓦魯、吉里巴斯與其他小島嶼國家在
各種國際論壇上提出了海平面上升議題，其中包括聯合國、南太平洋論壇和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 (Allen 2004：755)。在聯合國的支持下，小島嶼
國家於1993年成立了由43個島嶼國家與地區組成的「小島國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以應對海平面上升的危機。海平面的變遷
也引發了各種問題，如：海洋生態保育、永續發展、對主權的挑戰、人口重
遷徙和移民；同時還包含情感層面的訴求：對流離失所者的人道關懷、對第
三世界國家貧困的覺察、誰應該為此負責、以及誰正在受苦的道德問題
(Lockhart et al. 1993; Chou 2005: 8)。其次，海平面上升也涉及全球南
北差距的問題。例如對吐瓦魯和吉里巴斯這類弱小且貧困的島國而言，若成
為全球氣候變遷的首批主要受害者似乎是格外殘忍的(Hay 2001; Kriby
1999)。此外，由於太平洋島國特別脆弱的生態系統，以及其一直被視為幽靜
熱帶島嶼天堂的刻板印象，因此他們在海平面上升議題上受到的關注最多。
但儘管如此，這些事件在國際上仍舊未受到太多關注，主要製造污染的國家
227

參見https://www.rnz.co.nz/news/national/342280/climate-change-refugee-cases-rejected
https://www.theguardian.com/australia-news/2019/oct/23/former-tuvalu-pm-says-he-wasstunned-by-scott-morrisons-behaviour-at-pacific-islands-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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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進度依舊緩慢；且即便是在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論壇
中，全球暖化及海平面上升也只是眾多議題之一而已。海平面上升同時也是
爭議性議題，北半球富裕國家的工業污染與島嶼國家急遽上升的海面之間的
關聯性難以被證明。但儘管科學上這個爭論依舊晦澀不明，它依舊引起了記
者和環保主義者們的注意，相關議題也已被廣泛研究。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
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預估，2030年時全球平均海面高度變遷為5至25公分，
到2070年時則為20至70公分(Watson et al. 1998; UNEP 2007)。這些估計值
不斷遭受批評，指責其高估和低估變遷現象的論點皆有。然而，無論海平面
變化在世界各地的影響為何，它們都不會是一致的，因為某些國家遠比他國
更容易受到擾動(Gillespie and Burns 2000: 17; Paterson 1996: 12)。上
升的海面帶來了許多挑戰，其中最糟糕的是當居民的流離失所，因為他們是
無力控制的環境變化的受害者。海平面上升可能會影響所有沿海國家，而其
中小國家面臨的危險較為嚴重：如原本就相當稀少的可耕地流失，或甚至完
全消失在浪花之下。即便在環境政治的領域下，海平面上升依舊不是主要的
國際議題。然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很多，從生態學到人道
主義的連結極廣。在吐瓦魯僅有10平方英里的土地位高於海拔15英尺的國土
上，即便是少量的土地流失也會造成慘重的人道災難。更重要的是，國家領
土的損失或消失同時也引發了法律與主權問題，土地的損失改變了領海和專
屬經濟區(EEZ)的邊界，這對其經濟價值而言相當關鍵。完全被淹沒的國家也
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問題，即已經「消失」的國家所剩餘的權利將何去何從。
如果一國將大量領土流失歸咎於他國工業活動所產生的「自然」過程，會帶
來什麼效果？海平面上升是對於沉沒國家與其他被指控應負責的國家來說都
一個主權議題(Henkin 1990; Hurrell 2000; Philpott 2001)。小島嶼國家
可能喪失領土國家的地位，而污染國則可能面臨國內經濟活動帶來的國際責
任，或至少是對其可責性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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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所討論的是未來50至100年內的預測。但即使地球暖化及氣候異常
在科學界亦並非定數，而且儘管50至100年對政策制定領域來說仍是一段極長
的時間，不過，海平面上升依舊在國際法及國際政治領域當中，引發值得深
思的問題：被稱作「主權國家」的抽象概念到底是什麼？而主權國家與實質
上的領土有什麼關聯或不同之處？傳統概念中領土和國家主權的關聯性使得
海平面上升議題極具挑戰性；西發里亞體系民族國家是根據其領土與國界而
被界定的，那麼物理上領土的侵蝕是否也會侵蝕主權？這對目前所認知的主
權國家的未來有何重要性？主權是否能和領土分開存在？本文將根據現有對
國際法和主權原則的認知來嘗試探討前述問題。
二、主權、民族國家與領土的關聯除了生物多樣性喪失、沙漠化、森林
砍伐、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損及多種汙染，海平面變化也是大範圍全球氣候
變遷所關注的主要議題。全球均溫上升——意即全球暖化與溫室效應，乃是
工業化社會的產物。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因化石燃料使
用與森林砍伐而劇烈增加，而地球大氣所吸收的太陽輻射量也隨之上升，進
而形成全球暖化。全球均溫一旦上升，可預期的結果之一便是冰川及兩極存
冰的融解；兩極存有的冰量相當可觀，舉例來說，若南極西部地區的冰冠全
數融化，那麼全球海平面將因此上升5至7公尺(Kellogg 1989: 54)。然而，
由於自然現象與人為造成的暖化難以區隔，因此全球暖化的科學研究仍帶有
爭議。自然波動可能有多種成因；如近年來部分觀測所得的海平面上升可能
肇因於聖嬰現象。其他研究更指出，太平洋島嶼並未下沉，且南極溫度正逐
漸下降，而非上升(Weart 2006; Sport 2002)。但即便存有歧義，過去二十
年來人們仍達成了共識——全球均溫在過去一百年間上升了0.3至0.6攝氏度
(Space Daily 2001; Paterson 1996: 9)。此增幅造成的影響包括冰川退縮
與「動植物分布緯度與海拔的改變」
，即熱帶物種向南、北遷移或向高海拔地
區遷移(Tiempo 2001)。當前的共識為此趨勢將持續至下一個世紀，而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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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全球暖化氣候模型所預期的諸多效應之一。若上述共識為真，全球暖
化與海平面上升正在發生，則其造成的衝擊並不會均勻分布在世界各地。濱
海國家，特別是沿海人口眾多的國家，是相對最脆弱的；此外，高度仰賴海
洋資源（如，漁獲、原油、貿易、觀光業）的國家，一旦海平面改變其將受
害更深。但Paterson(1996: 78)指出，並非所有沿海國家都具備相同的應對
能力；孟加拉和荷蘭皆對海平面變化格外敏感且有大量人口居於易受災區
域，然而兩國並不具備同等的技術、經濟資源來應對氣候變遷。散佈全球的
小島嶼國家，或為鏈狀、裙狀、孤島狀，是最易受海平面改變影響的國家。
這些島國間的差異甚巨，從領土廣大、人口眾多的古巴（人口1100萬）
，到人
口不足數千的小環礁，如基里巴斯與印度洋的馬爾帝夫。部分土地面積較小
的小島嶼國家(SISs,
The Smaller Island States)
是最脆弱的，其部分只高於海平面幾呎，甚至沒有內陸可言，若土地遭海水
淹沒，則其國民更容易流離失所。
相較於任何其他概念，國際政治極大程度上由國家主權所界定(Strange
1996; Katzenstein 1996; Jackson 1999)。甚至是對權力的觀念也是建立在
行為者以國家之名，為保護或促進其主權而行使排發性權力的假定之上。權
力主要分散在國際社會的民國國家之間，且沒有任何一個超國家的權威能夠
合法地強制國家讓渡主權(Hurrell 2000; Henkin 1990)。主權是國家獨享的
特權，所以儘管國際組織可能作為道德權威或為了表達集體意志而存在，但
其並無享有主權。主權是一個含有諸多要件及元素的概念。許多國際關係學
者皆試圖闡明主權的概念，並形成不同的解釋。Steven Krasner於1999年的
著作Sovereignty中將主權解構為幾項功能性的要素。Krasner認為主權有四
個基本涵意；而其中三個強調了權力與控制。第一，國內主權意指「一國之
內的公權力組織，並可達到一定程度的、有效率的控制」(1999: 9)。第二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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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相互依存，即對跨國境活動的控制，西發里亞主權體系意指自國內權力
中「排除外部行為者」。上述三項概念皆和控制一個實體的未來走向有關。
Krasner援引的第四項涵意並未強調控制，而是強調了成員資格的特質，即國
與國的相互承認與國際間的合法主權。
事實上，主權的概念和領土、領土管轄權緊密相關(Charney 1999:
863-865; Jackson 1990)。我們對國際法與外交實踐最基本的理解為：一國
需有領土以符合國家的構成要素。即便國界可能存有爭議，但所有聯合國的
會員體皆是被承認且擁有領土的國家。然而Krasner所定義的西發里亞主權體
系並不是聯合國會員資格的必要特質。聯合國與美國雖接受烏克蘭與白俄羅
斯作為聯合國會員，但兩者尚未主權獨立；而印度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時，
也仍舊處於英國殖民下。我們能在美國為上述案例辯護時質疑聯合國成員如
密克羅尼希亞、帛琉、馬紹爾群島擁有多少西發里亞主權。但如果排除這些
異常狀況，我們可以發現沒有任何非領土實體是聯合國的成員。除卻對領土
此一要素的強調，國際間仍有例外存在。某些特定實體如巴勒斯坦政權或流
亡政府，雖然在事實上(de facto)無法控制其領土，卻被授予外交承認。但
上述例外本身反而證明了土地的重要性：流亡政府和解放運動皆聲稱其擁有
合法的或道義上的領土所有權，由此可見主權與領土仍舊息息相關。
此外，即使其主張的合法性是基於「人民的」期望，所謂期望也是是奠
定於領土之上的。因此「人民」和「國家」被賦予了「領土的內涵意義」
，而
非民族的或文化的意義(Gottilieb 1993: xii; Douglas 2006)。對土地的強
調是較能被計量的：領土是有形的、可測量的，且易被邊界區隔的；反之，
身分認同、忠誠及同質性是較為不定形的、主觀的。然而，形成主權的關鍵
仍舊與「人口」或住民相關。沒有任何行使主體的權威便不是國家。領土，
或至少部分的領土必須要有居民，方能被視為國家。宜居的、可耕作的土地，
以及能夠支撐人類生存的區域皆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Ruggie 1993; W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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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然而，人口必須生活在可被識別為國界範圍內的土地上。是故，若要
建立主權，則領土和人口必須要同時存在(Schachter 1997)。若擁有和國土
分離的人口，則可能會被視為國家（如在以色列建國前的猶太人）
，但其並不
會被視作一個主權。最後一個主權的要素是外交性質。任何實體必須能與其
他國建立國際關係，並由他國承認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國際承認賦予一個主
權國家參與多邊組織、締結國際條約、享有外交豁免權、享有國際規範之權
義的機會。然而，非國家行為者亦能參與外交。Rosenau即論證到國際關係的
其他行為者與主權較無關聯，反而與權力、協議、合作等等互動更加有關(1990:
40-42)。這種國際交往能力的多元化，自從國際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組
織）開始扮演關鍵的角色後，便不再是由主權國家所獨享。然而國家在國際
法與外交上仍舊是主要行為者；非政府組織雖也參與其中，但其主要的作用
在於影響主權國家外交作為的方向。主權國家在外交層面上具有獨佔性，但
「主權國家」一詞本身並非由國際法所明確定義。國際法當中定義最明確的
概念是「條約」
，例如《維也納公約》及明確規範了外交關係與條約法。此協
定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針對性，但與國家的特徵無關。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1969, I, Article 2)以大量篇幅定義了以下術語：
「條約」
、「全權」
、「居留
地」與其他關鍵概念，但並未定義「國家」一詞；國家僅在其簽署《維也納
公約》時會被定義；因此確切組成「國家」的要素，至今仍未被確立。
2.1 主權國家的挑戰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中，國家概念的重要性不曾消失(Wwndt 1992;
Watts2000)。如上所述，被廣為接受的國家特徵強化了「國家」定義的明確
化。因此，一個擁有領土、人民與政府的實體只需要他國的承認便能被視為
一個國家。然而，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長久以來一直是對傳統主權觀念和領土
國家觀念的挑戰；面積最小的小島嶼國家引起了最難解的問題。許多關於國
家權力在國際關係中做為主要行為者的討論，都正在摸索著像吉里巴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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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國在國際上真正代表了什麼(Jachson 1990; 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 Schachter 1997)。由於只擁有稀疏的資源、稀少的人口與極小的國土，
許多小島嶼國家經常被認為是大洋版本的列支敦斯登公國，意即他們只是技
術上存在的國家。即便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獨立於其他較大的國家（通常是前
殖民母國），最小的小島嶼國家似乎也只是理論上的事後添加的事物而已。
主權國家是否在國際法或理論中被明確界定一事面臨許多挑戰。依據慣
例所想，所有民族國家都處於多方壓力之下。而我們應區分以下二者：意圖
將分裂國家挑戰者，以及威脅要以社會形式將國家置於不顧的挑戰者。舉例
而言，魁北克民族主義者可能尋求脫離現存的加拿大，但其僅是為了建立一
個新的、獨立的魁北克國家。這種分離主義運動並不會威脅到國家的概念；
事實上，這樣的力量欣然採納了國家的概念，包括旗幟，國歌，領土和貨幣。
這種對國家的挑戰意義重大，其主要作為脫離帝國和多民族國家的總普遍歷
史趨勢。分裂主義的動對主權議題最主要的重要性是規模：政治單位在停止
對其命運行使真正的主權之前能夠縮減到多小？然而，分裂主義運動並不質
疑主權本身的概念。對主權問題而言，更重要的是非領土基礎的行為者對權
威的挑戰(Chou 2009: 144-146)。國家權威主要基於用武權和掌握國民忠誠
度（或至少是服從）的能力。替代性權威來源對某些特定國家構成的威脅與
分裂主義運動所帶來的威脅一樣大。基於各種身分認同、種族、語系、文化
或宗教的跨國運動，是個人忠誠可以超越國家的一種現象。這種運動的訴求
並非對國家的忠誠，而是要表達個人身分認同，故對領土的控制不如身分認
同、意識形態重要。
跨國企業(TNCs)對其經濟和金融力量的鞏固是對主權的第二個挑戰。全
球化還包括了非商業性交易：資訊和意識形態。討論網絡（政治的、環境的）
的運作獨立於國家之外，有時甚至與國家迥然不同。其中最好的例子發生在
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動，它們並非被任何組織性運動引導，而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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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系統匯集而成的較鬆散的聯繫或信念。全球化、討論網絡和跨國身份認
同可能代表著不基於國家隸屬的整合性政治行動。長久以來，跨國企業威脅
主權國家的力量都被誇大，並被許多國際關係學者駁斥，包括《Sovereignty
at Bay》的作者(Vernon 1981)。然而，國家對國民的權威以及對領土的有效
控制仍舊容易受到威脅。由於各國的軍事力量皆不相同，故部分國家相形下
更為脆弱；例如美國受跨國企業影響較低，也較不易被海平面上升威脅，但
密克羅尼西亞島國卻恰好相反。關鍵的認知是，國家並不同於其他享有管轄
權與忠誠度的機構；儘管其他行為者如跨國企業或許擁有對人員、資產與職
能的權威，但他們並不能取代國家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參與者(Strange
1996: 46)。儘管跨國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以不同的方式在國際上享有權威和
職能，但它們仍舊缺乏了其他關鍵要素，例如對公民忠誠的控制以及國家享
有的合法用武權。
2.2 海平面上升的負面效應
民族國家即便面臨著來自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分裂主義與其他團體
的挑戰，他們依舊存在，而主權也仍是國家獨有的合法特權。除主權外，國
家同時享有的其他實體資源如：人口、地理規模、自然資源、知識資源（如
科技和教育）與合法性(Waltz 1979; Chou 2009: 121-122)。儘管這些資源
並非由所有國家平均持有，但國家依舊在國際政治中維持特殊的地位。
海平面上升帶來了一個全新的難解之謎。以接受這個科學共識作為出發
點，那麼海平面上升現象會帶來何種政治影響？物理上的效應可以被輕易地
舉出，且實際上部分也已被人類觀測。海平面上升對人類生活和社會的衝擊
從輕微的到災難性的皆有，電影《Waterworld》裡驚心的畫面足以佐證後者。
全球暖化的實際衝擊在規模上並不那麼巨大(Tiempo 1999)。然而，即便全球
均溫只上升幾度，也會對氣候帶、農業、動植物分布造成重大影響，並為脆
弱的當地環境帶來更大的壓力。儘管聯合國環境已估算出了每年1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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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損，但實際上這些變化帶來的經濟損害是難以估計的(UNEP 2007: 82)。
首先，氣候變化的主要衝擊是對農業生產活動的干擾或破壞。降雨頻率的改
變、成長季節的輕微變化，與熱帶害蟲往溫帶區域遷移，是三項全球均溫變
化可能的影響。雖然降雨頻率改變也可能是由現存的沙漠化現象所造成，然
而更誠實的說法是，在全球暖化的清況下農業模式將會改變。由於生長季的
拉長，高緯度地區（例如北加拿大與俄羅斯）的農業產量可能會增加(Young
1999; IPCC 2001)。
其次，明顯的衝擊是對沿岸區域的破壞或喪失。上升的海面會侵蝕海灘
地、摧毀沙洲島，並可能使該地居民被迫移居(Edgarton 1991: 25-27)。沿
岸地形的喪失會使該地更易受害於風暴與洪水的侵襲(Paterson 1996: 85)。
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孟加拉國，美國和埃及）的沿海地區人口稠密，容易
受害於上述的沿岸侵蝕。然而土地不必完全被淹沒才會帶來經濟或其他的後
果。如果海水汙染了沿岸地區的地下水層，那麼上升的海平面也會對淡水供
給造成威脅(Peterson 1996: 85)。鹽水污染可能會影響飲用水、工業用水與
農業用水。廢水處理也是一個潛在的困境，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地區更為嚴
重(Gourbesville 2006)。海平面上升也會威脅到當地生態系統，包括野生動
物的自然棲息地。這同時是一項環境與經濟的問題。美學特徵如海灘地及礁
岩的喪失可能對重要的觀光業帶來帶來負面衝擊。
再者，部分或全部的土地消失會影響一國的領海與專屬經濟海域(EEZs)
所有權。海洋性資源的所有權是基於一國領土的延伸；專屬經濟海域是其（主
權）領海自該國海岸線向外延伸的海域。而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均是從相同的
沿海基線向外畫伸。沿岸地區或島嶼的喪失會縮減一國所持有的領土。若該
區域能夠支撐經濟活動如漁業或原油鑽探，則一國甚至會主張對無人島或無
人礁擁有主權。經濟海域和領海的生物資源通常對國內消費與出口都很重
要。經濟海域最多自海岸線向外延伸320公里，使各國能擁有該範圍內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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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特權（《聯合國海洋法條約》第56條）
。即使該海域仍舊維持自由航行，
但其中的礦產、原油與漁獲資源均為一國所特有(Buck 1998: 94)。部分經濟
海域的大小遠遠大於其所有權國的領土面積；舉例來說，吐瓦魯雖僅擁有26
平方公里的土地面積，但其經濟海域卻高達900,000平方公里(Watson et al.
1998: 338)。小島嶼的喪失會對其有最大的影響，可能會壓縮高達數百平方
公里的經濟海域。
此外，領土的喪失或縮減可能波及居住空間。然而由於可耕地和不可居
住的荒地總是小於島嶼的總面積，故這個問題不僅僅是空間上的。小島嶼國
家即便是面臨最微小的改變都非常脆弱。儘管大部分的小島嶼國家通常都沒
有大量人口，但其人口密度較高，並有大量沿海居民，特別是環礁國家更為
明顯。即便人口能夠向內陸遷徙，此舉也會增加早已經高居不下的人口壓力。
故即使海岸線只微弱的變化，也會迫使人口向國內或跨國遷徙。2017年3月由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一篇報導指出，由於海平面上升，巴布亞新幾內亞
自治區內多個島嶼已經面臨嚴重的問題，包括淹水造成居民無以維生、但水
資源嚴重缺乏等等。
228

對吐瓦魯這樣的超級小國來說，海平面10至70公分的變化將會是個超

大災難。
人口遷移是氣候變遷的最終影響是在文化和社會層面。部分或全部的土地喪
失會威脅到規模小的、高度本土化的，並且本來就很脆弱的當地文化。人口
的重遷徙和分散會摧毀當地或民族文化，並使其喪失祖傳的、深具文化意義
的土地與遺址，同時也會瓦解被迫分散的成員之間的文化連繫。本土的語言
也將深受其害，若是將本就為數不多的族群分散到世界他處更大、更霸權的
文化中，則傳統和文化認同可能會消逝。
三、
「後領土」國家可能面臨的政治及法律難題

228

參見 https://blogs.unicef.org/east-asia-pacific/the-last-isl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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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最糟的後果是島嶼國家被完全淹沒；雖然這還不是既定的事
實，但這個可能性已經提高了吐瓦魯、基里巴斯與馬爾地夫政府的警覺。海
平面上升的速度可能慢得足以讓人口有重新安置的餘裕，且即便國家領土消
失了，政府也得以持續維持存在；但因此造成的人類的苦難和文化的破壞並
不能被視而不見。另一個挑戰傳統主權概念的問題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
完全消失，那麼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會產生何種影響？
「後領土」情境的核心議題在於倖存人口的權利與其代理人。國土被完
全淹沒的情況在國際政治上毫無先例，過去從未發生過主權實體物理上消失
的例子。儘管國界經常變動，並且國家也可能在消亡後成為自治性單位，但
他們未曾在地理上實際消失。海水淹沒帶來了民族國家可能不再是有領土的
實體的可能性，然而，其人口仍會持續存在，他們相當有可能成為難民、游
牧民或移民。在這種情況下會產生的政治和法律問題非常多且無法被完全確
立。然而，根據現有的狀況和理論，許多問題已然浮現：
1. 流離失所的人口和他們仍舊存在的集體身分認同（如果有的話）
。如
果吐瓦魯的人口被迫離開正在下沉中的島嶼，那麼他們還會保有集體的身分
認同嗎？這個問題如前文所討論，具有多種文化與道德上的含意，而這同時
也是個法律問題——其他國家是否會承認流離失所的人口擁有任何集體權？
2. 外交問題。本文所提及的國家都曾簽署過各種雙邊或多邊條約，根
據條約確立其所享權利和應盡義務，然而這些權利義務在國家淹沒後，會得
到多少承認與支持？被淹沒國在多大程度上會被允許作為受承認的行為者參
與國際機構、論壇和其他外交事務？
3.豁免權。外交問題也引發了被淹沒國代表人的外交豁免權問題。被淹
沒國的政府及其代表是否會被國際承認，或繼續被承認為擁有傳統豁免權的
外交代表。
4. 海外財產與資產與國際債務。大使館的地位以及大使館對其海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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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控制權也將會是另一法律問題。果人口被迫分散，那麼誰能管制並享有
海外財產和資產利益？同理，被淹沒國的國際債務將會處於何種狀態如何？
5. 被淹沒國對其前領海、經濟海域和其中資源的所有權。被淹沒國是
否仍擁有領海或經濟海域的所有權？該水域可能仍具有極大的經濟價值。此
外，並不宜居但能進行經濟活動的小地形（島嶼，礁岩）是否能作為主權剩
餘的領土基礎？
3.1 受害國家的究責及補償
無論在全球暖化最好或最糟的後果之下，小島嶼國家還能採行什麼替代
方案？這個疑問面對的挑戰之一是缺乏先例；由於地球是個動態系統，故自
然過程也會引發輕微的領土喪失，但本文討論的重點是人為引起的全球暖
化，故人類活動應對暖化的影響負責，而非歸咎於無關個人的命運或自然侵
蝕。如果某些國家因海平面上升而承受較多譴責，那麼他們是否需要擔負法
律責任？國際法中已確立了一國侵害他國的法律責任，但迄今為止，此類案
件多半集中在戰爭法與商業關係法上。國家法律責任的原則同樣也適用於過
失傷害，例如偏離或重新進入太空的物體造成的危害。然而，這些案例都是
基於已確立的習慣或條約；法律責任和環境的危害並不會自動形成。
單一國家對暖化應負的責任在各種條約中並未被明確規定；聯合國氣候
變遷綱要公約(UNFCCC)對於責任的歸屬問題已經陷入膠著(Ellison 2003;
Paterson 1996: 75)。很顯然地，已開發國家曾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但如
今欲擴張工業活動並使人口消費模式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也加入了排放的行
列。儘管必須付出環境代價，公正平等的概念依舊賦予了南方國家(The South)
發展的權利，一如北方國家(the North)已經達成的；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
不太可能承擔所有問體和提供解決方案的責任。至於折衷作法，聯合國氣候
變遷綱要公約在序言中明確指出，已開發國家在應對問題上扮演了更重要的
角色，但這並不是對已開發國家的譴責或要求其負起法律責任。誠然，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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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國家之所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強的能力來採取行動，
並且他們對於問題的產生所應負的責任更大。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3
[1]條也確立了「共有的但各有區別的責任與個別的能力」
。然而，在國際協
商的里約與東京協定中，已開發國家卻拒絕承擔任何特定的責任(UNFCCC
1992)。但全球暖化的責任即便無法由世界各國平均分擔，但仍舊是每個人都
需擔負的，這個重點便能夠做為法律責任的依據。然而，任何法律追訴權會
對受影響的國家帶來兩個主要問題；由於各國從事工業活動的歷史相當清
晰，因此要確定哪些國家排放大氣二氧化碳相對容易，但要確定某國的汙染
和全球暖化與海平面上升的關聯性，卻是更為艱鉅的任務。有多少全球暖化
是人為現象？而若是有海平面上升發生，則其中有多少程度可歸因於全球暖
化或其他人為活動？在吐瓦魯的海平面上升，是否和已開發國家的汙染大幅
相關？是否與鄰近的澳洲製造的污染相關？抑或者，是否和吐瓦魯自身的經
濟活動、農業，與其他的人類活動有關？這些疑惑在表面上看來是科學問題，
但確立責任來源卻不僅僅是一項決策，政治考量也將在責任歸屬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科學研究無法確定全球暖化的哪些部分是由人類活動直接引起、哪
些是由自然過程產生，而又有哪些局部效應是由人類或自然因素驅使。此外，
科學界本身也是分裂的，聲量較小的少數群體拒絕與主流達成共識。因此，
對全球暖化的責任判決無法基於明確的、具壓倒性的科學證據之上。訴訟當
事人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國家擁有退出國際法律訴訟的能力。例如美國在
過去就曾突然退出國際法院的管轄範圍。另一方面，澳洲曾毫無保留地接受
了法院管轄權，因此該國更容易受到島國提起的訴訟的影響（BBC News
2003）
。被影響的國家是否應接受海平面上升的災害補償？若其接受了補償，
則能在下列三項方式中擇一。如果已開發國家決定就此問題採取行動，則同
樣的方式可以在沒有法律訴訟的情況下實施。第一種可能的補償措施是金融
上的補償。汙染國可以支付金錢賠償，以彌補受害國旅遊業與漁業損失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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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用以負擔人口遷移的費用；如果人口被分散了，則可向個人支付金錢
賠償。這個概念可能與二戰期間德國和日本政府向其暴行受害者所支付的賠
償相似。第二種補償的形式是將技術轉移至受影響國。目前確實有能夠保護
和復原海岸侵蝕的技術。當上述解決方案在技術上可行時，需對溫室氣體排
放負責的國家便可以支付復原或保護瀕危地區所需的費用（例如防止海灘侵
蝕或洪水的屏障）
，而當地水源受到污染時，也可以採用海水淡化技術。第三
種補償的形式為擴張的或特殊的移民權利。吐瓦魯已要求澳洲與紐西蘭接受
更多的吐瓦魯移民；儘管澳洲拒絕考慮此提議，紐西蘭已經同意在未來30年
內接受更多的吐瓦魯移民(Kirby 2004; Panichi 2001)。這種方式在海平面
變化較小的情況下十分有效，而即便是在完全淹沒的狀況下也會是必不可少
的措施。儘管如此，移民權仍舊問題重重。即便吐瓦魯與其他小島嶼國家普
遍人口不多，已開發國家仍舊拒絕其難民與移民的湧入。當今的已開發國家
越來越不待見難民；至於移民，無論其身分為何（合法的、非法的、是難民
或其他）
，則成為許多難民目的地國的政治衝突避雷針。更甚者，政府要如何
處理要求取得環境(environmental)庇護的11,000人口(Paterson 1996:
11)？這個問題並不止步於小島嶼國家，南太平洋難民能否被保證能獲得遷移
至其他人口更多的國家的機會？孟加拉的人口眾多且密集，對海平面上升的
衝擊非常脆弱，因此，提供移民權將不會是已開發國家所能夠對孟加拉提出
的選項。
3.2 「後領土」國家主權地位的維繫
我們可以自上述分析中延伸出一個問題——為何領土的喪失必然意味
著國家地位的喪失？最簡單的法律效果便是將喪失領土視為一種不會改變國
際法或國際慣例的自然過程，消失的國家便不再是國際法的主體。喪失領土
可能產生的其一狀況如下：一旦沒有位於海平面上的領土且國民被分散，則
外交上的承認便會被撤回、大使館及其人員將失去原有的地位，但其餘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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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這個狀況產生的問題在於，法人與自然人即使不再存
在也會餘下遺留物。繼承國的相關法律已完備，其部分於1978年的關於國家
條約繼承維也納公約完成。此條約廣義地規定了繼承國將受前任國家所簽署
的條約所約束（第34條）
。在蘇聯(USSR)解體後，俄羅斯被認為是其合法的繼
承國，而其他前蘇聯共和國的成員也都在某種程度上受蘇聯於1991年12月前
所簽署的條約管束。故我們能發現，問題所在之處又再一次地發生在國家與
領土的連結上。蘇聯消失了，但其領土並未隨之消失，而是被區分成15個新
的國家。一個可能的解答存在於那些沒有完全分配到前述國家地位的特性的
實體。有三種對國際法或國際關係來說並不陌生的非傳統主權模型，他們可
以被用作為後領土主權的基礎。
3.2.1 教廷模式
儘管討論至此，國際政治中依舊存在著對領土主權的所有權相當薄弱的
實體。在現代國際體系中最知名的案例便是梵蒂岡城／羅馬教廷被許多政府
承認為主權國家的特殊狀況。梵蒂岡城對義大利境內超過108.7英畝的土地擁
有主權；緊關梵諦岡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它卻享有非會員國的永久觀察員
地位。梵蒂岡城雖然只擁有無花果葉般大小的領土，但它卻是個領土主權國
家；然而同一實體也被稱作教廷，其為不具有領土主權的所有權的羅馬天主
教會的行政中心(Damrosch 2001: 291; Henkin 1990)。在梵蒂岡城／羅馬教
廷的例子中，主權究竟位於何處？該國以羅馬教廷之名在聯合國內設置常駐
聯合國代表團，然而，部分國家承認梵諦岡的存在，其他國家承認的則是教
廷。某種意義上而言，教廷代表了非領土主權國家，即便它沒有那108.7英畝
土地的主權及其為數不多的永久居民，它仍舊主張擁有主權。因此，梵蒂岡
／羅馬教廷代表了一種可能存在的主權模式，即不完全或不主要基於領土之
上主權。
3.2.2 「無國家民族」的去領土化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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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並非唯一可以支撐主權的行為者。中世紀時期的權威是被分散、重
疊的，且權威並不只是根基於領土管轄權。第二種可能的後領土主權模型解
構了主權的概念，並將其從國家中移除。自歐洲中世紀末以來，主權一直被
視為國家的一種特質。西發里亞條約被廣為接受，若武斷而言，它建立了領
土國家不受其他行為者權威或力量影響的基準。此條約如同Krasner所指，強
調了一個全新的重點：「領土性和將外部行為者排除在國內權力結構之外」
(Krasne1999: 14)。在同一片土地上運作的多個相互交叉的主權的可行的概
念很快消失了（儘管他們仍在現今世界中再次出現）
。在不同主權間虛構出的
平等也變成了一項關鍵要素，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主權並不是這個概念的第
一個或最後一個詞。
因此，主權可以被置於不同的實體中，例如人口。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
主權概念的重大修正：將主權置於人類而不是領土之上。特定的種族群體根
據文化、語言或宗教而被賦予特定的認可。美洲原住民族對其內務擁有自治
權就是一例。這樣的社群雖然缺乏了所有主權的特性，但依舊能基於其土地
之外的特徵得到主權認可。因此，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種被置於被承
認國家以外的合法權威模型。然而，維持合法選任的領導地位是至關重要的，
唯有在主權的概念被應用於一群由文化和語系界定的人口時，此領導地位才
能被實踐。根據Krasner所用的定義，這樣的人口或國家將擁有西發里亞和國
際合法的主權，但不一定能對領土行駛控制權，或能掌握國內主權，即有能
力對其公民進行全面的管控。將此概念套用至被淹沒國，基於人口之上的主
權將賦予居於他國領土的流離失所者集體權。
Gottleib在《Nations Against State》中提出了這樣一個案例，在該
案中他提出了「國家政權加族群共同體(states plus nations)」的模型來解
決衝突。Gottleib的模型以非領土國家主權補充現有的國家主權；有爭議的
領土將具有雙重身份，即自公民身分(citizenship)中分離出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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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這樣一來，個人就可能在一個群體中主張基於文化認同之上
的國籍，並可從已建立的國家獲得公民身份的保護。(1994: 3, 24)。Gottleib
同時還設想了國家之間廣泛的職能合作將如何建立跨境制度(1994: 5)。在現
代國際體系中，尚未有任何缺乏領土的人口獲得主權與外交承認的先例。國
際社會中確實存在著跨國的國民群體(national groups)，他們即便沒有國家
(states)，但仍然持有集體認同；最著名的例子是羅姆人（也稱為吉普賽人，
但此用詞不被多數羅姆人承認）
。國際非政府組織聲稱代表了羅姆人運作，其
旨在促進羅姆人的文化、語言、法律保護和身份認同。然而，與其他聲稱承
認文化-種族群體(cutural-ethnic)的組織一樣，羅姆人不被視為主權獨立或
被承認為國家，他們仍舊被視為各自國家的公民。
3.2.3 流亡政府模式第三個在國際法上確立較完整的模型為流亡政
府。一個受承認的政府即便對領土已不具有效的控制，但仍持續執行其主權
權利。流亡政府在擁有合法性的前提下運作，並會對其領土行使主權、對人
民行使權力。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數個流亡政府被同盟國陣營視為其佔領
國的法理上的(de jure)政府，他們能參與國際會議並簽訂條約(Damrosch
2001: 313)。在伊拉克占領科威特的期間內，科威特政府持續被伊拉克以外
的其他國家視為該片領土上的合法政府。然而此概念並不僅限於戰時情況；
二戰後，美國仍舊承認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存在，直到他們於1991年自蘇聯
(USSR)獲得了事實上的(de facto)獨立。民族解放運動（如巴勒斯坦解放組
織）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即便他們通常只代表著有待建立的臨時政府，他們
仍然是是流亡政府模型的變化形。
將流亡政府概念應用於沉沒國家的困難在於，流亡政府的概念是根基於
暫時性狀況的假設之上。而若是吐瓦魯淹沒在太平洋之下，其政府很有可能
永遠不會再收回領土。主張作為流亡政府的「國家」會處在一種撲朔迷離的
狀況：他們受到某些國家的承認，同時也繼續竭力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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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只有國家能在國際法院提起訴訟，這可能是獲得後領土承認的主要優勢
之一。但是，我們並不能確定所有國家都會承認被淹沒國家政府是流亡政府，
因為若是這種承認會被用於壓迫移民權利或金錢補償，那麼很多政府會不願
意提供，或甚至撤回認可。歸根究柢，外交承認是一種政治行為，且國家可
能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Krasner 1999: 15)。如果無
政府狀態是由國家來定義的，那麼同樣的論證也可以適用於主權上。國家會
可能會承認一種新的主權的形式，其允許流離失所的人口擁有部分集體法律
權利。除了為淹沒國家提供法律模型，上述的模型們同時也提供了構思主權
的另一種方式。透過挑戰主權與領土之間的聯繫，我們便有可能看得更遠，
將世界政治視作僅僅是相似行為者的集合，或是跟隨Rosenau的想法，即世界
政治是一個由被主權約束的行為者和不被主權約束的行為者所創造的雙頭壟
斷。在小島嶼國家的帶動下，我們有可能能夠超越主權和國家，或得到更為
複雜、豐富的世界政治概念，其含有更細密的網絡、焦點和各種塑造個體、
群體和國際事務的地位類型。
四、代結語
儘管吐瓦魯於2001年6月向澳大利亞提出允許增加移民的請求遭到拒
絕，澳洲卻要求吐瓦魯接受離岸遷徙的中東難民(BBC News 2001b)。這個事
件象徵著小島嶼國家是如何遭受強國漠視，除了秉持道德原則外，小島嶼國
家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們規模狹小、缺乏資源、在世界舞台上有限
的聲量，再再都削弱了他們的影響力，因此小島嶼國家對任何國家在經濟上
或資源上都沒有強大的影響力。海平面變化是晦澀難解的議題，還會造成無
法預期的政治影響，因此經常受其他與安全、經濟發展相關的議題排擠而被
屏除在議程之外。至少在初期，海平面上升的代價很可能由小島嶼獨自勉強
承受。在主要氣候變遷模型成為科學和政治共識的一部份之前，海平面上升
的普遍重要性將不會被人類全盤了解，相關議題更必須與許多其他可能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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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議題競爭才能得到關注。是否將海平面上升問題確認為是應該採取一致
行動的問題」
，可能取決於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亞太主要群島國家（如日本或我
國）是否決定將此問題作為其國際外交努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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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漁業政策—兼論對台的黃牌警告
鍾志明
南華大學 /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歐洲聯盟的共同漁業政策，原屬共同農業政策的一部分。1970年代開始
制定漁業相關規則，如可捕量與配額、限縮過度的漁撈能力以及建立漁產共
同市場組織等，以保護歐盟水域之漁業資源和漁業產品之供需穩定。直到1983
年才訂定漁業資源養護政策和漁業經營制度，以追求藍色歐洲的理念。而隨
著科技進步、會員國數量增加、消費者習慣改變與自然環境之影響，歐盟數
度針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重大改革，除檢討執行缺失，也提出改革方向與具
體改善措施，維持歐盟水域漁業資源之穩定，促進漁業社區經濟與產業發展。
最近的一次共同漁業政策改革是在2014年，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類
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政
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格
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2020年之前，應按照最大持
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利
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
本文將就歐洲聯盟制定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2014年共同漁業政策改革
內容、及其對內與對外政策等面向進行剖析，同時對於台灣被歐盟列入打擊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不合作第三國警告名單，經數年努力方擺脫
黃牌汙名和可能的制裁，本文也建議我漁政單位應投入充足資源和人力以落
實執法，並對我漁業轉型更堅定地採取必要之改革措施。
關鍵字：歐洲聯盟；共同漁業政策；最大持續生產量；黃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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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的共同漁業政策，原屬前身歐
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歐體或共同體）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一部分。1970 年代歐體開始制定漁業相關規則，
如可捕量與配額、限縮過度的漁撈能力以及建立漁產共同市場組織等，以保
護共同體水域之漁業資源和漁業產品之供需穩定。直到 1983 年才訂定漁業資
源養護政策和漁業經營制度，以追求「藍色歐洲」（Blue Europe）的理念。
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會員國數量增加、消費者習慣改變與自然環境之影
響，歐體或歐盟數度針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重大改革，除檢討執行缺失，也
提出改革方向與具體改善措施，維持歐盟水域漁業資源之穩定，促進漁業社
區經濟與產業發展。
最近的一次共同漁業政策改革是在 2014 年，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
類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
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
格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 2020 年之前，應按照最大
持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
利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
本文將就歐洲共同體制定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政策之制定和發展、
2014 年共同漁業政策改革內容、及其對內與對外政策等面向進行剖析，同時
對於台灣被歐洲聯盟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的不合作第三國
警告名單，經數年努力方擺脫黃牌汙名和可能的制裁，本文也建議我漁政單
位應投入充足資源和人力以落實執法，並對我漁業轉型更堅定地採取必要之
改革措施。
二、共同漁業政策之起源與發展
有關歐洲共同體漁業方面的單獨規範，是直到在 1983 年才從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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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出來，成為共同漁業政策，雖奠基在與共同農業政策相同的法律基礎上
（羅馬條約第 38 至 47 條，今歐盟運作條約第 38 至 44 條）
，但仍顯示出其重
要性日增。由於捕撈技術與造船工藝的進步，使得漁業活動更加蓬勃發展，
卻也導致過度捕撈和各國間的漁業糾紛。因此，推動共同漁業政策的主要目
的，並不在於追求更高的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要制訂完善的養護政策、管
制漁獲量、調整產業結構、控制市場、協調對外貿易並解決漁業社區之發展
問題。 由於國際環境的變遷以及個別會員國的因素，共同漁業政策歷經數個
229

階段的發展。

230

(一) 歐體漁業政策之萌芽
共同農業政策原本就有包含漁業面向，1958 年生效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條約第 38 條第 1 項明白規定：
「共同市場應擴及農業和農產品貿易，農產品
係指土壤作物、畜牧、漁業以及經與此類產品直接有關之初步加工階段後之
產品」
。此外，第 39 條臚列了共同農業（包含漁業）政策之目標，分別為提
高生產力、確保農業區之生活水準、穩定市場、正常供給以及提供消費者合
理價格等。相關政策法規由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簡稱執委會）
提案，部長理事會（Coumcil of Ministers，簡稱理事會）在諮詢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意見後，以條件多數做成決議。
進入 1960 年代之後，會員國面臨調和漁業養護措施、穩定就業市場、
以及均衡發展漁業經濟等問題，亟須配套方案措施，協助整合各國漁業管理，
朝向共同市場前進。 惟當時是由個別國家在共同體架構外的組織提出討論，
231

如「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Nor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EAFC）依據科學家的評估，建議會員國共同規範漁撈網尺寸、各類魚種可捕
229

John McCormick,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and Policies , 3r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p. 296.
230
Carsten L. Jense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Esbjerg: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Business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1999), pp.15-31.
231
張平怡，
《歐洲共同體共同漁業之研究》
（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4）
，頁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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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以及保存漁業資源。 正因該委員會不具執行權限，所以又回到歐體架
232

構內尋求解決解決。經執委會提案以及諮詢歐洲議會意見之後，部長理事會
在 1970 年 10 月通過兩項規則，分別規範共同漁業政策的初步架構、作業漁
區捕撈準則、建立共同市場組織以及與第三國的貿易。233其中，第 2141/70
號規則第 5 條更是嚴加限制在會員國漁捕區的可捕範圍、季節和使用之漁具。
不過，就在六國通過上述兩項法規後，歐體第一次擴大的談判也剛好展
開。按理新加入的會員國應全盤接受歐體的條約和之前所通過的法律規範
（acquis communitaire），但是英國和挪威極力反對第 2141/70 號規則有關
平等入漁（equal access）原則，而希望保留近海與沿海漁權給當地漁民。
經過談判，各國同意 6 海浬之內僅開放給傳統上在此捕魚之本國漁民，平等
入漁原則僅適用在 6 海浬之外；理事會應在 1976 年年底前訂定保護魚群和海
洋資源的條款，並依據執委會於 1982 年底前所提會員國沿海地區經濟暨社會
發展的報告為基礎，制定歐洲共同體的共同漁業政策。

234

(二) 導入 200 海浬專屬經濟區之漁業政策
因應聯合國所召開的第三次海洋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擬將國家的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海域延伸至 200 海浬，歐體部長理事會於 1976 年 10 月在荷蘭海牙做成決議：
235

1. 自 1977 年 1 月 1 日起，歐體專屬經濟海域正式擴大到 200 海浬範圍；
2. 訂定特別魚種之可捕量和漁撈規則，管理歐體海域內的漁業資源，分
配各會員國之可捕配額；
232

Jensen, op. cit., p. 16.
“Regulation (EEC) No 2141/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laying down a common
structural policy for the fishing industry”, Official Journal (OJ) L 236/1-4, 27.10.1970;
“Regulation (EEC) No 2142/70 of the Council of 20 October 1970 on the common organisation
of the market in fishery products”, OJ L 236/5-20, 27.10.1970.
234
參見林語崇，《歐洲聯盟共同漁業政策之發展與變革》（嘉義：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19-20。
235
同上註，頁 20-2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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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權執委會對外進行漁業談判，以確保會員國在第三國海域作業權
益；
4. 保留會員國 12 海浬近海傳統漁區，並得禁止他國在此進行漁撈作
業。
不過，對於漁業養護措施方面，理事會決議缺乏具體明確的規範，僅要
求會員國不可採取任何片面之養護措施，而在「東北大西洋漁業委員會」以
及「西北大西洋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North West
Atlantic Fisheries）等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中，所有會員國必須採取一致
的立場。直到 1978 年部長們才達成共識，同意針對漁撈設備和網眼尺寸進行
限制，同時設立禁漁期、禁捕海域以及禁捕魚種，以達養護漁業資源的目標。
236

專屬經濟區擴大至 200 海浬對共同漁業政策發展的影響是，歐體執委會
獲得授權，可以與第三國進行漁業相關協定之談判，俾取得進入對方專屬經
濟區進行漁撈的互惠待遇；而執委會也可利用手中共同商業政策的談判籌
碼，例如給予進入歐體市場的貿易優惠，來換取第三國漁捕區的漁業資源。237
此發展對共同體的整合帶來正面影響，說明團結力量大，各會員國將漁業政
策主導權逐步交給歐體超國家機關來管理，也使得共同漁業政策的雛形越來
越清晰。
(三) 建立共同漁業政策
當共同體正在談判向南擴大、準備接納南歐漁業大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之際，部長理事會於 1982/1983 年通過三類法案―分別是養護政策
（Conservation Policy） 、結構政策（Structural Policy） 與管制政策
238

239

236

同上註，頁 23-24。
Jensen, op. cit., p. 19.
238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0/83 of 25 January 1983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13, 27.1.1983;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171/83 of 25 January 1983 laying down certain technical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OJ L 24/14-29, 27.1.1983.
237

634

（Control Policy） ―較全面性地構建共同漁業政策，確立將養護漁業資源
240

作為根本目標，訂定總可捕量和會員國配額制度，並尊重各國沿岸水域的歷
史性漁權，對漁業進行補貼，以及促進漁捕現代化等 ，朝向漁業永續經營而
241

努力。
漁業政策實施 10 年之後，為順應最新的發展，1992 年歐盟把水產養殖
也納入了此項政策的範圍，並解決漁船數量和可捕量之間嚴重失衡的問題。242
接著又在十年過後，再度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調整與改革，理事會於 2002 年
通過三項法規，分別是第 2369/2002 號規則計畫以輔導漁業財政援助辦法
（Financial Instrument of Fisheries Guidance）重整歐盟漁業部門243，建
立減船措施的第 2370/2002 號規則244，以及第 2371/2002 號有關漁業資源保護
與開發規則245。就內容來說，包含以下幾個主要層面：246
1. 建立長期漁業管理機制，並納入海洋生態與資源的保護；
2. 設立區域諮詢委員會（Regional Advisory Councils）
，提高漁民和
其他利害關係人對共同漁業政策之參與；
3. 加強會員國漁業部門在檢查和執法上的合作，執委會負責總體監控；
4. 實施新的漁船政策，鼓勵減船和贖買漁業權。
三、共同漁業政策最新改革內容
2011 年下半年，歐盟執委會提議對共同漁業政策進行新一輪的改革，
239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908/83 of 4 October 1983 on a common measure for
restructuring, moderniz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shing industry and for developing
aquaculture”, OJ L 290/1-8, 22.10.1983.
240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057/82 of 29 June 1982 establishing certain control
measures for fishing activities by vessels of the Member States”, OJ L 220/1-5, 29.7.1982.
241
鄒忠科，〈歐盟共同漁業政策研究：兼論其對台灣漁業政策之啟示〉，
《歐洲國際評論》
，第 8 期，
2012，頁 8。
242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3760/92 of 20 December 1992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system
for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OJ L 389/1-14, 31.12.1992.
24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69/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792/1999 laying down the detailed rules and arrangements regarding Community structural
assistance in the fisheries sector”, OJ L 358/49-56, 31.12.2002.
244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70/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establishing an emergency
Community measure for scrapping fishing vessels”, OJ L 358/57-58, 31.12.2002.
245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2371/2002 of 20 December 2002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fisheries resources under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OJ
L 358/59-80, 31.12.2002.
246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Common Fisheries Policy - A User's Guid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9), pp.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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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建議設立新的歐洲海洋漁業基金（European Maritime and Fisheries
Fund）
，以取代歐洲漁業基金（European Fisheries Fund）
。改革的重點在於
漁業的永續經營，尤其著重在最大可捕量、多年期生態漁業管理、可轉讓漁
業權以及廢棄漁獲禁令。

247

這次改革後的共同漁業政策於 2014 年上路，新的法律規範旨在維持魚
類種群、促進具競爭力的漁業經濟發展和穩定漁產品市場，意味著歐盟漁業
政策的根本變化，尤其是永續經營已成為漁業中最重要的原則，並採取了嚴
格的措施來重建魚類種群和現代漁業管理。最遲在 2020 年之前，應按照最大
持續生產量原則管理所有商業捕撈的魚類種群，除可確保魚群的永續生產與
利用，也構成經濟上可行的漁業基礎。

248

四、歐盟黃牌警告非法捕魚
近年來，台灣與歐盟之間有一個受到各界矚目的爭議，即有關非法捕魚
的問題。漁業是海島型經濟的重要產業，還可帶動造船、漁具製造、水產加
工以及漁貨運銷服務等相關產業之發展。除了沿岸漁業之外，我國漁船也在
世界各大洋區進行捕撈作業，甚至成為遠洋漁業強權之一。遠洋漁業除了為
台灣帶來豐厚收益，也因為漁業合作，打開許多國際活動空間。一般估計，
台灣的漁貨出口金額約為 20 億美元，主要市場為泰國、日本和美國，每年出
口至歐盟的漁業總額約 1300 萬歐元。 由於現今漁業資源日益枯竭、競爭越
249

趨激烈，我部分漁民所從事的非法捕撈作業，也受到國際、特別是歐盟的關
注。
247

European
Commission,
“Fisheries
Reform
Package”,
https://ec.europa.eu/fisheries/reform/proposals (last visited 2019.08.11).
248
Peter Ørebech, ‘‘‘Getting It Right’’: The Birth of a New EU Common Fishery Policy?—
Legislative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nulling of the ‘‘Five Structural
Failings’’’, Arctic Review on Law and Politics, Vol. 6, No. 2, 2015, pp. 111-131.
249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臺灣製造―失控的遠洋漁業》
（台北：綠色和平，2016）
，頁 9；江今葉，
〈台
灣非法捕魚，歐盟發黃牌警告〉
，《中央社》
，20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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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在 2005 年 11 月調查發現，
台灣遠洋漁船有違法捕漁行為，而給予警告和處罰。 因為政府始終缺乏有效
250

監督和控管遠洋漁船的監管機制，對於我方與非洲的葛摩聯邦（Union des
Comores）進行的非法捕魚，歐盟執委會認定乃未遵守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義務，而在 2015 年 10
月將台灣列入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Fishing）」不合作第三國的警告名單（黃牌名單），要求
我 6 個月內改善，否則將改列為紅牌的不合作國家，並祭出漁業貿易的制裁
措施。 就在半年限期將屆之際，行政院趕緊將「遠洋漁業條例草案」
、
「漁業
251

法」及「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進立法院審
查，而歐盟執委會海洋事務及漁業總署還派遣觀察員來台「緊盯修法」。

252

自 2015 年以來，我國與歐盟在「法律架構」
、
「監控、控制及偵查」
、
「水
產品可追溯性」及「國際合作」等四個面向，歷經長達 3 年 9 個月的諮商，
終於在今年 6 月 27 日獲執委會同意，將台灣從歐盟打擊 IUU 漁業黃牌名單上
移除，雙方並同意成立打擊 IUU 漁業工作小組，持續深化合作，以確保合法
捕撈漁獲並具可追溯性。 除此之外，我國也須積極參與國際漁業管理組織，
253

250

由於歐盟掌管共同漁業政策，故以「政府間經濟統合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的獨立身分取代其會員國原本之會籍，成為該漁業組織的締約方。
台灣則自 1972 年起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年會與相關會議，1999 年取得「合作非締約方、實體、或捕
魚實體」（Cooperating Non-Contracting Party, Entity or Fishing Entity）地位，享有針對
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事項之提案權。大西洋為我遠洋鮪釣漁船之主要作業漁場之一，為維護漁捕
權益，每年均派員出席各項會議，與該組織各締約方共同參與討論。參見：蔡天享、黃鴻燕，〈大
西洋鮪漁業國際管理之發展趨勢〉
，
《農政與農情》
，第 115 期，2002，頁 71-75; ICCAT Secretariat,
“Contracting Parties”, 2014.12.18, https://www.iccat.int/en/contracting.htm.
251
World Fishing, “Yellow cards for Taiwan and Comoros”, Hampshire (UK), 2015.10.1,
http://www.worldfishing.net/news101/industry-news/yellow-cards-for-taiwan-and-comor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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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宣雅，〈我非法漁業黃牌，歐盟來台盯修法〉，《聯合晚報》，2016.6.1；漁業署新聞稿，〈積極
作為希望儘速解除歐盟黃牌名單〉，2016.3.16，https://www.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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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新聞稿，
〈臺灣自歐盟打擊 IUU 漁業黃牌名單除名〉
，2019.6.27，https://www.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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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國際規範，善盡國際責任，確保海洋漁業生態健全，永續漁業經營。然
而，即便遠洋漁業三法已完成立法和修法程序，歐盟也解除黃牌警告，我政
府和漁政單位是否有決心、配備足夠資源和人力落實執法，仍是未來台灣要
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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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環境安全、毒品走私與海盜等議題都與
海洋息息相關，也對歐盟經濟與民眾福祉的永續發形成挑戰。歐盟無論在戰
略或是政策層面，不僅日益增加介入周邊海洋事務的策略，也開始關注歐洲
大陸外的海洋議題。從《歐盟綜合海洋政策》（The Integrated Maritime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到《歐盟海洋戰略》（European Unio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的政策，逐步建構出歐盟應對多元且新型的
海洋治理模式，更展現出歐盟不容忽視的海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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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環境安全、毒品走私與海盜等議題都與
海洋息息相關，也對歐盟經濟與民眾福祉的永續發形成挑戰。歐盟無論在戰
略或是政策層面，不僅日益增加介入周邊海洋事務的策略，也開始關注歐洲
大陸外的海洋議題。從《歐盟綜合海洋政策》（The Integrated Maritime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到《歐盟海洋安全戰略》
（European Unio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的政策，逐步建構出歐盟應對多元且新型的
海洋治理模式，更展現出歐盟不容忽視的海洋力量。
二、歐盟海洋安全政策的歷程
就歷史脈絡觀之，冷戰後歷經幾次成員擴大的歐盟，形成重心轉移至歐
洲大陸，直至擴大為 28 個成員國後，使得歐盟的海洋邊界擴展至大西洋、北
冰洋、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與黑海。歐盟有 23 個會員國是沿海國，使其
擁有 7 萬公里的海岸線，所形成的經濟規模接近 5000 億歐元，對外貿易的
90%與內部貿易的 40%接由海運方式運輸，海洋經濟成為歐盟經濟的重要支柱。
（一）
《歐盟綜合海洋政策》的內涵
歐盟的安全、防禦整合過程中，歐洲安全的海洋層次是相對薄弱的領域，
2004 年歐盟理事會通過「2010 首要目標」（2012 Headline Goal）中，明確
提出增強戰略海運能力。

