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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原名救難大隊，為國軍唯一專責水下作業部
隊。主要負責國軍和政府部門各種潛水、救難、水雷反制、水中械彈
處理任務和潛水訓練。歷年來多次支援國內重大海、空難救難任務，
在我國海洋作戰防衛、海難救護、海洋環保及海事人員培訓上扮演重
要的功能和角色。由於它的專業技術和裝備，水下作業大隊已是我國
在潛水、救難方面最具能量的官方單位。
為彰顯對海洋事務之重視，行政院於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設立「行
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俾作為行政院階層推動海洋事務之決策
平台。該委員會於民國 93 年 10 月 13 日訂定「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並依此訂定「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為邁向海洋國家之路，
奠定新的里程碑。
政府資源的整合與各機關間的合作對於確保政策達成是非常重
要的。為達成國家海洋政策及海洋事務發展之政策目標，政府機關應
以跨部會資源整合的模式來執行。
本研究主要目的即在探討政府推動國家海洋政策之際，海軍水下
作業大隊在國家海洋事務各領域中之定位與發展。為此，本研究由組
織位階、任務、能量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面向，比較我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同性質單位間之差異，並分析國家海洋事務
各領域對水下作業之需求，進而提出我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應如何提昇
能量，以滿足國家海洋事務發展之需求。

關鍵詞：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海洋政策、海洋事務、美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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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val Underwater Operation Unit (UOU), evolving from the Fleet Salvage Unit,
is the only body specifically responsible for underwater oper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ND). The mission of this Unit is to provide diving, salvage,
mine counter-measurement,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and diving training services
to all armed forces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UOU has
been involved in many high visibility maritime distress operations over the years.
UOU has a definite posi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naval defensive
warfare, maritime distress salvage, maritime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mmercial diver
training. With its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and facilities, UOU has become the most
capable governmental unit in diving and salvage in this country.
To highlight its emphasis on marine affairs, the Executive Yuan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the Advancement of Marine Affairs” on 7 January 2004 as a
decision-making forum for marine affairs on the cabinet level. The adoption of the
“National Oceans Policy Guidelines” on 13 October 2004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Marine Affairs” accordingly by this
Council have set a new demarche to march towards an Ocean Nation for the country.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agencies are vital to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implement the goals of national oceans policy and
marine affairs development, government agencies should collaborate among
themselves through resources integr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OU in various domains of national marine affairs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making
its effort to advance national oceans policy. To this en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OU and its equivalent units in the U.S. Navy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amely, organizational status, missions, capabil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units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alyzes the needs imposed upon
iii

the UOU by various domains of national marine affairs, and then proposes the
approaches for improving UOU’s capabilities so a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marine affairs development.

keywords：Naval Underwater Operation Unit, Marine Policy, Marine Affairs, U.S.
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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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國國防部體系中，在海軍司令部下設置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其原名救難
大隊，成立於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為國軍唯一專責水下作業部隊，主要負責海
軍各種潛水救難和水中械彈處理任務的執行、潛水人員培訓以及支援國軍各項演
訓。由於成軍迄今（民國 97 年 1 月）已逾 48 年，無論在人員、裝備和實務經驗
方面均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與能量。特別是歷年來多次支援國內重大海、空難救難
任務，在我國海洋作戰防衛、海難救護、及海洋環保上扮演重要的功能和角色。
由於水下作業大隊特殊的任務特性與作業能量，以及筆者在退伍之前長達 17 年在
該大隊之服務經驗，使筆者對於水下作業大隊在我國海洋事務上之定位以及發
展，有著一份探究與期許之情。自公元兩千年民進黨執政以來，以「海洋立國」
為其重要政策理念，臺灣在海洋事務領域中亦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如何配合國家
海洋政策發展的目標，妥善運用以及提昇水下作業大隊的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
政府機關的合作，以強化政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筆者認為是一個值得深
入研究的課題，故以此課題作為本論文的研究標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如何配合國家當前海洋政策發展
目標，借鏡美國同性質單位的運作特色與優點，提昇水下作業大隊的整體能量，
並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的合作，為我國海洋事務作出更大的貢獻。
依上述研究目的，本論文探究下列面向：
一、瞭解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在我國國家行政體系上現有之組織地位。由該大隊之
組織位階、任務範圍、整體作業與訓練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互動
關係，呈現該大隊現行之組織地位。
二、呈現先進海權大國之作為。依水下作業大隊任務特性，選擇美國同樣任務性
質的單位，分別呈現其組織地位、任務、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以瞭解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全般概況與運作之特色。
三、跨國比較。就我國和美國同性質單位的(一)組織位階、(二)組織任務、(三)組
織能量以及(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層面加以比較分析，並且探討
兩國之間在體制上之異同與優劣。
四、現行國家海洋政策之需要。由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以及行政院海洋
事務推動委員會所通過之「國家海洋政策綱領」與「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
方案分工計畫」出發，瞭解國家海洋政策理念與架構對水下作業大隊之要求。
五、現行水下作業大隊是否足以支持國家海洋政策之要求。藉由上述國家海洋政

2

策對水下作業之需求，以瞭解我國現行水下作業體制目前對國家海洋政策回
應之現況與不足之處。
六、如何強化現行水下作業大隊。研析如何借鏡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運作特色
與優點，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以強化政
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積極回應國家海洋政策對水下作業之需求。
學者認為，政策研究必須兼具行動導向以及基本問題導向。而政策研究的目
的就是對特定社會問題進行研究或分析的程序，發展出政策行動方案，以提供政
策制定者務實而具行動導向的建議，以減輕所面對的問題。1相信本研究針對上述
面向之研究結果，而提出之具體政策建議作法，可提供政府有關機關作為參考。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作為單一比較對象，主要係美國在海洋相關事
務有長久的發展歷史且有成熟的政策措施與作法，我國軍方在各方面多以美軍的
體制為師法的對象，加以兩國長期保持軍事上之交流，無論對於現在或是未來技
術經驗的取得均較其他國家容易且具意義，故對於其他國家同性質單位不予討論。
對於我國當前海洋政策發展目標或要求則以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近年

1

謝棟梁譯(Ann Majchrzak 著)，政策研究方法論(臺北市：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初版一刷，2000
年 10 月)，頁 17、19。

3

來所通過之「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以及「2006
海洋政策白皮書」中所列之政策目標或要求作為探討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未來
發展之政策背景。
此外，我國與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在任務作業的地理範圍上並不相同，美軍
以全球水域作為部署及作業的範圍；我國則是以臺灣本島暨各離、外島週邊水域
為主，加以美國海軍的規模與軍力世界首屈一指，其與我同性質之單位所擔負的
任務數量及種類亦較我為多。因此，本文在探討兩國單位「組織任務」時，係針
對兩者單位任務之｢性質｣（質的概念）作比較，而非依任務之｢地理範圍、數量及
種類｣（量的概念）來衡量。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筆者在設計研究方法時設定以下幾項準則：2
1.以所研究的問題為基礎，從許多不同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挑選適合的研究
方法。
2.結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以獲得額外的洞察，這是使用單一方法所無法獨自提

2

同上註，頁 97-99。

4

供。
3.該方法要反映出進行研究所在的社會政治環境。
根據上述三項準則設計切題且適當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
獻分析法」(Archival Research)及「焦點合成法」(Focused Synthesis)。社會科學工
作者在從事研究工作時，經常會遭遇某些特殊問題，這些問題既無法用實驗來加
以驗證，又不能以社會調查來尋求解答，因而從既有資料中覓致答案。所謂「文
獻分析法」是以公開紀錄(Public Record)作為分析單位的一種研究法，研究者所處
理的是在該研究開始進行前便已存在的資訊，是他人既有的調查或研究成果。3「焦
點合成法」則是選擇性的對書面資料以及與特定研究問題相關的現有研究發現進
行檢討。它所探討的資訊是來自不同的來源而不只限於已出版的文獻。它包括作
者個人過去的經驗、未出版的文件及已出版的資料。焦點合成法會對來源加以描
述，各種資訊來源的使用，只限於它們對整體合成的直接貢獻而已。而合成的結
果也就是政策研究的結果。所提出的建議，完全由合成的資訊所導出，而無需收
集初級資料(Primary Data)。4
文獻分析法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經濟效益，亦即時間及金錢的節省。又可避
免重複別人的研究，提供討論問題的不同角度，以及不必求取研究對象的合作。
3

汪繼源，｢我國有線電視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
23。
4
同註 1，頁 88-89。

5

其缺點則為侷限在檢驗已經記錄好的內容上，而研究者往往也會有簡化研究結果
的傾向，有時會拒絕與自己的研究設計不相符合的文獻，或有時會誇大自己能夠
接受之研究。5由於所提出的建議完全以焦點合成法所使用的資料為基礎，因此，
政策研究會受制於資料的可用性與時效性。然而，焦點合成法優於其他的研究方
法在於它可以用適時而有效率的方式去執行。6
為避免文獻分析法與焦點合成法可能發生的缺點，本研究將廣泛蒐集資料並
以客觀的態度針對既有之文獻進行內容之分析，以掌握研究主題之相關資訊以及
當前之研究成果，以期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擴充研究議題的學術成果。所採用之
文獻來源，可約略區分為四大種類：第一、學術性質之專業論文（含學位論文）
以及相關專業書籍；第二、報章期刊與一般性書籍；第三、相關法令；第四、政
府公文及內部研究資料。除了以上之相關文獻來源外，本研究亦將透過網路媒體
以獲得相關之必要資訊，以補充所需文獻之不足。
在取得資訊及對其分析之後，提出其結果與結論並將結果與結論予以結構
化，使其能以最簡單的方式呈現。根據分析的結果與結論以及作者對於社會政治
環境的了解，發展出兼具社會與政治適當性的具體政策和建議作法，提供各有關

5

李美華譯，Earl Babbie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臺北市：時英出版社，初版，1998年)，頁500。
同註 1，頁 89。

6

6

單位作為參考。7

二、研究流程與章節架構
本研究之流程詳如圖1，章節架構說明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限制、研究方法、研究流程及
架構。
˙第二章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之組織地位

依組織位階、組織任務、組織能量、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構面，探
討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
˙第三章

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

依組織位階、組織任務、組織能量、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構面，探
討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整體能量以及運作之特色與優點。
˙第四章

我國與美國水下作業體制上之比較

依組織位階、組織任務、組織能量、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構面，探
討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比較下之異同與優劣。

7

同註 1，頁 100-106。

7

˙第五章

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意義

探究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以及我國現行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作為。分析
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以瞭解我國水下作業體制目前對國家
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現況與不足之處。檢討如何借鏡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運
作特色與優點，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以強化
政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以積極回應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
需求。
˙第六章

結論

彙整研究發現與研究結果，並依結論事項提出具體政策建議供相關主管機關參
考。

8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資料蒐集整理

美國海軍同性質單

現行我海軍水下作業

我國國家海洋

位整體能量及對美

大隊整體能量以及對

政策對水下作

國海洋事務的回應

我國海洋事務的回應

業之需求

研究比較

結論與建議

圖1 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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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之組織地位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原名海軍救難大隊，於民國 48 年 11 月 1 日成立。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併編海軍水中爆破大隊械彈處理中隊，而成為現今之組織編制。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更名為｢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本章旨在呈現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在我
國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階、任務範圍、整體作業與訓練能量、以及與其他政
府機關間之互動關係，以瞭解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的全般概況。

第一節 組織位階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其組織以編裝表定之（由國防部核定），1其上層機關/單位
逐級而上分別為｢海軍 192 艦隊｣、｢海軍艦隊指揮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2及｢
國防部｣，為國防部所屬第四級之部隊，在我國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階如圖 2
所示。

第二節 組織任務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國軍專責水下作業部隊。依｢海軍作戰要綱釋要｣之定
義，其主要使命有二：一為海上救難之專業部隊，編配有曾受專業訓練人員與救
1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組織規程(民國 95 年 2 月 15 日修正)第 3 條。
依國防部組織法(民國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第 10 條，原｢海軍總司令部｣更名為｢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2

11

中華民國行政院
∣
國防部
∣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
海軍艦隊指揮部
∣
海軍 192 艦隊
∣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圖 2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組織位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難裝備，平時分駐各主要港口或基地，受領任務後，隨同艦機出海實施救助。3二
為械彈處理單位，屬水雷反制兵力之一，負責對不能掃除之水雷（如不適合掃雷、
獵雷艦作業之淺水水域）或性能不明之新式水雷，予以定位、爆破、移除、分解
或收回以供研究。4
其任務範圍包括：5
• 海上救難作業（協助擱淺船出淺、打撈沉沒艦船與航空器等）
。
• 艦艇水下作業（艦體檢查、保養、維修等）及協助艦艇進出塢作業。
• 港灣水下工程構工及驗證作業。
• 清港作業（打撈礙航物）。

3

海軍總司令部，海軍作戰要綱釋要 (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1 年 6 月)，頁 427。
同上註，頁 349。
5
海軍救難大隊，海軍救難大隊作業手冊（高雄市：海軍救難大隊，1985 年 6 月 1 日），頁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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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雷清除與械彈處理作業。
• 潛水人員培訓及檢定（海軍、海巡署及民間）
。
• 國軍各項海上演訓（火砲、飛彈、魚雷等射擊訓練布靶，水下武器測試驗證，
靶機、操雷回收等）。
• 民間災害防救與海難救助。
• 管理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的救難裝備資源。6
綜言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所負責之使命與任務，戰時主要在支援軍事作戰，
搶救戰損艦船、反制水雷封鎖、清除港灣礙航物、開闢安全航道；平時主要負責
海軍艦隊救難和水中械彈處理作業、潛水人員培訓、支援國軍各項海上演訓、管
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以及協助民間災害防救與海難救助。

第三節 組織能量
一、人員
（一）編制與職掌

6

海軍總司令部於民國 89 年為有效整合海軍救難資源，將救難裝備預先屯儲配置於臺灣東、南、西、
北四個地區，以適時支援各地區緊急救難任務，故核定｢南北救難中心｣案，於同年 8 月 1 日正式成
立。該案將該大隊本身以及海軍各救難艦部份之救難裝備，統籌分配於各作業隊：第一作業隊（駐
臺灣南部）為｢南部救難中心｣、第二作業隊（駐離島）為｢南部救難中心分部｣、第三作業隊（駐臺
灣北部）為｢北部救難中心｣、第三作業隊蘇澳分遣組（駐臺灣東部）為｢北部救難中心分部｣，由水
下作業大隊各作業隊及分遣組人員負責管理、保養、及操作各救難中心暨分部的救難裝備資源。
13

水下作業大隊的大隊部包含政戰處、參謀室、潛水人員訓練班、醫務室等部
門，下轄三個作業隊及械彈處理中隊。大隊部、第一作業隊及械彈處理中隊駐臺
灣南部，第二作業隊駐離島，第三作業隊駐臺灣北部，另由第三作業隊派一分遣
組駐臺灣東部。全大隊編制人數百餘員，軍官與士官兵的比例約 6:1；具救難專長
及械彈處理專長的人員佔編制人數九成；救難專長及械彈處理專長人數的比例約
3:1。

（二）素質
該大隊編制為救難或械彈處理專長之人員，必須先行完成相關班次之專長訓
練，取得合格證書始得派任，所以該大隊之救難或械彈處理專長人員均為合格之
空氣潛水員，其中具氦氧混合氣潛水資格者佔 30%。該大隊合格之空氣潛水員具
備 190 呎潛水能力，氦氧混合氣潛水員具備 300 呎潛水能力。
全大隊具救難或械彈處理專長之軍官、士官均為志願役；士兵部份則分志願
役與義務役兩種，比例為 1:1.4。志願役官士兵因服役時間較長，職務訓練及實務
經驗較多，因此作業技術較佳，為作業任務上之主力；義務役士兵因服役時間短，
訓練及經驗不足，在作業任務上僅提供基礎人力。
除由我國軍方教育流路班次培訓外，另透過與美國軍售訓練管道不定期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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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美海軍相關班次，學習及觀摩美方訓練方式與作業技術，並在水下作業大隊
代訓之教育流路班次中擔任訓練師資。

二、裝備
（一）潛水裝備7
水下作業大隊現用潛水裝備包括自給式呼吸裝置(Self-Contained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SCUBA)及水面供氣潛水系統(Surface Supplied Diving System;
SSDS)兩種類型，現有潛水裝備分類及應用如表 1。除適合小型潛水作業的自給式
呼吸裝置 144 套外，另有適合大型潛水作業的 EXO-26 淺海潛水系統 10 套、17B
深海潛水系統 2 套、以及運輸式重壓櫃(Recompression Chamber)2 部，分別編配於
各作業隊及潛水人員訓練班作為執行任務與教學訓練之用。

表 1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現有潛水裝備分類及應用一覽表
類型

潛水裝備名稱

呼吸氣源

最大深度

水肺

壓縮空氣

190 呎

EXO-26 淺海潛水
系統

壓縮空氣

190 呎

壓縮空氣

190 呎

氦氧混合氣

300 呎

自給式呼吸裝置

水面供氣潛水系統
17B 深海潛水系統

•
•
•
•
•
•
•
•

應用
淺水搜索
檢查
輕型維修及打撈
搜索
救難
檢查
艦船水下檢查保養維修
密閉空間潛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配合水下作業大隊執行潛水任務與訓練之海軍艦艇，以艦艏和艦艉可實施兩點繫留(two point
mooring)、具備舉吊能力以及寬闊後甲板空間之救難艦為主。
15

（二）救難裝備
水下作業大隊負責管理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的救難裝備資源（表 2），所
包含之各式救難裝備及相關支援裝備可執行水下勘察、攝影、切割焊接、堵漏、
抽水、打撈以及協助擱淺船出淺(Refloat Stranded Ship)等各項任務。8由於南北救難
中心暨分部的救難裝備資源平時即已適當地配置於位在臺灣北、東、南部及離島
之各作業隊與分遣組，當緊急情況需要時，可迅速動員投入搶救任務以爭取搶救
時效。

（三）械彈處理裝備
水下作業大隊現有陸上及水中械彈處理裝備（表 3）無論在品項及數量上均不
足，部份裝備老舊或不適用，亦無械彈處理專用之潛水裝備。9對於具爆炸性之水
中械彈，並沒有在水下執行解除備炸和處理(Disarming and Disposing)的能量。現有
械彈處理裝備僅適用於處理陸上及水中不具爆炸性之械彈、支援艦隊相關演訓任
務回收訓練用的水雷或魚雷、以及利用水中爆破方式將嚴重受損的靶船予以沉沒
(Scuttle)。10

8

海軍救難大隊，｢海軍救難大隊恭迎司令仝中將蒞隊巡視簡報資料｣，1992 年 7 月 2 日。存於筆者
個人檔案。
9
械彈處理裝備及專用之潛水裝備須具備低（無）磁性及低噪音的性能，以避免觸發磁性或音響感
應械彈(Influence Ordnance)引爆。
10
許紹軒， ｢獵鯨戰雷雪恥 一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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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主要救難裝備名稱、性能及應用一覽表
項次
1
2
3

裝備名稱
脫灘錨具及 8 噸救難絞機
30 千瓦柴油發電機
50 千瓦柴油發電機

4

185 柴油低壓空壓機

5

375 柴油低壓空壓機

6

750 柴油低壓空壓機

7

虹光尾車

8
9
10
11
12
13
14
15

救火泵
污水泵
3 吋救難泵
6 吋救難泵
10 吋救難泵
4 吋電動潛水泵
各式充氣式膠舟及舷外機
各式浮力袋

16

液壓母機及各式
水下液壓工具組

17
18
19

各式輕便水下電焊機
水下切割電焊機
各式水下照相機及攝影機

性能
提供 45 噸拉力
提供 127/220V 3φ AC 電源
提供 220/440V 3φ AC 電源
每 分 鐘 提 供 185 立 方 呎
100psig 的低壓空氣
每分鐘提供 375 立方呎的
100psig 低壓空氣
每分鐘提供 750 立方呎的
100psig 低壓空氣
4 個 1000 瓦的照明燈，提
供 110/220V 3φ AC 電源
出水量每分鐘 250 加侖
出水量每分鐘 240 加侖
出水量每分鐘 350 加侖
出水量每分鐘 1500 加侖
出水量每分鐘 3000 加侖
出水量每分鐘 1100 加侖
可承載人員 6 至 15 員
舉吊力量 100 至 50000 磅
液壓母機可產生 2100psi 之
液壓，提供水下液壓工具所
需之動力
提供 36V 375A DC 電源
提供 95V 400A DC 電源
最大工作深度 300 呎

應用
協助擱淺船出淺
供應電動潛水泵等裝備使用
供應電動潛水泵等裝備使用
用以排除難船艙間內的積水或
充填浮力袋
用以排除難船艙間內的積水或
充填浮力袋
用以排除難船艙間內的積水或
充填浮力袋
用於照明及發電
用於救火及小型抽水作業
用於小型抽汲污水作業
用於大型抽水作業
用於大型抽水作業
用於大型抽水作業
用於大型抽水作業
用於水面上人員裝備運送
用於打撈水下物體
用於水下鑽孔、切割、除銹、
研磨、固定螺絲等作業
用於水下焊接作業
用於水下切割及焊接作業
用於水下照相及攝影作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主要械彈處理裝備名稱及應用一覽表
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裝備名稱
5 磅防爆桶
防爆毯
EOD 延伸桿
特種處理手工具
雙感式探測棒
特種防護頭盔
起爆器、電雷管、雷管鉗、
爆破電線、驗電錶等爆材
MK-2 浮囊
移動式防爆盾牌
防爆衣

應用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拆卸水雷、魚雷
用於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水中爆破作業
用於舉吊水中械彈，舉吊力量 2000 磅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用於陸上械彈處理作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sep/7/today-p4.htm， 2006 年 10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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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業
（一）潛水救難能量
水下作業大隊歷年來曾參與國內許多海、空難救難任務，支援的對象包含軍
方與民間所屬的船舶及航空器，重要的事例包括：
1. 海難部分
自 1995 年迄今，水下作業大隊計執行海軍重要的海難救護任務 14 次（表 4），
提供包括勘察、堵漏、水下電焊、抽水、浮揚、出淺、拖帶、打撈等救難支援，
為搶救及保全海軍艦艇戰力績效卓著。執行民間海難救護任務計 4 次，分別於 1998
年 1 月搶救在基隆協和電廠海域擱淺之馬來西亞籍貨輪｢阿曼娜號｣人員；112001
年支援環保署實施希臘籍｢阿瑪斯｣貨輪船體外部勘察，12並且進行海底船貨的採樣
以提供相關單位評估；13 2001 年 3 月支援花蓮港務局對擱淺之基隆籍｢金瀧輪｣散
裝貨船實施船體外部勘察，並且進行抽油作業以防油污外洩；14以及於 2001 年 6
月在台南安平外海搜尋失蹤之貝里斯籍貨船｢廣源輪｣。15

11

王貴郎，｢馬籍貨輪觸礁 17 船員驚夢｣，中國時報，1998 年 1 月 6 日，第 C4 版。
賀忠文，｢國軍參與災害防救之研究─危機管理理論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54。
1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Amorgos)擱淺漏油事件後續辦理情形(二十)｣新聞稿，
新聞日期：2001 年 2 月 21 日。
14
盧公宇，｢臺灣海域擱淺船舶海難救助作業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225-236。
15
交通部，｢廣源輪海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結報告｣新聞稿，新聞日期：2001 年 6 月 26 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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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1995 年至 2006 年執行海軍重要海難救護任務統計表
時間
1995 年 10 月
1997 年 3 月
1998 年 3 月

艦艇名稱
中勝艦(戰車登陸艦)
萬安艦(人員運輸艦)
淮陽艦(巡防艦)

事由
在臺北縣野柳岬沿岸擱淺。
在基隆外海被韓國籍瓦斯輪撞擊機艙嚴重受損。
進左營港靠泊東碼頭時撞上鄭和艦(巡防艦)船艏。
在左營港外海四浬處撞及巴拿馬籍貨輪
1998 年 6 月 惠陽艦(驅逐艦)
MOKUSHIN 號之船艉右舷，惠陽艦船艏受損。
1998 年 7 月 FABG-46 艇(飛彈快艇)
在澎湖湖西鄉外海觸礁。
1999 年 7 月 中海艦(戰車登陸艦)
在金門擱淺。
寧陽艦(巡防艦)、德陽艦、 象神颱風來襲時，泊在中船基隆廠內的「樸馬麥斯」
2000 年 11 月
瀋陽艦、正陽艦(驅逐艦)
號貨輪斷纜，撞損基隆港內海軍寧陽艦等四艘軍艦。
從蘇澳駛往淡水途中於沙崙海水浴場附近因海面濃
2001 年 2 月 FABG-39、44 艇(飛彈快艇)
霧擱淺。
於高雄永安外海以船艏攔腰撞上巴拿馬籍化學船金
2001 年 6 月 中正艦(船塢登陸艦)
化學號，造成有毒的對二甲苯外洩 90 噸，中正艦船
艏嚴重凹陷。
在左營外海例行潛訓，於水下 150 公尺轉向時擦撞
2001 年 10 月 海虎艦(劍龍級潛艦)
沙壩(Sand Bar)造成聲納外殼損壞。
2003 年 9 月 水泊船 7 號
於左營港西碼頭水域沉沒。
於高雄港旗津 4 號碼頭修船期間舷邊缺口意外進水
2004 年 10 月 武岡艦(人員運輸艦)
造成船身下沉傾斜。
2004 年 10 月 LCM2308 號登陸小艇
於金門料羅灣海域沉沒。
進入帛琉的馬拉卡港(MALAKAL)錨泊時，撞擊水下
2006 年 3 月 鄭和艦(巡防艦)
不明物體，造成俥葉受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空難部分
近年來水下作業大隊計執行空軍重要的海上空難救難任務 2 次，分別於 1999
年 10 月在苗栗崎頂外海搜撈 Mirage 2000 幻象戰機（編號 2053）16以及 2003 年 10
月在澎湖海域搜撈 IDF 經國戰機（編號 1625），17協助搜尋及打撈重要機骸，俾
利空軍事故調查。執行民間海上空難救難任務 1 次，於 2002 年 5 月至 6 月在澎湖

16

楊永盛，｢幻象殘骸尋獲機身大致完整｣，
http://www.chinatimes.com.tw/news/papers/online/focus/N88A2503.htm，2007年5月8日。
17
康世人，｢海軍今派艦前往馬公外海打撈 IDF 殘骸｣，
http://news.yam.com/cna/politics/news/200309/200309300114.html，2007 年 1 月 17 日。
19

海域搜撈中華航空公司 CI-611 班次波音 747 客機，協助搜尋並且撈獲「飛航資料
記錄器」，俾利飛安委員會事故調查。18
由過去十年所執行之各項海、空難救難任務觀察，水下作業大隊具有在水深
300 呎範圍內執行勘察、堵漏、水下電焊、抽水、浮揚、出淺、拖帶、打撈等潛水
救難能量。

（二）械彈處理能量
由於裝備、訓練與技術上的問題，水下作業大隊目前在械彈處理上對於處於
備炸狀態之水中械彈，並沒有在水下執行解除備炸和處理的技術與能量，只能在
水深 190 呎範圍內協助打撈不具爆炸性之械彈、支援相關演訓任務回收訓練用的
水雷或魚雷以及執行水下安全檢查搜尋爆 裂 物 。

四、訓練
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負責有關國軍及其他政府機關所委託之各種潛
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訓練任務。
（一）訓練班次

