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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本計畫相關政策依據如下:
農委會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
農業資源永續利用：策略(三)推動棲地保護之永續漁業運用，傷害性漁法退出 3
浬，管制魚種捕撈量。
國家發展計畫
1. 生產資源發展策略：推動海洋漁業資源永續發展：辦理海域環境及漁業資
源科學評估，制定海洋漁業管理措施，推動海洋漁業監測、控制及偵查措施，
執行沿近海漁業資源增裕及漁業物種棲地維護。
2. 環保生態發展策略：辦理海洋環境及漁業資源調查評估科學研究，建立資
源科學數據。
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施政重點
維護生態永續、強化防災能力：強化海洋漁業資源養護，打擊非法、未報告及
不受規範漁業（IUU）
；加強沿近海漁業人船動態科技管理，增裕海洋漁業資源。
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結論
永續-保育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1. 全面建立適應氣候變遷的農業生產模式及調適策略。
2. 落實漁獲申報制度，強化漁業資源及棲地環境調查、評估、管理及執法能
力，持續參與國際組織，確保國家漁業權益。
3. 加強陸海域各類型保護區域之規劃、監測、執法與管理，盤點國土生態敏
感及脆弱區域，透過營造區外棲地，建構綠色網絡。
本計畫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告相關法令及辦法實施，
內容包括需求調查與分析、相關資料分析評估、方案研擬比較、計畫成本初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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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效益評估、可行性建議等。
二、未來環境預測
(一) 全球海洋漁業資源及管理趨勢
水產品(捕撈漁業和水產養殖)攸關全球糧食安全及大量人口的生計，全球水
產品總產量於 2016 年達 1.71 億公噸的高峰(不含水生植物)，其中捕撈漁業佔
全球產量的 53 %、水產養殖佔 47 %。2016 年全球捕撈漁業總產量為 9,009 萬
公噸，其中海洋捕撈漁業產量 7,930 萬公噸，佔 87.2 %。自 1980 年代末期，海
洋捕撈漁業總產量即維持 7,600 - 8,470 公噸的相對穩定狀態 (圖 1)，但全球動
物性食用水產品總消費量在 1961-2016 年間，平均每年增加 3.2 %，相當於人
口成長速率 1.6 %的 2 倍且超越所有陸地肉類的消費增長速率 2.8 %。動物性食
用水產品的人均消費量自 1961 年的 9.0 公斤增加至 2015 年的 20.2 公斤，但同
時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 (FAO)監測的全球海洋漁業資源狀況出現持續枯竭趨
勢。2015 年完全利用的海洋漁業資源佔所有 FAO 所監測漁業資源的 59.9 %，
未完全利用的漁業資源佔 7.0 %。可永續利用的海洋漁業資源之比例，自 1974
年的 90.0 %持續減少為 2015 年的 66.9 %，不可永續的漁業資源比例從 1974 年
的 10 %增加為 2015 年的 33.1 %。顯示全球海洋漁業過度捕撈之趨勢，且發展
中國家過漁的現象較已開發國家嚴重而影響全球糧食安全。
2015 年簽署的 2030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正式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啟動，其中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
發展」為有關海洋的永續發展議題。SDG 14.4 進一步規範在 2020 年以前，有
效監管漁獲量，消除過漁、「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 IUU）」漁業及毀滅性漁法，並實施漁業資源科學化管理，並於最
短的時間內，將資源量恢復到依生物特性設定的最大持續生產量，並將 SDG
14.4.1 的指標訂定為可永續利用水準內的漁業資源比例，顯示漁業資源管理相
關議題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
漁業統計數據為國家、區域漁業組織及全球的漁業管理政策及決策的重要
基礎資料。FAO 的捕撈統計數據以瞭解漁業對食物供給的貢獻為目的。FA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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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撈漁業統計資料不包括所有野外捕撈的魚類，因為資料缺少海上拋棄及 IUU
漁獲物等難以統計的數據。目前僅 25 %的全球漁獲量進行漁業資源評估
(Branch et al., 2011)，已開發國家的多數漁業資源已受適當的評估與管理，但發
展中國家的漁業資源通常未受適當的評估。FAO 為達到 SDG 14.4 的全面實施
漁業資源科學化管理的目標，致力於保障漁業統計數據的關聯性、正確性、適
當的細目、及時性和易存取性。對全球所有捕撈漁業資源進行評估及監測的目
標並非容易達成，資源動態的分析需要收集全面性的漁業依賴資料(fisherydependent data)如定期收集之漁獲量及漁獲努力等資料，以及漁業非依賴資料
(fishery-independent data)如生物量、自然死亡率、生長率、網具選擇性和加入
量等資料。另漁業依賴與非漁業依賴資料的收集，以及資源解析人才的培育需
要大量經費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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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O, 2018)

圖 1 全球海洋捕撈漁業總產量

氣候變遷對全球海洋環境及捕撈漁業的影響
2013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第五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AR5)指出 19 世紀中葉至今，地球的平均地表溫度已上升超過攝氏 0.8 度，且
目前以每十年上升超過 0.1 度的速度暖化，導致熱浪襲擊的頻率增加。導致地
球暖化的主因被歸究於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增加，使地球如同批上一層熱毯造
成地表增溫。依據 IPCC AR5 報告，以模擬社會經濟情境的「代表濃度途徑
(RCP)」重新定義四組(+2.6, +4.5, +6.0 及+8.5 W/m2)未來變遷的情境顯示除 R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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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外，21 世紀末地表溫度較西元 1850-1900 年間升高超過 1.5 度。RCP 6.0 和
RCP 8.5 的情境下，地表溫度甚至升高 2 度以上。溫室效應氣體的增加間接造
成海洋水溫升高、海水溶氧量減少、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及海洋環流的改變
等效應，上述效應隨緯度及水深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近百年來海洋表層(水深 0700 公尺)水溫平均升高 0.7 度，水溫的升高程度隨海域有所變化，但北半球較
為顯著。表面海水的溶氧量會隨海水溫的升高而減少，近十年來熱帶最少含氧
區(oxygen minimum zone)有擴大範圍的趨勢(圖 2)。

(Breitburg et al., 2018)

圖 2 沿岸優養化加劇或溶氧量小於 2 mg/l 的地區(紅點)及水深 300 m 的最少含氧區(藍
色)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使海水吸收過多的二氧化碳導致海洋的酸
化。海洋酸化會改變海水中的碳酸鈣飽和平衡，而間接影響成殼水生動物。自
工業革命後，表面海水的 PH 酸鹼值平均降低了 0.1，相當於海洋的酸性增加
26%。全球海洋酸化的程度已超出多數海域的季節性酸鹼值變化且預測會加
劇。氣候變遷對海洋基礎生產力的影響依光照、水溫及營養鹽等不同條件而難
以評估，但預測 2100 年前海洋基礎生產力減少 3 - 9 %。海平面的升高程度依
海域而異，但西大平洋的海平面升高程度會比全球平均高 3 倍，東太平洋的海
平面不會有顯著的升高或出現海平面降低的情形。1901-2010 年間，海平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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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升高 0.19 m。預測 2000-2100 年間，RCP 8.5 情境下海平面升高 0.5-1.2 m、
RCP 4.5 情境為升高 0.4-0.9 m 及 RCP 2.6 情境為升高 0.3-0.98m。海洋環流有重
新分配全球海洋熱能及淡水的功能而進一步影響區域性的氣候。目前氣候變遷
對海洋環流的影響時間及層面尚未有定論，但預測北大西洋海流持續減弱導致
副極地之大西洋海水的冷卻，且墨西哥灣流的增溫及北移，其中海洋環流改變
最大的衝擊為影響沿岸湧升流的強弱進而影響海洋漁業生產。
氣候變遷對海洋漁獲量影響的 2 種評估模式皆預測 2050 年全球專屬經濟
海域的最大潛在漁獲量於 RCP 2.6 情境減少 2.8 - 5.3 %，另於 RCP 8.5 情境減
少 7.0 - 12.1 %的漁獲量。RCP 8.5 情境下，模式預測於 2095 年全球專屬經濟
海域的最大潛在漁獲量比目前減少 16.2 – 25.2 %。除 RCP 8.5 情境下，全球海
洋的最大潛在漁獲量似乎沒有顯著的減少趨勢，但上述數值為全球平均值，模
式預測熱帶海域的最大潛在漁獲量減少之衝擊最大，且多數位於南太平洋海
域，高緯度海域的最大潛在漁獲量預測為增加或稍微減少趨勢 (圖 3)。

圖 3 在 RCP 8.5 情境下，預測 2050 年全球專屬經濟海域的最大潛在漁獲量變動趨勢，藍
色為增加、紅色為減少。

但上述預測僅推估海洋生產力的改變，實際上還需要考慮漁業管理層面的調
適，以最小化氣候變遷導致的危機及最大化氣候變遷帶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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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系的層面上，氣候變遷的綜合影響改變魚類及其他生物的分布、導
致珊瑚白化而改變海洋生態系，以及增加紅潮發生頻率等。氣候變遷已明顯改
變高度洄游性魚類如鮪類的分布及數量，且衝擊漁業國家收入及漁業管理策
略。氣候變遷對個人經營的漁民影響較大，但魚類分布的改變可能也帶來機會。
實施生態系統管理漁業
海洋科學和管理考量生態系統的做法已延續 1 個世紀。自聯合國環境發展
會議接受「基於生態系統的管理」和「生態系統管理方法」的概念後，定義更
加明確。上述 2 個概念指採用全面性、整合性考量所有關鍵因子來管理資源部
門。生態系統管理捕撈漁業的方法(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EAF)為 FAO
所規劃及推動的策略。FAO 確認需建立更廣泛的架構來規劃、發展和管理永續
漁業，並考量其他部門對漁業及漁業對生態系的影響，EAF 支持實施責任制漁
業準則的可永續發展原則。EAF 不僅提供考量生態，也納入社會和經濟的永續
發展架構。2007 年 FAO 第 27 屆漁業委員會廣泛同意 EAF 為漁業管理所必要
且適當的框架。EAF 框架的關鍵特徵為採用參與式的危機管理方法於捕撈漁業
上，包括廣義的權益關係人在各層面參與規劃與執行、通盤考量內在(生態、社
會、經濟和治理)和外在(如氣候變遷)的捕撈漁業系統之關鍵因素、協調環境/保
育和社會/經濟的管理目標、決策採用綜合科學和傳統知識的最佳可用知識及管
理回饋機制等。FAO 在全球超過 50 個漁業管理計畫中，在各國的支持下推動
實施 EAF。目前採用 EAF 或相似方法的 FAO 會員國從 2011 年的 69 %成長為
2015 年的 79 %。從挪威、莫三比克、尼加拉瓜、土耳其到黎巴嫩的漁業管理
相關法案因採用 EAF 使權益關係人能參與漁業管理而減少衝突。採用公民參
與模式有助於漁業的永續經營管理為國際趨勢。

