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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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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人』『母』『水』



5

 海洋約覆蓋了地球71%的表面積，

海洋平均水深約為3,890公尺，地球

之水量約1.45×1018公噸；由太空中

觀瞰地球時，她是顆藍色水球。

 地球自轉，使海洋成為動的水體，

具有永無休止的海流與波濤，孕育

了千萬種的生命，小如直徑不及

0.01 mm的浮游生物，大如數十噸

重的鯨類；海洋佔生物棲地體積的

99%。

 海洋默默進行的光合作用，提供了

地球生物生存所需的大部分氧氣約

佔50~90%。

 海洋是維繫地球上生命的根本角色



6

海洋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不但提供人類

食物、交通運輸，也同時主宰著地球的氣候變化、物質循環及

整個生態系正常的運作，如果海洋受到污染破壞，陸地上的生

命也就會跟著滅亡。

「海」一直被誤認為有廣大的涵容能力，且資源豐富，可以予

取予求，因而肆意破壞，巧取豪奪。

海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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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

海洋生態保育簡報資料，鄭明修，2007。

http://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8-01-16/656/b31a00_p_04_01.jpg

漁產

Posted by 楊桃文化 on 2016/03/31

美食

Shutterstock

海鮮

https://blog.ytower.com.tw/author/admin/
https://blog.ytower.com.tw/%e9%a3%9f%e8%ad%9c/%e5%ae%b6%e5%b8%b8%e6%b5%b7%e9%ae%ae%e6%80%8e%e9%ba%bc%e5%81%9a%e6%9c%80%e5%a5%bd%e5%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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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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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
交通
旅遊
觀光

高雄旗津
鼓山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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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
健康
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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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與大氣的能量物質交換和水迴圈等作用在調節和穩定氣

候上發揮著決定性作用，被稱為地球氣候的「調節器」

 占地球面積71%的海洋是大氣熱量的主要供應者。如果全球

100公尺厚的表層海水降溫1℃，放出的熱量就可以使全球大

氣增溫60℃

 海洋也是大氣中水蒸氣的主要來源。海洋的蒸發量大約占地

表總蒸發量的84%，每年可以把36000億立方米的水轉化為水

蒸氣。因此，海洋的熱狀況和蒸發情況直接左右著大氣的熱

量和水汽的含量與分佈

海洋主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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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環

冰川積雪

降水

昇華

大氣水
凝結

蒸發

蒸騰

地表逕流

海洋水

河川逕流

蒸發

淡水

地下水

融雪逕流

滲透
泉水



13

 同時，海洋還吸收了大氣中40%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被

認為是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之一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對海洋也造成了巨大影響。氣溫上升導

致海平面和海水溫度隨之升高，而海洋對二氧化碳的過度吸

收則引發了海水酸化，這些都對海洋和海岸生態系統造成破

壞，被認為是珊瑚白化、珊瑚礁死亡、小島嶼遭淹沒等一系

列問題的根源

海洋主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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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生之CO2 海洋吸收CO2

https://fr.wikipedia.org/wiki/Acidification_des_oc%C3%A9ans#/media/File:WOA05_GLODAP_del_co3_AYool.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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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研究人員發現，空氣中二氧化碳含
量增加將使得海水酸性變強，照此發展
下去，海洋中的小丑魚在本世紀末很可
能失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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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於2011年提出，

1. 海洋中最大的污染源是直接來自陸地，每天有數千噸廢
物和垃圾傾倒入海洋。

2. 每年有超過一百萬隻海鳥因海洋污染而死亡。每年都有
三十萬隻海豚因被廢棄漁網纏結而死亡。

3. 石油是導致海洋環境惡化最直接的來源，危害程度更甚
垃圾和廢物。然而石油洩漏僅一小部分石油(約12%)傾倒
在海洋中，大多數造成海洋危害的石油是由於陸地排放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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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

4. 儘管垃圾和廢物傾倒在離陸地面數百公里遠的海洋中，
像塑料瓶、鋁罐、鞋子及包裝材料此類垃圾，仍然會被
沖回海灘和沿海地區，影響著海洋、陸地以及當地旅遊
業。

5. 在太平洋有一個相當於兩倍德克薩斯州大小的垃圾島，
那裡的漂浮塑膠的數量超過了該區海洋生物的六分之一
。

6. 塑膠是海洋中最常見的污染物質，塑膠對環境是有害的
並不容易分解，且經常被海洋動物誤認為食物。

18



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

7. 塑膠碎片可自海洋污染中吸附有毒化學物，使誤食的海
洋生物中毒。塑膠污染是目前海洋所面臨最嚴重威脅之
一。塑膠不會降解且會逐漸分解成小碎片並集結更多的
碎片。塑膠碎片對海洋生物和整個海洋生態系統構成重
大健康威脅。總體而言，塑膠是海洋污染的首要來源。

