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巡法規之概說 

一、「海巡法規」之出現 

我國政府為負責全國的治安與秩序維持，在內政部下設有警政署

（司），專責該項任務。而為顧及海上治安，在 1953 年制定《警察

法》之初，該法第 5 條第 5 款規定：「關於防護連跨數省河湖及警衛

領海之水上警察業務」。並於 1986年 5月 3日公布修正《臺灣省淡水

水上警察巡邏隊組織規程》
1
，設置淡水水上警察隊。 

為強化海上治安及符合公海漁業秩序維持，我國特別在 1990 年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設置「內政部警政署保

安警察第七總隊」
2
。因該時期就保安警察之任務與第七總隊間，有

名實未符之處，乃於 1998 年 6 月 3 日公布《內政部警政署水上警察

局組織條例》
3
，由內政部警政署與地方各級縣市政府管轄下的警察

                                                      
1 該規程第 1 條規定：「臺灣省政府為維護淡水河防治安，嚴密漁船、漁民之管制，

並加強軍警密切配合，特設淡水水上警察巡邏隊隸屬警務處，並授權臺北縣警察

局指揮監督。」1986 年 5 月 3 日臺灣省政府 75 府人一字第 28598 號令修正。 
2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成立保安警察第七總隊（1989 年 7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3664 號令制定公布），然該通則已於 2015 年 12 月

1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146811 號令公布廢止，現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

察總隊組織準則》自 2013 年 12 月 30 日發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施行。現行設

置之保安警察總隊也經授權訂定組織編制表，作為人員配置依據。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訂定之《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其中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各機關組織法、組織通則、組織自治條例、組織規程及組織

準則應規定另以編制表列明其所置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例如以《內政部警

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編制表》作為該機關之組織規定。 
3 本條例已於 2002 年 6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11430 號令公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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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負責，也將其負責的地域管轄涵括全部的陸域與海域。當然，所

有的警察法規也同時作為所有警察機關共同執行的法制。 

我國成立保安警察第七總隊以肩負海防重責，淨化海上治安。海

上執法單位成立之初，對於新進幹部，除要求一般警察執法素養外，

更須兼具海事專業知識與技能。有鑑於此，中央警察大學乃於同年 7

月設置以培育海域執法人才與幹部為任務之「水上警察學系」
4
。 

至 2000 年，政府為因應與中國大陸間的互動關係及順應國際海

洋執法時代來臨、兼顧經濟發展後的多元休閒乃至廣增資源開發利用

等，開放戒嚴時期近乎關閉的海域，遂成為無可迴避的課題
5
。政府

乃編制內政部水上警察局、國防部海岸巡防司令部、財政部海關等機

關的相關人員及其他相關的設備，成立專責海域及海岸執法的「行政

院海岸巡防署」。依該署組織法負責「維護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

之保護利用，確保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並為海巡機關人員的任命

與銓敘一致，乃請辦考選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以確立海巡人員之權利

與義務，遂從「警察法規」分道，另行設置完整的「海巡法規」。 

二、海巡法規之範圍 

（一）「海巡法規」之設計 

「海巡法規」並非一部法律的名稱，如同「行政法」，是很多海

巡相關法律匯集而成的集合法規；即是一門中央警察大學培育執法人

員課程；或是一科國家考試選拔執法人員的科目名稱
6
；更是海域執

                                                      
4 警大慶祝建校八十年校史編輯委員會（2016），《中央警察大學校史》，中央警察大

學出版，第 352 頁。 
5 為達「事權統一」，提高行政效能，以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而進行組織變革。鄭樟

雄（2017），〈中華民國（臺灣）海域執法機關發展史〉，收錄《國際法與國內法的

一元論─陳荔彤教授六秩晉五華誕祝壽論文集（下）》，陳荔彤院長論文集編輯委

員會出版，第 151 頁；陳國勝（2003），《海岸巡防法析論》，中央警察大學出版，

第 1-2 頁。 
6 考試院考選部在 2016 年 4 月 20 日修正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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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關行政法令之集合。其應有的內容係屬「暫時性」，將隨海巡機

