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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永續海洋與氣候變遷序

本
「臺灣與海洋研討會」為國內就海洋政策與管理議題最

為全方位且歷史悠久之會議，於2002年由黃監察委員煌

雄、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校長國添以及邱教授文彥發起，與國

內海洋有關的院校及部會共同舉辦。此種跨部會、跨學校、跨

領域的綜合性研討會，在當時屬於創舉，與會人士發表「高雄

海洋宣言」，為臺灣海洋事務擘劃重要發展方向。之後於2009

年及2014年舉辦第二與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廣泛探討

「氣候變遷適應與調適」、「海洋資源保護與復育」、「海洋

戰略與海域治理」、「海洋產業發展與文化保存」等，與會單

位、規模、參與人數更加擴大。馬前總統英九兩次親臨與會，

並宣示將成立海洋委員會落實各項海洋政策。兩次會議分別發

表「臺北海洋宣言」及「海洋臺灣行動綱領」，提供全方位且

更為深入的海洋策略與行動計畫。

近期，有感於國際間對於海洋環境與資源的關切、氣候

變遷之衝擊，包括美國三度舉辦「我們的海洋高峰會」引領全

球海洋保護。面對國內海洋治理情勢之發展、海洋委員會成立

在即，我們催生於9月3日、4日舉辦「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

會」，聚焦於 （一）藍色經濟、（二）海洋教科文、（三）海

洋保育、（四）海岸管理、（五）永續海洋政策與管理等五項

議題，並獲得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文化部、科

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東

大學等單位支持。為充分掌握國際海洋保護趨勢，特邀請聯合

國糧農組織前助理祕書長日籍野村一郎先生、韓國海洋科技研

究所海洋廢棄物專家Shim研究員，並與美國在台協會（AIT）

合作，邀請美國環保署顧問Gilinsky博士以及羅德島大學海洋

事務系Thompson教授，共同分享全球海洋保護與治理之趨勢。

其次，本次研討會增設「NGOs與青年論壇」，邀請NGOs與

年輕人在會中發聲、讓他們分享參與海洋事務的經歷並表達對

於臺灣海洋未來發展的期待。周邊並有海洋研究設備與科普書

籍展示、社群媒體滔滔分享等。

本次會議目標在於匯集國內外各海洋事務領域之產官學部

門，借鑑國外經驗與成功案例，共同為臺灣當前複雜的海洋議

題尋找策略方向。本次會議最終提出乙套「永續海洋行動呼籲

（2016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作為政府未

來發展海洋的建言。

臺灣研究基金會	 黃煌雄	創辦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張清風	校　長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邱文彥	 教　授

	 黃向文	 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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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會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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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 專題演講
062 1.  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成因、影響與行動

Ocean Acidification: Causes, Impacts, and 
Actions

071 2.  藍色經濟的契機及與日俱增的脆弱性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ing 
Vulnerabilities in the Blue Economy

080 3. 當我們的海洋塑膠回來復仇
  Revenge of Our Plastics Gone to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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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ard Sustainable World Fis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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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spects of Resourc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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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藍色經濟與海洋產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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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益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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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日（周六） 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前瞻廳
0830-0900 報到

0900-0940
開幕表演
貴賓致詞

合照
0940-1000 茶敘

1000-1210

專題演講

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成因、影響與行動
Ocean Acidification: Causes, Impacts, and Actions
Dr. Ellen Gilinsky, Senior Policy Advisor
Office of Water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藍色經濟的契機及與日俱增的脆弱性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ing Vulnerabilities in the 
Blue Economy
Dr. Robert Thompson, Chair, Department of Marine Affair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當我們的海洋塑膠回來復仇
Revenge of Our Plastics Gone to the Ocean
Dr. Won-Joon Shim,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Korea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邁向全球永續漁業 – 資源利用的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
Toward Sustainable World Fisheries- Balanc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Resource Use
Dr. Ichiro Nomura, Former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isheries 
and Aquacuture Depart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f the United Nations, 
Japan

1210-1300 午餐

1300-1450 議題一  藍色經濟 主持人： 國家發展委員會 曾旭正 副主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陳吉仲 副主委*
  （*由行政院 沙志一 顧問代理主持）

主題 單位 發表人

1300-1315 海洋經濟
整合發展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土與離島發展處

郭翡玉 處長*

張明芳 科長

1315-1330 藍色經濟與
海洋產業布局

國立成功大學
能源科技與策略

研究中心 
張桂肇 博士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

管理研究所 
劉文宏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海洋科技與事務

研究所 
陳璋玲 副教授

1330-1345 海洋復育與
社區參與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
都市設計學系 江益璋 助理教授

1345-1400 綠色港灣與
航運發展 臺灣港務公司勞安處 張雅富 資深處長

1400-1415
臺灣離岸風電

推動政策與
未來展望

經濟部工研院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

推動辦公室
胡斯遠 主任

1415-1450 討論
1450-1510 茶敘

1510-1700
議題二 海洋科學、教育與文化
主持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李健全 講座教授
 正修科技大學 方力行 講座教授

主題 單位 發表人

1510-1525
臺灣海洋科學

研究成果及
中長程研究方向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謝志豪 教授*
詹　森 教授
魏慶琳 教授
喬凌雲 教授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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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540 海洋專業
人才培育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吳靖國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教育研究所 嚴佳代 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呂江泉 系主任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林鑫堉 董事長
湧升海洋企業 徐承堉 創辦人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
會全國聯合會 許洪烈 秘書長

1540-1555 海洋通識
教育的推廣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展示教育組 陳麗淑 主任

1555-1610 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與再利用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施國隆 局長

1610-1625

臺灣與南島—
臺灣原住民族的

海洋文化與
南島外交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楊政賢 助理教授

1625-1700 討論

2016年9月4日（周日） 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前瞻廳
0830-0900 報到

0900-1020 議題三 海洋保育 主持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詹順貴 副署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邵廣昭 講座教授

主題 單位 發表人

0900-0915
國家公園海洋
保育的回顧與

前瞻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
公園管理處 陳信宏 技士*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岱穎 技士

0915-0930
超越你丟我撿？

潔淨海洋的
挑戰與機會

荒野保護協會 胡介申
海洋守護專員

0930-0945
臺灣海洋漁業

資源面臨的
問題與挑戰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黃向文 教授*
王世斌 助理教授
王勝平 教授
呂學榮 教授
陳志炘 副教授
廖正信 教授
劉光明 教授
蘇楠傑 助理教授

0945-1000 望海巷潮境
資源保育區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蔡馥嚀 科長

1000-1020 討論
1020-1030 茶敘

1030-1210 議題四 海域與海岸管理 主持人： 內政部 林慈玲 次長 
  國立中山大學 胡念祖 所長

主題 單位 發表人

1030-1045
臺灣海域空間規
劃經驗分享與永

續發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簡連貴 教授*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許智翔
地理資訊部技師

內政部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林秉勳 組長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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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00 海岸管理法的施
行與展望 內政部營建署 廖文弘 科長

1100-1115
海岸地區碳匯的
量測與管理－以
七股海岸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張揚祺 教授
夏沛亞 博士
邱章傑 研究生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 林子平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林幸助 特聘教授* 

1115-1130
臺灣海嘯之
研究進展與

災害防治之道

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吳祚任 所長

1130-1145

海洋觀光遊憩-
以東北角暨

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為例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
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方正光 處長*

方瓊逸 課員

1145-1210 討論
1210-1320 午餐

1320-1440 NGOs與青年論壇 主持人： 陳曼麗 立法委員
  賴榮孝 荒野保護協會前理事長
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 翁珍聖執行長、台大海洋所 杜貞儀博士
生、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郭兆偉秘書長、海龍王愛地
球協會 林愛龍理事長、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徐承堉創辦人、嘉義大
學生物資源系 楊明哲博士後研究員、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
秋晨環境解說員、臺北科技大學資工系 劉秀雯工程師、海洋巡防總
局第五(高雄)海巡隊 曹宏維分隊長、臺灣海洋大學 廖君珮博士生

1440-1500 茶敘

1500-1710
議題五 永續海洋政策與管理
主持人：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邱文彥 教授
 賴瑞隆 立法委員

1 永續海洋發展政策綱領 相關部會長官、
立法委員、NGOs、
地方政府、
地方社區、產業界

2 海洋政策方向
3 國際合作亮點

會議產出 行動呼籲 (Call for Actions）
1710-1730 閉幕

議程

張
校長、邱委員還有本次籌備會議的黃向文教授，在場各

位貴賓、各位發表人、主持人、與談人以及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與同好，大家早安。第一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於2002

年舉辦，距離今天已經有14年，那時候在高雄舉辦，本來陳水

扁總統準備參加，他的國安團隊已經檢查現場，不過當天因為

颱風所以沒辦法到，由當時的高雄市長謝長廷代表致詞。那個

會議發表了高雄宣言，之後在邱文彥教授努力之下，也出版了

四本有關海洋研討會的書籍，我因為深入走訪全國三分之一以

上港口和漁村的「海洋與臺灣相關課題總體檢」調查報告，於

2004年完成，報告全文超過二十萬字，「將理念與實際的落

差」，「做一個全盤性的檢討與省思」。

2009第二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就在這個地方舉行，會後

也出版了3本有關海洋與臺灣的書籍，2014第三屆海洋與臺灣

研討會也在這個地方舉行，會後也出版了3本海洋與臺灣的書

籍，所以今天是第四屆，前面三屆出版了10本書，發表了高雄

宣言、臺北海洋宣言以及海洋臺灣行動綱領，就在我們站的這

個地方，馬英九總統兩次都參加，其中有一次，就在這裡，那

時候我們呼籲，我說大家催生已久的海洋委員會，這個法已經

送到立法院去幾年了，就是產生不了，那時候我引用羅斯福過

開幕致詞（一）
黃煌雄  臺灣研究基金會/ 研討會創辦人

第四屆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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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時，邱吉爾所講的話，因為聯合國已經快要產生了，所以邱

吉爾說「羅斯福聽到勝利的聲音，看到勝利的翅膀」，我們心

靈上對海洋委員會心情是一樣的，聽到勝利的聲音，看到勝利

的翅膀，還沒誕生，什麼樣子也不知道。

去年，應該給邱文彥委員一個掌聲，一個法案的通過，

沒有人現場把關、協調是很辛苦的，在他的全力關注跟努力之

下，海洋委員會終於誕生下來，這應該是所有海洋界推動中央

部會成立非常關鍵、歷史性的一刻，但是海洋委員會誕生到現

在，公布了，法案也通過了將近一年，本來我們擔心只聽到勝

利的聲音，看到勝利的翅膀，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

樓梯響了，人也下來了，條文也有了，也正式公布了，但是這

個單位現在還在那裡。所以海洋界如果說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從

1996年開始，就有海洋臺灣的呼聲、就有海洋立國的呼聲，

然後又有海洋興國的呼聲，然後海洋委員會成立了，經過了20

年，海洋界的努力也夠了，我認為這個會議希望在大家共同努

力下，盡快讓已經立法通過，已經正式公佈的海委會能儘早誕

生、儘早實現。

剛才與邱委員講，希望這一屆是最後一屆，以後由海洋

委員會來主辦，在這過程共同參與過的人一定都會很高興，如

果海洋委員會有那麼一天承接起大家期待已久，我認為他應該

克盡職責，將海洋臺灣引導到新的方向，這個單位來主辦大家

應非常高興。這些年來我的體認是，不僅要從臺灣看世界，也

要從世界看臺灣，除了要有歷史觀、國際觀之外，這幾次會議

一個很重要的印象跟效果，就是倡導海洋觀。希望大家期待已

久的海洋委員會盡早在大家努力之下讓他實現，我認為不會比

以前催生更困難，20年都過去了，「見影不見人，以前沒影沒

人，現在是有影，人在哪？」現在世界變化很快，整個海洋變

化也很快，我們應該有共同責任，盡快讓催生已久的海洋委員

會盡早實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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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敬的黃創辦人也是我們前監察委員，還有著墨在很多海

洋議題的邱文彥教授、海巡署林處長、各位貴賓、各位

好友，以及所有關心臺灣海洋發展的先進朋友們大家早。

藉由八斗高中的原住民舞蹈，把我們高昂的情緒都提升起

來，不過剛才聽黃創辦人語重心長的呼籲，讓我們心情又沉靜

下來。非常敬佩我們黃創辦人，難得看到這樣熱愛臺灣、熱愛

海洋的先進，長期奔波、催生、推動臺灣與海洋國家的方向、

精神，這是我此生從未看過的，我們給黃委員最熱烈掌聲謝謝

他。另外也要提到邱文彥教授，盡心盡力的在立法院一屆任期

內通過十餘項法案，包括催生海洋委員會組織法，非常的不簡

單。如同黃創辦人所講，這個成就恐怕是前無來者，也希望後

輩能超越。在此謹對黃委員與邱教授表達崇高的尊敬。

我們的海洋非常重要，占全球表面積70.8%，不管是生物、

非生物資源，都蘊藏所有人類的未來。土地的開發已接近耗

竭，海洋則是我們的現在跟未來。海洋也面對許多問題，這就

是為什麼這個研討會從第一屆至今持續辦理。海洋所面對的問

題不容易克服，卻也不得不面對。包括資源管理、海洋汙染、

全球環境變遷、生物多樣性減少與過度捕撈等問題，都需要我

們去面對。臺灣是一個海洋國家，海岸線全長有1,700餘公里，

超過一百個的島嶼。在今天，面臨海權、主權與漁權等問題，

有東海、南海等爭議，諸多錯綜複雜的問題，願在此與黃委員

一起呼籲，不能只以口號談海洋，一定要落實政策跟行動。

在此也向各位報告，非常謝謝黃向文所長與邱文彥教授的

努力，在黃委員指導之下舉辦這個會議，並邀請來自美國環保

署、羅德島大學的教授、來自日本的野村一郎教授以及韓國的

沈教授，藉由國外的觀點，共同討論臺灣面臨的問題。

臺灣海洋大學這些年來非常重視海洋議題，在全球各大學

中堪稱相關科系最為完整者。我們一向以海洋、海事、水產為

最大的特色，對海洋法政事務、海洋科技發展、人才培育、海

洋產業、海洋文化、海洋教育的發展不遺餘力。

我在此也特別呼籲，這次議題包含藍色經濟、海洋科學教

育人才培育、海洋保育相關議題，都非常重要，非常感謝這次

研討會有這些重要主題規劃，希望能真正落實海洋國家，期待

海洋委員會、海洋部能盡快成立，整合臺灣海洋力量，讓海洋

國家能真正運行往前走。再次感謝所有規劃人及這麼多關心海

洋議題的好朋友能來參加，也祝今天的會議成功，產出好的結

論，提供政府各單位好的方針，祝各位身體健康，祝大會順利

成功。

開幕致詞（二）
張清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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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基金會創辦人，也是我長期學習的前輩，黃煌雄前監

委、張校長、林處長、邱教授，還有來自美國羅德島大

學的Thompson教授、以及其他國際友人，感謝您們遠道來參加

本次會議。

就在前兩天，由環保署長期贊助、臺灣海洋大學主辦的

APEC海洋環境保護的企業與私人圓桌會議，已經舉辦第17

屆，非常感謝張校長以及海大的教授們。太平洋是全世界最大

的海洋，APEC意指Asia-Pacific，也就是環太平洋的組織。今

天舉辦的海洋與臺灣研討會迄今已經四屆，臺灣做為一個海洋

國家，過去因為各種歷史因素，和海洋的距離比較遠，經過幾

十年不斷的推廣，現在各種海洋、海岸遊憩行為非常普遍，遠

洋漁業也非常發達。大眾必須從近海、親海，也就是所謂的樂

水、愛海，如此，整個社會國家和海洋的關係才會密切。

除此之外，我們也通過很多相關法案。以環保署來講，最

近比較具爭議的美麗灣開發案，整個社會對此難以接受。過去

大家可能不介意，但現在海岸管理法已經通過，海岸、海灘絕

對屬於全民，不能夠有任何一個個人占有或壟斷，就像海角七

號講的，山也BOT，海也BOT，這樣的事情現在不可能發生。

還有許多工作，例如海洋保育工作，我個人在上上禮拜到澎湖

縣，和澎湖縣長陳光復以及澎湖立委楊曜談妥，預計從明年開

始要連續幾年投入四千萬，清理澎湖的內灣，包括漁網、瓶瓶

罐罐，以迎接後年的世界美麗海灣的國際會議。美麗海灣的國

際會議，今年在巴西舉辦，明年在巴黎舉辦，而後年，澎湖打

敗了巴塞隆納，將在澎湖舉辦。還有許多海洋遊憩活動，例如

在海岸邊辦雕塑展、辦音樂祭，都是親近海洋的方法。很多和

海洋相關的議題，不管是保育、永續、環境，都是我們應該要

關切的。謝謝大家關注這些議題，也謝謝主辦單位，謝謝黃前

監委、校長、以及主辦單位。讓我們一起來守護海洋、守護臺

灣、守護海洋和臺灣，謝謝大家。

開幕致詞（三）
李應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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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創辦人煌雄、張校長清風、邱教授文彥、各部會代表，

以及各位與會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應邀參加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所辦理之「第4屆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我們知道，自2002年第一屆辦理迄今，

歷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之舉辦除為海洋界年度盛事外，更

邀集國內外產、官、學界精英共同探討，並在12年間陸續發

表「高雄海洋宣言」、「臺北海洋宣言」及「臺灣海洋行動綱

領」，每屆文件產出都是引領臺灣海洋發展的重要先行指標，

期許透過本次研討會「藍色經濟」、「海洋科學、教育與文

化」、「海洋保育」、「海域與海岸管理」、「永續海洋政策

與管理」等五大議題討論，凝聚共識產出「2016行動呼籲」，

為臺灣海洋未來發展建立新的里程碑，在此對於主辦單位及所

有參與人員的用心，表達由衷感佩。

臺灣約佔地球陸地面積的萬分之二點五，但附近海域卻擁

有全球十分之ㄧ以上的海洋物種，這是臺灣非常重要且寶貴的

自然資產。近年韓國、印尼、歐盟及美國等國家紛紛倡導「藍

色經濟」的重要。臺灣以海洋國家自許，天然資源得天獨厚，

造船業、航運業、遠洋漁業均具有國際競爭力，而海洋遊憩

業、海洋深層水、海洋能源、海洋科技、海洋文化創意等海洋

產業，更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亮點。為開創我國海洋發展利基，

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應掌握國際藍色經濟之發展趨勢與主流思

潮，同時與全球或區域研究機關、組織建立合作關係與管道，

為未來海洋政策規劃奠定良好根基。

本次研討會所提到的「海洋教育」，包含「海洋專業人才

培育」及「海洋普及教育的推廣」，也是當前政府重點工作之

一。誠如總統於處理南海複雜議題四點原則、五項作法所提示

的「鼓勵海洋法研究人才，強化國家因應國際法律議題時的能

量」，應廣泛招募海洋人才，參與海洋事務，唯有改變年輕世

代，才能產生改變海洋的力量；另透過海洋教育的推廣，培養

國人對於藍色國土的濃厚情感，建立正確的海洋觀，期使國人

能夠深切體認海洋權益、海洋環境、生態保育與資源永續之重

要性。

另鑑於臺灣周邊海洋資源，在人為過度撈捕或開發利用

下，已遭到嚴重破壞，為兼顧生態平衡及環境的永續與發展，

近期我國完成國土計畫法、濕地保育法及海岸管理法之立法，

將海域間高危害之潛勢或敏感地區納入規範，未來輔以復育及

減少開發等作為，應可保留及恢復過往海洋生機。此外，政府

於96年10月4日成立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已有東沙環礁及

開幕致詞（四）
林欽隆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企劃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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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南方四島兩個國家海洋公園，未來藉由國家公園廣設

及海洋保護區劃設，賡續推動海洋資源調查及保育工作，將有

助於海洋整體環境之永續與發展。

海洋是臺灣生存發展的利基，更是國土安全的重要防線。

為統一海岸巡防事權及有效管理海域，我國於民國89年1月28

日成立部會層級的海域執法機關「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本署

成立初期，以查緝走私偷渡、救生救難為首要任務，惟隨著近

年國際海洋情勢發展，各國莫不積極主張海洋權益，而我國與

鄰近國家因專屬經濟海域重疊，特別是釣魚臺海域、南海主權

衍生諸多爭議，「捍衛主權、漁權」更成為本署施政重點，而

近期為確保資源永續，推廣保育海洋觀念，並回應輿情民意，

於本（105）年6月17日策訂「用行動守護海洋資源-海洋保育

動員計畫」，內容包含規劃海洋保護活動、傾聽溝通凝聚共

識、籌組保育顧問團隊、建立保育網頁平臺、網路媒體互動行

銷等事項，期能為守護海洋環境及生態克盡心力，也期許未來

配合組織改造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後，能夠發揮整合協調功

效，透過政策引導中央與地方齊心努力，以鞏固海洋永續發展

基盤。

最後，預祝本次研討會順利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Dr. Ellen GILINSKY, Dr. Robert THOMPSON, Dr. Ichiro 

NOMURA, Dr. Won Joon SHIM, 臺灣研究學會黃煌雄創

辦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各位貴賓、各政府機

關、學術機構、民間團體和產業界的代表們，大家早安，大家

好！

我們都知道，第一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發表的《高雄

宣言》，第二屆的《臺北宣言》，以及第三屆發表的《海洋臺

灣行動綱領》，都是臺灣推動海洋事務重要的政策方針。近15

年來大家共同的努力，我們喚醒了臺灣海洋的意識，爭取政府

對於海洋的重視，催生了許多重要的海洋白皮書，也提供了海

洋永續經營的新方向。

依據歷屆參與者提供的寶貴意見，過去四年，我在立法

院十分努力，起草與通過了共十餘項法律，包括：「海洋委員

會」丶「海巡署」丶「海洋保育署」丶「國家海洋研究院」等

組織四法；《國土計畫法》丶《海岸管理法》丶《濕地保育

法》等國土三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及《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法》等攸關海洋事務、國土保育和永續發展的重要

法案。我們的確「聽到了勝利的號角響起」，似乎也看到了國

家的新希望。

開幕致詞（五）
邱文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
 管理研究所 / 研討會共同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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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屆研討會開幕時，黃煌雄創辦人致詞的最後一句

話，是希望「於馬總統任內，正式誕生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

個海洋委員會」。雖然依據歷屆會議結論，海洋界努力向前；

同時在各朝野黨派合力之下，我們在立法院通過「海洋委員

會」組織四法，馬政府也預定在今（2016）年7月4日成立海洋

委員會；然而，新政府甫一上任，卻廢止了這項施行日期，也

沒有明確的、後續的政策方向，使得海洋界十分失望，臺灣海

洋事務的推動，也遭到嚴重的延滯。

然而，從最近的國內外情勢來看，海洋保育，風起雲

湧，永續發展和海洋事務的腳步更加緊蹙。例如，2015年，

聯合國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尋求溫室氣體

減量，以有效應對氣候變遷；通過了《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中第14項目

標，呼籲「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確保人類的永續

發展。」《防制非法、未報告、不受管制漁業之港口國協定》

於2016年生效，呼籲各國合作對抗非法漁捕。我們也看到了美

國政府將在9月14-15日舉辦「我們的海洋研討會（Our Ocean 

Conference）」，歐巴馬總統最近也宣布將夏威夷海洋保護區

的面積擴大為15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臺灣的41倍大。印尼自

2014年起大力掃蕩非法作業的外籍漁船，歐盟也公布〈共同

漁業政策〉，強化漁船管理，並透過貿易措施促使其他國家加

強漁業管理等，在在顯示國際間重視海洋的趨勢和決心。雖然

我國立法院通過「漁業三法」，回應歐盟對臺灣遠洋漁業祭

出的黃牌；但前不久，綠島漁民射殺龍王鯛，引起軒然大波；

政府準備大力發展海上風力，卻不見在3-12浬藍色國土有《海

域管理法》的制定和通盤的「海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

在國際情勢波譎雲詭，海洋主管機關設立延滯、國內立

法初具的情況下，我們理解，海洋事務下一階段的挑戰，將在

於如何落實相關法令、維護國家權益、保護海洋生態與環境，

並強化官學產界和國際合作，增進全民福祉，從而開創藍海新

局。因此我們認為，在既有的基礎上，海洋事務仍然必須繼續

推動。尤其新政府剛成立百日，我們寄望海洋相關部會能有新

的政策丶新的規劃丶新的格局和新的氣象。因此，我們從一年

前開始籌劃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本次會議延續了歷屆催生政策綱領的做法，但更著重

與延伸了幾項特色。第一，本次會議特別感謝美國在台協會

（AIT），在與AIT合作之下，我們邀請到美國環保署顧問Dr. 

Ellen Gilinsky、羅德島大學海洋事務系主任Robert Thompson、

以及韓國科學院海洋廢棄物研究首席科學家Won Joon Shim、

聯合國糧農組織前助理祕書長野村一郎 （Dr. Ichiro Nomura）

等，與大眾分享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藍色經濟、海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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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續漁業四項議題的國際趨勢與挑戰，同時首度展開了國際

合作的平臺。我們希望這個研討會，能由純粹國內事務的討

論，將臺灣傑出的海洋研究與海洋事務的成果，分享國際，逐

步成為臺灣的亮點計畫，同時和美方或國際社會共同合作，協

力解決區域的海洋問題。

第二，這次會議特別安排「跨世代」的討論，9月4日下午

的「NGOs與青年論壇」，邀請長期參與海洋保育工作的環保

團體、青年世代，分享他們努力的心得，並表達對於海洋國家

的願景。

第三，持續推動「產官學研民、跨領域與部會合作」，

我們邀請到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曾旭正、農業委員會副主委

陳吉仲、環境保護署副署長詹順貴、內政部次長林慈玲等四

位次長，海巡署、教育部、交通部等許多長官，以及各領域

的專家學者們，共同研討（一）藍色經濟、（二）海洋教科

文、（三）海洋保育、（四）海岸管理四項議題，計有44位

來自產官學界代表，發表海洋重要論文19篇，這次研討會報

名人數也超過270人。最後一場次，將依據大家的建議，發表

《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2016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和數項亮點計畫，做為未來國內事務和國際合作的

指引；希望大家堅持到最後，共襄盛舉。

「潮來潮往、生生不息。」陳水扁總統曾經說過，「海洋

不是人類足跡的終點，而是無限視野的延伸。」希望設立「海

洋事務部」；馬英九總統曾倡議「藍色革命、海洋興國」，設

立「海洋部」；蔡英文總統也在競選期間，發表過海洋政策。

我們希望海洋事務不能被侷限，被冷落，當成選舉語言，甚至

漠然對待。我相信，我們願意給新政府一些調整的時間，但至

盼海洋界設立主管機關和推動海洋事務的期待，不致落空。誠

如黃創辦人所言，希望這一屆是最後一次由學術機構和民間團

體發起的「海洋與臺灣研討會」，以後由海洋委員會或海洋部

繼續主辦。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一直是歷屆「海洋與臺灣研討

會」追求的目標。「海洋臺灣」，依我的解讀，「海洋」是形

容詞，「臺灣」是名詞，也就是「海洋的臺灣」，一個具有遠

見、魄力、智慧和海洋特質的偉大國家；我們深信，親近海

洋、瞭解海洋、愛護海洋、明智利用海洋，勇敢接納改變，大

步邁向海洋的臺灣，才能夠永續發展。敬愛的關心海洋的朋友

們，讓我們繼續努力，改變臺灣，共同開創臺灣藍色國土的新

希望、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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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會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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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回顧第一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始自2002年，由黃監察委員煌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李校長國添及邱教授文彥策劃，與各界共同發表

「高雄海洋宣言」，臚列二十項行動綱領。回應國際海洋治理情勢以

及該宣言，政府於2004年成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6年公布

《海洋政策白皮書》、2007 年公布《海洋教育白皮書》、臺灣海洋大

學、中山大學和成功大學等陸續設立海洋事務研究所。之後，「第二

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於2009年在臺北舉辦，針對氣候變遷與衝擊適

應、海洋保護與資源復育、航運貿易與港灣再造、海洋科技與創新發

展、海洋產業與策略選擇、海洋教育與人才培育以及水下考古與文化

資產保存等七項議題分項研議，並通過「臺北海洋宣言」，囊括27項

建議。2014年2月，第三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於臺北召開，

該次會議通過《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針對七類海洋議題提出

35項行動。之後，臺灣的海洋事務在法制面足有進展，包含2013年6

月通過《濕地保育法》、2015年1月通過《海岸管理法》、2015年12

月通過《國土計畫法》。特別是2015年6月，《海洋委員會組織法》

及其下屬三機關（構）《海洋保育署組織法》、《海岸巡防署組織

法》、《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三讀通過，建構臺灣海洋專責機關

之架構與職權。

有感於國際間對於海洋環境與資源的關切、氣候變遷議題之發

展，因應新政府上任，「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於9月3日、4日

舉辦，本次邀請外籍海洋議題專家學者，期待與國際合作接軌。國內

產官學者各界針對「藍色經濟」、「海洋教科文發展」、「海洋保

育」及「海岸與海域管理」等四項重要議題發表報告，更有十位來自

關心海洋的非政府組織和熱衷海洋研究的年輕人，在大會分享其推廣

海洋教育及研究的心路歷程，令人動容。以下就重點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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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由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黃向文所長主

持，鎖定當前最迫切的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藍色經濟、海洋廢棄物

與永續漁業等四項議題。美國環保署顧問Dr. Ellen Gilinsky首先表達

海洋在生物多樣性、氣侯調節等方面的功能無庸置疑，最新的挑戰是

海洋酸化。因為工業發達、二氧化碳增加，使得海洋酸鹼度在1990年

代後快速降低，酸化對於生態系乃至人類社會經濟都將造成衝擊，包

括衝擊珊瑚礁，破壞海洋食物網，進而影響海洋養殖（特別是貝類養

殖），造成糧食安全的威脅。面臨威脅，美國積極採取八項行動，包

括1.研究其可能衝擊；2. 監控海洋化學與生物衝擊；3. 對於海洋碳循

環進行模式預測；4. 發展碳化學測量科技；5. 評估社會經濟衝擊；6. 

開幕
首先由臺灣研究基金會黃煌雄創辦人致詞，黃創辦人表示，自

2002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與各方先進盤點資源，積極推動臺

灣海洋事務發展，好似聽到臺灣海洋事務勝利的聲音，看到勝利的翅

膀，然近年情勢不穩定，海洋委員會法規通過卻懸而未定，他期盼政

府儘速推動臺灣海洋事務的發展。

海大張清風校長表示，臺灣海洋大學在海洋專業人才教育上不遺

餘力，盼望奠定臺灣海洋事務發展人才的根基。海巡署林欽隆處長表

示海巡署成立初期，以查緝走私偷渡、救生救難為首要任務，隨著近

年國際海洋情勢發展，到近期為確保資源永續，規劃海洋保護活動，

期許未來配合組織改造、成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能發揮整合協調功

效。環保署李應元署長表示，臺灣與國際間海洋保育與相關事務的接

軌不遺餘力，而對海洋垃圾的關注以及相關法令亦與時俱進，環保署

在海洋與海岸的環境維護責無旁貸。最後，邱文彥教授以「潮來潮

往、生生不息」起頭，表示陳水扁總統曾經說過，「海洋不是人類足

跡的終點，而是無限視野的延伸。」，希望設立「海洋事務部」；馬

英九總統曾倡議「藍色革命、海洋興國」，設立「海洋部」；蔡英文

總統競選期間也發表過海洋政策。我們希望海洋事務不能被侷限，至

盼海洋界設立主管機關和推動海洋事務的期待，不致落空。

專題演講



034 035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曾旭正副主委與行政院沙志一顧問共同主持。

首位講者為國家發展委員會郭翡玉處長。她表示，國發會發展藍色

經濟的角度在於推動「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透過地區整合型計

畫，帶動地區發展。目前主要以屏東東港、大鵬灣及小琉球為示範區

域，希望在發展藍色經濟的同時，也能平衡南北發展差距。

劉文宏教授從藍色經濟的定義出發，認為臺灣藍色經濟可先從產

業創新發展與產業六級化兩大方向著手，包含：（1）促進跨域整合，

增進業者與政府之夥伴關係；（2）鼓勵相關業者發展海洋知識運作技

術聯盟；（3）發展生物與醫藥保健產業；（4）透過友善海域空間規

劃，橋接離岸風能與海域使用；（5）從立法、輔導體系、基金創設

等，協助業者規劃與擬訂海洋產業六級化計畫；（6）透過藍色產業智

慧化及海洋休閒運動，形塑具有文化價值的臺灣藍色品牌；（7）經由

場域導向及跨領域課程模組設計，培育藍色經濟創新創業人才。

議題一  藍色經濟教育大眾；7. 管理整合資料，最後，則是環境法規。希望透過完整的

機制能穩健的因應海洋酸化。

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事務系主任Robert Thompson則闡述藍色經濟

的重點以及可能面臨的海洋災害等脆弱性問題，特別是航運港灣以及

風力發電等重要或發展中產業，例如美國面臨卡翠娜颶風，多達三十

個州受到衝擊，影響層面極為深遠。藉此提醒政府與民間部門，對於

天然災害（如颱風、海嘯、暴潮）可能的衝擊，應該思考對應方案，

以及適度興建相關防災設施等。

韓國科學院海洋廢棄物研究首席科學家，也是UNEP海洋廢棄物

議題顧問的Won Joon Shim博士的演講更為發人深省。他舉諸近十多年

有關海洋廢棄物的研究結果，提醒大家，人類已經進入新的「塑膠年

代」，無所不在的塑膠，造成海洋微塑膠廢棄物數量已達天文數字，

甚至快與鮪魚漁獲量等量，一張張驚人的海岸垃圾照片，不乏來自臺

灣的海岸，減塑已刻不容緩。對此，他也提出研究發展、監控、教

育、源頭減量、清除海洋垃圾與國際合作研究等六大重點。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前助理祕書長野村一郎（Dr. Ichiro 

Nomura）則就他在FAO服務十多年，所統籌各項國際漁業管理的經驗

與大家分享。讓大眾清楚了解海洋漁業與養殖漁業的發展，也從中探

討管理的重要議題與困境，包括1.資訊不足以進行資源評估；2. 漁業

資源下降；3.缺乏有效管理；4. 缺乏有效監控措施；5. 國際參與性不

足等五大問題。也因此，建議應遵循聯合國海洋法等國際規範、積極

參與國際組織、善盡船旗國責任。對於未來發展，包括公海生物多樣

性協議、底拖漁業以及混獲物種的管理、動物福利，乃至養殖漁業的

發展都是必須投注心力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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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灣海洋大學李健全講座教授與正修科技大學方力行講座教授

主持。臺灣大學海洋所謝志豪教授介紹科技部海洋學門、臺灣海洋科

技研究中心、海洋研究船及貴重儀器中心，海洋學門資料庫，以及近

期研究成果。未來的海洋研究則放在海洋環境變化、災害和資源三大

課題，研究方向多元化。而為能穩健發展，謝教授及其團隊認為三項

工作非常重要，包括：（1）新一代海洋研究船的更新與建置；（2）

海洋貴重儀器中心以及資料庫功能的強化與提升；（3）研發及引進

前瞻海域觀測儀器，例如水下滑翔觀測載具、海氣象觀測浮標、自動

化生物分析系統等。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吳靖國主任等人的報告則是回顧教育部自2013

年以來補助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的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的各項工作成

果與心得，分就海運、漁業、離岸風電、海洋休閒觀光等四個海洋重

要產業進行回顧與討論。對於海洋產業人才不足問題，吳主任建議：

（1）規劃國家海洋重點產業發展計畫，建立人才養成機制；（2）促

江益璋助理教授則以卯澳漁村為個案，運用空間型構法則模擬以

及實地觀察，認為活化漁村的本質在於透過提升低度利用空間的可視

性，促進其消費行為，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和商業模式。可同時作為因

應氣候變遷衝擊之空間策略、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化與生態景

觀維護管理，以及後續相關研究與政策擬定之參考。

臺灣港務公司張雅富資深處長表示臺灣港務公司成立後，已成功

讓高雄港等港口通過歐盟的生態港認證，在亞洲取得領先地位。未來

將持續納入地方政府、航政、環保、港務及航港產業等相關團體，加

強基礎設施與管理，共同落實綠色港埠及綠色航運之理念，讓綠色港

灣可更生態與親民。張處長建議政府部門整合海洋環保事權；建立綠

色船舶的規範；從而輔助並推動綠色港埠相關配套。

離岸風力發電的規劃與發展由經濟部工研院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

推動辦公室胡斯遠主任報告。胡主任表示為建構友善離岸風電發展環

境，政府將先開發淺海區域，選址的過程已多方考量到天然環境合宜

之水域，並排除各項保育區、濕地、電廠、工業港等區域後所決定。

目前有三家公司獲准投入，長期希望透過具經濟規模之區塊開發政

策，創造市場需求，目標在於創新產業、促成產業升級，最終使風電

成為國內高自主性的穩定能源。

議題二  海洋教科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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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詹順貴副署長與臺灣海洋大學邵廣昭講座教

授主持。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處技士陳信宏先介紹墾丁等國家海洋公園

的自然美景、面臨的汙染、遊憩壓力等破壞，進而表示就海洋保育策略

而言，政府致力於強化各海域之執法取締能量、廢汙水處理、提升海洋

油汙染緊急應變能力、棲地環境改善、復育工作、生態資源監測與研究

調查、辦理生態教育活動等七項重要工作。希望未來能進行物種、棲地

與自然生態系多樣性的調查與研究、加強海洋環境長期監測、海洋保育

推廣與海洋環境教育、推動潛在海洋型國家公園、強化海洋研究站能量

以及國際研究合作。

荒野保護協會胡介申海洋守護專員以豐富的照片介紹該協會淨灘

的成果，強調臺灣的海廢80%來自民眾日常生活，20%來自漁業活動。

建議應以源頭減量為目標，啟動產業＋民間＋政府三方的合作，包括政

府積極立法、管理；企業製造、銷售，回收；民眾則在購買、使用、丟

進跨領域海洋專業人才培育；（3）健全海洋產學合作機制，縮短學用

落差；（4）強化各教育階段學生海洋職涯試探，提升全民海洋素養。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陳麗淑主任回顧臺灣公部門、專家學者與

團體民間（NPO與NGO）在海洋通識教育的投入與進展。為讓海洋

通識教育更為順遂且廣泛的推廣，陳主任建議：（1）調查與公開海

域（水域）安全基礎資料，以提昇海域（水域）活動安全；（2）加

強收集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及人才培訓；（3）推動海岸教育活動；

（4）建立人才投入海洋普及教育的機制，包括海洋教育人員認證制

度；（5）挹注經費，將海洋教育納入環境教育推動目標；（6）建立

海洋科普分享平臺；（7）設立「里海學校」環境教育示範區。

水下文文化存與再利用由文化部文資局林炳耀副組長報告，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與管理成本所費不貲，建議（1）整合各界資源，以達經

濟效益；（2）以跨域及資訊整合模式，確保及發揮水下文化資產價

值；（3）引入正規教育和終身教育、實施獎勵補助辦法。未來應建置

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及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同時強化

國際交流，將臺灣國水下文化資產放置於世界海洋發展史的脈絡上。

楊政賢助理教授藉由海洋文化的探討來連結臺灣原住民族與世界

南島語族的文化類緣性，回顧盤點臺灣推動南島文化外交的歷史與現

況，楊教授建議：（1）積極辦理「臺灣原住民海洋文學國際語言翻譯

計畫」；（2）扶植成立「臺灣國家原住民樂舞國際展演團隊」；（3）

規劃籌設「臺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4）持續「臺灣蘭嶼與菲律

賓巴丹島跨境族群文化交流計畫」。楊教授特別表示臺灣外交處境困

頓，若能轉而探見「臺灣是世界南島語族起源地之一」的論述契機與文

化類緣的情感基礎，相信能為臺灣開展更多「南島外交」的國際空間。

議題三  海洋保育



040 041

由內政部林慈玲次長與中山大學胡念祖所長主持。簡連貴教授提

出乙份完整的臺灣海岸管理框架、現況，以及短期建議如：（1）將海

域空間規畫與管理列為政策目標；（2）建立整體性海域空間永續發展

政策與推動策略；（3）規劃海域資源調查；（4）建立海域空間使用

整合與協調機制與平臺；（5）建立指導原則；（6）建立管理原則與

競合處理機制；（7）海域空間脆弱度評估，及海域資源利用與環境風

險管理；（8）持續推動海域管理使用法制化；（9）推動海洋環境教

育與海域永續發展。中長期則建議：（1）持續推動與整合海域使用規

劃與管理制度；（2）建立統籌海洋行政主管機關（如海洋部或海洋委

員會）；（3）推動科學化整合性海域空間之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廖文弘科長說明海岸管理法通過後，

內政部已完成海岸地區範圍劃設及五項子法規，刻正展開各項海岸資

源調查規劃與資料庫建置，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擬訂；並將持續推

動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國土利用監測計畫、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

棄之餘，力行減少塑膠汙染。例如：改良民生消費品的包裝設計；推動

對產業與消費者均有誘因的塑膠減量、回收與生質能利用方案；利用環

境教育與鄉土教育扎根學校與社區，政府應速設置專案辦公室，科學調

查釐清汙染來源、組成與影響；制定水域固體廢棄物清理標準作業程

序；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臺灣海洋大學黃向文教授等學者分析臺灣遠洋與沿近海漁業的發

展，發現兩者長期處於資源下降的狀況。遠洋漁業因應國際漁業組織的

配額分配以及管理要求，必須思考如何轉型。沿近海漁業則應更積極

利用評估結果，適時採取管理措施。整體管理面而言，建議（1）整合

漁獲資料回報體系；（2）統籌規劃研究重點；（3）明確中央與地方分

工；（4）成立地區漁業管理委員會加強產官學合作；（5）運用科技落

實海洋漁業管理；（6）建立海洋保護區網絡及生態系管理。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海洋事務科蔡馥嚀科長娓娓道來望海巷潮

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的成立過程，如何在少數保育人士遊說下，到基隆市

政府積極向社區民眾、漁民說明之後，終獲得支持，使得望海港潮境保

育區於2016年8月1日起全面禁網、禁釣、禁採捕及嚴格執取締。而廢棄

物也由潛水志工清除後，使得海底花園脫胎換骨。蔡科長認為本保育區

由海洋志工與市政府、漁會、海科館、漁村社區等單位合力規劃成立，

將有成為臺灣海洋保護區典範的潛力。

議題四 海岸與海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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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光處長針對臺灣的海洋觀光發展，建議應鏈結地方居民、在

地業者等相關單位，透過政府部門間的行政協調與資源整合，完善海洋

觀光遊憩之配套。對於海岸景觀相似、同質性高之沿海地區，區分各遊

憩據點類型並強化各空間意象，開創本身特點，結合在地文化，減少重

複體驗的遊憩活動，打造多樣化且具地方特色之觀光遊憩活動。並落實

第一線接待業者之環境教育訓練，利用指標性活動宣導海洋、海岸及生

態保育，結合海洋教育概念發展特色之環境教育遊程。同時應簡化外籍

遊艇來臺觀光之管制程序，達成海洋觀光與國際接軌。

境保護計畫、全國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等相關

作為，以為海岸管理之銜接。廖科長並指出其努力重點包括：（1）

協調整合：內政部將協同各機關逐步推動落實海岸地區永續發展之目

標；（2）資訊公開：內政部辦理相關子法研訂乃至海岸地區範圍劃

設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作業，均邀請相關單位參與研商會議，相關資

訊都登載於營建署網頁；（3）加強溝通協調：未來將持續與各單位

之溝通協調。

林幸助教授與其作者群以七股海岸為例，深入海岸地區碳匯的量

測與管理議題。結果顯示，水產養殖魚塭年吸收的CO2佔整個地區的

98%，建議七股海岸地區之管理需針對養殖業提供穩定的促進誘因，

以利沿海魚塭用地及潟湖養殖活動得以穩定發展。未來，在沿海地區

觀光景點的設立，須考量交通與土地利用承載力，並對景點設施之損

耗與增設進行評估調查，且針對觀光業消費與養殖業市場的生產誘因

等兩大驅動力，擬定適當策略。回應我國於2015年通過「溫室氣體減

量與管理法」，濕地將可在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下，提供減量與抵換

（offset）的功能，協助國內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並增加濕地保育所

需財源的來源，與濕地保育的意願。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吳祚任所長以精彩的模擬動

畫說明其近年評估海嘯風險的研究成果與用途，以及臺灣各地海嘯的

歷史過程。建議未來重點包括：（1）海嘯歷史紀錄、認知與教育；

（2）海嘯形成機制和傳播水動力；（3）海嘯災害潛勢圖之建立；

（4）海嘯防治工法之精進；（5）監測與預警系統之建立；（6）國家

政策、法規與部會之配合，此部分包含行政院應分別針對近域海嘯與

遠地海嘯進行災防演練。

NGOs與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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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永續海洋政策與管理」由臺灣海洋大學邱文彥教授與

賴瑞隆立委主持，經由大會綜合各講者與各單位提出的想法與建議，

重新思考整合，並經過與會各部會代表、學界、各民間人士的意見交

流討論及字斟句酌，最終由全體與會者通過《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針對大會討論的五大方

向，總結37項具體呼籲，以下分類要述：

（一）  推動國際合作，配合南進政策，成立「海洋文化國際和平

公園」；就「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塑膠廢棄物抑

制」、「海洋能源及離岸風電發展」、「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海洋保護區網絡建構」以及「促進永續漁業合

作」等六大海洋重要議題，進行國際合作研究；

（二）  加強科學研究，以作為管理基礎：包括建立「全國海岸藍

碳地圖」、「完善臺灣海洋研究、實習及訓練船隊」、設

置「臺灣海洋研究與教育基金」、建立「長期海洋生態監

測與研究資料庫」，以及資訊公開制度；

論壇由陳曼麗立法委員與荒野保護協會前理事長賴榮孝共同主持，

由十位來自關心海洋的非政府組織和熱衷海洋研究的年輕人分享其經

驗。包含（1）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翁珍聖執行長說明回鄉澎湖所

推動的海洋保護工作。（2）滔滔 Oceans Say杜貞儀與其同伴如何藉由

網路書寫，讓更多人認識海洋，了解海洋水域活動的可能風險。（3）

社團法人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郭兆偉秘書長回顧這四年多來，與

夥伴們共同走出來的海洋環境教育，歡迎大家加入下年度的行走海岸活

動。（4）海龍王愛地球協會林愛龍執行長則語重心長的說明臺灣海洋

破壞日趨嚴重，並期待海洋部或者專責單位是否能夠恢復、還給下一代

美麗的海洋。（5）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IUCN鱟專家群楊明哲博士後

研究員分享古化石生物－鱟從早年曾經密布基隆及臺灣西海岸到今年已

然絕跡的歷史。（6）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蔡秋晨環境解說員回

憶其第一次與海的相遇，以及海洋生態導覽解說過程中，民眾對於海洋

的悸動。（7）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工系劉秀雯研究助理身為資訊工程

師，她簡介於今年五月參加臺灣區臺北場魚客松比賽，得到第三名的魚

體辨識系統。（8）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徐承堉創辦人談海洋公民的

自覺，分享他對於近年NGO活動的觀察。（9）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

雄）海巡隊分隊長曹宏維分隊長身為第一線執法人員，簡介現行法規，

以及分享執法過程與漁民的衝突，回到堅持保育海洋資源的初衷。最後

則是（10）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廖君珮博士生與大家分享在訪談漁民對於

海洋保護區的歷程中，如何與相關的產官學民溝通有關感性與理性之間

的海洋保育觀念。

議題五 永續海洋政策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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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擬定相關管理計畫，例如「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中長期計

畫」、「國家海洋重點產業中長程發展計畫」、「北方三

島等海洋保護區網絡」、「遠洋與沿近海漁業永續管理四

年計畫」，並制定具體評量指標等；

（四）  制定海洋治理法規，儘速制定「海域管理法」、「水域清

潔法」、「海上交通安全法」、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辦

公室」；以及確定與公布海洋專責機構之進程，從而積極

引導海洋永續發展。

對於近日發展紛紛擾擾的海上風電，也建議配合海域管理法之制

定，採區塊整體開發原則，由行政院風電整合平臺，針對生態保育、

環境保護、船舶航行、漁業共榮，以及海洋永續發展等議題，充分徵

詢民眾與團體意見，並取得一致性處理原則，以降低衝突，創造海洋

新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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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海洋臺灣、永續發展！」為了這項理念，「第一屆海洋

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於2002年召開，我們發表了《高雄海洋宣

言》，揭示全民知海、愛海、親海的必要性，啟動政府發展海

洋事務的序幕。

回應《宣言》之呼籲，政府在2004 年成立「海洋事務推

動委員會」、推動「2005臺灣海洋年」活動、公布2006年《海

洋政策白皮書》、2007 年《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和 2008 年

《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政策，都顯示主政機關的正向回

應。

2009年，「第二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發表了《臺北

海洋宣言》，進一步為臺灣描繪永續發展的願景和策略，並期

待促成「海洋國家」的實現。我們欣見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

議》，臺日、臺美簽訂雙邊漁業協議或備忘錄，也逐步解決臺

菲漁業糾紛，但東海及南海仍然波濤洶湧，臺灣邁向生態、安

全、繁榮的海洋國家仍須努力。

有鑑於此，2014年，「第三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發表

《臺灣海洋行動綱領》，就海洋治理與體制建立、海洋戰略與

合作機制、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災害防救與環境保護、永續

漁業與資源保育、藍色經濟與產業升級、海洋生活與文化深耕

等7項議題，提出35點建議。基此綱領，臺灣陸續制定了《國

第四屆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2016 永續海洋行動呼籲
2016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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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海洋委員會」

組織四法等重大法案，國土保育和海洋事務的基本立法大致就

緒，我們似乎「聽到勝利的號角響起」。

然而，最近國際情勢令人關切，永續發展和海洋事務的

腳步更加緊蹙。 諸如，2015年，聯合國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尋求溫室氣體減量；《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

（Agenda 2030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第14項目標，強調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防制非法、未報告、不受

管制漁業之港口國協定》於2016年生效，呼籲各國合作對抗非

法漁捕。

此外，包括美國於2014年起舉辦「我們的海洋高峰會（Our 

Ocean Conference）」，印尼自2014年起大力掃蕩非法作業的外籍

漁船、歐盟〈共同漁業政策〉強化漁船管理，並透過貿易措施

促使其他國家加強漁業管理等，均顯示國際間重視海洋的趨勢

和決心。在國際情勢波譎雲詭，海洋主管機關設立延滯、國內

立法初具下，我們理解，海洋事務下一階段的挑戰，將在於如

何落實相關法令、維護國家權益、保護海洋生態與環境，並強

化官學產界和國際合作，增進全民福祉，從而開創藍海新局。

我們至盼，臺灣應該成為具有遠見、魄力、智慧，以及

海洋特質的偉大國家；關注海洋事務不能只是口號，必須釐訂

明確的政策願景和具體可行的行動計畫，由政府和全民共同

實踐，並加強環境教育，提升國民的海洋素養。爰此，我們於

2016年9月3-4日舉辦「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並通過

《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2016 Call for Actions on Sustainable 

Ocean）》之政策方向和具體行動如下：

政策一   加強研究，因應氣候變遷
1.  依據相關法律及國際協約，持續強化氣候變遷有關海

洋酸化、災害預防、風險管理、產業輔導及國土調適

之規劃、研究與因應。

2.  推動海岸地區碳匯（Carbon Sink）之量測與管理，並

依據研究成果，配合衛星影像及全國土地利用調查成

果，建立全國海岸藍碳（Blue Carbon）地圖，作為溫

室氣體減量及海洋、海岸與濕地保育管理之參據。

3.  維護自然海岸，有效管理紅樹林，研究改善包括鹽田

及水域面積，復育原有海岸濕地，並加強其生態與碳

匯功能。

4.  以「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及「韌性都市

（Resilient Cities）」理念，加速進行海岸都會之防災與

調適規劃；依據研究與模擬結果，規劃海嘯災防政策、

建立模擬技術與基本資料庫、監測與預警系統、防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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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設施，並加強民眾對於海嘯之教育與避災演練。

5.  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海洋海岸環境變遷衝擊，應針對海

平面上升及海岸侵蝕可能影響、島嶼及海岸脆弱度，

以及資源利用、暴潮、海嘯與其他環境風險，加強海

岸防護區及國土調適之規劃。

政策二  落實教育，保存海洋文化
6.  由海洋相關部會及海洋相關院校共同研議，攜手合

作，培育海洋專業人才，改進海洋研究、實習及訓練

船隊之規模與維護管理制度，研發與引進先進之海域

研究設備，並建立完善之人事制度與海事教育實習制

度。

7.  研擬《國家海洋重點產業中長程發展計畫》，並評估

未來人力需求，建立一貫體系之海洋教科研人才養成

機制。

8.  籌措或整合相關經費，設置「臺灣海洋研究與教育基

金」，推動國際合作重點計畫與培育海洋人才。 

9.  將海洋教育人員與設施場所納入《環境教育法》的認

證項目，透過考核，以鼓勵海洋教育之推廣，提升其

質與量；並以「山河海一體」觀念，推動環境教育，

減除海岸限制，鼓勵以步行、潛水和航海等方式，參

考「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設置親近山、

河、海之學校與必要設施，大力推廣環境教育。

10.  研訂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中長期計畫，加速進行專業

人才培育，精進調查技術，持續建立臺灣附近海域

水下文化資產普查、列冊之資料庫，開發先進的儀

器設備和配套管理系統，劃設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

建構水下考古研究專責機構，及水下文化資產博物館

（Underwater museum），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重建臺

灣海洋歷史圖像，保存珍貴水下文化資產。

11.  尊重與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其用海智慧，在原住

民族海岸及海域之相關計畫，應依《聯合國原住民族

權利宣言》、《原住民族基本法》、《國土計畫法》

及《海岸管理法》等相關法律，協助重建其親海文

化，以守護當地環境，永續利用自然資源。

12.  積極鼓勵臺灣原住民海洋文學之創作與翻譯，藉由文

學行銷，讓世界因原住民族之海洋文學而看見臺灣。

13.  加強島嶼及黑潮文化圈跨國研究，研商於蘭嶼、綠

島及巴丹群島海域，提出「海洋文化國際和平公園

（International Peace Park of Marine Culture）」之倡

議，保存海洋文化與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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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三  整合事權，潔淨海洋環境
14.  以區域的觀點，整合海洋環保事權，由環保署統籌規

劃，訂定〈海漂垃圾處理方案〉，協調整合交通部、

內政部、農委會、海巡署等機關，加速推動潔淨海洋

之整合事務與具體作為。

15.  結合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與民間力量，籌措適當經

費，研究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辦公室」，釐清海域

污染之來源、組成與影響，訂定海域廢棄物清理標準

作業程序，以及海域各類廢棄物處理與回收再利用辦

法，使廢棄物成為資源。

16.  儘速制定與公布限塑政策，加強民眾宣導，訂定有效

辦法，以提高塑膠袋使用費用、限制民眾使用塑膠產

品，並加速抑制塑膠微粒之海洋污染。

17.  參酌國際海運或港口的相關公約規定，研究制定《水

域清潔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或增修《海洋污染

防治法》，以減少臺灣海域及港口之污染。

18.  由交通部協助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推廣工業港、漁

港轉型為「綠色港灣」，並建立船舶型式、動力及電

力系統、能源效率、燃料淨化、岸電使用、管理及設

備操作等綠色船舶規範，以及國際通用的船舶綠色產

品標準。

政策四  強化管理，保育海洋生態
19.  鼓勵民眾參與，增設「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例如研究劃設北方三島、蘭嶼、綠

島等海洋保護區；提升完全禁漁區（No-take zone）面

積及建立績效指標；並建構保護區網絡系統，以提升

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成效；對於評選績優之海洋保護區

案例，推薦其參加相關獎勵或獎項。

20.  整合科技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及海巡署等相

關機關之科研或委辦計畫，進行各類海洋生態系資源

長期監測與研究，並整合歷年環境影響評估、電子漁

獲報表、卸魚聲明、漁船航程紀錄器、漁船監控系統

等資料體系，建立資訊公開制度，以加強海洋資源之

研究與評估公信力；對於生態環境資料不足之地區，

採取「預警原則」，進行海洋資源審慎及預防性之管

理。

21.  制訂《遠洋與沿近海漁業永續管理四年計畫》，編制

穩定之觀察員，加強漁船監控，建立完整水產品溯源

系統，嚴格執法，以打擊非法漁捕（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 Fishing）行為；遠洋漁業部分，

落實「遠洋漁業三法」，利用執法及電子觀察員等方

法，採取科技管理與監控；在沿近海漁業保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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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資源保育重點及具體評量指標，加強監控特別列

管之漁業漁船；另應劃設刺網禁漁區，並減少經營刺

網漁船數量，以保育漁業資源。

22.  積極參與國際與區域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 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掌握國際海洋

管理趨勢，以維繫我國權益，並提升我國在漁業管理

及海洋保育之國際支持度。

23.  增加海巡艦艇與執法人力，強化各海域執法取締能

量，針對非法作業之我國漁船、侵入我國專屬經濟區

作業之外國籍漁船，及我國禁限制水域之大陸漁船，

強力執法，嚴格取締。

政策五  整合規劃，建立海域秩序
24.  建議行政院確訂與公布預定進程，加速整合相關人力

與資源，以宏觀格局，依法成立「海洋委員會」及

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等附屬機關

（構）；或儘速邀集相關部會研商，積極立法，推動

設立「海洋部」，以建立我國功能完善的海洋事務主

管機關，從而引導國家海洋永續發展。

25.  將「海域空間規劃與管理（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列為海洋與海岸管理政策的主要內

涵，並以生態系統及永續發展為基礎，釐訂整合性海

域空間永續發展推動策略，作為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海域空間規劃利用之指導原則。

26.  編列充裕預算，積極進行整體性、長期性海域資源調

查，建立科學用海之生態與環境基礎資料，作為《國

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及未來海洋資源地區與

海域空間規劃管理之依據。

27.  儘速研究制定《海域管理法》，依據海洋自然與人文

屬性之基礎調查，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建立海域

多元使用之新秩序；並由行政院建立海域多目標使用

整合協調之平臺與競合處理之機制，優先解決海上風

場與漁業、生態保育及海洋環境保護間之衝突。

28.  海洋及其資源為國家所有，人民依法取得使用權，惟

政府應建立民眾與權益關係人參與機制，維護既有合

法權益、傳統漁業及原住民傳統用海，促進海域永續

利用與管理，建立共存共榮之友善海洋環境。藉由國

內外海岸管理案例，致力宣導海洋保育之重要性，踐

行資訊公開原則，並加強與地方政府及權益關係人之

溝通，以落實《海岸管理法》的保育、防災及永續利

用之目標。

29.  海洋能源包括風力、潮汐、海流和溫差等，其開發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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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繁複法令和不同機關，相關部會應研商簡化其開發

申請與審議之行政流程，並研究解決未來《國土計畫

法》、《海岸管理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海床

鋪設電纜等審議作業之重疊性。

政策六  輔導產業，開啟藍色經濟
30.  研究調查臺灣藍色經濟潛力，參考「生態區域 

（Bioregion）」概念，劃設如大鵬灣、基隆等「藍色

經濟發展區」，制定其海洋產業發展目標，並由當地

海洋院校為平臺，進行跨國、跨部會、跨校、跨系所

之資源整合，以促進產官學研民串接，打造海洋產業

鏈之整體發展。

31.  依據生態及環境條件，推動潔淨漁港，以「栽培漁

業」之概念，復育生態環境，推動漁港多功能使用，

結合在地文化，打造多樣化且深具地方特色之觀光遊

憩活動，增加漁民福祉，促使海洋保育、觀光發展與

漁業經濟共存共榮。

32.  完善港灣與水岸整體建設，強化遊艇基地設施與合理

管理制度，簡化外籍遊艇來臺觀光管制程序，以規範

郵輪、渡輪、遊艇、帆船及其他休閒船筏之合理發

展；強化救援及通訊系統，提升水域運動安全；並培

育水域運動人才，推動負責任之海洋觀光休閒活動。

33.  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資源，運用生物與環境科技，發展

生物與醫藥保健產業，增進人類之健康與福祉。

34.  鼓勵建立漁產品認證及永續海鮮標章制度，提高漁產

品質與價值，並提升養殖設施，及打造海上養殖漁業

產業鏈，降低海洋漁業資源之威脅。

35.  配合《海域管理法》之制定，離岸風電應採區塊整體

開發為原則，關切累加性總體環境衝擊之評估，由

行政院之整合平臺盡速研商，針對生態保育、環境

保護、船舶航行、漁業共榮，以及海洋永續發展等議

題，充分徵詢民眾與團體意見，取得一致性處理原

則，以降低衝突、提升開發效益，並作為未來海洋能

源開發的典範。

36.  利用海洋風力發電政策，結合海洋生態復育、觀光休

閒漁業及水下樂園等構想，創造海洋新國土，並釐訂

相關的政策、法制、產業與環境共生之目標與規範。

建議
37.  依據本次研討會專家意見及國際趨勢，我們建議政

府相關機關應重視下列議題，擬定推動計畫，組織國

內研究群組，並加強國際合作，作為臺灣邁向國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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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同解決區域問題的重點計畫：（1）氣候變遷

與海洋酸化之研究（Study on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2）塑膠廢棄物之抑制（Control 

of plastic waste）；（3）海洋能源及離岸風場之發

展（Development of ocean energy and offshore wind 

farm）；（4）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Preserva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5）海洋保護區網絡

之建構（Establishment of MPA network）。（6）永續

漁業之合作（Collabor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2016年9月4日「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所有與會者一致通過）

第四屆 海洋與臺灣研討會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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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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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氣候變遷與海洋酸化：
成因、影響與行動
Ocean Acidification: Causes, Impacts, and Actions

Dr. Ellen GILINSKY
美國環保署 Senior Policy Advisor, Office of Water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專題演講

In this position, Dr. Gilinsky addresses policy and technical issues 

related to all EPA Water programs, with an emphasis on science, 

water quality and state programs. Prior to this appointment she spent 

seven year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Water Division at the Virgini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Q), where she supervised 

a diverse array of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programs. She also served 

for five years at DEQ as Manager of the Office of Wetlands and Water 

Protection, helping to craft Virginia's non tidal wetlands regulations and 

permitting program. She received her BA in B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her PhD in Zoology,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Aquatic Ec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he has been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Clean Water 

Administrators, held a gubernatorial appointment to the State Advisory 

Board of the Virginia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and served as an 

Adjunct Faculty member at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s of B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海
洋對全球人類的重要性無庸置疑，包含生物多樣性、蛋白質

來源、調節氣候、交通運輸、休閒觀光等。所以海洋的永續

管理是我們畢生的課題。針對海洋酸化議題，三個重點在於 (一)

造成海洋與沿海地區酸化的成因；(二)對環境與社會造成的潛在衝

擊；(三)如何採取行動去理解、減輕和預防。

造成海洋與沿海地區酸化的成因
海洋酸化與溫室氣體的濃度呈正相關，當二氧化碳被海水吸

收，化學反應導致海水pH值降低。二氧化碳濃度從1958年的280 

ppm升高到2016年的 402 ppm。在過去8萬年間的增加幅度，都沒有

近50年一口氣增加這麼多，而且未來還會持續上升。然而，不幸的

是，人為活動還是逐年增加，包含運輸、發電廠、石化業、任何工

廠，這些生產行為產生的溫室氣體最終都會進入海洋。

近年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變化
Source: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預測1850-2100年海水中二氧化碳、碳酸鈣
離子、酸鹼度變化
Source: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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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沿近海水域的酸化與營養鹽問題，已被證實係由陸地

上農耕地的氮、磷等肥料元素沖刷至河川所造成。過多的營養鹽

造成沿近海浮游植物、原生動物或細菌繁生，在一定的環境條件

下，突發性增殖和聚集也是極需注意的問題。

海洋酸化對環境與社會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
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越高，海水中的CO3

2-越低、海水

也越酸，這些都會對環境較敏感的物種產生很大的影響。表層海

水的酸度在200年內增加25%，在這個世紀末甚至可能翻倍。海水

酸化使得對海洋生物極為重要的碳酸鈣飽和狀態跟著改變。碳酸

鈣是許多海洋生物建立骨骼或外殼的主要元素，持續升高的的海

洋酸化導致許多海域的碳酸鈣濃度過低，此將衝擊海洋生態系功

能、破壞食物網、影響部分生物，如貝類。

海洋酸化也會對其他產業造成社會面、文化面乃至經濟面的

衝擊。美國貝類產業年產值達數億美元，酸化將使其產量減少、

減少糧食蛋白質來源，造成糧食安全問題。美國環保署利用模式

研究海洋酸化對貝類產業的經濟衝擊，比較在二氧化碳排放量有

海洋酸鹼度長時間序列變化與預測  Source: Turley et al, 2006

無減少的情況下，貝類產業供給及價格的改變。倘維持現有排

放(紅線)，將使得貝類供給降低，且價格上升。若溫室氣體降低

25%(藍線)，貝類將能穩定供應，且價格只有些微上升。此模式反

映排放量的變化情形將對貝類的供給和價格趨勢產生差異。海洋

酸化對於大型魚類產量、生物多樣性和海岸保護的損失同樣帶來

很顯著的長期效果。美國和全球很多國家民眾的工作與經濟都仰

賴魚類和海洋貝類。因為海洋酸化將為海洋物種造成負面影響，

全球海洋食物供給會減少，而超過十億人仰賴海洋漁業作為他們

的蛋白質來源。漁獲的減少會造成低開發國家的食物供給危機，

因為這些國家難以利用農產品取代，將造成糧食安全性風險。

三種貝類因應海水酸化可能造成的供應量與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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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洋酸化也會造成珊瑚白化。珊瑚礁在臺灣及全球都

是很有價值的資源。珊瑚被認定會是海洋中最先因海洋酸化而被

瓦解的一份子。硬珊瑚的石質結構由霰石組成，是一種碳酸鈣。

為了產生這種霰石，珊瑚依賴海洋的化學特性，而低pH值造成它

們鈣化過程困難。珊瑚需用更多的能量建立自己的骨骼，將削弱

珊瑚對抗其他環境壓力的能力，因而減少珊瑚礁對海洋環境的生

態服務價值。

珊瑚礁鈣化速率與霰石飽和率關係

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比對珊瑚鈣化率及霰石飽和率。當飽和

率降低，鈣化率就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當飽和狀態降到約低於

二，珊瑚從淨鈣化變成淨溶解。結果不止珊瑚礁石變少，珊瑚礁

提供的魚類棲息地、生物多樣性和海岸保護也會一併受影響。

目前珊瑚消失速度是森林的兩倍以上，珊瑚消失造成的經

濟損失，預估在2100年為每年一兆元。多管齊下保護珊瑚是必需

的，包括支持研究調查以改善管理及增加韌性。美國政府支持珊

瑚專案小組，同時有許多各界權益相關人發展珊瑚管理策略。我

們也利用法令規範解決陸域污染及二氧化碳排放，因為珊瑚礁對

這些事件非常敏感。通過這些方式，我們可以增加珊瑚礁生態系

的韌性。

行動－理解、減輕和預防
接下來討論我們可以為減緩海洋酸化做出的行動。美國環保

署積極與其他聯邦夥伴合作，提升對海洋酸化衝擊的集體共識。

我們針對八個面向做出努力：

第一、  研究海洋酸化的影響(Research to understand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美國投入大量研究，探討多種海

洋生物對海洋酸化的敏感程度，比如光合作用及繁殖

率的改變。海洋物種對海洋酸化反應的相關研究，包

含探討分子改變過程，如生物礦物化及生理功能，如

成長及繁殖。這些研究結果幫助科學界探討海洋生物

能否適應海洋酸化，也提供有關生態系食物網如何應

對海洋酸化的基本資訊。

第二、  監控海洋化學及生物衝擊(Monitor ocean chemistry and 

biological impacts)：需要高品質的觀察，以得知海洋化

學的改變及對海洋酸化的完整認知。唯有透過監控，

才能更清楚瞭解公海及海岸環境化學如何改變，及海

洋生物如何應對這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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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建立模式預測海洋碳循環(Model to predict changes in the 

ocean carbon cycle )，發展新的運算模式來預測碳在大氣

層與海洋環境的交換機制，特別著重在海洋酸化與養分

及碳來源的相關性，其中有些模式包含描述陸地上的冷

氣、碳偶聯、確定碳通量、水文及地理過程、描述空間

分佈及碳通量和海洋酸化與養分及碳來源的連結。

第四、  發展測量碳酸化學的技術 (Deve lop  t e chno logy  to 

measure carbonate chemistry )。海洋化學的變異性很

高，因為生物地理化學過程以每日及季節性的規模發

生。我們正努力改良技術，解決在高頻度及高準確率

的情形下的測量，來傳遞碳酸化學問題。這些努力包

括改善工具、審查及方法來應對長期的觀察、系統性

的海洋調查及實驗室系統。類似這類的新技術可協助

海洋酸化趨勢的長期監控。

第五、  評估社會經濟衝擊(Evaluate socioeconomic impacts )。

海岸及海洋生態系提供各種生態系服務，這些都可能

被海洋酸化改變。海洋生態系也影響碳循環及碳儲

存、維持生物多樣性及提供商業及休閒活動。依賴這

些產品及服務的活動通常與沿岸社區及部落群體相互

連結，美國相關機構正在發展生物經濟模式，以預測

這些產品和服務的損失。這些資訊可用來分析可能的

海洋酸化適應及減緩措施，就能用來保護沿岸社區居

民的社會經濟福利。

第六、  教育大眾(Educate public and engage with stakeholders )：

我們努力教育大眾，並廣邀權益相關人參與。權益相

關人及大眾的參與對解決海洋酸化有很重要的涵義。

資訊的交換、教育和推廣可通過不同類型的媒介，包

括網站、工作坊及出版刊物。專業會議的工作坊和特

別會議，就像我們今天的活動，能將科學人士集結，

也可為未來計畫提供資訊。

第七、  管理及整合數據(Manage and integrate data )，資料對研

究很重要。我們要跨學科分享整合性的數據，才能提

供改良的資源脆弱度評估。有效管理數據也可確保數

據獲得保障，並可在國家和國際層面被利用。為了提

升海洋酸化分析及預測能力，美國機構發展數據管理

系統及數據結合過程，這將有助於全球模式與評估。

第八、  最後，不能忘記環境規範(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

美國環保署開始針對海洋酸化進行法律規範，因為人

為造成的大氣二氧化碳是公海海洋酸化的主要原因。

環保署在監控和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已進行一段

時間，目標在2030年前減少目前發電廠碳排放量的

32%。單這項努力就可讓海洋減少吸收十億噸的二氧

化碳，據悉臺灣也有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規。

海洋酸化已對整個海洋生態系造成影響。在生物面，會改

變生態系的平衡，並且有打亂、中斷海洋食物鏈的危機。當中珊

瑚礁生態系最為嚴重。在社會層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並導致

文化遺產的破壞與喪失；經濟上，重創數十億元的貝類產業，喪

失海洋基礎蛋白質，以及糧食安全等相關議題。當務之急應：

（一）持續研究、（二）監測海洋化學與生物、（三）建構預

測海洋碳循環變化的模式、（四）發展衡量碳酸鹽化學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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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續評估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影響與投入大眾教育，並納

入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六）管理與整合相關資料。

最後，我簡介由美國發起且持續舉辦的「我們的海洋高峰會

(Our Ocean Conference) 」。海洋與人類息息相關，美國國務卿凱

瑞(Secretary John Kerry)在2014年親自主持第一屆「我們的海洋高

峰會」，許多重要的管理決策者、科學家、民間人士都參與，嘗

試針對我們的海洋目前所面對困境，找出解決方案。

第一次會議討論的三大議題為海洋酸化、海洋汙染與永續漁

業，90個國家出席，並承諾投入總共18億美金進行海洋復育與汙染

防治之用。第二次會議於2015年在智利舉行，超過50個國家代表、

科學家、非政府組織夥伴參與，計有500餘位重要人士躬逢其會，

其中包含11位部長。大家在會中建立夥伴關係，並承諾21億美金投

入海洋保護。第三次會議將於2016年9月15-16日於美國華府召開，

會議將回顧這兩年的努力，並對未來投入更多具體承諾。

值得一提的，在第二屆會議中，美國環保署特別在海洋酸

化議題發聲，承諾將全力進行海洋垃圾防治工作與固體廢棄物管

理預防性措施。美國環保署將持續關注並擴大能量，通過政策論

壇，提高各方對海洋酸化和海洋垃圾努力的認識。

總結來說，海洋酸化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濃度為海洋酸化的主要推動力，而陸上耕地沖刷入海的營養則是

加劇沿近海海洋酸化。生態和經濟影響受海洋酸化的影響已被科

學證實，海洋的永續管理需要立即的行動。

（紀錄：臺灣海洋大學 廖君珮）

藍色經濟的機會與脆弱性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and Increasing 
Vulnerabilities in the Blue Economy

Dr. Robert THOMPSON
美國羅德島大學海洋事務系教授兼任主任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Marine Affairs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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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ue or maritime economy has historically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some of the world’s biggest economies. The development, 

wealth, and power of the Greeks, Portuguese, Dutch, British, and 

Americans all depended heavily on maritime commerce and dominance. 

However, the activities that constitute the current and future blue 

economies differ dramatically in type and scale from the past. A much 

broader range of goods and a much larger percentage of consumer goods 

in advanced economies are part of a complex web of global shipping. 

