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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國內從事技術潛水現況與風險管理，透過文獻分析與技

術潛水教練的初探，以訂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並編製訪談大綱，以質

性研究的半結構式深入訪談法，對於六位技術潛水教練進行訪談，訪談資



料經過整理分析之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台灣技術潛水現況 （一）台

灣從事技術潛水的目的：主要是延伸休閒潛水的領域，包含延伸潛水深度

與延長潛水時間，以及從事與一般休閒潛水不同的環境潛水為目的。為了

達到目的而延展專業的潛水裝備、混合氣體與潛水技術。 （二）台灣從

事技術潛水的類型：可從事減壓潛水、混合氣體潛水、循環水肺設備潛

水、封閉環境潛水（洞穴、沉船）等，其中封閉環境在台灣沒有洞穴環

境，但可從事沉船潛水，由於國內較少人擁有資格，因此參與人數極少。 

（三）台灣從事技術潛水的環境與地區：為了方便性、安全性、水域的豐

富性等，大部份會選擇在東北部沿岸、花東沿岸、東南部沿岸、墾丁沿岸

等地區；離島方面有綠島、蘭嶼地區從事技術潛水。 二、台灣技術潛水

風險管理 （一）風險認知：技術潛水之風險性比休閒潛水大，因此管理

措施比休閒潛水更完善，故發生風險的機率比休閒潛水低。 （二）風險

評估：技術潛水發生風險大部份是未做好管理措施所造 成，因此發生風

險因素為人為因素。 （三）風險管理措施：技術潛水的風險是可透過管

理措施而降低風 險，分為自我管理與外在管理。自我管理：在於使用混

合氣體的比例、完善的潛水裝備與備用裝備、以及裝備故障的處理能力；

外在管理：在於潛伴以及船員的互相協助、潛水環境的管理措施。 

（四）風險管理策略：是指運用策略對應風險，分為四點。 1.承擔風險：

潛水者從事潛水是個人意願，當發生風險時大部份是潛水者自行承擔風

險，教練或潛水業者無法做到承擔風險。 2.規避風險：是以教練與潛水業

者對潛水者做規避責任風險，潛水者本身無法做到規避風險。 3.轉移風

險：是以投買保險方式作為轉移風險，有潛水組織的保險、國內保險公司

的旅遊平安險、全球性的潛水保險。 4.降低風險：是以法令規範、管理辦

法、潛水醫療設備作為降低風險，目前國內潛水的相關法令規範不夠完

善、以及潛水的醫療設備不足等，仍需再進行補強。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technical diving 

and its risk management in Taiwan. The purpose and questions of the study was 

determined by records analysis and the technical diving instructors’ preliminary. 

An interview outline was created for six technical instructors by semi-structured in-

depth interview.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Technical Diving’s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1) Purposes of technical diving were: to enlarge 

recreational diving’s area in order to extend the depth and time for diving; to div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to expand professional diving equipment, mixed gases and 

dive technique. (2) Type of technical diving were: engaging in decompression 

procedures dive, mixed gases dive, rebreather equipment dive and overhead 

environments dive such as cave diving and wreck diving. However, in Taiwan, there 

were no caves. People can engage in wreck dive. Only few people can join because 

the licenses were not easy to get. (3) Environments and areas of technical dive were: 

Taiwan’s northeast coast, east coast, southeast coast and Kenting coast. These 

places were usually chosen because of convenience, safety and variety. Some of off-

shore islands such as Green Island and Lanyu are also chosen for diving. 

2.Technical Diving Risk Management in Taiwan (1) Risk perception: Technical 

diving’s risks were higher than recreational diving, so its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stricter than recreational diving. Therefore, technical diving’s probability of 



risk was lower than recreational diving due to its precautions. (2) Risk assessment: 

When a technical diver was in danger, it was often caused by man-made factors due 

to management measures’ negligence. (3)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risk of 

technical diving can be lowered by management measur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self- supervising and external supervising. Self- supervising includes the ratio of 

mixed gases, being well-prepared and safe equipment and knowing how to deal with 

broken equipment; external supervising includes coordination between partner and 

shipman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measures. (4)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o four parts: a. Risk-taking: the divers were not forced to dive, 

so they tak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mselves instead of their instructors or the one 

who offers the equipments to them. b. Risk-avoidance: the instructors or the one 

who offers the equipments can do risk-avoidance; however, the divers themselves 

can’t do it. c. Risk-transference: risk was transferred by insurance such as dive 

organization, traveling safety and global dive insurance. d. Risk-reduction: risk was 

reduced by laws and decrees, procedures and dive medical equipment. The laws and 

decrees and dive medical equipment were not up to par in Taiwan, so they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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