關組織或職權之變動，而有差異；或者因主管機關與執行機關間的管

轄分配變動，而產生變動；或者因法規以文字規範行為的特質，相關

法律見解也常在有權機關的影響下，將會出現文字未修定，但實務見

解卻變動的情形；甚至國際間的公約締結，我國因是國際社會一份子

也將受到波及。以上各種原因均將牽動海巡法規的內容形成、修改或

廢止。此一新興的法域，如同要規範的主體─海洋，本質上的海體

中，有海流、潮汐與氣候外，亦有內波、颱風存在。只能概括地形

容：「多變而難預測」，即是海洋的特色。隨著科技進步，逐一將海洋

之神秘面紗慢慢揭開，也帶給人類建立與其關係間規範的必要性。 

基於政府萬能化的趨勢，被賦予的任務因實務需要，日益增加。

此趨勢導致海巡機關的任務也日益擴大，此與陸地上警察有「脫警察

                                                                                                                                  
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一覽表」，就海巡法規所公布範圍，包括三等與四等均以

《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海關緝私條例》、《中華民國

領海及鄰接區法》、《懲治走私條例》、《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章行政與第五章罰則、《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

大陸礁層法》等列舉之科目。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三等水上警察人員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一覽表，就海巡

法規所公布範圍，以《國家安全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海

岸巡防法》、《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海關緝私條例》、《中華民國領海及

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海洋污染防治法》、《行政

執行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為列舉科目。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四等水上警察人員考試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一覽表，就海巡

法規一科之命題大綱公布為 1. 海巡基礎法制：（1）《海岸巡防法》與相關法規，

（2）《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2.《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1）《海岸巡防機

關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2）《海岸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

療費慰撫金喪葬費補償金賠償金支給標準》；3.海域二法：（1）《中華民國領海及鄰

接區法》有《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公告》及《外國船

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管理辦法》，（2）《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

法》及《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相關罰則分工表》；4.緝私法規：（1）
《海關緝私條例》，（2）《懲治走私條例》（包括管制物品項目及其數額）；5.其他法

規：（1）《國家安全法》（包括《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2）《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5 章（包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

則》第 42、43、44、45 條），（3）《海洋污染防治法》（包括《海洋污染防治法施

行細則》），（4）《漁業法》第 5、6、7 章（包括《漁業法施行細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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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發展趨勢，有相異之處。更因臺灣四面環海的獨特地理環境，

進而被提出的主體意識更推動任務之多元化。 

在 1949 年頒布戒嚴令、進入戒嚴時期，乃至解嚴；從下令動員

戡亂到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兩岸對峙時期，均將「國家安全」或「臺

灣地區安全」列為首要考量。隨著國際上海域執法時代來臨、兩岸緊

張關係略為緩和後，「維持秩序、保護權益、落實國際責任」成為隨

之而來的新趨勢。順勢依法行政要求日益提高，海域執法除國家安全

之外，應有保障人權的考量，且逐步追趕著陸域執法的密度。限於海

域執法與陸域執法的特質有異，是故作為幾乎最主要執法能量的機

關，相關的法規的內容也正快速增加之中。 

「海巡法規」所代表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海岸與海域執法相關的

法規，除《憲法》及行政法總則法律（《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

《行政執行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是基礎

法制外，另則包括與海域執法相關的《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

法》、《海關緝私條例》、《海洋污染防治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法》、《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行政執行法》等法

律
7
。如欲完整地陳述海域執法的範圍，應再加上已公布生效的《海

洋基本法》，及已將「海岸巡防機關」在法條中明文入法的《海岸管

理法》、《漁業法》、《遠洋漁業條例》、《就業服務法》等法律。除法律

之外，與該等法律相關的行政命令，也是構成完整海巡法規的重要部

分。 

（二）「海巡法規」之幅員範圍 

海巡法規有關的法律與海域執法相關的部分，其所涵攝範圍包括
                                                      
7 雖在警察人員特種考試中另有 2009 年通過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惟因屬行

政機關內部管理為目的，與人民權利義務所發生的關係較低，故在本書中未列為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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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海岸巡防法》，包括有《海洋基本法》、歷次修正之《海岸巡

防法》、《海洋委員會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各地區分署組織準則》、《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