Wi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are now also truly global. Lastly, 

advanced economies are increasingly turning to the oceans for new types 

of sustainable energy. While these advances in the blue economy offer 

substantial benefits, they also potentially create new vulnerabilities to 

natural disasters that could be highly disruptive to national econom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us, now more than ever,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proactively engage in disaster mitigation in 

their coast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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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高興見到各位，樂見臺灣發展自己的海洋事務學程，讓學生

有機會受到國際海洋事務的訓練，就像羅德島大學海洋事務

系自創系45年以來持續讓學生到各國學習一樣，我認為這種研討

會讓學生在自己國家接受海洋政策鍛煉很值得鼓勵。今天，我要

談藍色經濟的兩種面向。藍色經濟領域的發展固然好，但若沒有

審慎的計劃，則可能會讓產業本身陷入高度脆弱性的狀況，尤其

是在這氣候變遷的時代。

首先討論藍色經濟的特性和規模，及其如何改變人們的生

活，讓人們更富有，卻忘了產業與環境脆弱性之間的相互影響，

對人類影響，特別是生活品質，更是直接。

今天的重點在兩種藍色經濟：航運及能源，後者的能源指的

是海洋再生能源及離岸風力發電。我最近剛得知臺灣開始投資離

岸風力發電。海事經濟或藍色經濟已非新的議題，也是貿易中最

健康及關鍵的方式。過去，希臘因進行航運及貿易而興盛；葡萄

牙成功擴展全球經濟，直到荷蘭人『偷』走他們的海圖，並進行

自己的全球貿易；接著是英國、日本、中國和美國的發展。所有

主要經濟都仰賴貿易和航運，這也讓沿岸國家社會變得更有趣及

多樣，因為貿易帶來想法與財富。

藍色經濟也使人們得以進入漁場，有時漁民能在臨近漁場捕

魚，有時則要到更遠的漁場，漁民甚至比探險家更早到北美捕魚。

但這情形開始轉變：航運的財富來自某個在原產地價格相對便宜的

東西轉移別處，並以合理卻較貴的價格售賣，形成許多投資，通常

指『稀有』或有價值的物品，例如香料。20世紀後半時期，貨櫃的發

展帶來整體改變，全球開始發展貨運並帶來財富，例如米和豬肉。

美國80%-90%的消費物品來自航運，航運的穩定運作對美國

非常重要。而你們(臺灣)身上的物品，從衣服到手錶、手機，絕大

多數都不是臺灣本地製造。2011年，我打算購車且有兩個可能的

選項：Subaru及Toyota。你會認為都是日本汽車，但其實它們只是

日本公司，零件及組裝過程來自世界各地。然而，我兩種都買不

成：因為需要日本零件的Subaru，即使在美國組裝，卻因2011年日

本海嘯事件而無法完成；在日本組裝的Toyota則因為泰國的水災而

無法取得零件。

全球化使我們富有，卻越來越脆弱。以前我們只會受自己居

住地的自然災害影響，而現在，與該地區供應鏈有關的災害都會

影響我們的生活。

近來，我們研究其他常遭高能源事件影響的海事設施。我們

擔心會受海岸風暴影響，因此通常挑選安全的港口。但貨櫃船越

來越大，港口需要好的地理位置，結果造成更多填海造陸和消波

塊。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海平面上升加速，有些國家的暴風則將加

劇，因此港口設施將會越來越脆弱。

以大西洋為例，我們預估四或五級的颶風頻率會增加兩倍，

也就是最大持續風力會超過200km/hr。更有甚者，235km/hr以上

的暴風將增加三倍，我們卻沒有足夠的對策應付這些極端事件。

我舉兩個例—2005年的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以及桑

迪颶風(Super-storm Sandy)，前者對路易斯安那州的格爾夫波特港

(Gulfport)造成衝擊，後者則侵襲紐澤西港。兩者還不能稱為”非

常極端”的事件，大眾以為卡崔娜颶風高達五級，但其實只有三

級，路易斯安那州之前發生過更強的颶風。另外桑迪被稱作『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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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Super-storm Sandy)，因為她抵達的時候，甚至已經減弱到不

是”颶風”了。有時事件本身並沒有那麼嚴重，而是環境及人類面

對它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需設法保護自己，避免讓這情形惡化。

卡崔娜颶風衝擊超過三十個州的貿易，遠不只影響颶風到達

區域，而是美國整體貿易經濟，連油價也受到衝擊。路易斯安那

州港口南邊遭受17億美元的損失，包括起重機和其他設施；沿岸

的道路、鐵軌和碼頭也損壞到無法運輸物品進出。當時路易斯安

那州損失800億美元，格爾夫波特港則遭受5100萬美元間接性損

失，一年後的貿易營收更降低70%。

人類在學習過程中反複試驗、分析事件並進行調整，但倘事

件不常發生，則我們缺乏學習機會。坦白說，我認為臺灣處理颱

風的能力比美國處理颶風好，因為臺灣發生颱風事件多，累積經

驗豐富，而美國處理電力問題遠比臺灣差。卡崔娜颶風後，大家

積極改善，並打算投入1億4000萬美元增高港口。但路易斯安那州

地勢較低，因此疏浚工程是很大的承諾。他們需把格爾夫波特港

增高，將設施鏈接洪水區才能應對下一個卡崔娜颶風。這需要很

多研究和時間，然而經費最後卻被分散到疏浚運河，通過加深巴

拿馬運河讓新超大型油輪通行。他們不只沒改善並保護港口，反

而擴大港口。若再發生類似的事件，可能情況會更嚴重。

桑迪颶風侵襲美國東岸最大的港口—紐澤西港，這是美國在

東岸最大的港口，因為大多物品來自亞洲。這個港口很重要，每

年處理經洪水區的500萬個航運貨櫃、74萬輛汽車和4000萬噸散

貨。這些總值2000億美元的貨物提供約50萬個就業機會，在這百

萬人生活的區域來說是很大的經濟衝擊。

桑迪颶風時，紐澤西港風速達90節、暴潮約4.5公尺。當時模

式指出這是暴風事件而非洪水事件，因此做法就是將貨櫃放到低

處。但諷刺的是洪水更容易發生，我們不該對模式太有信心，而

該考量更多可能性。結果，暴風損毀沿岸設施、船舶停靠處及碼

頭。更重要的是，模式並無預測到電力問題，導致暴雨將所有接

近海面的起重機、系統和馬達都被破壞掉或停止運作，若設施置

於較高的位置，這些就不會發生。

港口協會做了一份調查，共計有93個港口回應。好消息是

81%意識到港口需注意氣候變遷帶來的問題；壞消息是有2/3並

不清楚能如何降低該衝擊。對於各港口未來十年內的建設能否

防禦氣候變遷問題。分析顯示只有4%的港口建設計畫將能夠抵

擋超過一百年的洪潮，即只有4%的人在思考這件事。灰色部分

(35%~40%)會為一百年的洪水事件準備，但這並不是良好的對

策，只是一百聽起來有說服力。這不是不願根據收益成本分析、

接受調查的93個港口分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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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哪種減緩的投資方式最佳、或者評估可能從發生的事件中省

下多少，而是因為做的永遠不夠。另外8%顧慮成本，12%在解決

策略計畫問題。保險因此受關注，保險公司開始著力於此，因為

每個商業都需要保險。我認為港口和氣候變遷有不同的脆弱性，

卻很少有所成就。

港口協會調查各港口管理機關對於氣候變遷議題之態度
Becker, A., et al. (2012),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seaports: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planning efforts among port administrators', Climatic Change, 110 (1), 5-29.

各港口於未來十年基礎建設規劃。 資料來源：同前

接下來談具有高發展潛力的風力發電，包括美國東北的情形、

羅德島先期計劃、渦輪、岸上設施及建立風場的港口之脆弱性。

2014年，國際能源署(IEA)估計全球已有約9GW的離岸風力發

電，而美國再生能源研究室預測2020年將達到47 GW。目標2050

年發展到86 GW，比目前全球高10倍。如今，臺灣、香港和印尼

等都開始發展，這個情形非常好。 

美國東北的城市人口密度高，所以電力需求和電費也高，建

造陸上發電廠遭到很多反對，即使現在，有很多電廠，尤其是天然

氣發電廠都在陸地。美國東北是全球最強的風場之一，又有寬且淺

的大陸棚，表示容易接觸海風，避免反對派將風場隱藏。因此東北

三個州的州長都強力支持—其中羅德島州長致力使計畫完成、紐約

Cuomo州長目標在2030年前讓可再生能源佔該州50%的電力、麻省

州長希望向風場購買1.5 GW的能源，即使它目前是非賣品。 

美國離岸風力發電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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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發電有它的市場，也毫無意外的集中於美國東北。然而問

題也在此，因為雖然那是絕佳的風場，也有前述提到的颶風頻頻發

生。歐洲風力渦輪失敗是源自單樁(mono-piles)、渦輪、海下纜線的

缺失。這些設施因某些原因而無法成功進行，其實是很不應該的。

而比起歐洲，美國東北有更強的暴風。因此，羅德島的布洛島(Block 

Island)進行六個渦輪測試，直到上個月才完成葉片裝置，預計十月

初測試後併網。在麻省和羅德島間建立這新的風場令人興奮，即使

聯邦水域需要300至400個風力渦輪。布洛島的設計作為千年洪水事

件的基礎，但這渦輪設計是為應對三級颶風（約200km/hr），若風

力更強，或無法達標，則不能運用。目前也還沒有實際碰到颶風的

經驗，所以無法預測可能發生的狀況。目前，普遍認為風機扇葉的

修理容易，很多人卻往往忽略颶風後的修理需要專有的港口設施和

船隻，而它們通常都被放置於颶風侵襲的地方。我們無法像岸上設

施，直接從其他州取得替代品，因此我們要想辦法投資建立通路。

美東歷年颶風路徑圖

目前有建立電纜上岸的計

劃，因為較便宜及簡單。但尚未

成功的原因是因為羅德島地質特

性，相關硬體設備不容易進行。

岸上設施都是為了應對颶風，若

要從羅德島風場取得50%的電，

可能遭遇50%沒有電的情況。整

體上，我認為我們忽略了研究依

賴風力發電程度上升後造成的脆

弱性，及我們如何緩解這個情

形。

總的來說，我們需要港口及

再生能源。我們也要思考所有東西的連結，如何避免脆弱性造成的

衝擊。聯合國開始關注港口脆弱性是一個好現象。我們需要再生能

源，同時保持謙卑及謹慎。在面對地球對我們施加的力量時，我們

要思考問題出在哪裡，並探討不同地區系統的複雜性、可能面臨的

問題，才有把握進行更多投資。

然我們在解決港口，尤其是風場的問題時，會需要多餘的資

金，但20世紀後的工程師往往會忽略。美國市場上很多私人公司開

始投資風力發電，他們有誘因將運作成本降低，所以他們希望省略

麻煩的程序。但這是受管制的市場，因此州政府有必要讓價格維持

可負擔的程度，這是外部性的問題，我認為大家都忽略風力發電價

格的問題，這些議題都應該被綜合納入發展藍色經濟時的考量。

（紀錄：臺灣海洋大學碩士生 許寧君）

布洛克島離岸風電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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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的海洋塑膠回來復仇
Revenge of Our Plastics Gone to the Ocean

Won Joon SHIM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Korea
Professor, Kore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ublic 
of Korea

專題演講

Global concern over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resulting from 

our end-of-life plastic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the presence of 

microscopic plastic particles in the ocean an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ir abundance were documented in the early 2000s. Microplastics 

either engineered or fragmented from large plastic debris in the 

environment present different challenges to larger items which have 

been widely documented since the 1960s. Microplastic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from lakes to the open ocean, in surface water and deep 

sea sediments and in various organisms through the trophic levels. As 

large items fragment into microplastics the abundance of litter increases, 

and this effectively increases their availability to wildlife. Furthermore, 

decreasing particle size increases the range of organisms that can ingest 

the debris. Hence smaller plastics become more bioavailable particularly 

to small organisms. This increased surface area increases the potential 

for leaching or desorption of additive or adsorbed chemicals to an 

organism upon ingestion. 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size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microplastics and adverse biological effects, if any, becomes 

considerably more challenging. In addition, the persistence of plastic 

particles in the environment can increase because small plastic particles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move from the environment manually. 

Commercial species such as mussels, oysters, lobsters and fish are not 

free from marine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t is currently not hard to find 

several pieces of microplastics in some of our seafood stuffs. Although 

risk of microplastic ingestion by human being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oxic chemical load to seafood stuffs are still questionable, plastics gone 

to the ocean from our hands finally and definitely come back to our 

mouths.



082 083

專
題
演
講

謝
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黃向文老師與荒野保護協會胡介申先生

的邀請，他們希望我的演講能提升各位對海洋廢棄物的關

注；特別是其中的塑膠、這些我們自己製造的塑膠。

歡迎進入塑膠時代
各位在國小時就學過人類在史前的文化可以分成舊石器時

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但你我這一代，是什

麼時代呢？比較全球鋼鐵與塑膠的產量，如果以重量相比，鋼鐵

的年產量一直重於塑膠，但若是把重量轉換成體積，塑膠約在

1989年已超越鋼鐵。同樣的，聚酯纖維的產量已經超過棉與羊毛

等天然纖維，我們已經正式進入「塑膠時代」。

全球一年約製造25億公噸固體廢棄物，其中兩億七千多萬噸

為塑膠，許多塑膠在陸地上被處理或回收，但每年仍有800萬噸的

塑膠進入海洋，大約等同於鮪類年捕撈量。菸蒂、食物包裝或容

器、瓶蓋、餐具、塑膠飲料瓶與塑膠袋是國際淨灘行動25年來所

記錄到最多的廢棄物，這些被設計單次使用的塑膠只被短暫的使

用五分鐘，充其量兩小時之後，在海中將存在數百年之久。

臺灣的海洋廢棄物數據顯示免洗餐具佔了相當高的比例

(21%)，我昨晚在臺灣的夜市發現了原因，本地外帶食物非常普

遍，但衍生的廢棄卻沒有正確處置，相比之下韓國外帶食物不如

臺灣流行，所以免洗餐具在海洋廢棄物中的比例少於1%。特別的

是，漁業浮球是韓國與臺灣共同存在且普遍的汙染物質，分別佔

整體海洋廢棄物數量的7%(韓國, 佔總量第四)與10%(臺灣, 佔總量

第三)。以上都是大型海洋廢棄物(macrodebris)數據，如果進一步分

析更細小的塑膠碎片，保麗龍碎片約佔了臺灣海灘上廢棄物的三

分之一。臺灣與韓國許多牡蠣養殖業興盛的海岸地區，都面臨同

樣的保麗龍汙染情形，嚴重時沙灘會被覆蓋成一片白色。若觀察

全球塑膠廢棄物入海洋的情形，各開發中國家扮演相當關鍵的角

色，其中東亞與西北太平洋是汙染最為嚴重的區域。

臺灣與韓國淨灘成果中，比例最高的幾項物品，白色方框內的五分鐘到兩小時是它們被人類利用的平均
時間

各國每年處置不當的塑膠垃圾推估數量與分布，這些垃圾最終都可能進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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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膠廢棄物的影響
塑膠入海後最廣為人知的影響就是對海洋生物的衝擊，可概

分成纏繞與食入，纏繞常發生在海鳥、海洋哺乳類與海龜身上，

例如信天翁、海鷗或鯨豚也常誤食塑膠垃圾。2012年聯合國生物

多樣性公約組織的報告顯示受到海洋廢棄物影響的海洋哺乳類、

魚類、海鳥與海龜的物種數都不斷增加。

資料來源: CBD, 2012

聯合國公布每年塑膠廢棄物對海洋生態造成130億美金的經

濟損失。海廢造成民眾的負面觀感，會趕跑遊客、衝擊旅遊業。

2011年一場嚴重的海洋廢棄物事件，造成韓國南方巨濟島(Geoje 

Island)旅遊業2,900萬-3,700萬美金的損失。每年海廢在慶尚南道

Gyungnam Province造成4,600萬美金漁業的損失，而清除復原更需

要每年額外花費7,300萬美金。過去關於海廢對船隻航行的損失較

少被報導，一份研究顯示韓國9%的船舶意外肇因於螺旋槳纏繞。

另一份針對海軍艦艇的最新研究則顯示，韓國海軍一年需要處理

397起螺旋槳纏繞事件，平均每艘艦艇每年會遭遇2.3起事件。

微塑膠到底有多小？
近年海洋微塑膠的議題逐漸受到關注，微塑膠包含初級微塑膠

(primary microplastics)：例如塑膠原料顆粒(樹酯粒)或是個人清潔用

品中的塑膠柔珠；以及次級微塑膠(secondary microplastics)：如各種

塑膠用品風化分裂後形成的顆粒、碎片或纖維。當海中的塑膠由大

到小漸漸碎裂，對環境的衝擊也將之變大：從數量、生物接觸程度

(bioavailability)、影響生物種類、毒性、偵測難度、清除難度都隨著

塑膠體積變小而增加。微塑膠已被證實在地表無所不在，除了被魚

類與浮游動物等小型海洋生物攝入，塑膠表面吸附海中或本身在製

程中添加的化學物質，也被證實可轉移至攝入塑膠的生物體內。

韓國的案例：保麗龍與持久性有機汙染物
讓我們舉個粒子，告訴你微塑膠的數量可能有多驚人。在韓

國，養殖業慣用保麗龍浮球的體積是62公升，每粒浮球在海中可

以破碎風化成760萬片2.5釐米的碎片、76億片數微米的碎片、或是

一個塑膠浮球碎裂後可能造成的微塑膠垃圾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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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清理移除與源頭減量同樣重要。各種行動方案與策略已經紛

紛出爐，例如克服社會與經濟面的障礙，創造減量、重複使用與

回收的塑膠循環經濟體系，或是透過社會科學的措施與修法，提

升民眾對於塑膠汙染的意識。

資料來源：GESAMP (2014)

但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來自於每個人的行動與改變。以韓

國養殖業的保麗龍汙染為例，起初保麗龍對於社會經濟的影響似乎

利大於弊，諸如政府對傳統產業的保護心態、保麗龍優異的浮力、

低成本、與方便性；相較之下浮球碎片汙染似乎僅造成視覺上觀感

不佳，讓各方既得利益者與政府並不想改變。但是當科學監測、風

化實驗、生物攝入與有毒物質轉移等負面影響漸漸在科學期刊上被

發表後，我們看到許多正面的改善，例如政府獎勵替代性浮球的研

發；補貼業者改用替代性浮球的部分成本(40%)；增加廢棄浮球的

回收率(由10%提升為30%)；並將在2017年限制浮球中的溴化阻燃劑

含量。所以，在此呼籲大家，共同合作，開始採取行動！

（紀錄：荒野保護協會胡介申專員）

7.6*10^18個奈米尺度的碎片，而每年牡蠣、淡菜(貽貝)與海鞘養

殖業會淘汰300萬顆舊浮球，部分沙灘每一平方公尺內，小於1公

厘的保麗龍碎片可能接近10萬片，可以想見問題有多嚴重。

不僅野生的淡菜體內可發現微塑膠與數微米的保麗龍粒子，

一種經常被添加在保麗龍中的溴化阻燃劑(HBCDs, 六溴環十二烷, 

是已知的內分泌干擾物質)，也在淡菜的體內被發現。我們比較生

長在保麗龍、高密度聚乙烯(HDPE)、金屬與岩石表面的淡菜體內

的HBCDs濃度，發現生長在保麗龍表面的個體體內濃度最高，顯

示了毒性化合物的轉移。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題目是：當我們的海洋塑膠回來復仇。因

為這些都不是別人的塑膠，而是我們人類自己所製造及使用的。

我喜歡用「我們吞下肚的就是我們所丟棄的(What you eat is what 

you throw away)」，來說明這個現象。

改善塑膠汙染的關鍵：開始行動
雖然塑膠對人類健康的威脅還有待更完整的研究，但我們

應該採取行動了。面對海洋廢棄物的衝擊，身為一個科學家，我

的角色是科研發展與提供環境監測的數據，而教育宣導、國際合

野生淡菜在不同地點的HBCDs含量研究  來源:Jang et al. (2016)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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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球永續漁業 – 
資源利用的環境、社會與經濟
三因素平衡
Toward Sustainable World Fisheries- Balanc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Resource Use

Ichiro NOMURA 野村一郎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前助理祕書長
Former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isheries and Aquacuture 
Depart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of the United Nations

專題演講

In reviewing the trend of the world catch, its increase has come from 

increase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with the catches from capture 

fisheries levelling off. The status of world fishery resources is worrisome, 

with the share of fully or over utilized resources increasing. Current 

problems are represented by (a)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fish 

resources and fisheries statistics, (b) decline of fishery resources caused 

by overexploitation and over capacity, (c)  lack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d) insufficient 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leading to IUU 

fishing and (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Emerging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clude: (a) more effective fisheries 

management with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more participation with RFMOs, flag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of right-based fishery management and limited access, (b) intervention 

from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 such as CITES, biodiversity, 

high sea bottom trawling, bycatch, discard, marine debris, animal 

welfare, (c) measures against IUU fisheries such as Port State Measure 

Agreement, Global Record of fishing vessels and support vessels, 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 (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the need for small-scale fisheries, safety at sea, labor issue, 

ecolabel, fishery subsidies, (e)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development 

addressing genetic resources, supply of healthy seeds and feeds, 

aquaculture- driven pollution, fish diseases and invasive alien species. 

Outlook to the year 2025 will be described and the need for aligning the 

future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with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framework for futur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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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之前曾任職日本水產廳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多年，今天將從

世界漁業資源利用的趨勢，來探討漁業的發展歷程，並放眼

未來面臨的挑戰。

全球漁業發展綜觀
從聯合國糧農組織出版的海洋漁業與水產養殖報告圖表來

看，海洋漁業的比重仍然較高，不過近年的成長量多來自水產

養殖，其中90%的養殖量來自東南亞。2012年全球漁業總產量為

一億六千萬，水產養殖為七千四百萬公噸，捕撈漁業為九千三百

萬公噸。雖然水產養殖較少，然人類食用的水產養殖量已經接近

捕撈漁業量，預期未來將以水產養殖為主。

全球漁業產量趨勢

Top Ten Marine Capture Production Countries in 2014

2014年全球十大水產養殖國家

2014年全球十大捕撈漁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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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捕撈業主要國家當中，第一名是中國，第二名則是印

尼，祕魯曾經名列前茅，其主要產量來自鯷魚，但因為鯷魚產量

受海況影響大，所以排名起起落落，多數海洋捕撈量來自亞洲國

家。水產養殖情況類似，更集中在亞洲國家。如果分為動、植

物，印尼的海藻類產量很高，菲律賓類似，挪威與智利的水產養

殖則主要是鮭魚。

有關海洋漁業資源趨勢如下圖，其中完全利用物種比例佔大

多數。對於此圖，我們可以嘗試從兩種角度解釋，環保人士認為

完全與過度利用物種已經達到80%，顯示資源狀況很糟糕。但換

個角度是也可以說有70%的物種是完全利用與未完全利用，表示

有70%仍可永續。許多FAO同儕也不盡認同這種兩極化的表達法，

所以嘗試將之歸為”永續”與”不永續”兩種。然而，無可否認

的，過度（瀕危）物種的比例持續增加中。

海洋漁業資源利用狀況

近期面臨問題與解決方案
在了解現況之後，我們必須思考，問題何在？主要問題包

括：對於漁業資源的資料缺乏，導致資源評估不足、過度漁撈

能力(船太多)使得資源減少、缺乏有效管理、缺乏監控能力，再

者，許多國家沒有參加國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也是很大的問題。

以資料提報為例，FAO嘗試估計未回報的漁獲量(NEI)，發現

沒有被列入統計的漁獲量相當驚人，這些量都沒有被列入評估，

造成缺口。其背後原因可能因為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漁業捕撈物種

非常多樣化，所以無法按種申報，以致無法評估，但那些資料對

於評估很重要，必須要審慎因應。 

因應這些問題，必須從以下幾個方向思考：

1.	有效管理
（1）  船旗國責任：對於船旗國的“船舶”登記與“漁業執

照”制度，有些國家是一致的，有些國家則有兩套管

理系統。不論如何，船旗國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

（2）  對於國際性漁業，需要有國際性規範，所以自1982年

以來有許多國際規範，包括a.國際海洋法、b.跨界與

高度洄游(鮪魚及鯊魚為主)魚種協定、c.責任制漁業規

約(涵蓋各種漁業)，d.四項國際行動方案:包括漁撈能

力、鯊魚保育管理(因為價格不高，過去是丟棄物種，

所以也難有管理制度，但因為其脆弱性，開始發現有

些鯊魚種類面臨危機，FAO必須採取行動)、海鳥保育

(沒有漁民想混獲海鳥，但還是混獲，所以必須設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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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混獲，特別是延繩釣)，還有對抗非法、未報告、不

受管制漁業(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 

（3）  參與RFMOs，並且配合執行相關管理規範。

2.	環境關切議題
（1）  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 the  Convent 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俗稱華盛頓公約，主要利用貿易

措施保育瀕危的野生動植物。最早針對鯨豚、海龜進

行保育。之後開始將鯨鯊等鯊魚物種列入保育類附

錄。最近忙於鯊魚與魟魚。CITES認為有些RFMOs未

將鯊魚列入管理目標，所以CITES要負起保育責任，

特別是CITES附錄二可要求出口國必須出具出口證明

等。 近期正在協商，討論將多種鯊魚保育列入CITES

討論提案。這些提案如果被正式送進CITES，通過機

率很高。因為CITES的決策機制是三二決，對於不捕

撈的國家，要同意並不難，但倘通過之後，也需要三

分之二同意才能撤銷，其通過的困難度就很高，所以

有些漁業國家相當憂心。對此，FAO也成立專家小組

參與討論，從商業漁業角度提供專業意見，雖然FAO

的專家小組建議對於CITES沒有強制力，但仍有相當

的公信力。 

（2）  聯合國最近正在討論公海生物多樣性(United Nations 

fo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

這些跟現行的法規制度(聯合國海洋法等)可能有重疊

之處，其發展仍待觀察。

（3）  空間管理部分，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越來越興盛，有人認為MPA是漁業管理倡議，

但我認為應該屬於“環境”議題，因為MPA是由生物

多樣性公約所首創，許多案例是因為同樣身為主要漁

場而受到關切，但主要宗旨應該是保育生物多樣性。 

（4）  底拖網是一大問題，因為他們會破壞海底棲地，衝擊

很多其他海洋資源，所以需要建立守則，

（5）  混獲、丟棄、海洋廢物也是重點，方才Shim博士有提

到，考量時間因素就略去不提。

（6）  鯊魚割鰭，習慣上，漁民取鰭棄身，是因為魚翅高利

潤以及節省船艙空間。此種作法造成許多爭議，認為

影響動物福利以及浪費資源，所以許多政府與RFMOs

禁止割鰭棄身，需要鰭連身。

（7）  至於海洋哺乳類與海龜議題，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就

不再贅述。

3.	對抗眾所皆知的非法漁業	
（1）  FAO 港口協定剛生效，已經有36國家批准，因為非法

漁船需要進港轉載，許多人對此協定高度期待，認為

將能有效遏止非法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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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O全球漁船名單已經上路，目前針對一百噸以上大

船。過去，有些漁船非法被查獲之後，會改名、改船

主，俗稱flag hopping。如果利用IMO等統一性編號列

冊，則就算換旗，也可以被追蹤。

（3）  漁獲統計證明書(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 CDS)也

算是新制度，許多RFMO已經採用，很可惜FAO今年

七月會議沒有通過CDS守則，主要是對於認證單位(國

家)的歸屬仍有爭議，期待未來能很快通過。至於其他

還有貿易管制措施的方式管制IUU產品。

4.	社會經濟因素
（1）  保障小型漁業的生計，FAO 2014年通過相關守則，希

望確保小型漁業達到糧食安全及預防貧窮的目的。

（2）  海上安全，與國際勞工組織以及海事組織合作，提升

海上工作安全。

（3）  勞工議題，包括童工、人口走私問題。

（4）  生態標章，越來越多，MSC(Mar ine  St ewardsh ip 

Council)生態標章是主流，但是申請費用相當高。開

始有組織推GSSI(Global Sustainable Seafood Initiative)。

（5）  漁業補貼則還在WTO討論中，未有定論。

5.	永續水產養殖
（1）  水產養殖業在發展基改守則。

（2）  水產生物疾病的生物防治法。

（3）  外來入侵物種

（4）  健康種原的保障

（5）  減少使用魚粉餵食

（6）  水資源的運用

（7）  水產養殖汙染問題

未來展望與合作
對於未來展望，從近二十年趨勢來看，水產養殖持續上升，

漁撈漁業已經穩定，此乃成為趨勢。未來，必須能夠配合2030永

續發展議題(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在永續發展

目標下追求糧食安全。而回應藍色經濟的成長，FAO開始討論藍

色成長倡議(blue growth initiative)，包括在責任制漁業行為規約的

前提下發展，以在環境、社會、經濟等三方面求取平衡。 

漁業產量預測圖

（紀錄：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黃向文）



南部地區海洋經濟廊帶構想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131頁

議題彩圖

議題一   藍色經濟

海洋經濟整合發展
郭翡玉、張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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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復育與社區參與 ‒ 
初探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之
參與行為與活化再生策略 綠色港灣與航運發展

卯澳漁村空間參與行為分布總圖（灰色塊為建築
體；白色區域為開放空間；編號參照圖2）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174頁

臺灣港務發展目標

卯澳漁村的空間可視性分
析（視線整合度）（編號
參照圖2；(6)公共停車場）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180頁

R=3 (針對漁村局部空間)

R=N (針對漁村整體空間)

議題一   藍色經濟

江益璋  張雅富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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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離岸風電推動政策與未來展望
胡斯遠

議題一   藍色經濟

潛力場址範圍資料（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208頁

環境敏感及限制區位圖層套疊（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2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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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海洋保育議題二   海洋教科文

臺灣海洋科學研究成果及
中長程研究方向

臺灣海洋漁業資源利用的
現況與挑戰

謝志豪、詹森、魏慶琳、喬凌雲 黃向文、王世斌、王勝平、呂學榮、陳志炘、廖正信、劉光明 、蘇楠傑

生態系統海洋學(Ecosystem Oceanography)：了解生態系統如何運作是海洋學
未來研究之主要目標。圖中簡要說明海洋生態系中複雜的食物網及能量如何在食
物網中傳遞，而這些生態過程受到物理、化學及地質動力所驅使。再加上氣候變
遷，海洋污染及漁撈等外在壓力。要了解與預測海洋生態系統動態，需要跨領域
研究。(製圖：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 陳思穎小姐，圖中各部件未按比例繪製)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244頁

遠洋鮪旗魚資源狀況
說明：橫軸B為現有生物量對應MSY
生物量之比例；縱軸F為現有漁獲死
亡率對應MSY漁獲死亡率比例，右下
區域表示資源樂觀、右上區域表示
正在過度捕撈；左下區域表示已經過
度捕撈，左上區域表示已經過度捕撈
且仍在過度利用中，最不樂觀；上
圖鮪類：包括長鰭鮪(ALB)、大目鮪
(BET)、黃鰭鮪(YFT)、正鰹(SKJ)、太
平洋黑鮪(PBT)及南方黑鮪(SBT)；下
圖旗魚：包括劍旗魚(SWO)、黑皮旗
魚(BUM)、紅肉旗魚(MLS)、雨傘旗魚
(SAI)及大西洋白旗魚(WHM)；洋區: 
太平洋(P)、大西洋(A)、印度洋(I)、南
(S)、北(N)、WC(中西)。
資料來源：(FAO, 2016b; ISSF, 2016)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4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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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海域與海岸管理議題三   海洋保育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
蔡馥嚀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範圍及限制事項
註：全文請參見第一冊515頁

臺灣海域功能分區現況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016頁

臺灣海域空間規劃經驗分享與永續發展
簡連貴、許智翔、林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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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海域與海岸管理

海域區既有海域用地使用許可範圍分布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030頁我國內水及領海範圍使用現況示意圖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0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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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海域與海岸管理

海岸地區碳匯的量測與管理－
以七股海岸為例

邱章傑 Chang-Chieh CHIU、夏沛亞 Pierre-Alexandre CHATEAU、
張揚祺 Yang-Chi CHANG、林子平 Tzu-Ping LIN、林幸助 Hsing-Juh LIN

七股海岸溼地研究區域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092頁

七股地區全年碳吸存量
分布圖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102頁

臺灣海嘯之研究進展與
災害防治之道
吳祚任 Tso-Ren WU

18個海溝型海嘯源與4個斷層型海嘯源
註：全文請參見第二冊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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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對於經濟發展、觀光休閒、氣候調節、航運交通等皆十分重要，各

國莫不紛紛建立海洋政策以發展海洋經濟，臺灣深具海洋發展的潛力與

優勢，應善用豐沛海洋資源，透過地區整合型計畫帶動地區發展。本會推

動「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係運用在地獨特具亮點之海洋產業，進一

步優化，透過1級*2級*3級產業多元合作連結，共同推動六級化海洋經濟；
並以屏東東港、大鵬灣及小琉球為示範區域，提出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

另持續將示範案推動經驗與作法推廣至南部地區，協助地方政府提出各

具特色之規劃案，積極協調與整合中央部會計畫與資源之投入，凝聚中央

與地方共識，為南部地區發展齊心推動，擴大海洋經濟執行成效。

關鍵詞：海洋經濟、地區整合發展計畫、海洋產業、屏東
Keywords:  marine economy, integrate development plan of local, 

marine industry, Pingtung

Abstract
The ocean is critic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climate control, and shipping. Every country wants a marine 
policy that will enable it to develop its marine economy. Taiwan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a vast potential for marine development, and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its rich marine resources and fost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jects.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econom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i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already outstanding local marine 
industries. In stimulating clos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it is transforming the marine economy into a level-6 
industry. The Council has chosen to use Pingtung’s Donggang, Dapeng 
Bay, and Lamay Island (Xiao Liuqiu) as model areas, putting forward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action plans, and using these models to 
promote experience and methodologies in southern Taiwan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s plan tailor-made projects, to actively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ministerial projects and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to create consensu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with one 
mind and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ine economy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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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國土空間結構在西部區域係以直轄市為核心都市，整

體帶動區域發展，在六都時代來臨後，因直轄市於政治、組織人

事、財稅等方面不同於縣（市）之待遇，亦產生各區域間資源配

置不均衡，加遽中小型城鎮、鄉村面臨邊緣化與南北區域失衡發

展等問題。為解決該等課題，除建立區域平臺朝資源整合與跨域

合作方式以減緩城鄉發展差異外，更應辨認各鄉鎮市發展條件，

強化核心潛力，並善用與保護其「自然環境資源」之在地特色，

化劣勢為轉機。

海洋對於經濟發展、觀光休閒、氣候調節、航運交通等皆十

分重要，各國莫不紛紛建立海洋政策以發展海洋經濟，而我國四

面環海，本島及離島海域海岸線約1566公里，所管轄之海域約為

陸地面積4.72倍，擁有豐沛海洋物種、獨特之海蝕地形、沙灘、海

底景觀與漁村文化，海洋資源相當豐富。是以，臺灣實具有發展

海洋經濟之潛力與優勢，宜善用海洋資源帶動南部地區之發展，

尋求各鄉鎮市之特色產業，同步投入相關軟硬體建設與資源，以

增加在地就業機會、提升家戶所得，促進地方經濟繁榮，達到政

府均衡區域發展之政策目標。

本會爰於104年推動「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想」，並以屏東東

港、大鵬灣及小琉球為示範區域，提出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目

前業由各計畫主辦機關積極推動辦理中。

貳、六級化海洋經濟發展潛力
一、環境潛力分析

臺灣海洋資源豐沛，政府為發展漁業、觀光遊憩、水域

運動與海洋運輸等產業，擬訂各項計畫，投入相當經費與建

設，說明如次：

（一）漁業
漁港為海洋漁撈漁業之基地，為漁業生產、維持漁

民生計、保障漁民財產之重要設施，政府於各縣市共興

建224座漁港，其中，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與建設之

第1類漁港共有9座。

圖1  臺灣各縣市漁港數量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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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憩
具海洋景觀資源，且經政府投入建設之遊憩區域，

包括國家公園6處、國家級風景區7處及縣市級風景區1

處；另農委會為促進漁港多元化利用，提供民眾從事海

洋休閒活動，並公告可泊靠娛樂漁業之漁港68處。

圖2  臺灣重要海洋遊憩據點分布
註： 因受限空間尺度，未標示出東沙環礁、澎湖南方四島及金門等3處國家公園，以及

馬祖國家風景區

（三）水域運動
體育署預定推動「水域運動整體發展計畫」，核

心構想為「小大鵬大臺灣」，即以屏東大鵬灣地區為中

心，結合南部地區現有之海陸觀光休憩資源，促成臺灣

第一個水域運動產業示範園區，再拓展至臺灣北部、中

部、東部及外島地區，依各地特色水域，設置水域運動

基地與推廣中心。

圖3  臺灣水域運動整體發展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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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艇活動
為創造優質、安全遊艇活動環境，政府已積極規劃

發展遊艇基地，包括龍洞、布袋、大鵬灣及後壁湖4處遊

艇專用港、可泊靠遊艇之漁港16處、國際商港計6處，提

供約400個遊艇泊位。

圖4 臺灣遊艇停泊地點分布

二、六級化海洋經濟
海洋經濟係指利用海洋資源及海洋場域所發展之各種經

濟活動，原則上包括海洋漁業、航港造船、海洋科技產業、

海洋觀光遊憩等四大範疇。考量臺灣海岸管理已從過去「防

衛」及「保護」，逐漸轉為「開放」與「親海」，且隨著從

事休閒運動、旅遊與觀光人口逐年增加，海洋遊憩、遊艇製

造、海洋再生能源等產業發展環境及時機已趨成熟，本案爰

運用當地獨特、具亮點海洋產業，加以優化發展，透過1級*2

級*3級產業多元合作連結，共同推動六級化海洋經濟，期創

造出複合性加值經濟綜效。

圖5  六級化海洋經濟規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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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外海洋經濟之推動作法
一、澳洲

澳洲國家海洋政策，係依循聯合國海洋公約規範，就其

管轄海域，從生態系統規劃角度，擬訂整合性之管理架構，

並作為該國海洋管理與發展的最高政策指導原則；基於海洋

生態環境對澳洲生存和發展極為重要，因此海洋政策之核心

價值為在保護海洋生態系統前提下，如何多面向的開發利用

海洋資源，作法包括：提出區域海洋規劃案、強化各級政府

與單位之連結運作，有效整合各方資源，制定優良管理制

度、成立各層級委員會，彼此相輔相成，具體落實國家海洋

政策所訂目標和願景。

另澳洲政府於2015年8月12日公告2015-2025年國家海

洋科學計畫（National Marine Science Plan），列出當今面臨

海洋主權及安全防禦、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

養護及健全的生態系統、城市沿岸環境、氣候變遷、資源分

配等七大挑戰；商業、休閒、原住民漁業及海水養殖業將成

為海洋經濟發展之主力，並提倡長遠健全平衡發展之藍色經

濟。

二、美國
美國自60年代起，即將海洋開發列為國家長期發展之

戰略重點，期間成立海洋政策委員會、頒布美國海洋行動計

畫、國家海洋政策等，據以推動沿岸與海洋經濟，另於2010

年成立國家海洋委員會為美國新海洋政策執行機構，2013年

國家海洋政策執行計畫確認6面向之具體措施，包括提供更好

之海洋環境與災害預測、共用更高品質之海洋監測資料、支

援區域和地方政府參與聯邦政府海洋保護與發展計畫、減少

海洋產業發展所需之行政程序與成本、保護海洋生物種群與

健康之海洋資源、提高科學技術關注極地海洋環境。

美國對於海洋經濟產業之發展，強調商業性與休閒漁業

產業之永續發展，並強化海洋旅遊與休閒在海域空間使用之

整體規劃，以及發展海洋再生能源，同時致力於海岸資源之

恢復與適應，以達海岸復育之效益，並據以訂定相關規劃與

管理策略。

三、中國大陸
近年來，中國大陸相當積極發展海洋經濟，於

「十二五」規劃時期（2011~2015年），從中央到地方之海

洋經濟政策，主要為產業結構轉變、區域空間布局及重要產

業定位與發展調整，並著重海洋相關產業與資源之開發、科

技技術之研發與創新，加強金融、財稅對海洋經濟活動之支

持；大陸政府亦相當強調海洋外交與建立海洋合作平臺與機

構，除加強與南海週邊國家共同合作海洋發展與保護外，另

針對海洋科學研究，也建立各種跨國之海洋研究中心，開展

海洋研究、提供海洋環境預報服務；強化國際合作有助於海

洋生態環境之保育與復育，以及發展區域內海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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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亦積極制定與海洋相關之法律、條例及相關子

法，研提各項行動計畫，以落實海洋生態環境防災減災、海

洋糧食安全、海洋監督管理與污染防治等政策；並於2011年

核定「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為第一個以海洋經

濟為主題之區域發展規劃，計畫提及中國區域發展應從陸域

經濟延伸到海洋經濟，積極由陸域推向海域發展，並要建設

為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現代海洋產業群聚、具世界先進水準之

海洋科技教育核心區、國家海洋經濟改革開放引領區以及重

要之海洋生態文明示範區。

綜觀中國大陸整體海洋產業，二級產業發展最為快速，

三級產業也逐步地提升，惟海洋科技仍處於起步發展階段，

爰海洋產業之推動對於生態衝擊仍然相當明顯。

肆、我國推動海洋經濟之制度性課題
一、		政府體制面：專責我國海洋事務之海洋委員會未能如期成

立
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之「行政院組織法」，已明定於行

政院下設「海洋委員會」，作為我國海洋事務之最高決策機

關，辦理海洋總體政策、海洋產業發展與資源保育、海洋安

全、海岸管理、海洋文教、觀光與科研等業務之規劃、協調

與推動，可稱為我國推動海洋經濟之重要里程碑，海洋委員

會依規劃原擬於105年7月4日成立，惟因委員會及所屬機關之

職掌、功能及行政資源配置尚需再重新通盤檢討，爰已暫緩

其組織法之施行。

二、		計畫結合面：各目的事業建設計畫未與土地使用計畫充分
結合
海洋經濟發展涉及一、二、三級產業整合推動，但各產

業分屬不同部會機關主政，所訂之各目的事業建設計畫如漁

港、商港、國家風景區、遊艇製造專區等，未能與其所在之土

地使用計畫充分結合，導致產業發展未能透過整體空間規劃與

周遭土地開發相鏈結，無法為地區發展帶來加乘之經濟綜效。

三、法令調和面：各項法令相互競合與限制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之兼籌並顧向為政府重要施政目

標，海洋經濟需建構在海洋生態永續發展之前提下，產業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促進產業升級與發展，訂定各種法規，而

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亦於國土計畫法及海岸管理法等土地法規

訂定海岸、海域地保育之相關規定，海岸及海域使用相較以

往將更為嚴格與週延，恐影響海域產業之推動；另如遊艇港

因無專法亦常導致主管機關權責不清、非漁業用船隻（如獨

木舟）申請進出漁港或商港法規限制等課題。

四、執行整合面：中央各部會與地方資源未見整合
臺灣沿海各鄉鎮雖具有豐沛海洋資源，惟多屬偏鄉地區

及中小型漁村型態，而地方政府之海洋經濟國際觀、行政資

源、執行能量恐仍顯不足，中央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政策，尚無

法有效引導地方，以提升策略執行品質，而中央部會有關計畫

之推動與經費投入，亦未能與地方發展充分搭配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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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
一、發展願景與規劃精神
（一）�發展願景：建立海洋經濟發展典範，創造沿海地區

繁榮，促進海洋調和共生之國家。
（二）�規劃精神：經濟可行性、社會公平性、環境和諧性。

二、發展策略：
（一）適地適性適量，開創多元產品及提升競爭力

在維持海洋生態體系前提下，依各地資源特色，適性

適量多面向發展海洋產業與產品，提升南部地區競爭力。

（二）強化優質海洋產業發展環境，促進地區經濟繁榮
建構足以吸引民間願意投入各種海洋產業發展

之軟硬體設施、設備與服務，如交通運輸、公共設施

（備）、產業技術、知識經濟輔導等，營造優質產業發

展環境。

（三）檢討法規限制，創造具誘因投資環境
從促進新興產業發展與活絡海域活動面向，檢討與

海洋經濟發展有關之相關法規，務實解決現行法令相互

競合與限制之課題，以吸引民間投資。

（四）整合公私部門資源，開拓國內外海洋產業市場
配合政府政策與計畫之推動，透過產學研資源與技

術，輔導並協助業者發展海洋產業與開拓國內外市場；

並進行異業結合與推動產業聯盟，以加速六級化產業發

展。

（五）與國際接軌，培育加值產業人才
為開拓國際市場，各領域海洋產業之技術與服務品

質皆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學研機構合作，提升產

業人才國際觀，進行深度訓練與教育課程，培育產業關

鍵人才。

三、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
（一）優先推動南部地區

1.  臺灣東部、北部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及潮差過

大，較不利海洋活動發展，且由前述環境潛力分

析可知，在漁港、遊憩建設、水域運動政策及遊

艇活動推展等，南部地區（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及澎湖等縣市）係具有相當發展量能。

2.  從區域發展現況統計資料顯示（詳表1），南部、

東部及離島區域較北部及中部區域更需要政府扶

持與協助；復查政府為發展花東及離島地區，已

分於99年、100年頒布施行「離島建設條例」及

「花東建設條例」，並成立基金，據以推動各項

計畫與投入相關資源。

3.  綜上，從發展潛力與均衡區域發展面向，政府擇

定於南部地區優先推動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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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區域發展現況統計資料表1

（二）南部地區海洋經濟廊帶（詳圖 6）
南部地區藉由「六級化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概念」之

導入，從產業、交通、能源、觀光遊憩、土地利用、生

態永續、在地文化、漁村或社區景觀風貌等面向，翻轉

沿海鄉鎮，打造

1. 嘉義布袋、澎湖馬公跨海跨境海洋經濟軸

（1）  以嘉義布袋商港、布袋第三漁港及遊艇港為核

心，南北整合周邊濱海城鎮，發展生態養殖、

水產加工物流、在地漁業休閒體驗等產業，並

東西延伸銜接澎湖、金門和故宮南院、高鐵和

阿里山等既有遊憩軸線，型塑跨海和跨境的海

洋經濟軸。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離島區域
104年人口數

佔比（%）
11,043,361

(47.2%)
5,222,688

(22.3%)
6,315,472

(27.5%)
558,718
(2.4%)

233,278
(0.6%)

104年失業率（%） 4.21% 4.13% 4.16% 4.10% 1.17%
104年平均每戶可
支配所得（元） 1,068,153 870,558 865,077 715,315 891,235

全年生產總額(億) 157,069 63,466 71,056 2,221 414
工業部門生產
總額占比(%) 29.03% 16.72% 18.58% 0.36% 0.09%

服務業部門生產
總額占比(%) 24.35% 4.86% 5.57% 0.39% 0.05%

合計(%) 55.38% 21.58% 24.15% 0.75% 0.14%
資料來源：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各縣市政府 / 本會整理

1各區域包含之縣市分別為：
1.  北部城市區域：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2.  中部城市區域：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  南部城市區域：高雄市、臺南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
4.  東部區域：花蓮縣、臺東縣；5.  離島區域：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

（2）  以澎湖馬公新灣區為核心，持續深耕漁業捕撈

與養殖、發展再生能源（如風力、太陽能、海

流等）與推動智慧島嶼，並透過地區空間整體

規劃，串連海岸風光景點、便捷海陸交通，創

造出臺灣海上新明珠。

2. 臺南漁光、安平古都文化海洋經濟圈

以漁光島及周遭地區（包括安平漁港、安平商

港、安平歷史文化園區、安平工業區等）為範圍，

強化漁業及漁村文化風貌，進行商港、工業區產業

之轉型與活化，藉由安平歷史文化軌跡，串連至府

城市區觀光遊憩據點，形塑兼具藝術文化、濱海觀

光、產業樂活的海洋經濟圈。

3. 高雄興達遊艇、亞洲新灣郵輪海洋經濟軸

串聯高雄地區從北至南之重要漁港（包括興

達、彌陀、蚵仔寮、鼓山、旗津、前鎮、鳳鼻頭等

漁港），強化軟硬體建設與服務，創造漁業品牌、

豐富節慶活動與活絡水陸休閒產業，另以興達港遊

艇與亞洲新灣區郵輪二產業作為當地經濟發展雙引

擎，積極招商引資、法規檢討鬆綁、部會資源整

合，有效擴大海洋觀光旅遊市場，打造出多元化、

具時尚之海洋經濟發展軸。

4. 屏東東港、大鵬灣、小琉球海洋遊憩金三角

以交通船或遊艇為載具，串連東港、大鵬灣及

小琉球3處遊憩據點，致力發展國際級海洋觀光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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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運動、推動高值化漁業品牌、突顯城鎮自明性與

風貌及建置智慧觀光服務平臺，打造出海洋旅遊金

三角。

四、整合推動作法
（一）建立平臺

本會會同相關機關組成跨部會推動協調平臺，整合

資源、統籌分配經費；由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共同研擬潛力

地區之整體發展計畫，並積極建立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二）計畫與資源整合
1.  計畫整合，有效引導資源投入：以地區空間整體

發展為導向，依當地特色尋求獨特且具亮點之海

洋產業及可優化發展之潛力產業，並朝一、二、

三級產業結合推動，同時整合中央部會現有產業

發展、公共建設計畫及地方政府既有資源進行綜

合規劃，有效引導資源投入。

2.  既有資源整合：優先調整既有相關計畫資源投

入，如有不足，再輔以政策引導型預算。

（三）示範推廣
1.  示範落實：挑選適合潛力發展地區實質推動，落

實本案發展構想與策略。

2.  平衡區域發展政策：政府繼振興離島、花東地區

後，優先推動南部地區，從試點示範，擴大至區

域辦理。

圖6  南部地區海洋經濟廊帶構想

陸、以屏東東港、大鵬灣及小琉球為示範案例
一、規劃範圍

屏東縣沿海鄉鎮因地勢低窪及區域排水不易，長期受洪

水與潮害，屬邊陲、人口外移老化嚴重之小型城鎮，爰以屏

東縣東港鎮、大鵬灣及琉球鄉為規劃範圍，作為推動海洋經

濟之示範地區。

圖7 規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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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景
（一）推動海洋旅遊金三角

以交通船或遊艇為載具，串連東港、大鵬灣及小琉

球3處遊憩據點，將小琉球及墾丁旅遊觀光人潮延伸至大

鵬灣風景區，以發展海洋旅遊金三角。

（二）發展以海洋資源為主軸之六級化產業環境
為吸引遊客至示範地區駐留與旅遊，運用當地生

態、觀光、漁業、文化等資源與優勢，輔以交通、城鄉

風貌與基礎建設之改善，跨域整合行銷，提高觀光服務

品質，促進地區經濟發展。

三、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一）策略一：打造大鵬灣 the�only�one 特色

推動大鵬灣成為國家級帆船訓練中心，培養海洋遊

憩活動人口及水域運動專業人才；積極爭取辦理國際賽

車，擴大大鵬灣觀光旅遊市場；引進民間業者，打造臺

灣最具海洋遊憩休閒風之國際渡假勝地。

（二）策略二：適性適量發展小琉球海洋生態觀光
設立「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有效管制遊憩活動，

適度分流遊客；提供定時定點環島接駁巴士，推動綠色運

輸；落實離島特色建築管制規定，改善城鎮景觀風貌；積

極保育及復育稀有海洋動物，推動生態觀光旅遊。

（三）策略三：改善東港城鎮環境品質及人文風貌
針對東港地區重要自然與人文景觀，進行環境風貌

改造；建立地區觀光全方位服務與整合行銷平臺；透過

社區總體營造，改善公共環境與社區居住品質；改善與

提昇區內旅館及民宿之住宿服務品質。

（四）策略四：深耕多元遊憩體驗與漁業發展
積極發展大鵬灣深度生態旅遊活動，串連綠能產

業體驗場域，成為藍綠聯合旅遊線；推動觀光漁場或市

集，全方位整合行銷、提升旅遊品質；加強輔導漁業加

工產品與產銷通路；持續推動屏東優質水產品雙認證標

章，打造「屏東鮮讚」區域品牌。

（五）策略五：發展智慧觀光，鏈結行銷遊憩據點與遊程
成立觀光產業聯盟，加速觀光遊憩據點串連與遊程

規劃；建置完整之網路與通訊基礎設施，提升旅遊資訊

使用之便捷性；打造智慧觀光服務平臺，建置雲端票證

整合系統，透過電子票券輕鬆消費。

（六）策略六：建構便捷交通網，串連重要觀光資源
建構完善路運交通網，強化聯外及區內公路公共運

輸之無縫接駁及景點串連；優先辦理擴建東港客運碼頭

及周邊候船相關空間環境改善，提升船運服務品質；研

議復駛臺鐵東港觀光線，豐富旅遊深度與多元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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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屏東東港、大鵬灣及小琉球示範案之發展策略及行動計畫

發展策略 行動計畫

策略一
打造大鵬灣the 
only one特色

1.建置大鵬灣水域遊憩活動平臺設施計畫
2.推動大鵬灣域夜間遊憩活動建構光雕景觀設施計畫
3.推動大型國際賽車與亞洲卡丁車表演賽等活動計畫
4.民間自行規劃參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遊二區興建營運移轉計畫
5.水域運動發展計畫

策略二
適性適量發展
小琉球海洋生

態觀光

1.設立「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建立遊客總量與時段管制計畫
2.小琉球環島接駁公車計畫
3.推動離島特色建築法規檢討與執行計畫
4.屏東小琉球漁港及琉球新漁港碼頭風貌改善計畫
5.屏東縣琉球鄉生態保育及復育計畫
6.屏東縣琉球鄉龍蝦洞景觀工程及環境改善計畫

策略三
改善東港城鎮
環境品質及人

文風貌

1.東港鎮營造友善城鄉環境計畫
2.東港城鎮觀光指標系統建置計畫
3.漫遊東港城鄉暨空間資源經營計畫
4.東港城鎮多元遊憩環境建置與人才養成計畫
5.東港人文環境整備計畫

策略四
深耕多元遊憩
體驗與漁業發

展

1.光采濕地環境教育場域及休憩體驗深耕計畫
2.大鵬灣、光采溼地遊憩水路綠串連計畫
3.屏東縣自行車道系統建置計畫-東港鎮串聯林邊鄉路段
4.輔導設置觀光漁場示範點及漁業產業多元發展深耕計畫
5.牽成小琉球觀光市集及輔導漁港碼頭週邊流動攤販管理計畫
6.改善小琉球白沙觀光港船舶管理計畫
7.屏東認證優質水產品標章授權委外計畫

策略五
發展智慧觀光，
鏈結行銷遊憩

據點與遊程

1.輔導民間業者成立大鵬灣觀光產業聯盟計畫
2.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共同規劃行銷觀光遊憩據點與行程計畫
3.建構小琉球全島WIFI無線網路環境計畫
4.推動智慧觀光發展與電子旅遊套票服務計畫

柒、推廣至南部其他地區
為將示範案推動經驗與作法推廣至南部如高雄、嘉義、臺

南、澎湖等地區，本會已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南部地區海洋經濟發

展座談會，並召開多場跨部會協調會議，除宣導海洋經濟整合發

展概念與推動模式外，也經由專家學者為南部地方政府提供在地

海洋經濟發展的方向建議。此外，更透過國家建設總合規劃經費

之補助，鼓勵與協助地方政府研提具地方亮點之「『海洋經濟』

地區空間發展整體規劃」案，對於涉及政府政策或資源整合投入

等事項，本會亦將適時協調及整合，以凝聚中央與地方共識，為

南部地區發展齊心推動，擴大海洋經濟執行成效。

捌、結語
未來政府可從迅速完成整合性的海域利用規劃、推動海岸

海洋之資源復育、保育及利用、積極開發海峽風力及黑潮能源、

全力發展海洋觀光休閒產業等面向，落實海洋產業政策，推動規

劃、保育、能源、觀光等六級化之海洋經濟整合發展。以達成

「親近海洋、運用海洋、與海洋共存，發展永續又有競爭力的海

洋產業」之願景。

發展策略 行動計畫

策略六
建構便捷交通
網，串連重要

觀光資源

1.改善大鵬灣國家風景區聯外公共運輸系統計畫
2.大鵬灣環灣巴士候車環境改善計畫
3.大鵬灣環灣巴士營運虧損補貼計畫
4.研議復駛臺鐵舊東港線可行性計畫
5.東港客運碼頭整體改善工程計畫
6.東港客貨運碼頭發展構想計畫



136

參考文獻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年9月委員會議通過），「『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想』－以東港、
大鵬灣及小琉球為示範」

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2015），「建構我國海洋政策之『藍色經濟』概念與推動策
略之研究」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2010），「我國海洋政策白皮書之規劃研究」

國家發展委員會出國報告（2016年），「澳洲海洋政策與海洋觀光產業推動成效」

藍色經濟區，「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下載日期：2016年7
月25日）

National Marine Science Committee（2015年8月11日），「National Marine Science 
Plan （2015-2025）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 ś blu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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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四周環海、海洋資源豐富，又位居東亞南北來往的樞紐，在全球化

的趨勢下，海洋是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利基。「藍色經濟」係藉著

環境及資源潛力重新調查來統籌海陸經濟發展之佈局，並以海洋環境之

整治及相關自然防災系統性整合，來強化海洋開發的強度及利用，同時藉

由友善海域空間規劃，來提高海洋產業的綜合性開發水平。我國船舶海

運、漁業、海洋觀光、離岸風能等海洋產業具有相當發展優勢，宜透過海洋

產業結構轉型與創新，加速推動我國藍色經濟。

Abstract
Taiwan is surrounded by an ocean with abundant marine resources 

and is located in the commercial hub of eastern Asia. With globalization, 
this ocean access provides a niche for Taiwan to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lue economy can be defined as the rearrangement 
of a nation’s regional sea-land resources. By resurvey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otentials, a plan can be developed to reorganize sea-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atically combined with ocea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Also, marine spatial measures 
will be used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arine-related 
industrie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is blue economy 
will be created and enforc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development 
legislations. Our shipping, fishing, marine tourism, and offshore wind 
farm industries have great potentials and global advantag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promote the restructuring of and innovative changes 
to its marine-related industries in order to enhance blue economic 
development.

關鍵詞：藍色經濟、海洋產業、永續發展、臺灣
Keywords:  Blue economy, Ocean indust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iwan

壹、何謂藍色經濟
一、藍色經濟的意涵
海洋一直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資源寶庫，為人類提供絕佳

的生存機會，也是極具前景與商機的資源領域。在人口爆炸、資

源短缺、環境污染、氣候變遷等危機的現今，各國要走出經濟困

境、開拓未來的希望，無不寄望海洋這巨大的天然寶庫。有鑑於

海洋豐富資源和戰略上之重要性，國際間不斷運用科技向海洋拓

展其探索能力，努力提升國民對海洋生態與環境的瞭解，促進海

洋新興產業的形成與發展，並在海洋經濟與國際實力的發展中掌

控與開創新局。這些積極的作為，已經帶動了海洋產業革命，也

讓20世紀成為「藍色革命」（Blue Revolution）的新時代。藍色

經濟（Blue Economy）一詞之源起概念為2010年Gunter Pauli所提

出：「藍色經濟是一種循環經濟，重視保育、再生、不留下任何

廢料或造成能源耗損，以有限資源創造更優質社會，讓地球生態

取得零廢氣的環境平衡，最後達到永續利用與零排放的目標。」

的經濟循環模式。太平洋小島與開發中國家區域聯盟 （The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SID）（2011）在針對如何於小島

嶼國家中發展綠色經濟中提出結合海洋、海岸與漁業資源的藍色

經濟概念，係初次將藍色經濟聚焦在海洋的領域（IOC-UNESCO 

& FAO, 2011）。於2011年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會議中，中國大陸於中國廈門召開

「第一屆APEC藍色經濟論壇」，討論主題為藍色經濟的概念與發

展現況，並推動亞太區域內綠色成長的發展，強化在海洋資源面

向上的經濟技術合作與能力建構，以確保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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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將藍色經濟的概念納入海洋相關政策中。「藍色經濟」真正

在APEC中受到重視，始於2012年在印尼舉辦的APEC第一次經濟

技術合作委員會（SCE），會中主辦國印尼提出“Promoting Blue 

Economy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ing Food Security Linked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之概念報告，期將藍色經濟與

糧食安全、氣候變遷議題連結（陳子穎，2012），文件中除採用

PSID對藍色經濟所作的定義外，也建議將該文件納入為APEC討

論重點。同（2102）年在第二屆「APEC藍色經濟論壇」即以「發

展藍色經濟，促進永續發展」為主題，同時印尼更在會議中呼籲

APEC應積極推動藍色經濟。於2013年11月8日在廈門所舉辦的

國際海洋周進一步將藍色經濟定義為以海洋為基礎的永續海洋經

濟，強調與海洋的調和共生（symbiosis）、永續成長、優質社會

以及循環利用（recycling）之精神意涵。在第三屆「APEC藍色經

濟論壇」（2014）以「公私部門合作與對談」為主題，並以藍色

經濟串連三大議題，強調藍色經濟落實於政策中，並以科學技術

發展永續的藍色經濟。今（2016）年6月28日於海南省海口市舉

辦第四屆「APEC藍色經濟論壇」，主題訂為「促進藍色經濟合作

之途徑與實踐（Advancing Blue Economy Cooperation: Pathway and 

Practice）」，強調各經濟體必須透過技術創新與科技合作、強化

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海洋管理，來推動藍色經濟的發展，且以各

會員國間在藍色經濟的發展與實踐經驗為主要的討論核心，顯見

藍色經濟的發展已邁入實踐與落實的重要期程，而我國在藍色經

濟的推動上應有更明確的目標與方向，積極的推動藍色經濟的發

展。

國際上於藍色經濟的推動已從將藍色經濟概念納入國家經濟

發展政策，並提升藍色經濟於各產業的落實，雖然各國會因發展

目標與其個別優勢而有不同的發展策略與產業領域，但不變的是

皆會考量環境、經濟與社會三大層面以有效利用海洋現有資源，

創造三贏的局面（莊慶達等，2014）。歐盟在「藍色成長」中表

示，海洋產業之發展代表著540萬個工作和每年約5,000億歐元的

總經濟附加價值。整體而言，75%的全歐外貿和37%的歐盟內部

貿易是靠海運輸
1，海與海岸係歐盟經濟之主要驅動者。歐盟鎖

定推動「藍色經濟」的海洋與海事相關產業領域主要包括遠洋與

近岸航運、漁業、海洋油氣資源開發、以及沿岸觀光旅遊等。歐

盟以「藍色成長」為發展目標，並視為海洋與海事永續成長的機

會，其透過藍色經濟來驅動歐洲經濟成長，並以創造就業機會與

總體經濟附加價值為主要目標，計畫在2030年創造700萬個工作

就業機會和每年約6000億歐元的總經濟附加價值2。印尼在藍色

經濟的主要目標為：建設成全球最大的海洋和漁產品生產國，以

增加其國民福祉和國家安全為主要考量，並改善工作及就業機會
3。根據印尼海洋事務和漁業部（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2015）的數據顯示，目前印尼在採礦、能源、漁業、

1  Blue Growth,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osted by European Parliament 
Library on June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epthinktank.eu/2013/06/7/blue-growth/ (Last 
visited May 3, 2014)

2  Blue Growth,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Posted by European Parliament 
Library on June 27, 2013, available at http://epthinktank.eu/2013/06/7/blue-growth/ (Last 
visited May 3, 2014)

3  參考http://www.imacsindonesia.com/v5/images/moduls/2012blueeconomy.pdf(Last 
visited May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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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和旅遊業上具有可創造高達1.2兆美元的潛力。根據中國大陸

在「十二五」規劃（2011至2015年）的成果顯示，2015年海洋生

產總值達新臺幣約32.5兆元，年增約7%，約占9.6%的國內生產毛

額（GDP）比重接近，就業人口超過3500萬人，海洋科技對海洋

經濟貢獻達60%。（中央通訊社，2016）根據美國《2014年美國

海洋與沿海經濟狀況》的報告中顯示，美國的海洋經濟包括了：

建築（係與海洋基礎設施有關的活動，包括港口、碼頭、能源開

發平臺以及海灘養護）、生物資源（係漁業和水產養殖）、礦產

（係包括砂石開採以及石油天然氣）、船舶造船（係包括軍用、

商用及休閒船隻的修建製造）、旅遊與休閒（包括餐館、飯店、

衝浪及潛水）、以及海運（包括貨物與旅客運輸、搜尋及航行設

備生產），其總產值高達約2,578億美元，創造約277萬的就業人口

（Conathan & Moore, 2015）。我國為四面環海之國家，位處於亞

太地區的交通要道，且鄰近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因此匯聚

海運交通通路於一身重要，因而在船舶海運、郵輪旅遊等產業具

有其發展優勢。我國亦具有豐富的海洋礦產資源，在再生能源方

面，我國東部東臨太平洋流經之黑潮，西部海域亦具有豐富的風

能潛力，因此未來在海洋能源的發展上已具備先天的發展優勢，

而海洋科技及工程方面，我國具有一定之發展經驗及研究能量，

因此未來進一步將藍色經濟引進我國海洋產業之發展，需進行海

洋相關政策之統籌、整合及規劃，透過政策之施行再配合相關發

展措施之轉型，取得百姓及國內企業對政府的信任，方能帶動整

體海洋產業的發展，創造就業機會。

貳、國際藍色經濟下的海洋產業發展
在世界各區域性針對藍色經濟之發展，從最初聯合國對永續

發展做出承諾，並進行檢討已執行之永續發展的進展差距，到現

今各國提出藍色經濟的執行方針與執行檢討，讓藍色經濟更直接

於各海洋產業中落實。在孟加拉方面，由於其國內有近3,000萬

人民依靠海洋活動，如：漁業、商業性運輸等產業活動維生，因

此，有鑑於海洋活動對於孟加拉政府之重要性，該國之外交事務

部首制定國家海洋政策草案，並對於如何拓展國家之海洋產業競

爭力做出討論，並體認藍色經濟之產業發展，政府需投入一定之

海洋研究資源以瞭解自身所具有之發展潛力，該國之主要海洋經

濟主體產業有：（1）石油及天然氣；（2）漁業；（3）造船產

業；（4）拆船產業；（5）旅遊業及製鹽產業。而其中在海洋運

輸業為主要之海洋活動產業，造船產業及拆船產業為國家之發展

重點產業，據目前統計顯示，此兩產業於近年來成長24.8%。然由

於當地資金、技術及專業度不足以支撐海洋產業之發展，因此孟

加拉政府轉而尋求國際合作之機會，以拓展國家實力，對於該國

而言「藍色經濟」可視為以人類為中心之海洋產業。印度在「藍

色經濟」的發展，印度政府積極與周邊國家建立海洋產業發展

合作關係，希望透過夥伴關係的建置，來拓展國家海洋產業的發

展。於2004年大海嘯後，印度政府認為海洋產業發展之餘，對海

洋環境之海岸防災與減災亦甚為重要，因此在海嘯事件發生後印

度政府成立災害管理中心（Disaster Management Center, DMC），

係災害管理部下設之管理中心，並密切和斯里蘭卡合作，建立早

期預警系統，包括與當地和國際技術機構之通訊網路聯結、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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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緊急行動中心，對不可預期之自然災害做出應對。而馬來西亞

則在藍色經濟概念下，依其國內具有之海洋重點發展產業，盤點

各產業發展所面臨問題，再研擬後續產業發展規劃建議，確立藍

色經濟發展的核心。

國際上在藍色經濟概念下的海洋產業的發展上，歐盟的「藍

色成長：海洋與海事永續成長的機會」文件提及「藍色經濟」的

每一個別部門是相互依賴的，包括：海岸觀光旅遊、外海油氣資

源開發、遠洋與沿岸航運、遊艇與休閒娛樂碼頭、客輪服務業、

海上旅遊、漁業、內陸水上交通、海岸保護、海上風力發電、

海上監測、藍色生化科技、海水淡化、採集礦產、海上水產養

殖、海洋礦採、以及海洋再生能源等，這些部門應重視永續和保

護海洋環境的概念，也應減少海洋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例如排放污染物或有毒物質等4。同時，「藍色成長：海洋

與海事永續成長的機會」此文件所規劃之五個與發展歐盟「藍色

經濟」相關的領域包括：「藍色能源（Blue Energy）」、「水產

養殖」、「海洋、沿岸、及海上郵輪觀光旅遊」、「海洋礦產資

源（Marine Mineral Resources）」、以及「藍色生化科技（Blue 

Biotechnology）」，且這五大領域依據「歐洲2020策略」所定之

目標去推動「藍色經濟」的長程成長與就業發展。「歐洲2020策

略」所定之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達到下列目標：（1）75%年齡

在20至64歲之間的所有歐盟國民都能就業；（2）3%的GDP投資

於研發創新；（3）至少減少20%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再生能源

在能源結構所佔之比例達20%、以及增進20%之能源使用效率；

4  Ibid, pp. 4-5.

（4）將退學率降至10%以下，以及增加年輕人取得第三層級（a 

third-level）（指大學階段）或文憑的比例至少達到40%；以及 

（5）確保能夠減少2000萬人面臨貧窮或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的風險 
5。歐盟「藍色經濟」意謂著540萬個工作和每年約5,000億歐元的

總經濟附加價值。「藍色成長」發展策略也強調在未來許多其他

相關領域進一步成長的可能6。

2013年印尼海洋事務與漁業部長發行《我們的藍色經濟》

一書，強調印尼將持續推動藍色經濟的概念與認知，在強化糧食

安全與推動印尼經濟上，海洋及漁業部門將扮演重要的策略性角

色。印尼更是在藍色經濟的概念下規劃出五大施行要領：（1）

由政府確定海洋和漁業產業中藍色經濟的投資機會、（2）依藍色

經濟模式發展產業與投資、（3）海洋和漁業的人力資源發展、

（4）藍色經濟記錄及公眾宣傳文宣的編纂、（5）於國際會議中

推廣藍色經濟的實施與參與。印尼海洋與漁業部為了強化海洋漁

業建設，促進經濟發展將「藍色成長」作為綠色經濟中重要的推

動策略，並採取一連串的推動措施，包括：（1）整合政府資源加

強各級政府的統籌協調，（2）鼓勵私人企業與外國企業投資，

（3）推廣沿近海養殖技術以提高單位產品，（4）遠洋捕撈設備

更新、技術引進與人才培育資金的投入，（5）鼓勵銀行提供優惠

貸款和小額貸款給中小企業，（6）推動國際交流合作，確保海洋

資源的永續發展（王曉惠 & 趙鵬，2013）。

5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munic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explained: Europe 2020: Europe's growth strategy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3), p. 3.

