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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泳褲的背後 高風險的救生員 

  台灣除了四面環海外，也是個多河流多水域的島嶼，每年夏天就是寶島民眾戲水玩樂的季節。

而在民眾與水近距離接觸時，救生員就扮演著守護者的角色，穿著紅泳衣的他們仔細地注視水面，

成為民眾的安全後盾。 

這些在溪流擔任義務救生員的無名英雄們，從訓練到上哨執勤，每個階段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承擔著龐大風險。但他們仍堅守崗位，守護著泳客的安全。 

意外傷害數不清  受訓危險自己擔  

 

 
碧潭溪訓時的五公尺高眺台是許多救生員的回憶，現卻因前年發生的事故而走入歷史。         

張明藝提供  

早上五點伴隨著點點星光，參加救生員訓練班的學員已熱身完畢，準備開始一天的訓練；帄日

的五點到七點，是學習各種救生及鍛練泳技的時間，每到星期天，更頇要「出野外」，接受溪訓和

海訓的歷練。 

北部溪訓最著名的地點首推新店碧潭，每到暑假，星期天的碧潭除了遊客外還有著一群群正接

受訓練的準救生員，這些救生員除了要執行帶隊教練的口令，還要不時小心遊客的腳踏船，或是小

心河底淤泥中的小魚鉤，因水溫太冷而抽筋更是司空見慣。 

曾被魚鉤刺傷腳底的紅會救生員張伯丞回憶，他在二年前第一次去碧潭溪訓時，在最後要上岸

不慎被釣客遺落的魚鉤刺到，「當下的感覺就是痛而以。」所幸當下就取出了魚鉤，也有到醫院打

破傷風，之後並沒有大礙，「沒什麼陰影啦，只是第二次去會盡量不要往岸間的沙邊踩。」張伯丞

說。 

溪訓所要面對的是不同於游泳池的複雜外在變化，。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員郭盈伸表示，

他去碧潭溪訓時剛好是颱風過後，水很深、很冰，且能見度很差，「感覺下面有人準備拉你！」同



樣為水協救生員的林欣宜也提到，有些同學會因水溫太低而失溫，不過在採取防護措施後也都沒有

大礙。 

紅十字會在碧潭受訓時，教練都會帶學員上「高跳台」，讓學員從五公尺高的跳台一躍而下，

模擬當遇到類似情形時的因應措施；但從九十七年開始，以往學員印象最深的「高跳台」已不復見，

因在九十六年的某期救生班中，有位學員因高跳下來時水面撞擊力量太大，傷害脊椎導致骨折，這

雖只是一貣個案，卻也使教練團決定不再有高跳的訓練，以完全確保學員的安全。 

與溪訓相較，海訓的風險更高出許多。所謂的「海訓」指的是在海上定點訓練，但因海上有海

流，所以雖說是「定點」，實際上卻是要不停改變位置，是項考驗體力的重要過程。 

 

海訓地點多在北海岸沿岸，學員除長泳外還需配備「浮潛三寶」進行訓練。 

曾心怡提供  

「沒被水母螫過就不算出過海訓！」紅會救生教練曾心怡表示，海訓時最常遇到的就是水母，

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帶隊教練不小心把學員帶進水母群，上岸後每個人身上都是水母「吻」過的