及海巡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訂定的六個協調聯繫辦法
8 及作為執法細

部規定的《海岸巡防機關海域執法作業規範》、《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

灣地區商港及工業專用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海岸巡防機關執行臺

灣地區漁港及遊艇港安全檢查作業規定》、《海岸巡防機關執行中西太

平洋漁業委員會公海登臨檢查作業要點》、《違反海岸巡防法罰鍰額度

裁量基準》、《海岸巡防機關實施檢查注意要點》等。 

2.《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包括有《海岸巡防機關人員

使用器械致人傷亡財產損失醫療費慰撫金喪葬費補償金賠償金支給標

準》、《海岸巡防機關配備器械種類規格表》。 

3.《國家安全法》，包括《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入出國及移

民法》。 

4.《海關緝私條例》，包括《懲治走私條例》9
、《菸酒管理法》、

《海關緝私器械使用辦法》。 

5.《海洋污染防治法》，包括《海洋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海

洋棄置物質之分類》。 

6.《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包括《外國船舶無害通過中華

                                                      
8 目前海岸巡防機關與各海域相關機關訂定之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交通

部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海岸

巡防機關與環境保護機關協調聯繫辦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

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財政部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協調聯繫辦法》等六個。其中海岸巡防機關的名稱並未完全統一，應建議改

成「海巡署」或「海巡機關」與六個機關之協調聯繫辦法。 
9 《懲治走私條例》並未明列在 2018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應試科目及考試日程表」的水上警察人員的「海巡法規」一科考試之範圍內，而

改列在「海上犯罪偵查法學」一科，然因該法中的管制物品與《海關緝私條例》

關係密切，在觀念釐清上有一體認識的必要。 



 
 
 
 
 
 
 
 
 
海巡法規論 006 

民國領海管理辦法》、《中華民國第一批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

線公告》。 

7.《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包括《在中華民國

大陸礁層舖設維護變更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劃定許可辦法》、《在中

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建造使用改變拆除人工島嶼設施或結

構許可辦法》、《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

究許可辦法》。 

8.《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包括《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臺灣、澎湖、東沙、金門、東碇、

烏坵、馬祖、東引、亮島、南沙地區限制、禁止水域範圍及事項》、

《海岸巡防機關處理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

案件裁罰標準》、《取締越界大陸船舶裁罰參考基準表》。 

9.《漁業法》，包括《漁業法施行細則》、《遠洋漁業條例》、《投

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娛樂漁業管理辦法》、《臺日漁業協

議》、《臺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海岸巡防機關執行中

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公海登臨檢查作業要點》、《政府護漁標準作業程

序》。 

10. 其他，如明文列有海巡機關負責執行任務的《海岸管理

法》、可實施檢查工作合法性的《就業服務法》、執行人口販運查緝的

《人口販運防制法》及公務人員應遵守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行政執行法》，及其他行政法總則中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罰

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國家賠償法》等，亦屬視為一體

的基礎內容。 

上述文中列舉的法規諸多，涉及很多的業務主管機關的專業範

圍。然而，就海岸巡防機關的角度，「靜態管理」中之研訂管理法

制、受理申請之准否、作成處罰裁決處分、受理救濟等，與業務主管

機關關連性強；而基於執法而發現違法行為的蒐證、取締的「動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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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始與海巡機關的執行較為密切。 