6  Ibid.



146 147

議
題
一 

藍
色
經
濟

由以上規劃可看出，各國間推動藍色經濟的目的，其中很

重要的一個部份係帶動國內的產業發展與激化經濟成長的動能，

因此，藍色經濟政策的落實除了執行方針的擬定外，產業推廣

才是真正得以擴大藍色經濟效益的要因（莊慶達等，2014），

從各國的經驗來看（詳如表1），亦是借重關鍵產業的發展來落

實藍色經濟。以歐盟而言，主要推動的關鍵產業為「藍色能源

產業」、「水產養殖產業」、「海洋、沿岸、及海上郵輪觀光旅

遊產業」、「海洋礦產資源產業」、「藍色生物科技產業」，

並期望透過以上產業的發展提高就業人口比率，增加總體經濟的

附加價值。在印尼則以「海洋和漁業產業」為最重要的關鍵產

業，再輔以相關的產業包括「海洋運輸產業」、「海洋能源與礦

產資源產業」、「海洋旅遊產業」。美國在藍色經濟之發展重點

在於「經濟性及休閒漁業之資源永續」、「海岸保護及保全」、

「海洋活動上之空間競合」和「海洋能源發展」，做為發展之重

要產業。韓國則比照加拿大，成立其專責機關「海洋事務暨漁業

部（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and Fisheries, MOMAF）」其主

要職掌包括：海運安全管理、規劃管理、海洋政策、航運與物流

（logistics）、港口與商港、漁業政策、漁業資源等。韓國的海洋

事務暨漁業部亦在其公佈之海洋白皮書，其執行年份在2011-2020

年，主要是針對第一階段海域管理使用政策所出現之相關問題做

出修正，並提出三個基本目標：（1）拓展國內及國外的海洋領

域；（2）改造國內海洋產業，朝向新興產業發展；（3）建立永

續海洋管理及發展體系，韓國的海洋主管機關可以說是將航政和

漁業結合的管理模式，藉以整合漁業、海事和港灣行政（Kim & 

Choi, 2013）。而韓國在海洋經濟上之發展重點為「海岸、沿岸管

理及資源使用之安全與建全」、「強化海運交通物流之地位」、

「永續漁業及育種」、「海洋文化及旅遊」、「海洋技術之開

發與發展」和「增強國際合作之力度」等為藍色經濟之發展方

向。中國在藍色經濟的主要發展方向為「海洋生態環境之防災減

災」、「海洋糧食安全」、「海洋科技創新」和「規劃海洋經濟

區」之發展（莊慶達等，2014）。中國大陸於2015年出版的《中

國海洋經濟發展報告2015》中顯示其全國海洋生產總值為59,936

億元，生產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9.4% （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

研究所，2015），今（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更明確提出藍色經

濟的發展準繩：係拓展藍色經濟空間，堅持陸海統籌，發展海洋

經濟，科學開發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維護海洋權益，

建設海洋強國。即在進入“十三五”時期，全面實施海洋發展戰

略，把海域納入國土空間開發體系，對海洋資源進行科學的價值

評估，保證海洋資源的全面保護、合理利用與有序開發（王業

強 & 魏后凱，2015）。因此，根據上述關鍵產業的確定可以瞭解

到，關鍵產業的確立均是以國家未來的產業發展目標進行藍色經

濟關鍵產業的選定，也期透過關鍵產業的發展來創造更多的工作

機會、提升國內的經濟發展，以強化產業在國際競爭力，更以成

為世界上的先驅領導者為最終目的。

財政上的支持亦是推動藍色經濟重要的因素，根據歐盟藍

色經濟的推動經驗，歐盟透過「2014-2020多年度財政架構 （the 

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 2014-2020）」來支持海洋與海事

活動的永續發展，且歐盟各部長更呼籲歐洲各相關機構亦需依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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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發展（Kölling, 2012），顯示藍色經濟的發展必須在一個健全

的財政架構下去推動與執行。在加拿大的藍色經濟推動經驗上，

則是設法讓加拿大與世界各主要銀行深入合作，除了與世界各國

聯結成夥伴關係更可以獲得資金上的互助，此外，更透過吸引國

外投資者的相關措施來獲得重要的財務支援7。在印尼的藍色經濟

推動上，透過與已開發國家的合作來創造自己的藍色經濟，並發

展自己的藍色經濟產業。

表1 各國發展藍色經濟之實踐

國家 啟動
年度

政策
依據

推動
願景 發展策略 產業領域

歐盟 2012 藍色
成長

驅動歐
洲濟：
創造就
業會、
及總體
經濟附
加價值

1.  明確統合海洋政策措施：
 A. 海洋知識
 B. 海洋空間規劃
 C. 整合海洋調查
2.  確保最妥適措施之合併在顧

及地方性氣候、海洋學、經
濟、文化和社會因素下推動
永續成長政策。

3.  規劃五個特定活動為目標的
途徑：

 A. 水產養殖
 B. 沿海觀光旅遊
 C. 海洋生化科技
 D. 海洋能源
 E. 海床礦採

． 藍色能源
． 水產養殖
．  海洋、沿岸及

海上郵輪觀光
旅遊

．  海洋礦產資源
．  藍色生物科技

印尼 2008 藍色
革命

成為全球
最大的海
洋和漁產
品生產國

1. 加強人力資源與機構整合
2. 永續管理海洋與漁業資源
3.  提高海洋與漁業生產及競爭

力。
4. 開發國內外市場。

． 海洋和漁業
． 海洋運輸
．  海洋能源與礦

產資源
． 海洋旅遊

7  參考http://www.blue-economy.ca/report/canada-water-solutions-country-defining-
opportunities(Last visited May 6, 2014)

美國 2010
國家
海洋
政策

海洋
立國

1. 強化海洋領導和協調
2. 深化對海洋的認識
3. 增強對海洋的利用和保全
4. 管理海岸帶及領域
5. 支持海上交通運輸
6. 國際海洋科學和政策領先

海上交通運輸
漁業

加拿
大 2011

藍色
經濟
成長
倡議

盡善利
用水資
源並建
立糧食

安全

1.  制定乾旱/洪水緊急應變計
畫

2.  建立虛擬水資源分析和水足
跡

3.  建立國家虛擬水資源庫存量
4.  建立風險估工具
5.  支持實地研究、教育和獲取

信息
6.  計算真實的外部成本
7.  朝向全面水資源生命週期評

估

發展農業生產
供應鏈體系

中國
大陸 2011

十二
五

計畫

加快產
業轉變

發展

1.  海洋生態環境的防災和減災
2.  海洋糧食安全與漁業發展
3.  海洋科技研發技術發展與創

新
4.  海洋發展與國際合作之強化

建立藍色經濟
示範區

韓國 2011
海洋
白皮

書

成為海
洋使用
多樣性

國家

1.  強化海洋科技與研究調查。
2.  改善航運與造船競爭力。
3.  積極簽署多邊漁業協定。
4. 建立油氣開採。
5.  管理海岸地區以作多目標使

用。
6.  污染防治與應變計畫保護海

洋環境。
7.  強化海洋外交以因應國際情

勢。
8.  重組政府機關，落實海洋政

策發展。

海洋服務產業
海洋休閒產業
海洋服務產業

資料來源：莊慶達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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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年來全球對氣候變遷做出討論，因此在各區域性組織

及國家對於藍色經濟發展方面可以發現，其皆針對環境變動做出

相應之規劃，整體而言，對於氣候變遷之衝擊因應措施可分為：

（1)海洋防災與減災；（2）環境保育及復育；（3）法令制度之

完善等三大方向，在海洋防災與減災方面，主要之發展方向為建

置海洋自然災害之預警措施，兼顧整體海洋環境觀測之數據資料

庫，透過基礎資訊之建立，來做為後續政策規劃之依據，並制定

海洋環境保育保全方針，補足法律與現實層面之落差，以使產業

發展得以兼顧永續發展與適應氣候變遷。

參、我國藍色經濟下的海洋產業布局
過往以來，我國海洋產業發展多以產業各自的主軸進行發展，

缺乏整體性之發展策略，從國際上來看，以幾個海洋發展觀光遊憩

發展較具規模的城市、國家，如澳洲雪梨、紐西蘭奧克蘭、美國舊

金山、香港或新加坡等為例，不難發現其濱海地區之發展是整體性

的，而並非港與市各自為之，漁業單位負責漁港、港務單位負責商

港、都市發展僅限於市政府負責之都市區域。再以我國的高雄及基

隆港來看，其過去海岸之發展很大比率是以進出口海運發展為主，

並劃出一大片港區，忽略了「市」與「港」之整體發展，可發現並

未真正利用海洋優勢。到2004年提出的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方羅列我

國海洋政策之政策執行目標，並同時兼顧環境、經濟與社會之海洋

發展目標。而在推動的重要產業部份，依據海洋政策白皮書的內容

業已規劃出四大重要海洋產業範疇，包括「海洋漁業」、「航港造

船」、「海洋科技產業」、與「海洋觀光遊憩」。

在「海洋漁業」部分，漁業經營，必須朝永續漁業發展為

基本方針，除增加國內產業之技術性發展外，亦須對我國漁業及

相關產業進行後續發展之定位檢視，並評估現行補貼政策妥適

性，且所謂永續漁業，是指漁業資源之利用須維持在魚種系群之

最佳持續可捕獲量的水準以上，同時兼顧海洋生態之健康，包括

目標魚種、混獲物種及關聯魚種資源之健康。並在養殖漁業辦

理水產品上市前檢驗機制及養殖環境監測計畫，以符合全球化趨

勢，使漁產品建立自我品牌行銷，並拓展對外通路，以使產業永

續經營。並對漁民在觀念、技術上及經營管理等方面都必須力求

革新與改進，因此目前國內的漁業產業方展方向應是以資源永續

利用、產業永續經營及漁村永續發展為基礎，而這必須由政府與

漁民共同攜手達成，以在藍色經濟發展之背景下走向保育資源、

維護生態、善盡漁業責任，使我國漁業在新時代環境中得以永續

經營。此外，我國在海域空間使用發展上面呈現多元競合之情

形，在沿近海漁業上，政府應建立公平合理之漁業權處分及補償

機制，且對於拖網漁業之漁獲努力量及漁具、漁法應加強限制及

宣傳，因海底底床之地形維護具有其重要性，因此對於漁具漁法

之力度限制及類型之多加規劃並督察，以維持臺灣沿近海漁業之

生機，使資源獲得喘息。政府應依據海岸巡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協調海巡署取締漁船非法捕魚、驅離或查扣大陸漁船越界

捕魚，使國內之漁民在海域使用之權益上有所保障。在養殖漁業

上，應規劃管理海洋養殖海域，以避免海域空間使用上之衝突，

在魚苗育種及養殖放流方面，透過設立海洋科技園區，輔導海洋

養殖工程開發技術，以協助臺灣特有海洋養殖產業發展。



152 153

議
題
一 

藍
色
經
濟

在「航港造船」產業部分，我國「海運產業」包括海洋水運

業、船務代理業、海洋貨運承攬業、港埠業及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等之總產值（總收入）達新臺幣3,714億元，顯見海運對我國經貿

發展的貢獻與重要性。我國目前在營運的大型商港主要已營運多

年，因此傳統港埠所提供裝卸服務交通功能為主之背景下，深受船

舶進港之地利條件影響，亦即，今後港埠之發展應是朝向「多元化

的」。在航港造船產業之發展重點為活化現有之港口使用類型，並

評估各大小港口之使用程度，考量是否具有轉型之可能性，且近年

來綠色港口為新發展之港口轉型活化模式，其意義亦符合藍色經濟

發展架構下之永續經營。因此在整體海運產業方面而言，為健全我

國港埠的經營環境，應強化整體港埠資訊建設，以提供完善的資訊

服務，並鼓勵民間投資經營港埠設施，以活化原有之碼頭設備並提

升碼頭營運效率，未引進國際物流產業，應審慎評估我國本身具備

之軟、硬實力，以確切執行應有之策略引進國際物流產業。

現階段在國內造船產業發展上產生斷層，因此應強化人才培

育以使技術得以更新，並永續發展。因此在建構優良的造船環境

方面，首先應協助突破人才斷層的情形，並透過產學合作來增加

產業之能見度及曝光度，以增加產業認同，並在監督審查機制方

面，應設立評鑑小組審查機制，以編列造船業研究之發展經費，

並提升我國在造船技術、造船產業上之國際競爭力，結合漁船與

遊艇科技及國防造艦，朝推動區域造船中心邁進。另一方面，近

年來休閒產業的興起，應鼓勵業者具有自主建造海洋休閒產業相

關之船舶舟艇等水域運動器材，建構船員供給與培訓體系，以培

植造船相關專業之產業人才。為注入造船產業之新型設計及製造

概念，應培養自我發展之多樣化設計，並瞭解國際發展之流行趨

勢，以提升產業之新穎度，並吸引國外業者投標造船，以使我國

轉為造船主要國家，而非船東主要國家。

在「海洋科技產業」部分，未來在環保、技術及經濟可行

下，在海洋能源及資源開採方面，應整合國內所具有之海事工程

能力，建立合作交流平臺，並建立海氣象數據資料庫，除可減少

對於環境的衝擊外，亦可協助海洋能源使用及建設之進程，在維

護環境資源之前提下符合永續發展潮流與趨勢。在海洋能源方

面，除需研究各類離岸發電型態（離岸風能、波能、黑潮發電、

溫差發電等等）對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外，亦需精進我國在相關零

組件上之開發以及海事工程技術的升級，俾利後續發展。且在

進行可行性開發評估後，考量國內未來在海洋能源產業之發展方

向，評估「海洋能源專業工業園區」之可行性，透過產業機制及

國內自需之發展建立，來奠定未來海洋能源產業發展的基礎。我

國在發展海洋生物科技上，具有一定之發展經驗及研究能量，因

此應建構海洋生物科技園區，推動海洋生化學資源、水產食品加

工及水產養殖相關生物科技產業，並協助相關藥物之開發以拓展

海洋生物科技之發展方向，達到多元技術開發之願景。由於海事

工程產業所涵蓋之範圍廣，並且和海洋能源、礦產、港埠等產業

之發展需求息息相關，因此該產業之發展首先應加速產、學、研

能量凝聚，以匯聚國內之技術及產業能量，並以建立商業營運、

海事工程、電力傳輸及產業設備更新等技術自主能力為首要任

務。海洋人才利用應國際化，尤以海洋工程為例，我國海洋工程

人才優秀，但常受限於資源問題，幾乎都在國外進行工作，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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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行動計畫應明確，將海洋環境與技術事業與海洋工程業納

入討論，以維持海洋工程產業之能量。

在「海洋觀光遊憩」部分，8我國在本島及離島海岸地區有美

好的海灘、沙丘、濕地、紅樹林、海蝕地形及海洋中的珊瑚礁群

與魚類等資源，均為發展觀光遊憩的重要資源。隨著休閒旅遊需

求的提升，遊憩活動朝向多樣化發展，海域遊憩活動已為我國觀

光旅遊選擇之一。惟國人親海性不足，致使海洋觀光發展緩慢，

急需加強國人開放水域安全教育及水域運動器材之製造。由於海

岸資源具高度敏感性與脆弱性，因此對於海洋資源之利用，應考

慮兼顧保育與開發之平衡，才能確保資源永續經營。由於海洋休

閒活動日益蓬勃且多樣，易致不同種類之海洋活動使用共同之海

域，常常導致彼此使用空間之競爭，造成海洋觀光休閒在海域空

間使用上的安全疑慮。因此在海洋休閒遊憩產業上，首應針對國

內海域使用空間作出跨部會之溝通協調，以避免產業發展衝突，

未來應將發展重點擺在海洋環境、人文文化及休閒活動等三方面

之產業結合，以協助產業轉化並增加地區特色，在法律制度上也

應針對現實情況做出修正，以排除對於產業之發展阻礙。我國漁

港眾多，於海洋文創產業部份，以高雄蚵仔寮為例，該地區以

一、二級產業為主，即海洋捕撈、養殖漁業及水產加工等，如今

蚵仔寮發展海洋文化與運銷等三級產業成功，相關產品甚至送至

德國參展；蚵仔寮的成功在於結合當地文化特色，並利用漁產加

工的強項進行更廣域的推廣。因此應創造亮點找出各自的特色定

位，並邁向六級產業，朝向多元化發展。

8  同前註，頁132。

肆、我國藍色經濟的推動原則與發展策略
臺灣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唯有站在陸地、思考海洋、

親近海洋（Stand on land, think of ocean, close to ocean），才能發展

可永續利用及具有競爭力的海洋經濟產業。藍色經濟理念乃是以

永續發展、對環境友善、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等原則前提下所發展

的海洋產業，因此將藍色經濟引進我國海洋產業之發展，政府首

要作為需進行海洋相關政策之統籌、整合及規劃，考量海洋空間

利用，以積極之做為帶動海洋產業的發展。同時，海洋產業的永

續發展上要符合3E原則：（1）經濟上（Economical）是可行的，

即強調穩定可預期之利潤，並提升相對生產力與競爭力來維護產

業之生存；（2）社會上（Equity）是可接受的，即注重產業的發

展能符合公平正義，避免或至少儘量減少產業間的衝突；及（3）

環境上（Environmental）是和諧的，即重視資源利用是以符合環

境保護及生態平衡之原則，藍色經濟成為臺灣經劑的主流。

一、我國於藍色經濟的推動原則
海洋面臨了氣候變遷、污染、棲地喪失、過漁等威脅，

讓全球的海洋與海岸生態系統的健康及經濟生產力都在下

降，因此藍色經濟的推動必須以海洋永續為發展前提，政府

除對各類的海洋威脅做出不同的承諾，更應進一步擬訂藍色

經濟行動方案。海洋產業係一高投資產業，檢視正在發展的

海洋產業及過度發展的海洋產業的需求與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政府應訂定高品質的產業製程標準、產品品質標準，並

取消有害環境的海洋產業補貼。政府除須有上位政策制定短

中長期投資外，產業亦應對相關產業推行產生企業贊助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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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擬定政府與產業間的配套策略。透過投資良性循環、自

負盈虧的推動蓋念，開發商、投資者與政府，都應將環境保

護作為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環境影響，在金

融經營活動中注重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環境污染的治理，通過

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永續經融

概念。

藍色經濟發展會因天然資源、技術、人才、資本與創

新能力等要素的影響，因此不同的海洋產業可能需要不同的

執行方案與措施，如海洋漁業可能需要強調：改善過漁與漁

獲能力過剩、加強漁業管理或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權責及

財務、採用省能源之船舶與漁法及漁業資源的公平利用等項

目；養殖漁業則偏重水土資源的公平利用、環保飼料、創新

的養殖生產系統、養殖碳足跡的減少，但必須克服技術成本

過高、基礎建設限制，以及必須面對環境與空間所引發問題

（如與海洋漁業之競合）；而海洋運輪則面臨了後繼人才之

教育與養成（特別是運輸機人才）以及綠色船舶、綠色航

運、綠色港灣所引發之國際競爭力課題；海域遊憩活動非常

多元，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包括觀光、漁業、海洋國家公園

等部分，因此，在推動海域憩發展整體發展上，應重視不同

部門間的對話與資源的整合和協調，創造有利海洋觀光發展

條件；我國海洋工程人才優秀，但常受限於資源問題，幾乎

都在國外進行工作，故我國政府行動計畫應明確，將海洋環

境與技術產業與海洋工程產業應納入規劃；近年漸有遊艇造

船業被取代的擔憂，但漁船造船技術還是無可取代，以中西

太平洋鰹鮪圍網為例，全球各地還是慕名至高雄造船，故對

於臺灣造船業之願景還是很光明，遊艇亦同，臺灣有技術，

但問題在於設計風潮及技術層面需加強，以希臘為例，雖然

希臘缺少造船技術，但其對於遊艇的工藝設計方面是強項，

臺灣應提升並重視此方面的人才。

藍色經濟活動多元，然海洋資源有限，資源的配置非

常重要。依據現存及潛在的人力、市場需求及各項主客觀條

件，評估並擬訂活動項目發展的優先性。此外，對優先發展

的活動項目建置一套策略規劃。在優先性的考量下，活動所

涉及的可能需求（如土地、交通、人力、訓練、法規的鬆綁

與訂定等需求）一一檢視，並由各相關單位投入資源，致力

於需求的改善。因此，政府應扮演積極角色，包含國內規範

之改善、新海洋能源技術之升級、購電價的重新估算、同時

符合產業利益成本與環境成本、成本與貸款平臺之建立、國

家級產業發展SOP之建立、以及培育海洋各領域人才等。

二、我國於藍色經濟的發展策略
21世紀是人類開發、利用、建設、及保護海洋的新世

紀，美、英、日、韓、中等世界主要海岸國家為全力發展海

洋，除提升國家對海洋事務的重視之外，也積極培育發展海

洋所需要的人才，進而深耕其海洋方面的科技研發工作。長

期以來，我國雖然在海洋相關產業的發展不錯，但政府對海

洋方面的財政預算卻遠遠不足，造成整體海洋競爭實力無法

持續的窘境。如今我國面對藍色經濟與知識經濟的發展，在

全球積極進行海洋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局勢下，更需全面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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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領域的競爭優勢。對於發展藍色經濟之總體思路而言，

即是以海洋產業發展為中心，並在不斷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

力之前提下，保證海洋資源可長期持續利用，促進海洋生態

健康和環境優化，以提高海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並提升海

洋經濟發展的綠色能量轉性。2012年韓國世博之展覽主題之

一即為藍色經濟發展，希望可以表達韓國在藍色經濟上的規

劃（1）永續海洋環境；（2）明智使用；（3）海洋與人類創

造性之結合發展，等三大方向作為韓國未來發展海洋經濟之

基礎標竿。在中國大陸方面，今（2016）年更明確提出「拓

展藍色經濟空間，堅持陸海統籌，發展海洋經濟，科學開發

海洋資源，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

國」9之發展戰略。因此發展藍色經濟，意謂著國家及區域性

海陸資源之重新配置，藉著環境及資源潛力之重新調查來統

籌海陸經濟發展之布局，並以海洋環境之整治及相關自然防

災之系統性整合，來強化海洋開發之強度及利用，並利用海

域空間之使用規劃來提高海洋產業之綜合性開發水平，因此

藍色經濟在國際間的發展策略主要建構在國家的基本發展政

策下，並透過法律的制定給予執行上的法治化依據。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於2012年12月提出「海洋經濟

的未來」研究報告指出，直至2030未來的新興海洋產業包

含以下：（1）離岸風能、潮汐發電、海浪發電；（2）深海

床開採石油和天然氣；（3）海洋養殖漁業；（4）海洋生物

9  《中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

科技；（5）海洋有關觀光業和休閒活動；（6）海洋監測、

控制和偵察。聯合國環境計畫（UNEP）轄下的水與海洋生

態系小組（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Branch）在2012

年「藍色世界的綠色經濟」綜合報告中，亦分別討論下列產

業：（1）漁業和海洋養殖業；（2）海洋運輸；（3）海洋的

永續能源；（4）海洋營養素污染防治；（5）海岸觀光業；

（6）深海礦業；（7）小島開發中國家。而我國的海洋產業

發展中，運輸、造船及遠洋捕撈業均在全球產業鏈上佔重要

地位，未來發展更應成為典範的轉移，繼續提供對臺灣的經

濟貢獻，包括 （1）「產業策略上」在涉及使用國際公資源

的產業鏈中，透由供應鏈各成員間的合作，架構利益平衡的

夥伴關係。（2）「資源方面」，由傳統對資源國付費入漁的

思維演進到由技術合作及共同投資方式來建立穩固的經濟合

作關係。（3）產業參與者應抱持得以永續開發的態度，往

「產業供應鏈服務平臺提供者」及「產業供應鏈解決方案提

供者」的功能方向移動，跳脫過去只扮演傳統原料供應者的

角色。

綜合而言，依臺灣的人文、地理、政治、社會、經濟發

展、科技基礎各項條件考慮下，歸納以下的各項產業，短期

來看臺灣推動海洋經濟的最佳賣點，仍然在於海洋觀光業。

過去幾年中，國外來臺觀光人數大幅成長，由過去三百萬人

成長到2013年的將近八百萬人，日本、韓國、港、澳、大陸

來臺旅客快速增加。充分運用臺灣為海洋包圍的特色，推動

海洋運動、帆船、潛水、遊艇觀光、海生動物娛樂、開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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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海洋觀光亮點，更是值得考慮的重點。就中長期來看，

最值得開拓的產業有 （1）離岸風能；（2）深海床石油天然

氣開採；（3）海洋養殖漁業；（4）海洋生物科技；（5）海

洋有關觀光業和休閒活動。各項項海洋產業發展大方向，都

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產業發展的考慮點不一，發展重點

在空間和時間的配置上，也可能存在衝突的情況。例如：觀

光產業可能和養殖漁業在地點選擇上，存在衝突的現象。離

岸風能也可能和養殖漁業發生衝突，完善的海洋空間規劃亦

是當前不可忽視的一環。

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發展藍色經濟，需要從政策面進

行宏觀調控，確立產業發展的原則，包含：（1）因應海洋經

濟快速發展趨勢，加速調整海洋經濟發展與治理制度，促進

海洋產業部門整合。（2）藉由行政院跨部會的加值平臺，盤

點與整合相關資源，發展具利基之海洋產業，使其成為臺灣

藍色經濟推動之新動力。（3）優化藍色產業智慧供應鏈生態

系統，催生與鼓勵海洋新創事業，帶動社會及海洋產業的升

級。（4）培育水域運動人才，結合國際趨勢，打造水域運動

休閒產業鏈，建構親海愛海新文化。

伍、結語
我國在藍色經濟發展，應以保育海洋生態為基礎，落實藍色經

濟永續概念，共同推動海洋產業結構轉型與創新發展。海洋產業發

展策略的確認是藍色經濟推動的關鍵，盱衡國外藍色經濟發展及國

內海洋產業背景，我國藍色經濟可先從下面二方面先行著手：

	一、海洋產業創新發展
1.  促進跨域整合，並增進業者與政府之夥伴關係，共同

研擬產業政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

2.  鼓勵海洋經濟相關業者發展海洋知識運作技術聯盟，

推動高等海洋教育與產業界交流，共同設計與傳遞海

洋職能必備之課程與方法，提供產業所需的技術與創

新。

3.  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資源，運用生物與環境科技，發展

生物與醫藥保健產業，增進人類之健康與福祉。

4.  透過友善海域空間規劃，橋接離岸風能與海域使用，

落實海洋再生能源發展。

二、海洋產業六級化
1.  結合一級、二級、三級產業，從立法、輔導體系、基

金創設等方面，協助海洋產業相關業者規劃與擬訂海

洋產業六級化計畫。

2.  透過藍色產業智慧化及海洋休閒運動，促進海洋產業

六級化，進而形塑具有文化價值的臺灣藍色品牌。

3.  經由場域導向及跨領域課程模組設計，培育掌握地方

動態與社會需求的藍色經濟創新創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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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北市貢寮區卯澳灣獲選為全國第一處栽培漁業示範區。位於卯澳灣

內凹處的卯澳漁村將建立自主管理經營模式，導入休閒觀光元素，促進漁

村經濟產業轉型，使栽培漁業示範區得以永續經營。然而過去十年來，卯

澳漁村勞動人口外流近四成，出現很多低度利用空間，若能賦予上述任務

並有效再利用，不僅有助於維護傳統漁村風貌，提升休閒觀光價值，更能

被賦與社區總體營造與社會教育的任務，同時吸引人口回流，讓卯澳漁村

具備特色地方文化並成為民眾活動場域。進言之，透過低度利用空間之參

與行為，促進卯澳漁村活化再生。

低度利用空間泛指環境中被人遺棄的角落，包含建築物與構造物，甚至

是開放空間，只要目前處於低度利用狀態，都可是再利用的主體。本研究

嘗試透過實地觀察並運用空間型構法則，針對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進

行分析。研究發現，運用空間型構法則所模擬出人之空間參與行為與實

地觀察結果趨近一致：利洋宮廟埕、社區中央廣場、卯澳灣海堤、福連國

小操場為漁村活化之關鍵空間。活化漁村的本質在於透過提升低度利用

空間的可視性，促進其消費行為，形成相應的產業鏈和商業模式。本研究

聚焦在探究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之參與行為與活化再生策略，可同時

作為檢視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空間策略、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化與

生態景觀維護管理，以及後續相關研究與政策擬定之參考。

Abstract
The Mao-Ao bay, located in Gongliao District of New Taipei City is 

chosen as the Taiwan’s first fish farming demonstration area. The Mao-
Ao fishing village situated in the concave area within the bay is planning 
to establish a self-management business model, introducing leisure and 
tourism to promote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the fishing 
village, making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ustainable. However,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 labor forces of the Mao-Ao community declines by 
around 40 percent. A lot of underutilized spaces have appeared. We argue 

關鍵詞：栽培漁業、空間型構、空間行為、活化再生、氣候變遷
Keywords:		fish	farming,	spatial	syntax,	spatial	regeneration,	open	

space,	climate	change

that those places could be reused in an effective manner 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of the fishing village,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leisure, 
and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so doing, the specific local culture and the activities of the public can be 
expected. The underutilized space refers to the place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abandoned and has potential to be reused, including the buil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even the open space, as long as the state is currently 
in low utiliza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pply field observations and space 
syntax approaches to analyze the underutilized spaces of the Mao-Ao fishing 
vill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ults throughout the field observations 
and the space syntax that simulates human spatial behavior are consistent: 
the central square of the village, the area close to the embankment, the Li-
Yang temple square, and the Fu-Lien elementary school playground are 
key activity spaces of the fishing village. The essence lies in activating of 
the fishing village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vi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the consumer behavior, and forming the corresponding chain 
and business models.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exploring the participant 
behavior and regeneration strategy of the underutilized spaces of the Mao-
Ao fishing village. It can als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spatial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ge’s cultural environment, marine culture, and ecological landscape, as 
well as the follow-up research and poli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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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新北市貢寮區卯澳灣獲選為全國第一處栽培漁業示範區。卯

澳灣有臺灣東北角難得自然的海岸線，且生態物種富饒，適合石

花菜及各類海洋生物生長，同時也被譽為浮潛天堂。卯澳漁村座

落於卯澳灣的內凹處，是難得的傳統漁村。卯澳漁村將建立自主

管理經營模式，導入休閒觀光元素，促進漁村經濟產業轉型，使

栽培漁業示範區得以永續經營 （漁業署 2016）。

另卯澳栽培漁業示範區確立後，現階段正積極建構各級政

府、漁會、及社區民眾，三部門相互支應的運作架構，並導入

社會企業經營理念，推動漁村永續自主管理 （莊慶達等2016；

Nielsen et al. 2004; Thomson and Gray 2009）。檢視目前卯澳漁村

發展，近年來勞動人口外流，出現很多低度利用之開放空間，若

能賦予上述任務並有效再利用，不僅有助於維護傳統漁村風貌，

提升休閒觀光價值，更能被賦與社區總體營造與社會教育的任

務，同時吸引人口回流，讓卯澳漁村具備特色地方文化並成為民

眾活動場域。進言之，透過低度利用空間之參與行為，促進卯澳

漁村活化再生 （Pita et al. 2010; Prayaga et al. 2012）。

低度利用空間泛指環境中被人遺棄的角落，包含建築物與構

造物，甚至是開放空間，只要目前處於低度利用狀態，都可是再

利用的主體 （傅朝卿 2004; Koohsari et al. 2013）。本研究嘗試透

過實地觀察並運用空間型構法則 （space syntax） （Al_Sayed et al. 

2012; Bafna 2003; Gann 2003; Hillier 1999; Lu et al. 2013），針對

新北市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實地觀察結果

與運用空間型構法則所模擬出人的潛在空間參與行為分布趨近一

致：卯澳漁村的廣場、堤岸和廟埕為漁村活化之關鍵空間。原因

在於其高可視性，有助於衍生消費行為，形成對應之產業鏈和商

業模式。本研究探究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之參與行為與活化再

生策略，可作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空間策略、海岸聚落人文環

境、海洋文化與生態景觀維護管理 （經建會 2012），以及後續相

關研究與政策擬定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之參與行為與活化

再生策略，強調透過空間再利用策略促進社區參與，促進海洋復

育相關工作。研究方法聚焦在基地現況分析與實地觀察方法，並

搭配運用空間型構法則，釐清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空間的分布與潛

力；說明如下：

一、基地現況分析
卯澳漁村位於臺灣東北部三貂角的北側，人口約300到

400人，為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的一座小漁村。漁村聚落大

都圍繞在澳仔南側，由後山流下的三條溪將社區分割為四個

區段，由東往西分別為A、B、C、D四個地塊 （圖2）。近年

來，福連里人口數明顯下滑 （圖1），卯澳社區內目前常住

人口以老年人為主，社區出現勞動人口外流和社區高齡化等

問題，近半住宅長期閒置。大量村民流失，衝擊漁業經濟，

並因此出現了許多低度利用空間，主要分布在利洋宮廟埕、

社區中央廣場、卯澳灣海堤，與福連國小操場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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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澳漁村面對的卯澳灣位處黑潮與親潮之交會處，該海域

富含營養源，不論魚類的種類及數量都相當豐富，海域四季的水

溫不同，冬春兩季，有各種藻類繁生；夏季潮間帶，棲息著各式

的海濱生物，因此海洋資源相當具有多樣性。經過栽培漁業選址

計畫的調查，確認卯澳灣確實有實施栽培漁業之環境，並有豐富

的潛在經濟效益，因此獲選為全國第一處栽培漁業示範區，並在

2016年6月正式啟用。未來卯澳漁村將建立經營管理模式，導入休

閒觀光元素，促進漁村經濟產業轉型，使栽培漁業示範區得以永

續經營 （漁業署2016）。面對上述挑戰與契機，本研究認為利洋

宮廟埕、社區中央廣場、卯澳灣海堤、福連國小操場等低度利用

空間 （圖3），若能被賦與社區總體營造與社會教育的任務，將有

助於吸引人口回流，讓卯澳漁村具備特色地方文化並成為民眾活

動場域。

圖1 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歷年人口數統計（內政部2012） 圖2  卯澳漁村配置：（1）利洋宮廟埕、（2）社區中央廣場、（3）卯澳灣海堤、（4）福連國小操
場，與（5）卯澳海洋驛站（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Google Earth與本
研究）

卯澳社區

卯澳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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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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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澳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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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卯澳漁村低度利用的（1）利洋宮廟埕、（2）社區中央廣場、（3）卯澳灣海堤、（4）福連國
小操場，以及位於社區中央廣場前的栽培漁業示範計畫推動基地（5）卯澳海洋驛站（鄒植汎 攝）

3 4

5

1 2

二、實地觀察方法
針對上述低度利用空間，本研究透過實地觀察方法，聚

焦在記錄三個月的人群活動。按照平常日和週末進行，將人

群行為區分為動態行為和靜態行為，並搭配Google Maps進行

標註；再透過影像處理軟體建立相關圖層，進行不同行為的

行為地圖的繪製；另外透過觀察法記錄人群的活動路徑和行

為選擇度。本研究採用Google Maps上的圖釘工具，用以標示

不同行為出現的位置與具體名稱。實地觀察方法內容包括：

．時間：  實地觀察的時間主要分為平常日和週末兩個時段，

從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亦即一般人的活動時段。

．行為：  參與行為以騎車、開車、進香、步行、海釣、日光

浴、浮潛、游泳，與休憩等為主。

．紀錄：  實地觀察主要由五位觀察者，分別分佈於A、B、

C、D四個區域將上述等參與行為記錄下來。在觀察

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傳統的拼板舟多閒置於利洋宮

前，漁村傳統的漁業行為已經逐漸導向觀光。

．標註：  本研究將空間中的靜態行為和動態參與行為按照

不同顏色和樣式進行分類和標記，並就五位觀察

者的Google Maps的標記點進行統計，再運用Adobe 

Photoshop繪製行為地圖。

．疊圖：  本研究透過五位觀察者的平日和週末不同時段的行

為地圖疊加，得出總行為地圖分布，用來分析人群

於不同時段的參與行為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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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型構法則
空間型構法則著重透過對空間進行尺度劃分和空間分

割，對人群行為進行模擬分析，從而瞭解空間形態對於人群

的參與行為的影響，並通過統計學觀察得出相應靜態參與行

為和動態參與行為加以驗證。本研究因此運用空間型構法則

中的視線整合度，進行卯澳漁村的可視性分析，針對卯澳漁

村的道路空間和公共空間進行模擬。而空間型構法則的可視

性分析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可以看見；二是可以到達。

其並非傳統上的視線分析，其演算法乃基於拓撲聯繫，著重

透過模型化的分析方法把空間抽象成線，透過可視圖分析把

空間細分成點。點與點之間的連接關係是可視圖分析的基

礎。進言之，空間型構法則直觀地表達了一個區域的空間可

視性，其關注的視線整合度同時也代表的了可視域的可達性

強弱。

另從消費行為的觀點，消費行為的核心問題是消費者

的購買動機的形成問題按照行為學派的傳統解釋；而消費者

的行為趨向，是決定和影響消費者的各種內在因素和外部環

境共同作用的結果。換言之，本研究聚焦在空間的可視性分

析，基於其對於觀光客消費行為的潛在關聯。

參、結果與討論
綜合上述空間型構法則和實地觀察，本研究指出卯澳漁村低

度利用的利洋宮廟埕、社區中央廣場、卯澳灣海堤，與福連國小操

場等開放空間，其靜態行為多發生於公共空間，動態行為多發生為

道路空間，路網複雜的公共空間的可達性要高於簡單的路網公共空

間。另就靜態行為更易於促發消費行為，本研究探討如何透過公共

空間的小尺度改造，提升其可視性，將觀光客的行為從動態行為轉

化為靜態行為。卯澳漁村可視為一個系統整體，由道路分割的各個

居住空間和公共空間為對應的子系統，道路空間和公共空間為連接

各子系統間的紐帶；各子系統間通過紐帶產生作用和聯繫。卯澳漁

村的圖底關係可以得出 （圖5），建築體的可改造性較小，開放空

間的可改造行較大。整體研究結果與討論內容如下：

一、實地觀察分析
本研究透過目視觀察分析，繪製出卯澳漁村之各類空間

參與行為地圖：靜態行為的人數（n=16）要遠少於動態行為

的人數（n=84）。這說明在卯澳漁村的人群對於動態的行為

的偏好要遠高於靜態行為的。這取決於當地的環境舒適性的影

響。無論是靜態行為的休息，日光浴還是海釣，亦或是浮潛、

騎行、進香、游泳等，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卯澳灣一帶展開。

本研究觀察者在調查過程中的動線為從卯澳漁村的中

心廣場開始沿自行車公路向北，經過石頭古厝、福連國小後

反向返回，經過廣場向利洋宮方向前進，繼而轉而向利洋宮

後的民居，最後沿原路徑返回廣場前。調查採用設備為佳能

60D相機和尼康D5500相機，對目視的圖像進行拍攝記錄法，

後期經由電腦查驗和整理成為電子資料，結合現場所做的筆

記，盡量還原目視觀察所得到的訊息。經過觀察，利洋宮前

活動人數最多（n>50），觀察當日為週末，進香團的大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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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停在社區中心廣場，而非卯澳漁村的停車場，為動態行

為；自行車公路騎行者（n>50）為動態行為；福連國小前水

域浮潛人數和教練人員（n=10）的行為是動態活動；卯澳漁

港前海釣行為是靜止活動（n=5）；卯澳海洋驛站及周邊的納

涼活動為靜態活動（n>20）福連國小內部太陽浴（n=1）為靜

止活動（圖4、圖5）。

圖4  卯澳漁村空間參與行為分布總圖（灰色塊為建築體；白色區域為開放空間；編號參照圖2）

1
2

5

3

4

圖5 卯澳漁村之各類空間參與行為分布

（一）�動態行為分析
．  浮潛人群行為 （n=7）：位於福連國小前的水域，從

地理地形來看，福連國小前的水域有部分露出水面的

礁石，具有臨時停靠和休息的空間。浮潛教練和浮潛

遊客一般選擇在福連國小前的開放緩衝空間進行教學

活動和設備短暫存放。浮潛行為發生在福連國小前的

水域，具有一定的空間意義。福連國小前是卯澳漁村

唯一的開放空間，具有礁石淺灘、休憩空間，為潛水

提供空間參與行為發生的可能。

．  騎行人群行為（n=17）：分佈在自行車公路（福興

海釣行為

休憩行為

日光浴行為

行為總圖

浮潛行為

靜態行為

游泳行為

動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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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從空間視域來看，利洋宮廟埕、社區中心廣

場、福連國小操場緩衝空間具有較好的視域空間。分

佈在以上三點短暫停留的騎行人群分別為n=4,4,3。騎

行人群發生動態行為時，集中在道路空間，騎行人群

產生休憩行為時，選擇開放或半開放空間。

．  自駕人群行為（n=23）：人群沿兩條公路分佈，一條

為沿海岸線的自行車公路（福興街），另一條是環臺

灣島公路（北部濱海公路）。自駕人群的休憩區域並

非利洋宮北側的公共停車場，而是在利洋宮廟埕和社

區中心廣場休息和停留。自駕人群的休憩行為與騎行

行為相類似。

．  進香人群行為（n=54）：具有時間性，由於臺灣具有

週末進行相關宗教祭祀活動的慣例。週末發生的進香

行為主要集中在利洋宮前廣場和社區中心廣場。進香

行為在利洋宮中完成，等待行為主要在上述文中的兩

個廣場。進香的過往車輛並未選擇利洋宮北側的公共

停車場。本研究發現利洋宮前有建設成型的停車場，

進香團的巴士主要停放在社區中心廣場前空間。

．  游泳人群行為（n=12）：主要集中在福連國小前的淺

灘區域，比鄰浮潛區域。游泳行為發生的時間主要集

中在每天的上午十點以後至下午四點，此時的水溫比

較適宜，水面活動的人群較多（n>10）。

．  步行人群行為（n=26）：主要集中在自行車公路上 

（福興街），步行人群出現的主要時段集中在上午

八點到下午三點。步行行為的主要發生在道路空間當

中，行人休憩行為主要發生在開放空間或半開放空

間，即社區中心廣場。

（二）�靜態行為分析
．  海釣人群行為（n=6）：主要集中在防波提上，位於卯

澳漁港西側，人群的行為集中。海釣行為人群人數和

人群較集中，幾次調研結果都遇到了同樣的海釣者。

海釣對於海水水質和魚群豐富度有一定需求。海釣行

為發生在福連國小前的開放空間，國小前的海域空間

具有礁石淺灘和休憩空間，為海釣培訓和海釣準備活

動行為產生了可能。

．  日光浴人群行為（n=4）：主要集中在福連國小操場

上，由於福連國小內目前只有4名學生，學校操場開

放為社區居民的開放空間。福連國小位於自行車公路

旁的高地上，一側面對卯澳港，具有很好的景觀視域

點。日光浴的人群主要以社區自有居民為主。

．  休憩行為人群（n=18）：主要分為臨時休息和非臨時休

息兩類人群，臨時休憩人群主要是針對海釣、游泳等人

群，主要集中在福連國小和石頭古厝間的亭子發生休息

行為。非臨時休息包括一定的商業行為，例如餐飲與民

宿搭配市集等複合式經營，主要發生在卯澳海洋驛站。

整體而言，本研究觀察到主要的人群活動集中在途

經卯澳漁村的道路和開放或半開放空間當中。對比靜態

行為地圖，動態行為和靜態行為主要集中在公共空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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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包括道路空間和空間）。動態行為的形態要遠比

靜態行為豐富，靜態行為主要分佈於開放或半開放空間

當中，動態行為分佈於道路空間和開放或半開放空間當

中。筆者認為道路空間作為聯繫不同空間的紐帶作用，

具有交通流量大、行為偏向於動態的特徵。臨近道路空

間的開放或半開放空間，具有可停留、視線開闊等特

徵，適於靜態行為的發生。本研究將人群的參與行為按

照行為的活動劃分為靜態活動行為和動態活動行為：

．  靜態行為：包括日光浴，與休憩；

．  動態行為：包括浮潛、游泳、海釣、步行、騎車、開

車，與進香。

二、空間可視性分析
誠如前述，空間型構法則的可視性分析（視線整合度）

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可以看見，二是可以到達。它不是

傳統上的視線的分析，它的演算法基礎乃基於拓撲聯繫。上

面的模型化的分析方法把空間抽象成線，可視圖分析則是把

空間細分成點。點與點之間的連接關係是可視圖分析的基

礎。進言之，空間型構法則透過連接度直觀地表達了一個區

域的空間可視性；其關注的視線整合度同時也代表的了可視

域的可達性強弱。本研究發現，結合卯澳漁村周邊的道路關

係，橫貫漁村的道路成為顏色最紅（整合度最高）的區域，

臨近道路的開放或半開放空間呈現深橙色（圖6）。該模擬結

果指出：

．  針對漁村局部空間（R=3）：利洋宮廟埕、社區中央廣

場、卯澳灣海堤，具備呈現漁村特色與功能的條件，

可作為漁村內部的活化再生關鍵空間；

．  針對漁村整體空間（R=N）：相對於上述三者，福連

國小操場則可透過其背山面海的戶外場域，凸顯代表

整體漁村的區域性定位，例如透過特色小學的經營，

培育漁村產業新生力軍，同時吸引人口回流。

另本研究發現，運用空間型構法則模擬的人群行為活動

和實地觀察的人群行為高度一致，主要集中在利洋宮廟埕、

社區中央廣場、卯澳灣海堤，與福連國小操場四個位置；基

於其視覺的可視性、空間尺度的實用性，以及作為道路和空

間節點的開放性等因素，成為人群選擇的主要休憩或停留或

經過空間。進言之，這四個空間位置有利於空間活化的良好

運行，有助於重塑漁村歷史和漁業文化，從而促進卯澳漁村

的復興和再生。換言之，透過某些特定癥結所在的診斷與改

善，激發社區自身的調節功能，使社區煥發新的活力，包括

善用文化資產與規劃等。這也凸顯了活化手段的重要性，乃

至各個癥結點之間的連結 （Wang and Bramwell 2012）。

若以人體做比方，公共空間猶如人體穴位，道路為經

脈，居住空間為有機體。進言之，本研究將卯澳漁村視為一

個生命體，認為在漁村發展的肌體生長構成中，逐步發展出

漁村社區的整體脈絡；穿過漁村的道路作為針灸引發的經

絡，與漁村建築所圍合出的開放或半開放空間即為穴位。通

過特定地點的小尺度干涉，啟動其潛能，促其更新發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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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更大的區域產生積極影響 （García 2004）。聚落空間的

子系統與上層系統之間具有聯繫，而卯澳漁村的道路空間、

居住空間、公共空間均可視為漁村空間系統下的子系統。

整體而言，本研究運用空間型構法則之可視性分析與實

地觀察法，指出卯澳漁村的低度利用空間與活化再生潛力，

有助於釐清活化卯澳漁村的關鍵空間，涉及將人群動態行為

轉換為靜態行為，進而由於環境因素，發生經濟行為，對於

漁村的開放空間活化再生具有一定作用。

圖6 卯澳漁村的空間可視性分析（視線整合度）（編號參照圖2；（6）公共停車場）

R=3 （針對漁村局部空間） R=N （針對漁村整體空間）

1 6

4

3

2

5
1 6

4

3

2

5

三、開放空間行為
本研究認為卯澳漁村的開放空間，如道路與廣場空間，

由於良好的海灣地理位置和觀察點，有能力承擔全新的經濟

增長點，對於活動行為有支持作用。進言之，人群在選擇從

動態行為轉換成為靜態行為時，會從單一大道路空間擴散到

開放或者半開放空間當中。另開放空間之所以擁有發生靜態

行為和停留時間的原因，在於開放空間相比較於道路空間具

有更良好的可視性與引導性。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作為開放空間的既有漁村停車場並

未成為空間型構法則運算當中的紅色熱點區域，與通過觀察

得到結果相似，其原因在於漁村的停車場空間為單一開放空

間，與周邊的道路系統相對獨立，缺乏更高的選擇性。卯澳

漁村公共停車場，雖然作為開放空間，人群使用頻次很低，

在空間型構法則的模擬當中出現類似結果，停車場前的道路

選擇度較低。進言之，公共停車的選擇度較低與空間的位置

有一定關係，相對於產生行為的人群來進行分析，相對於利

洋宮廟埕來說，社區中心廣場距離更近，而且社區中心廣場

的建築和道路空間更多，具有產生更多行為的可能性。

而漁村入口處現陳設有一艘象徵著臺灣早期漁業文明的

拼板舟，但由於位置不明顯，而無人關注；本研究認為拼板

舟的位置如果移動至社區中心廣場，有利於重塑漁業文化和

打造卯澳地標。同樣具備地方歷史文化特色的石頭古厝，空

有建築體與腹地卻沒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和再生活化，若能予

以改造並賦予空間靈活性與多樣性，透過漸進式的保護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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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對歷史文化的保護與延續將具有一定實踐意義。另就

外部影響來看，隨著環臺公路的通行，自行車騎行愛好者的

數量激增，為漁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肆、展望與建議
本研究以卯澳漁村為例，指出臺灣非都市地區的漁村社區低度

利用空間急待活化再生。低度利用空間的出現，固然是都市化導致

的漁村人口外流的結果，但同時卻也存在提供都市人度假和遊憩的

可能，具備發展新的經濟產業型態潛力。換言之，卯澳漁村的發展

的挑戰與機遇並存，多數社區的低度利用空間或可成為延續漁村悠

久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的漁業文化的載體。本研究指出，社區空間係

由內部諸多的子系統空間多元交集而成，因此這些子系統空間在限

定自身形式的同時，也部分參與、影響了其它子系統空間的內部運

作，從而決定了居民的活動和社區的發展。然而漁村的新海洋文化

尚未形成，複合式產業化程度低，只有少量的服務業與加工產業，

種類單一而且數量不足，服務範圍亦只覆蓋至周邊漁村。漁村的經

濟體的複合性，直接影響漁村本身的經濟競爭能力。本研究認為卯

澳漁村應順應市場經濟，利用經濟槓桿原理，發展漁業產業加工、

特色觀光工廠、特色民宿餐飲一體的複合經濟模式。同時建立融合

漁村文化傳承、生活方式保存，以及漁業生態保育的全新藍色經濟

發展模式 （PEMSEA 2012; Pauli 2010）。

誠如歷屆《高雄海洋宣言》與《臺北海洋宣言》揭櫫的「海

洋臺灣、永續發展」願景，本研究強調，海洋復育結合社區參與

有助於國民進一步了解臺灣海洋與漁村發展。進言之，透過積極

的社區參與，落實保護重要海洋資源，並結合相關海洋管理體

制，積極發展海洋科技，輔導海洋產業發展，同時檢視目前政府

相關作為和進度。展望未來，因應當前國際發展和國家長程的需

要，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促進藍色經濟成長
臺灣沿海藍色經濟成長，規劃以栽培漁業概念，結合漁

民、漁村、漁會及政府單位發展藍色經濟，透過如「卯澳灣栽

培漁業示範區」的永續經營管理，帶動沿海藍色經濟成長，讓

漁業資源利用與海洋永續發展達得以雙贏。進言之，有鑒於過

往沿近海漁業的永續利用觀念薄弱，致使漁業資源過度利用；

為滿足社會對水產品的需求，同時促使漁業轉型，運用沿近海

資源及新型養殖模式解決前述問題，堪稱當前漁業的重要課

題。栽培漁業計畫強調透過科學的評估與規劃，採用「以海為

田」的概念，投入合適的魚苗於營養的天然環境，使其自然繁

衍，生生不息。然而，欲實踐此一永續經營的構想，必須建立

有效的管理經營機制，並交由漁村居民在地推動落實。關鍵則

在於如何有效運用在地資源，改善漁村生活條件，讓居民願意

留深耕漁村，從而永續經營漁業。因此，透過建立栽培漁業示

範區，有助於活化漁村空間與機能，從而保障漁村生活條件，

並促進漁村生活品質提升，同時帶動漁村生態休閒產業與沿海

漁業經濟發展。訴求漁業、漁民與漁村資源整合的栽培漁業示

範計畫，強調在環境永續的前提下，建構藍色經濟成長機制，

符合國際間藍色經濟推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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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海平面上升、暴雨颱風的頻率與強度增加將直接造成海

岸土地淹沒，導致原本多樣的海岸棲地及其功能消失、當地的

生物族群衰退、漁業資源枯竭，同時衝擊海岸地區人類居住環

境、阻礙漁業與工商活動。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因此應

檢討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化與生態景觀維護管理之工作

體系，同時結合社區與與民間團體力量，充分運用社區資源，

有效提高全民氣候變遷調適意識。進言之，氣候變遷調適有助

於適時適地調整漁業的生產養護與經營模式，乃至於漁村空間

發展策略，加強生產資源合理規劃利用，維護漁村居民安全及

漁業競爭優勢。另為避免不當調適，規劃者應以在地、全盤的

考量為依據，有必要在規劃初期即建立知識平臺，整合當地的

環境脆弱度、調適能力、風險感知等地理資訊，多面向審視不

同政策、規劃方式對當地風險與韌性程度的影響以因地制宜，

並利用平臺搭建起來的溝通機制讓民眾參與協同設計，與民眾

推演不同調適治理手法的適切性。

三、加速漁村空間活化
新北市貢寮區卯澳灣獲選為全國第一處栽培漁業示範區

（卯澳灣栽培漁業示範區），卯澳漁村將因此建立經營管理

模式，導入休閒觀光元素，促進漁村經濟產業轉型，使栽培

漁業示範區得以永續經營。檢視目前卯澳漁村發展，近年來

勞動人口外流，出現很多低度利用空間，若能有效再利用，

不僅有助於傳統漁村風貌維護，提升休閒觀光價值，更能被

賦與社區總體營造與社會教育的任務，成為特色地方文化與

民眾活動場域。低度利用空間泛指環境中被人遺棄的角落，

包含建築物與構造物，甚至是開放空間，只要目前處於低度

利用狀態，都可是再利用的主體。活化漁村的關鍵之一，在

於利用空間可視性的提升，進而對與觀光客的消費行為的影

響，達到活化漁村低度利用空間的作用。類似卯澳漁村的開

放空間和道路空間，若擁有良好的海灣地理位置和觀察點，

通常具備經濟成長條件；尤其是開放空間有助於支持靜態行

為的發生，如海釣與休息等，而人群在選擇從動態行為轉換

成為靜態行為時，會從單一大道路空間擴散到開放或者半開

放空間當中。而由動態行為轉換為靜態行為，將促進經濟行

為，從而對於漁村低度利用空間活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另卯澳漁村廣場的小規模改造，營造了漁村空間的靈活性和

多樣性；而漸進式的漁村保護與空間再利用亦有助於歷史文

化的保護與延續。

四、設立漁村資訊中心
若要促進漁村經濟產業轉型，建立高產值的漁村社會漁

業經濟模式，不只要讓外來遊客看到卯澳灣有形的美景，還

要知道卯澳漁村豐富的文化內涵，而這些內涵的呈現，需要

有硬體來配合，才能有系統的介紹給社會大眾，這是一件長

遠永續的工作。因此要有一個固定，且有開放性的常設漁村

資訊中心，例如於卯澳漁村設立的卯澳海洋驛站（圖7），除

可做為研究團隊人員與當地意見領袖、社會大眾的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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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更可同時作為創造漁村就業機會的複合式產業中心。

此外，以漁村資訊中心為基地，規劃整體願景串連各要素，

包括漁村藝術、工藝品製作、解說導覽、漁業體驗活動、假

日海洋巿集、漁村民宿聯盟等，將經濟活動模式與收入來源

多樣化。進言之，漁村資訊中心強調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育資源，遵從最小環境衝擊、最大經濟效益及最大的遊憩滿

足的經營準則，維護傳統漁村風貌與自然風貌，滿足遊客對

漁村的休閒體驗，並留給漁村居民永續的的海岸環境與自然

資源。

圖7  卯澳海洋驛站及長官參觀（左起：海洋大學莊慶達名譽教授、農委會曹啟鴻主委、漁業
署陳添壽署長、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陳煜川副處長、海洋大學李國添教
授）（莊慶達等2016）

五、成立漁村社會企業
臺灣傳統漁村正面臨著人口外流與產業轉型的挑戰，

若能透過國家政策帶動，於漁村社區導入漁村社會企業，透

過商業經營模式，其所得盈餘主要用於本身再投資，以提升

漁業的生產、加工與服務，並同時解決漁村的社會與環境問

題。進言之，推動漁村社會企業有助建立永續的漁村自主管

理經營模式，讓社會企業成為栽培漁業示範區自主管理與永

續經營的有力組織，並協助地方產業的轉型及漁產供應鏈的

強化。漁村社會企業強調透過所得盈餘再投資的商業模式，

創新產品與服務，持續解決漁村與漁業的社會與環境問題，

著重與在地社群共同經營管理，結合文化創意與社區培力班

發展，進行漁村社區培力與意識凝聚，促使產業升級。另一

方面，亦將協助漁村社區發展休閒及文化創意產業，整合在

地資源、在地人文及漁業的獨特性。帶動創新服務與產品，

以達成示範區漁村在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自我管理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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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港灣與航運發展
Development of Green Ports and 
Green Shipping in Taiwan

張雅富 博士 Dr. Ya-Fu CHANG 1 摘要
臺灣港埠位於東亞與美洲、遠東至歐洲的主要海運航線上，隨著國際

船舶在港口作業增加、港區與都市區域密切相鄰，港口與航運的綠色環境

保護議題已引起社會團體與民眾的日益關切。聯合國的國際海事組織為了

使航運與港埠的營運環境能永續發展，以因應地球氣候變遷及暖化效應

的影響，也已開始逐步採取各項改善措施，以降低船舶各項作業對海洋

及港口生態環境的衝擊。為了提升港口的管理品質，並建立港市發展良好

的介面，臺灣港務公司近年逐步分期推動申請歐洲的生態港認證，將所屬

各國際商港多年來對環境管理與生態保護的作為，與國際港口管理規範

接軌。在實務上，海運業也藉由綠色航運的推動、提高船舶節能與港區相

關利害關係人的合作，亦是綠色港埠推動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亦說

明臺灣港務公司在推動綠色港埠的作為，以及推動策略與相關建議。

Abstract
Ports and harbors in Taiwan are located on major shipping routes 

between East Asia, the Far East, and Europe. With the increase of 
port traffic from international ships and port areas closely adjacent to 
metropolitan areas,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among the public and NGO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respect to ports and shipping. In 
response to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 particular global warming, 
the UN’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started taking 
various measure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shipping operations on marine and 
ocean ecologies, thus enabl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and 
port operation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management in ports 
and provide a high-quality interface for port and city development,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 Ltd. (TIPC) has pushed for successive applications 
for European Eco Harbor Certif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we 
plan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by 
international ports under TIPC into standards and norms for international 
port manag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shipping, enhancement of 

1 長榮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博士，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處長
 Ph.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Operations Management, CJCU
 Senior Director, Taiwan International Ports Co., Ltd.
 E-mail: yafu@twpo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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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saving measures by shipping operators, and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green ports.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IPC’s actions,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orts.

關鍵詞：綠色港埠、綠色航運、生態港、臺灣港口
Keywords:	green	port,	green	shipping,	eco-port,	Taiwan	ports

壹、前言
2015年12月12日在法國巴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屆締約國大會」（COP21）的氣候變遷會議，全球195個國家達

成歷史性協議，批准了巴黎氣候協定，同意將全球氣候暖化控制

在遠低於2°C，並持續努力朝1.5°C努力，為繼1992年的「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及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後，全世界通過的第3

份多邊氣候協定。目前已有185個國家遞交同意書，涵蓋全球98%

的排碳量，「巴黎氣候協定」預定於2020年生效，自主的減碳計

畫期間將涵蓋至2030年，因此在後COP21時代，全球極可能改變

在工業革命後仰賴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的發展模

式，讓全球朝向低碳、永續的趨勢發展。

臺灣長年推動節能及減碳，更於2015年通過溫室氣體減量

及管理法 （簡稱溫減法），也訂出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展示減碳決心。當各

國都提出自訂其減碳規劃，我國雖然非會員國但仍積極參與，也

承諾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BAU（business-as-usual）減量50%

（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減20%）。

地球表面積的四分之三是海洋，海運成為國際運輸的主流，

全世界約90%的貨物必須靠海運送到世界各地。因為船舶這種運輸

工具必須停泊在一般屬於管制區的港口內作業，因此大眾對海運

及船舶特性相當陌生。貨船航行各地所累積的汙染量加總起來，

對海洋環境必定有某種程度的殺傷力。這議題早就受到國際海事

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長期關注，每年

舉辦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會議以商討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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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際海事組織2009年公布的溫室氣體研究報告就指出，

2007年整體海運及漁業所排放的CO2達10.4億公噸，僅占當年全球

CO2排放總量的3.3％，根據報告的預測，隨著海運貿易的增長，

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船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到了2050年會比

2007年增加1.5到2.5倍之多，因此需要及早採取預防性的措施。

國際海事組織針對船舶海洋航行及港口作業的環境保護

問題，對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 Internat iona l  Convent ion 

fa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和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 

MARPOL）兩大海事公約體系重新審視整理，先後對防油污標

準、空氣污染NOx、SOx排放標準等進行了修訂，又陸續通過了船

舶防汙染底泥公約、壓艙水管理公約、無害環境拆船公約，目前

的焦點又轉移到控制CO2的排放上,提出了船舶能效設計指數，以

配合在「低碳經濟」時代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需求。

而綠色港埠及綠色航運不僅是指在經營時注意經濟效益和保

護環境結合，更重要的是強調航運效益和環境的相互協調，使之

可永續發展，將現代科學技術運用到港口船舶以及日常管理，使

其節能高效的航運。從環境和可永續發展的角度建立的環境共生

型的航運管理系統，其本質上是具有可永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內

涵的航運模式。

貳、綠色航運發展與責任
近代社會發展已走到在全球資源與環境品質的使用平衡問題，

人類從工業革命至全球貿易的興起，海運業使用船舶在全球各處

海洋繞行進行貨物運送，在極端氣候下，溫室氣體（CO2）的排

放程度，依靠石化能源的船舶運送業，由於航行中排放有害氣體

（NOx, SOx），已成為低碳革命下成為下一個需要管制的對象。

目前國際上有達成共識對船舶使用之節能減排措施約有以下

幾項：

1. 節省石化能源的使用（如船舶減速）

2. 開發非石化或再生能源（如使用太陽能、風力）

3. 使用清潔能源（如使用岸上電力）

4. 改善設計或使用行為（如開發新船型）

近年來，低碳經濟、綠色發展正成為國際航運業的趨勢。

國際海運組織（IMO）也推出各種國際公約及標準等，綠色船舶

成為海事界的新名詞，2008年10月的海洋環境保護委員（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第58次會議提出新造船

的船能源效率設計指數（Energy Efficiency Design Index, EEDI），

EEDI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建立船舶CO2的排放基準，對船舶的排

放控制愈來愈嚴格。

例如2010年1月1日新的歐盟低硫限制規定生效，要求停泊或

錨泊在歐盟港口內的船舶必須使用含硫量不得超過0.1%的船用燃

油，實施加船減速以減少碳排放的船公司和航線聯盟化與合併趨

勢增加，貨櫃船定期航業在燃料價格上漲下，大力推行加船及減

速，以減少碳排放。

船舶電力系統是船舶運作的重要一項組成，柴油發電機組目

前還是船舶電力系統的主要電源型式，採用船舶使用碼頭岸電來

供電，可以通過相對清潔的電能來代替傳統的重油，直接減少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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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排放量。歐盟在2006年亦通過在歐盟範圍內各個海港停泊船舶

要使用岸電供電的法案2006/339/EC，建議會員國提供使用岸電優

惠政策，並共同制定碼頭岸電的國際標準，各海港岸電供電經驗

進行交流。

未來，全球暖化、環境汙染、石化能源價格上漲成為不可躲

避的話題，低碳經濟越來越受到重視。無形中提高了對各國航運

業的要求：低碳經濟要解決高能源消耗、高汙染、高排放問題，

循環經濟要求解決資源有限與需求無限、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

各種矛盾。為了經濟可持續發展，航運界應響應減碳計畫，船公

司、租船及港口運營機構應密切合作，推行IMO的減碳計畫，為

航運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訂立排放指標，從技術、營運、新燃料

等各層面來思考解決方案，達到航運業減碳目標。

航運企業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的一分子，需要積極應對低碳經

濟帶來的問題：提升低碳意識，節約運輸成本，提高運輸品質和

速度；引進專業人才；加快技術研發，提升 業核心技術能力。

參、綠色港埠努力作為
以往港口的發展與營運，係以貨運及經濟發展為主，隨著

國際貿易及供應鏈營運模式的發展，船舶在港區的運行及作業活

動，對周邊環境及生態造成汙染及破壞，特別是空汙排放及水質

影響，而在溫室效應及極端氣候變遷下，各國也意識到運輸部門

的汙染排放控制，必須與港口規劃、營運作業、環境保護與綠美

化等，將之納入港口永續發展之重要議題，因此衍生綠色港口及

生態港之概念。

現行國際間對綠色港口尚無明確的定義，歐美國家港口推動

作為，是從法令規範、重點計畫推動、獎勵補助機制、環境教育

訓練、與社區建立良好互動。綠色港口推動，是在永續發展基礎

下，追求環境與經濟發展能平衡及相容。國際上推動綠色港口主

要相關的組織有國際港埠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IAPH）、國際海事組織（IMO）、太平洋港口協會

（APEC Port Service Network, APSN）、歐洲海港組織（European 

Sea Ports Organization, ESPO）等，提供會員資訊、交流平臺及舉

辦相關技術交流會議。

臺灣港群也參與歐洲海港組織的生態港申請認證，在2013

年由高雄港獲得亞洲第一個歐洲生態港認證，基隆與臺中港也在

2015年取得歐洲生態港認證，花蓮及臺北港預期於2016年年底取

得認證、高雄港取得第2次複評通過。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為實踐綠色港口的

理念，兼顧經濟、環境及社會的永續發展，已

於2013年1月擬定「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

案」，針對港口的四大構面：旅運、貨運、港口

環境及城市/社區發展，制訂短、中及長期計畫。

表1：臺灣港務公司綠色港口的四大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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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案」有四大構面：旅運、貨運、

港口環境及城市/社區發展，而旅運下的分項為郵輪及旅運中心，

貨運下的分項為船舶、設備及陸運，港口環境下的分面為環境品

質及永續經營，而城市/社區發展下的分項則為港市介面及綜合地

方發展政策。「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案」希望透過這四個構

面的改善成功將臺灣的商港轉換成綠色港口，達到港區環境品質

提升，有助旅運發展及地方居住品質、升級港區設備，提昇作業

效率並減少污染以及向國際航運業宣示我國綠港政策，提升港口

形象等效果。而整個轉化過程將提升臺灣商港的國際競爭力，實

現綠色經濟。

表2：綠色港口預期目標

旅運業務 • 減輕郵輪造成之環境衝擊（如：廢水、旅客廢棄物等）
• 建構符合綠建築規範及節能減碳之旅運中心

貨運業務 • 改善運輸貨物於海上及陸上產生之環境污染（空氣污染、噪音）
• 推動裝卸設備之汰舊更新及電氣化

港口環境 • 優化港區環境品質（空氣、水質、綠化空間）
• 建立公司永續營運之環保企業形象

城市/社區發展 • 發展港市水陸交界之親水遊憩空間
• 配合地方政府發展，推動港區業務及爭取支持港區建設

國際間已有諸多配合綠色港口倡議之組織，臺灣港務公司已

參與的國際組織如國際港埠協會、亞太經濟合作港口服務網、太

平洋港口協會、歐洲海港組織，並藉由出席國際組織年會與會員

體交換資訊，以提升我國商港之國際知名度。

肆、結論與建議
臺灣在現有法規及政策方面，尚無公部門設立獎勵機制以

適用在綠色港口部分，故可建立一綠色港埠發展平臺，建構國家

整體各部門的行動方案，納入地方政府、航政、環保、港務及航

港產業等相關團體，共同落實綠色港埠及綠色航運之理念，將海

運部門的低碳運輸及永續發展迎合國際趨勢。在環境保護大傘主

張下，較容易將各種海洋環保作為視為費用負擔及新增加課稅機

會，但如往藍色經濟的思維發展，良好的海洋生態及管理秩序

下，亦會增加海運貿易機會及親水遊憩活動的機會，亦是正向的

永續發展。

由於氣候變遷下產生的極端氣候已影響到運輸部門的海上

航行及港埠作業安全，同時隨著國際貿易的興盛，海上船舶航行

主要幹線及彎靠商港，船舶動力系統所消耗石化燃料終會消耗殆

盡，船舶引擎附帶產生的各項空汙排放物，會影響大氣氣候及港

都民眾的生活環境品質，為了航港事業的永續發展及配合國際海

運規範，後續建議政府部門可努力方向：

1.  海洋環保事權的整合─國內對海洋及船舶所造成的污染，

偏重於意外事件或海難事故的應變及復原，對於國際海運

或港口的公約規定及因應，無專責單位參與及研擬因應作

為(含立法)，未來成立海洋事務委員會應有一統合幕僚單

位。

2.  綠色船舶的規範建立─在低碳航運及節能省碳的方向下，

國際上對新建船舶採取較高標準的設備建造規範，從船舶

型式開發、動力及電力系統、使用能源效率、動力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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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化、船舶使用碼頭岸電、管理人員及設備操作等，這

涉及驗船協會的船舶檢驗認定，以及造船產業及相關設備

的合格標準，經濟主管部門應協助適用國際的船舶綠色產

品標準。

3.  綠色港埠的推動扶助─在國內綠色港埠首先由交通部所屬

國營國際商港經營管理事業機構推動，若以維護臺灣整體

港口環境著眼，尚有經濟部所屬工業港，各級地方政府所

屬漁港未納入，同時商港內所有造船、裝卸、航運、運輸

及工業專區等，需要較高層級的政策宣示及適當獎勵扶持

措施，否則較難以長期及全面地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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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位處東亞季風帶，風能資源豐富，據國際評比，臺灣海峽潛在風場

平均風速全球第一，開發價值相當可觀。為建構友善離岸風電發展環境，

政府針對離岸風電發展已確立推動原則，將先開發淺海區域，續開發深

海區域；經濟部已配合陸續公告「風力發電離岸系統示範獎勵辦法」、以

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等重要推動政策，先以示範計

畫引導國內業者投入建立實績，再逐步推動經濟規模之區塊開發，規劃

於2025年累計安裝約600架、容量3,000 MW離岸風力機，以及450架、容量
1,200 MW陸域風力機，合計設置超過千架風力機，總裝置容量達4,200 
MW。除加速達成前述推動設置目標外，經濟部更將盡力帶動國內離岸風
場之本土產業鏈發展，例如自有船隊、自主施工團隊、設備製造在地化以

及在地維修團隊，進而建立具國際競爭力之離岸風電服務業，爭取以技術

輸出創造外匯，同時吸引國外廠商來臺設置組裝場，進而帶動國內離岸風

電製造業與服務業之發展，期能創造更大產值。

Abstract
The Taiwan Strait has a high potential for offshore wind energy 

production; thus, the government is promoting more extensive use of wind 
power in Taiwan. Accordingly, three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offshore wind 
energy promotion have been devised: the Offshore Demonstration Incentive 
Program, Directions of Zone Application for Planning, and Offshore Zonal 
Development. These strategies will enable us to reach the target of 3 GW 
installed capacity by 2025, stimulating green power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new industry will also help us establish a self-sustaining 
local supply chain, creating more output value for our energy market.