三、問題評析
臺灣沿岸及近海漁業總產量自 94 年約 26 萬公噸持續下降至 104 年約 16 萬
公噸，減少約 37%。沿近海漁業產量的減少，常導致漁業與環保團體等利害關
係人的對立衝突，且其提出的見解或觀點，也經常落於主觀意見或推測而欠缺
科學證據，導致漁業管理措施的訂定左右為難。漁業資源管理較佳的國家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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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科學性漁獲量統計數據(漁業依賴資料)及研究船探測魚類資源量及生態
(非漁業依賴資料)做為漁業資源評估的基礎資料。實際上，漁業管理首要關鍵
為依據充分的科學證據，提出嚴謹的漁業管理所需的生物參數，後續由漁政單
位與學術單位進行漁業相關經濟、社會和政治等研究，引進基於漁業權的漁業
管理制度才能解決長久以來的沿近海漁業資源持續減少的趨勢。
另氣候變遷的綜合影響可能改變海洋基礎生產力、海洋魚類的分布和棲息
水深、海洋生態系及沿岸湧升流強度等，這些海洋環境及漁業資源的變動監測
均需漁業試驗船進行實地探測以瞭解氣候變遷對我國周邊海域海洋漁業資源
的影響，後續才能訂定因應氣候變遷的對策。
目前國內急需結合本會水產試驗所(以下簡稱水試所)與學術單位能量建立
良好的科學漁獲統計系統(缷魚聲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及足夠研究船數量，並
提供充足經費收集及研究漁業資源相關參數及生態(非漁業依賴資料)。目前水
試所與學術單位合作推動研究上，面臨欠缺長期充足固定經費及試驗船老舊故
障率高和試驗船數量不足等問題。水試所現有 3 艘漁業試驗船，個別使用情形
分述如下：
(一) 水試一號
水試一號排水量 1,948 噸，係水試所最大之試驗船，該船啟用於民國 83 年
5 月 20 日，最低使用年限 20 年，目前已使用第 26 年，配備完整的漁航儀器及
研究設備，如水文聲納、科學魚探、漁網監控系統、全方位漁業聲納、都卜勒
海流儀、溫深鹽探測儀、自動鹽度分析儀、海水水質分析儀。水試一號肩負長
期執行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調查鰹鮪、日本鰻等重要漁業資源，並曾
與 國 內 外 相 關 機 構 (FAO 、 NOAA 、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
IFREMER、中央研究院、科技部、內政部、中央氣象局、臺灣大學、臺灣海洋
大學等)合作調查，亦曾協助交通部空難調查及日本福島核災後調查西北太平洋
海域遠洋漁獲物受輻射影響情形。83-101 年間(交船後 19 年內)每年出海執行任
務 70-172 日，年平均出海天數約 114 日。因無編列固定維營經費(表一)，以科
技計畫支應歲檢等膨大經費導致長年經費不足無法定期全面更新設備，故僅於
歲檢時以檢修方式應付，也因此在該船啟用第 15 年起，主機零件逐漸老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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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頻度增加，並陸續出現幾次重大航安事件而停航。102-107 年間(交船第 2025 年)每年出海執行任務驟降至 16-33 日，其中 104 年更因主機零件老舊發生
重大事故而停航，經申請專案經費維修後始於 105 年 12 月底復航。鑑於該船
為秋冬時期海象不佳的情況下，仍能出海執行試驗研究的唯一水試所現有試驗
船，停航對水試所的海洋試驗研究影響重大。新建試驗船尚未能提案的情形下，
僅能先提出水試一號延壽工程計畫，汰換亟需更新之局部設備，提高航行安全
及購置符合現代需求之科學儀器。
因此 106 年 6 月申請額度外需求規劃「延壽工程計畫」以延長使用 10 年。
原規劃作業期程一個年度，所需經費為 1 億 2,000 萬元，惟分 2(107-108)年度
編列經費且 107 年度經費核定為 5,448 萬元(2 年度總預算為 1 億 896 萬元)。
107 年 4 月該船因減速離合器啟用超過 25 年未更換(海巡艦約 10-15 年更換新
品)，導致離合器齒輪損傷而再次停航，故新增未預期之大筆維修項目(新品預
估 1,500 萬元以上)。因延壽經費核定(1 億 896 萬元)與原編列(1 億 2,000 萬元)
有差距且又新增加維修項目的情形下，僅能更改原規劃延壽工程計畫之施工項
目，以檢修優先的原則，重新規劃有關航安之重要零件的汰換而未能全面更新
相關周邊設備。108 年 1 月 10 日前，所有延壽工程計畫之相關標案均已完成發
包，預計 108 年 8 月底前，陸續進行水試一號延壽相關工程，以更換重要零組
件或更新方式處理有潛在重大航安風險之水試一號主機、副機、離合器、主副
機控制系統、尾軸、舵機及 S-band 雷達等設備。因經費受限仍有 X-band 雷達
及油壓系統等重要航安設備未列入延壽工程之施作項目，另科儀設備已使用超
過 25 年未更新，重要科儀系統目前仍為 386 型電腦及映像管顯示器等介面操
作隨時可能出現故障，故原延壽工程目標的延長使用 10 年之規劃下修為僅延
長使用 5 (108-112)年，以待新船銜接。
表一 水試一號 103-107 年結算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年度歲修

7,000

0

19,140

7,700

55,480*

保險

808

760

605

496

423

油料費

2,088

1,427

0

1,186

3,620

8

其他業務租金及檢驗費

12

200

0

34

19

物料費

581

2,042

479

188

793

維護費

285

296

0

374

471

總計

10,774

4,725

20,224

9,978

60,806

*107 年度預算保留, 108 年度預算數 55,480 千元，合計 10,896 千元進行延壽計畫。延壽計畫內容: 一、
輪機設備:1.主機工程，2.輪機監控系統，3.油水分離器。二、推進軸系設備: 1. 離合器及減速齒輪，2.艉
軸，3.舵機，4.船艏推進器。三、發電設備: 1. 發電機，2.緊急發電機。四、航海設備: 1. 航儀及通訊工程，
2.監視系統。五、甲板設備: 1.救生筏及求生、滅火工程，2.甲板檢修，3.五噸吊俥工程，4.錨機。六、船
體檢修: 1.船殼保養: 七、管路檢修: 1.廁所真空系統配電箱，2.塢內工程，3.管路檢修，4.住艙空調，5.機
艙控制室冷氣 ，6.糧食冷凍機，7.雜項。延壽計畫預計水試一號再使用 5 年(108-112 年)，中長程計畫 1,500
噸級試驗船預計於 113 年初啟用。

(二) 水試二號
水試二號排水量 345 噸，為水試所第二大試驗船，於民國 102 年啟用並執
行出海任務，最低使用年限 20 年，預計於 121 年除役。配備新式科學儀器，如
多波束魚探、溫深鹽儀及聲納等，協助研究人員掌握漁場環境及魚群探測。水
試二號肩負執行沿近海漁業資源監測，調查多種魚類生殖期及產卵海域，漁場
水文環境資料蒐集等，在新穎科學漁探協助下，研究人員能精確判讀魚群資源
量及魚種，大幅提升沿近海漁業資源調查評估之效率。。102-107 年出海日數依
序為 65 日(102 年)、65 日(103 年)、85 日(104 年)、100 日(105 年)、98 日(106
年)及 113 日(107 年)。水試二號試驗船目前使用 6 年，機械開始有疲乏及老化
現象，陸續出現故障現象，加上水試一號停航期間需承接其任務，機械使用頻
度增加，因無編列固定維營經費(表二)，以科技計畫支應歲檢等膨大經費導致
長年經費不足無法定期全面更新設備，每年歲修經費無法應付機械老化速度，
預計 111 年時，已使用達 10 年。船上之主、副機及相關機械設備老化現象更趨
嚴重，需進行大範圍的機械整修。水試二號規劃於 109 年以 1,000 萬元預算更
新都卜勒流速流向儀 1 式及溫深鹽紀錄系統 1 式等重要科學儀器，以維持所收
集科學資料的精確性。111 年以 3,000 萬元預算進行主機 2 部、副機 2 部、減速
機 2 部、側推器 1 部及舵機 1 部等相關航安之重要零組件汰換或檢修。目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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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二號試驗船運營費用皆由科技經費支應，已相當程度排擠各研究計畫經費之
運用，未來將持續爭取試驗船經費專款專用及新項研究計畫挹注維運經費以增
加使用日數至每年 120 日以上。
表二 水試二號 103-107 年結算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年度歲修

0

2,698

3,210

3,880

6,579.3*

保險

2,542

2,037

1,680

1,443

1,063

油料費

3,217

1,322

2,137

1,720

2,115

25

35

167

32

0

物料費

981

408

637

1,418

607

維護費

112

139

94

57

22

總計

6,877

6,639

7,925

8,550

3,807

其他業務租金及檢驗
費

*107 年度船舶定期檢驗於 108 年辦理採購預算由 108 年度支應。

(三) 海安號
海安號排水量 42 噸，係水試所現存最資深之試驗船，該船於民國 80 年 6
月 24 日啟用，最低使用年限 20 年，目前已使用第 30 年。配備新式科學儀器，
如魚探機、溫深鹽儀等，協助研究人員在漁場環境監測及魚群探測上更能掌握。
海安號進駐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期間，執行澎湖海域鰆魚、鰛鎖管、蝦蟹等
漁業之漁撈試驗與資源調查及澎湖內灣與外圍海域水文觀測與浮游動物、仔稚
魚調查，持續建立漁業資源及海域環境生態之調查資料，提供永續漁業政策擬
定之參考依據。因無編列固定維營經費(表三)，以科技計畫支應歲檢等膨大經
費導致長年經費不足無法定期全面更新設備，故僅於歲檢時以檢修方式應付。
該船之船體玻璃纖維強化塑膠、漁航儀器、漁業機械、主機及副機皆已老舊而
維護費用高，且因主機及副機停產，目前已面臨無零組件可換之窘境。惟為維
持足夠之澎湖海域海洋試驗研究能量，海安號試驗船仍勉強執行海上勤務，102107 年出海日數依序為 77 日(102 年)、62 日(103 年)、45 日(104 年)、35 日(105
10

年)、48 日(106 年)及 81 日(107 年)，妥善率逐年降低。另船上科儀系統皆已使
用 30 年，均老舊不符當今試驗研究之需求，導致試驗研究工作難以有效推展。
表三 海安號 103-107 年結算明細表
單位：千元

