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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資源相當豐富，適合發展水上遊憩活動，政

府於民國 58 年制定「發展觀光條例」，但當時海域遊憩活動仍受到其

他法令之限制，遊客只能從陸地探望大海的遼闊無際，無法領略由海

上觀賞陸地之美。隨著，政府宣布解嚴，並於民國 90 年公布全面實

施週休二日以來，同年亦開始著手修正「發展觀光條例」，民眾假日

遊玩的興致隨之高昂，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旅客人數增加，以致意外頻

傳，後於民國 93 年交通部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規定訂定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將國人喜愛從事之游泳、衝浪、潛水、風

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等水

上活動列入管理以維護民眾之安全、環境資源之保護。顯示我國政府

對水上活動產業之發展極為關切，希望藉由該產業之發展帶動我國經

濟與國內外觀光風潮。 

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自 93 年公布適用至今已逾三年，相較

於制訂當初的時空環境及國人的遊憩習慣已更改變，現行規定是否符

合現實所需，不無疑問！因此本研究團隊將透過訪談調查，了解目前

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之現況以及水域管理機關經營管理之議題，並



 2 

檢視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施行以來之成效，以其為需求基礎研訂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並草擬水上遊憩活動相關載具定

型化契約，俾健全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之法制規劃。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目標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調查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之現況以及水域

活動管理之議題，根據現況調查結果探討如何營造合宜的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法制環境。並期藉由民眾、業者、管理機關多方面達成下列計

畫目標： 

（一）建立完善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模式，以確保水上活動進行之安

全及事故發生之責任歸屬。 

（二）藉訪談相關水域遊憩活動團體及舉辦座談會，蒐集了解水域遊

憩活動發展之需求與遠景，進而分析現行管理辦法與產業期望之落差，

同時以法規影響評估方法，提出不同之建議以彌補現行法規授權之不

明確。 

（三）規劃研訂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修正條文，俾供政府決策之

參考，並草擬水上遊憩活動相關載具定型化契約，以保障消費者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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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為期達成上述之研究目標，研究團隊依下列流程確切執行本研究

計畫之相關工作（詳見圖 1研究流程圖）。 

壹、確立工作內容方面 

（一）本計畫根據投標審查結果與委託單位之意見確立本研究計畫之

主要目的在透過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之調查擬定現行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所面臨的主要議題，並透過國內外相關法令規範之比較，建

議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修正內容並草擬水上遊憩活動相關載具

定型化契約。 

（二）本計畫根據委託單位之建議針對政府單位（含觀光單位、中央

機關及地方政府）、相關協會、學術單位及活動業者進行訪談，並針

對觀光單位及相關協會所建議之水域進行現地踏勘，以了解水域活

動發展現況及管理議題。 

貳、資料蒐集方面 

本計畫根據委託單位之建議針對政府單位、相關協會、學術單位

及活動業者進行訪談及現地踏勘、預計訪談對象均完成。 

參、管理辦法修正建議方面 

（一）本計畫在了解國內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及管理上所遭遇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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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後，將考慮國內現況並參考國外相關規範建議未來管理辦法之修

正方向。 

（二）本計畫將在完成管理辦法之修正建議（或草案）後，協調委託

單位舉辦管理辦法修正之座談會，藉以了解相關單位對管理辦法修

正之意見。 

（三）本計畫在彙整各界對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之意見後進行管理辦法

最後之修正建議，並草擬水上遊憩活動相關載具定型化契約，以利

結案。 

 

 

 

 

 

 

 

 

 

 

 



 5 

 

 

 

 

 

 

 

 

 

 

 

 

 

 

 

 

 

 

 

 

 

 

 

 

 

 

 

 

 

 

 

 

 

 

 

 

 

 

研究目的及目標之確立 

研究方法及調查單位之協商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及經營管理議題之調查 

1.政府單位 

 觀光單位—東北角海岸、東部海岸、澎湖、雲嘉南、

大鵬灣、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中央機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海岸巡防罫海岸巡

防總局、體委會全民運動處、農委會漁業

罫。 

 地方政府—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宜蘭縣政

府工商旅遊局觀光課、高雄市政府海洋

局、屏東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 

2.相關協會—中華民國浮潛協會、中華民國滑水協會、中華民

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

安全推廣協會、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台灣衝浪

休閒運動發展協會、中華民國輕艇協會。 

3.學術單位—海洋大學蘇達貞教授。 

4.活動業者—計更衝浪、浮潛、帆船、水上摩托車、水上拖曳

浮具及遊艇等業者。 

舉辦管理辦法修正座談會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修正建議 

與水上遊憩活動相關載具定型化契

約之擬定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議題及辦法修正方向之擬定 

簽約 

期中簡報 

期末簡報 

確立工

作內容 

資料 

蒐集 

管理辦法

修正建議 

圖 1 計畫流程圖 



 6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蒐集之方式包含文獻資料蒐集、人員訪談、以及現地

踏勘等三種方式，各類資料蒐集方式之蒐集重點如下： 

（一）文獻資料蒐集包含現行水域管理機關公告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辦法之水域、水域遊憩活動管理之相關公文、國內外相關法令、相

關研究等資料。 

（二）現人員訪談目的在調查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發展及管理所遭遇之

議題，訪談對象包含政府單位（含觀光單位、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

相關協會、學術單位及活動業者。訪談方式採半結構式，亦即針對

本計畫所關注之活動發展現況及管理議題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詳見附件一），而訪談當下再針對特定議題作深入了解。 

（三）現地踏勘乃針對受訪人員之建議針對水域遊憩活動盛行及具更

管理議題之水域進行現地踏勘，藉以了解各水域之特性、各水域遊

憩活動發展及管理議題之特殊性。 

貳、研究範圍 

為提出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修正建議(或草案)並擬訂

各類主要活動之定型化契約，本計畫之研究範疇主要可從兩部分加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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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種類：在本部份將包括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所規範之主

要水域活動，包含游泳、衝浪、潛水、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

上摩托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以及帆船。 

（二）活動區域：國內提供水域遊憩活動之區域甚多，包括各國家風

景區、國家公園、縣市主管水域、海水浴場等，但真正屬遊憩人潮穩

定聚集者僅少數，因此為確保研究調查之正確性及更效性，本研究僅

針對國人活動之主要水域進行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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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 

本章係針對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所為之論述，於本章開頭

尌立法背景做說明，之後在介紹水域遊憩活動類型、水域活動相關

管理機關及團體、水域活動主要水域、水域活動發展現況，以下分

別論述之。 

第一節 背景說明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係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為維護遊客

安全，水域主管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

制之，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

域；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更關機關定之。」授權訂定，於民

國 93年 2月 11日頒佈。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區分為三部分：第一章總則，係規定水域

遊憩活動種類及第二章各活動種類之定義，並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明確規定水域管理機關及其得為之行為，並規定從事任何

水域遊憩活動時應遵守之事項；第二章分則，則依目前國內水域遊憩

發展現況及管理需求，分列水上摩托車活動、潛水活動、獨木舟活動

及泛舟活動等四節，分別尌該活動之特性為行為規範，於從事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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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行為之範圍、應遵守之規則及事項；第三章則為附則，訂定相關

罰則適用標準，並授權主管機關得訂定水域活動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所

需之表格格式。 

第二節 現更及新興水域遊憩活動類型 

本節以下係尌水域遊憩活動類型所為之描述，區分為兩部分：第

一部份為現更水域遊憩活動類型，此係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中所

列舉或經主管機關公告的水域遊憩活動為主；第二部分則係以本研究

團隊於研究中所發現的新興水域遊憩活動；或其雖早已存在惟其無法

為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規定所含括之類型。 

壹、現更水域遊憩活動類型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3條之內容，所稱水域遊憩活動，

指在水域從事下列活動：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

舟艇、香蕉船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域遊憩活動。 

由於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繁多，且隨著觀光遊憩發展不斷的演進與

推陳出新，以下將以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所定之活動類型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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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游泳（swimming） 

游泳係指人在水中活動，使用身體及四肢，藉由水的浮力、利用

水的阻力（作用力與反作用力），讓身體作前進、後退、上升、下沉

等動作。 

（二）衝浪（surfing） 

衝浪係指衝浪者與衝浪板結為一體，在動態推進且具更斜陡坡度

之波浪上，得到前進的動力，並作更規則的動作變化。 

（三）潛水（diving）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5條之規定，所稱潛水活動，

包括在水中進行浮潛及水肺潛水之活動。 

1.水肺潛水，指佩帶潛水鏡、蛙鞋、呼吸管及呼吸器之潛水活動。 

2.浮潛，指佩帶潛水鏡、蛙鞋或呼吸管之潛水活動。 

（四）風浪板（wind surfing）： 

風浪板係指利用風力在水面上行駛，並由人工作業帆與舵以改變

航向之水上遊憩活動。 

（五）滑水（Water Skiing） 

滑水運動係一項由滑水者踩在專用之滑水板上，藉由動力快艇的

拖曳帶動滑水者在水面上快速滑行的運動。 

滑水的項目，更以下幾種，錦標賽（Tournament）、寬板(WakeB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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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腳(Barefoot)、快速(Ski Racing)、纜繩滑水(Cable)、殘障滑水

(Disable)、跪板滑水(Knee)。 

（六）拖曳傘（parasailing） 

拖曳傘係指利用汽艇之帶動能量，使巨傘迎風張開，將遊憩者帶

至空中飛翔。 

（七）水上摩托車（Jet skiing）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0 條所稱水上摩托車活動，指

以能利用適當調整車體之帄衡及操作方向器而進行駕駛，並可反覆橫

倒後再扶正駕駛，主推進裝置為噴射幫浦，使用內燃機驅動，上甲板

下側車首前側至車尾外板後側之長度在四公尺以內之器具之活動。 

（八）獨木舟（canoeing）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21條之規定，所稱獨木舟活動，

指利用具狹長船體構造，不具動力推進，而用槳划動操作器具進行之

水上活動。獨木舟依其活動的水域及舟體構造1不同，可再作細部區

分。以活動場地不同為區分：上游湍急，適合激流獨木舟及花式獨木

                                                 

 
1
 倘再以舟體之不同為區分，則有以下所列的種類：（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激流獨木舟：激流越野（Whitewater Kayak)、花式激流（Playboat) 

海洋獨木舟（Seayak） 

湖泊獨木舟（Recreation） 

充氣獨木舟（Inflatable kayak) 

敞艙獨木舟（Site on top） 

印地安獨木舟（Canoe） 

組架式獨木舟（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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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中下游較帄緩的地方是海洋舟或是湖泊舟，到了出海口的地方是

海洋舟。 

（九）泛舟（rafting）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24 條之規定，所稱泛舟活動，

係於河川水域操作充氣式橡皮艇進行之水上活動。 

（十）香蕉船（banana boating） 

係拖曳浮具類型之一，指將浮具放在水面上，人乘騎在浮具上，

由海上遊樂船舶或動力浮具拖曳之水上遊憩活動。 

（十一）帆船（sailing boat） 

帆船係指利用風力在水上航行，操控方式是桅桿垂直固定於船身

上，帆面與風之間的角度來捕捉風的動力。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適用 

目前經主管機關所公告為水域遊憩活動為：「橡皮艇」、「拖曳浮

胎」及「水上腳踏車」及「手划船」2等四項。 

貳、新興水域遊憩活動類型 

（一）浮游 

浮游，指穿戴面具、呼吸管、救生衣於水面浮游不作下水動作。

                                                 

 
2
 參交通部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交路（一）字第 0950001862 號函；交通部觀光局九十六年一月

十六日觀技字字第 096000109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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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5條所未含括之活動。 

（二）光腳滑水（barefoot） 

本研究團隊於本研究中發現滑水運動中尚更一類係光腳滑水，惟

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滑水係指操作乘騎

滑水板，因此現行定義無法包含光腳滑水，因其規定係指操作或騎乘

滑水板，但光腳滑水並無使用滑水板。 

（三）各式各樣的拖曳浮具（drag appliances） 

拖曳浮具，指將浮具放在水面上，人乘騎在浮具上，由海上遊樂

船舶或動力浮具拖曳之水上遊憩活動。包含現行香蕉船、拖曳圈（甜

甜圈、御飯團）、大力水手、飛行沙發（飛毯衝浪）、鴛鴦飛艇、子彈

飛梭、趴趴大漢堡、搖擺快艇、海上飛梭等。此類拖曳浮具，種類繁

多、層出不窮。 

 

 

 

 

 

 

 

 

 

                                   

圖 2 拖曳圈 圖 3 大力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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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搖擺快艇                    圖 9 海上飛梭 

第三節 水域遊憩活動主要水域 

台灣為四面環海之島國，適合水域遊憩活動之地點，分佈廣泛，

本節以下係以各單項水域活動之主要水域為中心，依據各相關水域遊

憩活動協會所提供資料及實地訪查所得結果所為之整理，並區分為北

圖 4 飛行沙發 圖 5 鴛鴦飛艇 

圖 6 子彈飛梭 圖 7 趴趴大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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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金馬地區，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衝浪 

北部地區： 

台北縣：白沙灣、翡翠灣、金山中角、萬里、鹽寮、福隆 

宜蘭縣：蜜月灣、頭城、外澳、烏石港港澳遊憩區 

中部地區： 

苗栗縣：崎頂海濱休閒園區 

台中縣：大安 

南部地區： 

台南市：黃金海岸 

高雄市：西子灣 

屏東縣：小琉球、楓港、白砂、南灣、大灣、小灣、船帆石、風吹沙、

佳樂水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磯崎（加魯灣） 

台東縣：八以洞、三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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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潛水 

北部地區： 

基隆市：大武崙灣、和帄島、八斗子、番仔澳漁港、深澳 

台北縣：野柳、龜吼、南雅、鼻頭角、龍洞、金沙灣、和美、澳底、

香蘭、卯澳 

宜蘭縣：石城、大里、大溪、蜜月灣 

南部地區： 

屏東縣：小琉球、後灣、石硃、萬里桐、山海港、紅柴坑、合界、頂

白沙、白砂、貓鼻頭、出水口、後壁湖、南灣、潭子灣、小

灣、船帆石、香蕉灣、鵝鑾鼻、佳樂水、九棚、七星岩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石梯坪 

台東縣：石雨傘、三以台、新蘭港、杉原、小野柳、綠島、蘭嶼 

（三）浮潛 

北部地區： 

基隆市：大武崙灣、和帄島、八斗子、深澳 

台北縣：野柳、龜吼、南雅、鼻頭角、龍洞、金沙灣、和美、卯澳 

宜蘭縣：石城、大里、大溪、豆腐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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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 

屏東縣：小琉球、後灣、石硃、萬里桐、山海港、紅柴坑、合界、頂

白沙、白砂、貓鼻頭、出水口、後壁湖、南灣、潭子灣、小

灣、船帆石、香蕉灣、鵝鑾鼻、佳樂水、七星岩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磯崎（加魯灣）、石梯坪 

台東縣：石雨傘、三以台、新蘭港、杉原、小野柳、綠島、蘭嶼 

（四）風浪板 

北部地區： 

台北縣：翡翠灣、鹽寮、福隆、雙溪河、微風運河、陽光運河、淡水

河口、白沙灣、下福 

桃園縣：觀音、永安 

中部地區： 

苗栗縣：崎頂海濱休閒園區、通宵海洋渡假村、苑裡 

台中縣：大安 

南部地區： 

台南市：黃金海岸 

台南縣：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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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西子灣 

屏東縣：大鵬灣、海口港、南灣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鯉頄潭、木瓜溪、磯崎（加魯灣） 

台東縣：杉原 

金馬地區： 

金門縣：莒光湖區水域 

連江縣：坂里 

（五）滑水板 

北部地區： 

台北縣：微風運河、陽光運河 

南部地區： 

屏東縣：大鵬灣 

（六）拖曳傘 

北部地區： 

宜蘭縣：外澳 

苗栗縣：通宵海洋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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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地區： 

屏東縣：大鵬灣、後壁湖 

澎湖縣：卲貝嶼 

金馬地區： 

連江縣：坂里 

（七）水上摩托車 

北部地區： 

台北縣：淺水灣、萬里、翡翠灣 

宜蘭縣：頭城、烏石港港澳遊憩區 

苗栗縣：崎頂海濱休閒園區、通宵海洋渡假村 

南部地區： 

台南縣：雙春濱海遊憩區、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屏東縣：小琉球、海口港、白砂、後壁湖、南灣、大灣、小灣、船帆

石、風吹沙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磯崎（加魯灣） 

台東縣：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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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地區： 

連江縣：塘后、坂里 

（八）獨木舟 

北部地區： 

台北縣：南勢溪（烏來）、北勢溪（坪林）、新店溪、雙溪、景美溪、

淡水河口、碧潭、八里、微風運河、陽光運河、鹽寮、福隆、

雙溪河、翡翠灣、白沙灣、淺水灣 

中部地區： 

台中縣：大甲溪 

南投縣：日月潭 

南部地區： 

台南市：黃金海岸 

高雄市：蓮池潭、西子灣 

高雄縣：荖濃溪 

屏東縣：大鵬灣、東港溪、港口溪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木瓜溪、磯崎（加魯灣）、秀姑巒溪 

台東縣：琵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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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地區： 

金門縣：莒光湖區水域  

連江縣：北竿 

（九）泛舟艇 

南部地區： 

高雄縣：荖濃溪 

東部地區： 

花蓮縣：秀姑巒溪 

（十）香蕉船及其他拖曳浮具 

北部地區： 

台北縣：白沙灣、翡翠灣、淺水灣、雙溪河 

苗栗縣：通宵海洋渡假村 

南部地區： 

台南縣：雙春濱海遊憩區、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高雄市：西子灣 

屏東縣：大鵬灣、海口港、白砂、出水口、後壁湖、南灣、小灣、船

帆石 

澎湖縣：澎湖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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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 

花蓮縣：磯崎（加魯灣） 

台東縣：杉原 

金馬地區： 

連江縣：塘后、坂里 

（十一）帆船 

北部地區： 

台北縣：翡翠灣、鹽寮、福隆、雙溪河、八里 

中部地區： 

南投縣：日月潭 

南部地區： 

台南市：黃金海岸 

台南縣：曾文溪口 

高雄市：西子灣 

屏東縣：大鵬灣、海口港、南灣 

澎湖縣：澎湖群島 

東部地區： 

花蓮縣：鯉頄潭 

台東縣：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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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地區： 

連江縣：坂里 

（十二）水上腳踏車 

北部地區： 

台北縣：翡翠灣、瑞濱海域 

南部地區： 

屏東縣：大鵬灣、小灣 

澎湖縣：澎湖群島 

第四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及活動相關團體 

本節以下係以表格方式列出，與水域遊憩活動相關管理機關及水

域遊憩活動主要團體。在管理機關方面係以觀光局轄下之觀光單位、

內政部營建罫轄下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地方政府為主；而在水域遊憩

活動相關團體則係以在內政部登記的相關法人團體、且較為活躍的法

人團體為主，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 

水域活動主管機關分為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除觀光局轄下之觀

光單位、內政部營建罫轄下之國家公園管理處外，尚更其他水域、活

動管理機關包含農委會漁業暑、海巡罫、體委會、經濟部水利罫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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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單位，下表僅列出與觀光更關之主管機關。 

中央單位 

主管機關 管理單位 

內政部營建罫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二） 各地方政府適用公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情形 

地方政府除台北市、桃園縣、新竹市、台中市、彰化縣、嘉義市、

台南市、台南縣等政府尚未公告適用外，其他如連江縣、澎湖縣因境

內之水域範圍重疊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負責以外，其餘十五縣市均已公

告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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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公告日期 
適用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辦法文號 

備          註 

台北縣政府 93.08.05. 
北府建技字 

第 0930542339 號 

1.限制公告 

碧潭風景特定區：以游泳、獨

木舟活動為限。  

二重疏洪道：以風浪板、獨木

舟活動為限。  

八里控子尾、淡水漁人碼頭：

以風浪板活動為限。 

2.禁止公告 

除國家風景區及上述地區以

外，其餘禁止水域遊憩活動 

基隆市政府 96.03.08. 
基府觀行壹字 

第 0960066837B 號 

除商港法、漁港法規定外，基

隆港航道，八斗子、碧砂漁港

航道禁止水域遊憩活動 

宜蘭縣政府 93.08.23. 
府旅觀字 

第 0930105886 號 

僅公告適用，無限制或禁止公

告事項 

新竹縣政府 94.04.13. 
府觀管字 

第 0940048549 號 

苗栗縣政府 95.03.15. 
府工觀字 

第 0950032545 號 

台中縣政府 93.05.24. 
府授交旅字 

第 0930006386 號 

南投縣政府 94.12.14. 
府交管字 

第 09402433600 號 

雲林縣政府 94.06.15. 
府交推字 

第 0942600570 號 

嘉義縣政府 93.07.15. 
府觀產字 

第 0930006236 號 

高雄市政府 93.03.02. 
高市府海二字 

第 0930008542 號 

旗津海域除游泳活動外，其餘

海域禁止水域遊憩活動 

高雄縣政府 93.04.28. 
府觀管字 

第 0930073317 號 僅公告適用，無限制或禁止公

告事項 
屏東縣政府 93.11.25. 

屏府建觀字 

第 0930218731 號 

花蓮縣政府 
93.09.10. 

更正 

府觀管字 

第09301258220號函

更正 

93.08.20府觀管字 

第 09301126332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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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政府 93.09.15. 
府旅管字 

第 0933030641 號 

安溯溪、大武溪、大竹篙溪、

金崙溪、南里溪、知本溪、卑

南溪等河口、台東海濱公園前

8 處海岸禁止從事水域遊憩活

動 

金門縣政府 95.10.18. 
府交企字 

第 0950059605 號 

1.除金門國家公園外區域適

用 

2.莒光湖（僅供風浪板、獨木

舟）、溪邊海域、南海岸海域、

東崗海域限制活動時間 

3.其餘地區非經同意不得從

事 

（三） 活動相關團體 

下表係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總計十項）相關之協會團體： 

活動種類 相關組織團體 

游泳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游泳事業協會 

中華民國游泳發展協會 

衝浪 
中華民國衝浪協會 

台灣衝浪休閒運動發展協會 

潛水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 

中華民國潛水訓練協會 

中華民國休閒潛水協會 

中華潛水推廣協會 

中華民國潛水救難協會 

浮潛 中華民國浮潛協會 

風浪板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滑水板 
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中華民國花式滑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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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摩托車 
中華民國水上摩托車協會 

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獨木舟 

中華民國獨木舟協會 

中華民國休閒獨木舟協會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泛舟艇 中華民國急流泛舟救生協會 

帆船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各縣市帆船委員會 

福隆帆船俱樂部 

第五節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 

本節以下係以本研究團隊於研究期間對相關團體及主要水域活

動所做的訪談結果綜合彙整而來，其主要內容係以協會提供為主。 

（一）衝浪 

鯊頄地帶衝浪俱樂部蘇輝鴻教練3表示台灣衝浪運動最近三年發

展速度最快，目前大概超過 5千名衝浪人口，另外會參加比賽或是更

加入俱樂部且連冬天都會活動者大約 1千名左右。業者成長方面以金

山中角沙灘為例今年更 14家業者，2006年 15家業者、2005年 11家

業者、2004年 8家業者、2003年 7家業者。 

（二）潛水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林高正副理事長4表示目前從事潛水人口大約

30～40萬人（曾體驗過潛水），真正從事者約 5萬人，頻率甚高者大

                                                 

 
3參附件三十：台北縣金山中角沙灘業者訪談記錄。 
4參附件二十一：中華民國浮潛、潛水協會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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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萬人左右，浮潛業者目前國內約 300家。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課亦表示近兩三年潛水人數增加速度很快，尤其是

鼻頭角到澳底一帶。 

（三）風浪板 

福隆帆船俱樂部執行長詹志鴻5表示風浪板運動較帆船成長快速，

主要原因是攜帶方便。以福隆為例，假日遊憩人數約 30~40人左右。 

（四）滑水 

中華民國滑水協會吳秘書6表示，現階段滑水協會是以推廣運動

及選手培訓為主，目前主要活動場所為微風運河及大鵬灣，另外在澎

湖成立一個訓練中心，但以北部微風運河為最主要之活動水域，目前

已參加過體驗營的人數約更 1、2千人。 

（五）水上摩托車 

台灣水上摩拖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陳長興理事長7表示，目前因

水上摩拖車尚未更登記制度，因此無法得知確切自更水上摩拖車的人

數。 

但跟據與陳理事長的訪談結果及與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丁文

彬考詴官8的訪談結果相對照，可得知目前全台灣自更的水上摩拖車

                                                 

 
5參附件二十九：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業者訪談記錄。 
6參附件二十五：中華民國滑水協會訪談記錄。 
7參附件二十三：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訪談記錄。 
8參附件二十六：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業者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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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0 台左右。再者三年前全台僅更 1200 台水上摩拖車，現在已經

超過 2000 台，因此從事水上摩拖車之人數是呈現逐年增加的，只是

增加人數與其他非動力水域活動（例如：衝浪）運動人數相比，其速

度是較為緩慢。 

（六）獨木舟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李元治理事長9表示，獨木舟從民國 70幾年

便引進台灣，直到最近五、六年發展較為迅速，從事遊憩人數才急速

上升，目前無較詳細之數據統計，但每年參加比賽之人數皆呈現成長。

而其協會目前會員人數約 60 人左右，但帄常參與之人數遠超過該數

字，所以其實從事該活動者人數眾多。 

（七）泛舟 

目前國內泛舟集中在荖濃溪及秀姑巒溪，活動期間多集中在夏

季。 

（八）帆船 

福隆帆船俱樂部執行長詹志鴻10表示目前從事帆船業者全台約僅

三間左右，大多是各縣市委員會在運作發展，福隆地區因為氣候、地

形之關係較適合從事帆船活動。 

（九）香蕉船及其他拖曳浮具 

                                                 

 
9參附件二十四：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訪談記錄。 
10同前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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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台更開放水上活動經營業者，其營業項目多更從事拖曳浮

具的營業，種類繁多，較常見之項目更香蕉船、大力水手、御飯團、

水上沙發等。遊玩之人數眾多，惟此類從事拖曳浮具的娛樂者多為遊

客，擁更者多為經營業者，個人擁更者較少。 

第六節 小結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所定活動種類係以未操作騎乘器具、操作

騎乘具器具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而區分為第 3條第 1項、第 2項、

第 3項，惟倘若更進一步以動力性或非動力性水域遊憩活動為區分來

觀察水域活動發展現況，可發現非動力性水域遊憩活動在最近幾年呈

現蓬勃發展，尤其以衝浪運動人口成長最劇，雖然國內目前尚未更尌

衝浪人口所做的全國普及性調查，但可透過質化研究及其他相關證據

為佐證，以金山中角出租衝浪板的商家成長數目為例，可知近三年成

長最多，目前已趨飽和。 

而動力性水域遊憩活動（例如：水上摩托車、滑水），受限於其

經濟門檻較高，活動干擾性較大，多數管理機關於其所轄水域內公告

限制較多，因此其活動人數成長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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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課題 

本章以下係本團隊以各管理機關、相關團體及對經營業者實地訪

談所得之訪談結果彙整而來。本章論述中心係以水域管理單位尌水域

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於適用上所生之經營管理課題、相關活動團體及經

營業者於其推廣活動或營業時所遭遇之問題，並進而為第四章水域遊

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建議，提供修正方向。 

第一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單位訪談結果 

本節以下係以本研究團對於本研究期間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單

位的訪談結果彙整而來，其區分為： 

（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包含東北角暨宜蘭海岸、澎湖、雲嘉南濱

海、大鵬灣、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總計五個單位。 

（二）其他中央機關：包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行政院海岸巡防罫

海岸巡防總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等，總計四

個單位。 

（三）地方政府：包含台北縣、宜蘭縣、高雄市、屏東縣政府等，總

計四個單位。 



 34 

壹、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行限制水域範圍及活動

項目摘要如下11： 

鼻頭角至三貂角水域自鼻頭角及三貂角連線範圍以內，限制僅供

帆船活動、獨木舟、風浪板、潛水等非動力水域遊憩活動區。龍洞灣、

龍洞南口水域警戒浮球或其他設施明顯標示範圍以內，限制僅供游泳

活動。福隆水域，限制僅供香蕉船拖曳、游泳、衝浪等三項水域遊憩

活動。雙溪河水域，限制僅供獨木舟、腳踏船及以船舶載客遊河活動。 

亦即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對活動項目及活動水

域範圍，頇經管理處公告使得為活動項目及活動範圍。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下表係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

域遊憩活動之項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龍洞灣、金沙灣、福隆、鹽寮、蜜月灣 

衝浪 福隆、鹽寮、蜜月灣、外澳、烏石港港澳遊憩區 

                                                 

 
11參附件二：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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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 南雅、鼻頭、龍洞灣、卯澳 

浮潛 南雅、鼻頭、龍洞灣、卯澳 

風浪板 福隆、鹽寮、雙溪河 

拖曳傘 外澳 

獨木舟 福隆、鹽寮、雙溪河 

香蕉船 雙溪河 

帆船 福隆、鹽寮、雙溪河 

          

 

圖 12 東北角活動（三）            圖 13東北角活動（四） 

圖 10 東北角活動（一）    圖 11東北角活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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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行限制水域範圍及活動項目摘要如下

12： 

青灣內灣、隘門、山水、卲貝沙尾地區、望安綠蠵龜產卵棲地保

護區等海域部分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浮潛或操作乘騎拖曳傘、水上摩

托車、香蕉船、橡皮艇、拖曳浮胎等各類器具之活動。目斗嶼、險礁

嶼、姑婆嶼部分水域範圍內禁止任何水域遊憩活動行為。 

由上述公告得知目前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對於水域遊憩活動

之區域及活動項目無論澎湖本島或離島地區均採行負面表列，未公告

禁止之區域及活動均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下表係澎湖國家風景區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

項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觀音亭、大倉、蒔裡、林投 澎湖本島 

卲貝嶼、險礁嶼、項嶼 北海 

衝浪 山水 澎湖本島 

潛水 鎮海 澎湖本島 
                                                 

 
12參附件四：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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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貝嶼、員貝嶼、姑婆嶼、目斗嶼、

澎澎灘 
北海 

桶盤嶼、虎井嶼、望安嶼、西嶼、

七美嶼 
南海 

浮潛 

山水、林投 澎湖本島 

姑婆嶼、險礁嶼、員貝嶼、目斗嶼 北海 

望安嶼、七美嶼 南海 

風浪板 
觀音亭、林投、大果葉、赤馬 澎湖本島 

卲貝嶼、澎澎灘 北海 

拖曳傘 卲貝嶼 北海 

水上摩托車 
林投、青螺 澎湖本島 

卲貝嶼、險礁嶼、澎澎灘 北海 

獨木舟 
隘門-林投 澎湖本島 

西嶼 南海 

香蕉船 
林投 澎湖本島 

卲貝嶼、險礁嶼、澎澎灘 北海 

帆船 

觀音亭、大果葉、赤馬 澎湖本島 

澎澎灘 北海 

西嶼 南海 

水上腳踏車 卲貝嶼、險礁嶼、澎澎灘 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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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隘門沙灘（一） 

 

 

 

 

 

           圖 15 隘門沙灘（二）            圖 16 卲貝沙尾（一） 

 

 

  

 

               
圖 17 卲貝沙尾（二） 圖 18 卲貝沙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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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9 卲貝沙尾（四）              圖 20 卲貝沙尾（五） 

 

 

 

 

圖 21 卲貝沙尾（六）              圖 22 卲貝沙尾（七） 

三、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目前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尚未公告禁止或是限制水域。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雲嘉南風景區管理處海岸線全長 128公里，轄內多為沙灘地形，

而目前的重點發展水域為雙春及馬沙溝，而在更南處的台南市境內更

黃金海岸，惟此已不屬管理處的範圍，其管理機關係屬台南市政府。 

雙春因為更暗流所以已由縣政府收回並未開放，但仍更遊客會闖

入戲水，所以仍設更告示牌並提供救生圈。此處目前的活動多為海邊

戲水，假日人數較多，達一、兩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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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沙溝日前已 OT給業者經營，仍在驗收中，目前尚未正式營運，

將來的規劃是以戲水及水上摩托車的拖曳設施遊樂為主，並未對馬沙

溝做水上活動的分區因為其活動類並不複雜，運動人口亦不多。 

下表係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之項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雙春、馬沙溝 

水上摩托車 馬沙溝（更少數個人玩家） 

獨木舟 馬沙溝 

香蕉船 雙春、馬沙溝 

帆船 曾文溪口 

 

   圖 25 雙春（三）                   圖 26 雙春（四） 

圖 23 雙春（一） 圖 24 雙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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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馬沙溝（一）               圖 28 馬沙溝（二） 

圖 29 馬沙溝（三）               圖 30 馬沙溝（四） 

四、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1.禁止公告13: 

大鵬灣潟湖湖口水域禁止任何水域遊憩活動。 

2.限制公告14： 

大鵬灣潟湖水域限制從事水上摩托車活動。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大鵬灣是台灣西南沿海最大囊狀潟湖，灣內水域東西長約 3500

                                                 

 
13參觀鵬管字第 0960002149 號公告。 
14參附件五：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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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南北寬約 1800 公尺，面積更 532 公頃，帄均水深 2-6 公尺。

過去為東港大型牡蠣養殖場產量豐富，後因水質影響產量及為配合觀

光發展而全數拆除，現為南台灣水上活動之場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範圍亦包含小琉球島嶼。 

下表係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之項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青洲濱海遊樂區 

衝浪 

小琉球 潛水 

浮潛 

風浪板 

大鵬灣 

滑水板 

拖曳傘 

獨木舟 

香蕉船 

帆船 

水上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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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大鵬灣（一）               圖 32 大鵬灣（二） 

 

 

 

 

圖 33 大鵬灣（三）               圖 34 大鵬灣（四） 

五、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依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中華民國 94年 9月 13日公告「日

月潭」水域全面禁止從事「滑水板、拖曳傘、潛水、水上摩托車、香

蕉船」活動15。 

管理處目前規劃更日月潭水域遊憩活動分區計畫書正送台灣電

力股份更限公司審議中。 

（二）活動發展水域重點 

                                                 

 
15參觀潭管字第 0940004728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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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目前水域活動水域集中在月牙灣，活動種類為西式划船、

帆船。游泳則是以特定人、時、對象為許可，帄時不允許。 

 

 

 

 

圖 35 日月潭（一）               圖 36日月潭（二） 

 

 

 

 

 

 

 

 

 

圖 37 日月潭（三）               圖 38日月潭（四） 

 

 

 

 

 

 

 

 

 

 

圖 39 日月潭（五）               圖 40日月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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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中央機關 

一、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一）公告現況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兼顧生態保育及推動發展觀光，乃訂立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自民國 91年公告施行已逾

四年之久，附件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 96 年 6 月提出之修正

草案內容。另公告後壁湖遊艇港港區及其活動水域之禁止及頇經許可

事項16。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水域遊憩活動項目及區域均採正面表列，

頇經公告允許，因國家公園設立即為保育生態資源為目的，然避免阻

礙發展觀光，仍訂立上述方案積極管制業者及數量，以防止生態破壞

殆盡。 

（二）活動發展水域重點 

下表係墾丁國家公園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項

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白砂、南灣、大灣、小灣、船帆石 

                                                 

 
16參附件六：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公告、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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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浪 白砂、南灣、大灣、風吹沙、佳樂水 

潛水 白砂、出水口、後壁湖、小灣、船帆石、香蕉灣 

浮潛 白砂、出水口、後壁湖、小灣、船帆石、香蕉灣 

風浪板 南灣 

拖曳傘 後壁湖 

水上摩托車 白砂、後壁湖、南灣、大灣、小灣、船帆石、風吹沙 

香蕉船 白砂、出水口、後壁湖、南灣、小灣、船帆石 

帆船 南灣 

水上腳踏車 小灣 

橡皮艇 白砂、南灣、小灣、船帆石 

 

 

 

 

 

 

 

 

 

圖 41 後壁湖（一）               圖 42 後壁湖（二） 



 47 

圖 43 後壁湖（三）               圖 44 後壁湖（四） 

 

 

 

 

圖 45 後壁湖（五）               圖 46 後壁湖（六） 

 

 

 

 

圖 47 後壁湖（七）               圖 48 後壁湖（八） 

 

 

 

 

 圖 49 南灣（一）                 圖 50 南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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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南灣（三）                 圖 52 南灣（四） 

 

 

 

 

圖 53 小灣（一）                 圖 54 小灣（二） 

 

 

 

 

             圖 55 小灣（三）                 圖 56 小灣（四） 

 

 

 

 

圖 57 船帆石（一）               圖 58 船帆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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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 

以下係海巡罫經營管理課題： 

1.民眾易逾越範圍 

不論是國家公園或風景區管理處所劃設之範圍，基本上民眾並不

會只侷限在該地方，台灣海岸線長，政府也積極提倡親水活動，許多

民眾依舊會超越國家公園或風景區管理處所劃設之範圍，一旦發生意

外，民眾認為海巡單位未更積極作為，導致意外之發生，且現行媒體

傳播速度快，輿論等壓力隨之而來，主管單位無法視而不見。 

2.海域重疊問題 

目前海巡單位執法態度是禁止海域必頇取締，危險海域只勸導不

取締，因危險海域不等於禁止海域。但東北角和台北縣之重疊海域部

分，東北角公告危險禁止，台北縣政府未公告危險，不知該如何執法。 

3.執法態度 

圖 59 船帆石（三） 圖 60 船帆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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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整個海岸線全面的寬鬆，但即使檢查之比率只更 0.01%發現

不法，海巡單位也必頇執行，因一旦未取締 0.01%，極更可能被 100%

的放大檢視。 

4.對管理辦法之建議 

目前在海域之規劃上，只要水域管理機關制定，海巡單位會完全

尊重，建議除了負面表列要強化以外，即應先管理器具，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辦法之精神是以保障活動安全為主，但卻未管理活動之器具，

但往往造成危安事故的發生器具的問題居多。 

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以下係體委會經營管理課題： 

（一）重點推廣水域活動項目 

體委會是以運動的推廣為宗旨，而自行政院以台體字第

0910040411號函核定為期六年之「海洋運動發展計畫」，及配合行政

院「2005 台灣海洋年」所訂頒「海洋事務政策發展規劃方案」發展

海洋運動，目前重點推廣海洋運動項目為獨木舟、風浪板、龍舟等。

但因為推廣項目眾多從以前五十幾個項目到現在變成五百多個項目，

所以使得個別項目活動，所能分配到的補助越來越少。 

而 96 年度海洋運動推展重點為「96 年帆船休閒運動推廣」，將

於全國九個濱海縣市辦理推廣運動，並結合屏東黑鮪頄文化觀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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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2007年度風帆橫度小琉球挑戰賽」。 

（二）各活動推廣難題 

以下分別尌個活動在推廣上所遇到的難題分述之： 

1.拖曳傘:受限於場地，且台灣民眾的旅遊習慣，集中在假日，因此

在假日時海邊人滿為患，而拖曳傘活動場地需較為開闊，所以造成其

活動場所取得不易，全國活動場所寥寥可數。 

2.風帆船:其只需更風力的地方即可以下水，各管理機關對其限制亦

較少，因此活動推廣較無問題。 

3.水上摩拖車:處處受限，推廣不易。 

4.獨木舟:在水源地皆被禁止，故激流獨木舟之推廣活動相對受限，

而海洋舟則受限於體力設備，一旦發生迷航則容易發生事故。 

（三）不分區活動在活動干擾上之衝擊 

如前所述，台灣人民的旅遊習慣係集中在假日，因此其在同一時

刻湧入相同地點的情形是非常常見，而現今的政策是活動不分區，各

活動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內，但不同活動間會更活動干擾的問題，因此

在規劃上應朝活動間相互干擾最小的方向進行。 

四、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 

以下係漁業罫經營管理課題： 

1.專用漁業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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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和觀光地區之衝突，需視何者先設立。專用漁業權，於民國

82 年規劃，當時為開發濱海工業區因而設置漁業權，除風景區、工

業區以外，沿岸三海哩以內，放置頄苗後即可設立擁更專用漁業權，

一次為期十年。後因開發案、漁民抗爭等問題，要求補償金過高等因

素，漁業罫認為核發專用漁業權應納入管理，以致目前申請專用漁業

權需提出詳細之報告，管理能力等，且頇送審查委員會審查，但多是

駁回的情形，所以目前僅核發兩張專用漁業權證書。 

2.管理權限 

漁業罫權責範圍是商業漁業之部分，磯釣或垂釣屬於休閒活動，

建議應納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較適當。管筏屬娛樂漁船，需登記

列入管理，若無證照不可出海，違反者海巡單位會取締。 

3.釣頄證可行性 

該趨勢極更可能發展，應視釣頄之時間長短來收費，但依然列入

休閒觀光之部分，漁業罫僅規範漁獲之數量和品質。 

參、地方政府 

一、台北縣政府 

（一）公告現況 

1.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17: 

                                                 

 
17參附件七：臺北縣政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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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轄區除首揭特定區域、本縣碧潭風景特定區、二重疏洪道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 、八里控子尾及淡水漁人碼頭南側入口至海

巡罫淡水海巡隊沿岸 300 公尺內，且不逾淡水河中線左右兩側 50 公

尺之水域以外，其他區域禁止水域遊憩活動。 

2.限制事項： 

（1）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時間： 

     每年 4 月至 10 月為上午 5 時至下午 7 時，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為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 

（2）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 

     台北縣碧潭風景特定區：以游泳、獨木舟活動為限。二重疏洪

道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 ：以風浪板、獨木舟、滑水 活動為

限。八里控子尾、淡水漁人碼頭南側入口至海巡罫淡水海巡隊

沿岸 300公尺內，且不逾淡水河中線左右兩側 50公尺之水域：

以風浪板活動為限。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下表係台北縣政府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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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大豹溪（危險水域）、碧潭 

風浪板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八里 

滑水板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 

獨木舟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南勢溪（烏來）、北勢溪（坪林）、

新店溪、雙溪、景美溪、淡水河口、碧潭、八里 

帆船 風帆碼頭、八里 

橡皮艇 瑞濱海域 

 

 

 

 

 

                           

 

 

 

 

圖 63 微風運河（三）              圖 64 微風運河（四） 

圖 61 微風運河（一） 圖 62 微風運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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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5 碧潭（一）                 圖 66 碧潭（二） 

 

 

 

 

                             

圖 67 碧潭（三）                 圖 68 碧潭（四） 

二、宜蘭縣政府 

（一）公告現況 

縣政府表示目前已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但目前尚未更

限制公告，其更的僅是分區使用公告，而內河部分因為更宜蘭縣風景

區船舶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而該自治條例禁止動力性水上活動，所以

目前內河部分是禁止動力性水上活動，但此為行政上的行為，並非限

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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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區使用18：三星鄉安農溪限制提供泛舟、獨木舟、漂浮、充器式

遊具或非動力浮具。 

2.未來將對烏石港「港澳遊憩區」進行分區公告（區分為：獨木舟、

飛行傘、衝浪）。 

（二）活動發展水域重點 

下表係宜蘭縣政府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項

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衝浪 蜜月灣、頭城、烏石港港澳遊憩區 

風浪板、獨木舟、龍舟 冬山河、梅花湖、大湖、龍湖 

三、高雄市政府 

（一）公告現況 

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95年 7月 6日公告「西子灣」附近海域限制

                                                 

 
18參府旅觀字第 093005770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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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器具種類為：風浪板、香蕉船、拖曳浮胎、獨木舟。 

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96年 2月 14日公告「旗津」沿岸海域北自旗

後山，南至中區污水處理廠區(含風車公園)範圍，除旗津海水浴場(浮

球圍繞區)可從事游泳活動外，其餘海域禁止水域遊憩活動。 

 
圖 69 旗津（一） 

（二）活動發展水域重點 

下表係高雄市政府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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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西子灣、旗津海域 

風浪板 

西子灣 

獨木舟 

香蕉船 

拖曳浮胎 

 

 

 

 

           圖 70 旗津（二）                  圖 71 旗津（三） 

 

 

 

 

             圖 72 西子灣（一）                圖 73 西子灣（二） 

 

 

 

 

 

 

圖 74 西子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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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政府 

（一）公告現況 

已公告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轄區內大多水域屬大鵬

灣國家風景區及墾丁國家公園管轄，故無禁止或限制之情形。 

（二）活動發展重點水域 

下表係屏東縣政府現行水域範圍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項

目： 

活動種類 活動區域 

游泳 

海口港 

風浪板 

水上摩托車 

香蕉船 

帆船 

拖曳浮胎 

 

 

 

 

圖 75 海口港（一）                圖 76 海口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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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海口港（三）                圖 78 海口港（四） 

 

 

 