關鍵詞：風力發電、離岸風電、潛力場址、區塊開發
Keywords:		wind	power,	offshore	wind,	Zones	of	Potential,	Z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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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球暖化促使國際對二氧化碳減量逐漸形成共識，臺灣天然

資源有限，為降低我國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以及化石燃料對環境

造成之不良影響，發展潔淨再生能源已成為我國能源政策推動之

主要重點項目之一。

鑑於全球風電技術蓬勃發展，據英國4C Offshore顧問公司調

查，臺灣海峽為全世界風力資源最佳區域，因此我國具有相當優異

之離岸風電開發潛力。為善用臺灣西部海域充沛風能資源，經濟部

規劃逐步推動經濟規模離岸風場開發，以穩健達成2025年離岸累

計裝置容量3,000 MW之推動目標，預計共將設置600架以上離岸風

力機，連同陸上450架風力機，合計數量1,050架，總裝置容量可達

4,200 MW，屆時風力發電將可成為國內主要再生能源之一[1]。

未來政府期許能與民間攜手努力，共同推動風電市場成長茁

壯，除達成我國再生能源推動目標量外，更進而對國內就業與產

業發展有所助益，以達環保與經濟雙贏的局面。

貳、我國離岸風電發展現況
一、整體風電推動目標

臺灣地狹人稠，陸域風力發電已趨飽和，政府參酌國

際經驗將開發重心由陸域逐步推向離岸。海域環境提供風能

佳、平穩、少紊流之優勢，已成為風電開發之新興市場。臺

灣離岸風力發電潛能超過15 GW，其中5~20公尺水深海域可

開發量約1,200 MW；20~50公尺水深海域保守估計可達5,000 

MW以上。

為加速開發我國優良離岸風能資源，經濟部業規劃於

2025年累計安裝約600架、容量3,000 MW離岸風力機，與

陸域450架1,200 MW風力機，規劃設置超過千架風力機，總

裝置容量達4,200 MW（表1）。經濟部已確立離岸部分將以

「先淺後深、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開發原則，先協助國

內建立關鍵技術及經驗後，再於深海區域（20公尺水深以

上）推動區塊開發機制，帶動大規模離岸風場開發。

表1　整體風能推動成果及規劃目標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二、風力發電離岸示範獎勵辦法
（一）風場設置目標與推動

示範獎勵辦法於2012年7月3日公告實施，並於2013

年1月9日公告3家獲選廠商，民營業者以籌備處名義獲

選，目前均已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包含福海風力發電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福海公司）、海洋風力發電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海洋公司），國營事業為臺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臺電公司）。示範風場開發預計於2020年

前完成，總裝置容量將達350 MW以上，推動目標與設置

期程如圖1：

年度 2013 2015 2020 2025
陸域風力(MW) 614（311架） 647（330架） 1,200 1,200（約450架）
海域風力(MW) 0 0 520 3,000（約600架）

小計 614 647 1,720 4,200（約1,050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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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示範獎勵辦法推動目標與設置期程

示範獎勵辦法主要是由政府針對機組設備及開發過程提

供獎勵補助，協助業者降低風險，由業者選定適當風場場址，

規劃籌設離岸風電先導示範場，政府提供經費補助完成離岸風

場籌設前置作業程序（含海氣象觀測塔、環評作業等）。示範

機組提供最高50 %設置成本，含預支躉購費率及無息貸款；

示範風場則提供最高新臺幣2.5億元設置費用補助。

（二）示範獎勵案執行進度
1.  福海公司：風場位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規劃設

置30架，裝置容量約120 MW，離岸距離為8~12

公里，水深約20~45公尺。福海公司已於2015年

6月26日取得2架示範機組之電業籌設許可，並於

2015年7月底前完成海氣象觀測塔主體結構，預

計於2016年底前完成2架示範機組之建置。

2.  海洋公司：風場位於苗栗縣竹南鎮外海，規劃設

置32架，裝置容量約128 MW，離岸距離為2~6公

里，水深約15~35公尺。海洋公司於2014年12月

30日取得2架示範機組之電業籌設許可，於2015

年8月底前完成海氣象觀測塔主體結構，預計於

2016年底前完成2架示範機組之建置。

3.  臺電公司：風場位於彰化縣芳苑鄉外海，規劃

設置18~30架，單機容量3.6~6 MW，裝置容量

約108~110 MW，離岸距離約7~9公里，水深約

15~26公尺。為鼓勵臺電公司投入、採用國產化

成品為示範機組，臺電公司示範機組得延長於

2020年12月31日與示範風場同時完成商轉。臺電

公司於2015年6月30日完成示範獎勵契約簽署，

並於2015年11月中完成海氣象觀測塔主體結構之

建置，目前正準備辦理示範機組電業籌設許可申

請。

三、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
繼示範獎勵辦法之後，為利業者提早辦理準備作業，經

濟部能源局業已於2015年7月2日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

址申請作業要點」，公告36處潛力場址，並於同年10月2日起

接受業者申請離岸風場申設。

（一）公告潛力場址
潛力場址為專業機構在「排除法規禁止、限制與保

護區域」，考量「海域空間利用現況與完整性」後，劃

設之「初步研究成果」（圖2）。配合本作業要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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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同時公告36處潛力場址基本資料（表2）與

既有海域資料，提供業者進行風場開發之參考。

然而，潛力場址僅為初步研究成果，業者仍應自行

考量個別風場地質、底質、地形、風能等條件，自行評

估風場開發在技術上與財務上之可行性。其次，業者依

據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申請籌設許可時，針對應檢附

之相關機關意見函或同意函，業者應自行向各權責機關

申請與協商。

圖2  潛力場址範圍資料（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表2：各潛力場址環境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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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外，應另檢附各機關意見函或同意函（如飛航、

雷達、禁限建、船舶安全意見函或同意函）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5. 競合機制（作業要點第9點）
基於自由競爭精神，若同一場址內有兩件以上申請

案者，原則上均同意備查。

6. 備查失效（作業要點第12點）
（1）  同一場址內有兩件以上申請案者，先取得環

境影響評估核准文件之申請人，優先取得場

址開發權利，後取得或未取得者原備查失

效。

（2）  同一場址內有兩件以上之合格申請案，若同

時取得環境影響評估核准文件者，以申請在

前者優先取得場址開發權利，申請在後者備

查失效。

（3）  106年12月31日前未獲得環評專案小組初審會

議結論，「建議通過」或「有條件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者，原備查失效。

（4）  108年12月31日前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

籌備創設登記備案者，原備查失效。

（5）  籌備創設登記備案之設置規模小於100 MW，

或每平方公里小於5 MW者，原備查失效。

（二）場址申請機制
為促進海域空間有效利用，避免海域土地遭受占

用，作業要點以「開放」、「自由競爭」與「限期開

發」為主要精神，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1. 申請資格（作業要點第3條）
符合電業法、電業登記規則申請籌備創設資格之電

業或籌備處（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其自有資金

比率應占總投資額之5 %以上。

換言之，得申請規劃場址之申請人為「電業」與

「籌備處」。「電業」為依電業法取得電業執照之

電業；「籌備處」為發電業籌備處，以股份有限公

司為限，並應先行在國內成立籌備處。另外，「總

投資額」之計算，應以申請當年度公告之風力發電

離岸系統躉購費率每瓩裝置容量期初設置成本乘以

申請總設置容量定之。

2. 設置容量（作業要點第4條）
為促進海域土地有效利用，單一申請案不得小於100 

MW，且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5 MW。

3. 申請場址（作業要點第5點）
原則上以位於潛力場址內為原則，潛力場址外者亦

可申請同意備查。

4. 檢附文件（作業要點第7點）
除資格、財力與風場點位座標、風力機布設圖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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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塊開發推動規劃
依2005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離岸風場開發方式

建議以區塊方式規劃，以達經濟規模，並擴大國內風力發電

量，以先陸域後離岸、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先淺海後深海

等方式，推動開發離岸風力發電。

示範獎勵辦法公告施行主要目的在於先驗證離岸風電設

置在我國具有可行性，俾後續推動大規模設置離岸風電，帶

動產業發展。經濟部能源局針對區塊開發規劃依據透過：區

塊劃設、跨部會協商、政策環評與方案公告等四大步驟依序

漸進，規劃將於2017年正式公告實施區塊開發，預期2025年

將刺激投資額約新臺幣5,403億元，增加就業人數約1萬人，

供給年發電量約111億度，年減碳量約586萬公噸。

（一）區塊劃設
以臺灣西部海域（北起富貴角，南至貓鼻頭）低潮線

以外至水深50公尺間為劃設範圍，避開法規應予保護、禁

止或限制建築範圍與規劃、開發中之範圍（表3）後，考

量海域利用情形及區塊劃設之完整性進行劃設（圖3）。

現階段區塊劃設結果，為專業機構的初步研究成

果，並藉由政策研商會議及範疇界定會議與各部會機關釐

清、確認劃設結果是否與執掌法規有相互競合之情形，再

針對各單位回覆意見研析評估納入排除範圍，並持續更新

相關資訊。各單位關注之重要議題則仍持續透過跨部會平

臺深入協商，預計將於2017年視跨部會協商與政策環評

結果，正式公告區塊開發機制，以利業者進行開發。

表3：區塊劃設排除因子（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因子分類 類別 內容

區塊劃設
排除因子

國防軍事 火炮射擊區、訓練演習區、雷達管制區等

航運交通路徑 漁港、商港進出航道、錨泊區、非航管制區
（高度管制）

保護區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保護
區、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重要
濕地、人工魚礁禁漁區、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區、文
化資產保護區（水下考古、古蹟）

已核定及規劃中
之開發計畫

礦產採礦區、離島工業區、商港開發(擴建)計畫區、
離岸風力示範獎勵計畫範圍

海底管線 包括電力電纜、通訊電纜、輸油管線、輸氣管線及輸
水管線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圖3  環境敏感及限制區位圖層套疊（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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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部會協商
臺灣西部海域漁業、海事活動蓬勃、忙碌，與離

岸風場設置位置相互重疊競合。惟各項海域利用行為之

主管機關、職掌、管制目的不一致，且利害關係團體眾

多，增加離岸風電業者申設的困難度。

經濟部能源局針對2025年設置目標量3 GW選定之區

塊範圍，持續進行跨部會協商，並將依協商共識修訂後

續區塊範圍。另針對協商過程較具爭議之議題，則持續

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因應策略，並就爭議較小之區塊，

列入後續優先推動開發。

在離岸風電眾多議題中，現階段以「航道」為首要

面對之關鍵議題。目前我國並未實施海域空間規劃，除

了國際商港區有劃設分道航行與進出港航道，以及用於

規範兩岸海運直航之航道或航路之外，並未劃設航道，

因此船舶自訂航路自由航行的情形下，船舶航跡紊亂交

錯且幾乎佈滿整個沿岸海域。

為加速離岸風電設置，降低業者申設阻力，考量國

內海域空間整體利用，經濟部能源局持續與航政主管機

關等相關單位共同協商，將藉由航行風險評估修正及調

整離岸風電潛力場址，選擇少數調整幅度較小及促使區

塊保持開發完整性之航道，請專家進行離岸風電潛力場

址與航道範圍規劃及修訂。

放眼英、德等國已將船舶與離岸風場設施碰撞的風

險評估列為環境影響評估的必要的項目，後續將建議離

岸風場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應有航運與航行安

全的專章，並附航行風險評估技術報告，先行評估並排

除航行安全對於離岸風電開發之影響。

（三）政策環評
為釐清離岸風場區位及環境資訊，經濟部能源局將

仿效英國Round 3推動模式，以既有環境資料進行「政府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即政策環評），評估項目包含：

環境涵容能力、自然生態景觀、國民健康安全、土地資

源利用、水資源體系及其用途、文化資產、國際環境規

範、社會經濟、以及其他等，共計8大項34細項，其目的

在於釐清政策對於環境層面之影響，透過政策研商、範

疇界定會議等程序，評定政策對於環境層面影響，擬定

環境影響之減輕與避免策略，建立通案性處理機制，做

為個案環評之參考。

惟因區塊開發政策涉及環境生態層面議題廣泛，

經濟部能源局爰於2015年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

業辦法」等規定，履行公眾參與程序，邀集有關機關、

團體、學者、專家等，先後召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

策協商會議」及「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範疇界定會議」，

確認評估因子與評估方法據以進行政策評估，並於2015

年底完成「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初

稿，作為後續業者開發規劃之參考依據，但業者仍應針

對其開發範圍，實施個案環境影響評估，始符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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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公告
區塊開發推動方案預計將配合3 GW推動目標及環境

建構情形，採分期分區公告方式，以逐步創造市場規模

並帶動國內產業發展。規劃原則參考政策環評徵詢意見

進行辦理，其篩選條件如下：

． 風力潛能條件（10公尺高之平均風速）

． 海域環境之特性（水深、地質條件及環境外力）

．  電網併接條件(離岸最短距離、陸域可併網容量及公共

輸配網連接距離)

． 工程施工條件（離專用重件碼頭距離及施工條件）。

藉由上述篩選條件透過跨部會協商，選定爭議較小

之區塊，指定適宜範圍優先開發，協助業者於完善環境

下進行開發。

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之開發方式為分期公告，配

合3 GW推動目標每3年公告一次，並逐年檢討與修訂，

其公告之開發總量將配合環境建構及產業建立，每次公

告500~2,000 MW。透過考量業者資本財力、團隊能力、

開發期程、產業效益（國產化）等甄選原則，進行擇優

或競標方式辦理。

參、風力發電市場未來展望
據工研院產經中心IEK統計，2015年產值已達新臺幣154.7億

元，前四大國內廠商之產值佔比約78 %。惟國內離岸風電市場尚

未打開，絕大部分產值集中於零組件製造商在外地生產之營收，

國內市場僅以陸域風場設置及維護、自升式平臺船改建、示範案

海氣象觀測塔建置為主，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現況概略彙整如表4。

表4：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現況

國內
廠商

產值
（億元） 主要營業項目 發展現況

S企業 48.4 葉片材料

．  風力發電機葉片之樹脂，主要市場為中國大
陸

．  已打入Siemens供應鏈，並積極爭取其他歐
美客戶

．  成立海洋公司，為風力離岸系統示範獎勵
獲選廠商，預計於苗栗竹南外海設置至少
100 MW

Y能源 47.6 鑄件

．  生產應用於風電設備的鑄件產品，已有5 
MW鑄件設計與製造能力

．  為Vestas、Gamesa、GE、Siemens、金風等
風力機系統大廠供應商

．  已與臺中港務分公司簽約，興建鑄造廠生
產3 MW以上風力機鑄件

S電子 18.4
線材、線束、
電路板組裝、

控制單元

供應主要風電系統廠商如Vestas、GE、金風等
客製化線材、控制系統、變槳系統及電力電子
裝置

H電機 5.7 變電站 已有陸域風場之升壓變電站之實績，近期將
建置海洋風力發電示範案之陸上升壓站

其他 34.6

陸域風力機設置
與維護、自升式
平臺船改建、

示範案海氣象觀
測塔建置等

國內離岸風電尚未開始設置，市場約30~40家
潛力廠商正積極建立自主能量

離岸風電業者屬性可區分為三大類：離岸風電發電業、離岸

風電服務業、離岸風電製造業。產業價值鏈特性，離岸風電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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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位處於產業下游，有賴於離岸風電製造業者供應風力機組、

水下基礎、塔架、電纜等，並且仰賴離岸風電服務業者提供施工

安裝及運維服務。分析各業別之特性與待克服問題如表5。

表5：離岸風電產業特性與待克服問題
業別 業別特性 收入來源 待克服問題

發電業

國內發電業者多委由工程顧
問服務業者做環評調查、風
場規劃等，本身負責整合決
策、資金調度、申請相關許
可等。

臺電公司
輸配電業之

購電契約

國內產業尚待建立風險評估
機制（海事保固鑑定、專案
認證等），以提供金融業專
案融資之評估依據

服務業

國內發電業者為了減少介面
管理之工作，多希望以EPCI
統包方式委由相關業者 統
籌。參考其中一家示範案初
步規劃之EPCI統包方式為：
風力機採購及安裝(含施工
船) 基礎設計、製造及安裝
(含施工船) 海纜製造及鋪設
(含施工船) 161 kV陸纜/變電
設備製造與安裝

發電業
EPCI

統包契約

．  船機設備尚待投資，惟國
內業者傾向於訂單確定時
再行投資

．  尚待建立本土化之施工作
業標準或規範

．  操船、起重機、維修等技
術人才尚待培訓

製造業

國內部分風力機零組件廠商
已切入國外風力機大廠供應
鏈，產品仍以外銷為主

發電業
風力機

採購契約

．  國外風力機系統廠常提供
5~15年之運轉維護服務，
國內業者短中期較有機會
切入周邊設備之維護市
場

．  國內尚待扶植風力機系統
商，以利零組件供應鏈切
入國內市場

國內鋼構廠商具備潛力切入
水下基礎、塔架及海纜等市
場

服務業
周邊設備或

風力機
維護契約

如以離岸風電推動目標於2025年達到3 GW估算，並參考2016

年躉購費率審定會之假設參數，離岸風電之期初設置成本為新臺

幣1.801億元/MW，設置量3,000 MW將帶動風場設置累計投資額

達新臺幣5,403億元，各階段風場開發之累計投資額預估如表6。

表6：風場開發之累計投資額預估

年度 2016 2020 2025
累計設置量(MW) 15 520 3,000
累計投資額 (億元) 27 936 5,403

參考英國皇家財產局 (The Crown Estate) 公布之典型離岸風場

成本，估算產業效益。其規模為500 MW，採用單機5 MW機組，

離岸距離約80公里，運轉維護達20年，由於離岸風場發電業之成

本項目包含期初設置成本 (capital expenditures, CAPEX) 及運維成本 

(operating expenses, OPEX)，因此，估算風場投資額帶動之產業效

益，應以全生命週期花費在各產業別之比例作估算，其成本比例

整理如表7[4]。

表7：離岸風場成本結構估算

NO. Item
成本
£

million

期初設置
成本占比
（%）

全生命
週期成本
占比 (%)

產業別

1 申設與同意函 (Development and 
consent) 60 3.92 2.96 調查顧問業

2  風力機 (機艙、轉子、塔架)(Wind 
turbine  (Nacelle、Rotor、Tower)) 600 39.22 29.56 風力機產業

3

 電廠零組件 (纜線、風力機基
礎、海上變電站、陸上變電站)
(Balance of plant (Cables、

Turbine foundations、Offshore 
substation、Onshore substation))

470 30.72 23.15 周邊設備產業

4 安裝與商轉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400 26.14 19.70 海事工程產業

期初設置成本 (1+2+3+4) 1,530 100.00 75.37
5 運轉維護 (O&M) (20年) 500 24.63 運維產業

全生命週期成本 (1+2+3+4+5) 2,030 100.00

*整理自The Crown Estate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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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風場之累計設置量，預估未來每5年之風場設置平均投資

額 ，保守估算各業別產值如表8所示。其中調查顧問、風力機、周

邊設備、海事工程等業別產值係以英國離岸風場運轉20年之全生

命週期內成本結構估算，其總合等於離岸風場設置未來每5年之平

均投資額。另外，考量國內運維產業尚未起步，臺灣海域屬於多

地震、颱風及高溫海水腐蝕之環境，年運轉維護費若參採英國經

驗，恐被低估，故本文採用2016年躉購費率審定會之假設參數3.24 

%，作為運維產業產值之估算基準：其產值=設置量之期初成本累

計投資額 x 3.24 %，例如：2025年達到520 MW，期初設置成本累

計投資額約新臺幣936億元，則估算2021~2025年運維年產值 = 936 

x 3.24 %≒30（億元）。

表8：離岸風電各產業別產值估算
年度 2016~2020 2021~2025 2026~2030 2031~2035

調查顧問業產值（億元/年） 7 21 28 28
風力機產業產值（億元/年） 71 212 282 282
周邊設備產業產值（億元/年） 55 166 221 221
海事工程產業產值（億元/年） 47 141 188 188
運維產業產值（億元/年） - 30 115 230
總產值（億元/年） 180 570 835 950

由上分析可知，離岸風電之產業效益相當可觀，故政府已透

過相關政策工具，例如：電價獎勵、研發補助等。一方面確保發

電業者穩定之投資效益，創造海事工程服務業發展動能；一方面

補助各項關鍵技術之研發、國際合作、技術引進等，未來亦需透

過國產化機組帶動零組件供應鏈整合及運維產業發展。另外，政

府亦已透過區塊開發之政策環評及跨部會協調，完善法規及行政

流程及推動離岸風電碼頭建構等具體作為，期能創造良好發展環

境，以國內產業支援長期之風場施工及運維，避免將來受限於國

外廠商，充分體現再生能源在地利用之特性。

肆、結語
臺灣擁有優質離岸風能資源，海域風能可開發量高達6.2 GW

以上。據國際評比，臺灣海峽潛在風場平均風速全球第一，開發

價值相當可觀。

透過前述示範獎勵辦法、區塊開發等政策提供離岸風電明確

市場，短中期可先鼓勵大型企業積極投入風場開發，推動建立海

事工程及運維能量；中長期則透過具經濟規模之區塊開發政策，

創造龐大市場需求，以吸引國外廠商來臺設置組裝場，引導國內

業者配合投入，促進產業技術研發，帶動風電相關製造業發展。

後續期許在政府政策導引下，配合我國海域擁有全球最佳風

能資源之優勢條件，未來國內風電產業鏈應可朝向異業垂直整合

及掌握自主維運利基之情境方向發展，如此不但可創新產業或促

成產業轉型升級、提供高產值及高就業機會，亦可使風電成為國

內高自主性的穩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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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研究主題是以探索現今海洋環境為主要範疇，但空間上還涵蓋與

大氣及地質介面的交互作用，時間上也包含古海洋及對未來環境變動的

模式預測。臺灣海洋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由科技部海洋學門主導，以海洋

研究船海研一、二、三號為主力，海洋學門資料庫為根基，近年來有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加入。目前臺灣的研究主題

與成果，主要是以臺灣周邊海域為主，整合型計畫包含東海生地化長期

觀測，黑潮變動特性調查，內波內潮動力研究，臺灣沈積物源與匯，臺灣

周圍海域地體動力學研究，臺灣沿近海水文及生態系統觀測，東沙國際

研究站計畫等議題。未來海洋研究的中長程規劃在實用的社會責任面向

上，針對海洋環境變化、災害和資源三個課題。重點研究方向在於多重

尺度的領域整合(Multiscale、Cross discipline)，強調以海洋學為主體的
跨領域整合研究，而非泛散於籠統的相對離散的課題上，藉由時間序列

觀測，以了解生態系統運轉機制，解決海洋環境問題。相關潛勢研究課

題，其根本完全依賴基本海域資料之蒐集、系統化整編及環境動力的基

礎研究。為提升海洋研究能量，具體建議包含: 一、新一代海洋研究船的
更新與建置；二、海洋貴重儀器中心以及資料庫功能的強化與提升；三、

研發及引進前瞻海域觀測儀器。

Abstract
Oceanography involves research in not only the marine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air-sea and sea-sediment interfaces. Oceanography includes 
research in modern marine ecosystems as well as paleoceangraphy, with 
the aim to forecast future ocean changes. The oceanographic research 
in Taiwan have been led by the Ocean Science Division of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principal support from the three 
research vessels, Ocean Researcher I, II, and III, as well as the Ocean 
Data Bank. In recent years, the Taiwan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y also joined the research force. Our 

ocean research themes have focused mainly on regional oceanography 
surrounding Taiwan, including several integrated projects, such as long-
term ecosystem and biogeochemistry monitoring in the East China Sea, 
coastal ecosystem watches surrounding Taiwan, Kuroshio dynamics, 
internal waves, sinks and sources of sediments surrounding Taiwan, 
geophysical dynamics, and establishment of Dongsha Atoll Research 
Station. The future oceanographic research in Taiwan aims for fulfilling 
societal needs, with three main aspects: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on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changes,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Thus, research strategies shall be multi-scale and 
cross-disciplinary, instead of focusing independently on biology, geology, 
chemistry or physics as classical oceanographers did.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is to gain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ecosystem dynamics in 
order to solve marin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odds of achieving this goal 
will be enhanced with long-term time series ecosystem monitoring in the 
seas around Taiwan; in addition, the focuse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opics requires comprehensive and cross-discipline design for ocean surveys 
and data collections,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ocean dynamics.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research investments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directions are recommended: 
first, renewing a fleet of modern research vessels; second, enhancing ocean 
research instrument centers and Ocean Data Bank; third, introducing and 
developing frontier measuring technology for ocean explor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s.

關鍵詞：海洋研究船、海洋資料庫、海洋資源、環境變遷、防災
Keywords:		ocean	research	vessels,	Ocean	Data	Bank,	marine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nges,	disaster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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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海洋研究主題是以探索現今海洋環境為主要範疇，但空間上

還涵蓋與大氣及地質介面的交互作用，時間上也包含古海洋及對

未來環境變動的模式預測。臺灣海洋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由科技部

海洋學門主導，以海洋研究船海研一、二、三號為主力，海洋學

門資料庫為根基，近年來有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洋科

技研究中心(Taiwan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ORI)加入。若以研究

工具及學理區分，可分為物理海洋學、化學海洋學及海洋生物地

球化學、海洋地質及地球物理學、生物海洋學及海洋遙測等次領

域。目前臺灣的研究主題主要是以臺灣周邊海域為主，整合型計

畫包含東海生地化長期觀測，黑潮變動特性調查，內波內潮動力

研究，臺灣沈積物源與匯，臺灣周圍海域地體動力學研究，臺灣

沿近海水文及生態系統觀測，東沙國際研究站計畫等議題。

貳、 研究成果與中長程研究方向
一、物理海洋學

近年來我國物理海洋學研究的具體成績可以頗具獨特性

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主導的國際合作南海內波研究為指標

案例(圖1)。此外，近五年來已有三冊以臺灣海洋研究為題的

國際學術期刊專刊(Oceanography, "The Oceanography of Taiwan" 

2011年12月出版；Oceanography, "A New Look of the Low-

Latitude Western Pacific" 2015年12月出版；Journal of Marine 

Research, "Continental Shelf and Slope Processes Northeast of 

Taiwan" 2013年1月出版，圖2)。另外研究臺灣西南高屏海底

峽谷對海域流場的影響(the enhancement of baroclinic energy 

flux in the Gaoping Canyon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Chiou et al., 

2011)，以及臺灣東側黑潮的大尺度變化(the large variability 

of the Kuroshio east of Taiwan, Jan et al., 2015) 均為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選為"Research Spotlight"，顯示海洋

學門支援的我國物理海洋研究，在國際合作、主流前瞻課題

的掌控均趨於成熟。在方法上，不僅海域觀測相關科技經由

過去四十年的努力，維持東亞領先的地位，在多重尺度的數

值模型與衛星遙測資料分析上也持續進步。    

圖1 南海內波研究歷經十年國際合作終於在2015五月發表於Nature.

圖2 集中報導臺灣海洋研究的專刊，Oceanography (2011, 2015) and Journal of Marine 
Rese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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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物理海洋學研究的多重尺度特性日益重要。

從10-2 m/seconds到106 m/decades的複合研究課題如大洋環流

到紊流的能量鍵結(the energy cascade from ocean circulation to 

turbulence)、海岸/河口環境的演變、正壓與斜壓潮的動力機

制(dynamics of barotropic and baroclinic tides)、西方邊界流(黑

潮)及其與中尺度渦流的互動以及海流變化與氣候變遷的聯

動等。研究的方式益發朝向整合的觀測實驗與模式模擬。自

2000年以來，學門裡主要的物理海洋學者開始長期與美國海

軍研究處(US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ONR)支助的國際團隊

合作。在前述的南海內波以及颱風與海洋互動等研究課題上

發表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例如：Alford et al., 2015; Zheng 

et al., 2015)。近期的合作則以ONR及科技部海洋學門共同支

助的OKMC/OKTV(Origins of Kuroshio and Mindanao Current/

Observations of Kutoshio Transport and Variability)最具代表性。 

觀測資料顯示為數甚眾的中尺度渦漩(mesoscale eddies)以百日

的間隔不斷侵入黑潮主體(圖3)，這種動力互動不只影響渦漩

的興衰，更驅動黑潮的變動，宏觀影響大尺度海洋－大氣系

圖3 西太平洋海域之中尺度渦漩

統的動量、熱量與鹽度等傳輸通量，進而對臺灣地區的氣候

造成影響。OKMC/OKTV的計畫目標之一即希望探討在西太

平洋海域中尺度渦漩與黑潮的互動。

除了大尺度動力研究，臺灣地區的另一重要課題即海岸

與淺水海域的流體互動，例如河流輸出與海岸前緣的動力變

化不僅對於海域生態系有重大影響，而且對於海洋物理的學

理討論頗為重要。過去對於東海棚裂有關冷渦的發現(例如：

Tang and Yang 1993)，以及其與黑潮入侵有關的成因及變化(例

如：Chern et al. 1990; Wu et al. 2008; Jan et al. 2011)。KUDEX 

(Kuroshio Upstream Dynamics Experiment)計畫則對於臺灣西南

淺海受到黑潮的影響提供線索。在河口方面，淡水河口的河

水排放、鹽水入侵及其相互傾軋的時間尺度、高屏河口由於

潮汐引起的鹽水入侵等都是研究有成的課題。

最近兩年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在海洋觀測浮標技術上也

有關鍵進展，低耗電主控系統的設計突破了浮標探針與即時

傳送資料耗電的限制，擺脫傳統上必須在浮標上裝置太陽能

板發電供電的要求，使得學界得以在浮標上增加觀測探針，

不僅如此，還能在水下加裝多個鹽溫壓儀，並經由人造衛星

通訊將所有觀測數據即時傳送回陸地接受站。這套浮標系

統於2015年(一組)及2016年(二組)在西北太平洋已經成功地

觀測到Chan-Hom、Linfa、Soudelor、Goni (2015)和Nepartak 

(2016)五個颱風，對我國的颱風與海氣交互作用研究至關重

要。尤其是針對Nepartak颱風，海洋觀測浮標“現地”資料創

下了許多颱風觀測史上的紀錄，例如水面上及水下龐大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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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資料透過銥衛星即時傳送回來、颱風眼附近海洋上層的各

項實測溫度、鹽度、流場數據等，尤其浮標在超級颱風肆虐

下竟能存活，更是獲得國外浮標專家的讚許。

另外，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引進Seaglider，此自走性水下

滑翔載具可加掛螢光探針測葉綠素、溶氧探針、紊流探針、

光照深度探針、都普勒流剖儀等，以載體內的液壓幫浦製造

浮或沉力往來於海面和水下1000公尺深之間取得水文剖面資

料。Seaglider浮到海面時，即可透過銥衛星通訊，傳送GPS定

位資料和觀測資料回實驗室，也可接收行動控制指令以調整

沉降和上升角度和方向及下沉深度等。此技術將大幅提升在

海洋研究上時空的解析度，並降低資料收集成本。

二、化學海洋學
在化學海洋學及海洋生物地球化學領域，以研究工具

的差異可大致分為有機(organic)與無機(inorganic)兩大族群；

無機化學主要的研究工具包括微量元素及同位素(TEI: trace 

elements and isotopes)，溶解態無機碳(DIC: 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主要營養鹽(major nutrients)及其他水文參數等；

有機族群則著重於有機碳氮磷循環(POC: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N, POP)、有機汙染物循環(organic pollutants)，及

其他特殊有機物在海洋環境的生地化循環過程為主。 整體而

言，臺灣化學海洋的人力以微量元素及同位素、無機及有機

碳、及海洋環境汙染三個研究方向為主。

儀器分析技術為化學海洋學關鍵的研究工具，臺灣在該

領域相關研究的儀器設備尚稱充足先進，以微量元素及同位

素領域為例，該研究族群具備先進的相關儀器，如高解析或

多頻道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HR-ICPMS and MC-ICPMS)或用

於C/N/S同位素分析的質譜儀等，微量元素及同位素為研究

地球化學與生物地化過程以至於許多重要海洋作用過程的有

力示蹤手段，該族群的研究當受繼續支持。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海洋生物地球化學著重物質循環，自海洋學門執行KEEP 

(Kuroshio Edge Exchange Processes)計畫以來，臺灣海洋學界在

過去20多年來已累積許多重要的採樣及分析經驗，如自1990

年代發展的錨定沉積物收集器(moored traps)佈放技術人員，

由各式沉積物收集器所取得的樣品提供海洋化學或生地化領

域研究人員得以進行物質循環的相關研究。

臺灣地處東海、南海與西太平洋接壤，是研究人為活動

對邊緣海及開放大洋衝擊的全球絕佳場域，全球化學海洋學

界對於人為化學物質藉各種傳輸管道輸送至海洋所帶來的生

物地球化學影響仍在初步探索階段，例如西北太平洋人為物

質經由河川排放及氣膠沉降如何影響海域的生物地球化學，

而黑潮暨中尺度渦旋又如何影響汙染物的輸送等研究都在起

步階段，這些議題都是國際上所重視的研究課題；此外，建

置並維持海洋時間序列測站(例如：SEATS測站)，也是進行海

洋環境變遷相關研究(如海洋酸化)的必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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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海洋學
當代生物海洋學的前瞻課題仍將聚焦於探討環境變遷

及人類活動多面向互動動力效應對海洋生態系的影響，其中

尤以當前溫室氣體持續排放造成大尺度的海洋暖化與酸化

(ocean warming and acidification)，以及海水汙染所引起的優

養化(nutrient enrichment)與海水缺氧現象(oxygen depletion)，

因而導致海洋生態系變化最為重要。對於不同時間尺度的自

然界環境變動因子(such as El Nino at interannual scale as well as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and North Pacific Gyre Oscillation at 

decadal scale)必須借助跨領域海洋物理、生地化研究來合作釐

清，海洋學者已有可能在早期孕育階段即掌握全球環境變遷

對海洋生態或海洋生物之影響，希望在這些環境影響因子尚

未造成大災難之前，能提出改善辦法預先防範。

由於生物海洋學在2000年後快速發展，許多新的生物

科技運用於生物海洋學研究，海洋生物對於環境變化的反應

模式已經能初步掌握，因此對於全球環境變遷對生態系影響

已經可以進行相關研究與預測。生物海洋學近期的指標性研

究突顯生態系由於前述的與環境變遷及人類活動的多面向

互動，而可能導致不可逆與非線性的劇變。為了避免無法

收拾的生態劇變，必須了解生態系統的動力機制以及可能

做為早期預警信號的癥兆資料。要成就這些急迫的研究結

果，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置關鍵地區的連續長期監測。事

實上，生態系尺度的長期時間序列觀測(ecosystem-scale time-

series station)已經明顯成為國際海洋研究的主流焦點(例如：

Bermuda Atlantic Time-Series Study (BATS, http://bats.bios.edu) 

，Hawaii Ocean Time-Series (HOT, http://hahana.soest.hawaii. 

edu/hot/)，California Current Ecosystem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CCE LTER, http://cce.lternet.edu)等)。這些常設、永

續的研究計畫均注重跨領域合作來了解物理、生地化等動力

對生態過程的影響。而所謂生態系尺度意謂連續且同時觀測

跨越食物鏈各階層的生物，由微生物、浮游生物、魚類以至

漁業行為，包括微觀細胞之分子生物學反應，族群內之數量

變化、至群聚間不同種類間之互動。此一主流研究前沿焦點

可以IMBER (Integrated Marine Biogeochemistry and Ecosystem 

Research，http://www.imber.info)為範例。

身為IMBER之參與者，科技部海洋學門現在支助數個

跨領域相關計畫，如ECOBEST (Effects of Global Change on 

Ocean Biogeochemistry and Ecosystems in the Seas surrounding 

Taiwan in the Northwest Pacific)研究臺灣周邊海域的生態系統

(目前以東海及黑潮流域為重心)；前述物理海洋學提及的跨

領域OKMC/OKTV計畫中生物海洋學的部分則研究臺灣東部

黑潮流域的生態系；另外SEATS (South East Asia Time-Series 

Station)計畫探討南海生態系；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的重點之

一是探討海洋酸化對珊瑚礁生態系的影響；海岸監測(Coastal 

Watch)計畫則探討環繞臺灣海域的海岸帶與河口之生態系。

各計畫的目的與科學內涵或有不同，但各計畫的核心方法共

識都是奠立於建立時間序列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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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
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次領域在海洋學門的角色特殊，

在於其研究對象不針對水體，而主要在海域沉積物及海床以

下的固體地球相關之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以至於海域

極端環境的生物學(geobiology)。歷史上，自主要根據海域觀

測資料建構的板塊理論(theory of plate tectonics)成為上世紀以

來理解地球運作、洋盆及邊緣海成因及演化最成功的典範學

說以來，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即成為當代海洋研究的重要

次領域。  臺灣地區在板塊架構上地處菲律賓海板塊相對歐

亞板塊的聚合邊緣以及南北兩個極性相反的隱沒作用傾軋之

間，造山運動年輕而劇烈，板塊邊緣的變形以至於孕震帶在

水平及垂直方向的分布、地殼構造以及本區地幔中板塊幾何

與地幔流場動力均足以作為全球板塊理論研究的範例。 復因

山水經緯輻輳，山高水急，侵蝕本就劇烈，極端天氣時陸源

沉積物大量入海，是研究沉積物自源而匯的重要案例。

自1984年海研一號配備測深儀、磁力儀、多頻道反射

震測系統以及海床表層及岩芯取樣裝備返國以來，臺灣地區

之海域地質、地球物理測勘即進入嶄新的活躍時期。在學術

研究上，多次與美、法、德、俄、日研究船持續進行對臺灣

構造區共同合作研究。其中尤以1990年代的TAICRUST以及

2000年代中期的TAIGER計畫對於臺灣構造區取得的資料最

為豐碩，海研一號參與的程度也相對深入。後續加入的海研

一號海域重力儀、自行研發的地熱流量測系統以及海研二號

多頻道測深系統，在國土規劃(內政部大陸礁層計畫)、資源

探勘(經濟部地調所及科技部主軸計畫所支持之臺灣西南海域

天然氣水合物評估計畫等)均執行關鍵的海域觀測作業。近十

年來各部會基於各種需求，對於執行海域地質、地球物理測

勘藉由建教合作釋出豐富資源，對於培養成熟工作團隊暨新

一代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者以及精進觀測資料解讀甚有助

益。爾後若能整合所發展的觀測技術與人力，提升整體研究

能量進而能夠提供海域資料對於研究臺灣構造區架構的學理

貢獻。

臺灣板塊邊緣構造區的另一特點是海域地震頻仍，而僅

依賴陸上測站的觀測，一方面定位精度不足，而又無法近場

觀測相對小規模的地震。地震構體(seismotectonics)研究明顯

缺乏，海域孕震構造也沒有系統性的調查。過去雖已有計畫

主持人引進海底地震儀(例如法國microOBS系統)，但功能有

限，比較適用於主動震源對地殼構造的反射、折射調查。對

於被動天然地震震源之研究可考慮「臺灣海洋中心」發展已

相對成熟的雛型，由學門計畫主持人與「臺灣海洋中心」合

作開展臺灣板塊邊緣構造區的地震構體研究。唯目前學門與

「臺灣海洋中心」相對定位不明，互動上也沒有制度，如何

在兩者之間開展合作與分工是有效使用海洋研究的能量與資

源必須面對的課題。

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次領域的另一分支與氣候變遷研

究息息相關者為研究長岩芯所紀錄之古氣候與古海洋環境及極

端事件。相關研究領域自上世紀末一直都是國際海洋研究的

顯學之一，海洋學門所支助的計畫主持人一度也為數甚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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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ODP轉為IODP以後不久，科技部前身之國科會決定停止

會費支出，長岩芯資料取得日趨不易，有些計畫主持人遂轉

入其他領域，但少數計畫主持人仍堅守研究理念且頗有亮眼成

績。針對古氣候與古海洋相關研究，策略上未來將考慮以區域

型、小而美且具有針對性研究題目為主的科研計畫，來取代

需大量經費投資的長岩芯鑽探計畫。過去以IMAGES計畫執行

的成果相對豐碩，不僅所需成本較低，國際能見度亦佳，時

值IMAGES構思轉型成為IMAGES2的時候，此時積極加入將可

望帶動國內學界在此研究領域的新一波動機。此外，在IGBP-

PAGES架構底下，針對人類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關聯性所提出的

2K計畫，也是我們值得參與及效仿的目標，針對臺灣附近海

域具有高沉積速率的特性，可望能提供高時間解析的岩芯資

料；一方面所需材料以國內研究船的取樣能力即能滿足，又可

結合陸域研究與氣候模式而帶動跨領域的研究與合作能力。 

目前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亦與計畫主持人合作營運國

內唯一的海洋岩芯庫。對於國內地質界與環保署正積極規劃成

立的國家級岩芯庫，海洋學門也將密切注意，並提供我們已經

行之有年且成熟的管理經驗與模式。

臺灣俱有高山島嶼的特徵，同時大多數發源于中央山脈

的河川坡度陡峭而短促，板塊的運動也使得臺灣地震活動頻

繁，在山溪型河川流域的中、上游造成滑坡、山崩，形成土

石流並造成各種規模不同之陸域地質災害。每年平均至少有

四個颱風在夏季西南季風河川的豐水季時會登陸臺灣，帶來

超大豪雨，往往在河川中、上游形成土石流，使得河川的輸

沙量暴增。因此上述陡峭的地形、頻繁的地震、颱風的侵襲

的綜合因素，使得臺灣河川單位流域面積的年產沙量(yield)

高居世界第一，舉世矚目。此種高河川輸沙量，再加上臺灣

的地理位置，使得臺灣島至週邊海域的沉積物傳輸形成多樣

化的沉積物輸運系統(sediment routing system)，例如：在臺

灣島的東側由蘭陽溪輸送至南沖繩海槽的系統；和由卑南溪

輸送至太平洋深水中的臺東海底峽谷。在臺灣島的西側中部

以北的河川以濁水溪為主，輸送至淺海陸棚區的臺灣海峽北

部以及東海南部；西側中部以南的河川以高屏溪為主經由高

屏海底峽谷輸送至馬尼拉海溝和南海海盆北部(圖4)。因此，

國際上公認為臺灣是一個研究陸源沉積物在流域中之生成、

輸送以至進入海洋的過程和紀錄(『從源到匯』)的理想的自

然實驗室，並在地科、海洋學門排名第一之Annual Review of 

Marine Science有專文介紹臺灣在此一領域研究的成果(Liu et 

al., 2013)。

圖4 臺灣島上主要沉積物「源」的輸出和周邊海域沉積盆地「匯」之相關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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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源沉積物對海域之輸出物質定性及定量研究，以至更

宏觀的沉積物從源而匯研究是海洋學門長期支援的整合型計

畫之一，包括[陸源/非陸源物質在高屏海底峽谷中的宿命整

合研究](FATES-KP, 2003-2006)，陸源和非陸源物質在弧陸碰

撞板塊邊緣之宿命整合研究](FATES-COMARC, 2006-2009)，

陸源/非陸源物質在高輸砂量之河-海輸運系統中的宿命整合研

究] (FATES-HYPERS, 2009-)，過去主要的總計畫由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主導，學門參與的計畫主持人也維持在海洋地質

次領域的大宗。相關研究過去對西南海域貢獻顯著，今後是

否加入物理海洋的流體力學及其對海域生地化衝擊評估等分

量而發展成為跨領域、多重尺度研究則令人拭目以待。

總觀海洋地質暨地球物理學次領域的一個核心問題(其

實也存在其餘海洋學門次領域)，即如何對學術研究與海域調

查測繪細緻分工？對於發展相對成熟的海域調查、測勘以移

轉常設海域觀測團隊(如貴儀中心專業工作團隊或目前相對欠

缺資深、成熟計畫主持人但已建立充裕海域觀測作業設備之

「臺灣海洋中心」)來執行，學門計畫主持人則以基礎學術研

究相關的觀測及研究為主，使得海洋研究適度分流，避免重

複投資以及研究能量空轉。另外跨領域長期與永續監測如時

間序列測站之建置與維持並確保其連續與持久，也是新一代

海洋研究勢必面對的課題。

五、海洋研究船及海洋學門資料庫
研究船為執行海洋專題計畫的重要載臺，國內目前主要

的研究船為海研一號、海研二號及海研三號(圖5)，海研一號

平均每年出海作業約200天，而海研二號及三號平均每年出海

作業天數約190天。歷年觀測資料由海洋學門委託臺大海洋

研究所建置與營運的學門資料庫(Ocean Data Bank, ODB)負責

收集和整編，以確保珍貴海域觀測資料之永續積累及收錄，

並進一步加值提供學術研究、環境保育、國土規劃、資源評

估等產、官、學界所需之服務，詳細內容可參考資料庫網站

http://www.odb.ntu.edu.tw/。民國104年臺大海研所綜整資料

庫歷年的海域觀測資料完成臺灣區域海洋學一書(圖6)，為著

重於利用臺灣研究船於周邊海域的第一手觀測基本資料所論

述的著作。

六、國際交流與合作
近幾年來，臺灣海洋科學研究範圍已逐漸從近海逐漸

向外擴張探測範圍，向南最遠已達到南海太平島及曾母暗沙

附近，向東則進入西菲律賓海。由於臺灣東側是西方邊界

流-黑潮承接上、下游之間流經之重要海域、巴士海峽則位

於南海大陸邊緣海及菲律賓海的轉換帶、而歐亞板塊與菲律

賓海板塊之間的複雜板塊邊緣接壤動力及臺灣造山運動的海

洋地質問題及臺灣西南海域的天然氣水合物潛能等均是重要

的海洋研究前瞻議題，國際研究團隊與所屬研究船舶來臺灣

海域共同研究者不絕於途，例如近期分別有2009年美國R/V 

Marcus Langseth，2010年日本 R/V Natushima，2012年德國R/

V Sonne，2014年美國R/V Roger Revelle等，顯示我國海洋研

究與國際海洋研究領域前緣接軌，並與國際海洋研究社群互

動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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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與建議
全球環境目前持續劇烈變化已是學界共識。海洋環境的變

化不僅只是大環境變化之一環，更在複雜動力因果互動中扮演基

本的上游角色。爾後全世界對海洋環境的了解和監測勢必日益重

要，尤其在2015年12月12日的全球巴黎氣候協議後，綠能環境和

永續發展已是必然之根本趨勢。預期未來海洋的事務會越來越重

要與龐雜，大致而言在致實用的社會責任面向上，可以用海洋環

境變化、災害和資源三個課題來說明。

海洋環境方面如海水表層溫度的變化直接影響到海上颱風能量

的結構，而表層海水的增溫使得現在及未來的颱風規模日益增大。

如何有效掌握海洋表層各種參數的即時數據是未雨綢繆以及減災預

警的重要依據，未來建置關鍵而完整的海上浮標觀測網將是重要工

圖5  海研一、二、三號歷年行駛軌跡，至2013年底，分別的
總里程數有761,192公里、415,524公里及501,004公里。

圖6  根據學門資料庫(ODB)整
編之海域觀測資料撰著之
「臺灣區域海洋學」(臺大
出版中心出版)

作。海洋污染與酸化也是海洋環境快速變化下急需了解的問題，其

中如經由長江、黃河或大陸空氣中所帶來的懸浮物質如何影響臺灣

海域？尤其會影響東海和臺灣海峽的海洋環境，而海洋環境的變化

更直接影響海洋生物棲息、洄游魚類的習性等重要生態議題，因此

進行長期監測掌握生態系各食物階層生物對環境變動之反應為未來

海洋科學研究重要議題。 此外，臺灣四周環海的地理特性使得海

陸物質交換的議題必須加以重視。其中除傳統對於河川、河口、

海岸與海洋之交互作用外，海底地下水輸出(submarine groundwater 

discharge)對於海域環境及生態的影響已是國際海洋研究的前瞻課題

之一，值得注意並尋求跨領域的合作研究。

全球暖化的結果使得海洋相關的自然災害潛勢增加，同時

臺灣附近海域的地震分布暨孕震構造、海域火山及海底山崩的調

查和瞭解也是重要的課題。臺灣東部有琉球隱沒帶，而南部有馬

尼拉隱沒帶，都被視為未來有產生大地震及海嘯的高潛能區域。

琉球隱沒帶靠近臺灣附近海域曾有1920年臺灣最大地震的紀錄，

1771年亦有石垣島發生超過兩萬人傷亡的大海嘯歷史；臺灣南部

方面則有臺灣西南陸上1781-1782年間極有可能已遭到數次海嘯侵

襲並因而造成數萬人死傷之證據。對此二隱沒帶的進一步調查和

研究並解析大地震潛勢是未來重要工作。此外，我們對於臺灣附

近海域的海底山崩潛勢缺乏精細的調查與測繪，而接近臺灣的海

底山崩其可能產生的海嘯威脅事實上可能遠比地震來得嚴重，尤

其可能直接威脅臺灣本島三個位於海岸邊緣的核電廠；海底山崩

及颱風暴雨所引起的海底重力流也已證實具有大規模破壞臺灣海

域海床上為數眾多之海底通訊電纜的能力。火山災害方面，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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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海域的火山在過去鮮少經過仔細調查，對於其活動歷史缺乏

可以評估的資料，未來顯然必須釐清，尤其臺灣有約三分之一的

人口分布在北部，直接或間接都受到海域火山噴發的威脅。

臺灣自主能源一向不足，再加上巴黎氣候議定後，化石能源

勢必會逐漸減少使用，而綠色能源與減碳的要求勢必增加。因而

海洋學門在綠色能源、減碳或資源探勘等議題預期必須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例如對可能的洋流發電或潮汐發電評估，海洋物理基

礎資訊可以提供良好的場址建議。而無論是離岸風力發電或是二

氧化碳的海域封存都需要海洋地質地球物理的可靠場址調查。其

他如天然氣水合物或是稀土礦類等海底礦產的資源調查也需要海

域的調查工作。目前我國海洋地質地球物理的海域觀測科技已頗

成熟穩定，與國際前緣距離接近，令人擔心的隱憂是後繼新血明

顯偏低。如何培養新一代海域觀測與研究人力是海洋地質地球物

理以至其他海洋次領域都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善用推廣教育與

延攬人才資源則是海洋界爾後針對擴大研究能量所必須優先規劃

的重點工作。

整體而言，目前國內海洋研究的一般性狀況與前景可以藉

SWOT分析約略彙整如右表；

針對前述海洋研究的社會責任以及優劣勢分析，在整體海洋

研究人力有限的情況下，首先自然以延攬新血擴大研究能量為考

量。考慮總體研究船若順利建造下水，並且加重自我研發非傳統

船載觀測如氣象、水文浮標；錨定海洋物理、生地化及生態時間

序列長期觀測；海底地震儀觀測；自走水下載具觀測等都將明確

吸引有志海洋研究的新血。

優勢 (Strength) 弱勢 (Weakness)

1.  臺灣四面環海且鄰近海域各有其獨特屬性，如黑
潮流經臺灣東部海域，巴士海峽控制水團進出南
海，復有東海大陸棚接收大陸長江及黃河輸出物
質。

2.  臺灣島聯結週邊海域的沉積物傳輸形成多樣化的
沉積物輸運系統。

3.  海洋富有提供諸多綠色能源、海洋資源潛勢暨國
土規劃所需之相關海域觀測工作。

4.  國家社會、經濟總體產、官、學界的海洋相關知識
與資訊需求龐雜，政府各部會以至未來海洋委員
會的海洋研究與海域觀測支援需求亦與日俱增。

5.  東南亞地區我國海洋研究暫時屬於領先地位。

1.  因為海上工作辛苦，並且
必須面臨一定的風險，使
得接續有志投入海洋研
究工作的熱忱減少。而高
等教育相關科系稀少，推
廣教育成效有限，也使年
輕學子裹足。

2.  目前海洋主管機關雖即
將增設，但相關產業猶待
萌芽，亦使投入海洋研究
領域之就業情況有侼理
想。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全球環境變遷劇烈，對
海洋環境變遷的了解有
迫切需求。

2.  海域自然災害的可能肇
因，如海域地震、火山、
海底山崩亟待儘快建立
基礎資訊與持續監測。

3.  預期5年後國內將有5艘
研究船，其中尤包含2-3
艘具有遠洋作業能力。
海域觀測能量大增將開
展海洋研究新頁。

1.  中國大陸海洋研究實力的崛起，包含已經發展出
7000公尺深載人的潛水艇蛟龍號，籌建中的東海、
南海水下觀測網，在建造中的研究船約十艘以上，
和已有的六間海洋相關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平臺，並
有條件優厚的各種人才引進和培養計劃，尤其大幅
提高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的薪資，在國際和華人圈
中的人才競爭上逐漸展現優勢。

2.  各國對經濟海域版圖擴張的爭議，容易造成海域
觀測執行時的可能海上衝突。

3.  預期現有研究人力在未來5-10年面臨大幅退休
潮。在相對缺乏新血注入下，總研究能量勢必逐漸
衰退而喪失目前的領先地位。

另外海洋發展前景的一個重點是更加強調次領域之間的整合

研究(圖7)。 例如物理的驅動如何調節海中主要的化學環境及生態

變化？以及化學環境變化與生物族群結構在不同時空尺度的動力

互動。考慮物理活動的時間解析能力，這些課題的研究在傳統離

散的船載海域取樣與觀測之外，自動化的物理及生地化感測裝置

包括許多分子生物採樣裝備，如前述的自走水下載具觀測及浮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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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錨定式長期連續時間序列測站是需要加強的重點。過去在南海

的SEATS測站已陸續維持20年以上，應持續補強，而西太平洋及東

海是否建置類似的連續時間序列測站值得考慮。唯其建置與維持

需要相當大的投資與努力，以科技部海洋學門的制度難以主導。

以子計畫形式加入例如現有東海整合型計畫或委付研究船貴儀中

心，甚或與「臺灣海洋中心」取得合作服務的共識，都可探討其

實際可行的利弊。 

圖7  生態系統海洋學(Ecosystem Oceanography)：了解生態系統如何運作是海洋學未來研究之主要目
標。圖中簡要說明海洋生態系中複雜的食物網及能量如何在食物網中傳遞，而這些生態過程受到
物理、化學及地質動力所驅使。再加上氣候變遷，海洋污染及漁撈等外在壓力。要了解與預測海
洋生態系統動態，需要跨領域研究。(科技部海洋學門資料庫陳思穎繪製，圖中各部件未按比例
繪製)

參考文獻
Alford, M.H., T. Peacock, J.A. MacKinnon, J. D. Nash, M.C. Buijsman, L.R. Centuroni, 
S.-Y. Chao, M.-H. Chang, D. M. Farmer, O.B. Fringer, K.-H. Fu, P.C. Gallacher, H.C. 
Graber, K.R. Helfrich, S.M. Jachec, C.R. Jackson, J.M. Klymak, D.S. Ko, S. Jan, T.M.S. 
Johnston, S. Legg, I-H. Lee, R.-C. Lien, M.J. Mercier, J.N. Moum, R. Musgrave, J.-H. 
Park, A.I. Pickering, R. Pinkel, L. Rainville, S.R. Ramp, D.L. Rudnick, S. Sarkar, A. Scotti, 
H.L. Simmons, L.C. St Laurent, S.K. Venayagamoorthy, Y.-H. Wang, Joe Wang, Y.J. 
Yang, T. Paluszkiewicz & T.-Y. Tang (2015), The formation and fate of internal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ature, 521, 65-69.

Anderson, R.F., and G.M. Henderson (2005). GEOTRACES: A global study of the 
marine biogeochemical cycles of trace elements and their isotopes. Oceanography, 
18, 76‒79.

Chern, C.-S. and J. Wang (1990), On the mixing of waters at a northern offshore area 
of Taiwan.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1, 297-306.

Chiou, M.-D., S. Jan, J. Wang, R.-C. Lien, and H. Chien (2011), Sources of baroclinic 
tidal energy in the Gaoping Submarine Canyon off southwestern Taiwa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116, C12016. 

Jan, S., C.-C. Chen, Y.-L. Tsai, Y. J. Yang, J. Wang, C.-S. Chern, G. Gawarkiewicz, R.-C. 
Lien, L. Centurioni, and J.-Y. Kuo (2011), Mean structure and variability of the cold 
dome northeast of Taiwan. Oceanography, 24, 100‒109. 

Jan, S., Y. J. Yang, J. Wang, V. Mensah, T.-H. Kuo, M.-D. Chiou, C.-S. Chern, M.-H. 
Chang, and H. Chien (2015), Large variability of the Kuroshio at 23.75°N east of 
Taiwa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120, 1825-1840.

Liu, J.T., Kao, S.-J., Huh, C.-A., Hung, C.C. (2013), Gravity flows associated with floods 
and carbon burial: Taiwan as instructional source area. Annual Review of Marine 
Science, 5, 47-68.



246

Tang, T.Y. and Y. C. Yang (1993), Low frequency current variability on the shelf break 
northeast of Taiwan. Journal of Oceanography, 49, 193‒210.

Wu, C.-R., H.-F. Lu, and S.-Y. Chao (2008), A numeric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upwelling off northeast Taiwa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Oceans, 113, 
C08025.

Zheng, Z.-W., I.-I. Lin, B. Wang, H.-C. Huang, and C.-H. Chen (2015), A long neglected 
damper in the El Nino-typhoon relationship: a ｀Gaia-Like´ process, Scientific 
Reports, 5, 11103.

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的
現況與未來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n Taiwan's 
Cultivation of Marine Talent

吳靖國 Chin-Kuo WU 1、嚴佳代 Chia-Dai YEN 2、
呂江泉 Chiang-Chuan LU 3、林鑫堉 Hsin-Yu LIN 4、
徐承堉 Cheng-Yu HSU 5、許洪烈 Hung-Lieh HSU 6 

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主任
  Director, Taiwan Marine Education Center, NTOU
 E-mail: wuckuo@email.ntou.edu.tw

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組長
  Leader, Taiwan Marine Education Center, NTOU.
 E-mail: hamrater@msn.com

3 國立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系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eisure 

Management, NPU.
 E-mail: alumi998210@gmail.com

4 永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airman, Taiwan Generation Corporation.
 E-mail: sinyulin@taiwangenerations.com

5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
  Founder, Upwelling Ocean Incorporation.
 E-mail: shyu.steven@gmail.com

6 中華民國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
  Secretary General,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hipowners.
 E-mail: nacsn@ms39.hinet.net



248 249

議
題
二 

海
洋
教
科
文

摘要
2007年教育部頒布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特別在海洋專業人才培
育方面討論量與質上的學用落差，再加上近幾年科技與國際化的發展，

在高度國際化的海洋產業中專業人才培育之議題也顯得越來越重要，教

育部於2013年補助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臺灣海洋教育中心，除了透過
海洋教育統計年報發現海洋相關類科相關產業就業率低落的問題外，也

透過連續三年舉辦之「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論壇」探討許多海洋專業

人才培育之問題。本文彙整近三年各場次論文發表之重要意見，分別就

海運、漁業、離岸風電、海洋休閒觀光等四個海洋產業類別進行討論，最

後進一步整體提出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的挑戰與未來可能的發展。期

望透過本研究引發各界對於海洋專業人才培育之重視，並且更進一步整

合相關資源共同提升海洋專業教育水準及提升海洋專業人才之素質，厚

植臺灣海洋產業軟實力以迎接未來的國際競爭。

Abstract
In 2007,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blished the Marine 

Educ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which specifically emphasized the country’s 
lack of adequately trained marine professionals. The marine industry, in 
addition to being technological and international, is a highly globalized 
industry, 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is of especial importance. In 
search of a solu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missioned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o set up the Taiwan Marine Education Center 
in 2013. In its Marine Education Annual Report, the Center found low 
rates of employment in the marine industry among graduates in marine-
related subjects. Since 2014, the center has also hosted the annual Taiwan 
Marine Education Forum to discuss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training of 
marine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collects important conclusions from the 
forums of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focuses 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following four industries: marine transportation (seafarer and sea 

關鍵詞：海洋專業人才培育、海洋專業教育、海洋產業
Keywords:  marine professionals cultivation; marin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arine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fisheries (fishing, aquaculture, and sea food), 
offshore wind power (maritime engineering and green energy), and marine 
leisure and tourism (marine sports, marine leisure, and cruis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will br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marine professionals, 
and also integrate related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this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the human capital to fa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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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包括產業訓練與教育機構培育，產業

訓練除了企業自行培訓以外還有專業培訓中心以及相關公協會人

才培育以及授證機制；至於教育機構培訓則可區分為制式教育與

非制式教育培訓，而每一個環節對於專業人才培育都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其中海洋制式教育則大致可分為高級中等學校與大專

院校兩個教育階段。以海洋為主體的學校，高職部分包括國立基

隆海事職校、國立臺南海事水產職校、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校、

國立蘇澳海事水產職校、國立澎湖海事水產職校、國立成功商業

水產職校、中華商業海事職校共七所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大專部

分則包括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共四所以海洋相關發展為主的學

校。

國內在海事水產人才培育發展歷史上，最早以高職為主，

於1936年設立臺灣總督府立水產講習所，即國立基隆海事職校前

身，歷經1943年改為臺北州立基隆水產學校及1945年臺灣光復後

改為省立基隆水產職校之後，分別於1946年成立省立基隆水產職

校高雄分部及1959年成立蘇澳分部(即國立蘇澳海事水產職校前

身)，其中高雄分部於1948年改制為省立高雄水產職校，之後又於

1960年設立省立高雄水產職校臺南分部(即國立臺南海事水產職校

前身)與1961年設立東港分部(即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校前身)，於

是形構出臺灣本島海事水產職校的現有分布狀況。另外，國立澎

湖海事水產職校的前身起於1922年，臺灣光復之後才改名為省立

澎湖初級水產職校，1954年增設高級部；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校

(1989年設立)及中華商業海事職校(1967年創辦)設立較晚。

就大專院校而言，省立海事專科學校(即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前

身)設立於1953年，中國海事專科學校(即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前身)

設立於1966年，省立高雄水產職校於1967年改制為省立高雄海事

專科學校(即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前身)，之後於1991年設立省立

高雄海專澎湖分部，並於1995年將分部改為國立澎湖海事管理專

科學校(即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前身)，其中除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較

早於1979年由高等教育體系辦理改制之外，其他三所學校則是在

技職教育體系中1997年之後逐步改制而成，於是四個以海洋為主

體的大學卻歸屬於兩個不同教育體系，適用不同的法令政策，招

收不同來源之高中、高職學生。

目前國內高級中等學校開設的類科包括海事群的航海與輪機

類科、水產群的漁業與水產養殖類科、食品群的水產食品類科、

商管群的航運管理類科、餐旅群的海洋觀光類科等，培育人才之

學校除了前述以海洋為主體的7校之外，還包括國立鹿港高中、國

立馬公高中、國立馬祖高中、國立金門農工職校等共11校38個海

洋相關類科，103學年度海洋相關類科畢業生共有1,325人；大專

院校開設的學科類別分為航海、輪機、航運管理、水產養殖、海

洋生物、漁業科學、水產食品、造船與船舶機電、海洋工程、海

洋休閒觀光、海洋科學、海洋資源管理、海洋人文社會等共13大

類，培育單位除前述4校之外，還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嘉義大

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臺北市

立大學、淡江大學、長榮大學等共16校開設77個系所，103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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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相關系所畢業生專科341人、學士4,293人、碩士1,298人、博

士61人(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5)。

在教育部2007年頒布的《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

2007)中特別在海洋專業人才培育方面討論量與質上的學用落

差，為了縮短學用落差，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在2014、2015、2016年連續三年辦理「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

論壇」，論壇主題分別是「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培育的回顧與前

瞻」、「臺灣海洋專業人才國際化發展」、「海洋專業人才所需

的海洋素養」，依照不同海洋產業類別，包括海運、漁業、水

產加工、離岸風電與海洋工程、海洋休閒、海洋教育、海洋文創

等，分別邀請產、官、學、研共同參與討論，並彙整各方意見，

提供教育部進一步研議與處理。

本文彙整與分析2014及2015年海洋專業人才培育論壇專家意

見，以及蒐集海洋專業教育之相關政策與文獻資料，針對海運、

漁業、離岸風電、海洋休閒觀光等四個海洋產業類別進行討論，

最後進一步整體提出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的挑戰與未來可能的

發展。

貳、海運人才培育現況與問題
海運人才培育方面(對應於海運產業)，高中職階段包括航海

科、輪機科，大專階段包括航海類科、輪機類科。以下就畢業生

就業情形以及從業界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關係來進行分析：

一、就畢業生就業情形來看
根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5年針對103學年度畢業生進行

的調查顯示，103學年度高中職海運相關畢業生共計367人，

其中升學253人(68.9%)、就業114人(31.1%)，在就業的畢業生

中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則為30人(畢業人數的8.2%，

就業人數的26.3%)。專科培育階段103學年度畢業生共計269

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88人，共蒐集181名畢業生

升學就業資訊，其中升學48人(17.8%)、就業133人(49.4%)，

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44人(畢業人數的16.4%，就

業人數的33.1%)。學士培育階段103學年度畢業生共計411

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212人，共蒐集199名畢業

生升學就業資訊，其中升學36人(8.8%)、就業163人(39.7%)，

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60人(畢業人數的14.6%，

就業人數的36.8%)。碩士培育階段畢業生共25人，扣除未升

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6人，共蒐集19人資訊，其中升學1人

(4.0%)、就業18人(72.0%)，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8

人(畢業人數的32.0%，就業人數的44.4%)。

就高職教育階段而言，《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

部，2007)中呈現93學年度調查蘇澳海事、基隆海事、臺南海

事、東港海事、澎湖海事等五校的資料顯示，各類科總畢業

生共1,632人，其中海事類科畢業生就業人數為140人，是總

畢業人數的8.6%；相較於103學年度的統計資料，海洋相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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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畢業生共有1,325人，其中海事類科進入相關產業就業之人

數為30人，占總畢業人數的僅2.3%，其呈現出十年來明顯的

下降情形。

以大專(專科、學士)畢業生而言，103學年度畢業生共

680人，其中就業296人(43.5%)，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

數為104人(畢業人數的15.3%，就業人數的35.1%)。進一步根

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7)中提供的訊息，

調查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及中國海事

商業技術學院等三所學校航運類科93學年度畢業生共657人，

其中就業240人(36.5%)，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42

人(畢業人數的6.4%，就業人數的17.5%)。藉此可以粗略看出

來，這十年來就業比率從36.5%變為43.5%，進入海洋相關產

業就業之比率從17.5%變為35.1%，已經有某程度的提升。

二、從產業需求與學校教育來看
從國內主要航商僱用船員之情形來看，截至2015年10

月的統計，439艘船舶僱用船員總數8,095人中，具有中華民

國國籍之人數只有1,249人(15.4%)(陸王均、陳得邨，2015：

29)，而國人所擁有的國輪與外籍船舶合計869艘(祁文中，

2015)，可見並非畢業生沒有就業機會，而是在質與量上都不

符合航運界的期待(林彬、許秀菁，2007；俞克維，2014；郭

俊良，2014)。

就量的方面來看，從每年培育的人數上來看，已經超越

我國籍航商所需(俞克維，2014)，但由於技職體系暢通升學管

道之後，高職畢業生就業比率下降，在服完兵役真正投入乙

級船員之人數非常稀少(蔡金城，2014)；再者，要取得正式船

副或管輪之船員資格，必須完成STCW所規定之船員專業訓

練、海上實習資歷、通過適任性評估，又加上社會認知與海

上工作環境等因素之影響，最終真正上船擔任船副者只有約

30%、擔任管輪者不到20%(林彬，2014)，於是造成船員人力

不足、畢業生上船工作比率低的情形。而這種現象長期持續

下來，造成更嚴重的問題是管理層級的船員年齡逐漸老化(如

表1)，而且將會有經驗傳承上出現斷層的情形發生。

表1：中華民國國籍航行員及輪機員持有船員適任證書年齡人數統計表
級職/ 年齡 30歲以下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小計
一等船長 0 70 106 192 281 649
一等大副 48 195 57 57 78 435
二等船長 0 0 3 15 26 44
二等大副 0 11 17 16 20 64

一等輪機長 0 53 60 220 429 762
一等大管輪 44 159 67 78 166 514
二等輪機長 0 1 3 8 30 42
二等大管輪 2 10 3 13 30 58

資料來源：整理自陸王均、陳得邨，2015：29-30

就質的方面來看，海事教育不應該只是為了取得證照，

而是應該要養成「船員本職」技藝功能與培育「船員本色」

企圖心願，讓學生從職涯發展的角度獲得一種事業價值，內

心帶著一種要達成將「人、船、貨平安帶回港口」任務的

「決心和勇氣」(許洪烈，2014)，這是蘊含在海事教育中的人

格素質內涵，應該屬於適任性評估中的一部分。其次，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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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層面來看，國內海事教育長期以來偏重講授，缺乏實作，

以致學校教出的學生與船商所需人才有相當落差(陸王均、陳

得邨，2015)，尤其面對國際接軌與航海科技高度發展的情

況，在相關制度、教材、師資、設備、實習等方面必須整體

配合與時俱進，而且，船員面對國際開放市場的競爭，對於

國際語言與跨國文化的掌握十分重要，尤其在校期間應該培

養持續學習的能力，以能讓船員因應國際變遷而順利與國際

市場接軌。

再者，國際海事組織(IMO)訂定的STCW2010公約是商

船船員訓練、發證、當值的最低標準，是海員培育的指導綱

領，也是檢驗海事教育良窳的國際標準(林沛樵，2014)，故促

使學生能夠順利銜接教育、實習、訓練、考試、僱用等歷程

而達成「畢業即就業」目標(祁文中，2014)，乃是產、官、學

之間共同合作的基礎，而其中實習機制則是學校教育銜接於

航商需求的關鍵橋梁。

然而，目前國內學校教學實習制度未能統一，各校學生

畢業前所具備的海勤資歷不一致，在校肄業生可以選修或不選

修上「航商營業用船員訓練船」接受「實習甲級船員職務訓

練」，一樣取得畢業證書，而選修也可以是一年或6個月，船

訓不足的部分畢業後自覓航商補齊資歷(許洪烈，2014)，這種

情形造成了航商無法提供因應各種狀況的配套需求，影響了人

才培育的機制。因此，組織產、官、學實習合作聯盟，建立完

備實習制度，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及從事海勤工作的比例，提

高畢業生上船意願，實為當務之急(陸王均、陳得邨，2015)。

參、漁業人才培育現況與問題
漁業人才培育方面(對應於水產養殖產業、漁撈業)，高中職階

段包括漁業科、水產養殖科，大專階段包括水產養殖類科、海洋

生物類科、漁業科學類科。以下就畢業生就業情形以及從業界需

求與學校教育的關係來進行分析：

一、就畢業生就業情形來看
根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5年針對103學年度畢業生進

行的調查顯示，高中職階段畢業生共380人，其中升學280人

(73.7%)、就業100人(26.3%)，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

數為13人(畢業人數的3.4%，就業人數的13.0%)。專科培育

階段畢業生共17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4人之

後，計蒐集13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學1人(5.9%)、就業12人

(70.6%)，但沒有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畢業生。學士培育

階段畢業生共637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174人

之後，計蒐集463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學169人(26.5%)、就

業294人(46.2%)，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179人(畢

業人數的30.9%，就業人數的60.9%)。碩士培育階段畢業生共

168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75人之後，計蒐集93

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學11人(6.5%)、就業82人(48.8%)，進

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55人(畢業人數的32.7%，就業

人數的67.1%)。

就高職教育階段而言，《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

部，2007)中呈現93學年度調查蘇澳海事、基隆海事、臺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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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東港海事、澎湖海事等五校的資料顯示，各類科總畢業

生共1,632人，其中水產類科畢業生就業人數為84人，是總畢

業人數的5.2%；相較於103學年度的統計資料，海洋相關類科

畢業生共有1,325人，其中漁業類科進入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

為13人，是總畢業人數的1.0%，其呈現出十年來明顯的下降

情形。

以大專(專科、學士)畢業生而言，103學年度畢業生共

654人，其中就業人306(46.8%)，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

數為179人(畢業人數的27.4%，就業人數的58.5%)。進一步根

據《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教育部，2007)中提供的訊息，

調查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及中國海事

商業技術學院等三所學校水產養殖類科93學年度畢業生共195

人，其中就業134人(68.7%)，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

為7人(畢業人數的3.6%，就業人數的5.2%)。藉此可以粗略看

出來，這十年來就業比率從68.7%下降為46.8%，而進入海洋

相關產業就業之比率從5.2%提升為58.5%。

整體而言，畢業生進入所學相關職場之比率仍然很低(江

英智，2014；周加再，2014；徐承堉，2014)，尤其顯現在高

職教育階段。在人才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下，不但造成教育資

源的浪費，而且進一步造成高階漁船幹部船員產生斷層，尤

其遠洋漁船更為嚴重，除船長、輪機長還是本國籍，其餘大

部分都是外籍或大陸籍(江英智，2014)。

二、從產業需求與學校教育來看
根據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AO)的統計資料顯示，水產品

供應量年均成長3.2%，超過1.6%的世界人口增長率(沙志一，

2014)，從1960年至2010年，50年間每人每年海鮮的消耗量從

13.14公斤增加到24.43公斤(徐承堉，2014)，海產成為重要糧

食來源之一。

根據農委會漁業署提供2013年漁業統計年報，國內遠洋

漁業、養殖漁業、沿近海捕撈漁業的直接從業人口共有33萬

人，總產值超過1,049億新臺幣(如表2)。其中，遠洋漁業大量

使用外籍勞工，多為家族企業型漁業，本國籍人員主要從事

管理工作，相對人數需求少，且多有親屬關係，外人比較難

以參與；養殖及沿近海漁業以家計型漁業，產業產值不低於

遠洋漁業，是與社會互動密切的產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及

國內糧食需求，屬於內需型產業，未來在面對國際接軌時需

要有較多的結構性改變及人才的需求(徐承堉，2015)。

表2：2013年不同漁業產業類別之從業人數與產值
類別 直接從業人數 產值(百萬NT) 人均年產值(NT/元)

遠洋漁業 14,930 43,644 2,923,242
養殖漁業 87,324 42,962 491,984

沿近海捕撈漁業 228,634 18,354 80,277
合計 330,888 104,960 317,207

資料來源：整理自徐承堉，20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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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技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化，養殖漁業從1960年

佔漁業總產量的5%，2010年則改變為47%，新興的「產業

型」、「集約式」、「完全養殖」取代了「家計型」、「粗

放式」、「畜養」；捕撈技術的突破，石化工業的發展提供

了現代漁業更輕更堅固的網具，電子業提供了漁船包括航

行、尋找魚群、控制網具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導引。然而，

這樣的發展也為海洋的利用帶來隱憂，人類應該已經沒有辦

法從海洋中取得更大量的生物資源作為人類的糧食，但是

人類似乎還尚未建立合理而有效地利用海洋資源(徐承堉，

2014)，這是當前漁業人才培育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具體而

言，綜觀世界產業的走向、臺灣產業的定位及未來產業的發

展，臺灣漁業人才培養上必需認清的問題有：

第一、水產養殖仍將快速及大量發展，經濟性食用養殖

魚種在成本考量下會集中於少數幾個物種作更深入的發展(徐

承堉，2014)，而「境外生產」是臺灣養殖漁業未來重要發

展策略(李健全，2015)；再者，觀賞魚的技術發展則集中在

少量多樣的物種選擇，甚至可與保育的放流相結合(徐承堉，

2014)。

第二、漁撈技術已經走向極致，未來最大的發展可能在

於能源消耗的改善，但更重要的是漁業管理是保障漁業永續

經營的重要工作，此方面的工作需要有資源管理的基礎、法

律的素養及強大的溝通能力，尤其漁業管理也涉及大量國際

間的互動與談判，因此熟稔國際漁業事務的人才是不可或缺

的(李健全，2015；徐承堉，2014)。

第三、目前國內基層的漁業人員幾乎都以外籍勞工為

主，但是在永續保育的需求下，沿近海的資源使用成本必然

大幅提高，產量也會下降，外籍勞動力不足以滿足這樣的需

求(徐承堉，2014)，故可透過教育體系培育本地高素質的相關

人力來適時補足此方面的人力需求。

第四、休閒漁業從業人員需求將快速大幅增加(徐承堉，

2014)，除了相關法令的調整與輔導漁村轉型之外，此方面的

從業人員亟需要從教育體系來培養。

第五、海洋仍有太多人類的未知，海洋資源的開發及利

用仍需大量的科學研究，這方面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不是

臺灣可以單獨運作的，因此我們需要培養自身的研究能力並

且善於參與國際合作才可鞏固我們的權益(徐承堉，2014)。

肆、離岸風電人才培育現況與問題
國內教育體系中目前並無對應於風力發電產業的專門科系，

產業界的風力發電人才來自於大專院校機械系、電機系、造船

系、材料科學系、大氣系、應用力學系、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

系等畢業生(林輝政，2014)，而對於海域風場的開發，除了風場評

估、風機設計與維運，更需要的是有關海洋科技與工程方面的相

關知能。以下主要從海洋科技與工程的角度出發，來討論離岸風

電人才培育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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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目前人才培育情形
就教育體系而言，高中職階段並無海洋工程對應之人才

培育類科，大專階段則有造船與船舶機電類科、海洋科學工

程類科。根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5年針對103學年度畢業生

進行的調查顯示，海洋工程學士培育階段畢業生共727人，扣

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200人之後，計蒐集527名畢業

生資料，其中升學299人(41.1%)、就業228人(31.4%)，進入海

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102人(畢業人數的14.0%，就業人數

的44.7%)。碩士培育階段畢業生共341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

及未能聯繫者182人之後，計蒐集159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

學33人(9.7%)、就業126人(37.0%)，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

人數為48人(畢業人數的14.1%，就業人數的38.1%)。而其中

就業之畢業生是否進入離岸風電產業，則無進一步資料。

另外，根據工研院(2013)風力發電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

查，在風力發電產業人才量的供給部分，風力發電產業核心

科系包括航空太空工程學、電機工程學、材料工程學、機械

工程學、系統工程學、造船工程學(船舶)、土木工程學、海洋

工程學、電力工程學等，是一個跨領域整合的學門，目前無

法從單一系所培育出專業人才。

目前離岸風電人才的發展狀況，包括科技部能源國家型

科技計畫由學術界結合產業研究及培育相關技術及人才，工

研院及船舶中心各自負責離岸風場開發及海事工程設備技術

之研究級人才之培育，而產業界包括開發商(如上緯、永傳能

源、臺電)、供應鏈廠商(如中鋼、臺船、臺灣世曦、中興工

程、上緯企業、華新麗華、東元電機等)，同時也由於國內缺

乏相關經驗，所以各單位也都積極依其組織計畫引進國外專

業顧問技術培育風場開發專業及海事工程之技術人才(詹明

仁，2014)。

二、從產業需求來看
2 0 1 1年行政院提出「陽光屋頂百萬座、千架海陸風

力機」計畫，擬計畫再生能源增量在2025年時，達到推廣

650~1,000萬瓩目標(工商時報，2011)，其中海上將裝600支風

機，容量約300萬瓩的離岸風力發電。隨著全球及臺灣風能的

發展，帶動臺灣風力發電相關產業的成長，包括工程顧問公

司、重電及機電整合、機電設備、營造、監測、安裝、風機

吊裝、運轉維護、測試，電力電纜、電力電子轉換器、升壓

變壓器、變速齒輪箱、感測器、塔柱材料、塗裝及塔架基礎

等。許多專業工程公司已經在世界風能產業供應鏈上佔有一

定的重要性，因此臺灣風能產業也逐年創造出更多就業空間

與人力需求。另外經濟部能源局(2010)所發表的「2010年能

源產業技術白皮書」評估指出我國在風機研發及產業推動方

面，由於過去多年在工具機、機電控制及材料等方面累積了

豐富經驗，具備精密機械、機電整合、複材加工成型、流體

機械設計、CFD及大容量發電機組製造等相關技術。此外，

我國零組件廠商在葉片、齒輪箱、發電機、控制系統、電力

轉換與輪轂鑄件等風力機零組件，也已具有一般產業技術能

力，較欠缺的是風力機市場切入與產品實機測試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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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人才需求的估算上，經濟部工業局 (2013)發布

2013~2015風力發電產業專業人才供需調查指出，風力發電設

備整機產業未來專業人才需求職類前三項為機電整合工程師、

研發人員、業務行銷專員等，在景氣持平的預估下，2013年

至2015年風力發電設備整機產業人才供需有平衡現象；但在

產業樂觀發展下，將帶動整機業者的人才需求，屆時會有供需

不足的情況。而風力發電設備零組件產業未來專業人才需求職

類前三項為研發人員、機電整合工程師、機械製程工程師等，

2012年風力發電設備零組件產業產值約為40億元，2013年預

估產值為45.7億元，依據地中海區域計畫人力法與產業發展前

景推估，預期至2015年風力發電設備零組件產業產值約為62.9

億元，將新增專業人才需求約390~480人，因此2013至2015年

風力發電設備零組件產業人才供需上皆呈現不足的情況。

另外嚴佳代、黃同圳、林仲廉(2013)透過裝置量及工程經

費法估計風力發電產業人才需求狀況，依照政策裝置量估計，

在2020年海上風電裝置前約有900至3,000名人力需求，其中運

維人力約400至800人；到2030年，臺灣將有約10,500至17,258

人的風電產業人才需求，而運維人才則超過1,041人。至於在

人力需求類型部分，工程研發人員、品管檢測人員及機械工程

師則是未來主要的人才需求類型。但該研究指出，雖然2020

年風力發電相關產業需求將達萬人以上，但也受到政策及產業

成熟度影響，例如原定2015年完成的六部示範風機，因為各

種因素延遲架設，也因此影響後續政策目標及產業人才需求

狀況。

三、從學校教育來看
國內因應再生能源發展政策，新政府規劃在海上風機的

建置從2016年4架、2025年600架、到2030年完成800架(林鑫

堉，2014)，未來具有前景，也因此在人才需求上必須要能夠

因應培育出足夠的數量與素質。

國內離岸風電的開發才剛起步，尚未真正形成產業鏈

結，其中牽涉廣泛的海洋工程專業，包括基樁與海洋地質的

關係、基樁與颱風波浪的關係、基樁與風機安裝所需工作船

的設計與建構、風場建置域開發施工的工程管理及未來操作

維修的船隊和人員、符合臺灣海洋環境的風機性能設計與製

造、離岸風場電力輸送，以及設計與建造期間的認證、保險

與融資等各方面知能(柯永澤，2014)，所以是一個跨領域的

團隊運作，在人力資源上更強調四種人才，包括專案管理人

才、運轉維護人才、海事工程人才、品質管理與勞工安全人

才(林鑫堉，2014，2015)，共通職能則包括國際觀、語文能

力、企圖心、自信心、抗壓性、策略分析、管理能力、執行

能力、溝通協調等(林鑫堉，2015)。由此可見，學校教育面對

這個新興產業必須跳脫單一系所培育人才的思維，更應該跨

系、跨校吸引學生組成學程，讓學生從系所專業出發，擴展

不同專業思維，並培養團隊合作能力，才能因應「千架海陸

風力機」計畫帶來人才需求契機。

有鑒於綠色能源的發展以及離岸風電的潛在契機，科技

部於98-102年推動第一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人才培育主

軸計畫中共計補助50所國民中小學及25所大專院校共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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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人力投入該計畫，培育80位博士生、3500名大學生、

20,000名中小學生及900名教師投入該計畫；同時發表80篇國

內外期刊及研發160組模組課程。該計畫成果並明確指出「臺

灣地區能源政策及執行措施」，有關推動教育宣導條文中亦

訂定能源教育的目標包括：

第一、普及各級學校能源教育，培養學生正確的能源觀

念及節約能源習慣，以提高學生的能源素養。包括積極培養

各級學校能源教育師資、規劃各級學校能源教育課程、發展

各級學校能源教育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

第二、培育能源經濟、能源科技與能源管理等方面之專

業人才。包括鼓勵學術機構進行能源相關研究，培養能源專

業人才，以及鼓勵企業培訓能源經濟、能源科技、能源管理

等專業人員及其通識能力。

第三、推展社會能源教育，充實能源資訊，以增進全民

對開源節流之共識。包括舉辦研討會與展覽會進行能源教育

宣導，以及透過傳播媒體、網際網路提供能源相關資訊，並

協助能源展示館進行能源教育。

該計畫希望以節能減碳為主軸，透過學校教育與大眾教

育，全面提升國民的節能減碳素養；配合節能減碳政策及相

關法令，結合政府各相關部門與輔導單位及專家學者，共同

推動節能減碳教育；強化科技教育與菁英留學計畫，加強人

才培育，以達成提升國民節能減碳素養、深化教育以厚植科

技競爭力、加強國際交流以引進新知與技術、技術規範建立

與產品應用教育。

能源國家型計畫人才培育與輔導組依據國際公約發展

重點與趨勢為方向，規劃包含能源知識體系、能源法規與政

策、能源科技與節能減碳等相關教育內容素材，重視以研究

為基礎的人才培育政策與實踐，同時配合師資專業訓練與教

材資源平臺系統，發展自小學至大專院校的課程教材，培養

能源教育通才，將節能減碳思維融入正式學校教育體系中，

進一步鼓勵大學專校發展專業課程與技術，提供獎學金培育

優秀人才出國深造，或延攬國際專家來臺授課與國際合作交

流等方式，培育法規、技術、政策、學術研究⋯等重點發展

領域專才，訂定節能減碳產品技術規範，務求與國際發展全

面接軌。

雖然在第一期五年人才培育計畫中對於再生能源風電人

才培育中，在普通教育及大專能源通識教育奠下基礎，但對

於產業專業人才並無法立即補充，因此科技部在102-105年推

動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其中包含離岸風力主軸專案

計畫，期望透過主軸研究計畫補助，除了增加研究能量外，

也透過研究及產學計畫執行厚植高端研究人才。

除此之外，由於綠色能源在全球的興起，但由於綠色能

源屬於跨領域知識及技能，因此國內學校紛紛對於綠色能源

規劃相關學程，包括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能源科技學程、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綠