18

馬道心，｢突破水深 300 呎！從華航 CI-61110 班機搜撈任務談本軍未來深海潛水之發展｣，海軍軍

官季刊，22 卷 2 期(2003 年 5 月) ，頁 22。
20

1. 國軍委託代訓部份—
每年接受海軍技術學校委託代訓之教育流路班次種類計五種：19
(1) 水下作業處理班—為基礎空氣潛水班次，年度開設 3 班次，訓期 12 週，每班
員額 50 人，招訓對象為志願役軍士官及義務役士兵。訓練內容包含空氣潛水裝備
和技術、救難和械彈處理基本技能，旨在培養擁有空氣潛水 190 呎潛深能力、具
備基礎救難和械彈處理作業技術之潛水人員。合格結訓之學員，士兵部分供補至
水下作業大隊、救難艦、獵雷艦、遠洋掃雷艦及測量艦等單位。軍士官部分則視
上述單位職缺狀況派補。
(2) 氦氧混合氣潛水班—為空氣潛水之進級班次，年度開設 1 班次，訓期 8 週，每
班員額 20 人，招訓對象為具備空氣潛水資格之志願役官士兵。訓練內容包含氦氧
混合氣潛水技術及深海潛水裝備，旨在培養具備 300 呎潛深能力之深海潛水人員。
(3) 水中械彈處理專精班—為械彈處理之進階班次，年度開設 1 班次，訓期 8 週，
每班員額 30 人，招訓對象為具空氣潛水資格之志願役官士兵。訓練內容包含水中
爆破、水魚雷識別與械彈處理，旨在培養具備水中械彈處理作業能力之潛水人員。
(4) 潛艦軍官班及士官班—該兩班次每年度各招訓 1 次，訓練課程中包含 4 週之潛
水訓練，由水下作業大隊安排課程，提供師資、裝備及場地。訓練內容包含空氣

19

綜合整理自海軍技術學校水下作業處理班教育計畫、海軍技術學校氦氧混合氣潛水班教育計畫、
海軍技術學校水中械彈處理專精班教育計畫等教育計畫。
21

潛水基本知識及水肺裝備和技術，旨在培養具備水肺潛水能力之潛水人員。
(5) 士官高級班救難帆纜組—該班次每年度招訓 3 次，訓練課程中包含一週之救難
船藝(Salvage Seamanship)訓練，由水下作業大隊安排課程，提供師資、裝備及場地。
訓練內容包含與救難艦救難作業有關之拖帶(Towing)、舉吊(Lifting)、脫灘錨具
(Beach Gear)、繫泊(Mooring)等知識和技術，旨在培養海軍具備基本救難船藝技能
之士官幹部。
2.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代訓部份—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水下作業大隊不定期接受勞委會職訓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委託，20辦理民間海
事工程人員潛水訓練，由該大隊提供師資、裝備及場地。訓期 2 週，每班員額平
均 30 人，結訓合格之人員具備報考勞委會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資格。
(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不定期接受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及海岸巡防總局之委託，由水下
作業大隊安排課程，提供師資、裝備及場地。依培訓目的（協調與搜救、救難、
潛水等）之不同，班次訓期從 3 日至 7 週不等，每班員額 40 人。21

2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職業潛水｣，
http://www.nvc.gov.tw/intro2-5.jsp，2006 年 10 月 30 日。
21
整理自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ga.gov.tw/sea/pages/p3_7.htm#306，2007 年 1
月 24 日。
22

（二）訓練設施
水下作業大隊現有各項訓練設施簡介如下：22
1. 訓練大樓：兩層 RC 結構乙棟，37×18 平方公尺建坪，內含專業教室二間、裝備
實習教室三間、資料室二間，可同時供兩個班次實施堂課及實習課使用；另有醫
務室乙間，可提供潛水醫療支援。
2. 水櫃大樓：室內開放式水櫃(Open Tank)乙座（高 5.5 公尺，直徑 3.7 公尺，容積
15000 加侖），可供水肺及水面供氣潛水訓練、水下科目實作之用。23
3. 潛水訓練池：44×22 平方公尺建坪，池內長 30 公尺、寬 15 公尺、深 1.2 公尺至
3.7 公尺，可供水肺及水面供氣潛水裝備組合訓練；池內並有水下照明設施，可供
夜間潛水訓練；池壁兩側附 1.2 公尺× 1.8 公尺水下觀視窗 8 面，可供教學觀摩之
用。24
4. 裝備實習庫房：長 36 公尺、寬 16 公尺，用以儲置潛水、救難裝備及其附屬裝
機具，並作為裝備及機具操作實習之訓練場所。
由於在潛水訓練設施上的投資，使得該大隊成為國內最具規模之潛水訓練單
位。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並於民國 84 年以（84）職檢字第 020743 號函評定

22

海軍救難大隊，｢海軍救難大隊恭迎計次室李少將蒞隊巡視簡報資料｣，1992 年 2 月 22 日。存於
筆者個人檔案。
23
係依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的開放式水櫃之尺寸規格設計建造。
24
係依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的潛水訓練池之尺寸規格設計建造。
23

該大隊為職業潛水職類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之合格承辦單位，使水下作業大
隊成為國內唯一合格之職業潛水術科檢定場地。25
除水下作業大隊本身現有訓練設施作為學、術科訓練場地外，另可於左營軍
港內適當水域實施潛水訓練、於國軍左營醫院潛水醫學科「模擬潛深訓練室」
(Simulated Diving Training Room)之「壓力容器組合訓練設施」(Pressure Vessel
Assemblies)實施模擬潛深訓練、26於海軍陸戰隊｢爆破訓練場｣實施陸上及水中爆破
訓練。此外，可向 192 艦隊部申請救難艦作為水面載台(Surface Platform)實施外海
潛深訓練。以目前水下作業大隊本身訓練設施暨其他相關訓練資源，可滿足現有
各訓練班次教育訓練課程之需要。

（三）訓練能量
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提供各種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訓練課程，每
年平均代訓 10 個班次約 235 名學生（不含其他政府機關委託代訓）。可培訓空氣
潛水 190 呎、氦氧混合氣潛水 300 呎能力的救難和械彈處理潛水員。現有訓練裝

25

整理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http://search.labor.gov.tw/examplace.asp，2007 年 1 月 8
日。
26
國軍左營醫院壓力容器組合訓練設施為全國唯一一座專供模擬水下潛水之訓練設施，其功能與用
途與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的壓力容器組合訓練設施相同。由 1 個圓頂艙、1 個濕櫃和 1 個重
壓櫃所組成，可實施模擬潛水(Simulated Dives)至 450 呎，可供空氣潛水、混合氣潛水及飽和潛水
訓練之用。模擬潛深訓練之目的旨在增加學員使用潛水裝備執行潛水作業的經驗、適應水深壓力、
以及鑑定其潛深能力。
24

備與設施最多可以同時間支援兩個班次的訓練，但編制師資人力僅能支援一個班
次的訓練，同時間代訓兩個班次時則需納編各隊人員支援。

第四節 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水下作業大隊除負責國軍各種潛水救難、水中械彈處理、潛水人員培訓任務
與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外，亦提供其他政府機關相關的支援協助。概述如下：
一、行政院交通部
交通部為我國海空難救難事務之中央主管機關，27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未成立
前，海軍為政府機關唯一海難救護作業兵力，水下作業大隊經常支援各種海難救
護任務，如救助海研一號、臺澎輪、東方佳人號等。俟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海巡
署正式成立，成為我國海難救護執行機關後，28水下作業大隊現以支援交通部海空
難水下搜撈作業為主，如民國 90 年搜尋廣源輪，91 年搜撈華航客機等任務。

二、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依｢飛航事故調查法｣，當航空器於水上發生飛航事故時，行政院飛航安全委
員會應協調及結合國內外水下專業機關或水下專業打撈團體對飛航資料記錄器及
27

災害防救法(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修正)第 3 條。海難救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民國 93 年 12 月 1
日修正)第 4、5、6 條。
28
海岸巡防法(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公布) 第 4 條。
25

座艙語音記錄器，進行定位、打撈等相關作業。29另依｢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
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國防部等機關應依其職權協助專案調查小組搜尋飛
航資料記錄器及座艙語音記錄器。30近年來，水下作業大隊支援飛安委員會最著名
之事例為民國 91 年華航澎湖空難尋獲飛航資料記錄器。31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我國海洋污染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執行機關雖為行政院海巡
署，32但水下作業大隊仍會依環保署之申請提供潛水作業支援，如民國 90 年協助
執行｢阿瑪斯｣貨輪水下勘察、採樣等任務。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管我國職業潛水人員訓練及技能鑑定業務，自民國 81 年
起即委託水下作業大隊協助辦理人員訓練及技術鑑定相關事宜。該大隊接受勞委
會中部辦公室委託，自民國 81 年起至 95 年止總計辦理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13 次，
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5 次（如表 5）
。在該大隊的協助辦理下，至民國 95 年我國職
29

飛航事故調查法(民國 93 年 6 月 2 日公布)第 16 條。
陳東龍，｢華航空難 不休假的幕後英雄－海軍救難大隊｣，
http://www.ettoday.com/2002/06/23/706-1319233.htm，2007 年 6 月 4 日。
31
民用航空器及公務航空器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民國 93 年 12 月 21
日飛安字第 0930012022 號令訂定發布)第 10 條。
32
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民國 90 年 9 月 5 日發布)第 4 條。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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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歷年承辦職業潛水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統計表
年份

檢定級等

81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82 年
職業潛水乙級技術士

85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國軍專案檢定）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86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國軍專案檢定）

87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88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91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國軍專案檢定）
職業潛水乙級技術士

92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職業潛水乙級技術士
93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職業潛水乙級技術士
94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職業潛水乙級技術士
95 年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士

辦理單位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雄市勞工局、海下技術協
會、海軍救難大隊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雄市勞工局、海下技術協
會、海軍救難大隊（乙級術科）、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學科/
丙級術科）
、榮工處海事工程隊（學科/丙級術科）
、台灣打撈
工程公司（學科/丙級術科）
、國軍 812 醫院（乙級術科）
海軍救難大隊（學、術科）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學、術
科）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學、術
科）
海軍救難大隊（學、術科）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學、術
科）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學、術
科）
海軍救難大隊（學、術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
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學科）、海軍救難大隊（術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
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學科）、海軍救難大隊（術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
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學科）、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術科）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職業訓練
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學科）、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術科）

備考：1.丙級技能檢定合計辦理 13 次、乙級技能檢定合計辦理 5 次。
2.自 92 年起，職業潛水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臺北市政
府勞工局職業訓練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主辦，每年辦理一梯次。學科
測驗委託經濟部漢翔公司辦理，術科技能檢定委託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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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潛水技能檢定合格發證數總計為乙級技術士 61 張、丙級技術士 696 張。33另該
大隊接受勞委會職訓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委託，自民國 81 年起至 95 年止總計辦
理 6 個班次丙級職業潛水訓練班次（如表 6）
，34合計代訓合格人數 183 員。在水下
作業大隊的協助辦理下，除使政府職業潛水勞工安全政策、職業潛水證照制度得
以落實外，亦為國內海事業界提供許多合格的職業潛水人力資源。35

表 6 歷年代訓丙級職業潛水訓練班次統計表
年份

班次名稱
｢職業潛水丙級技術人
81 年
員｣養成訓練班
八十五年度職業潛水
85 年
進修訓練班
八十六年度『以訓代
86 年 賑』丙級職業潛水訓練
班
八十七年度『以訓代
87 年 賑』丙級職業潛水訓練
班
八十八年度丙級職業
88 年
潛水訓練班
九十三年丙級職業潛
93 年
水在職訓練班
合計 183 員

辦理單位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
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
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

訓期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3 月 16 日至 6 月 2
日每週六日上課

備考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
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

4 月 23 日至
5 月 14 日

訓員 30 員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
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

5 月 18 日至
6 月 10 日

訓員 33 員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下
技術協會、海軍救難大隊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海軍
救難大隊

1 月 11 日至
2月4日
6 月 14 日至
6 月 26 日

訓員 30 員
訓員 26 員

訓員 34 員
訓員 30 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33

整理自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網站，http://search.labor.gov.tw/TECHSTAT_VIEW.asp，2006
年 12 月 26 日。
34
目前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僅辦理丙級職業潛水訓練班次，乙級職業潛水訓練迄今尚未開辦。整理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www.nvc.gov.tw/intro2-5.jsp，
2006 年 10 月 30 日。
35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民國 84 年 10 月 28 日修正）第 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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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36以及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與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簽訂之｢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海巡署可以申請海軍有
關潛水救難項目的教育訓練支援。依協調與搜救、救難、潛水等培訓目的，水下
作業大隊自民國 90 年起迄今總計協助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與海岸巡防總局辦理 9
次訓練（如表 7），培訓有關搜救協調以及救難潛水作業人員，合計代訓 360 員，
為海巡署在海難救護與海域執法業務執行上奠立良好的基礎。

表 7 歷年代訓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各班次統計表
班別
協調與搜救訓練班第一期
協調與搜救訓練班第二期
協調與搜救訓練班第三期
協調與搜救訓練班第四期
協調與搜救訓練班第五期
救難潛水訓練班第一期
救難潛水訓練班第二期
海上維安特勤人員潛水訓練班
特勤人員潛水訓練班

訓期
民國 90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
民國 90 年 8 月 13 日至 8 月 15 日
民國 90 年 8 月 20 日至 8 月 22 日
民國 90 年 8 月 27 日至 8 月 29 日
民國 90 年 9 月 4 日至 9 月 6 日
民國 90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3 日
民國 90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4 日
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6 日
民國 95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31 日

訓員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委託單位

海洋巡防總局

海岸巡防總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國安局特勤中心
水下作業大隊支援國安局特勤中心執行保護元首的特勤任務，由械彈處理人
員在總統出席活動附近之水域實施水下安全檢查，搜尋水下爆 裂 物 以 保護元首安

3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民國 90 年 7 月 25 日發布) 第 17 條。
29

全。37

七、其他
水下作業大隊除支援上述業務機關之外，對於其他中央及地方機關亦提供相
關的協助。如支援經濟部水利署鯉魚潭水庫閘門打撈、38支援地方警察和消防單位
打撈水中械彈及溺水百姓、颱風水災期間動員救難裝備協助地方政府支援低窪地
區抽水作業等。39

第五節 結語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行政院下轄國軍專責水下作業部隊，同時也是政府唯一
的深海作業救難單位。40主要負責執行國軍及民間各種潛水救難、水中械彈處理、
潛水人員培訓任務、以及管理海軍的救難裝備資源。因駐地分佈台灣本島及澎湖，
加以人員及裝備均處於 24 小時備便待命的狀態，可立即投入各種緊急作業任務。

37

陳心怡，｢總統搭船遊河 海軍弟兄下水安檢｣，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tvbs/20061203/index-20061203171401390836.html，2007 年 1 月 2
日。
38
潘文仁、戴文祥，｢閘門拉起 歡聲雷動｣，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jul/12/today-fo5.htm，2007年6月4日。
39
如 2000 年象神颱風協助基隆市和臺北縣七所國中小學抽水作業、2001 年納莉颱風協助臺北市政
府臺北捷運站抽水作業、2005 年協助雲林縣低窪地區抽水作業等。張達雄，｢海軍救難大隊赴雲縣
協助排水｣，http://news.gpwb.gov.tw/subpage.asp?SDB=%AD%AB%ADn%B7s%BBD&Nno=12495，
2007 年 6 月 25 日。
40
同註 15，頁 179。
30

該大隊擁有 300 呎的潛水救難能力以及龐大的救難裝備資源，所屬各作業隊平日
分駐臺灣北、東、南部及離島。可隨海軍救難艦出海，執行海上救難任務，為我
國海難救護體系一支重要的作業兵力。
由於成軍迄今已逾 48 年，無論在人員技術和裝備設施等軟硬體方面均有相當
的基礎與能力，亦為我國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中在潛水救難作業或訓練方面最具
能量的官方單位。特別是歷年來多次執行國軍及民間重大海、空難救難任務以及
協助培訓海巡署和民間潛水人員，在我國海洋事務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亦確立了
水下作業大隊在我國潛水救難作業與訓練能量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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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

上一章主要探討及瞭解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之全般概況，本章將依該大隊
負責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作業與訓練以及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之任務特性，選
擇美國同樣任務性質的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海軍械彈處理學校、海軍械彈處
理大隊及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等四個單位，分別探討其組織位階、任務、
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以瞭解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全般概況與運
作之特色。

第一節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Naval Diving and Salvage Training Center，以下
簡稱 NDSTC）位於佛羅里達州 Panama 市的海軍海岸系統站(Coastal Systems
Station)，為美國歷史悠久的海軍潛水訓練機構。1
一、組織位階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隸屬於｢海軍人員發展指揮部(Naval Personnel
Development Command)｣、｢海軍教育訓練司令部(Nav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美國海軍自 1882 年於羅德島成立了第一所海軍潛水學校開始，一直到 1980 年在現址成立 NDSTC
迄今，美國海軍潛水訓練的歷史已逾 125 年。Jim Bredemeier, “Naval Diving and Salvage Training
Center,” FACEPLATE, Vol. 5, No. 3 (March 2001), pp. 13 and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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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海軍部(Department of the Navy)｣2及｢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為美國國防部所屬第四級之機關，在美國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階如圖 3 所
示。3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
美國國防部
∣
美國海軍部
∣
美國海軍教育訓練司令部
∣
美國海軍人員發展指揮部
∣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
圖 3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組織位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任務
NDSTC 負責美國軍方所有的基礎和進階潛水訓練，4訓練的對象包括海軍、陸
軍、空軍、陸戰隊、海岸防衛隊、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以及盟國軍方(Allied Forces)
的人員。5

2

綜合整理自美國海軍人員發展指揮部官方網站 https://www.npdc.navy.mil/，美國海軍教育訓練司令
部官方網站 https://www.cnet.navy.mil/，美國海軍部官方網站
http://www.navy.mil/navydata/organization/org-top.asp，2007 年 5 月 30 日。
3
整理自美國政府官方網站 http://www.usa.gov/Agencies/Federal/Executive.shtml，2007 年 5 月 30 日。
4
各軍種之特種部隊（如 SEALS 等）的潛水訓練除外。
5
整理自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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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能量
（一）人員
1. 編制
該中心編制為 245 人，其中軍職 221 人（軍官 16 名、士官兵 205 名），是一
個由海軍、陸戰隊、陸軍、空軍及海岸防衛隊的人員所組成的聯合軍種(Joint Services)
單位。NDSTC 具有完整的組織編制包括安全、訓練、補給、課程、行政、醫務、
工程和船舶等部門以支援整個中心的運作與訓練業務的執行，組織架構如圖 4。6
2. 素質
在行政後勤人員方面，NDSTC 因編制龐大，依部門職務之不同需要各種不同
專長（醫護、維修、船舶駕駛等）的人員來維持整個訓練中心的運作。在師資人
員方面，由於 NDSTC 負責美國軍方所有的基礎和進階潛水訓練，所以必須具備潛
水、救難、水下構工、械彈處理、爆破、戰鬥等各種專長的師資，以滿足各軍種
訓練課程上的需要。此外，美國官士兵均為志願役，服役時間長所受之職務訓練
較多、作業技術較佳；加以美國官士兵每三年調派一次職務(Tour)，對於各潛水部
隊之實務工作經驗較豐富；因此 NDSTC 擁有素質優良的師資與行政後勤人力。

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ndstc/index.cfm?fa=home.overview，2006 年 5 月 24 日。
6
摘錄自前 NDSTC 指揮官 Mark Helmkamp 中校 1999 年 9 月簡報資料，存於筆者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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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訓練班次
NDSTC 訓練部門區分為｢艦隊潛水｣和｢特種潛水｣兩個部分。｢艦隊潛水｣部分
負責訓練學生使用水肺和水面供氣潛水裝備，培養水下艦船維修、救難、和構工
技能。｢特種潛水｣部分訓練械彈處理潛水員和陸戰隊戰鬥潛水員。NDSTC 現有的
訓練班次種類總計 21 種（表 8），各班次訓期從 5 週至 6 個月不等。7

7

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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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訓練班次表
班別

訓期

水肺潛水員班
(Scuba Diver)

25 天

二級潛水員班
(Second Class Diver)

100 天

一級潛水員班
(First Class Diver)

40 天

潛水長班
(Master Diver)

12 天

基礎潛水軍官班
(Basic Diving
Officer)

80 天

救難潛水軍官班
(Salvage Diving
Officer)

31 天

深海潛醫技術士班
(Medical Deep Sea
Diving Medical
Technician)

119 天

潛水醫官班
(Medical Department
Diving Officer)

45 天

潛水意外識別和治
療班
(Recognition
and
Treatment of Diving
Casualties)

10 天

械彈處理潛水員班
(Dive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氦氧混合氣潛水員
班(Mixed Gas HeO2
Diver)
飽和潛水員班
(Saturation Diver)
救難/工程爆破潛水
員班

45 天

14 天
18 天
20 天

簡介
提供操作使用和保養水肺裝備、潛水物理、鑑定潛水傷害和辨
別治療需要、水下工作、船身水下檢查的基礎訓練，並使之具
備 130 呎潛深能力。
提供水面供氣空氣潛水和水肺潛水技術、水下維修、救難和搜
索程序的基礎訓練。課程包括潛水物理和潛水醫學、水肺、水
面供氣潛水系統、水下工具和工作技術、以及水下切割和焊接
程序，並使之具備 190 呎潛深能力。
提供能夠計畫水面供氣潛水作業以及成為一個潛水總監(Diving
Supervisor) 所需要的訓練。課程包括高級潛水物理和潛水醫
學、潛水系統鑑定、以及水肺、水面供氣潛水和重壓櫃作業的
作業計畫。
對於合格的一級潛水員和飽和潛水員且階級在三等士官長(含以
上)者予以評鑑，判斷其在海軍潛水各個方面是否均具備擔任潛
水總監的能力。該班結訓的學生可獲得潛水長的資格。
提供學生能夠執行水肺和水面供氣潛水以及成為一位潛水軍官
所需要的訓練。課程包括潛水物理和潛水醫學、水下工具、潛
水系統鑑定、水肺和水面供氣空氣潛水作業，並使之具備 190
呎潛深能力。
提供有關救難作業各個階段的訓練。課程包括救難船藝、救難
機具、救難計算、和執行與監督救難作業的實務經驗。
提供合格的醫務士能夠執行水面供氣空氣潛水作業以及瞭解一
位潛水總監之責任與工作所需要的訓練。課程包括高級的潛水
物理、潛水醫學和水下生理，使醫務士能夠瞭解壓力對人體的
影響以及潛水疾病和傷害的治療。該班結訓的學生同時可獲得｢
緊急醫療技術士｣的資格。
提供醫官在潛水和潛水醫學方面的訓練。潛水課程包括潛水基
本原理、潛水物理、水肺和水面供氣潛水。潛水醫學課程包括
與潛水有關的醫學狀況、意外評估、特殊潛水醫學(例如飽和潛
水)、診斷和治療、醫療行政、以及其他有關的議題。
提供醫護人員在基礎潛水醫學的訓練。專為可能處理潛水意外
和 高 空 減 壓 病 (Altitude-Related Decompression Disorder) 的 醫
師、醫師助理、護理人員以及其他醫療人員設計，並無潛水方
面的訓練。課程包括基本原理、潛水物理、與潛水有關的疾病、
潛水意外評估、治療、醫療行政、特殊潛水裝備及其相關醫學
議題。
提供潛水物理、鑑定潛水意外和辨別治療需要、水下搜索裝備
以及 MK-16 潛水裝備和水面供氣潛水系統所需要的基礎訓練。
提供水面供氣混合氣潛水所有層面的訓練。課程包括水面供氣
混合氣潛水、潛水醫學以及氣體轉移與氣體混合裝備操作的訓
練。
課程包括飽和潛水理論以及大氣監控(Atmospheric Monitoring)
裝備的操作和保養。
提供在救難、戰損維修和水下工程作業使用軍用制式和特殊目
的的彈藥，以及機械和化學切割裝備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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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ge/Constructio
n Demolition Diver)
海蜂潛水員基礎水
下工程班
(Seabee Diver Basic
Underwater
Construction)
海蜂潛水員高級水
下工程班
(Seabee Diver
Advanced
Underwater
Construction)
陸戰隊戰鬥潛水員
班(Marine
Combatant Diver)
陸戰隊兩棲偵察醫
務 士 班 (Marine
Amphibious
Reconnaissance
Corpsman)
陸軍工程潛水員班
(Army Engineer
Diver)
陸軍工程潛水員基
礎 士 官 班 (Army
Engineer Diver Basic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程亦包括就地解體(Wrecking-in-Place)作業的技術和程序以及彈
藥處理。
提供操作水下液壓工具、勘察裝備和小艇所需要的技術。學生
學習水下構工、檢查沿岸設施以及執行水下爆破的原理和技術。
115 天

65 天

35 天

120
小時

130 天

提供水下工程計畫管理的原理和技術。學生學習如何去估計材
料、人力和裝備/資源、以及監督爆破作業、管理爆破資源、和
執行緊急程序。

課程包括四個訓練模組(Modules of Training)：體能訓練、戰鬥潛
水員基本原理和潛水醫學訓練、開放式潛水裝備和操作訓練、
密閉式潛水裝備和操作訓練。
提 供 鑑 定 潛 水 意 外 和 擔 任 重 壓 櫃 櫃 內 助 手 (Recompression
Chamber Inside Tender) 執行醫療功能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提供基礎潛水和水下佈雷除雷作業、水下爆破以及工兵偵察所
需要的知識和技術。
課程包括潛水以及工程作業計畫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術。該班結
訓的學生可獲得一級潛水員的資格。

70 天

該班是陸軍潛水訓練的頂點，該班結訓的學生可獲得潛水長的
資格。課程包括學科測驗和訓練以及一個為期 3 天嚴格的表現
鑑定(Performance Evaluation)。
提供水肺和 Mk-25 密閉式(Closed Circuit) 潛水裝備的工作知
空軍戰鬥潛水員班
32 天
識，旨在培訓跳傘救援人員、戰鬥救援官、戰鬥管制人員和特
(AF Combat Dive)
種戰術官。
合計 21 種班次，各班次每年開班 1 至 4 次不等。
陸軍潛水長班
(Army Master Diver)

20 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訓練設施
該中心佔地 4.2 英畝，8設施包括專用教室與實習教室 10 間供課堂教學和裝備

8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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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訓練、大型訓練池供體能訓練和基礎水肺訓練、3 座開放式水櫃(Open Tanks)
和 1 座共生訓練塔(Buddy Breathing Accent Tower)供各式潛水裝備訓練、3 套壓力
容器組合訓練設施(Pressure Vessel Assemblies)供模擬潛深訓練、9以及 1 座戶外爆
破訓練場供各種爆破訓練。另有兩艘最新式的潛水支援船(YDT-17 Neptune 和
YDT-18 Poseidon)，能夠至外海實施空氣潛水和混合氣潛水訓練。10

（四）訓練能量
NDSTC 負責美國軍方所有的基礎和進階潛水訓練，目前每年平均訓練 50 至
60 個班次約有 1300 至 1500 名學生（包含盟國軍方 30 至 40 名）
，該中心隨時保持
300 名的學生，每年大約執行一萬次訓練潛水。11可培訓空氣潛水 190 呎、氦氧混
合氣潛水 300 呎、飽和潛水 1000 呎能力的救難、械彈處理和戰鬥潛水員。由於美
國計畫將所有水面艦艇增設潛水員編制、陸戰隊 2007 年將增加 452 名偵察潛水員
的編制、成立第四械彈處理機動隊、海岸防衛隊將增設 12 個海上安全及保安隊
(Maritime Safety & Security Teams)，12使得潛水員的需求大幅增加，NDSTC 的訓練
規模還將再擴大。

9

每套由 1 個圓頂艙、1 個濕櫃和 1 個重壓櫃所組成，可實施模擬潛水至 600 呎。
整理自海軍潛水員全球資訊網，http://www.navydiver.org/default.html，2006 年 5 月 24 日。
11
同註 6。
12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dget Estimates FY 2006 Program, Submitted to Congress February 20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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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NDSTC 除負責各軍種潛水人員培訓任務與支援海軍大型救難任務外，13亦提
供其他政府機關相關的支援協助。概述如下：
（一）美國海洋暨大氣署
為了擴展美國海軍和海洋暨大氣署海下研究中心(Undersea Research Center)使
用 Aquarius 水下實驗室(Aquarius Underwater Laboratory)的合作關係以及對於彼此
的研究計畫交換建議和互相協助，14NDSTC 自 2004 至 2006 年與美國海洋暨大氣
署海下研究中心合作執行｢Aquarius 水下實驗室研究計畫｣，由 NDSTC 教職員以及
飽和潛水班畢業的海軍潛水員與海下研究中心的人員，利用 Aquarius 水下實驗室
實施飽和潛水訓練並且共同維修保養水下實驗室。15

（二）海岸防衛隊、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
NDSTC 每年提供固定的名額(Quotas)給美國海岸防衛隊，以協助美國海岸防
衛隊培訓潛水人員；16另 NDSTC 也依美國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的申請，提供所需

