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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關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提案名稱 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 

配合單位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研究典藏組 

提案概要 臺灣四面環海，沿近海漁業年產值 180 億，據研究發現，30 年

來北部沿近海域，魚種已經減少 75%，過去 10 年，臺灣近海沿岸水

產，漁穫量下降 23%。同樣過度捕撈現象全世界都正在發生。因此，

有研究指出劃設海洋保護區，是挽救漁業資源枯竭，最經濟、最有效

的方法。有鑒於此，在基隆市政府、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與在地居民

的共同努力之下，「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以下簡稱潮境保育

區）於 105 年 5 月 12 日正式設立，成為基隆市首座禁網、禁釣、禁

採捕，高強度保護之保育區，其區域全長 750 公尺、總面積約 15 公

頃，設立目標為保護海洋生物之棲地生態環境及推動生態漁業，並藉

由積極推動周邊海域的管理制度，期待能達成「里海永續」之精神。 

同時本府邀集志工與在地居民成立「潮境海灣巡守隊」，巡護潮

境保育區的水、陸區域，針對岸際違規採捕、船舶越界以人力方式勸

說宣導保育、檢舉蒐證違規情事，並通報本府進行後續的行政法規裁

罰，產生嚇阻效果。水域劃界雖有公告闡明，然而船隻航行違規事件

仍時有所聞，且水域界線未能比擬陸上標線清楚標示，致使實際執法

判別常有爭議，巡護效果有限。 

綜上，潮境保育區成立 6 年以來，生態逐漸恢復生機且成果豐

碩，是全臺國人有目共賭，每年也造就超過 100萬遊客到訪，本府與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為持續保護珍貴海洋資源及維護海洋觀光品質，

實現里海永續之目標，本案題目擬針對潮境保育區船舶越界違規蒐

證，實施科技執法，於潮境保育區海上邊界，建立電子圍籬，偵測船

舶越界，明確舉發越界事實，並能夠識別漁船身分，違法採捕事證紀

錄，作為政府機關事後判別依法開罰的依據。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基隆市政府：協調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海域及周邊可利用的

場域(包含長潭里漁港與望海巷漁港)與該計畫執行資訊等相關協

助。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協調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岸際區域及

周邊可利用的陸域與該計畫執行資訊等相關協助。 

計畫期程 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契約所定契約期間。（以6個月為原則）  

申請機關 

聯絡窗口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基隆市政府

產業發展處 

蔡馥嚀 科長 funing100@gmail.com 02-24225800  

0928-613-607 

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研

究典藏組 

施彤煒 組 主

任 

stw@mail.nmmst.gov.tw 02-2469-6000 

分機 5010 

0937-90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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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背景 

台灣四面環海，沿近海漁業年產值 180億，主要做為國人消

費之用，是重要的食物來源。據研究發現，30年來北部沿近海

域，魚種已經減少 75%，生物多樣性的危機正在發生。研究指

出，過去 10年，台灣近海沿岸水產，收穫量下降 23%。同樣過

度捕撈現象全世界都正在發生，國際權威期刊 Science經過長期

科學統計數推估，2048年全球海洋將無魚可捕，漁業資源枯竭問

題，值得全球關注。 

 

圖(一) 漁業資源枯竭現象 

 

研究指出劃設海洋保護區，是挽救漁業資源枯竭，最經濟、最

有效的方法，這個方法所要投入的建設成本少，保護區成立後，只

需要限制人為採捕行為，一段時間後，大自然的生態會自己成長回

復，魚群會自動繁衍成長。保護區中生長多的魚，會應為生存空間

的需求，向外擴散到保護區外，形成溢出效應，跑出保護區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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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為漁民所捕撈，使得保護區外漁獲增加。 

 

在國外已有多個成功案例，世界多國群起效法，各國經濟海

域的海洋保護區，所占的比例平均已達 16%，如下圖(二)所示。 

 

 

圖(二) 海洋保護區 

 

 

圖(三) 台灣46處海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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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域已有劃設 46 處海洋保護區，主要依《漁業法》、《國

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發展觀光

條例》等法規劃設，如圖(三)所示。其中基隆潮境保育區、台東富

山漁業資源保育區效果最好，這兩個保育區成立在地志工巡護隊，

在嚴格取締執法監督之下，在短時間內，棲地恢復良好，海洋生態

豐富，達到保育目的，同時帶動觀光效益。 

因此，有人員巡護協助執法，保護區的保護力量才會展現。 

人員巡護範圍都在於保護區的陸地區域，對於岸際的採捕和釣

魚以勸說禁止、檢舉蒐證等方式，協助政府機關進行後續的罰則，

產生嚇阻效果，相關罰則詳見附件一。對於保育區海上區域，船舶

越界採捕，陸地上的人員巡護效果有限。 

 

