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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修正版)

壹、依據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十條第二項：「為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

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貳、目標

為防止、排除或減輕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對人體、生

態、環境或財產之影響，當有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發生之虞

或發生時，依本計畫之通報、應變等系統，及時有效整合各級政

府、產業團體及社會團體之各項資源，取得污染處理設備、專業

技術人員，以共同達成安全、即時、有效且協調之應變作業。

參、範圍

本計畫所稱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其範圍包括：

一、 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油料

外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致有危害人體健康、嚴重污染

環境之虞者。

二、 載運油料船舶執行油輸送期間發生事故，造成油料外洩或

有油料外洩之虞者。

三、 因陸源污染、海域工程、海洋棄置、船舶施工或其它意外

事件所致油料排洩，嚴重污染海洋環境者。

四、 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以外之重大海洋污染事件，應比

照本計畫實施應變措施。

肆、應變類別

針對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範圍，依據災害事件發生類

別啟動應變作業：

一、 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

應變中心統籌應變處理及執行油污染應變、事故船船貨、

殘油與外洩油料、船體移除及相關應變作為，直至環境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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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完成。

二、 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由海洋委員會（以下簡

稱海委會）針對事件規模進行研判，並依本計畫內容執行

應變。

伍、通報系統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 航政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構）、海岸管理機關、地方

政府及相關單位於接獲因海難事件導致之海洋污染事

件發生者，應立即將相關資料通報交通部及海委會。

(二) 於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前，相關應變機關（構）

單位雖尚未進駐，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狀況及執行應

變，並以電話、簡訊、傳真、通報系統或其他方式通

報交通部及海委會。

(三) 於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後，中心成員應隨時

掌握污染情形，並依通報流程，依式填報處理情形回

報表，並傳真至應變中心。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 航政機關、港口管理機關（構）、海岸管理機關、地方

政府及相關單位於接獲非因海難事件導致之海洋污染

事件發生者，應立即將相關資料通報海委會。

(二) 於海委會成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以下簡

稱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前，相關應變機關（構）單

位雖尚未進駐，仍應依權責掌握污染狀況及執行應變，

並以電話、簡訊、傳真、通報系統或其他方式通報海

委會。

(三) 於海委會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後，中心成員應隨

時掌握污染情形，並依通報流程，依式填報處理情形

回報表，並傳真至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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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報表如附件一、通報流程如附件二、處理情形回報表如附

件三。

陸、分工（組織）及應變層級

一、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 交通部接獲通報後，決定所需之應變層級，並依下列

方式執行應變

1.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一百公噸-小型外

洩，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

負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施。

2.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至七百公

噸-中等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港區域）、

農委會（漁港區域）、經濟部（工業港區域）、國防

部（軍港區域）、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海委會

（海上、其他海岸區域）負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

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

除措施。

3.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七百公噸-重大外洩，

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4.下列情況，應考慮採行重大海洋油污染（即第三級）

應變：

(1) 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其污染程度與預估

動員之應變能量已超越其因應能力時。

(2) 應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外洩

程度超過其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

無法有效執行應變時。

(二)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

經研判為因海難事件導致重大海洋油污染應變層

級，交通部應即設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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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需求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由交通部部長擔

任召集人，通知應變中心各成員機關即刻進駐，並依

事件發生地點，由下列權責機關成立現場應變前進指

揮所，以及時有效獲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1. 海上、海岸：海委會。

2. 商港區域：交通部（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

指定機關）。

3. 漁港區域：農委會（漁業署）。

4. 工業港區域：經濟部（工業局）。

5. 軍港區域：國防部。

6. 國家公園區域：內政部（營建署）。

(三)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成員，包括海委會、環

保署、內政部、外交部、法務部、國防部、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以下簡

稱衛福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

科技部、事件發生所在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機關（構）

等。各成員機關應視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主動

執行有關之應變處理事項。

(四)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主要油污染應變工作項

目

1. 依據不同事件污染規模決定應變層級後，應由各層

級主政機關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內容，指派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揮官可視應變需求

指派現場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主政督導執行前進指

揮所開設與人員進駐、協調各項污染清除作業與其

他應變相關工作。

2. 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依據污染區

域海岸敏感區位分布、海洋水文、船舶交通實況及

相關調查評估結果等，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

清除策略據以執行，內容應至少包括污染清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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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能量、清除程度、監測作業、清除期限及交通

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要求事項等。

3. 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

應變需求，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備與器材等，

以利執行污染清除與應變作為。

4. 水質採樣及蒐證

(1) 執行污染區域水質、廢油水採樣檢測與比對分

析作業，及進行受污染區域蒐證工作，並整理、

保全相關資料，提供求償參考。

(2) 污染狀況解除後，持續進行水質採樣作業，據

以追蹤掌握環境復原情形。

5. 復原作業

(1) 環境復原會勘與驗收：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

變中心於開設初期即應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

作業方式與驗收標準，並視污染清除與復原程

度，召集應變中心相關成員進行會勘與驗收工

作。

(2) 經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各成員確認環

境復原結果並完成驗收後，後續有關水質監測、

持續追蹤辦理等工作，由各權責機關接續執

行。

6. 撤除時機

(1)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油污染清除執

行機構委由第三方公證單位，確認污染區域環

境復原狀況已達成污染清除要求，且經應變中

心各成員確認之。

(2) 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持續執行後續環境

影響監督或評估作業。

(3)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完成任務並撤除

後，應視實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給相關權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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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執行事件善後與後續相關工作，並依本計