13

如 2001 年 2 月 9 日至 11 月 25 日支援打撈日本漁業高中訓練船 EHIME MARU 號。George R.
Primavera, “Story of 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Unit One’s Efforts in Support of the Japanese Fishing
Vessel EHIME MARU,” FACEPLATE, Vol. 6, No. 1 (2002), p. 9.
14
整理自美國海洋暨大氣署官方網站，http://www.uncw.edu/aquarius/2005/12_2005a/expd.htm 及
http://www.uncw.edu/aquarius/2005/12_2005a/j_green.htm，2007 年 5 月 31 日。
15
整理自美國海洋暨大氣署官方網站，http://data.nurp.noaa.gov/MIS/NURP_RElist.asp，2007 年 3 月
28 日。
16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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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水訓練，以共享國家潛水訓練資源。

第二節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Naval Schoo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以下簡稱
NAVSCOLEOD）位於佛羅里達州 Eglin 空軍基地於 1985 年 10 月 1 日成立，1988
年 6 月 24 日正式運作。
一、組織位階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隸屬於｢海軍人員發展指揮部｣、｢海軍教育訓練司令部
｣、｢｣海軍部｣及｢國防部｣，與 NDSTC 同為美國國防部所屬第四級之機關，在美國
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階如圖 5 所示。

二、組織任務
NAVSCOLEOD 負責美國軍方所有的基礎和進階的械彈處理訓練。訓練的對象
包括海軍、陸軍、空軍、陸戰隊、海岸防衛隊、執法和政府機關以及盟國軍方的
人員。17

17

整理自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官方網站，
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eods/index.cfm?fa=home.overview，200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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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
美國國防部
∣
美國海軍部
∣
美國海軍教育訓練司令部
∣
美國海軍人員發展指揮部
∣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
圖 5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組織位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能量
（一）人員
NAVSCOLEOD 亦為一個由美國陸軍、陸戰隊、海軍、空軍和海岸防衛隊的人
員所組成的聯合軍種單位。18至於其編制人數及組織架構，因 NAVSCOLEOD 基於
保密並未公開。19在人員素質方面，與 NDSTC 同樣擁有素質優良的師資與行政後
勤人力。

（二）訓練班次

18

同上註。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對於有關該校的資料極為保密，根據該校｢國際軍事學生資訊手冊｣[Naval
Schoo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NAVSCOLEOD)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tudent (IMS)
Information Handbook 1 November 2001] 規定：“All training documents are “CLASSIFIED” & all
study materials are kept within the school. Student notebooks do not leave the school while you are in
training.”。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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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SCOLEOD負責支援各軍種械彈處理訓練任務，美國軍方所有的械彈處理
訓練均集中在此，因此所提供的訓練課程相當廣泛，包含：陸上/水中爆破、偵察
和接近的技術、美國及其他國家海陸空用武器及彈藥的識別、制式械彈與急造爆
炸裝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的拆解及處理。NAVSCOLEOD目前計有10類
訓練課程（表9）、開設13種訓練班次（表10）。20在各軍種人員中海軍人員所需接
受之訓練是最多的，總計約需214天21才能完成所有陸、空、海軍的訓練課程，成
為訓練合格的海軍械彈處理人員。

表 9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訓練課程區分表
訓練課程區分
核心基礎課程
(Core)
爆破
(Demolition)
工具與方法
(Tools and Methods)
生物/化學
(Biological/Chemical)
地面彈藥
(Ground Ordnance)
空用彈藥
(Air Ordnance)
水下彈藥
(Underwater Ordnance)
急造爆炸裝置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核子彈藥
(Nuclear Ordnance)
20
21

簡介
學生學習與後續課程有關的基礎知識，包括炸藥和爆炸效力以及應用
的物理原理。
學生學習有關使用炸藥去摧毀炸藥和爆炸裝置所涉及的炸藥安全與應
用的技術。學生從實際爆破中增加熟練度。
學生學習以及熟練各種用以尋找和解除彈藥備炸的 EOD 工具與技
術。強調人員保護和安全。
學生學習識別與處理化學和生物武器/戰劑(Agents)所需的知識和技
能。強調人員保護和 EOD 緊急反應程序。
學生學習處理火箭、地雷和手榴彈的程序。強調對於美國與外國彈藥
軍品的廣泛知識。
學生學習處理各種飛機爆炸的危險、炸彈和炸彈引信、以及導引飛彈
的程序。強調對於美國與外國彈藥軍品的廣泛知識。亦教授學生飛機
固有的危險以及如何接近和處理各種飛機上的彈藥。
學生學習識別、解除備炸與處理水下的水雷、魚雷和各種其他的裝置。
學生學習在處理急造和秘密爆炸裝置所使用的各種技術。包括各種炸
彈組成部份的識別和失效處理(Disablement)。
為陸、空軍學生的最後課程。課程包括核子物理、武器設計和作用、
以及 EOD 緊急反應程序的學習和測驗。亦包括污染偵測、人員保護和

同註 16。
惟提供給國際軍事學生之訓練課程僅 138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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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作業/潛水
(Underwater
Operations/Diving)

污染控制。
為海軍學生的最後課程。學生學習識別、解除備炸、打撈與處理水下
的水雷、魚雷和各種其他的裝置。強調作業計畫和執行。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官方網站，
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eods/index.cfm?fa=home.overview，2006 年 6 月 7 日。

表 10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訓練班次表
班別
水下械彈處理基礎班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Basic
(Navy)
陸上械彈處理基礎班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Basic
(Surface) Other Services
(USMC/USAF)
國際水下械彈處理第二階段班
Internationa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Phase 2 Navy
國際陸上械彈處理第二階段班
Internationa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Phase 2 Surface
海洋哺乳動物系統作業員班
Marine Mammal Systems Operator
械彈處理機動隊 APPRENTICE 班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Mobile
Unit Apprentice
國際械彈處理熟悉班
Internationa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Familiarization
高級接近和失效處理班
Advanced Access And Disablement
國際械彈處理第一階段班
Internationa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Phase 1
國際械彈處理特種飛彈班
International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Specialized Missile
陸軍陸上械彈處理基礎班
Army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Basic-Surface

簡介
訓練海軍官士兵以最佳的方法和程序，對於所有傳統陸上
械彈、水下械彈、核子武器，執行械彈偵察、識別、接近
和打撈、處理、以及與 EOD 有關的潛水。
訓練陸軍軍官和上士(含)以上的士官以及陸戰隊與空軍的
官士兵以最佳的方法和程序，對於所有傳統陸上械彈、水
下械彈、核子武器，執行械彈偵察、識別、接近和打撈、
處理。
訓練水下械彈有關之識別、打撈 評估與處理程序。

訓練陸上械彈有關之識別、打撈 評估與處理程序。

訓練官士兵操作和保養海洋哺乳動物系統。
訓練海軍現役和預備役人員在現役和預備役械彈處理單
位所使用的基礎 EOD 術語、書籍、安全、械彈識別、和
爆破程序。
使有經驗的國際 EOD 官士兵熟悉基本的美國 EOD 術語、
安全預防措施、偵察程序、以及在後續｢國際陸上械彈處
理第二階段班｣所使用的工具。本班僅招收具有傳統彈藥
處理作業員(Conventional Ammunition Disposal Operator)
資格並有至少 3 年經驗的人員。課程只限在教室講授，並
非一個入門基礎課程。
訓練海軍、陸軍、陸戰隊和空軍官士兵以最佳的方法，對
於急造爆炸裝置，執行高級的械彈處理技術。
訓練國際官士兵以最佳的方法，對於美國與外國的非核子
械彈，執行械彈偵察、械彈識別程序、接近和打撈、以及
處理作業。需完成本班訓練始能參加國際陸上械彈處理第
二階段班。
訓練國際官士兵對於特別申請的導引飛彈，執行解除備炸
程序。
訓練陸軍中士(含)以下的士官以最佳的方法和程序，對於
陸上械彈，執行解除備炸、打撈、評估以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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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核子械彈處理基礎班
Army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Basic-Nuclear
淺水水雷反制基礎作業員班
Very Shallow Water (Vsw) Mine
Countermeasures (Mcm) Basic
Operator

訓練陸軍上士的階級士官以最佳的方法和程序，對於核子
武器，執行械彈評估、識別、解除備炸程序、打撈以及處
理。
訓練合格的海軍 EOD 人員、特戰人員、及陸戰隊偵察步
兵人員擔任淺水水雷反制先遣部隊，執行突擊前與突擊後
作業所需的基本技能以支援兩棲特遣部隊、水雷反制與其
他部隊。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和潛水中心(Center fo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and Diving)
官方網站，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default.cfm?fa=main.home，2006年6月7日。

（三）訓練設施
美國軍方為了將各軍種所有的械彈處理訓練均集中在NAVSCOLEOD，1996年
11月15日開始執行一項耗資1620萬美元的軍事工程計畫，興建5項訓練設施供各軍
種所有的械彈處理訓練使用。22惟其訓練設施詳細資料，NAVSCOLEOD基於保密
並未公開。

（四）訓練能量
NAVSCOLEOD 負責美國軍方所有的械彈處理訓練，其每年訓練的班次數量及
學生人數無法由其公開資料得知。但從該校每年提供 125 個國際軍事學生名額給
30 個盟國，23其訓練能量應不亞於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
基於軍事作戰和反恐戰爭上的需要，美國各軍種對於械彈處理技術人員需求

22

同註 16。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每年開設國際械彈處理班 5 個班次（每班 25 人）
，摘錄自美國海軍械彈處
理學校｢國際軍事學生資訊手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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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以及課程需求的擴大。尤其海軍本身為加強械彈處理能力，成立第四械彈
處理機動隊和兩個機動安全隊(Mobile Security Forces)；24為加強水雷作戰能力，全
球將要部署 15 個水雷反制分遣隊和 4 個海洋哺乳動物系統分遣隊以支援水雷作戰
任務，25因此可預期 NAVSCOLEOD 的訓練規模將繼續擴增。

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NAVSCOLEOD 除負責各軍種械彈處理人員培訓任務與支援海軍械彈處理任
務外，26亦提供其他政府機關相關的支援協助。概述如下：
（一）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
NAVSCOLEOD 提供美國下列機關和單位有關械彈處理的技術暨訓練，包括司
法部、能源部、財政部、國防部、特勤局(Secret Service)、聯邦調查局、參謀首長
聯席會(Joint Chiefs of Staff)聯合參謀(the Joint Staff)、支援參謀首長聯席會計畫的
國防機關、各軍種（陸、海、空、陸戰隊、海岸防衛隊）、聯邦航空署(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國防部爆炸安全委員會(DoD Explosive Safety Board)、執

24

同註 12。
美海軍水雷作戰計畫第 4 版 (U.S. Naval Mine Warfare Plan – Program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Fourth Edition)。下載自美國海軍部遠征作戰署官方網站，
http://www.exwar.org/htm/ConceptDocs/Navy_USMC/MWP4thEd/contents.htm，2007 年 4 月 9 日。
26
如 1999 年 4 月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學校的教官和學生與械彈處理機動隊的潛水員在美國馬里蘭州
索羅門訓練場(Solomons Training Complex) 打撈失效械彈(Inert Ordnance)。James C. Vaughan,
“Divers Perform Ordnance Operations Solomons, Maryland,” FACEPLATE, Vol. 4, No. 2 (August 1999),
pp.10-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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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law enforcement agencies)等。27

（二）情報機關
與美國情報機關(Intelligence Agencies)保持連繫，以提供NAVSCOLEOD有關
外國械彈的情報資料納入它的訓練課程。28

第三節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
美國海軍目前共有兩個械彈處理大隊(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Groups,
EODG)，第一械彈處理大隊的大隊部(Headquarters)位於加州聖地牙哥的 Coronado
海軍兩棲基地，隸屬太平洋艦隊水面作戰同型部隊指揮部(Surface Warfare Type
Command)。第二械彈處理大隊的大隊部位於維吉尼亞州諾福克的 Little Creek 海
軍兩棲基地，隸屬大西洋艦隊水面作戰同型部隊指揮部。

一、組織位階

27

海 軍 部 海 軍 軍 令 部 長 辦 公 室 指 令 ｢ 軍 種 間 械 彈 處 理 的 責 任 ｣ (Interservice Responsibilities fo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整理自美國海軍部海軍軍令部長辦公室官方網站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8000%20Ordnance%20Material%20Management%20and%20Suppor
t/08-00%20General%20Ordnance%20Material%20Support/8027.1G.pdf，2007年6月15日。
28
海軍部海軍軍令部長辦公室指令｢海軍械彈處理的責任｣(Naval Responsibilities Fo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整理自美國海軍部海軍軍令部長辦公室官方網站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8000%20Ordnance%20Material%20Management%20and%20Suppor
t/08-00%20General%20Ordnance%20Material%20Support/8027.6E.pdf，2007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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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軍第一/第二械彈處理大隊分別隸屬於｢海軍太平洋/大西洋艦隊水面
作戰同型部隊指揮部(Pacific/ Atlantic Fleet Surface Warfare Type Command)｣、｢海軍
太平洋/大西洋艦隊司令部(Pacific/ Atlantic Fleet Command)｣、｢海軍部｣及｢國防部
｣，為美國國防部所屬第四級之部隊，在美國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階如圖 6 所
示。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
美國國防部
∣
美國海軍部
∣
美國海軍太平洋/大西洋艦隊司令部
∣
美國海軍太平洋/大西洋艦隊
水面作戰同型部隊指揮部
∣
美國海軍第一/第二械彈處理大隊
圖 6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組織位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任務
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平時負責支援美軍太平洋及大西洋司令部責任區內各軍種
的演習訓練、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任務，戰時負責海上救難搶救戰損艦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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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港作業打撈礙航物以及實施水雷反制開闢安全航道。其任務範圍包括：29
• 對於太平洋/大西洋艦隊司令部責任區內各部隊提供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支
援。
• 支援海軍海岸作戰、要港防禦(harbor defense)和港口安全(port security)。
• 演習雷區保養、水下偵測裝備保養。
• 對於港內和附近水域危及航行安全的障礙物提供清港與救難支援。
• 執行艦船水下檢查保養維修。
• 水雷反制及械彈處理。
• 支援演訓。
• 支援其他政府機關、民間、盟國提供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支援。

三、組織能量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下轄 1 個潛水救難機動隊、5 至 6 個械彈處理機動隊。
30

各機動隊及分遣隊派駐於太平洋或大西洋艦隊司令部責任區內各海軍基地中，並

且接受地區司令部或指揮部的作戰管制(Operational Control)。以下將依人員、裝備

29

Rob Fink, “Command in the Spotlight: 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Unit ONE,” FACEPLATE, Vol. 6,
No. 2 (2002), p.16.
30
第一械彈處理大隊下轄 5 個械彈處理機動隊，第二械彈處理大隊下轄 6 個械彈處理機動隊。整理
自全球安全全球資訊網，http://www.globalsecurity.org/index.html，2006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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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執行過的任務來探討潛水救難機動隊及械彈處理機動隊的作業能量：
（一）潛水救難機動隊
1. 人員
每個潛水救難機動隊編制人數 88 員，下轄 8 個潛水救難機動分遣隊(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Detachments)，其中 5 個為現役(Active)、3 個為預備役(Reserve)。
31

成員均為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訓練合格的潛水救難人員，其空氣潛水員具 190

呎、氦氧混合氣潛水員 300 呎、以及飽和潛水員 1000 呎的潛水能力。由於海軍潛
水救難訓練中心提供完整的基礎和進階訓練管道(Training Pipeline)，加以人員服役
時間長並且有機會歷練各潛水部隊之實務工作，所以人員素質較高。
2. 裝備
潛水救難機動隊主要以潛水裝備為主，救難裝備則由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
系統提供。每個潛水救難機動隊除配備輕便的自給式水下呼吸裝置(SCUBA)之
外，另有 5 套空運式水面供氣潛水系統（4 套為空氣潛水裝備可至 190 呎、1 套為
氦氧混合氣潛水裝備可至 300 呎）、5 套輕型水面供氣潛水系統（為空氣潛水裝備
可至 190 呎）及 7 部空運式及運輸式重壓櫃。32

31

同註 29。
Naval Sea System Command，｢Diving and Hyperbaric System Certification Status Report, April 2007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http://www.supsalv.org/pdf/Cert%204-07.pdf，2007 年
5 月 10 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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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能量
潛水救難機動隊近十年來除在 2003 年美伊戰爭「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和「自由伊拉克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等作
戰任務中提供清港作業、艦船保養維修和打撈礙航物等支援外，33 尚執行過許多
其他重要的潛水救難任務。在美國軍方方面包括：1995 年在賽普勒斯 Limassol 外
海打撈美國陸軍 H-60 直昇機、341999 年在日本沖繩島外海打撈美國海軍陸戰隊
CH-53E 直昇機、352000 年在葉門 Aden 港搶救遭自殺炸彈攻擊 USS COLE 號、362001
年在夏威夷州歐胡島(Oahu)外海執行日本漁業高中 EHIME MARU 號訓練船打撈及
油 污 處 理 、 37 2002 年 在 密 克 羅 尼 西 亞 Ulithi 環 礁 執 行 沉 沒 之 Ex -USS
MISSISSINEWA 號油輪油污處理、382004 年在俄勒岡州阿靈頓鎮的哥倫比亞河打撈
兩架美國海軍陸戰隊 F/A-18 戰機。39在美國政府機關方面包括：1996 年紐約州長
島外海打撈環球航空 800 班次客機、401998 至 2002 年北卡羅來納州害特雷斯角

33

整理自 Rick Cavey, “Missles Inbound! Ok Red?,” FACEPLATE, Vol. 7, No. 2 (2003), pp. 3 and 6.和
Eric MacDonald, “MDSU ONE Det 3 in Iraq,” FACEPLATE, Vol. 7, No. 2 (2003), pp. 4-6.
34
Eldon Jackson, “MDSU Two Recovers Blackhawk Near Cyprus,” FACEPLATE, Vol. 1, No. 3 (Winter
1996), pp. 3-4.
35
David Davidson, “CH-53E Super Stallion,” FACEPLATE, Vol. 4, No. 2 (August 1999), pp. 2-3.
36
Barbara Scholley, “Command in the Spotlight: 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Unit Two,” FACEPLATE,
Vol. 5, No. 3 (March 2001), pp. 11-12.
37
2001 年 2 月 9 日美國海軍潛艦 USS Greenville 號於夏威夷 Oahu 外海 13 海浬撞到日本漁業高中
EHIME MARU 號訓練船，沉至 2000 呎深海底，造成 9 人死亡。Gregg Baumann, “Ehime Maru Recovery
Successful,” FACEPLATE, Vol. 6, No. 1 (2002), Pp. 3-5.
38
Bob Barker, “Ulithi Atoll,” FACEPLATE, Vol. 6, No. 2 (2002), pp. 13-14.
39
Todd Ochsner, “Command in the Spotlight: 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Unit ONE Detachment 7,”
FACEPLATE, Vol. 9, No.1 (2005), pp. 21.
40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U.S. Navy Salvage Report - TWA FLIGHT 800｣，整理自美國海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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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e Hatteras)外海域執行 USS Monitor 號考古打撈、2003 年在德州托利多班德水
庫打撈哥倫比亞號太空梭。41在盟國方面包括：1997 年在智利 Pisagua 協助擱淺之
智利海軍坦克登陸艦 Valdivia 號出淺、422003 年在波斯灣海域打撈兩架英軍海王式
直昇機人員及機骸、43以及協助打撈瑞士航空 111 班次客機與海地渡輪意外罹難者
等人道救援行動。44由於擁有訓練有素的人員加上輕便的空運式潛水裝備，使得潛
水救難機動隊可以迅速動員與部署，對於緊急或是位於遙遠地區之潛水和救難任
務均能作出快速而且有效率的反應。

（二）械彈處理機動隊
1. 人員
各械彈處理機動隊由於下轄分遣隊的種類及數量不同，一般編制人數介於 90
至 117 員之間。分遣隊分為現役和預備役兩種，現役的分遣隊計有機動、岸基、
水雷反制和海洋哺乳動物系統(Marine Mammal System)

45

等四種，預備役的分遣隊

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http://www.supsalv.org/pdf/twa.exe，2007 年 3 月 15 日。
41
Roger Riendeau, “Space Shuttle Columbia: Water Recovery Operations,” FACEPLATE, Vol. 7, No. 2
(2003), pp. 7-9.
42
Will Healy, “Stranded Vessel Freed From Coast of Chile,” FACEPLATE, Vol. 3, No. 2 (Winter 1998),
pp. 1-3.
43
Rick Cavey, “Missles Inbound! Ok Red?,” FACEPLATE, Vol. 7, No. 2 (2003), pp. 3. and 6.
44
整理自海軍潛水員全球資訊網，http://www.navydiver.org/command/default.html，2007 年 1 月 28
日。
45
海洋哺乳動物系統由加州海獅與鼻瓶海豚所組成，用以勘察及爆破敵方水雷、回收美方訓練用水
雷、以及擔任美方艦隊水下警戒(防止敵方潛水員滲透破壞)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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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械彈清除、機動通信和區域搜索等三種。成員均為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及
械彈處理學校訓練合格的械彈處理潛水人員。由於有完整的基礎和進階訓練管
道，加以人員服役時間長並且有機會歷練各械彈處理部隊之實務工作，所以人員
素質較高。
2. 裝備
主要使用的裝備和爆材為：MK 16 MOD 1 密閉式潛水裝備、 AN/PQS-2A 手
提式聲納、浮囊裝置、以及各種錐形炸藥(Shaped Charges)。使用 MK 16 能夠潛水
接近最敏感之磁性及/或音響引爆的械彈。它有極低的磁性和音響訊號(Magnetic
and Acoustic Signatures)並且使用氦氧或氮氧混合氣作為呼吸氣源。使用氮氧混合
氣最大深度可至 200 呎，使用氦氧混合氣可達 300 呎。AN/PQS-2A 手提式聲納
(Handheld Sonars)讓潛水員即使在能見度幾近於零的時候也可以找到水下的械
彈。可使用錐形炸藥使水中械彈失效(Neutralization)，亦可使用舉吊能量達 2000
磅的浮囊裝置將失效的水中械彈舉吊至水面以供後續的分解及情報收集。
3. 作業能量
雖然各種分遣隊的械彈處理人員所負責之任務不同，但均有下列的作業能
量：能夠定位、辨識、解除備炸(Render Safe)、46打撈、蒐集情報、以及處理水雷、

46

解除備炸是運用特殊之程序、方法和工具去拆解爆炸性械彈的重要組件，使其引爆功能喪失以防
止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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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雷、和深水炸彈(Depth Charges)。其他包括爆破、直昇機投入與撤出(Helicopter
Insertion and Extraction)、以及小部隊戰術(Small Unit Tactics)，能夠在戰鬥環境中
與海軍特戰部隊、陸戰隊以及其他地面部隊協力去完成與械彈處理有關的任務。
械彈處理人員是合格的空氣與混合氣潛水員，除了正常的械彈處理工作之
外，還可能受命去執行船身水下檢查、小型的水下維修、及水下攝影等勤務。在
大型救難任務或涉及械彈處理或水中爆破之救難工作，他們也會與潛水救難機動
隊的潛水員共同來執行。47

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除負責執行海軍平時及戰時各種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
任務外，48亦與其他政府機關有密切之互動，包括提供相關的支援協助以及合作交
流，概述如下：
（一）潛水救難支援
支援包含國務院、聯邦航空總署、國家海洋暨大氣署、海關、聯邦調查局、
47

例如：1995 年賽普勒斯 Limassol 外海美國陸軍 H-60 黑鷹(Blackhawk)直昇機打撈、1996 年紐約
州長島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WA)800 班次波音 747 客機打撈、1999 年日本沖繩島外海美國海軍陸戰
隊 CH-53E 超級種馬直昇機打撈、2000 年葉門 Aden 港搶救海軍 USS COLE 號、2001 年夏威夷州
歐胡島外海日本漁業高中 EHIME MARU 號訓練船、2002 年密克羅尼西亞 Ulithi 環礁 Ex -USS
MISSISSINEWA 號油輪油污處理等任務均係械彈處理機動隊與潛水救難機動隊的潛水員共同來執
行。
48
如 2001 年 2 月 9 日至 11 月 25 日支援打撈日本漁業高中訓練船 EHIME MARU 號。George R.
Primavera, “Story of Mobile Diving and Salvage Unit One’s Efforts in Support of the Japanese Fishing
Vessel EHIME MARU,” FACEPLATE, Vol. 6, No. 1 (2002),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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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海洋資源委員會(State Marine Resource Commission)、內政部、環保署及地方政
府等政府機關，49提供艦船救難、水下搜索及打撈、水下考古、犯罪證據打撈和人
道救援等協助。當國家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協助美國海岸防衛隊、陸軍工兵團
及聯邦緊急管理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執行災害搶救，提供
救難及船骸清除(Wreck Removal)等支援。50

（二）械彈處理支援
協助特勤局保護總統、副總統、暨其配偶；支援國務院保護國務卿和外國政
要，在國家安全特殊事件（像是總統會議和奧林匹克運動會等）期間提供械彈處
理協助；51支援美國海岸防衛隊協助械彈處理；支援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和能源部
協助處理涉及急造核子裝置(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的事件；支援能源部核子緊
急搜索隊(Nuclear Emergency Search Team)協助械彈處理。52

49

如 2003 年 2 月 13 日至 4 月 12 日由第二潛水救難機動隊與 FBI、EPA、德州公共安全部等單位共
同 打 撈 太 空 梭 哥 倫 比 亞 號 殘 骸 。 Roger Riendeau, “Space Shuttle Columbia: Water Recovery
Operations,” Faceplate, Vol. 7, No. 2 (2003), pp. 7-9.
50
如2005年9月2日至2006年1月31日第一、第二潛水救難機動隊支援美國海岸防衛隊、陸軍工兵團
及聯邦緊急管理總署處理Katrina和Rita颶風災後搶救任務。整理自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U.S. Navy Salvage Report Hurricanes Katrina and Rita｣，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
http://www.supsalv.org/pdf/Katrina_Rita%20Report-(ROH%20web).pdf，2007年5月10日。
51
52

整理自美國海軍部遠征作戰署官方網站，http://www.exwar.org/Htm/6000.htm，2007 年 4 月 9 日。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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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交流
1. 美國海岸防衛隊
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與美國海岸防衛隊在資源整合、演習訓練上保持密切
的合作交流，例如：透過聯合軍種潛水演習相互觀摩，並且整合雙方資源作為未
來共同執行潛水救難訓練和任務的基礎，以節省雙方訓練和作業的成本；53藉由「灣
岸海疆意識起始」(Gulf Coast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Initiative) 等國土安全演
習來整合海岸防衛隊和海軍的兵力與資源以提昇保護海岸水域以及防止恐怖份子
活動的能力。54
2. 美國情報機關
與美國情報機關保持連繫，以提供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有關外國械彈的情
報資料。55

第四節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1975 年越戰時期，由於救難、潛水和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集中儲存與維修
的需要，美國海軍因此成立緊急艦船救難物質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53

Rick Armstrong, “Joint Operational Training: USN and USCG Assets Train in San Diego,”
FACEPLATE, Vol. 10, No. 2 (2006), p. 4.
54
Andre McIntyre,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Team Participates in Gulf Coast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Initiative,” FACEPLATE, Vol. 10, No. 2 (2006), pp. 7-8.
55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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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 ESSM)系統。ESSM 系統可區分為基地與儲庫兩種，56各 ESSM 基地及儲
庫的位置如表 11。ESSM 系統的裝備是美國海軍的財產，由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的救難暨潛水總監辦公室(Supervisor of Salvage and
Diving；以下簡稱 SUPSALV)57管制所有 ESSM 基地(Bases)及儲庫(Complexes)裝備
物資的撥發。SUPSALV 以商業合約將 ESSM 系統委由民間公司管理。58
一、組織位階
ESSM 系統隸屬於｢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海軍部｣
及｢國防部｣，為美國國防部所屬第三級之機關，在美國國家行政體系上之組織位
階如圖 7 所示。
表11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質系統各基地與儲庫位置表
基地/儲庫名稱
美國維吉尼亞州基地
美國加州基地
美國阿拉斯加儲庫
美國夏威夷儲庫
意大利儲庫
巴林儲庫
新加坡儲庫
日本儲庫

