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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木舟談水域遊憩活動安全規劃   



西式划船 龍舟 泛舟 獨木舟 艇球 激流標竿 



“自古水邊的原住民就有造舟的傳統…這些小舟不但是生活的
工具，造舟能力甚至是男子成年的象徵” 

“在台灣我們統稱這類木製

人力小艇為獨木舟…但它
們並非都是由一整支原木刨
製出來的” 

獨木舟的歷史  History of Canoe and Kayak 



獨木舟的歷史  History of Canoe and Kayak 

“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由21到26片不同的木材拼製而成” 



獨木舟的歷史  History of Canoe and Kayak 

“日月潭邵族的獨木舟...由一整支樟木刨製而成” 



北美洲印地安人的獨木舟(Canoe)，由樺木條組成艇的骨架，外覆樺木皮。 

獨木舟的歷史  History of Canoe and Kayak 



北極圈愛斯基摩人的皮艇 
(Kayak)，使用漂流木組成艇的
骨架，外覆海豹皮。 

獨木舟的歷史  History of Canoe and Kayak 



獨木舟的演變  Converting of Canoe and Kayak 

從原住民的生活工具轉變為現代
人的水上運動休閒器材，獨木舟
的蹤跡遍及都市和荒野… 

美國舊金山港區Kayak City Tour 

加拿大B.C.海岸賞鯨 

從木材、獸皮和獸骨進化到塑膠、金
屬以及複合材料，現代的獨木舟更加
堅固耐用… 



現代獨木舟的設計講究安全和平穩，就連第一次接觸的新手都不容易翻船，
號稱是一種從八歲到八十歲都可以輕鬆上手的水上運動… 

獨木舟的演變  Converting of Canoe and Kayak 



台灣獨木舟活動之現況 

競技需要一定的技巧和體能，僅少數選手可以參與。 
 
休閒聽起來雖然輕鬆，但商業行為必須以更嚴格的標
準來把關，才能保障參與者的安全，降低經營風險。 

1.競技型的獨木舟活動 

2.休閒型的獨木舟活動 



競技  Competition 

競技型獨木舟活動以培育亞奧選手為主要目標，需要身手不凡的專
業運動員才能從事，主要的競賽項目有三種… 

1. 靜水競速 (Sprint) 

2. 激流標竿 (Slalom) 

3. 輕艇水球 (Kayak Polo) 

現由「中華民國輕艇協會」負責選手培育

與活動推廣，目前以輕艇水球一項居於亞

洲地區領先地位，其他兩項仍是歐美選手

的天下。 



競技  Competition 

靜水競速 
(Sprint) 

船型分為單人、雙人、四人等三種，各有坐姿的K艇和
高跪姿的C艇。距離分為200、500、1000公尺三種，
相當於田徑比賽中的短跑項目。 



競技  Competition 

激流標竿 (Slalom) 

在一段激流河道中設置若干標竿門，
以最短時間通過所有標竿門並划完全
程者為優勝。 

綠白相間的是順向門，紅白相間的
是逆向門。通過時，船、槳及身體
都不得觸及門竿。 



競技  Competition 

輕艇水球 (Kayak 
Polo) 

通常在標準游泳池中舉行，每隊含
守門員共五人，比賽分為上、下半
場各進行十分鐘，以進球數多者為
優勝。 

比賽中容易發生衝撞，必須穿著頭盔、
面罩、救生衣等護具，台灣的中華隊曾
多次贏得亞洲盃錦標賽的冠軍。 



休閒  Recreation 

休閒型獨木舟活動以一般民眾為主要訴求對象，只要身體健康沒有重大疾病者都
可以參加，依不同的活動水域大約可以分為三類… 

1. 靜水獨木舟 (Flat Water Kayaking) 

2. 海洋獨木舟 (Sea Kayaking) 

3. 激流獨木舟 (White Water Kayaking) 