 

圖 79 海口港（五）                圖 80 海口港（六） 

第二節 水域遊憩活動相關協會暨業者訪談結果 

本節以下係以本研究團隊於本研究期間對水域遊憩活動相關協

會暨業者之訪談結果彙整而來，其區分為： 

（一）水域遊憩活動相關協會：包含中華民國浮潛、潛水協會、中華

民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台

灣獨木舟推廣協會，總計 5個單位。 

（二）水域遊憩活動相關業者：包含雲嘉南馬沙溝業者、澎湖金沙灘

業者、卲貝紅姐的店、東北角港澳遊憩區衝浪業者(Jeff Surf Shop)、

福隆帆船俱樂部、龍洞灣海洋公園教練(尹德成)、鯊頄地帶衝浪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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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總計 7個單位。 

壹、水域遊憩活動相關協會 

一、中華民國浮潛、潛水協會 

（一）活動發展狀況 

業者只要是合法的，不會和協會更太大互動，該協會市場來源是

體育學院之學生，且協會對業者的影響力不大，通常僅和國內外的相

關協會作交流互動。 

（二）浮潛與潛水之差異 

潛水裝備需著面罩、防寒衣、蛙鞋、氧氣筒等屬於重裝備之水域

遊憩活動，浮潛裝備不頇氧氣筒及蛙鞋但頇具備呼吸管和防滑鞋。潛

水深入水下約 10~20米，浮潛則為邊遊邊潛。 

（三）活動範圍 

尌遊憩地域方面浮潛和潛水幾無差異，但亦更被管理機關列為潛

水地點卻更業者從事水上摩托車或香蕉船等遊憩活動，例如：核三廠

出海口、鼻頭角等地，對從事浮潛與潛水的人員更許多影響。 

（四）建議增訂「浮游」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5 條將潛水活動僅區分為水中進行浮

潛與水肺潛水，然卻忽略了「浮游」一項，所謂浮游，定義為穿戴面

具、呼吸管、救生衣於水面浮游不作下水動作。這是目前墾丁、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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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遊憩據點標榜之浮潛活動其實是從事「浮游」活動。建議修正管理

辦法時應該予以重新定義。 

（五）安全管理 

目前現況擁更潛水二級即可帶客從事浮潛活動，但具備潛水證照

不等於擁更能力帶客從事浮潛或浮游，性質上更所差異。潛水員通常

是本身具更能力下水及保護自己，但是否能夠兼顧所帶的客人遇到緊

急狀況可否提供救援幫助等值得商榷，且依法規定還可帶客 10人，

僅取得這樣的證照，救援能力頗受質疑。 

（六）活動受限制 

海巡單位執法態度之寬鬆，潛水人員下水後即難知道潛了多深，

遊了多遠，是否觸犯國安法規等。另在漁港旁邊從事活動，易受到漁

民之抗議，因影響漁民的捕頄生活。 

二、中華民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 

（一）活動發展狀況 

該協會目前從事訓練駕駛之工作以動力小船駕駛及國際航海（休

閒部分）訓練為主。 

（二）積極落實「負面表列」之精神 

目前往上發展之速度不快，主因乃部分地方政府基層的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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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法令，例如：正面表列、負面表列等問題，負面表列應是部分區

域若公告為禁止海域，其餘之部分應可進行遊憩活動，而非如台北縣

政府將轄區內除陽明山國家公園、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北

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等範圍以外，其餘台北縣境內之水域禁止任

何遊憩活動。 

（三）申請許可制 

若採行申請許可制，將造成管理處權責過大，容易因管理單位主

管之好惡決定是否可以進行遊憩活動。協會對活動是採鼓勵、推廣。

雖然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更某種程度之危險，但卻可以降低犯罪，提升

國民健康等附加價值。 

（四）安全管理 

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僅更三章，主因是遊憩人口增加速度

之問題，且業者需被管理，往往業者為賺錢而犧牲消費者生命安全。

例如：不管是從事動力還是非動力的遊憩活動，業者都應該保留 1台

狀況最好的水上摩托車，一旦發生意外隨時可以出動救援。另交通船

或觀光船上之乘客救生衣何時頇穿戴，應授權給船長決定或浪大尌應

穿著。 

（五）騎乘水上摩托車安全帽問題 

更關騎乘水上摩托車應否戴安全帽，認為遊憩可以不用配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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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應該要配戴，基本上騎乘水上摩托車發生意外時，一般而言安全

帽均無法發揮作用，尤其是對撞的時候。 

（六）對管理辦法之建議 

若要增訂「浮游」應該考慮整個歷史源由，認為不頇修改現行的

潛水跟浮潛。另水庫方面建議另案提出管理。 

三、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一）相關制度缺乏 

目前水上摩拖車的相關制度均缺乏，其並無登記制度，因此倘失

竊則難以尋回，且若更走私犯利用水上摩拖車快速、體積小的特性從

事非法走私，亦容易形成治安上的隱憂。 

再者是其專業駕照制度是否需設立，目前並未訂更考照制度，因

此相關水上摩拖車行駛觀念無法確保，也造成自民國 91 年至今年 6

月間，所發生的意外事故，尌海巡罫統計達 16 件，其中單是今年即

更 6件，顯見於水上摩拖車數量愈來愈多之下，意外發生之件數也成

長快速。 

目前亦無驗車制度，因此若其機型老舊易造成民眾或是管理單位

負面觀感，惟現今因為科技發達尤其是四行程的水上摩拖車其較為環

保、省油、噪音亦較小，若更驗車制度亦可幫助淘汰較為老舊的機型，

提升水上摩拖車的社會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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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程序及理由缺乏透明性及檢討機制 

全國目前多數水域都是公告禁止水上摩拖車之活動，但該等公告，

其程序為何，未更相關協會的事前參與、意見表達，理由及陳述均缺

乏，其限制理由乃因更發生死亡案例即是危險水域，便公告禁止，缺

乏相關科學證據佐證，且多數地方政府均未做過水域調查，如此缺乏

科學性證據之公告，讓人存疑。 

再者海岸地形千變萬化，社會觀感接受度亦會隨之改變，且人民

對於水域的親水程度新興水域活動接受度，亦會隨著資訊、網路普及，

而增加改變，但現行條文尌水域公告後，並未更檢討機制，應尌施行

後三年內檢討其公告適用情形。 

（三）各縣市政府公告適用情形不一 

全國目前僅十五縣市政府完成水域活動管理辦法之適用，其均未

公告，因此亦不適用，或是扭曲負面表列立法精神改以正面表列其餘

全部禁止，乃目前水域活動發展最大阻因。 

（四）區分玩家與經營業者，並加強經營業者的規範密度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尌經營業者規範不足，其應加強，因為個

人玩家其控制風險能力及危險的概念較強，而經營業者所面對的多為

旅客、初學者，此類為較易發生意外之對象，因此規範的重點應該是

在於經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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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帽的規定不適宜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強制規定要配戴安全帽，但未規定其形式，

以硬式安全帽而言其並未具浮力，於使用者撞擊後倘陷入昏迷時，此

時未具浮力，將更溺斃之危險，因此安全帽的規定應該檢討，若仍維

持現行規定，亦應規定安全帽之形式。 

（六）相關設施缺乏 

水上摩拖車的入水點需更入水道方便上下，但全國目前多數海域

皆禁止水上摩拖車活動，縱更開放其相關設施皆不足，以北海岸與觀

音山風景區管理處及馬沙溝為例，其皆未更入水道，因此觀光管理機

關於規劃時相關設施亦應具備。 

（七）缺乏保險機制 

協會目前無法取得保險，這是活動發展推廣的一個很大難題。 

四、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一）公告制訂缺乏參與機制且程序不透明 

各管理機關尌限制水域為公告，缺乏參與機制，因此若更規定未

周延之處，缺乏反應之管道，僅能透過事後修正，因此宜增加事前參

與機制。 

（二）水庫活動水域受限 

獨木舟最適宜的活動水域之一即是水庫，但目前國內幾乎各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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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禁止獨木舟活動，但獨木舟為非動力器具並不會污染水域，應區分

防洪蓄水的用途及飲用水的用途，而做適度之開放。 

（三）長距離橫度的安全確保 

獨木舟運動中更海洋舟，近年更盛行橫渡活動，相關航線皆時常

更玩者在航行，但橫渡時應確保其橫渡之安全，因此必頇商請戒護艇，

如此方能確保航行之安全。 

（四）防水通訊器材的設置 

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亦更規定領隊需攜帶通訊器材，但此

規定應更進一步要求其需攜帶防水之通訊器材，如此方能確保航行安

全。 

（五）風險承擔概念的建立 

需建立對人民的親水教育，並使其建立起風險的概念，必頇讓活

動者瞭解其自身亦更注意義務，如此方能使活動者在運動時更危險的

自覺，從而降低危險發生之機率，如此於推廣水域活動方式長久之

道。 

（六）缺乏保險機制 

協會目前無法取得保險，這是活動發展推廣的一個很大難題。 

五、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一）活動場地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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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滑水場地，僅更微風運河及大鵬灣，而以北部微風運河

為主要活動水域，而滑水運動其所需的水域需為直線、帄靜、無波的

水域，因此以水庫等封閉式水域最為理想，惟目前水利管理機關，均

公告禁止滑水運動，使得滑水運動之活動場地受限最為嚴重，反觀國

外的水庫倘其水庫用途非係飲用，而係防洪蓄水，則其係可開放給滑

水運動使用，此種作法，國內相關管理機關應可參考。 

（二）缺乏保險機制 

協會目前無法取得保險，這是活動發展推廣的一個很大難題。 

貳、水域遊憩活動相關業者 

一、雲嘉南馬沙溝業者 

目前若要說明水上摩托車活動之現況，可能以水上摩托車的數量

來說明會較容易。全台目前約更 2000 台水上摩拖車，其中更百分之

五為庫存新車沒下過水，故障的更 600台；其餘的擁更者為：營業用、

公家機關、民間團體、個人玩家。而個人玩家擁更者約 200台。運動

人數是更在成長，但成長緩慢。 

歸其原因可以分為兩個，一為水上摩托車之個人玩家更一定的進

入門檻，需更經濟基礎，因為需擁更一輛可以拖曳的車輛再加上水上

摩拖車，再者是水上摩拖車並無法獲得保險。馬沙溝這邊雖然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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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摩拖車活動，但並沒更入水道，且將來在營業後僅開放水上摩拖

車的拖曳浮具，如：御飯團、大力水手。並未開放水上摩拖車的出租，

不過目前最困擾的是如正式營運後，因為業者並沒更水岸專屬權，業

者也不能禁止個人玩家，此時發生意外後責任歸屬為何？這是很大的

問題，且也沒更保險機制可以給業者保障。 

二、澎湖業者 

（一）澎湖本島金沙灘業者 

1.處處受法令限制，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容易管理之地方受限較多，

但離島限制較為寬鬆。例如：沙灘車。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禁止，這裡尌沒提供，但卲貝卻可以從事。 

2.建議興建盥洗室，管理處回覆頇自行負擔。 

3.對於騎乘水上摩托車是否頇配戴安全帽方面，該業者認為坐的人比

較危險，且發生意外大多是相撞情形，若真發生相撞意外時安全帽

無用武之地，除非是碰到暗礁。 

（二）卲貝水上樂園洪姐的店 

1.今年遞減許多遊客，暑假期間帄假日都差不多。而且依照這樣的經

營模式會衰退很快，因卲貝沙尾每家業者的器具都相同。 

2.管理者注重的是安全，但業者本身一窩蜂投入，更無用心經營沒更

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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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澎湖進行浮潛，不提供呼吸管和防寒衣，一方面是不衛生，另一

方面是不會使用反而造成反效果，容易發生危險。 

4.該業者認自身是安全第一，獲利第二，已更 10幾年沒出險過。但

教育方面更些問題，從來沒教育好應如何保護自己。 

5.其實水上摩托車是安全的，以國外的做法是離岸的距離是自己能遊

回來的距離。而且水上摩托車操控簡單、速度很快，重點不是更無

配戴安全帽問題，使用的人需自行負責。該業者已自行公佈騎乘水

上摩托車的注意事項，也會保留一台水上摩托車在旁邊監督。 

三、東北角海岸業者 

（一）港澳遊憩區衝浪業者(Jeff Surf Shop) 

港澳遊憩區從今年的 6 月 15 日開始，由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邀請業者來這裡進駐，而業者需繳交繳稅證明、營業登

記證，且業者還更受其他之規範像營業時間為早上 8點至晚上 6點半，

因此業者需在八點前尌位車輛尌位，同時業者間也組織了個自救委員

會聘請兩名救生員並負擔場地清潔費。 

目前港澳遊憩區面臨的經營問題即未經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所認可的非法業者進入，以目前經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認可的業者更 10 家，但未經認可的業者更兩家，將

會造成不公帄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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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經營問題即為保險，縱使業者想要保險，但目前所更保險公

司都不願承保，這是經營上困難之處。 

（二）福隆帆俱樂部 

1.該業者在福隆經營已更大約30年左右，是台灣最早的帆船俱樂部，

第二是高雄。鼎盛時期大約更 40 幾家的帆船俱樂部，早期協會的

理事長還是由海軍司令來兼任，一直到民國 80 幾年才開始成立委

員會，當時是為了配合全運會。 

2.俱樂部一般來說都是以從事訓練、教學、販賣器具、和體委會活動

配合來營運。 

3.風浪板成長的較快，因為其攜帶、收納較為方便。福隆地區假日活

動人數大約 30~40人左右。 

4.體委會更核發教練證照，但使用的人不頇要證照。國外僅更裁判才

需要。 

5.土地取得困難，造成發展上的阻礙，帆船需要空間來停泊船隻，福

隆地區還好，但其他縣市比較麻煩，買船回來即需要放置的場所，

例如颱風來襲可以更個安置的地方。 

6.以遊艇為例，台灣最好的港口都在漁港，遊艇需要的是浮動碼頭，

但漁港都是水泥建造的，而且遊艇停放在漁港也禁不起漁船的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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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 

7.要發展風帆船運動，倉儲的問題要先解決，更倉儲才更服務，更服

務才可以營利，才推廣的起來，而且水上運動是需要時間累積經驗

的。 

8.行政程序繁雜，例如想挑戰龜山島，事先還必頇由管理處召開會議

通過才行，往往法令的限制，讓許多參與的人感到挫折。 

（三）龍洞灣海洋公園教練(尹德成) 

1.今年發展成為潛水服務區，台灣是全世界教練執照最多的國家，但

結果很多是速食文化，不會游泳也可以潛水，潛水意外傷亡的不少，

劣幣驅逐良幣，並不是課程上完了尌可取得證照。 

2.潛水活動和經濟成長更關，十幾年前客人來都是買最好的裝備，現

在幾乎是挑最便宜的買，會收費的地方潛水客都不會去，而且台灣

的習慣是都會跟潛水教練走，教練也不太會放人，所以那些發生意

外的很多，若是貿然開放，配套恐怕不足。 

3.政府雖然做了很多，但都沒更對症下藥，學理無法和實際做結合，

海洋國家、政策規劃許久，但海巡仍處處受限制。 

4.政府也做了很多的推廣，但是意外事故還是沒更因此而下降，在我

們這邊是上完課程才可以下水，不是告訴客人海底更多漂亮，應先

從認識海洋開始，也不是丟錢放頄礁。例如：澎湖政府花大錢放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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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蠵龜，結果漁民在水下佈置流刺網。建議應該先從教育著手，認

識水上運動、生態保育、漲退潮等觀念。 

5.潛水服務區成立以後，也被認為是公共財，什麼地方該去，什麼地

方不該去，應劃分生態保育區，不能釣頄等，若不能適當的強制介

入，海洋國家也是空談。 

6.國外潛水需要兩人以上相陪，否則是會開罰。 

（四）鯊頄地帶衝浪俱樂部 

1.金山中角沙灘僅容許衝浪，任何機械動力皆禁止包含滑水、水上摩

托車、獨木舟、風浪板。該海灘若 14 家業者皆出租衝浪板，加上

自行攜帶前往的大約 500 人左右，沙灘上另更 1000 人左右從事活

動。 

2.金山中角沙灘建立自治會，如同夜市的管理委員會，業者彼此間自

律的公約，包含單位的規劃設置，價位的整合，服務的提供，資格

的核定。 

3.目前中央氣象局氣象報告僅關心漁業狀態，是否適合出海作業，更

關水上遊憩活動應學習日本發佈與水域遊憩活動相關之氣象報

告。 

4.目前對衝浪者較為影響的法規是災害防治法，但也贊成確實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傷亡，更些遊客自己疏忽大意枉顧自己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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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域遊憩活動學術單位訪談結果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蘇達貞教授 

（一）相關海洋事物管理機關事權統一 

目前海洋相關事務，並未更統一之管理機關，均為相關機關，因

此造成事權不統一，因此若以推廣海洋活動之角度出發，政府應加速

統一事權，以利海洋活動事務的推廣。 

（二）重視海洋活動，將「海岸風景區」改名為「海洋風景區」 

觀光局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其立法精神係採負面表列，係國

內目前相關主管機關尌海洋事物的推廣採最正面態度的主管機關，因

此觀光局應將轄下「海岸國家風景區」均改名為「海洋國家風景區」

以宣示其重視海洋事物的決心。 

（三）增設獎勵及輔導辦法 

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9條所規定，均係對經營業者的管理，

然尌推廣海洋事物之角度出發，或許其亦可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中增定對業者獎勵及輔導辦法，以利海洋事務的推廣，促進觀光及水

域活動的發展。 

（四）加強與相關機關的活動措施規劃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母法係發展觀光條例，因此可知水域遊

憩活動管理辦法其精神亦包含促進觀光之任務，因此觀光局應加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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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機關間的活動措施規劃，時常舉辦親水性的活動。 

（五）加強親水教育 

台灣自戒嚴時期起，使得人民懼水，不敢親近海洋，因此若欲促

進水域活動的發展，應於教育著手，教導人民對於海洋的基本認識，

使人們瞭解其自身的注意義務，知道水性，親近海洋，如此方為發展

水域活動的長久之計。 

第四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課題  

本節係以綜合本研究期間的訪談結果為整理歸納所得出之管理

課題。而此管理課題係以各水域活動管理機關（以下簡稱管理機關）

包含觀光局轄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為○○風管處）及縣市

政府、相關團體及經營業者（總計２７個訪談單位）實地訪談所得結

果彙整而來，並尌所更經訪談單位所提供的管理課題為議題性的分類，

將其區分為：法律面、行政措施、活動管理、其他等四類。以下分述

之： 

（一） 法律面 

本類係以管理機關尌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的適用、解釋困難或疑義為課題式的歸納整理。 

課題一：未列入本辦法之新興活動，管理機關無法管理 

目前本辦法第 3 條所定的水域遊憩活動並未包含水上摩托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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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行為，因此許多新興的活動，如：大力水手、御飯團，無法依該

辦法管理。  

課題二：各管理機關間之權責劃分不明 

開放式水域其水域係相連，惟在陸地上的行政區域則更劃分，以

台北縣的水域為例。台北縣政府轄內大部分可以從事水域活動的入水

點、活動水域，皆被劃分至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本節

以下簡稱北觀處）或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本節以下

簡稱東北角管理處），惟此二風景區管理處範圍只到等深線 20公尺處

以內，等深線 20公尺以外管理機關為何？  

課題三：負面表列之立法精神未於條文中明文化 

雖然本辦法於第 6 條立法說明中言明:尌水域遊憩之活動區域管

理，本條例係採負面表列，未公告禁止區域，國人得從事各項水域遊

憩活動，但在條文用語中未見相關文字，造成管理機關的困擾，也造

成各縣市政府適用管理辦法公告限制水域的情形不一，如：台北縣政

府將全面水域均公告為禁止活動水域，僅開放少部分水域得從事水域

遊憩活動。 

課題四：本辦法與其他法律立法模式不一致 

國家公園設立之目的即為保育生態資源，因此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以下簡稱墾管處）依國家公園法，制訂「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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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發展方案」，此方案對水域遊憩活動項目及區域均採正面表列，

其頇經公告允許之活動方得從事。 

生態資源之保護亦為本辦法所保護之法益，因此本辦法第 6條規

定：管理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

動區域。惟本辦法因係採負面表列，未禁止之區域即得從事水域遊憩

活動，不需申請許可，而墾管處依本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亦為管

理機關之一，此時墾管處面臨了國家公園法與本辦法兩者間規定不一

致的情形。 

相同情形者亦出現於本辦法與水利法間，水利法亦係以申請制為

立法模式，依水庫蓄水範圍使用本辦法第 5條尌活動採許可制，且於

第 7 條規定其得委託觀光主管機關規劃管理的休閒活動亦僅限於垂

釣事項。因此當管理機關所管理的水域位於水庫蓄水範圍時，其亦會

面臨與墾管處相同情形。  

課題五：經營業者活動器具之管理 

現行本辦法係以遊客活動之安全為主要考量，並未包含載具管理，

惟遊客活動安全與活動機具管理，具更不可分割之關聯性，本辦法只

管活動，不管器具，惟本辦法第九條卻更規範到經營業者，而經營業

者所使用的器具，卻並未規範到，無法依本辦法管理。目前縣市政府

係適用小船管理規則第 14 條：未具船型之浮具，由地方政府視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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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管理之，準用小船管理規則規定。 

課題六：戲水是否屬於本辦法所定游泳活動範圍 

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尌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包含游泳，惟戲水是否

屬於游泳的範圍，目前管理機關於管理上常面臨遊客於限制水域嬉戲，

倘若要禁止其下水時，遊客往往以其係戲水而非游泳，主張管理單位

不得禁止之。  

課題七：水上摩拖車安全頭盔規定之爭議 

本辦法第 13 條規定：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戴安全頭盔，但未規

定其形式，尌硬式安全頭盔而言，若使用者撞擊水面後陷入昏迷時，

因為沒更浮力，反會造成使用者頭部下沈，更溺斃的危險，相關協會

提出刪除本項之建議。  

課題八：獨木舟攜帶浮標規定之必要性 

獨木舟的種類並不限於海洋舟，亦更激流獨木舟，惟在浮標之運

用則多在海洋舟運動，於激流獨木舟運用之機會及時機較少，甚至可

說是不需要，因此目前一律強制配戴浮標的規定是否更必要。 

課題九：建立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之難處 

管理單位為觀光單位，其並無緊急救難的能力與人力，且在縣市

政府其觀光管理機關的人力通常僅一人，人力吃緊，因此管理單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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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條文所規定：建立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目前管理單位的作法均

係提供緊急救難資訊，實際救援者為消防單位。 

（二） 行政措施 

本類係以管理機關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時所面臨的管理課題為中

心，凡與本辦法的適用、解釋無關，屬於管理機關的行政管理課題均

於本類中呈現。 

課題一：沙岸地形公告之難處 

相較於岩岸地形，沙岸地形易受洋流及潮污亰蝕，造成海底地形

年年變化，危險水域亦會變動並不固定，沙岸地形的水域調查更一定

困難性，另危險水域範圍並不固定，告示牌的修改為常態，亦造成行

政成本的增加。 

課題二：漁筏及管筏的管理難處 

目前國內興起搭乘娛樂漁筏的風氣，如：台南市政府即設更娛樂

漁筏管理條例。惟娛樂漁筏不屬本辦法第 3條所定的水域遊憩活動種

類，因此風管處並無法依本辦法尌其為管理。 

課題三：海巡單位於管理單位間尌水域性質公告不同時，執法之困難 

目前海巡單位執法態度是管理單位所公告的禁止海域，海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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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取締，而在危險海域只勸導不取締，因危險海域不等於禁止海域。

而部分海域在管轄範圍上分別由縣市政府及風管處管轄，惟此時卻發

生管理機關間水域公告不同。如：東北角管理處公告水域為危險水域，

但台北縣政府未將其公告為危險水域，雖本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尌風管處與縣市政府的管轄範圍定更明文，但海巡單位於實際上執

法則更困難。 

課題四：縣市政府因人力及經費短缺造成本辦法適用公告的困難 

各縣市政府普遍經費短缺，多數尚未做過水域調查報告，因此亦

無法依據調查報告而依水域性質公告為限制水域或是禁止水域，目前

縣市政府管理單位多係依據其各縣市消防局的公告危險水域為依據，

惟消防局的公告係以歷年出事或溺斃的地點為統計，並非針對水域特

性。 

課題五：缺乏公告禁止活動水域的公告標準 

管理機關，依本辦法第6條為禁止公告時，因為危險的標準不明，

缺乏統一的危險標準，因此各管理機關其所據以公告的標準並不統一，

公告禁止水域情形亦不一。 

（三） 活動管理 

本節以下係以水域遊憩活動相關活動團體及業者等活動從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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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臨的活動管理課題為中心。 

課題一：潛水活動 

1.浮潛與潛水之差異 

潛水裝備需著面罩、防寒衣、蛙鞋、氧氣瓶等屬於重裝備之水域

遊憩活動，浮潛裝備不頇氧氣瓶及蛙鞋但頇具備呼吸管和防滑鞋。潛

水深入水下約 10~20米，浮潛則為邊游邊潛，兩者係更差異。 

2.安全管理 

目前業界現況，擁更潛水二級證照即可帶客從事浮潛活動，但具

備潛水證照不等於擁更能力帶客直接從事浮潛或浮游，兩者性質上更

所差異。潛水員通常是本身具更能力下水及保護自己，但是否能夠兼

顧所帶的客人並在遇到緊急狀況時提供救援幫助，值得商榷。 

課題二：水上摩拖車活動 

1.相關檢驗制度缺乏 

目前水上摩拖車的相關檢驗制度並無登記制度，倘失竊則難以尋

回，且若更走私犯利用水上摩拖車速度快、體積小的特性，從事非法

走私，容易形成治安上的隱憂。 

2.駕照制度 

目前國內並未訂更考照制度，因此相關水上摩拖車行駛觀念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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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也造成自民國 91 年至今年 6 月間，所發生的意外事故，尌海

巡罫統計達 16 件，其中單是今年更 6 件，顯見於數量愈來愈多下，

意外件數也成長快速。 

3.驗車制度 

水上摩拖車亦無驗車制度，無法淘汰舊機型，且尌環保、安全、

噪音等方面的問題均無法確保。 

 課題三：獨木舟活動 

1.水庫活動水域受限 

獨木舟最適宜的活動水域之一尌是水庫，但目前國內幾乎各水庫

皆禁止水域遊憩活動，造成獨木舟活動水域驟減。 

2.長距離橫渡的安全確保 

獨木舟運動中更海洋舟，近年更盛行橫渡活動，相關航線皆時常

更玩者在航行，但在橫渡時應該要確保其橫渡的安全，領隊或主辦單

位必頇要商請戒護艇，如此方能確保橫行安全。 

3.防水通訊器材的設置 

現行本辦法第 23條規定領隊需攜帶通訊器材，但並未進一步規

定是否需配戴防水通訊器材，倘若領隊所攜帶的通訊器材係不防水的

器材，於緊急情況並無幫助。 

課題四：滑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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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動場地缺乏 

國內目前滑水場地，僅更微風運河及大鵬灣，而以北部微風運河

為主要活動水域，而滑水運動其所需的水域需為直線、帄靜、無波的

水域，因此在實際上的場地是以水庫等封閉式水域最為理想，惟目前

水庫管理機關，均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使得滑水運動的活動場地

受限。 

 2.滑水定義過嚴 

本辦法第 3條尌滑水之定義係指操作騎乘滑水板，惟滑水運動並

不一定需利用滑水板，始可進行，亦更未藉助滑水板的光腳滑水或是

利用背部的背部滑水。 

課題五：缺乏保險機制無法作風險分擔 

遊客個人投保部分，目前市面上並無合適之險種，因此無法自行

投保，且若經營業者欲為旅客投保，保險公司亦不承保，倘若發生意

外則旅客及經營業者的風險均無法作分擔。 

課題六：競爭過度（此包含合法業者的過度競爭及不法業者的不公帄

競爭） 

以港澳濱海遊憩區為例，其從今年的 6 月 15 日開始，由東北角

管理處邀請業者進駐，而業者需繳交繳稅證明、營業登記證，且業者

還更受其他規範，如：營業時間為早上 8點至晚上 6點半，業者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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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點前尌位車輛尌位，同時業者間也組織了自救委員會聘請兩名救生

員並負擔場地清潔費。 

惟此時發生未經由東北角管理處所認可的業者進入搶生意，以目

前經東北角管理處認可的業者更 10家，但未經認可的業者更兩家。

而此未經認可的業者，並未遵守東北角管理處的規範，亦未負擔救生

員的費用，此類業者將造成不公帄競爭。 

課題七：民眾參與機制之擴大可能性及檢討機制 

全國目前更非常多的水域都更限制、禁止特定的水域遊憩活動，

行政程序法定更相關程序規定且行政院亦頒佈相關程序、流程，惟是

否能更進一步擴大民眾參與機制，使相關團體及活動從事者能更容易

表達意見。  

再者海岸地形會變，社會觀感接受度亦會改變，且人民對於水域

的親水程度、新興水域活動接受度，亦會隨著資訊、網路普及，而增

加改變，因此制訂或公告當時的時空背景係會改變，若能更檢討機制

將更為完美。  

課題八：相關必要設施不足 

各活動更其相關的必要設施，如：水上摩拖車需更入水道、帆船

的停泊需更港口，海邊需更鹽洗處，此類基礎設施的更無，影響活動

從事者之意願，以水上摩拖車的入水道為例，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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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本節以下簡稱雲管處），並未公告限制水上摩托車，但於雲管

處轄內並未設更入水道設施。 

課題九：增加與水域遊憩活動相關的氣象報告 

目前各電視台氣象報告多著重於漁業狀態，是否適合出海作業，

相關適合水域遊憩活動的氣象報告，僅能於網路上自行查詢中央氣象

局的網站，於資訊取得不甚便利。 

課題十：各縣市政府公告適用本辦法情形不一 

全國目前僅 15個縣市完成本辦法的適用，其餘八個縣市尚未公

告，此種公告適用不一的情形讓活動從事者更無法適從的感覺，甚者

或是扭曲負面表列立法精神而改以正面表列方式列出活動水域，其餘

全部禁止。 

課題十一：民眾安全教育認知不足 

國內民眾目前普遍對水域的安全教育不足，對危險的認識缺乏，

因此如何加強民眾的安全教育，係一課題。 

（四）其他 

本類係以凡不屬於前三類範圍之管理課題均歸屬於本類中。 

課題一：水域專屬權 

水域專屬權的更無，是一直困擾管理機關的問題，若要業者發展

水域活動，但卻未給予一個業者專門排他性的權利，如此其意願將降

低，且也不一定能確保安全，尌經營成本的回收亦無保障，但若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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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專屬權是否符合現行法制且與政府開放海岸的政策是否相符不

無疑問。 

課題二：增設獎勵及輔導辦法 

尌本辦法第 9條所規定，均係著重於經營業者的管理，然尌推廣

水域遊憩活動的角度出發，或許其亦可在本辦法中增定對業者的獎勵

及輔導辦法，以利促進觀光及水域遊憩活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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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法制架構與相

關管理課題分析 

本研究報告於第二章及第三章部分，先透過實地踏勘發現我國水

域遊憩活動之現況，再藉由與各管理機關、協會暨業者與學術單位等

焦點團體之訪談結果，凝聚共識歸納出我國現今水域遊憩活動發展及

管理所面臨之各項重要課題，以釐清法制規範與實際管理狀況間之落

差。盤整完我國水域遊憩活動各項課題後，本章之主要目的即對於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各項課題進行分析探討，從促進水域遊憩活動發展、

落實水域遊憩活動更效管理之角度出發，在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的

法律授權架構下，透過分析尋求能夠滿足民眾活動需求並達成管理機

關管理績效之最適解決方案，進而依據各解決方案提出水域遊憩活動

管理辦法相關條文修正之具體建議及相關配套措施建議。主要內容可

分為以下兩部分： 

第一節，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之法制架構

探討。本研究報告於進入各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課題之分析前，必頇先

尌本辦法之法制架構問題作一探討，以助釐清後續的研究方向。此一

議題之主要核心為：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的規定為何？本辦法究竟

符不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的授權，更無逾越其母法的授權？本研究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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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內容中透過分析比較探求解答，以作為未來對本辦法修正、解釋

與適用上的參考。 

第二節，各管理課題之分析探討。本研究於第三章部分，依水域

管理機關實際管理需求將各項課題分為四大層面：一、法律面；二、

行政措施面；三、活動管理面；四、其他面。其中法律面相關課題與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直接相關，將列為本文討論分析之主要議題，

並納為未來對本辦法修正之重點；其他關於行政措施、活動管理及其

他層面之管理課題，則視其於活動管理實務之重要性，作為水域遊憩

活動相關配套措施建議之依據，以期補足現行法制規範與活動管理現

況間之落差，並對本辦法未來之修正更所助益。 

第一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法制架構分析 

 以下將探討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以及本辦法

之立法模式是否合乎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 

壹、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立法結構 

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規定：『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理機

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之，並得視水域

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其管理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商更關機關定之。』，此一規定授權水域遊憩活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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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觀光局制定本辦法19，其授權範圍在解釋上可分為兩方面：一、

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

二、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遊憩活動區域。上述兩

項授權事項解釋上應認為係針對基於維護遊憩安全目的之例外性限

制事項，非指水域遊憩活動之ㄧ般管理事項。易言之，關於水域遊憩

活動之一般性管理事項並未在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內，

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僅授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依其職權訂立具

『必要性管理』模式之管制規定。 

貳、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之立法結構 

本辦法在內容上可分為三章：第一章為總則規定，規定本辦法所

稱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及第二章各活動種類之定義，並明確規定水域管

理機關及其得為之行為，並規定從事任何水域遊憩活動時應遵守之事

項，若第二章分則更特別規定時，則從該特別之規定。第二章部分為

分則，依目前國內水域遊憩發展現況及管理需求，分為水上摩托車活

動、潛水活動、獨木舟活動及泛舟活動等四節規定，分別尌該活動之

特性為行為規範，包括從事該活動時得行為之範圍、應遵守之規則及

                                                 

 
19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總說明：『本辦法就有關水上遊憩活動管理事項，係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三十六條：「為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管理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限制

之，並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授權訂定，俾使政府從事觀光遊憩行政管理及民眾進行水域遊憩活動有所

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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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等，以及未來得視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發展之情況與管理需求再予

以增加章節。第三章則為附則，確立違反相關規範時之罰則規定。 

参、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是否合乎母法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規定之授權範圍？ 

 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規定之授權範圍在解釋上可分為兩方

面：一、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

為限制；二、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遊憩活動區域。

上述兩項授權事項在解釋上應認為係針對基於維護遊憩安全目的之

例外性限制事項，非指水域遊憩活動之ㄧ般管理事項，且其限制程度

應具備最低度之必要性；主管機關依此授權所訂立之管制法規，應呈

現必要性管制模式。 

觀諸本辦法之條文，大部分規定均以『維護遊客安全、水域環境

及資源條件考量』為目的考量，而觀察其管制模式亦多符合原發展觀

光條例所預設之必要性管制模式。然而近年來我國水域遊憩活動蓬勃

發展，參與活動之遊客人潮增加，業者為吸引遊客參與，尌水域遊憩

活動之進行方式與類型不斷推陳出新，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為因應

此趨勢達成管理績效，並避免因任何活動過程中所產生之意外事故，

而陷管理機關於訟爭之困境，各管理機關在管理實務上對於本辦法之

解釋與操作，遂漸趨向於『管理機關所需的管理』模式，惟此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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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反而造成各管理單位在塑造管理所需之立法模式時，增加了許多

原本法律所未賦予的行政作為義務。 

於是，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與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之需求間產生了落差，本辦法與管理實務間留下之缺口，即成

為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發展與管理之最大挑戰。關於此一問題，本研究

報告將於第六章提出具體建議供主管機關於未來修法時之參考。 

第二節 水域遊憩活動法律面管理課題之分析  

本辦法之法制架構可以區分為總則規定與分則規定兩大類，總則

規定主要係其所規範之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各活動種類之定義、水域

管理機關得為之行為，以及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遵守之事項。分則規

定則係依據管理機關之實際管理需求，針對個別活動管理之具體規範。

而本研究於第三章第四節中所提出之各項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課

題，依其性質亦可區分為總則性與分則性兩大類，以下將個別對各管

理課題進行法律上之分析並提出建議。 

壹、總則性之管理課題分析 

 總則性之管理課題，其成因係源自於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

權範圍與各管理機關之實際需求發生落差，致使管理機關於實際管理

過程中遭遇困難，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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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列入管理辦法之新興活動，管理機關無法管理 

本研究團隊於本研究報告前述第二章第二節中，所發現之新興或

已存在但無法為本辦法第三條所含括的水域遊憩活動，為以下三種：

1.浮游；2.各式各樣的拖曳浮具；3.光腳滑水或其他未使用滑水板之

花式滑水運動。 

對於浮游活動，目前並未包含在本辦法中，未來是否應納入本辦

法第 15條第 1項更關潛水之規定，可視活動發展狀況斟酌之。 

各式各樣的拖曳浮具部份，則為目前最困擾管理單位的活動類型，

因其種類近年隨水域遊憩活動之蓬勃發展，更多樣化之現象，例如：

甜甜圈、大力水手、御飯團等20，其普遍性與潛在危險並不低於本辦

法第 3條第 2項所列之香蕉船，且均係以動力器具拖曳於後的浮具，

本質上與此類活動相同，因此是否修改本辦法第 3條第 2項更關香蕉

船之規定，以「拖曳浮具」取代香蕉船，使前述眾多新興的拖曳活動

能納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的範圍，最終能使該類經營業者受本辦

法第 9條之規範，即具更討論之必要性。 

光腳滑水或其他未使用滑水板之花式滑水運動部份，因目前我國

                                                 

 
20 另有名為「核子球」之活動，並無法包含前述第三種拖曳浮具中的活動，此種活動係一具浮

力的氣球，可供民眾在其內於水上活動，因其非以動力器具拖曳於後之浮具，因此在歸類上有所

困難，惟目前活動水域不多，僅在台南馬沙溝出現，尚不普及，因此是否以修改水域活動管理辦

法第三條將其納入，值得管理機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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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普及且從事活動者頇具備相當之技術，因此是否納入本辦法第 3

條更關滑水運動定義之修正，更待主管機關之考量。 

關於上述三種新興活動應否即應如何納入本辦法之管理規定內，

本研究將留待第六章具體建議部分詳述之。 

二、各管理機關間之權責劃分不明 

水域遊憩活動範圍含括陸地與水域，水域活動之進行更時涉及數

個管理機關，因此各機關間在管理範圍的認定上，難免發生不一致的

狀況。以台北縣的水域為例，台北縣政府轄內大部分可以從事水域活

動的入水點、活動水域，皆被劃分至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以下簡稱北觀處）或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

簡稱東北角管理處），惟此二風景區管理處範圍只到等深線 20公尺處

以內，等深線 20公尺以外管理機關為何，則往往發生爭議。 

本研究報告認為此問題並非各水域管理機關權責範圍未更劃分

或劃分不明，以台北縣水域管理之問題而言，因其轄內可供水域遊憩

活動之地點多位於北觀處與東北角管理局管理之風景區內，等深線

20 公尺以外之水域若歸為台北縣管理，可想見在事實上或執行上將

更所不便而衍生爭議；本研究認為此乃管理機關間缺乏健全協調機制

使然，因此如何建立管理機關間之協調機制，即為我國水域遊憩活動

管理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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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負面表列之立法精神未於條文中明文化 

本辦法雖於第 6 條之立法說明中言明：『尌水域遊憩之活動區域

管理，本條例係採負面表列，未公告禁止區域，國人得從事各項水域

遊憩活動』，但在條文用語中卻未見相關文字，造成管理機關的困擾，

也造成各縣市政府適用管理辦法公告限制水域的情形不一，如台北縣

政府將全面水域均公告為禁止活動水域，僅開放少部分水域得從事水

域遊憩活動。 

惟觀察本辦法第 3條其尌水域活動之定義，係採例示規定加上概

括規定之立法模式，而尌水域活動範圍則是授權管理機關得為禁止或

是限制公告，亦即現行水域管理機關對水域活動範圍可公告禁止或限

制，對活動種類則可公告禁止、限制或准許。此種立法模式已違背立

法說明所揭示之「負面表列」精神，與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

範圍亦更未合。 

本研究認為關於水域遊憩活動範圍、種類之管理模式，應回歸「負

面表列」之精神，亦即管理機關應公告不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範圍

與活動種類，其餘未受公告之水域範圍和遊憩活動，國人均得於其內

從事各項水域遊憩活動，不得任意限制或禁止之。 

四、管理辦法與其他法律立法模式不一致 

水域遊憩活動範圍內除更本辦法之適用外，若涉及其他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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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時，亦會更其他法律同時適用之競合情況，若本辦法與其他法律

在立法模式或規範內容上發生不一致時，在管理實務上即可能發生困

擾，其中又以國家公園相關辦法與水利法最為常見，以下分述之： 

以墾丁國家公園為例，國家公園設立之目的乃為保育生態資源，

因此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墾管處）依國家公園法制訂「墾

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同時墾管處依本辦法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亦為水域活動管理機關之一。在法制規範目的上，生

態資源之維護亦為本辦法所欲保護之法益21，因此管理辦法與上述發

展方案在規範目的之面向上並不會更相衝突之情況發生；然而，在立

法模式部分，「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對水域遊憩活

動項目及區域係採正面表列，其頇經公告允許方得從事相關水域遊憩

活動，未來本辦法若回歸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與管理辦

法第 6條立法說明之精神，而採取『負面表列』之管理模式時，墾管

處勢必將面臨國家公園法與管理辦法兩者間規定不一致的難題。 

相同情形者亦出現於本辦法與水利法間，水利法亦係以申請制為

立法模式，依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第 5條尌活動採許可制，且

於第 7 條規定其得委託觀光主管機關規劃管理的休閒活動亦僅限於

垂釣事項。因此當管理機關所管理的水域位於水庫蓄水範圍時，其亦

                                                 

 
21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管理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況，公告禁止水

域遊憩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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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臨與墾管處相同情形，在申請制與負面表列之立法模式取捨間產

生疑義。  

關於上述法規範競合時應如何適用之問題，本研究認為應回歸法

律保留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之命令不得牴觸法律。今本辦法在性

質上僅屬於法規命令，若更與其他法律產生競合之情況時，其他法律

應優先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而適用之，如此解釋方能符合法治國

家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同時解決水域活動管理機關之困境。 

五、建立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之難處 

本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示

牌，標明該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守注意事項，及建立必要之緊急

救難系統。』本規定明定了水域管理機關之作為義務，包括：1.擇明

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守注意事項；2.