項目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年度歲修

370

296

426

355

316

保險

75

52

51

59

47

油料費

3,217

1,322

110

110

194

其他業務租金及檢驗費

4

2

2

2

2

物料費

369

539

236

298

143

維護費

188

275

144

107

138

總計

4,223

2,486

969

931

840

目前水試一號(1,948 噸)及海安號(42 噸)皆已使用逾最低使用年限 20 年，長
年經費不足無法定期全面更新設備。除航安相關設備需汰新外，船上科儀系統
已老舊且不符當今海洋試驗研究之需求，導致試驗研究工作難以有效推展。此
外，東部海域為我國大型洄游魚類重要漁場，但長年缺乏試驗船舶進行漁場環
境及漁業資源調查。另預計 111 年水試二號(345 噸)使用 10 年，各項航行設備
及科儀系統已老舊需汰新，以加強試驗船航行安全及更新科儀系統，以維持中
型試驗船的漁業探測能量，以進行漁業資源及環境生態之探勘調查重任。目前
亟需新建三艘不同等級（包含 1,500、100 及 50 噸級）的試驗船，以因應沿近
海漁業資源調查需求，水試所亦將結合學術單位研發能量，建立良好的非漁業
依賴及漁業依賴漁業資源統計及分析系統，以提供制訂漁業管理措施所需的科
學基礎數據。
綜上所述，我國近 30 年來的科技發展，側重於電子、精密工業與生醫產
業，漁業部門多數經費挹助老漁年金與災損補助，基礎研究設施更替速度過於
緩慢，造成海洋漁業探測等研究落後，故跨域技術整合之際，需同步更新漁業
研發基礎設施，建立可縮短研究時程及提升全面海洋漁業探測研究效能的永續
漁業科技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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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 27 (80-107)年水產試驗所漁業試驗船研究成果
近 27 年來，共有 7 艘水試所漁業試驗船曾經從事海洋漁業調查研究，而目
前僅剩水試一號、水試二號及海安號等 3 艘試驗船。這 7 艘漁業試驗船曾經執
行的任務主要有臺灣週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調查、美式圍網試驗、南中國海漁
場開發調查、東沙群島表層人工浮魚礁試驗、台灣海域鯔魚資源調查與監測、
表層人工浮魚礁設置、台灣周邊海域新漁場造成研究、小琉球附近海域日本鰻
種鰻放流、人工魚礁投放後效益調查、發現龜山島周圍海域櫻花蝦資源及臺灣
東部海域深海漁業資源探勘等漁業試驗研究。其中水試一號負責已持續執行 17
年之每年四季臺灣週邊海域漁場環境監測調查外，曾經與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美國國家海洋總署(NOAA)、印尼漁業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美國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法國海洋開發
研究院(IFREMER)、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內政部、中央氣象局等著名國內
外學術及政府機關共同執行海洋研究調查，另也協助交通部搜救華航空難事
故、日本福島核災後至西北太平洋海域調查遠洋漁獲物受輻射影響、協助原能
會監測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周邊海域海水輻射值及內政部「大陸礁層與島礁調
查計畫」等攸關國民食安及國家權利主張等重要工作。另目前水試所試驗船也
肩負「5+2」產業創新計畫之綠能科技推動離岸風電於 114 年達成 5.5 GW 的設
置目標時，因應離岸風電設置前後海域的漁場生態系及漁業資源的改變進行海
上試驗調查及離岸水產養殖試驗，以提供漁業轉型建議，達離岸風電與漁業共
享共榮之目標。
五、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一) 社會參與
1. 漁業資源永續利用與食魚教育：因應海洋環境保育等議題，讓社會大眾了解
政府對於食魚概念推廣與漁業管理，以及漁業資源保育研究的成果等。如透
過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的推廣及深化，喚起民眾關注環境思維與保育行動。
2. 知識經濟帶動跨域研發之整合與推廣：因應知識經濟與大數據時代之來臨，
如何蒐集海洋魚類所處環境資訊以提供每年漁業資源之變動性，是因應氣候
變遷與糧食安全等議題的重要解決方案之一。此研發方向不僅可以減少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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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漁場的時間，亦可協助節省油料。此外，為提升農業附加價值，進行跨
域結合，如從捕撈現場到餐桌的追溯體系的研發及發展，策略上將與產業界、
環保公益團體、政府部門、學術單位合作，以便與社會各界參與及政策溝通；
再者，透過水產物的展示、推廣、宣傳活動，使漁業研發成果與社會各界討
論溝通，宣傳展示可以透過實體平臺及網路媒體等達成，以上均可提升當地
的漁村經濟，促進地產地銷的生態活動。
3. 漁業資源耗竭引起環境保護之關注：隨者公民對於所處的居住及自然環境的
關注，漁業生產與生態環境永續的議題亦隨之重要，漁業生產對於整體環境
的影響更是國內外與環境議題有關的 NGO 及民眾關注的議題，除了須維持
漁業生產外，更需積極性的達成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近年來除了傷害
性漁法退出政策的推動外，在漁業生態研究與推動，可提供海洋生物多樣性
熱點海域資訊，建立漁業保護區兼顧漁業資源利用與資源保育的平衡。
政策溝通
1. 促進產業轉型：在面臨產業的變動、氣候環境的影響以及鄰近國家的競爭下，
我國漁業的競爭優勢已不若以往。也導致業者積極思考如何帶領產業的轉型
與升級。農委會身為中央主管機關自身也須與時俱進，除了相關政策擬定與
配套措施推動外，亦需提升研究人員的素質、基礎研發設備，才得有效輔導
及協助解決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2. 拓銷國內外通路：面臨全球化自由貿易，我國漁業需突破既有的困境。故如
海洋漁業方面，有賴於政府提供相關之協助，如推動鬼頭刀的漁業改進計畫、
訂定永續漁業管理方案、符合國內外消費者要求的水產品永續漁業認證及多
元化產品行銷等。
3. 促進漁村就業機會：海洋漁業發展攸關糧食安全、民生經濟、就業市場、環
境生態及漁村文化等議題，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漁業資源研究可提升產業
競爭力，改善單位時間內產量並兼顧鮮度、減少勞動力及油料需求，創新經
營創造經濟價值，讓年輕人看到希望願意走入漁村。
4. 協助推動政府「5+2」產業創新計畫之綠能科技項下之離岸風電: 推動離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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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除風機設置等工程技術面外，尚需離岸風電設置前後海域的漁場生態系及
漁業資源改變的監測調查並進行海洋漁業生態調查及離岸水產養殖試驗，提
供漁業轉型建議。漁業試驗船能調查漁業資源及進行離岸養殖試驗，以達離
岸風電與漁業共享共榮之目標。
貮、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過去數十年，從事海洋調查的先進國家已經從海洋的復雜環境和自然災害問
題，掌握更多關鍵現象，也大幅提昇對許多問題的認知。因此，早期只有一些海
洋學家才感興趣的許多主題，包括海洋酸化、碳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海洋環流、
海洋大氣通量、有害藻華、海底火山爆發和海嘯發生，現在則擴大至更多與國家
安全及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項目，如生物多樣性、食物鏈豐度、航海安全、海洋
資源、再生能源、生態保育等。
為了能在海洋上探索問題、調查現象、蒐集資訊及測量數據，研究船的性能及裝
備 等 級 就 非 常重要 ， 常 見 的 功能性 如 震 測 調 查 (seismic surveys) 、 水 文 調 查
(hydrographic survey)、海洋科學研究(oceanographic research)、極地研究(polar
research)、漁業研究(fisheries research)、軍事國防研究(naval/defence research)、油
氣探勘等(oil exploration)。除了震測調查及油氣探勘具有商業用途外，多數海洋
調查數據較不具有商業直接利用價值，必須倚賴政府預算支持研究船建置成本
(capital expenditure , CAPEX)與營運成本(operating expense, OPEX)。
全球海洋先進國家積極投入龐大預算興建研究船隊，以美國的海洋科學研究船
隊管理制度(University-National Oceanographic Laboratory System, UNOLS)為例 ，
共分為 6 個等級，其中由美國海軍研究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ONR)及國家
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負責管理的 18 艘大噸位研究船，在
105 年共挹注約 26 億台幣 ，往後每年維持約 23 億台幣預算，這些不含 ONR 及
NSF 補助的研究計畫經費。因此，國家支持研究船經費，在海洋戰略上可說是國
力延伸，並有效支援至國家防衛、航海安全、科學教育，並鞏固經濟海域的漁業
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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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具有社會、產業與環境的多元功能特性。不同於傳統漁業偏重於單一領
域研發，現今漁業需轉型朝向跨領域與跨機構研發。同時面臨大數據之應用，提
升儀器設備之雲端與運算功能，藉此建立資訊系統，蒐集彙整儀器設備應用數據，
進而分析運算漁業研發數據，提升未來前瞻性技術之開發與新興潛力領域之開發
探索，提升漁業附加價值，加速國際市場之開發，期以提升漁業競爭力。是故完
善基礎建設將可激發出漁業研發能量之創新性。健全漁業研發基礎建設將有助於
漁民與漁企業應用創新產業技術，開發具商業價值之產品，開拓潛力市場，帶動
經濟收入與生活品質之改善。
水試所在軟硬體設備投入大量經費，不僅有助於本身研發能量之提升，同時
亦扮演「育成」角色，提供國內大專院校與水產業共享研究儀器設備，輔助國內
新興企業發展，促進產官學研合作。故藉由關鍵儀器設備之購置以及辦理相關訓
練課程進行人才培育，有助於漁企業轉型與技術產業化。
主軸目標建構漁業資源永續暨因應氣候變遷研發基礎能量係配合「新農業創
新推動方案」項下建立農業新典範與建構農業安全體系等兩大主軸，提升水試所
之基礎研究設施，加強就我國海洋漁業資源永續利用或是因應氣候變遷未來可能
面臨的漁業資源減少及洄游路徑改變等問題有效進行相關研究調查，並提出因應
方案。透過本計畫將可大幅提升水試所研究的量能，俾利更有效率，更廣泛與深
入的進行各項試驗探討，以協助漁業永續經營發展的目標。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 國內造船費用節節高漲
近期國艦國造及海巡艦建造導致人事成本高漲，工人難求。船廠反應造船成
本高漲，以科技部 1,000 噸級新海研船為例，規劃造價約 8 億元，但不包括
後續追加費用。國內船廠反應以同樣新海研船的經費預算，目前應該沒有船
廠會投標。
漁業試驗船，系統整合性偏高
漁業試驗船，系統整合性偏高，複雜度僅次於離岸工程特殊船，這些外在因
素對於水試所的新造船規劃仍是一大挑戰。未來 3 艘漁業試驗船的需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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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著重於「使用者經驗」的優勢，加強熟悉試驗船功能性與系統整合之解決
方案，並應拋棄以往僅以硬體製造技術為主的觀念，才能磨合出具有國際水
準的特殊用途船之造船工藝。
水試所試驗船欠缺基本維營經費
水試所試驗船無基本維護營運經費進行歲修及油料支出。目前維護運營經費
皆由漁業科技計畫經費支出，但計畫經費又每年約 7 %刪減，未來可能連基
本歲修經費都不足，維持試驗船運營的困難度日益增加。
(二) 船員老年化，船員招募不易
水試所試驗船為漁船藉，船員由漁民招募，以培育國內漁業人才。但近年船
員老年化且年輕人不願從事漁業，故試驗船幹部及船員招募恐出現斷層。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建構漁業資源永續暨因應氣候變遷研發基礎能量的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
值說明如下:
臺灣四面環海並擁有豐沛的海洋漁業資源，如前所述，目前沿近海漁業產
量雖較 94 年減少 37%，但根據農委會最新漁業經濟效益統計資訊顯示，近海
漁業在 106 年漁產量微幅回升至 15.8 萬公噸，約比 105 年增產 2 萬公噸，沿岸
漁業漁產量在 106 年達 2.6 萬公噸，也比前期增加 4,000 公噸左右，沿岸及近
海漁業漁產之總產值高達 134.2 億，創造近 23 萬個漁業就業機會，也滋養包含
造船、修船、輪機、機械、漁具、餌料、人力仲介、製冰、包裝及運銷等之周
邊產業。為維持上述效益之永續，加強漁業科技研發為眼下國家發展之重要一
環。故水試所也積極協助漁政單位發展責任制漁業，於近年內推動並執行臺灣
週邊海域漁業環境及沿近海漁業資源之監測及資源評估，以因應當前國際漁業
發展情勢所需，使可再生漁業資源得以永續利用。其中漁業試驗船有助於非漁
業依賴資料的收集，如漁場環境調查資料(如仔稚魚)可用於預測長期漁業資源
變動趨勢，有助於漁業產業的因應對策及漁業資源管理策略之訂定。新式多頻
道科學漁探儀能即時且精確完成漁業資源量的估計，有助於漁業資源的管理及
資源永續利用。漁場調查能驗證產卵場、護育地等海域，漁場外的漁業資源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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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可全面性掌控我國漁業資源現況，有助於提高資源量模式的精確性及保護重
要棲地。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如表:
109

