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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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政府組織改造，維護國家海洋權益與人船安全，以及符合實際運

作之需要，立法院於民國 108 年 4 月 10 日修正海岸巡防法，同年 6 月

21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請問所謂的「海岸巡防機關」包括那些單位？海

岸巡防法所做的修法在執法上的適用內容有那些？（25 分） 

二、近年來中國大陸抽砂船屢屢越界到我海域違法作業，海岸巡防機關實施

海上巡邏勤務，在金門、馬祖等海域屢有查獲中國大陸抽砂船盜採砂石

案件。請問針對中國大陸越界抽砂船，海岸巡防機關取締執行法規的適

用有那些？在禁止、限制水域越界抽砂，海岸巡防機關的執法作為為

何？如果查緝水域在距岸 2海里，如何裁罰其依據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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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中校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下列何種司法警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司法警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司法警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 231 條司法警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 232 條司法警察官 

2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使用器械，下列何者正確？ 

基於個人需要，合情審慎使用器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致命部位 

使用器械原因消滅，得視狀況停止使用 

使用警棍指揮後，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 

3 依據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規定，巡防機關人員用槍時機，下列何者正確？ 

巡防機關人員之生命遭受危害或脅迫  

巡防機關人員之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 

所防衛之土地、建築物、車、船遭受陳抗 

遇嫌犯有逃亡或逃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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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限制或禁止水域，經主管機關扣留查證符合沒入條件者，得沒入之。

下列何者不符合沒入條件？ 

搶劫臺灣地區船舶之行為 

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 

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之行為 

對執行檢查任務之船艦有拒絕停船受檢之行為 

5 外國船舶通過中華民國領海發生沉船或擱淺事件，其船舶所有人應儘速清（移）除其沉沒或擱淺

船舶、物質或漂流物，並依下列何機關通知辦理？ 

航政主管機關、海岸巡防機關、漁業主管機關 

航政主管機關、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海岸巡防機關 

港務主管機關、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漁業主管機關 

航政主管機關、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漁業主管機關 

6 中華民國之國防、警察、海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人員，對於在領海或鄰接區內之人或物，認為有違

犯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虞者，得採取下列那一項行動？ 

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 

得進行追緝、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留、逮捕或留置 

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押、逮捕或留置 

得進行追緝、登臨、檢查；必要時，得予扣押、逮捕或留置 

7 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故意損害天然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者，下列何者正確？  

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處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鍰 

8 依據懲治走私條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運送走私物品，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公務員包庇走私，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9 有關我國海岸巡防法的執法機關及執法範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海域執法範圍限為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之領

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域 

海岸執法範圍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海岸巡防機關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其所屬機關（構） 

太平島目前為軍管區，不適用海岸巡防法相關規定 

10 依據海岸巡防法規定，我國海岸管制區係由（甲）會同（乙）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

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請問上述之（甲）、（乙）各指為下列何者？ 

甲為國防部，乙為海巡署及內政部  

甲為國防部，乙為海洋委員會及內政部 

甲為海洋委員會，乙為國防部及內政部 

甲為行政院，乙為國防部及內政部 

11 依海岸巡防機關器械使用條例第 8 條規定，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其承載人員

涉嫌在我國領域內觸犯重罪，經實施緊追、逮捕而抗不遵照或脫逃時，復經使用刀或槍等器械仍

不能制止，並經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就該情形合理判斷，認已無其他手段制止時，得於必要限度

內使用砲。請問上述的重罪，不包含下列那項犯罪？ 

搶奪 殺人 走私槍械 走私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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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照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外國軍艦通過我國領海水域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外國軍艦欲通過我國領海應先行告知我國外交部 

應以連續不停迅速進行且符合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及其他國際法規則之方式無害通過我

國領海 

對於駛離我國內水通過領海並有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巡防機關人員得進行緊

追、登臨、檢查、驅離 

基於國家利益或安全，我國得暫停外國船舶在領海特定海域內無害通過 

13 中華民國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享有之權利，下列何者正確？ 

海洋科學研究之主權權利 

海洋環境保護之主權權利 

探勘、開發、養護、管理海床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之生物或非生物資源之主權權利 

人工島嶼、設施或結構之建造、使用、改變或拆除之主權權利 

14 接受台電委託進行臺灣中部風場海域水文調查的法籍 5,000 噸級海洋科學調查船，申請泊靠臺中

港補給，於進入臺中港分道航行區的航道期間，與臺籍作業漁船發生碰撞，漁船沉沒，船上船員

落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籍船進行臺灣中部風場海域水文調查前，依相關法令規定，應於研究預定開始日期 6 個月前

向科技部提出申請 

法籍船因救助遇險或遭難的人員，可在該航道區緊急停船或下錨 

海巡人員為蒐證必要，得登臨法籍船舶進行檢查與詢問，並要求船長提供必要文件 

為保存證據或其他重要事項，我國政府可依法院之扣押裁定對該船進行執行扣押 

15 有關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之大陸礁層為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至大陸邊外緣之海底區域，海底區域包