三、海巡法規之特質 

「海巡法規」屬於行政法各論中的一部，是以海岸巡防機關為主

體，欲使其扮演海域、海岸專責執法機關之相關執行法令之集合。其

與同為以執行為重心的警察法規或其他行政機關專用法規，有相同，

也有差異之處，以下就其特質分析。 

（一）以《海岸巡防法》作為法體系的基礎 

我國為發展海洋，欲仿效日本通過《海洋基本法》
10
。在 2017

年，立法委員賴瑞隆等 23 人連署提出有《海洋基本法》草案11
，擬

「作為政府依據及施行海洋事務之準則，達成海洋立國之目的」，送

請立法院審議。然該基本法係以海洋發展為主要訴求，其中與海域執

法相關者，僅有《海洋基本法》草案第 22 條提及，為符合國家發展

所需，促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及海事安全，政府應提升國軍、

海洋巡防航港及相關單位之軟硬體實力；另外，2019 年 11 月 20 日

公布施行之《海洋基本法》
12
，第 17 條規定：「各級政府應確實執行

海洋相關法規，對於違反者，應依法取締、處罰。」由以上可知《海

洋基本法》內容是以整個管轄海洋為規劃對象，而在海域執法的基本

策略與架構上，仍以《海岸巡防法》作為基礎，與其他業務主管機關

進行鏈結。 

                                                      
10 鄭裕民（2007），〈淺析日本通過「海洋基本法」之可能發展〉，《海巡雙月刊》，第

27 期，第 45 頁。 
11 「本院委員賴瑞隆、劉建國、陳曼麗、陳學聖、Kolas Yotaka 等 23 人，為建立完

善之海洋法規體系，整合臺灣海洋相關事務，以利臺灣海洋永續發展，維護臺灣

之海洋權益，特擬具『海洋基本法』草案。作為政府依據及施行海洋事務之準

則，達成海洋立國之目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

總第 962 號，委員提案第 20828 號，2017 年 5 月 17 日。 
12 2019 年 11 月 2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126571 號令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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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我國仿日本、美國成立海域專責執法機關，為能讓新

成立的機關迅速投入運作軌道，於是仿效該等國家在成立的新法中逕

與各執行的法律接軌；亦即透過《海岸巡防法》即可在無須再修訂相

關法律之情況下，執行與海域上犯罪及走私、非法入出國、交通、漁

政、環保等所有相關的法令
13
，即日本《海上保安廳法》第 15 條

「代位權」
14 之作法。《海岸巡防法》在作為基礎法的地位上，為海

巡人員的多種人員身分量身訂制特別規定；在地域管轄、事務管轄及

執法程序上也有特別的規定，例如搜索婦女的身體應由婦女行之
15
，

或者就使用器械的授權要件等，明定特別檢查的方式進行。本法規範

方式是以取得授權，包括管轄範圍、與其他機關分工、人員身分取得

及取得執行名義，故具有類似「基本法」地位
16
。其地位之高應拘束

其他法律，如與該法有不同時，應加以修定《海岸巡防法》為適

當
17
，期待建立海域執法之法律體系

18
。即使甫通過的《海洋基本

                                                      
13 另外有學者並認為《海岸巡防法》的授權方式並無法如此寬廣地授權，仍應由各

業務主管機關經過《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規定之「行政委託」的程序後，始符合

法制。並建議將該「執行事項」修訂為「接受相關行政機關之委託而為執行行

為」。黃異（2001），〈海岸巡防機關在行政組織法上的問題〉，《輔仁法學》，第 21
期，第 31 頁。 

14 葉雲虎（2014），〈論海上警察權之行使：以海巡機關之檢查職權為中心〉，《中央

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報》，第 3 期，第 31 頁。 
15 新修訂《海岸巡防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

不能由婦女行之時，全程錄影存證者，不在此限。」將原來限由婦女行之，修改

為與《刑事訴訟法》第 123 條相同，將更符合海巡署在海域執法時的特質，只是

為保障人權應明定搜索全程皆應錄影。 
16 「基本法」者，名為「法」，但在法律位階中乃創設最高的地位，期能透過此劃設

位階，附以特別程序，作為保障權利的制度。我國為強調出特別法或者無可替代

的地位，於 1999 年後開始有以「基本法」為名的法律出現，也引導出各領域為突

顯其比其他法律地位更高之法律。如《科學技術基本法》（1999 年 1 月 20 日）、

《教育基本法》（1999 年 6 月 23 日）、《環境基本法》（2002 年 12 月 11 日）、《通訊

傳播基本法》（2004 年 1 月 7 日）、《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 年 2 月 5 日）、《客家

基本法》（2010 年 1 月 27 日）等以基本法為名的法律。期待在相同的「法律」地

位的規範中，再劃出不同的等級，以作為指導或者不得違反的至高性，藉以立體

化對於相關權利的保障。 
17 陳國勝、陳力瑋（2017），〈巡防機關於公海漁業執法之適法性─以地域管轄為核

心〉，收錄《第 24 屆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永續海洋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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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9 或者新修訂《海岸巡防法》20