色能源科技學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綠色能源科技整合

學程、逢甲大學綠色能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健行科技大學

綠色能源契合式學分學程、淡江大學「綠色能源科技」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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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大葉大學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元智大學先進能源

碩士學位學程、龍華科技大學風力發電學程；除了跨領域學

程外，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健行科技大

學綠色能源研究中心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能源科技人才

培育資源中心也執行風力發電相關研究中心投入產業研究與

培育相關研究人才。

事實上，離岸風電人才培育確實需要產、官、學之間的

密切互動和整合，尤其在剛起步階段特別需要建立未來永續

發展機制，故應該以下列三個方向來進行共同發展(林鑫堉，

2014)：

第一、在產業界方面，應有足夠的供應鏈發展，且相

應創造更多的工作需求，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活絡就業市

場，而廠商也應安排國際有經驗的廠商或顧問公司引入國外

先進技術。

第二、在政府單位方面，應以國家政策為導向，協助推

動產業開發，並因應產業需求提供硬體資源，唯有協助解決

產業界的問題並推動產業發展，並透過開放研發替代役等方

式，使產、學能夠無縫接軌，進而吸引更多的廠商及人才投

入這市場。

第三、在學界方面，研究方向宜貼近產業需求並吸取國

外經驗，在離岸風場開發時，能結合學校資源以產學合作投

入共同技術發展，整合金融、保險、海洋工程、電機、機械

等背景知能，從基礎項目培養人才，使得人員能先奠定學理

上的基礎，並提高就業興趣投入市場。

伍、海洋休閒觀光人才培育現況與問題
海洋休閒觀光人才培育方面(對應於海洋休閒觀光產業)，高中

職階段有海事學校觀光類科，大專階段有海洋休閒觀光類科。以下

就畢業生就業情形以及從業界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關係來進行分析：

一、就畢業生就業情形來看
根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5年針對103學年度畢業生進

行的調查顯示，高中職階段畢業生共134人，其中升學124人

(92.5%)、就業10人(7.5%)，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

為4人(畢業人數的3.0%，就業人數的40.0%)。專科培育階段

畢業生共76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29人之後，

計蒐集47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學30人(39.5%)、就業17人

(22.4%)，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0人。學士培育階

段畢業生共551人，扣除未升學未就業及未能聯繫者157人之

後，計蒐集394名畢業生資料，其中升學21人(3.8%)、就業

373人(67.7%)，進入海洋相關產業就業之人數為40人(畢業人

數的7.3%，就業人數的10.7%)。

根據數據顯示，各教育階段進入海洋休閒觀光產業就業

之比率相當低。事實上，目前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人才

數量供應上已經充足，其中人才培訓的問題在於學校與職場

供需不能配合，形成學生性向與職涯發展不對稱、畢業生能

力不符業界需求，呈現人才培育數量過剩但有足夠能力者卻

不足的情形，而有「事求人」與「人求事」脫節的現象，出

現教育資源浪費、人才斷層缺口嚴重的警訊(柯建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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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設有海洋休閒發展為主的校院科系，現下大致有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觀光管理學系、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學系與海洋遊

憩系、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海洋休閒觀光系及海洋運動休閒系

等，而目前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承辦教育

部委辦計畫，自2015年開始積極研究建立海洋休閒人才培育

職能屬性之層級架構，以及尋求與國際相關產學機構接軌、

策略結盟或合作，朝向設立海洋休閒人才培育中心之可能性

(呂江泉，2015)，但由於剛起步，其規劃以職位職能導向的培

育內涵是否能真正解決上述供需失衡之情形，實質的影響力

和成效將有待後續進一步觀察。

二、從產業需求與學校教育來看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針對2014上半年的統

計，我國的國際旅客人數年增率高達26.7%，超越日本，成長

動能排列世界第一，且依照觀光局統計2014年8月底，亞洲旅

客來臺高達583.76萬人次，顯示出國內擁有豐沛的旅遊市場商

機(莊慶達，2014)，尤其臺灣擁有廣闊海疆，具有發展海洋休

閒、觀光、遊憩與運動等親水性活動之良好條件，因此發展海

洋休閒觀光相關產業，對臺灣而言具有相當的潛力空間(呂江

泉，2015)，因此，目前海洋遊憩事業正快速發展之中，海上

郵輪與遊艇旅遊顛覆了傳統定點渡假方式，無限延伸至世界各

國，基隆港國際航線旅客從2004年11萬餘人次，到2013年成

長為將近40萬人次，可見其蓬勃發展情形(莊慶達，2014)。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6)在《臺灣海洋休閒觀光產業職

能導向課程發展手冊》(2016試辦版)中，將海洋休閒觀光產業

劃分九個職位，包括海洋運動產業從業人員、郵輪產業從業

人員、海洋觀光導遊及領隊人員、海洋民宿經營人員、休閒

漁業從業人員、海洋遊憩從業人員、海洋博物館從業人員、

遊艇產業從業人員、海洋渡假村從業人員等。以其中的遊艇

產業為例，事實上它是一個巨大的產業鏈，包含遊艇製造業

及其衛星產業、國際貿易、專業遊艇港建設及營造、宣傳出

版業、俱樂部、物業管理、餐旅業、會展業、漁業更新等(陳

柏叡，2014)，也就是說，國家促進遊艇產業的發展必須從整

體的產業鏈結來構思，而透過教育體系來進行跨科系的人才

培育，所需的專業人才包括遊艇港規劃建設與經營管理、遊

艇設計建造、遊艇活動規劃、遊艇維修、遊艇駕駛、遊艇聚

樂部經營管理、遊艇行銷及會展企劃等(呂江泉，2015；陳柏

叡，2014)，事實上，遊艇產業從業人員只是整體產業鏈中的

一環，在職能培育過程中有必要讓學生獲得整體的認識。

再從郵輪產業來看，同樣涉及上游的郵輪建造與裝備、

中游的郵輪航行技術、下游的港口與服務管理三類型的人才

需求，其涵蓋造船系、輪機系、商船系、海洋觀光系、航運

管理系等(鍾政棋，2014)；就其旅遊服務部門而言，包含餐飲

部門(餐飲內場、餐飲外場、飲務部)、娛樂部門、特許商、房

務部等(呂江泉，2015)，可見服務人員的縱深及橫向包含了

食、衣、住、行、育、樂，所以郵輪已經不是單純的載具或

是住宿而已，甚至有完整的國際村體驗(徐景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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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洋休閒觀光的範疇涵蓋所有海洋活動的種類，所

以海洋休閒觀光包含了各種型態與規模之產業，也因此不同

的規模與產業則有不同的人力資源需求(李海清，2014)，而從

海洋休閒觀光共通職能來看，學生應該要獲得下列三個面向

的共同職能(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6)：

第一、核心職能：包括工作熱忱、敬業態度、服務導

向、持續學習、環境關懷。

第二、專業知識：包括地方文化資源、海洋環境、消費

者行為、水域安全、休閒觀光。

第三、專業技能：包括解說導覽能力、資源整合能力、

外語能力。

陸、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發展
上述海運、漁業、離岸風電、海洋休閒觀光等四個海洋產業

類別中，除了離岸風電尚未有學校對應培育人才之系所，其他三

個類別都已經有對應培育人才之系所，並且在供應的畢業生人數

上也都能相對充足，但是畢業生從事與所學相關產業之比率卻相

當低，而仍然造成供需失衡及教育投資浪費的情形，專家學者(周

加再，2014)籲請教育部應該深入了解緣由，以找出解決之道；也

有許多學者分析緣由，提出相應的措施。

事實上，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科技發展、民主意識、空間

思維、家庭結構、國家資源、國際移動等都產生了極大的轉變，

也衝擊了學校教育內涵，雖然不同的科系類別，但都必須面臨這

些共同的問題。本處根據上述對四種海洋產業類別人才培育的討

論，進而分析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的挑戰，再進一步提出

對未來發展的建議。

一、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的挑戰
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面臨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挑

戰，從整體性的角度，以下說明傳統意識形態、人口結構變

遷、社會創新型態、國際化、環境意識抬頭等要素。

（一）傳統意識形態的挑戰
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多處檢討國人眼界深

受傳統大陸型國家思維之影響(教育部，2007)，懼海情節

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吳靖國，2012)，在政黨政治結構

下，即使競選過程高喊「海洋國家」、「海洋立國」，

但執政後卻缺乏實際行動，在一個大陸型國家思維的底

蘊裡是無法發展出卓越的海洋產業的(徐承堉，2015)。

臺灣人口逐漸老化與少子化，勞動人口減少，社

會福利增加，整體財政逐年吃緊、經費逐年限縮。如果

沒有真正認識臺灣與海洋的關係，沒有體認海洋產業才

是無法外移的臺灣根基，那麼將隨著經費的限縮而迫使

海洋產業與海洋教育的發展逐漸萎縮，這將與國際間對

海洋的積極競逐和投入產生極大的反差。經費與人力投

入的事實，不是可以用口號來替代，所以推動海洋教育

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傳統文化與價值上的包袱，它影響著

主政者的思維慣性，以及影響國人的生活眼界，進而影

響了學生在生涯上的開展面向。想要轉化這種價值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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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容易，因為它涉及了必須對國家體質進行徹底地檢

視，從臺灣在海洋上的政治地位、國際產業結構與臺灣

產業結構的關連、對臺灣生存條件的認識、對整體教育

投資的檢討⋯，一直到促進全民認識海洋價值的途徑等

(吳靖國，2012)。

（二）產業型態變遷的挑戰
產業結構的變化深受民眾生活與消費方式的影響，

臺灣經濟環境的發展歷經農業、重工業、精密科技產

業、到服務產業，因應民眾生活價值觀的轉變，大專院

校為了順利招生，科系的設置與發展也紛紛調整，影響

海洋傳統產業的發展。例如國立大學造船系改名，資深

教師退休之後，將無法接濟造船產業之需求，未來5-10

年將產生嚴重斷層(柯永澤，2015)。

其次，社會變遷下形成許多海洋新興產業，例如

海洋能源產業、海洋休閒觀光產業、海洋文創產業、海

洋深層水開發、海洋箱網養殖等。其中某些新興產業面

臨跨領域知識整合及創新技術的學習，例如離岸風電產

業需要跨系所之人才與團隊，因此必須因應進行彈性調

整現行制度及引進國際研究人才；而某些新興產業則將

明顯造成產業鏈的相互影響，例如海洋休閒觀光人才，

雖然是屬於服務業，不管是遊輪產業或遊艇產業，其整

體產業鏈包含造船、海運、航管、保險、企劃、行銷等

等，因此必須整體構思人才培育與產業鏈結的關係，才

不致因為其他環節無法相應連結，而造成某個科系的人

才培育後並沒有真正的就業機會。

（三）少子化的挑戰
少子化的問題改變了教育目的和教育政策，讓許

多關注高等教育的學者針對90年代中期積極擴充大學

校數的政策進行反省，並且促使教育行政體系不得不因

應提出大學退場機制之相關措施，而這也一再顯現出，

教育改革與教育發展似乎是人口結構變遷中的一個「依

變項」，而且已經成為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吳靖國，

2007)。其中科技大學與技術學院校數的擴增，帶動了高

職畢業生升學風氣，加上學齡人口下降，大學百分之百

的升學率，讓原本就業率已經很低的高職海洋類科畢業

生，其就業比率更加持續下降，這不但造成教育資源浪

費，也更模糊了高職教育的本質。

另外，少子化已經衝擊大學的學生來源，各校卯足

全力招生，在僧多粥少的窘境下，高中職的老師、學生

與家長對產業結構的理解和價值觀，將顯得相當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老師、家長、學生不能了解海洋產業的

前景，在少子化壓力與上述傳統意識形態的雙重挑戰之

下，學生意願以海洋產業為職涯發展而投入海洋相關系

所就讀的人數，將會面臨很大的考驗。

（四）接軌國際的挑戰
國際的變化對國內海洋產業發展影響甚鉅，從海

權、漁權、海運、船員等，到海洋相關的法令、管理、

銷售、技術等，都必須透過國際互動進行交流與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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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於國際化的結果進而造成人才的全球性流動，例如

國內航運公司已邁向國際化，大多數航商僱用外國籍船

員以降低成本，嚴重影響國內船員就業及在校學生實習

之機會；也為了與國際接軌，因此在船員培育過程中必

須要求具備較強的外語能力、國際法律知識及外交禮儀

等(陸王均、陳得邨，2015)，才有可能讓外國航商廣大

的船員需求成為我國國籍優秀船員的出路之一(俞克維，

2015)。再者，經由國際化的歷程，也讓國人檢視自己在

時代變遷中的不足，例如臺灣被歐盟列為「非法、未報

告及未受規範漁業」(IUU)對象，也顯示出無法與國際重

視海洋資源的主流觀念接軌(徐承堉，2015)。另外，也因

為國際化，才能讓國內新興海洋產業減少經費與人力上

的摸索時期，例如離岸風電產業，先引入國外專業團隊

與國內團隊搭配，以技術轉移的方式來培養國內海洋工

程服務的技術能力(蘇金勝，2015)，才能因應目前國內學

校無法對應培育專業人才的缺口。

二、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的未來發展
因應挑戰，國內未來海洋專業人才培育的發展，可以掌

握下列幾方面的重點策略：

（一）��規劃國家海洋重點產業發展計畫，建立海洋教科研
人才養成機制
1.  行政院根據國家海洋政策規劃國家海洋重點產業

中長程發展計畫，並評估所需專業人才數量與素

質，教育部因應國家海洋重點產業發展所需專業

人才需求，研議海洋類科高中職、大學、研究所

一貫體系人才素質基本內涵，做為海洋領域對應

產業需求進行進階人才課程銜接與發展之依據，

並擴大提供相關教育資源，建立彈性招生、課程

發展、教學實習等人才培育機制，以順利銜接產

業發展。

2.  借鏡於美國海援計畫(Sea Grant Project)的推動

方式，設置「臺灣海援計畫」(Taiwan Sea Grant 

Project)，以整合國內海洋相關研究、培育海洋專

業人才及推廣海洋科研成果，並由外交部協助爭

取美國海援計畫在臺執行，以接軌國際海洋相關

研究。

（二）提升國際海洋視野，促進跨領域海洋專業人才培育
1.  教育部掌握國際海洋發展趨勢及相關規範，協助

學校與時俱進改善課程規劃與教材內容，並因應

海洋新興產業，招募國際海洋科學研究人才，設

立跨領域學位學程，或組成跨校、跨領域研發團

隊，引進高科技及結合各界資源共同推動海洋技

術研發、創新育成新興產業，並促進教師國際視

野與學術交流，以增進人才素質及促進國際化發

展。

2.  行政院針對國際化海洋產業鏈，如離岸風電產業

鏈、海洋休閒觀光產業鏈等，設置跨部會專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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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小組研議與規劃產業鏈中各環節的配合發展措

施，並由教育部針對所需專業人才擬定整合型人

才培育計畫，進行跨國跨校跨系所之教育資源整

合，以促進海洋產業鏈整體發展。

（三）健全海洋產學合作機制，縮短學用落差
1.  教育部持續調查不同海洋產業人力供需落差，以

加強學校與相關部會、公會、產業等合作，建立

高職、大專、產業之間的銜接機制，並檢討海

洋相關類科課程內涵，鼓勵研發海洋職能導向課

程，強化系所教師職能導向課程之教學能力及取

得實務資歷或相關訓練，以及獎勵學校聘用具備

實務經驗與具有證照資格之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工作，產學合力規劃學生遴選、取照、實習、

獎助、進修之系統性措施。

2.  為了提供良好之海事教育實習場域，以符合國際

海事教育相關準則，應積極規劃建造育英三號，

取代已服役22年的育英二號，並藉以建立海事教

育現代化教學設施及海上實習制度。

（四）��強化各教育階段學生海洋職涯試探，提升全民海洋
素養
1.  將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各學習領域教科書，

編撰海洋職涯試探教材，提供各教育階段實施海

洋職涯試探教育，以建立升學與就業輔導機制，

並編列經費製作各類媒材，建立多元宣導策略與

管道，提升家長正向海洋價值觀。

2.  透過修訂《環境教育法》，納入海洋環境內涵，

認證範圍包括海洋教育場域認證、海洋教育課程

訓練認證、海洋教育者認證等，以期經由法制歷

程逐漸提升全民海洋素養。

3.  修訂「海岸巡防人員特考」，擴增內涵為「海洋

專業人員特考」，以因應設置海洋委員會後之各

領域海洋公務人員需求，也提供海洋教育另一個

職涯發展之方向。

柒、結語
就海洋範疇來看，就業導向的高職教育升學率卻高達七成

五，而且在低就業比率中真正學以致用的比率卻微乎極微，也就

是說，教育投入與產業需求之間的落差非常明顯，這一方面顯示

高職教育的定位與機制存在許多問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海洋產

業並不是國人期待從事的行職業。這個「結果」的「原因」植基

於政治與文化因素，這兩個因素一方面影響了教育視野，另一方

面也影響學生與家長的視野，進而造成民眾無法與海洋進行適切

互動，以及造成無法提升海洋專業人才素質，可見海洋普通教育

的發展影響了海洋專業人才的培育，而海洋專業人才培育進一步

影響著國內海洋產業的發展。

由於當前國內海洋專業人才培育深受國人以傳統大陸思維為

中心的意識形態之影響，以及面臨產業型態變遷、少子化、以及

接軌國際的挑戰，使得主政者必須重新檢視海洋教育與海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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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為了讓海洋產業成為國家發展的根基，本文最後提

出海洋專業教育在未來的方向上，首先，應該積極規劃國家海洋

重點產業發展計畫，建立海洋教科研人才養成機制；其次，應該

提升國際海洋視野，促進跨領域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再者，必須

健全海洋產學合作機制，縮短學用落差；最後，強化各教育階段

學生海洋職涯試探，並提升全民海洋素養，以期逐漸在文化思維

上從「由陸看海」翻轉為「由海看陸」，才能讓投身海洋產業成

為年輕一代職涯發展中的重要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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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通識教育的推廣
現況與未來發展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n the 
Promotion of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陳麗淑 Li-Shu CHEN 1

1  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海洋生物博士,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組主任
  Ph.D., Marine Biology, James Cook University, Chief of Marine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E-mail: lschen@mail.nmmst.gov.tw

摘要
海洋通識教育的歷程除了先喚起全民的海洋意識，接者就是全面海洋

素養的提升，到最後優質海洋文化的形成。臺灣逐漸從第一階段邁入第

二階段，為檢討如何增加推廣的能量，本文回顧臺灣近年來國教、社教

及民間組織在海洋通識教育的發展。希望未來透過公私部門的合作，讓

海洋通識教育的推廣的影響面可以更廣。在海洋通識教育議題及教材方

面，本文整理近年來的熱門議題，包括從最早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觀念

推廣、到近年來淨灘活動的盛行，以及永續海鮮的倡議，還有全球暖化

與珊瑚保育議題的連結等等。期許未來在海洋科普教材的建置上，透

過適當的整合平臺，有更多的發展。最後就目前海洋普及教育推應該優

先推展的工作提出建議，包括海域(水域)安全基礎資料之調查、海洋生
物多樣性資料的收集及人才培訓的重視、推動海岸海洋教育活動、建立

人才投入海洋通識教育的機制、環境教育將海洋教育納入推動目標、建

立海洋科普分享平臺、設立「里海學校」環境教育示範區等建議。

Abstract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progresses from raising nation’s marine 

awareness, increase quality of ocean literacy to the formation of high quality 
marine culture. Taiwan is proceeding to the second phase and is reviewing 
to increase the power of promo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s by 
organizations like compulsory, so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and we expect the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bodies on spreading the influences of this issue. 
We collected issues trending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marine biodiversity 
promotion, coastal cleanups, sustainable seafood initiatives, global warming 
and coral reefs conservations regarding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issues and 
its materials. Our perspectives are further developments through adequate 
platform integration on the deployment of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Finall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based on the priorities of general 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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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Waters safety, marine biodiversity data collection, coastal   
activity promotion, marine education manpower certif icate system, 
environment education content included marine education, platform for 
marine education material sharing and Satoumi school are included.

關鍵詞：海洋普通教育、淨灘、永續海鮮、水域安全、里海
Keywords:  general marine education, coastal cleanup, 

sustainable seafood, water safety, Satoumi

壹、前言
臺灣是一個四面臨海的海島型國家，但是受到「重陸輕海」

政策的影響，海洋觀點卻不存在於每一個島民心中。對大多數的

島民而言，除了海鮮與海洋休憩資源外，海洋與生活的關係是陌

生的。 直到民國67年行政院第1601次會議決定「國立社教機構及

縣市文化中心興建計畫」，海洋博物館名列應興建之三博物館之

一。並於 68 年行政院所頒訂十二項建設計畫中，將興建海洋博物

館列為中央文化設施項目之一。可見國家當時就已經著手為推動

海洋教育作準備，之後海洋博物館一分為二：位於屏東的海洋生

物博物館及位於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館，一北一南成為日後推動

海洋教育的兩個最重要的社教單位。可是一直到2001年擬定「海

洋白皮書」，而2006年「海洋政策白皮書」確認後、才有2007年

「海洋教育白皮書」公布，國內的海洋教育才正式起步。

貳、回顧與檢討
一、公部門的海洋通識教育活動

一般民眾的海洋通識教育，在2007年「海洋教育白皮

書」公布前後，國內有幾個重要的海洋科普推廣活動及機構

成立，包括下列：

（一）臺灣海洋環境大會（1997-2001）
1997年賈福相教授提議辦理通俗性的海洋大會，

獲得當時農委會副主委李健全、海生館籌備處主任方

力行、海科館籌備處主任孫寶年、及中研院動物所所

長邵廣昭等人支持，第一屆以推動海洋保護區(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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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ed Area, MPA)的概念，於中央研究院舉辦「臺灣海

洋環境大會」(邵廣昭，2015)，是學者自覺辦理的推廣活

動，也是國內海洋科普活動的濫觴，共舉辦五屆，主題

依序為:人與海—臺灣的海洋環境、消失的海岸、尋回臺

灣的海洋生物—認識海洋生物多樣性、轉捩點—2000臺

灣海洋生態環境、海洋快樂行—海洋資源的永續利用，

每一屆都將大會內容集結成書，提供各界參考。

（二）海洋生物多樣性教師及公務人員研習班 (1999-2006)
行政院農委會在1999年起為推動生物多樣性概念，

由自然保育基金計畫補助辦理生物多樣性教師及公務人

員研習，海洋部分委託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海生館)及當

時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海科館)辦理，是最早期

全國性海洋種子教師增能研習活動，其中海科館執行了

八年並出版海洋生物多樣性專刊(陳麗淑編, 2007)。

（三）海洋教育專責社教單位的設立�(2000-�)
1.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稱海生館)以展示海洋生

態為主，1991年籌備處成立，館內規劃有臺灣水

域、珊瑚王國、世界水域三大主題展示館，2000

年第一期開館後開始海洋教育及研究的任務。

1999年起接受農委會委辦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習

班；自2002年起，為增進學校主動的進行海洋教

育的動機，開始推展由國中(小)學主動申請的「海

洋學校」補助計畫。  

2.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簡稱海科館)以呈現與詮釋

海洋科學與科技的發展及應用、臺灣海洋文化的

形成、海洋生態的演化、及人類與海洋的關係，

包括海洋科學與科技主題館、海洋生態館、3D 

IMAX海洋劇場及區域探索館。 籌備處1997年成

立，1998年就試辦海洋種子教師研習，1999年起

也接受農委會委託辦理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習班，

在2007年前已經辦理超過35場的海洋相關研習。

2014年正式開館後，積極的推動各項海洋通識教

育活動，主題館八大展廳中最特別的是籌備處主

任黃世昌為學齡前及幼兒所設立的兒童廳，是國

內第一個以幼兒為對象的海洋主題展示廳。

（四）��漁業資源保育種子教師研習營及海洋教育課程設計
甄選比賽（2006-）
臺灣永續漁業發展協會(2002年成立)以促進水產資

源合理利用、漁業永續發展為主軸，受漁業署委託2006

年起辦理漁業資源保育種子教師研習營，2010年起辦理

海洋教育課程設計甄選比賽。值得注意的是2014公布的

漁業發展基金獎勵優良漁業出版品作業要點，每年選出

優良漁業出版品予以獎勵與推廣，有效的鼓勵相關書籍

的出版。

（五）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2007-）
2007年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公布後，12月再發布

「教育部補助辦理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2007-

2011年第一階段，協助各縣市建立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及



290 291

議
題
二 

海
洋
教
科
文

辦理海洋教育推廣活動，至此海洋通識教育才真的全面從

臺灣各地動起來，各地都開始辦理海洋教育相關教師增能

研習活動。而且教育部於2008年所發布「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修訂版」中將「海洋教育」納入課程綱要中的第七個

重大議題（教育部，2016），至此學校才確認海洋教育

不是一時的時髦議題，而是國家永續經營的教育政策。

（六）海洋知識活動日 (2009-2011)
教育部顧問室97-100年海洋教育先導型中程綱要

計畫(2008-2011 Marine Education Enhancement Project, 

MEEP)，於96年10月定案，97年啟動，為期四年的計畫

（蔡錦玲，2012）。與通識教育有關的內容包括補助非

海事大專院校海洋通識課程計畫及培育教師海洋知能及

教材發展計畫，另外辦理三屆海洋知識活動日：2009年

海洋知識活動日11月7 日科學工藝博物館、2010年海洋知

識日11月5-7 日中正紀念堂、2011年海洋知識活動日 11月

5-13 日臺灣科學教育館。前兩次由教育部顧問室主辦，

第三次由海科館籌備處主辦。

（七）臺灣海洋教育中心（2013-）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大)在校內成立全國性的臺灣

海洋教育中心，以秉持國家海洋教育政策，整合國內外

海洋教育資源、調查海洋專業人才供需情形、建置海洋

教育推動平臺、提升全民海洋意識，並協助政府推動海

洋教育，及結合社會各界永續發展海洋教育等為設立宗

旨。目前剛完成2016年的縣市海洋教育巡迴服務，以做

為研提2017-2021年海洋教育執行計畫的依據。

（八）國家公園（2008-）
臺灣第一個涵蓋海洋的國家公園是墾丁國家公園，

1984年管理處成立，只是最早推廣以陸地生態為主，直

到管理處2008年起每年與中華民國珊瑚礁學會及中華民

國水中攝影協會合作，配合4月至5月間珊瑚產卵期，舉

行珊瑚礁生態保育週活動，增進國人對海洋生態保育的

瞭解，在公視等媒體的推播下，珊瑚產卵現已成為大眾

每年關心的議題。之後臺江國家公園(2009年成立) 、海

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2007年、澎湖南

方四島國家公園2014年成立，以上國家公園成立後推展

許多的大眾海洋教育，包括出版品及活動，為現階段各

地重要的海洋體驗場所。

二、		非營利組織(NPO)及非政府組織(NGO)在海洋教育發展的
參與
（一）由民間企業成立的海洋社教機構

1.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2005年成立，落實臺灣海洋

立國之理念，提昇全民對海洋文化之體認，提供

多樣化人文知性的生活空間，促進國內、外海洋

文化活動及觀光休憩機能，並辦理海洋文化相關

之展示、教育、研究、蒐藏、推廣及創新等多面

向的功能，進而使民眾樂於「喜歡海洋、親近海

洋、保護海洋、開發海洋、利用海洋」。

2.  長榮海事博物館2008年成立，以保存、傳播船舶的

歷史、藝術與科學為宗旨，希望喚起民眾對海洋文

化的興趣與關懷，進而激發其探索求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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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學術界成立的團體，包括：
1.  臺灣珊瑚礁學會(1996-)由關心珊瑚礁保育的學

者、媒體人及潛水者組成，每年會員大會與中華

民國水下攝影協會合辦海洋通俗演講，並且在每

年珊瑚產卵期間與墾丁國家公園珊瑚保育週推動

海洋保育概念。

2.  臺灣藻類學會(1997-) 臺灣藻類學會雖然都是研究

人員組成，但是辦理多次的教師海藻認識增能研

習，促進教師把海藻納入課程。

3.  中華鯨豚協會(1998-)中華鯨豚協會是由學術界成

立，以號召民間力量的團體典範，是臺灣海洋志

工的前驅。

4.  臺灣溼地學會(2008-) 整合國內有關濕地的學者、

專家及熱心人士，就各類課題執行深入的研究，

以服務社會；更進一步，作為國際上的對口單

位。每年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包括亞洲濕地研討

會及兩岸濕地研討會。

5.  澎湖縣共生藻協會(2011-)。成立海洋保育志工

隊，主要於夏季進行澎湖海域環境調查。

（三）由民間成立，以關懷海洋為目標之一，包括：
1.  臺灣濕地保育聯盟(1996-)致力於濕地與其他相關生

態保護工作。藉由倡導、推動濕地之保育等相關工

作，以保護濕地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並希望能藉

由濕地之保育與經營，以提昇濕地物種、此世代與

未來世代人類之福祉。濕盟目前主要任務是致力於

濕地之經營管理，希望透過各種方式，包括認養、

環境信託甚至承租、購買重要之濕地，在濕地經營

管理之過程中推動濕地政策法制之擬訂、濕地廊道

之建構、瀕危或受脅物種之保育、並且進行教育宣

導以提昇公眾之環境意識。

2.  鯨豚調查記錄工作為開端，以「關懷臺灣海洋環

境、生態與文化」為宗旨，盼匯集臺灣愛好海

洋民眾的心力，如同黑潮洋流，共同以穩定、

溫暖、堅持的態度，傳達與實踐海洋保育理念，

期待讓大家親近、認識而珍惜海洋。2000年，

黑潮首度引進海廢監測方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透過淨灘與長期記錄垃圾種類數量，瞭

解臺灣海岸面臨的垃圾問題，目前國內海洋廢棄

物監測遵循的最主要辦法。

3.  臺中自然鄉土研究學會(1998-，2011改為臺灣自然

研究學會) 最早是由熱愛自然生態攝影的臺中縣的

國中小教育人員組成，後會員擴及全島。除了進行

鄉土與自然方面之研究，也承辦許多專業知能研習

活動，包括自然領域教學、植物生態、昆蟲生態、

海岸生態、解說教育培訓、攝影概念與技巧等， 

喚起大家關懷鄉土與自然生態環境之意識。是臺灣

中部最重要的提供海洋教育課程及活動的組織。

4.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簡稱環資，2000-)，為一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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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隸屬任何黨派、企業或個人的公益組織。

相信提供真實而全面的資訊，使人們能加以運

用，匯集各方力量，為環境發聲，從一開始就持

續報導海相關新聞，目前是國內最重要的環境議

題資料庫。自2013年起辦理海洋生態工作假期，

另自2012年開啟守護海岸線行動計畫，引領民眾

身體力行去關心海洋。目前在社群網站上有「海

客任務 清清海岸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

gocleaning.taiwan/)。

5.  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2008-)以健行走臺灣

海岸的方式，陪伴大家真正走到海邊，走到環境

裡，因認識、瞭解、而產生更多感動，再將感動

化成行動，讓更多人在各個領域一同來珍惜我們

的海洋環境。 

6.  綠色和平基金會(2010-)於2010年成立東亞分部 ( 

Greenpeace East Asia )，綠色和平於臺灣設立財團

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 Greenpeace Foundation )，

成為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一部分。 守護海洋列為

基金會的工作項目之一。透過活動及展覽來吸引

民眾關心海洋議題。

7.  臺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2012) 會員的學術專業領

域涵蓋海洋法律政策、海洋生物、水產養殖、城

鄉發展、社會學等等，包括環保團體工作者、研

究員、教師、記者、工程師、養殖戶、攝影師、

學生、家庭主婦等等；深信海洋是全民的，作為

公民有責任也有義務關心這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海

洋。主要透過海洋專業的路徑，以「政策倡議、

國會遊說、執法關注」來守護海洋。

8.  海洋公民基金會(2014-)是由一群關心海洋環境、

熱愛澎湖的人，以公民力量小額捐款方式所組

成；竭盡全力投注於環境工作，冀能成為臺灣關

鍵的海洋守護平臺，實現環境正義，為自己與後

代子孫締造一個永續的未來。

9.  臺灣山海天使環境保育協會 (簡稱山海天使，

2015-)以研究如何與環境友善相處，維護自然生

態的完整，透過舉辦或協助各種活動，如生態調

查、演講營隊、倡導活動等，研究與大自然共存

方式，推廣永續生態之概念為宗旨。目前最重要

的執行計畫為「九孔池珊瑚復育計畫」。

（四）既有團體，開始倡議海洋議題
國內既有團體開始關注海洋議題，是一個代表社會

開始關心海洋的一個指標，下列是幾個重要團體開始推

廣海洋議題的時間點：

1.  2003年，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1982成立 )為了推

廣、普及保育觀念，創辦了「大自然」季刊。

2001 年， SWAN 與美國自然保育基金會 (W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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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為夥伴關係，並且獲得其同意編譯野生新視界 

(WOW) ─生物多樣性基礎篇及海洋生物多樣性

篇； 2003 年，這二套教材出版，2006開始辦理海

洋生物多樣性培訓班。

2.  2005年，臺南社區大學(2002成立)開設海灘廢棄

物長期監測紀錄課程，持續辦理至今，目前定期

每月在臺南辦理淨灘活動，為臺南市民所熟知，

已經成為臺南市重要環境保護活動，成功地讓地

方政府重視漁業用保麗龍及一次用保麗龍杯的問

題而有所行動，是活動轉為永續海洋的推動力量

的一個極佳例子。

3.  2009年，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簡稱荒野，1995

成立)，2009年起在每年9月份的國際淨灘日，於

臺灣各地舉辦淨灘活動，邀請民眾利用「臺灣國

際淨灘行動記錄表，在淨灘後登記撿拾到的廢棄

物種類與數量，透過親身實地參與重新瞭解海洋

現況，並反思日常生活中自己所能做的改變。

2012開始海蛞蝓計畫進入學校帶領學生關心海

岸，2014開始第一期海洋志工。

4.  2010年，臺灣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1998成

立) 全力的推動環境教育「根與芽」計畫，鼓勵青

少年朋友以實際的行動，關懷環境、社區以及動

物，在海洋計畫中透過淨灘活動，關心海洋汙染

問題。 

5.  2015年，關渡自然公園(1996成立), 2001年「關渡

自然公園」由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市野鳥學會經

營管理，2015年結合海科館、海生館、海洋公民

基金會、山海天使開始珊瑚保育計畫，進行更多

海洋推廣活動。

（五）策略聯盟
為了關注共同的海洋議題，組成策略聯盟，以發揮

更大的成效，以下有3個例子：

1.�2007年臺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以保育媽祖魚(中華白海豚)為目標，最初發起

團體為：臺灣生態學會、臺灣永續聯盟、臺灣環境

保護聯盟、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雲林縣野鳥學

會及彰化環境保護聯盟；2011年加入荒野保護協

會；2012年加入臺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2013年加

入臺灣西海岸保育聯盟。以民間力量共同推動媽祖

魚保育行動，致力於：培訓解說教育種籽，推廣生

態保育觀念；監督政府保育政策，解除族群生存威

脅；支持獨立科學研究，增進國際學術交流。

2.�2010年臺灣清淨海洋行動聯盟
發起團體為黑潮、臺南市社區大學、環資、荒

野、海科館籌備處等共同成立，並參與由日本、韓

國及泰國環境團體組成的Asia Civil Forum，與國際

合作共同關心海洋垃圾污染議題。聯盟已經持續三

年與沖繩政府及民間進行有關海洋廢棄物議題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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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活動，雙方不只針對海洋廢棄物監測方法及減少

廢棄物的策略進行討論，同時針對民眾的推廣教育

教案進行分享。

3.�2013年臺灣西海岸保育聯盟
包括彰化環保聯盟、環資、千里步道協會、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臺灣永續聯盟等民間及學界代

表，共同成立「臺灣西海岸保育聯盟」，盼能延續

對西海岸的關懷、串連由北至南的在地守護行動，

持續凝聚關心臺灣海岸、海洋環境的動能。

三、影像、媒體及社群網站
（一）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簡稱公視）（1998-）

影音資料是一般教育推廣者較難取得的資料，公視為

依據中華民國《公共電視法》而成立之獨立經營且全民共

同擁有的的公共媒體，不受政府、任何政黨及利益團體控

制。於1998年開播，「我們的島」節目隨之正式播出，當

年臺灣的環境還處於大肆開發經濟掛帥的氛圍中，「我們

的島」為環境發出另一種聲音，至今「我們的島」仍是臺

灣媒體中，唯一以「環境」為報導主題的新聞性節目，報

導各種海洋問題，包括珊瑚白化及海洋汙染等，也是學校

教學常引用的影音資料。另外《臺灣地平線》(65集)主持

人劉還月，提出從海洋看臺灣的「海洋觀點」，為臺灣海

岸留下珍貴的記錄。自2011年起公視已連續六年舉辦「公

視假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將優質的紀錄片到各地去

播放，在各地協辦單位的幫助下獲得極佳成效。

公視幾個重要的海洋紀錄片，廣泛地引起大眾對海

洋的關心， 包括《塑膠寄居蟹》(于立平2003)是學校海

洋教育最常見引用的紀錄片、《記憶珊瑚》(柯金源2004)

引起大家對珊瑚白化的關注、《產房》(柯金源2007)片

中紀錄資深潛水教練郭道仁長期為軟絲建造人造產房的

故事，引發後續許多潛水者參與海洋保育的風潮，《退

潮》(柯金源 2011)、《黑潮三部曲》(范欽慧)、到近期

的《戰浪》(Frank Smith 2013)對消失的漁業的描述及

《餘生・共游》(柯金源2014)對水族館蓄養生物的省思、

《海》(柯金源 2015)集結30年的海洋影像紀錄，公視還

主動釋放影像供大眾推廣教育使用。

（二）臺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2011-）
「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Wildscreen Festival)」為全球最

具規模及享有盛名的世界自然與環境紀錄片影展，，每

年在英國布里斯托 (BBC所在地 )舉辦，素有「綠色奧斯

卡獎 (Green Oscar)」之稱；於2011年開始由「臺灣野望

自然傳播學社」引進製作國際中文版，提供國人觀賞最

新的國際級生態影片機會，瞭解環境議題的多元視角，

並有助於提升環境素養。每一年都有搭配海洋相關的紀

錄片。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博館、海科館、黑潮、關渡

自然公園及荒野等都是每年經常配合辦理影展的推廣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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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社群網站
近年來網路世界蓬勃發展，社群網站號召力及影響

力是海洋通識教育推廣的生力軍，以下有幾個以海洋為

主題的社群網站：

1.  我徒步！邀大家一起守護海洋(2012-) ，版主以徒

步環島關心海岸汙染狀況為出發，在網路上隨著

環島行動同步報導臺灣沿岸的汙染現況，引起廣

大鄉民及媒體追隨，目前雖然不活躍，但網站仍

然有高人氣的點閱率。同樣走路的社群還有「有

人愛走路」。

2.  寶島淨鄉團(2012-) 這是由大學生發起的活動，粉

絲團已經破萬，用熱血及創意，透過邀請大眾參

與，體認環境的重要及美好，讓守護美景的態度

深入每個人心中，為地球爭取更好的明天。跟我

們一起去淨灘吧！原本是很冷門的淨灘活動，學

生以創意搞笑的宣傳方式，成功地吸引許多的大

學生參與。

3.  海社Formosa Society(2012-) ，除海洋知識分享並

定期辦理海洋讀書會關心海洋議題，另外有一

個”帶著『便當盒』去旅行！”的社群，倡導大

家隨身攜帶購物袋、環保杯與便當盒吧！一起當

個不塑之客！ 另外還有一個新成立的「海湧工作

室」。

4.  RE-THINK 重新思考（2013-），以淨灘為形式的

環保革命，是由來自美國的Daniel Gruber和臺灣的

黃之揚號召群眾行動，之後開始有越多的夥伴加

入，至今號召超過13,000人次參與參與改造環境的

行動，清潔臺灣海灘累積超過32公噸的垃圾。透

過淨灘，帶臺灣人看見大家所沒看見的臺灣。除

了行動，也透過生活型態教育、海洋教育、社會

設計、回收塑料再造，試圖打造一個對環境更友

善的臺灣。是目前淨灘活動知名度最高的社群。

5.  滔滔Ocean Says(2014-)，滔滔是一個海洋知識分享

為主的社群，自2014年五月創立以來，不斷嘗試

進行各種主題書寫，內容涵蓋科學、社會以及環

境，希望能藉由呈現海洋知識的多樣面貌，了解

既複雜但貼近生活的海洋議題，也拉近人與海洋

間的距離。 

6.  動手愛臺灣(2015-) 以「愛臺灣不必口水，動手做

就對了」為口號。版主說不只是在淨灘、淨溪，

更在淨臺灣人最善的那顆心，2015年共辦理7場淨

灘 2場淨溪號召985人次，清出垃圾量7465公斤。

四、海洋通識教育的趨勢
（一）學校海洋教育從海洋意識喚醒到海洋素養提升

透過各縣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成立後10年的運作，

學校端對海洋的意識已趨成熟，目前已進入海洋素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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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認知

海洋教育之於
科學教育

海洋教育之於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之於
人文教育

學習行為
目標

認識海洋的基本性質
並能夠理 解、分析及
應用相關知識於日常
生活中。

認知海洋環境的
重要性

建立生活中的海洋
意識

獲得海洋環境的
相關知識

了解人與海洋共生、
互動的關係

情意

引發對於 海洋、海洋
環 境、海 洋 生 物、生
態、海洋科學與科技、
海洋文化相關議題的
關心及敏感度

改變對於海洋環境的
典範及價值觀，培養
民眾愛護海洋環境的
態度

引發親近海洋、認識
海洋的動機及產生對
海洋的感受與情感

具有海陸並重的思維
及主動參與海洋相關
事物的動機。

評鑑人類活動對於海
洋環境的影響

具 有 冒 險 犯 難 的 精
神、開 疆 拓 土 的 精
神、包 容 博 大 的 精
神、善養萬物的精神
及創新求變的精神

技能
在了解海洋的基本性
質前 提下，具備安全
親近海洋的知能

具有解決生活中關於
海洋環境問題的技能

具有永續海洋的
行動力使用他們的知識與技

能，參與愛護海洋環
境的工作

升的階段。海洋素養的內容，筆者等於2009年提出在過

去的學科分類中，海洋相關知識內容常見於自然科學課

程中，但海洋教育若以較全盤的角度考量，應從科學教

育、環境教育與人文教育三個面向進行分析，探討其學

習行為目標，可歸納出中小學海洋教育之推動目的與教

學內涵。(如下表1，潘美璟和陳麗淑2009)實際上從2010

年環境教育法公布後，海洋教育之於環境教育間的相輔

相成就更不能忽略。

表1：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動面向與學習行為目標

在學校現場除了人力及經費不足外，目前迫切需要一個良好

的海洋科普分享平臺，另一個就是提供更多學生可以親海的體驗

場所。為後者除了專業人員的培訓考核外，如何提升海域安全設

施也是刻不容緩。

（二）民間團體的議題風潮
相對於學校注重系統性及全面性的海洋教育目標，

多半以實際議題的操作，以行動愛護海洋的方式吸引民

眾的注意並投身關注海洋，各團體規劃推出各項有意義

的活動讓民眾參與:

1.  鯨豚擱淺救援、海龜救援等明星物種的關注，早

期的活動以此主流。

2.  淨灘、海洋廢棄物監測及減塑運動。2000年由美

國傳入海洋廢棄物監測，每年至少一次國際淨灘

日總動員，全臺同步淨灘，教育及宣傳效果都極

佳。因為淨灘活動容易操作，不受地理及人數限

制，而且可以讓參與者了解海洋污染的現況，所

以臺灣現在幾乎隨時都有團體在進行淨灘活動，

甚至許多社群就專門以此為目標。當然隨著淨灘

的省思，減少垃圾量是大家進一步的行動，尤其

是減塑運動，應該是全民運動。

3.  海岸的親海活動，包括健行活動藉由一步一腳印

去認識家鄉的海岸，或是以浮潛、以獨木舟或立

槳的方式去體驗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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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漁獵到攝影保育，以相機攝影競技代替魚槍獵

捕比賽。尤其以郭道仁教練為主角的軟絲「產

房」紀錄片，帶動潛水界在各地設立軟絲產卵基

地。 

5.  全球暖化及珊瑚保育（珊瑚礁總體檢），號召潛

水者參與珊瑚礁總體檢的工作，監測臺灣的珊瑚

礁健康狀況，隨時掌握海洋發出的警訊。

6.  永續海鮮的倡導，鼓勵每一個人都當聰明的消費

者，慎選買到的海鮮，以消費者的力量來影響採

捕者和販賣者的行為。（陳麗淑、吳玲毅、姜海

2013; 廖運志、陳麗淑、邵廣昭2016）

（三）「里海」的新思維
邵廣昭（2014）解釋「里海」的意義，以「里海」

是繼「里山」在日本被提倡了十多年後才正式被提出。

相對於「里山」的目標在追求森林和農村的社會與生態

的生產地景，「里海」則是要追求的是海岸地區的社會

與生態的生產海景。它強調的是人與海的結合，須透過

人為的經營管理而使漁業資源及生物多樣性得以恢復並

可永續利用。國內目前尚未有結合海洋社會產業及生態

的組合，不論從教育面的體驗場域或是從產業面的發

展，這都是一個有發展潛力的議題。

參、展望與建議
透過檢視海洋通識教育在公部門和民間目前日益壯大的能

量，期待政府加快腳步，有更多的措施必須趕快時施行，讓海洋

教育的推廣更順暢，目前須優先推動的，建議考慮下列幾項：

一、  全面海域(水域)安全基礎資料之調查及公開、並選擇適

當點設立解說牌及立即性網站公告小區域的海象變化，

以提昇海域(水域)活動之安全。不同海域的安全活動範

圍因地形、暗流、每日潮汐漲退或季節性洋流變化等因

素而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區也有小區域的海象變化，全

面調查各地的狀況，設立網路資料庫平臺公開資訊，並

且設立解說牌或及時的告示，以有效提昇海域(水域)活

動安全。例如墾丁澎湖等多處其小地形在東北風時東北

面大風大浪，南面海面平靜。

二、 加強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收集及人才培訓的重視，辦

理海洋生物辨識相關課程及研習。海洋生物多樣性是海

洋教育重要的素材，海洋生物分類人才的養成關係著國

家持續建構臺灣本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的能力，應

透過辦理海洋生物辨識相關課程及研習，藉助資深或國

外學者的經驗及知識，共同研究臺灣海洋生物，提昇研

究的正確性以及效率，強化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料的收集

及人力養成。

三、  推動海岸教育活動，包括環境教育行動及海洋體驗活

動，促進地方觀光發展，也促進海洋教育的普及。海陸

交匯的海岸是親近海洋，也是反應陸地與海洋環境問

題的最佳教育場所，各地海岸都應推動以海岸調查、旅

行、解說、活動、藝術創作等各種方式的環境教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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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浮潛、獨木舟、立槳、風帆等海洋體驗活動。

四、  建立人才投入海洋普及教育的機制，包括建立海洋教育

人員的認證制度，透過認證制度的考核，讓有興趣從事

海洋普及教育的人員有所依循，提昇海洋教育工作者質

與量的水平。 

五、  環境教育將海洋教育納入推動目標，挹注經費推動海洋普

及教育，目前海洋普及教育的經費不足，海洋是臺灣重要

的自然環境及資源，永續海洋是臺灣環境教育的重要任務

之一，但目前海洋教育尚未明確列為環境教育的推動目

標。尤其是以推動海洋普及教育為目標的單位例如各地的

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社教機構及NGO等都須要更多的經

費來辦理海洋普及教育。

六、  建立海洋科普分享平臺，包括內容和素材的蒐集、取

得、授權、建立資料庫並上網公開分享。目前仍需要有

更多專家與教育者共同來發展適當的海洋科普教材。且

許多海洋素材，如圖片及照片，由平臺取得授權，提供

教育推廣使用，建立分享平臺可以有效地節省物力及人

力。

七、  設立「里海學校」環境教育示範區。鼓勵漁村以「里

海」的精神，創造具有地方特色，符合環保且可永續經

營的產業，搭配環境教育活動成為海洋教育的體驗場

所。例如：位於基隆的「潮境海灣」，其水下生物豐

富，為熱門的觀光景點，且當地漁業發達，公部門持續

在海灣進行海洋生物復育，剛成立的潮境海灣資源保護

區獲得當地產官學全力的支持，透過設立「潮境里海學

校」可望成為全國海洋環境教育的示範區。另一個示範

點在臺東的杉原，結合當地現有的富山護漁區，加上附

近山海產業，設立「杉原里海學校」。

肆、結語
國家從民國67年(1978年)規劃海洋教育社教單位，可是一直到 

2007年「海洋教育白皮書」公布，國內的海洋教育才正式起步。

目前不論是國教或是一般大眾對海洋教育的重視都有明顯的成

果，期待海洋教育帶來的正向力量，可以協助政府落實國家的海

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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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
再利用
The Preservation and Reuse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施國隆 Gwo-Long SHY 1

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局長
  Director, Bureau of Cultural Heritage, Ministry of Culture

摘要
我國週邊海域存有豐富水下文化資產，但是長久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

約之重要原則與精神，卻尚未落實在我國國內法中。且現行文化資產保存

法係以陸域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為主，欠缺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與管理

所需之規範內涵，因此有必要另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與再利用之專

法，以因應國際間保護水下文化資產之趨勢，並作為我國保護與管理水下

文化資產之主要法源依據。

文化部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及各國立法例，

並廣徵學者、專家及各界意見，研擬完成《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業於

2015年8月27日經行政院第3463次會議通過，8月31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
於2015年11月24日經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2015年12
月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

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揚海洋國家之特質，並尊重聯合國

保護水下文化資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議之精神，特制定本法。誠為我國的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及管理工作之法源依據，堪稱我國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工作的里程碑。本文將從《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佐以我

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實務工作，探討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

之現況，並提出檢討建議。

Abstract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are rich in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underwater heritage. 
In addition, current law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argely 
focus on land-based actions and do not specifically address underwater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us, if we are to come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for under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we need 
to draft policies and pass bills that target underwater heritage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reuse, and this will have to be a legal basis o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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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s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drew up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in reference to UNESCO’s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examples from other countries 
on their law formation. Besides, comments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were 
collected and adopted through this process. 

Following an agreement reached during the 3463th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law passed on 27 August 2015 and was sent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was passed the tenth meeting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24 November 2015, and entered 
into force by declaration of the president on 9 December 2015.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stated that: the Act has been formulated to preserve, protect and 
manage underwater heritage, build connec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history, and pay respect to the spirit of UNESCO’s Conventio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is is a milestone for our country’s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 its role as a legal basis in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underwater heritage.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status of our country’s preservation and reuse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regulations set up in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ct”, in addition to practical action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give a review of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ssue.

關鍵詞：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
Keywords: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use

壹、前言
2001年11月2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簡稱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第31屆大會中通過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並於2009年1月2日

正式生效，成為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與管理之專門國際公約。

我國週邊海域存有豐富水下文化資產，但是水下文化遺產

保護公約之重要原則與精神，長久以來卻尚未落實在我國國內法

中。且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係以陸域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為主，欠

缺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與管理所需之規範內涵，因此有必要

另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與再利用之專法，以因應國際間保

護水下文化資產之趨勢，並作為我國保護與管理水下文化資產之

主要法源依據1。 

文化部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及各國

立法例，並廣徵學者、專家及各界意見，研擬完成《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法》，業於2015年8月27日經行政院第3463次會議通過，8

月31日函請立法院審議，並於2015年11月24日經立法院第8屆第8

會期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2015年12月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保存、

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揚海洋國

家之特質，並尊重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議

之精神，特制定本法。」誠為我國的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及

1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議案整合及綜合查詢系統--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
書：http://misq.ly.gov.tw/MISQ/IQuery/misq5000Actio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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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之法源依據，堪稱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的里程

碑。本文將從《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佐以我國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實務工作，探討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

用之現況，並提出檢討建議。

貳、UCH公約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於2001年通過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並於2009年1月2日正式生效，成為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與管理

之專門國際公約，對國家可以主張管轄權之各種海域內與大陸礁層

上，及國家管轄權以外之公海之下水下文化資產之權利歸屬與內涵

均有清楚規定，並確立九項水下考古之重要原則與精神，包括就地

保存、使用非破壞性技術及探測方法、禁止商業開發、不適用撈救

法與發現物法、避免不必要侵擾人類遺骸或受尊敬之遺址、鼓勵就

地且負責任及非侵入性之觀察或記錄水下文化資產，並鼓勵國際合

作，以位於沿海國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上或「區域」(the Area)

中之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任何發現或行動均應受限於特定之報

告、通知與授權系統，對具主權豁免之軍艦及其他政府船舶或軍用

飛機保留特別處理方式、從事水下文化資產活動前應擬定計畫並由

有關機關核可、應提振水下考古學之訓練及技術與資訊之分享，並

提升公眾對於水下文化資產價值與意義之認識2。 

2  同註1。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對於國際海洋法律秩序中有關水下

文化資產之保存、保護與管理法政體系出現重大影響。為因應此

種國際海洋法律秩序之變革，維護並確立我國依國際法享有之權

利，該公約成為我國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制定專法之重要參

據。

水下文化資產長期位於水下環境，不僅保存人類從事海洋

活動之相關資訊，其特殊之地理環境與保存條件亦使水下考古學

(underwater archaeology)成為一門專業學問，而需要特殊之保護與

管理方法。我國周邊海域蘊涵豐富水下文化資產，惟文化資產保

存法係以陸域概念為核心，且未能反映水下文化資產保護與管理

之特殊要求，有制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予以規範之必要3。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立法意旨，主要在於保存、保護

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以發揚海洋國家

之特質，並遵守「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之精神4。 

參、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
一、水下文化資產定義

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規定，水下文化

資產是指以全部或一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位於水下，具有歷

史、文化、考古、藝術或科學等價值，並與人類生存有關之

下列資產：

3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立法院法律系統—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http://lis.ly.gov.tw/lglawc/。
4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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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址、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骸，並包括
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

（二）��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載具之相關組件或
裝載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

（三）�具有史前意義之物件。�5

此係參酌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第一條規定，訂定

水下文化資產(水下文化遺產)之定義，指部分或全部位於

水下，週期性地或連續性存在至少100年，具有文化、歷

史或考古性質的所有人類生存的遺跡。6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第一條第一項將水下文化資

產之年代範圍設定為一百年，係為行政作業上便利，同

時亦可以避免與打撈沉船或物資等相關作業者之利益發生

衝突，惟考量我國周邊海域可能存有不滿一百年但具有重

大歷史或文化意義之水下文化資產，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船艦與航空器，國共內戰或三十八年中央政府與數百萬民

眾撤退來臺所遺留之沉船等，均為見證我國近代歷史以及

國家認同之重要文物，因此不設定水下文化資產之年代範

圍，俾充分保存、保護與管理水下文化資產。

二、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
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一項，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法」分別以下列條文規範之。

5  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網站—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http://law.moj.gov.tw/。
6  臧振華，「論臺灣水下文化資產產業發展的潛力」，《2015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研討

會論文集》，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年10月，168頁。

第6條：主管機關應建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發

掘、保存及修復之完整個案資料，依檔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

定，永久保存。

第7條：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專責

機構，進行調查、研究、發掘、修復、教育、宣導、國際合

作及其他水下文化資產活動。

第11條：主管機關為推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應進

行各項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之培育。

第12條：主管機關應推廣各級學校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

教育。

第21條：中華民國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

得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簽訂雙邊、區域、多邊協定或國際

文件。

第27條：水下文化資產應以現地保存為原則。

第33條：主管機關為社會教育之目的，於不侵擾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保護及管理下，得開放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之

全部或一部，提供公眾觀覽。7 

上述各條文揭櫫保存的定義與做法，規範我們從事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工作時之遵循，並且透過再利用，實踐水下文化資產之

存在價值。

7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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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現況
我國近年進行臺灣週遭海域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保存維

護、資料建檔與遺址列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立法等工作，已建

立階段性成果，近來更積極與其他國家進行國際交流及辦理教育

推廣活動，有計畫的保護我國水下文化資產，有關我國水下文化

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現況，分析、說明如下：

一、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
水下考古學基本上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是一項學術研

究。由於水下文物具有重要的文化資產價值，因此水下考古

學也具有保存水下文化資產的性質。水下考古學是以考古學

的概念與方法結合海洋科技和保存科學，藉由沉沒在水下的

船隻、遺物、遺跡等，研究人類的物質遺存，及其文化和活

動。

全球水下文物非法任意打撈、毀壞的情況嚴重，國際

上出現保護水下文化資產的作為。首先是英國於1973年訂定

《沈船保護法》，以保護其領海內50多處沈船遺址。1982年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要求締約國相互合作，保護海上發現

具有文化資產和歷史價值的文物。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開始起草水下文化遺產公約草案，並於2001年第31屆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大會會議通過《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8 

我國近年來為保護水下文化資產，推廣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概念，自95年起請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學及其他機關構，

8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水下考古與水下文化資產」，《潛探水下考古》，臺中：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2014年10月， 25頁。

透過精密的儀器及專業人員，對臺灣附近海域進行相關水下

文化資產調查、研究、發掘等工作，並將出水遺物加以修

護、保存、研究、展示教育。

截至105年8月底止，相關成果為：於澎湖、臺南、綠

島、東沙、馬祖海域建立17處優先調查敏感區，經由水下驗

證發現具體目標物計81處(如附表1)；其中已經辨識確認為沉

船等目標物者計15處，其中4處經評估其文化資產價值後，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列冊追蹤；另，出水遺

物計1千餘件。

4處列冊追蹤介紹如下：

（一）空殼嶼清代木船
位處澎湖群島空殼嶼西南方海域，該地點在古代航

海時期是極為險峻的區域，推測該沉船可能從大陸閩南

地區往返臺澎時觸礁沉沒。

在沈船點發現有大量的磚瓦、彩瓷碗、青花碗、

杯、青花盤及木質船體遺跡，根據紋飾推論為清代中、

晚期木質貿易船，可研究該時期貿易航線問題。

（二）S.S.Bokhara 商輪
位處澎湖群島姑婆嶼附近海域，英國S.S. Bokhara商輪

為卜爾克公司（P. and O. Co.）大型舊輪船，在1892年從上

海參加板球比賽返回香港(史籍資料載稱運郵件從上海開

出，預計經香港開往歐洲)途中於10月11日遭遇颱風而觸

礁沉沒，148人中只有23人生還，當時國際媒體有巨幅報

導，之後英國捐款興建燈塔，並在姑婆嶼興建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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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hara 沉船的發現除可驗證當時的歷史事件外，並

可從相關遺物暸解當時的貿易情形及生活用品等器物。

（三）廣丙艦（Kohei）
位處澎湖群島將軍嶼附近海域。清光緒年間由福州

馬尾造船廠造艦，屬清廣東水師巡洋艦，1894 年甲午戰

爭鴨綠江海戰失利，在威海衛投降，被編入日本艦隊，

並曾參與日本接受臺、澎任務，總督府檔案記載1895年

前往搜查隱匿澎湖島群的敗兵巨魁林廷程，觸礁沉沒，

船上160 人，除37 人下落不明，餘皆救起。在澎湖及日

本廣島均立有紀念碑。

（四）山藤丸（Santeng�Maru）
位處澎湖群島六呎礁附近海域。為日本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期之運輸船，1942 年被美軍潛艇艦載魚雷擊中而

沉沒。對於研究第二次大戰史、日治史、船艦史有重要

意義。

這些封存在水底的歷史資料，完整地為後人提供許

多有關當時航海、造船、貿易、工藝技術、農工產品，

以及歷史事件等方面之訊息，對人類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二、現地保存
針對上開水下文化資產該如何保存，《水下文化遺產保

護公約》為提供國際社會處理世界各國間水下文化遺產合作

架構和規則之依據，其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公約和國際法，經由個別或聯合措施

確保和加強對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保存。總則列述：(1)在

允許或進行任何開發水下文化遺產的活動之前，優先選擇現

地保存。(2)出水遺物必須妥善存放、維護、管理，以長期保

存。(3)不得對水下文化遺產進行商業開發。9由此可知，「現

地保存」是保存水下文化資產最優先的策略。所謂現地保存

是將水下文化資產以其原有狀態保存在其發現的地點，而不

加以出水。

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遵循UCH公約規範，於第27

條規定以：水下文化資產應以現地保存為原則。前項現地保

存，得以列冊管理、劃設保護區或其他適當保存方式為之。10 

優先以現地保存的方式保護水下文化資產，著眼於水下

文化資產因長期位處潮濕的底土或水中，與周遭環境成為平

衡的穩定狀態，相對於陸地上乾燥的大氣環境，原處的位址

反而是更為穩定、適合的保存環境，因此就地保存除了可以

維持原有的歷史脈絡外，更是保護遺址的最佳方式。惟水下

的保存環境仍可能會受到氣候變遷、自然災害、洋流、有機

體(如鑿船蟲、蛀木蟲、藻類或珊瑚等)、細菌或人為的侵蝕及

破壞，這時可以物理性的方式加以保護。11

常見的做法是將出水遺物依其發掘的位置放回原處並以

泥沙覆蓋，或在遺址附近挖洞將出水遺物埋存。另外可以沙

9  郭介恒，「試論以國內法制保存水下文化資產」，《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國際圓桌會議論文
集》，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10年12月，147頁。

10  同註3。
11  傅瓊慧，「海底新視野—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歷程」，《海底新視野2013水下考古成果

展》，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3年10月，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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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覆蓋，但沙包可以保護的範圍有限，且可能會造成過重或

不穩定的狀態。

對於環境較差或容易受到人為破壞的遺址，則可以採用

更為進階的保護方法，以塑膠網、金屬網或沉箱等措施罩在

遺址上方，定期前往巡查。12

三、出水遺物保存與修復
水下的考古遺物除了需要緊急搶救外，通常會以現地

保存為原則。水下文化資產非經出水無法保存及有調查研究

必要時，可以將遺物出水。另，當水下環境不適合保存或是

有進行教育展示的必要，則會對遺物出水進行保存與修復措

施，讓水下遺物能以原有的形貌在空氣的環境中長久保存。13

文物出水後通常已變得相當脆弱，不適應大氣環境。因

此，發掘出水過程或出水後若沒有適當的保存措施，文物通

常會快速發生損壞。出水文物處理必須經過下列程序：

（一）  出水文物保存與維護工作應起始於發掘出水前，

保存科學人員應一同參與水下考古工作之進行，

針對文物出水方式、緊急處置等方面提供意見讓

考古學家作為參考。

（二）  文物出水後應立即由保存人員進行現場緊急處理

工作。考古學家對出水文物進行編號處理、登錄

12  同註11。
13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遺物出水前的準備」，《潛探水下考古》，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2014年10月，78頁。

與影像記錄工作之後，保存人員即可針對不同物

質文物進行田野緊急保存工作，並聯繫後送實驗

室與暫時儲藏安排。

（三）  出水文物之實驗室處理及後續研究存放空間或展

覽，都必須事先規劃妥適。

（四）  經過適當保存處置的文物，最後必須乾燥處理與

適當存放，並須加上編號，以便辨識。惟木質與

金屬文物在後送實驗室進行進一步處理前，必須

妥置適當溶液環境中。14

有關出水遺物修復工作，在保存維護的材料與技術上，

必須因應海水與淡水的特性，水下考古文物之修復與陸上考

古有專業技術上的些許不同，說明如下：

（一）  保存維護：對所發現的水下目標物及出水標本，

採取緊急處理及保存維護措施。

（二）  分析研究：對所發現的水下目標物及出水標本進

行材質結構、形狀樣貌及歷史文獻等之分析研

究。

（三）  展覽出版：將水下考古的發現進行公開展覽及出

版。

（四）  就地保存的重要性：水下考古的文物，除為了保

14  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報告輯：第一階段報告》，臺
中：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2016年3月，37~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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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維護、分析研究和展覽出版外，水下考古的發

掘基本原則，是不會任意地將文物出水。文物以

保留在原有位置和環境為優先考量，進而保有原

來的文化脈絡，並妥善保護遺址。15

四、水下文化資產再利用
為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倡議現地保存文化

資產的理念，許多國家以劃設保護區、限制行為等方式保存

水下遺產。

對於可開放民眾參觀的水下文化資產，則結合文化觀

光、生態旅遊、民間投資及永續經營，設置水下博物館或潛

水觀光場域，或結合體驗課程、展覽、書籍等多元教育推廣

方式，以推展海洋文化教育。

現地保存的方法，除了列冊管理、劃設保護區外，尚可

規劃以水下考古公園或水下博物館方式。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在於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

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揚海洋國家之特質，並

尊重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資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議之精神，

更進一步與國際接軌。為推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及管

理，「水下博物館」建置有助於保存和展示海洋文化史料的

重要設施，對於水下文化資產的宣揚與提升有具體的貢獻。

水下博物館的設置，將同時兼具教育，休閒與研究之功

1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潛進歷史—水下考古主題展》導覽手冊，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5年2月，19頁。

能，讓遊客認識臺灣水域「封存」在水底的歷史資料，而能

更加珍惜水中多樣無價的寶貴資源，並進而對人類和海洋的

密切關係有更深一層的體認。以下列舉三處水下博物館：

（一）瓦薩沉船博物館
1628年8月10日，一艘瑞典籍的超級戰艦瓦薩號，在

啟航離港約1,300公尺時，因一陣大風來襲而失去平衡向

一邊傾倒，自此沉沒在32公尺深的水底下。

當時，由於潛水與發掘技術的不足，三百多年以

來，人們從未能成功地打撈起瓦薩號。直到1961年4月，

深沉海底的瓦薩號才被發掘出水。因此，整個瓦薩號的

打撈史，正是反映人類潛水技術的發展過程。

（二）丹麥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
西元1000年左右，維京人為保護當時首都羅斯基勒

的峽灣不受敵人入侵，於是刻意讓五艘船舶沉沒在水底

以阻擋峽灣航道。

西元1962年，當時的五艘沉船被發掘出水，並陳列

於丹麥羅斯基勒維京船博物館中。1997年，博物館增加

蒐藏了七艘中世紀船舶與二艘維京船殘骸，成為丹麥水

下的重要遺產。

（三）白鶴梁水下博物館
2002年，為保護白鶴粱的天然石樑，而成立現地遺

址的白鶴梁水下博物館。將唐代以來，長江上游的人們

利用刻石魚的方式將歷年枯水位刻在石粱岩壁面上，迄

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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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極具歷史、文化，以及藝術價值的石樑隨著三峽水

庫的興建而淹沒水裡，官方於是設置參觀廊道，並於地面建

立陳列館，以滿足文物現地保存與推廣再利用的需求。16 

有關水下博物館，其設置模式、類型或地點、經營管理

架構、人力資源、財務經費、法令規章或經營策略等重要因

素，都需納入考量範圍，事先進行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劃作

業是必要的工作。

五、人才培育
水下考古要比陸上考古更為困難，科技性的要求也更

高，其作業過程包括歷史檔案蒐集和研究，水域地形和水文

資料的蒐集、水下文物之探查、定位和發掘、測量、攝影和

紀錄，以及出水文物之實驗室處理、分析研究和保存維護

等，都需要富有經驗和良好訓練之考古、海洋科技、歷史和

文物研究，以及科學維護等各方面之專家密切配合，才能完

成任務。17

國內一向缺乏水下考古人才，執行水下考古工作，必

須從水下考古及水下文物維護人才培訓開始，並且結合既有

之海洋探測人才，組成可開展工作之基本團隊，然後在工作

中，視需求持續培養所需人才，擴充團隊內涵，並尋求國際

團隊合作。

16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潛進歷史—水下考古主題展》導覽手冊，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5年2月，23頁。

1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報告輯：第一階段報告》，臺
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6年3月，30頁。

人才培育可分為兩個面向辦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管

理人才、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人才。

（一）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人才
開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管理面向培育人才系列講

座與課程。

文化資產學院18為促使全面整合學術單位之文化資產

資源，與全國大專院校合作，依循正規教育、非正規教

育等管道，系統性建立完整的人才培育機制，並辦理推

廣研習課程，提供一般民眾於文化資產領域自我持續進

修之機會、提升文化資產領域行政與從業人員之專業。

文化資產學院之有關水下文化資產課程，係由中山

大學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共同簽署「文化資產學院策略

聯盟意向書」，並合作設立全國唯一的「高階水下文化

資產專業學程」，為臺灣培育水下文資產保存、保護與

管理所需之高階管理人才。

該學程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二條「主管

機關應推廣各級學校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教育⋯」之規

定與精神，辦理相關推廣教育活動，提供學員系列演講

及校外實務參訪實務課程，使學員得以透過學術界與業

界專家之專題講演，以及實務操作課程，能更深入地瞭

18  2014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落實推廣文化資產成為國人心中共同的普世價值，以人才培育為
主要發展重點，並聯合全國各大專校院辦理培育人才之專業課程，期望以系統性的學程，為
國內文化資產進行宏觀、跨領域的人才培育，因此「文化資產學院」孕育而生。出自：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學院介紹 http://www.coc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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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保護與管理實務面之概念，培養

對水下文化資產本身及其相關國內與國際法規範有基礎

之認識，並具備操作相關典章制度與從事涉外談判之能

力。19 

（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調查實務執行人才
為培育我國水下考古專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

2007年起陸續辦理4梯次「水下考古種子人才培訓課

程」，培訓人次共計180人。 20該培訓課程內容，分別

為潛水訓練及包含水下考古專業概念、理論、方法和技

術，以及文物維護和法規制度等專業課程。21

1. 潛水訓練

（1）學科：採用集中講授及研討，內容包括：潛水

組織介紹及潛水基本條件、潛水物理及潛水定律、

潛水生理及潛水醫學、浮潛與水肺潛水方法、海洋

環境及危險生物、水底通訊及自救與同伴救生、心

肺復甦術 (CPR)、減壓表查閱及減壓計畫、潛水守

則及突發事件的處理。

（2）術科：於平靜水域與開放水域海洋實習，運用

準備、講解、示範、實作及考核五種教學法，使受

19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http://ima.nsysu.edu.tw/。
20  傅瓊慧，「海底新視野—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歷程」，《海底新視野2013水下考古成果

展》，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3年10月，40頁。
2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報告輯：第一階段報告》，臺

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6年3月，39~41頁。

訓學員學得純熟的作業實務。在近岸海域模擬事業

單位之現場作業實習，以熟悉考古潛水之工作環境

及作業實務。

2. 專業課程

學科科目規劃安排有水下考古基礎理論、水下考古

田野技術、海洋環境與工作、水下考古科技應用與

案例研究等等五大主題。

（1）水下考古基礎理論：考古學概論、水下考古概

論、中國海洋貿易史、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國際法

與國內法、保護水下文化遺產行政管理實務、文資

法與考古遺址保存、船舶史與船舶結構、臺灣的海運、

貿易及海難 (17-19世紀 )、認識中國陶瓷。

（2）水下考古田野技術：水下影像量測記錄、水下

遺址的調查與定位、沉船出水文物緊急保存、出水

文物登錄、水下遺址的勘探與發掘。

（3）海洋環境與工作：海洋地形地質、潛水作業載臺、

臺灣海域水文。

（4）水下考古科技應用：水下遙測技術導論、水中

聲學概論、自主式 /遙控潛航器簡介、側掃聲納水

下目標物搜尋之原理與要點、水下考古田野 GIS與

工作紀錄整合。

（5）水下考古案例研習：Batavia、鷹島海底遺跡、

San Diego、Pandora、Mary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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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術科實習

室內游泳池進行，內容有包含平靜水域練習水下基

礎量測方法、水下技術科學儀器操作實習，如ROV

與側掃聲納等設備，使學員熟悉水下調查勘探作業

實務技術操作。22

六、強化水下文化資產國際合作交流
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保護《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

精神，對於水下文化遺產研究應推展國際合作，得針對特定

水下考古研究議題或水下遺產保存技術，進行合作交流。

鑒於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工作，相關法制、規

範及作業流程尚未周全，積極尋求與美國、法國、日本、韓

國、澳洲等先進國簽訂水下考古合作協議之可行性。透過考

古調查發掘、保存修復技術、人才培訓及教育推廣的合作機

制，以健全與提升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工作。

其中，持續進行臺法水下考古合作協議，進行人才培

訓、教育推廣及經驗交流。

法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DRASSM是全球最早成立的水下考

古中心，是水下考古界的領頭羊。為推動臺灣水下考古相關工

作，建立合作交流關係，我國於2007年與法國水下考古研究中

心簽訂合作協議書，內容包括水下考古、保存科學及管理體制

之技術與經驗交流、人才培訓、出版及教育推廣之合作。23

22  同註21。
23  傅瓊慧，「海底新視野—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歷程」，《海底新視野2013水下考古成果

展》，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3年10月，39頁。

舉辦2015年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研討會，針對水

下文化資產保護與管理，提供我國與國際相關學術群的交流

平臺，促進各國彼此了解、建立實質合作的基礎，以及即時

掌握亞太地區的海洋事務與水下文化資產的整體動態。24另

外，2016國際水下考古學大會(ICUWA)，發表臺灣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維護成果。透過國際研討會，建立我國與國際有關

水下考古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之交流平臺。

七、教育展示與推廣
透過展示進行教育推廣，是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

重要的一環。我國持續辦理「水下考古主題展」，展示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重要概念，並介紹各國重要的沉船發掘

技術圖像，以及包含世界重要的水下文化資產現地保存、再

利用之案例，以循序漸進方式展示，以深化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之觀念。

（一）「海底─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展區：帶領觀

眾走進海底世界，認識何謂水下文化資產，並藉由發現

世界水下文化遺產的美，從中了解人類重要的古代文明

與歷史。

（二）「海洋臺灣的歷史」展區介紹四面環海的

臺灣，所蘊藏的豐富水下文化資產，帶領觀眾認識陸橋

時期的臺灣海峽，看見生活在舊石器時代動物的原始樣

24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2015年10月，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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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並說明陸地淹沒至海底後，臺灣海峽在航海文明上

的重要樞紐位置。

（三）「臺灣水下考古」展區說明臺灣自民國84年

(西元1995年)至今的重要水下考古調查工作與成果，帶領

觀眾藉由水下發現的遺跡與遺物，研究古代人類的水上

活動和海洋文化，目前在普查的成果中，已有四艘沉船

遺址正式由文化資產局列冊為臺灣的水下文化遺產。

（四）「保存修復」展區則詳細介紹出水遺物的處

理過程，走進工作室，看專業的考古修復人員，如何進

行出水遺物的保存、清潔、修復和登錄等工作。

（五）「國外水下考古遺址」則是由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已登錄的世界水下文化遺產，認識各國

對水下文化資產的保存方式與理念，做為未來臺灣水下

考古發展的學習與借鏡。25

對於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文化資產局與國際接軌共

通，從世界與全人類文化的角度，研究、建立並保存珍貴的

水下文化資產，留存每一片祖先的足跡，希望藉由此項「潛

進歷史─水下考古展」，建立民眾文化資產保存的共識，並

將這份珍貴的人類遺產知識與全民共享。

2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潛進歷史—水下考古主題展》導覽手冊，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5年2月，3、7、10、18、22、23頁。

八、水下考古工作站與水下考古中心
依據水下文化資產法第7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專責機構，進行調查、研究、發掘、

修復、教育、宣導、國際合作及其他水下文化資產活動。」

因應此規定，現階段以設置水下考古工作站，同時推動水下

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專責機構—水下考古中心之設立。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現階段將澎湖郵便局及東側電信局

宿舍將作為水下考古工作隊工作及展示成果之使用，彰顯澎

湖作為一個水下考古研究重要的據點與進入推廣階段的里程

碑，規劃將澎湖馬公郵便局歷史建築物整修後成為水下考古

基地澎湖基地應集合調查、研究、保存、維護、展示、培訓

等於一體，相關人員與出水文物均須由基地考古負責人員統

一指揮運作，如此才能具體展現我國水下文資發展面貌與實

力。

陸、檢討與建議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工作，涉及面向既多且廣，技術

複雜、耗費人力與財力甚大，，橫向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

縱向的各階段作業都必須考慮周全，以確保成效。以下就水下文

化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提出檢討及建議。

一、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海域開發利用衍生競合，應完備法令
規章、建置完整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及列
冊資料與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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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之維護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須持續推動。

惟關於管理權責之歸屬問題，由於水下文化資產的調查、研

究與維護涉及龐大之人力及物力，同時也可能涉及法律與外

交之問題，而對於特定水下文化資產之保護，保護區或資源

區之劃定，需要中央業務相關機關配合執行，建議中央文化

資產主管機關需與其他部會機關進行橫向聯繫與溝通，完備

相關法令規章。水下文化資產法係保護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之

重要法令，同時也協助各部會及相關單位在進行水域開發或

利用時有所依據。

近年來，西岸發展離岸風力發電、海底纜線也因為各項

工程而涉及海床底土等海域使用，開發同時，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工作並進，是我國當前面臨課題。

有關臺灣周邊海域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成果及文化資產

價值評估納入「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未來在適當時機公

布，俾利各單位進行業務及各界研究所需之查詢。

二、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管理成本所費不貲，建議需整合各界
資源，以達經濟效益，建議以跨域及資訊整合模式，以確
保及發揮水下文化資產價值。
水下文化資產藏於水中不易發掘之特色，有計畫地進行

普查是相當重要的核心工作。普查前需先蒐集歷史資料及周

遭海域的水域及水文資料，以評估作業環境之條件，並劃設

敏感區，再運用專業的人力及儀器，完成後續的調查過程。

透過特定海域以不同科學儀器探測之結果，針對目標物的分

析點，再至現場進行更精細的掃描。最後再由水下考古專家

及專業潛水人員複查驗證。

建議盤點國內可用資源，水下儀器和資料庫可以互通有

無。主管機關應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海域基本測繪單位

以及墾丁國家公園單位聯絡，參考臺灣周邊海域既有之測繪

資料。另可與相關單位，如國土測繪中心聯繫，取得既有資

料，避免浪費人力資源。另，可與國際團隊進行合作及在制

度與法令允許下，引進民間力量參與。

次以，出水遺物之展覽與存放，因應各館之立館及典藏宗

旨，且典藏空間、相關經費及專業人力亦各有其限制，目前國

內以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

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為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

再利用有密切相關之處所，應透過整合各館資源（如：場地、

儀器設備等），辦理展覽、教育推廣、人才培訓等。

三、		國內對於保護水下文化資產之教育宣導仍甚缺乏，建議引
入正規教育和終身教育，輔以獎勵補助辦法，以培養及喚
起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與作為。
國內對於保護水下文化資產之教育宣導仍甚缺乏，有必

要持續宣導。出水遺物所重視之歷史事件，對過去臺灣海洋

探索史提供非常多資訊，建議設計成課程，導入正規教育，

讓海洋臺灣史與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從小扎根與培養，結合社

會各級終身教育機構，透過展示、講座、課程、研習、工作

坊等方式，同時輔以獎勵補助辦法，以培養及喚起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意識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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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非ㄧ蹴可及，建議應以循序漸
進，以策略性培育。
水下調查、發掘、研究及出水文物維護能力，已經初步

建立，仍須持續累積經驗，精進技術與方法。水下考古團隊

養成不易，水下考古計畫經過過去十年之操作，已經建立了

國內水下考古團隊之雛形。相較於國際上其他發展水下考古

的國家，這一發展已經相當快速而積極，惟人才之培育非朝

夕之事，有必要持續培養。

建議循序漸進，以策略性培育。首先，成立水下考古中

心為永續發展機構，建置出水文物集體管理、保存修復工作

典藏室，以國家國際標準保存維護出水文物。建置水下文化

資產資料中心，儲存臺灣所有水下遺址普查、監測、發掘出

水文物資料(紙本、實物、電腦資料庫系統)及國際水下文化資

產圖書、案例資料，作為相關人員、水下考古專家、研究專

家及大眾利用之平臺。

培育儀器操作、維修人員及資料分析人員，配合工作需

求及海域的特性為基本原則增添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設備。儀

器設備的使用應以專業人員或專責人員負責操作與資料分析

才能達到水下文物偵測的目的。

同步於高等教育方面則建議開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等專

業科系，及精進專業技術與保存管理，以培育所需人才，完

備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各領域所需專業人才。

五、		建議強化國際交流，將本國水下文化資產放置於世界海洋
發展史的脈絡上，以進行論述。

臺灣周邊的海域向為最熱門也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歷經

漢人渡過黑水溝來臺、南島語族移民以及16世紀大航海時代

轉口貿易等等不同時期，臺灣建立獨特的文化形式及多元的

海洋文化經驗，更因海象惡劣及海盜橫行等歷史因素，致使

臺灣海域保存著相當豐富的沉船遺址(物)資料。

藉由沉船歷史的研究，除可重現當時臺灣的海洋圖像及

不同族群的海洋文化，建置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之歷史文獻

圖資外，亦可藉由沉船位址的推估，提供水下文化資產普查

疑似目標物之比對及佐證資料。

建議積極以水下文化資產置放於世界海洋發展史的脈絡

上，建構我國海洋歷史與文化的論述，強化國際交流，發揮

水下文化資產的價值。

柒、結語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富的水下文化資產，應有相當大的發

展潛力。水下文化資產在臺灣的發展尚在萌芽階段，然而經由每

年逐步推展的各項政策，期能在保存水下文化資產、推動與國際

接軌方面能有持續的進展。

經由海洋科學調查的深耕研究、專業人才的培訓養成及教

育推廣、資訊分享與人才之培育，整合水下文化資產基礎研究、

建置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機制、強化水下文化資產各界經驗交流合

作與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建立全民對於海洋文化資產的

認識，體現完整的歷史脈絡，傳承水下文化資產的價值予後代子

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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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提升國人對於海洋的認知，普及全民知海愛海的意識，

建構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特色，進而保存及發揚臺灣的海洋文

化，體現臺灣海洋立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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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考古學及語言學的研究發現，陸續指出臺灣實為廣大南島語族

主要的發祥地之一。數千年前，南島語族的祖先從臺灣出發，逐漸向南太

平洋各島嶼遷徙，篳路藍縷，墾荒廝守，於是逐漸形成當今分佈最廣的海

洋民族。基於此，臺灣作為全球海洋生命共同體的一員，我們一方面要正

視臺灣作為一個海洋母體國家的本質，另一方面也要積極關注臺灣與「南

島」世界的跨越與連結。此外，臺灣國際外交處境困頓，我們若能轉而探

見「臺灣是世界南島語族起源地之一」的論述契機與文化類緣的情感基

礎，積極為臺灣開展更多「南島外交」的國際空間，此或可作為國家推動海

洋文化與南島外交的另一種政策取徑。

本文將藉由海洋文化的探討來連結臺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族的文

化類緣性，並回顧盤點臺灣推動南島文化外交的歷史與現況，期能提出一

些可供臺灣海洋教科文相關政策願景的發展構念，讓臺灣的海洋文化可

以在「永續海洋」的核心價值理念下，彰顯出原住民族基本人權、集體意

識、歷史詮釋與文化差異等事涉主體性建構的觀點論述，進而促成臺灣

多元族群文化以及海洋國家本質的環境建構，得以早日更加落實，更臻完

善。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rch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findings have indicated 

that Taiwan is one of the major original locations of Austronesian peoples.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ir ancestors migrated to the South Pacific 
islands from Taiwan, enduring considerable hardships to cultivate the 
land and develop the region, and eventually forming the most widespread 
community of oceanic peoples in the world. Thus,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maritime community, Taiwan should recognize its status as a 
maritime state and actively attend to its ties and links with the Austronesian 
world. In addition, Taiwan faces substantial diplomatic difficulties. 
Employing the discourse of Taiwan as an origin of the Austronesian 

peoples creates an emotional basis for cultural affinity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Austronesian nations, thereby raising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ofile 
and increasing its inf luence. Promoting maritime culture and orienting 
diplomacy towards Austronesian culture is therefore a viable alternative 
policy for Taiwa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ltural affinity between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other Austronesian peoples around the world in relation to 
maritime culture. In light of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Austronesian-
culture-based diplomacy as conducted by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constructs to serve as Taiwanese policy outlooks 
on maritime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affairs. In particular, the 
proposed constructs of Taiwanese maritime culture center on a core value 
of sustainable ocean, highlighting subjectivity-constructing perspectives 
and discourses such as the basic human right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hereby enabling establishing multiethnic cultures in Taiwan and 
realizing the essence of Taiwan as a maritime state.

