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域活動分為靜態及動態 

 

一、 靜態水域分為：湖泊及溪邊 

湖泊：也分為海水及淡水。海水、湖泊裡面可包含很多生長激素；淡

水則較少。 

溪邊：高山上的溪水溫度較低，而愈靠近海水河口的溪流溫度較高。 

 

二、 動態水域分為：海洋及溪流 

海洋：會有固定的潮流及每日的漲、退潮，及因受風推動的海浪而產

生的流速。 

溪流：在山上下大雨所累積的水量由上而下產生水的速度，一遇到地

形的變化就會產生流速及暗流、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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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戶外水上活動安全-一般注意事項  

1. 應瞭解自身健康狀況，若有心臟病、高血壓、傳染病、羊癲癇、

皮膚病、眼疾等，不宜游泳。  

2. 場地選擇，應在開放浴場或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水域活動。  

3. 不可在設有「禁止游泳」「水深危險」等禁止標誌區域內游泳。  

4. 活動時間，最好避開中午時段。尤其在夏天，海邊有強烈紫外

線照射會曬傷皮膚，嚴重的可能會變成皮膚癌。夜間游泳除了

游泳池外，一律禁止。  

5. 不宜在低水溫中游泳（除非你是冬泳者），更不可在冰天雪地

超低水溫中游泳，以免喪命。  

6. 過飢、過飽、有醉意或心情欠佳時，不應下水游泳；飯後游泳

最好要隔一小時。  

7. 應遵守各海水浴場之規定（各開放海水浴場在入口處都設有告

示牌）。  

8. 游泳時應穿游泳衣、褲，不可穿牛仔褲入水。若發現有人溺水

時，應大聲呼叫「有人溺水」，請求支援。若未學過水上救生

技術，不可冒然下水救人，同時，請人打 119 向消防隊求援或

察看周圍是否有救生器材如救生繩袋、救生圈、救生球、救生

桿（鉤）等或代替物作岸上施救。  

9. 入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經淋浴後才能入水。  

10.游泳時最好兩人一組，採伙伴制，彼此相照應。若是團體活動，

入水前先清點人數，登岸亦同，在岸上應留一、二人作警戒，

以策安全。  

11.初學游泳，應在泳池，並學些自救及求生方法和簡易急救及

C.P.R.。所有水上活動，最基本的是游泳，游泳技術好又懂救

生，才會玩的更安全。  

12.兒童游泳要有大人陪同才能入池。  

13.游泳時遇大雷雨或地震時，應立即離水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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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若使用面鏡、呼吸管、蛙鞋（三寶）浮潛，要經專人指導後才

能使用。若要作水肺潛水，必須經過潛水訓練並取得執照，應

兩人以上同行，並在潛水區域樹起潛水旗幟，以策安全。   

15.划小船換位時，應儘量將重心放低，或在碼頭、岸邊等處實施。

乘船時，不上超載的船隻，以策安全。  

16.從事水上活動，除游泳外，均應穿著救生衣，以策安全。  

17.磯釣時應穿救生衣、釘鞋及戴安全帽，並確實掌握漲退潮的時

間。對於忽然來襲的瘋狗浪應特別注意，若見到海裡忽然有大

浪接近，應立即逃避，以免造成傷害。  

18.凡因溺水經急救後挽回生命者，應儘快到醫院觀察治療，以免

造成二次溺水而喪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www.nfa.gov.tw/Nfa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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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安全圖解 

應瞭解自身健康狀況，若有心臟病、高

血壓、傳染病、羊癲癇、皮膚病、眼疾

等，不宜游泳。場地選擇，應在開放浴

場或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水域活動。  

游泳時最好兩人一組，採伙伴制，彼此

相照應。若是團體活動，入水前先清點

人數，登岸亦同，在岸上應留一、二人

作警戒，以策安全。  

  

不可在有「禁止游泳」「水深危險」等

標誌區域內游泳。亦不可在航道、港

區、急流區、礁岩區及碼頭邊游泳。  

入水前應先做伸展暖身操，經淋浴後才

能入水。  

  

過飢、過飽、有醉意或心情欠佳時，不

應下水游泳；飯後最好要隔一小時才能

下水游泳。  

不明地形或水深處均不宜跳水。池邊跳

水易生危險，常因水淺，造成頸椎受傷

而終生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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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游泳，應在泳池，並學些自救及求

