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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對海洋環境有造成污染之虞者，下列處置作為何者正確？ 
海污主管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港口管理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海巡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航港機關得禁止其航行或開航 

2 依據海岸巡防法第 7 條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 4 條所定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事項時，下列何者

正確？ 
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路，實施檢查  
查緝走私時，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地檢署處理  
若因而發現犯罪嫌疑者，應依法移送地檢署辦理  
立即申請調派人力支援，以保持優勢執法人力 

3 依據「海洋委員會組織法」之規定，該會成立之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為辦理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業務  
為辦理海域及海岸巡防業務  
行政院為統合海洋相關政策規劃、協調及推動，並辦理海域與海岸巡防及海洋保育、研究業務  
行政院為統合海洋相關政策規劃、協調及推動，並辦理海域與海岸安全管理及海洋秩序、研究業務 

4 為強化海域之安全維護與落實勤務執行，各海巡單位對轄區所發生之案件，應循那三線系統陳報？①主

官系統 ②通信系統 ③業務系統 ④勤務指揮系統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5 在執行岸際或海域巡防勤務前，應先實施勤前教育，下列何者並非勤前教育的施教重點？ 
勤務研討 艦艇與裝備保養 檢查服儀及裝備 提示情資與任務 

6 依據情資顯示，某漁船涉嫌載運私煙進港，船身吃水深，可能有載運私貨，經清查船艙內並未發現密窩，

研判可能在船身底部外、水線下懸掛私貨，此時海巡人員可運用何種方法搜查私貨？ 
追蹤法 鑽探法 敲擊法 絆撈法 

7 巡防艇在海上執勤，遇失去動力船舶請求協助拖帶時，下列何者正確？ 
由現場指揮官研判，若海象轉趨惡劣，已符合「危險性」要件，且拖帶作業無危及本身安全，則可依

權責處置  
為免遭致民怨，加強民眾對政府之向心力，且基於為民服務之原則，巡防艇應予拖帶入港  
為免巡防艇在拖帶時造成雙方船艇毀損，應拒絕予以協助拖帶，請其尋求民間業者或漁船拖救  
巡防艇在完成拖帶後，應依政府之收費標準予以收費，以免遭致圖利他人之物議 



代號：3751
頁次：4－2 

8 海巡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疏導群眾、戒備意外時，得使用下列何項器械？ 
槍械 警棍 齊眉棍 捕繩 

9 大陸漁船未經許可進入我禁止或限制水域經扣留者，其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該大陸漁船若從事捕魚行為則應予沒入 該大陸漁船若有走私之行為則應予沒入  
該大陸漁船得處以 20 萬至 1000 萬元罰鍰 海巡機關應於 2 個月內作出處分 

10 依「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對於管制物品之品項及管制方式，由下列何者公告之？ 
經濟部 財政部 立法院 行政院 

11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是屬於中央那一層級之行政機關？ 
中央第一級行政機關 中央第二級行政機關 中央第三級行政機關 中央第四級行政機關 

12 下列何者工作項目屬於海岸巡防勤務方式中的「守望」勤務？ 
探視安檢所附近獨居老人安全 參加環保團體舉辦的淨灘活動  
於碼頭警戒走私遭扣押的船舶 駕駛巡邏車至易偷渡地點巡查 

13 有關海巡人員登臨檢查船舶時應注意的安全事項何者正確？ 
為確保同仁自身安全應儘量展示槍械威嚇船員 集中所有船員於駕駛台內限制行動至檢查完畢 
所有船員可以待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繼續作業 應比對看到船員數量與船長所報人數是否相同 

14 有關我國船舶與外國船舶在海上發生碰撞糾紛事件的處理流程原則何者正確？ 
接獲報案應先行派遣巡防艦艇趕赴現場 為保護國人權益均應優先扣押外國船舶  
艦艇趕赴現場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 若屬民事案件則強制雙方簽訂和解文書 

15 下列有關海巡勤務之「勤前教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為確保執勤安全及紀律，不論是緊急狀況或一般狀況一定要在勤指中心集合舉行  
勤前教育主要的目的是清點執勤人員，若有緊急狀況可以不用實施直接啟航執勤  
基層勤前教育是「巡防艦船艇於出勤前視勤務狀況，由艦艇長或帶隊官主持施教」  
聯合勤前教育是「執行專案或臨時特定勤務前，集合所有參加執勤艦艇人員實施」 