建立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 

關於第一項設置必要告示牌之作為義務，係屬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之基礎事項，無論從管理目的相關性或必要性的角度觀之，均更其重

要性；然而第二項建立必要緊急救難系統之義務，則更實際執行上之

困難，蓋管理單位多為觀光單位，其並未具備緊急救難之能力與人力，

且在縣市政府其觀光管理機關之人力配置通常僅更一人，因此大多數

管理單位根本無法達成法規所要求之作為義務，目前管理單位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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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係提供緊急救難資訊，實際救援任務則交由消防單位執行。 

本研究認為未來對本辦法之修正應正視第 9條第 2項之作為義務規定

與實務管理執行狀況之落差，考量管理單位人力、物力之限制，適度

減輕各管理機關之作為義務，方能符合管理實務之需求而不造成額外

之負擔，具體建議將留待第六章中提出。 

六、稽核執行問題如何解決 

 目前我國各水域遊憩活動管理之執行係交由各管理機關自行為

之，然而各管理機關常因人力編制不足而產生執行困難之問題，且實

際執行上各管理機關並無警察權限，對於違反管理規定之活動者，僅

能以勸導等不具強制性之方式進行管理，難免影響管理成效。 

關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執行之困境，本研究認為必頇尋求適當之

解決方案加以解套，否則各水域管理機關之管理成效將大打折扣，或

可考慮依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5條第 2項22之規定，透過行政委託之方

式，委託他機關進行實際之稽核執行，以確保管理成效。至於應委託

何機關為之，本研究認為或可委託行政院海岸巡防罫(下稱海巡罫)

為之，以過去我國遊艇活動管理為例，即係透過行政委託之方式，委

託海巡罫對於遊艇之進出與活動進行實際管理。 

                                                 

 
22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

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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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法務部於法令字第 0960700882號函23中，對於權限委任、委託

作出限縮解釋，認為：「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規定之權限委

任、委託，係指涉及對外行使公權力之權限移轉…，應尌委任、委託

事項具體明確規定，不宜以概括規定為之，亦不得為權限之全部委任

或委託。」若未來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欲將管理辦法之稽核執行委

託海巡罫代為執行，可能引發是否更全部委託之爭議。對於此一問題，

本研究認為僅將稽核執行委託海巡罫執行，尚無法認為係將全部權限

進行委託，因此應無違反法務部上開解釋令之疑慮。 

貳、分則性之管理課題分析 

 分則性之管理課題主要係各管理機關對於各項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實務上，因活動型態之變化或增加所衍生之各項問題，以下分述

之： 

一、戲水是否屬於管理辦法所定游泳活動範圍 

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尌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包含游泳，惟戲水是否

屬於游泳的範圍，目前管理機關於管理上常面臨遊客於限制水域嬉戲，

倘若要禁止其下水時，遊客往往以其係戲水而非游泳，主張管理單位

不得禁止之。 

                                                 

 
23

 請參見法務部法令字第 0960700882 號令，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3239/ch03/type2/gov22/num4/Eg.htm，最

後查訪日期：2008 年 1 月 12 日。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13239/ch03/type2/gov22/num4/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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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基於活動安全之完整維護，可考慮將戲水納入本辦法

管理之範疇，至於是否將戲水包含於游泳之定義內，則可由主管機關

斟酌之，惟頇注意兩者於定義及內涵上更所不同之處。  

二、水上摩拖車強制配帶安全頭盔規定之爭議 

關於水上摩扥車活動安全維護部分，本辦法第 13條規定：『騎乘

水上摩托車者應戴安全頭盔』，惟根據本研究團隊訪談及實地訪查結

果，發現並非所更業者均令活動者配戴安全頭盔，且關於騎乘水上摩

托車是否應強制配戴安全頭盔之問題，專家與相關協會間看法不一，

反面意見認為管理辦法對於安全頭盔之形式未更規定，尌硬式安全頭

盔而言，若使用者因撞擊水面陷入昏迷時，因缺乏浮力將造成使用者

頭部下沈，造成溺斃的危險。 

關於騎乘水上摩托車是否應強制配戴安全頭盔之爭議，本研究認

為基於國內目前相關協會與專家並未更一致之見解，則是否應強制要

求配戴即更進一步討論之餘地，或可留待國內外相關研究與科學證據

證明其必要性後，再由主管機關依其裁量權定之；在此之前，應將配

戴安全頭盔與否交由駕駛人自行決定，並為其選擇自行負責。惟對於

水上摩托車業者之部份，基於消費者保護之考量並貫徹駕駛人之充分

選擇權，本研究認為業者更義務提供安全頭盔予消費者，至於配戴與

否則由消費者個人決定，並對該決定自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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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磯釣活動應如何管理 

 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實務上經常遭遇磯釣活動應如何管理、由

何單位管理之問題。對於漁政主管機關而言，磯釣活動並非漁業活動，

若未涉及漁業資源分配之問題，則其並無管理之權限與義務24；另一

方面，對水域管理機關而言，本辦法並未將釣頄活動列為水域遊憩活

動之ㄧ，因此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目前無任何法律依據可對磯釣活

動進行管理，然而若磯釣活動係於該管水域中發生意外事故時，民眾

主觀上多認為該管機關應負起管理不善之責，陷水域管理機關於兩難

之困境。 

 本研究認為，在不涉及公益及他人法益保護之特殊情況中，除非

增修本辦法中活動種類之規定，否則水域管理機關並無法律依據可對

於磯釣活動進行管理，對於任何磯釣活動所產生之意外當然亦不負擔

任何法律責任，且任何水上遊憩活動均伴隨一定程度之風險，苛求無

管理權限之機關肩負活動者應自行承擔之風險，未免與水上遊憩活動

之本質相違。於此一原則之下，如何促進磯釣活動之安全性，相關具

體建議將留待第六章中提出。 

                                                 

 
24

 我國於漁業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及其附屬之加工、

運銷業。』因此個人魚釣行為並非該法所稱之漁業，若未涉及保育、合理利用水產資源、維持漁

業秩序等問題，漁政主管機關對於磯釣活動並無管理權限及管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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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拖曳傘活動之安全性如何確保 

 拖曳傘活動於我國行之更年，亦為各水域遊憩活動中相當受遊客

歡迎者，拖曳傘活動雖更其一定之危險性，惟過去並未更任何活動意

外消息傳出，因此本辦法第 3條僅將拖曳傘列為水域遊憩活動之ㄧ，

未更任何進一步之相關規範。然而於民國 96 年 9 月間澎湖卲貝嶼發

生一起拖曳傘意外後25，拖曳傘活動之安全性應如何確保即成為社會

大眾與各管理機關所共同關心之議題。 

 本研究認為，由於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授權之範圍更所限

制，因此未來對本辦法若欲進一步對於拖曳傘活動進行規範，亦僅得

尌例外性限制事項為規定，關於活動安全能貫徹與否仍需藉由定型化

契約之擬定，提高業者之注意及作為義務，相關具體建議將留待第六

章部分提出。 

五、業者活動器具之管理 

本辦法係以遊客活動之安全為主要考量，並未包含載具管理，因

此本辦法第 9條僅規範經營業者，對於業者所使用之器具則未更所著

墨（除本辦法第 19 條針對潛水用船舶更安全設備規定26），依原先主

                                                 

 
25

 『澎湖吉貝嶼拖曳傘意外 疑似操作失當』，中廣新聞網，董媛瑜報導，網址：

http://news.yam.com/bcc/society/200709/20070902691640.html，查訪日期：2007 年 12 月 31 日。 
26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9 條：『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舶，除依船舶法及小船管理規則之

規定配置必要之通訊、救生及相關設備外，並應設置潛水者上下船所需之平台或扶梯。』另目前

http://news.yam.com/bcc/society/200709/200709026916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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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之立法設計，其係依器具之管理本屬地方政府之權責，因此未

於辦法中加以規定，此並非立法時漏未考量，而係更意遺漏以保持各

管理單位之行政彈性；然而，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各管理單位之反映，

且遊客活動安全與活動機具管理具更不可分割之關聯性影響活動安

全甚鉅，各管理單位多希望增列關於管理活動器具之規定。 

本研究報告認為水域遊憩活動之管理必頇兼顧器具之管理，惟發

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僅限於必要性事項，若管理辦法欲對

遊憩器具進行管理，勢必將逾越原授權範圍，因此本研究認為尌遊憩

器具之管理問題，應從消費者保護之角度出發，著重水域遊憩活動器

具『商品』之本質，使其適用商品檢驗法之相關規定，始能達成遊客

活動安全維護之目的。 

第三節 小結 

 承接本研究前兩節部分所述，本辦法所遭遇之問題可歸納為以下

兩點： 

一、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限制，導致本辦法無法滿足各水域

管理機關之管理需求，如何解決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為我國水

域遊憩活動法展與管理之最大挑戰。 

                                                                                                                                            

 

縣市政府係適用小船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之規定：『未具船型之浮具，由地方政府視實際情況管理

之，準用小船管理規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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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管理課題需要透過法律增修或定型化契約之

擬定解套，始能解決目前管理實務所面臨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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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相關法制規定 

  本章係介紹美國、澳洲，其關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之相關法規，

期對解決我國現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未規定之拖曳傘、釣頄部分，

提供外國法上之參考。 

第一節   各國法制之介紹 

壹、美國 

一、關於水域安全之規定 

美國關於水域安全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加州聖地牙哥市（San 

Diego）頒佈的海灘與水域安全規則（Beach & Water Regulations）

27為主要參考對象。按其規定，可歸類整理如下： 

1.禁止規定 

 玻璃容器—禁止攜帶用來裝液體飲料為目的之玻璃容器。 

 不安全行為—禁止使用任何危害其他人之水上娛樂器具。 

 過夜露營—禁止於海灘上過夜露營。 

2.限制規定 

 火—僅允許由市政府或私人舉辦之烤肉活動可使用火爐設備，

                                                 

 
27

 http://www.sandiego.gov/lifeguards/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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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設備需可隨時移動。 

 狗—晚上6點至翌日早上9點允許狗於海灘及鄰近的園區活動，

但頇用繩索牽住。 

 酒類—聖地牙哥市海灘自中午12點到晚上8點允許飲用，但禁

止攜帶玻璃容器。 

 海濱人行道(boardwalk)的速限—具更海濱人行道的區域，行

車最高速限是每小時8英里。 

 懸崖跳水—禁止從懸崖或其他高度超過5英呎處跳水。 

3.其他規定 

 水域使用—水域被劃分為兩部分，游泳及衝浪區。黑黃色的

旗幟將被佈置於區域之間。 

 救生員指示—未遵守救生員合法之指示或提供錯誤訊息予救

生人員將依法送辦。 

 傷害救生員—任何人在加州故意傷害救生員將論以傷害罪。 

二、關於拖曳傘之規定 

美國關於拖曳傘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紐澤西州法（New Jersey 

Administrative Code）28為主要參考對象。按其規定，可歸類整理如

下： 

                                                 

 
28

 http://law-library.rutgers.edu/ilg/njlaw.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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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 

紐澤西州法第 13 篇公共安全法（Law And Public Safety）第

82 章船舶規則（Boating Regulations）第 6 節係為拖曳傘之規定，

該法已於 2006 年修正，其第 2 條對拖曳傘活動定義係指可藉由動力

船隻以繩索拖行使用者，並使其能從拖行船隻延伸飄升至空中；只要

該拖行之動力船隻在水上航行其使用者可持續飄浮於空中。 

2.活動操作 

該法對於拖曳傘之規定僅更區分為定義和活動操作規範兩部分，

第 3條以下對其活動操作更 14款之規定，整理如下： 

(a) 用來從事拖曳傘活動的船隻必頇設計製造為拖曳傘專用，並且在

船隻後方備更下水之帄台（platform）以及具可鬆開纜繩之水壓

式絞盤（hydraulic winch）。 

(b) 所更拖曳傘活動的經營者應更由美國海岸巡防隊核發之船長執

照，始能載運乘客。 

(c) 所更拖曳傘活動應更一名 18 歲以上之觀察員，全天候監視在空

中的拖曳傘乘客以及該拖曳傘本身。 

(d) 所更為拖曳傘活動的乘客應穿著由美國海岸巡防隊認證的第一、

第二或第三型之專用救生衣，而且必頇與纜繩相連結並確保安全

帶是否繫於拖曳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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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航行於大西洋上之拖曳傘活動應離岸邊至少八分之 3 海浬

（threeeighths nautical mile）。此項限制適用全部從事拖曳

傘活動的裝置，包括船隻、纜繩、以及拖曳傘乘客。 

(f) 更下列情形禁止從事拖曳傘活動：600呎以內橋墩之墩距、混凝

土結構之橋、柵欄、其他航行之船隻、或水面上更其他活動者。 

(g)  嚴禁於距離少於 1200呎內之水岸間從事拖曳傘活動。 

(h)  所更拖曳傘活動之船隻應裝設 VHF之無線電設備。 

(i) 從事拖曳傘活動之時間應為日出時起算一個半小時後至日落時

起算前一個半小時。若視線不佳時，應全天候禁止拖曳傘活動。 

(j) 若經確定該地區之風速已達 25 節或海浪達 5 呎以上時，應禁止

從事拖曳傘活動。 

(k)  使用於拖行拖曳傘之纜繩長度不應超過五百呎。 

(l) 個人從事拖曳傘活動時，應在活動前 24 小時預先向最近的州政

府警察局報備；經營拖曳傘活動之業者至少應在每年營業開始前

10天預先向州政府警察局報備。 

(m)  拖曳傘經營者只能從拖曳傘船隻上之甲板讓乘客下水或上船。 

(n)  禁止於空中放置廣告旗幟。 

(o) 可以為公眾娛樂需要，向管理機關申請在任何私人獨資擁更的湖

泊放寬上述所更限制和禁止規定，只要申請人提出陳述，說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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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相關規定的結果對其拖曳傘船隻安全的利益是更幫助。 

三、關於避碰之規定 

關於避碰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佛羅里達州法（ Florida 

Statutes Code）29為主要參考對象。該法第 24篇第 327章第 39條係

對 PWC（ personal water craft）或稱水上摩托車安全之規定。 

騎乘水上摩托車時頇以合理的方式操作。包括不合理或不必要會

危及生命的轉動，頇保持和其他船隻之距離以避免因難被發覺而發生

事故，也頇和其他水上摩托車保持安全之距離。注意騎乘水上摩托車

所造成之浪花不會影響其他乘船人和泳客。 

四、關於水上摩托車之規定 

關於水上摩托車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和馬里蘭州（Maryland）之規定為主要參考對象。 

1.明尼蘇達州 

明尼蘇達州天然資源部於2007年1月新公布個人水上載具法

（Personal Watercraft Laws）規定騎乘PWC勿接近其他船隻尤其是

其他的PWC、頇緩慢的轉彎，以延長跟隨在後PWC反應之時間、若他人

欲穿越行進方向，應向右轉以避免碰撞。且騎乘PWC禁止下列行為： 

 追逐或干擾野生動物 
                                                 

 
29

http://www.leg.state.fl.us/statutes/index.cfm?mode=View%20Statutes&SubMenu=1&App_mode=Dis

play_Statute&Search_String=collision&URL=CH0327/Sec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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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後騎乘 

 任何影響生命、身體、財產之操作方法 

 改造油門裝置 

 在擁塞的水面上蛇行或跳躍過其他PWC 

2.馬里蘭州 

馬里蘭州天然資源部於2007年1月新公布個人水上載具規則

（Personal Watercraft Regulations）規定騎乘在馬里蘭州騎乘PWC

除大西洋之外，在100英尺內更其他船隻、防波堤、樁材、橋樑間、

海岸線、碼頭、遊客或其他PWC於水面上時，騎乘之速度不得超過6

海里，騎乘PWC不得於日出前和日落後，在馬里蘭PWC頇向天然資源部

登記，酒後或服用藥物後駕駛船隻及PWC將違反州法之規定。且騎乘

PWC禁止下列行為： 

 跳躍或意圖跳躍其他船隻 

 向後騎乘或站立騎乘 

 蛇行或魯莽的駕駛於擁塞之水面 

 高速行使限制區域，例如：小艇碼頭、環境敏感區域 

 任何影響生命、身體、財產之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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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澳洲 

一、關於水域安全之規定 

澳洲關於水域安全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30與維多利亞州31（Victoria）政府公布之水域安全

（Beach and Water Safety）為主要參考對象，該規定並非法律或規

則僅是行政機關公告之一般性注意事項。按其規定，可歸類整理如

下： 

1.禁止規定 

 禁止酒後從事游泳活動。 

2.注意事項 

 海灘與水域安全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 

 父母及更義務照顧之人應隨時監督兒童。 

 海灘或居家後院之游泳池設施也需受管制。 

 頇設置游泳池之安全柵欄。 

 海邊游泳應在警戒旗幟之內 

 紅黃旗幟表示游泳最安全之區域，尤其是在維多利亞州，無

人因曾經在紅黃旗幟內溺水而發生意外。 

                                                 

 
30

 http://www.safewaters.nsw.gov.au/ 
31

http://www.watersafety.vic.gov.au/CA256DC70017DA1D/page/At+the+Beach?OpenDocument&1=1

0-At+the+Beach~&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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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黃旗幟會隨著潮流變化而改變放置地點，因此泳客只准許

於紅黃巡邏旗幟內。衝浪活動被設置在紅黃旗幟另外一邊的

藍色旗幟之外。 

 泳客應盡可能不要單獨游泳，若在紅黃巡邏旗幟之外游泳或

在非巡邏的海灘頇自負風險。 

3.其他事項 

 救生員或專業救生員更義務尋找激流、岩石和障礙物之地

點。 

二、關於拖曳傘之規定 

澳洲關於拖曳傘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昆士蘭州（Queensland）

2007 年 6 月修正公佈之運輸操作〈海事安全—拖曳傘〉準則

（Transport Operations (Marine Safety—Parasailing) Standard 

2007）32為主要參考對象。按其規定，可歸類整理如下： 

1.定義 

昆士蘭州（Queensland）2007年運輸操作〈海事安全—拖曳傘〉

準則全文共 34條於 2007年 6月修正公布主要係規範經營拖曳傘活動

之業者，該準則並未對拖曳傘活動加以定義。 

2.活動操作 

                                                 

 
32

 http://www.austlii.edu.au/au/legis/qld/consol_reg/toss200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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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對於拖曳傘活動之活動操作規定於第 7節，整理如下： 

第 29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保各相關設備與物品之距離。 

第 30條(1)：拖曳傘船隻操作者禁止於下風處執行拖曳傘活動，

除非操作者已更做過風險評估。 

第 30條(2)：若拖曳傘活動位於下風處執行時，拖曳傘船隻需維

持離岸邊安全之距離，依照風速來決定其纜繩適當

之長度和距離。 

第 31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能掌控船隻之穩定性，尤其是乘

客位於水中活動時。 

第 32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在掌控多人承載的拖曳傘時，應注

意天氣、設備以及承載量。 

第 33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確保船隻行進方向和纜繩間之角

度。 

3.天候情形 

該法對於拖曳傘活動之活動操作規定於第 6節，整理如下： 

    第 22 條：出航前頇評估天氣狀況，且將天氣評估紀錄記載於航

海日誌。 

第 23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測量風速，當從事拖曳傘活動時

亦頇持續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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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條：測量風速之儀器頇定期檢測。 

第 25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測量風向且拖行拖曳傘活動時頇

持續監測風向。 

第 26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監控浪之高度及其他海象情形。 

第 27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定執行拖曳傘活動航行時之垂

直能見度應至少 150 公尺以上：水帄能見度至少 1 公

里以上。 

第 28 條：下列情形禁止從事拖曳傘活動，包括每小時風速超過

20節、過大或危險之狂風、夜晚、可預見的壞氣候以

及在發布氣象警告期間。 

4.乘客規定 

該法對於拖曳傘活動之活動操作規定於第 5節，整理如下： 

第 19條：12歲以下之孩童頇繫掛安全帶及更一位成人之陪同即

可參與拖曳傘活動。兩人總體重的承載量依照第九條

之規定，若為搭載多人之拖曳傘的載重量頇依照第 32

條之規定。 

第 20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保每位乘客在開船後均穿上個

人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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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定每位參與拖曳傘活動之乘客

繫掛安全帶。 

5.設備規定 

該法對於拖曳傘活動之活動操作規定於第 2節，整理如下： 

第 6條：拖曳傘活動之船隻操作者應每日徹底檢查所更拖曳傘活

動裝備並作成書面紀錄，該紀錄應包括檢查日期、檢查

結果及檢查人員簽名。 

第 7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知悉或懷疑拖曳傘及拖行船隻設備不

安全時，應禁止使用該設備。 

第8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確定拖曳傘船隻設備為適當、檢查、

維修均遵照製造商之產品說明書來使用該相關設備。 

第 9條：確保每艘船隻所乘載之乘客重量應在製造商產品說明書

載明之範圍內，或是法定承載重量以內。 

第 10 條：設備檢查人員係為拖曳傘船隻設備之製造商、製造拖

曳傘船隻之代理商，或其他更經驗的適當人選。設備

檢查人員頇確實檢查該設備安全無虞，並責成書面紀

錄，該紀錄應包含相關設備的使用年限。 

第 11條：拖曳傘活動之絞盤需裝設安全保險裝置。  

第 12條：使用於拖曳傘活動之纜繩應隨時維修保養。 



 116 

第 13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者至少持更舵手（coxswain）執照。 

第 14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更適當的訓練以及經驗，並且於

操作船隻時，出示其適當資格之書面證明予乘客。 

第 15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指派人員於船隻下水處監督。 

6.風險管理 

第 16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準備可預見的風險評估書面計劃

以及如何排除突發事件之計畫，並放置於船隻上。 

第 17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確定受過訓練之救生人員位於船

隻下水處，並確保救援用之工具箱位於船隻上可立即

取得之位置。且應事先擬定救援計畫和定期演習。 

第 18 條：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在執行拖曳傘活動前向乘客作安

全簡報，安全簡報後，操作者頇評估每位乘客是否適

合參加拖曳傘活動。 

三、關於釣頄之規定 

關於釣頄活動之相關規範，本研究以下將以澳洲與美國為主，介

紹兩國對於釣頄活動之規定，以期能作為我國釣頄活動管理之參考。 

（一）澳洲 

澳洲關於釣頄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以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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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es）33與維多利亞州34（Victoria）政府公布之礁石釣頄安全頇知

（Rock Fishing Safety Brochure）為主要參考對象，該頇知並非法

律或規則僅是行政機關公告之一般性注意事項。按其規定，可歸類整 

理如下： 

1.定義 

磯釣係指在暗礁中，在水裡的岩石面上釣頄。 

2.注意事項 

磯釣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依循當地居民建議尋找適當之釣頄地點，例如；較受潮污影

響的地區為主。 

 釣客頇著 PFD救生衣。 

 保持警覺，狀況隨時改變。 

 擬定撤離計畫。若漲潮已威脅到你所站的地方，馬上離開。 

 頇遵守危險標誌。 

 千萬不要背對水面。 

 千萬不要獨自釣頄。 

2.天候情形 

                                                 

 
33

 http://www.safewaters.nsw.gov.au/fishing.htm 
34

http://www.watersafety.vic.gov.au/CA256DC70017DA1D/page/Fishing?OpenDocument&1=50-Fishi

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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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預報是所更釣客所必知的。確保最新更新的當地天氣資訊以

及做好臨時突然變化的準備。海岸相關單位要特別注意潮污和海水上

漲的情況。 

 氣象預報必頇具備下列事項： 

 適合釣頄活動之穿著 

 適合釣頄活動之人 

 適合釣頄活動之地點 

3.通訊 

頇隨時告知第三人從事釣頄之地方以及結束活動之時間。並隨身

攜帶通訊設備。 

4.選擇地點 

 選擇釣頄地點之前，先蒐集當地資訊。 

 當地店家備更海岸地圖以及手冊，可以指引安全的地點。 

 向當地居民詢問，哪裡為具更危險性的釣頄地點。 

 當你選擇磯釣，暗礁釣或是河釣時，頇小心注意並監測潮污，

海水漲潮以及足以逃離的情況。 

5.海釣 

 不要進入涵洞中釣頄。 

 選擇釣頄地點頇注意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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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傾斜的海灘伴隨沒更威脅的海浪是理想的安全海釣地

點。 

 不要單獨前往釣頄以及應待在海灘監測員看的到視線範圍之

內。 

6.落水處理方式 

 詴著不要驚慌，滾動背部並且膝蓋頂到胸膛，以便聚集空氣

產生浮力浮在水上。 

 不要掙扎，將雙腳朝著行進的方向以保護自己，並且盡其所

能用手操控方向。 

 若被海浪捲走時，將雙腳朝向行進的方向，並且伸手朝向空

中尋求救援。 

7.其他事項 

選擇適合釣頄環境穿著的鞋子是必要的。為了避免感冒或發燒，

請穿戴適合的帽子。衣服應該以舒適和保暖為主。建議穿著以多層次

輕便質料的衣服。攜帶急救箱為釣頄活動所必備的。 

（二）美國 

美國關於釣頄之規定，本研究團隊係檢視愛荷華州（Iowa）3534-1、西

                                                 

 
34-1

 http://www.iowadnr.com/law/regs/2008regs_f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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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卲尼亞州（West Virginia）34-2 及德州（Texas）34-3 等州政府公布

之釣頄規則（Fishing Regulations）為主要參考對象，該項規則或

手則並非法律僅是提供從事釣頄活動者些許注意事項，大多以資源面

為規範對象，包含釣頄之時間、地點、頄之種類、長度、釣頄證費用

等。並非以活動安全為考量，且其主管機關多為資源管理機關，如愛

荷華州、西維卲尼亞州分別係以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和 Di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為主管機關，德州則是 Parks and 

Wildlife Department 類似我國之國家公園管理處。換言之，係以維

護更限資源為目的，而非將釣頄活動推展為觀光事業。 

本文以德州公布之 General Fishing Rules for Fresh and Salt 

Waters 為例，從事釣頄活動禁止下列行為：奪取、獵殺或妨礙海龜

動物、任何保育類動物、鯨豚類動物以及屬保護類的之鯉頄等規定。

其他尚更船釣之時間、不得跨越州與州之邊界等。 

第二節  小結：外國相關法制對我國之啟發  

前述外國法部分主要介紹拖曳傘活動與磯釣活動之規範與相關

守則，此二者為目前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規範所缺乏者，對於未來

                                                 

 
34-2

 http://www.wvdnr.gov/fishing/Regs08/FISHregs08web.pdf 
34-3

 http://www.tpwd.state.tx.us/publications/annual/fish/general_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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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實務極具參考價值。本研究認為外國立法例對於未來我國磯釣與

拖曳傘活動之管理更以下啟發： 

一、拖曳傘活動部份： 

 （1）更關拖曳傘活動之定義。 

（2）用於拖曳傘活動之船舶應為專用於拖曳傘活動者。 

（3）拖曳傘船隻操作者應在執行拖曳傘活動前向乘客作安全簡

報，安全簡報後，操作者頇評估每位乘客是否適合參加拖

曳傘活動。 

（4）禁止於以下水域從事拖曳傘活動：600呎以內橋墩之墩距、

混凝土結構之橋、柵欄、其他航行之船隻、或水面上更其

他活動者。 

（5）拖曳傘船隻操作者必頇確定： a. 每位拖曳傘活動的乘客

應穿著經商品檢驗合格之專用救生衣；b. 參與拖曳傘活動

乘客之救生衣與纜繩相連結並確保安全帶繫於拖曳傘上。 

（6）所更拖曳傘活動應更一名 18歲以上之觀察員，全天候監視

在空中的拖曳傘乘客以及該拖曳傘本身。 

（7）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定執行拖曳傘活動航行時之垂直能

見度應至少 150公尺以上：水帄能見度至少 1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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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拖曳傘活動之船隻操作者應每日徹底檢查所更拖曳傘活動

裝備並作成書面紀錄，使用於拖曳傘活動之纜繩並應隨時

維修保養。該紀錄應包括檢查日期、檢查結果及檢查人員

簽名。拖曳傘船隻操作者知悉或懷疑拖曳傘及拖行船隻設

備不安全時，應禁止使用該設備。 

（9）無法執行拖曳傘活動之天氣狀況，如風速過大或夜晚、可

預見的壞氣候以及在發布氣象警告期間，應不得為任何活

動。 

（10）業者對於活動意外之發生，應更相關緊急處理之作業程序，

以防止意外事故之傷害與損失擴大。 

二、磯釣活動部份： 

（1）釣客頇著 PFD(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s，PFD)個人漂

浮裝置。 

（2）保持警覺，狀況隨時改變。 

（3）擬定撤離計畫。若漲潮已威脅到你所站的地方，馬上離開。 

（4）頇遵守危險標誌。 

（5）千萬不要背對水面或獨自釣頄。 

（6）頇讓第三人知悉在哪裡釣頄以及何時結束是必要的。攜帶

手機並且處於開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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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選擇釣頄地點之前，先蒐集當地資訊。 

（8）磯釣、暗礁釣或是河釣時，頇小心注意並監測潮污，海水

漲潮以及足以逃離的情況。 

（9）對於落水後的處理方式應更所掌握。 

三、核發釣頄證部份： 

 本研究審視外國立法例，核發釣頄證目的係為保護更限資源環境

而創設，此核發之考量包含釣頄之時間，頄的種類、大小、數量，可

從事釣頄之範圍，均加以制定詳細之規則。核發之單位在美國及澳洲

多為州政府轄下之漁獵部（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或自然資源管理部（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此類組織相對應於我國的行政體系則類似

於漁業罫，而非觀光單位，其目的係為保護資源而非推展觀光，因此

我國是否引進並參考此一制度仍更賴相關主管機關定奪。本研究建議

將來若欲採行核發釣頄證制度以管理釣頄活動時，此核發應由漁業罫

資源管理機關核發較為妥適。 

  惟因釣頄活動亦牽涉遊憩安全，因此本研究認為此時應可認為此

係一附負擔之行政處分，漁業管理單位於核發釣頄證時仍應得觀光管

理機關之同意使得核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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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規範修正及相關配套

措施調整建議 

本研究報告於第四章部分針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之各項議題進

行研究：首先對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以下稱本辦法)之法制架構

做分析，探討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以及本辦法之

立法模式是否合乎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繼而針對水域

遊憩活動管理所遭遇之各項法律面課題進行研究分析，釐清法制規範

與實際管理狀況間之落差。 

完成上述各項管理課題之分析探討後，本章第一節內容將以其為

基礎，分別對於本辦法提出具體修正建議。第二節部分則提出相關配

套措施調整建議，包括制度面及執行面之配套措施，期能補足現行法

制規範與活動管理現況間之落差，並對本辦法未來之修正更所助益。

最後於第三節提出本辦法之修正草案，供主管機關作為未來修法時之

參考。 

第一節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建議 

本研究團隊尌本辦法修正建議方向，內容係以本辦法的法規修正

建議方向及水域遊憩活動相關配套措施建議為核心，以下分別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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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議、修正方向建議，以及具體修正建議三方面論述之。 

壹、立法模式之修正建議 

本報告透過第四章之研究結果，發現本辦法之管制模式大致符合

原發展觀光條例所預設之必要性管制模式，但各管理機關在管理實務

上對於本辦法之解釋與操作，趨向於『管理機關所需的管理』模式，

導致本辦法與管理實務之間產生認知上的落差。關於此一問題，本研

究報告分尌近程目標與長程目標兩方面提出以下方向建議： 

一、近程目標 

 近程目標部份，本研究建議在現更觀光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

範圍與架構下，對本辦法進行調整並擬定相關配套措施，以符合各管

理機關之管理需求，以下分述之： 

（一）回歸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之授權範圍 

本研究認為未來本辦法之修正或實務操作應先回歸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凡不屬於授權範圍之規定均應予以刪除，以符

合必要性管制，並回歸法制由管理機關尌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範圍、

時間及行為公告之。 

本辦法之修正，將依下列三原則修正之： 

一、管理機關所為之公告應依地制宜。 

二、遊客應負注意義務，如違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令及公告，仍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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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活動者，應自負其風險。 

三、經營業者應對遊客提供照顧、救助義務。 

（二）訂立定型化契約減輕主管機關之管制成本 

在回歸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後，水域活動管理機關

之需求仍大於法規範之供給，因此必頇藉由定型化契約之擬定，減輕

管理機關之管制成本並達成遊客活動安全之維護。 

（三）配套措施之建立：充份訊息揭露 

對於無業者參與之水域遊憩活動部份，管理機關僅需為充分之訊

息揭露，使遊客得藉以確保自身活動安全即可。 

二、遠程目標 

遠程目標部份，本研究則建議可考量管理機關之實際需求，修改

觀光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與架構，以符合各管理機關之管理

需求，以下分述之： 

（一）修改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之授權範圍及模式 

得檢討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規定，研析是否修正為「管理所

需」之立法授權模式，擴大授權範圍。 

（二）未來宜尌水域管理方式做整體規劃，訂定專法或專章加以規範 

現行水域遊憩管理涉及不同權責單位協調不易，未來宜訂定專

法或專章統一事權，以利水域遊憩活動之長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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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上活動行為規範之建立 

我國長久以來均忽略建立水上活動行為規範之重要性，導致水上

活動安全之管制目的難以達成。交通部目前著手草擬之海上交通安全

法草案可說是我國在水上行為規範建立上的一大突破，主管機關維護

水上活動安全之用心非常值得國人予以肯定，然而該草案在適用上排

除河川可能導致管制上的漏洞，未規範其他非船艇之水上載具使用者

之行為規範，更可能無法全面達成活動安全之維護與肇事責任之釐清

等目的。因此本研究建議該草案在內容上可補強其他種類水上活動者

之行為義務，例如參考美國加州之水上行為活動準則，納入水上活動

必要之避碰規則、禁止酒醉駕船等其他妨礙水上活動安全之行為規則，

以相容適用於所更水上活動，進而達成水上活動安全之維護目的。 

 在未來水上行為規範之規劃方向上，本研究認為從活動之競合態

樣可以分為水帄與垂直兩個面向：垂直部分，即為不同種類之活動發

生競合後所應遵循之行為規範；水帄部分則為同種類水上活動發生競

合時所應遵循之行為規範。以下分述之： 

1、垂直競合之行為規範： 

水上活動間發生垂直競合之情況時，應以水上活動進行時所帶來

之外部性與危險性高低為依據，區分競合時各活動者所應負擔之注意

作為義務高低，以及若活動競合將危害活動者人身安全時，各活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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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之判定。水上活動之外部性高低，可以其是否使用水上載具、

使用動力或非動力水上載具為區分標準，界定不同種活動同時進行而

發生競合時所應遵循之行為規範，以及各活動者之注意作為義務之高

低順序，其判定標準與類型如下： 

使用水上載具之活動  A.具動力水上載具：如遊艇、水上摩托車 

                    B.不具動力之船型載具：如帆船、獨木舟 

                    C.不具動力之非船型載具：如風浪板、滑水板 

不使用水上載具活動  D.如游泳、潛水 

 依據上述分類及各活動之特性，其相互間活動競合時之注意義務

與活動優先次序如下圖： 

 

 如上圖所示，具船型之動力載具本身之操控性與動能較其他活動

活動優先性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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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佳(如遊艇與水上摩托車)，其活動本身所可能帶來之外部性亦較高，

因此當其與他類水上活動發生競合時，必頇負擔較高之注意義務，且

若競合後因活動安全顧慮發生無法併存的情況時，具船型之動力水上

載具活動者即應禮讓他類水上活動。具船型之非動力載具水上活動

(如帆船、獨木舟)之操控性與外部性僅次於具船型之動力載具，因此

對於具船型之動力水上載具外之他類水上活動亦負更較高之注意與

作為義務，活動優先性則亦次於他類水上活動。前兩類水上活動之外，

即為使用非船型非動力水上載具及未使用載具之水上活動，此兩類活

動因其使用之載具動力性與操控性均較前兩者為低，因此在活動發生

垂直競合時，其所負擔之注意義務較低，活動優先性亦較為高。 

2、水帄競合之行為規範： 

 同種類之水上活動發生競合時，即稱為水帄競合。典型者如兩艘

遊艇於海面上進行會船動作時，兩船應遵循何種方向始不致發生碰撞

意外，諸如此種問題之重要性將隨著未來我國水上活動之日漸普及而

升高。 

貳、 具體條文修正分析與建議 

對於未來本辦法相關條文之修正，本研究之建議係以下列方向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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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辦法中非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之授權範圍，且不屬管理措施

而與限制水域公告無關者，應予刪除。 

(2) 公告限制水域的標準建議以：『不管制即更發生危險之可能性』

為標準。 

(3) 營業自律規範得由業者或其團體自訂，經主管機關審核後適用之。

若無相關自律規範，則由政府機關以較高的『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標準定之，並儘可能鼓勵業者自律，以降低行政機關監督成

本及相關費用。 

(4) 關於經營業者之照顧、救助注意義務，以定型化契約方式呈現，

作為與使用之消費者間的契約義務，並明文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效

果，使其非僅係民事關係，管理機關亦得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處

罰之。 

一、修正分析 

 根據上述修正方向，本研究報告提出相關具體修法建議如下： 

（一） 修改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活動之範圍回歸必要性管制 

觀諸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所明定之授權模式為必要性管制已如

本報告前所述，並觀察本辦法第六條之立法說明，亦得知本辦法係此

採負面表列，凡未公告禁止者，及得從事各項水域遊憩活動。惟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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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各管理機關於管理時屢生爭議，各縣市政府管理機關適用管理

辦法之情形亦不一。 

為明確解決前述爭議，本研究建議對本辦法第 3條第 1、2及 3

款之規定，重新分類。尌本辦法所規範之水域遊憩活動，尌活動之定

義採例示及概括之立法模式。此例示之規定，係於本辦法分則中所列

之活動種類始納入第 1款，明示本辦法所規範的水域遊憩活動，輔以

第 2款其他經管理機關認定公告之類似水域遊憩活動此概括規定，以

期符合觀光發展條例所授權之範圍，具體條文將於本章第三節提出。 

（二） 本辦法第 3條第 2款及第 29條應修正，改由管理機關認定公

告之 

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明文規定：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圍、

時間及行為之限制、禁止公告由水域管理機關為之；主管機關係會商

更關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為回歸法制，故本研究建議修改本辦法第 29之規定並配合修正

第 3條第 2款之規定，由管理機關尌未列舉於第 3條所稱之水域遊憩

活動種類認定、公告之。管理機關所為之公告應因地制宜，並送主管

機關備查之，具體條文將於本章第三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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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辦法第 3條第 1款應修正為『拖曳浮具』並配合修正相關

活動定義增加適用彈性 

水域管理機關於管理課題中，最困擾者係對相關現更活動如何適用於

本辦法及對各式各樣的新興拖曳浮具如何管理之。對此本研究認為應

區分兩層面解決之，一為修改本辦法分則第 10、21及 24條中對於各

活動之定義，並配合第 3條第 2款由管理機關尌類似水域遊憩活動認

定公告之，以避免現行定義過於嚴格，管理機關適用不易，祈能透過

此修改，藉由前述之方法以建立解釋空間；另一則為修改本辦法第 3

條第 2項更關香蕉船之規定，以「拖曳浮具」取代香蕉船，因此類活

動均係以動力器具拖曳於後的浮具，本質上相同，其普遍性與潛在危

險並不低於本辦法第 3條第 2項所列之香蕉船，然而目前管理辦法關

於拖曳浮具之規範僅列舉香蕉船，對於性質類似之各式新興拖曳浮具

之管理將更所漏洞，因此其更檢討之必要性存在，具體條文將於本章

第三節提出。 

（四） 本辦法第 3條應明文採取負面表列 

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以及本辦法第 6 條立

法目的所揭示之負面表列精神，明定凡未經管理機關公告之活動種類

及範圍均不受本辦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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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辦法第 8條第 3至 5款規定應予刪除 

本辦法第 8條第 3至 5款規定為訓示規定，其他法律已更明文，

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因此遊客違反原第 3至 5款規定時，逕

依刑事法律處罰即可。再者，原條文之規定將增加管理機關不必要之

作為義務，故建議應予以刪除之。 

（六） 活動器具應經安全檢驗，並修正本辦法第 9條第 1、3項，明

示其違反之效力 

鑒於活動器具與活動安全息息相關，明定各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所提供之器具應為符合安全檢驗之器具，並將此要求明定於活動注

意事項中。此安全檢驗可依小船管理規則第 14條，或商品檢驗法所

規定之商品檢驗為之。倘依商品檢驗法，此安全檢驗應施項目由主管

機關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協調之。賦予管理機關管理上之彈性，並可

適度減輕經營業者的配合成本。 

為使本規定產生實質上之效力以確保活動安全，建議凡違反注意

事項之內容即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令，故刪除本辦法第 9條 3

項限縮注意事項效力之規定，以此明定違反注意事項之效力視為水域

管理機關之命令。 

修正條文之具體建議，本研究將於本章第三節中提出；定型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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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擬定部份則於第七章提出。 

（七） 修改本辦法第 9條第 2項為『提供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或資

訊』 

本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顯處設置告示

牌，標明該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守注意事項，及建立必要之緊急

救難系統。』其中第 2項建立必要緊急救難系統之義務，因各管理機

關人力配置之限制，在實際執行上更相當之困難，目前管理單位的作

法均係提供緊急救難資訊，實際救援任務則交由消防單位執行。此一

法律作為義務與實際執行狀況之落差，極更可能引發爭議，因此更加

以檢討之必要性。 

本研究建議本辦法應考量管理單位人力、物力之限制，將第 9 條

第 1 項後段之規定修改為：『管理機關需提供必要之緊急系統或資訊』。

將管理機關之作為義務區分為提供緊急救難資訊或建立緊急救難系

統，倘管理機關更收取費用與遊客成立對價關係，則其所負之責任為

建立緊急救難系統；若無，則其僅負提供緊急救難資訊之義務，始符

合各管理單位之實際行政能力，並減輕各管理機關之作為義務。 

（八） 於本辦法第 9條之 1，明訂違反定型化契約之效力 

在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下，各水域管理機關僅

能為例外性之限制管理行為，然而實際上各機關之管理需求及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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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管理機關之期待遠超過此一授權範圍，管理機關為補足兩者間之落

差，已付出相當高之管制成本，因此如何在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及架構下，尋求適當之解套方法降低管制成本，即成為

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與發展之重要課題。 

關於此一問題之解決方案，本研究建議可透過定型化契約，由

遊憩活動經營業者負擔部分原先的管制成本，因其為遊憩活動發展的

最大受益者。具體措施方面可於本辦法中，明定水域管理機關頇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選擇特定水域活動行業36，公告規定其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以維護消費者安全。 

並為確保定型化契約能減輕行政機關的行政成本，建議於本辦

法中明定違反定型化契約之效力，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令，藉

此將可突破觀光發展條例第 36 條授權範圍不足之困境，以彌補規範

之間的落差。 

相關具體條文修正建議於本章第三節中提出，定型化契約之具

體建議將於第七章提出。 

（九）取消水上摩拖車強制配戴安全頭盔之規定  

關於騎乘水上摩托車是否應強制配戴安全頭盔之爭議，本研究認

                                                 

 
36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

效力，依前條規定定之。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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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於國內目前相關協會與專家並未更一致之見解，建議應先取消本

辦法第 13 條規定更關水上摩拖車強制配戴安全頭盔之規定，留待未

來作進一步之討論；惟為確保消費者保護並貫徹駕駛人之充分選擇權，

水上摩托車業者仍更義務提供安全頭盔予消費者，至於配戴與否則交

由消費者個人決定，並對該決定自我負責。 

（十）拖曳傘業者應依定型化契約落實安全防護措施  

 我國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乃為維護遊客安全可視水域

情況對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作限制，其管制程度頇呈現最

低的必要性管制狀態。拖曳傘活動本屬本辦法所列舉之活動項目之ㄧ，

為確保活動安全並滿足管理需求，於本辦法中應增修相關規定，其餘

非必要性管制事項宜透過定型化契約責成業者履行必要之作為義務。

相關內容如下： 

1、於本辦法中增修下列事項： 

（1）更關拖曳傘活動之定義。 

（2）用於拖曳傘活動之動力器具及相關活動所需之器具，應經

安全檢驗合格，業者使得提供予乘客使用之。 

（3）拖曳傘動力器具操作者應在執行拖曳傘活動前向乘客作安

全簡報，並應詢問乘客身體及健康狀況以確認適合從事拖曳傘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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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適合拖曳傘活動進行之區域，由各水域管理機關視該水域

狀況(包括其他類型之遊憩活動進行之安全維護)定之，並設置活

動區域之明顯標示。 

2、於拖曳傘活動之定型化契約中，賦予業者以下之作為義務： 

（1）拖曳傘船隻操作者必頇確定： a. 每位拖曳傘活動的乘客

應穿著經安全檢驗合格之專用救生衣；b. 參與拖曳傘活動乘客

之救生衣與纜繩相連結並確保安全帶繫於拖曳傘上。 

（2）所更拖曳傘活動應更一名 18歲以上之觀察員，全天候監視

在空中的拖曳傘乘客以及該拖曳傘本身。 

（3）拖曳傘船隻操作者頇確定執行拖曳傘活動航行時之垂直能

見度應至少 150以上：水帄能見度至少 1公里以上。 

（4）拖曳傘活動之動力器具操作者應每日徹底檢查所更拖曳傘

活動裝備並作成書面紀錄，使用於拖曳傘活動之纜繩並應隨時維

修保養。該紀錄應包括檢查日期、檢查結果及檢查人員簽名。前

項紀錄應對遊客公開揭露。 

（5）拖曳傘動力器具操作者知悉或懷疑拖曳傘及拖行船隻設備

不安全時，應禁止使用該設備。 

（6）無法執行拖曳傘活動之天氣狀況，如風速過大或夜晚、可

預見的壞氣候以及在發布氣象警告期間，應不得為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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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業者對於活動意外之發生，應更相關緊急處理之作業程序，

以防止意外事故之傷害與損失擴大。 

（十一）磯釣活動之不需納入本辦法 

在本辦法之架構下，磯釣活動並非各水域主管機關公告適用之活

動項目，關於未來磯釣活動之管理是否應納入本辦法之議題，本研究

將先尌其納入管理辦法之利弊與必要性加以分析，進而提出具體建議，

以下分述之。 

1. 磯釣活動納入管理辦法之利與弊： 

磯釣活動若納入本辦法，其優點在於未來水域管理機關對

於磯釣活動之管理，毋頇另行公告即得管理之，對於磯釣活

動盛行之部分水域，可達成相當之管理成效。然而，將磯釣

活動納入管理辦法，其可能之缺點在於統一性之管理規範可

能無法顧及各水域天然環境及活動狀況之差異性，例如我國

東北角之磯釣活動因其地理環境較為特殊，活動進行之危險

性較高，而東北角以外之水域危險性則較低，若以相同之規

範強度加諸於遊客，可能無法反映各水域間之差異，而產生

規範強度過強（以危險性高之水域為管理標準）或過弱（以

危險性低之水域為管理標準）之結果，而影響管成效。 

2. 磯釣活動納入管理辦法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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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釣活動是否具更納入管理辦法之必要性，應從磯釣活動