254

歐盟《海洋綜合政策藍皮書》有助於歐盟解決其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
脅，包括：第一，以海洋為通道的非法移民、走私販毒、人口販賣、恐怖主
義、海盜等問題對歐洲安全與穩定構成嚴重挑戰；第二，海洋資源的過度開
發以及海洋環境污染是歐洲藍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第三，歐盟成

254

Basil Germond, “ The EU’s Security and The Sea : Defining a Maritimesecurity Strategy ”,
p.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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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的能源安全依賴於穩定的海洋安全環境。透過相關政策工具藉以提出管
理架構：

255

1. 運用綜合方法管理海洋
推行合理的海洋綜合管理方法，有助於指導歐盟海洋工作，透過要求年
度規劃與計劃工作全面考慮涉海工作，同利益相關者和有關社團保持密切磋
商，重視評估各項活動產生的影響。
歐盟執委會要求各有關組織和機構將綜合管理方法系統地應用於海洋
決策事務，鼓勵成員國建立海洋政策決策協調機制，鼓勵利益相關者參與管
理並提出改進管理工作建議。同時要求各沿海成員國制定國家海洋綜合政
策，2008 年編製成員國海洋綜合政策指南，建立行動實施情況報告制度和利
益相關者磋商機制，創立經驗交流平台。
2. 加強海洋綜合管理服務的手段建設
歐盟《海洋綜合政策藍皮書》提出海洋綜合管理服務的手段包括：海洋
巡航監視、海域空間規劃與綜合管理、資料信息收集與服務。

（1）海洋巡航監視
歐盟《海洋綜合政策藍皮書》指出，海洋巡航監視在確保海洋利用活動
的安全以及維護歐洲海洋邊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藉由不斷改進和優化
巡航監視工作，在歐盟層面實現海洋巡航監視工作的聯合，更有助於歐盟更
好地應對各類威脅與挑戰，包括航行安全、海洋污染、海上執法和歐盟整體
安全方面面臨的威脅與挑戰。
歐盟海洋巡航監視工作分別由各成員國負責，但大多數巡航監視活動以
及所需要處理的問題，均具有跨國界性質。多數成員國在漁業、環境、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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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ceanol.com/gjhy/ktx/568.html
644

治安以及移民事務等方面的巡航監視職責分散在不同的執法部門，這些部門
相互缺乏聯繫，嚴重影響有限的資源的利用率。
歐盟認為，必須在成員國海岸警衛隊之間和其他相關機構之間開展深層
次合作，促進海洋巡航工作的協調與合作。應逐步建立歐盟沿海水域和公海
綜合性船舶跟蹤與電子導航系統網絡，包括利用衛星監測和遠距離識別跟
蹤。為此，歐盟委員會將促進成員國海岸警衛隊和其他相應機構間更好地合
作，採取有效措施，對現用於維護海上安全、保護海洋環境、實施漁業管理、
控制對外邊境和其他執法活動的監測跟蹤系統進行整合，建立各成員國均可
相互使用的巡航監視系統。

（2）海洋空間規劃與綜合管理
《海洋綜合政策藍皮書》指出，現有規劃體系與管理體系的重點僅局限
於陸地，很少涉及海洋問題。海運、捕撈、水產養殖、休閒娛樂、近海能源
開發和其他形式的海洋開發活動之間矛盾與衝突日趨突出。因此，必須利用
海洋空間規劃手段，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恢復海洋環境健康狀況。
根據歐盟建議，各成員國已開始實施海岸帶綜合管理，對海洋空間內的
經濟活動進行統一部署與調控，並建立歐盟海域空間規劃系統。歐盟將為海
洋空間規劃與綜合管理制定共同的原則與指南。

（3）資料與信息收集和服務
《海洋綜合政策藍皮書》指出，海洋政策與戰略決策，需要依靠大量能
方便獲取的海洋資料與信息。歐盟已收集並儲存了大量為各種目的服務的海
洋資料，因此應加強海洋資料與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建立能相互兼容的資料
系統，發揮資料為管理工作服務的作用，提高信息與資料的附加值。
（二）
《藍色成長：海洋與海洋永續增長》的內涵
645

2014 年 1 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啟動「藍色能源–於
2020 年發揮歐洲海洋能源潛力之必要行動」
（Blue Energy–Action needed to
deliver on the potential of ocean energy in European seas and oceans
by 2020 and beyond），該行動計畫係屬「藍色成長」
（Blue Growth）策略中
的一環，擬透過海洋能源（ocean energy）開發，促進再生能發展和溫室氣
體減排目標的達成，進而帶動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以下為「藍色成長」
策略的階段性工作：
1.第一階段（2014 至 2016 年）
（1）成立海洋能源論壇（Ocean Energy Forum）
：以研討會的方式，探
討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面臨問題及可行解決方案，並結合其他海洋能
源（如離岸風能）產業，探討供應鏈、電網連結、操作、維護及物流等事項。
256

論壇設立技術資源、行政問題和金融，以及環境的工作分組（workstream）
，

分別負責開發海洋能源商業化所需之先進技術、檢視會員國海洋能源裝置相
關行政程序，以及監測相關計畫設施對環境影響等工作。
（2）制定策略性發展藍圖（Strategic Roadmap）
：依論壇成果，於 2016
年完成策略性發展藍圖，制定產業發展目標及時間表。

2.第二階段（2017 至 2020 年）
（1）推動大規模歐洲產業計畫（European Industrial Initiative）
：
依論壇成果，發起大規模歐洲產業計畫，透過業者、研究者、成員國及委員
會之公私部門合作，在特定時間完成共同目標。

257

（2）制定施行指引：提供更明確具體的指導，減少計畫審核的不確定
性，減輕公共機構和開發人員的負擔。
256
257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4DC0008&from=E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4DC0008&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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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2007 年通過《2020 氣候和能源架構》
（以下簡稱 2020 架構）
（The
2020 climate and energy package）是歐盟第一次明確指出氣候與能源之間
的戰略關聯，並以實現氣候變化目標推動經濟和能源轉型的政策導向，以期
達到「20-20-20」的目標（減少 20％溫室氣體排放、增加 20％可再生能源使
用、改善 20％能源效率）。此外，歐盟《2030 氣候和能源政策架構》
」
（以下
簡稱 2030 政策架構）（The 2030 policy framework for climate and energy）
溝通文件中，歐盟已體現出競爭力與能源安全優先於氣候變化目標的政策調
整，亦即，
「氣候－能源」策略正轉向「能源－氣候」策略。歐盟推動該策略
的三個基本假設是：歐盟可以通過單邊氣候行動計畫，推動國際社會達成因
應氣候變遷約束性目標；歐盟利用其在綠色產業領域的投資和創新優勢保持
國際競爭力；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和提高能效。
歐盟「氣候－能源」戰略清晰體現在遠景發展規劃「2020 架構」中，
亦即，2007 年是歐盟環境和能源政策的轉捩點，歐盟已準備好領導應對全球
氣候變化，使歐洲經濟成為 21 世紀永續發展的典範，民意亦已轉向應對氣候
變化、發展可再生和永續能源。 該架構明確了氣候政策在歐盟政治議程中的
258

優先地位，經濟競爭力和能源安全考量處於從屬地位。並強調運用新的綠色
技術將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服務，也是保證歐盟未來競爭力的關鍵。

259

2010 年 3 月，歐盟於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結束後發佈題為《後哥本哈根
國際氣候政策：重振全球因應氣候變遷行動》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Post-Copenhagen: Acting Now to Reinvigorate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政策聲明，進一步確立其後哥本哈根氣候變遷談判戰略， 此一立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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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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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s Climate Change Opportunity,” January 23, 2008.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 2020,” March 3, 2010.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Post-Copenhagen: Acting Now to
Reinvigorate Glob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M (2010) 86 final, 9 March 201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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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延續至 2010 年 11 月的坎昆氣候峰會，而在歐盟的積極運作下，
《坎昆協議》
同意成立綠色氣候基金，並就減少開發、砍伐和保育森林相關條款達成共識。
此外，2011 年 3 月，歐盟執委會制定《歐盟 2050 低碳經濟路線圖》
（A Roadmap
for Moving to a Competitive Low Carbon Economy in 2050），要求成員國
致力於實現溫室氣體到 2050 年減少 80%-95%排放量的目標，為已開發國家總
體降低 50%的目標作出貢獻。為此，路線圖提出了歐盟減碳目標逐年遞增的
要求：以 1990 年排放值為基準，歐盟在 2020 年之前的年減碳目標應每年遞
增 1%，在 2020 年至 2030 年期間的年減碳目標應每年遞增 1.5%，在 2030 年
至 2050 年期間的年減碳目標應每年遞增 2%。

261

歐盟透過條約、實際行動綱領與環境政策所構築之行動方案，藉以提出
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政策，落實責任分享的實際作為。準此，歐盟加強對藍
色能源的支持，將獲致顯著效益，但也面臨若干挑戰。開發藍色能源可減少
對石化燃料發電的依賴，確保能源安全，也有助於歐洲減碳目標的達成；且
透過藍色能源產業的擴張，將帶動泛歐洲(Pan-European)供應鏈發展，促進
沿海區域甚至內陸經濟成長；同時，擴大技術輸出，爭取全球市場，並維持
歐盟海洋能源產業的全球領導地位。不過，其所面臨的挑戰包括：藍色能源
發電技術成本仍高，且具風險性；歐盟傳輸電網基礎建設亦需加強，以與藍
色能源發電設施架接。
（三）
《歐盟海洋安全戰略》的內涵
2014 年歐盟理事會通過《歐盟海洋安全戰略》指出，歐盟的經濟發展、

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ere/asia/regional-cooperation/support-regional-inte
gration/asem/documents/cc_com_2010_86.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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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ommission, “A Roadmap for Moving to a Competitive Low Carbon Economy in 2050,”
COM
(2011)
112
final,
Brussels,
8
march
2011,
in
http://ec.europa.eu/clima/documentation/roadmap/docs/com_2011_112_en.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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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交通、能源安全、旅遊與海洋環境皆有賴於開放、被保護與安全
的海洋。該戰略認為，損害歐盟及成員國戰略利益，並且對歐洲民眾造成危
害的海洋危險和威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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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成員國海洋區域的權利和管轄權，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
2.對歐洲公民安全和海上經濟利益造成威脅的外來侵略行為，包括海洋
爭端、對成員國主權的威脅或者武裝衝突；
3.跨境犯罪和有組織犯罪（海盜、非法移民、偷渡、毒品走私等）
；
4.恐怖主義和其他故意的違法行為；
5.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6.對自由航行的威脅；
7.環境風險；
8.自然或人為災難、極端事件和氣候變化對海上運輸系統，特別是海上
基礎設施的潛在安全影響；
9.非法和不受監管的考古研究和對考古文物的掠奪。這些廣泛列舉的安
全威脅種類，體現出歐盟綜合性的海洋安全觀以及寬廣的安全議程設置。傳
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並非割裂的兩個範疇，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環境安全、社會安全、人類安全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歐盟試圖在五個方面推進重點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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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外行動。歐盟強調與國際組織、區域組織和第三國採取協調一致的
方法處理 海洋安全問題，如加強歐盟民事和軍事工具、政策的連貫性，協調
歐盟各機構以及各機構與成員國間的工作，無論是海洋事務還是陸地工作，
加強資源交換與共享；制定海洋安全的應急計劃並將海洋安全融入到共同外
交與安全政策；加強第三國和區域組織的海洋安全能力建設；依據《聯合國
262
263

https://kknews.cc/world/ompx4m6.html
https://kknews.cc/world/ompx4m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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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公約》推動爭端解決機制發揮作用，提升歐盟在全球海域中的角色和
地位。
3. 強化海洋意識、監控和信息共享。如推動跨部門海洋監控的協調合
作，強化跨邊界合作和信息交換，支持歐盟和全球層次的海洋監控、參與共
同 安 全 與 防 務 政 策 的 任 務 和 行 動 ， 發 展 共 同 信 息 共 享 環 境 （ Common
Information Sharing Environment）。
4. 能力發展。推進可持續、彼此協作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海洋能力建設，
重視軍民兩用技術、多用途技術的發展。
5. 風險管理、保護關鍵的海洋基礎設施和應對危機。如促進海洋安全行
為體之間的理解與協同，推進跨部門、跨邊界的海洋事務合作，加強衝突預
防和危機響應能力，保護關鍵的海洋基礎設施。
6. 海洋安全研究與創新、教育和培訓。

2014 年歐盟邊境管理局（FRONTEX）在地中海中部實施打擊非法移民和
跨境犯罪的海神行動（Operation Triton）
，在地中海東部實施功能類似的波
塞冬行動（Operation Poseidon）。2015 年 6 月，歐盟理事會發起打擊「人
蛇集團」的索菲亞行動（Operation Sophia）
，並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批准之下，
在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的框架下，歐盟採取軍事行動打擊在利比亞沿岸運作
的偷渡集團船隻。

三、歐盟海洋安全架構的特質
歐盟海洋安全治理模式是以《海洋安全戰略》為基準，以《歐盟綜合海
洋政策》為制度架構，以《海洋戰略框架指令》、《藍色成長》等政策文件為
輔助的綜合治理模式。從《歐盟綜合海洋政策》到《歐盟海洋安全戰略》
，歐
盟完善海洋安全政策架構及組織機構，強化成員國海洋安全合作及內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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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拓展歐盟的國際海洋事務影響力。歐盟的海洋安全政策由單一走向全
面，既是經濟動力的驅使，也是歐盟治理擴展和深化的結果。
《歐盟綜合海洋政策》是基於海洋永續發展與海洋經濟持續繁榮為目的
的政策改革，通過整合與海洋事務有關的部門，提升歐盟應對挑戰的能力。
透過以經濟目的為基礎的統籌協調和政策創新，也推動著歐盟海洋非傳統安
全治理的機制化。
《海洋戰略框架指令》和《藍色增長》的出台構建了歐盟海
洋政策的「環境支柱」和「經濟支柱」，《歐盟海洋安全戰略》則強化歐盟海
洋政策的「安全支柱」。
不過，現階段歐盟海洋安全至理事透過政府間治理為主軸，不論是指
令、條例或是通訊的發佈，在具體的執行層面上，超國家治理模式的仍然較
弱。亦即，歐盟內部結構因素決定歐盟海洋安全治理能否成功的關鍵，面對
此一結合環境、經濟與安全甚至跨至能源領域的新方向，值得後續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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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與中國的互動與印象：以釣魚台事件為例
Is there a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Taiwanese people’s perceptions
of China? Results from a list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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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untries like China take on a larger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hat country is perceived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measuring the perceptions of a country is akin to
assessing its influence and (soft) power. However, current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countries are problematic because the
extent of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these questions is not known,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where China is a “sensitive” topic.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list experiment to study Taiwan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China. The list experiment (also known as the item count
technique) is an indirect, unobtrusive method designed to elicit
truthful answers from respondents on sensi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From the list experiment, we find that 50 percent of the Taiwanese
consider China as a “friend,” whereas about 24 percent see China as
a “foe.” At first glance, this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more people
who feel China’s friendship and goodwill than those who feel its
threat and hostility. Moreover, when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 results

652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a direct question, we find evidence that
social desirability pressures may be affecting survey responses.

Keywords: Taiwan, China, List Experiment, Country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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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ing to be friends is quick work,
but friendship is a slow ripening
fruit.
--Aristotle

Perceptions of countries play a fundamental part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because public opinion can sway the tide of
politics. As China takes on a larger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how that country is perceived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power. Inde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opinion surveys o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or
perceptions of China have mushroomed, as major polling
organizations—including the likes of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and BBC
World Service Poll—have all taken up the task of measuring how China
and Chinese influence is viewed worldwide (Liu and Chu 2015).
Broadly stated, these multi-national surveys find that world
opinion on China is distinctly divided: some countries are skeptical
and remain apprehensive of Chinese power, seeing it as a salient
economic and/or security threat, while others evaluate China much more
favorably, preferring to regard it as a successful economy whos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al path to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modernization makes it a role model for them to follow. Amidst such
a wide range of views of China,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replete with
policy discussions and scholarly debates over how 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and what its ascendance to
superpower status implies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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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t, despite this vast literature and the sustained interest in
the topic of China’s rise,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how people are asked about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surveys. For instance, the Pew survey operationalizes perceptions of
China by asking respondents whether they hold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view of the country. This approach is to some extent useful
in tracking changes in favorability ratings over time. But the
resulting variable is of little use in understanding how a
respondent’s image of China is fashioned in the first place, or
whether such impressions are related to other individual-level
variables, such as the extent of a person’s liberal orientation, and
macro-level structural factors like the country’s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proximity to China (Chu, Liu, and Huang 2015; Huang and Chu
2015).
More probl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ement, the
extant surveys assume that questions about China are free of response
bias and do not give rise to 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s. It is not
so much a concern of ours that people have formed opinions about China
without ever having visited, lived, or studied there, but that they
may adjust their answers to conform with societal norms and the ongoing
political climate of the countries they live in. As we explain below,
individual opinions regarding China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considered unpopular or controversial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China’s global ambitions are unclear. China is the world’s biggest
factory and it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yet its autocratic ru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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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ious record o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ts people
certainly might give those who treasure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ies above material benefits some pause
for thought. So, when asking people directly about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 especially in places such as Taiwan, we cannot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y will all answer truthfully; some may choose to
misrepresent their views just as they might do on any controversial
or highly sensitive issue.
Thus, to obtain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aiwanese people’s true
feelings about China, in this study we employ an unobtrusive
questioning method that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political
scientists: the list experiment, also known as the item count technique.
We conduct the list experiment on a nationwide sample of Taiwanese
citizens to determine (1) what percentage of the Taiwanese public views
China as a “friend” (朋友), and (2) what percentage of Taiwanese sees
China as a “foe” (敵人). We posit, like Gries and Su (2013) did
earlier, that China is a sensitive topic in Taiwan and merits treatment
as such. We then compare the estimates from the list experiment with
responses to a direct question to assess whether Taiwanese are subject
to social desirability pressure when they are asked about China.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is then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individual-leve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aiwanese citizens’
feelings of friendliness or hostility toward China.
We begin by briefly explaining why 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countries like China is relevant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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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offering a general background to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aiwanese attitudes toward China. We next describe the list experiment
design that was used to study Taiwanese perceptions of China. After
presenting the results,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findings.

Global Perceptions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influ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ature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teres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China, as it wer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academic researchers
or policy experts, but also extend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business
elites, and media analysts.
According to one accoun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as very much
aware that this growing global interest in China also provides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country to improve its image and present
its best side to the world (Chu, Liu, and Huang 2015). From the
mid-2000s on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gan a public relations
campaign to boost its global image,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devoting vast resources to carefully cultivating and managing opinions
of the country (Shambaugh 2015).
Chinese leaders understood then that having a good image overseas
was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its foreign policy agenda and future
development (Huang and Chu 2015). As Robert Jervis (1970, 6) reminded
us long ago, “[a] desired image… can often be of greater use than
a significant increment of military or economic power. An undes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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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an involve costs for which no amount of the usual kinds of power
can compensate and can be a handicap almost
impossible to overcome.”
Hence, the projected image of China—and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it—constitutes a form of power, or to use Joseph Nye’s (2004) term,
“soft power.” Nye defines soft power as the ability to obtain
preferred outcomes through persuasion and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s. The goals of China’s soft power
campaign—dubbed a “charm offensive” by observers—is not merely to
win more friends and allies, but also to calm the security concerns
of its neighbors and to creat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its unique
developmental model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 and in the process, to
exert influence on other international actors. At the risk of
oversimplificatio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creation of 24-hour
foreign-language news channels, and the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but a few examples of how China projects its soft power
onto the world.
The question whether China’s soft power efforts are working is
currently being debated and there appears to be no consensus on the
matter. China’s critics like to point out that, despite the investment
of vast sums of money, China’s favorability ratings in global opinion
polls remain mixed at best. In its most recent world survey,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inds that a median of 41 percent across 32 countries
express a favorable opinion of China, while 37 percent have an
unfavorable view of Beijing, a mere +4 percent difference (Silv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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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9). Positive views of China are mostly to be found in countries
with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e.g., Russia) and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Latin America, and parts of Asia.
Nevertheles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oft power push has
received some “push-back” from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where
it is recognized that when authoritarian states like China and Russia
exert influence abroad, they are not seeking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through persuasion or attraction; rather, their intent is to
manipulate information, divide public opinion, and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institutions in the target countries (Walker and Ludwig
2017). The tools that these states use to “pierce, penetrate, and
perforate” democratic societies are rebranded by Western analysts not
as soft power per se but as “sharp power” (Walker and Ludwig 2017;
Walker 2018). This approach exploits the asymmetry between free and
unfree societies, allow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th to spread
confusion and distor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thin democratic
countries while simultaneously suppressing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free expression at home (Walker 2018).
Overall, measuring the perception of countries is akin to
measuring their influence and (soft) power in the world. Yet when the
country under evaluation may be thought to be unfriendly or hostile
to the respondents’ country, it is not clear to us, cost
considerations aside, why most opinion surveys do not do more to reduce
potential response bias. With this in mind, we believe that the list
experiment, a survey technique that was developed to remedy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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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sponse bias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is a promising method of
gauging perceptions of a country. Before describing our list
experiment using a sample of Taiwanese citizens, we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how changes in cross-Strait ties
have affected Taiwanese perceptions of China.

Taiwanese Perceptions of China
Since the inconclusive end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have
both claimed to be the sole legitimate political entity representing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publicly declared intention
of both governments to unify the country under their respective
ideologies formed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political impasse that afflicted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in the years to come.
Throughout the postwar period, particularly after the Korean War
clarified and intensified ideological divisions in Asia,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aintained an un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 A hostile
policy of no contact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severely reduced outlets
for direct interaction, so the Taiwanese people had few opportunities
to acquire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Limited and sporadic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rough third partie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a “highly exaggerated, twisted, and fantasized”
impression of China among the Taiwanese general public (Wu, Su, and
Tsui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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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in the late 1980s,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cooperated on a number of major initiatives,
including lifting the ban on Taiwanese visiting the mainland in 1987,
agreeing in 1992 to set asid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promote operational relations, allowing direct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in 2001, and establishing limited direct travel in 2004.
These initiatives fostered stronger cross-Strait ties and gave the
Taiwanese people more access to the mainland, allowing them to develop
their own independent impressions of China without third party
interference (Wu 2017). Subsequently, the victory of the
pro-unification Kuomintang (KMT) candidate Ma Ying-Jeou in the 2008
and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leared the ground for further drastic
chang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Ma administration, Taiwan’s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accelerated and expanded.
In 2010, the two sides also signed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agreed to protect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the mainland
and provide judicial mutual assistance. In November 2015, President
Ma even attended a historic summit in Singapore with his counterpar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aiwan and China.
But despite this warming of relations, the sense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hich wa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Cold War, never disappeared from
Beijing’s policies or the Taiwanese psyche. Memories of th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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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Strait Crisis, as well as on-and-off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ver diplomatic recognition by various faraway nations, continue
to feed the Taiwanese public’s sense of mainland China as the
“enemy.” This feeling of antagonism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a few thousand Chinese ballistic missiles
targeting the island, as well as China’s persistent blocking of
Taiwan’s efforts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aipei, the aspiration to recover the mainland gradually
declined in significance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from the 1980s onwards. In particular, democrat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empowered younger native Taiwanese to push forward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remove ideological references to Chinese
nationalism, making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unity with mainland China
increasingly irrelevant in Taiwanese society (Cabestan 1996; Chang and
Wang 2005). Since the 1990s, surveys of Taiwanese people consistently
show that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ose identifying
themselves exclusively as Taiwanese and a decline in those identifying
exclusively as Chinese (Sobel, Haynes, and Zheng 2010).
For the to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hip in Beij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 remains a sacred goal, and the
issue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has only increased in importance in the
post-economic reform era (Lalibete and Lanteigne 2008). In formulating
the specifics of their policies for bringing Taiwan back to the
“motherland,” Beijing’s leaders have been forced to chang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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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front” tactics in the face of the inevitable growth of an
independent Taiwanese identity. But as China has grown more formidable
in almost every respec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gime has obtained
ever more tools and weapons to entice and coax the Taiwanese, and
ultimately to bring Taiwan into submission.
With the election of Tsai Ing-wen from the pro-independenc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as president of Taiwan in January
2016, tens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quickly intensified and
offi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were shut down. The most immediate
cause of the cooling of relations was President Tsai’s refusal to
affirm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Recent examples of the escalation of Chinese pressure on Taiwan
include increasing military drills and patrols around the island’s
perimeters, the poaching of another seven of Taiwan’s dwindling
collection of diplomatic allies since May 2016, and Beijing’s success
in compelling foreign companies, including airlines, to toe the CCP’s
line on how they should refer to Taiwan. Chinese leaders are very shrewd
in claiming that these punitive actions are targeted only at Tsai and
her government, not the Taiwanese people. China’s unilateral
announcement of “31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aiwan” in March 2018
and the new “26 Measures” in November 2019 represents a continuation
of its strategic efforts to lure Taiwanese investment and
talent—especially the young and the highly educated—to the mainland.
In short, Taiwanese views of China are formed against a backdrop
of these development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No other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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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the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ather, from our own
experience, most people avoid talking about politics at all, or if they
do, they take a neutral or middle-of-the-road position. With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mind, we now turn to the list experiment to see how
it can help us bring out Taiwan citizens’ true attitudes toward China,
especial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think it is a friend or foe of the
island.
media landscape on this self-ruled islandas much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deed, given thecurrent tension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questions about China arelikelyto beamong themost polarizing
and politicallysensitivequestions that one can ask in Taiwanat the
moment. Althoughfree speechis protected inTaiwan, thisdoes notmean
thatordinarypeoplefeelcomfortableenough to discuss China and
cross-Strait politicsopenly;1rather,fromour own experience, most
peopleavoid talkingaboutpoliticsat all, orif they do, they take a
neutral ormiddle-of-the-road position. Withthese considerationsin
mind, wenow turn to the listexperiment to see how it can helpusbring
out Taiwancitizens’true attitudestoward China, especiall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think itis a friend or foe of the island.

The List Experiment
The list experimentis anindirect questioning techniquedesigned to
elicit truthful answers from
respondentsregardingpotentiallysensi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cf.Aronow etal. 2015;Blairand Imai2012; Glynn 2013;I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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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Brought to prominence in politicalscience by Kuklinski and
colleagues (1997), this method has been used in a wide range of
1People with contrary orextremeopinions are oftensubject to mass
trolling, known as a“human-flesh-searchengine” by internet
vigilantes,casting a chillingeffect overexpressions
ofopinion.political and social settings to study
controversial/sensitive issues, including racial prejudice
(Kuklinski, Cobb, and Gilens 1997; Redlawsk, Tolbert, and Franko 2010),
voter turnout (Holbrook and Krosnick 2010), support for a female
president (Streb et al. 2008), same sex marriage (Lax, Phillips, and
Stollwerk 2016),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Creighton, Schmidt,
and Zavalas-Rojas 2018).
Due to perceived societal pressure and norms, when sensitive
topics are addressed directly in opinion polls, people sometimes
attempt to hide or withhold their genuine views, feign their support
for a particular candidate or issue, and falsely report how frequently
they undertake certain socially desirable activities (e.g., voting,
donating to the poor, or volunteering). This act of deliberately
conveying a preference that differs from one’s true
preference—because the articulated preference is thought to be more
socially acceptable or more favorably viewed by others than the true
preference—is what scholars term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Kuran
1997).
Over the years pollsters and survey researchers have devised
various questioning methods to minimize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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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in interviewer-administered surveys, and the
list experiment is but one of these techniques which include randomized
response, group answers, endorsement experiments, and the bogus
pipeline (Krumpal 2013). A standard list experiment design proceeds
by first randomly dividing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 a list of non-sensitive items
(or statements) and are asked to report how many of them—not which
ones—apply to them.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 an
identical list of items as the control group, plus one sensitive item
of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and they are given the same instructions.
survey respondents into control and treatmentgroups.2Subjectsin
the controlgroup receive a list of non-sensitive items (or statements)
andare asked to reporthow manyof them—notwhich ones—apply to them.
Subjects in the treatmentgroup receive an identicallist of items as
thecontrol group, plus one sensitive item of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and they are given the same instructions.
This technique assures privacy and anonymity because no one, not
even the intervieweror analyst, canpossibly deducewhetherthe
treatment group subjects’ answers included thesensitive item,thereby
eliminating the respondents’ motives for
misreporting.Difference-in-means tests between the treatment
andcontrol groups can then be used to infer the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who answer the sensitive item affirmatively, allowing
theanalyst to estimate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the sensitive
behavior or opinionin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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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doptedthe abovestandardformatin thedesign of ourlist
experiment,except thatwe had to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accommodate
boththe “friends” and “foes” experimental
2Survey methodologistsoften use different terminologies when it
comes to list experiments.The controlgroup i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baseline or the short-list group.Similarly, thetreatment group is
alsoknown as the test or the long-list group.Additionally, sensitive
items aresometimes dubbed “key items.”
To our knowledge,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apply the list
experiment method to a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conditionsinto ourdesign. For this purpose, wemodified a
technique known as thedouble list(or dual-list)experiment (DLE),
which wasintroduced in Droitcouret al. (1991) and further discussed
byGlynn (2013, 167-170).3To our knowledge,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apply the listexperiment method toa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ofChina.
In ourmodifiedDLE, survey respondentsare firstrandomlysplit into
two roughly equalsamples. Because we have two experimental
conditions—“friends”and “foes” —eachhalf-samplewould then
functionsimultaneouslyas the control andtreatment group for the
otherhalf-sample. Put differently, this designmeans that eachsurvey
respondentwould getaskedtwo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one
undercontrolgroup conditionsand theother undertreatmentgroup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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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specific, ourdoublelis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as follows.
After the entire sample was divided randomly into samplesA and B, the
respondentswere read the followingprompt:
“NowI will read you a list ofcountries. How manyof themare
friends(foes) of Taiwan?
Wedo not want to know which ones, just how many.”
3The double or dual-listexperiment design was developed to reduce
variance (and bias) in the prevalence estimates of sensitive behaviors
and opinions in the population (Glynn, 2013).
Response options for the control or baseline group included the
following list of countries:
1. United States
2. Japan
3. South Korea

The treatment or test group was given the same list of countries
as above plus the sensitive item:
4. China

In the survey experiment, respondents in the A sample were first
given the control group (“short”) list of 3 countries for the
“friends” list experiment, and then the treatment group (“long”)
list—3 countries plus China—for the “foes” list experiment. By
contrast, the B sample respondents first received the short list for
the “foe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and then the long list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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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In this way, sample A functions
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espect to the “friends” list experi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respect to the “foes” list experiment,
while the B sample serves 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espect to the
“foe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ith respect
to the “friends” experimental condition. Figure 1 provides a
schematic of our study’s double list experiment design.
[Figure 1 about here]
In designing our list experiment, we took steps to avoid
methodological pitfalls as far as possible (for additional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perly design a list experiment, see Blair
and Imai 2012; Glynn 2013; Hinsley et al. 2019). Corstange (2009)
recommends samples of at least 1,000 respondents, 2,000 if possible.
As noted, because we have two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the effective
sample sizes (N) for the “friends” and “foes” conditions were 1,632
and 1,594, respectively. While these sample sizes remain somewhat
short of ideal, meeting Corstange’s size requirement would simply be
too cost prohibitive.
Second, we were careful in the choices of friendly and
not-so-friendly nations to avoid the presence of ceiling and floor
effects. Using a feeling thermometer approach, Gries and Su (2013)
found that countries toward which Taiwanese felt warmer include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Singapore,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by contrast, Taiwanese felt relatively cooler toward
Brazil, Russia, South Korea, Thailand, India, North Korea,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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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We settled o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the three non-sensitive items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Taiwanese people’s broad familiarity with these countries.
To implement the study, we attached the double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to the 2019 Image of China Survey. This national telephone
survey of Taiwanese adults was conducted on March 10-27, 2019, by the
Apollo Survey & Research Company, a polling firm located in Taipei,
Taiwan. A total of 1,810 eligible respond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survey. After eliminating 178 cases in which the subjects either
failed or chose not to respond to the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1,632
valid responses remain for analysis. Survey respondents were all 20
years of age or above and residents of Taiwan.
As described earlier, the study’s DLE design randomly divided the
entire survey sample into A and B samples of approximately equal size,
with each serving as the other’s control or treatment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wo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es
for each of the two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this DLE design can be
found in the Appendix. Furthe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ere an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A and B samples, or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Tests based on respondent’s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ethnicity, region, party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eference for Taiwan’s future statu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ny pair of samples or group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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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ll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coding procedures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Appendix.

Results and Discussion
Because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are randomly distributed,
the mean number of countries selected by respondents as friends (foes)
of Taiwan should be the same for both groups. Therefore, any difference
in the mean number of countries selected in the treatment condition
must be attributed to the inclusion of China, the sensitive item. We
can then determine the percentage of Taiwanese listing China among
their friends or foes by subtracting the respective control group means
from the treatment group means and multiplying by 100.
Table 1 presents the mean number of countries selected by the
respondents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for both the
“friends” and “foes” list experiment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pproximately 50.0 percent of Taiwanese respondents identified
China as a “friend” of Taiwan (t=8.55, p<.001), with a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 bounded by 38.5 and 61.5 percent. In contrast,
about 23.7 percent viewed China as a “foe” (t=4.54, p<.001), with
a 95 percent confidence level between 13.5 and 33.9 percent.
[Table 1 about here]
What are we to make of the above percentages? Does an overall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exist in the genuine opinions of Taiwanese toward
its giant neighbor to the west?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we included
a direct question (DQ) in the survey which asked the respondents how
they feel about China. Specifically, after the respondents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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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ed the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s, they were all ask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n our society, some people think that China is a friend of Taiwan,
and other people believe that China is Taiwan’s fo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o you agree with the most?”
The response options given were: 1. China is a friend of Taiwan;
2. China is a foe of Taiwan; 3. China is both friend and foe; and, 4.
China is neither friend nor foe.
Figure 2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es to the direct
question. Results show that about 41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indicated that China is a friend of Taiwan, 37.3 percent thought that
China is a foe, 5.4 percent considered China to be both friend and foe,
8.6 percent held the opinion that China is neither friend nor foe, with
the remaining 7.8 percent providing other answers.
[Figure 2 about here]
Before comparing this set of numbers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the
list experiment, it is worth noting again the main pros and cons of
list experiments and direct questions. List experiments provide
unbiased but highly variable estimates of prevalence (if certain
assumptions are met); in contrast, responses to direct questions yield
precise but (possibly) biased estimates of prevalence (Aronow 2015,
44). Thus, based on the numbers abo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iwanese
are underreporting their more positive and sanguine opinions of China
by 9 percentage points (50% in the list experiment vs. 41% from the
direct ques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overreporting their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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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and suspicious attitudes toward China by around 13 percentage
points (24% in the list experiment vs. 37% from the direct question).
Until now, we have not made any assumption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desirability pressures with respect to Taiwanese people’s
perceptions of China. That is, given the pres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it more socially acceptable
today for one to say that “China is a friend,” or that “China is
a foe”? With the results above, this empirical question receives a
first, albeit tentative, answer: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appears
to pressure some Taiwanese citizens into perceiving China in a more
hostile manner
The inclusion of a DQ, furthermore, allows us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deliberate misreporting or “lying” in the survey responses.
In Table 2, the list experiment differences-in-means for two
sub-groups—those who agreed that China is a “friend” when asked
directly, and those who saw China as a “foe.” If there is no lying
when respondents are answering the direct question, the “expected”
difference-in-mean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in the
respective list experiments should both be 1 within the two respective
groups. As shown in the table, among those who said that China is a
friend in answer to the direct question, the actual
difference-in-means is 0.89, with the expected value of 1 falling
within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Among the group of respondents who
saw China as a foe, by contrast, the actual difference-in-means is only
0.44, which is less than half of the expected value of 1 (which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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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s outside of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Agai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st of those respondents who held the view that China
is Taiwan’s friend did not feel pressure to hide or misreport their
true perceptions. There appears to be some societal pressure pushing
a sizabl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into overstating the opposite
viewpoint, however.
[Table 2 about here]
Returning now to the analysis of the list experiment results, in
Tables 3 and 4, respectively, we examine which segments of the
Taiwanese population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regard China in either
a positive or negative light. In effect, here we are assessing how
groups with different social demographic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g., education, age, party affiliation) vary in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
[Tables 3 and 4 about here]
As Table 3 indicates, certain groups among the Taiwanese public
are much more likely than other groups to view China in friendlier terms.
Indeed, in examining the table, we find that many larg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mean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exist across several subsets of respondents b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subsamples with the largest share of respondents
counting on China’s friendship are thos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Chinese” (108.3%), those with a Mainlander ethnic background
(92.1%), and supporters of the pan-blue coalition (73.6%).5 Moreover,
substantially large percentages of 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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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pan-blue camp is a loose political coalition in Taiwan that
consists of the KMT and its allies, while the pan-green camp is
comprised of the DPP and its allies. Traditionally speaking, pan-blue
supporters favor a Chinese nationalist identity and support (eventual)
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the pan-green camp, by comparison,
is generally known for its Taiwan-centric outlook and pro-independence
stance.
23 respondents—defined as age 60 and over—and those preferring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lso view China as a friend of Taiwan (both at 68.4%). By contrast,
only 3.4 percent of those advoca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would list
China among Taiwan’s “friends”—a result that should surprise no
one—and the difference of means betwee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conditions in this subsampl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in
all, these findings are mostly consistent with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electoral politics.
With respect to the other list experiment condition—China as a
“foe”—the reverse pattern emerges. Those who perceive China to be
hostile are more consistently found across demographic groups that put
great emphasis on developing a separate Taiwanese identity and nation.
As Table 4 shows, 51.0 percent of pan-green coalition supporters, and
43.5 percent of both pro-Taiwan independence respondents and those who
self-identify as “Taiwanese only” counted China among the list of
Taiwan’s foes. On the other hand, respondents with a “Chinese only”
identity (-42.9%), those who favor the island’s eventual un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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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a (-20.2%), and citizens living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aiwan
(i.e., Hualien and Taitung counties)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8.8%)
are less likely to see China in entirely adversarial terms, and none
of the estimated means differences among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5 level. These results,
again, broadly accord with our present knowledge of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Taiwan.
The list experiment thus far has produced sensible estimat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prior research, which in turn increase our confidence
in the instrument. We shall, however, remain cautious about how they
should be interpreted, especially when small subsample sizes lead to
the large standard errors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some of the estimates
above. At any rate, in addition to the analysis of cross-group
differenc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gauge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the
various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esponses to sensitive items,
which is better approached through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his end, we take advantage of recent statistical advances in the
analysis of list experiments—Imai’s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in particular—to examine the multivari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pond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answers to the sensitive item
(Blair and Imai 2012; Imai 2011).6
6 Up until about a decade ago,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list
experiments only allowed researchers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spondents who answer the sensitive item positively; there was no easy
or efficient way of exploring multivariate relationships. In a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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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luential papers, however, Imai and colleagues proposed and
developed a maximum likelihood (ML) estimator that solves this problem
(Blair and Imai 2012; Imai 2011). Imai’s regression approach using
the ML estimator is the one used in this study.
In our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s, gender, age, education,
ethnicity, and region are included as demographic/control variables.
For other predictor variables we consider the respondents’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ir preference for
Taiwan’s future political status. Because social exposure to China
has been determine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one’s overall
image of China (Wu, Su, and Tsui, 2014), this variable is also
incorporated in the models as a covariate.We hypothesize that those
who have visited China on multiple occasions for family visits, study,
work, or investment would develop a friendlier (or more positive) view
of the country after interacting with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real”
China, as opposed to learning about it through the news media or other
indirect mean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the respondents’ response to the
sensitive item question in the list experiment (i.e. number of items
reported by the respondents) for the two lis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 our case, this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respondent will count
China as a friend (foe) from the list of countries, absent any potential
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s. We then use a new Stata package called
kict to estimate the model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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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kict is a user-written package designed for analyzing
different types of list experiment designs. It encompass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estimators in addition to Imai’s ML estimato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sai (2019).
The results from th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both
list experiment conditions are presented in Tables 5 and 6. A positive
coefficient on the variable implies that the covariate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affirmative answers to the sensitive item in the list
experiment, while a negative coefficient means that the opposite is
true. To facilitate interpretation, the coefficients (β) in the model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odds ratios (OR) by taking their
exponentiated values (Exp (β)) in a manner similar to logistic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ables 5 and 6 about here]
In the first model estimating the number of “friend” responses
(Table 5), we find that, relative to their respective base groups,
respondents in the 40–59 age range, those with a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ose of Hakka descent, those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only,” and those who had visited China between 1 and 5 times
all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igher odds of perceiving China as
a “friend”; respondents with either an elementary 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those living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Taiwan, meanwhile,
have lower odds of doing so. Holding other variables in the model
constant, being a supporter of the pan-green camp decreases one’s odds
of counting China among Taiwan’s “friends” by 76 percent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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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dependent voter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respondents’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preference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bability of viewing China
as a “friend.”
With respect to the model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y of
respondents identifying China among Taiwan’s “foes” (see Table 6),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emale respondents and pro-unification
supporter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ower odds of thinking of
China in antagonistic terms relative to their respective reference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in the 20-39 age range, having either
junior high 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self-identifying as
“Taiwanese only” all increase the odds of reporting China as a
“foe” by a factor of more than 2, taking into account other variables.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an-green partisans have
2.43 times the odds of seeing China as a “foe” relative to political
independents, but surprisingly, so do supporters of the pan-blue
coalition, albeit to a lesser extent (OR=1.89).
Although this finding appears perplexing, this unexpected result
may be an indication that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schema of a
country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perfectly aligned with his or
her partisan affiliation. In this case, someone who is politically or
ideologically closer to the KMT can nonetheless separate her supposed
affinity with China from the hard fact that the cross-Strait military
imbalance has tilted dramatically in China’s favor, and as such, it
does pose a threat to Taiwan’s overall security and de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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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Finally,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China is intriguing
in its own right: citizens who have been to China 1-5 time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re less likely to think of China as an enemy, yet those
who have been to China six or more times have almost 3 times the odds
of seeing a side of China that is not so friendly to Taiwan.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as the proverb says,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Overall, despite the fact that one cannot rule out all the list
experiment’s data or methodological deficiencies, we nonetheless
view it as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and/or complement to standard survey
techniques due to its design simplicity and advantages in reducing bias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 Because the issue of China is not going
away, and questions about China and Chinese influence in Taiwan will
only become more political and controversial in the future, we believe
that the list experiment is certainly a useful instrument to keep in
one’s methodological toolbox.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began by noting that measuring the perceptions
of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exercise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a
country’s image in the outside world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influence and power.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e have witnesse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growing influence around the world. Many global
polling organizations have taken up the task of tracking China’s rise,
often relying on very simple questioning methods. This approach is
problematic because we do not know the extent of response bia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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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s in these questions. In countries where
China is a “sensitive” topic, such methods of questioning may not
be entirely reliable.
Taiwan is one of those place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Taiwan
has had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No other topic dominates
news headlines or plays so critical a role in structuring how the
island’s citizens think about politics than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Current political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lso do not
appear to provide an adequately healthy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discuss
China and cross-Strait issues openly (there are exceptions, of
course).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uses the list experiment approach to
probe unobtrusively what Taiwanese citizens really think of China. It
finds that about 50 percent of Taiwanese consider China as a
“friend,” but only about 24 percent identify China as a “foe.”When
these list experiment estimates are compared with responses taken from
a direct question, we find that while most of those who hold the view
that “China is Taiwan’s friend” did not feel pressured to hide or
misreport their true perceptions, there appears to be some societal
pressure pushing a sizabl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into overstating
the opposite viewpoint. We thus tentatively conclude that (a) there
are more Taiwanese people who perceive China to be a friend of Taiwan
than there are who feel that it is a threat, and (b) there is a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that pressures some Taiwanese into overreporting
their negative impressions of China (at least in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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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bviously, more data points and experiments are needed
to fully test these propositions. Moreover, because cross-Strait
relations keep changing and are shaped by even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g., the Hong Kong protests), it will hardly be surprising if
Taiwanese people’s perceptions of China continue to evolve as well.
This study is but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value of employing the
list experiment to explore the perceptions of coun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sharp power” states lik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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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Survey Questions and Coding of Variables
Gender. Respondent’s gender. (0=Male; 1=Female).
Age. Respondent’s age measured in years. (A continuous variabl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20–39 years, 40–59 years, and over
60 years).
Education. Respondent’s level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cored
on a four-point scale. (1=Elementary school and below [through 6th
grade]; 2=Junior high school [grades 7 to 9]; 3=High or vocational
school; 4=Some college and above).
Ethnicity. Ethnic background of the respondent’s father.
(1=Taiwanese Hakka; 2=Taiwanese Minnan; 3=Mainlander;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and new Taiwanese immigrants treated as missing).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re are many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Which political party better represents your views?” (1=pan-blue
supporter [Kuomintang, People First Party, New Party, and those
leaning toward pan-blue parties]; 2=pan-green supporter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New Power Party,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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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those leaning toward pan-green
parties]; 3=Independent [I vote for the candidate rather than the party,
and none of the above]).
National identity. “In our society, some people consider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and others view themselves as Chinese, while
still others see themselves as both Taiwanese and Chinese.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s Taiwanese, Chinese, or both?” (1=Taiwanese;
2=Chinese; 3=Both).
Preference for Taiwan’s future status. “In our society, some
people say that Taiwan should declare independ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others believe that Taiwan should be unified with mainland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while still others think that Taiwan shoul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Which of these statements do you agree with the most?”
(1=Unification with China; 2=Maintain the status quo; 3=Taiwan
independence).
Exposure to China. “In the past five years,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and your family members travelled to mainland China (not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for a family visit, study, work, or investment?”
(A continuous variabl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zero times;
2=1–5 times; 3=6 or more times).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 (friend condition). “Now I will read you
a list of countries. How many of them are friends of Taiwan? We do not
want to know which ones, just how man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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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Korea
China (the sensitive item)
List experiment question (foe condition). “Now I will read you
a list of countries. How many of them are foes of Taiwan? We do not
want to know which ones, just how man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the sensitive item)
Direct question. “In our society, some people think that China
is a friend of Taiwan, and other people believe that China is Taiwan’s
fo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o you agree with the most?
(1=China is a friend of Taiwan; 2=China is a foe of Taiwan; 3=China
is both friend and foe; 4=China is neither friend nor foe; 5=Other
opinions/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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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Observed Data from the Double List

List Experimental Condition: Foe

Experiment. List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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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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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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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自由與海洋安全：填海造島合法嗎？
楊仕樂
南華大學 /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兼任教授
摘

要

在南海仲裁案判決的後續中，本文探討了相對被忽略，填海造島是否合
法的問題。本文主張，利用突起於一般海底而接近海面的海中地物為基底，
以人工方法推疊天然材料的「填海造島」
，並不是全部以人工材料建造的「人
工島」
；對於「填海造島」目前的國際法也無明文的定義，就像專屬經濟區也
不能限制他國軍事活動一般，不能以模糊的條文擴大解釋，侵害所有國家在
海洋上填海造島的自由。本文的論述，雖然並未完全符合南海仲裁案判決結
果中的見解，但是從中剖析可以發現，日後即使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只要
有顧及環保的手續且是軍事活動，仍舊可以進行填海造島，甚至包括他國已
經有建有設施之處。意即，國際法非但沒有緩解南海衝突，反而提供了後續
衝突火上加油的合法理由。
壹、前言
南海爭議存在已久，2013 年菲律賓訴諸國際法的仲裁，中共拒絕參加
也展開大規模填海造島，2016 年判決出爐菲律賓大獲全勝，但因新任總統改
採親中政策而淡化判決的意義，不時以機艦航行向中共宣示航行自由的美
國，也把對中政策焦點移往貿易戰，南海局勢遂暫趨平靜。當然，作為一項
法律判決，菲律賓在這次南海仲裁案中的勝利，同時損害了北京與台北的利
益。海峽兩岸都主張在南海的歷史性權利，並未獲此次仲裁結果的認可；就
連我中華民國所有，南海最大天然島嶼太平島，也被判決為無法支持人類生
存、沒有自己經濟生活的「礁」
，無法據以主張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也因此，
兩岸學者相關研究大多猛力抨擊此次判決：北京方面學者比較強調整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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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效， 台北方面的學者則比較在意太平島的島嶼地位不應也不能被剝奪。
264

265

不過，在這仲裁判決的後續之中，一個問題卻相對被忽略了：中共此次
在南海的大規模填海造島，此類活動到底是否合法？仲裁的判決雖有涵蓋此
一問題，但是否有提供完整的答案？對往後類似的活動又有何啟示？本文主
張，法律所不禁止者，人人皆可為之。既然海洋自由（Mare Liberum）是當
代國際法最早也最廣為接受的原則之一， 就不能從模糊不明的條文中，擴大
266

解釋而限制了海洋上的自由，一如美國所一再強調的航行自由，填海造島也
是合法的、是普世所皆有的自由權利。由於兩岸在南海爭議的立場類似且重
疊，本文後續的討論（或許是「雄辯」），似乎可同時被兩岸用作法律論戰的
材料，但這並非本文的用意，本文的主旨是從此凸顯，國際法根本就是破壞
海洋安全的罪魁禍首、甚至還火上加油。訂定完善的國際法不一定能解決爭
端，但訂定不完善的國際法卻是在製造爭端，可謂是對南海問題的最佳註腳。
267

本文首先將探討，現行國際法對於填海造島其實沒有明確規範；接著則從這

規範的不明確，來反駁填海造島為非法的可能論點；隨後則解析仲裁案的判

264

李雷，
「南海仲裁結果邏輯瑕疵的法律分析及應對建議」，齊魯學刊，2017 年第 6 期（2017 年 11
月）
，頁 59-65。夏丁敏，
「論南海仲裁案的法律與政治—國際批判法學的視角」
，西南政法大學學報，
第 19 卷第 2 期（2017 年 4 月）
，頁 24-32；葉強，「中國外交抗議在南海仲裁程序中的法律意義」
，
國際法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3 月）
，頁 3-11；羅歡欣，
「論南海仲裁案實體裁決中對陸地
權源的非法處理—以仲裁庭對島礁地位的認定為考察對象」
，國際法研究，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9 月）
，頁 17-33；何田田，
「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管轄權與可受理性裁決書評析——以事實認定和證據
使用為角度」，國際法研究，2016 年第 2 期（2016 年 3 月）
，頁 41-59。
265
林廷輝，「南海仲裁案對『洋中群島』整體性概念分析」，台灣國際法季刊，13 卷第 4 期（2016
年 12 月）
，頁：69-84；蕭琇安，
「論南海仲裁庭對 UNCLOS 第 121(3)條相關法律解釋與適用之影響」，
台灣國際法季刊，13 卷第 4 期（2016 年 12 月）
，頁 85-106；宋燕輝，高聖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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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68；郁瑞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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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務與政策評論，第 4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
，頁 35-57；王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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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9-41；高聖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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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ónica Brito Vieira, “Mare Liberum vs. Mare Clausum: Grotius, Freitas, and Selden's
Debate on Dominion over the S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4, No. 3 (July
2003), pp. 36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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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仕樂，「南海爭端與治絲益棼的國際法：批判的觀點」，中共研究，第 49 卷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頁 11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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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也正是在這規範不明確之下，對填海造島是否合法仍無完整答案，後續
類似活動仍可以有法律根據。
貳、填海造島是人工島？
國際法（國內法自然也是，就像沒有網路的時代何來懲治網路犯罪的法令）
是隨著人類的活動而不斷演變的，就像航空與太空科技的發展，催生了空域
與太空的相關規定，也是隨著海底探勘與採掘科技的發展，才有大陸架上權
利的觀念。就此而言，填海造島也是如此，雖然人類依著海岸填海造陸已是
行之有年，但如中共這樣在遠離陸地的大海中填海造島，而且是面積相當大
的島，確實算是開啟了一個新的、尚未被規範的領域。當然，這不是說迄今
完全沒有相關的法理討論或類似實踐， 尤其近年來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
268

許多所謂「小島嶼」國家正面臨滅頂之災，填海造島可能是這些國家存續的
重要憑藉，269只是國際法迄今的發展還是遠遠落後於填海造島的發展。

270

填海造島因為不是天然就形成的，故一般常稱之為人工島，若說「島」是四
面環水的陸地，則「人工島」以可能的技術來看，會是分屬兩大類各四種狀
況。兩大類是指：A.直接以無特徵的海底為基底；或 B.以天然形成突出與一
般海底而接近水面的海中地物特徵為基底。四種狀況則是工法的不同：1.漂
浮於水面但以鋼纜、鎖鏈繫留的方式固定；或 2.以海底為地基的支柱所支撐
而高於水面；或 3.以人工的材料，如鋼鐵、混凝土堆疊而高於水面；或 4.