位置
美國維吉尼亞州Williamsburg
美國加州Port Hueneme
美國阿拉斯加Fort Richardson
美國夏威夷Pearl Harbor
意大利Livorno
巴林Manama
新加坡PSA Sembawang Terminal
日本Sasebo City

資料來源：U.S. Navy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Catalog
56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U.S. Navy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Catalog Volume 1 Salvage
Equipment (Washington DC：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1 April 1999 Change A 13 June 2003), pp.
1-1~2.
57
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的「海洋工程主任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Ocean Engineering)」，
亦稱「救難暨潛水總監辦公室(Supervisor of Salvage and Diving)」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
官方網站，http://supsalv.org/，2006 年 12 月 2 日。
58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System Operations Guide (December 1993, Change November
2004)，p. 1-1.，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
http://www.supsalv.org/ESSM/pdf/2005%20Ops%20Guide.pdf，2006 年 10 月 30 日。

57

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
∣
美國國防部
∣
美國海軍部
∣
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
(救難暨潛水總監辦公室)
∣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圖 7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組織位階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任務
ESSM 系統主要任務是負責儲存、保養與維修美國海軍的艦船救難、油污處
理、潛水和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使這些裝備和物資保持在隨時可撥發
(ready-for-issue)的狀態，以對於緊急或是位於遙遠地區之救難任務作出快速而且有
效率的反應。

三、組織能量
（一）人員
由 ESSM 系統合約商派遣經理與技術人員來負責儲存、保養、維修、操作和

58

運輸 ESSM 系統的裝備物資，其組織架構如圖 8 所示。59 由於儲庫所儲存之裝備
品項和數量較基地為少，所以人員編制亦較基地為小。在人員素質方面，由於美
國海軍 ESSM 系統儲存品項繁多、數量龐大的裝備物資，SUPSALV 利用委商方式
藉由民間各種專業技術人員來負責各項裝備的儲存、保養、維修、操作和運輸，60
以確保裝備可以隨時動員並且發揮其功效。

（二）裝備
兩個位於美國大陸本土(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CONUS)之內的維吉尼亞州
和加州 ESSM 基地儲存較多的裝備和物資。位於美國大陸本土之外的六個 ESSM
儲庫則儲存較少的品項和數量，在海外地區建立這些儲庫主要係供太平洋、大西
洋、地中海和阿拉伯灣等地區的短期緊急任務使用。無論基地或儲庫，所有 ESSM
的裝備都保持在隨時可撥發的狀態。61

59

同上註。
同上註。
61
同上註。
60

59

圖8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合約商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System Operations Guide
註：艦船水下保養維修(Underwater Ship Husbandry)簡稱 UWSH

1. 救難裝備
ESSM 系統救難裝備可區分為空壓機、發電機、輕型拖曳機(Towers)、照明裝
備、抽水裝備、水下切割焊接裝備、脫灘錨具(Beach Gear)、拖帶(Towing)和繫留
(Mooring)裝備、空運式的深海救難系統以及舉吊裝備等 10 大類計 108 種品項，62可
用於執行協助擱淺船出淺、拖帶失去動力船舶、焊補受損船身、進水艙間排水、

62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
http://supsalv.org/essm/pdf/SALV%20INV%20BY%20LOCATION10-20-06.pdf，2006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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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打撈沉船或水下物件等救難任務。
2. 油污處理裝備
ESSM 系統的油污處理裝備主要可分為 3 大類，包含：溢油回收裝備、難船油
料卸載裝備及輔助支援裝備。ESSM 系統維持世界上數量最大的油污處理應變裝
備，平時置於標準 20 呎貨櫃以供快速運輸，利用軍方和民間運輸系統以空運和陸
運的方式將裝備運送至油污外洩事故地點。ESSM 系統不僅提供油污處理裝備支援
艦隊，亦為艦隊的人員及油污處理裝備提供訓練和保養維修，對於艦隊救難人員
和污染應變處理非常有助益。63
3. 潛水裝備
在維吉尼亞州的ESSM基地和夏威夷州的ESSM儲庫設有潛水倉庫(Diving
Depot)，以儲存、保養和撥發空運式潛水裝備供海軍預備役(Reserve)潛水救難機動
分遣隊訓練及作業使用。64此外，ESSM潛水倉庫也為艦隊的潛水裝備提供保養和
維修。特別是對於一些部署在遙遠地點的艦隊單位，由於當地的民間公司無法提
供所需的保養和維修服務， ESSM潛水倉庫可以提供艦隊的潛水裝備高品質、即
時性的保養和維修。65
4. 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
63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http://www.supsalv.org/，2006 年 12 月 2 日。
同註 58, p. 9-1.
65
Bob Kilpatrick, “ESSM Diving Depot,” FACEPLATE, Vol. 6, No. 1 (2002), pp. 13-15.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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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船水下保養維修支援中心位於維吉尼亞州的ESSM基地，使用該基地的設施
去儲存、保養和運輸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這些裝備可用於執行水下焊補、維
修船舵、更換俥葉、維修聲納罩(Sonar Dome)、以及更換和維修輔推進器(Auxiliary
Propulsion Unit)等許多重要的水下工程。66

（三）作業能量
1. 救難支援
從歷次美海軍救難作業觀察，SUPSALV 經常動員 ESSM 裝備支援潛水救難機
動隊執行各種艦船救難作業，特別是需要大規模救難資源投入或位於遙遠海域的
任務。視情況需要，SUPSALV 亦會動員合約商的人員隨同裝備前往現場，協助操
作、保養和維修裝備。由於 ESSM 系統提供保養完整的裝備、專業的操作人員、
與迅速動員的運輸方式，對於緊急或是位於遙遠地區之救難任務均能作出快速而
且有效率的反應。
2. 油污處理支援
美國海軍經常提供 ESSM 油污處理裝備協助處理非海軍的外洩事件，67最著名

66

同註 58, p. 17-1.
例如：在南極洲從翻覆的阿根廷政府 BAHIA PARASIO 號上卸載燃油並且回收外洩的油污、在阿
拉斯加 Prince William Sound 收集從巨型原油船 EXXON VALDEZ 號外洩的油污並且保護環境敏感區
域、在紐約的 Arthur Kill 回收從一破裂水下油管所排放的油污、在加州的 Huntington Beach 回收從
受損的 AMERICAN TRADER 號油輪所外洩的原油、在紐約的 Arthur Kill 回收 BT NAUTILUS 號油輪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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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例為 1989 年 3 月 24 日發生於阿拉斯加 Prince William Sound 的 Exxon Valdez
號油輪外洩案，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海域油污外洩事件。整個外洩清除作業所
花的費用，單單付給 SUPSALV 就達 1750 萬美元，其中 1000 萬美元為租用器材費，
750 萬美元為人員作業費。68在處理海軍本身的外洩事件方面，近幾年來最大規模
動員 ESSM 油污處理裝備之案例為 Ex -USS MISSISSINEWA 號油輪案。69美國海軍
動員維吉尼亞州、夏威夷州等地的 ESSM 油污處理裝備以及第一械彈處理大隊的
潛水員至密克羅尼西亞 Ulithi 環礁，成功地從沉沒的船骸中回收約 200 萬加侖燃
油。70由這兩個案例可說明 ESSM 系統在全球動員與油污處理上的能量。由於海軍
擁有最完善的油污處理裝備，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已被納入美國溢油緊急應
變體系。海岸防衛隊亦與美國海軍訂有支援協定，當發生外洩事件時支援裝備協
助處理。71
3. 潛水支援
ESSM 系統訂定一份｢海軍預備役潛水裝備管理計畫｣(Naval Reserve Diving
因擱淺而外洩的油污、在維吉尼亞州與馬里蘭州間的 Chesapeake Bay 回收兩艘貨輪因碰撞所外洩
的燃油、在墨西哥灣回收因 IXTOC 1 油井爆炸所外洩的原油。以上整理自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U.S. Navy Ship Salvage Manual Volume 6 Oil Spill Response (Washington DC: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1991), pp. 1-2~1-3.
68
蔡嘉一，｢建立油污染國家緊急應變計畫｣，http://www.npf.org.tw/，2006 年 5 月 4 日。
69
MISSISSINEWA 號是美海軍一艘 ASHTABULA 級的輔助油輪 1944 年 11 月 20 日清晨，該艦被一艘
日本 Kaiten 自殺潛艇的魚雷所擊中，沉沒於密克羅尼西亞 Ulithi 環礁深度 130 呎的海底。2001 年 8
月 6 日開始發生油外洩。
70
Bill Walker, “USS MISSISSINEWA Oil Removal Operations,” FACEPLATE, Vol. 7,No. 2 (2003), p.
13.
71
霍大偉，｢我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機制與執行力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
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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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Management Program)，該計畫的目標是提供預備役的潛水救難機動分遣
隊適當保養、鑑定合格、並且可以立即使用的空運式潛水裝備。72此項計劃除了可
使預備役的潛水裝備保持最高的妥善率外，當大型潛水任務需要較多潛水裝備
時，亦可適時提供以增加作業能量。在潛水裝備保養和維修能量方面，維吉尼亞
州 ESSM 基地和夏威夷州 ESSM 儲庫的潛水倉庫有能力提供潛水裝備測試、清潔、
調整校正和維修等服務，對於部署在遙遠地點的艦隊潛水單位在維持裝備妥善率
上有極大的助益。73
4. 艦船水下保養維修支援
由於美海軍艦船數量龐大且部署在全球各地，艦船定期性或臨時性的水下檢
查、保養和維修工程需求量大，加以大型艦船吃水(draft)較深在駐地尋找適當的船
塢不易，因此以潛水員來執行這些水下工程是最為經濟而且有效的方式。ESSM艦
船水下保養維修支援中心提供許多重要水下工程所需的裝備和材料，可運送至駐
地由潛水員來執行這些工程，對於時間、與經費的節省以及提高艦船機動性上有
莫大的助益。

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72
73

同註 58, p. 9-1.
同註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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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ESSM系統負責儲存、保養與維修海軍的救難資源，隨時可提供給潛水救
難機動隊執行各種緊急或是位於遙遠地區之救難任務，並且協助艦隊各潛水單位
裝備維修和人員訓練，亦與其他政府機關有密切之互動，包括提供裝備以及支援
操作人員，概述如下：
（一）美國海岸防衛隊和環保署的聯邦現場協調官
由於 SUPSALV 已列為美國｢國家油和危險物質污染應變計畫｣(National Oi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Pollution Contingency Plan) 74 應 變 編 組 之 一 ， 因 此
SUPSALV 的 ESSM 裝備是可以提供給美國海岸防衛隊和環保署的聯邦現場協調官
(Federal On-Scene Coordinators)使用。75

（二）友軍、其他政府機關
在一個可還款(Reimbursable)的基礎上，SUPSALV可以租借救難裝備及油污處
理裝備給友軍、其他政府機關使用。例如2005年Katrina和Rita颶風災後，美國海岸
防衛隊、陸軍工兵團總共支付約3千7百萬美元的經費給SUPSALV，以動員ESSM
系統合約商的保養操作人員、救難和油污處理裝備，支援美國海岸防衛隊、陸軍
工兵團及聯邦緊急管理總署執行大規模的油污處理、船舶殘骸清除(vessel and

74
75

整理自美國內政部官方網站，http://www.doi.gov/oepc/response/ncp.htm，2007年6月15日。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http://www.supsalv.org/essm，2006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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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is removal )任務。76

第五節 結語：美國運作之特色
從上述對於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其組織位階、任務、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
關間之關係所作之探討，除可以瞭解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全般概況以及政府機
關之間資源整合的情形，亦可觀察到美國運作之特色。筆者認為，美國軍方水下
作業單位之運作有以下五點值得臺灣學習的特色。
一、各軍種訓練資源整合
由於美國海軍是美國國防部在｢軍事潛水｣和｢械彈處理｣技術暨訓練上的單一
管理者(Single Manager)，77所以 NDSTC 及 NAVSCOLEOD 負責提供各軍種的潛水
救難及械彈處理訓練。除避免重複投資、節省許多經常性成本外，亦使訓練師資、
技術、裝備、設施等資源整合、集中並且發揮最大的效果。以 NAVSCOLEOD 為
例，美國國防部將所有的械彈處理訓練均集中在此，這個整合為國防部每年節省

76

同註 50。
整理自美國海軍部部長辦公室指令｢聯合軍種潛水技術暨訓練單一管理者責任｣(Single Manager
Responsibility for Joint Service Military Diving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3000%20Naval%20Operations%20and%20Readiness/03-100%20Na
val%20Operations%20Support/3150.2.pdf，2006年6月7日；美國海軍部海軍軍令部長辦公室指令｢軍
種間械彈處理的責任｣(Interservice Responsibilities fo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8000%20Ordnance%20Material%20Management%20and%20Suppor
t/08-00%20General%20Ordnance%20Material%20Support/8027.1G.pdf，2006年6月7日。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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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萬美元的經常性成本(recurring costs)。78以 NDSTC 為例，每年約有 170 萬美元
來自於海軍的經費預算和 1450 萬美元來自於各軍種、政府機關、盟國的訓練經費
收入，79由於資源集中使得有充裕的經費維護現有裝備設施並且可以不斷進行投
資，以滿足現有及未來的訓練需求。

二、奠立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堅實作業能量的基礎
由於美國國防部及海軍部對於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能量的重視，訂定良好的
政策措施，使美海軍械彈處理大隊擁有充裕而且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先進而且
機動的裝備資源，因而具備多元而堅實的作業能量，成為美國在潛水救難、械彈
處理、以及水雷作戰上一支重要的作業兵力，亦是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執行其他水
下作業相關事務（包括水下考古）的重要力量。

三、救難裝備資源委商與租借(Out-Leasing)
美國海軍透過委商方式由民間公司承包來負責 ESSM 系統的管理，由於完善
的保養，所有的 ESSM 裝備都保持在隨時可撥發的狀態；加以周詳的動員計畫，
能夠以最即時性的方式將裝備運送至作業地點；必要時亦可動員承包商的技術人
員至作業地點操作、保養和維修裝備，使得救難資源得以充分發揮其效能、救難
78
79

同註 17。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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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可以適時擴充。此外在一個可還款的基礎上，友軍、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業
者可以透過合約、租借等方式使用 ESSM 系統的救難和油污處理裝備，80共享國家
救難資源。

四、平時的訓練與經驗是提高戰時戰備的基礎
美國軍方有一個很好的觀念就是｢平時的訓練與經驗是提高戰時戰備的基礎
｣，而這也是其保持部隊戰力於不墜的基石。由於美國海軍負責保持一個國家性的
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的能量以因應戰爭或國家緊急情況的需要，欲成功執行這些
作業有賴有經驗的人員，在平時對意外事件的反應提供重要的經驗，能夠提高戰
時的戰備(readiness)。81以美國海軍第二潛水救難機動隊支援國家海洋暨大氣署執
行 USS MONITOR 號水下考古任務為例，美國海軍認為在這次任務中獲得兩項重要
的成果：一為海軍提供潛水與救難的資源協助國家海洋暨大氣署打撈重要的船骸
以供長期保存和展示，82順利達成考古任務；其次為利用實際的潛水救難任務來加

80

整理自美國海軍部部長辦公室指令｢救難設備合約、租借條款｣(Provision of Salvage Facilities by
Contract, Lease or Otherwise)，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4000%20Logistical%20Support%20and%20Services/04-700%20Gen
eral%20Maintenance%20and%20Construction%20Support/4740.1B.pdf，2007 年 6 月 15 日。
81
美國海軍部海軍軍令部長辦公室指令｢救難和打撈計畫｣(Salvage and Recovery Program)，
http://doni.daps.dla.mil/Directives/04000%20Logistical%20Support%20and%20Services/04-700%20Gen
eral%20Maintenance%20and%20Construction%20Support/4740.2F.pdf，2006 年 6 月 7 日。
82
從 1998 至 2002 年止國家海洋暨大氣署與第二潛水救難機動隊等海軍單位合作，成功地穩定船骸
並將這艘著名戰船的重要部分包括：傳動軸(Driveshaft)、俥葉(Propeller)、蒸汽引擎(Steam Engine)
和砲塔(Turret) 打撈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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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海軍潛水員的訓練，使海軍潛水員累積寶貴的作業經驗。83另以美國海軍第二潛
水救難機動隊支援國家海洋暨大氣署國家海洋漁業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佛羅里達州環保部(Florida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以及
佛州 Broward 郡政府執行 Ft. Lauderdale 外海打撈廢輪胎任務為例，美國國防部同
意執行這次任務的兩個主要考量：一為海軍提供潛水與救難資源清除廢輪胎以協
助海洋環境保護；其次也是希望利用實際的潛水救難任務來加強海軍潛水員訓練
與經驗。84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提供相關資源支援其他政府機關許多非軍事的任
務，從中累積重要的經驗（包括作業經驗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的經驗）
，
亦為戰時或國家緊急情況時使用其他政府機關的資源來擴充海軍的能量奠立良好
的基礎。

五、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
政府機關間的資源整合除了可以避免重複投資節省國家資源外，亦使體制内
的機制與力量獲得適當的結合，使得國家的政策及政府機關的業務可以順利執
行。在美國行政體系下，美國海岸防衛隊依法令規章執行五個基本的任務海事安

83

Edward W. Eidson and Chris Murray, “MONITOR 2001,” FACEPLATE, Vol. 5, No. 4 (September
2001), p. 16.
84
1970 年代美國私人組織於 Ft. Lauderdale 外海放置約 2 百萬個廢輪胎計畫製造人工魚礁，最後反
而破壞天然礁石上的珊瑚，為阻止繼續破壞必須清除將近 70 萬個廢輪胎。佛州 Broward 郡政府透
過美國國防部的「革新戰備訓練計畫」(Innovative Readiness Training Program)申請海軍協助打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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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Maritime Safety)、海域保安(Maritime Security)、海上交通(Maritime Mobility)、
國家防衛(National Defense)、及自然資源保護(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85整體
所代表的是一個機制，但海岸防衛隊在一些業務上可能完全沒有或是僅具部份的
執行能力，而美國同性質單位所擁有的特定能量所代表的則是一個力量，將兩者
予以結合可使得海岸防衛隊的業務得以順利執行。例如，NDSTC及NAVSCOLEOD
提供海岸防衛隊所需的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人員訓練；械彈處理大隊支援海岸防
衛隊以增加其執行海事安全及海域保安的能量；ESSM系統的裝備可以擴大海岸防
衛隊處理海事安全及自然資源保護的能力。86而美國政府指派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
支援其他政府機關亦為同樣的意涵。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上述對於美國同性質單位的探討分析，確實有
許多政策措施與觀念作法可資我國借鏡及參考，對於提昇我國水下作業大隊的整
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的資源整合、以及擴大水下作業大隊在我國海洋事
務之參與上有很大的幫助。

85

整理自美國海岸防衛隊官方網站，http://www.uscg.mil/top/missions/，2007 年 6 月 15 日。
美國海岸防衛隊與海軍於 1980 年簽署協議書，同意海岸防衛隊在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時，可以向
美國海軍的 SUPSALV 申請油污處理及救難裝備的支援。林世昌，「民間溢油處理機構之角色與功
能-國外案例與我國基本架構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2003 年，
頁 4-17。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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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與美國水下作業體制上之比較

本文第二、三章主要探討和瞭解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同性質單位之
全般概況及運作的特色。本章將就我國和美國同性質單位的組織位階、組織任務、
組織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加以比較分析，並且探討兩國在體制上之
異同與優劣。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同性質單位任務之比較如圖 10 所示。

圖 10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同性質單位任務比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組織位階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均負責執行潛水救難和械彈
處理任務，兩者同為國家行政體系中之基層部隊。我國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
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雖皆負責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但我國水下作業大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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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行政體系中屬第五級單位，而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則屬第四級單
位，在組織位階上我國較美國為低。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為該大隊
一個業務部門，負責承辦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代訓業務的計畫與執行，並無獨立
的人員裝備編制及預算；而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和械彈處理學校則為基層
訓練機關，擁有獨立的人員裝備編制及經費預算。所以，我國水下作業大隊的組
織位階雖與美國同性質單位相當，但其組織地位卻不相當。

第二節 組織任務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負責海軍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訓練，不定
期接受海巡署委託代訓以及協助勞委會職業潛水訓練與檢定，美國海軍潛水救難
訓練中心與海軍械彈處理學校則是分別負責美國各軍種、海岸防衛隊、執法和政
府機關以及盟國軍方的人員的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人員訓練。我國與美國雖然在
訓練對象不盡相同，但均為負責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人員訓練，在組織任務上並
無不同。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下轄各作業隊及械彈處理中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
隊所屬的潛水救難機動隊和械彈處理機動隊同樣負責執行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任
務，所以在組織任務上兩者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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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水下作業大隊下轄各作業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均負責儲
存、保養與維修海軍救難裝備資源，因此在此一任務上，兩者相同。

第三節 組織能量
本節將就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和美國同性質的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海
軍械彈處理學校、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及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等四個單位之
組織能量分別加以比較。
一、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
（一）人員
1. 編制
我國潛水人員訓練班教官、助教僅五員，且無行政後勤人員編制，除負責教
學訓練外，尚需兼負有關之行政後勤、裝備設施養護工作。由於人力只能支援一
個班次的訓練，同一時間若代訓兩個班次時則需納編各隊人員支援始能因應，加
以部分課程缺乏相關師資和技術，1以致訓練課程及班次無法擴大。反觀美國同性
質訓練單位均為由各軍種人員所組成的單位，師資涵蓋各軍種（包含海岸防衛隊）
技術專長的人員，並且擁有完整的行政後勤部門編制，始能建立龐大之訓練規模

1

例如具備飽和潛水或陸海空軍彈藥、飛彈、水雷、魚雷、急造炸藥等技術專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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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量。
2. 素質
在師資人員方面，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的教官、助教由於受過完整的養成和
職務訓練，並且集合各軍種擁有專業技術專長的人員來擔任，因此師資的技術經
驗較佳，所教授的技術專長種類亦較多。在行政後勤人員方面，依部門職務之不
同由特定專長的人員來擔任，專業能力經驗較佳。而我國的教官、助教大多只受
過海軍相關教育流路的養成訓練，以及水下作業大隊的職務歷練，除負責教學訓
練外，尚需兼負非本身專業的行政後勤、裝備設施養護工作。若同時代訓兩個班
次，再面臨各隊支援人力本身教學經驗不足的問題，遂造成教育訓練能量不足因
應之困境。故就整體而言，與美國相較，我國人員素質較差。

（二）訓練班次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每年固定代訓海軍技術學校之訓練班
次計 6 種共 10 班，總計訓練週數達 63 週，2平均全年 21%的時間有班次重疊的情
形。3囿於潛水人員訓練班以及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的人力、師資和技術，以致訓練

2

水下作業處理班(12 週)3 班次、氦氧混合氣潛水班(8 週)1 班次、水中械彈處理專精班(8 週)1 班次、
潛艦軍官班(4 週)1 班次、潛艦士官班(4 週)1 班次及士官高級班救難帆纜組(1 週)3 班次，合計訓練
週數 63 週。
3
總訓練週數減全年週數再除以全年週數：(63−52) ÷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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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班次已達飽和無法再擴大。反觀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及械彈處理學
校分別為 21 種和 13 種班次，每年平均訓練 50 至 60 班，與美國相較我國所能夠
提供的訓練班次較少。

（三）訓練設施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現有訓練設施在功能上以潛水救難訓練為主，有關械
彈處理訓練部分只有水雷教室一間。4其他在訓練上所需的訓練設施（如壓力容器
組合訓練設施、爆破訓練場、救難艦等）則需向國軍左營醫院、海軍陸戰隊、192
艦隊部等單位申請使用。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相較，我國的訓練設施較少，特
別是有關械彈處理方面的訓練設施最為匱乏。

（四）訓練能量
無論是根據上述對於人員編制、素質、訓練班次與訓練設施等軟硬體資源之
比較，或是依每年訓練的人數、班次訓期和課程內容（訓練的深度及廣度）相比，
我國與美國均有明顯的差距，5因此在整體訓練能量上我國較美國低。

4

用以展示水雷等實體模型。
整理自：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官方網站，
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ndstc/index.cfm?fa=home.overview，2006 年 5 月 24 日。美國
海軍械彈處理學校官方網站，
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eods/index.cfm?fa=home.overview，2006 年 6 月 7 日。美國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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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
（一）人員
1. 編制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編制 3 個作業隊及 1 個械彈處理中隊，而美國海軍每
個械彈處理大隊編制 1 個潛水救難機動隊及 5 至 6 個械彈處理機動隊。兩國在潛
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人力比例上有明顯之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軍方非常重視
其水雷作戰及械彈處理的能力，基於全球作戰以及兵力部署的需要，因此必須編
制比較多的械彈處理人力。6而我國海軍由於對水下掃雷及水中械彈處理的能力並
不重視，亦缺乏建構此能力的相關政策措施，因此水下作業大隊僅編制 1 個械彈
處理中隊，加以人員有限，所以只部署在臺灣南部。
2. 素質
美國官士兵均為志願役與我國軍官和士官為志願役、士兵為志願役與義務役
併行的方式有所不同。志願役因服役時間較長可長期培養，職務訓練及實務經驗
較多，作業技術與能力較佳。義務役士兵在學歷、基本體能、學習能力上差異較
大，加上服役時間短、訓練及經驗不足、技術與能力較差，人員平均素質不易提

軍械彈處理和潛水中心官方網站，https://www.npdc.navy.mil/ceneoddive/default.cfm?fa=main.home，
2006 年 6 月 7 日。
6
美國海軍將各械彈處理機動隊及分遣隊派駐於美國在全球各地的海軍基地以及部署於航母戰鬥群
上，以支援地區和艦隊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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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美國官士兵每 3 年調任單位一次，歷練艦艇、陸岸和高司單位相關職務，無
論官士兵均有完整的經歷管道發展規劃。而我國水下作業大隊職缺有限，人員流
動性低，升遷管道窄小，以致發展受限；加上海軍對是類科別軍士官並無經歷管
道之規劃；以致造成人員不易流通、經驗技術傳承易有斷層、以及無法長期培養
專業指揮與參謀人才。
美國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人員有完整的訓練管道，除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
心、海軍械彈處理學校提供基礎和進階的養成訓練外，另有屬於部隊本身、海軍、
各軍種間、政府機關間、以及與盟國之間的各種演習和訓練。與美國相較，我國
在人員訓練上遠不及美國來得精良。

（二）裝備
1. 潛水裝備
美國海軍每個潛水救難機動隊計有5套空運式水面供氣潛水系統（4套為空氣
潛水裝備可至190呎、1套為氦氧混合氣潛水裝備可至300呎）、5套輕型水面供氣
潛水系統（為空氣潛水裝備可至190呎）及7部空運式及運輸式重壓櫃。7在水下作

7

Naval Sea System Command，｢Diving and Hyperbaric System Certification Status Report, April 2007
｣。整理自美國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官方網站，http://www.supsalv.org/pdf/Cert%204-07.pdf，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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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大隊方面則有10套EXO-26水面供氣淺海潛水系統（為空氣潛水裝備可至190
呎）、2套17B水面供氣深海潛水系統（使用氦氧混合氣最深可至300呎）及2部運
輸式重壓櫃。兩者在裝備數量上並無太大差異、潛水深度能量上亦相同，惟水下
作業大隊現有的17B水面供氣深海潛水系統，因使用年久且系統構型(Configuration)
設計已過時，無法滿足現行氦氧混合氣潛水作業的需要，亟待汰換更新。8
2. 救難裝備
水下作業大隊歷年來經由美援，以及透過軍售、商售採購方式，籌獲美軍各
式制式救難裝備，惟美海軍潛水救難機動隊除本身擁有之輕便機動的救難裝備
外，需要時還可使用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的救難裝備，因此在種類及
數量上仍較水下作業大隊為多。水下作業大隊現有各式救難裝備種類、性能及數
量，足以遂行水下勘察、攝影、切割焊接、堵漏、打撈等各項救難任務，但仍然
欠缺如 AN/PQS-2A 手提式聲納以及 “Hot Tap”水下抽汲系統等先進的裝備，會影
響水下目標搜索與遇難船舶液體貨物（如油料、化學液體等）卸載(Offloading)任
務之遂行。9