 「中華民國休閒獨木舟協會」以靜水和海洋獨木舟為發展重點 

「222俱樂部」則著重於激流獨木舟的推廣 



休閒  Recreation 

以湖泊水庫以及水流平緩的河川為主要活
動水域，在合格教練的帶領下，初學者只
要經過簡單的練習就可以立刻下水體驗… 

依據交通部『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規定，划獨木舟必須穿著救生衣並配戴
哨子，禁止單人單艘出航… 

靜水獨木舟 (Flat Water 
Kayaking) 

 日月潭 

福隆雙溪河 



休閒  Recreation 

從受到地形屏障的海灣到開放性的海岸線
甚至於跨島航線，都是海洋獨木舟的活動
範圍，適合具備相當能力的進階者… 

海洋氣象瞬息萬變，建議透過專業的課
程來學習相關技能，或參加專業獨木舟
嚮導所帶領的行程來降低風險… 

海洋獨木舟 (Sea Kayaking) 

 老梅海岸 

基隆嶼 



休閒  Recreation 

台灣山高水急，溪流環境經常在大雨或
颱風後巨幅改變，預先勘查水況以及攜
帶救援設備等都是絕對不可輕忽的安全
守則… 

激流獨木舟 (White Water Kayaking) 
下溪(222俱樂部提供) 

 花式 

分為『下溪』(Down River)和『花式』

(Play Boating)兩種，必須具備體良好
的體能和優異的技巧，屬於極限運
動(Extreme Sport)，在歐美地區以平
均年齡十五歲的年輕玩家為主… 



獨木舟活動的安全規劃概念 

行前計劃 

活動水域 

氣象海況 裝備器材 

導航通訊

緊急求生 

以商業模式經營的獨木舟活動不同於
個人冒險，必須以團隊中能力最弱者
為考量，以免危及整體安全。還必須
有充分的保險策略，才能有效承擔經
營風險。 



人員組成 
學員：年齡、性別、水性、身高體重、活動相關經驗等 

工作人員：帶領者對場地、器材、活動內容、相關救援技術的熟悉度以及緊急應變能力等 

活動設計 
在活動內容加入救生課程，讓學員具備基本自救能力 

在安全無虞下，讓學員重覆練習救生技巧 

依照學員本身的能力以及實際的天候狀況、適時調整活動強度 

協援機關 
指導單位報備：舉辦地點主管機關、協會主管機關 

協助單位申請：海巡單位、救生協會、消防單位等 

安全規劃一  行前計畫     



安全規劃二  活動水域評估 

初級水域 
包括湖泊、水庫，流速平緩的河川、潟湖，以及受到地形屏障的
小海灣。例如：雙溪河、冬山河、日月潭、大鵬灣、淺水灣等。 

 
中級水域 
以不通過岬角地型的近岸海洋越野路線為主，例如：北海岸、東
北角海岸、墾丁海岸等。 

 
高級水域 
必須通過岬角地型的近岸海洋越野路線，無屏障海岸以及橫渡距
離超過五公里的離島路線，例如：北海岸、東北角、花東海岸、

基隆嶼、小琉球、龜山島、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嶼等。 



台灣適合從事獨木舟活動的地點 



安全規劃三  評估天氣和海況 

中央氣象局隨時提供最新的氣象和
海況資訊，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應該
善加運用。 

遠方烏雲密佈，預告雷雨即將來臨，應該
立刻登岸尋求掩蔽。 



潮汐預報 



波浪預報 

24hr 波浪預報 

36hr 波浪預報 

48hr 波浪預報 



海氣象資料浮標站 

中央氣象局目前設有6個海氣象資料浮標站，觀測時間間隔平常為2小時，颱風期間加
密觀測為1小時，觀測項目有海浪波高、週期、波向、海面風速、風向、海溫、海面氣
溫以及海面氣壓等。  



龍洞浮標過去三日逐時資料表 



龍洞浮標風力和浪高逐時觀測圖 



蒲福風級 (Beaufort scale) 與浪高對照表 

風級 名稱 
平均風速 

(m/s) 

風級標準說明 
平均浪高 

(m) 