268

可參閱：Francesca Galea,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Law of the Se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b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Faculty of
Laws,
University
of
Malta,
May
2009).
https://www.blue21.nl/wp-content/uploads/2015/10/Artificial-Islands-in-The-Law-of-theSea.pdf
269
可參閱：Michael Gagain, “Climate Change, Sea Level Rise, and Artificial Islands: Saving
the Maldives’ Statehood and Maritime Claims throug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ceans’,”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23, No. 1(January 2012),
pp. 79-119.
270
俞世峰，「造島行為的主權合法性判別」，法學，2015 年第 7 期（2015 年 7 月）
，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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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方式使天然的材料堆疊而高於水面。 本文所討論，中共此次所進行的
271

填海造島，是屬於 B.類的第 4.種狀況。換言之，填海造島雖然語意上可以是
人工島的一種，但不等於人工島；任何一般詞語，也不能直接等於國際法的
用語。畢竟，語意人人可以不同，這也是為何條約常以名詞定義開啟後續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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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能找到關於填海造島的國際法規定，就是這樣攀附於人工島的概
念，而且即使是如此的攀附，在最重要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後文均簡稱為公約）
中，就還是沒有對公約中所說的「人工島」
（artificial islands）做出明確
定義。公約在第十一、五十六、六十、七十九、八十、八十七、二百零八、
二百一十四、二百四十六條等處，均有出現人工島的字樣，但僅第六十條的
內容比較與人工島的定義有關，其中僅寫道：
三、這種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建造，必須妥為通知，並對其存在必
須維持永久性的警告方法。已被放棄或不再使用的任何設施或結構，應予以
撤除，以確保航行安全，同時考慮到主管國際組織在這方面制訂的任何為一
般所接受的國際標準，這種撤除也應適當地考慮到捕魚、海洋環境的保護和
其他國家的權利和義務。尚未全部撤除的任何設施或結構的深度、位置和大
小應妥為公佈。
四、沿海國可於必要時在這種人工島嶼、設施和結構的周圍設置合理的
安全地帶，並可在該地帶中採取適當措施以確保航行以及人工島嶼、設施和
271

Imogen Saunders, “Artificial Islands an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52, No. 3 (May 2019), p. 649.
272

例如，最近頗受矚目的「中程核武條約」（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INF Treaty），就定
義 500 至 5500 公里射程範圍，是條約所說的「中程」核子武器，但這樣的距離可能很多人會認為已
經是長程了。見：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Elimination Of Their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 U.S.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8,
1987,
https://2009-2017.state.gov/t/avc/trty/102360.htm#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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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安全。
五、安全地帶的寬度應由沿海國參照可適用的國際標準加以確定。這種
地帶的設置應確保其與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性質和功能有合理的關聯；
這種地帶從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的外緣各點量起，不應超過這些人工島嶼、
設施或結構周圍五百公尺的距離，但為一般接受的國際標準所許可或主管國
際組織所建議者除外。安全地帶的範圍應妥為通知。

273

從上述文字主旨圍繞在公告、撤除、安全區等與航行安全相關的內容即
可了解，公約所談的「人工島」其實是上述四種工法的前兩種，畢竟後兩種
工法很難被改變位置，不會四處漂動而妨礙航行安全。而且，公約還在人工
島後面補上了「設施」、「結構」的字眼，更顯示公約所指的人工島，是像海
上鑽油平台這類整個都是人工製造的物件。至於本文所討論填海造島更是與
此不同，畢竟已經接近水面的海中地物特徵，本來就是航行時所該避免的。
如此，
「填海造島」不是公約中的「人工島」
，能說是「
『白馬』非『馬』
」之
論嗎？上述兩類各四種工法的差異，可遠遠不只是顏色而已。
參、填海造島非法嗎？
既然國際法沒有對填海造島的明確規定，說中共此舉違法， 可能就很
274

容易被駁倒了。首先，不說南海島礁歸屬與海域劃界仍存在爭議，哪片海域
是誰得還未有定論，就算填海造島是發生在別國的專屬經濟區內，也不能說
侵犯了該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依公約第六十條所規定建造人工島的專屬權
利。畢竟如上所述，填海造島並無明文規定就是公約中的人工島。繼續沿著
公約的條文，專屬經濟區的專屬權利只限經濟，也就是公約五十六條所述的
273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
45. 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
274
可參閱 Huy Duong, “Massive Island-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June
15,
2015,
https://amti.csis.org/massive-island-building-and-internation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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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勘探和開發、養護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資料（不
論為生物或非生物資源）為目的的主權權利，以及關於在該區內從事經濟性
開發和勘探，如利用海水、海流和風力生產能等其他活動的主權權利」。 從
275

此而言，填海造島如果不是為了此一目的，也沒有侵犯該國的權利。譬如，
填海造島後建設觀光飯店，讓旅客欣賞海景並從事水上娛樂活動，就不是在
探勘或開採海洋資源，如果這樣的「觀光產業」竟也被認定是專屬經濟權利
的一部份，那目前相當流行的豪華郵輪，豈不是不得在營運載客時通過任何
一國的專屬經濟區了？
其次，早在 2001 年美中南海軍機擦撞事件中就顯示， 公約中專屬經濟
276

區雖有第五十八條「各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
務時，應適當顧及沿海國的權利和義務，並應遵守沿海國按照本公約的規定
和其他國際法規則所制定的與本部份不相牴觸的法律和規章」的規定， 卻從
277

來都不被認為能限制原來在公海上所具有，進行軍事活動的自由。特別是在
南海，美國每每以軍機的飛越、軍艦的航行，甚至是舉行軍事演習，廣邀世
界各國軍艦也來南海活動，就是為了彰顯這種自由。 美國或說「國際社會」
278

顯然不認為這些軍事活動，有違公約第三百零一條「締約國在根據本公約行
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不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
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 既然如此就形成有趣的弔詭，常常出現對中共將南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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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p.
43-44.
276
Peter Dutt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 A U.S.-China Dialogue 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aritime Commons,” CMSI Red Books 3, 2010,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 cmsi-red-books/3
277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
44.
278
Eleanor Freu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ractical Guid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June 2017,
https://www.belfercenter.
org/publication/freedom-navigation-south-china-sea-practical-guide
27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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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礁「軍事化」的指控， 反而是中共沒有侵害他國專屬經濟區（當然，中
280

共並不認為南海是他國的專屬經濟區）權利的鐵證，在這些填海造島上所布
置的軍事設施愈多，愈是能顯示這些填海造島與經濟開發無關。 或許，軍事
281

活動的自由僅屬航行自由的一部份，軍機、軍艦都不會也無法持續佔有一片
海域，填海造島則是永久的。惟如同前文所述，已經接近海面的海中地物，
本來就是航行時會避開的地帶，在這有觸礁風險本無航行自由，填海造島就
此而言反倒增進航行的安全、促進航行自由，因為它明顯矗立於海上，讓船
隻不會因為導航失準而誤入這樣的危險海域。
最後一種可能，則是以公約第十二部份「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
義務」之相關各條文， 來指控填海造島非法。填海造島既然是利用靠近面的
282

海中地物來當基底，那通常會是珊瑚礁這類海洋生物豐富的地帶，填成陸地
之後其中的海洋生物大多難以倖免。這第十二部分的規定某程度來說是強烈
的，因為它並不限定是哪種海域，都必須保護海洋環境；但卻又可以說是軟
弱的，畢竟人類的活動無可避免會破壞環境，如果無限上綱將否定了一切海
洋利用的可能。公約第十二部份並沒有明文以環保理由禁止填海造島，而且
南海各島礁上各國也早就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工程， 都已經破壞了環境，而且
283

都是不可逆轉的破壞，於此填海造島並沒有什麼別之處。當然，填海造島因
為規模最大，破壞程度可能也是最大的，超過任何人工島、設施、結構，但
這規模到底要多大才應禁止？公約充其量也只有第三百條「締約國應誠意履
行根據本公約承擔的義務並應以不致構成濫用權利的方式，行使本公約所承
280

Steven Stashwick, “China’s South China Sea Militarization Has Peaked: Artificial
Islands are Becoming More Trouble than They’re Worth,” Foreign Policy, August 19, 2019,
https://foreignpolicy.
com/2019/08/19/chinas-south-china-sea-militarization-has-peaked/
281
Tara Davenport,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ity and Limits,”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1 (January 2018), p. 86.
2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
98.
283
各 國 實 施 的 各 類 工 程 可 詳 見 ： “Occupation and Island Building,”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https://amti.csis.org/island-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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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權利、管轄權和自由」的籠統規定。 邏輯上，除非公約有定出必不可開
284

發的保留區，否則任何開發都只能說是在開發之際，必需有顧及環境與生態
的程序。換言之，不環保的填海造島雖可視為非法，環保的填海造島就可以
是合法的了。
肆、南海仲裁判決的侷限性
國際法沒有對填海造島的明確規定，同樣也讓仲裁案的判決難以周全。
嚴格的說，此次仲裁案的判決絕大部分都只是說，任何的填海或增建，都不
能改變南海中任何島礁或海中地物在畫界時的效力。 由於在既有對不同案件
285

的判決中，巴林與卡達間吉塔賈拉達（Qit'at Jaradah）沙洲的人工增建，
就未獲得島嶼的資格（雖說在此的填海在裁判進行時就已經移除）； 孟加拉
286

與緬甸間，雖是天然形成、比南海中任何島礁面積都要大、且有多達數千居
民的聖馬丁島（St. Martin's Island），所產生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因
與他國所屬大島或大陸所產生者重疊，也無劃界效力。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
287

本來就主要得靠附和台北的觀點，以法律不溯及既往的理由來主張在南海的
歷史性權利。 填海造島無劃界效力的判決，還真是沒有什麼好意外。只是，
288

填海造島不能產生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與填海造島本身合不合法，
完全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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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宗翰、範建得，「國際海洋法法庭『孟加拉灣劃界案』之研析：兼論南海島礁劃界之啟示」
，比
較法研究，2014 年第 5 期（2014 年 10 月）
，頁 13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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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寬賜，
「從『歷史性水域』論中共南海 U 形線的法律定位」
，理論與政策，第 8 卷第 1 期（1993
年 11 月）
，頁 87-102。在領海之外以歷史性權利藉填海造島進而聲稱主權有其先例，那是東加王國
對密涅瓦礁（Minerva Reefs）所為，1972 年時在南太平洋論壇（South Pacific Forum）中，鄰近
的斐濟對東加此舉表示同意，不過 2005 年斐濟改變立場，宣稱密涅瓦礁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目前尚
在爭議中，此案與南海的情況類似性最高。可見：Imogen Saunders, “Artificial Islands an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p.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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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gen Saunders, “Artificial Islands and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p.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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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仲裁案確實還是對填海造島是否合法有所表示。因為不告不
理，仲裁案的判決只有涵蓋到菲律賓所指控，中共所進行的七處填海造島，
但從這七個案例可以推知其他可能的相同狀況。其中，有四處被判定為島，
分別為赤瓜礁（Johnson South Reef）、華陽礁（Cuarteron Reef）、永暑礁
（Fiery Cross Reef）、南薰礁（Gaven Reef）。另外，有兩處被判定為其他
島所產生十二浬領海內的低潮高地（low-tide elevations），分別是東門礁
（Hughes Reef），位於目前由越南佔領之景宏島（Sin Cowe Island）十二浬
內；與渚碧礁（Subi Reef），位於目前也由越南占領之敦謙沙洲（Sand Cay）
十二浬內。剩下一處美濟礁（Mischief Reef），則被判定是在菲律賓專屬經
濟區內的低潮高地。

290

對於前兩種狀況，在既有的島實施填海只能說是造陸而非造島，至於在
十二浬領海內的低潮高地填海造島，則屬於產生該領海的島礁的主權範圍。
由於仲裁案從一開始就無意對任何一個島礁的主權歸屬做判決（菲律賓也沒
有提出此要求）
，所以只是以環保的理由與相關條款判例，判決中共在這幾處
填海時沒有做好環境影響評估、沒有提交調查報告、也沒有充分告知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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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正是上文所述，非法的只是不環保而非填海造島，只要日後再進
行類似活動時，有「適時向國際社會釋放相關資訊及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的資
料有助於增進相互信任，並減少國際社會對南海地區環境影響的質疑」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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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狀況，美濟礁獲得了不同的處置。按照仲裁判決的觀點，在專屬
經濟區內的低潮高地不可以佔領，在其上的填海造島是人工島，這在專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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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 Davenport,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ity and Limits,” p. 81.
Tara Davenport,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ity and Limits,” pp.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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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農，
「南海爭端解決：南海仲裁案的法律解讀及政治意義」，外交評論，2016 年第 3 期（2016
年 5 月）
，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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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區內就是沿岸國的專屬權利，不管它是否是以經濟的目的。293然而，用途的
差別仍創造了合法空間，公約第十五部分爭端解決中，二百九十八條就規定
了「一國在簽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約時，或在其後任何時間，在不妨害根據
第一節所產生的義務的情形下，可以書面聲明對於下列各類爭端的一類或一
類以上，不接受第二節規定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程序」
，其中「軍事活動，包
括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隻和飛機的軍事活動的爭端」
，就屬可排除於公約
所規定爭端解決機制的選擇權之內。 於此，中共沒有主張美濟礁（以及其他
294

各島礁）的填海造島是軍事活動，反而強調其民用的性質， 是有點是作繭自
295

縛（這當然是因為中共根本並不同意美濟礁所在海域是菲律賓的專屬經濟
區）
；但這也正表示了，即使仲裁案此次已將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填海造島認
定為公約所述的人工島，日後這樣的填海造島只要是做軍事用途，仍然可以
不用接受國際法的裁判。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代表許多菲律賓與馬來西亞
在他們自稱經濟海域內所佔領（當然，照此次判決，他們也不能說自已在這
些地方是佔領，而只是在建造人工島）的低潮高地（以及低潮時仍在海面以
下的暗礁）
，只要在既有人工島 500 公尺的安全區以外，都還是他國可以軍事
性填海造島的對象。
伍、結語
在南海仲裁案判決的後續中，本文探討了相對被忽略，填海造島是否合
法的問題。本文主張，利用突起於一般海底而接近海面的海中地物為基底，
293

Tara Davenport, “Island-Build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Legality and Limits,”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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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 December 10, 1982, p.
134. 除了軍事活動，海域劃界與歷史權利也都在這選擇權的範圍內，這也是學者認為此次仲裁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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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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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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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Limits
-of-Law-in-the-South-China-Sea-2.pdf; 張新軍，「關於菲律賓南海斷續線仲裁請求的管轄權問
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298.1(a)(i)項下的排除和海洋權利之爭」
，國際法研究，2016 年第 2
期（2016 年 3 月）
，頁 3-11；劉丹，
「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298 條『任擇性例外』—兼評南海
仲裁案中的管轄權問題」
，國際法研究，2016 年第 6 期（2016 年 11 月），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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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世峰，「造島行為的主權合法性判別」，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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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方法推疊天然材料的「填海造島」
，並不是全部以人工材料建造的「人
工島」
；對於「填海造島」目前的國際法並無明文的定義，就像專屬經濟區不
能限制他國軍事活動一般，不能以模糊的條文擴大解釋，侵害所有國家在海
洋上填海造島的自由。本文的論述，雖然並未完全符合南海仲裁案判決結果
中的見解，但是從中剖析可以發現，日後即使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只要經
有顧及環保的程續且是軍事活動，仍舊可以進行填海造島，甚至包括他國已
經有建有設施的附近。
換句話說，在他國已有建築與設施 500 公尺以外，明白的軍事性填海造
島，就是合法的。如此會破壞海洋安全的島礁軍事化作為，反而正是對當代
國際法海洋自由此一核心價值的衷心遵守與發揚，不但不應禁止，還應該鼓
勵、推廣呢！專屬經濟區中的專屬權利只限經濟，不能擴張涵蓋到軍事層面，
這本是國際社會或說美國的一貫主張，要說本文的雄辯是在鑽法律漏洞，也
不過是有樣學樣而已。一如本文開宗明義，訂定完善的國際法不一定能解決
爭端，但訂定不完善的國際法卻是在製造爭端，這就是對南海衝突的最佳註
腳，世界其他角落也有類似的情況，只不過不若南海一般的受人矚目而已。
後續該怎麼辦呢？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國際法既然是發展的，已經發
生的錯就可以改正。在公約已經製造這麼多問題，而判例也日益累積的情況
下，以下兩項或許可以是公約修改的方向。其一，島嶼產生專屬經濟區與大
陸架的規定，目前看來是問題的根源，合理的修改應該是，無論島嶼或大陸，
所產生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不得超過陸地本身的面積；重疊的專屬經濟
區及大陸架，應以共同開發代替劃界分割；公約生效前已經存在歷史性水域，
若與他國依公約產生的專屬經濟區與大陸架重疊，也應共同開發而非任一方
獨佔。其二，和平既然為普世所珍惜，軍事活動就應排除於專屬經濟區，只
享無須預告的無害通過權，也不得進行軍事性填海造島。這些提議可能正是
一面照妖鏡，可以看出誰是真的關心人類在海洋上的和平與福祉，誰又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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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獨行只關心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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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與南海自由航行
盧政鋒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助理教授
摘要
川普政府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是中美戰略互動下，華府與
印太地區國家的因應戰略。同時，也是美國將經濟安全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
的戰略呈現，而維護海上自由航行、海上生命線暢通也為當中重點。川普政
府也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修正主義強權，美中已經走向戰略競爭交往，
兩國關係勢必摩擦多於和諧、合作。美方政府高層已經持續公開展現正面迎
接挑戰、競爭的政策立場。隨著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中美科技戰、金融戰也
加入戰局，川普政府正以其他多種手段在應對中國，甚至發動一場其他類型
的戰爭，甚至是意識形態、價值信仰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模式在過去美國的
歷史上早已被運用。當然，如今美國再次感受到有其他一股強大的全球影響
與理念正在與其競爭。對川普政府而言，對手國並非僅是單一國家，而是一
組國家，同時也是一些新興崛起的國家，這些國家過去受惠於自由經濟體系
的國際秩序，如今他們對這一體系的忠誠度無法給予任何的保證以及以行動
持續支持，他們在政策上刻意模糊對地緣經濟與經濟政策之間的差異，並且
嚴格地予以控制並作為經濟上的工具使用。
本文將焦點置於近 2 年來川普政府推動一個自由、開放印太願景的進
展、佈局，文章結構依序將探討美中升高對峙、美中競爭戰略交往將成為新
常態；其次討論美方提出印太願景的規劃與內容；再來為南海軍事化發展後
美日印澳共同演習逐漸加大陣容，而英法海艦也加入自由航行巡弋；文章最
後提出結論。
關鍵字:自由航行、戰略競爭、印太願景、印太戰略、區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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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習近平掌政之後，到 2014 年底已經完成出訪全球五大洲，中國領導高層的出訪
頻率與訪問行程密集早已超出美國歐巴馬、川普總統。2962019 年上半年習近平也有
5 次出訪的行程涵蓋 2 大洲、8 個國家、出席 4 場國際會議，其中 6 月他有高達 4
次的出訪。297此外，2013 年中，習近平先後透過出訪塔吉克斯坦、印尼宣布「一帶
一路」倡議時，外界即認為其將更強勢地在全球投射中國的力量；2017 年首屆「一
帶一路」元首峰會在北京舉行、2019 年第二屆峰會再度召開。2982018 年 8 月底，習
近平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 5 週年座談會上表示：
「共建『一帶一路』正在成
為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299
中共 18 大後，習近平也高舉深化改革並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他也至少身兼
12 個中共中央領導小組小組長職位，在對外關係上更加大步伐走出鄧小平「韜光養
晦」的遺訓，朝向「奮發有為」
，尤其以東道主身分主持亞信峰會、北京 APEC 峰會、
杭州 G-20 峰會、北京「一帶一路」峰會、廈門金磚峰會等，凸顯了中國主場外交、
大國外交、主動外交的優勢與攻勢作為。300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大為提升，中美實
力拉近。301美國總統歐巴馬卸任之前，在 2016 年發表國情咨文以及前往亞太與眾多
元首進行高峰會時，都將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維繫作為訴求，甚至指出:「我
296

Weixing Hu, “Xi Jinping’s ‘Big Power Diplomacy’ and China’s Central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98 (January 2016),
pp.163-177.
297
「習近平主席上半年 5 次出訪向世界傳遞信心」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9 年 8 月 1 日。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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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 Party Congres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s 55 (Winter 2018).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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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
，2018 年 8 月 28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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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Big Power Relations? China-US Strategic Rivalry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3 (March
2015), pp. 37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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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ings, April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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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若不制訂規則，中國將取而代之」。302
2017 年 10 月，習近平在中共第 19 大 1 中全會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題進行報告，習近平特別指出:「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
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
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
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303當首屆「一帶一路」峰
會在北京召開時，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白宮主管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博明
(Matthew Pottinger)率團出席；2019 年 9 月底，博明職位調升為白宮副國家安全
顧問，博明在華府出席中國 69 年國慶酒會正式公開指出，美國已經調整對中國政
策，華府將以更公開的競爭應對中國的崛起，他強調出川普政府將中國定位為戰略
304

競爭者，是一個「正名」行動。

2019 年 4 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再度於北京舉辦時，北京公布全球有 37 個國家代表或元首以及 2 個國際組織代表
出席，然而美國與印度就沒再派代表與會，有人甚至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北京
項發展中國家輸入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以利其拓展區域發展、軍事擴張、
厚植北京為中心的機制。3052019 年 11 月初，在泰國曼谷舉行的東南亞國協國家元首
峰會及東亞峰會，各界預期由東南亞 10 國加上日本、澳洲、紐西蘭、中國、印度共
16 國 組 成 的 「 區 域 全 面 夥 伴 關 係 協 議 」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將完成簽署，但最後印度基於每年與中國有 580 億美元貿易逆
30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s
Delivered, January 13, 2016.”
303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全國代表
大會在京召開」
，《人民日報》，2017 年 10 月 19 日，版 1。
304
Reuters, “Asia Expert Matt Pottinger to Become Trump’s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he Japan Times, September 23, 2019.
305
Andrew Chatzky and James McBride, “China’s Massiv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ckground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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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等若干而宣布不加入，中國成為此一協議的核心國家。306儘管習近平曾在 10 月特
地前往印度，與莫迪(Narendra Modi)總理舉行兩天會談，但是莫迪也面對國內強大
反對的政治氣候，最終沒有向「區域全面夥伴關係協議」邁進。307
2017 年底，中共 19 大 1 中全會召開後，川普啟程前往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受
到中方超規格接待。但是，川普結束北京訪問後前往越南峴港出席亞太經合會時，
親自闡述華府的「一個自由、開放印太願景」
，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對中國的戰略考
量；12 月初，川普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修正主
義強權；川普政府也鎖定「中國製造 2025」、要求中國必須向公平、互惠的貿易關
係調整，因而對中國進口商品提高關稅，美中貿易大戰持續升高，儘管截至 2019
年 11 底美國國會通過支持香港民主與自由法案，但是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何時簽
訂，仍未明朗，川普公開表明不急於簽署並指出北京較為急迫，雙方談判代表持續
進行磋商，但北京召見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代理代辦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法案表達嚴
308

正抗議。 中方向來視貿易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推進器，但卻被川普政府予
以重擊，兩國關係形同決裂，北京揚言中美分手，後果難以承擔；卸任中國最大電
商公司集團董事長的馬雲認為，中美貿易戰可能持續 20 年。3092019 年 5 月，習近平
推翻先前中美達成的協議，直到大阪 G-20 峰會川習再次會晤後雙方在上海與華府重
啟諮商，10 月 10 日的諮商結果儘管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在美國要求中方調整的關
鍵問題上，中方仍未允諾鬆綁，美國選戰逐漸加溫，北京顯然也將掌握此一契機。310
本文將聚焦討論 2019 年川普政府推動印太戰略，文章的結構如下:首先，討論
306

James Grabtree, “India Makes Historic Blunder in Abandoning RCEP Trade Deal,” Nikkei
Asian Review, November 5, 2019.
307
Rajesh Roy, “China’s Xi and India’s Modi Talk Up Trade, But Turn Aside Touchy Topic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2019.
308
Catherine Lucey and Tripp Mickle, “Trump Bllames Beijing for Lagging Trade Tal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9.
309
Celia Chen, “Trade War Force Alibaba’s Jack Ma to Back Down on Pledge to Bring 1 Million
Jobs to the US,”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0, 2018.
310
Richard McGregor, “Trump Wants China to Help Him Win, China Wants Nothing to Do with
Him,”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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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自 2017 年底正式提出自由開放印太願景，其推動背景、動機、目的與戰略
目標究竟為何?其次，2018 年川普政府落實印太戰略有哪些政策揭示與作為；而後
分析 2019 年川普政府推動印太遠景將有何進展與方向，最後

二、中美戰略競爭成為新常態
2017 年 底 ， 川 普 總 統 前 往 北 京 訪 問 ， 習 近 平 以 超 國 是 訪 問 規 格 (state
visit-plus)接待，習近平夫婦陪同川普夫婦在故宮參觀，形式上川普與習近平均有
朝向建立兩人私人及家庭關係的方向努力，離開北京後川普也讚賞習近平與感謝習
夫婦接待。311不過，事實發展是川普政府已經對中國的溫情攻勢展開反駁，中美貿
易戰走向開打之路。312川普在北京儀式性的活動相對較多而且豪華，雙方達成的交
易並不如宣布的 2500 億美元龐大，許多簽約的項目是過去既已完成，包括向波音公
司的採購案，同時許多是不具拘束力的諒解備忘錄。313北京原先期盼透過金融市場
開放，允許外國公司進入中國營運而讓華府難以回拒，但川普與習近平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會談結束，川普政府第二次明確表達不予接受，北京片面宣布開放。314川普
啟程訪問北京前，美國對於美中貿易存在不公平的問題也已經展開調查，中美關係
在 2018 年因貿易摩擦而升高對峙，已經是可以預期，在川普結束亞太行返回華府
後，川普的財經團隊已經準備好相關方案將給予中國重重的打擊。315
直到 2019 年 10 底，中美儘管宣稱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而文本確認也完成
311

Carol Giacomo, “The 2016 China Rac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 2015; Susarn Rice,
“Trump Is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2017.
312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Lighthizer Statement on he
President’s New Paradigm for US-Indo-Pcific Trade, November 11, 2017.” Please Visi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november/ust
r-lighthizer-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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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ollar, “China Offers Trump Deals But No New Market Access,” The Hill, November
10, 2017.
314
Lingling Wei and Michael C. Bender, “U.S. Rebuffs China’s Charm Offensive, Edginh
Closer to Trade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9, 2017.
315
Andrew Browne, “U.S. Readies Trade Sledgehammer for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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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川普並且在白宮會見中國前往華府完成第十三輪諮商的代表團成員，親自盤點
中方承諾，但是中方對於川普政府要求進行結構性改革的部分仍然毫無退讓，並且
揚言除非美方撤銷所有對中方課徵的懲罰關稅，否則第二階段協議將難以達成。316同
時間閉幕的中共 19 大 4 中全會，習近平向外界展現其權力仍然穩固，並未受到美中
關係及香港動亂衝擊，317並發表的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
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
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
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
系。」318此外，也提及「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
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319川普在華府則正面臨政治風暴，他決定撤出在敘利
亞西北方的美國駐軍，遭遇同黨同志抨擊拋棄盟友、美國眾院並對其提起的彈劾調
查製造更多施政糾纏，美國社會激化、對立的態勢更在川普遭受彈劾調查清楚呈現。
320

實際上，美國經濟情勢逐漸攀升而就業率下降則創下 57 年來新低，川普洋洋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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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底，川普結束中國的國是訪問行程後，與習近平先後前往越南峴港出席
亞太經合會，川普在致詞時以不點名中國，但刻意提及「破壞、欺騙與經濟入侵」，
並以推特表示中美經貿存有巨大不平衡，而造成此一錯誤後果該受責難的是歷任美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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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rump,” Bloomberg, October 31, 2019.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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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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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缺乏能力，而非中國。322另一方面，習近平的演說則高舉多邊主義與追求共
同經濟成長，川普與習近平對於貿易的觀點出現相互對立。323習近平顯然是針對川
普「美國第一」的貿易政策進行回擊，而中國也正致力於成為全球的經濟領袖，這
也是習近平推動「中國夢」的目標之一。324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 4 月訪問海湖莊
園時，習近平強調:「中美兩國關係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
2018 年 9 月 25 日，川普在聯合國的演說，是將中美關係對峙推向一高點。這
期間美國也派遣 B-52 戰機與狄卡特號驅逐艦駛入南沙群島赤瓜礁及南薰礁 12 海
里，停留約十小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川普指稱:他是第一位在貿易問題上挑戰中國
的美國總統，同時也指控北京企圖干預美國 2018 年 11 月舉行的期中選舉，川普認
為事證相當明確，因為北京透過《中國日報》在愛荷華州最大報《得梅因紀事報》
(Des Moines Register)刊登 4 個全版廣告，而這是美國駐中國大使布瑞斯達德
(Terry Branstad)的故鄉；川普甚至特別強調他與習近平的私人關係已經出現問
題，因為習近平企圖讓川普與共和黨在期中選舉落敗。325川普聯合國談話後，美國
駐中國大使也發表公開信指出:「透過發散其宣傳，中國政府在《得梅因紀事報》上
刊登付費廣告，正在利用美國所珍愛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傳統。相反地，在北京
這裡街道上的報攤，你會發現有限的反對聲音，而不會看到中國人民對中國令人不
安的經濟軌跡可能有的不同意見任何的真實反應，這是因為媒體受到中國共產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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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 on Trad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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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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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控制。」326華府對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僅在應對北韓、貿易、一帶一路、還包
括對於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嚴控與對台灣的國際空間擠壓。中美全面性競爭時
代已經來臨，儘管川普善用不確定戰略，但其對抗中國的立場與態度已相當清晰。
2018 年 9 月 27 日，當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辦「十一國慶」酒會上，白宮亞洲資
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在崔天凱致詞後，有一段很引人注意的致詞。博明以
高調的口吻指出:美國已經調整對中國的政策，而且將競爭的觀念導入並置於前端，
同時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上也將之置於最重要的位置，而在此之前這樣的觀念與發
展已經在華府和中國受到廣泛討論。博明特別強調:目前川普政府目前是在進行「正
名」，博明引用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正則事不成」。327博明指出:美中
之間正處於某種競爭，而規避承認這個事實將會造成誤會，甚至導致誤判，所以美
方也在調整重點策略，以更好地反映雙方關係的進展，而這中間並無大礙。他指出，
其實競爭並非難以啟齒，競爭自由是美國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核心，這和社會和諧也
並非不能兼容，而沒有競爭本性，社會和諧也難以存在。同天，美國國防部長也取
消訪問北京計畫。10 月 8 日國務卿彭培歐訪中計畫照舊，但卻與王毅言詞交鋒，在
北京未與習近明會面，3 小時即離開北京。9 月底，中國外長王毅，前往紐約出席聯
合國大會但並未前往華府。2019 年 9 月川普撤換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一周後任命歐
布萊恩(Robert C. O’Brien)接掌國家安全顧問，同時原白宮國安會亞洲資深主任
博明拔升為副國家安全顧問，亞洲資深主任則為與伊凡卡關係良好、也是川普北韓
談判小組的胡克(Allison Hooker)女士接任。川普在香港民眾持續與港府抗爭、學
生在大學校園與港警暴力對峙相向時，刻意不對香港議題有刺激北京的發言與立場
呈現，當美國眾參兩院陸續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對涉及暴力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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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相關制裁行動，川普是否簽署此一法案?若香港衝突情勢持續升高，川普是否援
引此一立法條款回應各界壓力，中美競爭與對立情勢似乎已走向不容易趨緩。328
2018 年開始，藍德智庫對未來主要強權在軍事、經濟、地緣政治與資訊組成等，
進行國際競爭展開展望評估，並發表第一篇報告得到的結論，他們認為:一、出現的
競爭儘管並非全面，但是特別國家間的關係將更為激烈；二、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
將是規則基礎的秩序建立者和修正主義競爭者在特定的爭議議題上；三、全球的競
爭型態將更複雜與多元；四、美國如何管理好逐漸增強與增多的區域對手和衝突將
取決於美國的國家工藝；五、近來，競爭將集中在身份的平等地位與雄心、經濟繁
榮、科技領先及區域影響；六、在非軍事項目的國家優勢競爭也將加劇，並出現相
互抵制；七、戰後多邊機制所架構的秩序也將出現競爭；八、台灣海峽與南海主權
爭議是兩個熱點；九、競爭的新時代可能充滿爭論、競爭與合作。3292017 年 5 月，
五角大廈表示未來 5 年將在亞洲地區投注約 80 億美元增強軍事佈署，這當中包括進
行軍事演習以及購置新的船艦，這是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馬侃(共和黨，亞利桑那州)
參議員原先在國會提出的《亞太穩定倡議》(Asia-Pacific Stability Initative)
的擴大計畫，他的提案獲得國防部長馬提斯及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哈里斯的贊同。330

三、川普政府提出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
2017 年 11 月，美國川普總統上任 10 個月後才正式提出「一個自由、開放印太
遠景」
。實際上，在其上任後即朝著這一方向推動，而印度洋與太平洋所連結的區域
在逐漸成為全球經濟最具動力的地區，必然成為華府關切並將資源投入，這是華府
328

Andrew Duehren and Eva Dva, “House Passes Bill Supporting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0, 2019.
329

Michael J. Mazarr, Jonathan Blake, Abigail Casey, Tim McDonald, Stephanie Pezard, Michael
Spirtas, Understanding the Emerging Era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RAND Research Report, RAND Project Air Force (RAND Corporation:
CA, Santa Monica, 2018).
330
Gordon Lubold, “U.S. Wantts to Spend Added Billions on Military in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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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交往戰略(Selective Engagement)思維的反應，同時也是一種形塑戰略
(Shaping Strategy)。3312012 年新加坡香格里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時，美
國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E. Panetta)表示，當時美國 50%海軍艦艇佈署在亞太地
區，未來將提升至 60%，同時也會有 6 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在此區佈署、巡弋，他對
於美軍軍事佈署也以印太作為關注焦點。 332 同時，澳洲國防部長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香格里拉對話的演講也指出，澳洲將把印度洋與太平洋視為其防衛強調重
心；2009 年澳洲防衛白皮書就關注到原有亞洲國際關係的利益與動力範圍正在改變
與擴大，轉而改以印太戰略圓弧(Indo-Pacific Strategic Arc)稱之。333澳洲《2017
外交政策白皮書》(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也以印太因經濟成長與發展，
強權之間正在進行權力轉移，特別指出中國挑戰美國的地位；澳洲外交部界定的印
太地區是印度洋以西到太平洋，連接東南亞，包括印度、東北亞與美國，這個界定
與美國、日本所指涉的區域是一致。3342016 年 4 月中，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 Carter)
上任後，首度訪問亞太地區前往印度與菲律賓，行前他特別在紐約外交關係協會演
說，他指出未來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地區是印太地區，因而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
衡是積極地致力於更進一步強化與此地區的關係。335雖然有評論批評歐巴馬與川普
政府此種以區域為導向的政策推動，勢將引發區域更加不穩定，甚至有人指出其內
涵與佈署究竟為何仍有待後續觀察。336
2017 年川普政府上任後，各國對於華府的新政策傾向有高度疑懼，川普即展開
331

Robert J.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3.
332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Panetta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 June 2, 2012.”
333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se White Paper 2013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3), p. 7.
334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7), p. 25.
335
Ash Carter, “The Future of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April 8, 201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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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外交，這當中印太地區國家元首也均包括在內，諸如:日本首相安倍、越南總理
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韓國總統文在寅(Mun Jae-in)、馬來西亞首相納吉
(Mohammad Najib bin Abdul)、泰國總理帕拉育(Prayut Chan-O-Cha)與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均在川普上任半年內就獲邀訪問白宮。另外，6 月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也獲邀訪華府，雖然川普尚未訪問新德里，川普長子小川普(Donald Trump Jr.)
也在 2018 年 2 月底訪問印度，美國參議院民主黨議員曾要求駐印度大使館不得提供
任何訪問協助，以規避川普家族藉以推展其家族事業。337川普上任後，也即陸續與
此地區元首進行電話交談，包括與安倍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通話次數都超過 10
次。菲律賓杜特蒂總統也獲邀訪問白宮，但他推遲訪問行程；2017 年 4 月初，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獲邀前往川普佛州私人莊園海湖莊園，中美兩國領導人在美國新總
統上任百天即進行會晤屬於首次；隨著中國崛起中美兩國元首建立起私人關係的非
正式峰會，在歐巴馬總統 2013 年 6 月邀請習近平前往加州安納柏格莊園起已經建立
機制，川普也延續這樣的作法。
2018 年初，澳洲總理滕博爾(Malcolm Turbull)也前往華府訪問，澳洲並且強
化與東協國家的發展，在雪梨舉行首屆澳洲東協元首峰會，表達希望加入東協的立
場；2017 年底，川普也對亞太地區進行 12 天、5 國訪問，川普本人與副總統、國防
部長、國務卿均在上任一年內出訪亞太國家，包括對東南亞國家及澳洲的訪問，川
普政府對於此地區國家的重視並未比前任歐巴馬政府少，而實際上歐巴馬總統在第
二任期內(2013-2016 年)每年均至少出訪一次亞太國家；2015 年，歐巴馬總統並獲
莫迪總理邀請前往新德里參加共和日慶典。儘管川普上任以來仍未前往澳洲訪問，
2019 年 9 月底澳洲總理莫瑞森(Scott Morrison)獲邀以國是訪問規格前往白宮訪
問，莫瑞森是川普上任以來第二位獲此特殊待遇的元首，另一位則是法國總統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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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ti Shah, “Trump Jr. Says Missing Out on India Deals Because of Father’s Self-Imposed
Curbs,” Reuters, February 2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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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Emmanuel Macron)。338
2019 年，日本首相安倍繼續增加他與川普的峰會，4 月安倍訪問華府特別祝賀
美國第一夫人生日，川普並與安倍進行高球聯誼，美日貿易協議談判敏感的農業議
題美方允諾待 7 月日本參院改選後再展開進一步討論。5 月底，川普抵達東京會見
新上任德仁天皇，成為日本令和時代首位到訪外國元首，川普也與安倍在橫須賀港
校閱日本直升機航母出雲號，出雲號也將進行改裝讓戰機可以起降，強化日本防衛
武力。3396 月底，大阪 G-20 峰會川普也在前往日本與會，各界關切川普與習近平會
晤，而日本媒體報導 G-20 峰會就推動高品質投資基礎設施通過第一項國際原則清
單，希望提升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基礎建設，這主要針對中國對許多發展中國
家提供超貸借款，已造成接受國家無法償還眾多例子；6 月 8 日，G-20 財政部長與
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將在福岡(Fukuoka)舉行，相關基礎設施投資原則也有較多討論。
340

2019 年 4 月，韓國總統文在寅訪華府，川普直接要求文在寅應該盡快改善與日
本的關係，自 2018 年 12 月南韓海軍艦艇火炮控制系統鎖定日本防空自衛隊 P-1 偵
察機後，日韓軍事合作關係陷入停頓，雙方互信難以建立。川普政府希望彼此在一
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下，美國與盟邦能共同應對中國的擴張，而川普政府也鼓
勵盟邦之間增進協調與合作，4 月底金正恩前往海參威與普丁會面，普丁呼籲重啟
六方會談，但川普仍樂觀表示他與金正恩關係良好，華府計畫將再舉行第三次川金
峰會，這期間金正恩有 2 波短程飛彈試射；朝鮮半島局勢在川金越南河內破局後也
不能沒有進展，川普也預計在結束大阪峰會後前往首爾訪問。341實際上，自 3 月以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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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0, 2019.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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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 Show of Force?” The Japan Times, May 23, 2019.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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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pan News, May 24, 2019.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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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The Japan News, May 2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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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川普就曾表示他與習近平將可能有超過一次舉行峰會的機會，白宮也歡迎習近
平前往佛州海湖莊園簽訂貿易協議，但是 5 月初習近平表示由其自身承擔承擔後，
華府收到中國希望中美貿易協議應該再重新談判的要求，川普的立場仍是若不是好
的協議、偉大的協議他將不會簽字，他更呼籲北京不應期待 2020 年美國發生政黨輪
替。美國財政部已經就再度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進行檢討，各界仍關注其後續發
展。
文在寅訪問華府期間，白宮也呼籲首爾應該加入南海自由航行陣容與制裁中國
的華為公司。3425 月底，韓國已經加入美國、日本、澳洲在西太平洋關島與馬里亞納
島海域進行的首次「太平洋先鋒演習」(Pacific Vanguard Exercise)，韓國派出
4200 噸神盾級驅逐艦參演。3432 美國新任國防部長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將出
席新加坡香格里拉對話， 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合也將率團與會，這是八年來，中國再
度由國防部長領軍出席此一年度盛會。344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提出法案，將對在東
海與南海有非法活動的國家進行禁運制裁，此一法案原在 2017 年即已提出，國會議
員希望藉此強化對東協國家的支持，民主黨籍蓋登(Benjamin Cardin)與共和黨籍魯
比歐(Marco Rubio)共同領銜提案，法案要求國防部必須每 6 個月提出相關情勢報
告，必須指認出任何一個個人或國家在東海與南海進行發展計畫、建設，凡涉及海
域吹填、造島、燈塔、通訊設施均給予關注並懲罰。345
美國國會在 2018 年底通過《亞洲再保證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川普總統在 2019 年 1 月 3 日簽署該法案，建立起美國對印太區域的多面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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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指針，給予行政部門有力政策支持。346該法案揭櫫「發展一長期的戰略遠景與全
面、多面向、原則性的美國對印太地區政策以及達成其他相關目標」
；法案主要分四
大章，各章節標題(名稱)有:第一章、法案主旨、標題、架構與目錄；第二章、促進
美國在印太區域的安全利益；第三章、促進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利益；第四章、
在印太地區促進美國的價值。該法案指出:(1)印太地區: (A)總人口數接近全球
1/2、(B)是全球經濟最具動能的地區、(C)正對美國的安全構成挑戰，而且威脅美國
的國家安全利益、區域和平與全球穩定；(2)本地區主要的居住者過去受益於美國所
支持的國際體系，但是現在它們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強制行為的挑戰: (A) 中國在南
海非法吹填造陸、建構和軍事化相關設施；(B)北韓正在提升他的核武與導彈能力；
(C)伊斯蘭國語其他國際恐怖主義份子和組織正在東南亞正在擴張他的勢力，而這威
脅到美國安全；(3)印太地區的經濟秩序持續在轉型中，對美國的經濟利益既有機會
也有挑戰；(4)美國在印太地區防衛人權與促進法律治理具有重大利益。儘管此地區
許多國家已經大幅改善他們對待人民的情況，但是仍然有眾多國家有迫害人權的紀
錄，印太地區國家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保障上仍然需要受到嚴重的關切；(5)
倘若沒有美國強大的領導，根植於法律治理的國際體系可能將遭受衰亡並將破壞美
國、地區及全球的利益，因而美國持續在印太地區扮演領導者是必要的責任
(imperative)，這才能確保區域和平與安全、促進經濟繁榮、提升對基本人權的尊
重。347
川普政府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是中美戰略互動下華府與印太地區國家
的因應戰略。同時，也是美國將經濟安全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的戰略呈現。隨著中
美貿易戰開打後，中美科技戰也加入戰局，川普正以其他多手段在對中國發動一場
戰爭，而這樣的戰爭在過去美國的歷史上早已被運用。如今，美國再次感受到有其
346

Ankit Panda, “Trump Signs Asia Reassurance Initative Act into Law,” The Diplomat,
January 3, 2019.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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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股強大的全球影響與理念正在與其競爭，而對手國並非僅是單一國家，而是一
組國家，同時也是新興崛起的國家，他們卻對於自由經濟的忠誠度沒有任何的保證，
也在他們的政策上刻意對地緣經濟與經濟政策之間沒有嚴守差異的分際，並且嚴格
地將他們控制、作為經濟上的工具使用。348 2018 年 9 月底川普在聯合國演說、10
月初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森研究所以及出訪新加坡在東亞元首峰會、巴
布亞紐新幾內亞 APEC 上，彭斯均有美方更為清楚的立場闡述，美中是否真已經進入
新冷戰?持續成為學政界持續給予密切關注與討論。

2019 年 5 月，美國國務院

政策規劃局主任更有文明衝突的提法。349
川普政府成立後， 2017 年 2 月初國防部長馬提斯甫一上任首次出訪是前往韓
國與日本，他向亞太盟邦傳遞了美國再確保與盟邦的關係。3504 月中，副總統彭斯
(Mike Peance)也啟程訪問亞太國家，在與日本首相安倍會晤時，彭斯指稱美日軍事
同盟是區域和平與應對北韓威脅的基石。351 彭斯此行到訪韓國、日本、印尼與澳洲，
在這期間美國卡爾文森(USS Carl Vinson)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朝鮮半島海域、南
海、印度洋巡弋，並且在印度洋與澳洲舉行共同軍演，返回日本橫須賀基地前與日
本海上自衛隊在日本南方、菲律賓海域共同進行演習。352在彭斯訪問亞太國家之前，
日本首相安倍、中國國家主習近平均已獲邀，前往川普位於佛羅里達州的海湖莊園
進行訪問。353安倍先到訪白宮，且川普政府一成立即向日本再承諾美日安保涵蓋釣
魚台；安倍說服川普將會共同透過經濟對話來處理雙邊貿易問題；兩人也針對北韓
348

Robert D. Blackwill and Jennifer M. Harris,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
349

Hal Brands, “ ‘Clash of Civilizations’ Has No Place in U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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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進行討論。354在安倍與川普在白宮會晤後，北韓金正恩發射導彈，白宮施壓北
京必須對北韓採取更為有效行動，同時白宮向外界透露已經將軍事選項列入方案。355
當習近平與川普在海湖莊園晚宴上，川普向習近平通報對敘利亞發射 59 枚戰斧飛
彈，中方顯然仍未掌握美軍的此一行動，川普向外界傳遞必要時動武的意志與決心；
習近平與川普在海湖莊園的會晤並未解決雙方眾多的歧見。356

四、川普政府在南海的自由航行
2017 年 4 月美國太平洋指揮部司令哈里斯(Adm. Harry Harris)出席參院軍事
委員會作證，這是他自 2015 年上任後第二度前來國會針對轄區進行態勢評估報告，
他指出太平洋司令部成立已 70 周年，統轄的聯合部隊首要的任務是保衛印太地區美
國的領土、人民與利益；哈里斯在證詞中特別提及，儘管中國高層持續向各界確認
將不會軍事化在南海的基地，但是中國已經在人造島礁設有長程飛彈、戰機機堡、
357

雷達站與軍營。 5 月底，太平洋艦隊派出導彈驅逐艦杜威號(USS Dewy)駛進美濟礁
(Mischief Reef)12 海里內，執行川普政府成立以來首次的南海自由航行操演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在這之前，歐巴馬政府自 2015 年
10 月首次進行南海自由航行操演，而後在 2016 年 1 月、5 月與 10 月各進行一次。358
《紐約時報》報導，在杜威號執行此一任務之前，川普總統曾經三次否決太平洋艦
354

Alastair Gale and Carol E. Lee, “Trump Will Use Abe Visit to Soothe Worried
Asia-Pacific All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9, 2017.
355
Alastair Gale and Carol E. Lee, “White House Options on North Korea Includ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 2017.
356
Louise Radnofsky, William Mauldin,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Aim to Air, Not
Resolve, Issues at Mar-a-Lago Summit, White House Say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17;Te-Ping,Chen, “China’s Xi Urges Trump to be Cautions over North Kor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4, 2017.
357
U.S. Congress, Senate, “Statement of Adm. Harris B. Harry Jr., U.S. Navy Commder,
U.S. Pacific Commnd before th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 Pacific Command Posture,
27, April 2017,” Please Visit: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Harris_04-27-17.pdf
358
Gordon Lubold, “U.S. Navy Conducts First South China Sea Navigation Ope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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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執行南海自由航行操演的要求。3592017 年 9 月，媒體報導五角大廈已經完成在南
海執行自由航行操演的完整計畫，並獲得白宮的同意執行，這一計畫披露之前，8
月 10 日飛彈驅逐艦馬侃號(USS John McCain)完成在美濟礁海域的操演。360馬侃號
驅逐艦完成南海自由航行操演結束，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附近海域與民間商船發生
碰撞，有 10 美軍落海、身亡；361北京對此表示，證明美軍的自由航行操演對於安全
是一大威脅。362

2018 年 3 月，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在南海進行操演，而後前往越南訪問，這
是越戰後，首次美國軍艦重回越南，完成此一歷史性訪問後，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直
升機 (JS Ise, DDH 182)航母在西太平洋海域進行編隊、反潛與防空項目演訓，而
後移至南海海域進行操演。3632018 年 10 月，美國新一代隱形戰機 F-35C 在完成與林
肯號(USS Abraham Lincoln)的起降訓練後，開始與卡爾文森號航母進行首次操作演
364

訓。 4 月中旬，另一艘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在南海進
行演習後，駛向新加坡而後停靠菲律賓馬尼拉，這期間中國解放軍海軍在南海進行
大規模軍演。同時間，北京也証實澳洲派遣 3 艘海軍艦艇航行通過南海。美國自 2015
年 9 月呼籲全球各國海軍加入南海自由航行操演的倡議，在川普正式提出自由開放

359
360

Gordon Lubold and Jeremy Page, “U.S. Challenge China With More Patrols in Disputed
Wat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2017.
361
Caurav Raghuvanshi and Jake Maxwell Watts, “Divers Discover Remains in Search for
Missing Sailors From USS John S. McC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3, 2017.
362
Chun Han Wong, “China: USS McCain Collision Shows U.S. Naval Patrols Are Threat
to Safe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2, 2017.
363
“USS Carl Vinson Starts Drill with Japanese Helicopter Carrier JS ISe,” Naval
Today.com, March 26, 2018.
https://navaltoday.com/2018/03/26/uss-carl-vinson-wraps-up-drills-with-jmsdf-helico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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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Nichols Martin, “Navy Begins Formal F-35C Testing on USS Carl Vinson,” Executive
Gov., October 12, 2018. Please Visit:
https://www.executivegov.com/2018/10/navy-begins-formal-f-35c-testing-on-uss-carl-vin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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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太之後獲得盟邦進一步跟進，2018 年以來法國、英國船艦均駛進南海，日本、
美國及英國船艦也共同在印度洋及南海進行演習。3652018 年 9 月底，菲律賓軍方證
實在 2019 年將增加與美軍共同演習的次數與規模，由現有 261 次增加到 281 次，演
習項目包括反恐、海事安全與人道救援；菲律賓軍事參謀長蓋維茲(General Garlito
Galvez)也與美國印太戰區司令戴維森(Admiral Philip Davidson)在馬尼拉舉行年
度盟軍會議；中國駐菲律賓大使趙建華對於美國派遣具有核武攻擊能力的 B-52 轟炸
機飛越東海與南海表達嚴重抗議。366
2018 年 9 月底，美國再派出 2 架 B-52 轟炸機飛越南海、另外 2 架 B-52 飛越東
海，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認為他派出 B-52 飛越東海與南海並不涉及是否引起與北京
關係的緊張，他指出美軍 20 多年來均有這樣的任務執行。3679 月中，韓國海軍艦艇
偉大文武(Munmu the Great)號驅逐艦在索馬利亞執行打擊海盜任務結束返回韓國途
中，因為閃躲颱風駛近西沙群島 12 海里，事前並未與中方保持聯繫而在未獲得通行
368

允許下自行駛入，因而遭受北京指控違反中國領海相關法律。 實際上，在 8 月中
旬英國海軍驅逐艦艦也航行進入西沙海域，北京也指控此一航行並未取得中國同
意，但英國宣稱它們是進行自由航行操演。3692018 年 9 月底，美國迪卡特號(USS
Decatur)飛彈驅逐艦也駛進南沙群島與南薰礁與赤瓜礁 12 海里執行自由航行操
演，但是受到中國派出的蘭州號逼近，兩艦一度距離僅有 45 碼，美軍指控中方的行
徑極不安全與不專業。3702019 年 1 月至 4 月，美國持續派出海艦航行通過台灣海峽，
365

Teddy Ng, “Japanese, British Warships Carry Out Joint Exercise in Indian Ocean in
Latest Show of Strength to China,”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7, 2018.
366
Associated Press, “US and Philippines to Step Up Joint Military Activities Amid
China Concerns over American Nuclear Bombers,” September 29, 2018.
367
Christopher Bodeen, “China Criticizes US B-52 Bomber Missions as ‘Provocative’,”
Military Times, September 28, 2018.
368
Jeremy Page, Andrew Jeong, “South Korean Warship Sails by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8, 2018.
369
Jeremy Page, “China Says British Warship Entered Its Territorial Water Without
Permiss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6, 2018.
370
Gordon Lubold and Jeremy Page, “Pentagon Says Chinese Ship Harassed a U.S. Vesse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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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刻意向媒體披露，《南華早報》也報導自 2007 年以來，美軍歷年均有派出海艦
通過台灣海峽，至目前累計達 92 次；與此同時，法國軍艦也通過台灣海峽，中國軍
方表示法國船艦係非法駛進中國領海，而在 3 月底 2 架中國解放軍 J-11 戰機不尋常
地飛越台灣海峽中線上空。3712019 年 5 月初，美軍兩艘柏克級飛彈驅逐艦雷貝爾號
(Preble)與鍾雲(Chung Hoon)再度行經南沙南薰礁、赤瓜礁 12 海里內，中國儘管派
出軍艦隨行但未逼近航行，中國外交部則表達強烈反對的立場，並指出這是年來美
軍第三次對北京在南海的海事主張進行公然挑戰。372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間川普
總統揚言將在華府舉行的第 11 輪中美貿易諮商後宣布對中國出口至美國 2000 億美
元商品課徵 25%關稅，各界懷疑中方是否延遲或取消此一諮商，但是中國談判代表
團仍出發前往華府。373
2018 年 10 月中旬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原有計畫訪問北京，但中方以國防部長
魏鳳和時間上無法配合而取消此一會晤。374不過，兩人藉由一周後在新加坡舉行的
「東南亞國防部長會議」期間，進行 85 分鐘會晤，馬提斯並邀請魏鳳和訪問華府；
馬提斯也藉由此機會與日本、韓國防長討論北韓問題，同時也與印度防長就印太戰
略進行溝通。375在這之前，美國 11 月 8 日，美中外交安全對話(US- Chin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在華府舉行，美方要求中方自南海島礁撤離導彈，但中方
拒絕。37610 月初，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訪問北京，在與中國國務委員兼
外長王毅會晤時，兩人言詞交鋒，龐佩奧指出華府與北京在安全與經濟問題上有基
371

