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海岸巡防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各科別 
科 目：海巡法規（包括海岸巡防法、國家安全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海關緝私條例、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懲治走私條例、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章行政與第五章罰則、中華民國專屬
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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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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得使用刀、槍或砲等之時機

為何？試逐一論述之。該條例又規定基於事實需要，應如何使用？（25 分） 

二、試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說明處理海上廢棄物污染之防治方法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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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巡防人員依海岸巡防法等相關規定查獲無合法居留證之越南籍外勞，其處置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查獲越南逾期逃逸外勞，移送地檢署偵辦 查獲越南逾期逃逸外勞，雇主應移送法辦  

查獲越南偷渡外勞，解交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 查獲越南偷渡外勞，移送地檢署偵辦 

2 依海岸巡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巡防機關執行事項？ 

漁業巡護 海上救難 安全情報調查 海洋環境保護 

3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掌事項得使用武器，其使用辦法，以何種方式定之？ 

法律 命令 規程 通則 

4 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機關對於巡防機關管轄區內之犯罪案件調查相關聯繫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於海域之涉嫌犯罪案件，由巡防機關及警察機關共同處理  

海上聚眾活動，由巡防機關負責調查處理  

於海岸屬走私、非法入出國及與其相牽連之涉嫌犯罪案件，由巡防機關調查，其他涉嫌犯罪案件由警

察機關調查  

巡防機關或警察機關於巡防機關管轄區內發現應由他方調查之案件時，應嚴守管轄權之劃分，切勿介

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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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使用器械後，下列何種狀況需即時報告長官？ 

用警棍指揮交通  用警棍疏導群眾  

用警棍戒備意外  用警棍強制以協助偵查犯罪 

6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使用警棍強制

或制止之？ 

指揮交通  疏導群眾  

戒備意外  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強暴脅迫時 

7 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器械，因而致第三人受傷、死亡或

財產損失者，應負之責任，下列何者正確？ 

各該人員應負賠償責任  

各該巡防機關應負補償責任  

先由各該巡防機關負賠償責任，而後再向各該人員求償  

先由各該巡防機關負補償責任，而後再向各該人員求償 

8 人民入出國家安全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之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應向該管軍事機關申請許可，惟例外無

須申請許可之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於限制時間外，入出飛機戰備跑道、軍事訓練或試驗場者，無須申請許可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因公務需要者，得憑各該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連同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司法、軍法或治安人員，得憑服務證件經查驗後入出 

9 依國家安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海岸巡防署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

事設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無正當理由拒絕或逃避依第 4 條規定所實施之檢查者，處罰鍰  

為確保海防及軍事設施安全，並維護山地治安，得由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

施地區劃為管制區，並公告之  

違反第 5 條第 2 項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1 萬 5 千元以下

之罰金 

10 依國家安全法之規定，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應向何機關申請許可？ 

該管海巡機關 該管警察機關 該管檢察機關 該管軍事機關 

11 依國家安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海巡機關人員依職權實施檢查，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指定國防部命令所屬單位協助  

海巡機關人員依職權實施檢查，發現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而蒐集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的未遂

犯亦應罰之 

意圖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傳遞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於偵查中自白者，應減輕其刑  

自洪仲丘案後，現行國家安全法已規定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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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該人民有下列何種情事，須待其原

因消失後強制出境？ 

懷胎 2 月以上  生產、流產後 2 月未滿  

罹患疾病  強制其出境有受政治迫害之虞 

13 海巡隊於東沙島西南約 5.72 浬處海域，查獲香港籍漁船及船上 5 名船員越界捕魚，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偵辦  

依違反國家公園法移送偵辦  

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移送法辦  

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14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禁止水域，因驅離無效而

扣留之船舶，下列何者非屬應沒入事由？ 

對臺灣地區從事非法漁業行為 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行為  

因從事漁撈被扣留 2 次以上紀錄 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敵對行為 

15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海關對扣押之貨物因解送困難或保管不易者 ，經查封後交當地公務機關保

管者，下列何者不須通知？ 

運輸人 所有人 管領人 持有人 

16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經主管機關許可，得航行至大陸地區  

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不得私行運送大陸地區人民前往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以外之

國家或地區  

臺灣地區人民經主管機關許可，得利用非中華民國船舶，運送大陸地區人民前往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

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外國船舶、民用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不得直接航行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港口、機場間 

17 查緝隊接獲情資某漁船走私活體動物食蛇龜出境至大陸，在高雄港外海 30 浬處遭海巡隊攔下，在船上起

獲食蛇龜等保育類龜 1149 隻，估計市價超過 500 萬元，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依違反海關緝私條例移送法辦  

依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懲治走私條例，移送法辦  

依違反懲治走私條例，移送法辦  

依違反懲治走私條例、野生動物保育法，移送法辦 

18 外國民用船舶無害通過中華民國領海，必要時得停船和下錨。下列何者不屬於停船和下錨的原因？ 

通常航行所附帶發生者  因不可抗力或遇難必要者 

為加油補給所必要者  以救助遇險或遭難人員、船舶或航空器為目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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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外國軍用或公務船舶通過我國領海，應先行告知  

大陸船舶通行我國領海，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辦理且遵守本法  

外國民用船舶之無害通過，需考量互惠原則  

外國船舶無害通過我領海之管理辦法，應由立法院審查 

20 海巡隊於我國海域內緝獲他國船舶採捕作業，下列何者正確？ 

若為越南國籍漁船，地點為距領海基線外 13 浬，依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移送法辦  

若為香港地區漁船，地點為距領海基線外 13 浬，依違反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處罰鍰  

若為大陸籍漁船，地點為距領海基線外 25 浬，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移送法辦 

若為澳門地區漁船，地點為距領海基線外 13 浬，依違反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處罰鍰 

21 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我專屬經濟海域包含上空、水體、海床及底土  

在我專屬經濟海域故意損害天然資源者處以罰金 

在我專屬經濟海域不遵守法令規定傾倒廢棄物者處以罰金  

在我專屬經濟海域從事生物資源探勘者處以罰鍰 

22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海域行政轄區之劃定，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地方縣市政府劃定之  

執行取締、蒐證及移送等事項，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  

本法適用範圍限於中華民國管轄之潮間帶、內水、領海及鄰接區之水域  

執行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項，若涉及軍事事務，其檢查鑑定辦法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國防部定之 

23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處理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由下列何機關設置重大海洋污染事件處理專案小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 經濟部 

24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權責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指海岸巡防機關  

本法所稱協助執行機關，指協助辦理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之軍事、海關或其他機關  

本法所稱裁罰機關，除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縣（市）為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環保局 

25 依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關於海洋棄置物之管制，下列何者錯誤？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物質棄置於海洋對海洋環境之影響，公告為甲類、乙類或丙類  

甲類物質，不得棄置於海洋，棄置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乙類物質，每次棄置均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丙類物質，於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期間及總量範圍內，始得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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