關鍵詞：原住民族、南島語族、海洋文化、南島外交、永續海洋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s, Austronesian peoples, maritime 

culture,	Austronesian	culture-based	diplomacy,	
sustainable ocean



342 343

議
題
二 

海
洋
教
科
文

壹、前言
很久很久以前，臺灣、綠島、蘭嶼、小蘭嶼、高石臺、巴旦島

幾十個島和菲律賓，本來是互相連接的一個長型大島，因為當時的人

互相殘殺，從臺灣來的人和從菲律賓的人，欺負在蘭嶼的人，殺了他

們，於是天神可憐蘭嶼的人被殺，所以把地震動，將島嶼分隔開，於

是蘭嶼自成一個島嶼，島與島之間有海相隔，於是達悟1人在島上很

安心，不再有人來殺他們。

－余光弘、董森永，1998：15

上述神話文本，反映了臺灣原住民族之一的蘭嶼人面對海洋

時的一種「島嶼」感知，並且隱喻了長期寓居海外「孤島」的宿

命觀。對蘭嶼人而言，蘭嶼原本與臺灣、巴丹、菲律賓等地彼此

相連成一個長型大島，蘭嶼人經常被異族欺負，後來因「天神可

憐蘭嶼的人被殺，所以把地震動，將島嶼分隔開--」的神力，以

致在空間上形成獨立的島嶼，並且有了海洋的保障(見圖1)。這個

看似「地震」的天神外力，帶給蘭嶼達悟的不是災難，反而是建

構了另一個安全的想像國度，隱喻著一個族群災難的結束，但同

時也是族群另一個重生的開啟。換言之，對長期寓居汪洋孤島的

蘭嶼人而言，此則神話寓含著蘭嶼島民觀看島外世界的特殊世界

觀，以及達悟族人論定自身島嶼歷史的主觀意識。

1  「達悟」係蘭嶼島上居民「Tao」口語上的族稱。目前臺灣官方所使用的正式族稱為「雅美
族」，兩者同屬蘭嶼島上的同一族群，特此註明。

然而，除了上述蘭嶼達悟族人自身看見「島嶼」、理解「世

界」的文化視野之外，一座「島嶼」究竟要如何被他人看見呢？

我們若依循著特定的科學「地圖」是否就可以理解該地的人文風

景？抑或，可以藉由前人「遊記」的深刻描述即可神遊其境、進

出島嶼呢？Robert Layton (1997)一文分析「地圖」是如何被不同

的人所呈現，特別是西方和西方以外的世界來比較。作者特別提

到，西方是以地圖來呈現地理，但是不能感知實際的空間；而澳

洲原住民則以心靈知覺呈現地理，對空間十分敏銳，澳洲原住民

以祖靈故事的論述、傳說、親屬稱謂法，再現人與土地的關係，

藉以呈現他們感知的地理空間。作者指出空間的視覺呈現有兩

種：一是風景畫式的呈現(外顯型)；另一種則是製圖式呈現(內向

型)。不管哪一種型式，都是訊息的傳送，要懂才能一窺究竟並從

中欣賞。對此，作者甚至提出了一個妙喻：「我們不能沿風景畫找

路，但也不能由地圖看到壯麗的景色」。因此，上述Layton所揭示

的原住民「地圖」觀及其文化內涵，或可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臺灣

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語族對海洋文化的多重認知，以及這些「島

民」如何論述自身「島嶼」的歷史圖像與文化邏輯。

臺灣，四面環海，位居歐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盆地島嶼鍊的交

接地帶，豐富的島嶼生態不斷吸引來自島外的許多移民。數百年

前，臺灣漢人先民越過險惡的臺灣海峽「黑水溝」，驚濤駭浪，

前仆後繼(見圖2)；而數千年前，臺灣原住民祖先也在浩瀚無垠

的太平洋漂流，隨著海潮起伏，星辰導引，輾轉來臺(見圖3)。因

此，臺灣歷經千百年來不同族群與文化的耕耘與洗禮，顯現出相

當豐富的族群景觀與人文特色，並發展成當今多元而特殊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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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綜觀座落太平洋一隅的臺灣，美麗的島嶼總是引著許多族

群，人們來來去去，從不停歇；臺灣，成了許多移民共同的新故

鄉，更是一處兼容並蓄、多元一體的世界座標。

「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peoples)範圍(見圖4)東起南美洲西

岸的復活節島，西到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島，北至臺灣，南達

紐西蘭，涵蓋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域，其族群、文化與語言相當豐

富多元，至於南島語族究竟起源何地，一直以來學界的看法仍屬

分歧。然而，近年來考古學及語言學的研究發現，陸續指出臺灣

實為廣大南島語族主要的發祥地之一。

有鑒於此，本文將藉由海洋

文化的探討來連結臺灣原住民族與

世界南島語族的文化類緣性，並回

顧盤點臺灣推動南島文化外交的歷

史與現況，期能提出一些可供臺灣

海洋教科文相關政策願景的發展構

念，讓臺灣的海洋文化可以在「永

續海洋」的核心價值理念下，彰顯

出原住民族基本人權、集體意識、

歷史詮釋與文化差異等事涉主體性

建構的觀點論述，進而讓臺灣多元

族群文化以及海洋國家本質的環境

建構，得以早日更加落實，更臻完

善。

圖1 鳥居龍藏1898年手繪「臺灣呂宋間諸島嶼」原圖。 資料來源：鳥居龍藏 1996 [1897]：259

圖2 臺灣觀點地圖系列：唐山過臺灣

圖3 臺灣觀點地圖系列：來自巴丹島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 /地圖製作：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 /地圖製作：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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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灣觀點地圖系列：南島朋友們
資料來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 /地圖製作：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

貳、臺灣原住民族的海洋文化
長期以來，臺灣島上族群繁多，文化多元，蘊藏著豐富的族

群景觀與文化特色。臺灣原住民族經政府認定共有16族，加上未

認定的平埔族群，皆屬於世界南島語族大家庭的一份子。從生態

環境的角度來看，臺灣原住民人口數現約有54萬餘人，僅佔臺灣

總人口約2%的原住民各族，居住活動地分佈卻達1萬6千餘平方公

里，佔全臺灣面積的45%。在臺灣變異性極大的自然環境中，原

住民因應不同的山海生態而發展出不同型態的採集、狩獵、漁撈

及農耕等生計模式，為了處理食物、分配食物亦發展出不同知識

體系，這些與環境相互依存的族群文化觀，充分反映出原住民各

族不同的生態智慧與文化機制，更彰顯出原住民共同生存於臺灣

斯島的文化多樣性。此外，原住民各族間「合而不同」的文化特

質，不但豐富了臺灣的歷史肌理，也隱含著臺灣廣納百川的海洋

國家精神。

一、「海洋起源」的神話傳說
臺灣南島民族各族普遍都流傳著有關祖先「起源地」的

神話傳說，而族群「起源地」的神話傳說之於一個族群的集體

記憶，也往往是其族群意識的象徵認同。從相關的分類探討發

現，臺灣南島民族各族「起源地」神話傳說類型裡，屬「高山

起源說」主題者也大都是在相對年代上遷臺最久遠的一些族

群(泰雅族、賽夏族、鄒族、布農族、排灣族、魯凱族)，因為

這些族群來臺時間最早最久，「在地化」程度也最深，因此

初期自海外移入與在海岸處短暫居住的集體記憶已隨時間與生

活環境的變遷逐漸淡忘，所以集體記憶所及者就只剩下較近代

形成之「高山起源說」，而這樣的初步探討結果亦跟一些學者

從考古學、語言學所研究推測的結果相呼應。另外，屬「高山

起源說」主題者也經常跟以「洪水」為主題的神話傳說配套出

現，這類主題意喻著「洪水」阻擾了人們的繼續生存而帶來大

災難，等到「洪水」退去才又是一個新階段的宣告開始。也就

是說，這類的主題隱含著族人神話傳說裡「起源地」集體記憶

所及的中介存有，這個中介存有在「起源地」神話傳說的觀照

上，同時眷顧著「起源神話」如何解釋現象與歷史傳說如何描

述現象的中介屬性與雙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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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屬「海岸起源說」主題者大都是遷臺不久遠

的一些族群(卑南族、阿美族、達悟族)，因為這些族群來臺時

間不算久遠，「在地化」程度也並非最深，因此初期自海外

移入與在海岸處短暫居住的集體記憶尚能依稀猶存，所以集

體記憶所及者除了「海岸起源說」為主題之外，一些漸漸淡

出的「海外起源說」與漸漸淡入之「高山起源說」等主題，

也都會彼此消長地同時並存。此外，屬「海外起源說」主題

者大都是遷臺最慢的一些族群(卑南族、阿美族、達悟族)，

因為這些族群來臺時間相對較短，「在地化」程度也相對最

淺，因此只對初期自海外移入、登上本島的集體記憶猶新。

所以，集體記憶所及者除了「海外起源說」之主題外，一些

「海岸起源說」與「高山起源說」主題也都會隨著時間漸漸

淡入，並且同時多元並存。(參表1)

神話傳說經常是一個族群歷史文化裡關於人、事、物、

地的集體記憶與論述空間。當然，臺灣南島民族早期是沒有

使用文字的，族群的歷史文化大都藉由口述的神話傳說來反

覆、反思與反芻族群的集體記憶。在遠古的年代裡，族人就

是靠神話傳說這種溫存的奶水來延續歷史文化命脈，並對外

在不能立即理解的世界進行再詮釋與合理化。神話傳說，一

方面在當下蘊含著族人的集體記憶，提供族人不斷滋養的文

化來源；另一方面，也提供族人日後論述修改(shaping)歷史經

驗、自我認同、族群象徵等的一個文化機制。換言之，神話

傳說不是該族群一種硬梆梆、死板板的集體記憶而已，更是

該族群處於變遷中、活絡化的一種歷史經驗與生命基調。

表1：臺灣原住民族「海洋起源」神話傳說類型對照表
族群 海岸起源說 海外起源說 現今位址

卑南族
◎ 美和村海岸(Panapanajan)

◎ 綠島(Sanasai)蘭嶼

阿美族
◎

臺東富岡部落猴仔山(Kasasikoran)
美和村海岸(Panapanajan) 
秀姑巒溪口

◎
綠島(Sanasai)
蘭嶼

達悟族
◎

漁人部落機場旁的沙灘(Jimasapaw)
漁人部落灣澳(Doygang)
椰油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海岸處

◎ 菲律賓北方巴丹群島
表中標示"◎"符號者表示該族群流傳著相對類型之起源說。

二、「海洋祭儀」的社會制約
臺灣原住民族的歲時祭儀與生命禮俗非常豐富，在祭

典時期均需嚴守禁忌配合文化制約。原住民族祭典往往具有

宗教或巫術意義，常與天神自然力有直接關係，而大自然的

神力也經常是族人安身立命的指標，因為有神力的幫忙或得

到天神的寬佑，人與天神之間便開始有了盟約，這也是許多

祭典起源的直接原因。其中，許多原住民族群的「海祭」，

即是族人為了感念先祖自海外平安登陸所舉行之「海洋祭

儀」。另，臺灣原住民的起源神話中，動植物往往也扮演重

要角色，為人事穿針引線。而與海洋動物有關的祭典，又以

阿美族的鯨魚祭與達悟族的飛魚祭較為顯著，阿美族與達悟

族也恰為原住民各族中海洋文化較發達的族群。神話情節以

人們受了指點或獲得了協助，因此開始為這群朋友(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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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舉行祭典，以達感謝之意為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999：85-90)。

茲介紹原住民各族中幾個跟「海洋」有關的祭儀及其文化內

涵：

（一）阿美族的「鯨魚祭」/「海祭」
從前有一個叫馬者者的，在河邊釣魚不慎誤落河中，

隨著河水漂流，竟被沖到遙遠的海中去。馬者者雖然拼命

的游，但是終於疲倦了，而慢慢的陷入意識朦朧的狀態，

並漸漸的不省人事。經過許久，他終於恢復意識，此時，

他發現他身處於一座美麗的宮殿之中，這裡到處都是美

女，沒有一個男人，原來這地方是個女人島，叫做巴萊山

島。在女人島中他受了極上的優待，同時也飽享了雲雨之

樂，但是不久，他便想起了他的妻子與他的母親，開始懷

鄉心切了。有天，他在海邊碰到一尾鯨魚，鯨魚告訴他，

願意送他回家。馬者者喜出望外，便騎了鯨魚，一走千

里，馬上就回到故鄉來了。但不料故鄉的事物全變了，他

的妻子和母親都不在了。他仔細查問才知道，他已經出門

好幾十年，現在已經是他的孫子時代了，鯨魚要求馬者者

預備五頭豬五瓶酒五支檳榔，於五日後在海濱酬謝它，馬

者者便履行了這個約定。過了五天，果然鯨魚又來了，接

受他的謝禮，同時還把造船技術傳授馬者者及他的部落的

人們，從此山胞才懂得造船技術。

－林衡道，1982，〈臺灣風土【公論報副刊】〉

引自尹1994：40-1

上述阿美族鯨魚祭的起源神話中，亦可見到人與鯨魚友善的

情節，神話故事情節大概是鯨魚帶給了粟種給族人，從此之後族

人遂有鯨魚祭之俗，把供品拿到海邊給鯨魚，這也是一種人類回

饋感激的表現。另外，在南勢阿美流傳甚廣的「海祭」神話，亦

提及一位男子飄到女人島過著苦不堪言的生活情節，幸而碰到鯨

魚的搭救，才能重返故鄉，自此後每年同時祭拜海神與鯨魚，後

來演變成「海祭」。

（二）阿美族的「海祭」misa�cepo'（港口部落）
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有一則關於「海祭」的口傳

文本：「傳說中，阿美族原居住於南洋某地，因為觸犯

了造物神，受造物神懲戒以洪水毀滅之。只有一對兄妹

在海神的保護下安然漂流到臺灣島，而能在此繁衍後代。

兩位漂流過海的阿美族祖先們，為了感念海神的眷顧，便

在每一年登陸的日子裡，向海神祭祀」。從中，我們可

以探見港口部落阿美族人臨海而居，部落族人靠大海維

生。海祭活動的目的，是祈願並祝福出海捕魚的部落居

民能滿載漁獲，且平安的歸來，這不僅是展現阿美族靠

山靠海的生活信仰文化，也是體驗生命共同體的共合、

共生。並在揚帆出海前，所有的青年們請到聚會所來，

族裡的長者，及有經驗者將會指導如何網魚，以及傳授

在大海中捕魚的技術。海祭的參與者均為年齡階級組織

中的各組成員，包含老、中、青，嚴禁女性族人接近或

參與，並在海祭的前一天開始下海捕魚，除供作祭拜海

神的祭品之外，亦分享族人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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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卑南族的「海祭」mulaliyaban�( 南王部落 )�
人類學家林志興(1997)曾論及臺東縣南王部落「海

祭」的意義如下：海祭是卑南族南王部落的年度四大祭

典之一，是一個極具特色的祭儀。海祭行於小米收割以

後，以所收割的小米或稻米，向賜予種子，或教導之

法，或救命之恩的天神和祖靈，行感恩儀式的祭儀。稱

之為海祭者，現今在卑南族各部落之中，唯南王有此儀

式。然而在阿美族之中卻也有名之為海祭的祭儀，不

過，阿美族之海祭，雖然同用國語之名，不同的地區的

祭儀，有其不同的目的、儀式和功能，和卑南族的海祭

更有差異。

海祭(mulaliyaban)中的laliyaban是海邊、海岸的意

思。而加mu之音，成為有「去」之意的詞。而去海邊

做什麼呢？南王卑南族的長老都說是去感謝神話傳說中

引進小米的祖先，所以mulaliyaban原始的意思是「去海

邊祭拜感謝祖恩」之意。不過，有一個十分特殊的成規

是，在祭場中進行的儀式，只限部落中的成年和準成年

男性才能參加。每年的海祭時，南王部落的男性成人，

大部份都會參加此項祭儀。

卑南族人通常在陽曆的十二月份時，由女性負責播

下小米的種子，經過陽曆二、三月份的婦女除草工作之

後，就等待陽曆六月時的收割，等到全部落的小米都收

割完成之後，最遲大約亦在陽曆七月份左右，就舉行感

恩海祭的活動。

不過，現在雖然大部份的成年男性都參加在臺東

市鯉魚山東側的海邊舉行的祭典，可是事實上，在同一

天其實另有二處地方亦應同時舉行祭儀。其一在臺東

大橋附近北岸kaTapuT之地，每年會有屬於南王北部落

pasaraad和palangatu氏族的後裔前往行祭。其一應在卑南

大溪南岸稱貓山之小丘處舉行，卑南語稱該地為bukid。

可惜此處的祭儀已在七十餘年前，因負責祭儀的的家

族，無人可承傳祭儀之禮而告中止。

按口傳神話的線索瞭解，海祭應是古老的儀式，

傳承了不知幾千年，而促使這項儀式傳承的動力，是對

祖靈的敬畏與感恩。體認儀式所顯示「慎終追遠」的情

懷，以及珍惜我們南王部落人們一年一度相聚的機緣與

功能，卑南的子孫應該努力維繫儀式的進行和發揚它的

意義，使卑南族得以淵源流長。(頁55-78)

（四）蘭嶼達悟族的「招飛魚祭」
    蘭嶼達悟人非常重視飛魚及其系列的歲時祭儀，

在傳統的文化認知裡，達悟人把飛魚視為一種天神所賜

的「聖魚」，有關飛魚的運搬、殺魚、曬法、食用、餽

贈等禁忌，規定繁複，不勝枚舉。因此，達悟人建立了

以飛魚為核心的海洋知識，他們不只重視飛魚以及圍

繞著飛魚的一系列祭典，甚至是以飛魚為認知主體來理

解海洋、區分季節。換言之，達悟人將一年大致區分

為以下三個季節，亦即teyteyka(飛魚海上漁撈結束的季

節，俗稱夏季)、amyan(飛魚將來臨的季節，俗稱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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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rayon(飛魚季節，俗稱春天)等三季。其中，rayon這個

「飛魚季節」即是一年中最主要的飛魚汛期(約國曆3~6

月份)，也可說是達悟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時期，此時飛魚

群隨黑潮自南方湧現，後頭跟著鬼頭刀等大型魚類的追

逐，為蘭嶼的達悟人帶來豐沛的食物。

蘭嶼招飛魚祭(manawag so among no rayon)起緣於紅

頭部落，據說，係根據黑翅膀飛魚(mavaeng so panid)托

夢而舉行的召喚飛魚儀式(manawag)，企盼飛魚群快游

回蘭嶼。飛魚祭是一項可以表現出達悟人集體互助精神

的活動，在達悟人的生活當中是一項相當重要的祭儀。

達悟人認為飛魚是上天的恩賜，所以對於飛魚的捕撈、

剖理、曝曬、烹煮都有一定的儀式，每當飛魚季來臨之

前，所有漁船的船員必須集合在船長或房子比較大的船

員家裡共食共宿，並且仔細檢視所有的捕魚器材；在出

海的前夕，和其他船員一起吃完飯，便分別回到自己家

中穿上禮服並且配掛各種飾品，盛裝地集合在海灘上自

己所屬的漁船旁邊，船長會手持公雞，讓雞血流在木盤

內，同時帶領船員上船，船員們需要以食指沾上雞血，

塗於海邊的礁石上，而且口唸咒語，意思是招攬魚群匯

集於該部落的漁場。在達悟人生態永續的觀念裡，他們

相信在祭典的時候，將家裡所儲存的飛魚乾全部吃完或

分送給親友，才能有源源不絕的飛魚可供食用。

總之，除了上舉「海洋起源」的神話傳說與「海洋祭儀」的

社會制約等重大文化面向之外。臺灣原住民族的海洋文化尚包含

有海洋飲食與產食文化(例：食物分類、漁撈工具、漁撈技術、漁

撈季節、海洋夜曆、生態知識等)、海洋民族器物工藝(例：船具、

貝器、魚骨器、魚牙裝飾、魚皮盔甲等)、海洋文學(例：蘭嶼著名

海洋文學家夏曼藍波安作品已翻譯成多國語文行銷國際)、海洋樂

舞(例：臺灣著名原住民舞團「原舞者」《山水篇》(1991)、《海

的記憶》(2004)、《大海嘯》(2008)、《浮島》(2016)等年度製

作)、海洋意象公共藝術與文創商品等等，皆是根源於臺灣的海洋

環境與生態智慧所衍生的文化與藝術表現。

參、南島文化外交的國際連結
國際上對「文化權」概念的使用與保障，可見諸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與「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等宣示文件。1948年聯

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係從「人」的一般性角度，1994年的「原

住民權利宣言草案」則從「族群」的角度出發，來加以論述何謂

「文化權」(李文富，2006[2000])。高德義(2014)指出文化是民族

之魂，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重要標誌和象徵。文化不

僅僅是一個民族所熟悉並長期維持的生活內容，更是一個民族創

造與智慧的表現，也是一個民族的自豪感和歸屬感的基礎，因此

民族文化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Michael Freeman(2006：132)則提

及原住民族的代表也要求文化自決的權利。這可能會引起原住民

族文化和人權間潛在的衝突問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考慮到這

類衝突的問題時，力求取得個人權利和原住民族文化保存間的平

衡。這些決策顯示，關於人權的國際法概念絕對不是極度個人主

義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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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偉(2007：161)針對臺灣的南島外交提出他的觀察：「近

年來，在國家南進外交政策的積極進展下，陸續展開原住民互訪之

旅，進行國際文化交流，探索促進兩地共同發展的合作環境，追尋

南島民族斷裂已久的海上歷史文化痕跡。在臺灣當局方面，當然也

希望透過文化的交流與保護，擴展臺灣國際舞臺，建立文化經濟共

同圈」。此外，許多學者亦紛紛撰文探討原住民族文化運用與智

慧財產權的議題，例如：林美瑢(2000)從「文化財產權」的概念探

討了國際法上的相關規範；浦忠勝(2000)從建構原住民族法體系觀

點切入，說明立法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的重要性；臺邦．

撒沙勒(2000)則分析文化商品化、智慧財產權與原住民傳統資源權

利之間的關係，藉此討論部落主權的確立。上述所舉，皆是對原

住民族文化的相關立法、權利與政策等面向，所提出的一些學術

見解與建言。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施政回顧
近三十年來，臺灣各級政府基於學術界與媒體界「臺灣

是世界南島語族起源地之一」的論述觀點，進而試圖藉由臺灣

原住民與南島語族國家之「族群類緣」的情感基礎打開更多的

國家外交空間。例如臺東縣政府自民國88年承辦第一屆「南島

文化節」，即以「發現南島、前進南島、結盟南島」的思維，

以南島文化節做為向南島世界前進與結盟的活動窗口。而最終

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前述的方向上，創造讓國際「認識臺灣、

推銷臺灣」的效益。因成效良好，觀光局遂於90年將其列為臺

灣的十二大節慶做為國際觀光宣傳活動，每年舉辦一次。迄今

已辦理超過十五年，「南島文化節」儼然已成為臺東縣指標性

品牌的重大活動，在國際上創造一定程度的「認識臺灣、推銷

臺灣」的效益，在國內也促進了「認識臺東、推銷臺東」的功

效。有鑒於臺東「南島文化節」推動的成效，中央政府亦曾一

度考慮在臺東推動國家級新建設，設置國際規模的「南島文化

園區」。(楊政賢2015a：108-109)。

隨後，在此施政氛圍下，臺灣積極開展了許多與南島語

族國家進行國際交流的相關政策與活動，為我們留下許多具

體的前人履跡，約略簡述如下：政府為打造臺灣成為南島民

族文化重鎮，致力南島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傳承與創新，

自2002年起每年召開與南島民族議題有關之國際會議。透過

南島國際會議的進行，以加強我國與南島語系國家的互動網

路與文化連繫，增進與南島友邦間之友誼與交流
2。自2006年

起每2年辦理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人員出國考察觀摩活動；

於2011年舉辦「世界原住民族樂舞節」，扶植臺灣原住民族

展演團隊，推動世界原住民族樂舞交流；為培養國內原住民

參與國際原住民族事務之視野與思維，提升國內原住民族非

政府組織國際參與能力，於1997年組團赴瑞士日內瓦參加聯

合國原住民工作小組會議，並自2004年起每年組團前往紐約

參加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論壇，增加臺灣原住民族國際能見

度，培養參與國際會議能力，期能掌握國際原住民族重大發

2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2002年12月8-9日邀請十三個國家的南島民族領袖，首次於臺灣召
開「南島民族領袖會議」，希望藉由本次會議凝聚臺灣原住民族與其他地區南島民族之間的
共識及認同感，並建立穩固而長遠的交流平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3)。該次會議並
發表「南島民族領袖臺北宣言」(參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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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議題，並且辦理多屆全國原住民大專青年國際文化交流

等等。綜上所舉，我們不難看出臺灣除了積極推動與南島語

族國家之「南向政策」的施政企圖之外；政府亦積極開闊原

住民族國際交流的多元管道與世界舞臺，期能藉此促進臺灣

與世界各國之國際邦誼。(參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

根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3條規定：「政府應積極促

進原住民族與國際原住民族及少數民族在經濟、社會、政治、

文化、宗教、學術及生態環境等事項之交流與合作」。回顧

歷史，在臺彎原住民運動的發展歷程中，臺灣原住民族相當

程度地與國際接軌，並且深知國際交流的重要性。然而，臺

灣特殊的國際地位卻使原住民族在國際間的交流上遭受偌大

的阻礙。另外一方面，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臺灣原住民族

如何以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特質為基礎，突破外交困境並達到

國際交流的最大效益，有賴整體政策的縝密規劃。

爰此，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組織架構遂在「綜合規劃

處」下置「國際事務科」，綜理之科務包括有建立原住民族

國際交流跨部會資源整合平臺、推動南島語族交流活動、南

島民族國際會議、辦理2016太平洋藝術節、臺紐經濟合作協

定原住民專章及臺紐經貿諮商會議、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

培訓、原住民族國際非政府組織實習、推展落實合作協定及

MOU簽署交流、臺灣原住民族及大陸少數民族交流業務、辦

理促進原住民族國際交流獎補助案件及聯合國事務、會內入

口網英文版資料更新及督閱，以及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人

員出國考察觀摩等業務項目。

此外，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度施政目標所揭的重點之

一，即為「參與國際會議及研習活動，培育原住民族國際事

務人才，推動南島民族外交及國內外跨族群交流及與大陸地

區少數民族合作交流」。具體實施內容則有：一、辦理原住

民族樂舞節活動；二、推展合作協定或合作瞭解備忘錄簽署

國之交流工作；三、辦理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人員至紐西

蘭考察觀摩，落實臺紐經貿諮商會談及推動雙方觀光經濟產

業合作交流工作；四、甄選原住民赴國際非政府組織實習，

並拓展國際合作關係；五、辦理國際事際人才培訓；六、推

動辦理國際會議與交流事務；七、參加聯合國原住民族常設

論壇；以及八、推動大陸事務工作等工作項目。

具體而言，民國103年度的重要國際交流工作，包含有補

助臺灣原住民族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參加美國夏威夷「第

二十一屆穩固原住民族語言研討會」、補助國立政治大學辦

理「參訪日本國北海道暨舉辦學術會議交流工作坊」、補助

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赴菲律賓辦理「國際原住民

青年草根民主參與培力計畫」、補助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族

產業經濟發展協會參加美國紐約「第十三屆聯合國原住民議

題常設論壇」、規劃辦理「2014第二屆世界原住民族樂舞

節」、於12月2日接待諾魯總統瓦卡閣下伉儷參訪原住民族委

員會、規劃辦理「2014南島民族國際會議」，以及「2014太

平洋歷史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等重要項目。

再者，2014年中原住民族國際交流最值得一提的事件，

正是我國與紐西蘭訂定「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其中就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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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合作專章，這一年中，除了雙方的互訪外，「臺灣部落

行旅」的彩繪班機也在3月由臺灣首航紐西蘭，行銷了臺灣的

原住民族和紐西蘭的毛利族，這些都將促進兩國之間區域的

合作關係，可說是臺灣原住民族在國際交流上的一大突破。

(參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5)

綜上所述，近年來原住民族委員會在前揭原住民族國際

交流的施政願景下，相關工作皆能持續推動進行。此外，原

住民社會與相關非營利組織亦積極致力於與世界南島語族國

家的接觸，努力開拓臺灣與南島的國際關係與文化交流，並

試圖跨越與連結更多國際社會的多元文化脈絡。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願景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自決與永續發展—

21世紀原住民族國政會議會議手冊》所揭，臺灣原住民族權

利的發展與國際原住民運動有著許多關係，不少權利論述的

基礎與國際原住民的論述息息相關。過去臺灣原住民族運動

亦是受到世界原住民運動相當程度之啟蒙。國際間更有人因

此倡導「第四世界」的概念，期盼連結世界原住民針對共同

面臨的議題相互支援、提供相關經驗，進而達到爭取權利的

目的。因此，該會議手冊進一步申明其規劃理念包含以下幾

個重要面向：1.原住民族在臺灣對外交流中可扮演重要的角

色。2.原住民族和國家在對外交流上存在著相互建構與互惠

的關係。3.臺灣原住民族的國際交流應從南島走向世界。(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35-36)

承上，中央主管原住民國際交流事務的原住民族委員

會，揭露當前面臨之課題並研擬具體發展目標，如下說明：

（一）成立國際組織
．  藉由在國外成立國際組織為跳板，解決參加國際

會議的困擾，提高對其他國際型會議的熟悉度及

參與的便利。

．  南島民族國際會議轉型原住民族論譠，一方面維

持與南島地區繼續交流，一方面擴展原住民族國

際交流之對象。

．  國際型原住民族論譠藉由人道關懷、醫療服務等

活動，擴展觸角和國際功能。

（二）參與聯合國常設論譠
．  以文化資產保護、環境生態等議題，參與聯合國

周邊組織。

．  爭取參與我尚未參加之國際或區域性政府間專業

組織。

． 鞏固並強化我已參與原住民族國際組織之關係。

（三）外交人才培育
．  調整國際事務人才培訓之方式，以培育能夠有效

參與各種類型國際會議或活動的人才為目標。

． 結合培訓課程與部落非政府組織培力計畫。

． 建立臺灣與國際之間的雙向人才培育機構。

（四）單位經費與資源
．  借重民間、學術界進行長期深入的國際交流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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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政府各部門對原住民族國際交流之重視。

．  整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中之國際交流業務，整

合預算與計畫，多軌經營國際事務，且多管道經

常性保持與區域組織或個人的聯繫。(參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 2013：36-38)

換言之，臺灣原住民族進行國際交流已經有一定的經驗，

藉由這些經驗的回顧，有助於提出未來更有效參與國際社會的規

劃，當前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提一系列的願景與目標及發展策略，

相信能有助於我國原住民族提高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拓寬國際

交流路線、形成有系統的支援體系，並達成重點突破，使國家和

原住民族相互建構與互惠的關係，能夠更加穩固而明確。(參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3：39)

肆、展望與建議
數千年前，南島語族的祖先從臺灣出發，逐漸向南太平洋各

島嶼遷徙，篳路藍縷，墾荒廝守，於是逐漸形成當今分佈最廣的

海洋民族。如今，臺灣作為全球海洋生命共同體的一員，我們一

方面要正視臺灣作為一個海洋母體國家的本質，另一方面也要積

極關注臺灣與「南島」世界的跨越與連結。此外，臺灣目前國際

外交處境困頓，我們若能轉而探見「臺灣是世界南島語族起源地

之一」的論述契機與文化類緣的情感基礎，相信必能為臺灣積極

開展更多「南島外交」的國際空間，此或可作為國家推動海洋文

化與南島外交的另一種政策取徑。

有鑒於此，除本文前舉政府與民間推動臺灣原住民族海洋文

化與南島外交的事項之外，筆者認為未來可繼續深化的重要國際

交流工作，可如下說明：

一、		文學行銷：積極辦理「臺灣原住民海洋文學國際語言翻譯
計畫」
徵諸歷史，「文學」經常是一個族群文化寓居的所在。

更前瞻的視野是我們要如何將臺灣原住民海洋文學透過語言

翻譯的轉化傳播，增進臺灣原住民在國際社會的露出，此為

臺灣政府與民間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因為，不同國際語言

之間的「翻譯」即是一種可以讓原住民海洋文學跨越語言、

前進國際的新興路徑。換言之，我們要用故事開啟臺灣原住

民海洋文學翻譯的世界風潮，並逐一構築原住民海洋文學寓

居的世界舞臺，藉由文學行銷，讓世界因原住民海洋文學看

見臺灣，促進國際交流的文學路徑，使其開枝散葉，繁華結

果。

二、		前進世界：扶植成立「臺灣國家原住民樂舞國際展演團
隊」
臺灣原住民特殊的樂舞本質與展演方式，早已聞名國

際、讚譽有加。國家未來若能藉由原住民族樂舞團隊的資源

盤點與扶植發展，試圖發掘臺灣特有的原住民族樂舞文化資

產，讓這些存在原鄉生活現場中的樂舞風貌與文化景觀，並

透過後續扶植成立「臺灣國家原住民樂舞國際展演團隊」，

希冀可以讓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得以重新出土、風華再

現。換言之，國家應具體審慎評估成立「臺灣國家原住民樂

舞國際展演團隊」之政策可行性。一方面可以創造原住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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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文創產業美學及潛在市場，進而營造「臺灣原住民樂舞」

之在地文化景觀，共同為國家培植足以代表「臺灣」國家品

牌之國際原住民樂舞展演團隊，前進世界、行銷臺灣，達到

以原住民族樂舞開創臺灣國際文化外交之效。

三、接軌南島：規劃籌設「臺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
國家為具體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基

本法」等國家既定政策，積極保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在地

性與多樣性，完備原住民族未來文化發展的治理平臺與文化

國力，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遂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0

條：「中央政府應視需要設置行政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中心或

博物館，必要時，得以既有收藏原住民族文物之博物館辦理

改制；其組織，另以法律定。從事前項事務之相關人員，應

熟悉原住民族語言文化，並應優先進用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相

關專業人員」，積極規劃籌設臺灣第一座「臺灣國家原住民

族博物館」。時值刻正規劃選址之際，倘若國家可以同步思

考與世界南島語族的國際連結，進而將「臺灣國家原住民族

博物館」同步融入「世界南島文化中心」的規劃思維，應可

創造日後臺灣與南島國家密切的國際交流。總之，「臺灣國

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規劃，希冀可以達成落實國家多元文

化精神的社會教育；縮小原漢教育文化資源落差，平衡城鄉

發展。此外，「臺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亦期能使

臺灣原鄉區域的地方性與世界南島語族的國際性得以相互接

軌，並創造其在地化與全球化的雙重動能，活絡臺灣與南島

國家之間的文化論述與國際舞臺。

四、		連結島國：持續執行「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跨境族群
文化交流計畫」
臺灣蘭嶼至菲律賓巴丹島

3此一跨國境海洋島嶼鏈區域，

長期以來即存在著一個文化類緣關係密切而經常被討論的跨境

「族群」，該族群在蘭嶼稱為Tao，在巴丹島則稱為Ivatan。自

古以來，兩地島民彼此分享著共同的祖先起源與互通的族群母

語。然而，雙方在不明原因下約於三百年前突然中斷交往，直

至最近幾十年，部分蘭嶼當地族人在NGO非營利組織的支持

下與民意代表，提出倡議並致力於兩地歷史關係的重建與族群

網路的重構。考古學者臧振華(2005：145)舉甕棺葬、陶器與

石器的類緣關係等考古資料為例，說明蘭嶼史前文化中的臺灣

類緣關係，他並進一步推測：「蘭嶼和巴丹島的史前居民至遲

在三千年前可能共同來自於臺灣的東海岸。這些人群的全部或

部分，有可能即是今日蘭嶼和巴丹島民的祖先」。時至今日，

蘭嶼與巴丹兩地「族群」的血緣關係，族群接觸與遷徙路線，

以及兩者文化類緣性關連程度等的討論，迄今仍是許多不同學

域探究的焦點（見余光弘 2001；陳玉美 2001；黃智慧 2003；

張懿仁 2004；楊政賢 2012；臧振華 2002、2005；Bellwood＆

Dizon 2005；Benedek 1991；Hung 2008；Ross 2005）。

蘭嶼與巴丹島自1998年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

正式辦理第一次「蘭嶼巴丹尋根文化之旅」的活動起，兩地

迄今已陸續進行八次4較具規模而正式的文化交流活動，兩

3  此處「巴丹島」一詞，係泛指包含巴丹本島共十個島嶼之「巴丹群島」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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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互訪，可謂頻繁（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基金

會 2002、2003；張懿仁 2004；蘭嶼鄉公所 2007a、2007b、

2008a、2008b）。當代交往潮分別自學術田野、族群尋根、宣

教使命，以及南島外交等面向持續進行（參附錄2：臺灣蘭嶼

與菲律賓巴丹島近三十年[1982-2011]交往大事紀表），繼而建

置出一地理位置相對性與族群類緣能動性的跨(國)境關係網絡

(參圖5-10）。蔡志偉（2007）以蘭嶼與巴丹島兩地近年來的交

往為例，認為臺灣當局理應積極開展兩個「外交」面向的實質

內涵。其一，南島學術外交；蔡表示：「在蘭嶼巴丹交流中，

除了看見兩地原住民自其類緣關係的彼此分享與認同所建立之

情誼，以及對未來所描繪的合作發展願景外，我們得以體認臺

灣與南太平洋國家未來合作與發展的空間還很大，特別是在臺

灣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的研究發展上」（頁168）。其二，南

島語族外交；從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來看，其實臺灣原住民族在

外交上可以發揮的空間非常大，只是過去並沒有受到重視。因

此，瞭解世界南島語族與臺灣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從事兩者

之間相關性的研究，具有極高之研究價值，並可正面協助我國

與南太平洋島嶼國家外交關係之建立。同時，藉此一重大建設

計畫，亦能使臺灣從傳統邊陲角色，躋身南島文化研究的核心

地位，對於臺灣國際地位的提升，將有莫大助益（同上，頁

173-178）。

4  此係指由民間基金會或鄉公所等公部門辦理之正式交流活動，不包含宣教團體或學術研究人
員長期或零星的活動。兩地八次正式交流活動分別於1998、1999、2002、2003（兩次）、
2005、2007、2008年份進行（見附錄2）。

徵諸歷史，時代的變遷勢不可擋，文化的採借亦在所

難免。蘭嶼Tao與巴丹島Ivatan此一跨境族群長期世居海外孤

島，「島民」往往自有其觀看島外世界的特殊世界觀，及其

論定歷史的文化視野。時至今日，回首蘭嶼與巴丹近年來的

交往潮，兩地從過去的同源共祖、隙故決裂、交往中斷，再

到當今的尋根互訪等，一路走來，似乎已讓Tao-Ivatan此一

島、國之間的「族群」樣態，在持續的跨境交流中，逐漸顯

現。倘若，蘭嶼與巴丹可將Tao-Ivatan此一跨境「族群」，作

為兩地關係史的一種當代想像模式與跨境族群認同的過程。

那麼，兩地應該就可以跳脫單一國家或島嶼的框架來回應當

下的現代性，進而讓Tao-Ivatan此一跨境「族群」，得以躍出

停格的島、國界線，呈現其跨境族群特有的族群景觀與文化

體系。

綜上而論，近三十年來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兩國、

兩島，多年來試圖跨越國界、連結島嶼的一項互動結果，也

是國家治理與族群交流，以及國際關係與跨境族群的交錯縮

影。然而，本項交流計畫因前朝政府執政外交政策的不同思

維(「西進」v.s.「南向」)而中斷八年之久。倘若，當前政府

可以重新正視臺灣「海洋」國家的本質論述，以及「島嶼」

觀點的歷史建構；那麼，蘭嶼與巴丹島此一跨境/國的南島文

化外交，正好可以作為檢驗其兩地在島嶼地理方位上的相對

性，及其族群文化類緣上的能動性。同時；臺灣與南島、跨

越與連結的海洋座標，亦將藉此得以再度於國際社會宣示、

深化與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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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08巴丹島Ivatan訪問團受邀參加蘭嶼
鄉公所辦理之東方之舟船祭。

圖7  2008蘭嶼Tao訪問團於巴丹節演出蘭嶼勇
士舞。

圖9  臺灣政府捐贈巴丹島所建造之農漁市場
(正門入口外觀)。

圖6  2008蘭嶼Tao訪問團受邀包機回訪巴丹島
(左為蘭嶼鄉鄉長，右為巴丹省省長)。

圖8  2008.06.16蘭嶼與巴丹島雙方代表於蘭嶼
舉行交流研商會議。

圖10  臺灣政府捐贈巴丹島所建造之農漁市場
(紀念碑文)。

五、		創新研究：前瞻推動「環東臺灣海黑潮文化圈跨國區域研
究計畫」
近年來，學術研究發現臺灣在南島起源論述上佔有關鍵

位置，相關議題廣受注目。然而，回顧以往研究的重點大多

在臺灣與西邊的中國大陸，以及與南方諸島之間的關聯，相

對向東或向東北方向的自然歷史關係，則因自然狀態及資料

缺乏之故，甚少受到注意。

中央研究院人類學者黃智慧晚近在沖繩的研究發現，廣

闊的「環東臺灣海黑潮文化圈」包括位居東北方的日本沖繩

列島、中央山脈以東的東臺灣地區，以及蘭嶼、綠島、巴丹

群島、巴布煙群島與菲律賓呂宋島北部等區域(見圖11)。自古

以來，該區域並不是隔絕的世界，雖然資料還不算豐富，但

是史前史、民族學、語言學及神話分析等相關研究，正可提

供我們換個角度重新理解此一區域的海洋文化特色(參黃智慧 

1997，2000，2008等)。

此外，日本學界探討日本起源問題時，南方要素逐漸成

為重要現象，並視日本新石器時代的繩文時期，與南方關係

密切。此一密切關係與流經菲律賓、臺灣東面，經過沖繩往

北流的黑潮，以及颱風等大自然的力量有某種待解的關係有

關。其中，黑潮流經的範圍，其所帶動及滋養的自然現象，

可自成一個值得觀察的區域，而附生於自然現象的族群遷

徙、人文生態、神話類緣關係等，也都是值得比較研究的重

要面向。

總之，政府若能前瞻推動「環東臺灣海黑潮文化圈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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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研究計畫」之創新研究；相信，我們對此一區域內早期

的族群遷徙路線必能有進一步的理解，甚至可以藉此探見此

一區域族群的歷史互動圖像及其文化類緣關係。

圖11  「環東臺灣海黑潮文化圈」區域示意圖（資料來源 / 黃智慧 2008：486）

伍、結語
回顧歷史，臺灣四面環海，但由於過去長期的政治戒嚴、重

陸輕海、缺乏海洋史觀等政策影響，臺灣徹底成為封閉的孤島。

因此，我們的生活教育裡根本遺忘了海；蜿蜒的海岸事實上成了

海防線，是陸地生活的邊陲，並且暗示某種安全禁忌。海洋，不

再是通路，而是阻隔；海洋，也因此成了國人可以輕易見卻無法

親近的場域。(楊政賢 2015b)

臺灣多元族群的組成，先有原住民各族，後有漢人諸系，乃

至當今為數不少的東南亞及大陸新娘等新移民，皆陸續增添了臺

灣的族群多樣性。因此，臺灣國家族群的組成多元，交融日久。

臺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母體，海洋，不應是隔閡，而是通路。本

文藉由針對臺灣原住民族海洋文化與南島外交的回顧與展望，希

冀重新喚醒臺灣人民塵封已久的「海的記憶」，正視「海洋國

家」的本質。同時，期許國家繼續藉由原住民族的族群文化外交

來形塑臺灣海洋風貌意象、南島語族文化特色、促進社群良性互

動、提昇國民多元族群國族認同，並促進臺灣與國際世界的合作

機制，增加臺灣於國際舞臺之露出率與能見度，彰顯臺灣海洋國

家的包容氣度與多元價值。

臺灣與南島，跨越與連結。時值臺灣國際外交仍遭受侷限之

際，原住民族南島外交在前人與政府相關單位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除了繼續跨越臺灣與南島之外，更要連結原住民族與國際社

會，讓臺灣得以從南島走向世界，充分展現臺灣的多元族群文化

與海洋國家本質，並共同促成國際社會「永續海洋」的環境建構

與永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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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南島民族領袖臺北宣言」

南島民族是一個海洋民族，北從臺灣、南到紐西蘭、西從

馬達加斯加、東到復活節島，我們孕育了一個獨特的海洋/島嶼

文化。為勾畫整個南島文明發展的遠景，為促進人類的福祉，豐

富世界的文化，十三個國家代表在臺北召開首次南島民族領袖會

議，我們宣示：

第一、  重視新世代青年的教育，致力南島傳統文化的研究、

傳承與創新；

第二、  關懷彼此的人權狀況，尊重多元文化的價值，確保不

同語言、生活方式的自主發展；

第三、  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精神，共同維護島嶼和海洋生

態的平衡，重建人類和大自然的倫理；

第四、  加強資訊的流通，增進彼此的瞭解，促進南島交流與

合作；

第五、 積極促成一個組織架構，作為推動永續工作的基礎。 
（資料來源/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15） 

附錄2：  臺灣蘭嶼與菲律賓巴丹島近三十年（1982-2011）交往大
事紀表

年代 事件主題 交流內容 備註

1982年 學術研究

美國人類學者Dezso Benedek為進
行蘭嶼與巴丹島兩地文化的比較研
究而來到蘭嶼，之後又邀請椰油村
青年Si Mogaz(顏福壽)隨其一同前
往巴丹的Itbayat島進行後續研究。

開啟蘭嶼與巴丹島兩
地頻繁交流的序幕。

1986年 兩地通婚
蘭嶼青年Si Mogaz與Itbayat島女子
Lita相識結婚，婚後返回蘭嶼定居，
兩人並育有二女。

成為兩地居民一個再
度「聯 姻」的 共 同 話
題。

1991年
7月 族群尋根 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林

茂安獨自一人造訪巴丹群島。
林茂安許下十年內籌組
蘭嶼尋根團的心願。

1993年
2月 宣教使命

由於蘭嶼與巴丹島兩地族人語言相
通，基督教蘭嶼神召會差派椰油村
王春雄牧師和賴樹成傳道兩個家庭
赴Itbayat島宣教。

兩個宣教家庭於1995
年4月12日返回蘭嶼，
後續則有其他教派陸
續前往。

1994年 宣教使命

東清部落基督教長老教會張海嶼
牧師與朗島部落天主教傳道人謝永
泉，為了達悟語聖經翻譯校正一事
前往馬尼拉，並轉往巴丹島進行為
期兩週的訪問。停留巴丹島期間做
了一些兩地語言、文化、習俗與宗教
的比較紀錄。

張 海 嶼 牧 師 返 回 蘭
嶼 後，有鑒 於巴丹島
Basco市區街道市集的
觀察啟發，提 倡開 辦
後來東清部落的黃昏
市場。

1997年 族群尋根
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林
茂安、謝福美與嫁至蘭嶼的巴丹女
子Lita共三人，前往巴丹洽談籌辦第
一次「蘭嶼巴丹尋根文化之旅」。

同 年 1 2 月，巴 丹
省 長 Te l e s g o r o  F. 
Castillejos回訪蘭嶼。

1998年
3月2日
至8日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立法委員瓦歷斯貝林與蘭嶼鄉長廖
班佳，率團正式進行第一次「蘭嶼
巴丹尋根文化之旅」。

簽署「蘭嶼巴丹第一次
宣言」(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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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事件主題 交流內容 備註

1999年
5月7日
至12日

族群尋根
學術研究
南島外交

財團法人基督教蘭恩文教基金會
辦理第二次「蘭嶼巴丹尋根文化之
旅」，並增加血液基因調查與社會
學探討。

2002年
7月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辦
「南島民族世紀首航暨海洋文化國
際論壇」，巴丹省國會議員Florencio 
B. Abad等巴丹省代表前來與會。

簽署「蘭嶼巴丹友好宣
言」(附錄2)

2003年
9月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立法委員瓦歷斯貝林與蘭嶼鄉鄉長
周貴光率團訪問巴丹群島

簽署「蘭嶼巴丹交流
合作備忘錄」(附錄3)

2003年
11月

族群尋根
學術研究
南島外交

財團法人臺灣原住民部落振興文教
基金會、蘭嶼鄉公所及高雄市政府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共同主辦「2003
蘭嶼巴丹永續海洋計畫」，邀請巴
丹省國會議員Florencio B. Abad率
團回訪臺灣蘭嶼。

24日巴丹訪問團與高
雄市政 府簽署「高雄
巴丹海洋新伙伴備忘
錄」(附錄4)

2005年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高雄市政府主辦「前進大海—南島
大使船出訪活動」，邀請巴丹省長
參加「2005南島國際論壇」。此行
並有醫療團隨同義診，廣獲迴響。

簽訂「海洋共同體」備
忘錄

2007年
2月 南島外交

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
臺灣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達成
促進蘭嶼與巴丹島兩地合作之共識
協議。

簽訂「原住民 族 事務
合作瞭解備忘錄」(附
錄5)、「蘭嶼與巴丹島
農業觀光教育文化資
產合作案」(附錄6)。

年代 事件主題 交流內容 備註

2007年
6月19日

至7月4日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蘭嶼鄉公所開始自主辦理，兩地以
「包機」接駁的方式互訪，Ivatan
由巴丹省議員Narciso Cabas Jr.擔
任領隊，並受邀參加蘭嶼「聯合豐
年祭」與「蘭嶼、巴丹兩島宗教聯合
彌撒大典」。Tao則由周貴光鄉長率
團，並受邀參加巴丹節及新舊任省
長的交接典禮。

完成「蘭嶼與巴丹島農
業觀光教育文化交流
資產合作研商會議」
會議記錄(附錄7)

2008年
2月

學術研究
南島外交

蘭嶼鄉公所委託多得設計行銷顧問
有限公司規劃執行「部落造舟與巴
丹島海洋路徑計畫委託調查評估工
作」，進行蘭嶼二十人拼板舟建造
及航行至巴丹島之整體評估分析，
期能透過實際行動形塑「蘭嶼巴丹
海洋文化圈」之未來遠景。

完成2007年度蘭嶼鄉
離島建設基金《部落
造舟與巴丹島海洋路
徑計畫委託調查評估
工作報告書》

2008年
6月11日
至28日

族群尋根
南島外交

蘭嶼鄉公所自主辦理，兩地以包機
接駁的方式互訪，Ivatan由巴丹省
新任省長Telesforo F. Castillejos擔
任領隊，並受邀參加蘭嶼火把節與
東方之舟船祭之拼板舟下水典禮。
Tao則由周貴光鄉長率團，並受邀
參加當年度的巴丹節系列活動。

2010年
5月11日
至17日

宣教使命
族群尋根

由基督教神召會賴樹成傳道與長老
教會的董森永牧師等人組成訪問
團，並攜帶著魚網、潛水用具、農具
等贈送物資前往。

兩地宗教與文化的多
元交流

(資料來源/ 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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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立於1984年的墾丁國家公園為我國首座兼具山與海的海洋型國家
公園，而相繼成立於2007年之後的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臺江國家公園、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等海域，均屬珊瑚礁生態、河口、潟湖以及溼地

等自然環境，並涵蓋生態多樣且自然資源豐富的海域，因此現今屬我國

國家公園範圍之海域面積已達43萬8,573.4公頃。依IUCN保護區分類
管理屬第Ⅱ類中的國家公園或海洋國家公園，因此我國家公園現行依各

類型及特色之海域，予以區劃分出海域生態保護區、海域特別景觀區、

海域遊憩區以及海域一般管制區等四種海域分區，且依據各區海域之生

態、地質、景觀、人文等資源分布與性質，加以適當分區，以為訂定保育計

畫及利用計畫。因此各海域依不同生態資源、自然景觀、水域遊憩等生態

條件與管理層級，進而實施各區域之經營管理計畫。

國家公園海域提供極具高度生態服務功能，對生態而言除了自身為高

生產力的自然環境，提供各類海洋生物有豐富的食物及棲地，且讓各類

海洋生物有著豐富的食物及棲地，另部分特殊的生態系統(如：海草床生
態、紅樹林生態)對於碳捕捉亦具有碳匯能力、調節區氣候、提升溶氧、
淨化水質等生物多樣性功能。然而各國家公園海域生態環境經常面臨遊

憩壓力、水質汙染(如：海洋油汙染、未處理廢水)、海洋垃圾、資源過度利
用(如：過漁)與非法盜採等人為活動，以及颱風、海域溫度異常(珊瑚白
化、寒害)、生物性災害(棘冠海星大爆發)之自然力量破壞，其上述各種因
素均容易造成該自然棲地之劣化與損失，以致原有多樣性資源減損、生

態系統崩解之可能。

故此，為能有效控制因人為活動所產生之影響，於國家公園海域之各

國家公園管理處極力於強化各海域之執法取締能量、且提升各海域資

源保育機關之橫向聯繫與合作等策略，以實質等行動來降地資源遭受獵

取之現況；於棲地改善之方式：則加強撫育造林以減少水土流失、進行

淨灘淨海之工作；建設汙水處理廠與增加接管率；提升海洋油汙染緊急

應變能力；以及復育原生樹種、種植珊瑚及培育指標性螺貝類等復育工

作；另為掌握當地生態資源環境變化情形則進行各類生態資源監測與研

究調查(珊瑚礁總體檢、潮間帶生態調查、魚類資源調查)；此外為讓民眾
能更親近國家公園內的生態環境與資然資源、並辦理各類型環境教育與

生態旅遊等活動，藉由體驗過程瞭解國家公園海域保育之重要以及深

入民眾能付諸行動來愛護海洋。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84, Kenting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marine national 

park in Taiwan, and has a combination of mountain and ocean scenery. 
Since 2007, we have seen the opening of Dongsha Atoll National Park, 
Taijiang National Park and Penghu Four Southern Islet National Park. 
These national parks are considered as coral reefs, estuaries, lagoons and 
wetlands and the diverse ecologies and resource rich waters now span as 
much as 438,000hectares. On the IUC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scale, 
these parks are defined as category II national parks or marine national 
parks. The demarcation of our marine ecology protected area, marine 
special landscape area, marine recreational area and general area are based 
on their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n, they were further subdivided based 
on their properties such as ecology, geography, landscape and humanity, 
to act as conservation and utilizing plan. Thu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plan for different waters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administration levels such as ecological resource, 
natural landscape and marine recreation.National parks provide ecosystem 
services that both act as highly productive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also provide enriched food and habitats for marine species. Their unique 
ecological systems (e.g. seagrass, mangrove) support biodiversity, act as 
carbon sinks, promote climate regulation, increase dissolved oxygen, and 
purify water. Howev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of national parks often 
face pressure from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recreation, water pollution 
(e.g. marine oil pollution, unprocessed sewage), marine debris,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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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 (e.g. overfishing), and illegal harvest. Other problems include 
typhoons, abnormal seawater temperature (which can lead to coral reef 
bleaching and cold damage) and biological disaster (e.g. crown-of-thorns 
starfish outbreaks). The above factors often undermine and cause loss to 
natural habitats that eventually results in the impairment of resources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national parks administration enforced banning on 
illegal activities surrounding the waters, enhanced lateral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trategies of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gencies to mitigate 
exploitation effectively. To improve habitats, the following actions need 
to be carried out: nurture forestation to reduce water and soil drainage, 
beach and ocean cleanup, construction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and 
improve served rate. Other methods such as upgrading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of marine oil pollution, restore native trees, coral plant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indicative shellfish should also be implemented. On the 
other hand, monitoring on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s 
essential by carrying out surveillance and research (coral reefs examination, 
intertidal ecology and fish resources research). The public would be getting 
closer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national parks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cotourism. Finally, it could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owards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on national park 
waters and lead to actions on marine protection.