110

績效指標/年度

衡量標準

建造 50 噸級漁業試驗船

艘

1艘

建造 100 噸級漁業試驗船

艘

1艘

建造 1,500 噸級漁業試驗船

艘

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及科
學儀器

式

111

112

1艘
科學儀器
2式

航安設備
5式

叁、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漁業研發方向待調整以因應國際趨勢及氣候變遷
(一) 氣候變遷的綜合影響改變魚類及其他生物的分布、導致珊瑚白化、改變海洋
生態系，以及增加紅潮發生頻率等。氣候變遷已明顯改變高度洄游性魚類如
鮪類的分布及數量，且衝擊漁業國家收入及漁業管理策略，氣候變遷對個人
經營的漁民影響較大。現行漁業研發重點注重於資源量的變動研究，但漁業
資源量的變動除受漁業活動影響外，也受海洋環境的影響。因此漁業試驗船
可即時收集台灣周邊海域海洋環境及漁業資源變動資料，以瞭解並因應氣候
變遷對我國漁業資源的影響。
(二) 沿近海漁業產量的減少，常導致漁業與環保團體等利害關係人的對立衝突，
且其提出的見解或觀點，也經常落於主觀意見或推測而欠缺科學證據，導致
漁業管理措施的訂定左右為難。漁業資源管理較佳的國家皆具良好的科學性
漁獲量統計數據(漁業依賴資料)及漁業試驗船探測魚類資源量及生態(非漁業
依賴資料)做為漁業資源評估的基礎資料，再採用參與式的危機管理方法於捕
撈漁業上，包括廣義的權益關係人在各層面參與規劃與執行、通盤考量內在
(生態、社會、經濟和治理)和外在(如氣候變遷)的捕撈漁業系統之關鍵因素、
協調環境/保育和社會/經濟的管理目標、決策採用綜合科學和傳統知識的最佳
可用知識及管理回饋機制等。採用 EAF 使權益關係人能參與漁業管理而減少
衝突，為國際趨勢。漁業試驗船能收集非漁業依賴資料提供有別於漁業依賴
資料的資訊，提供權益關係人不同的決策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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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2」產業創新計畫之綠能科技推動離岸風電於 114 年達成 5.5 GW 的設
置、每年發電量 198 億度，年減碳量 1,047 萬公噸的目標。在目標的達成上，
除風機設置等工程技術面外，尚需離岸風電設置前後海域的漁場生態系及漁
業資源改變的監測調查並進行海上試驗調查及離岸水產養殖試驗，提供漁業
轉型建議。漁業試驗船能調查漁業資源及進行離岸養殖試驗，以達離岸風電
與漁業共享共榮之目標。
二、漁業基礎研發資源尚待升級整合
現行海洋環境或漁業相關研究調查仍不夠全面，對於許多漁業資源或環境
的調查監控仍相當零碎，因此在訂定相關漁業保育管理政策時，所提出的數據
資料會有代表性不足的疑慮。
肆、執行策略及方法
各年度經費需求資料如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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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工作項目
農委會所屬試驗機構中長程計畫工作項目暨年度經費一覽表
(單位:千元)

建構漁業資源永續暨因應氣候變遷研發基礎能量
工作項目

執行機構

工作子項

109

110

111

合計

112

1. 建造 1500 噸級多用途漁業試驗船

60,200

294,560

736,400

441,840

1,533,000

建造 3 艘多用途漁 農業委員 2. 建造 100 噸級多用途漁業試驗船
業試驗船及整新水 會水產試
試二號航安設備和
驗所
3. 建造 50 噸級小型多用途漁業試驗
科學儀器
船

65,884

218,816

0

0

284,700

30,408

100,992

0

0

131,400

10,000

0

30,000

0

40,000

166,492

614,368

766,400

441,840

1,989,100

4. 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和科學儀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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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期(年)執行策略
建構漁業資源永續暨因應氣候變遷研發基礎能量
年度
工作項目

1. 建 造 1500
噸級多用
途漁業試
驗船(水試
一號汰除)

備註
109

110

111

112

(1)1500 噸級
試驗船設計
規劃
(2) 1500 噸級
試驗船專案
管理

(1)1500 噸級
試驗船監造
及專案管理
(2)1500 噸級
試驗船建造
第一期工程

(1)1500 噸級
試驗船監造
及專案管理
(2)1500 噸級
試驗船建造
第二、三期
工程

(1) 1500 噸級
試驗船監造及
專案管理
(2)1500 噸級試
驗船建造第四
期工程

(1)100 噸級
試驗船設計
2.建造 100 噸 規劃
100 噸級
級 多 用 途 (2)
試驗船監造
漁 業 試 驗 及專案管理
船(新建)
(3)100 噸級
試驗船第一
期工程

3.建造 50 噸
級多用途
漁業試驗
船(海安號
汰除)

(1)50 噸級試
驗船設計規
劃
(2) 50 噸級試
驗船監造及
專案管理
(3)50 噸級試
驗船第一期
工程

(1) 100 噸級
試驗船監造
及專案管理
(2)100 噸級
試驗船第
二、三及四
期工程

(1) 50 噸級試
驗船監造及專
案管理
(2)50 噸級試
驗船第二、三
及四期工程

整新科學儀
器
(1) 都卜勒流
4.整新水試二 速流向儀 1
號航安設 式
備 及 科 學 (2) 溫深鹽紀
儀器
錄系統 1 式

整新航安設
備
(1)主機 2 部
(2)副機 2 部
(3) 減 速 機 2
部
(4) 側 推 器 1
部
(5)舵機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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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步驟(方法)及分工
建造 3 艘多用途漁業試驗船及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及科學儀器
工作項目

建造 1500 噸級
多用途漁業試驗
船

建造 100 噸級多
用途漁業試驗船

執行機關

工程地點

土地權屬

用地面積

建設規模

水試所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非屬建設工程 非屬建設工
工作項目
程工作項目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水試所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非屬建設工程 非屬建設工
工作項目
程工作項目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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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項經費估算
本項經費總計：15 億 3,300 萬元
細項經費估算說明：
 設計費: 6,020 萬元。
 監造費: 4,620 萬元。
 專案管理費: 2,660 萬元
 鋼材船體: 50,000 萬元
 發電機、主機及推進器: 15,000 萬
元
 船艙舾裝設備: 8,000 萬元
 航海設備: 3,000 萬元
 救難設備: 1,500 萬元
 科研設備: 40,000 萬元
 甲板機械: 17,500 萬元
 雜項: 5,000 萬元。
本項經費總計：2 億 8,470 萬元
細項經費估算說明：
 設計費: 1,118 萬元。
 監造費: 858 萬元。
 專案管理費 494 萬元
 鋼材船體: 8,000 萬元
 發電機、主機及推進器: 8,000 萬元
 船艙舾裝設備: 3,000 萬元
 航海設備: 1,000 萬元

後續維運

由水試所維
運

由水試所維
運

建造 50 噸級小
型多用途漁業試
驗船

整新水試二號航
安設備及科學儀
器

水試所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非屬建設工程 非屬建設工
工作項目
程工作項目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水試所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非屬建設工程 非屬建設工
工作項目
程工作項目

非屬建設
工程工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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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難設備: 300 萬元
 科研設備: 3,800 萬元
 甲板機械: 1,400 萬元
 雜項 500 萬元
本項經費總計：1 億 3,140 萬元
細項經費估算說明：
 設計費: 515 萬元。
 監造費: 225 萬元
 專案管理費: 400 萬元。
 玻 璃 纖 維 船 體 ( 國 內 船 廠 開 新 模 ):
3,000 萬元
 發電機、主機及推進器: 4,000 萬元
 船艙舾裝設備: 2,000 萬元
 航海設備 800 萬元
 救難設備 200 萬元
 科研設備 1,000 萬元
 甲板機械 800 萬元
 雜項: 200 萬元
本項經費總計：4,000 萬元
細項經費估算說明：
 科學儀器設備費用:
1.都卜勒流速流向儀:400 萬元
2.溫深鹽紀錄系統: 600 萬元。
 航安設備整新
1. 主機 2 部：1,700 萬元。
2. 副機 2 部：500 萬元。
3. 減速機 2 部：400 萬元
4. 側推器：200 萬
5. 舵機:200 萬