最大浪高 

(m) 
陸地情形 海面情形 海岸情形 

0 無風 0 - 0.2 靜，煙直上 海面如靜 風靜 -  - 

1 軟風 0.3 - 1.5 炊煙能表示風向，風標不動 海面生鱗狀波紋、波峰無泡沫 漁舟正可操舵 0.1 - 

2 輕風 1.6 - 3.3 風拂面樹葉有聲，普通標轉動 微波，波峰光滑而不破裂 漁舟張帆時每小時可行 1-2 英里 0.2 0.3 

3 微風 3.4 - 5.4 樹葉及小樹枝動搖，旌旗招展 
小波，波峰開始破裂泡沫如珠，波峰
偶泛白沫 

漁舟漸覺傾側進行速度約為每小時 

3-4 英里 
0.6 1.0 

4 和風 5.5 - 7.9 
地面揚塵，紙片飛舞，小樹幹搖
動 

小波漸高，波峰白沫漸多 漁舟滿帆時傾於一方利於捕魚好風 1.0 1.5 

5 清風 8.0 - 10.7 
有葉之小樹搖動，內陸水面有小
波 

中浪漸高，波峰泛白沫，偶起浪花 漁舟縮帆 2.0 2.5 

6 強風 10.8 - 13.8 
大樹枝搖動，電線呼呼有聲，舉
傘困難 

大浪形成，泛白沫波峰漸廣，漸起浪
花 

漁舟張半帆，捕魚須注意風險 3.0 4.0 

7 疾風 13.9 - 17.1 全樹搖動，迎風步行有阻力 
海面湧突，白浪泡沫沿風成條，浪濤
漸起 

漁舟停息中，在海中者下錨 4.0 5.5 

8 大風 17.2 - 20.7 小樹枝吹折，行人不易前行 
巨浪漸生，波峰破裂，浪花明顯成條
，沿風吹起 

近港之漁舟，接停留不出 5.5 7.5 

9 烈風 20.8 - 24.4 煙囪屋瓦等將被吹毀 
猛浪驚濤，海面漸呈洶湧，浪花白沫
增濃，能見度減低 

  7.0 10.0 

10 狂風 24.5 - 28.4 
陸上不常見，見則拔樹倒屋或有
其他損毀 

猛浪翻騰，波峰高聳，浪花白沫堆積
，海面一片白浪，能見度更低 

  9.0 12.5 

11 暴風 28.5 - 32.6 陸上絕少，有則必重大災害 
狂濤高可淹蓋中小海輪，海面全成白
沫，驚濤翻騰白浪，能見度大減 

  11.5 16.0 

12 颶風 32.7 - 36.9   
空中充滿浪花飛沫，海面呈白色浪濤
，能見度惡劣 

  14.0 16+ 





安全規劃四 裝備器材(以獨木舟活動為例) 

 
獨木舟三寶：船、槳及救生衣的妥善性 



 預防重於治療，穿著救生衣除了提供額外的浮力，大幅降低溺水的機率之外，還能
夠保護軀幹，減少碰撞時所受到的傷害，也有保暖預防失溫的功能。 

 救生衣的種類： 

泛用型救生衣(如附圖)：戲水、浮潛、溯溪、獨木舟、香蕉船、腳踏船、手搖槳船、
水上摩托車 

專用型救生衣(如附圖)：潛水、風帆、獨木舟 

 選擇適當尺寸的救生衣 

 正確的穿著救生衣 

穿著救生衣 -水域活動保命的第一招  



安全規劃五 導航、通訊以及緊急救生 
 

拖船繩 羅盤 閃光警示燈 爆音哨 

反光鏡 

無線電對講機 手機 衛星電話 GPS 

海水染色劑 煙霧訊號 



性質 獨木舟活動 (河域) 獨木舟活動 (海域) 

