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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海岸巡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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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 組：各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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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請接背面）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當今毒品氾濫嚴重，為目前執法取締重點，海巡隊巡邏時，於我國淡水外海 23 浬海

域，查獲大陸人士張三及李四以大陸籍漁船運載三級毒品 k 他命，重達 140 公斤。

請問大陸人士違反何法令？對於大陸人員、船舶及毒品依法應如何處理？請分別敘

述之。（25 分） 

二、海巡隊執行巡邏勤務時，獲報至現場查緝，於臺中外海離岸 20 浬處發現新加坡籍「海

○號」錨泊，且與另一艘大陸漁船併靠，新加坡籍船以輸油管將所載油品接駁販售

給該大陸漁船，請問該二船違反那些法令？依法應如何處理？（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5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依照海關緝私條例規定，緝私應在通商口岸及沿岸幾海里以內之水域為之？ 
 200  120  24  12 

2 貨輪於岸際擱淺，船上存油 150 公噸，試問應成立海洋油污染第幾級應變？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3 海洋污染防治法所稱之執行機關為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海岸巡防機關 

4 依照海岸巡防法所稱之海岸，係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多少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100  200  500  1,000 

5 海巡人員使用器械應遵守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第三人 
使用器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 凡使用器械後，均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6 中華民國鄰接區為鄰接其領海外側至距離基線幾浬間的海域？ 
 12  24  50  200 

7 我國籍船舶之船長甲，於公海接駁，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民前往澳洲之不法行為，於該國境內為該國警察查獲，
試問甲應如何處斷？ 
成立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罪 成立非法直航罪 
成立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民至他國罪 因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不應受罰 

8 我國籍人民甲，因在大陸地區涉案，遭大陸地區單位限制出境，乃非法僱請大陸地區人民駕駛漁船返臺，自廈門
駛抵金門岸際之時，為警查獲。試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處斷？ 
成立國家安全法第 6 條之逃避檢查罪 
成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4 條之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罪 
成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80 條第 1 項前段之直航罪 
因甲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不成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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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華民國之專屬經濟海域為距離何處 200 浬之海域？ 
海岸 領海基線 領海外側 鄰接區外側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專屬經濟海域之範圍？ 
空域 水體 海床 底土 

11 依國家安全法規定，海巡機關人員應執行對進出漁港之漁船實施檢查任務，試問相關檢查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得查驗漁船有關證件並檢查船體及其載運物件 受檢漁船除因不可抗力外，應在設籍港接受檢查 
對漁船船長、漁民應實施儀器檢查 發現漁船涉有犯罪嫌疑時，得行使司法警察權 

12 依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試問所稱管制物品及其數量，應由何機關公告？ 
行政院 財政部 海關 內政部 

13 甲承攬進口之貨櫃，於運抵基隆港後，將貨品暫存於某貨櫃場內，因發現貨主誤裝逾 1 千公斤之大陸香菇，於海
關查驗前，即辦理退運，卻仍為警循線查獲。試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處斷？ 
因貨櫃已運抵港內，成立走私進口既遂罪 
因貨櫃於海關查驗前，申報退運，成立走私進口未遂罪 
因利用退運方式矇混過關，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第 2 項藏匿私運貨物之規定 
因尚未到達進口階段，不成立犯罪 

14 依照海關緝私條例查扣物品，如有腐敗或毀損之虞者，下列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公告變賣並保管價金  逕送有關機關處理 
由海關拍照或酌予留樣  毀棄之 

15 任何人於我國領海內進行考古活動時，若發現海底歷史文物時，應即暫停該項活動，並通報下列何機關處理？ 
內政部 文化部 交通部 國防部 

16 為免物質棄置海洋對海洋環境之影響，下列何種物質於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及總量管制範圍內，始得棄置？ 
甲類 乙類 丙類 丁類 

17 船舶發生海難事件，致污染海域時，船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排除污染並通知相關主管機關，若有違反，應受
處罰，試問海洋污染防治法所定船舶所有人，不包括下列何者？ 
船舶所有權人 船舶承租人 船務代理人 船舶經理人 

18 海岸巡防機關人員於海域、海岸、河口及通商口岸等地區查緝走私，請問下列何法令非查緝依據？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海關緝私條例 
海岸巡防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19 下列何種行為不屬於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明定之「非屬無害通過」之行為？ 
以武器進行操練或演習 接載航行裝備 捕撈生物之活動 下錨 

20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船舶總噸位 400 噸以上之一般船舶，其船舶所有人應依船舶總噸位，投保責任保險，試
問有關該項責任保險之額度，應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商下列何機關定之？ 
財政部 經濟部 交通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1 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管轄範圍，為那個海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 
內水 領海 臨接區 專屬經濟海域 

22 海巡人員於高雄港碼頭管制區內，查獲我國籍貨輪自金門夾帶産地為大陸地區之蒜頭 2 千多公斤入境。有關該案
之調查權行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查獲地在岸際，應由海岸巡防機關調查 查獲地在通商口岸，應由海關調查 
查獲地在岸際，應由地方政府警察局調查 查獲地在商港，應由港務警察總隊調查 

23 海巡機關人員於近國界附近之交通道路實施檢查應遵守之事項，依海岸巡防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須執行查緝有關走私、非法入出國事項 有合理懷疑相信違法情事發生時，得予以調查 
必要時得對往來車輛檢查 於攔阻汽車後，應對之搜索 

24 巡防機關人員得於內陸查緝與走私有關之犯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須經檢察官指揮，方可執行查緝 獲悉走私犯罪情資，即可逕行查緝 
情況急迫，即可逕行查緝，不必通知其他機關 情況急迫，可逕行調查犯罪，並立即知會警察機關 

25 下述何者非屬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第 15 條所稱之法令？ 
檢驗法令 衛生法令 非法廣播法令 分道通航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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