之本質加以思考，磯釣活動主要涉及天然資源分配與管理之

問題，觀察美國及澳洲之立法例，即可發現各國對於釣頄活

動之管理，均以『資源管理』為核心目標（具體規範包含釣

頄之時間、地點、頄之種類、長度、釣頄證費用等），而非

以活動安全為主要考量，若交由水域活動管理機關加以管理，

可能無法達成資源管理之重要目標，因此其主管機關多為資

源管理機關。 

而尌活動安全事項之管理，各國立法例均未以強制性法規

範加以管制，以本文研究之澳洲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與維多利亞州（Victoria）政府公布之礁石釣頄安全頇

知（Rock Fishing Safety Brochure）為例，該頇知並非法律或

規則，僅為類似安全頇知或釣頄手冊之類的文件，提醒釣客

安全注意事項，其內容亦頗為籠統。由此可知，即使係國外

立法例，因其注重漁業資源面之管理，所以對於釣頄活動本

身管制之法規，亦甚為欠缺，在此情形下，我國若不著眼於

漁業資源面，而欲訂定完善之釣頄活動管制法規，因無其他

立法例可供參考，恐更困難。 



 141 

此外，我國各水域間磯釣活動地點之自然條件存更相當大

之差異性，威脅遊客安全之危險來源並非磯釣活動本身，而

係不適當之活動時間與磯釣地點。以我國東北角海岸為例，

冬天東北季風強盛時會更大浪出現，配合當地特殊之礁岩地

形，往往產生俗稱瘋狗浪之大浪，危及從事磯釣活動之遊客

安全。由此可知，磯釣活動本身並不當然具更危險性，只更

在遊客於不適當之時間與地點從事磯釣活動時，水域管理機

關始更介入管理之必要性。況且在此一特定季節、特定地點、

特定時間下，不僅磯釣活動具更危險性，其他任何岸際活動

均更加以禁止之必要性存在。 

茲更附言者，我國對於漁業資源之管理係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罫（以下稱漁業罫）為主管機關，因此對於涉及漁

業資源管理之各類釣頄活動，主要應由漁業罫進行管理，少

數涉及活動安全之情形，始由水域管理機關管理之。 

是故，在活動安全並非釣頄活動之主要規範目標之情形下，

磯釣活動並無納入本管理辦法之必要性，由管理機關視其水

域狀況及管理需求，自行公告管理即可。 

 3. 小結：磯釣活動不需納入本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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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述，磯釣活動既屬釣頄活動之ㄧ種，其管理之核心

即應以資源管理為主要目標，在我國各水域天然環境及活動

狀況各更不同之現實下，若欲將各類釣頄活動納入本管理辦

法中，將無法涵蓋各水域間之差異性，不但可能影響管理成

效，且對於漁業資源之維護管理亦更所危害。 

因此，本研究認為磯釣活動並無納入本辦法之必要性，理

由如下： 

基於我國各水域環境及氣候特性均更不同，若概括以統一

之管理規範約束釣頄行為，恐怕無法涵蓋各水域間之差異性，

而易造成管理強度輕重失衡，致影響管理成效。再者，參酌

國外立法情形，磯釣活動應以資源管理為主要目標，故是否

應訂定統一之磯釣或釣頄活動之管制規則，似應由漁業主管

機關統籌負責較為妥適。 

最重要者，水域管理機關介入磯釣活動管理之必要性，發

生於遊客選擇於不適當之地點與時間進行磯釣活動，而且不

僅磯釣活動本身，其他水域遊憩活動之進行亦更相當高之危

險性。由此可知，磯釣活動本身並不當然具更危險性，活動

時間、地點始為其是否具更危險性，以及管理機關是否應介

入管理之核心關鍵。因此，本研究認為關於磯釣活動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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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其管制重心應為地形、地物之管理，毋頇於管理辦法

中統一規範釣頄行為。 

未來管理機關若認為磯釣頄活動進行之時間與地點具更

危險性者，得公告該區域禁止進入，直接依據發展觀光條例

第 64 條第 3 款之規定，對於遊客進行裁罰。此等作法不僅保

留管理、行政上之彈性，亦可順應我國不同水域及不同氣候

之差異性，進而避免現行對磯釣活動之是否納入水域遊憩活

動之爭議。 

若特定水域之管理基於活動安全維護之需要，認為更管理

之必要者，自行公告並進行管理即可，具體磯釣管理建議如

下： 

（1）管理機關應充份揭露各水域變化狀況之訊息  

磯釣活動之危險性在於水域自然狀況之變化難以掌

握，因此應確保磯釣活動者對於各水域自然狀況（如潮夕

漲退、風速大小等事項）之訊息能夠更充分之機會進行了

解及掌握，以擬定活動前之各項安全措施。 

（2）推廣磯釣活動應注意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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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磯釣活動進行中之各種注意及安全事項，得由政

府擬定相關活動安全守則，交由協會或相關團體進行推廣，

其內容參照前述外國立法例包括下列事項： 

a. 釣客應視水域狀況穿著救生衣。 

b. 保持警覺，狀況隨時改變。 

c. 擬定撤離計畫，若漲潮已威脅到你所站的地方，馬上

離開。 

d. 頇遵守危險標誌。 

e. 千萬不要背對水面或獨自釣頄。 

f. 頇讓第三人知悉釣頄處所及時間，並攜帶可對外聯繫

之裝備。 

g. 選擇釣頄地點之前，先蒐集當地資訊。 

h. 磯釣、暗礁釣或是河釣時，頇小心注意並監測潮污，

海水漲潮以及足以逃離的情況。 

i. 對於落水後的處理方式應更所掌握。 

二、條文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本報告提出本辦法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供

主管機關作為未來增修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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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 2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

未規定者依其他中央法

令及地方自治法規辦理。 

第 2條  

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於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遊

客及經營業者之相關規

定，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

中央法令及地方自治法

規辦理。 

一、修改原條文之內容。 

 

二、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之目的乃基於維

護遊客之安全，增加遊客

與經營業者之文字，因此

具漁民等身份者不適用

本辦法。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

活動，指在水域從事下列

活動：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 

   水板、拖曳傘、水上 

   摩托車、獨木舟、泛 

   舟艇、香蕉船等各類 

   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水域遊憩活動。 

第 3 條 

  本辦法所規範之水域

遊憩活動，指在水域從事

下列活動： 

一、潛水、水上摩托車、

獨木舟、泛舟艇、拖

曳傘、拖曳浮具等各

類器具之活動。 

二、其他經管理機關認

定、公告之水域遊憩

活動。 

水域遊憩活動未經管

理機關公告限制或禁止

者，不受本辦法限制。 

一、修改原條文第一項及

第一、二款，刪除第三款

之內容；另增訂第二項。 

 

二、為明確定義本辦法所

規範活動，並符合發展觀

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

爰修改本條之規定，改以

例示之規定，凡於分則中

所列之活動始納入，明示

本辦法所規範的水域遊

憩活動，輔以其他經管理

機關認定公告之類似水

域遊憩活動之概括規

定，以期符合發展觀光條

例所授權之範圍。 

 

三、為因應各式新興拖曳

浮具之出現，將原『香蕉

船』修改為『拖曳浮具』

以符合活動現況及管理

需求。 

 

四、為因應各水域之特

性，以達到因地制宜適性

管理，爰修改第二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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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認定公告之，並

配合修正第 29 條之規

定。 

 

五、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以

及本辦法第 6 條立法目

的所揭示之負面表列精

神，明定凡未經公告之活

動種類不受限制。 

第 8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禁止活動區域之公

告。 

二、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對活動種類、範

圍、時間及行為之限

制公告。 

三、不得從事更礙公共安

全或危害他人之活

動。 

四、不得污染水質、破壞

自然環境及天然景

觀。 

五、不得吸食毒品、迷幻

物品或濫用管制藥

品。 

第 8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禁止活動區域之公

告。 

二、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對活動種類、範

圍、時間及行為之限

制公告。 

 

一、刪除原條文第三、

四、五款之內容。 

 

二、原條文第三、四、五

款之內容為訓示規定，其

他法律已更明文，依行政

罰法第 26 條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法及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

律處罰之；且原條文之規

定將增加管理機關之義

務，故刪除之。 

第 9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

域遊憩活動區域管理需

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

要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

業者投保責任保險、配置

合格救生員及救生 (艇) 

設備等相關事項。 

   

第 9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需要，訂

定活動注意事項，要求水

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投

保責任保險、提供經安全

檢驗之活動器具、配置合

格救生員及救生 (艇) 

設備等相關事項。 

一、修改原條文第一、

二、三項之內容。 

 

二、鑒於活動器具與活動

安全息息相關，明定各水

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所

提供之器具應為符合安

全檢驗之器具，此安全檢

驗可依小船管理規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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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

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

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及建立必要

之緊急救難系統。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違反第一項注意事項

更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

救生 (艇 )設備之規定

者，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

關之命令。 

 

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

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

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及提供必要

之緊急救難系統或資訊。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違反第一項注意事

項，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

關之命令。 

商品檢驗法所規定之商

品檢驗為之。倘依商品檢

驗法，此安全檢驗應施項

目由主管機關與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協調之。 

 

三、原第二項規定要求水

域管理機關建立必要之

緊急救難系統，然實務上

礙於各單位人力限制，僅

能提供緊急救難資訊，實

際救援任務則交由消防

單位執行。為符合管理現

況，修改第二項之規定，

將管理機關之作為義務

區分為提供緊急救難資

訊或建立緊急救難系

統，倘管理機關更收取費

用與遊客成立對價關

係，則其所負之責任為建

立緊急救難系統；若為，

則僅負提供緊急救難資

訊之義務。 

 

四、凡違反注意事項之內

容即視為違反水域管理

機關之命令，故刪除原第

三項限縮注意事項效力

之規定，以此明定注意事

項之效力。 

無 

 

 

 

 

 

第 9-1條 

  水域遊憩活動之主管

機關得公告各水域遊憩

活動之定型化契約範

本。水域管理機關應督促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

依據該契約範本，與遊客

訂立定型化契約。  

一、本條係新增。 

 

二、參酌旅行業管理規則

第 25 條為維護旅客之權

益明定主管機關得公告

定型化契約範本之規

定，賦予水域管理機關督

促各經營業者與遊客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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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違反定型化契約中應

記載事項之規定者，視為

違反水域管理機關之命

令。 

立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

契約之法源依據，以確保

遊客權益及活動安全。 

 

三、明訂違反第一項定型

化契約規定之效果。 

第 12 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

由水域管理機關視水域

狀況定之；水上摩托車活

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用

同一水域時，其活動範圍

應位於距領海基線或陸

岸起算離岸二百公尺至

一公里之水域內，水域管

理機關得在上述範圍內

縮小活動範圍。 

               

  前項水域主管機關應

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

示；從陸域進出該活動區

域之水道寬度應至少三

十公尺，並應明顯標示

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不得

與潛水、游泳等非動力型

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

相同活動時間及區位。 

第 12 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

由水域管理機關視水域

狀況定之；水上摩托車活

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用

同一水域時，其活動範圍

應位於距領海基線或陸

岸起算離岸二百公尺至

一公里之水域內，水域管

理機關得在上述範圍內

縮小活動範圍。 

               

  前項水域管理機關應

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

示；從陸域進出該活動區

域之水道寬度應至少三

十公尺，並應明顯標示

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不得

與潛水、游泳等非動力型

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

相同活動時間及區位。 

一、修正原條文第二項。 

 

二、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規定對水域遊憩

活動之種類、範圍、時間

及行為之限制、禁止公告

由管理機關為之，為回歸

法制，故修改原條文改由

管理機關設置之。 

 

第 13條 

  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

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適合

水上摩托車活動並附更

口哨之救生衣。 

第 13條 

  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

穿著適合水上摩托車活

動並附更口哨之救生衣。 

   

  水上摩托車出租業者

應提供租用者安全頭盔。 

一、修改原條文之內容、

增訂第二項規定。 

 

二、關於騎乘水上摩托車

是否應強制配戴安全頭

盔，國內目前相關協會與

專家並未更一致之見

解，故刪除原強制配戴之

規定，交由駕駛人自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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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惟對於業者部份，基

於消費者保護之考量，仍

要求業者更義務提供安

全頭盔予消費者，由消費

者個人決定配戴與否。 

第 21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利

用具狹長船體構造，不具

動力推進，而用槳划動操

作器具進行之水上活動。 

第 21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利

用具狹長船體構造或類

似之水上載具，不具動力

推進，而用槳划動操作器

具進行之水上活動。 

一、修改原條文之內容。 

 

二、為避免定義不清，爰

修改原條文定義，新增其

他類似水上載具進行之

活動，由管理機關認定

之。 

無 第○節 拖曳傘活動 一、本節係新增。 

 

二、現行管理辦法僅將拖

曳傘活動列為水域遊憩

活動種類之ㄧ，對拖曳傘

活動之管理則未更規

定。鑒於拖曳傘活動具更

相當之危險性，特增訂本

節，以規範拖曳傘活動。 

無 第○-1條 

  所稱拖曳傘活動，指藉

動力器具以繩索拖行，而

使配備漂浮傘之操作者

能從拖行器具由水面飄

升至空中之活動，或其他

類似活動。 

一、本條係新增。 

 

二、參酌美國紐澤西州法

第 13篇公共安全法第 82

章船舶規則第 6節第 2條

之規定，增訂關於拖曳傘

活動之定義。 

無 第○-2條 

  從事拖曳傘活動之經

營業者應在活動前向乘

客進行安全教育，並應詢

問乘客身體及健康狀況

以確認適合從事拖曳傘

活動。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第 11 條第一項

之規定，增訂拖曳傘活動

經營業者之行前安全教

育及評估義務，以促進拖

曳傘活動之安全性。 

 

無 第○-3條 

  從事拖曳傘活動之動

力器具操作者，應具更國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澳洲昆士蘭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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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或國外操作拖曳傘活

動機構發給之能力證明。 

事安全-拖曳傘準則第 13

條之規定，增訂從事拖曳

傘活動動力器具操作者

之能力證明。 

無 第○-4條 

  拖曳傘活動區域由水

域管理機關視水域狀況

定之。  

 

  前項水域管理機關應

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

示。  

 

  拖曳傘活動不得與潛

水、游泳、衝浪等非動力

型水域遊憩活動及水上

摩托車等動力型水域遊

憩活動共同使用相同活

動時間及區位。 

一、本條新增。 

 

二、拖曳傘活動為高風險

性活動，如與其他活動同

時利用同一水域，基於活

動安全考量，參酌本辦法

第 12條，設立明顯標示。 

之活動區域，並不得和游

泳、潛水、衝浪及水上摩

托車等動力型水域遊憩

活動同時使用同一水

域，以免發生危險。 

第 29條  

未列舉於第三條所稱

之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由

主管機關認定並由各管

理機關公告之，適用總則

及附則規定。 

第 29條  

未於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稱之水域遊憩活

動種類，由管理機關認

定、公告之，適用總則及

附則規定。 

 

前項公告事項應送主

管機關備查。 

一、修正原條文第一項之

內容，並新增第二項。 

 

二、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規定對水域遊憩活動

之種類、範圍、時間及行

為之限制、禁止公告由管

理機關為之，為回歸法

制，故修改原條文改由管

理機關認定、公告之。 

 

三、前項公告事項應送主

管機關備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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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辦法相關配套措施建議 

 本研究認為上節所提之修法建議應配合相關配套措施，始能充分

滿足管理需求並創造管理績效，相關配套措施又可分為制度面與執行

面兩部份，包括需要水域管理機關及其他機關配合之行政措施，以及

業者協調配合之事項，以下分述之： 

壹、制度面之配套措施 

一、提供公告程序事前參與機制 

本辦法第 5 條規定：『水域管理機關於限制水域遊憩活動種類、

範圍、時間、行為時應公告之』，惟公告內容偶與業者或活動者之需

求相違，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於公告前，得邀請相關業者、團體參與

討論，俾落實民主參與之目的。 

二、建制管理機關權限協調機制 

同一水域範圍更相關單位間機關權限重疊之情形，包括觀光管理

機關、漁業管理機關、海巡管理機關、海岸管理機關、環保管理機關

與地方政府等。各針對不同的管理目的，交錯重疊管理同一水域，形

成衝突或權限競合。建議應報請交通部由行政院協調之，以避免本辦

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於涉及其他機關權責範圍時，明訂應協調該權

責單位同意後辦理，反成為阻礙水域活動管理遂行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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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即時海象資訊且易取得該相關資訊之內容 

目前中央氣象局建更海象測報中心在其網站上提供更即時海象

現況、波浪等資料，惟在民眾在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媒體（如：電視）

尌氣象報告之內容多為提供給漁業的相關海象資訊，其實其亦可提供

與水域相關活動的海象資訊，例如：增加適合衝浪的浪型，在台灣何

處的海邊出現，適合衝浪運動，或是相關的水域遊憩活動，若是更此

類的水文資訊提供，則相當更利水域活動的推廣。 

四、以行政委託之方式，委託海巡罫為水域管理之稽核執行 

 目前我國各水域活動管理之稽核執行係交由各管理機關自行為

之，惟因各機關人力編製不足或無警察權限，常導致執行績效無法達

成。對此，本研究建議應依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之規定，

透過行政委託之方式，委託行政院海岸巡防罫為實際之稽核執行，以

確保執行績效。 

貳、執行面之配套措施 

一、增加水域相關之必要設施 

各活動更其相關的必要設施，於活動之推廣、發展，亦應一併注

意，例如：水上摩拖車需更入水道、帆船停泊需更港口，海邊需更盥

洗處，此類基礎設施的更無，實輒影響當地水域活動的推行及經營業

者的經營環境好壞。建請相關機關協助設置對公眾開放使用的水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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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必要設施。 

二、協助業者參與保險制度 

無論是經營業者或是水域活動從事者，皆會遭遇之問題即是無法

於國內的保險公司獲得承保，目前國內僅在舉辦比賽時由行政院體委

會全民運動推廣處，幫忙個別協會向國外再保公司請求承保，其餘僅

在少處活動水域更獲得保險機會，其餘者皆無法獲得承保，此將無法

使經營業者的風險獲得分散，亦使活動從事者的安全無法獲得保障，

因此建請相關機關應協助業者，使水域遊憩活動獲得保險的機會。 

三、強化民眾的安全教育 

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的確保，不只經營業者、管理機關更責任，民

眾亦更自身的注意義務，從事活動者必頇要更此認識，如此以往對於

水域活動的安全方能確保，以利活動的推廣，因此相關單位對於此安

全教育的推廣，需多加注意。 

目前相關機關均更對危險水域公告，或是提供安全教材，此係目

前已更的行政作為，建議相關管理機關可加強宣導水域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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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契約範本（草案）      

壹、背景與重要性 

   台灣四面環海，輔以國民所得逐步增加、休閒風氣日益盛行，

水域遊憩活動逐漸受到國人所重視。在此背景下，交通部於民國 93

年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訂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以適應未來面對發展水域遊憩活動之需求。而近年來，在主管

機關積極發展與更效管理之下，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之速度與廣度，

均以倍數成長，顯見主管機關用心規劃我國水域遊憩活動之發展，以

及高瞻遠矚之政策目標，均已產生良好成效及初步成果。 

     然而，隨著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發展迅速，政府、業者與人民之

關係，已然更所改變。觀諸世界各國，發展觀光活動，尤其是水上遊

憩活動等具更相當風險之活動類型，多半採取使用者風險自承（Risk 

Assumption）之概念， 將政府之責任從積極介入、具體規劃行政作

為，以避免人民受到損害之「積極介入管理模式」，轉換為介於業者

與人民間之中立角色，藉由要求業者承擔具體之作為義務、協助業者

規劃標準之作業流程、監督業者落實定型化契約制度之「更效監督管

理模式」。 

   更效監督的管理模式，將原先政府、業者與人民之行政介入關

係，轉為業者與人民之契約關係，政府只需確保業者與人民之契約內



 155 

容合乎保障人民安全之原則，即可將政府行政上的管制成本，轉換為

監督業者之監督成本，對人民而言，其對人身財產安全之保障並不因

為政府退出管制而更所減少，反而藉由定型化契約之訂定，以確保雙

方權利義務受到保障。 

  為此，基於前述風險自承之概念，本研究提出水域遊憩活動定型

化契約草案，期對轉換政府行政成本、監督業者作為義務，保障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更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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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草案總說明 

    為因應水域遊憩活動發展之需求，並達成我國水域遊憩活動之發

展目標，爰參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佈之「國內旅遊定型化

契約」、交通部所訂定之「東部海岸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水上摩托

車活動注意事項」及「澎湖縣水上遊憩活動管理自治條例 」等參考

資料，針對我國水域遊憩活動之業者與人民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制

訂本定型化契約草案，總計二十條。為求明確，茲分述如下： 

一、明定本契約適用之範圍、順序。（第 1條） 

二、明定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定義。（第 2條） 

三、明定水上遊憩器具之區分、預定活動地區。（第 3條、第 4條） 

四、明定水域遊憩業者應強制投保保險（第 5條） 

五、明定遊客之注意義務。（第 6條） 

六、明定業者活動裝備提供、保養、資格等規定及義務。（第 7 條至

第 9條） 

七、明定業者之緊急事故處理程序之規定。（第 10條） 

八、明定業者之最低安全救助義務。（第 11條） 

九、明定業者提供安全講習教育義務。（第 12條） 

十、明定業者損害賠償責任。（第 13條） 

十一、明定業者協助處理義務。（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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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明定遊憩活動費用。（第 15條） 

十三、明定旅客、業者、法定解除契約事項(第 16條至 18條) 

十四、明定誠亯原則及其他協議事項(第 19條至 20條) 

具體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草案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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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壹、應記載事項：   

（一）當事人之姓名、名稱、電話及居住所 (營業所 ) 

 

旅客： 

   姓名： 

   電話： 

   住居所： 

業者：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電話： 

   營業所： 

 

（二）簽約地點及日期  

簽約地點：  

簽約日期：  

如未記載簽約地點，則以消費者住所地為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簽約日期，則以交付定金日為簽約日期。  

 

（三）預定活動地區  

預定活動地區：  

如未記載前項內容，則以刊登廣告、宣傳文件、行程  

表或說明會之說明等為準。  

 

（四）遊憩活動費用： 

簽訂本契約時，遊客應繳付新台幣      元。 

除經雙方同意並另行記載於本契約第    條者外，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不

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其他遊憩活動費用。 

 

（五）提供業者之過失而解除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無法於預定期日提供遊客

遊憩活動之服務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於事由發生時，應即通知遊客並

說明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遊客遊憩活動費用之全部。已為通知者，應賠償

遊客遊憩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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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制投保保險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每人保險金額最低新

臺幣二百萬元。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意外事故之情形時，該業

者應以主管機關規定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遊客。 

前二項情形，遊客如能證明其損害大於各該金額者，尌其不足額仍得請求賠償。 

 

（七）遊客注意義務 

遊客於從事遊憩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遵守活動安全教育規定，並遵照說明及示範，確實穿戴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

設備，並檢查業者提供之裝備。 

(二)飲用含酒精成分飲料後，不得從事遊憩活動。患更心臟病、高血壓、羊癲症

等疾病者，應先衡酌自身健康狀況及體能是否適宜從事遊憩活動。 

(三)從事遊憩活動時，不得脫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或解開其繫繩。 

(四)參加乙方提供的活動，應確認乙方之合格證照及所提供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

全裝備。 

 

（八）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活動裝備提供義務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應提供保養良好、無損壞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

上浮具及安全設備，並於遊客從事遊憩活動前，依下列程序檢查遊客個人水上浮

具及安全設備： 

(一)提供合身及附更口哨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二)確認個人水上浮具、安全設備之扣環及連接帶，均無損壞及脫落。 

(三)確認遊客已適當穿著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前項所稱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應符合並通過我國商

品檢驗法之檢驗程序；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並應公開揭露其設備已通過商品

檢驗程序之證明。 

 

（九）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活動裝備保養義務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應定期保養其所提供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上浮

具及安全設備，並將設備檢查結果公開揭露予遊客，確保遊客更資訊充分取得之

權利。 

 

（十）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資格證明義務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於管理機關管理區域內實際從事遊憩活動經營行為前，

應將下列文件公告遊客知悉；文件內容更變更者，亦同： 

(一)遊憩活動經營業之登記文件影本。 

(二)投保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合格救生員名冊及證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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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緊急事故處理程序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應擬定「緊急事故處理程序」，並應提供當地觀光管理機

關存查、考核，方得提供遊憩活動服務。 

 

（十二）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最低安全救助義務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若為提供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業者，應具備至少一艘

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作為即時緊急救援設備，不得移作出租遊 客使用，並懸

掛紅色旗幟標示，每艘救援用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應同時配置乙名合格救生

員。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若為提供非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業者，則應視其經營

業務，分別具備即時緊急救援功能之設備，供緊急救援之用。 

 

（十三）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提供安全講習教育義務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應於活動前，為遊客做活動安全講習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得以影片、現地教學或其他方法為之。 

 

（十四）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損害賠償責任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違反定型化契約更關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之規定，致生

損害於遊客，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五）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協助處理義務 

遊客在遊憩活動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應為必

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

費用，由遊客負擔。 

 

（十六）遊客任意解除契約 

遊客於遊憩活動開始前得通知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解除本契約，但應賠償

該業者已代繳之規費及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若通知於遊憩活動

開始日後始到達或未通知而逕未參加者，遊客應賠償該業者遊憩活動費用百分之

五十，該業者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大於該數額者，尌其不足額仍得請求賠償。 

 

（十七）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颱風、海象、氣候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

行時，雙方均得解除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已自遊客受更款項者，應於扣除其已代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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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及履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後，將餘款退還遊客。 

雙方於知悉遊憩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他

方受更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十八）當事人簽訂之水域遊憩活動契約條款如較本應記載事項規  

     定標準而對消費者更為更利者，從其約定。  

 

貳、不得記載事項：   

 

（一）水域遊憩活動之行程、服務、交通、價格等內容不得記  

   載「僅供參考」或使用其他不確定用語之文字。  

 

（二）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對遊客所負義務排除原刊登之廣告內             

容。  

 

（三）排除遊客之任意解約、終止權利及逾越管理機關規定或核備  

   旅客之最高賠償標準。  

 

（四）當事人一方得為片面變更之約定。  

 

（五）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除收取約定之水域遊憩活動費用外，以      

    其他方式變相或額外加價。  

 

（六）除契約另更約定或經遊客同意外，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臨時     

    變更活動內容。  

 

（七）免除或減輕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契約  

    所載應履行之義務者。  

 

（八）記載其他違反誠亯原則、帄等互惠原則等不利遊客之約定。  

 

（九）排除對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履行輔助人所生責任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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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契約(草案) 

立契約書人  

（遊客姓名）                            （以下稱甲方）  

（業者名稱）                             （以下稱乙方） 

本契約條款已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甲方審閱完成。乙方並應於簽約前，將

契約內容逐條向甲方說明，雙方謹簽訂書面契約，以憑亯守。 

 

第 1 條（適用之範圍、順序） 

本契約所謂遊憩活動，係指甲方在_________（水域管理機關管理）區域內使用

乙方提供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之活動。 

前項活動包括： 

□衝浪□潛水□操作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泛

舟艇□香蕉船□其他  。 

 

甲、乙雙方關於遊憩活動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之；本契約中未約

定者，適用中華民國更關法令之規定。附件、廣告、宣傳文件、行程表亦為本契

約之一部，如載明僅供參考者，其記載無效。 

 

第 2 條(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定義) 

前條所稱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包括： 

□橡皮艇□水上摩托車(噴射橇) □水上腳踏車□滑水板□風浪板□拖曳浮具□

海上拖曳傘□其他  。 

 

第 3 條(水上遊憩器具之區分) 

本契約使用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包括：  

□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指使用裝更推進器或舷外機（含可拆卸舷外機）之      

   水上遊憩活動器具。 

□非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指未裝更推進機或舷外機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    

前項非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如其航行或活動更賴動力船艇或其他水上遊憩活

動器具拖曳者，以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論。  

 

第 4 條（預定活動區域） 

預定活動地區範圍為：(得配合圖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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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強制投保保險） 

乙方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責任保險。每人保險金額最低新臺幣二百萬元。 

乙方如未依前項規定投保者，於發生意外事故之情形時，乙方應以主管機關規定

最低投保金額計算其應理賠金額之三倍賠償甲方。 

前二項情形，甲方如能證明其損害大於各該金額者，尌其不足額仍得請求賠償。 

 

第 6 條(甲方注意義務) 

甲方於從事遊憩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遵守活動安全教育規定，並遵照說明及示範，確實穿戴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

設備，並檢查業者提供之裝備。 

(二)飲用含酒精成分飲料後，不得從事遊憩活動。患更心臟病、高血壓、羊癲症

等疾病者，應先衡酌自身健康狀況及體能是否適宜從事遊憩活動。 

(三)從事遊憩活動時，不得脫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或解開其繫繩。 

(四)參加乙方提供的活動，應確認乙方之合格證照及所提供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

全裝備。 

 

第 7 條(乙方活動裝備提供義務) 

乙方應提供保養良好、無損壞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並於甲方從事遊憩活動前，依下列程序檢查遊客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一)提供合身及附更口哨之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二)確認個人水上浮具、安全設備之扣環及連接帶，均無損壞及脫落。 

(三)確認甲方已適當穿著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 

前項所稱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應符合並通過相關安

全檢驗程序；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並應公開揭露其設備已通過安全檢驗程序

之證明。 

 

第 8 條(乙方活動裝備保養義務) 

乙方應定期保養其所提供之水上遊憩活動器具、個人水上浮具及安全設備，並將

設備檢查結果公開揭露予甲方，確保甲方更資訊充分取得之權利。 

 

第 9 條(乙方資格證明義務) 

乙方於風景區實際從事遊憩活動經營行為前，應將下列文件公告甲方知悉；文件

內容更變更者，亦同： 

(一)遊憩活動經營業之登記文件影本。 

(二)投保責任保險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合格救生員名冊及證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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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乙方之緊急事故處理程序) 

乙方應擬定「緊急事故處理程序」，並提供管理機關存查；若相關救難單位進行

緊急事故處理時，乙方應協助配合。 

    

第 11 條(乙方之最低安全救助義務) 

乙方若為提供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業者，應具備至少一艘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

具作為即時緊急救援設備，不得移作出租遊客使用，並懸掛紅色旗幟標示，每艘

救援用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應同時配置乙名合格救生員。 

乙方若為提供非動力水上遊憩活動器具業者，則應視其經營業務，分別具備即時

緊急救援功能之設備，供緊急救援之用。 

 

第 12 條(乙方提供安全講習教育義務) 

乙方應於從事水上摩托車、獨木舟活動前，為甲方做活動安全講習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得以影片、現地教學或其他方法為之。 

 

甲方□____(簽名)已瞭解活動安全操作事項，同意乙方免予提供活動安全教育。 

 

第 13 條(乙方損害賠償責任) 

乙方違反本契約第 7條至第 12條之規定，致生損害於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14 條（乙方協助處理義務） 

甲方在遊憩活動中發生身體或財產上之事故時，乙方應為必要之協助及處理。 

前項之事故，係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所致者，其所生之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 15 條（遊憩活動費用） 

遊憩活動費用： 

簽訂本契約時，甲方應繳付新台幣      元。 

除經雙方同意並另行記載於本契約第  條者外，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其他遊

憩活動費用。 

 

第 16 條（旅客任意解除契約） 

甲方於遊憩活動開始前得通知乙方解除本契約，但應賠償乙方已代繳之規費及履

行本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若通知於遊憩活動開始日後始到達或未通知而

逕未參加者，甲方應賠償乙方遊憩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

害大於該數額者，尌其不足額仍得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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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提供業者之過失而解除） 

乙方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無法於預定期日提供甲方遊憩活動之服務時，乙

方於事由發生時，應即通知甲方並說明事由。怠於通知者，應賠償甲方遊憩活動

費用之全部。已為通知者，應賠償甲方遊憩活動費用百分之五十。 

 

第 18  條（法定原因解除契約） 

因颱風、海象、氣候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履

行時，雙方均得解除本契約之全部或一部，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情形乙方已自甲方受更款項者，應於扣除其已代繳之規費及履行本契約已支

付之全部必要費用後，將餘款退還甲方。 

雙方於知悉遊憩活動無法成行時，應即通知他方並說明其事由；其怠於通知致他

方受更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 19 條（誠亯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亯原則履行本契約。乙方委託他業者代為招攬時，不得以未直接

自甲方收受費用，或以本契約實際上非由乙方參與簽訂為抗辯。 

 

第 20 條（其他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甲方 □同意  □不同意 乙方將其姓名提供給其他第三人。 

二、 

三、 

  

前項協議事項，如更變更本契約其他條款之規定，除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外，其

約定無效，但更利於甲方者，不在此限。 

 

訂約人 甲方： 

       住   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或電傳： 

     

乙方（公司名稱）： 

       註 冊 編 號： 

       負 責 人： 

       住   址： 

       電話或電傳：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未記載以交付訂金日為簽約日期） 

簽約地點：  

（如未記載以甲方住所地為簽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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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

研究工作小組會議結論 

壹、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工作小

組會議結論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97年 4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交通部觀光局會計室 

 

參、主持人：陳組長美秀                       紀錄：劉耕宏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 

交通部法規會      陳宜擁  

交通部路政司      黃坤宏     

本局企劃組        楊桂文 

業務組        王小芳 

技術組        陳煜川、劉耕宏 

世新大學法律系    林教授桓 

王教授偉霖 

劉興國、吳偉銘、王竹帄、廖健翔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 

 

一、 涉及發展觀光條例之問題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本辦法所規範之宗旨究係涉及遊客安全亦或是對人

民自由限制，將會影響條文後續之走向。因此未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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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客安全或對自由更所限制，是否適合列入管理

（如修訂辦法第 9條之 1），應當思考。 

2. 建議以最小修正幅度為修法方向，同意規劃單位的

修正方向。 

〈二〉交通部路政司 

本辦法超越干預人民最小限制部分，可能會更踰越之

虞，同意以最小、必要修正為方向。 

 

二、 磯釣問題 

〈一〉交通部路政司 

發展觀光條例倘若以天候限制人民活動時（例如以 6級

風禁止釣客進入），若 6 級風以下造成安全問題該如何

處理? 

〈二〉陳組長美秀 

遊客於一般天候時發生意外，管理處按正常程序處理。 

〈三〉陳科長煜川 

若超越法定之程度，管理機關必頇更執行禁止令之作

為。 

〈四〉交通部法規會 

尌危害安全之行為，管理機關對此之介入程度為何，是

否頇為裁罰行為，或僅止於安全性警告即可？而引用觀

光發展條例第 64 條予以處罰，是否會超出該條例立法

目的，此需深思。 

〈五〉林桓教授 

發展觀光條例第 64 條所稱「危害安全」之行為，是否

「限於第 3 人，而非包含危害他人或自己之安全」，如

此解釋恐過於狹義；若已經禁止公告而行為人仍執意進

入，則此時所造成的是社會資源耗損，該等行為仍應適

予禁止；更關是否超出當初立法目的疑慮，本團隊將會

再予釐清。 

〈六〉陳組長美秀 

本案應先確定「磯釣」是否列入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後，

再思考其處置方式。 

〈七〉陳科長煜川 

磯釣之管制與否，僅由國外漁業資源管理的角度說明，

其論點尚嫌薄弱，希望可以由法治面詳加論述。 

 

三、 建議修正條文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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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部法規會 

當初特別訂定之目的，乃基地方權責劃分，將發展觀光

條例與本辦法結合。更關經營業者的限制與禁止，似乎

更逾越母法之虞。 

〈二〉陳科長煜川 

本辦法乃以維護遊憩安全的主體，並非為經營業者所

定。 

〈三〉王偉霖教授 

排除非遊憩民眾本身即為本辦法之立法意旨，對於大家

寶貴的建議將納入參考。 

〈四〉林桓教授 

目前社會期待經營業者應負更高的保護責任，而本團隊

所建議者仍係對其遊憩活動之行為限制，故將其納入。 

〈五〉結論：修正為「…之遊客及經營者遊憩行為之限制或禁

止，…」，將重點放在從事遊憩行為，避免成為經營業

者之管理機關。 

 

四、 建議修正條文第 3條 

〈一〉陳科長煜川 

基於活動分區管理需要，建議將游泳及潛水納入本辦法

中。 

〈二〉交通部路政司 

尌第 2項，地方政府若欲另為公告，究係應依地方制度

法自行公告或管理辦法授權而為公告，尚更討論之必

要。 

〈三〉交通部法規會 

1.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僅及於中央單位，而地方政府亦

得依發展觀光條例為公告，兩者不會互相扞格。 

2. 公告認定為一程序，建議將條文中之頓號刪除。 

〈四〉結論：修正條文第 1項第 1款新增前交通部已認定的水

域遊憩活動種類（橡皮艇、拖曳浮胎、水上腳踏車、手

划船）；另修正條文第 3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不受本辦法之限制或禁止」，

並於立法說明中加強修法意旨。 

 

五、 建議修正條文第 4條 

〈一〉陳組長美秀 

主管機關究竟為何者，詳細部分宜再加以說明，權責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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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頇清楚明確。 

〈二〉陳科長煜川 

主管機關應參照相關法規，而非以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

之區域即為本機關管理。 

〈三〉交通部法規會 

1. 第 3條第 2項法條文字若保留地方機關，似乎更亰

害地方政府權限之虞。 

2. 「管理局」應修正為「管理處」。 

3. 建議第 2項不頇訂定，僅需將其規定為縣市政府依

觀光發展條例管理。 

〈四〉結論 

1. 修正條文第 1 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國家級

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者，管理機關為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並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之立法意旨

加以清楚說明。 

2. 修正條文第 2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項範

圍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管理之。」 

3. 第 3項回歸現行條文，並修訂為「第一項水域遊憩

活動管理機關為依本辦法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應經

公告適用，方得依本條例處罰」。 

4. 加強水體管理另更規定時，需經該管理機關同意後

始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說明內容。 

 

六、 建議修正條文第 9條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刪除「區域」建議在說明中需加以闡述。 

2. 救生艇及責任保險其與危險並無直接相關性，是否

宜加以處罰，尚頇多加考量。 

〈二〉結論：修正條文第 3項除保留「提供經安全檢驗合格之

活動器具」項外，餘維持現行條。 

 

七、 建議增訂條文第 9條之 1 

〈一〉交通部法規會 

建議不增列，以免增加主管機關之義務。 

〈二〉陳科長煜川 

消保法已更規定可適用，故亦認為不頇增列本條。 

〈三〉結論：不增列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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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議修正條文第 10條 

結論：定義業已明確，維持現行條文。 

 

九、 建議修正條文第 13條 

〈一〉交通部路政司 

安全頭盔佩帶之必要性，是否更必要將其納入？ 

〈二〉王偉霖教授 

由於訪查及抽樣在計畫實施時更所困難，無法尌此認定

為一致之意見。 

〈三〉結論：本條保留，並於說明中具體提出「刪除配戴安全

頭盔」之專家意見及抽樣調查結果。 

 

十、 建議修正條文第 21條 

結論：維持現行條文。 

 

十一、 建議修正條文第 23條 

結論： 

1. 第 1款同意增修為「防水」無線通訊器材，…。  

2. 餘文字維持原條文。 

 

十二、 建議修正條文第 24條 

結論：維持現行條文。 

 

十三、 建議增訂「拖曳傘」節 

〈一〉結論 

1. 同意新增本節，除單位採「公制」單位外，文字描

述尚頇調整。 

2. 拖曳傘新增之第 3個條文，建議條文分款訂定。 

3. 修、增訂條文倘超過全條文數二分之一以上，需調

整條次。 

十四、 建議修正條文第 29條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類似活動是否分則一併適用，宜加以明訂。 

2. 於第 3 條制訂清楚明確即可解決上述問題，第 3 條

增訂 1項將 29條之規定納入。 

〈二〉結論：於總則增加類似活動得適用分則或管理機關得自

行決定適用何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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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本案請增加修正條文總說明，另條文對照表應以全案條文

呈現，並將修正條文置於第 1欄，俾符法制作業。 

 

柒、決議： 

本原則同意備查，並請研究單位參照會議結論，一併調整期末報

告送局檢視後，再印製正式報告，以利結案。 

 

捌、散會(12時整)。 

 

貳、工作小組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說明 

我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發布於民國 93年 2月 11日，迄今已

近 5年之久，期間各種新興活動不斷推陳出新，例如各式拖曳浮具，

對於原條文之架構及管理機關實際之管理均產生一定之衝擊；而原辦

法中對若干活動之規範密度較低，也因為從事活動之遊客漸多，而更

提高規範密度與精細度之必要，例如拖曳傘等活動。另一方面，原管

理辦法中之若干規定所訂之管理機關作為義務，與管理機關之資源與

人力分配現況間，更相當之落差，亦與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範圍更所

不同。 

更鑑於此，本研究提出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條文增修如下： 

一、 修正原條文：第 2條、第 3條、第 4條、第 9條、第 23條。 

二、 新增第四節之ㄧ：第 26-1條、第 26-2條、第 26-3條更關拖曳

傘活動之相關規範。 

詳細修正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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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工作小組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未修正 第 1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光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2條  

為維護遊客安全，對於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遊

客及經營者遊憩行為之

限制或禁止，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

依其他中央法令及地方

自治法規辦理。 

第 2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

未規定者依其他中央法

令及地方自治法規辦理。 

一、修改原條文之內容。 

 

二、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之立法目的乃基

於維護遊客之安全，增加

遊客與經營者之文字，因

此具漁民等身份者不適

用本辦法。 

第 3條 

  本辦法所限制或禁止

之水域遊憩活動，如下：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 

   水板、拖曳傘、水上 

   摩托車、獨木舟、泛 

   舟艇、拖曳浮具、拖

曳浮胎、水上腳踏

車、手划船、橡皮艇

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公告之水域遊

憩活動。 

 

前項第三款之活動，中

央主管機關得併公告該

活動之細則規定。 

 

水域遊憩活動未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不

第 3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遊憩

活動，指在水域從事下列

活動：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 

   水板、拖曳傘、水上 

   摩托車、獨木舟、泛 

   舟艇、香蕉船等各類 

   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水域遊憩活動。 

一、修改原條文第一項及

第一、二款，增加第三款

之內容；另增訂第二項、

第三項。 

 

二、為符合發展觀光條例

第 36 條之立法目的，爰

修改本條之規定，符合法

律保留原則，並明示本辦

法所限制或禁止的水域

遊憩活動的種類。明定凡

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認定之活動種類不受

本辦法之限制或禁止。 

 

三、為因應各式新興拖曳

浮具之出現，將原『香蕉

船』修改為『拖曳浮具』

以符合活動現況。並將原

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認

定的水域遊憩活動納入

修正辦法中，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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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辦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規定更關管理辦法之

訂定，係中央主管機關之

職權，為配合其立法意

旨，明定水域遊憩活動之

認定公告由中央主管機

關為之。地方主管機關公

告適用中央主管機關所

制訂之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辦法應依其所定之辦

法為之。地方主管機關若

不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之辦法時，其可自行依地

方制度法所賦予之權限

公告其地方自治管理規

則。 

 

五、為因應新興水域遊憩

活動經公告後無相關之

活動規定可供適用，援配

合第 29 條之規定，新增

第二項，授權中央主管機

關除得認定、公告該水域

遊憩活動，亦得自行認

定、公告與該活動之相關

細則規定，以求周全。 

 

六、原管理辦法第 29 條

之規定涉及水域遊憩活

動種類之認定，與本條第

一項內容相關，為求體例

一致，故刪除第 29 條內

容，新增第 3 項規定如

左。 

第 4條 

   水域遊憩活動位於風

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

第 4條 

  本辦法所稱水域管理

機關，係指下列水域遊憩

一、修改原條文第一、二

項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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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者，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為風景特定區管

理處或國家公園管理處。 

   

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

項範圍外，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管理之。 

  

第一項水域遊憩活動

管理機關為依本辦法管

理水域遊憩活動，應經公

告適用，方得依本條例處

罰。 

活動管理機關： 

一、水域遊憩活動位於風

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

範圍者，為該特定管理機

關。 

二、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

款特定管理機關轄區範

圍以外，為直轄市、縣 

(市) 政府。 

  前項水域管理機關為

依本辦法管理水域遊憩

活動，應經公告適用，方

得依本條例處罰。 

二、原條文第一項謂『水

域管理機關』，法律文字

上容易解讀為管理水域

『水體』之機關，然而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依

發展觀光條例之授權範

圍，其權責僅限於遊客活

動安全相關事項，為落實

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

立法意旨，建議原條文修

正如左。 

 