由水試所維
運

由水試所維
運

補充說明:
1.建造及整新試驗船經費估算參據：汰建新船經費係 106 年 1 月 16 日第 1 次委由「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進行估算，該單位於民國 65 年成立(舊稱「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 極富造船設計經驗，為國內較具公信力
之船舶設計單位，過去水試一號、水試二號亦委由該單位規劃設計。107 年 12 月 3 日再請知洋科技有限公司訪查船廠
及科儀廠商，重新精算造船及科儀經費計算各船建造費用，並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告相關法令及
辦法實施。
2.試驗船汰舊後處理：水試一號及海安號目前均已逾年限，汰舊後將依國有財產法辦理報廢，依照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
有公用動產財產卡之殘值計算結果，現今殘值水試一號殘值為 3,864,340 元、海安號殘值為 123,500 元。汰換除役後之
船舶，目前均已逾年限，現殘值所剩不多，再加上逐年折舊，出售價值有限。除役後之水試一號試驗船可提供為人工
魚礁增育海洋資源之用或報廢後以廢鐵出售。海安號試驗為 FRP 製船體，無法作為人工魚礁等其他用途，將僅能予以
報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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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平等納入本計畫規劃與執行事項如下：
(一) 本計畫之規劃業於 106 年 12 月 19 日經農委會農業科技審議委員會討論，該
委員會現任委員 27 人，女性委員 9 人，符合任一性別達三分之一以上比例。
(二) 本計畫工作項目係建置農業科技研發基礎設施，實施面向涵蓋廣泛，受益對
象為全民，並未以特定性別為受益對象。
(三) 有關本計畫新建漁業試驗船內部空間部分，工程規劃均將考量廁所性別比例
及符合安全與性別友善空間的建置概念，並符合最新法規規定。
(四) 本計畫推動單位為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組織內規範性別參與比例皆符
合法令規定。未來執行過程中，試驗研究機構於計畫所投入人力並將進行性
別參與分析。
(五) 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有關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包含憲法、法律、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等，滾動式檢討
本計畫。
(六) 依性別平等相關法規政策，致力於降低科技領域內性別隔離現象，除有特殊
原因且經本機關首長（或其代理人）核准，嚴禁計畫內任何性別限制之人才
招募計畫。
(七) 顧及弱勢性別資訊獲取能力或使用習慣之差異，不定期辦理宣導活動，並介
紹行政院性別平等資料庫主題服務網站。
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期程為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12 年 12 月，共計 4 年。
二、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逐年編列中央公務預算（公共建設計畫－農業建設次類別）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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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基準
汰建新船經費係 106 年 1 月 16 日第 1 次委由「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
中心」進行估算，該單位於民國 65 年成立(舊稱「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
展中心」) 極富造船設計經驗，為國內較具公信力之船舶設計單位，過去水試
一號、水試二號亦委由該單位規劃設計。107 年 12 月 3 日再請知洋科技有限
公司訪查船廠及科儀廠商，重新精算造船及科儀經費計算各船建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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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配合情形
(一) 建設經費
新臺幣 19.891 億元，各執行機構之分年度經費需求如表格。
經費概算表(千元)
年 度

總經費

中央公務預算

配合款

109 年

166,492

166,492

0

110 年

614,368

614,368

0

111 年

766,400

766,400

0

112 年

441,840

441,840

0

合 計

1,989,100

1,989,100

0

(二) 營運費用
本計畫無編列營運費用。新造試驗船運營相關費用評估如下(供參):
1. 試驗船 50 總噸級的年度營運預算分析如表，包含動船 100 天直接費用 400
萬元(漁船用油計算)、管理間接費用 100 萬元、保養維修費用 120 萬元等，
合計約 620 萬元。
試驗船 50 總噸級概念設計之年度營運預算說明
項目
動船費用

計算說明
100 天 X 40 千元
(燃油、滑油、淡水、作業耗材、雜支)

概估預算(千元)
4,000

管理間接

岸上後勤、保險、船務、貨運、行政庶務

1,000

保養維修

造船總價的 1%

1,200
6,200

合計總價

2. 試驗船 100 總噸級的年度營運預算分析如表，包含動船 100 天直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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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萬元(漁船用油計算)、管理間接費用 200 萬元、保養維修費用 390 萬
元等，合計約 1,590 萬元。
試驗船 100 總噸級概念設計之年度營運預算說明
項目
動船費用

計算說明

概估預算(千元)

100 天 X 100 千元

10,000

(燃油、滑油、淡水、作業耗材、雜支)

管理間接

岸上後勤、保險、船務、貨運、行政庶務

2,000

保養維修

造船總價的 1.5%

3,900
15,900

合計總價

1. 營運成本試算：試驗船 1,500 總噸級的年度營運預算分析如表，包含動船
120 天直接費用 2,400 萬元、管理間接費用 1,000 萬元、保養維修費用 2,100
萬元等，合計約 5,500 萬元。

試驗船 1,500 總噸級概念設計之年度營運預算說明
項目
動船費用

計算說明
120 天 X 200 千元
(燃油、滑油、淡水、作業耗材、雜支)

概估預算(千元)
24,000

管理間接

岸上後勤、保險、船務、貨運、行政庶務

10,000

保養維修

造船總價的 1.5%

21,000
55,000

合計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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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期效果及影響
本計畫除短期可為水產試驗所進行基礎設備更新與升級，強化研發能量外，長
期則可提升我國漁業科技水準，促進漁業永續管理轉型升級，創造漁業永續管理，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效益。就社會層面而言，將使我國漁業由「傳統產出型漁業」轉
型為「資源永續型漁業」
，進而逐步發展各魚種的永續漁業。對產業鏈結構而言，將
帶動臺灣漁業朝減少漁撈時間、高附加價值、省能源的加值型永續漁業發展。另可
依時事環境處理攸關國民食安及國家權利主張等重要工作。另因應「5+2」產業創新
計畫之綠能科技推動離岸風電於 114 年達成 5.5 GW 的設置目標時，離岸風電設置
前後海域的漁場生態系及漁業資源的改變進行海上試驗調查及離岸水產養殖試驗，
以提供漁業轉型建議，達離岸風電與漁業共享共榮之目標。
柒、財務計畫
一、財務計畫核定情形
逐年編列中央公務預算（公共建設計畫－農業建設次類別）支應。
二、經濟效益評估
經濟效益評估為重大投資必要的參考依據，將循政府預算執行要求，提出巨額
採購效益評估，以及辦理公共工程時的擴大經濟效益評估內容。
(一) 辦理巨額採購前評估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佈的「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
作業規定」
，依據規定第二點條文內容執行。因 3 艘新造試驗船的預算來源及招
標方式可能分開辦理，在以下評估項目中，將分別說明重點內容。
1. 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試驗船下水後的使用情形之非量化效益目標如下：
a.

新造試驗船 50 總噸級：取代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管理的海安號試
驗船，主要任務為執行澎湖海域鰆魚、鰛鎖管、蝦蟹等漁業之漁撈試
28

驗與資源調查，以及澎湖內灣與外圍海域水文觀測與浮游動物、仔稚
魚調查，延續海安號過去已蒐集的漁業資源及海域環境生態之調查資
料，提供永續漁業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近年澎湖海域常用燈火漁業、
延繩釣及一支釣，其他使用扒網、流刺網及底拖網等，新造試驗船已
具備適用的甲板機械，可直接支援漁法作業，採樣數據可作為漁業資
源管理依據。新造船的作業續航力與科學研究設備性能，將優於海安
號，特別是作業範圍及測量水深擴大，有利於調查澎湖海域更大範圍
的漁業資源，或配合漁業政策調查需要，航行至台灣重要河口與淺水
水域，執行關鍵漁業資源的調查任務。
b. 新造試驗船 100 總噸級：臺灣東部海域的漁業資源以洄游性魚類為
主，如鮪旗魚、鬼頭刀及翻車魨標識放流研究，利用彈脫型衛星記錄
標識器配置於魚體，解析魚群移動特徵及季節性洄游習性，提供資源
評估模式建構重要參數，以往調查方式為租用當地漁船。在新造試驗
船下水後，將每年安排固定調查航次，從事臺灣東部海域洄游性魚類
族群移動特徵研究，長遠目標是藉由大尺度的標識放流試驗，有效整
合西北太平洋各國家之族群動態研究成果，透過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
定期進行資源監測，確保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海洋資源的目標。
c.

新造試驗船 1,500 總噸級：取代海洋漁業組管理的水試一號試驗船，
主要任務為執行臺灣週邊海域洄游魚類資源生態研究、沿近海魚類資
源生態研究、無脊椎動物資源生態研究、海洋環境及漁場監測等。新
造試驗船具備現代化設備及深水作業能力，可精準探測魚群位置、海
洋水質特性、海洋環境、海床地貌特徵等，提升漁業資源調查技術水
準及資料分析研究時效。甲板機械性能提升後，更可使用符合當今試
驗需求的漁具及探測設備，加上可佈放水下攝影機及水下無人遙控載
具 ROV，專門用於底棲魚類調查。

2. 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新造 3 艘試驗船下水後的使用情形之量化效益指標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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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新造試驗船的量化效益分析指標說明

計算說明

50 總噸級

100 總噸級

1,500 總噸級

使用次數

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00 - 150

100 - 150

120 - 180

使用天數

最長連續作業天數

5

7

14

使用頻率

每年使用天數佔比

27%

27%

33%

工作人力

配置船員數

8

12

17

工作人力

搭乘研究員數

4

6

14

工作人力

新增技術員數

1

1

3

節省能源

與現役試驗船相較

數量

之減少量

3%

0

5%

7%

0

8%

10%

0

20%

項目

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
數量

與現役試驗船相較
之減少量

減少消耗

與現役試驗船相較

資源數量

之減少量

3. 預計採購期程、開始使用日期及使用年限
有關 3 艘新造試驗船採購的初步規劃及預估期程說明如下：
a.

新造試驗船 50 總噸級：預計採購期程 109 年 1 月至 110 年 12 月，下
水開始使用日期為 110 年 12 月，使用年限 20 年 。

b. 新造試驗船 100 總噸級：預計採購期程 109 年 1 月至 110 年 12 月，
下水開始使用日期為 110 年 12 月，使用年限 20 年。
c.