5 月 10 日。
8
水下作業大隊現有兩套 17B 水面供氣深海潛水系統分別於民國 77 年及 84 年循商售管道獲得，使
用年久且系統構型係依 1980 年代美商業潛水作業模式設計規劃。當初系統之設計及所選用之裝備
均已過時，已無法滿足現行氦氧混合氣潛水作業的需要。
9
整理自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U.S. Navy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Catalog Volume1
Salvage Equipment (Washington DC：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June 2003), pp. 1-1 to 1-2 以及
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U.S. Navy Emergency Ship Salvage material Catalog Volume 2 Pollution
Equipment (Washington DC：Naval Sea Systems Command, June 2006), pp. 7-287 to 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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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械彈處理裝備
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機動隊相較，水下作業大隊現有陸上及水中械彈處理裝
備，無論在品項及數量上均不足，亦缺乏如美軍 AN/PQS-2A 手提式聲納等水下電
子偵搜裝備以及 MK 16 MOD 1 械彈處理專用之潛水裝備，使得我國械彈處理人
員在安全與任務執行上受到極大威脅及限制。

（三）作業能量
根據上述對於人員編制、素質、裝備種類與性能等軟硬體資源之比較，無論
是在潛水救難或械彈處理作業能力，我國與美國均有相當的差距，因此在整體作
業能量上我國較美國低。

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一）人員
1. 編制
我國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並無獨立的人員編制，而是由海軍水下作業大
隊所屬3個作業隊負責管理，提供操作、保養與維修所需的人力，但各作業隊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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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養維修有關的專長人員編制。10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則有其獨立的
人員編制，11整個ESSM系統的各項職務都是由承包的民間公司派遣民間的管理與
技術人員來擔任。其次，美國ESSM系統是由專人來管理，而我國只能靠各作業隊
在任務、訓練之餘利用本身的人力來維護，備多力分加上缺乏專業技術的結果，
使得這些救難裝備資源並未獲得真正良好的管理與養護。再者，由於各作業隊人
員有限，在執行任務時又必須考慮裝備操作的人力，所以僅能動員人力可以因應
的裝備數量，無法充分發揮這些救難裝備資源的能量。
2. 素質
由於ESSM系統擁有各種技術專長的人員，而且其技術水準可達到合約所要求
之｢廠級維修｣的能力。12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各作業隊由於本身沒有相關專長的人
員，只能以自訓的方式建立單位基本的保養維修能量，以達到｢單位維修｣的技術
水準與能力。兩者相較，美國ESSM系統的人員素質較我國為高。

（二）裝備
美國ESSM系統計分救難裝備、油污處理裝備、潛水裝備、艦船水下保養維修
10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各作業隊人員編制專長均為潛水救難，並無與裝備保養維修有關的電子、電
機、機械等專長人員編制。
11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的人員編制由海軍海上系統司令部救難暨潛水總監辦公室於商
業合約中訂定。
12
美國海軍將裝備保養維修區分為廠級維修(D 級)、中繼維修(I 級)、單位維修(O 級)三種等級，我
國海軍亦採用美國海軍同樣的保養維修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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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等四大類，而我國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各分部則主要以救難裝備為主，在品
項及數量上亦較美國為少。

（三）作業能量
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的裝備品項及數量龐大，美國海軍採委商方
式以每年約1千5百萬美元的代價與民間公司簽訂商業合約，由民間專業人員來負
責ESSM系統所需的人力與保養。13因有獨立完整的人員編制，管理及技術人員素
質精良，所以ESSM系統的裝備可以有極高的妥善率；平時即以便於運輸的方式儲
存，並有一套結合軍方和民間運輸系統的運輸計畫，可快速將裝備運送至事故地
點；此外亦可動員合約商的人員隨同裝備前往現場，協助操作、保養和維修裝備，
以擴充作業人力。兩者相較，美國ESSM系統的整體作業能量遠較我國為高。

第四節 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
本節將就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和美國同性質的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海
軍械彈處理學校、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及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等四個單位與
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分別加以比較。

13

此為 1996 年 ESSM 系統一年的合約金額。整理自美國國防部官方網站，
http://www.defenselink.mil/contracts/contract.aspx?contractid=710，2007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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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的互動，主要為
協助行政院勞委會職業潛水人員訓練和技能鑑定業務以及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與
海岸巡防總局培訓有關搜救協調以及救難潛水作業人員。而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
如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與國家海洋暨大氣署海下研究中心在研究計畫上的
合作、提供美國海岸防衛隊、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潛水訓練；美國海軍械彈處理
學校提供海岸防衛隊、執法單位和政府機關有關械彈處理的技術與訓練，以及與
美國情報機關在外國械彈情報資料上的合作。相較之下，我國與其他政府機關之
間的資源分享與合作上不如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來得密切及廣泛。

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支援交通部海（空）難水下搜撈作業、支援飛安委員
搜尋飛航資料記錄器及座艙語音記錄器、協助環保署在海洋污染事件提供潛水作
業支援、支援國安局特勤中心執行水下安全檢查、支援中央及地方機關提供潛水
救難相關的協助。但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相較，美國與其他機關之間的互動
與合作交流，無論是政府機關數量或是任務種類都比我國來得廣泛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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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由於SUPSALV是美國｢國家油和危險物質污染應變計畫｣應變編組之一，因此
SUPSALV下轄的ESSM裝備是可以提供給美國海岸防衛隊和環保署在處理油和危
險物質污染事故時使用。此外當友軍、其他政府機關、民間業者和外國政府有需
要時，SUPSALV可以租借救難及油污處理裝備以供使用。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所
管理的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並未納入至我國海難救護相關應變計畫或作業手冊之
中，14亦無一套租借的機制可供友軍、其他政府機關或民間業者使用。與美國相較
之下，我國與其他機關之間在救難上的合作及相互支援較少以制度化的方式呈現。

第五節 結語：比較下之異同與優劣
本節將就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和美國同性質單位依組織位階、組織任務、
組織能量、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四個構面加以比較，將兩者異同與優劣之
處整理如下：
一、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
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的組織位階較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為
低。由於並無獨立之人員裝備編制及經費預算，必須與其他各作業隊及械彈處理

14

如｢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行
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交通部海難救護委員會作業手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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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隊共同使用水下作業大隊有限的資源，在僧多粥少的狀況下，使得潛水人員訓
練班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和械彈處理學校雖為基層
訓練機關，但擁有獨立的人員裝備編制及經費預算，加以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均
為聯合軍種單位，集合各軍種的訓練師資、技術、裝備、設施等資源來提供各軍
種相關的訓練，因而享有充裕的資源。
我國潛水人員訓練班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均為負責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訓
練，在組織任務上並無二致。但以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現有之組織
位階暨有限的資源，卻需擔負與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和械彈處理學校同樣
的組織任務，整體訓練能量自然不如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由於組織能量有限，
在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間的資源分享與合作上亦不如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來得密切
與廣泛。
訓練的良窳與人員專業技術與能力的培養息息相關，若要使我國在潛水救難
和械彈處理作業技術與能量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必須先要提昇訓練單位的訓練
能量。在我國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之比較下，可得知潛水人員訓練班的組織位
階需要予以提昇，例如在海軍技術學校成立潛水救難訓練中心和械彈處理訓練中
心，並且整合各軍種的師資、技術、裝備、設施和經費才能擁有更充沛的訓練資
源，進而增進其組織能量以提供完整的養成與進階訓練班次，並且擴大與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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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以滿足我國對於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訓練的需求。

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在組織位階上完全相同，但在組
織任務上卻需執行美國海軍四個單位所執行之任務，15我國在備多力分以及組織資
源的限制之下，自然在組織能量和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合作程度上較美國為低。
由於美國在整體國防政策規劃、投資及資源分配，使得海軍械彈處理大隊能夠擁
有目前充裕而且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完整的訓練管道與先進裝備和技術，所以能
夠有較細的分工、可扮演多元化的功能與角色以及具備堅實的作業能量，為美國
在潛水救難、械彈處理、以及水雷作戰上一支重要的作業兵力。此外，由於美國
對於政府機關間資源整合的重視，使得海軍械彈處理大隊與許多政府機關有很密
切的互動，成為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執行相關事務的重要力量。
欲提昇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在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上的作業能量，美國同
性質單位有下列幾項優點值得我國參考與借鏡：
1. 在人員部分
(1) 從械彈處理人員在編制上所占的比例，即可瞭解美國對於其械彈處理能力重視

15

負責潛水救難訓練、械彈處理訓練、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任務執行、以及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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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我國現有械彈處理人力極為有限且僅駐臺灣南部，戰時若敵實施大規模
的布雷或我國多處港口遭水雷封鎖，勢將無法因應。基於海洋作戰防衛的需要以
及面對中國水雷封鎖的威脅，我國應參考美國的作法，擴大水下作業大隊械彈處
理人員的編制並且部署於臺灣北、東、南部和離島，以充實我國重要軍、商港水
下水雷反制及械彈處理的作業兵力。
(2) 美國對於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人員有完整的人員發展制度與作法，值得我國作
為借鏡。我國應建立完整的經歷管制發展規劃，俾利長期培養人員專業技術與能
力；其次，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艦隊指揮部等高司單位亦應編制潛水救難和械
彈處理專長的特業參謀，以利制訂相關政策並且儲備專業指揮與參謀人才。再者，
水下作業大隊官士兵應調整為均為志願役，以利長期培養。
(3) 除了有專責的訓練單位提供完整的養成與進階訓練之外，美國平時積極透過例
行性的各種訓練與演習以及軍事與非軍事任務來加強人員訓練和作業經驗，對於
其人員素質的提昇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平時的訓練與經驗是提高戰時戰備
的基礎，應參考美國海軍的作法，加強與海巡署實施聯合操演及訓練，透過觀摩
交流累積海上任務相互支援的經驗；提供相關資源支援其他政府機關非軍事的任
務，利用實際的潛水救難任務來加強海軍潛水員的訓練，使人員累積寶貴的經驗
（包括作業經驗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的經驗），以保持一個國家性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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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救難和械彈處理的能量，同時亦為戰時或國家緊急情況時使用其他政府機關的資
源來擴充海軍的能量奠立良好的基礎。
2. 在裝備部分
水下科技與裝備的發展日新月異，必須不斷汰換更新並且籌獲新式先進裝
備，始能安全而且有效率地達成任務需求。現階段我國在械彈處理裝備和器材、
水下電子偵搜裝備、械彈處理專用潛水裝備以及氦氧混合氣深海潛水裝備上都亟
待充實與汰舊換新，以維持我國基本水下偵搜、械彈處理與深海潛水作業能量。
我國應依海軍建軍備戰的需要以及現有裝備上的問題，參考美國海軍在相關裝備
上的發展，積極檢討裝備需求並且循投資建案方式籌獲，以逐步提昇海軍在潛水
救難和械彈處理上的作業能量。
3.作業能量部分
(1) 潛水救難作業能量
美國海軍潛水救難機動隊近十年來年來所參與的任務，無論是在潛水或救難
作業上均有豐碩的成果，特別是美國使用飽和潛水技術來執行USS Monitor號水下
考古打撈任務、在夏威夷歐胡島外海從2000呎深的海底打撈日本漁業高中EHIME
MARU號訓練船並且執行油污處理、在密克羅尼西亞Ulithi 環礁執行沉沒之Ex
-USS MISSISSINEWA號油輪抽油作業等三項任務，充分展現其堅強的潛水、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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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撈與水下油污處理作業能量。我國目前尚無執行飽和潛水的技術和裝備，只能
執行300呎以內小型的救難和打撈作業，亦無執行水下抽油作業的技術和裝備。我
國與美國相較，無論是在潛水、救難、打撈與油污處理作業能力上均有相當大的
差距，我國國防部與海軍應參考美國在前述作業能力上的發展，積極檢討我國在
建軍備戰上的需要並且制訂相關發展政策與計畫，循投資建案方式來獲得新式技
術和裝備，以逐步提昇海軍潛水救難作業能量。
(2) 械彈處理作業能量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海軍械彈處理人員的任務就未曾改變，那就是
消弭危害任務安全的械彈威脅以支援國家安全和軍事目標。16由於美國軍方對於水
雷反制和械彈處理的重視，加上政策措施的支持，訂立龐大的械彈處理人員編制、
提供完整而紥實的教育訓練、配備先進精良的裝備，使海軍械彈處理機動隊得以
具備多元而強大的作業能量。我國國防部與海軍對於水下掃雷兵力之發展缺乏整
體性、持續性的政策規劃與措施，使得械彈處理中隊自民國74年成立迄今已逾20
餘年，仍面臨人力、裝備、訓練與技術等諸多的問題。該隊目前對於處於備炸狀
態之水中械彈，並沒有在水下執行解除備炸和處理的技術與能量，只能協助打撈
不具爆炸性之械彈、支援相關演訓任務回收訓練用的水雷或魚雷，無法真正勝任

16

Randall Packer, “Command in the Spotlight: EOD Mobile Unit Eleven,” FACEPLATE, Vol. 1, No. 3
(Winter 1996), p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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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雷反制與水中械彈處理上所應扮演之功能與角色。我國國防部與海軍應參考
美國在械彈處理作業能力上的發展，積極檢討我國在建軍備戰上的需要，並且制
訂相關發展政策與計畫，針對人力、裝備、訓練與技術逐步提昇海軍械彈處理作
業能量。
4. 與其他政府機關之關係
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相較，美國與其他機關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交流，無
論是政府機關數量或是任務種類都比我國來得廣泛及多元。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
隊除了提供其他政府機關相關的支援協助外亦有密切之互動，例如：與美國海岸
防衛隊透過聯合軍種潛水演習相互觀摩，累積雙方海上任務相互支援的經驗，並
且整合雙方的兵力和資源以提昇國家整體能量；與美國情報機關合作交流提供有
關外國械彈的情報資料。政府機關間的資源整合除了可以避免重複投資，節省國
家資源外，亦使體制内的機制與力量獲得適當的結合，使得國家的政策及政府機
關的業務可以順利執行。反觀我國海軍與海巡署同為海難救護及海上油污處理的
作業兵力，但水下作業大隊從未與海巡署相關單位實施過相關的聯合操演及訓
練，缺乏雙方資源整合以及海上任務相互支援的經驗；與我國情報機關亦缺乏情
報資訊的合作交流，使得水下作業大隊在械彈處理的教學、技術與作業能量上一
直無法發展或提昇。美國的觀念與作法可以提供我國一個很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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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在組織任務上兩者均為
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但在組織位階上我國較美國為低。由於我國海軍南北救
難中心及各分部成立之目的旨在擴充水下作業大隊各作業隊之救難裝備資源，平
時即在同一駐地使得人員裝備互相結合，可迅速動員爭取搶救時效，提昇災害防
救的應變能力。而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成立之目的則是將海軍部分的
救難、潛水、油污處理和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預先部署於美國本土及世界各地，
以符合其全球作戰之需要。此外，美國潛水救難機動隊本身即擁有各式機動的潛
水救難裝備，必要時始動員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的裝備以擴充其能量。因
兩者在目的與運用上有所不同，加以我國整體裝備資源遠不如美國龐大，所以並
未將海軍南北救難中心及各分部成立為一個獨立的單位。
由於我國海軍南北救難中心及各分部並無獨立之人員編制及經費預算，必須
仰賴各作業隊既有的人力及水下作業大隊有限的經費。在僧多粥少的狀況下，並
無法滿足各作業隊在裝備維護上所有的經費需求，加上各作業隊人力有限亦缺乏
專業技術的結果，使得這些救難裝備資源並未獲得真正良好的管理與養護。而美
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為擁有獨立人員編制及經費預算的機關，因此享有
充裕的資源。我國可參考美國的作法，寬編預算將南北救難中心及各分部之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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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資源以合約方式，委由民間公司專業的技術人員來負責保養與維修，以解決
水下作業大隊在人力、技術及經費不足的問題，平時可確保裝備的妥善率以因應
突發的緊急救難任務，在大型作業、戰時或國家緊急情況時，亦可動員合約商的
技術人員協助操作、保養和維修裝備，以擴充作業人力。
美國ESSM系統計分救難裝備、油污處理裝備、潛水裝備、艦船水下保養維修
裝備等四大類型，而我國則主要以救難裝備為主，組織能量較美國為低。然我國
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各分部確實有增加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養維修等類
型裝備之需要，檢討分析如下：
（一）油污處理裝備
由於海軍擁有各類艦船約500多艘，管轄多處軍港及軍用碼頭，17可能因海事
意外（如1995年｢中勝艦｣擱淺漏油、2001年｢中正艦｣碰撞化學船｢金化學號｣發生｢
對二甲苯｣外洩等）或岸勤加油設施操作不當（如2004年海軍馬公後勤支援指揮部
意外造成柴油外洩等）18導致油料或化學物質外洩，造成海洋污染事件。除了海軍
自己本身所造成的海洋污染之外，海軍在執行海上救難時亦需要處理因船隻意外

17

依｢國防部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計畫｣(國防部 95 年 5 月 30 日睦盼字第 0950002820 號修頒)規定軍
港區域的海洋油污染事件由國防部海軍司令部負責成立現場應變中心，以有效獲得相關人力、設備
資源；海軍司令部負責將軍港區域海洋油污染應變作業所需之設備器材妥為備置，定期維護、保養、
檢查，每年檢討之所需設備，逐年編列預算購置；海軍司令部及所屬單位應自行或委託相關機關(構)
或團體，定期辦理海洋油污染應變之訓練及作業演練。
18
許耀彬，｢海軍馬公基地柴油外洩污染水域 現正清除中｣，http://www.epochtimes.com/，2006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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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所造成油污外洩。19因此無論是為了處理自己艦艇海事意外所造成的污染、管
轄軍港海域內發生的污染或是從事源於船難的油污外洩應變任務，海軍都應建立
並且維持一個適當的海洋污染應變處理能量，所以海軍南北救難中心及各分部增
加油污處理類型之裝備實屬必要。

（二）潛水裝備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現有潛水裝備配賦數量只能滿足現有人員編制數量的需
求，並無多餘潛水裝備可供戰時動員的後備軍人使用，缺乏擴充作業能量的空間。
為了因應國家緊急情況時潛水作業的需求擴大，海軍南北救難中心及各分部應增
加相關潛水裝備資源以建立戰時擴充潛水能量的基礎。

（三）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
隨著我國海軍旭海級船塢登陸艦(編號193)及紀德級飛彈驅逐艦（編號1801、
1802、1803、1805）20等大型艦船陸續成軍服役，由於海軍現有船塢無法容納紀德

19

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附件五 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應變中心分工表)，國防部
為協助執行機關，主要負責的工作包括：協助海上、海岸油污染清除處理相關事宜；船隻移除及可
能污染物質之評估；支援飛機、船艦及設備協助海上油污的控制；協助事故船隻之移除，及船上殘
油、殘貨之清除。
20
整理自我的 e 政府官方網站，｢2006 台灣年鑑，第五章 國安與國防｣，
http://www7.www.gov.tw/EBOOKS/TWANNUAL/show_book.php?path=8_005_031，2007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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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艦，全臺只有台灣國際造船公司21百萬噸級船塢適用，但牽涉到塢期不易安排且
所費不貲，22為滿足這些艦船水下部分保養維修上的需求，海軍南北救難中心及各
分部應積極籌獲相關裝備以建立水下保養維修能量，以節省修費及提高艦船機動
性。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國應參考美國的觀念與作法，並基於本身建軍備戰的需
要，適切檢討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各分部救難裝備資源的品項及數量，建立一個
可以因應戰時及國家緊急情況時所需之救難、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養維
修裝備的救難資源。
此外，在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互動上，我國的程度亦較美國為低。美國海軍
ESSM的裝備可以提供給美國海岸防衛隊和環保署處理油和危險物質污染事故，友
軍、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業者亦可以合約、租借等方式使用海軍救難資源。美國
對於國家救難資源整合與運用的觀念及作法提供我國一個很好的參考。
綜合前述對於我國與美國同性質單位比較之下異同的整理以及觀念作法優劣
的分析，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相關單位之作為確實有許多可資我國借
鏡及參考之處，對於提昇水下作業大隊的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的資源
整合亦有很大的幫助。台灣是海洋國家，海洋權益的確保、藍色國土的經略乃政
21

原｢中國造船公司｣於 2007 年 3 月 1 日更名為｢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許紹軒，｢2 艘紀德艦將返台 維修堪慮｣，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aug/25/today-p10.htm，2007 年 6 月 24 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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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施政的重大目標。我們需要強大之海洋作戰防衛能量、完善之海難救助及污染
防治應變能力，方能增進全方位利益，落實政策願景。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負責潛
水救難訓練、械彈處理訓練、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任務執行、以及管理海軍救難
裝備資源。基於我國在相關海洋事務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建議政府有關機關應
透過各項政策措施，提昇水下作業大隊作業能量，妥善整合與運用其資源，使水
下作業大隊為我國相關海洋事務作出更積極而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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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意義

公 共 政 策 (Public Policy) 是 為 了 或 是 對 於 公 眾 所 採 取 之 有 目 的 的 行 動
(“purposive action taken for or to the public.”)。1政策的執行足以決定公共政策的成
功與失敗，如果期望政策成功，就必須強化政策執行之道。2公共政策所需要的資
源或許相當廣，這些必要的資源如果無法有效整合，也不可能完美地成功執行政
策。3海洋政策是處理國家使用海洋之有關事務的公共政策或國家政策，4而海洋政
策的研究亦是以公共政策之學術理論或分析技術為其基礎與工具。5
本章首先提出建構水下作業體制的邏輯思考架構，並在此思考架構下探討我
國水下作業體制在國家海洋事務之意義上。｢體制｣(regime)一詞實際上包含｢機制｣
(mechanism)與｢力量｣(force or power)兩個概念。｢機制｣是負責執行的行政機關以及
相關的典章制度。｢力量｣是負責執行的行政機關所擁有之具體力量。6行政機關的｢
力量｣有兩個層面，一是人力資源，另一則是硬體設備。7
建構一套有效的政策執行機制與力量，8追求政府各機關間協調的互動，已成

1

Richard I. Hofferbert,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74), P. 4.
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礎篇 (臺北市：巨流圖書有限公司，二版，2005 年 2 月)，頁 355。
3
同上註，頁 356。
4
胡念祖，
「海洋政策學與我國海洋問題」
，中山社會科學季刊，4 卷 3 期，1989 年 9 月，頁 82-83。
5
胡念祖，海洋政策學總論（高雄市：胡念祖，增修版，1995 年 1 月），頁 19。
6
胡念祖，海洋政策理論與實務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版一刷，1997 年 9 月），
頁 136。
7
同上註，頁 144。
8
同上註，頁 1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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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代海洋國家所必須思考與追求的目標。9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我國國軍專責水
下作業兵力，無論在潛水救難或械彈處理的人力資源以及硬體設備上已有一定的
基礎與能量，為海軍的一個力量，亦是國家體制內力量的一部分，當國家需要時
即應為國家權益而發揮其力量。10因此，若能將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所擁有的力量與
負責海洋事務之政府機關的機制與力量予以密切結合，將可提供或增強政府機關
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其次，若能透過政府機關適切的政策措施提昇海軍水
下作業大隊整體作業能量，亦代表國家體制內水下作業力量的增進，政府機關執
行相關海洋事務能力的擴大。
本章首先探究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以及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所通過之「國家海洋政策綱領」、「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分工計畫」與新修
訂之「2006 海洋政策白皮書」，以瞭解海洋事務全般概念以及我國現行在國家海
洋事務上之作為。其次，透過分析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以瞭
解我國水下作業體制目前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現況與不足之處。再者，檢
討如何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以強化政府執行相
關海洋事務的能力，以積極回應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

9

同上註，頁 126。
同註 5，頁 2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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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
欲探討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在國家海洋事務(Marine Affairs)上之意義，必須先瞭
解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雖然國內或國際上對｢海洋事務｣一詞迄今並未有
明確之學術定義、對其內涵與範疇亦未見具權威的陳述，11但根據國內海洋法政權
威胡念祖博士之見解，｢海洋事務｣之本質為人類在使用海洋與海岸地區空間與資
源上所涉之事務，12簡言之就是與人類使用海洋有關的事務。13至於｢海洋事務｣之
內涵，則可藉由觀察國際組織對海洋所關切之議題來瞭解國際社會所認知的海洋
事務之內涵與範疇。依胡念祖博士對於聯合國秘書長每年｢海洋與海洋法報告書｣
之議題項目所作的整理，｢海洋事務｣的範疇涵蓋｢國際（海洋法）｣、｢海運及航行
｣、｢海上犯罪｣、｢海洋資源與水下文化遺產之永續發展｣、｢海洋環境議題｣、｢海
洋科學與技術｣與｢國際間合作與協調｣等議題。14由這些議題可瞭解國家海洋事務
的本質與內涵實際上包含了國家對於海洋（含海岸地區）之使用、開發及管理，
旨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保護海洋環境、管理海洋資源。
海洋事務的處理屬於公共政策的範疇(Public Policy Domain)，大多必須在中央

11

胡念祖，｢台灣海洋政策或海洋事務教育之現況與展望｣，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70 期(2006 年
6 月)，頁 14。
12
同上註，頁 15-16。
13
The term “marine affairs” refers to those matters pertaining to human uses of the seas. 胡念祖，｢台灣
的海洋政策：演進與展望｣，2007 台灣海洋海洋事務及海洋法律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2007 年 5 月 10-11 日，頁 1-5。
14
同註 1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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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層級來運作。15為了追求全面的海洋利益，政府必須擬訂政策積極去處理國
家使用海洋之有關事務，16以平衡各種海洋使用上的利益，以及保障國家在世界海
洋上的權益。17建立與執行整體國家海洋政策的過程實則包括三個階段：政策的形
成、計畫的制定、執行的落實。此三個階段的成敗，有賴適切的機構安排、立法
架構與國家資源的適當安排。為追求海洋上的權益，國家必須協調各政府部門的
努力以求取達成最佳社會經濟結果的長程發展。18

第二節 我國現行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作為
一套良好的國家海洋政策應包含政策制定、行政機制、及方案執行三個層面。
19

在瞭解國家海洋事務的本質與內涵之後，本節將探討我國海洋事務推動機制之設

置、國家海洋政策之頒布與政策措施以及現階段海洋事務發展之計畫，以瞭解我
國現行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作為。
一、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之設置
（一）緣起
海洋事務多元廣泛，為早日實現陳水扁總統「捍衛海洋、經營海洋、走向海

15

同註 6，頁 11。
同註 5，頁 14。
17
同註 6，頁 14。
18
同註 6，頁 87-88。
19
同註 6，頁 9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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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海洋國家願景，以及因應近期臺灣周邊海域情勢發展，行政院組織法修正
草案中雖已明定設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並報請立法院審議，惟在立法工作
未完成前，為儘速推動相關工作，爰有籌設「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之芻議。案
經行政院院長核示，於2004年1月7日正式成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以
下簡稱海推會），藉委員會之機制，整合現有行政資源，並加入民間活力，建置
成一個跨部會、跨領域、多面向及總體性之推動平台，期使國家海洋事務政策規
劃能有適當之運作機制落實執行，海洋事務發展更臻完善。20

（二）任務
海推會之主要任務如下：21
1. 關於海洋事務政策及重大措施之協調、諮詢、審議及規劃事項。
2. 關於海洋事務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事項。
3. 其他有關海洋事務之協調及推動事項。

（三）編組

20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緣起｣，
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_02.asp，2007 年 5 月 19 日。
2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_03.asp，200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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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推會置召集人由行政院長兼任之，置副召集人由研考會主委兼任之；委員
由行政院長派（聘）兼之，包括：行政院秘書長、內政部部長、教育部部長、經
濟部部長、交通部部長、環保署署長、海巡署署長、經建員會主委、國科會主委、
農委會主委、文建會主委、專家學者 8 至 15 人，22任期二年；置執行長由海巡署
署長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處理會務；海推會幕僚作業，由海巡署負責，並得視
業務需要，納編相關部會人員成立工作小組，並區分為海洋策略、海域安全、海
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文化和海洋科技等六個分組（如表 12），以利相關事務
之推動。23

表12 行政院海推會各工作分組編組表
工作分組

召集人

主辦機關

海洋策略組

研考會主委

研考會

海域安全組

海巡署署長

海巡署

海洋資源組

環保署署長

環保署

海洋產業組

農委會主委

農委會

海洋文化組

文建會主委

文建會

海洋科研組

國科會主委

國科會

協辦機關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交通部、陸委會、
海巡署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法務部、交通部、陸委會、
農委會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科會、工程會、農委會、
海巡署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
工程會、環保署、海巡署
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體委會
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農委會、文建會、工程會、
環保署、海巡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

