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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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防艇於距臺灣中部海岸 20 浬處，登檢 1 艘我國拖網漁船，船上有船

長 1 人、船員 2 人、黃魚一批，疑似非自行捕獲，應如何判斷有無走私

之嫌？（20 分） 

二、巡防艇進行海難搜救任務時，發現左前方約 500 公尺處有遇難人員揮手

尋求救援。巡防艇位於下風處，應如何施行救助作業？（20 分） 

三、氣象預報海象風力約 7-8 級，因此巡防艇開航前應檢視物品、裝備、機

具的繫固。巡防艇內部及外部應固定的物品、裝備、機具有那些？請分

別詳述之。（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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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日海象良好，巡防艇登檢後發現漁船共有船員 3 人，所載均為非自行捕獲漁獲，決定將漁船押

返隊部偵辦，此時漁船船長將漁船熄火並藏起鑰匙拒絕配合，後續執法作為何者為先？ 

警告船長，若不立即啟動漁船，將予以強行拖回 

警告船長，若不立即啟動漁船，將觸犯妨害公務罪 

先予以軟性勸導後，若不從則以非致命性武器制服 

立即將情形回報海巡隊，並待增援艦艇抵達後處置 

2 在彭佳嶼東南方 3 浬處，登檢本國籍漁船時，發現漁船載運違禁品，船上有 2 臺籍 1 菲籍船員，

回報勤指中心後，於現場下列作為何者最適當？ 

集中所有漁船船員於漁船機艙看管 將所有漁船船員集中於巡防艇看管 

逕行搜索其身體與衣物 先進行清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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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陸漁船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經海巡隊實施檢查，扣留其船舶、留置人員，

經查證後下列何種情形得予以沒入船舶？ 

船舶從事漁撈，有被扣留 2 次以上紀錄者 對臺灣地區有走私或從事非法漁業行為者 

有搶劫臺灣地區船舶之行為 搭載人員非法入境或出境之行為 

4 海巡人員於臺東縣政府公告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旁岸際巡邏時，發現近岸礁石區水中有民眾潛

水，發現 1 名民眾持魚槍，帶 2 條石斑魚上岸，經檢查發現魚身上均有穿孔痕跡，且該民眾持有

該魚槍許可證，與當地警察機關核對後亦屬實，該如何處置？ 

蒐證後，移送地方檢察署偵辦 蒐證後，函送漁政主管機關裁處 

蒐證後，函送地方檢察署裁處 蒐證後，函送綠島鄉公所裁處 

5 巡防艇於恆春西南 11 浬處海域發現 1 艘越南籍漁船正從事漁撈作業，登檢扣留後，該依何法函

送主管機關裁處？ 

海岸巡防法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 

漁業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6 巡防艇接獲本國籍與大陸籍漁船在臺北港外 30 浬處發生漁事糾紛，下列處置何者最適宜？ 