16 有關海巡勤務編排原則，深夜執勤的規定何者正確？ 
每人以不超過 8 小時為原則 每人以不超過 6 小時為原則  
每人以不超過 4 小時為原則 每人以不超過 2 小時為原則 

17 為發揮「指、管、通、情」功能，掌握各轄區狀況，統合協調岸海勤務，海巡署設立下列何種單位？ 
分署勤指中心 巡防區指揮部 海岸巡防總隊 地區勤務區塊 

18 下列何者係授權由行政院訂定，並得分批公告之？ 
中華民國領海之基線及領海外界線  
海岸巡防法  
巡防機關與國防、警察、海關及其他相關機關之協調、聯繫辦法  
海岸巡防機關處理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案件裁罰標準 

19 海巡署的核心任務，下列何者正確？ 
海上防衛、海污防治、海洋開發、海洋探測、海洋觀光  
防治偷渡、查緝走私、防治槍毒、海上交通、海洋產業  
海域治安、救生救難，維護漁權、海洋保育、海洋事務  
查緝走私、海難救護、海污應變、海域遊憩、海事調查 

20 依「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分工的規定，海巡署負責執行何項工作？ 
協助海上油污染調查、監測、評估及分析取樣 執行海上污染動態監測、評估範圍及協助清除 
執行空中勘查、動態監測及評估污染範圍事宜 籌補各項處理油污所需資材，及岸際人員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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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巡防艇在距我國基線外 20 浬處，發現越界大陸漁船未進行

捕撈作業，海巡人員應優先採取下列何種行政作為？ 
限制水域內，廣播驅離之 限制水域內，扣留罰款之  
禁止水域內，逕行驅離之 禁止水域內，登檢留置之 

22 依據海巡相關法規，海巡機關人員具有司法警察身分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有海巡人員均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現職關務人員不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執行登檢我國漁船之海巡人員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司法警察訓練合格之海巡人員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23 依國家安全法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或規避出入境之檢查者將受到何種處罰？ 
本國船舶科處刑事罰 外國漁船處以行政罰 大陸漁船處沒入處分 大陸人民得處以罰鍰 

24 海巡人員在鄰接區內登檢漁船，若該船為規避檢查，向公海逃逸，有關緊追法令之依據，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若該船為本國漁船，依據漁業法  
若該船為大陸漁船，依據國家安全法  
若該船為外國漁船，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若該船為大陸漁船，依據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25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有關主管機關對大陸船舶之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船名者，應予以發還  經留置者，處以沒入處分  
走私者，應處以沒入處分 污染者，應處以沒收處分 

26 海巡人員在距岸 10 浬處發現經我方許可直航之大陸貨船排放艙底廢油水，登檢蒐證後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函送大陸委員會處分  函送中央環境主管機關處分  
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函送所屬縣市主管機關處分 

27 依據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下列行政機關人員何者準用該法逕行查緝？ 
環保人員 消防人員 警察人員 海保人員 

28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有關臺灣本島海域管轄劃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限制水域指低潮線起算至基線內 24 浬以外之水域 限制水域指基線起算 24 浬以內之水域  
禁止水域指基線起算 12 浬以內之水域 禁止水域指低潮線起算至基線外 12 浬以內之水域 

29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之規定，海巡人員查獲下列何種污染行為，應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棄置依該法公告之乙類物質嚴重污染海洋者 棄置依該法公告之丙類物質嚴重污染海洋者  
排放廢污水於公告之自然生態保育區者 船舶載運油品洩漏污染專屬經濟海域者 

30 依據現行海巡相關法規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我海巡機關執行管轄之範圍？ 
釣魚台海域 南海海域 東海海域 沖之鳥海域 

31 依據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之規定，中華民國鄰接區為自領海外界線至距離基線外側幾浬？ 
12 浬 24 浬 188 浬 200 浬 

32 依據現行法規，有關大陸貨輪在我國禁止水域活動之情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視同我國船舶，享有無害通過權 視同外國船舶，享有直航通行權  
經主管機關同意，享有直航通行權 經主管機關同意，享有無害通過權 

