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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別：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別：水上警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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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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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巡隊值日室獲報我國漁船於淡水西北方 32 浬處與大陸漁船發生漁事

糾紛，經通報線上巡防艇前往現場，3 位登檢人員登上該大陸漁船後，

該陸船卻加速航往 270 度方向。（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此時巡防艇及登檢人員如何應處？ 
海巡隊應如何通報及應處？  

二、氣象預報：臺灣北部海面東北風，風速 6 m/sec，海象 5-7 級。在彭佳嶼

西南方 3.5 浬處，有散裝木材船發出求救訊號，有一船員落海漂流。在

距離案發時間 20 分鐘後，如你是：（每小題 10 分，共 20 分） 
首先抵達現場搜救的巡防艇艇長，現場僅一艘巡防艇，而且後續支援

的巡防艇因海象關係約需 3 小時後到達，在日間目視良好狀況下艇長

如何操作船舶，以扇型模式搜救？ 
如發現落海人員進行撈救部署時，如何控制船舶與落海者接觸，以順

利將人員救返巡防艇，實施緊急救護？  

三、你是勤指中心值日官，某日接到通報：有水上摩托車車隊約十餘輛，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由臺灣本島駕駛水上摩托車到馬祖離島，行文海巡署

協助海上安全戒護。基於安全考量及防範未然，勤指中心當日海上勤務

如何有效部署？（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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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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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颱風即將來襲，海巡人員到岸邊勸釣客儘速返家，以免被湧浪捲走。釣客反嗆你：颱風現在臺灣
海峽北側海域，這裡吹北風，海在西邊，湧浪不會捲到我！你應該讓他瞭解，在同一海域湧浪的
方向和當時的風向是？ 
相同 垂直 相反 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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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禽流感期間，巡防艇於海上巡邏時登檢漁船，登檢小組回報該漁船艙內有大批走私禽鳥，下列作

為何者優先？ 
立即將艙內禽鳥取出清點 先行穿著防護裝備再清艙 
通報衛生單位派員檢疫 通知動植物防檢局到場處理 

3 海巡艇於林口外海距岸 5.6 浬處登檢我國籍漁船，發現該船所申請僱用的中國大陸籍船員正從事

漁撈作業，應如何處理？ 
帶返調查並由海巡機關依漁業法裁罰 
帶返調查並將調查結果移請漁政機關裁罰 
帶返調查並將相關卷證移請地檢署偵辦 
發給檢查紀錄表，並提醒注意航行及作業安全 

4 海巡人員於桃園竹圍西北方 43 浬，處理本國籍漁船與中國大陸籍漁船漁事糾紛，海巡人員登檢

大陸漁船後，該船強行載走 3 名海巡人員，並持續往中國大陸平潭方向航行。嗣後海巡人員於海

峽中線以西 17 浬（距大陸平潭 17 浬）處成功攔截該大陸漁船，遂將該船及船上大陸地區人民帶

返調查，後續應如何處理？ 
因其並非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對於本案無管轄權，故予以放行 
應受我國法律之處罰，將調查結果移請地檢署偵辦 
將調查結果移請漁業署依漁業法裁罰 
直接由海巡機關依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裁罰 

5 海巡人員勤務執行範圍多元廣闊，巡防艦或巡護船在海上巡邏，發現一艘美國船舶有下列何種行

為時，應進行登檢取締？  
在我國領海內無害通過  
在我國鄰接區內任意停船 
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內發生印尼籍船員殺傷美國籍輪機長 
在中西太平洋公海捕撈鯨豚類生物 

6 巡防艦執行臺日海域護漁勤務，發現 1 艘我國籍漁船在我國暫定執法線第 1 點及第 2 點外海域作

業，下列處置何者為宜？  
航至該漁船旁保護其安全，避免被日本公務船扣押  
以無線電聯繫漁船宣導政府護漁原則  
該漁船已違反行政法規，函送漁業主管機關處分  
該漁船已違反刑事法規，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7 海巡人員於嘉義縣布袋漁港港區範圍內發現民眾佈放漁網捕撈水產動植物，應如何處理？ 
蒐證調查並將相關卷證移請漁港主管機關處理 
因非屬海巡機關權責，通知漁政機關依其權責辦理 
因不妨礙港區作業及安全，無庸處理 
查明該處所若已公告開放民眾垂釣，則不予處理 

8 依海岸巡防法等相關規定，下列何者不是海巡人員應執行的檢查工作？ 
入出海岸管制區的檢查、管制 航行船舶有違法之虞時進行登臨檢查  
船舶出港時進行適航性檢查  船舶進港時進行安全檢查 