22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第二屆委員合計 25 員，專家學者佔 14 員。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
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成員第二屆委員名單｣，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_05.asp，2007
年 6 月 21 日。
23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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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次委員會會議
海推會成立迄今，經委員會各相關機關及委員多次會議之研討，2004年10月
25日第2次委員會議完成「國家海洋政策綱領」、2005年4月25日第3次委員會議並
通過「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2005年12月29日召開第4次委員會修訂完成
「海洋政策白皮書」、完成「國家海洋政策綱領」英文版編譯、2006年起陸續推
動執行5年大陸礁層調查計畫，並於東沙群礁設立國家海洋公園等，成果可說相當
豐碩，為早日實現「生態、安全、繁榮的海洋國家」的願景已奠下堅固的基石。24

二、「國家海洋政策綱領」與「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之通過
為期永續發展國家海洋事務，海推會於2004年10月13日第2次委員會議修正通
過｢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及分工計畫，宣示｢生態、繁榮、安全｣的海洋國家願景。25
海推會於2004年12月25日召開「海洋事務研討會」後，26綜彙海洋產官學各界意見，
於2005年4月25日第3次委員會議研擬完成「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27該案
於同年5月16日經行政院核定，為我國邁向海洋國家之路奠定新的里程碑。28

2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委員會會議｣，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_06.asp，2007 年 5 月 19
日。
25
許惠祐，台灣海洋（臺北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2005 年 8 月 10 日），頁 114。
2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海洋事務研討會｣，
http://www.cga.gov.tw/coast/right/oceanbusiness_01.asp，2007 年 5 月 19 日。
2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3/海洋政策
發展規劃方案.pdf，2007 年 5 月 19 日。
28
王一中、鄭裕民，｢我國海洋事務之回顧與前瞻｣，海巡雙月刊，19 期(2006 年 2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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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為擘劃我國海洋政策發展藍圖、平衡國內各種海洋使用上的利益、落實海洋
之保護與保全，海推會成立後，在海推會各委員及各工作分組共同努力研究下，
特訂定「國家海洋政策綱領」作為我國整體的國家海洋政策指導文件。29本綱領內
容包括「海洋國家的願景」、「政策主張」及「目標與策略」（如表13），以創
造健康的海洋環境、安全的海洋活動與繁榮的海洋產業，進而邁向優質的海洋國
家。30 有關「國家海洋政策綱領」之具體行動計畫與實施期程，則另訂定「海洋
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辦理。31

（二）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
海推會為推動達成「生態、安全、繁榮之海洋國家」願景，各工作分組策訂
政策目標與策略以及各項政策措施的分工計畫，研擬完成「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
劃方案」。期藉完整周密之規劃，展開海洋事務之推動實施，以實踐海洋國家之
願景。本方案實施期程為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預算經費達351億餘元，預期
達到三大效益：(1)整合國家海洋事務行政資源及事權，有效推動海洋事務。(2)喚
29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6 海洋政策白皮書(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初版，
2006 年 4 月) ，頁 23。
30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工作推動情形報告｣，
http://www.cga.gov.tw/Ocean/file/5/議題一.pdf，2007 年 5 月 19 日。
31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家海洋政策綱領｣，http://www.cga.gov.tw/Ocean/Ocean_08.asp，2007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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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民眾海洋意識，振作國家海洋權益，促進海洋永續發展。(3)逐步落實推動各項
方案，進而邁向優質的海洋國家。32
表13 國家海洋政策綱領願景、政策主張及目標與策略
願景

生態、安全、繁
榮的海洋國家

政策主張
一、確認我國是海洋國家，海
洋是我國的資產，體認我們國
家的生存發展依賴海洋。
二、享有與履行國際海洋法賦
與國家在海洋上的權利與義
務，並響應國際社會倡議之永
續發展理念。
三、重行認識國家發展中之海
洋元素，尊重原住民族海洋經
驗與智慧，並建立符合國家權
益之海洋觀。
四、調查國家海洋資產，瞭解
社會對海洋之需求，掌握海洋
活動本質，規劃國家海洋發展。
五、採行永續海洋生態及世代
正義的觀點，建立海洋環境保
護、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及合理
利用海洋之海洋管理體制。
六、強化海洋執法量能，以創
造穩定之海洋法律秩序與安全
之海洋環境。
七、創造有利之政策與實務環
境，實質鼓勵海洋事業發展。
八、推動以國家發展為導向之
海洋科學研究，引導各級水
產、海事、海洋教育發展，以
利海洋人才之培育。
九、提供安全、穩定之海洋環
境，鼓勵民眾親近海洋，培養
海洋意識與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33

32
33

同註 2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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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一、維護海洋權益
，確保國家發展

（一）掌握國際發展趨勢
（二）增進海洋國際合作
（三）強化海洋政策法制
（四）健全海洋行政體制

二、強化海域執法
，維護海上安全

（一）強化海域執法功能
（二）健全海域交通秩序
（三）提升海事安全服務
（四）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三、保護海洋環境
，厚植海域資源

（一）提升污染防治能量
（二）健全保護自然海岸
（三）永續經營海洋資源
（四）加速推動復育工作

四、健全經營環境
，發展海洋產業

（一）強化航港造船產業
（二）推動永續海洋漁業
（三）拓展海洋科技產業
（四）擴大海洋觀光遊憩

五、深耕海洋文化
，形塑民族特質

（一）重建航海歷史圖像
（二）打造海洋空間特色
（三）保存傳揚海洋文化
（四）形塑海洋生活意象

六、培育海洋人才
，深耕海洋科研

（一）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二）提升科研整合資訊
（三）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四）推動產業開發科技

在本方案「分工計畫表」中包含各工作分組政策策略、理念、政策措施、法
規研（修）訂、主（協）辦機關及各項經費明細。總計臚列105項工作計畫，明訂
階段性目標及執行重點，並將方案內容納入各部會施政工作計畫全力推動執行，
本規劃方案完成將為海洋事務塑立新的里程碑。

三、「2006 海洋政策白皮書」
政府經略海洋的決心與作為，必須從凝聚海洋發展共識作為起步，因之，海
洋白皮書即是總體規劃我國海洋發展的重要共識。「2006海洋政策白皮書」自2004
年3月開始研擬修訂計畫至出版，前後修訂時間長達2年。本白皮書以「國家海洋
政策綱領」為基礎架構，總計8章29節，涵蓋國際權益與國家發展、安全、環境與
資源、產業、文化、教育與科研等7大主題，34內容包含現況、重要性、政策目標、
策略與工作項目。
海洋政策白皮書具有政策宣示意義，不僅在制度面、組織面發揮通盤的指導
功能，亦提供整體性與前瞻性的海洋策略。除了讓政府各部門建立海洋事務跨部
會整合管理機制，也讓全民進一步瞭解臺灣海洋的現況與發展願景，以達到共同
協力推動海洋永續發展的實質意涵。35

34
35

同註 29，葉俊榮，編者序，2006 年 3 月。
同註 29，蘇貞昌，序，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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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
瞭解國家在海洋上之活動與能力是制定總體國家海洋政策的先決條件，36同樣
的，從一個國家的海洋政策亦可瞭解其在總體海洋事務規劃上所欲發展之活動與
能力。本節主要探討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筆者以我國「國家
海洋政策綱領」、「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以及「2006 海洋政策白皮書」
所列議題為探討的範圍，以瞭解國家現階段在執行相關海洋事務上對於水下作業
之人員、技術、裝備以及訓練能量上的需要。經歸納整理區分為「海洋安全」、
「海洋產業」、「海洋文化」、「海洋科研」等四個海洋事務領域，檢討分析如
下。
一、海洋安全
（一）防衛國家安全
臺灣是一個典型島嶼國家，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國際貿易之往來，海上航運自
然成為國家生存發展的命脈承擔 98 %以上的對外運輸。37因此確保海上交通線的
安全即等於確保國家安全的生命線。我國的生存發展依賴海洋，而我國的安全威
脅亦來自海洋，38現階段海上防衛與國家安全正面臨中國大陸水雷作戰能力增強的
威脅。依據情資綜合研判，未來中國大陸對我可能軍事行動選項中可能的手段之
36

同註 5，頁 246。
同註 29，頁 109。
38
胡念祖，｢海洋國家應有海洋部｣，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mar/24/today-o1.htm，
2007 年 1 月 27 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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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以飛機、潛艦於我港口、航道及海域布雷(mining)，進行持續且全面性封
鎖，使我方窒息求和。依中國大陸自己的評估，其海軍現有的兵力、裝備能夠保
證水雷封鎖的實施。39中國大陸現有觸發、磁性、音響、壓力及複合感應水雷等 5
類 13 種約 5 萬餘枚，40預計到 2010 年解放軍各式水雷總數可達 7 萬枚以上。41加
以其各型水面艦艇、潛艦、海航轟炸機以及商、機船均具不同程度之布雷能力，
對我各海域具同時威脅能力。本島各主要港口及對外海域均適合布雷；對我海上
交通運輸及艦隊兵力轉用產生阻滯(deter and slow)及限制作用，尤其對我國防、經
濟、民生、工業發展、民心士氣將發生嚴重影響。42
目前我國海軍在掃雷方面，由於無掃雷直昇機，無法進行快速空中掃雷；水
面掃雷兵力僅有德製獵雷艦(MHC) 四艘、老舊的美製遠洋掃雷艦(MSO)及掃雷艇
(MSC)各四艘、以及一些能量有限的近岸掃雷艇；43水下掃雷兵力亦只有水下作業
大隊械彈處理中隊的械彈處理人員以及獵雷艦與遠洋掃雷艦上編制的水中械彈人
員；就整體掃雷能力而言無論質與量均明顯不足，實難與解放軍相抗衡，形成我

39

萬文豪，｢ 中共海軍戰略演進之研究｣ ，
http://www.ndu.edu.tw/afc/navy/science_share/paper/teach_officer/papers/011.doc，2006 年 11 月 21 日。
40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國防報告書 (臺北市：國防部，初版，2006 年
8 月) ，頁 61。
41
王世科，｢佈雷掃雷實力 台海兩岸水下作戰｣，全球防衛雜誌，259 期（2006 年 3 月），頁 105。
42
桂瑞華，｢共軍犯台兩棲戰略戰術之研究｣，海軍學術月刊，第 38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 1 日），
頁 4~30。
43
同註 40，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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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海洋作戰防衛上的一大罅隙。44
事實上，發展水雷作戰防衛能力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保臺戰術，海軍在其官
方網站中亦明白揭示將充實掃布雷兵力，增強三度空間掃布雷作戰能力。45水下作
業大隊的械彈處理人員負責對不能掃除之水雷（如不適合掃雷、獵雷艦作業之淺
水水域）或性能不明之新式水雷，予以定位、爆破、移除、分解或收回以供研究，
46

在水雷反制上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與角色。如何提昇水下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能

量，成為我國加強海上防衛與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

（二）提昇海事安全服務
海事安全服務主要目的在維護海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應海上活動蓬勃發
展之安全需求，提供海洋活動安全服務，並有效減低危害和損失。47我國為東南亞
交通運輸之重要樞紐，每日航經臺灣海域商貨輪約 300 艘。據統計臺灣每年平均
的海事案件可能高達 642.23 件，48單以我國籍輪船為例，自民國 85 至 94 年這 10

44

同註 40，頁 105。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海軍的任務｣，
http://navy.mnd.gov.tw/Publication.aspx?CurrentNodeID=501&Level=2&PublicID=631，2007 年 1 月 17
日。
46
海軍總司令部，海軍作戰要綱釋要 (台北：海軍總司令部，1991 年 6 月)，頁 349。
47
同註 29，頁 58。
48
陳彥宏，｢台灣海難搜救體系之分析與檢討｣，運輸計劃季刊，31 卷 3 期 (2002 年 9 月)，頁 635、
643、64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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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國輪海事案件總計 440 件，平均每年 44 件，49這些海事案件中需要救助的比
例也相當的高。因此一個運作效率良好的國家海難救護機制與作業能量也就格外
重要。50
此外，一旦船舶發生海難，伴隨而來的海洋污染問題往往相當的棘手。國內
外研究顯示對海洋造成危害的事件中，主要是溢油污染，而溢油事件中，又以船
隻事故為最，約佔五成以上。51從過去政府對於因為船舶海難所造成之海洋污染事
件的處理情形（如 2001 年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的油污染、2005 年韓國籍化學輪聖
和兄弟號的苯污染、2006 年印尼籍貨輪德威號的香蕉油污染等）以及國內目前對
於大型海洋污染事件處置的技術、經驗、整體準備、與能量等各方面觀察，我國
海洋污染應變機制各有關機關的應變能力仍有不足，特別是在水下執行難船油料
及有害液體貨物(oi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liquid cargo)的卸載能量亟需建立，以
強化我國海洋污染處理能力。
因此如何整合海難搜救資源，充實海上救護能量，期能於事故發生之初，迅
速動員各種救難資源以減低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與海洋環境的傷害，實為當前提
昇海事安全服務之重要課題。

49

交通部，｢國輪海事案件｣，http://210.69.99.7/view94/d5030.xls，2007 年 7 月 7 日。
同註 48。
51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高雄市九十四年度海洋污染防治統計分析研究 (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第一科，2005 年 10 月)，頁 3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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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海巡署掌理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
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等事項，並負責執行海上交通秩序之
管制及維護、海上救難與海洋災害救護以及海上糾紛處理、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
維護、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為我國海上治安與災難救護的執行機關。52另自「911
事件」後，為維護我國海域、海岸安全，海巡署依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指示，
協力執行反制海上及漁港船舶遭受劫持或破壞等恐怖攻擊事件。53
由於海運管道便捷，犯罪集團進行走私與偷渡，嚴重危及社會治安及經濟秩
序；而大陸漁船越界捕撈、兩岸漁事糾紛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影響我漁民權益。
此外，我國海上交通與活動熱絡，海事糾紛、海上救難、海洋生態保育及海洋污
染等案件迭起，對海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54現階段我國海上治安維護與災難救護
所面臨的課題，主要是台灣地區海岸線綿長，所屬海域面積遼闊，相對於海上執
法與救難之艦艇、裝備、設施及人力仍屬不足，相關能量亟待提升。55
海巡署無論在執行岸、海執法、海難搜救、海洋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海上
交通安全維護等事項上，均需要不同領域之專業人才、設備（施）等，始能克盡

52

海岸巡防法(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公布)第 4 條。
同註 29，頁 49。
54
同註 29，頁 53。
55
同註 29，頁 54-5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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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56為強化相關能量，海巡署除需增設海上特勤人力、設備（施）外，亦應積
極與國內專業訓練單位合作，57強化海巡人員有關深海潛水、船舶救難、械彈處理
以及其他各項專業訓練，以提昇海上治安維護與災難救護的應變制變能力。58

二、海洋產業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活水準提升，各項資源及能源需求日益殷切。鑒於陸上
礦物資源與能源日見有限，不足以供應未來人類需求，運用科學技術以探勘利用
海洋能源及礦物，將愈形重要。因此，推動與強化海洋科技產業持續發展，將是
未來必然的趨勢。59
我國未來的海洋科技產業發展，將朝向「海洋生物科技產業」、60「海洋非生
物資源產業」61與「海洋工程與技術產業」62等三個方向，63但三者的發展實際上
息息相關。在海洋生物科技及非生物資源產業發展初期所進行之研究和探勘階
段、實驗和測試階段，乃至最後進入應用和量產階段，均有賴海洋工程與技術產
56

同註 29，頁 53。
同註 29，頁 57。
58
同註 29，頁 51-52。
59
同註 29，頁 127。
60
包括海洋生化學資源、水產食品加工及水產養殖相關生物科技產業。同註 30，頁 131。
61
包括深層海水、天然氣水合物、熱水性礦床、微量元素及石油天然氣非生物資源產業。同註 30，
頁 131。
62
包括電子通訊導航定位等海洋儀器設備、海洋污染防治、海事打撈等產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海洋產業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http://www.cga.gov.tw/Ocean/3-2-4-02-1.pdf，2007 年 7 月 7 日。
63
同註 29，頁 13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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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相關支援。而我國將海洋工程與技術產業納入海洋科技產業重點發展項目主
要的理念，在於拓展海事工程產業使其與其他海洋產業以及政府服務共構成完整
的產業價值鏈，並強化我國海洋技術之自主與競爭力。64
舉凡世界海洋產業發達的國家，必然擁有設備及技術先進的海事工程產業，65
與其他海洋產業密切結合。然海事工程係屬專業，人力、機具、設備投資龐大，
並且需要不斷的訓練培養以提昇技術水準，這些都需要相當的財力始能維持。66國
內一般民間海事公司由於缺乏專業深海作業人員、技術與裝備，對於深海潛水或
是需要較高技術與裝備水準之作業，往往需仰賴外國公司來執行，凸顯出國內民
間海事工程業的作業技術與能量相較先進國家是非常落後，仍有待提昇。67依海洋
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分工計畫表之規劃，由交通部、海巡署、環保署等機關負
責引進與發展海洋打撈、救護、污染防治等海事工程之先進設備及技術，以拓展
海洋科技產業。但上述機關本身缺乏深海潛水與船舶救難的人員、裝備及技術資
源，如何整合國內相關資源以協助研究發展並將研究成果轉移國內民間海事工程
業界，實為開拓我國海洋工程與技術產業發展之關鍵課題。

6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海洋產業組分工計畫｣，
http://www.cga.gov.tw/Ocean/%AE%FC%ACv%B2%A3%B7~%B2%D5.doc，2007 年 7 月 7 日。
65
例如荷蘭 SMIT、Mammoet 以及美國 Global Industries、Comex International 等均為世界知名的海
事工程公司。
66
邱重盛，｢契約救助下海難救助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9。
67
陳琦瀛、陳靜觀、吳勇宏、呂學信、劉金源，｢沉船打撈施工技術實例探討｣，第十五屆中國造船
暨輪機工程研討會及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2003 年 3 月，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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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文化
當前我國在海洋文化的發展上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海洋史觀無法建立，另一
則是海洋文化資產缺乏。68重建海洋歷史圖像是我國提升與推展海洋文化的政策目
標之一，主要目的在於建立海洋史觀與海洋文化觀。藉由海洋考古、古蹟及遺址
等具海洋文化意涵之調查研究以及器物古蹟的展示，呈現海洋歷史脈絡與史觀，
以作為海洋文化教育的推廣媒介。69臺灣位於世界重要之海洋交通動線，海底擁有
豐富沉船、遺物等遺跡，海岸地帶亦擁有豐富之人類與海洋互動所遺留的各種考
古遺址型態。70過去有不少漁民於臺灣海峽進行底拖漁網作業時，均曾撈獲古物與
化石的記錄；71國內相關研究調查亦顯示，在澎湖三大島周邊海域的沈船數目相當
多，72而東沙群島附近也有至少20艘沉船的紀錄。73但有關水下沉船、古物、遺址
之調查研究，至今仍未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因此，可說我國目前仍極缺乏海洋文
化資產之研究，具有海洋發展意涵之文物、古蹟、遺址仍須進一步加以分類、調
查、研究，並進行分類分級之管理和保護。74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成立

68

同註 29，頁 156。
同註 29，頁 161。
70
同註 29，頁 151-152。
71
同註 29，頁 157。
72
陳政宏，｢從台灣與東南亞之水下考古論台灣的水下技術發展策略｣，2006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年度論文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光復校區），2006 年 4 月 27 日，頁 8。
73
整理自：內政部，｢東沙海洋國家公園之推動與海洋資源保育報告案｣，
http://www.cga.gov.tw/Ocean/file/5/議題五.pdf，2007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海
洋事務推動委員會第 5 次委員會議紀錄｣，http://www.cga.gov.tw/Ocean/file/5/第 5 次會議紀錄.pdf，
2007 年 5 月 19 日。
74
同註 30，頁 15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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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海洋文化組」即積極推動澎湖與東沙群島之海洋考古探勘與研究。75
水下考古主要的工作是要發現水下有價值的遺址及重建遺址的原貌，並由重
建的資料去了解當時的文明及發生的重大事件。76水下考古是以考古學的概念和方
法結合海洋科技和保存科學等自然科學，藉由水下的船隻、文物和遺跡，研究人
類的文化和活動。水下考古較陸上考古更為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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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資料的調查、水下文物之定位和範圍探測，
規劃和發掘，測量、攝影和紀錄，文物出水，以及出水文物之實驗室處理、分析
研究和保存維護等步驟，都需要富有經驗和良好訓練之考古、海洋科技，以及文
物研究和維護等各方面之專家密切配合，才能完成任務。77故水下考古除須嚴守考
古基本作業準則與研究方法之外，尚須整合水下技術、潛水技能、文物保存等諸
多專業與資源。78
水下文化遺產具有多種價值與意義，為保護我國國家管轄權所及海域中之水
下文化遺產，79必須整合推動必要之海洋考古探勘與研究計畫。隨著「文化資產保
存法」的修正公布，其中遺址與古物相關的業務由文建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

75

文建會，｢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發展報告案｣，http://www.cga.gov.tw/Ocean/file/5/議題三.pdf，2007
年 5 月 19 日。
76
蔡進發，｢考古用水下載具介紹｣，
http://www.tuai.org.tw/tuai.php?ITEM1=00000009&ITEM2=A06&nowpage=1，2007 年 2 月 24 日。
77
臧振華，
「水下考古─解析封存海底的歷史寶囊」，中國時報，2003 年 5 月 4 日，第 E8 版。
78
藺明忠，｢水下考古與台灣主體價值｣，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dec/19/today-o2.htm，2007 年 2 月 24 日。
79
胡念祖，｢國際海洋法與水下考古｣， http://140.117.200.53/doc/moluwa.pdf，2007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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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尚未正式成立，目前為籌備處，以下簡稱文資中心籌備處）承接，文資中
心籌備處訂有「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發展計畫」，並依計畫積極與地方政府及
相關單位共同規劃水下考古及出水遺物保存修護人才之培育、水下文化資產科學
探測及挖掘技術之引進及開發等工作。80水下考古需要藉由科技整合的模式來完
成，牽涉許多學科領域的專業結合，而水下考古中相關水下勘察、定位、測量、
攝影、抽砂、打撈等工作，經常需要藉由潛水人員來完成。文建會掌理國家文化
資產專業人才培育暨文化資產保存、傳播與發揚之策劃及推動事項，81文資中心籌
備處作為目前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業務執行機關，在經費及人力的限制下，
更需要整合目前國內相關資源協助辦理水下考古人員潛水訓練，以培訓我國水下
考古的專業人才，俾利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業務之推展。82

四、海洋科研
（一）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海洋專業人才之培育是推動國家海洋發展的基石。海洋人才培育成敗更關係
著國家海洋產業、海洋科研等之盛衰，進而影響國家財富與國際地位。有鑑於此，

80

同註 75。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2 條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事細則第 7 條。
82
同註 7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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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先進的海洋國家莫不高度重視其海洋科技之發展和人才的培育。83在我國海
事教育體系中，對於深海潛水和船舶救難方面並未提供適當的教育訓練。目前雖
有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等學校設有潛水課程，但僅限於一般的水肺潛水訓練，潛水深
度能力有限，且並未教授有關水下救難的作業技術。至於船舶救難和救難船藝方
面的教育訓練課程，則完全付之闕如。在政府及民間訓練機關（構）中，只有海
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為國內唯一提供專業深海潛水、水下救難技術、
船舶救難和救難船藝訓練的單位，惟訓練對象主要以海軍人員為主。
雖然勞委會職訓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不定期委託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辦理丙級
職業潛水訓練，但此訓練係針對已從事空氣潛水的職業潛水人員施予短期在職訓
練，使其具備報考勞委會丙級職業潛水技術士技能檢定之資格，並非以養成訓練
為目的，所以無論在訓練對象或訓練內容上都有其限制性。再者，職訓局截至目
前為止尚未開辦乙級職業潛水訓練，所以民間缺乏具備混合氣潛水資格能夠從事
深海作業的潛水人員。84此外，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在從事海洋科學相關研究
上亦需藉由潛水技術來完成水下實驗測試、施工驗證、勘察測量、攝影記錄、採
樣調查等工作。

83
84

同註 29，頁 166。
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民國 84 年 10 月 28 日修正公布) 第 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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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乏相關人員培育的教育訓練資源，使得國內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
海事工程業中具深海潛水和救難專業的人才非常短缺，85亟待推動由政府現有之潛
水救難教育訓練機構與國內大學及技職院校合作，建立國家級潛水救難教育訓練
資源，以培育海洋科技、海事等方面專業人才。86

（二）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臺灣四面環海，其內水、領海、鄰接區及金馬地區禁止與限制水域合計面積
約達 15 萬平方公里，此外還有廣大面積的專屬經濟海域。維護人民在此海域海面、
空域及水下活動的安全以及提供必要的救援，乃是國家責無旁貸的任務。87加以地
處亞太交通樞紐，海空交通來往頻繁，每當有海上事故發生時，水下搜尋、拖帶
及打撈之能力，成為事故原因分析的重要關鍵。因此如何建立國內水下偵搜緊急
救難作業系統，以期能於事故發生之初，快速整合國內現有資源掌握先機以減低
傷害。
根據國內相關研究統計，臺灣平均每天約 2 起海事案件，平均 4 天在海上損

85

同註 66，頁 173。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分工計畫表｣，
http://www.cga.gov.tw/Ocean/file/分工表.pdf20070502，2007 年 7 月 7 日。
87
國科會，「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海洋科研組細部規劃部會協商第二次會議」，
http://www.cga.gov.tw/Ocean/3-2-6-02.pdf，2007 年 7 月 7 日。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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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1 艘船舶。88另根據交通部的統計資料，自民國 85 至 94 年這 10 年之間我國籍
民用航空器飛安事故總計 16 起，其中發生於海上 5 架。89換言之，不包含軍用航
空器在內，平均每 2 年即可能面臨 1 次民用航空器水下搜撈任務。90這些船舶沉沒
以及航空器墜海事件，對於國內水下搜撈技術與能量都是極大的考驗。
臺灣目前的水下搜撈技術與能力可由以下幾件海空難事例中看出政府相關機
關決策與處理能力(包括技術、儀器設備、人才等)的不足。2001 年 1 月 14 日恆春
半島墾丁外海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遇颱風觸礁漏油，但政府在油污處理之後
並未積極處理船體的問題導致最後船身破裂解體沈沒，迄今仍有殘骸及鐵礦砂尚
未打撈上來，一直持續在破壞當地的海底生態。2002 年 5 月 25 日華航 CI-611 客
機於澎湖吉貝外海解體墜海，動員相當多的單位與設備，設法搜尋及打撈殘骸。
由於政府平時並未建立一個常態性的整合協調機制，以致遇到真實狀況海軍、學
術機構與海事工程業等各單位各行其是，無法使各單位已有的技術與設備作良好
的搭配與運用。2005 年 10 月 10 日，韓國籍「聖和兄弟號」(SAMHO BROTHER) 化
學船運載 3000 餘噸的苯於桃園外海遭追撞翻覆，91環保署主導之應變小組由於缺

88

同註 48。
整理自：交通部，｢國籍航空公司航空器全毀失事率｣，http://www.motc.gov.tw/view94/d7050.WDL，
2007 年 7 月 7 日。交通部，｢國籍民用航空器飛安事故一覽表｣，
http://www.motc.gov.tw/view94/d7060.WDL，2007 年 7 月 7 日。
90
依飛航事故調查法(民國 93 年 6 月 2 日公布)第 16 條，飛航事故發生於水上時，飛安會審度調查
之必要性及打撈之可能性，對於航空器、殘骸、飛航資料記錄器及座艙語音記錄器，應立即進行定
位、打撈及運送等相關作業。
9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處理韓籍化學輪桃園外海翻覆報告案」，http://www.cga.gov.tw/Ocean/海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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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化學船災害預防與應變處理方面的概念及知能，92冒然調動軍方出動戰機和直昇
機發射炸彈及飛彈企圖將苯引爆，惟並沒有成功。該船後來雖然沉沒海底，但當
地水深 70 餘公尺，且船體附近留有數枚軍方當初因未命中而下的未爆彈，增加後
續船貨移除作業的困難度與危險度，顯示當初的情勢研判與決策出現誤差，93政府
迄今仍束手無策，讓船體與苯繼續留置原地，也顯示出國內水下技術能力的落後
與經驗不足。94因此，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水下搜撈體制與能量也就顯得格
外重要。為建構安全永續環境，亟需整合國內資源進行與維護海域安全之海洋研
究，研發搜尋、拖帶及打撈技術，以強化我國水面及水下搜尋、定位與作業能力。
95