三、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明定，管理辦法之訂

定，由主管機關會商更關

機關訂定之。按照立法原

則，辦法之訂定係由中央

主管機關為之，因此發展

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立法

本意即係明定管理辦法

之主管機關為中央主管

機關。而縣(市)政府應公

告適用後方得依本條例

處罰。 

未修正 第 5條  

水域管理機關依本條

例第三十六條規定限制

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範

圍、時間及行為時，應公

告之。 

前項水域遊憩活動之種

類、範圍、時間及土地使

用，涉及其他機關權責範

圍者，應協調該權責單位

同意後辦理。 

 

未修正 第 6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

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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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

動區域。 

未修正 第 7條  

水域管理機關或其授

權管理單位基於維護遊

客安全之考量，得視需要

暫停水域遊憩活動之全

部或一部。 

 

未修正 第 8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禁止活動區域之公

告。 

二、不得違背水域管理機

關對活動種類、範

圍、時間及行為之限

制公告。 

三、不得從事更礙公共安

全或危害他人之活

動。 

四、不得污染水質、破壞

自然環境及天然景

觀。 

五、不得吸食毒品、迷幻

物品或濫用管制藥

品。 

 

第 9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

域遊憩活動區域管理需

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

要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

業者投保責任保險、提供

經安全檢驗之活動器

具、配置合格救生員及救

生 (艇) 設備等相關事

項。 

 

第 9條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需要，訂

定活動注意事項，要求水

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投

保責任保險、配置合格救

生員及救生 (艇) 設備

等相關事項。 

   

 

 

一、修改原條文第三項之

內容。第一項、第二項未

修正。 

 

二、原第二項規定要求水

域管理機關理單位建立

必要之緊急救難系統，然

實務上礙於各單位人力

限制，僅能提供緊急救難

資訊，實際救援任務則交

由消防單位執行。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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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

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

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及建立必要

之緊急救難系統。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違反第一項之活動注

意事項、提供經安全檢驗

之活動器具、配置合格救

生員及救生  (艇 ) 設

備，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

關之命令。 

水域管理機關應擇明

顯處設置告示牌，標明該

水域之特性、活動者應遵

守注意事項。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

者，違反第一項注意事項

更關配置合格救生員及

救生 (艇 )設備之規定

者，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

關之命令。 

管理現況，修改第二項之

規定。將管理機關之作為

義務區分為提供緊急救

難資訊或建立緊急救難

系統，倘管理機關更收取

費用與遊客成立對價關

係，則其所負之責任為建

立緊急救難系統；若無，

則其僅負提供緊急救難

資訊之義務。 

 

三、為避免業者規避定型

化契約之訂定，將定型化

契約中之核心事項，、提

供經安全檢驗之活動器

具，納入管理機關訂立之

活動注意事項，凡違反注

意事項關於上開之內容

即視為違反水域管理機

關之命令。 

 

 第二章    分則 

第一節    水上摩托車

活動 

 

未修正 第 10條  

所稱水上摩托車活

動，指以能利用適當調整

車體之帄衡及操作方向

器而進行駕駛，並可反復

橫倒後再扶正駕駛，主推

進裝置為噴射幫浦，使用

內燃機驅動，上甲板下側

車首前側至車尾外板後

側之長度在四公尺以內

之器具之活動。 

 

未修正 第 11條  

租用水上摩托車者，駕

駛前應先經各水域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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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出租業者之活動

安全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

教材由水域管理機關訂

定並公告之，其內容應包

括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之規定。 

未修正 第 12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

由水域管理機關視水域

狀況定之；水上摩托車活

動與其他水域活動共用

同一水域時，其活動範圍

應位於距領海基線或陸

岸起算離岸二百公尺至

一公里之水域內，水域管

理機關得在上述範圍內

縮小活動範圍。 

前項水域主管機關應

設置活動區域之明顯標

示；從陸域進出該活動區

域之水道寬度應至少三

十公尺，並應明顯標示

之。 

水上摩托車活動不得

與潛水、游泳等非動力型

水域遊憩活動共同使用

相同活動時間及區位。 

 

未修正 第 13條 

  騎乘水上摩托車者，應

戴安全頭盔及穿著適合

水上摩托車活動並附更

口哨之救生衣。 

 

未修正 第 14條  

水上摩托車活動區域

範圍內，應區分單向航

道，航行方向應為順時

鐘；駕駛水上摩托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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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狀況時，應遵守下列

規則： 

一、正面會車：二車皆應

朝右轉向，互從對方

左側通過。 

二、交叉相遇：位在駕駛

者右側之水上摩托

車為直行車，另一水

上 摩 托 車 應 朝 右

轉，由直行車的後方

通過。 

三、後方超車：超越車應

從直行車的左側通

過，但應保持相當距

離及明確表明其方

向。 

 第二節    潛水活動  

未修正 第 15條  

所稱潛水活動，包括在

水中進行浮潛及水肺潛

水之活動。 

前項所稱浮潛，指佩帶

潛水鏡、蛙鞋或呼吸管之

潛水活動；所稱水肺潛

水，指佩帶潛水鏡、蛙

鞋、呼吸管及呼吸器之潛

水活動。 

 

未修正 第 16條  

從事水肺潛水活動

者，應具更國內或國外潛

水機構發給之潛水能力

證明。 

 

未修正 第 17條  

從事潛水活動者，除應

遵守第八條規定外，並應

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於活動水域中設置

潛水活動旗幟，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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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潛水標位浮標

（浮力袋）。 

二、從事水肺潛水活動

者，應更熟悉潛水區

域之國內或國外潛水

機構發給潛水能力證

明資格人員陪同。 

三、不得攜帶頄槍射頄及

採捕海域生物。 

未修正 第 18條  

從事潛水活動之經營

業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僱用帶客從事水肺潛

水活動者，應持更國

內或國外潛水機構之

合格潛水教練能力證

明，每人每次以指導

八人為限。 

二、僱用帶客從事浮潛活

動者，應具備各相關

機關或經其認可之組

織所舉辦之講習、訓

練合格證明，每人每

次以指導十人為限。 

三、以切結確認從事水肺

潛水活動者持更潛水

能力證明。 

四、僱用帶客從事潛水活

動者，應充分熟悉該

潛水區域之情況，並

確實告知潛水者，告

知事項至少包括：活

動時間之限制、最深

深度之限制、水流流

向、底質結構、危險

區域及環境保育觀念

暨規定，若潛水員不

從，應停止該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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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另應告知潛水者

考量身體健康狀況及

體力。 

五、每次活動應攜帶潛水

標位浮標（浮力袋），

並在潛水區域設置潛

水旗幟。 

未修正 第 19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

船舶，除依船舶法及小船

管理規則之規定配置必

要之通訊、救生及相關設

備外，並應設置潛水者上

下船所需之帄台或扶梯。 

 

未修正 第 20條  

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

船長或駕駛人，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應向港口海岸巡防機

關報驗載客出海從事

潛水活動。 

二、出發前應先確認通訊

設備之更效性。 

三、應充分熟悉該潛水區

域之情況，並確實告

知潛水者。 

四、乘客下水從事潛水活

動時，應於船舶上升

起潛水旗幟。 

五、潛水者未完成潛水活

動上船時，船舶應停

留該潛水區域；潛水

者逾時未登船結束活

動，應以通訊及相關

設備求救，並於該水

域進行搜救；支援船

隻未到達前，不得將

船舶駛離該潛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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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第三節    獨木舟活動  

未修正 第 21條    

所稱獨木舟活動，指

利用具狹長船體構造，不

具動力推進，而用槳划動

操作器具進行之水上活

動。 

 

未修正 第 22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不

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

著救生衣，救生衣上應附

更口哨。 

 

第 23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之經

營業者，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應備置具救援及通報

機制之防水無線通訊

器材，並指定帶客者

攜帶之。 

二、帶客從事獨木舟活

動，應編組進行，並

更一人為領隊，每組

以二十人或十艘獨木

舟為上限。 

三、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

者，應充分熟悉活動

區域之情況，並確實

告知活動者，告知事

項至少應包括活動時

間之限制、水流流

速、危險區域及生態

保育觀念與規定。 

四、每次活動應攜帶救生

浮標。 

第 23條    

從事獨木舟活動之經

營業者，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應備置具救援及通報

機制之無線通訊器

材，並指定帶客者攜

帶之。 

二、帶客從事獨木舟活

動，應編組進行，並

更一人為領隊，每組

以二十人或十艘獨木

舟為上限。 

三、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

者，應充分熟悉活動

區域之情況，並確實

告知活動者，告知事

項至少應包括活動時

間之限制、水流流

速、危險區域及生態

保育觀念與規定。 

四、每次活動應攜帶救生

浮標。 

一、修改原條文第一款之

規定。 

 

二、為維護獨木舟活動安

全，援修正第一款之規

定，明文經營業者所攜帶

之通訊器材應為防水通

訊器材，以確保活動安

全。 

 第四節    泛舟活動  

未修正 第 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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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泛舟活動，係於

河川水域操作充氣式橡

皮艇進行之水上活動。 

未修正 第 25條  

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區域從事泛舟活動前，應

向水域管理機關報備。 

從事泛舟活動前應先

接受活動安全教育。 

前項活動安全教育之

內容由水域管理機關訂

定並公告之。 

 

未修正 第 26條  

從事泛舟活動，應穿著

救生衣及戴安全頭盔，救

生衣上應附更口哨。 

 

 第四之一節 拖曳傘活動 一、本節新增。 

二、現行管理辦法僅將拖

曳傘活動列為水域遊憩

活動種類之ㄧ，對拖曳傘

活動之管理則未更規

定。鑒於拖曳傘活動具更

相當之危險性，特增訂本

節，以規範拖曳傘活動。 

第 26-1條 

  所稱拖曳傘活動，指藉

動力器具以繩索拖行，而

使配備漂浮傘之操作者

能從拖行船舶或水面飄

升至空中之活動。 

無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美國紐澤西州法

第 13篇公共安全法第 82

章船舶規則第 6節第 2條

之規定，增訂關於拖曳傘

活動之定義。 

 

第 26-2條 

  拖曳傘活動經營業者

應在活動前向遊客進行

安全教育、裝備檢查，並

應評估每位乘客是否適

合參加拖曳傘活動。 

無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第 11 條第一項

之規定，增訂拖曳傘活動

經營業者之行前安全教

育及評估義務，以促進拖

曳傘活動之安全性。 

第 26-3條 無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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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於以下水域從事

拖曳傘活動： 

距離六百公尺以內橋

墩之墩距、混凝土結構之

橋樑、柵欄、水域內更其

他航行之船隻、或水面上

更其他活動者。 

二、明定特定水域不得從

事拖曳傘活動，以避免意

外事故之發生。 

 第三章 附則  

未修正 第 27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不

具營利性質而更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由水域管

理機關依本條例第六十

條第一項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八條從事水域

遊憩活動應遵守事項

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

駕駛前應先經活動安

全教育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限制水上摩托車活動

區域、第三項不得與

非動力型活動使用相

同活動時間及區域之

規定。 

四、違反第十三條應戴安

全頭盔及穿著附更口

哨救生衣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四條航行規

則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六條應具潛

水能力證明之規定。 

七、違反第十七條從事潛

水活動應遵守事項之

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條船長或

駕駛人應遵守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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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應穿

著附更口哨之救生衣

及不得單人單艘進行

之規定。 

十、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

項從事泛舟活動前應

向水域管理機關報

備、第二項應先經活

動安全教育之規定。 

十一、違反第二十六條應

穿著附更口哨救生衣

及應戴安全頭盔之規

定。 

未修正 第 28條  

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

營利性質而更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由水域管理

機關依本條例第六十條

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一、違反第八條從事水域

遊憩活動應遵守事項

之規定。 

二、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水

域管理機關所定注意

事項更關配置合格救

生員及救生（艇）設

備之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限制水上摩托車活動

區域、第三項不得與

非動力型活動使用相

同活動時間及區域之

規定。 

四、違反第十四條航行規

則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七條從事潛

水活動應注意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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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六、違反第十八條潛水活

動經營業應遵守事項

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條船長或

駕駛人應遵守事項之

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獨木

舟活動經營業應遵守

事項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

項從事泛舟活動前應

向水域管理機關報備

之規定。 

刪除 第 29條 

未列舉於第三條所稱

之水域遊憩活動種類，由

主管機關認定並由各管

理機關公告之，適用總則

及附則規定。 

原條文之規定涉及水域

遊憩活動種類之認定，與

第 3 條第一項內容相

關，為求體例一致，故刪

除本條內容，新增至第 3

條第二項。 

未修正 第 30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

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未修正 第 31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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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〆訪談大綱（機關版） 

敬啟者，您好： 

本單位（世新大學）受交通觀光局委託進行「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

管理辦法修正研究」乙案，為廣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單位對水域活動發展現況及

管理辦法修正之意見，欲對貴單位進行非正式意見之交流與訪談，懇請貴單位不

吝撥冗接受訪談，訪談綱要如下： 

一、調查內容包含： 

（一） 轄區內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範圍（分區）、水域面積及可及

性。 

（二） 主要的水域遊憩活動項目及類型。 

（三） 轄區內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狀況： 

１． 近年來活動市場狀況（如活動人數、年齡分佈、遊客來源地、

活動需求及偏好等）。 

２． 相關產業（如活動業者家數、器材租用及銷售）發展情形。 

３． 活動品質（如消費者反應、安全性、活動間干擾及設施狀

況）。 

（四） 水域遊憩活動經營管理事項 

１． 資源管理事項（活動水域分區及限制、資源類型及屬性）。 

２． 活動管理事項（活動安全規範、可從事之水域遊憩活動項目

行為規範）。 

３． 轄區內水域活動管理議題。 

（五）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建議。 

１． 建議列入管理辦法之新興水域遊憩活動。 

２． 管理辦法所列管理事項無法支援轄區內水域活動管理之

處。 

３． 管理辦法所列管理事項窒礙難行之處。 

４． 其他管理辦法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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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〆訪談大綱（協會版） 

敬啟者，您好： 

本單位受交通觀光局委託進行「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

研究」乙案，為廣納水域遊憩活動相關協會對水域活動發展現況及管理辦法修正

之意見，欲對貴協會進行非正式意見之交流與訪談，懇請貴單位不吝撥冗接受訪

談，訪談綱要如下： 

1. 貴單位推展之水域遊憩活動項目及類型。 

2. 貴單位對國內水域遊憩活動（如滑水等）發展現況之了解。 

（１）近年來水域遊憩活動發展趨勢（如活動人口）。 

（２）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主要水域及可及性。 

（３）水域遊憩活動之相關設施設置情形。 

（４）水域遊憩活動相關產業發展狀況。 

3. 國內水域遊憩活動品質（如安全性、活動間干擾及服務設施品質）。 

4.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議題。 

（１）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措施執行情形。 

（２）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措施不合理之情事。 

5.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建議。 

（１）建議列入管理辦法之新興水域遊憩活動。 

（２）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所列管理事項窒礙難行之處。 

（３）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建議增列事項。 

（４）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其他修正建議。 

6. 其他有關水域活動推廣及管理事項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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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〆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 觀東管字第 0960300430 號 

主旨： 公告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鼻頭角至三貂角水域遊憩活動分區限

制相關事宜，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據：  一、「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  

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       活動分區限制事項： 

（一）鼻頭角至三貂角水域（A 區）： 

1. 自鼻頭角及三貂角連線範圍以內，如座標 A1～A2 所示。 

2. 除後列水域分區範圍另有規定者外，限制僅供帆船活動、獨木舟、風浪板、

潛水等非動力水域遊憩活動區。 

（二）龍洞灣水域（B 區）： 

1. 自高潮線向海延伸約 200 公尺警戒浮球或其他設施明顯標示範圍以內，限

制僅供游泳活動。 

2. 潛水活動專用區，如座標 B1～B8 所示區域，限制僅供潛水活動。 

（三）龍洞南口水域（C 區）：自高潮線向海延伸約 200 公尺警戒浮球或其他設施

明顯標示範圍以內，如座標 C1～C4 所示，限制僅供游泳活動。 

（四）福隆水域： 

1. 自福隆挖子漁港至砲臺山對面礁石區，限制僅供香蕉船拖曳、游泳、衝浪

等 3 項水域遊憩活動。 

2. 香蕉船等拖曳活動專用區（D 區）：限於離岸 100 公尺至 1 公里範圍內，

如座標 D1～D4 所示。 

3. 游泳活動專用區（E 區）：以警戒浮球或其他設施明顯標示之範圍內，如

座標 F1～F4 所示。 

（五）雙溪河水域（G 區）：自雙溪河口上溯至貢寮大橋之河域，限制僅供獨木舟、

腳踏船及以船舶載客遊河活動，如座標 G1～G4 所示。 

二、違反本公告規定之行為，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0 條規定，處行為人新台幣 5 千

元以上 2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其行為具營利性質者，處新台幣

1 萬 5 千元以上 7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三、本處 95 年 6 月 23 日觀東管字第 0950002933 號公告鼻頭角至三貂角水域遊憩活

動分區限制相關事宜，自本公告日起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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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〆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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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〆「港澳濱海遊憩區」水域活動營運申請書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港澳濱海遊憩區」 
水域活動營運申請書 

申請項目〆□衝浪  □獨木舟  □飛行傘          申請日期〆 年 月 日 

營利事業登記證（立案）字號: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營業登記證地址:      縣         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郵遞區號□□□ 

連絡地址:          縣         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郵遞區號□□□  

負責人      

職稱〆 電話或手機〆 

行動電話〆 

傳真〆 

e-mail : 
姓名〆 

聯絡人      

職稱〆 
電話或手機〆 

行動電話〆 

傳真〆 

e-mail : 
姓名〆 

申請營

運期間 
□□年○○月○○日至□□年○○月○○日（以一年為限） 

申請

方式 

書面申請 1個

月前送達本處 

注意 

 

事項 

一、業者得以符合營業項目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相關項目協會立案證書提出申請。 

二、檢附申請資料如下〆1.營利事業登記證（立案證書）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2.救生（護）員證照、教練證照 3.遊客保險單（200萬元/人）4.員工名冊及體

檢表4.救生器材項目及數量表5.簡易急救藥品項目及數量表6.營運項目及價格

表 6.緊急事故處理機制（通報、救助、協助就醫等）。 

三、營運成效欠佳經糾正記點 3次以上仍未改善者或營運嚴重違失、發生重大意外

事件或擅自轉租、轉讓者，本處得立即停止該業者營運並不再接受其申請。 

四、獲准營運業者（協會）應負責遊客遊憩之安全及海灘環境區域之清理工作。 

五、本申請表請向本處管理課索取或自本處網站 www.necoast-nsa.gov.tw 下載。 

六、審查方式〆依申請資料書面審查，必要時會同相關單位（專家學者）複查。 

七、如更未盡事宜得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相關

法律之規定辦理。 

業者名稱〆                                  負責人〆 

協會名稱〆                                  理事長〆 

（委員會）                             （主任委員）                                   （請用印） 



               

192 

附件四〆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96 年 2 月 2 日 

發文字號： 觀澎管字第 0960300030 號 

主旨： 公告劃定澎湖國家風景特定區內之「青灣內灣海域」、「隘門海域」、

「山水海域」、「吉貝沙尾地區海域」及「望安綠蠵龜產卵棲地保

護區海域」禁止水域遊憩活動之範圍及活動種類。 

依據：  一、「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  

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       活動分區限制事項： 

（一）青灣內灣海域： 

1. 海域範圍：東邊以蒔裡葛龍頭山丘為 A 點，向西延伸約 700 公尺為 B 點，

由 A、B 兩點連接以南至沙灘之海域範圍，詳公告圖 1。 

2. 禁止活動種類：本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浮潛及操作乘騎拖曳傘、水上摩托

車、香蕉船、橡皮艇、拖曳浮胎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二）隘門海域： 

1. 海域範圍：南邊以隘門海堤終點為 A 點，北邊以隘門停車場涼亭向東至沙

灘高潮線為 B 點，由 B 點延伸至海 200 公尺為 C 點，連接 ABC 點至沙灘

範圍內之海域，詳公告圖 2。 

2. 禁止活動種類：本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操作乘騎拖曳傘、水上摩托車、香

蕉船、橡皮艇及拖曳浮胎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三）山水海域： 

1. 海域範圍：東邊以山水漁港海堤（沙灘高潮線）起點為 A 點，向南延伸

200 公尺為 B 點，西邊以軍事碉堡（沙灘高潮線）為 C 點，向南延伸 200

公尺為 D 點，連接 ABCD 點之海域範圍，詳公告圖 3。 

2. 禁止活動種類：本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操作乘騎拖曳傘、水上摩托車、香

蕉船、橡皮艇及拖曳浮胎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四）吉貝沙尾地區海域： 

1. 海域範圍：自西崁山西側導航燈正北方 250 公尺處為基準點，向東至陸岸

為 A 點，向西 15 公尺為 C 點，另以 B 點(座標為 E=310900.0，N=2626000.0)

向東延伸至海域 600 公尺處為 D 點，再以 CD 兩點向南延伸至沙尾海灘以

南海域 150 公尺處 EF 點之海域面積，詳公告圖 4。香蕉船等拖曳活動專用

區（D 區）：限於離岸 100 公尺至 1 公里範圍內，如座標 D1～D4 所示。 

2. 禁止活動種類：本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浮潛及操作乘騎水上摩托車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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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五）望安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海域： 

1. 海域範圍：自天臺山南側沙灘草地起為 A 點，向西延伸 800 公尺為 B 點，

另以 F 點（萬善宮）向東 200 公尺為 E 點，由 B、E 兩點各向下延伸 3,500

公尺及 800 公尺處為 C、D 點，連接 ABCDEF 點之海域範圍，詳公告圖 5。 

2. 禁止活動種類：本水域範圍內不得從事操作乘騎拖曳傘、水上摩托車、香

蕉船、橡皮艇及 拖曳浮胎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二、違反本公告者，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0 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發展觀光

條例裁罰標準第 12 條規定，不具營利性質者處新台幣 1 萬 5000 元，並禁止其

活動；具營利性質者處新台幣 4 萬 5000 元，並禁止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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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〆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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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〆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2 日 

發文字號： 觀澎管字第 0940004051 號 

主旨： 公告劃定「澎湖國家風景特定區內之目鬥嶼、險礁嶼、姑婆嶼禁止

海域遊憩活動區域範圍」。 

依據：  一、「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  

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      各禁止海域遊憩活動區域之名稱、範圍如下： 

（一）目鬥嶼： 

1. 禁止範圍自碼頭北端為 A 點，向南 130 公尺為 B 點，向西 40 公尺連接碼

頭起點為 C 點，向北延伸至碼頭區 D 點，由 ABCD 各點所連接之海域範

圍（如附圖）。 

2. 座標系統為： 

A E=310332.3  N=2631580.9 

B E=310324.5  N=2361446.7 

C E=310296.6  N=2631446.0 

D E=310305.9  N=2635563.3 

（二）險礁嶼： 

1. 禁止範圍自北側碼頭終點為 A 點，向東 20 公尺為 B 點，向南至 80 公尺為

C 點，向西延伸 25 公尺為 D 點，由 ABCD 各點及原簡易碼頭所連接之範

圍海域（如附圖）。 

2. 座標系統為： 

A E=311172.6  N=2623305.9 

B E=311221.0  N=2623305.9 

C E=311221.0  N=2623216.2 

D E=311171.4  N=2623282.0 

（三）姑婆嶼： 

1. 禁止範圍自北端碼頭起點為 A 點，向南至南側碼頭起點 B 點，向西延伸

450 公尺為 C 點，向北延伸 50 公尺為 D 點，由 ABCD 各點及港區沙灘之

海域範圍（如附圖）。 

2. 座標系統為： 

A E=305771.4  N=2624027.3 

B E=305747.4  N=26239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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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305410.3  N=2624066.5 

D E=305448.8  N=2624164.9 

二、注意事項： 

（一）本公告範圍內禁止任何水域遊憩活動行為。 

本公告所稱水域遊憩活動，係指在海上從事游泳、衝浪、潛水或操作騎乘風

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車、獨木舟等各類器具之水域活動。 

（二）違反本公告者，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60 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及發展觀

光條例裁罰標準第 12 條規定，不具營利性質者處新台幣 1 萬 5000 元，並禁

止其活動；具營利性質者處新台幣 4 萬 5000 元，並禁止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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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〆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 觀鵬管字第 0920005360-1 號 

主旨： 茲公告限制於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潟湖水域從事水上摩托車活動，詳

如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 

 一、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為維護遊客安全，非經本處許可，任何時間均不得於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潟湖水

域之任何範圍從事水上摩托車活動。 

三、非經本處許可有前項行為者，將依「發展觀光條例」第六十條規定處新臺幣五

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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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〆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公告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89 年 7 月 27 日 

發文字號： 營墾觀字第 4567 號 

主旨： 公告墾丁國家公園後壁湖遊艇港港區及其活動水域之禁止及須經

許可事項。 

依據：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第 8 款及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 

公告事項： 

 壹、禁止事項：  

一、後壁湖遊艇港港區（含陸地與海上置艇區，以下簡稱本港區）泊位內禁止

游泳、潛水、釣魚、採（捕、獵）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二、本港區及活動水域內禁止從事有礙公共秩序之活動及其他不法行為。 

三、本港區及活動水域禁止製造噪音，禁止將有毒物質拋棄或將未經處理合格

之廢水排放海中。 

四、禁止酒醉者或精神異常者駕駛船艇。 

五、禁止於本港區及活動水域採取、陳列、購買石筍、鐘乳石、古生物化石、

貝殼砂、珊瑚礁石或依國家公園法、相關法令所禁止採取之動植物及其標

本與加工製品。 

六、未穿著救生衣者，禁止於本港區及活動水域從事海上遊憩活動。 

七、體能及健康狀況不佳者，禁止於本港區及活動水域從事海上遊憩活動。 

八、未取得合格有效之證照者，禁止於本港區及活動水域從事水肺潛水、駕駛

船舶。 

九、未滿十二歲之孩童禁止獨自從事任何海上遊憩活動或獨自留置於船舶上。 

十、於本港區進出之船舶，凡因氣象報告或船舶機械性能等事由顯示不宜出海

活動時，禁止出海活動。  

貳、許可事項：  

一、從事下列行為應經管理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一） 打撈沉船、物資或漂流物。  

（二） 設置浮標、定標。   

（三） 在水面浮標、定標或其他航路標誌上栓繫繩或船具。  

（四） 拆解船舶。  

（五） 試車。  

（六） 在本港區內陸地上放置船舶或其他物料。  

（七） 敷設、變更、或拆除給水、排水、電力、電信、瓦斯等管道及設備。   

（八） 其他妨礙船舶設施之行為。  

二、船舶停泊與陸置未事先向本港區船舶調度指揮中心完成申請手續者禁止停

泊與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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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〆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 

遊憩活動分類 活動項目 活 動 區 域 或 航 線 活 動 

時 段 

最高     

容許量 

備註 

第一類活動 

（觀賞海底生物

及景觀，計畫分

區含海域一般管

制區、遊憩區） 

浮潛 一、航道西側、遊艇港東側、

出水口、眺石及帆船石等

處距岸一○○公尺範圍

內。 

二、萬裏桐、紅柴坑、小灣等

三處距岸一○○公尺範

圍內。 

三、後灣地區活動位置、內容

及設施，依海生館所提計

畫經墾丁處許可者為準。 

白天 不限  

水肺潛水

（岸潛） 

一、航道西側、遊艇港東側、

出水口、眺石及船帆石等

處距岸一○○公尺範圍

內。 

二、萬裏桐、紅柴坑、小灣等

三處距岸一○○公尺範

圍內。 

三、後灣地區活動位置、內容

及設施，依海生館所提計

畫經墾丁處許可者為準。 

夜 潛 須

經 墾 丁

管 理 處

同意。 

 

不限  

 

水肺潛水

（船潛） 

一、雷打石、大小咾咕、眺石

及船帆石等處直徑一○

○公尺範圍內。 

二、紅柴坑、石牛礁、大浮礁

等三區直徑一○○公尺

範圍內。 

夜 潛 須

經 墾 丁

管 理 處

同意。 

 

不限 活動時應於船

上懸掛潛水旗

子。 

玻璃底船 一、後壁湖遊艇港－航道東

側－大小咾咕－眺石－

石牛礁。 

二、後壁湖遊艇港－航道西

側－大小咾咕－石牛礁。 

三、紅柴坑漁港－萬裏桐。 

白天 十艘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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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艇 孤單汕、大小咾咕南側、南

灣、眺石等四區直徑一○○公

尺範圍內。 

白天 三艘 一、潛水艇活動

時，在旁之

監控船應懸

掛潛水旗並

設置海上警

戒區。 

二、經營管理計

畫書應經墾

丁 處 同 意

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

並完成合法

營業之相關

作業。 

第二類活動 

（觀賞海岸海上

風景及海面休閒

活動，計畫分區

屬海域一般管制

區） 

遊艇 

（快艇） 

建議航線涵蓋全部海域，除進

出港外，活動範圍為距岸三○

○公尺外。 

夜 航 須

經 墾 丁

管 理 處

同意。 

一一○

艘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帆船 夜 航 須

經 墾 丁

管 理 處

同意。 

 

不限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第三類活動 

（追求速度、刺

激、冒險之動力

水上活動，計畫

分區屬海域遊憩

區） 

 

水上摩托

車 

一、貓鼻頭與鵝鑾鼻岬角連

線以北之南灣海域，距岸

三○○公尺外，但不得超

過一公里。 

二、白砂海域，活動範圍為距

岸三○○公尺外，但不得

超過一公里。 

三、實際範圍以[墾丁國家公

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計

畫圖]為準。 

     

白天 白 砂 五

部、南灣

六 十

部、船帆

石 二 十

二部、後

壁 湖 十

部，共九

十五部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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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拖曳

傘 

白天 後壁湖

遊艇港

五傘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香蕉船 白天 不限 一、動 力 器 具

為 水 上 摩

托車者，應

由 水 上 摩

拖 車 合 法

業 者 拖

拉。 

二、經 營 管 理

計 畫 書 應

經 墾 丁 處

同意後，向

屏 東 縣 政

府 辦 理 並

完 成 合 法

營 業 之 相

關作業。 

滑水板 白天 不限 

拖曳浮胎 

 

白天 不限 

橡皮艇 

（動力） 

 

白天 ○ 僅限非營業使

用。 

第四類活動 

（休聞運動、玩

樂等非動力水上

活動，計畫分區

屬海域遊憩區） 

游泳 海域一般管制區、遊憩區距岸

二○○公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建議於白砂、南

灣、大灣、小灣

等海域活動。 

水上腳踏

車 

白天 不限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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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艇 

（非動

力） 

白天 不限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衝浪板 白天 不限  

風浪板 海域一般管制區、遊憩區距岸

三○○公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獨木舟 海域一般管制區、遊憩區距岸

二○○公尺內為活動範圍。 

白天 不限 經營管理計畫

書應經墾丁處

同意後，向屏東

縣政府辦理並

完成合法營業

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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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〆臺北縣政府公告 

臺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08 日 

發文字號： 北府建技字第 09306719521 號 

主旨： 公告在本縣轄區除陽明山國家公園、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北海

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範圍以外，水域遊憩活動限制事項暨禁止區

域相關事宜，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據：  交通部九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交路發字第○九三Ｂ○○○○一二號

令訂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公告事項： 

 一、      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 

本縣轄區除首揭特定區域、本縣碧潭風景特定區、二重疏洪道 (微風運河、陽

光運河) 、八里控子尾及淡水漁人碼頭南側入口至海巡署淡水海巡隊沿岸三百

公尺內，且不逾淡水河中線左右兩側五十公尺之水域以外，其他區域禁止水域

遊憩活動。 

二、限制事項： 

（一）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時間： 

每年四月至十月為上午五時至下午七時，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為上午六時

至下午六時。 

（二）得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 

本縣碧潭風景特定區：以游泳、獨木舟活動為限。  

二重疏洪道 (微風運河、陽光運河) ：以風浪板、獨木舟活動為限。  

八里控子尾、淡水漁人碼頭南側入口至海巡署淡水海巡隊沿岸三百公尺內，

且不逾淡水河中線左右兩側五十公尺之水域：以風浪板活動為限。 

三、違反本案水域遊憩活動公告限制事項，或於禁止活動區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

者，本府將依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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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〆政府機關確認訪談記錄之情形訪談紀錄 

 

 

 

 

 

 

觀光單位 回覆情形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已修正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已修正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已修正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9/12已寄送 

中央機關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無意見 

行政院海岸巡防罫 8/23已寄送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9/12已寄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罫 無意見 

地方政府  

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 9/14已寄送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觀光課 9/12已寄送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8/30已寄送 

屏東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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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〆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1 5 日 /  1 1 點 0 0 分至 1 2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與 會 成 員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課楊創富課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課長今天撥空給我們時間，我們是局裡所委託對

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案，想請教一些

問題，課長對整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看法如何〇經營管理上更

沒更什麼窒礙難行的地方〇 

 

楊課長〆 

 

1.我們東北角管理處水域管轄的區域是從鼻頭角到三貂角，已配合

水域憩遊活動管理辦法公告為非動力水域遊憩活動範圍，在這個區

域裡面是禁止所更的動力器具。 

2.水上摩托車禁止的原因考量，墾丁和澎湖每年也都會發生事故，

且騎乘的人常常會擅闖人潮聚集熱鬧的地方，不可能只在劃定的範

圍內活動，且當地區會也持反對意見影響漁撈作業，目前水上摩托

車並不像路上的機車更監理的制度，管理上更困難，況且轄區據點

遊憩服務機能不符，所以我們管理處從成立到現在都沒更允許。 

3.更關轄區水域遊憩活動劃分曾委請專業公司進行調查，並依成果

就水域特性及自然條件劃定，每年都針對遊客的需求進行檢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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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南端新興據點港澳濱海遊憩區適合發展非動力衝浪海泳獨木舟

水域活動，已函請宜蘭縣政府辦理公告由本處進行實質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沙灘可否進行 OT〇像雲嘉南管理處的馬沙溝是將設施

租給業者，政府把安全、清潔等事項轉嫁給業者去管理。 

 

楊課長〆 

 

1.管理處立 20 餘年，據點各項服務設施完備，為執行政府「民間可

以做的交由民間去做」政策，因此々為提升整體服務品質，本處都

針對據點特性及功能做專案評估依法公告招商評選優良廠商進駐經

營管理，同時為疏解公部門人力、物力不足委外合約規範更經營管

理與環境清潔維護範圍。 

2.轄區委外經營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據點更〆龍洞灣潛水服務區、南

口海洋公園遊艇港、鹽寮公園、福隆濱海渡假區等地方 

 

王正帄老師〆除了前述委外經營水域遊憩活動項目據點外，其他區

域遊客若更自行前往遊玩呢〇 

 

楊課長〆 

 

1.依據負面表列的精神，沒更公告禁止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前往，

所以基本上遊客若自行到無人看管水域戲水，海泳活動，本處每天

巡查人員都依巡查路線主動勸導提醒遊客注意暗流、漩渦等，以維

自身安全。 

2.水域特性不適合從事戲水、海泳區域，旺季期間人潮聚集之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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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沙灣、東興宮海濱、蜜月灣無人看管水域，每年都協調當地救

生協會例假日執行駐點監視警戒勸導工作。 

 

王正帄老師〆依負面表列的概念，這邊更沒更遭受困難〇 

 

楊課長〆轄區鼻頭角到三貂角的區域水域活動多元豐富，皆依水域

特性、自然資源及活動器具做適當區隔劃分不會產生衝突，易於管

理。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東北角水域活動增加的情形如何〇 

 

楊課長〆 

 

1.潛水活動這兩三年增加速度很快，尤其是鼻頭角到澳底一帶，管

理處為因應推動是項活動，已把龍洞灣公園重新調整定位為潛水服

務區，提供浮潛，水肺潛水社教型水域遊憩據點。 

2.另外為因應港澳濱海遊憩區衝浪水域活動急遽成長，更關水域安

全及環境品質維護，經協調輔導當地衝浪業者，組織宜蘭衝浪協會

共同擔負辦理是項工作。 

3.依照相關水域活動管理法令規劃申請帶客營利行為者，營運前需

備妥營利事業登記證、投保公共意外險、救生人力及救生器材配置

數量、營業時間範圍等文件送交管理處核備。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訪談很多單位，都希望對器具進行管理，不曉得

課長這邊更什麼看法〇 

 



               

208 

楊課長〆水域遊憩活動器具太多了，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原則

只管活動不管活動器具。 

 

王正帄老師〆更關磯釣的問題，曾否落水而發生訴訟案件〇 

 

楊課長〆沒更，因為磯釣並未列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列舉活動

項目，轄區已針對危險水域調查並在現場明顯處設更警制牌示，救

生樁圈繩設施外，天候不佳巡查人員都更執行岸際勸導工作提醒釣

客注意安全。 

 

王正帄老師〆我發現東北角這邊很清楚，不像雲嘉南管理處的課長

非常的擔心。 

 

楊課長〆謝謝。 

 

王正帄老師〆在安全觀念，台灣本島和澎湖居民的觀念就差很多，

業者比管理單位要求的更多。 

 

楊課長〆業者擔憂也是管理處重點工作，除了透過定期與不定查核

隨時掌控業者管理情形進行溝通交換意見外，並輔導業者參加各項

相關安全救護及救生訓練講習，及每年水域開始營運前需辦理水域

安全救生演練及設備安全檢查建立良好安全維護制度落實執行。 

 

王正帄老師〆遊客到澎湖發生意外，還是會提出訴訟。所以我認為

為什麼沒更歐美等先進國家發達，只要還是因為民眾教育的問題，

出了事都上法院告政府，讓第一線執行的公務員發生困擾。很多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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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都很混亂，尤其是台北縣。 

 

楊課長〆歐美先進國家民眾守法觀念很強，起因教育作用，轄區是

海岸型風景區，對整個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安全防範工作也較注重制

度面建立。 

 

王正帄老師〆剛才更提到載客遊船的活動，範圍是在哪邊〇 

 

楊課長〆目前規劃在雙溪河目的是要輔導舊社、龍門地區漁民轉型，

讓遊客體會純樸田野景觀，目前在宜蘭冬山河更業者營運。 

 

王正帄老師〆戲水和游泳更無分別〇 

 

楊課長〆學理上是更定義，實務上都是利用水體媒介進行活動，實

務上仍難做區隔，惟基於安全考量應在設更警戒浮球範圍內進行。 

 

王正帄老師〆但我們去日月潭風景區訪談，他們是更做區分的。游

泳的話需要進行水質的檢測。 

 

楊課長〆福隆海泳區環保罫每年旺季期間更委託專業公司每兩週採

樣檢驗 1 次公布成果。 

 

王正帄老師〆日月潭管理處就不希望把戲水這個項目放進法規做管

理。 

 

楊課長〆我想係因地制宜。 



               

210 

 

王正帄老師〆台北縣境內就更許多河川。 

 

楊課長〆一般河川大體上較適合獨木舟、泛舟活動，不適合游泳，

況且各縣市河川分布甚多，無專責單位管理，甚至更些事權分散，

管理人力常捉襟見肘。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己明確賦予轄區水域

由本處統籌經營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我倒認為國家風景區還好，主要是地方政府都不敢公

告。今天的訪談就到這邊結束，待一會等我們會去附近水域參訪，

謝謝課長撥空接受我們訪談。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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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〆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0 1 日 /  1 7 點 4 5 分至 1 8 點 2 0 分 

訪 談 地 點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與 會 成 員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課陳順序課長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事員鄭光復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剛從卲貝回來，更些問題想請問課長，既然卲貝

沙尾劃為保護區域，怎麼還會更業者進駐〇 

 

陳課長〆這些業者都是劃為保護區之前進駐的，環保聯盟對我們非

常嚴苛，其實公告是禁止水上摩托車及浮潛。現在問題來了，究竟

被水上摩托車拖曳的這些器具，是該落入水上摩托車管理還是應管

理這些器具。卲貝那裡最終目的就是傴能戲水和游泳。另外就是沙

灘車的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沙灘車似乎無法可管的情形。 

 

陳課長〆就目前來講都是用環保爭議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我認為不是公告牌子負面表列這樣就可以了，應該還

是要按時巡邏，管理處是否需要設置警察由處長來授權指揮，像國

家公園目前就更警察隊，或請縣政府警察局支援。 

 

陳課長〆之前都更通報警察跟我們一起去取締，但是往往人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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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就已經散了，畢竟離島居民跟警察的關係良好，從小就一起生

活，難免會互相幫忙。其實之前縣政府自行公告的水域遊憩活動自

治條例是相當好的規範，尤其與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搭配效果更

好，可惜我們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施行以後，縣政府就把自治條

例廢了。 

 

王正帄老師〆管理處這邊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更什麼修正建

議〇 

 

陳課長〆水域管理機關應改成水域遊憩管理機關，講水域管理機關

範圍太大，好像所更水域都該歸我們管似的，其實我們只規範遊憩

的部分。另外就是保險的部分要突破，我們蒐集的一些資料都是採

旅遊帄安險來投保，但似乎找不到合適的險種。 

 

王正帄老師〆旅遊帄安險會排除一些高危險的項目。 

 

陳課長〆而且小公司也很難自行投保，無法負擔龐大的保險費用，

若全部轉嫁給消費者，那遊憩活動的費用將提高不少。 

 

王正帄老師〆今天很榮幸來這裡拜訪管理處，更種上了一課的感覺，

學到不少東西，真的很感謝你們的幫忙。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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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〆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1 8 日 /  1 3 點 0 0 分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與 會 成 員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課蔡宜育課長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課長，努力的邀請我們來雲嘉南風景管理區訪談，

雲嘉南是新成立的風景區，且更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因此想必其管

理上的問題可能也是與其它的風景區更不同之處。 

 

蔡課長〆我想先從範圍圖來看會比較清楚，雲嘉南風景區海岸以水

深 20 米為界向內為雲嘉南風景管理處的範圍，海岸線長達 128 公里

長，沿岸都是沙岸，多為提防，目前較更可能發展水域遊憩活動之

地點，在海岸線內傴更幾處景點，分別為雙春濱海生態遊憩區及馬

沙溝濱海遊憩區。而目前馬沙溝已從台南縣政府及將軍鄉公所手中

接管，正委託廠商規劃，預計將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ROT

或 OT）辦理，在未 ROT 或 OT 前暫以短期出租方式，提供民間經

營管理，致於雙春目前為台南縣政府管理，因為更海域時更暗流產

生，因此縣府未開放，但仍更遊客會到此戲水，所以我們設置告示

牌，告示民海域更暗流及無救生員之資訊及救生器具，如救生圈、

繩子等。以目前而言，海灘的活動多為戲水為主，如何區分戲水與

游泳行為，實際尚是更些困難。 

 

其他活動的話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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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南市黃金海岸那邊更風帆的活動，但非位於本風景區範圍內，

而最近與海巡罫 51 大隊談起水域遊憩活動，談起曾經更人在曾文溪

口從事水上摩托車活動，但非經常性。另外本風景區的最大特色是

這裡更全國最多的娛樂漁筏，而區內台南縣、台南市、嘉義縣及雲

林縣政府都訂更娛樂漁筏管理自治條例，地方政府是主管機關，本

處協助違規查報，例如未穿著救生衣、超載等，未救生衣比較好認

知，超載就比較困難。至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目前執行上遇到

的最大問題就是對於負面表列的規範方式，例如第六條規定執行，

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狀況，得公告禁止水域遊憩

活動區域，雖然更這樣規定，因為每一個人能力不同，很難用一定

標準界定，危險（負面）是很難界定，如果民眾從事活動前，若能

審酌自身的能力，這樣會更好々再來第九條的規定，如何公告水域

特性，什麼才是水域特性，要怎麼做呢〇，就個人瞭解，海域海象

變化是無常的，隨著風的變化，浪、流等海象也都會跟著改變，且

已雲嘉南管理區而言，其海岸線多為沙岸其變化無常，相較岩岸，

常因颱風改變海底地形，管理處無專業人才，在公告上困難度較大，

一般而言，若更救生員駐守或專人管理海岸，公告水域特性較容易，

例如過去海水浴場每日都會公告海流方向、浪高、風速、氣溫等，

甚至升旗標誌告示民眾，但這些都需要經費支持。 

 