生方法和簡易急救及 C.P.R.。所有水

上活動，最基本的是游泳，游泳技術好

又懂救生，才會玩的更安全。  

游泳時千萬不可逞強好勝，應該量力而

為。不會踩水或泳技差者，不可到深水

處或離岸太遠。  

 

 

游泳時應穿游泳衣、褲，不可穿牛仔褲

入水。若發現在人溺水時，應大聲呼叫

「有人溺水」，請求支援，若未學過水

中救生技術，不可冒然入水救人，同

時，請人打 119電話向消防隊求救，並

察看周圍是否有救生器材如救生繩

袋、救生圈、救生球、救生桿（鉤）等

或代替物作岸上施救。  

溺者若離岸不遠，則可用岸上一切自然

之物如竹竿、木條等，從岸上施救，這

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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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溺者，對其拋擲救生圈、救生繩

袋、繩子及一切可浮物品，均可使溺者

獲救。  

溺者若在水深及胸以下且離岸不遠

時，則可由 3～5 人用手拉手的人鏈方

式施救。 

  

從事水上活動，除游泳外，均應穿著救

生衣，以策安全。 

若使用面鏡、呼吸管、蛙鞋（三寶）浮
潛，要經專人指導後才能使用，若要作
水肺潛水，必須經過潛水訓練並取得執
照，應兩人以上同行，並在潛水區域樹
起潛水旗幟，以策安全。 

  

乘船時，不上超載的船隻，以策安全。
划小船，換位時，應儘量將重心放低，
或在碼頭、岸邊等處實施。  

磯釣時應穿救生衣、釘鞋及戴安全帽，
並確實掌握漲退潮的時間，對於忽然來
襲的瘋狗浪應特別注意，若見到海裡忽
然大浪接近，應立即逃避，以免造成傷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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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設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海域游泳，並
聽從指導及勿超越警戒線。  

海邊戲水，不要依賴充氣式浮具（如游
泳圈、浮床等）來助泳，萬一洩氣，無
所依靠，容易造成溺水。  

  

海中游泳，因為是動水，有海流、有波

浪，與游泳池不同，故需要加倍的耐力

及體力才能達到同等距離，所以不可高

估自己的游泳能力，才不會造成不幸。  

潛水時，應依自身能力為限，以免發生

意外。  

  

多岩石及蠔殼之海底易割傷身體，應避

免在此游泳。  

遇有鯊魚侵入，應立即上岸。在海中，

若有皮膚受傷出血時，應立即上岸，因

為鯊魚對於血腥味特別敏感，可能會遭

到攻擊。若受到水母、海蛇等侵襲，應

即登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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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在大浪及水流急之海域游泳，因易

被捲入海底。  

颱風來襲前後二天，海裡風浪大或浴場

關閉時或太陽下山後（夜間），不可入

水游泳。  

  

遇有人溺水時，應大聲喊叫或打 119 向

消防隊請求協助；未學過水上救生，不

可冒然下水施救，以免造成溺水事件。  

若被海流捲到外海，應向岸上發出求救

信號，保持體力及體溫，並察看周圍是

否有可助浮的漂流物加以利用，等待救

援。  

  

水底多為滑溜卵石，在水中行走，應注

意免得滑倒。  

在水庫下游作水上活動，要特別注意水

庫洩洪資訊及時間，以免被困在沙洲或

被水沖走。  

  

若看到上游山區烏雲密佈或聽到上游

傳來隆隆聲響越來越大，或看到溪水變

若遇水暴漲，被困岩石上或在沙洲中，

應保持冷靜，等待救援；或尋找一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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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水面忽然上昇，這是山洪爆發前

兆，應立即離水前往高處逃。  

助浮且耐沖擊的東西，萬一被水沖走

時，可將物品置於身體下方，以免身體

直接被撞傷。  

  

若不幸被溪水沖走時，身體應仰姿保持

腳在前頭在後，以免頭被撞傷；看到前

方水面有高浪，即表示水底有巨石，應

設法避開，以免被撞傷，如遇轉彎處，

應游向內彎緩流處，即可順勢上岸。  

深潭、野塘、水埤等處，水質多不佳，

深度不明，水底雜物多而屬泥沼地，若

在該地區玩水，容易受傷或陷入泥沼無

法自拔而喪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www.nfa.gov.tw/Nfa_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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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自救與救生 