8. 直至1970年代，化學品和垃圾被故意傾倒入海洋，成為
處理所有物質(包括農藥和放射性廢物)的一般做法，並
假設它們能被稀釋至安全水平。

9. 核反應槽、工業廢水以及排放污水中的放射性廢物也是
造成海洋污染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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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

10. 污水導致海水中有機物分解，從而破壞生物多樣性。

11. 位於食物鏈底層的小動物吸收化學物質作為食物，而些
小動物又被大型動物獵食。因此位於食物鏈上層的動物
體內污染物的含量高於其生活的海水濃度百萬倍。

12. 人類會經由攝入受污染的海鮮導致嚴重健康問題，從癌
症到免疫系統的損害。

13. 有毒金屬會破壞海洋生物的生理代謝、行為、繁殖及生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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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關於海洋污染的驚人事實

14. 海水有能力將污染物從海洋轉移到沿海淡水，使井水和
地下水受到污染。

15. 工業和採礦業的化學品可經由陸上活動進入海洋。在製
造、使用或意外洩漏時，化學物經由滲透土壤，水或土
地進而進入洋流。

16. 肥料導致海洋優養化，使藻類快速增加或積累而消耗水
中的溶氧量。

17. 在世界的幾個地區，包括墨西哥灣和波羅的海，優養化
造成大範圍的死亡區域(Dead zone)。

21



海洋環境污染海洋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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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有70%為海水覆蓋，正如同空氣污染物依樣，海洋污

染可輕易的藉由海流流動，將其散播於千里之外，無任何地

區可以倖免。

對於海洋環境的保護，聯合國於1982年正式通過《海洋法公

約》，迄今也已有160個國家批准或加入此「世界性的海洋憲

法」。



23

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1/3)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1/3)

(一) 國際條約

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部分第一條第1款第4項)對海洋

環境污染的定義：「人類直接或間接把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

環境，其中包括河口灣，以致造成或可能造成損害生物資源

和海洋生物，危害人類健康，妨礙包括捕魚和海洋其他正常

用途在內的各種海洋活動，損壞海洋使用質量及減損環境優

美等有害影響」。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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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2/3)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2/3)

(二) 我國法規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條第十款對海洋污染行為的定義：

「指直接或間接將物質或能量引入海洋環境，致造成或可能

造成人體、財產、天然資源或自然生態損害之行為」。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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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3/3)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3/3)

(三) 環境詞彙

依據環境詞彙對海洋污染的定義：「指任何故意或意外的排

放有害或毒性物質，例如工業、商業、或都市廢水等的排放，

造成海洋環境的負面改變」。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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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地的污染源

(二)船舶的污染源

(三)海上傾倒棄置的污染源

(四)大氣層的污染源

(五)海底活動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的來源海洋污染的來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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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的污染源包含所有由陸地排出而注入海洋的污染來源。

例如，陸地上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廢污物、工業廢(污)水、有

害物質、農業廢污物，經由溝渠、河川注入海洋，或以海洋

放流管注入海洋。

(一)陸地的污染源(一)陸地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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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運輸工具，因意外性、故意或操作性，使污染物注入海

洋。例如，船舶因意外碰撞或擱淺導致油料洩漏於海洋；船

舶的洗艙作業、壓艙作業及修復作業所產生之廢污物傾倒注

入海洋。

(二)船舶的污染源(二)船舶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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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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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上各類型的固體廢棄物或廢液，或其他污染性廢污物，

以船舶或其他交通運輸工具運送到海洋傾倒棄置，即所謂的

海洋棄置。此類別之污染物發生於陸地上，再經由船舶或其

他設備流入海洋中，屬於「混合型式」的污染，即兼具陸地

污染源及船舶污染源之特質。

(三)海上傾倒棄置的污染源(三)海上傾倒棄置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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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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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經由大氣層再進入海洋。例如，核子試爆所產生之輻

射塵、船舶、汽機車排放之廢氣及工廠煙囪排放之廢氣，透

過大氣傳送再進入海洋。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所造成的酸雨

沉降。

(四)大氣層的污染源(四)大氣層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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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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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海底資源探測活動及開採行為時所產生的污染來源。例

如，從事海洋石油探勘作業時，發生溢油或噴井事故、海上

儲油設施及管線漏油故事，或海洋石油鑽井船、鑽井平台之

殘油，油污水與油性混合物排入海洋所造成之污染。

(五)海底活動的污染源(五)海底活動的污染源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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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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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污染源中，依聯合國的研究報告指出約有44%是來自