John Power, “US Warships Made 92 Trips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Since 2007,”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3, 2019.
372

Catherine Wong, “Beijing ‘Warns Off’ US Warships in South China Sea as Tensions
Rise,”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2019.
373
Chao Deng and Lingling Wei, “China Agrees to Resume U.S. Trade Negotia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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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September 30, 2018.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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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Journal, October 18, 2018.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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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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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上的歧見，但兩國關係相當重要。377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說，有
評論指出彭斯宣布新冷戰時期到來。3782019 年 5 月底，中美兩國國防部長均將出席
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里拉對話，這是中國國防部長 8 年來首次出席此一年度會議，
美國國防部長夏納漢也是首度出席此一會議，在美國每個月都派出海艦航行台灣海
峽、自由航行南海，兩位國防部長的會面對中美兩軍的交往具有正面效應。
2018 年 5 月 30 日，美國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太司令部，並且任命戴維森
(Adm. Philip Davidson)接替哈里斯，川普政府則原先規劃哈里斯出任駐澳洲大使，
而後改派擔任駐韓國大使；2014 年底哈里斯出任太平洋指揮部司令，在參議院任命
聽證上表示北韓將是最容易升高情勢與危險的威脅。3792016 年 12 月初，哈里斯在澳
洲雪梨保證川普政府成立後，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安全承諾不會改變，華府反對中國
在南海的擴張也將持續；哈里斯在雪梨羅威研究所(Lowy Institute)公開演講表
示，若沒有事實就沒有更進一步，而媒體報導美國將放棄印度亞洲太平洋
(Indo-Asia-Pacific)是過度誇大，他指出實際上此地區對美國的未來最具重要性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gion for America’s future)；美國的國家利益將持
續促使美國保持與此地區的交往，並且支持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或稱為全球運
作體系(Global Operating System)，因為此一系統自二戰結束以來促進了和平與繁
榮，而美國的軍事存在及與盟邦和伙伴的網路是此一系統的支柱；美國在全球有 7
個軍事同盟條約，在印度亞洲太平洋就有 5 個；哈里斯也表示他有時以印太
(Indo-Pacific)慣稱此地區，印度洋和太平洋連結了印度次大陸、東南亞、澳洲、

377

Jeremy Page and Michael R. Gordon, “U.S.-China Tensions Break Out in Beij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8, 2018; Gordon Lubold, Jeremy Page, Kate O’keeffe,
Michael C. Bender, “U.S. Edge Toward New Cold-War Era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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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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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大洋洲與美國，大家成為一體。380哈里斯訪問澳洲期間，簽署了增強美澳
軍事合作的一些協議包括每年美軍陸戰隊至達爾文駐防演訓的人數增加到 1250
名、美國也將自 2017 年起在澳洲進駐 F-22 戰鬥機並將視情況可能在 2018 年進駐
F-35 戰機。381
2019 年 5 月 2 日至 8 日，美國導彈驅逐艦勞倫斯號(USS William P. Lawrence)
與印度海軍驅逐艦科卡塔號(INS Kolkata, D 63)、加油艦夏卡蒂號(INS Shakti)、
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航母出雲號(JS Izumo, DDH 183)、驅逐艦 JS Murasame (DD101)
及菲律賓海軍班尼菲柯號(BRP Andrew Bonifacio, PS 17)一起在南海進行演習，勞
倫斯號指揮官庫魯吉(Cmdr. Andrew J. Klug)表示與盟邦、夥伴及朋友進行專業交
流，提供了更進一步強化關係的機會，並能增進彼此相互學習；參與此一演習的日
本指揮官穎川弘(Adm. Hiroshi Egawa)也認為，四國海軍成功順利進行各項操演，
展現專業化與高度操作技能。382實際上，這一次四國海軍操演是首次舉行，自 3 月
以來中國與菲律賓在中業島附近。
2017 年 6 月底，美國防衛新聞(Defense News)報導，取得數位全球公司
(DigitlGlobe)所拍攝衛星影像顯示，中國已經在海南島佈署最新型反潛機並計畫佈
署無人機，詳細的地點是凌水空軍基地，影像顯示有 4 架 Shaanxi Y-8Q 渦輪螺旋
槳反潛機及 3 架 BZK-005 無人機(2016 年曾首次出現在西沙永興島)，同時也有 2
架屬於解放軍海軍的 KJ-500 早期空中預警機停放。383菲律賓南部回教分離分子活動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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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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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Defense News, Jube 22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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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印尼、馬來西亞已經加入菲律賓共同巡弋菲南海域，美國增派 3 架 P-3 偵察
機協助菲律賓進行圍剿，而澳洲也派出偵察機協助。384同時間，華府戰略與國際研
究所(CSIS)公布的衛星影像顯示:北京並未放棄在國際水域加強其雄心的企圖。中國
不僅在永暑礁建構 4 個掩體作為飛彈設施使用，也建置了通訊及雷達系統；在 2017
年 2 月，CSIS 的衛星影像顯示中國在永暑礁、渚碧礁及美濟礁總共設置了 8 個飛彈
掩體，因而目前中國已在南海建置了 12 個飛彈掩體設施；實際上在先前中方也已經
在每一個島礁建立儲油及儲水設施。美方的軍事專家認為目前中方已經可以隨時在
南海佈署軍事設施，包括戰鬥機與飛彈發射系統。然而，2015 年 9 月習近平國事訪
問華府時，他曾向國際承諾中方不會軍事化南海島礁。385
日本近年提升其軍事支出並且密切關注中國軍事動向，加強與印度、澳洲及東
南亞國軍事合作與交流，為防衛釣魚台群島也正發展超音速飛彈，預計 2026 年完成
佈署。386日本防衛省也首度證實，派出黑潮潛艦與兩艘驅逐艦及加賀號航母與美軍
387

在南海黃岩島礁附近進行聯合軍演。 近年，日本因為海上生命的維繫，安倍政府
對於南海保持戰略機警，2016 年 3 月日本潛艦就在兩艘海艦的陪同下先前往越南金
蘭灣訪問，而後再前往菲律賓訪問，安倍政府協助提升菲律賓海上軍力與執法能力，
隨著日本協助 10 艘菲國船艦陸續轉交，菲國海軍實力更為提升。2018 年 9 月，川
普在聯合國發言後，美國駐澳洲代理大使克魯索(James Carouso)指出，美國與日
本、澳洲正在共同計畫出資 2 億美元在南太平洋鋪設通訊電纜，這一計畫是為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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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北京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388近期，美中軍事關係也出現一些變化，9 月 20 日美
國國務院與財政部針對北京向俄羅斯採購蘇愷 25(SU-25)戰機及 S-400 地對空飛彈
進行制裁，這一制裁是華府首次對外國向俄羅斯採購武器進行制裁，此一制裁也對
其他國家想與俄羅斯進行武器交易的國家傳遞重大訊息，川普此制裁係針對中國解
放軍中央軍委會裝備發展部及該部負責人，當然引來中方強烈抗議。389
2019 年 2 月，美國國務卿龐佩澳訪問馬尼拉再次重申美國對美菲軍事同盟條約
的承諾；4 月，菲律賓指控中方的海巡、武警與民兵船對於菲方在中業島海域的漁
民進行監控與騷擾，菲國總統杜特蒂對北京有較為強硬發言，但是杜特蒂隨後出席
北京第二屆一帶一路元首高峰會；杜特蒂在菲律賓新一屆參院選舉中再次贏得勝
利，杜特蒂身體健康因素恐不利長途飛行前往華府，畢竟其尚未訪問美國，儘管其
願意在川普與習近平間傳遞和平訊息，但在其任內川普政府要經營菲律賓之關係，
恐必須多仰賴日本及澳洲等盟邦協助。
2007 年 5 月，日本首相安倍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說，將其在 2006 出版的新書
《Toward a Beautiful Country》內容更為發揮，提出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個海洋合
流(Confluence)概念，認為一個新的、廣大的亞洲(broader Asia)正受到此兩個大
洋時代來臨、交會而形塑著，印度洋與太平洋是自由與繁榮之海，而目前正跨越地
理邊界展現強大動力，區域內所有民主國家必定要共同合作；3902012 年 12 月，安倍
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又再度提出其「民主安全鑽石」(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DSD)倡議。391當各界擔心美國國力與領導力衰退，安倍自認日本有義務在太平洋與
印度洋、亞洲與非洲增進合流、往來密切同時，注入自由、法治與市場經濟價值，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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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8, 2018.
3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網站，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就美宣布制裁中國軍隊相關部門負責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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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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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於受到高壓與強制而促進繁榮。3922018 年 10 月底，安倍與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進行高峰會，安倍指出:「一個強大的印度對日本有利，一個強大
的日本也有利於印度。」393安倍與莫迪峰會的安排緊跟著安倍訪問中國大陸隔日，
而安倍訪問北京是其再上任首相七年以來首次，東京的大國平衡操作細膩；同時，
這也是莫迪上任以來第三度訪問東京。394實際上，2018 年 8 月中，日本防衛省大臣
Itsunori Onodera 與印度防長 Nirmala Sitharaman 在新德里展開對兩國簽訂採購
與相關服務協議(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進行談判，
兩國對於應對中國在南亞逐漸增長的影響力有較明確進展，初步將在燃料與火炮供
應增進合作，日本陸上自衛隊武力也將與印度陸軍在秋天進行首次聯合演習。395
2018 年 11 月，安倍在東京會見到訪的馬來西亞新上任總理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刻意將戰略改稱為願景，日本官員向媒體解釋係為避免給人聯想以戰略
之名有擊敗某一對手國的指涉，而 2018 年 8 月東協國家元首峰會即有這樣的意見出
396

現； 2018 年 11 月，安倍展開出訪行程首先前往新加坡出席東亞元首高峰會並與中
國總理李克強、韓國總統文在寅、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會議期間會談；安倍繼而出席
巴布亞紐新幾內亞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峰會。此行，安倍除呼籲各國遵守聯合國
對北韓經濟禁運也表達對中國將南海軍事化發展的關切，而與川普政府共同創建一
架構，透過海事安全合作的途徑將太平洋、印度洋的國家涵蓋，以提升法治、市場
經濟的共同理想。397美國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與印度、日本與印度以及澳洲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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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關係出現更多的接觸，美國在中國周邊除加強既有盟邦關係，也強化與準同盟
及伙伴國家的安全與外交往來，朝向編織更為綿密的網絡，希望形塑中國大陸也朝
向更為正向與積極的對外行為，美日澳、美日印三邊機制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
發展。398

五、結論與建議
2019 年 8 月，美國新任國防部長艾斯博(Mark T. Esper)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
演講指出，美國如今已經面臨強權競爭的時代，俄羅斯與中國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
399

即使中美貿易出現第一階段協議，美中因地緣政治因素，在各領域的競爭仍將持

續。即將進入新世紀第三個十年，美國投入印太地區的軍事資源仍然被認為是短缺，
實際上，從小布希政府以來，五角大廈即認為此一地區的軍事競爭將更為激烈，即
使歐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在平衡、川普提出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他們均是希望
從安全、經濟、軍事、外交著重此一地區的投入。但是，即使美軍太平洋指揮部已
經更名為印太指揮部，但是它的武力結構並未出現重大改變，即使川普政府在 2018
年有新的國防戰略報告(Defense Strategy Report, DSR) ，其主要部分仍然沿襲自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的思維。2019 年 10 底，美國資深的軍事官員向媒體表示，配合
此一國防戰略調整的資源投注仍還未到位。4002019 年初，太平洋艦隊司令戴維生(Adm.
Phil Davidson)也曾致信給美國國會議員，表達對於海艦的現代化提升與碼頭設施
更新的憂慮，希望獲得國會預算的支持。
2019 年底，各界認為「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Asian Review, November 14, 2018.
398

399

Mark T. Esper, “Secretary of Defense Esper Tells U.S. Naval War College Students His
Focus Is Great-Power Competition,” U.S. Naval War College, August 27, 2019.
400

Gordon Lubold, “U.S. Works Up New Effort to Shift Military's Focus to As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3, 2019.
728

Economic Partnershiop, RCEP)即將上路，這個涵蓋亞太 16 個國家的全球最大的自
由貿易區的成形將涵蓋全球一半的人口數與三分之生產總值。但印度卻不願加入聯
署，美印關係在過去儘管有較多改善與增加軍事合作，印度、美國、澳洲與日本，
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外長也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紐約首次會晤，突破自 2017 年來
均由中高階官員進行的形式，他們對於中國將南海軍事化以及中國崛起後對印太區
域安全造成的衝擊開始有意見的溝通與對話。
2019 年 3 月 25 日，美軍驅逐艦「柯蒂斯韋伯」號（USS Curtis Wilbur DDG-54）
及海岸巡邏艦「伯瑟夫」號（USCGC Bertholf WMSL-750）由南向北穿過台灣海峽，
這是美軍直行穿越台海自由航行任務以來，首度有美國「海岸巡防隊」（US Coast
Guard）的船艦參與。2019 年 1 月「伯瑟夫」號離開加州母港後，便規劃在西太平
洋地區執行任務約 170 天，在 6 月返回母港，美國「海岸巡防隊」將再派遣另一艘
大型巡邏船到西太平洋，與海軍共同執行海上任務。過往，美國「海岸巡防隊」甚
少進入南海海域，這是因為各國的「海岸巡防隊」主要以維護該國管轄範圍以內的
水域，包括海上秩序、治安、走私、偷渡、衛生、檢疫與救難等任務，對於國家管
轄範圍以外的水域，例如公海，則執行國際條約賦予的登檢任務，或對自己國籍管
轄的船舶行使「船旗國管轄」
，或是行使普遍管轄權，打擊萬國公罪的海盜行為等。
因此，美國「海岸巡防隊」除了夏威夷群島、關島及北馬里亞納群島等美國管轄海
域，及「中西太平洋鮪類保育委員會」（WCPFC）公約海域有執行打擊非法捕魚登檢
之必要外，甚少進入南海，主要原因是美國在南海周圍地帶並無領土，自然就沒有
管轄的海域，此外，美國船舶（除了商業貨輪或執行開發任務等）甚少在南海海域
出沒，
隨著中國在南海填海造陸，軍事化南海島礁，我國蔡政府上任以來，海巡署已
耗資近 6000 萬元，在我南沙大平島上興建海巡隊新營舍。同時，我國防部長嚴德發
在立法院備詢指出，基於人道考量必要時將同意美軍使用太平島作為緊急避難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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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使用停靠。這是繼馬英九總統親自前往太平島慰勞守軍、宣示主權後，蔡政府體
認須更務實地經營太平島，以防日後我被邊緣化，因而開始投入數千萬台幣在島上
擴建南沙醫院與海巡隊長駐用的新營舍，2020 年已編列 16 億 4842 萬餘元預算案，
計畫四年內完成「南沙太平島港側浚深及碼頭整修工程計畫」
，希望讓「火力、噸位、
耐浪力及續航力均較具優勢之 100 噸級巡防艇常駐太平島」，落實南沙海域巡弋任
務。
媒體也報導，海巡署為打造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國際運補與科學研究基地」
，
自 2020 年度起編列預算辦理「南沙太平島港側浚深及碼頭整修工程計畫」，該計畫
擬進行太平島既有碼頭功能的整修與強化作業，主要工程項目包括 100 噸級巡防艇
避颱強化工程、4000 噸級巡防艦港側航道加深工程、碼頭附屬設施強化工程及配合
設施工程等，預計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2 月進行結算驗收，也就是在下任總統任
期卸任前完工。預算案表示，海巡署為強化南海巡護能量，計畫以火力、噸位、耐
浪力及續航力均較具優勢的 100 噸級巡防艇常駐太平島，以落實南沙海域的巡弋工
作。另為落實使太平島成為「人道救援中心」及運補基地之目標，海巡署所提出「籌
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擬透過優先建置具醫療設備的 4000 噸級巡防艦，提升維護
南海主權與捍衛漁權功能。實際上，2019 年 5 月，海巡署也偕同相關部會在太平島
海域展開南援四號人道救援演練，並首次將救護車直接開上空軍 C-130 運輸機後送
傷患返台作業，海巡署希望未來也能與周邊國家進行人道援助救援合作。401這一次
的南援四號演習動用 4 艘艦艇、2 架飛機、2 架無人機。海巡署陳國恩署長表示:蔡
總統宣示將太平島打造成救援中心及運補基地，台灣未來將善盡國際責任，只要有
助提升太平島繼援能量之事，政府將會進行。陳署長也表示:救難、救援是普世價值，
全世界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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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太平島人道救援演練救護車直上 C-130 後送台灣，201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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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底，蔡總統出訪南太友邦展開為期八天七夜的「海洋民主之旅」，
出訪我太平洋友邦帛琉、諾魯及馬紹爾群島。這次海洋民主之旅，我國並與帛琉及
諾魯簽署海巡合作協定，在這項合作協定的基礎下，我國分別致贈一艘海巡艇給帛
琉、諾魯及馬紹爾群島，總價新台幣 1800 萬元。其中，馬紹爾已在 2018 年與我簽
署海巡合作協定。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說，巡邏艇最大航速 45 節，全長 11.2 公尺，
寬 3.4 公尺，可搭載 6 個人，每艘造價 600 萬，這些艦艇噸重 8 公噸。這次出訪先
贈送模型，實體巡邏艇約 2019 年底前可建造完成。402
2010 年開始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推動「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籌建 1,000 噸
級以上指標性項目皆已成軍。在全球強化海巡任務的發展趨勢下，台灣並未遲疑也
展開提升海巡任務、增強新型艦艇加入運作的努力，同時也希望讓國內造船產業維
持相關能量，行政院早已核定「籌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
。根據公開的資料指出:「籌
建海巡艦艇發展計畫」預計打造 141 艘各型艦艇，除進一步整併巡防艇種類以降低
後勤成本外，中大型艦部分政府預計打造 4 艘 4,000 噸級巡防艦、6 艘 1,000 噸級
巡防艦與 12 艘 600 噸級巡防艦。4,000 噸級艦是海巡署有史以來最大噸位之艦艇，
將設計包含手術室、負壓隔離病房在內的完整醫療空間，未來可作為重要人道救援
載台，也有開拓外交空間之期許；另外 4,000 噸級也將預留方陣快砲裝設線路，讓
其具備基礎點防空能量，飛行設施則明確規劃飛行甲板與機庫需提供 S-70C「降落」
與「進駐」。

402

「蔡總統訪南太三友邦將致贈海巡艇總價 1800 萬元」
，
《聯合報》，2019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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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與 2019 年萬安灘事件之比較--兼論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的影響
403

武貴山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 中國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壹.

前言

南海爭端是越中關係中向來最大的阻礙，對雙方影響極為深遠。在南海主權主張上，
雙方都無可讓步、並以強硬的態度回應對方。近年來，中國在南海中的言語和行為
不斷強硬化，使南海形勢日益升溫；中國在此地區人工島礁建設亦造成南海周邊國
家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因中國所發動的 2014 年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事件(簡稱:
981 事件)的相關行為直接影響到越南主權權利、以及管轄權，同時，影響及其國家
發展進程，越南政府皆以強硬的態度來回應。使得雙方關係的發展處於起伏的狀態
下。2019 年越中關係逐漸改善的背景下，中國地質八號船隻進入依據國際法規定屬
於越南經濟專屬區的萬安灘對峙(簡稱: 萬安灘事件)。在此南海對峙事件，越中對
彼此相關行為的回應與以往有一些不同之處。
筆者試圖梳理 981 事件與萬安灘事件的異同，旨在討論越中彼此在南海議題上回應
對方的變與不變，從而，分析 981 事件與萬安灘事件為主的南海對峙對越南關係的
影響。本文主要的觀點就是越中各自南海戰略乃有調整；各自乃維持自身南海主權
主張，並且南海爭端解決的立場。近期越中彼此在南海議題上對對方的回應呈現了
各自在戰術上的調節，旨在維持雙方南海的戰略。之外，南海對峙可能會使越中關
係下滑，但是下滑的程度要依據事件本身的性質以及雙方對此事件的行為。加上，
南海對峙會影響到雙方互信建立的進程。之外，本文結構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
分就是討論中國南海相關行為，第二部分則是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的回應，第三部
分是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的影響。

403

武貴山：目前是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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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中國南海行為
1. 中國南海行為的不變

中國在兩起事件中的相關行為具有一些共同點。這些相同點體現於中國南海的目
的、中國選擇對峙地點、以及中國推動對峙的方式。
其一，此兩起事件的目的皆是試探越南越共高層領導對此事件的反映，並且後者對
中國的態度。具體而言，這兩起事件發生時間只離越共舉辦歷次大會的舉辦兩年的
時間。981 事件的發生只離越共第十二全國代表大會的預計舉辨的時間兩年。404萬安
灘事件只距離越共即將舉辦的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也將近兩年。405對越共高層領
導而言，該時段是一個關鍵時期，可能影響及其政治生命，所以在處理相關問題上
更加審慎的思考，對前者的發言和行動要有所顧慮。所以，中共可從越南高層領導
在處理這些事件的相關發言與作為上觀察越南高層領導對中國的態度。
之外，中國繼續挑戰 1982 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中國成功地利用國際法相關程
式以阻止其他聲索國針對中國在南海主權的主張採取法律訴訟。這意味著南海議題
解決中法律途徑的局限性。中國可以利用這些局限性以進一步形塑其在南海議題中
主導的地位和角色。2016 年 7 月，南海仲裁判決結果出爐。中國對該事件採取⸢三
不⸢的立場，同時表明該判決結果對中國沒有約束性。由此可見，菲律賓正式對中
國在南海行為採用法律訴訟的途經並非起出重大的作用以及影響。406中國在 981 事
件與萬安灘事件中的行為已說明中國違反了 1982 年海洋法公約有關經濟專屬區和
大陸架主權權利、管轄權等規定；不顧他國的反對地非法進入他國的經濟專屬區和
404

越共十二大正式於 2016 年 1 月開幕，引自 Edmund Malesky and Jason Morris-Jung, "Vietnam in
2014-Uncertainty and Opportunity in the Wake of the Hs-981 Crisis," Asian Survey, Vol. 55,
No. 1 (2015).
405
越共預計於 2021 年舉辦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引自 Khúc Hồng Thiện. "Tập Trung Trí Tuệ Chuẩn
Bị Đại Hội Xiii Của Đảng." Nhân Dân Cuối Tuần,
https://www.nhandan.com.vn/cuoituan/the-thao/item/41865402-tap-trung-tri-tue-chuan-bidai-hoi-xiii-cua-dang.h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26th, 2019).
406
武貴山， ⸢ 分析越中在南海議題中的關係: 以 2012-2016 為例 ⸢，發表於中國與全球治理:
機會與危機(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and Crisis)研討會 (釜山:中韓社會
科學學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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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架內。因此，這可說明中國繼續挑戰國際法。
中國另一個目的則是進一步鞏固中國以九段現為歷史且法律依據的南海主權主張，
同時強化中國南海上的實際控制。中國在 981 事件的目的是力圖強化其九段線為主
的南海主張，同時，避免引起軍事衝突的發生。4072016 年 7 月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
後，國際仲裁法庭已否決中國南海所主張的⸢九段線⸢。雖然中國對此仲裁法庭的
判決，中國表示⸢三不⸢的立場，但是該判決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明顯對中國在
南海的主權主張是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雖然不公開提及以九段線為歷史依據的南
海主張，但是實際上，中國乃以實際控管實力為來強化其南海主張。
之外，中國試圖挑戰 2020 年越南擔任東協主席輪值國的任務，其原因是擔任東協主
席輪值國的越南可能使中國敦促早日完成利於中國的《南海行為準則》( Code of
Conduct:簡稱 COC)，持續分化東協的團結性意圖受阻，所以中國進一步對越南施
壓。自 2016 年 7 月， 雖然中國不承認南海仲裁案判決結果，但中國也顧慮到中國
形象的損害，所以大力推動 COC 協商。2017 年 5 月中國與東協達成 COC 草案框架。
之外，中國力圖在與東 COC 協商前中獲取最大利益。中國與東協國家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持續進行 COC 草案第二版的討論。408中國認為在 COC 協商過程中經常面臨來
自越南的挑戰，尤其自中菲關係改善後，越南在南海議題協商上成為中國較難擺平
的對主要對象。之外，基於中國與東協各國是一種不對稱的關係，中國不斷會對越
南進行施壓，旨在強化其大國地位和利益。因此，中國以南海對峙來施壓越南。
其二，就南海對峙地點方面， 從越南的角度，依據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此兩地
區皆屬於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區域，越南對前者擁有主權權利、管轄權。2014
年還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所設置的位置只離越南梨山島 120 海裡；完全屬於越南

407

Ian Storey. "The Sino-Vietnamese Oil Rig Crisis: 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Singapore: 2014), p 1.
408
Xinhua. "Xinhua Headlines: China, Asean Countries Make Progress on Coc, Vow Broader
Cooperation." Xinhuane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8/03/c_138281531.htm,
(accessed on Octocber 15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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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專屬區內。若干觀點認為該設置的位置是屬於月中經濟專屬區重疊之地。即便
如此，若有重疊的話，依據海洋法公約所規定的經濟專屬區重疊相關規定，可以採
用經濟專屬區重疊的想像中線之辦法。若採用此方式，981 鑽井平臺所設置的位置
完全屬於越南經濟專屬區。另外，此兩處雙方對峙地區是美國較少執行自由航行之
地。雖然中國海軍自信不斷增強，但是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乃未願意與美國在南海上
直接對撞。409因為中國力圖避免增加南海控制的成本。加上，近期中美競爭日益惡
化，中國在許多方面必須面對美國的施壓，所以中國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直接跟美
國直接對撞。
其三，就對峙方式方面，在兩起事件中， 中國皆以科學調研的低政治問題為由展開
其相關行動。中國以如此理由正當地強化中國在南海所謂⸢維權⸢工作，同時，希
望能夠將低國際對南海事務的關注。值得注意的是 1988 年南海衝突中，中國也以類
似的藉口來發動越中海上衝突。
2.中國南海行為的調整
從萬安灘事件過程的演變來看，中國在南海行為有一些戰術性的調整。該調整體現
於以下幾個面向:
其一，中國力圖將原本沒有爭端的萬安灘成為具有爭端的地區，進一步強化中國在
南海各海域上的控管。9 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回應此事表示 “越南方面自今年 5
月以來一直在中國萬安灘海域開展單方面油氣鑽探作業.......”，“中國對南沙群
島擁有主權，對南沙群島萬安灘附近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410如此主張有
利於擴大控管範圍並強化中國所謂⸢九段線⸢內的執法。在萬安灘事件發生中，中
國船隻也不斷非法進入馬來西亞經濟專屬區。中國船隻阻止了馬來西亞 Sapura

409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25.
410

2019 年 9 月 18 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698901.s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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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ranza 號半潛式輔助鑽井平臺進行作業。411 這意味著中國力圖將其他聲索國主
張且原本無爭議的海域透過中國所謂執法的藉口以成為有爭議的海域。
其二，就 981 事件而言，中國觀方媒體大量報導此事件，並指責越南在南海行為，
諸如: 越南多次衝撞我國船隻，越南將南海議題國際化。就萬安灘事件而言，中國
沒有針對此事件大量報導。其原因是在中美貿易戰日益添加不確定因素，中國盡量
避免美國力用南海問題進一步對中國施壓，並進一步涉入南海事務，412可能致使中
國南海控管的成本增加。在萬安灘事件發生中，美國沒有執行任何自由航行的活動。
413

之外，中國國內、區域乃國際形勢發生的變化不利於中國將南海行為的強度增

大。目前，中國內部面臨若干嚴峻的問題，諸如: 香港問題，中美貿易戰，經濟增
長率放緩等。至近，雖然中國內部問題尚有足夠的證明來說明萬安灘事件發生的原
因是中國將其內部矛盾轉移到，但是仍然可以說明中國目前以中國國內維穩的任務
為優先處理，而不想將萬安灘事件被過度關注。因此，中國官方媒體幾乎對此事件
沒有太多的報導。
參.

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的回應
1.

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回應的不變

越南至今尚未採取法律訴訟途徑來回應中國南海主權的立場。414當萬安灘事件發生
時，越南是否採取法律訴訟途徑來回應中國南海行為的問題再度在越南國內各界，
甚至在越南國會中被提起，諸如: 一些國際法專家也指出若中國再次做出一些挑戰

411

Rozanna Latiff. "A Hundred Chinese Boats Encroach in Malaysian Waters: Minister."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chinasea-malaysia/a-hundred-chinese-boats-encr
oach-in-malaysian-waters-minister-idUSKCN0WR03H, (accessed on Octocber 15th, 2019).
412
中國認為 981 事件是區域外大國涉入南海事務中的藉口，Ramses Amer, "China-Vietnam Drilling
Rig Incident: Reflections and Implications," Policy Brief, Vol. (2014).
413
近期美國在南海實施自行航行的任務是於 2019 年 5 月，Ankit Panda. "South China Sea: 2 Us
Navy Destroyers Conduct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in Spratlys."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5/south-china-sea-2-us-navy-destroyers-conduct-freedom-o
f-navigation-operation-in-spratlys/, (accessed on Octocber 19th, 2019).
414
武貴山， ⸢ 南海爭端下越中關係之分析(2014 -2018 ) ⸢，國際與公共事務，第 10 卷 第 6 期
(2019 年)， 頁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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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越南可能考慮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訴訟案。415越南國內對此問題的看法與
主張乃未達成共識。在 981 事件發生期間中，越南時任國家總理阮晉勇已表明「越
南已考慮到各種維護南海主權的辦法，其中包括依據國際法的法律途經」
。加上，越
南時任國防部部長馮光清曾經表示⸢....對中國採取法律的途經只是最後的辦法
⸢。416反之，一些觀點認為據當時情況，越南的準備等等原因，417不應該採取法律途
經。實際上，萬安灘事件結束後，越南仍然沒有採取法律途經。
越南持續將南海議題在多邊機制上提及，並呼籲國際社會就南海問題的關注與支
援。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分別在 2019 年聯合國大會上提及近期南海嚴峻的形勢。
聯合國強調國際法是世界各國獲取平等關係的基石，任何國家的行為必須遵循國際
法，但乃未明指責中國。2019 年 8 月 31，越南外交部長在東協外交部長高峰會強調
近期南海嚴峻的形勢，其中包括某國南海軍事化的單一行為，頻繁進行軍事演習，
尤其是中國地質八號考察船隻以及其跟隨海警船非法進入越南經濟專屬區和大陸
418

架、進行非法考察工作。

當 981 事件發生時，2014 年 5 月越南也將南海問題在第

二十四東協高峰會上提出，同時，向聯合國提出反對中國南海行為的公函。419

415

"Vụ Bãi Tư Chính- Nếu Khởi Kiện, Lẽ Phải Thuộc Về Việt Nam." VOV,
https://vov.vn/chinh-tri/vu-bai-tu-chinh-neu-khoi-kien-le-phai-thuoc-ve-viet-nam-93623
9.vov#ref-https://l.facebook.com/ (accessed on Octocber 19th, 2019).
416
Hữu Hưng. "Bộ Trưởng Phùng Quang Thanh: Khởi Kiện Trung Quốc Chỉ Là Giải Pháp Cuối Cùng."
VTVnews,
https://vtv.vn/trong-nuoc/bo-truong-phung-quang-thanh-khoi-kien-trung-quoc-chi-la-giai
-phap-cuoi-cung-143042.htm, (accessed on Octocber 29th, 2019); Lye Liang Fook and Ha Hoang
Hop. "Vietnam’s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ingapore: 2018).
417
某一位法律專家在一場 981 事件相關的座談會之意見。
418
Huyền Lê. "Phát Biểu Biển Đông Của Phó Thủ Tướng Tại Asean Được Nhiều Nước Ủng Hộ."
Vn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the-gioi/phat-bieu-bien-dong-cua-pho-thu-tuong-tai-asean-duoc-nh
ieu-nuoc-ung-ho-3962283.h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27th, 2019); Vũ Hân. "Việt Nam Mang
Vấn Đề Biển Đông Ra Liên Hợp Quốc." Thanhnien,
https://thanhnien.vn/thoi-su/viet-nam-mang-van-de-bien-dong-ra-lien-hop-quoc-1131407.h
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27th, 2019).
419
Fook and Hop. "Vietnam’s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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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乃秉持依據 1982 年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規之主張，同時，要求海上執法
單位持續保持克制的態度，盡可能不讓對峙擴大。萬安事件中，當中國地質八號船
以及 3 膄中國海警船隻進入越南經濟專屬區，越南相關單位只遣派 4 膄漁監船前往
阻止。目前，越南漁政(越南稱:漁監)是越南四種海上執法單位之一。其執法權限與
範圍不如越南海警單位的權限與範圍，主要針對越南漁業相關的活動進行執法。此
行為能夠說明越南執法單位在執法上克制的努力。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外交發言人
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針對近期南海形勢發展發言過程中尚未直接指名中國。某一種
程度上，這能夠說明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的回應乃克制。越南乃採取一種⸢面子⸢
的手段來回應中國。
越南持續反駁中國南海主權主張，以及萬安灘是南沙島礁的一部分。越南外交部發
言人以表明萬安灘是水下暗礁，是越南經濟專屬區與大陸架底層的一部分。420越南
海洋地質與水文專家曾經表示萬安灘海底基層並非處於南沙群島的底層。據國際水
421

道測量組織所示，沒有任何正式的資料可證明萬安灘屬於南沙群島的海域。 因此，
中國對萬安灘的主張是⸢中國一貫主張對萬安灘及其附近海域享有主權，對有關水
域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2016 年 7 月 12 日，中國政府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關於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聲明》
，重申對包括南沙群島在內的南海諸島
享有主權，主張南沙群島等四大群島擁有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並重申了中
國的歷史性權利⸢。422423該主張卻被越南持續反駁；如此主張完全抹滅了 1982 年海
420

2019 年 7 月 19 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的發言。Lê Nghiêm. "Trung Quốc Không Có Vùng Biển Nào
Ở Bãi Tư Chính." Sài Gòn Giải Phóng,
http://www.sggp.org.vn/trung-quoc-khong-co-vung-bien-nao-o-bai-tu-chinh-606171.h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15th, 2019).
421
Viet Anh. "Vanguard Bank an Extension of Vietnam's Land Mass, Beyond Dispute: Experts."
Vnexpress,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vanguard-bank-an-extension-of-vietnam-s-land-mass-be
yond-dispute-experts-3997057.h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24th, 2019).
422
⸢這才是解決萬安灘事件的最佳選擇⸢，海外網，<
https://wap.china.com/act/toutiao/13000108/20190919/37072763.html >，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423
Anh, "Vanguard Bank an Extension of Vietnam's Land Mass, Beyond Dispute: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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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法公約的相關規定，與 2016 年 7 月仲裁法庭判決的結果，並故意扭曲南海海底地
質的特徵。
2.

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回應

除了繼續發揮越中關係歷史發展的教訓，越南政府對萬安灘事件的處理已經說明越
南已經領悟了 981 事件的若干負面影響，並將後者轉為處理海上對峙的教訓。該教
訓主要呈現於越南領導人對此事件的態度，越南調節越南民眾民族主義的情緒。
其一，關於越南高層領導對南海形勢的表態。高層領導針對此事件的發言基調不同。
2014 年 981 事件中，2014 年，阮金勇先生曾經在菲律賓進 2014 年，行國事訪問時
就南海議題發表了意見，他認為 ⸢越南絕不以國家主權換取某種幻想的友宜⸢。 同
時，他也認為 ⸢1974 年中國使用武力占領黃沙群島⸢，或是 ⸢越南再度重申南海
各聲索國需要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其爭端，諸如: 遵守 1982 年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
際法，保證尊重和全部落實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簡稱 DOC） ，努力達成 COC。 越南國前國
防部部長亦曾經在 2014 年香格里拉國防對話中已言明⸢中國單一將海洋石油 981
鑽井平臺放置越南經濟專屬區引起了越南民眾的不滿情緒、區域內乃至國際社會中
各國家的擔憂… 呼籲中國將該平臺撤離出越南經濟專屬區以及大陸架，同越南協
商，旨在維持雙方友誼關係的和平與穩定，並有利於兩國、區域乃至世界的和平⸢。
在萬安灘事件發生過程中，越南國家總理於 10 月 20 日在國會大會上針對主權問題
發表了意見，但並未直接提及中國，而只提到近期南海形勢日益複雜，其中依據國
際法所規定的越南海域被嚴重違反。這些違反行為已違背了 DOC 與各高層領導的協
定。424另外，越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阮富仲於 10 月 15 日在與河內市選民溝通會上
針對近期南海議題發表意見，他表示「主權問題不會讓步….提醒選民不要聽從這些
424

Thùy An. "Thủ Tướng Nguyễn Xuân Phúc: Không Nhân Nhượng Về Chủ Quyền Và Toàn Vẹn Lãnh
Thổ." VTVNews,
https://vtv.vn/trong-nuoc/thu-tuong-nguyen-xuan-phuc-khong-nhan-nhuong-ve-chu-quyen-va
-toan-ven-lanh-tho-2019102111021227.htm, (accessed on Octocber 27t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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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南海問題極端的謠言」。425 這說明越南高層領導對南海議題的態度與看法有乃
為基本的原則和主張，但是在表達上有所調整。
其二，越南盡可能管控越南民眾反中的情緒。981 事件引發越南民眾反中的情緒上
漲，攻擊以台灣、中國大陸為主的外商企業，426引起外資對越南投資環境的疑慮，
同時，使越南社會治安出現隱患。這意味著此事件造成越南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
越南政府對社會治理的成本增加。2019 年萬安灘事件說明了越南官方紓解越南民眾
對中國不滿情緒的方式有所調整。其調整體現於越南官方媒體直接報導此事件，並
將焦點放置於越南經濟專屬區的權益，同時，強調中國南海的行為侵犯了越南管轄
權益。越南外交部發言人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發言時已經
表明⸢越南政府主動通過不同平臺嘗試與中國溝通，或發布反對公函，嚴厲要求所
有中國船隻離開越南海域，尊重越南主權權利、管轄權⸢。在南海爭端中，越南政
府向來面臨一部分民眾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之壓力。這些民族主義情緒以若干指責
越南政府處理中國強硬行為時過於忍讓來挑戰越南官方的領導能力。加上，由於
2017 年，中方因越南例行在經濟專屬區進行石油探勘，所以中國解放軍軍委會副主
席當時在越南進行訪問時決定縮短訪問行程，以便表示對越方不滿的態度，但雙方
官方媒體卻沒有針對此事件不願與外界進行說明其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此舉措已
以受越南民眾不同的議論聲音。為了因應此問題，越南政府一向對南海問題的處理
採取審慎的措施；一方面，給予民眾一定紓解空間，另一方面盡可能避免反中情緒
上漲。427 所以與 981 事件相比，在萬安灘事件處理過程中，雖然越南政府，對外呼
籲國際社會對此事件的表態，對內坦衰地表達此事件的嚴重性，但是將事件重點和
425

Viết Tuân. "Tổng Bí Thư, Chủ Tịch Nước: 'Không Nhân Nhượng Vấn Đề Chủ Quyền'."

Vn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thoi-su/tong-bi-thu-chu-tich-nuoc-khong-nhan-nhuong-van-de-chu-q
uyen-3997185.html, (accessed on Octocber 27th, 2019).ˋ
426
Ng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Minh Vu, "The 2014 Oil Rig Cri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China Relations,"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under Doi Moi, Vol. (2018).
427
Nhung T Bui, "Managing Anti-China Nationalism in Vietnam: Evidence from the Media During
the 2014 Oil Rig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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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報導。這意味著越南主要強調越南在萬安灘上的主權權利、管轄權，並中國
正在侵犯了越南經濟專屬區的合法權益。其目的是引道越南民眾對此事件本質的正
確認知，避免越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
肆.

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發展的影響

雖然南海議題並非越中關係的全部，但是被視為越中關係發展最大的阻礙。因此南
海對峙在以下面向會影響到越中關係。
南海對峙促使越中關係變化的幅度出現大更的起伏。某一位越南學者指出若將自
1950 年雙方關係建立以來，越中關係發展畫分光譜的話，那麼有兩個指標必須注
意。第一個就是 1950-1960 年越中關係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友好。第二個則是
由於 1979 年越中邊界戰爭使 1970-180 雙方關係惡化到最低的程度。自 1991 年關係
正常化以來，雙方關係發展不斷在如此框架中起伏。2014 年事件導致越中關係極度
下滑，但未達到類似 1979 年越中邊界戰時雙方關係惡化的程度。428
981 事件結束後，越中關係不斷努力改善雙方關係，雙方皆意識到此事件對雙方國
家治理所帶來的成本提升，所以 2015 年越中已努力改善並修復雙邊關係。2015 年 9
月，越南副總理阮春福在中國—東盟博覽會開幕式上表示，越南歡迎並積極研究參
與中國在相互尊重、互利基礎上提出的增進區域交流與合作的有關倡議，其中包括
「一帶一路」
。429雙方不斷強調以合作為導向來促進兩國關係發展。越中兩國就南海
問題建立若干協商機制，旨在進一步將越中在南海議題中的關係務實化。同時，雙
方比較強調推動雙方在北部灣口外的劃界與合作；審慎考慮在雙方海上主張重疊的
某一些區域尋找符合國際法的合作方式。430因此，2015 年至 2018 年越南關係逐漸得
以改善。萬安灘事件上，越中彼此互向指責對方南海行為，並強化自身的相關主張。
由此可見，雖然萬安灘事件對越中的影響尚未能夠說明該事件使越中關係惡化，但
428

某一位越南研究中國資深的學者之意見。
武貴山， ⸢ 越中《兩廊一圈》與《一帶一路》 戰略對接之分析-- 以 2015 年至 2018 年為例 ⸢，
發表於新時代中國的視覺: 新常態 or 反常態研討會 (嘉義:南華大學，2019)。
430
南海爭端下越中關係之分析(2014 -2018 ) ⸢， 48-50。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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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事件可能放緩越中關係改善的進程。
南海對峙影響了越中關係互信加強之進程。雙方政治互信的加強一直被越中兩國領
導人強調。雙方在多次越中聯合聲明中強調「增進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
處理分歧，推動越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431越中關係正在努
力減少雙方由於南海安全困境、彼此對對方的認知、彼此意圖象徵性、意識形態等
互向不信任的來源。432換言之，雙方努力在南海議題上保持克制，推動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不斷強化雙方既是悠久友好傳統的鄰國、又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實際上，因於南海議題的不確定性，雙方無法減少這些安全疑慮，與雙方意圖不明
確等因素。這些因素是阻礙雙方政治互信的建立。加上，南海對峙加深越南民眾對
中國政府在南海的行為之負面觀感。從而，越南對中國政策的實施成本可能加大。
由於歷史、地理、越中互動歷史的等教訓，越南民眾向來對中國的是一種錯綜複雜
的認知；既正面又負面。加上，越南民眾一向對領土問題極為敏感。南海議題總是
越南民眾較為關心的問題。越南民眾對中國南海行為持有負面態度。他們認為中國
在南海上試圖擴張。換言之，越南民眾眼中的中國形象則是擴張者。因此，這種負
面形象影響到越中雙方的互信。因此，類似 981 事件和萬安灘事件的南海困境和對
中國負面的形象對越中政治互信的加強存有明顯的影響。
伍.

結論

981 事件與萬安灘事件之比較可說明越南、中國乃努力強化各自南海的主張。中國
在萬安灘事件上不斷強化其以九段現為歷史依據的主權主張，進一步強化其南海控
制能力，試探越南內部的反映。越南仍然依據海洋法公約強化其南海的主張，呼籲
431

「越中聯合聲明（全文）⸢，人民報網，<
https://cn.nhandan.com.vn/documentation/item/5612801-%E8%B6%8A%E4%B8%AD%E8%81%94%E5%90
%88%E5%A3%B0%E6%98%8E%EF%BC%88%E5%85%A8%E6%96%87%EF%BC%89.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432
Nicholas J. Wheeler 指出國家間或國內不同群體間的互信建立是基於解決彼此互不信任的來
源。作者認為這些來源包括安全困境，和平或防卸的自我形象，意圖象徵性等等。Nicholas J Wheeler,
"Trust-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Prints: South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Vol. 4, No.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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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遵守國際法，越南對中國南海行為的回應乃採取一種克制的方式，旨在維護越
中良好的關係。之外，萬安灘事件已經闡明了越中彼此在南海議題上對對方的回應
有所調整。這些調整主要集中於策略層面上、並非在戰略層面上。981 事件與萬安
灘事件也能夠說明南海對峙對越中關係的影響。其影響在於可能促使越中關係變化
的幅度出現大更的起伏，同時，阻礙了越中關係互信加強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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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ap.china.com/act/toutiao/13000108/20190919/3707276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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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越南針對南海提起國際訴訟的探討
孫國祥
南華大學 /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摘 要
越中兩國因萬安灘的歸屬以及海洋活動問題，2019 年年中再次上演對立情形，
此事件也再度引發越南是否對中國提起國際訴訟的討論。由於菲律賓已經對中國提出
訴訟且作出裁決，因此越南在此經驗上做出更細膩的檢討。然而，慮及越中關係維繫
的重要性，或許越南外交部門早已準備好仲裁資料，但真正提出還需要有高度的政治
意志。本文即在探討此事件的脈絡、越南的立場以及對提出國際仲裁的考慮問題。
關鍵詞：越南、南海、萬安灘、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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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萬安灘「未竟的故事」
南海南部海域油氣資源極其豐富，被稱為世界四大油區之一，主要分布於湄公、
昆侖、曾母、萬安（Vanguard Bank; Bãi Tư Chính）、汶萊－沙巴，北康、巴拉望、
中建南等多個盆地，石油天然氣總資源量約 300 億噸油當量，位於傳統中國宣稱的斷
續線內海域的油氣總資源量約 290 億噸當量。
中國一直都在謀求開發南沙海域的油氣資源。早在 1990 年代初，中國海洋石油
總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下稱「中海油」
）就

與美國克里斯通（Crestone）石油公司合作，計劃在南沙海域「萬安北-21」區塊進
行油氣資源勘探開發。該區塊全部位於傳統斷線內，遠離越南大陸礁層，但越南干擾
中海油的作業。中方當時為避免事態惡化，維持南海局勢穩定，在尚未展開作業的情
況下撤離勘探船，此後十幾年再未進入該海域作業。在中海油停止萬安灘海域的油氣
開發活動後，越南不僅加緊勘探活動，而且將該區塊重新劃分對外招標，造成事實上
的合同區塊重叠。
越南在萬安盆地有大熊（Big Bear; Dai Hung, 05-1）油田、青龍（Thanh Long）
油田、西蘭花（Lan Tay）氣田、紅蘭花（Red Orchid; Lan Do; 06-1）氣田、海藍
寶石氣田和木星氣田。大熊油田跨越中國宣稱的傳統海疆線，目前探明儲備為石油 1
億桶，年產油量 60 萬噸。
北京一再試圖阻止非沿海國家的公司參與石油勘探，並提議在最終的《行為準
則》中包括一項條款，規定「不得與該地區以外國家的公司合作開展海洋經濟活動」。
2017 年，在中國的壓力下，河內取消了許可給國有的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Petro
Vietnam）、西班牙雷普索爾（Repsol S. A.）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穆巴拉發展
（Mubadala Development）的一個石油鑽探項目。不到一年後的 2018 年，越南出於
同樣的考慮，取消了另一個許可給雷普索爾的項目，該項目距離其南部海岸約 400 公
里。
2018 年，河內向俄羅斯國有企業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Rosneft）越南東南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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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里許可的石油鑽探活動再次引發了北京方面的反對，2019 年 6 月，越南授權俄羅
斯國家石油公司萬安灘部分區塊設立新的鑽井平台，準備進行天然氣開採。中方也在
第一時間派出海警船以及以「海洋地質 8 號」調查船在內的船隊迫近前往。這場越中
兩國主流媒體均選擇噤聲，西方觀察家則興致盎然的對峙就逐漸在國際海事衛星定位
圖上浮出水面。
當然，越中此番的對峙前線並不僅僅是萬安灘前沿：中國海警船對俄、越在萬
安灘進行油氣開採活動進行執法巡邏，越南也派出部分船隻干擾中國勘探船在越佔南
沙南威島附近日積礁一線的地質調查活動。其中「海洋地質 8 號」船隊最初的作業水
域就是南威島以南 25 公里、萬安灘東北 245 公里的日積礁水域。
至 7 月中旬，在多次「撞船」對峙後，中方最終把對峙的最前線推進到了萬安
灘近海。8 月 7 日下午，中國船隊結束第一輪巡航返回錨地補給。13 日上午，
「海洋
地質 8 號」船隊在從永暑礁基地出發，開始 2019 年度的第二次萬安灘對峙。由於中
方此次船隊有武裝海警船跟隨，根據海事衛星資料，越方在 17 日後也派出武裝船隻
前往警戒。到 8 月 19 日前後，甚至有傳聞稱越南漁民在南海目擊到了中國「遼寧號」
航母的蹤跡。到 8 月 27 日前後，
「海洋地質 8 號」船隊直接逼近越南近海的富貴島，
距離越南海岸線也只有百餘公里。「海洋地質 8 號」直到 9 月 3 日才駛回補給。從 9
月 7 日至 21 日，越方對「海洋地質 8 號」間的第三輪迫近行動低調應對。10 月 24
日早上，在至少 2 艘船隻護送下，
「海洋地質 8 號」離開越南專屬經濟區，航向中國。
2019 年 7 月初以來，中國海洋地質八號調查船和一些中國護航船進入越南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礁層。2019 年 5 月至 8 月，隨著勘探活動的加強，中國一方面派出海
警 35111 艦威脅前往 06-1 區塊紅蘭花油氣田鑽井平臺處的補給船隻，另一方面派出
在強大艦艇編隊護送下的「海洋地質 8 號」勘探船，前往位於越南專屬經濟區內面積
達 31,000 平方公里的 130、131、132、133、154、155、156 和 157 區塊進行勘探作
業。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國向越南施壓，迫使越南停止了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在
07-03 和 136-03 區塊的活動。2012 年，為報復越南頒布《海洋法》
，中國對位於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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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經濟區的 130、131、132、133、154、155、156 和 157 區塊進行招標，面積達
160,000 平方公里，中國稱上述區塊為日積 03（RJ03）和日積 21（RJ27）
。顯而易見，
中國上述新動向是其預謀中的重要一步，而非最後一步。
中海油公告顯示，9 個海上區塊分別命名為「金銀 22、華陽 10、華陽 34、畢生
16、彈丸 04、彈丸 22、日積 03、日積 27、尹慶西 18」等區塊，其中 7 個區塊位於
中建南盆地，2 個位於萬安盆地與南薇西盆地部分區域。這些區塊的水深在 300 公尺
到 4,000 公尺之間，總面積約為 16 萬平方公里。公告說明外國公司的資料查閱和購
買程序，指出外國公司向勘探聯繫人書面提出資料查閱請求，外國公司接到書面通知
後即可直接到各資料室按照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有關規定查閱開放區塊的資料；需
要購買資料的外國公司可以直接與各資料室負責人聯繫，公告同時公佈了資料室地址
及負責人的聯繫方式。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以下簡稱「公約」）規定，在專屬經濟區內開展資源勘探或海洋科學研究活
動是沿海國的一項專屬權利，同時《公約》具有爭端解決機制。因此，本文首先探討
越南對中國萬安灘探勘行動的國際法指控。其次探討越南向國際仲裁提起訴訟的得
失，越南聲稱將致力透過各個問題及回答，提出最文明、最平等的爭端解決辦法之一，
透過該辦法可實現阮廌（越南封建社會著名政治家）所言的仁義取代蠻橫，該辦法即
為起訴中國。因此，第三部分即為逐步檢視越南指控的問題清單。最後是結語。

貳、越南認為中國「蠻橫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基於國力問題，越南對外宣稱一向堅持採取外交手段，呼籲中國遵守國際法，
維護南海秩序、和平與穩定，並與國際社會一道發出聲音反對中國的錯誤行為，優先
選擇遵守國際法，維護在南海的合法主權。
截至目前，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調整海洋和海域所有活動的法律框架，得到
國際社會認可。在南海地區，中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等南海主權聲索
國都簽署和批准了該《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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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蠻橫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對越南而言，中國對南海毫無「歷史性權利」
，中國劃設的「九段線」完全違反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的主權要求基於國際海洋法沒有規定的所謂「歷史性權
利」
。2016 年，中國「九段線」等毫無道理的主權訴求遭到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仲
裁庭駁斥。但中國不承認上述裁決並通過單方面、非法、脅迫手段設法宣示主權。
對越南而言，中國「海洋地質 8 號」調查船駛入萬安灘（越南稱為思政灘）即
是明證。萬安灘位於越南專屬經濟區。中國依據所謂「九段線」聲索，萬安灘位於中
國專屬經濟區。中國出動「海洋地質 8 號」調查船和一些護航船阻撓越南在主權權利
海域的石油開發活動。這並不是首例。2017 年和 2018 年，中國逼迫越南和越南夥伴
公司停止在該地區的石油開發活動。
美國塔夫茨大學外交科學中心南海研究家博爾頓（James Borton）表示：
「海洋
地質 8 號調查船駛入越南領海被視為對沿海國家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享有的主
權、主權權利的法律挑釁行為。其危險在於，無視越南數十年來在主權範圍內進行的
開發活動，中國依然設法將不存在爭議的海域變為爭議海域，顛倒黑白，引發地區地
緣政治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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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南訴求基於法律透過和平方式維護主權
作為海岸線長達 3,200 多公里的沿海國家，越南積極參與制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
。越南也是努力落實《公約》的國家，倡導《公約》宗旨和目標。
為期 3 個多月的「海洋地質 8 號」調查爭議，越南一直訴求按照《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等國際法，維護在南海的合法權利。越南致力將《公約》原則列入東協和中
國 2001 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及 2012 年簽署的《東協關於解決南海問題六點原則》
。
在起草《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 in the South China Sea）過程
中，越南和各國一致同意《準則》要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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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Borton, Washington Sleeps While China Makes Waves in South China Sea, Geopolitical Monitor,
August
15,
2019.
<https://www.geopoliticalmonitor.com/us-sleeps-china-makes-waves-on-south-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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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南海的複雜局勢，越南訴求要尊重和全面落實《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使其
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安全及航行與飛越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域內外國家都在基
於法律至上原則的南海享有利益。因此，任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來侵吞、脅迫
他國，以武器代替公義解決分歧和爭端，都是不文明的行為並遭到國際社會抵制。
參、越南對中國「海洋地質 8 號」的立場
從 2019 年 6 月底至 10 月，中國派遣「海洋地質 8 號」調查船在越南的專屬經
濟區和大陸礁層上調查。越南認為，此一行動表明，北京正依靠其經濟和軍事力量，
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立場，「踐踏」國際法，尤其是《聯合國憲章》以及
1982 年《海洋法公約》。
一、越南認為萬安灘屬於其合法主權
越南認為，萬安灘以及在其範圍內的珊瑚礁、暗灘是越南東南部大陸礁層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與屬於越南的南沙群島之間有一條深溝隔開，因此根據《公約》1982
年《海洋法公約》，完全不屬於南沙群島。
因此，就地質角度而言，越南認為萬安灘屬於其大陸礁層，並不屬於南沙群島。
國際公法專家確認越南萬安灘完全不屬於主權重疊區域。因此，萬安灘從未是主權爭
議區域。萬安灘屬於越南大陸礁層，受到越南長期、穩定的管轄和開發，而並不是直
到現在越南才開始在該地區做出主權聲索。此外，迄今為止，聯合國國際水文委員會
出版過的有關南海深海結構的五個群島的正式國際文件從未認為南沙群島包含了萬
安灘。
從 2019 年 6 月底至 10 月下旬，中國派遣「海洋地質 8 號」調查船隊以及許多
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在萬安灘進行地震勘測。隨著時間推移，根據自動辨識系統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
「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及其護衛船隊
的活動範圍離越南海岸線越來越近。在 10 月 9 日，該船離達瓦赫（位於金蘭灣旁邊）
僅 86.6 海里。這也是自 6 月底以來「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離越南海岸線最近的地
點。
「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的非法活動範圍覆蓋了越南將近 363 海里長和 73 海里寬
的海域。除了收集有關石油和天然氣的數據外，中國艦隊很有可能也在調查海底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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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以供後期潛艇的行動。