9 巡防艇巡邏發現外國籍遊艇在翡翠灣停泊，優先採取的作為為何？ 
廣播請求離開 登艇實施檢查 實施監控蒐證 請航政機關處理 

10 勤務指揮中心值勤官，因有民眾落海仍於黃金搜救 72 小時期間內，調派巡防艇執行搜救任務，

另通報空勤總隊直昇機協助搜尋，此時民眾通報於轄區內三浬近岸有商船排放污油，下列那種處

置最適當？ 
通報線上搜救巡防艇前往取締 通報岸際岸巡單位前往岸際蒐證取締 
通報搜救直昇機立即前往取締 通報空勤總隊另派飛機前往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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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巡防艇登檢 CT2 漁船，發現魚艙有七尾海豚屍體，該巡防艇應如何處置？ 
帶回隊部進行偵訊，並製作筆錄後放行 
製作相關紀錄文書後放行，並繼續巡邏勤務 
帶回隊部製作偵訊筆錄後，移送漁業機關處置 
帶回隊部製作偵訊筆錄後，移送檢察機關處置 

12 巡護九號船在執行「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公海登臨檢查作業時，於規劃巡護的

D 區公海內，發現紐西蘭籍漁船可能有違規行為，下列何者最正確？ 
在 WCPFC 所指定公海上之所有他國籍漁船均可登檢  
除非發現重大違規，相關檢查作為必須在 4 小時內完成  
船長若欲與該國漁船管理當局聯絡，宜暫予制止  
若登檢查獲該漁船非法轉載漁獲，則可立即開立處分書予以沒入  

13 巡防艇於宜蘭外海 5 浬處巡邏時，發現一艘 CT2 漁船正進行拖網捕魚，該巡防艇應如何處置？ 
繼續執行預定巡邏勤務 準備蒐證設備進行蒐證 
命令該船停船進行登檢 鳴警笛並以擴音器勸離 

14 海巡隊勤務指揮中心接獲通報，在所轄海域發生船舶海事糾紛，巡防艇趕赴案發海域，艇長首應

如何處置？ 
確認為通報船舶  製作其訪談筆錄 勸兩造雙方和解 逕行拍照後驅離 

15 擬定搜救範圍的方式是以遇險處為中心，幾浬為半徑，畫一個圓圈，作外圍之正方形為搜索水域？ 
 5 浬  10 浬  15 浬  20 浬 

16 某年冬天，新竹近海表層海溫僅約攝氏 7 度，有位不會游泳的釣客在該處不慎落海，雖穿救生衣

但未著任何禦寒衣物，在海面漂流，若當時正值退潮，海面無風，海流速度約 1 節，則在預期最

長存活時間內，該釣客最可能漂至落海位置？ 
南方 4 浬處 北方 4 浬處 南方 3 浬處 北方 3 浬處 

17 巡防艦執行南沙海域巡邏勤務，航行中水線下各艙間之水密艙門，應保持何種狀態？ 
接近菲律賓海域時關閉 航行及錨泊中均須關閉 
於夜間 18 時後必須打開 天氣炎熱時需通風打開 

18 巡防艇於颱風過境後恢復正常巡邏勤務，此時海上又下起大雨，視線不佳，發現巡防艇已駛進有

大量漂流物海域，為避免俥葉誤擊漂流木，下列處置何者正確？ 
儘量快速通過 緩緩倒俥離開 慢俥左右側進 以大舵角壓舵 

19 巡防艦巡航時發現冷凍庫溫度過高，當值輪機員檢查冷凍裝置時發現：冷媒通過液體指示鏡時有

大量氣泡；膨脹閥有明顯的嘶嘶聲；調大膨脹閥開度後，吸氣壓力仍無法上升。當值輪機員可判

斷冷凍裝置有何問題？ 
膨脹閥處發生冰塞 系統冷媒嚴重不足 過濾器因過髒堵塞 膨脹閥因異物堵塞 

20 某海巡隊隊員投書分署長信箱，表示該隊勤務編排不公，分隊長等資深同仁均集中選擇連續假期

編排輪休，為滿足勤務需求與執勤安全，並符合各級巡防艇最低服勤人數之規定，導致排擠基層

同仁於重要節慶的放假情形，你擔任編排勤務之分隊長，應如何處置？ 
於重要節慶日，編排最低服勤人力較少之 20 噸艇，可增加休假人數 
重新調整各分隊輪休基準，幹部平均分配輪休，優先讓同仁休假 
核算人力，報請分署徵調其他隊人力短期支援，放寬每日休假人數 
調整部署於重要節日採守勢勤務，減少巡邏班次，以增加放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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