趕赴現場後立即派兩組人員登船調查 

登檢人員攜帶警棍及電擊棒，勿需帶致命性武器 

將兩艘船連人帶回臺北港和解 

將兩造船長帶至巡防艇上協調和解 

7 巡防艦於臺東蘭嶼外海 22 浬處海域發現 1 艘大陸籍研究船，持續向北航行，該如何處置？ 

登檢該船，押返人船調查，並裁處行政罰鍰 

登檢及完成蒐證後，驅離至限制水域外 

請該船離開我方水域，從旁監控至限制水域外 

不驅離、不登檢，僅持續運用雷達監控該船動向 

8 海巡人員獲報漁船將載運偷渡客上岸，海上巡邏截獲目標船，下列何種查艙技巧較能有效查獲偷

渡客？ 

嗅覺法 噴劑法 燈測法 偵詢法 

9 漁船 2 船員於海上作業時因口角互毆致其中一方重傷害，經船長請求海巡前往處理，登檢後下列

作為何者不妥？ 

積極協調雙方進行和解 漁船船員受傷部位拍照 

對漁船船長進行訪談筆錄 對漁船船員進行訪談筆錄 

10 巡防艇專案勤務航經不熟悉之海域，駕駛員見前方航線約 1 浬處，平穩海面中有部分小浪花產

生，適逢測深儀臨時故障，下列判斷何者最為合宜？ 

雖無航儀輔助，仍應認定為前有礁石，宜變更航線避開浪花海域 

緩慢將主機拉回停俥位置，維持原航線，並嘗試修復測深儀 

緩慢將主機拉回掛俥位置，維持原航線，並嘗試修復測深儀 

應緩慢持續前進，並建議加派瞭望人員，以掌握週邊船隻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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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巡防艇於臺東縣政府公告漁業資源保育區內登檢某艘漁船時，發現魚艙內有保育類鯨豚，該如何

處置？ 
蒐證後，移送臺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蒐證後，移送臺東縣政府裁處 
蒐證後，函送臺東地方檢察署裁處 蒐證後，函送臺東縣政府裁處 

12 巡防艇獲報海上有溺水人員，抵達現場救助該溺水者返回巡防艇，發現溺水者昏迷，應採取下列

何種作為？ 
持續心肺復甦術，全程蒐證 持續心肺復甦術，停止蒐證 
報告艇長無呼吸，停止施救，全程蒐證 報告艇長無呼吸，停止施救，停止蒐證 

13 巡防艇執行登檢時，執勤人員不慎於右舷落海，下列救援行動何者優先？ 
緊急停俥，拋下救生圈 派員攜魚雷浮標跳下救援 
吊放救生艇進行救援  發射拋繩槍以利救援 

14 海巡署據報有漁船翻覆漂流，家屬請求派員入艙搜尋，你是搜救小組長評估是否下水，下列因素

何者最為重要？ 
海面波浪  海水流速  海水深度  海面風向  

15 海巡隊接獲當地安檢所通報，於金門縣料羅港區，發現某客貨輪的機油外洩，造成港區油污染（長

200 公尺、寬 150 公尺），下列作為何者最適當？ 
派艇蒐證並協同安檢所實施攔油索佈放 通知該輪僱用工人實施油污清理作業 
協助環保局人員實施現場採證 請安檢所本於職責自行處理 

16 巡防艇奉命前往處理海上油污染，在作業前，應先穿著防護衣，下列防護衣著裝要領何者為宜？ 
防護衣屬個人裝備，自己可完成著裝 切記勿在防護衣裡面穿著長袖或長褲 
首飾或階級章等不影響作業無須脫掉 把褲管塞入襪子內，以利防護衣穿著 

17 白天巡防艇在巡邏期間，你在駕駛台當值，發現前方水域有他船接近；該船航向似乎忽左忽右， 
讓你不明瞭該船意圖及動向。基於安全考量，你如何鳴放號笛？ 
急促之短聲至少 5 響  急促之長聲至少 5 響 
急促之短聲至少 3 響  急促之長聲至少 3 響 

18 500 噸級巡防艦靠花蓮港碼頭期間，由於離岸風強勁，為迅速將緊繃的纜繩繫妥，在甲板繫纜作

業中常會使用下列何種繩索協助完成繫固？ 
制止繩 撇纜繩 拖纜繩 艏纜繩 

19 依據目前艦隊分署各式器械攜行使用規定，巡防艦艇於執勤時至少應備齊多少數量二○機砲砲

彈？ 
 200 發  500 發  1000 發  2000 發 

20 外國商船在領海內碰撞我國漁船造成沉沒及人員傷亡，巡防艇接獲通報執行攔檢，下列有關海巡

器械之使用時機何者最適當？ 
碰撞逃逸違反救助義務，得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 
告知對方涉嫌碰撞逃逸之法律責任，避免使用武器 
人民之生命、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得直接射擊船體強制停航 
巡防人員之生命、裝備遭受危害，得射擊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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