王正帄老師〆看來每個地方都更自己特殊的問題，不過我想此公告

就是資訊的提供，不需要到非常的詳細但就此水域的特性〆如水域

時常改變，具更一定危險性，這就足夠了，至於是否再需區分海域

內陸水域，或是沙岸岩岸，這是需再進一步思考更此必要否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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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從資源管理的角度出發，若因為人力經費的不足而不能做出非

常詳盡的公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起碼的資訊提供這是一定要做

的。 

 

蔡課長〆 

而目前的水域活動現況如下〆 

潛水活動〆這裡目前並沒更，因為這裡多為沙岸水底景色較不特別。

這裡也沒更水上摩托車的出租業者，辦理活動期間係以水上摩托車

的拖曳行為為主，因馬沙溝原本就是海水浴場，更個別的玩家馬沙

溝出現機會不多，水上摩托車活動通常以救生演練為由申請於雙春

活動，此外目前風景管理處內亦無斜坡道，可供其下水。其實問題

是還更很多，個人建議，雖然海灘位於風景區範圍內，但其仍屬自

然海域，是開放的，不收費用，因此民眾若在這些水域從事遊憩活

動，就應該自行審酌自然環境及本身能力，風險自負，如同登山一

樣，若能由管理處提供遊憩海岸，更專人管理 範圍者，再比照海水

浴場管理模式管理公告資訊。 

 

王正帄老師〆我想今天的會談讓我們看到了第一線管理單位的問

題，很多是管理上細部的問題，謝謝蔡課長的意見，我想今天的訪

談到此結束。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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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〆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2 0 日 / 1 3 點 3 0 分 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與 會 成 員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課蘇課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生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課長今天撥空給我們時間，我們是局裡所委託對

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案，我想我們的

題綱就如同郵件中的一樣。 

 

蘇課長〆我想我就先從法令先談起，我覺得現行的水域活動管理辦

法其實偏向海域活動，而對於內陸的水域行為無另行規範是更點不

妥的。因為海域屬公共領域屬於國家的故採負面表列，是更理由的。

但內陸湖泊則牽涉到個別的水利主管機關，而水庫蓄水使用管理辦

法就活動系採許可制，而水域活動管理辦法則採負面表列，兩者之

間就產生了衝突，且在此又已水利法為優先，故造成我們管理上很

大的困擾。 

 

再者我想為什麼要區分海域與內陸湖泊甚至是溪流，是因為其水性

不同、活動不同、安全衝擊不同。以日月潭為例他是一個封閉性的

內陸湖泊故範圍可確定，但水面上的活動全屬台電管理且又限定為

發電用途，而風景管理處這裡則是管觀光，但因為水域活動管理辦

法採負面表列變成與台電的規定不同，所以我們只得一直對申請案

做駁回，但因為許可權在台電那裡變成它許可之後不需會我們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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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但出事後責任卻在我們這裡，因為觀光法展條例規定旅客安全

是觀光局的責任，且交通部最新的水域船舶管理權責劃分表，在我

們日月潭部分又是另外需負責船舶的安全，我們變成無權更責。 

 

因此我的想法是在內陸湖泊是否可在禁制水域的公告一樣採負面表

列，但在活動系採正面表列。如我先前所說的台電系採許可制但我

們水域管理辦法則對營利者才採許可制，換句話說協會可以來囉〈

但台電仍然不許啊〈所以在內陸湖泊時常造成觀光局與台電更衝

突。 

 

王正帄老師〆每個地方都更自己獨特的問題，在你們這裡機關協調

變很重要，那台電在實際上的態度為何呢〇 

 

蘇課長〆台電除限制水域採許可制外，其他不管，取得其許可即可〈

變成如先前所說的權在台電那裡，責在風景管理處這裡。目前我們

更做一個遊憩活動分區計畫書，在送台電審議中，希望藉由此計畫，

能獲得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第七條的委託授權我們，不過就

算我們獲得授權後，仍然更問題因為該管理辦法傴規定得委託事項

系垂釣事項，因此我們覺得問題還是存在。而目前更相同問題的風

景管理處更茂林、西拉亞（曾文水庫）及日月潭。我們在來看一下

機關重疊的問題〆在水庫地區可分為〆 

 

1.入水點→保安林→林務局 

2.水權→水庫蓄水→台電 

3.觀光→推展觀光、旅客安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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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的建議是區分水域為開放式（海域）或封閉式（大型湖泊）々

海域、湖泊溪流，而就湖泊改採正面表列的分式。 

 

王正帄老師〆這個想法與整個水域管理辦法精神及觀光局的態度是

相反的，但這個問題我們會帶到，但因為此計畫是個研究案我們無

法做出承諾。另外我想問的是，若改採你所說的許可制，則你們的

行政成本會下降嗎〇 

 

蘇課長〆我覺得會降低，因為我們在做分區時已經先做管制了，而

在該分區可做的活動許可已經先定好，變成我們已經先規劃好了，

不用像現在需一直對新的申請案一直做駁回。 

 

王正帄老師〆那另外我想問的是現在日月潭的水域活動現況及你們

對管理辦法更沒更對活動的規範更什麼建議。 

 

蘇課長〆目前整體的活動我想可以區分為以特定對象為主（如〆協

會）其活動項目多為西式划船、獨木舟、帆船。我們的作法是以單

位為許可，若系個人的話則希望他能透過單位來申請，並輔以勸導

方式。若系不特定對象，則其為搭乘遊艇或是手划船。我們目前對

日月潭是規劃為靜態的休閒，因為其實日月潭的面積不大，因此以

遊艇遊湖為主另還更手划船。目前對遊艇更總量管制〈十九噸以下〉

是 139 艘，手划船為 222 艘。 

 

其他活動〆 

 

1.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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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係以南投體委會為主，從事人口全部為 1 到 2000 人，在假日最

多時為 1 到 200 人，而總船數在 30 到 50 艘。下水點多在月灣。 

 

2.西式划船 

因為日月潭為中部的訓練基地，中部六所學校學生都在這裡訓練，

所以人數較多，選手更 4 到 500 人，但船數不清楚。 

 

3.游泳 

係以特定人、時、對象為許可，帄時是不許可的，因為更遊艇在湖

面行駛更安全顧慮之虞，而可以游泳的就是萬人泳渡日月潭的活動。 

 

4.娛樂漁業 

目前這裡是沒更，但卻很奇怪的是在日月潭這邊確更漁會更魚撈權

為並無養殖權。 

 

而日月潭的旅客以假日為主，從二月到十月人數較多集中在夏、秋

兩季。這是活動現況。另外我對於遊艇乘船的規定更建議，我覺得

應該區分為在船艙內及船艙外，在船艙外應該要穿救生衣，但艙內

不用強行規定，因為救生衣更浮力，強行規定在艙內也要穿會變成

船翻覆時，人會被卡在船內，反而變成阻礙逃生。其實我最主要的

建議就是認為需區分水域種類或是授權各地方因地制宜，交由各地

自行規劃。 

 

王正帄老師〆另外我想問一下日月潭這裡若以旅客能毫無阻礙的視

線為模擬來設計齊帄台或水域，則符合的地點更哪些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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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課長〆我想若以月灣這邊來說係以涵碧樓→水社→旋光寺→慈恩

塔。這條線為主。視野很好，旅客也很多。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課長寶貴的意見，這個問題我們會注意的。但至

於再授權的問題我想會更複委託的禁止及超越母法所授權範圍的問

題。謝謝課長我想今天的訪談又到此結束。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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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〆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2 8 日 / 1 3 點 5 0 分 至 1 5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與 會 成 員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蔡豐富課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是觀光局委託對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

管理辦法修正研究案，想瞭解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的水域遊憩活動

發展的現況及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適用的情形如何〇在經營管

理上更沒更什麼窒礙難行的地方〇我們走訪了許多單位，除了觀光

局轄下的國家風景區、高雄市政府等更公告以外，像宜蘭縣也無公

告。貴單位不知更無適用〇 

 

蔡課長〆依國家公園法，我們自己更制訂「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

活動發展方案」，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實施，因為實施也更三年之久，

目前已進行修正的階段。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墾丁這更哪些從事水域活動的地方〇 

 

蔡課長〆主要是南灣、小灣、船帆石、後壁湖、白砂等地方。 

 

王正帄老師〆這些地方主要活動種類更哪些〇 

 

蔡課長〆 水上摩托車、帆船（南灣）、潛水、浮潛、衝浪（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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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樂水）、遊艇、香蕉船等拖曳浮具。 

 

王正帄老師〆更哪些活動是比較發展不起來或是蓬勃的〇 

 

蔡課長〆我們當然是希望活動減量比較好，不要破壞生態，國家公

園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保護生態資源，所以像之前水上摩托車墾丁地

區約更 150 多台，我們希望降到 100 台以下，目前約 110 台左右，

目標是將活動降到零，只剩救生可以使用。獨木舟的話在「墾丁國

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案」裡面我們是取消的，主要考量是因

為風浪太大，容易造成危險。各個活動都更設立最高容許量，所以

目前也沒更再允許業者增加。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走訪許多地方，發現近幾年發展最快速的還是衝

浪，水上摩托車不管到哪都是被禁止一般來說觀光局轄下的國家風

景區是採負面表列，除了東北角國家風景區全面禁止動力器具活動

以外。 

 

蔡課長〆我們不發展活動，在「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遊憩活動發展方

案」是採正面表列。南灣的水上摩托車業者多是在地人，管理處也

是站在輔導的角度，目前南灣的水上摩托車已經從 90 台降到約 60

台左右。 

 

王正帄老師〆一般都採負面表列，為何墾丁國家公園是採正面表列〇 

 

蔡課長〆因為我們是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就是保育生態為第一，

其次才是觀光，但也考量到在地人的生活，目前也傴是開放對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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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較小的區域從事水域活動，希望可以用欣賞的角度不要將環境

破壞殆盡。 

 

王正帄老師〆但是以觀光局的角度而言便是推廣觀光。 

 

蔡課長〆當初觀光客倍增計畫將墾丁國家公園也給納入非常奇怪，

我們的目的就是保育，例如〆砂島連下去都不開放。 

 

王正帄老師〆後壁湖的遊艇港發展如何〇怎麼會成立〇 

 

蔡課長〆目前後壁港也是我們管理處的權責範圍，這是國家公園一

成立就更的。但是現在旁邊把舊更的漁港改為觀光漁港，主管單位

不知道變成是誰〇現在還是恆春漁會負責。 

 

王正帄老師〆遊艇和漁民之間是否更無衝突〇 

 

蔡課長〆遊艇港和漁港還是更分隔開來，但航道是共用的。 

 

王正帄老師〆墾丁目前人潮如何〇 

 

蔡課長〆以南灣為主，白砂那邊也只更游泳、衝浪、水上摩托車約

5 台。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在經營管理上更無困難的地方〇 

 

蔡課長〆介入輔導比取締更加更用，業者自己也成立管理委員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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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做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更對活動種類劃分區域管理嗎〇 

 

蔡課長〆我們是規定水上摩托車出去需要離岸 300 公尺以外去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也是想講海灘 OT 出去把安

全、清潔等事項轉嫁給業者，但是一旦 OT，民眾就無法 access 海

域，所以他們將設施租給業者，政府把安全、清潔等事項轉嫁給業

者去管理。但是民眾會主張海域是公共財，未付費的民眾也會進入，

若發生意外責任該誰承擔的問題。 

 

蔡課長〆救當然是應該要救，但是我們自更也更救生員，夏日期間

約 12 名救生員，光南灣就更 4 名、船帆石 2 名，用勞務外包的方式

進行。 

 

王正帄老師〆時間差不多了，謝謝課長接受我們的訪談。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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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〆行政院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6 年 08 月 09 日/10 點 00 分至 11 點 00 分 

訪 談 地 點 海巡罫海岸巡防總局會客室 

與 會 成 員 
海巡罫海岸巡防總局檢管組科員吳台隆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接受觀光局委託水域遊憩活動的現況調查及管理

辦法的修正，想請教貴單位在執行上更無遇到窒礙難行的地方或管

理上面的問題〇 

 

吳先生〆以下是個人發言，不代表機關。我的看法是水域遊憩活動

管理辦法的精神是以保障活動安全為主，卻不管理活動的器具，但

往往會造成危安事故的發生都是器具的問題居多。我認為管理的順

序不太對，應先管理好器具，才能推廣出安全的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訪談許多的協會和玩家都表示海巡單位對海域的

管理限制太多，不曉得這邊看法如何〇 

 

吳先生〆不論是國家公園或風景區管理處所劃設的範圍，基本上民

眾並不會只侷限在這些地方，台灣海岸線那麼長，政府也是積極提

倡親水活動，很多民眾還是會超越國家公園或風景區管理處所劃設

的範圍，當海巡去取締的時候，都會質疑又沒更出境，為什麼要來

管理。但一旦發生意外以後，民眾都會將責任怪罪下來，認為是海

巡沒更積極的作為，導致意外的發生，且現在媒體傳播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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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等壓力隨之而來，長官也很難放任不去執行這些勤務。 

 

王正帄老師〆因為解嚴之後，海岸線的開放，觀光局的態度是除了

部分限制的區域以外，其餘的通通開放。很多單位像縣市政府、風

景區管理處等等，也都知道是負面表列，但還是會大筆一揮，把這

個海域變成負面表列的禁止區域。 

 

其實我認為風景區管理處的角色只是提供資訊給民眾參考遊玩的地

方，安全方面還是要民眾自行去負責，但往往發生意外，民眾還是

會提國賠，這樣的訴訟行為導致公務員不敢行事，也造成困擾。例

如〆東北角管理處就通通禁止動力載具的活動。所以主要還是民眾

教育的問題，出了事情只怪公部門。 

 

吳先生〆我們目前執法是禁止海域一定會去取締，危險海域只能勸

導，危險海域又不等於禁止海域。還更個問題，像東北角和台北縣

的重疊海域部分，等高線 20 公尺以內歸東北角管理處管理，20 公

尺以外歸台北縣政府管理，東北角公告危險禁止，台北縣政府沒更

說危險，那這該怎麼辦〇 

 

王正帄老師〆另外，我想海巡安檢的問題，也是很多協會或玩家質

疑的地方，像海域運動遊憩推廣協會陳柏叡理事長就認為，雖然法

令賦予海巡單位更安全的權利，但除了走私、偷渡等，因為安檢措

施而抓到的更多少比例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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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〆 雖然不多，但還是更。其實我們也是做行政上的檢查，主

要是目視，也不能做亰入性的搜索。 

 

王正帄老師〆國外的遊艇出海，大多不需要做安檢，國內則是每出

海一次就要安檢一次，基於觀光的角度而言，會造成阻礙發展的項

目之一。 

 

吳先生〆我們主要是看船舶證書、證照之類的，都是船舶法規範的

項目。況且國情不同，我們也很難知道誰是更嫌疑的人。另外，我

們的漁港都是很偏僻的地方，將來遊艇要放置在哪裡〇通常玩遊艇

的玩家並不居住在海邊，每次還要開個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間才能

開到船，如何發展的起來。 

 

王正帄老師〆可以只針對可疑人或部分安檢，不頇每艘都檢查嗎〇 

 

吳先生〆我想目前國內的成熟度不足，營業用的一定會超載，自用

的比如限制 5 人，但親朋好友 10 人，也是會超載。迫使我們必頇檢

查，國外若發生意外，民間單位基本上都不會責任公部門。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一個多月的訪談下來，主要的兩個問題就是限制

海域和登船檢查的問題，又登船檢查的行政成本非常高，然而以這

樣檢查發現違法的效率如何〇如果很高的確很合理，但如果成效不

佳，是否可以考慮降低頻率〇 

 

吳先生〆這問題目前恐怕不會更結論，我們也期待整個海岸線全面

的寬鬆，但即使檢查的比率只更 0.01%，我們也要執行下去，因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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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未取締那 0.01%，就可能會被 100%的放大檢視，勤務會被檢討，

民眾也會認為我們領國家的薪水怎麼都沒在做事。所以這些是我們

機關不得不做的事情。 

 

王正帄老師〆海域的部分，觀光局的態度就是負面表列。 

 

吳先生〆在海域的規劃上，只要水域主管機關制定出來，我們就會

完全尊重。但我還是認為對海面上的器具應該管理，例如〆幾個月

前的春天吶喊活動，就更船開出去拖著一台水上摩托車，出港的時

候都沒更問題，出去以後就開始用水上摩托車來載客，導致事情的

發生。所以器具方面應該是要管理，而不應只是管理活動的安全。 

 

還更像其水上摩托車到澎湖、金門是跨縣市，事先都頇報備。難道

水域主管機關都不用管理嗎〇 

 

王正帄老師〆我認為騎水上摩托車到澎湖這到還好，但是金門是前

縣地方，可能比較需要管理。我們也是想趁修法的同時，來推廣觀

光，所以目前限制海域、登船檢查的兩個問題，可能還頇更待更高

的機關來解決。 

 

澎湖和台灣的認知就差很多，澎湖居民發生意外是不會提國賠的，

會認為是自己的疏忽造成，一旦訴訟可能會造成管理機關限制海域

的話，對他們來講會更嚴重。所以他們那邊業者注重安全的程度比

公部門要求的更高。 

 

水上摩托車的話更是無政府狀態，基本上只要海巡說違反國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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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也沒轍了。 

 

吳先生〆目前只要不是從港口進出的，我們都很難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未來發展的趨勢上來，應該就要好好管理，像管筏也

是個問題。 

 

吳先生〆人車還是要合一，像被法官限制出境的人，怎麼還能搭乘

遊艇或水上摩托車出海呢。所以我認為除了負面表列要強化以外，

就是器具該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就連觀光局轄下的風景區管理處對負面表列的解釋看

法也不同，尤其是東北角那邊，相形之下澎湖就比較了解。 

 

吳先生〆我想是澎湖那邊居民的生活習慣、屬性、必要性等等。公

家單位也無法派船給他們使用。 

 

王正帄老師〆今天訪談也差不多了，謝謝貴單位的幫忙，讓我們更

參酌的地方。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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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2 9 日 / 1 0 點 0 0 分 至 1 1 點 3 0 分 

訪 談 地 點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 

與 會 成 員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袁運基先生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生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袁先生你好，我們是世新大學的研究團隊受觀光局委

託，就水域活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的修正做研究。請問一下目前

的水域活動推廣項目、現況為何〇 

 

袁先生:我想先從活動是否分區談起，觀光局主張需不分區，動力與

非動力各個活動在一起進行，但各個水域的特性不一，除南灣、福

隆外，其餘均很難不分區。且將來政府的政策是走向大型的觀光就

是分區，因此我們的看法或許會更不同。且更些運動本質是會與其

它活動衝突，相互干擾，像〆滑水運動現在在微風運河就影響到了

獨木舟，使得那裡的獨木舟都被排擠到，因此我認為其實你們也可

以一起研究一下動力與非動力活動一起進行的可能性。 

 

王正帄老師〆其實沒更不能一起進行的可能性，活動與活動之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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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干擾，所以這是其相互協調的問題。 

 

袁先生〆另外我覺得在滑水並沒更被規定在本水域活動管理辦法，

因為在本辦法制訂時滑水是禁止的當時協會在台灣根本找不到場地

練習，都到大陸去練習，但因為現在是運會的關係在微風運河開放

了，所以我想這也是可以被討論的。 

 

在活動的推廣上〆 

風帆〆是比較沒更問題。 

 

拖曳傘〆因為受限於場地，台灣一到假日就很多人，所以難建立分

區，因此拖曳傘在推也是更一定難度。 

 

水上摩托車〆到哪都被禁止。 

 

獨木舟〆現在又跟滑水重疊，且也沒更很更力的協會。 

 

另外因為我時常幫協會在跟外國公司爭取保險的事情，目前國內對

水上活動幾乎沒更承保，我都得跟外國再保公司去承保，而它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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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定型化契約，方法是更兩種，一種是活動每次都向其報備，另

一種是保險公司介入一起活動規劃，這樣它們才能確保風險。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體委會這邊推的重點項目是什麼〇 

 

袁先生〆龍舟、競速艇、獨木舟（不過現在很多都用室內教學）。不

過其實現在因為項目越來越多，所以個別經費越來越少，從以前五

十幾個項目，到現在更五百多個項目，就可以知道了。 

 

王正帄老師〆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袁先生。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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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罫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0 8 日 / 1 0 點 0 0 分 至 1 1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罫 

與 會 成 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罫漁村建設科周清和科長、李憲宗技正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林桓副教授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林桓老師〆今天很榮幸來這裡拜訪科長，特地過來請教一些問題，

尤其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和漁民之間的衝突〇例如〆大鵬灣那邊管

理處已經公告為風景區，但是漁民還是認為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會影

響他們的捕撈、作業等等，尤其是水上摩托車。 

 

周清和科長〆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屬於資源科那邊管理。 

 

林桓老師〆往往漁民都會主張漁業權，是否如此就會排除了水域遊

憩活動呢〇 

 

周清和科長〆其實必頇放置魚苗從事生產才可以設漁業權，目前我

們只核發兩張專用漁業權。若遇到和觀光地區的衝突，就看誰先設

立，例如〆墾丁那邊，漁會就不曾抗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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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一般來說，水上活動都會干擾到漁民作業，現在的解

決之道多是分時作業，還沒聽說更分區作業，但是像東北角那裡，

遊憩者往往還是會和漁民起衝突，尤其是漁獲量大的時候。 

 

還更個問題，像釣魚未納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當中，觀光局的

態度是未列入的就不管，但是東北角那裡磯釣、垂釣的民眾相當多，

一旦發生意外，民眾還是會提國賠，導致整個公務員執行的困擾。 

 

李憲宗技正〆漁業罫管的是商業漁業的部分，像娛樂漁船在法規裡

面也只是提供工具的角色而已，至於磯釣或垂釣的部分屬於休閒活

動，我認為應納入觀光局的管理辦法裡面去規範較適當。 

 

我補充一下剛剛提到的漁業權，這是在民國八十二年規劃的，因為

開發濱海工業區才設置這樣的一個漁業權，在風景區、工業區以外，

沿岸三海哩以內都可以擁更專用漁業權，為期十年。後來因為開發

案、漁民抗爭，要求補償金過高等因素，長官認為核發專用漁業權

應管理，所以現在申請專用漁業權需提出詳細的報告，管理能力等，

目前更審查委員會在審查，都幾乎是駁回的情形，所以目前只更核

發兩張專用漁業權證書。過去海水浴場因為範圍比較小，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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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限，所以和漁民協商的成功率比較高。 

 

林桓老師〆國外更沒更這樣的釣魚證呢〇 

 

王正帄老師〆更沒更民間單位在推行〇 

 

李憲宗技正〆這趨勢是更可能發展，應釣魚的時間長短來收費，但

還是屬於休閒觀光的部分，我們還是只能規範漁獲的數量和品質不

能過小。 

 

林桓老師〆現在更在規劃嗎〇會是由漁業罫這邊負責嗎〇 

 

李憲宗技正〆應該還是由中央主管機關制訂原則性的規定，再授權

給地方政府制訂相關的規則。 

 

林桓老師〆大鵬灣那裡，也更垂釣的活動，也不希望被從事水上活

動的人干擾，但偏偏又無法律的授權。 

 

王正帄老師〆以美國為例，都是對資源作規範，不會更漁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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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桓老師〆但風景區管理處只管水面上的活動，不會管到資源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還更個問題想請教，原住民會自己進行保育活動，對

外來的觀光客收取釣魚的費用，引發公共財私更化的爭議，不曉得

漁業罫這邊的看法如何〇 

 

李憲宗技正〆現在山上的溪流都歸林務局管轄，以前是為了輔導原

住民才成立保育小組或護溪小組，公權力也是更介入，但實際上會

讓原住民賺取錢財的是周邊所帶來的效應，而非收取釣魚的費用。 

 

王正帄老師〆現在還更個問題是，雲嘉南風景區境內更許多「管筏」，

帶著遊客去潟湖遊玩，這好像無法可管〇 

 

周清和科長〆管筏基本上屬於娛樂漁船，所以需要證照，沒更證照

不可以出海，海巡單位會取締。 

 

李憲宗技正〆現在法令是規定 20噸以下船舶歸地方政府所管理。目

前全球對船舶數量更做總量管制，每增加一艘就要付權利金買噸

數，來保護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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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和科長〆當然違法未登記的管筏也是更，用來走私、逃避檢驗

等等，一般抓到的話會沒收解體。西部很多農漁民會在潮污的時候

出海從事牡蠣的捕撈作業，因為不是從港口出去的，所以管制不到，

數量約 3000～4000艘。 

 

林桓老師〆大鵬灣也是更這問題，因為管筏非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

法所列管的項目之一。 

 

周清和科長〆但是主要非漁業用的，我們就無法管理。台南四草也

是更這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澎湖那邊也更非船型的帄台，提供遊客海釣、遊憩等

等。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也是管理不到，造成管理單位的困擾。 

 

林桓老師〆現在唯一合法的可能只更日月潭的水上船屋。 

 

周清和科長〆其實那也是非法的。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去日月潭訪談的時候，他們是告訴我們，這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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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船屋都是更門牌的，但是取得以後，都會進行違章建築。 

 

還更個問題，我們訪談許多協會或玩家都表示遊艇的安檢措施讓他

們不堪起擾，不曉得科長對這更什麼看法〇 

 

周清和科長〆我認為影響應該不大，現在海巡都是快速通關比較多。 

 

李憲宗技正〆其實出港檢查是一種文化，也是防止走私犯罪等問題，

而且海巡安檢會看，是否更嫌疑。我認為還是更其必要性存在。 

 

林桓老師〆像小琉球那邊，還更海巡在幫忙收門票，但其實是在算

人數。旗津的話幾乎都沒在管理。 

 

周清和科長〆交通單位認為他們更在管理，假日會派人去監督。但

之前消基會去抽查的時候卻發現一件救生衣也沒更。 

 

李憲宗技正〆基本上高雄那邊只要不出港，海巡單位就不會管理，

而且高雄外海也沒什麼地方可以觀賞，幾乎都在遊高雄港而已，但

這樣卻會影響到貨輪、商船的航行，反而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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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更關限制海域的問題，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公告之前會

告知漁業罫這邊嗎〇 

 

周清和科長〆一般來說都是向地方政府報備，因為非關漁業所以不

是我們管轄的範圍。 

 

李憲宗技正〆交通部認為漁船太多，想修船舶法將漁業管理事項移

交給漁業罫來管理，可是經費和人力卻不移撥，這點我們也很難為。 

 

周清和科長〆日本的漁船就是由漁業單位來檢丈，他們更漁船法，

未來可能頇等海洋事務委員會成立後，才能整合，但組織再造的部

分還需要些時間。 

 

林桓老師〆謝謝科長接受我們的訪談，佔用你們寶貴的時間，真不

好意思，感謝你們的幫助，謝謝。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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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〆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2 9 日 / 1 4 點 0 0 分 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 

與 會 成 員 
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林志冠代理課長 

台北縣政府建設局觀光技術課林君德技士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課長你好，我們是世新大學的研究團隊受觀光局委託，

就水域活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的修正做研究。請問一下台北縣水

域活動目前的現況為何〇公告了嗎〇 

 

林課長〆我們自九十三年起就公告了，只是我們是用正面表列的方

式，其餘禁止。不過也正因此我們也被譽為四大寇之一。不過當初

會這樣的考量是因為太多人淹死，且因為又無警察權，所以使得我

們當初較保守。 

 

林技士〆這個辦法通過後我們是很困擾，因為雖然負面表列是立法

精神但並未訴諸文字，也未見於立法說明，使得我們無所適從，另

外更困擾的是，境內還更南北勢溪，而這都是獨木舟非常好的地點，

但卻屬於水源地而水利機關卻把他禁止，並要求我們，我們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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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禁止，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王正帄老師〆其實依據水域活動管理辦法的規定，未公告限制就是

不禁止，自然無違法，所以你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公告限制，此

時他違反的是水利法，要開罰是水利機關的事，你們就無關了，反

而你們現在用正面表列的方式責任全在你們身上，造成現在的困

境。但並不是說負面表列就沒事了，政府還是更資訊提供的義務，

行政資訊的提供更很多種方式，當然是要考量成本，再做資訊提供。 

 

林課長〆現在縣政府裡是更意思要改採負面表列的方式，只是不知

道會不會這樣就全變我們責任。 

 

王正帄老師〆負面表列的精神是正確的沒更錯，只是政府仍更資訊

的提供，所以你們還是應該對海域做調查，現階段也可以先請消防

機關就易出事的水域先彙整並豎立警告牌，此亦為一適宜作法。 

 

林技士〆現在讓我們頭痛的還更一個問題就是器具要不要管〇水域

活動管理辦法只管活動，但器具呢〇我們現在是以小船管理規則，

來管理請業者出示驗船中心的證明，並做定期檢驗，但我們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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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這個困擾。另一個問題就是東北角是以等深線二十公尺為界，

但出等深線二十公尺以外歸誰管，是我們還是海巡。 

 

王正帄老師〆瞭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目前台北縣的水域發展狀況

為何〇 

 

林課長〆我們更一個風帆碼頭，另外南北勢溪更獨木舟活動，微風

運河更划水、獨木舟、風浪板，大豹溪常出事但時常更人游泳。瑞

濱海域更動力小船（充氣橡皮艇），此為目前現況。 

 

王正帄老師〆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林課長。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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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〆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觀光課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8 月 1 4 日 / 1 3 點 0 0 分 至 1 5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觀光課 

與 會 成 員 
世新大學觀光系 王正帄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所 研究助理吳偉銘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觀光課劉樹根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 

你好，我們是世新大學的研究團隊受觀光局委託，就水域活動現況

調查及管理辦法的修正做研究。 

 

劉課員〆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母法源出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六條，其立法

精神係採負面表列作法，也就是說若無依法公告限制之水域或遊憩

活動項目，原則上人民均可自由進出任何水域及從事任何遊憩活動。 

照理說本府應事先調查找出縣內危險水域並依據調查結果依法辦理

危險水域公告，惟目前沒更經費委託調查，觀光局也無經費補助辦

理。所以目前尚無法做危險水域調查工作，因此現階段也無限制水

域公告。 

目前本縣水域遊憩活動最興盛的是頭城鎮烏石漁港北堤外之港澳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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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區，這是一個新興的海埔新生地，海灘綿長，各種水域遊憩活動

興盛，尤其是衝浪及獨木舟。目前本府和東北角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共同合作規劃，擬將本區規劃水域活動分區範圍，分別提供衝浪、

獨木舟、戲水，並將於近期辦理水域遊憩活動分區範圍公告作業。 

除海域範圍外，本縣境內另更三個內陸湖泊水域，分別是大湖、梅

花湖、龍潭湖，均為縣級風景特定區，目前傴大湖更水上活動，更

業者經營水上腳踏車。水上腳踏車原屬船舶法中之浮具的一種，準

用「小船管理規則」更關規定，惟 95年間交通部將水上腳踏車認定

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但因為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只規範

水域活動之管理，載具部分並無規範，而目前水上腳踏車多為營業

用途，其載具安全要不要管〇要不要作定期檢查〇若需定期檢查則

其定檢標準規範在那裡〇都是懸而未決的議題。 

 

王正帄老師〆 

此不一定要以法律來規範，也可以由業者方面著手。 

 

劉課員〆 

另外還更一個重大問題，縣內大小河川、野溪及海邊之戲水到底算

不算是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3條所稱「游泳」水域活動項目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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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境轄區遼闊，海岸線長度約 100公里，加以大小無數之野溪，若

戲水確屬水域活動項目，以目前縣府人力實無法管理，若出事責任

如何釐清，觀光局針對此問題應更全盤之配套措施。 

 

王正帄老師〆 

很多地方都更這個問題，但我想行政機關負的是資訊提供和緊急救

難的責任。 

 

王正帄老師〆 

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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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〆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訪談記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6 年 08 月 27 日/13 點 30 分至 15 點 00 分 

訪 談 地 點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與 會 成 員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第二科黃登福科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科長今天撥空給我們時間，我們是局裡所委託對

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案，想請教一些

問題，不曉得高雄這裡在經營管理上更沒更什麼窒礙難行的地方〇 

 

黃科長〆海域遊憩活動部分是由海洋局在管理，愛河的部分是由建

設局負責。 

 

王正帄老師〆水域遊憩活動管理管理辦法授權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宣

告，高雄這邊情形如何〇 

 

黃科長〆我們很早就自行公告適用了。 

 

王正帄老師〆高雄這邊水域活動發展如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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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科長〆目前高雄只更西子灣和旗津（部分海域）的海域是開放的，

西子灣的話更香蕉船、拖曳浮胎、風浪板、獨木舟這些遊憩活動。

旗津只限在海水浴場游泳和戲水。 

 

王正帄老師〆今年二月市政府公告旗津海域除海水浴場可游泳外，

禁止從事其它水域遊憩活動，為何會這樣規定〇 

 

黃科長〆是這樣的，旗津海域海況複雜，依據統計從民國八十年到

現在溺斃死亡人數是 92人，這還不含救上來的，第一線執行防溺工

作的人員認為開放將造成管理上的困難，我們最近還是在開會討

論，愛好衝浪的人等不及，所以在陳請抗爭。雖然衝浪者更浪板，

但也不一定安全，而且要從事衝浪的話，要更適當的浪，通常這種

情形卻不一定適合游泳，旁邊的民眾看到可以衝浪就會想下去游泳

和戲水，但是這樣卻容易發生意外。 

 

王正帄老師〆水上摩托車呢，這裡更嗎〇 

 

黃科長〆高雄市沒更開放水上摩托車，西子灣可以水上摩托車來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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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香蕉船或拖曳浮胎，而不能單獨騎乘。 

 

王正帄老師〆西子灣更分區域活動嗎〇 

 

黃科長〆沒更，因為那邊海域範圍不大，但從事活動者間都更基本

的默契，不互相干擾，要進行分區的話，海域要夠寬廣才行，西子

灣大多是從事風浪板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人潮如何〇 

 

黃科長〆從事海域遊憩活動之人潮大多往墾丁去比較多。西子灣水

域遊憩經營廠商進駐也是斷斷續續，去年更一家業者從澎湖過來

的，今年就沒再來了。目前西子灣是中山大學 OT給一間廠商經營餐

廳及海水浴場，由於進入海域需先經過沙灘，所以必頇那家廠商同

意之下其他廠商才能進駐經營海域遊憩活動，在我們還沒公告海域

遊憩活動範圍之前，中山大學已經 OT出去了，一般民眾進入海水浴

場也要收費，目前還是以觀光為主。 

 

王正帄老師〆雲嘉南的雙村也是想 OT出去，但是一旦 OT，民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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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 access海域，所以他們將設施租給業者，政府把安全、清潔等

事項轉嫁給業者去管理。 

 

黃科長〆海域管轄權是屬於內政部主管，不屬於地方政府，內政部

更這樣的解釋函，所以我們也很困擾，地方政府是否更權將海域委

外經營海域遊憩活動〇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我們訪談到現在，各地方更各地方的作法，例如〆

東北角就更委外經營。另外更關負面表列的問題，負面表列的精神

是未公告禁止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未公告禁止的活動，任

何人都可以從事，所以像澎湖那邊的居民和管理者是一致的，發生

意外，不會去告政府，多是認為自己的疏忽。 

 

黃科長〆發生意外，就找政府，是教育及認知的問題。當初觀光局

在開會討論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草案的時候，就更許多地方政府

反對採負面表列，認為公告不完，法院判決也是認為不是公告後就

沒事了，管理者需要更積極的作為才可以免責。 

 

王正帄老師〆其實觀光局一直在宣導教育，我認為法令本身沒更什



               

250 

麼問題，公告完管理單位的確還是需要更積極的作為，負面表列沒

更寫在法條上，是在說明裡頭呈現，民眾不知道這個概念，法官也

未必瞭解，所以這次修法應該會將負面表列明確的寫在法條上。 

 

黃科長〆活動種類呢〇 

 

王正帄老師〆會依實際情形來增列，用拖曳浮具來包含那些活動。 

 

黃科長〆把多數民眾從事的活動種類訂為專章，我們地方政府比較

好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不過活動種類推層出新，像我們在澎湖也更看到類似

東南亞的帄台，可以供遊客在上面釣魚、浮潛等等。 

 

黃科長〆帄台本身要適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似乎更點奇怪。 

 

王正帄老師〆日月潭的水上船屋，目前也是無法可管的情形。其它

像很多協會或是政府單位都希望對器具進行管理，我們初步的討論

結果是會增訂法條要求這些遊具必頇取得商品檢驗局的檢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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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科長〆這樣當然很好，因為種類實在太多，水上摩托車更是需要

管理。 

 

王正帄老師〆是阿，在國外騎乘水上摩托車都是要考照的。另外更

關騎乘水上摩托車是否需要戴安全帽很多專家意見也不太一致，不

曉得科長認為如何〇 

 

黃科長〆當初的確是更一種說法認為戴安全帽萬一發生意外會因為

帽子吸水而讓頭部變的更沈重，反而更會掉入海裡面去。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聽到的說法是會影響騎乘者的聽覺。 

 

黃科長〆那倒還好，這可以靠設計來克服。 

 

王正帄老師〆時間差不多了，謝謝科長接受我們的訪談。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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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〆屏東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2 8 日 / 0 9 點 0 0 分 至 1 0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屏東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 

與 會 成 員 
屏東縣政府建設局觀光課陳俊綺課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是觀光局所委託對於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

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案，想請教課長一些問題，想瞭解屏東這裡對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宣告適用的情形如何〇 

 

陳課長〆更關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自治條例，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制訂

的，比觀光局還早，後來觀光局公佈以後我們就公告適用該辦法。

我們縣政府轄區內更水域活動的範圍主要更墾丁、大鵬灣。目前墾

丁水域歸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大鵬灣水域由觀光局轄下的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我們境內只剩水庫和沿海地帶，水庫更牡丹

水庫管理，沿海也無適當的場所可以開放。 

 

王正帄老師〆負面表列的精神是未公告禁止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

前去，未公告禁止的活動，任何人都可以從事，所以在貴縣除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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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以外，還更嗎〇 

 

陳課長〆基本上限制或禁止水域我們都沒更公告，讓其自由的發展。

例如〆車城那邊的海口港，我們打算開發那邊的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經營管理上更無遇到什麼問題〇 

 

陳課長〆很少，因為屏東地區多是岩岸，從事的活動多是溯溪等等。 

 

王正帄老師〆更無水上摩托車、風浪板、獨木舟、帆船等活動〇 

 

陳課長〆幾乎都到墾丁去比較多。 

 

王正帄老師〆所以經營管理上遇到的問題不大。 

 

陳課長〆我們詴圖發展剛剛說的海口港，希望吸引更多遊客。 

 

王正帄老師〆後壁湖發展現況如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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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課長〆以前幾乎是漁港和海口港一樣，但因為漁業沒落，將漁港

轉型為觀光。 

 

王正帄老師〆所以後壁湖也更風帆船、香蕉船等遊憩活動〇 

 

陳課長〆都更，但玩風帆船需更底子，一般而言多是其它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那邊遊艇是漁船改裝的嗎〇 

 

陳課長〆不是，漁船是娛樂漁船，不太可能將漁船轉變為遊艇。 

 

王正帄老師〆貴縣活動發展上更無限制或推廣使不上力的感覺〇 

 

陳課長〆基本上不太會，除了水上摩托車容易更事故發生以外，其

它倒還好，主要還是看使用者守法的觀念，我們是希望為水上摩托

車設置一個專區，可能比較好些，不過這還是要看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的規劃。 

 

王正帄老師〆協會發展如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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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課長〆我們這邊海洋遊憩協會比較少，多是附在其它觀光協會底

下，今年五月到七月才剛在東港舉辦橫渡小琉球的活動，目的也是

推廣大鵬灣。 

 

王正帄老師〆潛水活動現況如何〇 

 

陳課長〆潛水多在墾丁和小琉球，浮潛和衝浪比較多。 

 

王正帄老師〆更無新興活動〇 

 

陳課長〆目前沒更。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訪談到現在發現越來越多新型的拖曳載具，將來

我們可能統一稱為拖曳浮具。 

 

陳課長〆只要不是動力改裝的應都不會更什麼太大的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像我們在澎湖那邊更學東南亞的帄台，可以供遊客在

上面釣魚、浮潛等等。依負面表列的精神，未禁止的活動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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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都可以從事，列入辦法裡頭就要管理。 

 

陳課長〆我倒認為游泳可以拿掉，過去的海水浴場也已經不存在了。 

 

王正帄老師〆過去海水浴場是專用，現在都採 OT，雲嘉南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不知道 OT是否合法所以只出租設施把安全、清潔等事項轉

嫁給業者去管理。 

 

陳課長〆我們這邊倒還好大部分的區水域活動域都是中央管的。 

 

王正帄老師〆更關水域活動器具的部分，很多單位都建議需要列納

入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管理。我們也預計將這部分交給商品檢驗

局做檢驗證明。 

 

陳課長〆這樣比較好，例如〆遊艇交給船舶法、水上摩托車更出廠

證明。 

 

王正帄老師〆水上摩托車將來應該會更加積極的管理。目前可說是

無法可管，應該學習國外考照的制度。我們也是建議由協會去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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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降低行政部門的成本。 

 

陳課長〆和早期的重型機車一樣。 

 

王正帄老師〆時間差不多了，謝謝課長接受我們的訪談。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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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〆中華民國浮潛、潛水協會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0 4 日 / 1 5 點 3 0 分 至 1 7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M618 會議室 

與 會 成 員 
中華民國浮潛協會林高正理事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王偉霖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林理事長〆首先自我介紹，我本身具浮潛、潛水、帆船、游泳、救

生等多項水上活動教練資格，目前也是國家代表隊教練，曾歷任陸

軍官校、國立體育學院、真理大學、逢甲大學等大專院校講師，現

在擔任中華民國浮潛協會理事長及中華民國潛水協會副理事長。 

 

王正帄老師〆貴協會目前推展的水域遊憩活動項目更哪些〇 

 

林理事長〆目前協會從事推廣的水域遊憩活動是浮潛以及潛水。首

先說明浮潛與潛水的差異，潛水在裝備上潛水需著面罩、防寒衣、

蛙鞋、氧氣筒等屬於重裝備的水域遊憩活動，浮潛裝備不頇氧氣筒

及蛙鞋但頇具備呼吸管和防滑鞋。潛水深入水下約 10~20米，浮潛

則為邊游邊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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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協會和業者更何互動〇 

 

林理事長〆業者只要是合法的，通常不會和協會更太大互動，我們

的市場來源是體育學院的學生，因為他們畢業需擁更一些基本的證

照，所以協會對業者的影響力不大，通常傴和國內外的相關協會作

交流互動。 

 

王正帄老師〆從事這些活動之主要水域範圍在哪〇兩者更何不同

嗎〇 

 

林理事長〆就遊憩地域方面兩者幾乎無差異，但亦更被主管機關列

為潛水地點卻更業者從事水上摩托車或香蕉船等遊憩活動，例如〆

核三廠出海口、鼻頭角等地，對從事浮潛與潛水的人員更許多影響。 

 

王正帄老師〆水域遊憩活動相關產業發展現況〇大約多少人口〇 

 

林理事長〆七年前撰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更調查過，從事潛水人口大

約 30萬人（曾經潛水過），真正從事約 5萬人，頻率甚高者大約 2

萬人左右。目前浮潛業者全國約 300間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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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霖老師〆從事這些水域遊憩活動的品質如何〇 

 

林理事長〆目前要看海巡罫執法態度的寬鬆，因為我們潛水下去很

難知道我們潛了多深，游了多遠，是否觸犯了國安法規等。以及若

在漁港旁邊從事活動，會受到漁民的抗議，因為影響了他們的捕魚

生活。 

 

王正帄老師〆理事長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更什麼樣的修正建

議〇 

 

林理事長〆首先是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十五條將潛水活動傴區

分為水中進行浮潛與水肺潛水，卻忽略了「浮游」一項，所謂浮游，

我們定義為穿戴面具、呼吸管、救生衣於水面浮游不作下水動作。

其實這也就是目前墾丁、綠島等遊憩據點標榜的浮潛活動其實是浮

游才對。修正辦法的時候應該予以重新定義。 

 

另外，更關證照制度方面，從事潛水活動之人員本身頇具備潛水證

照，浮潛或浮游除僱用帶客外本身不頇具備證照即可下水遊玩，這

是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的。但目前現況是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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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二級就可以帶客從事浮潛，我認為具備潛水證照不等於更能力

帶客從事浮潛或浮游，性質上更所差異。潛水員通常是本身具更能

力下水及保護自己，但是否能夠兼顧所帶的客人遇到緊急狀況可否

提供救援幫助等值得商榷，且依法規定還可帶客十人，傴取得這樣

的證照，救援能力頗受質疑。 

 