一般在水中所發生之意外事件，通常由於兩個原因: 

一、驚恐慌張：人於身歷險境時．會因緊張而導致肌肉收縮、身體僵硬，

而致活動力降低。  

二、體力耗竭：不斷之掙扎，將體力耗盡，減少生存的機會。  

發生溺水事件時，必須鎮定冷靜，了解自己所處環境，並利用本身浮

力或身邊物來自救求生。  

水中自救之基本原則為『保持體力;以最少體力而在水中維持最長時

間』為達此要求，必須緩和呼吸頻率，放鬆肌肉，並減慢動作。  

水中求生之基本原則為『利用身上或身旁任何可增加浮力的物體．使身體

浮在水上，以待救援。 

水母漂 

深吸氣之後，臉向下埋在水中，雙足與雙手向下自然伸直，與水面略成

垂直，有如藍水母狀之漂浮。當換氣時，雙手向下壓水，雙足前後夾水，

再抬頭，利用瞬間吸氣繼續成漂浮狀態；如此在水中便可以持續很長的

時間。練習水母漂浮時，身體應盡量放鬆，使身體表面積與水之接觸面

加大，以增加浮力；同時，應將雙眼張開，以消除恐懼。另外，頭在水

中時，應自然緩慢吐氣．不可故意憋氣，以節省體力，而在水中維持較

長時間。 

抽筋自解 

肌肉抽筋的原因 

抽筋又稱痙攣。當肌肉受到神經組織的刺激，以致引起肌肉收縮或

血管受到刺激而逐漸關閉，使血液循環不良，造成抽筋的現象。 

由於血管收縮影響局部肌肉的物質與氣體之交換，故而引起肌肉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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攣，常在賽跑或游泳時發生。當很強烈的導熱作用在皮膚中發散時，一

方面因皮膚受到刺激．致反射性的引起中樞神經系統過度興奮，甚至失

常，因而使交感神經興奮亢進，血管收縮;另一方面還能直接引起皮下血

管收縮。血管收縮時，便影響肌肉中物質和氣體的交換，而使代謝產物

在已經疲勞的肌肉裡堆積起來，改變了肌肉的內部環境，因而提高肌肉

的興奮性，以致引起痙攣發生抽筋的部位．原有功能失去，且疼痛不已，

使泳者因緊張、恐懼而導致溺水事件。 

依據分析，抽筋的原因有下列幾種: 

 經過長時間的運動而引起肌肉疲勞，末予休息而繼續運動時。 

 驟增運動的負荷強度，或突然改變運動的方式而引起肌肉急劇收縮

時。 

 運動姿勢不正確時。 

 水溫太低時。 

 準備運動不足時。 

 情緒過度緊張時。 

 肌肉抽筋常發生部位 

肌肉痙攣常發生的部位以小腿之排腸肌與比目魚肌為最多，其次

為足跟、足底、手指、大腿、上臂、腹部 等。調查顯示，肌痙攣的部

位為小腿、足趾、足底、大腿等。 

 肌肉抽筋的持續時間 

一般而言，肌痙攣的時間不長．在 1分鐘以內者佔 45%，5分鐘以

內佔 39.1%，5分鐘以上者則不多見。因為肌痙攣時均是疼痛難當，發

作後均經人的處理，如拉長的肌肉與按摩等，其維持時間使可因而縮

短。  

 肌肉抽筋的季節 

肌肉痙攣的季節以夏季為最多;其次為春季、冬季、秋季。春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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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通常是比賽季節的初期，且運動時間較長，因此其比例亦較高。 

 肌肉抽筋的時刻 

肌肉痙攣的發生時刻，亦與運動的時刻有密切的關係，通常是以下午

為多，在睡眠中發生率亦高;由此可知，劇烈的身體活動，不一定是發

生肌肉痙攣的唯一原因。  

 抽筋的處理方法  

1.手指抽筋：先用力握拳，然後迅速用力張開，並向後壓;如此反覆動

作至復元為止。  

2.手掌抽筋：兩掌相合手指交叉，反轉掌心向外，用力伸張，或是用

另一手貼置於抽筋的手掌上，用力壓，或是握住四指用力後彎，直

至復原為止。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www.nfa.gov.tw/Nfa_K) 



補充-12 

 