二、北京「踐踏」國際法
越南認為，中國的行動表明，該國嚴重違反了國際法的規定，特別是《聯合國
憲章》
、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
《南海行為宣言》以及中國與越南所簽署的雙邊協議。
（一）中國違反了遵守國際承諾的原則：遵守國際承諾的原則是《聯合國憲章》
第 2 條第 2 款規定的國際法基本原則之一。因此，每個國家都有義務自願和真誠地履
行該國對已締結的國際條約的義務。許多其他國際條約也承認該一原則。《聯合國憲
章》的序言肯定了成員國的承諾：「創造必要的條件，以確保正義並尊重國際條約以
及其他來源的國際法所規定的義務」
。
《維也納國際條約法公約》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VCLT）第 26 條還規定：「所有生效的條約對締約國均具有
約束力，並必須由當事方真誠執行。」1970 年《國際法原則宣言》
（Declaration on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t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1975 年的《赫爾辛基公約》
（Helsinki Final Act）也闡明瞭這一原則。
（二）越南認為中國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中國不僅是聯合國成員國，同時還
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中國並未遵守《聯合國憲章》。中國在南海
的活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國家間主權平等的原則，當時中
國依靠自己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來認為自己擁有許多權利和利益。為了在不侵犯其他
國家主權，主權和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在海上進行軍事活動以保護這些權益。違反《聯
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3 條規定的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的國家原則。中國違反《聯
合國憲章》第 2 條第 4 款指出：「成員國限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旨在在國際關係
中侵犯他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或違反聯合國的宗旨」。中國同時違反《聯合國
憲章》第 33 條的規定：
「爭端各方必須首先嘗試透過談判，調查、調解、和解、仲裁、
法庭，透過區域組織或協議，或透過自己選擇的其他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然而，中
國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完全違背了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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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結國，
但是，中國不僅沒有認真執行《公約》的規定，而且還侵犯了越南的主權和管轄權。
公約的規定。中國也無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3 條關於沿海國家在行使權利和
履行義務方面相互合作的責任；違反了《海洋法公約》關於所有國家在保護和維護海
洋環境方面的共同義務的第 129 條，第 193 條和第 196 條。違反航行自由和航空自由。
隨著中國推動在南海進行軍事化活動，海上和航空安全受到極大影響，航行自由和通
行自由不受其他國家的損害，也沒有受到損害的權利。航空自由受到限制，面臨許多
風險和挑戰。此外，中國還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87 條有關「尊重」的規
定，某些國家建立人工島的權利的享有不應不合理地影響其權益。其他國家以及國際
社會該原則在《海洋法公約》的有關規定中得到了明確闡述，該規定表明，當沿海國
在人工島周圍建立安全區時，應確保該區域具有合理的相關性。人工島的性質和功
能，還需要注意安全區的範圍。此外，「如果島嶼，人工結構和構築物及其周圍的安
全區影響到公認道路的使用，則可能無法建立。國際海」。
（四）中國違反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中國於 2002 年與東協國家簽署了《行
為宣言》
，但中國在南海的活動違反了第 2 條。因此，
《行為宣言》第 3 段和第 4 段，
「締約方承諾尋求在上述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根據上述原則建立相互信任和信
任的方式。各方承諾不進行可能使爭端複雜化或加劇並影響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活動；
雙方重申對國際法普遍接受的原則所規定的航行自由和飛越南海的尊重和承諾，其中
包括：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此外，中國在南海的活動也違背了越南－中國高層領導人在高層訪問期間所達
成的共識。該等高層共識包括：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訪中期間兩國簽署的中越聯
合聲明
（2011 年 10 月 11 日至 15 日）
、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中期間的聯合聲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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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9 日至 21 日）
、 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越南的《新時期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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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合聲明》（2013 年 10 月 13 日至 15 日）、 阮富仲訪中的聯合聲明（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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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至 10 日）
、阮富仲訪中後的聯合通告（2017 年 1 月 12 日至 15 日）以及習近平訪
問越南的聯合聲明（2017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鑒於上述文件，中國違反了以下普遍共識：以兩國關係大局為重，從全局與戰略
高度出發，在「友好鄰國、全面合作、長久穩定、面向未來」方針以及「好鄰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夥伴」精神指導下，堅持透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和解決海上問題，
使南海成為一個和平，友好，合作的海域，為越南和中國之間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發
展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三、國際社會的譴責
國際社會對中國派遣「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在越南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內
活動，令南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行為表示譴責。亞洲海事透明倡議（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AMTI）表示，最近幾個月，中國在馬來西亞和
越南的領海實施了騷擾兩國海上油氣開採活動的行為，其中包括部署「海洋地質 8 號」
地質勘測船以及護衛艦在越南大陸礁層萬安灘附近進行地質勘測活動。亞洲海事透明
倡議報告還指出，中國在馬來西亞和越南水域以外的行動表明，中國願意採取強制性
措施，並威脅使用武力阻止鄰國的油氣勘探、開發活動。
作為太平洋沿岸國家並曾經宣稱對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擁有「核心利
益」
，美國對中國在南海的非法行為做出了強烈反應。南海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美
國國務院、國防部以及許多高級官員強烈批評了中國「不斷對其他南海主權聲索國的
離岸石油與天然氣開發活動展開挑釁行動，這對地區的能源安全構成威脅，並損害了
印太能源市場的自由與公開。」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呼籲中國「停止其欺凌行為，不要進行這種挑釁和破壞穩定
的活動」
。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強調：「脅迫行為和欺凌策
略威脅區域和平與安全，美國堅決支持反對脅迫行為和欺凌策略的各方」
。英國、歐
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官員…也發表聲明表示關切，譴責中國在越南水域的非法
行徑，並呼籲北京遵守。遵守國際法，制止挑釁行為，侵犯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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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在南海進行合法的油氣勘探活動。
此外，區域和全球輿論表示，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結國，中國有責任與義務在南海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內維護
和平穩定，促進友誼合作。因此，中國必須立即從專屬經濟區和南海地區越南的大陸
礁層撤出「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以緩解當前的緊張局勢。
關於中國「海洋地質 8 號」考察船隊嚴重侵犯越南在南海的主權和管轄權，越
南外交部曾多次表示抗議。因此，越南多次與中方聯繫，頒布外交照會進行抗議，堅
決要求立即制止違法行為，將所有船隻撤出越南水域；尊重越南的主權和管轄權，以
維護該地區的雙邊關係以及穩定與和平。越南還表示，越南海上部隊繼續採取適當措
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行使主權，主權和管轄權，以保護海洋。越南越南外交部發言
人再三重申，越南對南海水域擁有主權，主權和管轄權，這是根據 1982 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確定的。南海都是國家。
因此，在越南水域進行的所有外國活動都必須遵守 1982 年《海洋法公約》的有
關規定和越南法律。未經越南許可，在越南水域內的所有外國活動都是無效的，侵犯
了越南水域，違反了國際法和《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越南的一貫政策是：根
據國際法，1982 年《海洋法公約》堅決和持久地打擊任何侵犯越南在確定水域的主
權，主權和管轄權的行為。根據 1982 年《海洋法公約》
。越南非常重視和平、友誼、
合作、善意和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和分歧的意願。在此基礎上，越南在過去一段時間
內同時採取和平措施解決了這一問題，努力要求尊重越南水域中越南的合法權益，不
要讓任何事情使情況複雜化。越南海上力量一直以和平合法的方式行使和平，主權和
管轄權，以保護越南水域。

肆、越南向國際仲裁得失之間
對河內而言，越南向國際仲裁法庭狀告中國何得何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
不難理解越南尚未採取該途徑。本文就此問題深入分析。可以預見的是，如果越南採
取仲裁辦法，將像菲律賓 2013 年提交的訴訟案一樣，中國會反對接受訴訟案，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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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知道它的南海主權聲索毫無法理依據。尤有進者，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裁決已成為
案例，越南的仲裁案很可能會獲勝。
一、越南論證自身的司法管轄權
菲律賓 2013 年進行仲裁途徑最擔憂的問題是仲裁庭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現在
這個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一些分析專家認為，越南與中國高層領導 2011 年達成的《關
於解決越中海上問題基本指導原則協議》之事會影響到仲裁庭的司法管轄權。該協議
的內容表示雙方同意透過談判解決海上問題，該項內容不可撤銷越南選擇訴訟的可
能，也不會影響仲裁庭的管轄權，只要越南準確按照訴訟進程並正確提交適合的訴訟
項目。
原因主要為：首先，關於解決越中海上問題基本指導原則協議中沒有涉及到越
南承諾不訴諸法律或排除國際仲裁機構的條款。其次，在協議，雙方同意根據包括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透過友好協商恰當處理和解決海上問
題。這並不阻礙越南起訴中國，因為包括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
法視談判為依法解決問題的第一步。若談判破裂，雙方可將問題遞交國際法院或參考
第三方的諮詢意見。
因此，協議可能不會妨礙越南就南海問題提請國際仲裁。越南想訴諸國際海洋
法法庭必須透過數個步驟。第一，與中國談判解決分歧。實際上，越南與中國達成協
議後已舉行幾次談判，但步履維艱，至今效果甚微。另外，在歷次海上爭端中，包括
「海洋地質 8 號」船隊在萬安灘活動，越南已多次對中國進行外交交涉，發公函抗議，
要求中方立即撤走船隻。中方置若罔聞，繼續違反依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規定的越南海域。越南採取的此一步驟讓越南有足夠的條件將中國訴諸國際海洋法法
庭。越南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無濟於事，越南應有權提請國際仲裁。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附件第 15 條中規定適用於成員國的爭端強
制仲裁機制。該機制允許成員國就關於公約的解釋和適用問題提起訴訟，包括專屬經
濟區和大陸礁層爭端。依據此一機制，即使中國不出庭也不妨礙訴訟案的審理。越南
認為，中國一直蓄意不公平地解決爭端，此一機制正好讓成員國擺脫這種「醜惡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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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此，越南認為，萬安灘事件中，中國蓄意無視越南的外交努力，繼續進行侵
犯活動。
根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附件成立的仲裁庭將審理案子，仲裁庭
有五位仲裁員，訴訟方各選一位仲裁員，然後共同選擇其他的仲裁員。雙方因分歧而
不足五位仲裁員或一方不願選擇仲裁員時，則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選擇。在菲律賓
訴訟案中，菲方選擇了一位仲裁員，中方不出庭不選擇仲裁員，所以國際海洋法法庭
庭長柳井俊二（Shunji Yanai）選擇了餘下的四位。
根據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附件成立的仲裁庭的裁決對訴訟各方皆
有約束力，對他們來說，這等於國際法院的裁決。比如，2016 年裁決對中菲都有約
束力，儘管中國不承認。但對不參加訴訟的其他國家沒有約束力。越南未參與訴訟，
所以裁決對越中無約束力。
其實，若越南向仲裁庭提出請求越南可以作為第三方參與訴訟。當時，有許多
分析家認為越南錯過了以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且不用將中國推向國際海洋法法庭的
一個好機會。
二、越南可能的「所得」
現在，越南若想有一個約束越中的裁決，越南必須站出來將中國訴諸國際法庭。
仲裁庭 2016 年 7 月 12 日作出的裁決雖然對越南沒有約束力，卻是對越南十分有利的
案例。此乃越南比前次菲律賓佔據優勢的地方。該裁決內容將是或許發生的越中訴訟
案仲裁庭裁定時參考的重要依據。
中國肯定不會自願遵循裁決，就像他不遵循受理菲中訴訟案的仲裁庭作出的裁
決那樣。但確定了「越南對、中國錯」的裁決，在爭取世界支持方面將十分有利。其
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支持越南，也不會被視為袒護爭端一方。他們
的支持可是重量級的。
另外，對越南而言，有了 2016 年 7 月 12 日的裁決，再加上一個裁決就能增加
對一個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壓力，同時讓中國人知道真理，認清北京當局
欺騙輿論的真面目。北京也難以辯解說他正美好地管理和解決與小國的領土爭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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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區域外國家不要插手。而這些國家也可以發聲保護他們的油氣公司。
越南認為，中國侵犯越南的海域，越南不勇敢地站出來提請國際仲裁以維護自
己的權益，那麼有那個國家會出來保護越南呢？儘管中國不執行裁決，但它是越南繼
續與中國鬥爭的得到世界承認的法律依據。前文提到的內容是越南起訴中國得到的最
大所得。
三、越南的「所失」
反之，越南將中國訴諸國際仲裁法庭會失去什麼？越中關係惡化絕對無法逃
避。然而，越南支持訴訟者認為，此或許只是一時，他們認為因為中國十分需要越南。
他們借鏡菲中關係的歷史，菲律賓起訴中國時，中國對菲律賓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
菲撤訴。仲裁庭作出裁決後，中國轉而安撫菲律賓。越南被包圍禁運的年代，就是在
1979 年中國進攻越南的時刻，越南依然昂然屹立。時過境遷，如今越南可爭取國際
關係，包括與美國的關係來緩解來自中國的壓力。因此，更有分析認為，此正好是越
南「脫中」獨立自強的好時機。
伍、越南仲裁案遭遇的課題
越南對中國提出訴訟的得失是一回事，實際操作則更為嚴謹。
一、起訴中國的原因
越南認為，越南起訴中國侵犯越南在其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的主權權利和管
轄權。
二、中國不接受出庭
越南認為，
《公約》第十五部分及有關附件為包括越南和中國在內的各締約國規
定了爭端強制解決機制。該機制允許各締約國就有關《公約》解釋與適用上的爭端提
起包括強制仲裁在內的法律程序，涉及專屬經濟區及大陸礁層的爭端也涵蓋其中。
在強制仲裁機制下，儘管中國不出庭，但也無法阻止仲裁程序推進。中國有意
不以公平方式解決爭端，而該機制的目的正是為使《公約》締約國擺脫此類惡劣行徑。
該機制雖然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第 297 條和第 298 條。2013 至 2016 年菲律賓南海仲
裁案獲受理一事表明，如果越南提出強制仲裁，即便中國不參與，仲裁程序也可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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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進。
三、起訴中國侵佔西沙、南沙群島
西沙、南沙爭端的本質是主權爭端，不屬於有關《公約》解釋和適用上的爭端。
《公約》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不適用於解決主權爭端。即使爭端各方接受了國際法院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 36
條和第 37 條中提及的某一形式的管轄權，國際法院對西沙、南沙爭端也無管轄權，
且目前也不具備那樣的條件。
四、那一法律機構裁決
越南認為，
《公約》第 287 條允許爭端各方發表聲明選擇裁決機構，如國際法院
或國際海洋法法庭，但唯一的可選擇路徑是根據《公約》附件七設立的仲裁庭。仲裁
庭由 5 名仲裁員組成，各方可指派 1 名仲裁員，其餘仲裁員則由各方共同指定。如果
各方未能就 5 名仲裁員的指派達成一致或某方不參與指派，則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
指派。正是這樣一個仲裁庭受理了中菲仲裁案。菲律賓指派了 1 名仲裁員，但因中國
不參與仲裁，其他 4 名仲裁員則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指派。
五、仲裁庭裁決的意義
越南認為，仲裁庭是根據《公約》附件七所成立，裁決對案件當事國完全具有
約束力，對這些國家而言與國際法院的裁決是一樣的。例如 2016 年的裁決結果對菲
律賓和中國產生約束力，儘管中國不予承認。但是這個裁決對其他國家或第三方沒有
約束力。
六、2016 年裁決已否定九段線
越南認為，由於菲律賓訴中國的裁決只對菲律賓和中國具有約束力。如果越南
想獲得一個越南與中國之間存在約束力的裁決，則須對中國提起仲裁。尤有進者，越
南的利益及勝訴的可能性。
七、中國不遵守裁決結果提仲裁意義
越南認為，中國肯定不會自行遵守裁決結果，就像他們不遵守 2016 年中菲仲裁
案裁決結果一樣。但一個裁定越南正確、中國錯誤的裁決結果，會對越南爭取國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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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非常有利。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可以名正言順的支持越南，而不會被認作是
偏袒爭端中的某一方，且其他國家的支持也會更顯分量。中國也不可再詭辯，稱他們
能與小國妥善解決和管理爭端，域外大國不應介入。其他各國可以發聲保護本國油氣
公司的在越活動，中國不能要求他們撤離「爭議區」
。
中國肯定會加大侵佔力度，如果越南未來將爭端訴諸聯合國時，手中有一份裁
定越南正確、中國錯誤的裁決結果，越南將獲得更多支持票。此外，在北京侵權日趨
嚴峻的背景下，《公約》仲裁庭的裁決，將比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召開記者會，甚至派
外交部長與中國當局糾纏拖延時間，更能體現出越南佔道義高地。
八、越南的依據
越南認為，越南的依據可以是：05、06、07、130、131、132、133、154、155、
156、157 區塊和萬安灘的一部分位於無爭議的越南專屬經濟區內。萬安灘其餘部分
位於無爭議的越南大陸礁層之內。該等區域低於海平面，因此沒有那個國家可宣稱對
它們擁有主權。根據陸地統治海洋原則及《公約》，無論是那個國家，最多也只是享
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有別於主權）。這些區域不可能位於當前存在爭議的任一島嶼
（即南沙群島所屬各島）的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內（理由是根據《公約》第 121 條
第 3 款規定，沒有那個海洋地物享有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正如 2016 年仲裁庭所
裁定的那樣）。
中國對越南專屬經濟區或大陸礁層不擁有歷史性權利（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仲裁庭已強調中國從未對 12 海里領海外的海域和海底享有歷史性權利。同時強調中
國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公約》自由，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開發作業，另一方面又不
接受《公約》約束，不允許他國在自己專屬經濟區內開發作業）。而加入《公約》意
味須放棄這兩種自由。因此，越南對這些區域完全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中國已侵
犯越南主權權利和管轄權，須停止侵權行為。
九、越南勝訴的可能性
越南認為，為勝訴越南須克服三個障礙：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轄權（管轄權問題）
；
案件是否會被受理（可受理性問題）
；越南的依據是否正確（是非曲直問題）
。這三個
762

挑戰與中菲仲裁案各項原則相關聯。儘管新的仲裁庭不會受制於 2016 年裁決結果判
越南勝出, 但越南也有勝訴的可能。
第一個障礙與菲中仲裁案相同，新的仲裁庭可能也會認定其自身具有管轄權。
支持中國的律師可能會認為，兩國將南沙群島視為一個包含各海洋地物和水域
的整體，均主張對其擁有主權，因此這屬於主權爭端，仲裁法庭不具有管轄權。但無
論那個國家的聲索都須遵循陸地統治海洋原則，此外，仲裁案中的各海域距離群島太
遠，任何國家將這些海域作為群島的一部分而主張對其擁有主權，此論據將會被駁回。
第二個障礙是，越南有一個菲律賓不存在的問題，即 2011 年 10 月 11 日簽署的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指導解決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其
中稱「對越中海上爭議，雙方將通過談判和友好協商加以解決」。支持中國的律師或
許會以此解釋稱協議已將《公約》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排除在外。但在菲中仲裁案中，
儘管有《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仲裁庭也對管轄權裁定提出了論據，因此該解釋也可
能會被駁回。
第三個障礙包含兩部分：駁斥「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擁有歷史性權利」的聲
索和證明「南沙群島無專屬經濟區且不會覆蓋至仲裁案中的各區域」
。2016 年仲裁庭
已堅定駁回「專屬經濟區和大陸礁層擁有歷史性權利」的聲索，新的仲裁庭可能也會
接受該定論。
「南沙群島沒有那座島礁擁有專屬經濟區」該觀點可能會面臨最多爭議，
很難百分之百保證新的仲裁庭也會認同該觀點。
對越南而言幸運的是，即令新的仲裁庭不認同該觀點也無影響，因太平島、中
業島、西月島三座最大的島嶼都遠離仲裁案中提及的各區域。因此，即使這些島嶼被
認為擁有專屬經濟區，那麼它們的專屬經濟區最大也僅是覆蓋仲裁案中相關區域的一
小部分。如果支持中國的律師提出南沙群島及其鄰近水域構成一個主權整體也無濟於
事，因為如果是「鄰近水域」則不可能延伸至訴訟案中各區域。因此，越南將中國訴
諸法庭勝訴的可能性大於菲律賓。
十、中國退出《公約》
越南認為，此乃越南面臨的重要問題。如果中國在越南提交訴狀書前退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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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仲裁法庭將無權管轄，越南也不再具備將中國訴諸法庭的機制。2006 年，中國
就《公約》第 298 條進行遊說，即允許他們發表聲明退出《公約》強制爭端解決機制
中的部分條款，而該部分內容與邊境劃界有關。基於這個聲明，中國搶先一步並使越
南失去了起訴中國後續行動的最大機會：中國在 2007 年驅趕英國石油公司，2008 年
驅趕埃克森美孚公司，2009 年抗議越南提交大陸礁層劃界有關呈文，以及其他一系
列欺淩行徑。如果越南再讓中國搶先一步，越南將失去將中國訴諸法律的唯一機會。
中國可能會在開啟新仲裁前實施該步驟，以實現掠奪越南海洋權益的目的。
十一、越南與中國對簿公堂
越南認為，這也是越南面臨的重要問題。第一，或許是越南過於膽怯，不做利
益最大化的事，不充分利用各種和平手段進行自我防衛，不具備一個長遠的總體戰
略，這或將使越南錯失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在菲律賓的被侵佔程度還低於越南的時
候，他們就已對中國提起仲裁（2013 年）
，而那時候他們對勝負的把握並不比現在的
我們多。第二，當菲律賓提起仲裁時，北京感到憤怒，但沒有實施報復。
第三，儘管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施行親華畏華政策，將裁決
結果擱置一邊，他們有選擇擱置與否的機會，但越南沒有。第四，值得注意的是，當
中國漁船撞沉一艘菲律賓漁船時，菲律賓人民反應強烈，且中國謊稱是事故，他們的
漁船試圖救起受難的菲律賓漁民，但被 8 艘菲律賓漁船包圍，因此不得不離開，這與
中國船隻多次撞沉越南漁船時的情況完全不同，他們絲毫不把越南政府的外交反應放
在眼裡。

陸、結語：
「兩堅」的長期鬥爭
198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命名其聲索主權的海域和島嶼時「抄襲」中華民國
的命名。早在 1935 年，中華民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將英文名稱「Vanguard Bank」
譯成「前衛灘」。1947 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將該名改稱「萬安灘」
。1983 年，
中國公認「萬安」這個名稱並使用於國際交涉中。中國將萬安灘視為南沙群島的一部
分，同時視南沙群島為中國不可侵犯的領土。萬安灘爭奪的升級已經與南沙群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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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本質的差別，原因是其位於越南本土的專屬經濟區中，越南內部對政府當局的壓
力強度不低。
然而，越南政府目前權衡諸多因素之後，儘管有上文說明分析對越南提起國際
訴訟的優點，但可能難以抵達越南共黨決策高層。對此，越南黨政也提出某種「拉長
戰線」的角度宣傳表示，「實踐表明，堅持團結一致是堅持與加強民族的內在力量，
以便完成革命任務，使我國（越南）在革新、融入國際、發展、走向美好未來的道路
上盡快且穩健邁進。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是全黨、全民、全軍的政治義務和任務。在南
海形勢跌宕起伏並隱藏不確定因素，對我國主權、主權權利、安全造成直接威脅的情
況下，這項任務顯得更加重要。尤其是，近期，出現了外國不顧國際法、國際慣例，
尤其是《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悍然採取侵犯越南海域
的行為。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迫切，我們必須經常提高警惕，主動、積極對侵犯
我國（越南）主權、領土的行為作出鬥爭。越南民族從來沒有侵犯任何國家的企圖，
更不用說侵略。但是也不允許任何人侵犯自己的領土主權。那就是我黨我國和人民群
眾的一貫主張、原則。」
越南政府表示，「『堅決、堅持鬥爭』是統一的整體，在實施過程中不分開。堅
決鬥爭就是不遷就、不猶豫、不妥協的鬥爭，但是如此還不夠，而且還要與堅持、耐
心鬥爭相結合，不許著急，因為這是長期鬥爭，不可『一朝一夕』就結束。那就是我
們要貫徹觀點的核心內容，以落實好新時期維護祖國的任務。」在「兩堅」且不可「一
朝一夕」情形下，越中在萬安灘的爭奪將持續，訴諸訴訟只是「兩堅」的籌碼之一而
已，或許永遠也拿不出來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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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海漂垃圾防治與海洋資源的保育
劉兆隆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

要

海漂垃圾與海洋資源的保育，是台灣海洋資源保育的重要議題，也是目前少數
兩岸可以共同攜手處理的事務。基本上台灣的海洋垃圾對外島的威脅比本島更大。同
時，海洋垃圾也影響到還陽的漁業資源的保育。因此如何妥善處理是兩岸必須共同面
臨的課題。現今兩岸關係冰凍，政治議題急冷，亟需新議題破冰。而兩岸海漂垃圾問
題是屬於敏感度較低的民生議題，或許可以做為兩岸破冰合作的開始。而且台灣在環
保問題上無論是技術均領先與中國大陸，我們可以以此為開始敲開兩岸的大門，建立
溝通的第一步。其次此一問題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導，也不違背目前兩岸政策。大陸方
面可以由沿海省份主導，台灣則可以由沿海縣市主導，如此一來不僅務實，同時也可
以針對現有問題切實處理與因應。
關鍵字:海漂垃圾、漁業資源、環境保育、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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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海洋垃圾汙染之問題
據 2018 年 12 月 18 日遠見雜誌「大海正在窒息！全球海漂塑膠垃圾 80％來自
亞洲」報導指出：「《nikkei》報導，在世界上所有的塑膠垃圾中，共有超過 80％的
來源產生於亞洲，但在這些國家，卻對海洋的保護與努力十分有限。在一份 2017 年
的報告中，海洋保護協會（Ocean Conservancy）調查發現，印尼、中國（China）、
菲律賓（Philippines）、泰國和越南（Vietnam）製造的海洋垃圾，遠比世界上其它
地區產生的垃圾來得多上好幾倍。 《科學》
（Science）雜誌也在一份調查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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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斯里蘭卡（Sri Lanka）和馬來西亞（Malaysia）列為全球最嚴重的塑膠污染國；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更強調，
『世界上超過 1／4 的海洋塑膠廢棄物，可能只來
自 10 條河流，而這其中有 8 條在亞洲。』
」
、
「環保團體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也研究發現，全球每年生產 3 億噸塑料，其中有 500 萬到
1300 萬噸的塑膠垃圾碎屑漂散到海洋中，進而被海鳥、魚類和其他生物攝入。可怕
的是，預估到了 2050 年，大海中塑膠的重量，會比魚的重量還重。顯然鄰近中國大
陸的台灣在這一波海漂垃圾中，是一個受害者。
而來自福建九龍江、閩江及沿海養殖漁業的海漂垃圾，是金門、馬祖、澎湖這
三座離島的共同夢魘。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環保意識卻還趕不上，台灣離島則被
迫承受隨洋流而來的中國大陸海漂垃圾侵襲。每遇大雨颱風，隨江而下的龐大垃圾量
驚人，永遠沒有清完的一天。由於離島沒有垃圾焚化設備，金門與澎湖的垃圾，皆是
轉運至高雄焚化，馬祖則是運至基隆。環保署指出，金馬一年補助款就高達四千多萬。
換句話說，對岸「以鄰為壑」漂到台灣離島的垃圾，處理費是由台灣全民納稅負擔。
離島清理垃圾僅是治標，中國大陸從源頭減少垃圾量，才能治本。這有賴兩岸中央層
級合作。環保署副署長葉欣誠指出，中國大陸很重視海岸垃圾問題，幾年前頒訂「廈
金海域漂浮垃圾治理計劃」。去年他去昆明與中國環保部意見交流，海漂垃圾就是議
題之一。但尷尬的是，海漂垃圾在中國分屬三個單位管轄，國土資源部下的國家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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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www.sinica.edu.tw/ch/news/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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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農業部的漁業局，以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環保部只能幫忙敲邊鼓。因此在治理
上非常不易，需要兩岸雙方坐下來統籌協調。
在台灣，除了民間團體多年推廣，逐漸普及的淨灘淨海活動外，2015 年政府各
單位與民間跨部會合作，擬定「海漂垃圾處理方案」
，進行源頭管理防止垃圾進入海
洋，及加強末端垃圾處理與清運等措施。2017 年 7 月環保署與環保公民團體共同成
立運作「海洋廢棄物治理平台」
，透過密集的資訊交流與多方討論，於 2018 年 2 月共
擬推出「台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和「減塑期程表」
，針對海洋廢棄物的源頭
減量、預防與移除、研究調查等面向，提出不同方案的企劃與執行，並且強化多方合
作及擴大公民及相關權益者的參與。國際方面， 荷蘭青年 Boyan Slat 於 2013 年提
出海洋吸塵器（Ocean Cleanup Array）的概念，利用洋流特性攔截與搜集海漂垃圾
的方案，紅遍世界各地。另一個打響知名度的國際計畫，是來自加拿大溫哥華的 David
Katz 和 Shaun Frankson 成立的社會企業「塑膠銀行」
（Plastic Bank）
，其結合被稱
之 21 世紀最具顛覆性發明的「區塊鏈」
（Blockchain）及回收拾荒系統，推行「社會
塑膠」(Social Plastic®) 貨幣。這些方式非常有創意，但成效仍需觀察。
二、海洋垃圾之來源與類型
海洋垃圾（marine debris，或稱 marine litter）
，常用定義為「遭人為丟棄、
處置或不慎遺棄之任何物體，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者」
。海洋垃圾可能來自陸上與海
上，陸上來源包含垃圾掩埋場、河川夾帶、汙水排水系統溢漏、工業廢棄物以及海岸
休閒觀光等；來自海上者則有船舶貨品、郵輪航道、漁船廢棄漁具、軍艦與研究船排
放垃圾、離岸天然氣與石油開採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等。如果從分布地點看，則可再
細分為海底垃圾（seafloor marine debris, SMD）
、海漂垃圾（floating marine debris,
FMD）以及海灘垃圾（beached marine debris, BMD）
。由於人類密集居住於海濱地區，
加上海上航運、漁業行為日益活絡，造成海上垃圾經年累月累積後，數量日益龐大，
甚至在海上聚集成大如島嶼的漂流物，延伸可長達五百海浬，被謔稱為「塑膠濃湯
（plastic soup）」，其危害日鉅，成為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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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努力面對的問題。
海洋垃圾的分布水域遍佈全球海洋及海岸，其影響層面可以包括造成海洋生物
死亡、破壞海洋生態系，以及影響人類生命財產等三類。首先，在海洋生物方面，最
常見的就是海鳥、魚類、海龜及海洋哺乳類等生物誤食海洋垃圾或者被漂流漁具纏
繞。這些生物個體在誤食或者纏繞之後，會導致飢餓、溺水、無法躲避天敵，倘誤食
有毒物質（如多氯聯苯）
，則將喪失生殖功能或致死，進而影響海洋食物鏈及食物網。
其次，在海洋生態系層面，海洋垃圾可能衝擊植物與珊瑚等無法移動的生物，也會引
入外來種而影響海洋生態系。當人類嘗試利用機械清除海洋垃圾時，也可能因而破壞
棲地。第三，對於人類健康與經濟的危害，單純者如碎玻璃、金屬碎片等尖銳物質會
使遊客受傷、廢棄漁線與漁網可能使泳客及潛水員被纏繞，倘船舶被海洋垃圾纏繞，
則可能危及航行安全。而當海岸垃圾過多，會降低民眾前往遊玩意願，以致影響、降
低觀光收入。
海洋面積廣泛， 調查工作原本不易，海洋垃圾較易散布的地方包括河口、海岸、
海上與海底，依據各類垃圾分布地點而衍生不同調查方法。常見的調查方法包含利用
拖網調查、潛水設施、潛水員、聲納、空照等。拖網可以進行快速且大範圍（包含水
平距離與垂直深度）的調查，也可同時進行魚類或是底棲生物的調查，最常被應用於
海底垃圾及海漂垃圾。美國利用此方法於加州海岸進行調查，透過深度分層調查垃圾
分布密度，發現越深水層之海洋垃圾數量與重量越高，塑膠及金屬類垃圾佔大部分的
比例，而在南方，多數垃圾來自該海域的娛樂船舶以及軍艦。只是，拖網無法在珊瑚
底質區域作業，而且採集垃圾大小會受到網目大小的影響，所以在幾十公尺水深內可
以考慮使用浮潛、潛水員等方式調查。潛水調查的優點在於可觀測所有的海底底質地
形，且可觀察到細小的垃圾，不受拖網網目限制，對於環境的影響較小，只是相對其
觀察範圍以及深度較受限，且成本較高。
另外，廢棄漁具則可利用直接或者間接法調查，直接法包括利用遙測技術（如
衛星或飛機）觀測，間接法則是利用數學模型預測廢棄漁具沉降地點與移動方式。總
之，要發展出有效的海洋垃圾偵測策略，必須整合海洋垃圾、海洋學以及遙測技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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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專業領域的資訊，其他相關的領域如氣象學以及海洋政策都是重要因素。至於海濱
垃圾，最常利用淨灘的方式調查，美國環保署從 1996 年在墨西哥灣沿岸利用標準化
記錄表評估美國沿岸海洋垃圾狀態，將海洋垃圾依據來源分為陸源垃圾、海源垃圾及
一般垃圾（難以確認為海源或陸源者）三類，結果顯示海濱垃圾以陸源比例垃圾最多
（49.6％）
，一般性次之（33.7％）
，海源（16.7％）最少。海洋垃圾跨國性調查則以
海洋保育協會（Ocean Conservancy，國際非政府組織）發起國際淨灘行動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始於 1986 年，1989 年成為國際型計畫，
該行動長期持續性監控調查海灘的垃圾數量與種類，迄今全球已有 97 國與地區加
入，2012 年之志工人數高達 56 萬人次，前十名國家為美國、菲律賓、加拿大、香港、
多明尼加、墨西哥、印度、祕魯、厄瓜多、波多黎各，清潔海岸線長達 28500 公里，
清除垃圾達 4604 公噸，數量排名前十名者為菸蒂、食品外包裝、塑膠飲料瓶、塑膠
袋、瓶蓋、免洗餐具、吸管、玻璃瓶、飲料罐、紙袋，其中排名第一的菸蒂數量超過
210 萬個，塑膠袋數量也超過百萬。
臺灣四周環海，然而海漂垃圾資訊有限，環保署自 2012 年開始委託學術單位以
拖網方式定點調查海漂垃圾及海底垃圾，統計數量僅有個位數。而海濱垃圾的資訊則
由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自 2000 年發起清除海灘廢棄物，2005 起台南市社區大學以每
個月一次，每次三小時的頻率，在二仁溪出海口進行廢棄物監測，荒野保護協會從
2008 起在 26 個地點進行淨灘。這些民間團體於 2010 年成立臺灣海洋淨灘聯盟
（Taiwan
Ocean Cleanup All iance, TOCA）
，廣邀各單位團體認養並監測臺灣海岸，利用國際
淨灘活動的標準調查方法統計臺灣海濱垃圾的種類與
數量，建立海洋垃圾資料庫，並將資料提供給海洋保育協會。在國際淨灘活動 2012
年年度報告顯示，臺灣在 2012 年淨灘活動計有 6,945 人次參與，清除 28.5 公里、22.3
公噸海灘垃圾，海洋垃圾數量則掛 0。而臺灣海灘垃圾前十名則是免洗餐具、塑膠袋、
浮球、玻璃瓶、吸管、瓶蓋、塑膠飲料瓶、食物包裝紙、菸蒂及打火機。以上均顯示
海洋垃圾最主要來源為海岸遊憩與日常生活，仍是人類於海濱地區從事活動所帶來垃
圾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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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之法令規範
對於海洋垃圾，聯合國早於 1972 年制定防止傾倒廢棄物及其他物質汙染海洋公
約（1972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by Dumping Waters
and Other Matter，簡稱 the London Dumping Convention or LDC，通稱倫敦公約）。
國際海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在 1973 年通過國
際防止船舶汙染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73/78），正式要求防止各項船舶汙染，包含油汙染、有毒液體、
有害物質、汙水、垃圾以及空氣汙染等，其中提到禁止船舶將垃圾，特別是塑膠類垃
圾拋棄入海，以上均為國際間的既存規範。澳洲、巴西、智利、挪威、南非、英國以
及美國自 1993 年起於南極洋海洋生物保育公約區域執行海灘垃圾調查計畫，並告知
漁民勿將塑膠丟入海中，妥善處理廢棄漁具，以減輕海洋垃圾對於南極圈生物的影
響。為有效統整與協調各機關，美國自 1980 年代成立海洋垃圾整合委員會，於 2004
年改名為海洋垃圾跨部會委員會，由海洋大氣總署主管，環保署、國防部、國土安全
部、內政部、法務部以及國務院等共同參與。韓國自 1999 年起發展海洋垃圾相關策
略與因應措施，至 2003 年具體提出包括水下清除計畫，廢棄漁具收購計畫，海岸監
控與教育計畫，河道流域海洋垃圾管理計畫以及海洋垃圾整合性應用計畫等五項政
策。至於臺灣，對於海濱垃圾乏人清除的問題，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1997 年起訂
定計畫，設定 13 項準則，其中要求（1）港口及風景區由特定管理單位負責經常性環
境清潔維護；
（2）保育區，防風林及漁業養殖區等由主管機關輔導地方政府，每年五
至十月間每月各清理一次，由各地方環保機關稽查；
（3）至於無特殊用途又無管理單
位清潔之一般海岸，由環保署專案補助縣市政府，督導各公所將其納入為清除區，僱
工及發動社團、義工，每年五至十月間每月各清理一次。
此外，由於臺灣海岸管理單位多，依照功能，如遊憩、航運、漁業、保育、軍
事、治安、工業等，由國防部（軍港）
、交通部觀光局（風景區）
、交通部港港局（商
港）
、行政院農委會（漁港、防風林、保育區）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環保署
（一般海岸）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等單位管理，相關法令繁多，包括要塞堡壘地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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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港法、漁港法，國家公園法，依發展觀光條例、海洋汙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以
及水汙染防治法，特別是針對因颱風或暴雨引起之漂流木堆積，由農委會林務局依處
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處理。以上法令看似充裕，關鍵在於能否有效執法，特
別是許多船舶基於成本以及船艙考量，在海上隨意棄置垃圾往往成為常態，加以執法
困難而助長此風。因此，海巡署作為第一線執法人員，駐守範圍包括海上以及港口，
應可考量將海洋垃圾防治作為工作任務之一。
三、目前海漂垃圾的防治困境
（一）取締困難
「所謂的海洋廢棄物，他是一個非點源污染的概念。」胡介申如此解釋。也就
是說，一般的污染可以明確地找到污染源，並且取締開罰，但當垃圾出現在海上，反
映出的是問題的末端，就算知道是日常使用的一次性塑膠製品，其實也很難針對特定
的群體取締與開罰。環保署預計在明年推動擴大塑膠袋限用政策，不得免費提供塑膠
袋的產業從 7 大類提升到 14 大類，算是從源頭進行管控，但針對使用、拋棄塑膠袋
的民眾，確實難以追查取締。
（二）監測困難、缺乏基礎研究
海洋廢棄物的議題在這幾年逐漸浮現，但這問題卻是長期以來累積的結果。而
當相關單位終於正視問題時，卻面臨基礎研究不足、缺乏長期追蹤狀況的窘境，在政
策擬定、效果評估上都相對不容易。此外，除了過去缺乏數據外，實際監測上也面臨
跨越區域廣大、一次性監測困難等問題，對於細節的掌握有限。
明年起，環保署將擴大海洋廢棄物監測。海灘部分透過民間團體 ICC 國際海岸
清潔運動監測；海漂垃圾由環保艦隊（目前合作船隻約 700 艘）負責；海底垃圾則由
環保署組織、推動潛水員認養各處海岸，進行垃圾減除和海廢監控。期待數據的累積
能作為之後擬定政策、評估效果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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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牽涉跨部會權責
在台灣目前的組織架構中，由環保署內水質保護處、廢棄物管理處等處室共同
組成合作小組，推動「海漂垃圾處理方案」
。然而，海洋廢棄物的議題牽涉的部會、
單位其實更廣。
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張根穆科長就舉例，若能在河川進行攔截，也許能很大程度
減少淨流入海的廢棄物總量，但河川的主管機關是水利單位，除了需要溝通協調，也
要考量攔截系統是否影響防洪功能。而若是地下水道的管理，主管機關則為營建署，
單就水道系統，就牽涉不同的部會，在缺乏統籌主管機關的狀況下，若無法有效溝通
合作，就可能演變為不同單位互相卸責。
四、結論
如果台灣的海漂垃圾問題與中國大陸關係密切，因此解決海漂垃圾問題必須兩
岸攜手合作。現今兩岸關係冰凍，政治議題急冷，亟需新議題破冰。而兩岸海漂垃圾
問題是屬於敏感度較低的民生議題，或許可以做為兩岸破冰合作的開始。而且台灣在
環保問題上無論是技術均領先與中國大陸，我們可以以此為開始敲開兩岸的大門，建
立溝通的第一步。其次此一問題可以由地方政府主導，也不違背目前兩岸政策。大陸
方面可以由沿海省份主導，台灣則可以由沿海縣市主導，如此一來不僅務實，同時也
可以針對現有問題切實處理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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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 II：論我國海洋基本法建構之海洋法政體制
演講者：海洋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處長 沈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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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Affaires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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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bodia's two main international ports are: Sihanoukville on the Gulf of Siam and Phnom
Penh on the Mekong River. Cambodi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has valuable assets
that can serve as a source of security and income. Protect its waters from potential
maritime criminal activities such as terror, pirac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illegal
fishing. Due to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ood from the coastal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ishermen has led
to the rapid expansion of marine catches each year.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marine
fishing in the next 15 years will increase to 200,000 tons. Cambodia's views on reg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depend largely on domestic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and needs. Due to its limited maritime capabilities, Cambodia needs the assistanc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and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reats
to maritime security, such as illegal fishing,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t sea and threat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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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lives on the Mekong River, the country's
main watercourse. Rivers are an important food source and some of the fish caught
are exported. Rely on the Mekong to transport people and goods, and complement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 such as roads.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important
contributors to the Cambodian economy and also rely on this river. These includ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maritime sector, such as sailing and port and
terminal operations.
Recently, reservoir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Cambodia's territorial waters, and
if developed, these reservoirs could provide another source of income. Cambodia has
two main ports, the Autonomous Port of Sihanoukville and the Autonomous Port of Phnom
Penh along the Mekong River. These are also ferry terminals and docks serving boats
and ferries on the river.

2. Ports in Cambodia
Cambodia's two main international ports are: Sihanoukville on the Gulf of Siam
and Phnom Penh on the Mekong.
Sihanoukville is Cambodia's main deep-sea port. Located in Kompong Som Bay,
Sihanoukville is the main and only deep water harbour in Cambodia. Kompong Som's
natural advantages include deep offshore and a degree of nature protection to
withstand storms from a series of islands along the Gulf Coast. The port was built
in 1959 and has a total capacity of 1.2 million, including old terminals built in
France and adjacent new facilities. In its current state, Sihanoukville has an
estim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950,000 tons per year, excluding POL
with a separate facility. This is about twice the current traffic. The port can
accommodate ships of 10,000 to 15,000 dwt.
Phnom Penh relies on the Mekong channel through the Vietnam Delta. Phnom Penh
Port is the country's traditional river port, which can be reached by boat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via Vietnam. The port of Phnom Penh is located on the Sap River in
the city, about 3-4 kilometers from the junction with the Mekong River. It is about
330 kilometers from the Mekong Estuary, of which about 100 kilometers are in Cambodia
and the rest in Vietnam. It is about 1450 kilometers from Singapore. Ships with a
deadweight of up to 2,000 dwt can use this route without difficulty, while ships
of 5,000 dwt can pass the entrance of the Mekong River at low tide (the "main
bottleneck"). When a 5,000.dwt ship arrives in Phnom Penh, Cambodia, it must be
dredged regularly at three locations in Cambodia. The port can serve up to 150 ships
per year, including 3 Singapore cargo ships, with a return journey of 10-12 days.
779

3. Marine Affaires in Cambodia
3.1 Cambodi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ambodi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overs 47,827 square kilometers. Highly
valuable assets can be used as a source of guarantees and income. Protect its waters
from potential maritime criminal activities such as terror, pirac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illegal fishing.
Annual estimated time series of total marine fishing in Cambodia from 1961 to
2030.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fishermen has led to the rapid expansion of marine
fishing year by year due to the increased demand for food from the coastal pop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ourists. Forecasts indicate that marine fishing in the next
15 years will increase to 200,000 tons.

Figure 1

Marine and Coastal Area Situation

Source: SREAN, P. (2018). Factors influencing marine and coastal area
situation in Cambodia. As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1, 12-16.

3.2 Fishery and Marine Resources
Fish is the main source of protein intake in the Cambodian diet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Cambodia's food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is one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ecosystem degradation, with only 15-40% of species likely
to become extinct with a warming of only 2℃ (FAO, 2008). Ocean acidification is
a direct result of rising levels of carbon dioxide, which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such as coral reef bleaching, and fish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s may be reduced. Protecting wetlands and mangroves, promoting sustainable
fisheries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ing fishing communities are adaptation measures
that have a high common benefit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3.3 Maritime Security
As major powers compete to expand maritime power, maritime security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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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agenda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issues
such as piracy, illegal fish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search
and rescue and human trafficking will help increase trust and lead to enhanc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marine sector. Cambodia's views on reg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depend largely on domestic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and
needs. Due to its limited maritime capabilities, Cambodia needs the assistanc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and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reats
to maritime security, such as illegal fishing,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t sea and threat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The most obvious is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 weak legal framework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military assets such as
warships, combat boats and ships.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inter-agency
coordination at sea, Cambodia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Maritime Safety Committee
(NCMS) in December 2009.
The main tasks of the Centre are to strengthen maritime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ritime rules. NCMS is also a national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coordination between maritime agencies and ministries. NCMS has four
operating principles: maritime awareness; sustainabl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t sea; deterrence of all maritime threats; and rapid response to maritime
incidents. Cambodia has four maritime security policies:
1.

First, work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develop legal procedures and frameworks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2.

Second, strengthen the role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Navy, strengthen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relevant agencies, and provide security for economic
activities.

3.

Third, establish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f common maritime challenges and design solutions.

4.

Fourth, protect territorial waters and resources in Cambodi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to ensure that its marine resources are managed sustainably.

4. Conclusion
As major powers compete to expand maritime power, maritime security is the
primary agenda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on non-traditional maritime issues
such as piracy, illegal fishi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humanitarian relief, search
and rescue and human trafficking will help increase trust and lead to enhance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marine sector.
Cambodia's views on reg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depend largely on
domestic maritime security issues and needs. Due to its limited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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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ies, Cambodia needs the assistanc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 and
organizations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reats to maritime security,
such as illegal fishing, organize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t sea and threats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re are constraints. The most obvious is the
lack of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 weak legal framework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hard infrastructure and military assets such as warships, combat boats
and ships.
The Cambodian Marine Mammal Conservation Project is Cambodia's first long-term
marine mammal research program. The project was launched in September 2017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Dolphin Division of the Cambodian Fisheries Agency.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to collect data on abundance, distribution and habitat to
characterize and protect the important habitats of the Irrawaddy dolphin in the White
Horse Islands of Cambodia.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must first ask why we should study marine mammals
in general. First, marine mammals are major predators, and key species can be used
as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health. Second, baseline data and monitoring plans for
marine mammals a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re conservation efforts are focused
and what strategies to implement. Finally, if we want offspring to have marine mammals
in the ocean, investigating populations is crucial.
To keep the ecosystem healthy and productive, it should be balanced with every
species. Therefore, it supports the health of marine mammal populations and the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of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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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tourism industry has grown by 49 times since 1950 in terms of visitor receipts.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Pacific has become the top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ravel and tourism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Asia-Pacific. This growth stimulates
local economi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ves. Tourism-dependent economies, however, may be
threatened by disasters,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ne of the areas that is prone these effects are the marine tourism industries. Marine tourism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 country’s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rategies are necessary
for their viability while sustainable strategies will enable them to achiev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iew innovation strategy frameworks,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s, and
existing sustainable innovation practices in marine tourism, specifically 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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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tourism industry across the globe has grown significantly by 49 fold in terms of tourist arrivals
since 1950 and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de from Europe,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tourist
destination (UNWTO, 2017). In 2018, Travel and Tourism has contributed to 9.9 percent of the
tot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Asia-Pacific, signifying a 6.4 percent growth from 2017 (WTTC,
2019). This growth stimulates local economies, increases land value, and transform local resident’s
lives. Alongside this growth a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income inequaliti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Tourism- dependent
economies may also be threatened by disasters, terrorisms,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disrupt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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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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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lative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arrivals

In 2018, Travel and Tourism has contributed to 9.9 percent of the tot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 Asia-Pacific, signifying a 6.4 percent growth from 2017 (WTTC, 2019). Alongsid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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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a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income inequalitie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Moreover, tourism may cause a deteri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hmed and Krohn, 1993).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cludes the
pre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 success of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prote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heritage, and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sustainable policy
development (Niezgoda and Zmyślony, 2002). Thus, tourism development encompasses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Moreover, there is also a call for responsible
tourism, where each stakeholder ar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Goodwin, 2011).
Responsible tourism is driven by regulatory compli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market differentiation (Hanafiah et al., 2016; Van der Merwe and
Woche, 2007; Radwan et al., 2012). Hotels, for example, may practice waste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 green purchasing, ecolabelling, and 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laws.
When tourism is introduced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livelihood strategies depend on contextually-roote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livelihood (Arce and Long, 2000; Long, 2000). According to Long (2004, p. 16), ‘‘this calls for a
detailed ethnographic understanding of everyday life and of the processes by which images,
identities and social practices are shared, contested, negotiated, and sometimes rejected by various
actors involved’’. This implies that the local communities’ livelihood strategies determine the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of government-led tourism development.
Local cuisines, which depict the culture and lifestyle of a destinatio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ttracting tourists as local foods become a driving factor for travels.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Australia use their culinary resources to differentiate their place (Chang et al., 2010; Lin et. al,
2014; Mynttinen et al., 2015). The study conducted by Correia et al. (2008) shows that local food
and its price and quality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for tourist satisfac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however, affect the lifesty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elihood of the
local residents (Cassel and Pettersson, 2015; Brandth and Haugen, 2011). Tourism may preserve or
degrade a local identity (Stronza, 2008; Medina, 2003) but this include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siders and outsiders (Guerrón-Montero, 2006). The study by Kayat (2002) on Langkawi Island
shows that tourism brought economic opportunities but eroded the traditional Muslim lifestyle and
values.
.
Marine tourism can serve as a niche business opportunity. Perceived newness of the area can be
created 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experience that may improve the experience for
existing visitor markets or through tourism attractions that may entice more visits in a destination.
The conceptual model developed by Benur and Bramwell's (2015) suggests that fluidity is needed
between the end-user (demand) and the experience (supply) in strategy formulation for destination
experience. Destinations become attractive because of its phys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landscape, climatic conditions, ecology, history, art, ways of life, politic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Marine-tourism related activities tha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can be
packaged for tourists. New tourism product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destinations’ socio-cultural
attributes may also be created (Gardiner and Scott, 2018).
When a certain area is being targeted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its mission, product-market mix, and
branding 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identified (Crouch and Ritchi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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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a regulatory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safety, sustainability approaches, quality
standards, among others, is needed so that tourism activities will run smoothly and fairly (Ritchie
and Crouch, 2003). Moreover, there should be an evaluation of strategies to ensur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maximiz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br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positioning (Buhalis, 2000).
Marine tourism can serve as a niche business opportunity. Perceived newness of the area can be
created through innovation in the destination experience that may improve the experience for
existing visitor markets or through tourism attractions that may entice more visits in a destination.
The conceptual model developed by Benur and Bramwell's (2015) suggests that fluidity is needed
between the end-user (demand) and the experience (supply) in strategy formulation for destination
experience. Destinations become attractive because of its physic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landscape, climatic conditions, ecology, history, art, ways of life, politic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Marine-tourism related activities tha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factors can be
packaged for tourists. New tourism product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destinations’ socio-cultural
attributes may also be created (Gardiner and Scott, 2018). E- Business strategists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resources which give marine destination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that resources
should be managed well towards sustainability
When a certain area is being targeted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its mission, product-market mix, and
branding 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identified (Crouch and Ritchie, 1999). Moreover, a
regulatory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safety, sustainability approaches, quality standards, among
others, is needed so that tourism activities will run smoothly and fairly (Ritchie and Crouch,
2003). Moreover, there should be an evaluation of strategies to ensur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maximiz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br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positioning
(Buhali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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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ALABAT
Formerly called Camagong, the island of Alabat was known to be first inhabited by the early
families of Caparros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for its abundant fishing grounds and fertile
agricultural land, followed by other immigrants from the neighboring towns like Gumaca and
Tayabas. The name ‘ALABAT’ was first coined when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 infiltrated the
island and asked for the name of the island. Since both parties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instead of the island’s name CAMAGONG, the local thought the American forces were asking for
the balustrade at his doorstep, which is named ALABAT.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Luzon (IV A CALABARZON), in the province of Quezon, the
island of Alabat is one of the three municipalities in the island, together with Perez and Quezon. It
is surrounded by great bodies of water. The most prominent ones being the Pacific ocean which is
on the east of the island and on the west, the Lamon Bay. The town of Alabat is legally created on
October 23, 1903 by the virtue of Act No.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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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nicipality of Alabat has a total land area of 5,759.7671 hectares and there are a total of 19
barangays in the Municipality of Alabat. These are Angeles, Bacong, Balungay, Buenavista,
Caglate, Camagong, Gordon, Pam Norte, Pam Sur, Poblacion 1, Poblacion 2, Poblacion 3,
Poblacion 4, Poblacion 5, Villa Esperanza, Villa Jesus Este, Villa Jesus Weste, Villa Norte and Villa
Victoria. Around 70% of the said total land area is used for agriculture.
As an agricultural municipality, Alabat prides itself from its farms. Various agricultural farms are
found in Alabat. The farms ranges from coconut, rice, cacao to calamansi, sili, and honey. Being
surrounded by bodies of water, Alabat also thrives in the field of fisheries.
Alabat is a fifth class municipality. The average annual income of the the island is at 5 million
pesos but not less than ten million pesos. Average family income of locals in the municipality is
PHP 5,245.00. With 5 as the average family size, per capita income is around PHP
35.00 a day. Sources of livelihood of the locals living in Alabat are: agriculture (coconut, rice, and
vegetables farming and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ions), fisheries (fishing and aquaculture),
construction jobs (masonry and carpentry), delivery services (hauling), wholesale and retail
services (groceries and sari-sari stores), IT based services (Computer shops), manufacturing
(furniture and handicrafts), tourism (lodging houses and resorts accommodations), microscale
mining (gravel and sand), and utilization of forest products.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situated at the Municipal Compound, Brgy. 1 Poblacion, Alabat,
Quezon.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thirteen offices which perform different functions in line
with the delivery of basic services to its constituents as mandated by the LGC. the municipality
itself is headed by Mayor Fernando L. Mesa.