，對於以《海岸巡防法》作為海

巡機關海域執法之架構，亦不應受到影響。實務上，出現要求在各法

律將海巡機關明文入法，亦並不影響《海岸巡防法》在海域執法的至

高性。在適用將近 20 年以來，推動上面臨一些問題，為使更貼近實

務上的需求，乃提出修正草案，並於 2019年 5月 31日立法院完成三

讀程序。即使在新修訂《海岸巡防法》中，刪除原來規定第 1 條第 2

項的：「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律之規定。」依據海巡機關設立

之特殊目的及立法內容，其架構仍應視為特別規定
21
。只是在訂定相

關罰則之後，該法的特質諸多，將產生與其他法律競合情況，即應回

歸個別適用情形，例如即便自行定位為補充法的《行政罰法》
22
，其

與其他法律間的競合適用原則，仍存有討論空間。 

由《海岸巡防法》與其他海巡機關組織法規，可得出我國為海域

執法訂定之原則政策如下。 

                                                                                                                                  
上警察學系舉辦，第 22-24 頁。 

18 陳國勝（2017），〈論《海岸巡防法》之特別法〉，《中央警察大學水上警察學報》，

第 6 期，第 55-84 頁。 
19 由立法委員賴瑞隆等 23 人提出及連署「作為政府依據及施行海洋事務之準則，達

成海洋立國之目的」之《海洋基本法草案》。其中第 22 條有關執行之明文：「為促

進我國海洋權益、國家安全及海事安全，政府應提升國軍、海洋巡防航港及相關

單位之軟硬體實力，以符合國家發展所需。必要時，政府應支持相關產業之國際

合作、研發及製造。」《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2 號，委員提案第 20828
號，2017 年 5 月 17 日。 

20 2019 年 6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63501 號令修正公布。 
21 如同法第 1 條第 2 項刪除之修正理由所言：「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須視具

體情形判斷，爰依法制體例刪除第二項規定。」 
22 面對各種法律均已規定有處罰或處理方式，將出現《行政罰法》第 24 條規定從一

重處罰的問題。「行政罰法若具有總則性、統一性，即應調整或修訂其他法律配合

之，如果還是各行其是，即有違制定行政罰法之旨意。此時，應審慎考慮行政罰

法之基本法或準據法功能，應先檢視該特別法所規範之事項，是否有本質上之特

殊性而需為差別規定之必要，若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再檢視該差別待遇是否合

理。……特別法優先適用普通法之原則，不應是毫無例外。」李震山（2019），
《行政法導論》，三民出版，第 3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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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海巡機關作為一統海域執法力量 

過去「海巡五法」係四部海巡機關的組織法與《海岸巡防法》，

將海上的相關行政機關納編為海岸巡防機關，藉以達成海上執法由專

責執法機關負責之政策。此與日本、美國將成立新的海域執法機關

時，以一部法律處理關於海域執法機關相關問題不同。然而檢視我國

在海域執法政策時，五部法律應視為一體，將我國的海上與海岸的管

轄結合在一個海岸巡防機關之下，亦即在觀察《海岸巡防法》的相關

問題時，應將海巡相關組織法律作為一體而進行觀察的對象。現行

「海洋組織四法」
23 將海巡署調降編制，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上二級行政機關改為三級行政機關的位階，但其所扮演的角色，

非但不受影響，甚至隨著《漁業法》、《遠洋漁業條例》、《海岸管理

法》等修改或增訂後，海巡署正式開啟肩負起漁船安檢更積極的角

色
24
。 

2. 「海岸」與「海域」結合成一新的執法機關 

在 2000 年之前，我國之治安區域分成「海域區域」、「海岸區

域」、「內陸區域」。依據事務管轄分隸警察機關與海岸巡防司令部。

為強化「海域」與「海岸」的協調聯繫
25
，於是納編機關藉以整合地

域管轄，並再重新分配予警察機關、海巡機關、海關等行政機關。此

作為係為因應國家情勢變化所為，在當初訂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組

織法》，即訂有三年到四年的「優先發展海域」的機關定位，及海巡

                                                      
23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

織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各地區分署組織準則》等四部法令。 
24 劉春暉、周承緯（2018），〈分析執行維護漁船海事安全之職責分工─以漁業法第

49 條公布後為重點〉，收錄《第 25 屆水上警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央警察大學

水上警察學系舉辦，第 152-165 頁。 
25 1998 年發生海岸巡防司令部於嘉義與臺南交界之八掌溪班哨，軍方與警方因走私

品之處理發生爭執，乃至推擠、開槍。當事之行政院長蕭萬長指示政務委員兼國

防部長唐飛召開成立「海岸巡防總署籌備會」。邊子光（2005），《海洋巡防理論與

實務》，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第 3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