括海床及底土 

我國與菲律賓之專屬經濟海域之分界線，經過廣大興事件後，雙方已達成協議 

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我國享有探勘、開發、養護、管理海床上覆水域、海床及其底土

之生物或非生物資源之主權權利 

在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我國享有海洋科學研究及海洋環境保護之管轄權 

16 下列何者非為主管機關依據海關緝私條例得為之處分？ 

罰鍰 有期徒刑 沒入運輸工具 追徵逃漏稅款 

17 下列有關「海關緝私條例」與「懲治走私條例」之比較，何者錯誤？ 

「海關緝私條例」對於違反法律上之義務而應受行政罰之行為，法律無特別規定者，雖不以出

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 

「懲治走私條例」主要是在處罰行為人故意的行為，如因過失所為，則必須法律有特別規定才

可予以處罰者為限 

若一行為同時觸犯「海關緝私條例」與「懲治走私條例」規定者，依懲治走私條例處罰之。但

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同一行為主體的一個走私行為如經司法機關為不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

之裁判確定後，海關即得引用「懲治走私條例」之規定，科予罰鍰 

18 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定，下列何者情形致造成污染者，不予處罰？ 

為緊急避難或確保船舶、航空器、海堤或其他重大工程設施安全者 

為維護海域安全或因天然災害、戰爭或依法令之行為者 

為維護海域安全或因天然災害、戰爭或正當防衛行為者 

為防止、排除、減輕污染、保護環境或為特殊研究需要，經各級主管機關許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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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國家安全法之「入出境檢查」相關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對入出境船舶及其載運人員、物品之檢查，除了核對證照與艙單，若需清艙檢查，需先獲檢察

官同意 

對於旅客實施儀器檢查或搜索其身體。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者，

不在此限 

對於旅客手提行李除實施儀器檢查外，應由其自行開啟接受檢查 

對於進口之貨櫃得於目的地實施落地檢查 

20 下列有關國家安全法「海岸管制區」之敘述，何者錯誤？ 

可分為「海岸經常管制區」、「海岸特定管制區」2 種，前者於規定時間內，開放供人民從事

觀光、旅遊、岸釣及其他正當娛樂等活動，並由海防部隊執行檢查、管制任務 

戶籍設於海岸管制區之人民，或當地漁民（欲進入管制區海岸捕魚或採收海產者），得憑身分

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管制區 

司法、軍法或治安人員，因公入出海岸管制區者，得憑服務證件經查驗後入出 

依法登記之候選人於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得憑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其選舉區所在之

海岸管制區 

21 A、B 二人合謀僱用臺灣籍漁船船長 C 自大陸載運走私大陸茶磚 400 塊（市價約 200 萬元）入境

以獲暴利，並由 A 買通海巡人員 D 透露巡防艇的艇位以規避海上臨檢，由 B 買通海巡安檢站長

E 在該船入境時安排安檢人員 F 逕予放行。該案在船舶入境時，船員 G 明知走私茶磚為違法行

為仍依船長指示將其藏匿在漁船密窩，F 明知船上有走私物品並協助藏匿，然最後被另 1 名不知

情的安檢人員 H 查獲船上載有不法物品，船長 C 持械拒捕，造成 H 員手臂淤青。請問依懲治走

私條例，下列人員所犯罪刑之處分何者錯誤？ 

G負責運送及藏匿走私物品，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50萬元以下罰金 

C 犯走私罪持械拒捕或持械拒受檢查，傷害人未致重傷，可處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 

F 為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藏匿者，可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D、E 為公務員、軍人包庇走私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22 大陸船舶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依據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及禁止水域案

件裁罰標準，裁罰金額下列何者正確？ 

得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得處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600 萬元以下罰鍰 

得處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 

得處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上 2,000 萬元以下罰鍰 

23 外國籍雜貨輪航經於濁水溪口西方 15 浬海域，船上人員偷排艙底污油泥至海洋，被巡防艦查獲。

請問該油污染行為適用下列何法處罰？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海洋污染防治法  國家安全法 

24 下列有關海洋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何者錯誤？ 

指的是依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所定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所指定之物質 

海洋污染防治法的中央主管機關是衛生福利部 

海洋設施：指海域工程所設置之人工結構物 

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指基於國家整體海洋環境保護目的所設定之目標值 

25 依 108 年 6 月 21 日公布施行之海岸巡防法部分條文修正，民眾若有濫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案

專線 118 情況，將被處罰鍰。請問其罰鍰（新臺幣）為何？ 

3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 

1 萬 5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 3 萬元以上 9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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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數：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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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D D A B C B B

A C A B B D A A A

B A C B B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