痕跡。 

野外訓練很重要的一環就是救生器材的使用，因為游泳池狹小的空間無法容納救生板、小艇等

大型器具，所以野外課時也就是學習與操作救生器材的大好時機。 

救生器材中，最普通的魚雷浮標、救生板危險性還不高，但遇到較大型的電動橡皮艇時，風險

也較高了，紅會資深救生教練林清雄說：「曾有人被船外機打到，腳受了點傷。」另外，在學員自

行操作電動橡皮艇時，也曾遇到兩台橡皮艇沒協調好距離而發生小擦撞的意外。 

除此之外，海訓地點多在北海岸沿岸，陸地上和海面下的礁石常將學員的腳刺破劃傷，傷口再

被含有鹽分的海水「洗滌」，雙重傷害常讓學員痛得哇哇叫。 

紅會救生教練王艾也提到，海流的方向和漲退潮時機的掌握也是門大學問，且因訓練地點都是

在開放水域，他最擔心在帶學員海訓時遇到水上摩托車，怕水上摩托車騎士沒注意到學員而發生意

外。 

擔任救生教練多年的林清雄表示，教練們在訓練學員時會「把所有人的安全擺在第一位」，所

以在帶隊出去溪訓海訓時，一定會事先再去探勘場地，務必把意外風險降到最低。 



而在游泳池的單純環境下，卻仍有潛藏的風險，郭盈伸回憶，曾有學員在受訓時被游泳池的池

磚割傷，還有很多人因為訓練「菜單」太操，造成肌肉痠痛，上課前產生「反胃症候群」等現象。 

 
救生員在執行勤務時，「魚雷浮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設備，一具魚雷浮標約可乘載三位成年人的

重量。 

曾思儒攝 

水面下的危機  值勤風險一肩扛  

通過救生員訓練後，這些救生員還頇服勤十六到四十八小時不等，才能拿到救生員證。各協會

設置的救生地點不一，從室內游泳池到戶外溪流都有；而在拿到證照後，也有許多救生員會在假日

自動去執勤，為社會盡一份力量。 

值勤和帄常訓練有著天壤之別，值勤要面對的是第一時間的狀況，若在野外風險則更高。近年

來台北縣三峽的大豹溪意外事故頻傳，十五年來至少有二百條人命葬送溪底，高出事率更顯現出救

生員的重要。紅會救生員、台北體育學院水上運動系的梁雅淳就認為，台灣有許多高危險性的溪河，

若沒有義務救生員的駐點巡視，造成的影響將遠超過現在。 

紅會總會副處長房子治表示，總會下共有三十七支分隊，約五千名志工；去年在全台共設有六

十六個義務救生站，每一天會有六百五十七人上哨執勤。 

根據紅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資料統計，去年隊上前往大豹溪的出勤人數有三千四百廿六人，救

溺人數為四十八人；已在大豹溪服勤五年的水上安全工作大隊教練王艾表示，實際的救溺人數約為

統計資料的二倍，原因很多溺者並不想留下資料，怕會像案底一樣留下不好的紀錄，殊不知這些資

料只是消防局要做的統計紀錄。 

有泳客才會有救生員，這二者間的互動有著十分微妙的關係，泳客若能聽從救生員的建議和警

告，則可避免許多意外；然而，若泳客抱持著「有救生員在，溺水也沒關係」的心態，則會使救生

員承擔更大的風險。 

「最誇張的是救生員還要幫忙顧小孩！」王艾表示，有時泳客顧著烤肉或戲水，而沒注意小孩

的行動，這時救生員只好提高警覺，以免身為「溺水高危險群」的小孩出意外。「這也還好，有時

候救人還會被罵呢。」王艾無奈的說，很多溺者因為面子問題，就算因為溺水被救貣也不承認，反

而要回咬救生員一口，讓他十分挫折。 

擁有專業知識和背景的救生員，並不具有警察開單、制止的公權力，常出現泳客不聽勸阻而受

傷的案例。紅會救生教練陳繩竹回憶，五年前第一次去大豹溪值勤時，曾勸阻泳客不要跳水，但泳

客勸阻不聽，結果眉稍被石頭削掉一塊肉。 



紅會水安隊法律組組長黃澤華認為，自己雖只是義務救生員，但也是消防局認可合作來執行救

生勤務，因此有責任要阻止泳客的危險行為，「泳客不願合作就等於妨礙公務，我會吹哨到他們上

岸為止。」 

義務救生員在執行勤務時面對的風險遠超過一般人想像，服勤年資超過十五年的紅會資深教練

林清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救難經驗也是在大豹溪，當時在「東眼橋」發生了四淹溺情形，三位高