畫分工表進行求償工作。

(五)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發言人，統

一對外公布相關訊息。

(六)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專家、

學者擔任諮詢顧問。

二、非因海難事件導致海洋污染發生：

(一) 海委會接獲通報後，決定所需之應變層級，並依下列

方式執行應變

1. 第一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未達一百公噸-小型外

洩，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

負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施，並視油污染狀況

決定是否成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2. 第二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至七百公

噸-中等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港區域）、

農委會（漁港區域）、經濟部（工業港區域）、國防

部（軍港區域）、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海委會

（海上、其他海岸區域）負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

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成立海洋油污染緊

急應變中心，據以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施。

3. 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七百公噸-重大外洩，

由「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油污染緊

急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4. 下列情況，應考慮採行重大海洋油污染（即第三級）

應變：

(1) 油品事業機構之油品外洩，其污染程度與預估

動員之應變能量已超越其因應能力時。

(2) 應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外洩

程度超過其因應能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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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執行應變時。

(二) 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經研判為非因海難事件導致重大海洋油污染應變

層級，海委會應即依本計畫設立「重大海洋油污染緊

急應變小組」，並視需求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

由海委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通知油污染緊急應變

中心各成員機關即刻進駐，並依事件發生地點，由下

列權責機關成立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以及時有效獲

得各項人力、設備資源：

1. 海上、海岸：海委會。

2. 商港區域：交通部（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航港局或

指定機關）。

3. 漁港區域：農委會（漁業署）。

4. 工業港區域：經濟部（工業局）。

5. 軍港區域：國防部。

6. 國家公園區域：內政部（營建署）。

(三)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成員，包括海委會、環保署、內

政部、外交部、法務部、國防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經濟部、交通部、衛福部、農委會、科技部、事

件發生所在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機關（構）等。各成

員機關應視需求於內部成立應變小組，主動執行有關

之應變處理事項。

(四)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主要工作項目

1. 依據不同事件污染規模決定應變層級後，應由各層

級主政機關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內容，指派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揮官可

視應變需求指派現場前進指揮所指揮官，主政督導

執行前進指揮所開設與人員進駐、協調各項污染清

除作業與其他應變相關工作。

2. 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清除策略：依據污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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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岸敏感區位分布、海洋水文、船舶交通實況及

相關調查評估結果等，監督污染行為人擬定油污染

清除策略據以執行，內容應至少包括污染清除範圍、

動員能量、清除程度、監測作業、清除期限及油污

染緊急應變中心要求事項等。

3. 應變資材調集前運：依據污染區域實際污染狀況與

應變需求，統籌調度各項應變資材、設備與器材等，

以利執行污染清除與應變作為。

4. 水質採樣及蒐證

(1) 執行污染區域水質、廢油水採樣檢測與比對分

析作業，及進行受污染區域蒐證工作，並整理、

保全相關資料，提供求償參考。

(2) 污染狀況解除後，持續進行水質採樣作業，據

以追蹤掌握環境復原情形。

5. 復原作業

(1) 環境復原會勘與驗收：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於

開設初期即應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作業方式

與驗收標準，並視污染清除與復原程度，召集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相關成員進行會勘與驗收

工作。

(2) 經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各成員確認環境復原結

果並完成驗收後，後續有關水質監測、持續追

蹤辦理等工作，由各權責機關接續執行。

6. 撤除時機

(1)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或油污染清除執行機構委

由第三方公證單位，確認污染區域環境復原狀

況已達成污染清除要求，且經油污染緊急應變

中心各成員確認之。

(2) 各權責機關應針對主管業務持續執行後續環境

影響監督或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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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完成任務並撤除後，應視

實際需求將現場移交給相關權責機關，持續執

行事件善後與後續相關工作，並依本計畫分工

表進行求償工作。

(五)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指揮官指派發言人，統一對外公

布相關訊息。

(六) 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諮詢顧問。

三、依不同災害事件發生類別，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

海委會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時，有關油污染應變組織架

構圖如附件四、分工表如附件五、聯繫名冊如附件六，並適

時更新。

柒、監測系統

一、海上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範圍界定評估

(一) 海委會：執行海上污染動態監測、範圍評估界定及協

助清除工作。

(二) 國防部：協助監視海上油污動態。

(三) 科技部：協助海洋油污染調查、監測、評估。

(四)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協助油污染地區之空中勘

查。

(五)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協助空中勘查申請事宜。

(六) 農委會：協助海上油污染監測及範圍界定。

(七) 必要時應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相關機構及民

間業者協助。

二、海岸油污染動態監測及油污範圍界定評估

(一) 海委會：執行海岸污染動態監測、範圍評估界定。

(二) 農委會：協助海岸油污染監測及範圍界定。

(三) 國防部：協助海岸油污染範圍評估界定。

(四)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協助油污染地區之空中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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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五)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協助空中勘查申請事宜。