SUSTAINABLE FISH HARVESTING MODEL
What we see as the answer to lessen the burden of the people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fere
with the management through policy recommendation and start projects that will benefit both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Projects about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will be of great help in
lessening the cases of poverty incidence, bring in more income and increase economic activity,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assist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t the formulation of innovation
strategies to a better sustainable food system and to assist the locals with regards to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It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local fishermen, but also the
market activity of the municipality. Overall, it can be a great solu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in the
municipality. It can also lead to higher employment rate due to a bigger and more efficient system
in fishing and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facilities and business in relation to fisheries like
manufacturing plants, restaurants, aquaculture facilities etc.
One of the projects being envisioned is setting up a fishing village in Alabat, Alabat Island, Quezon
Province. The fishing village will be composed of a fish harvesting facility, a floating restaurant,
and a lodging facility. The fish harvesting facility will provide fishermen with an efficient fish
harvesting metho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an be used to attract tourists for leisure or education
purpose. Some fish harvested will be sold at the restaurants for tourists who are also
789

envisioned to be staying in the lodging facility that will be set-up. For the past years, tourist
arrivals have been increas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lodging facilities and are mainly hosteltype. The fishing village will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ncreasing tourist arrivals while generating
more livelihood activities for the lo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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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lution caused by accidental marine oil spills can lead to persistent
ecological disasters and lead to severe social and economic damages.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a useful and essential tool to make proper decisions in emergencies
or to plan response actions. In this study, an integrated model in which we apply
the Princeton Ocean Model (POM)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data including seawater
velocity, salinity, and temperature and obtain the fate and trajectory of spilled
oil using OpenOil is proposed. The several probable oil slicks around Taiwan over
time (12 months) and the space (4 spill locations in the marine area of each coastal
city/county) are simulated using this model. The percentage risks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oil spill are estimated. The risk zone of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based on
the frequency of simulat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is identified. This information not only helps the authorities to guide the
preparation of effective plans to minimize the impacts of oil spill incidents but
also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hipping and vessel navigation
in regional seas.

Keywords: POM, OpenOil, Oil spill, Oil spill modeling, Risk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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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aiwan is not only a crucial way-point for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Pacific rout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system but also a transit

center for distant and near-sea shipping transport in East Asia (Figure 1). The blooming of maritime
traffic around Taiwa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recent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n trade system as well,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ccompanied with the frequent reports of accidents with stranded ships, or even sinking and collision that
may cause serious marine pollutions.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the pollution incidents on Taiwan’s aquatic
ecosystem, it is vital for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aggressive way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marine
pollution and enhance the prevention of marine pollution incident dealing and response capabilities.

Figure 1. The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routes near Taiwan (Kao et al., 2016)
In this work, an integrated model based on the Princeton Ocean Model (POM) for hydrodynamic
simulation and OpenOil, a sub-module of OpenDrift, for oil spill model is presented. The proposed model
is applied to simulate the several probable oil slicks around Taiwan over time (12 months) and the space
(4 spill locations in the marine area of each coastal city/county). The percentage risks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oil spill are estimated. The risk zone of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based on the frequency of simulat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is identified. This result coul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th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hipping navigation in regional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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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thodology
2.1. Study area
The study area is placed along the coastline which is about 1,560 km (973.3 mi) long (CIA, 2019)
of the main island of Taiwan, covering 14 counties and cities, between 2154’ and 2518’N latitude and

1202’ and 122E longitude (Fig. 2). The authors use GIS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make a
boundary for the marine area within a 40-km radius, extending seaward from the coast. Four sequential
10-km radial layers were created for the marine area of each county/city (Fig. 3).
Figure 2. Map of Taiwan with the coastal cities/counties
In this study, the risk magnitude of each zone under the effect of oil spills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frequencies of model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i.e., Coral reef,
Marine/National Park, Mangrove area, Scenic area, Artificial Reef, Aquaculture, Seagrass, Wildlife
Refuges, Sea Turtle, Shark and Dolph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resources, as shown in figure 3, is
available online on the public website of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National Parks of Taiwan, the

Fisheries Agency of Taiwan, the ReefBase-The database of the Global Coral Reef Monitoring Network
(GCRM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al Reef Action Network (ICRAN) or obtained from references (i.e.,
Yang et al. (2002) for Seagrass). The migratory routes of species like sea turtles, shark are provi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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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and Wang (2009) and Hsu et al. (2007),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Taiwanese dolphins is
based on Wang et al. (2016).

Figure 3. Study area with the presence of 11 sensitive resources
2.2. The ocean current:
The POM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ocean current around Taiwan with a horizontal grid resolution of
o

1/25 in the whole year 2016.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with bathymetry is shown in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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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Bathymetry of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of the hydrodynamic model
2.3. The oil spill model simulation
 Spill locations: for each county/city of interest, four locations with the distance to the coastline of 10,
20, 30, 40 km extending seaward, respectively. In this work, we use 56 spill locations, which are
numbered in Fig. 5.
 Simulated periods: five days/month/location during the spring tid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6.
 Oil type and amount: 10 tons (10000 particles) of heavy crude oil for every spill location.
 Sea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btained from the POM model.
 Wind: The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the wind during the simulated length of time at 10 m above the
land surface were obtained from the data of Global forecast system (GFS) of the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

Figure 5. The oil spill locations
2.4. The percentage risk
Percentage risk caused by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can be calculated as
follow (Singkr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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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 are the weights that given to an area in layer i=1, 2, 3, and 4 from a spill location in layer j = 1,

2, 3, and 4 in a city/county each month are 1, 0.5, 0.25, and 0.125, respectively;

Nfrij and Nfcij are the

normalized values (between 0 and 1) equal to the accumulative frequencies of simulat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fcij)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frij), divided by the highest accumulative frequencies of simulat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FCij)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FRij) at one of the four layers in the city/county
of interest every month. NFRCi is the normalized values (between 0 and 1) of FRij plus FCij.
3. The result and discussion
Percentage risk (PR) caused by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is summed up in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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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ccumulative frequencies of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in the marine area of each coastal county/city get from the oil
spill simulation
PR of risk
Coastal
Spill
Radius
counties/cities location
(m)
Jan
Feb March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1
10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0.0
69.6
69.6
69.6
2
20
29.1
0.0
0.0
22.4
0.0
0.0
0.0
0.0
0.0
62.5
41.0
0.0
New Taipei
1
City
3
30
1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8.0
0.0
0.0
4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
10
50.8
0.0
69.6
38.9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
20
69.6 34.8
0.0
69.6
41.8
0.0
0.0
8.6
11.6
0.0
17.4
27.9
Taoyuan
2
City
7
30
16.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8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9
10
69.6 69.6
69.6
41.0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10
20
41.1
7.0
20.5
49.5
47.1
3.9
17.4
27.7
17.8
17.4
4.1
45.1
3
Hsinchu
11
30
9.1
0.0
6.1
56.8
0.0
0.0
0.0
6.8
3.5
0.0
0.0
7.0
12
40
1.5
0.0
4.1
60.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3
10
69.6 58.0
69.6
69.6
58.9
69.6
69.6
69.6
69.6
0.0
69.6
69.6
14
20
16.0 34.8
4.6
41.1
69.6
7.0
17.4
17.4
11.6
34.8
13.0
11.6
4
Miaoli
15
30
2.3 11.6
2.3
43.9
15.2
7.0
17.4
8.7
11.6
34.8
4.3
5.8
16
40
0.0
0.0
2.3
39.1
3.5
0.0
0.0
0.0
0.0
0.0
0.0
0.0
17
10
69.6 69.6
69.6
58.8
69.6
69.6
69.6
69.6
69.6
34.8
34.8
69.6
18
20
0.0 25.0
8.7
66.1
48.0
8.7
17.4
8.7
8.7
34.8
17.4
17.4
5
Taichung
19
30
0.0
7.3
0.0
31.5
20.6
0.0
0.0
0.0
0.0
34.8
0.0
8.7
20
40
0.0
1.8
0.0
40.4
0.0
0.0
0.0
0.0
0.0
34.8
0.0
0.0
21
10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9.6
66.4
69.6
69.6
69.6
69.6
22
20
0.0 31.2
8.7
26.3
61.1
7.5
3.9
44.8
6.3
25.0
0.0
0.0
6
Changhua
23
30
0.0
7.0
0.0
40.9
18.0
0.0
0.0
12.6
6.3
8.7
0.0
0.0
24
40
0.0
1.7
0.0
42.2
7.7
0.0
0.0
9.5
3.2
4.3
0.0
0.0
25
10
69.6 69.6
0.0
36.4
69.6
52.2
69.6
69.6
69.6
34.8
34.8
34.8
26
20
0.0 45.6
0.0
69.6
15.5
34.8
19.9
0.0
23.2
0.0
0.0
0.0
7
Yunlin
27
30
0.0 36.1
0.0
29.8
13.0
26.1
14.9
0.0
11.6
0.0
0.0
0.0
28
40
0.0 13.9
0.0
56.8
4.3
26.1
14.9
0.0
5.8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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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rthern part, including the marine area of New Taipei is affected by the oil spill
much more during the winter (from October to March) than the summer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Both wind and circula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winter, the wind over this area is
dominated by the northeasterly monsoon. This northerly wind forcing influences the circulation
patterns of surface water current (Yuan and Hsueh, 2010; Gawarkiewicz et al., 2011).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parts of Taiwan, the western coast, including the marine countial
areas in Taitung, Hualien, and Yilan, has low risk in the whole year. It may be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branch of the Kuroshio intrusion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Hu et al., 2000; Jan et al.,
2015; Nan et al., 2015).
The southern coast included the coastline of Kaohsiung and Pingtung were affected by
most of the simulated oil slick dispersing from spill location in different distances during
summer while for the other counties/cities, this happens in one or two months. It may be due to
the seasonal reversal of monsoon wind, which shows an opposite wind direction in summer and
winter (Hsin et al., 2010)
The risks were most probably to be detected in coastal water within 10-km radius and
change among different months in numerous counties/cities. The exceptions were found in
Pingtung and Kaohsiung. While in Kaohsiung the high risks occur in the 30 and 40-km radius
in two months (April and Jun) and 20-km in the other two months (May and August), the high
risks appear in the 20-km distance in half of year (in case of Pingtung county).
4.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integrated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oil slick around coastal water
of Taiwan over both space (each marine countial/citial area has 4 release locations) and time
(through 12 months). Overall, high local risks frequently occurred within the radius of 10 km in
most counties/cities (except in Pingtung and Kaohsiung in some months). This information
supports the authorities in guidance on the preparation of effective plans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oil spill accidents and improve the shipping navigation regulations in regional seas as well.
The "sensitivity map" under the oil spill can be drawn up using the frequency of simulated oil
slicks hitting the coast and sensitive resources. Of course, more associated data related to the
country’s coastline are required, for instance, the number of ports, the frequency of oil spill
accidents in the past, the number of ships, coastal settlements; th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hipping rout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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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eaman Right in the world
Azmath Jaleel
Research Associate, School of Earth & Ocean Sciences, Card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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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sustainability: Selective species, protection of juvenile, breeding areas
Pole and line fishing
Maldives practices selective fishing using pole and line. This results in a catch which is taken one by
one and only the intended size and species and amount. This is the most environmentally, ecofriendly type of fishing

Limited fishing effort
Small scale fishers go out in the morning and return in the evening or a couple of days at sea at
most. Even those vessels that fish in the EEZ of the Maldives do not generally stay for more
than a week at sea at a stretch. This practice is so fisher friendly compared to the global distant
water fishery practice of staying at sea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s sometimes spanning to
five years or more at a stretch. The figure shown below shows a six month voyage by a
Japanese ship Hatsukari (as reported by the Worldwide Find for Nature (WWF) and Greenpeace)
where it provided bait and rations and fuel to fishing vessels which keep on fishing for years on
end, and in turn takes the catch into the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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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iscards
Because fish is caught by pole and line there are no bycatches and thus no discards.

Protected areas
There are many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country. Fish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could damage the reefs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se locations are
prohibited and controlled. This provides a safe breeding ground for marine life and also for the
juveniles

Good reporting
The government regulates the fish catch reporting system and this helps collect and maintain
valuable data for stock sustainability and policy making.

Environment and eco-friendly

Net fishing prohibited
Net fishing is banned and thu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is also absent in the Maldives’
fishing industry. Today’s modern super trawlers catch the equivalent of 8 to 10 bus loads of fish
irrespective of size, or species. Many unwanted bycatch are thrown back dead into the sea. The
damage to the ecosystem and fish stock is immense

No trawling (bottom or otherwise)
Practices such as bottom trawling result in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ocean floors, especially to
coral reefs. Because Maldives does not practice any form of trawling, it refrains from any of
these negativ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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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 and poison prohibited
Using dynamite and other forms of destructive fishing methods such a poisoning are totally
banne
Turtles/sharks protected (2011)
Turtles and sharks are protected and therefore the bad practice of removing the fins from the
sharks and then discarding the carcass is not seen in the Maldives.

Coral mining restrictions
Coral mining is restricted to selected areas and thus help keep harmony with the reefs that
protect the fragile natural geography of the coral islands and the marine life in the reefs

Community engagement

Family and community complement of crew
The fishing crew comprise of family and friends. Usually they are from the same community
and sometimes related. There are no migrant fishers in the Maldives fishing industry. Therefore
the negative practices relating to such fishers are also not present in the country’s fishing
industry.

Women engaged in processing
One the catch is brought ashore, women take over the processing. Smoking, drying and many
other processes are carried out by the women folk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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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related activities
Apart from fish processing, women take part in activities such as beaching of fishing vessels,
which are often done manually. They are paid by the boat owners and in turn the money raised
are used for women’s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Fisher –friendly

Short period at sea (normally return same day)
As stated earlier, the fishers do not spend long periods of times at sea. Therefore they are not
away from their families for long

Immediate and often in kind payment
Wages are paid (by money or in kind) on a daily basis to the crew who went fishing on the boat
on that particular day. There are no issues of unpaid wages.

Safe vessels (built,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under regulations)
Vessels are built and operated according to set rules and guidelines and thus they are generally
safe and well maintained.
EEZ fishing only beyond 100 miles from coast and for local entities
Only Maldivian vessels can carry out EEZ fishing and it can be done only beyond 100 miles
from the coast. Only small scale fishers may fish within 100 miles from shore

No distant water fishery
Maldives does not carry out distant water fishery and therefore it also does not practice the
many abus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actice. These include trafficking and enslavement of mi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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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mistreatment, violent and even murder. All
friendly, eco friendly and fisher friendly fishing.

Maldives fisher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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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Maldives practices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Transportation in Korea
Po-Lin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
Chung-Ang University, Korea
Abstract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disaster response in humanitarian logistics is to provide relief
material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minimize human deaths and suffering. Pre-positioning of
relief materials increases the ability of relief organizations to mobilize and respond much
faster and with the required capability.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considers facility location
decisions for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s in Asia-Pacific region responding to sudden-onset
natural disasters. In particular,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disaster occurred in Asia (from1969 to
2017) are considered as demand point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s
(Volcanic activity, earthquake, flood, landslide and storm) is considered as an indirect
estimation of demand value for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sponse
time and meet the needs of more people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s, a mixed-integer
programming (MIP) location model is used to solve this location decision problem. And
minimization of the average global distance from the warehouse to a forecasted affected
person is advanced as the objective. The author also develops a computer calculator for the
proposed model, working on selecting the optimal location from 13 candidate warehouses in
Asia-Pacific region. As a result, Ningbo i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as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an added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Asia-Pacific region.
Keywords: Humanitarian Logistics; Pre-positioning Problem;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Facility Location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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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roduction
1.Background
Natural disasters frequently, such as earthquakes, floods, drought or man-made crises
(civil unrest, war, political/tribal disturbance) happen in various areas around the world that
seriously disrupt daily lives of people and also cause death (Roh et al., 2015).
Natural disasters can occur with little or no warning (Wijkman and Timberlake,1998) and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globally, natural disasters have increased in terms of both
frequency and impact. Disaster-prone areas are experiencing more frequent emergencies and
previously benign areas, unaffected by extremes, are now affected. Averagely, the total
number of natural disasters occurring annually is around 500 times. The number of people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re around 140,000 and over 500 disasters are reported death.
(CREDEM-DAT, 2018). From 2011 to 2017, around 215 to 265 reported disasters occurred in
Asia, the frequency was much higher than other continents. In addi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reported death toll of disasters in Asia is also at the highest level by continents (Figure 1).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natural disasters often leads to relief operations focusing more on
response rather than preparedness, so systems are reactive rather than proactiv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upply chain will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ponse. Efficient
delivery of relief aid is expensive: substantial losses of aid often occur, transport providers
charge emergency premiums, and insurance levies are raised. Pre-positioning of aid closer to
areas where there is an above average possibility of disasters occurring is one technique
which some agencies now use to improve their capacity and response times to major natural
disaster events, saving time and reducing the cost of operations (Tomasini and Van
Wassenhove, 2004; Beresford and Pettit, 2007; Balcik and Beamon, 2008; Balcik etal.,2010).
Many studies have add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paredness phase and the need for
pre-positioned warehouses in humanitarian relief logistics, bu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apers
are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decision (Dekle etal., 2005; Balcik and Beamon, 2008; Ukkusuri
and Yushimoto, 2008; Dessoukyetal., 2009; Rawls and Turnquist, 2010; Gatignon et al., 2010;
Campbell and Jones, 2011). Gatignon et al. (2010) illu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ecentralised model at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IFRC) using the
pre-positioned warehouse concept. Campbell and Jones (2011) use a cost model to examine
the preposition of supplies and the volume of goods in preparation for a disaster. Nevertheless,
where the above studies discuss the optimal location based on single criteria (e.g. minimum
total costs), the evaluation process for strategic decision soften involves several attributes and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make compromises among possibly conflicting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factors (Onut and Soner, 2007).
The scale of such disasters mean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emergency relief response
operations has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in the last decade (Thomas and Kopczak, 2005,
Balcik and Beamon, 2008; IFRC,2014). Different regions are subject to different disaster
types and while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is irregular on an annual basis, there is a trend for
large scale disasters to occur in certain areas. Nonetheless, the most common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that affect specific regions are floods, wind storms, droughts and earthquakes, gi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which can assist in the preparedness phase, but timing, extent and
duration of such emergencies remain unpredictable. Disasters that occur in Africa will not be
same as those that occur in Asia; Africa suffers more from famine and drought, while Asia
suffers mostly from hydro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s and windstorms. Areas
prone to natural hazards are also vulnerable to civil or political strife which is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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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ed by famine, water short age or other natural extremes.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asters around the world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it is likely that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aid stocks could be pre-positioned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his is in part already serviced
through shared facilities provided by for example the United Nations (UN) (Heaslip, 2013). In
this case, how to construct an appropriate model to different region has become a major task
for the recent research.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all criteria be selected to evaluate optimal
ware house location are only considered Asia-Pacific region.

Figure 1: Total number of reported disasters, by continent
Source: CREDEM-DAT, 2018
When emergencies occu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upply food, drugs, or other
necessities to the victims throughout the entire disaster and post-disaster without disruption.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 revealed that some people died for lacking of these necessities
rather than dying for a disaster. Thus, the main task of saving lives from a natural disaster is
storing the relief materials in advance and distributing them effectively, which explained why
the pre-positioning is significant for a rapid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humanitarian supply chain plays a vital role in achieving
saving lives (Balcik and Beamon, 2008).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engage in necessary
pre-disaster planning and preparatory exercises that increase their logistical capabilities
required to respond to any disaster. One way to increase preparedness is by capacity building
trough pre-positioning of supplies. A wide network of strategically placed inventory in depots
by focusing on aspects of facility location, inventory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can
improve the response time and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response of relief effort (Richardson
et al., 2010). There are other benefits of pre-positioning supplies in addition to just
improvement in response time and efficiency. Procurement process of relief supplies fro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uppliers which is typically slow and can be expensive in the post
disaster phase can be made more efficient and reliable by implementing pre-positioning. A
wide network of dedicated warehouses can provide relief organizations a property base from
where they can manage their operations and manage incoming supplies more effectivel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itarian Response Depot (UNHRD)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idea of pre-positioning emergency relief items for a quick response at the onset of any disaster.
First UNHRD warehous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2000 at Brindsi, Italy. Until now,
UNHRD is a network of six strategically located depots that procures, stores, and tran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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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upplies on behalf of the humanitarian community. The location of these six
depots are listed in Figure 2.

Figure 2: Locations of six depots of UNHRD
Source: https://unhrd.org/
With shift in strategic focus of relief organizations towards pre-positioning and
UNHRDs attempt to expand its network, urgent need was realized to determine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When we focus on Asia, comparing with
great number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enormous damage cost, only two depots of UNHRD
(UAE& Malaysia) is obviously inadequate. There is no doubt, capacity building measuring is
needed in this region in the near future which can enable to deal with aftermath of natural
disaster effectively. In this case, how to identify an effective way to select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main purpose for this paper.
There are five sections in this paper. Following this introduction is a review of previous
literature on humanitarian logistics and pre-positioning. The methods which are applied to
undertake location choice are also reviewed in this section. Section 3 discuss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cluding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rough the consolidation and comparison of
related literatur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is then constructed, and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search facet is also being developed. Data
constructio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calculation using the developed computer calculator are
presented in section 4. Th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rt policy-makers are discussed in the final se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2.Pre-positioning problems
Pre-positioning problem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humanitarian
logistics. Kovács and Spens (2009)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tion and regional
presence of a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in disaster relief. The location and local capacity
building of pre-positioning of relief items is significant in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humanitarian supply chain. However, there are limited researches which focus on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s. Yong (2006) tried to select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a plant under the main objective of minimizing the total cost and maximi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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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resources. Chen (2001) determined a new multiple criteria group decision-making
method to solve the distribution centre location selection problem. Dey et al. (2016)
integrated the fuzzy set theory to handl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or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warehouse location. They considered availability of markets, transportation
facility, availability of land, political stability, proximity to customers and cost in their study
example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seaport-based warehouse location for a south East Asian
company. Ashrafzadeh et al. (2012) successfully apply the TOPSIS to a real warehouse
location decision problem of a company in Iran. Most of these location-selection researches
are target in obtaining commercial benefits. And in this cas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criteria which the authors chosen to use in the researches. Farahani et al.
(2010) provided a review on recent efforts and development in multi-criteria 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 methods. In the research, the authors provide an overview on
various criteria used. And the typical criteria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are: cost, value and
benefits, environmental risks, resource accessibility and utilization, public facility
accessibility, political matters and regulations, competition, economical, population, capacity,
distance, and suitability. Rath and Gutjahr (2014) came up with a model formul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warehouse location-routing problem.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s, we can recognise that co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in
selecting an optimal location for business facility, considering the main objective of maximize
the profi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objectives between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systems and relief distribution systems, different criteria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location-selecting.
“Inter-Agency Mission Repor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mergency Logistics
Response Facility (ELRF) in South East Asia” is an official report recording the procedures
about chosen Subang (Malaysia) as the location of emergency logistics response facility (as
one depot in UNHRD).
The UN received written proposals from 5 governments in South East Asia, the
potential sites were: Subang, Malyasia; Singapore; Utapao, Thailand; Batam Island, Indonesia
and Phnom Penh, Cambodia. After evaluating by means of the selection matrix, Subang got
the highest scor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atrix no. 1-5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selecting
the site. It supports the viewpoint that Roh et al. (2013) have shared in their study. They
suggested 5 critical factors considered for locating humanitarian relief warehouses. In
particular, they utilized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to determine the important weight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mainly result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Table 1: Critical factors for locating humanitarian relief warehouses
Rank Criteria
1
Cooperation
2
National stability
3
Cost
4
Logistics
5
Location
Total Weight
Source: Roh et al., 2013

Normalized Weight
0.2908
0.2282
0.2270
0.1525
0.1015
1.0000

Accumulated Weight
0.2908
0.5190
0.7460
0.8985
1.0000

From Table 1, it shows that cooperation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and follows by national stability and cost. In addition, from Roh et al. (2015),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at relief distribution systems have temporary storage points and,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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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ocusing on profit, work to provide timely response. Cost minimization and profit are not
the major objectives, the primary focus is on the saving of life. Thus, the providers of disaster
relief are often governments, or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 who are aiming to pursue
efficiency with fairness. In another word, it is all about reducing the response time and getting
approach to more affected people. In conclusion, in spite of political factors,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configuration for a disaster relief pre-positioning network: 1.
Up-front investment (initial inventory stocking and warehouse setup); 2. Operating costs
(relief-item purchasing,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cost); 3. Average response time.
In addition, another assumption which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that the initial capital is
ampl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average response time in location selection. This
assumption is from Duran et al. (2011). The authors stated that if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s
ample, the warehouse operating cost will not be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HRD and other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kkihal
(2006) brought the idea of per capita distance into inventory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Balcik and Beamon (2008) developed a maximal-covering model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and the location of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he inventory of supplies is also
considered in their study. Duran et al., (2011) also determined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emergency items for CARE International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by a maximal-covering model. In this case, a mixed-integer liner program is used to solve this
pre-positioning problem in this study.
The gap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is obvious that limited researches have applied a study
on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especially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from this study can be listed as follow: 1.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e time on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2.
Asia-Pacific region is the key geographical region which this study focused on. 3. The newest
disaster data from 1969 to 2017 i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research question from this
study should be: Where is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pre-positioning humanitarian aid materials
in Asia-Pacific region to minimize delivery lead-time to those people who will need it?
3.Methodology
3.1Data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ocation of pre-positioning warehouses
for the shortest response time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e reported disaster data from 1969 to
2017 in Asia-Pacific are considered as the predicted demand. From CREDEM-DAT database,
we extracted the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of the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killed or affected by each event. In total, 2707 events that resulted in at least 10 death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69 and 2017 in Asia-Pacific.
3.2Key assumptions of the Model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ocation of pre-positioning warehouses in Asia-Pacific region,
a mixed-integer programming (MIP) location model is applied in this research. This approach
can be applied successfully to solve certain practical site location problems (Elson, 1972).
Many researches also used this model to solve the facility location decision problem in
different fields (Balcik and Beamon, 2008; Amrani, et al. 2011; Samuelsson, 2016). The
model considers a set of typical demand instances and finds the optimal location of relief
warehouse that minimizes the average response time over the demand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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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minimizes the 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o an
affected area. The assumptions of the model are as follow:
1.Only sudden-onset natural disasters like volcanic activity, earthquake, flood, landslide and
storm are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Slow-onset disasters such as famines can prepare in
advance to respond to such disasters and it is no need to use the pre-positioning network.
2.The probability of any type of natural disaster occurring is constant. Natural disasters
require the same type and quantity of relief materials.
3.Stocks are prepared in advance of disaster events, and that the capacity of this disaster
warehouse is infinite. It implies there is no need to concern about the replenishment of the
stock.
4.Forecasted homelessness is roughly proportional to demand of humanitarian relief
materials.
5.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ground transport, all the demand points are supposed to be
approached by air.
6.Delays other than air transit time, such as approval, picking, packing, loading and document
generation, are constant or consistent across the range of disasters and geographies.
7.Cargo-carrying aircraft are not restricted in range.
8.The real network nodes and arcs are ignored; instead, aerial distance is the single criterion
for calculating transit distance.
3.3Demand model
In most facility location and network flow optimization problems, demand is treated
directly. For humanitarian supplies, demand would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water-purification systems, the number of electrical generators, or the number of tents.
However, these data are not easy to obtain, as they are not consistently recorded. Moreover,
each operation uses various quantities or amounts, dependent on the population displaced, the
magnitude of the hazard, and the upstream availability of non-consumable goods. To
complicate matters further, operations often bring too many, or too few, of any given
non-consumable due to uncertainties on the ground.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no clear direct
signal of demand.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approximate demand indirectly. The size of
the operation is, in turn,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being offered relief. From the
data available, the best estimation for this demand is the number of displaced people, or the
number of homeless. Therefore, th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number of affected population by a
hazard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on-consumable material requirement.
Therefore, the assumption is that the number of affected population by a hazard is
proportional to the non-consumable material requirement. The number of homeless is
summated for each demand point over time and it is taken as an average per annum. This
variable is "mean annual homeless" and is measured for every demand point being considered
in the model. The variable is represented as:
= mean forecasted annual homeless for demand point j
For this research, the only measure of central tendency used is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is not relevant to location decisions.
3.4 Distance model
Pre-positioning implies that stocks are already stored in the facility, the path from
vendor to facility is not time-sensitive and non-critical. This study focuses on on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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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ensitive section of the non-consumables supply-chain. For the sake of simplicity in th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due in part to the data available for humanitarian relief activities, this
delivery chain has been simplified yet again: considering only the path from source to
destination. This assumes that transaction times are constant, regardless of facility location.
Therefore, the model considers only the point-to-point arc from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o
demand point. The variable is represented as:
= geographical distance from warehouse i to demand point j
The distance from a candidate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o a demand point is calculated
using Haversine method. The Haversine theorem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lengths of two points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based on longitude ( ) and latitude (λ) (Hartanto et al., 2017). It is
a method of know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the earth is
not a plane but is a plane of a degree of curvature.
This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establish a direct distance between points that can be
stretched in a triangular form where a, b, and c are the distances to be calculated. In this case,
between (
) and (
), the Haversine method assumes that the earth is spherical and
uses the formula:
r = Earth's equatorial radius = 6378137 m

The actual network of airports, roads and river ways is de-emphasized, the model is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the demand points can be approached by air.
3.5Formulation
A service level is the ability that the warehouse can satisfied the demand in a quick
response.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for the formulations aimed at determining the
sensitivity of distance to warehouse proliferation is the minimization of average distance to
forecasted homeless people. This will,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be referred to as simply
distance per capita. This means the sum of all the arcs from the disaster warehouse to all the
people forecasted to be homeless is minimized. The formulation uses the product (
) as
the formula for the sum of all arcs from a facility to all the people forecasted to be at risk at a
given demand point.
is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from warehouse i to demand point j.
is the annual mean homeless, or in other words, the forecasted number of displaced people at
demand point j. That the product of the two variables multiplies the distance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indicates the sum of all the arcs from that facility to every person at that location.
Distance per capita is thus expressed as

, where

is the decision variable (with a

value of 0 or 1) of the optimization because it determines if an arc (actually, the sum of all the
arcs from a facility at point i to all the forecasted homeless people at point j) is 'active'.
The formulation simply aims to identify optimal positions of n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so that distance per forecasted homeless person is minimized. And it i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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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Sets
I set of possible pre-positioning warehouses
J
set of regional demand locations
Variables

Parameters
geographical distance from warehouse i to demand point j.
mean of annual homeless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in demand point j.
Three data sets need to be collected for the two variables of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s:
1. The mean annual homeless for every demand point (for
value).
2.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for all demand points
) values used to calculate
).
3. Latitude and longitude coordinates for all candidate warehouses.
) values used to
calculate
)
The values of these variables were gathered from two sources known as EM-DAT
(EMDAT, 2018) and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2018). CREDEM-DAT database stores
disaster data of the events when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is satisfied:
Death toll over 10
Affected people over 100
Declaration of a state of emergency call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f an event qualifies for entry in CREDEM-DAT database, the following data are selected as
input:
1.Disaster number: a unique number for each disaster.
2.Country: the country that the disaster has occurred.
3.Disaster group: natural disasters,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or complex emergencies.
4.Disaster typ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disaster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5.Date: the date that the disaster occurred (Month/Day/Year).
6.Killed: Persons confirmed as dead or presumed dead because of missing.
7.Injured: People get injured and require medical treatment because of a disaster.
8.Homeless: People needing immediate assistance for shelter.
9.Affected: People requiring immediate assistance during a period of emergency; it can also
include displaced or evacuated people.
10. Total affected: Sum of injured, homeless, and affected.
11. Estimated Damage: Given in US$ and/or Euro€.
3.6Demand point
The following approach is used to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s of demand points. Grid
lines were projected onto the earth’s surface. when a disaster data located in that grid cell, the
central of that grid cell will be assumed to represent the location of the demand. The grid cell
dimensions were selected as 10 degrees (10◦) of latitude and 10 degrees (10◦) of longitude.
So, if a grid cell contained a disaster that caused at least 10 death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69
and 2017, the demand for that disaster will be located in that grid cell. The data and grid
configuration yielded 43 grid cells. Figure 3 illustrates the locations of potential disaster
demand. The red numbers stand for the number of the disasters which the grid cell contains
and the black numbers stand for the total death toll in that grid cell during 1969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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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otential disaster (demand) locations
3.7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depots under UNHRD which are located in Asia (UAE and
Malaysia). Both of them mainly cover west and south Asia. In this situation, the candidate
locations in this research will be selected from East Asia. Due to the stability of a countr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relief supply chain, it is important to
exclude the candidate warehouses from a country which hit by a civil or unrest.
This research assumes that all the governments in Asia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support building this warehouse in their countries. Thus,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s the main
factor that the author considered when choosing the candidate sites for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he author selects the cities with both good airport and seaport infrastructure in
East Asia, and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pick the city which has low historical disaster
occurrence probability (to minimize 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 a warehouse to a disaster itself).
The list of potential sites is showed as follows ( counting positively when latitude is north,
counting negatively when it is south;
counting positively when longitude is east, counting
negatively when it is west).
Table 2: Data collection of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Candidate location i Name of the city
Latitude ( )
1
Tianjin, China
39.12
2
Dalian, China
38.95
3
Qingdao, China
36.27
4
Tokyo, Japan
35.55
5
Busan, Korea
35.17
6
Osaka, Japan
34.78
7
Shanghai, China
31.13
8
Ningbo, China
29.82
9
Xiamen, China
24.53
10
Guangzhou, China
23.38
11
Shenzhen, China
22.60
12
Kaohsiung, Taiwan
22.57
13
Hong Kong, China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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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e ( )
117.35
121.52
120.38
139.77
128.93
135.50
121.80
121.47
118.12
113.30
113.82
120.33
113.25

4.Analysis and result
In the study, the author used 2707 demand instances from the last 60 years of disaster
history, in which this disaster warehouse needed to respond to a disaster or a group of
disasters without any replenishment. In total, the author got 43 demand points and 13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in Asia.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MIP model minimizes
the average of the weighted response times over the 43 demand points. And when we ensure
the demand points, the affected population of each point is ensured too. In this context,
is a constant value, so the formulation can be simplified as below:
Let

(service level of candidate location i) =

……

Totally, we can get 13 SL values. The smaller the SL value is, the higher service level
the candidate warehouse got. A computer calculator was made for calculating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And it helps to get the result of the model efficiently even when the number of data sets
is great. Below is the flow chart of this calculator. Before running the real data, a small test
was done to ensure the result of this calculator is reliable. The author sets 2 demand points
and 2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We assumes that the earth is spherical and uses the
Circumference Formula:

r = Earth's equatorial radius = 6378137 m

1113194.90793

20037508.34279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results, which means the calculation of
the calculator is reliable. Then the calculator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se 13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After input the 43 data sets of demand point like ( , , )
and 13 data sets of candidate warehouse like ( , ).
According to this result, the smallest SL value is SL (29.82, 121.47), Ningbo city, after
by Shanghai and Tianjin. This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Ningbo city has the minimal total
distance to all affected persons. And as a result of constant
value in this study, Ningbo
city also has the minimal weighted distance to an affected person comparing other candidate
locations.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calculation, this study assumes that the average maximum
speed of various cargo aircrafts, is approximated to be 500 km/hr. And the transportation time
is assumed to be only air transport with no consideration of refuelling stops. So, the
transportation time can be calculated using the standard formula:
time = distance / rate
Thus, transportation time ( ) can be calcula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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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figure out whether Ningbo has any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 quick
response to a disaster comparing Dubai and Subang, the same method is used to collect the
transportation time from Dubai and Subang to each demand point.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DUBAI
SUBANG
NINGBO
Valid N(listwise)

N
43
43
43
43

Range
18.45
16.30
16.12

Minimum
0.04
0.88
1.28

Maximum
18.49
17.18
17.40

total
385.06
349.98
337.73

mean
8.95
8.14
7.85

S.D.
4.83
4.13
4.36

A descriptive analysis about these 3 data sets of transportation time has been done
using SPSS. In the output presented above (Table 8), the information I requested for each of
the variables is summarized. The transportation time of Dubai is ranging from 0.04 to 18.49
hours, with a mean of 8.95 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4.83. And for Subang, which with a
mean of 8.14, is ranging from 0.88 to 17.18.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ransportation time
from Subang is 4.13. As for Ningbo, ranging in transportation time from 1.28 to 17.4 hours,
with a mean of 7.85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4.36.
It is obviously that Ningbo has the least average transportation time comparing with
Dubai and Subang. The minimum value 0.04 (Dubai) and 0.88 (Subang) illustrates that these
two warehouses are close to at least one disaster demand point. In other words, Ningbo may
have less disaster occurrence probability than Dubai and Subang. So, it is more unlikely for
Ningbo losing a warehouse to a disaster itself.
The service rates of Figure 11 illustrated that how much affected persons can be
reached within certain transportation time. All the 43 demand points in Asia can be reached
within 19 hours from either warehouse location. In particular, Ningbo can reach 40% of the
affected persons within 2 hours and almost 80% within 7 hours. It is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two locations.

Figure 3: Service rate of Ningbo, Dubai and Subang
In summary, Ningbo is the optimal location of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a geographical view out of 13 candidate locations. Of cours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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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ther critical factors, like the cooperation level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stability of the host country, to decide whether it can be the final
decision to set up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this location. However, Ningbo city seems to
be a reasonable location for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even take other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ly, Ningbo has witnessed continuous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has been described by the UN as the most promising city in
China. The city now serves as the economic center for the souther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other words, the city has a stable society and great infrastructure. On the great manufacturing
base, most relief items could be purchased at competitive prices in Ningbo.
Furthermore, Ningbo is in a great logistics condition. The Ningbo Lishe Airport is
very large and efficient, can land all aircraft types, and handles about 0.12 million tons of
cargo per year. According to the Top 50 World Container Ports announced by World Shipping
Council (2017), the port of Ningbo takes the forth place of the list. As Teng (2005) observe
that Ningbo port now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threat to Shanghai’s position as the leading
container port on the central eastern seaboard of mainland China. Besides, road connection
and condition are great and there is a railway network linking Ningbo to almost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of China.
Even though, the city can only be chosen if the government writes proposal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location will more likely be chosen if the government shows great
interest in providing free facilities and even financial support.
But this model can still be very helpful for the decision maker to evaluate the location
of a candidate warehouse. Take the real decision case in 2005 as an example. At that time, the
UN tried to select an optimal loc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mergency Logistics
Response Facility in South East Asia. If using this method, 1721 disasters occurred in Asia
from 1969 to 2005 could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e the demand points. The ranking of the
service level value of the five candidate location are showed in table 9, from R1 to R5, from
small to large. It is very efficient to determine the better location form a geographical view
considering minimizing the response time. In this situation, it can help the decision maker to
give marks to the candidates of location matrix and making the final decision eventually. We
can’t deny that, at present,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donation capital are
still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pre-positioning decision of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However, with the fact that more people ar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humanitarian logistics, more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to take a part of it. This MIP model
could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e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of a disaster
warehouse in the future.
Table 4: Ranking for the five potential sites
No.
1
2
3
4
5
5

Name of the city
Subang, Malaysia
Singapore
Utapao, Thailand
Batam Island, Indonesia
Phnom Penh, Cambodia

Latitude(
3.13
1.35
12.67
1.15
11.55

)

Longitude( )
101.53
103.82
100.98
104.08
104.92

ranking
R1
R2
R4
R3
R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pre-positioning of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s a rather complex problem due to
the uncertainty and volatility of the humanitarian supply chain. Unlike general logistic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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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objective for a disaster relief system i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other word, it is all
about reducing the response time to a disaster and saving more lives. Thus, minimizing the
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to an affected person takes the priority in
making the location selection decision.
In this study, the objective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for
humanitarian relief chains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is study tries to propose an analytical
method which will enable relief decision makers to mak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ocation and
stock pre-positioning decisions for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A mixed-integer programming
(MIP) location model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ocation for the warehouse out of other
potential warehouse sites. Furthermore, the study also develops a computer calculator to
calculate the result of the MIP model which used in this study.
However, the MIP model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the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support the humanitarian program to set up this warehouse in their
country. And the initial capital is supposed to be ample to afford setting the warehouse in any
loc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 In other words, political factors and cost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which is also the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n order to determine an optimal location for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in
Asia-Pacific region, 2707 instances from the last 60 years of disaster history were collected as
the dem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 of the model, Ningbo turns out to be the optimal
location out of 13 candidate warehouse sites. The average weighted distance from it to an
affected person from all 43 demand points is shortest. What’s more, the result of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Ningbo can response the disaster in Asia more efficient than
Dubai and Subang. In particular, Ningbo can reach 40% of the affected persons within 2 hours
and almost 80% within 7 hours.
In the real situation, the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makes the pre-positioning decision of a
disaster relief warehouse mostly based on the proposal document and the interview resul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other location
selection matrix to do the final decision. The method that this study proposed can assist the
decision maker to evaluate whether this candidate location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on
location in an obj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The model and the calculator which ar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can be very flexible. If
the demand points and the list of candidate location changed, the calculator can still be very
efficient to get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model. In another word, it can still be very efficient
when there is an update on the data of the demand points and the candidate warehouse
locations.
The study also has limitations. Firstly, geographical factor is the main factor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other factors like political factor or financial factor a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condly, the value of the demand is roughly using the average number of annual affected
people instead of specific number of relief material items. Thirdly, the model ignores the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otential warehouse and the disaster warehouse that
already be established.
Accordingly, future work could focus on many aspects. First of all, a number of
extensions are possible for this model. For example, the MIP model can combin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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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 management model or cost control model. So it can have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other critical location decision factors. Secondly, the geographic region that this study focused
is on Asia-Pacific region. But it is possible to extend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pre-positioning
problem in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Last but not least, other technical tools can be used for
this model. Future efforts need to be focus on data collection, which would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and enhance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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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應有之立法原則：兼論近年來漁業三法修法爭議
廖義銘
國立高雄大學 / 政治法律學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
摘

要

我國位在台灣島上，今天和未來的我國，都是海洋型國家，海洋型國家
之法律與政治制度，必須較大陸型國家，更著重於人才之吸納與留下。從漁
業管制所造成之爭議來看，運用指令控制性管制來試圖解決漁業領域中之國
際性問題，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應，此負面效應，便是相關之私部門不願意在
實踐管制政策上，與主管機關充分合作。
海洋型國家之立法，必須更強調公部門與相關私部門之合作，則「合作
性管制」之概念與基內涵，對於決策者調整管制政策而言，便十分重要。而
以漁業管制為例，主管機關對於業者採零處罰政策，是建立彼此合作之基
礎；主管機關亦應協助業者在法令遵循上專業之知能；此外，主管機關亦應
協助業者培育具有法遵職能之主管人才；最後，主管機關對於業者自我學習
與合作，亦應給予適當之鼓勵。

關鍵字：海洋國家、管制政策、漁業三法、合作性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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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來，中美貿易大戰，給台灣帶來之經濟上之衝擊，絕對是全體國民
皆無法忽視的。美國與中國世界上兩大強國，皆擁有的國土和人口，而我們
台灣，位處太平洋西岸，於地理上處於二大強國之間，作為一個小島型國家，
我們究竟應如何因應東西兩大強國之對抗？以及如何在兩大強國的對抗
中，不但無有損失，還能從中得利？這個問題，應是所有關心台灣經濟、政
治及法律等公共事務者所必須共同關切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我們也以從近來法律實務上的一則時事，見其問題之癥
結所在。我國遠洋漁船在公海捕魚被國際組織發現違法捕魚，歐盟於 2015
年 10 月對台灣遠洋漁業舉出黃牌，分三階段審查改善情況，最後期限為 2016
年 3 月底。
為避免台灣的遠洋漁業被貿易舉紅牌，遭歐盟制裁，危急新台幣 70 億
元的漁業商機，我國立法院乃於 2016 年三讀通過「遠洋漁業條例」
，明定若
違反包括無漁業執照從事遠洋漁業、未裝設船位回報器及電子漁獲回報系統
而出港、未經核准進入他國管轄海域從事漁撈作業、故意捕撈或銷售禁捕魚
種等 19 項重大違規行為者，將依照漁船噸位分成四級處罰；總噸位 500 以
上漁船最重將處新台幣 3,000 萬元罰鍰、總噸位未滿 50 漁船若違法，也可
處 100 萬以上 500 萬以下罰鍰，累犯者，將加重處罰，最高可處 4,500 萬罰
鍰。除了處罰鍰外，最重並得收回或廢止漁業證照、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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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執業證書。但上述之漁業管制，卻引來漁業從業人士大聲撻伐，認為此修
法所帶來的管制作為，無異於政府之滅漁政策 。
443

此一重大爭議曝露出台灣立法、司法與行政實務領域上的共通問題，
那就是，立法的政策方向明確，但在法律的執行與適用下，卻產生與民眾日
常經濟生活習慣之重大矛盾，而此矛盾無法從法律的各種釋義方法來解決，
只能訴諸於更高的決策目標之層級，來探討如此之立法，是否有其正當性。
而此更高的決策目標之層級，即涉及到立法者於立法時，是否有無正視我國
作為一個海島型國家的特性與需求？之問題。

海洋國家法制建備之要務
我國位在台灣島上，無論國際政治格局和兩岸政治恩怨如何地界定我
國，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今天和未來的我國，都是位在海洋之上；我國，是
海島型的國家 。海島型國家，位在大洋之上，相對於位處陸地的大陸型國
444

家，有以下項特性：
一、 海運成本較陸運成本低廉，因此，海洋型國家天然資源較缺乏，但卻
更易於運用其他地區之資源。
二、 由於海運與空運成本皆較陸運成本低廉，因此，海島上之人民較大陸
國家人民更易於對外移動。
443

〈 反 彈 漁 業 三 法 ！ 政 府 挨 批 無 視 漁 民 心 聲 ， 農 委 會 盼 有 緩 衝 期 〉 ， 2016/05/18 17:16:00 中 央 社 ，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47793&p=0
444
〈韋傑理：台灣「海洋國家」本不同於中國〉
，http://www.peoplenews.tw/news/f77ffe00-b4aa-4c59-99c4-240776dd3b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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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島上之人民，由對外移動較為容易，皆易於接觸外來資源與價值，
因此其對國家或政權之忠誠度較低，且較能接受新的有利於己之權威。
四、 大陸型國家，較海洋型國家，更易於透過對土地之控制，來控制人民；
而人民在陸地上，也較於海洋上，更不容易脫離集權政府透過對交通
工具與路線對人民所產生之管制力量。
由於上述三項相較於大陸型國家之特質，因此，從海洋型國家之永續
發展之需求來看，吾人認為，海洋型國家之法制建設，必須較大陸型國家更
重視以下三項政策目標：
首先，海洋型國家天然資源較為貧乏，但人民運用外國資源之海運成
本較低，因此，國家應降低人民運用海外資源時所遇之非自然障礙。
其次，海洋型國家之人民，對於離鄉背井、遠渡重洋而言，較為容易；
海洋型國家之人民對於土地與國家認同，亦較缺乏絕對之忠誠感。因此，海
洋型國家雖易吸收外來資源，但其人才亦較易於流失。故海洋型國家，相較
為大陸國家，更必須重視透過法律或政治體系之設計，來讓本國人才留下，
或吸引外來人才挹注。
總之，海洋型國家之法律與政治制度，必須較大陸型國家，更著重於
人才之吸納與留下；一個能夠吸納與留住各地人才之海洋型國家，便可以像
過去之希臘城邦，近世之西班牙、大英帝國、荷蘭，以及今日之美利堅合眾
國、日本、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時的台灣，以及今日之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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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曾經在經濟與社會、文化上發展成績斐然的國家，她們在高度發
展的時代裡，都有一個共通的現象，那就是舉國上下，無論政治治理、文化
創作或企業經營上，都人才濟濟。
而人才濟濟，其實是正確的政治與法律體制運作之結果，吾人若歸納
海洋國家之立法特性，可以得出如此之立法原則：即，海洋國家之立法，自
由主義思想常較集權主義或干涉主義更為強勢。而自由主義思想在立法上之
運用，則是國家之立法者除非有社會遇有重大之公共議題發生而有立法之必
要，否則，即將立法權保留給地方或人民，而不由國家中央政府之立法者制
定法律來規範社會。

指令控制性管制
立法之決策者，究於立法政策之選擇時，究竟是以大陸型國家之思惟
來看待政策目標，抑或是意識到身為海洋型國家之決策者，應有其適當之政
策選擇？從其遇社會有重大問題，是否習於不假思索地使用特定的、傳統的
政策工具，最能見其端倪。
而大陸型國家於制定法律解決社會問題上所運用的政策工具，最常見
且被慣用的，便是「指令控制式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 regulation）
。
「指令控制式管制」之所以常見且被慣用，是因為它能夠直接地向社會傳

445

445

所謂「指令－控制式」管制，可定義為：國家之中央或地方權力機關所發布，對被管制之事項，設定單一之實質標準，
作為對被管制者行為之指令，藉此來達到控制被管制者之目的。也可以更簡要地定義為：「立法者直接陳述何行為是合法
及何行為不被准許，來控制業者的行為」，詳 McManus, P. (2009)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ustralia: Elsevier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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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決策者的政策目的；同時，它又似乎能以最經濟且有效的方式，來實現政
策目標。
「指令控制式管制」具有四項特點，做其能夠清晰地傳達決策者之政
策目標，同時又似乎具有相當之經濟性：
一、化約性
首先，指令控制式管制將決策者所認知之重大社會問題之成因，簡單
地化約為是某種人或族群之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例如，當社會發生嚴重傳
染病疫情時，認定該疫情乃是因某些人未能做好防疫工作所造成。
二、直線性
其次，指令控制式管制認定，相關人的行為或不行為，可以透過法規
明定的懲罰或獎勵，便可以直接予以改變。例如，未能在防疫工作上，有妥
善行為之人，只要透過懲罰，就可使其深具警惕，而做好應有的防疫工作；
而給予適當的獎勵，則更可以誘使該等之人，盡力而為。
三、強制性
再者，指令控制式管制假定相關當事人或行為人，對於接收到指令控
制式管制之資訊並正確認知其中意義，是其義務。相關當事人或行為人，應

黃錦堂教授曾說：命令式管制措施的作法是詳細規定各主要污染源的排放標準，以抑制過多污染物的發生，若有違法，則
處於罰鍰、限期改善或吊照等。由於加強查緝違法排放污染物的同時，常導致某一產品生產量降低，引來售價提高及利潤
可能增多，結果又導致廠商違法排放污染物，因此，其執行效果有某種程度的限制。再者，由於制度過於僵硬嚴格，造成
主管機關必須採亂槍打鳥的戰術進行管制，不僅執行成本極高，而且可能有官商勾結的事件發生，參黃錦堂（1994）。台
灣地區環境法之研究。台北市：月旦出版。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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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管制發布後，正確解讀該管制之內容，並檢視自己行為是否有符合該管
制之要求，若未符合即立刻改變自己行為。若未如此，即違反管制法規。
四、行政性
最後，指令控制性管制具高度專業性和細節性，因此，一般立法機關
無法適切地進行起草與制定工作，因此容許立法機關授權給專責處理相關業
務之日常、專業且細節性之行政機關或準行政機關來制定成法規並予執行。
指令控制性管制，是現代國家高度發展後的產物 。現代化國家配合現
446

代科投之發展，與現代座社會其他相關體制之出現與活用，於是指令控制性
上述四項特徵所必須之前提要件，得以符合。
例如，傳播科技的不斷發展，從類比訊號到數位訊號，資訊之傳遞速
度及質量不斷地發展，使人決策者從而認定，相關行為人確實能夠管制法規
公布後，及時且正確無誤地接收到主管機關的管制資訊。

指令控制性管制之檢討
雖然因上述之四項主要特徵，而使指令控制性管制成為現代國家最常
用的政策工具，但上述指令控制性管制之相關前提要件，卻在不同的時空環
境下，受到不同的挑戰。這些前提要件甚至於很容易地，便能夠被證明是一
種迷思。