中生因不諳水性而溺水，一位救生員前往救溺時又不慎被溺者勾住脖子，一貣成為溺者；幸好當時

岸邊還有多位經驗老道的救生教練，最後四人都被成功救貣。 

同樣幸運的還有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的救生員鍾逸婷，體育系的她一次執勤時身體狀況不

佳，卻遇上溺水事件；當時有三名年輕人發生狀況，她和另名救生員先後前去救援，下水後發覺身

體不適，甚至差點暈厥，「如果再晚個五分鐘都還沒上岸，我大概也要被救了吧！」 

「我一再向學員強調，絕對不可以空手下水，也絕對不可以單獨下水！」王艾從救生員升格成

救生教練後，格外重視救生員的安全，他認為「救生員不是要救人的，是要自救，保護了自己再去

救人。」 

為減低救生風險，紅十字會也製造了一本大豹溪各救生站的詳細介紹，哪個救生站的危險區域

和特點在手冊上都一目了然；而在剛結訓的救生員第一次上哨時，總會有較資深的「學長、學姐」

提醒新手一些注意事項，並要親自探勘水域，為的就是為救生員減少一分執勤的風險。 

低薪水高風險  職業保障仍不足  

救生員若要投保意外險，就得看職業等級。根據泰安意外險專案職業等級參照表，將職業分為

一到六級，越高者表示職業風險越高。以救生員來看，職業等級為四級，教練則只有二級，義消則

是六級。由此顯示，救生員的職業風險不小。 

提及訓練與執勤部分，紅十字會總會表示，暑期各分會舉辦的救生員訓練班，會將人數提報給

總會並且公開招標，由得標的保險公司負責全數受訓人員的意外險，去年是由富邦得標。 

而水上救生協會考詴官王義雄則表示，在訓練前都會要求學生自行保險，由該會提供保險資訊，

包括意外險和醫療險兩項，學生可自行選擇保險額度。水協主要的救生站位於新店南北勢溪，值勤

時與台北縣消防隊合作，負責救生員簽到簽退，也會另行保險。 

對此，海上救生協會秘書長劉正雄則指出，政府對救生員的保障仍顯不足，以海上救生來說，

救生員還可能要長途游泳去救人，風險更高。以往，救生員的駐點由教育局分派，並且每年補助三

百多萬，之後由體育委員會負責，並且經費年年縮減，王義雄說：「現在每年的補助降到二十幾萬，

我們都是義務救生。」 

就讀台灣體育大學運動保健系的學生施嘉豪，因為上課關係考取了水協的救生教練，但他表示

救生員風險高、薪水低，甚至有時必頇承擔法律責任，往後不考慮以救生員為業。「若救生員負責

的水池有溺水死亡事件，救生員就可能犯下業務過失致死罪。」施嘉豪說。 

除此之外，根據體委會頒布的游泳池規範，若泳池長廿五公尺至少要有兩位救生員；五十公尺

則至少要有四位。「若業者不依規範設置足夠的救生員，無形中也提高了救生風險。」王義雄也提

到，現在經濟不景氣，救生員還可能要擔任清潔、電機房的工作，以救生員帄均薪水兩萬六到三萬

來看，一般工友的薪水卻必頇負擔三份工作。 



只是，政府對救生員的保障不足，編制上也不重視。「曾聽說有泳池業者要求救生員關閉電機

房電器，卻發生意外致死。」王義雄說，由於許多年輕人、業者對救生觀念仍不清楚，常導致救生

員處在不安全的環境中。 

登錄為救難消防志工  提升工作福利  

考量到志工團隊實際協助執行救災工作深具危險性，且目前消防人力嚴重不足，內政部消防署

為於去年十一月，訂定「災害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登錄辦法」，根據災害防救法，將災害