關鍵詞：國家公園、海洋保育、珊瑚礁
Keywords:		national	park,	marine	conservation,	coral	reefs

壹、前言
我國現今擁有海域的國家公園分別有墾丁國家公園、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臺江國家公園及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等四座國家

公園，其總和海域面積有43萬8,573.4公頃，其生物資源含括有：

珊瑚礁生態系、海草床生態系、潟湖生態系、紅樹林生態系、河

口生態系等生物多樣性極高之海域自然環境。且各國家公園海域

生態資源及環境特色如下：

墾丁國家公園（1984年成立；海域面積15,206.09公頃）由百

萬年來地殼運動不斷的作用，陸地與海洋彼此交蝕影響，造就本

區域高位珊瑚礁、海蝕地形、裙礁海岸、崩崖地形等地理景觀。

由於此海域受到黑潮暖影響、水質清澈、水溫適宜，以及特殊的

海陸位置加上熱帶氣候的催化，此孕育出豐富多樣的生態樣貌，

尤其以後壁湖海域為該海域生物熱點最高之處，亦為魚類群聚最

為豐富之水域，使得海底因珊瑚群聚結構與珊瑚礁魚類交織更是

繽紛絢麗。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2007年成立；海域面積353,498.98公

頃），位於南海北方，環礁外形有如滿月，由於造礁珊瑚歷經萬年

建造形成，又因東沙環礁地理位置接近印太平洋中的珊瑚多樣性的

分佈熱點（即珊瑚大三角The Coral Triangle），而其造礁珊瑚依形

成原因不同演變成裙礁、堡礁及環礁等三種形態之呈現，因此在地

理構造上以近乎正圓環礁之景觀更顯特殊。而在地理及生態，因有

著豐富多樣的海洋生物，其範圍涵蓋了島嶼、海岸林、潟湖、潮間

帶、珊瑚礁及海草床等不同但相互依存的生態系統，資源特性有別

臺灣沿岸海域的珊瑚礁生態系，其複雜性多樣遠高於陸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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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江國家公園（2009年成立；海域面積34,405公頃），其海

域部分沿海以等深線20公尺為範圍，以及鹽水溪至東吉嶼南端等

深線20公尺所形成之寬約5公里、長54公里之海域(為澎湖水道或

黑水溝等古航道)，其海域具豐富的魚蝦蟹貝類，亦為重要傳統

漁場之一。此外，當地水域紀錄鯨豚類已達21種。而沿近海岸的

沙洲與海埔地之附近水域，其所形成的濕地為許多鳥類棲息、活

動、攝食之重要環境，尤其以著名的黑面琵鷺等候鳥遷徒於此，

同時該區域亦為我國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之劃設範圍。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2014年成立；海域面積35,473.33公

頃），其位於澎湖南方的東嶼坪嶼、西嶼坪嶼、東吉嶼、西吉嶼等

島嶼所組成之海域範圍。其未經過度開發的南方四島無論是自然生

態、底質景觀或人文史蹟等資源，都維持原始且低汙染的天然樣

貌，尤其附近海域覆蓋率極高的珊瑚礁更為珍貴。於此海域內以單

種或少數珊瑚所形成大片群集為澎湖南方四島珊瑚群聚特殊景觀，

如常見：枝形軸孔珊瑚、桌面形軸孔珊瑚、葉片形表孔珊瑚等，珊

瑚形成層層交疊的立體結構更為壯觀。此海域受黑潮支流交互作用

形成湧升現象且帶來豐富營養鹽，相對孕育出豐富的魚類資源，又

依據臺灣魚類群聚之南北兩大體系調查，亦可發現澎湖南方四島海

域為兩大體系之交接帶，且組成偏向於南方體系。

貳、現況
現今我國家公園依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保護區分類管理屬第Ⅱ類中的國家

公園或海洋國家公園，因此我國家公園依據國家公園法及國家公

園計畫內容，並參考現行各類型及生態資源之特色海域，予以區

劃分出海域生態保護區、海域特別景觀區、海域遊憩區以及海域

一般管制區等四種海域分區，且依據各區海域之生態、地質、景

觀、人文等資源分布與性質，加以適當分區，以為訂定保育計畫

及利用計畫。因此各海域依不同生態資源、自然景觀、水域遊憩

等生態條件與管理層級，進而實施各區域之經營管理計畫。

國家公園海域提供極具高度生態服務功能，對生態而言除了

自身為高生產力的自然環境，且提供各類海洋生物有豐富的食物

及棲地，另部分特殊的生態系統(如：海草床生態、紅樹林生態)對

於碳捕捉亦具有碳匯能力、調節區氣候、提升溶氧、淨化水質等

生物多樣性功能。而珊瑚礁生態系所形成天然礁體，其擁有可削

減或減弱海浪侵蝕作用，以保護天然海岸之功能，可稱之為天然

的消波塊。此外，上述各類生態系資源同時亦可提供生態旅旅與

科學研究之高產值等生態價值，並發展為永續經營管理之事業。

然現今各國家公園海域之生態環境經常面臨許多人為活動及

自然影響等內外因素，而導致海域的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等式微

或消失之窘境。而就人為活動之影響與干擾因素有：

一、遊憩壓力：
依2015年墾丁國家公園遊憩人數統計已達800萬人數之紀

錄，其雖造就蓬勃發展的觀光產業，卻也使得當地環境承受

過大可負荷的乘載量。

二、水質汙染：
隨陸域土地開發利用以及遊憩需求倍增之下，對於水資

源之使用亦為增加。然而每當未經過處理的廢汙水進入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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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其產生有害重金屬、環境賀爾蒙、優養化等影響。

故水質不佳時容易使水域環境劣化，進而影響水中一切生物

生存。此外，海洋油汙染外洩亦嚴重危害海洋生物之存活，

如2001年阿瑪斯油輪擱淺於墾丁龍坑海域之油汙染事件。

三、海洋垃圾：
未經妥善處理的垃圾，其經由河海等水體之漂流、沉

底、堆積等反覆移動，均使海域生態環境品質低劣，同時也

容易覆蓋珊瑚礁或被海洋生物誤食而死亡。尤其塑膠產品所

產生廢棄物或塑膠微粒已有進入生物體內之研究。

四、資源過度利用：
各國家公園海域內均有利用海域資源的情形，惟在使用

不具友善環境之漁法漁具下，對於海域生態影響生物資源量

耗盡的速度遠大於資源再生產的速度。比如：電、毒、炸、

網(流刺網)、射魚(潛水器漁業)等掠奪方式。

五、非法盜採：
各海域亦有未經許可而進行違法盜獵捕之情形發生，比

如：本年(2016)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域內受中國漁船大肆盜

採現生珊瑚及保育類動物海龜。此違法盜獵之行為已嚴重危

害當地海域的珊瑚礁生態環境與生物資源。

另有自然力量所產生的影響如下：

一、颱風影響：
每當颱風強度有逐漸增強且等級過大時，其造成巨大海

浪，而過大的機械式破壞整體珊瑚礁生態棲地與海域環境。

如：2009年莫拉克颱風曾造成墾丁海域大型軸孔珊瑚傾倒或

翻覆情形，珊瑚因而白化死亡，此破壞情形也讓珊瑚礁棲地

需有數十年時間才得以恢復。

二、海域溫度異常：
因全球氣候異常趨於常態，氣溫變化亦有逐漸攀升的現

象。因此在極度高低溫變異下，直接影響到海洋生態。本年

2016年7月已於墾丁及東沙海域，因海水高溫持續數周而導致

表水層之現生珊瑚白化死亡。另亦有紀錄2008年澎湖海域，

因海水低溫產生寒害使得珊瑚礁魚類大量凍斃死亡。

三、生物性災害：
2010年澎湖海域亦有發生棘冠海星大發生之情形，因該

海域珊瑚礁生態系統中缺少天敵大法螺之抑制，使棘冠海星

大量繁殖且食用珊瑚蟲，進而危及整體珊瑚礁生態。為此國

家公園管理處進行除棘行動，以減少棘冠海星對珊瑚礁的破

壞。另墾丁海域亦因海水中營養鹽過多，使松藻過度繁殖，

以致覆蓋珊瑚群體。

上述各種內外因素影響均容易造成自然棲地之劣化與損失，以

致原有多樣性資源減損、生態系統崩解之可能。故此，為能有效控

制因人為活動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已著手推動及

執行相關因應措施，並經整合各海域國家公園執行項目如下：

一、強化各海域之執法取締能量：
提升各海域資源保育機關之橫向聯繫與合作，以實質等

行動來降地資源遭受獵取之現況。

二、廢汙水處理：
建設園區內陸域上汙水處理廠與增加接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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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海洋油汙染緊急應變能力：
增加海洋油汙染景及應變能力及能量庫，並與縣市政府

環保局合作與能量支援。

四、棲地環境改善：
加強陸域範圍內之撫育造林以減少水土流失、進行淨灘

淨海之工作。

五、復育工作：
復育原生樹種、種植珊瑚及培育指標性螺貝類等工作，

提高自然海域環境復育成效。

六、生態資源監測與研究調查：
各國家公園專業人員以自行監測方式，進行珊瑚礁總體

檢、潮間帶生態調查、魚類資源調查等工作，以掌握當地生

態資源環境變化情形。

七、辦理生態教育活動：
為讓民眾能更親近國家公園內的生態環境與資然資源、

並辦理各類型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等活動，藉由體驗過程瞭

解國家公園海域保育之重要以及深入民眾能付諸行動來愛護

海洋。

參、願景
海洋保育與海洋保護區的劃設是目前國際上的重要趨勢與課

題。1992年6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之聯合國環境大會提出「21

世紀議程」，就對海岸管理和海洋保護提出許多永續發展策略。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趨勢日益加劇，生物承受多重壓力的情況

下，致使生物多樣性加速流失，對於海洋生態資源的保育維護亦

更為艱鉅。2010年10月於日本名古屋召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0屆締約國大會訂定《愛知目標》，倡議「到2020年，至少10%

的海岸及海洋區域應有效地被保育及復育」。2012年6月於巴西里

約召開的「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俗稱Rio+20會議)，再次重申

《愛知目標》對於海洋保護區保育的目標及倡議。

就海洋保育策略而言，我國之發展願景應著重點於「強化海

洋科教，全民守護海洋」與「落實永續發展，世代均享海洋」兩

個層面，尤其在海洋國家公園的發展中所衍生出來的面向則包括

有：進行物種、棲地與自然生態系多樣性的調查與研究、加強海

洋環境長期監測、海洋保育推廣與海洋環境教育、推動潛在海洋

型國家公園、強化海洋研究站能量以及國際研究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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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你丟我撿，
臺灣潔淨海洋的機會與挑戰
Tackling Marine Debri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胡介申 Chieh-Shen HU 1

1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海洋守護專員
  Master, Department of Marine Bio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Ocean Initiative Coordinator, The Society of Wilderness.
 E-mail: jason@wilderness.tw

摘要
臺灣民間團體自2004年起於淨灘時紀錄廢棄物之種類與數量，數據顯
示在材質上以塑膠為大宗(90%)、主要為陸地來源之飲食包裝(80%)。顯示
與特定產業(消費性包裝商品、餐飲與塑膠回收)、特定消費族群(飲食外帶
與包裝食品愛用者)與一般廢棄物管理政策三面向高度相關。臺灣的海洋
廢棄物的來源有15種以上，但主要為降雨逕流造成之非點源汙染，不適
用傳統汙染防治思維，應以源頭減量為目標，啟動產業+民間+政府三方的
跨領域合作，例如：以友善海洋與零廢棄的觀點改良民生消費品的包裝設

計；推動對產業與消費者均有誘因的塑膠減量、回收與生質能利用方案；

以潔淨海洋為意象，利用環境教育與鄉土教育扎根學校與社區，減少任意

丟棄。面對各縣市海岸已存在且不斷蓄積的廢棄物，政府部門應速設置

專案辦公室，透過科學調查釐清汙染之來源、組成與影響；制定河川、海

岸、海底與海面之固體廢棄物清理標準作業程序；正視廢棄物跨域輸送

(跨縣市與跨國)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並應由廢棄物處理與回收相關基
金提撥經費，優先補助高汙染區域(如離島)之地方政府、海岸管理機關與
海岸認養團體之海岸清理計畫。

Abstract
Since 2004, Taiwanese NGOs have been carrying out marine debris 

surveys while conducting beach cleanup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majority of debris (90%) to be plastic, 80% of which consists of food and 
beverage packaging from land-based sources. This finding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packaged consumer goods, food and 
beverages, and recycled plastic), consumers (take-out and packaged food), 
and waste management policy. Although sources of marine debris fall 
into over 15 categories, most non-captured waste consists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from runoff. As traditional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is not applicable here, interdisciplinary partnerships between industry,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are essential. This cooperation should be 

◎版權所屬 <a href='http://tw.123rf.com/profile_divedog'>divedog / 123RF 版權商用圖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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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at-source mitig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designing consumer goods 
packaging on ocean-friendly or zero-waste principles; providing incentives 
to both industries and consumers to use plastic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energy recovery systems;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and community-
based programs to reduce littering. To deal with existing debris on local 
beach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t up an office for marine debris to 
overse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the source, composition, and impact 
of marine debris. This would help to clarify the issue and support future 
work, such as developing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for cleaning 
up anthropogenic litter in waterways and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transboundary floating debris, and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s. In addition, a part of the Recycling 
Management Fund should be set aside for coastal cleanup projects in highly 
contaminated areas (e.g. remote islands) and for similar projects conducted 
by adopte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關鍵詞：海洋廢棄物、塑膠汙染、非點源汙染、海洋保育、淨灘
Keywords:		marine	debris,	plastic	pollutio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marine	conservation,	beach	cleaning

壹、前言
一、海洋廢棄物-日漸升溫的國際議題
海洋廢棄物(marine litter)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定義為「遭人為處置、丟棄、或遺

棄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的任何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體」1，為

近年全球關注之重大海洋保育議題，其中又以進入自然環境後不

斷破碎，但生物分解緩慢的海洋塑膠廢棄物(marine plastic debris)

影響最為深遠。全球每年約有800萬噸塑膠進入海洋2，對人類而言

不僅是道德上的負面觀感，也造成社會、經濟與生態各層面實質

的重大損失3，其中生態衝擊方面又對特定海洋生物類群(海龜、海

鳥與海洋哺乳類)的生存威脅最為嚴重4。而國際上針對海洋廢棄物

解決對策由2011年國際海洋廢棄物會議(Fifth International Marine 

Debris Conference, 5IMDC)對陸地、海洋來源廢棄物的減量與移

除策略5，逐漸發展為改善廢棄物管理系統6、建構塑膠產業的封

閉循環體制7等更高位的討論。而基於海洋資源共享與廢棄物跨域

漂移等特性，相關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也提出具體的工作計畫與目

標，如東北大西洋各國組成的OSPAR委員會所提出「海洋廢棄物

區域行動方案」(Regional Action Plan for Marine Litter8)、歐盟「海

洋策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9)下的

「良好環境狀態」(Good Environmental Status)。2015年聯合國更

將海洋廢棄物編入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0)內，關於生產、消費與海洋永續發展的條目中，

並由UNEP的全球海洋垃圾夥伴協議(Global Partnership on Marine 

Litter, GPML)發佈調查報告與政策指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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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的海洋廢棄物-現況分析與相關研究
以地理環境而論，臺灣位於亞洲東南緣、北太平洋西側

之島嶼，本島海岸線長度約1,200公里，東部外海即為世界第

二大洋流黑潮之流域、北岸與西岸冬季常受低溫的中國沿岸

流輸送、西南側夏季則受溫暖的南海海流與黑潮支流影響，

此外更有澎湖群島、金門群島、馬祖列島等大小島嶼86個。

因此臺灣海岸周邊水域內除了內部陸源性的廢棄物，更有航

運、漁業行為產生的海洋來源與其他國家漂流至此的廢棄

物。

就民生層面觀察，臺灣人口2,300萬，95%居住於中央山

脈以西，並集中在6個直轄市(70%)，近50年隨著工業化、都

市化與服務產業的發展，驅動更方便即時的消費市場。例如

臺灣連鎖便利商店數量超過1萬家12、餐飲攤販9千多家13、飲

料店總數1萬6千多家13。蓬勃發展的零售通路與餐飲服務業，

讓多數居民在一日任何時段均能迅速獲得各式飲食服務與民

生消費。若轉換視角，臺灣每年約產出180億個塑膠袋14、45

億支寶特瓶15、15億個飲料杯16與6萬噸免洗餐具17，均為用後

即廢棄之一次性用具。由於成本低廉、廣泛使用與未妥善處

理，讓此類物品被使用後容易由現有回收、焚化與掩埋的廢

棄物管理機制逸出而進入戶外環境，一旦隨降雨循下水道、

河川進入海域水體、或因海浪潮汐擱淺於海岸，即涉及臺灣

海洋廢棄物的議題範疇。

臺灣海洋廢棄物過往的相關學術研究包含高雄市旗津區
18、新北市北海岸19等地區性的海岸廢棄物短期監測；或針對

牡蠣養殖之廢棄保麗龍浮球20與沿近海小型漁船21於海上產生

之廢棄物提出管理方案；近日則有首篇以更微觀角度調查北

海岸與基隆等海岸微塑膠(microplastic)的研究被發表22。

本文將以民間團體執行海岸廢棄物監測之數據分析為

出發，嘗試釐清臺灣海洋廢棄物的可能來源、利益相關之產

業、消費族群與主管機關，提供源頭減量之合作方案。同時

為各縣市現存海岸廢棄物的減量與清除提供建言。

貳、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成果與來源分析
一、監測方法、數據之應用與其限制

臺灣民間系統性紀錄海洋廢棄物數據應源自於2000年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赴夏威夷參加國際海洋廢棄物研討會

(IMDC)，回國後引進美國海洋保育團體Ocean Conservancy發

起之國際淨灘行動紀錄表(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Data 

Card)23，陸續獲得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24、舟遊天下獨

木舟俱樂部、臺南市社區大學、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荒野保護協會等單位響應，透過志工淨灘活

動時，紀錄各項廢棄物之數量，以及參與人數、海岸長度、

廢棄物總重等量化資訊25。為了降低操作困難度、鼓勵民眾

自行下載使用，使用之紀錄表格經過數次改版，監測之廢棄

物項目由40多項簡化為現行之19項26。操作場域則以海岸為

主，少數為濕地、河川與水下27。至今(2016)已累積逾400筆

數據、總參與人數超過5萬人，於223公里長的海岸線上清理

超過127噸的廢棄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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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主要操作者為一般民眾、環保志工、學生與家庭，

而非專業研究人員，因此無法滿足固定時間、固定位置、固定

抽樣面積與固定採樣人數等統計學上的基本需求，故難以將

廢棄物重量或數量數據標準化後進行不同年度與地點之間的比

較。但以「公民科學家」與「環境教育」的角度應用，此數據

每年已被繪製成「海洋廢棄物數量前十大排行榜」或「不同材

質與用途廢棄物之數量比例」等資訊圖表29、動畫30或學校教

材29，為臺灣環境教育者廣泛使用。在現場的操作過程中，淨

灘者也能快速從雜亂無章的垃圾裡，得知該海岸的廢棄物組

成，並體會海洋汙染與自身消費/丟棄行為的關聯性31。

二、2015年度監測數據分析
2015年整年度15縣市、48座沙灘、81筆淨灘監測數據

顯示，數量上之前十大項廢棄物佔整體有紀錄之廢棄物的

83.6%。其中除了第二名漁業浮球與第十之名菸蒂，其餘8

項均與飲食與民生消費行為直接（如第四名之吸管）或間接

（如第三名之

塑膠提袋）相

關（圖 1）。

若以各項目之

主要使用材質

區分，可發現

圖1  2015臺灣民間海洋
廢棄物監測，數量
排名前十大之廢棄
物與其數量，以及
佔 整 理 數 據 之 比
例。

臺灣海洋廢棄物在材質與數量上主要為塑膠（89.6%）、玻璃

（7.6%）、金屬（1.4%）與紙類（1.3%）。以各項廢棄物之用

途切分，則72.4%之廢棄物與飲食行為相關（分別是54.0%之

飲料容器與吸管以及18.3%之食品餐具與容器），其次依序為

漁業（17.8%）、抽菸（6.3%）與其他用途（3.5%）32（圖2）。

圖2  2015臺灣民間海洋廢棄物監測，依各廢棄物項目之主要材 質(左)與用途(右)區分，以及佔
整體數據之比例。

三、微塑膠密度調查
上述之海洋廢棄物監測的目標物尺寸設定為直徑大於

25mm，學界稱為大型塑膠（macroplastics），而直徑介於

1-25mm之塑膠通常被稱為中型塑膠（mesoplastics），更細小

則稱為微塑膠（microplastics）或奈米塑膠（nanoplastics）33。

為進一步瞭解更小尺寸區間內的塑膠海洋廢棄物的密度與組

成，荒野保護協會於2014-2015年間嘗試執行四次「微塑膠密

度調查」，密度最高的一筆數據顯示每平方公尺、深度五公

分的範圍中，有高達5206個、53.21公克、直徑介於1-25mm

之塑膠。數量上以保麗龍等發泡材質較多，與歷年海洋廢棄

物監測數據中高居不下的漁業或養殖業浮球（發泡材質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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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吻合；重量上則以硬質之塑膠碎片佔比最高。值得注

意的是，四次採樣均有採獲工業原料之塑膠原料顆粒（resin 

pellets），數量上之比例介於0.9-6.8%之間（表1），顯示臺灣

海岸亦受到初級微塑膠（primary microplastics）汙染。

表1：四次微塑膠密度調查之結果，以底線標示各分類的最高值。

	四、外來海漂瓶罐調查
為釐清海岸上外國來源之海漂廢棄物與本地來源廢棄

物之間的比例，荒野保護協會於2014-2015年間執行兩次外

來海漂瓶罐調查。借助臺灣特有之資源回收標示規範，區隔

國內製造、國內合法進口（均應標示四合一回收標誌）與異

國海漂（無四合一回收標誌）之瓶罐，並利用商品條碼、產

地標示與印刷文字判斷可能之來源國。2015年9月於新北市

國聖埔沙灘執行之調查共收集臺灣在內九個國家、共623個

瓶罐，其中五成為本地來源，而中國大陸為最主要的外部來

源（20%），其餘東亞各國亦與臺灣有地緣關係。若細看中

國大陸海漂瓶罐之種類，可發現少數鋁箔包（4%）與鐵鋁罐

（3%）仍留有塑膠蓋確保漂浮性），此類容器與保有瓶蓋之

玻璃瓶或塑膠瓶相比不耐長時間於海中漂浮，暗示其來源可

能為船舶海拋（圖3）。

圖3  2015/9/12於新北市金山進行之外來海漂瓶罐調查，顯示不同國籍(左)與中國來源瓶罐容器(右)之
數量比例。

五、可能來源分析
藉由以上不同調查方式獲得之海洋廢棄物分類資料，加

上臺灣相關產業型態、民生消費習慣、廢棄物處理方式與地

理位置等綜合資訊，可得知臺灣的海洋廢棄物主要有陸地來

源、海洋來源與異國海漂三大來源，而各種廢棄物又依輸送

途徑、特定產業或區域而分歧，有近20種可能來源(圖4)。若

配合全臺各地廢棄物監測量化數據，可以初步估計一般廢棄

物佔整體海洋廢棄物數量上的八成，海洋來源中的捕撈漁業

與海上養殖則佔剩餘之兩成32。而異國海漂、事業廢棄物棄置

與掩埋場逸散等來源因為採樣次數太少而不具代表性，但依

據淨灘現場之經驗，可能僅在特定縣市區域或季節所佔比例

較高，例如北海岸在冬季常漂來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來源

之廢棄物，少數靠近特定掩埋場的淨灘則可能撿到製造日期

30年以上的廢棄物34。

海洋廢棄物生產國與比例
2015/9/12 新北市金山區國聖埔沙灘

中國來源海洋廢棄物種類與比例

■臺灣 Taiwan

■標示不明 Unknown

■中國 China

■越南 Vietnam

■韓國 Korea

■日本 Japan

■香港 Hong Kong

■玻璃瓶 Glass bottle

■寶特瓶 PET bottle

■塑膠瓶 Other Plastic bottle

■鋁箔包 Tetra Park

■鐵鋁罐 Can

■沐浴用品 Toiletry bottle

49%

28%

20%
1%

66%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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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灣海洋廢棄物來源分析

整體而言，臺灣海洋廢棄的來源複雜，約有八成為

降雨逕流匯聚人類生活環境中逸散的一般廢棄物，其餘

兩成為漁撈與養殖行為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但由於每件

廢棄物出現在海岸時，已經歷若干時間與水體輸送，幾

乎完全無法追查最初拋棄、遺失或丟棄(abandoned, lost or 

discarded)的汙染行為人，因此具有非點源汙染(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35的特性。

六、利益相關者與政府權責機關分析
（一）一般廢棄物

雖然難以直接取締與裁罰，但藉由以上資訊，可以

逐步往源頭釐清臺灣海洋廢棄物之利益相關者，就佔比

八成的一般廢棄物而言，可分別從「產業、消費者與政

府部門」三面向切入。相關產業包含塑膠包裝材料製造

業、消費性包裝商品製造業與其零售通路、提供外帶飲

食服務之餐飲業與塑膠包裝回收業。就消費族群而言，

相較於習慣以原始食材自行料理的民眾，此議題與三餐

外帶或外食、手搖飲料與包裝食品的愛用者與其處理廢

棄物之個人衛生習慣高度相關。就廢棄物管理面而言，

中央環保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曾公布「陸源污染造成

海洋垃圾之因應對策」36，整理中央與地方權責機關並提

出多項改善方向。參考此份資料並就環保署內部權責分

析，相關業務可能分散於六個不同處室(表2)。若跳脫廢

棄物管理的侷限，相關地域與產業更可將議題延伸至主

管河川與下水道之經濟部水利署、主管塑膠產業的經濟

部工業局、主管食品包裝材質的衛生福利部與對外交涉

之陸委會與外交部。

表2：涉及海洋廢棄物議題之環保署權責機關與相關法規對照
海洋廢棄物相關事務 環保署內對應的權責單位 相關法規
廢棄物管理與減量 廢棄物管理處 廢棄物清理法

提高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管理委員會 相關基金管理辦法

下水道/河川/
海底的廢棄物 水質保護處 海洋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海岸環境整潔(淨灘)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廢棄物清理法/
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預防性宣導減少
丟棄行為 綜合計畫處 環境教育法

取締違法事件 環境督察總隊

（二）事業廢棄物
就佔比約兩成的漁撈與養殖廢棄物而言，利益相關

者主要為特定漁撈產業(如刺網)與水產養殖業(如浮棚式

牡蠣養殖)以及生產、進口或販售相關器具的企業，而行

政院農委會漁業署則為廢棄物清理法定義下之中央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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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有責任制定與執行漁業相關事業廢棄物

的管理措施。而受廢棄漁具威脅最大的物種往往同時也

是瀕危的海洋生物4(如鯨豚與海龜)，則涉及野生動物保

育法與其主管機關(農委會林務局)。

參、展望與建議
臺灣的海洋廢棄物來源近20種，但主要為廢棄物錯誤處置

後，因降雨逕流造成之非點源汙染，故不適用一般封阻汙染源的

治理模式，應以持續性的源頭減量為目標，啟動產業、民間、政

府三方利益相關者的對話與跨領域合作。

一、改良包裝商品設計
荒野保護協會與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臺灣

好基金會於2016年舉辦「第一屆潔淨海洋產業博覽會37」，除

了展出20間企業的50項友善海洋商品，會中也對企業與消費

者提出四項「友善海洋設計原則」：1.減少塑膠用量、2.促進

回收循環、3.使用生物可分解材質、4.潔淨水質與零廢棄38。

臺灣具有完整的塑膠產業鏈與研發創新技術，如果能刺激相

關產業由現有環保、節能、有機或健康的綠色消費市場中，

開闢出新的友善海洋藍色商機39，不僅能減低臺灣包裝商品消

費市場對海洋的汙染，對個別企業而言，此類商品在國際綠

色貿易市場上也將具有優異的競爭力。

二、創造塑膠循環經濟
臺灣因為政府推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40制度多年，民眾

普遍有惜福愛物、資源回收的環保意識，業界也發展出不同

材質的回收處理產業鏈。但海洋廢棄物主要材質：「塑膠」

在廢棄後是否被回收的關鍵往往不是政策、民眾配合或技

術，而是受石油價格波動與市場供需影響的回收利潤。一般

而言，高價值的材質(如鐵鋁罐)逸散在環境與海洋中的機會較

低，而全球每年生產3億噸塑膠，26%是包裝材料，其中僅有

約10%回收造粒後再製成同級或降級的產品，遠低於紙(58%)

與金屬(70-90%)的回收率7。但若消費者認同回收塑膠與再生

紙有相似的環保價值，願意優先購買採用回收塑膠製成的產

品41，搭配「消費後塑膠之再生料驗證42」相關認證與標示規

範，除了能提高回收塑膠的價值、健全塑膠的循環體系、降

低塑膠於環境中逸散的機會，更減少開採石油提煉新塑膠38。

另一個促進塑膠循環的方式是提供消費者道德感之外的

回收誘因，來降低商品被消費後可能產生的錯誤處置或丟棄

行為。近日由看守臺灣協會規劃與倡議的「回收Web 3.043」

便是希望透過政府建立的資訊系統，配合對製造業、回收業

與消費者均有誘因的回收獎勵機制，突破目前: 低價資源物 = 

低回收率的瓶頸，減少廢棄物入海汙染。

三、融合廢棄物與海洋保育的環境教育
「不要亂丟垃圾！」彷彿是國小整潔教育的口號，但

卻是整體海洋廢棄物議題中每位消費者應承擔的基本責任。

「減量、重複使用與回收」也是陳舊的教條，但隨著消費性

商品與飲食產業的成長，人類處理廢棄物的技術卻沒有重大

突破，民眾對於廢棄物仍應維持傳統且正確的3R觀念。「塑

膠足跡」(plastic footprint44)與「零廢棄」(zero waste45)則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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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塑膠汙染與廢棄物過量，日漸受到環境教育者的重視。以

上議題只談廢棄物或許沉重乏味，但潔淨海洋的教育意象卻

可以為環境教育或海洋教育課程注入新的能量與活力，例如

利用故事繪本46與動畫47「All the Way to the Ocean」宣導丟棄

行為與海洋的直接關聯；帶領學童在社區水溝蓋彩繪「通往

大海」與可愛海洋生物的標語48；或是玩一場刺激的密室解謎
49。一場淨灘更可以不只是撿垃圾，而是規劃成一場富有環境

教育意義的體驗課程，並延伸到盤點個人垃圾足跡或討論辦

公室減塑方案等具體行動。

四、建立漁業廢棄物回收系統
由於海上取締違法棄置的執法能量比陸地更為薄弱，減

少此類廢棄物的核心應在於漁民是否能取得便利或具有誘因

的管道交付廢棄物21。環保署應依據廢棄物清理法50第2條指

定沿近海漁業與海上養殖業為指定事業，商請漁業署依據廢

棄物清理法50第39條 ，公告「漁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並協調地方漁政機關、海巡署安檢哨所與合法之資源

回收或廢棄物處理業者，於各港口提供便捷的事業廢棄物收

受設施，輔導漁民養成回收漁具之習慣。針對危險性高、棄

置後即無法清除且數量足以汙染環境之特定漁具，可再認定

為「有害事業廢棄物」。同時可參考歐盟數國51與韓國52做

法，獎勵漁民出海作業時協助收集所見之廢棄物帶回港口棄

置，共同成為海洋環境的守護者。

五、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辦公室
海洋廢棄物追本溯源，可從海岸、河川、街道等環境一

路上溯至包裝商品產業之設計與製造、消費者之使用習慣與

丟棄行為、以及廢棄後之回收、焚化與掩埋等政策。面對來

源如此複雜之非點源汙染，應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環保署或

未來升格之環境資源部)或海洋保育主管機關(規劃中的行政

院海洋委員會與其下轄之海洋保育署)設置「海洋廢棄物專案

辦公室」並充分授予跨部門協調權限，使其能匯聚產、官、

學、民攜手守護海洋的各方資源與能量，以「源頭減量」與

「有效清除」兩個面向，從廢棄源頭與海岸末端上下夾擊，

方能創造實質的改善。

六、科學調查、政策發展與計畫性清除
面對海岸已存在且不斷蓄積的廢棄物，目前民間能量

停留在都市周邊招募志工淨灘，或監測少數海岸之大型廢棄

物，無法取得河川、海面、水體、海底與偏鄉離島的大型海

洋廢棄物與微塑膠汙染情形，更不能掌握此議題對於觀光、

航運、漁業、水產品食用安全與海洋生物多樣性等重要領域

的衝擊。上述專案辦公室應與海洋學術單位合作，透過科學

調查釐清各縣市汙染之來源、分布、組成與影響。面對廢棄

物跨域輸送(跨管轄權、跨縣市等問題)，應促成跨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協調會議，釐清責任與分

工。而處理跨國海漂垃圾的問題時，更需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53，善盡地球公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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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已公布「海岸環境清潔維

護計畫54」，認定清除海洋廢棄物為各海岸管理機關之重要責

任，並推動民間社團長期認養海岸55，確保民眾淨灘時能獲得

地方清潔隊的無償清運協助，已獲得濱海社區與善心企業廣

泛響應；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更

推出「我愛淨灘線上申請預約系統56」，提供民眾自主辦理小

型與單日淨灘活動時，便捷的行政窗口與完善的器材支援。

以上均是政府與民間攜手打擊海洋廢棄物的良好示範，

但志工團體往往無法在高汙染區域執行有效的移除任務，相

關海岸管理機關(如國家風景區或國家公園)也無法依循法定程

序及穩定的經費來源聘僱專業人士執行常態之清除計畫57。

因此上述專案辦公室可參考農委會林務局針對有價林木公布

之「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與「漂流木處理作業

手冊58」、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公布之「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

最佳管理技術指引及技術手冊59」、以及美國60、日本61

多年之實務經驗，制定「河川、濕地、海岸固體廢棄物最佳

管理技術指引」或「海洋廢棄物清除作業手冊」，如此民間

環保團體、環境顧問事業與合法廢棄物清理業者將可從專業

的角度，協助政府之淨灘規劃與清除業務。許多外島與離島

地方政府利用居民繳納的垃圾處理費並不足以清理外來海漂

垃圾57，應透過海洋汙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

理法的修法，以非點源汙染的觀點增列海洋廢棄物的治理篇

章，再由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與水污染防治相關基金提撥

經費，優先補助高汙染區域(如離島或河口)之地方政府、海岸

管理機關與海岸認養團體執行有目標的海岸廢棄物清除、運

送與處理計畫。

肆、結語
海洋廢棄物已實質侵入臺灣水域環境，破壞各地海岸環境品

質，不僅在道德觀感與視覺上造成民眾不適，更威脅特定海洋生

物的生存，對我國觀光、航運、漁業、水產品食用安全與海洋生

態平衡等重要領域的衝擊仍是未知。臺灣四面為海環繞，潔淨大

海應為每位國人引頸之盼。唯此議題涉及產業利益、民生消費與

政策執法三個廣泛面向，需長遠規劃與謹慎操作，僅是利益相關

者間的相互指責對現況將無助益。

期許全體國民因親海、愛海而產生海洋子民的認同感與自

我價值，藉由「產業創新、公民守護、政策改革」三方之社會力

量，共同減少廢棄物進入大海，留給子孫可以赤腳奔跑的潔白沙

灘，以及魚群自在優游的透澈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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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漁業資源
利用的現況與挑戰
Status and Challenges for Taiwan 
Marine Fisheries Resources

黃向文 Hsiang-Wen HUANG 1、王世斌 Shyh-Bin WANG 2、
王勝平 Sheng-Ping WANG 3、呂學榮 Hsueh-Jung LU 4、
陳志炘 Chih-Shin CHEN 5、廖正信 Cheng-Hsin LIAO 6 、
劉光明 Kwang-Ming LIU 7、蘇楠傑 Nan-Jay SU 8

摘要
臺灣海洋漁業產量從1950年7.6萬公噸成長到2014年106.8萬公噸，占
全球1.0%，居第20位。總船數二萬二千餘艘，一百噸以上漁船占3.1%，以
鮪延繩釣為主。遠洋漁業中，魷釣船隊近年產量位居西南大西洋阿根廷

魷前三名及秋刀魚前二名。除西南大西洋魷類資源外，其餘遠洋漁業資源

皆已納入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之管理對象。我國鮪漁業產量來自太平洋

(73%)、印度洋(20%)與大西洋(7%)，以太平洋正鰹及南太平洋長鰭鮪資源
最為樂觀，其餘如中西太平洋與大西洋大目鮪、印度洋黃鰭鮪、太平洋黑

鮪、南方黑鮪、太平洋紅肉旗魚、大西洋黑皮旗魚等已完全甚至過度利用，

有必要嚴密監控。沿近海漁業部分，除因為扒網崛起而使鯖鰺產量增加，

多數物種都降至低點。研究結果建議：(1) 鯖鰺漁業的六月份休漁政策實
施三年，其努力量仍須下修。(2)拖網漁業宜依漁場特性訂定網目或季節
性禁漁區或禁漁期限制。(3) 鎖管以臺灣北部為主要漁場，建議每年的
3~4月間於彭佳嶼周邊3浬內實施禁漁區及禁漁期；(4)鯊魚部分，建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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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肉丫髻鮫加強保育。(5) 鱙資源評估顯示已由谷底爬升，管理措施應
持續。(6)飛魚卵資源在2012年後有回升跡象，建議取消受年別海表溫影
響甚大的漁期限制，但嚴格監控日捕獲量。(7)寶石珊瑚漁業之漁產量穩
定控制，建議輪作或設置禁漁區；(8)沿近海鮪釣漁業應加強漁獲量監控
及作業日誌蒐集與回報。對於一般性管理建議： (1)整合漁獲資料回報體
系、(2)統籌規劃研究重點、(3)明確中央與地方分工、(4)於臺灣沿近海分
區成立地區漁業管理委員會加強產官學合作、(5)運用科技落實海洋漁業
管理、(6)建立海洋保護區網絡及落實生態系管理，(7)漁政部門與海巡署
合作執法，將可有效復育臺灣海洋漁業資源。

Abstract
The catch of Taiwan’s capture fisheries increased from 76,000 metric tons 

(mt) in 1950 to 1,068,000 mt in 2014, making up 1% of the global total, and 
ranking twentieth in the world. Taiwan has approximately 22,000 fishing 
vessels, of which 3.1% greater than 100 gross tonnages, and the majority are 
tuna longline vessels. As for Taiwan’s distant-water fisheries, the production 
of squid-jigging vessels came third globally for Argentine shortfin squid in the 
Southwest Atlantic and second for Pacific saury in the Pacific in recent years. 
Apart from squid fishery in the Southwest Atlantic, Taiwan’s other distant 
water fisheries ar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 The fishing catch of tuna fisherie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Pacific Ocean (73%), Indian Ocean (20%), and Atlantic Ocean (7%). 
The status of Pacific skipjack and South Pacific albacore was assessed to be 
mostly optimistic; others, such as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 bigeye tuna, Indian Ocean yellowfin tuna, Pacific bluefin tuna, 
southern bluefin tuna, Pacific striped marlin and Atlantic blue marlin have 
been fully utilized or overfished.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monitoring,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to the fisheries. Of the coastal and offshore 
resources, only mackerel production has increased, owing to the work of 
Taiwanese purse seiners, and most other species have dropped to low leve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ed: (1) Although the mackerel seasonal closure 
in June has implemented for three years, the excess fishing efforts should be 
reduced. (2) Mesh size limitation and area or seasonal closure for trawlers 
operate in different fishing grounds should be consider. (3)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northern Taiwan used as major fishing grounds, clo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t three nautical miles from Penchia Islet in March and April 
so as to conserve the swordtip squid. (4) Management must be improved 
to conserve scalloped hammerhead shark. (5) Assessment of larval anchovy 
resources shows that they have recovered slowly. Those management measures 
should remains and strictly monitoring. (6) Although flying fish roe resources 
recovered after 2012, strict monitoring of daily catches remains necessary, but 
restrictions on fishing period can be removed, as it affected significantly by 
annual changes of SST. (7) The catches of precious coral fishery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show stable pattern for recent years. A periodical rotation 
among fishing grounds and/or establishment of no-take zones are suggested. 
(8) Monitoring on catch and collection and reporting of logbook data should 
be improved for the offshore and coastal longline fisheries. In general, it is 
recommended that: (1) the catch data reporting system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compiled; (2)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should be coordinated; 
(3)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clarified; (4) domest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committees should 
be set up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5)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in fisheries management; (6)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n ecosystem approach 
must be implemented; (7) fisheries authorities must work closely with Coast 
Guard to improve enforce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se actions would be 
effective in helping the recovery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關鍵詞：漁撈能力、禁漁區、禁漁期、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Keywords:		closed	fishing	area,	closure	period,	fishing	capacity,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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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海洋漁業產量自1950年二千萬公噸成長到2014年9340萬

公噸，年成長率達3.2%，超越人口成長率1.6%。人均食用水產品

從1960年9.9公斤到2014年突破20公斤(FAO, 2016a)。臺灣的海洋

漁業產量從1950年7.6萬公噸成長到2014年106.8萬公噸，2014年產

量占全球1.0%，位居第20位，人均水產品食用量達33.6公斤，高

於全球平均(FAO, 2014)。

1990年代後，許多海洋資源面臨漁業衝擊而下降，Worm et al. 

(2006)推估海洋水產資源可能在2048年面臨枯竭，此預測引發各界

關注。對於漁業資源危機，Worm et al. (2009)認為積極降低總容許

捕撈量(total allowable catch, TAC)、設定禁漁區(area closure)、漁具

限制(gear limitation)、單一可轉讓配額(individual transfer quota)、

減少船數(fishing capacity)、減少作業天數(fishing efforts)、生態漁

業認證(ecosystem fisheries certification)以及社區管理(community co-

management)，資源將可復育。只是， FAO報告顯示過度捕撈物種

的比例到2014年已增加到31.4%，未見減緩(FAO, 2016a)。

對於海洋資源管理之責，依據聯合國國際海洋法 (Un i t 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第56條，賦予

沿海國(Coastal States)對於200浬專屬經濟海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EEZs)內資源的保育管理之責。至於公海漁業資源，特別是

高度洄游與跨界物種，則依UNCLOS第64條由區域性漁業管理組

織(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RFMOs)主管。

在幾個漁業管理架構較完整的國家中，美國於1976年公告漁

業法(Magnuson-Stevens Act)，為其海洋資源復育建構完整的藍圖。

對於水域的管轄權，將12浬內歸州政府管轄，12浬外及公海由聯

邦政府管理。美國並將EEZ內水域分為八區，設區域漁業管理委員

會，聘請產官學界擔任委員，由科學家針對重要海洋物種進行評

估、委員會每年開會討論訂定管理措施。2015美國漁業資源報告

顯示，其過度捕撈的物種比例已從2007年的41%，逐年降到2015

年的25% (目前仍有28種過度捕撈中，38種已經過度捕撈)(NMFS, 

2016)。

日本由國立水產研究教育機構與其各地分所負責資源評估，

針對重要漁業資源適度預報，提供漁民作業參考。目前評估物種

達52種、84個系群，每年出版三大冊漁業資源評估報告，建議

重要物種的總容許捕撈量。水產廳身為主管機關，每年分區召

開資源管理會議，與地區漁民協商管理方式(Fisheries Agency and 

Fisheries Research Agency of Japan, 2016)。

歐盟本身有二十多個成員國，由歐盟執委會統籌海洋相關研

究經費之運用、發布共同漁業管理政策(Common Fisheries Policy)，

制定基本管理法規，要求各會員據以執行。2015年更新的漁業法

有許多嚴格規範，包括十公尺以上漁船的船長就必須逐種填寫漁

獲日誌；針對特定漁業與物種制定網具限制、特定漁船得派遣監

督觀察員等，且非目標物種(混獲)不得拋棄，必須帶回港卸魚並紀

錄等 (European Union, 2015)。

至於臺灣，遠洋漁業發跡於沿近海漁業之後，其公海鮪漁

業船隊受到RFMOs以及合作國的要求，從1960年代開始蒐集漁

業作業資料、提供國際組織。自1990年代末期開始逐步推動船

位回報等管理體系，並於2005年因應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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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tlantic Tunas, 

ICCAT)的要求，強化管理措施。然而，面對2015年10月的歐盟黃

牌警告，臺灣的遠洋漁業能否一帆風順的走下去？ 

反觀沿近海，長年面臨漁業資料不確定、評估不足、保育措

施不足、乃至執法不足，海洋保護區制度常被批為紙上公園。究

竟臺灣海洋漁業及資源狀態如何？本文目的在於統整臺灣海洋漁

業資源運用與評估概況，提供研究與保育管理建議，期許臺灣的

海洋漁業管理能步上資源永續與保育的軌道。

二、臺灣漁撈能力演變
臺灣漁船總數於2015年達二萬二千餘艘。先以噸數區分為遠

洋(一百噸以上)、沿近海(一百噸以下)，沿岸與近海漁產量合併

為沿近海漁業產量。則兩類海洋漁業歷年船數與漁獲量變化如圖 

1。臺灣最早自1967年限制大型拖網漁船不得於沿岸3浬內作業，

之後多次進行漁撈能力管制措施，實質上多是鼓勵漁船建造與大

型化，直至1989年才針對動力漁船全面限建。然鑑於漁船數量過

多，且面臨公海流網禁用問題，自1991-1995開展第一次，也是規

模最大的老舊漁船收購，第二次大規模減船則是於2005-2007年因

應ICCAT要求，而收購並解體183艘大型鮪釣漁船，使得遠洋漁船

數量明顯下降。至於沿近海漁業，由於多數漁船收購計畫屬於自

願性，規模不大，休漁計畫亦無法減少漁船數，使得船數居高不

下，漁撈能力管制成效不易凸顯(Huang & Chuang, 2010)。

  

圖 1 臺灣遠洋漁業與沿近海漁業歷年產量與船數(左: 遠洋漁業；右:沿近海漁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從2015年二萬二千艘漁船結構分析，44%為動力漁筏，19%

為動力舢舨，100噸以上漁船僅占3.1%。就漁業別來看，以刺網

九千餘艘(40%)最高，延繩釣26%次之。拖網、圍網僅有7%(圖 

2)。倘排除漁筏等小型漁船，看動力漁船總噸數，則延繩釣占

48%，拖網17%次之，各噸級別以500-1000噸船占35%為主(圖 

3)。

圖2 臺灣漁業別、噸級別之漁船數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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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漁業別與噸級別漁業別之動力漁船噸數與漁業別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臺灣沿近海漁船以刺網規模最大，倘從漁撈能力(噸數)觀之，

則以延繩釣為主流。從平均單船產量分析，遠洋漁船在2005年減

船計畫之後，加上部分漁船汰舊換新，秋刀魚產量增加，使得單

船平均年產量持續增加。相對的，沿近海漁船數量雖已限制，而

產量持續下降，使得單船平均漁獲量亦仍持續下降(圖4)。

圖4 臺灣遠洋及沿近海漁船平均單船年產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延繩釣 48%

拖網 17%

其他釣 16%

加工 1%

運搬 5% 其他 3%

圍網 8%

其他網 1%
刺網 1%

500-1000噸 
35%

50-100噸 
16%

20-50噸
10%

10-20噸
4%

未滿5噸
1%

動力舢舨 1%
5-10噸 1%

1000噸
以上 13%

200-500噸 
15%

100-200噸 4%

三、遠洋漁業
回顧臺灣遠洋漁業，最早發跡的拖網漁業因為EEZ制度而逐

漸萎縮，目前僅於東、黃海部分水域作業。1980年代中期崛起的

流網漁業則因意外捕獲海洋哺乳類、海鳥、海龜類等問題而被聯

合國明文於1992年之後禁止。現仍蓬勃經營者包括魷釣 (兼營秋刀

魚棒受網)漁業、鮪延繩釣漁業與鰹鮪圍網漁業三大船隊(圖5)。

圖5 臺灣六大遠洋船隊歷年(1980至2014年)之年產量(公噸)變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一）魷釣漁業
我國魷釣漁業肇始於1972年。初期以西北太平洋及紐西

蘭水域之漁場為主，於1983年開始西南大西洋漁場，及2002

年開始東南太平洋漁場。2015年則僅有三處，規模依序為：

西南大西洋、西北太平洋(主要是秋刀魚)及東南太平洋。所

利用之對象物種主要有四，分別為西南大西洋之阿根廷魷

(Illex argentinus)、北太平洋之秋刀魚(Cololabis saira)或赤魷

(Ommastrephes batramii)，及東南太平洋之美洲大赤魷(Dosidicus 

gigas)。船隊規模約100艘漁船。主要使用漁具為魷釣機，並可

機動調整為棒受網漁具(捕捉秋刀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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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魷類產量自1972年之70公噸，於1987年首度超過10

萬公噸，並於2007年達高峰(約30萬公噸)。近10年(2005~2014

年)平均年產量為14.1萬公噸(最高為2007之30.0萬噸，最低

2005之6.0萬噸)。約佔遠洋漁業漁產量之17.4% (圖6a)。近10

年(2005~2014年)平均年產值為27.8億元(最高為2014之53.3

億元，最低2005之10.7億元)。約佔遠洋漁業產值之6.2% (圖 

6b)。在2011年後，作業漁場以西南大西洋漁場及東南太平洋

漁場為主。近10年之西南大西洋漁場產量佔86%，東南太平

洋漁場產量約佔13% (圖7)。

圖6 臺灣漁業在1959至2014年之(a)漁產量，及(b)年產值變化(分遠洋漁業及遠洋魷漁業)

圖7 臺灣遠洋魷釣漁業在1972至2014年之年產量(漁場別)及船數變化

 西南大西洋漁場（阿根廷魷）
臺灣魷釣漁船在西南大西洋漁場之主要目標物種

為阿根廷魷。阿根廷魷為全球重要的頭足類漁業資源之

一。在1980年代以前，其年產量約3萬餘公噸。在東亞國

家投入開發後，其年產量迅速增加，最高超過100萬公噸

(1999年)。近10年(2005~2014年)平均年產量為51.6萬公

噸。漁撈國家有：沿岸國家(巴西、阿根廷等)、歐洲拖

網船隊(西班牙、葡萄牙、波蘭等)，及東亞魷釣船隊(中

國、臺灣、韓國等)。近10年產量最高之五個國家依序

為：阿根廷、中國、臺灣、韓國及西班牙。

臺灣魷釣船隊於1983年開始前往西洋大西洋漁場釣

捕阿根廷魷。船隊數於1988年達最高(132艘)，之後10餘

年維持在110艘之規模，近10年(2005–2014年)之年平均

船數為83艘(圖8)。臺灣船隊的年漁獲量自1983年後逐漸

上升，在1999年達高峰(26.4萬公噸)，之後上下變動，

最低於2004年僅有1.0萬公噸，最高於2007年達28.5萬公

噸。近10年(2005~2014年)平均年產量為12.1萬公噸，佔

全球產量的23.4%。

阿根廷魷分布於西南大西洋之巴塔哥尼亞陸棚區，

及延伸之陸坡區，即大約23°~54°S範圍。主要漁場為

西南大西洋之近岸(neritic)水域(圖9)。通常集中在三處：

42°S，45°~46°S及54°S附近。漁期為每年11~12月

至翌年6~7月間。阿根廷魷依產卵的時間與地區，至少可

分為四系群(stock)：(1)南巴塔哥尼亞系群(Southpatag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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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  SPS)：在秋季 (4-6月 )時，於陸棚南方 (45陸至

48°S)福克蘭洋流水域產卵；(2)伯納西斯-北巴塔哥尼亞

系群(Bonaerensis-Northpatagonic Stock, BNPS)：在冬季

(7-9月)時，於陸棚北方(35°S至38.5°S)之巴西洋流與

福克蘭洋流輻合區產卵；(3)春季產卵群(Spring-Spawning 

Stock, SpSS)：在春季(9-11月)時，於38°S至40°S之

近岸至中央陸棚處(50至100米深)產卵；(4)夏季產卵群 

(Summer-Spawning Stock, SSS)：在夏季(12-2月)時，於

42°S至45°30’S 之中央陸棚至外緣處(80至150米深)產

卵。臺灣魷釣船隊主要釣捕對象為SPS及BNPS的產卵集

中群。主要分布於南、北陸棚之陸棚外緣處，及陸棚與

陸坡邊界處。

阿根廷魷為跨界洄游物種。其生活史過程洄游橫跨

許多國家(巴西、阿根廷及福克蘭島政府)之EEZ水域，以

及公海水域。其資源量評估工作，必須收集各漁業國之

漁業作業資料。但目前尚無RFMO運作。福克蘭群島政

府於1987年劃設半徑150浬之水域為「福克蘭島臨時保育

區」(Falkland Interim Conservation Zone, FICZ)，以控制

努力量(漁船數)，配合漁期間之資源量評估進行管理。在

漁期開始前，依歷史作業紀錄與暫訂族群量資料，核發

漁船執照(控制努力量)。漁期開始後，應用Leslie-Delury

遞減模式評估每週阿根廷魷之資源量。當資源量降至管

理目標時，即關閉漁業。管理目標為維持產卵系群生物

量之逃逸量比例為40%(Beddington et al., 1990; Rosenberg 

et al., 1990)，或以4萬公噸為門檻(Basson et al., 1996)。

阿根廷則自1993年規定，外國籍漁船可以租船(charted 

system)或聯合投資(joint venture)方式在阿國EEZ作業。

圖8  臺灣遠洋魷釣船在1984至2015年於西南大西洋阿根廷魷之年漁產量及作業漁船數
變化

圖9 臺灣遠洋魷釣漁船在西南大西洋漁場之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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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魷為短生命週期物種，其生命週期通常為1

年，並於產卵後即死亡。其每年族群資源量皆為新添加

群(recruitment)；且生活史過程易受環境影響，使年間

漁獲量大幅變動(Rodhouse, 2001)。魷類族群對環境狀態

改變的敏感度，使環境因子對資源量變動能提供一定程

度之解釋能力(Waluda et al., 1999; Agnew et al., 2002)。

因此，建立魷類資源量與環境參數的經驗模式，已成為

傳統資源評估方法外之另一選擇(Pierce & Boyle, 2003)。

已有研究顯示，海洋環境因子可能對魷類資源之資源

量變動，及空間分布提供相當的解釋能力(Anderson & 

Rodhouse, 2001; Agnew et al., 2002; Waluda & Rodhouse, 

2006; Chen et al., 2007; Chang et al., 2015)。

西南大西洋阿根廷魷為跨界之漁業資源，但目前無相

應之國際組織管理。各漁業國依各自資料分析其族群動態及

資源量變動趨勢。其結果建議，魷類為短生命週期物種，其

族群資源量之變動明顯受環境因子（海洋與氣候）影響，而

漁捕壓力可能加劇其影響效應。福克蘭群島政府自1987年管

理FICZ水域之阿根廷魷資源，以控制努力量方式，每年維

持一定比例之產卵資源量。但對FICZ外（公海）之船隊，

則無法管理。在2000年之後，阿根廷魷年間資源量變動更加

明顯，可能反映氣候變動與過度開發之效應。跨界漁業資

源之有效管理，仍有賴RFMO之成立，以共同合作研究與管

理，使能全面瞭解漁業資源之狀態與變動。並訂定漁業資源

保育與管理措施，使達漁業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東南太平洋漁場（美洲大赤魷）
自1970年代起，美洲大赤魷即為中南美洲沿岸國家

(如墨西哥、秘魯及智利等)之目標物種，但年產量皆少

於1萬公噸。在1990年代中期，亞洲國家之大型魷釣船

隊加入開發(日本、南韓1990年，中國2001年，臺灣2002

年)，使漁獲量快速增加。在2004年約80萬公噸，為當

年全球漁獲量最高之魷類物種。在2014年更達116.2萬

公噸，為歷史高點。近10年(2005~2014年)平均年產量為

85.5萬公噸。產量最高之五國依序為：秘魯、智利、中

國、墨西哥及臺灣。

臺灣魷釣船隊於1992年由政府補助至秘魯外海試驗

開發美洲大赤魷資源。但因製成品味道偏酸，市場接受

度有限，故業者未繼續開發。在2001年，因阿根廷魷漁

產量減少，部分魷釣漁船遂於2002年轉往東太平洋釣捕

美洲大赤魷，開始我國之美洲大赤魷漁業。於2002~2015

年漁船數為5~29艘，每年漁產量為0.5~3.9萬公噸，平均

年漁產量為1.9萬公噸(圖10)。

美洲大赤魷為大體型之魷科物種，其最大體長可達

1.2公尺，重量達65公斤。美洲大赤魷主要分布於東太

平洋赤道水域（Nigmatullin et al., 2001），在1997年後漸

往極地方向擴張，於南、北半球皆達緯度40度附近水域

（Zeidberg & Robison, 2007），即北至阿拉斯加西南部，

南至智利。主要漁場有三處: 加利福尼亞灣、中美洲外海

及南美洲沿岸至外海。五國主要作業漁場在南美洲秘魯與

智利外海處（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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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臺灣遠洋魷釣船在2002至2015年於東南太平洋美洲大赤魷之年產量及漁船數變化

圖11 臺灣遠洋魷釣漁船在東南太平洋美洲大赤魷之平均每年單位努力漁獲量空間分布

美洲大赤魷成長快速，生命週期短，大部分個體

之生命週期未超過1年(Argüelles et al., 2001; Markaida et 

al., 2004)，但不同季節群(cohorts)之生命週期與成長型

態不同(Keyl et al., 2011)。Nigmatullin et al. (2001)分析歷

年體長資料，建議依成魷體型分為3體型群。Sandoval-

Castellanos et al. (2010)分析粒線體Cytochrome b的鹼基序

列，結果建議南、北半球為不同族群。Ibáñez et al. (2011)

分析洪堡洋流系統(Humboldt Current System, HCS)美洲

大赤魷的遺傳變異。結果亦顯示，美洲大赤魷在HCS為

單一大型族群。

美洲大赤魷為跨界洄游物種。南太平洋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PRFMO）於2012年8月24日開始運作，我

國於2012年9月23日加入為會員。其管理對象為非高度洄

游魚類及跨界物種，包括3魷類物種:美洲大赤魷、紐西蘭

魷及赤魷。SPRFMO的優先處理物種為智利竹莢魚。有關

魷類資源量評估之議題，將於2016年之科學會議討論。

目前漁船作業紀錄與運搬船轉載紀錄皆須每年繳交。

此外，在加利福尼亞灣之美洲大赤魷族群應用不同

評估模式(Single-cohort biomass model, Swept area method, 

depletion method)進行資源量評估。如同多數魷類物種，

美洲大赤魷分布與資源量亦受環境狀態變動影響，因位

於東太平洋區，聖嬰事件與湧升流作用亦較明顯。

東南太平洋美洲大赤魷為跨界之漁業資源，目前為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SPRFMO)管理之對象物種。

先前研究顯示，美洲大赤魷分布範圍有往南、北極擴展

之現象。而在秘魯水域外海之族群，其體型則有增大之

趨勢。如同多數魷類物種一樣，美洲大赤魷族群資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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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呈現相當之年間變動，且此變動明顯受環境因子(海洋

與氣候)影響。在SPRFMO規劃下，後續將逐步討論可用

之魷類資源評估方法，所需收集之資料(生物與漁業資

料)，再依評估結果建議管理措施。

（三）秋刀魚棒受網漁業
秋刀魚分布北太平洋亞極帶與亞熱帶水域，為大洋表層

洄游魚類。日本早在18世紀時即開始漁捕秋刀魚，我國船隊

則自1976年開始在西太平洋以棒受網漁捕秋刀魚。臺灣秋刀

魚漁業之作業漁期，每年可早自5月開始且至12月結束, 惟主

漁期在8月至11月中旬，且大多在公海作業。

全球秋刀魚漁產量近10年(2006~2015年)約在40~60萬公

噸之間，在2008年為62.2萬公噸及在2014年為62.0萬公噸均

為歷史高點；相對地，在2015年之產量僅34.9萬公噸，為近

10年之最低點。近10年(2006~2015年)全球平均年產量為47.7

萬公噸。目前有漁產量紀錄者共有6國，依近3年之平均年產

量順序為：臺灣、日本、中國、俄羅斯、韓國及萬那杜。自

2013年開始，臺灣秋刀魚產量已超越日本，居全球首位。

臺灣秋刀魚棒受網初期為兼營性質，即視漁況情形調整

漁具，漁捕赤魷或秋刀魚。在1980~1990年代，有裝設棒受網

漁具之漁船約30~40餘艘。在2000年後，因中國魷釣船大量投

入赤魷漁業，使業者逐漸轉向漁捕秋刀魚，因此秋刀魚棒受

網漁船數逐漸上升，2013年已達90艘。近10年(2006~2015年)

平均每年作業船數77.9艘，每年漁產量約為6.0~23.0萬公噸，

平均年漁產量為14.4萬公噸(圖12)。

圖12 臺灣棒受網漁業在1984至2015年於西北太平洋秋刀魚之年漁產量及作業漁船數變化

秋刀魚之生命週期最大可達4年，惟大多數的秋刀魚會

在第二年產卵後死亡，因此漁業利用對象多為1-2年之族群

(Suyama et al., 2006)。秋刀魚主要棲息在冷水的親潮水域中。

在夏末初秋時，秋刀魚逐漸自北方攝食場隨親潮南移，在冬

季時抵日本本州外海附近水域產卵，其產卵期可自秋季延

伸至春季，主要產卵期為冬季(Watanabe & Lo, 1989; Kosaka, 

2000; Tian et al., 2003)。秋刀魚在北太平洋亞極帶與亞熱帶

水域間洄游。我國秋刀魚漁業之漁場則位於北緯36°~48° 

間，東經146°~165° 洄游間(圖13)。由粒線體DNA序列分析

北太平洋秋刀魚族群遺傳結構結果指出，北太平洋秋刀魚族

群可能為單一系群(Chow S et al., 2009)。

日本目前以TAC管理其EEZ水域之秋刀魚資源。主要依

漁期前之研究船探測資源量密度、成長與死亡率及漁業資料

等為基礎，由科研單位計算生物學可捕量(Acceptable Biological 

Catch, ABC)且建議為管理參考值，再由漁政單位決定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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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TAC。近3年(2013~2015)計算結果顯示，北太平洋秋刀魚

資源量約250~300餘萬公噸，生物學可捕量約39~66萬公噸。

黃(2015)用標準化後之單位努力漁獲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透過剩餘生產量模式進行估算結果顯示，北太平洋秋

刀魚資源量約240~670萬公噸，最大可持續生產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約50~70萬公噸。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North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NPFC)於2015年9月3日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且召開第一屆委員

會會議，除鮪類及鮭鱒類之外，包括秋刀魚與赤魷等公海海洋

漁業資源均為其管理對象。現階段，NPFC對秋刀魚資源量評

估與管理工作之短期目標，為漁業與生物資料收集與彙整及資

源量之初步評估。各國先前依各自資料之分析結果，秋刀魚資

源量變動可能受環境因子(海洋與氣候)影響。而所評估之資源

量變動趨勢並不一致。在NPFC規劃下，希望各會員自發性限

制其漁獲努力量之發展，並計畫在2017年提出北太平洋秋刀

魚之資源量評估結果，以提供規劃管理措施之參考。

圖13 臺灣棒受網漁業在2014及2015年於西北太平洋秋刀魚之單位努力漁獲量空間分布

（三）鮪漁業
臺灣的鮪漁業包括最早以長鰭鮪為目標魚種的基地船、

198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的中西太平洋圍網船、1980年代後

期發展的超低溫大目鮪漁船，以及1990年代後期蓬勃增加

的一百噸以下小釣漁船。作業型態各有差異，捕撈對象多樣

化，從商業價值高的太平洋北方黑鮪(大西洋黑鮪已自2007年

後停止捕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0)、南方黑鮪、做

生魚片用的大目鮪、黃鰭鮪到罐頭用的長鰭鮪、正鰹等，即

便屬於混獲的劍旗魚等各類旗魚及水鯊等各類鯊魚，也都具

有商業價值(黃 及 林, 2012)。

由於鮪旗鯊資源多為高度洄游物種，主要由RFMOs管

理，包括太平洋的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 IATTC)，印度洋鮪

魚委員會(Indian Ocean Tuna Commission, IOTC)、大西洋鮪類

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以及橫跨三大洋高緯度水域的南方

黑鮪保育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Southern 

Bluefin Tuna, CCSBT)，臺灣相關漁業資料都會提報給這些

RFMO，RFMO會定期評估漁業資源狀況並決定管理規範。

臺灣遠洋鮪漁業總產量從1960年代僅有1萬公噸，增加

至1987年突破20萬公噸，2002年超過48萬公噸，之後因應

RFMOs配額減少以及減船等措施，近年約在35~36萬公噸。

2014年遠洋鮪漁業產量比例以太平洋圍網達64%最高，印度

洋的大釣與小釣產量平分秋色，各占11%、9%，至於大西洋

大釣則僅佔7%，為三大洋中產量最少的洋區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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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臺灣遠洋鮪漁業1954-2014 年產量(左上角為2014年產量比例)
資料來源：ICCAT、IOTC、WCPFC資料庫

遠洋鮪釣漁業歷年作業漁場分布如圖15，各年代漁場

分布如圖16，魚種別產量如圖17。早期以南太平洋、印度洋

與大西洋溫帶海域捕撈長鰭鮪為主，1990年代後，熱帶海域

捕撈大目鮪的努力量快速增加，尤其以印度洋與大西洋更為

明顯，2000年後，太平洋鮪釣漁業也轉至熱帶海域，以大目

鮪為主要捕撈的目標魚種，使得長鰭鮪與黃鰭鮪在1990年代

後，漁獲量即有下降的趨勢，取而代之的是大目鮪漁獲量在

1990-2000年期間快速增加。然而2005年後，RFMOs的保育

管理措施日益嚴格，大目鮪等物種漁獲量亦呈現下滑，至於

南方黑鮪與太平洋黑鮪漁獲量呈現類似趨勢，也反映黑鮪資

源不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0)。以近五年(2010-

2014年)漁獲量來看，三大洋當中，大西洋的漁獲量集中於

長鰭鮪(40.4%)以及大目鮪(41.3%)，其次為水鯊(7.3%)及黃

鰭鮪(4.0%)(ICCAT, 2016b)。印度洋主要漁獲依序為大目鮪

(30.7%)、長鰭鮪(21.5%)、黃鰭鮪(17.6%)、劍旗魚(7.0%)、黑

皮旗魚(5.8%)及齒鰆(4.9%)(IOTC, 2016a)。至於太平洋，以中

西太平洋為主要漁場，近五年鮪釣主要漁獲為長鰭鮪(36%)、

大目鮪(35%)及黃鰭鮪(14%)。大型鰹鮪圍網最優勢魚種為正

鰹，佔總漁獲量約87%，其次為黃鰭鮪與大目鮪，分佔11%與

1%(WCPFC, 2015)。

隨著鮪釣漁業作業漁場的轉移(圖16)，僅有中西太平洋

熱帶海域的大型鰹鮪圍網的正鰹漁獲量仍維持每年約20萬公

噸的高水準，其他鮪類多呈現下降趨勢(圖17)。長鰭鮪產量

於1989年曾達13.6萬公噸，其中太平洋高達7.8萬公噸，之後

降至近年平均約4.8萬公噸。大目鮪產量於2003年最高達10.8

萬公噸，印度洋為5.6萬公噸，降至近年為5.3萬公噸。至於黃

鰭鮪在1993年出現16.3萬公噸高峰，主要來自印度洋7.2萬公

噸，近年為5.5萬公噸。太平洋黑鮪從1999年超過三千公噸到

近年僅有數百公噸，南方黑鮪也從2000年1592公噸降至2014

年九百餘公噸。劍旗魚漁獲量在2000年代前後達到每年約2萬

公噸的高峰，其中以印度洋產量為最多，其他旗魚類在2000

年後維持在1.5萬公噸的高峰，以太平洋產量為最多，又以

黑皮旗魚為主要的混獲旗魚類，早期高達每年約5000公噸，

近幾年仍有1000公噸以上的產量，次以紅肉旗魚為多，但在

1990年代後期即出現下降趨勢，相較而言，雨傘旗魚與大西

洋白旗魚漁獲量遠低於前述旗魚種類(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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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臺灣遠洋鮪釣作業漁場(1960-2014累積努力量分布)
資料來源：OFDC，亦可於各RFMO網頁下載

圖16 臺灣遠洋鮪釣作業漁場(1960-2014各年代累積努力量分布)
資料來源：OFDC提供之三大洋Task2 資料，印度洋早期資料較缺乏，並非無船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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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臺灣遠洋鮪旗魚類之洋區別歷年產量(單位為公噸) 
資料來源：FAO、ICCAT、IOTC、WCPFC資料庫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鮪旗鯊此類高度洄游物種的資源評估由RFMOs科學小組

統籌，依據2015年各RFMO最新評估結果，三大洋主要物種

資源狀況如圖18。鮪類資源方面，長鰭鮪資源大致良好，僅

大西洋長鰭鮪略有過漁的風險，黃鰭鮪與大目鮪資源依洋區

而有不同，中西太平洋與大西洋大目鮪及印度洋黃鰭鮪已處

於過漁風險，太平洋黑鮪及南方黑鮪資源亦處於過漁危機，

唯南方黑鮪因CCSBT積極管理，其漁獲壓力已大幅下降(王, 

2016)。旗魚類資源方面，各洋區劍旗魚資源現況大致良好，

太平洋及印度洋黑皮旗魚資源亦屬良好，但接近完全利用，

大西洋黑皮旗魚資源則已處於過漁狀態，除東北太平洋紅肉

旗魚資源尚未過漁外，其他洋區紅肉旗魚、雨傘旗魚及大西

洋白旗魚皆處於過漁狀態，顯示除了劍旗魚資源尚屬良好

外，其他旗魚類都有過度利用之風險(Punt et al., 2015)。

圖18 遠洋鮪旗魚資源狀況
說明：（橫軸B為現有生物量對應MSY生物量之比例；縱軸F為現有漁獲死亡率對應MSY漁獲死亡
率比例，右下區域表示資源樂觀、右上區域表示正在過度捕撈；左下區域表示已經過度捕撈，左
上區域表示已經過度捕撈且仍在過度利用中，最不樂觀）； 左圖鮪類：包括長鰭鮪（ALB）、大目
鮪（BET）、黃鰭鮪（YFT）、正鰹（SKJ）、太平洋黑鮪（PBT）及南方黑鮪（SBT）；右圖旗魚：
包括劍旗魚（SWO）、黑皮旗魚（BUM）、紅肉旗魚（MLS）、雨傘旗魚（SAI）及大西洋白旗魚
（WHM）；洋區: 太平洋(P）、大西洋（A）、印度洋（I）、南（S）、北（N）、WC（中西）。
資料來源：（FAO, 2016b; ISSF,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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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臺灣漁獲量占總漁獲量比例來看(圖 19)，以印度

洋長鰭鮪以及大西洋南長鰭鮪漁獲比例分別占該系群漁獲量

的48.2%、39.7%為最高。其次則為大西洋與印度洋的大目

鮪漁獲量及北太平洋長鰭鮪。產量以太平洋正鰹為最高，每

年約20萬公噸漁獲量，其次則為中西太平洋黃鰭鮪漁獲量，

2014年在30萬公噸以上，約佔總產量之6%，凸顯我國在各種

鮪資源管理扮演的角色。

圖19 遠洋鮪魚產量及臺灣漁獲量對總漁獲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FAO, 2016b; ISSF, 2016）

對我國鮪漁業而言，大型鰹鮪圍網的正鰹產量近幾年皆維持

在20萬公噸的高峰，且正鰹資源處於良好狀態，目前僅被適度開

發，然各國漁獲死亡率持續增加，應有相對管理措施以監控努力

量與漁獲量的增加。至於各洋區長鰭鮪資源大致屬於健康狀態，

然而部分海域資源量可能已有下降趨勢，導致長鰭鮪釣獲率低於

過往水準，因此管理著重於維持目前的漁撈水準，同時應設立長

鰭鮪資源的管理參考點，以監督此資源的變化(ISC, 2014)。

相較於長鰭鮪而言，各洋區大目鮪資源已有過度開發或接近

完全利用的狀態，尤其在中西太平洋，WCPFC科學委員會建議應

降低大目鮪的漁獲量(Harley et al. 2014)，大西洋大目鮪漁獲限額亦

於2015年調降(ICCAT, 2016a)。黃鰭鮪資源大致屬於良好狀態，必

須注意黃鰭鮪幼魚漁獲量的管控，並維持目前的漁獲量水準，以

使產卵親魚量維持在穩定狀態，同時考慮以MSY的參考點來監督

資源變動(Davies et al. 2014)，唯有印度洋黃鰭鮪因資源狀況不佳，

於2016年設定限額(IOTC, 2016b)。而太平洋黑鮪與南方黑鮪資源

皆處於過度開發，應配合區域管理組織的保育措施，以使資源與

產卵親魚量回復至過往水準。

劍旗魚資源方面，大西洋劍旗魚因ICCAT已於2000年初開始

積極保育，目前已回復至接近MSY水準，是為管理措施的正面成

效(Neilson et al., 2013)，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目前亦屬良好。

黑皮旗魚資源則在大西洋處於已過漁狀態，ICCAT已有相關保育

措施，而太平洋黑皮旗魚資源已接近完全利用，亦建議不應增加

漁獲量(孫及蘇, 2016)。相對於此，雨傘旗魚與紅肉旗魚及大西洋

白旗魚資源皆有過度利用之風險，應以降低漁獲死亡率為優先目

標，並建請RFMOs及科學委員會，針對上述幾種資源堪憂魚種

提出資源重建計畫。例如每年均應回報太平洋紅肉旗魚混獲的數

量及在公約區15°S以南紅肉旗魚的漁獲量(WCPFC CMM 2006-

04)，另外在WCPFC公約區20°S以南，也應限制劍旗魚捕撈船數

與漁獲量(WCPFC CMM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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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鯊魚
鯊魚資源狀況近年逐漸受到重視，國際自然資源保育

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於1991年成立鯊魚專家小組，期

望能長期調查及保育鯊魚資源，並依各種鯊魚的資源狀況

給予不同的危害等級。同樣地，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也將瀕危之魚種列入附錄，如鋸鰩科(Pristidae)

的7個物種皆列入附錄一。2002年鯨鯊(Rhincodon typus)、象

鮫(Cetorhinus maximus)及2004年食人鮫(Carcharodon carcharias)

皆被列為附錄二(Appendix II)之保育物種。2013年更將紅肉

ㄚ髻鮫(Sphyrna lewini)、ㄚ髻鮫(S. zygaena)、八鰭ㄚ髻鮫(S. 

mokarran)、污斑白眼鮫(Carcharhinus longimanus)、鼠鮫(Lamna 

nasus)及蝠魟(Manta)屬等經濟性物種列入附錄二名錄，這些行

動更加突顯板鰓類資源保育之重要性。

許多國家已訂定板鰓類資源管理辦法。例如美國、

澳洲、馬爾地夫等國有總漁獲量及漁場限定。各RFMO近

年也開始對主要鯊魚物種進行資源評估，例如：鋸峰齒鮫

(WCPFC、ICCAT、IOTC)、平滑白眼鮫(WCPFC)、污斑白

眼鮫(WCPFC)，灰鯖鮫(ISC，ICCAT)，並逐步進行管理措

施，例如: ICCAT規範禁捕深海狐鮫(Alopias superciliosus)、污

斑白眼鮫及丫髻鮫科(family Sphyrnidae)物種、平滑白眼鮫(C. 

falciformis)； IOTC規範禁捕狐鮫科(family Alopidae)物種、污

斑白眼鮫； WCPFC則將污斑白眼鮫與平滑白眼鮫列為禁捕。

過去國內多以傳統單一物種的評估模式(Latour et al . , 

2003)進行鯊魚資源評估。Liu and Chen (1999)利用族群統計

學法(Demograghic analysis)針對西北太平洋紅肉丫髻鮫進行資

源評估，認為該種無法忍受長期針對低齡魚進行高度開發。

(劉等, 2001; 劉等, 2002)用年級群解析模式(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 VPA)和單位加入親魚量模式(Spawning per Recruit 

Model; SPR)進行西北太平洋的平滑白眼鮫與深海狐鮫資源評

估，結果認為該兩物種資源緩步減少，皆建議削減漁獲努力

量，並須持續監控。Liu et al., (2006)與Tsai et al., (2010)針對

西北太平洋淺海狐鮫(A. pelagicus)進行資源評估，前者利用單

位加入漁獲量模式(Yield per Recruit Model; YPR)，結果顯示

SPR%值低於35%預警參考點，已過度開發；後者利用族群統

計學法，結果亦顯示該種已過漁，建議封閉該魚種的育成場

及限制其漁獲體型。Chang and Liu (2009)以單位加入量模式

及年級群解析法分析西北太平洋海域灰鯖鮫(Isurus oxyrinchus)

資源，顯示該種資源已因過度開發而有過漁現象。Tsai  et 

al. (2011)模擬西北太平洋海域灰鯖鮫生物參考點(Biological 

reference points; BRP)之未確定性，顯示BRP會隨著體長體重關

係式與各成長係數的改變而影響。劉 ( 2013, 2014)利用年級群

解析法與單位加入親魚量模式進行紅肉丫髻鮫、丫髻鮫、平

滑白眼鮫及污斑白眼鮫的資源評估。結果顯示紅肉丫髻鮫、

丫髻鮫與污斑白眼鮫皆有過漁情形，而平滑白眼鮫尚在合理

開發範圍，建議應減少漁獲尾數，配合最小漁獲體型之限

制，並持續紀錄漁獲及棄獲資料，始能據以評估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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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外捕獲（海鳥、海龜）
漁業意外捕獲(incidental catch)造成的問題自1980年代

後期受到重視，公海大型流網漁業便是因為意外捕獲海豚、

海鳥、海龜等物種，終至被聯合國以第46/215號決議於1992

年之後禁止作業。FAO後於1999年通過「避免延繩釣漁船意

外捕獲海鳥國際行動計畫」，要求混獲海鳥之延繩釣國家採

取行動(FAO, 1999)。然而，當時臺灣對於自身漁業混獲的

情況仍一無所悉，故自1999年開始委託學者進行研究、補助

漁船裝設自動投餌器、避鳥繩等設施，並從教育宣導做起。

直至2002年開始執行遠洋鮪釣漁船觀察員計畫，始對臺灣大

型鮪釣船意外捕獲海龜、海鳥狀況有更清楚的認識(Huang, 

2011)。

多年研究成果顯示海鳥混獲多發生在高緯度水域，特

別是於北太平洋北緯25°–45°及東經165°–160°，混獲

率最高達每千鉤0.2213隻，臺灣北太平洋鮪釣船隊每年可

能混獲可到一到四千隻海鳥，主要是黑足信天翁與黑背信

天翁(Huang & Yeh, 2011)。至於南太平洋則是在紐澳外海的

20°–40°S/10°W–15°E 有較高的海鳥混獲率，可達每千

鉤0.32隻 (Huang, 2015a)。大西洋的海鳥混獲率較低，西南大

西洋(20°–40°S/10°W–15°E)為每千鉤0.026隻，東南大

西洋( 35°–45°S/45°–55°W)則為每千鉤0.063隻，混獲鳥

種為黑眉、黃鼻、漂泊信天翁及眼鏡鸌、巨鸌為主(Yeh et al., 

2013)。印度洋則以南緯25度以南的每千鉤0.0158隻為最高，

主要由南方黑鮪船所混獲，鳥種包括黃鼻、漂泊、烏信天翁

等。2009-2014年觀察員觀測努力量分布及海鳥混獲分布如

圖 20，可看出印度洋以及南大西洋為海鳥混獲較常發生之地

區。

至於臺灣鮪釣船的海龜混獲多發生在熱帶大西洋水域，

混獲率可達每千鉤0.030 頭，以革龜為主要混獲物種(Huang, 

2015b)。至於印度洋，大型鮪釣漁船的混獲率較低，熱帶水

域約為每千鉤0.015隻(Huang & Liu, 2010)，2010年之後蒐集

的小型延繩釣漁船的混獲率則較高，混獲物種以欖蠵龜為

主。太平洋海龜混獲最高也來自小釣船的每千鉤0.034頭，同

樣以欖蠵龜為多(Huang, 2015a)。2009-2014年觀察員觀測努

力量分布及海龜混獲分布如圖 21，可看出太平洋及熱帶大西

洋為海龜混獲較常發生之地區。至於鯨豚，鮪延繩釣漁船意

外混獲鯨豚的機率極低，倒是被鯨豚咬食的情況在印度洋相

當普遍(Huang & Liu, 2010)。

為保育海鳥，政府通過「避免鮪延繩釣漁船意外捕獲海

鳥之國家行動計畫」，說明臺灣鮪釣船隊混獲海鳥狀況及採

取措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4)。各項措施中，避鳥

繩、支繩加重與夜間投餌被視為是最有效的三種，已在多個

國際漁業組織成為決議，要求在高緯度作業漁船(太平洋北緯

23度以北、南緯30度以南；印度洋南緯25度以南，大西洋南

緯25度以南)使用其中兩種，臺灣於2013年於南大西洋長鰭鮪

船進行研究，結果顯示RFMO建議之避鳥繩及支繩加重規格

能有效降低海鳥混獲，然目標物種(長鰭鮪)釣獲率也隨之降

低，形成兩難(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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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海龜忌避措施研究，美國自2003年起積極推廣以圓

形鉤降低海龜混獲，也提議RFMO能夠採納，惟目前仍屬於

自願性措施。2012年臺美合作於大西洋大目鮪深層作業漁船

試驗結果發現，圓形鉤對於降低海龜混獲並沒有顯著差異，

但可以增加大目鮪以及水鯊的釣獲率。研究也發現有不少海

龜，特別是革龜，是被漁線纏繞，而非釣獲，且絕大多數的

海龜是在表層最近的兩鉤被釣獲。所以，倘能減少淺層鉤的

數量，或可減少意外釣獲海龜(Huang et al., 2016)。

圖20 鮪延繩釣漁船於三大洋海鳥混獲分布
資料來源：OFDC提供之2009-2014年觀察員資料

圖21 鮪延繩釣漁船於三大洋海龜混獲分布
資料來源：OFDC提供之2009-2014年觀察員資料

四、沿近海漁業
臺灣沿近海漁獲量在1980年代處於巔峰(圖 1)，平均年產量有

35萬公噸，但自1990年起逐年下滑，2006年後少於20萬公噸，之

後介於15-20萬公噸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16b)。就各漁

業別所占比例 (圖 22)及主要漁業別歷年產量(圖 23)觀其演變。整

體來看，網具類是臺灣沿近海主要漁法，歷年比例都超過70%。

1980年代以拖網為主，比例超過半數，但在1988年之後逐漸下

滑。取而代之的是1990年代興起的鯖鰺圍網，刺網與火誘網比例

相對穩定，而隨著火誘網在2000之後產量增加，刺網、拖網持續

下滑。2010扒網崛起 (實際發展時間更早，然因為早期沒有單列統

計，故無法回溯實際產量，在2005~2010之間有部分混入棒受網亦

或拖網)，占臺灣沿近海產量比例逼近50%，其他網具類產量、比

例都大幅下降，僅有定置網較穩定，釣具類以鮪釣與雜魚(底)延繩

釣的船數跟產量較高，以延繩釣產量比約10%最高，其他釣具類產

量不多，曳繩釣也在1995年之後快速下降。惟近年雜魚延繩釣產

量也隨之下降，僅有鮪延繩釣勉強維持。至於近年投入大量監控

人力的珊瑚、魩鱙、飛魚卵等漁業，總產量不到1%。

圖22 沿近海漁法歷年漁獲量比例變動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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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沿近海漁法歷年漁獲量變動
左邊為網具類，右邊為釣具類及其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臺灣沿近海魚種非常多樣化，記錄商業物種類超過二百種，