33 巡防艇於領海外 5 浬查獲大陸貨輪夾帶私運香菇進口，依法應採下列何者處置？ 
依懲治走私條例函送大陸委員會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函送直航機關 
依海關緝私條例函送管轄關稅局 依海岸巡防法移送地方檢察署 

34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依法使用槍械？ 
執行公海漁業巡護，遭遇外國軍事船舶時 執行南海海域巡護，武裝海盜挾持商船時  
執行禁止水域護漁，大陸船舶越界捕魚時 執行離島主權維護，發現外國船舶越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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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之規定，海巡人員遇有下列何種情形得使用捕繩？ 
執行漁船交通指揮，防範意外發生時 疏導船舶遊行活動，防範碰撞發生時  
搜索船舶涉嫌走私，人員有毀損證物之虞 檢查船舶安全設施，人員有慌張失措之時 

36 依海岸巡防法規定，海域及海岸巡防涉及國家安全情報部分之事項，海岸巡防機關應受國家安全局之協

調及支援外，尚包含何種事項？ 
指揮 指導 指示 督導 

37 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規定，海岸管制區可分為下列幾種？①特別管制區 ②特定管制區 ③經常管制區 

④永久管制區 ⑤一般管制區 
僅①③ 僅②③ 僅②⑤ 僅④⑤ 

38 依海關緝私條例規定，判定需搜索關係處所，應達到下列何程度？ 
合理懷疑 認有必要時 經驗判斷 正當理由 

39 依我國政府公告之領海基線、領海及鄰接區外界線範圍，彭佳嶼與臺灣本島間之水域，其性質為何？ 
內水 領海 鄰接區 專屬經濟水域 

40 依行政院公告之管制物品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下列何者非屬管制進出口物品？ 
子彈 變造之有價證券 大麻種子 宣傳共產主義之書籍 

41 依海岸巡防法規定，巡防機關人員執行查緝走私，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路，實施下列何

種行為？ 
檢查 調查 搜索 監控 

42 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規定，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應向何機關申請許可？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軍事機關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內政部 

43 下列何者非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之所屬機關？ 
東南沙分署 金馬澎分署 北部分署 西部分署 

44 我國與相向國家間之大陸礁層重疊時，依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其分界線應如何劃定？ 
依比例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依等距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依衡平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依誠信原則，以協議方式劃定之 

45 海巡人員應基於事實需要，合理審慎使用器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此為何種原則之適用？ 
衡平原則 誠信原則 明確性原則 比例原則 

46 違反懲治走私條例行為之處罰，下列所述何者正確？  
全部處以行政罰  全部處以刑罰  
應視行為違法之情節輕重而決定處以刑罰或行政罰 應視行為違法之行為種類而定刑罰或行政罰 

47 有關海上聚眾活動之處理，下列何者敘述最為正確？ 
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處理  
由警察機關處理  
由警察機關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共同處理  
由警察機關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處理 

48 下列何者不屬於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例所規定之「器械」？ 
盾牌 束帶 火箭彈 腳鐐 

49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之「禁止水域」及「限制水域」，其範圍係由下列何機關公告？ 
行政院 海洋委員會 國防部 大陸委員會 

50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所屬宜蘭艦於領海基線外 150 浬之處登檢我國籍漁船，發現其載運大量香菸 3000 箱，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依違反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辦理 依違反海關緝私條例辦理  
依違反懲治走私條例辦理 依違反菸酒管理法辦理 



類科名稱：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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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測驗題標準答案更正

考試名稱：

海洋巡護

海巡勤務大意與海巡法規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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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選題數：50題 單選每題配分：2.00分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第1題

B

第2題 第3題 第4題 第5題 第6題 第7題 第8題 第9題 第10題

第11題 第12題 第14題 第15題 第16題 第17題 第18題 第19題 第20題

第21題 第22題 第23題 第24題 第25題 第26題 第27題 第28題 第29題 第30題

第31題 第32題 第33題 第34題 第35題 第36題 第37題 第38題 第39題 第40題

第13題

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A C C B D A B B D

C D C C C B A C B

A D A C C # C D C D

B C B C B B D A D

A B D C D B C A C D

C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備　　註： 第26題一律給分。

標準答案：答案標註#者，表該題有更正答案，其更正內容詳見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