新造試驗船 1,500 總噸級：預計採購期程 109 年 1 月至 113 年 1 月，
30

下水開始使用日期為 113 年 1 月，使用年限 20 年。
補充說明一點，因新試驗船將申請 CR 船級，新造船的檢驗期程安排
在 10 月至 12 月之間，有利於往後每年歲修及定期檢驗，可安排在年
底，避開 3 月至 11 月適合海上作業期。
預期使用情形及效益
新造試驗船下水後的使用情形及效益說明如下。
1. 漁業調查方法及海域範圍
三艘試驗船依據不同船級及作業需求分別可從事的漁法有延繩釣、一
支釣、燈火漁業、流刺網、底拖網、浮游生物採集及仔稚魚調查等，所需的
甲板機械設備有拖網絞機、延繩釣絞機、門形架、吊臂等。為方便運輸海上
試驗獲得的活魚，應加裝活魚艙、活餌艙等，配合配合永續漁業政策調查
及未來海上漁業調查計畫之發展需求。
試驗船 50 總噸級將替代現有的海安號試驗船，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00150 天，定期在澎湖海域執行漁撈試驗及資源調查，在澎湖內灣與外圍海域
執行水文探測，及浮游動物、仔稚魚調查等作業。船隻吃水小於 2 公尺，
可特別支援臺灣本島重要河口及西岸離島之水文環境及漁業資源調查。
試驗船 100 總噸級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00-150 天，臺灣東部海域的漁業
資源以洄游性魚類為主，由大尺度的標識放流試驗，有效整合西北太平洋
各國家之族群動態研究成果，透過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定期進行資源監測，
確保資源永續利用及保育海洋資源的目標。
試驗船 1,500 總噸級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20-180 天，取代水試一號試驗
船，主要任務為執行遠洋洄游魚類資源生態研究、臺灣週邊海域之底棲魚
類資源生態研究、無脊椎動物資源及生態研究、海洋環境及漁場監測等。
甲板機械的絞機與鋼纜長度，可至水深 6,000 公尺以上，因此，作業涵蓋範
圍可至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等深海海盆水域，從事深海資源調查及水下探測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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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洋監測作業能力
試 驗 船 皆 配 備 先 進 的 海 洋 科 學 儀 器 ， 如 氣 象 儀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風速計、海流儀(ADCP)、海水鹽溫密度計(CTD)、測深儀
(echosounder)、採水瓶等，在航行過程中，隨時測量與紀錄臺灣周邊海洋環
境資訊。長期調查蒐集後，除可用於比對近遠洋漁場變化情況外，亦可與
其他海洋單位交換資料，補齊海上觀測不足之處。
試驗船 1,500 總噸級更加裝多音束測深儀、側掃聲納、水下遙控載具、
水下攝影機等設備，可增加探測精準海床地形地貌、珊瑚及底棲生態調查
等，必要時支援國內其他單位從事海洋環境污染、沈船空難調查、海洋資
源探索等。
試驗船 1,500 總噸級的甲板作業面積及甲板機械項目，可配合海洋監測
作業任務，佈放超過 3 噸重的藻類繁殖纜索、海氣象浮標、海洋水文探測
錨碇系統、底碇式觀測系統等，可佈放藻床設施於離岸風電場域，以增裕
漁業資源，建構海洋牧場。
擴大經濟效益評估
擴大經濟效益所指的是公共工程預算發包後，得標廠商從事工程或勞務委
託所帶動的資本投資及提供就業機會，一般提報到國民生產毛額統計數據中。
1. 促進廠商投資
新造船案如順利推展，預計從 109 年至 113 年之間，可帶動船舶設計
業、設備製造業、技術研究發展業、造船廠等廠商投入相關資本性支出。以
船舶設計業為例，因應船舶設計需求，將購置新款工程製圖軟體、工程分
析軟體、繪圖電腦等，每年投資額至少 300 萬元。國內造船廠因 50 總噸級
玻璃纖維船體需開模具，投資金額至少 500 萬元。大型船廠因已具備鋼鐵
船體焊接、吊掛、搬運、噴漆、組裝等設備，預估造船期間的設備更新投資
至少 2,000 萬元。在設備製造與技術研發上，因近年持續有海洋研究船及漁
業試驗船的招標，因應船舶法規與國際公約要求檢測項目，如船體、消防、
振動噪音、水下噪音、安全程序等，國內相關業者可能投資方向有檢測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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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校正設備、電腦及軟體、特殊製造設備等，造船期間投入至少 500 萬
元。
2. 增加就業機會
本案增加的勞動就業機會的效益比促進廠商投資較多，因特殊用途船
的船型與舾裝設計無法直接複製，系統整合設計為客製方式，在設計階段
須新聘專案管理人員、研發工程師、造船工程師、製圖工程師、品管工程
師、電機工程師等，預估人數 20 人以上。在設備製造業與造船業因應業務
需要，包含施作人員、現場管理、品管人員、監造人員等，預估增聘 30 人
以上。
建造 3 艘多用途漁業試驗船及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及科學儀器
工作項目

執行機關

經濟效益評估說明

水試所

水試所現有 3 艘漁業試驗船，水試一號(1948 噸
級)、水試二號(340 噸級)及海安號(42 噸級)。
國家級試驗船的效益評估項目有維護國家海洋
權益及社會影響等。水產試驗所過去 10 年接到
其他機關使用試驗船的委託計畫案包括內政部
大陸礁層調查計畫，以維護我國海洋權益及北
太平洋秋刀魚漁獲輻射調查，以保障國人食品
安全等攸關國安層級。在社會影響效益中，充
分的研究成果及調查數據可提供政策規劃及論
述，降低社會及民眾疑慮，另建置過程中可帶
動國內造船業、設備製造業、科儀製造業、漁
具製造業之產值。
水試一號擔任經濟海域內試驗調查外，曾經與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美國國家海洋總署
(NOAA)、印尼漁業單位、美國 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法國海洋開發研究
院(IFREMER)、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內政
部、中央氣象局等著名國內外學術及政府機關
共同執行海洋研究調查，另也協助交通部搜救
華航空難事故、日本福島核災後至西北太平洋
海域調查遠洋漁獲物受輻射影響、協助原能會
監測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周邊海域海水輻射值

建造 1500 噸級
多用途漁業試
驗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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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及建造 100
噸 級 多用途漁

水試所

業試驗船

建造 50 噸級小
型多用途漁業

水試所

試驗船
整新水試二號
都卜勒流速流
向儀及溫鹽紀
錄系統

水試所

及內政部「大陸礁層與島礁調查計畫」等攸關
國民食安及國家權利主張等重要工作。另目前
水試所試驗船也肩負「5+2」產業創新計畫之綠
能科技推動離岸風電於 114 年達成 5.5 GW 的
設置目標時，因應離岸風電設置前後海域的漁
場生態系及漁業資源的改變進行海上試驗調查
及離岸水產養殖試驗，以提供漁業轉型建議，
達離岸風電與漁業共享共榮之目標。水試一號
具備 1000 噸級以上船舶之聯合探測功能及高
抗浪性能，故目前水試所試驗船無可替代其功
能之試驗船。
海洋洄游魚類漁業為臺灣東部海域的重要特色
產業之一，水試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為東
部唯一的漁業研究機構，卻無試驗船可用，而
所租用民間漁船之設備不符合科學研究需求。
水試一號噸位大不適於延繩釣或衛星標識放流
作業。噸位較小之水試二號停泊於高雄，海安
號也停泊於澎湖，如由上述 2 艘船支援因水路
較遠不符經濟效益且無法即時反應漁況作業。
因此亟需配備小型試驗船舶(100 噸級)，以利推
動東部海域漁業相關之試驗調查工作。
海安號的調查任務對於社會影響重大，尤其是
離島澎湖周邊海域及河口的漁業資源調查，攸
關澎湖漁業政策依據，因此，將盡快汰換老舊
試驗船，延續調查任務。
水試二號試驗船的規劃建造已超過 6 年，近年
漁業試驗船配備的科學儀器進步快速，魚探機、
水文測量設備已有新一代整合技術，可提升測
量數據的範圍及可靠度，直接在船上系統製圖
計算結果。在經濟效益上可提升試驗效率，減
少油耗及作業成本等公帑。

三、自償性分析
本計畫的試驗船調查項目不具有商業直接利用價值，缺乏吸引民間投資誘因，
因此，必須倚賴政府預算支持建置成本及營運成本，無自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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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資效益分析
本計畫執行內容多為國家社會發展所需之長期調查任務，且定期彙報作為政
府施政方針，必須保持公正客觀性，無法倚賴民間投資作為自償費用。
(二) 融資計畫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缺乏吸引民間投資誘因，無法進一步尋求融資計畫，全額由中央政府
公務預算支應。
四、益本比評估
(一) 評估方法：
本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係針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汰建 2 艘漁業試驗
船及新建 1 艘的公共建設計畫與沒有本計畫情況下之評估比較分析各項成本與
效益的差異，以造船投入成本(Benefit)及產出效益總額(Cost)比(如未建造試驗船
情形下，租用研究船所需經費)，亦即經濟益本比(Benefit-Cost Ratio)分析，以作
為經濟效益評估
(二) 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1.評估基礎
對於成本及效益之估算是以本計畫有執行或不執行(現有超過除役年限之試
驗船因安全疑慮進行報癈)之各項成本與效益之分析比較。
2.評估年期
假設本計畫之執行自民國 109 年開始，陸續於 110 年完成 50 及 100 總噸級
試驗船並於 111 年正式營運啟用，於 112 年完成 1500 總噸級試驗船並於 113
年正式營運啟用。試驗船使用年限為 20 年，但試驗船平均使用約 30 年才報
癈，因此本計畫以各總噸級試驗船啟用後 30 年為營運成本與效益評估年期。
50 及 100 總噸級試驗船之經濟效益分析期間為 111 年至 140 年，1500 總噸
級試驗船之經濟效益分析期間為 113 年至 142 年。
3.每年出海試驗研究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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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每年試驗船出海天數推估 1 年使用倘扣除每年國定例假日約 116 日及船
舶依法歲檢約 60 日，每年可出海日數約 189 天。再扣除夏季颱風大浪以上
日數約 42 日(近十年每年颱風平均 5.3 次計)及冬季東北季風海象惡劣之日數
約 50 日，每年合理出海日數為 97 日。以過去試驗船每年出海平均 120 日(使
用率達 124%)訂為每年出海試驗研究日數的計算基準。
4.研究船租船費用及調漲率
以目前科技部 800 噸級海研一號的每日租金為 30 萬元，換算每噸每日租金
為 375 元為基準。租用研究船設施費用因受物價上漲、所得成長、燃油…等
漲價因素影響，本計畫研究船租船費用每年調漲率訂為 0 %。
5.期末之殘值處理
評估年期後試驗船之殘值計算，因船舶屬性如汽車等動產，超過使用年限後，
難於轉換為其他用途使用，鐵殼船僅能以廢鐵處理提供為人工魚礁增育海洋
資源之用或報廢後以廢鐵出售。FRP 製船體，無法作為人工魚礁等其他用途，
將僅能予以報廢處理。另可依海富號試驗船模式贈送邦交國，增進邦誼用，
故本計畫不予列入計算。

(二) 經濟效益評估：
1.可量化經濟效益：
50 總噸級試驗船為汰除服役 29 年之 42 噸海安號試驗船，目前配置於水產試
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前的澎湖縣馬公漁港。100 總噸級試驗船為新建
配置於目前無試驗船之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前的台東縣成功
漁港。1,500 總噸級試驗船為汰除服務 26 年之 1,948 噸級水試一號試驗船。
如本計畫未能執行改為每年租用研究船方式執行業務支出及執行本計畫之
建造成本為:

A.未執行本計畫之租用研究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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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噸級研究船每日租金

1650 × 0.0375 = 61.875 萬元

每年出海 120 日的租船支出

120 × 61.875 = 7,425 萬元

使用 30 年的總租船支出

30 × 25,740 = 222,750 萬元

合計:

222,750 萬元

B.執行本計畫之建造成本
50 總噸級試驗船建造費用

13,140 萬元

100 總噸級試驗船建造費用

28,470 萬元

1500 總噸級試驗船建造費用

153,300 萬元

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及科學儀器

4,000 萬元
198,910 萬元

合計:

如執行本計畫建造試驗船之成本為 19 億 8,910 萬元，可產生之租船效益為
22 億 2,750 萬元，益本比(B/C)計算如下:

益本比(B/C) = 產出效益總額(B)/投入成本(C) = 222,750/198,910 =1.12。

2.非量化效益：
(1)維持國家漁業調查能量及配合永續漁業政策
三艘試驗船依據不同船級及作業需求分別可從事的漁法有延繩釣、一支釣、
燈火漁業、流刺網、底拖網、浮游生物採集及仔稚魚調查等，所需的甲板機
械設備有拖網絞機、延繩釣絞機、門形架、吊臂等。為方便運輸海上試驗獲
得的活魚，應加裝活魚艙、活餌艙等，配合永續漁業政策調查及未來海上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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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調查計畫之發展需求。
試驗船 50 總噸級將替代現有的海安號試驗船，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00-150
天，定期在澎湖海域執行漁撈試驗及資源調查，在澎湖內灣與外圍海域執行
水文探測，及浮游動物、仔稚魚調查等作業。船隻吃水小於 2 公尺，可特別
支援臺灣本島重要河口及西岸離島之水文環境及漁業資源調查。
試驗船 100 總噸級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00-150 天，臺灣東部海域的漁業資源
以洄游性魚類為主，由大尺度的標識放流試驗，有效整合西北太平洋各國家
之族群動態研究成果，透過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定期進行資源監測，確保資
源永續利用及保育海洋資源的目標。
1,500 總噸級試驗船將取代水試一號試驗船每年海上作業天數 120-180 天，主
要任務為執行遠洋洄游魚類資源生態研究、臺灣週邊海域之底棲魚類資源生
態研究、無脊椎動物資源及生態研究、海洋環境及漁場監測等。甲板機械的
絞機與鋼纜長度，可至水深 6,000 公尺以上。因此，作業涵蓋範圍可至太平
洋及南中國海等深海海盆水域，從事深海資源調查及水下探測任務。試驗船
1,500 總噸級的甲板作業面積及甲板機械項目，可配合海洋監測作業任務，佈
放超過 3 噸重的藻類繁殖纜索、海氣象浮標、海洋水文探測錨碇系統、底碇
式觀測系統等，可佈放藻床設施於離岸風電場域，以增裕漁業資源，建構海
洋牧場。

(2)建構因應氣候變遷對海洋環境及捕撈漁業的影響監測作業能力
試驗船皆配備先進的海洋科學儀器，如氣象儀(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風
速計、海流儀(ADCP)、海水鹽溫密度計(CTD)、測深儀(echosounder)、採水瓶
等，在航行過程中，隨時測量與紀錄臺灣周邊海洋環境資訊。長期調查蒐集
後，除可用於比對近遠洋漁場變化情況外，亦可與其他海洋單位交換資料，
補齊海上觀測不足之處。
試驗船 1,500 總噸級更加裝多音束測深儀、側掃聲納、水下遙控載具、水下
攝影機等設備，可增加探測精準海床地形地貌、珊瑚及底棲生態調查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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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支援國內其他單位從事海洋環境污染、沈船空難調查、海洋資源探索等。

(3)擔負國民食安及國家權利主張
水試所試驗船曾經於日本福島核災後至西北太平洋海域調查遠洋漁獲物受
輻射影響、協助原能會監測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周邊海域海水輻射值及內政
部「大陸礁層與島礁調查計畫」等攸關國民食安及國家權利主張等重要工作。

(4)促進廠商投資
新造船案如順利推展，預計從 109 年至 112 年之間，可帶動船舶設計業、設
備製造業、技術研究發展業、造船廠等廠商投入相關資本性支出。以船舶設
計業為例，因應船舶設計需求，將購置新款工程製圖軟體、工程分析軟體、
繪圖電腦等，每年投資額至少 300 萬元。國內造船廠因 50 總噸級玻璃纖維
船體需開模具，投資金額至少 500 萬元。大型船廠因已具備鋼鐵船體焊接、
吊掛、搬運、噴漆、組裝等設備，預估造船期間的設備更新投資至少 2,000 萬
元。在設備製造與技術研發上，因近年持續有海洋研究船及漁業試驗船的招
標，因應船舶法規與國際公約要求檢測項目，如船體、消防、振動噪音、水
下噪音、安全程序等，國內相關業者可能投資方向有檢測設備、校正設備、
電腦及軟體、特殊製造設備等，造船期間投入至少 500 萬元。

(5)增加就業機會
本案增加的勞動就業機會的效益比促進廠商投資較多，因特殊用途船的船型
與舾裝設計無法直接複製，系統整合設計為客製方式，在設計階段須新聘專
案管理人員、研發工程師、造船工程師、製圖工程師、品管工程師、電機工
程師等，預估人數 20 人以上。在設備製造業與造船業因應業務需要，包含施
作人員、現場管理、品管人員、監造人員等，預估增聘 3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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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風險管理
計畫推動過程如遇特殊因素致部分執行成效無法如期達成，將進行年度計畫
滾動式修正。如遇不可抗力或經費拮据等因素，將檢討經費使用情形，並因應漁業
資源永續管理暨因應氣候變遷氣重要議題進行優先排序，以作為後續替選方案。本
計畫將依照各技術項目進行風險項目辨識，並針對風險評估結果，提出相對因應控
制作業。
(一) 漁業研發設備採購方面
漁業研發設備主要因未依照規格採購，或是配合廠商提供設備品質之風險。
除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以外，設備規格之採購，將由農業試驗研究機
構研究人員提出本身需求與功能，並經內部行政程序進行採購，因是符合政
府採購法之廠商，具有一定資格條件，故執行上風險可以忽略。
(二) 跨域合作平臺運作機制建構方面
本項目則牽涉到建構跨域合作平臺運作機制。如要透過此平臺進行跨域或
跨機構之設備資源共享使用，再結合產學研界人員，其運作流程機制務必需
經過數次前期試驗運作，以確保其運作順暢且具效率。
因此，為增加計畫執行率及達成計畫目標，針對風險處理方式如下：(1)滾
動式調整計畫調適策略執行內容，以符合現況實際需求；(2)如計畫經費遭到
刪減時，適時縮減計畫執行對象與範圍，同時調整計畫執行工作目標，以免
無法達成計畫執行績效目標。
(三) 計畫未獲通過的因應對策及影響
漁業試驗船因用途特殊，每一套船圖只能建造極少數的試驗船或僅建置一艘，且通
常為政府單位所購置使用。因漁業試驗船上的專業科學漁探或試驗性網具通常未配
置於其他海洋研究船或漁船，故無法利用租用其他船舶的替代方案，另向國外政府
機構租用漁業試驗船進行相關漁業研究的可行性非常低。如本計畫未獲通過未能汰
建試驗船的情形下，因考量船舶老舊出現航安的機會提高，水試一號及海安號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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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故障停航並進行報廢。水試二號因僅 345 噸級，其抗浪及總合探測能力不足的情
形下，多數海上漁業資源及漁業生態調查研究將被迫終止。因未能利用試驗船收集
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長期調查資料提供氣候變遷對周邊海域漁場環境及漁業資
源變動趨勢，將無法因應氣候變遷對漁獲對象魚種及漁獲量造成的改變。另漁業試
驗船也配合漁政單位進行漁獲管制魚種的資源量調查，如海上漁業資源探測被迫縮
減或終止將影響漁業總容許漁獲量的訂定之精準度及每年滾動修正，將影響漁業資
源的永續利用，並進一步影響漁民生計及國家糧食安全。

三、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將依作業需要，協調農委會所屬各試驗研究機構協助相關計畫推動事宜。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如附表一、二)
五、其他有關事項
試驗船汰舊後處理方式：水試一號及海安號目前均已逾年限，汰舊後將依國有財產
法辦理報廢，依照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公用動產財產卡之殘值計算結果，現今殘
值水試一號殘值為 3,864,340 元、海安號殘值為 123,500 元。汰換除役後之船舶，
目前均已逾年限，現殘值所剩不多，再加上逐年折舊，出售價值有限。除役後之水
試一號試驗船可提供為人工魚礁增育海洋資源之用或以廢鐵出售。海安號試驗為
FRP 製船體，無法作為人工魚礁等其他用途，將僅能予以報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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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各部會及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建構漁業資源永續暨因應氣候變遷研發基礎能量之升級」(草案)一案，相關
部會及委員意見彙整表

部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行 政 1. 查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現有試驗船3
院 主
艘，係分別為83年建造之水試一號
計 總
處

1.

本會原編列1億1,700萬元做為水試
一號試驗船在107及108年度延壽之

（1,948噸）、102年建造之水試二號
（345噸）及80年建造之海安號（42
噸），該所為避免船舶危安事件發生
及符合現代漁業資源探測需求，業於
107及108年度編列1億896萬元辦理
前開試驗船延壽作業，預計可延長壽
期10年，以發揮現有試驗船的最佳效
能。在上開資源投入尚未發揮其效益
前，該會即以經費有限與科儀系統隨
時可能故障為由，縮短延壽期程為5

用。惟107年4月該船減速離合器突
發性故障，導致水試一號無法航行，
且核定經費1億596萬元(另有300萬
為水試二號之特檢需求)與原編列有
極大差距。因關鍵設備故障及預算
有限，本會僅能以檢修方式辦理延
壽，且部分航儀及所有科儀未能更
新。在該船實難趕上現代航行及探
測需求情況下，本會僅能下修延長
使用為5年(108-112)。依目前規劃時

年並提前於壽期到期前予以汰建新
船，恐遭外界質疑相關規劃未盡周
延。

程1,500噸級新船於112年完成，剛好
可銜接水試一號之除役。
2.

2. 次查該所試驗船103至107年度出海
計畫，水試一號（業扣除105年度特
檢及107年度延壽停航，2年不計入）
、
水試二號及海安號平均每月出航2
天、7天、4天，較臺灣大學等管理之
研究船如海研1號、2號、3號扣除例
行歲修平均每月使用22天，顯示該機
關研究船使用頻率過低，是否確有擴
建新船之必要，宜審慎評估。

達116%，使用頻率正常。試驗船若
可於本計畫順利建造，必能大幅提
升使用頻率；在有餘力之情況下，還
可支援大專院校（如海洋大學）之實
習、實驗，或支援有關部會之非漁業

3. 綜上，本案建議參酌上開意見再予檢
討，倘後續仍有擴建需要，考量本案
係為擴大該所研發海洋科學基礎能
量，似屬科技計畫範疇，宜請循科技
發展計畫先期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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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試一號及海安號試驗船因皆
使用逾25年以上，因主機零件逐漸
老化、頻繁故障，試驗船使用頻率難
以提升。
若以水試二號107年度出海天數為
例，扣除國定例假日、歲檢修日、颱
風 及 冬季 東北 季風 海象 惡 劣之 日
數，該船使用天數共113日，使用率

相關調查業務。
3.

