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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主講人：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理事長：曾應鉅2



課程內容：

一、前言

二、水域的安全守則(防溺十招)

三、個人基本自救技術

四、簡易救溺五步

五、海邊危險水域標誌

六、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七、救生示範、簡易浮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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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統計臺灣地區每年都有超過四
百人因溺水而死亡，其中又以青少
年學生（約7至25歲）居多。

*教育部、學校希望能透過「普及防
溺宣導」、「禁制、勸導危險戲水
行為」等作為，建立同學安全防溺
的意識、選擇適當水上活動地點、
熟悉緊急應變搶救技能，提高警覺，
避免溺水悲劇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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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年7月31日 賀伯颱風帶來強
風豪雨，全國各地災情嚴重，有
51人死亡，22人失蹤。

*7月27日，燕巢國中薛姓學生與同
學參加高職聯考後，同赴彌陀海
域戲水，不慎落水身亡。一週後
高中聯招放榜，錄取雄中---

*返家唯一任務----讀書-------

二、水域的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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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基本自救技術

一般在水中所發生之意外事件，通常由於
兩個原因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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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體力耗竭：不斷之掙扎，將體力耗盡，
減少生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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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自救術：

1、立泳(踩水)：將下沉的身體撐出

水面換氣，以續進行下述動作。

2、水母漂、仰漂：身體需先運用踩水

建立正浮力後方可進行。用最少體

力漂浮水面，等待救援。

3、抽筋自解：自己排除抽筋的困擾

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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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易基本救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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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蚵仔寮海域1 梓官蚵仔寮海域2

彌陀漁港海域梓官赤崁海域3
梓官赤崁海域4



彌陀南寮海域6
彌陀海域6

彌陀海尾海域8彌陀海尾海域7

彌陀海域5

彌陀舊港口海域6
彌陀舊港口海域11

彌陀舊港口海域11

彌陀海尾海域9 彌陀海尾海域10

永安LNG港南側海域12

彌陀舊港口海域12



彌陀舊港口海域13

永安路竹泳訓站海域16

永安LNG港北側海域14永安LNG港南側海域13

永安新港漁港北側海域15

六、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1、發生水域：海濱、溪流、池塘、溝

圳、游泳池

2、從事水域行為：戲水、跳水、拾物、
烤肉、踏浪、渉水

3、依活動行為：同學朋友結伴遊玩、
家人同遊、參加活動、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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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01 年溺水死亡率統計表 

 教育部校安通報 衛生署死因統計 

年度 
溺水死亡 

學生人數 

每 10 萬名學生

溺水死亡率 
溺水死亡人數 

每 10 萬名國民 

溺水死亡率 

94 85 1.60 626 2.8 

95 69 1.31 550 2.4 

96 60 1.14 507 2.2 

97 64 1.24 492 2.1 

98 56 1.08 465 2.0 

99 43 0.85 381 1.6 

100 41 0.83 344 1.5 

101 41 0.84 － 102 年 7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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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1－07－13
地點：新北市淡水沙崙海水浴場
人數：五名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某國中學生前往停用之沙崙海

水浴場戲水，遭海浪捲走，

12名下水學生中，有8人溺水，

4人自行上岸，4人獲救，共

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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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2、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1－08－29

地點：梓官區蚵仔寮海域

人數：三個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10多名同學，開學前結伴到蚵仔寮

海岸戲水，在消波塊玩跳水，三人

遭海浪捲走，溺水死亡。

33

日期：1010829
地點：蚵仔寮海域
人數：三個國中生溺水死亡

34



35

六-3、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2－08－26

地點：茄萣區二仁溪出海口

人數：五名高中新生溺水死亡

說明：七名高中新生開學前，結伴到二仁溪

出海口戲水，手牽手從沙灘往海裡

走，踩不到底而溺水，五人落水，

學生被暗流捲走，溺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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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4、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3－11－09