於自陸地污染源，而經由大氣層進入的污染源約佔33%，換

言之，約有77%的污染源是因陸地人類活動所產生。而海上

傾倒棄置的污染源約佔10%，船舶的污染源約佔12%，海底

活動的污染源僅佔1%。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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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來源分佈海洋污染來源分佈

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與防治投影片電子檔，楊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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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全球海洋生態系的影響人類對全球海洋生態系的影響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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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污染物的性質分為三大類型

化學污染(包含有機污染物及無機污染物等)

生物污染(包含病原體)

物理污染(包含熱污染及噪音)

海洋污染的類型海洋污染的類型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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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類型及其來源(1/2)

污染
類型

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化學
污染

石油及其產品(汽、柴油、潤滑油等) 船舶、濱海工廠的排放；工業廢水及民
生廢水經徑流注入

有機質和營養鹽類(氮、磷等營養鹽) 都市污水、工業廢水、農業排水；大氣
沉降；海水養殖活動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多氯聯苯、戴奧辛、
農藥、殺蟲劑、除草劑、多環芳香烴
等)

農業排水(農藥)、工業廢污物、家庭廢
污物、垃圾和燃料燃燒中間產物，經逕
流或大氣沉降帶入；船舶的防污塗料

重金屬(包括汞、鉛、鎘、鉻、銅、鋅、
砷和硒)

工業污水、採礦殘渣和廢水；燃燒廢氣；
含金屬的農藥

放射性同位素(包括239Pu、90Sr 和
137Cs等)

核武器爆炸、核工業及核動力機具；大
氣沉降

塑膠(聚丙烯、聚氯乙烯等) 海岸垃圾、海上生活垃圾、觀光客及居
民在當地海岸所傾倒的垃圾；淺海水產
養殖漂浮設施、漁網；水產品容器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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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的類型及其來源(2/2)海洋污染的類型及其來源(2/2)

污染
類型

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生物
污染

病原(病毒、細菌、真菌和寄生蟲等) 船舶壓艙水攜帶；海水養殖引種；陸域
排泄物

非病原外來種 船舶壓艙水攜帶；海水養殖引種

生物毒素(藻毒、貝毒和魚毒) 有毒赤潮

能量
污染

熱能 發電廠及各種工業冷卻水

噪音 船舶航行；海上和海岸爆破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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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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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輻射物質到達美國西海岸，海水含有大量銫-137和鍶-90。

https://www.huaglad.com/zh-tw/aunews/20161222/281908.html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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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源多且複雜

(二)累積性及持續性強

(三)污染擴散範圍廣

(四)防治難且危害大

海洋污染的特性海洋污染的特性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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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所產生的污染物多樣化，除人類在海洋的活動外，

人類在陸地和其他活動方面所產生的各種污染物也將通過河

川傳輸流入海、大氣擴散和雨雪等降水過程，最終都將匯入

海洋，全球每年傾倒於海洋的各種廢棄物多達數百億噸，海

洋有如是陸上污染物的“垃圾桶”。

(一)污染源多且複雜(一)污染源多且複雜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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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地球上地勢最低的區域，因此污染物一旦進入海洋後，

很難再轉移出去。一些水溶解度低和不易分解的物質(例如，

重金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及農藥)會長期蓄積在海洋中，經

由海洋生物的富集作用使得污染物含量比海水中濃度大得多。

海洋生物還能將一些無機物轉化為毒性很強的有機物(例如，

無機汞被轉化為甲基汞)，此些污染物可以通過食物鏈傳遞和

放大，對人類造成潛在威脅。

(二)累積性及持續性強(二)累積性及持續性強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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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相互連通的，單一海域出現的污染，往往會擴散到周

邊海域，甚至擴大到鄰近大洋。例如海洋遭受石油污染後，

海面會被大面積的油膜所覆蓋，阻礙了正常的海洋與大氣間

的交換，可能導致全球或局部地區氣候異常。最近日本福島

排放含放射性物質的廢水於沿海，通過海流的搬運，可在亞

洲各地、美洲海域發現放射物質含量升高。

(三)污染擴散範圍廣(三)污染擴散範圍廣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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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通常是經過很長的積累過程而形成，因此不容易被

及時發現。一旦形成污染，則需透過長期整治才可減除影響，

且需耗費相當高的整治成本。此外，造成的危害更會波及各

個層面，特別是對人體產生的毒害更是難以徹底清除乾淨。

(四)防治難且危害大(四)防治難且危害大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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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