446

關於指令控制性管制之歷史背景，詳見拙著（2002），行政法基本理論之改革，台北市：翰蘆圖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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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認定某社會問題之產生，乃是某些人的行為或不行為所造成，
這種政策化約主義思惟，便是如同政治神話一般的迷思。因為，神話般的政
治迷思，無法以科學方法檢驗其真假與對錯，而認定某些人的行為或不行
為，必是某社會問題之成因，通常當事人也難以用科學的方法以反駁。尤其
當大眾之心理，接受到來自各種媒體所傳播的片面資訊後，形成罪在他人、
與己無關的成見後，這種大眾迷思，便容易成為指令控制性管制的正當性基
礎。
其次，指令控制性管制之決策者，認定相關當事人同時具有能力和義
務，來及時並正確地認識指令控制管制之意義及內涵。但其實，當事人對於
指令控制性管制之認知能力，受有相當限制。這些限制，包括專業認識上之
限制、文字理解上之限制、與傳遞時空上之限制。這些限制，使許多當事人
都無法在及時正確地理解指令控制性管制的目的、規範與作用，於是產生了
許多違反管制法規之現象。而對於抱持著此一迷思的管制政策決策者而言，
當事人違反管制法規之問題，乃是當事人自身法律責任的問題，而非管制決
策本身不當的問題。
指令控制性管制之種種前提與實務之限制，促使當代全球公共政策及
公法學界之廣泛之檢討，也曾引起公共政策領域中的「解除管制」
（de-regulation）之風潮。但雖然公共政策上的「解除管制」風潮曾盛極
一時，但由於指令控制性管制前述的特性，太有利於決策者於短時間內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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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上的目的，因意其儘管有許多明顯的問題，但是仍被許多政務決策者
所喜好。
由於指令控制性管制太容易運用，尤其太容易被用於政治性目的，因
此，公共政策與公法實務界與學務界，紛紛提出各種新的管制理論與方法，
試圖能在某種程度上，取代指令控制性管制，或作為其補充措施或補救措
施。其中，合作性管制（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便是重要的發明。
447

合作性管制強調列四點，而與指令控制性管制截然不同：
首先，合作性管制認為管制所欲處理之社會問題，其原因乃複雜而變
化，必須透過公部門與相關私部門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正確找到社會問題之
根源，並進而予以解決。
其次，合作性管制決策者認知到，要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必須問題
的產生者、直接受影響者、間接受影響者、以公部門之合作才有可能實現；
更有進者，合作性管制決策者甚至認為，能夠讓相關人員有意義之合作，已
經不只是解決社會問題之手段，甚至是解決社會問題之目的。也就是說，合
作性管制於某種程度上認定，公部門與私部門中之相關利害關係者，能夠於
欲處理之社會問題上合作，該社會問題即能迎刃而解。

447

關於合作性管制之理論與實務，詳參 Karin Buhmann (2017). Power, Procedure, Participation and Legitimacy in Global
Sustainability Regulation: a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Routledge; Brett Merrit (2013).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is Key to Successful Immigration Reform. Oklahoma
Law Review. Vol. 66, No. 2. P. 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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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合作性管制為能促使公私部門相關當事人能通力合作，於客觀
環境上，公部門決策者之管制作為，主要乃在於規範公部門本身資源為私部
門當事人運用之合法性與義務性。亦即，公部門進行自我管制，將資源與民
間共享，透過自我管制措施，成為私部門願意與公部門合作之誘因。
最後，合作性管制為使公私部門之合作成為可能，其管制之措施乃進
一步將公部門之高權位置予以降下，與私部門成為夥伴關係。原本於法規範
中，公部門基於高權而享有的裁決、處罰之權限，皆予以限制，而容許公私
部門於平等的地位上，試誤並自我更新。
合作性管制，可以說是對指令控制性管制最直接而有力的反省，從指
令控制性管制之決策者看來，合作性管制可能陳義過高；將私部門之人性視
為善良，可能不符社會現實。但其實，當指令控制性管制上述所需之前提要
件，已經在近百年現代國家的實踐中，被證明是虛無而脆弱時，合作性管制
雖然具有其理想性，但其理想性卻更足以作為檢討指令控制性管制之判準。

我國近年來漁業管制爭議
我國政府為避免台灣遠洋漁業被歐盟舉「紅牌」貿易制裁而三讀通過
「遠洋漁業條例」
、
「投資經營外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案」及「漁業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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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遠洋漁業三法，即是仍以大陸型國家的思惟，來看待我國的海洋事務，
並以「指令控制性管制」來進行漁業管制 。
448

而這種以大陸型國家的管制思惟，於現實的管制實務中，便會產生諸
多嚴重的矛盾。立法者雖然以美麗的立法說詞來解釋其立法宗旨 ，但是，
449

主要代表漁業事業從業民眾的意見領袖們，卻對此修法怨聲載道，認為「漁
業三法」修法多罰鍰過重、政府全聽歐盟的，彷彿變成其下屬單位。
例如台灣區鮪魚公會理事長謝文榮、台灣區鮪魚公會總幹事黃昭欽、
屏東縣東港區漁會總幹事林漢丑、宜蘭縣議會副議長林棋山等皆質疑，漁民
有可能在一堆漁獲中誤撈或誤捕到黑鯊（中西太平洋禁捕魚種），就與故意
犯受到同等重罰，罰鍰動輒新台幣 200 萬到 2000 萬元起跳，對中、小型漁
船而言，等於宣告破產。「台灣的農委會漁業署好像是歐盟在管的，沒有在
聽漁民的心聲跟真正狀況。頭痛醫頭，跟『滅漁』一樣」。宜蘭縣近海漁業
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蔡源龍也說，「罰鍰太重，以後沒有漁業，子孫要怎麼
生存？」
；他們強調 99%漁民是守法的，不該為少數違法者訂這麼重的刑罰 。
450

448

農委會副主委沙志一的見解，便頗有呈現大陸型國家的管理思惟，例如，他認為「公海是全世界人類遺產，不是只有台灣
獨享，因此必須遵守國際規定。」因此台灣必須制訂「遠洋漁業管理條例」。「台灣是遠洋漁業大國，卻不等於管理大國，
我們船多，管理上需要改善。」沙志一表示，國際間兩大趨勢，一是資源管理，另一比較少談論的是公平合法的競爭。
「若
有人不合法作業，而讓他的漁貨在市場上賣，對合法者就是不公平；打擊 IUU 的用意在此，目的是永續漁業。」而業界期
望公平、不要扼殺遠洋漁業的生計，牽涉到法令調整。他舉鯊魚資源管理，全世界通用的標準是 5%的比例，而非鰭綁身。
「台
灣法令採取高標準，如果做不到，就要退到我們可以執行又符合國際的標準，免得一堆人違規。」
449
參與修法的國民黨立委廖國棟表示，修法主要還有將處罰船隻的分級從三級改為四級，區分出小型船的處罰，不僅維護海
洋資源，更保障合法捕撈。他說：
『(原音)這次的修法可能很多漁民會覺得怎麼處罰的這麼重，事實上我們不是在處罰漁民，
而是為了維護海洋的資源，保障合法的捕撈，可以說這是一個進步而且健康的修法。』
450
〈 反 彈 漁 業 三 法 ！ 政 府 挨 批 無 視 漁 民 心 聲 ， 農 委 會 盼 有 緩 衝 期 〉 ， 2016/05/18 17:16:00 中 央 社 ，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47793&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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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新修《漁業法》
，外籍漁工若勾錯魚上船，有如犯滔天大罪，導致
漁民傾家蕩產，擔心修法會影響漁民生計；另外，遠洋漁船定位系統（VMS）
有兩套，若損壞無法定位回報，等於無法出船。他們認為，付費給漁業資源
國每天一萬多元美金，還要繳政府資源使用費，有如一條牛剝好幾層皮。
何世杰認為，違規事項動輒 200 萬起跳，對於小型延繩釣船等於宣告
破產。
《漁業法》相當嚴格，從 2005 年遠洋漁船 1800 到 2010 年 1400 艘、
2014 年 1100 艘，逐年減少可見經營困境，中國等幾個國家，漁船都大量成
長，被取代後，他們的漁業經營管理未必比台灣優 。
451

蘇澳區漁業理事長陳春生指出，漁業發展讓台灣能在國際增加能見
度，台灣漁業退場，只會讓其他國家的漁業前進，主張不該限制漁業，讓漁
業發展朝法規化。
但亦有學者贊成此重罰之修法，例如，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
所副所長陳璋玲強調，「一個人會考量違規、犯罪可能獲得的利益，以及為
此付出的成本，若獲利遠大於成本，違規行為就會大增。」；他認為，遠洋
漁業執法不易，加上過去違規行為的定罪率，當業者估算獲得的利益遠大於
所付出的成本，違規行為就會產生，重罰則有遏止犯罪的作用。

合作性漁業管制之可能

451

〈 漁 業 三 法 修 法 祭 重 罰 ， 漁 民 組 織 大 嘆 吃 不 消 〉， 2016 年 05 月 19 日 ， 環 境 資 訊 中 心 報 導 ，
https://e-info.org.tw/node/11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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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漁業主管單位認為自身在某一社會問題之解決負有公共責任時，其
可選擇二項路徑，來表現自身對此公共責任之承擔，一是選擇讓自身處於絕
對高權之位置，透過發布高權指令來控制私部門之行為，來解決該社會問
題；二則是使自己之位置稍稍降下，與所涉私部門處於平等之地位，並與之
合作來共同解決該問題。而這兩條路徑之選擇，就其學理和技術層面而言，
決策皆已十分容易得到相關參考資訊，以資佐助，因此，決策者之選擇，便
僅在一念之間。
若漁業管制政策之決策者選擇與私部門合作來解決問題，那麼，便必
須審慎地設計其所發布的管制措施之內容。
合作性管制之架構，十分適於願意與私部門通力合作之政策決策者作
為選擇參考。以當前漁業三法修法爭議為例，實踐合作性管制，可有下列作
法：

一、處罰歸零
處罰措施，是公私敵對之開始，合作之終結，管制政策之決策者若認
為私部門之合作，對於其達到所欲的政策目標是重要的，那麼首先必須將各
種形式的處罰予以歸零。合作性管制之首要任務，便是要提醒決策者，指令
控制性管制所著重處罰機制，只會造成公私之對立、破壞合作之基礎。例如，
歐盟的懲處機制是採記點制，3 年內記滿 28 點，禁港（不得出海）2 個月，
且先有輔導與教育，不是一開始就以處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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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國遠洋漁業三法修法，執法機關之處罰作為，執行非常嚴格 ，引
452

起漁民嚴重不滿，目前已有立法委員提出處罰歸零之政策，即為降低漁民與
政府敵對狀態之必要作法 。
453

二、專業協助
私部門之無法遵守法規，符合管制要求，經常是因為其未具有專業能
力來符合法規要求，因此，若決策者欲私部門能夠符合管制規範，必須準備
足夠之人力，對於相關私部門進行專業協助。目前政府為遠洋漁業每年需付
出 5000 多萬會費或配額管理費以及，5000 萬配合國際資源研究，都是為了
盡遠洋漁業國際漁業組織會員的責任、才會有配額，國際趨勢都是使用者付
費，資源研究則是撈捕額度分配的基礎，但主計部門卻傾向這些錢花在遠洋
漁業上，應由業者負擔，這便缺乏合作性管制之精神。

三、培育人才

452

例如海巡署執行的「護永專案」
，對於轄區海域生態進行嚴密之保育及巡邏，嚴格取締破壞海洋生態環境之漁業行為，2019
年迄今取締 14 件 16 艘違規作業漁船，海巡署強調，「護永專案」將持續嚴格取締破壞海洋生態環境的各種違規作業行為，
呼籲漁民切勿以身試法。〈違規拖網破壞資源，海巡取締 14 件 16 艘漁船〉，2019 年 09 月 20 日，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20/1539547.htm
453
近五十名東港、琉球漁民於 2017 年 9 月向立法委員陳情，指嚴刑峻法已讓漁民無法出海捕漁，要求「漁業署收購漁船救漁
民」
。東港、琉球漁民抨擊新的行政命令嚴刑峻罰，新法案規定船位回報從四小時一次縮減至一小時，電子漁獲回報器若在
海上故障，原本可到下個航次再返港維修的條件取消，並要求一定要十五天內進港，未體恤漁民出海艱困且實務上窒礙難
行；漁民極為不滿地指出，許多漁船船長只是行政程序上小疏失，如電子回報晚報，就會被重罰，漁民出海被當賊，漁業
署只會用歐盟規定搪塞，傷害漁民權益。例如一位船長怒嗆，他的漁船被外國漁業觀察員「觀察」
，事後竟收到六十萬元罰
單，理由竟是漢字船名有污漬不清楚，被罰得莫名其妙。接受陳情之立法委員也認為，最具爭議的船位回報、電子漁獲回
報及罰款分期付款等事宜已要求漁業署檢討，這幾項規定確實不合理，應予取消。該委員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中央政
府總預算農委會及所屬單位預算時，便提案將漁業署罰款及賠償收入項目歲入預算，全數刪減。
〈漁業三法再修法祭重罰，
漁民怒吼〉，2017-10-01，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3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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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機關若能協助私部門培育專業人才，將相當有助於私部門落實管
制政策。對於私部門而言，缺乏充分之經營管理及法律遵循人才，通常是其
無法配合政府施政之主要原因。以漁業管制為例，漁產業便相當缺乏漁業法
遵人才。並且由於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未能正視此問題之嚴重性，對於漁業
法遵人才之培訓課程，供給量遠不符需求量，於是具法遵專業之主管人才員
甚是。因此，協助漁業界培訓法遵主管人才，降低其於人才培育上之成本，
乃是合作性管制之要務。

四、獎勵學習
私部門若自行提升其遵循管制政策之能力，主管機關給予其適當之獎
勵，將形成有效誘因使其願意不斷學習。合作性管制認知到，私部門之自我
學習乃是公部門實踐管制政策之先決要件。私部門之自我學習應給予誘因，
使其自我學習能夠有助於其永續營運。以漁業管制為例，對於未能遵守法令
之業者予以開罰，其效果將遠不如給予正確法遵之業者適切之獎勵。當然，
獎勵私部門必須公部門動支其經費與人力，因此勢必排擠公部門原本之經費
與人力，而此問題，便端賴主管機關決策者之施政心態。

結語
漁業管制所造成之爭議，吾人可以認知到，傳統大陸型國家所慣用之
指令控制性管制，因為其對於管制政策之目標與方法過度之簡化，並且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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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控制性管制下主管機關對於被管制之私部門進行處罰，所造成的敵對效
應，因此，吾人可以理解，運用指令控制性管制來試圖解決漁業領域中之國
際性問題，可能會緩不濟急，甚至產生負面效應。此負面效應，便是相關之
私部門不願意在實踐管制政策上，與主管機關充分合作。而主管之公部門若
失去私部門之合作，是否仍能夠有效地落實管制政策的目標？此一問題，並
無絕對正確之答案，僅能有賴於決策者之價值判斷。
若決策者認為，欲落實政策目標，必須有相關私部門之合作，則「合
作性管制」之概念與基內涵，對於決策者調整管制政策而言，便十分重要。
而以漁業管制為例，主管機關對於業者採零處罰政策，是建立彼此合作之基
礎；主管機關亦應協助業者在法令遵循上專業之知能；此外，主管機關亦應
協助業者培育具有法遵職能之主管人才；最後，主管機關對於業者自我學習
與合作，亦應給予適當之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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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初探--以海漂垃圾為例
高瑞新
國立金門大學 /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摘

要

海漂垃圾長久困擾著金門，迄今除了汙染金門海域、影響著金門岸際
沙灘景緻外，更可能引發金門的民生問題，甚至威脅台灣的防疫工作。基於
此，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整理海漂垃圾相關文獻、並藉由金門海漂垃圾現況
及相關處理政策之分析，探討基於「生態系統管理」框架，建構一個「金廈
海域空間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以有效解決金廈海域之海漂垃圾問題。
關鍵詞: 金廈海域、海漂垃圾、海域空間規劃

Abstract
Kinmen has been persecuted by the floating marine debris for long
time. It does not only pollute the Kinmen sea area but also affects
the scenery of the beaches in Kinmen. It may also cause livelihood
problems in Kinmen and even impact the epidemic control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ata of Kinmen
and Xiamen Government cleaning the floating marine debris, and the

839

difference of distribution areas according to the season, ocean
current and tid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loating marine debris in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 and propose the
strategies controlling the floating marine debris in Xiamen drifting
to Kinmen. Besides, by applying the "ecosystem management” framework,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in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 would be propos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floating marine debris in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

Keywords: Kinmen and Xiamen Sea Area, Floating Marine Debris,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環保意識卻還趕不上，金門被迫承受隨洋流
而來的海漂垃圾侵襲。每遇大雨或颱風，隨九龍江而下的龐大垃圾量驚人，
永遠沒有清完的一天。天下雜誌曾為文訪問金門縣金寧國中三年級的許同
學，描述她與其他同學為了科展研究金門海漂垃圾，到海邊撿垃圾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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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海邊真的被嚇到，怎麼會那麼多！」在以前金門成年人的童年，
是到海灘上找海菜餵豬，他們的孩子卻是跟中國大陸漂來的垃圾為伍 (劉光
瑩、何榮幸、陳寧， 2014)。
根據金門縣政府環保局統計資料顯示，金門自 2013 年前的過去九年，
花在清理海漂垃圾經費已超過五千萬新台幣，至 2014 年的海漂垃圾量更高
達六百噸，目前還在持續增加中 (劉光瑩等人， 2014) 。兩岸地方政府透
過許多會議及協商，力圖共同解決此一問題；而廈門市政府也甚為重視海漂
垃圾對其本島的汙染。雙方政府雖然極力整治，但成效仍有限，其主要原因
來自於政府間的各自為政。此可從金門 2006 年至 2016 年環保局的統計數量
(詳如表 1)，以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454自 2014 年至 2018 年 4 月份止已清
除 862.86 公噸海漂垃圾數據看出 (金門縣議會，2018)，海漂垃圾的整治仍
存在一些盲點。
綜上，欲有效整治金廈海域的海漂垃圾問題，最重要的是從源頭整治
起，以及建立民眾的環保意識，然而這除了涉及跨域治理的問題外，同時也
牽涉到金廈海域的主要使用者，如金門與廈門政府及民眾間如何有效的使用
及維護這片海域。基此，金廈海域海漂垃圾的議題
表 5 金門縣 2006 年至 2016 年海洋廢棄物清理噸量一覽表
454

金門國家公園總面積約為 3720.7 公頃，佔金門縣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參引自:金門國家
公園計畫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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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可回收棄物

不可回收廢棄物

(公噸)

(公噸)

合計海洋廢
棄物
(公噸)

2006 年

-------------------- --------------------

757.96

2007 年

-------------------- --------------------

614.95

2008 年

-------------------- --------------------

401.52

2009 年

-------------------- --------------------

301.48

2010 年

-------------------- --------------------

425.58

2011 年

60.91

293.98

354.88

2012 年

33.63

443.99

477.63*

2013 年

43.78

556.03

599.81

2014 年

27.64

517.14

544.78

2015 年

41.81

412.76

454.57

2016 年

34.08

367.52

401.60

總計

241.85

2,591.42

5,334.76

平均

40.31

431.9

484.98

資料來源：參引自:林宗儫，2019。金廈海域海洋廢棄物處置現況及其政策
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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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同時牽涉到海域空間規劃與跨域治理的問題。隨著世界各國海洋
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推進，跨界海域的治理議題開始吸引學術界和政府部門
的關注與重視。作為我方金門和大陸廈門所共同管轄的金廈海域，因兩岸間
的分治而各自為政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層出不窮，例如越界金門海域的盜採砂
石與捕魚、走私偷渡、海漂垃圾和海洋污染等。傳統以行政邊界管轄的治理
方式已經無法解決跨界海域存在的複雜問題，其治理效果和效率令人堪憂。
金廈海域雖然在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如小三通航線、金廈
海域兩岸海巡單位間的協同執法，以及海上的共同救難等合作事項，惟仍侷
限在金廈地方政府間，且受政治因素的干擾而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在管理
層面上尚未透過「金廈海域的空間規劃」，建構協同治理此一海域各項議題
之機制。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是一種基於生態系統管理的有效治理工具，有
利於打破行政壁壘，降低海域使用衝突，特別在政治因素較不敏感的海漂垃
圾議題上更值得加以推展。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上，本研究目的，首先在於藉由金門海漂垃圾現況及數據分析，瞭
解金門與廈門海漂垃圾間的關聯性。其次，研擬「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之可
行性與必要性，並在此規劃下建立金廈海域環境協調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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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究之問題，首先在於調查金門海漂垃
圾的現況及數據與種類有哪些?其次探討金廈兩地區處理海漂垃圾之政策及
成效為何？最後，分析海域空間規劃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貳、文獻探討
一、海漂垃圾之意涵
海洋廢棄物來源並不限於陸地，自海上航行船舶排放的物體也是海洋
廢棄物來源。漂流在海洋的持久性物體，不論是否有意棄置或自然因素造
成，一般會根據發現的位置，分為海面漂流物，海灘廢棄物與海底廢棄物 (周
怡，2014)。海面漂流廢棄物多數主要為塑膠袋、漂浮木塊、浮標和塑膠瓶；
海灘廢棄物主要為塑膠袋、煙頭、塑膠餐具、漁網和玻璃瓶等；海底廢棄物
主要為玻璃瓶、塑膠袋、飲料罐和漁網等 (Ghaffari, Bakhtiari,
Ghasempouri, & Nasrolahi, 2019; 周怡，2014)。由前可知，海域固體廢
棄物污染係為海洋受到海上船舶或陸域固體廢棄物傾倒至海域所產生之污
染。
金廈政府提供的海漂垃圾數據來源，廈門以海上打撈數據為主、金門
以淨灘方式所得數據為主，基於此所得之研究資料，較符合海面漂流廢棄物
及海灘廢棄物的意涵。因此，本研究將海域漂流固體廢棄物及海灘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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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漂垃圾 (floating marine debris)」一詞代表，其定義為各類廢棄
物經水流、洋流、漲退潮而進入金廈海域；或經由在金廈海域之各類活動而
直接進入海域，以致嚴重影響水體品質、海岸環境及海域經濟活動，以及金
門地區自行產生而被丟棄於金門海域、海灘之廢棄物。此外，基於名詞上的
統一，本研究以下內容均將「廢棄物」以「垃圾」一詞取代。
二、金廈海域海漂垃圾現況與處理政策分析
(一) 金門縣海漂垃圾處理情況
金廈海域具有環境生態豐富之優勢，因此政府與所有居民對於環境保
護具有高度的共識。金門海漂垃圾一部分來自當地，其餘大部分來至九龍
江、後溪、溪西、石井江等河口455。研究結果發現，金門海漂垃圾約 91％來
自大陸地區456，而廈門海域之海漂垃圾約 80％來自九龍江流域457。基於此，
九龍江實為廈門海域最大的汙染源458。
2013 年金門縣政府引進全國第一台自走式沙灘車，其清掃寬度 1.3 公
尺，清理速度每小時 5 公里，每小時可清理 6,500 平方公尺，等同於 27 人

455

蔡大千，2014。金門海漂垃圾簡報，金門縣環境保護局出版，金門縣，頁 4。
李欣，2010。金廈廢棄物處理問題與政策之研究，國立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8。
457
蘇榮、吳俊文、董煒鋒，2011。廈門海域海漂垃圾對海洋生態系統潛在生態風險研究，
環境科學與管理，36 (3)，頁 24-26。
458
李文林，2014。廈門市海域漂浮垃圾管理現況及對策建議，廣州化工，42 (20)，154-15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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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海灘進行清潔459。金門縣府環保局每日派遣 6 名人力進行海岸環境清
理，而各鄉鎮公所依情況安排清潔員進行淨灘任務460。影響金門縣海漂垃圾
主要來於九龍江流域461，而九龍江流域的垃圾從種類看，主要有鳳眼蓮、水
草及樹枝等自然垃圾及塑膠袋、飲料瓶罐等日常垃圾，其中塑膠垃圾比重最
高462。海漂垃圾清理需浪費經費及人力，對於海岸環境也造成影響，每年約
有數百噸以上垃圾影響海岸景觀，妨礙民眾從事岸際活動及海上遊憩，若無
法妥善處理將衍生出更多問題 (林宗儫，2019)。
(二) 金門縣海漂垃圾處理政策
金門縣環保局持續關注海漂垃圾問題，妥善運用所有的補助購買清理
機器及僱用人力的經費，加強清理金門海灘上的垃圾463。由於海漂垃圾涉及
兩岸事務，當前只能請大陸委員會協助發函請海基會與福建省進行溝通，以
減少海岸環境的問題。

459

莊煥寧，2013。全國第一台自走式沙灘清潔車，金門日報，2013 年 6 月 22 日，引
自:http://web.kinmen.gov.tw/Layout/main_ch/News_NewsContent.aspx?NewsID=113
994&frame=&DepartmentID=13&LanguageType=1>。
460
莊煥寧，2014。海漂垃圾污染海岸環保局標本兼治，金門日報，2014 年 8 月 22 日，引
自:
http://web.kinmen.gov.tw/Layout/sub_C/News_NewsPrint.aspx?NewsID=135374&Lan
guageType=1。
461
李欣，2010。金廈廢棄物處理問題與政策之研究，國立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53。
462
蘇榮、吳俊文、董煒鋒，2011。廈門海域海漂垃圾對海洋生態系統潛在生態風險研究，
環境科學與管理，36 (3)，頁 24-26。
463
李增汪，2006。
「大陸海漂垃圾嚴重汙染金門海域」
，金門日報，2006 年 9 月 17 日，
引自: http://www.kmdn.gov.tw/1117/1271/1272/135629/?cprint=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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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廈海域目前並沒有正式的海漂垃圾處理政策，但環境問題不能擱置
不管；因此金門縣府環保局除致力於淨灘外，並規定沿海居民落實遵守相關
規定。表 2 為金門縣垃圾清理及環境監測分工表，從表 2 可看出，金門在處
理垃圾時，是經由不同部門互相合作所達成。有關金廈兩地方政府的合作，
係由金門縣府透過環境保護局、各鄉鎮公所整合資料後，再傳達給海基會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方能與廈門市政府進行協商，因此在行政程序及時效上
均緩不濟急 (林宗儫，2019)。
三、金門與廈門海飄垃圾的關聯性
海水之間有廣大的聯結性，是海洋與陸地很大的不同點；當陸地的垃
圾流入海洋中，會隨著漲退潮、洋流等因素漂到更遠處 (黃弘祺，2007)。
林宗儫 (2019) 之研究透過金廈兩地政府針對海漂垃圾清理的數據進行分
析，瞭解到金門與廈門歷年海洋垃圾的變化趨勢。圖 1 為金廈海域季風示意
圖，此圖季風方位以及吹拂月份為金門縣環保局提供；西南季風每年 5 月至
8 月吹拂金門縣金寧鄉以及金城鎮、東北季風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吹拂金
門縣金沙鎮以及金湖鎮，此研究發現了為何金門岸際垃圾的分布會因季風而
有差異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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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門縣垃圾清理及環境監測執行分工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欣，金廈廢棄物處理問題與政策之研究，金門:國立
金門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56。

圖 1 金廈海域季風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引自: 林宗儫、高瑞新、張水鍇 (2017)。金門縣海漂垃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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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現況及政策建議分析，收錄於「第二屆廈金區域協同發展交流研討會」論
文集，頁 66。
除了季風會使海洋垃圾漂至更遠，潮汐也是一個移動海洋垃圾關鍵因
素。依據林宗儫、高瑞新、張水鍇人 (2017) 及王玉懷 (2016) 之研究發現，
季風為影響海洋垃圾是否上岸與上岸位置的重要因素，其上岸位置通常位於
迎風面的海岸；其中，東北季風 (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 期間，不論是大
潮或是小潮，漂流浮子皆往西南方向移動，上岸位置為金門東岸如后扁、北
邊如古寧頭附近海岸為主，以及小金門的東北岸會有漂流浮子上岸。西南季
風 (每年 5 月至 8 月) 期間，不論大小潮漂流浮子接往東北方向移動，金門
西南邊的漂流浮子可能來至九龍江口、廈鼓海域等，上岸位置為金門西南海
岸如后湖、南邊如料羅灣以及小金門南側會有漂流浮子上岸 (王玉懷，
2016)。此外，前述研究亦發現季風與潮汐是使海洋垃圾移動的因子。最後，
林宗儫 (2019) 之研究透過分析金門縣環保局提供 2006 年至 2016 年的海洋
垃圾數據以及廈門市海洋與漁業局提供 2009 年至 2016 年的海洋垃圾數據。
從廈門歷年數據分析結果得知，廈門周邊海域以廈鼓海域、九龍江口、鼓浪
嶼北側海域，這三面海域就占廈門海域整體海洋垃圾 79％。從金門歷年數
據分析以及金廈海洋垃圾關聯性，得出東北與西南季風、大小潮的影響，會
對金門海洋垃圾產生不同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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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金門海域及岸際垃圾與廈門周邊海域息息相關，因此欲整治金
門的海漂垃圾問題，必須將金廈海域當做一個整體來看待，也就是本研究所
提的必須建構一個「金廈海域空間規劃」，同時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海洋環
境協調管理機制，在考量生態平衡的狀態下，以不涉及政治意識為前題，進
行金廈兩地的海漂垃圾治理機制；如此方能釜底抽薪的解決此一刻不容緩且
有高困難度的課題。

參、海域空間規劃
ㄧ、海域空間規劃之意涵
海域空間規劃是指在使用水域的過程中，讓各個使用單位能夠互相協
調。海域使用規劃的過程，將取決於利害關係人的興趣、觀感、機會、對管
理的看法及對規劃的期望 (高瑞新，2019)。在海域規劃的背景下，任何人、
團體、機構或組織只要對 MSP 感興趣、將參與 (或受到) 海域規劃管理的區
域，皆可以被定義為利害關係人；此外，地方政府或有關單位也需要強化海
洋規劃的知識，而且能夠讓他們參與海洋規劃的過程，因為他們是地方的代
表，他們有責任及義務關心該地區的利益及發展 (Maguire, Potts, &
Fletch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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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海域空間規劃係一種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 是一種跨學科的管理方法, 該方法以科學理解生態系統
的關聯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為基礎，結合生態系統的動態特徵，以海洋
生態系統而不是行政範圍為管理物件，以達到海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為目
標，對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進行耦合以達到最大化的管理體系。
二、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分析
金廈海域涉及到中國大陸和臺灣兩種不同的海洋管理體制，主要牽涉
到金廈兩個地方政府機構，其共同治理類型無疑屬於跨地區和跨部門的跨域
合作。而金廈海域的跨域空間規劃可以作為建立跨行政區域的城市聯盟管理
機制的契機，在處理金廈海域管理碎片化的問題上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同時
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海洋治理方式，能夠有效地組織金廈
海域的空間利用方式以及各種方式間的相互關係，從整體上平衡金廈海域的
各種開發需求與海洋生態系統保護需求間的關係，並通過公開的和有計劃的
方式來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目標464。
(ㄧ) 必要性分析
綜前，進行「金廈海域空間規劃」有其必要性，現說明如下:
464

本單元主要參引自: (1) 李生輝、薛雄志，2017。
「廈金海域協同治理模式研究-基於跨界
海洋空間規劃的視角」
，收錄於「第二屆廈金區域協同發展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頁 79。
(2) 陳墀成、方輕、謝海生、莊世堅、陳勁毅、張士三，2004。金廈海域環境協調管理的
可行性分析，海洋開發與管理，4，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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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廈兩地位在同一海域空間內
金廈兩地位於同一海域內，共同使用此片海域者，主要有金廈之漁民、
往來海上之民眾，以及相關之海洋使用者。倘若政府部門為有效管理海漂垃
圾，應將金廈各有關執法單位，以及涉及漁政、交通、建設與環保等單位一
同納入管理，並讓使用此片海域之漁民、相關海洋產業之使用者及海洋愛護
者一同來規劃管理，同時以海洋生態之維護作為主要出發點。
2.建構金廈海域空間規劃有助於減少人類活動與海洋間的衝突
通過金廈聯合建立協調管理機制的方式來加強金廈海域海洋活動的管
理，對金廈海域海洋資源進行統一規劃與保護，為海洋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
護預留空間，提升金廈海域的海洋環境品質，從而降低人類活動對金廈海域
海洋生態系統的累積影響，實現金廈海域的海洋可持續發展。
3.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係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採用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方法，建構一個跨行政區
域的管理機制，推動金廈對於海洋活動的協同治理，減少金廈的行政負擔，
減低交易成本，進而全面加強金廈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促進金廈城市的建設與發展。
4.金廈海域是金門與廈門共同的海上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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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廈小三通自 2001 年開通以來，金廈兩地民眾更加地緊密，除了藉此
海域捕魚及養殖為生的漁民外，兩岸民眾更是藉此片海域相互往來。因此，
隨著兩地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兩地對金廈海域環境的依
賴進一步增強；另一方面，對金廈海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強度也將進一步加
大。基於此，金廈海域作為金廈兩地「海上後花園」
，對於兩地的經濟社會
發展至關重要，金廈海域是廈門、金門共同的海上生命線。從這個角度理解，
對於金廈海域的空間規劃可成為對金廈兩地的互利舉措。
5.可為臺灣和中國大陸未來在海峽兩岸之海洋合作奠定基礎，鞏固兩岸的政
治互信
金廈海域可以作為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通過在海洋領域
的協同治理來加強兩岸金廈間的溝通，促使兩岸政府達成海洋合作的基本共
識，在海洋開發與利用、海洋環境保護上利益共用、風險共擔，為兩岸未來
在海洋領域的合作提供經驗借鑒。
綜上可知，金廈海域空間規劃的必要性乃在於金廈位在同一海域空間
內、此規劃可助於減少人類活動與海洋間的衝突、其是一種基於生態系統的
管理方法、金廈海域是金門與廈門共同的海上生命線，以及可為中國大陸和
臺灣未來在海峽兩岸之海洋合作奠定基礎，同時鞏固兩岸的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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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行性分析
除了上述必要性外，進行「金廈海域空間規劃」亦有其可行性，茲說
明如下465:
1. 金廈兩地已有海洋合作基礎
自 21 世紀以來，海洋逐漸成為兩岸交流合作的重要領域。隨著 2001
年來金廈間「小三通」的啟動，金廈航線成為了兩岸旅客往來的黃金水道，
金廈海域的海洋合作主要集中在海上聯合執法、海上聯合搜救、海漂垃圾治
理和聯合增殖放流等領域，這些已有的海洋合作為金廈海域空間規劃的建構
提供了一定的實現基礎。
在海上聯合執法上，為了加強金廈海域管理，保護海洋資源環境，建
立金廈海域聯合執法機制，2009 年 9 月 12 日，金門海巡隊和廈門海洋綜合
行政執法支隊聯合進行了「打擊金廈海域海洋違法專項聯合執法行動」，成
為了兩岸海洋執法部門 60 年來首次聯合執法466。此後，海峽兩岸金廈海域協
同執法活動在金廈的推動下步入常態化，金廈海域聯合執法機制也逐漸成
熟，在打擊金廈交界海域的海上違法違規行為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為維護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建構平安海域做出了積極貢獻。
465

本單元主要參引自:李生輝、薛雄志，2017。(同註 11，頁 9-12)。
參引自: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 海峽兩岸首次聯合執法，2009 年 9 月 14 日，網址:
http://www.fjof.gov. cn/xxgk/hydt/tpxw/200909/t20090914_362039.htm ，上網查閱
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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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聯合搜救上，自 2008 年 12 月 15 日兩岸間海上直航正式啟動以
來，兩岸首次共同進行的大規模海陸空聯合搜救演練於 2010 年 9 月 16 日在
金廈海域進行467。2012 年 8 月 30 日，海峽兩岸海上搜救力量再次在金廈海
域共同進行大規模海陸空聯合搜救演練。海峽兩岸每兩年輪流主辦搜救演
練，以推動海峽兩岸搜救合作的常態化和制度化。
由於難以改變的地緣位置，2015 年 5 月 23 日「夏張會」主要聚焦在
金門地方議題，雙方就「金門引水」
、
「越界捕魚」
、
「盜採海砂」
、
「海漂垃圾」
，
以及「小三通貨物卡關」等議題交換意見。足見海漂垃圾問題不僅金廈地方
政府重視也是兩岸中央政府高度關注的議題。此外，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展開第一次金廈兩地共同維護金廈海域清潔活動，首次合作將 220 個大陸抽
砂工程浮筒回收至廈門海翔碼頭，此次的合作開創新的歷史，為金廈海域海
洋環境製造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在大陸方面，早在 2007 年 6 月 22 日，福建
省政府在廈門召開了「海漂垃圾」整治專題會議，開啟了以全面整治金廈海
域「海漂垃圾」為重點的沿海環境整治行動 (李文林，2009)。2013 年，進
一步擴大廈門海域保潔範圍，防止和減少向金門海域漂移擴散海漂垃圾。
2015 年底，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和臺灣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金門縣代表

467

參引自: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 兩岸大規模海陸空聯合搜救演練 16 日在廈金海域舉
行，2010 年 9 月 17 日，
http://www.fjof.gov.cn/xxgk/hydt/stdt/201009/t20100917_336903.htm，上網查閱
日期: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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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海峽兩岸 6 城市海漂垃圾治理聯席會議」，協商共同治理海峽兩岸海
漂垃圾 (福建省人民政府，2016)。
在聯合增殖放流上，金門和廈門於 2015 年開啟了一年一度的兩岸聯合
增殖放流活動。目前金門和廈門的「兩門」共同增殖放流已經連續進行了五
年（2015-2019 年），為恢復金廈海域自然種群資源、保護金廈海域海洋生
態環境做出了積極貢獻。兩岸的漁業相關部門有意將「兩門」同放打造成一
項常態化活動，爭取每年都在休漁期內展開共同增殖放流，以此來豐富金廈
海域的海洋生物資源468。最近一次為 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是兩岸攜手進行
人工增殖放流的第 5 年，現場投放的水生生物數量創下新高。
2.文化交融、金廈兩地政府及人民的需求
金廈同處九龍江入海口海灣地帶，兩岸同腔同語，有著共同的民間信
仰和文化傳統。這意味著未來在制定和實施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時兩岸金廈
有著共同利益區域，在政府機構、學術機構、利害關係人和民眾等多方參與
和日常溝通上沒有語言障礙和文化隔閡。
到目前為止，海峽兩岸雖然沒有簽署正式的協議，但兩岸默契地將金
廈海域的海域中線作為分界線各自進行管轄，這對於金廈海域未來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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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引自:每日頭條，2016。
「兩門」攜手開展增殖放流 36.7 萬尾魚苗游進廈金海域。取
自： https://kknews.cc/agriculture/5r4zj2.html, 2016 年 6 月 12 日，上網查閱日
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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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張文生、李美霖，2011)。
《金門縣地方永續發展白
皮書》中多次提到，金門期待能夠與中國大陸尤其是與閩南金三角地區在政
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害糾葛之外積極開闢可長可久的發展大道，特別是期待
金廈兩岸共同建構美麗共生的生態環境，共同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育的問
題，共同建構金廈生活圈和產業互補共榮的經濟體。金門致力於在金廈海域
管理、海洋環境保護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領域與中國大陸加強交流、拓寬合
作，此有利於未來金廈摒棄只顧自我利益的狹隘觀念，站在金廈海域整體發
展的大局上進行規劃和管理，並透過互信的進一步鞏固，進而推動跨域之海
域空間規劃進程，促進海洋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可持續發展。
此外，在大陸，《福建省海洋環境保護規劃（2011 年-2020 年）
》指出
要加強海峽兩岸在海洋環境保護領域的區域交流與合作，尤其是要加強在金
廈海域、兩馬海域海漂垃圾治理和環境綜合整治合作，推進兩岸共同關注區
域的環境監測合作和資料共用469。
綜上，保護金廈海域環境的社會任務也已迫在眉睫，但是目前兩岸各
自為陣的海域管理體系首當其衝地制約了管理共同海域的目標實現。因此，
如何建構ㄧ個金門、廈門兩地合作，協調兩地的海域環境管理，解決共同的

469

參引自: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廳，2016。福建省海洋環境保護規劃 (2011 年-2020 年)，
2016 年 7 月 25 日，取自:
http://www.fjof.gov.cn/xxgk/fgwj/fggz/201607/t20160725_310917.htm，上網查閱
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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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環境和分離的管理體系矛盾之海域空間規劃，是改善金廈海域生態環
境、防治金廈海域海漂垃圾問題的最佳良方。

肆、金廈海域空間規劃理論架構
本研究探索建構一個海域空間規劃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是本於海洋資
源的可持續利用途徑，既能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同時又能提供人們需要的
生態系統服務。現將金廈海域空間規劃理論架構的核心問題與內涵說明如
下:
(ㄧ) 基於生態系統管理 (EBM) 之核心問題
本研究之海域空間規劃係基於一種生態系統為基礎之管理方式，許多
研究 (eg., Slocombe, 1998; LaMare, 2005 ) 針對 EBM 提出了ㄧ些建議原
則。而丘君等人 (2008) 之研究則指出這些原則涵蓋了以下四個方面的核心
問題：
1.以生態系統特徵定義的管理範圍
基於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的空間範圍不是隨意劃定的，而必須是遵循
以下原則：(1) 打破傳統的由行政邊界分割形成的管理範圍，改變為根據生
態系統分布的空間範圍劃定管理範圍，保證每一個管理單元所包含的都是相
對完整的生態系統；(2) 管理範圍本身具有多層次多尺度性。基於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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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的國家戰略包含了國家的、區域的和地方的等不同空間尺度上的策
略。
2.管理目標的長遠性和全面性
EBM 是目標驅動的管理，制定一個明確、合理的管理目標至關重要。管
理目標必須具備長遠性，符合可持續性發展的原則；目標必須具備全面性，
能考慮到所有相關方面的利益所在，包括支撐經濟發展、維持生態系統健
康、滿足社會需求等。
3.適應性管理
由於對海洋的瞭解很有限，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又處在發展變化過
程中，有可能導致管理措施實施的結果偏離預定目標的情況，必須:(1) 通
過經常性的監測評價檢驗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及時發現並糾正偏離目標的情
況；(2)在管理實施過程中為可能產生的不確定性做好充分預案。
4.鼓勵廣泛的合作和參與
首先，由於海洋管理涉及漁業、礦產、交通運輸、環境保護、旅遊等
行業和部門，相關部門必須能夠通力合作。其次，由於需要運用最可靠的科
學知識 (社會、經濟和生態) 作為決策基礎，要求跨學科、跨部門的科學家
積極參與、集思廣益。此外，海洋管理涉及不同團體的利益，如政府、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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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者、商人等，鼓勵所有相關利益者共同參與，以保證管理結果能最大限
度的符合相關者的利益。
(二) EBM 的海域空間規劃理論架構內涵
因此在上述的原則下，本研究認為制定有效的海域空間規劃，以徹底
解決海漂垃圾的治理計畫，本研究認為必須提供一個理論性的整體架構，以
供將來治理上的遵循。該架構包括以下幾點 (孟偉慶、胡蓓蓓、劉百橋、周
俊，2016) :
1. 與某些開發活動或特殊利益需求相比，海漂垃圾的治理應該優先考
慮整體生態系統的健康，亦即不能為了治理海漂垃圾而破壞海洋生態。
2.規劃範圍的邊界應該是有科學意義的，並且應該聚焦特殊的地點，而不是
以管理或行政邊界為准，如產生海漂垃圾的主要來源地點或海灘垃圾之分
布地點。
3.規劃方案中的活動或事物是互相影響的，需考慮該規劃區域的專案活動間
的關係，比如土地利用、 人類活動 (如海域休閒活動、海岸開發)、空氣
品質 (如空氣污染) 或其他海域 (如捕魚、養殖區、小三通航道)等。
4.需要整體上對環境、社會、經濟進行耦合。亦即此規劃是可促進金廈兩地
在各方面的整合以提升兩地人民的生活品質或經濟水準。
5.提供一個機制來協調各類管理機構和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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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一個以 EBM 為基礎的海域空間規劃理論架構 (如
圖 2 所示)，
其包含治理海漂垃圾時可能參與的利害關係人及行動方式。

伍、金廈海域空間規劃實踐期程與途徑
建構金廈海域空間規劃是一個由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的創造
性互動過程，兩岸的學術界可以通過非正式的探索和協商，如研討會性質的
觀點分享、座談會議式的討論或進行科研上的合作，以科研成果和撰寫報告
等形式為兩岸的跨域合作獻言獻策，吸引政府機構對金廈海域共同治理議題
的注意和重視，繼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跨域之海域空間規劃 (李生輝、薛雄
志，2017)。基於前述，本研究預計的推進期程與途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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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基於 EBM 之海域空間規劃理論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並修正自孟偉慶等人 (2016)。基於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
概念、原則、框架與實踐途徑。地球科學進展，31(5)，頁 466。
1.在推進前期階段，首先，兩岸的學術界可以先就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之理
論及著名案例進行整理和分析，為金廈海域的空間規劃提供經驗指引和理
論參考。
上述跨域空間規劃，兩岸地方政府可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全球環境
治理和跨域治理等新興的公共管理理論探討，達成對於跨域海域空間規劃之
共識。此外，為了從中吸取成功經驗，可對國外實施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之
著名案例進行分析，如「美國埃爾克霍恩沼澤潮汐濕地恢復計畫」
，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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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狀況下，也將有利於結合金廈海域的實際狀況進行比對分析，為其建
構跨域海域空間規劃提供實踐指導方針。
2.在建構中期階段，兩岸學術界可以基於對金門和廈門兩岸不同的法律架
構、技術架構和利害關係人架構的比對分析來尋找共同利益區域，為政府
機構提供政策參考。
上述，如在法律架構方面，可比較分析金廈海域管轄的異同；在技術
架構上，可從建立金廈海域的空間資料庫做起，以利於地理資訊系統 (GIS)
統一資料的管理分析；另外，在利害關係人的架構中，須先界定利害關係人
有哪些，明確規範他們的參與方式、時間、作用，瞭解民意，以避免利益衝
突。因地制宜分析金廈海域的現有狀況和未來狀況，仔細研究兩岸金廈地區
的共同的利益區域和發展策略，確保海域空間規劃與其他管理實踐的一致性
和契合性，這對於金廈聯合建構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具有關鍵性的作用。雖
然，在建構跨域的海域空間規劃的實踐過程中，可能存在不同行政管理體系
與過程的匹配、資料的可獲得性和一致性、有效溝通的方式…等的困難，但
這些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因為地方政府本身也不斷在維護管轄區域利益
的同時尋求在共同利益區域的合作 (Jay et al., 2016)，以克服目前所遇
到的跨域環境治理議題。
3.在建構後期階段，兩岸學術界需要對金廈海域跨域空間規劃做初步評估並
進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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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學術界應當加強多邊交流與雙向協商，通過座談會、問卷調研與
科研合作等方式探索兩岸建立跨域合作可能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和文化等多層面的影響，尤其是要為金廈海域跨域空間規劃進行環境影響評
價，對跨域空間規劃實施後可能對金廈海域產生的影響進行的系統性識別、
預測和評估，推進兩岸政府利益共用、風險共擔，為兩岸政府的海域協同治
理提供科學性的指引和政策規劃 (李生輝、薛雄志，2017)。
建構金廈跨域空間規劃的三個階段環環相扣，緊密相連。兩岸學術界
在建構金廈海域跨域空間規劃的整個過程相當於第一個步驟。需要解決的幾
個關鍵問題包括如何推進兩岸政府間的溝通和交流；如何綜合考慮利害關係
人的需求和組織公眾參與；界定資料需求並建立一個共同的資訊系統等等。
這三個基礎問題將貫穿在建構金廈海域海域空間規劃的整個過程當中470。基
於前述，本研究將金廈海域空間規劃實踐途徑說明如圖 3。

470

同註 11，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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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金廈海域空間規劃實踐途徑圖資料來源:同註 1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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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sea power in reputable stud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broad categories: sea power as a form of military power at
sea, and sea power as the capacity at or from the sea to influence
others’ actions or condition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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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sea power,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ritten 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 maritime historians, and naval
affairs experts is abundant and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grand
strategies,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military doctrine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an exceptional monograph on the logistic
foundation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but it has not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e political processes of sea power. This
paper thus utilises the concepts of politics, elite coalition, and
power source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es behind the creation, maintenance, enhancement, and even
corrosion and destruction of sea power. Specifically, building on the
logistics of maritime ascendanc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 is not
only essential to examine how the state co-ordinates all required
resources for its sea power, but that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valuate
how elite coalitions amenable to sea power are organised and
sustained.
Keywords: sea power; elite coalition; power source; politics;
logistics
1 Introduction

Up to 2019 when this paper was writt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d construct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with another
two under construction.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PRC’s naval power
since the mid-1990s has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in the West
(Erickson, Goldstein, and Lord 2009; Kane 2002; Howarth 2006;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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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Yoshihara 2008; Ross 2009; Bussert and Elleman 2011;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Some Western experts before 1996 writing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avy were surprised to see the PRC’s
precipitous naval development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215). Peter
Howarth (2006: 2) convincingly suggests that Sino-America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March 1996 in the Taiwan Strait compelled the PRC
to fortify its naval forces in order to deny American naval
intervention if the PRC uses its military forces to attack Taiwan.
Regarding Chinese sea power, Western academia had not been awa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C’s navy before that confrontation,
according to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They identify Western
analytical blind spots in examining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val power.
The first point is related to Western analysts’ inclination to
use ‘China’s past as a guide to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217). Chinese naval officers, high
ranking military leaders, and central state policy makers are also
fully aware of the cautionary lessons of their country’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Second, because some Western analysts believe that China did not
hav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apacities to sustain a blue-water
fleet with aircraft carriers for comba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US)
and that the PRC would not challenge the US naval power at sea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necessary carrier fleets, they claim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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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PLAN) would not expand after the
mid-1990s. However, ever since the PRC initiated a series of policies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1979, it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stake in the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which has been critical for China’s import of essential resources
and energy imports. The PRC does not build its naval muscle for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US in the Pacific Ocean east of Taiwan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219-220).
Third, some analysts argued that the PRC could not afford to bear
the cost and complexity of constructing fleets with nuclear-powered
carriers. They then claimed that the PRC’s navy was far behind that
of the US. Nonetheless, the PLAN did not ‘need to risk a lopsided
engagement with a 100,000-ton American behemoth’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220). The PRC would only need to strengthen its anti-ship
missile systems in order to restrain the US from intervening in East
Asian, and in particular cross-Taiwan-Strait, affairs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Fourth, analysts’ habit of underrating Chinese naval
potential is rivalled only by their habit of inflating U.S. combat
capacity in Asia’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222). However, as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2010) demonstrate, the PRC already
possesses the ability to deny the US ability to send fleets to
interfere and succour Taiwan during a cross-Taiwan-Strait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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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without keeping its carriers in a great distance from
mainland China’s shores.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reveal the logic and grammar of sea
power to explain the deficiency in the Western analyses of Chinese
sea power. Understanding the deficiency also helps to explicate why
a political analysis of sea power is needed. The logic of sea power
means obtaining maritime acces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whereas the
grammar of sea power means defending maritime access with naval forces.
The logic is chiefly economic, whereas the grammar is milita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gic and grammar is one between the ends
and means. Naval strength is the means, and is the sharp edge of
naval-military strategy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By political means conducive to naval-military might, the
necessity to secure maritime commerce is the starting power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sea power (Yoshihara and Holmes 2010). The root of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blind spots in the Western analy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a power lies in the analysts’ unduly
emphasis on the military grammar of sea power, while the commercial
logic of sea power is, by and large, omitted. Nevertheless, I suggest
that the literature of sea power can benefit not only if scholars pay
balanced attention to both the logic and grammar of sea power, but
also if some of them are willing to explore the logistics of sea power,
especially its political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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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section discusses two kinds of definitions of sea power
provided by some prominent works. These works influenced, if not
shaped, views of sea power, by their definitions of sea power, but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ea power. Their
definitions of sea power have more or less directed their studies.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a rare monograph on the logistics of
British sea power. The crucial elements of successful maritime
logistics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a checklist, which informs
political sociologists on what can be academically interesting.
The fourth section suggests that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logistics of sea power is insufficient. Noting what
and how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logistics of sea power comply
with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can be more insightful when
it is supplemented by a study on the politics of the logistics. In
the fifth section I then discuss the critical essences of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politics, elites, and power sources.
These constitute a framework for a more detailed evalu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sources of sea power. Finally, I sum up the
whole paper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3.2 Summary: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ection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 on Morriss’ (2011) account of the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menable to
maritime ventures can be identified; these provided the critical
functions to develop and sustain Britain’s sea power.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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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elf was historically structured in a way to ensure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y for taxpayers, mainly the wealthy class. The civilian
leaders had institutional leverage to participate in maritime, naval,
and colonial affairs. Furthermore, the state had also created a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which Britain could devote more resources
to generate and enhance its naval power without being distracted by
terrestrial defence.
The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was clearly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state’s capable governing boards and ministries. The
state was able to dovetail the military strategy with the grand
strategy. It was also assisted by military bureaucrats to supply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for its navy and overseas armed
forces. Manpower, food, clothing, armament and equipment, and money
were essential, regulated and supplied by the state. The military
bureaucrats helped to incorporate the latest military technology into
the navy.
The incorporation of novel technology into the navy require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elevant merchants. The trust
of those economic power holders in the state was crucial. The
confidence increased the state’s capacity for fund raising. The
state’s management of overseas colonies and global trade produced
more financial sources for it. Furthermore, the state’s acceptance
of equity law facilitated a rappor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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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 Such a good rapport made the state’s co-ord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maritime pursuits more efficient than it had been.
The state’s utilisation of equity law echoed the ideological
trend in British society. The trend emphasised public du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t justified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state to
foster an equ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In turn, the
British maritime pursuits acquired societal support mobilised by
ideology, which raised the stat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confidence in Britain’s sea power.
4 Political Sociology for the Logistics of Seapower

Morriss’ (2011) logistics of British maritime mastery neglects
two points. First, in his discussion on the state-ideology relations,
determining what institutional channels liberal utilitarianism
employed to push the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s maritime ventures
requires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deology and any other forms of
discourse require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mass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or even secret societies) to organise their followers in
order to generate power (Mann 2006).
Lambert’s (2018) treatment of seapower identity seems to offer
a remedy. He rightly suggest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eapower
identity is a political choice by the state, and that identity has
to be disseminated in society through state-sponsored channels. The
authentic seapower states ‘built maritime temples, which served as
prominent seamarks and navigation beacons, and embellishe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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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aces with the art of seapower’ (Lambert 2018: 5). Moreover,
seapower identity, which was consciously crafted, ‘spread beyond
political elite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it flowed into popular
culture, pottery, coins, graffiti, books, printed images and by the
1930s cinema’ (Lambert 2018: 5). Thes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cean
and sea power implied state involvements. However, the organisations,
institutions, power, and more concrete political progresses through
which the states used to instil seapower identity still demands more
analyses.
Second, as mentioned earlier, Morriss’ (2011) use of logistics
introduces the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settings that eventually
achieved managerial efficiency for supporting Britain’s sea power.
In his account, political processes aiming to achieve the efficiency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analysed. He takes the functions of
institutions for granted and does not discuss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before the efficient institutions could be established.
After all, some useful concepts of political sociology expressed
below can help re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I shall begin with the
concepts of power and power sources (Mann 2012a).
4.1 Power and Its Sources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are at least two aspects of power:
distributive and collective (Mann 2012a). The distributive aspect of
power is a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whereas the collective aspect
is a possession. Power can be defined as transformative capac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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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observed in both confrontational and co-operative situations
(Giddens 1987). Power thus defined is exercised through ‘the
resources that actors employ in the course of their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whatever they do’ (Giddens 1987: 7).
Resources refer to ‘any things, both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that people use to further their own desired ends, as individuals or
collectively in groups’ (Leftwich, 2004b: 106, original emphasis).
Resources are usually scarce and distributed unevenly. Generally,
participants in interactions possess various levels of resources and
thus power. Although this situation may cause asymmet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volved participants, it does not diminish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An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does
not necessitate zero-sum relationships. That depends on
institutions.
Power is also exerted through institutions. Positions and
structures of an institution confer tasks to the 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 Tasks may generate functions (and unintentionally
malfunctions), but an actor undertaking the task of a certain position
produces collective power for the whole institu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yields distributive power amongst the actors of the
institution.
Institutions are enduring patterned interactions (Leftwich 2009).
They can be formal and informal, written and unwritten, and
slow-changing and fast-changing (Roland 2004). Institutions las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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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n one-time encounters or short-term,
temporary engagements. A series of related interactions lasting for
a while can gradually reveal a pattern and stabilise into an
institution (Leftwich 2009).
Stabi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by all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ir patterned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
are constructed and, in turn, shape the a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of institutions share common norms regarding the
purposes and influences of their institutions (Peters, 1999).
Institutions are like rules of games and pervasive in all societies,
influencing peopl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other social actions
(North 1990).
Mann (2012a) identifies that human societies consist of
overlapping and intersecting networks of power. These networks
comprise institutions. They are created and established to satisfy
various human needs, although they can gener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ogether with resources, institutions and networks are
the sources of power.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human needs, the
power sources of a society can be categorised into four types:
ideolog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 more
appropriately, state) sources of power.
This classification i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f possible causal
factors of social change, but they are the four most influential kinds
of power sources. As Mann (2012a) indicates, social change canno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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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y reduced to any single-causal factor. It must be simultaneously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st the four types of
power sources. Scholars of social change and phenomena need to
investigate and evaluate them as an inseparable set.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theses of Mann’s IEMP Model (or as I call it, the IMES Model).
Another relevant main thesis to this paper is that social change
also requires taking 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Power sources
constitute structures of societies. The IMES Model, however,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invalidity of actors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and phenomena. Mann (2012b) convincingly suggests that although
influenced by societal structures, social change can often culminate
in critical power holders’ actions and reactions, causing certai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us making history more contingent than
many would expect.
I can now clarify what those four types of power sources mean in
Mann’s (2012a) theory. First,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power
sources are concepts and theories (which humans need to interpret and
explain the universe and phenomena); norms and values (which humans
rely on for social cohesion and appropriate conduct; and religions
and aestheticism (which allow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to
apprehend meanings in their lives, and to formulate identities). The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power sources generally appear in forms of
discourses (including texts, voices and images). Those who can create,
modify, interpret, or even manipulate the discourses enjo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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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resources. The institutions of ideological power sour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ub-types: transcendent, immanent, and
institutionalised. Transcendent ideological institutions can
transcend other existing ideolog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create authority that can be deemed sacred.
Immanent ideological institutions intensify the existing cohesion,
confidence, and hence calibre of an established social group.
Institutionalised ideological institutions are ‘conservative and
pragmatic, endorsing ideas, values, norms and rituals which serve to
preserve the present social order (Mahan 2006: 348).
Second, the resources of military power sources can be found in
the utility of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concentrated lethal
violence. “Concentrated” means mobilized mobilised and focused,
“lethal” means deadly. Webster defines “violence” as “exertion
of physical force so as to injure or abuse”’ (Mann 2012a: xiii).
Military institutions are characterised by their concentrated and
coercive forms. Military institutions can provide intensive (in terms
of the capacity to strictly organise and command a high degree of
commitment from the involved actors, no matter the areas or numbers
covered are small or large), authoritative (in the sense of the
capacity to give definite orders and to secure conscious compliance),
and extensive (in the light of the capacity to organise large amounts
of population over expansive territories in order to secure minimal
stable submission and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al reach, s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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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most of history military striking range was greater than
the range of either state control or economic-production relations’
(Mann 2012a: 26).
Third, it is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 to understand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 power sources; they are goods and services
derived from mankind’s efforts to extract, transform, distribute,
and consume the utility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s.
Basically, economic resources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for
survival. However, the material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higher increase and fairer divis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Furthermore, although it may originate from
ideological resources, technology influences on society generally
take the form of military equipment (Mann 2006), economic
productivity (Callinicos 2004), and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tempo-spatial compression (Giddens 1987). The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power sources are the enduring patterned
interactions of the processes of extraction, trans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y are what
Mann (2012a) calls circuits of praxis, and those who direct, or even
monopolise, the circuits became a dominant class able to wield
distribu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as well as a ‘distinctively stable,
sociospatial blend of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power, and of dif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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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uthoritative power’ (Mann 2012a: 25).471 Such a dominant class
can render the autonomy of the state relative.
Lastly, states are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power in Mann’s
(2012a) theory. According to his definition, the state is a political
organisation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controls a
certain area as its territory. Over the territory, the political
organisation can make efforts to establish certain forms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ocietal forces; it can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authority to make constraining rules, which are ultimately
supported by some organised armed forces.
The resources of the state sources of power are derived from ‘the
usefulness of territorial and centralized regulation’ (Mann 2012a:
9). Regulation, and effectively co-ordination, is useful and becomes
the resources of the state because it is necessary to territorially
centralise, organise, and govern certain ideolog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ources of power in society in order to achieve what could
not be obtained had there been no such centralisation, although Mann
(1988) warns that society’s loss of the control over the territorial

471 Diffused power ‘spreads in a more spontaneous, unconscious, decentered way
throughout a population, resulting in similar social practices that embody
power relations but are not explicitly commanded’ (Mann 2012a: 8).