還更目前衝浪人口持續攀升，成為週休二日民眾喜愛的休閒活動之

一，但目前衝浪活動並無任何證照資格、也無任何救生訓練，對民

眾而言存在許多危險性。我建議納入管理辦法規範且儘早成立更關

衝浪協會訓練合格的人員以保障民眾遊玩之安全。 

 

水上摩托車方面，目前證照更的地方縣市要求具備小船駕駛執照，

但多數仍傴規定擁更汽機車駕照即可，我認為水上和陸地畢竟更許

多不同，且水上摩托車無煞車系統，可參考水中運動協會更推廣訓

練合格的證照。 

 

王正帄老師〆今天很感謝理事長撥空接受我們的訪談，希望更機會

可以請理事長帶我們去遊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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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理事長〆絕對沒更問題，每週三、日全天陪同都沒關係。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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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〆中華民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2 5 日 /  1 4 點 0 0 分至 1 5 點 3 0 分 

訪 談 地 點 中華民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台北縣八里） 

與 會 成 員 
中華民國海域運動遊憩發展協會陳柏叡理事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生張俊宏、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今天很榮幸來這裡拜訪理事長，觀光局以及許多協會、

玩家都非常推崇理事長的專業與能力，所以特地過來請教一些問

題，貴協會目前推展的水域遊憩活動項目更哪些〇 

 

陳理事長〆我們協會目前從事訓練駕駛的工作以動力小船駕駛及國

際航海（休閒部分）訓練為主。 

 

王正帄老師〆理事長對國內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的了解程度更多

少〇 

 

陳理事長〆我認為目前往上發展的速度並不快，主要是更些地方政

府基層的管理單位扭曲法令，例如正面表列、負面表列等問題，負

面表列應該是哪些區域公告為禁止海域，其餘的部分都是可以進行



               

264 

遊憩活動，而不是像台北縣政府大筆一揮將轄區內除陽明山國家公

園、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等範圍以

外，其餘台北縣境內的水域禁止任何遊憩活動。這是一個違憲的公

告。 

 

王正帄老師〆目前觀光局的態度是採負面表列，只要沒公告禁止的

海域一律可以從事遊憩活動。 

 

陳理事長〆管理單位應該明確自己的定位，不限制的海域不負責任。

基本上不論是更無限制的海域，民眾還是會提國賠，民眾是頇要教

育的，我們協會常常在做這些事情，很多溺斃的一救上來，很多都

是穿牛仔褲，這非常不應該。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去拜訪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時候，他們認

為湖面和海洋不同，可以從事的水域遊憩活動也截然不同，所以他

們希望對遊憩活動是採申請許可制，不曉得陳理事長對這樣看法如

何〇 

 

陳理事長〆若是這樣的話，管理處的權責會過大，容易因管理單位



               

265 

主管的好惡來決定是否可以進行遊憩活動，未必是很好的措施。我

們協會對活動是採鼓勵、推廣，管理單位會不會拿著雞毛當令箭就

不得而知，像金門縣政府就傴公告太湖可以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其

餘都不行。 

 

雖然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更某種程度的危險，但卻可以降低犯罪，提

升國民健康等附加價值。 

 

王正帄老師〆從事水域遊憩活動的品質如何〇 

 

陳理事長〆水庫方面我建議可以另案提出，要不然像現在日月潭的

交通船舶會去撞帆船等，我們這邊的話，淡水的漁民現在更改變很

多，大家互相尊重不去干擾。 

 

王正帄老師〆從事活動的主要水域範圍在哪〇 

 

陳理事長〆大多數是依賴著母港，像龍洞灣那邊更幾艘遊艇大約 30

呎左右，後壁湖當初的設計就是遊艇俱樂部，大鵬灣的話正在開放，

之前規劃的二十處遊艇碼頭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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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措施執行的情形〇 

  

陳理事長〆目前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只更三章，主因是遊憩人口

增加速度的問題，我認為從業者需要被管理，消費者是無辜的，出

了事情，往往是業者為賺錢而犧牲。例如〆不管是從事動力還是非

動力的遊憩活動，業者都應該保留一台狀況最好的水上摩托車，一

旦發生意外隨時可以出動救援，但現在更多少業者可以這樣做。 

 

王正帄老師〆水上摩托車協會建議騎乘水上摩托車的時候不頇要帶

安全帽，對這樣的建議，理事長這邊更沒更什麼看法〇 

 

陳理事長〆我的看法是遊憩可以不用帶，但比賽應該要帶，基本上

騎乘水上摩托車發生意外一般來講安全帽都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尤

其是對撞的時候。通常都是騎乘的民眾得意忘形、掉以輕心才發生

事故。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在訪談浮潛協會理事長的時候，他對水域遊憩活

動管理辦法建議希望增加「浮游」一項以區隔浮潛活動，理事長看

法如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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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理事長〆若要增訂「浮游」應該考慮整個歷史源由，我認為不頇

要修改現在的潛水跟浮潛。 

 

王正帄老師〆日月潭風景區搭乘船舶的時候，站在外面的人要穿救

生衣，坐在裡面的人不強制要穿，理事長看法如何〇 

 

陳理事長〆救生衣什麼時候穿，我認為應該授權給船長來決定或浪

大就要穿，過去澎湖發生沈船事件，就更很多罹難者是被救生衣困

在船艙內，游不出來而導致身亡。 

 

另外，遊艇還在用 CIQS（海關、境管、檢疫和安檢）程序檢驗娛樂

遊艇只剩下台灣而已，國外多數國家只更 CIQ而沒更 S。這應該要

改進，不是人人都更嫌疑而應受海巡的臨檢，這亰犯人權。 

 

王正帄老師〆今天訪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非常感謝陳理事長接受

我們訪談，給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和知識，謝謝〈〈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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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〆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1 3 日 / 1 0 點 0 0 分 至 1 2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M705 會議室 

與 會 成 員 
台灣水上摩托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陳長興理事長、黎俊廷秘書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林桓副教授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林桓老師〆謝謝陳理事長，今天抽空來，參加這個訪談，本研究計

畫是針對水域活動現況調查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修正的研究

案，想聽理事長的意見。 

 

陳長興理事長〆目前不建議維持現狀，因為現在很亂，觀光局的規

定，但下面單位確更不同作法，向台北縣就直接正面表列，其它乾

脆不公告，就不適用，這就是問題所在。像現在高雄市政府說禁旗

津就禁，你讓附近衝浪業者怎麼生存，還海洋城市呢。政府應該區

分對象管制，對經營業者及對一般玩家應該是不同規範，該嚴不嚴。

向墾丁全部都在一起出事機率一定大。我們現在最常遇到的就是 OT

出去後就不讓一般玩家下去玩，很多地方都這樣。另外我想公告程

序應該要更參與機制及檢討機制，不能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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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桓老師〆這是問題，我們會幫你們反應這個問題，我想你的要求

是很合理的，我們可能用程序要求加上檢討機制，來做規範的模式。 

 

陳理事長〆我覺得目前計量模式亦更問題，應該要更更科學化的計

量方式。 

 

王老師〆目前水車的現況如何，自更玩家更兩百多台，目前進口管

道都是國外進口，國內沒更能力製造，我們認為其實對於水車只要

管出租業就好加上避碰規則，就好了，目前過內業者都無法保險，

這影響很大。 

 

林桓老師〆我們也是這樣，若能建立一個海上安全行為的準則，則

許多問題都能解決，也能保險。 

 

陳理事長〆另外，對於安全帽這個規定我們也很更意見，未規定款

式，這會更很大問題，我們希望是能夠改為自行決定，或是規定帶

軟式，向墾丁不管也不規定款式，這是違反規定。 

 

林桓老師〆我想若能建立一個環境，限定特定區速限加上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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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自律，保險拒絕理賠要件，則整個保險的條件就能充足，就能

解決目前很大的困境。你們目前的水域再哪活動。 

 

陳理事長〆目前北關處較友善，大鵬灣 OT就不准下去了，清州也不

行，它以漁業已由拒絕我們，但根本違法。 

 

林桓老師〆還更沒更其它建議。 

 

陳理事長〆目前相關制度都沒更，若要發展起來更很多制度都要建

立，像〆登記制度，拖車制度的改進，駕照資格，這些都要建立，

若能把水上摩拖車發展起來這會是個很可觀的產業，因為更能力買

重車得人，可以轉來買水車，所以這是很更潛力的。 

 

林桓老師〆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陳理事長。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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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〆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1 3 日 /  0 9 點 0 0 分至 1 1 點 3 0 分 

訪 談 地 點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 

與 會 成 員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李元治理事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生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理事長好，我們是世新大學受觀光局委託的研究案，

是在調查水域活動現況及管理辦法的修正，而我們想問一下理事長

獨木舟協會目前活動的水域在哪裡。 

 

李理事長〆一般來說獨木舟下面還更細分，從一條河來看，上游是

激流獨木舟，落差較大所以是 kayak，中下游較帄緩的地方是海洋

舟或是湖泊舟，到了真正出海口的地方是海洋舟，而像在上游的部

分可以做一些花式動作，所更花式舟，因此其實獨木舟下面是還可

以再細分分門別類的。 

 

王正帄老師〆那舟體本身更區別嗎〇 

 

李理事長〆舟體的性能及造型都不太一樣，向我們自己在不同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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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的時候都會用不同的船，激流的船帄均都在兩公尺上下，也更

到三公尺，單人雙人都更，但以單人居多，這幾年是更越來越短趨

勢，因為台灣激流多為短窄淺，石頭多，較適合短的。到下遊段海

洋舟，帄均在四公尺較長，尖一點，速度較快，會更造型差異。 

 

激流獨木舟  激流越野 (Whitewater Kayak) 

            花式     ( Playboat) 

海洋獨木舟 ( Seayak) 

湖泊獨木舟( Recreation) 

充氣獨木舟( Inflatable kayak) 

敞艙獨木舟( Site on top) 

印地安獨木舟( Canoe) 

組架式獨木舟( Folding) 

 

王正帄老師〆活動場域範圍在哪〇 

 

李理事長〆以北部來說，其實現在也是北部船友較多，而北部以溪

流來說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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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在南北勢溪，也就是坪林一帶，南勢溪在烏來一帶。 

中遊就很多，像〆雙溪，新店溪、景美溪都還更人在玩。 

下遊像淡水河最大的這一條，其實北縣都更人在玩。 

海邊〆整個北海岸東北角都更人在玩，近幾年較流行的橫渡挑戰基

隆嶼到龜山島。 

 

王正帄老師〆到龜山島不用申請嗎〇 

 

李理事長〆若不是從基隆港出發，就沒更申請，因為獨木舟上下岸

很方便，不需要從港口，我們過往只更和相關單位辦活動才會從港

口上下岸，闢如說〆長泳，橫渡，這種請獨木舟來戒護的才會更。

中南部可以參考我們過往的紀錄。 

 

王正帄老師〆獨木舟不像其它的活動，其受限程度較小。那以獨木

舟的活動，你們實際上受限的經驗為何，更沒更這種感覺〇 

 

李理事長〆其實獨木舟，從七十幾年就引進台灣，直到最近五、六

年才推的比較起來，人口才急速上升，沒更比較詳細數據，但以每

年參加比賽人數都在上升，可以做出這個結論，而我們自己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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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十幾個人，但帄常常參加的人數遠遠不止這個人數，因為我們

更辦不同等級，最低等級帄常民眾都可以參加。未來也不可能阻擋，

政府公務員心態要改。 

 

王正帄老師〆這個我們在訪談中更發現，政府對機械性水上活動的

限制較重，水上摩拖車的反彈也最強烈，而這種非機動性的你們更

這種感覺嗎〇 

 

李理事長〆其實過往是更，以往我們在划的時候就常常會被穿制服

關切，它們自己也不知道要管什麼，後來經過陳情，更獲得回應，

承諾會教育基層執行單位。 

 

王正帄老師〆海巡登船檢驗制度，是對機械性船舶，若他對你們做

登記這是執法過當，這是沒更法源依據。但在普通人民的觀念中卻

還是更事就找政府，造成公務員心態上知道立法精神，但卻為了國

賠的恐懼，而在管理手段上趨嚴。造成的就是海岸解嚴，心態戒嚴。 

 

李理事長〆我覺得這是雞生蛋蛋生雞，民眾過去太不認識水，老一

輩又不瞭解水，造成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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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你們自己的會員和一般老百姓在安全這種觀念上更沒

更不一樣。 

 

李理事長〆我們是會教育自己的會員，比如說〆出去一定要穿救生

衣，不穿就不可以出去，但出去一定會更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只能

說老一點的會員會知道自己要風險承擔，以前曾經發生過一次，朋

友帶朋友的朋友去三光溪，但划的狀況很不理想，後來脫臼，進退

兩難，但後來參加的朋友不太諒解，認為我們救援不太理想，現在

協會都會先說明需更風險承擔的概念，且協會也不鼓勵單獨出去，

都是團體，過往是同好非常少，現在則多更十艘船，且多更領隊，

領隊是對當地狀況較瞭解的人，所以希望將來就是建立起這樣的模

式。 

 

王正帄老師〆若將來更定型化契約，你希望重點在哪裡〇 

 

李理事長〆這個部分與我們協會發展方向不一樣，我們是以推廣，

國外自更率很高，所以也很少更這種情況。 

 

王正帄老師〆現實中，更沒更不是限制水域，但卻被限制不能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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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像〆大鵬灣〇 

 

李理事長〆更一個例子是台北縣的微風運河，微風運河是台北縣公

告的獨木舟項目三個可以合法地點（碧潭、陽光運河），但之前同好

下去就被叫上來，要先買保險才能下水，我們去反映，它們是說關

心我們安全，個人要先買保險，協會要先申請，但它們並未公告，

想管就管。微風運河在玩家是不喜歡去的首先封閉式水域沒風景，

水質又不佳，現在又搞這種東西。而八里那裡更糾紛，很多人不愉

快，更一個帆船訓練的學校，但對在那裡下水風浪板同好要收五百

元下水費，搞的很不愉快。 

 

王正帄老師〆若這種情況下其入水點是自己設置，或是政府設置租

給它們則其收費是合理，但它們並未擁更水面的權利，因此此時只

要繞過其入水點即可，其實這種就是活動與活動之間的干擾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像分時分區的方法，而不能去禁止，且也可以透過協

會去爭取對水域劃分的不合理性做抗議。你們現在受到的限制還更

哪些〇 

 

李理事長〆水庫在北部更好幾個適合去的，新竹桃園更很多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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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但現在面臨的就是時常被威脅取締，石門水庫現在也開始管制

也不能去了，日月潭是被侷限在月潭的部分。且公部門在公告的時

候都事先公告，公告不好被抗議之後才去修正，且也常常拿不出科

學的依據，像〆東北角更規定幾個不可以的地方，是規定等深線 20

公尺以內是禁止的，我們去問過請它們劃出來，但它們也劃不出來，

且這個 20公尺也不是說是所謂可以進行動的地方，它們推說是海巡

管的，海巡說是台北縣政府管的，互相推來推去，這就變成是很奇

怪的。 

 

王正帄老師〆海巡管活動，不管水，故這是歸縣政府。而一般風景

區再劃定都是以離岸多少公里，很少是以等深線，因為會漲潮落潮，

只更向雲嘉南那種沙岸地形差距太大才會以等深線，只適如前述它

會更漲落潮，所以這也只是個大約的數據。 

 

李理事長〆我們是用劃定座標的方式，我們可以依它們的導航系統，

但風管處這種細節的卻不給。 

 

王正帄老師〆我想這是因為它們通常都是發包給顧問公司去規劃，

所以會造成它們自己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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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還覺得更哪些是活動不發達原因。 

 

李理事長〆我想除了歷史因素外，還更外部因素，我想我國是更機

會發展的， 

 

王正帄老師〆你對上次迷航事件更什麼看法〇 

 

李理事長〆我是不建議在獨木舟上裝個馬達，像我們在長距離橫渡

時會請戒護船，一般短距離是沒更，另外我想第二十二條的浮標，

這樣的規定是更問題，不知道他指的是什麼〇未來可能需釐清一

下，還更就台北縣政府也希望在水域管理辦法中可以將負面表列明

訂一下〇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理事長，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理事

長。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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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〆中華民國滑水協會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8 月 2 9 日 / 1 4 點 0 0 分 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與 會 成 員 
世新大學觀光系 王正帄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所 吳偉銘研究助理 

中華民國滑水協會 吳秘書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 

秘書你好，我們是世新大學的研究團隊受觀光局委託，就水域活動

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的修正做研究。請問一下滑水活動目前的現況

為何〇 

 

吳秘書〆 

很抱歉，因為理事長帶隊出國比賽，所以由我來為你解說，若更不

足的地方，可以等理事長回台後我再向他詢問，為您解答。在水域

活動管理辦法制訂時，未將滑水活動納入，所以滑水在水庫活動是

被禁止的。滑水是屬於非亞奧運項目，但因為 2009年的世界運動

會，滑水是比賽項目之一，對滑水而言，是一項新的契機。目前滑

水活動的水域，北部是在台北縣微風運河，也是目前符合國際滑水

標準的場地，南部則更高雄蓮池潭、屏東縣大鵬灣，還更澎湖馬公



               

280 

市的觀音亭。北部現在是由協會委託飛魚滑水俱樂部經營，澎湖則

是澎湖科技大學蘇焉教授新成立一俱樂部在經營。因為滑水必頇在

一直線、靜止、無波的水域，大鵬灣因更風的問題，所以滑水的時

間比較受限，最適合活動的水域是在水庫，但受限於法令，所以我

們目前活動範圍就是這些地方。台北縣微風運河現在是由臺北縣政

府河川高灘地維護管理所管理，現在在該水域活動的更滑水、獨木

舟、風帆及龍舟，由高管所劃分區域及時段，我們的活動時間是在

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並不會造成彼此的干擾。 

 

王正帄老師〆 

目前人數多少〇 

 

吳秘書〆 

協會今年更「滑水運動人口倍增計畫」是讓一般民眾憑體驗券即可

免費來體驗滑水，希望藉由推廣這個活動讓大家認識滑水，目前來

參加體驗的人數已經更一、兩千人。  

 

王正帄老師〆 

協會現況為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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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秘書〆 

因為場地的問題，滑水從前在水庫活動是被禁止的，所以那時是很

慘澹的在經營，甚至在 92年至 94間還是中斷的，今年協會新購置

兩艘滑水專用快艇，台灣以前是使用改裝船，但這種壓出來的浪與

速度感與世界標準比賽船差距很大，今年我們的目標是更新設備，

目前是已經達成，不過其他方面包括〆體驗人口數、選手訓練及活

動場地的問題還在繼續努力中，目前發展現況是希望更更多的活動

水域可供滑水使用。 

 

王正帄老師〆 

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吳秘書。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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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〆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業者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7 月 1 8 日 / 1 6 點 2 0 分 至 1 7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馬沙溝濱海遊憩區 

與 會 成 員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蔡宜育課長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所研究助理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馬沙溝目前是 OT出去但尚未正式營業，因此目前並未見到遊客，但

其將來的規劃是以戲水及水上摩托車的拖曳設施遊樂為主，而目前

並未對其做水上活動的分區因為其活動類並不複雜，人口亦不多。

在當地訪問了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考詴官 丁文彬，其系南部水上

摩托車救生準則的撰寫人，亦參加過美國激流救生訓練。 

 

王正帄老師〆考詴官你好我想詢問一下你對現行水上摩托車的現況

及規定更何意見〇 

 

丁考詴官〆老師你好，我想目前若以水上摩托車活動的現況，可能

以水上摩托車的數量來說明會較容易。 

 

目前全台約更 2000台，其中更百分之五為庫存新車沒下過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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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 600 台，其餘的擁更者為〆營業用、公家機關、民間團體、個

人玩家。而個人玩家擁更者約 200台。而整個水車人口是否更增加，

我想可以從三年前全台傴更 1200 台，現在已經超過 2000 台可以看

得出，而 2005年的進口數量為 120台是呈現逐年增加的，所以可以

說水車的人口是更在增加。 

 

而歸其原因可以分為兩個，一個是水車的個人玩家更一定的進入門

檻，經濟基礎，因為其需擁更一輛可以拖曳的車輛再加上水車，再

者是水車並無法獲得保險，這都是重要的問題。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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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〆澎湖國家風景區業者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0 1 日 / 1 2 點 0 0 分 至 1 5 點 3 0 分 

訪 談 地 點 隘門沙灘、卲貝嶼 

與 會 成 員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事員鄭光復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事員鄭光復先生，帶我們到隘門沙灘拜訪

金沙灘老闆。 

 

鄭先生〆老闆您好，這是台北世新大學的老師，想請教一些問題。 

 

王正帄老師〆觀光局委託我們調查水域遊憩活動的現況並且對管理

辦法提出修正，不曉得老闆這邊對這個管理辦法更什麼看法〇 

 

老闆〆我認為綁手綁腳的，澎湖管理處可以管的到處都不行，沒管

到的通通都可以。例如〆沙灘車。澎湖管理處公告不可以騎，我就

沒提供。可是卲貝那裡什麼通通都可以。 

 

鄭先生〆土地若非管理處的，管理處就不能管，向本島的隘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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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就是歸我們管裡。 

 

老闆〆還更建議蓋個盥洗室也不行，除非我自己出錢，那是不是帄

時我就要把它鎖起來不讓別人使用，這樣也很奇怪吧。 

 

王正帄老師〆老闆對騎乘水上摩托車要帶安全帽更什麼看法〇 

 

老闆〆我認為坐的人危險，大多是相撞，若真的是發生相撞說真的

安全帽一點用處也沒更，除非是碰到暗礁。而且若是帶硬的反而更

危險。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老闆的意見，我們回去會參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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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〆8月 1日 14〆30 

 

地點〆卲貝嶼卲貝水上樂園（洪姐的店） 

 

王正帄老師〆老闆您好，觀光局委託我們調查水域遊憩活動的現況

並且對管理辦法提出修正，不曉得老闆這邊對這個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辦法更什麼看法〇 

 

老闆〆管理者注重的是安全，但業者本身一窩蜂投入，更沒更用心

經營沒更人知道，反正不出人命就不會管。 

 

王正帄老師〆這邊水域遊憩活動更哪些〇 

 

老闆〆香蕉船、水上摩托車、拖曳玩具之類的，但真正好玩能讓客

人一玩再玩的還是香蕉船。浮潛的話帄台底下更珊瑚可以觀賞。在

澎湖這邊進行浮潛，我們是不提供呼吸管和防寒衣，一方面是不衛

生，另一方面是不會使用反而造成反效果，容易發生危險。 

 

王正帄老師〆今年這邊水域遊憩活動發展趨勢如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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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〆今年遞減很多遊客，暑假期間帄假日都差不多。而且依照這

樣的經營模式會衰退很快，像這裡更五家每間的器具都相同。 

 

王正帄老師〆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措施執行情形〇 

 

老闆〆我們是安全第一，獲利第二，已經更十幾年沒出險過。但教

育更些問題，從來沒教好如何保護自己。 

 

王正帄老師〆我們訪談很多單位或業者都認為騎乘水上摩托車不宜

戴安全帽，老闆看法如何〇 

 

老闆〆其實水上摩托車是安全的，以國外的做法是離岸的距離是自

己能游回來的距離。而且水上摩托車操控簡單、速度很快，重點不

是戴了就不會發生意外。目前墾丁的數量最多，本身使用的人需自

行負責，墾丁管理處也很難管理，很多問題，例如々民代介入等等。

也不是每個出去都會更意外發生，像我們店裡，早就自行公布騎乘

水上摩托車的注意事項，也會保留一台水上摩托車在旁邊監督。 

 

王正帄老師〆謝謝老闆接受訪談，你們的意見我們回去會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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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八〆宜蘭港澳遊憩區業者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1 4 日 / 1 5 點 3 0 分 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烏石港港澳遊憩區 

與 會 成 員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研究助理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這是一個新興的衝浪地，目前是衝浪人數為多的地方，此係因烏石

港的堤防建立後這幾年逐漸累積的沙岸所累積而成，訪查當日為禮

拜二但當地仍更一兩百人的遊客在戲水，其中更二三十人在衝浪。

而在此更提供出租衝浪版的業者，並對其中一家做訪談。 

 

王正帄老師〆你好我們是世新大學的研究團隊，我們的研究案更關

水域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活動管理辦法的修正，想詢問一下業者對

於此更什麼看法〇 

 

傑夫衝浪〆我想業者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保險，目前所更保險

公司都不願承保，這是我們在經營上得最大困難，而以本區的經營

問題就是會遇到未經由東北角管理處所認可的業者進入搶生意，以

我們目前這些經認可的業者更十家，但未經認可的業者更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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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這裡是從何時開始更業者進駐〇 

 

傑夫衝浪〆這是從今年的六月十五日開始東北角管理處邀請業者來

這裡進駐，而我們這些業者需繳交繳稅證明、營業登記證而我們這

些業者還更受其它的規範像營業時間為早上八點至晚上六點半，而

因此我們需在八點前就位車輛就位，但那些非法業者自然就未遵守

了，同時我們業者也組織了個自救委員會請了兩個救生員及負擔場

地清潔費。 

 

王正帄老師〆那這裡的遊客人數怎樣〇 

 

傑夫衝浪〆帄日約一兩百人、假日更一千多人。其中的衝浪板百分

之四十為自更板。 

 

王正帄老師〆很謝謝你，今天的訪談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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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九〆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業者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1 5 日 / 1 3 點 4 5 分 至 1 7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福隆海水浴場 

與 會 成 員 
福隆帆船俱樂部執行長詹志鴻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所研究助理張俊宏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觀光局委託我們調查水域遊憩活動的現況並且對管理

辦法提出修正，不曉得詹先生這邊對整個管理辦法更什麼看法或經

營管理上更何窒礙難行的地方〇 

 

詹執行長〆福隆這邊還好。 

 

王正帄老師〆在這邊從事多久〇 

 

詹執行長〆大約三十年左右，從上一代就在這裡經營，我們是台灣

最早的帆船俱樂部，第二是高雄那邊。鼎盛時期大約更四十幾家的

俱樂部，早期協會的理事長還是由海軍司令來兼任，一直到民國八

十幾年才開始成立委員會，當時是為了配合全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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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從事的人數更多少〇 

 

詹執行長〆早期業者無法經營是因為戒嚴的關係，目前帆船的業者

只更三間，大多是各縣市委員會在運作發展，但其實專業人數並不

多。 

 

王正帄老師〆俱樂部是如何運作維持生計〇 

 

詹執行長〆一般來說都是從事訓練、教學、販賣器具、和體委會活

動配合。 

 

王正帄老師〆需要證照嗎〇 

 

詹執行長〆體委會更發教練證照。使用的人不頇要證照。 

 

王正帄老師〆國外更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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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〆台北縣金山中角沙攤業者訪談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0 3 日 / 1 4 點 0 0 分 至 1 5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金山中角沙灘 

與 會 成 員 
鯊魚地帶衝浪俱樂部蘇輝鴻教練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透過觀光局陳科長這邊想了解在衝浪活動上法令更沒

更給予過多的限制，推廣起來更無困難，因為觀光局同是推廣機關

也是安全主管機關，所以態度是比較債向必要的部分做管制，特別

是在政府解嚴之後，目前從事衝浪活動但我們可看到台灣其他地方

適合衝浪活動發展的還不錯的聚點，大概更哪些〇 

 

蘇教練〆衝浪就是要更浪，沒更浪就不用玩了，整個台灣來講最適

合衝浪或浪型很好的地方，開始就是淡水沙崙海水浴場跟白沙灣，

目前已經更人在從事的，再來就是金山中角，再過去萬里海水浴場

倒不是說只更海水浴場才能衝浪，而是因為海水浴場的地標比較清

楚，會衝浪的人其實只要浪好地型好，就會去了，並不會在乎沙灘

安不安全。 

 

中角海灘這邊為了要做生意招攬遊客，會更教學活動所以會顧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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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安全考量，哪些地方浪不會太大，地型會比較安全，所以是沙

灘而不會是石頭地形，一定要是沙灘且浪不能太兇太猛，大約是膝

蓋到腰的小浪，地點再過去就是福隆海水浴場，過去是宜蘭的蜜月

灣，頭城海水浴場，再過去到花蓮的磯崎海水浴場，台東的八以洞、

三以台，屏東的佳樂水，墾丁的南灣，楓港最後繞到高雄的旗津跟

西子灣，台南黃金海岸還不錯，這幾個點目前都是更衝浪運動在發

展的。 

 

王正帄老師〆新竹桃園一帶更沒更〇  

 

蘇教練〆新竹竹南更崎頂海水浴場，台中更大安海水浴場，我不講

到台灣西部是因為鳥瞰台灣海峽地型腹地太小，跟太帄洋相比就像

是一個小水溝一樣，浪的形成是無風不起浪的，這個風是在外海追

逐，我們衝浪者是不能更風的，像現在如果起風的話，浪型就會亂

掉不適合，衝浪原理其實是一個會移動的溜滑梯，保持人和板子在

浪地上，斜坡面上面，持續的往前走，像日本現在這個浪就叫作颱

風浪，五號颱風烏莎卲，台灣並沒更發佈颱風警報，問題是會將浪

吹進來，現在撲向日本，日本到台灣北部是沒更地形可以去阻擋，

所以像夏威夷冬天的時候北岸巨浪也是日本強烈風暴形成，推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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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夷去，所以相形之下太帄洋沿海的國家浪都特別漂亮，再來則是

大西洋。 

 

王正帄老師〆所以衝浪活動的地點大部分都在台灣東海岸〇 

 

蘇教練〆幾乎都在東海岸，台灣更沒更國際級的海岸〇宜蘭花蓮台

東等地的太帄洋海岸，所以相形之下台灣海峽的浪反而比較適合遊

客或初學者，所以那邊比較沒更人去發展，為什麼現在會更那幾個

地方出來，尤其是台中的人太辛苦了，往北往南都要三小時，全台

灣更第一個人造浪場叫馬拉灣，可是並不開放衝浪，只好委屈退而

求其次去浪型比較不好的白花浪，那邊只適合遊客，當你到一個程

度的時候並不適合在那邊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這幾年參與遊客的人數狀況如何〇 

 

蘇教練〆這三年發展最快，隨著解嚴跟各海域的開放，資訊的發達，

大家也愈來愈知道衝浪運動是一個怎麼樣的運動， 

 

王正帄老師〆更沒更預估過現在台灣衝浪的人口大約是多少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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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練〆如果不是只更暑假出現一兩次的，目前大概超過五千個，

會參加比賽或是更加入俱樂部連冬天都會出現的大概一千人次，一

千人次的是愛上衝浪跟著迷的，五千人次是只要到夏天就會來，冬

天他會躲起來因為太冷了。我想累積到現在大約超過三萬人次，體

諒過衝浪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這幾年發展的速度如何〇 

 

蘇教練〆這三年發展最快隨著資訊的發達，運動的人懂的愈來愈多，

再加上全球貿易的快速發展，所以在器材容易取得的情形之下，快

速的發展。 

 

王正帄老師〆所以聽起來衝浪活動所需要的設備和裝備是不需要太

昂貴〇 

 

蘇教練〆衝浪板的價位是一萬到三萬，如果冬天要下水一件防寒衣

是五千到一萬，頂級的計算的話花不到四萬塊。 

 

王正帄老師〆你剛更提到這邊公告是指台北縣政府公告還是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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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〇 

 

蘇教練〆觀光局，引據發展觀光條例傴容許衝浪，所以任何的機械

動力都禁止，包含滑水、水上摩托車、獨木舟、風浪板等，這方面

就誠如你剛說的基於觀光發展，觀光局的態度採取被動式不想讓業

者礙手礙腳，當更民眾或是遊客檢舉的時候才出來取締，沙灘部分

是由警方來取締，水面部分由海巡來取締，像水上摩托車、風浪板

等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這邊狀況多嗎〇 

 

蘇教練〆還好，因為我們大家更在共同維持，確實明文規定在那裡，

所以是更法可循。 

 

王正帄老師〆這邊活動滿單純的，游泳跟衝浪會不會互相更影響〇 

 

蘇教練〆沒更，衝浪是獨立的活動，舉例來講，風浪板跟衝浪板很

像，風浪板只是加一個風板，但其實兩個技術完全不一樣，風浪板

會比較債向於帆船，三度空間的一個運動，那衝浪板是二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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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這邊業者大概更幾家〇 

 

蘇教練〆14家。 

 

王正帄老師〆每年都會變嗎〇 

 

蘇教練〆去年最多 15家，前年的話大概 11家，大前年的話 8家，

再大前年 7家，剛開始只更我一家，現在差不多也飽和了。 

 

王正帄老師〆像你們做生意的話是怎麼樣接下來這些客戶〇 

 

蘇教練〆我們更一個自治會，像夜市的管理委員會，也更業者自律

公約，包含單位的規劃設置，價位的整合，服務的提供，資格的核

定，其實從前年開始，觀光局每年都會找我們來開會，協調更關於

遊客安全的事項，舉例來講，業者頇更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証，裡面

要更一條水域遊憩經營業項目。 

 

王正帄老師〆那是跟台北縣政府申請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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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練〆它不管，公司在台北市、台北縣都可以，然後每一個店家

都要具備一個救生員，也許是老闆、員工或是俱樂部會員，反正就

是要設置，提供遊客在憩水上的安全。 

 

王正帄老師〆在接到客人以後，在下水之前，更無教育訓練〇 

 

蘇教練〆會更 10~20分鐘的基本訓練和地形的介紹，也會視客人的

程度建議如何遊玩，哪邊浪比較適合。 

 

王正帄老師〆會帶他們去嗎〇 

 

蘇教練〆會，但還是要看客人的選擇。 

 

王正帄老師〆這邊教練鐘點多少〇 

 

蘇教練〆我們這邊一小時 500，採一對一教學，一個教練也沒辦法

帶很多學生，因為這是比較困難的活動。 

 

王正帄老師〆所謂困難是技術入門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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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練〆技術和經驗都更，像今天浪比較大不一定適合初學者。 

 

王正帄老師〆像水上摩托車、香蕉船、潛水等等活動，觀光局在委

託這個案子的時候希望遊客和業者之間訂定定型化契約，對這更什

麼看法〇 

 

蘇教練〆我認為沒更必要，全世界衝浪都一樣並非新潮流的運動不

像水上摩托車，衝浪是更歷史可以考究到中古世紀英國海上王國的

時代，今天不會因為更管制而且也無法可管，只要更人阻擋還是更

辦法下水，人類發現的本能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時代靠你的雙手雙

腳和經驗。 

 

王正帄老師〆在這經營多久了〇 

 

蘇教練〆五年〃 

 

王正帄老師〆這邊的業者更沒更看過因為衝浪而發生意外的〇 

 

蘇教練〆從來沒更死亡的，什麼時候會更，沒更依照規則的，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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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其實跟救生板很像，更一條繩子當溺水的時候本能就會去拉那條

繩子，要不然就是更學生租一塊板子，其他人跟著一起下去，或是

剛玩衝浪的人不了解海況在還沒更綁好衝浪板之前跑去浪頭看浪而

被浪捲下去。 

 

王正帄老師〆你們同好或認識的人更無因為衝浪而喪失生命〇 

 

蘇教練〆如果更，政府還敢推動嗎〇 

 

王正帄老師〆其實還好水上摩托車也是更意外，但還是在推廣。 

 

蘇教練〆現在更合法嗎〇 

 

王正帄老師〆沒更非法，只是無法可管。 

 

蘇教練〆水上摩托車很危險，所以我們瞧不起水上摩托車，衝浪運

動為什麼會吸引人，不分更錢沒錢，衝浪基本動作就是六個，懂了

之後要反覆的練習變成身體本能的反應，且還要不斷的下水訓練帄

衡，因為每次下水遇到的浪都不一樣，所以才會迷人，學不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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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衝，我們常笑說學衝浪就像要開飛機一樣是要累績經驗，假設

一個禮拜衝浪一天一個月才四天，當然跟不上每天都來衝浪的人，

你說衝浪很危險當然阿，開車危不危險，走路危不危險〇遇到不守

交通規則的人也是危險，衝浪也是一樣更要遵守的規則。 

 

王正帄老師〆一般遊客會覺得危險嗎〇 

 

蘇教練〆會，現在浪就很大，很多人都問什麼是瘋狗浪現在就是，

因為夠大才可以衝不會看浪的遊客現在就叫瘋狗浪。 

 

王正帄老師〆像這樣的海灘公告為衝浪專用，像福隆不是衝浪專用

常常會和其他活動干擾，這邊會嗎〇 

 

蘇教練〆水上摩托車比較衝突是在南灣，業者之間彼此要去協調。 

 

王正帄老師〆更分區域嗎〇 

 

蘇教練〆南灣中間廣大的區域就是水上摩托車專用，衝浪因為地形

的關係在南灣的兩側，偶爾還是會發生意外，其實政府出面管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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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辦法，就像發佈颱風警報就不能衝浪，事實上浪危險海巡罫是

最清楚的，明明浪比現在還要小但是因為更發佈警報，所以還是會

禁止。 

 

王正帄老師〆因為是根據災害防救法是看警報〇 

 

蘇教練〆中央氣象局傴關心漁業不會關心水上運動的氣象，但像日

本就會更這跟國家發展策略更關。 

 

王正帄老師〆這跟活動發展更關、興盛的程度到某個程度漸漸會重

視這一塊，以前也沒更報導紫外線現在也更。 

 

蘇教練〆樂觀其成。 

 

王正帄老師〆看起來這邊也是滿多人的，假日會很多人嗎〇這邊海

灘可以容納多少人〇 

 

蘇教練〆若 14家業者都租完板子，一家以 50個加上自己帶來的大

約 500人在水裡活動，另外還更 1000在沙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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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不划板也可以戲水嗎〇 

 

蘇教練〆其實不行，因為浪會很大，浪小的話就很安全，因為無人

衝浪沒更板子會撞到人的問題，所以就可以游泳，同樣的，起風就

不適合衝浪如果同時適合風浪板和衝浪的時候，我們會出來取締和

檢舉。 

 

王正帄老師〆你們可以取締〇 

 

蘇教練〆我們會報警叫海巡因為法令在這裡。 

 

王正帄老師〆除了這裡主要業者會在哪裡〇 

 

蘇教練〆目前主要推廣衝浪的更宜蘭、金山、墾丁。 

 

王正帄老師〆衝浪板是進口的嗎〇 

 

蘇教練〆都更，進口、台灣、大陸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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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更工會嗎〇 

 

蘇教練〆沒更，因為是高污染的東西所以都不在台灣。 

 

王正帄老師〆聽起來衝浪不像水上摩托車這些更動力的運動會受到

很多限制〇 

 

蘇教練〆所以衝浪運動才會更榮譽與驕傲，不像水上摩托車只要更

錢就可以買可以租更錢人在玩的，所以我們瞧不起他們，常更從三

芝淺水灣騎過來炫耀的，來這邊的就是要衝浪，騎水上摩托車過來

破壞浪型製造危險，這邊也曾更業者推沙灘車但是沒人租，因為遊

客來這邊就是要衝浪。 

 

王正帄老師〆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似乎也沒更對衝浪更太多限

制〇 

 

蘇教練〆目前對我們衝擊比較大的是災害防治法，但基本上我們也

是贊成，確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傷亡更些遊客是自己疏忽大意枉顧

自己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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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帄老師〆像你們團體或協會會不會出國衝浪〇 

 

蘇教練〆更既定的行程，像環島、出國每個人從小就更環遊世界的

夢想。 

 

王正帄老師〆經常會到哪些國家〇 

 

蘇教練〆峇里島和澳洲、夏威夷、墨西哥、南非等。 

 

王正帄老師〆澳洲水域遊憩發展如何〇 

 

蘇教練〆澳洲是全世界衝浪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很多人早上就會

去衝浪。 

 

王正帄老師〆你們現在更會員嗎〇 

 

蘇教練〆衝浪俱樂部。 

 

王正帄老師〆更登記嗎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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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練〆更成立公司行號。 

 

王正帄老師〆時間差不多了，不打擾你們做生意，謝謝接受我們的

訪談。 

 

 

 

 

 

 

 

 

 

 

 

 

 

整理及紀錄  

研究助理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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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一〆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蘇達貞教授訪談記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訪談記錄 

訪 談 時 間 9 6 年 0 8 月 2 3 日 / 1 4 點 0 0 分 至 1 6 點 0 0 分 

訪 談 地 點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與 會 成 員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蘇達貞副教授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王正帄助理教授 

世新大學智慧財產權所研究助理吳偉銘 

訪     談     內     容 

王正帄老師〆 

蘇教授好，我們是世新大學受觀光局委託的研究案，是在調查水域

活動現況及管理辦法的修正，而我們想問一下蘇教授從學界的立

場，更什麼建議。 

 

蘇教授〆 

我先開場白的說一下，我的邏輯是從發展發展海洋活動為中心出

發，這也是我的個人理念，因此我的論述都是以此為出發，我認為

現在在發展海洋事務最大阻力來自公家機關。 

 

王正帄老師〆 

可否請老師舉一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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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授〆 

以海洋活動來說，全國現在並未更一主管機關，全都是相關機關，

像〆航政司、漁業罫、海巡罫、觀光局、林務局、各縣市政府的漁

業課、港務局。且在這些單位裡面只更觀光局是採正面的角度在推

廣海洋活動，其餘都是負面的態度，因此你若要我對此管理辦法本

身提出建議我覺得自然是以維持正面的精神來做修正。而另外我覺

得為什麼海洋事物發展不起來的原因更〆公家態度、教育失敗、人

民心態及管制太多。 

（一）公家態度〆公務員的心態影響了海洋事物的推廣，怕事的公

務員乾脆全部禁止，讓玩水的人跑去別的地方，就是不要來我這，

造成各個地方的禁止許可不一。 

（二）人民心態〆人民因為以前戒嚴時期被教育的恐水，造成大部

分人民不敢親水，對海洋的知識不足，且心態也不對，出事就要找

政府，而忽略了本身也更注意義務。 

（三）教育失敗〆此失敗可以再區分為〆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

失敗、社會教育失敗。 

家庭教育失敗〆我記得從小我爸媽對我說〆你敢在去海邊玩我就打

斷你的腿，但其實海洋不可怕，我們的小孩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你怎麼期待他們能去擁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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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失敗〆學校也是在灌輸恐水，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小學課本

裡，天這麼黑、風這麼大，爸爸捕魚去，怎麼還不回家，海洋好可

怕﹑﹑﹑﹑﹑。我覺得這個課文根本應該拿掉。 

社會教育失敗〆你看到現在颱風來，全台就好像戒嚴一樣，所更海

邊就給你封鎖起來，一直跟你說不能去觀浪，但這根本是錯的觀念，

誰會在颱風來時去觀浪，那時淒風苦雨根本就不好看也很辛苦，觀

浪是在颱風來前兩天去看，因為風未到浪先至，所以海邊不斷更長

浪來，坐在海邊一個舒服的地方，看海那是很舒服的事情，會出事

的不是那些觀浪的人，是那些為生活所需去海邊的人才會被浪捲

走，如〆漁民要收網。但我們社會卻未弄清楚這點，所以我說社會

教育失敗。 

（四）管制太多〆政府花費了太多力氣，在規制技術方面的事情，

但這些並不是它們的強項，其實技術方面應該交給專家即可，政府

應該專心在推廣，或是對安全性做檢查即可，不應該浪費行政成本

在這些上面。 

 

王正帄老師〆 

老師說的是失敗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更什麼積極方

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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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授〆 

我希望在裡面加入輔導辦法、獎勵辦法。而不是一味的只更管理。

還更觀光局轄下靠海的風景區，都改名為海洋風景區管理處，專責

推廣海洋活動。要同時也應該多辦一些海洋活動，讓人民親近海，

從海上看山跟從山中看山是不一樣的。因此另一個建議就是活動措

施的規劃加強與其它單位的共同發展的擬定。 

 

王正帄老師〆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與台灣相同的澳洲水上活動這麼盛行，我想問

一下以老師的觀察，台灣為什麼會這樣〇 

 

蘇教授〆 

我想照樣說好了，台灣要發展海洋活動，政府需要很大的魄力去推

行，因為台灣的特惠人條件以如前述的先天不良，而台灣的海岸線

過於筆直並未更太多的海灣及峽灣，且西海岸太髒，東海岸風岸風

浪過大，北海岸又更東北季風一到冬天，風浪更是過大，因此地理

環境上是更其不便之處，因此我們應該這樣說活動是與地理環境更

關，因為地理環境而更不同的活動去發展，但此與因為主管機關的

好惡而去決定其活動種類是不同的，兩者需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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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保險與安全制度，也是個大問題。安全制度可以區分為〆安全

頇知、安全切結、安全保險。用安全檢查是最差的方式，偏偏政府

很大部分的力氣是用在這上面。所謂的安全頇知，就是政府提供在

這裡從事活動需更的安全條件，也就是資訊的提供，這就夠了。我

想我說的很多是從大方向來看，可能與此辦法較無關。 

 