1.什麼是海?                   2.海扮演的角色

二、海洋污染

1.海洋環境污染的定義 2.海洋污染的來源

3.海洋污染的類型 4.海洋污染的特性

三、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1.油品及化學品洩漏之污染 2.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

3.持久性有機物污染 4.重金屬污染

5.輻射污染及熱污染 6.海洋微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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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洋環境台灣海洋環境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總長約一千五百多公里，四周的海洋

生物資源相當豐富，生物種類將近有全世界的十分之一。

台灣地狹人稠，工商業迅速發展，沿岸海域環境逐遭都市廢

污水、工業廢水的污染，沿海溼地迭遭海岸開發之破壞，海

洋生態與環境品質也因而逐漸下滑。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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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之「布拉格號(Borag)油輪洩油事件」。當時該油輪從

波斯灣滿載三萬餘噸原油開往我國之深澳油港途中，不幸在

基隆與野柳間之新瀨觸礁沈沒，原油幾乎全部洩漏，污染整

個北部基隆附近海域。

 1996年在高雄大林廠外海發生三號浮桶輸油管破裂漏油之意

外事件，以及在1997年在高雄港二港口外海發生「長運輪」

爆炸漏油之意外事件，因而導致漏油污染了高雄港及高雄市

的沿岸海域，造成局部沿海生態環境破壞及魚貝類資源之損

失。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油品及化學品洩漏之污染(1/2)油品及化學品洩漏之污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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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一艘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攜帶著六萬噸的鐵礦

砂，因機械故障失去動力，在我國墾丁國家公園龍坑保護區

外海擱淺，因而引發「阿瑪斯號洩油事件」。此事件乃國內

近三十年來最為嚴重的海域污染國際事件，墾丁龍坑附近海

域及海岸遭受重燃油的污染。

國內亦曾發生過化學品洩漏之污染事件，2001年我國海軍艦

艇(LSD一九一中正艦)於凌晨在台南安平外海執行例行任務時，

意外撞上載有化學物品的巴拿馬籍貨輪「金化學輪」，導致

貨輪船艙破裂，使得九十多噸的化學品「對-二甲苯」外洩，

導致附近海域污染之「金化學輪化學品洩漏事件」。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油品及化學品洩漏之污染(2/2)油品及化學品洩漏之污染(2/2)



57http://www.ktnp.gov.tw/News_Content.aspx?n=4061A3F0B105B5AE&sms=4F4352FC5DEBA421&s=EC967125A96818FF#lg=1&slide=0



58http://www.ktnp.gov.tw/News_Content.aspx?n=4061A3F0B105B5AE&sms=4F4352FC5DEBA421&s=EC967125A96818FF#lg=1&slide=9



59http://www.ktnp.gov.tw/News_Content.aspx?n=4061A3F0B105B5AE&sms=4F4352FC5DEBA421&s=EC967125A96818FF#lg=1&slid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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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季時台灣西南沿海養殖的牡蠣與文蛤均發現有大量暴

斃的情況，且死亡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此污染事件主要是

與都市及畜牧業所排放之耗氧性有機污染物，即生化需氧量

(BOD)有關。

無機營養鹽係指含氮及磷等之無機鹽類(例如，硝酸鹽、磷酸

鹽及矽酸等)，為藻類生長所需之必需物質。因此在海洋環境

中大量無機營養鹽會導致海域水體優養化現象，促使藻類大

量繁殖，即所謂的「赤潮」。

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1/3)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1/3)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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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文蛤大量死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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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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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類大量繁殖將致使局部地區之海水因藻類呼吸作用而呈缺

氧狀態。此外，藻類死亡後將其細胞內的內毒素釋出，危害

其他海洋生物，而人類食用此類海鮮食物，亦會造成間接中

毒，危害身體健康。

台灣沿岸海域中營養鹽主要來自陸地上之人類活動所排放之

各類廢污水，包括生活污水、畜牧廢水、工業廢水、滲出水

及農業灌溉尾水等。

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2/3)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2/3)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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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高屏地區的養殖業者引進高屏溪水，因含有高濃度無

機營養鹽及耗氧性有機物，致使水中溶氧降低，而造成含有

毒性之渦鞭毛藻類大量繁殖。而養殖業者養殖之西施舌貝類

因此累積這些毒藻類於體內，民眾食用此貝類後因而造成中

毒死亡之事件。

觀光客所帶來之污染物亦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例如，墾丁國

家公園，澎湖、綠島及蘭嶼等離島地區，皆因遊客眾多，將

大量的各類污染物排入海洋中，造成藻類大量繁殖，而破壞

生態敏感區的珊瑚礁群。

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3/3)有機物及營養鹽污染(3/3)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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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西施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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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爐燃燒及廢五金業之廢電纜燃燒後所排放出之戴奧辛污