(六) 海岸管理機關：協助海岸污染動態監測、範圍評估界

定。

三、水域水質及污染物監測

(一) 沿海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地方政府環境保護局（海

洋局）、海委會、農委會、科技部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權責就沿海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進行採樣檢驗，

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 其他海域水質監測部分，由海委會、農委會、科技部

或其他事業機構，依權責就其他海域水質及污染物質，

進行採樣檢驗，及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衛星遙測監測及油污染範圍評估，由海委會、科技部負責。

五、衛星影像與數位化地圖圖庫、海洋資源資料庫、油污處理

器材、設備、專家相關資料庫及人類活動資料庫，由相關

機關建立，並由海委會彙整，建立共同使用機制。

捌、處理措施

一、即時應變

當發生海洋污染情形，在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

心或海委會成立油污染緊急應變中心前，各應變機關應依

其污染地點，分別由商港管理機關（構）（商港區域）、漁

港管理機關（漁港區域）、軍港管理機關（軍港區域）、工

業港管理機關（構）（工業港區域）、國家公園管理機關（國

家公園區域）、地方政府（其他海岸區域）、海委會（海上）

等，就近爭取時效，先採取抽除殘油、佈置防止油污擴散

器材（攔油索、汲油器、吸油棉等器材）、堵漏等緊急應變

措施，並備妥可動用之相關人力、機具，運至污染現場，

執行污染清除或防止污染範圍擴大等工作。

二、海岸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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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岸油污染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

由污染地點權責機關於油污染現場附近成立現場

應變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1. 污染地點權責機關指派一名指揮官。

2. 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 海岸管理機關代表。

4. 環保署代表。

5. 海委會代表。

6. 農委會代表。

7. 交通部代表。

8. 內政部（國家公園管理機關）代表。

9. 國防部代表。

10.地方政府代表。

11.其它指定機構之代表。

12.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海委會成立油污

染緊急應變中心聘請之諮詢顧問。

(二) 海岸油污染作業內容請參考附件七-海岸油污染應變

要領

1. 確定油污染程度及範圍，並保全相關資料。

2. 擬訂清除策略。

3. 評估是否須使用油分散劑，以及運用時機與場域。

4. 動員所需人力，集結所需設備、器材。

5. 設置媒體對話窗口統一對外發言，及發布新聞稿。

6. 建立與當地民眾溝通機制。

7. 執行海岸清除作業。

8. 油污清除廢棄物妥為處置（最終處理與流向監控）。

9. 監督或執行環境監測及復育工作。

10.進行求償相關作業。

三、海上應變

(一) 海上油污染現場應變前進指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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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委會於油污染海域鄰近之所屬單位成立事故

現場前進指揮所，由下列人員進駐：

1. 海委會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分別指派一名海

上及空中作業指揮官。

2. 船東或油品事業機構代表。

3. 港口管理機關（構）代表。

4. 農委會漁業署代表。

5. 地方政府代表。

6. 環保署代表。

7. 國防部代表。

8. 其他指定機構之代表。

9. 交通部開設海難災害應變中心或海委會成立油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聘請之諮詢顧問。

(二) 海上油污染作業內容

請參考附件八-海上油污染應變要領，及海岸油污

染作業內容相關事項。

四、商港應變

由商港管理機關（構）督導商港管理機構負責應變，

依商港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漁港應變

由漁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漁港管理機關，統籌漁

港區域內之油污控制及清除處理相關事宜；其作業要領，

參照海上及海岸油污染作業內容辦理。

六、工業港應變

由工業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工業港管理機構，統

籌工業港區域內之油污控制及清除處理相關事宜，其作業

要領，參照海上及海岸油污染作業內容辦理。

七、軍港應變

由軍港管理機關統籌軍港區域內之油污控制及清除處

理相關事宜；其作業要領，參照海上及海岸油污染作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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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辦理。

玖、設施

器械設備之應用：

一、海洋油污染各應變機關（構）、油品事業機構、海岸管理機

構、地方政府，應將應變作業所需之設備器材妥為備置，

並應定期維護、保養、檢查。

二、各成員機關及目的事業機關，應依本計畫之任務分工，備

妥相關設備、器材、工具。

三、各機關、單位、機構應定期將其保管之器具、設備、工具

之細目及流向，通報海委會。

四、各成員機關及民間機構所購置之清除油污設備，得相互支

援備用；外借紀錄，應妥為保存。

五、海委會應至少每年一次邀集相關機關，檢討全國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所需之設備器材、品名、規格、數量，並由各權

責機關、單位逐年編列預算購置。

壹拾、 訓練演習

海委會應會同成員機關，自行或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

團體，辦理海洋油污染應變之訓練，其課程內容包括油污染

事故之發現、監控、遏阻、回收、蒐證採樣、海岸線復原、

影響評估、廢棄物處理及各種設備之使用等項目，並定期辦

理應變作業之演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