從魚種別產量看，主要漁獲類別歷年產量如圖 24。除了鯖跟鰹這

幾年因應扒網崛起，使產量增加外，其他大多數物種都呈現下降

趨勢。以下探討部分已評估漁業/物種資源評估狀況。

圖24 各主要經濟物種歷年產量(1980-2014)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備註：以上20個類別產量達沿近海歷年總產量72.36%，當中的數字為產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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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鯖鰺漁業
鯖鰺是臺灣沿近海產量最高的經濟物種，東北部海域產

量佔90%以上，為最重要的漁場。鯖鰺捕撈漁法隨歷史演進

而多所更替，1970年代以巾著網為主，至1978年引進船團式

大型圍網，漁獲量扶搖直上，成為產量最高的沿近海漁業，

2000年之後，扒網興起，進而取代大型圍網，成為主要漁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鯖鰺漁業漁獲以花腹鯖、白腹鯖及真鰺為大宗，漁獲

組成約為4:3:2。雖然漁獲量在2001年之後因為扒網投入而增

加，但其單位努力漁獲量維持不到三年就開始下降，顯示漁

撈能力過度(李及魏, 2013)。圖 25為1978年引進大型圍網後之

鯖鰺產量、產值及主要漁法漁船組數變動，大型圍網鼎盛期

於1996年達7.8萬公噸，但1998年後開始下降，以2001年的2.8

萬公噸為最低，此時花腹鯖已出現漁獲體長漸小、成長加快

及成熟年齡提早等過漁現象，資源無法負荷加上成本因素，

使得更有效率的扒網逐漸取代鯖鰺圍網，至2013年扒網達到

68組，大型圍網完全消失。扒網取代大型圍網後，漁獲量仍

維持在7~8萬噸，使鯖鰺資源之漁獲壓力不減反增，生物性的

過漁徵兆持續惡化，促使政府於2013年在北緯24度以北實施

6月份禁止網具類捕撈鯖鰺的休漁措施，希望鯖鰺資源的過漁

現象能夠改善。

禁漁期措施實施3年以來，透過不同階段的花腹鯖成長方

程式可發現，禁漁期後漁獲死亡率顯著降低，且花腹鯖為白

腹鯖的2倍。花腹鯖漁獲年齡組成顯示，平均漁獲年齡上升，

且魚體小型化、極限體長減少等生物性過漁徵兆似有減緩趨

勢。從單位加入產卵群生物量(SPR)及單位加入產卵群生物量

(SPR)分析顯示(圖 26)，花腹鯖在休漁後，漁獲死亡率明顯下

降，但仍超過Fmax、F25%及F40%，過漁危機並未消除。白

腹鯖之漁獲死亡率落在可接受的安全範圍，但花腹鯖及白腹

鯖漁撈作業無法分離，為了保全花腹鯖的資源，漁獲努力量

仍須進一步減少。

由於鯖鰺資源狀況對扒網相關產業鏈及沿岸漁民生計

影響重大，目前扒網船執照雖已凍結，並訂有相對嚴格作業

管理措施(六月休漁、沿岸六浬禁止作業、VMS、漁獲過磅

等)，但因扒網漁獲效率太強，與其他沿岸漁業的衝突不斷，

禁漁措施是否需要調整，事關扒網產業的存續，也牽動其他

沿岸漁業，因而備受各界關注，尤其是非產卵季的六月禁漁

措施，備受各界批評。鯖鰺漁業的主要漁獲對象為花腹鯖、

白腹鯖及真鰺，三者之性成熟年齡(體長)不同，真鰺最早、花

腹鯖次之、白腹鯖最晚，三種主要漁獲對象的生殖季集中在

1至5月，花腹鯖最主要的產卵期在2-3月，白腹鯖及真鰺會稍

微延遲一個月，故3、4月為鯖鰺之產卵高峰。目前的禁漁月

份非產卵季，對漁獲量價的損失相對較小，但因未直接保護

產卵群，禁漁的成效勢必有限，若能調整至產卵季禁漁，對

鯖?資源永續利用的助益更大，但禁漁期間業者的損失及中國

大陸漁船侵入作業等問題，都尚待解決(呂, 2015)。再者，花

腹鯖資源利用國家包括中國、日本與韓國，因此，必須考量

建立跨國管理機制(李及魏,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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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引進大型圍網後之主要鯖鰺漁業規模演變(船數、產量、產值)

圖26 花腹鯖、白腹鯖之YPR及SPR分析禁漁前後之漁獲努力量水平
來源：呂, 2016

（二）拖網
拖網漁業是臺灣近海漁業的主力，在1965-2007年間

為近海漁業漁獲量最高的漁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 

2016b)。漁獲量在1980年曾高達 22萬噸，為當年近海漁業總

產量的62.8%，但其後持續下降，至2014年僅剩3.1萬噸，為

最盛期的14%。若以近10年(2005-2014)產量來看(表 1)，中小

型拖網漁業年產量在3萬8千多噸，約佔沿近海漁業總量的五

分之一。產量最高的前三縣市為宜蘭縣，基隆市及高雄市(圖 

27)。其中宜蘭縣產量佔31%，以大溪漁港最具規模，主要漁

場在龜山島週邊水域，是臺灣北部最重要的拖網漁場。基隆

市拖網船主要在北方三島附近水域及東海、黃海作業，漁獲

量佔25%，另一作業區在臺灣西南海域，主要在高雄至屏東

沿岸，及小琉球周邊海域(吳等, 2005)，其漁獲量佔14%，三

主要漁場共佔臺灣中小型拖網漁業總量70%。

臺灣沿近海拖網漁場之系統性研究較少，相關調查集

中在物種組成與漁獲量變動，對於多樣性與群聚結構的變

動，或是優勢物種的生物特性等研究相對欠缺。田 (2008)與

陳 (2009)曾就龜山島水域的底拖漁獲進行調查，發現該區漁

獲種類相當多，稚魚出現季節集中於春、秋兩季，尤其是秋

天，並與種類豐富度，均勻度及多樣性的高峰期一致。平均

而言，北部海域下雜漁獲高達46% (秦等, 2005)。下雜漁獲

中包含為數不少的經濟性魚種，如白帶魚，狗母類，海鰻，

赤鯮，真鰺等。該海域魚類群聚結構受深度影響甚大，甚至

超過季節影響，且會隨季節變動。而同區下雜漁獲之調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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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該區僅硬骨魚類就達104科308種之多，物種非常多樣 

(王, 2005-06)。

表1：2005-2014年臺灣沿近海暨中小型拖網漁業漁獲量比較  單位：公噸

沿岸漁業 近海漁業 拖網漁業 拖網/沿近海
2005 53461 201162 58723 23.1%
2006 54514 154740 48407 23.1%
2007 54303 135417 41389 21.8%
2008 47593 133323 36525 20.2%
2009 40553 147364 36210 19.3%
2010 34765 128782 29695 18.2%
2011 28138 163536 31851 16.6%
2012 33056 148250 34736 19.2%
2013 27566 125021 31793 20.8%
2014 29408 139929 31941 18.9%
Sum 403357 1477524 381270 20.3%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圖27 臺灣2005-2014年間中小型拖網縣市別平均漁獲比例

其他縣市 
30%

宜蘭縣
 31%

基隆市
25%

高雄市
14%

北方三島水域底棲漁獲之調查則顯示較龜山島漁場單純

許多(陳, 2016)。下雜漁獲中，僅採獲68科151種；但本區混

獲量較高，約佔50%左右，且與過去相較似無太大的變動(秦

等, 2005)。混獲魚種中經濟性物種的比例相對高。該海域無

論是經濟或混獲魚種的豐富度、均勻度與歧異度均以夏末至

秋或冬初之際較高，而春末至夏季相對較低。混獲魚種中稚

魚出現比例則以夏末到冬天較高、春天較低。該區與龜山島

漁場不同的是，底棲魚類群聚之形成主要是受季節的影響，

而與棲地及深度較無關聯；但類似的是，兩海域多數魚種均

在春夏季生殖，並在秋季達最肥滿狀態。

在西南海域方面，顏  (2009)曾就林園地區拖網下雜魚

之多樣性及優勢種進行調查，發現該區採得之魚類共計有28

科42屬62種，且底魚群聚大致可分為「春夏」與「秋冬」兩

群。物種多樣性則以秋冬季較低，春夏季較高，而與北部兩

漁場不同。吳等 (2005)在東港地區下雜漁獲的調查中發現，

本區光魚類就有106科327種之多，且該區2013年底棲漁獲組

成中，下雜漁獲占重量60%左右，乃所有漁獲中最多者(吳等., 

2014)，但本區春季的經濟魚種稚魚所佔比例反而較低。Wu 

and Ou (2009)亦發現，高屏峽谷周邊海域之四種蝦拖網漁業

之混獲比例約在 65.9-93. 8%之間，以魚類的混獲比例最高，

佔約44.7-60.6%；顯見本區物種多樣性及混獲量依作業型態

及區域而有甚大的差別，整體而言，混獲量可能是三大拖網

漁場相對較高者。

臺灣拖網漁業自1975年作業以來，經過長期開發，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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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棲資源呈現枯竭狀態(吳等, 2004)，使得漁民所使用的網目

逐步小型化 (吳等, 2005)，而漁獲種類與體型也有逐步變小的

趨勢，因此漁獲中「下雜魚」所佔比例逐年增加(田, 2008)，

並導致生態域物種組成的可能改變(Wang et al., 2008b)，及漁

獲經濟效益的遞減(Wang et al., 2007)。目前三主要漁場混獲比

例都已近50%，甚至更高即為一明顯的例證，因此有必要列

為優先管理對象。

此外，拖網易破壞底棲生態及魚類產卵場，因此該漁業

常被各國列為重點管理之漁業。目前臺灣僅有簡單的管理規

範，包括「距岸3浬內完全禁止拖網作業，而3-12浬海域則僅

限50噸以下漁船作業」等。除此之外，並無更嚴謹之管理措

施。盡管如此，依據2010-2014年臺灣特定漁業漁船違規處分

統計資料顯示，違反拖網禁漁區及未經核准從事拖網的違規

事件總數，5年來都是所有漁業中最多者，約佔所有違規數中

的2/3(6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a)，顯見拖網漁

業之管理執法不足。建議在管理上，依據漁場特性，因地制

宜，並建立三大漁場的監控制度、補足漁業管理所需重要資

訊，如漁獲組成、魚種出現周期與分布，群聚結構與影響因

子、主要優勢物種(含經濟與混獲)的生物周期與出現大小等。

其次，研擬適合各漁場特性的管理措施與施行次序；例

如，目前各區混獲量均已過高，因此網目限制(或季節性限制)

宜應列為優先考量，以降低混獲與生物量的浪費；其二，考

慮各區資源分布特性，配合禁漁期或禁漁區的設置，減少對

產卵親魚的傷害；其三，應落實棲地保護措施，強化海域漁

業執法。總結來說，由於拖網為多魚種的捕撈作業，故其管

理當以整體生態系做為考量，即除了底棲物種之外，並應考

慮生態域中各物種的相互關聯與整體變動，才能確保此等漁

場的永續利用。

（三）鎖管
鎖 管 俗 稱 小 卷 或 透 抽 ， 在 分 類 上 屬 於 軟 體 動

物門 ( M o l l u s c a )、頭足綱 ( C e p h a l o p o d a )、二鰓亞

鋼 ( C o l e o i d e a )、十腕超目 ( D e c a p o d i f o r m e s )、槍形

目 ( Te u t h o i d e a )、閉眼亞目 ( M y o p s i d a )、槍鎖管科

(Lol ig inidae)(王 ,  2009;  Jereb et  a l . ,  2010)。臺灣目前有

文獻記載的鎖管種類，共有 4屬 3亞屬 1 0種，包括劍尖

槍鎖管 (Uro t eu th i s  e du l i s )、中國槍鎖管 (U.  ch in en s i s )、

杜氏鎖管 ( U .  d u v a u c e l i )、詩博加槍鎖管 ( U . p h o t o l o l i g o )

s ibogae )、斯里蘭卡槍鎖管 (U.(photo lo l igo)   s inghalens i s)、

火槍鎖管 ( L o l i o l u s ( N i p p o n o l o l i g o )   b e k a i )、尤

氏槍鎖管 ( L . ( N i p p o n o l o l i g o )   u y i i )、神戶鎖管

(L.(Nipponololigo) sumatrensis)、長槍鎖管(Loligo bleekeri)、萊氏

擬鎖管(Sepioteuthis lessoniana)。臺灣北部及西部海域均為東海

大陸棚一端，有較豐富的鎖管資源(王等, 2011)。相關研究顯

示，臺灣北部海域捕獲的鎖管以劍尖槍鎖管為主，臺灣西部

海域所捕獲的鎖管則以中國槍鎖管為主，兩海域偶而會混有

杜氏鎖管(鄭等, 1999; 王, 2002; 宋等, 2008; Liao et al., 2010; 

王等, 2011)，顯示此3種鎖管為臺灣沿近海漁業主要的鎖管物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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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管因肉質頗薄、味道鮮美，而深受國人喜愛，是我

國休閒漁業之重要資源，臺灣2015年沿近海漁業鎖管產量為

3,342公噸、產值超過新臺幣5.1億元，是沿近海十大漁獲經濟

物種之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根據2014年各

鎖管漁業樣本船的漁獲資料顯示，鎖管產量主要來自棒受網

及中小型拖網，其中以棒受網漁業的漁獲量及漁獲率較高，

其他少部分來自一支釣、扒網、雜魚延繩釣及刺網等漁業，

惟其漁獲量及漁獲率均不高(表 2)。

表 2 2014年不同漁業別鎖管樣本船之漁獲統計資料表
沿岸漁業 近海漁業 拖網漁業 拖網/沿近海

2005 53461 201162 58723 23.1%
2006 54514 154740 48407 23.1%
2007 54303 135417 41389 21.8%
2008 47593 133323 36525 20.2%
2009 40553 147364 36210 19.3%
2010 34765 128782 29695 18.2%
2011 28138 163536 31851 16.6%
2012 33056 148250 34736 19.2%
2013 27566 125021 31793 20.8%
2014 29408 139929 31941 18.9%
Sum 403357 1477524 381270 20.3%

此外，由2014年鎖管各漁業樣本船在臺灣沿近海0.2度方

格累計之作業時數分布圖顯示(圖 28)，鎖管漁場主要分布於

臺灣北部、西部海域、澎湖海域及西南海域200 m以淺的陸棚

海域。另由累計漁獲量及漁獲比例分布圖顯示(圖 29)，臺灣

沿近海鎖管漁業約可以25°N分為二大漁業之作業漁場，其中

25°N以北之海域以棒受網漁業為主，拖網及一支釣漁業僅在

彭佳嶼附近海域及臺灣北部沿岸海域有零星分布，此海域以

劍尖槍鎖管為主；而在25°N以南之臺灣海峽水域則以拖網為

主，僅在澎湖西部海域有棒受網漁業，以及臺灣淺灘東南方水

深50m以淺與50-200m大陸斜坡處有零星一支釣漁業之分布，此

海域以中國槍鎖管為主。進一步分析漁獲率及其比例分布圖則

顯示(圖 29)，以棒受網漁業為主的臺灣北部海域(25°N以北)有

較高的鎖管漁獲率，相對以拖網漁業為主的臺灣海峽水域，其

鎖管之漁獲率甚低，這是因為棒受網漁業以捕撈具趨光性的鎖

管為目標物種，而拖網則因選擇性較低，鎖管屬於混獲物種。

圖28  2014年250艘鎖管漁業樣本船作業時
數分布圖

圖29  2014年鎖管漁業樣本船在每0.2度方格之累計漁獲量及漁業別漁獲比例分布圖(左)及漁獲
率及漁業別漁獲率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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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廖及王, 2009)以臺灣北部海域棒受網漁業樣本船漁

獲劍尖槍鎖管之月別作業漁場重心的推移顯示，其漁期約每

年4∼11月間，盛漁期在每年7∼9月間，而漁場主要分布在北

緯25∼28°、東經121∼126°，且海底等深線約在100∼200m

之間的東海陸棚(圖 30)。其中漁期於春季開始，作業漁場主要

在北緯26 度以北、東經125度以西的海域；隨著時序推移，在

夏、秋季時，漁場重心逐漸往西南方彭佳嶼海域移動；至秋末

冬初時分，由於天候不佳且漁期接近尾聲，只有噸數較小的漁

船會在海況允許下，在臺灣北部沿岸水域作業。

圖30 1976~2005年間臺灣北部海域鎖管棒受網漁業樣本船月別作業漁場重心之推移（灰色圓
圈內的字母表示月份）

此外，由劍尖槍鎖管平衡石之日輪數顯示，其生命週期

約為300天，而由日輪反推其孵化之時日則顯示劍尖槍鎖管

幾乎每個月都有孵化的情形，屬於全年生殖的物種(圖31)，

但鎖管孵化期集中在春(3∼4月)、秋(11∼12月)兩季。再者，

研究也發現每年3∼4月、11∼12月兩季時，有較高的生殖腺

指數，因此可推測劍尖槍鎖管主要生殖季節在春、秋兩季。

進一步比較發現春季產卵群之外套膜長、體重、生殖腺重及

GSI，均較秋季時小(圖32)，亦即春季產卵群在個體較小時即

可產卵，但生殖腺相對而言也較小，因此產卵數可能也較少 

(Wang et al., 2010)。而根據Wang et al., (2008a)研究指出，臺

灣北部海域春、秋兩季劍尖槍鎖管產卵群雌雄別50%性成熟

體長分別為：雄性--春季121 mm、秋季169 mm；雌性--春季

164 mm、秋季186 mm。

圖31 劍尖槍鎖管平衡石計數之日輪反推其孵化月份之樣本數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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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臺灣北部海域春、秋兩季劍尖槍鎖管產卵群雌雄別成熟鎖管樣本(a)平均外套膜長(mm)；
(b)平均體重(g)；(c)平均生殖腺重(g)；(d)平均GSI之比較
　　

Wang et al., (2008a)的研究指出，在彭佳嶼附近海域捕獲

之劍尖槍鎖管，其成熟個體所佔比率較高，尤其在春秋兩季

生殖季節時，成熟個體比例達六成以上(圖33)，故可推測彭佳

嶼附近海域是劍尖槍鎖管的主要產卵場。此外由劍尖槍鎖管

外套膜長之組成比例顯示，外套膜長小於2公分之小型鎖管，

主要分布在臺灣北部沿岸水域，因此可推測臺灣北部沿岸海

域應是劍尖槍鎖管主要育成場(圖 34)。

圖33 臺灣北部海域春、秋兩季劍尖槍鎖管產卵群雌雄別50%性成熟體長示意圖

圖34 臺灣北部海域劍尖槍鎖管產卵場、索餌場及育成場分布示意圖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長江截流等自然環境的變遷，

加以中國大陸地區之快速拖網與燈光敷網大規模投入，臺灣

北部海域劍尖槍鎖管資源面臨嚴重的衝擊，漁獲量明顯減

少，因此有必要規劃臺灣北部海域劍尖槍鎖管漁業的管理規

範。根據許(2014)的研究指出，臺灣北部海域鎖管棒受網漁

業，在2002~2013年間之漁獲能力(fishing power)為0.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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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之漁獲死亡率係數(F)為1.50~15.75，估算比例逃逸量為

36~96% (平均為75%)，顯示臺灣北部海域棒受網漁業對劍尖

槍鎖管資源之利用，仍能維持一定的水準。

因此，臺灣北部海域劍尖槍鎖管漁業資源之管理應從其

生物學及生態分布特性規劃，亦即在劍尖槍鎖管的主要產卵

場及產卵期間，規劃適當之禁漁期及禁漁區。結合前述研究

顯示臺灣北部海域劍尖槍鎖管的產卵場主要分布在彭佳嶼附

近海域，且主要產卵期在春(3~4月)、秋(11~12月)兩季，而春

季產卵群的個體較小，生殖腺也較小，因此產卵數也較少，

由臺灣北部海域春、秋兩季雌雄別劍尖槍鎖管日齡與外套膜

長之關係亦顯示，春季產卵孵化的鎖管在前5個月內係生活

在水溫較溫暖的季節，因此其成長速度比秋季產卵孵化的鎖

管在5個月內生活在水溫較低的季節來得快(圖 35)。因此，建

議在每年3~4月間於彭佳嶼周邊3浬海域內實施禁漁區及禁漁

期，以保育其生物資源，維繫鎖管漁業之永續。

圖35  臺灣北部海
域春、秋兩
季雌雄別劍
尖槍鎖管日
齡與外套膜
長之關係

（四）沿近海鯊魚
國內主要鯊魚卸魚港以南方澳、東港(小琉球)與新港為

主，其鯊魚漁獲大多為鮪延繩釣漁業釣獲，少數來自大目流

刺網或專業捕鯊船。沿近海多數鯊魚漁獲採用冰藏保存，並

以完整魚體上岸，少部分利用冷凍方式，透過各區漁會進行

拍賣與販售。

三大主要卸魚港漁獲量之年間變動，南方澳之鯊魚漁獲

量2006年至2011年介於4,369噸至5,283噸間，隨後於2015年

降至最低之2,736噸。東港之鯊魚漁獲量2006年至2011年介

於7,457噸至9,019噸間，之後於2013年降至最低之4,604噸，

2014年至2015年則微幅上升。新港之鯊魚總漁獲量從2007年

之最高953噸，逐年下降至2012年降至最低之254噸 (圖 36)。

鯊魚各魚種別方面，南方澳漁市場2006年至2015年期間

以鋸峰齒鮫的26,963噸為最大宗，約佔總漁獲量65%，其次

為灰鯖鮫、深海狐鮫、紅肉丫髻鮫與淺海狐鮫，分別為4,118

噸、2,433噸、1,798噸與1,784噸，各佔冷藏鯊魚總漁獲量的

10%、6%、4%與4% (圖 37)。東港漁市場同樣以鋸峰齒鮫

34,943噸為最大宗，約佔總漁獲量45%，其次為大鯊24,982

噸，佔總漁獲量的35% (圖 37)。

針對鯊類等資源評估資料比較欠缺的物種，生態風險評

估(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ERA)常被優先考慮做為資源評

估的工具。ERA考量魚類生產力(productivity)和漁業敏感性

(susceptibility)，將兩項指標結合評估物種的相對受危害程度

(stock's relative vulnerability) (Ormseth & Spencer, 2011)。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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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進行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生態風險評估可以同時探討

多物種於某一生態系所受的相對風險情形(Arrizabalaga et al., 

2011)。國內有(黃, 2013)針對臺灣10種大型鯊魚進行整合性生

態風險評估，採用生態風險評估、魚種瀕危狀態、漁獲體型變

化趨勢與族群成長曲線反曲點，利用群聚分析(Cluster Analysis)

與多元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將四項指標進行整合

性生態風險評估，結果可將10種大型鯊魚分為四群，其中風險

最高物種為紅肉丫髻鮫，建議應對該種實施嚴格的管理措施；

屬於第二與第三群的大型鯊魚應進行總量管制，以減少其漁獲

壓力；其他魚種亦應持續監控以確保資源永續利用。

圖36 臺灣三大鯊魚魚市場2006-2015年鯊魚卸魚量

圖37 南方澳(左)及東港(右)鯊魚物種別卸售比例

（四）魩鱙漁業
魩鱙漁業為本島沿岸水域常見的小型漁業，於1970年前

興起，初以人力操作網具。1970年代中葉以後，學習日本之

技術，改為雙船拖網，加上大目袖網，漁獲量逐漸攀升高。

然1980年代以後產量逐年下滑，1990年代以後降至低點(圖 

38)，部分環保人士倡議應限縮禁止本漁業。1999年，政府

公告「臺灣省魩鱙漁業管理要點」，要求地方政府參酌其原

則，訂定各地區魩鱙資源使用規範。自2000年開始有宜蘭、

花蓮、高雄、屏東四個縣市制定地方管理規範，並逐步擴展

到九個縣市。2002年一度因應全面禁止之呼籲，原擬於2006

年禁止，後慮及漁民生計，遂改以生態漁業之政策方向，自

2009年初次建立魩鱙漁業完整管理規範，以總量管制之原

則，包括設定船數、漁期、禁漁區，以及漁獲配額上限(TAC)

等措施(丘等, 2013)。

圖38 沿岸魩鱙漁業產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

Nanfanao Tungkang Hsinkang Total

平滑白眼鮫 1%

鯊翅 2%

淺海狐鮫 4%

深海狐鮫 6%

高鰭白眼鮫 1%

薔薇白眼鮫 2%

灰色白眼鮫 3%

紅肉ㄚ髻鮫 4%

ㄚ髻鮫 2%

灰鯖鮫 10% 鋸峰齒鮫 65% 鋸峰齒鮫 49%

大鯊 35%

灰鯖鮫 7%

鯊翅 7%

平滑白眼鮫 2%



472 473

議
題
三 

海
洋
保
育

魩鱙漁業2014年調查結果顯示東北水域漁獲狀況不佳。

相對西南水域之春漁期從1月9日開始，有些日到港漁獲超過1

公噸，相對於2013年東北水域，西南水域的2014春季漁期產

量較樂觀。而2014年在本島週圍水域出現之魩仔魚物種，各

物種出現率依序為：刺公鯷(46.7 %)、異葉公鯷(33.6 %)、日

本鯷(13.8 %)、黃小砂丁(4.3 %)，混獲比例在6.6%左右。比

較各地之漁獲努力量，東北水域資源強度不強，屬於相對低

迷的狀況。西南水域之作業規模屬於適正水平，但由於TAC

仍高，實際上有許多“零作業執照”，建議相關漁船數仍應

下降(丘, 2015)。整體而言，2015年資源評估之結果顯示：此

資源量已由谷底向上爬升，雖距離1980年代的水準尚有一段

距離，但已朝正向發展(丘, 2016)。

（五）飛魚卵漁業
臺灣飛魚卵漁業的主要漁場在北部彭佳嶼水域，這種以

「卵」為「標的」的漁業，在世界上並不多見，僅極少數的

國家如印尼、秘魯等有類似漁業。依據近幾年研究調查(王, 

2007-2012)顯示，飛魚卵的捕獲地點最早出現在臺灣北部海

域(圖 39)，隨後逐漸往東北部水域移動並擴展；到了6月盛漁

期，漁場進一步由東北往南延伸；到了七月，漁期將過，漁

場又退縮到北部或東北部海域。由此漁獲分佈的季節推移，

配合捕獲魚卵與親魚的親緣鑑定、實驗室魚卵的孵化驗証，

及樣本船於作業區採獲的產卵親魚共同確認，本漁業事實上

乃由尖頭細身飛魚(Hirundichthys oxycephalus)單一魚種所貢獻，

其產卵魚群應來自廣大的北部與東北部水域的一種產卵聚集

現象，而與臺灣南部追逐網漁業的捕撈對象黑鰭(Cheilopogon 

cyanopterus)、白鰭(Cheilopogon unicolor) 與較短小圓身的斑鰭飛

魚(Cypselurus poecilopterus)等不具有直接關連，因此兩漁業應分

開管理(王, 2012; 王等, 2016)。

臺灣漁民過去所捕撈的飛魚卵量並無官方統計資料可

循，根據魚卵收購業者提供的歷史(1985-2007年)資料(圖 40)

顯示，臺灣歷年飛魚卵漁獲量可分兩個時期，一為2000年以

前，主要以臺灣船隻為主，其年平均漁獲量可能在600噸左

右。其後，中國大陸船隻加入捕撈，且越來越多，因此，近

年臺灣漁船漁獲量明顯下降應與中國大陸船隻的競捕有關。

臺灣近年(2008-2012)來飛魚卵之漁獲量約維持在230至350公

噸之間；總容許捕獲量(TAC)為350公噸，作業船隻採登記核

准制，並維持在200艘以內，漁期管制在每年5月15至7月31日

圖39 飛魚卵漁獲的月別分布圖(以2007年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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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2010年開始實施觀察員及港口查報員計畫，以了解漁獲

實況與動態。

飛魚卵為一共享資源，在欠缺部分(中國大陸)漁獲統計

下，臺灣的漁獲限額的設定是漁政當局及業者，包括魚卵收購

商相當關切的議題。經科研單位詢訪中國大陸相關網站、執法

與研究單位及主要卸售港口之漁家，並配合兩地作業船隻漁獲

效率與停泊基地與主漁場之遠近，從而間接評估其漁獲量在

2010年應在200-300噸間，約為臺灣的2/3，故兩地總和應以不

超越歷史漁獲平均650噸為原則，因此目前的漁獲限額應屬上

限，不宜再放大。而2010年以後，因社會經濟因素，從事飛

魚卵作業的船隻日漸萎縮，加以中國大陸自2014年起將飛魚

卵漁業納入休漁對象，雖有證據顯示部分中國大陸船隻仍在作

業，但與往年相較，來自對岸的漁撈壓力當可因休漁而降低。

飛魚卵漁業資源之變動受到許多因子影響，其資源指標

的建置依據過去研究所得，同時考量年別、月別、漁區別、

船隻噸級及縣市別(標的)別等因子，及氣候(如平均風速、降

雨量)與環境(如表水溫、初級生產)等因素，得到標準化結果

顯示(圖 41)，飛魚卵漁獲率在2007-2008年間持平或微降後上

升至2009年，隨後維持相對高值，並於2011-2012年下降，但

2012以後又明顯上升到2015年；此結果顯示資源狀況在2012

年以後開始逐步回升。

除此之外，王 (2013-2014)利用歷年產卵族群之生殖學

研究結果，配合魚類自然死亡率暨漁場年平均水溫與族群成

長特徵值的經驗式(Pauly, 1980)， 同時考量(McGurk, 1986)與

(Peterson & Wroblewski, 1984)對魚類初級生活階段的研究所得

等，綜合對 "維繫各年度飛魚卵漁獲量"，其前一年度魚卵所

應留存之最低量進行評估。結果顯示，如果採用最嚴謹的保

守估計，每年只要確保有9噸左右的魚卵殘存下來，則2007-

2015年間的漁獲水平當可維繫(王, 2015)。而該殘存量在近年

中國大陸休漁禁捕及臺灣魚價低迷，作業努力量持續下降之

下當能獲得確保。

飛魚卵年度漁獲狀況的好壞，與漁期間氣象因子，如颱

風數、水溫、降雨量、風力等有密切關連(王, 2007-2012)；

而年度魚價與油價的高低也會影響漁民作業的意願，進而影

響到漁獲效益與收益。因此，本漁業漁獲的高低，除了漁況

外，環境與社會經濟因子都扮演重要角色，故有必要在漁況

變動的研究之外，思考如何在總量管制下規劃最適作業船隊

規模。否則，過多船隻的投入，將使漁獲效益與漁獲收益被

稀釋，進而影響盈虧，而一旦漁獲率下降，漁民虧錢，則加

強保育與反對管理的聲音都將高漲，進而讓漁業管理或政策

的施行受阻。目前本漁業魚價掌控在少數幾家魚卵收購商手

中，而魚價高低影響漁民作業意願與捕獲量甚大，為確保該

漁業之永續，漁政單位應思考維持魚價穩定的機制，或輔導

成立產銷班等，以維護漁民權益。

飛魚卵漁業目前有漁期的管制，但本漁業漁期的時間受

年度海表水溫的影響甚大(王, 2007-2012)，漁民常為此抱怨連

連。建議取消漁期限制，但須嚴格監控每日的捕獲量變動與

累計總量，以符合漁業特性，並消弭不必要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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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魚卵資源乃兩岸共享之資源，臺灣方面施行的漁業管

理若無中國大陸方面的資料與配合，則其效果會打折扣，這

也是漁民反對管理的理由之一，因此漁政單位應盡速與中國

大陸相關單位洽談合作與共管，以杜絕漁民悠悠之口，並讓

該等珍貴資源的保育與管理更具成效。

圖40 1985-2015年飛魚卵漁獲統計量之變動趨勢
（●為臺灣漁獲量，▲為放大後整個海域的推估量）

圖41 2007-2015年飛魚卵漁業(A)漁獲率(NCPUE2)與(B)標準化漁獲率(SCPUE)結果之比較

（六）寶石珊瑚漁業
寶石珊瑚為多種類珊瑚物種之集合名詞(Tsounis, 2010)。

包括珊瑚蟲綱之角珊瑚目(Antipatharia，或稱黑珊瑚目)，柳珊

瑚目(Gorgonacea)，及群體珊瑚目(Zoanthidae)等，皆有寶石珊

瑚物種。目前較具經濟價值之紅珊瑚與桃紅珊瑚等，即為柳

珊瑚目，紅珊瑚科(Coralliidae)物種(Bruckner, 2009)。此類珊

瑚之中軸骨在堆積過程會鍵結金屬離子而具顏色，並在打磨

拋光後具珠寶光澤，因此稱為「寶石珊瑚」。其珊瑚蟲體內

不具蟲黃藻(zooxanthellae)共生，因此分布深度不受有光層限

制。這些生態特性使其不同於造礁珊瑚。

寶石珊瑚漁業為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漁業之一。人類利

用寶石珊瑚的記錄可回溯至2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期(Grigg, 

1989)。目前寶石珊瑚漁業主要在二水域：地中海水域以及西

北太平洋水域(Bruckner, 2009)。地中海水域之寶石珊瑚漁業

已存在近5000年；而西北太平洋水域之寶石珊瑚漁業則始於

19世紀初期。臺灣寶石珊瑚漁業開始於日治時期(1923年)。

其產量趨勢呈「大起大落」，即當發現新珊瑚床(漁場)，其

漁產量快速上升，但在幾年間迅速下降。寶石珊瑚為固著性

生物，相當依賴其環境狀態。且其在海洋生態系提供「生態

服務」功能，例如，為其他物種之避敵所，或哺育場等。因

此，寶石珊瑚之商業開發，除考慮族群結構之穩定外，亦須

考量其生態系功能之維持(Tsounis, 2010)。

臺灣自2009年開始嚴格管理寶石珊瑚漁業(Huang & Ou, 

2010)。以限制努力量(漁船數)，限制漁獲量及指定作業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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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圖 42)，並搭配觀察員計畫及作業資料查核等措施(Chen, 

2012)。在2009至2015年間，除2009年為53艘船外，每年作業

漁船數維持60艘。年漁產量為2.8~3.6公噸，平均為3.2公噸(圖 

43)。活枝珊瑚年漁產量40~109公斤，平均為68公斤。活枝珊

瑚產量所佔比例1.9%~4.6%，平均為2.95% (圖 43)。每年每船

出海作業日數113~145日，平均為126日，標準差為33日。每

年每船漁獲量26~44公斤，平均39公斤，標準差為25公斤(圖 

44)。

圖42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之指定作業漁場(A~E)
（灰線：2009年劃設之傳統漁區；黑線：2014年調整之新漁區）

圖43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在2009至2015年之（a）漁產量及漁船數，（b）活枝珊瑚漁產量及所
佔比例

圖44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在2009至2015年之(a)平均每船作業日數，及(b)平均每船漁產量。
（誤差線 =標準差）

在2 0 0 9至2 0 1 3年間，漁獲努力量 (船日 )於A區最高

(57~70%)，其次為B (15~23%)或E區(7~21%，圖 45)。在2014

及2015年，B區比例逐漸增加(31~41%)，在2015年甚至與A區

比例相當。在此同時，E區所佔比例則下降。總漁產量之空

間分布趨勢與漁獲努力量相似(圖 45)，整體而言，仍以A區

所佔比例較高(48~71%)。但活枝珊瑚產量則呈不同分布型態

(圖 45)，在2009至2012年間以E區較高(48~61%)，在2013至

2015年間則以A區較高(38~55%)。將空間資料匯整為0.125度

方格，計算每月每格之活枝珊瑚出現率(圖 46)。在2009年至

2015年間，每月平均活枝珊瑚出現率21.5~37.5%，標準差為

8.1~13.4%。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自2009年實施新制訂之管理辦法，目

前漁船數維持60艘，每年漁產量約3噸。規格組成以蟲枝比例

最高，活枝比例最低。活枝珊瑚比例，依物種別漁區別具不

同變動趨勢，而整體活枝珊瑚出現率則約30%。以目前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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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區方式作業，似可維持60艘漁船之漁獲壓力。但漁船集中

少數漁區，亦使其是否永續利用仍有隱憂。建議可選擇多個

指定漁區，以「輪作」方式更替，或可舒解部分漁區之漁獲

壓力，但輪替之週期仍須考慮寶石珊瑚之族群參數為依據。

或者，在現有管理基礎上，亦可考慮選擇適合寶石珊瑚之棲

地環境，設置禁漁保護區(No-take zone)，應可更完整保育寶

石珊瑚族群，及其所提供之生態系功能。

圖45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在2009至2015年間其(a)總漁產量，(b)努力量(船-日數)，及(c)活枝珊
瑚漁產量在五指定漁場之空間分布變化。

圖46 臺灣寶石珊瑚漁業在2009至2015年之平均活枝珊瑚月別出現率。(誤差線 = 標準差)

（八）鬼頭刀漁業
鬼頭刀(Coryphaena hippurus)為臺灣沿近海漁業資源重要

的經濟性魚種之一，近年來鬼頭刀產量約佔沿近海總產量

之7-10%，且呈現逐年增加趨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6b)，其中臺灣東部海域之產量即約佔全臺灣產量之70%，

而鬼頭刀更是臺灣東部海域極重要之目標魚種。臺灣東部海

域之鬼頭刀主要為延繩釣漁業漁獲(約佔96%)，回顧1980年

代中期之前，臺灣東部海域之鬼頭刀漁獲量並不高，低於

4,000公噸。然而自1990年開始大幅增加，漁獲量最高曾達到

13,000公噸。1990至2000年間臺灣東部海域鬼頭刀漁獲量呈

現震盪，隨後持續增加，於2004至2007年間大多穩定地維持

在10,000公噸，然而至2008年開始大幅減少，於2013年減少

至5,000公噸左右(圖 47)。

圖47 臺灣歷年之縣市別鬼頭刀產量變動趨勢

由於鬼頭刀屬於混獲魚種(bycatch)，相關的資源評估研

究並不多見，大多以生物學研究為主，Oxenford & Mahon 

(1999)針對中西大西洋海域鬼頭刀進行成長、系群、洄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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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資源豐度分析，並進行資源評估與彙整中西大西海域鬼

頭刀資源之初步預警結果。Sakamoto & Kojima ( 1999)則彙整

日本鄰近海域鬼頭刀之生物學及漁獲趨勢。

雖然鬼頭刀為臺灣東部沿近海漁業重要的經濟性魚種，

但過去有關鬼頭刀資源評估的報告並不多，大多以生物學研

究及生物參數估計為主。資源分析方面，王及王(2004)分析

其單位努力漁獲量變動，指出自1989年起即有持續下降的情

形，陳 (2007)嘗試以調整型年級群解析方法進行資源量之評

估，吳(2010)則是利用資源整合模式進行評估分析。於遺傳族

群結構研究方面，以粒線體基因序列研究結果並無發現不同

採樣區域的太平洋鬼頭刀具顯著遺傳差異性，丁(2014)以粒

線體基因序列探討鬼頭刀在臺灣海域族群遺傳結構，研究結

果顯示臺灣所捕獲之鬼頭刀為同一族群，親緣關係分析則顯

示臺灣的樣本和關島族群及夏威夷族群分屬不同族群。依據

不同分子遺傳研究方法進行太平洋鬼頭刀之遺傳族群結構研

究，其研究結果至今未有定論。

 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 (SFP)檢視太平洋鬼頭刀

之漁業與資源狀況，該報告指出，以有限的資料顯示目前太

平洋鬼頭刀資源處於良好的狀態，且東太平洋與中西太平洋

之CPUE亦無下降趨勢(Gilman et al., 2013)。然而，目前的資

源分析是基於鬼頭刀可能的族群結構以及生活史特徵(如繁

殖力高、生長速度快、成熟年齡早、壽命短等(丁, 2014)，而

設定其對過度開發為非常低敏感性之基礎下所進行。此外，

根據中南美洲鬼頭刀漁業之生態風險評估，其結論指出鬼頭

刀已處於中等程度風險。因此，仍須對鬼頭刀資源進行更深

入且全面的分析，以判斷太平洋鬼頭刀資源之變動趨勢。然

而，由於目前尚未針對太平洋鬼頭刀進行資源評估，導致太

平洋鬼頭刀資源狀態存在高度不確定性(吳, 2010)。此外，

雖然部份研究支持東太平洋與中西太平洋鬼頭刀分屬不同系

群，但由於缺乏全太平洋鬼頭刀之漁業生物學資訊，因此太

平洋鬼頭刀資源的系群結構亦尚未達成共識。

圖48 臺東縣新港漁市場歷年漁具別之鬼頭產量變動趨勢。

除了臺東新港漁港外，屏東縣東港漁港及宜蘭縣蘇澳

漁港亦為臺灣重要的鬼頭刀卸魚市場，然而目前尚無法區分

該漁獲屬於臺灣沿近海域，或是外洋海域所漁獲。不過，此

三漁港之市場拍賣資料中主要的鮪旗魚漁獲具有冷凍漁獲資

料，或許根據此冷凍漁獲的比例，可推估該筆卸售紀錄屬於

沿近海或外洋。根據漁獲統計資料顯示臺灣東部之鬼頭刀漁

業具有兩個盛漁期，配合漁獲樣本之體長資料，亦顯示兩個

盛漁期之漁獲體型明顯不同，臺灣東部的鬼頭刀可能也具有
產

量
（

10
00

噸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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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加入群。此外，不同漁船類型(膠筏或動力船)之漁獲體型

亦具有差異。因此，未來在進行漁業源指標分析時，應要針

對不同船型及不同漁期之漁獲資料進行分析(王, 2015)。

圖49 臺東縣新港漁市場歷年之鬼頭產量與平均單價變動趨勢

根據歷年漁獲資料及樣本體長頻度之分析，鬼頭刀產

量於2008年減少後趨於平緩，但產值呈增加趨勢，顯示鬼頭

刀資源對臺灣漁業之重要性。根據漁獲樣本體長頻度變動趨

勢，臺灣東部海域鬼頭刀漁獲之體型並無明顯變動，但在月

別體長頻度變動方面，結果顯示臺灣東部兩個鬼頭刀盛漁期

之漁獲體型明顯不同，可能在此海域鬼頭刀資源每年具有兩

個加入群(楊及王, 2016)。根據性別年級群解析法(sex-specific 

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 SVPA)之初步分析，雌魚之漁具選擇

性明顯集中於2歲魚，而雄魚則較集中於3及4歲魚，此也可能

導致雌雄魚在出現不同的優勢群後，資源數量具有差異的可

能原因，然而目前僅是根據體長與漁獲量資料之初步分析結

果進行推論，未來仍需要整合各項資料，配合完整的整合模

式，才能作出更明確的推論(王, 2015)。

產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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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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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單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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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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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態系管理導向與海洋保護區
自然資源保育的模式已經從單一物種轉換到生態系導向管理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生態系管理的方法很多，包括海洋

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總容許捕撈量、漁具限制、

漁撈能力管理，降低漁獲努力量、設定禁漁區、單一可轉讓配

額，到生態漁業認證、及社區管理等(Worm et al., 2009)。

對於大宗漁獲物種(例如鮪魚、鯖鰺)或者漁撈對象單一(例如

飛魚卵、寶石珊瑚、魩鱙)的漁業種類，管制船數、努力量、禁漁

期、禁漁區等是常用的措施。然而，對於拖網或者如臺灣位處熱

帶環境，海洋生物物種非常多樣化的地區，前述管理措施往往不

易奏效。在此種情況下，海洋保護區是最常被視是有效的方式。

許多研究證明海洋保護區可使得生物量增加、魚體變大、乃至資

源增加(Willis et al., 2003)。目前臺灣對於海洋保護區的劃設與管

理並無專法，而是由各機關依循個別目標與法令而有不同型態之

保育方式，包括：(1)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主管的國家公

園、(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管，由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的

海島與海鳥保護區等、(3)農委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的地景

保護區、(4) 交通部主管，依據發展觀光條例公告的國家風景特定

區等，以及(5)各地方政府依據漁業法公告各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

育區，或稱漁業資源保育區。對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2012年

參酌國際規範，將海洋保護區依據其管理方式分為三級，包括(一)

等級一禁止進入或影響：僅在科學研究、監測或復育之目的下，

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進入；或雖允許進入，惟禁止任何會影響

或破壞該海域生態系、文化資產或自然景觀之行為；(二) 等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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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採捕」海洋保護區：全面禁止對自然資源或文化資產之採

捕(開發)利用行為；以及(三)等級三「分區多功能使用」海洋保護

區：在永續利用前提下，限制某些採捕(開發)利用行為，惟仍容

許某些程度的利用生態資源行為。經彙整各單位轄屬保護區面積

後，統計得到總面積約30,035 平方公里，其中第一級比例達我國

12浬海域內0.9%、第二級為4.5%，至於第三級多功能使用比例則

高達40%，總計占我國12浬內水域面積65,076 平方公里之46.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2015)。

上述比例看似比例很高，與國際間定義的差異又何在？依據

IUCN與UNEP統整的全球保護區資料庫(WDPA)資料，臺灣管轄

海洋面積達34萬平方公里(包括EEZ)。海洋保護區數量與面積分別

為26個、3,850平方公里，占海域面積僅有0.59% (IUCN & UNEP-

WCMC, 2015)，兩者差異很大(圖 50)。兩個差別在於IUCN資料庫

的海洋保護區面積以國家公園為主，至於臺灣政府認定的漁業資

源保育區，並未登錄到該系統。其次，則是國際間以管轄(EEZ)面

積為分母，臺灣政府則僅以12浬內水域面積為估計分母。

圖50 臺灣海洋保護區分布（左：WDPA資料，中及右：漁業署資料）

從前述三種等級保護區的面積以及種類來看，屬於高度管制

的第一級與第二級的面積比例偏低，多屬於國家公園。而漁業資

源保育的部分，除了沿岸三浬禁止拖網作業之外，多數都是位處

沿岸小面積的漁業資源保育區，相關物種調查及評估都有限。因

此，首先應該要建置基本調查體系、強化執法能量、引入環保團

體與地方合作、以及加強與權益相關人之溝通聯繫等方式，推動

並落實海洋保護區(黃等, 2016)。

單一海洋保護區的功效往往有效，網絡的方式將能有更大

的功效。從漁業資源分布與生物多樣性調查資料分析臺灣周遭海

域生態環境，除現有的澎湖南方四島海洋國家公園以及墾丁國家

公園外，包括北方三島，綠島、蘭嶼、小琉球都有豐富的海洋生

態，倘能以網絡的方式畫設保護區，將能擴大保護層面(圖 51)(邵, 

2015)。雖則以上各區域也有許多漁業、遊憩活動，欲推動海洋保

護區不易，但可考量以分階段逐步漸進的方式，例如從北方三島

開始，並加強執法，相信藉由增加其長期的經濟效益，受惠者仍

會是當地作業的漁民以及海洋遊憩產業。

圖51 臺灣海洋保護區網絡之建議     資料來源：（邵,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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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思與建議
海洋資源的分布沒有界線，臺灣沿近海漁船數量眾多，是長

期以來管理強度低的癥結所在。面對漁撈壓力大乃至越趨嚴苛的

資源過度捕撈問題，如何有效取得資訊、進行科學評估，並採取

保育措施，是海洋資源管理機關必須面對的課題。回顧遠洋與沿

近海漁業的變化與評估結果，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資料統計體系與研究整合
早期漁業動態取得不易，沿近海漁業資料缺乏，即便遠

洋漁業自1970年代開始要求漁船必須繳交漁獲報表，但資料

可信度仍不時受到質疑。近年，由於監控技術日益發達，藉

由漁船監控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漁船航程紀

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港口查報資料、卸魚聲明

制度，乃至電子漁獲報表等方式蒐集資料，漁業署近年投入

資料相關計畫之年度經費已突破二億元(包括遠洋漁業調查系

統、觀察員、港口查報員、沿近海觀察員等等，詳細數字可

參考漁業署預算)，使得可用於資源評估的資料量與日俱增。

這些資料庫的品質、完整性、以及公開性仍有加強空

間。首先，對於來自不同來源的資料，必須謹慎查核資料的

正確性，除去錯誤資料。其次，以遠洋漁業資料為例，多數

資料都已提供給RFMO。建議政府可就相關相關於官方網站

提供國內外學術人員公開下載或經申請取得。至於國內沿近

海漁業之漁業資料，漁業年報品質備受質疑。近年政府投入

大量的港口查報人力，其資料應經過嚴謹查核程序後，用以

提升漁業年報之可信度，其細部資料亦可以個資去連結的方

式，在確保資料機密性的前提下，提供學界使用，前述方式

能夠鼓勵國內漁業生物學與資源評估研究領域的發展，對海

洋漁業資源的研究發展有正面效益

（二）中央與地方的分工與合作
細觀臺灣漁業法，似未明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管轄水

域權責，僅就漁船核發證照以噸級別區分。造成部分工作或

有疊床架屋，或者資源分配不均。以卸魚聲明制度或者魚苗

放流計畫為例，對象為沿近海漁業資源，目前由中央與漁會

直接聯繫，縣市政府僅從旁協助。但在設定漁業權或漁業資

源保育區時，又以地方政府為主要單位，會造成彼此資訊與

權利義務不相稱的狀況。因此，如何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

漁會的分工，值得政府部門思考。

其次，隨著國內大眾環保意識的抬頭，許多民間團體投

入海洋資源保育，各地有許多MPA推動成功的個案。因此，

建議可將臺灣沿近海分為東(宜蘭到臺東)、北(新北市到新竹

縣)、西(苗栗縣到雲林縣及澎湖縣)、南(臺南市到屏東縣)等

四區，由農委會漁業署輔導，結合產官學界成立區域漁業管

理委員會，共同討論資源評估的結果以及管理模式、回饋機

制。將能使得漁業資源管理更即時。

至於科學研究部分，海洋資源研究經費來自科技部與農

委會，以及內政部對於海洋國家公園的研究經費，執行單位

包括學術機關、大專院校以及水試所等，彼此間因為目標略

有差異，因此多係獨立作業。卻不時有重疊之處。建議可建

立平臺，在人力、經費上做更有效率的運用。例如利用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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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港口查報、VDR結合的資料，分區分工進行資源評估，相

信可在短期內完成國內海洋資源評估的藍圖。

（三）遠洋漁業資源管理
從近年RFMO管理趨勢以及臺灣漁產量來看，公海資

源的利用已達極限，三大洋目標物種多已制定配額或限定船

數。我國漁船在各RFMO零星的違規案件與歐盟舉發黃牌事

件，反映部分漁民對於RFMO規範仍有所輕忽或不熟悉而未

能遵守，抑或因為配額限制，然漁撈能力過多，僧多粥少而

導致的非法漁業行為。因此，政府應該思考在維護漁民權益

的同時，臺灣海洋漁業合適的規模，以及確實的管理。而對

於臺灣業者經營外籍漁船以及外籍船員的議題，也應該正

視。

遠洋漁業面對觀察員涵蓋率不足的問題，配合新興監控

工具以及科技網路技術，應該儘速利用電子觀察員等科技、

研發魚種辨識軟體等方式，採取科技。對於觀察員派遣，要

執意定位在科學性觀察員，或者因應管理需求而增加執法觀

察員的比例，其經費是全額由政府支應，或者業者應該相對

負擔，這些議題都值得更積極的思考。

（四）沿近海漁業資源評估與保育
對於多樣化的臺灣沿近海漁業資源，目前僅有部分漁業

進行監控及管理。然而，從漁獲量的明顯下降及多個主要經

濟物種的體長頻度變化，皆反應臺灣沿近海多數物種已處於

過漁狀態。因此，除延續及定期檢視現有的管理，應有全盤

性思考並排定保育管理之優先順序，以下建議：

1.  對於產量最高的扒網以及拖網，優先派遣觀察員蒐集

資料。其中扒網漁獲較單純，可配合鯖鰺漁業資源評

估，經常性檢討六月份禁漁期的成效。拖網部分，研

究結果亦顯示，除經濟漁獲減少，魚體小型化外，混

獲量也高。因此，應依前述各漁場特性，施行漸進式

管理。

2.  釣具類漁法：表層延繩釣以鮪類、鬼頭刀等洄游物種

為主，應參酌WCPFC的科學評估，結合中西太平洋的

遠洋漁業動態，合併考量。至於底延繩釣(雜魚延繩釣)

的作業模式與地點、種類均不同，產量雖少、但種類

相對多樣、經濟價值亦高，應就其作業地點以及主要

物種蒐集體長資料，以做為訂定保育區或者體長管理

之參考。

3.  漁撈能力的管控：目前僅有自願性休漁與收購，成效

有限，建議針對特定漁業探討其最適規模。曾有研究

認為臺灣的棒受網(火誘網)漁業應該實施指定休漁，乃

至刺網漁業應該縮減至五千餘艘，以及禁止三層網漁

業等(李及廖, 2006)，有鑑於臺灣沿近海漁業種類多，

且漁船實際從事漁法可能與執照亦有差異，因此，建

議先釐清漁業別漁船數量，續而評估最適漁撈能力，

作為漁撈能力管理之下一階段目標。

4.  海洋保護區網絡規劃與管理，目前雖畫設有國家公

園、漁業資源保育區等各式海洋保護區，然其評估斷

斷續續，成果難以呈現，建議擇其重要者，統籌建立



492 493

議
題
三 

海
洋
保
育

資料監控體系，劃設海洋保護區網路，與海巡署合作

執法，將可達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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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05年5月12日正式公告設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位於基隆
與新北市交界的望海巷海灣，是北上黑潮及南下親潮兩大洋流匯集之

地，因為海水混合流動頻繁，生物相相當豐富，也是沿近海生物產卵的棲

息地。更有海蛞蝓、豆丁海馬、海蘋果等稀有的海中嬌客，是潛水人眼中

的「秘密花園」。然而，在長期的棲地破壞，沿岸的海拋垃圾及少數漁民

於近岸濫用刺網等破壞漁具等的各項威脅下，珊瑚魚蝦無法繁衍，海洋

志工呼籲若再不加以保護，整片海灣將會一片死寂。而緊鄰海灣旁的國立

海洋科技博物館，也希望這片豐沛的海灣能成為兼具休憩及教育的海洋

教育示範區。為同時兼顧保育及對漁業生計考量下規劃出現有的保育區，

雖然面積僅有15公頃，但全區全面禁止採捕任何水產動物，僅經濟型海
菜採季節性登記開放採捕。

望海港潮境保育區已於8月1日起全面實施禁網、禁釣、禁採捕及嚴格
執法取締，而沉睡在水底下的廢棄物也由潛水志工陸續清除後，海底花

園的景觀猶如脫胎換骨般，重現美麗景緻。而水下迷人的世界，亦漸漸

吸引許多的潛客慕名而來，不論是浮潛、潛水及水上活動的盛行，也快速

活絡了週邊產業。然後，後續居民如何看待及接受潮境海灣的轉型，並面

對遊客漸增可能衍生的環境承載量及棲地破壞的潛在威脅下，再次面臨

潮境保育區未來如何兼顧保育及產業發展的課題。這個由海洋志工與市

政府、漁會、海科館、漁村社區等單位合力規劃成立的保育區，它的公告

不是終點，而是各項挑戰即將開始的起點，更肩負起社會大眾對新一代

海洋保育區的全新期待。

Abstract
Wanghaixiang’s Chaojing Bay Conservation Area was off icially 

established on 12 May 2016. It is located at the border between Keelung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nd is the estuary for the northern Kuroshio 
and southern Oyashio currents. Frequent mixing with seawater results in 
enriched biota and forms a favorable habitat for the spawning of neritic 
organisms. Rare species such as sea slugs, pygmy seahorses, and sea apples 
also appear in the waters, thus divers know it as a “secret garden”. However, 
long-term habitat destruction, offshore marine debris, and misuse of 
destructive gillnets by a small proportion of fishermen have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spawning of coral reef fish and shrimps, which has led for 
public calls for prot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marine life in the bay from 
dying. The nearby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MMST) hopes the bay will become a demonstration area for both 
recreation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s. The bay was designated a protected 
area both for conservation and to protect the livelihoods of fisheries; thus, 
the harvesting of aquatic animals is restricted in only 15 hectares and only 
registered seasonal commercial harvests of the green laver are allowed. 

After banning of netting, hooking and harvesting, the reefs, rocks 
and secret garden progressed toward the aim for wastes “only exiting no 
entering”. This was the result of efforts by various agents to clean up old 
fishing nets and underwater debris, enabling the scenery regain its beauty. 
Meanwhile, many divers have been attracted by the improved under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subsequent snorkeling and diving activities have 
inf luenced surrounding industries. Concerned residents have spoken 
of challenges faced by conservation group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servation area owing to destruction of habitat caused by an 
increase in tourists. The announcement was a hard work of volunteers, 
city government, fishermen’s associations, the NMMST, and fishing 
villages, and it will not be an end but a starting point of challenges. More 
importantly, it becomes a resolution of new generation of protected marine 
areas awaited by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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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港潮境海灣條件優渥及生態豐富
生態多樣的望海巷海灣，周圍海底屬一天然珊瑚礁區，因

為海水混合流動頻繁，使浮游生物容易生長，吸引眾多魚類聚

集，生物相相當豐富，也是沿近海生物產卵的棲息地，原有漂亮

的珊瑚群及珊瑚礁魚類、軟絲、紅尾冬、龍蝦、石斑等常見經濟

性魚種，更有海蛞蝓、豆丁海馬、豹紋海葵蝦、海蘋果等稀有的

嬌客，是潛水人眼中的「秘密花園」。海域周邊地形屬岩岸，有

珊瑚群聚，海灣中間則為砂地，是漁業署及基市長期投放及管理

的人工魚礁區。而緊鄰海灣旁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也希望這

片豐沛的海灣能成為兼具休憩及教育的海洋教育示範區，且因週

邊鄰近海洋大學、水產試驗所、海洋科技博物館及基隆區漁會單

位，形成密集行政資源網絡，最豐富的海洋教育廊帶；也因鄰近

八斗子、長潭、望海巷漁港等漁村聚落，兼具優越的產業條件及

豐富漁業文化，在此得天獨厚資源及地利之便下，望海巷海灣也

曾入選栽培漁業示範區之選址對象之一。

公民與政府聯手 催生望海巷潮境保育區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是經過公民自主與市政府、

漁會及海科館等單位共同參與規劃下而催生的。經潛水志工長期

觀察發現，過去海中有珊瑚、海草、海藻，其根部提供軟絲卵鞘

附著順利孵化，當今環境破壞，珊瑚等覆蓋率降低，造成軟絲產

卵於海洋廢棄物上無法緊黏容易脫落死亡，數量因此銳減，因此

海科館結合潛水志工，以專案研究方式，利用桂竹製成竹叢營造

軟絲人工產房，模仿柳珊瑚條枝狀展開呈扇形，藉此吸引軟絲安

心下卵，人工復育成效良好。並透過影像記錄，讓民眾透過軟絲

產房的了解復育的目的並重視海洋環境面臨的威脅。但人工產房

只是階段性手段，要長期改善仍必預透過棲地的改善、保護及管

理，才能持久永續經營。於是海洋志工王銘祥等人，開始積極建

議市府及海科館於望海巷海灣劃設海洋保育區，並透過集結民間

力量，及因執行軟絲產房計畫監控海域環境，累積科學數據，並

多次與公部門合作，辦理海建號人工魚礁投放、魚苗放流、淨灘

及淨海等系列的海洋保育活動，得以與公部門建立迅速有效的溝

通平臺，為規劃海灣保育區啟動暖身之路。

望海巷潮境保育區全長750公尺、寬200公尺，總面積約15

公頃，面積其實並不大，希望日後保育成效良好再擴大範圍。而

保育區旁的潮境公園，前身為垃圾掩埋場，擔心經東北季風、颱

風吹襲，邊坡垃圾裸露落海恐污染生態，只能盡量覆蓋定著，移

除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現址埋藏著不可說的秘密，同時作為教育

下一代的警惕，但相信只要有心維護，仍可以讓現有的環境維持

最好的繁殖棲地。而成立保育區最大受益者，其實是地方居民及

漁民。因為當海洋資源回復了，漁民於保育區外即享有漁場對滿

溢效益；海底生態改善了，吸引更多觀光客則帶動週邊產業的活

絡。保育和經濟絕非對立，漁民常常是不知道怎麼對生態付出貢

獻，但相信只要透過妥當宣傳，便能化解誤會、互補需求。保育

區從無到有的過程不乏遇到多次瓶頸除必須持續與居民、社區、

漁會、海科館充分溝通外，更必須由不斷的溝通互動培養出默

契，齊心效力永續守護這個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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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籌劃之路
104年6月25日，國立海洋科博物館主任施彤煒主任於基隆

市政府之基隆市漁業諮詢委員會中，建議將潮境公園外狹長型海

域劃設成海洋保育區，始正式由基隆市政府進行一連串的研議規

劃，並與地方居民、漁民、釣魚團體等進行多次協調會及說明

會。而整個過程並非市政府單打獨鬥，而由漁會、海科館、海洋

志工等代表共同列席，面對民眾的疑問，皆協助回應及討論解決

方式，並共同討論保育區的各項限制事項。例如，原本規劃保育

內全面禁止採捕所有水產動植物，經居民建議因石花菜是季節產

業，應開放採捕，並同意採登記制度，將對當地民眾衝擊降到最

低。而居民建議政府應積極取締刺網等違規情事，保育區的效益

也才能事半功倍。於是，在市府、漁會及海巡單位的全力的掃蕩

及沒入違規刺網下，短短不到二個月，基隆近岸三海浬的違規刺

網幾乎已消失匿跡。

望海巷潮境保育區的劃設規劃，不論是範圍，限制事項及調

整部分開放季節海藻採捕等措施，都是經多方不斷討論及修正而

來。期間也有人質疑保育區的範圍太小，也有人建議應另設釣魚

專區等，為了能順利跨出劃設保育區第一步，採以對環境保護效

果最大及對居民衝擊最小，並夠有效率執法的範圍作為考量，未

來也會依保育區實際的狀況採滾動式調整。保育區內一律是禁止

採捕水產動物，朝以攝影取代獵殺，以觀光取代採捕的目標。保

育區雖限制採捕，但仍保有民眾親海的權益，如潮間帶戲水、浮

潛、潛水、立槳、獨木舟等親水活動。因為範圍不太，對居民及

漁民衝擊小，也才得以順利劃設。公告迄今得各界正面迴響，所

有能量匯聚起來，舉牌宣導志工快閃，愛海人通報違規，海巡、

岸巡動起來聯合查緝，成功踏出第一步，並成功樹立新一代海洋

保育區之新典範。

志工巡守隊與公部門建立緊密互信的執法聯絡網絡
望海巷潮境保育區，自105年5月12日公告日起至7月31止，實

施近二個多月的勸導期，8月1日起禁止任何採捕行為，違者開罰

取締，凡是進入保育區及捕撈水產動植物者，將會被處3到15萬的

罰金。而為了未來能有效執行取締，海巡與市府、基隆區漁會、

海科館、居民及保育團體更特別召開保育區管理及執法座談會，

並自此建立聯合稽查取締通報平臺，共同討論保育區內各種可能

造成爭議的各種行為，並建立巡邏制度、通報機制及取締流程，

讓執法更有效益，沒有模糊空間。而在保育區界線掛警示浮球，

晚上有防水警示燈，更能方便辨識舉報。海科館則在潛水客熱門

下水點裝監視器，可即時線上監督，防止有人晚上摸黑下水採

捕。

未來，更將由地方居民及漁會等組成海洋巡守隊，並由海科

館協助輔導環保團體、教師、村里長或漁民等，並規劃相關志工

課程訓練，巡守員也是生態環境解說者。此外，避免保育及生計

演變對立，保育區也會發展觀光誘因，扶植周邊居民就業條件，

營造友善環境的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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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境海龜故事引人醒思 終結基隆流刺網悲歌
105年4月30日，市府獲報有漁民於保育區違規使用刺網，在

沒入漁具過程中，發現一隻綠蠵龜受困其中，並送至海洋大學海

龜救傷中心觀察照料，並取名「潮境」。以往海龜遇上流刺網通

常只有收屍的份，而「潮境」是少數遭流刺網纏仍可奇蹟獲救的

幸運兒。在而後陸續幾次保育區巡邏時，更於八斗子漁港港嘴外

當場遇見正在違規進行流刺網作業的漁船，當場人贓俱獲，可見

近岸違規的案例相當嚴重。在數次清除底刺網的過程，漁網上滿

佈抱卵的蝦蟹及珊瑚礁石，因漁民濫用漁法，不僅危害珊瑚礁呼

吸生存的空間，更損害海洋生物的棲息環境。查緝過程發現太多

問題，不得不反映正視並揭露、面對及解決，須徹底檢視底刺網

等傷害性漁法的使用。這期間只要發現有刺網，市府漁民、海洋

志工、潛水店義無反顧都來幫忙，利用各自的資源緊密合作，一

發現有漁網要清，市府及漁會等則進行政協助及船隻調動，潛水

器材店支援氣瓶，志工們則號召潛水夥伴隨船出力。尤其劃設保

育區後，已陸續將幽靈魚網清除，海底花園美景重現，生物滿溢

的景色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為了杜絕傷害性漁法繼續違

規濫用，市政府與區漁會更積極商討修正基隆市刺網漁業採捕動

植物有關限制事宜，提出網具需標註漁船編號、近岸500公尺海域

禁止刺網漁業(含單網)作業等建議。而為保有三海浬漁場之永續

經營，基隆市漁會亦邀漁會理監事共同提案，建請中央立法嚴禁

三海浬內禁用流刺網， 以利沿近海生態資源復育。「潮境」海龜

所引發連環效應，期盼儘速落實禁網政策。也期望藉由望海巷保

育區的案例來鼓勵公部門應走出來，發現問題、面對問題及解決

問題。臺灣乃至全球的海域資源迅速耗竭，海洋生病了，人人有

責，每個人都要去反省個人的行為。

公民參與保育區事務 共謀永續經營之道
透過公民參與提供之影像資訊，反映海底下的現況及海面

上不法的景象，由民間第一時間及時上傳，透過網路發散傳播開

來，形塑輿論壓力，也串連有志一同的社群，更讓政府相關單位

有效掌握環境及違規現況而進行管理及取締。然最重要的是，漁

民、在地居民、保育人士、海洋巡守隊等雖屬不同團體，卻培養

出良好默契，齊心效力永續守護這個海域。保育區於5月公告後，

市府和海洋志工、海巡及居民等，不定期持續辦理淨海、撈廢棄

漁網、取締流刺網。潛友開心的發現，魚群真的變多了，還有海

龜選擇長住下來，保育區生態復甦速度超乎預期。近海漁業枯

竭，現在已不是在追漁獲量而更應是注重保護及永續經營。保育

區已於 8月1日起開罰如期如實上路，截至目前(至8月22日)已有六

件違反保育區限制規定的裁罰案件。望海巷潮境海洋保育區是北

部第一個落實全面禁採禁捕的海洋保育區，有指標意義在，希望

人民都能遵守規範，而執法人員應積極落實執法，樹立海洋保育

區的執法的威信，才能發揮設置保育區的目的及效益，而不致淪

為紙上公園。

望海巷潮境保育區全面實施禁網、禁釣、禁採捕，水面下

的礁岩及秘密花園，在各界持續朝向廢棄物「只出不進」的目標

下，陸續清除沉睡在水底下的漁網及垃圾後，猶如脫胎換骨般，

重現美麗景緻。珊瑚活化了，軟絲也回來產卵了，各種生物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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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受到獵捕的威脅，安居於此。而潛水人也開始樂於分享水下

的精彩世界，不必私藏，更不用擔心照片分享後，遭有心人士覬

覦及傷害。然而，水下迷人的世界，亦漸漸吸引許多的潛客慕名

而來，不論是浮潛、潛水及水上活動的盛行，也快速活絡了週邊

產業。往後居民如何看待及接受潮境海灣的轉型，並面對遊客漸

增可能衍生的環境承載量及棲地破壞的潛在威脅下，再次面臨潮

境保育區未來如何兼顧保育及產業發展的課題。這個由海洋志工

與市政府、漁會、海科館、漁村社區等單位合力規劃成立的保育

區，它的公告不是終點，而是各項挑戰即將開始的起點，更肩負

起社會大眾對新一代海洋保育區的全新期待。

【與會具體建議】
（一）��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如設立海洋保育區，以維護沿岸棲

地環境；持續辦理種苗培育及放流以增裕水產資源。�
（二）��推動休閒漁業產業：鼓勵漁業轉型，結合漁村社區能量，

積極發展體驗式深度遊程，提升產業價值，並推廣海釣、
海上觀光及磯釣產業，輔導漁船轉型。

（三）��強化漁業管理措施：檢討現行過時法令及強化執法能量
等，朝海域的整體管理開發及永續利用為發展目標。

（四）��海洋體驗活動：並透過辦理各式海洋體驗活動，帶領民
眾親海、愛海進而保護海洋，並落實海洋教育宣導向下
扎根，強化海洋資源的觀念與認知。

．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範圍及
限制事項

．  近岸違規使用底刺網易造成棲地破
壞，珊瑚死亡及魚蝦貝類無法繁衍

．  海洋志工及市政府合力清楚保育區
內海底廢棄漁網及垃圾

．  市府、海巡、漁會、海科館、漁民
及志工等組成聯合執法小組

．  海龜「潮境」被違規底刺網纏遶受
困，經巡守隊即時救援脫困

．  保育區內海底花園脫胎換骨，魚群
種類及數量變多了

．  志工進行不定期保育區快閃宣導活
動

．   海洋志工自發性進行清除保育區內
海底廢棄漁網及垃圾

．   海底棲地改善後，軟絲自然回鍋產
卵(天然柳珊瑚)



近
二十年來，全球對於海洋治理，有日新月異的思潮與演變。反

應人類對於自然環境態度的反思與尊重。

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正式生效，建立海洋治理與

保護的國際憲章，促成許多專屬經濟水域內雙邊的漁業協議。

1995年《保育與管理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種群協定》，更強化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功能，使海洋管理模式日益縝密。即便

如此，世人並不以此為限，聯合國已經著手研議《公海生物多

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之協定)》。預期國際間將有新的公海管理

模式。

體認到海洋的重要性，各國莫不積極發展海洋科技技術、

展示其海洋治理目標。美國制定《海洋法》；日本制定《海洋

基本法》；中國宣示全面發展海洋事業、大力建設海洋強國；

印尼雷厲風行掃蕩外國非法漁業、全面禁止拖網。各國藍色經

濟蓬勃發展、海洋保護區面積快速增加；南海風雲更是備受國

際矚目，對於太平島和沖之鳥屬礁或島的不同法律見解，更激

化國際間緊張關係和國人的關切。

在競逐海洋資源之際，各國開始合作。例如，「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APEC)」自2002年開始，由南韓、印尼、祕魯及中國

接棒舉辦四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PEC Ocean-related Ministerial 

Meeting, AOMM)」；美國國務卿凱瑞於2014年發起，推動「我們

的海洋(Our Ocean)」高峰會；該一會議中，從總統到各國外交、

環境、海洋相關部長，各國高層政界代表與地方民間團體代

表，不分背景、語言，發願出錢出力，熱切承諾全力支持海洋

環境的保護，其共同目標只有：「我們應該善待海洋」。三年

下來，會議成果斐然，各國累計承諾投入92億美元，保護超過

99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積。其中，美國歐巴馬總統於2016年登

高一呼，公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群島海洋保護區，贏得國際海

洋保育界高度的評價。

在這波浪潮中，臺灣自不能置身事外。最近，我國以漁

業實體參與區域性漁業組織，達成臺日漁業協議，通過《國土

計畫法》、《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水下文化資產

保護法》、《「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和《遠洋漁業管理條

例》等，都是一波波嶄新的海洋治理建制。本次「第四屆海洋

與臺灣研討會」中，我們十分欣慰，有更多的政府官員、專家

學者和民間團體發表專文、與談，與大眾分享，並共同討論國

家海洋治理的新方向及實踐策略。

海洋事務，錯綜複雜。回顧從2002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

研討會」以來，台灣研究學會黃煌雄創辦人，以及許多海洋界

先進一路的堅持執著，提出許多高瞻遠矚的想法，喚醒政府對

海洋議題的關注；我們看到臺灣海洋事務逐步深化，公民參與

度的顯著提高。

如果說，將海洋專責機關的成立視為一個重要里程碑，

那麼，我們十餘年來努力的目標，顯然尚未成功。許多跨領域

整合和深化的困境，仍陳年未解。例如，海岸地區尚未真正解

嚴，海洋資源基礎調查與評估嚴重不足，新的離岸風電發展多

頭馬車，海洋廢棄物的法規與行動進展緩慢。歸根究柢，相對

編後語

516 517



邱文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黃向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

於美國籌辦「我們的海洋」高峰會與會者的熱情，海洋治理迄

未被我國政府列入優先事項。

所幸長江後浪推前浪，本屆會議中，在NGOs與青年論壇

裡，我們看到新一代年輕人對海洋的熱忱表露無遺。有鑑於

此，我們仍將抱持希望，擁抱這股代代相傳、對於海洋的熱誠

與感動。我們深信，從2002年努力迄今，這群關注海洋議題

的夥伴，將一棒棒傳承下去。我們期盼，藉由本屆會議成果 -- 

「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的宣告，可敦促政府重視海洋整合

性議題的推動，劃定具體時程，讓臺灣的海洋事務不是紙上談

兵，而能趕上其他海洋國家的腳步，尋得臺灣立足與發展的空

間。

最後，感謝黃煌雄創辦人、所有協助籌備、主持、發表、

評論、參與本研討會的各界產官學研民專家人士，以及大會工

作同仁的付出，唯有各位無私的貢獻與努力，方能促成本次會

議圓滿成功，也為這個時代的臺灣海洋治理的動態留下乙份珍

貴的奮鬥歷程；希望以此為基石，為臺灣下一個海洋事務與治

理階段，開啟新的一頁。

臺灣研究基金會

緣起

在
旅美臺灣同鄉會的系列演講會上，我一再公開預言：

「臺灣快則三到五年，慢則五到十年，不管我們是否高

興，也不管我們是否歡迎，我們終將迎接一個關鍵性轉變的時

代」。近五十年來，隨著戒嚴的解除，蔣經國的病逝，臨時條

款的廢除，資深中央民代全面退職，以及國內各方面的發展，

全國上下，都必須堅定而謹慎地迎接這「關鍵性轉變」所經歷

的兩個階段：

一、儘快結束非常時期體制與法令的初步階段。

二、將臺灣當作常態社會來規劃的第二階段。

以熱愛鄉土、關懷臺灣的知識份子和年輕企業家為主體，

在一九八八年所組成的臺灣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台研會），

便是基於這種體認，願為我們的國家略盡綿薄。作為新生代園

地的台研會所辦的活動，不管是演講、座談、研討會或出版系

列新書，都希望有助於對現況的了解，有助於儘快結束非常

時期的體制與法令，有助於儘早將臺灣當作常態社會來做更科

學、更美好，更有遠景的規劃。我們的資源雖然有限，我們的

誠意卻綿綿不絕。希望我們的拋磚引玉能開風氣之先，進而導

致更大的關切，匯集更多的資源，結合龐大的力量，促使我們

的社會真正走上常態之路。

黃煌雄／臺灣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198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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