狀況 1.主管機關發布停止相關戶外活動訊息 

2.活動前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3.活動開始前及操作中發生閃電、雷雨等

劇烈天候變化。 

4.以中央氣象局龍洞海測浮標之風力數據

平均風浪達 4 級以上。 

5.雙溪河水流速達 2 節以上。 

6.必要時活動前工作人員至活動地點觀察

水量、環境，判斷是否執行活動。 

1.主管機關發布停止相關戶外活動訊息。 

2.活動前中央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3.活動開始前及操作中發生閃電、雷雨等劇

烈天候變化。 

4.以中央氣象局龍洞海測浮標之浪高平均浪

高達 1 公尺以上 

5.以中央氣象局龍洞海測浮標之風力數據平

均風浪達 4 級以上。 

備案 備案1：更改活動進行方式。 

備案2：活動暫停。 

備案3：活動延期或取消。 

備案1：更改活動進行方式。 

備案2：活動暫停。 

備案3：活動延期或取消。 

案例分享一：  龍門獨木舟活動風險管理 



冒8級強風 獨木舟橫渡黑水溝 
2人失聯 隊員自責   
2007/06/28 記者 林皆銘／澎湖報導 

澎湖有9位獨木舟愛好者，28日清晨挑戰跨越黑水溝，這
場快樂的出航，最後居然以2人失聯收場，截至晚間，隊
員張天明、吳兆振仍舊沒有消息。搭乘戒護艇回到馬公
港的另外7名隊員自責抱怨，當初自信滿滿以為有戒護船
隨行應該沒有問題，才會冒著8級強風，勉強出發。 
 
GPS、手機救命！ 獨木舟橫渡黑水溝  2失蹤隊員尋獲 

2僑生划獨木舟  從小琉球抵鳳鼻頭搏浪11浬
獲救   
2007/07/03 中時電子報   林和生、林秀麗  高屏綜合報導 

五名文化大學澳門僑生，昨日下午到屏東小琉球玩
兩人座獨木舟，被風浪吹離岸邊，包括教練在內的
四艘獨木舟都在大海中翻覆，教練及時游上岸求救，
其中一男二女僑生被救難船救起；另二名失蹤僑生
經過近五個小時漂流十一浬，晚間划著獨木舟抵達
高雄鳳鼻頭被救起。 

案例分享二：   兩起獨木舟漂流事件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http://blog.yam.com/o3o3o3/article/10679229


案例分享三：裂流(Rip Current)--海灘的頭號隱形殺

手 

根據美國救生協會的調查，超過80%的海灘救溺事件，是『裂流』所造成的。 

當海浪將大量的海水推上沙灘後，這些海水必須尋找回到海裡的路徑。由於受到後續海浪的推擠，
這些海水初期會沿著與沙灘平行的方向移動，最後匯集成一道或數道的強大水流，淘洗軟質海底成
溝退回海中。 圖一  裂流形成示意圖(取材自維基百科) 



『裂流』有什麼特性？ 
 

圖二 從海灘上觀察裂流(by B. Chris Brewster美國救生協會)  圖三 多道裂流同時產生(by Wendy Carey, Delaware Sea Brant College Program)  

 典型『裂流』的流速大約是0.5-2.5公尺/秒，超過一般人的泳速 

 在同一處沙灘上，『裂流』出現的位置可能會移動，而且不只一處 

 除了沙灘之外，突堤的附近也容易產生『裂流』  



如何脫離『裂流』的魔掌？ 

 不要嘗試逆流游回岸邊 

 沿著與沙灘平行的方向游離
『裂流』 

 脫離『裂流』後，轉向游回
岸邊 

 保持鎮定，踩水或漂浮，呼
叫或揮手尋求救援 



陡降型沙灘的危險性！ 



為什麼選擇獨木舟？ 

輕鬆上手 

容易推廣 

運動觀光 

健康環保 
走路太慢 

開車太快 

創造需求 

開拓市場 

低衝擊、無污染的獨木舟活動，
可以結合地方觀光資源，發展具
有地方特色的生態旅遊… 



海洋不是限制，是通往世界的公路 
                                                  …………挪威探險家 海達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