染物的問題與深海魚體中可能含有之多氯聯苯(PCBs)和滴滴

涕(DDT)等農藥殘餘的問題，均是具有持久性之毒性有機污

染物所造成。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具有可致癌性、致突變性，部分污染物甚

至屬於「內分泌干擾物質」，即「環境荷爾蒙」，長期累積

將導致性發育異常(如精蟲數不足)、智力降低、神經系統異

常、與內分泌相關的癌症、免疫力降低等。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1/2)持久性有機污染物(1/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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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的防污塗料中所添加的三丁基錫(TBT)即屬於一種內分泌

干擾物質。台灣西海岸潮間帶和亞潮帶的腹足類如蚵岩螺、

織紋螺、象牙鳳螺和台灣鳳螺都因此污染物而產生性變異的

現象，即「雄化」，此外，較深海域之旋梯螺(水深300–400 

公尺)及淡水域之福壽螺亦有雄化現象。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2/2)持久性有機污染物(2/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69Concentrations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in killer whales and humans

多氯聯苯(P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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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保育簡報資料，鄭明修，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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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沿岸海域受重金屬污染的事件，包括茄萣海域綠牡蠣事

件；香山地區牡蠣銅鋅含量世界第一；布袋、安平、七股、

大鵬牡蠣含砷；鹿耳門吳郭魚含汞；市售文蛤測出含砷和鉛

等。

此些污染事件主要是因工業將大量未處理或處理不當之廢水

排入河川中，造成河川下游及其河口附近海域重金屬污(例如，

銅、鋅、鉛、鉻、鎘及汞等)染問題。

重金屬污染(1/2)重金屬污染(1/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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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發生於茄萣海域之「綠牡蠣事件」，即是因廢電纜等

金屬回收工業將大量未處理或處理不當之酸洗廢水排入二仁

溪下游及其河口海域，而造成養殖牡蠣累積高含量之銅金屬

而呈現綠色。

此類的問題除了工業廢水的不當排放外，非法傾倒的有害事

業廢棄物，廢棄物的分類與回收成果不佳，致使垃圾掩埋場

滲出水中含有鉛、鎘及汞等重金屬，因而污染河川、湖泊、

地下水及近岸海域等。

重金屬污染(2/2)重金屬污染(2/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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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的安全及廢核料儲存場一直是國人的隱憂，台灣也確

實經不起核災造成之輻射污染。撇除核災之陰影，熱污染問

題、「珊瑚白化」及「秘雕魚事件」亦是國人所關注的海洋

污染問題。

南台灣核三廠的兩部發電機組於1985年開始進行運轉發電，

但在約2年後(1987年)可能因其溫排水影響而導致附近之珊瑚

因水溫偏高(最高達32℃)，而發生白化的現象。在白化事件

後，海洋污染學者專家、原能會與台電共商解決的方法，增

加10%的幫浦力量，將溫水排出淺灣，使珊瑚白化事件並未

再擴大。

輻射污染及熱污染(1/2)輻射污染及熱污染(1/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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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雕魚事件」發生於1993年，於核二廠出水口附近海域發

現數量頗多之畸形花身雞魚(Terapon jarbua)與大鱗魚(Liza

macrolepis)，經研究發現水溫偏高(最高37℃)為可能之原因。

因此，核二廠於1995年進行溫排水出水口改善工程，使得放

流水在五百公尺處之水溫已符合環保署不得超過背景水溫4℃

之規定，惟出水口內及導流堤仍水溫偏高(37~40℃)的現象，

因此難免仍有畸形魚發生。

輻射污染及熱污染(2/2)輻射污染及熱污染(2/2)

台灣海洋及近岸海域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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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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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膠海洋塑膠

臺灣每年約產出 180 億個塑膠袋、45 億支寶特瓶、15 億
個飲料杯與 6 萬噸免洗餐具。

 2015年整年度15縣市、48座沙灘、81筆淨灘監測數據顯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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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介申，2016)



海洋塑膠海洋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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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微塑膠海洋微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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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ocean-waste



海洋微塑膠海洋微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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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microplastics.html



被微塑膠入侵的海鮮被微塑膠入侵的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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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星球的願景~

1. 建立與有效管理的海洋保護區
2. 瀕臨絕種海洋生物的保育與復育
3. 降低並排除污染物進入海洋
4. 長期的漁業管理
5. 加強海岸管理

惟有確實執行上述五點，藍色星球的未來才有希望。
至於生活在海島上的我們，更應該體認到海的重要，珍
惜海洋資源，海洋的救援行動才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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