根據上述的檢討分析，可以瞭解政府當前在國家海洋事務上所積極推動的政
策目標中，有許多政策措施對於水下作業之人員、技術、訓練、裝備等能量與資
源都有迫切之需求，綜合整理如表 14。

會第 4 次委員會議資料.pdf，2007 年 7 月 7 日。
92
王慶殷，「第十三屆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紀實」，海巡雙月刊，24 期 (2006 年 12 月)，頁 13。
93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05 回顧：海事頻傳 海洋、海岸受污染」，http://e-info.org.tw/node/1364，
2007 年 7 月 16 日。
94
同註 72，頁 14-15。
95
劉金源、陳陽益、邱文彥、李忠潘、薛憲文、王兆璋、陳信宏、楊光哲、施義哲、朱崇銳、葉帝
廷、林世昌、喻嘉福、陳信瑜、盧加達、邱淑芬，｢整合高科技水下探測技術應用於海上巡護之研
究｣，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委託研究，2004 年 12 月，編號：CGA-DPP-093-00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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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當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水下作業能量與資源需求表
國家海洋
事務領域

政策目標

政策措施

主、協
辦機關
主辦機關
國防部

防衛國家安全

加強水雷反制能力。

主辦機關
海巡署

海洋安全

提昇海事安全服務

整合海難搜救資
源，充實海上救護能
量。

協辦機關
交通部、內政部

對水下作業之需求
需要強化海軍械彈處
理人員的數量、訓練、
裝備及技術，以提昇海
軍水下水雷反制暨械
彈處理能量。
需要整合國內潛水救
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
源，以充實海上救護能
量。

國防部、國科會
農委會、環保署
經濟部

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海洋產業

海洋文化

拓展海洋科技產業

重建海洋歷史圖像

加強專業人力訓
練，提昇應變制變能
力。
引進與發展海洋打
撈、救護、污染防治
等海事工程之先進
設備及技術。
推動澎湖與東沙群
島之海洋考古探勘
與研究。

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依國家海洋發展之
需求，培育優秀海洋
科技、海事等人才。

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研發搜尋、拖帶及打
撈技術，以強化水面
及水下搜尋、定位與
作業能力。

海洋科研

主辦機關
海巡署
協辦機關
內政部、國防部
主辦機關
交通部
協辦機關
海巡署、環保署
主辦機關
教育部
協辦機關

需要潛水救難暨械彈
處理訓練資源，以提昇
海巡署人員應變制變
能力。
需要潛水救難人員、裝
備及技術資源，以協助
引進與發展海事工程
之設備及技術。
需要潛水救難訓練資
源，以協助培育水下考
古人才。

文建會、國科會
主辦機關
教育部

主辦機關
國科會
協辦機關
交通部、海巡署

需要潛水救難訓練及
技術資源，以協助培育
海洋科技人員、海事工
程人員。
需要潛水救難人員、裝
備及技術資源，以協助
研究發展搜尋、拖帶及
打撈技術與作業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以清楚瞭解當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於水下作業能量與資源上的
需求之外，亦可用以檢視各執行機關（機制）是否具有政策執行所需之能力（力
量）。檢討發現，各執行機關中除了國防部因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而具備較完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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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作業能量與資源、海巡署擁有有限的潛水作業能量之外，其他機關均缺乏執
行水下作業能力。因此，如何提昇我國水下作業體制的整體能量以及有效整合水下
作業資源，以滿足執行機關政策執行所需要的能力，就成為是否能成功達成政策
目標最重要的兩大課題。

第四節 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之回應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我國國軍專責水下作業兵力，無論在潛水救難或械彈處
理的人員、裝備、技術與訓練方面均有一定的基礎與能力，為我國政府機關中最
具水下作業能量的官方單位，亦是我國政府水下作業體制最重要的一個力量。本
節將依上一節之分析架構，檢討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目前對於各海洋事務執行
機關之水下作業需求所作的回應，以瞭解現狀上不足與待加強之處，進而探討未
來水下作業大隊應具備的能量以及政府機關之間應採取的資源整合模式，以滿足
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對水下作業需求之理想前景。
一、回應之現狀
（一）海洋安全
1. 防衛國家安全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械彈處理中隊為我國水下水雷反制兵力，由於械彈處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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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數量、訓練、裝備及技術的不足，目前對於具爆炸性之水中械彈，並沒有在水
下執行解除備炸和處理的能力，無法完全達成在組織任務上所應擔負之功能，因
此水下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的能量亟待提昇。
2. 提昇海事安全服務
交通部為海難救護業務主管機關、環保署為海洋污染業務主管機關，但交通
部及環保署並無相關的人力與資源，只有海軍與海巡署擁有作業兵力。96海巡署為
我國海難救護任務主要執行機關，依｢海岸巡防機關執行海上救難作業程序｣，海
巡署執行海難救助僅負責人命搜救及緊急救護運送之任務，而其目前人員裝備、
艦艇亦僅適合執行人員救援作業，對於執行深海搜撈以及船舶救難作業則能力不
足。海軍水下作業大隊雖具有相關的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亦參與過我
國許多重大的海難救護任務，但在資源上並未與交通部、環保署及海巡署等海難救
護有關機關密切整合，也未納入我國海難救護應變體系以充實海上救護能量；97而
水下作業大隊現所面臨之水下電子偵搜裝備缺欠以及深海潛水裝備老舊的問題，
亦亟待解決。

96

郭長齡、林豐福、張淑淨、趙秋瀛、林星亨、陳世澤、孫材雲、沈濤、吳熙仁、吳瓊如，｢海上
搜 索 與 救 助人 力 訓 練 制度 之 研 究 ｣，交 通 部 運 輸研 究 所 ， 2001 年 5 月 ，編 號 ： 90-47-3211
MOTC-IOT-S-B-89-003，頁 7-2。
97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的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並未納入行 政 院「國 家 搜 救 指 揮 中 心 作
業 手 冊 」、交通部「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交通部「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交通部｢中
華民國海難救護工作手冊｣、環保署｢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以及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與國
防部海軍司令部所簽訂之「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等海難救護應變機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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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海巡署為我國海上治安與災難救護的執行機關，為提昇海巡署海域執法、海
事安全、污染防治以及反制海上恐怖攻擊能量，加強專業人力訓練，提昇海巡人
員應變制變能力，實屬必要。國內目前僅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擁有
潛水救難暨械彈處理訓練資源，亦多次接受海巡署委託辦理潛水救難訓練，唯受
限於水下作業大隊本身的訓練能量，只能利用海軍既定訓練班次空檔接受委託代
訓，使得海巡人員的訓練無論在訓期、員額及課程內容方面均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海洋產業
交通部、海巡署、環保署等機關負責引進與發展海洋打撈、救護、污染防治
等海事工程之先進設備及技術以拓展海洋科技產業，唯上述機關本身缺乏潛水救
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亟需整合國內相關資源以協助研究發展並將研究成果
轉移國內民間海事工程業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擁有相關資源並且負責職業潛水
訓練與檢定，然上述諸機關並未與水下作業大隊合作以協助研究發展相關技術，
並且透過水下作業大隊將技術轉移至國內民間海事工程業界，未善用國家既有之
資源實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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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文化
為重建海洋歷史圖像，由教育部、文建會、國科會等機關負責推動澎湖與東
沙群島之海洋考古探勘與研究，而文建會文資中心籌備處更是我國水下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之業務執行機關。水下考古所涉及之工作，經常必須藉由潛水人員來完
成。但上述諸機關本身皆缺乏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為有效推動海洋
考古探勘與研究計畫，迫切需要整合國內潛水救難訓練資源，以協助培訓水下考
古的專業人才，俾利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業務之推展。我國目前僅有海軍水下
作業大隊為政府唯一認可之潛水救難訓練單位，98唯上述諸機關並未協調國防部，
委託水下作業大隊協助辦理水下考古人員潛水訓練，顯見政府機關間的資源並未
整合。

（四）海洋科研
1. 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在觀念上，教育部應依國家海洋發展之需求，負責培育海洋科技、海事等人
才。但現階段我國無論高等教育和技職教育體系中並沒有專門培養有關深海潛水

98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台七十九勞安三字第 27485 號函，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結訓合
格且領有證書之潛水人員符合異常氣壓預防標準第 18 條規定，可從事潛水作業。
123

和船舶救難的教育訓練資源，99使得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與民間海事工程產業
均缺乏相關決策人才、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力，以致多年來國內在｢海難救護機制｣、
｢水下科技研發與應用｣及｢海事工程技術｣三者始終無法有效聯結，達到互補及共
同提昇的效益。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我國在深海潛水和船舶救難方面唯一的訓練
及技術資源，然教育部並未協調國防部，使國內大學及技職院校能夠與海軍合作，
以強化我國海洋科技及海事教育資源，可見政府既有的資源並未加以整合運用。
2. 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國科會、海巡署、交通部等機關負責搜尋、拖帶及打撈技術之研究發展，以
強化我國水面及水下搜尋、定位與作業能力。這些水下技術的研發都需要潛水救
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來協助研究單位進行實驗、測試與驗證，但上述諸機關
本身不僅不具備這些資源，若其他機構在此領域有何研究成果，上述諸機關本身
亦無法應用，亦無轉移給民間海事工程業的管道。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不但擁有資
源可協助研發，亦可將研究成果加以應用與擴散，唯這些機關並未與水下作業大
隊合作，亦未善用國家既有的資源。

二、理想之前景
99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EDURES/EDU5741001/rules/960312.doc?FILEID=152565
&UNITID=33&CAPTION=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2007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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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安全
1. 防衛國家安全
基於地緣戰略的重要性、臺海政治的複雜性，以及對海上運輸經濟的依存性，
我國在海洋上的生存空間必須強力維護。100面對中國軍事能力日益強大，為遏止
海上封鎖威脅及特戰活動，臺灣需要堅強的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能力。海軍水下
作業大隊械彈處理中隊為我國水下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兵力，必須能夠(1)對於水
中具爆炸性之械彈或急造爆炸裝置執行解除備炸和處理，以反制敵人恐怖攻擊；(2)
對於不適掃雷、獵雷艦作業之淺水水域的水雷予以定位及爆破，以開闢安全航道；
(3)對於性能不明的水雷予以分解及收回以供研究，俾利後續掃雷、獵雷艦實施大
規模的掃雷作業。所以，海軍械彈處理中隊在人員數量、訓練、裝備及技術等各
方面都要有足夠的能量，以達成防衛國家安全所應扮演之功能及角色。
2. 提昇海事安全服務
我國周邊水域為海空航運要衝，各類船隻航空器往來頻繁，必須具備完善的
海難救護機制與能量，在海空事故發生時，能夠迅速動員展開救助行動以避免事
態擴大。101因此，交通部、環保署、海巡署及海軍等機關在人員、裝備及技術資
源上要密切整合，以充實我國海上救護能量。以海巡署及海軍為例，在互相支援

100
101

同註 29，頁 47。
同註 29，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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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工的機制下，由海軍的艦艇及水下作業大隊人員與裝備負責船舶及航空器救
難及打撈(salvage)作業、海巡署的艦艇及人員負責人員救援(rescue)作業、海軍水下
作業大隊與海巡署分別負責水下及水面的海洋污染處理作業，有效整合海軍與海
巡署的海難救助資源。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亦必須保持一個國家級的潛水救難能
量，以滿足平時處理國家緊急狀況以及戰時支援軍事作戰的需要。
3. 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海巡署為我國海域執法、海事安全、海洋污染防治及反制海上恐怖攻擊的執
行機關。為提昇海巡署海域維安能量，強化海巡人員訓練以提昇應變制變能力實
屬必要。海巡署與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之間訂有｢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依協
定，海巡署可以申請海軍有關潛水救難項目的教育訓練支援，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自民國 90 起至 95 年止，有多次接受海巡署海洋及海岸巡防總局委託辦理相關訓
練的經驗。因此，為避免重複投資，海巡署與海軍之間應繼續擴大交流與訓練資
源的整合。除原有教育訓練支援項目外，還可增加水中械彈處理、水中爆破、水
下安全檢查等項目，以加強海巡人員執行海上治安與反制海上恐怖攻擊的能量。
水下作業大隊亦應提昇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的訓練能量，以滿足海巡署在專業人
力訓練上的需求。
（二）海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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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海巡署、環保署等機關負責引進與發展海洋打撈、救護、污染防治
等海事工程之先進設備及技術，以拓展海事工程產業。上述諸機關應與海軍水下
作業大隊密切合作，運用其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以協助完成各項研究
發展，並透過水下作業大隊與職業潛水訓練的關係，將研究成果轉移民間以提振
國內海事工程產業發展與能量。對水下作業大隊而言，亦可提昇其相關技術，締
造三方皆蒙其利的效果。

（三）海洋文化
教育部、文建會、國科會等機關負責推動澎湖與東沙群島之海洋考古探勘與
研究，以重建海洋歷史圖像，而文建會文資中心籌備處更是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維護之業務執行機關。為有效推動海洋考古探勘與研究計畫，上述諸機關應循
海巡署與勞委會的模式，協調國防部委託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辦理水下考古人員訓
練。藉由水下作業大隊的潛水救難訓練資源，協助培訓我國水下考古的專業人才，
俾利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業務之推展。

（四）海洋科研
1. 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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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依國家海洋發展之需求，負責培育海洋科技、海事等人才。由於我國
高等教育和技職教育體系並沒有專門培養有關深海潛水和船舶救難的教育訓練資
源，教育部應協調國防部，使國內大學及技職院校能夠與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合作，
以強化我國海洋科技及海事教育資源。藉由水下作業大隊的潛水救難訓練及技術
資源，協助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與民間海事工程產業培養相關決策人才、研
究人員及技術人力，以提昇國內在｢海難救護機制｣、｢水下科技研發｣及｢海事工程
｣的發展。
2. 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國科會、海巡署、交通部等機關負責搜尋、拖帶及打撈技術之研究發展，以
強化我國水面及水下搜尋、定位與作業能力。上述諸機關應與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合作，運用其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來協助研究單位進行這些水下技術
的研發，而水下作業大隊本身亦可提昇其相關技術，並透過水下作業大隊與民間
海事工程產業的管道，將研究成果轉移給國內民間海事工程產業，使得研究成果
可以充分應用與擴散。

第五節 結語：我國水下作業體制之新挑戰
經由上述對於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探討，可知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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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想前景之間有相當的落差，我國水下作業體制現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亟待
政府有關機關運用新的思維並且透過各項政策措施，以提振我國水下作業體制、
落實我國相關海洋事務之推動與執行。若同一個機關必須完成許多特殊的功能，
成為一個具有多重任務的機關，可能無法與一個具有單一功能的機關在專精上相
抗衡。在實務上，很難想像像海軍水下作業大隊這樣一個基層部隊，需擔任如此
多的功能又需要具備如此多的專業能力。然備多力分的結果，反而使得水下作業
大隊各個功能的專業能力無法專精。觀察美國對於同性質單位有許多政策措施與
觀念作法可資借鏡之處，對於提昇水下作業大隊的整體能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
關的資源整合、以及擴大其在我國海洋事務之參與有很大的幫助。這些值得參酌
引進的作為可歸納整理如下：
一、海軍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訓練能量的提昇
我國無論軍方、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海事工程產業對於水下作業
專業人員以及技術能力都有迫切的需求。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現因
人力、技術、裝備、設施、經費等因素的限制，以致訓練能量無法擴大以滿足國
內在相關人員培育與技術能力的需要，亟待成立國家級的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專
責訓練機構。
可參考美國軍方的作法，將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組織位階予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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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於海軍技術學校（隸屬於｢海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成立｢潛水救難
訓練中心｣與｢械彈處理訓練中心｣，使海軍的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訓練任務回歸海
軍正常教育訓練體系。由於組織地位提昇，可以使得人員編制、經費預算等相關
資源增加；並借鏡美國之政策措施，將各軍種之訓練資源予以整合，使海軍的｢潛
水救難訓練中心｣與｢械彈處理訓練中心｣成為國防部在｢軍事潛水｣和｢械彈處理｣
技術暨訓練上的專責單位，負責提供各軍種的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訓練。除了避
免重複投資、節省許多經常性成本之外，亦使各軍種的訓練師資、技術、裝備、
設施等資源獲得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能。另一方面，由於獲得來自於海軍的經
費預算和各軍種、其他機關（構）的訓練經費收入，有充裕的經費可妥善地維護
現有裝備設施，並可持續進行建案投資擴充機具設施以擴大訓練能量。不僅能滿
足軍方現階段及未來軍事上的訓練需求，亦可提供其他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
或民間海事工程產業所需的訓練班次，以滿足國內相關人員培育與技術能力的需
要。

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組織能量的提昇
我國水下作業體制需要建立以及維持一個堅強的作業能量，以支持政府機關
執行相關事務。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是我國在潛水救難、水雷作戰及械彈處理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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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重要的作業兵力，水下作業大隊組織能量的提昇亦是國家水下作業體制力量的
提昇。
（一）在人員編制及素質部分
1. 我國海軍缺乏建構水下掃雷及水中械彈處理能力的相關政策措施，因此水下作
業大隊僅編制 1 個械彈處理中隊，由於人員有限，所以只部署在臺灣南部，戰時
若敵實施大規模的布雷或我國多處港口遭水雷封鎖，勢將無法因應。基於海洋作
戰防衛的需要，我國應參考美國的作法，擴大水下作業大隊械彈處理人員的編制
並且部署於臺灣北、東、南部及離島，以充實我國重要軍、商港水下水雷反制及
械彈處理的作業兵力。
2. 義務役士兵在學歷、基本體能、學習能力上差異較大，結訓率偏低不符合訓練
成本，加上服役時間短、訓練及經驗不足、技術與能力較差，在作業任務上僅能
提供基礎人力，素質難以提昇。志願役因參加受訓甄選標準較高，服役時間長可
長期培養，職務訓練及實務經驗較多，作業技術與能力較佳。目前我國國軍兵役
制度正朝向｢募兵為主｣的募徵兵併行制發展，長役期與高素質人力為未來基層部
隊人員補充重點。102我國應參考美軍的作法，即早將水下作業大隊潛水救難及械
彈處理士兵職缺全數規劃為志願役，以提昇人員素質。103

102
103

同註 40，頁 116。
國防部人才招募中心，｢國軍 96 年度專業志願役士兵暨儲備士官甄選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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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下作業大隊職缺有限，人員流動性低，升遷管道窄小，以致發展受限，加上
海軍對是類科別軍士官並無經歷管道之規劃，以致造成人員不易流通、經驗技術
傳承易有斷層、以及無法長期培養專業指揮與參謀人才。我國應參考美軍的作法，
建立完整的人員經歷管制發展規劃，使軍士官定期調任歷練艦艇、陸岸和高司單
位相關職務，俾利長期培養人員專業技術與能力。其次，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艦隊指揮部等高司單位亦應編制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專長的特業參謀，以利制訂
相關政策，並且儲備專業指揮與參謀人才。
4. 與美國相較，我國在人員訓練上遠不及美國來得精良。為提昇水下作業大隊人
員素質，必須加強訓練。除了透過與美國軍售訓練管道繼續派員參加美國海軍相
關班次，以學習及觀摩美方作業技術與訓練方式，以及成立海軍潛水救難及械彈
處理技術暨訓練上的專責單位，以提供完整的養成與進階訓練之外，亦應參考美
軍的作法就是平時不斷透過例行性的各種訓練與演習以及軍事與非軍事任務來加
強人員訓練和作業經驗。平時的訓練與經驗是提高戰時戰備的基礎，提供相關資
源支援其他政府機關非軍事的任務，利用實際的作業來進行訓練，可使人員累積
寶貴的作業經驗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的經驗。

http://rdrc.mnd.gov.tw/rdrc/upload/announce/96 年下半年專業志願役士兵暨儲備士官甄選簡章(員額
修改版).doc，2007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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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裝備部分
水下科技與裝備的發展日新月異，必須不斷汰換更新並且籌獲新式先進裝
備，始能安全而且有效率地達成任務需求。現階段我國在械彈處理裝備和器材、
水下電子偵搜裝備、械彈處理專用潛水裝備、氦氧混合氣深海潛水裝備以及救難
裝備上都亟待充實與汰舊換新，以維持國家水下偵搜、械彈處理、深海潛水與救
難作業能量。我國應依海軍建軍備戰的需要以及現有裝備上的問題，參考美國海
軍在相關裝備上的發展，積極檢討裝備需求並且循投資建案方式籌獲，以逐步提
昇海軍在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上的作業能量。

三、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能量的提昇
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之救難裝備不但是海軍的資源亦是國家的資源，必須善
加運用以發揮其最大的功能與效益。目前只能靠各作業隊在任務、訓練之餘利用
本身的人力來維護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的裝備，備多力分加上缺乏專業技術的結
果，使得這些救難裝備資源並未獲得真正良好的管理與養護。再者，由於各作業
隊人員有限，在執行任務時又必須考慮裝備操作的人力，所以僅能動員人力可以
因應的裝備數量，無法充分發揮這些救難裝備資源的能量。我國應參考美國海軍
相關作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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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軍可寬編經費預算將水下作業大隊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的裝備透過委商方式
由民間公司來負責管理與保養，使所有裝備都保持在隨時可撥發的狀態；訂定周
詳的動員計畫，能夠以最即時性的方式將裝備運送至作業地點；必要時亦可動員
承包商的技術人員至作業地點協助操作、保養和維修裝備，使得救難資源得以充
分發揮其效能、救難人力可以適時擴充。
2. 我國應建立一個機制，在一個可還款的基礎上，友軍、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業
者可以透過合約、租借等方式使用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的救難裝備，共享國家資
源。一方面可以擴大救難資源的使用，另一方面亦可以挹注海軍管理與保養國家
救難資源的經費預算。
3. 海軍南北救難中心暨各分部目前主要以救難裝備為主，然我國確實有增加水下
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養維修等類型裝備之需要。我國應基於本身建軍備
戰的需要，適切檢討這些救難裝備資源的品項及數量，建立一個可以因應戰時及
國家緊急情況時所需之救難、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的救難資
源。

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關係的提昇
政府機關間的資源整合除了可以避免重複投資、節省國家資源外，亦使體制

134

内的機制與力量獲得適當的結合，使得國家的政策及政府機關的業務可以順利執
行。在｢93年國防報告書｣、｢95年國防報告書｣以及｢2006年國家安全報告｣中均明
白揭示：國軍除了傳統的任務之外，在維護海洋利益、災害應變等非傳統安全領
域亦應發揮作用。國防部應該學習美國軍方的觀念，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間的合
作關係，提供人員、裝備、技術及訓練資源，以滿足國家在提昇海事安全服務、
充實海域維安能量、拓展海洋科技產業、重建海洋歷史圖像、強化教育培育人才、
建構安全永續環境等海洋事務領域對於水下作業能量與資源之需求。
綜合上述，當前國家海洋事務對水下作業之需求，對於我國目前水下作業體
制帶來新的挑戰。為了達到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理想前景，
建議國防部及政府有關機關可依我國在推動相關海洋事務上的需要，參考美國海
軍同性質單位運作之特色與優點、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與聯邦政府機關間資源整
合模式，透過各項政策措施提昇我國水下作業體制整體能量，以及加強與其他政
府機關資源整合，為相關海洋事務領域作出更積極而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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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研究客體，探討分析其整體能量優劣之處以及
在我國海洋事務領域之定位，以瞭解該大隊在我國國家行政體系上現有之組織地
位。另依水下作業大隊任務特性，探究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的全般概況與運作之
特色，以呈現先進海權大國之作為。再就我國和美國同性質單位加以比較分析，
以瞭解兩國之間在體制上之異同與優劣。
其次，經由探究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以及我國現行在國家海洋事務上
之作為，分析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以瞭解我國水下作業體制
目前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現況與不足之處。探討如何借鏡美國的運作特色
與優點，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加強政府機關間之合作與資源整合、強化
政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以積極回應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
求。
彙整研究發現與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出以下五點結論：
一、水下作業大隊之組織地位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國軍唯一專責水下作業部隊，負責執行國軍及民間各種
潛水救難、械彈處理、潛水人員培訓任務以及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為我國政

137

府機關及民間機構中在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作業或訓練方面最具能量的官方單
位，在我國海洋作戰防衛、海難救護與海洋環保等海洋事務上扮演重要的功能和
角色，唯在組織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等方面仍有待提昇。

二、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運作之特色
與我國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同任務性質的美國海軍潛水救難訓練中心、械彈處
理學校、械彈處理大隊及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等四個單位之運作及作法，有以
下五點值得臺灣學習的特色。
（一）各軍種訓練資源整合
美國國防部整合各軍種的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訓練，統一由海軍潛水救難訓
練中心及械彈處理學校負責提供各軍種的潛水救難及械彈處理訓練，除可避免重
複投資、節省許多經常性成本外，亦使訓練師資、技術、裝備、設施、經費等資
源集中，並發揮最大的效果。

（二）奠立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堅實作業能量的基礎
由於美國國防部及海軍部對於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能量的重視，訂定良好的
政策措施，使美海軍械彈處理大隊擁有充裕而且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源、先進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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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的裝備資源，因而具備多元而堅實的作業能量，成為美國在潛水救難、械彈
處理、以及水雷作戰上一支重要的作業兵力，亦是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執行海洋政
策及相關事務的重要力量。

（三）救難裝備資源委商與租借
美國海軍透過委商方式由民間公司負責管理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使得海
軍救難裝備資源得以充分發揮其效能，在戰時或國家緊急情況可以動員承包公司
的技術人員適時擴充救難人力。此外，在一個可還款的基礎上，友軍、其他政府
機關和民間業者可以透過合約、租借等方式使用海軍的救難和油污處理裝備，共
享國家資源。

（四）平時的訓練與經驗是提高戰時戰備的基礎
為了保持一個國家性的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的能量，美國海軍在平時除執行
軍方例行的任務與訓練外，亦提供相關資源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執行許多非軍事的
任務，利用實際的潛水救難任務來加強海軍潛水員的訓練，使海軍潛水員從中累
積重要的經驗（包括作業經驗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的經驗），亦為戰時或
國家緊急情況時使用其他政府機關的資源來擴充海軍的能量奠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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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
美國海軍同性質單位與其他聯邦政府機關間多元而廣泛的合作及資源整合，
除可避免重複投資、節省國家資源外，亦使政府體制内的機制與力量獲得適當的
結合，使得美國國家政策及相關政府機關的業務可以順利推動和執行。

三、我國與美國水下作業體制上之比較
我國與美國同性質單位分別就組織位階、任務、能量以及與其他政府機關間
之關係等四個構面加以比較（如表15），兩者異同與優劣之處分析整理如下：

表 15 我國與美國同性質單位比較表

單位
構面

組織位階
組織任務
組織能量
與其他政府機
關間之關係

海軍水
下作業
大 隊
( 潛 水
人員訓
練班)

低

美國海
軍潛水
救難訓
練中心

海軍水
下作業
大 隊
( 潛 水
人員訓
練班)

高

低

同

美國海
軍械彈
處理學
校

美國海
軍械彈
處理大
隊

海軍水
下作業
大 隊
( 各 作
業隊及
械彈處
理 中
隊)

高

同
同

同

海軍水
下作業
大 隊
( 南 北
救難中
心暨分
部)

美國海
軍緊急
艦船救
難物資
系統

低

高
同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與美國同性質訓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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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水下作業大隊潛水人員訓練班的組織位階需要予以提昇，並且整合各軍
種的師資、技術、裝備、設施和經費，才能擁有更充沛的訓練資源、增進組織能
量、以及擴大與其他政府機關間的合作。

（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械彈處理大隊
我國在組織能量和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合作程度上較美國為低。必須藉由整
體國防政策規劃、投資及資源分配，使得水下作業大隊擁有充裕而且高素質的人
力資源、完整的訓練管道與先進裝備和技術，才能具備堅實的組織能量。此外，
亦須加強水下作業大隊與政府機關間的資源整合，使其成為支援其他政府機關執
行相關海洋事務的重要力量。