水上安全標誌 

允許標誌 

 
允許游泳 

 
允許滑水 

禁止標誌 

 
禁止游泳 

 
禁止衝浪板衝浪 

 
禁止滑水 

警告標誌 

 
禁止游泳 

 
陡坡危險 

 
水母危險 

在海灘插有紅黃旗，代表有救生員駐站，屬於安全戲水區域。 

 
安全水域旗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www.nfa.gov.tw/Nfa_K)

紅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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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海邊戲水  

在海邊戲水，下水前應該注意些什麼呢？ 

1. 評估自身體力。 

2. 穿著泳裝下水。 

3. 注意海邊的水流、浪況，避開有漩渦的地方。 

4. 選擇配有救生員的水域戲水。 

5. 戲水時請勿超過浮球警戒範圍。 

6. 在設有安全告示牌的區域活動。 

7. 為了預防抽筋與太陽晒傷，可別急著衝下水，先做個適度的伸

展運動與防曬措施。 

8. 不要依賴沖氣浮具助泳，像是游泳圈或浮床，萬一洩氣很容易

造成溺水。 

 

 

http://blog.roodo.com/winteam/archives/5501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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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潛水 

跟著魚兒的腳步漫遊海底，潛水又可分為浮游、浮潛、水肺潛水三

項，依潛入深淺不同而有不同的裝備，從事潛水活動必須注意下列

事項： 

1. 必須具有國內外潛水機構所發給的潛水執照。 

2. 下水前請確認裝備完全。 

3. 請結伴編組，由合格的教練同行活動。 

4. 水肺潛水必須攜帶水位標位浮標，包括潛水旗幟與浮力袋，浮

力袋更是每個潛水人員必須隨身攜帶的。 

5. 如果遇到狀況可以將浮力袋充氣豎立水面，和來往的船隻求援。 

6. 下水前也請注意水中的手勢信號的代表意涵，才能和同伴保持

良好溝通。 

7. 下水後請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維持正常呼吸，有受傷或

不適的狀況請儘快離水上岸，並且不要離開同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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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海洋獨木舟  

槳桿撥水，海洋獨木舟活動讓您輕緩地體會海上風光。海洋獨木舟

大致可分為：座艙式海洋獨木舟和平台式海洋獨木舟，不僅能航行

於海上，在湖泊或平坦的河流中都能適用。從事獨木舟的水上活

動，應注意以下事項：  

1. 請穿著救生衣，並且配戴哨子，並視狀況配戴頭盔。 

2. 獨木舟專用的救生衣和一般救生衣使用不同，獨木舟救生衣不

需用胯下帶，而是以腰帶、側帶及肩帶調整。 

3. 海洋獨木舟還有專門使用的槳語，像是前進、停止、緊急、轉

向與集合。 

4. 下水前需詳細地檢查船體及槳是否完整無破損。 

5. 在碼頭上下獨木舟，船身需與碼頭平行，放低身體重心，穩定

船身後，由後座優先上下船。 

6. 在沙岸上下獨木舟，船身則與海灘平行或垂直均可，同樣放低

身體重心，穩定船身後，由後座優先上下船。 

7. 當遇獨木舟翻船時，切記保持鎮定，盡量保持船槳不離身，保

持漂浮待援。 

8. 漂浮待援時採用仰漂姿勢，雙手握住救生衣的衣型領口向下

拉，身體彎曲。 

9. 享受海上獨木舟的專屬魅力，還要記得注意氣象預報，避開劇

烈的天氣變化。 

10.隨時攜帶具有防水功能的手機或無線電等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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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u.edu.tw/feature/article/25.html 
 
 

    

     http://www.cmass.url.tw/CRKno1%E6%95%99%E7%B7%B4%E7%8F%AD.html 

 

http://www.stu.edu.tw/feature/article/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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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衝浪 