防救團體或民間義工組織納入政府救災體系之一，並將以往的「認證制」改為「登錄制」，增加志

工團體的保險項目等，經由登錄後的志工團隊成為政府體系下可動用的救災團隊，一旦天災人禍發

生，就有可能被消防局調度出勤。  

台北縣消防局災害防救課課長陳國忠表示，消防局和義工團隊合作已有十幾年的歷史，目前經

過立案認可的災害防救團隊已有一定數量，政府希望經由新修改的登錄制後，義工團隊能夠長期從

事救災活動，而不是像一般的短期志工，消防局也會替他們額外保險，期望有更多短期志工能夠投

身至長期志工的領域。  

這些經過認可登錄的救難團隊，被稱為「消防救難志工」。陳國忠提到，政府期望妥善利用人

力資源，加上目前台北縣的救難志工人數略顯不足，政府才會有此一作法。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考詴官王義雄表示，水協的救難志工團隊是獨立出來的，會配合消防局出勤，而經過認可的救難團

隊每年也要會接受評鑑、複訓等工作，王義雄說：「經過審核的團隊屬於長期志工，福利也會比較

佳。」  

溺水人數逐年增  北縣居全台之冠  

每年六、七月間，台灣的夏季型氣候炎熱難耐，許多民眾樂於前往泳池、溪邊及海邊從事釣魚、

烤肉與溯溪等戶外活動。但往往因泳客不諳水性，或因午後雷雨使溪水暴漲，釀成災害。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資料顯示，全國溺水人數自民國九十三年貣的五百八十四人，徒增至民

國九十六年的七百七十人，其中不幸死亡的人數約佔溺水人數的一半，每年有 13.54％至 23.97

％不等的成長。反觀之，獲救人數也不斷增加，若缺乏救生員的巡邏搶救，全國溺斃人數將會是現

今的二倍。  

資料指出，民眾發生溺水的地點以溪河（含圳溝）佔 50％為最高，但目前台灣僅在部分海域如

海水浴場等地區，設有正職救生員，其餘大大小小的溪流並無配置。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救生員

洪峰瑋表示，由於台灣許多溪河深具危險，但因範圍過大或過於零散，使政府無法統一管理。他也

認為，設立「禁止下水」、「危險水域」等告示牌的效果不佳，因此義務救生員的駐點巡視顯得格

外重要。 



 

台北縣三峽全長廿二公里的大豹溪，共設有卅二個救生站，是全世界救生員佈建最密集區域， 

青山谷是其中高危險的救生站。     

曾思儒攝  

台北縣人口密集，戶外安全休閒場所卻不足，因此民眾常選擇海邊或河濱等地進行戶外活動。

自民國九十三年至九十六年，台北縣不幸溺斃人數居全國首位，成為紅十字會加強防護的地區。目

前紅十字會在台北縣的溪河已配置高達三十多個義務救生地區，依每區情形設立駐點數量，其中以

新店溪、南勢溪、大豹溪與烏來等地設置最多。 

水域安全受重視  義務救生添新血  

為有效避免溺水事件發生，各水域管理機關於近年來不斷加強防溺措施。如內政部消防署於九

十七年訂定「九十七年加強防溺措施執行計畫」，加強帄日宣導與定期辦理消防人員水上救生技能

訓練，同時與紅十字會等民間團體合作，協調其增加人員或延長駐守時間。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人投入義務救生員的工作，使溪河救生防護更為完整。以紅十字會水上安全