地點：貢寮區鼻頭角步道海域

人數： 8人溺水死亡，8人輕重傷

說明：樹林社區大學26名學員，前往貢寮區

鼻頭角步道海域戶外教學時，不幸發

生嚴重的瘋狗浪噬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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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寮區鼻頭角步道海域—瘋狗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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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5、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4－04－05

地點：新店新烏路上龜山橋溪

人數： 2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 8名同學結伴戲水，1名賴姓男學生14歲、古

亭國中）溺水，另一名林姓男學生（14歲、

萬華國中）見狀，立即下水救援，不料也發

生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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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新烏路上龜山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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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6、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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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7、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游泳被當溺水

獲救婦人抓狂

2013年06月18日中國時報

十五日傍晚，陳婦到蚵仔寮海域游泳
卻被民眾誤認溺水，她遭搜救帶上岸
抓狂怒喊：「我沒溺水啦！」揚言要
告報案人。但當地被列為危險海域也
有告示牌「提醒」，相關單位卻互踢
皮球，無人開單勸阻，人民生命安全
誰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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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8、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102.05.27聯合報：福隆浴場外海藏暗流。
牽手玩跨浪遊戲，踩空溺斃。

六-9、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旗津102年端午節大學生溺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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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鬧出人命，禁止從事水上活動的新北市沙崙海域，6月
22日下午開出今年夏天第二張罰單。挨罰的男子，不顧消
防隊員的勸阻，隻身帶著衝浪板游向外海，被強制請上岸
後，還自稱是「海綿寶寶」，一度拒絕透露真實身分，挑
戰公權力的意味濃厚。

*抱著衝浪板，擅闖沙崙危險海域的男子，面對公權力取締，
完全不當一回事。22日下午，這名自稱「海綿寶寶」的中
年男子，不顧消防員吹哨勸阻，赤裸著上身，獨自游向外
海，把禁止從事水上活動的規定，拋諸腦後。消防員出動
水上摩托車，直接將人請上岸。他老兄違規在先，還一副
理直氣壯。

*不只一次傳出溺斃意外的淡水沙崙海域，早就被新北市府
列為危險海域，禁止從事海上活動。這名衝浪哥，消暑選
錯了地方，就算謊稱卡通名，相關單位仍有辦法治他，能
開罰五千到兩萬五千元罰鍰。

*發佈時間：2013-06-23 

*【民視即時新聞】受到低氣壓環流影響，讓高
雄旗津海象大亂，海水浴場人員廣播禁止遊
客下水，也派出救生員四處巡邏，而恰巧623
這天，也是國際衝浪日，一群原本要到旗津
衝浪的衝浪客，被禁止下水，只能玩起另類海
上活動，在沙灘上辦起變裝拔河比賽。



親水是人類的天性，領海是國土的延伸，她詭譎多變、充
滿風險，不似人們習慣生活的陸地；但透過教育訓練，讓
國人從中學習自救、求生、救人的技能，進行多樣性的海
洋休閒、競技活動，使國人勇於面對未知的大海，並建立
自信的人生。這應是民主國家賦與國民可享有的權利，及
政府應有的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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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藏玄機的海洋，對準備好的人言，是娛樂、運動、挑戰的良

好場所；對未準備的人言，無疑是充滿陷阱的環境；是在進行

一項聽天由命，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將生命當兒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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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海洋國家，政府應帶領我們，有效安
全的使用，讓國人享受藍色國土的邊際效益。

*在考量安全管理上，本會強烈建議，使用開
放性水域須建立三級制：

1、初級：初涉及水域活動，宜在泳池進行，
由救生員照顧；或在開放水域，由教練負責
安全。

2、中級：可安全進行自救、游泳，掌握環境
及所進行的水域運動。接受管制，安全自負。

3、高級：超專業人員的水平，可進行常人無
法完成的活動，挑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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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繩袋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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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板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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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聆聽

*水域就如宇宙萬物，有其特有習性

*水可娛人亦可傷人，千萬大意不得

*知水性可與水共存，樂趣滔滔不絕

*不知水性與水為敵，危機源源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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