（三）海軍水下作業大隊與美國海軍緊急艦船救難物資系統
我國在組織能量和與其他政府機關間之關係上較美國為低，應以合約方式委
由民間公司來負責管理海軍救難裝備資源，並增加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
養維修等類型裝備，以提昇組織能量；此外，我國亦應建立一套合約、租借機制，
使友軍與其他政府機關可以使用海軍救難資源，共享國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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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意義
（一）國家海洋事務之本質與內涵
國家海洋事務的本質與內涵實際上包含了國家對於海洋（含海岸地區）之使
用、開發及管理，旨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保護海洋環境、管理海洋資源。海洋
事務的處理屬於公共政策的範疇，大多必須在中央政府的層級來運作。為了追求
全面的海洋利益，政府必須擬訂政策積極去處理國家使用海洋之有關事務，透過
適切的機構安排、立法架構與國家資源的適當安排，以求取達成最佳社會經濟結
果的長程發展。

（二）我國現行在國家海洋事務上之作為
「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海推會）於 2004 年 1 月 7 日成立，
區分海洋策略、海域安全、海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文化和海洋科技等六個分
組，藉委員會之機制，整合現有行政資源並加入民間活力，建置成一個跨部會、
跨領域、多面向及總體性之推動平台，期使我國海洋事務發展更臻完善。
為期永續發展國家海洋事務，海推會於 2004 年修正通過｢國家海洋政策綱領｣
及分工計畫，宣示｢生態、繁榮、安全｣的海洋國家願景。復於 2005 年研擬完成「海
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並經行政院核定，為我國邁向海洋國家之路奠定新的

142

里程碑。

（三）國家海洋事務領域中對水下作業之需求
國家現階段在執行相關海洋事務上對於水下作業的需求，依領域區分如下：
1. 在海洋安全方面－包括(1)提昇海軍水下水雷反制暨械彈處理能量，加強我國水
雷反制能力，以防衛國家安全；(2)整合國內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充
實海上救護能量，以提昇海事安全服務；(3)提供潛水救難暨械彈處理訓練資源，
提昇海巡署人員應變制變能力，以充實海域維安能量。
2. 在海洋產業方面－提供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源，協助引進與發展海洋
打撈、救護、污染防治等海事工程之先進設備及技術，以拓展海洋科技產業。
3. 在海洋文化方面－提供潛水救難訓練資源，協助培育水下考古人才，推動澎湖
與東沙群島之海洋考古探勘與研究，以重建海洋歷史圖像。
4. 在海洋科研方面－包括(1)提供潛水救難訓練及技術資源，協助培育海洋科技人
員、海事工程人員，以強化教育培育人才；(2)提供潛水救難人員、裝備及技術資
源，協助研究發展搜尋、拖帶及打撈技術與作業能力，以建構安全永續環境。

（四）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之現況與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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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本研究對於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現況與理想前景
之比較（如圖10所示），可知現狀與理想前景之間有相當的落差。當前國家海洋
事務在水下作業上之需求對於我國目前水下作業體制帶來新的挑戰，建議政府有
關機關參考美國運作之特色與優點，透過各項政策措施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
量、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資源整合，落實我國相關海洋事務之推動與執行。

回應之現狀

理想之前景

（一）海洋安全

（一）海洋安全

►海軍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的能量不足。
►交通部及環保署無相關水下資源，海巡署
搜撈以及救難能力不足。
►交通部等海難救護機關未整合水下作業大
隊資源。
►水下作業大隊欠缺先進裝備。
►水下作業大隊訓練能量有限使得在支援海
巡人員訓練上受到限制。

►海軍應擁有足夠的水雷反制與械彈處理能
量。
►交通部等海難救護機關應整合海軍資源，充
實我國海上救護能量。
►水下作業大隊應保持一個國家級的潛水救難
能量。
►海軍應滿足海巡署專業訓練上的需求。

（二）海洋產業

（二）海洋產業

交通部、海巡署、環保署等機關無引進及發
展相關裝備及技術之水下資源。

交通部、海巡署、環保署等機關應與水下作業
大隊合作，並將研究成果轉移民間。

（三）海洋文化

（三）海洋文化

教育部、文建會、國科會等機關無相關水下
資源。

教育部、文建會、國科會等機關應委託水下作
業大隊協助培訓水下考古人才。

（四）海洋科研

（四）海洋科研

►我國教育體系中缺乏專門培養有關深海潛
水和船舶救難的教育訓練資源。
►國科會、海巡署、交通部等機關無發展相
關技術之水下資源。

►教育部應協調國防部，使國內院校能夠與水
下作業大隊合作，強化海洋科技及海事教育資
源。
►國科會、海巡署、交通部等機關應與水下作
業大隊合作，並將研究成果轉移民間。

圖 10 我國水下作業體制對國家海洋事務領域回應現況與理想前景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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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在公共政策上的意涵
如果期望政策成功，就必須強化政策執行之道。公共政策的執行需要必要的
資源，若未有效整合這些資源，將無法完美的成功執行政策。因此，如何建構一
套有效的政策執行機制與力量，追求政府各機關間協調的互動，已成為現代國家
所必須思考與追求的目標。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為國軍專責水下作業兵力，亦是國家行政體系（體制）中
力量的一部分，當國家需要時即應為國家權益而發揮其力量。因此若能將水下作
業大隊所擁有的能量（力量）與負責海洋事務的政府機關（機制）予以密切結合，
將可提供或增強政府機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其次，若能透過適切的政策
措施提昇水下作業大隊整體能量，亦代表國家體制內水下作業力量的增進，政府
機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擴大。

第二節 政策與學術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事項，依公共政策的理性決策及海洋政策所要求之總體性決策
方式，提出適合我國國情及符合當前國家海洋政策執行需要的具體政策建議，提
供相關主管機關參考：
一、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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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軍潛水救難與械彈處理訓練能量的提昇
於海軍技術學校成立｢潛水救難訓練中心｣與｢械彈處理訓練中心｣，成為國防
部在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技術暨訓練上的專責單位，負責提供各軍種的潛水救難
及械彈處理訓練。不僅能滿足軍方現階段及未來軍事上的訓練需求，亦可提供其
他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或民間海事工程產業所需的訓練班次，以滿足國內相
關人員培育與技術能力的需要。

（二）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組織能量的提昇
1. 在人員編制及素質部分
(1) 擴大水下作業大隊械彈處理人員編制並部署於重要軍、商港，以充實我國水下
水雷反制及械彈處理的作業兵力。
(2) 將水下作業大隊士兵職缺全數規劃為志願役，以提昇人員素質。
(3) 建立完整的水下作業人員經歷管制發展規劃，俾利長期培養專業人才。
(4) 繼續派員參加美國海軍相關班次訓練以學習美方最新技術；透過例行性的各種
訓練與演習以及軍事與非軍事任務來加強人員訓練和累積作業經驗。
2. 在裝備部分
依海軍建軍備戰的需要，參考美國海軍在相關裝備上的發展，積極檢討裝備
需求並且循投資建案方式籌獲新式裝備，逐步提昇海軍在潛水救難和械彈處理上

146

的作業能量。

（三）南北救難中心暨分部能量的提昇
1. 以委商方式由專業民間公司負責管理海軍救難資源。
2. 建立一個海軍救難資源租借機制，使友軍、其他政府機關和民間業者可以在有
償的基礎上共享國家資源。
3. 依海軍建軍備戰的需要，建立一個可以因應戰時及國家緊急情況時所需之救
難、油污處理、潛水及艦船水下保養維修裝備資源。

（四）與其他政府機關間關係的提昇
1. 國防部應在平時加強與其他政府機關間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可滿足國家對於水
下作業資源之需求，另一方面可使人員累積寶貴的作業經驗以及與其他政府機
關資源整合的經驗。
2. 現行｢海軍海上救助合約｣（附錄一）中僅有拖帶及擱淺兩項協助，建議國防部
海軍司令部增訂遇難船舶油料卸載、深海搜索打撈等海難救助項目。當發生船
舶及航空器海空難事件，如政府機關或民間無適當資源可供使用或有時間急迫
性之緊急救助需要時，可簽訂海上救助合約方式由海軍提供相關資源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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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巡署
（一）海巡署與海軍為我國海難及海洋污染災害應變處理的執行機關與協助執行
機關，建議於｢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附錄二）中增訂雙方潛水救難人員、
裝備及技術相互支援以及定期實施海難救護及海洋污染防治聯合演訓等事項，以
有效整合國家救難資源，提昇海上救護能量。

（二）依現行｢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海巡署可以申請海軍有關｢潛水救難｣
項目的教育訓練支援，建議海巡署依需要繼續向海軍申請協助訓練以有效利用國
家資源；另增訂｢械彈處理｣項目的教育訓練支援，以提昇海巡人員應變制變能力。

三、交通部
（一）為提昇海事安全服務，建議交通部應將海軍水下作業大隊人力及裝備資料
納入｢海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空難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交通部海難救護委員
會作業手冊｣等相關應變計畫或作業手冊之中，在處理重大海、空難事件時可以迅
速整合及動員，增加國家災害防救應變處理能量。

（二）為拓展海洋科技產業，建議交通部應納編水下作業大隊共同參與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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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水下作業大隊相關資源的協助，為引進與發展海洋打撈、救護、污染防治等
海事工程之先進設備及技術注入新活力。並透過水下作業大隊將研究成果加以應
用與擴散，轉移國內民間海事工程業界，以開拓我國海洋工程與科技產業發展。

（三）為建構安全永續環境，建議交通部應在現行海、空難災害防救體系中成立
一個常設性的｢水下探測及搜撈任務編組｣（圖 11）
，納編水下作業大隊等有關政府
機關、民間海事公司與學術及研究機構，平時定期實施演練，當海、空難事件發
生時可以迅速動員，以滿足我國在水面及水下偵搜與打撈能量的需要。

行政院海難、空難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 交通部長

｜
水下探測及搜撈任務編組
交通部航政司(海難) / 飛航安全委員會(空難)
學術及研究機構
民間海事公司
政府機關
國立臺灣大學
臺灣打撈公司
海軍海洋大氣局
國立中山大學
南豐打撈公司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國立海洋大學
亞太打撈公司
海軍達觀艦
中山科學研究院
海軍獵雷艦
海軍救難艦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圖 11 水下探測及搜撈任務編組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教育部
（一）為重建海洋歷史圖像，建議教育部（主辦機關）及文建會（協辦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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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國防部以專案方式委託海軍辦理潛水訓練，培育水下考古人才，俾利我國保
護水下文化遺產以及水下考古探勘與研究工作的執行。

（二）為強化教育培育人才，建議教育部應協調國防部以專案方式委託海軍辦理
深海潛水和船舶救難方面的訓練與技術交流合作，以培育我國優秀水下科技及海
事工程研究人才與師資。

五、國科會
為建構安全永續環境，建議國科會應納編水下作業大隊共同參與研究計畫，
藉由水下作業大隊相關資源的協助，研究發展搜尋、拖帶及打撈技術，以提昇我
國水下搜撈作業技術與能力。並透過水下作業大隊將研究成果加以應用與擴散，
轉移國內民間海事工程業界，以開拓我國海洋工程與科技產業發展。

六、其他政府機關
建議其他政府機關應依政策執行之需要，協調國防部提供水下作業相關資
源，以強化政府執行相關海洋事務的能力，達成國家海洋政策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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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層面上，與我國海洋事務領域中涉及水下作業體制有關之議題相當
多，均值得作為深入研究的課題及標的，例如其他海軍單位（如海洋大氣局）或
政府機關（如海巡署）在海洋事務領域上之定位與發展、政府海難救護及海洋污
染防治體制、民間職業潛水及海事工程產業、我國水下考古、國內海事教育及海
下科研等。後續之研究亦可選擇與我國國力相當的國家作多國比較分析，以獲致
更廣泛並具代表性之觀察，並進而對海洋國家所應擁有及建立之水下作業體制建
構新的學術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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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海軍海上救助合約（適用於

擱淺
狀況下之救難）
觸礁

海軍總司令部 92 年 5 月 6 日渝經字 0920001200 號令修頒
甲方：

甲

立海上救助合約人

（以下簡稱

方）

乙方：

乙
軍艦

一、 茲因乙方需要請洽甲方派遣救難隊及

號

艘，計拖帶馬力

匹，

拖船
擱淺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前往營救乙方所屬難船（

於東經 度

分

觸礁
北緯

度

分）
，預定出淺後拖至最近之港口（

港）外二至三浬水域止，不以

救助任務完成為限，乙方均同意依下開條件核算並支付救助耗損補償費予甲方。
二、 甲方編制人數

員，現場作業人數

員。

三、 救助耗損補償費計價標準如下：
（一）救難拖船費用（含下列項目費用）：
1. 3000 匹馬力拖船每日以美金九千元計算，其他一般艦船不問其馬力如何，概按每
日美金五千四百元計算（以當時台灣銀行美金標準匯率折算台幣計，不含人員勞
資費用）。
2. 救難艦船燃料費（如附件一）。
3. 救難使用纜繩費用計算標準（如附件二）。
4. 救難人員勞資（以現場作業人數為準）
：現場作業官、士、兵勞資依國軍現行薪
資給與標準予以計算。
（二）救難裝備租金及油料費用（如附件三）
，救難人員潛水加給按本軍現行規定收取。
（三）日數計算，係自救難隊人員攜帶裝備及拖船（或一般艦船）自原駐地、碼頭或
改變原來航線之時刻起算，至其返回原駐地、港口或折返到達原航線之時止，
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超過之時數不足十二小時作半日計算，超過十二小時即
作全日計算。
（四）本項按日數計算之補償費，一經簽訂救助合約後，則不論救助作業成敗，其救
助耗損補償費，按合約規定給付（如補償費超出該難船之總價值，則以總價值
收取費用）
；於救助完成後甲方即依合約規定核算救助耗損補償費，並正式以公
文通知乙方支付，乙方須於接獲通知後乙週內付清，凡遲付將以當日台灣銀行
活期存款利息加計（以天數計算）。
四、 救助時如發生下列事故，甲乙雙方無異議：
（一）救助進行中，甲方若因必要原因，諸如作戰任務或本條第（二）款所述各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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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可逕行通知乙方但無須徵求乙方之同意，隨時停止救助，此種情況下耗損
補償之計算，以停止拖救以前之時間為準，若尚未執行拖救，則不予收費。
（二）救助進行之中，甲乙雙方若發生任何意外，而遭致更大海損，甚或沉沒及人員
傷亡等情事時，概由甲乙雙方自負，該項事故包括：
1. 救助期間，若遇颱風等因惡劣天候狀況，足以影響甲方艦船自身安全時，甲方得
於通知乙方後停止執行救助，若因此而致難艦遭受更大損害，甲方不負任何賠
償責任。
2. 救助途中經過淺灘、暗礁或狹窄水域時，如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因素而發生斷纜
或艦船失去控制，而使乙方蒙受更大海損，甲方不負任何賠償責任，且救助耗損
補償費仍須計至意外發生時為止。
3. 於難艦出淺、出礁後，如因海象、天候、船體結構及不可歸責於甲方之因素導致
難艦遭受更大損傷或沉沒時，甲方不負賠償責任，惟救助耗損補償費仍須計至纜
繩脫離時為止。
4. 甲乙雙方人員在救助作業期間，如因非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而致意外傷亡或船貨
損失，由甲乙雙方自行負責。
5. 在拖救途中，因遭其他船舶碰撞所造成海損，雙方各自保留對於過失之他船舶行
使求償之法律權益，且互不就對方所受損害負責，惟救助耗損補償費仍須計至碰
撞為止。
6. 進行拖帶作業時，甲方艦船為傳遞纜繩或工具予乙方船隻時，如因不可歸責於雙
方之事由，而發生碰撞或其他受損情事，互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7. 甲乙雙方簽訂救助合約後，如甲方中途（確有必要）須返港整補時，得於被拖帶
之乙方安全無虞狀況下實施，惟乙方仍應按合約規定給付其救助耗損補償費，至
拖帶任務終止。
8. 如拖救情況有下列情形，必須增派合約以外艦船救助時，除應乙方主動要求外，
甲方另可取得乙方同意後，增派艦船救助，因此增加之救助耗損補償費，乙方應
依本合約第三條之規定，同時給付：
（1）乙方所屬難船裝儎過重。
（2）乙方所屬難船損害嚴重。
（3）當時海象惡劣。
前項之情形，若因乙方不同意增派而發生更嚴重之海損及意外，乙方自行負責。
（三）救助全程中，乙方難船配合甲方實施救助作業，如乙方不予配合致救助作業發
生窒礙難行之情事時，甲方得於通知乙方後停止執行救助（其補償費仍計算至
停止執行救助）
，因此肇致對任何一方或第三者之損害時，悉由乙方負完全責任。
（四）甲方艦船拖帶乙方難船駛抵本合約第一條指定港口外二至三浬錨泊區，俟纜繩
解脫（或人員撤離）後，救助任務即告終止，乙方應及早自行辦理進港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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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港務局領港，拖船接拖進港｣，合約終止後難船發生之任何意外，甲方概不
負責任。
五、 難船於出淺、出礁後或後續拖帶中，如不再需甲方艦船繼續拖往至最近港口外二
至三海浬（錨泊區）止，應由乙方原簽約代表會同甲方完成正式書面約定，由甲
方通知作業拖船及人員後始終止，計價標準仍依本合約第三條規定收取。
六、 雙方合意以台灣

地方法院為民事第一審管轄法院。

七、 乙方若在約定的期間內無法結清債務時，由連帶保證人負責償還。
甲
八、 本合約一式

份，除

雙方各執一份，餘呈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備查（註：乙方
乙

如有需求亦可另執所需份數）。
九、 本合約之任何譯本，僅作參考，應以本合約中文原件為準。
十、 本合約自雙方簽章之時起生效。
註： 難船如係本國籍漁船，所屬地區漁會（在已獲船東授權後）可代表遇難漁船船東
或受難家屬簽約，並協調負責給付救助耗損補償費，若受難家屬無法結清債務時
由代表簽約者及連帶保證人負責償還。
立本契約書人
甲
代

方：
表

人：

授權代理人：
乙
代

方：
表

人：

授權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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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件一
海上救助擱淺、觸礁救助救難艦船使用燃料收費表
油料
標準速
名稱
單位 使用
收費金額
時間
種類
耗油量
三千匹馬 加侖
力拖船

1
小時

一般艦船 加侖

1
特（輕）
小時 柴油

輕柴油

111 00

119 00

備考
以新台幣計算
三十分鐘（含）以下半小時
收費
三十分鐘（不含）以上一小
時收費
以新台幣計算
三十分鐘（含）以下半小時
收費
三十分鐘（不含）以上一小
時收費

註
一、艦船以平均標準速用油為計算標準。
二、一般艦船以 DD 標準速率耗油量計。
三、油料價格以中油公司國內海運燃油牌價表內海運輕柴油價格計算（並按公布價格隨
時調整之）。

附件二
海上救助擱淺、觸礁救助使用纜繩收費統計表
品名規格 單位 每捲全長
每尺單價
總價
1吋
捲
2250
3 25
7312 50
尼龍纜
2吋
捲
1200
12 10
14520 00
尼龍纜
2.5 吋
捲
1200
19 285
23142 00
尼龍纜
3吋
捲
1200
28 785
34542 00
尼龍纜
4吋
捲
600
51 68
31008 00
尼龍纜
5吋
捲
600
80 27
48162 00
尼龍纜
6吋
捲
600
120 65
72390 00
尼龍纜
7吋
捲
600
165 00
99000 00
尼龍纜
8吋
捲
600
228 325
136995 00
尼龍纜
1吋
捲
600
25 82
15492 00
鋼絲纜
1吋
捲
600
46 00
27600 00
鋼絲纜
1.25 吋
捲
600
69 50
41700 00
鋼絲纜
1.625 吋
捲
600
90 27
54162 00
鋼絲纜
2吋
捲
2100
278 17
584157 00
鋼絲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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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
一、以新台幣計算。
二、以總價十分之一收
補償費。
三、如損壞或折斷以總
價收費。
四、各纜繩收費以配合
躉售物價指數波動
之現行公告市價調
整。

附件三
海上救助擱淺、觸礁救助使用裝備收費統計表
名稱
單位 租用時日
收費金額
脫灘錨具

1套

1天

4,000 00

淺海潛水裝備

1套

1天

1,000 00

水肺裝備

1付

1天

1,000 00

備考
一、以新台幣計算（一週以上
八折收費）
二、含佈放及回收
一、以新台幣計算（一週以上
八折收費）
二、含佈放及回收
一、以新台幣計算（一週以上
八折收費）
二、含佈放及回收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以新台幣計算

高壓空氣壓縮機
1部
1天
2,000 00
低壓空氣壓縮機
1部
1天
1,600 00
輕便高壓空氣機
1部
1天
1,000 00
PE-250 抽水機
1部
1天
1,000 00
3 吋抽水機
1部
1天
2,000 00
6 吋抽水機
1部
1天
2,000 00
10 吋抽水機
1部
1天
3,000 00
300A 直流電焊機 1 部
1天
4,000 00
裝備運輸車輛
1部
1天
3,500 00
備註：
一、裝備租金以二十四小時為一日，超過之時數不足十二小時作收費金額百分之五十計
算，超過十二小時即作全日計算。
二、救難裝備油料由裝備所屬單位備便，並向被救船隻收取油料費用。
三、油料價格以中油公司與台塑公司之平均價格計算（並按公布價格隨時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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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海上任務綜合支援協定書

壹、依據：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
貳、目的：
藉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尋巡防總局（以下簡稱甲方）及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以
下簡稱乙方）之間相互支援協定之簽訂，協同執行維護我國海域經濟利益，維持海
域治安、海難救助與防止海上不法事件。
參、教育訓練支援：
一、項目：
情報、航海、船藝、通信、航儀、輪機、電機、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潛水救難、
搜索與協調等支援課目。
二、方式：
以申請乙方海軍技術學校各教育流路班次施訓或以專案班次申訓為主，受訓人員
應由甲方事先完成安全查核，再由乙方依權責複審後執行訓練作業。
三、甲方可依班次規劃訓練梯次，協請乙方教官共同安排課程及時間，實施教學與實
作，訓練期間之生活管理由甲方派員負責督導；惟須於每年度第三季（九月）向
乙方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指揮部提出次年度之訓練支援需求，並經由乙方辦理所
需經費核算及代訓科目審查後執行。
四、每年度代訓所需經費，應由甲乙雙方依相關規定核算，並依參照預算執行要點辦
理支付與結報。
肆、勤務支援：
一、原則：
（一）甲方主要任務為海域執法，乙方主要任務為制海，相互支援項目，以不影響甲乙
雙方主要任務為原則。
（二）海上事務均納入支援勤務範圍內，惟需透過相互協調與認同後訂定之。
（三）對海上（兩岸）糾紛與非武裝艦船越界活動之處理原則，由甲方負責，必要時，
乙方得依甲方之申請，配合甲方艦艇於事發海域附近實施監控及適時支援。
二、項目：
以處理海域案件之性質區分，在我國管轄海域範圍內，非屬國防軍事事務問題，
以甲方處理為主，乙方為輔；涉及國防軍事事務問題，以乙方處理為主，甲方為
輔，甲乙雙方得依對方支援需求申請，相互配合支援。
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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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方支援兵力（艦船、艇）出勤時，應在風力限制範圍內執行。
（二）一方提出申請，而他方無法支援兵力時，應儘速答覆對方。
四、執行：
（一）甲乙雙方艦艇於海上執行任務，遇有突發事件，甲乙雙方應在安全環境許可下立
即馳援並相互提供相關情資。
（二）對海上（兩岸）糾紛與非武裝艦船越界活動，由乙方各級作戰中心通報甲方各級
勤務指揮中心派遣艦艇處理，乙方依甲方之申請，派遣偵巡艦或轉用鄰近在航艦
艇駛往目標區，配合甲方艦艇於附近安全海域實施監控與支援。
（三）甲乙雙方因任務需要相互支援時，其艦艇裝備及人員因故損傷時，依海事鑑定權
責單位鑑定責任歸屬後辦理。
伍、演訓支援：
一、項目：
乙方年度漢光、聯興系列戰備演訓、兵棋推演與作戰計畫策（修）訂作業。
二、方式：
乙方於支援項目執行前乙個月，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甲方派員或艦艇參加
演訓與作戰計畫策（修）訂作業。
三、執行：
（一）乙方於年度漢光、聯興系列演訓前乙個月，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甲方派遣
適當人員或艦艇共同實施演訓，甲方每年參加乙方年度漢光、聯興系列戰備演訓
各一次。
（二）其他重大演訓，視實際需要，以個案方式辦理。
（三）甲方及所屬單位因辦理重大事件，無法參與乙方既定各項漢光、聯興演訓時，應
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乙方。
（四）甲方所屬艦艇之基本資料與武器、裝備如有增修訂，應適時提供乙方最新資料，
俾利乙方參考運用。
（五）甲方參加乙方演訓前，應要求參與人員確遵國家機密保護相關法規之規定保守機
密，如有違反者，應按情節輕重予以適當處分，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該法令
處罰。
陸、雷（截）情情資支援：
一、項目：台灣本、外（離）島周邊二十四浬內不明或可疑海上目標動態之雷情與電
偵情資之傳報，俾利目標監控、掌握與狀況處置。
二、方式：
藉甲乙雙方所屬艦艇及岸台，以有、無線電通連系統通信連絡。
三、執行：
甲乙雙方在航艦艇及岸台偵獲發現不明或可疑海上目標，對我港口或海上防禦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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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威脅或從事不法活動時，即由甲乙雙方各級作戰中心與勤務指揮中心迅速海上
通報傳報，俾利有效監控與掌握，並情傳任務艦艇據以實施狀況處置，俾利海域
監偵與掌控。
柒、造艦技術支援：
一、甲方籌造新艦艇時，乙方得依甲方之申請，協助審查規格標準。
二、為適應戰時甲方海巡艦艇依令納入乙方作戰體系，甲方應提供各海巡艦艇最新規
格藍圖資料予乙方預擬各式武器加、改裝計畫，俾利戰時運用。
捌、後勤保養支援：
一、提供料配件籌補制度之作業方式與資料。
二、提供維修場人員與裝備之規劃資料。
三、乙方所提供之各項資料以不涉及軍事機密為原則。
玖、補給支援：
一、甲乙雙方所屬單位停泊之碼頭，除左營港外，甲乙雙方艦艇依任務需要，可經先
期協調靠泊，並支援水、電、油之補給。
二、遇有緊急或不可抗事件執行緊急靠泊時，甲乙雙方得在當時最大能量範圍內提供
必需之料配件、技術、醫藥救護及整補支援。
三、前述各項需求由甲乙雙方以電傳或書面方式，洽甲乙雙方供應單位以為核撥憑
證，其經費得由靠泊碼頭之艦艇，自行攜帶水、電錶，依實際測量記錄，並於一
個月內核實支付，惟油料經費由使用單位按實際受支援油品種類及數量，向中油
價購等量油品憑單函送歸還。
四、有關補給支援所需經費，得由甲乙雙方依相關規定核算，並依參照預算執行要點
辦理支付與結報。
拾、船損救援：
甲方與乙方所屬艦艇於海上發生船損需救援時，在安全因素許可下，甲乙雙方均應
提供必要之救援。
拾壹、通信聯絡：
一、通信網路之建立（含呼號、頻率、通聯方式…等）由甲乙雙方訂定標準通信作
業程序(SOP)，並建立指揮、管制、情報傳遞等通連電路及通資網路。
二、甲方各級勤務指揮中心與乙方各級作戰中心每日○八○○時實施網路通連試通，
並記錄備查，以確保通連電路暢通與機制之運作，俾於狀況發生時能及時相互
通報與處置。
三、為確保甲乙雙方通信保密，雙方通信裝備應相互協調規劃，以達通信裝備共通
化，並具保密功能，俾利平時任務支援與戰時指揮管制之順暢。
拾貳、新聞發布：
甲乙雙方共同處理海上事件時，涉及機敏事項之新聞發布，應先行知會對方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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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同意後，始得依權責發布。
拾參、本協定經甲乙雙方會銜用印後生效，其他未盡事宜甲乙雙方隨時協調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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