884

centralisation can lead to the state’s increased despotic
inclination. In his theory, the state’s despotic power means ‘the
distributive power of state elites over civil society. It derives from
the range of actions that state elites can undertake without routine
negotiation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Mann 2012b: 59).
The territorially centralised regulation produces two main
character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state sources of power. First, the
delimited territory of the state makes it inevitably interact with
its neighbouring states.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 are two crit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tate. Thus, the state’s grand strategies,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doctrines become essential for its security.
Second, centralised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means that the state
extracts resources, and absorbs and co-opts societal forces by
establishing some institutions. Those institutions can generate
capacity for the ‘central state, despotic or not, to penetrate its
territories and logistically implement decisions’ (Mann 2012b: 59).
This is the state’s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Mann’s (2012b)
account.
4.2 Politics and Elite Coalitions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al for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e’s policies
presumes that the state has obtained a certain level of conscious
submission or co-operation of the involved forces.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isations, however, by no means can be taken for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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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atter whether it is the state attempting to implement its policy
or a societal force striving to enhance its interest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the state,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haping,
reforming, and sustaining their institutions that can help obtain
their goals are not based on formal (or even informal) procedures,
appropriate precedents, and pre-existing policy frameworks. The
desired institutions are created by involved actors (Leftwich and
Hogg 2008).
As mentioned earlier, Mann’s (2012b) theory acknowledg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ritical power holders, in state and society. Their
interactions make social change contingent. His viewpoint echoes
Adrian Leftwich and Steve Hogg’s (2008) call for mo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influences of elites and coalitions. They rightly indicate
that it is always ‘elites and coalitions that determine the shape
and trajectory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Leftwich and Hogg 2008:
4). Notably, leaders in all fields constitute elites. Elites, in this
paper, analytically refer ‘to those small groups of people, seldom
more than 3% of any given population or unit of analysis . . . in formal
or informal positions of authority and power who take or influence
key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Leftwich and Hogg 2007: 4).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 growth, societal harmony, or any
other kinds of social progres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generally require ‘cooperation, trust and “synergy”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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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interest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Leftwich and Hogg
2007: 5). Relying merely on the state at the centre alone cannot obtain
satisfactory consequences because the state’s infrastructural power
is low in such a situation. Coalitions established by determined
leaders, both state and societal, with participation by and support
from the concerned elites critically matter in the process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general, and of creating, 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sea power in particular.
Coalitions can be defined as ‘individuals, groups, or
organizations that come together to achiev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als that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achieve on their own’
(Leftwich 2012: 5, original emphasis). This definition further
indicates that politics occurs not only during the formation and
within the operation of a coalition, but also when the coalition
exerts its joint power to overcome common obstacles and oppositions.
Notably, coali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organisations because the
constituent parts of the former retain their separate identity and
relative autonomy. Remarkably, ‘whether they are well-structured or
loose coalition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the normal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all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ies and thus should be
centr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s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eftwich 2012: 6).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essence of the coalition requires a
definition of politics. ‘Politics comprises all the activ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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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within and between societies,
whereby people go about organizing the use, 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human, natural and other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ir biological and social life’
(Leftwich 2004b: 103). Politics thus defined is a process and also
an aspect of all human interactions. This definition of politics
offers a 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of
human actions.
4.3 Summary: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ection

Thus far, I have explicated the IMES Model, which identifies four
crucial sources of power in human societies: ideolog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state. Various societal actors possessing resources and
dominating institutions make the state seeking co-opta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romises with the actors inevitable when it
attempts to implement policy, conduct reform, increase power, harness
change, suppress opposition, or seek survival.
State leaders and elites have to form coalitions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society who control certain ideolog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sources. The processes and interactions to, within,
between, and without coalitions are political. Now I hope it is clear
that Morriss’ (2011) discussion of the logistics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and Lambert’s (2018) study of the creation of authentic
seapower states need more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processes. I also hope that the above explication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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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ources, elites, coalitions, and politics can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ical-political sociology and to the study of sea power.
5 Conclusion: Towards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power

Historical-political sociology can certainly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tudies on sea power, and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than a few
concepts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September 2013,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Working Group of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BISA) called for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pitalism, and the sea. It openly admitted that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conferred the sea with no more than a secondary role, rendering it
to a degree in academic limbo.
Philip Steinberg’s (2001) study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is certainly an outstanding exception. However, according
to John Hobson, George Lawson, and Justin Rosenberg’s (2010)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political sociology, the ocean and
maritime affairs do not appear as a main stream of study. In fact,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do not appear in either the first or second
wav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reover,
since the BISA’s call for papers on the sea in 2013, the reputabl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has published no paper dealing with
the relevant themes. Furthermore, studying the fiscal-military
revolution for modern state formation has indeed been fruitful, but
issues related to sea power and maritime strategy, for examp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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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of what gave Britain the ability to become the dominant power
at sea’ still demand more historical-political examinations
(Morriss 2011: 5).
Morriss’ (2011) monograph does attemp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ogether with Lambert (2018), their discussions provide a checklist
for informing states on what should be done in their efforts to support
their sea power.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MES Model, the essence of
British maritime ascendancy and other authentic seapower states can
be categorised and studied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s of power,
elites, coalitions, and politics. The checklist is and will not be
an exhaustive one because social change constantly occurs in human
history and geographic circumstances vary from one case to another.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would also be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if not entirely impossible, when it strives
to predict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a certain state’s sea power.
However, the checklist combin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concepts
contribut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n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to both historical-political sociology and the study of sea
power.
First,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examines state
leaders at the political centre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y are
able to establish coalitions amenable to 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o sea power. The coalitions need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s that render the state responsi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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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payers, and give civilian elites access to the governance of
maritime and nav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fiscal
matters of sea power. The state leaders’ pro-sea power coalitions
also need to overcome possible opposition against geopolitical
policies that allow the states to invest in sea power. For example,
in Taiwan, after President Jiang Jinguo (also known as Chinag Chin-kuo)
died in 1988, the successive President LI Denghui formed a coalition
with Admiral Liu Heqian to clip the political wings of the then Premier
Hao Bocun, who was a strong First Class Senior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rmy.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sation initiated by Jiang
and the rising political power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re also used by Li to suppress Hao and other
opposition figures within their political party. Liu could then
develop the navy according to his naval-military strategy,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Li’s grand strateg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Second, state leaders, military leaders and other military
bureaucrats can also co-operate to develop the armed forces in a
particular direction. Inter-service competition, or even power
struggles, are uncommonly heard. Therefore, determining how
coalitions conducive to the growth of naval power are formed and
maintained, and how military bureaucrac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support sea power demand detailed examinations. Not only can scholars
check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s for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distributions of military supplies, such as manpower, ord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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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and money, but they can also delve into leaders and
elites’ interactions and processes for setting up and sustaining
these institutions (or disrupting and corrupting them). These are
political in nature and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For example, the infamous procurement of the La Fayette-class
frigates by the ROC Navy provides a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interactions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elite coalitions at
the state and military centres. The decision to purchase the frigates
from France instead of from Korea reflects state and military elites’
choices of grand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decision was political, not merely economic or strategic.
Third, technology viewed as the productive force in Marxist
notions can be categorised as an economic source of power (Callinicos
2004). How state leaders and economic elites co-operate in order to
install and upgrade technologies for naval and sea powers enhancement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question. Naval-military technology in some
countries can be monopolised by the state and its military arm. In
those cases, it is logical to examine state-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ir political interac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latest
relevant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assist the growth and sustenance
of naval and sea power enhancement. The state-economy relations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oncerned economic power holders
regarding the employment of naval-military technology and other ones
with maritime implications need to be examined. The incorpo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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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naval-maritime technologies into sea power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societal economic elites’ co-operation. The state and
navy’s financial and other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maritime ventures,
for example, loans, insurance, food, and ordnance, also require a good
rapport with the economic elites. The state’s credibility regarding
due payment for goods and services is the foundation for good rapport,
and a legal system guaranteeing equity between the state and an
economic power holder before law is another basis.
Furthermore, societal economic elites’ confidence in the
state’s policies being amicable for maritime businesses and
industrie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riendly state policy
toward maritime pursuits can influence the state’s acquisition of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sea power. An example can be drawn from
Taiwan. In seeking Taiwan independence, former presidents LI Denghui
and Chen Shuibian prohibited direct shipping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rom September 1996 to December 2008. In the late
1990s, mainland Chinese maritime shipping industry did not enjoy
commercial advantages to compete against Taiwan.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he largest Taiwanes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company,
Evergreen Marine Corporation, publicly requested the lifting of the
ban on the direct shipping. The chairman, Zhang Rongfa, openly opposed
the then presidents. Effectively, forbidding direct shipping and the
overt confrontation over this policy between the state and Evergreen
not only restricte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ion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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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companies, but also severely diminished the state’s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its sea power and nullified its efforts to
establish Taiwan as the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re. The
economic logic of Taiwan’s sea power was disrupted.
Forth, technology suited for undertaking maritime ventures and
increasing sea power can be viewed as an economic source of power,
but its foundation, science, can be seen as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producing power. How the state fosters and utilises marine and
maritime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more than a matter of supporting the
academia. The state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allocating its funding
for research. Moreover, does the state set its own agenda for
scientific advancement? How does the state regulate and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at have
security and sea power implicatio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involve political processes.
Additionally,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offered by intellectual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tists may be deemed useful for the state to instil maritime
culture into society and state organisation. How the state interacts
with those intellectuals and what institutional channels they form
and use are certainly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Furthermore, positive state-ideology relations are
essential for fostering sea power. Such positive relations mean a more
liberal and tolerant atmosphere between the state leaders and

894

societal elites. Higher allowance of heterodoxic thoughts by the
state may result in more creative approaches to handle new challenges
of maritime pursuits. Greater acceptance of liberal utilitarianism
by the state may reinforce state-economic rapport. Liberal and
utilitarian ideological trends can assist the state’s dissemination
of maritime-oriented norms and values. Once again, how state leaders
form coalitions with ideological power holders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liberal and utilitarian atmosphere and allow maritime-oriented
ideas to pervade are political processes. The contents of detailed
studies can vary case by case and once again, contemporary Taiwan can
be an example.
The state under former President Chen’s reign strived to
disseminate the idea that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has had a
unique maritime cultu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inland China. Chen
acquired some support for his policy from some historians and literary
writers in Taiwan society, Dai Baocun and Liao Hongji, for instance.
Those intellectuals also enjoyed the state’s support in certain
forms, for example, research grants or prizes. However, Chen’s
policy of Taiwanese maritime culture construction cannot be deemed
successful.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ose intellectuals’ writings
shows that the so-called distinct maritime culture of Taiwan Island
is not different from what pervaded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of
mainland China. By and large,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even
during Chen’s presidency, sees the ocean as an empty space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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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across which trade and immigration can be undertaken. Lives
on the ocean are marginal to everyday social activities on land. The
ocean sometimes is even seen as a source of peril. On the other hand,
Syaman Rapongan, an oceanic literature writer of the Tao people (an
indigenous ethnic group of Orchid Island southeast to Taiwan Island),
writes differently and describes the ocean a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social lives and a gracious source of resources on which daily lives
depend. However, in his descrip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Han
Chinese and do not cherish the ocean, whereas the Tao people do and
are exploited and suppressed by the Han Chinese. The state governing
Taiwan has failed to incorporate Syaman Rapogan’s and other similar
norms and world views into the official one. Once again, this is
political and falls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Above is the contour of my framework built for analysing the
political logistics of sea power. I have supported it with brief
examples derived from contemporary Taiwan. These examples are
insufficient to show the utility of m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how
to use the framework can only be properly demonstrated in other case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framework is still a skeleton. Nonetheless,
future research on the ebb and flow of sea power of Taiwan can confer
flesh and blood to the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together with Taiwan
as an illustration can be viewed as an eccentric analysis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sea power, which by and large deals with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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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military strategies, doctrin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I have shown in the second section. Being eccentric in
such a context is academically productive and can contribute to both
studies of sea power and historical-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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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極條約》探討海洋霸權國家在南極洲的利益爭奪
劉燈鐘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學系副教授
摘要
1959 年 12 月 1 日，阿根廷 、澳大利亞 、比利時、智利、法國、
日本、紐西蘭、挪威、南非、英國、美國、蘇聯等 12 國代表在華盛頓
簽署《南極條約》，1961 年生效。目前締約國總數已增加到 53 個，占
世界人口的 80%。《條約》規定南極洲包括南緯 60°以南的一切陸地和
冰架，禁止一切軍事行為，無任何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凍結以上 10 國
對南極的領土主權要求，規定南極只用於和平目的，意即南極現在不
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它屬於全人類。
目前南極治理建立在此《條約》為核心的體系之上，該體系由 《南
極條約》及相關公約、建議和措施所構成。由於該條約禁止一切軍事
活動、核爆炸或處理放射性廢物等行為。此後，世界各國紛紛去南極
科學考察，主要目的就是維護和爭取國家權益，首要的任務就是佔地，
其次才是科學研究。本論文分析這些歷史性強國、現實性強國和鄰近
南極的門戶國家，如何在南極洲互相競逐，以實現在廣袤白色土地的
國家利益。

關鍵詞：國際關係、國際條約、南極、南極條約、海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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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宣示主權的國家
18 世紀起,人類就登陸南極大陸，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現行的
南極遊戲規則，是依據實際存在的原則，即首先到達﹑進行實質性科
學考察並取得成績的國家，就對該地區具有優先話語權和潛在管轄
權。1940 年以前，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挪威相繼登陸南
極洲，並且互相承認，這些國家所主張的領土，約占南極大陸面積的
83﹪。如下：
（一）英國：該國在南極的活動最早，它首先宣佈對南極的領土要
求。1908 年宣佈對西經 20°～50°、南緯 50°以南和西經 50°～80°、南
緯 58°以南包括福克蘭群島即馬爾維納斯群島和南極半島在內的扇形
地塊及其水域擁有主權。之後各國也提出“扇形原則”、“大陸架原
則”、“先占原則”，作為該國在南極占地提供合理依據。
（二）法國：第二個對南極大陸提出宣示主權的國家，該國是第
一個發現南極的國家，在英國對南極洲宣示主權後，1924 年以該國探
險者最早發現阿德雷沿岸為由，宣佈東經 136°～142°、南緯 67°以南
的地域提出領土要求，1938 年又重申並將這塊地域延伸到極點和南緯
60°
（三）紐西蘭：1923 年，英國對從東經 160°到西經 150°、南緯
60°以南的羅斯扇形地區提出領土。因該地區距離紐西蘭很近，英國政
府委託紐西蘭總督管理。紐西蘭脫離英國獨立後，對這塊委託管理的
南極洲土地提出領土要求。
（四）澳大利亞：1929 年至 1931 年間，澳大利亞人莫森率領英、
澳、紐西蘭聯合考察隊至南極地區考察。1933 年英國代表澳大利亞對
南緯 60°以南、東經 45°～136°和東經 142°～160°的陸地和水域提出領
土要求，該地面積有 650 萬平方公里，約占南極大陸的 40%。澳大利亞
英國獨立後，宣示對南極洲此地的主權。
（五）德國：1938 年，德國派測繪船對毛德皇后地區進行閃電式
考察，在 6 天半時間內對毛德皇后的 60 萬平方公里的土地進行航空調
查與拍照，並每隔 25 公里空投一顆曲十字金屬標記物，並以此對南極
洲宣示主權。
（六）挪威：該國雖位處北歐，但挪威人最早抵達南極的極點。
1939 年 4 月，挪威聲明對東經 45°至西經 20°之間的地域擁有主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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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既沒宣佈是否向南延伸到極點，也沒宣佈其北部邊界的緯度，日
後與其他國家有很多糾紛。
（七）智利：二次大戰期間，德國以凱爾蓋朗島為基地常在西南
極水域攔劫商船和捕鯨船，從而突出南美大陸與南極半島之間德雷克
海峽的軍事意義，而德雷克海峽屬於南極洲和南美洲的分界線，智利
就南臨這個海峽，智利因擔心德國對該國有企圖，在 1940 年宣佈對西
經 53°～90°之間 、南緯 60°以南的地域擁有主權。
（八）阿根廷：該國的火地島臨近德雷克海峽，1941 年宣佈對西經
25°～74°、南緯 60°以南的地域擁有主權，阿根廷宣示主權的依據是南
美大陸與南極半島的地緣關係；有效佔領理論；對西班牙的南極領土
的繼承，因為阿根廷原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相對於上述國家，美蘇兩國雖未正式提出領土主張，但都稱保留
此一權力。二戰結束後，德國是戰敗國，於是退出對南極洲主權的宣
示。英國、智利和阿根廷在南極洲的領土要求有重疊的部分，彼此發
生爭論，英國於 1947 年和 1955 年兩次上訴到國際法院，但智利和阿
根廷卻認為南極半島是他們的領土，拒絕由國際法院審理。
貳、強權國家態度
冷戰時期，世界進入兩極對抗時代，但南極洲無主地只剩西經 90
°到 150°之間，1/6 的經度線內，無主地面積不到南極洲的 1/6，且位
於新西蘭與南美洲之間的東南太平洋，航行距離比南極洲其他地方遙
遠。由於美蘇兩國入場太晚，可瓜分的土地太少且位置不佳，因此不
承認以上任何國家的領土主權。此後，美蘇兩強競爭升溫，實質影響
各國在南極的競逐。
（一）美國
美國從上世紀 30 年代即對南極提出領土要求做準備，1939 年羅斯
福總統就指示去南極考察的人員，應在南極洲多設立美國標誌，並且
在第三次考察時，在無國家宣稱為其領土的瑪麗·伯德地兩側各建一個
科考站，這也是最早在南極洲設立的科學考察站。之後，1945 年到 1947
年期間對南極洲進行大規模的考察，並於 1948 年邀請英、法、挪威、
澳大利亞、智利、紐西蘭、阿根廷 7 國共同商討南極問題，提出由 8
國共管或由聯合國託管，但參加會議的 8 國中有 6 國堅持其領土要求，
該次會議無任何結果。
（二）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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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蘇聯對南極洲積極經營。1946 年蘇聯向南極派出一
個捕鯨船隊。1950 年為因應美國發起的南極問題討論會，蘇聯向美國
和 6 個主權要求國（不包括智利）遞交照會，聲明蘇聯政府不承認在
沒有蘇聯的參加下而通過的關於南極地位問題的任何決定。1955 年蘇
聯在南極建立永久性考察站，並組建第一支南極考察隊。並宣佈準備
將帶有科學設備的核潛艇和核動力破冰船用於考察，甚至擬在南極洲
使用核能，發射人造衛星，但後來並未實現。
蘇聯建立第一個考察站後，陸續在南極大陸建立多個考察站，到
《南極條約》生效的 1961 年，共在南極建立 9 個考察站。與美國一樣，
1961 年以前，蘇聯從未提出過任何官方和非官方的領土主權要求，但
這並不能說明蘇聯放棄南極領土要求，蘇聯在南極建立考察站，是按
每 15 個經度設置 1 個，其用意是：如果將來按扇形原則分割南極大陸，
蘇聯得到的領土不會比美國少。
（三）美蘇競賽
由於澳大利亞、法國、紐西蘭、挪威 4 國互相承認各自在南極洲
的領土要求，而英國與智利和阿根廷在南極的領土要求相互重疊，所
以，互不承認，美國和蘇聯在南極沒有獲得任何領土，而這七國就瓜
分 83﹪的領土，所以，美國和前蘇聯對任何國家對南極洲的任何主權
要求都不承認。
1956 年，美國在紐西蘭聲稱的領土上興建麥克默多站，蘇聯在澳
大利亞聲稱的領土上興建和平站，此二站都在南極大陸邊緣。1957 年，
美國在南極極點興建阿蒙森-斯科特站，蘇聯則在澳大利亞聲稱的領土
上，海拔 3488 米南極腹地興建東方站，此站是當時海拔最高的科考站。
472
美蘇兩國建站行為完全無視於英法等國在南極劃定疆域範圍，這是美
蘇的絕對實力的展現。
就美國而言，由於衝突方都是其盟友，一旦南極領土爭議失控，
將嚴重危及自己陣營的團結。而與蘇聯陣營的競爭則可能誘發雙方的
戰爭，因此必須加以限制。就蘇聯而言，雖然不擔心南極領土之爭會
危及自身陣營的團結，但對雙方戰爭的風險仍會擔心。

472

「發現新大陸，各國爭相圈地，美國蘇聯重啟電腦」
，2018 年 8 月 10 日下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114/16/19446_7037872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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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南極條約簽署
南極條約的提出，與當時的國際冷戰局勢有關，包括美蘇爭霸、
恐怖平衡的國際格局、猜忌和對立的冷戰思維、渴求和平的輿論情緒。
經過多方博弈，美蘇兩國召集這些國家開會，1959 年 12 月 1 日，阿根
廷 、澳大利亞 、比利時、智利、法國、日本、紐西蘭、挪威、南非、
英國、美國、蘇聯等 12 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南極條約》，1961 年生
效。目前締約國總數已增加到 53 個，占世界人口的 80%。
此《條約》規定南極洲包括南緯 60°以南的一切陸地和冰架，禁止
一切軍事行為，無任何國家擁有領土主權，凍結以上 10 國對南極的領
土主權要求，規定南極只用於和平目的，意即南極現在不屬於任何一
個國家，它屬於全人類。
當時兩極冷戰安全形勢嚴峻，美蘇兩國爭霸正酣，各國在南極領
土主權問題面臨激化並可能失控的情況下，形勢發生大轉向。南極突
然建構新的國際機制，南極地區被塑造成和平與合作之地，促成的主
要因素是兩個超級大國及國際社會把南極的地緣政治進行去安全化。
肆、各國南極意圖與競賽
由於南極條約凍結南緯 60 度以南的南極大陸及屬島的領土要求，
並規定南極的利用只限于和平目的，禁止一切軍事活動、核爆炸或處
理放射性廢物等行為。此後，各國紛紛去南極科學考察，主要目的就
是維護和爭取國家權益，他們的首要任務是佔地，其次才是科學研究。
俄羅斯、智利和阿根廷等國都設立佔地性質的考察站。各國公認的規
則是實際存在原則，任何國家在某處建立科考站，就對該地區擁有優
先科考權。
從科學考察價值角度看，南極共有 4 個比較重要的點：“極點”、
“冰點”（溫度最低處）、“磁點”（地球磁極端點）、和“高點”
（海拔最高點）。前 3 個點已分別被美國、法國和俄羅斯佔據。美國
佔據最重要的“極點”，建立阿蒙森•斯科特科考站；法國佔據“磁
點”，建立迪蒙•迪維爾科考站；俄羅斯（蘇聯時期）佔據“冰點”，
建立東方科考站。
目前，世界上有近 30 個國家在南極洲建立 150 多個科考站。根據
其功能大體可分為：常年科學考察站、夏季科學考察站、無人自動觀
測站三類。常年科學考察站有 50 多個，其中俄羅斯 8 個，美國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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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4 個，中國 4 個。夏季科學考察站在南極洲大約有 100 多個，經
常使用的有 70～80 個左右。從各國南極科考站的分佈來看，大多數國
家的南極站都建在南極大陸沿岸和海島的夏季露岩區。美國、俄羅斯
和日本在南極內陸冰原上興建常年科學考察站。473
此外，為保護南極動植物和有價值區域，南極條約體系採取設立南
極特別保護區 (Antarctic Specialy Protected Areas，SPAs)和南極
特別管理區 (Antarctic Specialy Managed Areas，ASMAs)的方式，
作為國際通行的保護措施。此外，CCAMLR 還專門設立海洋保護區。
由於南極各類保護區、管理區的設立，與各國在南極的實質性存
在，和科研技術、國家實力、戰略、地緣政治之間關係密切。美國、
英國、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在此方面的投入，遠高於其他國家。由
於各國對其指定的特別保護區擁有一定程度管轄權，因此保護區的設
立時常引發公平性爭議。例如，當前羅斯海保護區設立的爭議，不僅
反映不同國家在捕撈業上的利益之爭，更引起一些開發中國家的非常
不滿。事實上，一些大國的態度和作為，對南極治理有很大影響，茲
述如下︰
一、美國
美國自 1956 年以來對南極的科考從未間斷，並於 1959 年正式出
臺「美國南極計劃」（United States Antarctic Program，USAP)，
其宗旨為「促進與其他國家在南極的考察合作、保護南極環境、保證
公平科學地利用南極資源」,並指定美國科學基金會（NSF）負責管理
南極的所有考察和科研活動。美國對南極的研究目的，包含瞭解南極
大陸基本情況及南極的生態系統；研究南極對全球變化的影響以及反
應；以南極為平臺，研究地球大氣層以及太空環境。從其科研領域所
涉及的學科來看，包括天文學、大氣科學、生物學、地球科學、環境
科學、地質學、冰川學、海洋生物學、海洋學和地球物理學等 10 多個
學科。

473

「我國建立了哪些南極科學考察站？」，2018 年 8 月 15 日下載，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1/31/c_1360093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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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NSF 及其極地計劃局每年就大約投資 7000 萬美元的科研和大
約 2.55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和後勤保障。474美國在南極建立的常年科考
站有 3 個，此外每年夏季時會建立夏季考察營地。位於羅斯海西南角
羅斯島上的麥克默多站規模最大，是各國考察站中最大的一個。該站
夏季時最多超過 1000 人，冬季時最少也有 200 人左右。NSF 極地計劃
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有 3000 多名科研人員和後勤支持人員到南極開
展科研活動。美國南極科研人員主要來自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可向
NSF 競爭申請南極科研經費，至於考察和科研、技術和後勤等則是由建
站承包商與政府相關部門共同負責。
USAP 在南極常年保持運行 3 個科考站，每年約 3500 人投入科考和
後勤保障活動中，其中科學家及研究團隊約 800 人。USAP 依靠美國科
學基金會 (NSF) 撥款獲取資金，2012 年 USAP 得到資金支持約 3.5 億
美元。截至 2016 年 10 月止，在南極實際有效的 72 個特別保護區和 6
個特別管理區中，美國單獨和聯合設立 16 個特別保護區和 5 個特別管
理區，分別占總面積的 94﹪和 97﹪。475
二、俄羅斯
1955 年至 1975 年，蘇聯在南極大陸修建 17 個固定考察站和 3 個
可移動考察站，考察隊配備大量先進的考察設備和儀器。考察隊的規
模越來越大，技術也愈加先進。在這 20 年裡，蘇聯參加南極考察人員
總計 9000 人次，其中越冬 3400 人次，夏季考察 2000 人次，船員 3600
人次，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
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蘇聯加強國際科研合作，進行綜合性計
畫研究。蘇聯的考察工作經常與外國科學家合作，幾乎每年都派出科
學家參加外國南極考察站工作，每年也邀請他國的科學家到蘇聯南極
考察站工作。俄羅斯於 1991 年繼承蘇聯在南極的科考設施站，截至
2006 年止，總計約 1.7 萬名俄羅斯科研人員到訪過南極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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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飛，「南極的美國和北極的俄羅斯」
，2018 年 8 月 1 日下載，
https://read01.com/zh-tw/ePaJOe.html#.W8y2MdczZdg。
475
阮建平，「南極政治的進程、挑戰與中國的參與戰略–從地緣政治博弈到全球治理」，太平洋學
報，第 24 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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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俄羅斯通過《俄羅斯至 2020 年及以遠南極活動發
展戰略》，確定南極的優先任務，其中包括保護南極環境，確保捕撈
業經濟效益，對南極洲及其沿海進行地質礦產資源勘探，從事系列科
研活動以及對俄聯邦的科考設施進行現代化改造等。俄羅斯政府委託
俄水文氣象及環境監察局，為實施該戰略的政府部門協調機構。在該
《戰略》框架內，俄羅斯將建造 5 艘科考船及 1 架備有輪式及雪上兩
用起落架的伊爾 114-100T 飛機，維修 8 個科考站和季節性基地，投入
約 605 億盧布（約合 20 億美元）的資金。
為對抗美國在南極的擴張，俄羅斯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兩次投票
反對美國等國家提交的在羅斯海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提案。俄羅斯反對
設立海洋保護區，主為本國爭取更好的捕魚條件，與挑戰以美國為首
的南極大國對南極事務的長期壟斷。目前俄羅斯在南極共有 5 個常年
考察站（和平站、東方站、進步站、別林斯高普站和諾沃拉紮列夫斯
卡婭站），7 個夏季站，冬季容納人員 148 人，夏季 429 人，並在多個
考察站安裝全球衛星導航系統。476
三、中 國
美俄兩國之外，中國在南極活動投入最多，影響力也最大。
1980 年 代 起 ， 中 國 便 致 力 於 南 極 大 陸 的 科 考 及 相 關 領 域 。 1985
年 5 月 9 日，正式加入南極條約組織，同年 10 月被接納為協商國。目
前中國有 4 處常設網站，分別是昆侖、泰山、中山、長城。中
國為與美蘇兩強抗衡，每年投入的資金和人力都大幅增長，並
使用最先進的技術裝備。
在其繪製的南極地圖上，有用孔子命名的山峰、上海命名
的高原、熊貓命名的冰川。中國還宣佈將在南極設立天文臺，
並製造第二艘極地破冰船。中國首艘航向南極的科考船是“雪
龍”號，這是購自烏克蘭的極地破冰船和科學考察船。前往冰
雪覆蓋的大陸、運送必需的裝備及新鮮食物的，是中國首架極
地 固 定 翼 輕 型 飛 機 “ 雪 鷹 601” 。 而據不完全統計，中國 2001 至
2016 年間南極科研項目投入為 3.1 億元，近年來每次南極考察隊成員
人數均維持在 250 人左右。
四、各國競逐
476

潘敏，「俄羅斯：在南極政治舞臺聲音逐漸增強」，中國海洋報，2016 年 7 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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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問題(Question of Antarctica)的主要矛盾有美俄、南北半
球、主權國與非主權國(ATS 協約國與非協約國)，主要的利益爭端有資
源控制、地緣政治及地區安全、戰略價值等因素。其中，資源控制是
各國關注的焦點；戰略價值則是美俄等世界性大國的關注點；領土主
權、無核化、地區安全環保等，則是南極周邊國家的關注點。
各國在南極洲的爭奪，主要是爭取南極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因為
《南極條約》暫時凍結各國的領土主權要求，附屬於領土的諸如大陸
架等方面的權利則沒有界定。雖然南極“再領土化”缺乏明確的國際
法依據，但早期 7 個南極大陸領土主權聲索國從未放棄相關主張，圈
地行為始終存在。
原有的領土主權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南極海域富饒資源和 1982 年
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又引發南極大陸架主權權利之爭。南極
條約體系與國際海洋法公約適用範圍邊界模糊，兩套國際法體系既的
矛盾處，使南極主權之爭更複雜化。2004 至 2009 年之間, 澳、 紐、 挪、
阿、 智、 英等國都先後提交南極外大陸架的劃界主張，由於大陸架
主權權利依存於領土主權而存在，因此，聲索國對大陸架主權權利的
主張已經對南極條約體系構成實質挑戰，也意味著南極主權之爭不會
因 《南極條約》而凍結。
近年來，南大洋海洋劃界及其附帶問題，已成為南極治理面臨的新
挑戰，各國爭奪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資源、國際海底區域資源以及海
洋生物資源的爭端將會愈演愈烈。由於目前國際社會對南極水域範圍
的界定尚未達成一致，與此相關的諸如船隻通行權、海域控制權、海
上應急救援與事故責任劃分等和海上安全事項都充滿爭議，尚待解決。
伍、結論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權力的相對分配才是獨立變數，大國數目的
多寡常決定特定期間的國際體系結構。實踐中，南極治理參與國將南
極視為公域，然而進入公域乃至實現其國家利益，受到國家實力所制
約。隨著南極政治行為主體的不斷增加，各方價值和差異越來越大，
進一步加劇南極問題的複雜性。
《南極條約》及後續相關公約、議定書的簽訂確立當今南極治理體
系，維護公域和平穩定，提供國際合作的平臺；但與此同時，各國在
治理體系內話語權和影響力的爭奪從未停歇。在不同參與者的力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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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博弈中，地緣政治和治理政治發揮重要的機制功能，二者之間
交互影響。
南極模式的建立,是現實主義的利益與政治考量的產物。各國擱置
主權爭議，發揚無國界的精神,簽訂《南極條約》，南極模式由此開始；
通過建立極地科考站,各國加強在南極的實質性存在，在南極政治上取
得更大的話語權。表面上科研是南極模式中的主導因素，但實際上，
權力政治才是影響南極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
南極治理體系並不完善，領土主權之爭、軍事化風險等問題尚未徹
底解決。隨著人類開展南極活動的形式不斷多樣化，現有治理體系無
法有效化解南極條約體系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兩套國際規則之間的矛
盾衝突，也無法解決與資源利用、旅遊、環境保護等領域相關的管轄
權之爭。
美俄兩國都不對南極提出特定的領土要求，但也不承認他國對南
極土地的權力，其中美國的南極政策剖析之上，因為它是冷戰的絕對
主角和南極體系的主導設計師。目前南極局勢尚稱穩定，但隨著中國
經濟和外交影響力的增強，中國聲稱為保護該國在此地區的權益，也
積極投入此領域，藉以提升科考能力和話語權，並增添該地區的穩定
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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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海洋管理體制變革與發展
馬祥祐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授

摘要

1964 年中國大陸設立國家海洋局，職司海洋管理工作後，是大陸邁向海洋國
家的起點。大陸是如何從過去的陸權國家開始轉向，在戰略思維上是如何建構?在
海洋行政體制上又是如何改革?乃至現今的海洋管理體制為何?本文的核心意旨即
在回應上述的問題意識。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海洋意識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後開始復甦，隨著海洋
意識的逐漸發展，大陸的海洋管理機制開始發展與權責逐步理順。但其海洋管理
體制的獨立與強大，則是在其海洋發展意識形態--海洋強國戰略提出後，將國家
海洋局、中國漁政、中國海監、海警部隊及海關緝私五大海洋管理系，統合而為
中國海警局後，大陸海洋管理及海權發展出現全新的格局。
而 2018 年中國海警劃歸武警，中國海警開始准軍事化並接受中央軍委會領導
後，不僅讓其海洋管理的能量擴大，也讓北京當局在解放軍海軍部隊外，多了一
個有警察外觀但是具有軍隊實力的選項，將不僅讓其發展海權、維護海上權益有
更為彈性與有力的工具，也必然對周邊海域相關國家造成更大的壓力。
關鍵字: 國家海洋局、中國海警、海洋管理、二龍治水、九龍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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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海洋管理體制變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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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祥祐
國立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授

1964 年中國大陸設立國家海洋局，職司海洋管理工作後，是大陸邁向海洋國
家的起點。但大陸是如何從過去的陸權國家開始轉向，在戰略思維上是如何建構?
在海洋行政體制上又是如何改革?乃至現今的海洋管理體制為何?而這樣的體制發
展會帶什麼樣的對內與對外效果?本文的核心意旨即在回應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
從海洋意識的建構與發展作為切入點，探索中國大陸隨著海洋意識的復甦、海洋
發展意識形態的建構，其海洋管理體制是如何改革與發展。

一、

海洋意識在中國大陸的生根與發展

在中國古代海洋意識曾在諸多典籍中出現，如先秦時代《詩經》、《禮記》中
的「九州四海」天下觀、
《山海經》中則有大量的篇幅與海有關。在漢朝東方朔的
《海內十洲記》則有東海三仙山之一「瀛洲」（與蓬萊、方丈齊名，合稱三仙山）
的相關介紹。在戲曲中「八仙過海」的橋段更是深入人心。除了典籍與戲曲中的
相關紀載與作品中存在海洋意識外，在實際作為中，秦朝有徐福東渡，大規模的
海外移民，隋唐時代有日本遣唐使的到來、南海航線的開拓，宋元明時期海上貿
易的快速成長，杭州、泉州曾經因而一度獨領風騷，到了鄭和七下南洋時，可謂
海洋意識在古代中國階段達到歷史高潮。然從清朝「遷界禁海」開始，海洋意識
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加上諸多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下，沿海精華地區與港口被外國
人所控制，之後民國時期戰亂不斷，海洋意識可謂幾乎不復存在。1949 年中共建
政後，由於東西陣營冷戰，在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封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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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意識在大陸也無太大發展空間，北京當局一開始主要關心的是海防，並非無
海洋的運用、產業發展與管理等思維。
在中共建政 15 年後，1964 年，北京當局成立了大陸第一個海洋事務管理的專
門機構——國家海洋局（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SOA），正式開始對海
洋的運用有所關注，但是海洋局雖然職司海洋科研調查、海洋資源勘探等，但其
具體事務卻是由中國海軍代為管理，這意味著當時北京當局首要關注依舊是國
防，海洋資源的探勘與研究只是一個附帶與從屬的次要任務，而這一階段的海洋
局並不具備專門的海洋環境管理職能，充其量只是海軍下轄的科研單位，海洋環
境管理大多是由陸上相關職能部門兼管，條條塊塊分立，並沒有形成完整、健全
的海洋環境管理體制，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後才出現變化。
改革開放後，基於經濟發展需求，海洋意識開始在中國大陸獲得發展空間，
相應的隨著海洋意識的逐漸發展，在行政體制上也開始出現明顯的發展。1980 年
國家計委、科委等五部委聯合開展的全國海岸帶和海塗資源綜合調查工作，讓大
陸各界開始關注海洋環境綜合管理的重要，相應的沿海各地方省市也陸續成立專
司海洋環境管理的機構。1982 年《海洋環境保護法》的頒佈，更是讓海洋意識的
發展在大陸獲得法律的支持與各界的關注，海洋管理與發展工作開始受到重視。
經過 6 年的發展，在 198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時，國家海洋局正式獨立，被賦予了
海洋綜合管理的職能，負責全國的海洋環境保護與監督等工作，擺脫了過去附屬
在海軍底下的堪尬角色。同年，大陸也設立了海南省，負責管理南海諸島，充分
凸顯出北京當局的心態，已經不再是單純關注海洋戰爭，而是轉到保衛海洋領土
主權完整、維護海洋權益上。10 年後，國家海洋局於 1998 年，由國務院直屬局被
整併為國土資源部的直屬部門，徹底擺脫過去名不正言不順的行政歸屬，也將單
位職能與屬性獲得進一步的集中與明確。
這次的體制改革，意味著海洋國土觀念的登場，海洋的重要性大大獲得提升，
然而此階段的大陸海洋管理是政出多門，各單位管理權限混亂與重疊，除了國家
海洋局（中國海監-行政執法權）外，還有農業部漁業局（中國漁政-行政執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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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海警支隊（中國海警-刑事執法權）
、交通部海事局、救撈局（中
國海巡），以及隸屬中國海關的海上緝私隊（刑事執法權），因此外界對此有「九
龍鬧海」之評。

二、

海洋戰略思維的提出--海洋強國戰略的建構

海洋意識在中國大陸的真正扎根與茁壯，主要是北京當局在意識形態上有了
明確的轉變與提倡後才開始出現，而這個轉變的關鍵便是海洋強國戰略的提出！
2012 年 11 月 8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上，時任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章節裡，正式提出「建設海洋
強國」的目標。報告中提出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
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
，這是海洋強國概念首次出
現的中共全代會報告中（在此之前十六大報告提出的是「實施海洋開發」的戰略
部署）
，此舉除了宣告海洋強國成為北京當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也意味著海洋
意識獲得廣大的發展空間與支持力度478。
2013 年 7 月 30 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講話中進一步
表示：
「我國海洋事業總體上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這些成就為我們建設
海洋強國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們要著眼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域，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陸海統籌，堅持走依海富國、以海強國、人海和諧、合
作共贏的發展道路，通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方式，扎實推進海洋強國建設。」
並進一步提出四要，分別是「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著力推動海洋經濟向品
質效益型轉變」;「要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著力推動海洋開發方式向循環利用型轉
變」;「要發展海洋科學技術，著力推動海洋科技向創新引領型轉變」;「要維護
國家海洋權益，著力推動海洋維權向統籌兼顧型轉變」
。這是北京當局對於海洋強
國戰略首次具體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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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報告中也再次強調，
「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海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依
托和載體，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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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報告提出海洋強國戰略的指引下，隔（2013）年 3 月，第十二屆全
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將國家海洋局、
中國海監總隊、公安邊防海警部隊、農業部中國漁政、海關總署海上緝私警察，
五支隊伍合併，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國家海洋局以「中國海警局」名義對外進
行海上執法（2013 年 7 月 22 日，國家海洋局和中國海警局正式掛牌，中國海警局
正式成立)，除原行政指導關係外，同時也接受公安部的業務指導。人事上，中國
海警局局長由公安部分管海警工作的正部級副部長兼任，政委由海洋局局長兼
任，兩單位交叉配置。重組后的國家海洋局的主要職責是，擬訂海洋發展規劃，
實施海上維權執法，監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環境保護等。此一改革正式結束大
陸海上多部門執法的時代，至此，大陸海洋管理與執法單位從此簡化為海警局和
海事局兩大執法隊伍，外界稱之為「二龍治水」。
此一體制改革，除了事權統一外，在執法上也解決了過去大陸海洋事務管理
困境。過去擁有刑事執法權的海關緝私警察和公安邊防海警，由於欠缺大型船舶，
故主要在近岸沿海執法。而擁有大型船舶的中國海監和中國漁政，雖然可以到遠
海執行行動，但是卻僅有行政執法權，無法對外國船舶行使刑事執法權。這樣的
格局導致中國大陸在海洋權益的捍衛上受到相當的侷限。透過此次的體制改革，
除了解決五龍鬧海外，也讓大陸海上執法體系的裝備與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建立
統一的管理和指揮體系，大大提高了大陸海洋事務的管理與執法能力。
而在職能、配備與資源都獲得大大優化後，大陸的海警局開始走出大陸近海
區域，積極參與國際海洋事務，也積極維護大陸的海洋權益，引發諸多衝突。前
者如 2014 年 3 月 4 日，馬來西亞航空 MH370 班機墜毀事件，中國海警便前往南海
海域參與協助搜救；2015 年 5 月中國海警則首次參加了東協地區的救災演習。後
者如 2014 年 3 月，在南海仁愛礁附近，中國海警船試圖驅趕菲律賓漁船，引發雙
方衝突。又如 2015 年 6 月，中國海警船與馬來西亞海軍艦隻在瓊台礁海域發生對
峙，此後類似衝突事件不斷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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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前中國大陸的海洋管理制度
海上強國戰略的提出，建構了中國大陸在海洋事務上的指導意識形態，也引
導了中國海洋管理體制的發展，2013 年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後，大陸的海洋執法
能量的確獲得大大提高。然而隨著南海衝突的升高，中美對峙氛圍的惡化，促使
北京當局再度省思與檢討海洋管理體制，核心思考是如何在進一步提高中國海警
執法能力的同時，能夠避免動用解放軍海軍、過度刺激周邊相關海域國家的困擾，
而美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USCG）的運作模式，便成為大
陸的效法對象。
美國海岸防衛隊是美國專門的海事部隊，專責處理各類海事執法事宜及執行
聯邦管制規定，不僅在 12 哩領海內執法，也在國際水域執法，是美國正規部隊之
一。其源頭可以追溯至 1790 年的美國海關緝私局，期間管轄單位多次更迭，曾經
歸屬於海軍部、財政部、運輸部，自 2003 年開始劃歸國土安全部管轄（和平時期）
，
如有緊急狀況，總統可下令將部隊移交美國海軍部指揮。海岸防衛隊係唯一被美
國國會授權於和平時期扮演執法角色的美國武裝部隊。
擁有正規部隊戰力，卻有執法單位社會形象的美國海岸防衛隊，對於北京當
局無疑是一個最佳學習對象！因此，2018 年大陸海洋管理體制再次出現巨大變
革，在當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中，國家海洋局被正式撤銷，僅保留牌子。根據《國務院
機構改革方案》規定：「組建自然資源部。將國土資源部的職責，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的組織編制主體功能區規劃職責，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城鄉規劃管理職
責，水利部的水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農業部的草原資源調查和確權登
記管理職責，國家林業局的森林、濕地等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國家海
洋局的職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的職責整合，組建自然資源部，作為國務院組
成部門。自然資源部對外保留國家海洋局牌子。不再保留國土資源部、國家海洋
局、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
此一改革將國家海洋局原有的研究、管理等職能交由自然資源部承接，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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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執法的職能則轉由武警全部吸收。在同年 6 月 22 日，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
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
定》
，正式確認將海警隊伍整體劃歸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領導指揮，組建成中國
人民武裝員警部隊海警總隊，對外稱中國海警局，由中國海警局統一履行海上維
權執法職責。
武警（全稱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PAP）是中國大陸武裝力量的組成部分之一，前身為中國人民公安中央縱
隊，和公安（警察）不同的是，武警與解放軍一樣完全實行軍事化管理，平時主
要擔負執勤、處置突發事件、反恐怖、參加和支援國家經濟建設等任務，戰時配
合解放軍進行防衛作戰，是准軍事化的武裝力量。2018 年納入海警後，武警部隊
的主要任務調整成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海上維權執法、防衛作戰三項。
此次武警改革，核心動機固然是為了進行反腐肅貪、剷除舊勢力、防範中央機構
或地方政府不當使用武警部隊等，但從海洋事務角度來看，海警改隸武警後，意
味著海警部隊的准軍事化，且武警直接接受中央軍委會的領導，對中國海警除了
是領導位階的提高、資源分配獲得確保外，也意味中國海警局的運作文化將朝著
軍事化發展。
轉隸屬武警的中國海警局，下設三分局，分別是中國海警局北海分局（北海
海區指揮部）
、中國海警局東海分局（東海海區指揮部）
、中國海警局南海分局（南
海海區指揮部）
。在各分局下，原省級海警總隊調整為武警各省級海警支隊，加掛
各省海警局牌子，由各分局（海區指揮部)指揮。

四、結論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隨著海洋意識在中國大陸內部逐漸地提
升與深化，大陸海洋管理體制也隨之逐步調整與改革（參見下圖)，從 1964 年的
建立隸屬於海軍的國家海洋局開始，1988 年獨立成為海洋管理機構，到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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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土概念出現，被整併進入國土資源部，其單位的特性與定位，乃至於管理
權責，在此一發展過程中不斷獲得理順與深化。

2013

而.隨著海洋戰略思維的明確化、海洋強國戰略的提出後，若要落實習近平對
海洋強國戰略的設想，要落實前述的「四要」
，強而有力的海洋管理單位與部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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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關鍵，因而有 2013 年的改革（參見上圖)，將過去多頭馬車式海洋管理單
位合併為單一部隊的作法，也實現了職能合一、資源配置優化的正向發展。之後
為因應中美對抗、南海衝突等議題，大陸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海洋執法管理單位，
又要避免派出解放軍引發周邊各國反彈的困擾，再配合其國內武警改革的需求，
而有了中國海警劃歸武警部隊的作法（參見下圖)。

國土資源部
國家海洋局
(公安部中國海
警局)

中央軍委會
武警部隊
海警總隊
(中國海警局)

2018

中國海警局武警化的發展，除了是准軍隊化，將導致中國海警局內部運作文
化、乃至訓練方式與執法模式都將出現極大調整，可以預見此舉將會提高中國海
警局的執法能量！而由於武警部隊直接由中央軍委會指揮，中國海警局對內在行
政位階上將獲得地位上提升，與資源分配的制高點，在對外作為上也將因為直接
獲得中央軍委會的支持，反應更為積極與具備信心，此舉將會對周邊海域國家產
生更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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