本 計 畫旨 於健 全漁 業研 發 基礎 建
設，以協助漁民與漁企業應用創新

部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產業技術，開發具商業價值之產品，
開拓潛力市場，帶動經濟收入與生
活品質之改善，因此計畫之屬性實
屬公共建設之範疇。類似計畫如本
會於民國96-97年建造水試二號試驗
船，即透過公共建設預算，故本會依
例循公共建設經費辦理。

財 政 1. 有關農委會擬新建船隻以汰換現有
部
實驗船(主要用途為研發、蒐集及探
測海洋漁業資源)1節，倘經評估既有
超過年限之船隻，在歲修及維運成本
已不符效益且有安全性之虞，對其建
造需求原則尊重。
2. 惟關於建造量體方面，在尚有1艘(水
試2號)可供使用並於本計畫規劃整
新航安設備及科學儀器下，新建3艘
1500、100、50噸級(其中接替汰換2
船)，其供需資源配置是否適宜?如以
第29頁效益分析，3艘新船每年使用

1.

感謝委員建議。

2.

本會規劃4艘試驗船各有其個別功
能。目前部分試驗船因主機零件逐
漸老化、故障問題影響出海頻率，將
可望在新建後能大幅提升使用率。
目前海洋委員會仍無海洋試驗船，
倘本會試驗船當積極支援有關部會
進行非漁業資源之海上調查業務。

天數占比平均僅29%，其他天數是否
有閒置且耗費維運支出問題，宜請補
充。
科 技
藉由漁業試驗船探測漁業資源，並 感謝委員建議。
部
探討影響之環境因子是漁業資源評估的
基礎資料。漁業管理首要關鍵為依據充
分的科學證據，提出嚴謹的漁業管理所
需之生物參數，後續才能由漁政與學術
研究單位進行漁業相關之資源、生態、
經濟、社會和政治等研究。然而國內的
漁業基礎資料長久以來頗為欠缺，農委
會漁試所現有的三艘漁業試驗船中有兩
艘已超過預定使用年限，且故障率高，
能執行之調查研究天數及行程距離極為
有限，且還需配合國際合作計畫或國家
特定需求之航程。因此建造水試所之漁
業試驗船並更新其探測設備有其必要性
與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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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其理由為：
1.

配合國家政策(如第6次全國農業會
議結論)之施政工作，提升我國漁業
科技水準，促進漁業永續管理轉型
升級。

2.

沿近海漁業資源嚴重耗竭，棲地生
態迄今未有完整資料庫以利漁政主
管機關研擬漁業資源永續發展的施
政策略。

3.

我國沿近海域微棲地(珊瑚礁、河口
域、湧昇區、陸棚與黑潮水域等)水
文環境與生物多樣性豐富，不同噸
位級試驗船之研發基礎設施可足夠
涵蓋前述微棲地(含淺水域-20公尺
以淺沿岸或河口域，至深水域-6000
公尺水深)基礎調查。

4.

本計畫聚焦於沿近海域生物棲地生
態等基礎資料調查，可與我國海洋
委員會海洋研究院或國內大學等研
究船的功能目標協同發展，提供與
收集漁業資源相關參數及生態(非
漁業依賴資料)資料。

5.

透過本計畫之推動可帶動從事試驗
船建造工程或相關勞務委託所帶動
的資本投資及提供就業機會。

行政院公
本案係為維護生態永續，強化我國 感謝委員建議。
共 工 程 委 海洋漁業資源養護，並建立適應氣候變
員會
遷之農業生產模式及調適策略，規劃建
造3艘多用途漁業試驗船及整新水試二
號航安設備，尚無涉公共工程技術專業，
爰本會無意見。
海 洋 1.
委 員
會

海洋資訊之蒐整實為海洋研究和管
理制度建置之長期性重要基礎工
作，故農委會所提計畫實可做為我
國海洋政策制定之最佳助力，本會
原則無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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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委員建議。

2.

現階段試驗船之營運及資料維護由
科技計畫經費支應，惟此方式嚴重
壓縮科技計畫之執行。後續將另案
審慎規劃，循專款專用或爭取新項

部會

審查意見
2.

意見回覆

惟船舶、科研儀器及數據資料後續
維保、營運仍需長期經營規劃，方
可確保人員安全、設備使用與數據
之品質，期能適度公開數據與設備
共享，將效益最大化，為求周延，
爰建議農委會妥為預劃上述事項之
後續營運管理模式，以利有效接軌
運作。

經費方式辦理。有關公開數據部分，
每年出版臺灣周邊海域漁場環境監
測報告並公開於公務統計系統(農委
會)、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平台(內政
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國發會)及
環境資源資料交換平台(環保署)等
四個公共網域。有關設備共享部分，
本會已與大專院校合作，並逐年開
會檢討合作內容，以追求效益之最
大化。

行 政
本計畫涉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
院 性 境能源科技」篇之內涵，如造船業及相
別 平 關產業之從業人員、決策參與、就(創)業
等處 之性別隔離以及永續發展，建請農委會
參酌以下建議，以利本計畫更臻完善地
融入性別觀點：
1.

有關「增加就業機會」(計畫第32頁)
一節：本案所需之專業人才，多屬
性別隔離明顯之行業。以造船業為
例，臺灣國際造船103年員工統計，
女性占全體員工約4.4%，105年僅
1.2%，建議未來遴選相關人員時，
鼓勵女性投入參與，並制定女性培
訓方案，擴大僱用與升遷女性的機
會，破除性別隔離情形。

2.

性別影響評估表之建議如下：

(1)本案僅需填寫一般表即可，無須填簡
表。
(2) 1-2蒐集相關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項
下增列未來新增造船 業之性別統
計。

1.

未來遴選本計畫之相 關研究 人 員
時，將鼓勵女性應徵，並制定培訓方
案，破除性別隔離情形。

2.

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表之修改方向及
說明如下：
(1) 刪除本計畫書性別影響評估表
之簡表。(已刪除附表2 簡表)
(2) 本會非造船之主管機關，全國造
船業之性別比例並未在本會進行統
計。
(3) 規劃將透過官方網站、社群網
站、電視廣告或平面媒體的方式宣
傳，以顧及各方獲取資訊之權利。
(已撰寫於附表2 性別影響評估檢
視表2-2b)
(4) 查教育部農學學生統計之女性
碩博士生比例已高於35%，本會水
產試驗所投入此相關研究計畫之女
性科學家亦超過總數35%，此數據
顯示，本計畫在此相關研究中無明
顯性別隔離情形。後續將制定培訓
方案，增加女性科學家學術能量及
留任率，以維持該績效目標。(已撰
寫於附表2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2-

(3) 2-2.b「每年不定期辦理宣導活動，預
期可顧及各方獲取資訊權益」節，應
說明宣導活動辦理方式如何顧及各
方獲取資訊權益，如宣導活動的交
2b)
通設施規劃、臨托服務等。
上述之內容將配合修訂至計畫書及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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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4) 2-2.g「維持女性科技研究者人數達 影響評估表。
35%以上」一節，應具體說明執行策
略，如何擴建該領域的性別專業人
才與民間團體之資料庫，或是在既
有的工程、環境、科技等人才資料庫
內，充實女性學者專家比例，以維持
該績效目標。
國 家 1. 建請確實參照本會「公共建設計畫經
發 展
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評
委 員
會

1.

估具體量化之經濟效益，如：益本比
等，俾供政策參考。
2. 本計畫(草案)建造3艘多用途漁業試
驗船，請農委會評估可能收取之自償
性財源，如：與各大專院校建教訓練
合作、提供漁業資源或地文資料供業
界使用等，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另
有關整新水試二號航安設備及科學
儀器4,000萬元，建議由科技預算支
應較宜。
3. 本計畫工作項目包含建造三艘多用
途漁業試驗船，以及整新水試二號航
安設備和科學儀器等，其工作細項包
含科研設備、科學儀器等，非屬公共
建設，建議應由科技預算支應。

究，及提供漁民及漁政管理機關有
效之參考數據，這些主要成果皆難
以透過本益比來呈現效益。目前以
如未建造試驗船而以租用研究船方
式計算益本比於計畫書第37頁。
2.

46

過去本會試驗船曾協助內政部、國
科會、中央氣象局及原能會執行委
託計畫增加自償性財源，未來會加
強合作增加自償能力。水試二號航
安設備及科學儀器並非單純之設備
儀器購置，儀器尚須考量船隻結構，
並配合船底(造洞、配線等)工程方能
安裝，故仍屬公共建設之範疇。

3.

4. 有關新造試驗船用途包含海域及漁
場魚種資源調查、海洋監測等作業，
似與海洋委員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推動之業務重疊，宜請釐清避免資源 4.
重複投入，後續並考量將相關調查、
監測資料進行整合與共享。

本計畫強化漁業研發基礎建設，最
大之產出在於提升海洋漁業科學研

本計畫旨於健全漁業 研發基 礎 建
設，實屬公共建設之範疇。類似計畫
如本會於民國96-97年建造水試二
號試驗船，即透過公共建設預算，故
本會依例循公共建設經費辦理。
本會與海洋委員會之 業務早 已 劃
分，有關漁業資源之海洋調查監測
由本會主政，非漁業資源之海洋調
查由海洋委員會主政，故不至與海
洋委員會有任何業務重疊之處。本
會試驗船海域調查監測部分，係透
過試驗船至臺灣周邊海域實際探測
溫鹽、營養鹽、葉綠素甲、基礎生產
力及浮游動物等漁場 環境實 測 資
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海洋委員

部會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會均未持有試驗船及 進行相 關 實
驗，故無業務重疊之問題。在試驗船
有餘力之情況下，倘交通部、海洋委
員會等相關部會有需求，本會也會
積極協助。

委員

目前科技部建造 3 艘研究船及農委會漁業
署建造 2 艘訓練船。水試所預計新建造 3 艘
試驗船是否有資源重覆投入之疑慮，且建
造經費比漁業署訓練船為高的原因為

水試所新建造試驗船為汰除現有 2 艘
(1948、42 噸)使用逾 25 年以上，已不符效
益及現代探測需求之漁業試驗船，另新建
造 100 噸級為目前國內尚無之延繩釣漁業

何。

試驗船。新建 3 艘漁業試驗船的功能及設
備，與目前國內建造中的科技部 3 艘研究
船及漁業署 2 艘訓練船不同且難以取代。
國際上，漁業試驗船的試驗功能也無法以
研究船或訓練船代替。漁業試驗船需配備
各種科學儀器及觀測資料整合系統，其探
測系統總經費通常可達試驗船總建造經
費之 1/3-1/2 ，故建造經費無法與漁業訓
練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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