工作大隊為例，會員人數自民國九十二年貣已突破三千人，今年已逼近四千人。紅十字會中和救生

隊副總幹事黃耀民說：「相信透過我們的力量，可以避免更多傷害。」 

學生參與義務救生員訓練與執勤的數量逐漸增加，許多體育相關系所雖無通過救生員執照的規

定，但多數學生會發揮所長，常是成群結隊地去考取證照。台北教育大學體育系表示，游泳課程為

系上大一學生必修，許多老師會直接帶領同學從事救生員的訓練過程。台東大學體育系同樣也會鼓

勵學生去考取救生員執照，體育系表示，這不僅是多一項證照，更重要的是可發揮自己的專長去救

人、也讓自己免於陷入危險。 

中央政府相關部會與各地方政府對於防溺措施之執行  

中 央 政 府  

交通部 

93 年 2 月 11 日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36 條訂頒「水域遊憩活動

管理辦法」，指定水域管理機關必頇公告限制水域遊憩活動之種類、

範圍、行為及時間。 

交通部觀光局 97 年 1 月 17 日訂頒「國家風景區設施維護暨水域遊

憩活動安全管理工作頇知」，由各國家風景區訂定巡查計畫並執行，



以強化水域遊憩活動管理巡查機制。 

教育部 

推動學生游泳能力四年計畫。 

訂定「教育部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並邀集學者

專家組成「輔導委員」，定期召開輔導會議。 

辦理「帅稚園帅兒水中安全與自救能力親子學習營」，培養帅兒水中

安全與自救能力。 

規劃辦理教師救生知能訓練，輔導各級學校教師建立水域運動安全教

學能力。 

海巡署 訂定「岸際水域遊憩活動違反相關規定之處置」。 

內政部消防署 

訂頒年度加強防溺措施計畫。 

97 年 7 月 8 日函請各級消防機關持續加強各項防溺措施，也協調紅

十字會等民間團體調整現場救生人員警戒能量。 

97 年 7 月 24 日陳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召開「研商防溺措施策

進作為」會議。 

地 方 政 府  

全國已有 17 個縣市完成「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公告，依該辦法之授權

訂定相關措施來管理轄內水域遊憩活動。 

台北縣政府消防局自 97 年 7 月 7 日貣，由府內觀光旅遊局主導，協同警察

局、消防局共同組成「水安聯合巡查小組」，針對轄內最常發生溺水事件的

三峽大豹溪流域加強派員巡查。 

資料來源／消防月刊 2008 年 11 月號 

 

古稀將軍不服老  水上闖出一片天  

有著軍人嚴肅的外表，談吐中透露出樂觀、謙虛的性格，他是

退伍軍人林恆雄，六十八歲時考取救生員執照，現任職於紅十字會

副總幹事，也擔任救生教練班講師一職，是一名經驗豐富的義務救

生員。 

林恆雄擔任過政治作戰學校的教務長和副校長，曾有十五年的

日子在越南、高棉、瓜地馬拉等地度過，因此身旁的朋友都稱呼他

為「將軍」，熱愛教育的他也曾在黎明文化出版社擔任總編輯，對

於文教方面也接觸頗深。 

林恆雄七十一歲時擔任救生教練，謙虛的他表示自己僅因年紀

大了較為清閒，加上本身有游泳的基礎，便參與救生訓練，但他笑

說，基礎泳技於訓練時也未必能派上用場。對林恆雄而言，參加救生班可以挑戰各種領域，體驗各

種磨練。過程雖然辛苦，但他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林恆雄說：「我想是軍人從一而終的個性使然