圖(四) 基隆潮境保育區、台東富山保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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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保育有成帶來觀光效益 

 

潮境保育區經過數年的保護，水下生態逐漸豐富，珊瑚繁衍，

魚群聚集，吸引大批遊客到訪，也吸引作業漁船前來，在保育區外

圍採捕，保育區外的漁業資源溢出效應正在發生。船舶為了更多漁

獲，進入保育區越界採捕，時有所聞，如圖(六)所示。 

 

圖(六) 保育區外的漁業資源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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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在潮境保育區所發生的實際案例，平日早上六點半，一

位已退休，現正擔任當地保育志工的居民，在潮境公園散步，發現

有漁船越過保育區邊界捕撈，馬上打電話給基隆市政府，等到市府

承辦人員上班趕到，已是一個多小時過後，漁船已不見蹤影。這位

目擊者有用手機拍下漁船照片，但距離太遠，照片無法辨認漁船身

分，更無法作為違法採捕事證紀錄，保育區的公權力與罰則無法發

揮效用，如下圖(七)所示。 

 

圖(七) 漁船越過保育區邊界捕撈 

 

在潮境保育區還有民眾拍下，漁船疑似越界捕魚照片，如下圖

(八)所示。同樣從照片中無法辨識漁船身分，也難以判定是否越界。

船舶越界採捕，蒐證舉發和身分識別，在執行上有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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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漁船越界捕撈不易判別與確認身分 

 

以上事件，是有熱心民眾剛好目擊，拍照並通報，實際上真

正越界採捕的事件，可能是通報數量的數十倍以上。保育區所孕

育的珍貴海洋資源，在監測舉證困難的情況下，被一次一次的捕

撈，多年保育所得的自然觀光資源，也漸漸流失。 

 

二、 實證主題 

潮境保育區海上邊界，建立電子圍籬，偵測船舶越界，明確舉

發越界事實，並能夠識別船舶身分，違法採捕事證紀錄，作為政府

機關事後依法開罰的依據。 

 

三、 解題構想 

因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海上通訊與偵測相關技術多元，雷達、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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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納、水下超音波、無人機、衛星、影像等，各有其使用範疇，為鼓勵

技術創新應用，本案並不限制可行技術的種類範圍，對於設備佈建

地點亦不設限，可依解題廠商的解決方案需求，提供行政協處，協

調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海域及周邊可利用的場域。另外，需

考慮海水對電子設備的腐蝕性，與日後維運的成本。解題廠商須對

上述「舉發越界事實，並能夠識別船舶身分，違法採捕事證紀錄」

提出可行解決方案， 

「舉發越界事實」，潮境保育區海上邊界主要在，A點與 B點

所構成的一條虛擬直線，距離約 750m，過去曾數次架設浮球以標

示保育區邊界，均在颱風過境摧毀。 

 

圖(九) 潮境保育區海上邊界 

A點為長潭里漁港北防波堤之燈塔，座標為 25 ﾟ 08'28.28''N；

121 ﾟ 48'14.02''E。B點為海科館復育公園東北最外側礁石，座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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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ﾟ 08'48.39''N；121 ﾟ 48'30.72''E。 

「識別船舶身分」，以雷達波掃瞄海域，可在大範圍內發現船

舶的雷達回波訊號，但只能得知該位置有船舶，但無法得知其身

分。船舶身分識別依法規會於船舷與船尾，標示船名與船舶編號

(CT編號)，或是以船舶所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所發報 MMSI編

號。 

 

圖(十) 船名船舶編號與MMSI編號 

 

「違法採捕事證紀錄」，保育區仍保有船舶無害通過之權利，

在保育區進行採捕，則是違法行為，要如何辦定採捕行為，則是解

題廠商需要技術克服之處。 

本提案是以 A點與 B點構建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偵測船舶越

界，識別船舶身分，違法採捕事證紀錄，作為政府機關事後依法開

罰的依據。 

 

四、 預期功能或規格 

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被船舶越界，要能夠主動同時連絡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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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主動提供越界事實，能夠識別船舶身分，違法採捕事證紀

錄，作為政府機關事後依法開罰的依據。並因應保育區未來可能會

擴大的需求，海上電子圍籬的界線須為可調整，海上電子圍籬的調

整所需經費必須低於 10萬元以下。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必須提供

一可用手機與電腦遠端操作調閱的介面，提供基隆市政府與海洋科

技博物館人員隨時監測電子圍籬現況，與調閱船舶越界事件紀錄，

與違法採捕事證紀錄，並以時間區間統計歷史事件。 

五、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基隆潮境公園。 

 