手拿衝浪板，看到一波波湧起的浪花，是不是迫不及待想要衝過去

破浪長行呢？從事衝浪活動前，必須注意以下事項：  

1. 充分了解當地的海況，包括潮汐、浪況與風向，雷雨時請勿下

水。 

2. 做好浪點觀察才能避免危險。 

3. 檢查配備是否穿戴完全，包括衝浪板體及腳繩。 

4. 衝浪服裝夏天可選擇防磨衣，衝浪褲；冬季則可選擇衝浪專用

的防寒衣。 

5. 初學者學習衝浪時，首先必須學習划水、越浪及追浪。啟程俯

趴於衝浪板上，下巴對齊衝浪板中間，並前後移動保持重心平

衡，開始划水動作。 

6. 衝浪時落水是不可避免的，在落水前先吸口氣，觀察衝浪板位

置避免碰撞，利用腳繩拉回衝浪板。 

7. 衝浪時記得與旁人保持至少兩個衝浪板的距離，遵守一人一浪

的原則，不搶浪頭。 

8. 初學衝浪者避免到衝浪密集區衝浪，避免選擇在礁石或消波提

等危險地區衝浪。 

了解這些衝浪守則，您也可以輕鬆衝浪而行。 

 

 

 

 

攝影／許柏彥 http://www.jsp.club.tw/index.php?PA=blog&blog_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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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風帆 

隨風的腳步，一片片揚起的帆在碧藍的海中行駛，風帆活動是近年

來興起的水上項目，結合了航海和衝浪技術。在進行風帆運動時應

注意以下事項： 

1. 初學者應該盡量選擇平浪、沙地、海流小的地方，避開危險區

域，如岩石岸的浪區、強風下或過於擁擠的水域。 

2. 充分了解當地的海流狀況、潮汐時間、氣象及風向，如有雷雨

徵兆，必須儘速靠岸。 

3. 航行人員必須穿著救生衣，依季節不同穿著防曬或防寒裝備。 

4. 活動時必須攜帶求救手機和防水袋。 

5. 下水前檢查船體與器材組裝，是否正確與牢固。 

6. 記得要讓岸上的夥伴知道你的活動範圍。 

7. 在選擇風帆活動的水域範圍時，先了解可能的危險區域，避開

海水浴場或海泳區域、作業中的漁船及水中的定置魚網。 

8. 風帆操作者更要了解風帆的求救手勢及訊號：通常雙手伸開在

頭上交叉揮動就是求救信號、如在遠處為了讓別人看清楚可以

揮動救生衣表示求救。 

9. 如果無法回航，絕不要離開船隻，利用求救信號向附近船  隻

求救。 

 

趁著碧藍的天與海，駛著風帆，可別忘了這些安全小叮嚀喔！。 

 

以上資料來源：www.necoast-nsa.gov.tw 

 

 

http://www.necoast-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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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遊憩活動安全須知-海灘游泳  

1. 應在設有救生人員值勤的海域游泳，並聽從指導及勿超越警戒

線。  

2. 海邊戲水，不要依賴充氣式浮具（如游泳圈、浮床等）來助泳，

萬一洩氣，無所依靠，容易造成溺水。  

3. 海中游泳，因為是動水，有海流、有波浪，與游泳池不同，故

需要加倍的耐力及體力才能達到同等距離，所以不可高估自己

的游泳能力，才不會造成不幸。  

4. 嚴禁兒童單獨戲水，以免發生意外。  

5. 不可在航道、港區、急流區、礁岩區及碼頭邊游泳。  

6. 颱風來襲前後二天，海裡風浪大或浴場關閉時，或太陽下山後

（夜間），不可入水游泳。  

7. 遇強烈太陽照射，可能遭曬傷，應擦防曬油或穿防曬衣、戴帽

子及太陽眼鏡作防護。  

8. 在浪區，當大浪來侵時，不可正面去頂撞，應潛入水中避浪或

借用浪的推力，以捷泳高速前進沖回岸邊。  

9. 在海中，若有皮膚受傷出血時，應立即上岸，因為鯊魚對於血

腥味特別敏感，可能會遭到攻擊。若受到水母、海蛇等侵襲，

應即登岸治療。  

10.遇有鯊魚侵入，應立即上岸。  

11.在海面遠方忽然傳來隆隆不停的聲響，且聲音越來越大，可能

是海嘯的發生，所有人（包括水裡及岸上）立即往高處逃。  

12.遇有人溺水時，應大聲喊叫或打 119 向消防隊請求協助，如未

學過水上救生，不可冒然下水施救，以免造成溺水事件。   

13.若被海流捲到外海，應向岸上發出求救信號，保持體力及體溫，

並察看周圍是否有可助浮的漂流物加以利用，等待救援。   

14.若在太平洋沿岸有地震發生時，要特別注意氣象報告，收聽是

否有海嘯的消息，最好近期不要到海邊游泳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www.nfa.gov.tw/Nfa_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