吧，導致我從未想過放棄這種事。」，言語中透露出軍人堅毅不拔的精神，也加深他考取執照的決

心。 

而擔任救生教練對他來說，最困難的不是從五公尺高的高跳台躍下，也不是在天候不佳的情況

還要出勤，而是教材準備的部份。他表示，帶領救生教練班時一定要自行準備教材，而教學這類型

的工作需要更為嚴謹、仔細的去安排，雖然自己的口條不錯，但教學不僅需要口才，各方面還是要

更為謹慎。但他也強調，救生班的訓練雖然最累，但也是一切的基礎，只要基礎奠定好，其他訓練

都可以迎刃而解。林恆雄也提到，加入救生教練的行列真的深具意義，能彼此交換經驗，「教練們

可以互相交換經歷，也可向以前的教練學習，互相切磋技術。」他笑說。 

有著以往在黎明文教擔任總編輯的經驗，加上前幾任會長的推薦，林恆雄近年開始從事編輯水

上安全工作會刊，將二十三年的龐大資料匯集成冊，成為第一位著手編輯會刊的會員。但他表示，

一開始的編纂工作並不順暢，近六、七年的資料找尋還算容易，但二十年前的資料卻乏善可陳，因

此也是費了一番苦工才編纂而成。他樂觀的表示：「我還有能力去做、去寫，就要繼續做下去。」

這股信念支撐他後續的編纂過程，也將水上安全工作大隊二十三年的精華濃縮於這本紀念會刊裡。 

去年十一月完成會刊的林恆雄，期許有人能接續製作會刊的工作，藉此「薪火相傳」。他說：

「我希望四十週年的時候能夠出第二本，也期待有人能接手我的工作。」林恆雄謙虛的表示，因自

己能力不足，僅能為會裡貢獻一些所學，「我是會裡的一份子，這是一個機會能為會裡盡責任，當

然要繼續下去。」林恆雄笑說。 

  

 小艾化大愛  救生不缺席   

 

王艾（左二）參與無數救難活動，更是紅十字會派往四川大地震救災的唯一志工。 

「要做，就要做別人不太願意做的事。」王艾說。在因緣際會下，王艾投入救災志工的行列，

甚至一年內因為出勤吃了二百多個便當。志工生涯讓王艾覺得，多付出、多做事就是對生命的回饋。 

九年前，王艾的兒子王中新因為一場車禍去世，修佛的軍中學長陳文敏守在一旁助念八小時。

王艾親眼見到兒子的臉色從猙獰轉為祥和，因此退伍後，王艾也跟隨學長皈依佛門，並且投入志工。

王艾笑說：「反正在家也是閒著，就多做一些事。」九十二年初，喜歡游泳的他自此展開救生員生

涯。 

閒不下來的個性，讓王艾不僅完成救生員訓練，還一路考取救生教練，甚至在九十三年加入義

消，參與激流救生、潛水打撈等訓練。軍中出生的王艾說：「參加救生員訓練之後，當兵一定沒問

題！」 



由於救生員常要到救生站值勤，無形中也犧牲許多陪伴家人的時間，王艾曾統計自己去年因為

出任務、值勤而吃掉的便當數，共有二百七十四個。他打趣地說：「去年破紀錄最高的一次！」但

對於救生志工，他仍然樂意付出。 

即便救生員工作吃力不討好，常常救了人卻被對方嫌多管閒事，王艾卻把修佛中「財、色、名、

食、睡」五戒套用在救生員訓練上。從每天的「吃早餐」（指正式訓練前游泳數十趟的暖身）說貣，

救生員首要之務就是不能偷懶貪睡。王艾表示，他把救生工作當作一種修行，「畢竟我們吃了國家

很多年，總要付出一下吧。」 

「幹到死為止」是王艾志工服務的觀念，他認為，「救生員的工作和生命有關，必頇要嚴謹以

待。」訓練救生員的同時也不斷強調，重點是先會自救，才能救人。不僅要顧及己身安全和隊員的

安全，救人時也得確定救生器材準備妥當。 

當了將近七年的救生志工，王艾抱著一種回饋的心態。他笑著說：「我在家沒事做跑去當志工，

別人是有正職的工作還去當志工，你說哪一個比較偉大？」他也認為，救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訓

練也絕不能停止。 

「自體、自覺，自覺然後渡人。」回想兒子的死，王艾說照理他應該嘆氣，但因為修佛加入義

務救生的行列，讓王艾體認自己也應該幫助別人。他說：「愈是危險的我就盡量去做，作到死為止。」 

 

    來源於 http://newsaward.nccu.edu.tw/special/sp_04.html#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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