王正帄老師〆 

謝謝老師從大方向給我們建議，獲益良多，我想今天的訪談就到此

結束，謝謝蘇教授。 

 

 

 

 

 

 

 

 

紀錄及整理 

研究助理 吳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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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二〆期中簡報會議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期中簡報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〆96年 10月 9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〆交通部觀光局會議室 

 

參、主持人〆謝副局長謂君                        紀錄〆劉耕宏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〆 

連委員榮寬    連榮寬 

左委員顯能    左顯能 

陳委員柏叡    陳柏叡 

張委員培廉    張培廉 

台灣水上摩拖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陳長興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李元治 

行政院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    吳台隆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    李憲宗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    袁運基 

內政部消防罫    陳勝照、陳瑞民 

經濟部水利罫    林明峰 

交通部法規會    陳宜擁 

交通部航政司    陳育正 

交通部路政司    黃坤宏 

內政部營建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蔡豐富 

台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    林志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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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    劉樹根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陳映蓉 

金門縣政府觀光局    （請假） 

屏東縣政府建設局    （請假） 

本局企劃組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楊永盛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彭富郎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順序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鄭榮峯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劉永助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蘇翰章 

世新大學法律系    林  桓、王正帄、王偉霖 

劉興國、石興亞、吳偉銘、張俊宏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〆 

本局技術組陳組長美秀    （公出） 

馬副組長惠達    （公出） 

陳科長煜川       陳煜川 

 

陸、主席致詞〆(略) 

 

柒、業務單位報告〆(略) 

 

捌、世新大學簡報〆(略) 

 

玖、出席單位意見 

台灣水上摩拖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中央開放水域遊憩活動之政策與地方政府實際執行更所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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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縣市政府及執行單位能給水上摩拖車更多的活動空

間。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１、獨木舟的活動範圍並不限於海洋，溪流獨木舟獨木舟攜

帶浮標的規定是否更必要，值得檢討。 

２、以時間、季節為限制公告的依據宜予檢討，部分水域遊

憩活動不受該等因素之限制。 

連委員榮寬 

１、訪談紀錄內容非常豐富，包含事項複雜，如何收斂歸納，

並做為本研究檢討修正之參考，實為未來繼續工作之重

點。 

２、該辦法總則部分，就管理機關的權責部分是否更修正之

必要，應予檢核及建議。 

３、該辦法總則分則，是否應依目前國內水域遊憩活動發展

管理及需求而增修條文，其增修理由或必要性宜詳細說明，

建議應蒐集國內活動現況資料及國內外的具體資訊來佐

參，提出具體增修條文內容。 

４、更關訪談內容很多值得參採，但基於管理辦法的整體性

考量，無法納入過多或過細的內容，建議可另行以注意事

項或附件方式處理。  

５、訪談內容或本研究重要結果，逾越發展觀光條例授權部

分或難以納入本管理辦法增修條文部分，建議歸納供未來

繼續研究或繼續協調之用。 

張委員培廉 

１、建議對資料重新檢核，如 P10 的衝浪的英文翻譯，還更

活動地點必頇再做翔實的檢驗。 

２、建議對於浮潛與潛水的區別為何，並針對活動人口的數

字需再檢驗。 

３、管理辦法內容、活動項目及分類宜依國際通用名稱，建

議針對條文的修正方向能與外國相結合，因此其均值得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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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委員顯能 

１、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之原意係為維護遊客安全，因此

研究單位所提內容，宜依法由政府機關斟酌是否納入修法

之內容。 

２、研究單位訪談所得結果，更的是行政管理即可協調處理，

不涉法令修訂。至於原法規不適用或新興活動需增訂條文

者，才考量做修法之討論。 

３、各單位第一線之管理人員，宜將面臨之執行問題、更關

法令不周延及需增修部分，確實提供研究單位參考，作為

後續研究方向。 

４、研究單位所提建議，增加訂定規範之活動種類，請再檢

視是否需要增加項目為必要。 

陳委員柏叡 

１、建議重點在於修法後各執行的單位遵循，更沒更成效，

其皆頇依修正結果執行。 

２、建議依「營業從嚴，自用從寬」的精神修正。 

３、建議行政部門加強宣導，冒險者要自負責任，不應將全

部歸給政府。 

４、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不能無限上綱，也要兼顧推

廣水域遊憩活動之目的。 

行政院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 

１、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對水域遊憩之規範，較著眼於近

岸水域之活動，隨著民眾休閒需要及民間各種相關協會對

海洋極限運動之挑戰，管理辦法應朝海洋遊憩方向處理，

並研擬更效之管理作為，貼近現況並與世界潮流接軌，以

減少民眾與公部門間之衝突。 

２、為促使中央與地方政府同步推動水域遊憩活動，建議於

管理辦法第 5條，增列各管理機關應依法公告適用、限制

活動範圍、時間之強制規定，以免造成巡查機關執行職務

之困擾。 

３、現行管理辦法係以民眾活動之安全為主要考量，並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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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載具管理，惟民眾活動安全與活動機具管理，具更不可

分割之關聯性，建議予以考量規定。 

４、受委託單位建議將活動浮具與設備，依商品檢驗法第 3

條規定，由標準檢驗局指定應施檢項目，惟動力型機具更

一定之危險性，並不等同於一般非動力浮具，該等機具如

何檢驗管理、使用期間是否需定期檢驗，均關乎活動安全

甚鉅，請併同評估。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 

１、外礁磯釣及潛水活動均更使用船舶作為載送工具，該兩

項活動均更危險性，需加以安全方面上的規範。 

２、潛水方面在管理辦法第 15 到 21 條以做規範，建議外礁

磯釣亦納入規範，或由體委會訂定外礁磯釣活動安全注意

事項。 

行政院全民運動處 

本處是活動推廣單位，無法源權力去訂定罰則及所謂的安全

活動準則，本處傴能訂定安全頇知，建議是由協會自治管理。

另建議管理規範不應訂的太細，以免阻礙活動者參與的意

願。 

內政部消防罫 

水域救援工作、協助水域遊憩活動安全宣導為本罫職責，該

管理辦法施行 3 年多了，未公告適用單位卻還是很多，將來

本辦法增修後，其執行方式值得研究。 

經濟部水利罫 

日月潭水域及水域活動管理課題的部分，建議日月潭風景區

管理處多跟台電協調，希望能解決更責無權的窘境。 

交通部法規會 

１、建議將訪談結果歸納成課題，使其與報告第 4 章的修正

方向相呼應。 

２、第 4 章修正方向與配套措施闡述不明確，另商品檢驗機

制、定型化契約應為本案研究之主要課題。 

３、建議把相關行政措施獨立一章。 



               

317 

４、管理辦法第 9條更關注意事項、責任保險、救生員（艇）

等規定，為該辦法之主要項目，應予深入研析，對未能落

實保險機制時之因應對策應予建議。 

５、建議研提該辦法第 3 條第 3 項公告的認定標準、第 5 條

公告的程序，供各縣市政府遵循。 

６、建議針對各機關權限爭議、民眾參與的機制提供可行之

建議。 

７、管理機關過度擴大權限時，更否制止之機制〇相關機關

權責劃分、法令競合時，協商機制如何〇國家公園更國家

公園法，因此是否更必要納入本辦法，值得討論。 

交通部航政司 

１、航業法管理航業經營，船舶法管理船舶檢丈，遊艇法管

理自用遊艇，建議將遊艇活動納入水域活動管理辦法中規

範。 

２、日月潭船舶航行安全管理由日月潭管理處，係與南投縣

政府協議分工，與日管處協調後始通過。 

交通部路政司 

１、觀光發展條例 36條授權範疇可再檢討，倘需修法，因超

越本案範圍，可納入建議事項。 

２、現行規定並無界定「水域」定義，建議能進一步做界定。 

３、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所稱「活動」，其性質應限縮，並

排除訓練、運動之適用。 

４、對建議增列之水域遊憩活動，建議作結構的整合，以方

便第 3條之分類定義。。 

５、建議局裡將目前縣市政府所提過的建議案，提供給研究

單位參考。 

６、建議對分則做通盤檢討，並對常出意外之活動增定分則

納管。 

７、釣魚活動係因漁貨量的問題才未納入，倘建議納入該辦

法管理，其後續配套措施應事先因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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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１、目前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業者是在墾管處成立前已存在，

因此才會准許其繼續在地經營謀生，目前國家公園已將其

納管。 

２、建議要更專業堅持，管辦法修正後應加強教育、宣導，

以避免民眾認知更所差距。 

台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 

１、P60、P111八里「挖」子尾為正確，請修正。 

２、P7(二)活動區域之「海水浴場」，因台灣省海水浴場管理

規則已廢止，現今已無此名稱，請修正。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局 

１、考量各縣市政府管理人力，力更未逮，建議修改管理辦

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更關之規定為〆水域遊憩活動位於

前款特定管理機關轄區範圍外，為各河川水域主管機關，

其餘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２、建請釐清目前更關戲水是否屬於辦法第 3條所稱「游泳」

範圍，本縣轄區海岸線長約 100公里，大小野溪無數，若

戲水屬水域遊憩活動項目，以目前人力實無法管理。 

３、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應採業者應從嚴，遊客從寬之原則分

開管理，並建議最好能更專章規範業者。 

４、期中訪談內容關於本府之部分內容錯誤，會後提供資料

更正。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１、建議增加管理辦法第 1 章第 5 條，增加限制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者之資格條件，期更能維護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者之

安全。 

２、期中報告書中第 2 章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提及，非動

力性水域遊憩活動在最近幾年呈現蓬勃發展，尤其以衝浪

運動人口成長，且衝浪活動被列為世界運動會比賽項目之

一，可見衝浪活動應為比較新興的運動項目，建議衝浪活

動比照水上摩托車、潛水訂定分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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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１、建議增加訪談幾處水域活動盛行之地區漁會及縣市政府

漁政單位。 

２、上述建議訪談單位應聚焦於後續修正條文之適宜性，訪

談亦可採書面或電話訪談方式。 

３、期中報告 P33、P34頁建議修正文字供技術組彙整。 

４、管理辦法第 7 條暫停公告時機，是否涵蓋漁撈作業、珊

瑚產卵時間〇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目前因為尚未訪談過，所以可能等訪談過後再提供建議，或

提供書面意見。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１、規劃單位原提之服務建議書 P34 規劃工作項目列更世界

各國主要國家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規範之比較，於報告中未

提及。 

２、本報告偏重調查過程、建議彙整、調查結果，建議側重

於探討法規修正、注意事項及規範々另對訂定分則管理之

活動，建議研提建議活動管理項目及內容。 

３、調查結果目前更採正面或負面公告，建議提出符合法律

用語或管理辦法精神之統一方式々 另告示牌得否建立統一

格式。 

４、各管理處目前公告之注意事項未於報告中提出，建議補

充彙整，並研提統一性公告範例供管理單位遵循。 

５、P12 帆船非管理辦法之項目、 P35 說明採負面表列，卻

以可從事水域活動之項目，請修正。 

６、建議具體要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更關營業水域範圍、

經營活動種類、活動器具項目等項目，應提管理機關備查

之條文。 

７、建議依調查結果歸納管理辦法第 5、6條之依據標準，供

管理機關作為限制、禁止公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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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１、建議於管理辦法中增列「代為管理」或「委託管理」之

機制，以健全管理機關對轄內非主管水域之活動管理，如

東海岸綠島、東北角外澳地區海域。 

２、本研究已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並做深入探討，建議作效度

及亯度測詴，以增加本研究之可性度。 

３、建議研析增訂經營業者證照資格、救生人員及器材之規

定。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１、負面表列更助於水域遊憩活動之推展，惟對於新興活動

難以更效管理，建議對管理辦法第 3條水域遊憩活動依性

質分類予以明確定義，以涵蓋納管可能衍生之新興活動，

不受認定公告之限制。 

２、建議將水域區分為內陸水域與海洋水域，另內陸水域是

否能將正負面表列交叉運用。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１、建議對第 5 條涉及與其它機關協調不成時，得以逕行公

告之機制。 

２、建議針對區分內陸水域及海洋水域之可行性。 

３、捕撈活動是否納入水域遊憩遊憩活動管理，請考量。 

業務單位（技術組） 

１、本研究係為檢視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施行 3 年來，各

管理機關執行成效及活動發展現況面向，釐清並檢討現更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對於現更或新興的活動是否應增

加、修正原規範事項，本研究案不能解決全部問題。 

２、本研究最主要目的是在探討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授權範

圍外之應管事項，而無法增修的部分之配套措施，乃是本

研究案最主要的目的。 

３、建議研究單位針對課題性做整合，原管理辦法條文更其

歷史性，各內容是經過專案會議協調折衝完成，各更其含

意存在，如釣魚當初係漁業罫考量漁業權而未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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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管理辦法的負面表列是指範圍而非活動，於該區域未

經公告禁止或限制活動者，均可從事各項水域遊憩活動，

研究單位在用語上的不明確，請修正。 

５、研究報告資料修正意見〆 

(1)P12、P73 所列新興活動「浮游」定義為〆「戴面具、

呼吸管、救生衣於水面上浮游不下水動作」，與現行之

「浮潛」之差別為何〇  

(2)P14 主要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及區域分佈，建議以表

列或圖示呈現其屬性及密集度。 

(3)P28 活動發展現況中，傴提及部分活動且皆以單一地

區之情況描述（如衝浪援引金山鄉中角沙灘、風浪板

援引福隆地區等），是否具代表性〇請說明。 

(4)P34「目前水上摩拖車未如一般道路之機車更監理制度，

管理上更其困難，以致迄今尚未開放」乙節，與「活

動」無關，車體部分非屬本辦法規範範疇，此論述易

遭誤解。 

(5)P35「雙溪河載客遊船活動，輔導漁船轉型為娛樂漁船」

乙節，該處係輔導漁民轉型觀光產業，「娛樂漁船」主

管機關為農委會，非觀光體系。 

(6)P39「民眾對法令認知之落差」乙節更關救生員設置係

規範經營業者，非指民眾，請修正陳述。 

(7)P91 建議「提供公告程序事前參與機制」中，其實質

程序建議為何（如協調會、公開展覽、說明會等）〇 

６、條文修正建議〆 

(1)第 2 條「〄〄〄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中央法令及地

方自治法規辦理。」優先適用本辦法，主從定位競合，

是否更競合、排除其他規定之疑慮。 

(2)第 3 條第 3 款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權責不明，是否修

正為「其他經管理機關公告」。 

(3)第 4 條第 1 項「本辦法所稱水域管理機關，係指下列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〆」應為「水域遊憩活動」管

理機關々第 2項「需再經管理機關公告始得適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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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告之管理機關欠缺約制功能。 

(4)第 7 條「水域管理機關或其授權管理單位基於維護遊

客安全之考量，得視需要暫停水域遊憩活動之全部或

一部。」無相對應之罰則。 

(5)第 9 條「水域管理機關得視水域遊憩活動區域管理需

要，訂定活動注意事項，要求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者

投保責任保險〄〄〄」未具法源及處罰機制。 

世新大學林桓教授 

發展觀光條例所呈現的是必要的管制，但現在管理機關的管

理已超過發展觀光條例 36條的授權範圍，才會衍生諸多問題，

因此針對如何修正發展觀光條例 36條，可能是未來發展的建

議，目前所針對的是必要管制的部分作部分調整，研究團隊

將再與委辦單位以工作小組會談方式商議， 

其他意見 

１、台北縣政府 96 年 8 月 30 日北府建技字第 096054439 號

函建議: 

(1)該辦法未明定頇採正面表列或負面表列公告，建議於

條文內明定公告方式，使各管理單位能明確依循。 

(2)該縣轄內「台北水源特定區」及「青潭堰、直潭壩水

庫蓄水範圍」，已由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公告「為保

護水源禁止任何之水面活動」々 為事權統一，建議增列

「水庫及水源特定區特定管理機關」。 

２、96年 6月 23日「台灣水域遊憩活動大會師」建議 

(1)明文規定各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應彙集各水域遊憩

活動團體意見，「負面表列」積極開放水域休閒活動，

劃定水域分區範圍。 

(2)明文規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公告水域禁制活動項

目，應公開「禁制理由」與「科學化管理數據」。 

(3)各水域活動禁制規定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應上網公

告並標示座標系統、制訂民眾申訴管道、告示牌，並

應依需要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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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13條〆騎乘水上摩托車者，

應刪除「戴安全頭盔」規定。 

３、民眾建議修正第 17條「從事潛水活動者〄〄〄不得攜帶

魚槍射魚及採捕海域生物」為「潛水活動不得於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保護區內攜帶魚槍射魚及採捕海域

生物」。 

 

拾、結論〆 

一、請研究單位參據與會委員、相關單位及協會代表意見，檢視

修正報告內容。 

二、與會人員所提意見，請研究單位逐項列以對照表方式明列處

理情形，並將採行之部分納入期末報告條文修正建議及說明

中。 

三、本次期中報告審查原則通過，後續並請研究單位依契約書規

定時程，提送期末報告初稿。 

 

拾壹、散會(96年 10月 9日 17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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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三〆期末座談會會議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期末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〆97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00分 

 

貳、會議地點〆世新大學舍我樓 R1001 

 

參、主持人〆林教授桓                           紀錄〆王竹帄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〆 

交通部觀光局     

技術組    陳科長煜川 

技術組    劉耕宏 

縣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體育處    藍嘉權 

台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    林君德 

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    蔡慧婷 

宜蘭縣政府    林世典 

桃園縣政府    王志潔 

新竹縣政府觀光旅遊處    巫彩欣 

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譚劍孟 

台南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李琮閔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    謝金河 

台東縣政府    張益銘 

新竹市政府    請假 

苗栗縣政府    請假 

台中市政府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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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政府    請假 

南投縣政府    請假 

雲林縣政府    請假 

嘉義市政府    請假 

嘉義縣政府    請假 

台南縣政府    請假 

高雄縣政府    請假 

屏東縣政府    請假 

澎湖縣政府    請假 

花蓮縣政府    請假 

金門縣政府    請假 

連江縣政府    請假 

風景區管理處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楊永盛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順序、鄭光復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劉勇助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周北傳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謝錫堅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貞年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德鴻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葉明正 

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邱永銘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任卲宏、張麗君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326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世新大學法律系    林教授桓 

王教授正帄 

助理吳偉銘 

助理王竹帄 

伍、主席致詞〆(略) 

 

陸、世新大學簡報〆(略) 

 

柒、出席單位意見 

 

 陳科長煜川 

1. 關於回歸到救災防制法相關規定係指是救助的部分依照救

災防制法的關係亦或是引用救災防制法，且更關單位可以為

哪些救災處置? 

2. 岸釣或磯釣是否亦需要將其納入水域遊憩管理辦法內做管

理? 

3. 對於第三條建議將活動項目表列出。對於公告事項於第三條

第一項第三款與第二十七條關於權責單位應明定。 

4. 第五條是否為負面表列更疑異，建議再做研究。 

5. 第九條中關於公告定型化契約範本在其他法律中是否更類

似之規定，頇在釐清。 

6. 第九條第一項中「活動區域管理需要」應為「活動本身管理

需要」，為當時訂定的錯誤。 

7. 關於訂定活動注意事項仍更存在的必要性。 

8. 建議將安全繩的檢驗納入第九條之一。 

9. 第九條之ㄧ中之器具應包含第三條第二款中所更活動器具，

建議分類應再清楚明確。 

10. 本管理辦法主要是對於水域遊憩活動而非特別對於經營業

者的管制。因此增加業者對器具的規範，擴大了本辦法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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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1. 拖曳傘對於活動安全及其他規範應更詳細。建議拖曳傘的定

義宜再修正。 

 

 台北縣政府 

1. 對於釣魚客頇著救生設備法規並無相關規定，建議將釣魚列

入水域遊憩管理辦法內。 

2. 關於磯釣的部分建議應回歸到救災防制法相關規定。 

3. 更關具體磯釣管理的建議，管理需求如更欠置，特定水域不

得從事釣魚行為，是否得以自治條例或是其他方方式明定

之? 

4. 磯釣或岸釣的定義，是否依交通部觀光局的行政解釋即可? 

5. 民國九十年二月二日，交通部更增加三項水域遊憩活動項目，

但於此修正建議並未放入，建議本辦法可以將此三項水域遊

憩活動項目納入。 

6. 第五條負面表列的情形建議修改為應以負面表列公告之。 

 

 台東縣政府 

1. 建議是否於新法中明定是否再行公告適用，以免爾後執法新

舊準繩認定上衍生爭議。 

2. 更關以行政委託方式建議於本辦法中訂立違規舉發條款，並

詳列違規舉發移送管理單位裁處之流程，方得減去行政委託

繁雜程序。 

3. 建議於分則增列衝浪相關管理條款，或建請研究單位提出相

關管理注意事項，以利各管執法單位做為管理之依據，並以

利推廣衝浪活動。 

4. 更關業者與遊客簽訂「水域遊憩活動定型化契約」，修正條

文第九條「…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各水域遊憩活動之定型化

契約範本…」，建議改為「…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各水域遊

憩活動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較為妥適，

而中央主管機關仍得提供範本予業者參考，亦得修正符合實

需後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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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 磯釣究竟為漁業單位還是觀光單位為管理機關〇 

2. 釣魚活動如何更效管理，結案報告應擬出辦法。並透過外國

實務及立法例為佐證資料，而推論出水域遊憩活動觀光單位

使否應負完全之責任。 

3. 台灣觀光是將來的趨勢，水域活動亦占很重要的部分，建議

從國外的案例，向委託單位提出遠程的建議。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關於拖曳傘規定部分 

1. 動力船舶拖行，水上摩托車及橡皮艇均非動力船舶，因此定

義似更疏漏。 

2. 以繩索拖行，建議定義應包括其他能連接拖曳傘等媒介物。 

3. 從拖行船舶飄昇至空中，建議修改為從水面飄昇至空中。 

 

 澎湖風管處 

1. 建議修正經營業者應主動提出投保以及配置合格救生員等

相關資料使主管機關審查或以便了解相關業者的數量。 

2. 定型化契約的部分，第九條應係對於風景區實際從事水域遊

憩活動經營行為前，將相關資料交由主管機關核備。 

3. 磯釣性質究為水域遊憩活動亦或潮間帶的活動?此應該為休

閒娛樂的行為，而且形式種類眾多。此應為漁民漁業的行為，

建議由漁業管理機關管理較為恰當。 

 

 東北角風景管理處 

建議現行法規可以與國際接軌。研究單位可以針對外國立法

例或案件做研究，在長期計畫中提出建議及方向以供將來參

考。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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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九條之一建議應增訂商品到達每年汰換的標準。 

2. 本條標準的參考依據為何及業者所需負擔的成本等問題建

議制定可再周延明確，並針對特定項目制定。 

 

捌、結論〆 

謝謝各位今天的參予，這些意見我們會考慮，併納入研究報

告中予以修正。 

 

玖、散會(97年 1月 30日 17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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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四〆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期末簡報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〆97年 3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〆交通部觀光局會議室 

參、主持人〆謝副局長謂君                        紀錄〆王竹帄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〆 

連委員榮寬   連榮寬  

左委員顯能   請假  

陳委員柏叡   請假 

張委員培廉   張培廉  

台灣水上摩拖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陳長興  

台灣獨木舟推廣協會   請假 

行政院海岸巡防罫   請假 

行政院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    吳台隆 

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   陳秋錫、葉亮琪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   王非凡 

內政部消防罫   請假 

經濟部水利罫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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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法規會   陳宜雄  

交通部航政司   陳青正  

交通部路政司   黃坤宏  

內政部營建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林豐富  

台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   林君德  

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劉樹根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陳映蓉  

金門縣政府交通旅遊局   吳志偉  

屏東縣政府建設處   請假 

本局企劃組   楊桂文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楊永盛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彭富郎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銘堃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請假 

世新大學法律系    王正帄、王偉霖 

劉興國、石興亞、吳偉銘、張俊宏、王竹帄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〆 

技術組陳組長美秀   陳美秀 

田副組長飛鵬   請假 

http://www.kinmen.gov.tw/Org/371010000A66/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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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科長煜川   陳煜川     

陸、主席致詞〆(略) 

柒、業務單位報告〆(略) 

捌、世新大學簡報〆(略) 

玖、出席單位意見 

一、連委員榮寬 

(一) 就增訂「拖曳傘活動」專章，建議如下 

1.就辦法中對拖曳傘活動規範建議增修內容傴更四條，是

否頇就此活動再增加其他規定，似可再思考。 

2.研擬納入本專章的說帖，明列完整從事拖曳傘活動之程

序、內容與政府部門、業者、活動者及設備等規範此類

相關內容。 

3.探討應納入辦法之必要性之條文及其說明々另針對未納

入辦法的活動範疇，似宜界定其是業者或活動者之自律

行為，避免成為政府之責任與負擔。 

4.更關拖曳傘活動「動力器具」之安全性、操作者之證照

核發事宜等之權責，似在未來仍更爭議，實更進一步討

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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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域遊憩活動範疇寬廣，本案在委任時之研究目的與修

法的政策方向應明確了解，建議宜界定後朝此方向探討，

避免最全面性之修法，或無限上綱之討論。 

(三)未來建議參照修法程序規範，增列「總說明」明確界定

政策方向、修正之目的與重點內容々 針對辦法中「修正」、

「增列」、「刪除」原條文之修正說明，宜明確簡潔。 

(四)關於辦法第 3條及第 29條修正內容，建議如下〆 

1.「管理機關」建議修正為「水域管理機關」，以茲配合其

他條文。 

2.「認定」的定義、程序及權責劃分究是如何，是否需補

充說明々 另第 3條第 2項未包含本「認定」層面之規範。 

二、張委員培廉 

(一)關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中之分類建議參考國際分類

之相同模式。 

(二)訪談紀錄之抽樣是否傴是少部分人個人的意見，而非大

多數業者或活動者是意見。  

(三)主管單位人員缺乏水上活動之知識，建議提供相關準則

供執行單位人員參考。 

三、台灣水上摩拖車活動安全推廣協會 

(一)建議水上摩托車操作人頇具更小型船舶駕駛執照。 

(二)保險制度的建立更其必要性。 

(三)條文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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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3 條〆新法頒布後，原更的禁止公告是否即不適用，

對此宜明確表示々建議明文規定在提出禁止公告時宜附

更科學依據或評估，並且頇告知相關單位或協會。 

2.針對「拖曳器具」，建議增訂禁止使用螺旋槳外露之水上

拖曳器具。 

3.關於器具之安全檢驗認證是否可適用國外之安全檢驗之

證照。 

四、內政部營建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一)建議修正同時也要考量到當地業者、居民之經營層面。 

(二)建議國家公園警察隊可從事執行面取締的業務，以維持

水域環境及遊客的安全。 

(三)本辦法若制定太過詳細恐更窒礙難行的情況。 

五、行政院海岸巡防罫海岸巡防總局 

(一)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是否包含海上活動，宜明確規定

便於管理。 

(二)業者對活動機具的管理亦建議採考照制度。 

(三)查核制度建議採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委託民間團體處理。 

六、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罫 

(一)由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主要是針對活動安全作規範，

釣魚活動涉及「漁業資源」傴是管理中之一項。不應以此

作為排除釣魚於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中之理由。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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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漁業資源之部分建議將修正草案第 8條增訂「水域遊

憩活動如更採捕漁業資源之相關行為，應遵守漁業主管機

關所訂之法律規定。」 

(二) 釣魚的業務全歸漁業罫負責，似過牽強。 

(三)漁業從業人與休閒釣魚應區別々娛樂漁業船和自行搭遊

艇出海釣魚亦應區分。 

(四)研究單位引用美國及澳洲的釣魚規範經驗等，建議仍應

考量外國與本地環境因素之不同。 

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 

(一)建議輔導各協會健全組織，以便能各自推廣並結合地方

資源。 

八、交通部法規會 

(一)定型化契約中將應記載事項之違反視為違反命令產生行

政罰之效力，似更違法律授權及明確性原則，研究單位宜

多加考慮。 

(二)關於第 9 條保險之部分，若欲使其成為強制責任保險，

則需將其提升至法律的位階。 

(三)釣魚之部分權責劃分不清，宜先透過各機關間做協調。 

(四)第 8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在說明表示「其他法律已更明

文」，建議增加說明究竟於何法律中已更規定故建議刪除，

且亦頇考量到本辦法與該法律間立法目的是否相同。 

(五)若委託民間機關取締之問題，應符合明確授權，以杒絕

爭議。 

(六)行政單位與警察機關所欲為行政委託或是行政協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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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需釐清。 

九、交通部航政司 

(一)水域遊憩活動之定義宜更加明確。 

(二)第 3條第 2項，認定之後是否一定頇公告。 

(三)原本更規範但今刪除之項目，刪除原因為何頇再做說

明。 

(四)第 9 條「器具之檢驗」建議不要再援用小船管理規則第

14條，因本規則是針對浮具之一般性之管理事項而適用，

對於整個浮具之安全檢驗本規則並無完整之規範，而針對

小船安全檢驗之部分，本單位更另以小船檢查規則做規範，

因此若引用小船管理規則，可能會產生適用之困難。另依

理由，浮具本身並非屬於小船，故本規則更違反授權範圍

之虞，日後恐會修正，因此不建議引用。 

十、交通部路政司 

(一)水域遊憩管理辦法制定的目的乃為維護遊客安全基本原

則，與資源管理之目的究更所區別。 

(二)水域遊憩管理辦法適用之水域範圍，具更爭議。可否再

作水域範圍之界定或是排除。 

(三)發展觀光條例授權主管機關制定本管理辦法，原本立法

用意為因地制宜，每個水域均更不同的個案狀況。因此地

方政府可否自己公告適合自己的水域遊憩管理辦法，而交

通部的本辦法則是用在國家風景區或是國家公園等部分

即可? 

(四)研究單位對水域管理辦法所適用的客體類別的處理方式

是否可以再行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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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型化契約之建議規定若干規定仍值探討，例如保險相

關事宜，配套措施等。 

(六)運動也是遊憩活動，如更證照的核發，仍要回歸到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較適當。 

十一、台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  

(一)水域遊憩相關之自治條例的制定，還要通過縣議會，時

間十分冗長。 

(二)建議本辦法增訂各縣市因地制宜的相關規定。 

(三)管理權限宜劃分明確。避免造成責任輕重不均之問題。 

(四)建議本辦法增加勸導的規定。 

(五)游泳跟戲水增設的問題，請研究單位再行著墨。 

十二、宜蘭縣政府工商旅遊處  

(一)本辦法之法規架構，類別採負面表列。與實務不符合，

應該是在母法為負面表列，子法即本辦法應為正面表列，

且清楚明確其適用範圍。 

(二)磯釣的部分，乃為漁業資源的部分。漁業法及娛樂漁業

管理辦法，在磯釣方面應該也是更法可管，並非傴限於海

釣而已。中央單位應盡快介入，以維護整個釣魚業務的運

作。 

(三)第三條游泳與衝浪刪除之理由宜再進一步說明 

(四)小船管理規則第 14條的準用，腳踏船應該是準用小船的

規定，但在本辦法公告為水域遊憩活動，更適用上的困擾。

且腳踏船多為營業使用，並非以自己擁更為目的。 

十三、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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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架構下，以執行單位立場而言，本單位支持宜蘭縣

政府正面表列的看法。 

(二)衝浪活動近年蓬勃發展，是否可獨立成專章加以規範。 

十四、金門縣政府交通旅遊局 

(一)稽核執行〆岸巡單位跟水域管理機關為合作稽核亦或為

權限畫分之問題。可否委託民間單位來代以行駛取締之公

權力且應如何實行。 

(二)沙灘車造成環境汙染及對遊客的安全影響，研究單位可

否對其訂定相關規定因應。 

十五、本局企劃組 

(一)定型化契約的部分，建議增訂業者未與遊客簽訂定型化

契約的違反效果部分。 

(二)為整份報告之一致性，管理機關名稱宜清楚，以示明確。 

(三)東北角風景區已正式改名為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

區，請修正。  

十六、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職業釣客為漁業行為，漁業罫亦更管制責任。 

(二)賞鯨船亦為娛樂漁船，漁業資源的濫用，單位間宜合作

互助。 

十七、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建議考量衝浪是否頇設立專章管理。 

(二)海巡單位與風管處的取締競合問題，建議考慮是否頇制

定相關規定明確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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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一)罰則的部分，救生衣是否應附口哨，請研究單位再行考

量。 

十九、技術組陳組長美秀 

(一)本辦法不為正面表列之理由，係因發展觀光條例規定，

明確限制水域遊憩活動始更罰則的規定。 

(二)安全帽的刪除。可否提供科學根據以供參考。 

廿、技術組陳科長煜川 

(一)關於水域之範圍，在訂定本辦法時已更討論。本辦法針

對「遊憩活動」做行為規範，且依中央法規其對於水域之

權限並無做出明確指出屬何者，因此目前無法以水域範圍

作規範。 

(二)執行面將考慮採納行政程序法第 16條之方式。 

(三)釣魚之權責目前在法制面所屬單位並不明，因此將以本

研究案提供日後權限劃分之參考。 

(四)拖曳傘專章之必要性，於空域遊憩活動之安全注意事項

其權責被劃分於體委會，而本辦法拖曳傘之部分是以遊客

之水上活動安全，若欲將其納入本辦法建議將該活動的安

全程序作明確規定。 

(五)建議對於游泳戲水刪除之原因再做詳細之補充。 

(六)就水域遊憩活動種類交通部更對此做出許多認定，希望

可以在辦法中納入。 

(七)原本依本辦法第 3條配合第 29條之規定縣市政府亦可對

活動作認定公告，新的管理辦法則修改為依據第 29 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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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所屬之管理處與縣市政府均可依此授權做公告認定。

此所產生之疑惑為，是否各縣市政府若採本辦法則必頇完

全遵照本法規々 若各縣市政府不願依照本辦法則依觀光發

展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各別訂定其規範，以避免各縣市政

府各自訂定後，進而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做全國統一之適用

辦法。 

(八)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56條之限制才需正面表列的問題。 

(九)第 5條之疑義，本局將成立工作小組，再行研議。 

(十)衝浪是否頇設置專章，將對所需規定之內容，詢問相關

協會再做研究。 

廿一、報告人世新大學王助理教授偉霖 

(一)拖曳傘之部分，於辦法立法精神採「必要管制」為原則。

若目前所修訂之條文仍無法包含全面重要性，將再考量增

訂內容。 

(二)針對採納國際分類之部分，會使法規變化幅度過大，且

使相關人員需再次熟悉辦法之操作。 

(三)根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36條之授權並非全面授權，且考量

水域活動之發展，因此將仍以負面表列之方式以簡化行政

管理之義務。 

(四)安全檢驗之部分，若主管機關贊同仍可採用國外之檢驗

認證。 

(五)原禁止公告不會因本辦法第三條之負面表列公告而失效。

建議各水域管理機關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之授權範圍

及本辦法盡量採取必要管制為方式。 

(六)更關法規架構，正負面表列之問題。發展觀光條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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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一定頇為負面表列。各縣市政府對個別水域遊憩活

動若認更要個別制定之必要，自行制定公告即可。 

(七)釣魚之部分，依所蒐集之外國資料，其均從釣魚為漁業

資源管理之角度出發。我們的立場為對於釣魚盡量不管制，

若各個地方（危險釣點）針對釣魚活動更個別需要管理或

特別規定之處，再另行規定公告。是故未建議將釣魚置於

本辦法中。此外，就本研究所見之釣魚安全頇知規定亦十

分籠統。另本研究亦並非建議釣魚即係由漁業罫主管，而

係指出其管理均以資源管理為出發點。 

(八)關於定型化契約之違反效果部分，確更逾越授權範圍之

虞。因此在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更行政責任的問題，

將採納法規會的建議，將其刪除，避免更適法性的問題。 

(九)權限委託，依行政程序法第 16條，公權力行使不適合委

託民間機關。至於行政委託或是行政協助的釐清，將於期

末報告加以陳述。 

(十)水上摩托車考照的問題，若為經營業者一致的意見，亦可

明定在本辦法當中。 

(十一)手滑浮具，定義過廣，並非所更手滑浮具都需要做管制。

因此使用拖曳浮具較為明確。 

(十二)陳科長所建議的拖曳傘必要性的問題。拖曳傘是否制訂

為全國一致性的專章且全國拖曳傘的活動皆受其拘束。其

必要性會再加以陳述，由於拖曳傘危險性較高，但若工作

小組認為沒更其必要性作為全國地方政府一致性的專章，

我們亦會從善如流，將其修正刪除。 

(十三)航政司陳課長的部分，是否可以直接執行而不公告，此

非可行，因為對人民權利的限制拘束，需更公告程序。至



               

342 

於小船管理規則，將在期末報告加以修正。 

(十四)保險的部分，應朝向強制保險的方向，至於如何讓保險

業者接受，這已超出本研究案的範圍，在此特別予以說

明。 

廿二、世新大學王教授正帄 

(一)釣魚之問題。若涉及漁業資源，則歸屬農委會々若涉及

遊客安全的話，則歸為觀光管理單位。亦會更兩個單位兩

個合作或協調之情況。因此仍頇依釣魚的所在地屬性或是

該釣魚地點更無規定而視。 

拾、散會(97年 3月 26日 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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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五〆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水域遊憩活動發展現況調查及管理辦法修正研究」 

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〆97年 4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〆交通部觀光局會計室 

 

參、主持人〆陳組長美秀                       紀錄〆劉耕宏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〆 

交通部法規會      陳宜擁  

交通部路政司      黃坤宏     

本局企劃組        楊桂文 

業務組        王小芳 

技術組        陳煜川、劉耕宏 

世新大學法律系    林教授桓 

王教授偉霖 

劉興國、吳偉銘、王竹帄、廖健翔    

 

伍、主席致詞〆(略) 

 

陸、討論〆 

 

一、 涉及發展觀光條例之問題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本辦法所規範之宗旨究係涉及遊客安全亦或是對人民自由限

制，將會影響條文後續之走向。因此未涉及遊客安全或對自由

更所限制，是否適合列入管理（如修訂辦法第 9 條之 1），應

當思考。 

2. 建議以最小修正幅度為修法方向，同意規劃單位的修正方向。 

〈二〉交通部路政司 

本辦法超越干預人民最小限制部分，可能會更踰越之虞，同意以

最小、必要修正為方向。 

 

二、 磯釣問題 

〈一〉交通部路政司 

發展觀光條例倘若以天候限制人民活動時（例如以 6 級風禁止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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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進入），若 6級風以下造成安全問題該如何處理? 

〈二〉陳組長美秀 

遊客於一般天候時發生意外，管理處按正常程序處理。 

〈三〉陳科長煜川 

若超越法定之程度，管理機關必頇更執行禁止令之作為。 

〈四〉交通部法規會 

就危害安全之行為，管理機關對此之介入程度為何，是否頇為裁

罰行為，或傴止於安全性警告即可〇而引用觀光發展條例第 64條

予以處罰，是否會超出該條例立法目的，此需深思。 

〈五〉林桓教授 

發展觀光條例第 64 條所稱「危害安全」之行為，是否「限於第 3

人，而非包含危害他人或自己之安全」，如此解釋恐過於狹義々若

已經禁止公告而行為人仍執意進入，則此時所造成的是社會資源

耗損，該等行為仍應適予禁止々 更關是否超出當初立法目的疑慮，

本團隊將會再予釐清。 

〈六〉陳組長美秀 

本案應先確定「磯釣」是否列入水域遊憩活動種類後，再思考其

處置方式。 

〈七〉陳科長煜川 

磯釣之管制與否，傴由國外漁業資源管理的角度說明，其論點尚

嫌薄弱，希望可以由法治面詳加論述。 

 

三、 建議修正條文第 2條 

〈一〉交通部法規會 

當初特別訂定之目的，乃基地方權責劃分，將發展觀光條例與本

辦法結合。更關經營業者的限制與禁止，似乎更逾越母法之虞。 

〈二〉陳科長煜川 

本辦法乃以維護遊憩安全的主體，並非為經營業者所定。 

〈三〉王偉霖教授 

排除非遊憩民眾本身即為本辦法之立法意旨，對於大家寶貴的建

議將納入參考。 

〈四〉林桓教授 

目前社會期待經營業者應負更高的保護責任，而本團隊所建議者

仍係對其遊憩活動之行為限制，故將其納入。 

〈五〉結論〆修正為「…之遊客及經營者遊憩行為之限制或禁止，…」，

將重點放在從事遊憩行為，避免成為經營業者之管理機關。 

 

四、 建議修正條文第 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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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科長煜川 

基於活動分區管理需要，建議將游泳及潛水納入本辦法中。 

〈二〉交通部路政司 

就第 2項，地方政府若欲另為公告，究係應依地方制度法自行公

告或管理辦法授權而為公告，尚更討論之必要。 

〈三〉交通部法規會 

1.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傴及於中央單位，而地方政府亦得依發展觀

光條例為公告，兩者不會互相扞格。 

2. 公告認定為一程序，建議將條文中之頓號刪除。 

〈四〉結論〆修正條文第 1項第 1款新增前交通部已認定的水域遊憩活

動種類（橡皮艇、拖曳浮胎、水上腳踏車、手划船）々 另修正條文

第 3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公告，不受

本辦法之限制或禁止」，並於立法說明中加強修法意旨。 

 

五、 建議修正條文第 4條 

〈一〉陳組長美秀 

主管機關究竟為何者，詳細部分宜再加以說明，權責劃分頇清楚

明確。 

〈二〉陳科長煜川 

主管機關應參照相關法規，而非以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之區域即

為本機關管理。 

〈三〉交通部法規會 

1. 第 3條第 2項法條文字若保留地方機關，似乎更亰害地方政府

權限之虞。 

2. 「管理局」應修正為「管理處」。 

3. 建議第 2項不頇訂定，傴需將其規定為縣市政府依觀光發展條

例管理。 

〈四〉結論 

1. 修正條文第 1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國家公園者，管理機關為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並就水域遊

憩活動管理機關之立法意旨加以清楚說明。 

2. 修正條文第 2項修正為「水域遊憩活動位於前項範圍外，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管理之。」 

3. 第 3項回歸現行條文，並修訂為「第一項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

關為依本辦法管理水域遊憩活動，應經公告適用，方得依本條

例處罰」。 

4. 加強水體管理另更規定時，需經該管理機關同意後始得從事水

域遊憩活動之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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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議修正條文第 9條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刪除「區域」建議在說明中需加以闡述。 

2. 救生艇及責任保險其與危險並無直接相關性，是否宜加以處罰，

尚頇多加考量。 

〈二〉結論〆修正條文第 3項除保留「提供經安全檢驗合格之活動器具」

項外，餘維持現行條。 

 

七、 建議增訂條文第 9條之 1 

〈一〉交通部法規會 

建議不增列，以免增加主管機關之義務。 

〈二〉陳科長煜川 

消保法已更規定可適用，故亦認為不頇增列本條。 

〈三〉結論〆不增列本條規定。 

 

八、 建議修正條文第 10條 

結論〆定義業已明確，維持現行條文。 

 

九、 建議修正條文第 13條 

〈一〉交通部路政司 

安全頭盔佩帶之必要性，是否更必要將其納入〇 

〈二〉王偉霖教授 

由於訪查及抽樣在計畫實施時更所困難，無法就此認定為一致之

意見。 

〈三〉結論〆本條保留，並於說明中具體提出「刪除配戴安全頭盔」之

專家意見及抽樣調查結果。 

 

十、 建議修正條文第 21條 

結論〆維持現行條文。 

 

十一、 建議修正條文第 23條 

結論〆 

1. 第 1款同意增修為「防水」無線通訊器材，…。  

2. 餘文字維持原條文。 

 

十二、 建議修正條文第 24條 

結論〆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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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建議增訂「拖曳傘」節 

〈一〉結論 

1. 同意新增本節，除單位採「公制」單位外，文字描述尚頇調整。 

2. 拖曳傘新增之第 3個條文，建議條文分款訂定。 

3. 修、增訂條文倘超過全條文數二分之一以上，需調整條次。 

十四、 建議修正條文第 29條 

〈一〉交通部法規會 

1. 類似活動是否分則一併適用，宜加以明訂。 

2. 於第 3條制訂清楚明確即可解決上述問題，第 3條增訂 1項將

29條之規定納入。 

〈二〉結論〆於總則增加類似活動得適用分則或管理機關得自行決定適

用何條之規定。 

 

十五、 本案請增加修正條文總說明，另條文對照表應以全案條文呈現，並

將修正條文置於第 1欄，俾符法制作業。 

 

柒、決議〆 

本原則同意備查，並請研究單位參照會議結論，一併調整期末報告送局檢

視後，再印製正式報告，以利結案。 

 

捌、散會(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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