六、 查核依據 

1. 基隆在每年 10月後就受東北季風影響，海上電子圍籬的相關

室外硬體設備建置，需在 10月前完工(10%)。 

2. 海上電子圍籬功能，能夠偵測船舶越界，主動同時連絡相關

單位，並以通訊軟體群組推播功能，主動提供越界事實，能

夠識別船舶身分，顯示違法採捕事證紀錄(10%)。 

3. 海上電子圍籬從偵測到船舶越界，到主動同時連絡相關單

位，並主動提供越界事實，運作過程在 2分鐘內完成(10%)。 

4. 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必須提供可用手機與電腦遠端操作調閱

的介面，提供基隆市政府與海洋科技博物館人員隨時監測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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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圍籬現況，與調閱船舶越界事件紀錄，與違法採捕事證紀

錄，並以時間區間統計歷史事件(10%)。 

5. 偵測所越界之船舶，為 CT0以上船舶(包含 CT0)，從船舶接

觸到保育區邊界開始，海上電子圍籬系統開始記錄其越界事

證，連續紀錄，直到該船舶離開保育區範圍為止，所連續紀

錄越界事件資料，與違法採捕事證紀錄，可依時間序列回

放，以觀察佐證船舶越界事件完整過程。船舶越界事證連續

紀錄，可匯出為電腦軟體可播放檔案(播放軟體為可免費下載

軟體)，作為依法罰則事證紀錄(10%)。 

6. 船舶越界事證連續紀錄，與違法採捕事證紀錄，匯出播放檔

作業(如：雷達回波圖、AIS航跡圖、聲納圖像、無人機影

像、衛星影像等)，需可在基隆市府由市府人員自行操作

(10%)。 

7. 識別船舶身分，可為船身 CT編號、船名、水上移動通信業務

標識碼（MMSI, 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fy），或其他任

何可識別船舶身分之依據(10%)。 

8. 海上電子圍籬系統須能夠記錄統計過去三年，系統所記錄到

的越界事件，顯示發生時間，船舶軌跡、船舶身分等資料，

並配合地理圖資，顯示於電子圖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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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上電子圍籬系統自驗收完畢後須提供一年保固，保固期後

每年系統維護費，需再 10萬元以下(10%)。 

10. 因考慮到本計畫期程，結案時間已接近年底，此時海況險

惡，要在結案審查會實測展示，有客觀困難。解題廠商須在

計畫期間，海況許可的條件下，以實際 CT1船舶(或同等級船

舶)，進入保護區範圍，觸發海上電子圍籬功能，完成上述功

能測試展示，並錄影紀錄海上實驗過程。功能測試展示項目

包含：能夠偵測船舶越界，船舶越界偵測準確率要在 80%以

上，需提供佐證資料。同時主動同時連絡相關單位，並主動

提供越界事實，能夠識別船舶身分的資料，從發現船舶越界

開始，運作過程在 2分鐘內完成。可用手機與電腦遠端操作

調閱的介面，提供基隆市政府與海洋科技博物館人員隨時監

測電子圍籬現況，調閱船舶越界事件紀錄，與違法採捕事證

紀錄，並以時間區間統計歷史事件，顯示發生時間，船舶軌

跡、船舶身分等資料，並配合地理圖資，顯示於電子圖台

(10%)。 

 

七、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基隆市政府：協調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海域及周邊可

利用的場域(包含長潭里漁港與望海巷漁港)與該計畫執行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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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協助。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協調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岸際

區域及周邊可利用的陸域與該計畫執行資訊等相關協助。 

定期與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海洋及農漁發展科，與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研究典藏組進行工作進度會議討論。 

八、 預計期程 

計畫時程：111年 11月 11日前完成。 

九、 預期效益 

基隆潮境保護區，依據漁業法第 44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9

款、第 45條及第 65條第 6款相關規定劃設，違法採捕者，依法

核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對於保育區內違法採

捕，開罰有法源依據，但對於海上邊界的船舶越界捕撈，蒐證困

難，需要科技力量協助執法，對於越界船舶留下事實證明，與違

法採捕事證紀錄，提供政府機關依法開罰依據。 

潮境保育區在復育有成後，每年吸引 100萬遊客到訪，與每

年超過 7萬人次的潛水體驗，為保育區周邊帶來每年約 5億元的

觀光收入，讓原本沒落的小漁村成為熱門觀光地點。但船舶越界

採捕，正在一點一點的掠奪潮境復育成果，與觀光資源。 

本提案所提出的「保育區海上電子圍籬」，科技執法，對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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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船舶提出越界事證，提供政府機關依法開罰依據，形成嚇阻力

量。保護珍貴海洋生態，也保護重要的觀光資源。 

台灣海域已有劃設 46處海洋保護區，都面臨和潮境保護區同

樣的困難和需求，未來計畫成功後，可擴散到全台 46處海洋保護

區，保護海洋生態，形成海洋觀光體驗熱點，創造觀光收益，從

傳統漁業的過度捕撈，蛻變到發展觀光的海洋體驗，真正實現海

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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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隆市望海巷潮境海灣資源保育區及有關限制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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